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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子天 女士  
美南國際電視台開辦《美南大咖談》欄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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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台開辦《美南大咖談》欄目 
混血美女董子天任主持人

西藏酥油茶與美國防彈咖啡：

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

妳或許沒聽說過防彈咖啡（Bulletproof coffee），但
妳壹定聽說過西藏的酥油奶茶吧。酥油茶是西藏的特色
飲品。多作為主食與糌粑壹起食用，有禦寒提神醒腦、
生津止渴的作用。它是藏人招待客人的必備食物之壹。

但是，防彈咖啡與酥油茶到底有何淵源？下面要講
的就是這樣壹個故事。戴夫·亞斯普雷（另譯戴夫·阿
斯普雷 Dave Asprey）是美國人，現年 45 歲。他原本是
矽谷的壹名技術主管，但幾年前創造了自己獨特的咖啡
品牌公司，名叫防彈咖啡（Bulletproof coffee 360）。

防彈咖啡風靡世界，其中粉絲不乏壹些美國名人。
防彈咖啡品牌的創立也讓亞斯普雷成為了壹名“成功”
的企業家。但跟其他企業家與眾不同的是，亞斯普雷還
給自己立下了雄心大誌：要活到 180 歲，而且這並不是
玩笑，因為他是非常認真的。亞斯普雷覺得長壽已不再
是什麽科幻，自己願意為實現這個長壽願望而“獻身”。

生物黑客

在許多人眼裏，亞斯普雷可能有點“怪”。而他本
人也自稱是“世界上第壹個專業生物黑客”。所謂生物
黑客是指那些試圖用科技手段 " 改善 " 自己生理狀況的
人，也就是在我們許多人看來有點發瘋的人。比如，亞
斯普雷每隔 6 個月就抽壹次骨髓，然後再把骨髓中的壹
些幹細胞註射回全身。

此外，他還經常呆在冷凍療法室裏，利用液氮冷卻
劑給身體降溫。 同時，他還照攝紅外線以及同電極刺激

大腦等。亞斯普雷的這些“長生不老”嘗試開銷不菲，
好在有他的防彈咖啡為他提供經濟後盾。

防彈咖啡

所謂防彈咖啡其實就是往黑咖啡中加上黃油以及純
椰油的壹種飲品。當然，妳不必購買亞斯普雷的原裝防
彈咖啡。妳可以用任何咖啡，然後加上任何黃油以及純
椰油來調制這種飲料。

亞斯普雷稱防彈咖啡可以幫助改善人們的身心健
康。有人說，它還有減肥奇效。亞斯普雷從 2012 年開
始出售防彈咖啡，據他估計已經售出 1.6 億杯防彈咖啡。
總部設在西雅圖市的防彈咖啡 360 吸引了 6800 萬美元的
投資，除特色咖啡外，目前業務已經擴展到涵蓋食品以
及生活用品等多項商品。

西藏酥油茶

而引發亞斯普雷創建防彈咖啡的靈感則來自於西藏
的酥油茶。2004 年，亞斯普雷開啟了壹趟西藏之旅。
促使他到西藏旅行的主要原因是跟他的健康有關。雖然
當時的亞斯普雷在矽谷事業有成，但卻是壹個體重超常
（他最重時體重達到 136 公斤）、健康不佳的胖子。

為了能改善自己的健康，亞斯普雷希望能到西藏學
習打坐。壹天，他在爬山途中，有人給他壹碗藏民的傳
統飲料：酥油茶。喝完這碗酥油茶後，亞斯普雷頓覺神
清氣爽，已經好久沒有這種感覺了。結束西藏之旅回到
加州的家後，亞斯普雷對此念念不忘。於是，他開始炮
制自己版本的奶茶。

西藏酥油茶用的是藏區特有的牦牛的奶，加州沒有
牦牛。他就用類似產品奶油來代替。同時，亞斯普雷還
用咖啡取代了茶，認為咖啡比茶更有效。這樣做還嫌有
所欠缺，亞斯普雷又添加了富含中鏈三油甘旨油的純椰
油。亞斯普雷每天早晨都會喝這種防彈咖啡。他本人稱，
防彈咖啡“改變了他的生活，讓他瘦身 45 公斤”。

亞斯普雷先在自己博客上分享該飲料的好處，3 年
後開始在網上出售防彈咖啡的這 3 種原料。接下來，開
始有人給他投資，其中壹個投資者也是美國星巴克咖啡

的早期投資人。2016 年，美國連鎖精品超市，美國全食
超市公司（ Whole Foods Market）開始供應防彈咖啡，
為該品牌助了壹臂之力。

批評聲音

然而，亞斯普雷也面臨壹些批評聲音，特別是來自
健康行業壹些專業人士的批評。他們指出，亞斯普雷沒
有任何醫學資質或是受過營養學方面的培訓。他們說咖
啡裏加黃油不健康。盡管質疑聲音不斷，也有專業人士
承認防彈咖啡頗具影響力。

全球食品和飲料市場研究機構英敏特（Mintel）的
負責人福賽斯（Jonny Forsyth）表示，雖然防彈咖啡的
健康益處有點模糊不清，但它迎合了消費者心理，承諾
給消費者提供壹種“更健康”、更強大，並且能長久保
持旺盛精力的飲品。

但 英 國 飲 食 協 會 的 註 冊 營 養 師 皮 格 特（Aisling 
Pigott）則對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她認為，往咖啡裏加
黃油沒有任何益處。她稱自己不會向任何人推薦這樣的
早餐，因為它沒有蛋白、維他命和礦物質，只增加額外
的卡路裏和脂肪。

亞斯普雷對這樣的批評並不擔心。他引用壹些健康
專業人士的話說，高脂低糖類飲食對人有好處。他還表
示，自己以前有關節炎、慢性疲勞綜合癥、認知功能障
礙。同時，他還有糖尿病前期（pre-diabetic），屬於中
風和心臟病高發人群。總而言之，當時身體很糟糕。但
自從喝了防彈咖啡後“這些癥狀都消失了”。

他稱，與現代飲食時尚不同的是，自己的飲品是基
於具有 4000 年歷史的西藏傳統飲料。因此他不介意成
為這壹悠久歷史的壹部分。

                                                         (BBC 中文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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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台開辦《美南大咖談》欄目 
混血美女董子天任主持人

　　    
      【泉深 / 圖文】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屬下的美南
國際電視臺 ( STV ) 每週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播出即
時新聞、娛樂綜藝、強檔戲劇、教育文化、時事座談、
理財投資等多元生活、電影電視、文化娛樂等節目。
電視臺於今年 5 月份開始開設電視直播欄目，觀眾直
接在手機 APP 下載 “今日美國” Logo, 點擊全球直播，
就可以 24 小時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節目，也可任選時
段看自己喜歡的欄目。美南國際電視臺的直播欄目鏈
接到 YouTube、Twitter、iTalk BB 上，觀眾可以直接
點擊觀看。
      5 月正式開播《美南大咖談》欄目，集結華人、老
美大咖一起暢談，內容涵蓋天南地北、大千世界、嘉
賓訪談、綜藝娛樂、飲食文化、醫療保健、金融地產、
時尚脫口秀等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臺聘任董子天 (Sky Dong) 兼任《美南
大咖談》欄目主持人。 董子天天生就是混血美女，大
大的眼睛，漂亮的臉蛋，嬌小的身材！曾任擔任過新
聞主持人，在休斯頓新聞媒體和文化娛樂界有一定影
響。
      董子天四歲開始學習彈鋼琴，小學又喜歡繪畫藝

術，高中時到美麗的杭州就讀中國美術學院，後來又
漂洋過海來到得克薩斯州休斯敦移民多年。目前就職
於著名建材商城 Homegreat Building Supply，任總經理，
專精高級公寓、旅館項目的室內裝修。
      董子天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喜歡抽象思維，最
佩服的人是爸爸，最欣賞的歌手是 Stevie Wonder，最
喜歡的藝人包括 Elton John、Stevie Wonder、Prince、

George Michael、Sting，最喜歡的電影是《夜訪吸血
鬼》、《刺激》、《1995》、《小婦人》，最喜歡的
運動是遊泳、街舞，最喜歡的動物是人類，最喜歡的
顏色是紫色，最喜歡的食物是日本料理、葡萄柚汁、
Pizza、北京烤鴨，最大的心願是世界和平、沒有貿易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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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明清文人畫像的抒情演繹說起……                                                                                
石麗東

自去冬以來，休士頓 的雨水豐沛，
開春之後，杜鵑和薔薇競展芳姿，一片
花簇團錦，令人目不暇給。恰逢陽春三
月下旬，來自台灣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
學系前系主任毛文芳教授蒞臨休士頓發
表兩場文學講座，一場由美南華文作協
于三月 30 日主 辦；講題是 :「明清文人
畫像中的美色之誘」，地點在薔薇滿庭
院的華僑文教中心。另一場 28 日在杜
鵑盛開的萊斯 Rice 大學校園舉行，題
目是 : 「明清文人畫像在亞洲漢文圈的
流傳和衍變」。

多年來致力明清文學、文學與圖
像、和近世文化等相關研究的毛文芳博
士，著有專書八本，她的兩本代表作分
別是：〈圖成行樂 : 明清文人畫像題詠
析論〉和〈卷中小立六百年 : 明清女性
畫像文本探論〉，而前者在今年又從中
文翻譯成韓文出版。毛文芳教授在 2018
年秋獲得中華民國科技部及美國傅爾布
萊特學術獎的資助，前往哈佛大學東亞
語文系擔任一年的訪問學者，研究焦距
是 :「從東亞漢文圈看明清文人畫像的
文化越界和轉型」，機緣巧合萊斯大學
趙氏亞洲研究中心也從事一項有關的亞
洲文化研究，於是萊斯大學的錢南秀教
授促成上述兩場文學講座在今年春天的
休士頓花開並蒂。

美色之誘的迎與拒

毛文芳教授在卅日「美色之誘」的
演說中開宗明義指出：中國的文學和書
畫積累了漫長的抒情傳統，中國傳統畫
像源于古代為祖宗造影，它通過「言志、
載道和寄托」等手法的交相作用，表達
了抒情與演繹的文化魅力。她解釋古代
文人畫像的主題，大抵以標榜政治功業
和塑造文化形象為主流，但是明清之
後，題裁趨向多樣化，尤其自明代中晚
期以降，文人注重自我與情感的風氣，
強調個人主体的張揚，畫像遂成為男女
文人的自我表述工具。雖然仍舊彰顯政
治功業、表徵倫理孝誼來符合主流價
值，但其間出現另一種構圖程式，即內
行人所謂「郎與麗」的体裁。它透露了
美人麗色所引動的誘惑，於是發乎「自
然人性」和「道德壓抑」的兩面觀看和

想像， 繼而產生了禮教的焦慮…
 綜而言之，明清人文畫像的焦慮觀

看和抒情演繹表達了文人和麗姝之間綺
靡行樂的「艷情」，或隱祕曲釋的「幽
情」 ，和愧悔解語的「襌情」，美色
終而成為文人畫像之中一種奪目的抒情
手法。長年鑽研畫中人物形象並嘗試解
讀其題詞的毛教授 說 : 畫中的圖像和文
字相輔相成，兩者的互動和張力彰顯了
人物內心情感與個性，當三世紀之前，
此一抒情形式進人亞洲漢文化圈的的其
他國度和地區，如韓、越、琉球，即迅
速與其他語境契合，而衍生新的畫像種
類，同時表達了當地文化的特質。毛教
授的這兩場演講，配合了螢幕上所展示
多年來主講人所搜集的圖像 和文字，內
容活潑生動，不但具有深度，而且饒富
趣味。

跨國界的文化傳播

若進一步探詢她在哈佛大學鑽研的
專門 :「從東亞漢文圈看明清文人畫像
的文化越界和轉型」，它是畫像的歷史
傳衍與社會文化的結合，不僅是直向的
傳統延續，還有橫向跨越國界的文化傳
播，毛文芳教授在 2015 年到 2018 年擔
任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期間，曾籌
辦多項國際學術暨人文活動，其中包括
兩屆「近世意向與文化轉型」國際學術
研討會，兩度邀集來自美、日、 韓、
越、馬、星、港、中、台等多國地區知
名學者近四十人，發表論文獲得各界矚
目，第三屆的同一會議在馬來西亞檳城

舉行時，文芳教授亦擔任共同召集人。
後又籌辦四次「東亞漢學工作坊」，包
括十五個系列卅四場「國際漢學講座」，
講者分別來自英、美、日、韓、越、捷
克等知名漢學家。在台灣本島，她也曾
主辦了四場別開生面的人文講座「清談
沙龍」，提出民國學術、台灣位置、人
文收藏、散步行遠 等人文主題，邀集台
灣名流進行對談。

此外毛文芳教授自 2009 年到 2015
年擔任〈中正漢學研究〉期刊總編輯
六年、中研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訪問學
者、韓國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訪問
學者、以至現今的哈佛大學訪問學者，
毛教授認為她所以能從事以上國際學術
交流活動都要歸功於過去數十年台灣對
中華文化的維護和發揚，使得其他國家
的漢學家近悅遠來。雖然宝島內外的政
治議題紛爭不休，但台灣仍然保有一塊
安靜的地方讓學者鑽研學問，加之多年
來政府對教育建設的振興和加強，培育
新一代的人才，當年的中央研究院院長
胡適和台大校長傅斯年、錢穆等也致力
薪火相傳，使得中華文化的正統沒有斷
層，台灣在漢學方面所積累的研究成績
也在國際之間舉足輕重。

說到培育人才和薪火相傳的文化使
命，為什麼毛文芳教授當初會踏入明清
文學和圖像之學 ? 她說「人」和  「學
問 」都是緣份，人生的命運也是一種緣
份，她初中就讀桃園中學，進高中考取
台北的一女中，心中有了一種醒覺，並

且受到班導師的影響，特別喜歡詩詞歌
賦，自小喜歡做才女，聯考進入師大中
文系，畢業當了中學教員，課餘去學書
法、畫花鳥，「  但忍受不了自己的一
隻鈍筆」 ，「於是棄墨逃筆」，在研
究所時代回到師大旁聽「西洋美術史」
和「中國美術史」，後來又到台大藝術
史研究所旁聽前故宮博物院院長石守謙
教授的四門課，進一步建立她對中國畫
史與相關論題較為系統性的認知，尤其
石教授在每一 回將近四小時的討論課堂
上，循循善誘，反覆帶領學生訓練細密
思維與入理探求，凡此經驗對她的影響
至為深遠。

她年少時便相信研讀中文有遠景，
如今所從事的研究工作成為歷史洪流中
的一小段，在目前的氛圍之下，兩岸都
公開資源，如果做研究有需要、或機緣
巧合，她會去對岸查看資料，和學者交
流、互通有無，這樣一來也對中華文化
有利。不過近年來她眼見台灣的年輕一
代逐漸趨向在島內尋找舒服的生活圈，
不再像早先的留學生出外遊學或尋求發
展，譬如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就曾說
過： 該校所提供研究「台灣文學」的獎
學金名額鮮有台灣的學生問津，長此以
往，自然會造成台灣的「邊緣化」，不
得不令人引以為憂 ！

蕃薯和芋頭的結合

毛文芳教授出生于台灣桃園縣，父
親是從大陸江蘇常州來台避難的少年
兵，母親出自台灣農村，毛教授自謂「蕃
薯」（俗稱外省人）和「芋頭」（俗稱
本省人）的下一代，家境清寒，母親以
家中客廳作工廠，貼補家用，父母全力 
栽培了三名子女成為兩個博士和一個碩
士。

毛文芳成長于台灣教育機會平等和
經濟起飛的七十年代， 她沒有一窩風去
學理工或商業管理，而依自己的興趣投
入文學和中國美術史，隨後鑽研明清文
學和圖像之學的領域，她本身的成長過
程充滿時代變遷的故事，在這篇訪問中
和她一同回顧台灣往昔的經濟和教育建
設成果，聽學者吐露今後恐被邊緣化的
隱憂，格外發人猛醒。

毛文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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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入夏第一天，全美國許多州
的汽油稅都漲了，漲幅令人嚇嚇跳，
其中伊利諾州漲了 100%，從每加侖
19 ¢ 增加到 38 ¢，漲幅最大，其次
是俄亥俄州，每加侖漲 10.5 ¢，加州
不遑多讓，每加侖漲 5.6 ¢，汽油稅
加 10% 消售稅，每加侖竟要多付近 1
美元，使該州成為全美汽油稅最貴州，
目前平均每加侖要付 3.75 美元，這是
市井小民難以承受之重，乘坐 Uber 或
Lyft 的旅客也不得不多付車資了！
      加稅是政府增加財源最殘酷、最
直接手段，苛”稅”猛於虎，在生活
中，面臨萬萬稅，納稅人雖萬般不願，
但付稅是應盡義務，毫無討價還價餘
地！
      加州這次油價上漲是 2017 年為
該州十年內為修建道路籌集 520 億美
元的 SB1 計畫一部分，不過距 1,300
億美元總預算還是不夠，加州為升級
9-1-1 緊急電話系統，也將對所有手

機人徵新手機稅。
其 實 加 州 人 今 年 曾 躲 過 另 一 增 稅，
Gavin Newsom 州長計畫在每月水費
增加一美元以籌集 1 億 4 千萬元修復
250 個加州的供水系統，所幸被議員
把關成功，否則”油水雙漲” ，日子
要怎麼過！ 
     伊州這次汽油稅漲價曾遭致一片撻
伐之聲，由於這是伊州自 1990 年來
第一次漲油稅，州民特別有感，因而
相當不滿，對州政府相當不信任，對
於稅收用於何處充滿了疑慮。州議會
在開會時，不乏激烈嚴肅討論，議員
們當然有權詢問政府將把收入用於何
處，真是用於改善最需要解決的養老
金上面？還是其它的用途？
課增任何稅都有爭議，這次伊州增汽
油稅，駕駛人都受影響，一些伊州人
為節省汽油稅，竟開車到低油稅的印
州去加油。
唉，日子真是難過啊！

     舉世關注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與美國總統川普在日本大阪 G20 峰
會上的會晤如期舉行，世界兩大巨
頭的東瀛會具歷史意義，雖雙方未
簽訂協議，但相互都釋出善意，為
未來談判重新鋪墊了道路。 
     任何成功的談判首在雙方有善
意，有退讓，才可取得共識。習主
席在會談上以小球推動大球的乒乓
外交說明中美建交歷程的珍貴，以
及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對話
比對抗好，那是展現真誠的絕好說
詞。
      另一方面，企盼促成談判以平
息美國國內不滿聲浪，並穩定自己
2020 大選的川普不忘強調與習主席
的友誼，並讚美習近平是 200 年來
最卓越的領袖，這是霸氣十足的川
普對別人相當罕用的溢美之詞。
     正因為兩位領導人相互肯定，所
以會談中，川普收回先前對中國華

為的禁令，同意美國高科技公司續
售產品給華為，並答應不再對中國
加徵新關稅。當然習主席也承諾中
國將恢復向美國購買農產品，因盛
產農品的美國中西部各州是川普的
票倉，也是他優先保護的地方，如
今總算確保了支持他的農民生計未
受損害。
     當然這次習川會並未對諸多的協
議細節有所著墨 , 川普對華為的解
禁是否包括谷歌和 Android 等軟體
系統未定，華為是否已從管制清單
除名也未知，華為公主孟晚舟在加
拿大被拘捕以及美國是否開放 5G 市
場給華為等關鍵問題，川普也未有
表態，僅說要留到談判最後去解決，
而習近平強調兩國要在平等互惠以
及不能侵犯中國主權原則下談判，
又讓企圖改變中國經濟體制與結構
的川普難以如願，重啟後的貿易談
判還有長路要走…………………。

天下有新聞 新聞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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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各城市這兩天舉行同性戀大
遊行，紐約與芝加哥兩市最受注目，
紐約州長柯謨出席了定名為世界同
志大遊行 World Pride 活動，與來自
一百五十多個國家三百萬同志同慶，
他們身著彩虹服裝，在市中心狂歡 , 
也紀念石牆暴動 Stonewall riots 五十
周年，場面瘋狂！
      同性戀在美國爭議非常大，Gay 
這個英文字剛出現時 , 曾被視為離經
叛道的齷齪字眼 , 斷袖之癖的男人被
人不屑 , 但五十年前位於紐約曼哈頓
男女同志、雙性戀和變性人聚集的
Stonewall Inn 酒吧遭警方突襲，同志
們起而反抗，製造一場引人注目的暴
動。
      五十年年來，石牆暴動演變成同
志們爭取承認的鬥爭。
      美國政治人物原不願對同性戀表
態，但歐巴馬上任總統後公開支持，
最高法院在 2015 年通過同性婚姻合

法，同志活動不再受質疑，各行業傑
出同志輩出，芝加哥女市長萊特福特
及參選總統的印第安納州南灣市長
Peter Buttigieg 都是代表人物。
       這些年來，由於道德與宗教等
原因，變性人被禁止在軍隊服役，政
府對愛滋病研究經費也削減，收養和
衛生保健機構可用宗教理由，拒絕向
LGBTQ 人群提供服務和護理，三十
個州缺乏保護 LGBTQ 人群就業、住
房等方面的基本反歧視法。
      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已採取措
施以縮小性別定義範圍，旨在消除對
性別認可，但同性婚姻會像彩虹一般
艷麗嗎 ? 我不認為，在傳統上 , 我們
所知婚姻組合 , 不論一夫一妻制、一
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 , 都限於男與
女取得的婚姻關係。
     婚姻不就是為了傳宗接代 , 延續
香火嗎？從這個觀點看，同性婚姻雖
具合法性，但卻完全沒有正當性！

      正當中美貿易戰與科技戰進入高
深莫測的變局之際，G20 峰會轟轟烈
烈在日本大阪舉行， G20 自 1999 年
在德國柏林成立以來，今已經舉行了
整整的 20 年，毫無疑問，今年算是
歷史上最具挑戰的時刻之一，由於中
美兩國領袖都出席這次的國際經濟
合作論壇，所以習川會成為全球矚目
焦點，G20 的重要性也濃縮為 G02，
換言之，這次峰會是否有實質成效端
視習川交鋒的結果，其他的 G18 都
將黯然失色。 
     猶記去年在阿根廷舉行的 G20 正
逢中美貿易戰開打不久，世人莫不寄
望當時的習川會可以為貿易戰達成
平和協議，然事與願違，川普予取予
求的權謀註定失敗的下場。
      由於中美兩大世界經濟實體的爭
端造成新冷戰的成型，全球經濟增長
放緩、金融風險上升、地緣政治緊張
局勢加劇等危機，特別是川普強調美

國優先的政策，已漸次從國際多邊主
義與合作規範轉變成反對全球化合
作的單邊主義和關稅保護政策，這當
然威脅著世界的繁榮與安全，迫使貿
易、投資、人員交流和多邊合作的困
境 
      G20 的存在有一定程度的功能，
它提醒全世界合作的重要性，以及
各國為追求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努力，
並且通過改革落實世貿組織和規則
以確定戰略發展的方向，然後帶來集
體利益與價值，不僅將解決當前世界
經濟面臨的最緊迫挑戰，也將為二十
國集團注入新的活力，取得實質性成
果。
     期盼這次的 G20 峰會，中美兩國
通過領導人的共識與承諾，打破政策
框架和安全網結構以達成一項相互
都可以接受和承擔的雙邊協議，取得
實質性成果，以緩解世界貿易緊張的
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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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一義，圖／取自網絡
躲在電視機裡淋著電子雪花，不想面對沒有晴天的盛夏，大廈的窗口看著幾場變化，這
些天上演幾多場驚訝，都請不要感到害怕。

1. 阿波羅 11 號 五十週年慶祝活動（Apollo 11 5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at Kemah Boardwalk） 

本週五，克馬爾橋地區將會舉辦紀念阿波羅 11 號登月
五十週年的慶祝活動。
時間：7/19，5pm-11pm
地 點：Kemah Boardwalk (215 Kipp Avenue Kemah, TX 
77565)
費用：免費

2.2019 休斯頓福音節（Houston Gospel Fest 2019 at Enlighten 

Soul Event Center） 

本週的“點亮心靈”演藝中心將舉辦 2019 年休斯頓福
音節，現場還會有各位來自世界各地的福音演奏者帶來
精彩的演出。
時間：7/20，3pm-7pm
地 點：Enlighten Soul Event Center (501 Murphy Road, 
Suite 400 Houston, TX 77478)
費用：$10

3. 拜仁慕尼黑對戰皇家馬德里（FC Bayern Munich vs. Real 

有誰願贈送滿天密雲  說等到天晴再迎蜜運

Madrid at NRG Stadium） 

兩大歐洲足球豪門俱樂部，拜仁慕尼黑與皇家馬德里將
在 NRG 中心帶來一場精彩對決。
時間：7/20，7pm
地點：NRG Stadium (NRG Parkway Houston, TX 77054)
費用：$65

4. 喬· 路 易 斯 與 蜜 月 熊 音 樂 會（Black Joe Lewis & The 

Honeybears in Concert at The Heights Theater） 

著名藍調音樂人喬·路易斯將在高地劇院帶來他的音樂
表演。
時間：7/20，7pm
地 點：The Heights Theater（339 West 19th Street 
Houston, TX 70008）
費用：$20

5.《登月第一人》電影放映（Movie Nite on The Strand: First 

Man at Saengerfest Park） 

瑟菲斯公園將在本週六舉辦一場《登月第一人》電影的

免費公開放映。
時間：7/20，8pm-10:25pm
地點：Saengerfest Park (2300 Strand Galveston, TX 77550)
費用：免費                                                        

6. 格爾維斯頓農務市集（Galveston’s Own Farmers Market 

at The Bryan Museum） 

格爾維斯頓將於本週日，在拜仁博物館門前舉辦匯聚各
本地特色商品的農務市集。
時間：7/21，9am-12pm
地點：The Bryan Museum (1315 21st Street Galveston, TX 
77550 )
費用：免費

7. 市 中 心 2019 哥 倫 比 亞 節（Colombian Fest 2019 in 

Downtown） 

本次市中心的哥倫比亞節將帶來各種中美洲風味美食和
當地音樂家的現場表演。
時間：7/21，11am-10pm
地點：Downtown Houston (Downtown, TX 77002 United 
States)
費用：$15

7.19-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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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所以反悔、想重新談判貿
易協議，是因為他們希望能跟拜登（Joe 
Biden）和那些很軟弱的民主黨人之壹談
判，繼續年復壹年地占美國的便宜。”

美國 2020 年總統大選民主黨提名戰
競爭空前激烈之際，總統特朗普五月的壹
則推文，將 20 多位民主黨對手拉進了對
華政策的格鬥場。

如果民主黨人重掌白宮的話，美中貿
易戰會停火嗎？美國對華政策會轉趨溫和
嗎？ BBC 中文整理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對
中國看法的四大流派，他們的共識是：美
中貿易現狀不可接受，必須做出改變。

關稅戰力挺派

民 主 黨 參 議 員 桑 德 斯（Bernie 
Sanders）與沃倫（Elizabeth Warren）與特
朗普在眾多議題上針鋒相對，唯獨在對華
貿易上，三人立場幾乎如出壹轍。在黨內
政治立場偏進步派的桑德斯和沃倫，皆支
持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

“我認為關稅是重組我們貿易政策的
壹部分，”沃倫最近受訪時說，在必要時
動用貿易關稅，有助於捍衛美國工人的權
益。以對科技巨頭公司、巨富立場強硬著
稱的沃倫，批評中國也毫不嘴軟。她早前
曾公開表示，美國對中國采取的“接觸政
策”是個失敗，中俄為了己方利益，正致
力打造全新的國際秩序。

在對華貿易的強硬程度上，桑德斯與
特朗普、沃倫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桑
德斯呼籲特朗普與民主黨所有的總統參選
人都應承諾，要重新商議美國的所有貿易
協議，並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在貿易
戰中表現強勢的特朗普政府，都未出將匯
率 " 武器化 " 的大招。

桑德斯還提出簽署行政命令，禁止將
工作職位移往國外的美國企業與聯邦政府
有生意往來。

終極目標是打敗特朗普的民主黨人，
必定需要在對華貿易政策上與他作出區
隔。桑德斯的政策方案體現，即便是民主
黨人上臺，對北京不壹定能松壹口氣：美
國對華貿易政策有更趨鷹派的可能性。

貿易戰反對派

民主黨總統參選人之中的溫和派，大

多反對動用關稅，主張要與盟友合作迫使
中國改正不公平的貿易行為。有的參選人
所在的州，正承受著貿易戰重重炮火的陣
痛。

明 尼 蘇 達 州 聯 邦 參 議 員 克 洛 布 徹
（Amy Klobuchar）就是其壹，位於美國中
西部的明州是大豆產區。

“對我們的大豆農來說，這些關稅非
常、非常嚴峻。他們想要做買賣，不想要
拿到壹堆補貼，” 克洛布徹早前受訪時
說。然而，克洛布徹同時支持鋼鐵反傾
銷關稅，也曾批評特朗普對中國電信公司
ZTE 手下留情。

被視為黨內提名大熱人選之壹的參議
員哈裏斯（Kamala Harris）也持類似立場。
她所代表的加州聚集了美國多個科技巨
頭，對中國電子商品和零部件的關稅正讓
蘋果、英偉達等公司蒙受損失。在去年八
月，哈裏斯曾寫公開信要求美國貿易代表
萊特希澤對提高關稅三思。

亦是出於維護美國高科技產業的利
益，哈裏斯保護知識產權、打擊強迫性技
術轉移的立場較為強硬。去年底，她曾在
國會推動經濟間諜法的修正議案，賦予檢
察官更大權力來懲處竊取美國商業機密的
外國個人或實體，矛頭直指中國。

對中國的“偷盜”行為不滿的民主黨
參選人，遠不止哈裏斯壹位。“中國的行
為像海盜壹樣。”總統選舉參選人、商人
迪蘭尼（John Delaney）接受 BBC 中文采
訪時說，美國應“擦亮眼睛與不遵守國際
貿易規則的”中國相處，“但不是以如今
貿易戰的方式”。

他抨擊，貿易戰傷害美國制造商、消
費者和工人的利益，特朗普政府還可能會
接受中國的膚淺讓步，例如大量購買美國
商品，長期損害美國的科技領先地位。迪
蘭尼對 BBC 中文表示，與中國談判貿易
的最優方式是，美國政府與私營部門、各
方盟友團結壹致，並重新加入跨太平洋夥
伴關系協定（TPP）。

戰略模糊派

在總統選舉的初期，美國國內議題是
毋庸置疑的辯論焦點，因而壹些參選人目
前在外交議題保持上戰略模糊，未公布詳

細政策。唯壹的華裔候選人楊安澤在競選
初期深耕占美國人口 5.6% 的亞裔社群，
但對可能引發爭議的美中、臺海等外交政
策問題未作深入詮釋。

楊安澤的官網上列出了近百條政策方
針，其中只有壹則與外交政策相關，主張
美國不要過度參與海外爭端，需要團結盟
國。楊安澤早前受訪時曾說，如果他當上
美國總統，中國政府會願意與他對話。

“我相信比起以往的美國領導人，我
更懂得中國人的思維和部署。” 不過，在
美國出生長大的楊安澤也自我解嘲稱，自
己的中文水平馬馬虎虎。參選前從事科技
投資的楊安澤認為，中美需改善貿易逆差
問題，但貿易戰缺乏建設性，關稅朝令夕
改的貿易環境讓企業無法訂立計劃與平穩
運作。

暫時還未深入闡述對華貿易政策的
參 選 人， 還 包 括 初 選 中 的 黑 馬、 冉 冉
升起的民主黨政治新星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37 歲的布蒂吉格是曾在阿富
汗服役的退伍美軍，會講七門語言，從政
前曾為美國企業提供海外經商的政策咨詢
服務，外交政策應是他的強項之壹。

他在六月中旬公布外交政策框架，然
而對中國依然語焉不詳。布蒂吉格表示，
對華關稅是壹個“戰略失敗”，但中國的
確對美國構成挑戰，他形容，中國的政治
經濟體制是“獨裁資本主義”。“我不
是那些認為中國不值得我們擔心的民主黨
人。”

香港反《逃犯條例》示威期間，布蒂
吉格以推文表示，美國應繼續支持香港保
有民主開放的價值觀及司法獨立。

他早前受訪時說，中國是世界上最有
戰略性的國家之壹，相比之下，總統特朗
普缺乏計劃。布蒂吉格強調，美國需要公
平的貿易，必須解決貨幣匯率操縱、知識
產權偷盜等問題，“但需要通過協商，而
不是毫無計劃的關稅戰。” 他認為，美國

消費者是對華關稅的最終受害者。
除了反對關稅外，布蒂吉格似乎透過

現象看到了本質。他說，貿易戰並非只關
乎貿易逆差，而是中美兩種管制模式在本
世紀的對決。“我很清楚哪個模式是最優
的，但妳會看到，中國模式被推崇為可靠
的替代品，因為我們的模式看起來混亂而
不穩定，而他們的模式創造了經濟增長。”

勿誇大中國威脅派

民主黨內民調排名第壹的前副總統拜
登（Joe Biden）的對華態度，在黨內參選
人當中可算是自成壹派。

五月初時他說，中國崛起對美國的威
脅被誇大了。“中國會吃掉我們的午餐？
拜托，他們搞不定在南海和西部山區的巨
大分歧。他們搞不清楚要怎麽處理體制內
的貪汙。他們不是壞人……他們不是我們
的競爭對手。”拜登當時如是說。

近日，他的態度卻有了 180 度的變化。
六月中，拜登在愛荷華州的拉票活動中
說，美國“正在與中國競爭”、“需要對
中國強硬”。他批評中國以欺騙的方式增
長經濟和科技實力，但拜登將主要矛頭指
向特朗普。“當特朗普正在攻擊我們的盟
友，中國正在全球增進優勢。如果我們繼
續走特朗普的道路，我向妳保證，中國讓
我擔憂。”

拜登修正他早前的對華態度，逐漸向
黨內中間溫和派的立場靠攏：反對貿易關
稅，批評特朗普的貿易政策違反市場原
則、損害美國消費者、農民及工人利益，
提倡美國聯合盟友打擊中國“不公平”的
貿易作為。

他的競選團隊早前對美國媒體 Politico
透露，拜登已準備好與特朗普就中國議
題交鋒。“特朗普反復無常而沖動的對
華政策，正讓美國家庭遭受經濟上的痛
楚，”拜登的副競選經理貝丁飛（Kate 
Bedingfield）受訪時說，“拜登會團結我
們的盟友，讓中國承擔責任。”

值得壹提的是，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多年來的接觸頗多，是第壹位與習
有深入交流的美國政治人物。他難以回避
的政治履歷，還包括奧巴馬政府對中國貿
易相對溫和的立場。這在許多美國人看來
是軟弱的不作為，造就了特朗普任內貿易
鷹派的崛起，也可能成為拜登競選路上的
負資產。

                                                 (BBC)

中美大變局下的對華態度：民主黨初選

  產生了四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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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直擊靈魂深處的拷問，現在已經是
上海人們的日常。根據上海市發布的《垃
圾分類處理條例》，7 月 1 日起，個人沒
有將垃圾分類投放最高罰款 200 元人民
幣，單位混裝混運最高罰款 5 萬元人民幣。
垃圾分類成為了熱議話題，阿拉上海寧壹
門心思統統撲在垃圾上。討論著垃圾怎麽
分類，什麽時候扔垃圾。

現在，只剩不到壹周的時間，這座國
際大都市的市民們為了壹袋小小的垃圾，
拿出了堪比高考的拼搏精神。

妳是什麽垃圾？普通市民無法分辨

設想壹下這樣的場景，每天下樓扔垃
圾時，都要看著壹堆豬骨頭、紙巾、沒吃
完的胡蘿蔔等等等等，捫心自問：我這到
底是什麽垃圾？即便不對自己發問，垃圾
回收點的誌願者和監督員大爺大媽們，也
會負責任地問妳壹句：妳是什麽垃圾？這
個問題的難度，不亞於高考數學。

在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公布的
《生活垃圾分類投放指南》中，上百種垃
圾的垃圾分類圖，令人眼花繚亂。按照這
壹指南，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為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幹垃圾、濕垃圾四大類。 即便
如此，什麽垃圾歸屬哪壹類，仍然讓人傻
傻分不清楚 。

吃完的豬骨雞骨都是食物殘渣，應該
都是濕垃圾吧？抱歉，豬骨是幹垃圾，雞
骨是濕垃圾。因為豬骨個頭大，容易損壞
粉碎機刀片，所以歸類為不可回收的幹垃
圾。雞骨頭則細碎壹些，容易處理，屬於
濕垃圾。

萬不是夢。
上海垃圾太多了

這種趨勢背後，卻是壹個讓人難以輕
松的事實。2019 年初，上海市給出的兩個
數字可以看出，上海正面臨著嚴峻的垃圾
圍城現狀。2018 年，上海市每天生活垃圾
清運量接近 2.6 萬噸，年均生活垃圾產生
量超過 900 萬噸。 粗略估算，如果用 2.5
噸卡車來運送，上海每天產生的生活垃
圾，所需車輛頭尾銜接便可繞上海內環壹
圈。

其實在 2016 年 1 到 6 月份，上海建
築垃圾申報總量達 3915 萬噸。 最高峰時，
上海 4 天產生的建築垃圾就能堆出壹座金
茂大廈 。金茂大廈曾是中國大陸最高的大
樓之壹，樓高 420.5 米。

垃圾處理的難題，在壹些人眼裏卻成
了灰色商機，有人專門做起了垃圾偷運生
意。 上海自身處理城市垃圾的能力已接
近飽和，導致本地處理垃圾的成本越來越
高，而在上海周邊，處理垃圾的成本則相
對低廉很多，壹些人因之乘隙而入，做起
了垃圾生意，並形成了壹條灰色產業鏈。

據新京報 2016 年報道，當年 6 月下
旬，蘇州當地民眾發現，有多艘裝載上海
垃圾的貨船晝伏夜出，將壹船船散發異味
的垃圾倒在太湖的掌上明珠西山島上。

7 月 14 日，江蘇海門新江海河畔，
又有兩艘滿載上海垃圾的船只，在當地偷
倒垃圾。初步測量發現，現場傾倒的垃圾
1000 多噸。

近日，趁著上海試行垃圾分類，餓了
麽上線了代扔垃圾服務，在 App 首頁的跑
腿中可以使用。有媒體稱，壹單 12 塊，
跑腿範圍不超過 3 公裏。海報上特意註明
垃圾已分類，麻煩幫忙扔壹下，也也意味
著客戶需要自己分類，適合腿腳不方便的
客戶。

但有人下單體驗後卻發現，對於怎麽
分類小哥壹問三不知， 最後經商量取消了
訂單。

                                       ( 時代周刊 )

還有朋友提出壹個難度等級極高的問
題。 喝了壹半的珍珠奶茶，屬於什麽垃
圾呢？網友給出的答案是，先把奶茶瀝幹
凈。把珍珠倒到濕垃圾，把杯子扔到幹垃
圾，再把杯蓋放到可回收垃圾。復雜程度，
讓人不敢再喝奶茶。

分類難度究竟有多大？

日常生活中，有壹些垃圾究竟是否有
害，或者是否可回收，普通人很難分辨。
比如說，同樣是塑料制品，熱固性塑料是
難以回收再生的，而熱塑性塑料則容易回
收再生， 但是普通人是沒有能力做判斷
的。

像聚氨酯做的鞋底，又分為熱固性聚
氨酯鞋底和熱塑性的 TPU 鞋底。另外，
普通橡膠是交連網狀結構，無法用註塑機
加工，而熱塑性橡膠 TPR 是熱塑性的。 
這種鑒別只有專家才能做到。

普通市民即便想要分辨，也只會有心
無力。壹些看起來外表相似的材料，比如
玻璃纖維做的酚醛樹脂玻璃鋼或環氧樹脂
玻纖材料，是很難回收循環使用的，但是
PVC 硬質材料，玻璃纖維增強的 PPR 和
尼龍材料，是很容易重新回收使用的。這
其中的區別多數市民並不能區分。

如果市民真的能夠輕松分辨了，應該
已經變成活的百科全書。垃圾分類難度極
高還只是其壹，另壹個終極考驗則是，定
時定點回收垃圾。以加班為日常的上班
族，才是真的有些絕望。

垃圾不是妳想扔，想扔就能扔

為了推行新的垃圾分類辦法，上海壹

些小區把垃圾桶撤了，就是防止住戶隨時
丟垃圾，讓大家分好類再來。沒有了垃圾
桶，垃圾只能在規定時段的規定地點投
放。

根據《上海市生活垃圾定時定點分類
投放制度實施導則》的規定。住宅小區壹
般每 300 至 500 戶居民設置壹個定時定點
投放點，定時定點投放點開放時長壹般為
每天 3 至 4 小時，並選取居民投放垃圾的
高峰時間段。 而大多數小區集中在早上 7
點到 9 點，晚上 5 點到 8 點之間，開放定
時定點投放點。

假以時日，垃圾回收站會成為小區裏
人氣最旺的地方，每天扔垃圾就像趕集壹
樣。壹邊扔垃圾，壹邊聊家常，增進鄰裏
和睦。但是這難倒了壹些下班時間不定或
是較晚，以及通勤時間很長的人。即便 6
點準點下班，如果住處離工作地點很遠，
壹旦長達兩個小時以上，就錯過了晚上的
開放時段，只能在第二天早上再扔。

忍不住的市民，則會半夜偷偷扔垃
圾。但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壹旦被發現，
還可能面臨處罰。 在大部分時間不能投放
垃圾的情況下，壹個大容量的垃圾桶就成
為市民的剛需。

在購物網站上，有些幹濕分類的高級
垃圾桶甚至已經賣斷貨了。來自京東的數
據顯示，18 日 0 點開始半小時內，垃圾處
理器的銷售額就達到去年同期的 3.5 倍。
分地域來看，率先推進垃圾強制分類的上
海買走了全國 12% 的垃圾處理器。另外，
蘇寧提供的數據顯示，6 月 1 日至 13 日，
垃圾處理器全渠道同比增長 612.85%，位
列第壹的上海地區同比增長 991.96%。

但大夏天的，剩飯剩菜壹直放家裏，
味道簡直不要太美妙。 於是，各項衍生服
務也出動了，比方說，代扔垃圾。要知道，
制造垃圾只要壹分鐘，垃圾分類十分鐘都
不壹定夠用。網上預定個小哥，就可以實
現線下廢品小哥上門回收垃圾。雖然分類
還是得自己來做，好在不需要每天趕集。

有從事垃圾上門回收的小哥表示， 基
本上每個月收入有壹萬多元，比以前多了
三四千。做上門回收，只要勤快，月入過

妳是什麽垃圾？” 

上海人被分類逼瘋，垃圾逼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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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是中國買單”，真的嗎？

五月初，特朗普突然宣布由於中國對已達成的協議
內容反悔，美國將上調對 2000 億美元商品的稅率。隨
後，他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稱，對於突然停下來的
貿易談判沒必要著急，因為加征的關稅將由中國支付，
而且，“這些巨額資金將直接到美國財政部”。

特朗普似乎傳達了壹種邏輯，即征收關稅與征收個
人所得稅壹樣簡單——稅務部門開出稅單，個人照單
繳納，錢進入財政部。

特朗普的說法甚至連自己的幕僚都不同意。白宮經
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此前向美國媒體表示，
任何從中國購買商品所附加的關稅，事實上是美國公
司在買單。而且，如果這些公司把上漲的成本傳遞到
商品的售價上，那麽美國消費者也將為此買單。

消失的訂單

去年 7 月以來，美國先是對 340 億美元商品征收
25% 關稅，隨後對 160 億美元商品征收 25% 關稅，然
後擴大到對 2000 億美元關稅征收 10% 關稅，到今年五
月再將 2000 億美元商品的關稅提升到 25%。目前，美
國共對價值 25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征收 25% 的關稅。

然而，2500 億美元的數字是根據往年貿易規模測算
的。而因為關稅成本大幅上漲，很多訂單可能由於無
利可圖而消失。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報告顯示， 從 340 億
美元、160 億美元，到 2000 億美元，三部分中國商品
清單中，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均急劇下降。

340 億美元清單上的中國商品，在關稅實施三個月
後，進口額同比下降超過 20%。160 億美元商品清單，
在關稅實施後三個月，進口同比降幅超 30%，今年初
下降超過 40%。2000 億美元清單商品最大單月同比降
幅在 10% 左右。

相應地，在中國加征報復性關稅後，美國對中國的
出口也大幅下降。中國加征的 340 億美元的美國商品
清單，在去年 10 月同比降幅壹度達 80%。

這些消失的貿易訂單，或者轉移到其他國家，或者
因為價格上漲需求下降而幹脆消失，但沒有發生貿易，

距離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已近壹年。壹年

來，中美兩國相互加征關稅涉及超過 3000 億美元

的商品。這些關稅究竟由誰支付？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說法。近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

壹份報告或許可以更客觀地回答這個問題。

關稅也就無從談起。
例如，在美國征收關稅的商品中，美國從墨西哥的

進口大幅增加。8 月份對來自中國的 160 億美元的商品
清單實施關稅之後，來自墨西哥的進口增加了約 8.5 億
美元，幾乎抵消了來自中國的近 8.5 億美元進口的急劇
減少。

隱形買單者：美國消費者

對於那些沒有因關稅消失的貿易訂單，關稅確實被
征收了。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人員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
數據發現，因關稅上升造成的成本幾乎全部由美國進
口商承擔。因為，加征關稅前後，從中國進口的跨境
價格幾乎沒有變化，而美國進口商支付的進口價格急
劇上漲的幅度與關稅幅度壹致。

這些關稅價格被分為兩部分消化：壹些關稅由進口
商通過降低利潤率吸收，另壹些則已轉嫁給美國消費
者。

據 國 際 貿 易 顧 問 公 司“ 貿 易 夥 伴 ”（Trade 
Partnership）的壹項研究估計，關稅可能使普通的美國
四口之家每年多出 767 美元的花費。

進口商這麽做實屬無奈。對於不少美國公司而言，
選擇中國以外的供應商並不容易。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為進壹步增加關稅舉行為期七
天的聽證會。聽證會上，嬰兒門、兒童加高座椅和便
攜式遊戲圍欄生產商 Regalo International LLC 總裁馬
克·弗蘭納瑞（Mark Flannery）表示，將生產轉移到越
南的產品報價要比目前中國生產的成本高 50%，墨西
哥的報價還要高。該公司的產品主要使用中國制造的
鋼鐵。弗蘭納瑞表示，“目前，除了中國，還沒有其
他國家在生產金屬嬰兒門。”

                                                           (BBC 中文網 )

中美貿易戰：

開打近一年，誰在承擔巨額關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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