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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阿占

小馬高票中選的省思 總統選舉與華社
我與我的家庭成員已是

第三、四、五代的華裔天生
菲人，每次選舉，我與內人
必定會去投票，由於義不容
辭必須要盡做為一個公民的
本份，這是我們的天職，也
是我們應盡的義務，我們全

家都各盡其職，各選其好，但選舉總統皆是
不謀而合，皆投小馬一票，這次小馬先聲奪
人，威震四海，勢如破竹，又得到現任總統
杜特地掌上明珠沙拉作為副座的選伴，天衣
無縫，故能創下歷史的新高，高票當選總
統，小馬眾望所歸，四海歸心，重創歷史的
新章，雖然很多人的腦海之中，還餘下其先
嚴暴君老馬所作所為，揮之不去的惡行惡
狀，卅年來的國仇家恨使那些慘遭其害的受
難者，難以忘懷，我們深深地瞭解其內心的
感受，但是在馬可斯總統被罷黜之後，歷屆
當選的總統，除了歌莉亞謹諾這外，有誰能
出污泥而不染之嫌嗎？世間無“完人”，只
有“有心人”。

競選期間，很多親朋好友皆紛紛打來
電話探討我對總統諸候選人的意見，我曾坦
白地表示，老馬之罪行是慘絕人寰的罪行，
亦是我國菲律濱歷史上一大污點，他受法律
的制裁是理所當然，罪有應得，但是對於
蒙蒙馬可斯的指責，不能相提並論，當時他
年少無知，其父之罪狀，並非其所為，我們
必須要有理智來分辨是非黑白，不能一概而
論，更不能父債子還之道，所謂眾軍殺人，
罪在主將。

老馬雖是罪不可赦，但是對我華族亦
有好的一面，其一是馬可斯總統夫人依美
黛晉見中國的國家主席毛澤東，承認一中政
策，正式菲中邦交，在歡迎晚會中，並高唱
DAHIL SA YO（因為有你），得到當時毛主
席的讚賞，即一曲成名天下知。

其二就是老馬特別恩賜我們旅菲的華
族及華人不必經過法庭的繁文縟節、昂貴
的入籍程序，使千千萬萬人的華裔族群只要
行為端正直接由檢查官審查合格即可宣誓入
籍，這種優惠使很多華人得受其惠，面對國
家經濟的建設，亦付出無限的代價，成為國

家基建的原動力。
我們華裔如今在菲國的貢獻是有目共

睹，已超越了西班牙族裔壟斷菲國經濟的地
位，新一代的華裔亦成為菲國的重要棟樑，
參軍參政成為必然之勢。

我華族理應好好地珍惜，好好為之，
並要真正地效忠菲律濱，我們的先人已從落
葉歸根，變成落地生根，我們應該好好地培
養我們的下一代，成為有中華文化氣質的菲
律濱好公民。

如 今 塵 埃 落 定 ， 鹿 死 誰 手 ， 大 勢 已
定，小馬雖然中選，但是我國菲律濱還是要
重振士氣，面對一切的挑戰，迎頭趕上，才
不會在亞洲眾國中，奉陪末座，我們前總統
奎順曾經在他選上總統之後，是這樣說過：
“我對我政黨的效忠從今天終止，而我對我
國家的效忠在今天開始。”現在是小馬為國
為民表現的時候，我們理應給他一次的機
會，我華裔族群應該不計前嫌，共創美麗的
明天。

在很多人的腦海中，可能有與我有相
同的感受，如今當務之急，是要面對現實，
接受當前所有難題的挑戰，在我的思維之
中，我認為應當迎刃而解的難題如下：

（一）控制疫情的反彈，不要掉予輕
心。

（二）控制大米及各種食物價格的高
漲。

（三）控制石油産品的晉升。
（四）提升就業的機會。
（五）換掉貪官污吏，特別是海關及

厘務局。
（六）擴建國家基建工程。
（七）提升旅遊業及國家的收入。
（八）加強菲中友誼關係。
（九）提高醫療補助，降低藥物的價

格。
（ 十 ） 繼 續 打 擊 罪 惡 ， 如 販 毒 、 賭

博、洗錢、人口買賣等行為。
小馬如能於中選前所言，他會為國為

民服務，重創其家族的聲譽，洗清其家族的
污點，華裔族群支持小馬並沒有錯，我們擦
目以待，希望明天會更好。

菲律濱總統大選終於
塵埃落定，據非官方計票結
果顯示，小馬可斯以大幅比
數勝過對手林麗妮，待國會
正式計票結果出爐之後，小
馬可斯將會成為菲律濱共和
國第十七任總統，開始他六

年的任期。
這次選舉，選民的熱情非常高漲，投

票率超過九成，因而令小馬可斯獲得歷史
的最高票數，達到三千多萬張選票，寫下
新的紀錄。

華人社會對這次選舉也表現得非常
熱情，高度投入，雖然支持的對象各有不
同，但是在選戰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著理性
與平和，並沒有出現那些骯髒的過激言論
或手段，勝選或敗選一方也都能保持風
度，令大選和平落幕。

這次大選對華人社會是一次實戰式的
演習，由於新生代的華人子女多已是菲藉
公民，他們都有投票權，必須履行公民義
務。以前的老華僑入藉後，也只是到時投
票而已，但是今天的新生代，卻是積極地
投入選戰的動員㓉動，親身參與到第一線
的各種選戰場合，非常活躍！當然選戰的
最後結果必然是有勝有敗，但這個過程，
已足以令華社取得重大的啟示，開始廣泛
地動員起來，參與政治的表達，相信今後

將激發更多的華裔青年進入政壇。
如果能夠做個選後檢討的話，就是華

社的支持對像應該盡量取得共識，集中火
力，才能產生最大的效應，今後才能成為
一股重要的力量，為政壇所重視，也才能
更有力地為華社發聲。首先是候選人的政
見議題必須能為多數人認同接受，爭取最
大的公約數，才能廣泛地吸引選票。例如
同性戀問題，這個議題面對華社就很難被
接受，有違華社的傳統觀念與道德衝突，
這點在華社是肯定失分的。在南海的問題
上，華社最擔心的就是與中國的爭執與衝
突，這是最容易禍及華社的火種，雖然華
社對這問題毫無能力，但卻最害怕受池魚
之殃，因此華社的選票必然傾向現任總統
杜特地的政策，而不願意為上一任亞基諾
總統站台。再就是毒品議題，毒品素為華
社民眾所深惡痛絕，嚴厲打擊毒販的犯罪
活動，是華社民眾對杜特地總統高度肯定
的政績，這也是無可爭議的最被選民支持
的政見，當然包括華社的選票。

華社樂於見到新生一代的崛起，對
他們的關心國家大事、關注政治，深感欣
慰。這是生活於公民社會的必經之路，更
是開始成熟的體現，畢竟時代不同了，新
的一代不同舊的一代，他們有新的視野，
新的思維，也有新的訴求，因為他們面向
未來！

嚴孟達

菲傭的政治告白
菲律賓式的民主有它生

根發芽的土壤，有什麼樣的
政治就有什麼樣的選民，有
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
政治。

菲律賓式民主在原地踏
步嗎？

六年一次的菲律賓總統選舉5月9日隆
重舉行，共有10名候選人角逐總統寶座，好
不熱鬧。 參選的前獨裁總統費迪南德•馬
可斯的獨子小馬可斯、現任副總統羅佈雷多
和拳王帕奎奧等等，都是菲律賓人熟悉的人
物；拳王更是菲人的英雄偶像，為此次大選
增添不少戲劇性。

政治望族的背景和名人效應是以往選舉
決定勝負的主要因素，本屆選舉更不例外。
選舉前夕，64歲的小馬可斯行情爆表，人氣
最旺。根據菲律賓獨立調查機構「亞洲脈
動」（PulseAsia）公佈的4月份民調，小馬
以56%的支持率大幅領先其他候選人。

儘管如此，《聯合早報》記者連續兩個
星期天到街頭採訪本地菲律賓人，聽他們的
講法，還是頗叫人驚訝。

在烏節路威士馬廣場外，來自馬尼拉的
思莉班（48歲，家庭幫傭）自認是小馬的粉
絲。她說：「我支持小馬可斯，因為我覺得
他會像他的父親那樣以民為本。」

對 於 馬 可 斯 在 位 時 的 斂 財 腐 敗 ， 思
莉班不以為然：「他是一名大律師，擁有
財富是很平常的事」。站在一旁的友人艾
彭蘭扎（43歲）也說：「在馬可斯時代，
菲律賓人的生活比現在好多了，現在什麼
東西都貴。」其他受訪者的觀點跟思莉班
大致一樣；10個人中有九人表示支持「邦
邦」（Bongbong，菲律賓人對小馬可斯的暱
稱）。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已到菲律賓大使館
投下了支持票。

本地菲人的反應跟選前的民調結果高度
一致，顯示馬可斯家族有望東山再起，重新
回到權力的頂峰。早在2013年，老馬可斯夫
人伊美黛便在菲北家鄉高票連任眾議員，女
兒伊梅則是北依羅戈省省長。小馬在2016年
競選副總統，雖然失敗，也算是為這次問鼎
總統寶座暖身。

這是菲人的健忘、無知，歷史教育的失
敗，或是新一代人的覺醒？曾經為「人民力
量」高度自豪的菲律賓，今天到底有多少人
還記得幾十年前菲律賓震動世界，開啟全球
顏色革命的歷史性大事？

1986年，在一連串的示威抗議與公民抗
爭的浪潮中，馬可斯政權被「黃色革命」推
翻。他在美國的「勸說」下於2月25日帶著
家人和一大箱一大箱貴重細軟逃亡夏威夷。

馬可斯夫人伊美黛倉皇逃走時，留下
了幾千雙名貴鞋子，成為一個竊國家族給菲
律賓留下一代恥辱的象徵。後來的總統科拉
桑•阿奎諾特設伊美黛鞋子展覽館，讓世世

代代的國民引以為戒。
2月25日這一天從此成為人民力量革命

紀念日，是菲律賓公共假期。令人意想不到
的是，馬可斯的獨裁貪腐、伊美黛的奢侈揮
霍，並沒有成為殘酷的反面教材。尤其是伊
美黛，在窮人階級中竟然是好人形象。她之
所以能被捧為偶像，主要是懂得耍手段，例
如逼使其他望族和富豪為窮人做點善事，讓
窮人嘗點甜頭，窮人便對她感激零涕。她的
出身和崛起像一則現代童話故事，給窮家女
孩帶來希望。

本地菲人對小馬的支持，投射出他們對
伊美黛的懷念，說馬可斯時代比現在好，聽
起來有點荒謬，卻是對菲律賓一頁光輝革命
歷史的揶揄，也是對現實生活的控訴。

小馬可斯的家族背景對他的政治抱負和
權力慾望，並沒有構成歷史包袱，更大的因
素是，這要拜菲人對社交媒體的高度依賴和
信任，以及小馬成功的輿論操縱策略所賜。

菲律賓是全球互聯網使用率最高的國家
之一，菲人每天平均用超過四小時瀏覽社交
媒體。這次選舉受冠病疫情影響，候選人紛
紛將競選宣傳轉到線上，社媒成了選舉最激
烈的戰場。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菲律賓裔政治學
者阿古勒斯博士（Cleve Arguelles）為《聯合
早報》分析選情時說，許多選民之所以對馬
可斯家族改觀，是因為小馬通過社交媒體散
播不實信息，有系統地將輿論導向有利的方
向。從面簿上吹捧小馬的網絡噴子、TikTok
上歌頌戒嚴時代的視頻，到YouTube上的宣
傳，小馬的形象宣傳無孔不入。根據法新社
新聞事實檢查平台「Fact Check」的報告，
在網上流傳的數十條有關馬可斯家族的不實
論述當中，流傳最廣的是指馬可斯獲得一名
客戶以黃金支付律師費而致富的假信息。該
平台也發現小馬的對手——羅佈雷多的多張
照片和視頻被篡改，被惡意抹黑和醜化。

另一方面，在2016年上台的杜特爾特總
統深感自己欠馬可斯家族一份人情，因此特
意動用資源為馬可斯家族平反，如允許馬可
斯的遺體埋葬在英雄墓園，甚至「委屈」自
己的女兒，本有意競選總統位子的達沃市市
長莎拉，當小馬的競選搭檔。

社交媒體左右選舉已是全球普遍現象，
菲律賓的情況不是獨特，只是更肆無忌憚而
已。若要怪的話，也只能怪菲人輕易相信網
上的各種虛假消息，即使看來多麼荒唐的言
論也能讓不少人照單全收。難怪烏節路上，
《聯合早報》記者碰到的都是小馬的粉絲。

菲律賓式的民主有它生根發芽的土壤，
有什麼樣的政治就有什麼樣的選民，有什麼
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政治。

不管小馬會不會中選，擺在世人面前的
菲律賓式民主不是在原地踏步，而是在倒退
中。

（作者是《聯合早報》特約評論員）

醺人

    《萬年歡 • 悼悟真》
—冠頂詞：悟真道兄歸樸返真——

——依格步韻宋趙師俠「電繞神樞」——

                               悟亦何妨，玄機長在，未參心意難平。
                               真假無非虛實，舊裡藏新。
                               道遠茶禪是路，詩詞輔、不枉凡塵。
                               兄仙者、平仄逍遙，異邦領頌傳聲。

                               歸行德高望重，首創南瀛社，宇內風聞。
                               樸貌山羊鬍子，友輩恆親。
                               返往酬和幾度，佳構譯、英漢靈均。
                               真修畢、鶴駕瑤池，了緣還性清真。

龔建偉

隨性
人無論做什麼事情，都

需要一個明確的目的嗎？
在 成 年 之 後 ， 這 個 問

題的答案似乎不言而喻；但
回顧孩童時代，好像又並非
如此。記得小時候在公園的
人工湖旁邊看螺螄與魚秧，

一看便是半個小時，當時的我有什麼目的
呢？從學業角度來看，我此舉無疑是虛度
光陰的典範：我本可以去多背幾個單詞，
多做幾道數學題，多默寫幾句古詩……然
而我卻在公園中，把我的大好時光浪費掉
了！

有了這個例子，再看我今夕一些「浪
費時間」的行為，似乎也都沒有明確的目
的。看「閒書」、查閱一些冷門的歷史文
化資料、在太陽恰好要消失於地平線的
時刻出門散步……這些舉動又能換來什麼
呢？我做這些事情，僅有的目的彷彿完全
是這些事本身。如果往更深層次追究，大
概可以歸於兩個字：我想。

是的，我想做，便去做了。這看起來
當然是很荒唐的理由，畢竟我並非年過古
稀的老人，有充裕的時間來回顧過往的歲
月，冥想人生的意義。作為一個研究生，
我有許多事情要做，而這些事情在截止日
期即將到來的那幾日總會讓我焦頭爛額。
我的母親常常說教我，認為我不懂得如何
規劃日程，所以才會不知不覺把大把時間
「浪費」掉，從而讓本可慢條斯理完成的
任務變成截止日期前不久的緊急任務，不
得不匆匆忙忙去完成。

我當然是不太服氣的，畢竟我的多數
任務完成的雖不可說十全十美，但也絕不
僅僅是差強人意的水平。當然了，如果我
能夠少「浪費」一點時間，不疾不徐地完
成任務，那任務可能確實能夠完成的更加
完美，我為何不願？

從升高中到考大學再到考取碩
士班，我在所有「人生緊要關頭」
的表現也都和現在的狀態差不多。
結果不能說差，甚至還能誇上兩句
「不錯」，但也只能說，僅此而
已。我是否有更多時間可以投入，
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答案不言自明，當然有。但那
又如何？

在國小時，老師教導我們要
努力學習，為國中學習打牢基礎；
在國中時，老師教導我們要刻苦唸
書，否則便考不上高中；在高中
時，老師反覆告訴我們考大學的

意義，許諾我們到了大學可以盡情玩耍；
到了大學，我發現確實許多人有了更多時
間去玩耍，但他們花的時間似乎多的過頭
了。

物極必反，我並非不能理解他們。我
的不少同學都是寒窗苦讀十餘年，高中畢
業後才接觸到電子遊戲，他們對其如癡如
醉又有什麼奇怪的呢？或許正是他們過去
「浪費」的時間太少，所以今天才會浪費
如此之多的時間罷！只可惜他們在大學中
太過於隨性，以至於連應完成的功課都落
下了許多。

人確實應該過的隨性一些。我們不可
能完全遵循自己的本性生活，但在外物之
外，我們多少仍應遵循自己的本心。少一
些外在目的，多一些內在思想，這對自己
顯然是裨益良多的。一位我很喜歡的青年
歷史學家高林曾經說過，思想和文化的解
放，實質上是人們在尋找自由和精神上的
解放，而這些事物都是「沒有實際功能」
的。

在小學，在國中，在高中，我們被驅
使著追求一個共同的「實際目的」——上
大學，而當我們上了大學之後，我們才發
現無人指引的我們是如此彷徨無措，這不
正說明了精神的空虛有多可怕嗎？

我也相信，隨性的多了，人也就能自
然而然地將自己的隨性控制在合理範圍之
內，正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因為我
們的隨性是有前提的，人不可能在溫飽無
著的情況下仍然隨性。隨性是快樂的，畢
竟遵從自己的本心的生活再愜意不過，為
了保持這種快樂，我們當然也需要適度的
努力。

做一個隨性的人吧，畢竟人多少應為
自己而活。

不要忘記完成應做的事，為了做一個
隨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