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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讓我們攜手為您的企業找出適合的信貸選擇，向您的業務 
目標加速前進。有了我們的網上資源、信用查詢工具和經驗 
豐富的華語專員，我們能夠齊心協助您的企業慎選信貸， 
持續往前邁進拓展業務。

瞭解您的信貸選擇，請上網 
wellsfargoworks.com/credit 
 （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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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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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德州新聞
星期二 2016年11月29日 Tuesday, November 29, 2016

德州參議員泰德.克魯斯呼吁美國領導人
不要參加卡斯楚葬禮

（本報訊）布什國際機場昨天發生一女性
乘客在飛機降落後突然跳機的意外事件，美國
聯邦調查局已經將該乘客拘留調查，昨天下午1

點左右，一名美國聯行的飛機從新奧爾良飛抵
休斯頓後，一名女性乘客打開緊急逃生出口，
並從飛機上跳下進入機場的操作區。

休斯頓警方發言人表示，由於所處的區域
為警戒區，該女子跳機後受傷被聯邦調查局拘
留，之後送往醫院治療，

當天下午，聯邦調查局官員稱不再追究聯
邦法律責任，但沒有透露更多的細節。

此外，上周六在休斯頓機場的一家餐廳的
員工由於攜帶裝滿了子彈的手槍進入工作機場
工作地點被警方逮捕。

警方稱，這名22歲的機場餐廳工作人員在
經過機場C區安全檢查時，被安全人員發現該
人背包裡攜帶了一把裝滿了子彈的手槍。

該人將被指控在禁止地帶非法攜帶武器，
目前，此人已經在上交了5000元保釋金後被釋
放。

布什國際機場一女性乘客飛機降落後突然跳機布什國際機場一女性乘客飛機降落後突然跳機
機場餐廳一位工作人員攜帶武器被捕機場餐廳一位工作人員攜帶武器被捕

歐巴馬批准上千減刑案歐巴馬批准上千減刑案 超過前超過前1111任總和任總和

（本報訊）斐代爾．卡斯楚（Fidel Cas-
tro）25日辭世後，美國共和黨重量級人士稱
他是萬惡的暴君，但川普身邊人無一直接放
話會終止歐巴馬2014年和古巴總統勞爾．卡
斯楚（Raul Castro）簽訂的政治開放協議。

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Donald Trump）
在推特推文表示，除非哈瓦那當局在人權和
開放其經濟上讓步，他將終止美國與古巴的
和解協議。

同時，德州參議員泰德.克魯斯在電視上
呼吁美國領導人不要參加卡斯楚的葬禮，並
指出針對卡斯楚的死亡的態度，就可以顯示
出美國不同官員的立場，而且，德州參議員
泰德.克魯斯還批判了歐巴馬政權對古巴采取
的政治開放協議。

泰德克魯斯稱，不希望任何美國官方人
員參加卡斯楚的葬禮，也不希望看到歐巴馬

和副總統，希拉裡等人出現在葬禮上。因為
，卡斯楚是暴君。人們此刻需要的是慶賀。

川普幕僚昨天也明確指出，他們認為，
諸如放寬美國1962年宣布的經濟禁運等等，
歐巴馬政府對哈瓦那讓步太多，但在人權、
民主與自由市場經濟方面卻未得到太多回報
。

川普的幕僚長蒲博思（Reince Priebus）
對 「福斯新聞」（Fox News）表示： 「我們
必須敲定更好的協議。」

「要有開放和自由的關係，鎮壓、開放
市場、宗教自由、政治犯這種種事情都需要
改變，總統當選人川普是這麼認為的。」

蒲博思表示，川普會確定 「美國和古巴
的關係，不會是得不到卡斯楚政府些許行動
的單行道」。

美國總統歐巴馬近日批准79人的減刑申請後，讓他任內通
過的減刑案突破1000例。

歐巴馬在任內最後幾個月火速通過了減刑案。白宮表示，
歐巴馬任內通過的減刑數量，超過前11位總統的總和。

美聯社報導，獲得減刑寬待的大多為非暴力的毒品犯，雖
然其中許多人也因與毒品犯罪相關的違反槍枝使用而遭定罪。

歐巴馬說，把非暴力的毒品犯關在牢裡數十年，甚至無期
徒刑， 「這種做法實在沒道理」。他表示，這種加重納稅人負

擔以及讓監獄人滿為患的做法，並無助於公眾安全。
歐巴馬正針對他所稱判刑太重的案例和其他問題，尋求司

法修正案。對於這項改革，國會兩黨都表示有興趣，但尚未付
諸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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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診所地址：：96009600 BellaireBellaire 211211室室((王朝商場二樓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Tang HoTang Ho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時事圖片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星期二 2016年11月29日 Tuesday, November 29, 2016

德國柏林，民眾裝扮成聖誕老人和天使，進行培訓。

以色列滅火工作持續
山火基本得到控制

肆虐以色列全國的山火11月26日進入第五天。以色列政府說，火情已基本得

到控制。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當晚致電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感謝巴方派遣消防

隊幫助滅火。11月26日，在約旦河西岸的猶太人定居點哈拉米什、耶路撒冷周邊

山區城鎮以及北部壹些地區依然有火情。哈拉米什至少有40棟猶太定居者房屋被

燒毀，近1000名定居者被疏散，4人被燒傷。以色列政府說，火災發生5天來大火

共燒過約3.2萬英畝(約130平方千米)森林和灌木叢，比2010年卡梅爾山森林火災過

火面積還多出30%。

古巴官方網站近日曾發布菲德爾·卡斯特羅
於本月15日拍攝的兩張照片，這是菲德爾·卡斯
特羅最後壹次見諸於報端的照片。11月15日，
菲德爾·卡斯特羅在首都哈瓦那住所會見來訪的
越南國家主席陳大光。畫面顯示，他依舊穿著那
件標誌性的白色運動服，神情矍鑠，並且與來訪
者親切地握手、交談。2016年8月13日，是菲
德爾·卡斯特羅的90歲生日。當天，他最後壹次
出現在公共場合，與民眾壹起觀看演出。

當地時間2016年11月27日

，俄羅斯克拉斯諾雅茨克，冬

泳俱樂部成員在零下5℃的雪地

中挑戰冰桶，慶祝北極熊日。

德國柏林聖誕老人學校開課德國柏林聖誕老人學校開課

不愧戰鬥民族不愧戰鬥民族
俄羅斯小蘿莉雪地裏挑戰冰桶俄羅斯小蘿莉雪地裏挑戰冰桶

卡斯特羅最後公開活動照片公布卡斯特羅最後公開活動照片公布



BB44綜合經濟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 動 傷 專 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星期二 2016年11月29日 Tuesday, November 29,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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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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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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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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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與
非O

P
E
C

國
家
開
會

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消息人士稱，

沙特阿拉伯對該組織

稱，不會參加周壹與

非 OPEC 國家討論限

產的會議，因為希望

集中註意力先在組織

內達成壹致。

11月28日在維也

納召開的會議計劃討

論非 OPEC 國家對限

產協議的貢獻。OPEC

石油部長周三會面以

敲定協議。“(沙特)

官方信件稱其不會參

加會議，因為各國部

長應該先同意減產，

再向非 OPEC 國家拿

出協議，”OPEC消息

人士稱。“這樣更有

效率。”OPEC消息人

士稱，周壹的會談將

轉變成另壹場只有

OPEC參加的會議，以

在周三部長級會議前

解決該組織內部的分

歧。壹位消息人士稱

，沙特之前曾要求取

消周壹這次會議，但

被其他成員國說服，

決定參加這次會議以

免讓該組織尷尬。盡

管進行了廣泛的外交

努力，但 OPEC 方面

仍面臨伊朗和伊拉克

的難題。伊拉克要求在限產協議中豁免，

伊朗希望增加供應，因制裁限制了其產出

。據消息人士，OPEC專家本周召開的會議

就如何實施減產取得了壹些進展，但伊朗

和伊拉克提出了參加協議的條件。“我們

必須先解決OPEC自己的問題。OPEC內部

還沒有達成協議，”了解沙特石油政策想

法的海灣國家壹位消息人士周五表示。

“在我們與非OPEC國家開會，要求他

們參與任何行動前，我們必須達成具有明

確數字，以及讓市場相信體系的可靠協議

。”OPEC 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s-

sion Board)周四在維也納總部結束了為期兩

天的會議。“我們認為非OPEC國家應參加

減產，因為僅靠OPEC無法恢復市場供需平

衡，”壹位知情消息人士稱。因會議秘密

進行，這位消息人士拒絕署名。

中巴經濟走廊正式聯通意義重大
綜合報導 日前，首支中巴經濟走廊

試點商貿車隊從中國新疆喀什出發，沿
著中巴經濟走廊壹路南行了3000余公裏
抵達瓜達爾港並將貨物裝船發往海外，
標誌著中巴經濟走廊正式貫通。這壹具
有裏程碑意義的歷史性成就，既是對走
廊提出 3 年來中巴雙方為之傾註大量努
力的回報，也是對走廊下壹階段建設繼
續推進的鼓勵和鞭策；既是走廊作為
“壹帶壹路”示範和先行項目傳出的重
大捷報，也預示著巴基斯坦經濟發展的
光明前景。

同時，廣闊的南亞和中亞地區同中
東、東南亞等印度洋沿岸地區，也通過
中巴經濟走廊歷史性地聯結在壹起。中
巴經濟走廊自提出以來，巴基斯坦各界

將其視為千載難逢的重大機遇並寄予厚
望，希望搭上走廊快車實現經濟發展。
此次貿易車隊在經喀喇昆侖公路進入巴
基斯坦後，沿著分布在開普省和俾省內
的新建和既有道路前往瓜達爾港，使得
這兩省將成為走廊建成後經巴轉口運輸
的重要通道，沿線居民無疑將因此受益
，更將消除巴各級、各地政府在相關建
設問題上的分歧，凝聚舉國共識，推動
走廊建設穩步前行。

瓜達爾港作為阿拉伯海深水良港的
開發潛力巨大，但也面臨著來自本地區
內其他港口的競爭。其中，西側僅76海
裏之遙的伊朗恰赫巴哈爾港就是與瓜港
競爭關系最為明顯的壹座新興港口，尤
其是近年來印度顯著增加對恰港建設的

投入力度，欲將其打造成為印度繞開巴
基斯坦經海路與身處內陸的阿富汗和中
亞國家實現聯通的關鍵壹環，以及在阿
拉伯海地區具有國際吸引力的航運樞紐
。相距如此之近的兩座港口誰能在競爭
中獲勝，很大程度上決定於誰能占到先
發優勢，盡早擴大在本地區航運市場的
份額。

此次商貿車隊裝載貨物均以集裝箱
形式運抵瓜港裝船。目前，恰赫巴哈爾
港尚無集裝箱處理能力。對於附加值相
對較高的貨物，集裝箱運輸相較於散裝
運輸有明顯優勢，集裝箱貨物處理能力
也是衡量壹個港口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標
準之壹。憑借此次大規模發送集裝箱貨
物的能力，瓜達爾港在地區航運樞紐的

競爭中已占得先機。
中巴經濟走廊作為中巴兩國

命運共同體的壹個重要載體，其
建設過程也確實遇到個別不友好
勢力的幹擾。在瓜達爾港舉行的
走廊聯通慶祝儀式上，巴基斯坦
總理謝裏夫明確指出，此次貿易
車隊成功抵達瓜達爾港，充分表
明了在中巴兩國共同努力下，任
何試圖幹擾走廊建設的舉動都將
是徒勞的，不會阻擋中巴經濟走
廊建設的歷史潮流。

中巴經濟走廊的聯通，大大增強各
方對走廊未來的信心。

巴基斯坦《黎明報》說，“隨著瓜
達爾港正式啟用，中巴經濟走廊正逐漸

夢想成真”。
巴基斯坦高官也期盼瓜達爾港復制

“漁村變成大都會”的奇跡，成為印度
洋上“另壹個迪拜”。

黑色星期五消費激增黑色星期五消費激增
美在線交易額首破美在線交易額首破3030億美元億美元

網購推動了西方國家“黑色星期五

”購物日零售額激增，據機構Adobe的

統計，當天，美國在線購物交易額創下

歷史紀錄，達33.4億美元，首次突破30

億美元。而也有數據顯示，英國“黑色

星期五”網購比例也將超過五成。

相關數據顯示，加上前壹天感恩節

約19.3億美元的在線銷售額，在感恩節

和“黑色星期五”兩天，美國電商銷售

額達到52.7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

18%。

值得註意的是，“黑色星期五”當

天各大零售商的線上訪問量有56%來自

移動端。其中47%來自智能手機，9%

來自平板電腦。而在銷售額方面，移動

端的在線購物交易額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33%，達到了12億美元左右，占據了總

銷售額的40%，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

份額分別為29%和11%，創下最高紀錄

。由於網絡設備助陣，美國總統大選等

因素為零售市場帶來的不確定性影響降

低。全美零售商聯合會預計，今年假期

季銷售增長3.6%至6558億美元。單是

感恩節周末的門店和網上顧客數量就將

達到1.374億。

Adobe分析師加夫內認為，電商消

費還是受到了總統大選的影響，不過已

經開始恢復。“總統大選對電商市場造

成的負面影響仍然存在，不過消費者已

重返線上。伴隨著‘黑色星期五’的銷

售增長，我們預測，在即將到來的‘網

絡星期壹’，線上銷售額將有望達到

33.6億美元，創造單日銷售額的最高紀

錄。”咨詢公司Customer Growth Part-

ners稱，“黑色星期五”將成為僅次於

“超級星期六”（聖誕節前的周六）的

美國第二大購物日。

而“黑色星期五”不再僅僅是單日

事件。由於傳統零售商試圖與更加靈活

的電商展開競爭，促銷活動越來越多地

分散到整個11月份。

從11月到12月的假期季對於零售

商而言至關重要，在此期間的銷售額最

多可以占到年度總銷售的40%。零售商

試圖以較大折扣吸引顧客，有時折扣力

度甚至能到1.5折。“對於很多美國人

，特別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來說，從

兒時起，他們的感恩節活動裏就包括了

在線購物這壹項。”普羅斯珀首席分析

師帕姆· 古德費洛說：“在他們看來，

網購就是節日傳統的壹部分。”

網購的興起令數家電商公司業績大

漲。美國電商巨頭亞馬遜的最新數據顯

示，今年感恩節和“黑色星期五”的銷

量均已創下歷史新高，消費者購買商品

的數量已經遠超去年同期的5400萬件

。與此同時，不少傳統零售商也在積極

打造在線銷售網站，以吸引更多消費者

。塔吉特等美國大型零售商都宣布在感

恩節當天創下網購銷量的歷史紀錄。塔

吉特近日表示，在線銷售是今年公司業

務發展的重點，第三季度公司網絡銷售

額同比增長26%。

美國家用電器和電子產品零售商百

思買也表示，在線銷售是當前增長最快

的渠道，公司今年第三季度在線銷售額

同比增長24%。百思買首席執行官休伯

特· 喬利近日表示，為了順應網購的趨

勢，公司加大了對於網站升級和消費者

網購體驗的投入，不斷改善網站的搜索

、下單和售後服務功能。

與電商風頭正勁表現大相徑庭的是

傳統實體店。據路透社報道，無論是營

業額還是客流量，今年“黑色星期五”

實體店同比都出現了跌幅，RetailNext

給出的數字是5%至7.9%之間。此前，

有機構報告預計，今年“黑色星期五”

商店的客流量可能會下降3%至4%。

同樣的趨勢出現在歐洲。受到電商

推動，起源於美國的“黑色星期五”購

物日在歐洲國家也逐漸興起，帶動當地

零售消費。《華爾街日報》報道稱，

“黑色星期五”正在克服巨大障礙，成

為歐洲零售業日歷中的壹個固定大日子

，亞馬遜公司2010年的大力折扣活動

，被普遍認為是把“黑色星期五”購物

日引入英國並蔓延至其他歐洲國家的功

臣。在英國銀行卡占有率近半的巴克萊

銀行日前表示，今年“黑色星期五”交

易數量較去年同期增長6%。該銀行稱

，交易總額達29億英鎊。

其他金融機構紛紛預測，“黑色星

期五”消費交易將大增。全英房屋抵押

貸款協會表示，其客戶“黑色星期五”

購物日消費支出同比增長13%。

英國廣播公司文章稱，英國“脫歐

”公投後，消費者對2017年物價上漲

的預期也將推動“黑色星期五”零售業

增長。文章援引機構數據稱，英國“黑

色星期五”網購比例也將超過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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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Dr. Bright Chen, DPM, AACFAS
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伯克利大學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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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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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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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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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設 備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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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副 刊












































































外甥女啾啾由臺北獨闖香江，實在不容易！
她服務於金融界，住的公寓在中環的堅道上

（香港島的半山腰），是好區，甚安全，她將雅
室讓我睡了兩晚，自個到附近的朋友處擠著。週
日（10/23）晨起，我獨自在附近閒逛近二小時
，由半山腰循階而下、走至山底，再拾階而上、
返回住處，是不錯的腿力運動。我邊走邊看邊駐
足邊拍照，安步當車，隨意而行，自由自在，好
不愜意。

香港與臺北的相似度應有80%，較之臺北，
香港的地，更加稠密，香港的樓，更加高聳，香
港的人，更加多元，她的國際性與包容度應可為
世界典範，就雜説些閒逛所看所思：

一、早餐店不多（與臺北相比）；
二、7-11等便利商店也不多（與臺北相比

），店亦小，店內燈光亮度、物品種類亦略遜臺
北；

三、消費遠貴於臺北；
四、某些商店的門口一角就有一尊矮小的神

座，奉個 「門口土地財神」 的，這土地財神是小

號許多，其數量、密度肯定不小，其神力、庇佑
肯定非凡，香港的土地真是寸土寸金呀；

五、香港的人（居民、遊客、過客），人種
多元多樣，比之紐約，毫不遜色；香港的廟宇，
廟奉眾神，海納百川，那文武廟 「列聖諸神崇一
體，千祥百福蔭群生」 ；未來哪一天，某座廟內
一隅也供奉起耶穌基督，別懷疑，這座廟可能就
在香港；

六、香港有些我行我素，有點相容突兀，街
頭的公共消防栓，可以一紅一黃，兩種顏色，斜
對而立；香港的車子是在道路左邊行駛的，行人
呢？行在左邊、或行在右邊，都行，別撞到人，
就行；

七、香港的文字雖然都是我所熟悉的中文、
英文，這翻譯卻是令我腦筋轉彎， 「荷李活道」
的英文是 Hollywood Road，彌敦道是 Nathan
Road，柯士甸道是 Austin Road， 「的士」 是
Taxi；

八、香港的餐廳店名頗有古典美意（此點強
過臺北），我找了家雲吞麵店填肚子，店名叫

「細蓉記」 ，多美；
九、似乎是香港人將 「靚」 字發揚光大，靚

女、靚姝、靚仔、靚麗、靚雅、靚妝、靚裝···
等形容人、衣物、裝扮，我在 「細蓉記」 點了一
碗粥，粥名 「靚粥」 （21元港幣一碗呢），此粥
鮮美，真不負 「靚粥」 美名；

十、與我拼桌的客人悠閑地點了一客早餐，
有：一杯檸檬茶、一碗湯麵（撈麵）、一份土司
夾火腿、煎蛋，如此中西合璧的享受早餐，只有
香港人吧。

香港真是個東西合璧的迷人城巿，現代與傳
統，新潮與復古，前衞與懷舊，國際與本土，璀
璨與雜亂，都在此穿越、混搭，巧妙成功地融於
一市。

外甥女的英文、中文在香港就夠通行無阻，
這可能阻礙她好好學學當地的粵音粵語。她的住
處在高聳公寓的14樓，三房一廳一廚二衛的公寓
，房廳廚窄小的可以，月租約新台幣十萬元，貴
的嚇人，這就是地小人稠 「寸間寸金」的香港。
外甥女住在主臥房，那主臥房有一衞浴間，她付

40%的房租，另二位室友各付30%，她每月有存
錢，還有心有能力請舅舅吃美食，她的收入應該
很不錯。那主臥房放了一張雙人床，也就佔了一
半以上的空間。廚房也是狹窄細短，我瞄了幾眼
問外甥女： 「妳們的烘衣機怎麼放在廚房啊？」
外甥女回： 「那是洗衣機，我們晾衣服都在客廳
，有晾衣架。」有一晚，她的室友（像是印度裔
）幫我開了大門（那鑰匙我老是開不了大門），
她正在客廳內的桌子上為準備CFA的考試而研讀
；這張長方形的桌子佔在客廳的一角，桌面上已
堆滿了飲用水及其它雜物等，她抱著筆電就在那
剩餘有限的桌面一緣勤學苦讀。

荷蘭與海爭地，香港與天競空。香港的文友
告訴我，很多香港人一生的目標就是購有一間自
己的住家，不少人終其一生也達不到。

香港，我願意來當旅客、食客，而不是住民
。《2016年11月9日於華府》

文/金大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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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喜歡收藏郵票，有人喜歡收藏字畫，有人喜歡收藏汽車……我卻喜歡收藏美好——美好的感受和美好的心情。
摒棄生病的痛苦，收藏健康的快樂；摒棄貧窮的煩惱，收藏富裕的歡愉；摒棄別離的酸楚，收藏團聚的高興；摒棄失敗的懊喪，收藏成功的喜悅……
心中多一份美好，就多一份樂觀，多一份自信；心中多一份美好，就少一點冷漠，少一點牢騷。
經常收藏美好，生命就會充滿希望，生活就會充滿陽光。
經常收藏美好，讓美好的感受積聚昇華，讓美好的心情常駐心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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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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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衷心感謝！

感謝父母，因為他們養育我；感謝妻子，因為她關愛我；感謝兒女，因為他們孝敬我；感謝老師，因為他們教育我；感謝朋友，因為他們幫助我。

感謝柴米油鹽，是它們維持我的生命；感謝春夏秋冬，是它們延續我的生命；感謝詩文歌舞，是它們滋潤我的生命；感謝喜怒哀樂，是它們激勵我的生命。

感謝太陽、月亮、星星，感謝山川、海洋、大地，感謝飛禽、走獸、遊魚，感謝綠樹、碧草、紅花……沒有它們，我的生命就沒有了依傍。

感謝，感謝天地萬物！ 錢
錚

感 謝

收藏美好

1124D04 星期二 2016年11月29日 Tuesday, November 29, 2016



BB66副 刊
1124D05

八月下旬我們全家去特拉華沙灘度假。選擇
特拉華的主要理由：一是從未見識過那裡的沙灘
，聽說那裡風景不錯。前幾年的夏天，我們曾先
後去過南卡，北卡和佛羅裡達的海灘，這次想往
北走走；二是特拉華沙灘離家較近，只有160英
裡，三個小時的車程便可到達，快捷方便省去了
長途駕車的疲憊勞累。選定目標後，再找好住處
，我們就出發了。駕車經495高速，過馬裡蘭跨
海大橋，不到兩個小時便進入特拉華州，穿行在
平坦的州內公路上，公路兩邊都是玉米，黃豆，
一望無際的莊稼，還有大型的機械灌溉系統點綴
在其中，極目綠綠蔥蔥，好一派田園風光。輕輕
松松三個小時的行車便到達預訂的住處：芬威克
島(Fenwick Island)小鎮的海城(Seatown)小區一座獨
立“灣景房”（Bay View）。

特拉華州東臨大西洋，沿海岸線有一條貫穿
南北的1號公路，其北端起自特拉華州的裡霍博
斯市（Rehoboth Beach），南端終於馬裡蘭州的
大洋市（Ocean City），公路的東邊是浩瀚的大西
洋，西邊是水草豐滿的海灣區，沿途有三個小鎮
，兩個州立公園，和數不清的沙灘，還有大型超
市，商業中心和水上運動點。我們每天的活動都
要在1號公路上南來北往來回穿梭。

熱鬧歡騰的裡霍博斯沙灘 特拉華28英裡長
的大西洋沙灘海岸是夏日裡游人最值得逗留的地
方之一，它由多個有名的和無數沒名的沙灘組成
，有名的沙灘如裡霍博斯沙灘，杜威沙灘（Dew-
ey Beach），貝瑟尼沙灘(Bethany Beach)等，其中
最負盛名的是裡霍博斯沙灘。這個市裡的居民平
時不到1400人，每年夏天，人口激增至五萬。最
主要的街道是裡霍博斯大街，沿街許多家餐館一
個挨著一個，還有小吃貨攤和紀念品商店。由於
這幾天室外溫度都在攝氏35度左右，來度假的人
絡繹不絕，長長的沙灘上，插滿了遮陽傘，鋪滿
了沙灘椅，孩子在沙灘上挖城堡，小青年們在玩
衝浪，老人們躺著閉目養神，盡情享受陽光和海
灘。

雅致溫馨的貝瑟爾沙灘（Bethany Beach） 從

裡霍博斯向南行車不到20分鐘，便到達貝瑟爾沙
灘。這是一個小鎮，建築風格與裡霍博斯有些雷
同，有商業街，有供游人散步的木板步行道，也
有一個提供演出或放電影的中心廣場。所不同的
是，規模較小。以步行道為例，全長 0.3 英裡，
故而沙灘上的游人明顯減少，然而到這兒來玩衝
浪的年輕人卻相應增多。我喜歡這裡沙灘的寧靜
，也很欣賞小鎮的街景布置，漫步在主街道上，
還有兩個小巧袖珍的街心花園，花草修剪美觀，
幾個雕塑也很有特色，在沿街的燈柱上掛滿了
“貝瑟爾歡迎你”的廣告牌，心裡有一種溫馨的
感覺。

水鄉澤國南貝瑟爾鎮(South Bethany) 從貝瑟
爾沙灘往南走30分鐘，就是南貝瑟爾小鎮。當你
沿著公路的西側往南走，就會看到一條條小河吸
引你的眼球。那河上一艘艘小船或游艇蕩漾在水
中，河岸兩邊是一戶戶水上人家，家家門前停泊
著大大小小的船，還有人坐在自家碼頭上垂釣休
閑，此情此景讓人浮想連篇，莫非江南水鄉遷徙
到此？這兒水路與陸路平行，前門停車，後門泊
船，車從一號公路駛進駛出，船從互相連網的河
道進入海灣。

我們的臨時住家所在地——芬威克島 這個
名為島的小鎮其實並非是四面被水包圍的那種島
，它與前面提到的倆個小鎮連成一片，構成了著
名的特拉華“寧靜勝地三鎮”（Quiet Resort
Three）。要說芬鎮與其他兩鎮有不同的話，那就
是一，芬威克島是在特拉華的最南端，與馬裡蘭
州比鄰；二是未經開發的沙灘比比皆是，商業化
氣息

淡，保留自然天成的風格更濃。拿我們灣景
房為例，從西往窗外望，是一望無際的海灣，那
水中有豐美的水草，有供多種海鳥棲息的鳥島，
若仔細觀察，不難發現，早晚景色皆在變，雨天
晴時多不同。太陽照耀在水面，那波光粼粼讓人
聯想萬千。有道是“湖光瀲灩水草美，海鳥翱翔
魚兒肥，一葉扁舟入畫中，驚得白鷺雲天飛”

水上運動一——滑翔傘（parasail） 也叫帆傘

，是指駕快艇或帆船在水上快速航行時，利用水
面上的風力將降落傘升空，帶著與傘共為一體的
滑翔員飛行。根據降落傘帶的人數有一人傘和倆
人傘。我們兩個外孫第一次乘坐降落傘，既驚喜
期待，又擔心害怕，他們同乘一個傘，在高空一
千英尺的藍天飛翔。像搖籃那樣搖來搖去，像秋
千那樣蕩來蕩去，像過山車那樣晃來晃去，更像
風箏那樣飄來飄去。我突然想起小時候幾個同伴
放風箏的往事，一個在前面邊跑邊放線，另一個
托著風箏在後面拼命追，可是風箏經常飛不起來
，一次次的放飛，一次次的不成功，在我的腦海
中留下了“放飛風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不
到今天，帶著兩人的降落傘能輕而易舉的上升，
既要克服重力還要加速升空，其動力來源——海
風竟有這麼神奇大力，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水上運動二——皮艇（kayak） 也稱獨木舟
，它是利用人體上身擺動和雙手的劃槳推動小船
前行的一種水上運動，由於兩岸風景變化萬千，
讓劃船人在邊劃船中邊欣賞如畫的景色，鍛煉身
體的同時也放飛自己的心情。“船兒輕輕兩頭尖
，漿兒長長兩頭扁，左一漿來右一漿，乘風破浪
箭一樣。”說的是這皮艇。我們劃船地點是芬威
克島州立公園水上運動中心，也即我們灣景房西
部的浩淼灣區；預定劃船時間是下午五點半到七
點半，名為黃昏落日游（sunset tour）。老公和外
孫一人一船，女兒和我同乘一條船，由女兒全權
指揮。先有導游示範，後有女兒指點，不到十分
鐘基本掌握了劃船的要領。當船兒能平穩在水中
前行，我便開始調整自己的緊張心情，讓雙手和
腰板放輕松，騰出精神欣賞周圍湖光水色，發現
我們近十艘船隊在導游的引領下，早已駛出淺灘
，進入寬闊的水域，來到水草豐美的“青紗帳”
中。水草約有兩尺多高，綠綠蔥蔥，密密厚厚連
成一片又一片，成為魚兒的糧倉，鳥兒的天堂，
我們的船穿行在其中，猶如進入迷宮一般，常有
曲徑通幽之感，不是導游的開路，很難想像我們
能走出這迷宮似的青紗帳。當我們快靠岸時，突
然發現太陽已接近水面，霞光照耀著大地，大紅

大紫，光芒四射，炫麗多姿，我趕緊拿起手機，
拍下這難忘美景。

游覽大洋城（Ocean City, MD） 從芬威克
島往南行車不到20分鐘，來到這大西洋沿岸的著
名城市——大洋城。這是個狹長的城市，南北僅
有一兩條大道，東西卻有146條街。在大道兩邊
高樓林立，飯店旅館一家接一家，由於這裡是名
震全美國的度假勝地，常住人口為七千多的大洋
城，一到夏日周末，竟有30多萬游客來此度假。
為便利游客出行，推出3美元的通票可在24小時
內任意游轉大洋城。在主干道上有近30個汽車站
，游人根據你的旅行計劃憑票上車。老公和我也
各買一張車票，隨時上車下車確實方便。大洋城
的最南端是一個超大的游樂場，供游人娛樂並消
費；一路往北就是又長又寬的沙灘，有數十個沙
雕造型栩栩如生，平整的金色沙灘還可打打沙灘
排球什麼的，寬闊的步行道供游人漫步，也可乘
坐觀光車代步，步行街以東便是琳琅滿目的各種
商品店，點心糖果鋪，各種風味的食品佳肴，形
形色色名目繁多。從城市建築風格和規模布局看
有點像大西洋城，不同的是這裡沒有老虎機和賭
場。當夜幕降臨時，天氣變得不再那麼炎熱，時
不時還有海風陣陣，步行街上會有更多的游人來
這裡觀光，還有畫家在作畫，有音樂人在彈撥樂
器，有樂隊在即興表演，吸引游人圍觀，真是熱
鬧非凡。我們全家很喜歡晚上在這兒散步，記得
有三個晚上跑這兒來觀景漫步，邊走邊吃邊看，
很是休閑。

七天的特拉華沙灘度假，除了玩得開心，住
得舒適溫馨，吃了海鮮和味道極佳的大螃蟹，還
抽空逛了大型超市（Tangle Outlet），每個傍晚
只要有可能，我們全家或是站在湖邊，或是待在
家中西向的陽台上，靜靜地等待太陽下山的那一
刻，這美麗的自然景觀怎麼看都讓人看不夠，最
美不過夕陽紅，此話不假。特拉華沙灘，期待下
次再見！

全文完

特拉華沙灘度假記 文/方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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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夏季的一天，當新澤西海岸區朗布蘭
奇(Long Branch)的警局接到電話時，外面正下著
暴雨：有人看到一個頭髮淩亂的老人在暴風雨中
遊蕩，盯著一套貼著“在售”標誌的空房的窗戶
往裡看。一名24歲的女警官被派去查看，她在
現場發現了一個渾身濕透的奇怪老人。他身
著連帽雨衣和黑色運動褲，褲腿塞進靴子裡
，他未隨身攜帶任何身份證件，說的話也讓
人難以相信。“我問他叫什麼，他說，‘鮑
勃狄倫(Bob Dylan)’。”警官克利斯蒂布勃
萊(Kristie Buble)稱，“好吧，我很久以前見
過鮑勃狄倫的照片，在我看來那個人一點都
不像鮑勃狄倫？我當時不確定他是不是從哪
家醫院或其他類似地方跑出來的。”這件事
成了當時報刊的一個娛樂新聞。

7 年後，這位被新澤西警察局帶走的那
個鬼鬼祟祟的“流浪漢”再次出現在新聞報
導中，因為瑞典文學院(Swedish Academy)將他
選為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Nobel Prize for Lit-
erature)得主。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對鮑勃狄倫
(Bob Dylan)是否該得這個獎項的爭論鬧得沸沸
揚揚之際，這個喜歡清靜的諾獎得主卻不知道
隱身在何處，害的諾獎評委十分尷尬。

瑞典文學院嘉獎鮑勃狄倫“在美國歌曲的
偉大傳統中開創了新的詩性表達”。 鮑勃狄倫
(Bob Dylan)的歌曲對我這個不懂英語的聽眾來
說有些困難，但這條諾獎評語激發了我閱讀鮑
勃狄倫歌詞的興趣，從他早期的歌詞中，我看
到的是他未成名前的辛酸！

1961年1月，還不滿20歲的鮑勃·狄倫從明
尼蘇達大學輟學，提著旅行箱和吉他，揣著大
約10美元，一路搭便車朝著他心中的偶像伍迪
格斯裡(Woody Guthrie)所在的地方出發了。
他在自傳中寫道：“這輛大車在橋的另一
端停下，放我下了車。我砰的一聲甩上身
後的車門，揮手道別，踏上了硬硬的雪地
。刺骨的風打在我的臉上。我終於到了這
裡，紐約市，這座好像一張複雜得難以理
解的大網的城市，我也並不想嘗試去理解
它。我到的時候正值嚴冬。天氣冷得厲害
，城市的所有主幹道都被雪蓋著，但我是
從嚴霜的北國出發的，在那個地球的小角

落，灰暗的霜凍的樹林和冰凍的道路都嚇
不倒我，我能夠超越極限。我不是在尋找
金錢或是愛情。我有很強的意識要踢走那
些擋在我路上的不切實際的幻想。我的意
志堅強得就像一個夾子，不需要任何保證
。在這個冰冷黑暗的大都市里我不認識一
個人，但這些都會改變??而且會很快。”

到達紐約格林威治村後，狄倫在格林尼治
村的民歌咖啡館賣唱為生：“民歌咖啡館是格
林尼治村中心麥克道格街上的一家俱樂部。那
地方是個地下洞穴，沒有酒，燈光昏暗，天花
板低矮，像一個放著椅子和桌子的大食堂。有
人讓我去那兒找一個叫弗雷迪?尼爾的歌手，
他負責白天的表演。我找到了那地方，被告知
弗雷迪在樓下的地下室裡，那兒是寄存衣帽的
地方，我就在那兒見了他。尼爾是這裡的主持
人，還管理著所有的表演藝人。他對我好得不
能再好了。他問我能做什麼，我告訴他我能唱
歌，彈吉他和吹口琴。他讓我演奏了些曲子。
過了大概一分鐘，他說我可以在他表演時吹口
琴。我高興極了。至少有個地方可以躲開寒冷
了。… …弗雷德的表演沒有時間限制，他的靈
感能持續多久他就表演多久。弗雷迪掌控著節
奏，他穿著保守、陰鬱，有著迷一般的眼神，
桃紅的膚色，滿頭鬈髮，他憤怒而有力的男中
音帶著憂鬱的聲調，不管有沒有麥克風，都能
直達房梁。他是這裡的皇帝，甚至有他自己的
後宮和追隨者。你不能碰他，一切都圍繞著他
轉。幾年後，弗雷迪寫出了那首熱門歌曲《每
個人都在說》。我從來沒有屬於自己的表演。
我只是給尼爾所有的表演伴奏，而這就是我在
紐約表演生涯的開始。”

在這裡，他不僅認識了偶像格思裡，還在
定期舉辦的民歌手聚會中，成了格思裡最喜歡
的民歌手。那時候，美國最著名的民謠歌手就
是伍迪格斯裡(Woody Guthrie)，“我對自己說
我是格思裡最偉大的弟子。”Dylan由此決定
要堅持唱Woody Guthrie的歌，而且把自己也
扮成Woody Guthrie。為了讓自己顯得更有
趣 ， 他 還 在 個 人 簡 歷 上 胡 謅 一 通 ， 稱 自
己 “ 向 來 自 芝 加 哥 的 失 明 街 頭 歌 手 學 習
布 魯 斯 ， 從 德 克 薩 斯 曼 斯 利 普 斯 金 的 搖
滾 孫 兒 那 兒 瞭 解 到 搖 滾 樂 ” 。 後 來 ， 在

精 神 病 院 再 次 見 到 偶 像 Woody Guthrie 時
， 名 不 見 經 傳 的 狄 倫 在 Woody 的 病 榻 前
彈 起 了 吉 他 ， 並 給 他 帶 去 了 羅 利 牌 香 煙
。 他 之 後 再 沒 去 看 望 過 Guthrie， 雖 然 仍
舊 唱 著 Guthrie 的 歌 ， 但 突 然 間 他 也 開 始
唱 其 他 人 的 歌 。 很 明 顯 Dylan 對 Woody
Guthrie 的 迷 戀 已 經 完 結 。 為 紀 念 Guthrie
， 他 第 一 次 動 筆 寫 了 一 首 《Song For
Woody》：
我在離家千里之外的地方
走在一條荒僻公路之上
我看見了你世界中的人與事
傾聽乞丐、農夫、王子和國王。

嘿，伍迪?格思裡，我給你寫了一首歌
關於這來到的奇異的舊世界
它似乎病態又饑餓，疲憊又破爛
它看上去瀕臨絕境，又像剛剛出生。

嘿，伍迪?格思裡，我知道你所知悉的
我所說過的話，我將反復敘說
我唱過每一首歌，但仍未唱夠
因為沒有多少人像你的昔日所為。
這首歌也獻給西斯科和桑尼，萊德貝利，
還有所有陪伴你旅程的好人們
獻給他們真實的心與雙手
雖然他們已歸於塵土，隨風而去
我明日即離開，但是也許就在今日
某一日走在某處的公路上
我想做的最後一件事情
是說：“我也經歷了一些艱難的旅程。”

（周公度譯）
從此Bob Dylan開始自主創作。他的演出越來
越多，卻從未受到星探的關注。當時的鮑勃·
狄倫是一種怎樣的生活狀態呢？他在《談談
紐約》這首歌曲中將自己當時的生存狀態唱
得很憂傷：
漫步在荒涼的西部，
離開了我最愛的小鎮。
我的思緒翻轉起伏，
當我進入了紐約城，
人如胡麻低入塵埃之中，
而高屋廣廈直聳雲端。

紐約城的冬日時光，
狂風卷襲著雪地，
就地踱走，無處可去，
人如冰柱冷入骨隙，
我寒冷至極。
《紐約時報》說這是十七年來最冷的冬季；
我卻不再覺得多麼寒冷。
背著我的舊吉他，
匆忙趕上一班地鐵，
經過一番搖晃、顛簸、推擠，
終於到達市區；
來到格林威治村。
我在那兒走來走去，
然後來到一間咖啡屋。
我走上舞臺彈唱，
人們在台下喊，“早點回去吧，
你就像個鄉巴佬；
我們需要的是民謠歌手。”
後來我得到了份吹口琴的活兒，繼續演奏，
一天一美元，我幾乎把肺吹出體內。
吹得我心意虛脫，頭腳混淆。
有人說他喜歡我的口琴聲，
他大聲呼叫著他多麼喜歡我的口琴聲；
一天一美元總有所值。
如此消磨了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
我在紐約城得到一份工作，
在一個更大的地方，錢也多了點兒，
加入了個協會，薪酬漸趨合理。
一個偉大的人曾經說過，
某些人用一支鋼筆就可以擄掠你。
用不了太久你就能發現，
他言語中的深意。
許多人的桌子上沒有多少食物，
但他們卻擁有不少刀叉，
他們總是要切點什麼。
所以啊，一個陽光溫暖的早晨，
我自紐約城漫步而出。
帽檐遮著我的眼睛
朝向西部的天空出發。
再見，紐約。
你好，東奧蘭治。

（未完待續）

作者：李詩信

鮑勃狄倫(Bob Dylan)的成名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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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 newspaper Granma that his trip aimed to deepen 
the two countries' relationship, forge new areas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ntensify the mutual 
political trust."
The two countries signed agreements on collaboration 
in the science, environmental, industry, energy, 
public health and 
agricultural sectors, 
Cuban state TV said. 
China also agreed to 
extend lines of credit 
for certain projects, 
it added, but did not 
specify how much.
Cuba has become 
a hot destination 
for tourists, foreign 
investors and 
leaders alike since 
the government 
embarked on business-friendly reforms and Havana 
and Washington announced a detente nearly two years 
ago after decades of hostility.

Chinese Prime 
Minister Li Keqiang 
met with Cuban 
President Raul 
Castro on Saturday, 
September 24, 
2016, during a two-
day trip to Havana, 
and the two leaders 
oversaw the 
signing of around 
30 agreements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various sectors, 

Cuban state media reported.
Li is the first Chinese premier to visit Cuba since the 
two countries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56 years 
ago, although President Xi Jinping visited in 2014.
China is Cuba's secon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fter 
Venezuela. The two countries traded $1.6 billion in 
the first nine months of 2015, a 57 percent increase 
on the same period the previous year, official Cuban 
data shows.

China, Cuba Agree To Deepen Ties
During PM Li's Havana Visit In Sept 2016 

Granma to mark 
his 89th birthday.
In it, Mr Castro 
said Cuba was 
committed to 
"good will and 
peace in our 
hemisphere" but 
added: "We will 
never stop fighting 
for the peace and 
welfare of all 
human beings, regardless of the colour of their skin 
and which country they come from."
Fidel Castro led his country from the Cuban 
Revolution, in 1959, until 2006, when he stood down 
because of undisclosed health problems.
He passed on power to his younger brother, Raul, who 
embarked on a number of economic reforms.
New Era
The new era for U.S. and Cuba relations began with 
little fanfare when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to resume normal ties on July 20th came into 
force last month, and the diplomatic missions of each 
country were upgraded from “interests sections” to 
embassies. The Cuban embassy was opened last month 
in Washington in an historic policy shif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 severed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61 and since the 1970s had been 
represented in each other's capitals by limited service 
interests sections.
And yet, though normalization has taken center stage 
in the U.S.-Cuba relationship, there remains a deep 
ideological gulf between the nations and many issues 
still to be resolved. Among them: thorny disputes 
such as over mutual claims for economic reparations, 
Havana's insistence on the end of the
John Kerry, the first US Secretary of State to visit Cuba 
in 70 years, presided over the ceremony in Havana on 
Friday, August 14, 2015, at the newly opened U.S. 
embassy in Havana. 
The US flag was raised by the same US marines who 
brought it down 
in 1961. 
Cuba reopened 
its embassy in 
Wa s h i n g t o n 
last month. But 
issues remain, 
with Cuban 
leader Fidel 
Castro blasting the US for not lifting its trade embargo.
53-year-old trade embargo and U.S. calls for Cuba to 
improve on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Some U.S. 
lawmakers, including several prominent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have vowed not to repeal the 
embargo and pledged to roll back President Obama's 
moves on Cuba.
Still, a remarkable change of course in U.S. policy 
toward the communist island under Mr. Obama, who 
had sought rapprochement with Cuba since he first 
took office and has progressively loosened restrictions 
on travel and remittances to the island.
"The significance of opening the embassies is that trust 
and respect that you can see, both sides treating the 
other with trust and respect," he said. "That doesn't 
mean there aren't going to be conflicts - there are 
bound to be conflicts - but the way that you treat the 
conflict has completely changed."
On July 1, with outstanding issues having been 
resolved, the U.S. and Cuba exchanged diplomatic 
notes agreeing that the date for the restoration of full 
relations would be July 20.
Both interests sections have technically operated 
as part of Switzerland's embassies in Washington 
and Havana. The Swiss also were caretakers for the 
former American Embassy and ambassador's residence 
from 1961 to 1977, when the U.S. had no diplomatic 
presence in the country at all. (Courtesy www.cbsnews.
com)

With the death of Fidel Castro, the Cuban people, which 
includes many of Chinese descent, are wondering 
exactly what the long-time leader's passing will mean 
to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U.S., China and Cuba 
to their daily lives.
Chinese immigration to Cuba started in 1847 when 
Chinese (Cantonese and Hakka) contract workers 
were brought to work in the sugar fields, bringing 
the religion of Buddhism with them.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workers were brought in from 
China,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during the 
following decades to replace and / or work alongside 
African slaves. After completing eight-year contracts 
or otherwise obtaining their freedom, some Chinese 
immigrants settled permanently in Cuba, although 
most longed for repatriation to their homeland. 
Havana's Chinatown (known as Barrio Chino de La 
Habana) is one of the oldest and largest Chinatowns in 
Latin America. Some 5,000 immigrants from the U.S. 
came to Cuba during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escape 
the discrimination present at the time. A small wave of 
Chinese immigrants also arrived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 escape the political chaos in China.

Two thousand 
C h i n e s e , 
consisting of 
Cantonese and 
Hakkas, fought 
with the rebels 
in Cuba's Ten 
Years' War. 
A monument 
in Havana 

honours the Cuban Chinese who fell in the war, on 
which is inscribed: "There was not one Cuban Chinese 
deserter, not one Cuban Chinese traitor."
Chinese Under Fidel Castro
When the new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led by Fidel 
Castro came to power in 1959,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changed. Many Chinese grocery 
store owners, having had their properties expropriated 
by the new government, left Cuba. Most of these 
sett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ly nearby Florida, 
where they and their US-born children are called 
Chinese-Americans or Cuban-Americans of Chinese 

descent, while a relatively 
few to nearby Dominican 
Republic and othe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nd 
also to US territory of 
Puerto Rico, where they 
are called Chinese Puerto 
Ricans, Cuban-Puerto 
Ricans of Chinese descent, 
or Cuban-Americans of 
Chinese descent. 
Chinese refugees to United 
States include people 
whose ancestors came to 

Cuba 10 years before the Cuban Revolution and thos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Chinese American 
refugees, whose ancestors had come from California, 
were happy to be b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sult 
of this exodus, the number of pure Chinese dropped 
sharply in Havana’s Barrio Chino. The places to which 
they migrated had a unique Chinese culture and a 
popularity of Chinese Cuban restaurants. 

 While many fled, some 
Chinese stayed after the 
start of Fidel Castro's rule in 
1961. Younger generations 
are working in a wider 
variety of jobs than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Many 
are entering show-business 
as song composers, actors, 
actresses, singers, and 
models.
Relate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Visits Cuba In 

July 2014
(HAVANA) – On Monday, 
July 21, 2014,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arrived 
in Cuba and was welcomed by Cuban Vice president, 
Miguel Díaz-Canel, along with his Chinese diplomats. 
The Chinese president aims to uplift trade as well as 

political ties with 
Cuba and othe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Previously, during 
the tour to Latin 
America, China 
has signed 38 
new agreements 
with Venezuela 
in the sectors like 
energy, mining, 
transportation and 

has opened up a new branch of China Development 
Bank in Caracas, the capital of Venezuela. This also 
includes the USD 4 billion credit line in return for 
Venezuela’s crude products. Notable deals with Brazil 
and Argentina, and form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bank with the BRICS group are some important 
advancements of Mr. 
Jinping’s trip.
Bilateral agreements 
were signed between 
Raúl Castro, President 
of Cuba, and Mr. 
Jinping. The Chinese 
leader visited the 
October 2014 hurricane 
“Sandy” struck Santiago 
de Cuba, the country’s second-largest city, which 
resulted in 11 deaths and 17,000 homes destroy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lans to co-operate in the 
rehabilitation process of the area.
China has grown its trade with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nd is now the second-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both Argentina and Cuba, and has been 
Brazil’s since 2009. Furthermore, trade between these 
countries has increased 
from USD 1.4 million 
to USD 19.2 billion last 
year, since four decades. 
Many Chinese investors 
have accompanied their 
leader and showed 
interest of investing in 
the communist-led Cuba.
Trad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uba reached 
$1.4bn in 2013, up from 
$996m in 2005. Chinese 
Yutong buses navigate 
Havana's streets and 
Chinese Geely cars also 
feature, while domestic 
appliances in the country 
are invariably China-
made.
China has rescheduled 

the country's government 
and commercial debt, 
thought to be in the region 
of $6bn.
It has also granted Cuba 
a number of long-term, 
interest-free loans to boost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bility as Havana 
embarks on a program of 
economic reforms.
Possibly the most eye-
catching reforms have 
occurred in the country's 
oldest industries. 
Overhauling its archaic 
sugar ministry and 

establishing state holding company Azcuba led to a 
flood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2012.
Modern technology has boosted sugar production 
above a million tonnes annually, around 400,000 
tonnes of which are exported to China each year.
"We want Chinese businessmen to invest in Cuba and 
partner with Cuban companies," said Deborah Rivas, 
Cuba's director general for foreign investment.
The future Chinese-modeled free-trade zone at Mariel 
is just one of the incentives tempting the Asian 
country's business leaders.
Foreign investment laws were amended with China 
in mind. For the first time, Chinese investors are able 
to bring in their nationals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Courtesy www.ibtimes.co.uk)
Related 
John Kerry Reopens U.S. Embassy In Havana 

On Historic Trip In 2015 As U.S.
And Cuba Restore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Signaling Beginning Of New Era
John Kerry, the first US Secretary of State to visit Cuba 
in 70 years, presided over the ceremony in Havana on 
Friday, August 14, 2015, at the newly opened U.S. 
embassy in Havana. 

The US flag was raised by the same US marines who 
brought it down in 1961. 
Cuba reopened its embassy in Washington last month. 
But issues remain, with Cuban leader Fidel Castro 
blasting the US for not lifting its trade embargo.
In an open letter to the U.S. last Thursday, Mr Castro 
said the US owed Cuba millions of dollars because of 
its 53-year-long embargo. The letter makes no mention 
of the reopening of the US embassy.
Historic visit
Three marines who lowered the American flag for 
the last time on 4 January 1961 raised it again during 
Friday's historic ceremony in Havana. They are now 
retired and in their late 70s.
"I'm gonna love seeing that flag go back up," said 
former marine Jim Tracy, 78, in a US State Department 
video released ahead of the ceremony.
Cuban leader Raul Castro and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greed to restore ties in December last year.
While trade and travel restrictions have been relaxed, 
the Republican-led US Congress has not lifted the 
trade embargo the US imposed on the communist-run 
island in 1960.
Cuba says the embargo - which it calls a blockade - is 
hugely damaging to its economy.
It says relations will be fully restored only once it is 
lifted.
Fidel Castro's letter was published in state new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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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In Early Cuba 

President of China Xi Jinping, upon 
his arrival to the José Marti airport 

in Havana, Cuba, July 21, 2014, 
where he was met by the Cuban 
First Vice President Miguel Diaz-

Canel. (Photo EPA) 

Cuba's President Raul Castro 
(R) shakes hands with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C) as 
Ecuador's President Rafael 

Correa looks on.

Construction workers prepare 
the land for an upcoming rail 
track as part of a port project 
financed by Brazil in Mariel, 

Cuba.

Late Cuban President Fidel Castro 
survived over 600 assassination 
attempts to become the longest 
serving non-royal leader of the 
20th Century prior to his death this 
month.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reopened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Havana, Cuba  On Friday, August 14, 2015, after 
having been closed for more than 54 years, in a symbolic 
step signaling the warming of ties between both countries. 

A farmer works the land in 
La Lisa on the outskirts of 

Havana

The Death Of Fidel Castro, 
Former Revolutionary And 
Former President Of Cuba, 

Has Turned A New Page 
And Leave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uture of 
the Country With Many 

Questions.

Cuba's Uncertain Future Lies Ahead As 
Cuban Chinese Ponder Relationship 

Changes Between U.S., China And Cuba

Cuba's President Raul Castro (R) 
shakes hands with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during their meeting 
at Havana's Revolution Palace, 
Cuba September 24, 2016. (Photo/
Reuters)

Cuba's President Raul Castro (C) 
and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R) review the honor guard during 
an official reception ceremony 
at Havana's Revolution Palace, 
Cuba September 24, 2016. (Photo/
Reuters) 

The U.S. Interests Section in Havana, 
Cuba, now houses the U.S. Embassy.

Fidel Castro Has Died.
Castro’s Death Casts Doubt On Cuba’s Relationships

Earlier this week, Shinzo Abe became the firs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to visit Communist-ruled Cuba, saying 
he wanted to deepen the two countries' relationship.
Li landed in Havana on Saturday and is set to leave 
early on Monday. No news conference is scheduled 
during his visit. (Courtesy http://www.reuters.com/
article)
Related

U.S. Competes With China for Influence 
in Cuba

A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orks to exp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uba, it is competing for 
influence with a familiar rival: China.
Since the White House embarked on restoring relations 
with Cuba—an effort culminating in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historic visit last fall—the U.S. has run up 
against China’s efforts in recent years to build an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untry.
China’s trade with Cuba grew by 57% in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of 2015 to $1.6 billion, rebounding from an 
usually weak period the year before, according to 
Beijing. Direct flights from Beijing to Havana started 
in December. And China is leading efforts to build 
Cuba’s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You have Chinese influence really across the board,” 
said Richard Feinberg, a former U.S. diplomat who 
studies the Cuban econom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and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in 
Washington. “From the Cuban point of view, they’re 
still paranoid about America.”
Though China is Cuba’s secon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it is far behind Venezuela, illustrating the limite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most countries under Cuba’s 
current system. Joint ventur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from China are relatively small—though 
plans for a cluster of resort properties are estimated 
to be worth $460 million, including a luxury housing 
project near the Marina Hemingway that will house 
Chinese tourists.
But China’s investments in Cuba are likely to grow, 
said Xu Shicheng, a leading Chinese expert on Cuba at 
the state-backed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s a loosening of U.S. restrictions opens Cuba’s access 
to the broader, global economy.
“This improvement in relations between Cuba and the 
U.S., if it brings about a relaxing of restrictions, would 
benefit future Chinese investment in Cuba,” he said. 
(Courtesy http://eurasiadiary.com/news/geopolitics) 



BB88

休城工商

休城社區
星期二 2016年11月29日 Tuesday, November 29, 2016

「真佛宗密儀雷藏寺 」12 月 9 日至 12 月 11 日舉行
 恭請“釋蓮鎮金剛上師＂主壇「 息災祈福敬愛超度大法會」( 上 )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真佛宗密儀雷藏
寺」 由根本傳承上師聖尊蓮生活佛慈悲加持，
恭請真佛宗＂釋蓮鎮金剛上師＂蒞臨休士頓密
儀雷藏寺，在 12 月 9 日至 12 月 11 日主壇「息
災祈福敬愛超度大法會」。

三輪雷藏寺的創建人釋蓮鎮上師於 2009 年
9 月 9 日，蒙聖尊蓮生活佛在西雅圖「真佛密苑」
賜授金剛阿闍梨灌頂，法號「釋蓮鎮」，並經
認證為黑 蓮花童子。『蓮鎮』就是能夠在那裡
一坐下來就可以威風八面、震倒四方、威鎮八
方 . 他是一位有修行的人，又是中醫師，在內心
深處，他是一位悲天憫人的行者，時刻以利益
眾生為職志。擁有豐富法務經驗的蓮鎮上師認

為 敬師、重法、實修最重並指出：「任何道場
要發展，本身人事一定要和合，再來要莊嚴自
己、守戒律，如此自然而然會以平等心來對待
眾生，而道場只要團結、平和，眾生就願意親
近。尤其主事者要有宏觀的信念，能以正知正
見判斷事情並堅持原則，多為別人想，多與大
家做溝通」.

近期，在美國第八大城，德州的達拉斯東
北角，矗立起一片宏偉、壯觀的廟宇，儼然成
為新地標。這座佔地三十多英畝，建築面積近
四英畝的「三輪雷藏寺」，位居鯉魚穴，穴場
幅員廣大，氣場清明，乃修行者夢寐以求的風
水寶地，也是真佛宗在美南的另一處弘法聖地。
目前，該寺主硬體已完成，各方請來的佛菩薩
像也就位，只等根本傳承上師擇日佛駕蒞臨開
光，即可正式啟動、大轉法輪了。

上個月，2009 年 9 月 9 日，「三輪雷藏寺」
的創建人宋顯正師兄發心出家後，蒙聖尊蓮生
活佛在西雅圖「真佛密苑」賜授金剛阿闍梨灌
頂，法號「釋蓮鎮」，並經認證為黑蓮花童子。
聖尊讚嘆說：「『蓮鎮』，就是能夠在那裡一
坐下來就可以威風八面、震倒四方、威鎮八方。
他現在也是一個很有修行的人，他在達拉斯要
蓋『三輪雷藏寺』，他沒有募款，土地是自己的，
他用自己的力量去蓋自己的雷藏寺。我給他取
名叫『三輪雷藏寺』。大家不要以為是三輪車
的三輪，這是屬於佛法的三轉法輪，所以才叫
『三輪』。他將來也是一位大功德主。」

釋蓮鎮上師和真佛宗結緣很早。1979 年，
他由故鄉台灣負笈美國亞利桑那州留學，讀到
電機系博士後就職于德州 休士頓 。1983 年他首
次閱讀到盧師尊的《伏魔平妖傳》著作，非常
感興趣，還特地飛到西雅圖面見作者。1984、
85 年，他更索性搬到西雅圖，以便親近盧師尊
並學習佛法。之後他和師姐蔡秋香遷徙到田納
西州經營數家餐廳，並於 1995 年再度回到休士
頓定居。此時他們已積累不少家財，乃改行經
營房產出租業及購物中心。不過事業穩定的蓮
鎮上師並不以此為滿足，他觀察到人生的最苦
是病痛，也想到深諳中

醫術的父親，於是毅然決然重回學校，在
休士頓華美中醫學院苦讀四年，繼而考取中醫
執照，2000 年左右開始經營診所行醫濟世。

綜觀蓮鎮上師移民異鄉多年奮鬥的軌跡，
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艱苦卓絕、勇於開創，並深
具遠光的成功事業經營者；然而更重要的是，
在內心深處，他卻是一位悲天憫人的行者，時
刻以利益眾生為職志。所以在一面行醫之際，
他也到休士頓「密儀雷藏寺」幫忙法務，且於
2003 年榮膺該寺第五屆董事會董事長，後來為
了要專心於弘法大業，他的診所業務更只好委
請助手主理了。

接下來的因緣流轉也是讓人難以預料的。
2005 年卸下「密儀雷藏寺」董事長職務後，蓮
鎮上師經常來往美、台之間，有一次，台灣「金
極雷藏寺」負責人蓮郲講師帶領他和幾位同門
前往花蓮「石壁部堂」參拜，他竟然領受到瑤
池金母要其「建寺弘法利生」的無形法旨，當
下他心裡似乎也隱知道自己後半生該走的路了。
回到美國，因緣湊巧，朋友介紹他在離休士頓
車程五個鐘頭的達拉斯買下了一塊面積廣闊的
土地，他暗忖：若能在此蓋個小小精舍，除了
自己修行外，還能隨緣度些眾生，應該也是很

有意義的吧。
最令蓮鎮上師難以忘懷的是，2006 年另一

次的回台灣，當他剛飛抵桃園國際機場，即聽
同門說起尚在閉關中的師尊將在苗栗「瑤池精
舍」開示說法，他不假思索立即趕往，這也是
他第一次在台灣見到師尊。結果在會場，眼尖
的師佛指著他問：「咦，你怎麼在這裡出現？」
「師尊，我剛從機場趕來，因為聽到您在這裡。」
師尊馬上說：「你看，這就是師徒相契的緣。」
接著師尊又問：「那你人現在哪裡？」「報告
師尊，我在休士頓。」「你不是在達拉斯嗎？」
「我在休士頓，師尊。」「你在達拉斯。」此
時在一旁的釋

蓮寧金剛上師好心提醒：「師尊，他是『密
儀雷藏寺』剛卸任的董事長。」蓮鎮上師也以
台語接腔說：「師尊，我是宋的啦。」只聽師
佛回說：「我怎麼會不知道你是宋的。」

第二天，在不同的場合，師徒又見面了。
這次師尊不僅更確定蓮鎮上師就是在達拉斯，
還直接叫出他的名字「宋顯正」來，也知道他
們夫妻在年前才剛受過菩薩戒。所有發生的這
一切，都讓蓮鎮上師好生驚訝，覺得自己的師
父真是厲害，也更加佩服師尊了。

2006 年師尊正式出關後，7 月 29 日蒞臨「密
儀雷藏寺」第二次親傳時輪金剛大法，當時師
尊在看過蓮鎮上師達拉斯那塊土地的藍圖後，
隨即賜下「三輪雷藏寺，達拉斯」的墨寶。從
此萬千重任雙肩挑，師佛的期許又是何其重！
因為眼下的達拉斯，不僅沒有幾位同門，更未
曾設有任何的同修會或道場，而師佛讓他蓋廟，
竟然就是要建雷藏寺。於是在和師姐慎重商量
後，2007 年 3 月，蓮鎮上師偕同另同門張小儂，
羅健耘舉家由休士頓搬到達拉斯，開始籌建雷
藏寺。

SHOP 中小企業論壇
光鹽社和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

（CMS）合作，邀請各中小企業雇主及相關成
員參加中小企業論壇。小型企業顧主現在不用
為了替員工提供何類優質的健康保險而煩惱，
因為聯邦政府推出了「小型企業健康選擇計
劃」（The Small Business Health Options Program, 
SHOP）Marketplace，可以為小型企業主提供相
關協助。

本論壇除了將介紹小型企業健康保險計畫
(Small Business Health Options Program, SHOP)，
並將解釋如何申請並加入小型企業健康保險，
小型企業稅務補貼如何運作，如何與保險相關
人員合作，以及各種相關資源分享。本次論壇

邀請到美國小型企業管理局 - 休斯頓區辦事
處 副 區 長 (U. S.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Houston District Office )Mark Winchester，Gulf 
Coast Workforce Board-Workforce Solutions 的 業
務經理 Susan Dixon，以及 CMS 醫療保險計劃運
營部門達拉斯地區辦事處的 Michael Coulter 為主
講人。

本論壇將於 12/13 上午於恆豐銀行 12 樓會
議室舉辦，恆豐銀行地址為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036。歡迎所有有興趣的小型雇主
共襄盛舉，有任何問題請致電 713-988-4724 光
鹽社聯繫。

釋蓮鎮金剛上師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於上周四起感
恩節假期，在玉佛寺大雄寶殿舉行連四日的< 慈悲道場梁皇寶
懺＞,由佛教會副會長宏意法師開壇主法，參加的130 位信眾，
在連續四天28 小時（ 每天七小時拜懺）拜完了共十卷的懺文
。

慈悲道場懺法俗稱梁皇寶懺，懺文總成十卷，理事行願周
隆，乃佛門中最悠久之懺法。溯自梁武帝啓建，迄今一千四百
餘年，是南朝梁武帝為皇后郗氏所集的懺罪消災，救度亡靈的
法會儀軌，可說是中國佛教史上最大的一部懺法，因此素有
「懺王」 的美譽。佛經中有一偈懺悔文： 「罪從心起將心懺，

心若滅時罪亦亡；心亡罪滅兩俱空，是則名為真懺悔。」 懺悔
是佛教修行的八萬四千種方便法門之一，藉此表達對未來無始
生命的發願，實有悔往去非，真心不犯，斷惡修善的意義。

主法的宏意法師，每天也做一些簡短的開示，他說： 當我
們在誦經文時，懺文寫的很好，都是根據佛經道理寫成懺文，
有的是 「金剛經」 的話，講的都是 「三覺功圓 」，包括（
一）自覺，（ 二 ）覺他： 幫助他人覺悟，（ 三 ）自覺，覺
他圓滿，叫 「三覺功圓 」。我們每個人都有 「身、口、意 」
三業，我們有長處，優點可增長，我們的缺點，短處可減少。當
我們修 「自覺 」時，要如理思維，思維一定要正磪，根據佛法
，如實思 「無常 」道理，如實思 「因果 」 道理，如實思 「緣
起性空」， 「緣起無我 」， 「如法修行 」，有戒，有定，有
慧，發菩提心，照顧周圍的同事，朋友，關心大眾，幫助別人，
在別人有煩惱時 「覺他 」，互相幫助。最後，達到覺行圓滿，

福慧圓滿，成就正覺。
宏意法師說： 拜懺時要珍惜因緣，如理思維，以報恩，感

恩的心來拜。一切法都是無常法，懺文說很多道理，都是一次次
提醒。希望大家在拜懺後，找到生活的能力，目標，方向，拜出
慈悲喜捨，學佛修行法門很多，要看各位能否發願，希望我們的
存在為周圍的人帶來歡喜，安樂。如能作到，將生活充實，自在
，我們隨時可修行：（ 一 ） 找出一個生活的目標。（ 二 ）拜
出一個安心的法門。

最後一天出席法會結業式的德州佛教會會長淨海法師表示
，他因為體力不能站，不能跪，因此無法全程參加拜懺儀式，他
勉勵大家佛教徒 「修行」 要趁早！

宏意法師說： 修行要趁早，其實隨時可行，他也向現場全
程參與拜懺的另六位法師（ 尤其花費最多心力的續超法師） 以
及 「法器組 」，負責香燈，知賓，準備午齎的師姐，以及各功
德主，大家的發心，贊助，才使得這場梁皇寶懺得以功德圓滿！

（本報訊）感恩節一直是美國最俱有特色的節日，更
是家人團聚表達感恩的重要日子，中台禪寺普德精舍在住
持上見下曇法師的帶領下學員們以莊嚴殊勝的禮祖儀式由
法師宣唱歷代祖師的尊號，大眾至誠禮拜以表達對報三寶
佛、法、僧的感恩之心。

維摩詰經提到 「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
終不盡。」學員手持蠟燭在住持法師的帶領下繞佛，依序
排出外面是德州地形，裡面是中台禪寺標誌的圖型，眾志
成誠，以感恩之心供佛，虔誠發願，祈求家人祈福，國泰
民安，世界和平。師父也祝願中台的心法能廣傳德州也點
燃每個人的心燈。

之後大寮香積菩薩，為與會的來賓準備了三十道精緻
的素食廣式飲茶，有大眾特別喜愛的素蝦餃，粉粿，燒賣
，油炸鬼、鹹水餃、竹支白蘿蔔煲，當季的蘿蔔糕，桂花
蜜汁蓮藕，甜點更有芝麻球，桂花馬蹄糕、椰汁西米露，
再加上代表中國人團聚的素食火鍋，學員彼此共渡佳節，
也慶祝了一個有意義及法喜的佛教徒的感恩節。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感恩節假期
啓建 「 慈悲道場梁皇寶懺」 連四日

20162016普德精舍感恩節禮祖供燈活動儀式普德精舍感恩節禮祖供燈活動儀式
及素食廣式飲茶饗宴及素食廣式飲茶饗宴

圖為由宏意法師率眾在圖為由宏意法師率眾在 玉佛寺梁皇寶懺上向往生蓮位超度玉佛寺梁皇寶懺上向往生蓮位超度。（。（ 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玉佛寺共八位法師出席梁皇寶懺結懺儀式玉佛寺共八位法師出席梁皇寶懺結懺儀式。（。（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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