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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蒲公英

美欲在菲擴展到十個基地 退休後的日子
自 從 小 馬 上 任 以 返 ，

菲 中 的 軍 事 關 係 更 上 一 層
樓，小馬親美的立場，有目
共睹，日來更變本加厲，美
軍如今重兵進駐太平洋南海
一帶，劍指中國，以挑撥離
間，擴大仇恨，無中生有來

威脅利誘東歐諸國，以達到遏制中國經濟及
軍事的發展，我國菲律濱對美帝更是百依百
順，有求必應，無視一旦發生戰爭，菲國必
定首當其衝，其後果不堪設想。

日前閱報，據稱菲律濱和美國計劃在
兩國「加強防務合作協議（EDCA）」的框
架下新增五個菲律濱美軍基地。菲方多位專
家呼籲總統小馬科斯要重新考慮這一計劃。
我國菲律濱如今已經有五個美國戰略基地。
分別在宿務、巴拉灣、鄢市、邦邦牙和蕊描
依斯夏，如是再增設五個新基地，這就增加
到十個完整美軍軍事基地，可以停泊巨大的
航空母艦，各種大小艦艇，可以維修、改裝
各種的軍事設備，有攻守及防禦的設備，是
完整的美軍基地，當然租金的數目亦為天文
數字，語云：「有錢可使鬼推磨。」

根據美國一名高級國防官員上個月在
五角大樓接受菲律濱記者採訪時透露，美菲
雙方的國防高層近期在夏威夷會議中同意為
「加強防務合作協議」下的五個現有軍事基
地，加速提供建設資金並增設五個新基地，
如這項工作實現，我國菲律濱就有了十個美
軍基地，這可能是除美國本土之外，在海外
諸國家中，基地最多的國家，老實說，這對
本國的安危當會受到巨大的威脅，試想一旦
發生戰爭，菲國當被毀滅怠盡，難免多數的
人士深表反對。

所謂軍事地點是軍事基地的代名詞，
指的是美軍可根據「加強防務合作協議」在
菲律濱的軍事基地中使用和興建部份設施並

實施部隊輪駐，有些國際政治家認為：「使
用部份設施及輪駐的說法都是騙人的，是要
掩人耳目的無稽之談，一旦美軍進駐，這些
軍事基地就是貨真價實的正統美軍基地。美
國實際上就是在玩文字的遊戲。」

菲律濱戰略、企業與情報中心的研究
員薩魯道（RIC SALUDO）說：「美國不
是想要幫助我們，是要利用我們而從中得
利。」他又說：「美國基地如不幸遭到攻
擊，這意味到我們有十個受打擊的目標。」

菲律濱亞洲世紀戰略研究所負責外交
事務的副所長安娜•馬琳多格•黃（Anna 
Malindog-Uy）表示，菲律濱不得不適應為
一個多級的世界，而不是處處迎合美國的需
要。

如果我國菲律濱對美國百依百順，有
求必應，這與殖民地有何差別呢？所以很多
人懷疑小馬的外交政策是否有問題。

安娜黃明白地表示，菲律濱政府應採
取完全中立的立場。把自己放在不結盟的位
置上。東盟國家應該都不想與美國之間選邊
站。我們主要是集中於經濟發展。

所謂「加強防務合作協議」是在菲律
濱前總統亞謹諾為總統任內簽署的，該協議
允許美軍進入菲律濱基地以制衡中國日益增
長的影響力。所以這次協議是對菲美1951年
「共同防禦條約」的擴充。

在今年八月間，我國總統小馬曾經告
訴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共同防禦協議正是
與時俱進，動盪國際局勢，包括俄烏戰爭和
台海緊張凸顯出菲美同盟關係的重要性。

兩國發生衝突而引起戰爭，意味著已
沒有其他的選擇，但在各種有可能的範圍
下，我們還是選擇以和平的方法來處理爭
端，美國的做法，根本是在備戰的狀態，如
不幸發生戰爭，我們的文明建設就會毀於一
旦。

自 從 二 ○ 二 ○ 年 三 月
十七日有關當局下令大岷區
所有辦公室、店舖、大中小
商場、學校一律停止運作。

我也是在封城後第二天
發燒咳嗽、瀉肚子，經過核
酸檢測著實感染新冠肺炎，

只得入院治療，入院後照X光片也證實肺
炎，我的血中含氧一直都在九十七、九十八
度左右，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瀉肚子驗出
有阿米巴菌，這些都是感染新冠肺炎症狀。
核酸檢測後要第五天才能知道結果。

五天後結果出來了，呈陰性。我是全
國感染新冠肺炎首二百位以內，可以說是第
一批病人。

那時醫院還沒掌握治療新冠肺炎的技
術，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一切都由上天來
安排。那時病歿的有好幾位認識的與社會上
頗有名氣的人物。這世界只有生老病死這幾
樁事最公平。那時我內心的感受是五味雜
陳，說不怕死那是謊言，人只能來這世上走
這一遭，要真的就此一命嗚呼，我的家人，
我那相濡以沫的老伴，我內心真的又怕又難
過，那時的心境現在想起來還是心有餘悸，
住院第十天才檢驗出陽性，那時的核酸檢驗
與照X光，都是每天必需的程序。最後二次
檢測都呈陰，在住院第十二天，醫生批准可
以出院，十二天來的醫藥費用高達四十多
萬，天可憐見，居然一文不花，就可以出
院，整筆住院費用由政府的「菲律濱健康保

險公司」（PHIL HEALTH）買單。我在七十
年代初期就開始每月支付社會安全保險與健
康醫療保險（SOCIAL SECURITY SYSTEM）
與（PHIL HEALTH）的會員保險費。這次幫
了一次大忙，我與老伴的退休金每月也各支
領到一萬多元，年終還收到第十三個月的退
休金。這二筆錢給我們二老不小的幫忙。

在我生命中感到絕望時，有不少文藝
界好友贈藥慰問，讓我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時
刻見到了光明。

親戚朋友發微信打電話送藥，關心備
至，才知道這世上當你最低沉沮喪絕望的時
候，這份情誼溫暖了㥬惶無助的心。

我生命中也是臨老感染的這場世紀瘟
疫，讓我感到朋友的珍貴與親戚的溫馨。

病痊癒後，我也徹底地與朝九晚六的
生活說再見，在疫情反反覆覆的二年多來，
不退休也得退休了。

退休後的日子，開始是好像軟禁在家
一樣，有一年多的日子，每天都呆在家裏寸
步沒出門。每天讀讀書，寫點越寫越感到力
不從心的什文，日子也一樣一天一天的過去
了，七十幾開跑向八十，是個名符其實的糟
老頭了。疫情好像一天一天的有所緩和，也
許再過些時日，瘟疫就真的離開人間。

我能掌握的時間到底還有多少，我不
知道，其他的人也不知道，我想只有好好利
用這些退休後的日子，多讀點書，多寫點越
寫越糟的勞什子什文外，還能做些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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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家世與遺跡
——學史筆記

凡接受過中等華文教
育的人，一定知道唐朝詩人
李白的名字，緣由他的部分
作品長期被收入海峽兩岸四
地的教科書。每一位莘莘學
子相信都曾背誦過《靜夜
思》：「床前明月光，疑是

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以及《望廬山瀑》：「日照香爐生紫煙，
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
銀河落九天。」和《早發白帝城》：「朝
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
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李白被譽
為「謫仙人」和「詩仙」。其作品膾炙人
口，流傳千古。

是的，由古至今，已有太多的學者
對李白的身世和作品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論
述。筆者今日所談，只是根據昔日的學習
筆記而予整理，言明在先：沒有甚麼新發
現！當時，做筆記的目的，是為了日後方
便對李白作品的欣賞。由於喜歡，在我的
案頭一直擺著一部大陸中華書局出版的
《李太白全集》（共三冊）；甚至，興趣
勃勃跑到四川省江油縣去瞻仰「李白故
里」。

李白，這位中國文壇上彪炳千古的大
詩人，一千多年來，許許多多的學者對他
的家世進行考證和研究，可惜始終未能得
出令人滿意的結論。

對於家世，李白本人在作品中有一
些介紹，憾語焉不詳，令人費解。李白在
《贈張相鎬》一詩中寫道：「家本隴西
人，先為漢邊將，功略蓋天地，名正青雲
上。苦戰竟不侯，當年頗惆悵。」由之，
有人推測李白是「飛將軍」李廣的二十五
代孫，屬於西漢李陵、北周李賢、隋朝李
穆一系的後裔。李白對父親李客之介紹，
總是禁莫諱深，老是以「尊者諱」為由大
耍「太極」。李白的族叔李陽冰在《草堂
集序》中透露：「李白，字太白，隴西成
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
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
名，神龍之始，逃歸於蜀。」照此說，李
白應為唐玄宗的族祖。然而，由始至終，
未聞李白於公開場合或私底下提及。也
許，李白怕唐玄宗生氣。魯迅先生的《阿Q
正傳》中，阿Q就因與趙太爺攀同宗，而挨
了趙太爺一巴掌。

還有一個疑問：李白出生在哪裏？
據中國大陸學者荻生介紹：二十世紀

二、三十年代，中國大陸學術界曾展開過
一場爭論。這次爭論是從1926年5月開始
的。當時《晨報副刊》發表李宜琛的《李
白底籍貫與生地》一文。作者沿襲清代學
者王琦的說法，通過對李白生卒年月的考
證，斷定「太白不生於四川，而生於被流
放（竄）的地方。」九年後，陳寅烙也發
表文章，表示「太白生於西域，不生於中
國。」不過對具體的地點，看法各異。討
論者有的認為「在碎葉」，另一批人認
為「在咀邏私城」。1971年，大學者郭沫
若在宏著《李白與杜甫》一書中，提出
「（李白）生於中央亞細亞的碎葉城，其
位置在今蘇聯哈薩克境內的托克馬克。」
郭沫若的見解，獲得眾多的支持者。千禧
年之後，又有人提出新意見，認為「生於
條支，即今阿富汗中都一帶。」與「生於
今新疆境內博斯騰湖畔的庫爾勒和焉耆回
族自治縣一帶。」

有史可查的，是「唐中宗神龍元年
（公元705年），李白隨家遷居四川綿州
青蓮鄉，並定居於此。」這也是李白自號
「青蓮居士」的因由。唐時，在家修道，
名為居士。

今時今日，倘若來到四川省江油縣青
蓮鎮（距成都157公里），我們可看見不少
「李白故里」的遺跡。譬如：隴西院、粉
竹樓、太白祠、李白衣冠墓、李白紀念館
等。

太白故里，在青蓮縣南約15公里的青
蓮鄉。這裏古稱清廉壩，亦名漫波渡或蠻
婆渡。因李白號清蓮居士，才將清廉壩改
為青蓮鄉，亦為太白場，以資紀念。

隴西院，在青蓮鄉南約一里許的天
寶山麓，是李白的故宅舊址。因李白祖籍
隴西成紀（今甘肅奉安），故此院叫「隴
西院」。隴西院是一座土紅色照壁的古建
築。明末毀於兵火，現存建築係清乾隆
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重建的，清光緒
二十三年（公元1896年）又增修了蒼頡、
太白、文昌、地母四殿。太白殿內祀有李
白塑像。「隴西院」有三道拱門，皆各刻
有對聯，其中正門一聯是：「弟妹墓猶
存，莫謂仙人空浪跡；藝文志可考，由來
此地是故居。」

在隴西院東北數百公尺處山腰，有一
座高二公尺左右的圓形土丘，即李白妹圓
月塚，墓建於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
原碑已毀。現立碑是1963年修葺時重豎，
碑文是：「唐李月圓之墓。」

粉竹樓，位於太華山麓，距隴西院約
一公里，為李白妹月圓故居。民間傳說：
她和「閨蜜」張雪娥常住粉竹樓，每天梳
洗後，將脂粉水從樓上潑在樓下竹叢，年
長日久，竹子變成粉竹，故名粉竹樓。唐
代粉竹樓早已不存，其後於清道光十七
年（公元1837年）重建，院內院外竹影婆
娑，幽靜宜人。正門聯文云：「月冷江幹
成勝跡，風來海表識高賢。」

在粉竹樓後側不遠為「洗墨池」。
相傳李白兄妹常在此洗涮筆硯，故名。池
的上方有「洗墨池」三字，池水清澈，常
年不涸。太白祠，位於隴西院南約一公里
處，是一座古色古香的紅牆大院，是後人
為紀念李白而修建的。太白祠共兩院三
殿，院前有銀桂兩株，枝葉繁茂，「李白
故里」石碑樹立於庭園中。正殿有李白塑
像，中殿為遊郵大廳，廳東西頭各有古碑
一座。李白衣冠墓，在青蓮場的「名賢
祠」內。是清治八年（公元1869年）縣令
何愷堂興建的。李白於唐寶應元年（公元
762年）病逝於安徽當塗，葬於當地的龍
山。後來在李白孫女的要求下，李白生前
好友范倫的兒子范傳正把李白之墓遷至謝
家青山之陽。墓原有之碑已廢。1963年修
葺時垂立，碑書：「唐李白衣冠墓。」

李白紀念館，位於江油市北郊昌明河
畔，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籌建，於1982年開
館。主要建築有太白堂、太白書屋、陳列
室、珍藏室、李杜亭、望月亭、臨仙館、
醉仙樓、曉雅齋、碑亭、清蓮池等。總建
築面積達4000多平方公尺。太白堂內供李
白坐像雕塑，兩側懸掛有魯迅、周恩來寫
的李白詩詞及全國著名書畫家的字畫。

紀念館北面是太白公園。以昌明河水
和兩岸風光為紐帶，圍繞紀念館建成一座
佔地六十多萬公尺的水鄉園林，體現了李
白豪放飄逸的詩情意境。

老油條

中國人說話 世界要傾聽
長輩們在苦難中熬過

他們的童年，在狠子野心侵
略殘踏下走完青春，在積弱
受欺醬缸嚐盡了人生屈辱。
長輩們臨終的叮囑，使中華
兒女畢生沒齒難忘，我們沉
默含著自憐痛苦流涕眼淚

成長了自己，中華民族終於在臥薪嘗膽，
自強不息縫隙間驚醒過來，舉著沉重步伐
成功摸索出人頭地憧憬，在那窮困潦倒被
人凌辱疼痛的剎那，中國人終於找到自己
民族的覺醒。中華民族曾經暗暗為自已發
誓，有朝一日，我們的民族能站立在世界
之林巔峰，中國人絕不會以強凌弱，我們
甚至會本著一顆仁慈好生的心，以人為
善，有福共享，執著世界大同理念造福人
類……。

當中國人一步步走入脫貧小康生活，
叢林裡毒蛇猛獸開始狂奔亂跳，因為它們
看不慣中國竟然有這般能耐，使十四億人
民走向小康，奔赴現代化，衝入太空實驗
室，搞完宇宙衛星通訊，取代了GPS壟斷收
割全球的傲慢。中國高鐵也後來居上，打
碎了日本和德國戴在頭上的光環壟斷。我
們卻帶著謙虛態度向一帶一路沿岸鄰國，
伸出友善雙手，展現出中國人始終抱著一
種大無畏精神，有福與人共享。衷心願意
為鄰國實現「要致富，先修路」那宏觀偉
大的理想……。

中華兒女與生俱來有著善良愛好和
平包容性格。千百年來中國人輪迴承襲祖
宗遺留下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價值
觀。可惜，中國人善待生命不與人爭寬容
態度，往往被西方誤判為中國人懦弱怕
事。生活在這個弱肉強食叢林，為了排脫
落後就要受到挨打，帶著千千萬萬緊迫生
存慾望，先烈們在受到制裁環境封閉，只
好埋首自力更生科研，犧牲他們僅存的年
輕歲月，在一窮二白科研領域，爆破中國
原子彈，成功塑造了氫彈……。我們沒有
忘記祖宗叮嚀，中國人不會以大欺小，不
會先使用核武器，也不會以核武器脅迫弱
小無核國家……。

不幸地，我們遍偏活在世態萬變，人
心不古現實，擺在中國人面前，是虎視眈
眈，張牙舞爪毒蛇猛獸，它們正在積心累
慮想要戮殺擊倒中國人。鑑於身處風雲詭
譎嚴峻挑釁，中國人終於忍不住向「世界
說話了」，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勿謂言
之不預」。中國始終會一直履行不先使用
核武器承諾，也不會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
器。但是在發生下列受攻擊特殊情況時，
中國人民解放軍會毫不含糊使用核武器反
擊對方：

第一，在中國核武器或核設施遭受敵
人各種常規武器襲擊的情況下。

第二，在中國航空母艦和戰略導彈核
潛艇遭受敵人核武器或常規武器襲擊。

第三，在中國重要設施如水利工程或
居民聚居區遭遇敵人襲擊的情況下。

如果外國軍隊或武裝份子對上述目標
發動襲擊，姑無論它是使用核武器，還是
常規武器襲擊。中國政府有權依據上述三
原則對發動襲擊的國家或其武裝份子或軍
隊，首先使用核武器進行打擊，而不受上
述這國家是否有核武器，或是否首先對中
國使用核武器的限制。

中國沒有放棄原先對國際社會的承
諾。中國永遠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
核武器國家威脅使用核武器的原則。中國
人只是警惕和防衘美國狂熱好戰份子，以
其一些高科技常規武器，先發制人發動打
擊。而天真認為以美國之常規來摧毀中國
核反擊的能力，不會受到中國所謂不首先
使用核原則的許諾……。

所以今天中國說話了，正告世界。
任何針對類似長江三峽水利工程，重要公
路、鐵路、民生設施、居民聚居地的任何
武裝突襲，不論它使用的是核武器，還是
常規武器，都將受到中國核武器全面的反
擊，任何國家都不能威脅中國人民的生
存。中國沒有退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
鍵前，沒有任何調解可談，只有去克服反
擊所有干擾中國前進的步伐，才能實現我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

稿於2022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