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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蒲公英

小馬在亞洲協會講話的省思 西方的太陽就要落山了
我國新任總統小馬可斯

這次到美訪問成為全球最關
注的焦點人物。他於當地時
間九月二十三日在紐約市向
美國亞洲協會的成員發表講
話。這是他此次訪美的最後
一場官方活動。在這次的演

講中，小馬就西菲海域菲中爭端中最為強硬
的態度，他最初的幾場講話，曾避免觸及這
敏感的話題，但自從和美國總統拜登會面
後，就放膽地高談闊論，不再有所顧慮，主
要是他認為美國是菲國有力的靠山。

小馬於是日在紐約表示說：菲律濱與
中國沒有領土爭端，是中國向菲聲索屬於菲
律濱領土。他還表示，菲律濱與其他國家保
持夥伴關係，對菲律濱的和平非常重要，這
次小馬直接劍指中國聲索屬於菲國的土地。
可以說是史無前例，他的言行已與原先菲中
的友誼結構互差一萬五千里，遠離了原先菲
中互相尊重國家主權的基本原則。

他更表示，如果亞太地區發生衝突，
經濟進步和其它發展將變得毫無用處。

小馬與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的講話中
說：「我們認為這並不奇怪，有關與中國的
一些爭端以及菲律濱的立場，是我們與中國
沒有領土衝突。但我們所面臨的情況是中國
聲稱擁有菲律濱的一些土地。」他又說：
「這是我們與美國夥伴所採取的立場，我們
已經強調了這一立場。我們向北京的朋友明
確表示，這是我們的感受。」 

說比較簡單一點，小馬是指責中國侵

佔菲律濱的領土，以及侵犯了菲國主權的獨
立。小馬意欲與中國及其他南海聲索國的合
作，透過外交的途徑，來解決南海的爭端。 

小馬明白地表示，菲律濱軍事的實力
無法與中國匹敵，他表示除美國之外，可與
其他親美的盟友如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及
歐盟諸國來捍衛菲國的主權。當然小馬異想
天開，事先必須得到美帝的認同。要不然，
這些美國的盟友絕對不會自告奮勇地出兵援
菲。小馬認為東盟在南海發生衝突時，可以
「發揮更強大的作用。」我們可以看出小馬
的一舉一動，已受美帝的洗腦，而沖昏了頭
腦。以為美帝為菲國的救世主、避風港或保
護傘。這種天真的想法是大錯特錯，由於美
國辦事為人，是採取什麼才是自身的利益。
美帝是不會犧牲自己的利益，而無條件地來
保護菲國。

小馬表示，他願意嘗試一切有可能解
決菲中南海的爭端，他重申菲國的外交政策
是和平和國家利益。

如果依照小馬所說的外交政策，最好
的辦法是回到原先雙方所同意的原則，就是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別無他法。

如不是美帝對菲中南海的爭執，從中
唆使，才會使菲政府舉足不定，原來已經達
成協議的開發方案，一而再，再而三地觸
礁。美國內心的深處並不希望菲中能有高度
的友誼。

美國的態度是為恐天下不亂，天下一
亂，美國才能從中取利，汲取肥油，希小馬
不要中了美國的魔咒。

有一部抗戰電影《鐵道
游擊隊》，百看不厭，後來
有了影碟，買來了，又時不
時的看了一遍又以一遍，我
最喜歡它的主題曲：《西方
的太陽就要落山了》，那激
昂的歌聲，讓人聽後久久不

能平靜。讓人想起了中華民族那十四年的苦
難歲月，讓人對日本更不能原諒。什麽以德
報怨，那不是扯蛋是什麽。

再從這首《鐵道游擊隊》的主題曲，
想到中華民族這二百餘年來的血淚史，除了
日本、英國，也有他們的一份。

最近在位七十年的英國女王駕崩，十
幾天來一直是世界頭條新聞。尤其在中國
香港那些黃屍甴曱之流，痛哭零涕，如喪考
妣，令人啼笑皆非。一樣米養百樣人。我見
過無恥之徒，以香港那些黃屍為例。

西方的太陽就要下山了，大英帝國的
昔日輝煌也已漸漸收斂了它的光彩，他們橫
行霸道已逾一二百年，天道輪迴，他們是該
歇歇了。

大 英 帝 國 皇 冠 上 的 蘇 格 蘭 、 北 愛 爾
蘭、威爾斯等疆土即將面臨土崩瓦解的命
運。

所謂大英帝國，所謂日不落國，他們
的殖民地遍及亞非、美洲大地，東半球太陽
升起來，照著血腥的米字旗，太陽下山了，
西半球的太陽依然照著那面迎風飄揚的米字
旗。太陽永遠也眷戀著那面鮮紅淋漓的旗
幟。

曾幾何時，北美洲掀起了獨立戰爭，
大英帝國慘敗，讓美國成立了美利堅合眾
國，加拿大也脫離了同文同種的宗主國獨立
了，這是大英帝國走向衰退的開始。

他 對 中 國 的 侵 略 ， 翻 開 中 國 的 近 代
史，那那淋淋的恥辱歷史，總有大英帝國的
魔影。八國聯軍有他的一份。用鴉片毒害中

華大地，用堅船利炮侵佔了香港。讓人不能
原諒的是香港那些所謂大英帝國的二等皇
民，他們的無恥與喪心病狂實在非筆墨所能
描繪一二。

那名在位七十年的老太婆心疲力竭，
盡力想盡量拖延她的帝國的慢慢消亡。如
今的大英帝國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他們的末
日。

蘇格蘭，自古以來就曾發生過不少次
的獨立戰爭。

有 一 部 電 影 原 名 叫 《 B R A V E 
HEART》，直譯應該是《勇敢的心》。

這部電影就是講述古代的蘇格蘭受著
他們的統治者的昏庸與血腥的統治，而揭竿
起義，經過英勇的鬥爭與殘酷血腥的鎮壓，
最終失敗了。那位起義領袖也被淩遲處死。
他們雖敗猶榮，留給蘇格蘭人民一個永不磨
滅的榜樣。

蘇格蘭好幾年前有一個全民獨立的公
投，最後以五十一比四十九而未能脫離大英
聯合王國。

七十年來，這位傑出的女王，她的威
望與人格維護著大英王朝，如今斯人已逝，
新接任皇冠的國王可有他母親的威望，能否
確保他的王朝不會被時代埋沒，他的所謂英
聯邦不會一個個離心離德走向共和。我是不
得而知的。

好像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
等國家他們都以英王為他們名存實亡的最高
領袖，一個個走向共和。最後，那個風雨飄
搖的那所謂「蘇格蘭北愛爾蘭、大不列顛聯
合王國」不會一個個獨立，走向共和，他們
自身的大不列顛就不會廢除王室，也成立了
大不列顛共和國。

我們拭目以待。
天佑吾王，吾王萬歲！
然而西方的太陽真的就要落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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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油條

中俄軍力比對，提醒美國
俄 鳥 戰 爭 整 整 打 了 七

個多月，由於美國和北約對
鳥克蘭武器源源不斷支援，
造成這埸戰爭和平談判雪上
加霜，更加渺茫。據俄軍方
透露現在死於戰埸俄兵已有
五千多人。為了戰線拉長兵

員不足，供應困難俄軍不得調整戰力，撤退
回營重新補充整合，改變戰術來對抗美國支
持的烏軍。七個月的戰爭俄軍耗掉了許多兵
員，為補不足俄軍方下:達命令，招集所有後
備軍人報到加入戰鬥，

目前普京已將三十萬兵力部署在頓巴士
和盧甘斯克邊界。九月廿三日烏克蘭東部和
南部四州被俄軍佔領的地盤正式舉行併入俄
羅斯的公投。儘管美國和北約等西方國家認
為這是俄羅斯侵吞了烏克蘭領土，但在俄羅
斯人民的心目中，那是依據1994年的布達佩
斯備忘錄，承認蘇聯解體後的俄烏邊界，普
京始終認為烏東和烏南部份烏克蘭領土，本
來就是屬於俄羅斯……。2014年普京也是以
此方法在克里米亞舉辦如類似公投納入俄羅
斯。當時親俄領導人聲稱讚成加入俄羅斯人
佔到所有投票人的百份九十七。然而，基輔
政府和西方的北約和美國一至認為這是一埸
俄羅斯特製的把戲，是踐踏了烏克蘭憲法和
國際法規。可是，在這個現實吃人叢林，拳
頭拼大粒的宇宙，有誰去聽您的抗議呢？

睜眼今日世界，說得露骨一點美國和北
約，當俄羅斯發出警告可能會使用它的核彈
投向俄烏戰埸，它們意外的靜寂無聲。在亞
洲，美國拉著日本，韓國和北約盟友也想來
台灣海峽和南海攪渾水，台灣問題上挑釁中
國領土主權，頻頻派軍艦聲稱航行自由穿梭
南海……。美國在歐洲點燃俄鳥戰爭，在亞
洲美國拉日本挑釁中國核心主權的底線。美
國這種從不改變霸主心態，是撕裂了世界人
民熱愛和平的願望。中美俄都是世界的核大
國，如果真正的用上了核彈，那我們的地球
將是一場毀滅性的災難。從此次普京發動局
部動員令召集了30萬預備役軍人，填補七個
多月投向俄鳥戰埸上的遺缺……。

連想起中俄軍力對比：第一、中國人
口是俄羅斯的十倍，一旦動員中國有巨大優

勢。中國有220萬左右的陸軍，還有許多武
警可動員加起來，有500萬人可隨時投入戰
埸。加起來己是歐洲一半的青年。中國還有
預備軍人與退伍軍人。中國在戰時還可以
迅速動員3000萬民兵，外媒認為若中國可在
幾周內，募集超過1000萬優秀有戰鬥力的兵
力，在大規模戰爭中，不會像今天俄羅斯一
樣兵力不夠被敵人滲透。只要中國發出戰時
總動員對付外敵，動員指令是從十八歲起到
四十九歲的公民有超過五億人，這是世界上
沒有任何一國能與中國比高下，即使是印度
阿三。

第二．中國有俄羅斯無法比對製造業
強國。它有四億工人及其許多運輸。廠家可
在戰時轉為軍工生產。這幾年來中國宣傳要
致富，先修路，大事發展運輸，目前中國擁
有龐大的高迅鐵路，公路，高迅公路網，在
戰時大規模軍事人員的轉移，中國運輸效率
無人能比對的。從2008年中國已有多支部隊
開始從數字化，向靈敏信息化轉型，近年來
多平台信息化系統也開始讓解放軍完成多兵
種多維度轉移。地面部隊能迅速感知戰埸態
勢，後勤和火力發揮也有了迅速提升。

第三．目前俄烏戰爭，西方投入烏克闌
戰埸的凱撒卡車炮，海馬斯火箭炮，M777
榴彈炮。中國樣樣都有。中國最新的箱式遠
程火箭炮，早已在多個指標上凌駕於海馬斯
炮。而解放軍彩虹，翼龍等長航時高載荷察
打擊無人機，是俄軍獵戶座無人機難以比擬
的。坦克方面俄羅斯先進阿瑪塔坦克等尚未
能從閱兵埸真正走向戰場，以至前線俄軍還
在動用T-62這樣古董參戰。

這明顯和解放軍的99A、96B主戰坦克
和I5式普及到各部隊形成鮮明對比。俄羅斯
的四千多架飛機，至少有四份之三都是老舊
的型號。

中國空軍全部飛機只有俄羅斯的四份
之三，但是，戰鬥機數量卻是超過俄羅斯，
並達到美國的百份八十。飛機狀態和性能
都明顯超過俄空天同類。而目前殲20的服役
數量，還比俄軍現役所有蘇-35還多，反觀
蘇-35不但性能存在問題，產量也低得可憐…
…。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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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安民

話說人與狗
人，與生俱來就是人，

走得端，行得正，是一個堂
堂正正的人。但人受到不
良習氣的影響，沾染上了狗
的習氣，就會變成狗一樣的
人，我們不妨稱它為人狗。

人狗很勢利，見了有錢
有權有勢的人，就低頭彎腰，奴顏卑膝，
尾巴不斷地搖晃，以求得到憐憫和賞賜。
見了窮人和無權無勢的人，則高昂著頭，
橫眉冷對，亂吼亂咬。其瘋狂的狀態，既
讓人恐懼，又令人反感、作嘔。

人狗當面是人，吃人飯，做人事，道
貌岸然，很能迷惑一些人，背地裡往往幹
些傷天害理、豬狗不如的事情。比如，為
了自身的利益，不惜向有權有勢者獻媚討
好，以求施捨一些好處。有時為了一己之
利，不惜背地裡耍陰謀陷害別人，為自己

創造撈取好處的機會；有時為了給自己攫
取更大的好處，甚至不惜獻上自己的老婆
和女兒，以滿足主子的淫慾。這樣的人，
其實已經不僅僅是人狗，簡直就是豬狗不
如了。

見了下級和群眾，則趾高氣揚，鼻孔
朝天。公開場合，道貌岸然，裝腔作勢，
儼然一個兢兢業業一心為民的好官，背地
裡卻收受賄賂，貪污公款，禍害百姓，姦
淫民女，幹些豬狗不如的事情。流傳於民
間的順口溜「大蓋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
被告。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圈裡一頭
豬」正是給這些狗官們畫的像。

凡此種種，簡而言之一句話：人就是
人，應當堂堂正正做人，堂堂正正做官，
千萬莫做人狗，更別成為狗官。

否則，你將為人們所鄙視，甚至遺臭
萬年！

鄭亞鴻

那場懇親會
不 久 前 ， 我 到 外 婆 家

鄉南安羅東鎮霞山村，不禁
回想起11年前的那場懇親活
動。

這要從我的外公外婆說
起。我的外公外婆家是個大
家族，外公外婆共育有一子

六女。百年來，他們繁衍的內外子孫已有
六代，達300餘人（如果不是大陸實行計劃
生育，那將更多），分佈在大陸、香港、菲
律濱、美國等地，許多人素未見面，互不相
識。

我母親在姐妹中排行第五，11年前，
她的兄姐除三姐在香港外，其他都已去世，
在大陸只剩她和妹妹—我的六姨。

2011年春節，一些海外表親回國探親，
在看望我母親及六姨時，談及他們身居海
外，特別思念祖國，思念親人。他們有一個
願望，即有朝一日眾親人能來個大團圓，歡
聚一堂，共敘親情。

這一提議獲得我母親和六姨及眾多下
一代贊成支持，經商議，由我母親和六姨
發出倡議書，提議於當年國慶節假期在外公
外婆家鄉舉行懇親會。活動以自願參加為原
則，眾親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往返路費
由自巳承擔。泉州地區以外的眾親人10月3
日前到泉州集中，第2天一起到霞山村；泉
州地區內的10月4日上午自行前往，並商定
具體活動事誼。倡議獲得眾晚輩熱烈響應，
菲律濱的大表姐和香港的表哥更是大力支
持，表示將承擔活動的大部分費用。為保證
此次活動順利進行，還成立策劃籌備組，分
工負責組織、接待、財務等事務，同時外公
外婆7子女每家指定一位聯絡人，負責通知

聯繫。
我作為我家長子，參與籌備工作，曾

兩次與表親一起到霞山村，與住在那裡的舅
舅子孫商談落實有關活動事誼，並負責編印
一本通訊錄，在懇親活動時發給大家。在外
公外婆的內外子孫中，我是少數受到過外婆
（外公較早去世）疼愛的人之一，所以，做
這些事我很樂意。

懇親活動按計劃順利進行。10月初，
香港、菲律濱等地的親友相繼抵達泉州。4
日上午，各地親友按時到達霞山村。因工作
關係或路途遙遠等原因，親友不可能全到，
但那天來了100多人，外公外婆的7位子女均
有代表出席。很多人多年沒見面，甚至從未
見過面，一見面場面分外熱烈，互相介紹，
彼此問候，洋溢著親情。大家歡聚一堂，歡
聲笑語不斷。

按照計劃，眾親友先在外公外婆的古
大厝廳堂，舉行祭奠儀式，又到外公外婆的
墓地祭奠。外公外婆地下有知，定會感到莫
大欣慰。大家接著在外公外婆家大厝前合影
留念。

中午，在古大厝辦了20多桌酒席（包
括邀請一些宗親）。大家邊吃邊談，頻頻舉
杯，共敘親情，熱鬧非凡……這場懇親活
動，在當地引起轟動。

追本溯源、尋根問祖是中華民族的傳
統美德，在華人思想意識中佔有重要地位。
在我看來，無論是內祖外祖，都值得溯源銘
記，堂親表親都一樣親。懇親活動有助於聯
絡海內外親友熱愛祖國，熱愛家鄉，增進
親情。只是，舉辦一次這樣的懇親會並不容
易。

（2022年7月16日）

老頑童

返步奉和

宸馨吟長《望海潮 • 頌歌華誕》
                                       工農聯抗，紅旗標誌，書成血肉春秋。
                                       勞力績功，田耕稼穡，休容霸閥徵收。
                                       同志釘浮甌。替萬民反暴，嬴得清謳。
                                       七十三年，挺身安眾解群憂。
                                       超然破妄冰眸。殲機航母艦，迴護中州。
                                       王道肅貪，醫療疫症，乾坤喜氣奔流。
                                       先烈願終酬。史冊將定案，摧戾為柔。
                                       離島疵疤，速除方免恨悠悠！

原玉：
《望海潮 • 頌歌華誕》/ 宸馨

 ——依秦觀體——
                                       輕雲涼月，疏星清露，商風桂影悠悠。 
                                       黃菊豐籬，紅楓漫野，纖枝葦浪懷柔。
                                       歸雁意相酬。惜盛時美好，今古風流。 
                                       雅俗芳新，賞冰輪耀澈神州。
 
                                       銀光火樹縈眸。照江山一色，家國無憂。
                                       詩酒寄情，天涯有詠，良辰吉日同謳。
                                       旗焰映金甌。贊巨龍奮起，威勢難收。
                                       鳴劍飛吟，頌唱華誕七三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