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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與中鐵設計簽約
南島鐵路一期終獲進展

本報訊：交通部週三和中國鐵路設計公

司簽署了價值820億披索的項目管理顧問合

同，這讓棉蘭佬鐵路一期工程又向前邁進了

一步。

第一階段將由中國出資，覆蓋擬建的

1500公里棉蘭佬鐵路項目的前100公里。

最初的路段將有8個車站，將納卯市與沓

貢和迪戈斯市連接起來。

交通部長杜牙地表示，這一活動標誌

著他們對棉蘭佬鐵路第一階段的承諾，這是

「大建特建」基礎設施項目的旗艦項目之

一。

杜牙地說：「這只是我們將所謂的『棉

蘭佬特快』變成現實的承諾的一個小小的開

始。」隨著協議的簽署，中鐵設計將作為項

目的「工程師」，協助政府進行項目管理、

成本估算和設計。

交通部負責鐵路的副部長巴丹說，鐵

路項目是他們「包容性」的基礎設施投資之

一，他提到棉蘭佬島規模大，但經濟貢獻比

呂宋島小。他說：「棉蘭佬鐵路系統將釋

放機遇，並將實現棉蘭佬人民和土地的潛

力。」

巴丹早些時候表示，棉蘭佬鐵路一期工

程將於2022年上半年開始建設，預計在2024-

2025年全面完工。

週三，他表示，預計部分可操作性也將

在2022年3月開始。國防部助理部長利比蘭

說，部分可操作性部分將從沓貢到甘敏。

棉蘭佬鐵路一期工程是由中國政府官

方發展援助貸款資助的主要基礎設施項目之

一。一旦完全完工，這條鐵路線將把從沓貢

到迪戈斯的旅行時間從3個多小時縮短到1小

時15分鐘。

火 車 站 將 位 於 沓 貢 （ T a g u m ） 、 甘

敏（Carmen）、班那莫（Panabo）、穆地

昂（Mud i ang）、納卯（Davao）、道利

（Toril）、仙沓古律斯（Santa Cruz）和迪戈

斯（Digos）。

它還將在沓貢有一個重型維修站，在納

卯有一個較小的設施。

交通部準備的一份視頻介紹顯示，該項

目的設計速度為每小時120公里，開放時每天

大約為12.2萬名通勤者提供服務。

詹獻光：一位菲華喜劇藝術家在畫自己的故事
作者：Aaron Ernest Ang 譯自：菲華電視台

菲華電視台發起了「#1CH1NOY」運

動，推出了新一季，旨在聚焦現代菲華人，

目前正在CNN有線電視新聞網菲律濱頻道播

出。詹獻光（Rob Cham）是這些代表中華文

化價值觀的現代人物之一，他是一位「插畫

家、漫畫創作者、藝術總監和朋友」。

「詹獻光是誰？」
在谷歌上快速搜索詹獻光就會得出上

面的句子。一句簡單的台詞，卻很能說明他

悠閒的個性和在生活中的地位。作為一個處

於不斷自我發現迴圈中的藝術家，你可以想

像他在為漫畫構思新想法的同時向自己提出

這個問題。詹獻光是一位獲獎藝術家，因其

處女作《光》獲得了國家圖書獎。第二年，

他因後續作品《迷失》獲得了國家兒童圖

書獎。現時，他的作品正被火箭船工作室

（Rocketship Studios）改編成電影！

在菲華電視台的獨家專訪中，詹獻光分

享了他作為藝術家的生活細節——對於一個

具有華人——菲律濱血統的人來說，這是一

個非傳統的選擇。他還處理了一些話題，如

菲律濱的喜劇產業和作為一個華裔菲人去約

會。

早期開始
在碧瑤出生和長大的詹獻光感受到了

許多華裔菲人對待自己的管道：跨越混合身

份和文化，人們最終習慣了，但從未真正離

開。「我是第三代華裔，但，我不熟悉——

好像我作為菲律濱人不夠菲化，作為華人卻

也不夠華化。所以我處於中間。」

當被問及「華人血緣」和「菲人心思」

這兩個詞時，他表示贊同「我覺得我是血緣

上的華人，這是千真萬確的，但我對其文化

一無所知。我是菲律濱人，在這裡出生和長

大。所以說實話，我對中華文化非常陌生。

碧瑤的華人人口很少。」

他對中華文化知之甚少，他說：「我

的祖父母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他們都

來自中國。所以我對中國的很多文化一無所

知，除了，我喜歡食物，我不懂得說那語

言，「華裔」有他們自己的圈子？」

儘管身為這兩個世界的一部分，但詹獻

光並不完全適合這兩個世界，但他用藝術畫

出了自己的道路，並在菲律濱漫畫業留下了

自己獨特的印記。 

關於職業和挑戰刻板定型觀念
詹獻光在看漫畫和故事書以及卡通片

的過程中長大。在他年輕的時候，他就認為

藝術是他職業生涯中想要做的事情。他從小

就開始畫畫，並將成為「班上的藝術孩子，

他們會把他送到學校參加繪畫比賽。」他補

充說，他很高興離開學校，只為當天能夠畫

畫。

「所以我很高興。我想繼續這樣做，

但我的出發點只是因為有人遞給我一張紙，

然後我喜歡畫畫。所以，我在看漫畫，也喜

歡看漫畫。是的。我就是這樣開始的，我只

想製作我自己的動畫，我自己的漫畫，我自

己的故事書。」當被問及他非傳統的職業道

路時，他說「通常的回答是『你的父母知道

嗎？』有一個潛在的原因，那就是不贊成或

者他們不贊成這個職業選擇，我認為這就是

人們如何看待我們菲華人，我們就像一個專

注於一個目標的人，一心一意的生意、生

意、生意、錢、錢、錢。公平地說，這在一

定程度上是正確的。」

「作為華裔，我清楚地看到，我的朋友

們在這種情況下會有點痛苦，所以我很感激

我沒有必要面對它。」

他的父母支持他的選擇。他們不理會

大多數亞洲父母的成見，鼓勵他接受輔導，

甚至在碧瑤藝術家的指導下，譬如諾曼·陳

（Norman Tan）。通過藝術課，他學會了幾

種藝術形式，如油畫。」

令父母驚訝的是，出於實用性的考慮，

他在大學自願選擇了管理（許多從事藝術的

華裔會發現這一點）。

長期以來，在菲華社區，圍繞藝術職

業的污名一直存在。然而，由於像他自己這

樣的變革者以及像布傑特·陳（Budjette Tan，

Trese「十三」的創作者）和艾爾伯特·胡

（Elbert Or）這樣的其他菲華漫畫藝術家，今

天的一些華裔菲人可以自由進入藝術學校，

正如拉剎大學聖貝尼爾德分校（DLSU-St.

Benilde）設計和藝術學院的華裔菲人所證明

的那樣。

「嗯，我只是想做漫畫。我不知道這會

是一種職業。我想，即使你來自菲人家庭，

如果你告訴他們你想成為一名藝術家，他們

也會有點害怕。因為是的，有一種誤解，認

為你不能在藝術上賺錢。」

在華裔菲人的生活中，有很多時候他們

不得不在實用性和夢想之間做出選擇。 

關於種族主義
對華裔菲人來說，掙扎不僅僅是內部

的。還有一些外部問題。

「在針對華裔菲人和菲華社區的評論

中，總的來說都有民族主義者。你知道，就

像很多人在瀏覽臉書（Facebook）時一樣，

有時你會遇到一個朋友，他分享了一個寫著

ching chong，菲人嘲笑模仿華人講華語）的模

因——諸如此類的東西。」

他說：「我的意思是，現在有很多排

華情緒是有道理的。但他們攻擊的是民族，

而不是真正對應為這場胡鬧負責的國家或人

民。」他指的是人們傾向於指責整個民族，

而不僅僅是人民。例如，菲華社區不同於中

國大陸人。

當被問到他是否曾在喜劇界作為一名

華裔菲人面對過種族歧視時，他搖了搖頭。

「我想它還沒有真正出現。就像，它是一個

仍在發展的小社區。所以我的意思是那裡可

能有民族主義者或不喜歡華人的人，但我沒

有真正從中感受到任何東西。」

然而，由於他的民族，他經歷過人們

對他的猜測。他笑著說：「當人們知道你是

華人時，他們會因為某種原因認為你很富

有。我不是。我的家人不是。我們沒有自己

的生意。」雖然種族主義對他在漫畫界沒有

影響，但在學校裏，種族主義曾經是一個日

常的現實。在一個國家作為少數民族成長伴

隨著掙扎。作為班上唯一的華人孩子，詹獻

光的小眼睛會被取笑，這會在操場上引起打

架。「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我不能說我是菲

人，因為他們不認為我是他們國家的一部

分。即使是現在，當我四處走動時，我在

7-11中也會有奇怪的表情。」

每一個華裔菲人都會聯想到他總是被問

到「你怎麼會說大家樂語呢？」的經歷和不

完全歸屬感。

作為一名菲華藝術家，詹獻光將這種

獨特的視角運用到他的作品中。關於他的書

《光明與失落》，他分享說，這是關於「發

現自己身處一個你不確定自己是否應該身處

的地方。或者你迷失在一個感覺不受歡迎的

世界。」他承認，「是的。這就是漫畫中隱

藏的信息。我想，它潛意識裏傳遞著主題。

嗯，這不是故意的，但總是讓人覺得我迷失

在這個奇怪的夢幻的地方。而且，我不知道

我的家在哪裡。」 

約會現場
當他抵達馬尼拉時，詹獻光說，由於這

裡菲華社區的習俗和傳統，他感受到了「文

化衝擊」。這個在外省長大的他說，「我是

在這個地方以外的，所以我一點都不懂。因

此對我來說，當我不知道他們是誰的時候，

卻被期望像他們一樣，這讓我很困惑。」

最終，他瞭解到華裔菲人生活中隱現著

長城。「總是有這樣一個問題，譬如你的父

母會同意嗎？你有長城嗎？我聽說我的菲華

朋友有長城，而且這長城很糟糕。因為他們

喜歡他們喜歡的人。我想這就是華人古老的

保守主義存在的地方。」（註：「長城」意

指保守、守舊、自我封閉）

當被問到是否和其他菲華女孩約會時，

詹獻光承認「很有趣，我並沒有和很多菲華

女孩約會，她們嚇壞了我。是的，我知道

這是種族歧視。她們有點拘謹、正派、保

守——這類的性格，對吧？好吧，我和一個

華人女孩約會過，是出世仔（混血兒）？」

然而，種族、文化以及社交圈都影響

了他的約會生活。「我沒有和很多華人約

會，不是因為我不想。這是因為她們和我不

屬於同一個社交圈。就像我可以看到他們在

Bumble或Tinder，但我大部分時間的成功約會

都是在社交環境中。」

他表示，他願意再與華裔約會，但他

表示，在藝術界（如漫畫、音樂會或音樂場

所），他找不到很多華裔。

帶著一絲幽默和痛苦的現實，他補充

道：「我不知道他們都在哪裡。這就是為什

麼我不太經常與華裔約會。」

他得出的結論是，他會更關注人，而

不是他們的民族。對於那些尋找浪漫的人來

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智慧！

當被問及他現時的計劃時，他說：「我

目前正在寫我的第三本平面小說，做一些藝

術方面的事情。」別忘了去詹獻光的網站

（http://robcham.com/）看看他的最新作品！

衛生部再被揭高價買高科技產品
本報訊：衛生部在昨天被要求調查卡拉

描順的救護車基本生命支持（BLS）設備的

採購，包括據稱價格過高的手機和行車記錄

儀。

在參議院預算聽證會上，參議員轆遜

說，地方政府單位可能被衛生部供應商「欺

騙」，因為每輛救護車的價格為250萬披索，

但只包含21台生命支持設備，儘管衛生部規

範要求是30台。

轆遜說：「現在我的問題是，衛生部的

規範是30台生命支持設備，但每台救護車只

有21台，所以，地方政府單位似乎被騙了，

難道你們不打算對供應商進行調查嗎？」

轆遜列舉了250萬披索救護車中包含的設

備，他在較早前曾聲稱這些設備定價過高。

他提到了手機、行車記錄儀、救護車

可折疊擔架和自動體外除顫器（AED）的採

購，如果把零售價格與第4行政區的衛生部辦

事處的招標價格進行比較，這些採購價存在

「巨大差異」。

轆遜援引衛生部的數據稱，第4A行政區

的衛生部購買的兩款手機的招標價格為3萬披

索，而同品牌的兩部手機的零售價僅為7998

披索。正如轆遜在報告中指出的，給第4A行

政區的衛生部的出價是貴了22,002披索，或溢

價73%。

轆遜說：「我們不會怪你們，但這些都

是公共基金。我個人增加了衛生設施改善計

劃的預算。不知為什麼，當我看到設備採購

價格過高時，我感到內疚。」

此外，轆遜表示，第4A行政區的衛生

部採購行車記錄儀的招標價被設定為1.5萬

披索，而每部行車記錄儀的零售價只是4500

披索。這一出價高出了10,500披索或溢價為

73%。

他也展示了救護車可折疊擔架的市場零

售價為2.38萬披索，但第4A行政區的衛生部

的招標價則為4.5萬披索，溢價2.212萬披索。

最後，轆遜披露了第4A行政區的衛生部

的除顫器招標價為16.5萬披索，而市場上的

零售價為9.65萬披索。

他說：「如果我們將差價加起來，假設

沒有承認21件設備對30件設備的事實，差價

僅為3.5萬披索。這並不對應每輛救護車150萬

披索和210萬披索至240萬披索之間的價格差

異。」回顧一下，轆遜披露，衛生部採購的

救護車單價為每輛250萬披索，其中包含一台

除顫器。轆遜說，如果沒有AED，這輛車的

價值肯定只有127萬披索左右，因為一台除顫

器的成本約為30萬披索。

這意味著一輛救護車的成本必須在150萬

到160萬披索之間。

針對轆遜的擔憂，杜計表示，他已經指

派了7名行政助理對每輛救護車的BLS設備的

價格進行研究。

他說：「我有7個行政助理來調查此事，

30件設備的最低價格66,875披索，最高的是

365,366披索，然後，平均的286,181披索。」

他補充：「網上供應商的價格更低。最

低為17,858披索，最高為172,353披索，或平均

為152,532披索。」

除了零售價格外，杜計還要求他的員工

比較各品牌，對BLS設備的採購提供全面評

估。

目前，這位衛生部長表示，他正在調查

有關轆遜提價過高的投訴。

杜計說：「請放心，我們會調查此事，

因為這是公共基金，我們不希望錢被使用，

但未能實現其最大價值，尤其是這些是稀缺

資源。」

專供大岷區和武六干餐廳

環境部截獲逾6000隻蝙蝠
本報訊：環境部的一名官員於週一表

示，他們在武六干省仙棉訖社的比亞克納巴

托國家公園從4名野生動物偷獵者手中繳獲了

6000多隻皺唇蝙蝠。

呂宋島中部地區的環境部執行主任莫

禮諾說，當從嫌疑人那裡發現這些蝙蝠時，

大多數蝙蝠已經死亡。嫌犯是40歲的聖地亞

哥、44歲的銀薩禮斯、28歲的加哈斯和39歲

的羅納德．仙爹戈，他們全是仙棉訖的居

民。

莫禮諾在聲明中說，這些蝙蝠是在一個

保護區內捕獲的，原本打算賣給武六干省和

大岷區供應奇特菜餚的餐館。這批蝙蝠估計

價值超過9萬披索。

莫禮諾說，皺唇蝠在環境部第2019-09號

行政命令下被列為脆弱物種。它們的特徵是

上唇佈滿皺紋，皮毛柔軟，常見於東南亞和

中國南部。

莫禮諾說：「在沒有得到保護區管理委

員會許可的情況下，嚴禁狩獵、銷毀、擾亂

或擁有來自保護區任何的動植物或產品。」

藝描拉說，這些死蝙蝠立即被埋在公園

的森林苗圃附近，以防止一種由動物傳染給

人類的傳染病的傳播。至少有100只蝙蝠被放

歸野外。

莫禮諾警告公眾不要從事非法野生動

物買賣和破壞保護區，並強調，根據現有的

環境法律、規則和條例，這些行為將受到懲

罰。

莫禮諾說，環境部已經以違反國家綜合

保護區制度擴大法的罪名對嫌疑人提出了刑

事指控。

他說，嫌疑人還面臨最高50萬披索的罰

款和最高6年的監禁。

兩大商會支持強制員工打疫苗
本報訊：至少有兩個主要商會週三表

示，將支持強制員工接種新冠疫苗，以重啟

經濟。

私營部門早些時候向防治新發傳染病跨

機構工作組建議對接種疫苗的個人採取獎勵

措施。其中包括允許公司只僱傭那些接種過

疫苗的人。菲工商總會（PCCI）強調了疫情

期間人們的安全。

菲工商總會會長蔡其仁說：「其他人

有權利保證安全，因為他們可能會感染病

毒。」

馬加智商業俱樂部也支持這一建議，只

要有充足的疫苗供應。

馬加智商業俱樂部執行主任亞瓜斯表

示：「馬加智商業俱樂部支持政府鼓勵更多

菲人接種疫苗……我們希望這些措施能激

勵更多的人接種疫苗，這有助於減緩疫情

蔓延，加速安全重啟，加速就業和經濟復

甦。」

菲餐館聯合會（Resto PH）的埃里克·鄧

（音）表示，他們不會推動這樣的提議，但

一旦政府批准，他們就會遵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