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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施文志

時代創造青年 青年創造時代 「吃在王彬」（一）
我在讀初中的時代，有

讀過“公民”之一科目，語
云：“時代創造青年，青年
創造時代”。照這樣來說，
時 代 與 青 年 是 與 時 並 進 ，
時代與青年是一起的增長。
所 以 “ 逆 水 行 舟 ， 不 進 則

退。”還有就是青年是我們未來的主人翁，
青年也是我們社會未來的撐舵手，於是“長
江後浪推前浪，新人換舊人”。這是自有歷
史以來永恆不變的定律。如今的社會是青年
人的社會，七老八大社會的大佬，不要一直
執迷不悟，死要面子，不時泡製一些亂七八
糟的假新聞，在社會上出小錢裝大佬，攀官
佐勢，專門收買一些小鬼來為他吹風，他的
特長是向外交部各部門的秘書下手，賄賂送
禮金色禮物，以期收買和外交部的官員打交
道，外交部之副部長、副公關最少有數十
人，於是三不五時就安排一位名不見經傳的
副座，詐稱大使要晉見，藉機會帶領其家人
出席拍照登報，其主要目的是要自我吹風，
至於搞什麽外交事務名堂就沒有什麽下文，
誤導讀者，而可以達到不出錢並能大出風頭
的把戲，而大使館的官員往往會信以為真，
常常被他玩弄在手掌裏，所以大使館要小
心，不要當成他出風頭的“道具”。在論語
中孔子說，我們要先修身，齊家，才能治
國，平天下，我們就點到為止，語云：“虎
毒不食子”也。

五月十日是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成立
一百週年大會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
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在會上發表講話，他強調青春孕

育無限希望，青年創造美好明天新時代的中
國青年，生逢其時，重任在肩，施展才幹的
舞台無比廣闊，實現夢想的前景無比光明。

我們中國偉大的國家主席給共青團提出
四點的希望：

（一）堅持為黨育人，始終成為引領中
國青年思想進步的政治學校。

（二）自覺擔負責，始終成為組織中國
青年永久奮鬥的先鋒力量。

（三）心繫廣大青年，始終成為黨聯繫
青年最牢固的橋樑紐帶。

（四）勇於自我革命，始終成為緊跟黨
走在時代前列的先進組織。

習主席希望共青不做青年官，多年青
年計，少為自己謀，以前國父孫中山先生亦
說，做官是人民的公僕，而中華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主席亦以“為人民服務”標榜為國為
民做事的原則。

雖然在我國的歷史中各時代可能各有千
秋，但是青春一脈相承，乃為不變的定律，
人各有志，而走在四方，只要為國做事，站
在任何的崗位都是一樣的，所以習主席要如
今當代的青年要在實現民族復興賽道上奮勇
爭先，一般青年人做事能力強，富有鬥志，
更能迎合現時代的要求。

習近平主席的談話，啟發了我菲華社會
的團結諸領導是否應該是交棒的時候，我們
華社諸多團體還是食古不化，爭權奪利的作
風還是不能改變，一旦權勢在手，就要緊握
不放。

非要到了不能動彈，還是一命嗚呼才要
放手，無論怎麽說，青年是我們國家社會最
有前途的接班人，請三思。

在微信群裡，群友們偶
然說到幾十年前王彬街的餐
館酒樓，好像讓大家回到那
個年代的王彬街。一九五二
年二月十日的華僑週刊第二
卷 ， 商 報 著 名 記 者 韋 華 的
特 寫 《 國 萃 之 一 ： 食 在 王

彬》。
韋華說：「吾僑「食的藝術」向來名

震中外，王彬街的大小餐館差可代表一斑，
每日備三餐飯菜，隨意小酌，給予食客十分
方便。出諸名廚的菜餚是豐富的，可惜多數
竟成朱門的臭酒肉。在社會風氣之下，許多
人咬著牙齒，行與意違地舉起酒觥，向節約
運動挑戰。」

原來在五十年代初，華僑社會也有節
約運動的推行，可惜七十年後的菲華社會仍
然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
那些在餐館酒樓強奢極侈的人也是很多!囂
張跋扈!毫無顧忌周邊的人群!盡地極侈強奢!

韋華寫道：話說我中華民族，僑居菲
律賓數百年以來，除善商能賈，著名遐邇之
外，尚有其他風俗國萃，在外國人口中，飲
名戴譽，其中尤以吃的藝術，在國際餐館中
可引為驕恃。幾乎可以說，中國人在菲的種
種生活手段，當遭外人的白眼和排斥，而只
有我們的吃，卻是外國人所最欽佩愛慕的。
中國人對於食譜，本來就有研究，在旅居菲
島的各國人士，包括本地人民在內的食譜
中，首推華僑的菜譜最為藝術，最為豐富，
最為可口最為堂皇美觀，有時也最為奢侈、
浪費和討厭。

中國所以成為一個歷史悠長國萃循襲
先祖的美德，到處宣揚國萃，把中國固有
的風尚藝術，傳播開來，發揚光大，於是一
些封建腐化的禮教，固以因循襲繼而存在，
然而一些國萃藝術也因而得以燦爛四方，使
外人認識了中國的古色古香的藝術。吃的藝
術，既是我國國萃之一，我們的僑民便忠實
地把它帶到了菲律賓。現在，讓我們縮小範

圍，僅來看看我們的吃的花樣在岷市華人區
的繁榮街道王彬街。

王 彬 街 本 來 就 是 一 條 忙 碌 終 日 的 街
道，每逢星期日，尤其熱鬧非凡。與顏拉拉
街交叉的十字街頭巍峨而立的四家大酒家，
在星期日入夜時分，非不可良賓滿座，杯觥
交錯，否則該是岷里拉華僑的錢花光了，或
已破產了。在這繁榮街道中，尚有大大小小
的菜館食鋪，不可一一枚舉，除每日備有三
餐飯菜和小酌菜蔬之外，還可任君點擇，
十五分鐘內便可捧出一碗熱烘烘的合君胃口
的大菜來，收費最多二元。其味道在我們嘗
來，也許平淡無奇，但給菲律賓朋友一嘗，
往往會傾心沉醉地戀上了它，荷包裡一有比
索，常會把持不住地上中國館子享享口福。
有時候逢到華僑公巴例讌客，更是機會難逢
地率領全家人口浩浩蕩蕩擁入酒樓，與公巴
例大家慶祝一番。這裡的吃的東西，種類繁
多，擯開西洋食品不說，凡為中國人所創造
的食品有蜜味，甜果，鹹梅，蛋糕，甜粿，
牛肉，牛肚，豬尾，豆腐……還有大小菜館
變幻多端到花樣，即使這裡完全抄列下來，
恐怕讀者也不耐看。

【 隨 意 小 酌 】 ： 平 常 日 子 的 三 餐 時
分，菜館裡的桌子總是座無虛席。中飯時
候，一些公忙的路人或三五朋友，常常走入
菜館解決肚子問題，遲到的還有坐不到位子
的向隅之苦。從廚房裡捧出來香噴噴的大
菜，不但可以解決肚子問題，並且還可解決
其他問題，例如這裡一個平凡的故事：華僑
商人在店裡忙得無暇揩汗的當兒，平地裡踏
入一個菲公務人員，他也許來自釐務局，工
資署，警察局……不管他，總之他的到來定
得跟他敷衍。

經過一番理會與談話之後，頭家便與
他攜著手，邊談笑地走入菜館，直到碗裡
的菜汁都像風捲殘去樣吃光了，各人才在哈
哈互道再會。此外，尚有許許多多的軍機大
事，交易條約等等，都在這種場合下圓滿得
談妥了。

鄭亞鴻

我的旅遊紀念品
每次出差或外出旅遊，

只要有可能，我總會在當地
購買一兩件紀念品帶回，留
作紀念。這些紀念品無論是
國內的或國外的，都頗具地
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以致於
一看到它，基本上就知道它

來自何方。比如幾個泥塑娃娃，它們來自江
蘇無錫；幾個少數民族木偶擺件，來自貴
州；那匹唐三彩馬擺件，來自河南洛陽；那
匹仿真駱駝，來自內蒙古；那件銅車馬擺
件，來自西安秦始皇陵;而套娃，則來自俄
羅斯。這些紀念品一般價錢也不貴，有幾元
錢、幾十元的，很少超過一百元，承受得
起，買回來放在櫥窗裡當擺設，或收藏起
來，空閒時欣賞，能讓人回憶起曾經的旅程
及當地的風土人情。

在這些紀念品中，最輕的是明信片。
作為集郵愛好者，每到一個地方，遇到郵
局，我都會購幾枚當地有代表性的風景明信
片寄回家，尤其在國外，如法國巴黎的艾菲
爾鐵塔、意大利的羅馬鬥獸場明信片。這些
明信片通常好似一個城市的名片，明信片蓋
上郵戳，記載著當時的日期。紀念品中最重
的要數在雲南西雙版納買的木雕像，一隻大
象連著一隻小象，很沉，有好幾斤重，記得
花50元買的，木質很好，至今還很光滑，沒

裂紋。最貴的當數在德國斯圖加特奔馳汽車
博物館買的一輛車模。車雖小，但車門、
後廂都能開關，雖說只20多元，可用的是歐
元。

有的紀念品不容易帶，如上世紀90年
代初第一次到海南，看到珊瑚，很喜歡，又
擔心摔壞。店家說可以用紙箱幫包裝，決不
會弄壞，就買了帶回來，果然沒損壞，至今
還擺放在櫥窗裡。而前些年在新疆，對英吉
沙小刀愛不釋手，可是不能帶上飛機，那就
只好多花點錢，郵寄回家。

有的紀念品並不是我想買的，是導遊
推銷的，如在馬來西亞，導遊推銷雙子塔模
型等；在香港，旅行社為遊客在海洋公園拍
照後製成瓷盤推銷。這些都不好意思推辭，
就買下了。

也有的紀念品是送的，那尊小風獅爺
就是到金門旅遊時，旅行社送的。

有些紀念品因時間太久，損壞了或搬
家時丟了，丟了也就忘記了，能找到的，只
剩這些。

每一件旅遊紀念品，都能勾起我的一
段溫馨愉快的回憶。有了孫輩之後，它們有
的不再只是收藏和擺設，如在俄羅斯買的套
娃，又多了一項功能，成為孫輩們經常擺弄
的玩具了。

（2022年5月2日）

豆豆

標兵
參加慈濟的各種活動，

無論規模大小，總是會讓人
感到秩序很好，排列整齊。
要成為一名慈濟的志工，每
個人都需要經過見習、培訓
的過程，無論穿著、吃飯還
是行臥等等都有它的威儀，

每個細節都得用心地去學習。在慈濟活動浩
蕩長的隊伍中，如何能展現集體的美，把慈
濟所特有的莊嚴的美呈現在大家眼前? 就需
要一群特別的人，他們的名字叫著——標
兵。

今年四月，慈濟菲律賓志業園區剛剛
舉行過慶祝慈濟創立56週年的朝山活動之
後，緊接着就投入今年五月八日的“母親
節，佛誕日，全球慈濟日”三節合一的浴佛
大典，準備工作只有一週的時間。岷西的菩
薩們是這次活動的主導者，其它各區協助完
成任務。

那天在園區我接到的此次的任務就是
協助“人文真善美”的採訪報道。結果到了
活動的前一天下午，我到園區去參加綵排
的時候，被明芽師姐現場“招募”變成了
“標兵”。此次浴佛大典共分為五個區域，
分別是A，B，C，D區以及最中心的O區，
每個區域各需要四個標兵以及一個場控，共
二十五位受證慈誠委員。除了“站如鬆”之
外，還必須“眼觀四方”，保證整個場面不
出錯。

一個下午經過場內場外的綵排下來，
我們這夥標兵幾乎所有人的感覺都是對第二
天的場面的任務“一頭霧水，不知所措”。
當天夜裡，明芽師姐把大家拉到了一個群

裡，美珠師姐把地標演示圖發到群裡讓大家
熟悉。

5月8日浴佛大典到了，標兵們的報道
時間是上午10點，結果標兵很多人在一大早
就來到園區，認認真真的一遍又一遍地排練
著，個個滿身汗水。

午飯後，大家換上了旗袍，O，A，C
三區在靜思堂繼續排練，師姐們除了標兵之
外，還充當迎接來參加浴佛大典的社會各界
大德的“公關接待人員”，B，D區的師姐
們來到協力樓三樓排練，她們面對的是不懂
中文的菲律賓籍的助學生與職工，一遍又一
遍把浴佛的程序排練，還得親身走到他們中
間示範。

三個小時的訓練，旗袍濕了，腳起泡
了，腰痛了，在最後浴佛大典的時候，無人
機拍下的鏡頭展現給大家的是一幅幅莊嚴的
法會的場景，隨著司儀一聲聲的“禮佛足，
誠齋戒”的呼班聲中，全場五，六百人有
条不紊的依序完成了浴佛大典。天色漸漸暗
了下來，現場所有的人手中舉起點亮的蓮花
燈，在《祈禱》歌中，以最虔誠的敬禮上達
諸佛心，祈願世界和平，人心淨化，天下無
災無難。

夕陽斜下，落日餘暉投射在佇立在各
個浴佛台四周的標兵的身上，臉上，仿佛是
一尊尊莊嚴的菩薩，在成就護持著法會的圓
滿。當司儀宣佈浴佛典禮圓滿結束後，標兵
組的全體成員才完成她們的浴佛儀式。

18位場地標兵，2位負責標兵的窗口，7
位場控，這就是慈濟菲律賓這次浴佛大典的
標兵團隊。

（05/11/2022）

付玉成

再訪長灘島
時隔十多年，再次來到

長灘島，這裡仍然是熱鬧非
凡，海灘上人頭攢動，遊人
如織，但細細品味，已是今
非昔比，店舖被颱風損壞，
海灘泛著青苔，雖然正值聖
周，店家十分繁忙，依舊能

看到曾經的蕭條，老店新張，舊店改造，幾
乎沒有新店落戶，而且不少酒店依舊大門緊
閉，留下颱風襲擾過的痕跡，雖然重張後的
酒店入住率大約只在三成左右，可沙灘已經
十分擁擠，可見長灘的風景已經不堪重負，
十多年前來長灘，灘頭前還有不少空地，這
次來已經擠滿了鋼混構築物，剩下的只有熱
鬧繁華，看不到休閒和輕鬆，來往行人，稍
不注意會發生身體碰磁，如果把過去的長灘
島比成是18歲的少女，現在則是半老徐娘，
皺紋稍稍地爬上了額頭，雖然風韻猶存，但
是少了些清純多了些世俗。

活 動 還 是 以 水 為 主 ， 降 落 傘 ， 香 蕉
船，深潛浮潛，跨島午餐等等約摸10多個項
目，可需要排隊等待，過去是船家拉客，現

在多為掮客。路邊的攤販也更加狡黠，不像
過去開價實在，連微笑都帶著幾分虛情假
意。

由於疫情的影響，遊客基本以本地為
主，外國遊客還不是太多，否則大聲的喧囂
可能將難得的度假推成叫賣的趕集！

這次來長灘，事不湊巧，正趕上風濕
發作，腿腳不便，於是更有時間觀察四周，
巧合的是，入住的正好是本家所開的文華
酒店，老闆娘甚是慇勤，除照顧我們一行之
外，大事小事都是親力親為，一進店就是驚
喜，welcome濕巾，飲料及訓練有素的服務
員夾道歡迎，登記入住時老闆親自出面接
待，房間Wifi密碼也刻意設置成了客人的名
字，讓人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這些多少
填補了旅行中的不足。

長灘之前沒有長灘，長灘之後，儘是
長灘。高度的商業化，極大地惡化了長灘的
美境，長此下去，長灘將會在過度的開發及
遊人無節制的蹂躪中慢慢死去！人們再也見
不到那夢中情人般的長灘！

2021-04-15

陳扶助

菲律濱大選見聞
                                   菲律濱大選已塵埃落定，
                                   主要看點有兩項：
                                   一是投票率高於歷次大選。
                                   選前的民調已肯定前列的對決者，
                                   不出麗妮和馬戈斯兩人。
                                   可能是雙方的政治背景旗幟鮮明，
                                   沒有交叉模糊的地帶，
                                   兩邊的支持者都傾巢而出。
                                   民間更言之鑿鑿，有些女傭司機，
                                   也請假返鄉投票，他們精打細算，
                                   扣除交通費，尚有油水可撈。
                                   由於競選雙方，資源充足，
                                   助選者挨門逐戶，積極拉票，
                                   種種原因，遂創造了破紀錄的投票率。
                                   第二個看點是對決者得票懸殊，
                                   幾乎是一面倒的趨勢。
                                   比較麗妮和馬戈斯各方面的條件，
                                   實在找不出絕對的理由。
                                   或謂：美國的影響力大不如前了，
                                   菲律濱選民選擇走中立的路線。
                                   還有種奇葩的想法，
                                   說俄烏之戰，猶如前車之鑒，
                                   澤連斯基這個誤國殃民的孬種，
                                   一手提著裝滿美鈔的箱子，
                                   一手握緊美制的武器，
                                   吞了迷魂藥似的，
                                   聽從拜登的指令，
                                   奮不顧身就往火坑跳。
                                   菲律濱人善於駕駛，
                                   怕重蹈覆轍，謹慎避開了。
                                   選前大家擔心參加競選集會，
                                   挨肩擦背會加速疫菌的傳染，
                                   病例或井噴式上升；
                                   還擔憂如果敗方不服，
                                   發生示威暴動，社會動盪，
                                   給勞苦群眾雪上加霜！
                                   幸而一週來風平浪靜，
                                   擔憂的事已隨時間湮沒。

    2022年5月13日 寫於澳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