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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周末活動 挑戰家庭障礙賽
暢享音樂美食藝術節
【記者高思/休斯頓整理報導】這週天休斯頓的活動精彩眾
多，熱鬧非凡。有好評如潮的舞台劇表演、考驗合作能力與耐力
的家庭障礙賽等，還有碧昂斯與 Jay-Z 帶來的現場演唱！大家週
末愉快。
1. 《環遊世界 80 天》舞台劇（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經典冒險故事《環遊世界 80 天》最新舞台劇版目前正在
George Theatre 熱映。四名專業演員將用令人驚嘆的高超技巧為
大家呈現出 39 個不同角色以及冒險旅程中的一切奇異事件。舞
台經特殊設計，讓人身臨其境。
時間：9 月 13 日（星期四）7：30 pm
9 月 14 日（星期五）7：30 pm

9 月 15 日（星期六）2：30 pm
9 月 16 日（星期天）7：30 pm
地址： 5420 Westheimer Rd，Houston, TX 77056
門票：$15 起
2. Beyoncé和 Jay-Z 演唱會（Beyoncé & Jay-Z in Concert）
美國著名歌手 Beyoncé和其老公繞手歌手 Jay-Z 最近發行了
他們的合作專輯《Everythig Is Love》，好評如潮。這週末將是他
們的新專輯世界巡迴演唱會休斯頓站，本地的粉絲們燥起來吧！
時間：9 月 15 日（星期六）7:30 pm
9 月 16 日（星期天）7：30 pm
地址：Reliant Pkwy,Houston, TX 77054

門票：$79-$320
3.家庭障礙賽（Galveston Family Beach Challenge）
考驗家庭凝聚力和耐力的時候到啦！這週天將在 Galveston
舉辦家庭障礙賽，一共有 14 個障礙需要通過，要家庭成員互相
合作，運用智力和體力共同完成。參與者將有機會獲得 500 美金
的禮品卡~
時間：9 月 16 日（星期天）11:00 am - 5:00 pm
地 址 ： Stewart Beach, 201 Seawall Boulevard,Galveston, TX
77550
門票：免費



讀者投稿讀者投稿
-上海灘

給予我血肉之軀生命之源；
我深感驕傲自豪，我有自信有尊
嚴；
你歷史悠久，文化深淵，你世界
：
編者按
編者按：
聞名，全國美傳。
作者張清峰在部隊因公到上海出差
，
一九七零年秋天
，
作者張清峰在部隊因公到上海出差
一九七零年秋天，
目睹一名支邊女青年回邊疆與家人
，
在返回時的火車站台上
在返回時的火車站台上，目睹一名支邊女青年回邊疆與家人 高樓大廈平地起，黃浦江上爭千
分別時震撼人心的場景
列車啟動 帆；
。列車啟動
當時被感染得淚流滿面。
，當時被感染得淚流滿面
分別時震撼人心的場景，
。
交流了許多許多
，
後大家對面而坐
涉及到邊疆生活
。
交流了許多許多
，
後大家對面而坐
涉及到邊疆生活、
工作 南京路上繁華美，商鋪密集緊相
、工作
現在想起那一幕依然記
，
彈指一揮間
。
連；
未來
、
理想
現在想起那一幕依然記
、
，
、
學習、理想、未來。彈指一揮間
、學習
憶猶新情深意濃
憶猶新情深意濃，
特寫此文獻給那個年代無私無 居民住房樓挨樓，戶戶只見一線
。特寫此文獻給那個年代無私無
感人肺腑。
，感人肺腑
天。
畏的熱血知情們
。
畏的熱血知情們。
；
鄰裏之間門對門，一家來客多家
歲月無情催人老
彈指四十八年到；
，彈指四十八年到
歲月無情催人老，
當年熱血青年們
見；
，如今變成老年寶
當年熱血青年們，
如今變成老年寶；
；
劉家炒肉馬家魚，香味飄得各家
請問女青在何方
？
幸福快樂都可好？
，幸福快樂都可好
請問女青在何方，
串。
響應號召支邊疆，已有兩年沒回返；
【作者：張清峰】
今年有幸探親歸，一家親熱團聚歡。
我可愛的家鄉，我的家鄉上海灘，
媽媽嘮叨鄰裏事，爸爸做了大桌餐；

夫君忙裏又跑外，女兒天真滿樓轉。
新鮮事兒故事多，一聊就是一整晚。
東方欲曉公雞鳴，一家圍坐沒說完；
老媽發話不早了，明天可以繼續談。
展開鋪板伸被褥，睡神催我入夢幻；
呼呼嚕嚕睡的香，一覺醒來吃晚飯。
天天會友逛商店，時間飛速二十天；
告別眾親回邊疆，夫君女兒送車站。
三人相擁無言對，百痛強忍露笑臉；
汽笛聲聲鳴，淚水眼眶轉；
戀戀不舍強分手，一步三回離台站。
緊趴車窗向外瞧，女兒騎在夫君肩；
小手揮舞粉紅臉，媽媽再見！媽媽再見!
夫君不敢面對我，故意躲避我視線；
一手緊緊扶女兒，一手顫抖抹淚臉。
相聚歡喜離別難，突感胸膛鋼刀剜；萬箭穿心
間。
山洪爆發難控制，淚水似噴泉。




汽笛再鳴催人行，機車緩緩離台站；
臉貼玻璃再細看，夫君扛兒追車攆。
彩雲、彩雲、媽媽、媽媽、聲嘶力竭把我喊。
肝膽裂，心腸斷，一腔熱血冒青煙。
失聲嚎哭驚鬼神，大腦失控身癱瘓；
幾經昏倒扶窗邊，再回首，人不見。
蒼天啊，請你告訴我，此時離別何時圓？
我兒你還小，不知媽媽甘與難；
夫君啊，莫掛念，邊疆無悔做奉獻。
夫君女兒，莫掛念，莫掛念，一切能夠如心願
。
我在邊疆望星空，遙祝你們都平安。
待到條件成熟時，披星戴月往家返；
早日回到你身邊，共築溫馨幸福園。
再見吧！我的女兒!
再見吧！我的愛人!
再見吧！我可愛的家鄉！
讓我魂牽夢繞的上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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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韻喜樂的心音樂佈道會 9/15
天韻喜樂的心音樂佈道會9
15在曉士頓中國教會舉行
在曉士頓中國教會舉行
彭蒙惠吹喇叭深植人心 天韻優雅的合唱鼓勵人們相信耶穌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2018 天韻“喜樂的心
”美國巡迴音樂佈道會，係由休士頓角聲社區
中心與救世傳播協會合辦 ， 天韻合唱團一行 11
人，由彭蒙惠老師擔任領隊 。 天韻“喜樂的心
”音樂佈道會由 2018 年 9 月 5 日從 New Haven
開始, 然後訪問 Delaware，紐約市，紐約州，拉
斯維加斯，最後一站於 9 月 14 日至 9 月 16 日在
休斯敦，第一次福音音樂佈道會於 9 月 14 日在
晚上 8 點在休斯頓西區華人教會舉行，其他兩
項音樂佈道會於週六下午 3:00 和即將到來的周
日上午 11:00 在曉斯頓中國教會舉行。 週六下
午 3:00 約有 300 人參加了音樂佈道會。
在整個音樂佈道會中有許多美麗的歌曲，
與彭蒙惠老師的小號一起混合演出，彭蒙惠老
師演演奏耶穌是我親愛朋友，聲音響亮而清晰
。 她的駝背說明了彭蒙惠老師為中國人的辛勤
工作，但她的體力仍然很好。 當他們看到這位
優雅的女士為中國人，台灣人以及世界華人而
犧牲一生時，它激發了人們的內心。 彭蒙惠老
在整個音樂佈道會中有許多美麗的歌曲，
在整個音樂佈道會中有許多美麗的歌曲
，彭蒙惠老師演演奏耶穌是我親愛
師愛中國人和他們寶貴的靈魂。 天韻合唱團引
週六下午 3:00 在曉斯頓中國教會約有 300 人參加了音樂佈道會
人參加了音樂佈道會。
。
朋友，
朋友
，聲音響亮而清晰
聲音響亮而清晰，
，觸動了許多人的心
觸動了許多人的心。
。
用摩西寫的詩篇 90 篇：談論短暫的生命，並祈
禱上帝賜予人們智慧的心，認識上帝，並以上帝應得的威嚴敬拜 經遍及五大洲的 36 個國家。今天的 「天韻」，已成為華人基督 「在遙遠的中國有千千萬萬人沒聽過耶穌的救恩，有誰願意去？
」她舉起手，決定長大以後要去那遙遠的地方。21 歲從西雅圖碼
上帝。 除了唱歌，合唱團也引導人們跳舞。 此外，天韻合唱團 教界知名合唱團體。
55 年來， 「天韻」創作在海內外華人基督教界影響深遠， 頭啟程，抵達中國後拿起筷子、穿上旗袍，還學起中文，她有了
也表演短劇和講道，召喚人們相信耶穌基督是人們的救世主，相
〈野地的花〉、〈風和愛〉、〈我要頌揚〉…等當代華人教會傳 中文名字：彭蒙惠，意思是 「蒙受上帝的恩惠」。彭蒙惠 是救
信耶穌是美妙而甜蜜的，也是免費的。
「天韻合唱團」於 1963 年由來華逾半世紀的美籍宣教士－ 唱最普及的詩歌，都出自 「天韻」的創作，至今發行創作專輯 24 世傳播協會創辦人，而後創立旗下 「空中英語教室」教育集團、
彭蒙惠博士 (Dr. Doris Brougham) 成立，是台灣第一個全職專業 張，作品逾 240 首，每張都是創作時代，台灣的社會縮影。 「天 「天韻合唱團」。彭蒙惠在台多年，一手創辦的 「空中英語教室
的音樂事奉團隊，天韻的音樂風格，採男女混聲，在獨唱、合唱 韻合唱團」2018 年已於世界各地華人地區舉辦超過幾十場的音 」系列雜誌榮獲多次金鼎獎肯定，她更於 2002 年獲總統府頒紫
之間，表達多元的信息呈現歌曲的面貌。 「天韻合唱團」的目標 樂佈道，足跡遍佈亞洲華人地區、美加、全台各縣市等地；每年 色大綬景星勳章，以及 2014 年美國華盛頓州參議會正式決議文
和使命是把福音唱出來 「天韻合唱團」- 宣教士的孩子 。 「天 舉辦海內外巡迴音樂欣賞會、佈道會、教會聚會等活動。透過音 公開表揚在台貢獻，並訂定 4 月 2 日為西雅圖市 「彭蒙惠日」。
韻」的目標是透過音樂宣揚上帝的愛，藉著音樂創作、製作、現 樂創作、專輯製作、現場音樂會，也與多家華人教會、基督教機 9/16(主日)上午 11 時 曉士頓中國教會舉行這次美國巡迴音樂佈
道會最後一次福音佈道會，敬請關心、代禱、參與。免費入場，
場音樂會，把生命的價值和天國的福音帶到人心。從當年宣教士 構合作，傳遞生命正面價值，為國度福音努力。
彭蒙惠(Doris
Brougham)
生於美國西雅圖一個基督教信仰的
歡迎踴躍出席 。 角聲/聯絡:713-270-8660
的孩子，一步一步學習宣教士的精神，到承接下無國界傳揚福音
的異象，放眼華人世界的宣教禾場，到今天 「天韻」的足跡，已 英裔家庭，彭蒙惠在 12 歲那年，聽到從中國回來的牧師說：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CAPST)2018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CAPST)
2018 年 9 月 22 日舉辦職業發展
培訓講座 (CAPST Career Development Seminar)
（ 本報訊） 專協將於 2018 年 9 月 22 日上午 10 點至 12 點舉
辦職業發展培訓講座，主題是關於在美國的求職以及職場競爭中
，如何理解美國文化背景下與人更有效的交流，講座將著重於提
高華人華僑對美國文化的理解和掌握，幫助大家快速融入主流社
會。
地址：10700 Richmond Ave 143 & 144, Houston, TX 77042
講員：Ms. Jackie Younger

Jackie Younger i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at Brookdale Kingwood and an accomplished speaker. She's spent most of her career in
managing senior living care. She is the past chair woman of Tomball
Chamber board. She got her Bachelor's degree in social work from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 Master's degree in social work from UT
Arlington and MBA from Our Lady of the Lake University.
（Jackie Younger 是 Brookdale Kingwood 的執行董事，也是一

位有成就的演講者。 她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是在服務於老年人
的生活護理方面。 她是 Tomball Chamber 董事會的前任主席。
她擁有詹姆斯麥迪遜大學社會工作學士學位，UT 阿靈頓分校社
會工作學碩士學位，以及 Our Lady of the Lake University 的 MBA
學位。）

休城工商

聯合健康講座 助您擁抱真正的健康
從根本上了解身體為何會有疼痛

陶慶麟醫師主講 「年長者疼痛治療
年長者疼痛治療」
」
(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 聯合健保亞
裔資訊中心的社區講座，在 9 月 11 日邀
請 德 州 第 一 醫 療 中 心 (Texas Regional
Health & Wellness)的主治醫師陶慶麟
主講 「年長者疼痛治療」 。當天上午雖
然天氣不佳，仍然吸引不少長者前來聽
演講，陶醫師以深入淺出的方式，為大
家解說有關健康的概念，從根本上了解
身體為何會有疼痛，應該如何維護自己
的健康、以及身體疼痛時應該如何治療
。現場長者們提出不少問題，陶醫師也
一一解答，觀眾紛紛表示獲益良多。
陶醫師開場時說到，疼痛以前可能
是老年人的專利，但現在年輕人也有很
多出現疼痛的症狀，疼痛成為一個普遍
性的問題。那應該如何面對疼痛呢？應

長時間玩手機又姿勢不良 ，
長時間玩手機又姿勢不良，
會對身體有很大傷害

該先了解人為什麼身體會疼痛，你知道
之後為什麼之後，再對症下藥，這才是
對的。
應該是由內往外調，而不是由外往
內調
身體的結構很微妙，要用整體的、
系統的來看身體，不要只用各個器官分
別的看身體，系統是互相影響的，本身
結構非常的複雜，如果只看一個部分，
其實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整
體的概念。應該從內而外調整，擁抱真
正的健康。
那些原因會對身體有傷害?
了解原因非常重要，要看看自己對
身體做了什麼？有哪些原因會對身體造
成傷害？一般而言，主要有三種傷害:

一、受傷。二、毒素。三、精神壓力。
在受傷的部分，像是跌倒、提重物
拉傷、創傷、事故等等，這些外來的傷
害對身體有輕重不一的影響，每個人應
保護自己，盡量減少傷害。
另外，像是壞習慣，例如長時間玩
手機、看電腦，又姿勢不良，也會對身
體有很大傷害。我們的姿勢與體態是身
體健康的呈現，體態越挺拔，健康越持
久。這也說明了為何鍛鍊身體，就是讓
自己更健康。
在毒素的部分，現代人比過去接觸
的毒素多之又多，許多病也隨之衍生。
舉例來說，糖尿病人每年增加 190 萬人
，2015 年後出生的人，約有三分之一
有糖尿病，為什麼呢？因為環境在改變

下一代許多孩子吃太多速食，
下一代許多孩子吃太多速食
，造成毒素的積累與肥胖

，環境中的毒素對人體有很大的影響，
對身體造成了傷害。
凡是非營養健康的東西吃到身體裡
，就是毒素。只要不是自然的食品，就
可稱為毒素，例如速食，而我們下一代
許多孩子都吃這些東西。看看自己的父
母與祖父母那一輩的人，他們自己種菜
、自己種水果，都是吃新鮮的東西，那
才叫真正的食物。而現代人平常所吃的
許多東西，充滿化學調味劑與加工，不
知不覺就吃進許多毒素。
另外，很多飲料裡也充滿化學物質
、並且含糖量過高，一瓶可樂裡面的糖
，是人一天所需要的卡洛里。很多下一
代孩子身體過重，就是因為喝了太多的
這種含糖飲料，因為生活習慣的影響而
造成肥胖。還有三餐吃垃圾食物，也是
原因之一。
女性用的化妝品也充滿毒素，例如
像口紅是化學品，而不少人天天塗在嘴
上。另外，許多清潔用品也有大量的化
學物質，這些都是毒素。
第三、精神上的壓力。壓力越大，
對身體越不健康。然而現代社會大家都
有壓力，要知道如何去舒展這些壓力，
而不是用藥物來控制，要面對現實，並
且正面對待壓力。
了解上述原因會對我們的身體造成
傷害後，就知道該如何減少傷害、避免
傷害，才能保護自己的健康。
不可掩蓋症狀
有些人說，身體痛可不可以吃藥呢
？你可以吃止痛藥，問題是，你吃了很
強的止痛藥後，就一定沒有感覺了，但
這樣並沒有治到根本。只要你不吃藥，
疼痛就回來，這就是沒有治到病痛的根
本，只是掩蓋症狀罷了。
美國的治療方式是讓你吃藥，頭痛

成藥有很多副作用，有些大有些小
成藥有很多副作用，
有些大有些小，
，美國最常用的是
止痛藥，
止痛藥
，每年有 16000 人因為吃止痛藥過量而死亡

吃頭痛藥，有高血壓吃高血壓的藥，諸
如此類。一開始吃藥的時候，症狀可能
會好轉，但是一段時間之後又不行了，
所以醫生只好幫你增加劑量，久了之後
，量還要再增加，這樣子長期下來，對
身體就有越來越大的負擔。美國平均每
人每天要吃 11 種藥，恰巧現場就有一
位是每天要吃這麼多藥的聽眾。全世界
有 50%的藥物在美國，許多人吃成藥。
然而成藥有很多副作用，只是看副作用
大或者是小，美國最常用的是止痛藥，
每年有 16000 人因為吃止痛藥過量而死
亡。
越早治療效果越好
如果疼痛產生了，依照不同的階段
需要不同的治療。早期治療，比中期或
晚期更好。如果疼痛已經到了晚期，有
些醫生會建議開刀，但還有另外的選擇
，就是幹細胞療法，現今已被醫學界運
用在許多治療上。
目前，幹細胞療法已經證明非常成
功，一位從亞利桑那州來的周牧師，在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做過三次幹細胞治療
，包括膝蓋、腰部、與全身修復，成效
非常滿意，不僅治好疼痛，駝背二十多
年後現在他已經可以站直了。
若有疼痛相關問題，可洽德州第一
醫療中心，電話 832-998-2416(中文)
、 281-208-7335( 英 文)。 地 址: 2837
Dulles Ave.,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texasregionalhealth.com。
聯合健保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地址
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250(位於
二 樓 ， Saigon Houston Plaza 內),
Houston, TX 77072。華語查詢專線：
1-866-868-8988 (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
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

幹細胞療法可治療許多晚期的疼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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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韻“喜樂的心”美國巡迴音樂佈道會

「天韻合唱團
天韻合唱團」」 經典創作深植人心 、透過音樂創作
透過音樂創作、
、專輯製作
專輯製作、
、現場音樂會
現場音樂會、
、
傳遞生命正面價值，為國度福音努力
傳遞生命正面價值，
為國度福音努力。
。

天韻合唱團以 YOU RAISE ME UP 結束音樂佈道會饗宴
結束音樂佈道會饗宴。
。

天韻“
天韻
“喜樂的心
喜樂的心”
”美國巡迴音樂佈道會一行 11 人演出價值人生像是一片雲霧的小品
人演出價值人生像是一片雲霧的小品。
。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彭蒙惠博士 和信徒互相交流
和信徒互相交流、
、並在她的著作簽名
並在她的著作簽名。
。

許恩賜牧師證道、傳遞生命正面價值
許恩賜牧師證道、
傳遞生命正面價值，
，
為國度福音努力。
為國度福音努力
。

天韻合唱團傳唱最普及的詩歌、摩西的禱告
天韻合唱團傳唱最普及的詩歌、
摩西的禱告、
、偉大的是愛
偉大的是愛、
、喜樂的心
、他是榮耀尊貴
他是榮耀尊貴、
、獻上祝福
獻上祝福、
、野地的花
野地的花、
、耶穌愛你
耶穌愛你、
、生命中的雲彩
生命中的雲彩、
、
YOU RAISE ME UP 等。

彭蒙惠(Doris Brougham)救世傳播協會
彭蒙惠(Doris
Brougham)救世傳播協會
創辦人、
創辦人
、 創立天韻合唱團
創立天韻合唱團、
、 92 歲高齡
小號獨奏--I
小號獨奏
--I will never be lonely again
、 彭蒙惠在台多年
彭蒙惠在台多年、
、 2002 年獲總統府
頒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頒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以及 2014 年美
國華盛頓州參議會正式決議文公開表
揚在台貢獻，
揚在台貢獻
，並訂定 4 月 2 日為西雅圖
市 「彭蒙惠日
彭蒙惠日」」 。

2018 天韻
天韻“
“喜樂的心
喜樂的心”
”美國巡迴音樂佈道會
美國巡迴音樂佈道會，
，由休士頓角聲社區
中心與救世傳播協會合辦、
中心與救世傳播協會合辦
、9 月 14 日在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展開
日在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展開。
。

杰喜地產

Jessica Realty Team
金牌地產經紀人

王洪旭

Andrew Wang

住房買賣 商業地產 公寓租售
專精 ●Sugar Land 糖城

手機：832-207-8808 ●T M C 醫學中心
●Pear Land 梨城 ● Katy 凱帝
微信：andearwang
E-Mail:wanghongxu001@gmail.com
R01-JESSICA REALTY TEAM王洪旭256C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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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佛教會和休士頓中華民樂團
共同舉辦的中秋音樂晚會 圓滿結束

《若言琴上有琴聲
若言琴上有琴聲，
，放在匣中何不鳴
放在匣中何不鳴？
？若言聲在指頭上
若言聲在指頭上，
，何不於君指上聽
何不於君指上聽？》
？》 宋。蘇軾 禪詩

德州佛教會於九月八日星期六晚上七點在玉佛寺大雄寶
殿和休士頓中華民樂團，
殿和休士頓中華民樂團
，聯合舉辦了一場名為 「絲竹雅韻
絲竹雅韻」」
的中秋音樂晚會，
的中秋音樂晚會
，邀請會友和僑界朋友一起提早共度中秋佳
節。本會傳燈長老上淨下海法師和會長上宏下意法師也偕同
其他常住法師多人出席。
其他常住法師多人出席
。與會嘉賓和會友大眾約有三百人
與會嘉賓和會友大眾約有三百人，
，
節目精彩內容豐富。
節目精彩內容豐富
。
音樂開始由宏意法師代表佛教會歡迎大家並感謝中華民
樂團的演出。
樂團的演出
。法師表示在佛教中
法師表示在佛教中，
，日為光明
日為光明，
，象徵智慧
象徵智慧，
，能
破諸暗((愚痴
破諸暗
愚痴))，月則清涼
月則清涼，
，代表慈悲
代表慈悲，
，能拔眾苦
能拔眾苦((苦惱
苦惱))。佛法
大悲，
大悲
，如千江有水千江月
如千江有水千江月，
，能千處祈求千處現
能千處祈求千處現。
。並祝福大家
智慧圓滿，
智慧圓滿
，慈悲具足
慈悲具足。
。
晚會主持人姜唅和陸峻隨即代表民樂團表示，
晚會主持人姜唅和陸峻隨即代表民樂團表示
，古韻絲竹
、梵音鐘鼓和佛教千年來有非常密切的淵源
梵音鐘鼓和佛教千年來有非常密切的淵源，
，感謝德州佛教

會多年來對該團的支持。晚會首先由詹硯文老師指揮
會多年來對該團的支持。
晚會首先由詹硯文老師指揮，
，李柏
棋團長所帶領的菩提合唱團演唱《
棋團長所帶領的菩提合唱團演唱
《心經
心經》
》和《西湖
西湖》
》兩首曲
子，接下來節目的安排則是由民樂團各位老師及藝術工作者
依次演出::
依次演出
•劉韻鋼琴伴奏喜多郎的
劉韻鋼琴伴奏喜多郎的《
《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
》、
•酈澤泉和劉韻蕭箏合鳴的
酈澤泉和劉韻蕭箏合鳴的《
《禪院鐘聲
禪院鐘聲》、
》、
•葛耘暢手風琴獨奏中國風串燒
葛耘暢手風琴獨奏中國風串燒《
《茉莉花
茉莉花》、
》、
•劉韻古箏獨奏
劉韻古箏獨奏《
《秦桑曲
秦桑曲》、
》、
•湯宇舜和湯宇堯兄弟揚琴重奏莫札特
湯宇舜和湯宇堯兄弟揚琴重奏莫札特《
《土耳其進行曲
土耳其進行曲》、
》、
•二胡齊奏
二胡齊奏《
《京都行
京都行》、
》、
•崔迪許暢和湯宇堯手鼓的
崔迪許暢和湯宇堯手鼓的《
《中阮獨奏
中阮獨奏》、
》、
•許瑞慶二胡與樂團的
許瑞慶二胡與樂團的《
《江河水
江河水》、
》、
•張新京胡與樂團的
張新京胡與樂團的《
《馬踏金秋
馬踏金秋》。
》。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所有演出如微風吹動七寶行樹，微妙和雅
所有演出如微風吹動七寶行樹，
微妙和雅，
，均獲得全場
觀眾如雷的掌聲，
觀眾如雷的掌聲
，晚會約於晚上八時四十分結束
晚會約於晚上八時四十分結束。
。
中秋節為國人傳統賞月團圓的日子，
中秋節為國人傳統賞月團圓的日子
，佛教經論中用月表
法的隱喻也隨處可見，
法的隱喻也隨處可見
，如《華嚴經
華嚴經》
》 「菩薩清涼月
菩薩清涼月，
，常遊畢
竟空，
竟空
，眾生心垢淨
眾生心垢淨，
，菩提影現中
菩提影現中。
。」 佛教禪宗也有一本典籍
《指月錄
指月錄》，
》，所指的月就是如來真實意
所指的月就是如來真實意。
。 對於音聲梵唄
對於音聲梵唄《
《大
智度論》
智度論
》記載
記載：
： 「是菩薩欲淨佛土故求好音聲—欲使國土中
眾生聞好音聲，
眾生聞好音聲
，其心柔軟
其心柔軟；
；心柔軟故
心柔軟故，
，易可受化
易可受化。
。是故以音
聲因緣而供養佛」」 。 這次的中秋音樂晚會除了 「絲竹傳雅韻
聲因緣而供養佛
」 之外亦深具 「音聲作佛事
音聲作佛事」」 的意義
的意義。
。如果您對德州佛教會
的任何活動有興趣參與或護持，請電玉佛寺辦公室
281281
-498
498-1616
16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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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心臟中心
JianWei Feng, MD,PHD ,FACC

主治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歡迎電話預約及查詢˙

中國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設 備 齊全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臟起搏器
心律監護器
運動走步機等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JianWei Feng,

MD, PHD, FACC

心臟專科
D03CA_FENG豐建偉24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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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美(南人語）））

星期日

2018 年 9 月 16 日

（瘋狂亞洲富豪）觀後感
楊楚楓
美

楊楚楓

南

人

語

Patrick Yang

E-Mail: patrickyanghk@gmail.com

不經不覺我在 「美南人語」這個專欄已撰寫了近
8 年，就自己記憶當中，很少談電影觀後感，不過今
次我要打破常規。繼兩周前向大家介紹《極悍巨鯊》
(THE Meg)這部大有深意的電影後，今天再向諸位推
介 「瘋狂亞洲富豪」（The Crazy Rich Asians)該片是
由華納兄弟公司發行的，華納兄弟公司近日時來運到
，一口氣先後上映的影片《巨齒鯊》《瘋狂亞洲富豪
《和《鬼修女》已經連續五周相繼登頂北美周末票房
榜，還連續四週佔據北美周末票房榜冠亞軍位置，為
二十五年來首見。我今次介紹的《瘋狂亞洲富豪《，
是一部華語片，它本身沒有中文電影名字，因此中美
港台四地對它的譯名，各有不同，中國內地稱它為
《摘金奇緣》。 港 澳地區叫它做
《我的超豪男友」，我個人則愛用它的英文來直
譯的片名《瘋狂亞洲富豪《，這樣，有種美國本地化
的感覺。
《瘋狂亞洲富豪《在奪得北美周末票房榜 「三連
冠」之後，這部浪漫喜劇片在上周末退居第二位，三
天收入一千三百六十萬美元。但該片北美票房總收入

，，已超過一點三六億美元。超過成本三千萬，令中
美影迷大聲喝采。
它是自一九九三年近四分一世紀以來，首部全由
亞裔演出的荷里活片，在美國旗開得勝，登上票房榜
首。上一部是王穎導演 1993 年的《喜福會》，改編
譚恩美小說，描述三藩市四個經常一起打麻將的華人
媽媽，以及她們的女兒，在代溝、文化差異中的親情
與愛情，這部喜劇成本一千萬美元，收入三千多萬，
當年相當賣座，我先後在美國及香港，各看一次，並
寫下影評。
《亞洲瘋狂富豪》改編自關凱文 (Kevin Kwan) 的
英文同名暢銷小說，風水輪流轉，現在亞洲富人越來
越多，反而美國多了窮人。其實題名改為 「瘋狂有錢
的華人」更貼切，因為片中人物，全是華裔，包括劇
情中心的新加坡超級富貴家族，祖先從中國跑到南洋
發達，他們和香港、台灣、上海、北京的富豪同種同
源，都屬 「炎黃子孫」。
此片英語對白，偶有國語、粵語和閩語。配樂用
上連串中文舊歌，特別多國語時代曲，例如《何日君
再來》。亦有粵語歌和一首英文歌。
劇情描述女主角吳恬敏 (Constance Wu) 飾演美國
經濟學教授朱麗秋 (Rachel Chu) ，與英俊男友楊力，
一起前往新加坡一行。抵達之初先到另一位女友家中
探訪，才知道情郎原來是新加坡首席豪門望族楊家的
繼承人，非常富裕，不單是鑽石王老五，還堪稱超級
白馬王子。收入有限的美國女教授，立刻變為灰姑娘
，初入皇宮式豪門見家長，嚇得驚呆了，面對楊家大
批高竇炫耀的親友，更被評頭品足當作 「掘金」賤人
，非常難堪。
此片把新加坡拍得像富貴天堂，單是朱麗秋舊女

政
政海
海 群臣謀反特朗普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未知是
否近期中
國內地跟
香港無線電視台 TVB 拍攝太多中國古代官庭鬥爭劇
集，風氣影響之下，連帶太平洋一方的美國白宮，也
爆發出美國白宮有群臣 「造反」的大件新聞來。繼日
前紐約有新書聲稱，有多名華府高層，不滿總統特朗
普處事白癡莽撞後，《紐約時報》上周三罕有地刊出
一名匿名高官所撰文章，批評特朗普是非不分，指一
眾官員恨不得與他劃清界線，更悄悄討論要罷免他。
匿名信公開後，特朗普龍顏大怒，質疑《紐時》弄虛
作假，要求報館 「開名」，批評有人謀反叛國。
《紐時》刊出的匿名官員文章。文章題為《我是
特朗普政府內一名反抗者》，作者指 「特朗普面對的
考驗，是近代美國總統前所未見」，原因不僅是他面
對 「通俄門」調查、不僅因為他分化國家，也不止於
他可能令共和黨在中期選舉失勢， 「問題的根源在於
，這位總統是非不分」，指特朗普攻擊自由思想、自
由市場及自由人民等這些保守派人士亦擁護的理念，
又大肆宣傳傳媒是 「人民公敵」；外交政策上， 「無
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私底下，特朗普總統都表現出對
專斷者和獨裁者的偏愛」。

文章斥特朗普行事 「衝動魯莽、對
抗、小器和低效率」，聲言 「從白宮到
各個行政部門及機構，均有高官私下質
疑這位統帥的言行。許多人竭力把自己
的工作，與總統的心血來潮劃清界線」，又指特朗普
與官員碰面時 「常常離題偏軌，不斷咆哮」， 「很難
說他會否在下一分鐘改變主意」。文章又稱，很多高
官極欲扭轉其政策方向，但特朗普全然無到感覺，如
今已有官員悄悄討論想將他罷免！
《紐時》強調撰文者真有其人，其身份旋即惹起
舉國上下，不分黨派、不分政念人仕的猜測，有人留
意到《紐時》Twitter 帳戶中以 「他」(he)稱呼著者，
這表示他是男性。《紐時》其後馬上澄清，是不知撰
文者性別的 「小編」誤寫。亦有人大膽推斷作者是幾
乎被人遺忘的當今美國副總統彭斯，因為匿名文章內
使用的 「lodestar」(目標)一字，常為彭斯常用，但也
立即有白宮消息否認彭斯被懷疑。特朗普在 Twitter
質疑撰文者並不存在，但又指若這名 「無膽匪類」真
有其人，行為如同謀反，《紐時》應為 「國安理由」
向當局交名交人！
今次美國《紐約時報》刊登一名政府高官的匿名
投書，形容他是美國政府中一群 「反抗軍」的一員，
正試圖阻止總統特朗普任意妄為的作風，及思慮不周
的工作計劃禍國。特朗普在 Twitter 以一個詞 「謀反
？」（Treason？）作出回應。
副總統彭斯、國防部長馬蒂斯、國務卿蓬佩奧、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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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的家庭，奢華程度，便很離
譜，但比起楊家來看，只是小兒
科而矣。原著者關凱文和導演朱
浩偉，大概知道中國四大名著
《紅樓夢》的故事內容。片中楊
家就等於《紅樓夢》的大觀園現代版，亨利高定
(Henry Golding) 演大少爺楊力，是新世紀賈寶玉，楊
紫瓊演他媽媽，盧燕演家族最尊長的祖母，等於《紅
樓夢》的太夫人賈母。至於女主角朱麗秋，當然就是
來自窮家的林黛玉。
美國華裔導演朱浩偉 (Jon M. Chu) 拍過《非常
盜 2》，加入周杰倫和澳門背景，增添了中華元素，
今次更把亞洲富裕社會，搞得很誇張，潤綽情景，簡
直超現實，每塲故事表示出來就好像開大型豪華舞會
一樣，衣香鬢影，在他們的視覺世界上，全無窮人，
當然我們知道實際上絕非這樣。別說在中國大陸了，
即使在香港、澳門、台灣及東南亞的華人，也有貧富
懸殊的社會問題。
劇情又強調豪門富族很注重中國傳統，必須孝順
長輩，家庭至上，反對西方的個人自由主義。那是
《紅樓夢》以至《家春秋》時代的情況，今日華人世
界經歷了翻天覆地的百年劇變，大反儒家傳統，普遍
西化了。何況大陸以外的華人，很多入了外籍，不再
認同是中國人。此片誇張炮製，顯然為了迎合西方口
味，乘機搞出華洋 「文明衝突」和新舊世代的矛盾，
加強戲劇性。
妙在另一方面，此片及原著小說亦抓住西方對中
國崛起、華人在世界各地財大氣粗的關注。同時反映
了一種有諷刺性的實況，就是儘管海外華裔，不再是
中國人，台灣和香港亦有不少人要和中國脫離關係，
然而在西方人眼中，怎麼改變，他們仍是 Chinese 。
此外，新加坡雖然不是華人國家，但很注重各族平等
，然而家長式保守管治，可以說接近儒家，長期由李
光耀父子一家執政，遠遠不及台灣和香港自由開放。

此片又拍攝楊家的家傳包餃子，那是中國北方習俗，
看來也非主要來自廣東、福建的東南亞華人傳統。
說回這部出色電影，仿似《紅樓夢》的廿一世紀
英語喜劇版，新加坡楊家就像賈家至尊老祖母，寵愛
賈寶玉，女主角則像林黛玉加劉姥姥。雖然沒有薜寶
釵和王熙鳳，但楊家不少女角像她倆，亦有爛滾的男
性敗類，也有入贅 「駙馬」與 「公主」婚姻破裂，弄
出不少宮闈劇式豪門恩怨。可算戲劇性豐富，眾多亞
裔男女演員的演技，亦生動多采、攝人晴目。片中男
主角亨利高定並非華人，他是英國父親與馬來西亞土
著母親的混血兒，俊健爽朗，形象甚佳。女主角吳恬
敏不是大美女，好在表情自然細緻，惹人好感。很老
牌的盧燕仍然穩健，楊紫瓊照例好戲，由序幕少婦時
代，在英國頑抗種族歧視，到後來成為嚴母，與準媳
婦鬥法，是片中性格最複雜的一個，始終保持 「楊門
女將」台型。
整體來說，此片很誇張賣弄，好在全無冷場，亦
證明亞洲人，尤其是華人越來越受國際重視。至於豪
門大家長反對男女主角的婚姻，當然牽強搞戲，女主
角身為有才有貌的美國教授，華人富家怎會歧視她呢
？相信就連很注重門當戶對、傳統習俗的印度豪門，
也會歡迎她嫁來，不會拆散恩愛鴛鴦！總之看戲還看
戲，湊湊熱閙，不可信以為真。
作者是華人，知道中國和中國人的野蠻霸道，故
事明明是講中國人的暴富招搖，卻說成是新加坡人，
其實新加坡華人是中國、台灣、港澳、新加坡四個主
要華人社會當中最不浮誇的，書名連 Chinese 這個字
都不敢用，要用 Asians，因為作者不敢惹怒這個不可
一世，可以跟美國爭一日之長短的超級大國-----中國，Asians 是如此的暴富難睇嗎？Chinese 這個字其
實不一定是指中國人(香港又叫強國人)，可以是指華
人。

情報總監科茨先後否認是匿名投書人。
作者說他們 「堅持不懈地從內部」反抗特朗普，
說 「許多被特朗普委任的人，都誓言要盡一分力量，
來保護我們的民主制度，阻撓特朗普因受誤導而做出
的衝動行為，直至他離任為止。」
當天特朗普出席白宮活動時，狠批《紐時》刊登
那封讀者來論，指該報與他勢成水火，又指來論 「怯
懦」與 「可恥」。他其後在 Twitter 就那篇文章發了
一個詞 「謀反？」（Treason？）。
白宮發言人桑德斯對《紐時》刊登那封 「牽強、
魯莽、自私的讀者來論」表示失望，指作者 「將自我
凌駕於美國人意願之上」，叫 「這名懦夫辭職」。
《紐時》這封投書以匿名刊登，也屬罕見。這位自稱
白宮高級官員的人在評論文章中指出，特朗普缺乏道
德感，做事毫無原則。作為一名共和黨人卻不忠於共
和黨自由思想、自由市場以及自由人民的理念。加之
他反覆無常的決策風格以及魯莽、低效的領導力，使
得白宮內部以及各行政部門的高級官員在私底下都承
認，他們并不信任這位總統的言行。
文章指出，在這樣一種不信任總統的情況下，官
員們盡可能不讓自己的日常工作受這位總統的影響。
有些官員因為表面站在特朗普這邊，被媒體形容成了
「惡棍」，但其實他們都在盡最大的努力,確保特朗
普的錯誤決定不出白宮，即 使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
。但作者仍把官員們的這些行為，稱作對特朗普 「沉
默的抵抗」。然而這就導致了美國目前的施政情況猶

如 「雙規并行」，即總統說一套，但其實下級做的又
是另一套。
作者還透露，在特朗普上任初期，他的內閣甚至
考慮要啓用憲法修正案，來罷免特朗普，之後擔心會
引發憲法危機，只好作罷。作者表示，他們這樣做的
原因是，總統特朗普總是在做不利於美國的事情，而
作為官員，他認為自己最重要的責任，就是捍衛國家
利益。作者表示為了維護美國的民主制度，將一直抵
抗到特朗普離開美國總統的位置上為止。
對此，特朗普回應，質疑這位所謂 「白宮高級官
員」是否真實存在，抑或只是失敗的《紐約時報》另
一個騙人的消息來源。同時他還批評這位 「白宮高級
官員」沒有勇氣，要求《紐約時報》公開其身份。但
《紐約時報》拒絕該要求。
就我本人歷指出，與美國大多數主要出版物一樣
，《紐約時報》通常不會發表匿名評論文章。該報稱
五日決定發表關於總統的評論 「罕見」，不透露作者
的身份，是為了避免危及作者的工作。
《紐約時報》向《今日美國》詳細介紹了他們允許
匿名寫文章的幾個例子，但所有的例子，都圍繞著移
民和那些生活在恐怖主義陰影威脅下的人，與總統、
政府的成員沒有任何關係。除了該報決定允許總統團
隊的一名成員發表匿名文章之外，同樣罕見的是，一
位高層行政人員會採取這種公開方式來攻擊美國三軍
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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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北部壹舊劇院施工
挖出數百枚金幣

被挖掘出的金蔽在意大利米蘭進行展出。
被挖掘出的金蔽在意大利米蘭進行展出
。近日
近日，
，意大利北部城市科莫的壹家舊居院
在拆建施工時，意外地在壹個罐子裏發現了數百枚完好無損的金蔽
在拆建施工時，
意外地在壹個罐子裏發現了數百枚完好無損的金蔽，
，這些金蔽預計價值
數百萬歐元。據悉，這些金蔽被裝在壹個邏馬帝國時代的雙耳瓶中，裏面還包含了壹些
珠寶、銀錠等，而這些金蔽的歷史可追溯至公元 5 世紀邏馬帝國末期。意大利文化部已將
金蔽交到當地壹間實驗室，由考古學家研究。意文化部長博尼索利表示，暫未知這批金
蔽的歷史及文化價值，但他形容是意大利考古學上的真正寶藏，對此感到興奮，正由考
古學家研究及協助修復，以確認所屬年代，完成後會交由博物館展示。

3 小時 5 分鐘

風光美如畫
航拍馬鞍山石臼湖濕地

德國男子高空走繩 2500 米刷新世界紀錄

飲料市場新洗牌：
健康觀念興起
功能飲料成潛力股

功能飲料市場正成為飲料行業裏
的潛力股。8 月中旬，可口可樂宣布
已經入股功能飲料品牌 BodyArmor，
這是繼其旗下水動力之後，可口可樂
再度收割的壹家功能飲料品牌。對銷
量日漸下滑且不斷尋求瘦身的可口可
樂而言，其拓展功能飲料市場的戰略
布局已經越發清晰。
而在中國，功能飲料也正在步入
黃金時期。近年來，伴隨著我國國民
健康意識的增強和體育消費支出的增
加，功能飲料市場發展迅速，2017 年
已逾 400 億元。市場的良好發展也吸
引了眾多廠商進入，行業競爭激烈。
碳酸飲料落寞
當前，健康理念正在滲透進人們
的生活，消費者生活方式發生轉變。
在這種形勢下，頂著“肥宅快樂
水”名號的可樂因高糖、高卡路裏越
來越受到冷落。
傳統的含糖碳酸飲料市場每況愈
下。財報顯示，2014 年~2017 年可口
可樂與百事可樂的銷售業績日漸下滑。
2017 年營收分別為 354.1 億元、635.25
億元，就 2017 年凈利潤而言，前者下
降 81%至 12.83 億美元，後者下降 23%
至 49.08 億美元。
越來越多更健康、低熱量、不含人
工成分的飲料品種進入市場，註重健康
和感官體驗成為飲料行業的發展趨勢。
在碳酸飲料市場，可口可樂推出
了零度可樂等打著“零糖分、零卡路
裏”的新品；百事分別推出清怡可樂
與極度可樂兩款無糖產品。今年 6 月，
中國飲用水領域巨頭農夫山泉推出新
品“泡泡茶”將手伸向了碳酸飲料領
域，“泡泡茶”用茶香和果汁將可樂

中的高糖成分去掉，解決的正是碳酸
飲料最遭人詬病的問題。
健康飲食觀念的興起，也使得傳
統碳酸飲料兩大巨頭公司可口可樂和
百事加快了轉型腳步。今年8月中旬，
可口可樂與美國運動飲料 BodyArmor
組成戰略同盟，進壹步擴展功能飲料
市場。此後不久，百事宣布將以 32 億
美元的價格收購全球蘇打水機領導品
牌 SodaStream，試圖為轉型健康飲料
市場添磚加瓦。
功能飲料掘起
兩個多小時的訓練結束後，健身愛
好者張宇走出健身房，此時他渾身是汗，
又累又渴，迫切地想要喝點什麽。
可供張宇選擇的飲品琳瑯滿目：
礦泉水、茶飲料、碳酸飲料、果蔬汁
飲料，也有像紅牛、脈動、佳得樂、
寶礦力這類功能飲料。最後張宇購買
了壹瓶脈動。“以前往往會喝可樂、
雪碧等碳酸飲料，現在了解到功能飲
料更有助於運動之後身體的恢復。”
張宇的選擇也反映了飲料市場近幾
年的變化趨勢：功能飲料在迅速掘起，越
來越受到人們的喜愛，同時也為飲料行業
帶來了更大、更誘人的蛋糕。
功能飲料是指通過調整飲料中營
養素的成分和含量比例，在壹定程度
上調節人體功能的飲料。
據有關資料顯示，功能飲料是
2000 年以後逐漸風靡於歐美和日本等
發達國家的壹種健康飲品，主要分為
含有膳食纖維、維生素、礦物質的營
養素飲料，能適應運動員或參加體育
鍛煉人群的運動生理特點、特殊營養
需要的運動類飲料，以及添加益生菌、
提高免疫力成分和適合肥胖人群的低

能量飲料等特殊用途飲料。
公開數據顯示，2011 年~2017 年
間，我國功能飲料零售額年均復合增
長率達到 17.1%，功能飲料零售量年
均復合增長率達到 12.35%。至 2017 年
底，我國功能飲料零售額已經突破
400 億元達到 415.2 億元，零售量增長
到 127.83 億升。預計 2018 年我國功能
飲料零售額將突破 450 億元。
從全球功能飲料市場來看，規模
呈現較快的增長趨勢，年均增長率超
過 10%。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
功能飲料的人均消費量每年僅為 0.5 公
斤，距離全世界人均 7 公斤的消費量
尚有較大空間，因此中國的功能飲料
市場潛力巨大。
有業內專家表示，從最初的小眾
市場到形成百億元規模，功能飲料的
飲用場景正不斷擴大，從以補充能量
為主，擴展到餐飲、聚會、工作、學
習、駕駛等多個場景。功能飲料已經
成為國內飲料市場的新增長點。
入局者不斷增加
極具發展潛力的市場吸引了不少新
的入局者，功能飲料市場競爭日益激烈。
數據顯示，目前國內功能飲料在整
個飲料市場占比已接近13%，產品類型
超過 150 種，幾乎所有飲料巨頭都有布
局功能飲料產品線。在眾多品牌中，紅
牛龍頭的地位壹直無可撼動，脈動、佳
得樂、寶礦力等老牌功能飲料保持穩
定，樂虎、東鵬特飲等品牌快速成長。
根據尼爾森數據，紅牛由於近兩
年陷入商標糾紛，目前市場份額從
63%下降至 58%，預計釋放出至少 70
億元市場空間。面對這麽壹塊大蛋糕，
眾多飲料企業都想在行業充滿變數之
際爭搶份額，市場變局叢生。
2017 年，統壹推出新產品夠燃；
達能集團的脈動在原有產品保留之外，
推出新產品運動飲料“熾能量”；中
國紅牛母公司華彬集團推出戰馬；怡
寶殺入功能飲料，推出了“魔力”氨

基酸運動飲料新品；娃哈哈時隔13年，
再推出運動飲料品牌速然；收購了能
量飲料 XS 的安利公司，2017 年 9 月在
中國市場推出新品，短短 29 個小時，
銷量達到 1000 萬罐。
除此之外，還有農夫山泉的尖叫，
中糧的 bigbang 海棒莫吉托運動飲料，
來自泰國的功能飲料卡拉寶以及重新
發力的健力寶等等，新的、老的功能
飲料品牌各自安營紮寨，盤踞壹方。
與此同時，國外功能飲料品牌也
正在中國功能飲料領域加碼。在北美
地區表現出色的“魔爪”飲料（Monster Beverage）2016 年進入中國，它的
背後有以 21.5 億美元收購其 16.7%股權
的可口可樂。加拿大的百淬，直指專
業運動人群，在中國市場主打無防腐
劑、無咖啡因、無人工色素概念；美
國功能飲料飛活 L.I.F.E。將 NBA 球員
奧尼爾半身像作為包裝正面展開營銷；
主打健康功能的美國飲料品牌 CELSIUS 日前也宣布將在最快的時間內進
入中國各地的零售終端。
位於北京方莊地區的超市店主李先
生告訴記者，同樣是銷售 10 瓶飲料，5
年前可能有 1 瓶是功能飲料，現在能有
3~4瓶。“壹瓶普通飲料零售價為3元左
右，但相同規格的功能飲料價格要高出
30%以上，利潤要超出1倍。”
基於此，無論是終端銷售商還是
廠商都有更強烈的意願進行市場培育
和推廣。
也有業內專家表示，中國功能飲料
市場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壹些問
題，如企業缺乏創新，市場跟隨嚴重，
導致產品趨同化，而且中國功能飲料行
業缺乏具體標準，市場進入門檻低，行
業的競爭無序。“飲料生產企業應正確
進行產品的市場定位，積極進行技術和
營銷的創新，尋找差異化賣點。”
總體來看，功能飲料市場依然是壹
片藍海，未來增長空間巨大。可預見的
是，隨著下壹步市場競爭的加劇，功能
飲料的渠道和營銷之爭也會更加激烈。

中國多式聯運發展進入提速期

綜合經濟

綜合報導 根據中國交通運輸部
制定的《推進運輸結構調整三年行動
計劃》，到 2020 年，全國鐵路貨運量
相比 2017 年增長 30%、增加 11 億噸。
全國水路貨運量增加 5 億噸、增長
7.5%。多式聯運增長 20%，重點港口
鐵水聯運增長 10%。
以“新時代、調結構、換動
能”為主題的第六屆中國多式聯
運 合 作 與 發 展 大 會 9 月 10 — 11 日
在北京舉辦。
交通運輸部運輸服務司副司長王
繡春在大會上表示，為實現上述調整
運輸結構的目標，將從今年起在京津
冀及周邊地區、長三角和汾渭 平 原
三 大 重 點 區 域 實 施 “ 公 轉 鐵 ”和
“公轉水”的行動方案。全國範圍實
施鐵路運能提升行動、水運系統升級
行動、公路貨運治理行動、多式聯運
提速行動、城市綠色配送行動、信息
資源整合行動等。以標本兼治、統籌
推進的方式，推進運輸結構調整。
多式聯運指：運輸全程中至少使
用公路、鐵路、水運等其中兩種運輸
方式，主要運輸集裝箱貨物，由多式
聯運經營人對貨運全程負責，是壹種
高效集約的運輸方式。
王繡春稱，大力發展多式聯運，
是實現交通強國戰略、發展綜合交通運輸體系
的重要支撐，是推進運輸結構調整、促進物流
業降本增效的主要舉措，是引領國際物流通道
建設、推動國際貿易便利化的基礎工程。
她強調，中國多式聯運的發展進入提速階
段，2017 年全國規模以上的港口完成集裝箱鐵
水聯運 380 萬 TEU，鐵水聯運進入快速增長期，
公鐵聯運勢頭良好，中歐班列呈現爆發式增
長，陸空聯運正在探索。
王繡春說，加快推進運輸結構調整是打好汙
染防治攻堅戰、打贏藍天保衛戰的重要舉措，
也是實現交通運輸高質量發展、加快推進現代綜
合交通運輸體系和交通強國建設的必然要求。
第六屆中國多式聯運合作與發展大會由中
國交通運輸協會等單位主辦，大會聚焦交通強
國戰略，實現運輸結構調整，以政策創新和法
制化的環境促進多式聯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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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輿論場》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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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介紹：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中國輿論場》是CCTV4推出的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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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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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頭來的平安——潘伯伯的故事
◎楊迪
我第一次聽到有關潘伯伯的事情，是教會裡一群有愛心的姊妹們告訴我的。她們說在
這附近有位老人家，已經中風十年，行動十分不方便。半年前又確診晚期結腸癌，醫生說
他的日子不多了，於是弟兄姊妹們紛紛前去探訪他，可是探訪的結果卻讓他們十分驚訝。
因為本來是想去送上安慰的，結果卻看到他在死亡面前所表現的心靈平靜反而得到安慰。
帶著一顆強烈的好奇心，我走訪了這位 80 多歲高齡的老人，大家都叫他潘伯伯。
沒有耽誤的學業
潘伯伯出生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家裡兄弟三人中他是最小的。那時他家有十畝良
田和一輛小馬車，他從小就懂得幫助家裡做些力所能及的農活。和出生在那個時代的許多
人相比，他在童年沒有挨過餓。

～思牡札記～

50金婚盛宴
9月2 日﹝主日﹞
上午九時吳幼吾李文清夫婦載張瓊
濱牧師和筆者同去水牛城華人基督教會作
主日禮拜，禮拜堂坐得滿滿的，中外嘉賓
約有291位。證道講員邀請林三綱叔叔(93
歲，自紐約來)引用詩篇127篇，講述要按
照神的心意建造神的家和自己的家。如果
不按照神的心意建造，就是枉然。林叔叔
說「水牛城華人基督教會30週年慶，我勸
勉全體做祭司；今年40週年慶，聖經記載
大衛王40歲時建造聖殿，希望把神應許你
們的要建造起來。」「我昨晚在貴教會慶
祝40週年慶典感恩餐會中，很高興看到昔
日愛主的美國人Webster夫婦的兒子在香港
用錄影賀詞向我們作見證分享1973年他父
母親把水牛城自己的家地下室修理好後，
開放給水牛城華人學生團契聚會用，經過
數十年，真的看到上帝賜福給水牛城華人
基督教會。」

今天我也高興看到段仁德教授夫婦的
二兒子夫婦與三兒子在我們當中，1962
年，當年在紐約州立大學任教的段仁德
教授夫婦有負擔在家成立查經班，召聚留
學生與僑胞一起查經聚會，從三、五人開
始，後來人數增多至六、七十人，成立水
牛城華人學生團契，漸漸把教會建造起
來，使神旨意得行在你們中間，成立水牛
城華人基督教會。盼望你們把自己的家也
要建造起來，叫你們的下一代也能事奉
神。」
建造教會有幾個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不是照人的智慧：王永信牧師
在大使命中一篇文章中提到現代的教會有
七個危機，神使用成功的人建造教會，但
在教會建造時，有教會長執把傳道人當作
是雇工，若用人間的智慧建立教會，有時
易出問題，要讓神的靈引導牧師來牧養建
造教會，長老和執事是幫助牧師的。
第二：不要依賴神蹟奇事：當時諾斯
底主義興起，認為要藉著神所造的天使才
能親近神（歌羅西書2：18），教會不要依
靠神蹟奇事， 要單單與神有好的連結。
第三：不要分猶太人和外邦人：使徒
時代，保羅興起。保羅抵擋彼得不與外邦
人吃飯。神不分猶太人與外邦人。我們也
不要分台灣人與大陸人。我小小建議李牧
師教會週報可以考慮用簡體字，因國內來
留學生易看明白，遠東其他國家來華人你
們習慣看繁體字，學習看或寫簡體
字應該不難。

要建造起來，不只靠牧師，也要靠眾聖
徒。
例如作招待的:要笑容可掬，不要皮笑
肉不笑，你若剛教訓兒子，氣還沒有消，
不要作招待。(眾笑)教會中要至少有七、
八家作關懷，教會要興旺，靈命成長。

◎50金婚盛宴
晚上6pm筆者應邀參加教會老水牛
劉廣儀袁安娜夫婦50金婚盛宴，席開22
桌，中外嘉賓齊聚一堂，共襄盛舉。
劉家長女婉薇主持，首先請李榮剛牧
師致鼓勵的話，教會詩班獻唱「愛的真
諦」，接著請田光安牧師(自多倫多來)
為劉弟兄夫婦金婚勸勉祝福，點同心燭。
晚宴中也有安排3位兒女偕同8個孫子女們
向父母親、外公外婆、祖父祖母們慶賀，
獻花、唱詩歌、樂器演奏等；會中也邀請
羅秉祥教授(香港來)、潘劉慰慈師母(休士
頓來)暨劉廣儀中醫診所的一位美國女同事
Wendy Barry上台致賀詞(每人兩分鐘)，筆
者用中文致詞如下：
恭喜劉廣儀袁安娜50金婚賀詞
千里姻緣 上主牽
只羨鴛鴦 不羨仙
同 甘 共 苦 建樂園
五十金婚 見神恩
同心同行 奔天程
§§§§§ §§§§§
劉家代代有人繼
廣傳福音令人愛
儀表翩翩未曾變
袁家長女愛心大
安貧樂道快樂渡
娜娜風姿人稱道
金銀施捨樂助人
婚姻美滿令人羨
各位嘉賓(讀者)你們如果想慶祝金
婚、鑽石婚，你們就要「愛要長、
命要長！」
會後有對陳永基鮑秀慧夫婦歡
喜來和筆者寒喧，陳太太說「我先生很欣
賞你寫的50金婚賀詞哩！」『感謝上帝賜
我智慧，十分鐘就完成賀詞。』

建造教會的策略
一. 神要建立教會:
《聖經‧以弗所書》4章11-12
節「他 所 賜 的 有 使 徒 、 有 先
知、 有 傳 福 音 的、 有 牧 師 和
教 師，為 要 成 全 聖 徒 、 各 盡
其 職 、 建 立 基 督 的 身 體。」
傳福音的:例如慕迪，葛培
理，宋尚節牧師。他們帶領成千上
萬人信主，建造教會。
無論是使 徒 、 先 知、傳 福 音 的、
牧師和教師都是為要成全聖徒，成全聖徒
意指裝備，
神給你恩賜，要好好建造教會。教會

後來日本人侵略中國，全家老少不得不
從本鄉逃難到北京的東城區住下來。他父親
從內蒙古買了 16 頭奶牛，辦了個小型牛奶
廠，賴以維持生計。誰知有人硬說他父親認
識抗日將領宋哲元（國民黨第 29 軍軍長），
繼而捏造事實說這些奶牛都是病牛，就把牠
們都搶走並拉到城外燒了。家裡從此靠開店
鋪過活，生活開始變得緊巴起來。雖然家裡
經歷了大大小小的衝擊，他的學業卻一直沒
有被耽誤過。他小時候上過私塾，到了北京
先後上過幾所學校，見證了 1945 年日本人
投降和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等重要
歷史時刻。
高中畢業後，他考上了當地的醫學院。
他還記得校園裡面有一座石頭砌成的教堂，
名叫康母堂。參加教會的人員大部分是外籍
教員，也有一些中國老師和學生。1949 年
以後大部分外籍老師都回國了，只有小部分
留下任教，教堂從此也被改成了學校的臨時
圖書館。那時在學校食堂裡，他經常看見一
些學生信徒在飯前閉上眼睛，因為不明白他
們在幹甚麼，所以覺得這些學生很好笑。有
時一些調皮搗蛋的同學會趁他們閉眼睛的
時候，偷偷地把他們面前的飯碗拿走。雖然
這樣被別人搞惡作劇，他卻從來沒有看見過
他們因此而生氣發脾氣。
大學畢業後，他一面在醫院當醫生，一
面在醫學院當老師，這一幹就是 30 多年。
到美國走進教會

劉廣儀袁安娜 50 金婚

二.建造家庭:
鼓勵年輕夫婦生養2女2男。神賜兒
女給我們，讓他們在教會建造起來。
結束前，林叔叔說「你們教會下次
慶祝50週年慶，我還要來！雖然屆時我
已103歲。」台下聽眾報以熱烈掌聲。

林三綱叔叔證道，李榮剛牧師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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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廣儀夫婦全家福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
號角月報同工）

1996 年他和老伴來到美國，幫女兒照顧孩
子。從第二年 5 月起，當地華人教會的弟
兄姊妹開始一週兩次接送他們去教會，每次
一來一回就是 50 英里。他們的愛心實在令
他感動，可是從小到大，他聽到的都是無神
論，教會裡所講的福音對他來說是完全陌生
的。說到人人都有罪，他也承認，的確人無
完人，誰沒有過犯呢？這一點倒是不難理
解，但是作為學醫的他卻怎麼也搞不懂聖經
中記載的那些神蹟奇事。想想看，童女怎能
懷孕生子呢？死人怎麼能復活呢？
有人對他說，需要用信心來接受，因為
每個人每一天，其實都需要用信心來生活。
例如如果沒有信心，人就沒有膽量去開車，
更沒有膽量去坐飛機；但是光這樣打比方，
讓他感到很牽強，並不能令他信服。不過，
教會弟兄姊妹們的真誠和愛心實在令他感
動，他始終堅持去教會。同時，他自己也希
望能夠搞清楚這個信仰的真假。他常常做筆
記，一旦有了不懂的新問題，就把它們記下
來，星期天到教會去問別人。芝加哥城北華
人基督教會的林道真牧師和林師母，以及其
他許多弟兄姊妹們，在生活和信仰上給了他
莫大的幫助。
難忘的追思禮拜
他外孫女的鋼琴老師是位 30 多歲的美
國女士，非常有愛心。當她知道潘伯伯的女
兒家經濟上有困難時，就主動免去了教鋼
琴的費用，這令他們非常感動。出於感激，
他們提出每星期去她家做些清潔工作，以
表達感激之情。沒想到這樣一位年輕善良
的女士，卻患上癌症英年早逝了。那一天，
他和家人們懷著沉痛的心情參加了她的追
思禮拜。按照他的理解，這個追思禮拜將會
呈現一個極其哀慟的場面，用中國人的話來
說，那是白髮人送黑髮人啊！可是他怎麼也
沒想到，追思禮拜一開始，就不斷有人上前
來為這位女士獻上動聽的歌曲，還有人用風
趣的方式講述她的生平。整個過程雖然有眼
淚，卻沒有呼天搶地的哀號聲。
後來他才知道，信耶穌的人相信死亡是
地上生命的終止，永恆生命的開始，這位姊
妹現在已經到了天上的樂園，和救主耶穌在
一起。在那裡，再也沒有疼痛，沒有眼淚和
悲傷，一切都是過去的事了；並且有一天，
地上信耶穌的親人朋友還要與她在天家重
聚，從此再也不會有分離。正是這樣一份真
切而幸福的盼望，讓大家相信，此時的分離
只不過是暫時的分開。如此這番對死亡的全
新詮釋，強烈地衝擊著他多年來對死亡的理
解。
他過去在國內醫院工作了 30 多年，見
過太多的生離死別。作為醫生，常常感歎人
生的悲哀和無奈，他自己也非常害怕死亡，
不敢去想關於死亡的事情。他也很不願意到
喪親者的家裡去，因為在那種極大的悲哀氛
圍中，自己的心情也會變得非常沉重。作為
探訪者，除了「節哀順變」以外，再也沒有
甚麼別的詞句可以用來安慰逝者家屬；然而
從這次的追思禮拜，他看到世上居然可以有
這樣一種戰勝死亡的信念，使人在死亡面前
真的可以做到從容不迫。這到底是怎麼回
事？雖然他不能夠明白，但這份對永恆家園
的真切盼望，卻讓他十分羨慕。這件事對他
的信仰有了很大的觸動。
認識耶穌得救贖
漸漸地，通過不斷的學習和思考他終於
明白，兩千年前來到這個世界，自稱要把人
類從罪惡過犯當中解救出來的耶穌就是上
帝。凡相信的人，藉著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的寶血使罪得赦免，藉著祂從死裡復活，得
以戰勝死亡的權勢，擁有永恆的生命，這就
是福音。如果上帝能創造整個宇宙，使世界
從無到有，那麼還有甚麼是祂不能做的呢？
在人看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上帝卻凡事
都能。他開始在心裡默默求告這位賜給他生
命的主，求祂赦免他的罪，帶領他走今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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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路。1999 年 8 月潘伯伯在眾人面前受
洗歸入主名。
信了主耶穌後，他的心態在改變。他
想起過去在還未信主之前，常常會為名利
的分配不公而忿忿不平，並且對這樣不好
的心態早已習以為常。記得有一次，他甚
至把這種不滿的情緒加在老伴的頭上，因
為那一次老伴得到上級的榮譽表彰，而他
卻沒有得到，心中因此久久不快。現在想
一想，這其實就是人心裡的嫉妒所導致的，
是罪啊！信主之後，他把名和利等許多短
暫屬世的事情都看淡了，心理上感到非常
輕鬆自在。
從疾病中站起來
2008 年有位老朋友到美國來看他，在
他家裡吃飯。席間因被勸酒，他就喝了一
小盅茅台酒，喝完以後他感到有些頭暈。
第二天早上，他照例出門散步時感覺不對
勁，腿發軟，抬不起來，很快這種肌肉無
力的症狀就發展到整個右半身。同時，說
話也出現嚴重障礙，非常含糊不清，根本
沒有人能聽得懂。他驚恐萬分，心想這可
怎麼辦？手腳都不能動，話也說不了，生
活無法自理，這下子全完了！一時間，焦
急和無奈抓住他的心，讓他陷入了極大的
困苦。
就在他感到不能擺脫重重恐懼和憂慮
的時候，心裡卻好像聽見有一個聲音在提
醒他：孩子，你不能這樣下去。是的，雖
然現在情況很糟糕，康復機會很渺茫，他
還是想著應該努力振作起來，好好地去鍛
鍊肌肉，讓自己盡可能恢復。於是，在小
女兒和女婿的悉心照顧和耐心鼓勵下，他
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康復之旅。
他試著讓那一動也不能動的腿練習站
一站，直到它甚至可以往前蹭上一小步；
他試著讓那一動也不能動的胳膊，努力地
去抬一抬，直到它真的可以抬起來。他也
試著讓那根本不聽使喚的手努力去抓東
西，直到它真的可以抓住勺子，把食物送
到嘴裡，還有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努力練
習發音。他這一鍛鍊就是十年，在這十年
裡，他無數次摔倒。在功能鍛鍊廳裡，幾
乎所有的犄角旮旯他都摔了個遍，卻竟然
沒有一次摔到致命部位。在這樣堅持不懈
的鍛鍊下，上帝眷顧他的努力，他恢復得
越來越好。手臂的力量恢復到了一個程度，
讓他可以扶著走路器自己練習走路了。說
話也從最開始單一的「a、一」的音，發展
到可以說整句話了。這些進步讓他自己和
周圍的人都驚喜得不得了。
他常對人說，他實在是體會到上帝的
真實存在。因為不論發生甚麼，只要他向
上帝呼求，他就會因此而得著勇氣和力量。
在患病的十年裡，他一次次摔倒，又一次
次爬起來。他心裡清楚地知道，是上帝在
每時每刻看顧他，鼓勵他。他相信無論甚
麼事情臨到他，主都知道，主的恩典一定
夠他用。
面對死亡心平安
2017 年 9 月的一個晚上，他發現大便
中出現暗紅色的血塊，心中不免一陣驚慌。
到了凌晨兩點，他給小女兒打電話，叫她
趕快過來送他入院。第二天電腦掃描結果
出來，是結腸癌三期，伴有肝腎和淋巴結
轉移。三個女兒都很害怕，就一直瞞著他，
然而醫生要女兒們必須趕緊告訴他，好讓
他自己選擇治療方案。
當孩子們告訴他時，他一時間感到非常
驚恐。在恐慌中，他沒有忘記呼求上帝，
很奇妙他的心開始慢慢地平靜下來。他選
擇了保守療法，明天會怎樣他不想憂慮。
他把自己放心地交在上帝的手裡，遠比交
到自己手裡要安全穩妥得多。
潘伯伯知道他在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
但是面對死亡他卻一點兒也不害怕。他相
信上帝會帶他走完餘下的人生路，領他高
高興興回天家。

從潘伯伯身上我看到，在人世間的風暴
中，無論是面對疾病還是死亡，人的心裡
都可以踏實地享受到那一份來自賜生命者
的平安，而這份平安是世界不能
給
予的，也是世界奪不去的，這就
是
真正的平安。潘伯伯喜歡的一首詩歌《風
雨中也能飛翔》，也是他內心的寫照：「人
生旅途多風浪，世事變幻歎無常。我的心
要仰望祢，祢在天地永為王。不管夜晚有
多長，黎明終究會來臨。我的心要等候祢，
祢的美意必顯彰。有祢知道我景況，安慰
我一切憂傷。將掛慮重擔放在祢手上，黑
暗中也能歌唱……。」
是的，即使在風雨飄搖中，我們依然
可以振翅飛翔！
親愛的朋友們，如果你正走在艱難的
人生旅途上，請不要忘記把自己交給這位
賜生命的主耶穌，祂會讓你體會到那份真
正的平安！
轉載 中國信徒佈道會─《中信》月刊（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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