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nuary 11 2022 Tuesday    Page7Chinese  Commercial  News大眾論壇

t一
二○二二年一月十一日（星期二） 商報

李榮美 豆豆

法國發現最新肺炎變異株 保和島災區見聞
最近這幾天，朋友與親

戚打來電話並不多，但是大
部份的來電都是告訴我有關
他們家裏有幾個人測驗新冠
肺炎被發現確診。有些全家
都中標，傭人也不例外，雖
然大部份的患者都已經接種

疫苗了，更有人同時注射了加強劑，同樣也
還是被感染，雖然症狀並非嚴重，但畢竟還
是很麻煩，要看醫生，要吃退燒止痛藥，更
要隔離十四天。如今全家都中標，則在生活
上就很不方便，對外更不能有直接的接觸，
連吃飯都成問題，然而疫情如今變本加厲，
確診的人數已超過三萬人，兩天還要飆升，
永無止息。

根據醫學報告，確診的患者普通會先
咳嗽，再來就是喉嚨不舒服，會發痛，會發
熱，手腳感覺寒冷，全身不舒服。這都是中
鏢的現象，有時會失去嗅覺，吃東西沒有味
道，感覺疲倦，整天無精打采，這都是確診
的徵兆，這種變種的新冠病毒，千變萬化，
來勢洶洶，勢不可當，防不勝防，唯有祈禱
上蒼惠賜甘霖，普救眾生。

馬拉干鄢總統府於上週表示，杜特地
總統針對未接種新冠疫苗之人士發出“居安
令”覆蓋全菲各地。不管其地區是屬於新冠
肺炎屬於任何警戒等級，杜特地訓示各地描
籠涯官員要嚴厲執行“限制”及“逮捕”，
拒絕在家裏的未接種之人士，我想總統杜特
地如今是忍無可忍之下，才會頒發如此的禁
令。

另一方面，衛生部副部長維吉爾在總
統府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據初步預測顯示，
全國新增病例的數量會每兩天翻一倍。據
稱這種奧密克戎新冠毒株的傳染性是比普
通的新冠肺炎要高出四、五倍之巨。衛生
部技術諮詢小組成員蔭爾梵娜（DR. EDEEZ 

SALLANA）博士指出這種南非傳染來菲的
疫情要在四週後才能逐漸平息。他又說：
“只要我們能夠讓我們的醫療工作者不能削
減，使我們第一線的醫療人員保持身體健
康，而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眾所週知，我
國的醫務人員，包括青年的醫生、護士、護
理人員，大家都希望能早日到歐美等國任
務，由於這些地方的需求特別大，更有豐厚
的入息，故我國的醫務人員如今已呈現人手
缺乏嚴重的現象。”

俗語說得好：“物以稀為而貴”。現
在如果患病要入院治療是十二分比較貴，普
通症狀而不請特別看護者，皆要花五十萬至
一百萬左右。如要手術或住ICU者每天費用
要十萬元，現在特別看護收費廿四小時每天
要五千比索，手術費及醫生禮要五十萬至
二、三百萬，甚至五、六百萬。所以如沒有
錢，生病就不得了。我國的醫療保險或政府
補貼皆是一團糟。據稱PHIL HEALTH如今資
金奇缺，不能繼續為新冠肺炎患者補貼其費
用。

這種新冠病毒根據法國研究人員最近在
法國南部港口城市馬塞發現十二人感染這種
病毒。一項尚未經過同行評議的研究顯示，
這種毒株攜帶四十六種突變，比在多國蔓延
的奧密克戎毒株的突變還要多。這個消息聽
起來，簡直是使我們雪上加霜。OMICRON
的病毒尚未根治，又要有另一種的異種病
毒，這將會如何發展，尚為未知數。我們如
今只好待在家裏靜觀其變。問題是很多人是
在家裏還是會被感染。由於這種一肺炎毒菌
是在空中傳播，我們最好如到戶外，一定要
帶口罩，現在是保命比賺錢重要，加上菲胞
多數找不到工作，經濟拮据，於是造成男盜
女娼的貧窮社會。救人一命，如造七層的浮
屠，以我們能力所及，對菲社會援予援手，
則功德無量。

去年12月，我除了日常
工作，還有手頭上已經答應
必須做的推辭不掉的瑣事之
外，我的大部分業餘時間都
在讀書學習，盡量做到「兩
耳不聞窗外事」。可是，12
月16日，這一場肆虐北棉蘭

佬與未獅耶的超強颱風----奧得特（雷伊）
卻牽動了我的心。

颱風到來之前，慈濟菲律濱分會的各
個群組已經都在祈禱。風災過後，慈濟的志
工馬上深入宿務、禮智與保和島等地勘災，
把災區真實現狀上報，快速的啟動為災區捐
款的活動。在馬尼拉的慈濟執行團隊迅速空
運救災物資毛毯，送飲用水，發電機往災
區......。

聖誕節過後，徵得家人的同意後，我
報名參加了去保和島賑災的志工團隊，元月
二日一大早我們就從馬尼拉機場出發。無
奈飛機晚點一個多小時後落地在保和島的
Panglao機場，微信裡跳出家人傳來的信息，
保和島有低氣壓。風雨中，又一批慈濟人來
了。機場的衛生間，沒水，但是一樣的乾
淨，沒有一點異味，每個旅客都自覺取一瓢
水，洗手後再衝廁所。

我們下榻的地方是一個離機場不到10
分鐘的車程的海邊度假村。週末度假村的客
人還是挺多的，一副平平安安的樣子。當我
們把行李放在各自的房間後，午餐時間到
了。餐桌上，我有幸與本地慈濟志工黃三民
師兄同桌。師兄說，因為市內沒電沒水，有
條件的人選擇住進了度假村。菲律濱民眾貧
富差距懸殊，不禁令人唏噓。

一吃完午餐，當地誌工的工作說明會
立刻開始。27年在菲律濱的深耕，慈濟菲律
濱分會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賑災經驗。坐在會
議室往外看，眼前的海邊美景以及明天將要
見到的慘狀提醒我們要更加珍惜現在擁有的
美好的生活。

慈濟菲律濱分會在保和島的首批用來
賑災的大米已經從伊薩迷拉通過陸運海運輾
轉到了保和島，可惜碼頭因為年節的關係，
沒辦法領出來，要到元月三日週一的時候工
作才能運行。

這 次 從 馬 尼 拉 到 保 和 島 的 慈 濟 志 工
共有十八位，雖然有男有女，被我戲稱為
「十八羅漢」。衝著有過寫文章的經歷，我
在這次賑災中臨時當起了「記者」的角色。
因為自己扛起了這份「記者」的責任，沿途
我會多加一個心眼去觀察，在車上會跟前期
去勘災的師兄們多請教，大米發放現場我會
找機會去採訪災民與當地政府人員。

元月三日上午八點，我們一行到保和
島慈濟共修處等待賑災卡，一路上，只見
BDO，首都銀行，菲島銀行以及西聯，巴拉

灣等取錢中心門口排長隊，司機告訴我們，
銀行規定每個人每天只能領取1萬菲幣。加
油站雖然還有在排隊買汽油的現象，但是已
經不像前期那樣排長龍了。當我們拿到與大
米一起放在貨櫃裡的賑災卡的時候已經臨近
中午，來自馬尼拉的志工與保和島本地的志
工與助學生兵分三路，每個人帶著一份午餐
就出發了。我跟隨的隊伍是到Trinidad鎮，
離保和市中心要一百多公里，一路上陰雨綿
綿，看到路上東倒西歪的電線桿，被颱風掀
起屋蓋的房子比比皆是。郭師兄是首批進入
災區的慈濟志工，他說，他們進入災區的時
候，有些電線桿是擋住公路的。

車子行駛一個多小時之後，我們路過
著名的「巧克力山」。「巧克力山」依然在
公路兩旁的前方，大量倒下來的椰子樹，竹
子還有其它樹木讓「巧克力山」在我腦海裡
本應有的甜蜜在我的眼裡變成了那樣的苦
澀。

當我們到達目的地拉維多利亞村的時
候，已經是下午兩點多，災民們已經從上午
10點開始就在等候我們的到來。趁著師兄在
佈置現場的時候，我們幾個才打開飯盒，匆
匆吃上了午餐後，立刻開始分發賑災卡的工
作，好在有保和島的志工們前期與當地村落
聯絡，災民的名冊已經拿到。

拉 維 多 利 亞 村 辦 公 室 已 經 沒 有 了 屋
蓋，旁邊的衛生中心、小學教室均受到不同
程度的破壞。

慈濟的救災發放與其它慈善團體不一
樣的地方就是：必須善用社會大德捐來的每
一分善款。

所以每次災難發生時，都會在第一時
間派出團隊進入災區進行勘災、匯報、評
估、達成共識、決定救災的範圍與力度，再
進行賑災，在政府福利部門以及村鎮提供名
單的基礎上還要對災民的家庭進行訪視。這
次由於大面積的受災，我們已經來不及的進
行挨家訪視，只能在發賑災卡的時候根據名
冊所列的各家基本情況進行詢問。

這時，距離奧得特颱風過去已經17天
了，災民們告訴我們，鎮上分給他們村有10
袋50公斤的大米還有一些罐頭，所以每家分
到1公斤的大米和一個罐頭，村裡再分給他
們每戶2公斤的大米。

隨 著 時 間 的 過 去 ， 天 色 漸 漸 暗 了 下
來，我們只能用手機、照相機的閃光燈當照
明，到了晚上六點多，有兩個村落的賑災卡
發完，另一個比較大的村落的賑災卡直到晚
上8點多才發完。

回到大本營已是九點多，吃完晚餐，
開會，向馬尼拉匯報。為了把災區的所見所
聞及時傳遞出去，那天我寫稿寫到凌晨兩點
半。

（之一）01/08/2022

鍾藝

憶「菲律濱商人與專業者聯合會」（上）
光 陰 荏 苒 ， 如 白 駒 過

隙。幌眼間，筆者已逾「古
稀」之年，伴隨著歲月的流
逝，一些事漸漸被淡忘。但
是，「菲律濱商人與專業者
聯合會」的興衰一事，卻深
刻地銘記在筆者的腦海中。

如今，老一輩的菲華人士或許還能記憶其
一、二事，對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才遷居
「千島之國」的「新移民」來說，應該十分
陌生。

眾 所 週 知 ， 「 菲 律 濱 華 裔 青 年 聯 合
會」成立於1987年。「菲律濱商人與專業者
聯合會」之醞釀也是始終1987年，至1988年
才正式成立。當時，菲國社會發生「逾期
遊客居留問題」，受害者多為華族「新移
民」，一時之下，華社人心惶惶。

1988年4月初，「菲律濱商人與專業者
聯合會籌委會」跟世界日報商議借版創立
「溝通」會刊，承蒙報社董事長施天津先
生、總編輯陳華嶽大律師慷慨應允，於4月
11日迅速刊出第一期。第一期共發表九篇文
章，即：《我們的願望（代刊前語）》、
《菲律濱商人與專業者聯合會成立籌委會發
表宣言》、《大家來支持「法律詢問與援助
中心」》（作者劍河浪）、《移民局法令合
法性淺談》（作者洪我震）、《善行工人避
免種族仇視》（作者洪我震）。兩篇短小的
詩文《親戚》（作者時逸立）和《不可能的
夢》（作者浮萍），以及《邀請書》與《編
者的話》。

為了詳細說明「菲律濱商人與專業者
聯合會」的組織宗旨、結構及工作，請允許
我把《宣言》全文轉抄錄如下：「宣言（小
標題）——我們是生活在菲律濱的商人，大
家有一致的志向與看法，而共同發起組織菲
律濱商人與專業者聯合會。

菲律濱是我們謀生的地方，我們與我
們的子孫們已決定要永遠在這裏生活下去，
我們決心努力做出對菲律濱社會有貢獻的事
情。

我們反對黨派之爭。我們願意與其他
各行業的菲律濱兄弟姐妹們和平共處，共同
建設一個繁榮的菲律濱。

我們希望能生活在一個和平安定的社
會裏，所以，我們非常關心菲國的社會和政
治問題，我們反對種族歧視與互相嫉妒。我
們鼓勵在菲律濱的各少數民族聯合在菲律濱
大社會裏，來共同建設一個富強、繁榮的菲
律濱。

我們也歡迎這些菲律濱的少數民族保
留他們的文化特徵，更歡迎他們把各族的文
化特徵融合在原有的菲律濱文化裏，讓菲律
濱文化顯得更豐富、更突出。

我們決定透過給工人以公平待遇來提
高他們的生活水平。我們願意透過各種社會
方案，去幫助社會中比較不幸的窮人，因為
我們感到有必要起貧富之懸殊拉得近一點。

我們下定決心去幫助政府重建這個國
家，我們願意引導會員做一個有公德的商
人，讓一般民眾能對商人有一種新的認識，
而不是過往的那種奸商、市儈的錯誤觀念。
我們也希望商人在經濟上的貢獻能得到民眾
的賞識，也希望我們有建設性的意見，得到

政府的接受。
我們將透過討論會或遊說方式，共同

向政府建議或反對任何對經濟發展有阻礙的
政令或法律。我們也將共同保護我們合法的
權利，確定我們充分得到憲法的保障，我們
也鼓勵有才幹的商人領袖參政，把他們的才
華貢獻給國家，促進菲律濱的繁榮。

我們決心和菲律濱現有的商會，與其
他社團組織建立友好關係，共同合作，促進
菲律濱的繁榮。

我們非常歡迎志同道合的商人，加入
這個符合時代需要的新組織；我們也歡迎你
們的建議、批評與指導，更需要你們的鼓勵
與支持。

組織的原因
菲律濱的商人，特別是華商，在一般

菲民眾的心目中一向被誤解為唯利是圖的商
人。雖然不是全部的華商都是這樣，但在缺
乏解釋與互相諒解的情形下，他們這種對華
商的誤解，似乎一直加深著，而且逐漸進入
了仇視的程度。這些仇視華商的人，甚至包
括我們僱用的工人在內。

假如連受我們僱用多年的工友，也仇
視作為他們經濟來源的華商僱主，那情形
是嚴重的，不健康的，是值得我們留意一下
的。假如我們讓這些誤解與仇視繼續下去，
這對以經商為主的華商是非常不利的，甚至
有不堪設想的後果，特別是在菲民眾意識正
醞釀著的時候，我們可不能以苟且偷生的態
度對付之，更不能坐以待斃。相反地，我們
應該先來個未雨綢繆，把商人團結起來，共
商對策，化解菲民眾對華商之誤解與仇視。
希望在我們的努力下，能夠達到與民眾友好
相處，互相諒解的境界，並讓菲民眾把華商
當作是菲律濱大家庭的一分子，給予我們社
會接受（SOCIAL ACCEPTANCE）與社會承
認（SOCIAL RECOGNITION），這樣一來，
華商才可高枕無憂地世世代代生活在菲律
濱。

要做的工作——（1）舉行定期的商業
性座談會（BUSINESS FORUM），恭請菲政
要、社會名人、教授，甚至學生與工人領袖
舉行專題討論，溝通一些存在的錯誤觀念，
彼此表明立場，而務求從中探討他們對商
人的不滿與期望，然後，採取適當步驟，作
出解釋或做出能力下的改革工作。（2）透
過設立一個法律小組，以遊說方式向國會或
其他政府機關，爭取平等待遇，反對於華商
不利的法令與城市律，確定我們的會員充分
的得到憲法的保障，爭取他們在法律、憲法
上的權利，同時也引導他們怎樣知法而不畏
法。（3）透過社會方案，像救災、義診、
救傷車等方案，表現華商對社會服務的熱
衷，對窮人的關心，鼓勵商人以取之社會，
用之社會的態度，服務賦我們財富的菲律
濱大社會。（4）透過獎學金，培養華社記
者、法律、政治、經濟與軍事人材，鼓勵這
些人大膽踏入政界，為華人社會爭取權益，
為菲律濱的繁榮、進步作出貢獻。（5）透
過適當的宣傳媒介，改變民眾對華商的錯誤
觀念與仇視。」

與此同時，「菲律濱商人與專業者聯
合會」也向「菲華時報」借版，於1988年4
月14目發佈會刊《瞭解》第一期。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陳扶助

猜猜看，美國官員能否去冬奧
                      美國的領導層，長期表現是：
                      它不能容忍別國比它強，比它好！
                      抱有這種唯我獨尊，
                      嫉妒心極強的個人，
                      在社會群體中是屬於垃圾級的孬種！
                      二零二二年冬奧會，
                      眼見張家口的賽場建設，
                      雄偉壯觀，成功在望，
                      美國卑鄙的心病再度發作。
                      它引領西方集團宣佈外交抵制。
                      因為奧林匹克精神不容政治污染，
                      所以應聲蟲僅寥寥三兩個跟班，
                      大破壞不成，令華盛頓顏面無光，
                      國內的體育界也怨言纍纍。
                      拜登老兒的狗頭軍師，
                      又想起另一個餿主意，
                      要派十八個官員去冬奧會，
                      擔任本國運動員的支援和保安工作。
                      中國外交部隨後亦證實收到申請，
                      迄今未見後續消息。
                      圍繞著北京會接受或拒絕？
                      關心者揣測紛紜，
                      依筆者的智商愚見，
                      外交部會審慎處理，
                      不會讓華盛頓頤指氣使。
                      第一、 我們可以說申請理由，查無前例，
                      若改為前來觀賽，並為自己的運動員加油，
                      便可批准請求，發給來華簽證。
                      第二、 我們可以在冬奧會開幕臨近，
                      才做出回應，只批准部分申請者入境。
                      這兩種辦法，美國都很難同意，
                      結果是冬奧會毫髮無損，熱烈舉行，
                      外交抵制變成外交尷尬。
                      拜登的團隊又一次出乖露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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