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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靈子

老年人抗疫心態 浪子回頭金不換
最 近 在 和 朋 友 交 談 之

間，得知家家戶戶皆有些成
員被新冠肺炎病毒所感染，
但由於大部份的人士皆有種
苗及注及加強劑。所以雖然
染毒，但病症並不嚴重，但
是如此我們還是要依照政府

的規定而居家隔離。同樣地如是中招，還是
十二分的麻煩。有些全家都被感染。所以在
隔離期間是十二分的不方便。我們還是要小
心為懷，保持距離，經常洗手及攜帶口罩。
減少出門，抗疫防疫之工作需要全民的合
作，所謂同舟共濟，眾志成城，對老年人及
有慢性病之人士更要倍加小心，以免會發生
併發症。如今之計，我們只好靜待佳音，以
不變應萬變，世事千變萬化，有時朝不保
夕，人算不如天算。

老年人在這新冠肺炎肆虐的時節，我們
應該心平氣和地等候，不能逞強，更不能樣
樣事情都看不順眼，有些學者告訴我們如何
來運用我們空閒的時間如下：

（一）閱讀書報。現在喜歡讀書的人
實在是很少，一本書可能只看幾頁就擱下不
看了。很多人一旦離開了學校，就與書本絕
緣。在我國菲律濱華裔的第二代第三代皆是
重英輕漢，在很多婚喜壽慶的場合，主持人
皆是以英語來主持節目，用中文的可能也是
在歌唱的節目中，喜歡文學的人通常比較溫
和的有氣質，所謂文質彬彬，保持閱讀書報
的習慣可以使我們增加見聞，提升我們的智
識，保持我們的品格，能修身養性，閱讀才
能知道天下事。

（二）存錢養老養活。金錢絕非萬能，
但是沒有錢就會萬萬不能，我們如果身邊有
錢，就不愁我們日常的生活費用，有的人含
辛茹苦辛苦了一輩子，把所有的積蓄都給他

們的子女。但是結果要用錢的時候，就開始
感覺到困難，有孝的子女，可能還會回家
來探望父母親，給他們一點的幫助。不孝的
子女就會連人影都看不到，這是一個很現實
的問題，如老年人自己有存錢，就會如魚得
水，希我們三思。

（三）學習獨處的生活。我們一旦上了
年紀就可能與社會脫節，跟親朋戚友也會漸
漸疏遠。難免會感覺到孤獨、無聊及無奈。
所以我們要好好地學習“獨處”的生活。獨
處就是與人群疏遠，但是我們還有我們自己
的家庭，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嗜好，一般
來說我們就要懂得如何來安排我們的時間，
應付獨居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運動。
我們一旦到了五十歲，每年的體能就會減少
百分之1%至2%之多。到了八十歲，體能就
消失了一半。所以運動很重要。可以緩慢體
能的衰退，要有足夠的睡眠。每天要睡八小
時，三餐少鹽、少糖及少油，一天三菜兩
果，大小便要通順。這樣就表示你的健康情
況尚算不錯，安排“獨居”的生活是很重要
的。

根據上週OCTA研究組的一名成員表
示，奧密克戎變異毒株有可能將新冠肺炎
疫情從PANDEMIC比較嚴重的疫症變成一
般的流行症，如流感（FLU）或普通感冒
（COMMON COLD）一樣的流行病。如是變
成普通感冒，我們就會脫離險境，而在這種
的情形之下，這些病菌就會針對身體比較衰
弱及沒有抵抗力的人群。但是這一切只是猜
測而已，希望能雨過天晴，回復常態。

另一方面，首都地區新冠病毒每日的數
據最近下降至1.38。但是雖然下降，但仍比
安全標準高得多，意味疫情仍很嚴重，如是
傳染率低於1才表明疫情已停止擴張，我們
還是不能掉予輕心。

反修例運動發生後，許
多受外國勢力及亂港分子煽
動的本地青少年人因違法抗
爭而被捕入獄，其中部分犯
罪情節較輕者，最近已陸續
獲得釋放。然而，這些人卻
發現服刑後重投社會並不容

易，部分人難以重返校園，有人則就業困
難，難得到工作機會，似乎本港社會真的要
放棄這一代人。

筆者認為，法治精神是香港社會的核
心價值和賴以成功的基石之一。在違法者承
擔了其法律後果，完成刑期後，社會便應該
給予其更生機會，協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
這是法治精神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因
此社會各界及學校應給予年輕人改過自新，
重返社會的機會，這不僅對本港未來發展有
利，亦有助緩解社會內部矛盾。

要知道，法律制度除有「懲」的刑罰
部分，亦包括了「教」的改過部分。其中使
曾經的違法者能通過「懲」來認識到自己過
去所犯的錯誤，從而洗心革面，好好重新
做人，可能才是法律制度存在的意義。正所
謂﹕「浪子回頭金不換」，所以對於已完成
刑期，對自己過去違法行為有悔意的年輕
人，社會理應給予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並
協助他們重新貢獻社會。

還記得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在1957年

時，曾對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代青年的思想
狀態作過分析，指出「不少青年人由於缺少
政治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不善於把舊中國
和新中國加以比較，不容易深切地了解我國
人民曾經怎樣經歷千辛萬苦的鬥爭才擺脫了
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而建立一
個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要經過怎樣的長時間
的艱苦勞動。」

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後，毛主席對於青年
人思想狀態的判斷，仍適用於本港的年輕一
代。事實上，正是因為在回歸後本港在國家
和愛國教育方面的長期缺失，導致在反修例
運動發生前，本地年輕一代普遍缺乏對國家
的基本認識，亦忘掉了和衷共濟、努力奮鬥
的「獅子山精神」，以至於淪為受外國勢力
及亂港分子操縱的暴力分子。因此未來本港
要進一步加強愛國和國家教育，讓年輕一代
自小學習中華文化和歷史，使他們了解中國
是曾經經歷怎樣的艱苦奮鬥才能從「一窮二
白」走到今天成為世界強國，藉此樹立正確
的歷史觀和價值觀。

作為一位母親，筆者不敢輕言放棄一代
人，將本港年輕一代全部「砍掉重練」，而
是希望能通過教育，使他們能迷途知返，重
新做人。須知道，「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
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
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
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醺人

歲除迎新組詞
《瑞雲濃 • 壬寅迎祥》

 ——依格步韻楊無咎「睽離漫久」——

                                      寅來虎嘯，春臨年氣隨換。
                                      多少沉浮水平面。
                                      歪詩老酒，飲且頌、心藏靈算。
                                      喚雅客酬和，任星回斗轉。

                                      肝膽光明，腸磊落，猶遭宿怨。
                                      盛譽鋒頭卻休管。
                                      悶虧挨盡，尚對人、赤誠相見。
                                      兩袖清風，暢吟未斷。

 《瑞雲濃慢 • 壬寅迎祥》
 ——依格步韻陳亮「蕉漿酪粉」——

                                      值寅掛帥，虎風雷動，威勢派頭天賜。
                                      傲然故我，漠視歲輪，隱居世外逸遺。
                                      汪洋兩岸，有摯契、最是難能可貴。
                                      網絡連、瞬間飄萬里，遞采傳瑞。

                                      譜詩詞，沽酒水。拼騷勁、跨虎觀天地。
                                      寄情平仄，欣伴杜康，雅趣問君知未。
                                      酬吟疊韻，泡黃湯、常相策箠。
                                      廣度寬、遍南北東西，唱非詠是。

錢昆

驚耳
1994年，正是我在馬拉

汶「聖佳美幼兒園」任華文
老師的第二年。臨近新年，
在學生查理的媽媽瑩瑩姐極
其盛情的邀請下，來到了與
他 們 的 服 裝 廠 相 鄰 的 住 家
裡，同其全家人一起迎接新

年。
走進查理家，聽到他大姨的一席話後才

知道，大宅院裡，陰盛陽衰，五姐妹中，她
和小妹單身，三四妹，外嫁美國未生育，查
理是她們五姐妹的唯一後代和寶貝，因為對
我服服帖帖，每天一回家，就自覺地完成華
語功課，從而令全家人對我刮目相看。

大姐的一番話，讓我知道了被她們一家
人視為上賓的緣由。就這樣，因為學生查理
的緣故，我同其媽媽一一瑩瑩姐成了無話不
談的好朋友。

新年後不久的一個晚上，瑩姐在來電中
驚恐萬狀似地說：「先生，查理的腸子，有
遺傳其已逝父親的病毒，不日將去手術。」
「誰說的？」我焦急地問道，「是我害怕，
而帶他找醫生檢查出來的，我的私人醫生推
薦其女兒，將為他做手術。」「千萬別偏聽
偏信，應該再找其他醫生診斷診斷，在作決
定。」我在電話裡，再三地囑咐瑩姐。

第二天晚上，就傳來了她千歡萬喜的聲
音，感謝我的提醒，找了兩個醫生檢查，皆
異口同聲地說，沒有任何的病灶……放下電
話，直覺得頭冒冷汗，手腳冰涼，心也在撲
撲地跳。怎麼也沒想到，竟然有如此喪盡天
良，沒有醫德和道德底線的人在行醫。如果
沒有多一個心眼，建議瑩姐多找兩位醫生確
認，而一味地對她言聽計從，那查理豈不是
淪為她女兒的白老鼠，而貼錢買罪受。這種
與圖財害命沒有兩樣的人，在醫界裡存在一
天，便是患者的災難！

瑩姐那種一一天下本無事，庸人自召之
的做法，又甭打正著地碰到了黑心醫生的事
情，在我的心海裡掀起的「懼」浪，洶湧了

好些日子。
然而，一波未成，一波已作。沒幾天，

瑩姐又來電話說，她到馬卡蒂的醫院檢查腎
臟，權威醫生已通知她得準備去洗腎。又是
一個驚耳的消息！

巧不巧，十年前，老爸因用藥過量而
腎衰住院，我聽從了中醫院主任周醫師的建
議，讓他喝了冬蟲夏草燉瘦肉的湯汁半個多
月之後，高企不下的肌酐指數像飛流直下
三千尺般地「嘩」的一聲應聲下落到了接近
安全值。那種轉危為安而油然而生的欣喜之
情至今仍記憶猶新。冬蟲夏草的神奇功效，
像鐫刻般地印在我的腦海裡。因此，見證過
奇跡發生的我，在電話裡信心滿滿地對瑩姐
說：「醫生的話不可不聽，但不可全聽，特
別是治標不治本，凡是說開刀花大錢的話更
應三思而後行啊，洗腎和換腎是下下策，不
到萬不得己不輕易踐行。」

繼而，把冬蟲夏草的神奇療效向她細細
道來••••••在我誠心誠意的提議下，
她懷著將信將疑的心情到中國城裡的中藥店
裡，先買了九九八十一里條的冬蟲夏草，分
九次，每次九條，加上一小撮切塊的瘦肉放
入杯大的燉壺，後再放入燉鍋中燉上一二小
時，最後才喝湯吃蟲草。一星期後驗血，奇
跡出現了！瑩姐那超標的肌酐指數，像熊市
般地直線下落，這讓她驚喜萬分，瞬間，對
中華蟲草頂禮膜拜了，也讓力主洗腎和換腎
的著名西醫張尼可先驚得目瞪口呆，直呼不
可思議，直問為什麼這樣？！是吃了什麼靈
丹妙藥？！瑩姐說她笑而不答，問急了，才
虔誠地說道：「感謝主，阿門！」

一星期後，瑩姐在電話裡用笑嘻嘻的口
吻說道：「真是惡人有惡報啊，我的小姑子因
腎衰竭死了！要不是她老是挑撥離間，破壞我
和老公的感情，讓我們夫妻三天一小吵，五天
一大吵，我就會把燉蟲草降肌酐的方子告訴
她……」她放鞭炮似的一席話，驚呆了我，讓
我沉默以對，久久地說不出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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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斯坦動亂平息
未釀成更大亂局

世界真不太平。在新冠
疫情肆虐全球的大環境下，
烏克蘭形勢緊張、美俄對陣
局面未解，哈薩克斯坦又爆
發動亂，真是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不過，這一次俄羅斯
出手迅速，其主導的集安組

織迅即派出維和部隊，短時間內控制了哈
局面，避免演變成為更大的亂局。

哈動亂始於民眾反對液化氣漲價，
示威很快演變成大規模的暴力行動。哈總
統托卡耶夫將這場動亂定性為「未遂政
變」，稱暴亂旨在破壞憲政秩序，奪取政
權。在經歷了全國緊急狀態、斷網封路、
集安組織維和部隊協助反恐等一系列果斷
有力的維穩行動後，這個剛過「而立之
年」的中亞國家重新恢復了平靜。

在暴亂中，有16名安全部隊成員被打
死，平民傷亡數仍在調查中。大約1300個商
業設施遭到破壞，100多個購物中心和銀行
被襲擊，500輛警車被燒燬。初步評估，國
內經濟損失約20億-30億美元。集安組織出
動了2030名士兵和250件軍事裝備平暴。在
暴亂中，9900人被捕。

哈國土面積270多萬平方公里，世界排
名第九，東西跨度約3000公里，橫跨亞歐兩
洲，地理位置重要。獨立後，首任總統納
扎爾巴耶夫奉行「先經濟、後政治」的國
策，執政期間經濟快速增長，國內生產總
值增長16倍，吸引了3700多億美元的外國直
接投資，居民工資平均增長27倍，成為世界
上最具競爭力的國家之一，獨立30年來，政
治穩定，經濟發展，沒有經歷大的衝擊。

哈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石油儲量300
億桶，位列世界第11位。預測2030年原油產
量有望突破1億噸。鈾礦儲量也非常豐富，
2020年鈾產量達19477噸，位居世界首位。
此外，煤、鐵、銅、鉛等礦產儲量也相當
可觀。資源如此豐富，經濟也快速發展，
僅因為能源價格上漲就能引發如此大規模
的騷亂嗎？其實不然。哈國內確實存在一
些問題。經濟結構不合理，過度依賴原材
料出口，令哈國民經濟抗風險能力明顯不
足。近幾年，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劇烈
波動，哈經濟遭遇重創。
2020年暴發的新冠肺炎疫
情更讓哈經濟雪上加霜。
大批企業倒閉，社會失業
率升高，不少人徹底失去
經濟來源。食品、汽油等
日常生活用品價格節節攀
升 ， 老 百 姓 生 活 水 平 下
降。2020年通脹率為7.5%，
2021年升至8.9%。物價上漲
和貧富差距懸殊，激發了
國內的不滿情緒，終於釀
成騷亂。

但 內 部 因 素 不 是 哈
騷亂的最主要原因，外部
勢 力 的 滲 透 和 恐 怖 組 織
的活動是更重要的原因。

哈境內存在宗教極端分子、由西方資助的
眾多非政府組織、利用動盪因素謀利的官
員，以及利用群眾抗議爭取權力重新分配
的寡頭。哈大規模動亂實質是一場「顏色
革命」。美國一直是前蘇聯地區「顏色革
命」的主要攪動者。

哈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自然資
源，令西方國家不斷加強對其的滲透。美
國政府和所謂的「民間組織」長期支持和
巨額資助哈的「人權和自由」活動。僅索
羅斯基金會在哈已經花費一億多美元。哈
目前共有53個國際組織、30個外國政府組
織、77個外國非政府組織和基金會，所有
資金的70%來自美國。外國武裝人員直接參
與了哈此次騷亂，由一個指揮中心進行協
調，其目的是打擊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尤
其是與哈關係密切的俄羅斯。

蘇聯解體後，哈奉行多元平衡外交策
略，發展同俄、美、中等大國之間的外交
關係。1992年，俄和哈簽署「友好、合作
和互助」條約。同年，哈簽訂《集體安全
條約》，並於2002加入集體安全條約組織。
近日，俄正就烏克蘭局勢同美及其盟友談
判，美要求俄從烏克蘭邊境撤軍，俄要求
北約放棄進一步東擴，談判膠著。俄主導
的集安組織這次派維和部隊，協助哈平息
暴亂，對俄來說，將增加同以美國為首的
西方國家談判的籌碼。

哈局勢穩定對中國來說也十分重要。
哈是中國的重要經濟夥伴。中國從哈進口
的天然氣約占中國進口總量的15%。哈還向
中國供應銅、鈾和農產品等。近日，中國
外長王毅同哈外長通電話，對哈突變生亂
的嚴峻形勢表示關切，稱外部勢力並不希
望這個地區和平安寧。他強調，作為哈永
久全面戰略夥伴，在事關哈前途命運的關
鍵時刻，中方堅定支持哈方維穩止暴，願
盡己所能向哈方提供必要支持和幫助。

集安組織出兵協助哈平亂，美及其盟
友自感「不爽」，擔心失去對哈的石油和
天然氣資源的控制。美方不會善罷甘休，
中亞局面暗流仍湧動，但哈目前局勢趨穩
的大局看來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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