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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豆豆

網路博彩的存亡 朋友
我喜閱《商報》首版新

聞「參議員力挺禁網路博彩
業」。眾所周知，網路博彩
業是一本萬利，魚目混珠，
官 商 勾 結 ， 無 惡 不 作 之 行
業。是萬惡之根，犯罪的溫
床，更是歹徒或通緝犯的避

難所、保護傘。他們視法律於無物，為所欲
為，姦殺無辜、綁架勒索、走私販毒、人蛇
買賣、販賣假商品、假藥，甚至冒牌的抗疫
藥物，以訛傳訛，經常散佈假消息，擾亂視
聽，如網路博彩業不除，我國菲律濱的社會
難得安寧。而華社人士永無寧日，深怕被綁
被殺，希我華裔族群能潔身自愛，減少不必
要的應酬，更不要炫耀自己的財富，多年
來，我常常鼓勵我華族人士務要嚴厲遵守我
們宗聯歷年來所提倡的守時節約運動，守時
運動業已見效。但節約運動，一點成績都沒
有，從前宗聯在各華報皆有登出標語，提醒
華社人士遵守執行，現在好像比較放鬆了。

多年來，我對宗聯皆十二分的支持，
由於宗聯是華社最重要的弘揚中華文化，支
持華文教育，推動孝道，守時及節約最重要
的華人組織。我們同時希望宗聯這次能全力
配合校聯推動「華社尊師重道獎勵金」的工
作，當校聯慶祝成立十週年之時，我當時身
為宗聯常務理事，自告奮勇地與校聯當時主
持人施約安娜校長配合，發動宗聯屬下各宗
親會全力支持，曾有三十多個宗親會響應，
我們當時募得三千多萬元，作為「教師醫療
補助金」及「教師生活的津貼」等工作，校
聯慶祝二十週年之時，我當校聯諮詢委員及
「慶典籌備主席」，我們得到當時宗聯諸理
事同意，將宗聯舊會所轉讓給校聯應用，明
年是校聯三十週年。我們同樣希望宗聯在校
聯慶祝三十週年之時有所表現，直言之處，
敬希見諒。

據報稱，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維惹蕊描

正式尋求禁止中國資金的菲離岸博彩公司
（POGO），稱該行業涉嫌犯罪行為。維惹
蕊描提前第1281號參議院法案。該法案旨在
禁止在線上博彩活動。

所謂「互聯網」就是指可互操作的分組
交換數據網路的國際計算機網路。它是屬於
線路通訊電子媒介。

該法案據稱刑罰條例規定，法院可以
酌情，處以一個月至六個月的監禁或十萬比
索至五十萬比索的罰款。語云：「亂世用重
典」。如是該議案通過，這不愧是件好事，
但是我們總為其處罰的刑期及罰金，對歹徒
來說，只是九牛一毛，其後果及見效甚微。

網路博彩牽涉的範圍甚廣，而獲利亦是
天文數字。並且干涉到高官富爵，他們皆有
濃厚的背境，要解決這些問題並非易事，我
想要「大刀斬亂麻」並非易事，除非要借用
尚方寶劍，才能成事。

另一方面，參議院少數黨領袖彭敏直
敦促馬拉干鄢聽取全面禁止菲離岸博彩業
POGO呼籲，因為菲國「已成為不受歡迎的
外國人的遊樂場」。

在此之前，財政部長陸諾表示，由於菲
離岸博彩運營商行業造成的社會成本，他贊
成終止該行業，參議員黎拉羅沙和眾議員加
仁也很支持禁止網路博彩，因為該行業存在
一些爭議，其包括一系列的擄拐和其他犯罪
活動。參議員格麗絲•傅建議對網路博彩的
社會成本進行「全面」調查，以評估菲國是
否仍能適應其運營。

要消滅網路博彩行業並非如我們想像
的容易，如要經過法律的程序，必定是假以
時日，並且干涉範圍之廣，人事之多，不是
我們可以預測的。如要速戰速決，除非總統
直接頒佈政令，大家都知道網路博彩有損無
益，我們現在的情形是「明知山有虎，故作
虎山行」。這可能亦是我們所謂民主制度的
弊病。

最近幾年，每天一睜眼
就是習慣性的看手機，夜裡
睡覺之前，也是要先看一眼
手機再睡，有時候，拿著手
機，看著看著，不知不覺中
就睡著了。我一直以為我的
朋友的圈子就在微信中，我

一直以為我有很多朋友，一直自以為「莫愁
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兩個月前的一次外島旅行，我住的地
方網絡幾乎沒信號，於是沒有了一大早微信
的滴滴提示聲，在離群索居的那兩天，除了
每天一大早公司的工作電話聯絡之外，我發
現，竟然沒有一個朋友聯繫我。直到要回馬
尼拉的那天中午，才有個朋友在微信裡問我
關於前一天晚上一個線上會議的事情，可惜
我沒有網絡。

轉眼間我已經搬到馬尼拉整整五年了，
除了工作，業餘時間有時出去當志工，閒時
看書，參加讀書會，寫作，每幾個月我會在
網上參加付費學習課程，不知不覺中，我把
自己封閉了起來。跳動的字符，不會喜怒哀
樂的電腦成了我的伴。

A是我在菲律濱唯一的閨蜜，十幾年的
友誼是從未曾謀面，通過電話交談就互相認
定為知己開始的，即使現在居住在同城，卻
也很少見面，一個月一，兩次的電話煲總是
讓我的神經鬆弛不少。

O是我的樹洞，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
無奈，中國人多的地方內捲消耗特別嚴重，
有些看不慣，不理解的人事物，我習慣與O
互動，交流各自的看法。

掐指一算，我這輩子真心交往過的朋友
不到十個。隨著歲月的流逝，環境的變化，
有些朋友，走著走著友誼就淡了，慢慢的就

走散了。
我童年時代的好朋友是我們班的班長，

一個叫美學的小姑娘，在五女二男的兄弟姐
妹中，排居老二，卻是家裡裡外一把好手。
我們的友誼歷經十年，後來因為她沒考上大
學，走的人生的路不一樣，她成了家，我出
國了，就斷了聯繫。幾經輾轉聯繫上她，再
見到她已是20幾年之後，丈夫早逝，她後來
移居香港，靠打工含辛茹苦地帶大了三個兒
女，那一年，我們相約在老家見面，在她臉
上，我看到的是一副心安自在的樣子，一切
的苦難在她的口裡是雲淡風輕，彷彿她是在
訴說別人的故事。那一天，我們敘舊，甚是
開心。

黎清是我的大學同學，我這輩子見過的
最善良最樸實的朋友，當年我受到同桌的排
擠的時候，她力挺我。工作後，每年暑假，
我必定去她家幾天，她結婚時我是她唯一
出席她的婚禮的同學。我移居菲律濱15年之
後，第一次回國，心心唸唸的就是要見她一
面。

鴻穎是我在當老師時唯一的朋友，個性
十足，很多同事都不敢親近她，偏偏我們在
同一年段教英語，在國內看學生成績評比的
時代，本該是競爭對手的我們卻因為共同的
愛好，喜歡看書，竟成了不可思議的死黨，
每天只要在學校就形影不離，七年的友誼因
為我的出國而中斷。她一直在中學裡教書，
而我卻走上一條坎坷之道，或許在她的眼
裡，我已經染上的一身的習氣，可是我心底
依然保留著對朋友的那份真摯。

在我的詞典裡，所謂的朋友，是那種可
以互相交心，真誠相待的朋友。在知天命的
時候，敞開心扉，說不定我還能找到知己呢
？                                           （10/02/2022）

洪少霖

愛的兩面
「跑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雲喲！……世間
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地愛
喲！」這一曲男高音，唱遍
了全國，唱到了地球之外，
流淌在漫天星辰大海之中。
這一首歌，采編於上世紀

四十年代，流行了近百年時間，至今依然無
數人喜愛！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這一首「康定情
歌」入選美國太空局「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十
首歌曲」，隨「旅行者2號」探測器在太空
播放；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它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列為「全球最具影響力」十首民歌之
一。

早些年便聽說其采編者吳文季先生出
生於惠安洛陽，然而直至近日才真正去瞭解
他，此源於一位知名人士前往吳文季墓進行
祭拜。

2022年7月5日上午，華為總裁任正非沒
有透露自己姓名，通過關係聯繫了洛陽鎮政
府，想要拜祭吳文季墓。任董只帶了一位助
理，從廈門出發到達洛陽，洛陽鎮政府兩位
工作人員陪同帶路。在吳文季墓前，任董恭
敬地獻上花籃，對著吳文季墓深深鞠躬。而
後，任董秘書與洛陽鎮政府聯繫，要了後者
銀行賬號，表示要捐出一百萬元，作為吳文
季陵墓保護與修繕之資。陪同人員將現場相
片發給吳文季後人，其後人將現場相片公開
了出來。

據民間傳言：任董的親姑姑為吳文季
生前主動脫離關係之女友。此傳言真假莫
辨。吳文季及其生前女友皆一生未婚。

時光回到過去，1918年吳文季出生於
洛陽鎮洛安村，21歲時考入國民黨政訓隊。
1949年，他任南京學聯主席團成員，參與組
織、領導「4.1」反大遊行，前往總統府遞
交請願書，為4位學生代表之一，參與組織
迎接解放軍進城。1952年，他在解放軍總政
歌舞團合唱隊擔任領唱及音樂指導。1953
年，他因政治歷史疑問被遣送回鄉。1965

年，他因肝炎、肝硬化轉肝癌而去世。1986
年，政府撤銷對其的錯誤處理，宣佈給予平
反，恢復名譽。

吳文季辭世時，年僅48歲。他自回到
家鄉後，常抽一些劣質煙草，喝一些劣質燒
酒，或由此導致了肝癌。煙與酒，許多時候
代表的是寄托，或也是思念。有人說：「被
愛與喝酒，是變回小孩的唯二辦法」。一些
人，沒能被愛，或就只能喝酒了！

吳文季有著一些黑白照片，從照片中
可以看出他曾一度輝煌。他經歷過多次幾近
喪失生命的危機，他參與的社團曾被屠殺，
他一次次逃難。然而，後來他也有過許多風
光。他先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文工
團、總政文工團工作。1952年，他在北京首
唱和領唱《英雄們戰勝大渡河》，從而在中
國樂壇上擁有較大影響力！

在那特殊的年代裡，有許多筆者無法
說清楚的地方。然而，我在參觀吳文季故
居、墓地、音樂廳、陳列館過程，我始終被
一種情愫牽絆。1953年，吳文季與一位姑娘
在熱戀。被遣送回到惠安後，吳文季身心受
到極大創傷，精神上承受負擔極大。為了不
連累其女友，他選擇與女友分手。由風光到
淒涼，由熱戀到死亡，那是怎樣一種過程！
他們兩人皆一生未婚，那是怎般一份深情！
那又是多少念念不忘，多少魂牽夢繞！

吳文季，全球最具影響力情歌、民歌
的采編者。在1953年，他36歲，已然經歷過
許多風風雨雨的他，在那年應早已明白自己
需要什麼，自己最愛哪般！深懂愛情的他，
卻要殘忍地生生將自己的愛情割斷，去承受
更多愛情之苦，去體會更多失去時思念時的
無助與茫然！

大概，越懂得之人，越感性之人，在
得到時越開心，在失去後越痛苦。吳文季締
造了那麼美好的情歌，命運卻將他的愛情捉
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沒心沒肺的
人比較不會痛苦，相信愛情，追求愛情的
人，許多時候也意味著更容易被愛情狠狠傷
害。這大概便是愛情的兩面！

王承天

慶祝國慶七律詩（外一首）
（一）國慶感吟

歡度佳期湧激情，文儔吟頌表真誠。
五湖滋漫祥和菊，九陌飛揚喜悅聲。
國運昌隆圓綺夢，民心振奮啟新程。
神州崛起賢才出，眾志成城開太平。

（二）秋興
煙雨霏霏氣轉秋，天空陰翳暗雲流。
蟬聲不絕鳴幽經，鳥影時常掠樹頭。
草掛水珠爭滴翠，花含朝露帶憨羞。
騷人應是詩情興，結伴歌吟勝境游。

鍾藝

漫話中國成語
——學習筆記（一）

我 們 說 話 或 寫 文 章 ，
常用用到成語。適當地運用
成語，可以增強語言的表達
能力，使語言生色不少。譬
如：「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
於舊狀況那麼心平氣和，於
較 新 的 機 運 就 這 麼 疾 首 蹙

額；於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於初興之事
就這麼求全責備。」（魯迅：《這個與那
個》）。在這一段短短的文字中，魯迅先生
一口氣用了四個成語：心平氣和、疾首蹙
額、委曲求全、求全責備；使整段話「活」
了起來，充分打動人心。

也許，閣下會問：成語是甚麼？ 
所謂的成語，按書本上的解釋：「它

大都是從古代書面語裏，作為一個完整的語
言單位被繼承下來的，通常是四字的結構，
在實際運用中相當於一個詞。由於這些語言
單位是沿用已久，約定俗成的，所以稱為成
語。它具有兩個重要特徵：一、成語的結構

和它的組成成分都是固定的，其結構不能隨
意變動，各個組成成分也不能自由替換。
因此，不能把『三心兩意』說成『兩意三
心』，不能把『四通八達』說成『八達四
通』。二、成語的意義，往往不是它的組成
成分的意義的直接總和，而許多時候都是從
個別的具體事實裏引申出概括的、比喻的意
義來。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從字面上理解成
語的意義。」（卉君編著《成語的天地》
1980年香港商務印局館出版）。書中舉「三
豕涉河」一詞為例，表面上，其意是：三頭
豬蹚著水過河，實際上，它包含了一個典
故。典故出自《呂氏春秋•察傳》，原文
是：「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者記曰：
『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
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
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這裏
說有人把「己亥」誤認為「三豕」，以致造
成笑話。這一成語，就被用來比喻為文字傳
寫或刊印的訛誤。

謝如意

你上火星了
昨天才見聞，你上火星

了。喔再地球沐浴著陽光。
你，女，二十歲，被人

送上火星了，能與地球有人
聯繫，但可能這輩子回不來
地球了，得自生自滅。

是該可憐你，還是該羨
慕你，你正擁有全人類獨一無二的境遇！火
星上一片荒涼，絕對孤獨，最冷的是零下
150度的溫度。

你已經變成神仙了是不？那樣的低溫
怎麼度過？也許，是因為地球人給你配備
的航天飛機般的保護殼，所以你可保一時無
虞。不用我瞎操心。

你 是 少 年 輕 狂 嗎 ， 幹 嘛 跟 自 己 過 不
去？這樣的疑問不是必須。因為，男女老少
都有輕狂的，何必單單詢問你？即使輕狂了
又怎麼樣，這樣的「輕狂」早已註冊國家的
標誌，可以上吉尼斯紀錄，固定在人類歷史
上可以標上一筆的，你「夠威夠力」，比今
早一月一圓的圓月還高級，你一下子就創造
了人類的某種歷史。

不過，我因此覺得自己的苟且，自己
就這樣捨不得這熙熙攘攘的塵世，到底比你
有啥建立功業？

甚至，有些所謂「恐怖分子」明知會
死，要是冒死摧毀罪惡的堡壘還可以流芳千
古，而我，循規蹈矩老老實實吃平常飯、做
平常事，做一般人，怎麼一直覺得被某些人
甩開十萬八千里不止呢？

一個聲音告訴我：亂世的正常人做正
常事都是孤寂的，還不如逢場作戲來得「有
趣」。而你小小年紀就上了火星，做著「可
能回不來地球」的「生意」，是不是想用你
自己的行動給世人說一聲：這人間沒那樣多
可戀，上天入地也沒啥了不起？！在那裡的

艙內食物則不過是維持一段時期。不吃可以
過日子嗎？或許你心存「大不了一死」？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你肯
定是不怕死的。你的厲害在於能動用國家資
財幫你成為科技試驗的工具。

當然嘍，在人間也不是沒有危機，也
有可能隨時會死的，甚至沒比你有意義：還
是在昨天，我驚悉東北有兩個博士生，男的
是醫院副院長，女的是護理部副主任，同是
1974年出生的，也在同一醫院工作二十年關
係良好。

可就是，在同被派往武漢抗疫的時候
產生了婚外戀，並且相約回來與各自的愛人
離婚以建成新家庭。哪想到，女方果然離婚
後男方不離，還冷落女方且與女方的閨蜜搞
得火熱！

女方交涉後得男方口頭要賠償兩百萬
分手費，卻一拖半年不落實。女方怒了，假
說不說收費而再野一次後分手，男方歡天喜
地跟他喝酒上床。乘男方醉酒癱軟倒時，女
方取出風衣內的手術刀，用當博士生所學的
解剖術將男方的頭割下，把那頭與「黃鶴」
酒瓶用紅布綁在一起扔到樓下，她自己也整
理一下身子與頭髮，從高樓飛身投下地死
亡，還砸壞了一輛樓下的車子。

我對那材料留言：女方真是「愛死你
了」，真「開放」啊！加上一個花朵枯萎圖
標。

插上這樣一個地球上的「新聞」，你
是聽不到的。慶幸你在火星上永遠不可能有
這種「風流韻事」。也因為知道世間這類事
早就有了，只是沒那樣「刺激」，還略擔心
有人想不開也如此兩敗俱傷呢。

你脫離紅塵上火星了，我做人做事都
很土但又成不了土星，只能共勉不要當「半
頭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