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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鍾藝

G7歐盟外長無稽之談 《中華旅遊史話》後記
二○二二年八月三日，

G7七國集團外長及歐盟外交
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發表聲
明，稱中國針對側重洛西竄
台所採取的行動可能升高緊
張局勢。造成地區不穩，呼
籲中國不要以武力單方面改

變現狀，並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分歧，
這又是美國泡製另一個把戲，美國希冀重
新以日本、澳洲、印度為首聯絡歐盟來發
動另一次的“八國聯軍”來侵略中國，但
是如今的中國已不是當年的腐敗清廷的紙
老虎。

我們雖然是個仁義和平之邦，但當我
們的領土主權受到無理的損傷或遭毀破之
時，解放軍絕對不會坐視不管，更不會袖
手旁觀，這是我中國主席習近平同志所許
下的承諾。

中國駐歐盟使節團發言人就這事發表
聲明，茲將簡錄如下：

“什麽叫惡，請看看G7和歐盟外長
的聲明，這就是現實中萬惡無恥，活生生
標本，作惡多端，糾集團夥，變本加厲，
萬惡之尤。助紂為虐，沆瀣一氣，指鹿為
馬。無恥之極，世界上為什麽那麽多戰爭
動蕩不安，就是因為有這些惡，還有這些
無恥。”

所謂“當事者迷，旁觀者清”、“謀
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們舉頭三尺有神
明，只要我們心頭正，我們站得正，坐得
穩，就不怕人家的攻擊或無理的取鬧。

他又說：“什麽叫基於規則的國際秩
序？”聯合國憲章沒有這一條。只有關於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一部份，插手台灣
事務，就是侵犯中國主權，G7和歐盟外長
聲明裏的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只能是自己可以作惡別人不能還手的強盜
邏輯。

所以“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歐
盟外長為要討好美國的歡心，無理取鬧，
是種下三流的不當行為，我中華人民共和
國，乃為世界泱泱大國，是不怕鬼，也不
怕邪，所謂“真金不怕火”。

眾所周知，台海現狀為什麽被改變，
就是有了外來勢力的干預。這應歸罪於境
外敵對勢力和台灣島內的反動派互相勾
結，狼狽為奸，互道聲色，他們必須為自
己的行為負責任，而對中國的栽贓抹黑是
掩蓋不了事實的真相。

這次台海會興風作浪完全是佩洛西
竄台的後遺病，G7歐盟為何不去怪罪佩洛
西，反而來侮辱中國呢？這如不是美帝的
陰謀，那麽又是什麽？

百年前，有“八國聯軍”入侵中國，
今天的G7加一亦為八國，是不是他們又再
想搞另一次的“八國聯軍”，我們要奉勸
這些無知的國家，如今的中國已經不是以
前的中國。你們還能得逞嗎？你們還能為
所欲為嗎？中國人民已不再受到列強的欺
淩及擺佈，台灣事務純屬中國內政，是中
國主權範圍內的事務。如今世界已經不是
西方列強可以肆意橫行的時代。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
必犯人。這是天經地道之事。任何侵犯中
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徑，中國人民必加
倍奉還。

對於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台之舉
是上演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鬧劇，搖尾乞
憐。策動這場鬧劇的民進黨的所謂“駐美
代表”亦為人所注目的焦點，遭到眾人唾
棄。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對此嚴正聲明。
任何扶台獨的分裂份子，必將遭到歷史清
算。

這位所謂的“台灣駐美代表”蕭美
琴在民進黨中並不起眼，但是這人頗有心
機。一直以來，此人削尖的腦袋往美國反
華的政治集團亂鑽搞關係，頻繁散佈“台
獨”的毒素，這次佩洛西的竄台成功，就
是她的傑作。她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出
賣民族的尊重，是全中國人民的公敵。

在台灣本島，這幾天來同樣掀起“反
美”的浪潮。蕭美琴之輩是榨取老百姓的
血汗錢來謀取其個人的私利，是“賣台求
榮”。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以分割的一部
份。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的統一，是
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的願望。是大勢所
趨，人心所向，是不能阻擋的潮浪。任何
人、任何勢力出賣民族的利益，搞“台
獨”分裂，都必將落得死無葬視之地悲慘
的下場。

我們菲華社會同樣反對G7七國集團和
歐美國家涉台的聲明，我們堅持反對台獨
以及一切分裂國家主權的內外團體，中國
永遠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裂的一
部份。

中國一定強，中國明天會更好。

中 華 旅 遊 史 記 之 系 列
文章，終於在《商報•大眾
論壇版》刊載完畢，共十二
篇，即：「三皇」的傳說及
遺蹟，炎黃二帝的傳說及遺
蹟，堯舜禹的傳說及遺蹟，
夏商周旅遊史話，春秋戰國

旅遊史話，秦朝旅遊史話，兩漢旅遊史話，
東漢三國旅遊史話，魏晉南北朝旅遊史話，
隋唐五代旅遊史話，宋元旅遊史話，明清旅
遊史話。

這些文章的資料是長期累積而來的；
近期，利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被迫窩在家中
閒情，把它們重新整理一遍，順便予發表。
筆者的目的是：引導讀者諸君從旅遊的角度
重溫中華歷史。學習中華歷史，對於土生土
長的華人、華裔第二代、第三代來說，相信
像聽催眠曲一樣，索然無味。但是，於年逾
「古稀」的筆者來說，卻是刻骨銘心、引以
為傲的。

說起這些資料的累積，有一段「古」：
1996年3月15日筆者應已故同襟馮潤枝先生的
邀請赴「宗聯」的約會，充任「月會講座」
的主講人。演講的題目就是「中華旅遊史
話」。當時，「宗聯」的五位常務理事分別
是：尤扶西、汪德中、朱新富、許國良、馮

潤枝，秘書長是陳一匡先生。「宗聯」是菲
華社會的十大社團之一，能夠出席該會的活
動並充任講座的主講人，實是筆者的榮幸。

雖然，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筆者曾在
「香港青年文藝愛好者協會」中主講過一段
短時間的「文史」（「青年文協」成員有十
多位移居菲律濱，至今仍有多位仁兄在菲華
報刊上展露才華）。可是，公開演講畢竟還
是「姑娘上花轎——頭一遭」。由之，難免
有點緊張，就預先做了一番「功課」。事
後，這些學習筆者一直保存下來，並隨著閱
讀書籍的增多，內容不斷豐富，終湊成了上
述的篇章。

依個人計劃，我將把《中華旅遊史話》
的一系列文章輯入第十本拙著《書海揚航》
中。

《書海揚航》一書已編輯完畢，分為三
輯；第一輯「觀書文緣」，收入筆者2021至
2022年發表在世界日報和商報上的隨筆五十
篇，由於文章中多引經據典，故名。第二輯
「學史筆記」，收入多年來筆者學習中華文
化、歷史而編撰的筆記十八篇；第三輯「附
錄」，收入2022年文友們對筆者及拙著的六
篇評論文章，計：黃國鵬一篇、陳剛一篇、
王勇四篇。菲華文壇一貫缺乏評論的風氣，
因此，這六篇文章顯得異常珍貴。

老頑童

返步奉和

逸峰兄《江山萬里心》
——以「歷史滾洪流」入句——

歷史滾洪流，悠悠變異遒。
星辰千里媚，日月一般柔。
萬眾遭奴化，周公是主謀。
歪邪封建夢，帝制自斯酬。

民脂皇帝享，歷史滾洪流。
百姓猶魚肉，高官賽虎彪。
趨求天有眼，莫讓木成舟。
拯救神州困，端求解放謀。

專權多保弼，走庶祈安逸。
歷史滾洪流，民生伸痛叱。
朱門酒肉烹，敗戶饑寒溢。
換姓坐龍廷，千年成死律。

看歷朝興替，辛酸映滿眸。
生民求飽暖，歷史滾洪流。
利祿爭無盡，干戈動不休。
城池飄勝幟，萬里苦攻蹂！

但教山呼敬，親民誰借鏡？
牛皮頌衍功，馬屁歌昌盛。
歷史滾洪流，江山驚逗硬。
猶須待幾時，撥亂乾坤正？

匈奴歐陸遁，漢武解民愁。
突厥聞風顫，唐皇化國憂。
西征揚偉纛，歷史滾洪流。
振作光華夏，英雄氣慨糾。

資源倭寇匱，盜搶渾成粹。
獸膽動軍刀，狼肝違道義。
轟沉鬼子窩，炸碎妖皇戲。
歷史滾洪流，天心仁未異。

盛世韌中求，承平志士籌。
王師驅蔣宋，鐵血會中州。
舉世由他爛，全球數我優。
天朝宣大統，歷史滾洪流。

陳扶助

中菲關係的基礎與展望（下）
華 族 生 活 習 慣 異 於 西

方，我們夙興夜寐，勤儉創
業 ， 粒 積 了 可 觀 財 富 ， 自
己捨不得享用，對島國的水
火天災，則爭相解囊，當仁
不讓，每年度付出的慈善捐
款，數目龐大。有必要組織

一個基金會，有對象有系統地支持中菲文化
交流的活動，把錢花在最有價值的環節，乃
能持續發展，瓜瓞綿綿。

記得袁隆平院士，生前曾數十次訪菲，
為傳授雜交水稻的種植技術，風塵僕僕，不
辭勞累，島民因此獲益匪淺。中國近年來在
魚蝦水產的養殖，果蔬提質增產的研究，藉
科學實驗績效卓著，若把有關技術介紹給島
民，幫助他們搞好經濟，改善生活，豈不皆
大歡喜。  

（五）警惕國內外的政治暗流
權力是政治的核心，它掌握在救世主的

手中，眾生便獲得福祉，但魔鬼更渴望擁有
它，用它來製造國際社會的矛盾，撕裂族群
的和諧。菲律賓在西班牙統治時代，曾發生
六次大規模屠殺華僑的慘案，起因都是統治
階層為了鞏固政權，對假想敵心生疑忌，遂
傳令兵卒，揮舞屠刀，戕害無辜，犯下了人
神共憤的滔天罪行！

最近半世紀，中國勵精圖治，和平崛
起，令華盛頓深感不安，牽連到中菲關係波
瀾起伏，南海許多犬牙交錯的島礁，竟成為
中菲磨擦的敏感地帶。美國為此精心策劃了
海牙臨時法庭仲裁案，把糖衣毒藥滲入領土
爭端，給受益方注射了愛國精神亢奮劑，從
此菲方異口同聲，在主權爭議中打了死結。

 類似南海仲裁案這種政治產品所包藏
的禍心，可能禍延數代，英國偽造的麥馬洪
線，韓日獨島之爭，都因小片土地，留下無
窮隱患。中國主張擱置主權，共同開發，仍
是解決問題，兼顧現實的權宜辦法。

     未來的中菲關係，或許是陽光燦
爛，或許是風雨飄搖，猶如滄海航行，舵手
和壓艙石是穩定的關鍵。舵手是領袖，壓艙
石是民意。所以搞好中菲關係，人人有責。
根據調查統計，定居在菲律賓，包括父祖已
歸化的華裔華僑，約為三百萬人，遍佈各行
各業。華族的工廠商舖 ，僱用大量本地技

工，家政服務員，自用車司機，大部份亦是
菲人，若能真誠相待，如親似友，便能消除
種族隔膜。尤其是土生土長的華裔，從小就
融入當地社會，參加基層服務，從事政治活
動。二零二二年本國大選，好幾位華人姓氏
的才俊，奪得參眾議員，省市首長的席位。
這是很好的現象，預示菲華融合的前景光
明。有人把海外的華裔華僑，比喻為嫁出去
的女兒，他們大部份的心血，已澆灌在移殖
的土地，但和娘家尚有割不斷的親情。願意
鞠躬盡瘁，充當兩國親善的橋樑。

（六）現實與願景
新冠疫病肆虐了三年，奪走百萬條活

脫脫的生命。影響許多行業的供應鏈，導致
全球經濟蕭條，勞苦群眾衣食匱乏。由於疫
情飄忽多變，各地區防護措施，或嚴厲，或
鬆弛，國際大環境仍處於非常狀態。俄烏兵
戎相見，糧食和能源運輸受阻，物價隨之上
下波動，升斗小民正挨受著生活窘困的苦日
子，國際形勢也呈現第三次世戰的危機。

菲律賓雖不是核轟炸的目標，卻是美國
指掌間拿捏的棋子。華盛頓軍政大員頻繁來
印太串門，積極拉攏整合一切親美勢力，可
能策劃在東亞引爆另一場代理人的戰爭。老
百姓沒有阻止戰爭的權力，只能團結愛好和
平的族群，運用輿論的批判，遏制戰爭販子
撒播仇恨的種籽。

 在和平年代，我們可以自由譜寫詩
歌，敞開心靈，讓燦爛的陽光驅散鬱悶的陰
霾。撬開人類智慧之門，通過科學家的手
腦，研製各種食用物質，使生活更加富足，
還能發明新的醫藥，促進健康長壽。但此時
此際，願景與現實正反向悖離，某些手握
權力的政治領袖，跟搞生產辦實業的平民，
想法和做法未能相輔相成，執政者好像走上
擂台的鬥士，只想降服對手，奪得拳王金腰
帶。其實大部份觀眾都不想看到頭破骨折的
血腥場面，但又無力制止悲劇的發生。現行
的法律制度，掌控戰爭按鈕的是政治寡頭，
道德觀念和平訴求均難以制衡，我們只能祈
望中菲兩國領袖，都是體恤民瘼的明君，勿
使南海碧波蕩漾的漁場，變成危機四伏的雷
區。讓渴望中菲世代親善的華族，能夠持續
推進文化交流的活動，夯固友好雙贏的基
礎。

王承天

椰蕉林邊有農家隨詠三題
（一）農家

椰蕉林邊有農家，依山傍水遠囂華。
清晨朝靄繞樹岫，暮晚夕陽映菊花。
播種田疇栽綠稻，休閑亭榭賞紅霞。
時與鄰友相歡聚，瑟笛聲中愜品茶。

（二）有詠
喜住流溪小徑東，喧囂鬧市不相同。
門前幾棵芭蕉綠，屋後盈疇稻菽豐。
意氣從頭都淡泊，虛名由始盡為空。
生涯終覺平凡好，富與貧來一笑中。

（三）伊人
陶然疏狂一人身，山作知音水作鄰。
自與喧囂車馬遠，從教淡雅稻麥親，
詩情畫意知多少，綠酒紅茶醉幾春。
真羡伊人真豁達，不沾名利不沾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