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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特別節目
張亞中作客談一中同表
大舉行﹒來自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林柔吟與葉冠

I-SWEEEP ﹐5 月 3 日至 8 日在休士頓喬治布朗會議中心盛

為持續跟進中華民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並關注兩岸政
汝同學的共同作品在本次競賽中榮獲本年度的「環境汙

治脈動﹐「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25 日(周二)晚間
播出特別節目﹐邀請孫文學校總校長與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張
會銅牌獎﹐表現相當優異﹒圖為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亞中(右)及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常務委員唐心琴(左)擔
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右四)與代表團合影﹐
教育組組長周慧
任嘉賓﹐由常中政(中)主持﹐針對孫文學校使命﹑
一中同表與
宜(左一)第一時間代表教育部部長潘文忠致贈賀電﹐
表達
一中各表差別﹑國民黨的走向作探討﹒(報導請詳見 A12 休城
祝賀之意﹒
社區)

染與管理項目」(Environment- Pollution & Management)大

政論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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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空談判，還是喊話?
由於去年五二 O 後，兩岸關
係暫停擺， 陸委會及海基會人員
不能去大陸直接溝通， 亞太和平
研究基金會董事長許信良及副董事長陳忠信，
也不能去大陸。唯一能去大陸的是首席顧問趙
春山。 他在馬英九執政時，擔任該基金會的董
事長，有八年之久。 蔡英文能用趙春山，是一
高招，趙春山能接受被用， 對趙本身是險棋。
五月五日由政治大學國關中心舉辦的這個
「兩岸交流三十年研討會」 ，明眼人一看即知
這是蔡政府精心設計的平台， 有向對岸傳遞信
息的功能，在無法面對面談判時， 用這種內部
研討方式，表達政府的看法及條件，這一新招
， 是謂隔空談判。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前身，在老
蔣總統和蔣經國總統時代， 是政府國際關係研
究的智庫，在國際間頗負聲譽。 後改編制於政
治大學，政府色彩漸退，變身為純學術機構。
這次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就是在對岸刻意不來往， 不接觸情況下，再
度由純學術機構，擔當溝通的平台重任。

（李慶平，前海基會副秘書長）

五二 O 之前，在兩岸關係仍在 「冷和」及
「冷對抗」時， 蔡政府想出一套新招。首先是
李大維，張小月在立法院的講話: 「兩 岸關係不
是國與國的關係」、 「兩岸關係就是兩岸關係
」。 五月初蔡英文在聯合報專訪中親自上陣，
隔岸喊話，提出 「三新」論 述。
如今快接近五二 O 及五二二，北京不動如
山，對於是否能參加 WTA 。蔡政府又想出一個
新招，由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首席顧問趙春山
， 及該基金會副董事長陳忠信，以參加政治大
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在五月五日舉辦的 「兩
岸交流 30 年」研討會中，提出蔡英文在五二 O
講話可能有更進一步兩岸新論述，提出條件，
焉然一種隔空談判的態勢，要北京接招，此乃
大戲即將開鑼。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和政府有密切關係，
是與大陸來往的重要智庫， 在馬英九執政時，
是兩岸除陸委會和海基會之外， 非常重要的第
二軌道智庫，負有兩岸溝通及潤滑劑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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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日參加研討者，除主辦單位的政大
校長周行一， 政大國關中心丁樹範，以及亞太
和平基金會首席顧問趙春山、 台北論壇基金會
董事長蘇起外，綠營出席者均具足分量， 他們
是陸委會副主委林正義、亞太和平基金會董事
長許信良、 副董事長陳忠信、前海基會董長洪
奇昌。
由於要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WHA，五月二十
二日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 大會 ，網路報名在八
日截止，但台灣迄仍未接到 WHA 邀請函。
趙春山在國研中心的講話便堪值玩味，他
大膽地預測: 「如果台灣不 能參加 WHA，其嚴
重性將使兩岸轉略會陷入衝突」。 反映出蔡政
府把是否能參加 WHA，當成蔡英文在五二 O 講
話， 是否有更進一步的善意新論述的交換條件
。
如果趙春山講話正確代表蔡政府策略，反
映的就是， 要把兩岸關係是否由 「和平對抗」
進入 「戰略衝突」了， 這就成了蔡英文的一場
豪賭。至於是否會成功， 端視趙春山本人是否
已與大陸私下有過溝通，得到正面反應， 否則
難上加難。
五二二是否參加 WHA，大陸方面需要蔡政
府先表個態， 對兩岸關係有雙方都能接受的新
論述。以目前蔡政府策略， 是要大陸先同意台
灣能參加 WHA，才會有五二 O 蔡英文的新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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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方式是像棋裡先將一軍的態勢，大陸會
同意嗎?難也。
陳忠信在陳水扁執政時，擔任過國家安全
會議代秘書長， 對未來是否有可能避開主權，
進行兩岸交流，他說 「我認為沒有機會」這是
一種進步論述。
但是他認為兩岸再復談後就進入深水區，
這恐怕是一種錯誤的判斷。
當年九二共識是在 「國統綱領」的第一階
段， 是事務性談判時的一項共識，是雙方以
「口頭聲明的方式， 表達一個中國的原則，而
不涉及 「一個中國的政治意涵」。 陳忠信稱
「國統綱領」是美麗錯誤的，則是一大敗筆。
承認九二共識，兩岸關係不一定立即就進
入深水區，即政治性談判， 而是雙方有了進入
和平發展的互信基礎。
陳忠信講話可解釋為誤判情勢，在台灣內
部對政治性談判， 尚無共識情況下，民進黨要
貿然進入深水區，並非明智。
台灣要參加世衛大會，很簡單，只要對
「九二共識」 或兩岸是何種關係，蔡英文先有
善意表態，才有可能姓。
如果趙春山私下代表蔡英文到北京，已經
溝通過， 提出蔡英文的新論述，北京也私下首
肯，接下來則有成功可能性。 否則受蔡英文重
用的趙春山講話，只是隔岸喊話。

本報特約評論員 劉屏 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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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總統說了謊嗎？
法國大選的另一輸家：
法國大選的另一輸家
：川普

了》之類的標題。但是，他們真的說謊了嗎？
問 題 的 起 源 是 軍 方， 而 問 題 的 成 因 則 是「 保
法國總統大選結束，39 歲的中間 得勝利」，也就是 「向那些有排外思 職前跑了一趟紐約的川普大樓，目的
密」。第三艦隊在 4 月 8 日發布消息時，只說「卡爾．
派馬克龍脫穎而出，成為法國歷來最 想的人宣告：法國不需要他們」。美 就是借重川普的光環。川普當然也希
文森」號等艦前往西太平洋，沒有具體說明這支隊
年輕的總統。只有二百多年前的拿破 國《紐約時報》則刊登一幅漫畫，一 望勒龐當選，法國第一輪投票前夕，
伍的目的地、任務等。艦隊部這麼做，符合美國海
崙比馬克龍更年輕就執政，不過那是 邊是法國人舉著標語牌，寫的是 「向 巴黎警察遭到恐怖分子殺害，川普的
軍一貫作法，但關鍵是正值北韓有事，軍方說這些
亂世，拿破崙發動政變建立專制體制 民粹說不」；另一邊是德國總理梅克 評論之一是 「對勒龐的選情有幫助」
艦隻「前往西太平洋」，很容易讓人想到是駛往朝
，再以 35 歲之齡成為法國皇帝。
爾夫人與美國總統川普觀選，川普說 ，他也公開讚揚勒龐 「在邊界問題上
鮮海域。
站在大西洋彼岸觀察，對美國而 「永遠不能相信法國人」。
是很強硬的」。
川普等人的說法是依據第三艦隊發布的新聞而
言，這次法國大選有兩大意義，一是
馬克龍支持區域統合，川普不會
相反的，馬克龍邀請美國的氣像
來，因此要問的是：軍方說謊了嗎？答案是：沒有。
阻擋了極右派的攻勢，一是媒體沒有 喜歡這個結果。德國將在今年秋天大
變化專家訪問法國，還公開說 「你們
因為美國海軍網站清楚表明，艦隊離開新加坡後，
隨著網絡駭客背後的惡勢力起舞。
選，梅克爾夫人的對手和她一樣，都
的新總統對氣候變化這件事是極端懷
在印尼的蘇門答臘島和爪哇島之間的巽他海峽航行，
從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到法國大選 主張維繫歐盟，這與馬克龍的立場是
疑的」，顯然馬、川的觀點南轅北轍
然後南下與澳洲海軍演習。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區分，
，不到半年，極右派在歐洲至少敗陣 一致的。於是：英國脫歐到川普當選
。
北至蒙古，南至澳、紐，都是西太平洋。
兩次，一次是奧地利的總統大選，一 ，是比較極端的一派當道；奧、荷、
面對俄羅斯總統普京，川普覺得
只能說，西太平洋實在很大。如果美國海軍一開
次是荷蘭的國會選舉。到了法國大選 法、德選舉，則是較溫和的聲音成為
惺惺相惜；馬克龍主張強硬對待普京
始就說的更詳細些，例如「先航向西太平洋南部，
期間，極右翼的 「國民陣線」候選人 主流，美國甚至有專家認為馬克龍當
。這又是川、馬立場迥異之處。
勒龐女士聲勢很旺，進入第二輪投票 選是 「正面反擊川普」，是
「隱性的
普京曾在莫斯科款宴勒龐，明擺
再航向西太平洋北部」，就不會出現誤解了。只是
，且民調一度顯示她獲得 42%的支持 挑戰川普，顯性的挑戰川普的意識型
著支持勒龐。而法國大選最後投票日
如前所述，美軍的慣例是不會說得太具體的。
，大有 「川普現像重演」之勢，但終 態」。
前夕，傳出俄羅斯駭客侵入馬克龍的
有人說，在發現外界誤解後，美國海軍為什麼不
究以 33.9%對 66.1%敗北。法國《解放
去年川普勝選後，勒龐不但是最
網站，令人想起美國大選時，傳出俄
出面澄清？要求匿名的美國國防官員回答說，川普
報》說，這個結果顯示 「自由精神贏 早道賀的人之一，而且還趕在川普就
羅斯駭客侵入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的
已經強調不惜以武力鎮懾北韓，軍方如果出面澄清，
一個星期來，幾乎全世界都認為美國航空母艦
會減損總統威望，甚至會使北韓誤以為美國政府內
「卡爾 ‧ 文森」號打擊群正在朝鮮海域，並且待命
部步調不一。
出擊。但是突然發現，這艘航母的真正位置遠在距
還好，「卡爾 ‧ 文森」號航母打擊群現在終於
離朝鮮半島 5,600 公里之處。這麼說，美國總統川普
在前往朝鮮海域的路上了，預計下周抵達。
撤了謊？
這起事件，各方議論很多，最有趣的之一是中國
4 月 8 日，美國海軍第三艦隊的公共事務辦公室
大陸某網友寫的，說美國這是「空城計」，明明沒
發布新聞，稱太平洋美軍司哈里斯（Harry B. Harris
有軍艦在朝鮮海域，卻弄得大家—包括北韓—都以
Jr.）上將已下令「卡爾．文森號」率領 1 艘巡洋艦、
為大軍壓境，逼得平壤當局不得不趕緊調適，說來
2 艘驅逐艦離開新加坡，前往西太平洋。
還是美國的心戰成功呢。
4 月 11 日，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表示，美國航
艦正在北上前往朝鮮水域，目的是強有力的遏制北
韓，並讓美國總統川普有更多選項。
4 月 12 日，川普接受福斯（Fox）新聞專訪時說
道：「我們派出無敵艦隊，威力非常強大」」。
這幾件事，自然讓外界認為「卡爾 ‧ 文森」號
正在往朝鮮半島駛去。那時川普剛剛結束與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會談，兩位元首都對北韓情勢感到憂
心，川普也表示對北韓獨裁者金正恩及其核武、導
彈計劃「耐心已經耗盡」，各方更因此認為美國藉
由航母打擊群對北韓施壓。於是東北亞風雲緊急，
令人憂心。
豈料「風雲緊急」根本是假的，因為「卡爾 ‧
文森」號航母打擊群正在南邊與澳大利亞海軍舉行
聯合演習，離朝鮮遠得很呢。
這麼一來，等於川普說了謊，也等於國防部長、
美國海軍都說了謊。美國媒體因此出現《被川普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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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選網站。兩件事對比，耐人尋味。
不管怎麼說，馬克龍不對川普的味，
再明顯不過。當然，身為國家元首，
兩人都必須有所克制，所以川普打電
話恭賀馬克龍，馬克龍更是小心翼翼
，最後一次大選辯論時，馬克龍沒有
按照事先排練那樣把勒龐與川普相提
並論。
法國大選是在周日投票，在上周
五晚上，傳出消息稱馬克龍的競選網
站遭到大規模駭客攻擊。然而法國媒
體全未報導（社群媒體另當別論），
直到本周一晚上才陸續報導，那時馬
克龍已經當選了。
法國媒體何以如此，可能是因為
被駭數量大的離譜，可能是因為曝光
的時機太過敏感，可能是媒體覺得需
要查證。不管是什麼理由，總之法國
媒體決定不加理會，也就是說，法國
沒有落入敵人在美國大選時布下的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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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蓋傳聞俄羅斯駭客入侵希拉蕊的
一個星期來，幾乎全世界都認為美國航空母艦
競選網站時，媒體大幅報導，支持希
「卡爾 ‧ 文森」號打擊群正在朝鮮海域，並且待命
拉蕊的人指稱川普陣營與俄羅斯合謀
出擊。但是突然發現，這艘航母的真正位置遠在距
離朝鮮半島
5,600 公里之處。這麼說，美國總統川普
，支持川普的人則指稱這是有心人故
撤了謊？
布疑陣以抹黑川普，各方相互抨擊，
4 月 8 日，美國海軍第三艦隊的公共事務辦公室
不但難堪，而且選戰失焦。這回法國
發布新聞，稱太平洋美軍司哈里斯（Harry B. Harris
人不理駭客，簡直是蔑視駭客背後的
Jr.）上將已下令「卡爾．文森號」率領
1 艘巡洋艦、
2 艘驅逐艦離開新加坡，前往西太平洋。
惡勢力，等於給美國（及其他國家）
4 月 11 日，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表示，美國航
媒體上了一課。
艦正在北上前往朝鮮水域，目的是強有力的遏制北
韓，並讓美國總統川普有更多選項。
4 月 12 日，川普接受福斯（Fox）新聞專訪時說
道：「我們派出無敵艦隊，威力非常強大」」。
這幾件事，自然讓外界認為「卡爾 ‧ 文森」號
正在往朝鮮半島駛去。那時川普剛剛結束與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會談，兩位元首都對北韓情勢感到憂
心，川普也表示對北韓獨裁者金正恩及其核武、導
彈計劃「耐心已經耗盡」，各方更因此認為美國藉
由航母打擊群對北韓施壓。於是東北亞風雲緊急，
令人憂心。
豈料「風雲緊急」根本是假的，因為「卡爾 ‧
文森」號航母打擊群正在南邊與澳大利亞海軍舉行
聯合演習，離朝鮮遠得很呢。
這麼一來，等於川普說了謊，也等於國防部長、
美國海軍都說了謊。美國媒體因此出現《被川普騙

出面
已經
會減
部步

在前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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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亮紅燈 ！ 華裔自保開
華裔自保開22 槍擊退持槍歹徒
遺落案發現場警方循線逮捕竊賊 破窗竊盜頻傳防不慎防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休士頓各地治安頻頻亮紅燈，持槍
入室行竊、破窗竊盜等事件防不慎防。休士頓警方提醒，平時多留意
謹慎，尤其國殤日(Memorial Day)長假期即將來臨，犯罪率提升，出
門在外都要提高警覺。
位於糖城地區 Wilcrest 和 Bellford 附近住宅，日前發生一起竊賊持
槍入室行竊，肆無忌憚的行竊貴重物品和收藏槍枝，恰巧被運動散步
返家的華裔屋主撞個正著，屋主開槍嚇阻起了作用，讓歹徒乖乖棄械
投降逃離現場，即使並未損失財物，但現場也被弄得凌亂不堪。
事發在 4 月 30 日上午，華裔屋主散步返家後發現車庫門被人打開
，近屋裡後發現自己的電視、貴重物品和收藏槍枝都被搬到客廳，他
於是警戒拿出隨身手槍自衛，並開槍兩生示警，一名年約 20 歲的非裔
歹徒聽到槍響後，將手持的槍口朝下，哀求表示 「希望屋主不要傷害
他，他會乖乖離開」，屋主也在對峙途中報警，歹徒趁機慌張逃離現
場。
整起事件隨後出現戲劇化轉變，歹徒作案的車鑰匙遺落在案發現
場，屋主友人根據鑰匙推敲車款，發現歹徒作案福特轎車車款停在附

歹徒從後院破壞門窗入侵。
歹徒從後院破壞門窗入侵
。(當事者提供
當事者提供))

近，讓警方順利根據此重要線索循線成功逮捕竊賊。
華裔警官 chael Lee 表示，擁槍自重是自己的權益，在生命面臨威
脅時，可對歹徒造成嚇阻作用，降低危險性，保護自己和家人的生命
財產。但德州自公開攜槍法案(Open Carry Law)開放後，發生多起開
槍打死人防衛過當的爭議事件。
Michael Lee 說， 雖然一再倡導擁槍自衛好處，但他也提醒，擁
槍分際一定要拿捏恰當，必須衡量是否在危急狀況，有必須性急迫用
槍理由，或是對自身生命財產造成威脅時，才是適當用槍時機，但往
往還是因 「個人認知」有模糊地帶。
其他地區也頻頻發生破窗竊盜事件，包括日前有華裔民眾來休士
頓洽公，才剛下飛機就遭歹徒破窗行竊，一台 GPS 不翼而飛。
另外也有華裔民眾深夜於 I- 10 公路旁的牛角用完餐後，才發現
車窗被歹徒擊破，裡頭的信用卡等值錢物品遭偷走，還被歹徒盜刷信
用卡。受害民眾皆表示，休士頓治安讓人擔憂，深夜最好不要隨意出
門，保障自己人身財產安全。

儘管受害華裔屋主沒損失任何錢財，但現場被弄得凌亂不堪
儘管受害華裔屋主沒損失任何錢財，
但現場被弄得凌亂不堪。
。(當事者
提供))
提供

近來也有民眾發生車窗被敲破行竊。
近來也有民眾發生車窗被敲破行竊
。(蕭姓讀者提供
蕭姓讀者提供))

屋主開槍自保打在臥室門框上兩彈孔痕跡。
屋主開槍自保打在臥室門框上兩彈孔痕跡
。(當事者提供
當事者提供))

今日美國網站、
今日美國網站
、今日美南微信號全新上線 掃二維碼最方便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因應數位時代來臨，順應時代
潮流，美南新聞為讀者和觀眾打造最強大實用的資訊平台，新
型態美南資訊網站 「今日美國」展現最真實全面的美國生活，
提供全面即時的第一手新聞和生活訊息，2017 年全新上線，帶
領休士頓華人媒體發展進入新紀元。
「今日美國」網站(www.today-america.com)升級原有美南
新聞網站，以 「展現最真實全面的美國生活，提供最強大的實
用的資訊平台」為宗旨，把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擴大成為全
方位的媒體傳播平台，除有全面即時新聞外，也包含美國教育
文化旅遊、商業等多方面的在地快捷資訊，帶給讀者最在地的
北美生活資料庫。
新上線的 「今日美國」網站， 「讓今日與眾不同」(Make
today different)為響亮口號，美南擁有最強大的記者團隊，用最
堅實的新聞資訊傳播，幫讀者拼湊出北美生活畫面。網站包含

今日要聞、各地僑社、北美熱點和工商版塊、美南電視
STV15.3、ITC、美南印刷、各地中文報紙等八大熱門分類，另
外，美南麥當勞教育展、春節園遊會、商家黃頁、分類廣告與
專欄文章也是關注焦點，提供多方面滾動資訊，網站便利讀者
閱讀，豐富華人掌握生活大小訊息。
其中，美南電視 15.3 頻道每周七天，持續每天 24 小時播出
即時新聞、娛樂綜藝、強檔戲劇、教育文化、時事座談、理財
投資等多元且豐富的節目內容。網站上也有美南自製休士頓當
地國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節目，豐富且多樣化，未來，
不只鎖定電視頻道，觀眾也可透過網站欣賞節目。
其他包括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ITC、美南麥當勞教育展和春
節園遊會都是美南營運以久的老字號品牌，網站上也可搜尋到
相關資訊，持續為讀者天天更新動態。
另外， 「今日美南」微信公眾號也開通，眾多即時新聞每

天推送，觀眾可掃描 「今日
美南」二微碼，關注微信公
眾號更方便快速，美南國際
電視和微信也會每星期定期
舉辦抽獎，敬請隨時關注本
台，好禮大放送。
讀者只要搜尋 「今日美
國 」 ， 或 輸 入 「www.to今日美南微信公眾號。
今日美南微信公眾號
。
day-america.com」 網 址 ， 即
可輕鬆找到美南資訊平台；或者掃描微信公眾號 「今日美南」
二維碼(QR Code)。民眾有任何疑問可電洽 281-498-4310 或直
接至本報社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詢問。

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
包括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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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布萊諾亞裔文化節隆重舉行
喜歡你，因為你包容了半個地球

亞裔文化節組委會、布萊諾市部分市議員、贊助商開幕式合影。
（海霞攝影）
（海霞攝影
）
（美南報業記者海霞報道）美國當地時間 5
月 6 日，布萊諾市第十四届的亞裔文化節，在市
區海格公園華麗登場，當天吸引萬人民衆共同
享受“洋廟會”時光，園區內,不同族裔的人們紛
紛穿上自己本民族的服裝，或表演、或陪伴家人
游園區，或找尋心儀的文化藏品，伴隨著亞洲美
食、繽紛多彩的文化節目、琳琅滿目的文化商品
、多元豐富的文化韵味，讓人們在這個城市生活
中，增加了幸福感！
主 辦 方“Celebrating Asian American Heritage Foundation”是布萊諾市政府指導的，致力
于支持教育，藝術和文化活動的非營利性的 501
（c）
（3）組織。為準備亞裔文化節，義工團隊為此

傾注很多時間和精力。

四寶、京劇臉譜、南亞木雕藝術品、紡織品等，令 文化節”在人們沸騰的心情中畫上圓滿句號，但
人目不暇接，喜歡收藏的朋友，慧眼識珠，一定 是大家意猶未盡，期待明年再見！民衆喜歡，是
能淘出很多“寶貝”
。布萊諾警察局也在這裏與 因為亞裔文化節包容了半個地球的精彩文化。
一、舞臺節目精彩紛呈
民衆近距離接觸，宣傳家庭安
當天的亞裔文化節，從上午 7:30 時開始，義
工們搭建舞臺、擺放桌椅，上午 9:00 時，觀光人 全知識。很多贊助商，在這裏向
群接踵而至。11：00 時，文藝節目開始，一直持續 游客展示公司的形象。
到下午 5：00 時，彙聚了來自亞裔各國風格的文
三、文化韵味多元豐富
藝節目。中國的節目有武術、舞獅、藏族、漢族等
民族舞、古典舞、少兒舞蹈、獨舞、雙人舞、傳統
來自中國、印度、美國當地
服飾,即“中國傳統旗袍秀”和“歷史服裝秀”等 的美食商家和食品卡車成為亞
等，部分舞蹈學校選送的舞蹈節目曾在全美獲 裔文化節的“寵兒”
，由于是市
獎；印度族裔有動感印度舞、南亞樂器演奏、韓 政府的監管，所有食品商家需
國跆拳道、舞蹈；還有泰國 要證照手續齊全。如果說美食
、菲律賓、孟加拉舞蹈。更 幫助人們解决吃喝的問題；那
有綜合了亞裔文化的時裝 麽養眼的文藝節目和小商品展
秀，義工演員穿著中國、印 示，滿足精神上的賞心悅目。民
度、越南、泰國等本各族的 衆游逛園區，目光所及，處處精
服裝，詮釋本民族的文化， 彩。記得有句廣告詞，當你愛上
同時向民衆展示家庭至上 一個人，請帶她到這裏！園區內
的美國價值觀，充分體現 ，不同的是，通過人們服裝，語
多元文化、家庭至上的觀 言、文化、喜好，展現异國風情，
念。
相同的是，以家庭為單位，注重
當地城市的生活和諧、文化包
二、商品展位琳琅滿 容和進步。很多情侶，很多父母
、孩子、老人、像迎接新年一樣
目
和往届相比，今年增 的心情，見證城市的和諧！
布萊諾亞裔文化節，于十
加了社區的攤位和學校的
四年前
，由當時在任的市長 Pat
互動，如：天翼中文學校、
美德中文學校的互動，現 Evans 倡導並推廣起來，是布萊
場書畫互動、文化社團的 諾亞裔傳統月的主要活動，逐
宣傳互動；而傳統的文化 漸成為布萊諾城市文化名片之
展位包含中國、印度、日本 一。吸引了德州儀器公司，美國
贊助商 AA 航空公司臺上抽獎（海霞攝影
海霞攝影）
）
、越南、臺灣、馬來西亞、尼 航空公司等大企業的贊助和支
泊爾、
泊爾
、佛教
佛教、
、基督教
基督教，
，富有 持，每年，近萬人游園、近 300 位
石家萍舞蹈學校選送）
）
（海霞攝影）
（海霞攝影
）
特色的文化元素，
特色的文化元素
，宛如濃 演職人員、近 70 個展位、近 30 亞裔文化節舞蹈秀（石家萍舞蹈學校選送
縮版的“小世博會”
。文化 個文化節目、第 14 届等，這些數
產品:旗袍、陽傘、扇子、手 字凝聚了很多志願者、義工的
動小獅子、玩具龍、珠寶首 付出。同時也是布萊諾多元文
飾、風箏、書畫作品、文房 化建設的一個成果。雖然“亞裔

上午，舞獅隊開啓亞裔文化節序幕（海霞攝影
海霞攝影）
）

中國旗袍秀（David Xu 攝影
攝影）
）

麗人舞蹈團參加亞裔舞蹈團多支舞蹈演出（田丹攝影
田丹攝影）
）

亞裔服飾展示（兒童
兒童）
）
（海霞攝影）
（海霞攝影
）

歌伴舞《茉莉花
茉莉花》
》
、青花瓷

旗袍舞（David Xu 攝影
攝影）
）

民族舞表演（海霞攝影
海霞攝影）
）

看演出的民衆（海霞攝影
海霞攝影）
）

亞裔文化節上部分文化商品展示（海霞攝影
海霞攝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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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匡胤和弟趙光義

北宋
太祖趙匡
胤，傳位
弟趙光義
是 為 太
宗，之後
經 歷 真
宗 、 仁
宗 、 英
宗 、 神
宗 、 哲
宗 、 徽
宗、欽宗
九 位 皇
帝，北宋
共 立 國
宋太宗趙光義
167 年 ；
南宋第一代皇帝高宗趙構早年因躲避金人追殺受
驚過度絕育，傳位太祖後裔趙眘（音義同慎）是
為孝宗，之後經歷光宗、寧宗、理宗、度宗、恭
帝、端宗、衛王共立國 153 年。說來很巧，北
宋、南宋各九個皇帝；趙匡胤、趙光義兄弟並稱
「祖宗」。他們的後代各有八個做了皇帝。兄弟
二人輪流當皇帝，其後代也輪流往復，不多不
少，並且北宋亡在太宗趙光義一脈手裡，南宋亡
在太祖趙匡胤一脈手裡，真可謂平分秋色。

（延慶公主）。948 年，21 歲的趙匡胤投奔後漢
樞 密 使 郭 威 （904-954） 幕 下 。 951 年 郭 威
（904-954） 稱 帝 建 立 後 周 ， 趙 匡 胤 任 禁 軍 軍
官，周世宗時官至殿前都點檢。 後周顯德五年
（958）賀氏病逝，卒年三十，是為 「孝惠賀皇
後」。翌年娶 17 歲繼室王氏（942-963）。王氏
相貌出眾，端莊賢淑，正直善良，愛好廣泛，善
彈箏鼓琴。王氏雖出身名門，卻無豪門驕嬌之
氣，及至貴為皇後，仍常服寬衣，不擺威勢，且
常自下御廚操辦膳食。王氏虔信佛教，每日晨
起，必先焚香誦經，然後到杜太後宮中問安侍
候，深得皇太後歡心。宋太祖對其更是恩寵有
加。王氏生來體質纖弱，所生二子一女均不幸夭
折。乾德元年（963）十二月初六病逝，年僅 22
歲。 「孝明王皇後」去世，趙匡胤十分傷心，鰥
居四年表示思念王皇後。開寶元年（968）二
月，年僅 17 歲的宋氏（952-995）被納入宮，成
為 趙 匡 胤 的 第 三 任 皇 後 ， 被 封 為 「孝 章 宋 皇
後」，因開寶年間入宮，號為 「
開寶皇後」。太
祖比宋皇後大二十五歲，甚至其元配所生長子趙
德昭也比宋皇後要年長一歲，然而夫妻相處和
洽。宋皇後姿色嬌豔，溫柔賢慧，史稱她每當太
祖退朝， 「常具冠帔候接，佐御饌」（《宋史•
後妃傳》）足見夫妻相敬如賓，宋後無出，她視
太祖僅存的二子德昭和德芳（959－981）如己
出。

宋 太 祖 趙 匡 胤 （927-976） 的 父 親 趙 弘 殷
（899-956）娶 15 歲的母親杜氏（902-961），
育有四子三女：邕王趙光濟（早逝）、宋太祖趙
匡胤、宋太宗趙光義、夔王趙光贊（早逝）、陳
國長公主、燕國長公主（開始嫁米福德，米福德
死再嫁高懷德）等。雖然趙匡胤長姊陳國長公主
未及䈂禮（女子二十則䈂）而逝，但流傳她精彩
絕倫的故事：其弟趙匡胤還沒有得到天下時，在
他行將率軍北征的前夕，都城突然謠言滿天飛，
說軍隊打算擁立趙匡胤為天子。趙匡胤問家人：
「外面一片亂鬨鬨的，謠言滿天飛，怎麼辦？」
她正在廚房作飯，拿起麵杖就打他，說： 「男子
漢大丈夫遇到大事臨頭，應該拿出主見去決定，
拿外面的流言來驚嚇家中的女流，你是幹什麼吃
的？」趙匡胤默默無語走出家門。（明張岱
（1597-1679）【夜航船】）趙匡胤先後共有三
個正妻，都被封為皇後。後晉開運初年（944）
趙匡胤娶 16 歲賀氏（929-958）為妻，生育三
子：長子滕王趙德秀（早逝）、次子燕㦤王趙德
昭（951－979）、三子舒王趙德林（早逝）；二
女：魏國大長公主（昭慶公主）和魯國大長公主

建隆三年（962）七月，宋太祖在退朝後留
下高懷德（926-982）、石守信（928-984）等
諸高級將領飲酒，演出【杯酒釋兵權】千古美
談。酒至半酣，宋太祖對將軍們說： 「我若沒有
諸位，也當不了皇帝。雖然我貴為天子，還不如
做節度使快樂。當了皇帝之後，我終日沒有好好
睡過。」此話令石守信等驚呼： 「陛下何出此
言，如今天命已定，誰敢再有異心？」趙匡胤說
道： 「誰不想要富貴？有朝一日，有人以黃袍披
在你身上，擁戴你當皇帝。縱使你不想造反，還
由得著你們嗎？」眾將領跪下哭著說： 「臣等愚
昧，不能瞭解此事該怎麼處理，還請陛下可憐我
們，指示一條生路。」宋太祖借機表達了自己讓
他們放棄兵權的想法。翌日，各位將軍稱病請
辭，宋太祖一一敕准。【杯酒釋兵權】一舉，宋
太祖還搭上【一妹三女聯姻】：高懷德和妹燕國
長公主、石守信子石保吉（953-1009）娶次女
延 慶 公 主 、 王 審 琦 （925-974） 子 王 承 衍
（952-1008） 娶 長 女 昭 慶 公 主 、 魏 仁 浦
（911-969） 子 魏 鹹 信 （949-1017） 娶 永 慶 公
主 ； 還 有 秦 王 趙 廷 美 （947-984） 娶 張 令 鐸
（911-970）三女楚國夫人。另外令人津津樂道
的美談是宋太祖【雪夜訪趙普】：宋初，太祖
數次微行過功臣家，趙普每退朝，不敢便衣
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
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
帝曰： 「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裀

趙匡胤三個皇後

明朝劉俊 【 雪夜訪普圖
明朝劉俊【
雪夜訪普圖】
】 是一幅歷史故
事畫，
事畫
， 描繪的是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夜訪重
臣趙普，
臣趙普
， 詢問計謀的史實
詢問計謀的史實。
。 畫幅層次分明
畫幅層次分明：
：
下部為趙普家的大門及院牆，
下部為趙普家的大門及院牆
， 門半啟半閉
門半啟半閉，
，
門外站著趙匡胤的隨從數人；
門外站著趙匡胤的隨從數人
； 進入門內
進入門內，
，有
一段空地，
一段空地
， 然後便是全圖的中心
然後便是全圖的中心。
。 趙匡胤和
趙普二人盤腿而坐，
趙普二人盤腿而坐
， 身邊置炭盆
身邊置炭盆，
， 既可取
暖 ， 又為烤肉
又為烤肉。
。 他們身後是一座大屏風
他們身後是一座大屏風，
，趙
普的妻子露出半個身子，
普的妻子露出半個身子
， 雙手捧酒壺
雙手捧酒壺。
。 君臣
二人交談正酣。
二人交談正酣
。 畫家運用線條十分純熟
畫家運用線條十分純熟，
，很
富表現力。
富表現力
。

【杯酒釋兵權】與【雪夜訪趙普】

呂克明

地坐堂中（雙層的坐臥墊褥），熾炭燒肉。普妻
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北漢）。
普曰： 「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
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
逃乎？」帝笑曰： 「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
（《宋史•趙普傳》）北宋初【雪夜訪趙普】，
宋太祖兄弟在趙普家與趙普共同商議國家大事，
前後十九年，終於實現了國家的統一。

【金匱之盟】與【燭影斧聲】

流傳趙匡胤的民間故事很多，其中以【千裡
送京娘】為著名。傳說趙京娘隨父去北岳還願，
不料路遇響馬，被扣押於趙匡胤叔父趙景清所在
的道觀。趙匡胤訪觀時聽得哭聲，便救下了京
娘。又怕她還會遭難，便護送她返家。為了行路
方便，二人結成兄妹。京娘返回蒲州家中，家人
欲將京娘許配給趙匡胤，趙匡胤拒絕並大怒而
去，眾人猜疑他倆之間的關係。為表二人清白，
京娘留下絕命詩： 「天賦紅顏不遇時，受人凌辱
被人欺。今宵一死酬公子，彼此清名天地知。」
後於河北武安門道川投湖自盡，【京娘湖】亦由
此得名。（馮夢龍《警世通言》）另外值得一提
的是【太祖三誓】：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
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
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
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元豐二年（1079）【烏
臺詩案】宋神宗也因此誓約，不殺蘇軾
（1037-1101）。另外和宋太祖趙匡胤的死有關
的【金匱之盟】與【燭影斧聲】兩種說法。前者
發生於宋太祖【陳橋兵變】被擁立為帝後一年，
太祖的母親杜太後病危，臨終前召見太祖、趙光
義及宰相趙普，講述她的遺命。她認為宋太祖能
稱帝，主要是前朝後周太宗英年早逝，死後帝位
由只有七歲大的兒子繼承，以至主少國疑，宋太
祖才有機會發動兵變稱帝，故遺命太祖死後由成
長大成人弟弟趙光義繼承帝位，以免重蹈後周的
覆轍。宋太祖同意母親的遺命，並命在場的宰相
趙普筆錄下來並存於金匱中，稱【金匱之盟】。
後者發生於開寶 9 年（976），趙匡胤在北征契
丹的途中，其弟趙光義飲酒，共宿宮中，清晨暴
死，得年 50 歲。關於趙匡胤的死，《宋史.太祖
本紀》上只簡略的記載： 「癸醜夕，帝崩於萬歲
殿，年五十，殯於殿西階。」根據僧文瑩的《續
湘山野錄》記載，有【燭影斧聲】的說法：至所
期之夕，上御太清閣四望氣。是夕果晴，星鬥明
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氣陡變，雪雹
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端門，召開封王
（趙光義），即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
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帝
引拄斧截雪，顧太宗曰： 「好做，好做！」遂解
帶就寢，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宗受遺
詔於柩前即位。

趙光義【雪中送炭】

宋太宗趙光義（939-997），是宋太祖趙匡

南宋名家範成大（1126
南宋名家範成大（
1126-1193
1193）
）筆下
筆下【
【雪中
送炭與龔養正】
送炭與龔養正
】的雪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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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弟，本名
趙匡義，太
祖登基後，
為避諱，改
名趙光義。
宋太宗較兄
長有作為，
勤於政務，
關心民生；
不過他兩度
宋太祖趙匡胤
伐遼失敗，
導致四川王小波、李順農民起義。太平興國 4 年
（979）趙光義移師幽州，試圖一舉收復燕雲 16
州，在高粱河展開激戰，宋軍大敗中箭，多年後
瘡發去世。南宋詩人範成大（1126-1193）《石
湖居士詩集》的《大雪送炭與芥隱》詩中有這樣
兩句： 「不是雪中須送炭，聊裝風景要詩來。」
【釋文】是說不是真的來送炭，是藉機來要詩
的。這種明明是來救濟朋友，卻為朋友留餘地的
做法，是值得尊敬的。成語【雪中送炭】就是從
範成大的詩句中簡化而來的。在《宋史•太宗
紀》中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淳化四年（993）
二月嚴寒，數日大雪紛飛。宋太宗住在宮中，
身著皮衣仍然覺得冷。宮外更是天寒地凍，他忽
然想到： 「這樣寒冷的天氣，城裡一定有不少貧
苦人家，風雪中不知如何過活？」於是馬上傳旨
開封府尹進宮，帶上衣食和木炭去幫助那些窮苦
人家。借助 「送烏薪」來表達對朋友的問候。宋
詩人高登（1104-1159）【覓蠹椽】詩，也曾因
「雪寒官冷家乏薪炭」而作文向朋友求救： 「雪
中送炭從來事，況爾羈躬覓蠹椽。」【釋文】是
說因為天寒，高登家中無薪柴可取暖，所以去向
友人要，卻發現友人也是窮到只好把家中的酒槽
劈了來當柴燒，他只好回去找看有沒有被蟲柱壞
的樑柱可用。成語【雪中送炭】是用來比喻在別
人極端困難和危急的時刻，給予人及時的幫助。
值得一提的是，科舉制度雖始於隋唐，但真正完
善是在北宋。宋太宗擴大了取士的規模， 還有
北宋一反 「唐代不立即可以做官的制度」，一登
進士，就是入仕之期， 一考上狀元可以光宗耀
祖，因此能夠吸引士大夫不惜焚膏繼晷，努力應
考。宋太宗還嚴格科舉考試並親自複試。呂蒙正
（946-1011）
就在這個大環
境下，考取了
北宋太宗太平
興 國 2 年
（977）
榜
109 名 進 士 中
的第一名。宰
相呂蒙正曾作
【破窯賦】傳
世。（全文
完）

《警世通言
警世通言》
》是明末清初作家馮夢
龍的白話小說集 ， 初版於明天啟四年
龍的白話小說集，
（1624
1624），
），與
與《喻世明言
喻世明言》、《
》、《醒世恆
醒世恆
言》並稱 「三言
三言」」 。後來明代凌濛初在
「三言
三言」」 的直接影響下寫下兩部短篇小
說集：《
說集
：《初刻拍案驚奇
初刻拍案驚奇 》、《
》、《二刻拍
二刻拍
案驚奇》，
案驚奇
》，成為
成為 「 二拍
二拍」」 。 「 三言兩
拍」 是中國古代成就最大的兩個白話短
篇小說集。
篇小說集
。

1751 年版狄德羅
年版狄德羅（
（Denis
Diderot） 主 編 的 《 百 科 全
Diderot）
書》扉頁

是三行先生（
是三行先生
（1927
1927-2003
2003）
）書呂蒙正
書呂蒙正（
（946
946-1011
1011）【
）【破窯賦
破窯賦】
】

明 張 岱 （1597
1597-1679
1679）
）著【夜航
船 】。
】。張岱驚人的博學使他以一人之
張岱驚人的博學使他以一人之
力編出了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夜航
船 》，
》，在他死後
在他死後 24 年 ， 遠在千裡之外
的法國誕生了狄德羅（
的法國誕生了狄德羅
（Denis Diderot，
Diderot，
1713－
1713
－ 1784
1784），
），另一部百科全書將在
另一部百科全書將在
這個人手上編成。
這個人手上編成
。(余秋雨
余秋雨《
《夜航船
夜航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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腥風千裡揚州路
我是土生土長的揚州人，一九二 0 年出生
在彩衣街老宅，直到三七年逃難才離鄉。小時
候，我並不覺得家鄉有甚麼好。一道破破爛爛
的城牆，一條條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街道，彎彎
曲曲的一人巷，堆滿街頭巷尾的垃圾，有甚麼
好？甚麼 「三分明月二分在揚州」，甚麼 「煙
花三月下揚州」，甚麼 「二十四橋明月夜，玉
人何處教吹簫」，仿佛都是無稽之談。
蘆溝橋炮聲一響，幾個月後日寇兵臨城
下，我上過五年半的揚州中學宣布解散，全體
師生齊集樹人堂，合唱《松花江上》，唱到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全
場泣不成聲。會後，大家紛紛離校，我也加入
了流亡學生的隊伍。誰料到，別時容易見時
難，我就從此漂泊天涯。十幾年當中，跑過不
少中外名城，我反而日益懷念我那 「一無是
處」的故鄉了。
一九五一年夏天，我從芝加哥大學兼程
回國，應聘到燕京大學任教。游子還鄉，滿以
為從此可以安居樂業，為人民服務了。我把寡
母從揚州接到北京同住，暫時就不急於還鄉。
誰料到，一入彀中，一切便都身不由己。先是
我中了 「陽謀」暗算，發配北大荒，老母和妻
子兒女被趕到合肥。及至 「文革」十年浩劫，
紅衛兵勒令我的老母離城，這時我已身為 「牛
鬼」，一籌莫展，只能眼睜睜看著老人家在離
家十五年之後又孤身還鄉。
一九六八年二月，接到堂弟從揚州發來
的電報，得知老母病逝。我立即請假去奔喪。
經過一晝夜車船的折騰，我這個游子終於踏上
了闊別卅一年的故土。我多想喊一聲： 「故
鄉，你的游子回來啦！」可是故鄉變化不小，
乍一看幾乎面目全非。那熟悉的城牆不見了，
那些青石板路也不見了，我的腳下是一條板著
幹部面孔的水泥大街，兩旁排列著千篇一律的
兩、三層的水泥樓房，要多醜有多醜。而我
呢， 「塵滿面，鬢如霜」，形同陌路。我問了
幾次路才找到家門，兩扇黑漆大門變成了一扇
寒磣的小門。進們後才知道經過房改，原來巫
姓一家住的房子已經住上好幾家了。聽堂弟妹
們說，老人家是因為缺醫少藥，糖尿病加劇致
死。靈停在一間黑屋子裏，老人家在那裏面度
過最後一年多孤苦伶仃的日子，棺材是用兩扇
舊門板打的。

第二天一早，我跟在一輛平板車後
我笑著用揚州口音說： 「我也會說揚州
面，把靈柩送往城郊去入土為
話。」
安。一路上，我回想她的一生，從小是孤
小胖子又樂呵呵地說： 「叔叔說的又不
兒，在叔父家長到三十多歲，被嫁給我父親當 像。」
填房接管六個未成年的兒女。父親賦閑，家裏
我突然感到失落了，我多麼羨慕那位
靠典當過日子，娘真是茹苦含辛把我們拉扯大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催」的詩
了，還不讓失學，談何容易！後來，她一人寡 人。
滿街到處都是高音喇叭，播送著震耳欲
居十年，直到我回國把她接到北京同住，滿心
聾的革命歌曲。我心裏卻回蕩著來自童年的歌
以為從此可以歡度晚年了。無奈十七年來，老
人家受我株連，沒過上幾年好日子，最後還趕 聲。年年夏天黃昏時分，沿街人家往往在家門
上 「文革」苦海無邊，唯有一死才得到解脫。 口乘涼。總有一個瞎子，中年男的，穿一身土
白布褂褲，邊走邊拉胡琴。有一個十來歲的姑
多年來，雖然說不上為揚州魂牽夢繞，
娘，背後拖著一條漆黑的大辮子，一手扶著瞎
我還是常常惦著回到 「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
子，一手提著一個收錢的小布口袋，低頭唱著
一行。怎麼也沒料到， 「三十一年還舊國，」
各種小調。時隔數十年，我早已附庸風雅，胡
竟是在腥風血雨中來埋葬含恨死去的老母。死
亂哼哼西洋歌曲，可是她常用《四季相思》的
者好歹安息了，活下來的，磨難還沒盡頭哩。
調子唱的孟姜女萬裡尋夫的故事卻難以忘懷。
當年那些恐懼和夢想，它們曾驅使我在腥風血
古城夏夜，她那如泣如訴的哀歌讓我過早地體
雨中背井離鄉，去追求一個美好的新世界。如
味到人生的苦難。我曾取笑自己，畢竟孟姜女
今，夢想早已破碎，恐懼卻牢牢地織入生活的
的故事早已是老古董，秦始皇那個暴君也早已
經緯。游子還鄉仿佛是一場醒不了的噩夢中的
遺臭萬年了，何必自作多情，為古人擔憂。沒
插曲。
料到， 「反右」浩劫中，我被充軍比萬喜良還
安 葬 後 第 二 天 ， 弟 妹 們 忙 於 「鬧 革
遠幾千裡呢。妻子也像孟姜女當年一樣，為冰
命」，我獨自到大街小巷去走走，看看故鄉似
天雪地中服苦役的丈夫做棉衣，又千辛萬苦、
曾相識的面貌，聽聽久已生疏的鄉音。彩衣街
長途跋涉去獄中探望人命危淺的丈夫。我在故
的名字是怎麼來的，我小時從來沒聽說過，現
鄉的土地上踽踽獨行，忍不住流下淚來。不用
在也無心去打聽。只覺得這彩色斑爛的名字，
問人： 「今天還有盲人歌女唱孟姜女嗎？」
對兩旁貼滿大字報的長街，真是絕妙的諷刺。
出天甯門，沿瘦西湖走到綠楊村。冬天
我想起當年那些擺攤子的手藝人，或是用麵
湖水淺，沒有遊船。我猛然想起當年綠楊樹下
團，或是用梨膏糖，作成形形色色的神仙人
有位老者，身上穿件道袍，手提一根釣魚桿，
物，孫悟空啦、豬八戒啦、哪吒啦、托塔李天
桿端掛著個布口袋。湖裏有遊船經過時，老人
王啦，一個個神采飛揚，五色繽紛。那些彩衣
家就站起身來，不緊不慢地把口袋伸到船上，
神仙曾為我孤寂的童年添過多少生趣，畫過多 抑揚頓挫地唱一段道情，討點錢。他常唱的那
少好夢！
段，我又輕輕哼了起來： 「老漁翁，一釣竿，
一個過路的胖男駭好奇地睜著大眼睛朝 靠山崖，傍水灣，扁舟來往無牽絆。沙鷗點點
我看，我便問他還有沒有做麵人兒和糖人兒 輕波遠，荻港蕭蕭白晝寒。高歌一曲斜陽晚，
的，他笑呵呵地說： 「一聽就曉得叔叔是外地 一霎時波搖金影，驀抬頭月上東山。」何等的
來的。掃四舊早就把他們掃光了。」
神仙境界！不用問，這樣的老漁翁早已絕跡，
我說： 「你不覺得可惜嗎？」
道情自然也沒人唱了，鄭板橋這樣的 「反動」
胖孩子說： 「那有甚麼法子！文化大革 思想也難逃紅色恐怖的熊熊烈火。
命嘛！」
等我重訪了 「長堤春柳」和五亭橋，斜
我說： 「你說得對。你的揚州話說得真 陽已晚。回到彩衣街，經過一家燒餅店，猛然
好聽。」
聞見一股烤燒餅的香味撲鼻而來，又把我帶回
他說： 「揚州人不說揚州話說甚麼？」 少年的歲月。每天清早，我背上書包，走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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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前去要幾個銅板，然後就連蹦帶跳上學去。
到了燒餅鋪，買兩個剛出爐的燒餅，一路走一
路吃。蘿蔔絲燒餅一年四季都有，雪白的蘿蔔
絲配上香噴噴的蔥花，比 「獅子頭」還好吃。
豌豆苗燒餅只有春天有，鼓鼓囊囊的夾滿了碧
綠粉嫩的豆苗，色香味俱全，今天想起來還流
口水。此刻站在燒餅鋪前，我忍不住問道：
「有蘿蔔絲、豌豆苗的燒餅嗎？」一個年輕的
師傅打量了我一番，笑著說： 「早已不做了。
只做 「椒鹽草鞋底」，大路貨。同志是外鄉來
的吧？」
我怎麼能忘記，整整七年前，也是春節
期間，我在勞改營裏餓得奄奄一息，娘從北京
去探監，從茶澱火車站到清河勞改農場，一雙
小腳走十多裡碎石子路，手裏提著食品袋。眼
看著白髮蒼蒼的老母疲憊不堪的神情，我好不
容易才忍住眼淚。娘從袋子裏先拿出個紙包，
邊打開包邊說： 「我記得你小時候最愛吃烤爐
燒餅，蘿蔔絲的、豌豆苗的。豌豆苗，北京連
影子也沒有。白蘿蔔倒有，不如揚州的好吃。
現在好麵粉也困難，春節一戶才配給一斤。我
切了一碗白蘿蔔絲，加了蔥花，滴了幾滴麻
油，包了十個小餅子，一個一個在煤球爐上烤
出來的，自然沒有燒餅鋪做的好吃。」我忍不
住哭了。
娘說： 「哭甚麼，吃吧。」
我一邊說著話一邊吃起燒餅來，不知不
覺就把十個都報銷了。
娘問： 「味道還可以嗎？」
我說： 「說不上，我是豬八戒吃人參
果，食而不知其味。再來十個我就知味了。」
娘黯然一笑說： 「聽說你們這裏餓死了
不少人，看到你活著，我就放心啦。」
今天我還活著，您卻只是一抔黃土了，
而我被 「掃四舊」嚇得連一個燒餅也沒敢供在
您靈前。
再見了，似曾相識的故鄉！我好比一個
失去的古王國的考古工作者，從時間的窖穴裏
發掘到一些碎片、幾塊化石，也許它們會為我
打開一扇門，讓我走進那個塵封土埋的世界。
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 一九九四年八月下旬於維州維也納又
一村客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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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空中 Wi-Fi 市場預期達百億

帶動空中消費新模式

提供空中 Wi-Fi 試運營服務，國內航班只
在 北 京 和 廣 州 之 間 的 往 返 CZ3105 和
CZ3112 航班上提供。海航和南航均表
示，未來將視情況逐步擴大試運營的航
線航班範圍。

空中 Wi-Fi，顧名思義，就是要讓
乘客坐飛機時能夠通過 Wi-Fi 接入互聯
網的服務，作為提升旅客出行舒適度
的重要手段，空中 Wi-Fi 受到越來越多
的歡迎。目前，東航、國航、南航、
海航和春秋航空等航空公司已經試水
空中 Wi-Fi。數據顯示，國外的航空乘
客 ， 在 選 擇 航 班 時 ， 超 過 60% 會 首 選
有無線網絡服務的飛機，50%的乘客願
意為享受空中 Wi-Fi 而放棄旅途中的其
他便利。
根 據 中 國 民 航 網 調 查， 在 我 國，
超 過 73% 的 旅 客 其 旅 途 行 為 第 壹 意 願
就是上網，而當飛行時間超過 4 小時
後 ，這壹意願接近 100%；超過 70%的
旅客願意付費享受空中 Wi-Fi 服務，當
飛行時間超過 4 小時，這壹意願更是高
達 88.8%。
隨著乘客對空中 Wi-Fi 的需求量大大
增加，各航空公司布局此項業務的步伐
也在加快。4 月 12 日，我國首顆高通量
通信衛星實踐十三號的成功發射，為航
空公司的空中 Wi-Fi 布局加速提供了良好
助力作用。聯通公司也加入到空中 Wi-Fi
建設布局的版圖中來，4 月下旬，聯通
旗下的全資子公司聯通寬帶在線與航美
在線、海特凱融聯合宣布組建“聯通航
美”公司，主要任務是為中國聯通提供
航空 Wi-Fi 集成服務、產品開發、客戶服
務等。
空中 Wi-Fi 在我國起步雖晚，發展卻

非常快。2013 年，國航在國內首次實
現全球衛星通訊互聯網航班飛行，在
萬米高空為旅客提供定制互聯網服
務 。2014 年 4 月 16 日，國航在北京飛
往 成 都 的 CA4116 航 班 上 實 現 了 ATG
（地面基站）模式下的空地寬帶無線
通信上網。
繼國航布局 Wi-Fi 航班後，2015 年，
多家航空公司在飛機上加裝 Wi-Fi 設備。
但是，安裝 Wi-Fi 的飛機大多是寬體客
機，飛國際航線，數量也極其有限。據
了解，截至 2016 年，美國有 78%的航班
提供空中 Wi-Fi 服務。中國互聯網市場發
達程度已絲毫不遜色於美國，甚至在移
動支付、文化娛樂、電子商務等領域已
超越美國市場，但現在我國的航空公司
仍無規模化的商用空中 Wi-Fi 服務，還處
於免費體驗階段。
■ 數據
海南航空 據工作人員介紹，海南
航空目前具有空中 Wi-Fi 功能的飛機號
為 B5139， 機 型 主 要 是 波 音 737-800 客
機。
東方航空 為上海到紐約、舊金山、
洛杉磯、芝加哥、多倫多和溫哥華的所
有航班提供空中 Wi-Fi 服務，其余航班的
Wi-Fi 服務則需要視情況而定，不能完全
保障。
南方航空 今年 3 月 26 日到 10 月 28
日，南航在國內和國際航線內 12 個航班

現狀
2016 年 起 中 國 航 空 空 中 Wi-Fi 布
局加速
作為過渡，我國很多航空公司在航
班尚未接入“真實”互聯網時，采用
“空中無線局域網”為機上乘客提供機
上局域網娛樂項目。以深圳航空為例，
深航航班中開通了客艙娛樂平臺“雲
途”，乘客能通過該系統觀看預先存儲
的新聞、電影，聽音樂，玩遊戲，甚至
可以實現隨機與同航班的旅客進行聊
天 ，但習慣了流暢 Wi-Fi 的乘客，對於
限定內容與方式的“空中無線局域網”
並不“感冒”。
中國的航空業雖然在 2013 年就已經
試驗完成天地互聯網通信，但是從整個
航班服務上來看，空中 Wi-Fi 的布局是在
進入 2016 年之後逐漸加速的。
國航自 2016 年 11 月起，已經兩次募
資 200 余 億 元 人 民 幣 購 買 或 升 級 機 上
Wi-Fi；春秋航空對 2 架飛機完成了機上
Wi-Fi 改造；東航轉型辦公室副主任張弛
介紹，東航將改造或預設 100 架寬體飛
機機上 Wi-Fi 設置，計劃在三年內讓機載
Wi-Fi 成為東航標配。
除了航空公司在加緊布局，我國的
互聯網通訊基礎設施建設也在加速。在
實踐十三號經過壹系列的狀態調整、技
術試驗成熟之後，國內航班機艙內通信
上網不便的窘境將會改變。
此外，聯通航美已經與包括南航、
國航、東航和海航在內的多家航空公司
確認達成合作關系。未來，通過空中
Wi-Fi 旅客在客艙內即可實現旅遊目的地
實況查詢、酒店及航班預訂、購物等服
務。
Global Industry Analysts 預測指出，
到 2022 年，全球裝配機載 Wi-Fi 設備的

民航飛機將達到 11000 余架次，其中 19% 的情況下，改裝壹架飛機需要 350 萬人
的飛機屬於亞太地區航空公司，會比 民幣。
2015 年增長近 17 倍，其中主要增長來源
展望
為中國市場。
規模化商用有望促生空中網絡購物
除了技術瓶頸，空中 Wi-Fi 的規模化
瓶頸
商用也需要航空公司探索，這是航空公
壹架飛機加裝 Wi-Fi 需要 350 萬
空 中 Wi-Fi 的 未 來 預 期 很 好 ， 但 司需要啃的硬骨頭。
東航和南航雖然標明空中 Wi-Fi 的價
要普及在政策和技術上還需要壹段路
格在 258 元，但是只要提前申請，獲得
要走。
通訊資源稀缺也是空中 Wi-Fi 普及中 體驗名額後即可免費使用，國航、海航
需要面對的問題，這主要牽扯到衛星資 的空中 Wi-Fi 目前不收費。航空 Wi-Fi 沒
源和大型通訊基站資源。例如，南航和 有為航空公司帶來直接商業利潤，只是
東航等航空公司需利用 KU 波段衛星通 客艙服務的壹項增值業務，而高額數據
信系統，為乘客提供空中 Wi-Fi，覆蓋面 傳輸費用則由航空公司承擔。
美國空中 Wi-Fi 供應商 GoGo 公布的
可達世界絕大部分區域，穩定性高，並
且不受天氣和地形限制，但是價格非常 數據顯示，傳輸數據到飛機上，每傳輸
昂貴，波段資源非常稀缺。另壹種是國 1M 字節成本大約是 20 美分，傳輸 1G 數
航采用地面基站發送信號的通訊方式， 據的成本大約是 200 美元。
免費很難支撐起空中 Wi-Fi 的未來，
受到雲層和基站切換的因素影響較大，
商業化才是未來趨勢。國際上，雖然也
信號不穩定。
無 論 哪 種 方 式 ， 都 不 是 航 空 公 司 有航空公司免費提供，但是大多航空公
可以獨立完成建設的。實踐十三號雖 司都收取服務費。各國航空公司空中
然已經發射成功，但還需要調試成熟 Wi-Fi 收費模式主要有按航段、流量、使
後才能真正投入使用，這也同樣需要 用時間、設備數量和內容點播以及 24 小
時共享模式收費，也有包年和包月的計
時間。
此 外 ， 航 電 系 統 的 改 造 是 空 中 費方式。有業內人士表示，為了覆蓋成
Wi-Fi 的技術瓶頸。目前已有的客機出 本，空中 Wi-Fi 不可能壹直免費，但如果
廠沒有加載空中 Wi-Fi 系統，航空公司 參考外國航企收費情況，則價格偏高，
要拓展空中 Wi-Fi 業務需要改裝現有飛 乘客恐怕難以接受。
消費者消費習慣這塊骨頭雖然難啃，
機。據報道，改造需要在機身頂部加
裝由玻璃鋼整流罩蓋住的衛星接收天 但是從我國航空旅客運送的體量來看，
線，飛機內部還要安裝相應的控制器、 空中 Wi-Fi 的市場預期是片藍海。2016 年
文件服務器以及多部無線網絡熱點設 我國全年旅客吞吐量達 10.16 億人次，如
備。我國法律規定，搭乘民航客機需 果按照 70%願意付費算，也有 7 億人次
要關閉手機，就是因為存在手機信號 使用。在目前空中數據流量單價不低的
幹擾航班航電系統的危險，空中 Wi-Fi 情況下，壹位長期研究空中 Wi-Fi 的業內
的使用也有幹擾信號的風險存在，如 人士認為，這個市場在百億級還是可能
何更好升級改造航電系統也是航空公 的。
空中 Wi-Fi 帶來的衍生商業模式——
司需要探索的問題。
空中 Wi-Fi 工程的投入十分巨大，有 空中購物有可能是乘客的壹個消費興奮
報道稱，據聯通航美副總經理周宏介 點，因為空中 Wi-Fi 逐漸普及後，空中購
紹 ，改裝壹架飛機光是硬件產品就大 物網絡產業生態也會迅速成熟，空中購物
約需要 40 萬美元，在不包括後期運維 這壹新消費模式有望成為另壹片藍海。

時事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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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洪水中淡定喝啤酒
加拿大魁北克遭遇洪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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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洪水中淡定喝啤酒
居民洪水中淡定喝啤酒。
。加拿大東部省份魁北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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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重男子接受手術
曾 4 個月減重 170 公斤

墨西哥 Guadalajara，32 歲的墨西哥男子 Juan Pedro Franco 接受減重手術。體重 500 公斤的 Juan Pedro Franco 是世界最胖男子，他曾經在 4 個月治療中，減重 17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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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Korean And US Delegations
Meet Quietly In Norway This Week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Norway’s foreign ministry won’t comment on
any talks that may be going on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the US in Oslo. Foreign Minister
Børge Brende is out traveling and ministry
staff otherwise is busy overseeing the arrival
of nearly 40 royal guests and head of state
who were in Oslo Tuesday and Wednesday to
celebrate the Norwegian royal couple’s 80th
birthdays. (PHOTO/Utenriksdepartementet)
A meeting between a North Korean government
delegation and US political experts reportedly took
place in Norway on Monday (8 May) with another
round of talks being scheduled for Tuesday.
The meeting comes days aft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nounced his willingness to meet North
Korean dictator Kim Jong-un to put an end to the rising
tension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South Korea's Yonhap news agency quoted sources as
saying that Choe Son-hui, director-general of the North
America bureau chief of the North Korean foreign
ministry, was leading the delegation from Pyongyang,
while Suzanne DiMaggio, director and senior fellow at
Washington DC-based think tank New America, was
heading the American delegation.
"It's my understanding that dialogue between North
Korea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US civilian experts

opened today [Monday]
in a suburb of Oslo and
will continue through
tomorrow," a source told
the news agency.
The meeting is the second
Track II meeting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n a year,
after the first session
took place in Geneva,
Switzerland, about six
months ago.
Political
observers
believe that the timing of
the meeting is vital, given
the war-like situation
forming in the peninsula.
They are hopeful that
the meeting could pave
the way for more formal
dialogues between the
two adversaries.

Meanwhile, North Korea continued its tirade over
alleged US provocations even as the meeting was
underway in Oslo on Monday. It yet again accused the
US of "igniting" a war against North Korea.
"Recently the USS Michigan, a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 arrived at waters off South Korea under the
pretext of annual visit where a nuclear-powered carrier
strike group has been deployed.
This is the intent to openly threaten
the DPRK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staterun Rodong Sinmun stated in a
commentary, carried by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The commentary claimed that the
North was compelled to build and
bolster its nuclear attack capability
for self-defence.
"The only way of protec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in the region to cope with the
US nuclear threat and blackmail is
to increase the nuclear force, both in
quality and quantity, in order to mercilessly wipe out
the aggressors and provokers.
"The DPRK will never remain a passive onlooker to
the fact that the new US administration openly reveals
its intent to militarily pressure and invade the DPRK,
vociferating about 'peace by force of arms'." (Courtesy
http://www.ibtimes.co.uk/)

Related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Condoleezza Rice: Trump 'Can't Meet
With Kim Jong Un'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Condoleezza
Rice shared her thoughts on the latest North
Korean provocations and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controversial remarks toward the
regime's leader, Kim Jong Un.

Location of Norway (far left) in Europe.

"I think he is reckless and maybe even a little
unhinged," said Rice, referring to Kim Jong Un. "But
clearly they are, I think, trying to send a message that

they are powerful, they're strong, they can make the
United States suffer, and this is not a situation any
American president can ultimately tolerate."
Asked for her thoughts on Trump's remark that Kim
Jong Un was a "a pretty smart cookie,"Rice replied:
"Well, he is a smart cookie ... he obviously knows what
he's doing."

In addition to touching on the comments that were
viewed as "very disturbing" by US lawmakers, Rice
also discussed Trump's openness to hold talks with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To date, no sitting US president
has ever held a meeting with a current leader of the
Hermit Kingdom.
"Look,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t meet
with Kim Jong Un,"Rice said."And certainly no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re may come a day if North Korea gives up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 that having North Korea
back into the community of states or in the community
of states would be worthwhile — [we're] clearly not
there."
Rice's remarks come after North Korea announced
that it had detained another US citizen on Sunday, a
professor who worked at Pyongy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this time on suspicion
of "hostile acts" against the state, according to North
Korea's propaganda news outlet. The professor marks
the fourth US citizen to be imprisoned by the regime.
(Courtesy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

Norway’s ‘Success’ Attracts North Korea

Do Meetings In Norway Hold The Key
For Solving Korean Peninsula “Standoff?”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Norway has hosted
such talks before

North Korea views Norway’s social welfare state as
a “success,” according to an expert on the isolated
country. That may be why talks are reportedly going on
in Oslo this week between representatives from North
Korea and the US.
Norway’s foreign ministry won’t comment on any
talks that may be going on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the US in Oslo. Foreign Minister Børge Brende is out
traveling, as usual, and ministry staff otherwise is busy
overseeing the arrival of nearly 40 royal guests and
head of state who are in Oslo Tuesday and Wednesday
to celebrate the Norwegian royal couple’s 80th
birthdays. PHOTO: Utenriksdepartementet
Both Chinese and South Korean diplomats have
referred to the otherwise secret, “informal” talks,
which have been reported by South Korean news
bureau Yonhap, US-based UPI and TV Asahi in
Japan, among other international media. Norwegian
Broadcasting (NRK) picked up the reports on Tuesday
and was leading morning newscasts by announcing
that representatives for North Korea and the US
were holding “conversations” in Oslo. Sweden’s
ambassador to the UN later confirmed to Japanese TV
that talks were going on and that Swedish authorities
were also involved.
Newspaper Aftenposten reported Tuesday that similar
talks, involving North Korean representatives and
former US diplomats, took place in Switzerland and
Malaysia last year. They were described as “halfofficial, half-civilian.”
A spokesman for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he
hoped the talks would “contribute positively” to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which have
been severely strained for years and especially during
the past few months.

NRK reported that the
Norwegian government had not
arranged the meeting but may
nonetheless be hosting it and
picking up the costs. Norway
has a long track record of peace
broking, and hosting talks in
or around Oslo between, for
example, the governments of
the Philippines and Colombia
and insurgents. It most
famously hosted secret talks
in Norway between the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in the early
1990s.
Norway’s foreign ministry
was staying quiet on Tuesday,
declining to comment on any
questions regarding Norway’s
early engagement in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efforts.
That’s standard procedure,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Geir Helgesen, an expert on North Korea at the
Nordic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in Copenhagen, said
he hoped reports of the talks were true. He claimed
Norway is well-regarded in North Korea, and that can
be an advantage for all involved.

Nordic Institute for
Copenhagen logo.

Asian

Studies

in

‘Very Positive’
Helgesen said the North Koreans are well aware of
Norway’s strong alliance with the US, but “aren’t
so unrealistic that they think Norway is 100 percent
beholden to the US’ foreign policy. They also look at
the Nordic countries with great sympathy, becuse they
view our models for society as a success, as opposed
to, for example, the US and others with hard-core
liberalistic models.”
He called it “very positive” that talks may be going on
in Norway, if somewhat surprising given the hard lin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tated that hopes are
high for the “Peace Talks” process being held
in Norway.
“Norway has high status in North Korea along with
the other Nordic countries,” Helgesen told NRK,
“because we had and hav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 We were som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at in fact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country, even though we don’t have an embassy
there, so we have been regarded as relatively neutral.”
Norway and North Korea have also had a series of
cultural and sports exchanges over th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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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n against North Korea by the
new, unpredictabl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t the same time,
Trump hasn’t ruled out having a
meeting with North Korea’s own
unpredictable leader, Kim Jongun.
The talks are reportedly lowlevel, between civil servants from
both the US and North Korea. As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scalated in April,
Pope Francis called for a third party to broker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and mentioned Norway as a
candidate.
Kjell Magne Bondevik, the former Norwegian prime
minister who now leads an Oslo-based peace center,
told NRK that he hadn’t been involved in any talks
and wasn’t privvy to them. “But I sincerely hope there
can be talks between North Korean and American
representatives,” Bondevik said. “I believe that the
confrontational policies we’ve seen from both sides
lately are literally dangerous for human life.” (Courtesy
www.newsinenglish.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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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佛寺周日舉行釋迦牟尼佛聖誕浴佛法會
淨海法師開示＂慶祝浴佛節的意義＂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德州佛教會玉佛
寺於周日（ 五月七日 ）上午十時起，舉行釋迦
牟尼佛聖誕法會，出席的貴賓及信眾十分踴躍
，將玉佛寺大雄寶殿擠的水洩不通，座無虛席
，法會在全體信眾唱 「戒定真香讚」，稱念 「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及恭誦 「心經 」 後，
恭請淨海法師開示 「慶祝佛誕節的意義」。
淨海法師首先 開示介紹 「慶祝佛誕節的意
義 」,他說： 浴佛節也叫誕誕節，浴佛節也叫
佛誕節，是紀念佛陀誕生的日子。二千五百多
年來，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方
式來緬懷和紀念佛陀偉大的一生，以此來激勵
自己努力修行，去惡向善，並最終消除人生的
一切苦惱而達到真正覺悟的境界。與會大眾包
含義工約有六百餘人。
德州佛教會會長上淨下海長老在法會中介
紹了浴佛節的意義。南傳上座部認為浴佛節即
是佛陀的誕生日，也是佛陀證覺和涅槃的日子
，漢傳和藏傳佛教一般定為中國的農曆四月初
八。在斯里蘭卡以及東南亞的佛教國家，浴佛
節也叫衛塞日。每到衛塞日時，家家戶戶插掛
教旗，彩繪佛陀故事圖畫。政府放假兩天，以

德州佛教會於2017年（佛歷2561年）5月7
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劉
紅梅女士，僑務領事張鐵虹女
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玉佛寺大雄寶殿舉
士，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副處長林映佐先生，華僑
行浴佛法會。浴佛節也叫佛誕節，是紀念
文教服務中心主任莊雅淑女士
， 德 州 HARRIS COUNTY 張
佛陀誕生的日子。二千五百多年來，世界
文華法官，美國國會議員 MR.
AL GREEN 助理譚秋晴女士和
各地的佛教徒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緬
先生陳志忠博士，美國國會議
員 MS. SHEILA JACKSON
懷和紀念佛陀偉大的一生，以此來激勵自
LEE 之亞裔顧問兼代表羅玲女
士 ， MS. GARLAND POHL,
己努力修行，去惡向善，並最終消除人生
FORMER BOARD MEMBER
FROM INTERFAITH MINIS的一切苦惱而達到真正覺悟的境界。與會
TRIES
FOR
GREATER
HOUSTON 及美中友好協會的
大眾包含義工約有六百餘人。
代表多人。

便人民去佛寺禮佛、受戒、聽經聞法。這是浴
佛節的真實意義。
在法會中，菩提合唱團還為大眾演唱了
「浴佛頌 」和由宏意法師作詞的 「朋友請問」
兩首歌。接著，伍秉華和 MITCH SAXTON 兩
位居士分享了他們學佛的因緣，以及學佛對他
們的人生的影響。 MITCH 在分享中所說：佛
法是洶湧波濤中的一片寧靜的港灣，而玉佛寺
則是紛擾世界中的一片淨土。
法會中還播放了 「佛陀的一生」 影片，佛陀在
成道後，因不忍眾生受輪迴之苦，四十九年沿
恒河兩岸不辭辛勞地宣講佛法。佛陀悲憫世間
，不捨眾生的精神時刻提醒著後世的佛教徒們
要宣揚佛陀的教法並幫助周圍的人們離苦得樂
。
佛前大供後，宏意法師，以金匠純陀供佛
造成不適後佛陀所展現的慈悲，以及佛陀用禮
拜六方，作為增進倫理道德的修行方式的智慧
，為十方信眾開示 「在敬信中學習佛陀的智慧
和慈悲」。法會在所有與會大眾一起浴佛的儀
上 下
式中圓滿結束。
本次參加法會的嘉賓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法會結束後在觀音殿舉行了正授三皈五戒
儀式，恭請宏意法師為傳戒和尚。法師在正授
前開示為佛弟子皈依受戒的三個條件: 1).相信人
人有覺悟的能力、2).相信因緣果報、3).不論順
境逆境永不放棄慈悲。佛、法、僧三寶是佛教

德州佛教會會長 淨 海長老在法會中介紹
了浴佛節的意義。南傳上座部認為浴佛節
王朝旅遊推出：
即是佛陀的誕生日，也是佛陀證覺和涅槃
的日子，漢傳和藏傳佛教一般定為中國的
農曆四月初八。在斯里蘭卡以及東南亞的
而位於布萊斯峽谷東南面的羚羊彩穴則如
最早的國家公園，於 1978 年被列為世
佛教國家，浴佛節也叫衛塞日。每到衛塞
界自然遺產。園內自然景觀分為五大區 同少女的身段般柔軟細膩。羚羊彩穴被譽為
「世界七大地質攝影奇觀」，洞穴的獨特在於
，有老實規律的老忠實噴泉，美麗的大
日時，家家戶戶插掛教旗，彩繪佛陀故事
棱鏡泉，色彩絢麗的猛獁熱泉，以及幽 它具有讓人不可思議的柔美曲線，加上岩石本
身含有多種礦物質，在洞頂自然光線的照明下
靜的湖光山色。 。 。 。
圖畫。政府放假兩天，以便人民去佛寺禮
不必提老忠實噴泉、生機勃勃的美洲 ，呈現出豐富的橘黃、紅、紫等多種色彩，非
野牛，對於前來觀賞的人來說，最引人 常絢麗，成為世界攝影愛好者們不可不去景點
佛、受戒、聽經聞法。這是浴佛節的真實
入勝的、最令人難以忘懷的是那光怪陸 。砂岩峽谷裡有著成千上萬個由風霜侵蝕而成
離、五光十色的風化火山岩。峽壁從頭 的石柱，窄處只容一人通過，寬處也只 能放個
意義。
八仙桌。它們有的如寶劍直插入雲，有的如少
到腳都閃爍著耀眼的光澤，在陽光下炫爛奪目

圖為淨海法師
徒信仰的中心， 皈依三寶則為學佛的入門。戒
是一切善法的根本，受持五戒則可視為信仰的
實踐。約有十多位信眾藉此良好的因緣皈依了
三寶並受持五戒。佛陀聖誕的活動到此圓滿結
束。

黃石公園和羚羊彩穴7天團 $418 /人 買2送1

你是否也動心於美國電影中那些史詩般壯
闊迷人的生態畫卷？也許這種嚮往，只有世界
上最原始最古老的黃石國家公園能幫你實現。
在這裏，你將獲得形形色色的自然體驗：賞心
悅目的彩色間歇泉，令人敬畏的火山、峽谷，
驚險刺激的野生猛獸，以及寧靜悠遠的森林和
湖泊等等。這個絕對原始神秘的地域中、你將
親見所有的神奇和不可能。
黃石國家公園是世界第一座國家公園，被
譽為“地球上最美麗的表面”，是美國世界上

。白、黃、綠、藍、朱紅以及無數種與紅色相
調而出的顏色。
若是黃石公園內黃石峽谷的氣魄以及黃石
湖的秀美沒看過癮的話，請移步至南邊的峽谷
群和包偉湖吧！布萊斯峽谷滿目皆是怪石嶙峋
的風化岩，成群的風化岩一簇簇的巨大的階梯
式石林。位於其內的紅色、橙色與白色的岩石
，形成了奇特的自然景觀，被譽為天然石俑的
殿堂。

女婷婷玉立，不禁令我們讚歎宇宙滄海桑田和
造物者的神奇。
陽光照進峽谷底部，在光和影的交織下，
投射出一片片絢麗的色彩。看上去一層層的如
沙般細膩的岩石，摸上去確堅實無比，只能讚
嘆宇宙滄海桑田和造物者的神奇。
很難用文字來形容黃石公園的美，好的照片也
許能抓到一些神韻，但是和親臨的感覺還是有
不同的，黃石公園是你一生中一定要親臨，親

身去看去感受的地方。
第一天 候斯頓-拉斯維加斯-聖喬治 第三
天 鹿角鎮-大提頓國家公園-黃石公園 第五天
鹽湖城市區遊 – 拉斯維加斯
第二天水壩-包偉湖-羚羊彩穴–布萊斯峽
谷 第四天 黃石國家公園-鹽湖城
第六天 胡佛水壩-大峽谷-拉斯維加斯
第七天 巧克力工廠- 仙人掌庭院–候斯頓
你可以坐在豪華巴士上，享受著冷氣，看
沙漠奇觀，也可以步行在牛仔小鎮上體驗一下
當牛仔的感覺，還可以在賭場試試手氣，或是
看一場世界頂級的表演。王朝旅遊將會給你一
個難忘的旅程。價格$418/人起（買二送一）。
需要了解詳情及製定旅遊計劃的朋友們，
請親臨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服務專線：713-981-8868。網上查詢 www.
aaplusvacation.com

新概念，
需要細心孕育

當夫妻檔尼爾與艾美第一次看見洛杉磯市中心的聖薇比安娜
教堂 (St. Vibiana)，就深深受到吸引。雖然教堂當時遭受地震
嚴重地破壞，他們仍決定將它改建成夢想中的餐廳，萬事俱備，
只需要資金，他們選擇與我們合作。
聖薇比安娜教堂曾是許多社區居民生活的重心，陪伴他們
度過人生的里程碑。透過我們的支持，尼爾與艾美將這項
傳統發揚光大，提供 Redbird 餐廳的創意美食，為來自各地
的客人慶祝生命中的重要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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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