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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玉成 醺人

說說菲律濱是天堂的十一大理由
俗 話 說 ： 「 在 生 一 根

草，死了一個寶」。人們往
往不知道珍惜在手的幸福，
直到失去以後才覺得珍貴。
生活也是這樣。本人因工作
關係，到過50多個國家，地
域橫跨中東，北非，東非，

歐洲，北美及亞太，每到一地均有機構接
待，且長期工作過新加坡，雅加達及馬尼
拉，其中最令人留戀的還是菲律濱，這是一
個人間不可多得的天堂。雖然我在《我所認
識的菲律濱》中將其酣暢痛罵，但瑕不掩
瑜，其天堂地位是無可撼動的。趁隔離得
閒，我就好好羅列一下。

一 、 菲 律 濱 生 活 成 本 低 ， 生 活 質 量
高。月收入能夠達2萬人民幣的家庭有能力
養活傭人和司機。大馬尼拉有尊嚴的人均
生活費約每月4000比索，菲律濱家庭平均為
5人，司機工資1.5萬比索，傭人7000比索，
水電，交通，通訊開銷就算2萬比索，孩子
上公立學校基本沒學費，私立學校學費每年
8-10萬比索，這樣算來，即使是有房貸，生
活也是很不錯的，一般中產家庭，還不只一
個傭人；

二、人人有信仰，國民素質高。菲律
濱人85%信天主教，15%是其它教，幾乎人
人都有信仰，而且是自發的，無論老幼都上
教堂，都有洗禮，如果聽說某人沒有信仰，
他們會很吃驚，菲律濱識字率為95%左右，
多少都有文化，既有文化又有教化的人素質
自然比較高，也比較誠實。和菲律濱打交道
不需要太多的彎彎心思，就兩個字：簡單！

三 、 菲 律 濱 市 場 包 容 ， 勤 勞 就 有 機
會。菲律濱人愛享受，比較懶，這正好為我
們提供一些機會，菲律濱的商業基本控制在
華裔和西班牙裔人手中，西班牙人是因為祖
先跑馬圈地佔了先機，華人則是靠勤奮和活
絡致富，菲律濱人均GDP是3800美元上下，
但貧富差距大，他們定義擁6萬美元資產即
為中產，而40%的家庭是貧窮的，所以財富
的分化很厲害，中國在菲律濱的華人華僑其
實受教育程度都不高，整體上講不太團結，
華社200多萬人，各類團體多達2000多個，
但以鄉村為紐帶或以親緣關係為紐帶的小團
體卻很團結，講義氣，他們都是通過一部分
先富起來的人的形式帶動大家共同富裕。菲
律濱政府比較腐敗，官員通過小錢就能開綠
燈，零售業本來不對外國人開放，可實際上
都是華人華僑在經營，即使有菲律濱經營的
零售業，產品也都是中國去的，所以在菲律
濱只要勤奮就有機會！

四、菲律濱政府寬鬆，一般性問題都
不是問題。每一個地方辦事都需要與政府打
交道，菲律濱政府效益低，但辦事很人性
化，政府部門象菜市場，人進人出，還擺小
攤，政府官員都很平和普通，沒有架子，辦
事找人都能開綠燈，政府部門設置簡單，沒
有城管，沒有衛生防疫站，許可證辦完後只
管經營，過程中干擾少，過聖誕聖周等節的
時候，警察，移民局會有搔撓，用錢就可以
打發，很多商家請官員做顧問，和警察攀兄
弟，花小錢消大災。

五 、 菲 律 濱 自 然 環 境 優 美 ， 氣 候 宜
人，適合居住。菲律濱屬熱帶氣候，分雨旱
兩季，常年25-35度氣溫，由於海洋環繞，
島嶼眾多，植被茂密，藍天白雲，污染很

少，一般不生病，最有名的是眾多的白沙海
岸，世界馳名，十分宜居養老和休閒！而景
區物價和市面物價相當，基本是老少無欺。

六、菲律濱服務到位，生活有尊嚴。
我所到過的地方，有很落後的國家，基本生
活保障都沒有，更不用說生活的尊嚴，即使
是美德日新那些發達的國家，傭人和司機也
無法在家庭層面普及使用！唯有菲律濱，服
務到位，職業精神好，家傭，護理是職業，
服務都非常到位且有自知之明，主人出門如
衣服有褶皺沒有燙好，那是傭人的失職，主
人回家，鞋帽即被傭人清潔，餐食一定就
緒，此外，菲律濱的戶外的服務行業也十分
方便，服務得無微不至，而且門類眾多，應
有盡有。

七、菲律濱人各安天命，和睦相處。
雖然貧富差距很大，但人們接受現實，教會
告訴他們：生活的好壞都是上帝的安排，所
以沒有太多的社會矛盾和仇富心理，我命由
天不由我是他們的生存基礎。

菲律濱人是不知道吵架的，生氣時說
話也很客氣，輕聲細語的，只要不結仇，不
張揚，不去棉蘭佬島偏遠的穆斯林極端地
區，菲律濱生活是很安全的，近兩年有些不
安定因素，主要是博彩中國人組成黑團伙綁
架敲搾自己人。

八、菲律濱食品安全有保障，假冒偽
劣品不多。放心消費是菲律濱的一大特點，
菲律濱農業佔GDP 中的9%左右，農產品多
為熱帶水果類，農藥化肥用得少，生活中
大米，食用油多依賴進口，雜交物種都不多
見，市面上幾乎看不到國內那種巨型茄子，
黃瓜，水果等，一切都是本來的樣子，食品
安全相對有保障。

九、菲律濱政治環境寬鬆，自由氣息
濃厚。在菲律濱不需要講政治，罵總統，起
訴政客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事情，菲律濱政黨
也是鬆散的，政客見百姓都點頭哈腰，因為
選民是他們的衣食父母。所以在菲律濱政客
和政府都比較親民，官員比普通人還普通。
另外，菲律濱是美國體系，沒有證據不能隨
便抓人，也沒有「喝茶」，「約談」之說。
銀行也是保護客人隱私的，政府也不能隨便
查帳，人的物權，隱私權都能得到充分的保
障，國家機器推崇的是西方流行的普適價值
觀。

十 、 菲 律 濱 華 人 影 響 大 ， 生 活 很 方
便。菲律濱有很多中國城，大馬尼拉有三
個，其它如達沃，宿霧，怡朗等大城市都有
中國城。中國城，中國話，中國貨，南來北
往，極其方便。菲律濱系英語國家，小孩子
上學也方便，多數優質資源都在私立學校，
上完直接被美國接受，執業資格如醫生，律
師，護士等也能到美國從業，簽證更不是問
題。

菲律濱人十分孝順父母，尊敬長者，
沒有啃老也沒有躺平現象，兄弟姐妹也不攀
比，大家都爭著侍奉父母，尤其是女生，掙
來的錢都交媽媽管理，華人社會尤其明顯，
傳統文化保留得很好，融入這個社會，家庭
會在無形之中潛移默化，對子女的教育很有
幫助。 

所以我們說，菲律濱是人間天堂，在
這裡你是一個真正的人，如果說菲律濱不是
人間天堂，那世間就沒有了天堂。

2021年7月10日

《農夫詩詞選譯》
 《苦中秋》          A Bitter Mid-Autumn

美景良辰何處有？     Where are the sight and moment really fair？
百年不遇苦中秋！     Such scathing Mid-Fall for century rare！
黑風捲雨橫吞路；     As dark gust rolls with rain to gulp the road,
惡水連泥直上樓。     Bad torrent floods with mud to top the stair.
生命一時臨絕地，     Now that lives hit a state beyond relieve,
家園片刻化沉舟。     Dear home hence turns to a ship in despair.
瘡痍滿目無聲淚，     Eyes full but of wreckage and tears unheard,
悲向九天求善收。     Grief-stricken let's pray God for mercy care.

  原著：農夫             Original by Nong Fu
  譯文：醺人             Version by Xen Ren

雍定秀

「活寶」的長壽秘訣
「活寶」生於1931年，

今年滿90歲，精神矍鑠，皮
膚細膩光亮，不知道的人還
以為她七十歲呢！更令人稱
奇的是：耳朵尖，一隻麻將
掉地上，大家沒聽到她倒聽
見聲音；反應快，上家牌沒

打出來，她迫不及待地把自己不要的牌扔
了；牙口好，吃起花生把殼咬得嘎崩脆。
這個可愛的「活寶」，就是我奶奶。

「活寶」經常被追問長壽秘訣，她
每次笑著說：「瞎過（順其自然）唄！」
「活寶」說的是實話，她不懂養生理論，
更不吃保健品。如果真要有秘訣，那就是
把良好的生活習慣，當作日常生活。

第一愛勞動。一生務農，春耕夏作秋
收，田間地頭都有她身影。農閒時，挑水
劈柴做家務，樣樣活兒都干，這種勤快的
生活，直到她七十歲，自己土地被國家有
償徵用後，才得以「停業」。現在也沒閒
著，打掃屋子，自己做飯，刷鍋洗碗，洗
衣服，生活完全自理。

家人勸她不要干，她反而說，閒著不
自在，動動舒坦，所以就順著她了。適當
的運動，有益健康，正所謂「流水不腐，
戶樞不蠹」！

第二飲食規律。「廉頗老矣 ，尚能飯
否？」尚能飯，確實是衡量一個人健康指
標的。她飯量大，早上一大碗稀飯就著鹹
菜，中晚餐各是一大碗米飯，吃好了就不
吃了。再好的美食當前，也不貪吃一口，
一日三餐，按時定量。

口味以清淡為主，愛吃新鮮的瓜果蔬
菜，對大魚大肉攝入量有所控制；不碰油
炸食物，吃一個蒸飯包油條，兩頓都不想
吃，她就知道哪些東西該吃與不該吃，這
個習慣一直保持了幾十年。有規律的飲食
加上會吃，減少了疾病的發生。

第三知足常樂。經歷過挨餓貧窮，
面臨過死亡威脅。但自我記事開始，從沒
聽她說過半句抱怨的話，總是樂呵呵的。
尤其現在日子好過了，逢人便誇黨和政府
好，津貼補助用不了；誇社區好，免費上
門體檢送服務；誇兒媳兒子孫兒們好，孝
順懂事有出息。平時不與人爭長短，遇事
不鑽牛角尖，不好聽的話也不往心裡去。
《皇帝內經》講，百病皆生於氣，沒氣，
病不生。擁有積極樂觀的心態，有助於免
疫系統的強大。

第四作息規律。早睡早起，晚上看
完新聞聯播，準時上床睡覺，早上五點起
床，中午睡半小時午覺。無論春夏秋冬，
長期如此。充足的睡眠，為身體打下了良
好基礎，延緩衰老。

第五愛熱鬧。大多數老人喜靜愛獨
處，但她不，她和《紅樓夢》裡的賈母一
樣，喜歡找樂子，愛往孫輩堆裡鑽。孫輩
們玩自拍，她立即把頭伸進鏡頭，搞怪賣
萌；看孫輩們搶紅包十分高興，她也要學
搶紅包遊戲。能搶個塊兒八毛的，就開心
地笑出花。好奇，童心，快樂，不僅可以
保持年輕心態，還可以延年益壽。

除了以上幾點，「能吃下苦，受得了
甜」，也是她長壽秘訣吧！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水弓

淺論華社道德生活現況
今天與在外省經商的朋

友聊起商業道德的話題。朋
友的生意其中一項業務是收
購及批發食米與咖啡豆。他
透露說有一次一位新僑客人
來電查詢咖啡原豆的價錢，
這些豆類農產品大多以每袋

35公斤批發出去。朋友告訴了他價錢，這
客人嫌貴，說別家的較為便宜，朋友對他
說，他們家是貨真價實，每袋35公斤是够
斤足両的，客人不相信，堅持說價錢貴，
於是朋友邀請他有空過來店中，親自監督
查看稱重結果。事實上，同途商中大家都
心裡明白，全市的華商幾乎都是少稱多
算的，每袋35公斤，其實都只有34公斤左
右，那還算是有良心的，有一些只有33公
斤，然後在價錢上稍微降低一點點，以其
誘騙顧客。

在售賣炒香的咖啡豆方面，有另一種
花招，就是摻雜一些炒香的低價玉米粒，
然後攪碎成粉出售。食米方面，除了缺稱
外，還會摻雜本地的廉價米，然後以進口
米價格出售。

一位朋友告訴筆者，他的另一個朋友
的作坊裏有十四個雇員，這老闆提供了一
把湯匙給他們用，叫他們要嘛自己帶，要
嘛輪流用，他還認為這是額外的福利。

記得曾經在一家擠滿貨品的商店中看
樣品，店中空氣悶熱，房頂只有一把小吊
扇慢慢的轉動著，一抬頭看見老闆，順口
說了：「老闆啊，這裡比較悶熱。」他說
店員嫌熱才裝那把風扇的。說後似乎低低
冷笑一聲，就轉頭回他的空調房裏。

至於讓員工超時工作，雇用了很多
年還是付最低工資，整天責備員工們這不
好、那不對，做好的很少受表揚，更別說
物質上的獎賞鼓勵。這一套刻薄的管理之
道，對大多數前輩華商們來說是「正常」
的。但是令人驚訝的是有一部分繼承事
業的後輩們和新移民還是繼續著這「傳
統」。

本國華商們大多逃稅避稅走私等等，
大家心照不宣。當政府有關部門派員調
查，我們主動賄賂，誘之以利，成為菲政
府貪污腐敗文化的主動力。罔顧員工的各
項福利，甚至嚴重剝削。不尊重員工，特
別是菲人雇員，隨意吆喝，對其說話時趾
高氣昂，擺出老闆的「氣概」與嘴臉，這
些都已成為菲華社會公認的經商「基本
功」，據說如此才能讓下屬怕你，並以同

樣方式對待家中的傭人，這「教材」甚至
祖孫幾代「傳承」。後輩從小跟著長輩，
耳濡目染，自然模仿，長大後可能覺得就
應該是這樣的，甚而「發揚光大」。在股
東生意的賬上動手脚，偷漏自肥，或用欺
詐手法强占別人股份等故事不絕於耳。

本國的前輩華人大多是來自閩南農
村，都沒什麼受過教育，從小在大房欺小
房，村與村的械鬥，先占便宜免得吃虧的
原始部落思想的影響下，對自我的道德要
求較低，只要不是殺人越貨或即時傷害人
命的都可以做。故此像這種經商手段、對
外族歧視的陋習非常普遍。到現在廿一世
紀，那種把僱員家傭當成是買回來的奴才
婢女的心態還沒有糾正過來。

最讓人感傷的是，這些昧著良心去做
貪婪侵奪的勾當，居然被菲華社會接受為
「正常」現象，大家都見怪不怪，而且可
能自己還有更高的招數，可以在同儕或親
戚間高談闊論，自吹自擂。這種貪賈的親
友們也恭維其父母，說「恭喜你們了！兒
子如此出色，真是福氣啊！」只要賺到錢
就是有成就，不管用什麼方法。

本届政府開放博彩活動，除了一些
老僑的親屬外，更多新移民是來自全中國
各省，為了迅速致富，販毒綁架，販賣人
口，逼良為娼無所不為，牽涉中國人的罪
案幾乎每天都出現在新聞報導中。環顧身
邊的遠親近鄰們就有幾家都有家人在監獄
中服刑或逃亡中。

一旦盤滿砵滿，有了錢，就要求名，
取出九牛一毛，捐獻一點，說是做公益慈
善，還要拍照登報，讓親朋好友前呼後擁
地褒揚一番。

希望我們現代的華人華族同胞們，能
安靜沉思，這能是我們在菲律賓群眾面前
表現的民族文化嗎？

行文至此，想起基督教聖經中的一
段經文，新約馬太福音第六章三、四節：
「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
作的。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
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這讓我們緬懷先賢，對菲華社會歷
史上的「無名氏」和其他一些不露面、不
顯名，卻终生熱心慈善事業與創建「善舉
公所」等等公益團體的前輩們更加肅然起
敬！冀望華社中的有識之士攜手共進，能
以其影響力喚醒社會群眾，臨崖勒馬，回
頭是岸，別要讓菲華族魂繼續腐朽敗壞，
貽害子孫。

謝如意

臨海早溫習拾遺
憑欄臨海立，藍色夜空迷。
激浪聲聲響，小停款款思。
並非缺體力，夜走不著急。
腳底熱游離，心頭閒適聚。
星繁靜閃爍，雲白任高低。
情曲參差發，路平灑脫移。
大海深沉連，長亭漸次依。
鯉魚食府傍，別墅群擁擠。
座座皆空空，寥寥燈火稀。
鯨吞怪鱷狠，蠶食良民急。
下海血盆口，摸魚違法利。
呲牙團體結，壟斷害公私。
水是聚財體，和成好女姿。
猖狂撒潑者，不是好東西。
武媚攪天下，亂倫控鶴恥。
妲己敗商王，剜心比干死。
西施何足論？污色做棋子！
公主文成嫁，和番貢獻奇。
刀兵核武棄，仁義和諧施。
四海共生舞，歡天喜地日。
遠行始足下，修道寸心知。
平地起高樓，迎祥行善集。
潔來還潔去，人醒自無癡。
靠背石條坐，起身又進益。
人生誠若此，逐步悟真諦。
狗鬥牛爭事，一拋幾萬里。
和鳴有琴瑟，默契通天機。
恐怖九一一，原來不稀奇。
何時天示我，奔赴不遲疑。
圖女口開笑，握手與狗齊。
亂世怪胎多，何時歸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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