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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溫陵氏

黃聰聰主任是我最好的朋友 走近周清琦大使
我最近常常與校聯的前

辦公室主任，也是前溪仔婆
中西學校的校長黃聰聰女士
通過電話，她對校聯十二分
的關注，差不多三十年前她
與中正學院前院長，後來做
過董事長的邵建寅大師著手

創辦菲律濱華文學校聯合會，始有今天校聯
的組織，邵建寅大師和我無師生之名，卻有
師生之實，他是鼓勵我讀古文的啟蒙老師。
由於我們同為基督教世家，在我們教會的團
契中，我常常請他來當我們的講員，對基督
教的“仁愛”及孔孟思想中的“仁義”並沒
有什麽衝突。他送我很多古典文學的書籍，
並耐心地指導，所以我們的關係是十二分的
密切，我在嘉南中學當董事長的時候，我邀
請他加入我們的董事會助我一臂之力，他也
盡力而為，後來他接到中正學院的邀請接任
中正院長，才辭去嘉南的職位，但私底下，
我還是無時無刻地向他請教，我會樂意支持
校聯的工作，也是由他精神的感召，他做事
很低調，多年來曾經到達廈門很多次，廈門
大學是他的母校，他雖非大富大貴，但在廈
大卻捐了數座的教育樓，他愛國之心，日月
共鑒。

最近黃聰聰主任常常問我同一句話，
他說：“李某人我們是不是還是朋友？”我
已經十年沒有再踏入校聯的會所，就是深怕
人家誤會我要控制校聯，二十多年來我確實
為了校聯做了很多事情，以前的文章已經提
過，所以我不再邀功，沒有舊調重提之意。
所謂人非草木，焉乃無情。校聯是集中社
會愛好華教事業之同仁共同建立的，我只是

從中穿針引線而已，是我份內之事。現在要
三十年了，我已經失去了我當時熱愛工作的
心意，但並非失去了對校聯愛護之心。

黃聰聰主任做事非常認真，賬目十二
分清楚，在我主事之時，她每個月都將校聯
收支都奉單給我參考，而且配合很愉快，為
校聯把關，所以校聯的賬目都是由寶寶樂園
的唐校長當司庫，有條不紊，一清二楚。

黃主任不知道是否心血來潮，怕失去
我們多年的友情，我現在就要明白地告訴黃
聰聰主任，妳永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
我最親密的大姐，雖然可能我們政治理念不
同，我從小就受到家父的影響，他是怡朗市
抗反的秘書長，也是早期的共産黨，一生
受到當時國民黨的迫害，後來操勞過度，
三十九歲死於腎臟病，我不恨國民黨，只要
你是反對“台獨”，承認你是中國人，國民
黨也無所謂。

所以聰聰姐你可以放心，我絕對會反
對“文經總會”要來關懷校聯，希望他們能
以實際的工作來支持，負責一部份經濟的負
擔，現在校聯要慶祝成立三十週年，我們歡
迎你們來參與校聯籌募的工作。

我們平心而論，校聯是有存在的價
值，我們辛辛苦苦建立的校聯，絕對不要廢
於一旦，希望校聯會重新振作起來，才不會
辜負當時創立校聯各位校長的苦心，三十年
前的創立校長們他們都不在了，有一位受我
最尊敬的就是我們前嘉南中學的校長故吳美
玉校長，所以我的母校嘉南中學也是校聯的
發起人之一。讓我們同心協力，為我們菲
律濱華人社會捍衛我們的華文教育工作而努
力，點燃華教的火把。

中國駐菲大使館和菲中
瞭解協會共同舉辦「中菲相
知獎」，菲律濱前駐華大使
周清琦榮獲終身成就獎，由
菲律濱候任總統小馬科斯和
中國駐菲大使黃溪連親自頒
獎。

記憶猶新，四年前周清琦大使在馬尼
拉菲華聯誼總會慶祝成立四十四週年暨新屆
職員就職典禮上的精彩演講——

第一，努力融入菲律濱主流社會，親
近菲律濱兄弟，做好國民外交，勇於承擔社
會責任，創造就業機會，為菲律濱的經濟繁
榮作貢獻；

第二，時代在變遷，華僑、華人的心
態由「落葉歸根」轉變為「落地生根」，從
華僑、華人長期生存和長遠利益著想，鼓勵
子女參政，爭取和維護華僑華人的合法權
益；

第三，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華僑
是革命之母」，孫中山先生的孫女孫穗芳如
今說：「華僑是兩岸和平統一之父」，台灣
終究要回歸祖國這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我
們同為炎黃子孫，一切應以國家民族利益為
重，團結一切正義力量，為祖國領土完整努
力做貢獻。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看到海
峽兩岸和平統一，這也是全球華僑華人的心
願；

第四，在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
路」偉大戰略的感召下，我們要把握住這大
好的機遇，在絲綢路上順勢而為，把工作重
心轉移到菲中兩國的民間商貿上，搭橋鋪路
創造雙贏局面，為菲中經濟共榮再立新功再
創輝煌；

第五，為「菲華聯誼會青年團」的成
立鼓掌點贊！毛主席曾經說過：「你們青年
人期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
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世
界是屬於你們的，中國的前途是屬於你們
的。」只有培養和提攜年輕人，「菲華聯誼
總會」的愛國事業才會後繼有人，這是重中
之重的百年大計。

有一種智慧叫做高瞻遠矚，周清琦大
使因勢利導、語重心長的五點倡議，不僅僅
是對菲華聯誼總會的期許，也是對全菲華人
社團的寄望，更是一位從政近三十年，曾任
菲律濱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代部長，出使
六國大使的老華人的肺腑之言。

周清琦先生（FrankBenedicto）1939年
出生於菲律濱西黑人省加禮示市，祖藉福建
永春。青少年時代在宿務東方學院就讀中小

學，山扶西大學商科畢業後，在其父親——
著名企業家、慈善家周卿雲先生經營的企業
擔任要職，是當年宿務菲華商會最年輕的理
事長。

1986年二月革命後，周清琦獲科拉
松•阿基諾總統任命為菲律濱共和國駐新加
坡共和國全權特命大使，從此開始了25年的
外交官生涯。

曾先後擔任菲律濱駐韓國、巴西（兼
任菲律濱駐哥倫比亞共和國、委內瑞拉共和
國、蘇里南共和國全權特命大使）、加拿
大、印度（兼任菲律濱駐尼泊爾全權特命大
使）和中國（兼任菲律濱駐朝鮮民主主義人
民共和國和蒙古國全權特命大使）等國全權
特命大使。歷經五位總統（科拉松•阿基
諾，拉莫斯，埃斯特拉達，阿羅約，貝尼化
尼奧•阿基諾三世）委任，出任六國全權特
命大使，這不僅在菲律濱外交史上少見，特
別是對一位菲律濱華人外交官員來說更是史
無前例。

周清琦在新加坡就任大使期間，努力
促進菲新兩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同時，人性化
地設立菲律濱外勞服務中心，聘請教師傳授
職業枝能，為旅新（新加坡）菲僑交流提供
場所；創設菲律濱婦女宿舍，為待業、退職
或與僱主發生爭執的菲外勞提供免費住宿，
深得旅新菲僑民心。

2010年2月2日，周清琦獲時任總統阿羅
約委任為菲律濱共和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全
權特命大使並獲繼任總統阿基諾三世留任，
至2011年6月，以73歲高齡榮退。

周清琦大使曾撰文說：「這是我
二十五年外交生涯的高峰，第六次也是最後
一次獲委任，出使一個與菲律濱有著深厚歷
史背景的國家，我深感榮幸。」時值全球經
濟危機日益深化之際，周清琦大使到中國各
地參訪，大力呼籲中國商人到菲律濱投資，
為促進菲中兩國的經濟商貿文化交流盡心盡
力。

退休後回到宿務的周清琦大使一刻也
沒閒下來，積極投身宿務華社，放下身段重
新出掌宿務菲華商會理事長，為菲中民間經
濟文化交流、融合菲華民間友誼，為菲中國
民外交放棄頤養天年，老當益壯地繼續發揮
餘熱。

走近周清琦大使：「請問閣下，退休
後，可曾有過失落感？」

「沒有。我從不戀棧。時至今日，我
仍在服務社會呀！」

聽罷不由想起：「梅經風霜香愈烈，
人到無求品自高」而肅然起敬。

軲轆體五律：《江山萬里心》
——以「歷史滾洪流」入句——

（一）
歷史滾洪流，文明燦爛優。
三皇開一統，五帝轄神州。
世代傳承序，朝廷管控籌。
聖賢營大治，華夏吉祥求。

（二）
霸道添禍亂，歷史滾洪流。
港口通關憚，商場秩序糾。
國家官吏渙，民眾普羅憂。
遇困安居歎，沉浮度日愁。

（三）
轄區環境異，合縱連橫戲。
歷史滾洪流，文明挑正義。
驚心動苦衷，飲恨吞精粹。
發展路程幽，昌明良機匱。

（四）
天下治安蹂，世間禍不休。
蒼黎尋勝境，歷史滾洪流。
帝國貪婪哽，塵寰盼望眸。
禹疆追鼎靖，肝膽效忠謀。

（五）
壯膽忠貞正，胸襟開拓硬。
人間正義崇，國際親和盛。
歷史滾洪流，交遊催叡鏡。
和平止戰端，勝負留尊敬。

（六）
奮爭需利器，人類命同舟。
互相增靈智，分工合力彪。
文明推正義，歷史滾洪流。
火藥羅盤備，民生妙用酬。

（七）
詩詞修韻律，智能良制溢。
霄漢古箏鳴，太空科技叱。
星天探測明，慧識傳承逸。
歷史滾洪流，智能優輔弼。

（八）
萬里江山秀，傳承責任謀。
地球需領袖，寰宇慕溫柔。
道義真情茂，仁慈博愛遒。
大同天下佑，歷史滾洪流。

(2022/05/25)

逸峰

施文志

五十年代的王彬街（四）
菲華著名詩人莊垂明

在八十年代寫了《一張照
片》：從緊密的鼓聲中竄出/
一頭金毛赤眼的瑞獅/迎著白
面笑佛揮舞的一把巨扇/縱身
採青，滾地嬉戲/

把一群駐足圍睹的唐人
/逗弄得個個臉泛歡樂/而我調整鏡頭，輕按
銀鈕/將一條喧鬧的街道/收進一只玲瓏的黑
匣裡//這攝來的一張照片/是要留給我的子孫
做紀念/要他們替我保存，傳遞/傳到我看不
見的/那深深邃邃的巷裡/要巷裡的每一家，
家裡的每一個人/在某個適當思念的晚上/團
團地圍住一盞茫然的燈光//從一本厚厚的相
簿裡/翻出泛黃模糊的這一張/要他們細看，
靜想/然後用純熟的菲語/追問甚麼是笑佛，
甚麼是瑞獅/指出哪個是唐人，哪個不是/要
他們貼耳靜聽/聽那古老的街道/頻頻傳來的
鼓聲/一種沉重的語音/如同叮嚀/如同鄉音/
來自他們的祖先

這一張照片，可以說是菲華社會的時
光倒流的寫照。評論家對莊垂明的詩的評
說：在他的詩作中也有一些抒記唐人街感
懷的詩，仍然是鄉愁的另一種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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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孽寄生地】：在表面上，王彬
街是一道繁榮熱鬧的貿易孔道，而在其內
表，它包藴著萬端羅孽，和百般爛瘡。接
連王彬和許多僻巷，藏著「照常營業」的
娼寮，一針見效的「針館」，賭場，大煙
間……表面穿縔著三五成群的針仙。這種
種的污褻，把王彬街描繪成為另一個醜惡
的面孔。

【仙】：戲院門口，酒樓餐館門口，
往往立著幾個衣褲破爛，瘡疤皺皮包著一
身骨架，面孔油黑而骯髒，披著滿頭麻髮
銜著滿下巴的鬍鬚的針仙們，嘴裡很甜蜜
地說盡所有富貴福祿的阿諛好話，向戲院
看客和酒樓食客伸手求賞。婚喜的時候，
他們是匯集千軍萬馬，將酒家或設讌的地
方，圈圈圍得水洩不通，由一個「頭兄」
出面向喜家提出條件，道盡歌功頌德的好
句，而隱伏著一種胡纏的威脅。喜家嘗到
此中滋味的已經不少，這裡且不計較，他
們那種「圍剿」式的討賞採取的方法，是
多麼討厭和有損文雅。據說他們很有組
織，有首領，有情報員，有交通組，有醫
藥部，有……遇有人家婚喜，設讌的地方
和時間，早先探得一清二楚，於是前嘯後
應，浩浩蕩蕩準時光臨。

他們雖然是使人討厭，然而我們若
能平心靜氣想想，他們又不能無可憐的所
在，也許他們是患了病症，失慎借重於嘛
啡，而致染上惡嗜，也許是失業失志，也
許是……總之人很少會自甘墮落的，而且
誰又願渡過深洋大海，來到這個所謂黃金
之土，而自甘淪為乞丐呢？在他們臭爛的
表皮內，可能各各包裹著一段淒愴的身
世，但在這華僑社會裡，是很難找到同情
的人的。對於這些大動脈上的瘡疤的所謂
「仙」，先前曾經有人想過處置辦法，但
現在是一切歸於靜寂。要設所收容呢，還
是遣送回國？都是有待有關當局縝思施行

的。
【鬼】：王彬街一帶和附近的小街狹

巷，除了針館和煙館之外，還有一種勞神
傷財的場所。那就是賭場。這裡吞噬了無
數人的家產與名譽。使無數人身敗名裂，
以致傾家蕩產。這些賭場為了繼續營業，
便做起玩弄法律的勾當，不是藏在秘密處
所，就是公然買通執法人員，把這有損僑
譽的營業普通公開傳播。菲執法人員，雖
然有「吃錢」的毛病，但根究起來，因我
僑一部分人利用他們的弱點，致促成他們
的「吃錢」毛病日益加劇，而愈以華僑為
其吃錢對象，這部分華僑對這罪行，應
負一半責任。對於一些「賭鬼」，我們替
他們感到可惜。他們也許一時存了僥幸之
心，想靠命運賺來一筆不勞之財，於是冒
險把血汗換來的本錢下注。其時或會因僥
勝一場，貪婪不足，希冀再來一次不勞而
獲之財，於是再下注拼運氣，於是他便給
賭鬼拘入地獄。也許他是初次下注一敗塗
地，希冀在第二注撈本，第二注失望後又
把希望寄於第三注……於是他便連整個身
體都輸給賭鬼了。有一天，也許他們將後
悔，若不當初心存僥幸，他的生活以至一
切，將是很清潔而平靜的。

【邪】：寫著「美女如花」「照常
營業」的妓窩，現在還是照常營業。這些
風流去處，多數是由我僑收買「菲律濱之
花」主持的。主持者都各有「後臺」支
持，生意通行無阻。這個風流陣曾經摧
殘無數華僑風流人物，他們個個從「做
鬼亦風流」的道路走向西方極樂世界。這
班如花的美女，所散佈的毒，不只毒害了
某些風流人物，甚至遺害到他們的妻室兒
女。但人們總不會徹底覺悟，這些如花的
美女便是他們世代的仇人。鳩毒了他們自
身，也鳩毒了他們的後嗣。岷尼拉的「邪
穴」，不論公開或秘密，正式或半正式為
數多少，是圈外人所不得而知。也是圈內
人所明知其為毒，而戀戀難捨得。經這些
邪穴散佈出來的梅毒，花柳，淋病……等
等風流病，增加了人類等傷害和死亡。染
有其症的男，女，孕婦，兒童，嬰兒的數
目，在各症病中佔一很大比數。

有這些仙，鬼，邪各路繁華的聚集，
使岷尼拉唐人街更增色不少，真是集各門
薈萃，包羅萬象，擔得起都市大動脈之美
號。

這都市大動脈的形形色色，是一紙
禿筆和幾頁版位所形容不盡的。你要知道
仔細，只要往王彬街走走，跟店員們談
談，它的內幕總會赤裸暴露出來。從早到
晚廿四小時中，王彬街總是忙忙碌碌走著
商賈，學生，男，女，老，少，乞討，流
氓……到了萬家燈火，五色霓虹燈光相對
映射的時候，王彬街又是一番入晚忙，從
戲院和酒家散出無數心滿意足，眼飽腹實
的人們，爭相乘車跨馬趕回睡窩。有的人
急急走入賭錢和妓館，覓找刺激，過他們
的通宵去。

王彬街到這時候，才漸入睡鄉，等待
第二天的忙碌。王彬街的形形色色，幾乎
是沒有一個大都會能免的病態。時代不斷
的前進，我們希望它不會繼續沉淪；它是
會漸漸地離開黑暗趨向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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