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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 老油條

民以食為天 我們不要歡喜得太早
民以食為天，這句話真

是至理名言，放之四海而皆
準。

小時候看過一齣電影，
電 影 中 就 有 這 麼 一 句 話 ：
「麵包會有的。」

那 是 在 烽 火 連 天 的 歲
月，人民沒有吃不飽穿不暖，領導當局只有
喊出這口號，畫梅止渴，讓人們不會絕望。

中 央 電 視 四 號 台 正 在 放 映 長 篇 電 視
劇，片名叫《什剎海》。

什剎海是北京城中的一個區域，座落
在什剎海湖畔所發生的故事。

故事是在講述一個前清姓莊的老廚師
的兒子娶了東家一位貝勒，也就是前清的皇
親國戚的女兒，格格。

他們生了二男一女。故事就繞著這三
個兒女轉。

話說老三和家庭鬧翻了，一氣之下離
家出走，什麼工作都幹過，最後蹬上了三輪
車，戴著老外遊客繞著什剎海轉，倒也可以
自給自足。

剛巧碰上了他的小兒子與同學，他兒
子的同學看不起蹬三輪車的。

其 實 蹬 三 輪 車 有 什 麼 丟 人 ， 不 偷 不
搶，靠著勞力為國家賺外匯，總比那些殘民
以自肥的貪官污吏來得清白。為什麼就不能
堂堂正正靠勞力養家餬口，這是中國改革開
放後人們富起來的後遺症，很要不得。

不是說民以食為天嗎？只要清清白白
的出賣勞力去養活一家老小，沒什麼見不得
人的。

這種風氣是應該好好改革一下了。

最 近 報 紙 雜 誌 上 的 白 紙 黑 字 登 載 了
如下新聞：「社會氣象站四月民調顯示，
三百一十萬戶家庭正在挨餓。」這三百一十
萬戶家庭，每戶以五口人計算，那是一千零
五十萬的人口，至於這數目可信度有多高，
我們是不得而知的。

聽說，在大岷區，一些貧民靠著收集
快樂蜂快餐店與「麥當勞漢寶包」以及其他
食肆每天倒掉客戶吃剩的殘羹剩飯過日。

這些貧民的身體素質特別好，他們吃
了那些食物大都平安無事。

其實菲律濱老百姓，只要有大米，至
於佐餐的菜餚就無所謂了。有的一條鹹魚乾
就是一家老小的菜餚了。

記得老馬總統時代，那時的米價保持
在每公斤二十元左右。這米價維持了很長一
段時間。目前的米價已翻了翻，一公斤四十
元。難怪小馬喊出豪言壯語，要把米價壓
到二十元一公斤，恢復他老子老馬時代的水
準。

做得到嗎？我們是不得而知的了。
現 在 俄 羅 斯 與 烏 克 蘭 正 打 得 不 亦 樂

乎，世界不只石油及天然氣價格直線飆升，
俄烏二國是世界小麥的主要糧倉，我們每天
早上吃的麵包也在漲價。

靠人不如靠己，菲律濱這國家是該扶
持農村，在糧食方面，要想方設法去滿足人
民的需求，而不是一味靠進口，而在農田荒
廢。

民以食為天，領導當局應該保障百姓
的口糧及菜籃子，讓百姓豐衣足食，這是重
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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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塵埃落定，小馬勝
麗妮一千七百多萬票。勝利
使咱們二百多萬菲華人多少
帶來寧靜，希望至少今後六
年在菲中關糸上不致於發生
太大波動。但此時此刻我倒
要提醒所有華人不要歡喜得

太早。千萬別喜形於色地變成釁張自己，在
新政府外交政策尚未明朗走向之時，太過分
自信是相當危險可怕的。

華人應別忘記菲律濱原本就是美國根
深蒂固培植的小弟，菲律濱受美國殖民五十
年，接授美國皇民教育，根深蒂固地擁美媚
美思想深入菲律濱各階層，倘且美國目前存
在著數個軍事基地和港口，菲律濱對美俱有
極大戰略性利益，這次麗妮敗選美國心中自
然不爽，對其國家更不會輕易放手菲律濱。
再來咱們也要時刻提醒自己有一千四百多萬
選麗妮的菲人都是一顆潛伏在上流社會親美
反華的定時炸彈……。一有對我們華裔華人
不利突發事件，都有可能釀成星星之火排華
行動，所以我們不得不時刻銘記在心，警惕
自己，收歛自吾，低調靜觀……。

政治是一門奧妙難以捉摸學問。往往
使我們這些局外人看得眼花繚亂，朝令夕改
言論有時給咱們感到這些政治家言行如同放
屁那麼輕鬆自如，毫不在乎自己人格，狡猾
無恥無信的領導人，他會像變面藝人逢鬼會
說鬼話，翻過面來遇上人，他就說說人話。
要徹底摸清一位政客思想，必須要研究這政
客的前世今生，但是這是件比較困難的研
討。但對於今天新政府，我們當然希望他不
會是一位排華反中總統。儘管三十六年前小
馬年青時，親身經歷見證了美國對待其父親
的一切。他們一家人被騙飛去美國。在夏威
夷馬可斯家族被流亡當地夏威夷菲律濱上流
社會富豪，將老馬告上法庭，經歷多年法庭
上糾纏，最後老馬被宣判敗訢須陪賞罰款3
億多美金。歷歷在目往事當然使小馬留下難
以磨滅國憤家仇……。可是在大形勢下菲律
濱從來就是美國手掌內的棋子，從上流社會
富人，教院神父，軍部將領，甚至一大部分
媒體和知識份子都是親美媚美，潛伏在菲律
濱社會各階層親美力量不容忽視，而排在眼
前的是美國預設菲中不和的陷阱，菲中南海
爭端，釀成菲律濱人大部不信任中國人。這
是鐵一般事實，也確是一盞潛伏菲中人民心
中一簇蠢蠢欲動的反華徵結，這不得不令咱
們華裔華人小心翼翼地警惕自己……。

現如今政治就是虛幻千變萬化。小馬
在沒有參加競選總統之前，「被人問起如何

看待菲律濱對中國南海仲裁案？當時小馬認
為仲裁案只是菲律濱單方提出，沒有得到中
國同意參加的仲裁，所以在我認為那只是一
張紙，中國不會承認」。在菲中南海爭端，
你會如何處理？「我認為處理辨法，是應坐
下來談如何共同開發」。然而，中選總統後
的小馬，最近一個時期卻一百八十度轉變，
公開表示菲律濱必須以那張仲裁案判詞來與
中國爭取南海主權。消息一上報，許多朋友
都在微信發問，為何小馬說話前後矛盾，是
否菲中關糸會存變數？其實這個答案誰都說
不準，不敢下定論……。

之前老油寫過幾篇支持選小馬文章，
許多好友產生對我諸多誤解。我在此須解釋
一下，老油從來與馬可斯家族素不相識更沒
有任何利益瓜葛，我之支持選小馬純粹是居
於站在衡量不反華的華人自身利益上，在兩
粒親美爛蘋果中，選一個爛但不反華的，這
是我真心的禱願，也是我們所有華裔華人衷
心企盼的今後六年……。老油從來沒有否定
老馬不是偷竊國庫，並曾以反共之名亂套紅
帽子給無辜商報及綁架于氏兄弟到台灣的罪
醜禍首。有時候我喜歡調侃自己，咱們居住
在這島國民主自由，法治國家，歷屆政府的
英明領袖，卻未能將一個偷竊國庫大賊家族
份子，給他們來個坐穿牢底的懲罰……。

其實正如前言所說，政治就是一種四
川藝人變面遊戲，對新政府以後所走外策，
是否真有本事走出一個獨立自主不受任何控
制的外交政策，還是依舊走老路被人牽著鼻
子走的小弟。卻是有待觀察。華人只有在夜
思瞑想中等待，靜觀今後新政府外策的所言
所行……。

作為一位華裔，華人，我們正處在中
美鬥爭劇烈年代，除在一個不給中華民族崛
起走向統一和復興的大環境，我們要團結起
來有一個心理準備，中美肯定必須一戰，放
棄與美和平相處的幻想。

因為美國亡我之心不死，他絕不會輕
易讓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超越自己，每個中國
人須早日醒悟拋開幻想，準備一戰打個給他
臣服。拭目以待，今後美國肯定還是會處
處想方設法在菲中兩民族挑撥離間，想盡
辦法幕後興方作浪，以達其破壞菲中關糸為
目的。所以我們要陪加關注自身一切行為，
做出一些有益於菲中關糸事項。華人必須須
記取在言行舉止要低調，低調再低調，千萬
不要有釁張歡喜得太早，因為我們正生活掙
扎在美國虎視眈眈所佈置牛鬼蛇神的牢籠中
間……。

 稿於2022年6月15日

鄭亞鴻

想聽又怎樣？
據美聯社報道，美國總

統拜登6月10日在民主黨籌
款會上說，當美國情報機構
收集到俄羅斯準備入侵的信
息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不想聽」。拜登說：「自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種

情況從未發生過。我知道當初很多人認為
我可能在誇大其詞。但我知道，我們有數
據表明，普京將下令俄軍越過邊境，進入
烏克蘭。」拜登還說：「我們對此毫不懷
疑。然而，澤連斯基不想聽這些。」

我想說的是，如果澤連斯基想聽了，
那又能怎樣？烏克蘭能在短時間內變成軍
事強國嗎？能對俄羅斯進行先發制人的打
擊嗎？能改變目前的戰局嗎？對拜登此番
言論，烏克蘭表示不滿，澤連斯基的顧問
米哈伊洛•波多利亞克稱拜登此言「不完
全正確」，如今烏克蘭已經抵抗了俄羅斯
100多天，在這個時候指責烏克蘭是「荒
謬」的。澤連斯基的發言人謝爾蓋•尼基
福羅夫也表示，希望美方能夠「澄清」相
關言論。難怪烏克蘭不滿，事實上，這場
戰爭是美國挑戰俄羅斯的安全底線引起的
戰爭，美國是這場戰爭的導演，拜登對
「劇情」當然非常清楚。而澤連斯基只不
過是一個「演員」，一個北約東擴的「棋
子」，想聽或不想聽其實都無關事態發
展。

拜登此時責怪澤連斯基，讓人感覺
他似乎有意想把戰場上的失利甩鍋澤連斯
基，甚至準備拋棄「棋子」。6月3日，有記
者提問 「烏克蘭是否
應割地求和」時，拜
登回答稱，應該讓烏
克蘭自己做決定。隨
著其他國家對俄烏戰
爭日漸厭倦，澤連斯
基顯然也意識到情況
有變，擔心西方開始
厭戰，繼而逼迫烏克
蘭割地求和。澤連斯
基聲稱，一些國家的
領導人會向烏克蘭施
壓，促使其接受一個
對俄羅斯有利、但烏
克蘭「不想要的」結
果。澤連斯基已處於
進退兩難、兩頭受氣

的尷尬處境了。
其實，澤連斯基早就應該聽基辛格的

勸告。基辛格最近說：「大約八年前，當
烏克蘭試圖加入北約時，我曾撰寫了一篇
文章，我當時指出，烏克蘭應該成為一個
中立的國家，成為俄羅斯和歐洲之間的橋
樑，而不是歐洲的『前沿陣地』」忠言逆
耳，澤連斯基不僅聽不進，還對基辛格進
行攻擊。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一個國家如果不能清醒地擺正自己位置，
很容易會陷入危機。小國及弱國如何在大
國和強國之中生存，這無疑是一種生存智
慧，能夠掌握生存智慧的國家便可以相安
無事。小國必須與所有鄰國和大國搞好關
係，不應選邊站，在兩個大國之間，投靠
一邊與另一邊為敵，風險往往很大，一旦
被想依靠的一邊拋棄，可能會死得很慘，
烏克蘭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澤連斯基
現在終於意識到：無論是美國還是北約，
都沒有出兵來幫自己一把的義務，他們能
夠做到發聲制裁俄羅斯並提供一些武器，
已經是在保證自身利益的同時所能做出的
最大支持了。戰爭中的災難，只能由烏克
蘭自己承受，當然，戰爭中最悲慘的是烏
克蘭的普通老百姓。

烏克蘭的悲劇，就是選了一個亳無政
治頭腦的喜劇演員當總統。這讓我想起魯
迅先生的一句名言：悲劇將有價值的東西
毀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
人看。

（2022年6月12日）

施文志

談《雲淡風輕》   
宋 • 程 灝 《 春 日 偶

成》：雲淡風輕近午天，傍
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餘
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

文友阿占（詹超鴻）的
詩文集《雲淡風輕》由菲律
濱莊茂榮基金會出版，例為

【心誌叢書】之17。
莊金耀先生在《心誌叢書序》裡說：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是詩
聖杜甫的名言。誠然，寫作人長期的精神
勞動，若能把自己的力作結集成書，乃是
他們的夙願。有感於此，此番莊茂榮基金
會出版《心誌叢書》系列，意在讓具有菲
華特色的文學作品得以結集傳世，為菲華
作家的心血結晶略盡棉力。我們認為這項
工作有益社會，富有意義，何樂而不為。

【心誌叢書】系列已經出版：之1：
李泉山《山澗泉聲》。之2：鍾藝《朗園•
千島•神州》。之3：施文志著、施華謹菲
譯、Marne L. Kilates英譯《解放童年》中菲
英三語詩集。之4：王仲煌《拈花微笑》。
之5：蔡介川《八連孩子的心聲。之6：老
油條《笑罵江湖》。之7：莊紫棟《寸草
心》。之8：蘇榮超《遺失》。之9：劉少
宏《人海百態》。之10：老油條《塵緣蒼
茫》。之11：南山鶴詩選、陳默詩選。之
12：施文志詩集《是我》。之13：施華謹翻
譯《詩在千島上》中菲雙語詩集。之14：鍾
藝《歲月記憶》。之15：吳梓瑜《岷灣絮
語》。之16：醺人《譯諸子百家》。之17：
阿占詩文集《雲淡風輕》。

《雲淡風輕》詩文集這本合集，在
編排設計，分為兩邊翻閱，左邊翻開是詩
集，文字直排，右邊翻開是文集，文字橫
排。是一本具有特色的書籍。

《雲淡風輕》詩集分為六輯：世紀
疫情、千島風情、故園戀曲、詩緒碎片、
心扉詩篇、硝煙瀰漫，共收錄六十七首詩
作，並且收錄菲華著名翻譯家施華謹先生
的中詩菲譯十首中菲雙語詩作。《雲淡風
輕》文集的目錄：心誌叢書序、雲淡風輕
詩文集小序、前言、自題、緣來有你、歲
月如歌、往事並不如煙、雲淡    風輕、回
首來時路   歲月已斑駁——記錄我腦海中的
香港，共收錄六十篇文章。

阿占曾經寫的詩何止六十七首，文章
何止六十篇。阿佔在《前言》文中說：這
本書的付梓出版，對我來說是一個意外，

不知道為什麼我從來就沒有過要出書的念
頭，因而也就不在意收集自己發表過的作
品，以致事到臨頭，才嚐到事倍功半的結
果，費時又費勁。為什麼會這樣呢？我想
是基於對自己的信心不足，每當我翻讀往
昔的作品時，總是感到沒有什麼可讀性，
都是一些陳詞濫調，有瀆讀者青眼，如果
連自己這關也過不了，如何面對讀者！

這些詩與文是阿占近幾年來所創作的
作品。

阿占的詩作，樸實無華，卻充滿現實
生活的張了，詩的意象與技巧運用精確。
《點擊》：艱難地按下/刪除鍵/一張熟悉的
臉龐/從此永久地消失/除了心碎/更多的還是
不捨/此刻/對著手機發呆/心中充滿犯罪感/
彷彿自己才是兇手/接受了病毒的指令/一個
點擊/如狙擊手扳下/致命一擊/一位好友從此
被除去//能不能給我一個倒退鍵/回到沒有疫
情的年代

相信讀過《點擊》這首詩的人，特別
是經過這兩年多的疫情日子裡，很多人失
去了親朋戚友，這種「點擊」的感受，差
不多擁有手機的人，都有這種經歷，對這
種感受卻是久久不能釋懷。

《雲淡風輕》文集的文章，很多已
經在報刊上拜讀了，特別是「回首來時路    
歲月已斑駁——記錄我腦海中的香港」這
一輯的文章，更是讓我一讀再讀，感受良
多，因為我們與阿占的大半生經歷差不多
是一樣，我們同是「這一代人」。

 《追求》：一些外國朋友/到來菲律
濱作客/他們向我誇耀巴黎的鐵塔/倫敦的大
教堂/上海灘的璀璨夜色/還有紐約的自由神
像……//我轉過頭/望向戶外蔚藍的天空/陽
光撒落在大地上/穿透碧綠的海水/七彩繽紛
的熱帶魚/圍著珊瑚悠閒地穿梭//我不知道如
何回答/也沒有什麼可炫耀的/這裡有的/只是
大自然的賜予/而我夢中的追求/都在這裡

金耀先生在《雲淡風輕詩文集小序》
說：……阿占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經
常在菲律濱各華文報紙發表他的文章，曾
先後在《菲華時報》及《商報》設有專
欄。對國內外時事、社會動態及個人感想
暢敘己見。阿占為人正派，富正義感，是
非分明，疾惡如仇，又極富感情。他文如
其人。感人至深。阿占熱愛故國，愛家
鄉，愛香港，更加熱愛他生活拚搏，安居
樂業的菲律濱。在他的詩文中，充滿著這
方向的感情……。

王承天

壬寅端陽節感懷二首
（一）

又逢端午衆吟哦，懷悼忠賢望汨羅。
多處龍舟爭奪冠！幾家粽子待投河？
离騷一部人研少，世局今朝奸侫多。
盡盼黎民張慧眼，鍾馗何日斬瘟魔。

（二）
龍舟競賽過端陽，詩筆濡沾糯葉香。
每到今時懷屈子，沉思歷代恨楚王。
憂民愛國哀奸侫，蒲劍艾符驅虎狼。
千戴賢愚同瞬息，高吟只為頌忠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