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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吳子漁

交友之道 醫者父母心
如今疫情泛濫成災，使

我們招架不住，防不勝防只
能聽天由命。然而我們也不
能坐以待斃，憂愁過日。我
與朋友交談之中，我常常奉
勸他們，我們必須迎合與病
毒共存之道，唯今之計，就

要有備無患，現在只有過一天賺一天，病毒
對社會損傷至深。所以我們必有規則要做三
件事。第一就是家裏要有退燒藥，中西藥都
可以。第二要囤積一些食米、罐頭之類的食
物，青菜、果蔬，還有魚肉之類的東西是要
就地取糧，隨機應變。第三要有一些現金，
以防急需，這樣基本上就能保命。

雖然是居家隔離，我每天的時間表也
是安排的好好，不會白白浪費光陰，最近在
電視節目中，常常看到有些勸人為善的文章
還是短劇，在這居家隔離的時節，我們要結
交朋友就要十二分的謹慎，就是“朋友滿天
下，知己沒幾人”。談得來的朋友變少，信
得過的朋友幾乎沒有一個。

我們的朋友中，可以分成三大類，第
一就是喜歡你的人。第二就是不喜歡你的
人。第三就是你陌生的人。對這些人，第一
就是不要客氣。這種人喜歡討小便宜，對你
百依百順，隨傳隨到。他們的目的就是要你
的施捨，你的支持，你的幫助，他會製造很
多假像，來討你的歡喜，一旦到手後就逃之
夭夭。

對你所討厭的人。第二就是不要討好
他們。他們耍大牌，於你何干。你也不必看
他們的臉色來吃飯。對這種人恩慈，就是對
我們自己殘酷。所謂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
處。

第三，你對這些你覺得討厭的人，就

不要在乎他們的言行舉止，關你何事。所以
說朋友愈少，我們愈安全。

我們要結交朋友，就如孔子曰：“益
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
辟，友喜樂，友便侫，損矣。”

孔子說：“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害
的朋友也有三種。交正直的朋友，交信實的
朋友，交博學多聞的朋友，是有益矣。交喜
於週旋的朋友，交善於恭維的朋友，交善於
品辯的朋友，是有害的。”

我 們 人 生 最 痛 苦 的 事 情 ， 無 非 有 三
件，其一就是殺父之仇，第二就是奪妻之
恨，第三就是朋友失信。

我們做人處事，心裏的憂鬱，秘密都
不能向我們最接近的親人說出口，反而會去
告訴你最親密的至交好友，希望他們會為你
分憂解愁。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他們會把你的秘
密有意無意地告訴他人，成為茶餘飯後閒談
的材料，成為人家傳播的公開秘密，他這種
的做法，會使你痛心疾首。會使你無地自
容，更會使你人格掃地，當我們悔不當初之
時，為時已遲，所以朋友失信也是人生最痛
苦的一件事。

最後我們來一個結論，對朋友什麽話
可以說，什麽話不可以說，我們先看對方與
我們的關係。大部份的話就是你們中間有關
係的話題，其他的就可以免了，至於不可以
說的話，大概有四種：

（一）心底的秘密。
（二）陳年爛芝麻的往事。
（三）自誇自己的成績。
（四）告訴別人自己的煩惱。
聖經說：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

口唇，才有智慧，願與各位共勉之！

被疫情困居家中，小孫
孫們上課都是網上接受老師
的課程，我懷疑這種方法能
奏效嗎？草草學生，到底跟
在課堂上接受老師的講解，
差別多大，我也懶得去傷腦
筋了。

一日，課餘，我跟十一歲的小孫女談開
去。我問她念大學時想讀什麼科目。是做老
師為人師表，桃李滿天下，還是做科學家；
做工程師；做律師；做政客；她都搖搖頭，
最後她說「我長大後要做醫生。」

「你每天晚上九點就得睡覺，做醫生有
時得熬夜，怎麼辦？」

「我可以把手機安排在晚上十點就關
機。」她很認真的回答。

「這樣不行的，醫生沒有時間，半夜三
更病人緊急時得趕去救人的。做醫生很辛苦
的。」我說。

…………她想了很久，無言以對。
最後她說：「那我不學醫了。」
是的，做醫生真的很辛苦，有時要起早

貪黑，出了差錯，人命關天。有時並不是醫
生的過失，一個有醫德的大夫，總是會把病
人的安危放在心上。

說什麼十點就關機，這只是我跟小孫孫
的無稽之談。

這場世紀大瘟疫，我有個堂侄女畢了
業，會考了及了格，被安排入菲律濱總醫
院。這菲律賓總醫院是病人最多的一間國營
醫院。什麼疑難雜症都有，尤其是疫情剛爆
發時。我的堂妹夫婦試圖說服他們的女兒，
辭職別幹了。在疫情如此嚴峻的當下，分分
鐘都有可能感染到瘟疫。他們的女兒，態度
很堅決，告訴她的父母：」我們是宣誓過
的，我不願違背我宣誓的誓言。「她的父母
最後只有支持這小姑娘。在菲律賓總醫院附
近給她買了一個公寓單位，一個小姑娘，一
個人上班在醫治新冠病人，下了班自個一人
住一個單位。一二年了，她還是堅守在她的
工作崗位上。

我想信我那堂侄女不久的將來一定是一
位負責任，醫術又高明的醫生。聽說在菲律
賓總醫院鍛練出來的醫生，醫術都比別家醫

院實習出來的高明許多。
我那堂妹也只有一男 女，我那小堂侄

女可是他們唯一的女兒。
一個高明的醫生，是要經過千錘百煉

的。
我們生存的這國度，醫術高明，又有醫

德的醫生比比皆是。
我育有三男三女，襁褓時，有一個固

定的小兒科醫生，那醫生的音容，接人待物
我還記憶猶新，雖然他天不假人，很多年前
就病逝了。說起這醫生，聽人說來，醫生醫
術高明又有醫德，某韉醫生醫術高明，可就
是醫德不怎樣。我就想起，我那幾個孩子的
醫生。我那可憐的老二，在幾個月時，上他
那裏去定期體檢，他告訴我們，我那可憐的
孩子，心臟有問題，最好去找一位小兒科的
心臟醫生。最後活了六歲有餘七歲不足就去
了。這是我與老伴心中永遠抹不去的疼。

再說說那兒科醫生吧，他人長得胖胖
的，他自己說患嚴重的糖尿病。在那個沒有
手機的年代有的話他也不會把手機定在十點
關機。相反的，他告訴我們一天二十四小時
不論什麼事儘管打電話給他。晚上他的電話
機就放在床頭。

三更半夜，孩子有急病，打電話給他。
他的語言永遠那麼和藹，慢條斯理地回答。
聽了你把孩子的病情詳詳細細地說給他聽。
他的第一句話一定是：沒什麼大不了的，
你身邊有什麼藥，先給他服了，明天要是沒
好轉，再來找我。不論你心中多麼的擔心受
怕，聽了他的話，如浴春風，一定會很安心
的。

這麼忙的醫生，每週還好幾次參加義
診，造福貧苦大眾。

說起好醫生，醫德又好的，真是不勝枚
舉。至於那些把手機定在晚上十點關機的，
我還是不曾見過。

最後在看梁羽生的武俠小說，說的就是
武德，醫生何嘗不是，一個好醫生醫術高明
這是不在話下的，最重工的不審要有崇高的
醫德，就如那位曾經做過我六個孩子的小兒
科醫生一樣，他雖然已逝好多年了，我與老
伴還是忘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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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關懷筆記之十七

黎明前最深邃的黑暗
黑暗也許漫長難熬、但

黎明終將來臨。
在 人 類 與 病 毒 拔 河 的

過程中，處於傳染力急速散
播，被荼毒確診人數與日暴
增，現有療法對新變異株可
能 成 效 不 彰 的 慌 亂 時 代 ，

人人只有如履薄冰，戒慎恐懼，自我防護
外，也要自我充實，不斷吸取醫學及公
衞新知，才能從容應對瞬息萬變的詭異時
空，而落實守護健康，不啻為首要任務。

正當奧米病毒瘋狂席捲全球，國際單
日確診量平均高達三百萬人，美國連續幾
天的確診病例，突破一天百萬人以上，驚
動全球的關鍵時刻，變異新貴「我沒空」
（即奧米克戎株）發源地——南非，卻傳
出突變病毒已經逐漸消失，似有消聲匿跡
的跡象。一個疫情卻出現兩個世界，無不
令人儍眼，不知所措。這個現象，只能解
讀成疫情變幻無常，一變再變，所以人類
只能以料敵從嚴的態度看待，不應以「我
沒空」病毒弱化而輕忽怠懈，尢其防疫意
識向來薄弱的基層民眾，更應時時提高警
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世衞組織（WHO）一些專家不同意，
將新變毒株視成輕微的病毒，就算其重症
率和致死率，遠低於先前的幾株病毒，可
其高傳播力及高傳染力，及免疫逃脫的能
力，仍足以讓全球置身險境，可以繼續造
成大量的突變，因此呼籲各地民眾，將奧
米病毒視為和之前幾波的流行一樣險惡。

盱衡時局，一波接一波留連忘返的疫
情，短期內恐不易阻斷清零，儼然成為人
類史上，一場空前危急、且歷時最長、傷
亡最多，財經損失最慘重的無硝煙戰役。

歴經病毒接二連三的肆虐，原疲軟乏
力搖搖欲墜的經濟動能，好不容易在2021
年底稍有起色回溫的態勢，讓一些中小企
業有一點點活絡的生機，奈何遇上奧米變
種病毒無孔不入、且猖獗一時的突變亂
流，經不起再次的折磨，菲律賓的經濟景
氣，各行各業的日常營運，勢必再呈萎靡
不振、或跌宕起伏的緊張局勢，幾乎沒收
經濟微幅上揚的成果。基層庶民生計無力
解套，失業人數再刷新高，社會秩序、治
安問題隨之層出不窮，凡此苦哈哈的疫情
愁悶場景，即將如數重演，浮上檯面。除
非政府制定有效可行的應變機制，壯士斷
腕，嚴陣以待，否則、對國家宏觀發展而
言，將難以為繼，甚或陷入更深沉衰退。
為政者豈可不未雨綢繆，防範未然。

「奧米克戎」（Omicron）變異毒株
在地表上的無限擴散，完全顛覆傳統的
風格，既強勢又快速，變幻莫測，防不勝

防。尤其嬰兒及年幼孩童族群，更容易中
「獎」，使得不少家長憂心仲仲，重溫提
心吊擔、煎熬渡日幾近兩年的噩夢，認命
地再投入另一場攻防苦戰。

醫 生 縱 使 再 三 叮 嚀 ： 「 只 要 打 過
三針，不用驚慌，也不必放飛、完全不
管 …… 」 。 至 於 未 曾 打 過 預 防 疫 苗 的 嬰
兒，及幼童，確實唯有依賴家人的細心呵
護，嚴格把關，且戰且走，才能逃過惡魔
的侵襲。

近來網路盛傳：「加拿大某媒體披
露，有醫生分析為何奧米毒株傳染性高、
但其症狀輕微，醫學界傳染病學專家把它
稱為「步兵」（Sentry）。它只是先行步
隊、先鋒，是在幫他的主人打開條路，再
變種的病毒會更強！千萬別輕忽其輕微症
狀而放鬆防疫……」。此則訊息的真實性
仍有待查證。但是病毒的聰明狡滑，已是
不爭的事實。當它進入人體，會逐一干擾
人體免疫細胞而可能變得更強，引發疑
慮。當人人脫掉口罩張開嘴巴説話、或吃
一頓飯、或喝杯茶、甚或呼吸一口新鮮空
氣時，即可大量噴出病毒，剎那間可以感
染方圓兩公尺內的人潮，其傳染力強過先
前的幾個原始株，是極易感染的防疫破口
之一。醫學界担心、一再變種的病毒可不
簡單，故不可掉以輕心！

本地網路自媒體的幾位名醫，一再
苦口婆心呼請凡有症狀者，或有接觸但無
症狀者，即便尚未檢測，就該自覺性的自
我隔離，自我健康管理，小心翼翼防備，
並做足防疫功夫，不群集、不聚餐，以免
傳染給他人。畢竟、新冠病毒具有一定的
潛伏期、及隱匿性，一時不易察覺。除非
有呼吸困難等其他慢性疾病的併發症狀，
患者不用急著擠醫院，拯救醫院免於負荷
超載、以及醫護人員顧此失彼、窮以應付
的窘境。美國傳出一種專治新冠肺炎的救
星——Paxlovid口服藥，已投入量產，不日
即可上市，為疫情注入一股希望活力。據
說此口服藥足以對抗一再變異的病毒，可
預期這波疫情海嘯，在染疫者快速激增，
達到高峯後也會快速下滑，各方期待毒株
收斂，儘速收尾。倘若果真自此雲散煙
消，便是疫情末日的一綫曙光！

菲華文經總會訂一月廿一日，邀請菲
律賓著名小兒科專家陳淑璇醫學博士，用
閩南話主講一場「如何因應一再突變的新
冠病毒」線上醫學講座，精彩可期。歡迎
大家一起來吸取守護健康的醫學新知，平
安渡過漫長難熬的疫情。      （2022.1.17）

                Zoom視訊代號為
                MeetingID:8508501919。
              密碼Password:covid2022。

逸峰

《紀念周恩來總理》
虎年牛歲盼春雷，四海人民尚困災。
信史周公安禹域，神州世代育英才。
春秋偉跡丹青載，鼎鼐朝廷善策裁。
華夏復興機遇盛，漢家今日祭恩來。

        （2022/01/08）

返步奉和
逸峰兄《紀念周恩來總理》/ 老頑童

親民總理一恩來，更勝成批爛總裁。
眼看神州多惡霸，心酸故國少真才。
幸逢翔宇中山類，免陷和坤介石災。
天不假年今逝去，天朝哪個頂風雷？

李秀恒

降準穩年關 顯經濟韌性
日前，中國人民銀行宣

布自2021年12月15全面下調
金融機構銀行存款準備金率
0.5個百分點，本次降準可釋
放出約1.2萬億元人民幣的長
期資金，以營造更加寬鬆貨
幣環境。惟在全面降準措施

正式生效後，內地及本港股市都未有出大
幅上揚，加上近期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
議再次強調，2022年的經濟工作仍要「穩」
字當頭，以至有部分外媒及投資者認為，
2022年內地經濟的下行壓力恐怕會比去年
更大，經濟前景令人憂慮。而根據CNN的
報導，世界銀行近日第二度下修了中國內
地2021年的GDP增長，預測增長率為8%，
低於10月及6月所預測的8.1%及8.5%，並將
2022年的GDP增長預期從5.4%下調至5.1%。

但筆者認為，內地經濟向好的基本面
並不會因此而改變。

首先，每逢年關將至，環球市場資金
流動性變得緊張的時期，中國適時地調節
貨幣政策，提高中小微企業的融資能力，
以求穩定新一年經濟的開局，屬合情合理
的做法。

從內地去年面對嚴重洪災、電力短缺
和大宗商品價格飆升等問題時，都能夠堅
持不搞「大水漫灌」刺激經濟，且有餘力
通過主動強化整頓、監管房地產和科技產
業，消除內部不穩定因素，從中能可以看
出中國經濟的韌性十分強勁，經濟穩中向
好的發展勢頭並沒改變。

事實上，在全球多個國家在2021年
迫於通脹壓力先後宣佈加息，以及美聯儲
減少購買國債規模，並放風指將於今年提
早進入加息周期之際，中國仍有能力通過
降準的寬鬆貨幣政策，以加大逆周期調
節的力度，反映出儘管全球新冠疫情出現

反覆，內地實體經濟增長的趨勢持續。同
時，因為中國在疫情全球肆虐後一直沒有
仿傚歐美等國家濫發貨幣救市，令市場沒
有出現資金泛濫的情況，為貨幣政策換來
了更多可調節和操作的空間，變相使中央
有更多宏觀調節的手段來穩定經濟。

目前全球經濟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之
下，陷入百年罕見的困境，可是美國政府
卻仍奉行「美國優先」思維，依仗着美元
的霸權地位向其他國家轉嫁經濟危機和金
融風險，並企圖利用加息和「收水」等手
段，收割全球資本，以保障美元的霸權
地位。因此中國逆向調控降準「放水」，
不盲目地跟隨美國進入加息周期，能有效
地防範被美國的經濟政策牽着鼻子走，並
為應對未來美國加息作好準備。在未來，
Delta、Omicron及更多變種病毒或會為疫情
的控制帶來更多不穩定因素，而內地所頒
布的一系列經濟措施，雖然會帶來短期的
「陣痛」，但卻是「必經之痛」，減少大
型壟斷企業對經濟健康平穩發展空間的遏
制，為更廣大的中小微企業創造更良好的
營商環境，增強產業結構的韌性以及抵抗
疫情的耐力。 

長久以來，中國都堅守着穩健的貨幣
政策，降準絕不會演變成如歐美濫印鈔般
的短期谷經濟措施，只是為了營造出適度
寬鬆的貨幣環境，紓緩企業面對的周期性
壓力，穩定國內的市場和經濟。須知道，
在全球經濟陷入百年困境之時，中國經濟
穩定不僅有利於本國發展，亦能為世界經
濟疫後復甦提供可靠支撐。

不盲目跟隨美元霸權，堅持「穩字當
頭、穩中求進」的發展策略，才更符合中
國經濟的發展需要，也能避免將來處處受
制於人。

（作者是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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