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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豆豆

小馬能以身作則繳納稅務嗎？ 嘉寶逆襲記（四）
語云：忘記背後，努力

向前。如今已九十高齡的前
總統暴君馬可斯夫人依美黛
曾許下宏願，希望老馬被罷
黜之後，能在她離世之前重
返馬拉干鄢總統府，希其唯
一的兒子小馬能重見天日，

重握政權，皇天不負其所望，終於老馬被推
翻的卅六年後，小馬以高票中選重返總統府
完成其母親的心願。

世事千變萬化，人情冷暖無常，昨天
的敵人，經過時過境遷，已成為今天的朋
友，在我菲國政壇，這是見怪不怪之事。

所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為了
利益，父子反目，兄弟恩將仇報，在我菲華
社會並非罕見之事。很多事故，造成家庭的
不幸，皆是為了金錢才會變為家庭的悲劇。

經 過 匯 集 各 方 面 的 消 息 ， 小 馬 中 選
後，當著手處理國事及家務事，百廢待興，
但小馬胸有成竹，必定能應心順手，好好地
安排其治國的良策，在處理其私人家庭的問
題上，很多人認為他必首先追回其被外國政
府所凍結上億萬美元的存款，這些存款如能
加上利息其龐大的財富，必定是天文數字，
富可敵國，以他如今是菲國總統的身份，如
要追回，並非難事。坦白說，這些存款留在
外國政府的手中，對菲國亦無絲毫的利益，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若能歸還，可能一部
份使我菲國受益，希望是這樣，最少亦能減
少政府的貪污。

小馬另一個問題，就是小馬如何來應
付其家族所欠的稅務問題。據稱老馬在菲國
一部份的商業機構之股票皆是以他的傀儡註

冊登記，這些在菲律濱的資産一部份已由菲
政府好政府委員會追回收歸國有，另有一些
則被他人盜取，無翼而飛，這是眾所周知之
事。

在小馬上任之後，他如果面對政府追
逐馬家所欠的稅務，根據報章最新的報導，
即將上任的稅務局局長莉莉亞·義禮莫LILIA 
GUILLERUO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如稅
務局將來向馬可斯家族追繳遺産稅，他希望
小馬能積極配合，以身作則。為廣大納稅群
眾樹立良好榜樣。他尚未看到相關文件證明
最高法院1997年裁定馬可斯家人漏繳230億
比索遺産稅。

我們認為小馬對厘務局所追繳的馬家
稅務不會置之不理，因為這有很多技術的
問題，政府所玩的是種政治的遊戲，而小馬
亦會為了滿足菲國群眾的好奇心，其仙人自
有妙計，他必定會採取一面抹壁雙面光的策
略，當小馬大權在手，就能隨心所欲，他絕
對不會再走老馬的“不歸路”，在眾多的總
統繼老馬之後，對追逐老馬家族稅務的問題
並沒有中斷，但是馬可斯家族皆有過五關斬
六將，卅六年來並無大礙。

義禮莫又說，她希望下週與將離職的
稅務局長西莉杜萊CASAR DULAY交接期
間，察看馬可斯欠稅的資料。

她又說，但我應該有個準確的數據，
我應該知道那個決定真正的含義。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看看以後小馬上
任之後的發展，無論如何說，義禮莫是小馬
的下屬，他所作所為真正的用意是什麽？

一切的疑問皆會於小馬上任後才會真
相大白。

有一段時間，我回歸家
庭陪著嘉翊倆寶成長，每天
晚上吃完晚飯後，我們都會
在小區裡散步，這是我難得
的親子時段。2015年，我與
我們中學學霸同學恢復聯繫
後，當他瞭解到我的孩子們

的情況以及我一路教育孩子們的經歷後，因
為他的女兒正在經歷美國的留學申請，他鼓
勵我的女兒們也走留學美國這條路，並且特
地飛到菲律濱一趟給我們信心，給了我很多
建議。

當時的我，是一個全職媽媽，家庭經
濟並不寬裕，我同學鼓勵我只要孩子足夠優
秀，留學絕對是能行之路。正好在同一段時
間，納卯龍華寺有一個從美國過來菲律濱的
師父，他正在讀研究所，他也告訴我孩子們
可以通過申請美國的獎學金來完成她們的大
學學業。

當我跟孩子們提到大學到美國留學這
件事，她們都說連想都不敢想，因為她們知
道這個費用將非常巨大。

人生這條路，總會碰到很多岔口，選
擇不同的路，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在你不
知道如何選擇時，這時，在對的時間裡遇到
對的人，選擇走對的路，人生中如果有這樣
的貴人真是幸運，嘉寶這孩子與無數人結好
緣，所以不管到哪裡，都有貴人相助。

2015年9月開始，嘉寶就開始準備美國
大學的入學考試，每天除了繁忙的功課，還
有學生會的工作，週末足球隊的訓練、比
賽。

這年年底，馬尼拉開始了一年一度的
「菲華傑出學生」的評選，我堅持讓嘉寶去
報名參加。雖然嘉寶入讀的是華文學校，可
是我知道她的華文的水平也只有小學水平，
報名時必須寫的一篇自傳，她寫了一個多
月，直到最後一刻她才完成。寫好之後，嘉
寶跟我賭氣說是為了我才參加這個評選的。
沒想到12月底，我們得到消息，嘉寶進入了
複賽。

我堅持讓嘉寶參加這個活動的想法就
是要培養她的信心，同時也讓她相信天外有
天，山外有山。2016年元月中旬，幾乎沒有
準備，我陪著嘉寶來到馬尼拉，參加「菲
華傑出學生」的複試，我們家這個中文水平
「半桶水」的嘉寶竟然過關斬將，獲得了
「菲華傑出學生」的殊榮。

一切彷彿是在意料之中，又仿若在意
料之外。因為嘉寶各個方面全面發展，優秀
到所有認識她的長輩們都交口稱讚，但是，
嘉寶又是一個資質智力非常一般的孩子，在
強手如林的競爭對手中，要脫穎而出，難。

這次的馬尼拉之行，嘉寶開了眼界，
也交到了比她優秀的朋友，給她帶來了很大
的信心。回到納卯後，嘉寶數學競賽得獎
了，化學奧林匹克賽得獎了，她寫的新聞甚
至在菲律濱《星報》刊登出來。

2017年，在納卯亞典耀讀高中的嘉寶
是學生會的公關，是納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慶晚會司儀，很多慈善活動都有她的身
影，並且能獨當一面。這一年，她順利的得
到了美國五家大學，菲律濱兩家大學的錄取
通知書。

最後，我們選擇的是MSOE這家位於美
國中西部的工程大學，因為我的堂兄就居住
在那個城市。如果孩子有需要的時候，有個
親戚可以照應得到。

從十年級開始，每年的暑假嘉寶都會
去不同的公司上班，鍛煉。這也讓她很快的
適應了美國的生活。

四 年 裡 ， 嘉 寶 在 美 國 大 學 裡 一 直 是
最高榮譽生，從他們學校的國際生大使，
Circle K亞太大使，斯坦福大學的國際大學
雙創學者到今年獲得了美國六家大學的研究
生的錄取通知，最後嘉寶選擇加州大學伯克
利分校成為首屆分析碩士的50名學生之一。

給孩子一個實現夢想的機會，給她毅
力與勇氣，引導她走上一條適合她的路，資
質一般的孩子不會輸給聰明的孩子。

嘉寶逆襲了！

（06/26/2022）

施文志

「華僑的圖書館」（二）
五十年代的華僑社會，

除了烈士圖書館以及學校的
圖書館，喜歡閱讀的華僑讀
者，除了去圖書館覽讀，就
是去王彬街那些書店買書。
而王彬街的那些書店都是出
售一些什麼書籍？一九五一

年十二月九日的華僑週刊第一卷，菲律濱
華僑商報著名記者韋華的特寫《華僑的圖
書館》。

【大腿風】：偶然從王彬街走過，逗
腳望望書局裡面，只見紅粉紛飛，美女大
腿和色艷的封面，一冊冊引人入勝，手指
自然而然把它拿起來翻翻，另一手自然而
然地掏出錢包來。在書店的另一角落，一
些被人認為書獃才唸的書籍，堆積一旁，
似乎從沒有人摸過。書店的人說：「唉，
生意還是生意，沒有這些易銷的大腿雜
誌，單靠「好書」，準給餓死的喲!」可不
是嗎？在這種風氣薰染之下，書店快要被
迫變成低級雜誌店了。在圖書館稀少的今
日，書店是不容走上這條路的。

然而究其實，華僑現在讀書的眼光
和胃口，是越粉紅色和浪漫蒂克了。青年
人不願做「呆鳥」和「書獃子」，中年人
不願花時間推敲這「不實際」的文字，於
是人人走上活動的途路，做著「實際」的
工作，把時間花在蹤蹤跳跳和撥算盤珠上
面，有一點點時間，寧可看大腿雜誌的書
本，比看「八股」文章有味道。常常聽見
許多人傷悲地感嘆說：「讀書又有什麼用
處呢？一張文憑換得幾支羅白米呢？」由
這種感嘆，懶讀書的人便乘機把書本推
開，取笑學生以「死讀書，讀死書，讀書
死」，動輒把書獃的帽子戴再愛讀書人的
頭上。於是凡屬正統的書全給人們遺忘
了，圖書館的意義幾乎也給人們疏忽了。

但是目前這樣華僑社會可以說太「現
實」了，太活動了，現實得件件事情都以
錢孔估量，活動青年們都有點狂癲放羈，
像出棚野馬樣難以收束了。現在我們所缺
乏的，也許倒是一點書癡子氣，以促使

華僑青年向圖書中找覓一些寶貴的知識，
充實自己。從書本種喚迴點民族意識和一
點起碼道德。減少風花雪月的思想，減少
市儈的面孔。縱觀現在學校中學生，多半
過著學校生活，而不是讀書生活。清早拿
著書包上學校，放學後，就是吃飯玩耍，
教師指定下來的功課，勉強大抄襲應付一
下。自己的教科書本已無暇顧及，那裡還
會想到什麼圖書館呢？尤其現在菲律濱學
校肄業文科的學生，自己不上圖書館翻覽
參考書，只從教師印賣的講義，是讀不出
一個結果來的。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文化教
育水準，可由圖書館的多少，和民眾走入
圖書館的情形鑒別，一個沒有圖書館和沒
有圖書風氣和讀書風氣的民族，他的文化
水準不是退卻，便是痳痺。

【鼓起讀書風氣】：我們的圖書館和
讀書風氣，雖然不致於退卻，不致痳痺，
但至少是萎靡不振。上面大慨的統計，每
日入圖書館讀書的，有七百人，若連同各
菲校僑生，小僑校和私人圖書館與覽讀
人數計算，最多是一千名。這個數目不包
括「月月紅」的讀者。有人推測，連「月
月紅」讀者計算在內，讀者數目應相當可
觀，因為這類黃色雜誌在僻街巷裡也有推
銷處，冊數很多，而且一本「月月紅」的
讀者將不只一個人，其他類似的雜誌，
和鴛鴦蝴蝶派的讀者，又是一個不少的數
目。

以居留有六七萬人的岷市，而華僑讀
者只有千名之數，華僑讀書的風氣，實在
是太慘了。

這個時候，我們需要鼓起一個讀書
風氣，一個圖書風氣，和一點書癡子的風
氣。把人們從大腿和鴛蝶之間奪回來，鼓
勵他們走入圖書館。菲圖書週的時候一些
華僑書店曾「嚮應」而扣折售書，現在，
我們懇求他們也「嚮應」華僑的讀書和圖
書風氣，少賣帶有大腿臭的書籍，救救中
華民族的道德意識。我們載懇求，先從學
生著手，學生每星期盡量迫使自己至少讀
有益書一冊。

老頑童

 《學究天人奈若何》
—五四感懷「我的朋友」胡適之——

學究天人難獨秀，投胎亂世歎唐虞。

哲髦清末思非易，旗手民初道不孤。

適應從流名號適，糊塗拒命祖宗胡。

光輝五四開新紀，登錯賊船擁獨夫。

軍火討催搖物樹，美金遊說外交儒。

奔波抗日誠明智，依附鬩牆太腐迂。

北大書壇崇座棄，台灣渾水幕僚輸。

風雲半世如商鞅，時不利兮有亦無！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陳扶助

古韻新詞系列之四
【一 災害】

水災火災加疫災，惶惶黎庶泣泉台。
那堪廬舍灰飛滅，又有導彈打過來。

【二 貧賤】
曾是亂離劫難身，鞍前簷下賤如茵。
棲遑歷盡人間苦，恨煞權豪不濟貧！

【三 預警】
艨艟巨艦飄星旗，人血饅頭快朵頤。
台海橫行遭惡報，滿天流矢滿船屍！

【四 美歐關係】
美國制裁俄羅斯，歐盟漏夜叩丹墀。
不買糧油會凍死，懇求御旨稍推遲。

 【五 財色】
君子諱言色與錢，奈何意馬最難拴。
紅顏傾國玉無價，有道風流是性天。

 【六 心裏話】
吾死吾生水上煙，不貪甘旨不差錢。
求醫服藥勤鍛煉，為愛兒孫把命延。

 【七 人鬼緣】
淡月疏星寒色天，縈懷疑慮難成眠。
情深命短思無盡，憧憬西洋人鬼緣。

 【八 浮生】
養親育幼順天心，不慕虛榮不拜金。
朝露人生東逝水，何須惆悵訴瑤琴。

 【九 烏克蘭】 （順口溜）
不要中立要戰爭，總統胸中有甲兵。
若把國家當賭注，億萬美金我獨贏。

【十 最差總統】（順口溜）
要選最差美總統，川普以外更無倫！
誰知繼任癡呆老，才是最差被選人。

2022年6月24日寫於澳洲

王承天

凝眸世局盼賢才詩三題
（一）同遊

岸上人來歌婉轉，溪邊風起鷺翩躚。
蔥青麥穗多豐茁，紅紫荷蓮更俏妍。
黃菊霜期呈晚節，丹楓日映現酡顏。
文侶同遊心喜悅，豪情澎湃詠詩篇。

（二）夏夜
夏夜微涼獨倚欄，椰歌蕉韻意闌珊。
瘟妖肆虐憂民苦，災劫頻煩行道難。
親友情深千里隔，夷邦客久幾時還？
心事磅礡連廣宇，尚喜神州出俊賢。

（三）感懷
宵吟拈韻奈愁排，滄海橫流天漫霾。
歷劫紅塵多虎豹，凝眸世局盼賢才。
我輩利名焉著意，民生憂樂最縈懷。
蒼天有眼順人願，澇旱無生息禍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