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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老油條

習近平主席電賀小馬 白色恐怖的「禁僑案」
和「讀書會」（五）我國菲律濱總統、副總

統、參眾議員、地方首長的
選舉，業已塵埃落定，鹿死
誰手已有定局。五月九日午
夜，由於我是住在仙範市，
靠近小馬仙範的住宅，忽然
之間，爆竹如雷，並且滿天

呈現五彩繽紛的煙火，使我歎為觀止，小馬
高舉中選創下歷史的新點。重寫菲國的近
代史，經過卅六年的自我放逐，馬可斯的
家族就再重新掌握政壇，希我菲國民眾能給
小馬一次的機會，好好地讓他來為國為民服
務，所謂愛國不分先後，又謂國家興亡匹夫
有責，是非黑白公道自在人心，但在銀白心
肝裏，社會假仁假義的人有不少。但是我們
應該知道，人在做，天在看，我們舉頭天尺
有神明，假如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人心隔
肚皮，我們處處要小心，知人知面不知心，
一枝草一點露，天無絕人之路，年紀大了，
就要好好照顧自己，對自己慷慨一點，錢銀
乃為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我們
為什麽不能高高興興地過一天，過一天賺一
天，希望明天會更好，何必計計較較呢？

我們華社如今最關心的事情莫非是中
菲友誼如何來擴展，來推廣，因為中菲友誼
的開拓會直接影響到我們菲國三百多萬華裔
華僑及華人的安危，以及今後我們子子孫孫
面對的挑戰，所以融合主流是我們唯一的選
擇，華人族群是不能獨當一面，離碎獨居，
這會變成滅亡的道路，人不為己，天誅地
滅。

五月十一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致電麥
迪蘭•羅馬禮示•馬可斯，祝賀他當選菲律
濱共和國總統。習主席指出，中菲是一衣帶
水的鄰居，風雨同舟的夥伴，近年來，在雙
方共同努力下，中菲關係不斷鞏固 提升，
為兩國人民帶來福祉，為地區和平穩定作出
貢獻。

習主席強調，當前中菲兩國都處在關
鍵發展階段，雙邊關係面臨重要機遇和廣闊
前景。我高度重視中菲關係發展，願同馬可
斯總統當選總統後建立良好工作關係。堅持
睦鄰友好，堅持攜手發展，深入推進兩國全
面戰略合作關係，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同

日，國家副主席王岐山亦致電莎拉•杜特
地，祝賀她當選菲律濱副總統。

我們所尊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命專權
大使黃溪連閣下親身前往總統府親手將習近
平主席的賀電呈獻給小馬。黃大使可以說是
我國菲律濱自從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後，工
作表現最佳的一位大使。差不多每天皆有新
聞見報，他在中菲友誼的工作上做出了巨大
的貢獻，特別是我國菲律濱在這兩年來天災
人禍頗繁，並且禍不單行，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使我們防不勝防，黃大使在每一件的
工作上皆有突出的表現，造福眾生。

黃大使表示，中菲兩國一衣帶水的友好
近鄰和同甘共苦的合作夥伴，過去六年來，
在兩國領導人的戰略引領下，中菲關係不斷
鞏固提升，為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
在的利益，也為地區和平穩定作出了積極貢
獻。中菲務實合作亮點頻現，屢創新高，中
國隱居菲第一大貿易夥伴，並躍升為菲第二
大出口市場，穩居菲第二大外資來源國。當
前，兩國都處在關鍵的發展階段，兩國關係
面臨重要機遇和廣闊前景。中方願與菲方一
道繼續堅持，睦鄰友好，深入推進兩國全面
戰略合作關係，凝聚共識，聚焦發展不斷深
化務實合作，為兩國人民帶來更多福祉。

黃大使說得很對，中菲友誼關係是目前
最重要的菲國外交關係，眾所周知。美帝於
我國大選後亦虎視眈眈地想把菲國吞噬，如
不小心，中菲友誼就會失於交擘。我們希望
黃大使能明察秋毫，中國如今國強馬壯，有
足夠的力量來化解破壞中菲友誼的任何潛在
勢力，同時可以藉助我國對政府有直接影響
的華裔特使及華裔大班級的人物來當橋樑，
這些人對菲國的政局及經濟是有舉足輕重的
力量，相反地我們華族人士同樣地希望黃大
使不要被那些僞君子真小人所蒙騙，對於中
菲友誼的事項不要被人利用當成別人登報示
威的“廣告工具”，什麽外交部高級顧問都
是假的，並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才是真的。這
種人就是貨真假實的“報紙僑領”。我中國
大使館諸長官，比為身經百戰的外交猛將，
一定能面對任何菲中交誼戰略或蓄意挑撥離
間的挑戰，如今中國已非當年的紙老虎，所
謂“猛龍不過江”。

吳志國被捕後。他向菲
軍情處、菲遺配委員會和台
灣駐菲情報員自辯他在1953
年1月因發覺讀書會真正動
機和目的後而決定離開讀書
會。吳志國甚至舉報劉漢卿
是讀書會組織的領袖。後

來人們才知道吳志國與劉漢卿是情敵，也
是一位對施燕婉有愛意的人，造成了劉、
施、吳的三角戀愛。而劉漢卿知吳對他指
控，而向菲軍方透露吳志國才是一位真正
中國共產黨的代理人，他曾受到中國共產
黨嚴厲的批判，甚至被稱為「小資產階級
尾巴」。吳志國與劉在爭奪施燕婉的情埸
上落敗，由醋酸意變為一種滿心怨恨，吳
甚至埋怨劉漢卿故意使他遠離施燕婉。釀
成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局面。對於吳與劉
的不和，施文章沒有傾向任何一方，但施
文章和劉漢卿有著共同一點是指控吳志國
才是讀書會真正的領導人，也是中國共產
黨在菲的一位指導員。

根據劉和施文章給菲軍情處的供辭。
讀書會的領導周淑端因病逝世後，吳志國
和吳家聲是繼續周淑端之位，成為讀書會
領導。至於是那一位發號施令向華校進行
滲透和發信給菲律濱各地華人，幕後的卻
是一位名叫GO CHUI LIM、LAOTOK，這兩
位從未被菲軍方抓捕到的神秘人物。劉漢
卿透露GO CHUI LIM是這組織的最高層的人
物。可是台灣的軍情處於1954年七月獲得的
情報是劉漢卿窵給林燕燕的信，指揮命令
她在怡朗的各種話動。對這張信的證據劉
沒有否認，所以台灣軍法庭極力相信劉漢
卿是讀書會真正的領導人。於是台灣軍事
法庭在1959年九月十五日柯千，劉漢卿被宣
判為處死刑，後來被改判為無期徒刑。施
文章被判為無期徒刑，後改為十年徒刑。
施燕婉被判入獄七年。

而吳志國被判受管教和感化，多少年
不得而知。從此次讀書會的事件，我們不
難得出一個結論，在革命及信仰理念鬥爭
路上，絕對不能容許參雜著男女間的私情
愛意。為了「愛情」。同志之間丟失了原
則，埋沒了自己信念，忘掉親密戰友，互

相出賣了出生入死的同志，忘記當年入黨
宣誓的諾言，這是一個非常慚愧和殘酷又
可怖，令人痛心的革命隊伍……。

從1952年開始菲律濱抓拿共嫌禁僑
案一直延續到1961年才完全結束。他有九
年歷程之久，經歷過三位總統基仁諾、麥
獅獅、牙細亞。在1950年10月20日基仁諾
總統發佈手令取消「人身自由保護狀」
（SUSPENDED THE WRIT OF HABEAS 
CORPUS）。但取消三天後，基仁諾總統釋
放18名禁僑。而國府使館也緊急組成自己的
調查小組，到了二月初國府使館獻議釋放
118名禁僑，名單中包括著國民黨米骨重要
黨員柯子冰和劉賢吉。

1953年5月，菲軍情處的調查大體上
完畢。遺配委員會準備起訢152名共嫌禁
僑，包括柯千和劉漢卿。因此華社急忙商
議由菲律濱華僑福利會主席楊啟泰先生組
織一個「各華僑團體援助無辜禁僑聯合小
組」其中包含著菲華商會、反共行動委員
會、國民黨黨部。共同聘請大律師SYCIP，
QUISUMBING和SALAZAR律師館為代表。
而薛氏（SYCIP）家族中的成員薛育立
（ALEXANDER），是薛敏老的兒子，又是
薛芬士（ALFONSO）的侄子，作為反共行
動小組的領導。

而 薛 氏 則 擔 任 國 府 使 館 的 指 導 員
（ADVISER OF THE EMBASSY），同時薛
氏的律師所也作為華僑社會與菲律濱政府
構通的橋樑……。

從1953年到1955年的一年半的時間法
庭審訉，在審訉過程中有34名禁僑於1954
年1月23日被釋放。而105，名禁僑包括柯
千，那時也被同意交保暫時出獄。在105
位禁僑中有五人在次年被無罪開釋。但在
遺配法庭繼續審訊中，政府控方律師根據
BABY ZENALDA和菲軍處調查繳交的款
據，遺配法庭拒絕13位禁僑共嫌保釋。而一
直被關在，墨菲軍營（CAMP MURPHY）。
其中受指控的是菲律濱華僑局成真，劉賢
吉、CHIN SANG、NG LE CHIAO、DY BUN 
UN、YU DY、柯千重新被關入獄。

（待續）
稿於2022年5月10日

靜銘

黎剎詩歌
教育使祖國獲得榮譽

EDUCATION GIVE LUSTER TO THE MOTHERLAND
創作背景：早在黎剎十六歲時，心中已經萌生了對祖國的愛。在這首詩中，他讚美祖國從
公民教育中得到的利益，強調教育對國家的重要性。

具有遠見的教育，充滿活力

激發了迷人的美德；

她把國家放在崇高的位置上

永恆的光輝，亮麗地升起，

正如高貴的光環一閃

使香花的色彩更鮮艷；

因此具有聰慧與受到指導的教育，

是一位提升人類箍帶的女施主。

人類安寧和塵世的生命

通過教育讓他完美

因為有她，才誕生了藝術和科學

如此，帶著一頂裝飾華麗的皇冠

人類，從高山的頂上

純淨的溪流川流不息，波動起伏，

因此有規劃的教育

使國家平靜安全。

英明的教育在彼處豎立了一個寶座

精力充沛的青年是值得鼓勵的

會踏實地克服他們的錯誤

而隨著高尚的思想獲得提升；

在罪行發生前

它掐碎了邪惡者的脖子，

由低賤窮兇極惡者組成的

野蠻民族。

好像春天所培育的

植物，草地上的灌木

她繼續溢出溫柔的財富，

而隨著熱心的期待她固定地喂養，

她所經過的河畔，

猶如她給予美麗大自然的一切，

因此誰能促進良好的教育

將提升至最高的榮譽。

從她嘴唇流出晶瑩的水

不斷地向外湧出，神聖貞潔，

而她所信仰的教義

削弱了邪惡的力量，

傳播的距離就像蒼白海浪

鞭打著巍然不動的海岸線；

人民為了攀上天堂的路

從她高貴的典範中去學習。

在人類苦悶的心中

她點燃了美好生活的火焰

她把兇惡犯罪的手縛住，

用喜悅誠懇的心靈去取代，

去尋找她神秘的饋贈

由於對真善的喜愛她的胸懷激動，

正是這種純潔的高尚教育

確保能慰藉人類的生活。

就像一塊石頭自負地矗立著

在急速的潮流中央

當颱風和殘暴的西南風在咆哮

她忽視它們的狂怒與激烈，

令巨大的恐怖疲倦

因此恐懼令他的木棒垂下；

這就是良好教育的掌握

他抓住國家難以征服的繮繩。

他的成就雕刻在藍寶石上；

國家獎給他一個榮譽；

在她孩子尊貴的胸襟上

美德移植成茂盛的花朵；

而在樂善的情形下

我們看到上帝和總督

高尚的百姓具有忠誠的行為

天主教育總會實現。

就像清晨金色的陽光

它的光線射出燦爛的黃金，

就像金色與紅色的完美光環

她覆蓋了所有的顔色；

這種完善的教育

給予青老年人以愉快的德行

而她對我們親愛的祖國的啟發

就像是提供無盡的熱情與光華。

2022年3月9日

蒲公英

在商場裏
窩居在家，類似幽禁。

這疫情讓我們這些糟老頭失
掉了自由。我們不是受壓迫
而喪失自由。而是自己甘心
情願躲在家裏。

最近一陣子，疫情有了
顯著的緩和，從三月初旬每

天就進入確診數據三位數，最近已經有好多
天在二三百宗左右，上上下下徘徊，有傳聞
說大選後疫情又會有新一波疫情高峰，希望
這種傳聞就止於傳聞，別再又有新一波的疫
情高峰了。

孩子們不時帶我與老伴到處走走。再
關下去，真的會關出病來。

去的最多的當然是商場。
最近在商場裏，看到了不了令人難忘

的事情。
選戰也進入商場了，有一次，也就在

我們常去的商場裏，發生了紅與粉紅色二
大支持者的互相敵對，雖然沒有發生暴力衝
突，也令該商場提高警覺，禁止在商場裏搞
文宣活動。

這次，在商場裏，只看到一個胸前綁
上一隻穿上粉紅色衣服的大狗熊，還展出一
面國旗，他不聲不響，沒有到處走動，只在
商場裏的鋼琴前讓人上前與他拍照。該男子
大約在五十多歲左右，戴著口罩。是自發挺
粉紅政團的還是受僱的，我是不得而知的
了。

那座鋼琴，總有一位琴師在彈奏。有
一位老先生是最常見的。鋼琴上擺上一個大
杯子或籃子之類，五十、一百的鈔票時常滿
滿一盤子，看來收入不匪。我想商場當局應

該不會另外又付費給他，提供他表演他的音
樂技能的鋼琴與場所也算不錯了。

這位老先生彈得真不錯，不過，我總
覺得他應該不是科班畢業的鋼琴演奏家。對
音樂我是門外漢，只要有悅耳的琴音，就會
站住傾聽。

這次他彈了一首愛國歌曲，有一位年
青人請他重頭開始再彈。那年青人隨著琴聲
引吭高歌，歌喉圓潤高亢，引來了不少人站
著傾聽，歌聲入耳，令人心神往之。一曲歌
畢，四週響起熱烈的掌聲，那年青人只擺擺
手走了。我想這位有這麽好的歌喉，他唱歌
時有一種風度，我想他應該是念聲樂的，也
許還是個在學的學子呢。

菲 律 賓 這 民 族 ， 能 歌 善 舞 者 不 在 少
數。

記得很久很久以前，在中路我們謀生
的那條街上，有位老先生扛著一具豎琴，有
時就在路邊彈起來，你可以點你喜歡的歌，
一曲二毛半，他彈得真好聽，可惜像這種
人才流落江湖，好像瞎子阿炳一樣。記憶所
及，這位老先生與商場上彈鋼琴的一樣，總
是笑呵呵的。

可惜了，這種人才沒人賞識，豎琴聽
起來真好聽。他不應該淪落江湖，應該到音
樂學院再進一步深造，或是傳授學生，這些
都是國家該做的工作。

在商場裏，我踱著方步，想著這些民
間藝人。

希望疫情能真正離開人間，還我們靜
美的日子，好讓老頭老\太婆閒來沒事放心
到商場走走，喝喝咖啡，踱踱方步。

二○二二年五月六日

王承天

甘霖物泉榮 歌吟筆抒情
（一）甘霖

輪迴季序素分明，一夜甘霖物象榮。
翠柳風中搖麗影，黃鶯花下發嬌聲。
農家茶品香留齒，騷客歌吟筆抒情。
翹首天公祈個願，年豐人壽樂群生。

（二）春遊
攜伴尋芳泛翠河，東風駘蕩氣清和。
躬腰綠柳迎騷客，出谷黃鶯唱舊歌。
九域堯天懸舜日，三春秀色現顏酡。
塵機渾忘忘歸晚，聯詠敲詩得句多。

（三）迎日
偕朋迎日趁清幽，鳥逸風微宿雨收。
縹渺煙霞昇朗旭，蒼茫雲水出漁舟。
眼寬皆是真和美，量大能泯恩與仇。
最喜高堂施德政，民生福祉有嘉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