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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馬強調團結 
抨政敵「分裂政治」

本報訊：在三到六個月內消除菲國的毒

品和犯罪活動的承諾把前總統杜特地從南部

城市納卯送到馬拉干鄢宮。他的繼任者小馬

科斯也做出了廣泛的競選誓言：團結。

正如分析師所說的，這個含糊不清、包

羅一切的承諾，或許可以被認為是小馬科斯

的團結聯盟實現了事：在他已故父親下台30

多年後，他登上了權力寶座，顯赫的政治家

族聚集在一起，支持這對組合，這個組合分

別獲得了超過3100萬張的歷史性多數選票。

在早上6 點，支持者就開始湧向王城內

的高爾夫球場，儘管陰暗的天空可能會下

雨。

但正如預計有一千多名貴賓表示抵達一

樣，身著紅衣的支持者被允許靠近舞台並站

在路障後面，天氣也有所改善。

在他的支持者面前發表講話時，小馬科

斯驚嘆於他的團結呼籲「開始引起你們的共

鳴，這樣做是因為它回應了你們的渴望，反

映了你們的情緒，表達了你們對家庭、國家

和更美好未來的希望。」

但就在強調團結之後，總統對其競爭

對手進行了猛烈抨擊，指責他們「分裂政

治」，同時聲稱與他們有類似的計劃。

「通過你們的投票，你們拒絕分裂政

治。在這次競選中，我沒有冒犯任何對手。

相反，我聽了他們說的話，我發現他們與我

在工作、公平工資、人身安全、國力和在富

饒土地上無休止的需求的想法幾乎沒有矛

盾。」

然後，小馬科斯繼續廣泛討論政府的提

議，但在他24分鐘的演說中，他又回過頭來

抨擊對手。

他說，自己在競選中話不多，也懶得反

駁對手，而是尋找解決辦法。相反，小馬科

斯發誓他將在7月的國會會議上公佈計劃，屆

時他將發表國情咨文。

他補充說：「我沒有教訓你，你對我們

的成功關係最大。即將發表的國情咨文將確

切地告訴你們我們將如何做到這一點。」

中國駐佬沃領事館周游斌館長領事6月29日在館內會見了紅奚禮示大學孔子學院代表團
中方院長許雷、菲方院長裴剛一行。

周游斌館長領事會見紅市孔院院長一行
本報訊：6月29日，中國駐佬沃領事館

周游斌館長領事在館內會見了紅奚禮示大學

（Angeles University Foundation）孔子學院代

表團中方院長許雷、菲方院長裴剛（Cavin F. 

Pamintuan）一行。代表團此次來北伊羅戈省

檢查、指導抱威國立高中孔子課堂的漢語教

學工作。

許雷院長、裴剛院長分別介紹了紅奚禮

示大學孔院相關情況。

感謝駐拉瓦格領事館對孔院漢語教學工

作的重視及對抱威國立高中孔子課堂的大力

支持。

周館長指出，學習漢語、瞭解中華文化

是增進中菲人民相互理解、推動友好合作的

重要途徑。過去6年來，中菲關係發展良好，

在習近平主席和杜特地總統的戰略引領下，

中菲全面戰略合作關係取得豐碩成果，政治

互信進一步增強，經濟、文化、科技、教育

等方面的合作取得重大進展。相信在小馬科

斯總統新政府領導下，中菲友好合作關係將

會更加深化，民眾友好基礎更加廣泛。北呂

宋地區對華傳統友好，青年、學生學習漢語

熱情高漲，希望孔院繼續對我館領區的漢語

教學提供支持。

代表團還考察了馬科斯國立大學漢語學

習中心，並與馬科斯國立大學校長雪莉‧阿

格魯比絲博士就開展漢語教學合作進行了交

流和探討。

進步團體抗議小馬就職 
強調不會讓步繼續鬥爭

<上接8版>
他說：「獨裁統治下沒有黃金時代。無

論你播放多少次《新社會》（洗腦歌曲），

你都無法抹去真相和歷史。如果有什麼需要

修改的，那不應該是歷史，而是導致巨額債

務的杜特地的錯誤政策。」

老馬科斯任內因腐敗和侵犯人權的指

控而蒙上污點，特別是在1972年實施軍管期

間。老馬科斯於1989年客死異鄉。

軍管的倖存者、前國家第一黨眾議員沙

杜·奧甘布說，他們將繼續關注新政府的聲明

和政策，並呼籲為已故獨裁者統治的受害者

伸張正義。

他說：「無論是在競選期間還是在他獲

勝後，我們都反對為了未來而忘記過去的提

議。如果不解決軍管獨裁時期人民的問題和

痛苦，我們就不會永遠要求前進，我們就沒

有力量對過去發生的事情負責，」他說。

他說：「我們會看到反對的聲音越來

越大。每當總統或政府做出任何聲明或決定

時，我們都會關注、回應和做出反應。我們

準備好都進行抗議。」

就軍管法受害者弗洛蘭達而言，鑑於馬

科斯夫婦幾十年來一直在努力恢復他們的名

譽，她擔心菲律濱人會失去了解歷史和認識

其他侵犯人權行為的機會。

弗洛蘭達說：「我的家人是軍管法的受

害者。軍管法是在1972年9月21日宣布。但在

9月29日，我們被捕並被帶到軍營。」

他補充說：「我們很擔心，因為軍管可

能會再次發生。小馬科斯想要修變關於其家

人的事實。」

小馬誓改革教育 提高科學和技能
本報訊：小馬科斯總統承諾改革菲國的

教育，特別是在科學、磨練理論能力和提高

職業技能方面。

小馬科斯昨天在就職演說中表示：「我

們在學校教的東西，所使用的材料必須重新

教授。我不是在談論歷史，而是在談論基礎

知識、科學、提高理論能力和傳授職業技

能，以德國作為例子。」

這位新總統還表示，菲外勞應該接受更

多技能的培訓，以提高他們的競爭力。

據小馬科斯說，菲律濱人仍然可以在副

總統莎拉．杜特地領導下的教育部中受到高

度重視。

他說：「讓我們為菲外勞提供生存和發

展的所有優勢。我們的老師，從小學開始，

都是用劣質的紙質武器與無知作鬥爭的英

雄。我們譴責我們種族的未來在國外從事卑

微的職業。然後，他們被販運者利用。」

他補充說：「曾經，我們有一個教育

體系，可以讓後代為更多更好的工作做好

準備。有回歸的希望。副總統兼教育部長莎

拉．杜特地—加彪即將完成這一使命。」

教育一直是2022年總統競選期間提出的

關鍵問題之一，包括小馬科斯最激烈的競爭

對手、前副總統羅貝禮道在內的各個競選人

都呼籲政府宣布教育危機。

小馬科斯沒有解釋他在宣傳教育改革時

提到的「不是在談論歷史」的說法。

但他和其家人因涉嫌試圖修改菲律濱

歷史以支持他已故的父親、前獨裁者老馬科

斯，並洗白他們的名字而受到批評——他們

家族與奢侈、掠奪、大  規模腐敗和老馬科斯

軍事統治的侵犯權利行為有關。

但包括前參議長蘇道在內的幾位人士表

示，幾乎不可能修改歷史，因為已經寫了很

多關於菲國過去發生的事情的書。

然而，馬科斯家族聲稱他們受到了人們

的錯誤判斷，堅稱他們沒有侵犯權利，因為

廉政法庭駁回了針對該家族提起的一些不義

之財案件。

小馬承諾「如期」
完成基建項目

本報訊：新任總統小馬科斯週四承諾，

將「如期」完成基礎設施項目。

小馬在馬尼拉國家博物館宣誓就職後

發表就職演說時說：「我們將繼續建設，我

將按計劃完成已經開始的項目。我對邀功沒

興趣。我想在已經取得成功的基礎上繼續前

進。我們將向公眾展示一項全面的基礎設施

計劃，六年的時間應該足夠了。」

在描述自己的基礎設施計劃之前，馬科

斯稱讚他的父親、已故獨裁者老馬科斯和前

任總統杜特地比前幾屆政府修建了「更多更

好的道路」。

小馬科斯說：「我父親修了更多更好的

路。生產的大米比他之前的所有政府都多。

羅德里戈·羅亞·杜特地總統比我父親的歷屆政

府建設得更多、更好。」

他說：「很多地方都建好了，而且建得

很好，把工業分散到最不可能發展的地方的

經濟教條已經被推翻了。他們得到了發展。

投資者現在正在沿著有前景的路線建立產

業。然而，這個國家的潛力還沒有耗盡。」

馬科斯還保證，這個國家沒有一個地方

「會被忽視」。

他補充說：「只要有菲律濱人，就會取

得進展，這樣就不會浪費投資。」

前南甘馬仁眾議員
安沓耶急逝

頭部有槍傷 死在自己臥室
本報訊：前南甘馬仁眾議員和前預算部

長安沓耶昨日被發現死在那牙市自己家的臥

室裡。

警方說，安沓耶的屍體是由他的私人助

理西那發現的，他的頭部有一處槍傷。

據稱西那在發現屍體之前聽到了一聲槍

響。

他的家人在他的臉書主頁上證實了他的

死訊。

他們說：「今天早上，2022年6月30日，

我們懷著深深的悲痛和悲傷宣佈，我們的父

親、前眾議員小羅蘭多·安沓耶急逝。」

他們說：「我們請求您為他的永久安息

祈禱，並允許我們，他的家人，私下哀悼我

們的損失。非常感謝。」

安沓耶是前眾議院多數黨領袖，享年53

歲。

軍管受害者呼籲小馬政府
勿阻自由紀念博物館建設

本報訊：軍管法暴行的受害者呼籲總統

小馬科斯的政府不要阻止自由紀念博物館的

建設。

該博物館是根據第10368號共和國法案或

人權受害者賠償和承認法案設立的侵犯人權

受害者紀念委員會（HRVVMC）的項目。

在2020年進行了建設招標。博物館的目

標開幕日是今年9月23日，即宣布軍管法50週

年。

在軍管法受害者發誓繼續對抗歷史修正

主義後，前人權委員會主席羅沙禮斯和劇作

家伊拉加敦促：「不要妨礙自由紀念館的建

設。」

羅沙禮斯說，他們想要的是不被遺忘。

在昨天中午，小馬科斯正式就任總統。

他是前總統費老馬科斯的兒子。在1972年9

月，老馬科斯在發生了爆炸事件後下令全國

實施軍管法，引發了國內動亂，並引發了對

共產黨接管政權的擔憂。在1986年2月，他在

一場不流血的反抗中被推翻，當時他被指掠

奪、腐敗和侵犯人權。

據羅沙禮斯說，「有必要提醒人們真

相意味著什麼——對真相、正義和自由發

誓。」她說，他們現在必須到社區去解釋，

呼籲繼續前進是無知的表現。

她在接受採訪時說：「有太多的無知。

我們必須把真相帶到社區層面。」

她還說，有太多的工作在等待小馬科

斯。

她說：「在國際上，有太多的危機。這

不會是愉快的，所以我們必須工作。我們不

能內鬥。」

她補充說，他們希望確保最貧窮的社區

能夠感受到承諾的改革。

移民局提醒外僑
勿參加示威

本報訊：移民局昨天提醒，在菲國的

外國人應該「避開」集會和其他政治示威活

動。

在小馬科斯總統在國家博物館宣誓時，

移民局長莫仁地發表這一聲明。

莫仁地在一份聲明中說：「外國人應該

避免參與政治活動，以免被指控違反菲國的

移民法。」

該局提醒說，根據規定，外國人在菲律

濱期間不得「參加、支持、貢獻或參與任何

集會。」

莫仁地說，發出警告是為了「防止過去

的事件重演。

他們不得不將參與黨派政治活動的外國

人驅逐出境並將其列入黑名單」。

莫仁地說：「過去被抓到參加政治示威

的外國人表現出對我國當局的不尊重。」

他解釋說：「外國人被禁止參與黨派政

治活動。那些將被抓到的人將被驅逐出境並

列入黑名單。」

小馬矢言重建經濟
惟計劃仍模糊不清

本報訊：小馬科斯總統重申了他對「團

結」的呼籲，正如他在就職演說中承諾的那

樣，通過他的「包羅萬象的計劃」重建經

濟，到目前為止，該計劃仍然模糊不清。

在昨天持續近25分鐘的演說中，小馬

科斯發誓要「找到解決菲國能源危機的方

法」；重視糧食安全；並提出「全面的基礎

設施計劃」，以確保已經開始的項目能夠按

時完成。

小馬科斯說：「這場疫情摧毀了比我們

更大的經濟體。病毒並不是唯一的原因。原

先建得很好的東西被拆毀了。我們會把它建

得更好。」

但即使在組成了他的經濟團隊之後，這

位新就任領導人的經濟願景仍然不明朗，企

業仍在尋求政府打算採取哪些行動以確保經

濟能夠持續復甦的指導。

菲 律 濱 最 大 的 商 業 團 體 菲 工 商 總 會

（PCCI）理事長張孚超在接受電話採訪時

說：「從業務方面來看，我們還需要採取許

多具體步驟才能逐漸恢復。」

張孚超表示，企業希望聽到新政府的明

確計劃，以吸引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和改善

菲國的寬帶基礎設施，這對疫情的復甦都至

關重要。

公平地說，小馬科斯本人承認「接下

來的幾個月會很艱難」。儘管經濟在第一季

度已經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但通脹有可能

會抑制消費，從而使剛剛開始的經濟復甦脫

軌。消費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與此同時，小馬科斯將不得不解決他的

前任留下的巨額債務，並彌補可能削弱其政

府在新改革和社會計劃上的支出能力的巨額

預算赤字。

即將上任的財政部長陸諾於週三表示，

解決菲國的負債問題和減少貧困是新政府的

優先事項，儘管他尚未透露實現這些目標的

全面計劃。

基礎設施智庫Infrawatch PH的召集人里

頓在一封電子郵件評論中表示：「當然，就

職演說充滿了對未來的希望信息，但現實情

況將顯示短期內政府支出面臨嚴重困難。」

但除了一再呼籲團結外，小馬科斯的就

職演說還旨在向公眾保證，他有能力讓國家

的經濟航船走上正軌。

這是因為他龐大的支持基礎可能比任何

人都更容易感受到通脹和其他經濟問題的痛

苦。

儘管小馬科斯的就職演說讓企業渴望得

到更多，但馬尼拉拉剎大學政治學教授博賈

認為，總統的支持者可能對他的經濟信息感

到滿意，「因為他們有以領導人為中心的傾

向」。

博賈在接受採訪時說：「對於他的支持

者來說，這足以讓人放心，因為他把最關鍵

的問題、從疫情中復甦、能源危機和糧食安

全都確定了下來，從而表明他能夠抓住相關

問題。」博賈補充說：「他一再呼籲建立一

個更美好的未來，並承諾建立一個更積極的

政府，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讓人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