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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春宴歡慶48周年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日前在珍寶海鮮樓歡慶成立48周年

和周年和黃氏會所大樓10周年﹐各僑界人士熱情出席﹐

有精彩的文藝節目演出﹑幸運抽獎和豐盛晚餐﹐現場溫馨

熱鬧﹒圖為會長黃孔威歡迎金城銀行執行長黃國樑﹑中

國駐休士頓總領館僑務領事易川﹑科技領事黃河﹑少林六

合門掌門人李國忠教授參加休士頓黃氏宗親會﹐眾人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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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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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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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石油能源業近年來受到油價的
重挫影響，正從蕭條中緩慢復蘇，該行業裁員
和節支的消息正逐漸減少，利好也漸漸浮現。

去年，隨著油價緩慢增長，休斯頓有四家
能源公司的執行長已開始大幅度提升薪資待
遇，其中包括 Anadarko Petroleum Corp., EOG 
Resources, Noble Energy ,Cabot Oil & Gas 的總
裁，去年盡管仍保持了原來未變的基礎薪水，
但都獲得了可觀的股價分紅以及現金獎勵，行
業人士稱，能源業執行長去年隨著能源股票的
上漲，收獲頗豐，是非常好的一年，能源公司
重行調整結構，並把投資對象轉換到成本較低
的地方去開采。

Anadarko, EOG, Noble ， Cabot 能源公司
股票去年的估值提升，一共超過 400 億美元，
盡管這些公司的總共收入減少了 56 億美元

Anadarko 執行長 Al Walker’s 去年的薪水

從之前的 160 萬元提升至 1870 萬美元，其中
部分收益來自於 80 萬元的業績現金獎勵，還
有部分來自於他的退休項目。執行長的基礎薪
水介於 5 萬至 130 萬元之間，同時股票獎勵增
長從 7.5 萬元增長至 112 萬美元。

同時，EOG Resources 公司執行長 William 
Thomas 的年薪也增長至 1050 萬美元，盡管基
礎薪水依然為 $925,000, 但股票獎金達到 750
萬美元。

由於能源業連續遭遇持續兩年多的油價低
谷，已經讓超過 200 家的北美能源公司宣布破
產，德州超過 10 萬行業人員遭裁員。福利和
薪資方面的專家表示，雖然能源業近年來狀況
不佳，但是能源公司的執行長的薪資待遇依然
保持著原有的水平，並沒有受到行業衰退的影
響。休斯頓許多大型石油公司尚未公布其公司
執行長去年的薪資狀況。

能源業股價增  休斯頓四家執行長薪水暴漲

Charif Souki
Former Chairman,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nd President

Cheniere Energy, Inc.
基礎薪水 $1   獎金 $0  股票獎勵 $53,819,000   認股權 $0    總收入 $54,041,015

Anthony G. Petrello
Chairman of the Board, President and CEO
Nabors Industries Ltd.
基礎薪水 $1,580,077  獎金 $6,125,000 
股票獎勵 $16,863,656  認股權 $0 
總收入 $27,663,602

Bob V. Patel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LyondellBasell Industries N.V.
基礎薪水 $1,218,151 獎金 $0 
股票獎勵 $12,356,319 認股權 $6,518,771 
總收入 $24,473,813

R. M Lance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onocoPhillips
基礎薪水 $1,700,000  獎金 $0 
股票獎勵 $6,630,693  認股權 $5,790,780 
總收入 $21,339,719

Meg A. Gentle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 Marketing
Cheniere Energy, Inc.
基礎薪水 $630,000      獎金 $486,720 
股票獎勵 $16,000,000  認股權 $0 
總收入 $18,626,475

Greg C. Garland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Phillips 66
基礎薪水 $1,549,164   獎金 $0    股票獎勵 $8,290,120   認股權 $2,763,828   總收入 $22,93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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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老有一齊來中外老有一齊來

達福台商會UTA唐力平教授受邀演講
醫學抗癌新技術及膝關節治療3月16日理事會

達福台商會于上周四晚上假布蘭諾瑞鏵餐廳舉行了年度第九次理
事會，40多位理事參加，聆聽UTA唐力平教授的演講。

UTA生物工程系唐力平教授在東海大學生物學系取得學士學位後
，並在台灣大學的海洋生物所取得碩士學位。之後，他在明尼蘇達大學獲
得生物醫學工程與化學工程博士學位。畢業後，他成為休斯頓貝勒醫學
院兒科系助理教授，並于2000年加入UTA並升等為副教授。目前，唐教
授是UTA工程學院董事會特聘教授。他的研究領域中包含幹細胞，組織
工程，納米技術，生物相容性，生物材料，發炎反應，傷口感染和組織纖維
化，他的成就已被美國心臟協會，生物材料科學與工程，美國醫學和生物
工程研究所認可並被遴選為這三個協會的院士。在他的演講之中，首先
介紹他的實驗室開發的三種不同的生物醫學工程技術。該演講提及了關
于他和他的團隊如何將簡單的想法變成新技術的過程，例如新的抗癌技
術，膝關節炎的治療或是皮膚創傷愈合。

達福台商會會長李庭槐表示，商會除了經常聯誼和提供商機的平臺
之外，也會儘可能地安排不同領域的演講以滿足理事們的需要。此次唐
教授的演講題材，新穎的技術研究將成為人類未來醫學的發展的一大步
。該晚理事會在享用豐盛的佳餚及聆聽精彩的演講後圓滿結束。(達福台
商會供稿商會供稿))

李庭槐會長贈送紀念品給唐力平教授李庭槐會長贈送紀念品給唐力平教授((左左)) 享用美食聆聽演講享用美食聆聽演講

商會理事夫人們合影商會理事夫人們合影 理事們相見歡理事們相見歡 前會長們與幹部合影前會長們與幹部合影

理事合影理事合影 討論會務交換意見討論會務交換意見
QS170323D達福社區

清明節是一個慎終追遠，表達孝思的日子。
秉持中國人的孝親情懷，佛光山達拉斯講堂，將
于4月2日（星期日）上午10:00起，啟建『慈悲三
昧水懺』法會，以倡導孝親報恩之美德。

『慈悲三昧水懺』的由來是緣自一位知玄和
尚的故事：悟達國師，在未受封國師之前，是個
名叫知玄的和尚，年少時有一天遇到了一位僧
人。這位僧人生了一種「迦摩羅」的惡疾，全身生

瘡，發出穢氣，知玄和尚憐湣他的病苦，自動去
照顧他，連一點討厭躲避的臉色都沒有。後來病
僧的病好了，感激知玄的德風道義，就對他說：
「我要走了，你以後會有難臨身，不妨來找我，我
會解救你的灾難。」

後來，知玄和尚因為德行高深，受到唐懿宗
崇敬，就封他為『悟達國師』，住持安國寺，懿宗
皇帝並親自求教佛法。然而就在此時，他膝蓋上

卻生出一個人面瘡來，知玄
和尚痛苦萬分，各地名醫束
手無策。於是知玄和尚突然
記起當年那位病僧臨別所說
的話。於是前往尋找。僧人對
他說：「不要緊的，我這兒山
巖下有清泉，等到明日去洗
一下就會好的。」

翌日清晨國師到巖下清
泉之畔，正要用手捧起水準
備洗膝上人面瘡時，不料瘡
說：「你我有前世冤孽，累世
以來，我總想尋求機會報復，
可是你十世以來，都是高僧，
持戒十分精嚴，冥冥中有戒
神在旁保護，使我無法近身

報復。如今，由于你受皇上的恩寵，待遇豐厚，已
到了奢侈揮霍地步，而動了希名欲利的心念，無
形中陰德已損，因這緣故，才能接近報復你。現
在，蒙迦諾迦尊者出面調解，賜我三昧法水，令
我解脫，那麽我們之間的夙冤，也告終結，從今
以後，我不再和你為難作對。」

國師聽了，連忙掬水來洗，一時痛入骨髓，
暈絕在地不省人事。復蘇後，
覺得左腿已安然無恙，人面
瘡已不知去向。由此遂明白
聖賢渾跡世間。悟達國師因
蒙迦諾迦尊者垂慈，為他解
了多生宿冤，為報答此特殊
廣大恩德，如經雲：「若不說
法度眾生，畢竟無有報恩者。
」並為後人啓懺悔之門，所以
才著此「慈悲三昧水懺」，意
取尊者以三昧水洗人面瘡，
解積世冤業的緣故。

『慈悲三昧水懺』，共分
為上、中、下三卷，係依宗密
大師之《圓覺經修證儀著錄》
而成，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
冊。藉禮懺功德，恩沾九有，

德被四方，祈求世界和平，檀那闔府
平安，歷代宗親蒙佛接引，往生淨土
！
『清明孝親報恩水懺法會』時間：4月
2日（星期日）上午10:00至下午5:00

屆時歡迎信眾蒞臨拈香，法雨均霑！
佛光山地址：1111 International Parkway, Rich-
ardson, TX 75081
電話：(972) 907-0588詳情歡迎洽詢佛光山達拉
斯講堂三樓服務台。
(佛光山供稿)

佛光山達拉斯講堂將啓建
2017年孝親報恩清明法會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於四旬
期舉行避靜，妥善準備心靈，以迎接復
活節，特別於三月二十五日(星期六)起
一連二天，避靜地點：為位于布蘭諾區
的耶穌聖心堂，地址為 420114th St，
Plano,TX75074，詳細地圖請見本報宗
教版廣告。

「耶穌聖心堂」為了鼓勵教友們，迎
接復活節，照例舉行年度之四旬期避
靜 (亦即退省Retreat)。協助教友們能於
復活節前，在忙碌之生活中，安靜反省、

滌盡塵念，藉著祈禱、讀經、默想、安靜、
反省、和好聖事、朝拜聖體、望彌撒等等
，妥善準備心靈，默想主耶穌為了愛，受
苦受難，拯救人靈。

今年的四旬期成人中文避靜，「耶
穌聖心堂」 很榮幸的請到梁連峰神父
前來帶領，避靜的主題是「寬恕、召叫、
苦難、新生」。梁神父來自來自中國山西
洪洞教區，現正於紐約天主教之 福特
漢姆大學攻讀，牧民心理諮詢及精神關
懷碩士，梁神父以帶領避靜及講習會見

長。這次機會難得，非常歡迎僑社新朋
友參加。
避靜日程如下 :
(1) 3月25日（星期六）

下午 1 點 30 分至下午 5 點 30 分
（ 包 括 四 講 及 默 想 ）

下午5點30分 至下午6點30分
(和好聖事 ) (2) 3月26日（星期
日）：
下午 1 點 15 分至 3 點 15 分（總
結講座）

由於三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不供應午餐與晚餐，欲參加者無
須登記訂餐。但若對於避靜日程

及內容有任何問題，請聯絡王正，電話
（972）398-0796(聖心堂供稿)

耶穌聖心堂舉行「四旬期避靜」
三月二十五日起二天特邀梁連峰神父帶領
「寬恕、召叫、苦難、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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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中美論壇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http://english.us-chinaforum.com/weekly-forum

Mainstream and Organic Media
Dr. Wordman

中美論壇稿約
評論時政的利弊得失，伸張世界的正義

公平，良心知識分子的園地，歡迎來稿投
書和回響，作者文責自負，請留真實姓
名，地址，電話，不改稿，不退稿，不付
稿 酬 ， 所 有 稿 件 及 信 函 ， 請 email至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h

189

社務委員：張紹遷  周友道   水秉和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范湘濤   張文基兼社長

張一飛   陳立家

本文筆者亦親自前往琉球參與反對邊野古基地建設活動，站在第一線現場與
參予活動之琉球人民訪談，並依照社會科學學術倫理之要求，並不設置前提 由
受訪者自行闡述。本次訪談對象為反基地運動之國際通譯、高中教師、抗議專
車領隊（該專車每日早上由那霸市沖繩縣縣廳前廣場發車）、抗議活動參與人
士。最後，再以詮釋方法將其整合為一個完整的琉球主體的大敘事。

Currency Manipulation in its narrow definition is that a 
currency exchange rate is being manipulated up or down by a 
controller, typically implying the government authority. In reality, 
currency exchange rate fluctuates by trading force that is by every 
trader. It is fair to say that every trader, from common citizens, to 
investors, to corporations to banks and including governments, they 
all influence currency exchange or manipulate currencies (buy or 
save and sell or spend) to gain profit or to maximize their cash value 
or to protect assets. Taking advantage of currency fluctuation is 
practiced daily by everyone in his or her process of "managing cash 
flow". In a healthy economy, money should be circulated (flow) to 
produce economic effects, from hardcore manufacturing to soft-kill 
creation to produce 'goods', 'products', 'designs', 'arts', 'programs' and 
'services'. When money does not flow, we will have a stagnant 
economy. In the world economy, multiple currencies are used as 
money to maintain or stimulate economy. Since each currency is 
managed to flow and exchange with other currencies, it is natural 
that each currency will maintain exchange values with other 
currencies depending on what currency holders (common folks, 
investors, corporations, banks and governments) are willing to accept 
the exchange rate. The exchange rates will fluctuate as holders 
change their value views on the currencies they hold and their desire 
to exchange.

Common folks manage their cash value and cash flow by 
buying goods and services at low prices (especially on imports 
produced by foreign currency), traveling to countries when currency 
exchange is to their favor and exchange money when the exchange 
rate is favorable to the currency they hold. Some might save money 
in certain currencies when banks offer higher interest rate for those 
currencies. Of course, investors have more money; they will do the 
same except they will do it more often, with larger quantities, dealing 
with more sophisticat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valued in different 
currencies). When investors focus on their cash flow just for 
maximizing their cash value with no concern of maintaining or 
stimulating economy, their 'cash flow managements' often become 
currency manipulation to maximize cash value damaging certain 
targeted currencies. A typical method they use in speculating 

currency fluctuation is to hedge on a particular currency, for example, by 
borrowing a huge amount of, say Thai Baht, and expecting or 
manipulating (driving down) its value lower then purchasing Baht at 
lower value to repay the loan. This type of 'cash flow management' is only 
benefiting the speculating investor and not good for the economy.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many such speculators doing currency 
manipulation in the world.

Corporations must manage their cash flow to maximize the 
value of the currencies they hold especially if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has payrolls in many countries requiring large reserves in different 
currencies. Naturally, the treasurers of corporations must engage in 
currency exchange fluctuation and buy and sell different currencies. A 
legitimat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would manage currency by paying 
attention to currency fluctuation but not trying to manipulate or speculate 
in currency exchange, which is a high risk business. A government has 
obligation to protect and manage the country's economy, naturally it must 
defend their currency against speculators with intention to make huge 
profit by exploiting the currency. To maintain competitive position in 
export, often the government must maintain a stable currency and adjust 
its exchange rate to be competitive in trade. This kind of currency 
adjustment is of temporary nature very different from currency 
manipulation by systemic schemes devised by currency manipulators 
(traders). There is no country that can survive on de-valuing her currency 
continuously (hyperinflation may result), since she must buy international 
goods with her currency and her citizens need to travel to other countries 
requiring currency exchange. An unstable devaluing currency is very 
vulnerable to currency speculators as well as manipulating investors who 
will buy up the country's hard assets such as real estate and factories at 
bottom prices when the local currency is pushed to bottom value.

The U.S. has been in a unique position regarding her currency, 
US dollar. The dollar has been used as the world standard exchange 
currency for nations to make trades and balance payments with each 
other. Ever since the U.S. abandoned the gold backing policy to use gold 
to back the value of the green dollar, the US dollar's value has been 

guaranteed by the U.S. government. So long the U.S. economy is healthy 
(a large rich trading partner), all trading countries with the U.S. will trust 
the credit of the U.S. government. Under that condition, the U.S. is free to 
print the U.S. dollars or issue US treasury bills unlimitedly to pay for her 
trade obligations and debt and loan money to investors to invest in foreign 
countries. After the US investment promoted economic growth in a 
country and pumped up investment gain, the U.S. then can increase her 
bank interest rate and adjust currency exchange rate for the dollar to attract 
or draw back capitals to the U.S. (through Wall Street) and let US investors 
cash out the profit made in that country. (Assets in that country will drop 
to bottom prices in the process) The accumulated earnings through hard 
work (trading) of that country are then wiped out rapidly by foreign 
investors.

The above process would work if the US economy could always 
go through an economic cycle, getting in and out of recession smoothly. 
However, in 2008, the U.S. economy went through a devastating recession 
triggered by a national housing bubble, the collapse of credit market for 
debt swap and a huge national debt. The recovery of that economy was not 
as quick and smooth as expected. The U.S. is continuously mounting debt 
(reaching $19 trillion) and her world number one economy position is 
being challenged by China. The US investors participated in the China 
boom. To induce the investors to cash out profit made in China and bring 
capitals back to the U.S., the US economy has to recover and the dollar 
interest rate has to be raised. Apparently China had recognized this 
scenario while managing a slowing down economy. China had to adjust 
currency exchange rate (devalue RMB) to discourage investors to cash out 
profit in RMB to convert back to US dollars in order to protect China's 
industries and assets and her economy. This is the basic conflict in 
currency battl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for the past few years. Both 
the U.S. and China are currency manipulators for different purposes, one 
to loot profits and one to protect national assets. In addition, China had 
recognized her vulnerability of holding huge US debt in US treasury bills; 
thus, China had started to reduce her US treasury bills holdings and to use 
RMB instead of US dollar to settle trade balances with other countries. So 
long other countries would go along with using RMB; China would be 
safer and more capable in defending her currency.

Since China is a major trading partner with most countries, 
China is likely to succeed in using RMB for settling trade balances. China 
had no choice but to take protective measures in maintaining a stable 
RMB. The U.S. on the other hand had to make fundamental policy changes 
regarding her national finances, revitalizing her industries, and to get rid of 
her huge national debt instead of blaming or playing currency game; that is 
the only way to make her economy great again.

最近中央電視臺( CCTV ) 有一

個 相 當 不 錯 的 節 目＂走 遍 中 國

＂，介紹了許多中國政府幫助窮

困地區人民致富除貧的故事；筆
者憑看過影片後的記憶，隨便講
一兩個印象較深的故事和大家共
享：

甘肅有一個小伙子，初中時便
因家窮輟學，跑到深圳去打工，

隨身帶了幾斤家鄉的特產＂隴西

核桃＂，打工那段時間，有時會

拿 出 一 點 招 侍 一 起 打 工 的 好 朋
友，吃過的人都讚不絕口，有一

位朋友不經意說了一句＂這玩意

在 網 上 買 得 到 ， 不 過 價 錢 很 貴

＂，這個甘肅小伙聽到後靈機一

動，便到網上查看隴西核桃的價
錢，看到後嚇了一大跳，最便宜
的是六十元一斤，小伙在家鄉時
曾替人收購過核桃，頂多兩元一
斤。哇賽! 這一嚇有分教，小伙子
立即下定決心打道回鄉,並作了一
些準備工作，買了一個便宜電腦
並惡補了一些簡淺的電腦課程。
回到家鄉後，因為沒有網路，只
好整天泡在網吧裡釣魚(等買主上
門)，三個多月的煎熬終於等到了
第一筆五斤訂單生意，買主是一
位曾經被下放到甘肅的知青，因
為懷念當地核桃美味才買的，他
收到後又買了幾百斤，此後陸陸

Currency Manipulation to Gain Profit, to Maximize Cash Value or to Protect Asset

續續訂單越來越多,小伙便開始和附
近核桃農戶簽約優價收購再到網上
傳銷，當地政府也把小伙當成領頭
羊，給予他多方支助,讓他帶領農戶
們脫貧。當年的窮小伙如今已是身
價千萬的小富翁了，當地的許多農
戶也靠他的指引由幾千元年收入,變
成了幾萬元年收入，窮鄉僻壤數年
間變成了世外(核)桃園,美哉 ! 美哉!

再講一個比甘肅更窮的寧夏，那

兒是＂風吹石頭跑,地上不長草＂的

不毛之地,許多山區因為嚴重缺水,多
年前還被聯合國評定為最不宜人居
的地方,中國政府有鑒於此，便決定
大手筆發動移民扶貧政策，把那些
山區居民搬遷到適宜人居的平地
來,過去十多年已有一百六十幾萬原
來居住在窟洞裡的人民搬進了水電
煤氣俱全,三室一廳而且有一點後院
的新式建築，電視臺記者特別訪問
了一位福寧村濱河家園的一位大姑
娘，她們家是從山區移民進村的，
原來全家三口人(父母和她)每年只
有幾百元收入，不但吃不飽，衣服
也是補了再補，如今在政府幫助下
住進了新屋，自己承包了一個養菇
房，父母幫她打工，另外還請了同
村一些工人，每年有十幾萬收入。

談到＂福寧村＂這個名字的由來，

也算是中國特色，就是中國政府有

 ◎范湘濤  一個由發達地區支援窮困地區的政
策,辦法是指定一個經濟較好的省幫
助一個窮困省解決問題,福寧村就是
「福建」支援「寧夏」的一個樣
版。福寧村建設初期，正是習近平
主閩之時，這個樣版村的功勞簿
上，一定會記上習大大一筆吧!  記
得八零年代初到大陸旅遊，看到江
南漁米之鄉的農村都是破瓦殘垣的
景象，如今那些鄉村都變成了高樓
大廈的三線都城；假以時日，像福
寧這樣的小村肯定又是一個拔地而
起新都會了。

從鄧小平的「讓部分人先富起
來」到習近平的「全力奔小康」，
中國的除貧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是
舉世公認的事實,像上面所提的那種
小故事可能道也道不盡，說也說不
完，於是中國政府有了更大的雄心

壯志，提出＂一帶一路＂的構想，

要讓更多的發展中國家也能複製中
國的扶貧致富成功經驗。基督教和
伊斯蘭教的教義都是「你死我活」

的信仰，而中國提出＂一帶一路＂
是「我活你也活」的新思路。中國
人幾千年來都傳承著治國平天下的
大志,但平天下並不是窮兵黷武的侵
略,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這也許就是中國領導人所津津樂道
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吧 ?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由中國扶貧到全球致富  

過去八年來，歐巴馬政府把中
東和北非局勢攪得一團糟，恐怖
分子四處作亂。而美國內政正從
金融海嘯災難之後緩慢復蘇。此
外，自由派橫行，美國道德標準
急速崩潰。這些都是民主黨敗選
原因之一。川普總統接任之後，
力求改變美國之頹勢，筆者對其
大部分新政寄予厚望，唯對增加
軍費，大力重整軍備，不敢苟
同。筆者來美四十年，熱愛美國
這個自由樂土。美國是二十世紀
崛起之強權。先是經濟崛起于十
九世紀末。軍力崛起則是于二十
世紀，經歷過一戰、二戰、韓
戰、越戰，以及中東戰爭。無論
是抵擋法西斯主義之侵略或共產
主義之輸出世界革命，都是正義
之師。美蘇兩大集團冷戰了幾十
年，直至蘇聯解體。然而冷戰結
束之後，除了反恐之外，美軍對
其它潛在的競爭者卻變成了挑釁
者。筆者于華府工作二十年，與
聯邦政府許多機構打過交道，對
政府之運作，不是外行。為何筆
者認為增加軍費不切實際，茲從
幾方面簡述如下。

一．冷戰後遺症
在蘇聯解體之後，照理說世界

應該邁向和平了。然而抵擋華沙
公約國家的北約不但繼續存在，
還不斷擴大，增加會員國，繼續

東進，佈設反導系統，不斷演習，
向俄國逼近。川普新政府的官員與
俄國大使接觸，竟被視為通敵。 以
至於俄國外交部長問：俄國是你們
的敵人嗎？究其原因，至少有兩
點：一是許多將領、官員、議員、
智庫、和媒體仍然深深存有冷戰的
敵對心態；二是受到軍工集團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的影響。 
在國家安全方面的所謂專家們，仍
然把俄國和中國視為敵人，如此就
製造了仇恨在億萬人的心中。這種
心態對於國際關係，有害而無利。 

二．霸權心態
美國成為世界上的獨一強國之

後，又漸漸遠離上帝，難免心驕氣
傲。它來制定國際間的遊戲規則。 
動輒耀武揚威，甚至挑釁他國。這
與百年前的炮艦外交是一樣的，必
定引起其它國家的反感。

三．俄國、中國威脅論
俄國擁有之核武與美國相當，也

有一些其它先進武器。俄國如果是
美國的敵人，那麼俄國的確是個威
脅。但是自從蘇聯解體之後，俄國
想和西方做朋友，西方卻羞辱俄
國。唯一有興趣的是削減俄國的核
武器。 俄國如果不是敵人，那麼它
還是個威脅嗎？ 事實是美國的機艦
常在俄國周邊耀武揚威，抵近偵
察，甚至演習推進到東歐。事實
上，美軍在製造一個敵人。所以幾

 老大與老三       

諸葛爺爺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
就為習大大和普大帝下了指導
棋，曰：「隆中對」。簡言之：
「老三聯合老二對付老大。」

如今，床舖哥想拉攏普老三，
沒門兒。「喲！毀了老二，輪到
咱當老二。俺傻呀！沒門兒。」

應對米國新君的強勢，孔明老
祖宗又有指示，八字箴言：「明
修棧道，暗渡陳倉。」

（一）將債權轉換成產權：減
少持有美債。變現後，購礦產、
農場、酒莊，買戲院、旅館、房
地產，併科技、智慧財產權。千
萬別投資新事業，高風險。

（二）床鋪老兒想搞基礎建
設。不妨，挑明了支持配合，但
可別搶先單幹。拉上德英法合
作，貸款也不佔大份兒。

基建花費大，又有排擠效應。
預算卡在修橋、舖路上，就沒餘
力幹壞事兒了。幾十年來，山姆
大叔咋就不搞基建呢？奈何，阮
囊羞澀，既沒錢，又只賠不賺，
不好玩，也玩不起呀。

 （三）再韜光十年，必成第
一大經濟體。再養晦二十年，武
力上足以抗衡老美。低調有所作
為三十年，中國不被人欺負，也
不欺負人。那就可以告慰老祖

宗，不肖子孫可能有機會完成
「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了。

養大拳頭
 美國總統（川大嘴）上任啦，

自此之後，他的言行舉止，不能
再耍猴戲了，因為這個畸形的巨
形怪胎，其方針措施都會留下著
太多的影響或後遺症，一旦戰爭
販子、貪官巨賈、短視政客、或
是精神患者入主中樞，掌控按
鈕，那麼七十億人都在絲上討生
活，剃刀邊緣上論生死，哀不哀
哉？孫先生的 ' 聯合世界上以平
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 放
眼全球，凡是以平等待我之民
族，可有一個能自保、能拿得出
三兩二錢力量、能有毅力恆心頑
抗強權的？充其量也不過手上在 
U N 有一張破票而已，試問那些
屬狼的世界流氓們，會在乎那些
團結的羊群？靠他們來團結支
援？猴年馬月吧！歸根結底，民
國四十年的軍歌  ' 莫等待 ' 歌
詞，一語道破 ： ' 靠天吃飯要餓
死，靠人打仗要失敗，自己的國
家自己救，自己的道路自己開！ 
' 。養大自己的拳頭，才是硬道
理！。   

年前俄國就開始實行軍事現代化
了。而美國又以經濟制裁來壓制其
進程。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的軍力
遠遠落後于西方。在改革開放之
後，中國也想和西方做朋友。然而
西方只是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力。當
中國的經濟崛起之後，美國開始打
壓和圍堵中國。 美國的強大軍力不
斷抵近偵察和耀武揚威，挑釁中
國。以至於中國不得不趕緊加強軍
備，急起直追。美國又在製造一個
敵人，製造中國威脅論。這些軍備
競賽之始作俑者其實都是美軍。

四．軍備老舊，經費不足？
川普總統上任前後，軍方將領紛

紛陳述武器軍備老舊，無法抗衡外
敵。於是川總立刻說要增加軍費，
整軍經武，要使美國再強大起來。

事實上，美國軍力之強大，武器
裝備之先進，舉世無雙，無人能望
其項背。空軍飛機種類之多，令人
驚訝。特種飛機，少則數十架；各
型支援飛機往往有數百架；每一種
作戰飛機動輒數千架。海軍有兩百
多艘艦艇，種類繁多，包括十個航
母戰鬥群，以及許多戰略與戰術核
潛艇，軍力十分強大。美軍的戰區
是以全世界來劃分的，它在世界各
地有幾百個基地。美軍足可把世界
上大多數的國家打回到石器時代。 
而且新武器的研發不斷進步，高科

擺龍門陣
 ◎周固猷 

技領先全球，從未停止。
依筆者淺見，美國之國家安全

方面的經費，不只是國防部的預
算，還應包括能源部、國土安全
部、運輸安全部、宇航局、中情
局、國安局，還有許多相關的情
報單位；其它的部會也都有安全
單位。加起來的總數是天文數
位。從納稅人的角度看，實無繼
續增加經費之必要。 該做的應該
是精簡機構，杜絕浪費，徹底執
行問責制。

五．軍工集團之利益
美國有許多特殊利益團體，其

中的軍工集團有極為巨大的影響
力。美國艾森豪總統在1961年的
離任演說中，提醒民眾關於軍工
集團失控對於世界和平之危險。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任歐洲
盟軍統帥，深切體認到戰爭的殘
酷，對大批生命的屠殺、以及對
國家社會的摧殘。他也知道軍工
集團對戰爭與世界和平的影響。 
由他來提醒這事，難能可貴。 在
過去幾十年中，軍工利益集團已
經大發戰爭橫財。照目前的形勢
看來，若美國的政客們短視，只

顧眼前的政績或利益，或無法控
制軍工集團的野心，那他們就很
可能把人類帶到萬劫不復的末
日。 

六．各國文化之不同
一般的民族國家有它的傳統文

化和價值觀。 美國是個講現實利
益和重視生命的國家。而其它國
家的人甯死也不願受羞辱。過去
的戰略觀念是以強大的核武器來
嚇阻敵人。但是若碰到甯為玉碎
不為瓦全的國家，這種戰略是行
不通的。美國如果不斷踩到俄國
和中國的紅線，戰爭是可能發生
的。若美國與中俄發生戰爭，那
就是世界大災難來臨之時。

依筆者淺見，美國已債臺高
築，經費預算應有輕重緩急之
分。此時增加軍費，並非必要。 
這些經費應當用來重建美國的文
化和經濟，造福民生，同時降低
債務。 軍備競賽的結果，很容易
讓人心高氣傲，輕啟戰端，帶來
災難，使生靈塗炭。希望美國的
文人政客能識透並控制住軍工利
益集團不斷擴大的影響力，保持
住世界和平。 （天客）

評美國國防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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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
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南宋／朱熹。 「春日」
去年（二0一六年）七月十九日近午，太

座扶著我慢慢?出了眼科手術大樓。放眼望去
，欣然頓覺世界變得極其豔麗，彷彿這炎夏
忽然回到了春天，就如同詩中所說的 「萬紫
千紅總是春」。回家後，覺得椅墊上的紫色
和藍色特別鮮明，家中電視畫面變得特別清
晰，五顏六色的很逼真好看，後院我家梅園
中的中國橋，在黃昏時顯得格外鮮紅。以前
外孫和外孫女，說我不會分辨彩色繪圖筆的
顏色，現在也能看得一清二楚：紅、粉紅、
橙、黃、金、綠、青、水色、藍、靛、紫。
為何我彷彿變了一個人呢，這話還得從四年
前說起。

二0一三年夏天，我看了多年單飛的眼科
醫生，忽然宣布退休息業。原來他的獨生女
哈佛醫學院畢業後，不想繼承老爸的衣缽，
而決定專攻皮膚科。還好他將我們這些病人
轉給了附近有三個眼科醫生的診所。我覺得
我這個能 「長命百歲」的人應選三人中最年
輕的 P 醫生，從那時起他就成了我新的眼科
醫生。

P 醫生的診所有許多新的眼科儀器，可以
檢測眼壓、視覺神經、和視覺範圍等。醫生
發現我的眼壓偏高，可能引起青光眼（glau-
coma），而損害視覺神經，幸好眼壓仍可以
用眼藥控制。我同時也開始有輕度的白內障
（cataract），怪不得晚上開車時，覺得路燈和
對面來的車燈都有光環（halo）而影響視覺。
白天去飯館時，我需要背對著窗戶而坐，以
免陽光刺眼。不過醫生那時說現在不急，要
等白內障再惡化些才動手術，有可能手術後
眼壓也會降低，那就是一石雙鳥的好時機。

二?一六年的暮春，醫生檢查過後說這個
好時機到了，於是就定在七月十九日星期二
先作右眼開白內障的手術。一位朋友好心寄
給我一段七分鐘的開刀實況錄影，看得我膽
戰心驚，擔心不已。但網上都說這是一個很
容易的手術，但真正輪到自己時，才發覺並

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我現在就把手術前、
手術當天、和手術後，親身體驗的細節寫下
來給自己留一個完整的記錄，也或許可以為
讀者作個參考。

手術前。
手術前有兩件選擇我需要決定，好早些

告訴手術診所準備。
第一件：眼睛天生的晶體透鏡約為三毫

米厚，傳統的方法是用超音波將它擊碎後用
真空吸出。最新的方法是用超短脈沖的飛秒
雷射（super short pulse femtosecond laser）將它
軟化而弄碎後再用真空吸出。但保險公司只
付用傳統方法的費用，用雷射方法每眼一仟
兩百元的費用則需自付。我研究的結果發現
，用超音波的方法可能會發熱而損傷眼睛。
用雷射的方法則不會發熱而且切割準確而平
滑。我覺得眼睛實在太重要了，就決定自掏
腰包用雷射的方法來作。

第二件：人造透鏡只有一毫米厚，但有
兩種選擇，一種是用單焦點（monofocal）透
鏡 (只為有助近距離或遠距離)；另一種是用雙
焦點（bifocal）透鏡，手術後完全不用戴眼鏡
，但是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機會仍會看到光環
，並且要自己再多付一仟七百元。我當然不
願意化錢還冒繼續看到光環之險，就決定選
擇單焦點人工透鏡。

手術前還需到我的內科醫生處作身體檢
查，以確定健康良好可以作白內障手術。並
需將現在正在吃藥的清單交給眼科醫生。

從手術前五天開始，每天需點消炎的眼
藥，手術那天大清早也不例外並還多加了另
一種消炎的眼藥。

手術當天。
手術當天太座陪我去眼科手術大樓，一

去後就被叫進病房開始手術三部曲：
準備： 我穿上白袍後平躺在病?，許多護

士們就開始為我點各種各樣的消炎眼藥，有
的可能是為了麻醉之用或使瞳孔放大，又量
血壓、量體溫、插針管作為以後打麻藥之用

，忙的不亦樂乎。我的眼科醫生過來和我打
了個招呼就離開了。

雷射室： 護士扶我從病?上站起來走去雷
射室，讓我仰頭坐在大儀器下，醫生用吸盤
放在我右眼外，將我和儀器固定在一起。然
後用雷射軟化和擊碎我天生的透鏡，我一點
都沒覺得有任何疼痛，很快就結束了。我被
放到推床上，這時一位身穿花襯衫的麻醉師
，笑笑的走近來為我上麻藥。

手術室： 我被推進手術室，等我醒過來
時手術已經完成。我的眼科醫生告訴我手術
很成功，他把我的眼角膜（c o r n e a）掀起
後，用真空將碎透鏡吸走，把人工透鏡塞入
後，再把眼角膜放回。 這一切都在我昏迷中
進行，我一點都不知道，那七分鐘的錄影害
我白擔心了好幾個星期。

手術後。
第二天星期三，我到平時看眼科醫生的

診所作後續檢查，一進候診室就覺得氣氛全
不像一般醫生候診室人人愁眉苦臉，相反的
這裡全是和我一樣昨天剛作過手術，戴著黑
眼鏡的病人，大家談笑風生，暢談昨天動手
術前後的經驗，都為了大為改進的視力驚喜
欲狂。眼科醫生檢查過後說一切很好，我不
用帶眼鏡就能看清各種距離，要看很小的字
時，只需用藥房賣的放大一倍半的眼鏡就可
以了。並恭喜我說，我現在有一雙十四歲小
孩的眼睛，這真是返老還童，讓我喜出望外
。後來每週一次又作了三次後續檢查。醫生
並要我第一個星期每晚睡前將網狀透明眼罩
戴上，以防睡覺時手碰到眼睛。並且第一週
早、午、晚每天點三種消炎眼藥，第二、三
、四週則減為兩種眼藥。醫生並給我一張記
錄表，以幫助病人定時點眼藥，太座特為我
效勞，這可忙壞了她。

九月十三日另一個星期二，我作了開左
眼白內障的手術，又再忙碌了四個禮拜。為
了左右兩眼，一共忙碌了兩個月後，才大功
告成鬆了一口氣。

後記

為了這次手術我臨時抱佛腳，特別研究
了一下有關眼睛的種種文件，使我增長了不
少的常識，在此與讀者分享一些心得：

── 單拿眼睛來說，我們是可以返老還
童的。常言道得好，人老珠黃，我們就漸漸
帶著有色的眼睛看週遭的環境，一切都比較
灰暗。換成透明的透鏡後，頓覺大放光明，
世界變得?紫嫣紅，美極了，我們又能明察秋
毫，格外享受這個色彩繽紛的世界。

── 我過去對於三種（尤其是前兩種）
有關眼睛專家英文的頭銜混淆不清，中文頭
銜則一目瞭然。現在將我對他們專長和職責
的瞭解述之如下：

Ophthalmologist（眼科醫生）是一位維護
眼睛和視覺的醫學專家，可以作眼科手術及
診斷和治療所有的眼科疾病，例如：白內障
（cataract）、青光眼（glaucoma）、和老年性
黃斑部退化 (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 。有時還能從眼睛看出身體其他部分的毛病
，例如：血管堵塞（blood vessel clot）、糖尿
病（diabetes）、高血壓（high blood pressure）
、癌症（cancers）、免疫系統病狀（autoim-
mune diseases） 、 中 風 （stroke） 、 腦 出 血
（brain bleed）、腫瘤（tumor）等重大疾病，
然後轉給其他專科醫生診斷和醫治。

Optometrist（驗光師）是一位維護視覺的
專家，但不是醫生，可作視覺檢查、開眼鏡
處方以改正視覺。其中有博士資格的還可開
有限的一些眼疾病的藥方，例如：結膜炎
（conjunctivitis）、眼瞼（皮）炎（blepharitis
）、和乾眼病（dry eye）。

Optician（眼鏡師）是一位技術師，用眼
科醫生診所或驗光師開的處方，替顧客配眼
鏡。

希望大家好好保護自己的眼睛，看對專
家。眼睛是我們健康的窗口，六十五歲以上
的長者應每年去眼科醫生處檢查眼睛。其他
較年輕者如有眼疾症狀應立即去眼科醫生處
診斷與治療。祝大家也能有一雙清澈如水的
眸子，享受大千世界。

（2017。02）

萬紫千紅話明眸 夏勁戈夏勁戈

在橫渡大西洋的郵輪上，我很快發現一
個現象：郵輪上的客人多是上了年齡的人，
雖然孩子和年輕人也不少，但是比例不大。
我記得有個夏天，同一群朋友坐郵輪去加勒
比海的巴哈馬，正好趕上學生放暑假，滿船
的青少年，精力旺盛，深更半夜的都在又唱
又跳，把我頭都鬧大了。

橫跨大西洋的郵輪，航程長，年輕人耗
不起這個時間，他們不是在學校讀書，就是
在職場打拼，所以說，郵輪上的客人大半是
退休的老人，有閑暇時光享受人生，也回憶
人生。一個星期後，郵輪在歐洲大陸停靠，
停靠的第一個港口叫卡迪斯（Cadiz）。卡迪
斯是西班牙最古老的一個城市，城市既有詩
歌的韻律，也有油畫的色彩。天是寶石一樣

藍，海是碧玉
一樣綠，雪牆
金頂的教堂，
從裏到外寫滿
了神聖與輝煌
。教堂外面有
滄桑的大樹，
綠雲如蓋，細
碎的陽光落下
來，一地斑駁
明亮的金影子
，似乎在訴說
遠去的故事。
當地人說，那
大樹是哥倫布
從新大陸帶來
的，落地生根
，在這裏長了
幾百年。

黃昏的時候，郵輪慢慢?航，離開了卡迪
斯。我從餐廳的落地窗，看見夕陽熔金，挂
在遠處教堂的塔尖，呼應著海天的恢宏氣勢
，美得讓人神醉，許多人發出了讚美聲。晚
餐席裏，一個老太太說，從前的卡迪斯是美
的，現在不美了！

老太太來自佛羅裏達，一頭的銀發，綠
眼睛特亮特可愛，睫毛特翹特神氣，猜不出
她的具體年齡。老太太說，三十年前她就去
過了卡迪斯，那時候的卡迪斯真像中世紀的
油畫，現在不好了，你們看看港口附近，到
處是高樓，把甯靜優雅全部毀了。她歎道，
經濟發展並不是一件好事，一直都在破壞人
類的文明。後來我們聊著，聊到了香港，上

世紀的四、五十年代，她就在香港，她父親
時任彙豐銀行的高級經理，她在香港度過了
少女時代。那時候的香港真是美啊，山青海
碧，山上的房子一棟棟，玲?錯落，房子無論
是石頭蓋的，還是木頭做的，怎?看都讓人心
曠神怡。多年以後，她再回香港，坐的也是
郵輪，在維多利亞港口看見一片片的摩天大
樓，密不透風，那?的陌生和刺眼。她知道，
她過去的房子和街道再也找不到了。

她的一番感慨，讓我浮想聯翩了許久。
她記憶中的香港，美麗典雅，是四○年代的
香港。那個時候的香港，應該就是張愛玲小
說裏的香港，那些絢爛華美的文字裏，有多
少色彩斑?的文學鏡頭。讓我們隨張愛玲的鏡
頭看看香港的海：“杜鵑花外面，就是那濃
藍的海，海裏泊著白色的大船。” 花是紅的
，海是藍的，船是白的，紅藍白三色，夠鮮
亮奪目吧？還有精采的在後面：“那是個火
辣辣的下午，望過去最觸目的便是碼頭上圍
列著的巨型廣告牌，紅的、橘紅的、粉紅的
，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裏，一條條、一抹抹
刺激性地犯衝的色素，竄上落下，在水底下?
殺得異常熱鬧。”然後再看看香港的山景：
“那車馳出了鬧市，翻山越嶺，走了多時，
一路只見黃土崖、紅土崖，土崖缺口處露出
森森綠樹，露出藍綠色的海。近了淺水灣，
一樣是土崖與叢林，卻漸漸地明媚起來。”

老太太總是說，那個時候的香港，既有
時代的摩登，更有山青海藍的?媚。她一閉上
眼睛還是香港過去的模樣，現在的香港只是
讓人歎息。這是一個匆忙的時代，一切都在
變化，懷舊只能讓你平添傷感。一個時代有
一個時代改變的理由。如今這地球上，人口

爆炸，每個人都需要生存，需要資源，是對
原生態毫毛不動呢，還是開發資源，創造更
多的就業機會？很多時候，這是一個迫不得
已的選擇。

那天我看見老太太眼含怒光，氣衝衝從
橋牌室出來。我當時手捧一杯綠茶，正想去
橋牌室放松，橋牌室的落地窗三面環海，是
最好的觀景點。老太太直搖頭說，別進去，
裏面鬧死了，全是打麻將的人，嘩啦啦沒一
刻安靜。她去顧客服務處抱怨過，沒有用。
她告訴我，從前的郵輪不是這個樣子的，哪
有麻將室和橋牌室混在一起的道理。坐了幾
十年的郵輪，她直歎今不如昔，從前的郵輪
才是享受，很體面的享受，來往的人都文雅
安靜，現在的郵輪被年輕人和暴發戶壞了味
道，無法忍受，無法忍受。

我不知道怎樣安慰她，我也不會去安慰
她，她的眼睛裏全是斑?的舊時光，她懷念著
舊時光裏的階層，有等級的階層，可以顯示
出與?不同的特殊感，可惜現在再也找不回來
了。

朋友提娜說，如果嫌美國的郵輪沒有權
貴 階 層 ， 去 英 國 享 受 “ 瑪 麗 皇 後 二 號 ”
（Queen Marry II）吧。早就聽說過赫赫有名
的“瑪麗皇後二號”，百年傳統的英倫格調
，散發出濃郁的貴族氣息，氣派高雅華貴，
服務奢華完美，不過船票也很昂貴。但是很
多美國人不喜歡它，因?“瑪麗皇後二號”有
等級制度，如果你是內艙的客人，郵輪的某
些區域你無權進入。這是大多數美國人無法
接受的，美國人可以接受高級會員俱樂部的
限制，但是無法容忍公共服務區也來分個高
低貴賤。

斑斕舊時光斑斕舊時光
孟悟孟悟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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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行政院草擬“國家保防工作法”，以
交付立法院，企圖傾立法院綠營多數強行通過
。輿論界抨擊這項措施，是開倒車回到白色恐
怖時期。民進黨當局立即喋喋不休強詞奪理。
一個一向喜歡自我炫耀，以民主，自由，人權
等口號自詡的政權，怎麼會想到這一步的？民
進黨的作為，不是自卸外殼，脫掉了與美遙相
呼應的西方普世價值嗎？那今後繼續抱美國大
腿，口中又有什麼符咒可唸？美國又有什麼亮
麗的口實，繼續承諾保障台灣的安全？今後台
灣的民主和人權，與第三世界的落後國家的距

離，相去還有多遠？莫非，蔡英文眼見美國新
任總統特朗普上台的作風，認為美國今後也不
會太崇尚民主，自由和人權了，所以不妨“配
合”一下？

大陸頒布了反分裂法，那是一部以民族大
義為先，不以情治峻法為為執行手段的國家大
法。不想台灣竟繼之以小鼻子小眼睛的情治法
案，來懲治那些胸懷祖國統一大業的人群。台
灣的政治氣壓已經夠低了，今後民進黨效法國
民黨白色恐怖時期的手法，壓抑不同政見的言
論，將使整個台灣，又恢復到 50、60 年代的

一言堂社會。我們只能看出它的最終目的只有
一個 -- 消除反台獨的“雜音”。

蔡政權有沒有想到，台灣蕞爾小島，處在
龐大的國際社會之前，已經不得其門而入。今
後，頂著危害民主人權的大帽子 -- 大家眼睛
雪亮，你一家否認沒用的 -- 只有更加遭到國
際社會的唾棄。台灣人民要獲得國際上的尊重
，只有一個途徑 -- 在情治單位的高壓下，繼
續追求統一 ，哪怕是武統，也比身處在倒行
逆施的“綠塋”政權下好得多。

台獨份子認同日本軍國主義，比抱美國大

腿的興趣要濃烈得多。抱美國大腿不過是為了
獲得美國的安全保障，與日本抱美國大腿的心
態相同。什麼民主，什麼人權，不過全是欺騙
台灣民眾和國際人士的幌子。認同並擁護日本
軍國主義，才是他們的心中所欲。如果台獨得
遂心願“獨立”，下一步必然是與日本軍國主
義沆瀣一氣，做日本新軍閥的馬前卒。

既然心態如此，蔡記綠色行政院要強行推
出“國家保防工作法”，就不足為奇了。

法西斯獨裁的先聲 – 蔡政權前新推出“國家保防工作法” 沈維新沈維新

原文：“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何其
多”有多少）。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蹉
跎”虛度年華一事無成）。世人若（“若”如果
；另本作“苦”）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
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百年明日能幾何，請
君聽我明日歌。”

《明日歌》的大意是：明日又明日，明日能
有多少。我一生（今日的事）總等到明日去做，
結果一天一天過去，白白浪費時間，虛度年華一
事無成。世上的人如果總被明日牽累，春去秋來
很快就到了衰老的年齡。早晨無所事事看看水往
東流。晚上悠閑自在地觀看夕陽西下，人生百年
能有多少個明日啊，請你聽聽我“明日歌”的教
訓吧。

這首《明日歌》全文只有十句，58個字，文
字淺顯，語言明白如話，說理通俗易懂，讀之令
人警醒。全文七次提到“明日”，作者以身施教
，反復告誡人們，要珍惜時間，今日事一定要今
日做，不要等到明天，明天再拖到明天，如此天
天“待明日”，蹉跎歲月，荒廢光陰，“百年明

日能幾何”？一生浪費了一個又一個“今日”的
時間，最終造成空耗生命，落得一事無成的結局
。

《明日歌》自問世至今，數百年來廣為世人
傳頌，經久不衰。作者諄諄告誡和誠懇勸勉人們
要緊緊抓住稍縱即逝的今天，今天應做的事一定
要切切實實在今天做，切不可把任何計劃和希望
寄托在未知的明天。今天才是最切實的，只有緊
緊抓住今天做完今天該做的事，才能有充實的明
天，才能有所作為有所成就。否則“明日復明日
”，到頭來只能落得個“萬事成蹉跎”一事無成
，悔恨莫及的後果。

錢福的後裔，清代作家錢泳寫了一篇《要做
則作》的短論。其中一段曰：“後生家每臨事輒
曰‘且待明日’。此大謬也！凡事要做則作，若
一味因循，大誤終身。李大釗曾說：“你能夠把
握的就是今天。昨天已成歷史，明天尚不確實，
只有今天才是屬於自己的。昨天若有不足，今天
尚可彌補，明日有何目標，今日也可謀劃。”

明代才子文嘉有一首《今日歌》，歌曰：

“今日復今日，今日何其少？今日又不為，此事
何時了？人生百年幾今日，今日不為可惜了。若
言姑待明朝至，明朝又有明朝事。為君聊賦今日
詩，努力請從今日始。”

文嘉的這首“今日歌”，與錢福的“明日歌
”，隼鉚相契，一唱一和，兩廂映襯，相得益彰
。把“今日事今日畢”的道理說得透徹淋漓。

在此，特別要提及《明日歌》對老年人的啟
迪意義：世界上盡管有些東西可以失而復得，但
逝去的時間絕對無法挽回。浪費時間，就是空耗
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到老年，生命已進
入倒計時，更應該珍惜不可多得的晚年時光，此
時正可謂“一寸光陰一寸金”。老年人見多識廣
，經驗豐富，一生的經歷五味雜陳，積澱的經驗
豐富厚重。有說不完的故事，有寫不盡的體驗。
老年人應該做的並且力所能及做的事情很多，時
間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也要力爭做到“當日事
當日畢”，要把一生積澱的寶貴經驗留給所處的
時代，傳給後人，切不可帶進墳墓，留遺憾於身
後。

讀明代作家錢福的《明日歌》有感 劉大為劉大為

錢福（1461—1504）明代狀元
，字與謙，因家住松江鶴灘附近，
自號鶴灘。南直隸松江府華亭（今
上海松江）人，吳越國太祖武肅王
錢镠（liu）之後。弘治三年進士第
一，官翰林修撰，三年告歸。詩文
以敏捷見長，有名一時，根據文嘉
詩文修改的《明日歌》流傳甚廣。
著有《鶴灘集》。

【華府新聞日報訊】馬克吐溫是美
國本土文學的開山始祖和世界級的幽默
大師。他傳奇性的一生，累積如山的長
短篇著作和巡迴世界的上百場演講，使
得美國許多大學專門為他設立課程，從
不同的視角?究馬克吐溫。遠從南卡羅
來納來的林麗雪女士，將從兒童文學的
角度，暢談她如何臨危受命，依照臺灣
三民書局 「世紀人物100」叢書主編的
指標，將這個生平思想糾結複雜的文學
家兼幽默大師介紹給少年學子。林女士
也會進一步探討中英文兒童傳記文學的
諸多寫作風格、以及海外華文作家對美
國多元文化可能做出的貢獻。

華府作協很榮幸地邀請到知名作家
林麗雪演講兒童文學，分享她的教學研
究，兒童文學寫作和圖書館的工作經驗
，或可為文友的寫作生涯開啟另一扇門
。講座肯定精彩，歡迎會員同好、舊雨
新知共襄盛會。會員免費，非會員酌收
場地費$5，會後有合影、聚餐。

日期：3 月 11 日(星期六），10:30
–12:30

講題： 「從《文壇頑童:馬克吐溫
》淺談美國兒童文學」

講者：林麗雪
地點：華府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TECRO）

地 址 ： 901 Wind River Lane,
Gaithersburg MD 20878

聯絡人：王志榮(240-506-6687)、
陳 小 青 (443-791-6554)、 金 慶 松
(703-291-4201、chin8673@yahoo.com)

講者簡歷：林麗雪，國立臺灣大學
中文系學士和碩士及美國南卡羅來納大
學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碩士。曾任教於國
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美國科羅拉多大學
東方語文學系及南卡羅來納大學延長教
育中心，並任職於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
亞市Richland公立圖書館長達二十三年
，於 2013 年退休。旅美期間她特別著
力於多元文化的推動，除了在圖書館籌

劃各種節目，介紹異國文化給社區人士
之外，還經常撰稿介紹美國的社會文化
和風土人情給中國讀者。退休後，繼續
在圖書館與各級學校從事東方文化講座
，並積極獎掖華裔後進。此外，她還兼
任世界日報南卡特派記者十六年。她著
有《中國歷代思想家九:董仲舒》(商務
印書館，1978年)、《抱樸子內外篇思
想析論》(學生書局，1980年)、《王充
》(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和《文壇頑
童:馬克吐溫》(三民書局世紀百人叢書
，2008年)等書。其中《王充》一書曾
榮獲1992年僑委會海外學術論著獎。

華府作協三月份講座林麗雪演講 「從《文壇頑童：馬克吐溫》淺談美國兒童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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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三局珠海橫琴IFC項目
工地長出智慧大腦

工地長出“眼睛”“耳朵”“鼻子”

和“嘴巴”，看得到違規、聽得到噪音、

聞得到粉塵、嘗得出汙水；在建大樓頂

著“金鐘罩”，工人置身其中如履平地，

可同時進行3層核心筒立體施工；無人

機高空“巡邏”，將建築工地的蛛絲馬

跡盡收眼底……

在華發集團投資建設、中建三局施工

總承包的珠海第壹高樓——橫琴國際金融

中心大廈項目，壹場別開生面的中國建築

業協會全國“智慧工地”現場觀摩會吸引

了近千名行業專家及媒體人士點贊。

工地長出“眼睛”“耳朵”“鼻子”
和“嘴巴”

觀摩現場，壹群觀摩人員正圍觀圍

擋上的壹個白色匣子。項目經理朱詞恩

告訴記者：“匣子裏裝的就是‘智能揚

塵監測儀及自動噴淋系統’，監測儀就

像人的‘鼻子’，可以實時‘聞到’空

氣中的揚塵含量。”工作人員揚起壹些

塵土，不壹會兒，圍擋上方的壹溜噴淋

頭齊刷刷吐出了水霧。

項目總工程源告訴記者，項目還安

裝有視頻監控系統、噪聲監測儀和汙水

排放監測儀，像人的“眼睛”“耳朵”

和“嘴巴”壹樣，時時刻刻感知項目情

況，讓汙染源“無處可藏”。

跟隨程源登上項目正在施工的第29

層施工平臺，135米高的空中，巨大的

施工平臺仿佛壹個藍色“金鐘罩”，100

多名工人就在這裏面施工。程源告訴記

者，這就是中建三局自主研發的“標準

貝雷架裝配式頂升模架系統”，簡單來

說，它就是壹個跟著高樓壹起爬升的

“移動施工平臺”，將傳統施工中“各

自為政”的模板、防護架、材料堆場、

布料機等集合在壹起，進行整體提升。

這個“龐然大物”重800噸，頂升力可

以達到1000噸，相當於托起170頭大象，

每3天就可以頂升壹層樓。

這麽重、這麽高，怎麽保證安全？

程源帶領記者走進平臺控制室，只見控

制臺上密密麻麻地顯示著上百個不斷變

動的數據。程源告訴記者，頂模平臺四

處遍布著 100 多個傳感器，就像人的

“皮膚”壹樣，實時監測著動力油壓和

平臺位移的變化情況。壹旦某個數據出

現異常，系統就會自動發出警報。

“智慧大腦”在“雲端”
工地有“眼睛”“耳朵”“鼻子”

“嘴巴”和“皮膚”，那麽“大腦”在

哪兒呢？程源笑著說：“‘大腦’就在

‘雲端’，就在我們的手機和電腦裏。”

他介紹，橫琴國際金融中心大廈建築面積

近22萬平方米，地下4層，地上69層，高

337米。這麽大的工程，如果使用傳統的

管理方法，要在3年內完成施工任務，至

少需要80名管理人員，而現在項目只要40

名管理人員就可以完成任務。這除了歸功

於“智能揚塵監測系統”等各類物聯網應

用外，還與中建三局自主研發的“施工項

目現場管理系統”分不開。

“施工項目現場管理系統”到底有

多神奇？項目工長王金海有話說。他拿

出手機，打開“施工項目現場管理系統”

APP說：“妳看，施工員屈勇勇剛剛向

我推送了壹個消息。”原來，屈勇勇剛

剛發現15層的墻面出現空鼓，便將墻體

照片和問題描述發送給了王金海，提醒

他前去整改。10 分鐘後，王金海到達15

層，指揮工人切除空鼓部位進行修補。

兩小時後整改完畢，王金海對新的墻體

拍照，發送給問題發起人屈勇勇，得到確

認後，問題銷項，王金海才終於松了壹口

氣，他笑著說：“整改不確認，手機待辦

就壹直銷不了項，我今晚都睡不好覺了。”

王金海介紹，目前“施工項目現場管理系

統”已經開發50個板塊，涉及到現場、安

全、質量、技術、試驗、材料，通過雲服

務器使所有現場管理人員實現實時聯動，

責任不清、質量返修、管理延遲等問題迎

刃而解，管理效率得到極大提升。

BIM技術大顯神威
來到觀摩會VR技術體驗區，壹個

頭戴VR眼鏡的觀摩人員體驗後發出連

連驚嘆：“哎呀，真清楚！墻都能看透，

裏面的管線壹根是壹根！連管道、電路

的開關都能控制。”旁邊的人圍上來、

好奇地詢問“能看出是什麽構造嗎？”

“會不會頭暈啊？”

中建三局工程管理部高級業務經理林

建南告訴記者，早在工程投標和深化設計

階段，項目就采用BIM 技術建立起了系

統精細的工程模型和進度計劃，並采用

VR技術讓施工、業主、設計、分包各方

的溝通交流從對著平面圖紙“紙上談兵”，

轉變為對著BIM模型“指點江山”。而在

施工開始後，項目又對比BIM進度模型，

結合激光掃描、無人機巡航和“施工項目

現場管理系統”大數據等技術，實時了解

項目施工進度，保證施工工期。

不僅如此，項目還結合BIM模型，在

所有項目人員的安全帽裏裝上包含身份信

息的無線射頻UHF RFID芯片，在施工現

場布設感應器、傳感器和視頻監控系統，

將數據自動上傳至智能雲平臺，每個區域有

多少工人，工人姓名是什麽、工種是什麽，

甚至實時動態視頻都可以隨時查看，不但

提高了管理效率，更為每個項目人員的人

身安全提供了“保護傘”。廣東省工業工

會副主席傅培德盛贊：“用‘智慧工地’

技術保障項目人員特別是勞務工人的人身

安全，中建三局的做法值得推廣！”

看了壹圈，記者不禁驚嘆“智慧工

地”的神奇。華發集團城市運營投資控

股有限公司總裁張宏勇表示：“我們壹

直致力於借助科技的力量實現精益施工、

提升效率，未來將不斷拓展物聯網應用

點，做好經驗總結和推廣應用，為促進

城市的智慧建設、加強社會的文明和諧

添上濃墨重彩的壹筆！”

中建總公司企劃部李君說：“BIM+物

聯網+‘施工項目現場管理系統’客戶端+

雲，使我們的工地成為了“生命體”，隨

著“智慧工地”的穩步推進，它定當徹底

顛覆傳統的現場作業管理模式，成為實現

建築產業現代化軟實力的重要支撐。”

1、 BIM深化設計
建立各專業模型，以三維的角度對

二維設計的空間結構、復雜節點等進行

管線綜合設計，優化空間凈高，解決錯

漏碰缺，避免現場返工，達到提高效率、

節省成本的目的。

2、激光掃描實測實量
激光掃描技術，通過高速激光掃描

測量的方法，大面積高分辨率地快速獲

取被測對象表面的三維坐標數據，快

速、大量的采集空間點位信息，生成精

確的點雲數據，用於測量、深化設計驗

證、翻新改造。

3、測量機器人
測量機器人又稱自動全站儀，是壹

種集自動目標識別、自動照準、自動測

角與測距、自動目標跟蹤、自動記錄於

壹體的測量平臺。利用測量機器人可實

現施工現場的精確高效定位放樣，解放

勞動力。

4、無人機航測建模
通過無人機建立模型，可直接進行

場地測量，方便項目進行場地布置。在

組織施工設計時，容易擇選出較好的設

計方案：通過對地、物的判釋，為擬訂

施工運輸方案提供依據。

5、3D打印
項目采用BIM三維場地布置代替二維

總平面布置圖，利用BIM軟件建立項目各

施工階段的三維場地布置BIM模型，進行

項目的整體施工部署，可形象直觀、動態

反映各施工階段的三維場地布置狀態。

6、施工現場管理系統
系統按照“管理流程化、標準信息

化、信息集成化”的思路，以計劃管理

為主線、以績效考核為抓手，通過信息

化手段，固化各項管理要求和工作標準，

實現現場數據實時采集，達到項目管理

行為統壹、管理記錄完整、管理過程可

控、現場履約能力提升的效果。

7、RFID人員監控
采用無線射頻UHF RFID技術，在

作業人員安全帽內加裝預載人員身份信

息的RFID芯片，在施工現場布設感應器

及傳感器，並與現場虹膜系統進行聯動，

對進場作業人員進行進退場考勤登記及

資質認證，自動統計區域作業工種及人

數上傳至智能雲平臺系統。

8、 環境監測及能耗管理
綜合應用智能監測設備、傳感器、

無線傳感網等物聯網技術，對施工現場

的PM2.5、噪音及能耗等信息進行實時

監測，統壹接入智慧工地物聯網平臺，

構建建築工地現場環境監測和用水用電

管理體系，實現施工現場噪音監測、揚

塵監測自動噴淋、汙水監測、用水用電

管理的智能化、信息化管理。

9、 智能地磅
為工地地磅稱重系統加裝傳感器及

攝像機，在材料車輛進出場稱重時，對

稱重數據進行自動記錄、拍照、數據掛

鉤及上傳，在智能雲平臺中自動形成材

料進場報表，在材料凈重數據出現異常

時自動報警。

10、 AR
AR是Augmented Reality的縮寫，中

文的意思就是增強現實。它能實時地計

算攝影機影像的位置及角度並加上相應

圖像的技術，把模型模擬仿真後再疊加，

將虛擬的信息應用到真實世界。帶上AR

眼鏡，工程師就能以真實的比例對建築

模型進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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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希伯倫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希伯倫，，希伯倫醫院中壹對連體嬰兒出生希伯倫醫院中壹對連體嬰兒出生。。兩兩
名女童面對面名女童面對面““相擁相擁””在壹起在壹起，，共享壹個心臟和循環系統共享壹個心臟和循環系統。。

莫斯科開設美人魚培訓學校莫斯科開設美人魚培訓學校
水中展示曼妙身姿水中展示曼妙身姿

俄羅斯莫斯科壹家美人魚培訓學校的學員扮成美人魚在水邊接受培訓俄羅斯莫斯科壹家美人魚培訓學校的學員扮成美人魚在水邊接受培訓。。

愛爾蘭民眾慶祝傳統節日聖帕特裏克節愛爾蘭民眾慶祝傳統節日聖帕特裏克節

愛爾蘭都柏林愛爾蘭都柏林，，當地民眾慶祝傳統節日聖帕特裏克當地民眾慶祝傳統節日聖帕特裏克
節節。。是為了紀念愛爾蘭守護神聖帕特裏克是為了紀念愛爾蘭守護神聖帕特裏克。。這壹節日這壹節日55
世紀末期起源於愛爾蘭世紀末期起源於愛爾蘭，，如今已成為愛爾蘭的國慶節如今已成為愛爾蘭的國慶節。。



monument, the same goes for the capacity of our 
society to develop the skills and technology to develop 
our own products," says Shymanski.
The mayor thinks that, as with police cars made by 
Ford on the South Side, the new plant will eventually 
get orders from other transit authorities around the 
country. The cars will be paid for with debt in the 
form of new municipal bonds. CTA train cars will also 
drop in half to an average of 13 years of age instead 
of 26. The new cars will debut in 2020. (Courtesy 
abc7chicago.com/news/cta-breaks-ground-on-new-
rail-car-factory) 

"The CTA will have one 
of the newest rail fleets 
amongst any major transit 
age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says CTA Chair 
Terry Peterson.
"This is very exciting," 
says Mike Symanski, 
president of the Historic 
Pullman Foundation.
Marked a National 
Treasure in 2015, the 
Pullman neighborhood 
housed the Pullman 
Company, the center of 
luxury travel through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Mayor Rahm Emanuel says the deal highlights the 
city's purchasing power.
"It is one thing to order new cars and the customers will 
get a great experience; it's another thing to order those 
cars and create good manufacturing jobs here in the 
city of Chicago and bring back rail car manufacturing 
to its proper home," Mayor Emanuel said.
In Pullman, where they work hard to preserve what 
once was, there is a new sense of possibility. 
"Just like the promises of America that the president 
articulated when he designated Pullman a national 

$1,580,000 per c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ompany is spending $40 
million building a new 
factory in Chicago to 
produce those subway cars. 
The advantage to Chicago 
is that the factory will 
employ local American 
workers, though Chinese 
government companies 
have, in other countries, 
brought in Chinese 
labor to run their foreign 
factories. Either way, the 
new subway cars get shiny 

“Made in the 
U.S.A.” badges on them.
The CTA will order over 800 cars, which 
will be paid for by both federal funds and 
local money from a previous bond issue. 
The first 400 will replace the agency's 
oldest, which are more than 30 years old.
Final assembly will be completed near 
what was once the global center of such 
manufacturing: historic Pullman. The last 
new rail car rolled out of the neighborhood 
in 1981 after generations of operation.

a news briefing.
The government revoked the production licence of 
Suzhou Gemsea Coach Manufacturing, while the 
other four were fined. The companies named included 
a subsidiary of Chery Holding, owner of the 7th-most-
popular Chinese passenger car brand.
Now, China has implicated 20 more companies in 
the scandal, including some prominent names in the 
industry like Nissan and Hyundai. Others implicated 
include Anhui Jianghuai Automobile, otherwise 
known as JAC, and a subsidiary of BYD. Just last 
week, Volkswagen said it was exploring a joint venture 
with JAC to build its cars in China. Under Chinese law, 
a foreign manufacturer is not permitted to build cars 
within China unless it forms a joint venture with a 
local company.
The cheating scandal is a setback to China’s goal 
of selling 700,000 electric and plug-in hybrid cars 
in 2016, said Yale Zhang, managing director of 
consultancy Automotive Foresight. Only 245,000 
were sold in the first 8 months of the year, according 
to China’s automaker association. China spent $4.5 
billion last year in subsidies for such vehicles, though 
it is set to gradually phase out the payments by 2021.
What this latest scandal shows is that government 
policies often fail to achieve their objectives, despite 
the best of intentions. Sometime after the next US 
president is inaugurated, the US government will be 
re-examining its own financial incentives designed to 
encourage the sale of electric and plug-in hybrid cars. 
So far, those incentives have also failed to generate 
the sales volume anticipated when they first went into 
effect. (Courtesy https://cleantechnica.com) 

Chicago is back on track to once again manufacture 
rail cars for the Chicago Transit Authority.
The project is the result of a joint venture with Chinese-
based CRRC Sifang after its American subsidiary won 
the $1.3 billion contract to build the new 7000-Series 
rail cars over the next 10 years.
The company will invest $100 million to build a 
nearly 400,000-square-foot manufacturing facility 
on 45 acres of land on Chicago's Southeast Side in 
Hegewisch neighborhood.
The factory will employ around 170 workers and 
create almost another 130 construction jobs.
CRRC has also committed to spend millions for 
training programs and community hiring.
The CTA is giv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via 
CRRC) $632 million for 400 new subway cars (that’s 

maker Sichuan Chengfei Integration Technology Corp. 
Ltd. on Wednesday forecast a 50% to 100% drop in net 
profit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year from a year earlier, 
citing “policy reasons.”

On Jan. 23, the first new batch of subsidized electric 
vehicles was announced, covering 185 models.
The pickup in sales in February indicates that the 
market has taken a turn for the better, and other related 
sectors such as battery and lithium mining will grow 
as well, said Tan Qian, an analyst at Sealand Securities 
based in Beijing.
As more electric-vehicle models are included in the 
incentive program, lithium battery sales will rebound 
and go up, battery maker Sichuan Chengfei said in a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filing Wednesday.
On March 1, the second group of 201 models of new-
energy vehicles eligible for subsidies was announced.
Growth in the industry can be expected, as the catalog 
will keep being extended, said Qiu Xiaofeng, a 
Shanghai-based analyst at China Galaxy Securities 
Research.
CAAM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Xu Yanhua estimated 
that total sales this year will reach 800,000, 58% 
more than 2016. (Courtesy http://www.caixinglobal.
com/2017-03-17/)
Related

Electric Car Corruption In China? 
— Chinese Officials “Shocked”

China is diving head first into the green car revolution. 
Its major cities are wrapped in seemingly endless 
smog that obscures the sun and causes massive health 
issues for its citizens. If the government could wave a 

(Beijing) — China’s volatile electric-car industry 
might have reached a turning point in February, as 
sales showed their first signs of recovery following 
policy changes aimed at curbing government-subsidy 
cheats.
Sales of new-energy vehicles, including electric cars 
and hybrids, grew by 30% in February from a year 
earlier to 17,600 units, much better than the sales of 
only 5,700 a month earlier, according to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CAAM).
The pullback in January was due to a sudden 
government move in December to re-evaluate the 
catalog of vehicles eligible for incentives, affecting 
nearly 2,200 models. The government canceled the 
subsidy list at the time and created a stricter incentive 
plan that raised the requirements that automakers had 
to meet to receive subsidies. The sector was in limbo 
until the government published its revised list in late 
January.
Electric-vehicle producers in the country benefited 
from incentives of up to 55,000 yuan ($7,950) per unit, 
allowing them to offset costs and boost production. 
But some collec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yuan that 
they weren’t entitled to after inflating the number of 
vehicles they had made.
Related sectors were also affected. Lithium-battery 

magic wand and make every car on the road electric 
tomorrow, it would. And don’t carp about using dirty 
coal plants to make all that wonderful electricity. China 
is leading all other nations when it comes to installing 
solar and wind power so it can also close those coal-
fired facilities.

The closest thing China has found to a magic wand 
is a program of generous government subsidies meant 
to encourage companies to build electric cars and 
consumers to buy them. But now, China has discovered 
that several companies have defrauded the government 
by collecting subsidy payments for vehicles that never 
got built. We expect such behavior from evil capitalists, 
but loyal communists? It’s beyond shocking.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IT) has now punished seven Chinese electric 
vehicle makers for subsidy cheating.
Nearly 4,500 subsidized electric vehicles produced by 
the seven companies were found to have less powerful 
batteries than the firms declared when applying for 
incentives, according to an MIIT statement published 
last Saturday.
Last week, Chinese officials also sanctioned five 
electric vehicle makers, several of whom are electric 
bus manufacturers, when it discovered they had 
taken incentive money but failed to actually build 
any vehicles. “This is a major blow to the industry 
and also has a large impact on the country’s policy 
enforcement,” Xu Yanhua, a vice secretary for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t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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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dering of the new CTA subway cars soon to be built in 
Chicago.

Rendering of the new Chicago subway car factory (via Chicago Transit 
Authority). The facility will be located on the city's Southeast Side, on 
South Torrence Avenue near East 136th Street.

A CTA Blue Line train pulls into a station along the Kennedy 
Expressway. (Photo by Tim Boyle/Getty Images)

Facility Will Be On The City's Southeast Side And Will Create More Than 300 New Jobs

China’s New-Energy Vehicle Sales Fire On All Cylinders

Chicago: CTA Breaks Ground On New Rail Car Factory
In Partnership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Chinese workers assemble electric cars on the 
assembly line in Binzhou, Shandong province, on 
Oct. 27, 2013. Sales of electric cars in China grew by 
30% in February, rebounding from a plunge in sales 
in January that follow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cancellation of the list of vehicles eligible for 
subsidies. A new list was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that month. (Photo/IC)

A visitor walks past a new-energy car at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in November 2016.

Men walk past a Lifan Motors stand at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Automobile Exhibition in 2012. Seven 
new energy car companies including Lifan Motors 
were punished for fraudulently taking government 
incentives last Saturday. Photo: Visual China

A visitor walks past a new-energy car at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in November 2016. 
(Photo/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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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212休城工商

驚天低價！休斯敦—洛杉磯直飛往返僅 $106（含稅）！
秒殺！！！！

怎麼搶到這個 deal 呢？只要到美聯航官網，www.united.com，先選好機票，航班（flight）。再填入出發機
場（IAH，休斯敦）和目的地機場（LAX，洛杉磯）。

或致電休斯敦全旅假期！ 713-568-8889
出發日期：Mar 29; Apr 4, 25, 26; May 2, 3 都可以拿到 deal ！

你在 2016 年是否計劃向清潔工、廚師、
園丁、保姆 或其他家庭工作者至少支付 2,000 
美元？包括你 為僱員的交通費、餐費和住房
支付的現金總額。如果 你將向一個人至少支
付 2,000 美元，那麼你負有一定 的責任。

只要承擔這些責任，即可確保你的家庭工
作者可以 獲得社會保險福利和聯邦醫療保險
的積分。若你向家庭 工作者至少支付 2,000 美
元工資，則必須：

從這些工資中扣除社會保險和聯邦醫療保
險稅；向國稅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 
繳納這 些稅費；並且向社會保險署申報工資。
大多數家庭僱員每賺取 2,000 美元工資，都可
以獲 得一個季度的社會保險福利和聯邦醫療
保險。一般來說，人們需要 10 年承保，才能
有資格獲得：退休福利 ( 最早 62 歲 )；為工作
者和工作者受撫養人提供的殘疾福利；為工作
者家庭提供的遺屬福利；以及聯邦醫療保險福
利。

是否所有家庭工人提供的服務均屬於社
安稅的課徵範圍？

特殊規則適用於下列情形。
-- 如果您經營酒店、分租房或寄宿房，

則須申報所 有工資。
-- 除非家庭僱用是工人的主要職業，否

則無須為年 齡 18 歲以下照看小孩或從事其他
工作者支付社安稅。

-- 如果您向自己年齡 21 歲或更大的子女
支付家務工 資，則須就其工資支付社安稅。

-- 如果您向父母中的一人或多人支付家
務工資，則 其工資可能須納稅，您應當瞭解
此項稅務規則對 您父母的情況是否適用。

扣除社會保險和聯邦醫療保險稅
作為雇主，你需要支付僱員收入的 6.2% 

作為社會保 險稅，最高為 118,500 美元 (2016 
年 )，並且需要支付所有收入的 1.45% 作為聯
邦醫療保險稅。僱員繳納的稅率相同，如其
收入超過 200,000 美元 ( 已婚者分報為 125,000 
美元，已婚者合報則為 250,000 美元 )，還需 
要為超出的收入額外支付 0.9% 的聯邦醫療保
險稅。

向國稅局納稅
請洽國稅局，索取申報要求或表格。國稅

局 員工會告訴你如何填寫表格，及申報日期
和地 點。有關你需要申報的表格以及日期，
另請參閱國稅局網站 www.irs.gov。你可能需
要了解的事項：

1，保存記錄 — 記錄所有家庭工作者的姓
名、地址和 社會保險號碼及你向其支付的工
資數額。直接從每個人的社會保險卡中復制社
會保險號。若你的 某個僱員沒有社會保險卡，
則其應前往任何社會保險署辦公室申請。

2，填寫國稅局表格和預扣工資 — 使用你
的聯邦所得稅申報表 ( 國稅局表格 1040)，申
報你向家庭工作者支付的 2,000 美元或以上的
工資。作為雇主， 支付你應繳納的社會保險
和聯邦醫療保險稅。還須繳納你從僱員工資中
預扣的稅金。

家庭僱員如何報稅？
向社會保險署申報工資
在支付工資的年份結束後，你必須在 1 月 

31 日之 前，向你的家庭僱員提供國稅局表格 
W-2 (Wage and Tax Statement《工資和所得稅
報表》) 的副本 B、C 和 2。在 2 月份的最後
一天前將副本 A 寄給社會保險署（2017 年也
提早到了 1 月 31 日）。你可以聯絡任何國稅
局辦公室索取此表格和填寫說明， 或若你的
個人計算機可以上網並且有打印機，則可以在 
線使用 W-2 Online。

你的家庭工作者如何獲得社會保險積分
家庭工作的積分方式與其他工作略有不

同。一般來 說，一個人每申報 1,200 美元收入
便會獲得一個積分 (2016 年 )，該年份最多獲
得四個積分。然而，家庭工作 者只有在從每
個雇主至少賺取 2,000 美元的收入，才會 獲得
社會保險積分。例如，一個家庭僱員為三個雇
主工 作，每個人向其分別支付 900 美元、1,100
美元和 2,000 美元 ( 共 4,000 美元 )，2,000 美
元將被記入其社會保險 記錄中，只獲得一個
社會保險積分。工作者 ( 包括家庭工作者 ) 需
要獲得多少積分才能獲得 社會保險資格，這
取決於其年齡和可能有資格領取的福 利種類。
大多數人約需工作 10 年 (40 個積分 ) 才有資格
領取福利。但是，較年輕者要符合領取殘疾福
利的資格，或者受撫養人在工作者去世時要符
合領取遺屬福利的資格，則需要較少的積分即
可。請記住，如果你不申報僱員的工資，則其
可能便沒有足夠的積分來獲得社會保險福利，

或者福利金額可能 較少。以上資訊均來自社
會保險署，若有更新，請查閱社會保險署網
站。
關於報稅的任何問題，請聯絡以下會計師事務
所：
洪微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Hwang & Associates CPA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05, Houston, TX 
77036 ( 華埠大樓內 )
辦公電話：832-308-0499
手機電話：713-256-8682
稅季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9：30AM-5：
30PM；週六：11AM-3PM
Email: cpatx100@gmail.com
或者 service@hwangcpallc.com
網址：http://hwangcpallc.com/

秒殺！驚天低價！休斯敦—洛杉磯直飛往返僅 $106（含稅）！
所有團全年 15% 優惠！休斯敦，新奧爾良，聖安東尼奧，

          達拉斯，奧斯丁旅遊系列！每週出發！

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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