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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特別節目
張亞中作客談一中同表
為持續跟進中華民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並關注兩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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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華文作家
亞中(右)及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常務委員唐心琴(左)擔
多部作品發表且多次榮獲北美﹑
多部作品發表且多次榮獲北美
﹑
中港台華文創作大獎
任嘉賓﹐
由常中政(中)主持﹐針對孫文學校使命﹑
一中同表與
一中各表差別﹑
國民黨的走向作探討﹒(報導請詳見 A12 休城
休士頓華文作家協會首屆會長
社區)

陳瑞琳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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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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 广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服务邮箱： qxgd2011@tom.com 广东侨网： http://gocn.southcn.com
“广东侨务”新浪微博：http://weibo.com/gocn2011

承办 : 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

中山归侨承租家乡 30 余栋侨房谋修复

“不愿侨房淹没在时间的洪流里”
阿陈（化名）把爷爷留下的侨房进行修缮，并

属于危房的有 297 间，其中有 185 间没有代理人。

以此成立了一间艺术中心。

此外，1000 多间无代理人的空置侨房，如不及时

“我是良都人，家乡的侨房在我眼里是独一无

加以维护管理，这部分房屋也将逐渐成为危房。

二、不可复制的。”说这话时，42 岁的阿陈（化名）

今年 3 月，梁红辉联合四名致公党党员，向中

抚摸着侨房外墙，凝视着墙上已褪去华彩的壁画

山市政协提交了《关于保护和利用“特色侨房”

和残缺的灰雕。

留住华侨华人的根的建议》，在梁红辉看来，保

这里是他自小玩耍的地方。3 年前，阿陈从海

护侨房一方面是避免侨房空置，更重要的是赋予

外返回家乡中山市南区上塘村，彼时，家乡许多

侨房以全新的时代和文化氛围。

空置侨房无人打理的境况深深触动了他。为此，
他花了两年时间在美洲、澳洲等地寻找家乡华侨

“希望华侨在祖国仍然有根”

后裔，从他们手中陆续租下 30 余栋侨房。阿陈希
望用十年时间，把那些空置许久的侨房打造成充

“我通过海内外的同乡会寻找到这些华侨后

满人情味的侨房博物馆。因为，他“不愿让侨房

裔，他们了解到我的想法后，都很愿意把房子交

淹没在时间的洪流里”。

给我管理。”阿陈说，他坚持要跟这些华侨后裔
签订租约，并非为了避免产权纠纷，“我希望修

侨房浓缩华人海外所见所闻

缮好这些侨房，让这些生在海外的侨胞在祖国仍
然留下自己的根，让他们能时常回来看看。”

“南区这边的陈家有三个分支，清末的时候三

去年 6 月起，他用了 8 个月的时间把爷爷留

兄弟分别去了夏威夷、南美秘鲁和澳大利亚堪培

下的侨房彻底修缮，并以此成立了一间艺术中心。

拉经商谋生，其中我爷爷去的是秘鲁利马。”阿
陈回忆，自己爷爷当年在秘鲁从事的是小百货生

南区的侨房大多建于民国初期，目前不少处于空置状态。本版图片 叶志文

意，如今这家门面依然由后人在当地保持经营。
1927 年阿陈的爷爷回到家

精通建筑的他，每周都会带着中山本地的青年学
生在村子里逛侨房，辨识并欣赏当地侨房那些仍
不为人所知的美丽。

此为参照，把自己的房子建得更好看、更漂亮。

担忧。
南区作为中山著名的侨乡，拥有 2000 多栋华

近些年，中山本地也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投入

乡，并在当地置地定居，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便是

“前不久我带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建筑学教授

建房。“对于这些在外打拼数十年后归国的华工

前来参观，他看到侨房后激动地说道，‘怎么会

侨古宅，光是阿陈所在的上塘村附近就有 70 多栋。

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自发以“寻展

来说，房子不仅是置地财产，更浓缩了自己在外

有把教堂壁画、欧式与中式风格完美融合在一起

这些侨房大多建于民国初期，既有充满浓郁岭南

古村落”为课题，深入中山各个古村落走访调研，

游历的所见所闻。”如今阿陈几乎每天都会在上

的建筑！’”阿陈带着这个教授拍了三天照，最

建筑风格的传统民居，也有浓缩南洋风格和欧式

用画笔绘制古建筑的门楣、窗花、雕刻。他们的

塘村的侨房中游走，前几天他无意间注意到一间

后却对他说：“你只拍了这里面的四分之一。”

巴洛克、罗马风韵于一体的西式洋楼，侨房上精

创意让这些古村落、特色侨房得以在画纸上重生，

美的雕刻和彩绘壁画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也让更多年轻人接触了解到侨房背后被时光掩盖

中式瓦顶房子的二楼墙壁上，竟然开设了一个仅
容一人站立的欧式小阳台。
“顿时我看到了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罗密欧幽会

聊起建筑设计时，阿陈对家乡的侨房如数家
珍，但停顿片刻他又担忧地说：“我担心，这些
侨房再不保护以后就看不到了。”

为危房。”梁红辉说。

朱丽叶的意境，这种小阳台只有在欧洲才能见到，
却能在此地与中式建筑融为一体。”阿陈说，侨

全市千余间空置侨房亟待修复

房在建设时，房主试图将他在海外见到的所有风
格全部融汇于房屋当中，而周围的同乡更是会以

“但侨房所有人的后代，多数都居住于海外或
港澳，多年来部分侨房显得冷清萧条甚至荒芜成

阿陈的担忧，也是中山致公党党员梁红辉的

﹒

到侨房保护的工作中。2015 年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的魅力。
“我会把租下的侨房妥善修复，希望随后引进
优质的餐饮业、咖啡馆、小酒吧，同时包装好村

据中山市侨务部门不完全统计，目前该市共

子里特色手工品售卖。”在阿陈的构想中，他希

有空置侨房 2103 间，约占总数的 74%，业主大多

望用十年把这 30 余栋侨房打造成一个充满人情味

已旅居海外和港澳地区。无代理人的有 1078 间，

的侨房博物馆。（李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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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外流
費外流！
！海外消費提質升級

咋把中國消費者請回來
孩奶粉、尿布，再到零食、衣服，基本
都是從海外采購。“我會定期關註國外
商品新品上市、特價優惠等信息。”劉
女士表示，購買國外產品壹年下來要花
好幾萬元。

下飛機從馬累機場出關，當地移民
局官員拿著護照，主動說出“妳好”，
走到接機口，當地人不時冒出“歡迎來
馬爾代夫度假”的中國話，讓人覺得這
個遠在印度洋的島國壹點也不陌生，這
是半月談記者出國旅遊的真實感受。
除了出國旅遊，近年來，中國各類
消費勢頭高漲：來自拉美的牛油果，來
自美國的大龍蝦，都成了中國人的餐桌
新寵；菲律賓芒果幹、越南面包幹，各
類進口零食暢銷全國……無不彰顯出中
國消費日益釋放的潛能和龐大規模。中
國消費遍布全球，對世界經濟的貢獻與
日俱增。
中國海外消費提質升級
旅遊消費是消費的壹項重要指標。
如果說，曾經火熱壹時的新馬泰旅遊是
因為價格低廉而廣受歡迎，那麽當下，
品質更高、價格更貴的馬爾代夫度假遊
備受歡迎，則從壹個側面佐證中國人海

外消費正在提質升級。
如今，人們不光消費基本生活用品，
還追求精神的享受和眼界的開闊。除消
費傳統的服裝、美容護膚產品、電子類
產品等基礎用品外，醫療消費、教育消
費等高端消費和個性化體驗正在增加。
以醫療消費為例，日本防癌檢查、韓國
美容整形、歐洲氧療養生近年來成為中
國海外消費的新風尚。攜程旅遊發布的
報告顯示，2016 年中國參加海外體檢等
醫療旅遊的人均訂單費用超過 5 萬元，
是我國出境旅遊人均費用的 10 倍左右。
從購物群體來看，目前中國消費海
外產品的核心人群是“80後”和“90後”，
其中女性約占80%。隨著人們消費理念的
轉變，參與海外消費的群體正從中等收
入人群向全社會擴大。
伴隨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中國人消
費國外產品已悄然從臨時性實體店購物
轉向經常性的網購。家住長沙的劉女士
是個“海淘族”，從孕前保健品，到小

中國消費的世界影響
“中國消費者掘起可能是這個時代
最重要的經濟事件。”“金磚四國”概
念首創者、英國財政部前商務大臣吉姆·
奧尼爾認為。在許多發達國家，消費
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支柱，在當前世界
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下，來自中國的
消費，無疑為各國經濟註入了彌足珍
貴的動力。
壹方面，中國消費直接拉動各國
GDP。比如，在東南亞國家，中國遊客
強大的消費能力，已成為該地區各國旅
遊業的共同期待。泰國 2016 年旅遊業收
入占其 GDP17.7%以上，中國遊客是其旅
遊業的生命線。2016 年，印度尼西亞接
待的外國遊客中，中國遊客是最多的。
另壹方面，中國消費也帶動了當地
就業。中國人餐桌上的小小牛油果正維
系著拉美地區大量勞工的“飯碗”。牛
油果在中國熱銷，帶動了墨西哥、智利、
秘魯等國牛油果種植業的發展，為當地
民眾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秘魯牛油果
種植者協會壹位負責人表示，如果有 1%
的中國人願意消費牛油果，便是巨大的

成功。
值得註意的是，中國消費還深刻影
響著世界產業格局。隨著移動互聯網產
業駛入快車道，眾多產業巨頭紛紛搶灘
移動支付市場，強勢布局新市場。同時，
針對中國消費者，各國商家在產品、服
務等各環節競相優化。
每年從感恩節到聖誕節，美國商場
隨處可見成群結隊的中國消費者。為了
更好地抓住中國消費群體，越來越多美
國商家推出中文導購服務，比如，國際
品牌手袋蔻馳在華盛頓周邊的奧特萊斯
店就有專門的中國導購，諾蒂卡服裝店
內所有商品都有中文標註，上面寫著服
裝類別、價格、折扣力度以及促銷活動
等信息。
在全球各大機場的免稅店，到處可
見中文服務人員以及支付寶、微信等快
捷支付設備。“國外商家已充分考慮中
國消費者的購物心理，所以招了大量中
國雇員，引入中國人熟悉的支付方式。”
馬累機場的壹位工作人員這樣說。
“ 消 費 外 流” 倒 逼 供 給 側 結 構 性
改革
中國人消費能力的提高以及中國自
身的全面深化改革，惠及了全球經濟繁
榮，促進了世界相融共通。
中國在消費領域深化改革的行動表
明，中國正敞開懷抱促進世界經濟的包

容性增長，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世界
正變得相融共生，更加密不可分。未
來，借助消費鏈條，中國將繼續為世界
經濟的共同繁榮作出卓越的貢獻。
中國消費熱潮的形成，很大程度
上得益於科技進步：互聯網迅速發展、
交通日益便捷，給人們的需求創造了
客觀條件，使中國消費的巨大能量得
以釋放。
中國消費給世界帶來機遇的同時，
也在壹定程度上倒逼、加快國內經濟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目前我國新供給不足，老供給過剩。
國產產品在基礎工藝、設計理念、質量
水準上仍存在差距，國內在消費領域的服
務理念、購物體驗等“軟件”方面仍存在
不足，亟待深化消費領域的供給側改革，
提升供給端的商品質量、消費體驗。
為此，中國深化消費領域供給側改
革的政策密集出臺：2015 年，國務院發
布了《關於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
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
系統闡述了以新消費引領新供給新動力
的總體思路。2016 年，國家發改委聯合
多部門發布《關於促進消費帶動轉型升
級的行動方案》，提出“十大擴消費行
動方案”。今年上半年，中國消費繼續
穩健增長，最終消費支出對中國經濟增
長的貢獻率為 63.4%，穩居“三駕馬車”
之首。

油氣改革壹攬子政策正在醞釀出臺 將密集落地
綜合報導 記者從召開的 2017 能源大轉型高
層論壇上了解到，全國還有三分之二的天然氣市
場需要去開拓，2020 年要實現天然氣在壹次能源
中占比 10%的目標依然任重道遠。在此之下，壹
攬子政策正在醞釀出臺，國土資源部正在研究制
定油氣管理體制改革的規範性文件，國家能源局
已將油氣管網互聯互通相關文件下發至地方，同
時將出臺加快天然氣基礎設施建設和建立天然氣
調峰市場機制的意見，並且醞釀天然氣與新能源
融合發展的相關政策。
“我們國家 13.7 億人口，按照去年約 2100 億

立方的天然氣消費總量測算，現在我們涵蓋的總
人口是四億多壹點，也就是說，現在我們的天然
氣供應只能滿足全國三分之壹人口的需求，還有
三分之二的市場需要我們去開拓。”國家能源局
局長努爾· 白克力坦言，盡管 2017 年上半年天然
氣利用逆勢上揚，增速超過 10%，但 2020 年要實
現天然氣在壹次能源中占比 10%的目標，依然任
重道遠。
國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氣司副司長李英華指出，
目前將天然氣發展成為中國主體能源之壹的戰略定
位已基本達成共識，但仍存在不同聲音，對天然氣

利用清潔型的質疑也急需澄清。同時，基礎設施有
待完善，儲氣調峰能力嚴重不足，調峰責任落實不
到位，輔助服務市場機制尚未建立。此外，市場機
制不健全，通過擴大市場解決現有矛盾信心不足。
在此之下，下壹步的首要工作思路，就是加快
推進天然氣利用。努爾· 白克力指出，要實施城鎮
燃氣工程，推進北方地區冬季清潔取暖和大氣汙染
防治重點地區“煤改氣”，快速提高城鎮居民燃氣
供應水平，打通天然氣利用最後壹公裏；要實施天
然氣發電工程，大力發展天然氣分布式能源，鼓勵
發展天然氣調峰電站，有序發展天然氣熱電聯產，

推動天然氣與新能源的融合發展。
“在天然氣發電方面，我們更主要的是側重考
慮發揮其調峰特性，減少‘棄風棄光’，下壹步希
望能在這個方面做更好的研究，出臺更好的政
策。”李英華透露。
資源保障的問題也值得註意。國土資源部油氣
資源戰略研究中心黨委書記趙先良指出，國內油氣
資源對外依存度越來越高，管理生產的體制機制僵
化，阻礙了油氣資源的釋放。預計到 2035 年，石油
對外依存度會占到 70%，天然氣將進壹步發展，在
2045 年左右達到高點。

時事圖片

土耳其“
土耳其
“國貓
國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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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墨西哥蒙特雷挑戰
高空扁帶展現絢麗美景

墨西哥發現壹座集體墳墓
超 600 塊人骨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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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城基督徒中國教會培靈佈道會「修直祂的路」
高高低低的改平坦，崎崎嶇嶇的成平原
達城基督徒中國教會于八月二十五日至二
十七日特邀印城華人教會主任牧師張志剛牧師
來擔任培靈布道會的講員，主題是「修直祂的路
」
，三場所傳的信息都與走路有關，猶如聖經所
說，「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
他愛子的國裏」
（歌羅西書一章 13）
這三天聚會的時間和分享的信息分別為:
8/25 週五晚上 7：30 (國翻粵）
《天父的孩子》
（佈
道）
8/26 週六晚上 7：00(國翻粵)《修直祂的路》
（培
靈/佈道）
8/27 主日粵語崇拜 9：30《我們的離開》
國語崇拜 11：00《我們的離開》
張志剛牧師為印城華人教會牧師，華人牧
者團契常務理事。張牧師為第三代基督徒，畢業
於上海教育學院。1992 年來美，翌年複活節和妻
子一起在印城華人教會受洗歸主，並于年末在

芝加哥冬令會蒙召奉獻傳道。1995 年就讀於中
華歸主神學院，不久妻子也獻身傳道, 並進入同
一神學院。1997 年在洛杉磯開拓並牧養華夏基
督教會七年。2003 年到洛杉磯佳音社，在大眾媒
體上從事傳福音的事奉。2007 年在奧斯汀開拓
並牧養奧斯汀磐石教會八年。2015 年起擔任印
城華人教會牧師至今。張志剛牧師經常在各處
帶領聚會，傳悔改赦罪的道，領人歸主。著有海
外校園出版的見證集《心裡揣著一團火》
。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
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一切山窪都要填滿
，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
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
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
口說的。」』
（以賽亞書四十章 3-5 節）
先知以賽亞在主前約七百二十年間寫下了
上面這段聖經，在主後新約時代有一個希臘人

醫生路加緊緊跟隨使徒保 備他，使他日後有忠于神的心志；施洗約翰為基
羅，詳細考察耶穌生平所 督所作的見證有二：第一，耶穌就是神的羔羊背
做所為的事件，並寫成了 負世人罪孽的：第二，約翰又見證耶穌就是用聖
四福音書其中的一本路加福音，講論耶穌是一 靈施洗的那一位。只有基督可以為我們贖罪，使
位真正的人，完全的人。路加醫生肯定耶穌言行 我們不再作罪人而成為神的兒女。也只有基督
的標準遠遠超過希臘人所景崇的文學、美術和 可以用聖靈為我們施洗，使我們有分于永生神
哲學的最高理想，這個忠心耿耿的醫生在整本 的生命。施洗約翰傳的信息是：「神的國近了，你
路加福音書中所要闡明的就是，第一，耶穌不但 們要悔改，信福音。」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
是猶太人的彌賽亞，也是全人類的救主，世上所 ！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願凡有血氣的都要見神
有失喪的人他都要把他們尋找回來。第二，耶穌 的救恩！
歡迎你預留時間，參加這次布道陪靈會，恩
是天上神的兒子，也是地上人的兒子。
路加在他寫成的福音書的第三章引用了這 上加恩，力上加力，不但要歡然從救恩的泉源取
段舊約的經文來描述施洗約翰在地上的職分： 水，更要把得上帝兒女真正的喜樂永永遠遠時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 時刻刻的地存放在你的生命中！
路！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 達城基督徒中國教會的地址是：1707 Campbell
彎曲曲的地方要改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 Trail, Richardson, TX 75082.
改為平坦！凡有血氣的，都要見神的救恩！」(路 電話 972-437-3466，傳真 972-437-3467，電郵
: office@dcbconline.org(達城基督徒中國教會供
加福音第三章 4-6 節)
聖經說施洗約翰在母腹中就被聖靈充滿， 稿)
還在胎兒時，聖靈已開始在他的生命上作工，預

（達拉斯海天合唱團瑞士及北意大利旅遊之四）王永士

蘇黎世

2000 年的歷史了。現在這個要塞只是一個寬闊 國文藝復興格式，是歐洲最重要的文化歷史博
的大院子，羅馬人的遺迹已經完全不見了，整個 物館之一，現在正有俄羅斯 1917 年革命的特展。
（2017 年 5 月 23 日）我們下午 2 點 40 分左右
大院子裏，上面除了一排排濃蔭蔽日的大樹，只 Maggie 到櫃檯為大家買票，却遭到了困難。館方
抵達蘇黎世火車站，在這裏我們要與今天的當
有一個噴水池和一個小小的塔樓。這個噴水池 不收信用卡，只收現金。Maggie 用手機與旅行社
地導遊（local guide）會合，游覽蘇黎世市區。火車
是 1688 年 Albrecht 公 爵 所 建，上 面 的 人 物 是 聯絡了半天，最後也不知是怎樣解决的，不過到
站 前 面 有 一 座 很 壯 觀 的 紀 念 碑。這 是 Alfred
1292 年蘇黎世被圍困時的一個蘇黎世婦女領袖 關門的時間也只剩下 40 分鐘了。我們趕緊領了
Escher 紀念碑。Alfred Escher 雙眼望向遠方，似乎
。她頭戴鋼盔，腰繫長劍，手拿軍旗，英姿勃發， 英語電子導覽器，衝向進口，却被守門員擋駕。
要帶領百姓到一個美好的境地。基座上有兩頭
號召同胞抵抗敵人的侵略。那個小小的塔樓只 她說，這裡是俄羅斯 1917 年革命特展的進口。她
會噴水的有翅怪獸和幾個陪襯的人物。Alfred
是一個輸送水的機器房。
又指向櫃檯另一側說，你們的進口在那邊。於是
Escher（1819-1882）是瑞士的政治家、企業家和
從要塞的矮墻上向下望去，林馬河安靜地 我們趕快往那邊跑。我們看到的第一個展室充
鐵路先驅者。他對 19 世紀瑞士的經濟發展有很
自右向左緩緩流去，河對面的房屋，從河邊一直 滿了瑞士歷來宗教方面的木雕人像，氣氛中有
大的貢獻。將他的紀念碑放在火車站前是非常
蓋到山上。Elizabeth 指著河對面說，半山上有綠 深深的古意，還有教堂祭壇上的木質三連畫，和
恰當的。
色穹頂的大樓就是蘇黎世大學，它左邊的一棟 騎馬的武士木雕像，是在別處極少看到的。展室
兩個導游過來了，我們的團一分為二，我們
灰色大樓是蘇黎世理工大學。蘇黎世理工大學 內不准照相，非常可惜。
隨著 Elizabeth 走。首先看到街邊小公園裏有一
創立於 1855 年，有歐陸第一名校的美譽，現有來
出了這個展室，我立刻不知所措，因為找不
座紀念碑，碑上雕刻的是一個紳士，彎腰照顧一
自一百多個國家的學生，曾產生包括愛因斯坦 到下一個展室，跑上樓發現有一個展室展覽一
個小男孩。她說，這是 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在內的 21 個諾貝爾獎得主。是一所人人稱羨的 些照片，也引不起我的興趣，乾脆出去到大廳找
的紀念碑。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
大學。從要塞望右邊看，就看見我們昨天經過的 個椅子坐下等吧。整個博物館，我只看了 10 分鐘
）是一位平民教育家，1746 年出生于蘇黎世，一
蘇黎世大教堂。它的兩座尖塔非常醒目。這個要 。原來這個博物館展出的部門包括歷史、考古、
生貢獻于教育事業。1798 年，法國侵略瑞士，戰
塞的所在，確實是個風景優美的地方。
珠寶、氣象、攝影等，並不包括繪畫、雕塑等藝術
火所及，產生了很多孤兒。Pestalozzi 盡量收容他
從要塞山上下來，Elizabeth 指給我們看遠方
們，悉心教導。1801 年，他著書宣揚他的教育理
教堂鐘樓上的大鐘。她說，1928 年，這個大鐘的
念。1802 年，受托到巴黎向拿破侖宣講國民教育
指針要更換，發現這兩個指針有兩層樓高的長
的重要，希望他關心國民教育，可惜沒有被採納
度，它還拿出當年的照片，幾個工人扶著兩個指
。從這之後，一直到去世，他都在為國民教育而
針，的確有兩層樓之高。這座教堂是聖彼得大教
努力。他一生創立了多所教育學院，對後世有深
堂，是蘇黎世老城四大教堂之一。
遠的影響。這個紀念碑是 1898 年建造的。
然後 Elizabeth 再帶大家穿街走巷，來到林
然後她帶我們走進一條步行街，兩邊都是
馬特河邊一處小街，她指出這條街的 41 號和 43
商店，餐館的桌椅都擺到馬路上了，行人熙熙攘
號的樓層比旁邊的 45 號矮小很多，門也矮小。她
攘，兩邊房屋挂滿了五顏六色的旗幟。Elizabeth
說，這兩間房的屋主個子比較矮，所以建的房屋
說，這些是瑞士 26 個州的州旗。路上有一個洞，
也矮小。哦，還有這等事！
用鐵欄封了起來。她說這是一個 13 世紀的井。然
Elizabeth 將我們帶回火車站，就結束了她的
後我們走上一個小山頭 Lindenhof Hill，那上面
導游。Maggie 再帶大家去看鄰近的瑞士國家博
有一個廢棄的要塞，可以居高臨下看到林馬特
物館（Landesmuseum）
。這個博物館 5 點關門，現
河。她說，這是一個羅馬人建的要塞，已經有
火車站前的 Alfred Escher 紀念碑
在已經 4 點了。博物館大樓建於 1898 年，屬於法

部門。那些展覽是在藝術博物館。才坐下不久，
看到別人也陸陸續續地出來了。有人說看到珠
寶展覽，也有人說沒看到什麼。
今天的晚餐很可口，我們在一個意大利餐
館吃魚。晚餐後，我們又沿著林馬特河慢慢走回
蘇黎世湖畔的那個公園，游覽車在那裏等我們。

從羅馬要塞下望林馬特河

華人活動中心

QS170824D 達福社區

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紀念碑

北德州捐贈日”將於九月十四日舉行

【本報系達拉斯訊】每年度的 項慈善捐款活動，並期盼今年所
北德州社區基金會 ”北德州捐贈 受捐的標的為兩萬元，此來源之
日”將於九月十四日星期四舉行， 捐款尤顯於中外人士對華人活動
從上午六時至午夜十二時的十八 中心的肯定和支持！因這項額外
個小時內，任何人都可上網捐款 的贊助，中心才能擴展多方的社
給自己指定的慈善機構。華人活 區服務。
動中心邀請大家踴躍登上網址:
華人活動中心是 501(c)3 的非
https://northtexasgivingday.org/
營利、非政治、非宗教的慈善機構
。由一些熱心的華人在 1984 年組
npo/dallas-chinese-community-center，將可直接捐款于「Dal- 成，至今已有卅三年的歷史，全靠
las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即 大眾的慷慨捐贈方能延續成長至
今。服務項目逐年增加：中文圖書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
這是活動中心第五年參加這 館、英文班、電腦班、書畫班、青

少年夏令營、各種舞蹈班、太極 ，這力量是很大的！眾志成城，請
拳班 及舉辦義診；書畫觀摩展、 把您今年給中心的捐款都集中在
健康、社安福利、法律諮詢等座談 當天，並懇祈代為傳達此活動的
會另：新年團拜 、美食節 、卡拉 慈善義意至全美的任何一個角落
ok 才藝比賽...等等多項活動，目 ，讓外地的朋友們亦能表示對達
的就在傳承中華文化 幫助華人融 拉斯華人社會的支助與認同。
入美國社會，達到多元化社會的
華人活動中心全體理事感謝
幸福及理想！
您的贊助與支持。
九月十四日在「北德州社區 活動中心地址: 400 N. Greenville
基金會」的網上捐款給華人活動 Ave., suite#12 Richardson, TX
中心，從 25 元開始，「北德州基金 75081 Tel: 972-480-0311
址:
www.dallasccc.org
會」將再頒贈相對基金，所以中心 網
會收到的金額將大於大家的捐款 Email: info@dallasccc.org

年度籌款餐晚會將于九月十六日舉行
【本報系達拉斯訊】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自
一九八四年由熱心僑胞創立迄今。民眾可使用
以學習電腦、舞蹈、運動、借書、語言研讀或聚會
，促進僑居生活的品質。中心以服務為本而非牟
利機構常入不敷出，唯有靠著本地僑社朋友的
捐助來維護支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得以維

持至今。而每年一度的募款晚會仍是最大的經
費來源。
今年度的籌款餐晚會將于九月十六日假 李
察遜市的 Renaissance 大酒店舉辦，由曹明宗任
晚會總召、康碧娥任節目策劃，晚會下午五點卅
分起義賣(Silent Auction)，六點卅分晚餐節目開

始。今年晚會的重點節目即是
中心舉辦的 2017 年卡拉○Ｋ
總決賽，當晚除了欣賞入選者
演譯的才藝好歌好曲外，還有『新娘及花童服裝
秀』演出。此外晚會將增加由現場觀眾票選出您
心中最佳表演獎，讓觀眾更覺參與感。盼僑界朋
友繼續踴躍支持。
募款晚會餐桌分為：活動社區贊助桌 600 元

募款晚會 九月二日將再次甄選兒童模特兒

【本 報 系
達拉斯訊】每年中心的募款餐會總會為達福僑
社帶來一陣熱潮，今年也不例外。理事會正緊鑼
密鼓籌備中：日期已訂於九月十六日舉行，地點
則在 Renaissance Hotel，届時將舉辦一場新娘、
花童服裝秀與卡拉 ok 表演，希望僑胞僑社禀持

當晚之演出舞臺
將配合高水準的
音響燈光效果。活
對中心的認同繼續大力支持。
動中心募款餐會場面盛大
、
佳賓貴客雲集
、若欲
為此活動中心將在八月十二日(週六)上午十點
共襄盛舉
，
請盡早報名
，
以免向隅
。
卅分，于中心大廳舉行公開徵選新娘及花童模
特兒活動，歡迎報名，請先至活動中心填妥報名 獲選上的每位成員均需認購二張時裝秀餐會券
表。獲選者經集訓後，即可參加中心於九月十六 ，以示對中心的支持(每張$50)。所有參選的模特
日在 Renaissance Hotel 舉行的募款餐會上演出。 兒均須自備表演服：應為西式新娘禮服、花童公

第十五屆書法比賽

，銀桌 1200 元，金桌贊助 2000 元、白金桌 3000 元
、鑽石桌 5000 元。敬邀僑界人士把握機會，儘早
買票贊助活動中心(社區贊助桌每位 60 元）
。達
拉斯華人活動中心聯絡電話：972-480-0311。
主裝等。通過甄選後將有專人免費指導訓練，對
于培養個人氣質，學習舞臺經驗，都是不可多得
的機會。
詳情請洽詢活動中心電話: 972-480-0311
活動中心地址: 400 N. Greenville Ave., suite#12
Richardson, TX 75081
網 址: www.dallasccc.
org Email: info@dallasccc.org

60 元，初級組第一名 50 元)，各組得獎者並頒發 高級、公開兩組書寫字體不限，篆書、隸書、楷書
獎牌乙份，其他未得獎者則每人都有紀念品，( 、行書、草書皆可，但必須用正體字。
紀念品必須由參加者在頒獎時親自領取)，得獎
報名期限：自即日起至 10/10 日止。請向達
作品將於頒獎日前一星期在中心大廳公開展示 拉斯華人活動中心索取報名表格。填妥後寄回，
，頒獎日期另行通知。
並請在信封 上注明（書法比賽）
，日期以郵戳為
比賽規則:(1)筆、墨、硯，主辦單位均可提供 回憑。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地址: 400 N. Green，亦可自備。(2)紙張一律由主辦單位提供，每人 ville Ave., Suite 12, Richardson, Texas 75081 電
【本報系達拉斯訊】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主
限兩張，可擇優參賽。(3)書寫內容由主辦單位當 話 ： 972-480-0311 www.facebook.com/dallas辦的「第十五屆公開書法比賽」將於 10 月 14 日( 。
比賽各組前三名都有豐富獎金，(公開組第 日公布，不得自選，不可屬名或作記號。(4)初級、 ccc. Email: info@dallasccc.org
週六) 11:00PM-1:00PM 舉行。此項活動是由李
一名 100 元，高級組第一名 80 元，中級組第一名 中級兩組書寫字體以楷書、隸書及正體字為限。

提升書法藝術 發揚國粹

察 遜 市 市 政 府 City of Richardson)、中華民國僑委會及國泰銀
行共同贊助。比賽分公開組、高級
組、中級組及初級組進行。公開組
比賽者年齡不限，高級組年齡以
15 歲至 18 歲，中級組年齡 11 歲至
14 歲，初級組以 10 歲以下為原則

德州亞裔一起來~遠離大腸癌、腸保健康一輩子!
在飲食西化及生活型態的改變下
，大腸癌的發病年齡逐漸年輕化，目前
大腸癌分別是亞裔男性與女性第三及
第二位最常見癌症，並且高居所有癌
症死亡率的第三位。德州農工大學與
光鹽社合作，對德州亞裔族群實施免
費大腸癌預防計畫。本計畫於 2016 年

11 月開始在休士頓展開，預計對 850 名
亞裔提供大腸癌預防與教育。目前我
們與亞美癌症關懷服務合作在達拉斯
展開推廣。
歡迎任何在台灣、中國、香港、澳
門出生的亞裔及其第二代來參加，在
美國的身分不是問題(不需要有公民、

綠卡或工卡)。本研究會評估參加者罹
患大腸癌風險，並給予相關大腸癌預
防建議。這個研究計畫為期一年，為感
謝參加者的協助，我們將在這一年中
分階段提供免費大腸癌檢測、免費醫
療保險申請與使用協助、免費個人大
腸癌預防電話諮詢，以及總共$75 元美
金的 Walmart 禮卡。
報名條件: 年齡在 18-75 歲
之間，沒有罹患過癌症，過去一
年內沒有做過糞便潜血測試
(FOBT) 或 糞 便 免 疫 化 學 測 試

(FIT)；
過去三
年內沒
有做過糞便去氧核醣核酸檢查 (stool
DNA test)；過去五年內沒有做過軟式
乙狀結腸鏡檢查 (Flexible Sigmoidoscopy)、雙重對比鋇劑灌腸檢查 (Double-contrast barium enema)、電腦斷層
虛擬大腸鏡 (CT colongraphy)；過去 10
年內沒有做過大腸鏡檢查 (Colonoscopy)；沒有參加過我們之前的『腸保
健康』講座；可以聽、說、讀、寫中文；有
意願參加這個為期一年的計畫。
符合報名條件者，請事先報名，講
座時間為兩小時。

講座時間: 8 月 26 日下午 2 點-4 點
地 點: 達 拉 斯 華 人 活 動 中 心 400 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75081
報名方式: 請洽電話: (979) 429-3683
每場座位有限，請盡速報名。
講座另提供免費的點心與飲料。
由于這個講座需要所有參加的人先填
完問卷才能正式開始，請大家準時參
加，以免喪失參加的資格。
附註: 我們預計之後還會辦幾場講座，
如果無法參加以上講座，也可向我們
報名，留下您的姓名與電話，我們將通
知您未來講座的時間與地點。(亞美供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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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的人生真諦
董玥//國立臺南大學交換生
董玥

請賦予人生更多的色彩和價值

“我從未這般深切地感受到，我的靈魂
與我之間的距離如此遙遠，而我的存在卻依賴
於這個世界。”這是我最近在網路上觀看美國
電影《人間師格》（又譯為《超脫》），留在
腦海中印像最深刻的一句話。我終於相信，擊
中心扉的，可以只是一句話的力量——帶給你
一種瞬間失重的虛無感。
這是一個飽受童年陰影折磨的代課男教師
亨利，與三個女人：雛妓艾麗卡、女教師克莉
絲蒂娜和抑鬱青年梅樂迪的故事。亨利目睹了
母親的自殺現場，又洞察了母親和外公亂倫的
真相。幼小的他過早地體驗到了創傷巨大的威
力。他沉默的外表隱藏了內心的遍野糜爛，而
他的體內仿佛裝有一顆定時炸彈，也許一個毫
不相關的生活片段便會引發痛苦的回憶，使他
瀕臨精神崩潰的邊緣。面對外公，他選擇了寬
恕。與其說是一種胸襟，我更認同是一種無
奈。曾有人說，愛是罪惡最大的救贖。果真如
此嗎？有時候，往往正是愛逼迫著我們做出抉
擇，或一生無法直面現實。亨利愛母親，也愛
外公，於是他的一腔恨意無處宣洩，只要用力
地摧殘自己。
也許因為同情心，亨利見到艾麗卡時充滿
了善意甚至將傷痕累累、屢遭強暴的她帶回了
家。他本以為他可以幫助她，讓她重新活一
次。但是，他錯了。朝夕相對，她愛上了他。
我不知道這其中融有多少男女之情，但當亨利
將艾麗卡送進寄養中心時，他們彼此的傷痛與
掙紮是真實存在的。亨利說：“那種無助像在
大海上漂泊，沒救生圈，沒救生衣。而你還以
為你在給別人扔救生圈。”他送外公走進天
國，也決定打開自己營造的溫房，再一次將艾
麗卡推入慘澹的人生。給寒冷的人一點光然後
立即收回，這比從頭至尾的置之不理更殘忍。
亨利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他認為這是他最徹
底的潰敗——對自我深深的焦慮、矛盾和失
望。
那麼，亨利愛艾麗卡嗎？我們無從確定。
然而，他和艾麗卡在一起是放鬆的、快樂的。
他可以毫無戒備地向她展露內心深處的創傷，
因為他們都是被上帝遺棄的孩子。但他無法給
予她同等愛情的回饋。他需要的，是一個正
常、健全、簡純、生活在陽光底下的女人。比
如，克莉絲蒂娜。這段短暫的戀情，卻在抑鬱
青年梅樂迪的介入下，匆匆走向了終結。極度
自卑自棄的高中生梅樂迪來找亨利傾訴，情緒
激動地抱著亨利痛哭流涕。她一直處於周圍人
的否定中無力自拔，找尋不到自身存在的意
義。亨利輕拍她的肩膀，說：“我們要做的只
是努力活下去。”梅樂迪沒有活下去。當克莉
絲蒂娜誤會了她的行為，誤會了她只是想索取
亨利懷裏的哪怕一絲絲溫情。梅樂迪奪門而
出，對這個世界從此再無眷戀。空曠的教室
裏，亨利向克莉絲蒂娜瘋狂地咆哮，撕心裂
肺。他終於明白，即使再美好的愛情，也只是
電光火石、曇花一現。沒有人可以理解他，沒
有人可以救贖他。他是一隻困獸，不論幸與不
幸，只能自舔傷口。
影片以愛倫坡的《厄舍府的倒塌》作結：
“最終，當夜幕緩緩降臨的時候/厄舍府清冷
的景色展現在我眼前/我未曾目睹它過往的模
樣/但僅憑方才的一瞥/某種難以忍受的陰鬱便
浸透了我的內心/我望著宅邸周圍稀疏的景物/
圍牆荒蕪/衰敗的樹遍體透著白色/我的靈魂失
語 了/我 的 心 在 冷 卻/下 沉/顯 出 疲 軟 的 病
態。”
或許，我們集體失語的原因在於：我們並
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莫名其妙地存在，莫名
其妙地頹喪，莫名其妙地消亡。我們分身乏術
地承擔著各種角色，應付著各種事物，忍受著
各種憤怒，將靈魂肆意裝進一個又一個形態各
異的匣子裏，活成他人希望看到的樣子。笑臉
817D03
相迎時卻忘了擦去眼角殘留的淚痕。直到支離

破碎，遺失了最初的模樣。當竭力融入人群，
最終隨波逐流的只剩一具行屍走肉；當徘徊在
萬丈深淵的懸崖口，沒有勸告和同情只有背後
的一掌重擊，死亡，其實並不是真正的超脫。
母親死了，外公死了，梅樂迪死了，目睹了一
連串的死亡後，亨利的自白是：“你不該來這
裏，因為我不在這裏。你看到的我，不過是個
空殼。”是的，存在先於本質，但人的存在本
身卻沒有意義——哀，莫大於心死。 然而，
“生活永遠不可能像你想像得那麼好，但也不
會像你想像得那麼糟糕，無論是好的，還是糟
的時候都需要堅強！”（莫泊桑語）即便，
“我的靈魂與我之間的距離如此遙遠，而我的
存在卻如此真實。”或許，“堅強”不能幫助
我們減輕痛苦和遺憾，但是，少了這點“堅
強”，我們的人生會必將更加的痛苦和遺憾。
如果人生本就是一場荒謬的盛宴，我們也要精
心地經營，讓生多點色彩，讓活多些價值，否
則，我們真的就是一個軀殼，來人世間走上一
遭，又有何意義？
行文至此，想起了俄國詩人普希金的著名
詩篇《假如生活欺騙了你》，願錄此，與讀者
諸君共勉——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不要悲傷，不要心急！
憂鬱的日子裏須要鎮靜：
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將會來臨！
心兒永遠嚮往著未來；
現在卻常是憂鬱。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將會過去；
而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親切的懷戀。

獨裁，遠沒有消失

如果你只想找找樂子，建議不要去看德國
電影。尤其是細思極恐的那一類，比如《浪
潮》。之前室友去看另一部《希特勒回來
了》，大半夜絮絮叨叨地賴在我床上談人生，
蹦詞率最高的就四個字：太可怕了。我說：
欸？介紹上不說是輕喜劇嘛？她說：扯淡，細
思極恐啊。我想：嗯，細思極恐。難道這是德
片的通病？
《浪潮》的劇情大概是：一個高中老師在
“獨裁政治”這門課上，拿學生作實驗，結果
一周之內迅速形成了一個校園納粹團體“浪
潮”。後來，當老師宣布實驗結束時，事態已
發展到難以控制，很多學生無法抽離，甚至吞
槍自殺。這部電影的原型，基於 1967 年美國
加州一所高中，歷史教師羅恩•瓊斯的一次真
人實驗，旨在讓同學們明白“什麼是法西
斯”。雖然電影結尾作了戲劇化處理，現實遠
沒有鬧出人命那麼凄慘，但實驗的結果卻無比
驚人。正如《希特勒回來了》那句台詞：不，
我不會死去。我存活在你們每個人心中。
那麼，什麼是獨裁？通俗來講，就是一個
群體掌握絕對領導權，其元首享有至高無上的
權利。該群體具有高度的紀律性、行動力和排
外性。成員內部互幫互助、平等主義，對元首
絕對服從；面對異己，則必須同心協力一致對
外。更直觀地說，納粹統治的第三帝國，即奉
行獨裁政治。《浪潮》的開頭，同學們發牢
騷：“那都是過去的事了。現在誰會笨到當納
粹？一直強迫我們背負上一代的罪惡，到什麼
時候為止？”而事實是，一旦受到煽動，他們
最先蛻變為復活了的黨衛軍。
問題在於，為什麼看似正常的人最經受不
住煽動？這和獨裁的“殺手鐧”有關。獨裁強
調集體的力量，強調消除個體特征的一致性
（另一種層面的平權），強調赤裸裸的排外主
義（發展到種族歧視層面，就是極端的屠
殺）。《浪潮》中的高中生，為什麼成為新納
粹？很大一部分，是他們渾渾噩噩、刷不到自
我存在感、對社會抱有怨氣。民主，強調個性
自由。於是，校戲劇社主演們爭論不休，排練
一直無法提上日程；水球隊員們一心想自己進
球得分，不屑於為集體犧牲利益；大家各自為

政，插科打諢，氣氛散漫。開頭，凱文在酒吧
裡叫囂：“猜猜 Google 上搜索率最高的詞？
靠，是操蛋的湯姆•希爾頓。大家一起無聊一
起嗑藥一起沒追求吧。”後來，他成了“浪
潮”的核心成員。
這也許就可以隱約理解了，為什麼當年人
民選擇了希特勒；為什麼各行各業的普通德國
人，成千上萬地淪為納粹黨徒。當年，德國受
經濟大危機的波及，魏瑪政府時期失業率節節
飆升，人民忍飢挨餓，滿腹怨氣，生活似乎失
去了希望。此時，希特勒高舉獨裁大旗出現
了。他命令人民團結起來，叫囂日耳曼民族為
最優質人種，號召為了德國的利益拋頭顱灑熱
血。這就好比給瀕死的雞打了一管強心劑，再
窩囊的無名小卒都在獨裁下找到了歸屬感、安
全感和自豪感。
放在當今學校裡，獨裁的影子仍在游蕩：
你班和他班進行拔河比賽，賽前老師有沒有一
番神似洗腦的動員？你會不會強烈覺得自己是
集體一分子必須有所作為？此時集體無論要求
你做什麼，你是不是都控制不住地義無反顧？
別班在你眼中，是不是不分輕松皂白地，瞬間
充滿了敵視感和威脅性？此外，高三時，我觀
看過河北衡水二中的跑操視頻：學生們面無表
情，呆若木雞，視校規如圭臬，視校長如聖
人，跑操動作如僵屍般鏗鏘有力、整齊劃一。
當時，我對他們欽佩得五體投地。現在，我被
當時的自己嚇得毛骨悚然。你難道不懷疑，這
就是法西斯的雛形？不要以為第三帝國已成過
去，法西斯潛伏在我們每一個人的潛意識裡。
最讓我感到困惑的是，獨裁是否一定罪
惡，民主是否一定崇高？相比於抨擊獨裁的綁
架自由思想，謳歌民主的兼容並包；或者謳歌
獨裁的高效率高紀律性高行動力、抨擊民主的
一盤散沙、人群缺乏遠大的集體追求，作為一
個實用主義者，我更關注如何巧妙糅合這兩種
制度的優點。平權之下未必沒有社會進步，放
縱的民主招致自私自利亦很可悲。就像市場經
濟和計劃經濟相結合，市場調控和宏觀調控相
輔相成一樣，孔老夫子的“中庸之道”不得不
說是一劑治百病的良方。只是這良方的概念太
過寬泛，要想落實到具體事情上還是非常有難
度的。
所以，我覺得《浪潮》雖然立足點非常
棒，但被導演丹尼斯•甘塞拍的後勁不足。只
是以一個學生的自殺這一偶然極端事件，就草
率地否定了“獨裁政治”的方方面面，是否過
分絕對、過分武斷了？這和他 2004 年執導的
另一部電影《希特勒的男孩》有著雷同的缺
陷：即以劇中一個人物的死亡，終結掉之前所
有的矛盾和爭議。帶給觀眾一種坐過山車衝上
至高點，然後突然自由墜落的失重感。僅從這
一點看，他的處理手法不及《我們的父輩》的
菲利普•卡德爾巴赫，和《沉靜如海》的皮埃
爾•布特龍來得自然、來得厚重。很多時候，
采用自然主義的手法，跳脫開立場如實地展
現，反而會帶給觀眾更加強撼的衝擊力。
另外，《浪潮》中將集體主義等同於法西
斯獨裁的公式，也讓人難以苟同。我不認為個
人向集體索取溫暖和存在感有什麼錯，我也不
認為“紀律造就力量，團結造就力量，行動造
就力量”有什麼不妥。如果這就叫罪惡，如果
將獨裁中一些可取的理念也統統拋棄，那我們
是不是做一個自私自利的人最問心無愧？導演
看似塑造了一個正面的“反法西斯”形像——
好學生卡羅，十分有主見，據理力爭，特立獨
行，幾乎是唯一未受“蒙蔽”的那一個。但老
實說我很難不對她產生反感，而且越來越惡
心：一個以自我為中心、極富優越感、整日開
上帝視角看問題的白痴。
無論如何，這部《浪潮》可以帶給觀眾那
麼多的思考，這本身就是一種成功。時至今
日，我們已經走出二戰七十多年，但是戰爭的
陰影遠未消散。戰爭不會真正告訴你我正義是
什麼，因為“正義者”本身也有不可告人的罪
惡，也有不擇手段的殘忍（請參見蘇聯之前和

納粹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大發戰爭
財，美帝在沒被炸珍珠港前兩頭倒賣軍火，英
法近乎無賴的綏靖政策等等）。戰爭，只會告
訴你我弱肉強食是一條千古不變的法則，特別
是當勝利一方獲得“正義”的偽飾，失敗者更
會被狠狠地踩陷到塵埃裡。
只要這社會還存在不公、人群仍感到焦
慮、靈魂深處依舊藏匿著絕望，獨裁，就不會
真正死去——潛意識裡，人們需要一個強大的
集體力量去支撐和激活，即使這力量是偏激
的、狹隘的，甚至喪失理智的。幾乎無人得以
幸免。舉目四望，四周一片汪洋——浪潮從未
停息，爭議仍在繼續。

人生，不能由欲望擺佈

愛是精神層面的，欲是肉體層面的。有愛
無欲，有如畫卷上的陽春白雪，終究隔了一
層；有欲無愛，則是完全拋卻了良知的墮落與
罪惡。情侶之間，既有愛的純粹，又有欲的燃
燒，應該就距“只羨鴛鴦不羨仙”的境界不遠
了吧。然而，最近我在網路上看了日本電影
《靜靜的決鬥》之後，我得到了深刻的警示：
人生，不能交給欲望去擺佈。
《靜靜的決鬥》中，導演黑澤明將他的男
主人公藤崎恭二，推向了愛欲交鋒的道德審判
台——軍醫恭二在南洋戰場的手術過程中，感
染了一名士兵的汙血不幸患上梅毒。戰爭結束
後回到家鄉，他強打起精神繼續從醫行善，並
經過巨大的心理鬥爭，與深愛的未婚妻美佐小
姐解除了婚約。他是高尚的，他是理性的，但
他更是痛不欲生的。當夜深人靜獨自翻看相冊
的時候，他仿佛又回到了戰前與美佐在海邊、
在公園或是在黃昏的山間小路上，那甜蜜而靜
謐的相戀時光；當駐足在窗前向外眺望時，院
中年復一年的花開花落中，他仿佛看見了美佐
那一抹洗淨歲月鉛華、依舊貌美如花的嫺靜笑
靨；當他收到美佐新婚旅行途中從箱根寄來的
問候時，正是大雪紛飛的寒冬，蒼茫的天地間
只回蕩著一片空闊又無言的落寞。
一個如此潔身自好的人，卻在失去愛的同
時，在熊熊欲火中掙紮。恭二不想因自己的病
耽誤所愛之人的幸福；不想因自己的欲而跨越
道德的底線玷污純潔的愛；不想背負有沉重的
枷鎖一輩子生活在無法自拔、怨天尤人的絕望
中。他有太多的不想，他有太多的無奈，只因
他竭力用理智克服欲望。只因，他不容自己出
現片刻的失控與放縱。因此，他甚至拒絕了美
佐在結婚前夜一起私奔的請求。她說：“我不
在乎。”恭二不語。然後，他失神地望著她在
飄雪中含淚離去的嬌小背影。良久，輕聲哽
咽，說：“我在乎。”
靜靜的決鬥，他贏了。卻輸掉了整個青
春。
這是一場悲劇式的勝利。
人生在世，並不能任由欲望擺佈而去苟且
偷生、及時行樂，而是要憑藉良知與信仰，堂
堂正正、光明正大地活著。宋代理學中的“存
天理，滅人欲”未免過於不近人情，但它對人
潛意識裏獸性一面的超脫卻是十分值得欽佩
的。世事無常，當愛與欲無法水乳交融必須擇
其一時，就構成了一個生命的困境。
而無論用何種方式跳脫此困境，都必須付
出相應的代價。肉體的折磨，或，良心的譴
責。善，不一定有善報；惡，亦不一定有惡
果。也許，根本就不存在絕對的公理與正義的
問題。就像詩人楊牧所寫的：“他單薄的胸膛
鼓脹如風爐/一顆心在高溫裏熔化/透明，流
動，虛無。”當一切達到了“虛無”的境界：
無欲無求，無喜無悲；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這到底是人生的大幸，還是不幸呢？
天人交戰，無聲無息，我們唯有慎重地做
出取捨。一旦選擇了，便絕不回頭。懷揣著人
性最初的善意，在刀鋒上一步又一步，堅定不
移地走下去。

摩洛哥遊之七：
摩洛哥遊之七
：梅克內斯
在從拉巴特前往菲斯（Fez）的途中 我們造訪了古城梅克
內斯（Meknes）與羅馬廢墟 Volubilis。早上 8:00 從酒店出發，
車子駛出了市區後便是立夫（Rif）山脈邊緣的一片丘陵平原
內之園林與耕地。有橄欖樹林、有橘子園、有麥田、還有豆
田、綠草地、與草地上的牛羊群。車子在一大片瓶塞橡樹林邊
停了下來。我們隨領隊進入林中。

瓶塞橡樹（Cork Oak）

瓶塞橡樹的主要用途是割採其樹皮下的一層組織，用來製
作酒瓶塞子。據統計今日全世界大概有 2,200,000 公頃（1 公頃
=10,000 平方公尺）種植的瓶塞橡樹林，其中 34%在葡萄牙，
27%在西班牙。瓶塞產量葡萄牙佔 49.6%，西班牙佔 30.5%，摩
洛哥佔 5.8%。記得十數年前去西葡旅遊時，導遊也曾提到過
瓶塞樹，但沒有機會近觀其真容。只記得導遊說過，只有比較
高檔的酒才會用這種瓶塞。
瓶塞橡樹的特點很有意思。用來做瓶塞的那種不透水又能
浮起的物質，是取自瓶塞橡樹皮下的一層組織。這種軟海綿狀
的物質，要等到樹齡達 25 年後，才能第一次收割。而且，那
些第一次收割的瓶塞物質之品質劣次，多是不能用來做酒瓶塞
的，常被用作地板、鞋底或其他工業產品。瓶塞樹經第一次收
割後，要每隔至少九年才可以再收割一次。換言之，瓶塞橡樹
之樹齡要到 34 年後，其特有的那層皮下組織才可以用來製作
酒瓶塞。每株瓶塞樹的壽命可達兩三百年。
瓶塞樹每年的收割期是五月初到八月底。由於收成時只是
將適齡樹的樹幹剝開，採取成熟的瓶塞部分，不像採用木材需
將整棵樹砍掉，瓶塞工業也往往被視為是不破壞生態環境的工
業。我們在瓶塞樹林裡看到一排排不同樹齡的樹木，看到有些
樹幹已被割開，樹皮下的“瓶塞層”圈清晰可見，令人稱奇，
我像是上了一堂生物課。
上車後續駛往梅克內斯（Meknes）。途中，在一個前不
著村後不著店的公路邊，阿蔔杜拉還帶我們去訪問了一家農
戶。泥牆茅屋裡，一位中年農婦與她年輕的兒媳還招待我們吃
了一塊她們自己烘培的麵包，與吳君植自告奮勇用瓦斯爐煎作
的蛋餅。簡陋的居室內，除了天花板上的電燈外，居然還有一
座電視機。院裡除了一條狗之外還有幾隻雞。院裡的杏樹枝繁
葉茂，正在開花，菜圃裡綠油油一片。晾在線桿上的濕衣裳迎
風飄揚。憶起了兒時在貴陽住過的茅草房與院子裡跑來跑去的
大雞小雞，只是那時廚房燒的是煤炭，室內點的是油燈，那已
是七十年前的事了… 十一點多鐘車抵梅克內斯。

一個個小型廣場。古老的建築群在繁密的棕櫚叢中，使這座城
市益顯其嫵媚多姿。今日，梅克內斯是一個工商業中心，橄
欖、柑橘、葡萄的重要集散地，並以地毯、皮革、陶器、草編
等手工業著名。

伊斯麥蘇丹（Sultan Moulay Ismail）的皇
家馬廄與糧倉

入城前，車子載我們先去參觀一處與梅克內斯有密切關係
的摩洛哥王伊斯麥蘇丹的馬廄與糧倉。伊斯麥蘇丹（1634？
1645？ -1727） 是 阿 拉 維 王 朝 的 第 二 位 君 主 ， 其 統 治 年 代 是
1672-1727。伊斯麥蘇丹在摩洛哥歷史上，被視為是數一數二
的偉大國君之一。王國在他的統治下，歷年來的內爭外患一一
得到解決。他在 1679，1682，1695 年曾先後與奧圖曼帝國抗
爭，使國際間看到摩洛哥爭取獨立是真當一回事的。從
1681-1689 年間，他先後從西班牙與英國手裡奪回了 La Mamora、Tangier、與 Larache 幾個摩洛哥的港口。伊斯麥蘇丹在
摩洛哥國內有“武帝”（Warrior King）的稱號。
不過，後人對伊斯麥蘇丹的評價是除了武功卓著外，他也
是一位冷面嗜血，非常殘酷的君王，對敵人或異己更是趕盡殺
絕毫不留情。為了赫阻來犯者，伊斯麥曾經將一萬名敵人的頭
顱懸掛在城牆上。他徵用了兩萬五千多名的奴隸來築建他的皇
城。他對奴工之凶狠苛虐更是令人髮指。被他認為是懶怠而斬
首的工人不計其數，殘忍程度無出其右。
伊斯麥蘇丹在位 55 年，他的出生年份一說為 1634，一說
為 1645，不論何者正確，皆說得上是一位非常長壽的君王。
他除了有功於社稷，殘虐於奴工之外，還有一點讓後人津津樂
道的是他共有 867 名子女（525 個兒子，342 個女兒）與他有名
的皇家馬廄。
伊斯麥蘇丹的皇家馬廄及其附屬之糧倉現已是梅克內斯市
的主要觀光景點。由於伊斯麥蘇丹愛馬至狂的地步，他令人精
心設計並建造了一座可容納一萬兩千匹駿馬的巨無霸馬廄。每
匹馬皆有專人服侍。蘇丹自己每天都要親自去馬廄巡邏。馬廄
地點的選擇也是煞費苦心。為了使這一萬兩千匹良馬沒有缺水
之虞，蘇丹特別開鑿一條運河流經馬廄，使駿馬們終日不缺淨
水供應。為使這些皇馬有豐盛的糧草，他在馬廄旁另蓋了一座
龐大的糧倉。為保持糧草低溫，糧倉是蓋在一個蓄水池之上，
而得“水宮”（Der el Mar）之名。據記載，糧倉內儲備的糧
草足夠這一萬兩千匹駿馬 20 年之需。

18 世紀的那場裡斯本大地震, 使這座經典的巨無霸皇家馬
廄變成了廢墟。馬廄的屋頂全毀。不過我們置身其中，仍能感
受到它曾經不可一世的輝煌，可能也還可以稍稍想見萬馬長嘶
的壯觀。不過，站在那座比腦中一般軍用糧倉大了不知多少倍
的原糧倉裡，就很難將它與“馬”相連了。畢竟那是一個普通
人不如一匹皇馬的時代啊。
在市內一間佈置華美的摩洛哥式餐廳享用了 Tagine Couscous 午餐後，我們前往參觀 Volubilis 羅馬廢墟。

Volubilis 羅馬廢墟

距離梅克內斯（Meknes）約 30 公裡的 Volubilis 古城是由
腓尼基人（Phoenicians）始建於公元前三世紀。接下來是迦太
基 人 （Carthaginian） 的 統 治 。 在 公 元 一 世 紀 羅 馬 人 的 統 治
下，迅速發展成為一個不小的農業城市。後來又經過不同部族
的定居發展，八世紀時成為摩洛哥伊德裡斯（Idrisid）王朝的
發源地。到了十一世紀時，由於權力中心移至菲斯（Fez），
大部份居民紛紛遷往城外五公裡的一座新城，Volubilis 便成了
一座棄城。不過市內羅馬時期的建築仍保持原狀，直到 18 世
紀裡斯本的大地震後，變為了廢墟。同時，摩洛哥的君主也用
了許多倒塌的石塊去築建王朝在梅克內斯的新都。一直到 19
世紀末期，此地才被確定為羅馬古城 Volubilis 的遺址。在法國
佔領摩洛哥期間，約有一半的廢墟被挖掘出土。今日，Volubilis 已被聯合國教文科組織列入《世界遺產目錄》。
陰風細雨裡，陣陣不勝寒的冷風下，我們登上了這座山坡
上的羅馬古城廢墟。城裡的街道、劇場、住房、商店、市場、
公共浴室之遺址清晰可辨，還有不少馬賽克（mosaic）相嵌的
畫面與大理石人頭像。這裡還留有保存完好的凱旋門與一根根
大白石圓柱。
由於在過去的多次旅遊裡曾看到過許多古羅馬廢墟遺址，
眼前的這座古城就不覺有驚人之處了。只是，想到我們現在是
在非洲，當年羅馬帝國的勢力在雄跨歐陸之餘，竟延至北非，
真不能不說是不可一世，而如今又安在哉！
上車後續往菲斯。黃昏時刻抵步，入宿 Riad el Bali。 這
是一家原是私宅裝修成客棧的摩洛哥酒店。下車後，走上一段
坡路，穿過一條狹窄的長巷，從一道窄門進入後，柳暗花明，
原來是一座經典型的豪宅。酒店的客廳佈置精美，牆雕華麗，
極富伊斯蘭傳統色彩，相當別緻出色。（2015）

梅克內斯（Meknes）簡介

梅 克 內 斯 是 摩 洛 哥 北 部 的 一 個 古 皇 城 。 城 首 建 於 11 世
紀。初建時是一個戰略地位重要的軍事城市。17 世紀阿拉維
（Alaouite）王朝時代被定為國都，並在四周築建高牆巨門，
融匯伊斯蘭和歐洲風格，將梅克內斯變成一個雄偉的西班牙摩
爾風格的城市。在伊斯麥蘇丹（Sultan Moulay Ismail）統治期
間，市內建造了許多傑出的建築、宮殿、紀念碑等。與法國路
易十四同時代的伊斯麥蘇丹，欲將這座皇城築建得盡善盡美，
極盡奢華之能事，使梅克內斯有“摩洛哥的凡爾賽”之稱。皇
城內的有些建築物之建材，甚至是取自附近羅馬廢墟的基石。
古城的宗教建築眾多。它們內部裝飾華麗，繪畫精美，富
有古典主義的藝術風格。厚厚的城牆內，主建築之間相互連
接，街道曲折，隨地形高低而自然起伏。在街道會合處常形成

路旁的農戶

夏曙芳

農戶婆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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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城
呂克明

2017 年夏至過後第一天，走路班吳東麟、林銘鑒、方
強宗、徐克爾、呂克明等五對夫婦，從加拿大【尼加拉瀑
布】城，搭乘小巴到達【多倫多】城。【多倫多】城有
2.73M 人口，是加拿大第一大城，北美第四大城，僅次於墨
西哥市（8.9M）、紐約市（8.5M）、洛杉磯市（3.9M）。
在【多倫多】城玩三天兩夜，遊覽古城堡、走訪博物館、享
受美食、登塔俯瞰市景、搭船遊覽【多倫多】港，心情愉快，
特作文以誌之。

【卡薩羅馬城堡】【貝塔鞋類博物館】

6 月 22 日上午 11 時，我們從加拿大【尼加拉瀑布】城的
【Marriot 觀瀑館】搭小巴，約二小時車程就進入【多倫多】
城。因豪雨交通阻塞，到達 Chelsea 旅館已經過了午飯時間。
入住旅館，大夥飢腸轆轆，有人建議在旅館附近【粵東酒樓】
吃中餐。飯後逛中國城，我們和大學同學林俊隆（阿隆）和衛
賢熙（老衛）有約，下午五時告退。我們在阿隆家聊天，新竹
交大 60 級控工系小聚會；老衛退休現當起寓公，去年 11 月在
臺北同學聚會見過，但與阿隆有三十年沒見過面，暢談陳年往
事。阿隆提起當年替他搬家的事，我早忘了。天色晚了，驅車
前往 Don Mills 城的【味香村】中餐館吃晚餐。翌日晨，在楊
格（Yonge）和丹格斯（Dundas）交口起站，搭乘【隨上隨下
（Hopon Hopoff）】兩層遊覽巴士遊【多倫多】城。導遊說：
「楊格街於 1793 年建成，1998 年是安大略 11 號省道，長度
1895 公裡，金氏紀錄是世界最長的街道。1999 年被【泛美公
路】取代。」【卡薩羅馬城堡（Casa Loma）】，位於【多倫
多】城北，是加拿大富翁柏拉特爵士（Sir Henry Mill Pellatt，
1859-1939）於 20 世紀初建造的仿中世紀的城堡，融合諾曼、
歌德與羅馬風格。西文 「
Casa Loma」是 「
山上的城堡」的意
思。因為時間有限，我們在城堡外面拍照後，便搭下班遊覽巴
士，參觀【貝塔鞋類（Bata Shoe）博物館】。館主索妮.貝塔
（Sonja Bata），於 1926 年出生於瑞士蘇黎世，從小夢想成為
一名建築師。1946 年，當她與貝塔鞋公司少東結婚後，只好放
棄建築研究，搬到【多倫多】。館內展品很多，我印像最深的
是，男人穿女人高跟鞋賽跑和富國銀行（Wells Fargo）前身
【小馬快遞】的車伕穿著馬靴照。下一個參觀點是【皇家安大
略博物館（ROM）】。ROM 是北美洲第 5 大博物館和加拿大
最大的世界文化和自然歷史博物館，其右半部的現代建築物，
是新館擴建工程的 Michael Lee-Chin Crystal 部份。值得一看的
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拓片。該碑是一座記述景教在唐代
流傳情況的石碑，現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是中國首批禁止出
國展覽文物之一。【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被傅裡茨•何爾謨
（Fritz Halms）認為是瞭解古代中國與其他文化的交流中極為
重要的石碑，他認為石碑當與【羅塞塔石碑】、【米沙石
碑】、【阿茲特克太陽曆石】同屬世界上四大代表性碑刻。參
觀結束後，已經過了下午二時，我們搭巴士前往中國城【蘭亭
敘】吃午餐。

美國郵政【小馬快
遞 】 (1860
1860-1861
1861)) 車 伕
兼郵差穿著馬靴照

【多倫多大學
多倫多大學】
】

【皇家安大略博物館
（ROM
ROM）】
）】展出笑顏羅漢
展出笑顏羅漢

【ROM
ROM】
】右半部是新館擴建工程的
Michael Lee-Chin Crystal 展館

【CN 塔】【羅傑斯中心】【多倫多大學】

餐後搭巴士前往【CN 塔】參觀。途中經過【羅傑斯中心
（Rogers Centre）】，抬頭看到【觀衆（The Audience）】雕
塑。此雕塑是加籍雕塑家 Michael Snow 的作品，於 1989 年 3 月
6 日安裝。雕塑分兩部分：第一部分七人，第二部分八人，材
料是銅色塗漆的玻璃纖維。人物有質問者、父子檔、肌肉男、
飢餓粉絲。【CN 塔】是一座電波塔，英文原名裡的 「
CN」
最初是 「
Canadian National」首字母縮寫，現在則是 「
Canada's
National」 的 縮 寫 ， 但 兩 個 名 稱 皆 不 常 使 用 。 塔 高 553.33 公
尺，現為世界上第五高的自立式建築物。 在觀景臺上眺望
【多倫多】兩條跑道的小機場。搭船遊【多倫多】安大略湖，
是一個不錯的經驗。船飛快地在沼澤水域裡穿梭，衆遊艇船桅
水中扭曲的倩影，【CN 塔】與天際線高樓，頻頻在蒼蒼老樹
縫隙中出現，加上美麗女船長踮腳駕船技術的熟練，搭配導遊
小姐甜美的解說，僅半個小時的船程，實在是這次旅程難得的
眼睛饗宴。和昨晚一樣，我們和小鳳大學同學有約，今晚又要
開小差。吳勵妍夫婦特地搭地鐵到旅館來接我們，相約在
Finch 城的【味香村】中餐館，舉行臺師大 58 級生物系小聚
會，我們加上徐瑞禎夫婦和莫以長共七位。餐敘中，徐瑞禎的
先生述說，當年開車約會，大學還沒畢業就結婚，說是怕被別
的男生搶走；莫以長講加拿大人飛古巴才三個半小時，豐富的
釣魚趣事，讓人稱羨。6 月 24 日是我們回家的日子，吳東麟夫
婦中午的飛機，方徐兩家下午二時，而我們和林銘鑒夫婦是五
時。我們再次搭【隨上隨下】巴士逛【多倫多大學】。【多倫
多大學】位於【女王公園】四周。【多倫多大學】始建於 1827
年，現擁有十二個書院，其中有七個是獨立書院。【多倫多大
學】的校友包括 4 位加拿大總理，15 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及 10 名
諾貝爾獎獲得者，僅次於【麥基爾（McGill）大學】的 13 名。
在學術及研究方面，【多倫多大學】一直處於加拿大國內及國
際上領先的位置。其經費、捐款、國家教授獎項、研究出版量
及藏書量皆為加拿大之首。它於過去一世紀的主要貢獻，包括
發現【胰島素】【幹細胞】，發明【電子起搏器】【多點觸控
技術】【電子顯微鏡】【複製 T 細胞】【飛行員衣】，以及發
現首個經核證的【黑洞】。走進【女王公園】，濃蔭蔽日，綠
草如茵。【女王公園】於 1860 年正式開放，同年 9 月 11 日，
Wales 王子，也就是後來的英王 Edward 七世，主禮公園開放。
公園北端那個留著八字鬚，英姿颯爽騎著馬的雕像，就是他本
尊。1919 年，原本矗立於印度新德裡 ，於 1969 年運來多倫
多。經過公路橋下，參觀校園。結束後我們逛中國城，買鮑魚
乾、干貝、魚膠。再次在【蘭亭敘】吃午餐。四人和菜，加拿
大蟹與龍蝦以及一大盆酸菜魚，大快朵頤，加小費每人
才 25 元加幣，經濟實惠。完美地結束【美鐵假期】安
排的【紐約、尼加拉瀑布和多倫多火車之旅】。（全文
完）

多倫多安大略湖畔天際線

Michael Snow 的 【 觀 衆 （The Audience）
Audience） 】 作
品之一，
品之一
，質問者和父子檔在哪
質問者和父子檔在哪??

多倫多 Finch 城的
城的【
【味香村
味香村】
】中餐館
中餐館，
，舉行
臺師大 58 級生物系小型班聚
級生物系小型班聚，
， 左二起吳勵
妍、陳小鳳
陳小鳳、
、徐瑞禎
徐瑞禎、
、莫以長共四位
莫以長共四位。
。

新竹交大 60 級控工系同學林俊隆
級控工系同學林俊隆、
、作者和衛賢熙

【隨上隨下
隨上隨下（
（Hopon Hopoff）】
Hopoff）】兩層遊覽巴士
兩層遊覽巴士

【卡薩羅馬城堡
卡薩羅馬城堡（
（Casa Loma）】
Loma）】側門合影
側門合影。
。左起
徐克爾、
徐克爾
、 唐舜波
唐舜波、
、 陳小鳳
陳小鳳、
、 秦莉莉
秦莉莉、
、 方強宗
方強宗、
、林
銘鑒、
銘鑒
、何秀梅
何秀梅、
、Mimi Wu、
Wu、吳東麟
吳東麟。
。

安大略湖畔，
安大略湖畔
，衆遊艇船桅水中扭曲的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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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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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影響力
星期四

2017 年 8 月 24 日

Thursday, August 24, 2017

B10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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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Region Is Highly Sensitive And Fragile

U.S.-South Korea Begin Joint
Military Drills – China Miffed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month, were purely defensive and were not
aimed at trying to escalate tensions.
Addressing a cabinet meeting, Moon said,
“There is no intent at all to heighten military
tens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s these drills
are held annually and are of a defensive nature.
North Korea should not exaggerate our efforts
to keep peace nor should they engage in provocations that would worsen the situation, using
(the exercise) as an excuse.” (Courtesy http://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Related
South Korea And U.S. Begin Drills
As North Warns Of Rising Tensions

North Korea threatens U.S. and South Korea as annual military drill begin on Monday.
BEIJING, China - As the U.S. and South Korea began on Monday and comprises a largely
began their joint military drills on the Korean computer-simulated exercise that runs for two
peninsula, China renewed calls for the two na- weeks in the region.
Around 17,500 U.S. troops will participate in
tions to suspend the drills.
The war games that have left nuclear North Ko- the drills, which is said to be a reduction from
rea infuriated, has also led to increased calls by last year.
China that is seeking to avoid any provocations Commenting on the numbers, Hua said that
towards Pyongyang that might go out of control China has “noted the reduction of the U.S. forcand lead into a nuclear war - something that has es”, but reiterated that military exercises would
been threatened in recent weeks already.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highly sensitive and fragile, which requires the directly concerned parties including South Korea and US to
make joint efforts to ease the tensions.”
China has been urging for a resumption of
long-dormant six-nation talks to peacefully
resolve the nuclear crisis - however, its proposal for North Korea to suspend its arms programmes in return for the U.S. to halt military U.S. and South Korea defense personnel shake hands.
drills in the region has been ignored.
Hua added at a press conference, “We don’t not help to reduce tensions.
think the joint exercise will be conducive to Pyongyang meanwhile views the annual drills
easing the current tensions. And we urge rele- as a highly provocative rehearsal for invasion
vant parties to (seriously consider) the suspen- and meets such annual drills with threats of
sion-for-suspension proposal.”
strong military counteraction.
The “Ulchi Freedom Guardian” joint military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e-in has said
drills between South Korean and U.S. troops that the drills that will last until the end of the

SEOUL, South Korea —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began their annual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on Monday, while North Korea
warned that the drills would deepen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by “throwing fuel onto
fir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insist
that the drills are defensive in nature, but North
Korea has long condemned the joint exercises
as rehearsals for invasion. During such drills,
North Korea has often escalated its warlike
rhetoric and lashed out with missile and other
weapons tests.

Police officers surrounding a South
Korean protesting the annual exercises by their countr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Seoul on Monday. The North
has long condemned the military drills
as rehearsals for invasion. (Photo/
Jeon Heon-Kyun/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It tested a 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

during the drills in August last year, following it
up with a nuclear test, its fifth, the next month.
The exercises this week, known as Ulchi-Freedom Guardian, follow a North Korean threat
this month to launch four ballistic missiles
into waters near Guam, home to major American military base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That
warning, combined with another by President
Trump to bring “fire and fury” to the North unless it stood down, has escalated tensions in the
region, even setting off fears of possible war.
The tensions appear to have eased somewhat
since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said last week that he would “watch a little more
the foolish and stupid conduct of the Yankees”
before deciding whether to approve his military’s plan to fire missiles near Guam. Mr. Kim
said the United States needed to “make a proper
option first and show it through action” to reduce tensions.

President Moon Jae-in of South Korea
during a cabinet meeting at the presidential Blue House in Seoul on Monday.
“We have no intention of raising military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e said. (Photo/Kim Ju-hyoung/Yonhap,
via Reuters)
If North Korea uses the drills this week as a
reason to launch missiles around Guam or elsewhere, it could set off a new cycle of escalation.
“We have no intention of raising military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President
Moon Jae-in of South Korea said on Monday
during a meeting with his staff. “North Korea
should not use this as a pretext for provocation.”
(Courtesy https://www.nytimes.com/)

McDonald’s 2017 Education Workshop To Be Held
At The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August 26th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By Reporter Huang Xiangci
The McDonald’s 2017 Education Workshop,
organiz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will be held on August
26 (Saturday) at the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As in past years, the event will include
on-site counseling booths, a number of informative seminars, an SAT and ACT examination
system analysis and university entrance details
and information. All students and parents are
encouraged to attend.
This year, the McDonald’s 2017 Education
Workshop is richer than ever before following
the students summer time off. The new program
includes a number of lectures and on-site consultations to assist Chinese young people and
parents understand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enrollment system, admission procedures and
university selection.
The main topics discussed are divided into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community volunteer
records, what is the role of applying for college?”, “how to plan in high school?”,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AT and ACT ?”,” what
is the AP program?,” “How to apply for a scholarship,” and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and the time of admission?”,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oice of a professional and your high school?”,
“How does the state university and the foreign
university compare?” What is the impact”, “
“How does Rice University recruit students,”
“and many other topics will be shared.
This year’s education show is different from
last year. Highlights include “highly targeted topics”. The day will focus on high school
classes in grade 8-12, semester planning, par-

ticipation in valuable events and competitions,
university application processes, and university
interviews. Many topics, each topic has a reference value. Rice University’s admissions office
director will visit the scene to talk about how
they are enrolled.
In addition, “Hong Kong guests” have been invited to share the “growth path of famous students” with their classmates and parents. Hong
Ren Ding not only sent his children to Harvard
University,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ot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past few years, he
also helped many students apply to many American schools. In recent years, Hong founded My
CollegeTRAK guidance platform, designed to
help students in grades 8-12 effectively spend
four years in high school, into the ideal university. Hong Ren Ding will visit Houston and his
classmates and parents to share his ideas.

Also invited are J.P. Morgan’s financial advisors to talk about “savings and investment
during college”. During college, there are ways
to make money. In addition, the director of the
Texas Council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lks about “how to design a college entrance
exam SAT”. Ms. Fang Xiuyun, President of Anhui Association and Ms. Zheng Xiuyun, a com-

puter engineer, will talk about how to spend the
time with your child to apply for the university.
The parents of the meeting can ask questions.
In addition, the Education Fair also provides
“High School Students’ Volunteer Opportunities”, which is one of the indicators to apply for
university additions. At the
current education show, students will be offered to 10-12
students and 9 hours of volunteer opportunities. In the
process, and the elite students
close contact, all and benefits students will be issued a
“volunteer certificate”, apply for the University as a
sub-condition.
Q & A time this year is also
more inclusive and will invite students and parents to
come together so that students can grasp the opportunity, ask questions They will
share learning, application,
selection of schools, prepare
documents and many other topics on how to advance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enroll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e McDonald’s 2017 Education Workshop will be held
at The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8330 Triola Ln,
Houston, TX 77036 on Saturday, August 26th from 9:30
am to 4:00 pm. Admission is
free, there will be free lunch

and introductions to many leading universities.
Due to limited on-site capacity, please regsiter
as soon as possible at the registrationwebsite:
https: //goo.gl/bBXcjZ. For more details, contact:Deng Runjing at 832-448-0190, or e-mail
David Tang at : Davidtang@scdaily.com.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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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nya Ramen Bar. 」 陣拉麵館第三家
昨在Katy
昨在
Katy 正式開張
正式開張，
，至明年將開六家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由日本餐館名人
Jim H. Wang 與太太 Renee Chen 在休士頓
做鐵板燒（ 共有三家） 十二年之後，改作
＂日本拉麵＂一樣做的有聲有色，風風火火
。四年內共開了三家以＂陣＂（ Jinya Ramen Bar. ) 為名的拉麵館。第一家開在市中
心的 Mid Town, 第二家開在 NASA ，第三
家於昨天（8 月 23 日 ）在中國人最多的

王朝旅遊：：

Katy ( Katy Freeway @ N. Fry Rd. 與 N Mason Rd. 之間） 正式開張。並於 8 月 22 日
（ 周二 ） 晚在新餐館大宴賓客，介紹該店
著 名 的 日 式 點 心 ， 小 菜 ， 如 Jinya Bun,
Shrimp Toast, 煎 餃 ， 炸 蝦 球 ， 章 魚
燒---- 等精緻點心及該店的主角--- 日
本拉麵！
陣拉麵館（ Jinya Ramen Bar. ) 共有 12
種口味的拉
麵，且每月
推出新品種
的拉麵加小
菜。每一碗
拉麵極盡心
思與品味，
不僅美麗如
一幅圖畫，
吃到嘴裡的
口感，更令
人畢生難忘
。 Jinya 抓 住
日本料理 「
精緻 」 的特
色，不僅麵
條出自日本
， 連 小 點
「Shrimp
圖為 Jinya 陣日本拉麵館在 Katy ，10 號公路邊上的餐館正門
號公路邊上的餐館正門。（
。（記者秦
記者秦
鴻鈞攝）
鴻鈞攝
）

Toast 」 中的吐司，也是由日本來的麵包，
難怪口感與美國吐司截然不同，這些麵條，
麵包，都是該店的王老闆親赴加州採購，足
見其製作的嚴謹及要求食材的原汁原味。
王老闆夫婦，做日本拉麵店做出心得，
每一家都生意鼎盛，除 Katy 第三家外，他
們 還 將 於 今 年 年 底 （ 11 月 ） 在 西 北 區
1960 開設第四家，明年三月在 Woodland 開
設第五家，及明年十月在 Heights 開設第六
家。就因為他們做的好，廣受中外食客的歡
迎，才會以這麼快的速度在休士頓遍地開花
，發揚光大。同時他們另在 Los Angeles 有
三家，在 Seattle, Vancouver, San Diego, Nevada, 及 Dallas 各有一家 Jinya Ramen Bar, 連
休士頓三家，現共有十二家店。
Jinya Ramen Bar 日 本 拉 麵 館 現 正 在
Katy 新 張 ， 歡 迎
華人前來參訪，
嚐鮮，並享受他
們的新張大優惠
。
Jinya Ramen
Bar 的 地 址 在 ：
21788 Katy Freeway ， 電 話 ：
832-321-3087

圖為 Jinya 著名的日本拉麵
著名的日本拉麵。（
。（ 記者秦
鴻鈞攝）
鴻鈞攝
）
蹟和人文景觀。這裡匯聚了八方來客，宗
教、文化、語言在這裡融合，兼容並蓄。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讓你在旅遊中感受江南，感受上海獨具
魅力的海派文化。周旋歌聲中的'夜上海'
，週潤發的'上海灘'，都描述了上海的形
象。在上海，每幢建築都是一段凝固的音
樂，每個景點背後總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故事
。上海以其內涵豐富的人文歷史，以及綺麗
多姿的景色吸引了眾多的海內外遊客。不僅
在於黃浦江是上海的母親河，代表著上海的
象徵和縮影，浦江兩岸，薈萃了上海城市景
觀的精華，從這裡你可以看到上海的過去、
更可以看到上海現在繁榮發達和展望上海的
燦爛明天。
上海郊區的許多古鎮具有典型的江南水
鄉風貌，民居傍水而建。蘇州河道兩旁風景
優美，因其小橋流水人家，有水鄉古城特色

$0秋天回中國探親超值機票和旅遊團
有效出發日期：
有效出發日期
：7/1-12/11/2017中國國航和長榮航空旅遊大優惠

A. $0 國航回中國順道游江南（半年票）
B. $299 長榮 回台灣順道游上海（3 個月
票）
C. $499 長榮 回台灣順道遊北京（3 個月
票）
費用包機票和 稅金。可自由選擇回程日期
A. $ 0 國航回中國順道游江南 7 天水鄉
遊
行程：上海-蘇州-無錫-杭州-南京
B. $299 長榮回台灣順道游江南 7 天水鄉
遊
行程：上海-蘇州-無錫-杭州-南京

C. $499 長榮回台灣順道遊北京 7 天遊
行程：天安門廣場-長城-頤和園-王府
井等
北京，中國首都。每個人心中，都有一
個“我愛北京天安門”的北京情結，都曾夢
想著生活在傳說中的紫禁城；夢想著穿梭在
王朔筆下的胡同和大院；也夢想著爬上萬裡
長城，大喊：我是好漢！
在每個人心中，都一個人屬於自己的北
京。北京是一座包容萬象、海納百川的城市
。三千年的歷史，六朝故都，這裡薈萃了自
元明清以來的中華文化，薈萃了眾多名勝古

圖為 Jinya 陣日本拉麵館內開放式廚房
陣日本拉麵館內開放式廚房。（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 Jinya 著名的日本拉麵
著名的日本拉麵。（
。（ 記者秦
鴻鈞攝）
鴻鈞攝
）
，更有“東方威尼斯”、之稱。蘇州素有
“絲綢之都”、“園林之城”的美譽。
杭州西湖，聞名中外的風景區，三面環
山，被稱為{{人間天堂}}。無錫自古就是魚
米之鄉，無錫有太湖靈山、大佛、等景點。
“太湖佳絕處，畢竟在黿頭”就是詩人郭沫
若用來形容無錫太湖的風景。
王朝旅遊推薦的： 北京和上海旅遊團，
全程入住四-五星酒店，包一日三餐，專業
導遊為旅客介紹每一個旅遊景點，
詳情請與王朝旅遊聯繫。
電話號碼： 713-981-8868
地 址 ：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企業街 6918 號， 精英廣場地舖
14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