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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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社區剪影

國際足球節募款晚會暖身
國際足球節名人募款晚會(The International Soccer Festival Celebrity Gala and Fundraiser) 日 前 晚 間 於 Silver
Street Studios 盛大舉行﹐為明年 9 月的活動籌募資金﹒
國際區區長與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右二)受邀
出席﹐希望藉由跨界合作﹐不只為足球節增添亞洲風情﹐
也能讓即將到來的第 21 屆美南園遊會更加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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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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來臨 休斯頓最佳健身房評比結果出爐
（本報訊）2016 年即將過去
，新的一年再有幾天就要到來，
許多人在辭舊迎新之際寫下的新
年決心（ New year’s resolution）
當中，都會把健身和減肥放在新
年立志的前幾位。
最近由 Yelp!網站做出的評比
中，休斯頓有 20 家健身房評價良
好，這裡列舉了此次評比當中前
十名的健身房名單。此次評比出
的健身房，有的以各自的專項特
長著稱，有的是以性價比為優勢
，值得參考。
1 Anytime Fitness

地 址: 1919 Silver St Houston, TX
77007
電話 Number: (832) 833-0500
網址: crossfithtown.com

地 址: 2222 Morgan St Houston,
TX 77006
電話 Number: (281) 846-3899
網址: gymbowie.com

3 CrossFit Illuminati

6 Kinitro Fitness

評估結果: 5 顆星
地 址: 12440 Oxford Park Dr, Ste
B-107, Houston, TX 77082
電話 Number: (713) 999-3912
網址: Crossfitilluminati.com

評估結果: 5 顆星
地 址: 9889 Bellaire Blvd, Ste
124-A,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Number: (281) 870-2682
網址: kinitrofitness.com

4 Elite MMA

7 NonameFit Studios

評估結果: 5 顆星
地 址: 8703 Broadway St, Ste 101,
Pearland, TX 77584
電話: (832) 736-9150
網址: anytimefitness.com

評估結果: 5 顆星
地址: 10640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42
電話 Number: (832) 844-5385
網址: elite-mma.com

評估結果: 5 顆星
地 址: 2010 Commerce St, Ste A,
Houston, TX 77002
電話 Number: (832) 919-6638
網址: noname.fit

2 CrossFit H-Town

5 GymBowie & CrossFit Live Oak

8 The GYM

評估結果: 5 顆星

評估結果: 5 顆星

評估結果: 5 顆星

Anytime Fitness

The Iron Den Gym

地 址: 1950 W Gray St Houston,
TX 77019
電話 Number: (713) 527-8000
9 The Iron Den Gym
評估結果： 5 顆星
地 址: 1611 Dakota Ave League
City, TX 77573
電話 Number: (832) 632-2509
網址: theirondengym.com
10 The League:
Training Facility

CrossFit H-Town

Elite

評估結果: 5 顆星
地 址: 2905 Rusk St Houston, TX 77003
電話 Number: 電話 number
(713) 225-1272
網址: trainwiththeleague.com

GymBowie & CrossFit Live Oak

NonameFit Studios

Elite MMA

﹒

The GYM

Kinitro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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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招募外語志工
【本報系達拉斯訊】2017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係於
2011 年由臺北市贏得主辦權，預計將有 22 個單項比賽
於 2017 年 8 月 19 日迄 8 月 30 日在臺北市、新北市、桃園
市、新竹縣及新竹市舉行。屆時預估將會有來自 150 個
國家的 12,000 名選手及隊職員來臺，世界大學運動會
之規模龐大，僅次于奧運，更是我國歷來舉辦最高層級
之國際大型綜合性運動賽會。

歡迎熱愛運動年滿 18 歲以上且具備適當英(外)語
溝通能力的大專院校同學、或一般社會人士踴躍報名，
擔任 2017 臺北世大運外語志工。獲選者不僅可以藉參
與國際賽會服務工作提升國際溝通能力，更能發揮自
我專長及體驗大規模的國際事務活動經驗，累積頂級
的志工履歷，成為下一代的國際菁英。藉由參與本次活
動，接待的英(外)語專長青年志工將能與大量來自世界

各國的選手菁英、裁判、媒體人員、服務人員、各國觀衆
……等進行溝通交流，除可增强英(外)語實用能力、跨
文化的國際溝通能力外，更能拓展國際視野，將來成為
臺灣各產業所需的國際人才。有服務熱忱的青年志工
朋友們請把握機會，踴躍報名參加書審及面試甄選活
動，(外語志工專頁：https://www.volunteer2017.taipei/)。

張燦鍙博士演講會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達拉斯支部與達福台灣
同鄉會特邀張燦鍙博士蒞臨達拉斯以「從對話
到共識：你我共同的台灣」作專題演講。時間定
於 1 月 9 日(星期一)晚上七點半假「台心的家」舉
行。欲參加聚餐者請于六點正假 Lin’s Buffet 饗
晏。
張博士卸下臺南市長公職之後，便長年深
入基層，探訪社會各界，深刻理解到民生經濟長
期不振為人民所帶來的生活不安，因此除了堅
持台灣建國主張之外，張博士更加關心台灣民
生經濟的發展問題。「從對話到共識：你我共同
的台灣」是張博士近年來專心對社會的思考總
集結。
自民主開放以來，台灣社會也擾嚷紛雜了
十多年，分裂的房子無法居住，撕裂的國家無法
前進，張博士盼望台灣社會「從對立到對話」
，更
加要提升到「從對話到共識」
，政黨間勿流于理
盲惡鬥，屏弃政治上的對立，找到彼此對話的基
礎，進而能建立起以人民優先、社會安定、經濟
繁榮、文化優質的台灣共識。追求民主優質的台
灣社會，是咱共同的台灣夢。歡迎各位同鄉來分

推動對美國的國會外交
1987 第一位台灣人，應邀在美國國務院「國務卿
開放論壇」發表『台灣：舊的神話和新
的現實』演講
1988 協助創立台灣國際關係中心（Center for
享張博士的心歷路程。
Taiw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TIR
張燦鍙博士簡歷：
1989
受聘擔任「
美國華盛頓國際政策發展中心」
曾任：
第一位台灣籍的董事
台灣獨立聯盟副主席（1970-73）
1991 突破黑名單，返抵台灣被起訴首謀內亂罪
台灣獨立聯盟主席（1973-87）
1994 參加南非曼德拉總統就職典禮，會晤巴解
台灣建國委員會委員長（1987-91）
主席阿拉法特，訪問南美四國，訪問非洲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1991-95）
團結組織，和多位聯合國大使會面為台灣進入
台南市長（1997-2001)
聯合國鋪路
現任：
1995 邀請聯合國科技發展會主席奧斯卡，賽拉
「財團法人開創台灣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德來台舉辦「台灣發展經驗研討會」
，突破
「公義論壇」召集人
聯合國官員訪台的禁忌
「社團法人李登輝民主協會」理事
1996 成立「財團法人開創台灣文化基金會」
政治經歷：
重要著作
：
1974 協助成立『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
，團結
(6) 八千哩路自由長征－海外台灣建國運動二
(1)
『
建
設
東 方 瑞 士 』─ 台 灣 建 國 藍 圖 的 探 討
海外同鄉並推動草根外交
十個小故事（2006）
1975 受邀在紐約時報 Op-Ed 發表『台灣的未來 （1983）
(7) 台灣國家之道(2007 年初版，2009 年 10 月增
(2) 台灣：舊的神話和新的現實（1987）
』的專文
訂新版)
(3) 台灣獨立運動三十年/一代建國運動領導人
1976 協助創立全美台灣人權協會（FAHR）
(8) 從對立到對話—追求民主優質的台灣社會
1981 協助創立美國『台灣公論報』
，成為海外台 的歷史紀錄（1991）
（2013）
(4) 夢想台灣國:張燦鍙三十年的獨立運動生涯
灣人社會流傳最廣的獨派報紙
(9) 從對話到共識—你我共同的台灣（2016）
（1992
年初版，1995 年 9 月修訂版）
1983 協助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
(台灣同鄉會供稿)
(5) 文化─台灣問題的根源(2003)

達拉斯海天合唱團慶祝聖誕節派對錄實

示聖誕氣氛。唱前先由團員王永士用英文講一
接下來是請全體上樓梯來照一些團體相。
個關於”Silent Night”的故事。因為當晚有多位 非常謝謝兩位達拉斯攝影學會傑出會員巫飛雄
外語客人，所以整個晚上的主持都用英語進行。 先生及林榮輝先生整晚為大家拍了很多精彩照
一年一度的海天聖誕節慶祝晚會於星期日 接下來是獨唱及二人合唱表演。演唱的歌曲包 片。
，12 月 18 日在團長家舉辦。當天的天氣特別寒 括 Mei Ping Lee 的 “Some Where Over the
然後就由團長為大家介紹一下海天的理事
冷，到晚上是 32 度以下，可是在屋內溫暖的聖誕 Rainbow”, Tony Wang 的“un Fiume Amaro”及 們跟職員們。因為今年有很多位新加入的團員，
節慶祝晚會氣氛充滿了全屋。團員們及團員配 “Seamann”, Edison Chiu 與 Stella Chiu 合 唱 的 及好幾位舊團員今年回來海天大家庭，他們都
偶們都穿著長大衣，圍著圍巾，帶著手套，帽子 “劇院魅影”, Stella Chiu 的“天路”, Ariel Chiu 的 不太認得那些新上任的理事們跟職員們
前來參加聖誕晚會。可見他們愛好參加海天晚 “Gesu Banbino”, Tony Tam 的“Tennessee Waltz”。
會的熱誠。晚餐是自助餐型式。團員們帶來既豐 及 Man-wei Lee 的小提琴與 Mr. John Tarver 的
當晚交換聖誕禮物的節目是以抽獎
盛又美味的菜餚。有多種的肉類，海鮮，沙拉，甜 鋼 琴 合 奏 聖 誕 樂 曲。唱 完，彈 完 了，由 Tony 的方式。但最受大家喜愛的是抽一個大
品，水果等應有盡有。每人都享用萬分。
Tam 跟 Mei Ping Lee 跳 Waltz ,音樂是“Tennes- 獎 (Grand Prize), 獎品是一張現鈔 100 元
因為指揮林菁教授的高齡母親於上個月逝 see Waltz”
。以上的那些表演贏得最多掌聲，尢其 。經過一陣如雷的喜笑聲抽獎，結果讓一
世，故我們飯後由團長帶領先靜默一分鐘以紀 是 Edison 唱的“劇院魅影”,特別贏得更多的掌 位副團長抽到了。大家都為她高興。她自
念她母親生前對海天團員的疼愛。她曾為每個 聲，因為他的裝扮及他的演技轟動了觀眾。非常 己更高興。
女團員打了一條毛綫圍巾，團員們都記在心裡。 謝 謝 我 們 海 天 合 唱 團 的 司 琴 先 生，Mr. John
有些團員在第二天要上班，故他們
然後繼續進行已安排好的精彩節目，由團 Tarver。他為我們伴奏每一首我們當晚唱的歌曲 都帶著開開心心的心情先回家去了。但
長擔任司儀。先由團員們及團員的配偶們齊唱 ，沒有他的伴奏很多歌曲唱起來就沒那麽悅耳 有些團員餘興未盡，留下來大跳 Waltz，
兩首聖誕詩歌，”Silent Night”及”First Noel”以 了。除了一位團員，他是用他的 CD 為他的伴奏。 Cha Cha 跟 Line Dance, 跳到累了才高高

陳鳳芝(Stella Chiu)

興興地回家。團長很欣慰看到大家都很享樂那
晚的聖誕節慶祝晚會。在此敬祝大家過一個健
康的聖誕節及愉快的新年。
達拉斯海天合唱團將於 2017 年 15 日下午 3
點鐘在布蘭諾華人宣道會開始繼續練唱以備
2017 年 5 月 6 日 的 公 演。練 唱 地 點 是 5025
Custer Rd., Plano, Tx. 75023。

QS161229B 綜合

華人活動中心成人英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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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滿十人才開
課。凡年滿 18 歲，無分
國 籍，新 移 民 或 舊 移
民，只 要 有 學 英 文 的
興 趣 與 决 心，活 動 中
心一都歡迎報名上課
。詳 情 請 與 活 動 中 心
聯絡 972-480-0311。

布蘭諾市和坐落在
4200 E. 14thSt. 的 Republic
Services 安排好了，讓居民把
不想要的紙盒子送到那裏
去。注意，他們只收紙盒子。
大家可以看這個預防
犯 罪 提 示 的 錄 像 https://
youtu.be/sJ_mKlRcM8E， 謝
在目標。
謝大家幫我們降低我們城市的犯罪率。
布 蘭 諾 電 視 臺 的 才 子（Evan Reitzell 和 （劉援注：這些提示也適于住在其他城市的人。
Todd Rice）編排了這個小錄像警示居民們在 在錄像裏可以看到我們的新聞發言人 David
節後把包裝盒丟在外面等著收垃圾多麽危險。 Tilley。）(布蘭諾警察局劉援提供)

布蘭諾警察局新聞發言人的信

節後安全提示

不少人從來沒有意識到自己給家裏有的
貴重物品作了廣告。得到像電視、電腦、游戲機
等是挺讓人高興的事，但你得注意別讓在小巷
開車遛來遛去的潜在犯罪份子找到盜竊的潜

David Tilley

在沒有壓力或烟霧下渡過一個愉快的假期
假期應該是與親友歡聚一堂，享用佳餚
美食的好時光；但繁忙的假期中四處奔波也
會添加壓力。這時候吸一根香煙好像是最佳
的減壓方法；但是華語戒煙專線的戒煙輔導
員，想向在假期中戒烟及想保持戒烟的人士
，提供一些提示及鼓勵。
全美亞裔戒烟專綫的方案部經理，卡羅
琳陳博士表示：「假期是充滿歡樂的，但也是
滿有壓力的。注意吸烟的誘因，及尋求充分
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讓親友知道您正在戒
煙，並要求他們支持及協助。」
以下是戒煙輔導員就渡假期間如何避
免誘發煙癮，和保持戒煙的一些提示：
1. 在忙碌的假期中，爭取充分的休息。
2. 避免辛辣、
含高糖份的
食物，以及酒
精類。假期通
常都是吃喝
玩樂的時候，
但該儘量避
免誘發煙癮
的食物。選擇
水果或低糖
的甜品。至于

酒類，藏起來吧！改喝無糖的礦泉水、蘇打水 利國、粵語的輔導員提供。合資格的來電者
或蘋果酒（蘋果西打）
。
將會收到兩周試用裝的尼古丁貼片。
3. 如果天氣好，多散散步。保持活動和身體
我們鼓勵服務於華人社區的醫護人員
鍛煉，可以防止在戒煙時養成不斷找零食的 及各界人士，推薦說粵語或國語的吸煙人士
打電話到《華語戒煙專線》
。如欲獲取更多有
壞習慣。
4. 與不吸煙者為伴。如果您所有的朋友都 關 資 料，請 電 郵 到： asq@ucsd.edu 或 致 電
吸烟，那麽是時候去結交一些新朋友了！與 （858）300-1058。或 參 閱 網 站 推 薦 鏈 接
吸煙者保持距離；試試與已經戒煙或是不吸 www.asiansmokersquitline.org。吸煙者也可以
煙的人建立一個新的社交圈子，這樣有助您 在以下網站自行註冊：www.asq-chinese.org
ASQ 是由《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充實生活和遠離吸煙。
5. 在戒煙的過程中，別人的支持是很重要 （CDC）所資助，自 2012 年成立以來，已為超
《華語戒
的。致電全美亞裔戒煙專線！請致電全美亞 過 10,000.00 名亞裔人士提供服務。
裔戒烟專綫，這是為全美說華語、韓國語和 煙專線》的服務提供給全美國 50 州及華盛
越南語的亞裔戒煙者的免費電費輔導計劃。 頓特區。
當你來電時，一位親切的職員會提供各種服
ASQ 的服務時間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務選擇：自助戒煙資料、電話一對一戒煙輔 美國西岸時間早上 7:00am 至晚上 9:00pm。
導，及免費兩週試用裝的尼古丁貼片。
國語及粵語 1-800-838-8917 www.
asq-chinese.org
6. 最後，不要放棄戒煙，您可以做得到！
韓語 1-800-556-5564
www.asq-ko關於《華語戒煙專線》
：
《華語戒煙專線》服務由 Asian Smokers rean.org
’Quitline (ASQ) 所提供。The Asia Smokers’ 越南語 1-800-778-8440 www.asq-viet.
Quitline (ASQ) 為居住在美國，說中文、韓語 org
及越南話的人士提供有效而又易于獲取的
To learn more about ASQ (in English),
戒烟服務。ASQ 已經證實倍增他們戒煙的 visit: www.asiansmokersquitline.org
成功率。服務由受過戒煙專業訓練，並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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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材半蓋：初論奧巴馬
這不單單是候選人希萊莉一個人的失敗，而是整個民主黨的失敗
兩位失敗的領袖
有一位專欄作家作了一個簡單
的計算：2009年，當奧巴馬入主
白宮的時候，民主黨同時掌控了
參眾兩院，還擁有50州中29州的
州長職位以及在各州的參眾兩院
中擁有60個議會的多數。這次大
選後，共和黨不但奪得了白宮，
並且也奪取了參眾兩院的多數席
位。在50州中，共和黨目前也擁
有33州的州長職位。在各州的參
眾兩院中，共和黨在60個議會中
佔多數(有25州，共和黨通吃：州
長 和 參 眾 兩 院 全 拿 )。 這 是 自
1928年來的第一次。簡言之，這
次共和黨大勝。
反言之，民主黨大敗。因此，
這不單單是候選人希萊莉一個人
的失敗，而是整個民主黨的失
敗。在政黨政治中，我們評價政
黨領袖的得失成敗，一個主要標
準就是政黨的席位是增多了還是
減少了。因此，奧巴馬跟馬英九
一樣，是非常非常失敗的領袖。
儘管他們並非完全沒有建樹，儘
管他們才剛剛下台不久，離開進
入棺材還有一段漫長的時日，我
們已經可以把棺材蓋子蓋上一
半，初步作出論定：由於這兩人
的性格，能力，智慧，特別是魄
力的不足，又特別喜歡討好敵
人，刻薄隊友，嚴重損害了他們
政黨的前途。國民黨，遺憾地
說，可能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了。
他們兩人的政敵和獲勝者，特
朗普和蔡英文，又給美國和台灣
帶來了不穩定的前景。所以說，
這兩人的失敗所造成的後果可能
相當深遠。因此，整個蓋棺論定
還要看兩個社會接下來的發展才
能論定。
此處我們不談馬英九，只談奧
巴馬，不過可以就兩人相似之處
再囉嗦幾句。大選後，奧巴到秘
魯首都利馬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在記者招待會上他很自豪，
說在他八年任內沒有鬧出醜聞。
不錯，跟馬英九一樣，他的個人
操守基本上沒有問題。但是，評
價政治家的標準絕對不止於個人
操守，最主要的應當他的政績。
所以我們要談談奧巴馬的政績，
看他到底做錯了什麼，以至於民
主黨敗的如此淒慘。
獲得和平獎而沒有取得和平的
領袖
奧巴馬接替小布什的時候，小
布什的確留給他兩個巨大的爛攤
子，一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
爭，一是自大蕭條以來最大的金
融風暴。他每次自辯時都提到這
兩點，但是這是否可以作為他失
敗的藉口呢？既然選民拋棄了民
主黨，顯然是沒有接受他的藉
口。
要記得，奧巴馬2008年擊敗希
萊莉時，他對希萊莉的一個批評
獲得許多選民支持，那就是希萊
莉曾經在參院中支持美國出兵攻

◎水秉和
打伊拉克，而他反對那場戰爭並且
主張停止在中東的戰事。所以我們
要問，戰爭結束了嗎？答案是，沒
有。當年尼克森說他要停止越戰，
他花了7年的時間，終於認輸，美國
士兵最後要從大使館的屋頂上乘直
升機逃命，但是他的確結束了越
戰。奧巴馬做到了嗎？沒有呀！他
開了空頭支票！不但如此，他還引
發了整個中東的災難。
美國炮製了一個虛假的藉口—大
規模毀滅性武器--然後據此侵略伊拉
克，這絕對是不義的。既然是不義
的，那麼正當的做法應當是承認錯
誤，設法穩定當地的政局，賠償損
失，然後撤離。這當然是癡人說
夢，國際政治是不講道義的，所以
美國沒有這麼做。2012年，美軍的
確撤離了伊拉克，但是它撤離的理
由是伊拉克政府拒絕給美國治外法
權，不讓它留下軍事基地。此處的
重點是，美國沒有認錯。把人家的
國家徹底毀掉而不承認錯誤，這是
要付代價的。伊斯蘭國之所以興
起，難道不是因為伊拉克人對美國
在他們的國家造成了家破人亡的人
間慘劇所累積的仇恨嗎？可以預
見，這個仇恨將繼續困擾北約諸
國。
在奧巴馬任內，除了伊斯蘭國的
興起以外，戰爭更蔓延到利比亞，
敘利亞和也門。埃及也差一點被阿
拉伯之春毀掉。怎麼解釋這些亂象
呢？難道它們都純粹是自發的嗎？
如果是純粹自發的，今天就沒有
特朗普的崛起了。為什麼特朗普會
罵遍天下而居然當選呢？我不是說
他罵了哪些少數民族或女人，雖然
這是主流媒體不斷攻擊他的地方。
可是，主流媒體為什麼沒有不斷攻
擊他罵了別的一些人呢？大家沒有
注意到的是，他也一直在罵主流媒
體，說它們受大企業控制，替希萊
莉當傳聲筒。他同時在罵華盛頓和
紐約的精英層，說這批傢伙完全不
顧小老百姓的死活，搞全球化，搞
自由貿易，為他們自私的利益，把
製造業都搬到墨西哥和中國去，把
美國掏空了。他罵這批傢伙拿美國
納稅人的錢去幫日本和歐洲看門。
他因此提出了"美國第一"的口號：
他反對自由貿易，他要把好的職業
拿回到美國來；他不做賠本生意，
要歐洲和日本向美國交保護費，否
則讓它們自己去發展核武器。
或許你會奇怪，既然他這麼嚴厲
地痛罵媒體，那麼為什麼他還獲得
那麼多選民的熱烈支持呢？難道這
次老百姓沒有被媒體忽悠嗎？
我想，這就是我們大家看走眼的
地方。特朗普好像一早就知道，他
不能依靠主流媒體，因為主流媒體
一定支持希萊莉，所以他很早就開
始利用社交媒體，並且每天一直到
三更半夜都在利用社交媒體發出不
經過媒體過濾的信息。他跟他的選
民在社交媒體上建立了一個相當特

殊的關係。雖然我個人對他毫無好
感，但是，必須承認，他洞燭機先
的能力的確高人一等：他了解誰是
他的選民，他也知道如何跟這批選
民溝通。為了使他的選民不受主流
媒體擺佈，他首先發難，把主流媒
體罵個狗血噴頭。如此，他的選民
沒有被主流媒體忽悠，而由於他們
沒有被忽悠，所以他們在精英們
（政客，銀行家，遊說團，主流媒
體和學者專家）的屁股上狠狠地踢
了一腳。
或許特朗普的"美國第一"也行不
通，或許他最終會被華盛頓和紐約
的精英層收買(他任命人選的名單，
真的是億萬富翁俱樂部，絕對是精
英層)。不過，在他的謾罵聲中，老
百姓的確出了一口惡氣。
我們應當了解，國際關係中發生
的怪事很少是偶然的。當什麼都不
懂的小布什讓他的副總統錢尼製造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口實，以此侵
略伊拉克的時候，錢尼的背後是有
所謂的新保守主義的理論基礎的。
這已經是常識了，不必贅言。同樣
的，當奧巴馬管不住希萊莉，讓她
利用所謂的"有責任保護"的藉口去
顛覆利比亞政權的時候，她的背後
也是有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
礎的。新保守主義強調硬實力，主
張大力發展軍備，新自由主義則強
調軟實力，即美國的民主和人權的
價值觀，可是它們基本目的是一樣
的，都是維持美國凌駕於所有國家
之上的霸權地位，因此兩者都致力
於改變他國的政治制度，促使它們
民主化。為此，利用中情局的滲
透，金錢收買，和美國掌控的國際
輿論去宣揚美國的價值觀等，是它
的家常便飯。它要打開全世界的市
場，讓美國的跨國公司大行利市。
這是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共識。在這
方面，奧巴馬跟小布什沒有什麼差
別。他四十七歲入主白宮，無論經
驗和魄力都不足以抵擋這個精英層
的共識，所以銀行家們特別看中
他。他背棄了自己的承諾，不但沒
有停止中東的戰事，反而激化和擴
而大之。就此而言，他是徹底失敗
的。
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排除
中國的自由12國貿易協定）其實是
希萊莉擔任國務卿時由她和她背後
的精英團隊設計的一整套計劃。她
離職後，這就成為奧巴馬想要為自
己樹立歷史界碑和對抗中國的重要
戰 略 手 段 。 現 在 TPP也 壽 終 正 寢
了。對中國而言，這是好事；對奧
巴馬而言，這是他在外交上的另一
個重大敗績。
敘利亞的悲劇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敘利亞的悲
劇。12月20日，在敘利亞與俄國對
哪些被它們圍困多時的，美國支持
的反政府部隊網開一面，讓他們跟
難民一起撤離之後，敘利亞的內戰
基本結束。敘利亞，俄國與土耳其
三國在莫斯科開會，討論敘利亞的
善後問題—美國連參與的份兒都沒
有。也就是說，美國在敘利亞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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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徹底失敗。這是奧巴馬任內一樁
重大的敗績。首先，他支持反政府
的群眾運動，提出"阿薩德必須下
台"的政策宣言，目的是推翻一個
由選舉產生的合法政權（選舉時曾
經有聯合國監測）。但是他堅決不
派遣美國地面部隊，卻跟沙特阿拉
伯合作，支持反政府的武裝力量，
因此給予普京一個可趁之機，支持
阿薩德政府。將近五年的戰亂不但
造成了敘利亞境內的人間慘劇，並
且導致千萬以上的難民，其中數百
萬湧向歐洲，從而引發英國的脫歐
和右派反移民勢力在歐洲大陸的興
起。這是一樁扭轉國際地緣政治關
係的大事，影響深遠。僅此一事已
足以判定，奧巴馬是一位非常失敗
的總統。
應當注意到，阿富汗與敘利亞兩
國是中國推動"一代一路"大戰略的
兩個關鍵國家，阿富汗更處於陸上
絲綢帶南線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
地位。在阿富汗，基地組織在與美
軍纏戰16年之後又再次取得上風，
中俄逐漸成為主導該國和平進程的
大國。在敘利亞，美國已徹底失
敗。如果說，美國倡導的TPP和它
在阿富汗，伊拉克與敘利亞發動戰
事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圍堵中國的
話，那麼，奧巴馬在地緣政治上的
一系列敗績就構成美國在國際舞台
上萎縮的開始。
救銀行但不救百姓
或許人們會奇怪，當2008年金融
風暴席捲全球的時候，當時的美國
財政部長Henry Paulson到國會去，
要向眾議院議長貝魯奇下跪，請求
議會釋放7，000億拯救幾個"大到
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倒掉就
會導致經濟全跨的大銀行的時候，
奧巴馬怎麼想的？針對這些把他捧
上白宮寶座的銀行家，他有沒有感
到一絲一毫的憤怒？有沒有對哪些
傾家蕩產的小老百姓們感到一絲一
毫的同情？他有沒有想到，至少應
當懲罰幾個拿別人的錢豪賭的銀行
家，以儆效尤，也替小老百姓出出
氣？
或許你會奇怪，明明是這些銀行
家把全世界的經濟差點毀掉，為什
麼沒有人入獄？他們做假賬，用金
融衍生物搞高風險投資，結果搞垮
了全球經濟，不但沒有人入獄，還
繼續大把大把地拿年終獎金。當
時，好幾個有聲望的經濟學家，包
括《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和諾貝爾
獎得主克魯曼在內，主張將花旗銀
行短期收歸國有，以此作為整頓金
融界的手段。奧巴馬不但沒有這麼
做，他幾乎沒有對這批傢伙作出任
何嚴厲的譴責。為什麼呢？
最近維基解密爆料說，奧巴馬當
選以後，花旗銀行通過某些中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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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了奧巴馬一份名單，建議他在經
濟事務中任用名單上的人。維基解
密的創始人阿桑奇說，奧巴馬照單
全收，把原先跟他打天下的進步經
濟專家都換了下來。試想，克魯曼
還要他把花旗銀行國有化？未免太
天真了。許多人可能不相信維基解
密的信息，不過這不是唯一的證
據。一位專門跑華爾街新聞的老牌
記者Charles Gasparino於2010年出版
了一本書，書名《銀貨兩訖：奧巴
馬跟華爾街之間見不得人的勾當》
（ Bought and Paid For： the Unholy
Alliance between Barack Obama and
Wall Street）, 書中詳細敘述了華爾
街為什麼選中了奧巴馬，如何召開
秘密會議替他籌錢（書中公佈了參
與會議的銀行家名單和他們捐錢的
數額），幫他舉辦大規模競選活
動，等等。這應當就是為什麼他會
捨近求遠，避重就輕，不去懲罰銀
行家，反而去推健保法案的原因。
根據專家的計算，政府為這批
華爾街精英和頻臨倒閉的汽車公司
提供了大約1.6 萬億的救助金，可
是這些仍然拿紅利的銀行家拍賣掉
五百萬家工薪階級的房子，也使得
無數無法像大老闆那樣逃稅的小老
百姓的401k大量縮水。美聯署主席
伯納可曾經有一句名言，說經濟風
暴不可怕，他可以從直升飛機上灑
錢來救市（因此他的外號是直升飛
機伯納克）。他灑了錢沒有呢？有
是有，不過全部都灑進銀行家的荷
包裡了。
在大蕭條的30年代，羅斯福總統
用政府的錢僱用了一大批失業工
人，讓他們挖坑，然後再把挖的坑
填起來，以此減緩失業問題。在奧
巴馬當政的頭兩年，民主黨掌控了
參眾兩院，利息接近於零，許多經
濟學家要他大筆撥款搞基礎建設，
以此振興經濟，並解決失業問題。
他沒有這麼做，反而一天到晚說要
跟他對著幹的共和黨保持合作關係
（ bipartisanship） 。 等 到 2010年 的
期中選舉後，共和黨取得了眾議院
的多數，控制了錢袋，他再也推不
動基礎建設了。諷刺的是，特朗普
現在大聲疾呼要搞基礎建設。
請問，他既不敢懲罰銀行家，
又不能想辦法為大批失業工人提供
就業機會，難道藍領階級都是傻
蛋，都不知道何以至此？難道他們
不覺得民主黨背棄了他們？
不管主流媒體再怎麼替希萊莉
助選，今年是藍領工人的報復年。
他們要徹底否定在華盛頓和紐約的
精英階層對政府的控制。他們甚至
願意選出一名從來沒有政治經驗的
局外人來"清除臭水潭"（drain the
swamp）。所以說，民主黨這次的
失敗是有咎有應得。奧巴馬總統，
你難辭其咎。

Can We Compare Trump's Future Foreign Policy and Obama's Past Performance?
Rationally speaking, the answer to the subject title must be
no, comparing unknown in the future to deeds done in the past
has to fall in the speculation category. However, if one takes a
serious analysis of President-elect's campaign speeches, one can
certainly formulate some predictions. Max Boot, a Russian
American writer, consultant, editorialist, lecturer, and military
historian, has done just that and published an article; Trump's
'America First' Is the Twilight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2, 2016. In his article, Boot, based
on Trump's campaign pronouncements, said that "Trump's
foreign policy may be more in sync with President Obama's than
either man would care to admit. And not in a good way: Trump
shares with Obama a desire to pull back from the world but lacks
Obama's calm, deliberative style and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Boot, educated in UC Berkeley and Yale, currently
a Jeane Kirkpatrick Senior Fellow at the Council for Foreign
relations, has been an advocate of American values in foreign
policy. (He once described his ideas as "American might to
promote American ideals.) Boot thinks Trump's execution of
foreign policy may not be a good way but I disagree. I shall
explain my view later.
After reading Boot's article, I have mixed reactions to his
arguments. Boot is fairly accurate in recounting Obama's deeds
but his effort to predict Trump's foreign policy based on his
campaign remarks is commendable but not credible simply
because Boot did not derive his conclusions with due
consideration of the personality and background of the two
gentlemen which are very different. A president's personality and
background shape his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and influence his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in formulating and executing his
foreign policy. Yes, both Obama and Trump want to pull out of
Middle East and both do not see America has a mission of global
intervention or world policing but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problems and their thought process of defining optimal solution
differ. Hence, in the following we will offer a different analysis
not so much as finding similarity between Obama's and Trump's
foreign policy (Trump's foreign policy may not be so predictable
as admitted by Boot) but more on the way of seeking solutions
by Obama (hindsight) and Trump (probable approach).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Obama was the first black American President elected by
an electoral vote of 365:173 (popular vote 69.5m : 60m,
52.9%:45.7%), an impressive victory over John McCain, a
veteran war hero. Obama won the election with the 'change'
slogan. Yet, in his two terms, Americans by and large were
disappointed by his administration. As a great orator and
idealist with liberal social ideology,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he sees America as a flawed nation, not an exemplar of
democracy rather as a nation needing to perfect herself. Hence
his apologetic gesture to the world. Boot cited Obama as a
Jeffersonian, a term attributed to Walter Russell Mead, to
mean the U.S. should perfect her own democracy and not
searching monsters in the world to destroy. However, Obama
did not fulfill his 'change' mandate simply because he is a
product of the establishment based on his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his short political career as a democrat. When
he assumed the 44th US Presidency, he basically inherited the
foreign policy and proceeded gingerly with his philosophy of
'pull back'. He may be a believe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s, but his actions on foreign policy
maintained the 'double talk' or 'double standard' practice that
the U.S. had always adopted. He basically was not willing to
challenge the establishment, the US Government-intelligencemilitary complex.
Although both Obama and Trump seem to support quasiisolationism and non-interventionism, Trump's 'America first'
and hi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f he ever uttered the word)
has to be interpreted from Trump's world perception and his
unorthodox political background. Trump is a successful selfmade wealthy business person with a different kind of ego
and self confidence from Obama has. Being an outsider of the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a billionaire and a competitive winner
with a strong personality, we need to understand his view of
'winning' and his definition of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in
order to comprehend his foreign policy. In contrast with
Obama, Trump has few strings attached to the establishment.

His victory against the establishment surprised them but confirmed
and endorsed his self-confidence which will lead him to act more
independently and much more daring to upset the establishment in
conducting foreign policies. Yes, he will pull out from Middle East
but more likely to take an unexpected approach to produce quicker
result and show a win for America. His definition of 'winning' is
not for his personal gain for money (he is rich enough) nor for any
imperialistic gain (not a hegemony believer) but more likely a gain
for the U.S. Treasury or national budget interpreted simply as a
gain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Perhaps Mead's term, Jacksonian,
"not seeking foreign quarrel but will clobber if provoked", is an
appropriate description of Trump, but more than that, Trump is
likely to abandon the 'double standard' foreign policy practice and
adopt a shrewd business negotiation practice to deal with foreign
affairs in security and trade.
Boot and most analysts have said that Trump's foreign policy
is not predictable because he has been too outspoken making many
outlandish statements (build walls, renege debt, reduce emission
accord, kill TPP, apply punitive tariffs, renegotiate NAFTA,
reduce commitment to NATO…) Yet in diplomatic speeches, he
has kept himself vague or non-committal enough and he is far
more transparent and honest than many typical American politician
with their double talk – do as I say but not do as I do (talk civil
liberty and do killings at the same time). The fact that some Syrian
rebels said: "Today, we know that [the Americans] are really and
practically not backing us, whereas before, we considered them our
friend while they were implementing our opponents' agenda."
Trump's transparency and frank diagnosis of international
problems may be a beneficial change to our conduct in foreign
policy, we just hope that he and his new cabinet can live up to his
claim to always make a good deal for American people, not for the
establishment at the expens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world
was surprised of Trump's victory. Trump now holds the key of the
moment of surprise as well as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as he
repeatedly said in his campaign speeches that the US government
must not give away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f he can resist the
establishment and its old way of doing things, Trump's foreign
policy may be more in sync with President Obama's (noninterventionism and quasi-isolationism) but in a good way in terms
of achieving real benefici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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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親情、鄉情（四）
告別北京

我們這次中國大陸行，北京是抵達與離開的
地點。所以，去了山東、河南、杭州、溫州之後
，我們還得要回到北京，於七月廿日告別首都，
飛返美京華府。
今早（七月十六日，星期六）搭八點三十六
分溫州去北京的高鐵，時程是九小時廿七分，很
舒適，準時到達，已不是意外。雖然我事先有微
信給表侄女婿阿榮，告訴到站的時刻，但北京車
站實在太大了，旅客眾多，十分擁擠，費了很長
一段時間，我們跟阿榮才在車站內碰上頭，不容
易啊，難為他了！真不好意思。我們先到他家吃
晚飯，愛珠依然殷勤款待，又準備了豐富佳餚，
還有紅酒與啤酒，令伯玲與我都很過意不去。餐
間，我們暢談這次去山東與河南旅遊、杭州與溫
州探訪至親、及其他活動的情形，最令阿榮與愛
珠高興的是，十八天來，我們去過不少地方，身
體仍然健康如常，絲毫看不出有疲乏的模樣。餐
後，阿榮陪送我們去原來住的旅館如家酒店，是
老地方，一切很熟識方便。
我們昨天在溫州，就收到定南兄與繼順賢伉
儷來的微信，因她後天就要離北京回美國馬州，
故約我們明天再相聚一次。這樣的情誼與誠意，
我們怎能婉拒？欣然依約於旅館門前恭候，賢伉
儷由司機張鋼先生駕車準時抵達。
他們這次帶我們去見識北京的芳草地
(Parklawn Green)。它占地很廣，包括有高級購物
中心、高檔酒店、辦公大樓、藝術中心幾個部門
。哪裏的購物中心不僅銷售高尚時髦的商品，還
可以欣賞許多藝術品。所以，它不但是個優質商
場，亦是藝術品展示的場所。定南兄與繼順曾來
過多次，是很好的嚮導，為我們介紹說明，及攝
影留念，真令我兩大開眼界。說實話，若沒有他
們的盛意相邀，我們非但無從知道北京有芳草地
這樣的高級區，更不可能會來遊覽了。真有再次
的“不虛此行”之感。
“鼎泰豐”是家喻戶曉的跨國連鎖餐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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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於臺灣的臺北，以小籠包聞名多國各地。我
們結束芳草地的參訪後，定南兄與繼順就請我們
去“鼎泰豐”享用午餐。除了不可或缺的小籠包
之外，主人還加點了許多佳餚，惟恐有怠慢客人
之虞，既週到又誠懇。我與伯玲都很感激，忍不
住了，我當時感覺到有少許淚水在眼裡，很自然
低沉地說出感性的話： 「這次來，至親好友都十
分厚待我們，真不敢當啊！」 我隱隱約約聽到坐
在伯玲對面的繼順，喃喃的說出： 「因為季大哥
你 … 」在歡談中，突然有那麼瞬間的意外寧靜，
所留下的印象，往往是特別深刻難忘的。當時的
那霎時間，就是這種狀況。我一生深信，從不平
凡人那裏獲得的真實友情，與平凡人所表露的友
情，都是真誠可貴的！定南兄與繼順賢伉儷是我
心目中的非平凡人。我是平凡人中的平凡人，因
此感觸更加深刻。
伯玲想在回美前，買些紀念性的禮物，贈送
給朋友與孫輩。於是，請愛珠陪同去逛逛商場，
這是一般婦女們平日最喜愛的選項之一。七月十
八日那天下雨，她兩打傘去搭公交車，逛百榮世
貿商城，我就獨自在旅館休息養神，看看電視，
打打瞌睡，難得輕鬆輕鬆。她兩都選購了自己想
要的東西，頗有收穫的回來，很開心。我問伯玲
對這商城有何觀感？她說哪建築物裏面很大很大
，有好多層，商品種類繁多，相同類的商品統統
集中在同一層樓，故不稱商場，而為商城。購買
人群衆多，生意相當興隆。那裏的顧客對象大都
是中產階層，其品味當然不能跟芳草地相比擬。
北京高級時尚的商場與大衆化的商城，伯玲都先
後去逛過，很不錯、值得。
定南兄曾對我說： 「有一個地方你一定會喜
歡去看看的，是盧溝橋，它就在北京的近郊。」
他說對了，因他知道我的性格，才知道我的愛好
。七十九年前（一九三七）的八年全面抗日戰爭
爆發地，就是盧溝橋，它位於今北京市豐臺區，
跨越永定河，故也稱永定橋。從小在我腦海裡就
有盧溝橋這三個字，現在我們已在這附近，當然
要珍惜這難得的機會，去憑弔那具有歷史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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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七月十九日上午，阿榮與愛珠陪我們一起去
。因下雨，沿途車輛頗為擁擠。我們首先參觀中
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也許是雨天關係，沒有
擁擠的觀眾。顧名思義，這是一個極有歷史意義
的紀念舘。我們仔細地參觀了一遍，內容很豐富
，但會給人一個錯誤印象，那就是當年領導全民
抗日戰爭的是中國共產黨，而不是中國國民黨。
這是該紀念館令人感到遺憾的事。凡是七十九歲
以上的同胞(八十二歲的我當然包括在內)，均親身
經歷過那段慘痛時期，都是過來人，大家清清楚
楚知道，而且牢記於心，那八年的艱苦抗日戰爭
，是誰領導我國全民的。這些真實的歷史，它可
以被矇蔽一時，但絕不可能被遺忘或篡改弄假成
真。幾百年之後，歷史必定會還原事實的真相。
我們不亦曾一而再、再而三的忠告過日本，要他
們尊重歷史嗎？古人云： 「正人必先正己」，是
很正確的。
轉到盧溝橋，我們各自撐著雨傘，觀望那橋
下濛濛的河水，再看看橋上那栩栩如生的雕刻石
獅子，各有各的不同姿勢形態，可見其雕技之高
超，據說橋上的石獅子約共有五百左右。今有機
緣憑弔我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戰的爆發地，我確
有百感交集，那兩首著名、又很熟悉的抗戰歌曲
“松花江上”與“義勇軍進行曲（即現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歌）”，很自然地就立刻浮現在我的腦
際。嘆歲月悠悠，欣國力崛起。最後，便在橋頭
東側的“盧溝曉月”碑亭前，我攝影留念。
是晚，阿榮一家人在我們住的旅館旁邊一家
餐廳的包廂裡，再次宴請我們，有溫州同鄉許先
生夫婦與他們的愛子作陪。這又是一次高檔菜餚
的宴席，席間我們幾乎都是用溫州話交談(我老伴
伯玲不懂溫州話)。哪晚，我竟然從許先生哪裡，
學會了一句交女朋友的家鄉俚語，在彼此笑逐顏
開的談話中，我不時用上了哪句俚語，引起大家
開懷大笑，興奮不已。許先生在席間曾“恭維”
我說: 「伯伯，你不像是八十多歲的人，記憶力好
、腦筋清楚、反應正常、有幽默感、離開家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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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六十七）了，溫州話還講得這麽道地，真
不容易啊!」我立刻補上一句: 「
現在還能說交女友
的家鄉俚語呢！」又逗得大家一陣笑聲。哪是一
個令人回味無窮的場景。在告別北京的前夕，阿
榮與愛珠他們一家人，為我兩舉行這麽一次熱忱
的歡宴餞行，真令我們感激萬分。
次日，七月廿日(星期三)是我們結束全部行程
、告別賦歸的日子。今天一早就雨下個不停，沒
有減弱的跡象。午前阿榮與愛珠即到旅館，他頂
著雨，快速把我們的行李包放進車後裝行李的地
方，我兩同時急忙地上了他們的車。在滂沱大雨
中，途中車輛顯得特別擁擠，較平常緩慢許多，
阿榮駕車更加小心。在車上我對他兩說： 「我們
今天出發早，有足夠時間辦理登機手續，不需要
趕；到站時，我們下車進站，請你們就立即開回
家，又是下雨天，不用再送進機場了，我們不會
有問題的，你們放心好了。」最後的時刻終於到
了，在機場口，伯玲與我一再向阿榮、愛珠道謝
，他們都滿臉笑容的說： 「伯伯、伯母，祝你們
身體健康，歡迎下次再來北京啊。」大家就這樣
依依不捨地，握手注目別離了！八十多歲的我，
沒有自信對他們說出“再見”兩字，衹有將它留
存在我的內心深處！
辦完一切手續及安檢，雨還是不停的下，雨
勢依舊未減。伯玲與我都關心阿榮與愛珠，於是
我與愛珠通電話，知道他們尚在途中，一切還好
。她說北京很少有這麽大的雨，希望不要影響飛
機起飛時間。其實我們亦有同樣的擔心。
登機時刻到了，我們順利上機。美國聯合航
空班機 UA850，於下午四時十分準時起飛。一個
月來，伯玲與我所感受到的那份濃濃珍貴的友情
、親情與鄉情，留下永恆的記憶。感謝至親好友
及我那位萍水相逢、忘年之交的年輕軍師，我們
再度告別北京與祖國了！
祝願祖國加速強大！
（全文完）
2016/11/7 美國總統大選日前夕 於馬州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年度校園亮燈晚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原定於 12 月 6 日（週二）在 Homewood
校區舉行第 12 屆校園亮燈晚會（Lighting of the Quads），因為
天雨關係，順延至 7 日（週三）。幸好週三晚上天公造美，雖
然氣溫只有攝氏個位數字，但是學生們或連群結隊、或成雙成
對、又或獨個兒前來 Shriver Hall 外的 Wyman Quad，度過一個
氣氛高漲的晚上。
繁忙學期末的小休
當 天 率 先 開 始 的 活 動 是 於 Wyman Quad 旁 的 Levering
Courtyard，下午五時一個臨時滾軸溜冰場正式運作，場內投放
五彩繽紛的燈光，讓人有置身舞會的錯覺。來自馬裡蘭州、修
讀英文寫作研討班的二年級學生安小姐表示： 「
一些室內滾軸
溜冰場，也有這種燈光設置，但是我還是第一次玩有迪斯可舞
會氣氛的戶外滾軸溜冰。」來自台灣、就讀生物醫學工程的三
年級學生高小姐則說： 「
免費而不限時的滾軸溜冰，正好舒緩
最近的功課壓力。」
從 「
飄雪帳蓬」拍攝完畢的公共衛生一年級學生張小姐告
訴筆者： 「
人潮不算太多，我們只排了幾分鐘，這種用氣泡模
擬下雪的拍攝帳篷，挺有趣的。」結伴的同學劉小姐說： 「
今天我
們剛完成一個考試，參加亮燈晚會可以稍為放鬆，我們還拿了贈送

盧溝橋上

的水種富貴竹，很好玩！」
另外一個特色精美禮品，是四款中式燈籠，分別寫上 「
發」
、 「
福」、 「
囍」或 「
舞」，負責派發燈籠的華裔學生指出
，他們預備了四百個燈籠贈與同學。一些非華裔學生對不同
字眼的燈籠充滿興趣，既想要代表 「
賺大錢」的 「
發」，又
想要象徵 「
好運」的 「
福」，挺難決定的，可惜每人只能拿
一個。
現場還有自助茶點免費供應，包括爆米花、烤棉花糖、
裝飾富個人風格的薑餅人、三款不同口味的甜甜圈球（原味
、糖霜及巧克力）配肉桂漿或特濃巧克力漿、熱咖啡等。
美中不足的晚會
晚上七時多，學生會行政副會長 Anna Du 和院長 Sunil
Kumar 代表致辭，並有學校的樂團 Sirens、Ketzev 和 AllNighters 合唱聖誕歌曲。大約七時二十三分，在 Kumar 院長的倒數
下，Shriver Hall 正式亮燈，開始光彩奪目的雷射燈光表演，
整個 Wyman Quad 猶如覆蓋了廣闊、燦爛的燈火帳蓬。
雷射燈光雖然美麗，可是自從 2012 年的亮燈晚會加插煙
花表演，同學始終期待炫目的煙花，今年的確讓不少同學失
望。過往的晚會於圖書館外的 Keyser Quad 舉辦，並在學校著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舘前

名建築物 Gilman Hall 呈獻煙花秀，可惜 Keyser Quad 正在進行
工程維護，遂改於 Wyman Quad 舉行。負責燈光秀的表演公
司解釋： 「鑑於場地限制，Wyman Quad 面積較小，不適合
發放煙火，因此今年不得不取消煙火秀，改為雷射燈光表演
。」基於相同原因，往常的年級禮物（Class Gift），如 2014
年一年級生可收到裝飾品、二年級生有毛手套、三年級生有
毛帽、畢業年級生則有馬克杯，也取消派發。
2017 年春季嘉年華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每年四月，均在 Homewood 校區舉行
春季嘉年華（Spring Fair）。為期三天的活動，吸引幾萬計的
學生及馬州、華府等鄰近地區居民一同參與，可謂全美大型
的學生活動之一。
校園亮燈晚會當晚，春季嘉年華學生組織也設攤位，並
宣佈來年主題為 「
節奏強勁的城鎮（Funkytown）」！第46屆
春季嘉年華將於2017年4月28（週五）至30日（週日）舉辦，入
場費全免，活動包括機動遊戲、大型競賽、豐富的美酒佳餚等，
詳情請瀏覽官方網站：www.jhuspringfair.com。
圖/文：鄧彩欣

盧溝曉月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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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國度紀程
（哥倫比亞共和國一日遊）

文/ 蕭風

原來是另有原因的。
11 月 3 日，珍珠號停泊在卡特根娜 Cartegena 碼頭，這座哥倫
比亞的沿海城市，還保留著西班牙殖民色彩。走在街上，所有陌生
人 - 目不暇接的美艷性感拉丁男女都會笑著向你打招呼：” Hola
，阿米哥！”
市區內有座 Plaza de la Trinided 大廣場，日日夜夜播放著熱
情奔放的拉丁音樂，人們歡悅地隨歌起舞。 廣場四邊五花八門的鷄
尾酒攤檔，小販忙著串燒肉扒，香噴噴的氣味使人更容易沉醉於歡
愉中。
生遊客來了，熱情的哥倫比亞人大大方方地打招呼，歡迎你加
入他們的 party 派對一起 （癲）！ 稍為熟絡了，更會邀請你上門
去作客。

拉丁民族的熱情，有時濃烈得教人喘不過氣來，有時又令人深
深著迷而不知自拔。萬一你立志不堅，定會被異國風情男女的熱誠
好客感動得樂不思蜀 ......
這個國家有透明的海水，茂密的熱帶雨林，文化遺蹟和有機咖
啡 ...... 更少不了永遠微笑的人們。當（珍珠號）郵輪載著我們駛離
哥倫比亞那一刻，我有點後悔離開，這是個會偷走人心的危險國度
啊 ......
哥倫比亞旅遊的人，總會感嘆地告誡（初哥）新遊客：
” 哥倫比亞是危險的，而它最最危險的地方，在於你永遠不想
離開它 ！”

按了老人的門鈴，十餘分鐘，仍毫無
動靜，我就自個去吃午飯了。
吃完飯、拎著老人的便當盒，再去按
門鈴，依舊沒反應。可能是還在睡覺，也
可能是未帶助聽器，也可能是······任何
可能。我立即走回到老人公寓位於一樓的
管理處，請安全人員來開門。職班的安全
人員名叫 Kaity，六個月前才來老人公寓工
作，第一次輪到週末職班，我都是週日來
幫忙，所以是第一見到她。
Kaity 試了好幾把鑰匙，終於將大門打
開。我拎著老人的午餐入內，大喊老人的
名字，仍無回應，餐廳無人，客廳無人，
我逕行往他的主臥室，牀上也沒人，再往
主臥室內的化妝間、儲衣間，也找沒人，
怪哉！往客房去，邊走邊大喊著他的名字
（壯膽），原來在客房的地毯上睡覺呢？
我又輕喊了幾聲，仍熟睡著，就讓他安睡
吧。他常常晚上睡不著、不睡覺、睡晚覺
，白天補眠是他常有的事···只是，為什麼會在客房的地毯上睡覺
呢？這可是第一回，怪哉！
我就靜靜地坐在客廳讀書，翻看董橋的《讀書人家》。不時
傾聽客房的動靜、偶爾走向客房再探究竟。三點左右，他竟然坐
起且眼睛仍閉著，也不知我正靜靜地查看他。坐著睡覺，這是何
等奇功妙招啊？閉目塞聽？閉目養神？養精蓄銳？還可以持續近
一個小時，這是哪門子養生道法？神仙招式？我想到我們曾經有
的忘年對話，他曾說： 「我想睡卻睡不著、睡不長，想吃卻吃不
動、吃不多，想死卻死不了，我真是老不死！」我回他： 「你是
天賦異稟，不是老不死，是老神仙！」難道真被我說中？他正在
練 「仙人坐睡神功」？

四點時，他終於醒來、起身，右手拄著拐杖，蹣蹣跚跚，我
立即到了客房，他很驚訝驚喜： 「你怎麼來了？」他很虛弱，要
我摻扶著他到客廳，這可是第一次他要我扶著他走路。他雖已九
十餘歲，曾經有過幾次意外，身體尚稱硬朗，仍然倔強地獨處一
室，自行打理一切。

醫院就在附近，僅不到五分鐘的車程，這緊急救護車近半
小時後才終於抵達。來了四、五人呢，他們問東問西做紀錄，
找這找那找藥單，也對老人做了不少簡單的測試，例如，說話
能力，手的抓力，腦的記憶等等，我成了翻譯，英翻中，英翻
英。
我 向 老 人 說 ： 「就 要 帶 你 去 醫 院 急 診 室 (ER, Emergency
Room)了，有要帶什麼東西嗎？」他想著他的皮包、也一一檢
查皮包內的要物，也要我鎖起主臥室的門，我在鎖主臥室的門
時，某一救護人員的表情是 「怎麼主臥室還要上鎖？還可以上
鎖？人若鎖在裡面怎麼能迅即救人？」他不知道，主臥室內的
兩個儲衣間，也都上了鎖哩。我也帶著老人的手機、拎著一件
外套、一帶藥罐，準備跟車前去醫院後，就得回家了。
這醫院我是去過兩次，是好久好久前的事了。醫院在一醫
療中心內，醫療中心極大，入口極多。我就和 911 救護人員問
， 「是 A 醫院吧？我就開車跟著你的救護車？」 「是，很近，
你就跟著車吧。」跟了兩個路口還跟得上，之後，救護車亮起
閃燈、鳴起聲響，開上左轉專用道（因左轉專用道上空無一車
），逕自闖了路口的紅燈呀，它名正言順、合法闖越，我豈能
如法炮製、尾隨跟進？它連闖了每個紅燈。這一串路口交通號
誌似乎刻意串謀起來一同變成紅燈，好讓救護車使使闖紅燈的
霸氣，不多時，它就消失在我視線之外了。天色昏暗，我也錯
過了醫院入口，開過了三個街道後，才覺得過頭了。
廻轉，趕到了急診室後，又是等待，等待空牀（及行政作業
吧）。隨後，護士來了，醫生也來了，問我，我所知的也都一一
回答，不再需要我，我就飛奔回家了。
生老病死，人生常態，謝謝老人正在教導我 「老人學」、 「生
病學」。五十年後，我如何生活，我生活何處？我不敢想像。
《2016 年 12 月 16 日於華府》
［註一］：他近來看了不少次牙醫，假牙套也做了不少個，都
不甚滿意，頗為牙事所苦。

文 金/大俠

去了急診室

這次乘搭（珍珠號）郵輪到中南美洲旅行（11/28 - 12/08），
出發前告知親友，我倆將進入哥倫比亞共和國。旋即被來自四面八
方的擔憂所掩沒 ......， 他們焦慮：” 萬一你們回不來怎辦 ？”
“ 啋 ！ 大吉利是，快啲咧口水講過 ！” 老妻在笑罵 。
哥倫比亞共和國位於南美洲西北部，與委內瑞拉、巴西、巴拿
馬及厄瓜多爾接壤，瀕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境內地貌豐富多彩，
包括安第斯群山，亞馬遜熱帶雨林、加勒比海細白沙灘，太平洋岩
岸和內陸平原等，變化多端的自然景色吸引各國遊客不辭千裡而來
。
然而亦因政治軍事的混亂，以及舉世聞名的毒品貿易，讓哥倫
比亞蒙上恐怖電影，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國家之一。
後來我才明白，許多遊人進入哥倫比亞之後，再也無法離開，

他邊走邊說，口齒不清地重複著： 「昨晚有人給我吃了安眠
藥，想毒害我、謀殺我！我現在很不舒服···」
「昨晚是誰給你吃了藥，是誰想要謀殺你？」
「是誰我不記得了···我住在這裡很痛苦···有人要害我···」
「嗯。」
「我們要報警抓這個壞人。」
「是，一定要報警，抓到這壞人。」
老人四年前搬到此老人公寓大廈後，就開始抱怨連連：這
個找不到，那個被偷了，地點不方便，有人要害他···我也只
能聽聽、安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到了客廳，我不得不扶著他坐下，坐在桌子旁邊，在移動
他雙腳讓他坐正時，我的右手碰到他的睡袍下擺，濕的。我在
他的左右各放兩張椅子，以防他不慎倒下，同時技巧地聞了聞
手上的餘濕，淡淡的憂傷尿味。我隨即到了廚房，洗了手，拿
了柳橙汁、豆漿回到客廳給他。他都喝了，味口不錯，那午餐
，就沒想要吃了。他說話仍舊不夠清晰明確，發音模糊，可能
是因為沒有套上假牙吧？［註一］茲事體大嚒？需要打 911 嗎
（ 我沒有打過呀）？打或不打？我決定打給魏，聽他意見。魏
也住在同一棟老人公寓，認識老人，也較熟悉公寓大樓內的醫
護作業。
我將狀況簡單描述後，魏決定通知公寓管理處，管理處隨
即打了 911、並立即派人來到老人住處。Kaity 又來了，仍在當
班，問了老人的狀況、日常用藥、閒話家常、等救護車···我
與魏也分頭進行，打電話給老人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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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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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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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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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在美回應
我的事業重心在中國
綜合報道 最近,已年過七旬的曹德
旺在一次采訪中的視頻引發輿論熱議,
加之其在美國投資 10 億美元開辦一家
玻璃工廠,不少人驚呼“曹德旺要跑”
。24 日傍晚,遠在美國的曹德旺接受了
記者越洋采訪,回應“跑路”傳聞。

為何要在美國設廠
據 介 紹, 福 耀 玻 璃 從 1995 年 就 開
始在美投資設立子公司負責美國市場
,2001 年 至 2004 年 與 美 國 企 業 打 了 一
場 反 傾 銷 官 司, 被 稱 爲 中 國 對 美 反 傾
銷 勝 訴 第 一 案, 福 耀 玻 璃 由 此 成 爲 美
國通用公司的全球供應商。根據其與
通 用 公 司 簽 訂 的 合 同,2016 年 以 前 福
耀 玻 璃 必 須 在 美 設 立 工 廠, 因 此 曹 德
旺 從 2014 年 開 始 就 組 織 人 員 到 美 國
進行前期調研。
“事實上,在美國投資設廠,我們是
早就答應人家的,作爲供應商有這個責
任。2009 年德國大衆要求我們作爲供
應商,2012 年前必須在俄羅斯設廠給大

衆做配套,我們也是這樣做的,這次美國
設廠情況是一樣的,要不然生意就沒辦
法做了。”曹德旺說。
曹德旺介紹,目前在美國投資的 10
億美元包括在俄亥俄州建的汽車玻璃
工廠,投資 6 億多美元,同時在另外兩個
州也配套建立了上遊材料工廠和倉庫,
花費約有 3 億多美元。
“我們先去看了底特律的一塊空地,
這是以前通用公司舊廠房所在地。按照
美國法律規定,企業要申請關閉工廠時
必須交一大筆治理土地汙染保證金。美
方表示,如果我們要在那裏蓋廠房,這塊
地就送給我們,不要錢。”曹德旺說。
隨後曹德旺一行又考察了俄亥俄
州的一處廠房,後來以 1500 萬美元的價
格購得這裏約 15 萬平方米的廠房。拿
到廠房後,俄亥俄州政府補貼給福耀玻
璃 4 筆錢。“我買廠房花了 1500 萬美
元,改造用了 1500 萬美元,當地政府補貼
拿了差不多 3000 萬美元,所以基本上沒
花錢。”曹德旺說。

“全球制造業正在洗牌”
曹德旺表示,2008 年金融危機後,美
國開始著手恢複制造業大國地位,但恢
複也面臨不少困難,比如勞工短缺,投資
意願不足,管理人員短缺,所以不會一蹴
而就,但美國各方力量從總統到各級政
府確實都在著手推動。曹德旺坦言,雖
然美國勞工成本較高,但美國“重振制
造業”的大背景下,綜合考慮電價、天
然氣價格、稅收、國際運輸成本等方
面的因素,其也有優勢,而全球制造業也
正在洗牌。
“當前一些好的制造業企業搬到歐
美去了,大量的中小企業也正在向東南
亞轉移。比如紡織企業,越南、柬埔寨
等國的棉花價格每噸比國內便宜約 40%
；電價、水價、氣價又遠低于國內市場
,加之勞動力成本的優勢,相較而言,我們
發展制造業優勢正在逐漸喪失。”

“發展重心一直都在中國”

“中國企業走出去還要因人而異,
因地而異,不能一窩蜂往外跑。”曹德
旺認爲,中國企業去美國投資至少要具
備四個基本條件:一是了解美國市場,有
當地市場經驗；二是要有自己的品牌和
商標；三是要有管理人才；四是要有完
整的盈利模式和産業鏈。
“我們也是用了 20 年的時間才打
開美國的市場,最開始 4 年時間虧損接
近 1000 萬美元,現在福耀成了跨國集團,
有自己的技術和資本,美國人也承認了
福耀的品牌。”曹德旺說。
曹德旺表示,福耀玻璃發展重心一
直都是在國內,國外的投資只是很小一
部分。近 5 年來,福耀在境內外的投資
規模基本持平。事實上,在美國工廠開
通的同時,福耀天津的項目也開通運營,
在蘇州工業園區也有規劃。
“我的朋友們都在勸我不要亂講話,
但我只是實事求是地講出問題,提醒要
重視實體經濟。我是中國人,我的事業
重心都在中國。”曹德旺說。

通用將暫時關閉 5 家在美工廠
，屆時或將波及逾萬名員工。
通用發言人哈特（Dayna Hart）在
本周一（19 日）表示，由于美國市場
的偏好正持續轉向皮卡和 SUV 車型，
這些工廠將關閉一至三周，目標是降
低庫存量並調整需求。
報道稱，在今年 10 月份通用發布
的第三季度財報顯示，其經銷商處庫存
已經增加了約 11.1 萬輛。截止到 12 月 1
日，通用的新車庫存時間已經有 86 天
，去年同期庫存時間只有70天。
通用表示，庫存的天數在年底之
前會有一定的波動。其發言人 19 日則
表示，通用的目標是保持庫存天數在
70 天左右。
綜合報道 川普打著“把制造業搬 便頻頻遭遇“打臉”。據路透社 12 月
在此次涉及的 5 家工廠中，底特律
回美國”的旗號讓自己在總統大選中一 20 日消息，通用汽車（GM）將在 2017 漢姆川克工廠和堪薩斯裝配廠將關閉三
路高歌猛進，然而這句話尚未落到實處 年 1 月暫時關閉在美國的五家裝配工廠 周，密歇根州蘭辛的工廠將關閉兩周。

此外俄亥俄州洛茲敦的工廠以及肯塔基
州鮑靈格林的工廠將關閉一周。
據悉，通用的大部分汽車産品都
來自于這些工廠，包括雪佛蘭品牌旗
下的科魯茲、卡馬洛、克爾維特、
Malibu、沃爾特和 Impala；凱迪拉克品
牌旗下的 CT6，CTS 和 ATS；以及別克
君越等。
11 月份，通用曾宣布將裁減 2000
名員工，並且將暫停在俄亥俄州 Lordstown 和蘭辛（Lansing）格蘭德河工廠
第三個生産班次，而這一計劃也將在
一月份繼續執行。
Lordstown 工廠主要是負責生産緊
湊型雪佛蘭科魯茲系列的，而 Lansing
工 廠 主 要 負 責 生 産 凱 迪 拉 克 ATS 和
CTS 系列的。據悉，這三款車的銷量
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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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8 再曝諜報

或有無邊框版

2017 年蘋果公司將迎來 iPhone 上市十周
年，據最新泄露的消息稱，明年蘋果將推出
iPhone8 和兩款 iPhone7s 手機。
據科技網站 BGR 報道，最新泄露的資料
表明，蘋果公司正在研發一款名爲“法拉利
（Ferarri）”的産品，但它不是汽車，而蘋果
內部對 iPhone 8 的代號。除此以外，蘋果公司
在明年 9 月還將同期發布兩款 iPhone7s 手機。
在中國的社交網站微博上也看到了類似
的泄露信息，該文檔提到了三種不同的 iPhone
模型：D20、D21 和 D22。據 cnBeta 稱，D20 和
D21 可能對應的是 iPhone7 和 iPhone7 Plus 的升
級版本，即 iPhone7s 和 iPhone7s Plus。同時，
有國內媒體稱，iPhone7s 的價格可能會下降，
以幫助蘋果獲得更高的市場份額。
D22 無疑是最令人興奮的模型，據稱它在
蘋果公司內部被稱爲“法拉利”，對應了即
將問世的 iPhone 8。據透露，iPhone8 將擁有
一個全新的設計，包括無邊框的 AMOLED 屏
幕和玻璃後蓋。雖然目前還不清楚 iPhone 8 的
大小，但其顯示屏占據手機的比例應該比以
往都要大。
不過，大家所期待的無線充電功能並沒
有在泄露文件中直接提及。但市場分析師
Louis Basenese 確認，蘋果公司已經與遠距離
無線充電技術開發公司 Energous 展開合作合作
。Basenese 還表示，目前蘋果公司的産品經理
正在幫助 Energous 獲取相關消費者電子産品的
聯邦監管機構的批准。換句話說，蘋果在努
力在各國獲得該項技術的引進牌照。
據前述科技網站報道，泄露的文件還顯
示，iPhone 8 將有一個不同于從前的主板設
計。主板分爲兩部分，通過柔性電纜連接。
一塊板將容納 A11 芯片和 NAND 閃存存儲，
而第二塊板子將包含 Wi-Fi、蜂窩和其他芯
片。
另一個重要的變化可能與 SIM 卡有關，
據稱蘋果公司可能會將 SIM 卡托盤移至手機
底部，以釋放手機頂部附近的其他內部組件
的空間。
關 于 SIM 卡 的 傳 聞 ， 此 前 已 有 媒 體 曝
出蘋果公司正在中國申請雙卡專利。據了
解，今年初蘋果就在國內提交了兩項與雙
卡雙待 iPhone 相關的專利，分別是雙 SIM
網 絡 選 擇 以 及 用 于 雙 SIM 設 備 的 功 耗 降 低
技術，這兩項專利現在仍在等待實審提案
狀態。
至于在軟件上，蘋果還會有什麽新的
創新？科技網站 Recode 推測，AR（增強現
實）可能是一個重要的方向。該網站的報
道指出，蘋果 CEO 蒂姆· 庫克在過去幾年裏
對增強現實的熱情越來越強烈，似乎暗示
著蘋果産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與增強現實
技術相結合。

時事圖片

智利南部 7.6 級強震致公路斷裂

俄羅斯聖彼得
堡，俄羅斯總統普
京陪同哈薩克斯坦
總統納紮爾巴耶夫
參 觀 Diakon 廠 後
，就俄飛機墜入黑
海發表聲明，他宣
布 12 月 26 日 為 全
國哀悼日。

普京宣布 26 日為全國哀悼日
智利南部地區 12 月 25 日發生 7.6 級地震並引發海嘯警報。據智利大學地震服務局消息，地震發生於當地
時間 25 日 11 時 22 分(北京時間 25 日 22 時 22 分)，持續了約兩分鐘。此次地震為 7.6 級，震中位於艾森大區梅
林卡市西北方向 67 公裏處水域，震源深度為 30 公裏。智利國家緊急事務辦公室主任裏卡多· 托羅表示，此次
地震未造成人員傷亡。智利電
視臺的畫面顯示，地震造成壹
些公路斷裂。

當地時間 2016 年 12 月
25 日，以色列海法，
煉油廠的燃料箱發生
火災，火勢兇猛。

以色列海法壹煉油廠發生火災

火勢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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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s Could Also Complicat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Giants

Trump’s Business Expansion Plans In China
--- More Conflicts Of Interest Controvers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NEW YORK, U.S. - Trump Hotels has expressed
keenness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with the company
predicting it will open 20 or 30 luxury hotels in China,
which would involve direct talks with the governing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pectedly, there are valid concerns of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s potent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connection with his vast business empire.
If Trump does decide to expand in China, it will
undoubtedly complicate relations between two of the
world's giants.
“It’s very hard for foreign politicians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said Liu Xuemei, vice president of New World
Development’s Huamei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If
you want to do politics, don’t try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It’s a lot of trouble,” she added.
“If y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n’t good, there’s no
way your papers and permits will be approv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hard to deal with, so buildings
are hard to bui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so expressed its
displeasure over a plan by the United States for high-

level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2017 has references to high-level military
exchanges with Taiwan.
It says that it is "the sense of Congress that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should conduct a
program of senior military exchanges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which, if implemented
would challenge the current status quo on the
issue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one-China"
policy.
“We are firmly against the Taiwan-related
contents in the U.S. act and have lodged solemn
representations with the U.S. We are strongly
discontent with the U.S. for signing this act,”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told reporters on Monday.

“I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pts to engage in a
geopolitical friction with China over the Straits, Beijing
has the edge – stronger military control and resolution
– and would win over Washington.” (Courtesy http://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Related
Trump Hotels Has Had Its Eye On China
— But The Door Hasn’t Opened
BEIJING — Donald Trump calls China an “enemy” of
the United States, a threat and an international pariah
whose modus operandi is to lie, cheat and steal — but
for at least eight years his hotel chain has been trying
to do business here.
Although negotiations have yet to bear fruit, Trump
Hotels has made confident predictions this year
about opening 20 or 30 luxury hotels in China. It
is an ambition that would involve the company in
direct negotiations with a Communist Party that the
president-elect professes to fundamentally distrust.
On Dec. 12, Trump tweeted that he would do “no new
deals” during his time in the White House. It is not clear
what that means for Trump Hotels as a company, and
both the Trump Organization and the Trump transition

There Currently Are No Trump Brand Hotels In China Or
Taiwan

“We urge the U.S. side to honor its commitment on
the Taiwan question, put an end to military exchanges
with and arms sales to Taiwan and avoid undermining
China-U.S. relations or cross-Straits peace and
stability,” Hua added.
And the Chinese state-run publication Global Times
warned Trump specifically.

China Restricts Cars,
Factories Amid Latest Smog
Alert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greets Iowa Gov. Terry
Branstad during a rally on Dec. 8 in Des Moines. Branstad
is Trump's nominee to become U.S. ambassador to China.
(Charlie Neibergall/AP)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 woman wears a mask to protect herself from pollution in Beijing, China, Friday, Dec. 16, 2016. Authorities in Beijing
prepares to issue its first red alert for smog, the highest of a four-tier system as heavy smog is forecast to hit the capital
city from Friday onwards, triggering vehicle restrictions and forcing schools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to close. (AP
Photo/Ng Han Guan)

BEIJING (AP) — China's capital and other northern
cities have banned half of all vehicles from city streets
and ordered factories, schools and construction sites
closed in response to a five-day smog red alert.
The emergency steps enacted Friday night significantly
reduced traffic in Beijing on Saturday, although it
wasn't clear what effect it was having on air pollution.
By midday, the capital was enveloped in a smothering
layer of smog, with concentrations of microscopic
PM2.5 — small, inhalable particles that can penetrate
deep into the lungs and are considered a reliable gauge
of air quality — rising to more than 10 times the level
considered safe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alert that will run through Wednesday is the first

issued this year and comes as coal-fired heating plants
are ramping up their output to help guard homes and
offices against the frigid north China winter.
Beijing has become notorious for heavy pollution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experts said air quality actually
improve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6.
The number of days in which air quality was rated
good grew by 19 to 107, while the number of days with
heavy pollution fell by two to 14, the bureau said.
That was attributed to the closure of 174 heavily
polluting factories, along with the switching of 463
communities from coal to alternative energy sources,
the retirement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exhaust-spewing
cars, trucks and buses, and the addition of 6,803
vehicles running purely on electricity.
Still, retired worker and lifelong Beijing resident Yu
Changhai said the situation remained dire.
"I think it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every year.
I'm a native who live in Beijing since I was born. The
air of Beijing was much better in old time. In the past
10 years, it has been deteriorating fast," Yu said.
Researchers at Germany's Max Planck institute have
estimated that smog has led to 1.4 million premature
deaths per year in China, while the nonprofit group
Berkeley Earth in California has had a higher figure,
1.6 million. (Courtesy https://www.yahoo.c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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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m declined to
comment for this
article.
If Trump Hotels
goes ahead with
its efforts to
expand to China,
or even if it only
lays plans to
do so after his
term in office,
it could hugely
complicat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reign policy relationships Trump
will have to negotiate during his presidency. And the
suspicion that Trump as president might be trying to
badger China or butter it up to promote his business
there risks coloring perceptions of his every move in
regard to Beijing — even those that are completely
aboveboard.
“It’s very hard for foreign politicians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said Liu Xuemei, vice president of New World
Development’s Huamei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If
you want to do politics, don’t try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Liu said it isn’t hard to throw up a building in China;
the difficulty lies in all the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uying land and getting permission to build on it.
“It’s a lot of trouble,” she said. “If y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n’t good, there’s no way your papers and
permits will be approv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hard to deal with, so buildings are hard to build.”
The complications for Trump of mixing business and
politics were thrown into sharp relief Dec. 2 when he
accepted a congratulatory phone call from Taiwan’s
President Tsai Ing-wen, a move that infuriat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Beijing and overturned
decades of diplomatic protocol. (Courtesy www.
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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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化學創辦人楊朝諄博士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休士頓台灣商會商業專題講座主講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台灣商會商業專題講座於 12 月 18 日
下午 2 時至 4 時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邀請亞洲化學創辦
人前會長楊朝諄博士主講.楊朝諄博士以其學識，經營公司三十餘
年管理經驗和參與主流社會活動的視野分享人生經歷。楊朝諄博
士深入淺出以 「生命的挑戰與機會」為題，用故事的形式回顧他
成長、創業歷程，內容精彩，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侯秀宜公
關、陳啓輝副總裁、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聯邦國會議員 AL
GREEN 助理、會計師協會會長譚秋晴、西南區管理執行長李成純
如、台商會前會長林飛虎、李雄、方台生、張世勳、副會長周政
賢、理事林重光、廖珮君、賴清陽律師、台灣同鄉聯誼會副會長
李迎霞、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台大校友會會長郭原宏等一百
多位僑界人士、商界先進及有志創業的朋友踴躍來參加聆聽,收獲
台灣同鄉聯誼會副會長李迎霞、
台灣同鄉聯誼會副會長李迎霞
、賴清陽律師
賴清陽律師、
、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
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
、休士頓台
良多。
灣商會梁慶輝會長、
灣商會梁慶輝會長
、前會長楊朝諄博士
前會長楊朝諄博士、
、林飛虎
林飛虎、
、張世勳
張世勳、
、台大校友會郭原宏會
亞洲化學創辦人楊朝諄回顧他小時候的成長經歷提到，他的
長、李雄
李雄、
、周政賢副會長
周政賢副會長、
、方台生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休士頓台灣商會
父親是商人，從台灣南部屏東一帶山上採買土產及中藥，再轉賣
商業專題講座合影.(
商業專題講座合影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至其他地方。由於工作原因，父親時常出差，家事就自然落在母
親身上。楊朝諄從母親身上學到勤儉節約、刻苦勤勞的良好品質。楊朝諄 來轉而從商，是因為從事科研，在博士畢業後往往還需要奮鬥十年才能生
博士強調，母親的言傳身教，讓他從不亂花錢，而母親面對困難的態度， 活安定。
休士頓台灣商會梁慶輝會長表示，商業專題講座旨在邀請成功企業，
更讓他學會擔當，使他在後來創業階段，無論面對多大的困難，都有信心
以講故事的形式，分享各自人生經歷。聽眾能從這些經歷中發現亮點，並
與勇氣克服。
楊朝諄大學時期攻讀的是核子物理，後轉而從商。對於這一段經歷， 往後的職涯中得以應用。論壇形式活潑，互動頗多，相信會被年輕一代青
亞洲化學創辦人楊朝諄博士在休士頓僑教中心 楊朝諄表示，起初對核子武力感興趣，是因為看到做實驗時的大型機器非 睞。元月一日晚上，台灣商會將在珍寶海鮮城舉辦新年聯歡餐會，本次活
展覽室舉行休士頓台灣商會商業專題講座主講.(
展覽室舉行休士頓台灣商會商業專題講座主講
.( 常有趣，且這些機器往往只在國家級的研究所中才有，平時很難見到。後 動定位為“三代同堂、闔家歡樂＂期待本會朋友帶兒孫和朋友們一起來過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新年好時光。

陳慶輝 丁方印 當選
當選2017
2017年中華公所共同主席
年中華公所共同主席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中華公所於 12 月 11 日下午 2 時至下
午 4 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召開例會，選舉陳慶輝及丁方印任 2017
年中華公所共同主席。僑聯總會美南分會向中華公所發起申請，
期望成為其新任會員。中華公所現任共同主席黃泰生宣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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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與否將在下次會議展開討論。
由休士頓炎黃堂，
由休士頓炎黃堂
，黃氏宗親會
黃氏宗親會，
，友誼卡
大會通過選舉方式，選出陳慶輝及丁
拉 Ok 舞會等主辦
休士頓中華公所主辦元旦升旗典禮暨園
方印出任 2017 年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新任
2017 元旦晚會 12 月 31 日 (SAT)
(SAT)晚上
晚上 7 遊會
共同主席陳慶輝表示，非常榮幸獲得該職
時至 12 時
元旦升旗典禮暨園遊會
位，將盡全力努力工作，為社區做出
黃氏宗親會大廳舉行
1 月 1 日(星期日
星期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2 時
貢獻。新任共同主席丁方印感謝各成
6925 Turtlewood Dr., Houston, TX 休士頓僑教中心
員的選票。丁方印說，會用行動說話
77072
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
，讓中華公所越變越好。同源會會長
TX.77042
TX.
77042
陳慶輝 、榮光會會長丁方印當選 2017
新年除夕 「初次約會
初次約會」」 [與 Ruby 有約
有約]]
年中華公所共同主席將於 2017 年 1 月
12//31
12
31//16 晚上 9 時起
休士頓台灣商會舉辦新年聯歡餐會
14 日(星期六)在珍寶海鮮餐廳就職。
5800 Ranchester Dr #129
#129,Houston
,Houston 元月一日晚上 6 時 30 分
僑聯總會美南分會在例會中表達
Texas 7703
珍寶海鮮城
加入中華公所的意願。僑聯總會美南
（賴清陽律師大樓
賴清陽律師大樓）
）
分會辦事處主任賴李迎霞強調，休士
頓中華公所歷史悠久，在休士頓地區
中華公所現任共同主席黃泰生表示，樂於看到僑聯總會美南
2017 年中華公所共同主席丁方印
年中華公所共同主席丁方印（
（左三
左三）、
）、陳慶輝
陳慶輝（
（左四
左四）
）與理事會成 僑社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期望僑聯總會美南分會能成為其中
分會有加入中華公所的意願，將於下次會議討論其申請是否通過
員陸忠,,陳宛儀
員陸忠
陳宛儀,,閻寶印
閻寶印,,周圓
周圓，
，陳煥澤及 2016 年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泰生 一員，彼此合作共謀發展。賴李迎霞並介紹僑聯總會的職能
。會議還就元旦升旗典禮遊園會等事宜展開討論。黃泰生說，遊
(左六
左六))、林羅秀娟
林羅秀娟((左五
左五))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例會共襄盛舉
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例會共襄盛舉.(
.(記者黃麗
記者黃麗 。她說明，僑聯總會的宗旨是聯繫華僑， 維護中華民國的
園會是元旦期間的重要活動，希望群策群力將活動辦好。
生存與發展、維護華僑權益及獎助傳揚中華文化等。
珊攝))
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