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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蒲公英

深怕疫情捲土重來 從慶生宴會談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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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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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開始為12歲至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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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讓這世界停罷了二
年有餘，市面哀鴻遍地，尤
其是餐飲業更是重災區。

如今，疫情好像有所緩
和，希望隨著旱季過去，雨
季來臨時，氣溫越趨涼爽，
氣溫一下降會不會又引發確

診數據的飆升。人們都以忐忑不安的心去揣
測，靜待。

隨著確診數據的緩和，從三月初旬到
今天確診數據一直保持在三位數裏，以一個
一億多人的國家，三位數其實也不是什麼危
險數據。人家澳大利亞才幾千萬人口每天新
增確診人數就上萬，他們還是該做什麼，做
什麼去，不說民間，就以政府部門來說，除
了守門的門衛戴口罩，他們上上下下沒一個
人戴上口罩。中了招，病歿了，送去火葬
場，一把火燒了，就這樣快捷。這是我那移
民澳洲的妹妹告訴我的。

我們這裏出門還是人人遵規蹈矩，個個
戴上口罩。

隨著確診數據的穩定，館子、食肆、大
酒樓生意又紅火起來了。

我與老伴最近也頻頻出門，出一趟門不
知多開心。

出門，吃頓飯，最常是慶生會吧。說起
慶生會，我家大大小小就有二十幾口人，今
天小孫孫過生日，明天大女婿慶生，後天大
兒媳婦，總之這樣說是慶生宴會，不如說一
家人聚集一起團團圓圓的。

記得小時候，我過生日，在鄉下的老
祖母每年都不會忘記，過了洋，自個一人寄
居在姑母家，表哥表姐表妹們都沒搞什麼生
日會，將近十年未曾聽過慶祝生日快樂的歌
聲。當然我也把自己的生日忘掉了。

其實生日也不需要大事慶祝，最好是向
母親致謝，尤其是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人，
母親生下我們是要冒著風險的。

記起了我們鄉下有一個鄰居，他的綽號
叫：「注絕的」，注絕的意思就是一生注定
絕後。他自己也是根獨苗，成家了，老婆總
沒懷上，最後有喜了，臨盆時，出了問題，
當時聽說還請了醫生。醫生問他：「要孩子
還是要母身？」

他二話沒說，歎了口氣，大喊一聲：
「注絕的」。母身保住了，那嬰兒沒了，還
是個帶把的男孩。

於是，我們鄉里人都帶著點欽佩兼同情
叫他：注絕的。

可見，生日是母親的蒙難日，早些時，
女人分娩是腳踏陰陽兩界，偉大的母親生下
我們不像現在那麼安全穩妥的。

我們這輩人，過生日，母親在時，那碗
壽麵應該讓母親先嘗，母親不在了，應該在
她的遺像前拜祭。

最近我兒子的老鐵，過四十歲生日，
席開二十桌，我兒子也過去湊熱鬧，聽後我
搖頭歎息，四十歲做什麼生日，父母在不言
壽，要是古代這可是大不孝的。

其實，以我與老伴來說，有兒子過生
日，只是聚在一起吃個飯，吹吹生日蛋糕，
拍照留念，這也是挺好的一個家庭聚會。

上館子，時常聽到生日歌，氣氛熱熱鬧
鬧的，這種慶生會，帶動了經濟，真是一舉
數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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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啟事
上星期六月二十日拙文《公英閣小札》

之《民以食為天》出了一處錯，那就是「記
得老馬總統時代，那時的米價保持在每公斤
二十元左右。」不是二十元，而應該是每公
斤一元。一元跟二十元這錯得太離譜了，誤
導讀者。謹此更正，並向讀者致歉。另外
「畫梅止渴」應該是「望梅止渴」，在此一
併更正，再次向讀者致歉。

老油條

 唐山地方政府，公安您在哪？
當十四億中國人歡天喜

地慶祝中國第三艘航母「福
建號」下水之際。中國網上
暴露了一幕黑社會幾位黑魔
在燒烤店撫摸女人又毆打欺
凌手無寸鐵無辜的四個女食
客事件，這打人事件掀起了

一波激怒中國人的憤怒。
我們正在宣揚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

方，我們不容許有槍支，不允許有吸毒癮君
子，三更半夜平安外出到食攤吃宵夜，順著
霓虹燈閃爍輝煌照耀下喝一杯冰凍的啤酒，
聽聽街邊藝人嘹亮的夜唱，是多麼的狹意和
安全。

走入這個廿一世紀的今天，中央政府從
來就是喧揚「不忘初心」，一切要為保護人
民利益的前提為依歸。新中國更不會允許有
狐群狗黨結社，為非作惡黑社會的存在。現
如今，唐山惡霸打人事件，是對中國共產黨
及中央政府一種極端侮辱的挑戰……。

我們曾經對美國民主自由社會，槍支犯
濫治安充滿沮喪和批評。可悲的是今天發生
在唐山黑魔惡棍，我們雖然沒有擁有殺人槍
支的自由，我們也已抓盡吸毒神志不清的癮
君子。可是我們卻有一直還存在著受官府保
護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青紅幫，大搖大擺，毫
無忌諱，進入燒烤店撫摸弱女子，數名男子
群打腳踢手無寸鐵弱女子，據悉共有四名弱
女子被九位彪悍大漢打得個個送入醫院。這
種黑社會的惡棍若還存在於今天的中國，那
是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央政府的一種極大的諷
刺。他們將彰顯中國地方政府和官員潛伏著
腐敗貪婪，保佑著黑勢力為非作惡，魚肉百
姓而視而不見……。難怪許多中國網民在發
問，唐山地方政府，唐山公安局，為何縱容
這些黑幫那麼久四處遊蕩，欺凌眾多無辜老
百姓而無動於衷呢？

當全國網民憤怒譴責沸騰下，引起了
中央政府關注，下令唐山地方政府和唐山公
安局，要以習主席所指示地詳細「一案三
查」。何謂一案三查，第一：首先要查這些
目中無人施暴這群黑勢力的組織。第二：要
求深入調查暴徒誰是其幕後的保護傘。第
三：對此次唐山暴徒毒打女食客，要徹底嚴
查誰是唐山地方政府應該負起責任……。中
央政府目前靜默等待地方政府在最短時間，
給中國老百姓一個清晰公正的交代。經過中
央政府下達的命令。唐山地方政府、唐山公
安部的官員整夜未眠，唐山公安部在四十八
小時就將九個惡魔抓捕，其中有四個毆打女
食客相當兇狠，形同要置人於死地，相當殘
酷……。最重要的我們標榜中國治安是世界
各地最好及最安全。今天發生了唐山惡棍暴
打食客事件是對我泱泱大國煽了一下極諷刺
約耳光，這種惡霸得不到制裁懲罰，正義得
不到伸張，邪惡霸凌的黑魔惡棍將會更毫無
忌諱囂張盛行……。

現如今中央政府各大官員暫不發聲，
只下達命令詳細徹查，靜觀您們這唐山地方
政府如何處理，是否能真實揪出誰是這些惡

霸的幕後保護傘，不然怎麼久久未能將這些
渾蛋繩之以法呢？當下唐山地方政府和唐山
公安部知道中央政府這動真格，等著他們的
是如何處理及解釋的秋後算賬。所以急得唐
山地方政府書記及官員整夜沒睡。事件發生
四十八小時後唐山公安局抓捕到四名施暴最
殘酷的暴徒。

第一是位開一家水產公司的老闆陳繼
誌。一般這行生意不錯錢來得快，每次多
半都是帶著一幫狐群狗黨同行。陳某入息
不錯，有豪車，有鈔票，有交情，造成天
不怕，地不驚，目中無人的惡行。早在2015
年，陳某就因參與一起打架鬥毆被捕。2018
年又因不當的利益糾紛被罰款3.4萬元，列入
老賴行列。

第二名是下手打得最狠的一個。與陳繼
誌交情甚好，狐群狗黨的劉濤，情同手足，
他們倆形影不離，不僅架要一起打，牢底也
要一起坐穿，連被抓也都在一起。

第三位是自投羅網的曹健華。事件發生
後，他就在社交平台上自曝自己沒有打人，
不要把這件事情的「髒水」撥在他身上。可
是經過許多網友深掘，原來他就是視頻中扔
櫈子的曹某，眼見事實暴露，曹某便狗急跳
牆的囂張回懟網友，「那又怎樣」？曹某也
是一位有前科的人，在他名下有家注冊資本
兩千萬的建築公司。奇怪的這家公司只有一
個人。2014年就被起訢，據說涉及到1.6億資
金問題，真實性有待考究。

第四名是沈某，他在短短的一天時間，
就溜到上千公里的江蘇省鹽城，可是天網灰
灰，疏而不漏終於還是在建湖一處服務區的
加油站被捕，他被抓的樣子是多麼的狼狽，
不僅百萬豪車都不要，連鞋子都跑掉了。據
說沈某當時察覺有異樣，就跑到附近草叢中
躲起來，但因天氣太熱，沈某受不了才爬出
來，不一會兒就被抓到了。原來沈某豪車是
一輛奔馳Mecerdez更誇張的是其車牌是四個
7，在中國要獲得這種四個7車牌肯定需要幾
十萬元，尚且也不是任何人可隨便買到的。
雖然只曝光四名施暴暴徒的來籠去脈。足給
廣大中國老百姓知曉這幫團夥是什麼樣的貨
色……。據傳四位無辜被毒打的弱女子三位
已死亡，第四位成植物人。但此消息尚未得
到醫院和受害者家屬的證實……。

唐山九名地方流氓打人事件，其背後
是否有保護他們的地方官員，還是背後有更
大靠山的大老虎，要不然這九個流氓惡棍，
怎會這麼大膽在中國共產黨管治下的文明社
會，無法無天隨意入燒烤店殘酷拳打腳踢弱
女子？甚至打破酒瓶都用上，丟櫈子。請問
唐山現在還有政府嗎？再問唐山還有公安警
察叔叔嗎？事件是唐山之恥，也是中華民族
之恥。這是每一位中國老百姓和海外華人關
注的重點。這是一件考驗中央政府的重大事
件，中國人如何向白人的世界証明中國是個
最適合人類居住最安全的文明地方，中國政
府又如何證明我們中國是一個公平正義，保
萱人民生命財產最安全的法治國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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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文志

「華僑的圖書館」（一）
據記憶，七十年代的菲

華社會的公共圖書館，除了
商總的圖書館，還有柯蔡宗
親總會的圖書館以及王彬街
的新世紀圖書館。後來有菲
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的圖書
館，陳延奎圖書館，以及中

正學院的菲華圖書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
日的華僑周刊第一卷，菲律賓華僑商報著名
記者韋華的特寫《華僑的圖書館》，說到：
擯開華僑私人圖書館不說，只說一些「公
家」的和「半公半私」的圖書館。華僑社會
裡截至現在，只有一家公開的圖書館，這就
是設在市區青年會的烈士圖書館，是僑界為
紀念抗敵會殉難烈士們而創設的。

韋華的特寫《華僑的圖書館》：烈士
圖書館是華僑唯一公共的圖書館，裡面的
藏書總共只有中文二千五百四十六卷，英文
六百餘卷，還不及些比較完整的個人藏書，
且是一道修長走廊改建的。僑界不乏熱心社
會人士，希望能夠設法補救，鼓起華僑讀書
風氣。

菲律賓的圖書週剛過去一個星期，書
報和街面上，常可看到慶祝圖書週和圖書週
大減價的字樣。菲圖書委員會在圖書週中會
大加宣傳，要促使國民對「圖書」兩字，得
到一點起碼的認識。西人有說：「一個圖書
館儲有人類所需要的脂肪」。又說：「圖書
館是促進民眾知識的中心。」現在，讓我們
在圖書館週剛過去的時候，來看看華僑的圖
書館事務和風氣。

華僑的圖書風氣濃厚麼？我們可以很
確定地說：「不!華僑的圖書風氣太慘淡

了!」目前岷市所有圖書館每日讀者的人數
少得可憐，三五個圖書館每日讀者總數最多
只有六百五十人至七百人。岷市華僑人數約
六七萬人，華僑學生佔約二萬人，其中只這
六、七百餘人經常走入圖書館，由此可測定
岷市華僑對圖書沒有興趣。但由另方面觀
之，因為圖書館根本很少，容納不了許多讀
者。擯開華僑私人圖書館不說，只說一些
「公家」的和「半公半私」的圖書館。華僑
社會裡截至現在止，只有一家公開的圖書
館，這就是設在市區青年會的烈士圖書館，
是僑界為紀念抗敵會殉難烈士而創設的。其
餘書籍比較多一點的，有本市華僑中小學校
的圖書館，好比中正中學，華僑中學……
等。華僑烈士圖書館的記錄，每日到館覽讀
的僑胞，有一百名左右，中正中學圖書館每
日學生借書覽讀的，有三百左右名。華僑中
學圖書館，每日到場借覽的約一百五十名，
亦即平均七個學生中間，每天才有一人到圖
書館去。縱觀這些記錄，學校的圖書館只有
少數學生覽讀，公開的烈士圖書館則只有百
來人，而且多半是經常的讀者。那麼，其餘
的僑胞，其餘的學生，仍有大部份沒有與圖
書館接觸過，有的也許是因為偶然需要而走
入圖書館的。也許中年人都忙著撥算盤，沒
有時間也沒有興趣上什麼圖書館，空閒時偶
然拐到書店買一兩冊「七俠五義」這類看
看，根本不必上圖書館專找某部書研究某種
知識的。青年人，唔，青年人本來是「好
動」的，除了不得不充塞一下的功課外，他
們寧願打打球，看電影，東走走西望望……
誰喜歡呆呆地在圖書館翻書本，不怕給人家
稱綽叫「呆鳥」嗎？

醺人

返步奉和

探長、老弄二兄《偶感》

無求險亦夷，執著始堪悲。
固本身珍衛，瘟生孰敢欺。
功名皆鬼話，酒釀最神奇。
祿蠹隨他去，黃湯暖肚皮！

原玉：
《偶感》/王斐

拉旗作虎皮，此舉不稀奇。
無意隨風轉，都為怕狗欺。
道衰君子遠，禮失聖人悲。
暴力成真理，官貪夏勝夷。

戲和
王斐兄《偶感》/弄潮儿

人樣要人皮，無皮靠出奇。
過江龍大叔，不怕遭蝦欺。
拍馬三分樂，吹牛十足悲。
送君皮一件，產自夏威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