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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客 付玉成

談李榮美新書《杖朝集》 父親
菲 華 報 界 著 名 專 欄 作

家、菲華專欄作家協會會長
李榮美先生最近出版他的第
十本專欄文集《杖朝集》，
依舊受到讀者的熱捧。一名
專欄作家最怕自己的文章沒
人看，但李榮美先生是報界

長青樹，完全不需要擔心沒有讀者。
李榮美先生是菲華著名「健筆」，寫

專欄近七十年，華社無人能及。他擔任菲華
專欄作家協會會長多年，被業界尊稱為「筆
頭」也是這個原因。

李榮美先生之前出版過多本書，《杖
朝集》是第十本，是他近兩年在《商報》、
《菲華日報》及《華報》所寫的專欄文章，
依次分類為：一、菲華精英譜；二、中菲望
遠鏡；三、國際大視野；四、海峽大一統；
五、文教面面觀；六、幸福人生談；七、健
康養生堂。

從李先生的文章可以看出，他雖已年
屆耄耋，但對於祖國統一、國家大事、時事
新聞、養生健康、文化教育，依然能走筆成
文，侃侃而談，讓人自愧不如，心生敬佩。

李 先 生 一 生 熱 愛 菲 律 濱 ， 更 熱 愛 中
國，從他的文章中能體會到他的赤子之心，
數十年如一日，實屬難能可貴。

從 一 篇 文 章 中 可 以 看 出 一 個 人 的 修
養，李先生博古通今，文章對幾乎任何事情
都能侃侃而談，除了對政治時事有獨特的
見解，對養生之道和做人的道理更是如數家
珍。

李先生寫文章多年，自然也得罪不少
權貴，但他為人坦蕩，行得正站得直，身正
不怕影子歪。這一點我相信李先生是受到
《商報》于長城、于長庚昆仲的影響，因此
才能冒著得罪權貴的風險，數十年如一日地
批判社會不公和愛慕虛榮的僑領，讓報界晚
輩敬佩不已。

李榮美先生寶刀未老，筆耕不輟，依
舊每週傳稿到報社，能堅持寫專欄那麼多
年，是毅力堅強者才做得到的。

李先生的《杖朝集》是由林文成校長
負責編輯，歐尚印刷出版公司排版印刷，是
一本值得典藏的珍貴時事評論文集，希望能
為菲華文壇和報界增添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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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在25歲那年，母
親因傷寒病無錢醫治而過世
了，那時候的我，剛剛一歲
零五個月。母親的離去，使
本來已經分家單過的我們又
和祖父母及叔叔合灶了，我
從此就在祖母的關愛下開始

了童年生活。
父親是個文化人，在村裡上過三年私

塾，那個時候上過學的人很少，加上父親
好學，算術讀寫、作文斷字都行，結婚前
還是省城鋼廠的一名工人，因為三年自然
災害下放而回到家鄉，母親過世前父親就
是生產隊的會計，而且一直幹到改革開放
前夕，在農村也算是一個吃輕巧飯的人。

小時候的我，營養不良，體弱多病，
瘦弱得像根蔫了的豆芽，由於缺醫少藥，
甚是鬧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有兩百
天是在病中度過。

到稍微大一點，有了記憶，叔叔們
都成家單過了，祖父母也老了，才知道沒
有母親的日子不好受，在外受欺負，在內
受孤單，尤其是父親，本來內向的性格在
失去母親後變得愈發沉默，幾乎再見不到
笑容，祖母也曾動員親戚朋友為父親撮合
續絃，每次都是因為有我這個拖累而告失
敗，有時候親戚領女人來家，我也是暗懷
敵意，因為後娘虐待孩子的故事從母親過
世後就不絕於耳。 有一次甚至有個湖南的
年輕女人來家裡住過一段，為了不讓我搗
蛋，索性把我安排在姑姑家過了一段，但
老實的父親還是忍不住告訴了對方實情，
時間不長那女的便離開了父親，後來父親
索性死了那再婚的心思，直接和我過起了
二人世界，他繼續在生產隊務農，我做飯
養豬上學，一直平靜地過到初中，再沒有
聽說過父親找對象的事。

平靜的生活被打破是改革春風和聯產

承包責任制，78年開始，農村突然分田到戶
了，做了多年會計的父親隨之也失去了會
計的位置，開始和別人一樣耕種自己的三
畝多水白地，慢慢懂事的我漸漸地感覺到
了父親的孤單和無助，耕種決不是一個人
能夠干的活兒，臉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對
年歲漸高的人來說是一種折磨。

到1979年我又被省重點中學抽到很遠
的地方住校上高中，從此便開始了與父親
兩地相隔的日子，他那佝僂的身影只能在
腦海中浮現，每次月末回家，都覺得父親
有話要說卻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是不想我
離開，可又不忍心我像他那樣度過一生，
況且我先天營養不良的體質無論如何吃不
了這份苦，所以，每次見面他雖然高興，
但依舊沉默少言，相聚一晚上，父子兩基
本上說不了幾句話，能夠留下記憶的就是
見面時的「你回來了，學習還好吧？「 出
門返校時的：」把錢收好，省著點用「。

後來我大學畢業到外地工作，自己又
建立了家庭，我和父親的相聚就更少了，
每年回家探親都能夠體會到父親的老邁和
孤單，自己也極力勸導父親再找一個伴，
父親總是歎氣的搖搖頭，是啊，在那偏僻
的鄉下，本來就是男多女少，更何況還是
一個半老頭子呢！

即使偶爾有那麼個落單的寡婦，也都
是兒孫滿堂。

聽鄰居們講，父親年輕的時候是有機
會再組家庭的，主要是怕我吃苦受累，遭
後娘虐待，到後來我成了當地的第一名大
學生，他又不想給我增添贍養的負擔，所
以就這麼一再的耽誤了，其實父親並不知
道我心底是多麼希望有個母親！

父親已經走完了勞䘵的一生，到了另
一個世界，但是關於父親的記憶卻深深的
刻在我的腦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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醺人

《王斐七言佳作選譯》
年杪雜感           MID-AUTUMN GREETING

                 異鄉草綠春來早，  Early spring turns foreign soil meadows green,
                 故國冬寒雪去遲。  As snow hangs on Homeland wintry chill stays.
                 把酒臨風空自歎，  Facing the breeze I toast and wheeze in vain,
                 中原日暖待何時。  When shall the Grand Prairie enjoy warm days.

春愁             SPRING BLUES

                 浮生無計避塵囂，   Short of a way to thwart the worldly drags,
                 又見街頭彩旗飄。   Once again by streetsides fly vivid flags.
                 不怕風來催好雨，   Fear not the wind hastens a good rainfall,
                 只愁日落起寒潮。   But worry sunset brings cold wave attacks.
                 杯中酒冷青衫濕，    Wine cools in the cup thus plain shirt damp,
                 台中歌凝翠袖搖。    As music halts on stage yet hued sleeve wags.
                 自是春殘花漸老，    By rule as spring mellows flowers grow old,
                 曲終筵散人寥寥。    A songful feast ends with few living tracks.

                                  原著：王斐    Original by Wang Fei     
                                  譯文：醺人    Version by Xun Ren

李秀恒

資管優勢 港須保持
《十四五規劃綱要》中

明確支持香港鞏固及提升自
身的競爭優勢，一如既往地
推進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的發展，其中重點提及全球
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
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

心的功能。

港擁資管天然優勢

資產管理業務作為佔地少、無污染、
高增值的行業，對於地域狹小的香港來說再
適合不過。根據證監會發布的調查報告，截
至2021年底港資產及財富業務規模為35萬億
港元，同比增長2%。即使以極低的1%管理
費作計算，資產管理業務亦能為港貢獻3500
億港元的經濟效益。事實上，基金管理費用
遠不止1%，當中好處可想而知。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資金流入及
流出皆不設限的自由港，且處於富豪和財富
之增長速度冠於全球的大中華地區，加之背
靠祖國、擁有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的多
項機制，擁有發展資產管理的天然優勢。

區內競爭對手浮現

當然，香港在區內絕非毫無對手。根
據彭博社的分析，香港的資產和財富管理行
業正急劇放緩，2021年的2%成長遠低於上年
的21%；而在較高端市場，私人銀行及私人
財富管理業務的資產管理規模下滑6%至10.6
萬億港元。

而該媒體指出，部分原因是更多人選
擇在新加坡設立財富管理機構。新加坡對資
產管理業務的發展進取，曾經超越香港成為
亞洲資管規模之最。

筆者認為，在環球經濟壓力及新冠疫
情的影響之下，香港的私人財富管理行業仍
能夠在過去幾年表現保持強健，保持正增

長，已屬難能可貴；而私人資產管理規模的
下降，主要原因是全球投資市場轉冷之下客
戶持有的相關投資的價值變動。而至於與新
加坡的對比，香港背靠資本帳仍未完全開放
的中國內地，是參與「債券北向通」投資者
最為集中的註冊地，在資產管理方面擁有全
球競爭力。

有為施政利於產業

新一屆政府成立至今已超過四個月，
施政理念及治理作風從以往奉行的「小政府
大市場」及「積極不干預」，轉向結合「有
為政府」及「高效市場」。此種觀念的改
變，對香港的資產管理產業有積極的推動效
應。

在具體政策方面，《施政報告》中宣
布成立的「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將會藉
由政府主導的投資項目，吸引更多海外資本
在港發展；而日前發布的《有關香港虛擬資
產發展的政策宣言》，則有效地將資產管理
的範疇擴大至虛擬領域，引導虛擬資產在政
府有效監管之下有序在港進行。

若希望進一步擴大香港的資管規模，
超越瑞士成為全球最大的跨境理財管理中
心，香港仍須積極調整銀行等金融機構應對
打擊洗錢、合適性及專業投資者相關 KYC 
制度的一致性。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
地區組成的市場為例，由於涉及不同的國情
和宗教信仰，據悉這些國家、地區無論是公
司還是個人，想在香港開立銀行綜合理財
戶口成功率較低，原因是在「了解客戶」
(KYC)等規則下，金融機構有較高機率將潛
在客戶與洗錢、恐怖份子的融資活動作連
繫。這種「斬腳趾，避沙蟲」的做法有如因
噎廢食，窒礙資產管理的發展，理應從加強
監管方面著手，在優化監管機制的同時為來
自更多地區的客戶或機構提供便利的優質服
務。

（作者為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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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與關懷 助長者防騙
香港警方近日接獲銀行

職員報案，懷疑一名89歲婦
人被騙，調查後成功阻截騙
案並拘捕3人。事件說明，
香港銀行業界是阻截不法分
子的一道重要防線，職員關
懷長者、機警防騙的行為值

得讚賞。只要社會上少些「各掃門前雪」
的自私意識，多些愛心與關懷，就能有效
減少長者被騙情況。

案中銀行職員於上周五下午，發現受
害老婦往銀行提款時神情有異，主動上前
了解得悉，老婦收到「兒子」電話稱捲入
一宗刑事案件急需5萬元保釋金，將安排友
人上門收錢。銀行職員細心詢問下察覺有
異，遂代為報警而揭破騙案。警方表示，
被捕3名疑犯與最近12天內至少12宗針對
長者的「猜猜我是誰」騙案有關，平均每
天一宗。銀行職員的一個愛心舉動，幫助
長者免遭詐騙，有關方面應給予表揚和獎
勵。

雖然政府不斷透過各種渠道不遺餘力
地宣傳防騙訊息，但香港今年首三季仍共
有19,444宗騙案，按年大增39.7%；其中電
話騙案共有1,687宗，按年大增40%，主要手

法是假冒官員（906宗）及「猜猜我是誰」
（780宗）。更令人憂心的是，當中不少
受害者是長者。對於這些被騙的老人家來
說，他們大多退休沒有其他收入，被騙後
不但損失個人財產，更會直接影響生活保
障，幾乎形同要命。

「猜猜我是誰」是種破綻百出的古
老詐騙手法，但對聽力和記憶力退化、人
際關係疏離、不諳科技和時事的長者卻十
分有效，這亦是案中89歲老婦輕易就相信
電話中騙徒是自己「兒子」的原因。而銀
行職員見義勇為的義舉說明，愛心關懷是
防堵詐騙的重要一環。事實上，只要社會
上能充分發揮友鄰互助的精神，將關懷融
入日常生活，即使是大廈管理員或左鄰右
裏，同樣可以從長者的言談舉止中察覺異
狀，協助長者辨識及揭穿騙案。

孔子說過：「人不獨親其親、不獨
子其子。」孟子亦說：「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市民在日常生
活中應發揚團結互助的優良傳統，一旦發
現身邊長者突然出現言詞閃爍、異常緊張
等情況，應主動給予關懷，及時轉告其家
人或向義工團體和警方尋求協助，避免長
者墮入詐騙陷阱。

林鴻東

閩南人的「上帝」
玄 天 上 帝 ， 又 名 真 武

大帝、蕩魔天尊、北帝、黑
帝......等，閩南民間多稱之
為上帝公、上帝爺或帝爺
公，而所謂的上帝公，其實
就是上帝。玄天上帝民間信
仰的產生，最早源於星宿崇

拜，為二十八星宿中的北方玄武七宿（鬥、
牛、女、虛、危、室、壁），即「天之四
靈」之一的玄武。因玄武七宿的星圖極像龜
蛇合體，則又進一步演化成龜蛇崇拜。宋
時，玄武人格化，成為披髮跣足，手持北斗
七星劍，足攝龜蛇的神靈形象。

2021年年底，我到漳州龍海采風時，
意外發現龍海的上帝公廟數量驚人，遠遠超
過其它民間信仰，估計有幾百座（後經一位
年輕的道士統計是三百多座），可以說是
「社社皆有上帝公」。龍海是這樣，龍海隔
壁的漳浦呢？漳浦同樣是漳州的沿海大縣。
之前，我閱讀過原漳浦縣博物館館長王文徑
（已故）的玄天上帝調查。他本人親自走
訪了幾十座。從他的調查中，我推斷出還會
有其它的玄天上帝廟。果然，很快，我在網
上搜到了《漳浦晨報》關於漳浦民間信俗的
統計資料。 《漳浦晨報》指出：「從漳浦
寺廟供奉的主神來看，以開漳聖王陳元光及
其部屬將佐的最多，全縣約200 座；其次是
祀奉觀音、佛祖約130 座；再次是祀奉玄天
上帝，約70座。」據悉，漳浦縣最早的玄天
上帝廟是始建於北宋太平興國二年的舊鎮甘

林廟。從《漳浦晨報》的統計來看，玄天上
帝顯然在漳浦民間信仰中居於核心地位，雖
數目更多的還有開漳將士信仰與觀音佛祖，
然而，前兩者皆是多神合併的統計結果。另
開漳將士信仰，是一種祖先神信仰，主要在
漳州流行；觀音佛祖信仰往往有較為大型的
寺廟，其中一些很可能是符合宗教寺廟的概
念。漳浦的玄天上帝廟是不是僅僅只有「約
70座」？我是懷疑的，因為我知道，閩南民
間的小寺小廟為數眾多且極為分散，對於學
者們的調查來說，其困難程度可想而知的。
無巧不成書的是，五一期間，蔡清毅教授去
古雷，給我發來兩張照片，告訴我漳浦古雷
的神仙村（13村）幾乎村村都有玄天上帝信
仰，且玄天上帝都是主神。這十多座玄天上
帝廟顯然不太可能是前述「七十座」之內
的！種種跡象表明，漳浦的玄天上帝廟其分
佈密集度很可能會非常接近龍海。下一步，
我將到漳浦去實地采風，對漳浦的民間信仰
進行一個近距離的調查。

有人問我，玄天上帝信仰應該算是道
教，不能說是民間信仰吧？我的回答是，閩
南民間信奉的玄天上帝信仰，是一種源自道
教的民間信仰。因為民間信仰與宗教的區別
是，有沒有系統的經典教義與教會組織。閩
南民間信奉的玄天上帝信仰，它的特徵更符
合民間信仰的概念。

玄天上帝是閩南人的「上帝」！玄天
上帝是閩南民間信仰中具為核心、最為流
行、最為普及的民間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