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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T. Rodeheaver
( 路海發，發哥 )
「 王朝百利駕校 」負責人，教師
「 王朝百利駕校 」創始人周師傅之女婿
8.24.2017

貸 動商機 成功起點
賺 到未來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ﬃ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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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雕像惹的禍 休斯頓及全美多地引發矛盾衝突
（本報訊）近日來，在
美國多地，由美國南方聯邦
雕塑所引發的衝突矛盾彼此
起伏，接連不斷，上週六，
維州夏洛茨維爾市白人種族
主義者舉行集會，抗議把李
將軍的雕像移走，並與反對
者發生衝突，導致 3 人死亡
，35 人受傷，該事件在美
國社會引起轟動。
儘管，美國總統川普已
對此事件進行了嚴格表態，
對白人種族主義者進行批評
，但事態並沒有停息。
上週，杜克大學校內的南方
邦聯軍的總司令羅伯特．李
將軍的雕像臉部遭人破壞，
部分鼻子還不翼而飛，校方
決定將該座雕像移除。
位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
的杜克大學，校內的杜克禮
拜堂(Duke Chapel)內陳列了

10 尊歷史代表人物的石雕
塑像，羅伯特．李將軍的雕
像便是其中之一。
杜克大學校長派瑞斯
(Vince Price) 在 發 給 校 園 的
信中表示，之所以做出將雕
像移除的決定，是為了保護
學校，在維州和杜克大學以
及多個地區接連成為矛盾衝
突焦點的羅伯特．李將軍是
1962 年南北戰爭期間邦聯最
出色的將軍，他最終以總司
令的身分指揮邦聯軍隊(南
方軍)，直到 1965 年向北方
軍投降。維吉尼亞州上週爆
發的白人國家主義以及新納
粹主義等示威活動，都是為
了要抗議當地一個市政府決
議移除李將軍的雕像所致。
而在德州南方城市休斯
頓，有關雕像的衝突也在進
行當中，休斯敦一個名為

Young Communist League 的
組織日前要求休斯敦市長
Sylvester Turner 移除一座邦
聯雕像。休斯敦市區薩姆休
斯敦公園裡的一座青銅雕像
首先成為眾矢之的，這座百
年雕像被稱為“南部邦聯的
精 神 ” (The Spirit of The
Confederacy)， 被 成 為 是 白
人至上的代表。休斯敦市長
Sylvester Turner 回應，休斯
敦公園管理正在重新清點相
關的南北戰爭的紀念碑，並
提出解決方案。
8 月 21 日，在位於赫曼
公 園 的 入 口 處 的 Richard
Dowling 雕像，一名居民攜
帶炸藥企圖炸掉這座雕像，
目前該人已被警方逮捕並接
受調查。
這 位 25 歲 的 市 民 Andrew Schneck 去年曾被指控

窩藏炸藥而被捕，後交納保
釋金後釋放。
當晚，休斯頓警方發現
Schneck 在這座雕像前的樹
叢中藏匿，在審問中，他向
警方承認他不喜歡這個雕像
人物，在現場發現了兩包炸
藥、計時器和自製的起爆器
。而且在他位於萊斯大學附
近的家中還發現了其他可以
製造爆炸物品的化學物質。
位於赫曼公園的 Dowling 雕像建於 1905 年，以紀
念在美國內戰中的南方將士
Richard William Dowling。
此外，根據媒體的報導
，位於奧斯丁的德州大學的
李將軍以及其他南方首領的
雕像也於上週日晚上已被移
走。並且該大學校長宣布了
以上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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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體驗“
遊客體驗
“反恐訓練
反恐訓練”
” 教官現場演示氣氛熱烈

外國遊客拿著木頭做的步槍在約旦河西岸的埃弗拉特定居點跟
Caliber 3 反恐學院的教官學習射擊技能
反恐學院的教官學習射擊技能。
。Caliber 3 是以色列著名
的反恐與安全學院，
的反恐與安全學院
，主要的課程集中在
主要的課程集中在“
“功能性戰鬥訓練
功能性戰鬥訓練”，
”，他們
他們
的教官都是或曾經是特種部隊的士兵。
的教官都是或曾經是特種部隊的士兵
。

英國蘇格蘭萊爾格，
英國蘇格蘭萊爾格
，
當地舉行壹年壹度的綿羊
集市，
集市
， 該集市是歐洲最大
的單日家畜集市之壹，
的單日家畜集市之壹
，約 2
萬只羊在此交易。
萬只羊在此交易
。

埃及考古學家在開羅南部的明亞省發現了 3 個距今近 2000 年的古墓。考古人員在壹
片墓地中發現了這些古墓，墓中有不同形狀和大小的石棺，還有壹些粘土碎片。其中壹個
古墓包括四個石棺，每個石棺表面都被雕刻成壹個人臉的樣子。

英國蘇格蘭舉辦歐洲最大規模綿羊集市
萬
2 只綿羊等待交易

埃及發現 2000 年古墓
石棺表面現巨大人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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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301 調查挑起對華貿易戰
專家稱可準備反制措施
綜合報導 山雨欲來風滿樓。美國正
式啟動對華 301 調查。當日美國貿易代
表處發布立案公告，決定對中國政府采
取的與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創新相關
的法律、政策及實踐操作進行調查，以
判斷其是否屬於“可采取行動的措施”。
業內指出，這是美國首次專門針對中國
知識產權保護發起 301 調查，也是美國
總統特朗普上臺後首次對華正式采取強
硬貿易措施，此舉或對我國通信設備、
集成電路等科技行業帶來負面影響。
專家認為，美國執意采取單邊行
動 ， 啟動有違多邊原則也塵封已久的
301 貿易武器對準中國，緣於其經濟政
治各方考量以增加談判籌碼，無異於主
動點燃貿易戰導火索。“301”並非“法
外神器”，我國可以訴諸 WTO 爭端解決
機制，並應準備好反制措施。
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楊
晨對記者介紹美方調查程序指出，根據
美方立案公告，9 月 28 日為提交書面意
見以及申請出席聽證會的截止日期，10
月 10 日，301 條款委員會將在美國華盛
頓特區舉行聽證會。“根據 301 調查相
關法律規定，美國貿易代表處需要在啟
動調查後的 12 個月做出決定。”
楊晨表示，根據 301 條款，如果美

貿易代表認為其調查的不公平措施落入
采取“強制行動”的範圍內，則其必須
對被調查措施等采取行動，如果落入
“自由裁量行動”的範圍內，則貿易代
表可以依據其自由裁量采取適當和合理
的行動。
“以往調查實踐顯示，貿易代表可
以對來自被調查國家的商品或者服務在
壹定合理時間內施加關稅或者采取其他
進口限制、簽訂具有約束力的協定要求
被調查國家承諾消除或者逐漸廢止相關
的法規政策等等。”
“301 調查更多是針對中國知識產
權的宏觀政策和法律，因此在調查階段
對中國企業並沒有太顯著的影響，美國
政府可能采取的行動目前並不明朗，因
此尚難以評估未來對中國企業的影響。”
楊晨說。
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梁國
勇對記者表示，中國政府通過引進技術
和自主創新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戰略
以及壹系列相關政策可能成為調查對象。
中國的高科技行業和企業也難免受到調
查影響，特別是通信設備、集成電路等
重要行業，以及那些處於創新前沿的民
族企業。
“目前來看，可能走向有兩種：壹

是兩國通過談判達成妥協；二是美方根
據調查結果決定采取制裁措施。”梁國
勇指出，由於美國政府在世貿組織成立
後曾承諾按照符合 WTO 規則的方式執行
301 條款。因此，美方的制裁措施很可
能在 WTO 框架下實施，那麽最終結果將
取決於中美雙方在 WTO 貿易爭端解決機
制下的“較量”。
對於美國是否會在調查後對我國采
取制裁行動，楊晨指出，由於 WTO 的平
行審查，301 條款顯少被適用。但是，
該限制並不適用於那些不在 WTO 協定範
圍內的被控措施，這壹點可能會被特朗
普政府充分利用。
值得關註的是，此次 301 調查，雖
然是針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但是其中
並沒有過多提到傳統知識產權保護，而
是強調關於美國企業技術許可、進口的
不公平限制以及竊取美國商業秘密等問
題，其中還特別提到了《中國制造2025》
計劃。
“表面上看，此次調查針對中國知
識產權保護制度，而實質上，美國政府
壹方面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保護其商業
秘密，另壹方面也擔憂中國在高新技術
產業取代美國的霸主地位。”楊晨告訴
記者。

談及應對，多位專家均表示，對於
中國政府而言，壹方面應當積極應訴
301 調查，另壹方面，若美方的制裁措
施 違 反 了 WTO 規 則 ， 中 方 必 然 訴 諸
WTO 的爭端解決機制以尋求多邊框架下
的妥善解決。
中國世貿組織研究會常務理事、清
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
世儉對記者表示，“中國政府要爭取兩
條，第壹要爭取主動，我們遵守的是多
邊貿易體制的國際貿易法，不是美國的
貿易法。第二條就是觀察。妳說我侵權
，就必須拿出證據，中國企業可以進行
抗辯。如果真找出證據來，那麽可以磋
商。”

梁國勇也指出，首先，應努力通過談
判解決問題。這裏既包括針對知識產權
等方面具體問題耐心的溝通和解釋，也
涉及貿易、投資等領域持續的談判和磋
商。如果具體調查涉及 WTO 規則之外的
內容，雙邊談判將起到決定性作用。
其次，拿起 WTO 的法律武器。2010
年奧巴馬政府針對中國清潔能源政策發
起的 301 調查就在 WTO 爭端解決機制的
磋商階段得到了解決，前例可鑒。
再次，保留實施反制措施的權利。
301 調查時間較長，外部環境和最終結
果都有不確定性，因此不得不做好談判
無果、矛盾升級的準備，並擬定好相應
的反制措施。

中關村新型科研機構研發項目與全球同步
綜合報導 中科院北京納米能源與系統研究
所、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北京大數據研究院、北
京石墨烯技術研究院……這些中關村的新型科研機
構，背靠大院大所，將科技創新與資本完美融合，
研發的科技項目與全球同步，令世人矚目。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業及社會資本的有機
“粘合”，構成了中關村新型科研機構的創新融資
機制，加快了產業化項目的落地實施。
以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為例，為保證研究成果處
於世界領先或先進水平，研究院在美國矽谷、香港
設立分院，遴選了來自斯坦福、伯克利、港大等世
界壹流學術機構的壹批頂級科學家，就地開展高水
平研究，項目完成後轉移至中國內地進行成果轉化。
北京協同創新研究院自 2014 年 8 月成立以來，

累計啟動科研項目 134 項，包括外骨骼機器人、兆
瓦級超臨界二氧化碳熱泵等具有世界領先水平的項
目。其中，美國分院啟動 12 個項目，有 3 個項目已
完成研發並轉移到北京。這些項目將在 1-2 年內完
成研發進入產業化階段。
研究院圍繞產業鏈構建創新鏈、創新鏈培育產
業鏈的思路，由相關大學和企業按照行業組建若幹
協同創新中心，並由中心成員共同出資設立協同創
新基金，形成了包括自然基金、政府專項經費、知
識產權基金、協同創新子基金、銀行融資及社會投
資等在內的 30 多億元（人民幣，下同）多元化的
投資體系，資金體系覆蓋了全創新鏈。
中關村管委會主任翟立新介紹說：“沒有企業
與產業的參與，科研院所的研發就沒有方向；沒有

科研院所的助力，企業自主研發就沒有源頭；沒有
資本的驅動，科研和產業化就寸步難行”。壹批中
關村新型科研機構像是“粘合劑”，把產、學、研、
資各環節緊緊地粘合在壹起。
與傳統的科研機構相比，這些新型科研機構
“不完全像大學、不完全像科研院所、不完全像企
業、不完全像事業單位”，然而這些“四不像”科
研機構的能量卻是巨大的。科技與經濟之間存在的
“鴻溝”，被他們“填平”了。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北京研究院依托科大訊飛公
司，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轉化有了新進展，2016 年全
球首發多語種實時翻譯、萬物互聯輸入法等最新技
術。目前，訊飛語音雲的開發團隊超過 2.3 萬家，
智能硬件創業團隊超過 1000 家，在北京的收入達到

3 億元人民幣。
北京大數據研究院通過政府與高校投資，設立
了 5 個基礎研究實驗室，開展基礎與前沿性研究，
為應用研究與產業轉化提供技術支撐，主要包括深
度學習、自然語言處理、大數據安全等領域。
其中，大數據安全實驗室已承擔國家重大科技專
項、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專項等國家與省部級重要項目30
余項，IBM、英特爾、微軟、華為等企業合作研究項目
50余項，獲得發明專利30余個，軟件著作權10余項。
因為擁有優中選優的創新項目篩選機制，中關
村新型科研機構形成了“北京統籌，全球研發，全
國轉化”的院地壹體化發展格局，篩選出的不少項
目是北京與全球同步進行，研發的科技成果具有世
界領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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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書抵萬金（六）
一九六一年暑期，我再次赴紐約打工。因有了頭一年在那裡唐人
餐館界，建立一些人脈與工作經驗，故這次去就沒有那麼緊張與恐
慌，還得到一年前相識的資深侍者（Waiter）阿黃伯的熱心照顧。我
很順利地就從去年的洗盤碗者(Dishwasher)，晉升幹起侍者工作了。但
也有過一些難忘的意外故事發生：一次是我所穿的侍者黑長褲在洗衣
店洗，而我身上的錢不夠搭地鐵來回，出去就回不來了。但那條褲子
是我次日去打工必需的工作褲，不能沒有它。剛巧晚間靳潤生同學來
電話，說他在一家廣東餐館因不諳粵語（早年的餐館幾乎全是粵籍僑
胞開設的，侍者必須要用粵語叫菜），被炒魷魚了（Fired），於是約
定要我馬上去中國城附近 Brooklyn Bridge 一端的路燈下相會，並要我
帶一份餐館菜單，去指導他幾句普通叫菜用的廣東話（其實我沒有比
他好到那裡，半斤八兩）。就這樣我從他那裏週轉了幾塊錢，解決了
我的燃眉之急。另一次是，我被移民局的人查到我身上只有馬大的學
生證，而沒有護照，於是被他們刁難帶往移民局去詢問豋記在案，經
急電在校同學，即刻將我的護照寄來，解決了問題。這兩件意外事，
當時的確給我帶來一些麻煩與困擾。
至於潤生，雖然臨時從我這裡學了幾句不三不四的粵語，最後還
是找不到餐館工作。他沒地方住，我邀他來我臨時租的那個斗室擠一
擠，再候工作機會。我剛開始是在一家溫州老鄉開的“小上海”餐館
服務，後經老闆推薦我至新開的“天津樓”當侍者，因這家生意興
隆，小費收入較豐。不料約兩週後，“小上海”又急需人手，我本著
情義，就決定回去幫忙，並推薦潤生給“天津樓”，取代我的侍者位
置。這樣兩人都有了暑期工作，皆大歡喜。這是那次打工的另一插
曲。
以下是我所節錄那年在紐約打工時收到的家書。無論我處在什麼
境況，父親總是在家書中一再地鼓勵我、教導我、期盼我。每次重溫
家書時，我都是不勝感觸，愧疚之情，油然而生，到如今晚年徒悲傷
了！
第 38 封家書（1961 年 6 月 24 日收到，在紐約）
父諭（節錄）： 「大嫂於六月廿一日早晨二時十六分產一男，重
六磅餘，母子均安，可以告慰。已取名養正。阿東直升高中的希望很
大，但要等校方正式通知。我覺得做事要各種人才，所以要注意用
人，用人之所長，要容人，要收容大量人才，才能做大事。你在交遊
中，無論中外，凡有高尚品德、高深學識、宏達遠大志趣之士，而無
自私自利者均可與之接近，以備將來互助合作，為社會服務，為人群
謀福利。自己一人是人群一分子，能為人群謀福利者，自己必自然沾
其利益。自私自利，其結果係害人損己。我有此見解，信此原則，故
特提示你隨時審察。人生知遇最難。知遇係指相知相遇之意也，我一
生是未得知遇者，可知其難也。古人如孔子與顏淵、如劉備與諸葛
亮、如管仲與鮑叔者，真是師生、君臣、朋友中最相得者。我言此以
供你參考。」
阿東附筆（節錄）： 「這次畢業考試，還很滿意，請勿念。」
第 39 封家書（1961 年 7 月 10 日收到，在紐約）
父諭（節錄）： 「大嫂帶著養正於六月廿八日從空軍總醫院返
家，家中添一丁，大家快樂。親戚紛紛光臨，送月裡更（更者禮物
也）。母親甚忙，幸賴阿東假期幫助，一家人忙忙碌碌，都認為是快
樂忙。七月一日晚，師大附中校長有限時信件通知余：“崇仁家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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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大鑒：謹啟者，貴子弟季鎮東於本年初中畢業，成績優異，膺獲免
試直升本校高中，殊堪慶賀。此皆貴家長平時督教有方，有以致之，
彌深敬佩。茲定於七月五日上午九時半，在教務處辦理直升學生報到
手續，敬煩轉知貴子弟攜帶畢業證書準時來校報到，如逾期不到，即
以放棄直升本校高中資格論。特此奉達，敬祈察照為荷。耑此順頌大
安。 師大附中校長 黃澂 謹啟”。阿東就喜悅得睡不著覺了。免升學
考試可省報考費用及準備功課之勞形。昨天（二日）希真表姐一家三
口、吳表哥一家三人、德喜公、共七位客人在自家吃麵賀阿東生日，
並慶祝他直升高中，大家熱鬧了一天，幾有不勝其勞矣。王大眾五日
要再次參加留學考試，希望他這次能順利考取。我想能有真正所得之
學問者，心地必經常愉快。學位功名之遲早，半在人為，半在命運，
所謂盡人事、聽天命是也。」
阿東附筆（節錄）： 「我直升高中了。這次本校初三畢業生中共
有四十八名直升高中，我名列其中第五名，太興奮了。」
第 40 封家書（1961 年 7 月 20 日收到，在紐約）
父諭（節錄）： 「七月一日發的郵簡六日收到。七月十七夜函附
美鈔四十元，廿三日下午收到。關於陳親家與大哥種漆樹一事，你今
後勿再追問，聽其自然，若無其事可也。劉義和先生（警總人事室主
任）今年農曆正月初一外出，向親友拜年時，突發腦溢血症去世。此
人富情誼，有義氣，你與大哥及我均先後曾蒙其照顧，能不 為之痛
惜。如此好人，希望其子女均能得好報，而各有發達。你工餘若有時
間，應自修學科，妥善利用寶貴時間。養正彌月，自家煮了七斤多
麵，數十個蛋，分送大雜院鄰居（他們從前送給我們過，是禮尚往來
之意）。廿二日大哥休息日，乃自購食料做酒席，邀請希真表姐一家
三位，王舅婆跟大眾與小妹，吳表哥一家三口，德喜舅公爺，胡龍舅
舅，林培森先生等親友來家歡聚，以報答謝之意（他們均曾送過禮或
禮金）。雖然一家人忙了一天，但比起去餐舘招待，既省錢又衛生，
好太多了。日前楊紹裘伯伯（我們債主之一）透露，他女兒快要出國
留學，急需款子，另一位債主胡龍舅舅正準備他的婚事，故我們面臨
需要籌款應付這兩筆錢。我目前唯一的辦法還是“擧債還債”。我常
想，每個人無論在校與否，若一生到老有良師益友相隨，其前途必光
明，你應注意及此。」
阿東附筆（節錄）： 「你寄給我的錢收到了，現存在大哥哪裏，
因為將來要用時，還需要他替我去兌換。暑期我每天除看看書外，還
幫媽媽做點事，下午要提很多次水，有時亦照顧一下養正。因不需要
準備升學考試，反而感到日子平淡無味。」
第 41 封家書（1961 年 8 月 25 日收到，在紐約）
父諭（節錄）： 「八月七日下午來稟十日收到。每次稟報身體很
好，是為至慰。臺灣紗布紡織品，因供過於求，外銷亦不如上年暢
旺，故各紗厰均暫照政府指示減產中。王大眾已考取留學考試，可喜
可賀。你至友黃國樞同學婚禮，擬按大眾所贈禮金數額，代為辦理。
吳表哥女兒瑞虹考取靜修女高，阿東問我送何禮品，我說“力難從
心，將來由你二哥送可也。” 一個人、一個家、一個國、用款是不怕
多的，但來源是有限，勤儉即是“開源之道” （註），能立身治家
者，必能從政，亦修齊、治、平、之道也。你十一日來簡，以家裏已
雇人與否為念一節，目前全家人衣服及養正之尿布，已統由阿柳代
洗，如再雇人，那就近於浪費。我們絕不會讓媽操勞過度，希放心為
是。你給阿東的錢，在未墊送國樞婚禮金之前，自當留供阿東繳付學
雜制服等費應用。至於節約之道，應終身研究力行，若有積蓄至很富
有時，應多作利人之事業用途，絕不可為自己打算，作無益之享受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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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古今中外可效法之人很多，絕不可與世俗無知之流同趣，以求精
神上超然之最高尚的愉快，是乃我生平未能如願者，希我子孫世世代
代本此目標，為“為人”之道。」
大哥附筆（節錄）： 「謝謝你寄來美鈔二十元，購買奶粉給養正
吃。自從有了養正，全家人都為他忙。每天需要去水龍頭提廿多桶
水，好在阿東在家幫忙。今天是媽媽生日，阿東一清早起來燒稀飯，
中午吃米粉，我還買了一個蹄膀及豬肝，大家歡餐；晚上阿東陪媽媽
去看場電影。」
註：父親強調勤儉即是“開源之道”。但後來我很榮幸，演變成
為家裏的“開源之處”。
第 42 封家書（1961 年 8 月 29 日收到，在紐約）
父諭（節錄）： 「八月十八日發出郵簡計達。王大眾正在辦理出
國手續，如一切順利，定於九月八、九日搭留學生包機赴美。有關應
給送行之禮金及還欠款，我們會準備辦理。關於送瑞虹考取北商的賀
禮，往年她父母曾送阿東自來水筆，今年送香港衫，我希望你來信托
大哥替你買一支自來水筆給她，以免失禮。前晚我同你媽去曹半仙命
舘，替養正算命。據說，他的八字很有格局、長壽、聰明、廿歲以後
有貴人助其事業、本身孝順、妻賢等等。母親聞之頗欣慰。阿東說，
養正的貴人就是二哥同阿東自己（註）。養正現已會認人，也會叫
媽，他不知道大家為他忙得透不過氣來，他還笑，真是令人討厭又可
愛。」
大哥附筆（節錄）： 「家裏的自來水已裝好，但尚未裝水錶，這
幾天用的是不花錢的水。你在紐約打工的情形如何？念念。」
註：阿東當年所言錯了。養正的貴人是上帝。他成年後篤信基
督，獻身傳道。現在美國加州，是一位頗受眾多同道者所敬重的牧
師。
第 43 封家書（1961 年 9 月 5 日收到，在紐約）
父諭（節錄）： 「八月廿日夜寫來掛號信附美鈔二百元，均收
悉。來款兌換後可先分別償還周裕柔先生本息及胡龍舅父的本金。家
用原不應在你身上打主意，但年來事實上已得你幫助不少，是搭建我
臥室所需工程費之來源。現在家裏每月需支付“會”錢新臺幣六百
元，但應收與應付之“會”錢數相抵，並無虧欠，希勿念。大哥昨晚
攜帶我信，送申一厰周裕柔先生新臺幣五千元，其中一千元是利息，
沒有想到他竟拒收利息，僅收本金，此情我們不可忘記。今晚大哥訪
問王大眾之後，知道你寄給他的美金二百元匯票，他已收到。阿東是
公職人員子弟，已申請減少學費手續。下學期他擬申請工讀，未知能
達目的否？第二次陽明山會談正在舉行，我認為我政府已進入得民心
之途徑，為從前所未有。近日報載參加這次會談人士中，有原子能科
學家孫觀漢之言：“人才須要識者發掘，擧一例，今晚陳副總統如請
我喫飯，如果我走到宴會場所，接待人說今晚是請貴賓，你有什麼證
件證明你是被邀請？即使我不免有所誤會，但自覺肚子不餓，何必來
吃這一頓呢？總之，要找人才就要從政策到每一步辦事的手續都要週
詳安排，密切配合才行，人才並不是絕對找不到的。”孫博士前段談
話，其個性似你。記得你幼年時，親戚請喫飯，如未提你名，你是不
肯隨長輩去的。我覺得孫博士是超俗之人、清高之士、是科學家、不
是革命家。」
2017 年 8 月 14 日 於 馬州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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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物理治療師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家庭全科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陳彥旭
˙各種急慢性疼痛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足踝專科/外科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心電圖
˙車禍
˙化驗檢查
醫生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通國語）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中醫針灸﹑
推拿
FRI 11/20 Noon-2 PM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SAT 11/21 Noon-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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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在旅途
郵輪是個結交朋友，分享信息的好地方，酒吧、餐廳、戲院裏、
健身房裏、圖書館裏，只要大家誌趣相投，言談順心順意，便能成為
朋友，不過這樣的朋友也是萍水相逢，壹生或許只見壹次的緣分。縱
然壹生壹面，只要彼此珍惜當前，留在記憶便是美好，想像那些溫暖
的陽光，清淡的茶香，曾經陪伴人生的旅程。
我常去郵輪的圖書館看書或者查地圖，在那裏結識了壹對中年夫
婦。夫婦兩人目前定居紐約，如果問起原籍，都來自阿根廷。夫妻二
人極愛旅遊，常坐郵輪看世界的千山萬水。他們在中國時也坐過郵
輪。我便問他們，在中國哪個港口上的船？他們說是在北京。我說不
對，北京不是港口，怎麼可能有船呢？他們說，下了飛機後，入住的
酒店是北京的香格裏拉，第二天有大巴車把他們送到港口，壹個多小
時的車程吧。我這才明白，他們說的是天津港。
從中國回家不到兩年，他們又飛到上海坐了郵輪。從上海出發是
個好位置，往北可以去俄邏斯和北海道，往南可以去新加坡和印尼。
他們說，那艘郵輪上中國人極多，最深的印像就是中國人對麻將的無
比熱愛，把圖書館也變成了麻將室。那天他們和朋友玩三人麻將，只
見壹個中國友人悄無聲息地走了過來。他們也沒有邀請他，他自己也
沒有問壹句，反正就坐下來了。我告訴他們，中國人打麻將喜歡接
下，並不需要問主人壹句，大家都明白的規矩。可惜他們三個外國人

【校車禮贊
校車禮贊】
】
剛到美國，印像深的是汽車讓
人。走在路上，見車過來，自然想讓
車先過去，因為車速度快。不料車就
是不走，駕駛人還向你招手示意，一
定要讓你先過。真是受寵若驚。因為
在中國自然是人讓車，讓得慢了，還
要挨罵，你不要命啦？的確，人車相
撞，真要送命。何況，當年在中國，
坐小車的人都是“高等”人士。雖然
偶而，自己也“高等”過幾回，但大
部分時間，還是低等人士。在美國耽
久了，對車讓人也就習慣了，見車開
過來，不再怕了。因為知道它一定會
讓你，也就不客氣了，免得等來等
去，反而耽誤時間。有時甚至車來
了，看也不看，大搖大擺就走過去
了。不過，遺憾的是，這種“壞習
慣”形成以後，回到中國就危險了。
所以，每次回中國，都要告誡自己，
注意車不讓人了。也聽說過朋友遇到
的悲劇，就是因為“壞習慣”一下子
改不過來。
除了車讓人的情況，也有車讓車
的情況，就是校車。剛學會開車，有
次到路上，發現前面車都停下來了。
看看路上很空，沒有紅綠燈，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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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這個規矩，見壹個陌生人大模大洋坐了下來，只覺得驚異。沒
多久，周圍又勇上來壹群中國人，熱鬧成壹團，也不知道嚷的什麼。
他們三人只好棄牌而去，還沒出門，只見那群華人壹勇而上，飛快占
領了麻將桌。他們也是好奇，想感受中國的文化，後來主動同中國人
玩過幾圈麻將，中式麻將還是第壹次領教。他們平日在紐約玩的是日
式麻將，比中式麻將的規矩更複雜。
想想也是有意思，縱然語言不通，但麻將成了交流的工具，文化
的橋梁，難怪人們稱麻將是國粹，在壹種極其自然的狀態下，就把文
化發揚光大了。後來我們又聊起中國的名勝古跡，他們興致盎然說起
西安的兵馬俑和大雁塔，北京的故宮和香山，新疆的天山和沙漠，還
有桂林和湘西畫壹洋的山水......
我老實告訴他們，我在中國看過的地方不多，遠不如妳們，也沒
在中國坐過郵輪。他們認真對我說，妳必須要去體驗中國的大好河
山，否則太對不起自己，最後還給我推薦了國內的好酒店：香格裏拉
飯店，各種設施讓他們滿意開心。我只是笑著點頭答應，心裏卻在
想，那麼貴的地方我才不去，除非有特價。對我來說，旅館只要安全
和幹淨，有多少星星都不是問題。
錢多的人自然出手闊綽，不用計較，但更多的人還是精打細算。
我在圖書館遇見過壹個 80 歲的老人，老人自打離休後，就開始周遊列

孟悟

國，坐郵輪是他最喜歡的旅遊方式。每次出遊前，他會作周密的計
劃，從機票到餐飲到旅店，都在網上認真學習。他告訴我，他很少慘
加郵輪安排的岸上遊覽，因為費用太高，如果在出發前把當地的交通
情況了解了，壹個人坐公車和步行，能發現更多的亮點，也能從容感
受當地的風土人情。他說他不喜歡跟導遊，匆匆忙忙，告訴妳這個點
只能呆壹小時，那個地只有三十分鍾，當妳玩得正有興致的時候，他
說該集合了；當妳百無聊賴時，他又不讓妳走，這洋被人牽著手腳，
就像幼兒員的孩子。
不過我也有想法，如果跟壹群人出門，最好是自由行。如果獨自
在外，還是跟著旅行社的好，吃和住都管，安全也不用操心。人在旅
途最怕出意外，出個什麼事，所有的好心情全沒了。郵輪到了壹個港
口後，我常常獨自漫遊，那也是行在白天，天黑之前肯定是要回郵
輪。老人聽後點頭同意，出門在外安全第壹，他有次走在巴塞邏那，
被壹個小混混搶了錢，後來坐出租車，若見司機是年輕男子，他都不
敢上車，唯恐再遭恐怖噩夢。
每個人都有獨特的故事，每個人的故事都能寫成壹本書。人在旅
途，若是有人跟妳分享故事，生命便多了層色彩。所有的經歷都是生
命體驗，我們慢慢品味和感悟。

繼“雨塵
雨塵”
”君的
君的“
“我們為什麼來美國
我們為什麼來美國”
”

艾思

停止信號，不懂這些車為什麼老老實
實停在那裡，在等什麼？後來才發
現，原來是等校車，有孩子在上下
車。但我發現，校車停在路邊，孩子
上下車在校車右邊，而路上停著的車
都在校車左邊，其實不影響孩子上下
車。大概，怕萬一孩子亂跑到馬路中
間吧。有時候校車在前，後面的車還
不是停在靠近校車的位置，而是在離
開校車很遠的地方就停了。在一些小
路上，不僅與校車同方向的後車停，
與校車反方向的前車也停。體現一種
見了校車“誠惶誠恐”的氣氛。每次
看到這種現像，總是讓我想到古代官
員出行的場面。所謂巡撫出朝，地動
山搖。儀仗隊浩浩蕩蕩，許多執事人
員舉著“肅靜”，“回避”的牌子。
路人早就遠遠躲避。雖然古代的場面
沒有親自見到，但在國內時，國家領
導人，外賓車隊走過的場面是見過
的，也是這種氣氛。而在美國，小孩
子成了巡撫，成了國家領導人，成了
外賓。這看起來是一件小事，但反映
了從敬畏官員到敬畏孩子的變化。每
次遇到這種場面，心裡總有一種感
動。

讀“雨塵”的“我們為什麼來美國”, 甚有同感.
對文中提及的 John Handley H.S., 令我感到, 有如此愚
蠢的學校行政當局, 也算是教育界的不幸. 不過, 實話
實說, 精英都一窩蜂的去做醫生, 律師還有其他專業甚
麼的, 教育系, 很少是孩子們的首選.那出了這種人物,
也怪不得了誰.
並順帶聲明一件事, 我並沒有其他人那麼偉大, 我
來美國, 是全為了自己.在我眼中, 只有伴讀的媽媽可
以大聲的說, 我來美國, “全” 是為了孩子.如果男士
也講這個, 那就“太沉重”了.猶其是, 如對自己的孩
子這樣說 (全是為了你), 那就該打屁股.
近來在中文報紙看到蠻多談論“種族”細分的問
題.覺得發起“種族”細分的人, 十分荒唐. 如果“種
族”細分只是用來明瞭一下全國人口分佈之用, 無可
厚非. 但如果用在資源, 就業, 或學校分配上, 就神經
病了. 行了幾十年的學區種族分配以失敗而告終, 就是
最好的見証.“種族”細分,曾在中國行了二百多年, 清
政府扶植“旗人”的結果是有目共睹的. 扶植弱勢的
群體, 只可從“獎勵向上的人”著手, 不能朝著劣幣驅
逐良幣的方向走.
“雨塵”講的維州 John Handley H.S. (我是馬州
人, 對南方不熟). 我上網查了一查, J.H. H.S. 位在維
州, Winchester 鎮, 其 鎮 的 人 口 分 佈 是 80.29% 白 人,
10.79% 是黑人, 亞裔是 2.37%, 如再細分一點, 16% 是
西語裔.學校竟“蠢”到發出一封如此荒唐的信 (AP

出生於北京,現居北維州。聖母大學英美文學學士。金門
大學企業管理碩士。曾任硅谷數家大電腦公司高級主管。
中、英文作品發表在多種報刊雜志上，並被選入詩歌、散
文、小說集中。英文自傳《暴風雨中一羽毛》由美國藍燈書屋
出版社出版，並被翻譯成 9 種文字。參與演出紀錄片《上山下
鄉》。
故鄉，是從上小學開始填沒完沒了的表格裡所謂的“籍
貫”。字典解釋為“祖居，個人出生或長期住過的地方。”
故鄉，是能讓一個李白似的游子“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
鄉”的至親至愛，牽腸掛肚的地方。無論他走到天涯海角，想
起家鄉的小吃，就會垂涎，偶聞久違的鄉音，便能落淚。
因“偉大領袖”一句話，而停學離城的成千上萬知識青年
們，常把自己上山下鄉的地方稱為“第二故鄉。”言外之意，
原有“第一故鄉。”
請聽“知青之歌”：
我坐在煤油燈旁，
低頭思故鄉。
風兒吹得燈苗兒晃，
我們的生活多麼凄涼。
啊，親愛的爹娘，
請不要為兒悲傷。
偶爾聚會，唱這首歌時，我總比別的女知青哭得更傷心。
因為我連哪兒是我的故鄉都不知道。
母親常嘆著氣說“咱們家是屬鼠的，老愛搬家。”
父親家祖居福建閩侯，從曾祖父起移居江蘇揚州。甭提父
親沒去過福建，連祖父都沒拜過祖墳。福建人，我是想算也算
不上的。
父親十多歲時因戰亂離開揚州，再也沒回去住過。雖然別
人說“揚州出美女”時，我會笑著敲個邊鼓“我爸爸是揚州
人，”卻從來也沒敢說過“吾思揚州冷（我是揚州人）。”
我出生在北京。呱呱落地前七個星期，父親因“極右份
子”罪被發配至北大荒勞改。生殺予奪的學院一不做二不休，
把母親流放到安徽。母親在滴水成冰的寒流裡抱著襁褓中的
我，牽著三歲的哥哥，毅然踏上南下的列車。您說，咱能把那
缺德地兒當故鄉麼？
母親是道地的天津人。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母親把奄奄一
息的我從餓死了幾百萬人的安徽送到姥姥家住過兩年，保住了
我的小命。三歲離開天津時，據說我講一口標准的天津味兒。
可是一回合肥，天津味兒很快就都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合肥
普通話”－－夾著“雞滋”不分的合肥音的普通話。天津人，
俺趕嘛兒（我怎麼）也算不上。
父親從北大荒放出後，來到合肥。不久，轟轟烈烈的無產

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們家被抄多次。父母雙雙關入牛棚
後，十一歲的哥哥和九歲的我成了小父母，帶著四歲的弟弟住
進一個孤兒院似的地方。作為小右派，我受盡侮辱，毆打，還
差點兒病死。終於離開牛棚，見到久別的孩子們，父母又立即
被迫全家下放到霸王別姬的和縣。我坐在顛簸的大卡車上，一
路哭著、吐著離開了讓我失去童年的合肥。
我們落戶到高莊生產隊。隊長貪污了那點可憐的安家費，
只把隊裡的倉庫隔了一間半讓我們住。那泥地、泥牆、草頂的
茅屋，成了我們的棲身之所。親身體驗到杜甫“八月秋高風怒
嚎，卷我屋上三重毛”之後，屋漏牆塌的辛酸。五年後父母半
平反去位於蕪湖市的安徽師範大學。我的合肥普通話裡又添了
和縣腔。
師大分給我們家一間倚學校圍牆用蘆席搭的棚子。盛怒之
下，我把房管處帖在棚門上“外語系，巫寧坤”的紙條，撕個
粉碎。父親找領導據理力爭，得到了一間用蘆席由原先的小教
堂改成八戶住房的地方。我們與天主和其它七戶人家同在一個
屋檐下生活。八家人共用一個廁所，一個水龍頭。教堂裡沒隔
音，回音卻特別好。一家有人放屁，八家都享耳福。蕪湖話還
沒學全，我就高中畢業了。子杠(你說)，這也能算故鄉麼？
“出身不好，”我只得去涇縣深山裡插隊。村裡沒房子給
知青，把附近的大隊部所在茅屋用竹篾隔出間屋子給我。進山
第二天，正巧下雨不出工，一個鄰居來串門。他一聲喝喊“阿
殺怒依拉（外面下雨呢），”差點兒把我嚇死。涇縣話也就沒
敢學。
那時候，每天不是上山采茶、砍竹、伐木就是下地插秧、
割稻、施肥。我像“智取威虎山”裡的小常寶那樣“盼星星，
盼月亮，只盼著深山出太陽，”只盼著早日還故鄉。盡管我寫
道：
故鄉在何方？
天地兩茫茫。
勸儂解愁腸，
月亦照爹娘。
文革後第一次高考，我有幸上了大學，結束山鄉磨難。
一九八一年，幾經周折，我來美國自費留學，洋插隊。作
為外國學生，移民局規定每學期必須拿滿十二個學分，勞工局
不准干合法工作，公立學校照收不亞於私立學校的外國學生學
費，每學分幾百美金。
沒有綠卡，我只好“打黑工，”干拿現金的雜活，每小時
只能得到比法定最低工資三塊三毛五還低的錢。
我替一家意大利人帶兩個孩子，換取食宿。頭頓晚飯，我
剛盛了一勺水果沙拉，還沒放到自己的盤子裡，女主人開口
了，“那不是給你吃的。葡萄可貴著呢。這才是為你准備
的。”她指指牆角的一大盒方便面。
在接下去的幾家受夠類似的罪之後，我租了個便宜地方自

橫眉

Classes 以白人 40% , 拉丁裔 35%, 黑人 12%, 餘下的是
給其他人種, 來分配), 豈能不“炸了窩”. 上了電視之
後, 校長還狡辨,說 : “所有合符 AP 成績要求的學生,
都可入班.”並說,“那些人種比例, 只是說現在學生的
種族比例而己.是鼓勵其他學生上進, 以達到平均分配.
不論任何人, 成績合符要求, 都一律入班, 成績不達
標, 皮膚啥顏色都沒戲.大家誤會了學校的意思”.如果
一個高中學校的校長, 連寫一封信都詞不達意, 而令全
國的人 (除了當時人外)都誤會了, 也實在是可悲.
我過去是, 祇要在選票上看到華裔參選人的名字,
一定投他/她們一票. “雨塵”說這想法太天真啦. 說
得很是, 也令我心痛.我發現很多政客就是政客. 表面
上好像是為民請命, 其實私心十分重, 為了人家的捐
款, 就黑白不分的支持, 見錢眼開,就像狗改不了食屎
的習慣一樣.有冀圖的人就, 有錢使得鬼推磨啦.
我對現在的華裔社區的感受是, 壓鬱很大. 有點前
門拒虎, 後門進狼的感覺. 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及我們孩
子的優秀, 引起其他族裔的眼紅, 另一方面, 我們自己
也不爭氣, 對社會及政府的各種公益,福利,本著“不
拿, 白不拿”的精神, 就算跟本沒需要的人,都拐灣抹
角的, 千方百計地去“大家拿”, 同胞們貪小便宜, 商
家貪政府的錢, 兩者拍在一起, 無所不用其極, 令人
(尤其是別的族裔)白眼相看.世事如此, 也真令人“冇
眼睇”.

天涯何處是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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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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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住。
房東在獨生女兒小的時候，為她在後院大樹上造了間游戲
屋。合成板拼就的地板、牆壁、樓梯，薄薄的門和房頂，冬涼
夏暖。一張單人床，一把椅子，一張書桌，一個衣櫃就把它塞
滿了。女兒上大學後，房東在地上另造一間更小的有水電的屋
子。裝上簡陋的洗滌槽、淋浴、抽水馬桶、冰箱、電爐，便成
為廚房兼廁所。
我送空中樓閣一個昵稱──鳥窩。我也窮得吃起“鳥
食”。餓急了，便嚼半美金一大包的生葵花子充飢。
在鳥窩裡念完研究院，開始找合法的、能為我辦綠卡的，
實習工作。因為沒有在美國合法工作的經驗，眼見實習期快過
了，工作還沒影兒。我咬咬牙，飛出鳥窩，在單間公寓裡與剛
認識的美國公民築起新巢。
婚後，本著“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的信念，我承擔了所
有家務。拿到綠卡後，找到相當不錯的工作。我精打細算，省
吃儉用，我們很快就買了所挺大但需要修理的房子。
搬家那天早上，他看看地上堆的、我頭天裝好的箱子，丟
下句話“怎麼這麼亂？真讓我頭痛，”便揚長而去。
有了房子，我開心地在周末和每天下班後自己忙著為裡外
油漆，給廚房廁所鋪瓷磚，替車庫裝置自動開門器，在前後院
植花種樹。懷孕後也沒歇過。他從來不動手，有空時，要麼去
游泳，要麼打高爾夫或籃球。
預產期將至，我向公司請了假。待產期間，我設計了前院
的自動澆水系統，買來各種管道電線零部件，開始施工。大腹
便便，彎不下腰。一個炎熱的星期六下午，我跪在地上揮鎬刨
埋水管的溝。鄰居看到問我“你丈夫呢？這樣傻干會弄得早產
的。”我笑笑，抹去額頭的汗珠。“他在看電視。沒關系，已
經超過預產期五天了。”
結婚十四年，生了兩個孩子，我倆還是在千禧年分道揚
鑣。我買不起屬於他的那一半房子，又不忍馬上搬家。那是我
住過最久的，可以成為孩子們故鄉的家啊。“我租你那一半，
讓我和孩子們住到他們上大學再賣好嗎？”我眼流淚，心滴
血。“不可能，我不住，誰也別想住。”他斬釘截鐵地答道。
那晚，等孩子們進入夢鄉，我從客廳慢慢走到廚房，撫摸
著我裝修的每塊磚、每寸牆，任由淚水流淌。待月芽兒跳上山
巔，我由前院緩緩行至後院，輕觸著我栽植的每棵樹、每株
花，喃喃訴說斷腸。
從離婚到現在四年，我帶著孩子們又搬過四次家。
明年，我在美國住過的時間就比在中國還要長了。雖然有
時說英文比說中文順口，可訓不懂中文的孩子們時，冒出的往
往是帶著和縣腔的合肥普通話。如果洋插隊的美國可以被稱為
我的第二故鄉，中國也能被算作我的第一故鄉吧。
今生今世，恐怕是沒有可以讓我夢牽魂繞的故鄉了。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NEWS & REVIEW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August 22, 2017  ׀John T. Robbins, Editor

North Korea Angry With U.S. Military
Exercises, Threatens Wa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North Korea warned that the joint U.S.-South Korean military exercises was adding “fuel to fire.”The statement described the annual military drill as “reckless
behavior.”
PYONGYANG, North Korea - Responding to the foolish and stupid conduct of the Yankees”
the joint U.S.-South Korean military exercises before deciding whether to conduct the missile
set to start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on Mon- test.
day - North Korea has fired another warning at
America.
In an editorial in its Rodong Sinmun newspaper,
North Korea warned that the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will be “adding fuel to the fire” of already
heightened tens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Pyongyang described the annual military drill
as “reckless behavior driving the situation into
the uncontrollable phase of a nuclear war.”
Further, the reclusive nation, led by Kim Jong
Un has said that “no one can guarantee that the North Korean dictator Kim Jong-Un
exercise won’t evolve into actual fighting.”
On Thursday, U.S. Defense Secretary Jim MatIt said, “The Trump group’s declaration of tis said the U.S. military would be prepared to
the reckless nuclear war exercises against the intercept any missile heading
DPRK ... is a reckless behavior driving the situ- toward the U.S. territory or
ation into the uncontrollable phase of a nuclear that of its allies.
war.”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It said North Korea was the “strongest posses- Tillerson meanwhile said the
sor” of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ca- peaceful diplomatic pressure
pable of striking the U.S. mainland from any- was the preferred way to get
where.
Pyongyang to stop its testing
Adding, “The Korean People’s Army is keeping of nuclear-capable ballistic
a high alert, fully ready to contain the enemies. missiles.
It will take resolute steps the moment even a He added that the diplomatic
slight sign of the preventive war is spotted.”
approach “has to be backed
It did not elaborate on what it meant by “pre- with military threat” if North
ventive war.”
Korea chooses to move forAccording to South Korea’s Yonhap News ward with destabilizing acAgency, the North Korean newspaper said, “If tions.
the United States is lost in a fantasy that war Pyongyang responded on Sunon the peninsula is at somebody else’s door far day saying its army can target
away from them across the Pacific, it is far more the United States anytime, and
mistaken than ever.”
neither Guam, Hawaii nor the
Meanwhile, the Pentagon said in its own state- U.S. mainland can “dodge the
ment on Friday that the 10-day, annual military merciless strike.” (Courtesy
exercise, called Ulchi Freedom Guardian, will http://www.chinanationalinvolve 17,500 U.S. service members, includ- news.com/)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 Western Theatre Command has conducted military
exercises involving armoured forces and aviation units amid the military standoff with Indian troops at Doklam, near the Sikkim-Tibet-Bhutan trijunction. The
Western Theatre Command covers Tibet, Xinjiang, Ningxia, Qinghai, Sichuan and
Chongqing.
tonomous Region, near Yarlung Zangbo River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Sushma Swaraj has
located in the upper stream of the Brahmapu- reiterated that India’s road map is peace and
tra River. The brigade has long been stationed talks are going on to resolve the issue diplomataroun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r- ically.
lung Zangbo River and is responsible for front- India has made its stance clear that that it stands
for peace the border question can be solved dipline combat missions.
PLA’s Tibet Military Command conducted the lomatically, not by war. (Courtesy http://www.
11-hour long live-fire exercises at an altitude chinanationalnews.com and ANI)
of 5,000 meters on the plateau in Southwest
China’s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imed at
improving the combat capability on such locations, the military. The drills included the quick
arrival of troops and different military units
working together on joint attacks.
As a side note, the stand-off began when China
started constructing a road in the area. India objected to the road construction after the Chinese
troops ignored Bhutanese protests, triggering
the face-off from June 16.
Map showing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Related
PLA conducts military
drills amid Doklam
tensions

ing 3,000 from outside South Korea.
The Pentagon added that the exercise, which
lasts through August 31, aims to improve readiness, protect the region and maintain stabi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recent threat by North Korea comes the
same week as heightened tensions seemed to
subside after a furious war of words broke out
betwee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Both the leaders traded warnings, after North
Korea’s two ICBM tests in July revealed the
progress it has made in its quest for nuclear
weapons that are capable of striking the U.S.
mainland - in defiance of UN sanctions and international condemnation.
On August 8, North Korea announced plans for
a ballistic missile test that would strike near the
U.S. territory of Guam.
North Korea’s announcement came after the
U.S. President said that America would respond
to a North Korean attack with “fire and fury like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Later, North Korea seemed to end the war of
words saying its leader would wait to “watch

“A five-minute-long video was
played on Chinese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of PLA troops
conducting drills showed
tanks firing at targets on hills,
followed by helicopters firing missiles at ground targets.
More than 10 PLA units, including aviation units and armoured forces, participated in
the drills,” the Global Times
reported.
While the location of the military drills was not revealed, it
was mentioned that the drills
“lay the ground for plateau
warfare.”
“Such Chinese PLA military
exercises are meant to strike
awe in India as the two sides
have been engaged in a standoff in Doklam for more than
two months, and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which is
closest to India, is where the
Western Theater Command is
most prominent,” the Chinese
state media reported.
Earlier in July, PLA conducted
live-fire exercises in Tibet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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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社區
星期二

2017 年 8 月 22 日

Tuesday, August 22, 2017

B8

慶賀中華民國國慶-讓世界看見臺灣優美的民俗文化
僑委會九天民俗技藝國慶綜訪團 9/16 休士頓精采演出
九天廟會劇場－鼓鳴旗飛慶雙十
（綜合報導）僑委會為宣慰海外僑胞，宣揚優質台灣文化，今年特別遴派 「九天民俗技藝團
」擔任今年國慶綜藝訪問團將巡迴中美洲以及北美 14 個城市，進行 14 場表演，休士頓場次 9 月 16
日晚間 7 時在 Stafford Centre Performing Arts Theatre，九天民俗技藝團將以<鼓鳴旗飛慶雙十>為主
題，來慶賀中華民國國慶，透過鼓陣、官將首、電音神偶等演出，讓海外僑胞回味故鄉特有的風
土人情，也期盼透過專業精緻的藝陣饗宴，讓世界看見臺灣優美的民俗文化。
『九天民俗技藝團』成立已滿 20 週年，它原為傳統廟會陣頭團體，但隨著時代更迭，使得傳
統民俗文化得以轉型並永續傳承，內容更加豐富，融合民俗精華，推動台灣陣頭表演的藝術性，
使傳統廟會孕育一種新生命展現在藝術舞台上，讓世界看見台灣。九天民俗技藝團許振榮團長召
募中輟青少年擔任團員，藉由陣頭表演的魅力，觸動這些中輟青少年對表演藝術的熱忱因子，協

助建立自信，成為專業表演者，成功感化許多中輟青少年，他們故事在 2012 年被改編成 「陣頭」
電影，在台灣帶動一股激勵人心、感動大眾的熱潮。
此次 『九天民俗技藝團』為慶祝 106 年國慶，特別到休士頓公演，休士頓地區由休士頓僑界
慶祝雙十國慶籌備會主辦，榮星創藝表演工作坊協辦，以道地原味的透過鼓陣、官將首、電音神
偶等演出，希望喚起鄉親回味感受故鄉的溫馨。九天的演出將帶給您無窮的回味，切勿錯過這難
得觀賞的機會，讓我們共同攜手歡度國慶！
時間: 9 月 16 日晚間 7 時
地點:Stafford Centre Performing Arts Theatre 10505 Cash Road, Stafford, TX 77477
九天民俗技藝團的宣傳影片聯結: https://youtu.be/9YOfqwseMXo

徐國良先生上周六在 「 休斯敦
休斯敦UFO
UFO 協會
協會」」 演講
「 如何從易經中認識
如何從易經中認識UFO
UFO 飛行器的真相 」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 UFO 協會上周六
舉行講座，邀請 「暗物質質
能 研 究 中 心 」 「休 士 頓
UFO 協會」 成員，及 「上
海第醫學院」 研究員徐國良
先生主講： 「如何從易經中
認識 UFO 飛行器的真相 」
。
徐國良先生的演講從易
經陰陽合一的原理為基礎，
包括 「物質」 也包含了陰
（ 暗物質 ），陽（ 明物質
），以及人也包含陰（ 靈
魂 ），陽（ 肉體）。而能
量也是如此，包括 「簡單能
圖為 「 暗物質質能研究中心
暗物質質能研究中心」」 徐國良先生
徐國良先生，
，上周六在 「休士頓 UFO 協會
協會」」 八月
量 」 --- 光 ， 電 ， 聲 等 ，
份月會上主講 「 如何從易經中認識 UFO 飛行器的真相
飛行器的真相」」 。（ 記者秦鴻鈞攝 ）
E=mc, 「 複 合 能 量
」---- 質能，ME= (mc )
由質能參與的易經陰陽合一飛行器， 質能執行與麥桿組織陰陽合一的＂操
徐國良先生提到 UFO 比飛機多
它具有飛機所沒有的二個質能功能， 作＂，即在麥田上複製相同的幾何圖
五種典型的特徵是：（ 1 ） 無聲飛行
即消除空氣與機身磨擦的阻力以及克 形信息。（ 三 ） 由於聲波影響正在
（ 因無空氣磨擦 ），（ 2 ） 快速飛
服地球的引力。
形成的麥田信息圖形，因此 UFO 選
行（ 因無空氣磨擦與地球引力 ），
徐國良提到 「如何從易經中認識 在一天最安靜的清晨二點至三點間在
（3 ）直角轉變方向（ 因無飛行阻力
麥田圈形成的真相」：（ 一 ) 麥田圈 麥田上發射複制圖形信息的質能。
），（4 ） 圓形機型（ 最佳飛行器內
徐國良先生說： 質能為複合能量
是由具有複制信息的質能與麥桿分子
部空間，無空氣磨擦。因圓形面積大
的價電子之間組成易經陰陽合一的＂ ，它是暗物質的物質能量。（ 不是暗
，視角廣。（ 5 ）停在空間（ 因克服
操作＂，即在麥田上複製相同的幾何 能量 ），質能方程為： ME= （ mc )
地球引力）。以上五個是飛機所沒有
圖形信息。（ 二 ）麥田圈的形成是
質能（mE ) 的功能：（ 一 ）質
的功能。而 UFO 的真相： 即 UFO 是
UFO 發出複製圖形信息的質能，這些 能（ mE ) 是徐國良先生於 2005 年發

光鹽社西北辦事處健康講座
（綜合報導）光鹽社西北辦事處將於 8/26 星期六下午 2:00-4:00 在休士頓
西北華人浸信會(13130 Perry Road, Houston TX 77070)舉辦健康講座,邀請到陳
翳萍中醫師為我們演講[現代中醫經絡穴位的新知與科技]
陳翳萍中醫師在中國修得醫學學位並取得醫師執照以及按摩治療師執照,
來美國之後,繼續充實自我,研讀針灸和中醫,現在是一家診所的中醫理療康復治
療師.陳醫師出生於醫學世家,從小接觸中西醫,長大也學習西醫,更加以研讀中
醫,發現中醫有許多奧妙是西醫無法可及的.
陳醫師會簡單地介紹中醫從古發展至今,越來越多的西方也開始積極投入
研究中醫,所以有了不少的新發現.例如,穴位的治療,有助於預防發炎甚至癌症.
還有當人過世時,身上的穴位會有不同的光出現…證明了.... 因為這些研究的證
實,所以陳醫師會在講座中,示範經絡操,教大家如何預防一些疾病的發生.除了
運動,陳醫師也會就中醫的陰陽五行的理論,搭配藥食同源的理論,教大家如何搭
配飲食和草藥,達到身體最健康的養生.更會就一般人比較容易有的健康疾病三
高,來分享中醫是如何來看待這些問題,用什麼自然的方法藥材來治療,得到最好
的果效!!會後,醫生會免費為聽眾把脈看診.
非常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們來聽講座,知健康!!免費講座,會後並有簡單的茶
點.
若 有 任 何 問 題, 請 email: yunanyen@hotmail.com / 832-668- 4662 找 Tina
Yu
現的。它是一種複合能量，一種只有
陰物質中才含有的物質能量，已經證
實可以在自然界中捕獲, 並且在實驗
中也發現物質/ 電子中含有質能。（
二）發現電子由質能與電荷購成，即
電子是由易經陰陽合一的質能（ 陰
）與電荷（ 陽 ） 構成，符合易經原
則。（ 三 ） 如果沒有質能，細胞不
會出現分裂，即不會有生命現象，也
就是說不會出現你與我。（ 四 ）
DNA 基因信息錄在質能 mE 的 m 上才

能複製分裂細胞。（ 五 ） 由於質能
應用的重要性，例如疾病的防治應從
易經本質上來進行。
徐國良先生表示：我們質能研究
中心就是從 UFO 獲得啟發，在研究
如何減輕汽車，飛機，火箭運行中的
空氣與車身，機身，火箭身磨擦的阻
力以及如何克服地球的引力。每有一
點進展都會有經濟效益，歡迎大家指
教與支持。

休城工商

認識易經 ‧ 學會占卦
2017 年衍易實用占卦班
年衍易實用占卦班99 月 10 日開課

圖為風水大師衍易女史親自授課。
圖為風水大師衍易女史親自授課
。

【本報訊】人生是一個不斷需要做抉擇的歷
程。念書的時候，要選擇學校，選擇科系；畢業
以後，要選擇工作，選擇配偶；遇到問題時，更
需要選擇究竟是鍥而不捨？還是趁早回頭轉向？
每一次的決定，都會影響日後的發展與生活，常
常讓人陷於迷惘，看不清楚哪些是危機？哪些是
轉機？這時候，固然需要我們以理智判斷來作決
策，最好還能藉占卦來參透天機，避免人算不如
天算的意外。
衍易老師 9 月 10 日開始的實用占卦班（文王
卦），目的就在介紹大家認識古人的最高智慧結
晶 - 易經。她將在課程中教授正統占卦與解卦
的方法，同時說明占卦時應該具有的正確心態與
概念。讓完全不懂五行八卦的門外漢，也能學會
如何運用占卦來預測吉凶。
號稱 「經典中的經典，哲學中的哲學」
的《易經》，博大精深，而且證實了與現代許多
科學都有關聯；但是追本溯源，在幾千年前，原

來是一本中國古人用來上測天文，下測地理，中
測人事變化，專門用來向人們顯示預警的書籍。
您如果想要一窺《易經》的堂奧，探索占卦的世
界，研究易經多年，同時擅長以深入淺出方式授
課的衍易老師，應該是您所能找到的最理想的引
領入門的老師。
衍易老師實用占卦基礎班，將於 9 月 10 日
，9 月 17 日兩週日下午二時至六時上課。上完
基礎班之後，如果有興趣深入研究，可參加衍易
工作坊緊接開辦的三個占卦深研課程，讓您對易
經文王卦有機會作深入的了解。這也是 「衍易
工作坊 」 最後的占卦班，有心的朋友千萬不要
錯過。
上課地點： 中華文化中心 9800 Town Park
Houston TX 77036,研習費用： 新生$200 元、舊
生 160 元、複習班 $40 元。
網上報名 www.FengShuiProfessor.com
電話報名 832-202-5751

德州休士頓華嚴蓮社
九月八日至十日，啟建地藏法會

【本報訊】農曆七月為佛教孝月節，華嚴蓮社定於二 0 一七
年九月八日(星期五)至九月十日(星期日) (農曆七月十八日至二十
日)止，舉行地藏孝親薦亡超渡法會三永日。每日上午九時起恭
誦地藏菩薩本願經，拔度先亡、高超極樂、早生淨土。法會期間
每日上午奉獻妙供，上供十方三寶、下濟六道群靈。屆時敬請諸

大護法，駕臨拈香，同崇孝思，共薦先靈為禱。凡欲超渡祖先、
親友、冤親債主者，即日起，敬請與該社聯絡登記，以利作業。
法會期間，每日正午敬備素齋供眾，屆時敬請踴躍參與，同
沾法益，共邀福庇！
德州休士頓華嚴蓮社地址：9369 Wilcrest Dr.,Houston, TX

77099-2128
Tel: (281)495-9700 or(281)879-4485 Fax: (281)498-2984
E Mail : ablsbuddha@yahoo.com.tw

中國·浙江項目合作大會報名開始，名額有限，先報先邀請！

【本報訊】2017 中國·浙江第一次報名截止日期：8 月 31 日
差旅補助：活動期間，大會為被邀請參會的海外留學人才提供免費食宿。其中，對帶技術、
帶項目、帶資金等形式參會的海外留學人才，通過對接、篩選，經組織方確認，給予一定標準的
國際差旅費補貼。
注意事項：1）名額有限，預報從速，先報先邀請；2）請勿通過多個機構重複報名！
一、2017 中國·紹興“名士之鄉”人才峰會
參會時間：11 月 3 日(下午報到)——5 日
報名表：（附件 1）2017 中國•紹興“名士之鄉”人才峰會高層次人才參會登記表
受邀對象：生物醫藥、電子信息、新材料、高端裝備等領域的海外高層次創業團隊代表/創新
人才，掌握的核心技術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或發明專利，處於國際國內領先水平，技術成熟並已進
入開發階段，具備產業化生產條件，項目成長潛力較大，符合紹興產業發展要求，目標產品市場

前景較好。
二、2017 杭州國際人才交流與項目合作大會
參會時間：11 月上旬
報名表：（附件 2）2017 浙江•杭州國際人才交流與合作大會海外留學人才參會報名表
受邀對象：
大會邀請對象為海外留學人才：一是取得碩士學位，在國外大學、企業或研究機構從事專業
工作三年以上的留學人員；二是取得博士學位的留學人員；三是海外留學人才創新創業團隊代表
；四是在產業、專業領域具有獨特影響力的海外華人專才；五是已在國內創業的海外高層次留學
人才。
同時大會廣泛徵集海外項目信息，歡迎海內外留學人才提供來浙（杭）創業項目，與浙江、
杭州企事業單位進行項目合作的信息以及來浙（杭）工作意向，大會將提供人才項目對接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