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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剪影

美南地區僑務座談聆聽僑界心聲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上周六召開「第五屆全球
僑務會議先期僑務工作座談會」﹐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及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主持﹐邀請
僑教﹑僑商﹑僑團及僑社青年領袖參與﹐以先期凝聚海外
僑界共識﹐聚焦問題﹐讓美南地區僑務委員及海外代表能
彙整僑社意見﹐於出席今年 5 月 15 日至 17 日在臺灣高雄
召開的第五屆全球僑務會議時提出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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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真會對北韓下手嗎？

美國總統川普真的會對北韓下手嗎？一連
串的跡象與傳聞，顯得美國正在磨刀霍霍。但
是了解東亞情勢的專家普遍認為美國不會冒這
個風險。
跡象者也，一是美國發射 59 枚巡弋飛彈
襲擊敘利亞，而且幾乎是無預警的下手，事前
只告訴了俄羅斯，俾使目標區的俄軍及時撤至
安全區；二是美國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
打擊群駛進朝鮮半島海域，戰機之外，大批巡
弋飛彈也隨時準備進入待命狀態；
三 是 駐 韓 美 軍 司 令 布 魯 克 斯（Vincent
Keith Brooks）上將變更行程，不回華府出席
國會聽證會，改採書面報告。
傳聞者也，一是瀋陽軍區總醫院與解放軍
202 醫院的醫護人員攜帶器材、藥品等，正趕
往鴨綠江畔，因應可能的大批北韓難民、傷員
湧入國境；二是南韓社會盛傳戰爭迫在眉睫，
一些外國企業正在認真研究避難等緊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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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何最短期間撤出資金、人員等；三是社
群媒體流傳一些相關訊息，諸如「美軍正從本
土運送戰略物資至朝鮮半島」等等。
最新的揣測有二，一是美國將實施「斬首
行動」，亦即一舉幹掉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二
是中國會說服金正恩在本月底前出國流亡，如
果說服失敗，美國將先發制人的襲擊平壤。
這些跡象、傳聞、揣測，加上 CNN 等西
方媒體各種報導、評析，彷彿戰事一觸即發。
尤其美國總統川普、國務卿蒂勒森先後警告過
不惜單獨收拾北韓，使種種揣測甚囂塵上。南
韓政府的記者會、高層人士非公開懇談會上，
不斷有人問及「美國是否將先發制人的攻擊北
韓」。
不過，事實是：在首爾，南韓政府表示
「（軍事行動）既無計畫，亦無徵兆」，請各
界不必太擔心；又說南韓的立場仍是「以和平

手段解決所有問題」，且美國一向支持南韓此
一立場云云；南韓國防部發言人文尚均則說，
「卡爾．文森號駛入朝鮮半島海域，只是為了
應對突發事件」。在華府，歐巴馬總統時的國
家安全會議亞太事務主管貝德（Jeffrey Bader）
說，美國過去也曾派遣航母打擊群向北韓施
壓，歐巴馬任內就派了兩次，但目的都不是動
武，而是向北韓施壓，只是北韓都相應不理。
美國為什麼「大軍壓境」？因為 4 月是北
韓的「大月」：11 日舉行最高人民會議；15
日是北韓前領導人金日成冥誕；25 日是北韓人
民軍建軍節；在這幾個日子前後，北韓極有可
能進行核試驗、導彈試射等。美國的機、艦接
近，具有展示武力的意味，未必就是要動手。
美國說要對北韓動武，20 年來說了好幾
次，但是都沒有實現，主要原因是擔心演變為
全面戰爭，尤其擔心北韓瘋狂的對南韓和日本
發動核攻擊，塗炭生靈。

習川急會的終極想像

這兩天，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芬蘭。國 任之後，這是第三次踏上美國，從來沒有這
樣。
是訪問。明天，到美國。
那種沒說出來的急切，意思就是：大家不
我對這件事的終極想像就是：美國不忍了。
美國準備對朝鮮動手。川普要徵求習近平的同 知道習川首會到底主軸是什麼。場外的躁動感
越來越明顯。人情似紙張張薄，世事如棋步步
意。
重點是習近平會同意嗎？解放軍最近不尋 新。習川重新下棋。場外都是棋子。
這是一個很好的自我鍛鍊機會。想像一
常增兵中朝邊境。而且是重兵。導彈也有移動
跡象。這不是一般防衛需求。是要當金正恩靠 下，分析一下，那種說不出口的急，到底在急
山，嚇阻美國？還是要提防事態擴大，設下防 什麼？
春暖花開。中美關係也是嗎？不是。雖然
火牆？不管哪一個，都在暗示：用武力解決朝
川普安排在佛羅里達的私人招待所見習近平，
核問題，已經是選項。
除了地緣政治動盪，這跟台灣有什麼關 先禮後兵而已。從北京的立場，多少擔心這是
係？簡單講重點：美國準備對朝鮮動手的時 “鴻門宴”。會無好會。北京非常不信任川普。
川普從當選後，上任後，一路告訴全世界，他
刻，就是大陸準備對台灣動手的時刻。
芬蘭是早就排定的行程。美國是臨時加 把中國當頭號敵人，他要修理中國。從政治、
的。臨時的通常比較重要。這是習川會。習近 經濟、軍事，都要修理。他和蔡英文通話，宣
平和川普的首會， 兩個地球上最重要國家的 稱禮貌；他接受福斯電視專訪，連“一個中國
領導人見面，全球矚目。這場會談非常詭異。 原則”都吃掉了。他是尼克森以來的第九位美
日程是臨時的。議程是空白的。這一定會讓兩 國總統。他是唯一敢碰觸“一中原則”的美國
個人非常有壓力。一個是金正恩。一個是蔡英 總統。他用力踩紅線。
你應該要理解“紅線”在政治心理分析的
文。金正恩一定非常擔心被中國出賣。蔡英文
一定非常擔心被美國出賣。當美國把台灣籌碼 意義。“紅線”是一種形式尊重。一種形式和
化，中國難道不可能把朝鮮籌碼化？當雙方面 諧。不碰紅線，不是怕對手，而是不給對手藉
口。踩了紅線，豈有一場誤會的道理？不可能
覺得籌碼對等，這個交易就接近成熟。
邀請方是美國。川普半個月前派國務卿蒂 善了。川普踩線，讓台灣的蔡英文政府瞬間移
勒森訪中，搞定了這件事。這麼急著要見習近 情別戀，完完全全忘了歐巴馬、希拉蕊，把川
平，但中方到這兩天才公布確定日程，但就算 普當成了台獨救世主。現在，川普想讓中美關
有日程，仍然沒有議程。人嘛，急見一定有急 係回到一種“可以運作的狀態”，這不可能空
事。這是人之常情。急見卻不說急什麼？這當 口白話。川普如果不能“加重承諾”，中美關
然詭異。這種氣氛，遠的不講，光是習近平就 係是“回不去的”。可以想像一下：如果習近

﹒

平千里迢迢，應邀急見川普，卻無法在重大關
切議題上得到“加強版” 而且“公測版”的
承諾，習近平何以見江東父老？
這個關切的核心，當然是一個中國原則。
身為台灣人，你一定要認識一件簡單的事情：
中美關係半世紀，一共只有三份公報。兩個大
國、三份公報，其實只講一件事：一個中國原
則。全世界的強權政治語言裡，這種“一個 x
國”的強調，只有中國在用。沒有一個美國、
一個俄國、一個英國。任何和北京交往的國家
都必須牢記這個獨特的通關密語。
習近平不會空手回去。這種急見但說不出
急事兒的政治，背後一定有一張支票要兌現。
這張支票是什麼？何時兌現？未必是在“人間
四月天”。但今年秋天中共開“十九大”。這
是“習核心”的關鍵局。十九大之前，什麼事
都有可能。如果有一個方法可以讓朝核問題、
薩德問題、台灣問題綁在一起解決，對中國、
美國而言，不失為一筆好交易。
後天，習川見面。一場交易的開始。在中
美關係的當下，朝鮮和台灣形成一種“恐怖平
衡”：台灣擔心被美國出賣；朝鮮擔心被中國
出賣。中國對朝鮮有安全承諾。美國對台灣有
安全承諾。但台灣會不會被美國出賣？朝鮮會
不會被中國出賣？已經從道德論述演化成條件
論述。如果承諾如此可靠，金正恩不會發展核
武。如果承諾如此可靠，蔡英文不會造機造
艦。這兩個承諾不再可靠，意味著二戰之後的
東亞結構將有重大改變，兩個分裂國家的問題
有可能“包套解決”。

只要交易的條件談妥。
很明顯，美國對朝鮮已經不耐煩了。很明
顯，大陸對台灣已經不耐煩了。川普非常急著
見習近平，是這種不耐煩情緒醞釀的結果。因
為是川普主動，顯示美國的不耐煩程度更甚中
國。時間站在中國這一邊。
民進黨全面執政之後，去蔣、去中、去媽
祖，台獨的路走得又快又急。急獨就是急統，
以前當作順口溜，但是，當川普非常急，這個
條件就接近成熟了。
我很擔心明天。我不是擔心第四公報了。
我擔心比第四公報更糟的事。一整個三月，習
近平沒有公開談過一次台灣。這真是不尋常。
等川普開口，朝鮮、台灣的下一步就比較
清楚了。希望「我對習川會的終極想像」只是
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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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和黃佩珍美術教室舉辦畫展和繪畫比賽
初夏逸趣-黃佩珍美術教室畫展前言

達福地區歷史最悠久的黃佩珍美術教室又
有新消息了，將于 5 月 6 日與華人活動中心合辦
畫展，預定展出兩個星期。並於 5 月 6 日上午十
時舉辦開幕招待會，敬備小點心、水果及飲料。
此次展出的內容豐富，除了生趣盎然的兒童畫
作之外，別開生面地展出十多幅成人國畫作品，
歡迎喜愛藝術繪畫的朋友莅臨參觀。
隨著畫展開幕，緊接著而來的是兒童繪畫
比賽，在上午 10 點 30 分與華人活動中心共同舉
辦，希望不同年齡層的小朋友來參加，增進互相
交流與觀摩的機會。繪畫比賽分為四組，從 kindergarten 到 12 年級均可報名，參賽者請自備繪
畫用品（蠟筆或水彩）
，紙張由活動中心提供，每
組的前三名活動中心均頒發獎金及獎狀，詳情
請見達拉斯活動中心網址，www.dallasccc.org。
畢卡索曾經這麼說：「我畢生努力追求的，就是
把我的作品畫成兒童畫般的純真。」人人都具有
愛美的天性，因此喜愛美、感悟美、享受美，應該
是順性怡情的平常事。所以藝術的大門並非只
為有天份的孩子，而是為每個小孩而開。經由欣
賞美術展覽作品，可以提升兒童審美知能，培養
審美的態度也增進對文化的認識。喜歡美術的
兒童對於生活中美的事物擁有敏銳的觀察力和
感受力：透過口，他們可以侃侃而談美的造形元
素；透過手，他們可以捕捉富有情意的形式風格
。
經常畫圖的孩子，可以從各種繪畫活動體

現許多表達感情的方式，也可以從各種經驗
中自我學習。透過繪畫，使內心的意象和表
現出來的圖象建立起關係，而自然地接形成
一種循環。兒童在不知不覺中便能感受到許
多能力，這包括了創造力、觀察力、表達力、
想像力、組織力。這些能力的培養，對于開始
接受知性與理性教育的準備，提供了絕對必
要的基礎；學習美術的孩子經由畫中的多元
造形經驗，綜合而成為一位較高創造力的孩
子，也較具有發問及實驗、好奇的傾向。學習
繪畫的孩子，不管在往後生命中的那個歲月
、那個場景，永遠都會是個生活藝術家。
美術對孩童的影響，不只是美感的陶冶
與創造過程中引導學生思考和創造力的培
養外，同時也是一種對美感的體驗，這種感
受是其它學科所不及，美的體驗影響學生日
後的感受力和思考力，並和日常生活息息相
關。世界上實在很少有其它東西，能比藝術
作品更能具備跨越時空的聚散吐納能力。
然而美術作品比起其他藝術形式，如詩
詞、音樂或舞蹈等等，
要 抽 象 隱 晦 的 多，常
常 有 人 因 缺 乏 瞭 解，
以 致 無 從 欣 賞，或 一
知 半 解；而 且 在 美 術
作品中大部份的畫家很
少會去解說自己的畫，作
畫者可能認為畫是心靈
的表達也無須以言語說
明，而徑自留待欣賞者自
己去體會。為此，黃佩珍
老師非常貼心地在畫展
中的每幅畫的下方增加
一方說明卡，由畫中者寫
出一小段創作時的心情
故事、內心感受、隱喻或
理念。使得各位欣賞時，
能够分享畫作之外的瞭
解及體會。各位可以想見
黃老師能不厭其煩瑣而
備妥一切，主要都是為傳
達深藏在個個小小藝術
家的內心世界給衆多觀
賞者雅俗共賞。
本來美術教育最大
的目標與期待，不是為了
要孩子製作藝術品，或造
就專業畫家，著眼的是整
個藝術創造，以及養成對
藝術正確的知識、能力、
態度與價值觀。可惜現代
的父母、老師們，成長過

她特別注重啓發個人的潜能，由內而外的自然
成長，並且順應兒童個性，開發兒童的創造力及
促進審美情趣的培養。
程中絕少有藝術創作的學習體驗，很難領會藝
非常希望關心兒童美術教育或藝術的家長
術的內在精神，以及瞭解幼兒與生俱來的「原創 們，撥冗帶小孩于 5 月 6 日至 5 月 20 之間前往華
能力」的珍貴。家長評比論斷的重心還是在作品 人活動中心欣賞此次畫展。(書舫供稿)
的像與不像，使得孩子們走向創造
與美感經驗的路上，徒增很多挫折。
不只兒童需要美術教育，對于成人
的美學自我教育更該再度被提示與
推廣。黃佩珍老師有豐富的美術教
育經驗及藝術多元的才藝，除了不
同時段的兒童班，也開設周末成人
班，希望引起成人藝術再學習的可
能性，喚起家長對美術教育正確的
認知。
黃佩珍老師時常用隨和的態度
及彈性、多元、活潑的教學法，鼓勵
孩子們透過思考，以自己獨特的方
法和形式，將內在的自我心象，利用
畫語言表達出來。讓孩子透過學習
去提升美術技巧，培養他們對美術
創作的興趣以及終生的美感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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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健康關懷服務四月份「保健和營養
講座」
，五月份「醫療講座」

四月二十九日 Timothy Ng 營養師演講：飲食與
糖尿病
Timothy Ng 營養師是德州達拉斯註冊執
業 的 持 照 營 養 師 (Registered Dietitian, Licensed
Dietitian )。 他 具 有 德 州 西 南 醫 學 中 心 (UT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臨床營養碩士的正
式培訓和教育,目前是兩家醫院的營養師。他希
望讓大家能了解到營養對於每人的健康和日常
生活有多麼密切的關係。這次演講他將討論飲
食和糖尿病的關係。演講結束後他會保留一些
時間給聽眾每人十分鐘時間和他做一對一面談

(必須在演講前登記).
時間: 4/29/2017 星期六下午 2:00-3:30.
地點：角聲布蘭諾社區中心，1108 W Parker Rd,
suite 108-110, plano, TX 75075

四月三十日張學軍博士演講：如何吃好脂肪來
降低壞脂肪
張博士具有中、西醫和營養師的學位，在中
國和美國有多年臨床經驗。這次張博士要介紹
脂肪在人體內的新成代謝。如何吃好油，來降壞
油！

低脂飲食
一直是現代醫
學上的一個誤
區，它直接危害
了 80% 在 美 國
生活的人和 50%在中國生活的人。不知是從什
麼時侯開始，媒體開始散佈多吃油會引起脂肪
在體內堆集而導致膽固醇增高，增加心腦血管
硬化的輿論，以致很多人見油就躲，最後導致越
來越多的人高血脂、糖尿病。這次講座通過學習
各種食用脂肪的基礎知識，讓我們認識清。
時間: 4/30/2017 星期日下午 2:00-4:00
地點：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400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1

sociation)的講員這介紹「阿茲海默症的十個警
訊」在什麼清況下應該約醫生進行全面的檢查。
時間：5/6/2016 星期六下午 2:00-3:30
地點：角聲布蘭諾社區中心，1108 W Parker Rd,
suite 108-110, plano, TX 75075

五月十三日「醫療講座」邀請請李志勇癌症
專 科 醫 生 來 介 紹 過 去 一 年 "Cancer Moonshot
Project"的發展。出了那些新葯？新的癌症醫療方
針？等等。
時間：5/13/17 星期六下午 1:30-3:00。
地址：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400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1
有關上述活動資訊，請聯絡亞美健康健康
關懷服務，電話 469-358-7239 或 email asian五月六日阿茲海默症協會(Alzheimer's As- cancercare@yahoo.com.(亞美供稿)

四月十六日盛大彌
「耶穌聖心堂」歡慶復活節 撒、愛心園遊會 歡
迎各界人士參與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將於復活節四月 築安全，才能繼續開放。愛心園遊會，除了撿蛋 友舉行「入門聖事禮儀」即正
十六日，舉行慶祝主耶穌復活盛大彌撒，中英文 還由堂區年輕家庭設計各式各樣之好玩遊戲及 式領洗入教，成為天主的子
合並將在當日上午十一時舉行。由「耶穌聖心堂 各種自製美食小吃攤位以結集慈善募款。
女。
」林育明神父主祭及周國復執事輔祭。彌撒結束
另外，復活節前夕之聖週(Holly Week)內
為了妥善準備教友們的
後，十二點開始，將舉行復活節撿蛋及愛心園遊 「耶穌聖心堂」之彌撒及各項傳統禮儀如下:
心靈迎接復活節，教會已於
會，預計三時結束。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位 四月十三日(星期四)晚上七時半為「主的晚餐」 三月二十五日起兩天舉辦避
的小朋友髮捲。精緻手錶。項鍊手鐲。高級手提
于東布蘭諾區，地址為：4201 14th Street, Plaon， 彌撒，將舉行「濯足禮」－耶穌在最後晚餐為十 靜(Retreat)即退省，請到來自中國山西洪洞教區 包及皮夾式小包。裝飾品。精巧文具。整套專業
TX75074，詳細地圖請見本報宗教版廣告欄。
二門徒親自洗腳，教會也藉此禮特別提醒教友 的梁連峰神父帶領，避靜的主題是「寬恕、召叫、 藝術攝影之義賣。靜默義賣(Silent Auction)，乃
小朋友的復活節撿蛋活動及愛心園遊會地 們修謙卑愛人與服務人群的使命。林育明神父 苦難、新生」
。梁神父目前於紐約天主教之福特 以非常優惠價格，提供低於市價之精品。
“愛心
點乃設於「耶穌聖心堂」外四周的廣大坪園及 將親自為撿選的十二位兄弟姊妹施行「濯足禮」 漢姆大學攻讀 牧民心理諮詢及精神關懷碩士 園遊會”除了有復活節之撿蛋，還有各式各樣之
「耶穌聖心堂」內之一樓大廳。餐廳及二樓各個 。
，此次應邀協助教友們四旬期避靜，在世俗“忙 好玩遊戲活動。靜默義賣(Silent Auction)及諸多
教室。今年度的愛心園遊會，慈善募款之目標為 四月十四日(星期五)Good Friday－下午三時正， 茫盲”的生活中，藉著彌撒及朝拜聖體。反省默 自製美食小吃攤位，好玩又好吃又非常有趣，收
:讚助位於德州西部邊境艾巴索城市(El Paso， 在教堂拜十四處苦路，祈禱默想耶穌的聖死。晚 想。和好聖事。以滌淨心靈“劃向深處”
，體驗“主 入全部用來讚助「領報之家」
，最適合全家大小
Texas)的「領報之家」(The Annunciation House)。 上七時半，紀念主受難，瞻仰耶穌的十字苦架。 之召叫”為何?身為基督徒如何與主結合，以實 一起同樂，歡迎僑學各界朋友屆時共襄此一善
「領報之家」乃為了移民。難民。貧民。無家可歸。 四月十五日(星期六)－復活前夕之盛大守夜禮， 際行動來協助社會之貧困老弱?
心盛會!
流離失所的人而設，是 24 小時全日開放，但是， 晚間八時半開始。將在黑暗中點燃「聖五傷復活
「耶穌聖心堂」全體教友們如同往年一樣，
四月十六日(星期日)復活節主日之彌撒，乃
已超過百年歷史之久的「領報之家」
，由於年代 蠟」象徵聖神帶領人們，並賦予每個人永生復活 集合老中青三代，將愛心化成實際之行動，舉行 一盛大隆重之彌撒-慶祝耶穌為了愛，拯救人靈
久遠。日曬雨淋，目前極需重新整修，以維護建 之真光。天主教會也在這天特別為數位慕道教 “愛心園遊會”之慈善募款，今年目標是讚助「領 。歷經苦痛，戰勝死亡而復活。當日中英文合並，
報之家」(The Annunciation House)。如聖經主耶 彌撒時間為上午十一時正。為了妥善準備心靈
穌所述:「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了，你 參與復活節彌撒，欲領「和好聖事」(即辦告解)之
們給了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凡你們 教 友，請 與 林 育 明 神 父 聯 絡，電 話 為
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 972-516-8500。
做的」「領報之家」乃為了接待收留無家可歸。流
主耶穌犧牲自己的生命，為的是愛我們世
事由：舉辦第七届書畫習作聯合展出。
參展情況調整）
，且以直幅為宜。
離失所的移民。難民。貧民而設，但是，百年建築 人，祂的愛普及全世界人類，無論是教友或非教
日期：2017 年 4 月 15 日至 28 日。
張掛：4 月 14 日（週五）中午 12 時至下午 1 時收
。必需整修維，以維護安全，因此，急需各方募集 友，祂的愛都灌注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歡迎
地點：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大廳。
件，1 時至 4 時張掛。
基金。
“愛心園遊會”一次購買$150 彩捲者，可用 僑學各界人士，一齊來參與主復活的慶典及愛
開幕：2017 年 4 月 15 日（週六）上午 10 時。
卸下：4 月 28 日 (週五)中午 12 時後開始取下
來做抵稅證明，並可選擇(1)“玩全場”之遊戲彩 心園遊會活動。
團體照：開幕典禮完畢，舉行團體合照。
作品，各自帶回。
捲(2)並享受各式各樣自製美食小吃等之食物彩
若有任何有關聖週內之各項彌撒時間，請
書畫示範表演：由張毓琇老師、陳啟雄老師、及 附註：
捲。小朋友可憑“玩全場”之游戲彩捲在「耶穌聖 電 張 新 泰 (972)
晏靜老師擔任。
此項展覽每年舉辦一次，所需經費由主辦單位
心堂」室內及室外盡情享受輪轉太空。迷宮探險 713-6824，若願意
辦法：
共同分擔。
。足球標靶等諸多新奇又有趣之遊戲。大人及小 提 供 小 吃。美 食。
資格：無任何資格限制，凡作品稍具基礎者（由 所有工作人員均為義務職。
朋友還可憑食物彩捲享用各式自製美食。一次 小禮物給“愛心園
主辦單位認定）皆可參展。
希望大家共同協力使展出更加完滿。
購買$150 彩捲者，還有機會於園遊會結束後，抽 遊 會 ”慈 善 義 賣，
尺寸：不宜過大或過小（4 尺宣紙整張、對開、三 主辦單位：美南中華書畫藝術學會，中美文化
到各式特別讚助獎:如家庭晚餐夜，特餐禮卷等 請 電 陳 美 卿 (972)
交流協會，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
開、四開為宜）
。
等。「耶穌聖心堂」將於大廳內，設置各式之靜默 248-5809( 聖 心 堂
篇幅：每人以三幅為限（對聯上下聯為一幅，視
義賣(SilentAuction):有可愛的大布偶圓枕。漂亮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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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西礁島(key west)，肯定要去看海明威
故居。海明威故居前，蛇一樣蜿蜒的隊伍，比
一個街區還長，可見海明威在人們心中的地位
。我站在隊伍裏，差不多捱了半個小時，身旁
的遊客說，她上次來西礁島的時候，是夏天，
學生特別多，比現在的隊伍還長。
遊人的隊伍是沿著故居外的圍牆，圍牆不
高，但圍牆內安裝了鐵絲網。排在我前面的一
個遊客，帶著一副遮了半張臉的大墨鏡，他說
鐵絲網是海明威故意安裝的，防止粉絲和記者
對他的騷擾。我想像不出來，現在還會有粉絲
和記者去騷擾作家？海明威那個時代，作家地
位極高，影響極大，那個時代科技不發達，沒
有網絡和電子遊戲，讀書是人們閑暇時最愛的
消遣，大作家同大明星一樣，總是受到媒體的
熱烈追捧。
我點頭對大墨鏡說，現在的作家就是拿了
普利策獎和諾貝爾文學獎，走在大街上，又有
幾個人知道？後面有個遊客不同意我的看法，
他來自舊金山，一臉的大胡子，大胡子說，作
家若是真拿了普利策獎和諾貝爾文學獎，應該
還是名聲大響的。我說，我很喜歡托妮.莫瑞

斯（Toni Morrison）的《寵兒》（Beloved）,
但是周圍不少人都不知道這本書和書作者。
我話一出，大胡子即刻說，他也沒聽說過
莫瑞斯和《寵兒》，我說莫瑞斯也拿過普利策
獎和諾貝爾文學獎。然後大胡子隨口問了前後
排隊的人，他們也沒聽說過這個作家。
我於是隨口問他們，知不知道姚明和成龍
？他們都說知道，沒一個搖頭的美國人。一個
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本土作家，其社會影響
力，遠不如倆個外國文體巨星，莫非這就是文
學和作家的價值？我一個人在心頭感歎，不覺
間已經排到了海明威故居的門口，衆人對著門
口的標牌一陣狂拍，然後交錢買票進了大門。
海明威的房子不是豪宅，普普通通的兩層
樓房，四圍濃蔭如蓋，綠樹參天，翠竹、芭蕉
、三角梅，各有各的顔色和姿態，又彼此相映
成趣，我看見一座小橋跨過流水，水上開著嬌
豔的睡蓮。一只肥貓躺在水邊的草地上曬太陽
，懶洋洋地望了遊客一眼。
貓咪是海明威故居的特別景觀。導遊說，
海明威生前愛貓。有個船長曾送給海明威一只
六趾貓，當時光如水，匆忙流去，半個多世紀

名校生

見報維州知名高中 Thomas Jefferson Technology High School 曾 想 自 殺 的 學 生 比 率 達
13%, 主因高手如林，競爭激烈，壓力太大。
“望子成龍，望女 成鳳 ” 一切為了升學考試
，我的高中生涯也是苦多於樂。
新竹女中的樂隊生，高二家遷台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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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班考試，進入台北一女中。公誠勤毅。。等
班由前面忠，孝。。等八德班劃分出來，加上
插班生，停辦的台北市女轉學生，湊成的雜牌
班，學生三三兩兩，習慣與高一的本班同學抱
團。
即使課業繁重，高二尚有體育，家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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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的故居

圖一。
圖一
。中工會 100 週年
為了慶祝美國工程師週，上週末參加了美
洲中國工程師學會（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CIE－USA）矽谷分會的年會。因為今
年正好是中工會成立 100 週年（圖一），所以
該會請了四位“老“會員們來談過去那一百年
來工程的進展。無巧不成書，如果加上在台灣
工作的那兩年，我可以說先後也做了五十年的
工程師。因此，真正可以體會到他們報告的意
義和近代工程的進展。
因為早期的華人工程師都是在美國受工程
教育的那些人，所以中工會是 1917 年聖誕節

孟悟

也過去了，如今活躍在海明威故居的貓
，大多是六趾貓的子孫後代，如果大家
用心觀察，能發現不少的六趾貓。這些
貓咪因爲沾了海明威的星光，受到極好
的照顧，每個貓都有棟可愛的貓房子，
有專人餵養和梳洗，我相信它們的食物
應該不差。我有個朋友曾說，她不相信
院子裏的六趾貓都是海明威貓生前的骨
血，說不定是街頭的流浪貓，因爲有六
個貓趾，便選進了海明威的故居，徹底
改變了命運，結束了從前顛簸流離的生
活。其實貓的命運跟人的命運一樣，在
某個不經意的時刻，幸運女神嫣然一笑
，命運就改變了。
大概是海明威故居遊人衆多，收入
可觀，讓農業部紅了眼睛，打著貓會傳染疾病
的招牌，要對海明威故居罰款，罰金是每天
1000 美元，否者不能讓貓活躍在海明威故居。
這個官司打到了聯邦法庭，最後故居取得了勝
利。他們的態度很堅決：貓是海明威故居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貓在，故居在，貓不在，故居
就得關門。海明威故居是國家級別的地理標志
，當然不可能關門大吉。
貓在海明威故居的日子，悠閑自在，不知
讓多少人羨慕，它們在濃蔭下養神，在椅子上
睡覺，甚至跑到臥室的床上鬧騰，又從枕頭上
跳到地板上，完全是它們的世界，想怎麼玩就
怎麼玩。我忙著給貓咪們拍照或是合影，對海
明威的書房和客廳匆匆一覽，只是用相機記下
了那些掛在牆上的照片，狹窄陰暗的樓梯，蒼
老斑駁的打字機，載滿了時光的痕跡；一牆的
書櫃，幾千冊的藏書。海明威在這棟房子裏創
作了兩部有影響的小說：《擁有和一無所有》
（TO HAVE AND HAVE NOT），《永別了
，武器》（A Farewell to Arms） 。一只貓趴在
書櫃上，靜靜地與我對望。不知道它的祖先似
乎也在同個房間裏，曾與海明威對望過？

順著一條通幽的小徑，我走到了故居的出
口處，出口處有一面雕花的鏡子，不知是不是
海明威的遺物？我正對著鏡子自我觀望時，從
鏡子裏看見排隊時的大胡子朝我走來，他告訴
我，他在故居的書店裏看到有關文學獎的介紹
，確實有個叫托妮.莫瑞斯的美國作家，拿過
普利策獎和諾貝爾文學獎。美國作家中拿諾貝
爾文學獎的有十個人，莫瑞斯以後就再也沒人
問鼎過諾貝爾。
我說莫瑞斯走在大街上，恐怕沒人認識她
，她若來此參觀，還不知道有何感想？大胡子
說，人只要幸福活著就好，海明威名氣響過許
多諾貝爾作家，跟他的自殺有關，名氣再大也
不如生命大。我點頭同意：莫瑞斯如今能安靜
寫作，享受生活的美好，何嘗不是一種幸福？
關於海明威自殺的原因，世人衆說紛紜，
有人說他因酗酒導致的精神不穩定；有人說他
頻繁打獵釣魚，殺生太重，動物的冤魂在糾纏
他；有人說他忘不了初戀情人，在第一次世界
大戰中，作爲戰地記者的海明威在戰場上受傷
，一個護士照顧了他，她的美麗溫柔讓他著迷
，但是她拒絕了他的求愛。比較靠譜的一種說
法是，海明威因爲嚴重的憂郁症，不得不接受
電痙攣治療（Ect treatment），這種治療不僅
讓他失去記憶，更讓他失去了寫作的能力。
似乎是美國的一種傳統，新總統就職前，
會挑選一位當代作家爲他書寫演說詞，這對作
家來說，無疑是個莫大的榮譽。奧巴馬因爲喜
歡寫詩，所以選了詩人伊麗莎白.亞曆山大（
Elizabeth Alexander）。肯尼迪總統就職前，曾
邀請海明威爲他書寫就職演說，可惜海明威連
這個榮譽也扛不住，極度的痛苦最後把他逼上
了絕路。
正常活著就好，名和利都是虛的，縱然死
後重如泰山，也是留給後人的熱鬧，正如這遊
人如織的海明威故居。

樂課，且有合唱團，游泳隊等課外活動。音樂
課上的一鳴驚人，終被眾同學認同。當時曾想
報考師大音樂系學習聲樂，長輩勸說音樂家大
多愁窮以終， 最後放棄對音樂的追求。
高二化學課對文組同學已經頭大，高三聯
考在即，文組學生依然需上物理課，每次上課
如坐針氈。而最打壓學生自信的就是數學老師
每次由最低分發考試成績。
剛開始大家皆聚精會神，睜大眼睛等著拿
考試成績，數學差的同學如上法場，必須在眾
目睽睽之下，走向台前。最後成績最好的同學

卻無人理會。初中就得背誦論語的教育，使我
終身奉行尊師重道，如果是在現在，一定向校
方反映。
文理組同班上課，使得物理，化學，數學
弱項的學生，黯然失色，導致缺乏自信。大專
聯考後，我仍然對自己的考試耿耿於懷，度日
如年。直到放榜，才知考上第一志願，且名次
在前。
我的高中兩年在文理學生混合上課變得苦
大於樂，不堪回首，至今心有余悸。

溫故知新談工程

時在紐約上州的康乃爾大學城開始成立的。
後來他們回國，把中工會也搬回去了。國府
遷台後，中工會也搬到台灣，又於 1953 年再
在紐約市成立了美洲分會。隨著矽谷華裔工
程師人數的增長，中工會於 1979 年也在灣區
成立一個分會。如今美洲中工會包括紐約，
舊金山，西雅圖，南加州等七個分會。近年
來，為了回饋祖國，美洲中工會每兩年分別
在大陸和台灣舉辦大型工程學術研討會。
在週六的年會中，他們安排了四位資深
會員，就個人的專長提出不同領域的報告。
第一位是由曾任台灣半導體公司（TSMC）
高管的蔣尚義博士（圖二）談半導體在矽谷
這二十來年的發展。無論就材料，設計及
製造技術來說，半導體硬體系統的進步帶起
了矽谷裡的各種科技產品和工業。產品變小
，能力變大，速度變快等等都是我們看到的
成就。第二位講員是柏克萊加大畢業的數學
家 Ronald Fagin 博士（圖三）。他終生任職
於 IBM，發展各種軟件，是該公司頂尖的研
究專家 IBM Fellow 之一，也是美國工程科學
院院士等。他把數學理論變成應用程式，再
化為各種電腦的軟件，成為人工智慧的源頭
。第三位講員是航太公司 Lockheed Martin

B6

Thursday, April 13, 2017

的高管 Iris Fujirua Bombelyn（圖四）。籍著一
些她們公司的影片，她展示出航太工程近年來
的快速進展。第四位講員是曾任聖荷西加大工
學院院長的蔡桂武教授（圖五）。做為土木工
程的專家，他用很多古老的建築如埃及的金字
塔，北京的紫禁城和現代的環保等來展示工程
師們的成就。
聽了他們的報告，不禁想起自己近五十
年來在機械工程方面的親身經歷。由台灣糖
廠的小火車到世界的各種高鐵系統，由美國
海岸防衛隊的帆船（圖六）到海軍的各種艦
艇，由地球在宇航中的震波到火車的衝擊實
驗，我曾經做過很多有關震動的科技研究。

蔡老師

雖然如今退休已經十年了，但是就如同美國首
位西裔聯邦大法官的薩多馬友（Sonia Sotomayo）上週在史丹福大學對學生們演講時所
說的，如果要想活出有意義的人生，最重要的
就是繼續學習。學習不但能幫助你我成長，也
會帶來一份快樂的心意。(3/13/17)

圖五。
圖五
。蔡桂伍教授

圖三。
圖三
。Fagin 博士

圖六。
圖六
。海岸防衛隊
海岸防衛隊“
“鷹”號帆船

圖四。
圖四
。Iris Bombelyn

圖二。
圖二
。會長馬思聰
會長馬思聰（
（左）及蔣尚義博士

副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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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wood Estate and Garden 山林莊園的帝俄藝術蒐藏 與
法國裝飾藝術 4155 Linnean Ave NW, Washington, DC 20008 陳乙緁

身為二十世紀初美國最大食品公司 Postum Cereal Company 的唯一繼承人，Marjorie
MerriweatherPost, 從一九一九年開始積極蒐藏
法國裝飾藝術。在嫁給第二任丈夫 Edward F.
Hutton 後，擴大公司成為綜合食品公司，並
且加入董事會（與第二任先生所生的女兒更是

美國知名女明星 Dina Merrill) 。於 1937-1938
年時，因為第三任丈夫為美國駐俄羅斯大使
Joseph E. Davies, 常住俄羅斯，於是開始大蒐
藏俄羅斯帝國藝術品。在結束第三任婚姻時，
Marjorie MerriweatherPost 買 下 華 府 的 Hillwood Estate and Garden 山林莊園。山林山莊
由紐約建築師 Alexandria McIlvaine 和法國室內
設 計 公 司 French and Company, Mcmillen and
Company 一起打造完成。
入門大廳有豐富的法國十八世紀畫作，包
含掛在樓梯牆上的巨幅凱薩琳二世畫像。法國
廳裡有許多路易十六的傢俱。俄羅斯陶瓷廳有
許多餐盤蒐藏，像徵俄國人歡迎客人的熱情。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尼可拉斯二世贈與母親的兩
個俄羅斯由 Faberge 設計的復活蛋。

宴會餐廳是隨十八世紀法國風設計，搭配
兩幅 Duth 狩獵的畫作與一張義大利木製的桌
子。早餐室有極佳的採光，裝飾吊燈是從俄羅
斯聖彼得堡凱薩琳皇宮買來的。宴會舞廳會不
定期舉辦舞會跳方塊舞，外面還有小吧台。
除了室內豐富的俄羅斯與法國藝術，莊園
的許多花園更值得一看。溫室種滿了各種不同
的蘭花，日式花園有小橋流水和高塔，玫瑰園
裡有各式品種的玫瑰，有一個寵物的墓園。女
主人不但是位成功的生意人，外交夫人，慈善
家更是一位藝術藏家。因為積極從事慈善公益
，及熱心的個性。寓所的管家在主人過世後，
每年仍會回到墓園獻花。因為豐富館藏，和眾
多庭園設計，隨著四季景觀不同，在不同季節
參觀都可以看到不同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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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在華府

陳乙緁，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美
國 印 第 安 納 大 學 布 魯 明 頓 校 區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比較文學博士畢
業。研究比較文學、現代後現代文學，電
影理論、跨國自傳體小說、亞美文學、離
散文學與東亞研究。
曾於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比較文學系擔
任講師 (Associate Instructor)，美國私立古
寧學院 (Grinnell College) 助理教授，目前
為馬裡蘭聖瑪麗學院 (St Mary’s College
of Maryland) 外文系，東亞系，戲劇電影
系，女性與性別研究系助理教授。於美國
《 華 府 新 聞 日 報 》 (Washington Chinese
Daily News) 擔任專欄作家（文化研究在
華府），散文刊於《美國世界‧副刊》。
曾任職於科技公司、多媒體翻譯公司及格
蘭英語教學顧問。喜愛旅遊、閱讀、攝影
、美食、表演藝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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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基建投資淡季快增：
投資要加碼？ 要搞強刺激？
春季是基建工程項目開工的傳統淡
季，然而，今年1—2月全國基建投資增速
達 27.3%，比去年同期加快 12.3 個百分
點。淡季如此快增，有人發出疑問：加碼
投資穩增長的老套路是不是又來了？甚至
還有人提出：是不是又要搞強刺激了？
投資又要加碼了？
今年 9%左右的投資增速合理，會跟
GDP 增長壹樣呈現“L”形略向下傾斜
的走勢
《關於 2016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計劃執行情況與 2017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
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提出，精準擴大
有效投資，2017 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預期增長 9%左右。這個增速，高不高？
“9%左右是比較理性的，其中多數
省份還下調了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目
標，這與投資拉動作用減弱、消費拉動
作用增強的經濟結構優化形勢相契合。”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
任潘建成分析，2016 年全社會固定資產
投資增長 7.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8.6%，從年初情況來判斷，今年固定資
產投資價格會結束去年的下降趨勢保持
上漲，9%的預期增速扣除價格因素，實
際增長可能會低於去年的 8.6%。“整體
來看，今年的投資增長會跟 GDP 增長壹
樣，呈現‘L’形略向下傾斜的走勢。”潘
建成說。
雖然年初不少經濟數據初現企穩回暖
跡象，但經濟下行壓力仍然不可小覷。
保持合理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有
很強的現實必要性。
先看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今
年外貿出口增速繼續承壓；消費逐漸挑
大梁，但 1—2 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僅增 9.5%，11 年來首次跌破 10%；積極
擴大有效投資還是經濟穩中有進的重要
支柱。潘建成分析，2017 年全國固定資
產投資增速如果降到 9%之下，那 6.5%左
右的經濟增長率有可能維持不住。
再看固定資產投資內部。業內專家
較為壹致地判斷認為，雖然 1—2 月制造
業、房地產和基建三大領域的投資增速
全面回升，但樓市調控升級，今年房地

產投資增速很可能會回調；制造業投資
受去產能政策影響以及民企投資信心需
要逐步恢復，增速很難大幅走高；基礎
設施投資還將挑大梁。1—2 月，“十三
五”規劃重大項目和PPP項目加速落地，
基礎設施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重就達到
了20.1%，比去年同期提高2.9個百分點。
這也較好解釋了為什麽基建投資年初淡
季不淡。
保持合理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有
很強的現實合理性。
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研究員劉立
峰以基礎設施投資為例分析，當前，我
國許多基礎設施仍存在總量不足、標準
不高、運行管理粗放等問題，依然是經
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當下積極擴大
基礎設施有效投資，壹舉多得：成本低，
可擴大市場有效需求，同時還可緩解鋼
鐵、水泥等產業的產能過剩。
劉立峰認為，2017 年的投資增長前
景並不是太樂觀，月度增長率不排除出
現波動下行的局面，對此需要保持定力。
“因為隨著制造業投資更多轉向高新技
術產業，新興服務業投資比例上升，投
資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會上升。精準有效
的投資即使增速稍低壹些，也能產生更
好的投資效果。”
投資如何更有效？
發揮市場機制決定性作用，著眼補
短板、增後勁，精準發力
大水漫灌、拍腦袋決策、大幹快上、
壹哄而上……各種投資“綜合征”廣為
詬病。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
積極擴大有效投資。
劉立峰認為，當前我國仍然需要發
揮投資的關鍵作用，但前提必須是高質
量的有效投資。潘建成提醒，在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的當下，投資不能
穿新鞋走老路，過分追求規模和速度，
而要強調有效供給、精準供給，全社會
投資特別是政府投資要加強可行性研究，
完善投資決策機制，盡量避免重復、盲
目和低水平投資。
“很多投資出現的問題，都跟沒有處
理好短期和長期之間的關系密切相關。”

劉立峰說，有效投資要處理好這對關系，
從目標指向來看，短期穩增長是第壹位的，
長期來看，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
風險同樣重要，要加快改革和創新的步伐，
推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新形勢下，投資如何更精準有效？
機制上，核心是要更好處理政府和
市場的關系，真正發揮市場機制在投資
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
府作用。
投資的過程，也是配置資源要素的
過程。“要盡可能多地運用市場機制來
主導投資過程，從而切實提高投資效
率。”潘建成表示，政府要堅守邊界，
市場機制能充分發揮作用的投資領域，
政府都要“冷靜地向後退壹退”。
“即使是很多政府主導投資的公共
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民生工程等領域，
也要更好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劉立
峰說，社會資本特別是民營資本具有創
新性、職業性和靈活性優勢，促進公私
合作投資，可以更好發揮市場機制的長
處，更好保證項目在技術和經濟上的可
行性，實現投向精準、質量提高。
投向上，核心要著眼補短板、增後
勁，精準發力。“脫貧攻堅、農業、水
利等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也
是下壹步政府擴大有效投資的重點領域。”
劉立峰舉例，我國廣大貧困地區特別是
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交通等基礎設施仍然
滯後，要盡快投資布局，促進互連互通，
盡快突破脫貧瓶頸。
創新能力建設事關我國經濟行穩致
遠的後勁。潘建成認為，下壹步國家要
加大科技人才培養、基礎研究、科技儲
備等前瞻性投資，同時也要加快培育
“不容忍山寨、寬容失敗”的創新文化
培育，“軟硬投資雙管齊下，創新驅動
才能更為強勁。”
產業投資方向上，潘建成建議重點
研究消費升級趨勢和新技術革命發展趨
勢。近年來，我國旅遊、健康、養老等
服務性消費快速增長，潛力很大，加大
這些方向的投資，可以更好滿足人民群
眾日益升級的需求。加大生物科技、

“互聯網+”、新材料等領域的投資，可以 資人的投資本金，不得承諾最低收益。
對此，財政部PPP中心主任焦小平介紹，
充分享受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發展紅利。
財政部正在采取多項措施加以規範。
防範地方政府債務上升的風險 。
哪些問題要註意？
防止 PPP 模式被異化、泛化應用， 2015 年新預算法生效，地方政府除了發
控制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民間投資仍需 行債券不能以其他任何方式舉債。為破
解投資資金難題，壹些地方采取了壹系
鞏固回升勢頭
精準擴大有效投資，需要解決的問 列應對措施，比如放松對地方政府融資
題也不少，其中完善 PPP 模式、控制地 平臺借款的部分限制，擴大 PPP 模式使
方政府債務風險、更好激發民間投資活 用規模和適用範圍，設立產業引導基金
等，但壹些操作方式會使地方政府債務
力等，都是繞不過去的坎。
各地在部署 2017 年重大項目投資計 風險上升。
壹位金融界人士告訴記者，表面上，
劃中，均提出要大力推廣 PPP 模式。去
年底與年初相比，PPP 項目落地的數量、 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舉債行不通了，
投資規模都增長了 4 倍多。加速落地的 但實際上壹些銀行、信托、基金等機構
同時，記者采訪發現，壹些傾向性、苗 在借錢給地方融資平臺時，地方政府仍
然出面為融資平臺出具擔保函、承諾函
頭性問題亟待解決。
防範 PPP 模式被泛化應用的風險。 等，違規提供“服務”。壹些地方 PPP
個別 PPP 項目企業只需提供資金，後續 項目基金明股實債，以財政資金作為風
的施工、運營等都可以甩手不管；壹些 險兜底的劣後資金，實質上這也是地方
項目沒有穩定的現金流、沒有明晰的商 政府變相舉債。
業模式，也被推行 PPP 模式。
民間投資仍需鞏固觸底回升的勢頭。
“即使在PPP應用最為成熟的英國， 民間投資約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六
采用 PPP 模式的項目投資也只有公共項 成，去年僅增長 3.2%，較之前的兩位數
目的20%，並非所有的項目都適用PPP。” 增速回落不小，引發廣泛關註。為提振
劉立峰提醒，需要綜合考慮采取 PPP 模 民企投資，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
式是否真正物有所值，政府中長期財力 先後采取了壹系列政策措施。
承受能力如何，以及項目對提升公共服
政策效應逐步顯現。去年8月之後，民間
務效率的作用，把握好 PPP 實施節奏， 投資增速就開始止跌回穩，今年1—2月同
不能壹哄而上。
比增長 6.7%，增速創 11 個月新高。
防範 PPP 模式被異化應用的風險。
劉立峰認為，2017 年民間投資增長
壹些地方以 PPP 之名行政府變相融資之 還可能波動，下壹步要針對民間投資增
實。去年 6 月底，國家審計署公布審計 長乏力背後的深層次原因，進壹步推
報告，抽查發現，四個省在基礎設施建 進改革，完善投資環境，加強產權和
設籌集的 235.94 億元資金中，不同程度 利益保護，放寬投資準入，拓展民企發
存在政府對社會資本兜底回購、固化收 展空間，用切實的行動讓民營企業家穩
益等承諾。而《政府投資基金暫行管理 定預期，增強信心，促進民間投資持續
辦法》明確規定，政府不得回購其他出 增長。

時事圖片

實拍西班牙最大灌木迷宮 遊客迷失於柏樹陣

西班牙 Villapresente
Villapresente，
， 西班牙最大的灌木迷宮
西班牙最大的灌木迷宮，
， 該迷宮占地 5625
平方米，迷宮走廊寬 1 米，高 2,5 米，實際路程超過 5 公裏
平方米，
公裏。
。

法國紀念維米嶺戰役百年
雙翼古董機升空

成千上萬只新生太平洋麗龜爬出印度海灘

法國在維米舉行活動紀念壹戰維
米嶺戰役 100 周年
周年。
。 現場眾多的老式
雙翼飛機從空中飛過。
雙翼飛機從空中飛過
。維米嶺戰役是
第壹次世界大戰中，
第壹次世界大戰中
，西部戰線的壹次
戰役，
戰役
， 發生於 1917 年 。 維米嶺戰役
是阿拉斯戰役的序幕，
是阿拉斯戰役的序幕
，也是加拿大所
參與壹戰中最有名的戰役之壹。
參與壹戰中最有名的戰役之壹
。

印度布巴內斯瓦爾南部甘賈姆地區，新孵出的太平洋麗龜前往大海，成千上萬只太平洋麗龜幼崽進入
孟加拉灣。壹只新孵出的小海龜從漁網中掙紮而出。很多新生的太平洋麗龜會不小心跑到漁網中去，當地
的動物保護組織已經幫助數十只被漁網困住的小海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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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President Reveals “Deal” On Twitter As Chinese Envoy Meets Officials In Seoul For Talks

China Will Get Better U.S. Trade Deal If
It Solves No. Korea Problem, Says Trump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we] will actively work to
arrange talks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Sim
quoted Wu as saying during the meeting, reported the
Yonhap News Agency.

for an action-focused, results-oriented approach,”
Thornton said. “We are going to be trying to cooperate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in a global coalition to try to
solve this problem in an urgent way that we haven’t
really taken up before.” (Couresy www.scmp.com/
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
Related
China Threatens To Bomb North Korea's
Nuclear Facilities If It Crosses Beijing'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een here at the White House
on Tuesday, says he gave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Xi
Jinping an ultimatum in their meeting last week. (Photo/
Reuter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ys he gave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Xi Jinping an ultimatum in their meeting
last week: solve the North Korea crisis and you’ll get
a good trade deal.
Trump tweeted on Tuesday: “I explained to the
President of China that a trade deal with the U.S. will
be far better for them if they solve the North Korean
problem!”
He added: “North Korea is looking for trouble. If
China decides to help, that would be great. If not, we
will solve the problem without them! U.S.A”
President Trump's Tweets
======================================
Follow
Donald J. Trump
@realDonaldTrump
North Korea is looking for trouble. If China decides
to help, that would be great. If not, we will solve the
problem without them! U.S.A.
7:03 AM - 11 Apr 2017
40,48940,489 Retweets
101,402101,402 likes
======================================
Trump made clear his hope that Beijing will pressure
its neighbour and close ally to stop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has been reaching out to China’s neighbors for
support since his summit with Xi Jinping ended last
week.
======================================
Follow
Donald J. Trump
@realDonaldTrump
I explained to the President of China that a trade deal
with the U.S. will be far better for them if they solve
the North Korean problem!
6:59 AM - 11 Apr 2017
15,39915,399 Retweets
61,97261,972 likes
======================================
He has also repeatedly hammered China for exporting
more goods to the US than it imports.
Trump’s latest tweet came as Wu Dawei, China’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Korean peninsula affairs, is
holding talks with South Korean officials in Seoul.
Wu said Beijing would work hard to bring the US and
North Korea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for direct talks,
according to South Korea’s Justice Party’s presidential
candidate Sim Sang-jung.
“Since the US is rejecting the idea of holding

South Korea's top nuclear envoy Kim Hong-kyun (right)
poses with his visiting Chinese counterpart Wu Dawei
before their meeting at the foreign ministry in Seoul on
Monday. Photo: EPA

On Monday, South Korea’s chief nuclear envoy
Kim Hong-kyun said after meeting Wu that Beijing
and Seoul agreed toimpose additional and tougher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if it carried out nuclear or
long-range missile tests. In February, China announced
it was halting all coal imports from the North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following a unanimous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targeting the exports of the
reclusive state. China recently denied entry of a fleet
of cargo ships from the North after having ordered its
trading companies to return coal back home, Reuters
reported.
But the US has repeatedly called for China to do more
to rein in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me. Chinese
experts said Beijing was likely to consider tougher
actions if Pyongyang continued to defy calls for
denuclearisation.
Lu Chao, director of the Border Studies Institute at the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id banning oil
imports from North Korea and cutting off its sources of
foreign currency could be among options considered.
Lu said China needed to try harder to bring the US
and North Korea together for direct talks, but current
lukewarm ties between Beijing and Pyongyang was an
obstacle.
US and North Korea ‘closer to brink’ of
accidental conflict
Trump “reaffirmed the strength of the United States–
Republic of Korea alliance and agreed to stay in close
touch regarding North Korea and other issues of
mutual concern,”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released by
the White House on Saturday, a day after Xi Jinping
left the US. Trump and Xi held a two-day summit at
the US leader’s Mar-a-Lago resort in Florida.
A separate White House announcement on Sunday
said: “President Trump and Prime Minister Abe also
agreed to further cooperation on a range of regional
issues, including the threat posed by North Korea.”
The US was building a “global coalition” to counter
threats from Pyongyang, Susan Thornton,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told reporters in Washington a day before the
Florida summit.
“Patience has basically come to an end. We are looking

"Bottom Line"
With countries laying down new and/or revised "red
lines", be it on Syria or North Korea, it was
now
China's turn to reveal its "red" or rather "bottom
line", and in a harshly worded editorial titled "The
United States Must Not Choose a Wrong Direction to
Break the DPRK Nuclear Deadlock on Wednesday,"
Beijing warned it would attack North Korea's facilities
producing nuclear bombs, effectively engaging in an
act of war, if North Korea crosses China's "bottom
line."
The editorial in the military-focused Global Times
tabloid, publish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s People's
Daily newspaper, said
that North Korea’s
nuclear
activities
must not jeopardize
northeastern China,
and that if the North
impacts China with
its illicit nuclear
tests through either
"nuclear
leakage
or pollution", then
China will respond
with force.
“China has a bottom
line that it will protect
at all costs, that is,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northeast China...
If the bottom line is
touched, China will
employ all means available including the military
means to strike back. By that time, it is not an issue of
discussion whether China acquiesces in the US’ blows,
but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will
launch attacks to DPRK nuclear facilities on its own."
This, as the editorial puts it, is the "bottom line" for
China; should it be crossed China will employ all
means available including the military means to strike
back," warned the editorial.

In the editorial, the author also declared that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will launch attacks
to DPRK nuclear facilities on its own. A strike to
nuclear facilities of the DPRK is the best military
means in the opinion of the outside world." The
northeastern Chinese provinces of Liaoning and Jilin
share borders with North Korea. These two provinces
and Heilongjiang are part of the Shenyang Military
Region, one of seven military region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 editorial also explained the advantages to the
world of a Chinese attack on North Korea's nuclear
facilities.
It noted China and the world know the locations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facilities. Once the PLA attacks
these nuclear sites, North Korea will permanently
suspen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s.
North Korea "has limited resources of nuclear materials
and is strictly blockaded in the outside world, erasing
the possibility for DPRK to get the materials again."
China also noted that "nuclear weapons is DPRK's
trump card for its defianc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ce this card is lost, it will become obedient
immediately."
The author then speculated rhetorically that if North
Korea's "nuclear facilities are destroyed, they will not
even fight back, but probably block the news to fool
its domestic people. The DPRK will freak out if its
nuclear facilities are destroyed." And yes, a Chinese
author said "freak out."
The report also said that "the DPRK must not fall into
the turmoil to send a large number of refugees, it is not
allowed to have a government that is hostile against
China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Yalu River, and the US
military must not push forward its forces to the Yalu
River.” It notes that
"this sentence is
mea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e
premise of it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has
launched attacks to
the DPRK."
But what may be
the most notable
part of the oped
is the mention in
the Global Times
editorial that North
Korea will not be
"not allowed to have
a government that is
hostile against China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Yalu River." This
implies that if and when the US initiate strikes on NK,
the Chinese PLA will likely send out troop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a favorable post-war situation.
In other words, China may be just waiting for Trump to
"decapitate"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to pounce and
immediately fill the power vacuum. (Courtesy www.
zerohedge.com/news/2017-04-11/)

It's US Not China That Can Play Decisive Role
In Solving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Expert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 North Korean female soldier (right) looks back as
she and another patrol on a pathway along the bank
of the Yalu River, the China-North Korea border
river, near North Korea's town of Sinuiju, opposite
to the Chinese border city of Dandong, November
28, 2010. (Photo: AP)

The US has a decisive role in dealing with the
increasingly deteriorating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and the key to solving the issue lies in whether the US
and North Korea can build mutual trust, according to
experts.
A new round of missile-testing by North Korea has
raised tensions in East Asia and prompted the US to
enhance its efforts to deepen its alliance with South
Korea by conducting large-scale joint military drills
and deploying its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anti-missile system.
"Though being a partner, promoter and mediator in
solving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China cannot
decid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tself, because it depends on
whether the US is willing to change its tough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Qian Liyan, 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pert, told Sino-US.com.
However, during a
recent three-nation
tour of East Asia,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warned that the
US would consider
military action as an

option if the threat of North Korea's weapons program
reached a level that threatens the South Korean and
American forces.
Also, in a recent interview on CNN's Erin Burnett "Out
Front",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Nikki
Haley ruled ou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US returning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of the six-party talks, and urged
China and Russia to get North Korea to reverse course
on its efforts to increase its nuclear capabilities and
develop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Haley's remarks came a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blamed China for not taking on its responsibility in
eas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tensions on his Twitter
account. "North Korea is behaving very badly. They
have been 'playing' the United States for years. China
has done little to help!" the president tweeted.

Li Nan, a senior fellow at the Pangoal Institution, a
China-based public policy think tank, said that i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cannot make progress or turns out to be a failur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inclined to seek closer military
ties with South Korea and Japan in the region while
pressing China to put more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Li said that such an aggressive policy would provoke
North Korea and prompt it to continue to develop its
own nuclear weapons. "It means that in the future the
US may be threatened by a North Korea that is capable
of posing a direct threat to its territory (with nuclear
weapons)," Li noted, adding that it will not be helpful
to the enhancement of mutual trust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Many military experts believe that North Korea has
made significant advances both with nuclear warheads
and ballistic missiles.
China's Approach To Economic Sanctions
China has long clamored for a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solution to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And recently,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proposed that North Korea suspend its missile and
nuclear testing in exchange for a halt to military
exercises conducted by American and South Korean
forces. The minister also reitera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parallel-track approach, another key solution
proposed by Beijing to simultaneously denuclearize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replace the armistice by a
peace agreement. But the US and its ally South Korea
seem to have had little interest in China's proposals.
"The solution to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needs
China-US cooperation. Enforcing the UN resolutions
to impose economic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could
be seen as one of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easures to punish North Korea," Qian said. But he
stressed tha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China's measures
was to let its neighbor know its provocative behavior
was unacceptable in the region, rather than destroying
it.
Last year, China joined the US to push through a slate
of UN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after
Pyongyang conducted its fifth and largest nuclear test.
China is North Korea'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main source of food, arms and energy.
Moreov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 economy, China could resort to "economic
sanctions" to reach its global strategic goals because
of its current status as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Qian noted.
Trade has long been a trump card that China uses to
deal with security issues.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a land swap agreement between Lotte Group
and South Korea's defense ministry to facilitate the
deployment of the THAAD system in February,
many Chinese companies stopped offer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 associated with South Korea and many
Chinese consumers boycotted products imported from
South Korea, taking a toll on the peninsular country's
economy.
So far,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of the Democ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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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phic: China and U.S. Trade

Party, South Korea's largest opposition party, have
voiced objection to the deployment of the THAAD
system and called for a thorough reflection on the
security policy under Park Geun-hye's presidency.
Strategic Containment By US
Some experts say that the triple alliance of the US,
South Korea and Japan is obviously shifting its focus
to China and Russia from North Korea, with the US
aiming to curb China's fast-grow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Qian said that the deployment of the THAAD system
in South Korea could be seen as a "major step" taken
by the US to contain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region.
"The deployment of the THAAD system symbolizes
the preliminary formation of a mini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in East Asia. So,
(facing the challenge), China and Russia are bound to
strengthen their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adjust their
military deployment and policies toward East Asia. An
arms race would be unavoidable," Qian said, adding
that China may consider military operation as a tool
to safeguard its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interests in the
future amid its intensified military buildup.
Recently, Russi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that Russia
and China would enha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
the face of possible threats caused by the imbalance of
power in East Asia and the deployment of the THAAD
system.
However, Zheng Jiyong, director at the Center for
Korean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believed that
the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ould not
develop into a war, as the US adopts a policy aimed
at maintaining a certain intensity of chaos on the
peninsula while trying to avoid a war.
"The US' policy toward the Korean Peninsula aims
to bring together South Korea and Japan to contain
China," Zheng said. (Courtesy sino-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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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麵食一把手王老闆主持，專為糖城，密蘇里市民服務
「 又一村」 DAWN KOLACHES 新開張，供應中式麵食
（ 本報記者秦鴻鈞 ）青島麵
食一把手王老闆，自從他的中式
麵食燒餅，油條，包子，饅頭，
花捲，芝蔴餅在中國城打開知名
度後，應很多專程從糖城，密蘇
里巿專程來買饅頭，包子的「粉
絲團」要求，王老闆在現在糖城，
密蘇里巿最繁華的地段，位於六
號公路與 River Stone 交口附近，
讓附近的華人可就近購買大家心
儀不已的中式麵食。
王 老 闆 這 家 麵 食 店 叫「
DAWN KOLACHES 」， 是 一 家
美式 Donut 店，專賣各種美式甜
鹹 Donut, 是 早 餐 及 下 午 茶 的 名
點，再配上該店供應的香醇咖啡，
真是再完美不過。該店又有 一中
文店名「 又一村 」，專賣大家心
儀不已，華人最愛的中式麵食，
如燒餅、油條、包子、饅頭、花
捲、芝蔴餅，是中式早餐的主角，
華人將趨之若鶩。
DAWN KOLACHES ( 西式 )

營業時間 :5:30
又一村 ( 中式 ) 營業時間 :6:30
close 時間暫定 ---下午 2:00( 周一、周二、周三 )
下午 4:00( 周四、周五、周六、
周日 )
目前可供中式早餐 :
牛肉燒餅、五香燒餅、油酥燒
餅、豆沙燒餅、桃酥、饅頭、花
卷、豆沙包、小餛飩、糯米飯團、
醬牛肉、豬臉肉
( 同時期待新品陸續推出 ...)
周六、周日、周一 :
饅頭、花卷、豆沙包不能供應
周六、周日上午 12:00 前 :
小餛飩、飯團不能供應
其余時間段盡量滿足供應，但
由於新店人力不足，特殊情況敬
請諒解 !
地址 :6302 Hwy 6 South Ste L
Missouri City,TX 77459
電話 :832-987-1496

圖為「 又一村」 DAWN KOLACHES 供應的中式麵食。

圖為位於密蘇里市新開張的「 又一村 」
店門口。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11 天走遍南美：巴西，智利 , 和阿根廷 1/11-1/21/2018
更可以後續參加南極 15 天遊輪
2018 年 1 月 11日，王朝旅遊將帶隊去南美洲
11 天，其中將去熱辣狂野的巴西裏約熱內盧、世界上
最寬最大的伊瓜蘇瀑布、智利的聖地亞哥以及位於阿
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後大家可以自由選擇參加
後續的南極遊輪，遠赴地球的最南端，感受地磁南極
的魅力，探訪南極的主人企鵝。
2014 年世界杯，2016 年奧運會，裏約熱內盧這
個受上帝眷顧的美妙城市越來越顯露出國際範。期間
我們將乘坐纜車登上【糖面包山】和【耶穌山】，遠眺
著名的科帕卡瓦納海灘、瓜納巴拉灣、聖塔告魯斯區
以及浩瀚的大西洋。期間我們還將欣賞傳統拉丁歌舞
表演。
之後我們將飛往全世界最大的伊瓜蘇瀑布感受
自然的魅力，遊覽由275 個瀑布組成的伊瓜蘇瀑布群，
沿著河邊山間小路，漫步全程景區，接著進入水上棧
橋，置於氣勢磅礡的瀑布之前，享受天然絕妙景觀。
觀賞過震撼人心的伊瓜蘇瀑布之後，我們將乘飛
機前往智利聖地亞哥，感受其文化氣息，我們將前往
智利瓦爾帕萊索的一座沿海城市——比尼亞德爾馬。
不知道您是否聽說過“南美巴黎”，我們接下來就將
飛往阿根廷體驗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美麗和神奇。我們
將遊覽包括【9 大街德胡裏奧】【科隆劇院】【五月廣
場】【大都會大教堂】和【香格裏拉玫瑰宮】，我們也
將參觀在傳統的聖德摩附近的【探戈街】，然後穿過

萊薩馬公園地區，前往意大利移民到阿根廷後的根據
地【博卡】，如今的博卡已是許多重要的藝術家的家，
別具藝術氣息。
豐富多彩的 11 天南美洲行程結束之後，大家可
以自由選擇後續南極之旅的遊輪。南極被人們稱為第
七大陸，地球上最後一個被人們發現、唯一沒有人定
居的大陸。這個終年被冰雪覆蓋的神秘之地即使在
今天也是難以輕易接近的。
隨著旅遊熱的升溫，遠赴南極大陸，探索這片神
秘的地方對許多人來說也不再是夢想。冰川、嚴寒、
企鵝、海豹……遙遠的南極洲是一個神秘而又令人神
往的地方。近幾年來，獨立一隅的南極大陸，以其不
可抗拒的魅力，吸引越來越多旅遊者前往一睹其風
采。 在世界其他地方，野生動物都是躲人的，而在
南極，動物皆不避人，巨鯨、企鵝、海豹、海鳥全都如
此。
心動不如行動，與王朝旅遊暢一起遊南美，入南極，
探仙境！詳情請聯系王朝旅遊
地址：中國城精英廣場內，敦煌廣場側百利大道大通
銀行後面地鋪 #A14
All America Travel & Tours: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Phone：（713）981-8868
微信 WeChat：aat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