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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國際藝術節
多位政要出席增色不少

第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暨國際藝術節2月4日在美
南新聞大樓廣場盛大舉行﹐活動前設立貴賓招待會(VIP
Reception)﹐仿電影節走紅地毯形式﹐眾嘉賓紛紛在今年
園遊會的背板上簽下大名留念和合影﹐多位政要包括休
士頓市長透納(Sylvester Turner)﹑聯邦眾議員Al Green﹑州
眾議員吳元之﹑市議員Mike Knox和中國駐休士頓總領
館總領事李強民等外交領事代表﹑社區僑領及主流政要
等百位政商名流出席剪綵儀式﹐讓活動增色不少﹒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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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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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1 Hillcroft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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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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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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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盛宴「國際藝術節」暨中國新年園遊會
賞心悅目（二）

（休斯頓 / 蓋軍）由美南報業電視集團舉辦的「國際藝術節」暨中國新年園遊會
上周六登場，和往年一樣，除了有大型的歌舞演出之外，有 50 家贊助商對此次活動給
予了大力的支持，這項盛大的社區活動吸引了大量的不同族裔的社區民眾參加。

同時，美南報業和電視臺記者在現場采訪中，不僅看到不同特色的美食文化，包
括中國餐、墨西哥餐、德州主打燒烤，同時，各個攤位的大廚都給以講解，介紹每一
種小吃的制作流程，讓不少食客大呼過癮。

中國新年園遊會從 1997 年開始舉辦，到今年已經是第二十一屆，從初創的小規模
到今天的大場面，成為多族裔共享的大舞臺。

( 圖 / 文 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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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QS170209A達福社區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
德州分會將于2月18日6時在Can-
yon Creek Country Club(625 W
Lookout Dr. Richardson TX 75080)
舉行2017年年會，當日世華總會會
長黎淑英、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也將蒞臨指導
。

世華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
第17屆年會，今年特選擇在Coun-
try Club舉行，因為在室內～它有著
簡單的風采、家居的親切，於戶外～
它有著自然的風貌、鄉園的樸實，在
世華的大家庭裏，大家以心印心結
集和氣，使世華的觸角，藉由姊妹們
的特長，伸向世界更深更遠處。世華
北德州分會除了藉助全球各姐妹的
經貿經驗，同時也加强縱橫向聯繫，
使全球婦女都能在同一平臺上發揮
所長，以達到服務社會的功能。世華
北 德 州 分 會 並 將 在 年 會 中 介 紹
2015-2016兩年來所舉辦的多次活

動內容，其範圍含括生活、科技、知
性、學術及貿易，同時也吸引了許多
社區朋友們參與，且落實了心懷世
界、建立網絡的目的。

2月18日世華工商婦女協會北
德州分會年會於當日 6:00 開始，會
中除了報告過去一年活動外，另有
餘興節目，包
括 有：回 顧、
會長交接、輕
歌曼舞、抽獎
（當晚有DJ音
樂相伴，您可
以 盡 情 放 鬆
的舞出青春）
，世華工商婦
女 協 會 北 德
州 分 會 歡 迎
您 與 我 們 一
起關心世界，
當 晚 餐 費 每
人$50，有意者

請來電會長孟敏寬：
469-789-6858， 陳
韻竹 214-680-8856
、 姚 台 冬

469-662-5983 或 email 至 gf-
cbwnt@gmail.com，願與您攜手，讓
世界亮起來。同時世界華人工商婦
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在2017年，
也祝福大家新春愉快，萬事如意！(
婦女會供稿)

世華姐妹作畫世華姐妹作畫

世華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
2月18日舉行第17周年慶與會長交接典禮

世華姐妹舉辦畫展世華姐妹舉辦畫展

達福臺灣同鄉會與達拉斯臺灣基督長老教
會將於2月25日下午兩點正，假First Presbyteri-
an Church of Richardson共同舉辦「二二八70周
年紀念音樂會」，除了緬懷台灣先賢與對逝去的
英靈致上最高的敬意外，並祈以柔和的音樂來
來撫平「二二八大屠殺」所造成的歷史的傷口。
誠摯邀請所有台灣鄉親和朋友撥冗參加。

此音樂會邀請了下列數位一流名家與台心
合唱團表演，勘稱堅強的高級陣容。
劉杏芳 (豎笛)蔡維恕 (聲樂)蔡孟融 (聲樂)
林聖馨 (豎笛)李家萱 (鋼琴)蔡宇明 (鋼琴)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大屠殺」，無疑是台
灣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也是台灣的大浩劫。被
殘殺的台灣社會精英不計其數，造成無數的家
破人亡，在台灣刻下了永恒的烙痕。

二二八已歷經了70寒暑，每年海內外的台
灣人都舉辦了二二八紀念會，就是希望喚醒世
人不要遺忘這段悲慘歷史，避免同樣的悲劇再
次發生，讓台灣的社會能共同携手、更踏實地成
為重人權、尊法制的真正民主自由國家。

時間: 2017年2月25日 (禮拜六) 下午2點正
地點: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Richardson
271 Walton St, Richardson, TX 75081
聯絡人: Sam Tsay 972-342-8155 For More
Information: taadfw.org

二二八簡記
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結束其在台灣五十

年的統治。十月，聯軍委託中國占領台灣。在短
短幾個月裡，台灣人民深受陳儀的貪污、腐敗，
無能，鴨霸治理之害，民不聊生，怨聲載道，人心
沸騰。1947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一名女攤販被要
强行沒收私烟的兩名專賣局警員嚴重打傷倒地
，引起公憤，一位打抱不平的旁人又被槍擊致死
。隔日，約有兩千人從事發地點出發遊行，抵達

長官公署前廣場時，遭公署大樓上的機關槍掃
射，數人傷亡，引發全島揭竿而起。（詳情請參考
美國駐南京大使Stuart的 Memorandum to Chi-
ang Kai-Shek.)

三月初，蔣介石從中國派軍隊到台灣。起而
槍擊無顧辜行人，繼而在臺北燒殺擄掠，然後執
行有計畫、系統性的逮補、殘殺台灣菁英、知識
分子、地方仕紳，又宣布戒嚴，執行白色恐怖的
高壓軍事統治，長達四十年之久。但是台灣人民
熱愛民主自由的精神從未終止，前撲後繼，犧牲
無數人的生命、自由，終於迫使蔣政權於1987年
宣布解嚴。讓台灣逐步進入民主政治。二二八也
因此被指定為國定假日。(臺灣同鄉會供稿)

228 七十周年紀念音樂會
音樂會免費入場

達福廣東同鄉會雞年賀歲，將
定於 2 月 12 日假李察遜金華燒臘
酒家辦新春元宵春銘，餐會於下午
6時30分開始。

新任會長莫錦強表示，農曆新春
是海內外全球華人普天同慶的大節
日，全球祗要有華人居住的每個角落
，炮竹聲聲，鑼鼓喧天，醒獅躍舞，神
龍天降，呈現中國各個民族特色的新

年活動，在全球各地先後盛大舉行，
家家戶戶及團體都在新春前後舉辦
賀新年的活動各地華人們都興高釆
烈地參加及願望好彩頭降臨。

「金雞報喜」廣東同鄉會歡迎
達福區粵藉鄉親父老，踴躍前來參
加新春元宵晚宴，開開心向鄉親們
互道「恭喜發財」!「精神爽利」!

晚會將有歌唱，舞蹈等助興表

演，並贈與各位出席鄉親及朋友金
桔，為各位帶來好的一年。

自本年起，本會設有會館並置
有卡拉 OK，免費全球華人新聞性
及娛樂性電視節目，多項文娛設施
，各式書報閱讀，歡迎各位達福區
粵藉鄉親加入會員。本會已積極聯
繫不同類別商號，為本會會員爭取
消費可享有九折的優待。

會址在3306 W Walnut St.，3Floor，
Garland，Tx 75042。

這次春銘餐費每位$20，如當
晚加入為會員者，將免餐費。希望
各方朋友踴躍報名本餐會。
報各者請來電214-676-1393莫錦
強 ； 214-502-6386 何 汝 棠 。
469-387-6238 Nancy。(廣東同鄉
會供稿)

達福廣東同鄉會元宵春銘二月十二日舉行

中華書畫展覽，所在多有，並不稀奇。而“習
作”展則僅此一家。為什麼叫“習作”展？為什麼
要辦這種展覽？多久舉辦一次？恐怕仍有一些人
未盡瞭解。現在特稍加介紹，以供參考。

中華書畫藝術，源遠流長，深受大眾所喜愛
。雖歷盡變亂，仍綿延不輟。近世紀以來，華人寄
居海外者日漸增多，而樂好此道者，亦不乏人。
因美南地區開發較遲，華人來此者亦較遲較少，
中華文化之發展亦相對的較為落後。直到上世
紀末，始有來自上海的季滌秋教授等，聯合本地
的書畫愛好者和僑界領袖，以及谷祖光委員、牟
呈華委員等熱心人士的贊助，於1997年4月成
立了“達拉斯書畫聯誼會”，一晃就是20年了。其
間雖也經過幾任會長，並改名為“達拉斯中華書
畫協會”。但每年除了雙十節國慶籌備會之邀請
，舉辦一次展出外，整年幾乎少有相關的活動。
而參加者不多，總是那幾位熟面孔。其展品亦常
有舊作出現。筆者有見于此，乃于2006年，以私
人關係邀請紐約美國華人書畫家協會王會長一

行五人，前來作聯合展出。他們自備來回機票，
而其自下飛機到回程上飛機，其間的食、住、行
均由筆者負責。確實造成轟動，盛况空前，為本
地書畫活動注入新血。但熱度過後，逐漸沉寂。
筆者乃于2009年再度邀請他們前來展出、觀摩，
也再次的造成轟動。而這次他們前來機票、旅館
費均自付。我們也有個接待團隊，大家出錢出力
，完滿的達成任務。然而僅靠外來的和尚，偶爾
來念一次經，香火是難鼎盛的。而我們有個“中
美文化交流協會”，有多位中華書畫愛好者，在
每周一次的聚會中也常常談起相關的問題，並
多次要筆者現身說法，臨池獻醜，也因而產生了
另闢蹊徑的想法，這就是“習作”展的濫觴。不必
花錢裝裱，把平常的習作直接參展。為鼓勵不斷
的練習，希望均以三個月以內作品參展。於2011
年第一次展出時，即有三十多位朋友提出八十
多幅作品參展。我們很高興有這麼多的朋友喜
愛書法，也給我們很大的鼓勵。決定以後每年舉
辦一次，並於1012年第二次展出時又納入了繪
畫。以後每年舉辦一次“書畫習作”展，今年是第
七届了。

為了讓我們達福地區的中華書畫活動能繼
續蓬勃的發展，我們第三度邀請紐約的朋友前
來指導、觀摩，藉收雙管齊下之效。而第四度的
邀請，他們來了八位同好，不但在書畫藝術上有
所切磋，而且在感情上也有充分的交流，以書畫
會友，其樂融融。

2014年10月25日，我們一些愛好書畫藝術
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基于事實的需要（其中的情
況不必細談），成立了“美南中華書畫藝術學會”
，以積極推動相關活動，期能使這項我們中華民
族的藝術在海外發揚光大。而“書畫習作展”就
是我們重要工作之一。今年的展出已定于 4 月
15日（週六）上午10時30分，假達拉斯華人活動
中心舉行開幕典禮。4月14日中午12時至下午1
時，收集作品，1時至4時張挂，希望大家幫忙。

仍未能已於言者，每想起“沽名釣譽”，“名
利雙收”等俗言舊語，或偶見有類似情形輒惶恐
不已。憶自達拉斯書畫聯誼會成立不久，筆者即
由達城畫廊老闆介紹加入。因為他曾裝裱過我
寫給朋友們的字，知道我也可以用毛筆寫中國
字，而且他的畫廊開幕時是請牟呈華委員剪彩，

我也應邀躬逢其盛，且以“達城”兩字以
鶴頂格謅了一幅對聯，寫好了相贈。聯
曰：“達福有幸藝壇添舊友，城鄉無殊翰
苑發新葩。”他裝裱好了，現在還挂在店
內。但是，聯誼會1997、98、99年的展出，

我雖都被通知，均未參展。事不過三，我答應次
年一定寫兩幅參展。而由于我在雙十節展出前
要到紐澳旅游，所以把作品請由當時在達城畫
廊幫忙的林副會長代為裝裱後以備參展。林副
會長說，“你怎麼沒簽名字？”“作品重要，誰寫的
並不重要。”“標價多少？”“一文不值，千金不賣，
不標價。”“有人要買呢？”“有人喜歡，作品奉送，
付裝裱費即可。”旅游回來，去取作品，說，“賣掉
了。”“不是說不賣嗎？”“你不是說有人喜歡，作
品奉送，僅付裝裱費即可嗎？”“是的，但那幅小
的剛寫好就答應送給朋友了。不能失信，是誰買
了，希望拿回來，我另外寫一幅相同的，落上下
款，相同的裝裱好換回來。”結果圓滿解決。敘述
這件17年前的往事，應該可以知道筆者是個不
求名，不牟利，講誠信的人，過去如此，現在如此
，永遠如此。而且我們的工作團隊亦復如此。非
僅此也，我們出錢出力，不求人知，目的就是弘
揚中華書畫藝術文化，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幫助
與鼓勵。

舊曆年剛過，向大家拜個晚年。祝闔府平安
快樂，康泰吉祥。

第七屆“中華書畫習作聯展”即將登場
李中華

華興中文學校為發揚中華文
化、慶祝農曆新年，於2月5日下
午舉行迎春慶禧活動，當日下午3
時45分，老師們陸陸續續將全班
孩子帶至體育館依序就位。節目
一開始由孟敏寬校長祝賀大家新
年快樂，牟若屏副校長也分享了
屬雞的人格特質，孩子們莫不開
心的點頭附和。接著是華興中文
學校牟呈華董事長致詞，牟董事
長除了祝賀大家新年快樂也提到
他創校的理念，也鼓勵在場的孩
子知道學習中文的重要性。

緊接著，一連串的表演活動
開始，由天真可愛的幼稚部帶來
的：剪刀石頭布，兔子跳跳跳、虎
姑婆、恭喜新年好、幸福拍拍手、
拔蘿蔔、1234567及幼稚部群體大
合唱的恭喜、恭喜，帶給全場歡欣
地喜悅；童玩班（華一、華二、漢一
AB、漢二）帶來的：你拍一我拍一
、華一班的：王老先生有塊地、漢
一 A 班的：12 生肖 介紹與祥話，
他們以生動的祝福，將新年的美
好，用吉祥話字句表達，使每一個
人都感受吉祥話的魅力；文化課
的扯鈴表演；整齊畫一，Master

Lee 跆拳表演；鏗鏘有力；以及
節目最後由白豹武術團帶來的
猴年中國功夫與祥獅獻瑞，給
全場氛圍帶到最高潮，可愛的
雞年中國功夫，吉祥的舞獅，他
們的出現，為現場帶來歡欣的
氣息，孩子們紛紛搶著給獅頭
紅包，所有的表演莫不讓孩子
們確實地感受到中國新年的喜
氣。

華興中文學校迎春系列活
動，感謝您全家大小的光臨，華
興期盼中文的教育不僅停留在
聽說讀寫，更與文化接軌，真正
使孩子瞭解身為一個中國人的
驕傲。若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
校長孟敏寬 469-789-6858，陳
次蘊主任 (中文)972-403-8090
，牟立平(數學)214-886-3593，
王麗貞老師(文書)469-879-6972 ，或華興網站 HuaHsing.com。(華 興供稿)

華興中文學校迎春慶禧活動於2月5日舉行
金雞報喜迎春接福

華興學生與祥獅互動華興學生與祥獅互動華興幼稚部小朋友的新年歌謠華興幼稚部小朋友的新年歌謠

華興扯鈴班表演華興扯鈴班表演

僑務委員會中華函授學校自106
年度開始轉型，自1月10日起至
3月31日止將開放「中華函授學

校遠距學習網」(http://
chcs-opencourse.org/
index.ohp)全部119門課
程免註冊隨選隨讀。使

用者進入主頁後，點選右上角紅
色「2017年隨選隨讀」，即可選取
課程開始上課。自4月1日起「中

華函授學校遠距學習網」之課程
將上傳至僑委會全球華文網
(http://www.huayuworld.org)，有
意進修之教師或有自學僑民均
可利用全球華文網選讀相關課
程，達到不受時空限制進修之目
的。

僑委會將開放中華函授學校
遠距學習網

QS170209B達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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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的聖誕前，一個朋友對我說，她因?內部消息參加了一
個活動，事後還跟州長黑利合了影。黑利（Nikki Haley )是誰？
南卡羅那州赫赫有名的女州長，她勤奮睿智，又平易近人，在南
卡名聲極佳。2016年的總統大選，川普擊敗希拉裏後，立刻招黑
利入主內閣，任命她?“駐聯合國大使 ( Ambassador to the Unit-
ed Nations) ”，這是一個重大關鍵的外交職務，事關美國的國際
形像。

朋友對我說，黑利馬上就要去華盛頓了，得到消息的民眾從
四面八方湧來排起了長隊。我問朋友，跟黑利合影要付多少錢？
誰不知道在美國跟總統合影都是明碼實價。五年前在北卡州，有
個奧巴馬的慈善晚宴，入場券的標價就是5000美元，進去後想
與總統合影嗎？還得再掏12000美元。

朋友告訴我，跟黑利合影一分錢沒要，只不過在政府大樓外
排了一個半小時的隊，中途還下了場雨，幸好她帶了傘。隊伍裏

的民?都很激動，大家一直認?黑利年輕有?，可能有天會競選總統
，稱霸白宮。隊伍總算排到了頭，朋友進了州長辦公室，黑利熱
情走過來，挽著朋友的手，站在聖誕樹下合影。黑利高貴而大方
，眼睛裏含滿真誠動人的微笑，就像一個親切和善的女主人，讓
?人恍惚就在她的家裏作客。

朋友把她與黑利的合照放在臉書上，引來排山倒海的贊美聲
。而後有人怪她，知道這樣的好事，為什麼不通知大家？自己一
個人吃獨食。朋友解釋說，她也是臨時得到的通知，眾人還是不
信。唯有我沒有責怪她，我說大冬天的，我才不想吹風淋雨一小
時，只是為了跟名人合一張照。至於花1萬多美元跟總統合影，
我覺得那錢花得太冤，再富得流油也舍不得，要不去旅行，要不
去購物。當然人在世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不違
法，想怎麼鬧都可以。

年來歲去，又是一年遠去。前些日子我整理了一些從國內帶

回來的刊物，發現在2005年的《中長篇小說選刊》上，我的名
字緊隨莫言的名字赫然列在封面上。《中長篇小說選刊》是由
《北京文學》和《六盤山》合辦的文學增刊。那年我的長篇小說
《喬治亞往事》有幸發表於此。記得當年《北京文學》的蔣建偉
編輯告訴我，凡是推薦上去的長篇小說，必須通過章德甯社長的
終審。

名字跟莫言一起上了封面，算是同名人的另一種合影。我把
《中長篇小說選刊》的封面傳給了幾個文友。一個文友戲謔道，
什麼意思嘛？莫言拿了諾貝爾文學獎，你以?你也可以做中國夢
？另一個文友說，2005年的莫言還沒有拿到諾貝爾文學獎，2005
年的莫言還在勤奮創作，以高?高質享譽文壇，他的名字在許多
刊物上觸目可見。文友的名字也跟莫言的名字在期刊上合過影，
雖然在現實生活中，她從未跟莫言照過相。我們都一直認?，文
字的合影比真人的合影更有價值。

跟名人合影 文/孟悟

前言前言
據報載據報載（（二二〇〇一七年一月六日一七年一月六日

New York Times） ， 華 裔 移 民
Tyrus Wong（黃齊耀先生）已於二
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加州逝世
，享年一百零六歲。原來黃先生是
一九四二年迪士尼（Disney）卡通片
「小鹿斑比」（Bambi）的畫家。在

他二十九歲到三十歲時化了兩年時
間，利用宋代山水畫的風格創制了
這部有獨特意境的卡通片。由於華
裔長期受到歧視，他的貢獻多年來
得並不為公眾所知，直到他九十多
歲時才不斷地獲得多方宣揚。這則
消息不只讓我對這位富創意又多產
的畫家肅然起敬，也令我想起許多
卡通片在兒時帶給我很多樂趣，及
最近我們祖孫三代坐迪士尼遊輪，
讓大家渡過了美好的時光。
卡通片

除小鹿斑比之外，我看過的迪士
尼卡通片很多，印象最深的有：白
雪 公 主 （Snow White and Seven
Dwarfs）， 木偶奇遇記（Pinocchio
）， 灰姑娘（Cinderella）， 愛麗絲
夢遊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
小 飛 俠 （Peter Pan） ， 和 睡 美 人
（Sleeping Beauty）。猶記得木偶說
謊後鼻子變長，灰姑娘走掉了玻璃
鞋，愛麗絲掉進了地洞中，小飛俠
和海盜大戰，及睡美人從玻璃棺材
內醒了過來，都是最難忘的景象。
尤其是 「白雪公主」中七個小矮人
在礦場內工作了一天後，高高興興
的 排 隊 回 家 ， 一 路 上 口 中 唱 著

「Heigh-ho, Heigh-ho, It is home
from work we go。－ －」，片中的
情景猶歷歷在目情景猶歷歷在目。。 我小時候還和舍我小時候還和舍
妹雲青下妹雲青下 「「白雪公主棋白雪公主棋」」。。每邊有每邊有
八個棋子，分別為公主和七個小矮
人：白雪公主（Snow White）、博
學（Doc）、快樂（Happy）、 怕羞
（Bashful）、 生氣（Grumpy）、噴
嚏（Sneezy）、貪睡（Sleepy）、啞
子（Dopey）。我們都是玩暗棋，也
就是將棋子反過來佈置在棋盤上。
兩棋子相碰後翻開來比較，以順序
優先的棋子吃掉對方。例如：公主
嬴博學，博學嬴快樂，貪睡嬴啞子
，啞子嬴公主。有時和朋友們玩，
吵吵鬧鬧的玩得很開心。
夢幻之旅

去年（二〇一六年）兒女們要
選一個旅遊勝地為我慶祝生日。我
是個一動不如一靜的人，如此勞師
動眾，實在過意不去。太座諍言要
珍惜他們的一片孝心，我說那就找
一個孫輩們可以玩得很開心的地方
吧。於是小兒宇文和小女雯綺費心
的商量和研究之後，決定選擇參加
四天三夜的迪士尼遊輪之旅。大家
並 於 上 船 之 前 在 Florida 的 Cocoa
Beach 和 下 船 之 後 在 New Smyrna
Beach 兩處各住兩天，讓孩子們盡情
地在海灘上跑及用沙搭堡壘和挖隧
道，也讓大家上船前後比較從容，
不必太趕。在他們妥善的安排下，
於十二月中旬讓我們祖孫三代作了
一次難忘的夢幻之旅。

我們迫不急待地從天寒地凍的

Maryland 州 ， 飛 到 這 非 常 暖 和 的
Florida。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一是個大
日子，我們那天下午將在 Canaveral
港登船，大家都非常興奮。車到港
口後口後，，赫然見到停泊著的龐然大物赫然見到停泊著的龐然大物
，，是一艘是一艘 Disney DreamDisney Dream 的遊輪的遊輪，，約約
有十數層樓高。一上了船就彷彿走
進了一個童話世界，一個夢幻的國
度，一轉彎，你可能會碰到各種卡
通人物。有一天外孫女琪琪正好在
大廳內聆聽講卡通故事，然後和她
最喜愛的灰姑娘及米老鼠、唐老鴨
、和小飛俠，合照了許多可愛的相
片留念。

船的頂層有游泳池，還有水晶
宮。孫輩們都喜歡在水晶宮中玩水
，水從魚的口中或從地上噴出不同
的高度，他們百玩不厭，在水柱中
穿來穿去，並尖聲大叫，高興得要
命。

每天晚上八點半，我們最喜歡
到迪士尼劇院看演出。三天的劇目
有：The Golden Mickeys（各種有名
的卡通人物）、 Villains （卡通中的
壞蛋）、 Disneys Believe（卡通中的
魔幻奇蹟）。演出穿插著卡通片和
真人表演，非常生動有趣，出神入
畫，覺得時間過得太快了。

我坐遊輪最喜歡的是吃得好。
三天來正式的晚餐，每天都在不同
的餐廳進食。妙的是各桌的侍者也
跟著大家換餐廳。晚餐包含開胃菜
、主菜、和甜點，菜餚都十分可口
而豐富。我們的侍者 Garfield 最會讓
孫輩們開心，他會各種魔術，孩子

們也特別喜歡看他幫忙切肉。第二
晚並為我送來生日蛋糕，許多侍者
及領班和大家為我一起唱生日快樂
歌，也算是這次遊輪的高潮。船上
有各種其他的小吃鋪，隨時都可吃
到義大利餅、熱狗、和霜淇淋等。
船上的自助早餐也是我喜歡的船上的自助早餐也是我喜歡的，，各各
種果汁種果汁、、炒蛋炒蛋、、香腸香腸、、湯類湯類、、沙拉沙拉
、和水果，真是吃得不亦樂乎，都
不想下船去逛了。

遊輪都是在黃昏及夜間開航，
清晨在小島靠岸。我們第二天大清
早到達 Bahamas 的首都 Nassau 島，
人口只有二十三萬人。因為是到外
國，我們須帶著護照登岸。下船後
穿過一些小店，坐水上巴士，再走
幾條街，到了 Atlantis Hotel 的最下
層 ， 參 觀 一 個 很 有 名 的 水 族 館
（Atlantis Aquarium），那裡有許多
以前不曾見到的熱帶魚類，在古城
的廢墟中漫遊：斑點鷹魟（spotted
eagle ray）、南方魟（south stingray
）、巴哈馬星魚（Bahamas starfish）
海月水母（moon jellyfish）、蠍鱟

（horseshoe crab） 、 綠 色 海 鰻
（green moray eel）、獅子魚（lion-
fish）。孫兒琅琅手中拿著一張海魚
圖，十分認真地找水池中各種的魚
， 因時間不夠，只好意猶未盡的離
開。我們坐計程車，過了大橋後趕
回船上。

船掉頭往北開，第三天清晨到
達 Castaway Cay， 這是迪士尼公司
所擁有的小島，專為迪士尼遊輪遊
客所用。聽說食物和飲料都需由遊

輪帶來，吃剩下的及垃圾都須拿回
船上帶走，以維護島上的清潔。在
島上小兒和小女參加了三英哩的跑
步活動，我們倆佬則走了約三英哩
，並各得到了一枚迪士尼的參與運
動紀念牌。中午就在島上吃遊輪準
備好，特別豐盛可口的烤肉野餐，
並在沙灘邊漫步或曬太陽，真是盡
情享受世外桃園悠閒的體驗。第四
天清晨，船回到了 Canaveral 港，下
船之前我們在船上各處攝影留念，
依依不捨的結束了這次夢幻之旅。
後語

在這次遊輪的旅程中，我禁不
住想到五十五年前，和如今坐船的
對比。一九六一年八月，我單身一
人坐渝勝輪，從高雄飄洋過海赴美
留學。渝勝輪是一艘一萬一千噸的
貨船，加裝了三十個學生艙位，船
上的服務人員不到十人，船開了三
個星期才到達美國加州。而今於二
〇一六年十二月，我原只是一個二
十出頭的小夥子，現在倍增成祖孫
三代共十一人，坐迪士尼夢幻輪在
海上遊玩。夢幻輪則是一艘十三萬
噸的遊輪，載客約三千人，加上一
千五百位服務人員，船開了總共只
有三天又回到原來的港口。在渝勝
輪上因一半的學生暈船，我早上能
吃到兩份荷包蛋湯麵，就覺得是山
珍海味了。如今在遊輪上可吃到大
量的美食。數十年前我夏天跨洋之
旅，不知害怕勇往直前。最近冬天
夢幻之旅，確是大大地重拾童心，
享受人生。

返老還童返老還童 夢幻之旅夢幻之旅
文/夏勁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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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電腦文件庫裡，有個《各種數字統計》資料夾，裡面
是歷年來日常開支、釣魚、種菜、撰稿投稿刊稿等各項數字統
計表。搞統計是十多年前來美國後形成的習慣。

一到美國，女兒就給我一張信用卡，讓我負責伙食等物品
採購，這種任務前所未有，我很當回事。月底我把購物發票裝
訂成本，並附一紙支出分類統計，交給女兒過目。同時在電腦
裡做登記表填寫資料。可女兒連看都不看一眼說：“爸，你以
後就別費這個事了。買什麼，買多少，一切由你定，你只要別
光圖省錢就行。” 儘管女兒不把我的認真忙乎當回事兒，可
我卻很欣賞自己的傑作，仍然月複月，年複年的堅持至今。現
在，這些資料和發票，已經成了寶貴的資料。十多年來品種數
以百計的食料及日用品價格變化情況，都可從中查到；我曾數
次通過查閱發票及統計表，獲得所需要的資料；我算帳時，用
筆做算術豎式運算，其計算速度及準確性，超過使用計算器，
這也是我鍛煉大腦的方法之一。

釣魚是我剛來美國時緩解寂寞的一個辦法。隨著釣技提高

，經驗積累越多，所釣魚品種增加，不斷修改、充實釣魚統計
表的項目。從這張表中可以查詢到每次垂釣的地點，投鉤時間
，溫度，風力，潮汐變化（漲、退），垂釣收穫等內容。這份
完整的資訊資料，對掌握魚的活動規律，提高釣效，很有幫助
。

來美後，女婿在後院指定幾處邊角的地方，給我種菜。我
立即毀草、改良土壤、育苗移栽，精心侍弄。第一年就獲大豐
收，夏秋黃瓜兩季共收655條，大的竟長到62釐米長，收絲瓜
271條，有的近80釐米。南瓜、苦瓜、番茄、韭菜、辣椒、茄
子等都收穫不少。在享受成功喜悅的同時，我沒忘登記每次採
摘的數字。

也有走麥城的時候。2010年，我種菜心切，3月中旬就在
室內育苗，4月上旬就移苗到地裡。沒成想寒流來襲，苗被凍
死三分之一，沒死的也病病殃殃。雖然於5月19日就早早開始
收黃瓜，但收穫量小，收穫期短，不到兩個月就徹底拔園，真
是欲速不達。與我一同犯冒進病的鄰居懊悔的痛下決心：“以

後不過5月1日絕不種菜！”
今年進入5月連續幾周低溫並連連降雨，媒體說這樣惡劣

的5月天百年不遇。結果菜籽在地裡漚爛，小苗砸癱在泥中。
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下種育苗補救，無奈季節已過近一個月，
影響收成是必然的。禍不單行，剛進入10月，秋冷突然提前
到來，致使本可再摘20天的瓜果都停止生長。全年收穫的黃
瓜、絲瓜分別是149、85條，僅達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

我寫稿、投稿、刊稿較多，時間較長，如沒有一個分門別
類、準確清晰的登記計表，並及時統計，那將是一筆誰也弄不
清的糊塗賬。因我統計做的格外認真細緻，使用起來得心應手
。

做這些統計，有的似乎也有點像沒事找事，白浪費時間。
可我又覺得此舉與所得到的練耐性、練腦筋、增添生活情趣、
做個事事心中有數的明白人相比，還是蠻值得的。

習慣做統計 文/鄒少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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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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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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刊
0126D08

“祖父國民黨，父親共產黨，幼時在鄉
下寄養，與豬為伴，愁苦多思，五歲曾暗尋
短見。從小性格怪戾，家人憂懼。少年喜文
，逆“四化”潮流考取西北大學中文系......
”

瑞琳的簡歷剛讀三分之一，我就憋
不 住 笑 兒 了 。 我 拿 起 電 話 ， 直 撥 她 家 。
“......你五歲就不想活了，是自我調侃，還
是在逗人玩兒？”

瑞琳的述說，仿佛扼住了我的笑神經。
好多天，我都無法跳出她那荒謬而又殘破的
童年。我心酸眼濕地琢磨著，滿嘴巴澀地咀
嚼著，我回憶著自己的五歲，兒子的五歲，
我看著隔壁鄰家的小女孩，正在後院打滑梯
的她，剛好也五歲。五歲小孩兒咋會有死的
慾望？生理界定，應該沒有，但生活中卻真
真實實地鑿下了這一罕見的刻痕。

瑞琳是西安人。在路有餓死骨的一九六
二年，她降生人間。落地時，身為數學老師
的父親，正在陝北一個叫神木縣的地方接受
勞動改造的源由：一九五七年在大學擔任學
生校刊主編而被劃為右傾。她那作教師的母
親歷盡千辛萬苦，幾番周轉，幾經奔走，終
把丈夫弄回關中一個小鎮的中學裡。然而，
夫妻團圓了，女兒卻一頭紮進了齊腰深的苦
難中。

文革開始了！當“五級颶風”捲著滾滾
的泥沙直撲秦川大地時，曾吃過一塹，當長
一智的二教師，因出身不好則必須要緊跟形
勢，不再掉隊，要火速地匯入到革命的洪流
中去。他們把年幼的小女送到老家，當即扛
著革命的大旗，唱著革命的歌曲，毫不猶豫
地帶領著自己的學生步量腳攆地向首都進發
了，去串連，去見偉大領袖毛主席！

四歲，四歲的小瑞琳一離開母親，即厄
運罩頂。與她相依為伴的姥爺因半身不遂而
整天臥在炕上喘粗氣；四清運動中被嚇出了
心臟病的姥姥，從早到晚不得不拖著個病身
子，苦苦地撐著那個純粹的老弱病殘之家。
而幼芽陳瑞琳，一個才破土的小苗苗，只能
張著兩片淡黃色的小嫩葉任憑淒風摧殘，苦
雨下砸；別無選擇地承受著世俗的蹂躪與鞭
打。

她被村裡的頑童給盯上了，不能出門，
不敢出門，偶有探頭兒，那些嚴陣以待的
“小將們”就扔石頭，拽土塊兒，殲滅這個
來歷不明的小閨女，在爭先恐後與齊心協力
中，前僕後繼著。

稚嫩的心參不透世間事；弱小的身經不
起一打再打。躲閃，退縮，她淚眼迷茫地張
望著：想找個人來幫她喝住那些殘暴的哥姐
們；想找個人護著自己到街上去玩一會兒，
一小會兒。她無望地後退著，後退著。她退
到了姥姥家的豬圈裡。她張著小肉手兒邊抹
眼淚邊摸豬、拍豬、給豬捉蝨子。豬，懶洋
洋地側躺著，哼哼唧唧地享受著。兩全其美
，小瑞琳找到了獨一的玩伴，大黑豬則享受
著一個來自歷史名城的小女娃免費按摩及精
心的服務。

心靈的依靠投向了豬，活動的範圍也就
鎖定在豬圈內。想說話對豬言，想唱歌對豬
哼。豬煩了，豬膩了，她就起身爬上豬圈墻
，想在那上面走兩步兒，然因找不著像走鋼
絲般的那種平衡，而撲通一聲跌進了污泥濁
水的豬圈裡。

一天挨一天，重複著，循環著。童年，
四、五歲的小女孩兒，要熬到何年何月才是
盡頭？才能見到媽的笑臉哪！四、五歲，那
是一個嬌嫩欲滴的時刻，一個憂不曉愁不知
，且環抱在寵愛與呵護之中的年齡段。然而
，久經棄絕，飽嘗孤寂的小瑞琳則要告別那
些拿辣椒當水果吃的“幸福”時光了。幹棗
般的心皺出了死的念頭。她瞪著那雙蒼老而
又攪拌著稚氣的眼，在“暗夜裡”找尋鐵道
鐵軌，以求呼嘯的列車能軋過碾碎自己那飽
經風霜的小身子。

姥姥似有所覺察了。她強打精神，一步
一挪地把瑞琳領進了村裡的小學校，懇望老
師能收下她的外孫女。急待逃脫困悶的小瑞
琳，一把抓住老師的手，一口氣兒就背出了
一百個數兒。老師點頭了，瑞琳有救兒了。

形勢急轉於下！在京串連的媽媽來信了
！在前呼後擁的人潮中，在你推我搡的肉陣
裡，媽媽，瑞琳的媽媽親眼看到站在天安門
城樓上的毛主席啦！媽在信裡說：“......儘管
衣服被扯破，鞋子被踩掉，但總算......”

乘勝追擊！天資聰明的小瑞琳不但能讀
懂媽的信，還自作主張地把媽的信抄寫下來
呈給老師看。沸騰了，沸騰了！學校轟動了
！姥姥家的那方天地也轟動了！剎那間，人
見人欺的小瑞琳噌地變成了搶人眼球的大明
星！看那些從來都是以武力相向的崽子們，
忽地全丟掉自己手裡的磚頭瓦塊，互不相讓
地擠到瑞琳的跟前勾肩搭背，討好兒獻媚。
有人摘來自家的紅棗給她吃；有人把特意打
死的麻雀用黃土裹好燒給瑞琳吃；有人替她
背書包；有人幫她提馬紮兒；還有人乾脆背
著瑞琳去上學。

一聲嘆息，一封信，童真的心，可這樣
撥弄！

那情那景，恰萬分透貼地折射出那時的
大好形勢。

自古雄才多磨難，從來紈?不偉男。
涉過靈魂的滄桑，載著滿心的愴痕，五

歲過後，小拇指彎殘，臉上凍出瘡疤的小瑞
琳跟媽返回西安了。自此之後，瑞琳即一路
爭先地奮發向上，十二歲時她就在《西安晚
報》上發表文章，十五歲那年她又被西北大
學中文系破格錄取了。少年大學生，鳳毛麟
角，誰人不羨！寒窗七載，她剛攻下文學碩
士學位，就被分配到陝西師範大學任教，教
授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此同時她在西北首
開台港及海外文學研究課程，並多次應邀赴
西北五省講學，且以最年輕，最傑出的學者
身份多次代表西北學界出席全國學術盛會。
吃了十載的“粉筆麵兒”，辛勤的園丁在授
課之餘，還與人合作出版了《中國現代雜文
史》(獲全國優秀學術成果獎)、《中國當代文
學》、《神秘的黑箱窺視》等文學作品。

一九九二年，個高臉圓笑兒甜甜的她，
揮別了古長安，走出了黃土地，赴美尋夫。

鍾愛物理學的小王與瑞琳同為西北學子
。他二人的愛情紅燭曾點燃在通往北京的列
車上。那是八十年代初期，去首都開會的他
遇上了進京找資料了她。相逢自是有緣，緣
起旅途，緣結總站，緣定三生！

心中有暖風，何懼過嚴冬。
邁進美利堅，落腳休士頓，在一切都需

用英文來維繫生機的國度裡，瑞琳仍可敞開

胸懷地擁抱她的方塊字。秉筆不為三餐謀，
寫散文，寫小說，寫評論，百折不撓地堅守
著純文學，純藝術的文化陣地，孜孜不倦地
做著不為現實所理解的文學探索。

評論新移民文學，她乃北美第一筆；向
中國文壇推介新移民作家，她是頭一人。辦
報紙、編雜誌、開書店、做電台節目，前幾
年又為美國輕舟出版社所出版的短篇小說精
選集《一代飛鴻》中的24位作者寫點評，下
大力氣地經營文化事業，只為帶領一方僑胞
一越精神扶貧線。

她像是一台高速運轉的機器，夜以繼日
，不惜磨損，不怕折舊，不知疲倦，不計報
酬地轟鳴著，轟鳴著。她幾乎讀遍了北美大
陸作家的所有作品；她寫全了他和她的介紹
與評論。
夜讀北島
微風細雨霜滿天——漫談施雨的創作
移植”的奇葩___從嚴歌苓的創作看海外新
移民的特質
風雨古人煙雨朦___論旅加女作家張翎的小
說新作
風月情濃天不同___讀夏小舟的移民人生故
事
靈魂變奏的滄海之歌___讀“白領作家”陳
謙的小說
橫看成嶺側成峰___海外新移民文學“縱覽
”
“銜木”的燕子___海外移民作家“移植”
之路
原地打轉的陀螺___論北美華文文學研究的
誤區
精選評論集——海外星星數不清
......

瑞琳文筆流暢，文心細膩，文才照人。
寫評論：鞭闢入裡，擲地有聲。寫小說：人
物鮮活，情節入勝。寫散文：高秀清麗，
意韻沁心，桃開梅綻，奼紫延綿。捧起瑞
琳大作，一頭紮了進出，不將其讀完，甭
想直腰幹別的。

走筆此處，心裡忽地湧出兩個多虧：
北美文壇多虧有她，一個為新移民作家鑿
石立碑的匠人；那年間姥姥家鄉多虧沒有
火車道，否則一顆璀璨的文壇明星豈不未
升先隕落？

陳瑞琳陳瑞琳 文/宋曉亮-- 從五歲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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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99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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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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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該如何理材？
這五個問題能給妳答案

2017年關乎理財的五問五答，理財

“小目標”怎麽規劃？把錢投向股市、

債市、黃金、樓市，還是美元？資產該

如何配置？國是直通車采訪多位專家，

為妳探求答案。

壹問：股票市場牛或熊？
近期已有超10家券商發布了2017年

度投資策略報告，普遍對2017年股市行

情持樂觀態度，認為整體機會較2016年

更多，預計滬指明年的震蕩區間在2800

點到4000點之間。

而深港通正式啟動、註冊制改革預

期升溫、養老金入市工作有序進行頻頻

出現在上述多家券商報告中，被看作是

股市紅利。

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客座研究員董希渺看來，2017 年股市

將延續“慢牛”反彈行情，原因在於

微觀供給端繼續出清，微觀企業效益

在逐步改善，以及長期配置型增量資

金加大入市力度，有望提升大盤藍籌

股估值。“整體來說，股市具有比較高

的配置價值。”

二問：債券市場是否穩？
在平穩“跨年”後，2017年債券市

場能否擺脫2016年年末的動蕩？

中信證券研究部固定收益首席研究

員明明告訴記者，2017年債市主要受到

基本面、去杠桿、海外因素三股力量共

同作用。

他指出，基本面長期仍有壓力，利

多債市；去杠桿使得市場結構發生變

化，利空債市；外部環境看美聯儲加

息，美國向好，利空債市。

“但這三方面因素發生的節奏、時

點和強度不同，所以總體看今年應該是壹

個波動加大的市場，但風險比較多。”

三問：黃金適合入手？
“美聯儲加息使得黃金的光芒在減

弱，但黃金有避險、抗通脹功能，可能

會使得它今年向上。”渣打銀行(中國)

財富管理部投資策略總監王昕傑認為，

2017年全球可能將從通縮轉向通脹，原

因是失業率已達到壹般可引發工資上漲

的水平，而中國生產物價指數連續五年

下降後開始升溫和上漲。

王昕傑表示，黃金價格將呈現區間

走勢，當前每盎司1200美元上下的價格

相對低估，2017年有望沖上去年高點，

建議在投資組合中配置黃金。

四問：房子還能買嗎？
2016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

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

的”，那曾經的創富“神器”，在2017年

還能帶來財富嗎？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表示，從

長期來看，對房價並不樂觀。首先，去年

壹二線城市房地產火爆的原因是居民購房

加杠桿，而由於基數過高，2017年房地產

開發投資增速將可能回落，為負增長。

其次，中央調控政策以及定位會使

得各地政府把控制房地產價格上漲作為

壹個非常重要的目標，采取行政性手段

以“穩”為主。

五問：美元理財真劃算？
在去年人民幣對美元整體呈現貶值

趨勢下，為了規避因匯率波動而導致的

財富被動“縮水”，換匯購買美元理財

產品在中國壹時走俏。

法國興業銀行（中國）董事總經理

何昕表示，普遍來看，人民幣理財收益

率比美元理財收益率高出2個百分點的

天然利差，“美元理財要有賺頭必須是

人民幣貶值到壹定程度，但是匯率不確

定性太大。”

此外，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研究院

首席經濟學家趙慶明強調，做美元理財的

購匯成本要考慮在內。相比於市場上的

即期匯率，居民在購匯時，銀行提供的

美元賣出價更貴、買入價更便宜，如此

產生的成本將占人民幣本金的1%至2%

左右。

阿裏首次封殺“知產流氓” 向惡意投訴黑色產業宣戰
綜合報導 阿裏巴巴首次針對利用虛假投訴騷

擾勒索淘寶商家的惡意知識產權代理公司發布封殺

令。杭州網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網衛”)因

屢屢對商家進行虛假投訴，成為首個遭封殺對象。

阿裏巴巴決定在全平臺停止受理“網衛”代理發起

的任何知產投訴，也公開呼籲品牌權利人與該公司

終止合作。針對“網衛”的惡行，阿裏巴巴平臺治

理部知識產權保護總監葉智飛表示：“正在考慮訴

諸法律途徑維護平臺及商家權益。”

通過故意虛假陳述、偽造憑證和惡意搶註商標

等方法，惡意知識產權代理公司對合法商家發起大

量虛假投訴，造成商品下架乃至商家被迫關店，超

過百萬淘寶賣家的正常經營遭到嚴重影響。在壹些

經銷商的操縱下，此類公司成為經銷商私下合謀打

擊對手的黑色工具，利用投訴機制達到渠道和價格

管控，實現暗箱操作下的利益分配。同時大量“知

產流氓”也以此脅迫商家收取保護費。

封殺令代表阿裏巴巴正式向以“杭州網衛”為

代表的惡意投訴黑色產業宣戰。阿裏巴巴平臺治理

部統計，2016年阿裏巴巴平臺總計發現有惡意投訴

行為的權利人賬戶5862個，近103萬商家和超600

萬條商品鏈接遭受惡意投訴，造成賣家損失達1.07

億元。包括NIKE等品牌權利方被惡意搶註，甚至

“微信”商標證明和馬化騰簽名都被偽造，以達到

李鬼投訴李逵式的騷擾勒索。

這是國內首起向惡意投訴公開宣戰的案例。中

國青年政治學院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曉

春認為，當惡意投訴達到相當危害程度時，應該追

究投訴人的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

打手“網衛”非法牟利
對“杭州網衛”的註意源於2016年7月的壹起

投訴。“網衛”指認壹家女裝淘寶賣家盜用國內某

品牌圖片。由於“網衛”有品牌正式授權，依照國

內外通行的“通知-刪除”規則，打假小二們第壹

時間對相關商家和商品進行了處理。

遭到處罰的商家事後卻陸續拿出證據申訴，證

明店鋪圖片是原創拍攝。經過反復調查核實，平臺

決定撤銷處罰。但反復下架上架、刪除恢復，更將

此前積累的評價和銷售記錄壹掃而空，給商家聲譽

帶來嚴重損害。

此後阿裏巴巴平臺治理部連續收到多起商家申

訴，矛頭都指向“網衛”。通過回滾大數據，打假

小二發現“網衛”投訴過平臺數千賣家，涉及女

裝、運動鞋、化妝品、家用電器等上百品牌。2015

年以來，“網衛”投訴遭賣家申訴後，主動撤銷投

訴率即超過60%，遠超正常值。

進壹步數據分析顯示，“網衛”還對多家運動

品牌商家發起假貨投訴，最終被查證是在壹些經銷

商的操縱下，利用投訴機制打擊利益聯盟外商家。

當時眾多被投訴的商家還找到“網衛”負責人袁

某，在私下付費後，他表示可以將“假貨投訴”改

為“盜圖投訴”。“網衛”事實上已成為壹些經銷

商合謀打擊對手的黑色工具，更趁機勒索商家。

專家呼籲惡意投訴非法牟利入刑
阿裏巴巴平臺治理部披露，目前惡意投訴總量

已占到知識產權保護投訴總量的24%。絕大部分惡意投

訴，來源於類似“網衛”的各類“知產流氓”公司。

惡意投訴在 2015 年影響平臺商品量即增加

150%超過200萬條，2016年則猛增至600萬條。而

絕大部分惡意代理公司投訴成立率不足10%。

知識產權保護的目的是鼓勵創新、維護市場公

平激發市場活力，本是品牌、商家和市場的保護屏

障；而“知產流氓公司”惡意利用這壹機制寄生於

大量合法商家，給商家和品牌帶來損失的同時，也

大量占用浪費平臺用於保護知識產權的人力、物力

投入，更是對市場公平秩序的嚴重破壞。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劉曉春分析認為，法律要求電商平臺建立的通知-刪

除機制，是為了保護正當維權的權利人，如果有證據

證明是惡意投訴，而非正當的維權，那麽平臺有權利

拒絕。她同時呼籲，除了電商平臺建立黑名單制度

“自救”外，法律上也應盡快制定出配套方案，包括

合格通知(投訴)的門檻設定、惡意投訴行為的法律認

定、惡意投訴導致損失的救濟性規定以及相應的平臺

免責措施等等，甚至在惡意投訴達到相當危害程度時

候，建議追究投訴人的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

暖心暖心！！裏約壹餐廳為流浪者提供免費晚餐裏約壹餐廳為流浪者提供免費晚餐

這是在巴西裏約熱內這是在巴西裏約熱內
盧拍攝的盧拍攝的““美食動力餐美食動力餐
廳廳””內景內景。。餐廳內共有餐廳內共有99
張餐桌張餐桌，，7272把餐椅把餐椅。。在在
巴西裏約熱內盧市中心有巴西裏約熱內盧市中心有
壹家壹家““美食動力餐廳美食動力餐廳”，”，
給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們提給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們提
供精致的免費晚餐供精致的免費晚餐。。

印度撞船事故漏油印度撞船事故漏油2020噸噸
大量海龜死亡海岸被染黑大量海龜死亡海岸被染黑

印度印諾爾港印度印諾爾港，，環保人員在海岸收集汙染樣本環保人員在海岸收集汙染樣本。。印度卡瑪拉吉港印度卡瑪拉吉港（（Kamarajar PortKamarajar Port））日前發生撞船日前發生撞船
意外意外，，壹艘油輪與另壹艘運載液態天然氣船相撞後壹艘油輪與另壹艘運載液態天然氣船相撞後，，分別漏出大量原油分別漏出大量原油，，估計多達估計多達2020噸噸，，嚴重汙染清奈海嚴重汙染清奈海
岸岸。。有環保人士擔心有環保人士擔心，，油汙威脅當地海洋生態油汙威脅當地海洋生態，，可能已有近可能已有近11//66海龜在汙染海域中死亡海龜在汙染海域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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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京畿道華城市壹座商業建築發生火災韓國京畿道華城市壹座商業建築發生火災，，造成造成44人死亡人死亡。。



both "tigers" and "flies" with no signs of letting up in 
the near future.
On foreign relations, China will be pushing through 
with its commitment to encourage globalization and 
cooperation despite the hurdles ahead.
The country will be hosting big events such as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Beijing in May, and the ninth BRICS leaders' summit in 
southeast China's coastal city of Xiamen in September.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will also be a test on the 
country's relations with the U.S., now under the new 
Trump administration. Despite the seemingly rising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hina will still go 
with the general trend of cooperation, which is the only 
right choice for both countries.
"If things go well for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the chances are it's going to go well for a lot of other 
people around the planet," said Michael Moller, head 
of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While these may seem like overwhelming tasks 
ahead, China and its people will continue to focus on 
working for a better future. (Courtesy en.yibada.com/
articles/191606/20170205/) 
Related
U.S.-China Relations: Dates to Watch in 2017
Starting with Donald Trump’s inauguration, several 
events will offer clues about the direction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relationship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crucial to the health 
of the global economy, have rarely been so much in 
doubt. Will a chest-thumping Trump administration 

push China into a trade war? Will 
a nationalistic Xi government 
spook investors,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Will the two governments 
get beyond macho rhetoric to 
find common ground? Here are 
five dates this year that will give 
important clues about the direction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relationship.
Jan. 20: U.S.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Day
In a Friday interview wit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President-
elect Trump said he wouldn’t 
carry through on an earlier pledge 
to designate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on day one of a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rigger a series of actions” 
that would lead to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The celebration of a new year brings not only new 
opportunities, but new challenges as well. For China,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is a step closer towards the 
dream of creating "quan mian xiao kang" by the year 
2020.
China aims to achieve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around way" under the country's 13th 
Five-Year Plan. The year will be significant and very 
challenging for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was also founded in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1921).
On the long list of items under the CPC's plan, poverty 
relief is high on the agenda of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proposes support for poor villages to 
develop signature products and services.
Guidelines were also issued to enhanc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ed eastern 
regions and underdeveloped western 
regions, in the hopes of meeting 
poverty reduction targets.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implement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this year, which 
includes cutting excess capacity, 
implementing agricultural reforms, 
boosting the real economy and 
nurturing new growth.
Political reforms will also be 
implemented this year,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and 
a creation of a law on national 
supervision. Despite efforts to build 
a clean Party, the crackdown on 
corruption has gained "crushing momentum," netting 

Many economists say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for the 
designation. China’s yuan is no longer undervalued, 
they argue, and China’s central bank has spent nearly 
$1 trillion of its foreign reserves trying to boost the 
currency. Some, though, say the White House could 
justify tariffs as a response to a decades long pattern 
of special arrangements that unfairly boost Chinese 
exports.
China has a number of ways to respond. It could 
simply sue the U.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r it could take more drastic action by letting the yuan 
drop even further, blocking imports, and making life 
miserable for U.S. companies in China.
One possibility for Mr. Trump: Do nothing until at 
least April 30, when 
the Treasury is required 
to evaluate foreign-
exchange-rate policies.
May 26: G-7 leaders 
meeting in Italy
Currencies are bound 
to be on the agenda 
of the meeting in 
Italy of the seven industrialized powers—the U.S., 
Germany, Japan, Canada, U.K., Italy and France. Fred 
Bergsten,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ays this would be the 
place for a President Trump to try to put together a 
global currency deal, reminiscent of the Plaza Accord 
of 1985, which drove down the value of the dollar.
China is already hurting from a too-strong dollar, 
which sucks away investment. By then, Mr. Bergsten 
figures, other countries will too. Mr. Trump will want a 
weaker dollar to boost U.S. exports.
If the industrialized nations are on board, China could 
ratify the deal at the G-20 leaders meeting about a 
month later, if not sooner. The U.S. wouldn’t overtly 
call for a weak dollar, says Mr. Bergsten. It would talk 
up a “competitive dollar” instead.
June or July: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Meeting in Washington in Washington DC.
If the U.S. and China can’t agree to continue the Obama-
era cabinet-level talks, that would be a bad sign for 
relations, China experts agree. Although past meetings 
have been short on major accomplishments, they have 
revived negotiations on 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and helped the two sides better understand each other.
With Mr. Trump, there “would be a question mark over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mechanism,” said He Fan, a 
senior economist at Renmin University in Beijing. 
U.S. experts are similarly unsure whether the 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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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personally                                                                                     
called world leaders invoking his “direct” approach.

China's Prospects, Challenges For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China Waits As President Trump Speaks With World Leaders

China's 19th Party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will be held in late fall in 
Beijing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will be a test for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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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watchers are now wondering not only why, but 
when Trump will speak with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Xi Jinping.
Since stepping into office, Trump's focus has largely 
been on domestic issu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d 
analysts say his pledge to put America first has meant 
he needs to focus on bringing jobs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not a country he has accused of stealing those 
opportunities.
The U.S. president's campaign pledge to bring jobs 
back to America is not only at odds with China's 
interests, but his administration's statements on what 
Beijing regards as 'core interest' issues such as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r a decision to speak with 
Taiwan's president, Tsai Ing-wen, have made China 
uneasy.
"From Mr. Trump's perspective, he has to sort out his 
various policies; sometimes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and so on, before he could have a coherent conversation 
with [China's] President Xi," says Oh Ei Sun, a senior 
fellow at the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ingapore.
Still On Radar

The delay does not mean that China is not on Trump's 
radar, says Wong Ming-hsien, a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at Tamkang University in Taiwan.
Wong says that when dealing with China, it is not just 
one issue. When it comes to U.S.-China relations, there 
is a whole host of problems, including the Chinese 

currency, the trade deficit, cyber security and other 
issues.
"When dealing with one issue related to China, there 
are always many other complex issues that come up," 
Wong says.
By contrast, Wong says many of the issues Trump has 
taken on are ones the United States can take the lead 
in addressing, such as Secretary of Defense Jim Mattis' 
recent trip to South Korea and Japan or Trump's recent 
phone conversations with leaders like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Malcolm Turnbull and Mexican President 
Enrique Pena Nieto.
"China is the other superpower and I think even with 
Mr. Trump, he will take some precautions in carrying 
out such a conversation," Oh Ei Sun says. "I think that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will meet up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be it at a bilateral summit or on the 
sideline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ong, however, says it makes sense for Trump to try 
not to concentrate on China policy issues now because 
President Xi's key focus this year too is on issues at 
home.

Later this year, China will hold a leadership 
reorganization, scheduled for every five years, during 
which Xi is expected to try to further solidify his 
power.
Hidden message
Wong says for the thornier issues, Trump may wait as 
long as six months before he tries to tackle any bigger 
issues with China.
Some analysts see the delay as a hidden message 
or tactic by Trump. They also say it highlights how 
the new administration may completely revamp the 
channels and mechanisms the two countries use to 
interact.
Shi Yinhong, a political scientist at Beijing's Renmin 
University, says that much like he has done with 
other leaders, Trump appears to be trying to show his 
toughness.
"This absence of a phone call from Trump to Xi Jinping 
seems to indicate a deliberate approach on the part of 
President Trump to show that he is going to be more 
firm," Shi says.
Given Trump's negative remarks on the campaign 

trail and criticism of China in economic, financial and 
security fields, a call could help clear the air.
'A phone call cannot solve any major concrete 
issues, but what is required is an exchange of some 
good words or goodwill between the two presidents, 
which unfortunately has still not happened,' Shi said.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will survive. To keep the sessions alive, Mr. He figures, 
the two sides could agree to slim down the talks and 
focus on “major, big picture issues.”
Late Fall: 19th Party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in Beijing
At the last 
session of 
the previous 
congress in 
2012, Xi 
Jinping became 
Communist 
Party chief. 
About a year later, the party pledged to give the 
market a “decisive role” in the economy. Less noticed 
at the time, the party also vowed to retain its “overall 
leadership.” Since then, economic reform has taken a 
back seat to party control.
In this congress, Mr. Xi is expected to further 
consolidate power and maybe even replace his premier, 
Li Keqiang, with a closer ally.
Oddly perhaps, Mr. Trump’s tough stance toward 
China could help Mr. Xi persuade his party that he 
needs a stronger hand to deal with a truculent U.S. 
What a strengthened Xi means economically, though, 
is harder to tell. He could push ahead with the kinds 
of changes sought by the U.S., including shutting 
inefficient steel, aluminum and other plants whose 
exports batter U.S. competitors. But the opposite is 
also possible. A stronger Xi could also ensure the party 
continues to put its interests ahead of the market.
November: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Summit in Vietnam
Because Mr. Trump has now scrapped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 trade deal between the U.S. and 
11 Pacific Rim nations, the way is clear for China to 
push for its own Asia-Pacific trade deal. By default, 
China—a country that Mr. Trump and others have 
criticized for protectionist practices—could become 
the leader of trade expansion in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region.
“China wouldn’t have initiatives involving significant 
liberalization,” said David Dollar, a China schola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e’d have slippage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sia-Pacific.”
But many in Beijing look forward to China playing a 
bigger trade role. “As tough as it is to deal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lso presents a big opportunity 
for China,” a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 said. 
(Courtesy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china-
relations-dates-to-watch)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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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海外專業人士寧波行”暨
“僑夢苑”授牌儀式

智勝暑期班紮實基礎全面提高

世界首富“張健”珠寶
五行幣恭祝：全中國人
民、海外華人、華僑、全
球雲家人及未來雲家人
合 家 團 圓、 健 康 幸
福、吉 祥 如 意、雞 年
飛 翔、元 宵 節 快 樂！

為充分發揮僑務資源優勢，圍繞打造中國制造 2025 試點示
範城市建設，引導僑胞參與寧波建設、共享發展機遇，共同建
設寧波示範性僑商產業聚集區和華僑華人創新創業基地——寧
波“僑夢苑”，2017 海外專業人士寧波行暨“僑夢苑”授牌儀
式將於 2017 年第四屆中國機器人峰會期間舉辦，並將邀請海外
智能制造產業相關專家共同參與。

活動時間、內容及補助
報名截止時間：2017 年 2 月 27 日，3 月 20 日
活動時間：2017 年 5 月 15 日 -17 日，會期 3 天
主會場：浙江千人計劃余姚產業園
活動內容：第四屆中國機器人峰會，項目路演，對接洽談，

僑夢苑授牌儀式及推介參觀
參會補助：受邀參會者補助 5000 人民幣 / 人

春季學期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了，不知
道大家適應的怎麼樣呢。相信正在參加智
勝學院課程的孩子們，經過老師的指引輔
導，一定能夠在新學期取得好成績。

最近有一些家長向我們反映很多小孩
子小學初中的時候成績還可以，等到升入
高中馬上要考 SAT 準備升大學的時候，才
發現自己的成績突然一落千丈。其實就是
因為小學初中的時候沒有做好功課，落下
了許多薄弱的知識點沒有及時發現彌補，
從而導致新一輪的課程學起來心有余而力
不足。而且各個課程之間是相連相通的，
一門課程學不好也會影響到其他課程，形
成惡性循環。很多在考試前四處找老師或

邀請對象
具有碩士以上學歷，且擁有國內所需的智能制造相關的專

業技術成果、有回國創業意願或擁有創業項目的海外華僑華人
專業人士和僑商，攜帶合作交流項目參加活動。組委會將從報
名者中篩選約 40 人邀請參會，先報名先受邀，額滿為止。

組織機構
（一）支持單位：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浙江省人民政府
（二）主辦單位：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僑務辦公室
                             寧波市人民政府
（三）承辦單位：寧波市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
                             余姚市人民政府
                             江北區人民政府

補習班試圖臨時抱佛腳的
學生歸根結底就是沒有在
早期對於基礎教育給予足
夠的重視。

尤其現在很多家長只
看到了美式教育輕松愉快
的一面，覺得小孩子每門
課成績很容易都在 90 分
甚 至 95 分 以 上， 功 課 是
沒有任何問題的。其實美
國的學校為了鼓勵小孩子
對學習的興趣，往往給的
分數都是偏高的，同學之
間差距也不會很大，這就
使得家長不了解孩子的真
實水平，忽視了對孩子的

教育。
九層之臺，起於壘土，學習是一個循

序漸進的過程，需要不斷地鞏固練習。以
數學為例，從 pre-Algebra，Algebra1&2，
geometry 一直到 pre-Calculus，Calculus；
環環相扣，每一節都很重要。英文就更是
如此了，沒有大量日常閱讀詞匯量的積累
是很難在考試時迅速理解文章主旨思想
的，同樣平時沒有足夠的語法練習也是很
難在規定時間內寫出漂亮的文章的。

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非一日之功，既
需要家長的監督和學生的配合，也需要有
良師的陪伴指導。如果您的孩子錯過了春
季班紛呈的課程和心目中哪位優秀老師，

不用擔心，我們暑期夏令營聘請原班名師
任教，同樣精彩。暑假正是對知識查遺補
漏，全面提高成績的黃金時期，我們為
2-12 年級的學生精心準了備包含英文數
學科學等豐富有趣的課程。這些名師會用
他們豐富的經驗和高質量的授課，培養孩
子的學習興趣，樹立孩子的學習信心，全
方位都得到提高。

今年的暑假班依舊分為兩期，一期有
四周。第一期 課程於 6 月 5 日開始到 6 
月 30 日結束，第二期於 7 月 5 日開始到 
8 月 1 日結束。兩期課程進度內容相同，
方便各位同學安排其他出遊的時間。有興
趣的家長同學可以隨時關註我們的網站瀏
覽暑期時間課程安排等信息，也歡迎來電
或郵件咨詢。

此外，智勝學院將在四月份舉行夏季
的課程說明會（open house），具體時間
安排會以郵件的形式發送給各位家長，屆
時也希望各位學生及家長蒞臨現場，積極
提問與老師深入交流學習。

學 院 上 課 地 點 :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 公 室 地 址 :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詢電話 : 713-777-1688 
網站 :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

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

家關註。

圖（右一）為智勝學院負責人徐華博士與該校教師合影。

2017 年與張健共同打造中國“張健”品牌，讓你擁有
終身的財富、智慧、幸福、保險……每家每戶收藏一枚金
燦燦的五行金幣！

讓富足美好與快樂和諧全球，讓首富張健愛心灑滿全
天下，讓五行金幣再創不老的神話……譜寫歷史新的篇
章……！讓我們在 2017 雞年大展宏圖！共創輝煌！金雞送
禮！金幣輝煌！！！

從今年春晚傳遞的信息你悟出來了嗎？你能明白中國政
府的用心良苦嗎？五行：金木水火土，中國的五行系統，
五行金幣！

四川的火；
廣西桂林的水；
西藏的土；
黑龍江應該是木；
上海的金；
2017 年五行幣
送給你吉祥 : 
金字幣預示 :
金雞報曉金如意
金幣輝煌金滿地
木字幣預示 :
五行大業草木旺
郁郁蔥蔥生遍地
水字幣預示 :
水清流急財源滾
匯集東方中華地
火字幣預示 :
雞年大火大發展
五行之火燃聖地
土字幣預示 :
金木水火歸中土
土豪七億占滿地

五行相生有次序
中土調節人助力
老大慧眼識五行
雲家厚福長如意 
美國五行幣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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