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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水弓

深怕疫情捲土重來 複雜的思鄉情
小馬的高票中選，創下

了菲國空前得票率最高的記
錄，老百姓喜出望外，於是
忘記了疫情尚未得到妥善的
控制，老百姓的行為於是就
比較放縱，各種商場就趨於
人滿為患，各大旅館餐飲場

所，亦紛紛地以信用卡大折扣來招攬客戶，
在這種情況之下，疫情難免會上升，無孔不
入，見縫插針，我們深怕如我們不自律及自
制，將促使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重新
再淪陷在另一波新冠病毒的深淵裏。

根據報章最新的報告，衛生部副部長
維吉爾在新聞發表會宣稱，如果確診病例繼
續上升，首都地區可能會在本月底每天出現
800至1200例。新冠確診者目前增加數字為
50%至60%。

我們平心而論，我們岷市前市長依實
戈·莫仁諾對控疫及接種疫苗之工作是做得
非常的成功，大大地減少疫情的擴散。而莫
仁諾並時時聯絡大岷區各市鎮之長官聯合做
出防疫、控疫及接種疫苗之工作，才有今天
之成績，如今已改朝換代，新的市長是否有
足夠的魄力來肩負重任，我們只好靜待佳
音，所以今後我們還是要倍加小心為懷。

我們菲國與東南亞其他的國家不一
樣，大部份的老百姓都沒有快篩來檢驗是否
確診，所以官方報告的數字很多人認為並不

準確。我們還是希望上天能保佑菲國，使我
們能渡過危機。

石油産品每星期皆飆升，引發各種物
價上漲，使老百姓的生活變成雪上加霜，苦
不堪言，我們不知道這種望梅止渴的政策要
挨到幾時呢？

副衛生部長維吉爾之結論，“我們不
要稱之為激增，當你談到激增時，指是病例
突然上升。而現在情況不是這樣，它增加沒
有那麽快。”

據稱最近確診病例上升被歸因於可能
於人群免疫力下降引起。而其主要原因是接
種疫苗加強劑緩慢之故。及其更具傳播性的
奧密克戎變異病毒侵犯我國，以促使疫情會
捲土重來。

據衛生部最新消息宣稱，藥管局於六
月十四日修改了輝瑞公司的緊急使用授用
權，因此可以將輝瑞疫苗用於比較年輕的青
少年，年齡從12歲至18歲，現在等待衛生部
長批准後即可立刻接種。

我國政府於去年十二月開始為十二歲
至十七歲的年青人接種。如今全國已有1200
萬人屬於這一族群。

我們菲國如今百廢待興，普通百姓收
入有限，入不敷出，我們希望華社人士能顧
及菲胞的苦楚，施予援手，才能共渡難，盡
量減少一些無必要的開支，救人一命，勝造
七尺浮屠。

上個禮拜，一位四川綿
陽的老朋友，在微信傳來一
段介紹他的老家的紀錄片視
頻。雖然我不是四川人，很
多年前去過綿陽、成都，還
有重慶，看了這視頻後，可
能是血脈中的中華民族基因

起了作用，居然好像泛起了絲絲的「思鄉」
之情，每個鏡頭都似曾相識。記得第一次去
四川這個內陸大省，對我們這些從小島到大
島，一生都在大洋上翻滾的島民來說，在各
方面都是一種別開生面的嘗試，真是奇妙極
了！！！

第一次是去成都，飛機一著陸，我就
像餓了很久的飢民，不是肚子餓，是眼睛
餓，從機窗中拚命的向外搜索，所有知道
與四川有關的知識，什麼川劇變臉、麻辣口
味、三國中的蜀國等等，一下子全湧進腦袋
裏。踏上這所謂「蜀地難，難於上青天」的
地方，在餐廳中吃第一餐時，接待的朋友問
說要不要嚐嚐麻辣的川菜，我毫不猶豫的說
「好！」那時真有像要挺身上戰場那種「勇
氣」，辣死好過後悔死，結果一嘗後，真的
後悔死了，因為從此情定終生，愛死了，以
後在四川以外的任何地方的四川菜館吃川

菜，都找不回那感覺，因為除了味道多少有
不同，再加上地方不同，沒有鄰桌的川話聊
天聲，無論如何拼湊不起那感覺，好在後來
再去了一趟綿陽和一趟重慶。現在因為患上
腦病，醫生吩咐不能吃刺激的食物，尤其辛
辣和麻辣。所以說後悔死了，早知道不嚐那
一口，就不會整天思「鄉」更思「香」了。

回想起六歲那年的暑假，媽媽帶著我和
大弟弟一起回福建老家。

雖然我們兄弟倆在家跟媽媽都是以閩南
話溝通，但一到石獅，到處都聽到閩南話，
完全沒有廣東話，那可是人生中第一次進入
全閩南話的世界，覺得新奇萬分，這真是另
一個世界。

幾十年前，跟著家人移民來菲律濱時，
整天思念著香港的一切，那怕是咬了一口蝦
餃燒賣，唱幾句粵語歌曲，都其樂無窮。後
來婚後曾經回香港工作了幾年，那時在尖沙
咀碰到週修聚在一起聊天的菲傭們，聽到
她們口中講著大家樂（Tagalog）或未獅耶
（Visaya），那種親切感油然而起。

人都是如此，每天對著的就會覺得沒什
麼味道了，對新鮮的都充滿好奇的幻想，但
如果真的轉到新的環境裏，久而久之又會懷
念從前了，那就真的是思鄉了。

謝如意

教育與嬌愚
炎炎初夏日升2起,大早

跟垃圾打交道的我熱汗津
津。如今擊鍵的窗邊,微微的
涼風透過窗口，撫慰著穿著
背心短褲的我的燥熱,催我入
靜也爽我晨思。

我是教育的一份子，
從接受教育到執鞭教育別人，好像都很熟
悉。但是，想起有限的人生至今，越熟悉
卻越感到陌生起來，甚至於好像要與教育
漸漸被淡化而淡出。這個淡出，不是對教
育的「魂歸故里」，而好像是做噩夢般跌
入「嬌愚」的泥潭難以自拔。

教育，從某種角度說，就像我這個時
不時愛在義務打掃公共衛生中將枯枝落葉
集中起來用火焚燒化作肥料造福一樣。

教育是一種以人為工作對象的神聖的
事業，固然可以教給人們一些謀生的技術
和本領，但是尤其重要的是，要教導無論
做什麼工作的人都正確地為人處世。也就
是教導人們怎樣在自強不息自求多福中廣
結善緣與人和諧共生，學會怎樣在互相學
好的、彼此注意取長補短共同進步。以便
在完善自己的為人裡也與人共建文明昌盛
的和諧社會。

正因如此，教育是一種充滿著虛懷若
谷和求知若渴惜時精進的人生活動，也是
一種充滿無私奉獻美好、無比強烈自愛與
愛人的熱情並持之以恆付諸行動。就像打
掃公共衛生燒土糞一樣，目標是創造美好
環境造福公益，將些個人們本來以為是累
贅骯髒的東西經過教育之火的轉化，使之
成為社會上的有用之物。教育要培養可敬
可靠之人，並且借此以不僅促使人們「物
阜年豐」容易「豐衣足食」，而且日子過
得心曠神怡如坐春風。

或許，這就有點聖人老子「人棄我
取」的崇高道德境界，也有其「化腐朽為
神奇」的脫俗的智慧！

換句話說，教育是連垃圾都可能把它
化為肥料的事業，而受教育者是人不是垃
圾。

縱使人有些缺點錯誤，也要把他們
改造成真正較為完善美好的人、促使他們
干神聖美好的事。這是衝著鐵的現實去努
力實現美好理想的「太陽底下最光榮的職
業」、是「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
去」的光明磊落無私奉獻的事業、是智慧
的明燈引路、生生不息的薪盡火傳造福人
間的偉大事業！

從事這種神聖而偉大的事業的人們，
是胸有理想腳踏實地的生活行者、是「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生活鬥士。

他們的品德像淤泥上的蓮花亭亭玉立
芬芳撲鼻、他們的意志像寒冬的鐵骨紅梅
傲霜斗雪迎來春光、他們的智慧
像雍容萬千涓涓流水的大海壯闊
浩瀚永遠不枯乾！

教育，不僅是在有圍牆的
校園裡，而且更在「社會大學」
中。無論是對凝結人們智慧的
「死書」、還是對於包羅萬象的
生活「萬花筒」般的「活書」，
人人都只有先「讀得進去」理解
其中的精諦妙義，才有可能「跳
得出來」活學活用左右逢源。這
才不至於「皓首窮經，言不及
義」，更不至於「攻乎異端」南
轅北轍！

教育，尤其是良好的教育，

應該正視的規律是：先當好學生，才可能
當好老師！

試問，哪一個真正值得人們學習和
敬仰的賢達，不是經過良好的教育而能夠
「無師自通」呢？區區寫作尚是「文章
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而寫文
章其實僅僅是服務良好教育的一種手段和
藝術，對比堂堂的教育來說，簡直是「小
巫見大巫」了！

當我們以有限的精力感懷曾經的教育
的時候，我們感恩教育！但目睹現實，我
們也深深地被一種殘害教育的嬌愚震撼或
傷害了，真是慘不忍睹又不得不睹：

一個「一切向錢看」而「下海」差點
被淹死而逃上岸的人，可能在淪落教育事
業為產業的單位裡去撈到「下海」撈不到
的名和利；一個道德敗壞、近乎乖離人倫
離經叛道的人渣，也可能在堂堂的學府裡
招搖過市冠冕堂皇。這是為什麼？因為亂
世念頭「有錢能事鬼推磨」，可以在買官
賣官中混個「名」、可以於「跟對人」裡
發橫財、可以用金錢美色等「嬌」容取媚
喪盡天良的權貴，從而在愚弄莘莘學子中
「嬌愚」學生誤人子弟，甚至在衡量是否
「傑出校友」中都以能夠獻出金錢或給沾
光頭銜為標準	 ！

這樣的「教育」變成「嬌愚」，哪
能容易有真正的大師造就英才造福社會？
只恐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悲劇重
演！

在這種「嬌愚」的惡劣發酵中，其
「謬種流傳」也是屢見不鮮了，那真是
「隔代遺傳」作孽人間！

還有種種「嬌愚」，不是像掃除枯
枝落葉燒土糞，而是處心積慮把一株株參
天的大樹從根上毒死然後焚燒妄圖滅絕。
讓綠樹成蔭的群山變成荒山禿嶺。比如狠
毒地強制消滅正常的人口，猖狂遏制生產
力的自然發展；人為地強制飆搞「天價
房」，不斷加重人民的生活負擔；肆虐嬌
生慣養新一代讓人弱不禁風和助長買賣婚
姻、奢侈浪費的歪風邪氣等等，如此種種
「嬌愚」氾濫之中，「嬌」「星」紛紛
「走穴」逃稅暴富，甚至拍拍屁股移居國
外。而生活在勞動生產第一線的好多人要
在「脫貧」「扶貧」中舉步維艱。

教育與嬌愚。教育，我們曾經熟悉，
如今卻陌生了。嬌愚，我們不忍見卻不得
不見！看著那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大
學一個個長輩為下輩背書包、當車伕、做
被「啃老」的對象、看著一個個中青年跟
風蜂擁而上、鼻青臉腫地爭當買「天價
房」當「房奴」，我們感到心在滴血，腸
在蠕淚！

我們該怎辦？彷徨、吶喊！
我得趕快結束全文了，因為有家事需

要我吃飯和行動了！

禾木

中國防長：
不惜一戰 不惜代價

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在
出席在新加坡召開的香格里
拉對話會期間，於6月10日同
美國防長奧斯汀舉行了雙邊
會談。他嚴正指出，如果有
人膽敢把台灣分裂出去，中
國軍隊必將不惜一戰，不惜

代價、堅決粉碎任何「台獨」分裂圖謀。這
是中國在台灣問題上作出的最新表態，也是
迄今最嚴厲的警告。

在中美關係持續緊張、在許多重大問
題上存在巨大分歧並可能發生衝突的情況
下，雙方軍事領導人進行面對面的對話，世
人對此是有所期待的，特別是在發生烏克蘭
危機之後。

中美關係最敏感的問題是台灣問題。
這些年，美國不斷在台灣問題上試探和觸碰
中方的底線。美國官員和政界人物在各種場
合發表的言論及以各種借口竄訪台灣的行
動，向「台獨」分子發出錯誤的信號，鼓動
「台獨」勢力謀「獨」；同時，美方違背在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向中方作出的逐步減少直
至停止對台灣軍售的承諾，繼續向台灣出售
軍火，並提高了武器的性能。就在奧斯汀
出行前，美國剛剛宣佈1.2億美元的對台軍
售。美國實際上是在拱火，就像它在烏克蘭
所作所為那樣。

台灣對於中國來說是核心利益。台灣
的歸屬本已經是解決了的問題，世界上絕大
多數國家都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連美國
也承認這一點，有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為證。
那麼，美國為什麼老是拿台灣問題向中國挑
釁？

二戰結束後，隨著歐洲殖民體系的逐
漸瓦解，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秩序結構發生
變化，國家主權平等原則逐漸抬頭。20世紀
下半葉以來，國際秩序的明規則，是以聯合
國和國際法為中心，體現國家主權平等原
則。但發展程度不同形成的等級性國際秩
序，並未真正消失，而是延續至今。所有國
家表面上主權一律平等，但在實際運行中仍
存在著權力差別。現時美國和西方國家常掛
在嘴邊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其
真實內涵並不是以聯合國和國際法為中心，
而是以西方國家為中心。七國集團就是西方
國家試圖鞏固和延續其地位的產物，這個
「富國俱樂部」試圖掌控整個世界。它們所
謂「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實際上是

「以西方國家制定的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
序」。而美國又以霸道的「美國優先」霸凌
於七國集團。戰後的美國霸權和上世紀70年
代後建立起來的七國集團，實際是當代版的
全球性以美國和西方國家為中心的國際秩序
的體現。美國和西方國家這些年就是以中國
在政治、經濟和安全領域不依據「規則」行
事為名對其實施打壓和遏制的。

這樣的國際秩序是不能容忍發展中國
家的崛起和發展的，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
迅速崛起，並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
是美國和西方國家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一
切針對中國的打壓和遏制都是在這個大背景
下產生的。在美國看來，台灣問題是可以利
用的遏制中國的「有效工具」。這是美國的
長期戰略。美國總統和國會的變更可能會對
這一戰略做某些調整，但美國不會對其作出
根本改變，美國會繼續玩弄「戰略模糊」和
「戰略清晰」的手段。

奧斯汀在與魏鳳和的會談中重申美國
「仍然致力於長期以來的一個中國政策」。
雙方認為，兩軍應保持高層戰略溝通，增進
雙方戰略互信，管控好矛盾分歧，不把矛盾
分歧變成衝突對抗。根據以往的經驗，美國
官員諸如此類的公開表態和承諾，往往停留
在口頭上。連總統的承諾都可以不算數，其
手下的官員的表態還有多少可信度？

魏鳳和在台灣問題上的最新表態，是
再次亮明中方的態度和意志：「倚美謀獨」
「以台制華」都是在玩火，台灣問題如果處
理不好，必將對中美關係造成「顛覆性影
響」。

美國國防部官員說，美方是想推動建
立兩軍關係的「護欄」，以管控危機，「防
止競爭失控」。但美國變本加厲操弄台灣議
題和在亞太地區拉小圈子製造分裂等所作所
為，已讓亞太地區出現擦槍走火的風險持續
增加。

美方擺出打壓中國的咄咄逼人的姿
態，同時又不想中國作出有力的反制，不想
承擔由此引起的後果，所謂「護欄」從何談
起？如果美國想通過「管控」逼迫中國在核
心利益問題上讓步，時間將證明這是找錯了
對象，也是一種「誤判」。

魏鳳和「不惜一戰」的鄭重表態，不
是好戰的言論，而是有助於讓美國人清醒和
遏制衝動，不要作出危險的誤判。這是真正
出於維護台海和平的目的。

2022年6月14日

逸峰

《虞美人•天舟輝耀》*
                               等閒運九霄揚志。鍛鍊新精粹。
                               文明底蘊展新姿。馳騁太空呈獻、亮光輝。
                               天舟四號成功慶。華夏歡歌敬。
                               宇寰人類孽邪昏。腐爛幽魂根滅、正乾坤。

*註：天舟四號昨天順利完成與空間艙自主對接程序。
（2022/5/11）

返步奉和
逸峰兄《虞美人•天舟輝耀》/勞麓

                               玄穹突破人間敬。脫帽齊稱慶。
                               五星紅燦滿乾坤。古國靈機今版、貫晨昏。

                               簇新科技中華粹。翔宇凌霄志。
                               天舟對接耀容輝。更勝周郎赤壁、發雄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