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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llwininsurance.com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Office:713-952-5031
Fax:713-952-5032

楊德清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商家名店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SAC Store Fixtures 新店址
服務品質不變
休士頓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嵐(Mary Li)經營 SAC Store Fixtures14
年﹐今年 6 月不幸遭遇一場祝融之災﹐所有店面貨物付之一炬﹒
在休士頓全僑慰問協助下﹐7 月新店址重新開張﹐服務一如既往﹐
服務宗旨不變﹐免費為商家估價﹑設計和送貨到門﹐大部分商品
由自己進出口﹐從國內供賞進貨﹐價格可達到工廠直銷價格﹒
新店址﹕9507 Harwin Dr.,Ste 158, Houston, TX 77036﹐
倉庫﹕9503 Harwin Dr., Ste 1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88-4638 或 713-988-5600﹒

黃永瑞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省下平均$480！＊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還有適合的保障
！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向更好邁進 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 2010 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 State Farm 後獲得節省的
、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
2010

＊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Jack Kuo
Lending Officer, S.V.P.
713-995-3201
NMLS ID 1322729

Jason Lim
Lending Officer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Lending Officer, S.V.P.
713-272-5027
NMLS ID 1322786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fficer, S.V.P.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55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李察遜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972-301-5988

奧斯汀分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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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業中樞地位要變？ BP總部將從休斯頓遷往丹佛
公司表示，新的總部地址靠近 Rocky Mountains 的
（本報訊）休斯頓能源業近年來一直在遭受油價衝擊
和大幅裁員的負面影響，但似乎行業的寒冬仍在繼續，本 基地，將成為未來該公司重要的能源樞紐。
BP 公司有三分之二的石油和天然氣產地和儲地位
周三，能源業大佬 BP 再次宣布，公司的總部將從休斯頓
頓遷往科羅拉多州的丹佛，並且將從休斯頓總部 4500 人中 於科羅拉多州的 Rocky Mountains，同時，該公司在德
州東部和南部也有開采工程，但在５年前公司已經基
帶走 200 名員工。
本售出德州富有產地的大部分土地。
同時，該公司還增加了從科羅拉多州南部到
新墨西哥州北部的開采量。 BP's U.S. Lower 48
的執行長 David Lawler 稱，我們在科羅拉多州
有巨大的生產基地，我們把丹佛作為未來公司
最適合發展的首選之地，這裡有世界一流的大
學，發達的工業和 Rocky Mountain 能源生產
基地。
Lawler 還表示，休斯頓將繼續保持它所在的重
要地位，公司沒有改變的計劃，這次總部的遷移
不會對休斯頓產生顯著的影響，總部遷移將有效
的節省公司的物流和成本。
此舉也是該公司近年來一次大的調整，20 世紀末
，小型獨立鑽井開始發現大型的頁岩油產地包括
德州的 Eagle Ford and Fort Worth's Barnett，石油界

休斯頓油價緩慢攀升
未來供求關系變化不大

（本報訊）受到油價市場低迷的油價
的影響，今年休斯頓駕駛人不同程度的受
益於低油價帶來的福利，特別是節日季節
，感恩節以及不久到來的聖誕節的駕駛大
出行，低油價都成為主要的原因。但對於
能源中心的休斯頓能源業來講，持續低迷
的油價仍然對行業不利。
休斯頓地區近期油價緩慢攀升，上周日每
加侖油價提高了 1.7 分達到 1.96 元。

從油價觀察網站 GasBuddy.com 得到的
數據顯示，休斯頓的油價比一年前同期每
加侖提高了 0.19 元。這家網站是從當地超
過 2500 個加油站的數據中分析得出的結果
。
全美平均油價為每加侖 2.21 美元，略
升 2.9 分。
由於世界石油組織 12 月 3 日已經同意
削減石油產量，隨後引發世界石油價格上

的大佬包括 Exxon 和 BP 卻無法快速的進行運作。
2010 年，BP 以 70 億美元的價格向休斯頓的 Apache 公
司售出了位於 Permian Basin 的 10 個油井和 2 個天然氣處理
工廠，銷售所得以賠償墨西哥灣的石油泄漏事件帶來的巨
大損失。
BP 的丹佛總部預計將在 2018 的第一個季度投入使用
。

漲，而俄
羅斯領導
的世界非
石油組織
成員國將
在 2017 年
方面來看，削減石油產量的承諾對目前全
削減大約 60 萬桶的石油生產量。因此，未
球石油強勁供求的影響不大。
來市場的走向仍然充滿變數。
世界石油生產國和俄羅斯在上個月的
GasBuddy.com 網站負責人稱，從另一
產量已經創下歷史新高。

雅虎再傳遇駭 10 億用戶資料遭竊

路透社報導，雅虎指出，未獲授權的第三方在最新入
雅虎相信，
此 事 與 今 年 9 侵事件中竊取資料，該公司已和執法當局密切合作。
雅虎說，失竊的資料可能包括用戶姓名、電子郵件地
月揭露的入侵
（本報訊）美國網路業巨擘雅虎（Yahoo）今天表示 事件可能不同；當時雅虎說，至少 5 億用戶帳號內的資料 址、電話號碼、出生日期和加密密碼等，不過支付卡資料
，已確認該公司系統被駭客入侵的新事件，這個 2013 年 8 遭竊。
與銀行帳戶資訊並未被竊。
月出現的漏洞讓雅虎超過 10 億用戶的帳號遇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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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德州龍演講練習營成功
助力達福地區職場人士
德州龍演講社在 12 月 3 日為其 2016 年演講
練習營成員舉行了畢業典禮。演講練習營項目
從 10 月 15 日到 12 月 3 日為期 8 周，旨在培養成
員 在 公 共 演 講 中 的 自 信 和 鍛 煉 演 說 技 巧。
BatukBista, Darren Chang, Ariel Jen, Rebecca
Lee, Angel Pang, Tom Wang, Linwei Zhang,
Power Zhao, Tiger Zhou 和 Will Zhou 完成了項
目。他們在本次項目中一共進行了 52 次演說。
對很多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學員來說，整
個項目充滿了挑戰。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意識到

為了更有效的進行演說，英語語法和發音的正
確並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如何組織語言，有目
的的運用手勢和舞臺走動，以及聲音的抑揚頓
挫也是一場演說得以成功的關鍵。一旦學員掌
握了這些技巧，他們就得以在每周指定的演講
項目中運用它們。
學員不僅對自己在項目中學到的東西深以
為豪，並且認為良好的學習環境在項目的成功
中功不可沒。Oncor 公司的傳輸與分配服務部經
理 Power Zhao 認為整個項目組織嚴密。另一位
學員 Linwei Zhang 說他能感
受到聽衆的真誠和善意，他
的導師也見證了他在溝通
技巧方面的進步。作為特邀
評審的 Cynthia Lucas 也對項
目親和的氛圍作出了高度
評價，
“這是最友好互助的
演講社”
。
德州龍演講社感謝項
目學員的辛勤努力，社團成
員與外界人員的支持，以及
德州儀器友情提供會議場
所。Marrisa Yang 是本次項目
的總負責人，Grace Tyler 和
Mei Zhang 擔任了本次項目
的 顧 問。第 50 區 官 方 Pauline Shirley（曾 任 Toastmas-

演講練習營成員 Tiger Zhou 發表演講

ters International 國際總裁）
，Lisa Curry（自第 50 進行。更多的信息可以從 http://www.texasdrag區的發展董事）和 Mei Lin（Metro 區域主管）作 on.org/獲得，或者諮詢演講社公關 Public Rela為榮譽特邀嘉賓出席畢業典禮。來自第 50 區的 tions VP Mei Zhang，郵箱為 mayz1995@hotmail.
Joyce Ancell, Tom Ancell, Bill Bodwell, Richard com。(德州龍供稿)
A. Goodrum, Mei Lin, Bosong Liu, and Cynthia Lucas
擔 任 資 深 評 審。Bush Bu,
Ron Cao, Runchun Chen,
Jeffrey Cornell, Joseph Diaz, Jenny Hoch, Jiyeon
Kim, Chuyi Liang, Jimmy
Liu, Zheng Ma, Anne Ou,
Adrian Romo, Deborah
Terasaki, Minh Alex Vu,
Amy Wan, Shawn Xiong,
Xin Yang, Tina Yuan 和
Kaylee Zhao 等演講社成員
在整個項目過程中提供了
持續的支持。
德州龍演講社成立于
1997 年，旨在幫助亞裔職
場人士改善和提高公共演
講和溝通技巧。每周的會
面于周六上午 10：00 到 12：
2016 年演講練習營特別獎獲得者和顧問，從左至右：
00 在 Texins Activity CenMarrisa Yang, Mei Zhang, Power Zhao (最引人深思獎獲
(最引人深思獎獲
ter,13900 North Central
得者),
得者
),
BatukBista
(
(額外成就獎獲得者
額外成就獎獲得者),
),
Tiger Zhou (最佳
(最佳
Expresswa,Dallas,TX 75243

進步獎獲得者),
進步獎獲得者
), and Grace Ty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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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演講練習營成員，顧問和特邀嘉賓，前排（從左至右
從左至右）
）:Will Zhou, Tiger
Zhou, Power Zhao, Linwei Zhang, Tom Wang, Darren Chang, and BatukBista，後
排（從左至右
從左至右）
）:: Lisa Curry, Angel Pang, Rebecca Lee, Ariel Jen, Pauline Shirley,
Grace Tyler, Mei Lin, Marrisa Yang, Mei Zhang

2016 年演講練習營顧問和特邀評審，前排
前排:: Shawn Xiong, Bush Bu, Joseph Diaz,
Jeffrey Cornell, Tom Ancell, and Grace Tyler，後排
後排:: Cynthia Lucas, Mei Lin, Joyce
Ancell, Pauline Shirley, Bill Bodwell, Jenny Hoch, Runchun Chen, Mei Zhang, and
Marrisa Yang

全美臺灣同鄉聯誼會德州
李察遜分會會長交接

華人活動中心

于 12 月 7 日晚，在布蘭諾北味餐 辦之全美臺灣同鄉聯誼總會第 39 届
廳舉行新舊會長交接，約 30 名理事成 年會，並在總會長項邦珍，及年會籌備
員出席。前會長楊淑惠（Sophie S. Ng） 主任馬滌凡兩位女士的帶領下，與前
歡迎和感謝各理事過去任內，對李察 中華民國副總統吳敦義，臺北市長郝
遜台灣同鄉聯誼會的支持。榮譽顧問 龍斌，總統府副秘書長羅志强，以及前
谷祖光醫師（Dr. Charles Ku）勉勵大 影視紅星低音歌後冉肖玲等人，有良
家積極參與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的各 好的互動與交流。
項活動，並協助台灣與達福地區的文
台灣來美同鄉日衆，具有相同血
化 與 民 間 交 流。新 任 會 長 屠 華 光 統和文化背景，也具備較高的學識和
（Gary Tu）則向理事和會員們報告，今 操守。惟此一優越條件並未相對反映
年五月代表本會參加全美臺灣同鄉聯 到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地位上，為保障
誼會訪問團，回台拜訪總統府、行政院 權益及發揮整體影響力，在 1978 年美
、外交部、僑委會、和陸委會等部會，並 台斷交之時，跨各州十來位有心人士
受到熱烈招待。屠華光新會長並報告， 聯合發起組織【全美臺灣同鄉聯誼會】
在九月份代表本會參加于波士頓所舉 （TBAA，Taiwan Benevolent Associa-

tion of America）
，揭舉【保
障權益、健全地位、創造
發展、服務聯誼】為基本
宗旨，以應同鄉主客觀之
需 要。多 年 迄 今，TBAA
不斷發展而形成全美網
狀機體，得以發揮群體奮
鬥之功能。而德州之【李
察遜台灣同鄉聯誼會】也
是 TBAA 下分會之一。本
會這兩年在楊前會長和
穀名譽顧問的領導下，開
荊披棘辛苦耕耘。所以屠
的基礎之上，能繼續茁壯會務功能，對 。(臺灣同鄉會供稿)
華光新會長在本次交接典禮上，也表
僑社和臺灣同鄉有更大的服務和貢獻
達了他對本會的願景：在前輩所打下

成人英文班 2017 年春季班招生歡迎報名
【本報系達拉斯訊】英文，中文
只是用不同的語言表達，主要的不
同在於: 文化及思維上的差異，這些
差异要克服需要花一點時間，沒有
速成的方式，只有不斷的學習與吸
收。英文寫作 (written English，或所

謂 writing) 比口語 (spoken English)
較注重文法及正式的用法，所以基
本文法要扎實，寫作時自然游刃有
餘。本中心 ESL 老師教學經驗豐富、
認真，只要用心上課，不用再擔心英
文說不出口，上課名額有限，請盡速

報名。
以下是一月份開課的時間表：
第 二 冊 ( 下)，週 二 與 週 四，上 午 十
點 - 十二點，1 月 10 日開課
第 三 冊 ( 下)，週 一 與 週 三，上 午 十
點 - 十二點，1 月 9 日開課

每期上課週數為 13 週 (1/9 –
4/13)，不收費學費，每期僅收報名
費$25 和教材費$50。課程有說、聽、
讀、寫、會話，即日起接受報名，每班 英文的興趣與决心，活動中心一都
額滿十人才開課。凡年滿 18 歲，無 歡迎報名上課。詳情請與活動中心
分國籍，新移民或舊移民，只要有學 聯絡 972-480-0311。

十二月十七日健康講座一個癌症患者的心歷
【本報系達拉斯訊】由華人活動
中心，亞美癌症關懷服務中心，東海
校友會聯合主辦一場健康講座“一
個癌症患者的心歷路程”
，將在十二
月十七日星期六下午二點至三點卅
分於華人活動中心會議室舉行。

每個人都有可能自己或者有周
邊的人患得癌症。得了癌症往往就
好像面臨世界末日。但事實上許多
人克服了癌症。也有許多人在奮戰
癌症的過程中，能從生活和心理上
的調整，減輕治療過程中所面臨的

許多挑戰。心理學家認為生活和心
理的調整是克服癌症的一大因素。
難得蕭淩博士在奮戰癌症的過程中
願意跟大家分享她的心曆路程。如
果你是癌症患者或有周邊的親朋好
友得了癌症，這次分享對你會有或

低收入兒童和孕婦醫療補助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全年辦
理聯邦和州政府的低收入家庭
兒童醫療補助(Children Medicaid),兒童健康保險(CHIP )和
孕婦醫療補助(CHIP Perinatal)
的申請. CHIP 是針對一些父
母因收入較高或財產太多而導
致他們的小孩無法拿到 Medicaid，同時又付擔不起私人保
險公司的保費而提供的兒童健
康保險。
懷孕但沒有健康保險和無
法獲得 Medicaid 的孕婦，可藉

由 CHIP 計劃獲得妊娠照顧服
務(CHIP Perinatal)。這個服務是
針對未出生的小孩。它涵蓋 20
次產前檢查，懷孕相關的處方
藥、維他命、生產服務以及最初
幾個月新生兒的健康和醫療照
顧等。
參與 Medicaid 和 CHIP 的兒童
資格要求:
小孩必須是：
‧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記
住：是小孩身份。父母身份不作
要求）

‧德州居民
‧年齡 19 歲以下
誰可代表小孩申請？
‧ 任何與小孩居住超過半年
的成年人，包括：父母，繼父母，
祖父母，其他親屬，合法照護人
或成年兄弟姊妹。
‧任何單獨居住的 19 歲或以下
者。
‧任何年齡的低收入孕婦可以
為她們未出生的小孩申請孕娠
期間醫療照顧
（CHIP Perinatal，孕婦身分沒有

路程講座

多或少的說明。
蕭淩博士現為美國南衛
理 公 會 大 學（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歷史系助教授。 TX 75081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地址: 400 N. Tel: 972-480-0311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Website: www.dallasccc.org

特別要求）
申請需要的
文件有：
‧社會安全

卡
‧身份證明
‧地址證明
‧收入證明
‧懷孕婦女申請，還需提供懷
孕證明
沒有健康保險也無法申請
Medicaid 的低收入孕婦，可以
申 請 孕 婦 醫 療 補 助（CHIP
Perinatal Care)。只 有 學 生 保 險
的孕婦也有可能申請孕婦醫療
補助。
兒 童 醫 療 補 助 (Children

Medicaid) 全 家 每 月 收 入 上 限
我們是聯邦政府認證的導
如下：家庭成員 1 人$1,366，家 航員和保險公司沒有任何關係
庭成員 2 人$1,842，家庭成員 3 。我們有兩個辦公室：
人$2,318，家庭成員 4 人$2,795， A.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400
家庭成員 5 人$3,271，家庭成員 N. Greenville Ave., #12, Rich6 人$3,747。只要是定居在德州 ardson, TX 75081
的兒童，家庭收入未超過上限 辦公時間：星期三，五，六，日，
規定，我們都可以協助申請。
上午 10:30 至下午 3:30。
兒童和孕婦健康保險計劃 B. 布蘭諾角聲社區中心：1108
(CHIP)全家每月收入上限如下 W. Parker Rd., #108, Plano,
：家庭成員 1 人$2,039, 家庭成 TX 75075
員 2 人$2,750，家庭成員 3 人$3, 辦公時間：星期二，四，上午 10:
461，家庭成員 4 人$4,172，家庭 30 至下午 3:30。
成員 5 人$4,878，家庭成員 6 人 亞 美 健 康 關 懷 服 務 電 話：
$5,593。只要是定居在德州的兒 469-358-7239， email: asian童和孕婦，家庭收入未超過上 cancercare@yahoo.com( 亞 美 供
限規定，我們都可以協助申請。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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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蔡英文通話特刊

川蔡通話之後
時代雜誌選出今年的風雲人
物，川普果不其然名列榜首，他
不時有驚人之舉，令人咋舌，他
和蔡英文的十分鐘電話寒喧，更
引來舉世矚目，尤其引起海內外
華人媒體的極大關注，評論如
潮，有的興奮，有的悲傷，有的
警張，有的憤怒，在筆者看來這
些情緒完全沒有必要，我們要以
平常心來看，筆者認為川普上任
後，美中仍然是一個鬥而不破的
局面，風不會太大，浪不會太
高，關關難過關關過，處處無解
處處解，大家安心吧！
筆者老神在在的原因有下：
1.這次安排川蔡通話的有老杜爾
和前鷹派頭頭錢尼的徒子徒孫葉
望輝等人，老狗玩一點新把戲，
收一點佣金讓蔡英文吸兩口大
麻，賓主盡歡一下而已。
2.川普在沒有上任前打一下臺灣
牌是精明商人的高招，先把這根
雞肋價錢抬高，等上任後用作和
老共討價還價的籌碼,準備把臺灣
賣一個好價錢,我認為在川普任內
仍然有可能看到臺灣被出賣的情
景。
3.不管是誰出任國防部長，美中
都不會主動踩對方紅線，有一句
「文人主戰，武人主和」的古
話，不要以為「瘋狗」當了國防
部長就真的會發瘋。他熟讀孫子
兵法，深知殺敵一萬，自損八千
的道理，美中兩國決不會用核武
對幹，打傳統戰事是老共的長
板，如果在中國家門口鬧事，美
國沒有天時地利，勝算實在不
大，韓戰越戰兩場大仗就是血淋
淋的教訓，愛國的美國人,對此應
該要深刻認清事實。
4.川普團隊中出現了許多極右
派,如金瑞奇，巴龍等人，令大夥
看了有點驚心動魄；美國各朝各
代都有所謂鷹派，小布希時代就
有錢尼和拉姆斯費爾德等大老
鷹，最後卻把美國帶向戰事，弄
到民窮財盡，小布希被這兩位老
鷹拖累成了過街老鼠，生意人川
普已經從那段歷史得到教訓，對
周圍的一些老鷹喊喊叫叫，大概
不會像小布希那個小呆呆那樣對
鷹派言聽計從，因為他老謀深
算,知道師出無名的戰爭只會使美
國衰敗而不會使美國再次偉大！
再說，當今世界的多元化，鷹派
的張牙舞爪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威

◎范湘濤
力。
5.川普打著國內優先的口號上檯，
急需解決的問題一大籮筐，對要花
美鈔費人力的國際爭端可能都排不
到緊急處理的程序上去，川普借臺
灣問題跟中國唱反調可能也只是點
到為止。
6.人不自私，天殊地滅，川普這個
生意人更會有這個私心，他知道世
界未來和中國做生意的重要性，他
決不會和中國真的鬥得頭破血流而
斷送了他們家族子孫未來和中國做
生意的機會，大家別忘了川大嘴的
孫女兒不但在學習中文而且還會唱
中國歌呢。
中國今後要如何對付川普的對臺
政策呢？筆者也有幾點建議：
1.一切照老規矩辦事，對美國的霸
道能忍則忍，千萬記住那句「危機
就是轉機」的金玉良言；據小道消

吃了"川蔡火鍋"小英將更難過
十月 二日蔡英文成功的向美國總
統當選人川普電話表達祝賀之意，
創下 1979年後的歷史先例。 台灣島
內，特別是台獨和獨台人士一掃蔡
英文因為在美國選舉壓錯寶在希拉
蕊身上的不安，雀躍萬分，歡欣鼓
舞。 事實上以台灣身患虛弱燥熱的
體質，這道川菜麻辣火鍋在味覺的
一時亢奮後必將加重病情。
許多人說川蔡電話交談是蔡對外
工作特別是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駐
美國工作人員努力的成果，然而，
美台關係的主動權永遠掌握在美國
手中，所以此次交談能成功是它符
合川普陣營內部分對華鷹派人士的
對華戰略企圖和個人利益。
有人說這次通話暴露了川普個性
衝動和對於外交事務的敏感性的無
知，以我個人對川普 18個月的仔細
觀察，我不能同意：川普絕非無
知，他是一個有謀略，有膽識和有
堅強領導力的人，在他表面上的脫
口妄言的後面，往往隱藏著極具時
機性的戰略試探。
自從蘇聯解體後，中美關係的戰
略支撐不復存在，隨著中國變成世
界第二，美國國內積極檢討對華政
策，過去三年奧巴馬政府清晰的顯
示美方對亞洲和對中政策的轉變，
最近國會要求美台加深軍方人員正

要聽懂特朗普的弦外之音
特朗普黑馬出勝美國第四十五
任總統，雖然還有人在爭論選舉
過程甚至鬧著要重新計票，但是
特朗普和他的團隊可一點也不閒
著，對於內閣成員展開積極的行
動， 一面對外放話一面從早到晚
接見面試侯選人，特朗普一天參
與約見七八人之多。另外他還與
國際領袖通電話相互了解。再加
上有不請自來的國內外人士，特
朗普也以大國領袖，未上任之前
表現應有風度。各國領袖紛紛致
電祝賀都是常理中事， 但是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要求'順道'拜訪特朗
普私人住宅，那倒是出乎外交禮
數。也只有日本首相願意如此做
出來，因為日本國歷史上有不少
為求達到目的，不吝卑躬屈膝彎
腰哈背的做法，但是達到目的之
后，完全變臉，可以六親不認甚
至殘忍報復，趕盡殺絕。中國人
由於被日本軍閥侵略殺戮的慘痛
教訓，大都能了解安倍的這種作
為。美國人，尤其是經歷過二次
大戰的退伍軍人或后裔，也能了
解日本政治人物的作為。這次美
國大選安倍不但押錯寶，而且完
全忽視了特朗普，怎不心慌？他
急于向特朗普表白認錯和探底美
國會要日本多出多少防務軍費是
完全可以了解的。安倍恐慌美日
安保條約可能在特朗普政府下變
質，想在奧巴馬卸任之前拜訪珍
珠港為美日同盟添增氣勢，但又
在國內強調他去珍珠港不是去道
歉。這種兩面手法也太明顯了。
如果安倍要趕在特朗普上任之前
成行，他未必能達到他的目的，
反而得罪了特朗普，也說不定又
挑起了人們對日本國不願為二戰
罪行負責和道歉的不滿。日本處
心積慮的抹殺歷史事實其實是經
不起挑戰的。
特朗普在未上任前接見了安
倍，只能說對他毫無壞處。一來
他表現了尚禮的態度，二來增加
了自己聲望，還沒上任，第三大
經濟國日本就來拜見，三來以從
未在美政府做過事的商人，他倒
是可以在任前多了解一下世界舞
台上的演員，何況安倍也不是一
個跑龍套的伙仔。特朗普對外說
的客套話也說明了他沒有給安倍
任何甜頭。
特朗普接了上百個道賀的電話
都不足為奇，但是一個意想不到

息得知，從海南軍機被撞，中國學
到了預警機的內容，從南聯盟大使
館被炸，中國學到了隱形機的秘
密，從這次川普鬧臺，也許中國可
以借機探討到他想賣臺的底價呢；
不打不相識，川普沒上任就先向中
國叫板，何嘗不是好事一樁。如果
對美國的霸道不能忍，則再拿出在
南海和美軍對嗆的勇氣，看看誰能
撐到最後。總之，老共過去幾十年
在應付美國挑釁的反應策略上都十
分穩重精準，相信這次不會有例
外。
2.藏獨臺獨是中國頭上的一根辮
子，人家看你不爽就扯一下你的辮
子消遣是必然的動作，連蒙古這個
小嘍囉都敢接待達賴，川普玩一下
蔡英文豈不是小菜一碟？行有不
得，反求諸己，中國是該修剪辮子
的時候了。大陸對臺政策必須改弦
更張，尤其經濟上不能再讓利，只
有把臺灣經濟卡死，讓牠沒有財力
付美國的保護費，美國無利可圖則
自然會棄之而去。大陸以讓利作為
對臺政策，反臺獨變成了養臺獨，
把臺獨養得白白胖胖，人見人愛，
牛鬼蛇神都想摸牠一把，中國最後
弄得自巳一身穢氣，大陸對臺的讓
利政策真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張一飛
的電話倒驚動了媒體， 有的喧染，
有的抄作，更有的大作猜疑。這個
電話就是蔡英文打給特朗普的道賀
電話。為什麼這個電話會引起注
意， 其原因有二，一是以台灣的地
位，非國家，無邦交，蔡英文的電
話就比安倍找理由去見特朗普更為
嬡眛，有失外交禮數，有以卑躬屈
膝來在島內自抬身價的意圖。二是
特朗普接了這個電話讓各方媒體有
了一個意外的新聞，媒體有此機會
豈會放過。但是實際上，這個蔡電
事件沒有那麼複雜。不論蔡的動機
是什麼，是否有人出的計謀，還是
經過某些人的精心安排，蔡的電話
就是倣傚安倍厚臉皮的行為，但除
了丟臉也不會有大害處，安倍能拜
見，蔡英文為何不能電話道賀？如
果特朗普不接，也就不會有人知
道， 這個臉也不會公開丟了。如果
特朗普接了 （以一般禮多人不怪的
習俗，特朗普在未上任前接的機率
會很大）， 就有了新聞抄作的機會
了。特朗普是否有時間把這小事想
通了再接蔡電，不得而知，但是從
特朗普事后的兩個短訊，我們也完
全可以聽出他的 弦 外之音。他首先
說， 她（蔡英文）打電話向我道
賀，我謝謝她。此話弦外之音就
是， 她打電話給我，我沒打給她，
照禮數，我私人僅僅表示謝意。其
次，特朗普由他一貫風格說了一句
風涼話，幾十億的軍火都賣了（給
台灣），我還不能接一個電話。言
下之意 （弦外之音），奧巴馬和過
去美政府對台灣軍火都賣了，那是
多大的忌諱，我這個任前的禮貌接
聽電話，一點屁事，還值得大驚小
怪，小題大作嗎？特朗普雖未做過
外交官但絕不是傻子，他對兩岸問
題的了解只會與日俱增，打電話的
小動作他早已明白。這種小動作做
一次也罷，第二次就沒有戲唱了。
等特朗普進了白宮，國務院就不會
讓人與總統擺烏龍了。特朗普先發
表了駐中大使, 特瑞布蘭斯特德， 沒
先選定國務卿何人，說明了兩點，
一則，特朗普對中國未來關係看的
很重， 他要親自選擇， 特瑞和他私
交很好， 是他信任的人。二則他知
道特瑞與中國有很深的淵源，尤其
與習近平有不平凡的交情，他顯然
是希望把中國關係弄好。他在國防
安全上用鷹派，多半是針對制造美
國的型象（使美國再偉大）， 倒不

◎張 文基
式交流合作是另一個例子。 為了兩
國將來的穩定健康交往，中方在台灣
問題和對美關係上也不可再延續固守
過去的論訴和策略，而必須有更新的
清晰表達立場的時候了！
川普正面臨整合美國不同政治勢
力的關鍵時刻，有些共和黨的對華鷹
派一直認為美國沒有善用台灣這張牌
來牽制中國，他們的立場在共和黨大
會的黨綱宣言已經說的非常清晰，然
而它並不代表川普的立場。 川普是
個精明的生意人，利用他還未就職時
的灰色身份，滿足了鷹派人士的訴
求，也打破過去的規矩，試探中國的
底線，給明年上任後的對中國關係增
加籌碼，又何樂不為呢？
透過川普的人事佈局和政策講
話，他最優先的政策目標已經非常清
晰 ： 1.改 善 經 濟 。 2. 照 顧 中 產 階
級。 3. 控制邊境，控制非法移民。 4.
加強安保。 5. 打擊 ISIS和伊斯蘭恐
怖份子。 兩岸關係不是它的優先考
慮，和中國鬧翻不符合川普的利益！
"川蔡火鍋"將令大陸更加體認到必
須放棄模糊和矛盾的"九二共識"回歸
精確的"一個中國 "的論訴，充分善用
今後的一年，定義未來的中美關係。
吃了這精心烹調的"川蔡火鍋"，對蔡
英文的健康沒有好處！
見得是要與中國作對，我們可以靜
觀其變。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見多識
廣，當然洞識蔡英文這種電話小動
作，也早就聽出特朗普的誸外之音
和美國國務院的解釋了，他也適當
的表了態。特瑞布蘭斯德的任命為
美國駐中大使，可要讓台灣蔡當局
更為緊張了， 不是化錢買通一個小
跑腿打一通不關痛癢的電話能改變
美中關係的走向的。大家不必在蔡
電上太浪費時間，還是注意特朗普
的內閣閣員怎麼辯論中國政策和兩
岸問題吧！特朗普選誰做國務卿對
中美關係的發展方向還是有相當的
影響的， 至今特朗普考慮過或約談
過的有十二人之多，這個篩選過程
對特朗普有很大的教育作用，他必
定會仔細聽取每個侯選者的外交觀
和對國際事務的看法， 等他發表了
國務卿和其他閣員之后，大家對中
美關係和兩岸問題的研討要比推敲
一通無名無實的電話要有意義的太
多了。

h

社務委員：張紹遷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立家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范湘濤 張文基兼社長

蔡英文向特朗普拋媚眼
在小布什主政時代，副總統錢
尼在他背後做了很多事，根本視
他為無物，其中一件事就是不斷
派人到台灣，試圖勸說陳水扁搞
台獨。當時的國務卿鮑爾後來對
人說，每次錢尼派的專人前腳離
開台北，他立刻後腳派人去台北
加以徹底否定。這齣戲唱了好一
會，直到後來小布什終於向他背
後的黑手動真格的了，下令錢尼
停止，然後錢尼就被打入冷宮。
其後，一直到希萊莉帶頭設計的
重返亞洲戰略實施到今天，美國
沒有認真考慮利用台灣作為跟大
陸抗爭的棋子。但是，蔡京文在
台灣當選，特朗普在美國意外當
選，改變了這個格局。特朗普手
下的右派人物中不乏當年在小布
什和錢尼手下活躍的新保守主義
者。因此，以台灣來觸動大陸的
神經乃又搬上了檯面。
就跟他競選時的手段一樣，
對特朗普而言，政治無禁區，他
想說什麼說什麼，他想幹什麼就
幹什麼。就跟他做人和做生意的
態度一樣，他不斷試探，看他到
底能夠得手多少，這包括女人的
身體，想要跟他學地產秘籍的無
知百姓，任何跟他有商業交往的

◎水秉和
企業，以及聯邦政府的稅務局，
他能佔多少便宜就佔多少便宜，
除非你能擋住他，或者打敗他。
這是他在生意談判中的基本手
段，現在利用到國際關係上來
了。
特朗普佩服的是像普京這樣的
強人，因為他也自認為是強人。
他是要在民主體制下走強人政治
的道路。這就是為什麼他穩坐在
曼哈頓第五大道和第57街的特朗
普大廈的頂樓，等待大家去朝
見。這包括那位安倍晉三，不但
一早就跑過去磕頭，並且馬上找
了軟銀老闆去認捐500億。無可否
認，這就是強人政治的好處，它
不留中間地域，要嘛你就臣服於
它，要嘛你就要跟他硬碰硬。現
在明擺著的就是，美國第一，並
且特朗普要維持它的第一，而中
國是第二，即使中國不想當第
一，可是老大無論如何也容不得
你。咋辦？只有硬碰。這就是蔡
京文跟特朗普通話帶給我們的信
息。蔡英文可能沒有想到的是，
不論是特朗普跟習近平鬥爭的結
果如何，台灣很可能會成為兩大
之間的犧牲品。

中國對美國孤立主義的愛和恨
川普是一個狡詐的商人。很喜歡
都用所謂四兩撥千斤的作戰手法。
比如說他在競選中說一些非傳統性
的怪招，讓媒體對他大加報導。
實際上是得到不花錢的廣告，而更
有效率。得到全國人以及全世界各
個國家的注目。他又用下流的低級
手法及言論言語。就可以得到下層
社會的一個《爽》字。但是他全部
心裡面很明白，他是個什麼樣的
人。看看他對自己子女的教育。你
就可以估計出他在正經真正嚴肅的
一方面。是絕對不馬虎的。
正是因為他是一個狡猾的商人。
我認為他不會把美國和中國帶入直
接的軍事鬥爭。但是這並不是說他
放棄軍事鬥爭。他可以很容易的，
放出兩條三條狼狗。比如說日本臺
灣菲律賓以及越南。來設法做一些
撕殺的狗檔。 這在最近川普與台
曰菲的電話，可以見一般。 而這
些狗崽子。一定會樂意為這個主子
去奔命。另一方面俄國一再拖延。
出售蘇35戰機。二普之間正在眉來
眼去。也可看出普京在背後的打
算。中國與日本臺灣加上越南菲律
賓的廝殺。所以美國和俄國二普的
坐在後面，拍手叫好。讓這些國家
殺得你死我活。而他們卻正中下
懷。
我認為川普絕對不是傻瓜。他想
要用四兩撥千斤的方法對付中國。
習老大，可是要小心了。不要遭了
這個老奸巨滑的川普的道。

一通不尋常的電話
十二月二日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
接了一通由台灣領導人蔡英文打來
的電話，據報導他們交談了有十分
鐘左右。事後美國國內各界，包括
主流媒體如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
報，一片嘩然，對川普這樣不按國
際事物常規辦事的做法，頗有微
詞。美國三十七年來一貫秉持的"一
中原則"--"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
國的一部分，美國與台灣之間不可
有官方的接觸"的外交政策，被這通
電話給突破了。雖然川普和他的副
總統當選人潘斯忙不迭的透過媒體
向各界解釋，說這只是一通祝賀川
普當選的電話，不必過多意會。但
事實是如此嗎？
這種國際領袖間的通話不可能是
隨意即興，像給朋友手機打個電話
一般的容易，川普競選團隊早在他
當選之前就在籌劃川普當選後應該
與哪些國家或地區領導通電話。他
第一個與其它國家領導人的電話是
打給韓國的朴槿惠的，能沒有政治
用意嗎？當選五天之後才與習近平
通電話，還說沒收到習主席的賀
電，可能嗎？這次台灣方面也動用
了說客巴布.杜爾（Bob Dole)大力撮
合，才促成了這通不尋常的電話。
說川普是個"政治素人"是太低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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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倒是"一個缺教養的商人"來的
比較恰當。
這通川普與蔡英文的電話標誌著
美中關係的拐點，也是世界局勢大
變化的起始徵兆之一。為什麼這麼
說？
1. 現在中國的綜合國力（經濟
+軍事）是世界第二，而且還在高
速發展，這足以令老大美國十分不
安，力圖壓制。美國在中國周邊佈
置了數百個軍事基地，旨在圍堵中
國與扼殺中國的發展。
2. 川普在競選過程中沒說過一句
對中國友善的話，從"中國人搶去
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到"中國是
匯率操縱國家"，甚至說"中國強姦
了美國的經濟"，無一不對中國表
露出相當的敵意。而對另一大國俄
羅斯及其總統普京則不時送出願意
合作的秋波，在敘利亞願意同俄羅
斯一道打擊ISIS。明擺著，老大想
聯合老三來壓制老二。
3. 中國是世界上大國強國中唯一
沒有統一的國家，這是中國及所有
中國人心中的痛，所以用台灣這個
痛點來牽制中國最靈。川普不打這
張牌，不利用蔡英文及台獨勢力，

◎勞辛
可是在這之間，有一些人需要特別
注意。一是那些鷹派的支持者。唯
恐天下不亂而大動干戈。二是依凡
卡和她的猶太人老公。他們視角比
較是溫和派的。可能是川普制肘作
用。不願意讓美國走向這樣大的舉
動。三是趙小蘭和她的老公 參議
院的領袖。趙氏在臺灣出生的內地
人。對父母特別孝敬。有很強的傳
統的家庭觀念。這一對夫婦可能發
生相當大的影響力。到底 對臺灣
以及中國大陸，是正面的還是負面
的，我很難說。但是我覺得偏向大
陸的成分居高。所以可能也不會讓
隔岸觀火走的太遠。
川普的高傲跋扈。一意孤行，不
認為有任何事情，他做不到。可是
他就聽依凡卡的話。Wendy 鄧是依
凡卡的好朋友。依凡卡和他先生的
婚姻觸礁的時候。是鄧在紐約的私
人遊艇上。把他們再度撮和。所以
溫弟鄧對依凡卡是有相當的影響
力。她是在中國出生的。我深深早
就在懷疑。他可能和中國統戰部有
深深的關係。但這只是我的臆測，
並沒有證據。
這一場複雜的關係。就在不久將
來的演變。好戲就已經開場了。中
國加油。把這場戲好好的演出來。
美國有許多的軟肋。也有許多的死
穴。只要有一指神功，就可能手到
擒來。

就太笨了。
4. 美中三個公報是美國建制派所
建立的美中兩國間的外交、政治秩
序，（基辛格掌控的外交委員會為
主導）引導了過去四十年的美中關
係。現在時局不同了，美國經濟力
量下降，負債太多，國內又貧富兩
極化，社會人心思變，所以川普也
顧不了外交上的誠信，打破過去
37年國際上有約束力的協議束縛，
接了這一通電話。他希望鼓動中國
周邊國家或地區，包括台灣，和美
國分擔牽制中國的努力。（另一方
面，到處大賣軍火。）
5. 建制派對川普此通電話的撻
伐，我認為是他們覺得川普攪亂他
們的策略。以華爾街帶頭的建制派
首選策略是將中國既得利益階層納
入自己的控制範圍內，融合雙方實
力，共同控制世界。退而求其次才
是動用軍事力量。現在川普把軍事
衝突提升到近期可能爆發的狀態，
他們認為這對於他們利益最大化是
不利的。
中國應作積極備戰的一切工作，
不排除核戰的可能，力求主動，在
適當時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拿
下台灣，杜絕川普及他的將軍們的
非分之想，儘早完成中國統一大
業。統一的中國，沒有兩岸瑣碎事
物的羈絆，將會以更快的速度騰
飛，造福全世界。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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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歐陸河航遊(三)
歐陸運河，紐倫堡，班堡及維爾茨堡
歐陸運河 The Main- Danube Canal –-這
條運河連接北海到黑海的河航通道長 2200 英里
。 運河從美茵河的班堡 Bamberg 到多瑙河的卡
爾漢 Kelheim，共長 106 英里。這條運河為的是
在歐洲大陸上從南到北來回的貨運靠陸地上行
舟，不經海運。
在羅馬時期就曾希望有一條河道運輸糧食
，酒，油，及武器。 最早有此構想的, 並實際
付諸於行動的是早在西元 793 年,皇帝 Charlemagne 下令挖掘運河，但祗挖了 1.8 英里長。
挖掘時遇雨，時遭坍方，工程進行不順利。
1800 年拿破倫時期，又繼續開挖，但因連年戰
爭，大型建設沒有進展。 1836 -1845 巴伐利亞
皇帝 Ludwig I 興建陸維格運河，Ludwigkanal。
運河挖通了，長 100 英里，閘門 101，運河寬 50
尺，深 5 尺。 這條運河夏天缺水，冬天結冰，
要通過 101 個閘門。自 1846 年一直用到 1950 年
。 二次大戰中遭嚴重破壞。 1950 年後幾乎廢
棄，不再通航。
二次大戰後，新運河建議再起，也就是現
在從班堡到卡爾漢的這條運河，經過更改路線
，重新設計，42 年的興建，終於在 1992 年通航
。 新運河 16 個閘門，最深的閘門深 82 尺。 每
個閘門長 623 尺，40 尺寬，可通行長 600 尺，
寬 38 尺，載貨 3000 噸船隻。
工程耗資近 30 萬億元的新運河,操作運行
的現況並不樂觀。 航空運輸，火車貨運及高速
公路的方便，河運太慢，無法與之競爭。 每經
一處閘門要化上近半小時以上。 運河的利用率
不到 10%。 現在有 60 條河航船，專靠運河作旅
遊，每位遊客通過運河付過河費 15 歐元。 光靠
河航旅遊業，勉強維持運河的操作，虧損可期
。
紐倫堡 NUREMBURG –巴伐利亞省第
二大城，僅次於墨尼黑。 人口 52 萬，德國排名
第 14 大城。 曾是羅馬帝國非正式的國都。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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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戰後，審判戰犯所在，舉世聞名。
三部巴士把全船旅客帶到一個像羅馬的鬥
獸埸 Coliseum 的巨形建築，議會廳 Congress
Hall，可納五萬人。議會廳的原先計畫是有屋
頂及天窗的，但未完成。 又在集會大廣場
Zeppelin Field 前 讓 我 們 下 車 ， 體 會 一 下 ，
1933- 1938 年間納粹首領希特勒在此舉行集會
，號召群眾，作威作福。 如看過電視，電影的
記錄片中的鏡頭，就是在此拍攝的。 這個廣埸
夠大，當年希特勒在此檢閱十五萬部隊。 廣埸
邊仍保留了九幢, 有六、七層樓高,造型很特別
的建築，那是專門為參加活動設置的洗手間。
去了紐倫堡大審的審訊埸所，法庭仍在繼
續審?案件。 1945 年，大審 21 位納粹戰犯，法
庭 600 號就在眼前。 法庭門前的街道上都豎立
了當時審訊時的圖片說明。 21 位戰犯，經一年
審訊，12 位被判死刑，3 位無罪放釋，其他坐
牢。 有一位希持勒的右手，Hermann Goring 被
判死刑。 他要求槍斃，被拒。 就在離執行吊
刑前兩小時，他吞服潛帶進監獄的毒藥，飲毒
身死。 後人批評這位罪犯，讓他死得容易了些
。
紐倫堡大審開創了好幾個定罪先例：以前
國際法慣例，沒有 「殘殺人類」罪。還有一項
先例是任何人聽命行事，服從領導指揮，作了
「殘殺人類」及違反人權等不當的行為，也有
程度上的刑事責任。
下午自由活動可去 「檔中心」 Documentation Center 瞭解二次大戰前後，納粹的起因
，行事，國家社會主義及其失敗的歷史檔案文
件。
在紐侖堡市區，我們去了一家有名的德國
香腸酒店，Rathausplatz 6 再度品嘗德國香腸。
與雷根斯堡石橋邊的小鋪的香腸有異曲同功之
妙，不相上下。 我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雷
根斯堡的小店香腸有那一份淳樸鄉土口昧。 傍
晚有一場演講討論德國新崛起的右翼政黨。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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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熟悉德國當地政情，聽來乏味。 聽眾中，也
不光是我一個人在閉目養神。
班 堡 BAMBERG- 第 九 天 一 早 到 達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班堡。 班堡於 12 世
紀時已是一座繁榮城市，二次大戰中未受到損
害，市內近 2000 幢房屋，屬幾百年以上的古代
建築。 現有城市人口七萬。 德國名哲學家黑
格爾 Hagel 曾住在這裡。 這裡的名產是帶有煙
燻味的啤酒 Smoked Beer。
維爾茨堡 WURZBURG–維爾茨堡，離
紐倫堡 110 公里，是在美茵河邊上的一座中古
文化古城。 二次大戰時遭嚴重破壞，城市重建
，恢復原狀。 人口十二萬五千。 這個城市太
美了，靠山沿河，風水寶地。有句成語： 「人
傑地靈」，這裡果然是一處山水地理好而又出
人才的地方。 這裡還盛產葡萄，以白葡萄酒
最為有名。
船靠在美茵河東岸，一早從房間的窗戶遠
眺，河岸西側山頂上的三幢似教堂, 又像城堡
的建築都經陽光照耀得閃亮發光。 靠北端的
是羅馬式雙塔 Don-Bosco-Kirche 教堂，中間
的是 Deutschhauskirche 教堂。南端的是馬林貝
格要塞城堡 Festung Marienberg。城堡在 706 年
時，是一座教堂，1253 -1719 為侯爵主教的領
地，1482 年主堡外加蓋環形衛護堡，1631 又
再擴建，開拓了花園。 教堂城堡建築，各異
其趣，高高在上，守護著山下的小城。
城內主教官邸建于 1720 – 1744 年，是 18
世紀的代表建築，房間 366 間。 主教官邸是
UNESCO 指定的世界文化遺產。 官邸建築，
官邸內部的裝飾佈置繁華精美,賽過皇宮。 官
邸外的花園分為法國式，義大利式，德國式等
，亭廊雕塑，樹木修剪整齊，極盡美侖美奐
。
在市中心，我們走進旅遊服務中心拿資料
，居然有為華人準備的中文地圖，這個城的正
式中文名字是 「維爾茨堡」。德文中的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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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音是 「維」。 全市景點，介紹得非常詳細
。 最吸引我注意的是這個小城是過去及現在
的德國科技研究基地。 三萬大學生就讀於三
所大學:維爾茨堡大學，維爾茨堡高等專科大
學及音樂大學。
維爾茨堡大學自 1901 年以來曾經有 14 位
教授得過諾貝爾獎，包括最有名的發現 X 光射
線 的 威 廉. 康 拉 德. 倫 琴 Wilhelm. Conrad.
Rongen. 1 4 位中的 11 位得獎者都是 1901 –
1935 年間，在化學、物理、醫學界有成就的
教授。 最後三位得獎者則是於 1985 – 2008 年
間得獎。 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1935-1985)期
間, 這裡沒有傑出的表現, 時代動蕩不安，影響
學者專家研究，很好的明證。
從維茨堡大學畢業的，還有一位醫學界舉
世聞名的 Alois Alzheimer (1864-1915) ，他最
早發現老年癡呆症，又稱阿玆海默症，也就是
用他的名字來命名的。
這裡也是德國 「羅曼蒂克之路」的起點
。 從維爾茨堡向南五百公里延伸到富森，
Fussen。 整個路段都是 「穿越森林和田野，鄉
間小路。 享受富有情趣，多采多姿的文化景
觀，有獨特歷史和文物保護景點的小城中心。
」旅遊中心的資訊整齊，沿路市鎮、景點、餐
飲旅店、標明清楚，夠吸引人的。?如果我年
輕幾歲，我會背個背包就上路。
連續幾天，幾乎天天走路超過一萬步。
維爾茨堡的市容美景，害我馬不停蹄，即使帶
了拐杖，有三條腿走路，仍舊力不從心，右腿
膝蓋不聽指揮，右小腿肌肉緊縮。 老牛破車
歪歪倒倒，體力頻臨極限,勉強走回船上。歲
月不饒人,自歎老矣。
這段旅程的總結:歐陸運河上通北海, 下抵
黑海; 紐倫堡大審首創 「殘殺人類罪」。班堡
的啤酒有煙燻味, 維爾茨堡出人才。 (待續)

自己給自己的紀念： 小說集《窗外就是歐.亨利》創作談
我喜歡美國作家歐.亨利，他在短篇小說的世界裏成就斐然
，提起他的《麥琪的禮物》、《員警與贊美詩》，相信很多中
國學生也耳熟能詳。情節跌宕起伏，結尾出人意料，是歐亨利
小說的特徵。他的小說現實感強，人物鮮活生動，畫面清晰明
朗，隔著一百多年的細雨微塵，看曼哈頓的街道和商鋪，依然
散發出熟悉的味道，帶著知彼知己的親切。
至於另一個大作家福克納，我就不敢跟著衆人齊唱贊歌。
福克納是美國小說巨匠，但是他的美國南方小說，我很難感受
南方的氣息，盡管我在美國南方生活了 20 年，讀福克納的小說
讓我雲裏霧裏，那是一種迷路了，輾轉尋覓，看不到方向的痛
苦。我一直以為是我愚笨不知，難以理解其精髓。一個美國英
文老師告訴我，她在密西西比州長大，跟福克納的故鄉也就兩
小時的車程，她讀福克納的文字，也找不到美國南方的熟悉。
她大學的專業是文學，必須讀完福克納的所有小說，她和同學
們讀得歇斯底裏，恨不得把書燒了，但福克納是文學經典，再
咬牙切齒也得把他的書啃完。她的一個同學說，福克納對世界
最大的貢獻是他的死亡，不用繼續製造折磨人的毒藥；另一個
同學說，福克納的作品是極品酒，這世上只有極少的人才知怎
樣品賞。
生命有限，在珍貴的時間裏，我們當然選擇自己內心熱愛
的作品。那年去北卡看望朋友，朋友開車帶我四處遊轉。途中
她接了一個電話，說要拜訪過去的一個同事，他知道很多股票
的訣竅。她同事是家銀行的金融經理，站在他辦公室的落地窗
前，我看見窗外有一座人像雕塑，得知那是歐.亨利，我當時就
哇的一聲叫了出來。後來我創作了一個短篇小說《窗外就是歐
亨利》，其源頭就是出自那次拜訪。
從 2015 年 1 月到 2016 年 10 月，我創作並發表了 47 篇短篇
小說，如果非要分門別類，我願把這些小說歸納成”職場小說
”。2016 年 10 月，小說結集成書出版了，書名就叫《窗外就是
歐.亨利》。我以我的方式向歐.亨利敬禮。《窗外就是歐.亨利
》分為五部分："職場凶險" 、"職場自信與生存"、"職場看奇葩
" 、"職場與愛情" 、"職場冷幽默" 。內容是什麽呢？移居美國
的新移民，他們在職場五彩繽紛的經曆......從繁華喧囂的紐約
都市到喬治亞荒原，從華爾街金融公司到佛羅裏達農場，從國
際超模到卡車司機，從阿拉斯加的北極花到密西西比河裏的亞
洲鯉魚......有驚心動魄的故事，也有匪夷所思的傳奇。
衆多小說素材源自於我的直接和間接經驗。我在美國換過
幾次專業, 跳過許多次槽，但我還是喜歡美國職場，以工作的方

式融入到社會內部，全身心地感受美國文化，經過系列的觀察
和思考，慢慢沈澱下來，再進行藝術加工，便可打造出自己的
文學世界。希望這樣的世界斑斕多彩，給讀者展示一面獨特而
多彩的美國畫卷。
親身經曆總是刻骨銘心。很多年前，我剛剛從校門走出來
，那還是克林頓執政年間，經濟繁花似錦，我沒費多少力氣就
進了一家高科技公司，在裏面從事網絡編程工作。晴朗的日子
沒過兩天，暴風雨就來了，公司因為市場競爭慘烈，老闆變得
喜怒無常，冷漠起來比鱷魚還無情。真的，星期一還在誇獎你
，星期五就讓你滾蛋，震驚之後是悲傷，而後是麻木，負面情
緒隨時光的煙雨散了，慢慢化成了文字。新書中的兩篇小說
《永不相見》和《人的世界和動物世界》就是職場磨礪給我的
禮物。
有那麽些年，我改行做了財務，曾在保險集團公司從事財
稅分析，領略了錯綜複雜的人際關系，酸甜苦辣的感受讓我在
後來創作了《既然痛，那就變》和《枇杷熟了》等小說。後來
我跳槽就職於政府部門的金融部門，目睹了紛亂的派系爭鬥。
《窗外就是歐.亨利》和《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出》的故事內核
就是在那樣的土壤裏長成的。
每年的 12 月到第二年的四月，是美國的報稅農忙季節，我
會去會計事務所和財稅公司打短工，客戶來自社會各階層，每
個人都有新鮮奇特的故事，讓我感慨不已。這些經曆沈澱後，
如流水一樣湧向敲鍵盤的指尖，變成了電腦上的方塊字，也變
成了 《這世上的秘密》和《神秘的未知》等小說。
有那麽兩三年，因為身心疲憊，我辭職在家專心寫作，除
了報稅季節出門打打短工，其餘時間都憑我自由支配。我開始
出門遊看世界，旅途中遭遇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為我打開了一
扇扇窗，五光十色的世界就在窗外。回家後陸續創作了《世界
盡頭的愛情》《等我》《為了愛情的遷徙》等帶有異國色彩的
小說，而主人公依然是我職場中熟悉的人，他們的職業總是會
計師、統計師，要不就是醫生和教授。有個文友評得很准確，
不是你幹過的職業，便是你身邊親人和友人的職業。我說我也
想開發一些奇特的職業，比如宇航員、馴獸師，巫婆，但我缺
乏新鮮直接的經驗啊。
到底還是熱愛職場的人，我很快又開始了一份新工作。二
十多年前，我曾在國內當過舞蹈藝員，在夜總會給歌手伴舞，
在高級餐館給顧客表演。我重操就業，拿到證書後，先在健身
房當團操教練，然後在小朋友的夏令營當舞蹈老師，世界在我

文/孟悟

的眼睛裏愈發豐富多彩。目前我同時授課於公立學校和私立學
校，於是有機會比較兩者的校園環境、教育理念，經費和生源
，同時也在分析不同機構的管理方式和福利待遇。在我看來，
舞蹈老師是個特別的女性職業，以這個特殊的職場為背景，我
創作了中篇小說《一錯之殤》，短篇小說《不是天涯淪落人》
《紐約賣藝記》《颶風前後》《這個夏天》。
多年的職場生涯讓我體驗了跨文化交融的斑斕和迷離，也
給了我另一種深層次的思考。女性作家的創作總是離不開愛情
，我喜歡把人性中的愛恨情愁跟社會大背景結合起來，讓作品
具有時代的厚重感，比如能源革命怎樣影響美國的經濟和對外
政策。這些年美國對“頁岩石油”的成功開采，不覺間就百變
了一個國家，一座城市，或者一個人的命運。美國因為國家利
益，對頁岩石油的開發過於急功近利，不顧環境汙染和破壞，
比如地層破裂已經引發了系列地震（發生在阿拉巴馬州）； 也
不顧民生與人權，比如強行徵用私人土地鋪設石油運輸管道
（發生在北達科達州）。美國為什麽急於求成？因為在石油問
題上一腳踢掉中東，就可以到亞太地區耀武揚威；因為石油，
也順帶修理了俄羅斯。這是一個亂世，也是一個波瀾壯闊的大
時代，大時代下普通華人的悲歡離合與喜怒哀樂都是故事。以
“頁岩石油”這個大背景作依託，我創作了《劫難之後》《等
到北極花開》《混亂世界的人生變故》等小說。
小說結集成了書稿，當然希望能在國內出版，我的一個出
版代理商說，你今年五月才出了散文集《美國，另一種生活》
，內容就是美國職場，緊接著又來一本，讀者會認為重複。我
說那是散文，這是小說，兩種體截然不同的體裁。在我看來，
小說比散文更有文學藝術性。散文需要真實和坦誠，而小說含
有大量的虛構成份，對作家的創造力和想像力都是挑戰。
窗外是 12 月湛藍的天，南方的初冬依然還有秋天的顏色。
玫瑰落了一地的花瓣，桂花飄著香，柿子醉紅了臉，一陣風吹
來，杏葉紛飛，像金黃的蝴蝶翩然而去。我坐在房子裏看窗外
的風景，一些往事牽著我的情緒在飛揚，想自己在這棟房子裏
已經生活了 16 年，想自己寫作的時間早超過了 16 年，浮生流年
，光陰就這麽遠去了。謝謝美國南方出版社，在很短的時間內
答應了我的出版要求。新書雖然不能進入國內書店。但是能在
美國連鎖書店巴諾書店（Barnes & Noble）的網頁購買，還能上
亞馬遜（Amazon）全球網站。無論銷售如何，我都應該知足。
窗外有爛漫的秋色，也有想像中的歐.亨利，不妨把《窗外就
是歐.亨利》當成自己給自己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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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城華盛頓紀念碑聖誕亮燈儀式暨煙花表演
樂及美食攤位，由下午五時起為居民提供服務。北面公園停泊
了多部美食流動車，供應蟹餅、三文治、漢堡包、捲餅、甜甜
圈、啤酒、雞尾酒等。西面公園除了有更多美食攤位，如義大
利薄餅、土耳其捲餅、美式炸雞、窩夫、爆穀等，更備有兒童
區，像面部彩繪、手作坊、聖誕老人合照等。
現場甚至有攤位慷慨送出免費食品！Nando's Peri-Peri 主
打莫三比克混合葡萄牙風味的烤雞，在南非起家，現於全球擁
有過千分店。當晚他們不賣著名的霹靂椒烤雞，而是送出四分
一的雞肉捲餅，並附口袋餅及微辣版鷹嘴豆醬。Nando's 的馬
州主管 Shane Patterson 熱情地說： 「我們準備了 500 人份量的
捲餅，希望向大家介紹我們的食品，試吃後滿意，再來光顧我
們，也算是與居民一同預祝佳節的來臨。」
Olivia's Organics 是美國一個有機蔬菜品牌，職員表示，
今年首次加入亮燈儀式活動，他們準備了大量自家品牌的蔬菜
，讓入場人士免費試吃田園沙律，宣傳品牌的同時，也向公眾
推廣健康飲食。
活動期間更有合唱團、樂隊、獨立唱作人及管弦樂團的
文娛美食前奏
華盛頓紀念碑旁的北面及西面公園，當天設超過 30 個娛 演出，包括 Victoria Vox、Baby Beats with Max & Root、Kris-

踏入 12 月，美國各地的聖誕樹及聖誕裝飾益發絢麗多姿
，讓人目不暇給。
位於巴爾的摩 Mount Vernon 的華盛頓紀念碑，於 12 月 1 日
（週四）下午五時至晚上八時隆重舉行第 45 屆聖誕亮燈儀式
暨煙花表演（Monument Lighting），吸引成千上萬的居民聚
首欣賞。
亮燈儀式傳統
巴城的華盛頓紀念碑始建於 1815 年，1829 年建成，比坐
落華府、1848 年才開始建造的的華盛頓紀念碑更早落成，乃
全美首座向第一任美國總統喬治?華盛頓致敬的公眾紀念碑。
自 1971 年起，巴城的華盛頓紀念碑於每年 12 月的首個週
四，舉辦紀念碑亮燈儀式，《巴爾的摩太陽報》更將它形容為
「巴城最受歡迎 178 英尺高大理石聖誕樹」。一些知名人士也
曾為紀念碑進行點燈儀式，如 1996 年由演員 Richard Belzer 啟
動、2003 年則有奧運花式溜冰金牌選手 Dorothy Hamill?點燈。

ten Toedtman、Bravenoise、?BSO OrchKids、All Mighty Senators及Morgan State University Choir。不論臺上演唱的是優美聖
詩，還是輕快樂曲，也為在場的歡樂氣氛加溫。
璀璨三小時
冬日的美東，下午五時天已經全黑，距離華盛頓紀念碑的亮
燈儀式，還有兩個多小時才開始，紀念碑卻率先換上七彩繽紛的
外衣------雷射燈光表演。燈光顏色變化多端，有紅色、桃紅
色、粉紅色、藍色、天藍色、綠色、黃色、橙色、紫色，並投影
不停移動的聖誕圖案，像雪人、雪花、聖誕鐘、聖誕手杖。
晚上七時五十五分，居民期待已久的紀念碑亮燈儀式正式
開始。當晚由職業美式足球隊巴爾的摩烏鴉的外接手史蒂夫?史密
斯（Steve Smith Sr.）?，聯同 Ronald McDonald House Charities
的代表家庭Leach，一同點亮超過16,000顆LED燈。已亮燈的紀
念碑，伴隨約五分鐘的煙花表演，為活動的高潮，同時揭開聖誕
月的序幕。
紀念碑的眩目燈光將一直點亮直到元旦前夕，有興趣的讀者可考
慮前往欣賞。
圖/文：鄧彩欣

享受人生樂趣
文/錢 錚
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對“享樂”的理解，往往是偏於
貶義的。尤其是在思想僵化的年代，一講到“享樂”，就很容
易牽扯到“腐化墮落”之類的道德品質問題。其實，享樂，就
是享受人生的樂趣，包括生活的樂趣、學習的樂趣、工作的樂
趣等。其中主要的是享受休閒生活的樂趣，這是人生不可或缺
的組成部分，大可不必談之色變。諸如看書、讀報、吟詩、作
文、繪畫、攝影、唱歌、跳舞、吹笛、彈琴、打牌、下棋、馴
鳥、遛狗、養花，種草、登山、游泳，乃至看電視、用電腦、
玩手機，或是上酒店品嘗特色佳餚等，大凡有益於身心健康的
事情或活動，無論是自娛自樂，還是眾人同樂，只要自己喜歡
，就會在參與和盡興中享受到生活的樂趣。重陽結伴登高，中
秋闔家賞月，假日旅遊觀光，週末探親訪友等，更是賞心悅目
，樂趣盎然。茶餘飯後整理整理書籍，研究研究服飾，也未嘗
不是一種休閒之樂。

樂趣，是一種使人感到快樂的意味，是人的一種精神營養
。多一點樂趣，就會少一點煩惱，少一點憂傷；多一點樂趣，
就會多一點浪漫，多一點瀟灑；多一點樂趣，人生就會更充實
，生活就會更開心，身心就會更健康，工作和學習就會更起勁
。而對中老年人來說，盡情而適當地享受生活的樂趣，更能怡
情悅性、益壽延年。
由於各人的個性修養、興趣愛好以及生活環境、物質條件等
的不同，所追求和感悟的樂趣也就因人而異。譬如週末閒暇，
有的人喜歡逛街購物，有的人鍾情舞劍弄拳，有的人則樂於品
茗聊天……柳宗元“獨釣寒江雪”是一種樂趣，李白“低頭思
故鄉”也是一種樂趣。小時候聽了個故事，說的是一家財主有
很多金子，但沒有孩子。晚上閑得無聊，夫妻倆就躲進房裡數
金子尋開心。而隔壁的窮人家沒有金子，卻養了兩個健康活潑
的孩子。每天辛苦勞作之餘，兩口子就在門前的月光下逗孩子

取樂。後來，財主夫婦數金子數膩了，一到天黑就索然無味地
上床睡覺。而隔壁的窮人家，卻是歡聲笑語與日俱增。這就是
說，數金子有樂趣，逗孩子也有樂趣，甚至更有樂趣。??
? 生活中的樂趣，可以刻意尋求，也可以隨手拾獲。一個人
心境開闊，思想開朗，興趣廣泛，就很容易發現和感受到人生
的樂趣。即使置身平庸或處於逆境，也會知足常樂，苦中求樂
。兩千多年前孔夫子這樣稱讚其弟子顏回：“賢哉，回也！一
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貧困
中的顏回，竟也不失人生的樂趣！
誠然，人活著不應只講享樂，更不該因為貪圖享樂而走
向腐化墮落。但在繁忙緊張的工作、學習之餘，或在年邁退休
之後，從實際出發，充分享受休閒生活的樂趣，乃人之常情、
人之所需，無可厚非。若如唐代詩人杜牧所說的“及時行樂時
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那才是人生的遺憾與悲哀哩。

中興牙科

特色服務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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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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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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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D.D.S., M.S.,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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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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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診所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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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2016 年 12 月 15 日

Thursday, December 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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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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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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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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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懸念的美聯儲議息之夜
2017 年的加息節奏！
綜合報道 2015 年 12 月，美聯儲開
啓了 10 年以來的首次加息周期。原本計
劃 2016 年將加息 4 次，但是由于 2016 年
年初的金融市場波動，美聯儲 5 月非農
數據的意外走低，6 月飛出英國退歐的
黑天鵝事件，以及美國大選等原因，美
聯儲原本承諾的 4 次一拖再拖，都沒有
兌現。再過幾個小時，美聯儲終于要兌
現今年以來的唯一一次加息。
現在市場一致預期，美聯儲即將加
息。但是比加息更重要的是 2017 年美聯
儲將如何加息。

。在川普未來的任期內，美國貨幣和財
政政策的天平大概率將發生變化，財政
刺激力度將加大，經濟前景及通脹預期
改善可能推動美聯儲更快加息。
2017 年加息路徑的最權威預測：點陣圖
美聯儲每季度公布一次利率預期的點
陣圖，該點陣圖顯示了各聯儲銀行行長對
短期和長期內聯邦基金利率的預期。
最新一期的點陣圖爲 9 月公布。在 9
月的貨幣政策例會上，多數聯邦公開市
場委員會成員預計 2017 年會有兩次加息
，2018 年有 3 次加息，長期利率中值在
3%左右，相較于 2015 年 12 月的 3.5%長
2017 年影響加息路徑因素
期利率中值，略有下降。
許多觀點認爲，2017 年美聯儲將更
12 月政策例會後，美聯儲將發布更
新後的點陣圖，屆時決策層的最新預期
快加息，美聯儲的點陣圖將上升。
推動美聯儲加息預期大幅升溫的一 將有所體現。
個主要催化因素是川普贏得美國總統大
機構觀點
選。川普勝出，共和黨同時控制參衆兩
院，這一新局面強化了市場對于未來美
對于 2017 年的加息路徑，各家機構
國政府寬財政、緊貨幣政策取向的預期 均有預測，主要認爲 2017 年將加息 2 次

左右，最有可能在 6 月、12 月。川普的
經濟政策效果也將會是影響美聯儲加息
速度的因素，如果川普能夠實施有力的
經濟提振計劃，促進通脹率更快增長，
美聯儲加息的速度將會加快。
以下爲部分國際金融機構對美聯儲
加息預測：
貝萊德：美聯儲 12 月加息，2017 年
將加息兩次。
法興銀行：美聯儲 12 月加息，2017
年 6 月、12 月分別加息一次。
富國銀行：美聯儲 12 月加息，2017
年將加息兩次。
高盛：美聯儲 12 月加息，2017 年再
加息三次，在 2018 年再加息四次。
標普：若美國經濟溫和增長，美聯儲
2017年將加息兩次，2018年加息三次。
摩根士丹利：美聯儲點陣圖預測的
長期利率中值很有可能會上升。
德意志銀行：2017 年可能加息 3 次
。川普的政策將有助于推動美國經濟增

長提速。在經濟增速加快、失業率走低
、通脹上升的支持下，美聯儲加息步伐
將比此前的預期快很多。
摩根大通：2017年美聯儲將加息兩次
。川普及其經濟刺激政策可能會刺激美聯
儲在明年6月、12月份再度加息25個基點
。如果美國當選候任總統上任後頭 100 天
時間裏實施的政策是相對來說“市場友好
”的，那麽我們預計美聯儲將在明年3月
和 5月的政策會議上暗示其將在年中加息
，並繼續預計美聯儲將在6月會議上將基
准利率進一步上調25個基點。
三菱東京日聯銀行：美聯儲 12 月加
息，2017年美聯儲將加息四次。2017年美
聯儲將每個季度加息25個基點，一直持續
到 2019 年第二季度末；2017 年底 10 年期
美國國債收益率將爲 3%。另外，鑒于川
普的表態，預計耶倫在當前任期于2018年
初結束後將不再擔任美聯儲主席。
從聯邦基金利率期貨暗示的概率來
看，2017 年 6 月的加息概率最高。根據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顯
示，2017 年 1 月加息概率爲 5.2%，3 月加
息概率爲 15.5%，5 月加息概率爲 24.3%
，6 月加息概率爲 43.3%，7 月加息概率
爲 43.2%，9 月加息概率爲 41.4%，11 月
加息概率爲 40.1%。意味著明年 6 月美聯
儲最有可能加息。

2017 年還有哪些黑天鵝？
2016年是黑天鵝四起的一年，從6月
意外的英國公投退歐，到 11 月川普當選
，一次一次意外都阻礙了耶倫小心翼翼
的心。在即將來臨的 2017 年，4 月和 5 月
法國將分別舉行兩輪總統選舉投票，如
果法國極右翼黨派上台，將舉行退歐公
投，這一事件是最有可能成爲黑天鵝的
事件。9 月德國將開始全國大選，默多克
因允許大批移民進入德國而備受爭議。
但是德國具有防止獨裁傾向的憲法制衡
機制，對于民粹主義具有較強抵抗能力
，退歐公投成功的可能性較低。

王健林稱已在美國投 100 億
政策不好 2 萬人沒飯吃
綜合報道 12 月 10 日，中國大陸萬
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在“2016 年中國企
業領袖年會”上表示，“我也不是炫耀
，不管多富我最後都要捐助給社會，只
不過現在還在享受這個追逐的過程。”
在談及“首富還是首負”時，王健
林說，“文章說我負債 4000 億，資産
2000 多億，這就是欠債很多，肯定是首
負，這個概念搞錯了。”王健林解釋說
，4000 億是萬達商業 2015 年或者是 2016
年上半年的負債，評價負債時，要看資
産有多少，如果資産跟負債差不多還行
，但若資産小于負債可能真的就有問題
了。“萬達的資産是 6900 億，負債 4000
多億，這就很清楚了。”

此外，王健林還提到，房地産的負
債比較特殊，因爲預售是算在負債裏面
的，只有等房地産拿到竣工證才能轉化
爲收入。所以大型的房地産企業都會有
一千多億的人民幣算到資産裏去。
王健林稱，說萬達欠了銀行 4000 多
億貸款，其實是連負債和貸款的概念都
沒搞清楚。
在談到淨資産時，王健林表示，萬
達商業截止到今年 6 月 30 日，淨資産有
1900 多億，並稱萬達商業到 2016 年年底
淨資産肯定超過 2000 億。“中國房地産
行業裏有這樣淨資産的公司只有萬科和
萬達。”
王健林說，“什麽叫淨資産呢，就

是你的資産剝去你所有的負債，在剝去
你的應收帳款，全去了，淨的就是你自
己的。你的公司有 2000 多億的淨資産，
這個公司還差嗎。這就是爲什麽我們退
市，45 塊錢的價格，還有那麽多人蜂擁
去買。”
王健林表示，自己持有的萬達商業
和萬達院線的股票大概約 1500 億，而且
這還不涉及他擁有的其它很多家公司，
而且自己在銀行沒有任何抵押股票的行
爲，“如果我真缺錢，就去抵押了，拿
著股票去抵押和套現一千個億出來了，
這是缺錢。”，王健林說道。
在有媒體問道關于王健林此前曾公
開表示要讓迪士尼在中國二十年之內盈

不了利的問題時，王健林說，“我都已
經跟迪士尼和好了，你沒看到我去美國
訪問迪士尼總部嗎，我們有很親密的合
影，都已經和好了，你又要挑事。”
王健林表示，迪士尼並非每一部
影片都成功。“迪士尼有一個最大的
特點就是排片數量少，每年就是 700 部
，它其實就是靠動漫，靠它的故事。
而且迪斯尼還有自己的 IP 知識産權，
這些可以産生邊際效應，售賣它的 IP
産品。但是，不要以爲迪斯尼就是部
部都成功，全球的創造的 IP 形象，成
功 的 大 概 1/100， 也 就 是 每 創 造 100 個
只有 1 個能成功，成爲全球知名品牌的
就更少了。”

在回答川普當選是否會對萬達在美
國投資産生影響時，王健林表示，還要
靜觀川普的決策，但前幾天與美國電影
協會主席見面時，對方問是否需要給川
普帶話，王健林稱，他當時回答說，
“萬達在美國投了 100 多億美金，有 2 萬
多名員工，如果政策搞得不好，他們就
沒飯吃”。
最後在談到接班的問題時，王健林
表示與王思聰溝通過，“但他不願意過
我這樣的生活，不過這個問題還來得及
考慮，交給職業經理人也許會更好”，
王健林表示，現在備選的人有好幾個，
五個産業集團都不錯，但不會特意培養
，而是讓他們自己發展。

時事圖片

法國壹運鈔車遭襲
約 70 公斤黃金被搶

當地時間 12 月 12 日，法國
壹運輸車在 A6 高速公路附近遭
遇襲擊，大約 70 公斤黃金被四
名襲擊者搶走。

希臘勞動部大樓外現疑似炸彈 警方將其引爆

颶風“瓦達”登陸印度
颶風
數千人被疏散 印“ 度瓦 欽達 奈”，(VAR-

DAH)登陸印度，
數千人被疏散。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宣布，該國面值為 100 玻利瓦爾的紙幣將在 72 小時內徹底退出流通。該紙幣為目前委國
內流通的最大面額紙幣。馬杜羅稱，此舉是為了打擊在哥倫比亞邊境的國際犯罪集團的違法行為。他要求國內各
部門協調開展貨幣兌換工作，同時嚴防境外舊版紙幣回流。

委內瑞拉最大面值紙幣將在三天內退出流通

希臘警方消息人士稱，當地時間 12 月 12 日，警方引爆了壹個被放置在該國勞動部大樓外的
疑似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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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Lacks Diplomatic Skills And Economic Common Sense, Says Chinese Analyst

Will Donald Trump Make China Great Again?
By Guest Writer Patrick Mendi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Unpredictability is the new governing princi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t only in domestic policie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s often changing
foreign policy positions and unorthodox diplomatic
exchanges have made the traditionally reliable US an
unpredictable partner in global affairs, especiall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Unpredictability may well be the new normal as “the
indispensable nation” appears to be isolating itself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relations. Trump has vowed
to terminate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on
his first day in the White House. He has, however,
been conspicuously silent on his other campaign
promise to withdraw from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Nonetheless, he has been
clear about his intention to renegotiate the treaty with
Mexico and Canada.
By ending the TPP trade pact, China would happily
expand its domain of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Rim
while other American allies and friends inevitably
look for a more reliable partner in the neighborhood.
As these geopolitical realities set in, will his campaign
promises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eventually
default to “Making China Great Again”?
An assertive China is taking note that a “declining”
America is giving up on its founding trade vision
and empowering it with China’s commercial mission
through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At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 in Peru last
month, President Xi Jinping (習近平) suggested that
China would be open to TPP member nations joining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supported by Beijing, along with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Cancelling the colossal 12-nation trade pact and
even renegotiating Nafta is no panacea for America’s
domestic social decay, racial tensions and economic
problems, which are largely attributed to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demographic changes, corporate
strategies and taxation structures.
It is likely that, once in office, Trump may realis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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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mind again. Thus, a potential renegotiation and
rebranding of the TPP into a “Trump-Pacific Power”
might be possible with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with
each partner. He seems to believe bilaterally negotiated
pacts will “bring jobs
and industry back onto
American shores” by
using the techniques and
insights expounded in his
1987 book, The Art of the
Wall Street Moguls In Trump's Cabinet Could Benefit China
Deal.
As the self-professed titan
“An assertive China is taking note that
of deal-making, Trump
America is giving up on its founding
could “Make America
trade vision.”
Great Again” by simply
With Wall Street billionaires and millionaires in
embracing, for political
the cabinet, Trump could reconsider joining the
reasons, the founding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Investment
vision: “Commerce with
opportunities in gigantic belt and road projects would
all nations, alliance with
be a bonanza for his circle of friends and financiers.
none, should be our motto. Money, not morality, is
China can unlock Trump’s trillion-dollar
the principle commerce of civilised nations. Peace,
infrastructure plan
commerce and honest friendship with all nations;
Trump has already signalled that he may use
entangling alliances with none.”
alternative leverage to win over the Pacific Rim
“Acting more like a
nations which would otherwise lose to China. In
Jeffersonian Republican, Trump
addition to meeting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may trade with everybody, like the
Abe and speaking to President Xi, his other so-called
Chinese do.”
cavalier phone conversations with leaders of Australia,
Although during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Trump the Philippines, Pakistan and most recently Taiwan
accused Beijing of “raping” the US with its trade were strategic messages – as he exemplified during
policies, once he realises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trade his unorthodox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continued
relationship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his contradictory tweeting on China.

Trump’s tweets show his lack of diplomatic skills and
economic common sense, say Chinese analyst
The Trump White House may use these countries
tactically through bilateral engagements to hedge
against China. For some conservative Republicans,
the Obama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 and its
assertive behaviour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relations with Taiwan –
was an utter failure, like the policies in Afghanistan,
Libya, Syria and elsewhere. Unlike Barack Obama’s
multilateral approach to these conflict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ay choose a bilateral approach, as
China do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ver territorial
tussles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Trump packs trade team with veterans of steel
wars with China
While signalling these leverage points, the Trump
White House is
more likely to
simultaneously
accelerate the ongoing
US-Chin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With
all this unconventional
diplomatic
manoeuvring in
progress, Trump’s
strategy may also
force Beijing to
give up support for
inefficien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failed to address.
Given all this, the Trump presidency can hardly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without “Making China Great
Again”. Just as Xi’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designed
to reviv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which was once
admired by the US founding fathers, President-elect
Trump needs to revisit Sino-American history before
seeking to pressure an increasingly assertive China.
Prosperity for the US and China is connected. No matter
what the effects of a Trump White House o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one thing is predictable: the US
will have to accept China’s rise.

About The Author
Patrick Mendis is an associate-in-research at the
Fairbank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The views expressed here are those of
the author. Mr. Mendis will give a public lecture on
“The Future of President Xi’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under US President
Trump” on Friday, December 16,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urtes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hina Marked The 79th Anniversary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Amid Dispute Over Historical Record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ousands Gave Tribute In Pouring Rain To Victim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Thousands of Nanjing residents and Chinese dignitaries
turned out Tuesday in a mass commemoration to mark
the 1937 massacre of civilians in the Chinese city of
Nanjing by Japanese troops on Tuesday. All vehicles
within city limits came to a halt at 10.00 a.m., sounding
their horns for a minute in mourning for those who
died. An official ceremony at the Memorial Hall of
Victim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which was attended
by more than 8,000 people, including survivors of the
massacre, relatives of victims and Holocaust survivors.
Ranks of people in somber clothing or military
uniforms and a white flower for mourning stood in the
rain amid banners that declared a "National Memorial
Day."Soldiers laid wreaths, doves were released and a
giant bell tolled, in an event that was only inaugurated
as a public holiday in 2014.
An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in Tokyo estimated
in 1946 that more than 200,000 people were killed
when Japanese troops went on an orgy of killing and
mass rape that targeted civilians, women and children.
China claims that the death toll is closer to 300,000.
Contemporary reports said at least 20,000 women and
girls were raped, amid reports of other widespread
atrocities including torture and sexual mutilation.
While Japan's government has officially acknowledged
the massacre, some high-ranking Japanese figures
still deny it ever happened, creating tensions between
Tokyo and Beijing.
Facts alone do not make history. We choose and
debate what to erase and what to record; and these
decisions about the past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our future. Japanese troops slaughtered a vast

number of
civilians and
prisoners
of war, and
raped tens
of thousands
of girls and
women in the
Chinese city. China marked the third national memorial
day for the Nanjing Massacre victims on
The atrocity
Tuesday. (Photo/EPA)
has become
perhaps more
contentious and politicised as time has passe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expressed its deep
remorse and heartfelt apology for wartime actions
– though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has not quite
repeated that apology – and acknowledged that many
non-combatants were killed. But it questions the

death toll, and Japanese rightwingers deny war crimes
happened at all. History is no comfort to the dead, of
course. History may not even prevent itself from being
repeated.

“The truth is never enough, but
the truth must be acknowledged.”

High-ranking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
Zhao Leji,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said in a speech
broadcast live on state television that all attempts
to deny the atrocity must be resisted."All hideous
activities that attempt to change history, deny the
violent activities and reverse the verdict of starting
the aggression war will be criticized and spurned
by Chinese people and anyone who loves peace and
justice in the world," Zhao said.
Television images showed government officials, war
veterans and school children sing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anthem. Historical archives on the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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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sacre and the widespread forcing of "comfort
women" into prostitution were admitted to the
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 last year.
In response, Japan withheld its 2016 funding for
UNESCO, which set up the program in 1992 to protect
import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In
Canada, the province of Ontario's legislature said it
was considering designating Dec. 13 Nanjing Massacre
Remembrance Day. Ontario is home to one of the
largest populations of Chinese origin in Canada, with
some residents linked to both victims and survivors
of the massacre, according to a proposed legislation.
Reported by Lam Kwok-lap by RFA's Cantonese
Service, and by Zhang Wei for the Mandarin Service.
Translated and written in English by Luisetta Mudie.
(Courtesy The Guardian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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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藝人紀寶如 「愛，逆轉勝
逆轉勝」」 分享晚會
12 月 17 日晚 糖城靈糧堂舉行

【本報訊】由 「德州藝人福音團契」及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
糧堂」聯合主辦的資深藝人紀寶如 「愛，逆轉勝」分享晚會，將
於 12 月 17 日(星期六) 晚上 7:30 假糖城生命河靈糧堂舉行。紀
寶如的人生歷經許多坎坷波折，絕處逢生的逆轉勝，精彩感人，
歡迎各界踴躍參加，當晚國語講座，免費入場，請勿失良機。
「夏天洗澡，要洗熱水，不洗熱水，洗不乾淨，洗熱水，最
理想….」，熟悉的廣告詞，兩個小孩在熱氣騰騰中洗澡的畫面
，相信對於目前中年的人士而言，是一段溫馨的記憶。是的！影
片中可愛的小童星，正是當年紅極一時的紀寶如。
紀寶如在家中七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是一對龍鳳胎的
妹妹，雙胞胎哥哥早她 15 分鐘出生，由於父母的重男輕女，從
小就在阿嬤的扶養下長大。5 歲時進入演藝圈，以演唱卡通《萬
里尋母》主題曲紅遍大街小巷，然而當紅的演藝生涯，卻讓她犧
牲了學業和成長的權利。為了延長童星的壽命，13 歲時被阿嬤
帶去在膝蓋施打抑制生長素，從此不再長高。如今 54 歲的紀寶
如仍保有可愛的娃娃臉，身高也始終停留在永遠的 149 公分。
由於紀寶如從小缺乏父母的關愛，18 歲到台灣南部秀場演
出時，結識了寶島歌王余天的弟弟余龍，余龍給了紀寶如所渴望
的愛與關懷，讓她第一次感受到被人疼愛的幸福。當紀寶如將打
算結婚並且已懷孕之事告知父親時，紀父竟一巴掌打在她臉上，

紀寶如遂與余龍私奔，19 歲退出演藝圈，與余龍結婚。兩人婚
後從秀場經紀到炒股票，賺進了上億元台幣，不料因股市大跌而
慘賠，經濟壓力隨之而來。此時余龍被發現有外遇，雖認錯請求
原諒，但傷心透頂的紀寶如依然離家出走。1992 年 11 月 21 日，
余龍受朋友邀約到 「神話故事 KTV」唱歌解悶，沒想到當晚被
人縱火致死，夫妻從此永別。紀寶如為了獨立撫養三個兒子，被
迫下海當酒店媽媽桑養活 3 個孩子，曾喝酒喝到酒精中毒，自殺
上百次，大兒子得了躁鬱症，二兒子吸毒甚至販毒。
這樣悲慘的人生、支離破碎的家庭，在人看來是毫無盼望可
言，然而紀寶如卻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經歷了人生的逆轉勝，
從恨轉為愛，從苦難轉為祝福。如今的紀寶如是 「台灣優質生命
協會」的秘書長，常不定期舉辦社會關懷活動，關心老人、孩童
、傷殘及弱勢族群，希望藉著這些關懷，把愛傳下去，因為她體
會到施比受更為有福。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使得紀寶如的生命有如此大的轉變？請
來聽聽紀寶如亮麗舞台下的真情告白，絕對令你震撼落淚……
紀寶如生命分享晚會將於 12 月 17 日(星期六)晚 7:30 假 「
大
休 士 頓 生 命 河 靈 糧 堂 」 (River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舉 行 ，
3527 Highway 6, Suite 190, Sugar Land, TX 77478，即糖城 99 大
華超市對面，6 號公路旁，Burger King 及 KFC 後方樓宇。機會

難 得 ， 請 千 萬 不 要 錯 過 。 詳 情 請 參 閱 該 教 會 網 站 www.rolcc-houston.net，或聯絡莫思危牧師 (281)433-0517，電郵 rolccgh@gmail.com。

金城銀行暨德州農工大學聯合健康講座！

Walmart 禮卡。
報名條件: 年齡在 18-75 歲之間，沒有罹患過癌症，過
去一年內沒有做過糞便潛血測試 (FOBT)或糞便免疫化學測
試 (FIT); 過去三年內沒有做過糞便去氧核醣核酸檢查 (stool
DNA test); 過去五年內沒有做過軟式乙狀結腸鏡檢查 (Flexible Sigmoidoscopy)、雙重對比鋇劑灌腸檢查 (Double-contrast barium enema)、電腦斷層虛擬大腸鏡 (CT colongraphy); 過去
10 年內沒有做過大腸鏡檢查 (Colonoscopy) ;沒有參加過我們之前
的 『腸保健康』講座 ;可以聽、說、讀、寫中文;有意願參加這個
為期一年的計畫。符合報名條件者，請事先洽光鹽社電話: (713)
988-4724。
金城銀行秉持服務社區的宗旨，以提供用心、誠懇、周密、
專業的金融服務，以滿足社區朋友的銀行需求。金城銀行與您共
創利益，共享金色未來！金城所致，點石成金，深耕社區，三十
而 立 ！ 德 州 休 士 頓 百 利 總 行 地 址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德州亞裔一起來~遠離大腸癌、腸保健康一輩子!

活動快報

金城銀行與德州農工大學於 12 月 10 日聯合主辦保健講座。
由金城銀行公關侯秀宜助理副總裁主持講座，游秀寶助理副總裁
主講銀行開戶需知，並分享金城銀行最新定期存款優惠。德州農
工大學陳蕾詩副教授及葉又綠兩位博士主講 『腸保健康』講座；
現場氣氛熱烈，參加的來賓踴躍提問。
在飲食西化及生活型態的改變下，大腸癌的發病年齡逐漸年
輕化，目前大腸癌分別是亞裔男性與女性第三及第二位最常見癌
症，並且高居所有癌症死亡率的第三位。德州農工大學與光鹽社
合作，對德州亞裔族群實施免費大腸癌預防計畫。本研究計畫的
目的是透過宣導大腸癌背景及預防醫療訊息，降低亞洲移民罹患

大腸癌的風險，希望經由研究團隊提供的保健講座，協助民眾
『腸保健康』。陳蕾詩博士的計畫於 2016 年 11 月開始在休士頓
展開，預計對 850 名亞裔提供大腸癌預防與教育，歡迎符合報名
條件者踴躍參加未來舉辦的多場講座。
歡迎任何在台灣,中國,香港,澳門出生的亞裔及其第二代來參
加，在美國的身分不是問題(不需要有公民、綠卡或工卡)。本研
究會評估參加者罹患大腸癌風險，並給予相關大腸癌預防建議。
這個研究計畫為期一年，為感謝參加者的協助，本計畫將在這一
年中分階段提供免費大腸癌檢測、免費醫療保險申請與使用協助
、 免 費 個 人 大 腸 癌 預 防 電 話 諮 詢 ， 以 及 總 共 $75 元 美 金 的

After Hour - Re/Max United 聯禾地產
Time 時間
時間：
： Dec. 15
15,, 2016 Thursday,
6:00
00pm
pm - 8:00
00pm
pm
Place 地 點 ： 9889 Bellaire Blvd., #
118,, Houston, TX
118
(林承靜 Josie Lin 713
713-630
630-8075
8075))
說明：
說明
： Katy Asian Town, TX 凱蒂亞洲
城 ， 服務 Katy 及西北區所有亞裔族群
，歡迎各行各業加入
歡迎各行各業加入，
，讓我們共同打造
Katy 亞洲城
亞洲城。
。 綜合休閒
綜合休閒，
， 娛樂
娛樂，
， 教育
，醫療中心
OCAGH 舉行宋嘉年勝選 HISD 首位亞
裔教委慶功會
12 月 15 日(THUR)
(THUR)下午
下午 6 時 30 分
恆豐銀行十二樓

9999
77036

Bellaire

Blvd. Houston,TX.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館 辦理
辦理[[健在証明
健在証明]]
12 月 17 日(SAT)
(SAT)下午
下午 1 時至下午 4 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休斯敦華助中心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77036
TX.
77036
[腸保健康
腸保健康]]講座
12 月 17 日(Sat)
(Sat)上午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光 鹽 社 9800 Town Park Dr.,#255
Dr.,#255
Houston,TX.77083
Houston,TX.
77083..
資深藝人紀寶如
晚會

「 愛 ， 逆轉勝
逆轉勝」
」 分享

12 月 17 日(SAT)
(SAT)晚上
晚上 7:30
糖城生命河靈糧堂(River
糖城生命河靈糧堂
(River of Life ChrisChristian Church ) 舉 行 ， 3527 Highway 6,
Suite 190
190,, Sugar Land, TX 77478
休士頓客家會年會
12 月 18 日(SUN)
(SUN)中午
中午
華美中醫學院
休士頓台灣商會
亞洲化學創辦人楊朝諄博士主講
12//18
12
18//2016
2016(SUN)
(SUN) 下午二點鐘
僑教中心一樓展覽室
中国舞蹈藝術節---<新胡桃夾子
中国舞蹈藝術節---<
新胡桃夾子>
>
暨周洁晓慧舞蹈学校第十九届舞展

12 月 18 日 (SUN) 晚 六 点 在 Stafford
Centre

12 月 17 日（ Sat. )下午
)下午 6：30
Royal Soesta Hotel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年終舞會暨慶生會
12 月 18 日(SUN)
(SUN)下午
下午 6 時
雅苑
6968 Howell Sugar Land Rd. Houston,
TX.77083
TX.
77083

AOI 聖誕 Party
12 月 17 日（ Sat.) 下午 6：30
SAFARI TEXAS RANCH ( 11627 FM
1464,, Richmond, Texas 77407 )
1464

美南新聞傳媒集團 「 第二十一屆國際
農曆新年園遊會」
農曆新年園遊會
」 籌備會
12 月 17 日（ Sat. ) 11
11::00 am
ITC ( 國 際 貿 易 中 心 ） （11100
（11100 Bel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
恆豐銀行聖誕晚會







中美寺佛學座談會
12 月 17 日 （ Sat. ) 下午 1： 30 - 3：
00
休 士 頓 中 美 寺 （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