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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空再傳 休斯頓Kindred 一家醫院關閉 裁133人
（本報訊）位於休斯頓西 Memorial 的 一 家 醫 院 Kindred Hospital
Town and Country 上周五通知德州
勞工部，該醫院將從 6 月 27 日開始
裁員 133 名醫院員工。這家醫院位
於休斯頓西北部 10 號公路和 8 公號
路的交界。
本周一該醫院發出的聲明中表
示，有計劃徹底關閉該醫院，目前
該醫院已經停止接受新的病人。
Kindred 醫院是全美最大規模提
供長期緊急醫療護理的醫院，2014
年，該系統位於 Channelview 和休
斯頓北部的醫療機構關閉。2016 年
該系統又關閉了位於休斯頓 Holcombe 街道和 Baytown 上的醫院。
該機構在聲明中表示，該機構
一直致力於醫院的資產評估，同時
尋找更好的重新定位來為病人服務
。
目前，這家機構在休斯頓仍有

8 家醫院繼續運作，同時機構還表
示，將為這些被裁員的工作人員尋
找新的工作，希望能解決一些裁員
帶來的問題。
在本周五該機構給德州勞工部
的信中，Kindred 首席運營官 Stephanie Madrid 聲稱，該機構采取了策
略決定，將休斯頓的市場進行資產
重組，並且削減所有的工作職位。
德州勞工局此前曾表示，休斯
頓近年來能源業一直飽受能源價格
的影響，該行業裁員不斷，而從去
年開始，作為休斯頓的另一大經濟
支柱醫療行業也開始受到市場衝擊
，不少大型醫療機構出現裁員現像
，2016 年年底的 MD 安德森宣布裁
員 1000 人，成為該年度醫療系統最
大規模的裁員動作，也讓不少人懷
疑，休斯頓的經濟狀況是否會重現
2004 年的經濟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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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印第安土著遊行示威 持弓箭與警察
持弓箭與警察“
“單挑
單挑”
”

巴西巴西利亞，
巴西巴西利亞
，當地印第安人遊行抗議土著人權利被侵犯
當地印第安人遊行抗議土著人權利被侵犯，
，與警察
安生沖突。圖為壹名印第安人手持弓箭
安生沖突。
圖為壹名印第安人手持弓箭，
，與持槍警察對峙
與持槍警察對峙。
。

重重 3斤
0 價值百萬美元
日本打造純金星戰頭盔
日本東京，
日本東京
，壹個由純金打造的黑武士
壹個由純金打造的黑武士（
（星球大戰中著名角
色）面具在銀座的田中珠寶店展出
面具在銀座的田中珠寶店展出。
。為了紀念星球大戰系列電
影出品 40 周年
周年，
，該珠寶店花費了 15 公斤重的 24
24kk 純金打造了
這副真人大小的面具。
這副真人大小的面具
。該面具初步估值達到 140 萬美元
萬美元。
。據了
解該店將在 5 月 4 日星球大戰紀念日正式出售該面具
日星球大戰紀念日正式出售該面具，
，同時還
推出了系列紀念幣價值 1201 美元至 11124 美元不等
美元不等。
。

男子 BBC 大樓上演驚險壹幕
赤腳高空走鋼絲

英國倫敦，
英國倫敦
， 壹名男子在英國廣播公司
（BBC
BBC）
）播音室大樓表演高空走鋼絲
播音室大樓表演高空走鋼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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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平陽 20 項重大項目集中開工

總投資達 118.7 億元

綜合報導 重大項目是擴大有效投
資的重要手段，也是撬動經濟轉型升級
的強力杠桿。28 日上午，浙江平陽舉
行 2017 年第壹批重大項目集中開工儀
式，20 個項目總投資約 118.7 億元。據
平陽縣縣長陳永光介紹，這批項目建成
後將在改善社會民生、促進產業升級、
提升生態環境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平陽被譽為“浙南紅都、東南小鄒
魯”，近年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進入
“快車道”。2016 年該縣 30 項主要經
濟指標中，有 28 項指標增幅高於溫州
全市平均水平，GDP、工業總產值等 14

項指標增幅在溫州市排名前三。
“平陽正處在轉型發展的關鍵階
段，要鞏固提升良好發展勢頭，必須
以更大的決心、更大的力度抓好項目建
設，全面掀起重大項目建設的新熱潮。”
在陳永光看來，項目是推動發展最直
接 、 最有效的載體，也是增強發展動
力和後勁的關鍵所在。
記者了解到，28 日平陽集中開工
的包括 3 個水利項目、4 個交通項目、2
個服務業項目、5 個工業項目、6 個民
生及其他項目，這批項目投資體量大、
影響範圍廣、帶動能力強。

其中值得壹提的是，總投資 18 億
元的星際科幻谷文化園項目，是以文化
創意為核心旅遊主題，集太空科幻主
題 、VR 和 AR 先進技術、休閑旅遊為
壹體的現代化大型文化創意旅遊項目，
將打造成國內最大的 VR 主題樂園。其
也是迄今平陽引進落地最大的旅遊招商
引資項目。
“VR 主題樂園作為前沿、創新、
獨特的新業態，具有投資快、吸引力大
的的特點，必將迅速吸引大量遊客，並
帶動科技研發、創意文化、服務配套等
多個相關產業的發展。”據平陽縣旅遊
發展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毛芳
韜介紹，平陽縣旅遊資源豐富，但壹直
以來缺乏旅遊大項目，“此次將以該項
目落地為突破口，通過文化旅遊產業的
打造，帶動平陽整體旅遊大發展。”
“目前浙南閩北地區缺乏相類似的
主題樂園，‘星際科幻谷’主題樂園項
目落地，將能彌補這塊文化旅遊市場的
空白。”毛芳韜說道。
陳永光表示，當地將優化服務強保
障，堅持“零障礙”施工、“零距離”
服務，用最強的合力為項目建設打造最
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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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記者從中國（重慶）自由貿易試驗區新聞發布會
上獲悉，重慶兩江新區作為重慶自由貿易試驗區主場，計劃
2017 年引進外資 15 億美元以上，外貿進出口額超過 750 億元人
民幣，全面推進服務貿易和自主創新國家級試點。
重慶兩江新區納入自貿區的規劃面積為 86.33 平方公裏，占
重慶市整個自貿區近 72%。2017 年當地將圍繞“八大”重點產
業，以探索內陸開放高地建設、行政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為核心
任務，吸引高端要素和資源集聚。
重慶兩江新區自貿辦主任謝靜介紹，在深入推動行政體制
機制改革上，將全力打造透明化、法制化的營商環境。整合工
商、質監、食藥、物價四部門職能，成立市場監管局，構建行
政許可、市場監管、質量監管、消費維權、行政執法“五個壹
體化”工作機制。
其中，在推進商事制度改革方面，兩江新區爭取到了重慶
市級 283 項事權下放，精簡區級審批事項，僅市場監管局就將負
責的 62 項行政審批事項取消和整合為 38 項；在“互聯網+”政
務服務方面，推行網上審批、並聯審批，壓縮審批時限，審批
事項平均對外承諾辦理時間比法定時限減少 6 成，平均單件辦
理時間提速 8 成。
謝靜稱，在先進制造業平臺方面，當地推動建設了聚集現
代汽車、韓泰輪胎、SK 等壹批跨國企業的中韓產業園；在現代
服務業平臺方面，重點發展照母山服務貿易和科技創新城；在
特殊監管區域開放平臺方面，依托保稅港區大力發展“保稅+”
新型貿易；在口岸物流功能平臺方面，依托果園港、寸灘港和
江北國際機場，發展國際物流和多式聯運；在綜合配套服務平
臺方面，建立了保障科技成果轉化的知識產權服務中心，建立
開放辦學和專業人才培訓的互聯網學院，建立各種戰略性新興
產業的孵化和加速基地。
據透露，在外資聚集方面，2017 年重慶兩江新區將力爭引
進外資 15 億美元以上；外貿進出口額超過 750 億元人民幣。同
時，當地還將集聚高端產業，全面推進服務貿易和自主創新國
家級試點，力爭 2017 年服務貿易增速超過 25%、R&D 經費支出
占 GDP 的比重增長到 2.5%、全區金融增加值增長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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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兩江新區加快自貿區建設
計 劃 2017
年 引 進 外 資 15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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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持續火爆 國際酒店加速布局中國市場
綜合報導 “五壹”小長假再次點燃中國旅遊
市場。據旅遊機構攜程統計，4月28日至5月2日，中
國二、三城市酒店預訂量較壹周前暴漲約 2 至 3
倍，創近兩年新高。
近年來中國旅遊業持續發展，2016 年中國旅遊
總收入達 4.69 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大漲 13.6%，國
內旅遊人數超過 44.4 億人次。壹度遇到瓶頸的住宿
業也因此出現回暖。中國旅遊協會報告稱，截至去
年底，中國星級飯店存量結束連續三年下降，回升
至 12608 家。
在此背景下，各大國際酒店業巨頭加速布
局中國市場。4 月底，洲際酒店集團在大中華區
的第 300 家酒店——張家口容辰華邑酒店開門迎
客。與此同時，萬豪明確表示將繼續關註中國二、
三線乃至四線城市，雅高亦計劃未來兩年內在華再

開店 20 家。
旅遊、酒店等業火爆，得益於消費的強勁增長。
今年壹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增長的貢獻率高達 77.2%，比上年同期提
高 2.2 個百分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旅遊研究中心秘書長金準
指 出 ， 隨著中國消費環境不斷完善，促進消費
成為經濟“新常態”下官方政策選擇的重點，
旅遊業也因此受益。“國家發布了壹系列文件，
這些文件中發展和促進旅遊都被放在非常重要
的位置。”
“消費增長對酒店業來說肯定是壹個利好。”
洲際酒店集團全球首席執行官蘇榮琛（Richard Solomons）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如今中國經濟增速
世界領先，基礎設施建設完善，中產階級正在掘

起，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斷提升，這些因素共同構成
了酒店等消費行業充分發展的前提。
不過，面對誘人的中國市場，各大國際酒店的
挑戰也不小。
目前，中國大部分二三線城市酒店市場呈現供
大於求，加之本土酒店品牌後來居上，激烈的市場
份額競爭料將進壹步加劇供需失衡。更值得註意的
是，共享經濟興起改變了行業現狀，越來越多消費
者在旅遊、出行時選擇民宿等非標準住宿場所，而
非傳統酒店。
中國社科院發布的《旅遊綠皮書》報告顯示，
2016 年，以民宿、公寓、客棧等非星級、非經濟型
住宿產品服務為主的平臺在中國已經超過 20 家。
伴隨大量資本關註和支持，這些企業不斷重組整
合，迅速形成壹個令人矚目的細分市場，其出租的

客房數甚至遠超許多在飯店業耕耘多年的傳統住宿
業企業。
有業 內 人 士 指 出 ， 逐 漸 興 起 的 本 土 酒 店 品
牌更加了解中國消費者，非標準化住宿業則滿
足了顧客日漸多元化的需求，二者將對在華國
際酒店形成有力沖擊。因此，中國市場已不再
是國際酒店業巨頭們的“淘金場”，作為酒店
管理者，其需要創新管理服務模式，在發展上
實現提質增效。
盡管困難不少，但洲際酒店集團大中華區首席
執行官柯明思（Kenneth Macpherson）依然對中國
市場充滿信心。他向記者透露，目前大量資本仍在
源源不斷地進入酒店行業，中國酒店業主亦對於行
業投資亦持樂觀態度。“我們相信，長期來看中國
酒店業仍將保持良性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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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國家座右銘

陳少明/文
A motto is a short sentence or phrase chosen to express the
beliefs or ideals guiding an individual, family, institution or
even a country. For instance, the national motto of France is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the national motto of England
is “God and My Right” and the motto of the European Union
is "United in Diversity".
座右銘是用來表達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機構甚至一個
國家的信念或理想的短句或短語，。例如，法國的國家座
右銘是：“自由，平等，兄弟情誼”，英格蘭的國家座右
銘是：“上帝和我的權利” ，歐盟的座右銘是：“多元化
的聯合”。
The official motto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God We Trust". It
was adopted as the nation's motto in 1956 as a replacement
to the unofficial motto adopted in 1782. In the 5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ld War, atheism was widely spread. In the
song “L’internationale“, the lyrics even say “there is no
Supreme Savior". In order to show their strong standing with
God, the United States 84th Congress passed a joint
resolution declaring "IN GOD WE TRUST“ the national motto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w was signed by President
Eisenhower on July 30, 1956.
美國的官方座右銘是“我們信仰上帝”。 它在1956年被採
納為為國家的座右銘，以取代1782年通過的非正式的座右
銘。50年代，在冷戰的影響下，無神論曾廣泛傳播：在歌
曲“國際歌” 中，歌詞甚至說到“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
主“。 為了表明人們堅決地站在上帝的一邊，美國第84屆
大會通過了一項聯合決議宣布“我們信仰上帝” 作為美國
的國家的座右銘。 法律由艾森豪威爾總統於1956年7月30
日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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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usic, the word motto also means a phrase or a theme
that recurs throughout a musical work and has some
symbolic significance. The U.S. currency is an item most
frequently used in this country and is widely recognized
around the world. To print the national motto on the U.S
currency has its significant meaning.
在音樂中，motto這個詞是指在整個音樂作品中重複出現
並具有一定象徵意義的短語或主旋律。 美國貨幣是在這個
國家最反複使用的東西，並且在世界各地被廣泛地認識。
因此在貨幣上打印美國國家座右銘有著顯箸的意義。
The phrase "In God We Trust" has originated in the song "The
Star-Spangled Banner", written by Francis Scott Key during
the war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in 1812,
which became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1. The fourth stanza includes the phrase, "And this be our
motto: 'In God is our Trust.”
“我們信仰上帝”這句話的起源於弗朗西斯·斯科特·奇在
1812年的美英戰爭中所寫的“星條旗永不落” 歌曲中，後
來這歌曲在1931年成為了美國的國歌。歌曲中的第四段寫
到〝信仰上帝便是 我們的座右銘〞。
Besides the phrase of the motto appearing on the U.S.
currency and the national anthem, it also appears on the state
flag of Florida. Several state mottos mentioned God, for
instance, the Ohio state motto says: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In God We Trust “also appeared on the license
plates of the following states: Alaska, Arizona, Arkansas,
Florida, Indiana, Kansas, Kentucky, Louisiana, North Carolina,
Oklahoma, Pennsylvania, South Carolina, Tennessee, Utah,
Virginia, West Virginia, and Wisconsin.

郭樹植/修改
除了在美國貨幣和國歌上出現的座右銘外，它也出
現在佛羅里達州的州旗上。有些州在他們的州座右銘上也
提到了上帝，例如，俄亥俄州的座右銘便提到：“有了上
帝一切事都是可能。 “我們信仰上帝”也曾出現在以下各
州的汽車牌照上：如阿拉斯加州，亞利桑那州，阿肯色州，
佛羅里達州， 印第安納州，堪薩斯州，肯塔
基州，路易斯安那州，北卡羅來納州，俄克拉荷馬州，賓
夕法尼亞州，南卡羅來納州，田納西州，猶他州，弗吉尼
亞州，西弗吉尼亞州和威斯康星州等。
After the 9/11 attack, many public schools and private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posted "In God We Trust" posters in
their libraries, cafeterias and classrooms. The 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 supplied many of these posters to school
systems and determined to defend any possible legal
challenges to the display of these posters.
9/11事件之後，美國許多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都在他們的
圖書館，自助餐廳和教室中張貼“我們信仰上帝” 的海報。
美國家庭協會也向學校系統提供了許多這樣的海報，他們
並決心保護因展示這些海報可能引起的任何法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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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花：我眼中的朱小棣

與朱小棣在一個文學論壇曾泡過四年多，
回首起來，卻沒有一次留言互動的交集。為
何？一時還真說不清。我想可能是因他的名字
讓俺有種距離感。大明的一個皇帝叫朱棣，覺
得這個“棣”字很古老，許多人會讀錯，而他
叫朱小棣，這讓我感到他離俺很遙遠。再多了
解他一些，哇，既 MIT，又哈佛大學的，太厲
害了，更讓俺對他敬而遠之了。我還感覺似乎
和他有代溝。這種錯覺卻成了後來的序曲。
2016 年 12 月 10 日 ， 天 上 的 文 曲 星 在 聚
會，地球上，美國華府華文作家協會請來了著
名雙語作家朱小棣來講座。在大華府地區“窩
居”了十多年的我，很少參加當地的活動。這
次，想到與講座者在一個網壇上呆過，還曾有
代溝感覺，就過來捧捧場，也好看看到底有沒
有代溝？
當我一進講座間，就見到一位高個子的溫
文爾雅的有學者風範的先生。我想都沒想開口
就問：“您是朱先生嗎？”他略微點點頭，說
了一聲：“嗯”。就這樣一個熟悉的名字，一
下子變成了有豐富內容的一個人，所謂的代溝
錯覺一下子變成了油然而生的親切感。
聽他講座，他舉止隨意，口氣非常謙遜。
室內，無論男女老少，都畢恭畢敬地聽他侃侃
而談。講座後，在現場他贈我一本英文版《紅
屋 30 年 》 ， 我 贈 送 他 一 本 《 這 就 是 愛 》 詩
集。人們還為我們照了合影，有報道和照片為
證。
才思敏捷的朱小棣，12 月 13 日，就對我
的《這就是愛》詩集寫出了《有花如冰我不
識》的評文。對他在百忙中這樣快閱讀和評論
我的詩，我非常感激。雖然他的評文，與以往
我收到的評文比，文風完全不同，文字很牛，
言詞犀利，還少了許多泛美之詞。但卻多了忠
肯、厚重和可信度。讓我彌足珍惜。他自稱自
己是詩盲，卻為我用青春寫下的《一句話的代
價》、讀者在酒桌上鬥酒令時背誦的《驚
鳥》、讓讀者流淚的《如果》和《愛戀》，及
被寫進同名小說和得過世界詩人大會獎的《雙
面扇》等詩點了贊。
從此，我和他開始了更多的交往，當他看
到我的近作《並蒂蓮》和《向日葵》後說：
“從詩歌的角度，《並蒂蓮》是一首好詩，甚
至於好過《向日葵》。但從詩人的角度看，剛
好倒過來。和《並蒂蓮》一樣好的同類詩歌多
的是，不差你這一首。而《向日葵》一類的東
西，目前世界上還不夠多，因此，還有你未來
的地位。”聽聽，他哪裡是詩盲呀？他不但非
常懂詩的，還了解世界詩壇的動向。他還鼓勵
我在詩歌創作上要再加油！和他交往越多，越
發現他的博學、謙和、智慧、才華都非常出色
和傑出。漸漸地，他自然地成了我的詩歌知音
和文學兄長。
我一直認為一個好的作家主要靠作品立足
和說話。前不久讀到陳大新的《文字有味》一
文，他在文章中寫到：

“中華文化能數千年傳
承，實有賴漢字的魅力，方
塊字是地球上獨一無二的文
字。而使這樣的文字在排列
組合下，展示出生動、和
諧、有趣的面目，又有賴歷
代的大師和巨匠們，更有那
些熱愛文字的人們。周氏兄
弟文字的味道綿長、雋永，
其中魯迅特有的辛辣，總讓
人過癮、快感。白馬湖文學
群落裡的大師們，文字恬
淡，清芬，如煙，如茶。還
有一嘗味道便讓人欲罷不能的張愛玲。而王國
維的論詞，俞平伯的評紅樓，張愛玲的小說，
曹聚仁、張中行的談人物，金性堯、黃仁宇的
說史，呂叔湘的漫談，黃裳的書話，朱小棣的
閑讀，李澤厚的講美學，都膾炙人口，讓人津
津樂道。”此文中提到的朱小棣，就是本文裡
的朱小棣。
其實還有一個美國人的評論更有意思。他
說企鵝叢書至今有一些該出而沒出版的作品，
他一共列舉了 25 部，第 9 部是華盛頓•歐文的
《喬治•華盛頓傳》，第 18 部是《莎士比亞
全集》，第 25 部是朱小棣的《閑書閑話》。
而我要評價一個作家，一定要先讀他的作
品。讀者的雪亮眼睛告訴我“朱小棣讀書，我
們讀朱小棣。”這真是短平快讀書的捷徑！隨
著，“讀朱小棣”讀的越來越多，朱小棣的形
像也越來越高大起來。我與雨人同感“閑人”
朱小棣“閑”得有境界，“閑”得令人尊
敬。”（雨人的話）。與著名作家和詩人王渝
同快樂， 她說的話代表了我的心聲：“讀書
的快樂大致有三：與作者心有戚戚；佩服作者
獨特的見解；獲得新知。我讀《閑書閑話》是
三樣快樂具備。”我和畢誠同感嘆“掩卷之
余，我欽佩朱小棣的超常智慧與才華，更崇尚
他的真誠和膽識，正因為如此，他的文字成就
絕非一般學者可以匹敵（畢誠的話）。
下面，說說自己“讀朱小棣”的感受。我
覺得他的每篇閑談，就像是與朋友的輕松聊
天，與朋友的傾心交談。一下拉近你和他的距
離。他會真誠、率直地告訴你讀了誰的書，哪
段哪句話感動了他，書中的亮點在哪裡。他看
到了哪個細節從來沒人發現和注意，哪個方面
更能反應作者的本性等。他會告訴你他獨到的
見解。而他的見解是那樣的真誠，忠實他的內
心。他有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有還原歷史本真
的正義，及張揚人性的善良與呼喚人性的良知
的純尚。他的見解都充滿理性光芒和人性的光
輝。他的文字有嘲諷和自嘲，用詞或平和、淡
定或辛辣、犀利，有時又風趣、幽默，更有慈
悲的感動與大愛的胸懷。他的閑讀涉及面廣，
他的文筆都是神采飛揚，讀後令人對他嘆服和
頓生敬意！他閑讀出了自己的“閑”字品牌，
他用他的品牌文字征服了世界文壇與讀者。
如他在《還是愛讀魯迅》中寫到：
“孫郁選編的《魯迅書話》裡，開篇就是
“忽然想到”，一個熟而又熟的篇名。迅速跳
入眼簾的，是幾句早已被遺忘的文字：“我覺
得仿佛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我覺得革命以
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
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如此真實的寫
照，的確是被歷史復證過。但是除了魯迅，好
像還真沒有人再寫過類似這樣的話。
對於成吉思汗征服歐洲，魯迅是這麼寫
的，說他“到二十五歲，才知道所謂這‘我
們’最闊氣的時代，其實是蒙古人征服了中
國，我們做了奴才”。還說他“因為要查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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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
服‘斡羅思’，侵入匈奧，還在征服全中國之
前，那時的成吉思還不是我們的汗，倒是俄人
被奴的資格比我們老，應該他們說‘我們的成
吉思汗征服中國，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
的”。”
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
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寶貴的性
格。朱小棣欣賞魯迅的話，不動聲色地贊美了
魯迅的反叛當局的勇氣和還原蒙古侵華的真實
歷史，讓我們看到了，朱小棣有著魯迅一樣的
驍勇與風骨。
再來看看他的《不省心的老炮兒》：
“昨日在美國一小鎮圖書館裡邂逅馮小剛
的隨筆集《不省心》，我卻又情不自禁地下
架、裝包，終於給借了出來。看來也還是不省
心。
鬧了半天，真正打動我的，不是什麼高尚
無比的這藝術、那藝術，而是藝術家本人的內
心世界與良知。《不省心》的封面上樸素地印
著四行小字：“我這麼讓人不省心一主兒，也
能全須全尾，平平安安活到現在，老天爺真是
厚道了。”不知為何，這短短的幾行字，突然
在我眼前一亮，仿佛心有靈犀一點通，讓我急
急忙忙想要打開書頁，看看我猜得到底對不
對。
果不其然。書中第 69 頁，白紙黑字分明
寫著，“我曾經說了兩句實話，代價很大。先
是媳婦不讓睡覺，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
子的份上少說兩句實話行嗎？”又提到好友陳
道明曾聲色俱厲地質問：你不說實話能死嗎？
他還說，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沒關系，你倒多大
的霉跟我有關系！馮小剛於是寫道：“說兩句
真話竟讓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認栽。收聲。
往後我要嘴裡沒實話，大家包容。”
說的多好！“鬧了半天，真正打動我的，
不是什麼高尚無比的這藝術、那藝術，而是藝
術家本人的內心世界與良知。”從這話我看出
了朱小棣的善良和慈悲，看出了他的良知。這
比藝術更讓人感動！精華和經典就在於此。沒
有良知還談何藝術？還配談藝術嗎？朱小棣欣
賞這樣的文字，並為之感動，說明他的情懷和
良知，悄然無聲，卻有著電閃雷鳴般的力量！
不是嗎？
再看朱小棣的閑談，還能使浪漫詩人回到
人性的本真。他在《洗盡鉛華才是真》裡寫
到：
“詩人徐志摩的詩名讓他得以詩人的身份
載入史冊，盡管傳世的詩作很可能只剩下“輕
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那麼簡短有
力的十幾個字。而他作為一個散文家的地位，
則有過上下起伏的經歷。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
代，他就已經作為一種散文流派的代表而流
芳。
文采華麗，無疑是徐志摩散文風格的特
點，所以儲安平說他的“散文原是詩的擴
演”。我今天捧讀一本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5
年初版、2000 年再版的《徐志摩散文選集》，
方才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同時代的文人之所
以熱烈激賞他的華麗文采，其實是和白話文對
文言的革命有關。”
其實，我個人的閱讀偏好，從來就是不喜
歡華麗，而偏愛誠實。輕形式，重內容。所
以，像徐志摩的散文名篇《翡冷翠山居閑
話》、《我所知道的康橋》，都不是讓我醉心
的文字》
然而，畢竟在徐志摩的散文中，我還是找
了能夠叩擊我心靈的文字。那就是《我的彼
得》，寫給不在身邊、由前妻撫養而夭折的親

子。裡面寫道：“我既是你的父親，彼得，比
方說，為什麼我不能在你的生前，日子雖短，
給你應得的慈愛，為什麼要到這時候，你已經
去了不再回來，我才覺著骨肉的關連？並且假
如我這番不到歐洲，假如我在萬裡外接到你的
死耗，我怕我只能看作水面上的雲影，來時自
來，去時自去；正如你生前我不知欣喜，你在
時我不知愛惜，你去時也不能過分動我的情
感。我自分不是無情，不是寡恩，為什麼我對
自身的血肉，反是這般不近情的冷漠？彼得，
我問為什麼，這問的後身便是無限的隱痛；我
不能怨，我不能恨，更無從悔，我只是悵惘，
我只能問！明知是自苦的揶揄，但我只能忍
受。而況揶揄還不止此，我自身的父母，何嘗
不赤心的愛我；但他們的愛卻正是造成我痛苦
的原因；我自己也何嘗不篤愛我的親親，但我
不僅不能盡我的責任，不僅不曾給他們想望的
快樂，我，他們的獨子，也不免加添他們的煩
愁，造作他們的痛苦，這又是為什麼？在這
裡，我也是一般的不能恨，不能怨，更無從
悔，我只是悵惘——我只能問。昨天我是個孩
子，今天已是壯年；昨天腮邊還帶著圓潤的笑
渦，今天頭上已見星星的白發；光陰帶走的往
跡，再也不容追贖，留下在我們心頭的只是些
揶揄的鬼影”。
上述這樣的文字，絕不會是不老實的小雀
兒在嘰嘰喳喳，而只能是心血染成。所以，我
讀徐志摩，所能欣賞的，也只能是“洗盡鉛華
才是真”的地方。”
朱小棣說：“我個人的閱讀偏好，從來就
是不喜歡華麗，而偏愛誠實。”輕形式，重內
容，可見他做為學者的務實態度和理性。他說
徐志摩：“上述這樣的文字，絕不會是不老實
的小雀兒在嘰嘰喳喳，而只能是心血染成。所
以，我讀徐志摩，所能欣賞的，也只能是“洗
盡鉛華才是真”的地方。”我說朱小棣的文字
正是在物欲橫流、金錢萬能的社會的當下，難
見到的如“洗盡鉛華才是真”的地方。他的文
字是出污泥而不染的美與潔。也是洗滌和純淨
人們心靈的光與熱！
朱小棣，是海外知名雙語作家，作品有
《紅屋三十年》《新狄公案》《閑書閑話》
《地老天荒讀書閑》《閑讀近乎勇》《等閑識
得書幾卷》等。朱小棣的英文處女作《紅屋三
十年》出版後，立刻引起熱議，還入選了“傑
出學術圖書”。遠在歐洲的韓素音女士也特意
給他寫了封賀信，認為這是“最為全面客觀書
寫這一段歷史的書籍”。他續寫狄仁傑《狄公
案》，這本《新狄公案》被翻譯成法文出版
後，獲得了法國歷史偵探小說大獎第四名。一
系列以“閑”命名的隨筆集，是他近年來的成
就。
他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把別人喝咖啡的
時間都用來寫作。朱小棣說：“寫作本身，往
往是在喃喃自語。每句話都是一邊在心裡念，
一邊用手敲擊鍵盤寫出來。”正如他自己所
說：“從兒時看魯迅起，文學於我就從來不是
溫室裡的花朵。”
記得看過一篇文章說：一個人的成就的大
小取決於他的磁場和能量。文如其人，朱小棣
的人格和他的文字一樣都有巨大的無與倫比的
磁場和能量。他寫出了自己的品牌，他的作品
已成文學經典，他和他的經典必定傳世流
芳！我為漂泊海外的中華兒女中出了一個朱小
棣而感自豪和欣慰，為自己有這樣一位才俊做
知己而感到驕傲！
（2017 年 1 月 7 日 於美國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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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Trump Prepares ‘Show Of Force’ After North Korea's 3rd Failed Ballistic Missile Test

U.S. Warship Within ‘Striking Distance’ Of North Kore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 defence ministry spokesman
said: “Immediately after the aircraft
carrier arrived in the Sea of Japan,
South Korea and the US strike forces
launched a drill from 6pm Saturday.”

US Navy super-carrier the USS Carl Vinson.
The huge US Navy super-carrier USS Carl Vinson is
gearing up for war off the coast of North Korea after
Kim Jong-un’s third test fire flop this month.
USS Carl Vinson aircraft carrier group has arrived in
waters near the Korean peninsula, where it will join
the USS Michigan, a guided missile submarine that
docked in South Korea on Tuesday.
Upon arrival Saturday, the carrier kicked off a joint
drill with the South Korean navy.

A North Korean ballistic missile is fired from a
submarine during an earlier rocket test.
A medium range rocket also crashed down
into the Sea of Japan minutes after failed
launch last week.

The drill came hours after the North
launched a ballistic missile in apparent
defiance of a concerted US push for
tougher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to
curb Pyongyang’s nuclear weapons
ambitions.
The drill aimed to verify the allies'
capability to track and intercept
enemy ballistic missiles, a military
spokesman said.
He declined to clarify how long
the drill would last, but Yonhap
news agency said it was expected to
continue until sometime next week.
The drill will also include a livefire exercise and anti-submarine
maneouvres, the spokesman added.
It would mark the USS Carl Vinson's second operation
in South Korean waters in less than two months amid
heightened military tensions in Korea.
In March, the aircraft carrier carried out annual joint
drills.
Earlier this week, the US carrier had joint drills with
Japan's naval forces.
North Korea's state media said the North's military
is capable of sinking the aircraft carrier with a single
strike.

The enormous aircraft carrier USS Carl Vinson
is bristling with fighter and bomber jets as
well as missiles.

It comes a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aid a raft of new
economic sanctions and military manuvers may be
speedily deployed after the rocket threat.
A source told Reuters that new naval drills and more
war ships could be sent to the region in a further show
of force.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warned that
failure to curb Pyongyang's nuclear and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mes could lead to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Mr Tillerson said: "The threat of a nuclear attack on
Seoul, or Tokyo, is real, and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North Korea develops the capability to strike
the US mainland.
"Failing to act now on the most pressing security issue
in the world may bring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Earlier the President warned of a "major, major
conflict" with Kim Jong-un's hermit state if it doesn't
fall into line.
And China has ordered it to stand down its rocket
testing or risk harsh sanctions.
In a failed test, a missile was launched from Pukchang
Airfield north of the capital Pyongyang at about
9.30pm GMT.

People watch a TV broadcasting of North
Korea’s failed missile launch at a railway
station in Seoul.
US officials confirmed they had tracked the medium
range weapon, which may have been nuclear capable,
and that President Trump had been informed.
He later tweeted: "North Korea disrespected the
wishes of China & its highly respected President when

it launched, though unsuccessfully, a missile today.
Bad!"
The rocket exploded within North Korean territory
above the Sea of Japan minutes after it was fired,
military chiefs said.
"It's possible that something could be sped up," a
senior White House official said of the potential for
imposing new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Something that's ready to go could be taken from the
larger package and expedited."
Just hours earli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warned that failure to stop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missile development could lead to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warned the
UN on Friday of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if North Korea wasn't stopped.
China, which has long provided a lifeline to the rogue
nation, upped its effort to rein in its trigger-happy
neighbour by threatening economic curbs if it further
posed a risk.
But the Chinese echoed the Russians by cautioning the
West against threatening brute force against skittish
Kim.
America committed itself to keeping military options
"on the table" to ward off North Korea's nuclear
ambitions at a UN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on Friday.
North Korea is also ready to send up to 500,000
women soldiers to the front line if war with the US
breaks out, according to defectors’ estimates.(Courtesy
https://www.thesun.co.uk/news/3443226/)

President Reaches Out To Allies In Asia For Cooperation To Add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Trump Confers With Asia Allies
On North Korea Nuclear Threa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WASHINGTON (Reuters) -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n Sunday stepped up outreach to allies in Asia
to secure their cooperation to pressure North Korea
over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Trump spoke to the prime ministers of Thailand and
Singapore in separate phone calls about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and invited both of them to Washington,
U.S. officials said.

Trump talked on Saturday night with
Philippines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who
Trump also invited to the White House.
"They discussed ways to maintain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one U.S. official
said of the calls, speaking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Trump's calls to the two Asian leaders came two days
after North Korea test-launched another missile that
Washington and Seoul said was unsuccessful but
which drew widespread international condemnation.
Trump talked on Saturday night with Philippines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who was also
invited to the White
House. Duterte has been
criticized by human
rights groups for an antidrug campaign in which
more than 8,000 people
have died.
A week ago, Trump
spoke with the leaders of
China and Japan on the
North Korea issue.
"We need cooperation at
some level with as many
partners in the area as
we can get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our ducks
in a row,"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Reince
Priebus told ABC's
"This Week" earlier on Sunday.
"So if something does happen in North Korea, that we
have everyone in line backing up a plan of action that
may need to be put together with our partners in the
area,” he said. "We have got to be on the same page."
Priebus said the conversations were prompted by the
"potential for nuclear and massive destruction in Asia"
and eventu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president, who warned in an interview with
Reuters that a "major, major conflict" with North Korea
was possible, did not elaborate on any U.S. response to
the test. "You'll soon find out," he said on Saturday.
Trump has stressed he would not broadcast military
options to preserve an element of surprise. Hi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aid on Friday all
options remained on the table.
Pyongyang's missile test came as the USS Carl Vinson
aircraft carrier group arrived in waters near the Korean
peninsula, where it began exercises with the South
Korean navy on Saturday about 12 hours after the
failed launch, a South Korean navy official said.
Priebus said Trump was in regular contact with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nd that the president had
become "very close" to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rump, for whom China was a virtual punching bag
during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over trade, told
CBS that any trade disputes with the Asian economic
giant took a back seat to securing its cooperation on
North Korea.
China, North Korea's only major ally and it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has expressed increasing concern
about Pyongyang's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long-range ballistic missiles in violation of U.N.
resolutions. But it has warned against escalation.

"Trade is very important. But massive warfare with
millions, potentially millions of people being killed?

was asked if Washington must respond to the latest
test, especially after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told
allies during a trip to Asia this month that the "era of
strategic patience is over."
"Well, yes, we do have to do something," McMaster
said on "Fox News Sunday." He said that may mean
ratcheting up U.N. sanctions and also being prepared
for military operations.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hn Un and his
military advisers.
That, as we would say, trumps trade," Trump said in
the "Face the Nation" interview.
Similarly, concerns over human rights in the
Philippines, where critics cite extrajudicial killings
in Duterte's war on drugs, take a back seat to possible
confrontation in Asia.
"There is nothing right now facing this country and
facing the region that is a bigger threat than what is
happening in North Korea," Priebus said in the ABC
interview.
Thailand Prime Minister Prayuth Chan-ocha, a former
general, heads a military-dominated government
that took power in a 2014 coup. His government had
strained relations with Trump's predecessor, Barack
Obama.
H.R. McMaster,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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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 McMaster, President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It was unclear whether the consultations meant
Washington was preparing imminent action against
Pyongyang.
The United States may just be lining up the largest
coalition possible in the region to present a united front
against North Korea, said professor Jens David Ohlin,
an international law expert at Cornell Law School.
(Courtesy ttps://ca.news.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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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偉大的母愛，本報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4 月 30 日在自宅舉辦＂中國風情音樂會＂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為了感念慈祥、純真、偉大之
母愛猶如月光餘暉永恆地照耀我們------- 美南報系傳媒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特別在母親節前（4 月 30 日）在自宅舉
辦一場中國風情音樂會，有美國主流及兩岸的佳賓百餘人歡
聚一堂，大家除了享受李先生提供的戶外自助晚餐會，還有
許多李先生多年中外好友出席盛會，包括國會議員 Al Green
及專程來休士頓參加休士頓國際影展的美國奧斯卡終身評委
盧燕女士，也由著名雕刻家王維力陪同來到現場，立即引起
轟動。
音樂會主人李蔚華先生在音樂會之前首先感謝美國這個
國家，它給予美國公民的我們很多機遇和機會。他特別提到
三個多月前辭世的他的近百歲的老母親，母親的精神鼓舞了
他的一生----- 從中國到台灣，再到美國。他說： 今天在
座的都是他多年好友，以及他的夫人朱勤勤女士，他的專程
來自華府的大姐，小妹夫黃瑞禮律師等人。李蔚華先生說：
母親節讓我們記得來自何處，還有尊敬的好友--- 國會議員
Al Green, Glen Gondo 等人。
李先生的好友國會議員 Al Green 先生，也由其助理陪同
，在周日來到音樂會現場。他讚美李蔚華先生是極為特殊的
人，他極有遠見，所辦的活動他都親自參與，並深具歷史和
文化意義。他說： 李先生是來自台灣到美國的移民，他赤手
空拳在美國打天下，沒有任何奧援，如今，他的事業版圖，

不只在休士頓，更涵蓋整個美國。他的影響力更從華府，到
台灣、中國、日本----- 這種種的成就，皆來自母親給他的
教養，今天他辦音樂會懷念他的母親---那影響他一生最重
要的人物。
國會議員 Al Green 並帶來嘉獎狀及一面曾飄揚在國會山
莊的美國國旗。頒獎李先生及其夫人朱勤勤女士，及李先生
的大姐及妹夫黃瑞禮博士。
當天，有百餘位嘉賓參加這場溫馨，隆重的 「中國風情
音樂會 」。該音樂會由李蔚華先生製作，鄧潤京導演，Jim
Noteware 主持。演出的節目包括：莉敏老師率領的小朋友們
表演 「傣族舞蹈 」。劉牧的薩斯風獨奏，加上莫童的鼓，
Peter Liu 的吉他合奏 「藍色多瑙河 」； 楊萬青的葫蘆絲獨
奏 「麗江古城美 」，及由楊萬青演唱 「母親 」， 「世上只
有媽媽好」，而由陳毓玲的揚琴，魯小兵的手風琴，馬進、
邱濟平的二胡，以及姚慧賢的中院伴奏。最後由 Hugo 的吉他
彈唱 「Let's Stay Together 」 等三首英文歌曲，現場的氣氛極
好。
當天的貴賓還有盧燕女士來到現場，向現場觀眾作簡短
問候，更成為全場的焦點，離去時不少來賓抓緊時機與她合
照。當天現場佳賓唐心琴，朱江，王姸霞夫婦，更與盧燕是
舊識。盧燕當年還是朱江父親朱琴心先生的弟子。

國會議員 Al green ( 右二 ） 將一面在國會山莊飄揚過的美國國旗
將一面在國會山莊飄揚過的美國國旗，
，送
給李蔚華先生（
給李蔚華先生
（ 右三 ） 由李太太
由李太太（
（ 左三 起） 李大姐
李大姐，
，黃瑞禮博士等
人代表接受。（
人代表接受
。（右一
右一 ） 為音樂會司儀 Jim Noteware 。（
。（記者秦鴻鈞
記者秦鴻鈞
攝）

美華消費者協會上周六召開理事會
預定每年十月舉行大型的促銷互動交流活動

圖為上周六下午在 「 安穩保險
安穩保險」」 召集的 「 美華消費者協會 」 現場
現場。（
。（ 左
三 ）為該會會長楊德清
為該會會長楊德清，（
，（ 右四 ） 為宣傳部長 Lucy Han。（
Han。（ 記者秦鴻鈞
攝）

(本報訊) 今天下午 3-6 點，美華消費者協
會理事會在中國城美南銀行樓內安穩保險辦公
室召開 2017 年度第一次理事會。
今天共有十九位理事和義工參加了會議。
宣傳部長 Lucy 邀請到傳媒界秦鴻鈞參加了消
協理事會, 理事們熱情地邀請秦鴻均社長加入
來休士頓參加休士頓國際影展的美國奧斯卡終身評委盧燕女士（
（ 前排
消協。會議由秘書長羅錚主持，羅秘書長介紹 來休士頓參加休士頓國際影展的美國奧斯卡終身評委盧燕女士
左三），
左三
），也由雕刻名家王維力先生
也由雕刻名家王維力先生（
（
前排左二
）
來到音樂會現場受到
了從消協成立開始楊會長和各位理事的花了很
熱烈歡迎。（
。（ 左一 ） 為音樂會主辦人美南報系傳媒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多精力，為協會成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包括 熱烈歡迎
（
記者秦鴻鈞攝
）
歐陽律師為協會起草宗旨，二位會長助理
Joice 和 Joy 為宗旨翻譯工作等。並對幾個重要部門的工作 熱烈的討論。大家一致推選楊會長為第一屆大型促銷互動
成績進行了總結，會計部 Lisa 對帳目進行了總結，人事部 交流活動的總負責與策劃, 羅秘書長做總協調。商家發展部
長 Florence 希望大家繼續發簡歷，便於義工職位分配。對 部長馮濤將負責每個攤位的落實。大家熱情很高，一致認
今年的活動計劃大家暢所欲言提出配工作。教育部部長張 為跟進工作也很重要，每個月開 1～2 次會進行跟近。
大型的促銷互動交流活動將於每年的 10 月份舉行。會
燕曉總結了去年做的幾期講座非常受歡迎。理事們還對未
來工作提出了非常有建設性的建議。宣傳部長 Lucy Han 提 有各種地方風味的小吃，各行各業的商家與消費者見面，
議消協會在社區征集消協 logo，確定消協的 logo、橫幅、 節目，講座等綜合活動。這次活動由楊德清總負責，羅錚
義工服裝等。 商家發展部部長馮濤根據大家希望將為消協 秘書長等人協助。由幾方面主管負責各方面工作。場地及
建立自己的微信平台。楊德清會長提出組織每年一次的大 攤位負責翁艷秋，贊助負責馮濤，宣傳負責 Lucy Han，會
型與消費相關的促銷互動及交流活力，大家對此活動進行 計負責 Lisa Hao,後勤負責趙駿，顧問負責王亞飛，等等。

休城工商

台灣電影在 「第 50 屆休士頓國際影展」
獲 4 座戲劇劇情長片重要獎項
（本報訊）台灣 4 位新銳導演參加的本年第 50 屆休士頓國際
影展(WorldFest Houston)在本(4)月 29 日晚間舉行頒獎典禮，獲得
1 項評審團特別獎及 3 項金牌獎，為台灣文化實力之展現再添佳
績。
陳潔瑤導演的 「只要我長大」榮獲戲劇類劇情長片(家庭戲
劇)評審團特別獎-黃駿樺導演的 「海豬仔」獲得戲劇類劇情長片
(外語片)金牌獎-蔡銀娟導演的 「心靈時鐘」獲得戲劇類劇情長
片(家庭戲劇)金牌獎-邱立偉導演的 「小貓巴克裡」則獲得導演
戲劇類劇情長片(動畫片)金牌獎。此屆台灣入圍的 4 部戲劇類劇
情長片作品，全部獲獎，大獲全勝。
出席頒獎典禮的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代
表蔡總統、行政院林院長以及文化部鄭部長向導演們恭賀，稱許

邱立偉導演的 「小貓巴克里
小貓巴克里」」 則獲得導演戲劇類劇情長片
則獲得導演戲劇類劇情長片((動畫片
動畫片))
金牌獎。
金牌獎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及夫人邱瓊慧祝賀陳潔
瑤導演的 「只要我長大
只要我長大」」 榮獲戲劇類劇情長片
榮獲戲劇類劇情長片((家庭戲劇
家庭戲劇))評審團
特別獎.(
特別獎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這些影片是台灣之光，再次向國際專業人士說明台灣影視實力和
文化軟實力，並肯定 4 位新銳電影導演的努力，潛力不容忽視。
此次得獎的作品內容感人，不僅展現人道關懷，更把台灣美麗的
風景呈現在世人面前，值得細細品味。
休士頓國際影展為美國 3 大歷史悠久的國際影展之一，今年
一共有 74 個國家的 4,300 部作品參賽，獲選放映觀摩的有 87 部劇
情片，109 部短片；獎項分為 「大金人獎」(Grand Remi Awards)
、評審團特別獎(Special Jury Remi Awards)、白金牌獎(Platinum
Remi Awards)、金牌獎(Gold Remi Awards)、銀牌獎(Silver Remi
Awards)以及銅牌獎(Bronze Remi Awards)，競爭相當激烈，台灣
影片能夠脫穎而出，實屬不易。

邱立偉導演 、 蔡銀娟導演
邱立偉導演、
蔡銀娟導演、
、 陳潔瑤導演
陳潔瑤導演、
、 黃敏境處長夫婦
黃敏境處長夫婦、
、 黃駿
樺導演

這次休士頓影展台灣電影再創佳績,黃駿樺導演的 「海豬仔
這次休士頓影展台灣電影再創佳績,
海豬仔」」 獲得
戲劇類劇情長片((外語片
戲劇類劇情長片
外語片))金牌獎
金牌獎、
、蔡銀娟導演的 「心靈時鐘
心靈時鐘」」 獲得
戲劇類劇情長片((家庭戲劇
戲劇類劇情長片
家庭戲劇))金牌獎
金牌獎、
、邱立偉導演的 「小貓巴克里
小貓巴克里」」
則獲得導演戲劇類劇情長片((動畫片
則獲得導演戲劇類劇情長片
動畫片))金牌獎
金牌獎。
。出席頒獎典禮的駐休
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代表蔡總統、
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代表蔡總統
、 行政院林院長
以及文化部鄭部長向導演們恭賀。
以及文化部鄭部長向導演們恭賀
。 黃敏境處長及夫人邱瓊慧並分
享導演們獲獎的榮耀.(
享導演們獲獎的榮耀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海豬仔」」 獲得戲劇類劇情長片
獲得戲劇類劇情長片((外語片
外語片))金牌獎
金牌獎。
。很
蔡銀娟導演的 「 心靈時鐘
心靈時鐘」」 獲得戲劇類劇情長片
獲得戲劇類劇情長片(( 家庭戲劇
家庭戲劇)) 金 黃駿樺導演的 「海豬仔
榮幸參加第 50 屆美國休士頓國際影展，
屆美國休士頓國際影展，海豬仔得到戲劇類劇情長
牌獎。
牌獎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片（外語長片
外語長片）
）金獎
金獎((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