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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8 月初，
黎 巴 嫩 貝
魯 特 港 口

發生驚天大爆炸，造成至少158人死亡，6千多人
受傷，21人仍下落不明的事件。事件疑點重重，
死傷枕藉，災情慘重。當天的爆炸力，達至上世
紀四十年代美國投在日本廣島的原子彈爆炸力的
1/5 ，貝魯特仿如世界末日。爆炸產生巨大火球和
紅色煙霧，港口一片頹垣敗瓦。大爆炸產生巨大
蘑菇雲，威力等同3.5級地震。爆炸產生的衝擊波
威力強勁，如電影情節般瞬間 「淹蓋」附近樓宇
，幾乎整個貝魯特都受到波及，總統官邸也受損
毀，現場一片頹垣敗瓦如末日廢墟，死傷者遍布
街上，室內也有人遭玻璃等雜物擊中致死。居民
除了被嚇呆，腦海亦湧起1975年至1990年內戰受
戰火摧殘的恐怖回憶，甚至覺得過之而無不及。

今次爆炸威力是當地前所未見，遠至160公里
外的塞浦路斯也有建築物玻璃窗被震毀，有身處
距現場2公里以外的民眾稱， 「像核彈爆炸，損毀
廣泛和嚴重，覆蓋全市。部分遠至2公里外的建築
物被震至倒塌」。駐守港口的士兵形容現場如災
難，滿地死者，救護車不停載走遺體，一名二十
多歲女子向安全部隊大叫，她的兄弟在港口工作
，下落不明。一名七十多歲退休教師說，即使經

歷內戰時也無見過此情況， 「周圍建
築物都倒塌」。目擊者稱，見到光球
，煙霧瀰漫全市， 「人們尖叫、奔跑
、流著血」。據悉，黎巴嫩總理迪亞

布的妻女和顧問受傷，荷蘭大使夫人不幸身亡，
中國駐黎巴嫩使館指暫無中國公民死亡和重傷。

巨大爆炸一度引起外來襲擊的揣測，有指倉
庫藏有黎巴嫩真主黨的武器遭以色列攻擊，但雙
方迅速否認。黎巴嫩總統奧恩稱，爆炸相信是由6
年前被當局充公，存放在倉庫內可用作肥料及製
造炸彈的2,750噸硝酸銨引起，有報道指該存量等
同3千噸TNT炸藥威力。當局揚言會追究責任，
港口經理則指曾多次要求當局移走那批硝酸銨，
但無人理會。倉庫也存有其他化學物品，恐產生
毒氣危害健康，另外港口炸毀影響糧食運輸，食
物供應或短缺。不少人把慘劇發生歸咎於政府，
有居民稱︰ 「我們正經歷經濟危機，人民都在捱
餓，而這些賊及掠奪者(官員政客)，會賠償民眾損
失嗎？誰會賠償給那些痛失摯愛的人？

在爆炸的一瞬間，居民突失聽覺 ， 「全城迅
速降下玻璃雨」

一位各叫納斯魯拉(Hadi Nasrallah)居民，事發
時正乘搭的士回家，他見到倉庫起火，但沒料到
會爆炸， 「我見到閃光後，便甚麼也聽不見，我
望望司機，想知他是否跟我一樣(聽不到)、確定那
不是我的問題。他一停車回望，我們便突然聽到
非常大的爆炸聲。玻璃碎從天而降，落在的士、
附近車輛、商店及建築物上，整個城市都降下玻

璃雨」。納斯魯拉所住地區，過去曾發生多次汽
車炸彈襲擊及刺殺陰謀，但他直言今次爆炸駭人
程度，是他從未經歷過，猶如 「火山爆發」一樣
。爆炸力的衝擊波，強勁有力，把居民推跌數米
之外。英國 BBC 女記者辛賈布(Lina Sinjab)指，
「我所在大樓搖晃得像隨時會倒塌，窗戶全都被

強行扯開」。另有居民說︰ 「爆炸威力把我推跌
至數米外，我頭暈轉向，全身是血。它勾起我另
一次經歷過的爆炸，就是1983年美國駐貝魯特大
使館受襲那次。」有人則說︰ 「今次爆炸把黎巴
嫩人帶回戰爭時代」。

大爆炸之時，貝魯特半個城市全遭毀滅。黎
巴嫩總理府內的大門，也被炸開飛起。港口下陷
、郵輪沉沒，整個港口被大火吞噬，海上船隻難
逃火勢，建築物夷為平地，現場有如核子浩劫後
的殘破景象。貝魯特省省長馬萬·阿布德(Marwan
Abboud)說，爆炸造成30萬人以上無家可歸，經濟
損失高達30億美元。他說，各機構正在為這些民
眾努力提供住所，食物和水。

爆炸發生在當地時間8 月4日傍晚6點10分左
右。當地記者正在分社辦公室電腦前工作，突然
感到大樓在劇烈晃動，一開始以為是地震。晃動
結束，猛地傳來巨大爆炸聲。記者第一反應就是
，爆炸千萬別把玻璃震碎。爆炸聲震耳欲聾，北
部比布魯斯、南部賽達等多個城市的居民都能聽
到。爆炸後，記者在陽臺上看到遠處升起粉紅色
蘑菇雲和濃煙，趕忙衝到樓頂拍攝新聞照片。當
時外國記者所在的辦公大樓，距離港口大約有5公

里之遙。
記者趕往現場，看到整個爆炸區域以及周邊都被
軍警封鎖，大量救護車、消防車和軍車聚集，正
忙著運送傷亡人員和滅火，軍方亦出動多架直升
機幫助滅火。記者看到，港口大門外被封鎖，倉
庫頂棚被炸爛，集裝箱被炸飛，附近建築損毀嚴
重，濃煙密布四周。軍警在周邊區域設置封鎖線
，禁止無關人員進入港口區。
在距離爆炸點不到100米的一處修車廠，記者看到
一名年紀較大的修車工。爆炸的衝擊波導致他從
樓上掉落，墜樓再加上驚恐，這位修車工面對記
者時已無法開口話。修車廠很多員工受傷，已被
送往醫院。

貝魯特城市不大，爆炸時，好像整個城市發
生了劇烈地震。爆炸導致市內多個街區嚴重受損
，幾乎整個城市都受到波及，遠離爆炸中心的建
築物玻璃也被震碎。由於衝擊波太強烈，距爆炸
地點10多公裏的黎巴嫩總理府也有玻璃被震碎。
黎巴嫩最北部城市的黎波裏和南部城市提爾都聽
到了爆炸聲。黎以邊境的中國維和官兵看到了天
邊出現的 「粉色雲彩」。

貝魯特大爆炸後滿目瘡痍。港口地區一帶被
炸至下陷海中。爆炸亦導致一艘郵輪沉沒在貝魯
特港，2名船員不幸遇難，7人受傷。該郵輪公司
老闆稱： 「非常不幸的是，在貝魯特港口停靠的
東方女王號郵輪因爆炸遭受了嚴重破壞，幾番掙
扎之後，終沉沒在貝魯特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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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六月有飛霜？

自今年3 月美國受新冠病毒疫情困
擾，筆者任職之美國校區全面封閉，儒
生一天 24 小時，被迫蝸居在家，幾乎
「百無了賴」。幸好有份心儀副業，乃

從事美港澳三地報刊專欄文章寫作，每
天一篇，月成 24 篇（因為周日需要停
筆休息），倒也鬆應對，不過閒賦時間
也有不少。看一看家中書房藏書過千，
但自問亦非全部已畢，思考之下，不若
就利用這段罕世難逢的避難時光，在房
中飽覧，無負寶貴寸陰。

想到今年鼠年的種種兇兆，熟令至
之？坐言起行，立刻找來風水八卦書冊
，一觀究竟，祈求可以解釋： 何以中國
國民以至世界各地民眾，今年受害如此
之深？

細看之下，感概良多，即成小詩，
先供大眾一看。詩曰︰

太歲庚子年，人民多暴卒。春夏水
淹流，秋冬頻飢渴。

高田猶及半，晚
稻無可割。秦淮足
流蕩，吳楚多劫奪
。

這是從 「皇極經世」一本北宋邵雍(
邵康節)所訂立的一套用周易的預測學看
後的想 法。他用的是一個統計學的方法
，把北宋以前中國的歷史，用易經六十
四易編排，以易經卦內之吉凶，與當年
發生的事配吉凶，因而推出一套術數規
律。

根據這套方法推算，今年2020年屬
於地火 「明夷」卦，地在上，火在下，
它的各種兆象之中，火的兆象在古代是
代表飛鳥，比喻一切在天上可飛之物，
所以火在地下。筆者年初估計今年是飛
機有較多失事之意外，結果是今年因為
冠狀肺炎，世界各地都出現了一次史無
前例的國際航空大停頓，各地的飛機都
要停在機場，應驗了明夷卦，飛機在地
之兆，但是在大部分民航都停飛下，今
年七個月，世界各地的民航及空軍的失
事也非常頻繁。

民航方面，各統計的意外已有七宗
，其中包括1月26日美國籃球明星高比
拜仁的私人直升機墜毁身亡，1 月 8 日
烏克蘭航空752號被伊朗誤用飛彈擊落
，5月22日巴基斯坦航空8303號降落時
墜毁。這些都是有人傷亡，還未包括一
些驚險而傷亡少的事件。但與此相比，
今年各國空軍之傷亡比民航更大，可能
是因為疫情期間，空軍未有減少訓練有
關。

今年3月30日解放軍一架直升機在

香港大欖郊野公園墜毁，十分罕見。台
灣今年也災情慘重，1 月 2 日台灣空軍
一架黑鷹直升機失事，其參謀總長及多
名軍官死亡，6月4日，台灣一架F16戰
機，在基隆山區墜毁，最近的漢光演習
，也有另一架直升機墜毁。

今年是美國軍隊意外最慘重之一年
，1月初在菲律賓海域演習時，有一架
直升機墜毁。5月16日，一架最先進的
F22，5月21日一架F35，同在佛羅里達
州墜毁，6月15日一架美軍F15在英國
蘇格蘭外海墜毁，可以說美國現役的王
牌機，全都發生意外。加上疫症使美軍
航母停駛，改裝的直升機航母又發生大
火，可謂福無重至，禍不單行。

今年只過了半年，疫症影響全世界
，根據推斷下半年之天災會較多。4 月
開始，中國疫情受控後，便出現江河大
水就是一例，所以今年年底，就算疾情
受控，航班恢復，大家在聖誕及新年期
間要去遠行，還是要小心為上。

近日新型冠狀肺炎第三波在香港爆
發，政府大為緊張，但是外國防疫不力
，這疫症是不會在短期內完全消失。香
港之疫情再發，與時運星辰轉變有關，
剛不久前6月21日，香港出現日食，在
下已預告這是個不祥之兆。

今年之天星布局中，木星、土星及
冥王星三星集中於香港之中天位置，三
星之中冥王星離太陽系最遠，所以行動
非常慢，259 年行周天一圈，今年及
2021年幾乎在香港中天停留小動。

三王星中，火星、土星是兩顆惡煞
，所到之處多為災禍，今年是多事之秋

，2019 年 12 月 26 日日食，位置正在此
木、土、冥王及金星附近。2020年1月
中，土星與冥王星相會同宮同度，所以
才出現肺炎疾病，之後土星慢慢移離，
而木星在土、冥之後方向冥王移動。

6月21日日食在香港分野中天附近
，這是個不祥之兆，而木星在 7 月 5 日
剛與冥王星相合，木星本來是顆吉星，
摩羯座(丑宮)是以土星為星主，木星現
在土星宮內，是木剋土，木為蠱毒，也
是細菌、瘟疫及四足蟲之禍，所以今年
除了肺炎之外，北非蝗蟲正東飛到印度
、尼泊爾，西飛到南美烏拉圭。術數之
應驗是講求天時、地利、人和，古人所
稱之三才，天時是時間寒暑等天氣之轉
變，古人已將這虛幻的因素，規劃成三
元九運飛星等規律，地利是當地地方之
風水及星辰分野。這兩者都是所謂先天
之因素，但人和則是各人面對這情況的
不同反應。

今次疫情，香港人及中台人士，大
都依照醫生建議戴口罩，但是西方人應
為戴口罩不自由，不舒適而拒絕，結果
那鼓吹不戴口罩的巴西總統自己也中招
。6月後，疫情在香港再爆發，除了是
木冥相合及日食之應驗，部分人防疫不
力也是個漏洞。

北京近月出現不同的異象，5月21
日兩會在疫情下在北京舉行，但在5月
20日晚，反常雷電大作，21日暴雨，導
致有飛機航班要改降其他機場。7月12
日上午，北京正東的唐山市古治區發生
了一次 5.1 級地震，北京地區也有震感
。在堪輿學上，唐山是北京之正東大門

，其兆象直接影響京城，所以1976年唐
山在 7 月 28 日發生 7.5 級大地震，死了
幾十萬人，而朱德、周恩來及毛澤東這
3 位最高領導人，都在當年逝世。

今年九宮飛星，五黃煞在東，北京
東方地震是動了五黃煞，可幸是只有
5.1級，並不是大災。而在7月28日下午
，在北京東城區，在炎炎夏日中，突然
出現小雪花飄落之現象，這些小雪花觸
手即融化，古人稱這雪花為 「霰」，因
農曆為六月初八，所以應該算是真正的
「六月飛霜」。

民間熟悉這個天氣反常現象，是因
為元代戲曲 「竇娥冤」的故事，但是其
真正典故，乃來自春秋戰國陰陽家鄒衍
，他當時仕於燕惠王，但惠王誤信讒言
而把他下獄。他入獄後仰天大哭，哭情
震天，在六月炎熱天氣下，竟然下起飄
雪，代表他的指控，是大有冤情，他因
而被釋放，竇娥冤的故事是她受冤判死
刑，她死前發誓，死後三天夏日三伏天
，因她含寃，夏天也下大雪。

這三個 「天兆」，都發生在北京，
北京是中國之首都，聚集全國各地不祥
之兆，今年中國之氣運不好，年初疫情
遍全國，5月中至今長江沿河大洪水，
經濟也下滑，6 月後又在香港推行 「國
安法」，凡此種種災情，都是應驗今年
中國國情不感太樂觀。

在古代，凡有上述 「天兆」，是代
表統治者執政不好，施政有冤獄，所以
古代的天子都會下詔罪己，大赦天下以
平息會來之禍患。現代的執政者，恐怕
難以哉也！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休士頓華商經貿聯
誼會將於誼會將於88月月2222日日（（下週六下週六））下午三時至五時下午三時至五時
，，以線上視頻方式舉辦以線上視頻方式舉辦 「「超限戰論壇超限戰論壇 -- 美中貿美中貿
易戰至超限戰對華商經貿的影響易戰至超限戰對華商經貿的影響 」」會議會議：： https:https:
// meet.google.com/ fph-omiu-ysc// meet.google.com/ fph-omiu-ysc

美中貿易戰自從美中貿易戰自從20182018年以來對全世界經濟年以來對全世界經濟
的衝擊和影響很大的衝擊和影響很大，，尤其是尤其是20192019年更為顯著年更為顯著，，
加上加上20202020年初製造商因受新冠病毒影響年初製造商因受新冠病毒影響，，延遲延遲
復工而拖延供應鏈復工而拖延供應鏈。。正當全世界飽受病毒之苦正當全世界飽受病毒之苦
，，病毒來源甩鍋病毒來源甩鍋，，外交戰狼外交戰狼，，經濟衰退經濟衰退，，知識知識
產權盜竊產權盜竊，，人權破壞人權破壞，，國際法規違約等等問題國際法規違約等等問題
，，致使全球產業鏈重組致使全球產業鏈重組，，供應鏈重塑供應鏈重塑。。華商經華商經

貿聯誼會原定之貿易戰論壇貿聯誼會原定之貿易戰論壇，，今天已升級至科今天已升級至科
技戰技戰，，金融戰甚至超限戰金融戰甚至超限戰，，華商如何順勢而為華商如何順勢而為
轉危機為生機轉危機為生機，，多元性佈局將是大勢所趨多元性佈局將是大勢所趨。。於於
是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在多層面探討貿易是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在多層面探討貿易
戰戰// 超限戰對全球經貿環境的衝擊及影響以及未超限戰對全球經貿環境的衝擊及影響以及未
來企業經營的展望來企業經營的展望。。

這項這項 「「超限戰論壇超限戰論壇」」除了由除了由 「「休士頓華商休士頓華商
經貿聯誼會經貿聯誼會」」會長黃春蘭主持外會長黃春蘭主持外，，主講人包括主講人包括
各領域各領域、、行業的精英行業的精英，，包括包括：：

··科技科技-- 「「台北經文處科技組台北經文處科技組」」李君浩組長李君浩組長
。。( TECO - Science & Technology( TECO - Science & Technology ））

··經濟金融經濟金融-- 陳建賓教授陳建賓教授，，休士頓大學經濟休士頓大學經濟

系系（（Univ. of Houston )Univ. of Houston )
··政治政治-- 葉耀元副教授葉耀元副教授&& 系主任系主任，，聖湯瑪斯聖湯瑪斯

大學國際研究與當代語言學系大學國際研究與當代語言學系（（ Univ. of St.Univ. of St.
Thomas )Thomas )

·· 醫 療 生 技醫 療 生 技 -- 施 惠 德 醫 師施 惠 德 醫 師 ，， Center forCenter for
Cardiac ArrhythmiasCardiac Arrhythmias

··金流保險金流保險-- 楊明耕楊明耕，， Evergreen InsuranceEvergreen Insurance
AgencyAgency 總裁兼金城銀行副董事長總裁兼金城銀行副董事長
會中並安排綜合座談與問答會中並安排綜合座談與問答：： 由葉耀元教授主由葉耀元教授主
持持。。

此論壇之目的是為減少貿易戰此論壇之目的是為減少貿易戰// 超限戰對華超限戰對華
商經貿和消費者負面的影響商經貿和消費者負面的影響，，並希望經由積極並希望經由積極

的研討為華商在未來開創實用的經商模式或供的研討為華商在未來開創實用的經商模式或供
應鏈應鏈，，分享產物鏈重新洗牌後華商的新機遇以分享產物鏈重新洗牌後華商的新機遇以
及消費者之分享經濟及消費者之分享經濟。。

此 論 壇 以 線 上 視 頻 會 議 進 行此 論 壇 以 線 上 視 頻 會 議 進 行 ：： https://https://
meet.google.com/ FPS-omiu-yscmeet.google.com/ FPS-omiu-ysc

這項活動由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主辦這項活動由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主辦，，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TECO ),TECO ), 台塑台塑
（（Formosa Plastics Corp.Formosa Plastics Corp. ））贊助贊助。。報名請聯繫黃報名請聯繫黃
春蘭春蘭（（Alice Wen )Alice.wenAlice Wen )Alice.wen8888@gmail.com (@gmail.com ( 鏈接鏈接
將發送到您的電郵將發送到您的電郵 ）。）。

超限戰論壇- 美中貿易戰至超限戰對華商經貿的影響
8月22日下午三時至五時以線上視頻方式舉行會議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根據世界衛生組
織12日數據顯示，全球累計新冠確診病例已超
過2000萬例，累計死亡病例超過73萬例。其中
，美國作為世界上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累計確
診病例數佔全球總數的約四分之一。 最近幾週
，美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和死亡病例數仍然
居高不下。美國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爾德
（Robert Redfield，MD）13日警告說，如果美
國人不採取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
，那麼在即將到來的秋季，伴隨著流感與新冠
肺炎，美國可能會遭遇歷史上“最可怕的秋天
”。

雷德菲爾德說，我們正在與COVID-19作
戰，從美國的公共衛生角度來看，今年秋天可

能是最嚴重的一次。他在接受 Web-
MD 醫師懷特（John Whyte）主持的
視頻系列採訪時說：“冠狀病毒大流
行，再加上流感季節，可能造成“我
們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疫情”。

隨著秋天的臨近，疫情的嚴重程
度將取決於美國人遵循CDC指南以防
止COVID-19傳播：戴口罩，與他人
保持6英尺遠，經常用肥皂和溫水洗
手以及對人群聚集保持機敏 。雷德菲
爾德說：我們都必須去做。95％至
99％的人必須做的預防性措施之一。
雷德菲爾德（Redfield）敦促美國人在
其秋季待辦事項清單中增加第五種預
防措施：接種流感疫苗。雷德菲爾德
說，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已經購買了數

百萬劑額外的藥物，以在今年秋天分發以減少
病例數。

雷德菲爾德說，他對在今年年底之前購買
冠狀病毒疫苗“非常謹慎樂觀”。他說，有六
種候選疫苗正在“迅速發展”。兩週前，三種
疫苗開始了III期臨床試驗。他希望有四分之一
的人將很快開始試驗的最後階段。這些試驗的
最終結果可能會在10月底或11月初公佈。 “我
非常樂觀，我們將提供一種或多種疫苗。” 第
三期試驗仍在招募成千上萬的參與者，雷德菲
爾德（Redfield）預計將在9月底完成。

雷德菲爾德強調說，“我們對這種病毒的
了解不是很清楚。” 導致 COVID-19 的病毒

SARS-CoV-2 與 SARS 或 MERS 等其他冠狀病
毒不同，它們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速度並不快
。雷德菲爾德說：這種新的冠狀病毒的另一個
“關鍵特徵”是50歲以下的人大量傳播該病毒
，但沒有任何症狀。 在美國已經報告了超過
500萬例病例，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
估計，實際感染的傳播病例要多出幾倍。 他說
，在三月至五月之間，可能有超過2000萬人感
染了該病毒。

雷德菲爾德說，到目前為止，美國已記錄
了超過160,000例冠狀病毒死亡，而COVID-19
最終將成為今年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他說，
在2020年剩下的時間裡，關鍵是著重於人們可
以採取的減輕冠狀病毒影響的步驟。迄今為止
，Covid-19 疫苗的最大測試已在進行，30,000
名美國人捲起袖子參加了測試。測試的最後階
段開始於美國各地多個地點的志願者。

專家警告：美國防疫不嚴格 病毒可能在秋季大爆發
自保要戴口罩保持6尺距離常洗手及接種流感疫苗

美國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爾德美國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爾德 1313日說日說，，如果美國人不採取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如果美國人不採取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
，，那麼在即將到來的秋季那麼在即將到來的秋季，，伴隨著流感與新冠肺炎伴隨著流感與新冠肺炎，，美國可能會遭遇歷史上美國可能會遭遇歷史上““最可怕的秋天最可怕的秋天””

雷德菲爾德說雷德菲爾德說，，到目前為止到目前為止，，美國已記錄了超過美國已記錄了超過160160,,000000
例冠狀病毒死亡例冠狀病毒死亡，，而而COVID-COVID-1919最終將成為今年主要的最終將成為今年主要的
死亡原因之一死亡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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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您可聽說過？一
個高中畢業生可以同時完成高中學業和
HCC 雙學分的課程。也就是說，在高
中畢業的同時，除了拿到高中文憑，還
獲得副學士學位，這些高中生是參加
HCC的dual credit program，他們免費的
完成了大學副學士學位課程。這些人，
既是高中生，同時也是大學生，他們比
其他同學快了2年，也節省許多學費，
更有機會在高中時就接觸大學的教育。
斯塔福高中(Stafford High School)今年有
三位畢業生 Samantha Sadeghi、Miriam
Santacruz、Kevin Nguyen 不僅獲得高中
文憑，還將同時獲得休斯頓社區大學
（HCC）西南學院的副學士學位。

在過去三年中，他們完成了一項
HCC 雙學分課程之後，他們就讀高中
，同時免費念大學。在大學學費中，這
樣能節省了約30,000美元，接下來，他
們很快將以大二或大三的身份轉入四年
制大學就讀。

這三位同學在學區董事會會議上都
獲得了令人羨慕的“學區董事會主席獎
”，斯塔福高中的大學及職業部主任黛
博拉•諾德（Deborah Nordt）表示：
「我為這三位同學感到自豪，他們是學

區歷史上第一批獲得此項殊榮的學生，
是前所未有的。」

對於 18 歲的 Sadeghi 來說，在高中
時同時修副學士學位感覺很容易。她表
示： 「我已經獲得了多學科研究的文學

學士學位，所以以後我上大學時，不必
參加必修課了，這可以節省很多學費。
」Sadeghi計劃在獲得視光學學士學位之
前進入休斯敦大學生物專業。她說：
「我希望在四年之內能做到，以節省盡

可能多的錢。」
17 歲的 Nguyen 表示，他的成就仍

在不斷深入之中。他表示： 「這感覺真
是太棒了，我從沒想過在斯塔福高中能
像這樣成功。他們給了我同時讀大學的
機會，即使過程有些難，我仍然努力維
持著社交生活。但是，現在我真的很喜
歡大學生活。」

對於17歲的聖塔克魯茲（Santacruz
）而言，獲得副學士學位為家中兩個都
打算上大學的兄弟立下好榜樣。她說，

她的下一個目標是向德州大學安德森癌
症中心健康專業學院提出申請，希望未
來能獲得診斷醫學超聲學的學士學位。
聖塔克魯茲的媽媽索尼亞（Sonia）表示
: 「我為女兒感到驕傲，她非常努力，
並熱愛自己的工作。她的哥哥現在在
HCC 學習計算機科學。而我的第三個
孩子是斯塔福高中的新生，他希望明年
開始他的HCC雙學分計劃。」

HCC 西南區校長 Madeline Buril-
lo-Hopkins博士鼓勵這些畢業生繼續他
們傑出的表現。她表示： 「相信自己，
並且投入精神來完成自己的課程，這本
身就是一項偉大的成就，它告訴我們所
有人，你未來將在生活中實現不凡的勛
業。這也是我們從事教育工作的原因，

也是我們每天起床的原因--因為你。」
Dual-credit program 同時提供高中生學
術課程和以職業為導向的課程，學術課
程包括藝術、經濟學、歷史、數學、英
語、和西班牙語；而以職業為導向的課
程中，學生則可以學到商業技術、烹飪
藝術、電影製作、和焊接等。很顯然，
無論是繼續就讀大學，或是就業，HCC
的 Dual-credit program 都對高中生有多
方面的幫助。

2020年HCC秋季報名現已開放
休斯頓社區大學現已開放秋季學期

註冊。儘管新冠疫情還在流行，HCC
仍致力於通過幾種靈活的方式，來提供
學生優質的教育。

四種上課選項

根據學院的“next Learning”計劃
，在8月24日新學期開始時，學生有四
種上課選項可以選擇：隨時在線、按設
定的課程表在線學習、基於實驗室的課
程、以及“Flex Campus”等選項，允許
課程在校園、或通過視頻線上進行。

課程廣泛
今年秋天，HCC 西南校區將提供

更多的學分和持續教育課程，涵蓋高級
製造、信息技術、數字通信、視覺和表
演藝術、商業、健康科學等學科。

對於高中學生，HCC 與當地學區
合作提供雙重學分計劃，使學生在完成
高中的同時也可以獲得副學士學位的大
學學分。居住在小區內的高中生無需支
付任何學費。

此外，HCC 的“為 20 美元改變生
活”活動，讓符合條件的學生免費獲得
證書，只要付20美元的申請處理費。要
註冊，請訪問hccs.edu/changemylife

有關先進製造的更多詳細信息，請
致電 713.718.7757 或訪問 hccs.edu/man-
ufacturing
要 註 冊 信 息 技 術 課 程 ， 請 致 電
713.718.7776或訪問hccs.edu/digital
要註冊商業課程，請致電 713.718.5222
或訪問hccs.edu/business
有關視覺與表演藝術的詳細信息，請致
電713.718.5628或訪問hccs.edu/arts
要 註 冊 健 康 科 學 課 程 ， 請 致 電
713.718.7356或訪問hccs.edu/business
要 註 冊 其 他 HCC 課 程 ， 請 致 電
713.718.2000或訪問hccs.edu/apply
有關更多信息，請致電 713.718.2000 或
713.718.2277，或訪問hccs.edu。

HCCHCC 提供高中生提供高中生dual credit programdual credit program
同時修大學學分同時修大學學分 免費完成副學士學位課程免費完成副學士學位課程

前排左起前排左起：：斯塔佛市學區區長羅伯特鮑斯蒂克博士斯塔佛市學區區長羅伯特鮑斯蒂克博士（（Dr. Robert BosticDr. Robert Bostic））,, 斯塔佛市長里昂納德斯卡塞拉斯塔佛市長里昂納德斯卡塞拉（（Leonard ScarcellaLeonard Scarcella），），休斯頓社區大學西南校區校休斯頓社區大學西南校區校
長瑪德琳布里約霍普金斯博士長瑪德琳布里約霍普金斯博士（（Dr. Madeline Burrilo-HopkinsDr. Madeline Burrilo-Hopkins））,, 受表彰畢業生阮凱文受表彰畢業生阮凱文（（Kevin NguyenKevin Nguyen）（）（左四左四））,, 薩曼莎薩黛基薩曼莎薩黛基（（Samantha SadeghiSamantha Sadeghi）（）（右右

五五））,, 和米利安姆桑塔克魯茲和米利安姆桑塔克魯茲 （（Miriam SantacruzMiriam Santacruz）（）（右四右四），），後排是表彰畢業生的斯塔佛市學區董事會後排是表彰畢業生的斯塔佛市學區董事會。。

受表彰畢業生的畢業生和斯塔福受表彰畢業生的畢業生和斯塔福
學區董事會學區董事會。。

最左邊是斯塔福高中大學及職最左邊是斯塔福高中大學及職
業部主任業部主任Deborah NordtDeborah No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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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馮燊均國學基金會出品的《輕談國學
歌風雅》系列視頻﹐於2016年開播以來﹐
吸引了許多國學愛好者的關注﹐如今這
檔寓教於樂的節目﹐已經正式上線美南
國際電視台﹒本台獨家邀請到本檔節目

統籌人﹑也是香港中文大學國學中心主
任鄧立光教授﹐從國學的角度省思當代
人們的心靈﹒

歎國學沒落歎國學沒落﹐﹐讀國學仍須引路人讀國學仍須引路人
鄧立光教授指出﹐當初製作這檔節目立
意在於希望讓更多人能以深入淺出﹑寓
教於樂的方式來進入國學世界﹒鄧立光
感嘆現代人對於國學逐漸陌生﹐即使希
望能夠踏入國學的世界﹐往往也可能不
得其門而入﹐需要有人指點﹒因此他們
以文史哲作為脈絡﹐將中國的經典與思
想﹐拍攝成一集集的心血﹐囊括從上古到
近現代的國學經髓﹒
鄧立光指出﹐目前節目已經拍攝了30多
集﹐以詩經﹑禮樂﹑儒學﹑佛教為主軸﹐未
來將會拍攝易經﹑老莊﹑道教等內容﹐讓
民眾能更全面欣賞﹒

《《詩經詩經》》與中華民族溫柔敦厚之民與中華民族溫柔敦厚之民
族性族性
詩經作為中國文學之先河﹐也是《輕談國
學歌風雅》節目的開始﹐鄧立光指出﹐詩

教溫柔敦厚對於中華民族民族性陶冶非
常重要﹐因此希望能透過影片﹐傳遞出詩
經這種柔弱﹑不剛硬的精神﹐而詩經中純
樸﹑真摯的情感﹐也是直得現代人省思的
﹒

禮樂之制衰微禮樂之制衰微﹐﹐現代社會漸現代社會漸「「無無
禮禮」」
鄧立光指出﹐儒家禮樂自周朝以來﹐就深
植於我們的生活與價值觀中﹐舉凡鞠躬﹑
運動家精神﹑敬老尊賢﹑男女相處等舉動
與觀念﹐都受到禮教影響﹒但他感嘆現
代社會漸漸變得「無禮」﹐過去的許多禮
教﹑禮儀都不復存在﹐因此這檔節目也含
納了禮樂的講解﹐希望能推動中華禮儀
精神﹒

儒釋道融合儒釋道融合﹐﹐華人兼容並蓄精神華人兼容並蓄精神
除了儒教之外﹐鄧立光認為中華民族精
神也無法脫離道家﹑佛教而論之﹐佛教講
求廣納百川﹑多神信仰﹐與道家「上善若
水」的思想不謀而合﹐儒﹑釋﹑道叁個思想
體系相互影響之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道並行而不相悖﹒鄧立光指出﹐儒釋道
自中唐叁教融合後一直發展至今﹐形成
了中華民族的思想體系﹐可以說中華民
族精神就是儒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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