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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特地轟小馬被寵壞軟弱領袖
小馬陣營對吸毒指控置之不理
本報訊：杜特地總統稱總統候選人蒙
蒙．小馬科斯是一個「被寵壞的」、「軟
弱的領袖」，儘管這位前參議員正在與女
兒組隊參加2022年大選。
在週五播出的一段錄影中，棉多洛省
的一位領袖向杜特地提問到他的女兒納卯
市市長莎拉．杜特地—加彪的力量黨和民
主菲人力量黨以及PDDS黨之間的結盟關
係。
杜特地回答：「不。我不能，因為有
馬科斯在。我不喜歡他。」
小馬科斯是已故獨裁者馬科斯的兒
子，他是杜特地—加彪的競選夥伴。
杜特地說：「我沒有誣衊任何人，
他真的很軟弱，因為他是一個被寵壞的孩
子，唯一的兒子。當然，他會說話，因為
他在國外留學過，所以英語講得很流利。
但如果出現了危機，他就是一個軟弱的領
導人，而且背負著沉重的包袱。」
他補充：「我不騙人，你們將會被毁
滅。但請留意，菲律濱可能會出錯。」
另一方面，前參議員、總統候選人蒙
蒙．小馬科斯的陣營昨天對於杜特地總統
聲稱有一位總統候選人吸食可卡因的言論
置之不理。
馬科斯的發言人羅德里藝斯律師在接
受無綫廣播電台的採訪時說：「我們不覺
得被影射。」他補充，小馬科斯對杜特地
總統有著「最崇高的敬意」。
羅德里藝斯說：「我們對總統只有最
崇高的敬意。」
在週四晚，杜特地總統聲稱，明年大
選中的一名總統候選人吸食可卡因。
杜特地總統沒有說明是誰，但他形容
這位總統候選人是一個「軟弱的領袖」，
什麼都沒做，而且只依靠其父親的名字。
杜特地說：「他是一個非常軟弱的
領袖，這個人……除了名字。以他父親之
名。但他呢？他做了什麼？他可能會贏，
好吧。如果那是菲律濱人想要的，那就繼
續吧。只是讓你知道而已。」
己故獨裁者馬科斯的兒子小馬科斯將
與杜特地的女兒—納卯市長莎拉．杜特地
組隊參選。
小馬科斯的其中一位競爭對手是參議
員蒙．吳（音），吳氏是杜特地總統信任
的盟友。
在週四晚的演講中，杜特地總統支持
吳氏競選總統。

小馬促選舉署駁回
撤銷競選資格案件
本報訊：總統候選人小馬科斯陣營週
五對提交給選舉署的5份請願書中的一份
做出了回應，這些請願書旨在阻止馬科斯
參加2022年的選舉。
在長達7頁的答覆中，由律師伊斯地
里道·敏道沙代表的小馬科斯敦促選舉署第
二分庭駁回公民領袖提出的取消其候選人
資格證書的請求，後者指控他重大虛假陳
述。
馬科斯在答覆中寫道：「謹請求駁
回該請願書……粗略閱讀該請願書就會發
現，根據綜合選舉法第74條的要求，（該
請願書）沒有任何關於實質性陳述的具體
指控。」
第881號共和國法令的第74節，也被
稱為綜合選舉法，列舉了一個完成的候選
人資格證書的內容。
請願人聲稱馬科斯在他的候選人資格
證書第22項上的陳述是錯誤的，他沒有被
發現對任何會被處以永久取消公職資格的
違法行為負有責任。
請願者指出，小馬科斯被判犯有道德
敗壞罪，他的稅務案件於1995年被計順市
初審法院定罪，隨後於1997年被上訴法院
確認。
在他的回答中，小馬科斯辯稱，法院
判決他在1982年至1985年期間沒有繳納缺
欠所得稅，並確認了他沒有提交納稅申報
單的定罪，沒有任何推論，也沒有說明他
已經被發現犯下了涉及道德敗壞的罪行。
小馬科斯說，他之前在政府中擔任過
幾個職位，即，北伊洛戈省長、眾議員、
參議員等。
小馬科斯說，他具備成為國家最高領
導人的所有5個條件：天生菲人、註冊選
民、能讀寫、至少40歲，以及在選舉前至
少10年居住在菲律濱的公民。
小馬科斯還要求選舉署安排面對面的
口頭辯論，而不是虛擬聽證會，屆時敏道
沙將代表他出庭，敏道沙曾在已故獨裁者
費迪南德·馬科斯政權期間擔任總檢察長。
正在處理此案的選舉署第二分庭將於
11月26日初審。

菲將對外開放
歡迎已接種旅客入境

圖為馬尼拉華人區美加廣場昨日舉行聖誕樹亮燈儀式，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聖誕佳節。
<本報記者Celia Ramos攝>

數名總統候選人促杜特地
起訴「吸食可卡因候選人」
本報訊：杜特地總統昨天聲稱一名總統
候選人吸毒的言論引發了幾名候選人的不同
評論，一些人建議對這位候選人提出起訴，
同時澄清他們不是被指控的目標。
杜特地總統於週四聲稱，一名總統候選
人是已知的可卡因吸食者。他稱，這個人是
一個富二代，而且是來自具影響力的家族，
但卻是一個「軟弱的人」。
他說：「為何菲律濱人還要被騙去支持
那個人？我要問問你們，他做過什麼了？他
吸食可卡因。」
在昨天的回應中，總統候選人、副總統
羅貝禮道和勞工領袖黎虞斯曼敦促政府對這
名涉毒的總統候選人提出起訴。
羅貝禮道說，總統能接觸到機密消息，
他知道指控的證據。
她說：「如果有證據，那個人應被起
訴。這是我們的法律規定的，所以，應該是
這樣處理的。」黎虞斯曼附和了羅貝禮道的
意見並表示，杜特地有可能知道那位候選人
的供應方是誰。應該針對問題的根本原因。
黎虞斯曼說：「這應該是重點，這樣才
能阻止它。除了八卦，那個候選人應該被拘
留，然後送去戒毒所。」
他說：「那個家族殺了很多人，還偷了
錢。我想，這就是那個人上癮的原因——以
逃避真相。」
羅貝禮道、黎虞斯曼和巴喬還呼籲強制
希望在政府工作的人接受毒檢，尤其是擔任
國家高級官員的人。
可是，巴喬說，他無法評判那個人，因
為大家都應該有第二次機會。
巴喬說：「必須強制要求所有希望在政
府工作者接受毒檢，無論是民選的還是委任
的。大家都應該有改過自新的機會。」
他說：「我希望其他候選人也接受毒
檢。如果是毛髮測試就更好了。」
羅貝禮道還重申了之前的一項呼籲，她
和其他總統候選人都應接受突擊毒檢。
她說：「如果我們沒有道德權威，我
們如何打擊毒品？人民怎麼會信任我們？如
果當權者腐敗，我們甚至無法打擊腐敗。如
果我們要打擊毒品，上面的人應該要清白
的。」
馬尼拉市長莫仁諾否認杜特地的聲明是
指他。他說，他的父母都是貧民。
莫仁諾說，他年輕的時候幾乎喝過各種
各樣的酒，但從來沒有碰過毒品。
他說：「我媽媽是一個紀律嚴明的人，
從我小時候起就非常嚴格。如果她看到我眼
睛發紅，我就死定了。」
他說，他願意接受毒檢，他補充，這應

該是對民選官員的其中一項要求。
他說：「如果總統將打擊毒品作為一項
政策，那麼我們也應該這樣做。」
他說：「如果我們不這麼做，我們有什
麼道德優勢呢？」
另一名總統候選人、參議員轆遜不置
評總統的報料，但他表示，他「百分之百肯
定」杜特地不是在說他。
前參議員小馬科斯尚未就此事發表評
論，但曾在2016年4月說過，他願意接受毒
檢，以證明他打擊毒品的決心。
他說過：「大家都必須接受毒檢，因為
這是我們可以向選民證明，我們將確實打擊
毒品的唯一方法。」
參議員克里斯托弗．蒙．吳還未就此事
發表評論。

法新社馬尼拉11月19日電：菲律濱政府
今天表示，近期將歡迎外國旅客入境。菲律
濱為遏阻疫情而封閉邊境20個月後，準備對
已接種疫苗旅客局部重啟邊境。
菲律濱以海灘和潛水勝地聞名，但觀光
業受新冠疫情影響，去年旅客到訪人次暴跌
82%，只有184萬人次。
旅遊部長布悅表示，政府抗疫工作小組
「原則上已批准」旅遊部的要求，允許來自
感染率低的國家、已接種疫苗的旅客入境。
根據聲明，菲律濱「近期」將重啟邊
境，但沒提供確切日期。布悅表示：「允許
大 多 數 人 口 已接 種 且 感 染 率 低 的 綠 區國 家
或 地 區 的 旅 客入 境 ， 將 大 大 有 助 於 我們 的
復甦。」超過40個國家和地區目前被列為綠
區，也就是低風險和免隔離檢疫規定，包括
中國大陸、日本、台灣、印尼等。菲律濱人
口約1.1億，約有三分之一已完整接種疫苗。
菲律濱累計280多萬例確診染疫，約4.5萬人病
故。
本報訊：旅遊部長布悅昨天宣布，從11
月22日開始，從「黃色名單國家」回國的已
完全接種新冠疫苗的歸國菲僑，包括菲外勞
在內，的酒店檢疫時間從5天縮短為3天。
布悅說，新發傳染病管理跨機構工作組
作出這個決定。那些已經完全接種疫苗的人
需要在「黃色名單國家」出發前72小時接受
核酸檢測。在出發前獲得檢測結果呈陰性的
報告後，回國的菲僑將被要求在酒店進行為
期3天的隔離，並將被要求在第三天再次接受
核酸檢測。他們將在檢測結果呈陰性之後離
開，但鼓勵他們居家隔離直至第14天。
另一方面，在出發前沒有做檢測的已完
全接種者將必須在酒店內隔離直到第5天。
在檢測結果為陰性之後，才可離開檢
疫酒店，但會被要求進行居家隔離直至第10
天。與此同時，沒有接種疫苗的訪客應在酒
店接受隔離，並且在第7天接種檢測。在檢測
結果為陰性之後，他們被要求在家隔離直至
第14天。
「黃色名單國家」是指並非在「紅色名
單國家」和「綠色名單國家」中的國家和地
區。目前有44個國家和地區是在菲國的「綠
色名單國家」，如下：美屬薩摩亞、不丹
乍得、中國（大陸）、科摩羅、科特
迪瓦（象牙海岸）、福克蘭群島（馬爾維納
斯）、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幾內亞、幾內亞
比 紹 、 香 港 （中 國 特 別 行 政 區 ） 印 度、 印
尼 、 日 本 、 科索 沃 、 科 威 特 、 吉 爾 吉斯 斯
坦、馬拉維、馬里、馬紹爾群島、蒙特塞拉
特、摩洛哥、納米比亞、尼日爾、北馬里亞
納群島、阿曼、巴基斯坦、帕勞、巴拉圭、
盧旺達、聖巴特爾米、聖皮埃爾和密克隆、
沙特阿拉伯、塞內加爾、塞拉利昂、聖佑達
修斯、南非、蘇丹、中國台灣地區、多哥、
烏干達、阿聯酋、贊比亞、津巴布韋。
只有荷蘭和法羅群島在「紅色名單國
家」之中。

交通已恢復疫前水平 大岷署考慮恢復車牌限號
本報訊：大岷區發展署（MMDA）週五
表示，該機構將於下周之前建議在大岷區重
新實施車牌限號方案。
大岷署署長亞描洛斯說，交通已經恢復
到疫情前的水平，特別是在週五。
本月，該地區將警戒級別調整為較寬鬆
的2級，從而允許更多的人員流動和更多的企
業重新開業。
大岷署將要求大岷區的市長們批准下午5

時到晚上8時實行車牌限號。
亞描洛斯還表示，他們可以在早高峰時
段(早上7時至9時)實施該計劃，但須經市長批
准。
亞描洛斯在10月初表示，由於首都地區
的公共交通網絡尚未恢復正常，該政策仍然
有效，以防止新冠病例激增。
一些人可能還會選擇拼車，這可能會導
致新冠肺炎的傳播。

這是11月19日在計順市拍攝的月食景象。11月19日，一場月偏食在夜空上演，本次月偏
食食分較大，達到0.978，非常接近月全食。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