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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勇

賴清德的台獨夢
台灣地區副領導人賴清

德元月18日宣誓就任民主進
步黨主席後致詞時表示，他
務實認定台灣已經是一個主
權獨立的國家，沒有另外再
宣佈台灣獨立的必要，未來
也將延續蔡英文地區領導人

的兩岸政策，延續「四個堅持」 。他說：
「如果中國威脅台灣，甚至採取武力行動，
其實不管和平或是民主，都會受到傷害…民
進黨新時代的使命就是要守護台灣，促進民
主和平跟繁榮。」

賴清德曾在台灣「立法院」表示，自
己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這次他更堅定
地說：「我就是務實地認定台灣已經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沒有另外再宣佈台灣獨立
的必要。中華民國主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
不隸屬，「中華民國」的前途只有2300萬人
可以決定。」

蔡英文表面上還主張兩岸應該維持現
狀，賴清德則堅持台灣早已是一個獨立國
家，根本就沒有必要去宣佈一個本已經獨立
的國家獨立。可是他說的話根本就站不住
腳，台灣從古至今都是中國神聖不可侵犯的
領土，甚麼時候成為了一個國家？真是莫名
其妙！

賴 清 德 還 說 沒 有 必 要 再 宣 佈 台 灣 獨
立，其實認真來講並不是沒有必要，而是絕
對不能，因為無論甚麼時候台灣正式宣佈獨
立，兩岸必定會開戰，到時必定會導致生靈
塗炭，兩岸雙方都將成為大輸家。目前兩岸
尚處於分治狀態，固然是主權互不隸屬。然
而這種狀態只是暫時性，中共當局絕對不會
讓兩岸一直分治下去。

至於賴氏說「中華民國」的前途只有
2300萬人可以決定，他實際上根本就不承
認「中華民國」 ，又怎麼會在乎它的前途
呢？賴氏所謂的「中華民國」 ，其實是指
台灣，「中華民國」只是一個讓台灣借殼上
市的代名詞。至於台灣的前途，則絕對不是
由2300萬當地民眾來決定；因為台灣是中國
不容分裂的一部分領土，所以它的前途應該
是由全體中國人民來決定！

賴清德還表示，未來他仍然會延續蔡
英文的兩岸政策，延續「四個堅持」 。蔡
英文所堅持的是維持現狀；賴氏則是堅持台
灣已經是一個獨立國家，兩者之間的兩岸政

策有著基本上的區別，他又如何能夠延續前
者的政策呢？此外，蔡英文所謂的維持現
狀，其實是維持堅持不接受「九二共識」 
，以及堅持兩岸彼此互不隸屬的政策，跟賴
清德所堅持的台獨路線，都是死路一條，最
終都是只會禍害台灣。

至於蔡英文所謂的「四個堅持」 ，具
體內容是「堅持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堅持
中華民國主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堅持主權不容侵犯併吞、堅持中華民國台灣
的前途必須要遵循全體台灣人民的意志」 
。堅持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其實只是在掩
飾台獨的本質；堅持主權不容侵犯，是對中
國大陸進行挑釁；堅持兩岸互不隸屬，是蔡
英文在癡人說夢；台灣的前途必須要遵循全
體台灣人民的意志，跟賴清德的應由當地的
2300萬民眾來決定，基本上是異曲同工。蔡
賴兩人的春秋大夢，完全是癡心妄想，根本
沒有可能得逞！

賴清德這次當上民進黨主席，其真正
目的是想代表該黨在2024年大選中，角逐台
灣地區領導人大位的候選人，所以他所持的
兩岸政策，特別引人注目。他對兩岸關係以
及統獨問題的看法，將會影響到今後台海局
勢的走向。

根據賴清德的兩岸立場，倘若他當選
新一屆台灣地區領導人，2024年以後的台海
局勢，必定是另外4年的多事之秋。然而，
大家千萬不要誤以為若是由國民黨的侯友宜
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台海局勢就一定能夠
風平浪靜；屆時他若又是堅持「不統不獨」 
，台灣的兩岸政策必將回到原點，中國的統
一大業定將再一次受到拖延。台灣問題不能
一拖再拖，中國領導人一定要認真考慮這一
問題，以及擬訂統一時間表，以免夜長夢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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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子漁

話說俄烏戰爭
俄 烏 戰 爭 已 打 了 將 近

一年，烏克蘭喪失了土地，
難民不計其數，損兵折將，
打得很辛苦。看來這場戰爭
出乎俄羅斯意料之外。打場
閃電戰打痛了烏克蘭與他的
戲子總統就可以凱旋班師回

朝，豈料損兵折將，打了這麼久，看來俄羅
斯雖然佔領了烏東土地，戰爭還是處於膠著
狀態。

這隻北極熊已今非昔比，有點熊樣畢
出，氣喘呼呼。再也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抵
抗納粹德國侵略時那樣，尤其是抗日戰爭進
入尾聲，小日本挨了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後，
蘇聯紅軍卯足了勁，摧枯拉朽直捲日本軍國
主義者的關東軍，把小日本打得落花流水。
消滅了日本獸兵的精銳。加快了日本宣佈無
條件投降，整個扶桑三島盡成老美的囊中
物。如今的俄羅斯跟以前蘇聯時代的紅軍大
有天淵之別。

美國精心策劃的這場俄烏戰爭，請君
入甕，俄羅斯居然真的自投甕中。可憐的是
烏克蘭人民，讓一個不是烏克蘭本民族的猶
太人捲入這場本來可以避免的戰爭。

如今生靈塗炭，民不聊生，烏克蘭的
壯丁，一個都不許離開國境，看來這位本來
可以得奧斯卡三角金像獎的戲子，卻入錯
行，領導烏克蘭進入一場不可何時何日才能
停止的戰爭。

他們沒有汲取克里米亞被分裂出去的
教訓，一味想加入北約當美國的過河卒子，
如今又在他們的東方損失了大片土地，等到
猴年馬月也要不回來了。

沙皇時代侵佔中國的海參威，與大片
大片的西伯利亞土地，何年何月才能重歸中
華母親的懷抱，誠如俄羅斯人說的俄羅斯一
寸土地都不是多餘的，看來烏克蘭被佔領的
土地，永遠也要不回了。

這場戰爭大家打得紅眼也不會引發第
三次世界大戰，只是各國都留一手，爆發第
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

我想美國及歐盟也好不了那兒去，白
花花的銀子向無底深淵投進去，殺敵一千自
損八百，最終沒有贏家，不過俄羅斯徹底削
落烏克蘭，他也得到烏東幾塊土地，到底這
是不是俄羅斯的如意算盤。誰知道。

烏克蘭已經成為歐美的武器試驗場。
只是為了避免過於刺激俄羅斯，太先進的武
器還是不敢投入戰場。聽說有大量的援烏武
器落入了恐怖份子手中。要真的這樣，世界
將永無寧日。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只要出一位偉大的
領袖，領導他們的國家走向繁榮富強。烏克
蘭自從蘇聯解體，他分到了不少家當，無奈
他的領袖都是些昏庸之輩，剛獨立不久就入
美國的圈套，自棄武功，把蘇聯集團分來的
核武器全部銷毀，要是那些核武器還在他手
裏，俄羅斯也無可奈何，你敢越雷池一步，
我就用核子彈，最多大家同歸於盡，想老美
也不敢造次，窮雖然窮一點，窮得有尊嚴，
有骨氣，如今的烏克蘭他們的明天會是什
麼，一個更加窮途潦倒的國家，永遠做美國
的走狗，可惜他本來也是世界上的大國，可
以與其他的中等國家平起平坐，如今什麼也
不是了，將會淪為東盟的窮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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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拔萃

願把畢生精力
獻給中國統一事業（四）

2007年，《點擊台海》
第二集出版，時任中國駐菲
律濱大使李進軍題詞：華社
先進，反「獨」尖兵。菲律
濱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常務
指導員、著名僑領陳永栽作
序寫道，董先生一直關注台

海局勢，揭露並抨擊「台獨」勢力種種分裂
行徑，為和平統一不遺餘力，努力工作，令
人欽佩。

曾任全國政協常委、致公黨中央副主
席吳明熹在《點擊台海》第三集序文中說，
董先生猶如一位戰士，用自己手中的筆為武
器，向「台獨」分子宣戰，嘲諷戲虐「台
獨」的虛偽，或鞭撻「台獨」的醜惡，或抨
擊「台獨」的罪孽，處處一針見血，入木三
分，讓人好不酣快淋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執行副秘書長李路說，董拔萃先生是一位
旅居海外的商人，對祖國統一大業尚能如此
關切，盡力之至，他的愛國情懷，無畏勇
氣，奉獻精神，實為我們學習的榜樣。中國
國際問題研究所郭震遠教授說，拔萃在海外
艱難發展時期，為兩岸和平統一而努力，其
付出之大可想而知。我必須提及拔萃堅實的
後盾－－龔文禮女士，對拔萃一以貫之的全
力支持。三本《點擊台海》就是拔萃夫婦共
同的奉獻。中國統一聯盟原主席王津平先生
說，由於參與全球反「獨」促統大業，結交
了數不清的當代愛國志士。其中一位少壯派
「鐵肩挑道義，妙手著文章」的董拔萃，與
我特別情同手足。讀董拔萃《點擊台海》文
集，深深地被他堅定的反「獨」促統愛國情
懷所震撼、所感動。拔萃及時「點擊」，廣
泛而深入的評論文章以廣結了全球善緣。作
為全球反「獨」促統的一分子，作為島內推
動「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的一分子，作為拔
萃的好友，我要代表島內的朋友向拔萃兄說
一聲「謝謝你，有你真好！」美國華盛頓中
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吳惠秋說，我們有理
由為他驕傲，因為他對兩岸問題富有成果的
研究正越來越多的為海外反「獨」促統工
作，為兩岸問題的深入探討和最終解決提供
更為有價值的戰略思維和考量。

2018年，中國駐菲律濱大使趙鑒華在
《點擊台海》第五集序文說，董拔萃先生多
年來致力於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業，不辭辛

勞，不計個人得失，筆耕不輟，發表多篇深
有影響的反「獨」促統文章，以犀利的文筆
深刻揭露「台獨」分裂行徑，大力宣傳中國
和平統一大業，在凝聚菲華社會反「獨」促
統共識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2021年，中國駐菲律濱大使黃溪連在
《中國必然統一‧董拔萃台海評論文集》序
文中說，董拔萃先生長期以來筆耕不輟 ，
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時期，也仍然堅持
在菲律濱華文報刊和國內《統一論壇》、中
國台灣網等重要涉台媒體發表了不少有影響
力的反「獨」促統文章。董拔萃先生20年如
一日，堅持以詩詞、文章等形式揭露「台
獨」分子圖謀，撻伐分裂行徑，激發僑胞愛
國熱情，堅定反「獨」促統意志，出版了
《點擊台海》系列文集，如此的毅力與恆
心，拳拳的愛國之情與追求祖國統一的不懈
努力，實為難能可貴。在國內有關涉台重要
機構發表的文章120多篇，緊扣時代背景，
對台灣島內政客，黨派紛爭、政治生態變化
和兩岸關係發展等獨到的見解和論述，具有
很強的啟發性。

2019年，我受邀參加慶祝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70週年閱兵式觀禮及國慶系列活
動。在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
(2019‧馬尼拉)成功舉辦的答謝會上，全國
政協副主席、致公黨中央主席、中國和平統
一促進會副會長萬鋼親自為我頒贈「感謝您
長期以來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事業作出突出
貢獻」感謝狀。祖國的關懷和有關部門領導
的肯定，海內外師友對我的指導和鼓勵，深
情厚誼我永銘在心，並作為鞭策我今後繼續
努力的目標，把畢生精力奉獻給祖國統一事
業。

走過20年不平凡反「獨」促統征程，
在反「獨」促統鬥爭的實踐中學習，在學習
和實踐中更加堅定中國必然統一的信念。

我堅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英明領導下，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引領下，全面貫徹新時代黨解
決台灣問題總體方略，海內外中華兒女攜手
奮鬥，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一定能夠早
日實現！

（作者為菲律濱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副會長兼秘書長，本文原載於中國和平統一
促進會《統一論壇》2022年第6期）

黃小梅

兔年偶感
玉兔銀光下踏躚，人間疫散換新篇。
春歸在即民心悅，萬物蒸騰百獸翩。

綠樹紅花輝映處，青枝吐翠笑聯肩。
悠悠歲月佳年到，滿腹憂煩競似煙。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李榮美

商總副理事長施東方博士
我們菲華社會在這三年

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猖獗
肆虐之下，可以說是在冬眠
的狀態，經濟的狀況一落千
丈，很多生意，特別是餐館
事業由於不景氣，皆紛紛地
關門大吉，於是許多社團的

就職典禮或舉行任何性質的會議皆改為網路
舉辦。我們菲華報刊原本有五間每日出版，
如今只剩下三間，餘者兩間只能在網路閱
讀。最近我國菲律濱舉行總統大選，蒙蒙馬
可斯一馬當先，高票中選。新任總統新人有
新作方，他不怕邪不怕鬼，在就職典禮中公
開露面，不幸被感染，但是他年青力壯，不
多天即完全痊愈。於是大開方便之門，不再
強行隔離，雖然受感染者不減而增，他決定
不再公告中毒者之數據，其主旨是要盡速恢
復經濟，減少失業及貧窮率的上升。小馬用
心良苦，我們華社人士特別是老年人要自我
約束，以免遭遇不幸，在這新年來臨之際，
我們只好更加小心，願上天福佑，使我們能
安渡危機，是所至盼。

我們華社最高的領導機關，菲華商聯
總會在林育慶理事長英明的領導之下，他不
辭勞苦，全力以赴，雖然歷經新冠肺炎的隔
離及防疫，抗疫時期，他不但不懼縮，反
而力爭上遊，使商總的會務，對內或對外皆
能有效地運作，上天不負苦心人，終於使林
育慶博士熬出頭，在這期間，雖然不能舉行
選舉，他以克難的精神，再繼任兩屆，如今
要功成身退，他的功績會永誌菲華社會之青
史。

適逢春節喜氣洋洋，大地回春，春滿
乾坤福滿門，天增歲月人增壽，我的學弟施
東方博士，他曾任嘉南中學董事長及現任菲
律濱中華基督教會長老之要職，他服務商
總多年，是現任的副理事長，他為人坦率，
學貫中西，能言善語，精通中、英、菲及西
班牙語言，他於正月十八日邀請我及何黎水
誼兄他為邀請華文媒體舉辦新春交誼會，我
於是日提早赴會，讌設於岷市馬拉地世紀大
酒店，中午十二時即賓客全到，坐無虛席，
大家歡天喜地言歡交流，讌會開始之際，先
由黎水兄介紹來賓，再由施東方學弟致歡迎
辭。

施東方致辭之時表示，多年來承蒙各位
媒體之關照，對商總及他本人多方面之支持
及照顧，特別於今年春節期間略表寸心，深
感五內，希能向諸媒體各位前輩領教，繼續
地支持商總及他本人，他為人坦率大方，在
服務商總多年後，希望今年會員大會能脫穎
而出，毛遂自薦，希能來屆董事會中角逐理
事長之寶座。

施東方自稱他三才俱備，對理事長一職
絕可勝任有餘，希望能得到我華裔族群的支
持及肯定，更望諸董事能助他一臂之力。

他如能中選，他當重新將商總對內對
外的運作加強提升，他說如今是高科技的時
代，電腦及網路的運作已很普遍，所以建議
今後商總一切的作業皆要提升到完全電腦網
路的水準，建立堅固的電腦網，加強各小組
的工作能力，使物盡其用，人盡其才。

再來是對華文教育的重視，配合校聯及
各有關團體為支持華教的工作，這次由商總
主催由校聯執行所支持“尊師重道教育獎勵
金”之工作辦得十二分的成功，他要鼓勵華
人家長在家裏教導其子女教閩南語，再在學
校授予國語普通話。

加強與華社各領導團體的配合，共商各
種對外工作的效果，謀取對華裔族群有益的
工作事項。

鼓勵華族人士奉公守法，融合於主流社
會，提高華人的生活水準及地位。

至於對外的工作，眾所周知，我華裔族
群大部份是菲國的籍民，我們理應從落葉歸
根，變成落地生根。我們生於斯，活於斯，
將來亦歿於斯，我們不要再懷著浮萍寄居的
心理，要將菲國視為祖國，所謂「 國家興
亡，匹夫有責」。我們應該尊重菲國的國
旗、憲法及主權。我們更要支持菲國外交政
策，承認「一中國策」，中國只有一個，就
是我們的祖籍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
是其一個政治的「個體」，更是中國不可分
割的一部份，我們絕對配合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菲大使館對菲國的一切有幫助的工作，全
力加強中菲友誼的工作，使我們華裔能在菲
國安居樂業。

我們要經常和主流社會配合，通過社交
媒體介紹我華裔族群對菲國的貢獻，經常和
政府各部門建立深切友誼的關係，全力支助
菲政府各種的脫貧方案，繼續支持我國菲律
濱救火、救災及抗疫的工作。

鼓勵華青加入大社會各種主要的團體如
扶輪會、獅子會等，鼓勵華裔青年參加商總
各種適合青年人的活動。

我們反對商總成為個人或任何私人團
體所利用的工具，商總各領導皆為華社的精
英，中國偉大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志所指示
的，一個團體要求進步就必須要「堅持」
及「團結」，如是你的理念是對的，我們就
必須「堅持到底」，一個組織如不團結，形
如一般散沙，多講也無用，因為團結才有力
量，服務社會應該要有犧牲及奉獻的精神。

希望各位能對施東方的肯定，給他一次
的機會，他不會給你們失望的。因為華社需
要商總，商總需要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