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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黑耶穌信徒昨日站在離溪仔婆教堂數米外的拒馬前。政府宣佈取消今年黑耶穌出巡
活動，以避免更多人感染新冠肺炎。

警察昨日在計順市與黎剎省仙馬地奧社交界處檢查司機的身份證和疫苗卡。杜特地總統
下令描籠涯官員要阻止未接種疫苗的人士外出。

殿堂級文學家尚尼扶西逝世 
享年97歲

本報訊：家庭成員宣布，文學類國家藝

術家尚尼．扶西（F. Sionil Jose）於週四晚逝

世，享年97歲。

其家人在尚尼的社交媒體帳戶上發布

的一條短消息中稱：「我們的父親在今晚平

靜地去世了。」他們補充道：「多年前，他

告訴我們，這就是他想寫的關於他的事情：

『他寫了各種故事，他相信它們』。」

作為屢獲殊榮的作家，尚尼．扶西贏得

了多項陳迎來紀念獎（Carlos Palaca Memorial 

Awards），包括1959年的「竊神者」。

他 最 出 名 的 小 說 是 「 羅 莎 禮 斯 ． 薩

加」。他的作品被翻譯成近30種語言，是最

受歡迎的菲律濱英語作家之一。

尚尼於2001年獲評為國家文學藝術家，

1980年獲南文．麥獅獅新聞、文學和創意傳

播藝術獎，1999年獲得菲文化中心百年藝術

榮譽獎。

尚尼．扶西多次在報紙專欄多次質疑

菲律濱華人的政治效忠，並主張解散所有華

人社團，關閉所有華文學校，更聲稱若菲律

濱出現印尼式的排華大騷亂，他家的大門只

會為于長庚（本報故總編輯）和洪玉華（菲

律濱華裔青年聯合會創會會長）敞開入內避

難。

由尚尼創立的菲律濱國際筆會中心（詩

人、劇作家、散文家、小說家）張貼了一份

悼詞以及他最近住院的一些細節。

該中引用尚尼的妻子泰西．喬維拉諾斯

的話說，這位作家「於週四晚在馬加智醫療

中心去世，他本應於1月7日星期五，在該醫

院接受血管成形術。」

「泰西說，扶西顯然是在睡夢中去世

的。他在晚上9點30分被宣布死亡。」

在宣布其死訊之前，其臉書頁面上的最

後一篇帖文是尚尼是他在等待血管成形術時

寫的。

他寫道：「謝謝你勇敢的心。有時作為

一個不可知論者，我懷疑全能和慈愛的上帝

的存在。但親愛的勇敢的心，你來這裡是為

了反駁這種幻想，為了消除這樣的結論：如

果你懷疑他，你就殺了他。親愛的，我不能

殺了你；你必須自己來。」

他總結說：「現在，我在這裡等待血

管成形術，我希望你能活下來，我也能，這

樣，我才能繼續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只有你

才能給予精力。感謝你親愛的勇敢的心和親

愛的主給了這份最寶貴的禮物。」

日本智庫：麗妮比小馬更「親市場」
本報訊：總部位於日本的智庫在其月度

報告中表示，副總統麗妮·羅貝禮道可能比小

馬科斯更「親市場」。

在一篇題為「菲律濱：沒有假期歡呼」

的文章中，野村全球研究表示，羅貝禮道

「可能被認為」更有資格監督菲國的大流行

後復甦，並引用了總統候選人的戰略路線

圖，該路線圖側重於重要部門，例如健康和

教育。

由東盟經濟學家尤敏·巴拉貴禮示和分

析師朗卡·習塔、克萊格·陳（音）和黃朝春

（音）撰寫的報告稱：「在我們看來，小馬

科斯可能會被認為不如羅貝禮道對市場友

好，尤其是在國家層面的經驗和闡明國家從

大流行中恢復的戰略方面。」

該組織還認為，小馬科斯的可能獲勝可

能會讓人對2022年的選舉產生懷疑。

報告稱：「小馬科斯的勝利可能會因為

對他的看法而被負面看待，部分原因是他的

候選人資格正面臨一些以虛假陳述和先前未

能提交所得稅申報表為由提出的取消資格請

願書的挑戰。」

小馬科斯面臨多起取消資格案件，這與

1995年計順市地區審判法院就他在1980年代4

年未能提交所得稅申報表的案件將其定罪有

關。

野村還根據5個類別對總統和副總統的競

選組合進行了評分：連續性／良好治理、基

礎設施進展、財政紀律、國家經驗和商業友

好度。

羅貝禮道和參議員邦義利蘭在國家經驗

和商業友好類別中獲得了5分。在連續性／良

好治理、基礎設施進展和財政紀律方面，兩

人獲得了5分中的4分。

與此同時，小馬科斯和納卯市長莎拉．

杜特地在基礎設施進展方面得分為4分。

在財政紀律和連續性／良好治理方面得

分為3分。

然而，根據國家經驗，這兩者的評分介

於1到0之間，而商業友好度則為0。

報告補充說：「考慮到小馬科斯在民意

調查中領先副總統羅貝禮道，政治不確定性

也可能會增加。這可能會給當地市場情緒帶

來壓力，並為菲律濱的淨投資組合帶來充滿

挑戰的環境。」

在12月6日至11日進行的最新亞洲脈搏民

調中，小馬科斯在總統候選人民意調查中領

先，53%的人表示，如果在民調期間舉行選

舉，他們會投票給他。羅貝禮道多以20% 位

居第二。

同時，杜特地在副總統候選人民調中以

45%位居榜首，其次是參議長蘇道。

衛生部：
全民檢測不合理不科學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表示，政府不

會採用大規模檢測作為對抗新冠肺炎的策

略，因為它不合理且不以科學為基礎。

衛生部副部長維吉爾在醫療工作者

聯盟猛烈抨擊衛生部長杜計的言論後發

表了上述言論。維吉爾在總統府的簡報會

上說：「大規模測試不是政府將採用的策

略，因為它是不合理的、不是基於科學，

基於我們的專家。」

衛 生 工 作 者 聯 盟 在 一 份 聲 明 中 聲

稱，衛生部和政府仍在「以缺乏資源作為

玩忽職守的為藉口」。她說：「這就是為

什麼我們優先醫護人員、老年人和有合併

症的人。萬一我們達到需要優先進行檢測

試的地步。」

衛生部技術諮詢小組的成員薩瓦納

和施莉莎對此表示贊同。

薩瓦納說：「有針對性的檢測，基

於風險的檢測，這是最重要的，除了我們

保持高水平的疫苗接種外。」

施莉莎說：「如果我們使用檢測作

為控制傳播的手段，我覺得我們會落後。

這就是為什麼，如果你早點注意到，我們

的建議是立即隔離並在有機會時接受檢

測。」

政府警告散佈軍管「假新聞」人士
本報訊：馬拉干鄢昨天駁斥了在社交媒

體上流傳的「假新聞」，即在新冠肺炎病例

急劇增加的情況下，政府將實施全面封鎖和

軍管法。

代理總統發言人諾格拉禮斯在總統府

的新聞發布會中說：「在內閣開會時，一段

女聲音頻稱將全面封鎖和實施軍管法在被瘋

傳。這是假新聞。不要相信這種類型的信

息。」

他隨後警告那些在網上散佈虛假信息的

人，稱此類謠言會引起公眾「不必要的焦慮

和不必要的恐慌」。

諾格拉禮斯說：「對於那些無事可做的

人，請停止這樣做。這不是開玩笑。」

他補充說：「你們面對的是一個真正的

威脅，可以理解為，它關係到我們的人民，

而散播毫無根據的惡意謠言會造成不必要的

焦慮和恐慌，這無濟於事。」

他隨後提醒公眾只從可靠來源獲取新聞

和信息。

他補充說：「我們立即報告抗擊新冠

疫情的新措施的原因是為了確保盡快通知公

眾。」在較早前，國防部長洛仁薩那也否認

政府將宣布軍管法。

洛倫薩那也是國家抗疫工作組的主席，

他說，「絕對不可能」宣布軍管法。

著名華裔歷史學家陳清風逝世
本 報 訊 ： 著 名 華 裔 歷 史 學 家 陳 清 風

（Samuel K. Tan）於週四逝世，他曾因幫助

將蘇祿群島的社會引入國家歷史敘述而受到

讚譽。

菲伊斯蘭與民主委員會主席、和平倡

導者阿米娜．拉蘇爾在社交媒體上發帖稱：

「我很遺憾地通知你們，著名學者、菲律濱

前國家歷史委員會主席陳清風博士今天去世

了。」

土生土長的蘇祿人的陳清風曾任菲國立

大學迪利曼總校的歷史部主任。

他撰寫了關於菲律濱穆斯林和邦薩摩洛

人爭取自決權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書籍。

據 拉 蘇 爾 說 ， 被 家 人 和 朋 友 稱 為

“Seng”的陳清風曾擔任其母親、前參議員

桑塔尼娜．拉蘇爾的顧問。

拉蘇爾說：「在參議院期間，媽媽不

僅重視他對歷史的建議，還重視治理和和平

進程。我也是。作為斗索（Tausug），感謝

Seng博士向世界展示我們的遺產，以及我們

為菲律濱帶來的價值。你留下了歷史學家無

法填補的空白。」

陳清風與國家文學藝術家尚尼．扶西

（F. Sionil Jose）於同一天去世。

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一份聲明中，棉蘭

佬國立立大學沓威沓威技術與海洋學院對兩

位偶像的逝世表示哀悼。

它稱：「棉蘭佬國立大學沓威沓威與菲

國的文化和藝術界一起哀悼尚尼．扶西和陳

清風的逝世。」

衛生部警告勿故意染疫求自然免疫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警告公眾不要自

滿並故意感染新冠病毒以實現自然免疫。此

前，一名專家稱感染新冠病毒是「天然的疫

苗接種」。

衛生部副部長兼發言人維吉爾表示，更

多的病毒傳播會導致更多的突變。

她在記者會中說：「讓我們不要因為

這種說法而自滿並被感染，這不是我們應對

新冠肺炎疫情的方向。我們需要防止更多感

染，以避免產生更多變種。我們需要阻止感

染，這樣就不會有進一步的突變，這會導致

更致命的結果。」

衛生部技術諮詢組成員之一的施莉莎醫

生說，專家引用的研究是針對感染奧密克戎

變種的人進行的，這些人具有針對德爾塔變

種的抗體。

她說：「沒有確定的事實，對於其他令

人擔憂的變種來說也是如此。我們在新冠方

面的問題是它繼續讓我們驚訝……讓我們不

要基於我們不會被其他變種感染的假設，而

故意去受感染。」

分子生物學家和天主教神父奧斯特惹

科在此前表示，奧密克戎變種「是一個好兆

頭，表明我們正處於疫情結束的開始。」

他說：「這是第一次，一種較弱的變

種。」

他表示，一些美國科學家認為「較溫和

的新冠變種將使人們更好地為未來的變種做

好準備。」

他還指出，疫苗接種和加強劑注射的數

量不斷增加，抗病毒藥物的可用性以及對所

有新冠病毒變種都有效的泛新冠疫苗的持續

開發。他說：「鑑於所有這些事態發展，我

確實相信我們正處於大流行結束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