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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時事評點

道不同，同在冏途 - 川普的頭痛和小英的龜縮
怎麼看，川普和蔡英文似乎皆困在冏途，

不論內政外交，都是焦頭爛額，政令不出宮、
府，或者既使「政頒」，必「令行」，既使「令
出」，也被司法機構打個回票。

川英相較，雖然選後都是政黨大贏、佔據
全面執政優勢，迄至二月底，兩人的民意支持
度，卻都在下跌中；支持共和黨的中間選民未
見增加，加入國民黨的人數卻猛增，川英兩
人，同樣只能靠基本盤取暖。

川普何止橫眉冷對千夫指

川普是險勝，選戰中宣稱支持川普的紙
媒只有二十七家，反對他的有五百三十家，
支持率不到百分之五。美國電視巨鱷 NBC 、
CBS、 ABC 甚至號稱中立的 CNN，都是反川
普的自由派，支持他的保守派只有 FOX 一家。
川普上任後和這些反川普媒體纏鬥不休，報紙
銷路去年多呈奄奄一息，面臨裁員的窘況；如
今雙方每日一罵，炒作新聞議題，川普的媒體
曝光率一片火紅，反而神助有線電視收視率和
報紙訂報暢銷，挽救頻道電視和報紙正面臨網
攻的經營頹勢。

七十歲的川普，上任滿月，面對主流媒體
公布不具半數的施政滿意度，老神在在。基本
來看即使是反川普的媒體民調，都顯示川普持
有將近百分之八十三左右的共和黨選民支持，
雖然民主黨選民百分之九十反對川普，獨立選
民還是有百分之三十八支持他，過半數多一點
的不滿意他，那又怎樣，畢竟是支持川普的選
民贏得了選舉，現在是兌現他政治承諾的時候
了。

如果避開美國主流媒體的一片韃伐，畢竟
大選結果證明了他們的民調全然失準，看看比
較中立的報紙〈今日美國〉針對川普三個重要
內政改革政策支持調查，針對非法移民庇護城
市斷絕聯邦援助政策，川普獲得 55% 民意支
持，決定要對墨西哥築牆獲 48% 民意支持，下
令改革歐巴馬健保法案則獲 49% 民意支持。

川普理念堅定，白富美當道

川普的施政方向清晰，即「白、富、美」
當道，在維護以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為主的人口
架構上，讓美國重新富強起來。川普可能以為
當前雖有爭議，倘妥為疏導民意，調整方法技
術，在目前猶佔人口結構百分之七十一的美國
白人選民基礎上，改革信其可成。是故也不奢
望和主流媒體間有沒有蜜月期，第一個月就飛
快簽署行政令，不當全民總統，好教支持者直
挺川到底。不過，驅七國穆斯林令在聯邦法院

兩度踢鐵板，國安顧問弗林上任兩週，即以事
涉裏通俄羅斯下臺，確實有硬傷川普新政威
信。

川普過去曾在他寫的書中自敘，自己最大
的成功處，就在不斷學習，從失敗經驗中吸取
成功因素。他目前在人事方面改而推出國安顧
問麥克馬斯特將軍，接任暴走作風的弗林，加
上國防部長馬蒂斯，國務卿提勒森，一般評價
皆屬沈穩有識之士，可補川普暴虎馮河之缺。

政策方面調整方面，副總統彭斯在慕尼黑
安全會議中重申對北約重視，國務卿蒂勒森飛
往墨西哥與高層談判邊境非法移民問題，徐圖
推展；財政部長對美元匯率的看法與川普有所
出入，他也尊重專業說法；對俄羅斯的示好事，
也因弗林出事傾向維穩，凡此皆顯示川普政府
彈性施政的一面。不過他廢止歐巴馬討好同性
戀族群的無性別廁所案，以及軍中改推同性戀
無差別待遇，乃至傳說中的可能對大麻施禁，
則仍顯示出他將保守派的價值觀強硬施展的作
風。

「民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川普
也宣布了二二八將在國會發表施政咨文，自認
是明智一招。他到底能不能突破主流媒體、和
其背後川普口中利益集團對他的圍剿，把他政
策的目標方向和可行性說個清楚，徹底爭取多
數美國人的信心和認同，表明施政有其政治理
想，深刻思考，有方向目標，能符合沈默多屬
選民的期待，當然有待觀察。

再說徒法不足以自行，川普致力網羅人才
打造團隊，多個部門廣納企業界的總裁、軍中
將領人才，這些人事安排有助於他鞏固和爭取
商業領袖和軍中將領的支持，迎向他所期待
的讓美國再度既富且強。他的網路推特瞬間放
話，卻又隨時警覺調整方向，讓他的行事作風
不可測，反而成為美國與對手角量時的利基。

蔡英文的功夫，一片「 綠、罩、頂 」

外界評論民進黨一直以來，善於創造掌握
推動議題。民進黨爭取的民主，以臺灣人向外
來政權國民黨奪權為號召，民主是手段，政治
人物奪權才是其目標。而為達目的又可不擇手
段，違反民主原則都可為，所以「民主信念」
不是蔡英文的信念，「綠化臺灣」才是。這解
釋了從太陽花運動到針對毀滅國民黨產生的不
當黨產委員會，諸多違反民主 ABC 的行動，
蔡英文都支持，也因此被批其實她是在動手毀
滅臺灣兩黨式民主。

民進黨過去成功創造的議題，有全球性的

問題，如環保、廢核、金融海嘯、失業、房價
高漲、罷工、工運工時工資、食品安全；有所
謂普世價值，其實是借來的西方國家個人主義
自由派的價值觀，如同性戀通婚，廢死刑；有
歷史觀的解釋如二二八事變、反課綱運動、清
國民黨黨產，更有突發有利於民進黨鼓譟的任
何反國民黨執政的議題，如年金改革、針對軍
中弊案的聲討事件。

民進黨通過這些議題培養新血，建立團
體，擴大勢力，或藉社會福利之名，申請國家
經費，培育外圍組織。然而問題在於民進黨對
多數議題並無解題良策，或徒具爭議性不具可
行性。就像蔡英文在野時培養青年，建立爭議
性議題庫和爭議團體，她的「想想論壇」正是
用來煽動對國家社會現狀的不滿，唯一信念是
反、反、反，等到真正執政，拿不出實用的解
決方案，只能重複召開各式國是會議，議而不
決，這樣無法符合支持者的期待，也不能領導
國家前進。

最明顯的例子是同性戀通婚修法，與國情
不合，搞到全國宗教界聯合起來反對，對立激
烈，蔡英文被逼到親自出面協調，一邊是民進
黨為選票培養出來的同誌票源，一邊是擁有票
倉的宗教界大老。她的答案只有請宗教界運用
影響力，溝通同性戀族群，化解對立爭紛，實
務上絕對辦不到讓兩邊都滿意。

蔡英文的問題不會解決，因為她不像保守
派的川普，具有對兩性婚姻堅強的信念，和來
自家庭及生活的人生觀。只能用溝通、溝通、
再溝通來「罩」住多方爭端，施政無建樹，自
然矇「罩」不住，變成民意認為最不會溝通的
政府，民調支持率怎麼會不降調。

民進黨當初提出政黨退出校園和媒體，作
為臺灣民主進步的裏程碑，國民黨認知民主，
傻傻退出，民進黨人和資金立刻「頂」進去。
媒體一面倒向民進黨，議題和假新聞都圍繞鬥
倒國民黨作，其來有自，而民進黨養有網軍，
善用網民，早就不是秘密。

民進黨也善於使用社交媒體，栽培網軍，
針對關鍵議題和字句，啟用機器人信息，發動
狂推文，在最迅速時間內掌握新聞話語權，用
鋪天蓋地的網訊把民進黨有利的文宣頂進網內
訊息。

蔡英文上臺後，大型抗議示威不斷，總統
府根本不為所動，軍公教遊行或全國反同性戀
大遊行，群眾聚集十數萬人，團團圍住總統府
周邊；報紙新聞版面豆腐乾處理，電視畫面只

拍遊行群眾尚未全員到場或散場時寥落人數，
要看人數盛況，除非上社群網站或臉書看自拍
貼圖。蔡英文若以為這樣就可以自我安慰，能
頂住對她不利的負面訊息傳播，其實錯了，否
則怎麼解釋，無論怎樣玩弄權術，民調仍會說
話。

不見「進步」，民意會反噬

進步是一個有比較性的感受，更是可見可
聞可收實惠的事實。譬如說，每過兩三月就有
一次大型交通死傷事故，這不是進步。一例一
休執行後，物價上漲，工資下跌，這不叫進不
步。若比較一下，大陸高鐵無遠弗屆，滴滴打
車叫車可以隨傳隨到，這算進步；而 UBBR
被逐出臺灣，桃園機場捷運二十年才修建完
成，就很難說是進步了。

民主進步黨執政，蔡英文應允的美景沒
影，連當初差可的現狀都不能維持，如今若把
菜上臺後，間接將臺塑集團三寶逼在臺灣走投
無路，到美國投資四千五百億臺幣，換來臺灣
環保乾淨的土地，水資源和空氣，算不算不是
進步成就，可能要好好想一想，但是哪裡再找
出同樣一筆鉅款，來投資臺灣 ?

總統府祕書長自從林碧昭辭職以後，就虛
懸其位，無人遞補。臺積電的張忠謀和金寶的
許勝雄都是人才國之棟樑，也都退回總統府資
政之聘。相形於川普的重用退除役將領，蔡政
府從這些將領赴大陸出席國父紀念會，到年金
改革爭議一路與退役將領官兵齟齬不斷，文武
街亂這些現象都稱不上進步。

如今經濟不景氣和一例一休也已波及媒體
經營，親綠電視臺頻傳裁員，不像美國有反川
普議題可炒作收視率，親綠媒體除了大作國際
新聞的川普議題，不似有批判蔡英文的政治空
間，只能坐看親藍的少數政論節目享收視率升
高，紅到彼岸。

現在即使是親綠民調，也有 47.5% 認為蔡
英文兩岸立場對國安不利，蔡的親美主張也被
質疑，61.5% 臺灣人不相信川普。雖然有 65%
的民眾希望有新的共識取代九二共識，但是臺
灣人多數又疑懼，不肯支持兩岸都是中國一部
分的提議。左也不行右也不是，施政又無進
展，資金日益流出，除了頂住，蔡英文別無他
途。但是，連美國都不可靠，川普自身難保，
原來寄希望於美國的蔡英文，要怎麼頂，才會
讓民意支持呢 ?

文 : 吳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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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伊拉克1818歲難民復制亞述文明雕塑歲難民復制亞述文明雕塑 原版已被毀原版已被毀

伊拉克埃爾比勒伊拉克埃爾比勒，，1818歲的伊拉克難民歲的伊拉克難民Ninos ThabitNinos Thabit在復制亞述人遺在復制亞述人遺
址雕塑址雕塑。。此前此前，，極端組織成員在尼尼微損毀了大批亞述人雕塑極端組織成員在尼尼微損毀了大批亞述人雕塑。。

白俄羅斯舉行白俄羅斯舉行““真正男子漢真正男子漢””裸跑活動裸跑活動

白俄羅斯明斯克白俄羅斯明斯克，，800800名男子半名男子半
裸參加裸參加““真正男子漢真正男子漢””賽跑活動賽跑活動，，
慶祝祖國保衛者日慶祝祖國保衛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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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聖保羅巴西聖保羅，，當地警方對著名的貧民窟及毒品交易市場當地警方對著名的貧民窟及毒品交易市場CracolanCracolan--
diadia進行清查進行清查，，掃清毒販及毒品使用者掃清毒販及毒品使用者。。吸毒嫌犯與警察發生沖突吸毒嫌犯與警察發生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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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部IP掘起：“人格經濟”拒絕刷臉吃飯？
壹張背景幹凈的半身照，壹批包羅

萬象的熱點話題，壹個面對鏡頭侃侃而

談的人……在網紅經濟靠臉吃飯、炒作

經濟話題為王的夾擊下，以頭部IP為顯

著特征的人格經濟逆勢掘起，悄然成長

為社會輿論場中的新勢力，正孕育壹場

融網紅經濟、知識經濟和分享經濟於壹

體的“跨經濟人格運動”。

“燒腦經濟”：尋找遺失的美好？
“關註財經世界裏的每壹件事，分

享每壹個有意義的財經視點……”工作

日清晨六點半，起床後打開網絡電臺，

壹邊洗漱壹邊收聽“吳曉波頻道”，是

80後白領韓麗近年來養成的新習慣。

韓麗是浙江杭州壹家互聯網金融公司

的人力資源主管，平日裏工作瑣碎繁忙，

少有時間讀書看報。“金融公司少不了與

財經打交道，沒有大塊時間補課學習，微

信上傳播的東西往往碎片化。”韓麗把

“吳曉波頻道”視為“快速充電寶”。

同為80後的蘇州外企職員黃玉林則

另有所愛。黃玉林是壹名軍事發燒友，

他偶然在微信上看到鳳凰衛視主持人邱

震海對軍事熱點的評論，認為其分析透

徹，觀點獨到，於是關註其微信公眾號。

“自此以後，每天等待‘辣評’推送，

成為壹種別樣的幸福。”黃玉林說，如

今他關註“邱震海軍事觀察”和“邱震

海新聞透視”兩檔欄目，“我感覺在紛

繁復雜的事件中，能聽到壹種聲音，打

開壹種思路”。

有人為敏銳犀利的見解喝彩，有人

被入木三分的剖析俘獲，還有人是單純

追逐壹種個人風格。“‘羅輯思維’是我

的菜。”95後大學生王雨薇喜歡資深媒體

人羅振宇的網絡脫口秀節目“羅輯思維”。

“死磕、草根，以市井氣的圓滑將有趣、

有料的段子融入話題，詼諧成為耳邊的書

童。”王雨薇說，“羅振宇不是帥哥，但

我為他的個人魅力著迷。”

“簡單、智慧、平和。”不少被訪

者用這三個詞解釋日漸風靡的頭部IP。

近年來，隨著網絡科技的變革和自媒體

的爆發式增長，炒作、包裝、審醜，網

紅應接不暇，可謂“亂花漸欲迷人眼”。

韓麗說，每天被動接受各種信息、花邊、

爆料，填壓漫灌，簡單純粹的東西反而

不見了。“除了頭像上壹張半身照，我

對邱震海的個人形象了解幾乎為零。”

黃玉林認為，“這不重要，看重的是他

腦子裏的貨。”

“頭部IP受熱捧不是壞事。”復旦

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肖巍分析，從

這種趨勢中，隱約看到公眾認知化繁為

簡，社會需求向更關切內涵、更註重理

性的價值維度演進。

“人格經濟”：知名度引燃的“馬
太效應”？

“內容日漸向人格體演進，以人格為

先導的價值體系漸成主流，頭部IP越豐富

者受眾越多，話語權越強，商業價值越

大。”肖巍說，其實，以人為界面的商業

傳播樣式已經探索了10余年之久。

江蘇南京壹位有著10多年從業經驗

的資深媒體人說，很多人還以為媒體的

產品是內容，其實不然，現在唯壹可以

成為媒體產品的是知名媒體人。“這壹

背景下，頭部IP應運而生。”

“現在的信息已經嚴格地和人格體綁

定。”羅振宇在《我為什麽要做“羅輯思

維”》中曾經談到，人格體在整個價值鏈

中的位置越來越重，用人格來帶動產業價

值鏈，是壹個非常重要的趨勢。

當然，透過人格價值的投射，頭部

IP釋放出更多經濟深意。“培根說知識

就是力量，不妨說，知識就是金錢。”

黃玉林認為，這些文化人多年的知識積

累和儲備，在當前媒體形式多元，尤其

是自媒體異軍突起的背景下，更加直觀

地轉化為生產力和剩余價值。“這種經

濟架構無可厚非。”

“知識經濟不是老天因憐見知識分

子而靈機壹動的饋賜。”肖巍分析，頭

部IP是知識經濟分眾化的新生兒，過去，

知識往往帶給人壹種“孤獨高寡”的印

象，如今，借助頭部IP的世俗表達，學

問不再是洪荒中的孤島，有學問的人也

不再是寒夜中的墓地守靈人，而變成了

可觸可感可消費的經濟手段。

肖巍的剖析，彌漫著古典主義氣息，

在年輕人眼中，頭部IP則被賦予更多詼諧

色彩。“不過是另壹種網紅。”王雨薇

說，她喜歡“羅輯思維”的羅振宇，跟有

人迷戀豐乳肥臀的網紅美女沒多大區別，

只是娛樂性網紅的嚴肅化版本而已。

經濟問題社會化，復雜問題簡單化。

頭部IP是網絡時代格局下，知識、人格、

知名度和商業手段

相互碰撞的產物。

它能否主掌經濟的

未來，還需拭目以

待。

“知識共享”：
下壹個“百家講壇”？

上世紀70年代

晚期，美國德克薩

斯州立大學社會學

教授馬庫斯· 菲爾遜

和伊利諾伊大學社

會學教授喬· 斯潘思

率先提出“共享經濟”概念。那時，他

們或許不曾想到，這壹詞匯在知識的助

燃下，如今正醞釀著壹場聲勢浩大的經

濟變革。

“如果壹夕之間出現100個羅振宇、

100個邱震海、100個吳曉波，妳們還會

那麽癡迷嗎？”半月談記者向被訪對象

拋出了同樣的問題。“不敢保證，看網

紅也會審美疲勞的。”王雨薇這樣回答。

黃玉林則委婉了許多：“年底忙，最近

聽邱震海確實少了些。”

“就像‘百家講壇’壹樣，開始時

候大家覺得新鮮，又有知識性，社會追

逐度很高，也捧紅了不少人，可慢慢習

以為常，熱度大不如前。”韓麗認為，

難保頭部IP不是下壹個“百家講壇”。

當然，也有壹些樂觀的觀察人士認

為，以頭部IP為代表的知識分享經濟潛

力無窮，有望成為市場新藍海。半月談

記者僅在“得到”壹款APP上就看到，

“何帆大局觀”“吳軍· 矽谷來信”等頭

部IP有償訂閱產品林林總總，涉及投資、

財經、科普、人際關系等領域，收費多

為199元/年，訂閱人數少則數萬，多達

數十萬。

基於60秒內語音回復的付費問答平

臺“分答”亦是如此。在這壹平臺上，

任何人都可以創建自己的頁面，設置別

人向自己提問的價格，分享到朋友圈，

接受付費提問。同時，假如這條語音被

更多人偷聽，那麽每條偷聽都將收取1

元偷聽費，在平臺整體抽傭10%的前提

下，提問者與被提問者五五分賬。

“‘知識分享變現’‘只需回答問

題，就可以在家裏躺著賺錢’，這是知

識經濟最直接的呈現。”壹位分析人士

說，人們渴望能夠享受到有價值的、有

針對性的知識和深層次需求體驗。

綜合報導 在前壹段時間大漲之後，國內現貨

鋼市的成交在價格高位上受阻，出貨不暢，鋼價的

漲幅開始收窄。進口鐵礦石價格則是壹路大漲，噸

價已沖破90美元關口，創出2014年8月以來新高。

據國內知名鋼鐵資訊機構“我的鋼鐵”提供的

最新市場報告，最近壹周，國內現貨鋼價綜合指數

報收於138.41點，壹周上漲2.36%。鋼價在大漲之

後終於出現了回落。市場人士認為，隨著鋼價大幅

走高，市場成交在高位受阻，在出貨不暢的情

況下，部分商家的報價開始有所松動。再加上鋼材

期貨市場也有所回調，受其影響，現貨鋼市心態有

所動搖，商家普遍獲利出貨。不過，到了周末，

鋼市的悲觀心態有所緩解，市場成交也略有好

轉。整體來看，商家依然對3月需求旺季的到來有

所期待。

據分析，在建築鋼市場上，價格漲幅收窄。上

海、濟南、廣州等地噸價壹周上漲30元至300元。

從上海等地的市場可以看出，鋼市在價格高位上成

交不佳，前期已有獲利的商家馬上調轉“策略”，

降價出貨。不過，市場的實際成交，仍然比較乏力，

短期內市場還有調整的需求。

在板材市場上，前期的普漲格局已有所收斂，

不同品種間漲跌不壹。熱軋板卷價格總體小幅下跌，

上海、福州、廣州等地噸價壹周下跌10元至100元，

只有濟南、石家莊等地價格略有上漲。壹些市場上，

價格的跌速到了周末更是有所加快，商家獲利套現

的意願較為強烈。中厚板價格總體上漲，但也有壹

個沖高回落的過程。上海、杭州、濟南等地噸價壹

周上漲10元至190元。不少市場上的成交都是先揚

後抑，出貨不暢，但商家整體的信心依然較好。

鐵礦石市場出現了大漲行情。據“西本新幹線”

的最新報告，在國產礦市場上，2月份以來國內鐵

精粉價格大幅上漲，河北地區噸價上漲了90元左

右。元宵節過後，礦山陸續恢復生產，精粉產量增

加，鋼廠補庫積極，對高品位的鐵精粉大量采購，

導致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2月份進口礦價格也是

大幅上漲，成功站穩噸價 90美元的關口，創出

2014年8月以來的新高。截至23日，普氏62%品位

進口礦指數報收於每噸92美元，較上月末上漲8.55

美元。

不過，相當壹部分業內人士認為，鐵礦石市場仍

然是供大於求的格局，價格持續上漲的基礎薄弱。

相關機構認為，國內鋼價在2月傳統消費淡季

漲至近4年的新高，已引起市場註意。目前，鋼廠

及鋼貿商的利潤都已相當可觀，庫存資源的套現沖

動正在加大，這會使鋼價有所回調。不過，由於宏

觀經濟有企穩回暖的趨勢，使得馬上就要進入消費

旺季的鋼市需求仍然值得期待。只要“去產能”政

策能夠繼續發力，調整好市場供應，國內鋼價就能

比較理性地運行。

國內鋼價漲幅收窄 進口鐵礦石價格大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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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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副 刊0209D12

[筆者註： 「稻子豆」 (Carob) 對大多數的讀者可能都頗陌
生，但如果提起鑽石衡量的單位 「克拉」 (Carat)、及純金的單
位 (24K)，相信每位都很清楚。事實上， 「克拉」 及 「K金」
這單位，就是由 「稻子豆」 的豆實，最先做鑽石衡量的法碼
、及金幣重量而來。]

稻子豆、角豆 (Carob tree，St. John’s bread，學名Cera-
tonia siliqua)，為豆科 (Pea family，Fabaceae)，長角豆屬 (Genus
Ceratonia)，屬於 「幹生花植物」(Cauliflory--請見拙作《幹生
花 植 物 (Cauliflory) 》 http://cshuang2.blogspot.com/2017/01/
cauliflory.html， 或 http://blog.xuite.net/cshuang2/twblog/
480676712)，原產於地中海地區，栽培種植以採收可食用的豆
莢。它的屬名源自稻子豆的希臘文 (keratonia，由如角的豆莢
keras 演變而來)，拉丁種名 siliqua 也指狹長的豆莢。

西班牙傳教士於 1854 年把它引進美國，1873年實生苗開
始種植於加州。2

它俗稱 「聖約翰麵包」(St. John’s bread)，因傳說施洗約
翰 (John the Baptist) 到猶太的曠野傳道時 (聖經《馬可福音》1:
6)，吃的就是稻子豆莢。那時代稻子豆莢也用來餵豬 (聖經
《路加福音》15:16)，5 所以又稱為 「窮人的麵包」(Poor man
’s bread)，也是像徵卑微或謙卑的意思。1811 年及 1812 年英
國騎兵就用稻子豆莢餵馬；目前有些農場，也用它來做牛馬
的飼料。

雖然 「現代中文譯本」聖經《馬太福音》3:4及《馬可福
音》1:6的描述： 「約翰穿著駱駝毛的衣服，腰間繫著皮帶；
吃的是蝗蟲和野蜜」，這 「蝗蟲和野蜜」是由英文聖經 “…
his food was locusts and wild honey” 翻譯成中文；但英文聖經
則由希臘文聖經翻譯而來。有人認為希臘文的 “locusts” 這
字該是意為 「稻子豆莢」(Carob pods，locust bean)，而非 「蝗
蟲」(Grasshopper--據說書寫聖經時代，仍沒 「蝗蟲」Grass-
hopper 這字眼)。

”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
guage” 6 這英文辭典在 “St. John’s bread” 這條款的解說
，也說可能是由於 “Locusts” 這字在翻譯上引起的混淆：
[After St. John the Baptist, who lived on honey and locusts while
preaching (through confusion of the locusts with the carob, known
also as locust bean). Matthew 3:4]。趙榮台、陳景亭著《聖經動
植物意義彙編》小手冊也指出 「施洗約翰在野地吃的是角豆
而不是蝗蟲 (太 3:4、可1:6) 」。5

它雌雄異株，但偶而有雌雄同體 (Hermaphrodite) 者，雌

花黃綠色、雄花紫紅色。未成熟豆莢綠色，成熟後深褐色，
約 10 至 30 公分長。成熟的稻子豆植株，每年約可生產400 磅
的豆萊。豆莢及其果肉 (Pulp) 佔約 8% 的蛋白質、40% 的蔗糖
(Sucrose)、維他命 A 及B、及多種礦物質，但其油脂和碳水化
合物含量，則比可可 (Cocoa--請見拙作《可可 (Cocoa) 》，
http://cshuang2.blogspot.com/2013/10/cocoa.html) 少。它所含
的熱量約巧克力 (請見拙作《巧克力 (Chocolate) 》，http://
cshuang2.blogspot.com/2013/10/blog-post_4829.html) 的三分之
一，而且幾乎不含油脂 (巧克力有一半重量是油脂)，2 富含黏
膠質、蛋白質，沒過敏性，也不含草酸 (Oxalic acid)，所以磨
成粉的稻子豆果莢、果肉，常用作健康食品的天然甜味佐料
、及巧克力的替代品，特別是用作糖尿病患者的食品。果莢
、果肉可以發酵蒸餾，製成富含稻子豆風味的飲料或甜酒。

它也做為狗食巧克力代用品，因為用可可豆做的巧克力
中的咖啡鹼 (Theobromine)，對大多數的狗都有毒性。而烤過
的種子也用來替代咖啡。稻子豆莢在醫療上有通便 (Laxative)
及鎮痛 (Demulcent) 的作用，可治療小兒的腹瀉，也可治咳嗽
。過去聲樂家認為食用稻子豆莢，可以清爽喉嚨。

古埃及人不衹食用稻子豆莢，稱它為 「埃及無花果」
(Egyptian fig)，而由種子製成的樹膠，就用來做木乃伊的黏著
劑。3 種子約佔整個豆莢的 10 至 20% 的重量，而種子裡含有
一種無色、無味、類似阿拉伯膠 (Tragacanth) 的樹膠，目前商
業上稱為 “Tragsol”，為很重要的食品濃化 (Thickening) 及安
定劑 (Stabilizer)，用在烘烤食品、冰淇淋沙拉醬、調味醬、乳
酪、義大利臘腸 (Salami)、罐頭魚、肉、乳凍、芥子泥 (Mus-
tard) 等等食品工業。

稻子豆紫色種子大小長得很均勻，每顆重量介於 197 至
216 毫克 (Milligram) 之間。所以自古以來，它就作為稱量?石
、鑽石的重量單位或法碼。 「克拉」一詞源自阿拉伯人，意
為 「小種子」，所以 「克拉」(Carat) 就是由希臘文 karati (即
Carob) 這字演變而來。二十世紀初，公制的 「克拉」就訂為
200 毫克 (即 0.2 克)，而成為今日衡量鑽石、寶石的國際單位
。

在羅馬後期 (西元 321 年) 及拜占庭初期，一種純金硬幣
(Solidus) 的重量為 24 顆稻子豆種子 (約 4.5 克)。所以 “Carat
” (或寫作 Karat) 也成為衡量黃金純度的單位。24 Carat (即
24K) 即代表 100% 純金，12K 則只含 50% 純金。8 又羅馬的兵
餉就以 “Solidi” (Solidus 的複數) 頒發，所以 「軍人」(Sol-
dier) 這字就由 “Solidi” 演變而來。

這種樹生長在溫暖、及亞熱帶陽光充足的地區，而能忍

受炎熱、潮濕的海岸氣候。因它很耐旱，所以頗為適應地中
海的區域。美國加州、及夏威夷也有生長，只要是柑橘生長
的地方，它都可生長、適應。它喜歡排水良好的土壤，但卻
可忍受偶而浸水的的情況。它伸延極深的根部，可適應各種
不同的土壤，且可承受較高的鹽分。它和普通豆科植物一樣
，也有根瘤菌，可從空氣中因定氮氣，製造氮肥。5 稻子豆的
木材質地細膩油亮，可做傢俱裝飾嵌鑲之用，可做手杖、薪
材、或燒成木炭。

1997年全世界稻子豆莢的年產量約 310,000 噸，而西班牙
生產最多，年產量約 135,000 噸，佔全世界 43.5%，意大利
(45,000噸)、葡萄牙 (30,000噸)、墨洛哥 (26,000噸)、希臘 (20,
000噸)、塞普路斯 (17,000噸)、土耳其 (15,000 噸) 等則次之；
7 2006 年西班牙仍是最高產量國家，但只有70,000 噸。8 稻子
豆可用種子繁殖，先把種子泡在溫水裡 24 小時，等它吸水膨
脹後才播種，種子可在兩個月內發芽，新苗可在一年後定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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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三師雖然走了半甲子，他的故事仍將流傳。
記得是老師離開救國團總團部活動組的前一年，大概是康

輔第十六期吧？總團部各工作組的幾個代表性營隊在中央警官
學校（現在已改制為 「中央警察大學」，以下簡稱 「中警」）
精誠營區同時舉辦。各個研習會在中警相互競爭的很厲害，但
以康輔表現的最強，不斷的得到第一。

某天，黃昏競賽安排的是 「軍歌比賽」。賽前的那一堂課
，康輔請來的總團部講師遲遲不肯下課，而其他的各個營隊，
則準時在會場集合開始比賽。康輔召集人請示擔任營區總召集
人的張老師︰是否仍然要學員們參加？老師的答覆是： 「立刻
整隊，唱歌答數進入會場參加比賽！」

賽後經評審表決，冠軍仍然是康輔！但張老師在宣佈名次
的時候，竟然表示： 「康輔因為遲到，故名次不予列入！現在
正式宣佈成績：第一名是社研會（大專院校社團負責人研習會
）！」全場頓時暴起歡呼，康輔嘩然。

各營隊的反應不同與不平是可見的。解散後，康輔全體留
下聽張老師講話：

「我知道你們心中的不平，也知道你們得了第一。」
「遲到的原因是講課的老師太晚下課，但是表現出遲到的

卻是你們。」
「一個康輔人若是不懂得委屈自己，讓別人快樂，怎能算

是康輔？」
「一個康輔人若老拿第一，而讓別人失去努力向上與接受

鼓勵的機會，這種榮譽既使得來，又有何益？」
「因為遲到而退出比賽的話，會使得到第一名的人，覺得

失去可敬的對手而有不值之感，這就是你們必須參加比賽的理

由！」
「現在我要問你們：所有的康輔人，是不是都該有百折不

撓的精神？」 「是！」
「有堅強的信心和堅強的意志」 「是！」
「有開朗的心胸和思考的中立」 「是！」
「有健全的思考程序和謙虛的胸襟？」 「是！」
「是不是阻力越大我越堅強？」 「是！」
「是不是要永遠求進步？」 「是！」（應答聲越來越激昂

！）
「好！讓我們一起來唱：康輔之歌，挺胸齊步進餐廳！輔

導員跟進！」
「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把快樂的種子播向大

地，……來來來把青春的活力帶給人們，讓我們的社會充滿歡
笑，讓我們的民族永遠年輕，來來來……我們是熱愛康樂的一
群。」

歌聲澎湃激盪，嘹亮歌聲中有著感性的眼眶濕潤。
這就是康輔！要親身體會才能感覺的康輔。
這就是張老師！
【後記】

康輔的全名是 「康樂活動輔導人員研習會」，在地方上稱
「研習營」，在官方機構稱 「訓練班」。早期分為土風舞組和

一般康樂組，後來兩組分開但同時擴大辦理，簡稱 「土輔」和
「康輔」，同屬救國團總團部寒、暑假自強活動培訓假期服務

員最重要的兩大菁英團隊。
張慶三在寄給結業學員生日賀卡上最常說的一句話︰ 「沒

有連繫不代表遺忘，連繫了我們會更覺得溫馨。」他非常強調
「傳承」的重要，而建中駝鈴康輔的學長們確實做到了！

除了當屆幹部辦理暑假土研，培養籌辦大型活動的能力，
在校學長和畢業學長們的參與和支持已成傳統。早年進入台大
的大一學長，已經在台大校內成立登記在案的 「戶研之友社」
，申請經費在每年寒假為駝鈴學弟舉辦戶研，之後才算正式脫
離駝鈴去邁向自己的人生。

那時候，常有大一學長和筆者聊起校內社團高年級幹部辦
活動能力不足，又喜歡爭搶學妹，覺得膚淺?筆者告訴他們︰
「非常恭喜！這感覺就是 『超越』！你們早早就在駝鈴的歲月

裡，學習到該有的各種活動設計與執行的能力，而別人才正在
起步?這優勢務必要保持下去！」

除此之外，學長學弟之間在暑假有戶研盃球賽連繫情感，
十二月份有校慶之後的社慶，還有土風舞會一起聯歡。在筆者
教學多年之後，學長也開始指導學弟在舞台上表演張老師所編
八對舞者的 「華爾滋宮庭舞」已成傳統。如此情境，即便學校
再怎麼視而不見，一個可以延續40年的高中生社團，也該值
得給予肯定。

照片裡的學長已在公職和司法界春風化雨，創作社歌的學
長王郁琦斯時正待就任陸委會新職，而學長們的第二代已經開
始長大?萬華子弟張慶三所說的 「一日康（土）輔，終生兄弟
」的情誼，在駝鈴開始萌芽?兌現。

猶記當年一首未能流傳的短歌，唱道： 「捕捉點點春的氣
息，留待以後常年回憶，過去雖然已過去，記憶裡永遠美麗。
」

凡存在過的必留痕跡，為建中駝鈴加油！

建中駝鈴-康輔的故事
王季新王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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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赤子心，兩次回國情
—獻給禮泉靳寶善紀念館

在那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剛剛結束不久的
一九七七年的春天，靳寶善教授從遙遠的大洋
彼岸休士敦終於回到了他多年魂牽夢繞的家
鄉。當時國內的自然景象已是春回大地但政
治氣氛亦然凝重，他乘座的航班不能直達國
內，只能繞道和大陸緊密相連卻屬英租管轄之
地——香港，然後由香港又換乘飛抵廣州的航
班，這時他的內心世界是多麼的復雜和沉重。
期盼能早日回到闊別已久的家鄉和親人相見，
此時他已是古稀老人，但精神矍鑠。在無他人
陪伴的情況下獨自一人回國，一路所受的艱辛
曲折可想而知。他的兒子靳自齊教授從故都西
安飛抵廣州將自己多年未見的老父親接回西
安。由於條件所限，他被安排到一所西安某高
校借來的房子下榻，當時由於情況特殊，每天
白天和晚上在他居住的樓下由學校保安人員輪
流巡邏。他不明白這其中的原因所在，盡管如
此，但他的心仍然是坦然的，堅持要做自己要
做的事情。

作為一個醫學科學工作者，他牢記自己回
國的使命是探親講學，不久西安醫科大學委派
2 名腫瘤科醫生接他去學校講學。西醫大對這
次講學作了精心安排，與會聽講成員均為醫界
同行，每位來者懷著一顆敬仰和好奇之心聆聽
這位來自美利堅合眾國的海外學者的精道論述
而被吸引和推崇。他的內心感到釋然，感到自
己為家鄉、為繁榮發展中華民族醫學事業，真

正做了一件實實在在的事情。與此同時，他先
後在省外辦及有關人員的陪同下，去西安南郊
革命烈士陵園緬懷為抗戰為革命犧牲的烈士，
又參觀了西安電器開關廠，後又專程去革命聖
地延安瞻仰了鳳凰山、棗園、王家坪毛主席及
中央領導的舊居，參觀了中共中央大禮堂、中
共七大會址等革命遺址。從延安乘飛機到首都
北京受到了中央外辦領導的接見，並陪同參觀
了正在緊張施工的毛主席紀念堂，後經上海回
美。

這次回國可以說是圓了他的回國夢，受到
了各級有關領導的謹慎歡迎，瀏覽了祖國的美
好河山，在當時國內文革的陰雲尚未完全散
去，氣氛不夠寬松，海外回歸人員極為罕見的
情況之下，他能毅然決然的開這個先河，靠的
是什麼？如果沒有內心的自信和毅力，沒有對
祖國深厚的感情和對家鄉的眷戀是絕難辦到
的，他用自己的言和行向世人表白了一位海外
赤子的家國情懷。

光陰荏苒，時隔 10 年後的 1987 年，改革
開放的春風吹遍了祖國大江南北，長城內外，
國內正在不斷的發生著新的變化，新的氣象開
始顯現，遠在異國他鄉的靳寶善教授被國內的
發展變化深深的所吸引，於是他又一次回到國
內探親講學。這次回國他已是耄耄之年，但他
很輕松，很愉快。首先應邀在他的母校上海醫
科大學講學後，由上海乘座航班直抵廣西桂

林，這是他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醫科大
學求學時，他報名到“中國紅十字會救護隊”
奔赴廣西參加抗日醫療救護工作之地，他要故
地重遊一番桂林山水甲天下，重溫在桂林參加
抗戰醫療救護時一千多個日日夜夜和故地軍民
及醫界同行結下的深厚情誼。同時又在桂林醫
科大學作了一場十分精彩的演講。九月中旬，
在這夏末秋初之交，他又回到古城西安，這次
回來和十年前的感受截然不同，使他有一種回
家感。那天下午，前往西安西郊機場迎接他的
有西安醫科大學、西北紡織工學院的領導、教
授、省民盟同誌及國內親屬等二三十人迎接他
的到來。這次回到西安仍然居住在第一次回國
的那個高校招待所，條件比原來好的多了，回
到西安開展了一系列活動，首先由民盟陜西主
委沈晉先生在西北紡織工學院組織召開了歡迎
座談會，對他的回國表示熱烈歡迎，賓主雙方
互祝問候與致謝。後受邀去西安醫科大學講
學，同時被聘為西安醫科大學榮譽教授。參觀
西安古城墻、西安碑林及號稱世界八大奇跡之
一的臨潼秦兵馬俑，遊覽了古城西安市容風
貌，他發自內心的感嘆：“變化太大了，祖國
真偉大”。九月下旬的一天，他專程回到養育
自己久違的租籍之地禮泉縣下南寧村，他真的
回到了自己的家，祭拜父母為他們掃墓和國內
的靳氏家族會面，並合影留念。和村人鄉黨親
友會面，交談，特別和村上和他同齡兒時一塊

玩過的高齡老人格外親切，有拉不完的家常，
場面十分感人。同時又參觀了駿馬中學並捐資
壹萬元人民幣，希望把這所學校辦好。當天回
到禮泉縣城，受到了縣上黨政領導的熱烈歡
迎。並組織座談，又陪同分別參觀了全國農業
生產的兩個先進單位，烽火公社烽火大隊和煙
霞公社袁家大隊，受到了這兩個大隊的黨支部
書記全國勞動模範王寶京同誌和郭玉祿同誌以
及當地黨政領導的熱烈歡迎與接待，又參觀了
禮泉縣醫院。

1997 年，又是一個十年，當時正值由他捐
資修建的禮泉靳寶善圖書館開館之際，他已年
過九旬，本應頤養天年，但他受邀決定回國參
加圖書館的慶典活動，機票已經購買，但因故
未能成行。委托他的老同學上海醫科大學顧學
琪教授代他參加了此次慶典活動。

總之，這次回國是在歡快舒心的氣氛中度
過的，因而收獲很大，達到了預期的目地。特
別值得一提的是，他經常說的我們都是中國
人，我們的根在中國這個理念更加牢固的紮在
了一位垂暮之年的海外赤子、世界著名醫學
家、忠誠的愛國知識分子靳寶善教授的心靈之
中。

靳自齊   靳自立
2017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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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朱利安（Julian），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涼風冬有雪！朱利安位於聖地牙哥東
北50英哩，位於Volcan山南麓與Cuyamaca草
原北端之間，榆樹林和松林環繞的昔日金礦
城鎮。穿梭在熙熙攘攘的小鎮老街上，仍然
可以察覺到加州早期先民的店舖，像餐廳、
旅店、糕餅店、骨董店、美髮坊、酒吧、花
店以及附帶導覽員的老鷹礦坑與高峰礦坑等
古蹟。唯一具有冷冬氣候的朱利安，位居南
加州海拔4235英呎的山嶺上，很適合種植蘋
果。這裡出產的蘋果，大都用來做蘋果派
（Apple Pie）和原味蘋果汁（Apple Cider）
。每年的10月，賞紅葉的遊客蜂湧而入朱利
安城，每星期要做出一萬個蘋果派來供應這
些遊客。2016年12月26日聖誕節翌日，和大
多數的南加州人一樣，女婿、三個外孫和我
驅車到達朱利安鎮山上賞雪。

小鎮淘金熱
1602年11月10日，西班牙探險家Sebasti?

n Vizca?no（1548-1624）航行入San Miguel灣
， 後 來 沿 用 紀 念 聖 Didacus of Alcala
(1400-1463)的San Diego旗艦名，更名為聖地
牙哥（San Diego）。 十日後，他和他的軍隊
為了食用水源勘查此灣，Antonio de la Ascen-
sion 神父注意到黑砂堆中混雜大量的黃鐵礦
、金礦和海綿。Ascension 神父仔細檢視說：
「很明顯地在這高山上蘊藏豐富的金礦，由

於雨水的沖刷，從高處流下。」雖然聽說原
住民Cuyamacas有淘金採礦，但此後167年間
，仍然無法證實神父的預言。1869 年，A.E.
(Fred) Coleman 在今天朱利安鎮西南的 Cole-

man 溪發現金礦。同年 11 月 Drury (“Drew
”) Bailey 與他的兄弟 James 和 Frank 和他們表
兄弟Mike和Webb Julian來到山城，最後就是
以他們的姓朱利安（Julian）來命名這個小鎮
。Bailey和這兩對表兄弟都是喬治亞州前邦聯
（南）軍軍人，來聖地牙哥找工作，住在灣
邊 Alonzo Horton（1813-1902）建立的小鎮
。假如這五個帶著濃濃南方口音、說話結巴
的退伍軍人，沒有和當地的木工說過話，朱
利安城今天恐怕還是一座鬼城。雖然來自康
州洋基佬的 Horton，有的是工作，像是海邊
的鐵路工，但他們從來不用南方人。機會和
Horton 的偏見，將五人帶到 Cuyamacas 湖畔
。後來證實 Ascension神父的預言是對的：金
片從高山潺流而下。沿著 Coleman 溪逆水而
上，Mike Julian 和 Drew Bailey 倆發現這地區
的第一塊石英石。值得一提的是，Drew Bai-
ley 傳奇的一生。1844 年 5 月 31 日，Drew
Bailey 生於北卡州的 Raleigh，他父親是醫生
也是浸信會牧師。後來全家搬到喬治亞州落
腳。Drew 在Gainesvilles小村上小學。在他15
、16歲時寫的作文： 「假如人想高處爬，必
要有好名聲。做人不應該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要平等待人，每個人都是朋友。」40年後
，【朱利安前衛報（Sentinel）】記者 James
A. Jaspar 說： 「Drew Bailey 是個實在的人，
他為朋友、國家和家鄉盡心盡力。他在外面
有許多朋友甚少敵人。」1862 年 5 月 13 日，
18 歲的他在喬治亞州 Rome 從軍。他得了 50
元，還有 200 元買了一匹戰馬。他和弟弟的
個子矮小，擔任通信員，穿著平民衣裝，潛

入後方，監測北軍位置與軍力。1862 年 9 月
，Bailey 被俘囚禁在芝加哥 Douglas 俘虜營。
同年 10 月 25 日交換戰俘時，回到原單位。
（ 「Julian？Who's Julian?」 Jeff Smith，4/27/
2011，【聖地牙哥讀者報】）到了 1872 年夏
，朱利安鎮上有 50 間房舍、3 間旅館 4 間雜
貨店、2間餐館和1間學校，以及不算少的洗
澡房為 300 位礦工服務。直到 1879 年金礦總
值達4至5百萬之間。這年的朱利安市政廳已
經換了三次了，三年新的百週年市政廳是紀
念美國建國百年興建的。隨著小鎮的成長，
市政廳的空間不符使用。1897 年第 4 間市政
廳建立，不幸於1912年遭回祿。1914年在朱
利安旅館舊址興建第5間市政廳至今。

蘋果派的故事
不像其他掏金城鎮，在一股淘金熱潮接

束礦工離開後，就淪為鬼城。朱利安鎮民充
分利用氣候、肥沃的土壤，並且接近聖地牙
哥大都市等優勢，留下來種蘋果。其實在
1870年代James Madison 就引入第一棵蘋果樹
。加上1887年成立的【朱利安前衛報】的廣
加 宣 傳 ， 朱 利 安 的 蘋 果 曾 獲 得 多 次 藍 緞
（Blue Ribbon）獎，像 1893 年芝加哥、1904
年聖路易和1915年舊金山等世博會。最重要
的是，於1907年為紀念Jamestown 建城300年
舉行的 Jamestown Virginia Exposition，獲得了
最高榮譽的 Winder Medal。第一次朱利安的
蘋果盛會於1909年舉行，但之後幾十年沒再
舉行，直到1945年才恢復。有人列出朱利安
的五件著名軼事：掏金熱、新鮮的空氣、高
大的樹林、熟悉的老街，還有可能存在的野

火風險。不管你怎麼玩文字遊戲，最後跟朱
利安有關的字就剩下一個字 「派」，精確地
說是 「蘋果派」。小鎮有三家主要的蘋果派
商店，都很好吃。其中兩家：Julian Pie. Co.
和 Mom’s Pie House是全美知名的蘋果派，
每天運到朱利安外的城鎮販賣。第三家叫
Apple Alley Bakery 比 較 小 。 （Harry Jones，
11/26/2012，【聖地牙哥聯合論壇報】）一
路塞車，女婿、三個外孫和我到達朱利安鎮
已經中午了。過小鎮老街，找不到停車位，
最後只好停在79號公路與附屬道路交叉口。
三個小朋友吃完帶來的三明治，就在附近雪
地丟雪球，打雪球戰。天冷，我躲在車裡，
透過玻璃窗看孩子玩樂，深知 「逸樂不是放
縱，而是活在當下」，小朋友全做到了，看
在眼裡實在是一大享受！我們從二時開始，
在朱利安蘋果派店前排了一小時隊，輪到我
們的前面三四人時，四種現烤蘋果派，僅剩
下德國蘋果派一種。我買了兩盒現烤德國蘋
果派，一盒冷凍原味蘋果派。我們在店門外
，享受熱騰騰的原味蘋果汁，一小碟蘋果派
加霜淇淋。美味的印記，在當下的那一刻，
確信已經被味覺記憶歸檔了，真幸福呀！我
們在加州79號公路的Cuyamaca湖畔停下休息
。Cuyamaca一詞是原住民Kumeyaay的西班牙
語音譯。棧板道上，扶欄遠眺，寒山秋瑟，
湖水淼淼；枯籐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
堰堤外，湖底乾涸，枯草呈一片暗紅色，煞
是好看！路過蘋果派的分店，停泊許多車，
想必逐名而來，希望他們不買太多，留一些
給後人，不囤積的人生會更美。（全文完）

山城小鎮朱利安山城小鎮朱利安
文/呂克明



eventually be rolled out across Xinjiang 
– was far cheaper than putting up tens of 
thousands of security cameras.
James Leibold, a Xinjiang expert from 
Australia’s La Trobe university, said that 
ever since deadly ethnic rioting in 2009 
authorities had gradually been transforming 
the region into a police state in a bid to halt 
the killing.
“There has been tremendous investment 
in both low-tech and hi-tech methods of 
surveillance,” he said.
“That does have an effect. It probably 
pushes resentment further underground. Of 
course you are going to have violent events 
from time to time but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a lot of Uighurs probably realise that 
any attempt to resist is going to result in 
their death and serious troubles for their 
families. And most of them would just 
keep their heads down, I think.” (Courtesy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feb/21/) 

comply with the order by installing the China-made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Drivers who refuse to do so will not be allowed to fill 
their tanks at petrol stations.
Recent years have seen radicals with links to Xinjiang 
use vehicles to carry out a series of terror attacks in 
China including a May 2014 market bombing in the 
capital Urumqi and an attack in Beijing’s Tiananmen 
Square in October 2013.
Vehicles have also been used to commit attacks on 
civilians in Nice and Berlin.
Yang Shu, a terrorism expert at Lanzhou University in 
north-west China, said the tracking devices would help 
bolster the government’s fight against terror in a vast 
but sparsely populated region where about 1.5 million 
residents are spread over an area almost twice the size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e prefecture has a large area and a small population 
so there are many blind spots that are difficult in terms 
of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Yang said the installation of such devices – which 
he believed was part of a pilot project that would 

night to protect it from the harsh temperatures. 
Despite the panels not working, Yutu still continues to 
collect and send data to Earth thanks to its innovative 
temperature control system."
China's lunar expedition will continue this year, with 
plans to launch a data relay satellite to support a trip 
to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Ye announced on Tuesday, 
March 1.
Plans to launch the Chang'e 4 probe to explore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was announced in January 
and is expected to happen around 2018. This side of 
the moon has never been explored by humans due to 
gravitational forces.

Through a communication station on the Langrage 
point L2, Earth will be able to keep tabs on the Chang'e 
4.
"The moon is too small to block the signal transmission 
between Earth and the data relay satellite," Ye said.
Chang'e 4 will be the fourth probe China will send to 
the moon. The country began its lunar exploration in 
2007 with the launch of the Chang'e 1, followed by 
Chang'e 2 and Chang'e 3. Meanwhile, the Chang'e 
5 mission is expected to commence around 2017. 
(Courtesy http://en.yibada.com/articles/) 

Security officials in China’s violence-stricken north-
west have ordered residents to install GPS tracking 
devices in their vehicles so authorities are able to keep 
permanent tabs on their movements.
The compulsory measure, which came into force 
this week and could eventually affec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ehicles, is being rolled out in the 
Bayingolin Mongol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Xinjiang, a sprawling region that borders Central Asia 
and sees regular eruptions of deadly violence.
The move comes amid an apparent spike in killing 
that authorities blame on Islamist extremists and 
separatists but experts say is also fuelled by ethnic 
friction between Han Chinese migrants and members 
of the predominantly Muslim Uighur minority to 
whom Xinjiang is home.
Since last Thursday mass anti-terror parades involving 
thousands of heavily armed troops have been staged 
in three of Xinjiang’s most important cities following 
two deadly attacks in which more than a dozen people 
were slain.
A statement posted on a website run by the propaganda 
office of Bayingolin’s government, Loulan News, said 
the order to install GPS trackers would help “ensure 
social security and safety and promote social stability 
and harmony”.
“There is a severe threat from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cars have been used as a key means of transport for 
terrorists as well as constantly serving as weapons.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monitor and track all vehicles in 
the prefecture,” an earlier announcement stated.

Between 20 February and 30 June all private, 
secondhand and government vehicles as well as heavy 
vehicles such as bulldozers and lorries will have to 

“We will launch the Chang’e-4 lunar probe around 
2018 to achieve mankind’s first soft landing on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 . .
"Through the lunar exploration project, topographic 
and geological surveys will be implemented and 
laboratory research conducted on lunar samples; 
geological survey and research as well as low-
frequency radio astronomy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will be carried out targeting the landing area on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moon.”

Although national prestige and geopolitics are one of 
the results CLEP plans to achieve, the main priority is 
to establish Chinese presence in the lunar landscape.
To achieve this goal, China is bent on outperforming 
other nations, joint cooperative efforts, and even 
private, American-led multinational ventures such 
as Elon Musk’s Space Exploration Technologies 
(SpaceX), which also aims to establish a foothold on 
the moon. (Courtesy http://en.yibada.com/articles/)
Related

Chinese Lunar Probe Chang'e 3 Now on Its 
Second Year on the Moon

China’s first lunar lander, Chang’e 3, marked its second 
year of operations on the moon--the longest for any 

Although several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explore 
the outer space, only a few dare to dream of futur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n such landscapes. China 
is one of those special few, with their China Lunar 
Exploration Project (CLEP), according to an article by 
Asia Times.
Through CLEP, Beijing plans to reach the moon as 
soon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local 
resources available.
A timetable for China’s planned lunar activities has 
already been mentioned in China’s 2016 white paper, 
but a new sense of urgency has taken hold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hina will continue its lunar exploration project, and 
strive to attain the automated extraterrestrial sampling 
and returning technology by space explorers," the 
white paper stated.
"We plan to fulfill the three strategic steps of ‘orbiting, 
landing, and returning’ for the lunar exploration project 
by launching the Chang’e-5 lunar probe by the end of 
2017 and realizing regional soft landing, sampling, and 
return."

active probe--according to Ye Peijian, chief scientist of 
the Chang’e 3 program, China Daily reported.
The probe, which was only estimated to be operational 
for a year, went beyond its time limit and went on to 
serve 15 more months since it landed on the moon last 
Dec. 14, 2013.

"It seems that Chang'e 3 will continue to keep 
working," said Ye in an interview with China Daily.
Chang'e 3, which was in hibernation mode, assumed 
operations and entered its 28th lunar da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for National Defense (SASTIND) announced on Feb. 
18.
According to SASTIND officials, Chang'e 3's devices, 
particularly its surveying gadgets and astronomical 
telescope, are still in good working condition.
Meanwhile, Yutu, a lunar rover that landed with 
Chang'e 3 on the moon, was only designed to operate 
for a maximum of six months.
"Now, because of a mechanical control abnormality, 
Yutu is immobile," said Ye. "The defect also affected 
the solar panels that cover the rover during the lu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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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order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otorists to install GPS tracking devices in their vehicles. 
(Photo/China Stringer Network/Reuters)

The Bayingolin Mongol Autonomous Prefecture Region of China

China Lunar Exploration Program Plans
To Unlock Space’s Potential

China Orders GPS Tracking Of Every Car In Troubled Region

China aims to outperform other nations in space 
including joint cooperative efforts, and even private 
and American-led multinational ventures. (Photo/
Getty Images)

China's Chang’e-5 lunar probe will conduct lunar 
exploration by the end of 2017 with a soft landing, 
sample gathering and then return to earth.

Plans to launch the Chang'e 4 probe to explore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was announced in January 
and is expected to happen around 2018. (Photo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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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s Of Vehicles Affected By Edict Covering Part Of Xinjiang
After Violent Outbreaks – No Gasoline For Owners Who Don’t Com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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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一生的生長、發育、成熟、衰老過
程中，卵巢既是青春和美麗的策源地，也是保
持女性旺盛生命力的源泉。女性要留住青春，
延緩衰老，就不要忘了提前做好對卵巢的保
養，在多事之秋到來之前善待自己。

婦女步入不惑之年既更年期後，卵巢功能
開始衰退，激素水平下降，出現以自主神經功
能紊亂及代謝障礙為主的一系列疾病，潮紅、
盜汗是更年期的一個典型癥狀，很多婦女都有
發生而感覺無奈。發作時胸部不適、胃脹，然
後熱流像潮水般湧向胸、頸至頭部，隨後臉頰
潮紅，上身滲出冷汗，有人還伴有心悸，精神
緊張。大汗過後血管收縮，又有畏冷感覺，每
次持續幾秒鐘至幾分鐘不等，開始時多在睡眠
將醒時發作，以後可在任何時間出現，一般持
續 1-5 年，有的甚至伴隨整個後半生。有些人
並不出汗，表現為陣熱或陣發性臉紅。發生潮
紅和盜汗的原因是卵巢機能衰退，導致雌激素
分泌減少，內分泌系統失調，進而出現自主神
經功能紊亂及代謝障礙。

由於雌激素參與血脂代謝，可促進膽固醇

AT&T 與中國移動攜手合作開發物聯網
新協議提高全球物聯網潛能，幫助 AT&T 商業客戶進入中國市場

 AT&T* 和中國移動達成合作協議進一步
實現物聯網 (IoT)。這項協議將幫助 AT&T 的
全球商業客戶在中國市場聯通和部署他們的資
源和產品。

我們是與中國移動建立關係的首批全球營
運商之一。中國移動 4G 網絡覆蓋的人口超過 
13 億，使之成為擁有世上最大的 4G 網絡的營
運商。 

AT&T 物聯網總裁 Chris Penrose 表示:「中
國是成長最快的市場之一 , 為我們的全球商業
客戶提供絕佳的商機。與中國移動合作意味著
我們可以進一步開發這樣的商機，使得這個投
入物聯網的時刻更令人振奮。」 

怎樣能讓大家把握這個大好機會呢？我們

共同開發了一個新的技術平臺，讓 AT&T 的
物聯網商業用戶順暢地連接到中國移動的本地
服務。這種幕後轉接將使我們那些希望把業務
擴展到中國的客戶受惠，幫助他們精簡供應
鏈，以更快的速度開展營銷，並更有效率地創
造營收資金流。  

AT&T 服務近 350 萬商業客戶，幫助他們
在世界各地連接他們的通訊設備。  

中國移動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
長李鋒博士表示 :「我們期盼能夠幫助 AT&T 
的商業客戶將他們的聯通解決方案帶到我們的
市場。我們相信這將為我們的客戶開啓嶄新的
選項和體驗，同時實現我們的核心目標之一，
即提高我們網絡上聯通的設備數量。」 

更多有關本公司的全球物聯網商機，請查
閱 att.com/IoT。 請 到 att.com/mwc 或 Twitter
的 @ATTbusiness 了 解 有 關 AT&T 在 MWC
（世界移動通訊大會）的最新消息。

*AT&T 產 品 和 服 務 由 AT&T Inc. 子 公
司或附屬公司以 AT&T 的品牌提供，並非由 
AT&T Inc. 提供。

關於 AT&T
AT&T Inc.( 紐約證交所代號：T) 幫助全

球數百萬客戶接通優質娛樂、商務、手機和高
速上網服務。我們提供全國最佳的數據網絡 *，
以及所有美國無線通訊運營商當中最佳的全球
覆蓋率。** 我們是世上最大的付費電視供應
商之一。我們的電視客戶遍佈美國和 11 個拉
丁美洲國家。在全球有將近 350 萬家大小企業
信賴 AT&T 高度安全的智能解決方案。

AT&T 產 品 和 服 務 的 額 外 資 訊 可 見
於 http://about.att.com。 亦 可 在 Twitter 的 
@ATT、Facebook 的 http://www.facebook.
com/att 及 YouTube 的 http://www.youtube.
com/att 關註我們的最新消息。

© 2017 年 AT&T 知識產權。版權所有。
AT&T、Globe 徽標和其他標誌皆為 AT&T 知
識產權及 / 或 AT&T 附屬公司的商標及服務
標誌。此處包含的所有其他標誌各為其持有者
之財產。

* 根 據 Nielsen Certified Data Network 
Score 所作的宣稱。此分數包含無線消費者在
Nielsen Mobile Insights 研調中所報告的數據、
來自 Nielsen Mobile Performance 的網絡測量，
以及 2016 年第 3 和第 4 季涵蓋 121 個市場的
Nielsen Drive Test Benchmarks。

紅人歸 (Sangel)—是您健康的直通車

** 全球覆蓋率的宣稱是基於比任何以美國
為基地的運營商在更多國家提供折價語音和數
據漫遊服務；LTE 漫遊服務；語音漫遊服務。
需要有國際服務。不覆蓋所有地區。覆蓋範
圍會因國家而異，並在某些國家受到局限 / 限
制。

欲了解更多資訊，請聯繫：  
Emily Edmonds 
AT&T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電話：404-986-0478
電郵：ee4304@att.com 

的降解與排泄，故絕經前後婦女血膽固醇、甘
油三酯和致動脈粥樣硬化脂蛋白 (LDL) 含量增
高，抗動脈粥樣硬化脂蛋白的相對值降低，導
致絕經後婦女動脈硬化和冠心病的發病率急劇
增高。常表現為心慌、氣短、胸憋、乏力、心
律不齊、早搏等癥狀。有些婦女則表現為血壓
波動、頭痛、眩暈、耳鳴、眼花等。

　　此外，雌激素的減少還會引起皮膚、
泌尿生殖系統、人體骨組織構成、消化系統、
呼吸系統的一系列變化。 

進入更年期後，卵巢的衰退是以上癥狀的
主要原因，因此，如何保養卵巢顯得尤為重
要。由加拿大 VIKER 公司推出的紅人歸膠囊
(Sangel)，是純天然植物提取精華素的復合物，
安全無副作用，使用方便，作用溫和。針對更
年期的潮紅、盜汗以及心腦血管系統方面的病
癥有一定的保健作用。紅人歸膠囊 (Sangel) 中
含有能與卵巢紅囊竇受體特異性結合的 SAG
獨特成分。年輕女士的體內雌激素水平，能反
射性激活大腦垂體分泌 FSH, 作用卵巢紅囊竇
受體，使之定期排出卵泡，分泌雌激素，恢復

平衡水平。人至中年，隨著組織器官老化，機
體平衡能力下降，更年期隨之而至。SAG 的
化學空間結構能夠通過與紅囊竇受體特異性結
合，激活並恢復卵巢分泌卵泡和雌激素的能力
和水平，從而減輕由於更年期引起的潮紅、盜
汗、心腦血管方面疾病的發生。

處於更年期的婦女，常有體弱力衰、力不
從心之感，又有焦慮不安現象。紅人歸膠囊
(Sangel) 通過營養和活化開始退化和萎縮的卵
巢，改善卵巢微循環網，恢復體內自身分泌雌
激素的能力和水平，調節內分泌系統的平衡，
從而改善和緩解潮紅、盜汗、失眠、健忘、易
激動、情緒不穩定、以及免疫力低下等更年期
癥狀，使女性恢復健康，找到年輕時的自信。

 服用紅人歸膠囊 (Sangel)，改善更年期癥
狀，是屬於天然草本補充療法。它是目前世界
各國最為推崇的自然替代療法，也備受廣大更
年期女性的喜愛，它是以天然草本為主要原
料，提取有效成分，可以直接作用卵巢和身體
各系統，器官組織細胞，全面調節女性內分
泌，能夠明顯恢復和強化卵巢機能，調整體內

雌激素分泌水平，
從而可以延緩和改
善更年期的各種癥
狀，提高女性的生
活質量。

女性的美麗是
由內而外的，卵巢的排卵正常，擁有旺盛的雌
激素分泌水平，才是健康美麗的女人，女性才
能夠順利的度過更年期，保持您平穩幸福的個
人與家庭生活，盡情享受愉快的人生。

延緩卵巢功能的退化，維持機體內雌激素
的正常水平，是解決更年期各種癥狀的最直接
方式。服用紅人歸 (Sangel) 吧！它會讓您重拾
健康與美麗，讓您順利的度過更年期。

加拿大 VIKER 公司榮譽出品
女性更年期保健手冊”花開花落話更年”  

免費資料索取網址 www.vikerm.com
加拿大VIKER公司 北美免費咨詢電話1—

888—518—7778
全球女性更年期保健免費咨詢電話 1—

604—518—7778 傳真 :1-604-303-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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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秦鴻鈞報導）華美易經學社將於本周六
（3 月4日）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恆豐銀行總行12 樓
社區服務中心（9999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
主辦講座，邀請蔡亞麟博士主講 「氣功與能量 醫學」。
蔡亞麟博士係台灣大學畢業, 休斯頓 Rice University 博
士. 現為德州大學休斯頓醫學院教授. 為一生物物理及生

物化學專家. 平日除從事研究及在醫
學院授課之外, 也在課餘以科學的方
法鑽研及教授氣功.此次應華美易經
學社之邀, 將於此講座之中, 以其多年
來研究及傳授氣功的心得與經驗. 向
大家介紹什麼是氣功, 氣功與能量醫

學的關係,如何應用氣功於醫療保健, 及使氣功達到醫療
保健最佳效果之要素.

演講免費入場, 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講 座 連 絡 電 話 : (832) 594-4127 方 鮀 生 , (281)

796-1039 談駿頤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鑒於華人過去習慣用現
金消費，致使中國城一帶搶案頻傳，歹徒們看準華人的
現金，不論搶劫個人或商舖，皆有所斬獲。為了改變華
人的消費習慣，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昨天上午十一時由執
行長華啟梅率領該中心美國聯合基金會成員，到美南銀
行接受該行董事長李昭寬，總栽Gary 所授與的五百元獎
金，以支持該中心＂中國城預算一日游＂的教育項目。
此費用將用來幫助二十名基金會成員了解如何制定個人
消費預算，合理有效的使用信用及借記卡，避免過度負
債。

美南銀行將為每位參與一日游的客戶提供現金借記
卡。在文化中心理財咨詢師的指 導下，客戶將制訂一份
在中國城消費的預算。所有的消費將由美南銀行提供的

現金 借記卡承擔。客戶可以選擇在美發沙龍、餐廳、及
其他中國城消費場所使用借記卡。 在消費之後，客戶將
與理財咨詢師會面，詳細回顧他們消費與預算的出入。

因為項目參與者將使用借記卡，此項目同時將鼓勵
中國城目前只接受現金的商家考 慮接受信用卡及借記卡
等電子支付方式。中國城商家以擁有大量現金聞名，時
常成 為犯罪分子的首要目標。美男銀行及中華文化服務
中心希望借此項目，幫助商家提 高安全意識，減少財務
損失。

如需了解更多關於“中國城預算一日游”及文化中
心理財知識教育的信息，請聯系 此項目經理 Raymond
Nguyen， 713-271-6100 x 225 或 郵 件 ray-
mond@ccchouston.org.

愛心組織換屆改選 徐小玲當選新年度會長

美南銀行昨授予中華文化服務中心獎金
用於支助二十名學子＂中國城預算一日游＂項目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愛心組織愛心組織 」」 周日下午二時在文化中心舉行換屆改周日下午二時在文化中心舉行換屆改

選選，，經出席的理事及歷屆會長票選經出席的理事及歷屆會長票選，，徐小玲徐小玲（（ 前排左三前排左三
））當選新年度會長當選新年度會長，，黃登陸黃登陸（（ 前排左一前排左一），），馬健馬健（（ 後排後排
右二右二）） 當選副會長當選副會長。。

徐小玲為玉佛寺英語佛學班負責人徐小玲為玉佛寺英語佛學班負責人，，台大校友會會台大校友會會
長長，，休士頓大專校聯會副會長休士頓大專校聯會副會長，，休士頓大專校聯會獎學休士頓大專校聯會獎學
金投管委員會金投管委員會，，休士頓台大校友會顧問休士頓台大校友會顧問。。

黃登陸現為愛心組織義工黃登陸現為愛心組織義工，，休士頓休士頓8080--2020 創始人創始人，，
已任已任El Dorado Municipal DistrictEl Dorado Municipal District 鎮長鎮長2828 年年，，萊斯大學萊斯大學
經濟博士班經濟博士班，，曾任教休士頓大學曾任教休士頓大學。。

馬健現為馬健現為Morgan StanleyMorgan Stanley 的股票管理經理的股票管理經理，，現為美現為美
南電視政論節目主持人南電視政論節目主持人，，過去多年過去多年，，任國慶酒會主持人任國慶酒會主持人
，，並活躍於並活躍於8080//2020 PAC , OCAPAC , OCA 及慈濟等各大社團及慈濟等各大社團。。

雙十國慶籌備會工作總結雙十國慶籌備會工作總結
葉宏志提出更改二章程葉宏志提出更改二章程

圖文： 秦鴻鈞
雙十國慶籌備會於周日下午三時舉行工作總結，現場發言踴躍，高潮不斷。

最後針對去年收支餘額進行討論，籌備會葉宏志提出更改章程如下： （一）每
年預留八千元給下一屆作周轉金用。不足之額，由當年的主任委員負擔。（ 二
）主委的選舉，一個人只能代表一票，代表一個社團。

今年的國慶籌備會主委選舉，將於今年四，五月間舉行。

美南銀行昨頒發五百元獎金美南銀行昨頒發五百元獎金，，以支持中華文化中心以支持中華文化中心，，美國聯合基金會成員的＂中國美國聯合基金會成員的＂中國
城預算一日游＂項目城預算一日游＂項目。。圖為圖為 「「 美南銀行美南銀行 」」 董事長李昭寬董事長李昭寬（（ 前排右六前排右六），），文化中心文化中心
執行長華啟梅執行長華啟梅（（ 前排右五前排右五）） 「「 美南銀行美南銀行」」 總裁總裁GaryGary（（ 後排中後排中 ）） ,, 公關莊幃婷公關莊幃婷（（
前排左二前排左二））及文化中心巿場及活動部經理彭子伊及文化中心巿場及活動部經理彭子伊（（ 前排左一前排左一）） 及出席成員合影及出席成員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華美易經學社本周六主辦專題講座
蔡亞麟博士主講 「 氣功與能量醫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