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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曉薇傅曉薇(Katharine Fu)(Katharine Fu) 小姐小姐
致力參與社區服務數十年致力參與社區服務數十年
20162016美國大選選務義工美國大選選務義工
超群國際文化商業宣傳廣告公司電視傳媒製作人兼攝影超群國際文化商業宣傳廣告公司電視傳媒製作人兼攝影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20142014﹑﹑20152015年理事年理事
前禪思藝術中心負責人前禪思藝術中心負責人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人物風采人物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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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賞燈 休斯頓市區及周邊社區景點介紹
（本報訊）聖誕節即將來臨，節

日燈飾是必不可少的傳統習俗，在休
斯頓，你大可不必開車到很遠的地方
來觀看節日的燈飾布置，其實，在休
斯頓市環城路內到 Beltway的郊區，
就有一些美不勝收的好去處。

如果社區民眾全家希望到稍遠一
些的地方來欣賞不同風格的社區燈飾
，不妨到 Cleveland 或者 College Sta-
tion去觀看古典的德州農場的大型的
聖誕裝飾，如果你希望獨自看景，最
近的地方就是位於River Oaks的璀璨
的街區。

以下就是休斯頓地區有名的節日

燈飾的地點，供讀者節日休閑出行參
考。

糖城： Constellation Field
Pearland ：Green Tee Terrace
Katy ： Christmas Katy ( 24603

Stoughton Court )
Galveston: Moody Gardens' Festi-

val of Lights
Alvin : Victory Camp's Christmas

Train Ride
Richmond: Pecan Grove subdivi-

sion off of FM359
Cypress : The Johnson's Christmas

Corner in Cypress ( 14811 Cypress

Meadow)
College Station: Santa's Wonder-

land
Cleveland：Christmas Ranch
Woodland Heights – 位於 Bay-

land Ave. 和 Norhill Blvd 沿 途. 在
Studewood 和Watson St.之間
位於市政府的Hermann Square -

River Oaks
Houston Zoo
Shepherd Park
Sam Houston Rac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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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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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蘭諾華人宣道會 2016 聖誕佈
道晚會，12/16-18（五-日）聖誕佈道
晚會及主日崇拜，歡迎親朋好友來參
加。

週五及週六晚上會後有點心招待
，備有青少年/小學生活動以及嬰幼兒
看顧，教會電話/地址：972-867-2990
，5025 Custer Road, Plano TX 75023
講員--馮秉誠牧師

馮秉誠，1960年代畢業于北京大
學生物系，1978年入中國科學院研究

生院學習，1981 年獲碩士學位。1982
年赴美，1987年獲密西根州立大學博
士學位。後在俄亥俄大學工作，1991
年後，在西方儲備大學和威斯康星醫
學院從事醫學基礎研究工作。

馮秉誠長期崇尚無神論和個人奮
鬥。在神的大愛的感召下，逐漸認識到
基督教信仰是客觀真理，遂于1991年
决志信主，1992 年復活節受洗。1997
年蒙召，專職傳道；2001 年被按立為
牧師。

1999 年秋季進入美國海外神學
院學習，2001年獲《聖經》研究碩士學
位，現為威斯康辛州米城中華基督教
會（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Mil-
waukee）差傳牧師。著有《游子吟》、《領
人歸主》、《聖經的權威》、《聖經的詮釋
》、《聖經的難題》等書，以及《信仰‧科
學‧人生》（十五集）佈道DVD、《我們
是神的見証》（二十七集）、和《聖經論》
（二十集）等培靈DVD。
講題如下:

12/16周五晚8:00：《仰望穹蒼》（羅1：
19-20）
地球的奇特顯明造物主的智慧
科學、理性重要但有限
用心靈和誠實尋求上帝
12/17周六晚7:00：《審視內心》（提後3
：16-17）
獨一真神：《聖經》和耶穌基督
人人都是罪人
罪的工價是死亡
耶穌基督的救贖

傳整全的福音
12/18主日上午11:00：《存謙卑的心》
（彌6：8）
謙卑的含義
謙卑與信仰
謙卑與生命
謙卑與事奉
(華人宣道會
供稿)

布蘭諾華人宣道會2016聖誕佈道晚會

十一月十五日是台灣大學創校八
十八周年校慶。今年校友會的年會聚
餐，於十一月十九日星期六下午 6:30
在金華燒臘餐廳舉行。共有一百多位
熱情的校友參加，場面溫馨熱鬧非凡。
節目一開始是莊德昭，許靜宜精彩的
中國旅游見聞。接下來是會長致詞及
歡迎新校友，今年我們有十幾位之多
的年輕新校友加入，為校友會帶來新
氣象。介紹新校友後，鄧祖慶會長頒發
校友子女獎學金。台大校友平常熱心
支持校友會，出錢出力，使子女獎學金
得以持續，今年獎學金得獎者有四位
: 洪靖媛，石琭琭，於怡安，與袁浩恩。
每人各得獎金三百元和一面獎狀，
Essay 的題目是”The lessons we take
from failure can be fundamental to later
success."

年會還有精彩的表演節目。甫于
今年六月成立的校友會合唱團，為大
家演唱了數首動聽的名曲:月亮代表
我的心，勿忘我，與You Raise Me Up，
由廖傾移指揮，劉立薇伴奏。另外還
有獨唱，吉他陪奏的校園歌曲演唱，以
及李映秋帶領的排舞表演，高潮迭起，

掌聲如雷。
新舊會長交接

儀式中，鄧祖慶會
長感謝今年理事顧
問的幫忙與貢獻，
將會長交接與新任
會長丘輝瑛。丘會
長是位杰出的化學
家。她正在推陳出
新，努力規劃未來
一年的會務發展，
誠心為大家服務。
2017 年 的 新 理 事:
許祖瑛，鄧祖慶，項
文玲，胡孫莒，董必
定，許靜宜，江千惠
，夏永康，歐幸一，
鄧澤湘，高幸宜，林
景德，於傳祖，齊唯
勤，陳雲瓊，張唯娟
，李渝瑞，與陳麗玲。

今年年會的特點是，每人都有一
張免費彩券可以摸到現金紅包及許多
獎品! 這是由許多忠誠的校友捐獻的
現金紅包和禮物，使大家在最後的抽

獎節目，格外興奮。加上年會大餐非常
豐盛可口，避風塘大蟹飯，魚肚海參羮
等美食，讓校友們共同渡過個一個非
常溫馨愉快的夜睌。特別值得一提的，
是台大達福校友熱烈地響應母校的清

寒獎助學金捐款運動。
熱情的校友們一共捐
出了 $2，500! 令人感
動。晚宴最後在大家引
吭高歌台大校歌下，為本次年會劃下 完美的句點。(台大校友會供稿)

台大校友年會聚餐成果豐碩

校友合唱團校友合唱團

主持人主持人，，會長會長 及新任會長及新任會長

獎學金得主獎學金得主：：洪靖媛洪靖媛，，石石 琭琭琭琭，，於怡安於怡安，，
袁浩恩袁浩恩

介紹新校友介紹新校友

校園歌曲演唱校園歌曲演唱排舞表演排舞表演

QS161201C達福社區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
感恩佳節插花活動圓滿成功感恩佳節插花活動圓滿成功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
會于11月22日晚間6點30分，在達福
科技公司舉辦感恩節插花示範活動，
參與的世華姐妹及來賓們，都皆大歡
喜的完成佳作，為感恩佳節憑添新妝。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

會，此次插花示範活動，很榮幸的再度
邀請到陳惠卿女士來主持，陳老師在
2012 年曾為世華姊妹示範了非常獨
特的聖誕節的插花，引起了全場姊妹
熱絡的學習和交流，會後，與會者更是
驕傲的捧著自己的杰作，開開心心的

對 家 人
及 朋 友
展 示 自
己 的 成
果 。 今
年 的 創
作 也 不
例 外 ，
在 花 材
的 選 擇
上 別 有
風 格 ，
當 天 經
由 陳 老
師 的 精
挑 細 選
， 無 論

在顏色撘配或季節性的表
示，都能讓當晚的課程中展
露特色。上課前，陳老師已
事先完成2件作品，她使用
不同花器，在空間與花色配
置下，創作出不同的秋季盆
景，當姐妹們在陳老師的示
範指導下，果然不失所望，
花材雖同，造風卻各有特色
，大夥享受到學習，交流，及
創意的樂趣，一股花香，一
盆灩麗，一分成就，一分祝
福，這些都妝點在每朵嬌嫩
的花上;活動結束後，姐妹
們各自捧箸自己的花藍，高
高興興的回家，這不僅為感
恩節的桌上添加了美麗的
新妝，孟敏寬會長更鼓勵大
家將它擺飾在追人眼球的
地方，因為它是屬于姐妹們的唯一。

世華工商婦女會北德州分會，每
月都會舉辦會員活動，不論是專業性
講座、文化、知識、藝術方面或身心靈

的健康講座，公司參訪或是娛樂性活
動等，均為本地區職業及工商婦女提
供了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提升，並為會
員們在職場打拼之餘創造了溫馨的女
性互動。希望本地區有興趣的婦女踴

躍參加，大家一起來學習與成長。請
email至gfcbwnt@gmail.com 或來電至
：會長孟敏寬469-789-6858,副會長：
姚 台 冬 469-662-5983、 陳 韻 竹
214-680-8856.

創作與欣賞創作與欣賞，，世華姊妹與陳老師合影世華姊妹與陳老師合影

2016年11月26日，世華黎淑瑛總會長、施
郭鳳珠名譽總會長帶領著美南姊妹，拜訪達拉
斯北德州分會，當日，兩分會姊妹們在秋冬的暖
陽下，一同踏青達拉斯植物園。

花嫩人嬌，足跡在悠閒中交錯，一場感恩午
宴，表達了姊妹們的心聲，孟敏寬會長回憶6年

前的復會，淑瑛總會長 3 次遠赴達拉斯瞭解
情況並協助復會，而王寶玲榮譽會長臨危受
命，在短短二十天內舉行了復會大典，施郭名
譽總會長帶領了二十多位台灣的姐妹、淑瑛
總會長也率領美南姐妹一起到達拉斯共襄盛
舉，那一場復會之行，奠定了北德州分會今日

的基礎，因此，此次能與
北德州分會復會時的兩
位支持姊妹同遊，也是接
續感恩之緣。

黎淑瑛總會長此行
達拉斯，是她接任總會長
後第一個拜訪的城市，她
說：兩年任期將全力以赴
，並希望在任期內，讓全
球各地都能看到世華遍
地開花。淑瑛總會長此行
之後，下一站將到巴西，
接著到紐約、巴爾地摩分
會成立兩個分會，明年希
望能在俄羅斯、越南、新
加坡、柬埔寨等國家，都
有分會成立，如此，世華
的觸角將延伸世界，達到以
心懷世界、掌握脈動之宗旨

。
世華，這個優質的團體，是妳我共同的守護

，世華愛我，我愛世華。
(婦女會供稿)

沐浴秋冬之暖沐浴秋冬之暖、、踏滿達城之春踏滿達城之春
北德州分會致贈紀念品與陳惠卿老師北德州分會致贈紀念品與陳惠卿老師

北德姊妹與黎總會長北德姊妹與黎總會長、、施郭名譽總會長合影施郭名譽總會長合影

姊妹們沐浴秋冬之姊妹們沐浴秋冬之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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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中美論壇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h

173

社務委員：張紹遷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立家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范湘濤 張文基兼社長

陳憲中

美國總統大選終於落下幃幕，
結果跌破了許多媒體和政論家的
眼鏡；筆者前些時發表了兩篇文
章,認為川普有險中求勝的可能,但
自己的「高瞻遠矚」在看到選舉
結果出爐後也不禁拍按稱奇！

川普當選後,世界各地的文人墨
客對於他未來帶領美國的走向掀
起了一股預測風潮，既然大家都
有興趣瞎子摸象，筆者自然也想
趕趕時麾來摸摸象(共和黨 )屁
股,預言一下川普未來四年的走
向：

1.管制非法移民是當務之急，
接收穆斯林難民的可能性微乎其
微以保衛國內安全，改善全民健
保，大力更新國內的基礎建設，
減稅創造就業機會；讓美國再次
偉大不僅僅是口號。

2.他會學會老毛的「聯合次要
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戰略，
改善和俄羅斯的關係，採用老布
希對伊戰爭的策略，要求大家一
起出錢出力去消滅世界的主要禍
害IS。歐洲也會跟隨美國腳步，
減輕對俄壓力，敘利亞內戰可能
得到各方妥協解決,難民問題將有
所減輕。美國與日韓和歐洲各國

關係基本不會變,駐軍也不會改變但
人數將會逐年減少；在韓布署薩德
導彈計劃可能壽終正寢，和歐盟日
韓的聯合軍演也會逐年減少；簡而
言之，美國今後對外政策將會仿傚
中國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
獨善其身策略，減少對外軍事衝突
的可能性。

3.對中國將放棄武力遏制的亞太
再平衡策略，但經濟戰不可避免，
提升關稅，要求減少貿易逆差等
等；川普是靠宣布破產倒賬的老
千，他是否會故技重施,以同樣手段
向中國賴債，誰都沒法預料，此外

他還有更好的妙招，就是＂賣臺

＂；筆者在中美論壇169 期曾提及箸

名學者保羅.凱恩 (Paul Kane)的大文 
「To save our economy,Ditch Taiwan」
(捨棄臺灣救經濟 )，那篇文章自
2011年刊出以來一直沒有得到奧巴
馬的重視，現在商人川普領軍，見
錢眼開之下，也許他會和中國領導

人討價還價，以美國退出干渉臺灣

事務為條件，求取中國在某些方面

對美國的讓利。臺灣對美國而言只
是一根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
筆者認為川普會把臺灣待價而沽，
價錢對了立即放手，價錢不對就繼
續留在手中幫助美國消化老舊武器
(對臺軍售)。臺灣指望的TPP由於川
普當政變成了空中樓閣，靠國際貿
易生存的臺灣如不靠緊中國大陸,必
將在國際貿易中變成孤家寡人，實
在值得警惕。

4.由於美國不再願意當獨行俠，
聯合國的職權範圍將會增強加大，
今後要解決世界大事不是美國一錘
定音而是由更多國家來共商大計。
美國把替天行道的大把鈔票轉用在
國內教育,科學及建設上，美國的明
天一定會更好，美國仍然會是被世
界敬重的領航者；川普這位大嘴
巴，如果他真的能做到他所說的讓
美國再偉大，不僅是美國之福，而
且是世界之福，讓我們拭目以待！

後記:文章完稿後，越看保羅.凱
恩的文章越覺得他有道理，在此呼
籲川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好好為這
件世紀大事商量商量，美國從中國
的和平統一作出貢獻(不扯後腿)而
得到相當報酬，豈不是所謂的雙
贏？

◎范湘濤

Abstract
There are so much valid arguments and so many examples for the U.S. 
and China to collaborate.  Beyond the '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 where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greed to work together to reduce 
pollutions, there is a host of opportunities for the two great powers to 
collaborate. A few examples are discussed in this column. Our world 
has been poisoned by the 'hegemony theory' for too long; it is time for 
the world powers to understand 'world harmony' (世界大同 ) and 
explore collaboration rather than confrontation.
--------------------------------------------------------------------------- 

As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Day arrives, President Obama's two 
terms will draw to an end in a couple of months. What will his legacy 
be when he leaves the White House? This is a question many political 
analysts and historians will ponder, since Obama has had a miraculous 
rise to become the most powerful individual on Earth for the past eight 
years. In my view, President Obama's greatest achievement, which will 
be his legacy, is his effort dealing with '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 The fact that he had met with the Chinese leader , Xi Jinping, 
and successfully collaborated with China to mutually commit to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coming decades 
is the most positive accomplishment for the Obama Presidency. This 
effort induces the world to follow as evidenced by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Paris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 by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nounced at the G20 summit in September 2016 which no doubt will 
lead the world to pay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 thus benefiting the Earth 
and all its inhabitants.

The benefit of US-China collaboration is tremendous as we all can 
see in the handling of the 'Climate Change' issue. But where and what 
else can US-China collaborate for mutual benefits and world welfare? 
Amid much China bashing, American citizens seem to be brain washed 
that there is no way to collaborate with China other than target her as an 
enemy. The hostile rhetorics towards China uttered by the two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Trump and Clinton, in their campaign speeches 
are especially disappointing and misleading. On the above title 
question, I see an American phenomenon of burying our heads in the 
sand. People use outdated arguments and ignore the facts in assessing 

China; not only being inaccurate but also leaning towards blaming 
China for our domestic setbacks such as losing competitiveness in 
ou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even i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 
recent set of documentary films shown in Discovery Channel, 
entitled, Smart China (Exec Producer, Kyle Murdoch, Producer, 
Verity Mackintosh, Director, Robin Singleton and Presenter, Josh 
Klein, in youtube,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h8y3b5NTt-
0&feature=em-share_video_in_list_user&list=PLbPCj8kYQM0Dk-
gaL3WzQBczJ5PBok2Sq-) clearly depicted a correct impression we 
Americans should have, that is, the real challenge to the U.S. is how 
we may revitalize our industrial power by collaborating with China 
and treating China as a giant market place with talented people, 
manufacturers and consumers, rather than targeting China as an 
enemy. 

Where and what c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llaborate 
then? If we lift our heads up from burying in the sand, we can see 
that there are plenty of areas and specific projects we can work 
together for mutual benefits and for world prosperity. Let me list a 
few categories below and focus one or two domains for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

(I) Terrorist Threat: No doubt the Islamic terrorism has become a 
global imminent threatening which drive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refugees running away from their home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to Europe, America and elsewhere. China has a significant 
population of Muslims and years of experience in accommodating 
Muslims as Chinese citizens under China's constitution.  Naturally, 
China is very much concerned with the current 'terrorists problem'. 
From world peace and a long term point of view, it makes great 
sense for the U.S., China, and the EU leading countries to work 
together to deal with this issue.

(II) Maritime Pirating: It is amazing with today's advanced 
maritime technologies, we still see pirates capturing commercial 
ships in the open sea. The U.S. has the most powerful navy in the 
world; why isn't the U.S. making demands and providing protection 
on freedom and safety of navigation in the open sea? This is an 
action China and many Asian countries would appreciate more than 
seeing the US Navy conducting military exercises in the Asia pacific. 
The recent outcry of the Philippines' new President preferring 

Where and What Can the U.S. And China Collaborate? focusing on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foreign military alliances 
should make us rethink our Asia policy. More than 60% of China's trades 
depend on safe sea lane transportation. The U.S. Navy can easily lead a 
global maritime alliance to eliminate pirates and maintain ocean safety.

(III)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is emerging to become a developed 
country. She has decades of experience in trying to lift her out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y status. There are so many countries needing help to 
develop their economy. This is an area that the U.S. and China can 
perfectly collaborate to promote world prosperity and obtain mutual 
benefits as well. Opening dialogue and collaboration  will produce 
many win-win projects on Asia,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IV) Anti-Drug War: In a 2013 study, it is reported that an estimated of 
24.6 million Americans above age 12 were current illicit drug users which 
is an increase of 9.4% over previous year. The actual number of drug 
addicts in China is not known; estimates suggest that it is between 2.3 and 
20 million people. This may seem like a very small number when 
compared to China's population, but because of how fast drug abuse has 
risen, China may surpass other countries that currently have the most drug 
abusers. Both China and the U.S. are drug transit (and money laundry) 
regions and huge drug abuse market places. If the U.S. and China could 
collaborate in prevention, education, eradication, interdiction,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and law enforcement, the positive effects will be 
tremendous.

(V) Science Research and Space Exploration: The above mentioned 
Discovery Channel video offers convincing arguments that the U.S. and 
China should collaborate. On space exploration, the U.S. adopted the 
policy of excluding China when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was 
launched in 1998 as a seven nation joint project. China was forced to go it 
alone in space research. Less than two decades, China just demonstrated 
her capability of launching a space station of her own and the launching of 
manned spacecraft. In the past month, China has launched her Tiangong 2 
space lab and this month she demonstrated a successful docking of a 
manned spacecraft Shenzhou 11 (2 astronauts, a man and a woman) with 
the space station Tiangong 2. The EU space research organizations have 
expressed interest in collaborating with China, unfortunately there may be 
some system incompatibility issue. After witnessing China's achievement, 
even a layman can conclude that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 space exploration will be beneficial to mankind.

The above is just a few examples of a host of opportunities for the two 
great powers to collaborate. The world has been poisoned by the 
'hegemony theory' for too long; it is time for the world powers to 
understand 'world harmony'(世界大同 ) and explore collaboration rather 
than confrontation! 

在美國開車實為一大享受，道
路寬敞而管理良好，尤其開車的
大眾基本上都遵循一定之規，所
以即使碰上擁擠於途，只要不是
必需趕時間，還是很可以舒心愜
意。唯一大煩惱是，晚間常遇大

亮前燈的車輛（俗稱 "打高燈

"），無論它是迎面而來抑或尾
隨於後，都十分惹人討厭，雖然
警察開罰單，罰款也逐年加重，
但屢禁不止，民不惜財奈何以財
懼之？中國近年來財漸大、氣漸
粗，公路四通八達、車滿於市，
區區從來未敢在祖國開過車，好
像不止區區一人如此，熟識的朋
友個個如此說。想來這由於同胞

好漢們，皆受過多年"一不怕死

二不怕苦"的教育，肯定比外國
人勇敢，更不會在乎什麼罰款
了。

 晨間電視新聞，報告了男女
總統競選人的若干勢態後，穿插
幾條重要的世界大事，其中一條
簡述了中國推出新的交通規則：
夜間打高燈罰在高強燈光前面睜
眼瞪視六十秒鐘。驀聽此報導，
區區情不自禁如同心儀候選人獲
勝一樣拍手喝彩，中國這條立法
簡直是神來之筆！

誰知那幾位報告員在用贊賞語
調敘述這條新聞之後，緊接著又

故作輕鬆詼諧嘀咕一句："這似

乎有違人權！"隨即轉報別事。

雖然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發動侵
華戰爭的是日本軍人，但批准戰
爭的是日本天皇。有一種說法，
日本從東亞搜刮的黃金珠寶以及
千年古物很多都運到日本；美國
跟日本合作把那些東西當作 "戰
利品" 瓜分了，因此美國免除天
皇發動戰爭的罪行。美國這個做
法跟把中國的東北讓給蘇俄的做
法，和更早蘇俄和日本開戰把中
國的東北當作戰利品的做法如出
一撤，都是把自己的歡樂建築在
他人的痛苦中。

作為一個日本人那時沒有太多
選擇，因為主和派大敗（還曾經
有幾十個議員包括首相被少壯軍
人集體暗殺的事），天皇除了退
位以外，大概也沒有其它選擇。
所以只有台灣人不知道，世界上
的國家都把日本跟德國並列，不
是因為他們是協約國，而是他們
都是 "法西斯"。法西斯是什麼，
簡單的說就是極端專治的政府，
事實上就是個人獨裁。德國的那
個個人是希特勒，而日本的那個
獨裁者就是東條英機，天皇更是
主犯。

如果不是日本侵略亞洲國家，
台灣人不會被徵兵、不需要吃地
瓜簽，把大米都送去日本，把其
它物資都送去日本支持戰爭。台
灣人在日本武力的壓迫之下無法
反抗，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台灣
人被徵兵，回來的寥寥無幾，死
亡於戰場（跟台灣人完全不相干

的戰場，主要在東南亞）的台灣青
年人達到18 萬之多，台灣人忘記
了？所以說台灣人數典忘祖 - 忘了
你祖先從中國來的，還忘了自己跟
日本的深仇大恨！雖不是要台灣人
跟日本拼個死去活來，但至少不要
再用你的熱臉蛋去貼他們的冷屁股
了。

如果日本像德國一樣深切反省，
努力補回他們對亞洲人的虧欠倒也
罷了，但他們（尤其是在安倍領導
之下）又在走軍國主義的老路，這
就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同樣是
受到日本人壓迫侵凌的國家，韓國
人就有骨氣反抗日本，台灣人就毫
無骨氣，還把日本人當祖宗，這種
台灣人還自稱 "愛台灣"，實在教人
看不起。

今天，台灣人還是看不起大陸
人，但是你要知道，你所看不起的
是四十年前的大陸人，不是現在的
大陸人。幾年前，大陸人已經開始
改變他們對台灣的看法了，不光是
因為現在大陸有十二個省份的 GDP 
高於台灣，更是因為他們在文化建
設上的急起直追。看看杭州的例
子，如果你兩年內沒去過杭州，真
誠的建議你去走一走，住一、兩個
月，體會一下。杭州會被選作G20 
的地點不是沒有道理的。

大陸人承繼滿清革命以來的精
神，雖然中間有走錯路的時候，包
括軍閥割據、共產黨裹和外國（蘇

俄）的動亂、和文革時的倒行逆
施，但總體來說，它終於走到一條
正道上了。它也在試著為人民謀福
利，只是千年的問題不能靠幾十年
來解決。中國走上了復興之路，就
跟歐洲在千年黑暗時代後終於在十
五世紀走上了文藝復興的道路一
樣。西方經過三百年的努力，斷頭
台殺人無數，才終於開啟了兩百年
的光輝。中國才走多久？中間還有
那麼多已開發的海盜國家擋路，走
到今天不容易；我相信中國終究會
復興，尤其是90/00 後的年輕人，
他們沒有包袱，更愛國。看看幸福
指數，西方人調查的，中國人 82% 
感到幸福，而美國不到 40%。今天
的中國比"九一八"事變前的中國要
團結得多，那時是一盤散沙。這才
是美國、日本要醜化和打擊中國的
主要原因，因為他們知道，如果在
中國富強以前不把中國打趴，他們
就沒有機會了。時間也許一、二十
年，也許一、兩百年。但不重要，
重要的是中國一定會復興。

外國人（西方人和親西方的人）
一百多年來一直在貶抑中國，用
"輿論"和所謂的"普世價值" 等等
來醜化和打擊中國的一切，但是中
國還是忍辱負重，在過去三十多年
來一直讓西方這種中國威脅論跌破
眼鏡，就是沒有變成他們所期望的
七塊論，反而在美日（還有其它西
方國家）的逼迫下越來越強。當正
面的打壓失去作用的時候，就有人
用 "民主、集權" 來作比較。問題
是美式民主在過去幾十年來造成了
多少國家人們的流離失所，歐洲穆
斯林難民不就是美國在推行茉莉花
民主革命造成的嗎？三個國家共有 
900 萬難民，這個數字不算小吧？
那些國家過去在公知和美分們所說
的 "集權統治" 之下，安居樂業
（看過去的利比亞、敘利亞、伊拉
克、阿富汗人們的生活就知道，不

但區區的腦子停留於此良久。
中國頻年施政中，確有不少侵

犯人權，惹得內外非議，但應逐
事分析據情而論。像上述交通新
規，揆情度理有什麼不妥？打高
燈，畢竟不是殺人放火，你總不
能置其於死地；可以加重處罰，
一增再增總有個頂限吧，而那些
男女好漢囊中多金，不怕，你怎
麼辦？現要其嚐嚐一分鐘強光照
射的滋味，於身體無害，於事體
有益，讓他（她）們切身領會強
光如何影響視力，應該有助於他
（她）們今後的不打高燈。這跟
人權的帽子有什麼關係呢？

 吾人都知道書本是好東西，

但記得孟子曾講過"盡信書不如

無書"。同理，人權是好東西，
但人權也不能迂腐拘泥，碰到什
麽尷尬都扯人權來作擋箭牌或攻

擊器，那就"盡信人權不如無人

權 "。需要井然有序的方便交
通，屬於共同的人性，這是人性
之善；只圖自己痛快不顧別人死
活，亦屬人性，是人性之惡。懲
惡揚善是政府之責。用人權來指
責善政，表明尚未真正懂得人權
和人性；當然，歪打正著的拋出
一條善政，未必意味著已經懂得
了人權和人性。人性之不彰，人
權奚以張？

盡信人權不如無人權   
◎王敬之

意識型態 普世價值
 醜化不了中國崛起

◎和田

要再睜眼說瞎話），而現在都民
不聊生。民主的光環已經幻滅。
再加上美國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
本身造成的一次又一次的全球經
濟危機，現在大家也都知道那是
美國在剪羊毛去資助美國自身財
經的精密設計，也凸顯了美式民
主的破滅。美國這次大選為什麼
川普會有那麼多支持者，並不見
得那些人都支持川普的政策，而
是他們反對原有的制度。那麼，
民主真的就比所謂的 "集權 "好
嗎？請大家真心的思考一下。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該用
偏見（意識形態）直接指民主優
於專制，來打擊中國。應該好好
研究到底你們所說的中國的專制
是什麼樣的專制？其實那個專制
跟日本當年的軍國主義的專制有
很大的分別，自己去網上查考一
下再說。這就像台灣式的民主是
不是真正的民主，還是叫民粹更
為合適。要了解民主是什麼，先

去看雅典和斯巴達的 27 年的伯羅
奔尼撒戰爭，你會更清楚。不要以
為台灣自己叫自己民主就是真的民
主，在我這個沒黨沒派的人看來，
台灣式的民主是黑道民主，是多數
專制。所以不要用你四十年前對毛
澤東專制的認識來看現在的中國，
你一定錯。

反過來說，美國曾經是世界上最
美好的國家，因為他基本上主持 
"正義"。但隨著美國越來越像羅馬
帝國後期，國力日分，除了武力以
外，已無法再繼續主持"正義"（很
多美國所說的正義還是在美國控制
世界輿論之下自己給自己臉上貼金
的），尤其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
把美國的真正意圖打出來了（就是
要控制世界），加上敘利亞戰爭，
美國更是灰頭土臉。如果你現在還
認為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你就
是像把頭埋在砂礫裡的鴕鳥一樣，
故意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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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北京，霧霾散了，釣魚台的秋色比春天還要明媚絢
爛，紅楓盡染，銀杏金燦，參天古樹下，碧草萋萋與流水相擁
。載滿海外作家的大巴車，像在一幅慢慢打開的長畫中徜徉，
不遠處的亭台和石橋都成了畫裏的點綴。釣魚台的芳菲苑，古
樸典雅，沒有喧鬧的金碧輝煌，自然隨意間透出一份低調的奢
華。在這裏曾接待過多少外國元首，簽署過多少建交公報，頒
布了多少法規法令，我不知道。

有人提起陳瑞琳，我耳畔突然響過一陣響亮的贊歎，那是
好多海外作家發自肺腑的聲音。2016年11月，我在釣魚台參
加”第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的開幕式，再次與瑞琳相逢，
她依然光彩照人，也依然平易近人。在大會閉幕式上的”中山
文學獎“頒獎儀式上，瑞琳收獲了”伯樂獎“，衆人都說，這
個獎對她是名副其實，衆望所歸！拿大獎對她並不陌生，在
2009年的”首屆中山文學獎“，她就以一本精美而厚重的散文
集：《家住墨西哥灣》摘得了桂冠。

文學之路漫長而艱難，瑞琳一步步走來，履曆可謂金光燦
耀。12歲就在在《西安晚報》上發表小說，15歲被西北大學
破格錄取，意氣風發的少年大學生！拿下文學碩士後，任教於
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曾合作出版學術著作《中國現代雜文史
》、《中國當代文學》、《神秘黑箱的窺視》等。1992年，瑞
琳跟隨丈夫到了美國，初到異鄉，步步維艱，斷不了的文學夢
讓她在疲憊中提筆，作品在北美及國內各大報刊頻頻亮相。出
版域外散文三部曲《走天涯》、《“蜜月”巴黎——走在地球
經緯線上》、《家住墨西哥灣》。2000年散文《他鄉望月》獲
《世界日報》暨洛杉磯作協聯合徵文首獎。散文《巴黎尋夢》
榮獲2005年“全球華人旅遊文學徵文大賽”優異獎。2005年
榮獲中國《文藝報》評選海外唯一“理論創新獎”。2009年
《家住墨西哥灣》榮獲第一屆《世界華人週刊》傑出作家獎。
2010年榮獲台灣僑聯 “海外華文著述獎”小說類第一名。

創作之餘，陳瑞琳也不忘發掘新人，在”北美文學評論
“這塊荒地上艱難耕耘，嘔心瀝血，以其獨特的視角，關注海
外新移民文學的創作。2005年編著北美新移民作家首部小說專
輯《一代飛鴻——北美中國大陸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說精選述評

》，2006年成都時代出版社出版《橫看成嶺側成峰——北美新
移民文學散論》，2011年出版《當代海外作家精品選讀》。作
為北美文學的拓荒人，她頻繁行走於中美兩國。她是休士頓
《新華人報》發行人兼社長。曾任海外新移民作家國際筆會會
長，同時兼任中國南昌大學、北京語言大學、陝西師範大學等
校客座及特聘教授，國際漢學研究員。2011 年 3 月中央四台
“華人世界”特別播出“鑿碑立傳的文學女人” 專訪節目......

看瑞琳的簡曆和資料，一定以為她是個不苟言笑，一本
正經的學者，現實生活中，她時而活潑開朗，時而風情萬千
，瑞琳不僅筆下風景如畫，其口才也極佳，我喜歡聽她演講
，詼諧幽默，妙語如珠，聲音悅耳動聽，像晶瑩通透的碧玉
互撞時發出的清脆。

我讀過多篇瑞琳的散文，字字珠璣，文采斐然，頗有大
家之風範。她如果專注於一個人的創作，定會開辟出遼闊盛
大的天地。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她把大半的精力傾注在海
外文學的推動，對新人不倦的推薦和發現。記得從1999年開
始，她就在《僑報》上撰寫“海外新移民作家掃描”，十多
載冬去春來，花開花謝，她一直在燃燒著自己，照亮海外的
華語文壇。

為了把海外華文學推向國內，到底給多少海外作家寫過
評論？瑞琳自己都數不清楚。多年前，我也希望瑞琳給我寫篇
評論，但是疏忽了她的超負荷勞動。2005年秋天，為了給《一代
飛鴻》書中的幾十位作家寫評論，晝夜的伏案辛勞，使她患了嚴
重的肩周炎和椎間盤突出，疼痛像隱藏在身體裏的一條蛇，常常
出其不意地咬她幾口，逼得她無法安坐，不得不站起身子來讀書
和寫作。

前些年我有新書出版，希望瑞琳能為我寫一篇書評，瑞琳幾
次都婉言拒絕 ，一來因為疾病纏身，二來擔心自己把握不准。相
信許多海外作家跟我一樣，有過類似的經曆，心裏多少淌過一些
失落和鬱悶。但是只要你一直堅持創作，有了進步，瑞琳就會來
鼓勵你，為你打氣。機會到了，她會向你打開一道門，讓你走進
一片最新的風景，至於能爬多少山，趟多少水，那便是一個人的
能力和造化。我的兩部長篇小說：《霧城》和《彼岸紫薇》，就

是因為瑞琳的推薦才得以出版。2014年秋天，我參加了在南昌舉
辦的”海外作家新書簽售會“，也是瑞琳給我的機會。我知道，
若是依靠一己之力，去舉辦新書簽售會，那是一件勞力傷財的事
。現實就是這樣，作家沒有名氣，不能給出版社帶來現場效益，
誰願意為你浪費時間和金錢？

創作中遇到的困惑我也願意同瑞琳交流，瑞琳會直言不
諱地指出來。這次在北京參加“世界華文文學大會”，大會
安排去故宮文化考察，在車上正好跟瑞琳坐在一起。她說我
最大的毛病是精力太散，創作不夠集中，小說，散文，詩歌
，什麽都在寫，什麽都不夠突出，國內文壇怎麽給你定義？
時光匆忙而去，必須在有限的生命裏做好一件事。我告訴瑞
琳，如今出版非常艱難，否則我會專注在長篇小說上。為什
麽頻繁寫短篇小說和散文，因為可以在幾家海外報刊上發表，
多少也是一種鼓勵。對於我，如果不能發表就算沒得到承認
，就沒有寫作的動力。看來還是心不夠安靜，”非甯靜無以
致遠”，瑞琳希望我能徹底靜下來，好好思考未來的路。她
說我已經在海外發表了諸多文章，多一篇少一篇已經沒有太
大意義，關鍵是質量的突破。她一針見血地向我和另一位作家指
出：你們寫法過於傳統，如今國內文學期刊競爭激烈，你們缺乏優
勢。

談及創作，瑞琳感慨自己的時間並不多，過去的精力都用來
扶持海外作家，而自己一堆計劃無法實施。瑞琳是我們（海外作家
）的良師益友，我們也應該愛護她，鼓勵她專心創作，給文壇留下
自己獨特的聲音。

車內突然靜了，不覺間故宮就在眼前。瑞琳對衆人說：“陳河
寫了一部《甲骨時光》拿了中山文學大獎，我鼓勵你們寫一部《故
宮時光》。我記得故宮單院長希望海外作家拿起筆來寫故宮。“

故宮的紅牆金瓦走進我們的視野。雕梁畫棟的宮門外，柿
子紅了，銀杏黃了，一石一窗，一草一葉，都凝固在秋天的
斑斕和厚重裏。我們站在時光之外，聽見有一種浩歎穿越了
千年。

作者：孟悟
相聚北京：又見陳瑞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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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Scotland）簡介
蘇格蘭是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
ern Ireland）屬下的王國之一。它位於大不列
顛島的北部，三面環海，東濱北海，西北臨大
西洋，西南為愛爾蘭海，除本土外尚有790個
島嶼，海岸線總長3,700公里。蘇格蘭全境多
高地河谷，有局部平原，土壤肥沃，煤鐵儲量
豐富。“蘇格蘭”“Scotland”源自拉丁文
“Scoti”，意為蓋爾人（Gale）的土地”。
“蓋爾人”即為今日之蘇格蘭與愛爾蘭人。

蘇格蘭地區有人類定居的歷史約在 9500
年前，不過，蘇格蘭歷史的文字記載大多源自
古羅馬佔據大不列顛島嶼時期的記錄。當時，
英格蘭和威爾斯是羅馬帝國的一個省份，稱為
不列顛尼亞（Britannia）不列顛尼亞之北，也
就是現今蘇格蘭的部分，被稱為加勒多尼亞
（Caledonia）不被古羅馬管轄，是皮克特人
（Picts）居住的地區。因此可以說，在1707年
以前，蘇格蘭王國一直是一個獨立自主的王國
。

蘇格蘭與英格蘭的結合始於 1603 年。當
時，原本的蘇格蘭王詹姆斯六世（James VI of
Scotland）繼位成為英格蘭王，是為英格蘭的
詹姆斯一世（James I of England），並將原屬
於他名下的蘇格蘭王國與英格蘭合並成為共主
聯邦。1707 年，聯合法案（Act of Union）通
過，蘇格蘭正式與英格蘭合並為一個國家，成
為大不列顛王國（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雖然在外交、軍事、金融、宏觀經濟政策等事
務上，蘇格蘭是受到位於倫敦的英國國會管轄
，但是對於內部的立法與行政管理上，蘇格蘭
仍擁有一定程度的自治空間，蘇格蘭是大不列
顛聯合王國內規模僅次於英格蘭的地區。
愛丁堡（Edinburgh）簡介

位於蘇格蘭東南部，濱臨北海的愛丁堡,
是蘇格蘭的首都，也是蘇格蘭僅次於格拉斯哥
（Glasgow ）的第二大城。由於它崎嶇壯觀的
地形，與市內多項中世紀與 18、19 世紀之建
築，愛丁堡常被認為是歐洲風景最美的城市。
在歐洲18世紀的啟蒙運動裡，在愛丁堡大學
的率領下，愛丁堡是該運動的主要城市之一，
因此為該市贏得了“北方的雅典”之尊譽。
1995 年，愛丁堡的老城與新城同被列入聯合
國教文科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目錄》。它也
是今日大英帝國版圖內,僅次於倫敦的有最多
遊客造訪的地方。全市面積約100平方英里，
人口約48萬人左右。

愛丁堡最早有人類居住的時間大約是在銅
器時代。後歷經鐵器時代，與從中歐過來的賽
爾特（Celtic）文化之洗禮，後來又受到日爾
曼文化的影響。到了12世紀時，愛丁堡已發
展得很像樣了。1492 年，蘇格蘭的詹姆斯四
世國王將皇宮從斯特林（Stirling） 遷到愛丁
堡的聖十字架（Holyrood）區，並將愛丁堡定
為首都。

文藝復興時期，愛丁堡不斷在經濟上與文
化上發展昌盛。由於它是歐洲18世紀啟蒙運
動的中心城市之一，許多有名的蘇格蘭作家如
David Hume， Walter Scott， Robert Burns，
James Hutton， David Wilkie，Adam Smith 均
聚集於愛丁堡，且皆長期在此居住、工作，使
愛丁堡成為蘇格蘭與歐洲知識分子思想的先導
。有名的偵探小說《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 ） 的 作 者 多 爾 （Sir Arthur Conan
Doyle） ， 《 金 銀 島 》 （ 《Treasure Island
》）與《兩面人》（《Strange Case of Dr. Je-
kyll and Mr. Hyde》）的作者斯提文生（Rob-
ert Louis Stevenson）皆與愛丁堡息息相關。近
年來，膾炙人口的兒童暢銷書《哈利波特》
（《Harry Potter》）的作者羅琳（J. K. Rowl-
ing ）也是愛丁堡的居民。愛丁堡被聯合國教
文科組織宣稱為第一個教文科組織的“文學城
”。

愛丁堡老城區與新城區的建築尤為出色。
老城區多為中古時期的建築，新城區則是一連
串喬治亞時代（英王喬治一世至四世，18 世
紀中葉至19世紀初）的大建築。街道的佈局
也與許多北歐的城市相似。市內有許多大教堂
、大博物館與圖書館。

早上 8：30 從蘭卡斯特出發，車子上了
M6北高，直奔愛丁堡。M6高速是一條三線公
路，但由於地形關係，公路相當彎曲。車子經
過丘陵地帶密密茂茂的林區，也經過了一些視
野廣闊的原野。綠油油的草地上，滿是一群群
胖嘟嘟的小綿羊。領隊安妮說，木材在蘇格蘭
是很重要的工業，每砍伐一棵樹，必須補種三
棵以維繫木材之來源。至於那些羊群自然是與
蘇格蘭著名的羊毛工業有直接的關系了。她還
說愛丁堡也是製造大郵輪的產地。如女王瑪麗
二世（Queen Mary II）號巨型郵輪便是在愛丁
堡建造的。我們的車子先在中途Morecambe一
間大型的休息站讓大家小憩。這間M6高速公
路上的休息站規模相當大，可以與美國高速公
路上特大的休息站比美。看來去愛丁堡的公路
一定是遊客眾多的一條路。復上車後，約11:

30 左右我們來到了蘇格蘭境內的邊境小鎮綠
色的格裡特納（Gretna Green）。
綠色的格裡特納小鎮(Gretna Green)

綠色的格裡特納是蘇格蘭南部與英格蘭
交界的一個村鎮，靠近埃斯克（Esk）河口。
歷史上也是從倫敦到愛丁堡的鐵路進入蘇格蘭
後的第一站。不過，綠色的格裡特納最有名的
是歷史上，這裡是未成年少年男女私奔的天堂
。1753 年英國國會通過的婚姻法是男女雙方
若不滿21歲，他們的婚姻必需經過雙方家長
之同意，但蘇格蘭並不在此法律條文管轄的範
圍之內。在蘇格蘭，男方可以祗有14歲，女
方 12 歲便可以結婚，不需經過家長同意。
1929年開始，男女雙方皆需滿16歲，仍不需
家長同意。今日，在英格蘭與韋爾斯的合法結
婚年齡是18歲，16歲則需家長同意。在這些
改變之前，這個蘇格蘭境內的第一個小村落，
便成了那些從英格蘭私奔出來的少年男女結婚
的地方。村裡的一家鐵匠鋪，約建於 1712 年
，便成了這些私奔者結婚的禮堂。蘇格蘭法律
規定，祗要有兩個証人在場，不必是牧師、神
父或法官，任何人皆可以主持婚禮。因此，這
家鐵匠鋪裡的鐵匠便經常充當了私奔少年男女
婚禮的主婚人。

由於這個多年的傳統，綠色格裡特納至今
仍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舉辦婚禮的地方。據估計
，每年約有五千場婚禮在此鎮舉行。在蘇格蘭
的婚禮中，六分之一是在綠色格裡特納舉行的
。

這是一個很小的村莊。我們被帶到一棟棟
有點像室外商場的地方。一間間的大小商店在
販賣蘇格蘭特產：羊毛衫、格子羊毛圍巾、奶
油餅乾等等，一應俱全。也有好幾間咖啡廳之
類。在商店外面的牧場上，還看到幾頭長毛披
肩的“蘇格蘭牛”。大家隨便逛了一下，買了
點小紀念品。

上車後，一點來鐘，車子進入愛丁堡市區
。我們在市中心下車後，領隊給大家一點自由
活動時間，隨便看看。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一
棟棟高大宏偉的古建築。我們順道走向河邊公
園。公園內之大鮮花圃真是明艷照人，太可愛
了。風和日麗下，公園內，除了外地來的遊客
外，也有不少本地居民推著嬰兒車，或躺在草
地上，享受一下如此美好的陽光。在公園裡，
有一座極為宏偉的紀念塔。起先我還以為是蘇
格蘭的國王之類，待走過去看看，才發現，這
原來是蘇格蘭大文豪斯高特（Sir Walter Scott
）的紀念塔。

斯高特（Sir Walter Scott，1771-1823）
斯高特是蘇格蘭最有名的一位歷史小說家

與詩人。在他的有生之年，其作品已經風靡了
全歐洲。他也是第一位的英語作家在生前即已
享譽國際。他的名著有：《Ivanho》, 《Rob
Roy》, 《The Lady of the Lake》, 《Waverley
》, 《The Heart of Midlothian》, 與 《The
Bride of Lammermoor》等 。

斯高特出生在愛丁堡的舊城區，兩歲時得
了小兒麻痺症，使他終生跛足。他從愛丁堡大
學畢業後，成為一個律師，25 歲便開始寫作
，起先是翻譯德文詩，收集蘇格蘭民歌民謠，
繼而創作寫詩。他辦了一個印刷公司，開始陸
續印行他的作品，也使他在文學界嶄露頭角。
1803 年他的第一部主要的作品《Minstrelsy of
the Scottish Border》問世。1805年他的《Lady
of the Last Minstrel》使他名聲大噪。在以後的
20 年裡。斯高特出版了許多部小說。他翻譯
的德文詩有一部分被舒伯特（Franz Schubert
）譜成音樂。其中有一首《Ellens Dritter Ge-
sang》就是眾所周知的《舒伯特的聖母頌》
（《Schubert’s Ave Maria》）這座有點像歌
德式教堂尖塔形狀的紀念塔真是氣派極了。塔
尖高聳雲霄，塔身原是由白色大理石砌成，但
由於久經風吹雨蝕，現已呈灰褐色。導游說，
愛丁堡政府已有大工程整修使之恢復原貌的計
劃。不過，即令如此，亦絲毫不減其笑傲群倫
的架勢。紀念塔內有一座斯高特的巨型坐像。
抬頭望著這座紀念塔，不由想到，我們從小到
大，在台灣在大陸，公園內，馬路中，校園裡
，所見到的大小塑像，除了政治領袖還是政治
領袖，什麼時候見到過與政治權力無關的作家
、科學家、藝術家的雕塑像？更何況是在一個
首府市中心最多遊人的大公園內，且又是如此
規模！近年來去中國旅遊，在某些“景點”內
，也曾看到過白居易、李白、杜甫、蒲松齡的
雕塑像，不過那也是因為某“景點”是以該作
家之名招攬觀光客，在景點內增添一些附屬品
而已。

下午車遊愛丁堡舊城區與新城區的市內遊
時，當地的一位導遊在車上一路為大家介紹道
旁的建築與無數名人住過的房子，如《金銀島
》的作家史提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
發明電話的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等
等。來不及聽，來不及看。舊城區與新城區的
建築各有千秋，令人目不暇過。愛丁堡真是一
個相當有特色的城市。四點來鐘，我們入宿聖
十字架酒店。

文/夏曙芳
愛丁堡巡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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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副 刊1124D09

深秋歐陸河航遊，縱貫三邦奧德荷; 遊山玩
水逾半月，見聞勤庸與窮奢。

繼今春四月易北河之遊，十月又上了河輪
，從奧地利的維也納 Vienna往北航行3478公里
到荷蘭的阿姆斯特坦Amsterdam，行程15天，
縱貫歐陸三國；奧地利，德國，荷蘭，而旅程
經過的大部分都是在德國境內。 這次有了易北
河河航經驗，河航是：閒適而沒有海浪的風險
；沿河小城，古堡教堂，有歷史文化背景；靠
岸碼頭附近就是小鎮市中心，散步逛街，採購
小酌，悉聽尊便；少了航海大郵輪的繁華喧囂
，多的是安憩溫馨：眾多老人相聚，談天說地
，話題投機；飲食不油膩，但少了龍蝦羊蹄；
河輪上服務人員殷勤有禮，為老人設想周到。
每天換碼頭，每天看新市景；沿河一片秋景，
賞心悅目；船上節目安排，緩急有序，很適合
老人的旅遊心態，原本就是出來散心找樂趣，
不是來衝鋒陷陣急行軍。

這次旅遊經過歐陸三條河：多瑙河 Danube
，美茵河Main及萊茵河Rhine，及一條連接三
條河流，於1992年才完成的運河，長170公里
，16道閘門。 這條運河開通了自北海經歐陸到
黑海的航道，可通行三千噸貨輪。 這條運河的
行經路線，開挖及通航有近二百多年的辛苦歷
程。

運河是我響往的觀光重點。 學土木的，喜
歡看看各地有名的土木建築。 運河的開鑿都是
超大型工程，都經過深思熟慮，巨額投資，及
地方人士的配合。 多年的籌畫、設計、興建才
有的成果。 世界上最有名的幾條運河：國內的

京杭大運河，首屈一指，長1794公里，又最老
，完成於西元618年。 蘇彝士運河，長172.5公
里，1869年完成。 巴拿馬運河，長81.3公里，
1914年完工。 這一條經過多瑙-美茵-萊茵河的
歐洲內陸運河，還排不上世界上最有名的，但
可能是近年來新完成的航道。

多瑙河–發源於德國黑森林區。 歐洲第二
大河，次於俄國的窩瓦河 Bonra。 全長2857公
里。 流經德，奧，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羅埃
西亞，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摩爾
多及烏克蘭等十國。 上游段是從源頭至匈牙利
門，長966公里。 中游段自匈牙利門至鐵門峽
穀，長900餘公里。 下游段從鐵門峽穀以下河
段至黑海出口。

我們這次旅遊是從維也納開始，朝北逆流
方向沿多瑙河的上游河段。 也有旅遊河航路線
是航行於多瑙河的中、下游河段。 從維也納向
南順流經匈牙利，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羅
馬尼亞，保加利亞至黑海出口。 中、下段河航
游程大約是13天左右，經過以前的東歐共產國
家，經濟情況較差，我對這段旅程也是很有興
趣的，可以幫助瞭解在巴爾幹半島上的人文、
山川地貌，為什麼在這裡不到一百年就有一次
戰爭的發生，最近的一次戰爭是發生在
1996 -1999年間的科索伐Kosova戰爭。

美茵河， Main-發源於德國境內的菲希特
爾兒山。 全長524公里。

萊茵河 Rhine發源于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區
。 全長1232公里。 從美因茲Meinz到科布倫茨
Koblenz的這段萊茵河道,兩岸多城堡, 山坡種葡

萄，是葡萄美酒產地。被評為萊茵河上風景最
優美的地段。

現代的徐霞客，此間夏曙芳女士在10年前
就來過這裡，沿著這條路線經過的幾個重點城
市，像維也納，阿姆斯特丹等，都有詳盡的報
導。 這是我們第三次讀了她寫的遊記而作的旅
遊計畫，事先就知道旅途中能看到那些沿途景
致，先對將經過的地區有了期望的準備，省了
很多時間去研讀各地景點的歷史背景。

維也納-從華盛頓飛維也納，在富蘭克福轉
機，第二天中午就到維也納。 GCT旅行公司派
人在機埸接機後，就把我們送上船。 船名M/S
RIVER ADAGIO，排名第26, 不是最豪華的，
而是GCT公司最大的一條船，可滿載164位遊
客，這次祗有140位遊客。 船上有三位導遊。

維也納來過多次。 1994年來此住過四，五
天。 對維城，這個 「音樂之都」有很好的印象
。 維城是奧地利共和國的首都，多瑙河穿過市
中心，都市人口不到二百萬。 風景優美，地極
人靈，吸引不少有名的音樂家來此。 從18世紀
開始，奧國的皇親貴族都熱愛音樂，這裡就變
成擁有音樂水準最高的都市。 環境製造人才，
此話非虛。 這些有名的音樂家都不是土生土長
的，而是從別地方慕名而來的，而是在這裡培
養出靈感，寫出了優美的樂章。

船上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作維也納市區
觀光遊。 維也納有三寶；除音樂之都之外，西
班牙的馬術表演及著名的咖啡。 我們去參觀飼
養白馬表演馬術的場地，沒有機會看表演，導
遊告知訓練這些白馬，煞費心機。 冬季還要有

心理醫生專門治療馬匹對嚴寒氣候的憂鬱症。
烹煮咖啡技術，則是從土耳其人統治時期學來
的。

維也納在1873年的第五屆世界博覽會，就
展現了空前的具有巴格克藝術風格的市內建築
設計，成為當時現代主義為代表的文化顛峰，
包括了建築，音樂及新的哲學思想，弗羅易德
的精神分折等。

維也納有名的觀光重點：斯蒂芬斯大教堂
， Schobrunn宮，霍夫堡宮，貝爾弗第宮(又稱
美景宮)，國家歌劇院，每年一次 「維地納新年
音樂會」的法定場所，金色大廳，及博物館等
。 Schobrunn宮，庭園佈置及有1441間房間的
宮廷建築是維也納的最佳觀光勝地。 1961年，
美國總統甘乃迪與蘇俄的赫魯雪夫曾在這裡會
面。

下午的節目安排有一埸演講，由敘利亞逃
難到維也納來的一位年青人談他自已從2012年
離開敘利亞的Aleppo到2015年11月才安抵維也
納的經過實況。 他設計逃出設在土耳其境內的
難民營。 認為敘利亞的這場超過五年多的內戰
，有太多的利益團體都為自己利益著想，休管
當地人民死活，這也包括了敘利亞當政的
ASSAD 總統。 這位年青人帶了歐元2000元，
由黃牛引路，經土耳其，希臘，科索伐，塞
爾維亞，匈牙利，到奧地利。 路程艱險，曲
折，幸虧年輕又會英語，終於逃難成功, 他現
在在維也納讀大學。 (待續)

深秋歐陸河航游
文/王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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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99醫生專頁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Dr. Bright Chen, DPM, AACFAS
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伯克利大學學士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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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慶祝傳統節日
印度教信徒點油燈紀念故人

尼泊爾加德滿都，尼泊爾傳統的Balachaturdashi節到來，印度教信徒點亮油燈,

紀念已故親友。

智利肥皂盒汽車大賽舉行
搞笑改裝車創意無限

智利聖地亞哥民眾

參加2016年紅牛“肥皂

盒賽車比賽”，各種搞

笑改裝車展現參賽者的無限創意。

俄羅斯海岸大批海象堆疊如山 景象壯觀

2016年11月28日訊（具體拍攝時間不詳），俄羅斯野生動物攝影師邁克· 克洛斯特列夫在楚科塔地區的普萬卡列姆海角

讓人驚嘆的場景，數以百計的海象躺在海灘上，堆疊如山。

日本北九州市壹家名為“太空世界”的主題公園11月27日暫時關閉了冰凍有大約5000條魚的滑冰場。共同社報道，園

方從魚市購魚埋入冰層，希望打造出遊客和魚群壹起在海面上滑行的效果。不少人譴責該做法“殘忍”“令人厭惡”。有批

評說，“魚很可憐”“看著很不舒服”，網上還出現了“魚是活生生被凍住”的傳言。 園方相關負責人為此道歉說：“對

於那些感到不快的人們，我們表示道歉。”園方取走魚後，滑冰場最快將於下月重新開放。圖為11月12日拍攝的營業中的

“太空世界”的主題公園滑冰場。

日本滑冰場冰面下日本滑冰場冰面下
鋪鋪55千條魚被批千條魚被批““殘忍殘忍””

11月29日，三星電子表示，將提高

派息，並考慮對公司進行重組，以應對

日益高漲的要求進行大力度治理改革的

呼聲，但未確認公司將分拆。

《華爾街日報》報道稱，三星電子

表示，將把所持現金中超過70萬億韓元

（約合598億美元）的部分返還給股東

，並委任一位具有全球經驗的新獨立董

事。9月末，三星電子扣除債務後的現金

略高于70萬億韓元。

三星還承諾，將至少花費6個月時

間來研究建立一個控股公司結構，讓公

司股票在其他國際交易所交易的可行性

。

在來自投資者的壓力下，三星電子

稱作“綜合路線圖”的股東價值提升舉

措出台。在過去數年中，投資者、尤其

是海外機構，要求三星電子增加現金回

報發放、重組公司、委任更加多元化的

董事。

這是三星對美國對衝基金、激進投

資者艾略特對衝基金管理公司（Elliott

Management Corp．）的提議所作出的回

應。

今年10月，艾略特對衝基金管理公

司就建議三星通過拆分，以提升股東的

股權價值。這家對衝基金希望，三星電

子拆分爲一家控股公司和一家運營公司

，派發260億美元的特別股息，並承諾

將至少75%的自由現金流返還給投資者

，且同意任命部分獨立董事。

該基金認爲，分割和簡化公司的結

構，將更容易估計三星公司的資産，因

爲三星集團的營運項目非常廣泛，且彼

此交叉持股，創造了複雜的持股網絡，

從航運、電子、重工業到保險都有涉足

，投資者很難了解每家公司的實際價值

，也會影響投資意願。

艾略特基金10月首次提出該建議後

，一度令三星股價大漲5%，推至紀錄高

位。艾略特當時持有三星0.62%股權。這

家270億美元的對衝基金亦質疑三星的

企業治理情況，並稱這個家族企業應增

加三名新的獨立董事。

艾略特基金在10月份時表示，新拆

分出來的控股公司應考慮與三星集團旗

下的子公司三星物産進行全股票式合並

。三星物産在去年的一場股東紛爭中成

爲艾略特的維權目標，但其最終未能阻

止三星物産與姊妹企業第一毛織的合並

計劃。

當時也有投資方支持艾略特的提議。

路透社 10月的報道中提及，三星

電子另一投資方——荷蘭退休基金彙

盈資産管理公司對艾略特的提議持正

面看法。

“他們（艾略特）的提議有助于提

高三星電子的公司價值，”荷蘭彙盈駐

香 港 、 負 責 企 業 治 理 的 主 管 Park

Yoo-kyung對路透稱，“艾略特沒有提出

過分的要求，他們的要求符合常理。”

Park稱。

目前，三星已經出售了其非核心資

産，並在2015年推進了兩家子公司的合

並，以便將關鍵子公司的股權整合到由

李在镕和他的兩個姐妹控制的一家公司

下，因李氏家族希望確保控制權的穩定

交接。

李氏家族和三星集團都沒有對重組

計劃發表看法。但是自李健熙2014年 5

月因心髒病隱退、其子李在镕接管三星

後，公司已經就加速重組達成了一致。

“即便三星電子沒有對分拆時間等

具體情況置評，該公司至少也會表示，

將以合理方式實施所有權結構調整。”

HI Investment于11月28日在一份報告中

說。

今年的三星命途多舛，繼三星Gal-

axy Note 7手機因爆炸召回後，又接連

出現了部分市場洗衣機的爆炸、召回等

負面事件。隨後三星公司又卷入韓國總

統樸槿惠的“親信門”醜聞，一度被指

給了崔順實公司約2000萬元人民幣。三

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镕也在11月13日受到

韓國檢方傳喚的企業家之列。

三星真有可能要分拆？
考慮建控股公司 確認將大額派息

綜合報道 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Mi-

chael Clauss)29日出席了“德國在華企業

商業信心調查”發布會，並對中外媒體

表示，戴姆勒高管在華的不當行爲不可

容忍，戴姆勒在24小時內做出了將其撤

回德國的決定，該事件只是個人情緒化

的行爲，並不是德國企業在華經營不善

宣泄憤怒的寫照。

抛開突發事件本身，柯慕賢認爲在

華德企經曆了十年來最困難的一年。據

中國德國商會華北及東北地區董事會主

席赫爾曼介紹，中國本土企業競爭壓力

、政策法規不完善、以及産能過剩是這

一年困擾德企的主要因素。

29日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2016年

，35%的在華德企業認爲中國企業會成

爲創新的引導者，75%的德企反映自身

面臨中國大陸日益增長的競爭壓力，比

亞洲、歐洲和美國企業帶來的壓力更強

；而在2013年的調查結果中，感到本土

競爭壓力的德企還不足70%，這一

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趨勢。

從政策法規層面來看，赫爾曼

指出，在華德企在直接投資、招投

標等情形中有諸多局限性，德企只

有更好的與中國企業合作才能獲取

更多的機遇。

中國正在實施的《節能與新能源

汽車産業發展規劃》提出了汽車産品

節能技術指標和年度要求。柯慕賢指出

，該政策長期來看對環境是利好的，但

德國大衆不得不在2018年銷售固定比例

的混合動力汽車，這又是一個挑戰。對

于近日奧迪公司與一汽集團的合作糾紛

，柯慕賢表示已有協會積極參與協調。

德企在華實施“工業4.0”尚在初級

階段，一半以上處于工業設備、汽車、

塑料及金屬制造、建築等傳統行業，受

國際經濟産能過剩的影響比較明顯。調

查結果顯示，德企在華有意願投資的城

市依次爲上海、北京、成都、重慶、天

津、深圳、廣州、武漢、沈陽和蘇州。

赫爾曼表示，與往年相比，産能過

剩使德企投資遲疑，考慮建廠時更多的

德企選擇了觀望，相關企業應想辦法提

高生産工藝，引入新技術。

盡管困難重重，調查結果依然表明

，只有1%的在華德企因業績低迷而計劃

退出中國，89%完全沒有考慮退出中國

，55%在中國正在開展或准備開展研發

業務。

戴姆勒高管事件背後
2016年德國企業可安好？今年感恩節以及黑五消費時點的網

購爆棚，說明面對新經濟的撲面而來，

美國在零售業市場方式的轉變過程中或

許落後于中國。

對于美國人說，感恩節與接連的黑

五兩天假日是美國最重要最火爆的消費

假日。每年的感恩節及黑五假日，美國

商場都人滿爲患，而這兩天也創造了一

個美國消費時點，消費者收獲物美價廉

的商品，商家消費額比平日暴增，可謂

皆大歡喜。然而，今年雖然排隊仍然很

長，但卻傳來了美國感恩節及黑五兩天

假日實體店銷售額增速下降的消息。

據分析機構RetailNext 的初步估算

數據顯示，上周四感恩節及其後“黑色

星期五”兩個假日，實體店淨銷售額同

比下滑5%，交易量減少7.9%，僅“黑

色星期五”當天，實體店顧客同比減少

將近11%，淨銷售額下降10.4%。內鬼

何在？找到了，原來是互聯網。

與實體店銷售滑坡形成鮮明反差的

是網購火爆。路透社援引美國大數據工

具Adobe Digital Index數據稱，同在上述

今年感恩節和黑色星期五，美國國民在

線消費額同比增長將近18%至52.7億美

元，較該機構此前預期額高約4%。騰訊

新聞上周援引Adobe Digital Index數據稱

，感恩節當天零點至五點，美國電商銷

售額較上年增長13.6%，至11.5億美元。

無論商業零售行業，還是中間商的

批發，以及制造業、金融業等其他服務

業都在昭示，一切經濟業態正在快速從

線下轉到網絡，從PC端向移動互聯網

轉移，而未來又會從移動互聯網轉移到

智能互聯網，這個趨勢是無法阻擋的。

在這樣的趨勢下，所有經濟人需要

具備這樣的洞察力——未來一部手機可

以完成包括消費、生産、流通、金融等

一切經濟活動，一部手機或將成爲一切

經濟業態的入口與資訊獲取的唯一的、

最及時的、最方便的平台。當所有傳統

産業能夠擁抱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甚至

是智能互聯網時，才能生存下去並轉型

升級。而對于那些把自己的“不幸”歸

咎于互聯網新經濟的企業，也終將爲大

勢所沒。

“黑五”網購爆棚
顯全球經濟業態轉型



will be conducted in an even 
higher level in the future," 
said General Liu Xiaowu, 
commander of ground forces 
for China's southern military 
region.
The joint exercise comes amid 
ongoing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at has the 
added uncertainty of bilateral 
relations under a Donald 
Trump presidency.
China has long resented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d criticizes 
American "meddling" in its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rump has made no secret of 
his negative views on trade 

PanArmenian.Net - China said on Wednesday, 
November 30 it wanted to develop smooth military-
to-military ties with the new U.S. administration of 
Donald Trump, Reuters reports.
This mon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aged a 
three-day humanitarian relief military drill as part of 
that trust-building exercise.
New concern looms with Trump's election as U.S. 
president. He lambasted China on the campaign trail 
and has suggested Japan and South Korea be allowed 
to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sked about Trump's election, Chinese Defense 
Ministry spokesman Yang Yujun said it went without 
saying there were tensions in the military relationship 
and China hope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respect its 
core interests and concerns.
"China is willing to work hard together with the defense 
department of the next U.S.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to-military 
relations," Yang told a monthly news briefing.
Trump will take over as president in January.(http://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Related
China, U.S. Wrap Up Joint Humanitarian Aid, 
Disaster Relief Drill --- U.S., Chinese Troops 
Find Common Ground During Disaster Drill

KUNMING, China — Two soldiers emerged from 
the rubble with the wounded man hanging from their 
shoulders. They guided him over the smashed cinder 
blocks and tangles of wire that littered the path between 
the collapsed building and the man's safety.
"Be careful! Go, go," yelled a soldier as they passed. 
Around them, troops pulled ropes and fixed stretchers. 
They worked in teams, moving quickly and precisely, 
the result of years of disaster-response training 
exercises just like it.
The drill was part of a joint military exercise involving 
soldie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objective was to hone their disaster relief skills, but 
the troops were also tasked with showing that the two 
world powers could look beyond simmering tension 
and political uncertainty.
"This kind of exchange acts as a bridge to promot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militaries and I am sure it 

China Wants Smooth Military Ties With Trump

$1, just a few years after economists were betting 
the currency would rise past 6 to $1 and China’s 
government would no longer be able to suppress its 
strength.
This year the yuan has fallen 5%, from 6.5 to $1, and 
China’s central bank shows no signs of stopping the 
latest slide. The central bank did little this past week 
to support the yuan, traders reported, after earlier 
interventions this year to buy the yuan have reduced 
China’s foreign reserves from a high around $4 trillion 
to $3.2 trillion recently.
The yuan is under heavy selling pressure in large 
part because of the screaming rise of the U.S. 
dollar following Donald Trump’s election victory. 
Expectations of higher interest rates during his 
presidency have followed, which would prop up the 
dollar’s value.The dollar is now hovering around 
a decade-and-a-half high against a basket of world 
currencies. Even though the yuan is no longer directly 
pegged to the dollar, it is still heavily influenced by its 
moves.
More than a year ago, China’s surprise yuan 2% 
devaluationwas held up in Donald Trump’s circles 
as the moves of a currency manipulator. Since then, 
traders have kept pushing it down, to the chagrin of 
Chinese officials who are trying to prevent its slide 
from driving even greater capital outflows from the 
country. So far, they’ve been unsuccessful.
And the yuan’s fall may be far from over: advance one-
year offshore contracts for the currency fell to 7.04 to 
$1 recently, Reuters reported, which would be another 
3% fall from the yuan’s current level. (Courtesy http://
fortune.com) 

China is facing an uphill battle to maintain an orderly 
depreciation of the yuan as investors pile up bearish 
bets against the currency outside the mainland.
The gap between the yuan’s value against the dollar 
in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in what is known as the 
offshore market in Hong Kong, has been widening 
in recent days. On Wednesday, this so-called spread 
reached 0.0333, its wides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October (apart from the day after the U.S. election), 
although it narrowed a touch on Thursday.

Whil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trictly 
limit the way the 
yuan trades at 
home, it can be 
bought and sold 
more freely in 
Hong Kong. But its 
value against the 
dollar is usually 
about the same in 
both markets.
The widening 
gap now is 
complicating the 
central bank’s 
strategy of letting 
some air out of the 
currency at a pace 
Beijing dictates. 
The two yuan 
markets at home 
and in Hong Kong 
often feed off each 
other. Moreover, a 

weaker yuan offshore could encourage more Chinese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the mainstay of the 
mainland market—to seek to convert their currency 
into dollars, potentially adding downward pressure on 
the domestically traded yuan.
China has tolerated a weaker yuan since early 
October, right after its entry into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s elite group of reserve currencies, 
acknowledging that a cheaper currency is the price of 
using easy money to prop up the economy.
The pace of depreciation has quickened since Donald 
Trump’s surprise U.S. presidential-election win sent 
the greenback soaring and emerging-market currencies 
tumbling. The yuan is down 6.2% against the dollar 

this year in onshore 
markets, reaching 
6.9152 against the 
dollar on Thursday, 
with more than a 
third of the drop in 
the past two weeks.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is unwilling 
to let the currency 
slide too far, too fast, 
for fear that might 
lead to destabilizing 
capital flows out of 
the country.
Investors in offshore markets have, though, been 
pounding the yuan weaker, in the apparent belief that 
the central bank may struggle to control the pace of its 
decline.

‘We don’t need to worry too much                                                                                                               
about the short-term depreciation of the 

yuan.’
—Yu Yongding

“The PBOC may intervene” to shore up the yuan, 
said Prashant Singh, a senior portfolio manager at 
Neuberger Berman in Singapore. But he said he 
expects the Chinese currency to fall further because of 
the gloomy outlook for global trade and the diverging 
economic trajectories in the U.S. and China.
“Central-bank-led interventions are typically temporary 
in nature,” Mr. Singh added. “The fundamental factors 
still point to weakness.”
Already, in the past week, some state-owned banks—
which often act as proxy for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have sold dollars to support the yuan after it 
dropped to its lowest level against the dollar in eight 
years onshore, traders say.
The central bank has also been setting the yuan’s daily 
official rate against the dollar, known as the “fix,” 
somewhat stronger than implied by the greenback’s 
strength against other global currencies in recent days, 
according to analysts, indicating its desire to avoid 
too sharp of a decline. The yuan hasn’t fallen as much 
against the dollar as have other currencies such as the 
yen, the euro and the Korean won recently.
The PBOC didn’t respond to requests for comment.
Earlier this year, when the gap between the yuan’s value 
at home and in Hong Kong also widened, the Chinese 
central bank directed state-owned banks to buy large 

quantities of yuan 
in the Hong Kong 
market, sending 
overnight borrowing 
costs to elevated 
levels that effectively 
prohibited investors 
from wagering 
against the currency.
This time around, 
however, short-term 
overnight borrowing 
costs in Hong Kong 
have remained 

around levels that analysts consider normal, suggesting 
little intervention offshore.
One factor that might have limited China’s ability 
to intervene more aggressively, analysts say, is its 
shrinking foreign-exchange reserves. The stockpile, 
still the world’s largest of its kind, fell to $3.12 trillion 
last month, its lowest since 2011. That compares to a 
record $4 trillion in June 2014.
Some analysts 
within China, 
including prominent 
economist Yu 
Yongding, are now 
urging the central 
bank to adopt a more 
flexible exchange-
rate regime to help 
the yuan find its true market level.
The costs of intervention, they say, have become too 
high and could encourage capital flight. They have 
called on Beijing to take the step before Mr. Trump 
takes office in January: The New York businessman 
has pledged to label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and 
to slap higher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We have capital controls as the last line of defense,” 
Mr. Yu wrote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state media this 
week. “We don’t need to worry too much about the 
short-term depreciation of the yuan.” (Courtesy http://
www.wsj.com/articles)
Related (Nov 15, 2016)

China’s Yuan Just Sunk to an 8-Year Low 
Against the Dollar-- Will Donald Trump still 
call the country a currency manipulator?

China’s currency dived today to its lowest level since 
late 2008. China’s yuan now trades around 6.86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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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personnel from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ttend 
a drill in Kunming, capital of southwest China's Yunnan 
Province, Nov. 18, 2016. Military teams from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Friday wrapped up a joint humanitarian 
aid and disaster relief drill in Kunming. The drill simulated a 
rescue  and resettlement scenario after a strong earthquake 
in a fictional plateau country. (Photo/Xinhua)

Military personnel from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ttend a drill in Kunming, capital of southwest 
China's Yunnan Province, Nov. 18, 2016. Military 
teams from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Friday 
wrapped up a joint humanitarian aid and disaster 
relief drill in Kunming. The drill simulated a rescue 
and resettlement scenario after a strong earthquake 
in a fictional plateau country. (Photo/Xinhua)

China Central Bank, Beijing, China 

China Struggles To Steady Yuan's Decline
With Traders Going Short, Depreciation Is Speeding Up

with China, but he has yet to 
reveal a clear defense policy 
toward Asia. That has put 
China's leadership on edge, 
and caused consternation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both 
strong U.S. allies in the region.
But in Kunming, the 
atmosphere was one of 
cooperation.
"For the military, these things 
don't affect us so much. For u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hone our skills," said Matthew 
Peterson, a U.S. Army 
civil affairs specialist from 
Fargo, North Dakota. "It was 
interesting to see the way they 
do things." (Courtesy http://
www.nbcnews.c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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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周 潔 曉 慧 舞 蹈 學 校 舉 辦 的 中 國 舞 蹈 藝 術
節---<新胡桃夾子>暨第十九屆舞展將於12月
18日晚六點在Stafford Centre隆重上演!屆時,所有
學生及老師和部分家長將登台獻藝,為休斯敦的
僑民們送上辭舊迎新的祝福!
周潔曉慧舞蹈從97年創辦至今已有19年的歷史,
應該算得上是北美地區影響力最大、發展最快的
舞蹈藝術學校,為數以萬計的華裔孩子傳播中國
文化!在這19年推廣傳播中國文化的歷程中,已成
功舉辦了18屆大型舞展;也是首個將北京舞蹈學
院中國舞考級引入美國的學校;多年來積極承辦
國務院僑辦的”尋根之旅”夏令營;並和上海周
潔藝校的6所學校保持中美文化交流;在過去的五
年中成功舉辦了三屆中美國際藝術大賽; 2003年
成為”中華文化大樂園”的舞蹈園營地;今年一

月,在Katy開設了分校,為居住在西南地區的舞蹈
愛好者們提供了方便!二月,學校被國務院僑辦定
為”海外華文教育示範學校”;三月,通過專家組
考察,學校榮幸成為”華夢計劃”的舞蹈培訓點;
九月,在明湖城開設教學點……這點點滴滴的成
績和榮譽都有賴於中國國務院僑辦和中國駐休斯
敦總領館多年以來給與的大力支持和無微不至的
關懷以及僑社各界朋友的幫助和信賴!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的每一位老師一貫來孜孜不倦
,勤勤懇懇的致力於豐富,精細,全面的高規格,高
水准的教學.日前,學校的竇文澹老師又通過幾個
月的高強度訓練和學習,獲得了由英國皇家芭蕾
舞學校頒發的”英國皇家芭蕾”教學資質證書!
至此,學校成為德州第一家持有中國舞考級和芭
蕾舞考級雙料資格證書的舞蹈學校.每年從中國

選派的優秀青年教師也不斷地為學校的教學補充
新鮮血液,為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承和傳播添磚
加瓦,錦上添花!
明年學校將迎來二十周歲的生日!歲月如梭,初心
未改!十九年的歲月就在這旋轉不斷的腳尖上悄
然劃過,在玲瓏翻翹的蘭花手指間剎那溜走!從今
年起,舞展將以舞蹈藝術節的形式開始,為明年的
二十周年大慶及各項藝術活動奏響祝福的序曲,
迎接2017年中華藝術的盛宴!
春季課程已開始招生(三歲半或以上),<新胡桃夾
子 > 尚 有 少 量 余 票, 歡 迎 咨 詢! 總 校:
713-516-5186;Katy:832-606-8809; 明湖教學點:
832-367-1534
www.jhdancing.com; Email: jhjdangce@gmail.
com

中國舞蹈藝術節中國舞蹈藝術節---<---<新胡桃夾子新胡桃夾子>>
暨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十九屆舞展暨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十九屆舞展

從鄉愁到越界－北美的天空下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

免費溫馨聖誕健康健檢免費溫馨聖誕健康健檢
Home DepotHome Depot 暨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暨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
心心--西南區家庭診所西南區家庭診所 舉辦舉辦
1212月月33日日（（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99時至中午時至中午
1212時時
Bellaire & BeltwayBellaire & Beltway 88的的Home DepotHome Depot
68006800 W. SAm Houston PKWY South,W. SAm Houston PKWY South,
Houston,TX.Houston,TX.7707277072

角聲角聲、、希望之音癌友關懷聖誕音樂饗希望之音癌友關懷聖誕音樂饗
宴宴
1212月月33日日（（Sat)Sat) 上午上午1010時時3030分至下午分至下午
11時時3030分分
Crowne PlazaCrowne Plaza

90909090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TX.7707477074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美南華文寫作協會
姚嘉為女士主講姚嘉為女士主講 「「從鄉愁到越界從鄉愁到越界」」
1212月月33日日（（Sat)Sat)下午下午22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室室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第中國旅美專家協會第2424屆年會及晚宴屆年會及晚宴
1212月月33日日（（Sat)Sat)下午下午33時至晚上時至晚上99時時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1212樓樓
9999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TX.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3677036

東方藝術教育中心東方藝術教育中心 「「東方印象東方印象20162016大大

型綜藝晚會型綜藝晚會」」
休斯敦華星藝術團製作休斯敦華星藝術團製作
1212月月33日日（（Sat)Sat)下午下午77時時
Stafford CenterStafford Center
1050510505 Cash RoadCash Road 48004800 Stafford,Stafford,
TX.TX.7747777477

王維國音樂室舉辦王維國音樂室舉辦
「「女高音遲晶達獨唱音樂會女高音遲晶達獨唱音樂會」」
1212月月33日日（（Sat)Sat)下午下午77時時3030分分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Belin Chapel and Recital HallBelin Chapel and Recital Hall
75027502 Fondren Rd. Houston,TX.Fondren Rd. Houston,TX.7707477074

105105年僑務委員會議召開情形說明會年僑務委員會議召開情形說明會
1212月月44日日（（Sun)Sun)下午下午22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會議室會議室

休士頓香港會館舉辦休士頓香港會館舉辦
「「卡拉卡拉00kk慶祝聖誕聯歡慶祝聖誕聯歡」」
1212月月44日日（（Sun)Sun)下午下午22時至下午時至下午55時時
敦煌商場敦煌商場22樓樓StageStage酒廊酒廊
98899889 Bellaire Blvd. Houston,TX.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3677036

休斯頓孔子文化中心開幕暨孔子玉雕休斯頓孔子文化中心開幕暨孔子玉雕
聖像揭幕典禮聖像揭幕典禮
1212 月月 33 日日（（Sat. )Sat. )上午上午1010：：3030
休斯頓孔子文化中心休斯頓孔子文化中心（（ 37313731 BriarBriar

park, Suitepark, Suite 150150,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4277042 ））

小額法院理賠與驅逐房客須知講座小額法院理賠與驅逐房客須知講座
1212 月月 33 日日 ( Sat. )( Sat. ) 下午下午22：：0000 至至 44::0000
Keller William RealtyKeller William Realty 公司糖城辦公室公司糖城辦公室
（（16501650 State HighwayState Highway 66 ，， ##350350，，
Sugarland ,TXSugarland ,TX 7747877478 ))

佛光山中美寺佛光山中美寺[[ 中美文化講壇中美文化講壇 ]]生活講生活講
座座 「「遇見自己遇見自己 」」
1212 月月 44 日日（（ Sun. )Sun. ) 下午下午 11：：3030
佛光山中美寺佛光山中美寺（（1255012550 Jebbia Lane,Jebbia Lane,
Stafford ,TexasStafford ,Texas 77477774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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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 姚嘉為女士
時間 : 12-03-2016 下午二時
地點 : 僑教中心203 室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很榮幸能邀請到享譽海內外的資深作家姚嘉

為女士來和休士頓眾多文學愛好者們分享她的創作歷程以及北美華
文文學的發展和演進。尤其近年來她訪問了二十五位北美名家，請
教他們的創作理念與技巧、身分認同、鄉愁和越界的感受。她將以
作家作品為例，分享時空環境、鄉愁、越界與文學創作的關係，北
美華文文學的特色和演變，相信會引起大家的共鳴。

身在海外，我們或多或少都有鄉愁，漂流，疏離的感受。有些
作家甚至是為了紓解深濃鄉愁而開始寫作，因而出現了留學生文學
，新移民文學。半個多世紀後，花果飄零的時代已經過去，在眾聲
喧嘩的全球化時代，鄉愁消失了嗎? 留學生文學代表作家於梨華說，
「沒著落的感覺依然存在」;白先勇說， 「仍有他鄉做客之感」;哈金

說， 「漂流成為存在的形式」。鄉愁沒有消失，只是變淡了。

進入全球化時代以後，世界在移動，國界在消失，旅行成為
常態，候鳥族,越洋遷移的人增加。最普遍的感受是 「我是哪裡人
」。嚴歌苓說自己 「像吉普賽人，是寄居者，永遠生活在比較中
」; 張讓說， 「兩面不是人，骨子裡是中國人，舉手投足都是美國
味」;章緣說， 「台灣是母親，美國是伴侶，上海是情人。」除了
地理上的跨越疆界，還有語言文化的跨界，創作形式的穿越，都
對作家的創作產生影響。

姚嘉為女士著作等身，並曾榮獲梁實秋文學獎散文獎、譯文
首獎與譯詩獎，北美華文作家協會散文獎，中央日報海外散文獎
，僑聯總會華文著述獎。出版《越界後，眾聲喧嘩》、《在寫作
中還鄉》、《湖畔秋深了》、《深情不留白》、《放風箏的手》、
《教養兒女的藝術》、《愛冒險的酷文豪》、《會走動的百科全書
》、《震撼舞台的人》等書，主編《亦俠亦狂一書生--夏志清先生
紀念集》。

歡迎愛好文學的朋友們踴躍出席，不要錯過這場精彩可期的演

講會。會後有簽書及餐敘，歡迎參加。
姚嘉為簡介
台大外文系學士，明尼蘇達大學大眾傳播碩士，休士頓大學電

腦碩士，曾任Chevron資訊系統分析師。現任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
副會長，美南作協理事會召集人，中華民國筆會會員。曾任北美華
文作家協會副會長暨網站主編，美南作協第三任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