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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蒲公英

小馬要忘記背後 努力向前 疫情又有異動了
俗 語 說 得 好 ， 「 一 朝

君子一朝臣」，又云：「勝
者為王，敗者為寇」，是千
古不變的定律，人在做，天
在看，人心隔肚皮，誰是誰
非，並非是以花言巧語來掩
蓋其真相，我菲國的總統，

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雖無古時皇帝之
權，但還是能掌握老百姓的生活起居，甚至
生命的特權，我國菲律濱號稱為民主自由的
國家，但是大部份是抄襲美國式民主的版
本，而且變本加厲，政府各級官員充滿了貪
官污吏，天下的烏鴉一般黑。

小馬就職的演講詞，其重點是「忘記
背後，努力向前」。這個論點我們可能很多
人會同意，如果我們一直糾纏在過去歷史的
是是非非，我們將永遠活在痛苦與仇恨的深
淵，是非曲直，歷史自有公斷，公道自在人
心。但是老馬所犯的錯誤，是永遠揮之不去
的陰影，但我們平心而論，老馬的錯誤是不
能記在小馬的身上，但其所欠的遺產稅亦要
給我國菲律濱群眾一個合理的交代才對，馬
可斯家族的祖厝是在仙範市，我也是住在仙
範五十多年，六月卅日午夜，仙範還是煙火
通宵，大概是馬家在祖厝擺設慶功讌，這間
祖厝已被荒廢36年之久，如今再重新裝修，
大概前第一夫人依美黛會重新「鳳返巢」，
重溫昔日的舊夢，依美黛一生最大的願望，
是要看到其獨子小馬秉承老馬衣缽當上菲國
總統，這個願望如今已是如願以償，上天不
負苦心人。既然上天再給馬家另一次的機
會，小馬就必須好好地表現。

六月卅日是小馬的就職典禮，按照常
規，小馬必須於當天中午十二時以前宣誓就
職才能算數，我於是日早上十時開始守在視
頻觀察整個就職典禮的程序，依照電視台的
報導，程序要於早上十時開始，先到馬拉干
鄢總統府舉行新舊總統交換典禮。據說杜特
地要一切從簡，但結果還是依照慣例，杜特
地準時到達，小馬是遲到30分鐘，杜特地不
參加小馬就職典禮，隨後直接到機場乘機回
到納卯市回歸其平民的生活。（編者按：杜
特地總統離開馬拉干鄢後，先前往馬加智逛
商場，吃午飯再前往機場。）

小馬是我菲國第十七任的總統，他選
擇在菲律濱國家博物館即前的參眾議院舊址
舉行，據稱有三萬多的群眾參加，他的第一
夫人露意絲•亞蘭尼沓及三位公子和小馬並
排而坐。

小馬宣誓完畢後，開始發表談話，其
演講花費了半個小時，他跟其先父老馬一
樣，不必看講稿，口才流利，大部份是以英
語發言。（編者按：小馬科斯是看著提詞器
講話的。）

小馬在演講之時，至少三次提到其先
父的成就，這點難免會被人質疑。

他說：「有個人目睹自菲律濱獨立以
來，取得的成就多麼有限，在一片人們擁有
最大潛力獲得成就的土地上，人們卻很貧
窮。但他（老馬）做到了」。他的兒子未
來也會做到。你不會在我這裏聽到任何藉
口。」

他又說：「與他之前的執政者相較，
我父親建了更多、更好的道路，稻米產量也
更高，前總統杜特地比我父親之後的執政
者，建了更多、更好的道路。」

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杜特地在他任
內，對基建工程、修橋造路實在有些成就。

小馬要老百姓不計前嫌，不再繼續算
舊賬，原則上我們是可以接受的，如是老馬
要功過對比。他的過錯誤就會大過其功績，
既然不計前嫌，就不要再邀功了。

小馬可斯又說：「他將如期完成已啟
動的工程。我不會居功。我想在既有成功的
基礎上更進一步。」

他 表 示 ， 我 們 曾 經 擁 有 一 個 教 育 體
系，如今由副總統沙拉來任教育部長，她當
會重振旗鼓。使我國的教育體系更上一層
樓。

根據日前報章的報導，我國菲律濱的
民眾對小馬的期望，有百份之七十五的民眾
希望小馬就任後，經濟能復甦，使耕者有其
田，居者有其屋，更希望小馬就任後，能降
低米價，人們能買到便宜的食物。

俗語說得好：「好的開始，是成功的
一半。」如是小馬能秉承父老，為人民服
務，這是對的。但是絕對不能重蹈舊轍，被
其貪婪腐敗的惡習所傳染，老百姓就會再度
受苦。

我們華社的群眾，十之有八九是支持
小馬的。因為我們期待我國今後能有一個好
的開始，有一個真正有為國為民，肯犧牲，
肯奉獻的領導人，我們最近這三年來，人們
的生命，財產，經濟，教育，醫療，損失太
多了，我們希望有個有魄力有毅力，能敢為
敢為的撐舵人，使我們能乘風破浪，重見天
日，我們華社的團體，永遠是支持現政權，
所以支持小馬沒有什麼不對。

疫情又有異動了。
我像巨驚弓之鳥，也像

個一朝被蛟咬，幾年怕草繩
的人。

疫情實在又有異動，也
難怪我又憂心忡忡。

疫 情 從 六 月 一 日 的
一百二十六宗確診數字，慢慢地節節上升，
一直到六月中旬，每天以幾十宗到一百宗的
速度上升，到前天六月二十四日，已經飆升
至七百七十宗了。因新冠疫情病歿的也從好
多天清零一直到最近四天每天都在上升，前
天就升到十二名病亡者。這種數據在已經歷
了好多天的清零狀態後所呈現的數目字實在
令人觸目驚心的。

剛剛我讀了一則訊息比原始版的奧米
克隆更厲害的變異病毒，它的特徵，我野人
獻曝，不厭其煩地報告給讀者。

感染了更進一步的新型變異病毒有如
下幾點特徵：一、沒有咳嗽；二、不會發
燒；三、關節疼痛；四、頭痛；項頸疼痛；
六、後背部疼痛；七、肺炎；八、食慾不
振。

麻 煩 的 是 ， 感 染 了 經 過 核 酸 檢 測 呈
陰。

該訊息呼籲大家不要放鬆保持社交距
離，至少在一米半，戴雙層口罩，勤於洗
手，別趨趟，向著人多的地方擠，打預防
針，有充足的睡眠，還有一條我想應該是：
別胡思亂想對號入座，杞人憂天，自己給自
己找麻煩，發現懷疑的症狀出現最好問診醫
生，別自己嚇自己。

這 世 紀 大 瘟 疫 給 人 類 帶 來 莫 大 的 煩
惱，平白無辜地犧牲了上百萬活生生的生

命，是天災還是人禍，我們是不得而知的。
自 從 世 紀 瘟 疫 掀 開 了 驚 天 動 人 的 序

幕，有一個問題時常繞在我的腦際。我總覺
得這場殺人無數的世紀大瘟疫是美國一手搞
出來的，他的目的只是想毀滅中國，那知這
場生化武器侵略戰爭，美帝是殺敵五千，自
損百萬。至於這百萬可憐的美國人民，以老
者、拉丁裔、非洲裔的公民死亡率最高，是
不是老美，滅了中國，同時也消滅一些他們
認為多餘的人口，這只是我不成熟的揣測，
不足為信。

只是一點，美國在這場世紀瘟疫上向
中國潑髒水是不遺餘力的。中國打開了美帝
懷疑的中國生物試驗室，光明磊落地給聯合
國衛生部專家去調查驗證，什麽也沒發現，
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真金不怕爐火，我們
坦誠以對，美帝是不依不饒，說什麽要派他
們的情報人員赴華調查取證，原來美國的情
治人員都是生物化學專家，了不起啊！

這下中國發火了，要求美國開放他們
全世界二百多處的生化試驗室，公開他們
的特德里特堡，還有武漢軍人運動會得病的
運動員到底得了什麽病，他們的運動員不到
旅遊勝地去觀光旅遊，卻跑到海鮮市場去播
毒，這還有很多中國提出的質問，他們裝聾
做啞，一項也不給予答復，世界超級強國就
是超級強國，他不給世界一個解釋，你能奈
他何！

眼看新冠肺炎病毒已漸有點緩緩地一
步一步離人間遠去，不料又再打個回頭槍，
又開始蠢蠢欲動，到底這瘟疫還作賤遺害人
間多久呢？

我們也只有無語問蒼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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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油條

丟掉幻想 準備戰爭
美國被公認是世界經濟

及軍事第一的國家。然而，
中國經歷這三十餘年默默努
力 苦 幹 ， 終 於 走 出 經 濟 第
二，而軍事，太空，科技許
多領域都有超越美國趨勢。
但中國人始終抱著那種中美

和平相處心態，希望與美國合作共同發展來
造福中美兩國人民，進而促成人類有個和平
安居樂業的地球村……。可是，美國卻總是
執著安哥羅薩遜（ANGLO SAXON）那種高
人一等傲慢和優越感，同時標榜民主自由和
人權來欺凌壓迫不合已意的國家，更甚地美
國從來就不願見到與一個以社會主義國家，
文化不同的中國和平崛起，儘管我們説過了
千百次中國沒有與美國爭奪世界第一意願。
中國人只希望能在各個領域戰戰兢兢超越自
己，優化自我而已。可惜我們千百次善意的
表白，卻落成了白説得不到相信……。

強悍安格羅薩遜（ANGLO SAXON）人
種的美國，從來就是不會容忍被一個實施共
産主義的中國超越自己。三十年來中國走在
崛起路上，炎黃子孫與生俱來抱著那儒家思
想，苦口婆心捧著菩薩心腸與人為善，本著
在與美國和睦相處平等互利基礎上，甚至我
們以韜光養晦心態，默默嚥下了許多對中國
無理的制裁及限制。渴望看到中美關係有一
天會走出柳喑花明又一村的美好明天，可悲
地三十年來我們的願望耐心依然落成空談。
豺狼兇殘獠牙從來沒有收歛過，它甚至變本
加厲地咬得更緊更深更痛，中國人沉溺在
痛苦萬分唬號中，終於在吶喊掙扎洞穴徹悟
出拋棄對美國和平相處的幻想。我們曾經釋
放出千百個善意唬號，換回的確是千百個對
我們不公的制裁，增加關稅，限制芯片，抵
制華為，限制騷懮中企在美種種規範合法權
益。更甚地在亞太召軍買馬，糾集韓日澳干
涉。台灣問題，同時舉著航行自由旗幟穿越
中國十二海浬台灣海峽，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曾經明確警告美國，台灣海峽不是國
際水域。它是屬於中國管轄的領海，是聯合
國海洋公的規約。可恨地霸道美國依然是我
行我素，肆無忌諱繼續它的橫行霸道……。

最近在視頻聽到前中國駐美大使崔天
凱談及中美關係，崔天凱大使説出了他對美
國政府對中國絕對無法找到和平共處的交
叉點。聽完崔大使分析美國在種種氛圍尋找
抗擊中方的論述，親切感悟規勸國人放棄與
美國和平相處幻想……，要急速充實自己國
力，做好軍事鬥爭凖備與美國打一場統戰
爭。我對崔天凱的見解深有同感。今天特將
崔大使這些年來在美外交生涯積累的經驗，
所説出的一席肺腑之言。將其幾個論點簡略
下來，與供讀者共享……。崔天凱大使生於
1952年的上海。八十年代進入上海師範大學
外語糸英語專業。畢業後進入聯合國

秘書處的中文部翻譯。到了2013年他代
替了中國駐美大使葉業遂的職位，在他37年
的外交生涯，接觸著美國許多政客，資深媒
體深深地把美國的嘴臉看得相當透徹。中國
對美國已沒有和好相處回旋的餘地，唯有佂
服之。崔天凱説美國對中國有四點核心的打
壓：

第一、美國絕不能允許一個意識形態不
同，社會主義國家，乃至文化大不相同和一
個種族不同的中國崛起。

第二、美國對中國有種族歧視意識，把
中國看成是低級人種，有一種嚴重的種族歧
視因素。抱著白人高人一等優越感的傲慢。

第三、美國對中國打壓遏制沒有底線，
美國會千方百計對華打壓遏制分化圍剿。

第四、徹底拋棄幻想，凖備一戰。保持
清醒頭腦，充份凖偏。應對曲折動蕩甚至是
坐過山車埸景，維護好14億中國人難苦奮鬥
得來的成就，告訢所有中國不要對美國存有
任何幻想。

崔天凱分析第一點只要中國崛起，美國
就認為那就是中國的原罪。美國絕不會允許
它發生的。這就說中國怎麽析出對美友好，
美國都不會滿意和認賬。第二美國認為沒有
必要對中國人尊重，這説明美國人從骨子裏
就看不起中國人，不尊重中國人。第三點美
國對中國的打壓遏制，無論用任何手段，都
不會講原則也不會講規矩，不講理由，不講
法律，沒有底線和良知。只要能打壓遏制中
國，想怎麽幹就怎麽幹，第四個觀點，基於
以上原因，我們要丟掉幻想，必須做好與美
國一戰的充份凖備。要戰就要徹底打服它，
打痛它，把它打爛打分裂，其它幻想都必須
放棄，什麽競爭又合作，什麽相互溝通理解
等等，這些話只能作為外交延緩溫婉話語，
中國不被它佂服那就要佂服它。這就中國對
美國的唯一做法，這非所願，卻必取之別無
它法。

美國會繼續拿所謂的民主和人權作武
器，針對中國遏制和絞殺，攻擊中國將會更
明顯。美國將對中國構建一個機制化的所
謂民主國家包圍圈。利用媒體制造更多謊言
事端攻擊中國，圖謀在全世界搞臭中國，以
新疆，西藏，台灣，香港和南海等話題，都
會不斷被美國大事炒作，中美在意識形態鬥
爭將會越來越烈。美國已經對600多家中國
高科技企業實施制裁，禁用中國新疆産品服
務，蘋果正在將中國企業踢出其供應鏈，這
都會在2022年延續，美國聯合其盟友在全球
構建的高科技壁壘將會成型，中國與美西之
間的高科技壁壘，會越築越高，中國將完全
無法從西方，特別是美國獲得任何有價值的
高科技。隨著美國將全球芯片産業轉移到美
國本土，美日韓歐及中國台灣會形成一個高
端芯片聯盟，中國包括汽車智能手機，所有
需要芯片的産業都會受到影響，可以説2022
年中國在芯片領域，會受到更嚴重的威脅。
面對的形勢會更加兇猛，美國對中國發動的
高科技戰爭特別是芯片戰爭是未來美國絞殺
中國唯一的最後一根稻草。美國己無法在軍
事上打敗中國，今後要打破美國對中國的芯
片封殺，只有依靠我們的智慧不懈努力來打
破美國的封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台灣和
南海將成為今後中美進行激烈軍事較量的主
戰埸。

2022年美國將會在南海興風作浪破壞
南海的平靜，攪渾東盟各國與中國的合作和
關係。將會全力在南海爭奪軍事主導權，中
美在南海的博弈會更加的激烈。在台灣美
國會進一步的武裝台灣，美國與台灣官方往
來將變成常態化……。這些對中國都是一種
中華民族嚴重的挑戰和威脅，所以十四億中
國人，我們要清醒的告訢自己有一個心理準
備，當中國的軍事在不久時間凖備好的時
刻，中美肯定需要最終一戰……。

稿於2022年6月28日

陳舜棉

珍惜水緣
每次當我來到慈濟志業

園區，走到大廣操上，都被
一塊間隔一塊的四方磚吸引
住，每次都會駐足在那兒琢
磨片刻，為何每塊四方磚石
的間隔都要留一條隔縫，再
種上綠草，白磚間隔綠草，

一眼望去，整個廣場很是賞心悅目，但一不
小心就會被絆倒，摔個人馬仰天，怎麼不給
鋪平，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剛好有一天問了執行長師兄，方知這
是上人的智慧，因為慈濟的建築亦以能透水
的連鎖磚，取代封閉地表的水泥，中間留個
間隔縫，為的是讓大地能呼吸，讓天降的雨
水滲透入土壤，儲存為源源的地下水脈，還
有地磚都是台灣慈濟人利用現代科學，把廢
品如塑料空瓶，垃圾等廢物去提煉而成四方
磚，據說每片磚塊到夜晚還會閃閃發光，猶
如無數的「火金姑」（螢火蟲）在翩翩起
舞。

原來如此，真是漲知識了！上人一向以

身示教，一盆水可以從早晨用到入夜。這份
用水哲學，是對上天賜水源潤澤蒼生的感恩
疼惜！慈濟執行長楊國英師兄緊跟上人的步
伐，沒忘記上人的諄諄教誨，園區的每個建
築，可都是印證了上人的勤儉節約，如咖啡
廳的每個窗，每個門，每張桌子椅子，點點
滴滴都潛移默化了上人的智慧，為菲律濱慈
濟節省了不可估量的財富！執行長的睿智，
讓每到過咖啡廳的客人都敬佩無比！

今日科學也證明冰川河流，海洋，風
雲，皆是地球水循環的一部份。水大調和，
風調雨順，萬物繁生；水大不調，則導致暴
雨，乾旱等極端氣候，受難的還是人類自
已。

全球每次災難，如颱風，大水都是人
類過度開採，導致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敬
訊。化解危機的關鍵，在於人類是否能克已
修身，以《法》為水，洗去內心的貪念和瞋
癡，降低欲求與消耗，減少對環境的破壞，
讓地球有休養生息的機會，回歸天地人和
諧！

醺人

返步奉覆

陳扶助兄《遙寄》
（一）

 由他逢或未，仰念酒般醺。
 無尾熊楓葉，逍遙我共君。

 （二）
笑傲凡塵外，雙雙自在身。
龍吟杯作伴，代水酒成鄰。

 原玉：
《遙寄老友》/陳扶助

（一）
曾遊楓葉國，惆悵未逢君。
斜月霜飛夜，獨酌人易醺。

（二）
莫道淡如水，天涯若比鄰。
寄情無贅語，珍重苦吟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