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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樂情深-暢享三十」音樂會
4月22日登場

為慶祝成立30周年﹐美南大專校聯會將於4月22日晚間7

時在糖城Baptist Church舉辦「愛樂情深-暢享三十」音樂會﹐音樂
會經費募款及所得盈餘將用作音樂類獎學金﹒該會也於5日召
開記者會﹐由現任會長葉宏志﹑下屆會長兼音樂會共同主席謝家
鳳﹑指揮張廖莉娜老師﹑合唱團團長林宏正與媒體聯繫人程美華
等人一同說明演出資訊和演唱曲目﹒歡迎屆時喜愛音樂與社區
人士共襄盛舉﹒(詳見A12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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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罪行的指控。
據媒體稱，對於 Molzan，他並不是第一次遭曝光，Molzan

之前曾指控他的合夥人侵犯他的商標權以及不當管理他的資產。

（本報訊）德州一家專門向青少年介紹和推廣動物和自然環
境的保護機構 Texas Game Wardens，最近將休斯頓的一家餐廳老
板告上法庭，理由是這位老板通過非法渠道獲取環境保護的魚
類供餐館銷售，短期非法盈利超過 40 萬美元。

據稱，休斯頓餐廳 Ruggles Green 的老板 Bruce Molzan 從
2016 年 10 月以來，和另外一人 Ruggles Blacky 一同開始在餐廳
從事非法銷售法律保護範疇的海洋動物品種，非法打撈的自然
保護魚類達到 2.8 萬英鎊，獲利金額超過 40 萬美元。

根據德州公園和野生動物管理部門的報告，這些非法捕撈的
魚類主要是紅鯛魚以及其他受到保護的魚類，如金鎗魚、琥珀
魚、石斑魚，這些漁產都是從十幾個沒有商業捕撈證的漁民組
成的一個網絡獲得。

Texas Game Wardens 機構相信，這個從 2013 年就開始實
施的捕撈和銷售網絡是目前發現的最大規模的團體，他們指控
Molzan 在 Ruggles Black 和 Ruggles Green 飯店非法銷售這些水產
品。

Texas Game Wardens 機構在調查中，一些飯店購買非法捕撈
的魚類進行銷售和獲利，一些捕撈者沒有商業的捕撈許可證，
這些機構已經向非法打撈漁產的違規者發出了超過 200 個 C 類

非法銷售法律保護漁產品獲利  休斯頓飯店業主遭指控

美嚴審入境 交手機社媒密碼
美國總統川普為防止恐怖分子入境，先前簽

署行政命令停止對 6 國公民核發入境簽證。最新
消息指出，川普政府正考慮進一步採取入境「極
端審查」（extreme vetting），包括 38 國免簽國
在內的其他國家人民很可能在入境美國時被要求
交出手機或是社網密碼等個人資料，若不配合將
不被允許入境。

報導指出，美國將採取的「極端審查」政策
將適用包括臺灣、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等
38 個參加「免簽證計畫」(visa waiver program) 的
國家。美方將要求 38 國免簽國加強資料分享、
護照控管及其他免簽條件。

「極端審查」同時要求入境者提供手機，好
讓移民官員可讀取其儲存通訊資料，了解是否有
不法意圖。此外，入境者也可能被要求交出社網
密碼，讓移民官了解其私下或公開發文內容。

新政策最大的改變，是申請人要交出手機，

以使移民官可檢查儲存的聯絡人和其他訊息；旅
客入境時，也可能被要求交出手機檢查。國安部
官員表示，對旅客進行嚴格檢查的目的，是為了
確定他們與誰聯繫。

新政策第二大改變，是申請人要提交社群媒
體帳戶和密碼，以便於檢查他們在社群媒體中的
言論，和遊客在社群媒體的貼文與轉貼。

另外，川普政府也將對更多簽證申請人進行
嚴格的安全背景調查，以及駐外使館要花更多時
間對每個申請人進行面試。行政官員表示，打擊
恐怖主義是美國當前最重要使命，使得嚴格的新
規定具有正當性；而目前美國的簽證制度，易使
人蒙混過關。

新規定預期將遭到公民自由、移民權益團
體，以及鼓勵旅遊和跨國企業的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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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楊元等義工的協助下，三月初Lily到西Plano老年公寓宣
傳自己的競選主張，並聆聽長輩們的意見。正值春假，高中生代
表Brandon，Alex等到場幫助做選民注冊登記。亞裔下一代熱心
參與社區公益事務，積極培養自我的公民意識令人欣慰。

汪能阿姨和垘本玉阿姨為
此次活動，多次聯繫 Lily 的義
工團隊，進行悉心的協調和安
排，當大家感謝她們時，老人家
卻說“哎喲，你這樣說真令我汗
顏。其實我只是持一個信念，既
然你們要我幫忙做事，我就得
認真負責辦好了！聽完 Lily 介
紹自己，以及她的一些政見後，
深深覺得她人幹練，有見識，是
為Plano地區服務的好人選。心
裏十分敬佩她，所以很希望她
能選上。更感自己應盡一份綿
力。我無法像你們一樣掃街，那
就掃公寓吧。所以就與公寓的
熱心老人做起來。我們都認為
這是做積福的事，是感恩的行
為，所以你們不用太多贊了，我

應向你們學習。你們既要工作，又要照顧
孩子，還要做義工，夠忙的了。我們現在
能做這一點，只說明能為社會發一點餘
熱吧！多謝大家的厚愛。“

三月二十三日，在義工龔新翼，黃慶
年，劉偉中和董燁歐的協助下，Lily來到
Plano東邊的老人公寓，幫助年長者填寫
選民登記注冊表，Lily 受到老人們熱情
的歡迎和喜愛，還有的當場捐了款。年逾
古稀的老人家都積極行動起來，投票支
持Lily。

從 Lily 宣布參加 Plano 市長競選的
兩個月來，她的競選理念已經逐漸被大
家接受，她的勇氣和付出令人欽佩，她和
她的義工團隊的努力有目共睹。為此，彙
聚了越來越多志同道合的義工，犧牲了自己的休息時間參加到
幫助Lily競選的活動中來。她的主張也得到更多更廣泛Plano居
民的認同，這大大的鼓勵了Lily和她的義工團隊。

如果您也憂慮，Plano已經開始的新增4萬-7萬戶公寓樓、
將流動人口翻倍、城市總人口增加25-40%的計劃必將導致學校
擁擠、交通堵塞、綠地消失、醫院圖書館警察消防等公共服務資
源被稀釋，那麼請來投票支持Lily Bao！

如果您也擔心，Plano 大規模
修建公寓樓必將導致學校質量下
降、評級下調甚至 attendance zone
的重新劃分，那麼請來投票支持
Lily Bao！

如果您也希望擴大市政府財
政透明度，降低房產稅稅率，那麼
請來投票支持Lily Bao！

Plano的未來就掌握在你我手
中！華人不再當“啞裔”！我們要用
自己手中的選票來决定我們的城
市的未來！

您可以上網查一下，看看您是否已登記注冊了 https://
teamrv-mvp.sos.texas.gov/MVP/mvp.do。請記得選民登記截止日
期：4月6號。請還沒有登記的選民務必登記。圖書館有選民登記
卡，填好寄回即可。或是登陸 www.votetexas.gov，點擊“Register
to Vote。（Lily競選團隊供稿，海晨編輯）

Lily Bao向長輩拜票票

Huffman Elementary School，位 于 5510 Channel Isle Drive,
Plano, TX 75093，是一所有著輝煌歷史的學校。這是來自于官網
的介紹：http://k12.pisd.edu/huffman-elementary-school/contri-
butions/8450-about-huffman
Huffman Elementary was built in 1984。 Huffman is a nationally
recognized Blue Ribbon School of Excellence and has been recog-
nized as an Exemplary School by the Texas Education Agency ac-
countability system.

In 1993, Huffman was named by Redbook magazine as one of
the top 150 schools in the nation. In 2000-2001 Huffman was list-
ed in the Region's best 250 elementary schools in D Magazine as
sponsored by the Perot Company.

2009 年德州教育部評級還是“優秀（Exemplary）”，（https://
rptsvr1.tea.texas.gov/perfreport/account/index.html）2015-2016 學
年時學校的STARR測試各項成績已經滑落到不足德州平均水
準，更是遠低于 PISD 的平均成績。Schooldigger.org 的報告認為
Huffman在2009年時還要比75%的學校要好，到2016年這一比
例已經下滑到了30%。

一所曾經的Blue Ribbon學校這樣迅速的衰敗，您可能不禁
要問，這是為什麼呢？是不是因為師資不好？

讓我大吃一驚的是，Huffman 的現任校長 Toni Strickland,
2008-2013在Andrews當校長，是一個人見人誇的非常有能力的
好校長。短短幾年時間把Andrews帶到了受到Plano居民肯定的
幾小虎之一。2013年Toni被調到Huffman當校長。Huffman的現
任副校長，Karen Lee, 是當年Skaggs最好的老師之一。有這麼得
力的領導班子，Huffman的考核卻每况日下，不得不讓人深思，到
底是什麼造成了這一切?

為了弄清這個問題，讓我們來看看 Huffman 所在的環境。
Huffman小學位于：5510 Channel Isle Drive，Plano, TX 75093，它
需要接收北Dallas的小孩。北Dallas最近幾年修建了大量高密度
住宅，Huffman的每班級學生數目達到了23.91，遠超德州規定的
上 限 22:1 http://tea.texas.gov/Texas_Schools/Waivers/
State_Waivers/Maximum_Class_Size_Exceptions/ 同時學校評級從
良好降到了不及格，這都正好也發生在周圍高密度住宅蓬勃發
展的這個時間段，不知是一種巧合還是一種必然？

或許你會說，Huffman離我很遙遠，高密度住宅和我關係不

大，其實不然。想一想，Plano把這麼強的校長配備給高密度住宅
旁的小學，對于Andrews，Skaggs學生及家長來說，就是一大損失
。當我看到Huffman的校長竟然是Strickland，副校長是 Lee 的時
候，簡直震驚了，這兩位虎將都沒有辦法搞定的學校，老師不可
謂不努力，學校不可謂不做為。照目前的態勢，公寓樓環Plano而
建，新增人口會從四面八方向中心地帶擠壓。人口構成的變化勢
必會導致學區的重新劃分。就像前幾年，東Plano的人口增長使
得Clark的學區擴展到了75以東。况且不是已經有新建公寓樓的
小孩被校車載到Haun Elemen-
tary？Haun 已經算是位于 Plano
居民聚居的中心地帶了，華人朋
友們對這個學校一定不陌生。
看著Plano四周如火如荼地建造
公寓樓，你孩子現在上的學校，
會不會是下一個 Huffman 呢？
（Lily 競選團隊供稿，Bluebonnet
執筆）

請用選票保護孩子 - 誰是下一個Huffman？

QS170406A達福社區

QS170406B達福社區

33 月月 1919 日日，，達拉斯現代漢語學校在達拉斯現代漢語學校在
RussellCreekParkRussellCreekPark組織了春游野餐聚組織了春游野餐聚
會活動會活動，，LilyLily和義工李楠和和義工李楠和SerenaSerena金金
等一同來到公園等一同來到公園，，和學生家長們親和學生家長們親
切交流切交流。。LilyLily發表了簡短的講話發表了簡短的講話，，介介
紹自己的競選理念紹自己的競選理念，，請大家踴躍參請大家踴躍參
加加 PlanoPlano 和和 FriscoFrisco 的地方選舉的地方選舉，，投上投上
自己神聖的一票自己神聖的一票。。最後最後，，LilyLily和大家和大家
合影留念合影留念，，謝謝大家的支持謝謝大家的支持！！(Lily(Lily 競競
選團隊供稿選團隊供稿))

Feb.,Feb.,1111 20172017，，LilyLily 參加了參加了 Collin County Lincoln Day VIPCollin County Lincoln Day VIP 在在PlanoPlano中心的活動中心的活動，，和德州現任州長和德州現任州長Greg AbbottGreg Abbott和一些和一些
資深參衆兩院議員見面資深參衆兩院議員見面，，尋求競選支持尋求競選支持。。

Lily with Congressman Sam Johnson and State Rep. Matt ShaheenLily with Congressman Sam Johnson and State Rep. Matt Shaheen

LilyLily深入社區深入社區，，積極傾聽選民心聲積極傾聽選民心聲。。義工們在義工們在
社區發送競選信息社區發送競選信息。。

二月二月，，引起多方關注的引起多方關注的PlanoPlano市議會市議會
有過兩次聽證會有過兩次聽證會，，就就Mustang SquareMustang Square
Zoning Change CaseZoning Change Case （（PlanoPlano

20162016--033033））進行辯論和投票進行辯論和投票。。LilyLily 和和
她的義工們積極參與聽證會之前的她的義工們積極參與聽證會之前的
準備和聽證發言準備和聽證發言，，經過將近經過將近55個小時個小時
的馬拉松討論市議會最終是以的馬拉松討論市議會最終是以55票票
反對反對22票贊成拒絕了開發商的票贊成拒絕了開發商的zonzon--
ing changeing change要求要求。。市民能在第二次議市民能在第二次議
會上的投票實現翻盤逆轉會上的投票實現翻盤逆轉，，實在是實在是
社會各界和社會各界和 communitycommunity 不放不放弃弃，，共共
同努力的結果同努力的結果。。

ilyily和其他族裔見面會和其他族裔見面會

LilyBaoLilyBao 在在 HagHag--
gardgard 圖書館為孩圖書館為孩
子們講故事子們講故事

LilyLily競選的跟踪報道競選的跟踪報道

星期四 2017年4月6日 Thursday, April 6, 2017



BB55中美論壇
星期四 2017年4月6日 Thursday, April 6, 2017



BB66副 刊0316D06

2011 年
12月，第二
代“金皇”
金正日“駕
崩”，庶子
（行三）金
正恩繼位。
按世襲制規
定，嫡長子
金正男才是
皇位合法的
繼承人。但
陰差陽錯，
金正男失寵

，流亡國外。金正恩雖然皇權在握，但懷疑有
些老臣仍對嫡長子金正男潛在支持，擔心自己
皇位的合法性受到質疑。因此 上台伊始就實行
鐵腕統治，用高壓手段強力“維穩”後，就迫
不及待對存有二心的高官和親屬大開殺戒！據
媒體披露：2013 年處死 30 多人，2014 年處死
40 多人，2015 年處死 60 多人，高官被殺的人
數逐年增多。首當其衝的是2013年首先處死高
官中的二號人物——自己的親姑父張成澤，以

“大義滅親”、“殺一儆百”的手段震懾朝野
。但流亡國外的嫡長兄金正男還存在，這是他
最大的心腹之患。據知情人揭露，金正恩曾兩
次密派特工追蹤暗殺金正男未遂。但只要金正
男沒有得到流亡的所在國的政治庇護，沒有貼
身保鏢跟從護衛，他被暗殺只是時間早晚的事
。

果然，今年2月13日，金正男在情人節前
一天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機場露面，媒體傳說他
只身一人准備登機到澳門會情人。不幸被人
（是訓練有素的特工？還是被雇用的殺手？）
跟蹤毒殺身亡。

禍起蕭牆！金正男被殺，不論殺手是什麼
人，來自何方，但殺人主謀是金家王朝——沒
有第三代“金皇”金正恩的旨意，國人誰敢動
他長兄一根毫毛！從這出“庶子殺嫡清君側”
的宮廷血案中，赤裸裸暴露出“世襲制皇權”
的罪惡本質。世襲制國家就是皇帝的家天下，
皇帝金口玉牙，一言九鼎，順我者昌，逆我者
亡。

這種爭奪皇權的宮廷悲劇，無論在哪個世
襲制的國家都司空見慣。為了爭奪皇權，兄弟
鬩牆，骨肉殘殺，甚至母殺子、子弒父的悲劇

屢見不鮮。朝鮮早期歷史就發生過兩起王子內
亂自相殘殺的宮廷血案。中國古代的宮廷政變
屢見不鮮。諸如漢朝七國之亂，劉氏同姓相殘
；西晉的八王之亂，司馬氏相殘；隋朝，楊廣
殺太子楊勇；唐朝，李世明玄武門殺兄誅弟；
宋朝，太宗趙光義殺太祖趙匡胤；明朝，明英
宗和明景帝兄弟之爭；清朝，康熙晚年，九子
奪嫡之爭。爭奪皇位，勝者登基坐殿，敗者屍
骨無存。

廣為人知的是北魏曹植被長兄曹丕逼殺時
寫的那首“七步詩”。曹操死後長子曹丕當上
了皇帝，他對聰明早慧才華橫溢出口成詩的小
弟弟曹植耿耿於懷，擔心他篡奪皇位，就處心
積慮要謀害他。一天曹丕叫曹植當面在七步之
內寫成一首詩，以此證明他的詩才。如寫不出
來，就是欺騙皇上，以“欺君之罪就地斬首”
。曹植知道哥哥要殺害他，悲痛憤怒之情在胸
中燃燒，當場就在七步之內念出這首怒不可遏
的控訴詩：“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
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首詩比喻貼切，鞭
辟入裡，以在釜下燃燒的“萁”比喻曹丕，以
在釜中哭泣的“豆”自喻。最後兩句“本是同
根生，相煎何太急！”是悲痛憤怒的揭露和控

訴！曹丕聽後，內心愧疚，面露慚色。不得不
收斂殺人之心，最終把曹植流放到遠方了事。

這首七步詩完全可以用在骨肉相殘的金氏
弟兄身上。在皇位世襲的國家，爭奪皇位的宮
廷權鬥，向來都是血淋淋的，勝王敗寇，你死
我活。從古至今，沿襲一條長長的黑影。

相對於世襲制而言，在民選總統的國家，
絕不會發生兄弟鬩牆、骨肉殘殺的悲劇。同屬
一個大韓民族的南北韓，兩種制度兩樣國情。
南韓民眾彈劾總統樸槿惠的示威游行一浪高一
浪。人民有權選總統，也有權彈劾、罷免總統
。怒不可遏的南韓人民終於把不受歡迎的“總
統——樸槿惠”拉下馬，重新大選最受人民擁
戴的人當總統。 而在專制獨裁的北韓，世襲的
統治者高高在上，一手遮天。為了維護家天下
的皇權，不顧百姓的死活，把百姓的吃飯錢拿
來大搞核彈逞強，餓死的人數以百萬計，人民
敢怒而不敢言。有想逃命“脫北投南”者，均
以叛國罪處死。凡對皇帝不忠、膽敢說皇帝一
個“不”字，格殺勿論！

嗚呼！人生的不幸都是社會制度造成的！
如果金正男生在民主制度下的南韓，絕不會遭
此殺身之禍！

從金正男被暗殺事件想到的——庶子殺嫡清君側
，皇家最是無情人劉大為劉大為

金正男金正男

鹿角是珍貴藥材［鹿茸］的所在，是鹿全身最
具銷售價值的部份。［捉到鹿唔識脫角］是一句廣
東話俚語，諷刺一個人明明碰上了大好機會，卻不
懂得把握利用，白白的錯失了良機。

日常生活中不乏這種事例，中國歷史上，也有
兩個著名的例子。

第一個是闖王李自成錯失江山。
明朝末年，官逼民反，天下老百姓”盼闖王、

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1644年3月19日，闖
王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殺入了北京紫禁城，逼得
崇禎皇帝殺死全家後跑到煤山上吊。

李自成在北京做了皇帝，封賞功臣，國號［大
順］。坐了龍椅後，手下將相開始爭權奪利生活腐
化，縱兵搶掠老百姓喪失民心；又不知善用明朝的
舊官員，反而對他們刑訊勒索，迫使吳三桂逃往山
海關。李自成低估了吳三桂勾結清兵的可能性與嚴
重性，草率地領軍攻打山海關。結果在［一片石］
被他們聯手殺得大敗逃回北京，清兵乘勝入關窮追
不捨。

農民起義軍是沒有根據地的流寇，給養供應不
上，又鬧起內訌，軍無鬥志，抵擋不住吳三桂和清
兵如狼似虎的攻擊。李自成只過了42天的皇帝癮，
被迫放棄北京城向西逃竄，逃至湖北九宮山，被當
地的民團鄉勇圍剿，最後兵敗被殺。

相反，滿清韃子雖是蠻夷，背後得到高人指點

，攝政王多爾袞抓住
這天上掉餡餅的大好
機會，施展捉鹿脫角
的身手，率領12萬清
兵入關，利用吳三桂

洪承疇等降兵降將，借力打力，追剿殲滅了明朝百
萬大軍，建立了滿清皇朝。

第二個例子是楚霸王項羽烏江自刎。
秦末（公元前206年），劉邦和項羽各自領兵

分兩路攻打秦軍。劉邦率先攻入秦都城鹹陽，與民
約法三章，派兵扼守函谷關，阻擋項羽率軍入鹹陽
。當時劉邦兵力10萬餘人，項羽軍隊剛在鉅鹿殲滅
了秦軍主力，收編後軍勢強盛達到40萬人，先頭部
隊攻入了函谷關，直逼鹹陽，駐軍戲西。劉邦駐軍
壩上，其手下左司馬曹無傷派人密報項羽，說劉邦
打算在關中稱王。項羽大怒，下令明早聚殲劉邦的
軍隊。

一場大戰在即。項伯（項羽堂叔）連夜去通知
在劉邦軍營的好友張良，張良轉告了劉邦。劉邦吃
驚不已，打感情牌拉攏項伯，與他約為親家，項伯
答應為他在項羽面前說情，並要劉邦次日前來楚營
向項羽陪罪。

鴻門宴上不乏美酒佳肴，卻暗藏殺機。謀士範
增（項羽的亞父）約好了項羽趁機殺了劉邦免除後
患。宴會開始，劉邦卑躬屈膝的態度、巧舌如簧的
恭維話使項羽猶豫起來了，儘管範增一再舉玉玦示
意他發令下手，他始終視而不見。急得範增召來項
莊舞劍為宴會助慶，伺機刺殺劉邦，卻被項伯識破
，拔劍對舞處處掩護了劉邦。危急關頭，劉邦部將

樊噲握劍持盾闖入軍門怒視項羽，項羽見他氣度不
凡，賜予酒食。樊噲乘機說了一通為劉邦歌功頌德
的話，聽得項羽默默無言。

劉邦見機，及時［借尿遁］逃之夭夭，留下張
良為他善後，說是喝醉了，無法前來道別，殷勤獻
給項羽白璧一雙，獻給範增玉鬥一對，請他們笑納
。項羽收了玉璧，氣得範增拔劍將玉鬥擊碎，大罵
：

” 豎子不足以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吾屬今為之虜矣。”

（意思是說，這小子不值得與他辦大事。將來
奪去項王天下的必定是劉邦，我們都會成為他的俘
虜）

鴻門宴中，項羽耳朵軟，缺乏當機立斷的能力
，導致範增計劃失敗，這是他第一次［捉到鹿唔䛊
脫角］。

第二次［捉到鹿唔識脫角］，發生在公元前
205年4月（鴻門宴後第二年），項羽統率楚軍進攻
反叛的齊國，戰況糾結。劉邦帶領漢軍（諸侯聯軍
）乘虛佔領了

。彭城（徐州）。使項羽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
中：（1）面臨兩線作戰，齊地未平，回師救楚則背
腹受敵。（2）兵力的極大懸殊，劉邦的漢軍56萬人
，規模宏大，項羽的楚軍不足40萬。（3）項羽孤軍
深入齊國，後方楚地盡失，沒有了根據地的孤軍只
能速戰速決。（4）齊國遠離彭城，千裡回師作戰要
長途行軍；敵人則以逸待勞，利用防御工事來抵抗
楚軍。（5）盟友叛離，政治上極度孤立。

面對如此險惡的政治軍事環境，項羽制定了一

個大膽的作戰計劃：留下諸將和大部隊繼續攻齊，
自己率領三萬精銳騎兵疾馳南下，襲擊漢軍側背。
戰鬥打響了，漢軍對楚軍的突然出現無法組織有效
的抵抗，亂作一團，互相踐踏，被楚軍在彭城近郊
斬殺十多萬人。

劉邦大敗，楚軍從後追至安徽泗水，再殲滅漢
軍十多萬人。劉邦想南逃到呂梁山區作抵抗，但被
楚軍猛追而立足不住，被消滅了數萬人。項羽軍窮
追到靈璧，又殲滅漢軍十多萬。劉邦的敗兵逃到雎
水，溺死者不計其數。楚軍將劉邦及其殘部包圍了
三層，正要收網聚殲之際，遇龍捲風吹散楚軍的陣
型，劉邦才得以帶著十多個騎兵突圍而逃，此一役
，漢軍（諸侯聯軍）幾乎全軍覆沒，他的父親及妻
子呂雉都成了楚軍的俘虜，劉邦僥倖逃脫，收拾殘
兵敗將退守滎陽，此時軍心動搖，將無鬥志，依附
劉邦的諸侯紛紛背漢投楚，如項羽”趁他病，要他
命”，歷史恐怕要改寫了。

但是，這場完勝的戰役卻留下深深的遺憾，最
後時刻，項羽沒有一鼓作氣乘勝追擊劉邦，讓他逃
到西邊佔領滎陽成皋的地利，得到喘息整編的機會
，依靠根據地（關中漢中）的兵員與物資的支援、
游擊戰的祖宗彭越不斷擾亂項羽後方供給，加上整
個劉氏集團（韓信征服了諸侯）的優勢力量，最後
拖垮了項羽而奪取了天下。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中共攻克南京後，毛澤東寫詩強調不要犯項羽

在彭城之戰的錯誤。一代梟雄，見解何其深刻獨到
，他逐鹿中原、不但捉到了鹿，而且脫了角，成了
中共的開國君王。

捉 到 鹿 唔 識 脫 角 蕭風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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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漂泊在墨藍色的地中海，後天才到巴
塞羅納，這漫長的時日怎麼打發？我決定去攀
岩。我小時侯當過運動員，總覺得自己身體素
質還不錯。到底歲月不饒人，沒想到只攀了兩
步，便手軟腳酸，想朝下面栽。人一累，便沒
了上進的興致。身邊有個小姑娘，跟我攀在差
不多的位置上，她對我喊道，我看你行的，繼
續朝前吧！聽她這?說，我又朝上挪了兩步，
累得人都快死了。後來下了岩，小姑娘對我笑
道，我說你行的，對不對？我說，我這把歲數
了，老了，不能再搞這樣的運動。小姑娘上下
打量了我一番，對我笑道：你才多大啊，就說
自己老了？我說在其他人面前我不敢說老，但
是我的年齡至少是你的三倍吧。

她看著我，海藍色的眼睛，地中海童話般
的蔚藍，卻隱約浮動著悲涼，是那種與她年齡
極不相稱的悲涼。她給我的回答，驚得讓我差
點把下巴落在地上。她說她雖然年少，今年才
十三歲，但是有一顆蒼老的靈魂。三十歲以下
的人，在她的眼裏都是孩子，她和他們沒有共
同的語言。就是她的父母，她也覺得他們很幼
稚，一點不懂事，很多時候，她無法跟他們溝
通。

她說她的父親沒有聽她的勸告，一心投資
股票，結果輸得血本無歸，她還說她的母親，
沒有聽她的勸阻，執意要全權負責外祖母的葬
禮，結果遭到親戚的白眼，把自己弄得灰頭灰

腦。至于她的兩個哥哥，從來就沒長大過，她
只有搖頭歎息。她認為一顆成熟的靈魂同年齡
的數字沒有關系，在一個家庭裏面，當成熟的
靈魂遭遇幼稚的靈魂，那是一件極其痛苦的事
情。

我同意她的看法。我在國內有個文友，是
省文聯的專業作家，每年享受兩個月的創作假
，可以在家專心寫作。有天她聽見書房外，五
歲的兒子對爸爸說：“媽媽正在寫書，要安靜
，我們走路要輕，說話也要輕。“ 她那四十
歲的丈夫，突然“呸“了一聲，大聲喝道：
“那臭娘們想當蜘蛛精，要在房子裏結網吐絲
（詩），老子連個屁都不能放了嗎？” 文友
在書房內聽見父子倆的對話，簡直是百感交集
。她和她的先生早就沒有共同語言，她一顆敏
感的心，時常遭受他的語言暴力。但是一想到
可愛的兒子會失去完整的家，她便打不響離婚
的戰鬥。丈夫縱然粗暴無禮，但對兒子極有愛
心，教他打球、遊泳，溜冰、舞劍，兒子生病
了，爸爸守在床邊24小時沒有合眼。文友問
過自己，如果離婚了，能找到一個男人這?愛
孩子嗎？當她和丈夫爆發激烈的爭吵時，兒子
在旁一聲不響，只是用一雙悲憐的眼睛望著他
們，他們于是很自動停止了戰爭。兒子以他的
智慧在挽留父母。

突然想起讀過的一本書《One Soul, Many

Lives》， 一個美國作家寫的關于轉世輪回的
書，書中提及某些智者在轉世時，依然帶著前
世的記憶和智慧，跟他（她）這一世的學習、
訓練、生活環境沒有任何關系。這?說來，眼
前這個13歲的小姑娘，前世一定是個睿智的
學者。我正想跟她探討一些生命的話題，只見
一個四十歲上下的女子，眼睛裏有焦急的神色
，口裏喊著 Adelina, Adelina, 朝我們奔來。
Adelina（阿德娜）是女孩的名字，她跟著她的
母親遠去了。

那天晚上，我在自助餐廳又碰見了 阿德
娜，她告訴我，她兩個哥哥在船上打架出了事
，不過已經解決了。事情的前因後果她沒有給
我細說，沒有時間，也沒有必要。我是聽朋友
提娜說的故事，一群年輕人在酒吧喝醉了，在
迪廳跳舞時，為了一個女孩子，不知怎?摩擦
起來，一時間拳打腳踢，一片混戰，他們從迪
廳打到走廊，走廊上有藝術家的油畫和雕塑，
也跟著遭了殃。有一幅要拍賣的靜物畫，居然
染上了戰鬥者的鮮血。郵輪上的保安速戰速決
，把這群鬧事的青少年關進了底層船艙的看守
房，看守房有鐵窗，跟陸地上的監獄差不多。

按照郵輪的規章制度，這群青少年將在下
個港口被驅逐下船，連同他們的行李一起滾蛋
。至于後面?生的一系列費用，機票、食物、
住宿，全部由自己負責。我不知道 阿德娜是

怎樣出面周旋，救下她的哥哥，用她非同尋常
的智慧和精明。船靠巴塞羅納後，我再也沒有
機會見到阿德娜，或許這一輩子再也見不上一
面，但她會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裏，她長長的卷
發，雪嫩的肌膚，地中海一樣蔚藍的眼睛，連
同一顆13歲的蒼老靈魂。

成熟的靈魂和慈悲的心，跟年齡大小無關
，很多時候是與生俱來的。在我的小說創作裏
，多次出現早熟的少年，他們年輕嬌嫩的面孔
下，一顆智慧而冷靜的心，而他們的長輩多是
幼稚而偏激的靈魂。年少與年老，睿智與淺薄
，這樣的衝突交錯極具戲劇性。多年前，我曾
經根據東漢皇後鄧綏?原型，創作過一篇曆史
宮廷小說。斷斷續續拖了八九年，一直無法完
稿，卻一直在拉扯我的心。鄧綏的早慧和天資
，讓人銘心刻骨：在她五歲那年，她的奶奶
（太傅夫人) 為她剪發，老夫人眼神不濟，剪
刀把孫女的額頭劃傷了，小鄧綏居然一聲不吭
地忍著，還強裝歡笑。後來母親問她，都流血
了還不喊疼？小鄧綏說，奶奶這個年齡了，難
得高興?我剪發，我若喊疼，定會讓老人傷心
難過。這個故事不是野史，《後漢書》中有詳
細記載。鄧綏後來母儀天下，又臨朝執政了16
年，我相信她的早熟和智慧來自前世的積累。

感謝那些成熟的靈魂和慈悲的心，他們不
僅教育了我，也拓展了我的想象世界。

那些成熟的靈魂和慈悲的心 孟悟孟悟

【華府新聞日報訊】為強化台
灣本土工藝木雕技藝傳承及當代木
雕藝術發展，鼓勵木雕術創作者良
性切磋，苗栗縣文化觀光局舉辦
「2017台灣國際木雕競賽」。參賽

類別區分為 「工藝木雕類組」與
「當代木雕類組」兩大類；徵件方

式，以二階段進行，初審為文件審
查，參賽者資料送件，以書面、光
碟、電子郵件，擇一方式辦理，國
外參賽者於5月1日至6月9日送件
，6月19日辦理初審會議。複審則
為作品審查，初審通過之入選者繳
交作品原件參加複審，於7月17日

辦理複審會議。
競賽獎項與獎金分 「裕隆木雕

薪傳獎」及 「裕隆木雕創新獎」各
一名，每項獎金新台幣 30 萬元；
「工藝木雕經典大獎」一名：獎金

新台幣30萬元， 「工藝木雕優選獎
」五名：獎金每位新台幣 2 萬元；
「當代木雕大獎」一名：獎金新台

幣30萬元， 「當代木雕優選獎」五
名：獎金每位新台幣 2 萬元。歡迎
海外木雕藝術創作者，踴躍送件參
與競賽，簡章可於苗栗縣文化觀光
局網站（wood.mlc.gov.tw）下載。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2017 臺灣國際木
雕競賽活動徵件

 













【華府新聞日報訊】李氏公所春宴定於
2017 年 4 月 16 號 (星期日)下午六時在漢宮大酒
樓舉行,歡迎李氏族人踴躍報名參加,是晚有抽獎
卡拉OK等節目助興。

餐費:巳添香油族人65歲以下每位半價,來賓
每位$28, 65歲以上耆老並曾添香油者免費。

公所職員免費,如需講全席者每席$250,每位
限購1席,不得轉讓,希為知照.

報名處: 偉權: 202-905-8539
美娟: 240-863-4888

報名截止日期2017年4月10號.美京李氏公
所。

美京李氏公所春宴

【華府新聞日報訊】凱仁安老自助中心週六的
例行聚會，租用華人活動中心Tilden Middle School(
堤 頓 初 中 11211 Old Georgetown Road, Rockville
20852)的場地，作為凱仁社的活動場地。耆老人從
馬州、維州、華盛頓特區來參加交誼、增知、健身
、娛樂的活動，幫老人家過一個快快樂樂的週末，
凱仁活動公開歡迎自由參加。

頗受耆老們歡迎的專題講座，本週六(3/18/17)

總裁蔡素燕和夫婿譚仕雄將和耆老們分享他們去年
四月童心合唱團去艾爾蘭表演後的﹝英倫三島之旅
﹞。凱仁社活動將於上午 10:00am 開始，由義工蔡
素燕主持，耆老們一早來互相問安，按照自己的興
趣，參加閱讀、聊天等。凱仁社活動的地址仍舊不
變，請大家注意！中心負責人蔡素燕聯絡電話：
301-530-4369.

凱仁安老自助中心週六的例行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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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21日，Gloria來了封email， 「……家
父於二月18日（週六）早上逝世，是睡眠中
安靜地走了。你可以在家父的告別式上講些話
、談談我的父親嗎？告別式應是在三月 4 日
（週六）……」

我回Gloria： 「請節哀順變。先父去年五
月份在臺北過逝。先父幾年前來美時，與令尊
還曾下過棋，所以令尊在天堂，肯定已與眾棋
友紋枰對弈， 『樂不思人間』。令尊在本地棋
友不少，他與我、與我的兩個小犬都曾在棋賽
中對戰過，金家三代四人都曾與令尊交手過，
棋緣奇緣，是我們金家人的榮幸。我也很榮幸
能在令尊的追禱會上說些話。無痛地在睡眠中
仙去，我希望我離世時也是如此地安眠而去，
不知我的福氣修行夠否？」

是Raymond，87歲，高壽仙逝。
------------------------
我與 Raymond 於 12 年前（2005 年）首度

謀面，是在本地的某個圍棋比賽上紋枰手談。
那時的他已75歲，穿著普通，英文一般，臉
上有不少老人斑，身體倒是硬朗。在往後五、
六年的圍棋比賽上，常看到他的身影，當然，
他也和我的兩個兒子下過去棋。幾年過後，他
曾説： 「你的兩個兒子進步神速呀……都無法
和他倆比賽了。」

聊天中得知，我們都畢業於成功大學，他
是 1955 年土木系畢業的，我是交管系畢業，

後來也去唸了土木硏究所，
也算是同行，又有相同的弈
興，倍增親切。我曾一、兩
次邀請他來華府成大校友會
的活動，他都沒有來，可能
是距離遠又年紀大，更多的
可能是，棋癡的他寧願去下
棋吧。

他曾跟我說，他白天都
去附近的Annandale棋社下棋
（韓國人開的），早出晚歸
，一週五天，我回他： 「您

還每天 『上班』呀，還是這麼令人羨慕的 『班
』。」據聞Annandale棋社的高手極多，主持
人就有六、七段。某年暑假我也帶著長子去了
一回（長子想試試那裡的高手），高手是不少
，但它的下棋環境是我所不敢恭維的：一、他
們一邊下棋、一邊抽煙，二、他們之間是下彩
棋的（每盤棋是有賭資），這跟臺灣早期的棋
社一樣吧（圍棋賭彩的歷史悠久，早在南北朝
時期，圍棋搏彩之風便極盛行）。Raymond能
整日待在那個煙霧繚繞、棋聲叮叮裡優遊自在
，他的心肺功能肯定極強（煙、酒是台灣土木
實務界必備技能），還有他對圍棋的熱情肯定
是如癡如醉。

我記得，某一晚 Gloria 打來電話，她説
Raymond應該回到家了卻還沒有回來，手機也
沒人接，她想要知道棋社的電話號碼。原來
Raymond將手機靜音，以便專注下棋，卻也忘
了回家的時間。我下棋時，手機都不帶（我也
沒有手機啦），何須靜音？棋樂無窮、弈往情
深、樂以忘憂、樂以忘返，是棋士的 「通病」
吧？！

2007~2008 年時，我在 Pimmit Hill Senior
Center組織了一個棋社Tysons Corner Go Club
，Raymond週六早上會開著一輛老舊的白色小
車來下棋。那時正巧先父由臺北來此拜訪我們
，我將Raymond與先父配對下棋，並對Ray-

mond說： 「您要讓我父親四
、五顆子呢！」Raymond 起
先還不相信、不願意，後來
他大贏，樂了也信了，他很
高興終於又贏了 「金氏棋手
」。

2011 年 12 月 底 ， Ray-
mond由世界日報上得知，我
被選為華府臺灣同鄉聯誼會
的會長，他特地請女兒訂了
一籃新鮮精美的水菓送來，
令我好生感激又感動。

「眼底誰能知許事，只有雙鳧仙客。一局
殘棋，兩窗疏翠，談笑揮冰雪。」Raymond懂
，我也懂。待我的時間到時，我會在天堂裡找
著Raymond，與他紋枰前再次談笑揮冰雪。

------------------------
以上是三月4日的追悼會上我以英文說了

近五分鐘的追悼詞(eulogy)，是我人生中的第
一個追悼詞。我認識的Raymond（葉炳元）是
位愛棋成癡、穿著隨興、低調少言的老人，只
是他人生晚年的某一片面。追悼會上，我看到
了多彩多面的Raymond。儀式主持人(牧師)介
紹了 Raymond 的生平，在臺灣的輝煌過往、
成功的企業經營，及中國大陸/臺灣/美國的人
生軌跡，晚年時的家庭、旅遊、運動、圍棋。
Raymond的孫子Timothy也說了不少外公與他
的感人往事，外公時常寵愛外孫，目的是要外
孫好好學習、受好教育。有兩位遠方的老朋友
、老同學不克前來，也寄來了追悼詞，都由
Timothy代唸；其中一篇是他成功大學土木系
的同學所寫的，回憶起大學時的葉炳元，成績
優異、頭腦靈活、活潑開朗、熱心服務，大二
時他在迎大一新生的活動會上，設計一項 「芳
心難測」的遊戲，令眾生笑倒又傾倒；大三時
，他就有能力找到某一美國在臺機構測量土地
的工作，賺取生活費，有一回課業繁重，他就
把測量的工作轉給了同班同學去做，最後，工

作也圓滿達成，同學也賺到了錢，他的功課也
顧到了，自己也賺到了 「轉包」的錢，真是
贏/贏/贏/贏的好結局；同學強調説，葉炳元
不僅有工程師的頭腦，大學時就已展現出企業
家的才幹。畢業後，他先是在力霸擔任工程師
，後來自己出來成立了寶華工程公司，臺灣
1970年代的十大建設，他就參與了九項。他是
首先引進日本預力技術的人，建造了台灣第一
棟高樓大廈。後來，還成立中壢工程公司，是
一擁有250位工程師的公司。他曾帶領工程師
、建築工人遠赴沙烏地阿拉伯為該國建造了一
所大學。沙國歸來，他與友人合資經營飯店，
由他設計、建造並經營的三德大飯店。五十餘
歲時，他在三德大飯店總經理的職務上退休，
隨後來美依親。Raymond是個愛家、愛妻、愛
女、愛孫，並且非常注重孩子教育的人，凡事
都盡其所能的安排妥當，生前曾希望離世時能
無痛地在睡眠中仙去，也真如其所願、所安排
。

葉炳元（Raymond P Yeh）的觀禮時間為
3月3日(週五)下午6:00至8:00，在維吉尼亞州
維也納市的金錢與國王(Money and King)殯儀
館舉行。葬禮儀式於3月4日(週六)上午 10:00
在金錢與國王殯儀館舉行。11:30在維吉尼亞
州瀑布國家紀念公園舉行下葬儀式。隨後，在
他最喜歡的餐廳(永記Vinh Kee餐廳)午宴招待
親朋好友。《2017年3月8日於華府》

棋友，好走
金大俠金大俠

[Raymond[Raymond與金其一在棋賽上對弈與金其一在棋賽上對弈，，55//1313//20072007]]

[Raymond[Raymond 與與 DyerDyer 專注盤上專注盤上，，TysonsTysons
Corner Go ClubCorner Go Club，，44//1919//20082008]]

[Raymond[Raymond在櫻花盃圍棋賽上在櫻花盃圍棋賽上，，44//33//20102010]][Raymond[Raymond在櫻花盃圍棋賽上的在櫻花盃圍棋賽上的
冠軍獎杯冠軍獎杯，，44//33//20102010]]

［［移送國家紀念公園的路上移送國家紀念公園的路上，，沿途有縣府警察局數十輛重型摩托車的車隊護送沿途有縣府警察局數十輛重型摩托車的車隊護送，，號號
誌路口一路全面淨空管制誌路口一路全面淨空管制，，讓靈柩車讓靈柩車、、親友車隊十餘輛車無阻通行親友車隊十餘輛車無阻通行，，甚是風光甚是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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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軌道交通裝備頻獲美國訂單
本土化生產創合作新典範

綜合報導 跨越太平洋登陸美國市場的中國軌

道交通裝備，讓隔洋相望的世界兩大經濟體不斷在

新的領域實現互利雙贏。

近來，中國軌道交通巨頭中車接連曝出中

標美國軌道交通項目的重磅消息。據媒體報道，

2017年初，中車再次成功中標洛杉磯地鐵紅線和

紫線項目。

中車長客海外業務部副總經理賈波介紹，中國

軌道交通裝備拿下美國市場首單是在 2014 年 10

月。原中國北車（後與中國南車合並為中國中車）

中標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紅線和橙線地鐵，共

284輛地鐵車輛。

2016 年 12 月 12 日 ， 馬 薩 諸 塞 州 交 通 局

（MBTA）發布公告，決定再向中國中車采購

120輛地鐵車輛。這份公告特別強調，“只有他們

（中國中車）提供的列車符合采購要求”，因為中

車的地鐵車輛能實現“標準化”。

對於美國來講，頻刷中國軌道交通企業訂單最

重要的原因是對“中國技術”的信賴。美國當地時

間今年3月21日，馬薩諸塞州州長Charlie Baker登

上中車造波士頓地鐵，並在Twitter上連續三次滾動

點贊說：“新車提高了運行中的穩定性，讓乘客體

驗更加舒適。”

賈波認為，美國地鐵項目青睞“中國造”的另

壹個原因則是：波士頓項目的本土化。“這是壹個

突破。”他說。

“車輛約60%的零部件會在美國生產和采購，

整個車輛的裝配也會在美國進行。”賈波介紹，這

將在當地創造許多就業崗位，並且隨著合作的

深入，崗位需求還將增加。

位於中國工業重鎮長春的中車長客股份公司具

體負責波士頓紅線和橙線地鐵項目。賈波介紹，中

車長客已經開始在波士頓以西約95英裏處籌建第

壹個工廠，承擔美國項目的制造。“這個工廠預計

今年年末將正式開工。”

除了制造工廠，美國本土化的研發中心也已被

提上日程。“項目逐漸增多，需要與業主更好地溝

通交流來實現初步設計，這也是我們有別於同類競

爭對手的壹個特質。”賈波表示，研發中心除了有

中方技術人員、設計人員外，還將大量招聘美國雇

員。

事實上，實行本土化生產已經是中車實現

“走出去”的壹種戰略。在中車長客的“十三

五”規劃裏，壹個目標就是實現國際化跨國經

營。對此，賈波認為，由產品的出口轉向跨國

經營，關鍵壹點就是立足於本地化生產制造、

研發設計。

在賈波看來，中國軌道交通裝備制造商已

經在核心技術、產品研發與設計方面積累了豐

厚經驗，這讓他們在與國際同行的比拼中經常

處於競爭優勢。

“中車長客中標美國項目，對中國軌道交通裝

備企業進入海外高端市場來說是壹種突破。”賈波

說，同時中國大型裝備制造產品在美實現本土化生

產則給當地創造了經濟價值和就業機會，堪稱是中

美合作的壹個新典範。

美酒店業吹起中國風：房間有熱水泡面 早餐炒面米粥
綜合報導 用微信可以訂房，服務生

說“您好”、“歡迎”，房間配備電水

壺和泡面，早餐供應炒面和白米粥……

美國酒店業正鉚足了勁，希望通過增加中

式服務，讓中國遊客有賓至如歸之感。

不僅紐約、洛杉磯這樣傳統的旅遊集散

中心城市瞄準中國遊客，波士頓、拉斯

維加斯、西雅圖、華盛頓－哥倫比亞特

區等相對較小的城市也行動起來。

希望遊客“吃完，玩好，住好”
美國旅遊業人士指出，中國遊客以

往通常把錢花在購物上，住宿方面能省

則省。這壹習慣如今正在改變，消費能

力變強的中國遊客主張“吃完，玩好，

住好”。與此同時，許多中國遊客是第

壹次來美國，既渴望新鮮的體驗，也希

望像在家那樣休息好。

洲際酒店、希爾頓、喜達屋、萬豪

等豪華酒店集團因而想方設法吸引中國

遊客。

洲際酒店集團兩年前推出“洲道”

項目，為中國客人提供銀聯卡支付、中

文電視頻道、前臺中文服務人員以及24

小時中文電話服務，客房裏準備了中國

茶。

也是在兩年前，希爾頓酒店集團宣

布擴大“您好”項目。客房配備電水壺、

茉莉花茶、拖鞋，早餐供應帶調味品的

米粥、炒面或炒飯，還有點心。餐具不

僅有刀叉，還有筷子、調羹和用於盛調

料的小碟。

波士頓喜來登酒店總經理安格拉· 文

托說，這家酒店2013年起就開始提供中

國遊客習慣的服務，包括方便面、綠

茶、拖鞋、浴袍。華盛頓喬治敦街區的

四季酒店正設法提供更多傳統中國菜，

讓客房供餐服務和餐廳菜單滿足中國客

人的需求。

在“賭城”拉斯維加斯，凱撒娛

樂集團安排員工接受中國基礎文化禮

儀培訓，中國遊客從去年開始可以通

過微信在凱撒娛樂旗下部分度假村訂房

並付款。

“看房遊”、“留學遊”提供新
商機

美國旅遊協會發布的數據顯示，

2011年，中國來美遊客人數首次突破百

萬，2015 年接近 267 萬人次，預計到

2021年將達到近600萬人次，超過英國

和日本，成為美國最大海外遊客群體。

壹些航空業人士樂觀地預計，到2025年

，中國來美遊客將增加到1700萬人次。

中國遊客的消費也有利於拉動美國

地方經濟。2008年，中國遊客在美人均

消費不到2600美元；2012年，這壹數字

增加到將近6000美元，按照美國旅遊協

會的統計，現階段已經增加到大約7200

美元，高於其他海外遊客。

2014年11月，中美達成互

惠簽證協議，為雙方商務、旅

遊人員頒發10年有效多次往返

簽證。2014 年至 2015 年，紐

約、達拉斯、波士頓、西雅

圖、聖何塞、華盛頓等美國城

市開通與中國城市的直航新航

線或增開航班。

紐約公關咨詢師斯科特· 約

翰遜說，中國遊客已不再局限

於紐約、洛杉磯這樣的大城市，

壹些中小城市甚至國家公園也

是他們的目的地。

另外，不斷壯大的中國富裕群體有

的赴美為子女留學“探路”，有的則尋

找購置房產等投資機會。他們輾轉城市

數量增多，逗留時間也越來越長。“看

房遊”、“留學遊”提供了新的商機。

英國蒸汽機車高架橋上行駛 美景如畫

英國英國，，英國著名蒸汽機車英國著名蒸汽機車““蘇格蘭飛人蘇格蘭飛人””在裏布爾德高架橋上行駛在裏布爾德高架橋上行駛。。

日本航空公司迎新儀式壯觀日本航空公司迎新儀式壯觀 美女帥哥整齊劃壹美女帥哥整齊劃壹

日本全日空集團在東京舉行新職員入職儀式日本全日空集團在東京舉行新職員入職儀式，，28002800
名新職員正裝參加運作整齊劃壹名新職員正裝參加運作整齊劃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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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第尼泊爾第77屆國際紋身大會屆國際紋身大會。。由於受嬉皮士文化影響較深由於受嬉皮士文化影響較深，，紋身在紋身在
尼泊爾比較流行尼泊爾比較流行。。此次大會吸引了不少紋身愛好者參與此次大會吸引了不少紋身愛好者參與。。



Trade will be one of the biggest issues on the agenda 
whe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meet in Florida on Thursday and 
Friday.
During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Trump threatened 
China with a range of hostile measures, such as 
naming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and imposing 
a 45% tariff on Chinese imports. The U.S. list of 
legitimate economic issues with China is certainly 
long, inclu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ft, trade 
barriers and investment restrictions, to name just a 
few. The upcoming summit should go a long way in 
demonstrating whether the two economic giants can 
address these issues responsibly, or whether relations 
will deteriorate into a trade war.
China has been intervening in its own financial 
market to accumulate reserves and keep the value of 
its currency low for years. But things have started to 
change. China’s trade-weighted exchange rate has 
appreciated 17% since 2010. The problem for the 
United States is that the dollar has appreciated even 
more strongly (24%), while the euro and the yen have 
depreciated. There are many factors behind these 
trends, but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concerned about 
currencies, then it makes more sense for it to consult 
with these four parties rather than to single out China.
For two years, China has been selling reserves to 
keep the value of its currency high. Its reserves have 
dropped from $4 trillion to $3 trillion. China’s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has come down from above 10% of 

After their meeting in Sunnylands in Calofornia, 
presidents Xi and Obama met numerous times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places where the 
leadership of the two countries was sought. They 
disagreed on many issues but they continued to share 
one dream: global peace and prosperity, which requires 
strong leadership from Beijing and Washington. That 
is why they agreed to sign on to the nuclear deal 
with Tehran, came together to talk about a world 
without nuclear weapons, offered support to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and tried to reduce 
mispercep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Last year, while Xi was preparing for a 
leadership change in China, Obama probably never 
dreamed that the leader of the birther movement was 
going to be his successor in the White House.
However,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also a dreamer. His dream may appear to be 
nightmarish to many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America 
First” and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seem to be 
quite like the China Dream in both letter and spirit.
Since announcing his candidacy and becoming the 45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rump has unleashed 
a string of negative attacks on China. Beijing is 
obviously nervous about where this unpredictable 
dreamer is going to take Washington’s China policy.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ld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grave uncertainty: Moscow has demonstrated its 
capability to intervene militarily or electronically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Syria’s downward spiral into hell has not been 
stopped; Pyongyang continues to defy international 
opinion and tests ballistic missiles; the Islamic State 
is facing global elimination efforts but still has enough 
breath to recruit, inspire, and cause havoc in centers 
of civilizations; and nihilistic and anti-globalization 
nationalism is running amok in Europe. The world 
order that was put in place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s inching toward a possible collapse. Once again, 
advisers to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leaders felt it 
is time for Xi and Trump to meet without any further 
delay.

Envoys of the two leaders visited each other’s capital 
to prepare for the meeting that will be held on April 
6 and 7, 2017 at Trump’s Mar-a-Lago mansion in 
Florida. The joint announcement of the meeting was 
not made until March 30 and diplomats i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have been vague on what will be 
discussed by the two leaders. During a recent meeting 
in Beijing, Chines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Wang 
Yi said he very much looked forward to the summit at 
Mar-a-Lago and hoped leaders of the two nations could 
look at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from a long-term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 Yet on the afternoon of March 
30,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weeted that “the meeting 
next week with China will be a very difficult one in 
that we can no longer have massive trade deficits and 
job losses. American companies must be prepared to 
look at other alternatives.”
At first glance, the upcoming summit may look 
unbalanced, with the Chinese searching for a long-term 
anchor for stable and productive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Americans looking for quick fixes on immediate issues 
that are tied to campaign promises. However, for 
both leaders to take home deliverables that are badly 
needed, they must be realistic about what is doable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onstraints.
It is obvious both dreamers need a small basket of 
realistic “doables” to demonstrate to their supporters 
that they are bona fide leaders and skillful decision-
makers. Trump has suffered quite a few setbacks since 
inauguration and seems to have nothing to show at 
the 100-day mark of his new administration. Xi also 
seeks a diplomatic success to shore up support ahead 
of the CPC’s 19th Congress in the fall. In addition to 
this, China needs a stabl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o that the “new normal” of its economic growth 
does not become abnormal again. But what are these 
seemingly elusive “doables”? Can the U.S. extract 
concessions on the fronts of trade and North Korea 
without making China look as if it has caved in to 
American demands? Will China lower itself from the 
lofty stage of building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to focus more on what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categorized as a results-oriented approach?
Doables
The following are five “doable” things that both 
leaders may dwell on and ask their advisers to fully 
vet before they draft a joint statement turning a new 
page o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 rank them from 
the easiest to the more difficult. First, it is relatively 
easy for the two nations to coordinate their efforts 
to confront global challenges, wage peace, and offer 
developmental assista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is common knowledge that joint leadership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s turned the tide of the 
global effort to fight climate change from the debacle 
of Copenhagen to the success of 
Paris. Washington and Beijing 
have already worked together 
on conflict resolution in South 
Sudan, pursuing peace and 
reconstruction in Afghanistan, 
information sharing in promoting 
the Syrian transition, creating 
cybersecurity protocols, and 
hunting down international 
terrorists. Chinese and American 
health workers worked together 
in an unprecedented manner to 
contain the outbreak of Ebola 
in West Africa and are on track 
to establish Africa’s firs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Given this context, it will be easy for 
Trump and Xi to pledge that both countries will work 
together to solve the political impasse in South Sudan, 
fight piracy in the Gulf of Guinea, and bail northeast 
Nigeria out of its humanitarian crisis, which has 
become a cancerous source of Islamic radicalization. 
In addition, Trump is a real estate guru turned political 
leader. He should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dimension of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OBOR) initiative. Agreeing to send a high-
level U.S. representative to the OBOR summit in May 

consumption. In general, China’s market access 
restrictions prevent consumption of foreign goods 
and services. For instance, China’s 25% import 
tariff and domestic content rules on autos mean that 
foreign-brand cars sold in China have little foreign 
content. Agricultural imports, though significant, 
are highly restricted in important markets such as 
beef. In the modern service sectors such as finance, 
telecommunications, media, logistics and health, direct 
investment is needed in order for China to import 
services in large volumes. But China is the most closed 
among G20 countries in terms of investment openness.
China has indicated that it will gradually open these 
markets, but there has been very little progress in 
the last 10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have 
much leverage to push China to open up. Threatening 
high tariffs is not likely to encourage China to yield 
and would backfire by hurting the U.S. economy 
if implemented. Instea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consider restricting SO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U.S., given the lack of reciprocity on the Chinese 
side. There are also a range of other trade remedies that 
the U.S. can deploy in individual sectors.
Encouraging consumption and further opening-up of 
the economy are the keys to China’s sustainable growth. 
With this in mind, it should be possible to negotiate 
changes in the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 that 
are good for both economies. (Courtesy http://www.
caixinglobal.com/2017/)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in 2007 to below 3% 
in 2016. Also, a long pattern of net capital inflows to 
China has shifted to a steady net outflow of capital. In 
this environment, we should welcome the helpful role 
that China has played in keeping its trade-weighted 
exchange rate stable for the past year. Naming it a 
currency manipulator would be odd at this point.

But even at 3% of GDP, China’s trade surplus is 
large in absolute terms. Behind these persistent trade 
surpluses is a saving rate that is far beyond the norm 
of other major economies. China’s saving rate has 
been around 50% of GDP, coming down a couple of 
percentage points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e current 
account as a share of GDP is equal to the saving rate 
minus the investment rate. From 2009 to 2014, China 
deployed almost all of this saving at home, and as a 

result its trade surplus was modest. But this investment 
binge has led to excess capacity. Now, investment as a 
share of GDP is declining, which is rational in the face 
of excess capacity. The problem is that unless savings 
decline as well, China’s trade surplus is likely to grow.
The problem is not with Chinese households — their 
behavior is similar to elsewhere in East Asia. Rather,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state controls a lot of GDP 
— throug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nd the 
government budget — that never reaches households. If 
more of the national income were to go to households, 
the national savings rate would naturally come down. 
This underlines the importance of SOE reform.
China is keeping zombie state enterprises alive with 
credit from state-owned banks. We should encourage 
China to close bankrupt enterprises and privatize 
viable ones. China could easily afford more generous 
pensions for its large number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retirees. This would be an immediate way to increase 
household income for a group that is likely to spend it.
China also spends little public money on health and 
education. Greater social spending would increase 
household real income and bolster consumption. 
Higher consumption would allow China to sustain 
its growth without relying on rising trade surpluses, 
which is a problem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other way for China to minimize its large trade 
surpluses would be for it to allow more import-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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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Differences Still Remain – Meetings “Tough”:Trump

U.s.-China Summit To Test Willingness Of
Countries To Address Trade Issues Head-On

During his candidacy for president, Trump 
unleashed a string of negative attacks on China.

Chinese dredging vessels are purportedly 
seen in the waters around Mischief Reef 
in the disputed Spratly Islands.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North Korean ballistic missile test. The incident was 
also an urgent reminder of how pressing resolving the 
nuclear crisi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r is. Kim Jong-un 
keeps testing missile not only to disrupt international 
events (he did the same when China was hosting its 
first G20 summit in Hangzhou) but to go through all 
the needed procedures to gain delivery capability. 
When he has that, he will have a lot more to blackmail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both Japan and South 
Korea will have the perfect excuse either to ask the 
United States to deploy a nuclear force on their soil 
or to allow them to build their own bombs. Trump 
blames China for its lack of assertiveness in dealing 
with North Korea. Chinese leaders tend to criticize 
the United States for not negotiating directly with the 
Kims and imply that Washington favors the festering 
of this regime so that it can deploy forces in Asia, 
including installing THAAD first in South Korea and 
then in Japan and even in Taiwan. These perceptions 
are false. Discussion must begin on what it would tak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begin direct negotiation with 
Pyongyang. Will collective security assuranc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e sufficient for Kim Jong-
un to open the door? Can a peace treaty with signature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the UN, and Pyongyang 
persuade North Korean leaders to give up their nuclear 
ambition? Both Trump and Xi should read about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on their 
way to Mar-a-Lago.
Finally, there’s the Taiwan factor. One truism about 
U.S.-China relations i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among Taipei, Washington, and Beijing. What 
triggered the frantic search for a meeting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was  Trump’s decision to take a phone call 
from Taiwan’s President Tsai Ing-wen and his cavalier 
way of using the One China policy as a bargaining chip. 
The reality now is that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re 
so commercially, financially, and culturally connected 
that the role of divisive politics in promoting Taiwan 
independence in Taiwan has been in sharp decline. 
Even the election of a DPP president cannot change 
the fact that Taiwan’s people care more about liberty 
than sovereignty. It is not easy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repeal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t is equally difficult 
for China to promise it won’t use force to reunify with 
Taiwan, as many in Beijing believe this threat is the 
only reason Taiwan 
is not seeking 
independence.
However, many 
things can be done 
by both sides to make 
the Taiwan issue a 
non-issue in U.S.-
China relations. For 
example, can the United States agree to reduce or even 
stop selling arms to Taiwan if China stops deploying 
missiles aiming at Taiwan? When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n the future status of 
Hong Kong deadlocked, Deng Xiaoping broke it with 
the famous concep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at 
would be guaranteed for at least 50 years. Recently, 
mainland Taiwan affairs officials have floated the idea 
of “one China, two systems of governance,” which 
may also be used to allay the American fear that China 
may use force to make Taiwan part of China.
All these “doables” are realistic steps to improv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a very substantial way but it 
will take dreamers to accomplish them. What defines 
a dreamer is a personal vision that defies conventional 
wisdom, boldness in imagination, and assertiveness in 
execution. Both Trump and Xi are very well-qualified 
dreamers who are determined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they lead and make their nations great 
again. (Courtesy thediplomat.com/2017/) 

in Beijing will also generate a lot of positive energy in 
building a stronge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Second, perhaps surprisingly, is the potential for 
progres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Despite being 
labeled as one of the triggers of possible U.S.-China 
conflict by many,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can 
be removed from the list of hot button issues if both 
leaders and their advisers are sincere in seeking 
common ground. Xi told Obama in 2015 during 
his state visit that China does not seek to militarize 
the islands under its control. Chinese leaders have 
always insisted 
that Beijing has 
no intention 
whatsoever to 
interfere with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e 
U.S. emphasizes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not taking sides in the ongoing territorial 
disputes. If United States stops high-profile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on the condition that China 
does not engage in further artificial island building 
or declare an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it will 
create a calm environment for China and claimant 
countries to seek either 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solutions that will contribute to sustaining this body 
of water as safe sea lanes of commerce and fisheries 
in the years to come.
Third would be a breakthrough on trade issues. For 
Trump, a key success to making his presidency a 
consequential one is to fulfill his campaign promise 
of boosting “made in America” and “hire American.” 

For Xi, avoiding possible trade 
sanct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ould disrupt China’s still 
export-oriented economy may 
also be a must because China’s 
economy is already much weaker 
than it was back in 2012. Can they 
speed up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 negotiations by 
identifying key roadblocks 
and removing them? Can they 
begin deliberation on conditions 
in which Chinese investment 
can be used for infrastructure 
renewal and rebuil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it possible to announce a deal that 
can symbolize the huge potential of cooperation in 
this area? Can the United States lift certain export 
restrictions so that China can buy more high-tech 
American products? Can China permit Google and 
other U.S. internet companies to freely operate in 
China? This is an area of fertile cooperation and points 
can easily be scored. What is needed is the “art of the 
deal,” which Trump is very good at.
More difficult will be reaching consensus on North 
Korea. It was quite embarrassing when the Mar-a-
Lago happy hour between Trump and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was disrupted by the news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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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生去美國留學後很長時間才能適應
留學生活，一方面是自身的適應能力，另一方面
還是美國大學生活可能和想像的有很多不同，
導致學生很難適應。下面為大家總結一下學生
對美國大學認識四大誤區，希望能幫助大家儘
快適應美國留學生活。

誤區一：大學是一個開放時尚的地方
一說到美國大學，腦海裏浮現的就是Gos-

sipGirl 裏 面
打扮得時尚
而精緻的學
生們，晚上忙
于應付各種
各樣的夜生
活。實際上，
多數大學都
坐落在小鎮
上，學生們主
要的時間都
在圖書館裏
和同學一起
跟考試或論
文做鬥爭。閑
暇時會在校
園的大草坪
上野餐、休憩
、玩飛盤。

常看美
劇的同學可能會覺得，美國人很開放，衣著暴露
、光鮮亮麗。當你真正踏入大學校園的時候，你
會發現盛裝打扮的自己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學
生們最稀鬆平常的衣服大概就是從校園商店買
來的有大大的校名標識的棉質T恤、連帽衫、牛
仔褲。腳下則一年四季都是人字拖或冬天的雪
地靴。他們的宗旨就是舒適和隨意，有時看起來
邋遢也無所謂。如果哪一天你精心打扮出門，一
定會有人停下來贊嘆你的著裝，認為你有重要

的場合需要出席。

誤區二：美國大學招生是擇優錄取的
大學需要的其實不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學生

，而是全面發展的班級。每個學校每個專業都想
同時出現幾個會刻苦鑽研學術的書呆子、幾個
體育健將、幾個音樂天才、幾個未來的演員、幾
個老爸可以為學校捐出一間校舍的富二代、幾
個校友推薦的孩子……如果你只是一個出色的
申請者，但不屬於以上任何一類人群，那麼你申
請名校也許困難重重。

據一些招生官透露，很多提前錄取的名額
其實是為體育或者其它特長生預留的。越來越
多的招生專員會考慮你有沒有能力全額支付學
費。當兩個條件相近的學生，一個需要申請獎助
學金，而另一個家庭富有到完全能夠支付學費，
二選一的話，精美厚實的錄取包裹一定會寄給
後者。一些名校已經勇敢的站出來承認自己在
錄取學生的過程中做不到百分百需求回避的。

也有好消息，對于那些有能力支付全額學
費——尤其是國際生家庭來說，獲得頂尖大學
錄取的概率一年比一年高。當然，這一切都是建
立在國際生需要支付更多學費，學校由此可以
帶來更多收入的基礎上。

誤區三：美國大學學業很輕鬆
有人說，美國的教育是快樂教育，學生不做

作業，課業負擔很輕，所以美國人整天party不上
課也不學習，而中國人則很努力。實際上，美國

大學的課業相當繁重。不
少學生一天只能睡四五
個小時，就為了完成大量
的課後作業和參加課外
活動。

美國大學生同樣很
努力，他們深知美國大學

是“寬進嚴出”的，因此對學習的認真態度十分
單純。首先，上課的出勤率很高。因為每一節課
的內容豐富而且信息含量很大，所以逃課這種
現象是及其少見的，而且有的老師會注銷那些
經常缺課的學生名單。課後學習也是重要部分，
常常凌晨一兩點，你還能看見用功的學生在圖
書館裏對著電腦手指如飛地敲打著鍵盤寫論文
。考試期間更是如此，所有人都像是和時間賽跑
一樣，恨不得沒分每秒都能有效率的吸收一些
東西，在圖書館打地鋪的更是數不勝數。

誤區四：校園生活很自由
美國以其民主、自由而聞名于世。許多人以

為，那就是行為可以非常放任，沒有什麼約束。
其實這是對“自由”的錯誤理解。在美國的校園
裏，不能稱女老師為“先生”。

這和中國稱“宋慶齡先生”實屬尊稱情况完
全不同。也不能照漢英字典裏稱黑人同學為Ne-
gro,否則會投訴你種族歧視。也不要和同性閨蜜
一起跳舞、手挽手、或者晚上睡在一張床上，會
被誤以為同性戀。

大學生談戀愛在美國校園非常普遍，但無
論他們在酒吧和派對上怎樣如膠似漆、卿卿我
我，在課堂上還是很守規矩的。情侶間的親昵動
作不光在課堂上很少見，在圖書館裏和草坪上
也很少見。美國人把公眾場合的親熱行為叫做
PDA[PublicDisplayofAffection]，知書達理的人對
PDA都比較忌諱。

美國學生貸款高達1.2萬億，
比美國的車貸或信用卡欠貸都高
。但教育意味著更好的未來前途，
因此就算代價沉重，學生們也盡
一切可能地獲取想要的文憑。而
據《商業內幕》的調查，那些需要
學生付出高昂的學費才能獲取的
文憑中不少都是由美國大學提供
的，從商科到醫學專業研究生學
歷文憑，也有藝術、音樂方面的本
科學歷文憑。《商業內幕》還總結
出7個全世界最貴的學歷文憑，其
中6個為美國大學提供，而所列出
來的費用僅僅為學費，不含書本、

學雜、生活費等。
1、劍 橋 大 學（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學歷文憑：商科博士（Doctor of
Business）
4年學費：$332,000
2、巴德學院（Bard College）
學歷文憑：音樂學士（Bachelor of
Music）
5年學費：$253,520
3、塔夫茨學院醫學（Tufts School
of Medicine）
學歷文憑：醫學博士（Doctor of
Medicine）

4 年學費：
$238,056
4、哥 倫 比
亞 大 學 醫
學 院（Co-
lumbia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
geons）
學歷文憑：

醫學博士（Doctor of Medicine）
4年學費：$230,536
5、哈威穆德學院（Harvey Mudd
College）
學歷文憑：科學學士（Bachelor of
Science）
4年學費：$209,532
6、莎拉勞倫斯學院（Sarah Law-
rence College）
學歷文憑：藝術學士（Bachelor of
Arts）
4年學費：$204,784
7、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

（The 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
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學歷文憑：行政工商管理碩士
（Executive MBA）
2年學費：$192,900

國人對美國大學的國人對美國大學的 44大誤解大誤解

全世界最貴的
7個大學文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