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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豆豆

我在校聯的講話
——興建教師之家的工作

朱古力之緣（一）

菲律濱華文學校聯合會
第十五屆全菲會員學校代表
大會暨第八次行政人員交流
會於二○二二年十一月十八
至二十日舉行會議，開幕典
禮在商總七樓大廳如期開
始，我被邀請為主講貴賓，

大會於下午一時舉行，我於中午十二時半抵
達商總大門口，車馬水龍，水洩不通，交通
有點擁堵，我到會場之時，賓客滿座，坐無
虛席，大家歡天喜地的交流暢談，全菲華校
的代表準時抵達報到，由於當天安排我的拙
作新書「杖朝集」發行贈書儀式，很多代表
都把贈書給我簽名留念，使我感覺到無限的
光榮。

演講貴賓有商總的施偉廉副理事長、
我本人、菲華各界聯合會主席楊華鴻、菲律
濱中國商會名譽會長吳啟發、晉江同鄉會理
事長陳凱復，會場秩序良好，有條不紊，大
家守規蹈矩地聆聽，鴉雀無聲，開幕典禮準
時開始準時結束，嚴厲遵守宗聯推廣的守時
運動。

我的講話，茲將重點簡要敘述如下：
「今天我很高興地再度與校聯諸領導

相聚在一起，屈指一算我與校聯的關係已突
破了三十年的歲月，誠如作詩的人說：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又
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進，鬢髮各已
蒼。」二十年前，我還是一條龍，如今變
為一條蟲，朱熹有首詩云：「少年易老學難
成，一寸光陰不可輕，未覺池塘春草夢，階
前梧葉已秋聲」。日子過得飛般快，特別是
在這新冠病毒猖獗擴散之際，受到疫情的影
響，我們居家隔離也快要三年了，使我們覺
得：「時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我今天要與各位研討的是「萬丈高樓
平地起」，校聯在華社的崗位是什麼？而
應持著什麼的態度？所謂「萬丈高樓平地
起」，我們要建造一棟的高樓大廈必定要有
堅強的根基，校聯就是我們華文教育中的堅
固根基。如基督教聖經的教示：你要將你的
房屋建在磐石上，不要建在沙泥中，因為風
吹雨打，一下子就會倒塌崩潰。所以校聯是
我們華文教育黑暗中腳前的「明燈」，是我
們導航的「燈塔」，你說是不是？

當我們到中國旅遊之際，從上海下
機，你看到的是浦東的高樓大廈，康莊的大
道，才下榻到浦西的酒店，浦東的進步，可
以媲美歐洲的大城市，所謂「浦東一張床，
浦西一間房」。你看到的是那滔滔的長江

水，川流不息的黃河，還有那魁梧壯觀，一
望無邊的萬里長城，在長城的入口處，有當
時毛主席的題字：「不登長城非好漢」，你
會覺得做一個中國人有多麼的幸運，多麼地
偉大，同樣地你我的血統裏面也流著中國
五千年文化的血流，因為我們同樣是龍的傳
人，華夏的子孫。

我們沒有華校，就沒有華教，沒有華
教，就沒有華文，沒有華文，就沒有華社。

現在我們名歸正傳，校聯慶祝成立十
週年慶典之時，我與當年的施約安娜校長配
合，我是當年宗聯的常務理事，有三十幾個
宗親會熱烈地響應，募得三千多萬的比索，
那個時候，三千多萬是個龐大的數目，我們
將之存入銀行，將利息作為教師醫療補助
金。慶祝二十週年之時，我當上了慶典會籌
募主席，我們做了兩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第一就是商討宗聯把他們的舊會所轉讓給我
們，莊金耀大哥幫了很大的忙。第二件就是
我們募得六千多萬比索，成立了教職員獎勵
金之用途，以及老師生活的津貼。今年由商
總主催，得到中國商會、菲華各界聯合會、
菲律濱晉江同鄉會的響應，得到六千多萬比
索，作為「華社尊師重道獎勵金」之工作，
取得了空前的成績，可以作為現任中文教師
及退休老師的「獎勵金」。

明年是我們三十週年，我的理想就是
慶祝校聯成立三十週年之時，我們可以再接
再勵，籌募一筆基金，開始著手作為建立
「教師之家」的工作。

我們這些中文教師，是傳揚中華文化
的使者，我們希望華社的人士，不要只是顧
及到我們醫療及生活的補助，我們更要有做
人的尊嚴，多位退休老師，生活潦倒、客死
他鄉，有的被人搶劫遭到殺身之禍，有的遭
遇到火災而死於非命，有的老師居無定所，
流落街道行乞，餬口，十足的可憐，是不是
現在我們可以節省一些風華雪月、夜夜笙
歌，展示財富的無謂開銷，來幫助這些終身
奉獻給傳授中華文化之老師，感覺到一點點
人間的溫暖，抱著「人溺己溺」精神，授予
援手，體會到孟子的學說：「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無畏精神，
使這些三餐不飽，居無定所的退休教師有個
遮風蔽雨的地方。

2023年是校聯成立三十週年，我會再
度參與校聯的工作，讓我們能同心協力來興
建「教師之家」的工作，以完結我一個心
願，同時希望各方有力的支持及鼓勵，祝各
位身體健康，萬事勝意！

今年八月，與一個朋友
在閒聊中，她提到納卯的朱
古力很好吃，她說她先生胃
寒，每天她都會煮朱古力給
他吃。我突然腦子一轉，想
起了我的忘年交碧珍，她做
的朱古力可以說是納卯手工

製作的朱古力中的上品，可惜知之之人甚
少，而一旦品嚐過她的朱古力之人便會念
念不忘。

認識碧珍應該是在2000年，迄今有22
年之久，我與她的交往不是很多，可她一
直對別人說我是她的「古」朋友，就因為
我在22年前送過她一車木材邊角料當燒柴只
用，從此她便念念不忘，20幾年了，只要我
到她家，不是送我她親手做的手工魚丸，
香腸，就是在我回國時買朱古力時半買半
送，折扣一番。每次我總是感到內疚，也
曾經換過買其他人做的朱古力帶回國，卻
因為國內的親朋好友特地點名要碧珍做的
朱古力而再次當她的回頭客，因為她的朱
古力最醇香，是其他人做的朱古力比不上
的，我曾經問過她原因，她告訴我因為她
的可可豆質量都是上乘的，成本比別人的
貴，利潤比別人少，但是她的顧客都是熟
客，一定要有質量保證。

疫情三年，我的回國路斷了，連回到
納卯的路也斷了三年，我自然也斷了與碧
珍的朱古力之緣。為了給馬尼拉朋友體驗
納卯最好的手工朱古力，我在八月份回納
卯的時候去了碧珍家。

在那個我熟悉了20年的鐵門口，我一
如從前一般，大聲的呼喊碧珍的名字，可
惜沒有人回應我，我心裡咯登一下，心裡
有了些許不詳預感，好在我清脆的聲音引
來了隔壁樓的一個菲律賓人的回應，他把
我帶到了碧珍的家。

三年不見，碧珍一下子衰老了，牙齒
沒有了，說話漏風，還有她的一口南安口
音有些發音與石獅口音略有不同，我聽她
說的話有時難免費解，需要他的兒女偶爾
當翻譯。現在的她已經83歲，行動已經不能
自如，但是她依然記得我，記得我是她的
「古」朋友。而我卻因為要趕著飛機飛馬
尼拉而跟她寒暄幾句，向她買了五公斤的
朱古力就匆匆離開。

回到馬尼拉，把朱古力送了出去，也
不知道朋友吃了沒有？最近一段時間，我
當起了賣菜大媽，把賣菜所得全部捐出去
做公益，所以每次回納卯都是大包小包，
而納卯華人朋友們也是特別幫忙。那天與
同鄉閨蜜聊天時，說到朱古力，說到碧
珍，閨蜜建議我要賣碧珍的朱古力。

於是我與碧珍的朱古力之緣就這樣又
重新建立起來了。

2000年，我在國務院僑辦任職的老同
學莊元元來納卯，介紹我認識了當年納卯
聯誼會前輩的蔡珍珍女士，元元對珍珍女
士讚揚有加。

以後的日子裡，有一次蔡珍珍女士給
我講了一個她幫過的中國婦女做特赦手續
的故事。那個中國婦女就是碧珍，1996年，
納卯一群華人華僑拿出一百多萬菲幣幫助
一個寡婦帶著四個兒女完成特赦手續，讓
他們都有了正式的居留手續。而這個婦女
用了六年的時間，靠她勤勞的雙手手工製
作了朱古力，魚丸，香腸，豆腐，糕粿等
等，一家一家的把錢還完。

這個週末，因為邀約我當司儀的就職
典禮安排在週日晚上，我在週五晚上就回
到納卯，因此得以用今天（週六）早上的
時間去探訪我的「古朋友」碧珍，聽她講
過去的故事……。

（11/19/2022）

春秋雨

統一有好處，「台獨」是絕路
中共二十大，是中國共

產黨擘畫實現第二個百年奮
鬥目標，全面建成社會主義
現代化強國，全面推進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總體戰略的大
會。習近平總書記在大會報
告的「堅持和完善『一國兩

制』，推進祖國統一」部分中，就解決台
灣問題明確指出：「『和平統一、一國兩
制』方針是實現兩岸統一的最佳方式，對
兩岸同袍和中華民族最有力。」「我們堅
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
的前景，但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
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言之鑿鑿，
態度堅定，方向明確，路徑清晰。國人振
奮，世人矚目。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
的一部分，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
事。這一法理事實得到世界絕大多數國家
認同。然而，以美國為首的某些西方國
家，為了一己私利，不斷圍堵打壓中國，
在台灣問題上不擇手段作梗添堵，給蔡英
文當局「撐腰」「打氣」。損害了中美關
係，助長了蔡英文當局「倚美謀獨」氣
焰。

蔡英文當局何以困獸般走不出「以武
拒統」「倚美謀獨」死胡同呢？不容置疑
的是美國在背後「煽風點火」。此外，恐
怕是蔡英文之流沒有讀懂孫業禮回答記者
提問時講過的三句話：統一有好處，「台
獨」是絕路，外人靠不住。

首先，我們說「統一有好處」。中
國大陸和台灣是什麼關係，台灣在中國近
代歷史上飽受帝國主義侵略掠奪的史實，
今天的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
事實，蔡英文當局不可能不清楚。中國與
台灣實現和平統一的好處，不只體現在對
台灣，是對中國、中華民族，對包括台灣
民眾在內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好處。近些
年，台灣企業及其民眾在與大陸經貿、科
技、文化交往中，對祖國發展建設的認同
感，對商貿經濟、科教文化的獲得感，有
目共睹。換言之，台灣的發展前景，讓台
灣光明正大走上國際舞台，讓台企台商融

入更廣闊的國際市場，必須在「一國」框
架內。沒有「合法身份」怎麼行得通。統
一的好處，還有很多方面。

再說「台獨」是絕路。新中國成立以
來，特別是從1971年聯大2758號決議明確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伊始，「台獨」已然成為跳樑小丑
明知死路一條，也死要面子要欺世盜名、
自圓其說的「官話」。早年，「親美」
「哈日」的李登輝、陳水扁之流，先後都
鬧過「台獨」，咋樣？世人唾棄。如今的
蔡英文當局仍然執迷不悟，把「台獨」當
作撈取政治資本的「選票」，似乎有美日
等「盟友」「撐腰」，說「台獨」就能
「獨」。蔡英文之流也不動腦子想想，真
「以武拒統」「倚美謀獨」，且不說大陸
解放軍手裡的武器裝備不答應，恐怕第一
個不答應的就是兩千多萬台灣民眾。今
天，中國說「『台獨』是絕路」，是憑底
氣、實力說的。

三說「外人靠不住」。世界上任何一
個國家、民族的富強、興盛，首先是堅定
自立自強信心，依靠自己發奮努力，要相
信民心。「外人」的支持幫助應該是第二
位的，而且要建立在誠信友好、和平共處
基礎上。完全依靠「外人」強國富民的，
歷史上鮮見。就說近些年國際上某些地區
的國家間衝突，有的衝突一方國家，依靠
「外人」資金、軍備「援助」，結果如
何？政客被愚弄，政局被攪亂，資源被掠
奪，國家被打爛。因為在某些「外人」眼
裡，他們只有既得利益，被「援助」的當
事國，始終是被牽著走「棋子」。不知道
學歷那麼高、閱歷那麼深的蔡英文之流，
信不信「外人靠不住」，更不知道「謀
獨」分子背著台灣人民幹了什麼不為人知
的勾當。不容置疑的是，總有一天真相會
大白於天下。

古語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蔡
英文當局不妨結合近代以來台灣歷史，認
真研讀一下「統一有好處，『台獨』是絕
路，外人靠不住」三句話，懸崖勒馬。否
則，最終等來的必定是歷史和人民的審
判。

老頑童

《破陣子 • 環保苦水》
——步李重光「四十年來家國」原韻——

                                 兩極玄冰液變，反常填漲江河。
                                 水線行將淹過頂，存活高崖剩杉蘿。
                                 殺傷勝兵戈！

                                 幾許煙囪排氣，含酸化雨侵磨。
                                 世上何方尋淨土，環保人間吐哀歌。
                                 誰不羡姮娥！

鄭亞鴻

私家車漫談
時間倒退50年，中國大

陸很少有人夢想家裡能有一
輛小轎車。那時，有一輛自
行車就心滿意足，有一段時
期，自行車還得憑票才能買
到，而且要花幾個月工資。
那時，中國被稱為「自行車

王國」。
時間倒退30年，大陸盛行摩托車。但

一輛摩托車要好幾千元，也不是每個家庭
都買得起。

2003年，我搬新居至現在的小區。小
區有500戶住戶，但基本上見不到私家車。
那時，小區有地下停車場，也有地上車
庫，但買的人不多。當時一個十幾平方米
的地面車庫8萬元，老伴說要不我們也買
一個吧，考慮到我們購房還貸款，也還沒
車，就作罷了。

如今，小區已車滿為患。有的一戶人
家還不止一部小車。2012年，我家也購了一
部小車。車越來越多，停車就成了問題，
小區的許多綠化帶，已闢為停車位。小區
周圍的道路旁，也停滿了車。當年幾萬元
的車庫，如果轉手出售要二、三十萬。

小區是一個縮影，據報道，截止至
2021年12月，中國機動車保有量達到了3.95
億輛，汽車保有量為3.02億輛，比上一年增
長10.38%。機動車駕駛人達4.81億人，其中
汽車駕駛人4.44億人。按
照城市來劃分，全國有
79個城市的汽車保有量
超過百萬輛，35個城市
超200萬輛，20個城市超
300萬輛，其中北京、成
都、重慶超過500萬輛，
蘇州、上海、鄭州、西
安超過400萬輛。中國消
費者購車，多數是以家
庭為單位，代步仍然是
中國家庭購車的最主要
需求，上下班通勤、休
息日周邊游、節假日回
老家，是很多中國家庭
購車的主要原因。2022年
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
示，中國有車家庭比例

達41.67%，中國去年生產、銷售的汽車數
量均為全球第一。受居民收入水平、交通
基礎設施、生活作息習慣等因素影響，城
市汽車普及率明顯高於鎮、鄉村。這也意
味著農村地區的汽車消費仍有較大空間。
根據世界四大會計事務所之一德勒發佈的
《2020中國汽車後市場白皮書》預測，中國
汽車保有量有望在2025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
第一。

私家車多，說明大陸生活水平的提
高，但車一多，也帶來很多問題。在市區
開車出行經常遇到堵車，特別是在上下班
高峰期，而且，開車外出，還有停車難問
題，甚至一些人行道也經常被汽車佔用。
所以除了要到路途較遠的地方，很多人選
擇騎電動車。至於節假日，高速公路上汽
車排起長龍，更是常見，因爭停車位引發
的爭吵時有發生。有鑒於此，我家的小車
利用率並不高，平時家人上下班都騎電動
車，節假日出遊或女兒女婿回女婿晉江的
家才開車。儘管如此，買車的人並不見得
減少。為了控制私家車的快速增加，目
前，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杭
州、海南等7地不得不實施限購政策。

由車滿為患引起的交通擁堵和停車難
已成為城市的痼疾，這些問題短時間恐怕
難以解決。

（2022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