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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剪影
成都僑夢苑暨人才推介會
中美合作發展啟動
由中國成都市外事僑務辦公室副主任盧偉良(左)率領成都市
代表團一行人﹐17 日晚在休士頓科技中心(Houston Technology
Center)舉辦「成都僑夢苑暨人才新政休斯敦推介會」﹐推廣介紹四
川成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和創新示範區「僑夢苑」﹐延攬傑出海歸
華人菁英返國﹐並於現場與美中合作委員會主席 Charles Foster(右)贈送成都特色熊貓瓷盤和交換合約象徵雙方合作發展正式
啟動﹒

美南時評
星期四

本報特約評論員 劉屏 專欄

北韓在上周六試射導彈，但只不過四、五
秒鐘就失敗墜毀，這其中有「美國因素」嗎？
也就是說，是美國搞鬼嗎？英國前外相瑞夫金
（Malcolm Rifkind）認為，很可能是美國的網

“嚴進嚴出”，去世界最好的醫院學習
“醫學發展日新月異，只有瞭解和掌握世
界最前沿的醫學理念和醫學技術，”才能跟得
上時代前進的步伐。”院長祝益民這樣說。
僅 2016 年，醫院派出 40 餘名青年醫生
分別赴美國、英國、德國、義大利等國家及
臺灣、香港地區的醫療機構學習研修。需要獲
得出國留洋的機會，還是需要有“兩把刷子”
的，首先必須擁有博士學位，其次必須在醫院
每年一度的“走向國際英語競賽”中取得優異
成績，這樣才算拿到了“入場券”，之後需要
通過相關部門的考試考核。
學習歸國之後，他們還需要接受特別的
“結業考試”，要在醫院進行一次“歸國人員
彙報演講”，將在國外學習所見所聞、體會感
想在醫院周會上進行彙報，同時結合醫院和所
在科室、專業提出自己的設想。“每個人是一
顆種子，要把國外優秀的東西帶回來發芽、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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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射導彈，美國來搗蛋？

絡戰配合早已植入導彈的電腦病毒，一舉摧毀
北韓這枚飛彈。
這是北韓在本月的第二次試射，第一次是
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國佛
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見面前夕，當時北韓試射
中程導彈，結果只飛了 60 公里就失控落入海
中。這次壽命更短，太平洋美軍司令部發布聲
明，說「幾乎是一發射就立刻墜毀，最多只有
四、五秒鐘」。
瑞夫金（Malcolm Rifkind）接受英國廣播
公司訪問時說，試射失敗，可能是系統不良；
「但也有一種很有力的觀點，就是美國已經幾
次經由網絡打斷了北韓這類測試」，使北韓的
測試一次又一次失敗。
根據英國媒體引述專家說法，北韓的飛彈
零組件裡可能有病毒，「是無法偵測到的電腦
病毒」。北韓受限於自身技術，有些零組件必
須從外國進口，這就讓美國有機可乘。美國
從供應鏈下手，在飛彈不可或缺的零組件裡植
入病毒，埋下禍根。當北韓下達發射的指令
時，在華府近郊的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擇優選拔出國研修
“青年強則醫院強”，青年醫生開始在中
国醫療界嶄露頭角，不僅在臨床醫療一線獨當
一面，在科研工作中更是成績驕人，挑起了大
樑。據醫院介紹，該院評選出的 2016 年度十
大“科研能手”中，80 後青年占了半壁江山。

2017 年 4 月 20 日

個更帶勁兒的嗎？
美國大概不會公開承認自己有這種搗蛋的
能力，因為情報戰、間諜戰最忌被對方摸底。
北韓試射也有成功的紀錄，那究竟是美國搗蛋
不成，還是故意放北韓一馬，反正虛虛實實。
也許，明明是搗蛋不成，故意說是放你一馬，
反正絕不讓敵人知悉真相與全貌。美國固然有
網絡司令部，北韓也有網絡部隊，相同的招數
用多了，會被對方找出破解之道，智者不為。
這次北韓歡慶太陽節，長程導彈一枚枚的
接受檢閱，金正恩好不得意。正待試射飛彈，
錦上添花，不料飛了沒有幾層樓高就宣告終
結，成了壽命最短的一次試射。金正恩滿臉豆
花之餘，會轉趨務實，自我收歛；還是會惱羞
成怒，變本加厲，如同北韓副外長告訴西方媒
體的「試射工作要周周做、月月做、年年做」？
瑞夫金說，就算美國有能力在北韓飛彈剛
發射就將之摧毀，大家也別太高興，因為北韓
也測試成功了很多次，而且也成功測試了核
武，這是大家必須面對的現實。

青年醫生“充電”挑大樑

周瑾容 鄭姣

花、結果。”祝益民這樣要求他的員工。
洋為中用，“充電”回國大展拳腳
成偉是湖南省人民醫院肝膽外科一名醫
生。今年 38 歲的成偉，已是一名副教授，他
還有另一個身份，是該院模擬醫學訓練中心的
主任。
“2014 年 醫 院 派 我 去 美 國 梅 奧 醫 院 學
習，那裏的模擬訓練中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回國後，在醫院的支持下，成偉組建模
擬醫學訓練中心並擔任主任。“這是目前國際
上最為先進的醫學人才培養模式，可以在仿真
人及各種模具上進行操作，開展搶救和手術等
各種醫學技能的訓練。”
急診科副主任醫師黃瑩在英國布萊頓和蘇
塞克斯大學醫院學習期間，觀察到在送入急診
科的心跳驟停的病人中，幾乎 70% 以上的患者
在發病之後，救護車達到之前第一時間能接受
到旁觀者規範的 CPR，從而大大提高了生存
率。而在國內，接受訓練的“第一目擊者”卻
不到 1%，意外發生之後絕大部分人都是等待
急救車和專業急救人員的到來，很多生命戛然
而止。回國之後，黃瑩成為了“第一目擊者”
急救培訓的志願者和導師，利用自身專長，教

﹒

Security Agency）總部也啟動程序，經由衛星，
把訊號送達導彈裡的病毒，指示「開始發病」，
導彈也就隨即壽終正寢了。
到底是不是美國搗蛋，美國政府不肯證實；
但是白宮發言人史派瑟回答媒體詢問時，有句
話很有玄機：「總統及他的團隊十分清楚北韓
的各項行動」。言下之意，俱在我們掌握之中，
所以搗個蛋也大有可能。
美國媒體有一種說法謂，美國固然早就有
能力破壞北韓試射，可是過去並沒有付諸行
動，這次才真的下手，原因在於時機。因為 4
月 15 日是北韓建國者金日成的冥誕，北韓稱
之為太陽節，平壤當局在這一天一向要耀武揚
威一番，今年尤其如此，蓋美、中聯合壓制北
韓，金正恩一定要搞點名堂，否則豈不讓你們
小看了金某人。職此之故，全球都已預料北韓
一定會試射導彈或從事核試驗，所以無不睜大
了眼，看你金三胖耍什麼把戲。
好，在全世界注視下，5 秒鐘不到，升空
的導彈變成了下墜的煙火，金正恩在全世界面
前大失顏面。美國要讓金正恩難堪，還有比這

授普通公眾學習基本急救技能。目前受訓人次
已達 2 萬餘人，預約培訓的單位和個人已經排
到了今年年底。聯手醫院的“胸痛中心”，將
院前與院內急救無縫連接，為患者帶來了福
音。
楊科於 2016 年赴德國研修，歸國之後牽
頭成立前列腺診療中心，擔任泌尿外四科的主
任，是該院最年輕的科主任之一。“去國外學
習到了我們這個專業最先進的知識，這幫助我
更加明確自己的專業方向，並找到突破點。”
楊科這樣說他的留洋收穫。
不負眾望，青年醫生擔綱科技創新“大戲”
據醫院人力資源部統計，該院近 3 年來派
出超過 100 名出國學習人員，歸國後，擔任科
室負責人，醫療、科研、教學秘書的占到了一
半以上，極大促進了醫院的醫教研工作，為全
院職工帶了個好頭。年度科研創新大會的數據
清晰的說明了這一點：2016 年度醫院發表的
高質量 SCI 論文再創新高，幾乎等於前兩年
的總和，其中青年醫護人員的貢獻達到了二分
之一；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省自然科學基金
等高水準科研立項中，則幾乎被青年醫生包
攬，“醫院以三個一百萬鼓勵我們發表高質量

論文，配套支持科研經費，前兩年順利發表
了 SCI 論文後，接著就成功的申請到了國家自
然科學基金”，醫學檢驗科的青年博士譚超超
說。就連反映階段性科研實績的成果獲獎中，
青年醫護人員也佔據了三分之一。
青年成長速度有如摧城拔寨，除了政策
支持，究竟還有什麼秘訣呢？“擼起袖子加油
幹”的領頭人為大家樹立了標杆，2016 年，
院長祝益民獲得首屆湖南省優秀科技工作者稱
號，帶領醫院步入了研究型醫院發展軌道，兒
科李雲主任兩鬢飛霜，仍勇奪“科研能手”榮
譽，接連斬獲兩項科研成果獎項，在榜樣力量
的感召下，各科室潛心建設科室人才梯隊，
2016 年，醫院的重點專業增加為 14 個，新開
展並獲獎的新技術達到 24 項，傳幫帶蔚然成
風。除此之外，醫院上下齊心，2016 年搭建了
湖南省臨床介入研究中心、現場救護—第一目
擊者科普基地、急診與重症醫學重點實驗室、
老年重大疾病重點實驗室四項省級、校級科研
平臺，為青年醫護人員開展科研工作搭建了孵
育平臺，讓青年醫護人員放開手腳，唱出精彩
大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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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書畫習作展開幕記略

第七屆書畫習作展由李中華會長主持，在理查遜華
人活動中心大廳如期開幕。到場貴賓有：牟呈華委員，曹
明宗委員，孟敏寬委員，李小濱委員，雷筱鳳理事長，許祖
英委員（兼司儀）
，虞定一會長及書畫界同好數十人蒞臨。
原定 10 時 30 分開幕典禮，由於委員們另有要事，必須提
早離開，所以提前半小時在 10 時開始。李會長宣布開會後
，許祖英女士一一介紹貴賓們上臺致辭。他們一致强調中
華書畫藝術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構成重要部分，並一致推
崇、肯定李中華會長對中華書畫藝術長期的努力奉獻。最
後，李會長致辭：他說“一般人認為書畫展是一種莊嚴之
事，作品必須裝裱之後才能展出。可是在達福這個地方裝
備非常昂貴，甚至根本沒有裝裱店，有錢也無法裝裱。所
以我們才舉辦這種不需要裝裱的展出，稱為“習作展”
。王
千老師稱它為‘別開生
面的展覽’
。這種特殊
的書畫展今年已經是
第七届了。此項習作展
舉辦以來，受到諸位委
員及同好們的支持和
鼓勵，所以一屆比一屆
進步。我們都知道僑領
們工作繁忙，時間寶貴
，可是，到了我們習作
展時，他們都盡可能地
趕來參加。他們這種熱
誠的支持和鼓勵，使我
們異常的感激。諺雲，
‘長江後浪推前浪’
，我

李中華會長致辭

團體照

們的書畫界也需要年輕一代僑胞來參與，來接棒。我們衷
心地希望諸位僑領、社會賢達、及書畫界的同好，勿存門
戶之見，大家共同為中華書畫這塊瑰寶努力奮鬥，使它百
尺竿頭，更進一步。”
典禮完畢，接著團體合照。再由晏靜老師，陳啟雄老
師作書法示範表演。然後，由本人寫了一個小龍（草蛇）
。
夏順波老師寫了一個大龍（隸字）
，作品挂在墻上展出，琳
琅滿目，十分美觀。雖然不能說‘臺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
’
，可是這些作品所代表的却是中華文化的悠久歷史，源
遠流長，意義十分重大。
11 時許，第七屆書畫習作展劃下了完美的句點，謝謝
大家。
（文：楊愛民/圖：解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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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二屆DFW數學競賽(DFW-MC)圓滿結束
4 月 2 日，細雨綿綿，熱情洋溢的學生和
家長們，絲毫沒有受天氣的影響，準時抵達考
試場地。今年參賽的學生比去年多出一倍。他
們來自 Allen,Dallas, Frisco, Plano, Richardson
和 Highland Park 等城市。
考場裏，參賽的同學們非常認真，一絲不
苟。仔細思考，認真回答問題。比賽過後，家
長們說通過這次活動，讓孩子們瞭解了自己

的實際水平
在 頒 獎 典 禮 上，達
和 考 題 的 靈 拉斯現代漢語學校和 St.
活性多樣性， Mark’s的四位高中生們
提 升 了 小 朋 由 衷 感 謝 學 生、家 長 們
友 們 對 數 學 連 續 支 持、積 極 參 加 這
的 喜 愛 和 學 個 活 動，使 其 辦 的 越 來
習 數 學 的 願 越 好；鼓 勵 學 生 從 小 學
望。他們很感 好數學，學好中文。同時
謝 達 拉 斯 現 強調數學對其他基礎學
代 漢 語 學 校 科的重要性。
給小朋友們
這次比賽在多方的
提 供 了 這 麼 支 持 配 合 下，在 歡 樂 溫
一 個 難 得 的 馨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希望我們明年春季
好機會，感謝
St. Mark’s 學 再相會！希望小朋友們都收穫豐碩的果實！
校的四個高
作為國務院僑辦授予的達拉斯唯一一所
中 生 (Dylan “海外華文教育示範學校”
，達拉斯現代漢語
Liu,
Albert 學校以規範嚴謹的管理體制、豐富多彩的課
Luo,
Jesse 程內容、雄厚的師資力量、高水準的教學質量
Zhong and Nicholas Tsao) 為了給競賽提供一 享譽全美。正是大家都懷有傳承文化薪火、弘
份既具有挑戰性，又具有趣味性的高水準試 揚中華文化的責任感使命感，學校一直本著
題，從緊張繁忙的高中學習中，犧牲自己的 學生至上的目的，狠抓教師隊伍的建設，二十
休息時間來準備考題。他們有時相約在學校 三年來“幾代”人的努力功不可沒，教師們盡
多停留一段時間，有時討論到午夜。他們共同 心盡責，用心血和才華辛勤耕耘在教學第一
切磋，樂此不彼。最後再由達拉斯現代漢語學 線， 不斷提升教學理念與質量，使學校教學
校有著多年競賽出題經驗的數學老師們審閱 精益求精，保證了達拉斯現代漢語學校的質
定題。
量與聲譽。(現代漢語學校供稿)

慶祝佛誕節佛光山達拉斯講堂
將盛大舉辦『佛光三好園遊會』
為慶祝佛誕節及佛光日，佛光山達拉斯講
堂將于五月七日(星期日)上午 11:30，于佛光山
達拉斯講堂盛大舉辦『佛光三好園游會』
，誠摯
邀請十方大衆届時前往佛光山達拉斯講堂同沾
法喜，共享歡慶。當日國際佛光會達拉斯協會將
于上午 11:30 至下午 2:30 於二樓舉行素食義賣；
上午 12:30 至下午 3:00 於三樓舉行中西醫義診。
『佛教展覽』也將於當日揭幕，理察遜市市長
Paul Voelker 將應邀剪綵並
舉行開鑼儀式。
當日園遊會分三部分:
* 素食義賣
國際佛光會達拉斯協會于每年五月份舉辦
園游會已行之有年，在達拉斯地區乃是有口皆
碑，素食皆由會員發心製作。今年協會準備了精
緻可口的越南小吃、馬來風味、日本壽司及各式
台灣小吃等多元健康美味素食，應有盡有。『佛

光園游會』期望帶給大家是一趟有特色並且健 * 中西醫義診
今年協會為服務社區特別舉辦中西醫義診
康的「美食之旅」
。
* 佛教展覽
，邀請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神經內科主治醫
為讓大家瞭解佛教豐富的文化內容及璀璨 師，丁侃醫師與永安中醫針灸診所負責人，梁淑
的藝術光芒，講堂特別舉辦佛教文物特展。期間 美醫師為大衆免費諮詢診療。西醫義診項目包
將會展出全套世界佛教美術圖典:一萬五千餘 含常見神經科疾病，例如中風防治及恢復，頭痛
張圖片及三百八十萬字說明，包含佛教建築、石
窟、雕塑、繪畫、書法、篆刻、人物、工藝、以及各
博物館館藏品等八大類別的佛教藝術作品。此
外，特別展出至今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確刊印日
期的印刷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影本。此原版
珍品現存大英博物館，也被稱為史上最早的書
本。此經原藏敦煌莫高窟第十七藏經洞中。原卷
于唐鹹通九年(868 年)制，長約五百公分，共七
部份:由六塊雕版、六張紙印刷，加一張扉頁畫，
粘連成一幅長卷；由英人史坦因於 1907 年發現
帶回英國。歡迎大眾前往參觀。

，帕金森，老年痴呆，癲癇，神經痛，肢體
麻木。中醫義診項目包括內科，婦科，疼
痛科。此外，為推廣乳癌早期防治，協會
同時舉辦亞裔婦女乳房保健計劃。歡迎
大眾善加運用。
佛光山達拉斯講堂竭誠地邀請您
闔府參加。『佛光園游會』園游券即日起
已開始銷售，活動詳情及園游券訂購，
歡迎洽詢佛光山達拉斯講堂三樓服務

台。
佛光山達拉斯講堂地址: 1111 International Pkwy, Richardson TX 75081
佛光山達拉斯講堂電話: 972-907-0588
(佛光講堂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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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與王獻之

馬越攻入京都洛邑，執掌朝政，命王曠率淮南
兵馬赴並州（今山西太原），抗拒劉聰。王曠
軍在長平戰敗，從此失去音訊。失怙的籍之，
奉母攜弟，承擔起家庭責任。這一年籍之 11
歲，羲之 8 歲。愍帝司馬鄴建興三年
（315），王籍之被徵為 「世子文學」。明帝
司馬紹太寧二年（324），長達四年的 「王敦
之亂」進入末期，時王籍之任職安城太守，離
開京城烏衣巷故居。王羲之起家秘書郎，是年
23 歲。此後歷任臨川太守，寧遠將軍、江州刺
史。鹹和六年（331），母親與長兄籍之同年
亡故。王羲之在《告辭文》中曰： 「母兄鞠
育，得漸庶幾。」他 41 歲至 45 歲期間辭官家
居 ； 46 歲 ， 出 任 護 軍 將 軍 ， 發 表 《 臨 護 軍
教》。49 歲，出任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從
此，生活在會稽國山陰縣長達 8 年（5 年從
政，3 年旅遊）之久，留下如 「黃庭換鵝」、
琅琊王氏，起家秘書郎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琊臨沂 「題扇躲婆」、 「揮毫入木」等佳話。
東床快婿與《蘭亭集序》
縣人。王羲之的堂兄弟 21 人：大房王導一支 6
人（悅、恬、洽、協、劭、薈）；二房王含一
王羲之自幼好學，傳說 12 歲時，即取父
支 2 人（瑜、應。因王含弟王敦無子，王應過 親王曠枕頭下的蔡邕《筆法論》研讀。王羲之
繼王敦為嗣）；三房王舒一支 2 人（宴之、允 16 歲時，太尉郗鑑（269-339，字道徽，生二
之）；四房王曠一支 2 人（籍之、羲之）；四 子愔、曇一女璿）派門生到赫赫有名的王導家
房 王 翼 一 支 4 人 （ 頤 之 、 胡 之 、 耆 之 、 羨 去選女婿。王導的兒子們聽說太尉要來提親，
之）；四房王彬一支 5 人（彭之、口之、彪 紛紛喬裝打扮，希望被選中。只有王導的姪子
之、興之、翹之）。王羲之父親王曠，魏晉山 王羲之，好像什麼也沒聽到似地躺在東廂房裡
東琅琊人，著書《唐書經籍誌》；母親河東安 的竹榻上。門生回去後，把看到的情形稟報給
邑衛氏生二子（籍之、羲之）。長兄王籍之 郗太尉。當郗鑑知道東榻上還靠著一個不動聲
（298-331），少時父王曠在朝為侍中，居京 色 的 王 羲 之 時 ， 讚 嘆 道 ： 「這 人 真 是 好 女
都 洛 邑 （ 今 河 南 洛 陽 ） 。 惠 帝 太 安 元 年 婿！」於是這年春天，郗鑑便把女兒郗璿嫁給
（302） 隨 父 母 回 故 鄉 臨 沂 。 惠 帝 永 興 元 年 了王羲之，這便是 「東床快婿」的典故。（
（304），王曠任揚州丹陽太守。翌年，陳敏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雅量》）王羲之與夫
作亂，陳敏弟陳斌攻揚州，王曠棄城還臨沂。 人郗璿生七子（玄之、凝之、渙之、肅之、徽
懷帝司馬熾永嘉元年（307），琅琊王司馬睿 之、操之、獻之）一女孟姜。王羲之七子中，
採用王曠計謀，南遷江左。琅琊王氏在族長王 長子玄之早逝，三子渙之生平不詳，其他五子
導 （276-339） 率 領 下 舉 族 相 隨 ， 來 到 建 鄴 皆知名。（《晉書》）四子肅之（字幼恭，歷
（今南京）烏衣巷。劉禹錫（772-842）《烏 任中書郎、驃騎咨議）和六子操之（字子重，
衣 巷 》 詩 ： 歷任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的事蹟，在《世
「朱 雀 橋 邊 說新語》裡著墨不多。真正為世人所知者，僅
野 草 花 ， 烏 次子凝之、五子徽之、七子獻之等三子而已。
衣 巷 口 夕 陽 值得一提的是，次子王凝之妻， 「未若柳絮因
斜 。 舊 時 王 風起」的 「詠絮之才」謝道韞。晉穆帝永和 9
謝 堂 前 燕 ， 年（353）暮春三月三日，王羲之邀請 41 位嘉
飛 入 尋 常 百 賓，諸如孫綽（320-377）、岳父郗鑑，還有
姓 家 。 」 謝安（320-385），相聚蘭亭。 「流觴修禊」
「烏 衣 巷 」 祭祀儀式後，舉行 「流觴曲水」遊戲。當天
在 今 南 京 秦 42 人中，寫詩二篇的有王羲之、謝安等 11
淮 河 南 岸 ； 人；寫詩一篇的有郗曇、王豐之等 15 人；作
「王 謝 」 指 詩不成而被罰酒的有 16 人，共得詩 37 首。結
東 晉 開 國 元 束後，有人提議將修禊的詩篇彙編成集，共推
勛 王 導 和 指 王羲之撰寫序言，孫綽撰寫後序。王羲之應邀
《 三希帖
三希帖》
》 之一王羲之
之一王羲之《
《 快雪 揮 淝 水 之 戰 乘著酒氣，一氣呵成《蘭亭集序》。序言寫聚
時晴帖》：
時晴帖
》： 「 羲之頓首
羲之頓首。
。 快雪 的 謝 安 。 翌 會盛況，描述環境 「茂林修竹、清流激湍」，
時 晴 。 佳 想 安 善 。 未 果 。 為 年 ， 王 曠 被 「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之後筆鋒突變，格
任 命 為 淮 南 調轉為悲傷，寫人生短暫。通篇語言流暢，不
結 。 力不次
力不次。
。 王羲之頓首
王羲之頓首。
。山
內 史 ， 母 子 勉強藻飾、通俗自然，堪稱歷代名篇。《蘭亭
陰張侯。
陰張侯
。」
三 人 仍 留 在 集序》共計 324 字，凡是重複的字都各不相
建 康 。 第 三 同，其中 20 個 「之」字，各具風韻，皆無雷
年 ， 「八 王 同。詩篇中，王羲之家就作了 10 首，王羲之
之 亂 」 中 最 的兒子們均有詩作，唯有 9 歲的幼子王獻
後 得 勝 者 司 之， 作詩不成被罰酒。清代詩人寫了一首打
油詩取笑他。 「卻笑烏衣王大
東晉王
羲之與王獻
之父子，簡
稱
「 二
王」 。二王
的影響，是
以後的中國
書家父子，
諸如歐陽詢
與 歐 陽 通
東晉王右軍羲之畫像
【 大 小 歐
陽】、唐太宗李世民與唐高宗李治【盛唐二
主】、米芾與米友仁【北宋大小米】、蘇洵、
蘇軾與蘇轍【北宋三蘇】、趙孟頫與趙雍【趙
氏父子】以及梁詩正與梁同書【大清二梁】不
能望之項背的。

2017 年 4 月 20 日

《三希帖》之三王珣《伯遠
帖 》 是王珣問候親友的一通信
札 ： 「 珣頓首頓首
珣頓首頓首，
， 伯遠勝業
情期，
情期
， 群從之寶
群從之寶。
。 自以羸患
自以羸患，
，
唐寅((1470
1470-1524
1524)) 《王獻之
志在優遊。
志在優遊
。 始獲此出
始獲此出，
， 意不剋 明 唐寅
休郗道茂續娶新安公主圖》
》
申 。 分別如昨
分別如昨，
， 永為疇古
永為疇古，
， 遠 休郗道茂續娶新安公主圖
美國沃爾特斯藝術博物館藏
隔嶺嶠，
隔嶺嶠
，不相瞻臨
不相瞻臨。
。」

《三希帖
三希帖》
》之二王獻之
之二王獻之《
《中
秋帖》，
秋帖
》，全文
全文 22 個字
個字：
： 「中
秋不復不得相還為即甚省如
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
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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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蘭亭會上竟無詩。」因王獻之曾住過建康
烏衣巷，並任吳興太守，43 歲死在中書令任
上。他死後由堂弟王珉（父王洽、祖父王導）
繼 任 ， 他 做 了 兩 年 ， 也 死 在 任 上 ， 年 僅 38
歲。故稱王獻之為大令，王珉為小令。

王獻之以父親為超越的目標

苦不盡觸額之
暢。方欲與姊極
當年之足，以之
偕老，豈謂乖別
至此！諸懷悵塞
實深，當復何由
日夕見妹耶？俯
東晉王中書令獻之畫像
仰悲咽，實無已
無已，惟當絕氣
耳！」（《淳化閣帖》 「奉對帖」）【語譯】
雖然與表姐生活只是年復一年地相對，卻可以
都是終日的快樂。只是遺憾不能盡情的讓彼此
額頭碰著額頭的歡愉更盡興一些。總想著要和
表姐白頭偕老，哪知道命運乖違以致分離！諸
多感觸讓我十分惆悵，何時才能再如往昔朝夕
都能相見的表姐呢？除了低頭或仰首悲嘆之
外，也實在沒有辦法，恐怕只能等到我斷氣之
時！離婚後，因父郗曇亡故，郗道茂只得投奔
伯父郗愔，寄人籬下終身未再嫁，鬱鬱而終。
悲痛欲絕的王獻之偶遇桃葉，在她身上看到郗
道茂的影子，於是終日和桃葉遊玩，讀書練
字。他還為桃葉寫了一首《桃葉歌》來抒發自
己對桃葉的愛慕之情。《桃葉歌》曰： 「桃仙
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
汝。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相憐兩樂事。
獨使我殷勤。」（《隋書•五行誌》）而桃葉
在船上應和： 「桃葉映紅花，無風自婀娜。春
花映何限，感郎獨采我。」桃葉渡，是南京
「十裡秦淮」上的古渡口，位於秦淮河與古青
溪交匯處附近，今貢院東原利涉橋處，位於淮
清橋南，南起貢院街東，北至建康路淮清橋
西。1984 年，在渡口原址立有 「桃葉渡碑」。
1987 年，在桃葉渡遺址北岸建成 「古桃葉渡」
石牌坊及套亭各一座。雖然王獻之和桃葉十分
恩愛，但是在他的心裡，最終放不下郗道茂。
當王獻之病危時，他坦承一生唯一的遺憾是跟
郗氏離異。（全文完）

王獻之（344-386），字子敬，擔任過州
主簿，衛將軍謝安長史，建威將軍，吳興太
守， 中書令。王獻之的天資過人，幼承父
教，在七、八歲學書之時， 其父出其不意，
以背後拔其筆桿不脫，羲之歎道， 「此兒後當
有名。」王獻之小時就有盛名，很講究儀表風
度，他曾跟哥哥徽之和操之一道去看望謝安，
離 開 後 有 人 問 謝 安 ： 「王 氏 三 兄 弟 誰 優 誰
劣？」謝安說： 「小者為佳。」謝安是從三人
言談看出來的。王獻之從小書法極佳，非常自
負，覺得自己寫得的比父親好。以年齡來區分
王羲之 41 歲時才生王獻之，而獻之 18 歲時王
羲之便去世了。因此在王羲之有生之年，王獻
之是不可能超越王羲之的。但是王獻之卻以父
親為超越的目標，只要找到機會，他一定要證
明自己比父親強。當時文人都會有收藏往返書
信的習慣，尤其著名書法家的書信，更是爭相
收藏。因此王獻之有一次故意寫一封信給宰相
謝安，想說謝安一定會好好收藏，沒想到謝安
看完信便派人把信送回來，令王獻之非常懊
惱。有一次謝安還故意問王獻之：您的字和您
父親比誰寫的比較好。王獻之回答說：我寫的
比父親好。謝安反問：好像大家都不是這麼
說。王獻之馬上反駁說：一般人看不懂字才會
這麼說。因此兩人不歡而散。還有一次王羲之
到一間寺廟作客，和尚們熱情招待令王羲之非
常高興，當他看見寺中有一面白牆壁，於是趁
著酒醉之餘，提筆就在牆壁上振筆疾書，寫完
後即告辭回家。王獻之在旁見此情形，心生一
計，趁四下無人，將牆壁重新上漆，將王羲之
的字蓋住，然後再將自己的字寫上去，冒
充是其父親所寫。寫完以後還覺得寫的不
錯，一定可以得到很多讚賞。隔天，王羲
之酒醒後想起昨天所寫的字不知如何，便
急忙到寺中一看，王羲之不禁搖頭嘆息：
唉！昨天真是喝醉了，字寫得真醜。王獻
之在旁一聽，心中實分慚愧。由於王獻之
一生都以超越自己的父親為目標，因此長
大後成功創立了自己的書風比王羲之更加
奔放。《中秋帖》是王獻之享有盛名的作
品，曾經被清乾隆皇帝收入《三希帖》
中。 「三希」即 「士希賢，賢希聖，聖希
天」，就是鼓勵自己不懈追求，勤奮自
勉。《中秋帖》一共現存三行，二十二個 古桃葉渡為南京名勝之一
古桃葉渡為南京名勝之一，
，且比杭州西湖的斷橋
字，現珍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其他兩幅 與揚州瘦西湖的二十四橋
與揚州瘦西湖的二十四橋，
，更具浪漫色彩
更具浪漫色彩，
，演繹
是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和王珣（父王 了無數浪漫的傳説和催人淚下的故事
和催人淚下的故事。
。
洽、祖父王導）的《伯遠帖》。

桃葉渡與《桃葉歌》

王獻之一生有三個女人，元配郗道
茂、第二任妻子司馬道福和妾桃葉。王獻
之先是娶他的舅舅郗曇之女郗道茂為妻。
他們兩個青梅竹馬，性情、志趣相投，後
而成婚。但是好景不長，當時的皇帝簡文
帝司馬昱（320-372）的三女新安公主司馬
道福，早就對英俊瀟灑又才華橫溢的王獻
之心生愛慕，於是便強行拆散了他們夫妻
兩人，讓王獻之娶她為妻。但是王獻之雖
然在悲憤和無奈之下娶了她，但是從未跟
她有過感情，但生一女名王神愛，後為晉
安帝司馬德宗（司馬道福侄子）的皇後。
據載，王獻之離婚後曾寫信與郗道茂的
信： 「雖奉對積年，可以為盡日之歡，常

《蘭亭集序
蘭亭集序》
》片段

蘭亭集序（神龍本
蘭亭集序（
神龍本，
，普遍認為是最接近原本的
複製本，
複製本
，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

王獻之寫給前妻郗道茂的信《淳化閣帖
王獻之寫給前妻郗道茂的信《
淳化閣帖》
》 「奉對
帖」 ： 「雖奉對積年
雖奉對積年，
，可以為盡日之歡
可以為盡日之歡，
，常苦不
盡觸額之暢。
盡觸額之暢
。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
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
，以之偕老
以之偕老，
，
豈謂乖別至此！
豈謂乖別至此
！諸懷悵塞實深
諸懷悵塞實深，
，當復何由日夕見
妹耶？
妹耶
？俯仰悲咽
俯仰悲咽，
，實無已無已
實無已無已，
，惟當絕氣耳
惟當絕氣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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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那就是
園中要種有
紅梅和蠟
梅。
沒多久
小花園就設計好了。從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動
工，到二〇〇八年五月，共約半年後完工。園
中央從東北斜向西南有一條乾溪，溪床用大小
石卵鋪砌。溪上有一座中國式紅橋跨過，橋兩
邊各有四跟木柱，柱上有圓球。扶手和橋面皆
為拱形，橋面也是採用 EverGrain 木板。傾盆
大雨時有溪水洶湧流經橋下，蔚為壯觀。自前
院車道旁，有灰磚小徑通到後院小陽台，從小
陽台有不規則的大石板到紅橋一端。跨過紅橋
後，走過小石板就到了用小灰磚砌成的圓形露
台。小兒宇文説我想把故鄉的景觀搬到小花園
來。
小 花 園 中 除 了 紅 梅 （pink flowering
plum）和臘梅（wax flowering plum）之外還種
了各種花草。例如在大小陽台之南種了玫瑰
（knock-out rose）和黃楊木（boxwood），山
茶 花 （camellia） ， 及 天 竺 （heavenly bamboo）。東邊種有在冬天結小小可愛紅果子的
美洲冬青（winterberry）和在台灣常見的杜鵑
花。南面靠籬笆處種了冬青（holly），雲杉
（globe blue spruce） ， 冬 天 變 紅 葉 的 楓 樹
（maple），及在蒙郡到處可見的紫薇（crape
myrtle）。西邊則種了有淡黃色小花而醇香的

梅園久等的紅梅開了
酒未開樽句未裁，尋春問臘到蓬萊。
不求大士瓶中露，為乞嫦娥檻外梅。
入世冷挑紅雪去，離塵香割紫雲來。
槎枒誰惜詩肩瘦，衣上猶沾佛院苔。
清／曹雪芹 紅樓夢 「賈寶玉：訪妙玉乞
紅梅」
這是清代曹雪芹名著 「紅樓夢」一書中第
五十回，寫寶玉、湘雲、黛玉、李紈等，進大
觀園在蘆雪庵聯詩，寶玉說不會聯句，被罰到
櫳翠庵妙玉處去取一枝紅梅來，不一回寶玉果
然冒雪而去取了一枝回來。書中寫到： 「原來
這枝梅花只有二尺高，旁有一橫枝縱橫而出，
約有五六尺長，其間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
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花吐胭
脂，香欺蘭蕙，各各稱賞」。但仍再罰寶玉作
上述之 「訪妙玉乞紅梅」七言律詩一首，詩
中 挑紅雪、割紫雲 都是比喩折紅梅。
今年這裡的冬天幾乎沒有下過雪，二月中
旬有好幾天氣溫甚至高達七十多八十度。二月
二十日大清早陽光普照，我忽然福至心靈掀開
窗簾一角，欣然看到後院梅園靠西邊的兩棵梅
樹盛開，我們等了快十年的紅梅終於開花了。
趕緊跑去園中觀賞，只見每株枝上雙瓣粉紅色

的花朵怒放，就如紅樓夢書中描寫的一樣，真
是使我大喜過望。梅園？紅梅？要講清楚這一
切，還得從十年前說起。
我們家後院朝南，有大小兩個陽台。因為
是木造的地板，太座每年都需恭親沖刷和塗
油，不勝其煩，早就想換一種不用維護的材
料。二〇〇七年初秋，秋高氣爽，太座和我在
住家社區附近散步，走近她一位朋友家，見到
陽台做得賞心悅目，非常喜歡。打聽之下原來
還是一位華裔庭園設計師吳大維設計而建造
的，於是就約好來我們家談談改裝陽台的事。
不久大維如約而至，談到將小陽台改建擴
大，改用一種叫 EverGrain 有紋路而不需維護
的塑膠和木材混合材料，太座並建議在小陽台
朝南邊加裝長凳狀的平板以供休息之用。大陽
台則改建為玻璃屋，東西兩邊各裝三扇窗可以
通風，南邊裝四片大玻璃窗可以對南眺望。和
大維談得很投機，他是一位庭園設計專家，建
議我們將後院開發為一個小花園，可以坐在大
小陽台上欣賞花花草草。這恰好深得吾心，我
說我只有兩個要求：一個是園中要有一座中國
式的紅橋，再就是順著地勢從東北斜向西南，
下大雨時雨水可順利流出園外。後來又加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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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桂 （laurel） ， 有 漂 亮 淡 紫 色 的 丁 香 （lilac），幾乎貼地的鼠尾草（sage）。在西南角
乾溪的兩邊，種了夏天會向四方延伸約八呎的
少女草（maiden grass）。
猶記得當時大維曾提起他的父母親是藝術
家。幸好我保留有當年大維寫給我們的花園建
議書，最近我赫然發現在首頁的左上角，他寫
了父母親的名字是吳承硯和單淑子。我真是孤
陋寡聞，原來吳先生和夫人是早期台灣有名的
畫家，作品主要為油畫、水彩、及水墨畫、及
瓷器上作畫再燒製的成品。他們夫婦倆還有一
段佳話。他們是表兄妹，當年在重慶同時考上
中央大學體育系和美術系就讀。因為要更就近
追求，吳先生兩年後轉入美術系從一年級開
始，他們都曾受教於名畫家徐悲鴻。當年他們
倆結為連理還是徐悲鴻證婚的。怪不得他們的
公子大維，獨具匠心為我們設計出這樣美侖美
奐的花園。數年前曾把大維推薦給一位朋友，
他去庭園設計公司詢問，可惜大維已回台灣
了。
因為花園中種有紅梅和臘梅，再加上太座
娘家姓梅，我們就命名這後院的小花園為 「梅
園」。今年欣見紅梅盛開，正好為我們慶祝金
婚之禧，就再以一首梅花的詩句結束本文。
北宋／蘇軾。 「紅梅」
年年芳信負紅梅，江畔垂垂又欲開。
珍重多情關伊令，直和根撥送春來。
（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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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遞分揀機器人視頻走紅
物流行業還有哪些高科技？
《快遞業發展
“十三五”規劃》
明確提出，鼓勵
快遞企業采用先
進適用技術和裝
備，推進機器人、
無人機、無人車
研發和應用。
無 人 機 送
快遞
—— 讓 包 裹
近日，快遞分揀機器人的壹段視
頻在網上走紅，引發人們對物流行業
高科技的關註。不久的將來，無人機
送快遞、智能櫃收包裹等或將變得觸
手可及，普通用戶也能享受到高科技
帶來的便利。

置，完成分揀。
據媒體報道，這些機器人可以對長
度不超過 60 厘米、寬度不超過 50 厘米、
重量在 5 公斤以下的小件包裹進行分揀
運送。每次掃碼時間在壹秒以內，運行
速度可達每秒三米，每小時可以完成
18000 件分揀。
分揀機器人
對此，網友評論稱“仿佛看到壹
——快遞業的“小黃人”
群小黃人”“掃地機器人辭職幹快
在這段走紅的快遞分揀機器人作業 遞 了 ” 。
視頻中，壹些裝備著橙色托盤的機器人
在政策上，推進科技創新成為快遞
迅速穿梭，將壹件件包裹運送到指定位 業發展的重要任務。國家郵政局發布的

飛壹會兒
派送是分揀之後的另壹個關鍵環
節。多家快遞公司開始在物流領域布
局無人車和無人機的應用。
以順豐為例，2013 年，順豐已開始
測試無人機送遞包裹。據順豐年報披
露，截至 2017 年 2 月，順豐控股在無人
機領域申報和獲得專利數量達 111 項。
京東無人機已在北京、西安等多地
投入運營。中新網從京東方面獲悉，截
至 2016 年 11 月，京東無人機已完成超過
1 萬分鐘的飛行總時長、近萬公裏的飛

行裏程、超過 1000 架次的飛行次數。
此前，京東無人車在北京亦莊送貨
智能快遞櫃
成功。無人車在配送站裝載貨物後，通
——提供 24 小時自助取件服務
過自主路徑規劃，將貨物送達指定位
北京、上海、廈門等城市的部分
置 ，並通過京東 APP、手機短信等方式 小區出現了壹種特殊的儲物櫃。快遞
通知用戶收貨，用戶到無人車前輸入提 員可將快件投放在櫃子裏，並以短信
貨碼即可打開貨倉收取貨物。
等方式通知用戶，提供 24 小時自助取
件服務。
快遞員專用手機軟件
目前常見的智能快遞櫃有豐巢、1
—— 實 時 了 解 快 遞 員 位 置 和 送 貨 號櫃、鳥箱等。有了這種智能快遞櫃，
時間
上班族再也不用因為家中無人收件而苦
如 果 能 實 時 了 解 快 遞 員 的 位 置 和 惱，快遞員也能避免白跑壹趟。
送貨時間，就能減少消費者的等待
北京市壹位市民告訴記者，她居住
時間。
的小區安裝有智能快遞櫃，只要輸入取
圓通推出了“行者”手機軟件，快 件碼或掃二維碼就可以開櫃取件。
遞員通過這款軟件可以完成搶單、壹鍵
“如果當天沒有時間去取，放兩三天
式掃描並給客戶打電話發短信，該軟件 也沒有問題，但定期會有短信提示及時
還具有支持電子面單打印、地圖導航、 處理，我用過的幾種快遞櫃都能綁定微
簽收狀態即時查詢等功能。
信，查詢狀態或投遞的快遞員信息都很
記 者 從圓通方面獲悉，這款軟件的 方便。”她說。
地圖導航功能可以讓消費者實時了解快
在政策上，《快遞業發展“十三五”
遞員的“行蹤”，對快遞員送貨上門的 規劃》提出，引導企業優化末端投遞方
時間心中有數，無需再像以往那樣盲等 式，形成上門投遞、智能箱投遞、平臺
快遞員。
投遞等多元末端服務體系。

第二屆國際開放物聯技術與標準峰會將開幕
綜合報導 由國家物聯網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
盟、國家物聯網基礎標準工作組共同主辦的“2017
（第二屆）國際開放物聯技術與標準峰會暨國家物
聯網基礎標準工作組全體會議”將於在北京國際會
議中心舉辦。將有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
化部科技司、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工業標準二部
領導、物聯網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理事長單位中
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及國家物聯網基礎標準工作組
單位領導出席致辭，共同拉開峰會序幕。
開放物聯，聚焦物聯網標準熱點
近年來，物聯網作為戰略新興產業之壹，得到
了國家部委、各地政府及產業界的高度重視，物聯
網技術在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多個行業領域得到
了廣泛應用。然而，物聯網產業的迅猛發展迫切需
要異構設備真正的互聯互通，開放物聯已成為物聯

網技術重要發展趨勢之壹。本屆峰會將聚焦業界廣
受關註的國際萬維物聯網標準進展、國家物聯網技
術標準化、物聯網標準研制及應用示範等主題，全
面展示國際開放物聯技術與標準發展。

礎標準工作組秘書長張暉、浙江慶漁堂農業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長\國家物聯網基礎標準工作組總
體組組長沈傑，有長期從事物聯網國際標準化工
作的 oneM2M MAS 工作組主席、W3C WoT IG 聯
合主席張永靖博士，還有來自學術界的中國農業
大學教授李道亮、同濟大學教授陳德基，來自產
業界的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信息科學研究院專
家、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解決方案
部經理林海等等。他們將從物聯網技術發展
趨 勢 、國家和國際物聯網標準化工作進展、標準
落地應用示範情況等多個方面全面深入展現物聯
網技術與標準化發展情況。

大腕雲集，精彩演講不容錯過
本 屆 峰 會 重 量 級 國 外 嘉 賓 有 W3C CEO Jeff
Jaffe 、 全 球 商 務 總 監 J.Alan Bird 、 Dave
Raggett 、 Kazuyuki Ashimura 等 ， 他 們 都 是 來 自
知 名 國 際 標 準 化 組 織 W3C 萬 維 網 聯 盟 的 領 導
專 家 ，將帶來國際萬維物聯網標準化發展最新動
態。國內嘉賓有我國物聯網領域頂尖專家學者中
國工程院院士劉韻潔、中國科學院院士尹浩，有
國家物聯網標準化工作的領袖人物國家物聯網基
趨勢解讀，引領產業發展
礎標準工作組組長劉海濤、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
本屆 峰 會 重 量 級 國 外 嘉 賓 Jeff Jaffe 博 士 是
研究院物聯網研究中心技術總監\國家物聯網基 W3C 首 席 執 行 官 （2009 至 今 ） ， 與 W3C 理 事 長

Tim Berners-Lee 爵 士 壹 起 聯 合 管 理 W3C， 負 責
W3C 聯 盟 戰 略 規 劃 及 全 球 業 務 管 理 。 此 次 Jeff
Jaffe 將 帶 來 《 下 壹 代 web 願 景 》 ， 非 常 值 得 期
待 。同時，中國工程院院士劉韻潔將提出對《未
來網絡發展趨勢及前景》的重要解讀，指明未來
網絡發展方向。
參會面廣，物聯網界頂級盛會
2016 年首屆峰會有來自國內外逾百家知名企
業、高校、科研院所代表參會，而本屆會議在會
議規格、規模、影響力方面將超越第壹屆峰會，
中國物聯網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國家物聯網
基礎標準工作組、W3C 聯盟會員單位及業界同仁
都將參會。本屆會議秉承權威、前瞻、務實和全
球化視野，將是物聯網技術標準方面最高級別的國
際技術與標準盛會。

時事圖片

烏拉圭舉行馴馬比賽 騎手上演
騎手上演“
“人仰馬翻
人仰馬翻”
”

烏拉圭蒙得維的亞舉行“
烏拉圭蒙得維的亞舉行
“克裏奧爾周
克裏奧爾周”
”馴馬比賽
馴馬比賽。
。眾多騎
手與野馬拼鬥，不時上演
手與野馬拼鬥，
不時上演“
“人仰馬翻
人仰馬翻”
”的情況
的情況。
。

監獄過度擁擠
歐洲最大監獄獄警抗議
法國巴黎維勒班特，
法國巴黎維勒班特
， 獄警設障礙物抗議弗勒裏
獄警設障礙物抗議弗勒裏摩羅吉斯(Villepinte)監獄過度擁擠
摩羅吉斯(Villepinte)
監獄過度擁擠。
。

斯洛伐克團隊設計太陽能流動膠囊屋

斯洛伐克工作室 Nice Architects 設計的太陽能便攜式房子 Ecocapsule
Ecocapsule。
。Ecocapsule 是壹款外觀可
愛、體型不大（尺寸約為 2.44 x 4.26 x 2.13 米）、能自我維持的可移動小屋。從外看像是壹個便攜
式膠囊小屋，可以容納兩個成年人居住。在小屋內部，妳可以看到折疊床、兩扇大窗戶、工作臺、熱
循環水、抽水馬桶，以及可以做出熱氣騰騰美食的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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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RK Vows To React To Any Mode Of War Desired By U.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YONGYANG, April 11 (Xinhua) --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DPRK) said late Monday
that the U.S. preparations for invading the DPRK
have reached "a serious phase of its scenario" with the
sending of a nuclear carrier task group in waters off the
Korean Peninsula by Pentagon.
A spokesman for the DPRK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as quoted by the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as
saying that the U.S. dispatching of Carl Vinson nuclear
carrier task group to waters off the peninsula "all of a
sudden" has proved that Washington's "reckless moves
of invading the DPRK have reached a serious phase of
its scenario."
"If the United States dares opt for a military action,
crying out for 'preemptive attack' and 'removal of
the headquarters,' the DPRK is ready to react to any
mode of war desi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aid the
spokesman.
He stressed that "the prevailing grave situation proves
once again that the DPRK was entirely justified for
increasing in every way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for
self-defense with preemptive attack with a nuclear
force as a pivo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foolish enough to deploy
strategic striking forces
one after another in South
Korea, trumpeting about
'peace by force of arms,'
but the DPRK remains
unfazed."
"We never beg for peace
but we will take the
toughest
counteraction
U.S. President Donald J. against the provocateurs in
Trump
order to defend ourselves
by powerful force of arms and keep to the road chosen
by ourselves," said the spokesman. (Courtesy news.
xinhuanet.com/english)

Related
DPRK Accuses U.S. Of Trying To "Maintain
Colonial Rule" In South Korea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DPRK)
last Monday accused the united States of trying to
"maintain its colonial rule" in South Korea by helping
the conservative forces remain in power.
Rodong Sinmun, the official daily of the ruling Korean
Workers' Party, said the United States is "displeased
with the ever increasing possibility of the collapse
of the conservative regime and regime change by the
progressive pro-reform forces in South Korea."
"The reality is clear that the U.S. remains unchanged
in its wild ambition for maintaining its colonial rule
over South Korea and gets ever more sly and vicious
in its methods to quench the South Korean people's
growing desire for independence," said the newspaper
in a commentary.

DPRK Supreme Leader Inspects Army's
Special Operation Forces Amid Tension With
U.S.
PYONGYANG, April 14 (Xinhua) -- Kim Jong Un,
the supreme leader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lic
of Korea (DPRK), has lately highlighted the role of
special forces of the Korean People's Army (KPA)
in combating enemy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Local official media said Thursday that Kim, who
is 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KPA, has recently
inspected several units of KPA special forces in the
army, navy and air force, saying he was satisfied with
their full preparedness for war.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inspects a dropping and
target-striking contest of the Korean People’s Army Special
Operation Forces, at an undisclosed location in a photo
released on April 14. (Photo/ AFP)
Kim Jong Un Inspects North Korean Army's Special
Operation Forces

North Korea calls this its first miniaturized nuclear warhead,
small enough to fit on a missile. Analysts call it the “disco
ball.”

Whenever South Korea faced a serious political crisis,
"the U.S. maintained its colonial rule by replacing
its lackeys with others and setting up a new puppet
regime," according to the newspaper.
"The colonial rule that divided the territory of Korea
and the homogeneous Korean nation into two and
inflicted unbearable pain upon the Koreans is bound to
collapse under the united struggle of the Koreans i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nd abroad," it said.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getting tense
as the United States is sending an aircraft carrier combat
group to the waters near the DPRK. Washington says
the deployment is in reaction to "provocations" by the
DPRK.
Pyongyang has carried out a number of missile
launches and nuclear tests, with the most recent being
Wednesday's launch of a ballistic missile.

grounded off the western coast of South Korea and
26 special force fighters infiltrated the inner land
for nearly two months. Most of them were killed in
fighting with South Korean and U.S. forces.

When guiding the "Dropping and Target-striking
Contest of KPA Special Operation Forces - 2017", Kim
listened to a report on the program of the contest and
issued an order for start at the observation post, said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KCNA).
Seeing light transport planes made zero-feet flights
in the sky dropping combatants, Kim was pleased
that "the commanding officers of those task forces
and pilots of the transport planes properly fixed the
dropping place, the flight altitude and the dropping
moment in a coordinated operation and they seemed
to have made a deep study of the reconnaissance data
about the enemy targets."
The contest was held at a time when tension is
increasing between the DPRK and the United States
over Washington's threat to stage military strikes
against Pyongyang over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tests.
The DPRK military has vowed to make its own
preemptive strike at a time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With about 100,000 or 10 percent of the KPA personnel,
the special forces are an elite force known for several
infiltration operations in South Korea and abroad,
notably the attack upon the Chong Wa Da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Seoul in 1968 and a submarine infiltration on
the western coast of South Korea in 1996.
In January 1968, 31 KPA special force fighters attacked
the Chong Wa Dae presidential palace, two of whom
escaped back home alive while 29 were killed.
In September 1996, a submarine of the KPA was

As tens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upsurges, the DPRK
has again reminded its antagonists of its feared special
forces which could strike with precision enemy targets
in a non-conventional, guerrilla-style warfare.
"Those combatants carrying out their duties
independently and proactively were reminiscent
of fierce tigers crossing the mountain ranges in the
southern half," Kim was quoted as saying during the
recent drill.
"After watching an automatic rifle live bullet firing of
combatants of the special operation battalion under the
direct control of KPA Unit 525, he said that the bullets
seemed to have their eyes and they were crack shots
that never miss targets," said the KCNA report.
Kim said the contest, successfully conducted "in the
significant time marking the 105th birth anniversary of
former president Kim Il Sung, is like a gift of loyalty
presented by the powerful revolutionary Paektusan
army to the president who had worked heart and soul
to round off the KPA's combat preparations, urging its
service personnel to intensify trainings with national
reunification in their minds at all times."
Kim Il Sung, founder of the DPRK, was a guerrilla
fighter against Japanese army during World War II at
the Paektusan mountain region on the border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His birthday falls on Saturday, April 15, which is
celebrated here as "Festival of the Sun."
(Courtesy news.xinhuanet.com/english)

Medium-Range Missile Exploded Seconds After Launch, But Pyongyang’s Defiance Could Lead To
Further U.S. Pressure On China, Observers Say

North Korean Missile Test Keeps Tensions Raised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 man watches footage of a North Korean ballistic missile
in Seoul on Sunday. (Photo: AP)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ere heightened
on Sunday when Pyongyang tested a missile, which
exploded soon after its launch but which analysts say
could put further pressure on China.
The failed launch from North Korea’s east coast came
a day after North Korea held a grand military parade,
and hours before US Vice-President Mike Pence’s
arrival in South Korea.
Top Chinese diplomat Yang -Jiechi and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talked on the phone after the
launch, Xinhua reported. Yang said the two sides
should continue dialogue to put Sino-US relations
on track, Xinhua said, but gave no details of their
discussions on North Korea.
Pence said the launch had underscored the risks facing
the region.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General H.R.
McMaster said Pyongyang’s “threatening behaviour”
could not go on.
But a US foreign policy adviser travelling with Pence
appeared less concerned, saying the test of what was
believed to be a medium-range missile had been
expected and that it exploded seconds after its launch.
“It follows another failed test. So really no need to
reinforce their failure,” the adviser said,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Pyongyang launched a missile earlier this month,
ahead of the summit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his US counterpart Donald Trump.
In a tweet on Sunday, Trump said Beijing was working
with the US on the North Korean issue.
“Why would I call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when
they are working with us on the North Korean program?
We will see what happens!" he wrote, referring to a US
Treasury Department decision last week to keep China
on its foreign-exchange watch list.
Lu Chao, director of the Border Studies Institute at the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id the latest
missile test, despite its failure, could be a message
from Pyongyang that it would not change its tough
stance in the face of US threats of military action.
The move was likely to draw even more pressure from
the US, which had ordered two aircraft carrier groups
to the region, Lu said.
“China would also face greater pressure from the
US to take further action, including ratcheting up its
sanctions against Pyongyang,” he added.
South Kore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the North’s
military parade on Saturday and its latest missile test
were a “show of force that threatens the whole world”.

The North Korean crisis has caught Beijing in a tricky
dilemma. It is under American pressure to contain
Pyongyang, but fears that drastic action might lead to
the collapse of its neighbor.
Trump has repeatedly vowed to take tough action
against Pyongyang, but has admitted he was mistaken
about Beijing’s ability to rein in its neighbour, saying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has stressed that that
there would be no winner in a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 Korea.

A float with model missiles and rockets reads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world", part of the parade last Saturday
in Pyongyang. Photo: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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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changed his perceptions during his meeting with Xi.
The US foreign policy adviser said Xi and Trump had
discussed “a number of steps” concerning Pyongyang,
and that Beijing had already taken action, citing the
turning back of a coal ship from North Korea.
On Saturday,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ai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winner in a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 Korea.
Liu Ming, from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id Beijing was unlikely to take further
action at this stage unless Pyongyang carried out a new
nuclear or long-range missile test.
Li Lifan, a Russian affairs expert from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id Beijing and
Moscow were preparing scenarios for confrontations
over Pyongyang.
“Both sides may have taken measures to respond to
any possible conflict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ough
the possibility of military conflicts remains low,” he
said. (Courtesy scm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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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凌學校幼兒園 & 課後輔導班
明天下午四時半至六時半為學校開放日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成立於 1993 年，有
24 年歷史的衛凌學校幼兒園及豐富多彩的課
後班，將於明天（ 4 月 21 日 ） 下午四時半至
六時半舉行「 學校開放日」，屆時將有美食，
遊戲，獎品等精彩活動，歡迎家長帶貴子弟前
來參觀，深刻認識衛凌學校豐富的教育經驗和
視如己出的育兒態度，衛凌學校真誠歡迎各位
小朋友的到來。
衛凌學校是持政府執照，正規合法的幼兒
園，成立於 1993 年，是休斯頓最早的華人幼
兒園。該校以中，英，西三語教學，全面培養
幼兒的語言能力。幼兒園免費提供營養早、午
餐，上下午並免費提供健康點心。由於該幼兒
園持有正規執照，孩童的學費可抵稅。
衛凌學校招收 8 周至 12 歲兒童，是中國
城附近唯一接收 18 個月以下幼兒的華人幼兒
園。並根據孩子的年齡科學分班，避免＂大小
孩兒＂同處一班，並根據科學合理師生比例，
確保每個孩子都能得到貼心的照顧。
衛凌學校收費合理，並免費提供申請政府
補貼服務，每人最高可達 90%； 並免費提供
申請＂助學金＂補貼服務，每人每月最高 $100

亞美舞蹈團四月十五日在市中心 Match
舉辦兩場聯合演出， 大獲成功！

亚美舞蹈团舞蹈“凤凰”由 Abby Ganze, Evelyn Fung,
Morgan Fu, Kristina Zhou 表演。

North Harris Performing Arts 表演的現代舞。

（ 本 報 訊 ）亞 美
舞 蹈 團 與 North Harris
Performing Arts 四 月
十五日在 市中心 Match
舉 辦 兩 場 聯 合 演 出，當
日 劇 場 歌 舞 升 平，演 出
獲 得 非常 大 的 成 功。亞
美舞蹈團展示了 16 支精
美 優 雅，中 國 各 民 族 特
色 的 舞 蹈，North Harris
Performing Arts 的 16
支舞蹈則 是大幅度肢體
語言的西方現代舞和富
有 動感節奏的 爵 士舞。
亞美舞蹈團為開拓團員
的 視 野，提 供 更 多 更 廣
泛 的 學 習 機 會，使 之 融
入美國主流社會。 演出
充分展示了演員的才華，
使 觀 眾 大 飽 眼 福，享 受
了美的盛宴。

元； 同時，推薦與被推薦雙方均有機會獲得
每人 $50 元的＂返現優惠＂； 同時，凡持有
本廣告的新生，每名新生均有機會獲得一次性
學費減免 $50 元的優惠。
另外，衛凌學校的豐富多彩的課後班也頗
值一提，不僅學校附近免費校車接送，上下午
提供免費健康點心外，周一至周五下午增設＂
藝術興趣班＂，凡今年五月一日前注冊的學
生，該校還免費贈送 60 課時的＂興趣班＂才
藝課。
衛 凌 學 校 地 址： 6925 Turtlewood Dr.
Houston ,TX 77072, 聯繫方式英文：281-5309895， 中 文： 713-653-4320， 學 校 網 址：
www.vanguard-academy.net

王朝旅遊推出：
孤星之州德克薩斯本地旅行團
（本報訊）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在美國
紀念日長周末假期帶您前往新奧爾良 3 天 $234/
人。為了慶祝王朝旅遊在 2017 年推出德州本地
團，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在美國紀念日長周
末假期帶您前往新奧爾良 3 天，欣賞新奧爾良
最著名的嘉年華街頭表演，品嘗小龍蝦、新奧爾
良法國餐，共乘密西西比河蒸汽河輪，在爵士音
樂的伴奏下漫舞， 團費每人只要 $234/ 人。王
朝旅遊位於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公司成立 20 年
以來，一直備受社會各界的支持與鼓勵，我們茁
壯成長為休斯頓旅遊資深業者。德克薩斯房價便
宜，稅率低，天氣適宜，不斷吸引了大批移民和
旅遊業者。王朝旅遊正式開通孤星之州德克薩斯
旅行團。旅遊天數從 1 日遊到 9 天遊遍德克薩
斯，我們的腳步將從休斯頓延伸到達拉斯、奧斯
汀、聖安東尼奧、新奧爾良和沃斯堡，讓您更加
深刻體會孤星之州的牛仔情懷。
德克薩斯是美國第二大州，面積僅次於阿拉
斯加。而全美 15 個大城市中，德州就擁有 5 座，
休斯頓，達拉斯，沃斯堡，奧斯汀和聖安東尼奧，
遊客可以從以上城市中感受德州獨特的文化底蘊
和迷人的自然景色。
“1845 年，我們接受了美利堅加入德克薩
斯共和國。”德州人民一直就是這麼驕傲，因此
遍地除了美國國旗之外，您到處都能發現德克薩

斯州旗。在這裏，您依舊可以在德克薩斯看見穿
著馬靴、帶著牛仔帽。
在德州，您可以看到 13000 多處歷史景點
和地標建築，它們記錄了這塊土地上發生的點點
滴滴，從阿拉莫戰役遺址到豪華宅邸，在廣闊的
牧場感受馳騁的自由不羈，在獨具特色的城市中
傾聽那傳奇的故事。
王朝旅遊將會為大家提供幾條經典的旅遊線
路，將囊括休斯頓、達拉斯、沃斯堡、奧斯汀、
聖安東尼奧等著名景點，希望給您帶來獨一無二
的德州體驗之旅。
•休斯頓一天遊 每人 $45
•奧斯汀、聖安東尼奧二天團 $198
•達拉斯，沃斯堡二天團 $198
•新奧爾良 3 天團 $234
我們還有 3~7 天的旅行團，可以遊遍整個
德州，需要詳細資料請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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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話 Phone：
（713）981-8868
微 信 WeChat：
aat713

讓夢想起飛
當芭芭拉•培林還是一名空服員時，她時常想像有天
能自己開飛機，翱翔天際。於是她參加飛行學校，加入
軍隊預備役，在累積多年飛行經驗後，她與合夥人
羅德•安德森成立一間飛行訓練服務公司 HeliStream。
他們的業務迅速拓展至私人運輸、直升機保養與空中
攝影等項目。許多銀行對於借款給這樣獨特的行業持
保留態度，但我們樂意提供協助。
我們的資金幫助 HeliStream 拓展機群，讓芭芭拉和羅德
的事業與他們的夢想一般，直上雲霄。
聯繫商機，向前邁進。
欲知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succeed
或致電 1.877.828.8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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