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
2017 年 8 月 26 日 星期六
Saturday, August 26, 2017

方脈
仁
仁濟
濟中
中醫
醫針
針灸
灸 針灸
中醫
醫男
男女
女專
專科
科
跌打 推拿 中

主
治

各種痛症﹑
頸椎病﹑
坐骨神經痛﹑
面神經麻痺﹑
肩周炎﹑
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
戒煙﹑
戒酒﹑
減肥﹑
增加腫瘤病人體質﹐
減少化療副作用﹒

女性專治﹕
●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女性不孕症（原發﹑
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
生育期﹐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更年期
）
﹑
痛經﹑
子宮內膜異位症﹐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習慣性流產﹑
盆腔炎﹑
輸卵管堵塞等
德州執照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
引起的不孕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
早瀉﹑
陽萎﹑ ˙子宮肌瘤﹑
子宮癌﹑
卵巢腫瘤手術後﹐

性功能低﹑
房勞傷﹑
精液不液化﹑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
失眠﹑
盜汗﹑
膿精症畸﹑
前列腺炎﹑
睪丸炎
骨質疏松﹑
關節痛﹑
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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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Demands U.S. Immediately Withdraw
No. Korea Sanctions – Warns Could Damage Ti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U.S. imposed new North Korea-related sanctions on Aug.
22, targeting Chinese, as well
as Russian, firms and individuals for supporting Pyongyang’s
weapons programs. (Photo/
Reuters)
BEIJING — China demanded
Wednesd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mmediately withdraw new sanctions
on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trading
with North Korea, saying that such
punitive measures will damage Sino-U.S. ties.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imposed
sanctions Tuesday on 10 companies
and six people from China and Russia that it said had conducted business with North Korea in ways that
advanced the country’s missile and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But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its
government had fully implemented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on North Korea and would punish
anyone caught violating the Security
Council sanctions under Chinese law.
It added that it opposed sanctions
outside the framework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China especially opposes any country conducting ‘long-arm jurisdiction’
over Chinese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said at a routine news conference.
“Measures taken by the United States
are not helpful in solving the problem
and unhelpful to mutual trust and cooperation. We ask the United States
to stop the relevant wrong practices
immediately.”
Despite China’s professed opposition
to unilateral sanctions, however, it
has not hesitated to punish countries
through trade if they refuse to do Beijing’s bidding.

China is engaged in a major blockade
of South Korean companies because
it opposes the deployment of a U.S.
missile defense system, known as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in South Korea.
Among the sanctioned Chinese companies is Dandong Zhicheng Metallic
Material, also known as Dandong
Chengtai, one of the largest importers
of North Korean coal, while its main
shareholder also was individually targeted.
In a related complain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filed Tuesday, the U.S. government is seeking $4 million from
the company, accusing it of importing
North Korean coal and sending an array of products — cellphones, luxury
items, rubber and sugar — to North
Korea.
In August, the Security Council
agreed to a total ban on coal imports
from North Korea; in the past, a limited trade had been allowed, provided the coal was not purchased from
a sanctioned North Korean company
and was proven to befor “livelihood
purposes.”
In practice, though, experts say, that
loophole was exploited to facilitate a
trade that generated $1 billion a year
for North Korea.

In a June report by the Washington-based research group C4ADS,

Dandong Zhicheng was cited among
those Chinese companies that are
pivotal to North Korea’s ability to
circumvent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nd buy illicit goods. The report
said targeting those companies could
cause North Korea’s entire overseas
network to collapse.
Dandong Zhicheng alone accounted
for 9.2 percent of North Korea’s total
exports to China last year, according
to documentation that C4ADS reviewed. Almost all — 97 percent —
of this was North Korean coal, totaling about $250 million annually.
Chi Yupeng, the company’s main
shareholder, won an award from the
Dandong city government as a leading entrepreneur in 2005, another
award for his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enterprise” in 2008 and a third
for “starting a foreign trade enterprise” in 2009.
Two other Chinese companies, Dandong Tianfu Trade and Jinhou International Holdings, were sanctioned
for their part in the coal trade. Together, the three companies imported
nearly $500 million worth of North
Korean coal between 2013 and 2016,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said.
Dandong Rich Earth Trading was
sanctioned for buying vanadium ore
from a company connected to North
Korea’s atomic energy agency, while
Mingzheng International Trading was
accused of facilitating dollar transactions on behalf of North Korea’s proliferation network. The companies either declined to comment, hung up or
did not pick up the phone when contacted by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Dandong city government declined to
comment.

The Global Times, a nationalist tabloid, argu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face retaliation if it continued
to impose sanctions considered a “serious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certainly unacceptable” to China.
“As far as we are concerned, Washington wants to use such unilateral
sanctions to smear China and Russia’s international image on issues
regarding sanctioning North Korea,
painting China and Russia as the destroyers of U.N. sanctions,” it wrote.
Chen Weihua, deputy editor of the
U.S. edition of China Daily, argued
that the U.S. decision would undermine cooperation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The U.S. has long believed that
sanctions are a silver bullet,” he
wrote in a column. “But its past track
records have shown that the majority of sanctions not only failed but
caused humanitarian disasters in other countries.”
There is little doubt, he added, that
such secondary sanctions will have
little or no effect in persuading North
Korea to change course.
Chen also wrote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decision to help topple
Libyan leader Moammar Gaddafi after he abandoned hi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 and his subsequent death
at the hands of a mob in 2011 — had
damaged the U.S. government’s credibility.
Beijing is not averse to using economic pressure to get its way: It significantly cut salmon imports from
Norway for years after imprisoned
democracy activist Liu Xiabo was

award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has
encouraged consumer boycotts of Japan, and punished countries for hosting the Dalai Lama, the exiled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Nevertheless, Lu Chao, a Korean
Peninsula expert at the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id
Washington’s decision to impose
unilateral sanctions on China was inappropriate, unacceptable and “very
domineering.”
“China is strictly implementing the
U.N. resolution. Though we can’t
100 percent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individuals having underground deals
violating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s
regul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being
so far away doesn’t have a proper reason to take sanction measures unilaterally,” he said. “They should infor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let the
latter deal with it.”
China accounts for about 90 percent
of North Korean trade but announced
this month that it was suspending imports of iron ore, iron, lead, coal and
seafood products from North Korea,
to comply with U.N. sanctions.
China’s imports from North Korea
fell to $880 million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the year, down 13 percent
from a year earlier, official figures
show. But Chinese exports rose 29
percent, to $1.67 billion,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the year, increasing total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y
10 percent.
China is reluctant to do anything
that might destabilize North Korea, a
long-standing ally. It says U.S. hostility toward Pyongyang forced the
regime to develop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it urges dialogue to reduce
tensions.
Yang Xiyu, a North Korea expert at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Beijing, called the U.S.
move counterproductive and said
Washington should have worked
more closely with Beijing.
“I think this shows the frustration

from the U.S. toward Beijing, that
China won’t play as the U.S. wanted,” he said, arguing that it would
do nothing to dissuade North Korea
from pursuing nuclear weapons. “It’s
a superfluous measure that may only
worsen the Sino-U.S. relationship
and destroy the foundation of trust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hina’s imports from North
Korea slowed in July while its
exports to the sanctions-hit
country dwindled after surging
in recent months, according to
official Chinese statistics. (AFP
Photo/NICOLAS ASFOURI)
Cheng Xiaohe, a North Korea expert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Beijing, said the U.S. government did
not have factual evidence that these
companies were violating sanction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not
sit by and do nothing if the sanctions
are implemented without strong evidence,” he said. (Courtesy www.
washingtonpost.com/world)

Related
North Korea’s Trade With
China Hit By Sanctions
China Currently Bans North Korean Iron, Lead, Coal Imports As Part
Of U.N. Sanctions
China’s imports from North Korea
slowed in July while its exports to the
sanctions-hit country dwindled after
surging in recent months, according
to official Chinese statistics.
Overall,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tood at $456 million
last month, down nearly seven percent from June, according to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figures.
The decline is partly due to a steady
decline in China’s imports from its
neighbor, which fell to $156.3 million in July, down three percent from
the previous month and more than 30

percent year on year.
China, the main ally of Pyongyang
and the recipient of some 90 percent
of North Korea’s exports, suspended all imports of coal in February
in compliance with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The aim of these restrictions is to
deprive the Kim Jong-Un regime of
crucial currency sources in order to
check its controversial nuclear program.
Following a seventh round of sanctions adopted in early August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Beijing recently announced it will also suspend its
purchases of North Korean iron, lead
and seafood.
Chinese exports to the Stalinist regime fell to $299.8 million in July,
down more than eight percent from
June.
But exports were up 55 percent year
on year. North Korea considerably increased its purchases from the Asian
giant in recent months, including appliances, mechanical parts, textiles
and solar panels.

China has banned all coal imports from North Korea.
In Dandong, a Chinese border town,
AFP found last month that vibrant
trade continued despite sanctions with many Chinese shops continuing
to offer jewels made of North Korean
gold and silver, which have long been
banned from the other sid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urged China to step up pressure on its
turbulent neighbou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gered
China this week by slapping punitive measures on several Chinese
and Russian companies accused of
supporting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programme and attempting to evade
US sanctions.
The key targets were Chinese coal
importers. (Courtesy https://www.yahoo.com/news/)

Decision Follows The Violence In Charlottesville
Sparked By Plans To Remove A Robert E. Lee Statue

ESPN Removes Asian Sports Announcer
Robert Lee From Calling U-Va. Game In
Charlottesville Because Of His Nam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SPN broadcaster Robert Lee
(left) and Civil War General
Robert E. Lee (right)
Robert Lee, an ESPN broadcaster,
was pulled from calling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home opener against
William and Mary on Sept. 2 because
he shares a name with the Confederate general at the center of unrest in
Charlottesville.
“We collectively made the decision
with Robert to switch games as the
tragic events in Charlottesville were
unfolding, simply because of the coincidence of his name,” Derek Volner,
an ESPN spokesman, told The Washington Post in an emailed statement.
“In that moment it felt right to all
parties. It’s a shame that this is even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and we regret
that who calls play by play for a football game has become an issue.”

Volner declined to say if the network
made a preemptive decision or responded to outside pressure to pull
Lee from the broadcast. Lee, a sportscaster for 20 years, began his career
calling games at Syracuse, his alma
mater. He is fluent in English and
Mandarin Chinese, according to his
online resume. He did no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on Twitter
and has not been made available for
comment.

ESPN Broadcaster Robert Lee
At Work In The Announcer’s
Booth.
As President Trump was about to
address a rally, the decision quickly
generated mocking Internet memes
and derisive jokes, but it wasn’t one
that the Asian American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felt crossed a line. “Although AAJA understands this w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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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nel decision to reassign ESPN
announcer Robert Lee to another
event, it is unfortunate that someone’s
name, particularly a last name that is
common among Asian Americans,
can be a potential liability,” the organization said Wednesday in an email
to The Post. “We do not, however,
believe this decision was motivated
by race.”
According to Sports Illustrated’s
Richard Deitsch, another ESPN representative said the company did not
“mandate Robert Lee change his assignment” and that Lee was “more
comfortable” not doing it. Clay Travis of Outkick the Coverage broke the
story.
White nationalists, neo-Nazis and
Ku Klux Klan members clashed with
counterprotesters in Charlottesville
earlier this month during protests
against the planned removal of a Robert E. Lee statue. A counterprotester,
Heather Heyer, was killed and 19 others were injured when a man allegedly linked to neo-Nazi beliefs drove
his car into a crowd, according to the
authorities. (Courtesy www.washingtonpost.c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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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漢宮大酒樓暫停營業公告

【華府新聞日報訊】7 月 30 日，是聞名
遐邇的漢宮大酒樓（China Garden）在大華
府的原地址: 1100 Wilson Blvd.Rosslyn,VA 最
後一天的營業時間，晚宴結束後，酒樓將暫
時關門歇業，新的漢宮大酒店將遷新址於羅
克維爾的 1701 B Rockville pike， Rockville
MD 20852 繼續營業。
在 7 月 30 日的晚宴上，現業主張小斌、
朱麗淇，原業主李伯建和夫人聯袂出席晚
宴，供奉感謝僑界對酒家數十年的支持宴請
大華府地區的亞裔社團領袖，華人社區 60
多位僑領貴賓們愉快地相聚在維州漢宮的最
後一個晚宴上，大家親切相見，熱情擁抱，

把酒言歡，笑聲細語，互致問候，暢
敘友誼，相互間的感謝祝福之語不絕
於耳，特別感謝漢宮大酒店李伯建先
生夫婦過去的熱情服務與成功的經營
歲月贏得的口碑，真誠祝福即將移地
開業的新漢宮大酒店兩位新老板張小
斌先生和朱麗淇女士，福星續照，承
前啟後，繼往開來，酒店興旺，顧客
盈門，財源茂盛，譽滿天下。
晚宴上，越南裔和寮國裔的人士
也到場，而他們的祖輩都是中國人。
這些年來，他們的子女或者後代舉辦
婚慶典禮，大多數選擇在這裡，他們
是漢宮重要的客源之一。
美京中華會館主席李燦民、台灣
僑務委員李治瑞、昇平音樂社永遠榮
譽顧問謝林寶珠、美中實驗學校理事
長王耀輝、大華府天後宮會長鄺耀民等六十
人應邀出席了當晚的告別晚宴，大家都希望
漢宮早日恢復營業，因為這家大型中餐館在
華府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在晚宴上，朱麗淇女士更是深情感謝李
伯建伉儷在過去的歲月裡所給予的關懷和幫
助。她滿懷深情地說：“李伯建夫婦是我和
我們全家的恩人和貴人，在 2015 年他們夫
婦倆人指定漢宮交棒於我和小斌，對於新的
漢宮，我們會全力以赴，漢宮大酒樓 44 年
的創業與經營服務過程，特別的粵菜特色和
豪華的就餐環境，已經得到華府地區的華人

和許多美國朋友的認同和喜歡，華府的華人
社團的重要聚會、婚慶喜事等都喜歡選擇在
漢宮大酒樓進行，悠悠歲月，餐餐情深，酒
店多年來的特色菜肴與服務贏得了良好的口
碑，在華府地區享有盛譽。”
記者詢問：漢宮大酒店緣何要移址經
營？
朱麗淇女士介紹：2015 年我們兩人接
手酒樓，一年前，因漢宮大酒樓旁邊的
Channel7（ABC）電視台擴建，房東向我們
協商買回租約，要求我們一年時間找地方
搬，房東提前解約，遷地為良！這是我們經
過努力評估和規劃做出的正確抉擇。”
新業主張小斌說：“房東提前解約是造
成漢宮搬遷的直接原因。房東給予漢宮一筆
賠償，數目是合理的，可接受的。現在，新
的漢宮開張地點已經找到，在規模上力爭和
原有的相同，包括客人容量、免費停車場大
小、菜式質量、服務內容”。
記者了解到，漢宮大酒樓在原址經營了
二十多年，屬於大華府地區僅有的兩家可同
時容納五百客人的中餐廳之一，與華盛頓市
區僅僅一河之隔，從漢宮所在地，可以清楚
地看到市區的華盛頓紀念碑以及市容，該酒
樓要搬遷的事情引起華府僑界部分人士的關
注。
漢宮作為大型中餐館，這些來見證了許
多僑界的重要時刻。
原業主李伯建說：“兩岸的許多名人都

曾在漢宮用餐。經營的這些年裡，他見過多
位來自兩岸的政要和著名人士，大家都說中
國話，很熱烈，很親切，很難忘。”
僑界一位資深人士說：“如果說兩岸背
景的僑胞有什麼接觸機會的話，那麼漢宮就
是平台之一。老僑、新僑、來自大陸的和台
灣的僑胞，在春節期間、在各種中華民族的
傳統節日裡，在這裡相遇，在這裡共享節日
的快樂時光。兩岸背景的社團在這裡舉辦聯
歡活動，也是相互學習，相互了解的好機
會，很多話都是在這些場合說的，很多事都
是在這些場合辦的，這裡凝聚著濃郁兩岸深
情”。
在大華府地區，由於漢宮是大型中餐
館，所以其搬遷也引起了主流社會的關注，
所以漢宮下一步的走向牽動的因素較多。
記者詢問：新的漢宮酒店何時能夠開
業？
朱麗淇女士告訴記者，因新的漢宮大酒
店正在進行批文申請，置於何時正式開門營
業，酒樓將會提前在媒體進行告示。
朱麗淇女士堅定地表示：新的酒樓我們
有信心裝潢得更加靚麗，更加氣派富麗堂
皇，我們會繼續發揚李伯建先生夫婦 44 年
的“品牌-質量-服務”的經營理念，努力
提升品牌和服務，繼續做好粵菜，和特色點
心，滿足各方朋友口味需求，提供最美最優
的餐飲服務，現在的客人已經訂位到明年的
宴席，她非常感恩大家的支持與厚愛。（記
者傳明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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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世界危機四伏 民眾需提高警覺防個資外洩
民眾需提高警覺防個資外洩、
、手機中毒
獵豹移動發表Security
獵豹移動發表
Security Master app 保護用戶隱私與手機安全
於全球肆虐，長期佔據全球病毒感染家族排行
榜上前十名，代表 HideIcon 是最常見的手機病
毒，也是最讓用戶感到困擾的病毒之一；其
中，重災區包括美國、印度、俄羅斯、伊朗
等。獵豹安全實驗室統計目前捕獲的病毒樣
本，目前有包括 Pokemon Go，WhatsApp 在內
的 6 款流行應用被該款病毒偽裝。用戶可能會
因此認為自己安裝的是正版應用，但是實際上
病毒形式五花八門 民眾需提高警覺 病毒已經開始在後臺運行。在成功獲取使用者
獵豹移動安全實驗室研究顯示，隱身病毒 信任之後，病毒會進行推送各種廣告，下載其
(HideIcon)最早在 2015 年 4 月出現，在近半年 他惡意外掛程式的行為，長期消耗用戶的流量
資費，影響手
機使用體驗。
獵豹移動安全
實驗室呼籲，
不要從非正規
管道下載應
用，一個病毒
將帶來群體病
毒的惡意攻擊
漩渦。
除隱身病
毒 ， 近 日
WannaCry 勒
索病毒喚起民
眾對於資安的
重視，大家多
半以為只要不
亂點來路不明
的檔案或訊
息，就沒有資
安風險；但其
實如果連上不
安全的上網環
SafeConnect VPN 一鍵防護 安全上網
Security Master 智慧偵測
【華府新聞日報訊】隨智能手機愈發普
及，用戶在應用程序 (app)上花費的時間也隨
之上漲。知名分析機構 App Annie 報告指出，
每人平均每月於商店中造訪超過 30 個應用程
序，且通常會安裝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量。而每
人每天平均會開啟 9 個應用程序。然而，隨各
類應用程序使用增加和網路活動活躍，卻內藏
安全隱憂。

境，也會造成隱私外流、錢財損失。

一鍵防護，開啟手機連網安全新世代
為解決病毒對手機的威脅和提供更安全的
手機上網環境，由台灣雪豹科技研發、全球最
大移動工具應用程式開發商獵豹移動 Cheetah
Mobile (NYSE:CMCM) 發 行 的 Security Master
推出全新 SafeConnectVPN 功能和智慧偵測，
在傳統病毒防護、安全瀏覽器、Wi-Fi 安全檢
測等功能上，提供更完整的網路連線安全防護
和更智慧的手機問題偵測，讓消費者不擔心上
網或傳輸訊息時發生資料外洩或病毒攻擊等問
題，更安心暢遊網路世界。Security Master 擁
有最強大的防毒保護，能在 10 秒內完成手機
應用程式及系統的全面掃描，抵擋病毒入侵，
阻擋惡意廣告、惡意應用避免隱私資訊外流。
Wi-Fi 安全檢測功能讓用戶能快速掃描並檢測
Wi-Fi 網路環境，使用公共 Wi-Fi 時不擔心個
資外洩。
Security Master 產品總監魏銘信(Ivan Wei)
表示，用戶需要一個提供完善安全防護功能的
應用來保護用戶的手機及其資訊安全，Security Master 吸引超過五億用戶下載，並連續 10
次獲得國際評測機構 AV TEST 評為滿分第一
名，是真正具有全方位防護能力的安全軟體，
能讓用戶使用手機上網時，不擔心被竊取個資
或有財產的損失。

與時俱進 介面友善，功能更完善
Security Master 近期經過大改版，介面更
簡潔，提供更多隱私功能與完善保護。Security Master 擁有智能變化動態主頁，一改過去
需要用戶自行判斷要用什麼功能來快速優化手
機狀況，現在 Security Master 在開啟後就會自
動偵測手機狀況，主動推薦最適用的安全功
能，像是掃描手機移除病毒及惡意 App，或是

Security Master 產品總監魏銘信
清理手機空間、加速等，讓手機隨時保持最佳
狀態。針對重視隱私和高度連網需求的美國市
場，更內鍵 SafeConnect VPN 功能。
SafeConnect 使用美國著名的 VPN 服務商
AnchorFree 旗下 「Hotspot Shield」技術，用戶
只要連上網，不論使用 App 或是瀏覽網頁，
SafeConnect 就會保護所有數據的傳輸。這項
功能特別適合熱愛網購或旅遊時連網的人士，
用戶只要進入電商、銀行等擁有重要個資的
App 或網頁時，透過 SafeConnect 就能讓用戶
在連線、傳輸資料時，多一層防護加密，建立
安 全 上 網 環 境 。 此 外 ， SafeConnect 提 供 穩
定、快速的 VPN 連線品質，幫助用戶解除具
有地域限制的內容，突破政府、公司或學校對
於網路使用的限制，盡情瀏覽自己喜愛的網
站，上網更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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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南京大屠殺八十週年座談會
詩歌朗誦和圖片展還原真實歷史

（本報記者/趙芃/採訪報道）8 月
15 日下午兩點半，為了紀念“南京大
屠殺”三十萬同胞遇難八十週年，芝
加哥抗戰史實維護會，芝加哥廣州協
會共同主辦、美國詩聯書畫協會協辦
的“紀念南京大屠殺八十週年座談會
暨日本侵華罪行圖片展”於芝加哥公
共圖書館華埠新館社區活動中心舉
行。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餘鵬副總
領事，僑務組長盧曉輝，芝加哥抗戰
史實維護會會長梅國炘，廣州協會會
長徐毅強，美國詩聯書畫協會會長彭
貞，美國華人海外交流協會會長趙健

航以及開平同鄉會會長關澗源等貴
賓都出席了本次座談會。華諮處松年
中心副主席鄧衍輝擔任了此次的主
持工作。
會議開始，芝加哥抗戰史實維護
會會長梅國炘發表了歡迎致辭，接著
梅國炘先生也帶著眾人回憶了當時
的歷史，他表示中國人民向來愛好和
平，但是日本軍國主義卻滿腹野心地
侵略中國，這段史實是血與淚的教訓
，中國的年輕人們需要謹記歷史，不
斷學習與進步，讓中國更加強大，振
興中華將是所有中華兒女子孫的目

廣州協會成員分享感受

全體起立悼念一分鐘

廣州協會會員分
享自己的故事

圖文展一覽

標，也一直在慢慢被實現，希望祖國
未來越來越好，越來越強大！
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餘鵬副
總領事也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這段
歷史是一個警鐘，時時刻刻敲醒我們
中華兒女的心，我們的同胞用血的代
價教會了我們有國才有家，中國人民
必須團結一心，共同努力維護我們的
祖國。1945 年 8 月 15 日是一個值得紀
念的日子，作為炎黃子孫，我們要銘
記中華民族收到外強侵略的歷史，銘
記中國人民曾經遭受的巨大苦難。歷
史將永存於人民的心中，歷史不容任

何人抹殺掉！
廣州協會會長徐毅強也發表了
感想，他表示支持主辦這次活動也是
為了傳承歷史，讓所有中華兒女永遠
記得這一天，這勝利的一天，然後也
希望新青年們繼續努力，為國爭光。
美國詩聯書畫協會會長彭貞也
結合自身的親身體驗來表達了對日
本倭寇的憤恨。在他的記憶裡，日軍
用僅僅半天的時間就掃蕩了一個村
莊，地裡的莊稼也被毀掉了，原本寧
靜祥和的一塊寶地最後成了廢墟。這
些國恥不能忘，同時也祝願祖國砥礪

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余鵬副總領事致辭

美國詩聯書畫協會會長彭貞發表講話

全體合影

前行，繁榮昌盛。
展覽的墻上掛滿了許多當時國
外媒體報道的日軍侵華的圖文新聞，
一張張舊照片仿佛承載了沉重的負
擔，是記載也是警鐘。南京大屠殺可
能只是當時日軍侵華證據的冰山一
角，但是更多的故事會被當時的親歷
者所講述，更多的史實會被新一代的
人們銘記於心。

僑社新聞

廣州協會會長徐毅強致辭

美國詩聯書畫協會葉恆青致辭

美國詩聯書畫協會會長彭貞詩詞朗誦

中國書法家協會成員展示作品

圖文展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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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胸方法無限多，但往往有得有失，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不能健康減肥，美麗兼顧！小編此次找到了五條秘籍 「吃練按忌
防」，從五個豐胸突破點入手，更全面、高效、安全、健康地擁有
完美胸部。
吃
應加強營養，多吃一些豆類、蛋類、牛奶等富含蛋白質的食物。
特別要補充鋅，因為鋅是促進人體生長髮育的重要元素，特別是促
進性徵的產生、性機能的形成。鉻元素也是一種活性很強的物質，
它能促進葡萄糖的吸收並在乳房等部位轉化為脂肪，促使乳房的豐
滿、臀部的圓潤。特別是處於生長髮育的女孩，不應為追求苗條而
過分節食，極有可能因營養不良而妨礙乳房的發育，錯過長成豐腴
美健的機會。
練
平時注意有意識地鍛煉胸部肌肉發育，比如練健美操、跑步、做
俯臥撐、做擴胸運動等體育鍛煉能促進胸部肌肉變得發達健美。同
時體育鍛煉還能促進胸部的正常發育。正常的發育胸脯胸骨較平，
胸肌結實豐滿，乳房挺拔而富有彈性，這是最美的豐滿胸。
按
按摩是促進乳房健美的有效方法。每天早上起床前和晚上臨睡前
仰臥在床上時，不妨用雙手按摩乳房。具體操作是：在乳房週圍旋

轉按摩，先順時針方向，再反時針方向，直到乳房皮膚微紅微熱為
止，最後提拉乳頭數次，這樣能刺激整個乳房，包括乳腺管、脂肪
組織、結締組織等，使乳房得更豐滿，更富有彈性。堅持每日用溫
水清洗乳房，這樣不但能保持清潔，還能無意間起到按摩作用，增
加乳房的韌牲性，預防下垂。
忌
有的女性為了追求曲線美，故意戴起大而挺的胸罩，致使眾商家
紛紛生產大號胸罩。專家認為，網罩必須因胸而宜，如果胸罩過
大，不能有效地起到托舉作用，長期下去會導致乳房肌肉鬆弛、下
垂，同時為防乳房下滑，纏得太緊，血液循環不暢，不利於乳房的
健康與發育。乳房皮膚嬌嫩，不宜過分暴曬，因此在夏天上衣不宜
穿得太暴露，還要防止接觸容易導致過敏或刺激性強的藥物，以免
使乳房皮膚受損。
防
近年來隨著高物理性、化學性產品的應用，以及激烈的社會競爭
帶來的精神壓力等諸多因素，導致女性乳腺疾病呈多發趨勢。結女
性生理、精神、身體上帶來了嚴重創傷。特別是乳腺癌根治手術不
但切除乳房，而目還切除胸肌及乳房週圍組織，不但影響美觀，甚
至對上肢功能造成一定的影響。因此，人們在美胸的同時別忘了須
及早預防乳腺疾病，以免給身心帶來痛苦。
在陽光的照射下，容易讓頭髮乾燥起頭屑，或者染後的
顏色脫落。其實跟敷面膜是一個道理，在夜間睡前，我們也同
樣可以給頭髮做一次小小的護理，祇需要兩分鐘，第二天早晨
起來，絕對能擁有一頭 Bling Bling 的秀髮！
2 分鐘睡前護理步驟：
Step1：首先用毛巾來濕潤頭髮。將頭髮根據紋理分
成上下左右四個部分，然後用濕潤半干的毛巾，以折
疊的手法夾住頭髮，並順著毛鱗片的方向，從上往下
推開，來回兩遍。
Step2：將頭髮濕潤的時候，毛巾一定要順著一個
方向來按壓，不能扭曲頭髮或者來回擦洗，按壓兩遍
後，用乾毛巾再以同樣的手法按壓一次。
Step3：用一些護髮精華液或者精華露擦拭頭髮，
你可以根據頭髮的長短來選取精華液的多少，一般情
況下，長髮用 2-3 滴即可。
Step4：將頭髮一分為二，順著毛鱗片將精華液

以束狀的手法按壓頭髮，並輕輕地在掌中摩擦，不要漏了耳後的頭
髮。
Step5：將手中剩餘的精華，輕輕抹在表層的頭髮上來潤滑。這
樣，簡單的睡前頭髮護理就輕鬆完成了!
Tips1：我們的頸部也容易乾燥起紋，我們在做頭髮護理的時候，
還可以將多餘的精華液按摩在頸部，也可以防止橫向起皺和起到保
濕效果。
Tips2：最後，不要浪費，還可以將手部最後殘留的精華液塗抹在手
指和手背上，這樣，一樣產品就可以有多項用處，非常節省呢！

一分鐘 DIY 保濕美
美白

你喜歡 DIY 吧，卻又最頭疼它複雜的步驟和難找的原料，那就看看這一
分鐘的 DIY 吧，讓你最快最有效的享受肌膚變好的樂趣。
一、VC 美白超級簡單實用面膜(時間：1 分鐘)：
先說說原料：壓縮面膜一顆、礦泉水一小碗、維生素 C 適量。最普通的
白色顆粒，100mg 的。做法：祇要把維生素 C 搗碎，倒入礦泉水溶解，然
後把準備好的壓縮面膜泡在水裡面發起來就可以了。
修改版：冰箱裡媽媽泡的檸檬水!檸檬裡面也有很多維 C,也很美白。那麼
用它代替礦泉水應該會更好吧。然後就祇加了兩粒 100mg.
當然如果各位 jm 沒有檸檬水，完全沒關係，適量多放兩顆 vc 就 ok 拉。
效果：完了往鏡子裡一看，真是嚇一跳，白嫩嫩的，皮膚也變得水水
的。而且揭下面膜的時候，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覺得沒有敷到的眼睛
週圍跟旁邊的比黑了很多。
這個面膜做好了是要洗乾淨的，因為維生素 C 可能沒有完全融化，如果
殘留在臉上的話，對皮膚不好，會變得黃黃的。適得其反哦，所以用完了
別忘記洗掉。

部，10 分鐘以後，用清水洗淨。這樣做可
以抑制頭皮屑過多生成，並可以最終根
治。用加入食醋的溫水洗髮也有效果。
6、黑髮亮發：
有些女孩子頭髮枯乾沒有光澤，用了滋
潤洗髮液也不見效，可在每次以中性洗髮液洗髮後，再用對入少
量食醋的溫水漂洗頭髮，20 分鐘後用清水沖洗。慢慢地，頭髮會
變得柔軟光澤、烏黑亮麗。
注意：
當然，除了過氧化脂質之外，白天日光中的紫外線照射、貧血
及肝臟受到損傷等因素也會導致皮膚的老化。這些不利美容的因
素，女性也要給予足夠的重視，維生素 E、維生素 C 可有效防止
過氧化脂質的產生，除了多食用含有這些物質的植物油和蔬菜
外，亦可適當補充一些多維營養素。
外用醋一般以米醋為好，不宜用白醋，因為白醋以醋精配製。
「吃醋」雖然好處多多，但也不可過量；成年人每天食醋量應在
20～40 克，最多不宜超過 100 克；醋對鈣的代謝作用也不可輕
視，為了防止成年女性的骨質疏鬆症，患有下列疾病的人不宜吃
醋：胃潰瘍、膽囊炎、腎炎、低血壓、膽石症、骨損傷及慢性腎
臟病等。
長期喝醋容易引起牙齒的腐蝕和脫鈣，所以喝醋時應用水
稀釋，盡量用吸管直接嚥下，然後用水漱口。空腹時不要
吃醋，以免胃酸過多而傷胃；胃酸過多的人，不宜喝醋。

低成本食醋美容法

對高血壓、高血脂患者來說，食醋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是人所
共知的;對於女性來說，它還有一些特別的功效。
1、減輕皺紋：
晚上洗臉後，取 1 勺醋、3 勺水混合，用棉球蘸飽，在臉上有皺
紋的地方輕輕塗擦，再以手指肚輕輕按摩一下，洗淨即可。這種
方法可幫助消除臉部細小的皺紋。
2、柔嫩肌膚：
先洗淨臉部和雙手，然後浸入加入食醋的溫水中洗臉和手，5 分
鐘後換用清水洗淨，長期這樣做，可讓皮膚光潔、細膩，水中加
入的醋量宜少，以水不變色為準。
3、祛斑褪斑：
用白醋搗入中藥白朮適量調和，密封浸泡一星期。每天洗臉
後，擦試面部長斑的地方，日久可令雀斑逐漸消除、隱退。
4、驅除倦容：
用於盆浴，在溫水中加入1～2湯匙食醋，洗澡後不僅能去除皮膚老
化的角質層，而且消除疲勞，煥發精神，面部也顯得很紅潤。
5、抑制頭屑：
有些女孩子頭皮屑多，各種去屑洗髮液都不管用。可在每晚睡
覺前，用 1：1 的食醋和清水在頭皮屑生長處塗濕，輕輕揉搓髮根

口香糖豐胸法 罩杯昇級就這麼簡

在計劃染發之前一個禮拜，應該進行 1--2 次的護髮;在染發之前，請專
業染發師檢測發質及頭皮狀況，來挑選適合的染發藥水。
每次的染發和上一次的染發，最好間隔兩個半月以上，而且記得要交互使
用永久染（補染新長出的頭髮或原本未處理到的頭髮部分）與護髮染（上次
染過卻已微微掉色的頭髮），這樣一來就能降低發質嚴重受損的機率。
至於第一次染發的美眉呢，最好先採用挑染，之後再視情況決定是否整
頭都染，以免頭髮受到過度傷害，染過後的頭髮才會健康又漂亮。
染後護彩新秘訣
也許你一直期待用變幻多端的色彩，為頭髮增添一抹彩虹般的眩亮時
尚，但你是否總暗暗擔心：染發雖然為髮絲帶來了顏色，卻奪走了健康的
美麗光彩?秀髮如何才能持久散發出彩色水晶般的染後光澤?染發傷害不同
於普通的物理傷害，它是內部傷害，祇有專門針對染後受損發質的
洗髮露和潤發精華素，才能給秀髮深層的修復。
染發 Tips：
1、染發當天不要洗頭，頭皮分泌的油分，恰恰是頭髮天然的保護
膜。
2、使用專業的洗護產品，比如潘婷瑩彩深層秀護系列。
3、頭髮顏色的選擇要和眼睛與眉毛的色彩相配合，假如眉毛太濃
髮色太淺，會變成非常恐怖的 「眉毛怪人」。
4、各種顏色的色素顆粒直徑不一，藍色最大，紫色、綠色、紅
（橙）色、黃色依次減小。所以藍紫色最不容易染上，染上後也最
易發生色素流失，需要加倍小心護理。
5、為了給受損發質充分時間以休養，全頭染發兩週後才可燙髮，
六到八週後才可再次染發。
6、染後頭髮的清洗，要格外重視護髮素的使用;要每次使用洗髮露
的同時配合使用潤發精華素，護髮素的用量應該是洗髮香波的兩
倍。

1 美胸口香糖
鍛煉太辛苦，隆胸手術又有風險。如
今，一家日本公司為愛美的女士提供了更
簡單、更方便的選擇--美胸口香糖。這種
口香糖的功能不止限於健美胸部，如果每
天嚼三到四次，還可以延緩衰老、改善循
環、緩解壓力。當然，玫瑰口味的美胸口
香糖同時也具備普通口香糖的功能，清新
口氣，保護牙齒。
美胸口香糖擁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奧秘
在於能夠緩慢釋放出營養補充物質，其中
含有活躍的野葛根成分，這是一種經過科
學證實的豐胸藥草。手術後利用含有熊果
素、左旋 C、A 酸的美白產品來塗抹乳暈

使染發又健康又美麗
又美麗

部位，有滋養的功效，能夠延緩乳暈變黑
的時間。
2 重獲粉嫩紅暈
越來越多的成年女性希望獲得少女般的
粉嫩紅暈，一般可以通過鐳射或漂白手術
取得較好的效果。
鐳射的優點是效果快，缺點則是傷口復
原時間長、花費較高，其費用依乳暈大
小，大約需 8000-10000 不等，恢復期約
在 10-12 天，等結痂掉落後，就可變成如
年輕少女般粉紅色的乳暈，不過隨著個人
體質，大約 3~6 個月就會恢復原本的顏
色。
而漂白則採用刺青方式，把乳暈部分
刺成 粉 紅 色 ， 雖 然 效 果 長
久不褪，不過紅色系刺青
難以去除，一旦想要去除
粉紅乳頭會非常困難。手
術後利用含有熊果素、左
旋 C、 A 酸 的 美 白 產 品 來
塗抹乳暈部位，有滋養的
功效，能夠延緩乳暈變黑
的時間。
3 縮胸--小胸正流
行？
美國人做過專門調查，
發現大多數男性雖然喜歡大
胸女， 卻又認為她們給人
一種胸大無腦的印象。另一
項研究則顯示，大胸女的性
感度較差，因為乳房的神經
是固定的，小乳房容納了和
大乳房一樣的神經數目，因
此其內在性感度更高。而
且，小胸顯得雅致，能保持
長久的魅力。

當許多女性為了豐胸孜孜以求時，一些
胸部過於豐滿的女性卻在尋覓使胸部變小
的辦法。 「縮胸」手術首先在明星中間流
行起來。
德魯‧芭米摩爾說： 「我的身材很瘦
小，挺著 D 罩杯晃來晃去，實在很不舒
服，所以我把它們縮為 C 罩杯，比較搭配
我的身材。」所以，如果你被碩大的胸部
苦惱著，如果你希望男人看你時不再是異
樣的目光，那麼趕快給最好的美容機構打
個電話咨詢，你的美胸行動也許就此開

美味佳餚
星期六

2017 年 8 月 26 日

Saturday, August 26, 2017

C9

五彩掐菜

主料：豆芽菜。
輔料：青椒、紅
椒、腐竹、黑芝麻（熟）。
調料：鹽、糖、
醋、麻油、濃縮雞汁。
做法：
1、 將 豆 芽 菜 洗 淨
後掐去兩頭備用。
2、 青 椒 、 紅 椒 切
椒圈備用。
3、 腐 竹 用 溫 水 充
分漲發後洗淨、撕成與豆芽
大小相仿的條狀備用。
4、 鍋 中 做 水 ， 水
開後將掐好的豆芽菜焯熟、
撈出放入涼水中投涼。
5、 將 切 好 的 青 紅
椒也投入開水中焯 15 秒左右

茄汁烤茄子

配料：長茄子 2 個、番茄醬 75 克、洋蔥
75 克 、 蒜 末 1 大 勺 、 鹽 1/4 小 勺 、 羅 勒 1/2 小
勺、白胡椒粉 1/4 小勺、橄欖油 1 大勺。
烘 焙 ： 烤 箱 下 層 ， 上 下 火 220 度 ，
25-30 分鐘。
做法：
1、長茄子洗淨，切成圓薄片。洋蔥切
成碎，大蒜去皮拍碎切成末。
2、把茄子片舖在烤碗或者烤盤裡。
3、取一個小碗，倒入番茄醬。
4、加入洋蔥碎、蒜末、鹽、白胡椒
粉、羅勒、橄欖油。
5、用筷子攪拌均勻成為調味料。
6、把調味料均勻的舖在茄子上面，放
入預熱好 220 度的烤箱，烤 25-30 分鐘。
小貼士：
1、做這款烤茄子的容器不一定要烤
碗，用自家的烤盤就可以。把茄子片直接舖在烤
盤上，或者在烤盤上預先墊一張錫紙就 OK 了。
2、配料裡的羅勒指的是乾燥的羅勒
末，大家應該很熟悉了——沒錯，在做 pizza 醬
的時候曾用到。它可以增加茄子的風味，在超市
的進口調料貨架上可以看買到，如果買不到，不
放也可。
3、番茄醬和番茄沙司是有區別的。兩
者的區別在於番茄醬是由番茄濃縮製成，而番茄
沙司是在番茄醬的基礎上進行了調味，加入了
糖、油、醋等調味劑製成。
買的時候可以看配料表，番茄醬的配料
一般衹有 「番茄」或者 「番茄、水」，而番茄沙
司的配料表裡有長長的一串配料。這道菜推薦使
用番茄醬，不要用番茄沙司。
4、茄子要烤到軟軟的才好吃。根據烤
箱條件的不同，所需時間可能不一樣，如果茄子
吃起來還比較硬，可以放到烤箱裡多烤一會兒。

撈出投涼備用。
6、 乾 淨 的 大 碗 一
隻，將雞汁、鹽、糖加清水
和少許米醋充分攪拌化開。
7、 找 好 味 道 後 淋
入少許麻油再次拌勻。
8、 將 準 備 好 的 掐
菜、青紅椒、腐竹放入調料
中拌勻。
9、 點 綴 性 的 撒 上
幾顆黑芝麻即成。
小貼士：
1、 豆 芽 掐 去 兩 頭
不但會使成品更漂亮，還可
以去除土腥味，不可省略。
2、 濃 縮 雞 汁 放 幾
滴借借味就可以，不要多
放，否則會破壞成品清新口

椰香曲奇餅乾

材料：無鹽黃油 120g、
糖粉 60g、全蛋 20g、椰奶 20g、
低筋麵粉 160g、椰子粉 10g、鹽
1g。
製作過程：
1、無鹽黃油室溫徹底
軟化，用電動打蛋器攪打均勻。
2、分兩次加入糖粉，
將黃油打發，呈鵝黃色，體積略
膨脹，掛在打蛋器上黃油呈小
尖。
3、分次加入蛋液，每
完全打勻一次，再加入下一次，
直到完全攪拌均勻。
4、分次加入椰奶，每
完全打勻一次，再加入下一次，
直到完全攪拌均勻。
5、將低筋麵粉，椰子
粉，鹽混合篩入上一步。
6、用橡皮刮刀拌勻。

7、在舖有不沾布的烤
盤中，用曲奇花嘴擠出環形。
8、 170 度 中 層 烤 約
10-15 分鐘。下火上色完畢即可
關閉下火，用上火繼續烤幾分
鐘，至表面微金黃即可。
製作小貼士：
1、黃油要室溫自然軟
化，不要融化或放在很熱的地
方。
2、液體要分次加入，
每打勻一次再加入下一次。
3、椰奶在超市可以買
到。椰子粉在烘焙店很好買到，
我用的是泰國產的。
4、除了環形，也可以
根據自己的喜好擠出其他形狀。
5、可以添加可可粉，
抹茶粉等做出其他口味。
6、曲奇餅乾一般是下

牛
尾
炒
花
爆

材料：韭
菜苔、牛尾花（魷魚）、姜。
調味料：鹽、糖、雞精、生抽。
做法：
1、韭菜苔洗淨切段，姜切絲，牛尾花洗淨瀝乾水備用。
2、鍋裡放入適量油，油溫 6 誠如時下入姜絲，姜絲炒香後下入牛尾花（魷
魚）翻炒。
3、帶魷魚變色後加入糖、生抽翻炒幾下後放入韭菜苔，待
韭菜苔顏色開始變深，加入鹽、雞精調味再翻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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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歲月

漸漸地，從聽經聞法中，了解了人
生的意義，看清了人生的真相，更堅定
了我們學佛的信心，也激發起我們「報
佛恩、報師長恩、報眾生恩」的情操。
如果沒有佛陀殊勝的教法、沒有師父慈
悲的教誨、沒有眾多義工菩薩的護持，
我們怎麼會有因緣接觸到佛法呢？由是
之故，吾浩希望我不要去上班，照顧兩

二00一年，蒙宏意法師徵召，要我
負責菩提中心發展委員會的規畫組。參
與菩提中心開發建設的八年期間，親眼
見證「滄海桑田，從無到有」。在一片
未開發的林地上，從拉電、接水、開
路，再興建五座大型建築，工程的龐大
可想而知。工程期間，不僅所有德州佛
教會的大眾出錢出力，甚至在加州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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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原因則是無明。佛陀曾比喻，當
你看到一片葉子飄落時，心中不會有太
多感受；但若是你穿的衣服被扯破時，
一定會覺得懊惱不已。人內在的無明和
貪愛，引發了貪瞋情緒，這正是苦本，
也因此使得眾生在現實生活中，不得自
在，枉受諸苦。

王欣欣

一九九0年，宏意法師第一次在玉
佛寺開辦法器教學課程，剛好公公婆婆
從台灣來與我們小住，婆婆鼓勵我和吾
浩去學習，由她在家裡幫忙照顧一歲和
三歲的孫子和孫女。為期五個晚上的法

器課程，最後一堂課，法師教完「九鐘
十五鼓」的犍槌後，要每位學員上台敲
打一次。記得我打完時，宏意法師給了
九十七分的成績。當時只是非常驚喜，
但沒有想到，法師九十七分的鼓勵，讓
我從此和佛教的法器梵唄緊密地結合在
一起，也開始了我的義工生涯。

愛 生
則
苦 生
和亞
年少時的我，好讀文學作品更愛看
描述親情與愛情的電影。如梁山伯與祝
英台、順治帝與董鄂妃、陸游與唐婉、
羅密歐與茱麗葉…，這些生離死別的動
人故事都已被劇作家改編，並拍成了賺
人熱淚的電視劇和電影。當時，畢竟還
是不識真正的「愁滋味」，還以為多愁
善感是感情豐富的表徵，總覺得看著故
事裡生離死別的場景，隨著劇中人的哀
傷而落淚，是最羅曼蒂克且過癮的事。
殊不知，在日後親身經歷了與親人的「
生離」和「死別」，那所謂的羅曼蒂克
早已不復存在，所剩的只是難以言喻之
「苦」。
從大學一年級在外地住校開始，就
常有與家人道別的場景發生，雖只是短
暫的分離，卻常會因想家和家人而難
受，我戲稱那種情緒為鄉愁；出嫁時
拜別父母，因依依不捨而哭花了妝；婚
後隨夫婿遠赴歐洲外派，我面臨極大的
煎熬，在飛往目的地的機上我止不住因

NO:1213德州佛教會主編

心痛而奔放出的淚水。原本只是三年的
外派，但誰也無法預料，我竟會從歐洲
再度移居美國，並從此在此定居。這意
味著，我將離家更遠、更久，與家人有
更多道別的機會了。我自知不是一個懂
得以平靜、快樂心態道別的人，總是把
自己和家人攪得情緒低落以淚眼相對收
場。一樣的戲碼每年總要上演一次，傷
心又傷神，明知不該卻不知如何改變，
也不曾深思其中的緣由，就如此，一而
再、再而三地忍受著離別之「苦」。
直到有機會在美國接觸到佛法和讀
到一些佛書，才逐漸懂得去思惟「苦」
和「苦因」，才恍然悟到有些苦是冤枉
受的。與家人的感情緊密固然是好緣，
但若發展到過分相互牽纏、黏膩不捨反
而會使人不得自在，苦就此生起。佛法
四聖諦的第一諦，苦諦，是要眾生先正
視世間「苦」的事實，進而探究苦的根
源(集諦)，以修行之。苦有許多類別，
而所有的苦都是由我們的「五蘊身心」
所引發，八苦中的「愛別離苦」，說的
就是與親愛的人，在某種因緣變化中，
因相互別離而不能在一起，所產生的強
烈苦楚。如《大毗婆沙論》為愛別離苦
所下的註解：「諸可愛境，遠離身時，
引生眾苦，故名愛別離苦。」佛說，眾
生皆是「有情」，是因為眾生有「愛」
的緣故；佛家常說，愛不深，不生娑
婆。而這種「愛」往往意味著不理想
的情感，總是以自我為中心，對我和
我所有的都會執取不捨，明知不好也不
願離棄。愛正是造成眾苦的原因之一，

了解苦和苦因的因果關係後，我不
免要仔細審查自己的內心，為何我會一
直被「愛別離」所困擾？所苦？說穿
了，與家人道別時的依依難捨，不僅是
因為我對「我的」家人的依戀，更多的
是我對「自我」好惡的放任、執取。其
實，離別之所以讓人感到痛苦，關鍵在
於大家都希望把自己喜歡的人永遠留在
身邊，我的確貪著於與家人相處時的舒
適感、安全感，即使在因緣變化時，仍
難以割捨，這正是造成痛苦的主因。這
種對家人的「愛」，在文學作品中可以
被描繪得冠冕堂皇，但其出發點若只是
為了滿足自我的欲求，當無常到來，欲
求落空時，不滿足的感受自然會應運而
生。聖嚴法師在一次電視訪談節目中以
「愛別離苦」為題，他提到自己十四歲
出家時，母親因不捨而哭泣，他也跟著
落淚，雖然心裡難受，他發了個把「小
愛」轉化成「大愛」的願，他要以父母
所生的身體和有限的生命，奉獻給更多
人，使他們在佛法中得到利益。聖嚴法
師說，這樣的轉念，不僅使自己得到安
慰，離別之苦也淡化了。這正如《大般
涅槃經》中所云：「因愛生憂，因愛生
怖，若離於愛，何憂何怖？」狹義的愛
總是包含了對自我和喜好境的執著，只
會為我們帶來患得患失的不安定感和痛
苦，只有放棄對「我」和「我所」的執
著，才能遠離憂愁和怖畏啊！
俗語說：「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
歡離合」，「世間沒有不散的筵席」，
這些都說明了人與人之間的聚散離合，
是正常且必然的現象。若無法以平常心
看待聚散的因緣變化，只能自討苦吃
了！佛法教導我們，一切法皆是無常(
生滅變化)，因此切莫執取，但也因為
有生有滅、有聚有散，眾生才有機會
得以成長、進步，並確信沒有一個能主
宰、不變化、獨存的「我」存在。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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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長老也發起西岸的各道場幫忙募款，
崔常祥居士遠在香港，也舉辦義賣為菩
提中心籌款。海內外的佛子們，大家共
襄盛舉，在淨海法師和宏意法師的帶領
下，一步一腳印地完成了今天的美洲淨
土。我看到了師父的悲心宏願，也看到
了同願同行、眾志成城的力量。
近年來，自慚學佛多年，修行仍然
沒有消息，太對不起佛陀和法師的教
導。所以三年前，弘法處處長職務到
任時，暫辭佛教會所有的義工頭銜，
希望自己能專心用功辦道。沒有想到
還未開始用功，又有淨海長老出書的
因緣出現。因為幫忙長老與台灣法鼓
文化出版社聯繫出書事宜，而有因緣
協助長老整理文稿。長老的第六部著作
《西方各國佛教略史》，是長老年輕時
與聖嚴法師有約，想要編著的巨作。由
於內容涵蓋的範圍很廣，我有幸被長老
點名幫忙。蒐集資料時，看到許多不同
文化、不同宗教背景的歐美人士，聽聞
佛陀教導的無常、苦空、無我的緣起正
法後，就毅然放棄世俗的名利，遠赴亞
洲出家學佛修行。他們不畏在西方托缽
環境的艱難、出家生活的辛苦，一心向
道，弘法利生，只為不忍眾生苦，不忍
聖教衰。他們的發心與行持，也鼓舞我
努力積集福德資糧，發願盡未來際，追
隨佛陀的足跡，一起荷擔如來家業。
因緣不可思議，業力的牽引不可思
議。何其有幸，我們搬遷到休士頓；何
其有幸，我們找到玉佛寺，見到宏意法
師。回首二十多年在德州佛教會的義工
生涯，真是我生命中的黃金歲月。搭乘
著菩提列車，趕赴了無數的法筵，領納
了珍貴的醍醐，滋養了我的法身慧命，
讓我的人生充滿光明與希望，直向菩提
大道前進。感恩法師！感恩幫助我成長
的順逆增上緣！
「無我」，也就沒有所謂「我所」的存
在，以如此合乎真理的心態看待人世間
的聚散離合，的確提升了我拘泥於小情
小愛的心境。目前已退休的我，可以較
自由地善用時間往返於台美之間，與家
人相聚時，總是會把握因緣好好陪伴；
告別時，我們會彼此祝福，相約在網路
上見。聚散離合本是因緣法，也是我們
生活中必然的過程罷了，分離不代表永
遠不再見，反而會讓我們懂得珍惜每一
次能相聚的機會。以正確的心態看待「
愛別離」，加上高科技網路聯繫的普及
化，果然化解了我多年來的離別之苦。
佛陀在未出家時，過著宮廷優渥的
生活，一定經歷過愛和各種愉悅的情
境，出家後，佛陀以圓滿的智慧，洞
察了人世間的愛都具有自我、主宰、不
理性的本質，和諸行無常的真理，故說
了；「愛生則苦生」的至理名言。也就
是說，當以自我為中心的愛欲生起時，
隨之而來的將是悲愁、憂戚、啼哭、憂
苦、懊惱。這句名言出自《中阿含第
216愛生經》，經中的女主角是古印度
最有權勢的國王波斯匿王的愛妻茉莉
皇后。夫妻倆的感情甚篤，因此國王
以為他們的恩愛關係可以長存、直到
永久。茉莉皇后接受過佛陀的教導，故
深信「愛生則苦生」的道理，她試圖提
醒國王，萬事皆是無常，有一天她也將
離他而去。一開始國王很難接受這個說
法，經過她耐心的解說，波斯匿王終於
明白了「愛生則苦生」的人生真理。
「愛」的確能讓人感到溫暖又嚮
往，人卻也因著「愛」而苦苦惱惱。
然而，佛陀的教導並不是要我們放棄
感情，而是要我們捨去心中對喜愛者
的執著，以智慧觀照並看清「愛」的
真相。而真相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虛
妄」、「一切法如夢幻泡影」。我們喜
歡的家人、朋友，感情再好，能給自己
再多的美好感受，也敵不過在因緣變化
中，所顯現出聚散離合的「無常相」。
若能常思惟、觀察「愛生則苦生」的道
理，淡化對親愛之人的愛染與牽纏，漸
次增長智慧與慈悲，當再次面臨「愛別
離」時，就能不憂、不怖了。

2017年08月26日

由於參加了德州佛教會的義工行
列，所以每個週末都帶著小孩到玉佛
寺報到。感謝佛寺成立托兒班和菩提
中文學校，讓小孩有學習的環境，大人
也可以安心地聽經聞法、擔任義工。剛
開始學佛時，因為唯恐簽合約工作的吾
浩，很快地要被迫搬離休士頓，所以，
非常精進勇猛。舉凡佛法講座、佛學研
討、拜懺禮佛、念佛共修、精進禪修等
活動，都盡量安排參加，真可謂是狼吞
虎嚥了。

──宋．蘇東坡

應該是我們宿世善緣成熟了，一九
八九年底，第一次參訪玉佛寺，就巧遇
宏意法師在大雄寶殿前的水池巡視工
程。師父親切的笑容、慈悲的問候，讓
我們與德州佛教會，結下了近三十年的
不解之緣。從參觀到參加，喜歡唱歌的
吾浩，很快地加入菩提合唱團。由於義
工人手不足，三次練唱後，吾浩就從團
員變成指揮了。當時，玉佛寺常住只有
淨海法師和宏意法師，他們每個月還需
要支援遠及達拉斯、奧斯丁、紐奧爾良
等地的弘法工作，非常辛苦。週末，玉
佛寺裡的法會活動，人手短缺時，吾浩
就被找去客串維那。因緣不可思議，我
們就這麼自然地走進佛門了。

個小孩之餘，就到玉佛寺幫忙做義工。
由於長輩、同修、小孩的護持，讓我
有福報可以在佛教會擔任二十多年的
義工，每思及此，心中總有無盡的感
恩，感恩眾多善因善緣的成就。
義工生涯中，最要感恩的是師父們
的慈悲教誨。到玉佛寺之前，我沒有處
世經驗、沒有學佛經驗，有的只是俗人
嬌生慣養的習氣。如果不是師父不捨一
切眾生的悲心，我就沒有機會從人事的
變化中，看到無常，學習隨緣；從工作
的複雜中，看到無我，學習忍辱；從師
父的身教中，看到自在，學習放下。九
三年開始幫忙編輯《佛光法苑》雙月
刊，黃素惠師姊耐心地帶領我們耕耘
這片菩提園地，梁文魁師兄除了電腦
編排，還負責經文的校對與查證。在
早期網路查詢還不普遍的時候，他們
對文字、對法義的認真謹慎，讓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確實，依文解義，
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如同魔說。編
輯佛教刊物，文字的處理不可不慎。
二000年前後，由於經濟的不景氣，造
成佛教會許多會友的搬遷離去，簽合同
工作的吾浩得以留在休士頓，反倒是法
苑的其他編輯群們散居各處，不再能一
起共事了。無常的世間，突如其來的變
化，無預警地就出現在面前，還好有佛
法的薰習和法師的鼓勵，加上不可思議
的善因善緣接連出現，讓《佛光法苑》
得以不停刊、不脫期。

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哪復計東西？

一九八九年，由於同修吾浩工作的
關係，我們舉家搬遷至休士頓。當時，
因為將離開研究所時期的親朋好友，心
中百般不捨，常想，有機會一定要搬回
達拉斯。殊不知，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遷居休士頓的決定，正是我們人生的轉
捩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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