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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雲 南洋布衣

媒體勿充當政客打手
媒體在民主政制中稱為

「第四權」，這個「權」不
同於另三權，行政、立法、
司法各具制裁的實權，媒體
的力量，目的是為了防制有
實權者濫權，因此它是站在
當權者的對立面，和各級政

府的議會有相同功能。
選舉出現一些不正常現象，便是有許

多媒體明顯是在為掌握權力者或者政治人物
說話，即不是制衡政府，而是大力批評在野
黨和在野勢力，這種情況，在俗稱平面媒體
的報紙和電子媒體中都層出不窮。

部分媒體人有組織性地打擊在野者，
相對更是幫政府說話，這個力量看似零散，
但因為普遍故而強大。

這包括傳統報紙、電視以及所謂的
「新媒體」和社交媒體。

在一些報紙和新媒體的評論中，可看
出這種不正常的現象，讓人懷疑這股力量的

發動者就是政府、政黨、候選人或者是他們
的支持者，本該監督政府的這些人卻被收
買，成為打擊在野者的黑勢力，而所說的話
多為謠言，其至自製謠言，它們為蠅蠅私利
打擊在野者，更打擊了民主政制。

許多媒體皆有政論，配合選舉時程，
相類似政論不斷增加，藉助互聯網的力量，
發表速度也越來越快，絕大數是嘲諷、咒罵
在野者，不但內容相同，且重覆已說過的
話，令人厭煩。

民主是好的，但民主之所以令人詬
病，最大原因是失去了民主的基本精神，甚
至成為商品，能被收買，以致使掌權的一方
權力反而更大，它們不啻是當權者的幫凶。

真相不明，是非不分，甚至司法也不
敵黑色媒體的惡言惡語致喪失了公信力，已
成為選舉中的普遍現象。人民必須警覺，如
果任憑這種惡勢力猖獗下去，尤其憂慮的是
製造這勢力者繼續掌權，這是國家的大不
幸。

東沙島，會打響台海第一槍嗎？
最近台灣島內炒作東

沙島之戰，據說「台海第一
槍」可能在島上打響。台防
務部門負責人甚至要求駐島
官兵「與島共存亡」！

東沙島是一個很多人不
太熟悉的小島，面積約1.8平

方千米，是南海諸島中離大陸最近，位於廣
東省汕尾市以南約260公里，在行政區劃上
屬於廣東省汕尾市城區遮浪街道，當前實際
由台灣控制，隸屬高雄市旗津區。

在東沙群島的珊瑚島礁中，只有東沙
島露出海面，宛如海上明珠，風光秀麗，是
台灣首座海洋型國家公園，也是台灣面積最
大的國家公園。由於遠離台灣本島，東沙島
上沒有常住居民，只有海巡署（相當於海
警）人員和少量軍人駐守。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裡，這是一塊遠離
塵世的小島，如果能去這個美麗的地方看一
看，一定能感受到神奇的自然世界。

誰在炒作「解放軍攻東沙島」？
有關「解放軍進攻東沙島」的消息，

最近是源自美國智庫的一份報告。美國智庫
「新美國安全中心」10月26日發佈兵棋推演
報告，稱大陸可能突襲東沙島，並捕獲島
上500名台灣士兵。報告的建議更是聳人聽
聞，稱最好的選項是變身「毒蛙」，讓大陸
在試圖奪島之初就承受軍事、經濟和政治上
的慘痛後果。

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國防外交政策高
級研究員卡彭特11月2日在《國家利益》雜
誌發文稱，大陸突襲東沙島，打響「台海第
一槍」的概率最高，因為這是一個「測試美
國保護台灣決心和可靠性的有效且低風險方
法」。

卡彭特還分析說，大陸對兩岸和平統
一已經「失去耐心」，解放軍派遣軍機進入
台灣防空識別區的次數越來越多，而絕大多
數都發生在臨近東沙島的台灣西南防空識別
區。

經過美國智庫的煽風，島內輿論跟
進。10月28日，台灣立法院找「防長」邱國
正去質詢，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追問，10
月26日，解放軍武直-10武裝直升機和可搭
載全副武裝士兵的米-17直升機出現在西南
空域，是否在演練空降戰術？邱國正回答，
「對，沒錯。」王定宇又追問，「是有跟奪
島有關聯？」邱國正答：「有關聯。」

邱國正稱，他曾通過視頻勉勵駐島守
軍「一定要與島共存亡」。這句話一下子點
爆了民眾憤怒，不少網友提議讓邱國正去
駐守東沙島。10月30日，台灣媒體在街頭採

訪中，超過75%的受訪者表示，守不住就跑
啊！不然邱國正你來啊！

儘管民間反戰，但軍方仍擺出一副
「死戰到底」的樣子。11月2日，台軍宣佈
從明年起試行「年年施訓，每次14天」的新
制後備教召制度，將徵召25個營、1.5萬名
後備軍人參訓，以「有效恢復退伍後備軍人
的戰鬥技能」。

這其實就是炒作！儘管東沙島正處在
台灣海峽通往南海的航道中央，是所謂台灣
海峽和巴士海峽的十字路口，位置似乎很重
要。但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個小島，本身易攻
難守。拿下東沙島的戰略意義，其實不大。

真要打東沙島，我看用不著解放軍，
大陸用海警就夠了，甚至派民兵也行。可是
拿下東沙島，對台灣本島絲毫沒有影響，也
不可能阻止「美軍援台」。雖然它處在台灣
海峽和巴士海峽的「十字路口」，卻不可能
靠這個小島來封鎖這兩個海峽。

按照美國人的邏輯，大陸突襲東沙
島，可以「測試美國保護台灣的決心和可靠
性」，而且是一個所謂「有效且低風險的方
法」。但事實上，從大陸現在所做的準備
看，並不只是為了進攻台灣，而是準備美軍
會馳援，中美之間會有一場面對面的衝突。

中國有必要用進攻一個小島來測試美
軍反應嗎？美軍參戰或不參戰又怎樣？難道
中國會因為美軍參戰，而不解放台灣嗎？事
實上，一旦開啟戰端，就如大陸國防部發言
人譚克非大校所說，不動如山，動如雷霆。
解放軍必一鼓作氣拿下台灣，不可能只奪個
小島，就等著看別人反應。

美台一唱一合，看似聰明，實則凸顯
對大陸統一台灣之決心的誤判，對解放軍實
力的低估。大陸主張和平統一，不願以武力
方式統一台灣，不是因為能力問題，而是不
願同胞之間兵戎相見。按照美國智庫的說
法，「大陸即將獲得武統台灣的能力」，這
個說法無非是想推動台灣買武器、當「毒
蛙」。而台獨勢力因此產生依美謀獨，以武
拒統的幻想。

可是他們忘了嗎？《反分裂國家法》
裡明確規定，外部勢力干涉是大陸武統的條
件之一。

現在美台聯手炒作大陸「即將攻
台」，台灣想依靠美國，美國要台灣變身
「毒蛙」，這不是在引入外部勢力干涉，堅
定大陸武統決心嗎？這不是招惹戰禍嗎？

何況，無論是綠蛙還是毒蛙，只要是
蛙，無論你讓對方付出什麼代價，作為蛙的
命運，難道不是在開戰後淪為炮灰嗎？民進
黨對這一點，是真的想不明白嗎？

逸峰

《科林飲恨》
飲恨纏心國務卿，發兵征戰廢英名。
虛贓半管滅他國，懊悔終身恨己生。
霸道欺凌淪罪獄，威風墮落陷茅坑。
中東苦難丹青載，罪狀千秋史案明。

註：科林，美國前國務卿Collin Powell譯名。

返步奉和
 逸峰兄《科林飲恨》/ 勞麓

性命關天理至明，坑人不諦自挖坑。
子虛烏有徒加咎，實彈真刀大殺生。
任職興兵欺異己，代人受過損清名。
閻王法眼精如電，地府難當府務卿！

註：同一伙傢，勞麓多年前譯為「可任炮灰兒」！花旗鬼在伊拉克   
 大開殺戒時，炮灰兒任國務卿，備受半生罵名。2009年真兇去
    世後，歷史才說明，其實炮灰兒跟總統小不四G. Bush Jr.一

    樣，是代人受過。真正出壞主意，大規模損人暴發戰爭財的是
    罪該萬死的副總統錢呢D. Cheney。

蘇麗莎

活到老、學到老
日前參加醫院特別為志

工伙伴舉辦的年度心肺腦復
甦術（CPCR）急救及哈姆
立克急救法（腹部壓擠法）
課程，講習後，還有筆試以
及實務操作測試，通過兩項
考試，方可取得初步急救證

書，在必要時，可學以致用。
志工伙伴大部份是社會退休人士，家

庭主婦，年齡已過半百居多數，但學習態
度認真，精神可嘉，大家全神貫注的聆聽
課程，邊做重點筆記。

遇有疑惑或不明白的地方，都會舉手
向講師請問解惑，講義上有些英文專用名
詞，有些志工伙伴不懂英文，除了向講師
問清楚中文的翻譯，也不忘在英文名詞旁

邊以注音符號註記正確發音，在學習實務
操作時，大家更是「賣力」的重覆操練，
大家共同的目標是想真正學習到急救的技
巧。

於遇到身邊周遭的人發生緊急狀況，
在救護車或醫護人員到達之前，把握急救
的黃金時間。

因筆試及實務操作測試要求嚴格，
有些志工伙伴未能通過考試，但他們不氣
餒，表示會再接再厲，持續學習，明年捲
土重來，期望屆時能順利通過考試。

志工伙伴具有助人的高度熱誠，認真
努力學習新知識的好學精神，令人佩服，
因為有了永續服務的意願及愛好學習的精
神，中、晚年生活過得充實而愉快，展現
「活到老、學到老」的生活典範。

蔡志龍

減出來的美好時光
「雙減」政策一出台，

朋友圈頓時炸開了窩。當我
點開私信，看到眾多家長留
言。其中不乏調侃幽默，
更多的則是焦灼不安。有的
說：「老師，原來週末孩子
可以上培訓班，現在倒好，

孩子沒事幹，我也閒得慌。」有的說：「我
現在好愁啊，眼見重點高中沒戲啦。」有的
則悄悄打聽，哪兒有家庭教師聘請，出重金
也在所不惜。真是有人歡喜有人憂啊，「雙
減」絕對是年度熱詞。

安撫完家長的焦急情緒後，我想起了
我自己也是名家長。我的兒子今年剛上初
一，對我們來說，「雙減」讓我們度過了一
個個幸福的親子時光。

「雙減」前，不管下班多晚，身體多
勞累，也要督促孩子寫作業，陪他聽英語聽
力，還要檢查背書情況，最後簽名、拍照、
上傳照片，一般總要十一二點才睡。孩子呵
欠連天，我有時還不耐煩，連吼帶嚇，弄的
孩子梨花帶雨，叫人又氣又心疼。現在完全
不同了，因為孩子作業，一般在下午托管
時間已完成，回家頂多只做個把小時，不
到8點，孩子就空閒下來，看看兒童文學，
聽聽音樂，要不就沿著河堤陪我散步。一派
和諧，其樂融融。到了週末，更是令人愉悅
的幸福時光，再也不用趕時間上這上那培訓
班。閒暇時光由他自由支配。早晨睡到自然
醒，孩子精神抖擻。他興趣廣泛，騎車、到
菜園觀察動植物、跟爺爺奶奶下地幹活，順
帶體驗生活。有時我還會帶他出外旅遊，感
受祖國河山的壯麗，重走古代聖賢之路，在
遠方享受詩意。孩子作文也會寫了，情感也

豐富了，與人的交往更自信更陽光。我能感
覺到孩子的心胸開闊多了。

至於學業成績，我完全不用擔心。孩
子愛好閱讀，每晚8點是我家雷打不動的親
子閱讀時光。我讀散文，他閱讀名著，什麼
《格林童話》《十萬個為什麼》《課本上學
不到的漫畫中國史》。大量的閱讀，使他的
理解能力和表達能力更加出色，上次還參加
了市法制知識演講比賽呢。

對我家來說，「雙減」是天降好事。
它讓孩子回歸快樂的童年，讓人生的每個階
段簡單而又充實，同時也給父母們一個好好
看孩子長大過程的機會。

而父母們已經習慣了「不輸在起跑線
上」，習慣了快節奏，很難慢下來，好好品
味人生真味。他們困惑：多出來的時間如何
去打發？孩子沒人監督，怎麼不會躺平呢？
記得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曾說過：「幸福存在
於閒暇之中。」「雙減」前，孩子們被忙
碌，被佔有，被剝奪了本屬於他們的閒暇時
光。因為父母認為忙碌就是個人價值所在，
一旦閒暇覺得無所適從。以為度過閒暇時
光，就是吃喝玩樂消遣。到後來，自己也覺
得無聊透頂，躁動不安，所以出現了「假期
恐懼症」。一個不懂得如何度過閒暇時光的
人，生命之花只會越來越枯萎。

古人云：「文武之道，一張一馳。」
只有做父母的快慢有度，優雅的度過生命的
閒暇時光，我們的孩子才能放下思想包袱，
釋放內在潛能，感受到親情和照料，人生才
更有品質。

「雙減」，減去不能承受之重，減去
束縛孩子的桎梏，讓靈魂更輕盈更從容，讓
閒暇、陪伴和美好縈繞著孩子們的一生。

黃小梅

向陽鄉隨筆
聽說要去南安向陽鄉

遊玩，我樂得屁顛屁顛的，
作為一個南安人，南安的很
多地方我沒有去過，如今，
有了大把的閒暇時間，能跟
著朋友到南安的一些鄉鎮逛

逛，領略那裡的風光，實在是幸事一樁，哪
能不樂呢？

汽車在蜿蜒的山路上穿行，感覺山峰
越來越陡峭，而且連綿不斷，我們是進入大
山裡了。據說：向陽有座五台山，我一聽，
瞬間想到的是山西省的五台山，南安市怎
麼也會有五台山這種聞名遐邇的名山呢？
原來，向陽地處內陸山區，境內海拔800米
以上的山峰就有17座，東西南北中的五座高
峰，海拔均超過千米，成了閩南名勝名山，
故名五台山。同時，它又名五台樂山！這下
我更懵了，四川的樂山大佛怎麼也搬到這裡
了？原來它源於李元溥的故事！

李元溥，祖籍四川，相傳為唐天寶年
間的進士，官拜雲南團練副使，因避安史之
亂，棄官歸隱，結廬於五台山，修真養禪
二十多年，坐仕升仙。民國《南安縣志》：
「四川人進士李元溥避患隱此。聞空中有樂
聲，白日升天，故名樂山」。

在向陽五台山，當地的友人指著一條
小道，告訴我們那是條古官石道。

這是泉州目前為止保存最為完整的古
代官道，石道上有關於僧人籌資建官道的石
刻記載、「仙腳印」、藏寶圖。碎石砌成的
古官道，由於濃蔭蔽日，人跡稀少，路面佈
滿青苔。

我穿著舒適的運動鞋，踩在路上，還
是有點不小心就要崴腳的擔憂。古官道距今
已有千年歷史，是古時候南安通往泉州和福

州的大道之一，史稱「官馬大路」，也就是
人們所說的「古官石道」。我很難想像當時
的人們，他們是如何翻山越嶺通往外界的。
周圍群山環抱，靠著腳步丈量土地，或是牽
著馬兒舉步維艱，那時候的他們路上帶了什
麼吃的？不能快速走出大山，他們的食物會
不會餿了？沒有保溫瓶，他們是不是捧起山
澗裡的水喝了？

會不會因此腸胃不舒服了？夜間休息
時，沒有帳篷，他們睡在山林裡，會不會很
潮濕？

會不會有蛇或者什麼野獸來侵襲？瘴
氣之下，如雲如霧，他們是不是抬頭看樹，
低頭看路？這樣的環境下前行，路上有多麼
危險呢？親自踩在古石道上，我大汗淋漓，
氣喘吁吁，「從前車馬慢」，嗯，這樣的古
道，哪能與「快」沾上邊呢？

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
了路。這是魯迅先生對美好生活的一種比喻
和嚮往。

古人們細碎足跡的疊加，鋪就了道路
的無限延伸！

如今，中國人被冠以「基建狂魔」的
稱號，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和超級工程，公
路、鐵路、橋樑橫空出世，翻山越嶺，四通
八達，驚艷了世人的眼球！如果把這些預告
給古人們，他們一定會說這是天方夜譚、癡
人說夢吧！

向陽的五座山，以中台之巔觀看日出
奇景為最佳之處，旭日東升，霞光萬道。這
也是向陽鄉名字的由來。我覺得這名字很
好，充滿著希望，又富有朝氣和生命力！天
天向陽，美哉樂哉！

親臨自然，感受自然，你會發現，世
間的一草一木，是那樣的美好！生活，在歷
盡千帆後，會回贈我們絲絲的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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