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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蒲公英

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閒話安全守警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我深深地記得，當我
讀小學的時候，曾經讀過一
篇文章，就是教我們不要說
謊，是「狼來了的故事」，
有位牧羊人，他喜歡作弄人
家。在他閒來無事的時候，
就大呼「狼來了」，於是鄰

居就成群結隊要來把狼趕走，結果是場騙
局。這牧羊人就抱頭大笑。於是覺得很有
趣，第二次也是這樣做，鄰居將信將疑地還
是要支持他把野狼趕走。結果又是一場空，
到了有一天，真正的狼群來了要攻擊他的羊
群，他同樣地大呼小叫「狼來了」，結果沒
有一個人來幫助，羊群通通被狼吃掉。

我想到這個故事，就像從如今中美的
外交關係，美國的官員上至總統，下至國會
議員，甚至普通的老百姓，大部份都是口是
心非，講一套做一套。美國官方常常信口胡
言，常常將民主、自由、人權掛在口中。藉
口來以各種的形式支持「台獨」。他們唯恐
天下不亂，以訛傳訛，誤導誤判台灣蔡英文
使之自投羅網，以為有了美國當靠山，就可
以目中無人，胡作非為，好似一隻小青蛙站
在牛背上，告訴牛說，我比你高。

現在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自詡以維
護人權為由，要力挺蔡英文，並信口雌黃使
蔡英文得意忘形，要以雞蛋碰石頭之姿來與
中國大陸分庭抗禮，天不知，她已經中了美
帝的詭計，埋下了禍根。我覺得蔡英文有點
個人的風頭主義，不管台灣人之死活。

台灣被日本統治五十年，又分隔分治
將近百年，以前大部份年長的台灣人皆受日
本殖民教育，年輕的一代，沒有中華文化的
基礎，他們的思想是他們是「台灣人」，而
不是「中國人」。這就是台獨份子荼毒台青
的陰謀。所以我們希望中國能加強以中華文
化的統治教學之工作，統戰台灣必須以教育
做起。

我菲華族裔大部份的人都很愛國，愛
國不分先後，愛國要以實際行動，而不是作
秀來演飾，或以愛國為藉口來鼓吹自己。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就美方侵犯
中國主權發表談話。他說：美國國會眾議長
佩洛西不顧中方嚴正交涉，明目張膽到訪中
國台灣地區。這一行徑，嚴重違背一個中國
原則，惡意侵犯中國主權，公然進行政治挑
釁，激起中國人民強烈憤慨，引發國際禴地
普遍反對者。這再次證明一些美國政客已經
淪為中美關係「麻煩製造者」。美國已經成
為台海和平和地區穩定的「最大破壞者」。

全世界的人士大家都知道台灣是中國
不可分裂的一部份，這是不爭的事實。

美國所作所為是「明知故犯」，蓄意
製造兩岸的紛爭，而要歸罪於中國沒有「人
權」，他們有他們自己自私的目的，美國設
計阻撓中國兩岸的統一，是癡人說夢話。實

現國家完全統一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說
句實話，我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這是中國
近代史的進展，我們不會為「台獨」分裂份
子和外部勢力干涉留下任何的空間，美國意
欲用任何意識形態來支持台獨，一定不能成
功。

美帝處處破壞中國的發展振興，中國
符合自身國情的正確發展道路，我們將國家
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礎上，願與各國
和平共處，共赴時困。

我們奉勸美國不要幻想操弄地緣博弈
把戲，求和平，謀穩定，促發展，圖共贏是
地區國家其同的願望。美國要將台灣問題引
入地區戰略，渲染緊張，挑動對抗，是將逆
流反人性的無聊之舉。是和亞太人民共同的
願望背道而馳。

美國所作所為是顛倒黑白，是非不
分，美方先在台灣問題上大作文章，公然侵
犯中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眾所周知，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的問
題。中國主權及國土的完整是保疆衛國解放
軍的職責，於美何干？

有關台灣主權及核心的利益，可依照
1949年「開羅宣言」及1945年「波茨坦公
告」都明白無誤表明，國際社會對中國擁有
台灣的領土主權「不存在任何爭議」。中美
建交三個聯合公報明確規定，世界只有一個
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華人民共和
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

全世界共有181個國家，在「一個中
國」原則下和中國建立了外交的關係，這證
明了這是國際社會的共識。

多年來，美國政府多次承諾堅持「一
個中國」的原則，同時口口聲聲表示不會支
持「台獨」。本屆美國政府亦多次重申這個
約束。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國會是美國政府最
重要的部門，而國會眾議長佩洛西是美國第
三號的人物，於情於理，應該能瞭解這一重
點。佩洛西所作所為是嚴重違反他們的國
策，是種無知之舉。佩洛西夜竄台灣，自覺
載譽榮歸，其實她已樹立了無可原諒的禍
根，嚴重地破壞了南海地區的和平。佩洛西
一意孤行，主要是要挑戰中國核心利益來為
其政治生涯加分，她自作聰明，但是聰明有
時反被聰明誤，她成為破壞中美邦交的大罪
人。在國際的輿論界亦掀起了負面的聲音。

美國《金融時報》指佩洛西今次訪台
是「極不明智」且「不合時宜」。《紐約時
報》「表示佩洛西訪問台灣是完全「魯莽，
危險又不負責任」，而台灣不會因為這次純
粹象徵性的訪問而變得更安全，更繁榮。相
反地會使台灣的經濟大衰退，特別是屬於果
實、魚類及食品等各行業，台灣必會受到懲
罰，自食其果。

世界只有一個中國，是無可否認的事
實。

安全守警在我們這地方
舉凡像樣點的公司，都僱用
守門、保安，有時有的安全
守警還兼打雜。勤快點的東
家也許會多加點補貼，他們
也樂得多收點外快。

中型餐廳，有的安全守
警會幫忙收拾碗筷。大中型餐廳則在停車場
指揮顧客泊車，開車門，下雨時為客戶撐傘
遮雨，當然顧客也會給點小費，生意好的餐
館來客往，紛至沓來，每天收入的小費積少
成多，大都樂此不疲。

安全守警在神州大陸叫保安。古代叫
門衛，安全守警有的充當保護僱主的人身安
全，做起了貼身保鏢。

古代的鏢局，應該就像現在的安全守
警公司。武俠小說看多了，很多有關這些鏢
客的故事，引人入勝。

古代的鏢局負責把貴重財物從一個地
方運到別處，鏢車上都插上鏢局的旗號，要
看鏢局在江湖上吃得開不開，經營保鏢這行
局的大都是武藝高強，交遊廣闊，好像《水
滸傳》中的劫生辰綱那一回楊志押送金銀
擔，吳用智取生辰綱，雖然楊志並不是職業
鏢師，他幹的就是保鏢的活。

古代豪門大宅院，就僱用不少家丁，
這些家丁應該就是現代的安全守警或保安之
類的人。

他們的責任是負責保家護院。
最近在計順市的亞典耀岷里拉書院校

園內，就發生了一樁槍殺案，導致三死一
傷，死者包括一名校方的安全守警，導致那
次的畢業典禮只有取消，可憐那位安全守警
應該負有養老養少的家庭責任，就這樣一命
歸陰。

聽說有的大型商場，囑咐安全守警，
一聽到槍聲就立刻躲起來，等劫匪走後再出
來善後。打劫大商場的目標大多是鐘錶行，
這些鐘錶行都有連鎖店，每間鋪子都買了保
險，遇到打劫，損失自有保險公司賠償，他
們犯不著拿顧客的生命安全開玩笑，安全守
警的槍枝相對落後，他們訓練也馬馬虎虎，
比不上那些梁山好漢，武器精良，訓練有
素，跟他們駁火槍戰，很容易傷及無辜。

我們這裏經營安全守警公司的很多都
是退伍軍官，工跟軍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而那些安全守警也有不少是退了伍的軍警。

正規的安全守警公司費用也不會便
宜，雖然他們大部份的日子都平安無事，可
等有特別事故發生，那可是玩命的活，你最
近亞典耀大學校園內的槍聲，就要了一名安
全守警的命。

安全守警良莠不全，記憶所及，我就
想起二樁安全守警殺人的事。

一宗是發生在某華校，已經是泛了黃
的老黃曆，究竟那學生為什麽在校園被安全
守警槍殺，我也不甚了了了。

另一件是在華人區，也是安全守警槍
殺華人的事件。

岷里拉市的銀行街，有一陣子搶劫時
有發生。

那地方的銀行整條街，兩邊都開了不
少。一遇到打劫，劫匪撤退時遭受到前後左
右射來的子彈。那些銀行的安全守警守望相
助，劫匪知難而退，從此風平浪靜，不敢造
次。

拉拉雜雜講了一大堆，其實也都是些
老生常談的芝麻綠豆小事，浪費讀者的寶貴
時間，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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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油條

「賤民」何其多，
中國缺乏什麼？（一）

中國是個千百年封建社
會走過來的古國。「賤民」
在封建思想社會，意謂是受
人差遺指使的「奴婢」，拋
開古代遺留歷史的奴性賤
民。再翻開近代中國史中的
賤民奴婢，在今時今月被稱

為「賤民」說得文明一點就是甘願賣身受人
差使，為利益媚外，出賣國家民族的「漢
奸」奴婢。回首看看近代中國，滋生在數
十億中國人確有著數不完漢奸賣國賊，在近
代中國社會上到政府大官，下至凡夫走卒，
充斥得不勝枚舉，多如牛毛……。

最近在中國發生一連串哈日媚外事
件。現有吳啊萍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甲級戰
犯牌位事件，再來是中國國內精日組織舉辦
慶祝穿著日本和服，吃日本料理的「夏日
祭」，還有之前在瀋陽、大連、蘇州等地出
現的日本風情街，同時日本人在中國也設立
其日本人專屬學校，禁止中國人進入學校檢
查等等，使許多海外受過日本統治蹂躪的華
人，深深地感到不可思議，一個屠殺成千上
萬中國人的日本侵華甲級戰犯劊子手，竟然
能躲過戰勝國政府官員耳目，肆無忌諱，公
開大張旗鼓設立和舉行這種充滿諷刺和割傷
中國人民感情的事。難道這些地方官員真的
是瞎子，或是拿了利益而甘願墜落做媚日奴
婢的漢奸賤民嗎？故意網開一面允准發給一
切綠燈的許可證？

其實中國人在千百年過貫封建皇權制
度，長期受到貧窮深襲，生活潦倒環境困
難，養成一種對自己缺乏自信的心理。加上
那種皇權封建社會賤民奴性，栽值內心那種
一切都低人一等奴婢思想。形成一種懼怕和
投降主義心理，一旦遇上賄賂或利益引誘，
中國人極快被推入敵人預先設置陷阱，然後
又因封建思想的教誨「拿人錢財，為人消
災」哲理，成為一個赤裸裸日本忠誠漢奸賤
民……。

縱觀抗日戰爭歷史，我們不難挖掘出
中國充斥著太多賤民漢奸。毛澤東在抗戰時
期曾深刻分析出，民族的投降主義根源在於
民族的悲觀主義，也是民族的失敗主義在
作祟。由於投降主義產生的漢奸賤民，可以

稱是我們民族永遠難以磨掉的一塊傷疤。兵
荒馬亂的戰爭已經成為歷史，但給今天國家
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漢奸現實，依然並未絕
跡。在中國現實生活中，一些人還在繼承漢
奸先輩的衣缽，成為出賣民族利益的新一代
潮流。它有躲藏在深處的「經濟漢奸」、
「政治漢奸」、「網絡漢奸」等。君不見，
今天中國社會曾發現那些意志薄弱，和受利
慾熏心的貪婪名作家、記者、教授、活動家
等已經成為中國世仇日本勢力捕獵的對象。

最近發生玄奘寺事件兩個關鍵人物吳
啊萍和寺廟主持傳真和尚，這二人是明知故
犯，吳啊萍肯定拿著日本一筆可觀的錢，才
會去寺廟為戰犯買牌位供奉，她所編造的故
事都是「瘋的騙憨的」。再來吃人間煙火老
和尚「傳真」根本不是一位禮佛吃齊四大皆
空僧人，他是一位嗜錢如命，染滿世間凡塵
的罪孽。據說傳真和尚二十年前就有想賺錢
的雜念，他籌資拍了兩部歷史電影片，講述
的都是以日寇侵華時在南京罪行為背景的電
影。一部是《棲霞寺1937》，另一部是《三
藏塔1942》。傳真也因為拍了這兩部電影而
出名……。

傳真和尚很有商業頭腦，除了沽名釣
譽拍電影出名外，還開有六間公司糾纏錢財
孽海紅塵，這種六根不淨，吃人間煙火的和
尚，怎能配為達摩誦經面壁無邪念的弟子？
傳真和尚除了是出名的導演，尚且是一位佛
學大師，如此黏上人間污穢魚目混珠的假和
尚能說不會傷害佛海的聲譽嗎？由此我們可
以大膽的說，玄奘寺主持傳真和尚是心知肚
明這五位甲級戰犯惡行角色。而他還是選擇
不給上報，請問這是什麼原因？其中是否日
本特務已給了傳真一筆不可言喻的巨款，驅
使他拿人錢財要替人消災？

如今此事件發生後，南京玄奘寺主要
負責人傳真和尚已被撤去了職務，而民宗委
的一大要員也被免職或者警告處分。相關追
究責任還在調查……。但比傳真拒不上報
還嚴重的後繼問題被爆發出來的是，吳啊萍
拿款到寺廟為侵華日本甲級戰犯買三年供奉
牌位的罪狀，警察叔叔和公安大哥要如何處
理？	 	 	 	（待續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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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亞鴻

生雞卵無放雞屎有
對於竄訪中國台灣地

區的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
西給台灣帶來的影響，台灣
地區前外事官員介文汲8月3
日在島內節目中用一句閩南
俗語來形容她給台灣造成的
一大堆問題。介文汲表示，

這是佩洛西政治生涯最後一次國外之旅，
她以台北為工具來對大陸「示威」，希望
大陸可能有更嚴重的反應，「可是大陸看
起來的策略是『你在啊，就讓你在台灣19
個、18個小時，對不起，走了以後，就讓
你知道你留給台灣人的是什麼樣的一個遺
產』」。

介文汲說：「現在好了，（大陸）
軍演了，（島內）飛機開不出去了，然後
呢，砂石沒有了，白帶魚沒有了，她走了
給我們造成一大堆問題。我們不是有一句
話嗎，我講前半句，『沒有生雞蛋』，可
是留下了什麼。」

作為閩南人，我們當然知道這句閩
南俗語:沒生雞蛋，只放雞屎。這句閩南
俗語往往用來形容麻煩製造者。難怪島內
網友對佩洛西的竄訪說「沒有生雞蛋，倒
是留了一地雞屎。」「瘟疫過境，給台灣
留下一堆災難。」。台灣中天新聞節目則
在屏幕上直接打出了「生雞卵無，放雞屎
有」的字樣。佩洛西到台後，中華統一促
進黨、新黨、「全民拔菜總部」等數個
團體組織，分別前往「美國在台協會」
（AIT）、松山機場及佩洛西下榻的君悅酒
店等處舉行抗議集會活動。高喊「佩洛西
滾回去，我們不歡迎你！」「老妖婆滾回
去！」。

對佩洛西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和嚴正交
涉，竄訪中國台灣地區，中國外交部、國
防部、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全國人
大常委會發言人、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等
部門當天接連發聲，予以嚴厲譴責。

與此同時，還有反制措施。8月1日
晚，大陸海關總署宣佈暫停台灣100多家
食品進口，又決定8月3日起暫停台灣地區

柑橘類水果和冰鮮白帶魚、凍竹莢魚輸入
大陸。商務部決定8月3日起暫停天然砂對
台灣地區出口（芯片加工最重要的原材料
是硅，而製作硅片的主要原料就是天然
砂）。

8月2日晚，佩洛西飛機一落地，解
放軍空軍蘇-35戰機就穿越台灣海峽，嚴
正宣示主權，台灣海峽從此再無什麼「中
線」。

33分鐘後，新華社受權發在公告，中
國人民解放軍將於北京時間2022年8月4日
12時至7日12時在台灣北部、東北部、西北
部、東部、南部及西南部進行重要軍事演
訓行動，在台灣海峽進行遠程火力實彈射
擊，在台島東部海域組織常導火力試射。
8月4日軍演開始，東部戰區空軍和東部戰
區海軍航空兵出動上百架殲擊機、轟炸機
等多型戰機，奔赴台島北部、西南、東南
空域，執行跨晝夜聯合偵察、空中突擊、
支援掩護等任務。10餘艘驅護艦連續位台
島周邊海域展開，實施聯合封控行動，對
火力試射區域進行掃海警戒，配合友鄰兵
力進行偵察引導。東部戰區陸軍部隊在台
灣海峽實施了遠程火力實彈射擊，火箭軍
部隊對台灣東部外海進行了多區域、多型
號的常規火力突擊，導彈準確命中預定靶
區。此次整個演習區域對台島呈現合圍態
勢，喻示著對台灣的封鎖將進入常態化階
段。

佩洛西竄訪台灣，民進黨當局與她沆
瀣一氣。

佩洛西為台灣帶來的，不是什麼福
祉，而是一地雞毛、雞屎。台新黨主席吳
成典痛批佩洛西就是「來禍害台灣的」。
台北大學法學博士陳昱旗撰文說，佩洛西
亞洲行硬要挑釁「一中紅線」，讓台灣徹
底陷入惡毒的詛咒之中，「佩洛西詛咒」
恐令台灣付出無止境的代價。那些為佩洛
西竄訪而興高采烈的「台獨」分子，面對
大陸的反制，現在恐怕暗自叫苦，笑不起
來了吧？

（2022年8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