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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源森 施文志

馬英九出訪大陸 《菲律濱•華文風》叢書十

10：和權著《我忍不住大笑》
目 前 馬 英 九 正 在 大 陸

作私人訪問，這是國府卸任
元首七十多年來的首趟大陸
行，也是繼習馬會後，中國
國民黨高層的又一次創舉；
過去雖有李宗仁投共，與連
戰訪問大陸，但他們都是卸

任副元首。
馬英九已經七十多歲了，不過依然是

風度翩翩，他所到之處，大批大陸民眾圍
觀爭睹；特別是到訪舊都南京與陪都重慶
時，更是轟動；民眾重見故國元首，老一輩
的都不禁熱淚盈眶。

他這次雖說是為了私人清明祭祖，大
陸亦盡量配合，沒安排什麼高官來接待，但
是其隨行媒體一大堆人，訪問之地又包括南
京中山陵、總統府、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拉
貝故居，和武漢辛亥革命紀念館等，還是引
起人們的眾多猜想。

他說兩岸的中國人，同屬中華民族，
炎黃子孫，這句話擲地有聲，分明是要跟蔡
英文較勁。

這也象征著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的延

續，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成功，第二次合
作使得抗戰勝利，這第三次合作是針對台
獨。當年蔣介石與毛澤東兩人都能談判，
國共兩黨均是現代革命政黨，雙方雖有抵
隙，但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沒什麼不可
談的。

今天台海戰雲密佈，一旦開戰雙方死
傷慘重，血流成河，世界金融經濟秩序將會
大亂。

不 過 馬 英 九 太 過 溫 文 儒 雅 、 優 柔 寡
斷，缺少霸氣與魄力；蔡英文當局，又一心
搞偏安台獨，只配當個小省長、弄個小朝
廷，格局太小，難有作為。要是蔣經國在
世，由他跟鄧小平來談判，中國的統一才會
有希望。

大陸當記得鄧小平的好貓論，什麼是
有利於國富民強、有利於老百姓、有利於民
族復興的，就是好制度；不管黑貓白貓，會
抓老鼠的就是好貓。詩云：

國共兩黨兄弟情，意識形態鬧分離，
分分合合鬩於牆，外禦其侮抗強敵，
北伐成功抗戰勝，合則兩贏分則惜，
聯手粉碎台獨夢，民族和平慶統一。

《菲律濱•華文風》叢
書之10《我忍不住大笑》是
和權的詩集。2010年6月出
版。

【 內 容 簡 介 】 ： 繼 多
年前在台出版的《橘子的
話》、《你是否撫觸到衣襟

上被親吻的痕跡》、《落日藥丸》後，本書
為菲華代表性詩人和權的第四冊詩集。全書
分為七卷，精選了作者從十五歲開始寫詩以
來的得意之作。和權曾如此自剖：「如果
說，我詩中有什麼『主調』的話，它應該是
對苦難人生的悲憫、對貧富對立的厭煩、對
親人的愛戀，以及對戰爭的憎惡惱恨。」書
前有菲華詩人李怡樂（一樂）序言，讀者當
可從本書一窺和權詩藝之全貌。

和權在《自序》文中說：十五歲開始
寫詩。一九八六年，台灣林白出版社出版
了我的詩集《橘子的話》，數年後，台灣華
嘩出版社又印行了我的第二冊詩集《你是否
撫觸到衣襟上被親吻的痕跡》（這個書名是
出版社代擬的，不敢掠美）。隔年，菲律濱
現代詩研究會又出版了我的第三冊詩集《落
日藥丸》。二00一年，大路鷺江出版社出版
《和權文集》。爾今，又有機會在台出版詩
集，令人深感欣喜——一個土生土長的華
僑，有機會在國內國外出版多本冷門詩集，
怎能不滿心歡喜!

為 了 謀 取 生 計 ， 我 們 的 先 人 遠 涉 重
洋，飄泊於異域，他們難免滿腹辛酸，思鄉
懷遠，而常常抒發懷抱於詩章。我雖是第
三、四代的華裔，但，也像許多先人一樣，
不忘祖國悠久文化的發煌。數十年來，除了
執著創作外，對菲華文運的推展也投入棉薄
之力。

我的幾本詩集，在題材上可能有海外
獨具的詩思和詩情，在形式上也可能有我個
人的語言和風貌，但，由於中華文化的臍帶
無法切斷，詩中仍然可以聽到長江黃河滔滔
滾滾奔流的聲音。我以廣義的人道主義為思
想基礎。我深信詩人須有善良的心地，業須
有闊大的思想境界，才能創作出感人肺腑或
給人以美的感受的燦爛詩篇。所謂「詩品出
於人品」，詩人的思想和人格，對詩作實有
至大份量的意義。

        詩無定義，不過，每一位詩人都
有他自己的「詩觀」。我認為，構成一首好
詩，最起碼的條件，應是思想內容清新，情
感真摯、強烈、深刻，同時又是合於善大法
式的。如果說，我詩中有什麼「主調」的
話，那麼，它應是對苦難人生的悲憫、對貧
富對立的厭煩、對親人的愛戀，以及對戰爭
的憎惡惱恨。

著名詩評家李元洛先生曾經溢美說：
「除了簡潔凝煉外，和權的詩作還能在淺
易與艱奧之間作適度調整，力求一種中和之
美……

既是新穎的，又是可以理解的，簡潔
明朗與含蓄雋永一爐而煉。」讀者諸君或
可在我的幾本詩集中，印證李元洛先生的話
同時印證我的「詩觀」吧。我深知寫詩是一
種至為孤寂的事業，而塵世上那些真正的詩
人，都是在「地平線」不斷推移的莽莽荒原
上，頂著「如焚的烈日」，頂著「幽冷的山
月」勇邁地獨行的旅人。我樂意做這種獨行
的旅人。

《我忍不住大笑》：【目次】：】：
楊宗翰【主編序】：《在台灣閱讀菲華，讓
菲華看見台灣——出版《菲律濱•華文風》
書系的歷史意義》。李怡樂：《李序》。和
權：《自序》。第一輯【落日藥丸】：落
日藥丸、我忍不住大笑、詩二首、滿園的

小白花——參觀麥堅利堡有感、大 笑、樹
根與鮮鮑、計數、找不到花、觀棋、登王
城、槍、大與小、和平的步履、迷惑、眼中
的燈——給扶西•黎剎、鈔票、路、路(之
二)、月光、歷史的樂譜、中秋月、那一年
的事、潮濕的鐘聲、好冷、落日藥丸。第二
輯【微笑】：微笑、刻印、印泥、讓你、給
女兒、彩筆與詩集、我的女兒——贈女兒潔
寧二歲生日、上帝的兒女、微笑、馬車上、
防波堤——獻給母親、拍照、多情的鞋——
讀新加坡詩人梁鉞的（鞋）有感、縫紉
機、除夕‧煙花——給妻、微笑(之二)、甘
蔗——獻給母親、飯鍋、鍋鏟、魚、黃昏過
倫禮沓公園——贈徐望雲、詩——給垂明、
詩(之二)、傘、肩膀、千世輪迴之後、詩千
首——贈林泉、黃山——贈王禮傅先生、銅
琵‧鐵板‧雕刀——紀念林泥水先生、停
電、噴射機——紀念王若、哭夏默、隔水天
涯——致李元洛。第三輯【老丐】：老丐、
怨婦、胸中山水、老丐、詩人、琉璃佛、葉
子、大鐘、望遠鏡裡、熱水瓶、歲月、冰、
玫瑰花、刻玉、路標、一輪旭日般的佛意、
空罐頭、針、衣架、快樂鳥、公雞、晚霞、
澄清的心、鐘、崖谷、家——只能慰妳以
詩、夜行、三閭大夫、地平線、水跡、源、
上碧瑤、梯、有感、尺、停電又怎樣、月光
石。第四輯【叮叮噹】：炭、游泳、游泳
(之二)、葉落、鞋、忘憂石、石語、冰櫃、
大排檔、劍、亂髮、危岩峭壁、觀心、古
松、晨雨、晨雨(之二)、小詩二題、小詩四
首、十四行、水晶骷髏、月、骰子、赤裸、
夕陽下、在冥思中、熨斗、永恆、死後、聖
誕樹、歡迎你來、火柴、大川、在母校、一
支筆、炊煙與小雨、繩索、水晶、稿紙原
野、四行詩、苦果、鬍鬚、寫給水晶、淚、
焚化爐、空瓶、礁岩、死亡的測試、地球、
雲翳、海邊漫步、悲哀、發光的字、神祕谷
之夜、足球賽、叮叮噹——讀「風鈴偈」有
感、霓虹燈。第五輯【：狼毫今何在】：兩
種詩、戰爭前夕、語詩‧語絲、凈土、撲
滿、某夜、一島兩國、製造之後、在輕軌電
車上——過義山有感、鐵拳、一罎香酒、紹
興酒、一張照片、石獅、失眠夜、中秋、伊
甸園、柁木、大地震、大地震(之二)、蝦、
樓上人語、狼毫今何在？、蟹、火山爆發
了、鳥類、千島、橘子的話、龍、王彬南
橋、木偶、輪胎、水泥、煙火、浪子哀歌、
大地震之歌、莊嚴的燭光、槳。第六輯【小
扶西】：我變成了一隻小貓、瀑布、小扶
西、螢火蟲、杉樹、小風箏、壁上的太陽、
不公平的媽媽、小草。第七輯【　近作（二
○一○年）】：砲彈與嘴巴、紅紅的花、葬
禮之後、十二行、哭泣、咖啡、黑咖啡、主
席、俠客、青春、呢喃、火柴盒、魚、天下
無敵、總統先生、彈簧、詩、素描、悼——
給老丈人、音樂、幸福、臉紅、和平之城、
凹凸鏡、掌中日月、集郵、象牙、溫馨。
【附錄】：羅門：《談和權》 。

【作者簡介】和權，原名陳和權，生
於菲律濱。主編菲華現代詩研究會《萬象詩
刊》廿年。出版詩集《橘子的話》、《你是
否撫觸到衣襟上被親吻的痕跡》、《落日藥
丸》，詩評集《論析現代詩》（與林泉、李
怡樂合著），《和權文集》。兩度蟬聯菲律
濱王國棟文藝基金會新詩獎，菲華兒童文學
研究會、林謝淑英文藝基金會童詩獎，台灣
僑聯總會華文著述獎「新詩首獎」，台灣行
政院僑務委員會獎狀，台灣中興文藝獎章新
詩獎，台灣新陸小詩獎，及中國寶雞詩獎。
詩作收入羅馬尼亞版與南斯拉夫版《中國詩
選》，並收入台灣《年度詩選》、《小詩精
選》、《新詩三百首》等書。

老頑童

江城梅花引 • 春日雜感
                               客居春半判經財：墜塵埃。落塵埃。
                               逆道花旗，焉得不成災。
                               自顧無暇還騖遠，矽谷倒，亂糟糟、正活該！

                               活該。活該。暗鬼胎：賤奴才、賊殺才！
                               枉法枉法，枉立憲、冤案贓栽。
                               幽禁三年，始放晚舟回。
                               風暴皇天終有眼，老孟姐，看新聞，樂趁懷！

[後記]：

         矽谷銀行宣布倒閉，是花旗國倒閉的第二大銀行。
這新聞一傳開，引發連鎖效應：客戶擠領存款，一日達幾億美元••••；
股市狂跌••••；一場財經風暴方興未艾••••。據說，銀行倒閉遠因，是許多

大行業巨量裁員••••。
矽谷位於花旗國加州南部，以電子精細工業為生命線，也是大本營，產品包括各種電

腦、手機••••銷路一向不錯，怎麼會出問題？
這令人想起花旗國過氣總統特爛舖 Trump 在任時，因為土匪思維，無緣無故把華為機

構掌門人孟晚舟扣留在加拿大溫哥華達三年多，造成現代六月雪冤案。
華為出品價廉物美的電子零件，足以扼住這行業的生產命脈。換句話說，華為如果願

意，只須停止或減少供應某些零件，的確有能力拖垮矽谷。
老孟姐有沒有這麼做，心照不宣，說出來就沒有意思了。如果有，須怨她不得。你不

仁，休怪我不義！如果沒有，看到天道好還，讓花旗鬼遭罪，替她出一口烏氣，一定額手
稱慶了！

就像花旗鬼派兩個巫婆到台灣省和南韓挑釁，新中國就放一粒氣球把你氣死一樣。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人不好欺負了！

戴天行

中企應加強對其駐外機構的監管
近 年 來 ， 在 中 國 一 帶

一路倡議下，不少政府企業
紛紛往海外投資，對發展中
國家經濟建設貢獻鉅大，但
也有部份中企高管人士利用
其職務之便，並以不正當的
商業行為擾亂市場的正常競

爭，給國家造成重大的損失，也影響到地方
政府對中國投資者的信心。 

話說去年十月，某中企設計院在菲領
導人通過本地華商介紹下，參與到了外省一
個光伏太陽能源項目，該本地華商用其多年
積纍的人脈關係，介紹地方政府首長親自接
見，並派人陪同到該地做多次考察，甚至一
度安排直升機載其到地方視察。經過多番互
動，該中企設計院駐菲的領導人知道這是優
質項目，希望可以與華商一起來合作規劃本
項目，且會引薦上級公司的中資母企一同投
資合作。可是，該中企設計院駐菲的領導人
後來在華商不知情的情形下，甚至派出假裝
第三者，以探取商業機密的方式，跟綜了解
華商對此項目的工作進度，與此同時亦背著
華商指示下属人員蒐集、勘探相關資料、該
中企設計院的駐菲領導人也未能及時的將勘
探檢測結果上報到該公司投資部反而私下找
其他投資者合作，心謀不軌、企圖用陰謀踢
掉與之合作規劃的牽線華商。 

華商發現事不尋常，開始追查中企的
內部項目審批機制，發現中企機構審查非常
嚴緊，一般從項目上報到批准起碼都要三四
個月以上的時間，並且也沒有該中企領導人
提及的合作條件。華商至此才恍然大悟，發
覺該中企領導人一開始就存心不良，私下找
其他投資者開發项目，經常沒有將有關項目
的詳細信息上報給總公司，完全不顧及總公

司的利益。華商察覺到之後，公司菲人股東
反應激動，立即通知該設計院領導人需要在
簽立的MOU內容反映華商為項目實際介紹
人和合作夥伴的關係，但該名人士一直推三
隔四，在華商的反覆說明之下，都不願意簽
署該合約。無奈之下，華商最终讓律師出
面，告知股東們為公司的合法權益，否則將
會採取法律行動，該領導人才勉強簽署合
約。 

此等沒有商業道德的行為已嚴重違反
了市場規矩，也影響到地方政府官員對中國
國企的印象和信任。 中菲兩國是友好鄰邦
和合作夥伴，雙方都應遵守當地的商業規矩
和合同精神，推動互利共贏。就此完全沒
有 “契約精神” 與商業騙子無異，令人不
齒！ 

中國真誠地要幫助菲律賓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小馬可斯也殷切希望大量中國投
資者的進入，近日他在菲華商聯總會第33屆
全菲代表大會致詞時還鼓勵華商幫助實現今
年初他訪華的成果，推動更多中資來菲律賓
推動各種大型基建項目，光伏太陽能源、和
高新科技等領域建設。由於寄望大，小馬總
統對中國來的企業也非常敏感，同樣痛恨遵
守規則的行為。最近小馬總統便成立了國家
情報協調署，其中主要工作是用來調查破壞
市場的和有關的商業間諜行為。 

因此，此等行為損害中企和中國形象
的不當行為應受到嚴厲的批評，中企總公司
應追查駐外高管的不正當行為，加強對駐外
機構的監管，約束員工，不要讓此類事件再
次發生。另外，本地政府對此類公司及人員
也不會歡迎，甚至有可能對其採取一定的法
律措施，事關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形象，有關
機構能不慎乎！

香港仔

跨境器官捐贈機制應快些落實
香港移植學會昨日舉辦

「器官受贈者感恩大會」，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致辭
時表示，本港跟內地正探討
跨境器官捐贈機制恒常化，
以期能幫助更多病患。事實
上，本港每年均有數以千計

的患者苦苦輪候器官移植，飽受煎熬，不
少人還沒等到合適器官便已遺憾離開這個
世界。挽救生命對每一個市民都是頭等大
事，任何有助提升跨境器官捐贈和配對效
率的機制都值得支持，不但應該做，值得
做，而且要快些做。

器官捐贈遺愛人間，可以讓逝去的
親人離開世界後，將健康的器官捐給有需
要的人，不但能讓病患獲得新生，也能為
他們的家庭帶來希望。昨日在大會上，市
民方小姐憶述自己和家人在父親突然離世
後，遵從父親樂於助人的秉性，同意捐出
父親的全部器官，拯救了5個家庭，令人感
動。官方資料顯示，現時本港器官捐贈名
冊有逾35萬名登記者，在內地同胞無私支
援下，過去有近千名港人於內地受惠接受
了移植手術，現時亦有超過3,500名本港患
者在內地的「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
算機系統（COTRS）」中登記等待。

器官移植爭分奪秒，醫務人員如同
從鬼門關搶人，因此從配對到安排跨境運
送，再到移植手術，每個環節都務必要做
到無縫對接。本港4個月大患上急性心臟
衰竭的女嬰芷希，由於她十分年幼，能捐
出合適大小心臟的腦死亡捐贈者非常罕
見，去年底內地有一名腦死亡幼童的家人

捐出死者心臟，經COTRS在全國作多輪自
動匹配，確認該心臟於內地並沒有合適的
受贈者後，經內地與香港近24個部門和65位
醫護和專家的緊急通力合作，才能夠在3小
時內將適合的心臟極速跨境運抵並成功移
植，完成創舉。

內地有14億人口，中央多年前已着
手建立國家器官移植工作體系，並獲世界
衞生組織及世界移植學會等認同。芷希的
個案更加為本港和內地的器官捐贈合作樹
立了典範。香港移植學會前會長周嘉歡指
出，跨境器官捐贈機制在歐洲已有60多年歷
史，不同國家或地區都會分享資源，只要
在該國家或地區沒有合適移植的人選，捐
贈的器官就轉移到第二個國家或地區，國
際上一直都這樣做，是最簡單、最方便的
方法。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跨境
器官捐贈合作，讓逝者捐獻的器官能為他
人帶來新生，遺愛人間，這是件非常有意
義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