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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豆豆

魏鳳和對美提出四點要求 嘉寶逆襲記（三）
最近我跟朋友聊天的時

候，主要的論題，無非還是
物價飆升，似無止境，由於
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混戰，已
經有幾個月了，俄羅斯拒絕
給西方國家天然氣及石油燃
料，最近石油産品每星期都

有漲價，深深地影響了我們日常生活的運
作。大家叫苦連天，美金及菲幣的比例，
使菲幣近來大幅的貶值，已打破五十三元
比索的關卡，所有的進口貨也應聲高漲百
份之三十左右，這樣下去，就要看看小馬
是不是仙人自有妙計吧！

美帝喜歡攪亂世界的安寧，常常是
無事生非，無緣無故地到處興風作亂，這
樣他們才有生意做，特別是他們有很多過
期的軍械，可以利用各地的戰亂來發國難
財。其實我們菲國也是處在中美較勁的裂
縫之中，小馬如何來應對要於就任後才能
定奪。

最近我讀到中新社最新的報導：中國
國務院委員兼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於六月
十二日在新加坡第十九屆香格里拉對話會
上就“中國對地區秩序的願景”議題作大
會發言：對於中美關係，魏鳳和認為並強
調，中國反對以競爭定義中美關係。

我們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美國深
怕中國有朝一日無論是經濟、政治及軍備
遠超美國在全世界霸淩強詞奪理，無理取
鬧的地位，我中國乃為仁義之邦，從來不
曾出兵一兵一卒去侵佔世界任何的一個國
家。反而是美國要以大哥自居，甚至視自
己為國際警察，於是到處興兵作亂，點火
生事，並唆使歐美眾國來聯合操作，如今
中國開始強盛，使美國坐立不安，才會引
發各地的紛亂。

魏鳳和對美提出四點的要求如下：
（一）是不要攻擊抹黑中國。
我於前文常常提到，由於美帝看到

中國在各方面的強盛，於是千方百計用各
種的非法手段，以攻擊中國抹黑中國為能
事。

中國向前發展的步伐不可阻擋，走和
平發展道路的決心堅定不移。

中國在各方面的發展，並非對任何國
家，任何集團有所威脅，而是對世界和平
與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

中國堅定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
而非是侵略性的策略，是旨在捍衛國家的
安全及自衛，國家主權及國土的完整。

（二）是不要遏制及打壓中國。
中國不希望以競爭定義來擬定中美的

關係，更不能執意把中國看成威脅、對手
或敵人來看待，是種歷史性及戰略性的大
錯誤。

中國的立場十二分的明確，要對話，
要互相尊重，要相處，即和平共處，而非
互相敵視又猜疑。更重要的，如是要對
抗，中國必定奉陪到底。

（三）是不要干涉中國內政。
這點非常的重要，中美的各種紛亂攪

亂就是美國處處要干涉中國的內政問題，
我中國從來不曾干預美國以人權問題，也
未曾涉及他們的內政，為何美國處處要與
中國作對？

美國常常以“航行自由”之名來霸淩
“航行霸權”之實。派大批的航母群及各
種軍機到南海橫行直衝，不視南海主權的
規則搞亂南海的安寧。

（四）不要損害中國的利益。
美國常常要將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

的痛苦上。
美國在林肯時代，為了解放黑奴發生

了美國有史以來的種族解放運動，中國非
常不願意在中國的領土發生類似的內戰，
但我解放軍誓言將粉碎任何的“台獨”陰
謀，為了國土的完整，光不惜一戰，一定
會打到底，沒有其他的選擇。

在幼一時，嘉寶不會拼
讀英語，每次我要教她的時
候，她就會大哭，在老師召
見我的時候，老師也說，每
次她放學後，想給嘉寶開小
灶，教她學習，嘉寶也是哭
著。老師建議下個學期必須

給嘉寶請督課老師，不然嘉寶升不了小學。
我把嘉寶的成績單拿來一看，數學的

成績有90多分。我告訴老師，我家小孩應該
不是智商的問題。請老師幫我找一個他們學
校最嚴厲的老師在幼二的時候幫嘉寶督課，
同時在暑假的時候，請即將在幼二的班主任
給她補幼一嘉寶拉下的功課。

在移居菲律濱之前，我大學上的是師
範學院，當了七年的中學英語老師，而我的
孩子在英語作為母語的國家，竟然不懂英
文，讀到要留級，我真的成為週遭人的笑
話。

暑假時，在老師要來我們家督課
之前，我準備了一些寫大字報的紙張
（ManilaPaper）給老師，然後跟老師約定每
天來家裡給嘉寶補課半個小時，結果第一天
老師就投降了，說她教不了嘉寶，因為老師
一開始要教嘉寶，嘉寶同樣不受教，哭了。
看來嘉寶已經無可救藥了，難道學教育出身
的我就要出一個「學渣」的女兒嗎？

於是，我跟老師商量，懇求她第二天
繼續來我們家，每天只教嘉寶十分鐘的時
間，其他的五十分鐘時間就陪她玩，而在玩
的過程中，把她所需要補的課融進去。

暑假就這樣一晃而過，而本來說好的
兩個月的補習，老師因為工作的關係而只來
了一個月。新學期開學後，換了一批新老
師，嘉寶也有了一個在她們學校教數學的老
師來當她的督課老師，也終於適應了幼二的

學習環境，幼兒園畢業的時候，嘉寶的總成
績名列班上第六名，沒有一個老師相信她曾
經是個「學渣」。

以我們家嘉寶的經驗來看，因材施教
真的非常重要。

進入小學時期，嘉寶每年的學習成績
就是往上前進一名，穩步上升，到了三年級
的時候，進入班級第三名，從四年級開始到
十年級，中英文學業成績穩定的在一、二名
之間，畫畫，舞蹈以及其他校內外學科競賽
其他各種獎項更是拿到手軟。

嘉寶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開始了課外
的數學輔導課，每天除了做學校的作業，還
要花時間做課外的數學作業，這個時候，學
校家長組織足球隊，她們姐妹倆都報名參
加。從此，有八年的時間，嘉翊倆姐妹奔跑
在綠茵場上，獲得的獎牌已經數不清了，兩
個姐妹分別入選菲律濱女子U13國家隊，前
幾天在新聞上得知，這屆的菲律濱國家女子
足球隊的世界排名進入歷史新高，隊員中很
多是她們當年的隊友。我們當初讓她們姐妹
倆參加足球隊的初衷也是想培養她們的團隊
合作精神以及訓練她們的獨立能力。

嘉寶從她幼二逆襲的時候開始，只要
有空的時間，我就會盡量帶她們去孤兒院參
加慈善活動，她一直會很好的管理她的時
間，我常常會鼓勵她，資質一般的孩子只要
努力，結果不一定會比聰明的孩子差。由於
嘉寶就讀的是納卯市最小的華文學校，她必
然有更多的機會代表學校發光出彩，在十年
級的時候競選她們學校學生的學生會主席，
嘉寶到每個教室演講，發表競選宣言。高票
當選後，她主導舉辦的活動總是非常精彩。

從小到大，嘉寶總是能給我帶來驚
喜，把本來的很多不可能變為可能。

（06/19/2022）

鍾藝

秦朝旅遊史話
——學習筆記（六）

秦朝在公元前221年結
束了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分
裂割據的局面。秦最先興起
在今甘肅天水一帶。隨著國
力的增強，它不斷地沿渭水
而下向東擴張。春秋時，秦
王為了與各諸侯爭霸，把國

都遷到咸陽。咸陽是關中東西大道的分界
處，為秦爭霸取勝，統一中國創造了極為有
利的條件。到了戰國後期，秦首先打敗了
趙、魏、韓，接著又滅了楚、燕，最後滅掉
了齊，統一了中國。把黃河流域、長江流域
和珠江流域置於一個政權之下，便利了當時
全國旅遊活動的開展。

秦朝（公元前221年——前206年）是個
短命王朝，它只傳了二世二帝，共十五年。
秦王贏政統一全國後，建立起君主專制中央
集權政治制度，附會三皇五帝的傳說，首創
「皇帝」尊號，自稱始皇帝。

秦始皇執政時，他大力發展交通事
業，興建水陸交通網，整治長城，把全國連
成了一盤棋。他下令以咸陽為中心修建兩條
「馳道」：一條向東，通向河北、山東一
帶，直達東海邊；另一條向南，通向江蘇、
浙江兩省。兩條「馳道」的路面寬五十步
（每步為六尺），路的兩旁還種上了松樹，
這一方面綠化了環境，另一方面又作了馳道
的路標，兩全齊美。此外，還從咸陽到九原
（今內蒙古包頭市）修了「直道」；在今湖
南、江西、廣東、廣西修了「新道」；接
著在今雲南、貴州等邊遠地區修了「五尺
道」。秦始皇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監控各地
區的豪強，下令拆毀在戰國時期各國邊境上
所築的城都和堡壘，修建萬里長城。長城西
起甘肅省臨洮（今岷縣）沿黃河流域到內蒙
古臨河，北達陰山，南到山西雁門關、代
縣，河北的蔚縣、經張家口東達燕山、玉
田、遼寧錦州，延至遼東，全長一萬里，所
以稱「萬里長城」。

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故事千百年來家喻
戶曉，婦孺皆知。其實，這個故事和人物
全屬「子虛烏有」。因為據《左傳•襄公
二十三年》記載，孟姜女生活的春秋時代比
秦朝早幾百年，其丈夫根本不可能被拉去築
長城。

同時，孟姜女也不姓「孟」。按春秋
時代的習俗，家屬排行，「孟」為老大，
「仲」為老二，「季」為老三。由之，孟姜
女實為「姜家大姑娘」。秦始皇除興建陸路
交通外，還大興水利和水路交通。其一，是
修建靈渠，靈渠全長卅四公里，使灕江和湘
溝通起來。秦始皇創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
統一的全國水陸郵驛通信網，每一個鄉設十
個亭，每一驛亭有一亭長，亭長管理方圓十
里的郵驛事務，為人民廣泛交往提供了方
便。漢高祖劉邦在揭旗而起之前，曾為沛
（今江蘇省沛縣）的亭長。秦始皇在當時還
統一了度量衡，統一了貨幣，統一了文字。

秦始皇的上述諸種措施，促進了社會
經濟、文化的發展，為當時正在興起的旅遊
活動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秦始皇出生在趙國。當時，他的父親
作為人質住在趙國，並娶趙國女為妻。秦始

皇最初的名字叫趙政，後來才改為贏政。他
於十三歲繼位，廿二歲親政，卅九歲時統一
中國。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立即興建了咸陽
宮、阿房宮，以及驪山腳下的始皇陵。

秦始皇是一個喜歡遊山玩水的皇帝。
他在位十二年，其中有十年時間在外巡遊，
共五次之多。他幾乎跑遍了全中國。

傳說：秦始皇到山東省的泰山「封
禪」，在泰山上遇風雨及山洪爆發，臨危間
抓牢了一棵松樹，方得脫難。及後，他封這
顆松樹為「五大夫松」。有一次，他巡遊至
蘇州、金陵、廬山等地。在蘇州的「虎丘」
（即戰國吳王闔閭之墓），聞墓中藏有許多
寶劍。事後，立即令人掘墓。結果，毫無所
獲。到了金陵，聽風水師說此處有王氣，更
是犯忌，他又立即派人切斷了蜿蜒金陵的山
丘，並把金陵改為秣陵（即是切成碎段的草
的意思）。秦始皇巡遊到了洞庭湖，不巧遇
上風浪，差點翻船，氣得他命令侍從上君
山，把娥皇與女英的廟燒個精光。

秦始皇為了尋找長生不老藥，曾三次
巡遊山東、海濱，並派方士徐福帶三千童男
童女出遊尋藥。據記載：徐福心知肚明不可
能尋得仙藥，就率領這批人東渡到扶桑，落
居日本的新宮市。至今日本的新宮市還有徐
福墓及徐福紀念碑。

徐福一去不復還，令秦始皇鬱鬱寡
歡，決定第五次出遊，以求消災解悶。這一
次，他南巡湖北、浙江之後，準備回歸咸
陽。豈料途中患病。彌留之際，秦始皇喚來
大臣李斯和趙高，口授遺囑：立扶蘇為太
子。秦始皇崩於河北省沙丘平台縣。李、趙
二人卻支持胡亥繼位。於是，篡改遺囑，並
封鎖消息。秦始皇死時，適值盛夏，屍體不
久發臭。為了掩人耳目，趙高令人在始皇的
車後緊拉著一車死魚。他們回到咸陽，才宣
佈始皇死訊，並據篡改後的「遺囑」扶胡亥
繼位。秦二世奪得帝位後，殺長兄扶蘇及公
子、公主（秦始皇的子女）廿二人；又殺功
臣、世將蒙恬、蒙毅。

丞相李斯曾是是秦始皇的大臣謀士，
並扶胡亥繼位有功，還是被秦二世和趙高合
謀殺死。最後，氣焰薰天的趙高則被秦二世
的侄兒子嬰所殺。

自公元前209年始，相繼發生了陳勝、
吳廣和項籍的農民起義。沛縣（今江蘇省沛
縣）人劉邦，聚眾數十人，殺沛縣縣令，投
奔項梁。公元前206年，劉邦率軍自武關入
秦，秦王子嬰出城投降。豈知後至的項籍卻
把子嬰殺掉，並火焚秦宮。同年，劉邦與項
籍在垓下（今河南鹿邑縣境）決戰。漢軍採
用「四面楚歌」之計，迫使項籍在烏江邊自
刎。公元前206年，劉邦建立漢朝，號「漢
高祖」。

現存秦代的遺跡主要有：1、位於陝西
省臨潼縣城東五公里驪山腳下的秦皇陵，以
及1974年發現的位於陵東側的三個「兵馬俑
坑」。2、位於陝西綏德縣內疏屬山巔的扶
蘇墓。3、位於西安市南郊曲江池南岸的胡
亥墓。4、位於安徽省和縣烏江鎮東南一公
里鳳凰山上的霸王祠。5、位於安徽省靈璧
縣城東7.5公里的虞姬墓。

陳扶助

古韻新詞系列之三
【一】靜觀

野老躬耕牧馬牛，時賢抖擻爭鰲頭。
靜觀萬物皆隨性，沙自飛揚水自流。

【二】江南好
東澳今年無暖冬，狂風冷雨透窗縫。
夢迴總覺江南好，夏日園林花正穠。

【三】老人歌
每從相冊億華年，大浪淘沙入逝川。
血氣已衰心未死，家愁世亂兩纏綿。

【四】思歸
蹉跎異域負韶光，羈旅三年兩鬢霜！
外籍華僑歸不得，誰憐耄耋最思鄉？

【五】艷思
夢迴鷺島泛舟時，兩岸麗姝鬥妍媸。
綺念如潮心海湧，無傷大雅發花癡。

【六】嬉禽
週末遊園喂野禽，幕天席地自沉吟。
能飛鷗鳥平安否？蛇鼠橫行敵滿林。

【七】新華兒女
新華兒女躍龍門，各展嘉猷振漢魂。
踔厲精誠貫日月，五洲攜手轉乾坤。

【八】神話
素娥居處是瑤台，丹桂清秋月裏開。
幾度神舟穿宇宙，蟾宮故事費疑猜。

【九】尋詩
斯人騎馬未揚鞭，信步尋詩到陌田。
作品淺明不晦澀，花繁月朗共嬋娟。

【十】親情
聞道雙親將遠行，掌珠哽咽頻吞聲。
離人已似風中燭，難捨今生撫育情。

2022年6月16日寫於澳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