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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軍官競選總統 斥蒙吳禍亂朝綱
杜特地否認受蒙吳控制
本報訊：以政府反叛亂特遣部隊的發言
人而聞名的退役軍官巴拉地昨天宣布參加明
年的總統競選，作為民主菲人黨的替換者。
巴拉地昨天在選舉署告訴記者：「讓我
澄清一下，我不是政治家，我是軍人……由
於現在正在發生的馬戲，我看不到這個國家
有什麼希望。」昨天是選舉署接受替換候選
人申請的最後一天。
巴拉地說，他想競逐國家的最高職位，
因為最近削減了結束地方共產主義武裝衝突
國家特別部隊的2022年預算。
巴拉地說：「我們努力了那麼久，將工
作帶到偏遠地區，現在他們要解散了？」他
反對總統候選人羅貝禮道最近反對結束地方

共產主義武裝衝突國家特別部隊的聲明。
他說：「他們為什麼要解散它，尤其是
副總裁羅貝禮道？你不相信結束地方共產主
義武裝衝突國家特別部隊解決地方共產主義
武裝衝突的使命嗎？」
他也聲稱，參議員蒙．吳（音）控制著
杜特地總統。
他說：「我無法與參議員蒙．吳結盟，
對不起。但他是我們國家的問題……我只是
不喜歡他做事的方式，包括控制總統的決
定。」杜特地總統週一晚上表示，參議員克
里斯托弗·蒙·吳沒有控制他。
杜特地是在總統候選人、前陸軍軍官巴
拉地聲稱吳氏是國家「問題」的一部分，他

控制著總統的決定之後發表這番言論的。
總統在他每週的《與人民談話》中說，
吳氏「並未控制任何人」。
杜特地說，吳氏總是在他身邊「履行他
的職責」。
吳氏也回應了巴拉地的言論，稱他「幫
助杜特地正確執行」決定是「自然的」，因
為他已經為杜特地服務了20多年。
吳氏在聲明中稱：「杜特地總統表示，
沒有人在控制他。他說，如果他被別人愚弄
了，就不會當總統。他是做決定的人，而我
只是幫忙。」
巴拉地在今年7月從南呂宋軍區司令的職
位上退休，最近被任命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副

Pharmally高管企圖外逃大馬 警衛成功攔截押回參院拘禁
本報訊：Pharmally藥物公司高管莫希特
和特溫克爾．達加尼被捕只證明了「沒有所
謂的安全港」——即使是在杜特地執政了幾
十年的納卯市。
這是參議員們在莫希特和他的妹妹特溫
克爾試圖逃離這個國家之後所說的話。 莫希
特和特溫克爾分別是Pharmally的公司秘書和
總裁，他們於週日在納卯國際機場被參議院
的警衛逮捕。
參議員轆遜昨天表示：「如果達加尼兄
妹認為納卯市是一個安全的天堂，楊鴻明和
克里斯托弗．劉（音）也是這麼認為，他們
應該三思。沒有所謂安全的天堂。」

羅計正式競選參議員
本報訊：總統發言人羅計昨天遞交了參
議員候選人資格證書。昨天是更換候選人的
最後一天。總統委任的官員在遞交了候選人
資格證書後都立刻被視為辭職。
這是羅計第二次競選參議員。作為人民
改革黨的黨員，他將取代馬地利諾參選。
羅計最後一次以總統府發言人身份召
開新聞發布會期間表示：「我們希望回歸國
會，在參議院會議廳……從你們的發言人，
我希望成為你們在參議院的實幹者。」
他還說，他尋求杜特地總統和納卯市長
莎拉．杜特地批准其候選人資格。
羅計在較早前表示，他參選的理由是
需要洗刷污名，他強烈否認反對任命他為國
際法委員會成員的抗議者給他貼上「戰爭罪
犯」的標籤。

轆遜補充：「他們應該停止認為他們在
那裡是不可觸碰的。正如昨天（週日）所證
明的那樣，他們（達加尼兄妹）現在在參議
院。他們將被迫出席11月25日的藍帶委員會
聽證會。」
納卯華商楊鴻明（曾是總統的經濟顧
問）以及前預算部副部長克里斯托弗．劉
（音）也因為無視對涉及數十億披索的價格
過高抗疫醫療用品之具爭議交易的調查，而
被控蔑視。
但參議院警衛辦事處目前仍未成功拘捕
楊鴻明和劉氏。
參議院藍帶委員會的主席參議員吳頓

說，達加尼兄妹躲在總統的家鄉，並且策劃
逃離那裡的計劃並不令人「感到驚訝」。
該對兄妹計劃登上前往馬來西亞吉隆坡
的私人包機，但被參議院警衛組攔截了。
吳頓說：「飛行，特別是乘坐昂貴的國
際包機，確實是有罪的明顯標誌。逃避始終
是犯罪者的策略。」
他補充：「這也應該適用於前預算部採
購處負責人劉氏，他也一直在逃避逮捕。」
參議員邦義利蘭說，這次逮捕應作為
對所有參與所謂不正常採購的人士的「警
告」。他說：「那些不知道如何尊重或拒絕
遵守參議院的命令和規定的人將被處理。」

新增1547例確診
活躍病例27025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報告，新增1547例
確診新冠肺炎病例，使累計新冠肺炎病例總
數達到2,818,511例。
根據衛生部的統計，這是自2月24日
（1,557例）以來，最低的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數字。
新增的確診病例也使活躍病例上升至
27,025例，這是自1月15日（27,033例）以來，
最低的活躍病例數字。
在活躍病例中，61%屬輕症病例，

17.59%屬中度症狀病例，10.8%屬重症病例，
4.6%屬危重病例。
再有128名患者死亡，累計新冠肺炎死亡
人數增至45,709人。
另外，再有2601名患者康復，累計新冠
肺炎康復人數增至2,745,777。
全國的重症監護病床使用率為35%，而
隔離病床的使用率為28%。
在大岷區，重症監護病床的使用率為
30%，隔離病床的使用率為26%。

電台DJ施議財試圖撼動華社體系
作者：黃雙吟（Regiena Siy） 譯自菲華電視台
菲華電視台最近發起了#1CH1NOY活
動，作為對菲華社區進行深入瞭解和糾正一
些常見誤解的一部分。最終的目標是要證
明，儘管中國人的血液在他們的血管中流
動，但毫無疑問，華裔菲人的心是菲律濱
人。
當被問及他對1CH1NOY活動的看法時，
電台DJ和播客施議財（Stan Sy）說：「我很
榮幸能成為「1CH1NOY」活動的一部分，因
為我想成為這些令人不安的對話的發起者，
現在是時候了，因為我們必須看看自己是
誰，才能瞭解自己來自何方，這是一場早該
進行的對話。是時候讓整個系統震驚了。」
事實上，從他自我介紹的管道開始，他
在整個面試過程中確實證明了不舒服談話的
重要性。除了是電台DJ和播客外，他還是一
名活動主持人、一名配音天才和一名作家，
據施議財稱，這些都是你通常不會從華人那
裡聽到的。他進一步補充說，作為一名華
人，你的職業基本上是企業或專業，任何涉
及以創造力為生的事情都是不被鼓勵的。
身份危機
他非傳統的職業道路足以引發身份危
機，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問題是在兩種文
化之間徘徊。施議財也說，他經常問自己是
菲律濱人還是中國人。「這一直是一個關於
哪一方會佔上風的問題，不是嗎？我在菲律
濱出生和長大，但我看起來與大多數人非常
不同，我的文化經歷也非常不同。」
然而，施議財直到上了菲律濱國立大學
（UP Diliman）才意識到身份鬥爭。
據施議財說，他的同學問他的第一個問
題是，如果菲律濱和中國發生衝突，他會站
在哪一邊。「對我來說，問一個在菲律濱出
生和長大的人這個問題是多麼愚蠢，」施議
財說。
雖然他知道自己是華裔菲律濱人，而
不是一個或另一個，但施議財仍然有許多身
份問題需要解决，這就是為什麼他想出了一
種方法來承認自己文化的兩個方面。「請
注意，我從來沒有把自己稱為菲律濱華人
（Filipino Chinese），」他指出。「總是華
裔菲律濱人；華裔是先行的形容詞，菲律濱
人是名詞。這是因為我是一個有華人血統
的菲律濱人，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被稱為
Chinoy：華裔菲人。語義很重要。」
媒體報導不準確
由於華裔菲人的文化身份難以確定，因
此在菲律濱媒體上對華裔菲人的描述常常存
在很多不準確之處。這是施議財非常熱衷的

一個主題，因為他透露他的本科論文是對華
裔菲人身份的人種學分析，與ABS-CBN （本
地電視台2號頻道）的系列節目「我的岷倫洛
女友」（My Binondo Girl）並列。
「人們真的很有興趣菲華女孩
（Chinita）（2012-2013年左右），你知道，
在電視上，菲華女孩的外表有點異國化。因
此，張金珠（Kim Chiu）主演的《我的岷倫
洛女友》（My Binondo Girl）系列劇也讓林西
安（Xian Lim）成為主流，而我對他們代表
華裔菲人身份的管道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它也很有異國情調。」施議財哀歎道。
「我覺得這是對我們身份的一次重大歪曲。
我不知道那部劇的編劇室裏有多少華裔菲
人，如果有的話。但你知道，回顧過去，
我對它的責備與十年前一樣，就像現在一
樣。」
施議財還透露，姚明是他童年的偶像
之一。這很容易被誤認為是親中情緒，但事
實上，施議財只是在尋找代表。「如果你翻
看我的照片或者我在中國舉辦奧運會時穿著
中國主題夾克的照片，那是因為我愛姚明，
他是我最喜歡的球員。因為你知道，在觀看
NBA的成長過程中，他是唯一一個長得像我
的人。沒有菲律濱人進入NBA的呃。」
媒體中缺乏代表性和不準確的代表性
是導致施議財對自己作為電台DJ的文化身
份更加開放的原因。「作為一名廣播員，我
决定用我自己的管道去做。所以我開始對成
為華裔菲人持開放態度，我在廣播中經常這
樣做。我會公開談論『啊不，在我們的家庭
裡，我們是這樣長大的』，所以，你知道。
當有人問我：『你如何識別？』『是的，我
是華裔菲人。』前幾代的電台DJ對此並不開

放，所以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風險，因為沒有
其他人這麼做。但我想成為其他像我這樣的
華裔菲人聽眾的聲音，」施議財說。
除了在媒體行業工作外，施議財在當
地職業摔跤界也是一位傑出的人物。然而，
他並沒有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個性，而是表現
出一種個性的延伸。他是拳擊場上的施先
生，一家公司的仁慈的總經理，他也有不好
的一面。他在這些表演中的目標是代表菲華
社區，因此他模仿了不同華裔菲人的刻板印
象（譬如給红包和甜粿）並顛覆了他們的想
像。
然而，當被問及他的表現是否對華裔菲
人產生了積極影響時，施議財回憶了一些例
子，華裔菲人的觀眾會感謝他幫助他們感到
被看見，但也有人很快對他的職業選擇表示
不滿。
施議財說：「我經常會問一些問題，譬
如『你為什麼會在那裡？會賺到錢嗎？那裡
有錢嗎？那裡穩定嗎？』你知道你所追求的
人的父母通常會問的問題，我從整個社區得
到這些問題……我認為這是對我們所做的事
情的輕蔑和貶低。」
進行困難對話的重要性
對非傳統職業選擇的反對是菲華文化的
眾多刻板印象之一，但儘管被貼上了這樣的
標籤，但其中大多數至今仍然正確。大多數
刻板印象往往源於某些傳統，施議財認為必
須重新評估這些傳統，即使它涉及到不舒服
的談話。
當我想到和諧時，不是：「哦，多麼
幸福的關係啊！」更重要的是沒有混亂，沒
有衝突，對吧？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價值
觀。誰不想要和平，對吧？誰不想要平靜的
生活。同時，与此同时，和平，在它的下
面，可能有一些问题在表面下冒泡，这是人
们渴望探索的，因為對和諧的渴望。」施議
財指出。
在施議財認為應該面對的諸多問題中，
長城的問題性是其中之一。「這對我來說太
種族主義了，因為偏執是基於基因或是基於
你生來就不是華人，你沒有選擇，因為你不
再有資格和這個女人結婚，對嗎，」施議財
說，儘管那些相信長城的人並不是故意的種
族主義者，正如他後來補充的那樣。「種族
主義是我們對沒有立刻意識到的東西，因為
它是與生俱來的，而且是系統性的。當我說
它是系統性的時，它意味著他被埋在那裡是
為了撫養我們。你習慣於相信它是正確的，
或者它是真實的，因為它就是這樣。」

主任。
當他還在結束地方共產主義武裝衝突國
家特別部隊的時候，他以給名人和其他個人
貼上紅色標籤而聞名。
羅貝禮道說，巴拉地把她和共產主義運
動聯繫在一起的「毫無根據」的言論是「非
常危險的」。
她說：「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危
及那些被他們無端指責的人的生命。」
她說，她相信當局應該打擊叛亂，但這
應該是採取全政府的方式，而不是軍國主義
的策略。
她在接受採訪時說：「解決這個問題的
方法是瞄準問題的根源。」

40%人口已完全接種疫苗
本報訊：馬拉干鄢昨天表示，約3150萬
國人（佔目標人口的40.93%）已經完全接種
了新冠疫苗。總統發言人羅計說，這一數字
是截至11月14日週日，涵蓋所有已完全接種
了必要的新冠疫苗劑量的人。
羅計還表示，至少3810萬27,025人已經
接種了一劑疫苗，迄今為止，當局已注射了
一共6970萬劑新冠疫苗。
他具體地說，至少有900萬27,025人在大
岷區接種了疫苗，佔目標人口的92.12%，而
該地區100%的目標人口已至少接種了一劑疫
苗。羅計還表示，政府在上週連續三天，每
天注射100萬針。政府計劃從11月29日開始到
12月1日為止，開展為期3天的全國疫苗接種
運動，每天為500萬人接種疫苗，也就是3天
共1500萬人。

菲日軍艦在西菲海聯合演習
本報訊：剛結束與美軍航母「卡爾文森
號」在南海軍演的日本海上自衛隊準航母、
出雲級直升機護衛艦「加賀號」與村雨型護
衛艦「村雨號」靠泊蘇比克港整補。日本海
上自衛隊15日貼出日本艦艇與菲律濱扶西·黎
剎級巡防艦「扶西·黎剎號」友好訓練的照
片。
日本和菲律濱在2015年1月簽署一項建立
更緊密防務關係的協議，此後兩國至今至少
進行過17次聯合海軍演習。日本2019年向菲
律濱轉讓「TC-90」偵察機及多功能巡邏艇給
菲國海岸警衛隊，還提供價值9600萬美元，
用於維護菲律濱80架美國造「UH-1H」通用
型直升機。
甚至在菲華社區也存在偏見的問題，
施議財將其比作《哈利波特》中的概念。他
指出，華裔菲人傾向於像霍格沃茨對待純血
巫師一樣重視成為「純華人」的想法，如果
你是混血巫師，或者華裔菲人是半混血巫
師，那麼你會被視為缺少什麼。接下來是麻
瓜出生的孩子，指的是出生於非魔法父母的
巫師，施議財將他們與就讀於華文學校的非
華裔菲人進行了比較。他們常常受到不同的
對待，因為他們與同齡人沒有相似的生活經
歷，他們在家裡也感到孤獨，因為他們不能
確切地要求家人幫助他們學習漢語。最後一
個是啞炮，這是一個貶義詞，用來形容一個
天生有魔法能力但自己卻沒有魔法能力的
人。施議財將其與「番仔戇」一詞相比較，
後者描述的是不熟悉中國語言和文化的華
人。施議財發現這些問題都令人難以置信，
特別是因為它規定了誰被認為是「十足的華
裔菲人」，誰不是。
最後，還有中華文化中過分強調孝道的
問題，這變成了盲目服從的問題。施議財承
認孝道的重要性，但他也認為我們應該學會
發展自己的觀點，而不是簡單地按照別人告
訴我們的去做。
「我已經在為所有老一輩的華人做準
備，他們說，「啊，這個施議財很沒禮貌，
他的父母没有把他教好。」我要直截了當地
告訴你這是絕對錯誤的，因為（我的父母）
確實把我送到了最好的學校，這就是為什麼
我能够有這種獨立的批判性思維，質疑這些
長期以來根植於我們心中的系統性信念，」
施議財斷言。
現代華裔菲人
儘管如此，施議財相信現代華裔菲人正
走在一條穩定的變革道路上。當被問及是什
麼造就了一個現代的華裔菲人時，施議財不
得不這麼說：「對我來說，現代華裔菲人的
概念是一個不怕走出他們的小泡沫的人……
一個願意問這些問題的人，一個願意問為什
麼或如何問的人，一個願意看到在他們面前
的事物之外有一個世界的人。」
施議財還補充說：「現代華裔菲人還包
括瞭解你來自何方，瞭解你習慣於相信的很
多事情可能都不完全正確。瞭解這些根深蒂
固的信仰和思維模式中有很多是有問題的。
瞭解並意識到我們在相互尊重和尊重我們生
活中的女性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另一方
面；你知道，這些人中也有華裔菲人。作為
一個現代華裔菲人，我認為他也願意成為為
他們製定的藍圖之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