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nuary 19 2022 Wednesday    Page7Chinese  Commercial  News大眾論壇

t一
二○二二年一月十九日（星期三） 商報

李榮美 莊杰森

歷絕境而後生 愛心關懷筆記之十六

阻斷傳播鏈 防止病毒突變最近衛生部副部長維吉
爾在接受國營電視台訪問時
宣稱：首都地區即大岷區的
活躍病例數據到二月的第二
週預計將翻一倍。她還重申
我大岷區單日新增確診數最
快也要在一月底，才能抵達

高峰。最慢即是二月的第二週。這個消息傳
出，使我國菲律濱的群眾於是聞風喪膽，在
我和朋友的交談之中，大部份的華人家庭的
成員或司機及女傭皆有被感染，雖然症狀並
不嚴重，但是我們還是要小心為上，甚至有
些比較悲觀的親友，他們擔心我國群眾，人
人皆會被感染，成為一個像感冒一般的症
狀，我們希望上天保佑，使我國菲律濱能早
日脫離疫情的侵蝕，以免生靈塗炭。

維克爾表示，首都地區已經出現奧密克
戎新冠毒株在社區傳播，日前衛生局曾宣佈
在大岷區的疫情還是以DELTA為主，但如今
OMICRON毒株的威力是DELTA的五、六倍
之強。

衛生部長杜計於正月十日表示，奧密克
戎新冠毒株入侵被認為是爆發確診病例數突
然激增的原因。菲律濱已被列為新冠疫情的
“嚴重風險”的國家。

另一方面，使我們覺得非常的奇怪，為
什麽獨立分析小組OCTA週六稱，大岷新冠
肺炎病例每日增長率“持續下降”。OCTA
研究員稱，根據新病例七日平均變動，持續
下降從一日前的5%，它現在減至3%。一旦
每日增長率變成負數。首都地區的新病例在
減，這說明大岷區的病例已逐日減少，而整
個國家則病例嚴重地上升。

很多朋友告訴我說，官方報告確診的
人數及死亡的人數可能和實際感染的人數有
很大的差距。主要的原因有二：其一就是感
染者並沒有向政府當局報備，自己吃藥及隔
離。第二，現在很多家庭自己測試，如今可
以到藥房購買測試的工具及藥方。他們不會
向政府通知。這樣對確診的人數就不準確
了。

這兩年來，我華社千變萬化，承受很多
的災難，使我們身心難安，不知所措。在疫
情尚未解除之際，我們只能苟安過日，甚至
感覺到絕望，對我們身為基督徒的人士，我
們只能找主的引導，因為我們知道誰掌握著
明天。

這幾天我每天晚上都在視頻中尋找如何
應對絕望而來生存，即可謂：“歷絕境而後
生”（一）我們應該身歷絕境而生鬥志，在
我們中國的歷史中，有多少的英雄豪傑、志
士賢人他們歷經崎嶇不平的道路，嘗試人心
惡毒的陷害，如文天祥、史可法、岳飛、蘇
東坡、蘇武牧羊等人的故事，他們皆是身歷
絕境而後生。鬥志對我們來說，鬥志能使我
們拾回了信心，能勇敢地面對。

（二）我們身歷絕境而塑品行，在我們
身臨絕境之時，免不了會喪生鬥志。在這種
情形之下，我們必須面對現實，我們只有逆
來順受，而重振士氣，塑造我們敢面對現實
的品行，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坐以待斃，保
持我們優雅的品德，繼續接受環境的挑戰，
有好的品行，好的品行才會受人家的尊重。

（三）歷絕境而要強心性，所以“強心
性”就是要培養有堅強果敢的精神，要能逆
水行舟，因為狂風暴雨之後，必定有寧靜安
祥的日子，不受環境的惡劣而影響你的心思
意念。

在我寫作之時，很常用的兩首詩：
（一）事林廣記
“ 各 人 自 掃 門 前 雪 ， 休 管 他 人 瓦 上

霜”。這兩句詩，在中國社會很常見，有兩
種解釋，其一是諷刺許多人的自私自利，毫
無公德心。其二是比喻別人多管閒事。

（二）金瓶梅第七回。
“媒妁殷勤說始終，孟姬愛嫁富家翁，

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我們中國人相信緣份，無論是當朋友，

還是找對象都要靠緣份。
以上兩首詩，都是我們最常用的“絕妙

好詞”。我們如今只好靜待佳音，相信我政
府必有良策。

回首2021年12月，當時
序進入歲末年關，紛擾人間
兩年的新冠疫情，總算稍有
緩和跡象，人人引頸期盼一
年 一 度 的 耶 誕 假 期 即 將 來
臨，終可放心出門，自由自
在 呼 吸 一 口 新 鮮 空 氣 的 時

候，也可和睽違已久的親朋好友歡聚，迎接
喜氣洋洋的節日，卻傳出另一新變異毒株，
又開始蔓延開來，有些人不得不調整步伐，
自束自律。有些人則因長期受困而造成的防
疫疲勞，將防護措施拋諸腦後，未再嚴肅看
待此一踐踏人類健康的隱形敵人。

去年十一月相繼在南非及美國爆發的
疫情海嘯，即由新變種病毒「奧米克戎」
（Omicron）壓倒性主導，一時之間，確診
人數屢創新高，震驚全球。國外研究發現，
奧米毒株與眾不同的特性，乃其輕易逃脫人
體免疫，以及多數只入侵上呼吸道的鼻子及
喉嚨，染疫者多出現輕微症狀。

所 謂 「 免 疫 逃 脫 」 （ I m m u n e 
Escape），意指即便打過兩針及加強針者，
超乎一般想像，仍可能採陽確診，亦俗稱
「突破性感染」（Breakthrough Infection）。
這次的感染，症狀多為輕症，近似流感或重
感冒，比起原始毒株的症狀舒緩不少。居家
服藥休息數天即可痊癒。至於完全沒有接種
過任何疫苗的患者，顯然有可能會惡化至
中、重症而必須住院、甚或加護病房治療，
雖然致死率低，但變幻無常可能衍生的諸多
後遺症，仍是未知數，故不宜輕忽。為此、
政府依舊對尚未完成接種的民眾大聲疾呼，
勸導儘快接種疫苗，防範未然。

菲律賓全國各地連日來確診人數急劇
攀升，形勢異常嚴峻，有關部門預估，可
能演變成不可抗逆的大爆發。而這一波疫情
危機中最為脆弱的一群，不僅僅六十歲以上
的銀髪族，連無辜的嬰兒、幼童至中、大童
也絲毫不曾放過。年長者長期深居宅家，足
不出戶，幾乎與外界隔絕，過著封閉無趣的
生活，不僅影響生理健康，心理壓力堆積而
成的種種身心障礙，難以估計。至於同樣也
被禁足的嬰兒、兒童、和青少年，既不能出
門，又不能上學，鬱悶在家一段時日，所潛
藏的負面效應，也不容小覷，縱使其影響面
或許不比老年人深邃，然也不能完全排除，
有任何可能的後遺症。

有不少人則認為，既然奧米毒株傳播
超快，染疫者又多為輕症，乾脆讓更多人統
統染疫，染疫大眾一起獲得天然抗體後，即
可達到集體免疫（Herd Immunity）的境界，

一勞永逸終結糾纏不休的疫情。然而，根
據國外醫學單位分析，隨著新冠病毒持續在
全球各地延燒，愈燒愈烈，縱然目前變異株
屬輕微毒株，其繼續突變的機率，也相對提
高，且病毒進一步突變的能力是否會更趨溫
和，或反其道而行轉弱為強，不得而知，仍
有待觀察。再說、確診者即便只有輕微症
狀，抑或完全無症狀者，身上活躍的無形毒
液，仍可悄無聲息瘋傳給他人，尤其罹患重
症高風險的族群，更是經不起此考驗，否則
後患無窮。因此、民眾仍必須時刻提高警
覺，步步為營，遠離病毒，阻斷傳播鏈，才
能維持清淨無染的生活環境。

政 府 每 日 例 行 公 佈 的 官 方 確 診 病 例
數，似乎有不貼近現實之虞。因為民眾居家
自我抗原快篩（Antigen Test）的比例居高不
下，形成一股風潮。此推估可從市場、或網
路販售的各式抗原快篩試劑，供不應求的現
象看出端倪。多數民眾在染疫初期，所體驗
的各種類似感冒症狀，即在第一時間與醫師
手機諮詢（TeleConsult），獲得有效的照護
及治療。民眾即便跑到各檢測中心、或各醫
療院所採檢，也因各醫護機構或人滿為患、
或人手不足，或採樣、檢測能力有限、或醫
護人員可能有曝露、或有症狀，而缺勤休假
等狀況，多數人求助無門，無功而返，只好
自求多福，自力救濟。

至於生活在最基層的草根庶民，多數
人根本不做任何篩檢，只視為一般感冒服
藥，或選用隨處可採的各種植物草藥，省事
又省錢， 同樣具有一定療效。根據家傭分
享，她們家鄕村民普遍相信各種天然草藥能
醫治百病、其中最夯的一種偏方，即木瓜
葉，人工卒取其葉汁，有提升免疫力及殺菌
的功效，是登革出血熱及新冠肺炎的首選，
人人因而奉為圭臬，深信不疑。（註：此方
是否真正有效、仍有待查證之）。

疫情當前，為求人人平安，早日恢復
正常生活秩序，認識病毒的前世今生，嚴守
防疫規則，才能有效阻斷傳播鏈，防止病毒
一再突變，讓病毒從此消聲匿跡，還原人類
一片清淨的天地。但願人人共體時艱，不分
你我，一起來共同守護健康。

菲華文經總會訂一月廿一日，邀請菲
律賓著名小兒科專家陳淑璇醫學博士，用閩
南話主講一場「如何因應一再突變的新冠病
毒」線上醫學講座，精彩可期。歡迎大家一
起來吸取守護健康的醫學新知，一起平安度
過疫情帶來的層層考驗。      （2022.1.14）

（Zoom視訊代號為 Meeting ID: 850 850 
1919。密碼Password: covid2022）。

鄭亞鴻

知錯就要糾正
2021年7月，立陶宛宣佈

同意台灣設立「駐立陶宛台
灣代表處」，並於2021年11
月18日正式掛牌。立陶宛政
府公然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
行徑招致中國的強烈反擊，
中方不僅將兩國外交關係降

為「代辦級」，還實施一連串經濟制裁。
立陶宛是個彈丸小國，人口還不到中

國泉州市人口的三分一。這不是看不起小
國，中國一向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上，同一
切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可這個距離中國
萬里之遙、與中國在歷史上可謂毫無交集、
更是無怨無仇的立陶宛，一些政客為了充當
美國的棋子，討到一些殘羹剩飯，不僅不自
量力地挑釁俄羅斯、白俄羅斯，而且狂妄
地跳出來挑釁中國，挑戰「一個中國」 紅
線。一個小國同時挑釁兩個大國，在我看來
是極其愚蠢的。

立陶宛95歲前總統阿達姆庫斯怒斥現
政府「強出頭」，在決定交惡之前就應該明
白，與大國發生衝突會付出慘重代價。立陶
宛反對黨領袖、在野的社會民主黨領袖維利
亞日前也強烈批評立陶宛政府的中國政策。
維利亞表示，「我們不會做出導致『經濟
戰』的決定，立陶宛政府現在的做法『太不
專業』」。 立陶宛工商界人士則呼籲政府
盡快糾正錯誤，使對華關係正常化。立陶宛
工業家聯盟主席亞努利亞維丘斯表示，政府
在決定用這個名字開設代表處之前，就應
該計算一下潛在的損失。
立陶宛政府因為外交及經
濟 處 理 不 善 而 致 信 任 度
大跌，從去年11月的21%
下降到去年12的17.3%，
不信任度從39.6%上升到
47.8%。更有眾多反對黨人
士表示立陶宛外交部長應
該立即辭職，以此來承擔
相應的責任，立陶宛開始
自食惡果。

在 內 外 壓 力 下 ， 立
陶宛執政者也發現，美國
的支持只是口頭上的。另
外，雖然歐盟給予了立陶
宛口頭上的支持，但其對
立陶宛的政策實際上是不

滿的，因為立陶宛的行為已經損害到歐盟利
益，損害到歐盟和中國的關係。1月4日，立
陶宛總統瑙塞達終於忍不住，在接受採訪時
承認「立陶宛犯了一個錯誤，允許台當局以
『台灣』之名在首都維爾紐斯開設代表處，
從而引發了中方的強烈反應。」「我認為，
錯誤不在開設辦事處，而是它的名稱沒有同
我協調。」他表示，代表處的名稱現在成了
影響立陶宛與中國關係的關鍵因素，「我們
必須處理這個後果」。

隨後，執政黨多名政治人物駁斥瑙塞
達，稱其對涉台代表處一事「早就知情」，
「為何現在才說」。 該國總理希莫尼特5日
稱對總統的言論「感到失望」 。立陶宛政
壇各方的表態說明，該國在對華政策上已經
陷入某種程度的混亂，表明立陶宛現任政府
是極不成熟的。不管瑙塞達是否早就知情，
他的認錯，讓剛剛宣佈照單全收立陶宛被大
陸拒收的2萬多瓶朗姆酒的台灣當局陷入尷
尬處境，再次被打臉；也搞得島內那些之前
嚷嚷著要「喝爆」的人猝不及防，氣得大罵
要「退貨」。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正如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所說，台灣當局試
圖通過金錢外交來維繫「台獨」活動空間，
這將注定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對立陶宛，也
正如汪文斌所說：「認識到錯誤是正確的，
但更重要的是採取行動，糾正製造『一中
一台』的錯誤行徑，回到一個中國原則上
來。」 

（2022年1月8日）

錢昆

緣生緣滅
如果說緣生，是讓倆個

即使遠隔千山萬水的人，也
會排除萬難來相會的話；而
緣盡了，便會衍生出使人意
料之外的傷情來，致使原本
親密無間的人漸行漸遠，直
至消失在彼此的視線中。

只是沒想到，這樣傷懷的事情，就發
生在冰如、冷梅和我三人身上。在大陸，共
同的下南洋思想，使我們仨成了無所不談的
好朋友，先後來到了馬尼拉，又不時聚在一
起嬉笑怒罵，盡情地發洩心中的怒氣，悶氣
和怨氣。

這樣的情誼，一直保持到了，冷梅情
定冰如兄長，並舉行了盛況空前的婚禮那一
天。彷彿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數似的，一向高
冷，傲慢，自戀，是父母的心尖尖，又被
兄長寵上天的冰如，竟然鬼使神差地放下身
段，向男儐相一一冷梅那高、大、帥的表兄
麥克暗送秋波、柔聲細語。直到冷梅驚爆了
他們熱戀的內幕，我才知道了她的暗箱操
作；而更勁爆的事，麥克是一個不折不扣的
賭徒，不但把父親的別業賭個精光，還負債
纍纍。知悉表哥劣性的冷梅，不想眼睜睜地
看著昔日的同學，現在的小姑墮入不幸，苦
口婆心的規勸，非但沒換來的冰如的回心轉
意，還使她們倆心存芥蒂。

置身度外的我，在冷梅鼓起了三寸不
爛之舌的請求之下，才充當說客，把麥克的
黑歷史，向冰如一一抖了出來……勸她懸崖

勒馬，回頭是岸，別越陷越深……我們的良
苦用心，還是抵不過「情人眼底出西施」的
魔力，而被鮮少激動的冰如，提高了嗓音激
動地應道：「麥克已向我發了誓，他不是睹
徒，更不是一個會玩弄女性的人，是有人在
妒忌他而無中生有，胡言亂語」，我接過她
的話說道：「但願如此，可是不是真的如
他所說，還得小心求證， 同時別忘了，酒
醉的人，就是走路搖搖晃晃了，還說自己
不醉。總之， 千萬不能拿自己的婚姻當兒
戲，得三思而後行！」哪知，我的一番肺腑
之言卻換來冰如從鼻孔裡哼出的一句話：
「我勸你還是遠離冷梅這個妒婦，以免也染
上了『赤眼症』」。

呵呵！原來，在冰如的眼中，我同冷
梅是一丘之貉，都在嫉妒著她談上了有高富
帥的美男，是一個不願成人之美，見不得閨
蜜比自己好的小人。真是讓人情何以堪啊！
事已至此，我還是閉嘴，做個壁上觀吧，我
已不負所托，不負友情。命運的風帆，將把
她駛向何方，就靠她自己把舵和造化了。

一年之後，偶然在寺廟裡同冰如媽不
期而遇，她緊張兮兮地把我拉到了廟裡僻靜
的一角後才淒涼地說：「冰如很不幸，新婚
之夜麥克便被黑社會追債而跑路了，現在
也不知去向，冰如則被列入了夫債妻還的對
象，時至今日，就是倒貼也離不了婚，只好
躲了起來。」冰媽的話，讓我百感交集，一
時間說不出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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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頑童

逐韻返步奉和

逸峰兄《六州歌頭 • 年終碎語》
                          延綿疫症，愁慮歎高巍。
                          殃禍祟。死亡肆。市低姿。集虛棲。
                          病患忙療恙。景酸愴。驚惡浪。
                          天怒瘴。交關仗。警頑碑。
                          辛丑秋波，只願牛耕種，遍地仙芝。
                          壬寅輪班位，戍歲駐雄師。水木溫儀。虎威馳。
                          遠瞻洞敞。靈相向。心殷望。化神奇。
                          康復譽。宜明著。衛生維。坦途菲。
                          武漢攻防役，消災捷，世間知。
                          仁載道。紅旗纛。護烝黎。
                          協拯群倫，惠達非歐亞，四海慈悲。
                          助他猶自助，樂滋滋。衍泰難離。
後記：
        逸峰兄這闋《六州歌頭》依韓元吉「東風著意」格，全闋平聲一韻到底，共一十六韻
腳（上、下片各八）；仄聲卻一口氣換了五韻；平仄合計，全詞多達六種韻目（也許韓氏
刻意如此，暗合「六州」之數），在詞牌中佔第一位。
        沾逸峰兄的光，這是老頑童第二次填韓氏變格（老兒自己也喜愛《六州歌頭》，卻
偏向汪元量「綠蕪城懷古」格，填過沒有十回也有八次，並經常有逸峰兄和醺老醉貓賜
和）。這變格五個仄韻分佈毫無章法（2葉、5、3、2、2），自成一格。唱和這牌子除非原
步，如果想變步（返步、上步、下步、漫步），唯有「逐韻」（一韻一韻分開處理）一法
可行。
        這是老頑童多年來變步酬唱的經驗，記敘下來供同好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