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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吳子漁

小馬的廣交友不樹敵政策 從香港說到台灣
我國菲律濱總統小馬可

斯這次前往美國之行，已明
顯地表示親美的立場。首先
在紐約股票交易所的講話，
重申美菲富有深遠歷史性的
友誼。同時深深地表示對美
的長期依賴，以及今後會更

加的和美國配合。在中美經濟的博弈鬥智之
中，表示向美方靠邊站，成為不爭的事實，
今後的發展，我們當今繼續追蹤。

這次小馬訪美，主要是要在聯合國大
會發言，根據報載，菲律濱總統小馬可斯於
岷里拉時間九月廿一日首度在聯合國講話，
他講話的內容，談到「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還有氣候變遷，地緣政治的對立及貧富
國家的差距。但並未有提到較為敏感菲中所
爭執的南海問題及未提到具體的區域緊張情
勢，以及2016年南海仲裁案，我們相信小馬
是位聰明睿智的領導人，他不會利用聯合國
講話的機會公開與中國撕破臉。這意味著我
國菲律濱在經濟上及基建工程各方面，尚需
要中國的大力支持，特別是修橋造路及都市
開發等項目。所以我們瞭解小馬如今亦處於
兩難之間，雖為國家元首，是一人之上，萬
人之下，富有絕大的權力，但是一旦到了國
際爭執或鬥爭的問題，就難予取捨。

第77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會於九
月二十日揭幕，小馬發言時間為岷里拉時間
廿一日凌晨。這是小馬首次公開在聯合國
講話，他一開始先自我介紹，「我是費迪
南•馬可斯，菲律濱共和國總統。今天我代
表1.1億菲律濱人，在這個危機和機遇的時
刻，站在這裏，我帶來了我國老百姓對聯合
國的理想長期承諾的精神。」

小馬說：「我們的承諾表現我們促成
和平與正義感的堅實貢獻。」並重申他的外
交政策是「對所有國家友好，不與任何人為
敵。」

即 所 謂 「 四 海 皆 兄 弟 」 或 「 天 下 為

公，世界和平」之政策。
我國菲律濱的老百姓，由於多數信仰

天主教的關係，性情比較溫柔，不像其他東
南亞一些回教的國家，皆有排外排華的趨
向。故我華裔族群才能在菲安居樂業，落地
生根，成為我們永久的家園。

他又說：「菲律濱藉由倡議1982年聯
合國大會有關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馬尼拉
宣言，協助確認分歧只能通過和平解決，以
及藉由強化國際法，尤其是1982年聯合國海
洋公約法UNCLOS提供國家應透過理性和權
利解決分歧。」「現今全球挑戰下，我們開
放，包容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受國際
法管轄，並遵循公約和正義為原則。」

我國前總統杜特地於2020年曾透過錄影
視頻首度在聯合國辯論會發言時說：「2016
年南海仲裁結束已經是國際法的一部份，不
能妥協。我們堅決反對削弱它的企圖。根
據海牙仲裁庭於2016年公佈南海仲裁指中國
『藉由妨礙菲律濱捕魚和石油開採。建設人
工島嶼，以及未阻止中國漁民在該區域捕魚
活動，侵害菲律濱在其所屬經濟區享有的主
權權利。』」

我們相信南海爭執的問題，還是要回
到「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桌上談判，如
再節外生枝，對人對事皆無利益。

小馬又說：當今全球面對四大挑戰如
下：

（ 一 ） 氣 候 變 化 ， 管 制 先 進 技 術 發
展，避免擾亂政治和社會秩序。

（二）地緣政治樹立的擴大和戰略競
逐加劇。改變國際政治格局。

（三）國家內部和國家間不平等，尤
其新冠疫情期間，富裕國家能立即取得疫
苗。

（四）數位鴻溝及發展落後國家不斷
膨脹的債務負擔。

小 馬 的 外 交 政 策 是 「 廣 交 友 ， 不 樹
敵」。

在新冠瘟疫肆虐這地
球之前，香港已先疫一步，
發生了一場黃屍曱甴的叛國
動亂。從始至終，除了那些
所謂香港暴青的叛徒發起史
無前例的暴亂，有一位年邁
的清潔工人被那些黃屍用磚

頭砸死，另外一名暴青從幾十層的大廈墮
樓身亡，當時該大廈天台正值深夜，杳無
人影，這黃屍怎麼墮樓，至今成為謎團，
有的說是該暴青正想從這層樓跳過去另一
層樓，未遂而跌落街上，應該死得很難
看。其他的就沒有人員傷亡，當然執法紀
律部隊掛綵，是不可避免的。警方採取柔
懷戰略，要是像所謂民主自由的美國與英
國，那些叛孽黃屍死傷一定很多。難怪香
港警察被譽為世界上最好的紀律部隊了。

由美英主導，盤踞在中國的寶島台灣
省那些賣國賊也不後人，掀起的叛國暴亂
驚濤駭浪，終於停息了。

美麗的東方之珠經過了那場劫難消停
不久，新冠肺炎病毒這場由美國研發出來
的細菌武器，在全世界範圍內爆發了，經
過了黃屍的叛國暴亂的洗禮後，這場為時
頗久的世界大瘟疫又折騰著本已奄奄一息
的美麗的東方之珠，在身受重創贏弱不堪
的身體又扎上了幾刀。

回憶起黃屍暴動，香港中文大學在校
長段崇智的主持下，香港中文大學成為叛
國暴亂的墓地。這名身為中國香港的最高
學府領導，可以說是那些叛國暴徒的總司
令。香港中文大學成為軍工廠司令部，像
這種人萬死不足以謝天下，他卻好像四川
的變臉，一下子成為政治變色龍，頃刻之
間又穿上了愛國衣裳。

想不到像段崇智之流的高級智識份
子，從暴動者的包庇者及幫兇，像這種人
應該繩之以法，非旦沒有受到法律的制
裁，反而獲得繼約五年多，已賺多二千多
萬，像這種蝙蝠似的碰見鳥就充做鳥，碰
著獸就充做獸。他背後一定有什麼勢力在
為他撐腰。

就拿最近英國女王駕崩，英國駐香
港的領事部門外，鮮花擺滿一地，排隊等
著到領事館門前弔唁的那些「孝子賢孫」
隊伍排成一條長龍，橫跨幾條街，輪到他

們上前獻花致奠的有的跪倒在地，匍匐哀
悼，比喪考妣還要傷心。像這種人世間再
也沒有語言文字可以形容他（她）們的無
恥，他們的喪心病狂了。

再來看看英女王的兒子兒媳與子孫，
他們可不像香港這批人模狗樣的東西那樣
痛不欲生，我想有的內心還幸災樂禍，內
心可正樂著呢！

香港大學發生的那齣讓人不齒的前校
長段崇智滅祖忘宗，表面上來個一百八十
度的轉變，突然擁護起一國兩制與國安法
來了，他隨風擺柳，見人說人話，對鬼說
鬼話的軟骨頭，讓這種人繼續領導香港中
文大學，全港的愛國人士情何以堪。

段崇智這人，在叛國暴亂前被中文大
學的暴徒罵「段狗」，經過二小時的閉門
會議，「段狗」一變成為「段爸」了，也
難怪他在國安法前唯唯諾諾誓言支持了。
像這種軟骨頭變色龍的一個最高學府領導
人，怎樣能為人師表。香港中文大學前途
可憂矣。

中國的台灣跟香港有很多相似的地
方，台灣被日本鬼子殖民五十年，香港被
英國殖民主義者霸佔百多年，鬼子撤退時
留下很多倭寇留下的雜種，英帝國則留下
為數不少的他們所謂大英帝國的皇民，我
想主要還是中央收回香港後，全盤放之任
之，四分之一世紀末，港英當局佈下的棋
子起了很大的作用。教育出一批漢奸賣國
賊。如今有了國安法，那些浮出水面的民
族敗類，身陷囹圄的，就接受改造逃亡的
大都過著衣食無著的悲慘日子，這也是出
賣國家民族的報應。

台灣如果解放，不論是刀不血刃的
和平解放或是武力解放，一定要牢記香港
的覆轍，不可實行一國兩制，由中央軍降
一些行政長官或是委任那些愛民族愛國家
的台灣本省人士，如黃智賢、邱毅、洪秀
柱……等人。

把教育大權牢牢握著，要從頭開始從
新教育莘莘學子。

香港的作用已大為遜色，台灣則是守
衛祖國疆土的不沉的航空母艦，難怪美帝
與小鬼子總是對台灣指手劃腳，虎視眈眈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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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昆

碧瑤百島匆匆遊（中）
下榻山城聳翠坪，遠眺雲霧繚繞嶺

 The Manor  at Camp 
John Hay這座酒店，如果不
是朋友每次前來度假便入住
此處，我們也不知道在這山
城中還有山中山。

當車旁不斷地出現了
高爾夫球場標誌時，也彷彿

在提醒著我，正在接近一處，專為衣食無
憂且高端消費的人群，提供休息和娛樂的
地方。

車在濃蔭蔽日的無人山路上繼續行駛
著，一個崗亭的橫桿擋住了去路，守警一
言不發地看著我們遞給他的入住交費單後
才提桿放行。

當掩映在高山中筆直樹林旁的酒店，
在我的仰望中撲入眼簾的那一刻，直覺得
高高在上、』美輪美奐、別具一格、讓人
感到有些夢幻。顯然，它的高顏值，同山
城裡的建築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那樓高四
層的酒店，以巨大的圓木作為框架和支
柱，每個套房外的觀景台也是以圓木為材
質打造，給人一種自然、生態、環保和溫
馨的感覺。

欣賞眼前的美景時，車場的守警又攔
住了我們，直到看清了我們的入住的交費
單後才放行。

從停車場拾階而上到了大堂外像T台似
的走廊前，花壇上的繡球花花團嫣然，美
不勝收。步入大堂，目之所及的牆面、地
板、櫃檯多以原木為材質。

到底是四星級酒店，服務生是男俊女
美身材婀娜，服務態度可謂五星級。剛入
門便有服務生驅前詢問，和不由分說拿走
了大背包，並說將送往住房。很快辦了入
住手續，來到了住房的觀景台，才發現整
個賓館呈八字形排列，面朝東方，再撇捺
間有一字型的樓層把它們連成一體。這樣
的結構能保證入住的遊客把東方的層巒疊
嶂一覽而盡。趕緊拍下了這難得一見的山
域遐景分享給了文友。稍息後再望遠，山
城的濃霧已瀰漫了前方，剛才的景致全消
失在雲霧中了。

才十幾分的光景濃霧便遮斷了視線，
還下起了雨，讓人無法欣賞東方崇山峻嶺
的壯麗景色。

可眼前雲迷霧鎖的景致也很難得，急
忙把這仙景視頻了下來；而眼底下的大草
坪，和點綴在草坪旁的花壇，讓人賞心悅
目心情愉快，也彌補了著我們不能看到遠

處勝景的遺珠之憾，旅途的疲憊，竟在這
綠茸茸的草色和唯美靚麗的花朵中一掃而
光。

夜幕就要降臨了，明天一早就將離開
山城，買伴手禮和夜遊山城夜市的思想，
讓我們昌雨前往朋友告知的地方去逛了
逛，並在夜市旁草草地填飽了肚子。回到
酒店，看到了三棟樓交界處圍繞起來的餐
廳裡，燭光點點，燈火闌珊處，有兩組樂
隊在助興。

一組對公眾彈琴唱歌，另一組則服
務到位，就在餐桌旁抱著比人還高的大提
琴，面對食客又拉琴又唱歌，眼前的一
切，正營造著一種輕鬆、浪漫和愜意的氣
氛，但對我則很不適應，而暗自慶幸未在
此消費，否則有人在旁邊又彈又唱，怎能
吃得下？！

9月的第一天晚上，在風雨交加中酣
然入睡。一覺醒來，天已亮了，但霧更濃
了，能見度在百米之內。匆匆前往無隔離
牆的玻璃餐廳裡享用自助早餐，菜色一
般，西餐為主可收費不菲，但那無敵的山
景倒是秀色可餐，能在此巨樹和濃霧包圍
和瀰漫下享用早餐，不知不覺中胃口大
開！

近8點時，我們已辦好了退房的手續，
並開啟了前往百島的旅程。剛要出停車
場時，只見一隊警車開道的車隊從上面駛
來，我們跟在後面的警車朝著山下開去。
算下來，在山上的酒店只不過呆了6個小
時，但體驗到了不一樣的高山酒店的精緻
生活，增加了旅途美好的記憶。

霧鎖山城路。同警車分道後，我們在
Waze的導航下，朝著山下慢行開去。有了
昨天上山的經驗和對路況的瞭解，下山時
心裡踏實多了。

同來時車多而緩行相比，今日上山
的車仍然不少，一波一波地接龍而上，而
下山的車少之又少，僅僅一輛紅色的轎車
在我們的前面奔馳著，我們緊隨在後，朝
著山下，時而行雲流水般地，時而忽左忽
右，忽上忽下地在兩車道上行駛著，我隨
著車左沖右突似地搖擺和上下跌宕著。

在我的抗議之下，外子停止了追車，
並在半山腰一處開闊地停了下來，讓我到
路的對面去拍雲霧繚繞的重山峻嶺，和近
處峽谷裡溪水嘩嘩的麗景。再上車後，我
們很順利地來到了山腳，用時僅一個半小
時。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蘇麗莎

天鄉再見
2020年1月7日半夜，外

子將近20年未曾再發作的氣
喘病復發，我急忙給他服用
氣喘平息藥劑，但告無效，
看著他呼吸時上氣不接下氣
的樣子，我心疼不已，勸他
到 醫 院 急 診 ， 他 起 初 不 願

意，後因我苦勸，他終於答應了，我當機
立斷，立即撥打電話叫119救護車把他送到
醫院急診。

經照X光、抽血檢查，醫生診斷外子
肺部積滿了水，故引起氣喘，囑要住院治
療，醫生嘗試用高利尿劑幫助外子肺部的
積水借由尿液排出體外，但外子本來血壓
就偏低，服用或注射高利尿劑會使他的血
壓低到不行，恐危及生命，眼看到外子氣
喘如牛，呼吸困難，醫生最後決定採取侵
入性的穿刺引流肺部積水，但引流不及兩
天，他肺部積水又起，醫生再做進一步的
檢查，發現外子原本不健康的腎臟又起病
變，原本攝護腺腫大的之疾病惡化到鈣化

程度，引起排尿不順，回流到肺部，形成
積水。

這一折騰，外子胃口全失，住院短
短幾天，原來身形偏瘦的外子兩邊肋骨突
出，更形消瘦得不成人樣，全身乏力，連
坐起來及咀嚼的能力全部喪失，心律一直
呈現不整，心臟已告衰竭的狀態，看到外
子日益憔悴消瘦的臉孔，我心如刀割，心
疼不已，醫生說，外子來日不多了，叫我
們要有心理準備，我不敢面對的那一天終
於到來，已呈現昏迷狀態的外子心臟愈來
愈微弱時，醫生問我們是否同意給予心臟
電擊等侵入性的急救措施，但告知我們心
臟電擊只是暫時拖延外子生命，事實上，
他的生命隨時會終止。

我哀傷，心像被掏空了，我兩眼緊盯
著心臟監測圖，看著心臟的跳動曲線呈一
直線，外子與世長辭了。

我深信天主已把外子接回天鄉，他已
安息主懷了，我與他只是暫時的分離，最
終我倆必定會在天鄉相見！

謝如意

挺立安天下 溫柔晴雨中
廈門曾厝垵龍虎路公路

旁，鐵臂高舉默默安天下，
溫柔自在日日晴雨中。在時
常注目而今晨掌鏡之中，我
知道自己的心靈被它感動和
震撼了。

它 ， 一 身 黃 服 銹 跡 斑
斑，孤苦伶仃獨立不惶。任晴雨寒暑交替不
改其忠，聽師傅安排到位安天下。沒有什麼
言語，一切聽從造福者的召喚，不折不扣地
堅守自己的崗位，分毫不爽地落實師傅的建
築措施，輔助廈門地鐵建設在這裡雷厲風
行。

都 說 「 運 去 黃 金 失 色 ， 時 來 黑 鐵 生
光」。而它的君臨天下之時，不是靠排擠別
人上去的，而是經過師傅們精心選擇上位的;
而它的生光之實，不在於喋喋不休的自詡，
而是靠不辱使命的上天入地造福的撞擊。撞
擊聲聲沉重，工程進度舉重若輕;晴雨無阻運
作，有更多的勞動者協力躬行。

勞動光榮勞動幸福，從來就是祖國優
秀的建設者們的思想境界;排除阻力，破舊
立新，為造福事業把勞動者的工作量有效減
輕，就是它當仁不讓晴雨寒暑無阻沐風櫛雨
的閃光足印！

悠悠藍天下，誰深情凝眸它的鐵血柔情;
芸芸眾生裡，誰由衷崇敬把它的心靈諦聽？

挺立安天下，溫柔晴雨中。誰說鋼鐵無
腦無情？打樁的鐵柱鐵線藏柔在硬！誰說沒
有花言巧語就沒有文化？它身上挺立的已然
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自信！

挺立安天下，溫柔晴雨中。中國人沒
有忘記，今天是「萬世師表」孔子的誕辰紀

念日，也是菲律賓愛國華僑共同歡度的教師
節。這樣一個日子這樣一種寄寓，不僅中國
知識分子階層是心領神會的，而且甚至是家
喻戶曉的。

即使是遠走他鄉棲身異邦，都沒有淡
化愛國遊子對祖國的一脈真情！真是縱使身
子如浮萍漂泊，而真情堅如磐石。這也像打
孔樁上的鐵臂鐵線，挺立安天下，溫柔晴雨
中，令我們肅然起敬！

挺立安天下，溫柔晴雨中。他鄉異邦不
乏中國心，寒來暑往更深中華赤子情。是患
了歷史健忘症的，早已如同得了失心瘋心無
所寄。能夠維持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良知良
能的，即使有時遭遇突然襲擊夢斷心碎，但
是深深相信未必需要在久久之後，月缺了還
會月圓，昏睡的終究要夢醒！因為，我們的
生活不是夢，我們的造福是現實也是理想，
就像那挺立安天下，溫柔晴雨中的打孔樁，
不言不語而不卑不亢，有聲有色而有情有
義！

挺立安天下，溫柔晴雨中。今天是孔子
的生日的紀念日，也是菲律賓的教師節。我
們沒有忘記，《我們擁有一個名字叫中國》
是那樣深情纏綿剛毅感人：「一把黃土，塑
成千萬個你我，動脈是長城，靜脈是黃河。
五千年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脈搏，提醒你、
提醒我，我們擁有一個名字叫中國。再大的
風雨我們都見過，再苦的逆境我們同熬過。
就是民族的氣節，就是泱泱的氣節，從來沒
變過。手牽手，什麼也別說，哪怕沉默都是
歌，因為我們擁有一個名字叫中國」！

2022年9月28日早課問
早安於廈門海邊長亭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