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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施文志

什麼是小馬雙邊平衡的外交政策 五十年代的王彬街（二）
我住在仙範市已經有半

個世紀，五十年前，我是住
在小碧瑤LITTLE BAGUIO，
後 來 就 遷 移 到 青 山 西 區
GREEHILL WEST，初到仙
範之時，到處看到的還是半
開發的城區，到處有很多農

田，晚上燈光微弱，有點淒涼的氣氛，我們
華裔住在這裏的人很少，菲胞比較多，當時
到處可見很多貧民窟，剛好亞耶拉家族發生
變故，他們的外甥烏蒂牙斯家族就自立門
戶，就在仙範地區發展，並且贈送光啟及義
德兩間天主教的書院一大塊的土地，光啟與
義德的神父及修女都是從中國來菲傳教的天
主教教士。學問淵博，精通中英語言，我們
華人的子女也紛紛地跟隨他們從岷市的王城
裏遷移到青山地區，華裔族群也在青山地區
購買土地興建獨立的房屋，烏蒂牙斯家庭即
在青山大展鴻圖，成為除了岷倫洛以外的第
二個中國城。

青山地區的土地剛開始是每平方公尺
只有一百多比索，五十年的今天已經飆到
三十萬比索之多，如是你擁有一塊一千平方
公尺的土地，市價就是三億多了。我三個兒
子都是仙範出生，所以很多厝邊頭尾我都認
識，加上我寫了五、六十年的文章，上了年
紀的華人大都份對我都有一點的印象，由於
他們主要還是讀華報為主。

近兩三年來，新冠肺炎的肆虐，深深
改變了我們日常生活的常態，在我的專欄
中，我已經寫了數以百篇有關疫情的情況，
但是疫情一天沒有消除，也就一天我們得不
到心靈上的安寧，沒有辦法，我們還是要勇
敢地繼續生活下去，雖然有很多親朋好友已
經不辭而別。使我們難免會感覺到無限的惆
悵及無奈。

近年來，我於三更半夜，常常會聽到
三種不受人家歡迎汽車吵鬧呼嘯而過的鬧
音。第一種就是醫院的救護車，它們通常是
載著新冠病毒的病人到醫院。第二種就是救

火的消防車，那些貧民窟常常發生火災。第
三種就是仙範地區有些紈絝子弟在賽車的吵
音，雖然市府不允許他們賽車，但是他們有
錢能使鬼推磨，這大概就是現實的人生吧！

我國菲律濱大選已經結束，我們華裔
族群最關懷的無非是中菲關係的演變，小
馬數次已經明白的表示，在中美各方面的
較勁，菲國將採取自由及雙邊的平衡外交策
略，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小馬就任後的表現。

根 據 法 新 社 的 報 導 ， 小 馬 在 第 二 屆
“中菲相知獎”頒發典禮時發表談話：中國
為菲律濱“最強有力的夥伴”，他將致力於
構建“更深入、更強勁”的菲中關係。他又
說：“中國為菲律濱抗擊新冠疫情提供了
巨大的支持。”“也是我們的近鄰及好朋
友”。

他將鼓勵兩國在各領域取得發展，構
建更深入、更強勁的菲中關係，他強調將採
取獨立自由的外交政策。

中國駐菲大使黃溪連表示，在過去六
年來，中菲關係不斷鞏固提升，中國成為菲
律濱最大的貿易夥伴，第二大出口市場的主
要外資來源地。中菲將開啟新篇章，提升到
新的幅度。

黃大使指示我們有一個努力的方向，
我們理應向著標杆直跑。

我們希望小馬能說到做到，但是在他
上任後其態度如何才能算數。

我們華裔族群只是以不變應萬變，最
主要的是小馬就職以後，以現任總統的身份
先到美國或中國作為正式的外交訪問，這樣
我們才能瞭解小馬內心真正的本意。我們希
望中國大使館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想出一些對
策，這一步對中菲的關係是非常的重要。如
是一步之差，就可能有天淵之別。中國政府
是否要先下手為強，所謂人不為己，天誅地
滅。

我們坦誠地希望在小馬到美國訪問之
前，先到中國，這樣就可以表示小馬的誠
意。

菲華著名詩人莊垂明在
八十年代寫了王彬街的《拱
門下》：百年以後的這條
唐人街/還嚮起多少達達的
馬蹄？/塵埃依舊飄流的人
行道上/還瞥見幾份中文書
刊、報紙？/聽得到幾句清

晰的華語？/囂鬧的大排檔早就不見了/還剩
下幾間中藥店？/古老的拱門已經傾圯/還有
幾條冥頑的蒼龍/緊抓著詹瓦，不肯落地？/
百年以後的這條唐人街/還留下幾個白髮老
叟/在炎日將沉的時候/落寞地坐在橋畔的石
階上/望著污水溝邊的幾根路燈柱/遙望江南
湖濱的柳樹？

一九五一年十月七日華僑週刊第三
卷，菲律濱華僑商報著名記者韋華的《王
彬街——岷尼拉市的唐人街》。

【白山黑水】：在王彬街的中部橫
著二道不大不小的港流。岷尼拉市內的港
水，除了巴石河外，多半是黑色的。據說
黑水很肥，這話也許確實，因為水旁人家
常常把各式各樣吃的用的東西，獻給這兩
道瘦瘠的港流。

港不枯竭的時候，便可看到港腹里裝
滿著種種東西，莫怪港水就越來越肥，越
肥也就越黑。

可是在日光照射的時候，肥料蒸發，
散佈一股惡腥臭氣，把王彬街的繁華薰得
失色不少。岷尼拉市又有一種著名的馬糞
灰，配合街道來往的車輛，白茫茫的煙蒂
便往地面拉起，滾滾轉轉地像大都會的煙
華，叫行人都嚴肅迴避。

【吃的裝飾】：王彬街與顏拉拉街
的交叉點，四方峙立著四座大酒家。相信
每個華僑均會在這邊臨席或小酌過。這四
座大酒家名聞中菲，每個星期日，總是從
上午忙到半夜，中菲人士聚集在它們的樓
室，舉觥歡飲的數目難以計算。她們為大
眾預備大小酒席，從訂婚席計起結婚席

而「獲麟」席而週歲席而洗禮席而壽席
而……辦盡了人間各段喜慶佳節的筵席。
它的預備菜餚，包羅山珍海味中西佳餚，
在正面奉獻給座上貴賓，在反面賞賜給叫
化子，最後放在木槽內餵豕。沿街一帶，
統計大小餐館酒家當有六十間以上，每日
備以饗客的食品由蕃薯粥至山瑞。鹹，
酸，甜，苦，辣，樣樣皆全，聽任選擇。

【結婚與宴客】：談到結婚時候的
讌客，一般小康家道者，莫咋舌，倒抽一
口冷氣。王彬街角這四座大酒家，每個星
期經常動輒被包辦數十桌婚讌的漢席。每
桌約在百元之譜，每次婚讌花費以數千元
起碼。富有者自然像給蚊子一吸，毫不在
乎。但一般普通人等，起碼要賠上數年功
夫的積蓄。華僑這種結婚讌客極事鋪張的
俗習，雖經過眾人的呼籲節約，施行過
「節約運動」，但時至今日，節約運動成
了掛名幌子，華僑競相爭趨勢虛榮擺場的
風尚，依然是「國萃」猶存。華僑並非不
知揮霍的痛楚，但面子關係，咬著牙齒，
即借貸花費，也在所不辭。

這個要命的習尚流傳至今。有些要
結婚的華僑青年，便大感頭痛。要不隨同
人家揮霍鋪張，恐怕父老伯叔等老前輩會
認為有辱祖宗面子，加上要避免社會上三
教九流之輩的冷誚。若要拼命跟人家開消
一頓麼，可能在婚後要作牛作馬猶償不清
一身妻債。這個要不得的俗套和虛榮的心
理，如果不加以鏟除，不知要誤了多少華
僑青年男女們的佳期。

有幾個較有見識的華僑青年，曾經
說：「我們結婚就不讌客呢!」他們要在進
行過簡單的結婚儀式後，新夫婦兩人便立
刻到外地渡蜜月去。不接受嘉儀，也不設
筵讌客。不管他們的方法怎樣，總之，我
們認為一個反奢侈，反虛榮，反俗套，反
鋪張的結婚形式是需要身當其衝的青年們
協力出面提倡的。

鍾藝

春秋戰國旅遊生活
——學習筆記（五）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的鎬京遷都洛
邑，史稱「東周」。東周又
以元王元年（公元前473年）
為界，前期為春秋時代，後
期稱戰國時代。東周時期，
周王室衰微，諸侯強大，各
諸 侯 國 之 間 爭 戰 不 休 。 齊
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

王闔閭、越王勾踐曾先後稱霸中原，史稱
「春秋五霸」。到公元前403年，趙、韓、
魏「三家分魏」，公元前386年「田氏伐
齊」，逐步形成齊、楚、燕、韓、趙、魏、
秦七國稱雄爭霸中原的局面，史稱「戰國七
雄」。由於各諸侯國稱強爭霸，競行改革，
廣聘人才；這一時期，逐出現精英輩出，百
家爭鳴的局面；湧現出孔丘、老聃、李悝、
商鞅、荀況、孟軻、墨翟、莊周、管仲、晏
嬰、呂不韋、孫武、孫臏、司馬穰苴、尉
繚、公孫龍等一大批思想家、軍事家、政治
家、教育家、同時，他們也都是旅行家，或
稱帶著政治色彩的旅行家。

孔丘是春秋時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孔丘，家仲尼，魯國曲阜人氏，祖籍

宋國，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
年），地點是魯國昌平鄉的陬邑。父親叔梁
紇，是位武士，在孔子出生前，已娶妻施
氏，生有九女，另外，有一妾生了一個跛足
兒子。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

「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
子。」又說：「（孔子）顙似堯，項類皋
陶，額似唐堯。」一派帝王將相之貌。民
間傳說卻云：「（孔子）首上圩頂，唇露
齒，眼露晴，鼻露孔，耳露窿……稱『七
露』。」總之，天生異相。

孔子三歲左右，父喪，母親顏氏帶著
他遷居到魯國國都曲阜內的闕里，從此開始
了他「貧而賤」的早年生活。大約在孔子
十六、七歲時，母親又撒手人寰，遺留孔
子孤身奮鬥。年少的孔子很好學，再加上魯
國良好的文化條件，使孔子很早就聞名於魯
國。孔子十九歲時，娶宋人丌官氏為妻，次
年，生子孔鯉，因魯國國君昭公專門派人送
來了鯉魚作賀而名。孔子「三十而立」設館
授徒。32歲時，魯國發生內戰，孔子感到無
所適從，難以酬志，遂離開魯國前往齊國。
孔子只在20歲後做過管理倉庫和牛羊的小
吏，未能得齊景公的賞識，又得罪權臣齊國
晏子，不敢久留，急返魯國。此後十餘年，
孔子未參與大的政治活動，而是致力於授業
傳道。

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
55歲，因不滿魯定公沉於女色，怠於政事，
孔子率弟子們再次離開魯國，周遊列國，尋
求發展的機會。孔子相繼走訪了衛國、陳
國、曹國、鄭國、晉國、楚國……等十四
國，始終不得志。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

484年），孔子倦遊歸魯，時齡68歲。回到
魯國的孔子，不再入仕，專注於教育和著述
的事業。他整理撰寫了「六經」——《詩
經》、《尚書》、《禮經》、《春秋》、
《易經》和《樂經》。「六經」是儒家學派
的傳統教材。據傳，孔門弟子先後有三千
人，高材異能以顏淵為首的門徒有七十二
人。

孔子死於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
年），享年73歲。因他的教育成就和學術成
就，被後世的人尊為「萬世師表」。歷代帝
王對他的封號更是不斷「加碼」。公元1657
年，清順治皇帝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
先師」。由漢高祖劉邦開始，歷朝皇帝都派
人到曲阜祭祀孔子。

說到戰國時代的旅行家，不能不提蘇
秦、張儀和屈原。

蘇秦，洛陽人，最初他認為秦國滅掉
六國才能統一中國。他帶著這個主張遊說到
秦國。當他向秦惠王說明自己的觀點之後，
惠王根本不願意接受他的建議。因為當時的
秦國剛剛重用商鞅變法，國內矛盾重重，秦
國滅亡六國的事還未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因
此，秦國沒有採納蘇秦的主張。蘇秦在秦國
住了12年之後，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回到家
鄉。

家中的親人看他在外多年，還是這副
寒酸的模樣，父母妻嫂都不理睬他。蘇秦決
心發憤讀書，研究形勢，一心想悟出一個使
人能夠接受的道理。他經過反覆思考，終於
總結出抗秦路線。他又帶著這個主張先後遊
說到燕、趙、魏、韓、齊、楚六國，希望六
國國王採納他的建議，聯合起來共同抗秦。
六國的國君都同意接受蘇秦的主張，他們在
洹水開會，並推選蘇秦為六國丞相。

蘇秦的同學張儀，魏國人。他主張連
橫親秦，以破壞蘇秦的合縱抗秦路線。張儀

分析了六國內部情況，認為六國雖然聯合起
來，但是它們內部矛盾重重。例如六國中的
齊國，因霸佔了燕國領土，雙方不和。張儀
向秦惠王出了許多主意，勸秦王利用各種機
會和辦法收賣拉攏六國，達到瓦解它們聯盟
的目的。（這種情形和今日的中、美關係及
國際情勢多麼類似啊！）秦王遂給了魏國一
些土地，把自己的女兒嫁給燕國太子；並派
張儀充當遊士到六國去進行分裂行動。

楚國的三閭大夫屈原原主張六國聯合
抗秦。他勸楚王東聯齊國西抗秦。屈原的主
張引起秦國的嫉恨。秦王便派張儀到楚國遊
說，張儀帶去許多珍貴的禮品送給楚懷王。
張儀住在楚國專門從事收買楚國上層統治者
的活動。

他在楚懷王和奸臣面前花言巧語，竭
力表白齊楚斷交後，楚國將從秦國那裏獲得
好處。

而屈原在楚王面前不斷揭露張儀的騙
人伎倆。他分析當時的爭霸形勢，指出楚國
只有聯合抗秦才會有出路，並建議楚王殺掉
張儀，以免他在楚國繼續施展離間計。可是
楚懷王根本聽不進屈原的忠言而輕信張儀。
齊楚終於斷交，楚懷王也罷了屈原的官。張
儀的遊說初見成效，接著他把楚懷王騙到秦
國，楚懷王自投羅網，被秦國監禁起來，後
來死在秦國囚牢裏。不久楚頃王繼位，他不
僅不聽屈原的忠告，還把屈原流放到邊遠的
洞庭湖一帶。屈原在那裏漫遊多年，構思了
《離騷》、《九歌》等長詩。後來，屈原聽
到秦國即將滅亡楚國的消息，他懷著極大的
悲憤，於農曆五月五日投泊羅江自殺身亡。
人民了為紀念這位偉大詩人，把五月五日定
為端陽節。這一天，人民向泊羅江投放粽
子，以企盼保護屈原的身體不被魚鰲吃掉。
至今，在端午節，菲華人士也有吃粽子的習
俗。

黃小梅

絲瓜之殤
清晨，細雨濛濛，鄰居

欽姐發微信給我，說是要上頂
樓天台上看看她栽種的蔬菜
和花兒，我欣然和她一起上
樓，本想著那株開花結果的絲
瓜，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喜
悅，無奈，它身受重傷，苟延

殘喘，細看一下，竟不是傷於自然，而是
明顯的人為所作。我和欽姐相視一下，心
中有數。只是，可憐的絲瓜，它就要夭折
了，欽姐兩個多月的精心呵護竟成了擔雪
塞井，炊沙作飯了。這是絲瓜之殤，也是
鄰里之間某些小恩怨所衍生的情誼之殤。

絲瓜將死，實在太不應該！從播下種
籽，它經歷風吹雨打，又深受近期以來沒
完沒了的下雨期，終於，開出了金黃色的
花兒，結出了嫩綠的瓜果，它給我們帶來
了收穫的欣喜，然而，它就要死了，那根
支起它生命的翠綠根莖，變成了帶有皺紋
的褐色，那耷拉的黃色葉子，似乎充滿著
哀怨，那末梢上捲曲的嫩綠細須兒，在風

中瑟瑟發抖……
春天，是播種的季節，小城裡的居

民，難有小園子的種植基地，有些市民出
於愛好，便會選擇在天台上，用泡沫箱或
花盆等，買些有機土壤，或從郊區找來一
些沃土，撒播種子，細心培植，收穫雖然
不多，但過程充滿了歡樂，收穫的也是絕
對的有機果實。歡心、放心、安心，這樣
的生活也是一種小確幸！欽姐種植絲瓜的
陶瓷盆，是一個鄰居大姐送給的，大姐從
鄉下來，和她兒子一家住在一起，她善於
農事，說是盆裡的土壤是沃土，有利絲瓜
生長，欽姐很開心，真的種上了絲瓜。

疫情發生時，我們小區處於管控區，
天台成了我們散步聊天的好去處，鄰里之
間也進一步得到交流，天台上的蔬菜和花
兒，成了大家觀賞和關心的主角。據說，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深信！鄰居有坦蕩
蕩的熱心人，當然，也就伴有某些性格不
合之人。人呀，有時都難以和自己和解，
何況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呢？欽姐就在無

意中，與某人有了小恩怨，不過，沒有吵
鬧，只是背後有所微言而已。欽姐為人豁
達，她盡量地選擇擦肩而過，避開交集的機
會。連續多日的雨天，欽姐不用為菜兒澆
水，也不適合施肥，於是，三兩天才上天台
看看，拾掇拾掇，我也常陪著她上樓。看著
那嬌嫩的小絲瓜，我們幾個鄰居都為她開
心，它就像是我們的一場盛宴，一個人見人
愛的寵兒。

欽姐在天台上共種了三株絲瓜，天台
入口處的那一株，長得纖
纖弱弱，欽姐把它搭在護
欄上端的鐵條上，絲瓜籐
便心領神會地一路攀爬。
另一株，長勢處於兩者之
間。

而 今 ， 天 台 入 口 處
的小絲瓜，被人為地連根
拔起，扔到了一邊，已一
命嗚呼！最吸引我們眼球
的絲瓜王，卻處於生命的
彌留之際，只有末梢的那
絲絲翠綠在告訴我們，盆
裡的根莖曾賦予過它的生
命！如今，根莖受到「斬
首」傷害了，它也要跟隨
著根莖哭太爺去啦……

因 為 下 著 雨 ， 到 天

台上的鄰居少了，巧的是，我們小區的監控
裡，剛好有鏡頭是我們樓幢的電梯間，因
而，誰上了電梯，行動分明。欽姐不看監
控，其實，我們的心中都有一桿稱，欽姐
說，遠親不如近鄰，為了種菜而鬧事，不
值！人的寬闊胸懷才是可貴的！天台上種
菜，本就圖個樂趣，能用這種齷齪的行為殘
害植物，本就足見其胸襟之狹隘！

天台上的絲瓜死了，但有些人的靈魂
卻是鮮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