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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馬經濟計劃不明
投資者保持謹慎

本報訊：野村證券週二稱，由於馬科斯

政府尚未為菲律濱制定明確的經濟計劃，預

計投資者未來幾個月將謹慎行事。

這家總部位於日本的投資銀行在一份通

過電子郵件發送的評論中指出，被推翻的獨

裁者馬科斯的同名兒子小馬科斯尚未透露他

的政策方向。馬科斯在週一的選舉中獲得壓

倒性勝利，可能會被宣佈為下一任總統。

這篇評論稱：「他在競選中缺乏一個全

面的經濟平台，這意味著他的政策重點存在

一些不確定性，因此在我們看來，投資者可

能會謹慎對待他即將到來的勝利。」

野村證券在其評論中指出，馬科斯以

「團結」為競選綱領並獲勝後，出現了「選

舉後政策的不確定性」，他避開了旨在讓候

選人有機會解釋其計劃的辯論。

在很大程度上，最近幾周的分析表明，

無論誰當選總統，都將面臨一個難題，因為

新當選的領導人將需要在財政空間如此之小

的情況下，設法從疫情影響中復甦，並抗擊

失控的通脹。新一屆政府尚未解釋將如何解

決這些問題，但一些分析人士猜測，馬科斯

政府將繼續推行杜特地總統在過去六年制定

的政策。惠譽的一個部門在一篇新的評論文

章中為這種連續性提供了理由，稱馬科斯政

府將能夠平穩過渡，預示著杜特地政府的基

礎設施項目，而這些項目也存在問題。

惠譽解決方案從馬科斯的競選網站搜集

了談話要點，撰寫了這篇評論，其中包括降

低豬肉價格、將可再生能源作為重點，以及

實現輪運系統現代化的建議。

到目前為止，馬科斯還沒有透露他的經

濟政策團隊的成員，也沒有提供競選活動的

政策細節。惠譽解決方案在評論中說：「我

們相信馬科斯很可能會繼續杜特地的許多經

濟政策，特別是『大建特建』基礎設施項

目，因為他已經公開發誓要這樣做，」。他

還表示：「比起為了降低油價而取消燃料油

進口消費稅，更應該設立油價穩定基金，作

為幫助消費者的長期解決方案。」

圖為防暴警察正在守護馬尼拉王城內選舉署，防止反小馬科斯的示威者接近。

中國女童用「三國」分析俄烏衝突 驚艷菲外長
本報訊：據觀察者網消息，最近，一則

中國孩子用《三國演義》中「曹操與孫權爭

荊州」的故事簡單類比，淺談俄烏局勢的視

頻在網上大火，被不少網友稱讚年紀雖小但

思路清晰，還頗有個人見地。

視頻更引發了海外網友的關注，尤其是

「驚艷」了菲律濱外長特奧多羅·陸辛。他在

個人推特上多次轉發，直到9日都還在瘋狂安

利大家觀看。

陸辛直呼「這是俄烏局勢最有智慧的點

評」，大讚小女孩「這一代中國人是中國乃

至世界的希望」，更動了想把孫女送去中國

接受教育的念頭，「我想讓她也成為像視頻

中這樣很有見解的小女孩。」

視頻中，一個穿著校服的中國小女孩

被爸爸問到「如何看待俄烏局勢」，雖然這

個問題看起來對於學齡兒童來說有點「超

綱」，但這個孩子只是稍微思索一番，就自

信滿滿、落落大方地用英語侃侃而談起來。

小女孩先是對那些在戰火中飽受苦難的

人表示同情，隨後說起自己最近在看《三國

演義》，認為俄烏局勢與其有相似之處。她

說，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就好比是曹操勢力，

而俄羅斯就像是孫權手下的江東。烏克蘭則

是兵家必爭之地荊州，夾在它倆之間，不斷

撩撥著前兩者的神經。

她有模有樣地分析道，假設荊州被曹操

拿下，按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沒有了戰略緩

衝區」，曹操可以直接順江而下，對孫權來

說威脅極大。孫權對此寢食難安，心想不能

坐以待斃，赤壁之戰由此爆發。

「看看今天的俄烏衝突，和三國時期沒

有任何區別」，小女孩說，北約想在烏克蘭

搞東擴，被逼近家門的俄羅斯同樣也不能坐

以待斃，因此爆發了俄烏衝突。

當被追問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下

場」時，小女孩眼睛滴溜溜地轉，鬼靈精怪

地來了一句「想想劉琮唄。」歷史上，父親

劉表急火攻心而亡後，劉琮在投降派的慫恿

下直接向曹操不戰而降，令後者不費吹灰之

力就取得荊州，隨後逐漸消失在歷史舞台

上。

當然用三國完全類比俄烏局勢肯定不

夠嚴謹，但小女孩能夠認識到俄烏衝突的本

質在於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不斷東擴，並聯想

到自己從《三國演義》中學得的道理且將之

融會貫通，再用英語流利地表達出自己的見

解，讓不少網友稱讚這個孩子年紀雖小但思

路清晰，還頗有個人見地，同時也對視頻中

引導孩子建立獨立思考能力的家庭教育表示

讚賞。

這則視頻很快也在海外社交媒體平台

推特走紅，獲得了超過16萬次的播放量。其

中怕不是菲律濱外長陸辛最是對此「情有獨

鍾」，在個人推特上讚不絕口地多次轉發。

直 到 9 日 ， 他 還 在 為 這 則 視 頻 瘋 狂 打

call，稱自己看了許多書才明白的道理，這個

小女孩只用一本《三國演義》就懂了，直呼

她的發言「是關於俄烏局勢的最有智慧的評

論」，花式誇讚道「她這一代中國人是中國

也是整個世界最大的希望」。

陸辛認為是中國教育給予了中國孩子寬

闊的視野和獨立思辨能力，還動了想把孫女

送去中國接受教育的念頭，「她讓我想起了

我的孫女，和她一樣自信。我想要送她去中

國學習，讓她也成為像視頻中這樣很有見解

的小女孩。」

在陸辛的瘋狂安利下，這則視頻也獲得

越來越多外國網友的持續關注和熱議。

在瞭解了女孩對《三國演義》與俄烏局

勢的類比後，有人感慨：「真絕了，這樣一

個小女孩能通過類比來分析當前形勢的複雜

性」、「比你在主流媒體中看到的分析更深

入」。「一個非常聰明的中國女孩。我從頭

到尾看了中國電影《三國》。這個女孩用三

國來分析烏克蘭、俄羅斯和北約，她的才華

讓我吃驚。有這樣的學生，中國怎麼不會復

興？」

南蘭佬部分地區選舉失敗
本報訊：選舉署宣佈，將在南蘭佬島3

個鎮的部分地區舉行特別選舉。此前，南蘭

佬島的選舉因暴力事件和選票丟失而宣告失

敗。

選舉署星期三公佈了一份文件，詳細

介紹了5月10日選舉署會議的一段節選。文

件說，特別選舉將在下列城鎮的14個城鎮舉

行：

Butig：官方選票被盜。軍方無法取回這

些選票，一名警察在保護計票機時受傷。

Binidayan：暴力導致計票機和官方選票

的損壞。

受影響地區共有8295名登記選民。

選舉署說，宣佈一些地區選舉失敗是由

摩洛國穆斯林棉蘭佬自治區選舉主任雷·蘇馬

利康建議的。

選舉署構確認了宣佈這些地區選舉失敗

的消息，並表示將在5月15日或選舉署全席認

為合適的日期舉行特別投票。

選舉署還核准了一項建議，即從菲國

警，最好是從摩洛國穆斯林棉蘭佬自治區辦

事處調派人員到擔任選舉監票員。

據菲國警報告，在全國和地方選舉的9

日發生的暴力事件中，有6人死亡，32人受

傷。根據綜合選舉法，如果在任何投票地區

發生任何形式的暴力、不可抗力行為、欺詐

或任何有關案件，都可以宣佈選舉失敗。

選署駁回小馬資格案
請願者將上訴大理院
本報訊：反對前參議員小馬科斯競選總

統的請願者的律師週三表示，在選舉署駁回

他們的請願後，他們將上訴到大理院。

代表老馬科斯軍管法受害人的律師加禮

哈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們準備將此事提交

至大理院，並尋求合法的解決辦法。」

當被問及申請的時間表時，加禮哈說：

「肯定是下周。」

加禮哈是反對馬科斯回歸和軍管法運動

（CARMMA）的律師，該運動由軍管法倖存

者伊拉彥領導，他們試圖以馬科斯1995年的

稅收定罪為由取消他的競選資格。

該組織認為，馬科斯被判犯有逃稅罪，

應該取消競選資格，因為這一罪行相當於道

德敗壞。他們還提到了稅法的一項規定，如

果被判犯有稅務罪，公職人員將永遠失去擔

任政府職位的資格。

加禮哈和反對馬科斯回歸和軍管法運動

都譴責了選舉署的裁決，以及將裁決公佈的

時間定在週二或5月9日選舉後的第二天。選

舉署此前曾表示，將在選舉前解決懸而未決

的上訴問題。

他說：「選舉署的決定並不令人意外，

只是證實了這種可悲的狀態，以及我們可以

給他們的信心。他們不僅維持了一個有問題

的裁決，而且再次不當地推遲公佈。」

本報訊：不願與媒體接觸

的候任總統小馬科斯團隊週三承

諾，將讓媒體有更多機會接觸政

府，但現在還不是時候。

在萬達俞央的競選總部，小

馬科斯的發言人羅里藝斯故意忽

視了Rappler記者連·布安的問題，

即當馬科斯成為總統和首席外交

官後，他將如何面對美國法院對

他發佈的藐視法庭令。羅里藝斯

拒絕看記者，而是將目光對準攝

像機，說：「下一個問題。」

之後，布安又問了一個不同

的問題——馬科斯是否會取消杜

特地總統宣佈的每年9月21日全

國抗議日，這一天是小馬科斯的

父親宣佈軍管令的公開紀念日。

羅里藝斯當時正在等待宣讀

一份聲明。雖然氣氛很尷尬，但

他沒有理睬布安。

馬科斯自競選以來一直躲避

媒體的採訪。他的團隊表示，他

們更喜歡一對一的採訪，而不是

論壇和辯論，在論壇和辯論中，

候選人是「相互競爭」的。

但即使是這種形式，他們也很挑剔：

選擇不參加政府組織的小組採訪，而是參加

SMNI網絡電視台的活動。SMNI電視台是一

家媒體網絡，由自詡為牧師和馬科斯支持者

的阿波羅·紀莫雷主有。

他告訴記者：「我們首先要弄清楚，他

們目前的安排是什麼，是否有效。我不認為

我們必須調整它，但如果它需要一些改進，

我們絕對會改進它，讓我們的媒體朋友有更

多的機會接觸政府和治理。」

在馬科斯政府執政期間，會在馬拉干鄢

的新聞發佈會上看到視頻博主嗎？小馬的團

隊對此持開放態度。

羅里藝斯說：「如果是這樣的安排，我

不認為我們有任何理由要改變它。」

他說：「如果不是現在的安排，我認為

你（記者）提出了一個很好的觀點。也許我

們也應該考慮視頻博主，因為我們已經從過

去熟知的媒體轉向了數字平台。」

與視頻博主不同，記者受到菲新聞學

會、菲全國記者聯盟和菲全國記者會於1988

年制定的道德守則的約束。

羅德里藝斯還聲稱，摩根大通把菲律濱

排在投資清單末尾的報導是斷章取義的。

當被問及他對報導的反應時，羅德里藝

斯說：「你都搞錯了。」此前，報導稱，該

美國金融服務公司因菲國的高額公共債務和

通脹飆升的風險上升，才降低菲律濱的投資

評級。

羅德里藝斯說：「來龍去脈全錯了。他

們會做出解釋。很抱歉打斷你，但摩根大通

不是那個意思。」

報告顯示，鑑於「將菲律濱評級下調至

減持」，摩根大通已建議投資者減少對本地

股票的敞口。

羅德里藝斯說：「根據投資者的說法，

要回答那些被過於籠統的斷言所涵蓋的問題

是非常困難的。」

他補充說：「我只是小心謹慎，因為我

們現在談論的是經濟，你可以說經濟會發生

變化。」

羅德里藝斯說：「這不再是關於當選總

統小馬科斯的候選資格，我們現在談論的是

國家的未來，大約1.1億菲律濱人的未來。」

柯家兄弟續掌控葛丹戀尼斯省
本報訊：葛丹戀尼斯省的選舉署於週二

公告葛丹戀尼斯省長約瑟夫．柯（音）競選

連任成功。

柯氏獲得101,838票，而其競爭對手雪

莉．亞文道獲得51,967票。

柯氏的兄弟彼得分別了柯氏的勝利，彼

得也當選為副省長。彼得曾是聖安德烈斯社

三任社長。

他以110,049票的票差擊敗了對手諾沓利

奧（得24,611票）。

柯氏昨天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在未來

三年內，他將專注於健康計劃，特別是擴大

東米骨醫療中心的病床量，並將其變成學生

培訓中心。醫學課程將與高等教育署合作創

建。

他說，他還將通過改善和為蕉麻種植者

創造更多生計，聚焦該省的生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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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期待「團結新時代」
本報訊：副總統競選者、納卯市長莎

拉．杜特地—加彪的發言人昨天表示，在被

推定的候任總統小馬科斯和副總統莎拉．杜

特地—加彪領導下的政府將成為「團結的新

時代」。杜特地—加彪發言人、利洛安市長

法拉斯戈說，這是因為兩位領導人將一起工

作，而不是作為對手。

她在ABS CBN新聞頻道接受採訪時說：

「我相信，在未來6年，我們可以期待一個團

結的新時代，正副總統將和諧共事，因為這

一直是他們在傳達的信息，每個人都將發揮

自己的優勢，以確保我們的國家能夠恢復並

很好地應對目前仍面臨的所有挑戰，因為我

們仍處於疫情之中。」

小馬科斯—杜特地正副總統競選組合

目前以壓倒性優勢領先對手，兩人都獲得了

3100萬張選票。

排在他們後面的是副總統羅貝禮道和參

議員邦義利蘭的競選組合，他們分別獲得了

1480萬張和920萬張選票。

這 是 根 據 選 舉 署 透 明 伺 服 器 反 映 的

98.24%的選舉報表。

法拉斯戈說，由於杜特地—加彪在2010

年2013年和2016年至2022年擔任納卯市長期

間，她能夠貢獻其非常強大和豐富的行政經

驗。

宿務省長加西亞的女兒法拉斯戈說，

杜特地—加彪「非常精通地方政府的各個方

面」。

她說，除此之外，杜特地—加彪將能

夠在「確保菲國邊境的領土完整」方面提供

實踐經驗和建議，因為她曾擔任地方行政首

長。

她補充：「她還能夠確保地方政府與中

央政府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這對我們各自

的選區來說是個好兆頭。」

法拉斯戈還表示，雖然杜特地—加彪堅

持自己的決定並重視自己的獨立性，但她與

小馬科斯的合作「非常好」。

她說：「我們預見到的是一種非常好的

工作關係，它基於共同和統一的治理原則，

那就是團結和愛國。」

內政部限候選人3日內清理競選材料
本報訊：內政部已要求候選人和地方政

府單位清理在最近結束的選舉中使用的所有

與競選相關的廢棄物，並表示可重複使用的

材料必須回收或升級再造。

內政部長亞紐昨天表示，這應該是選舉

後的首要任務，鼓勵當選者和落選者主動清

除競選材料。

亞紐說：「清理選舉垃圾是選舉後的首

要任務。除了現任地方政府單位官員外，我

們敦促所有競選者，無論是當選者還是落選

者，都親自帶頭清理他們的競選材料。」

他補充說：「我們還敦促我們的同胞

參與他們的地方政府部門和描籠涯的清理工

作。我們在行使投票權方面盡了自己的一份

力量。讓我們繼續通過簡單的方式來參與治

理，清理我們的社區中的選舉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