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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子漁

疫情與選舉拉雜談
六年一度的總統大選

已經密鑼緊鼓的開始了。各
路英雄皆擦拳磨掌，踴躍欲
試。「逐鹿中原」，鹿死誰
手。很難預測，報名的候選
人人數，空前的踴躍，雖然
大多數名不見經傳的也只是

湊湊熱鬧，報上了他們的名字後，就退居
幕後，應該說是不鞠躬就下了台。真正認
真的總統候選人五花八門，綜合一下最搶
人眼球子的是拳王，以及好幾年前曾上過
銀幕的電影明星，還是傳統政客佔了絕大
多數。

記憶所及，很久很久以前，我小時
候，總統競選在野黨與執政黨候選人總拿
華人來說事，這次大街的文宣活動即將展
開，會不會再拿華人來說事，我們拭目以
待。

最糟糕的是，大街之年又碰到疫情猖
獗，有關當局甚至鼓勵新冠肺炎呈陽性的
選民到選舉站去投下神聖的一票。

天佑菲律濱，希望大街過後，確診人
數不會坐神舟航天船，直上九重天。

我每天都登記確診與病歿的人數。
粗略估計一下，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拐點不拐點的就算了，我就用我自己的土
方法來歸納疫情的走向。

第一階段是去年二月底三月封城時，
那時確診人數只有幾百名最多破百上升到
千名以上。解封後，有一個時期，政府放
寬了限制。於是確診數目又直線上升。那
個時期，政府的每日確診人數我沒記錄。

第二次封城，也可以說是疫情第二階
段，確診人數已破萬，最高記錄已在五位
數之間居高不下了。這次的封城，可以說
是失敗的一次。解封後，不降反升，總是
在一萬至二萬之間徘徊。

第三階段在九月十一日，竟高達二萬
六千三百零三位確診病人。

就這樣升升降降反反復復，一萬多，

有時偶爾升至二萬又下降至一萬多。這是
進入八月、九月、十月，這三個月的確診
病人的走向。可喜的是昨天前天大前天三
天來，確診人數在七千與八千之間徘徊。

我所記錄的確診數字可信度有多大，
有沒有水份參雜其中，我們是不得而知
的。

我認為既然有關當局慎重其事的報
告，他們的報告，我們則姑且信之。信不
信由你，我就是在這些數字中去惴測疫情
的嚴重性，一點可以告慰的是，最近中招
的親戚朋友很多，大多是逢凶化吉，除了
二位上了年紀的老者，天可憐見，進了醫
院，錢花了，最後也能花錢消災，還是走
出醫院，平平安安的回家。

最近微信上報載，說什麼疫情在明
年第一季節就可以緩和，與人類說永不再
見。

又說那一國發明什麼神藥，那一國即
將研發什麼特效藥。這些訊息都不靠譜，
我還是寧肯信其有，相信了，人生就有了
奔頭。

要是不相信有關當局每天的疫情報
告，我們可就生活在一個沒有希望的世
界，人生一片迷茫。也不知什麼時候才是
盡頭，日子一長，肯定悶出病來，也許壓
抑症就是這樣形成的。

儘管確診人數只有三天跌到四位數，
根據有關當局報導，計劃重開電影院，堂
食也可以了。宵禁也放寬了從子夜零時至
凌晨四時。又聽說亞細安有些國家如泰
國、印尼等國打算接受已打了二針的遊客
旅遊。只是還得隔離五天，要是你去印尼
的巴厘島旅遊五天，再加上隔離五天，有
遊客會光臨旅遊觀光嗎？我疑惑了。

開放條件還只是有選擇性的幾個國家
的遊客而已。

何年何日才能恢復到二零一九年之前
呢？人們都在渴望著有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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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出者愛返 福返者福來
愛出者愛返，福返者

福來。如果覺得這一句話深
奧，大概是因為看慣了白話
文的人，不太適應文言文般
單字成詞的表達。

愛，是愛心和愛的行
為。愛有多種多樣，不要

誤解只有某種愛。出，是付出、付出無傷
於人的愛的行動。一般說來，愛，得到
的都是愛的回應。因為，「人心都是肉做
的」、「人是感情的動物」。所以，愛的
行為往往得到愛的回報，這個回報就是
「愛」的「返」。

愛一有「返」，就有力地促動愛的繼
續付出，如此循環往復以至無窮，就形成
了「愛出者愛返」的良性循環，形成了世
間充滿愛的溫馨的生活現實，這種現實是
理想的現實、美好的現實！壞人也想別人
愛他們吧！？

「受之以桃，報之以李」，恐怕就是
一個表達「愛出者愛返」的成語，也多少
和閩南鄉俗中所謂在物質上「三雙來，六
塊去」有關。然而，人之間的交往，物質
僅僅是淺層次的一方面，深層次的是植根
於骨子裡的彼此之間真感情。

這種真感情一般都能蟬脫世俗的功
利，自然而然產生在生活中的不遺鉅細的
情境裡，時時處處都在「現在進行時」。
而不是像許多俗人那樣，需要別人時才百
般巴結表示「好」。這種「好」，是用心
機要利用別人，不是純粹無邪的尊重人的
「愛」，而是一種「狡智」。有這種「狡
智」的人往往認為自己很「聰明」，因為
他們是「不見魚兒不下鉤」，他們是在
「釣魚」啊！釣魚是種功利的圖謀為私
的，甚至用的是「下鉤」的陰謀和侵犯，
包含著欺騙和誘惑，決然與「愛」沒有絲
毫關係，卻與「慾望」「天生一對」，是
一種動物性的本能，低等動物都會無師自
通的，沒什麼「愛」可言！

這種「慾望」不僅不值得欣賞，而
且該受到批判。因為，現實中的那些禍害
社會與人群的壞人們，往往都是這種自作
「聰明」的人，他們的變臉超過世間「變
臉」藝術的快！他們對人時而出於慾望甜
言蜜語甚至口蜜腹劍，時而「船過水無
痕」「過河拆橋」，是有起碼道德和理智
的人們所鄙棄和疏遠的對象。這種對像往
往也是人間那些「恩將仇報」的主角！

還是回頭說一般的情況吧。因為真正
的人的「愛出者愛返」，就有了「福返者
福來」的美好現實。

啥是「福返」呢？那些愛的回報
（「愛返」）就是「福返」，就是知恩後
答恩的行動。這種答恩行動的回報，讓本
來傳播愛，從而自然得到對方愛的回報
（「福返」）是一種「福來」的享受，使
施恩者和答恩者和諧雙贏。

這樣一種美好生活，沒有雞腸鼠肚、
牛爭狗斗的卑鄙和野蠻，而充滿春風化

雨，和氣融融的吉祥。這也是世間之所以
「仁者無敵」的成因。是對古語「敬人
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的最
好的詮釋。

「愛返」是答恩者的回報，「福來」
是施恩者雖或「施惠毋念」不求回報，但
是有道德的真正有聰明智慧的感恩人的
「受人點水之恩，當以湧泉之報」，從而
讓善良有大愛心行的人，自然感受愛的回
報的溫馨吉祥。如此生活情景一旦拓展到
全世界，則必然「天下為公，世界大同」
了。

愛出者愛返，福返者福來。這本來是
符合「天有好生之德」的大道宗旨，又合
乎人們喜歡擁有美好的心底的追求的，本
來是一件大好事，是充滿道德溫馨和閃爍
人文光輝的盛事，是由所有愛好和平的人
們來「共襄盛事」、「共享太平」的。

然而，為什麼當今世界還有沒完沒
了的紛爭、陰謀、野蠻和暴力？就因為有
那麼一群醉心於「叢林法則」的「人面東
西」，他們心中沒有天地宇宙自然規律的
概念，腦中沒有正確的信仰，行動沒有人
性人情的底線。他們滿腦子像一鍋地瓜粉
粥的混濁不堪、行動像毫無教養的化外之
人的野蠻。他們整日氣勢洶洶只有貪婪無
厭的慾望，卻懶得為人間造福身體力行。
他們自作「聰明」地把他們所有的智力和
體力都用來搶劫詐騙別國的資源和別人勞
動所獲的財產，甚至狼狽為奸明火執仗發
動戰爭草菅人命，其罪罄竹難書！

愛出者愛返，福返者福來。大多數
愛好和平的，有大愛之心行的人的一些美
好的言行造就了生活和社會的美好，正如
有人說的：社會是由「傻子」創造的！雷
鋒就是這樣的「傻子」，千千萬萬實實在
在造福人世的人民都是可敬可愛的「傻
子」！但是，社會上還有一些無惡不作的
自作「聰明」的人，他們圖謀不軌別有用
心、他們好逸惡勞無惡不作，是社會的寄
生蟲和害人蟲，當除之而後快！

愛出者愛返，福返者福來。毛主席
曾經說過：「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
的殘忍」。我們要忠於天地人運動的客觀
規律，但不要愚忠於害人蟲而為虎作倀；
我們要盡孝於親長父母，但不要愚孝而
「陷親於不義」；我們要及時行善以善為
樂，但不要愚善地去救「中山狼」。因為
「中山狼」是「得志便猖狂」恩將仇報的
野心狼、是喪盡天良的要吃人的狼、是該
被除去的世間禍害！愛出者愛返，福返者
福來。我們至今所有的美好，都是我們篤
行美好所創造的。儘管還有惡人在囂張，
但是我們仍然要保衛自己美好的一切。為
了繼續創造和保衛美好的一切，我們一方
面將再接再厲不斷攜手創造幸福，「朋友
來了有好酒」；另一方面，我們要築起保
衛幸福的不可逾越的屏障，「若是豺狼來
了，迎接它的有獵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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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天

升步奉和

宸馨詩長《重陽感懷》
大隱平原市，飛車逐夢翔。
登高無峻嶺，賣字缺書香。
世道頻同惡，重陽卻背鄉。
何如郊外坐，比試耐秋霜！

返步奉和
宸馨吟長《重陽感懷》/ 醺人

去遠逢佳節，情懷困旅鄉。
乾杯舒客緒，疊韻譜心香。
引酒行間寐，求詩醉裡翔。
浮齡聊自問，更剩幾番霜？

原玉：
《重陽感懷》/ 宸馨

秋深空靜籟，徑冷月含霜。
殘葉隨風舞，孤鴻并露翔。
楓紅籬菊瘦，酒綠野萸香。
九九相思結，千尋夢故鄉。

李榮美

冷眼看華社
我 們 閩 南 人 有 一 句

諺話：「囂張沒有落魄的
久」，在這兩年來，由於
新冠肺炎肆無忌憚，落地開
花，疫情泛濫成災，使我們
能覺察到人生真實的一面，
很多年長的人，由於沒有交

談的對象，足不出戶，在家裡修身養性，
面壁思過，變得沉默寡言，久而久之，羅
患老人癡呆症為數不少，而每天在各華報
所登刊的黑版訃聞，很多我們所認識及不
認識的富商巨賈，市井小民紛紛地中鏢下
馬，撒手人寰，乘鶴西歸，使我們心裡會
毛骨悚然，心有餘悸，坐立不安，更使我
們頓然覺得人生無常，日落西山，一江春
水向東流，來也空，去也空，金銀財寶轉
眼成空，多做善事，多積蔭德，人家才會
懷念你，但在我們菲華社會，是一樣米飼
百樣人，有少數的人要利用國難當頭來大
發國難財，作奸犯科在所不措，所謂「虧
本生意無人做，殺頭生意有人做」，這種
唯利是圖的生意人，就會胡作非為，同時
利用關係，官商勾結，為非作歹。更有些
人閒來無事，自作聰明，整天想入非非，
買通神鬼，扮演社會「大僑領」，天天西
裝畢挺，喜歡粉墨登台，在視頻會議中，
其室內的裝飾，宛如國家之元首，鼓動三
寸不爛之舌，大言不慚，自吹自擂，以為
天下他最偉大，對於公益事業，一毛不
拔，誤導無知的讀者，而沾沾自喜，很多
人是心照不宣，看在眼裡，笑在心裡，社
會中難免有些這類的「風龜短命」。希讀
者不要對號入座，我講的不會是你。以上
所談，皆是我與朋友荼餘飯後寒喧的話
題。

我們如今華社主要談論的話題，是以
商總以後發展的趨向，商總肩負領導華裔
族群及充當華社對政府的發言人，是眾人
所公認的不爭之事實，然而這兩年來由於
新冠病毒尚未解除封城期間，林育慶理事
長卻未能盡情地發揮，同時亦只能在視頻

中舉行各種的會議，這兩年來，對華社抗
疫及救災的工作只能由中國大使館所指派
的三個團體即商總，菲華各界，中國商會
所組織的華社抗疫委員會所取代，所以原
本商總的工作皆為該委員會來執行，這樣
以商總領導華社的形象也被削減，我們平
心而論，在抗疫委員會三個社團中，中國
商會的表現及其工作量最為出色，已遠超
過商總，中國商會洪及祥如今已連任三屆
共六年，他與中國大使館的關係非常密切
及處處本身出馬的形象得到了華社人士的
認同及肯定。

商總由於在這抗疫期間，林育慶的
任期再延長一年，但很快於明年初即會到
任，商總今後的動向如何我們不得而知，
誰來接手尚屬未知數，商總最大的致命
傷，就是商總被代表大會所選出的領導
人，對商總的運作未能盡情地發揮，處處
尚要聽取於商總幕後手握尚方寶劍的總指
揮，掌握商總運作的人，絕非是名正言順
民選的理事長，這個商總理事長的位置是
很多人爭奪的位置，其實是位傀儡而已。
大眾的眼睛是明亮的，大家都是敢怒而不
敢言，如今代表商總出面的人，只有施超
權老弟一人。

偶而顏長江秘書長及施東方副理事長
也有亮相，其他的領導皆見不到蹤影，這
也難怪，如今期間，保命還是最重要，我
們也不能錯怪他們。看起來，現在商總是
處於「冬眠」的時代。

我們平心而論，本欄還會繼續支持商
總的工作，同時視商總為領導華社的最高
領導，希望林育慶能重振士氣，多多鼓勵
我們華裔的第二代盡量加入商總，成為我
們商總新的領導，以免商總會落人另有居
心的華社害群之馬，我今天所寫的東西，
皆是由讀者供及我他們寶貴的意見，如今
華社團體眾多，大家皆喜歡當理事長，不
但有好名聲，到中國做生意，亦可以炫耀
一下，提高其社會的地位，這種的形象，
我們業已見怪不怪了。

重陽節感譜詩詞五題
（一）菲律濱重陽

時逢九月近重陽，千島蕉椰未染霜。
得識親朋皆俊健，遙觀世局費思量。
球村疫癘期煙滅，客地人和莫虎倀！
帶路今朝穿海域，中菲友誼水流長。

（二）重陽感譜
年年揮筆譜重陽，縷縷心思繫故鄉。
客雁成群來北國，旅人孤影滯南洋。
桑榆猶戀雕霞燦，松菊何愁積雨狂。
最喜家山豐歲稔，明春結伴渡江湘。

（三）憶秦娥。重陽節思台灣朋友
                                   重陽節，年豐境泰民歡悅。
                                   民歡悅，神州篤切，台胞勤切。

                                   莫由國土長分裂，興邦築夢丹心熱。
                                   丹心熱，焉容流孽，當誅妖孽！

（四）重陽登高
登山望水趁重陽，縱覽秋容煥發光。
日映丹楓燃火炬，風搖紫菊捻心香。
平生肝膽仰先烈，歲暮桑榆淡慮傷。
家國興邦圓綺夢，天涯遊子樂飛觴。

（五）又見重陽
登高望遠豁襟胸，又見重陽盼大同。
歲月蹉跎霜染髮，桑榆晚唱自斟盅。
江山如畫思豪杰，憂樂縈心憶范公。
丹膽盡期寰宇靖，吾曹得失亦雞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