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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學院中文學校
春節聯歡熱鬧度新年

建校47年﹐休士頓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學校中華文化學院
於上周六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大禮堂舉辦今年的
農曆新年春節聯歡活動﹒全校師生家長﹐歷任校長﹑副校
長﹐董事會成員及來賓們共500多人齊聚一堂觀賞學生
們的表演熱鬧歡度新年﹒當天的表演節目都是各班的老
師和學生們自行設計排練的成果﹒駐休士頓辦事處林映
佐副處長及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也應邀到場參加盛會﹒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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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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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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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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或有誤  Ben Taub醫院“槍案”調查無果
（本報訊）本周二中午，據多家媒體報道

稱，休斯頓 Ben Taub 醫院發生槍案，並且有
多人聲稱目擊了現場。

截止到周三下午，休斯頓警方調查機構已
經明確，有關醫院槍案的報道有誤，如果沒有
新的線索被發現，警方將停止調查。

休斯頓警察局發言人 Victor Senties 稱，一
個傳言或是沒有經過確認的報道導致了警力介
入，調查機構已經和多名涉及此案的目擊證人
進行談話，但是沒有獲得任何有關槍案的確切
線索。

警方稱目前還沒有理由相信這是一個有意
的惡作劇，同時，警方的快速反應該是正確的
做法。

休斯頓警局局長 Art Acevedo 表示，這是
一個錯誤，由於當時現場有多個目擊證人聲稱
聽到了一個男子反復喊話“放下武器放下武
器”，並且還聽到了兩聲槍響，因此才導致了
案情升級。

從本周二下午兩點開始，Ben Taub 醫院的
工作人員緊急執行了“白色措施”，這是醫院
系統在遇到可疑槍案所實行的應對方法，許多
義務人員迅速撤離。

防爆特警小組和其他的警務人員連續兩個
多小時迅速搜查了醫院的六層大樓和地下室，
但現場沒有發現任何作案槍手、武器、子彈痕
跡，也沒有任何人員傷亡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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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系達拉斯訊】蝴蝶夫人是義大
利劇作家普契尼創作的歌劇，也是普契
尼創作的一部偉大的抒情悲劇。蝴蝶夫
人故事的構想始于1900 年，故事講述一
位美國軍官與日本藝妓的愛情故事。

一位在日本駐守美國軍官平克頓遇
上了一位漂亮的藝妓蝴蝶。平克頓當場
向蝴蝶求愛，蝴蝶接受了，于是他們舉辦
了婚禮.他後來必須移防，於是和他妻子
說：“我會帶著玫瑰，在世界充滿歡樂、知
更鳥築巢的時候回來。”三年後，平克頓
已結束任務並返回美國，但蝴蝶深信他
會重回她的身邊。可惜娶了美國妻子的
平克頓無法實現諾言回到蝴蝶身邊，却
要求帶走他與蝴蝶生的兒子。蝴蝶出現，
準備見平克頓但却找不到他。蝴蝶此時
已猜測到該事情的真相，並願意交出其
兒子。蝴蝶把她的兒子帶入房間。其後，
蝴蝶便在玩捉迷藏時，用黑布蒙著兒子
的雙眼，並獨自走到屏風後，以死作為對

平克頓的控訴——往自己的咽喉刺去自
盡身亡……當平克頓回到三年前的故居
時，他只有看到已經斷氣的日本妻子以
及他在日本生的兒子了…。

淒美的愛情故事透過歌劇闡述，由
中國名聲樂家和慧主唱蝴蝶夫人，將于3
月10日至3月26日在達拉斯歌劇院演出
6場，分別是:03/10星期五7:30pm, 03/12
星 期 日 2:00pm, 03/15 星 期 三 7:30pm,
03/18 星 期 六 7:30pm, 03/24 星 期 五 7:
30pm, 03/26 星期六2:00pm 票價自$19元
起 可 至 達 拉 斯 歌 劇 院 洽 購:
214-443-1000

名聲樂家和慧於2006年為第一個中
國女高音歌唱家登上世界頂級歌劇
院---米蘭斯卡拉歌劇院，先後在《托斯
卡》《蝴蝶夫人》中扮演女主角。在慕尼黑
巴伐利亞國家歌劇院，巴黎巴士底歌劇
院，巴塞羅那利塞烏歌劇院，維羅那阿萊
那歌劇院，雅典國家歌劇院，紐約愛菲爾

菲舍音樂廳，維也那金色大廳等等都有
成功的演出。在世界最大的露天歌劇
院---維羅那阿萊那歌劇院成功的扮演

《圖蘭多特》中柳兒獲2005年度最佳首演
獎.自2005 年至今，曾連續6 年擔任世界
最大的露天歌劇院維羅那歌劇院多部歌
劇的女主角，並在2010年歌劇節上，被評
為女主角中的第一名。2007年成功的扮
演《阿伊達》中的阿伊達榮獲由威爾第歌
劇協會頒發的本年度最杰出歌唱家
獎---朱莉葉獎。

2010年登上美國大都會歌劇院成功
扮演《阿依達》，同年獲意大利首届“奧斯
卡歌劇金像獎”。

2011年作為第一個亞洲歌唱家榮獲
“伊利卡歌劇金像獎”，此獎項只頒發給
歌劇史上最重要的歌唱家。是迄今為止
唯一同時登上世界六大頂級歌劇院的華
人歌唱家。2015年4月，獲頒影響世界華
人大獎。

中國女聲樂家和慧達拉斯歌劇院
演出名劇蝴蝶夫人 歡迎華人聆聽欣賞

世界華人婦女工商企管協會-北德
州分會（GFCBW-NT)將於三月十一日
（星期六）早上九點半舉辦：如何種植、修
剪及維護仙人掌植物之課程，培養世華
會員們對家庭室內外園藝的興趣和認識
。

活動地點：Sunshine Miniature Trees,
7118 Greenville Ave., Dallas, Tx75231(電
話（214）691-0127)

種類繁多色彩鮮艶的多肉植物-仙
人掌，不論室外種植或室內觀賞均相宜，
且不需花太多的時間打理，乃是衆多人

及家庭特別偏愛的觀掌性植物之一。雖
知它們的習性耐旱可放任慢慢生長但是
還是有特別的方法需要我們學習如何讓
這些肥嘟多肉可愛的植物長期的保持飽
滿、結實、精神奕奕！

此課程亦歡迎非會員參加，報名費
用$10，會員免費。大家可攜帶自己喜愛
的花器上課，如喜歡可現場自由選購那
些小植物。但座位有限，請大家及早報名
。 報 名 電 話（214）505-3131,（817）
975-0306，或請 email 至 gfcbwnt@gmail.
com。

世華華人婦女工商企管恊會北德州
分會自2011年復會以來，每月都會舉辦
會員活動，不論是專業性講座，身心靈的
健康講座，公司參訪或是娛樂性活動等，
均為本地區職業及工商婦女提供了有益
于身心健康的提升，並為會員們在職場
打拼之餘創造了溫馨的女性互動。

有興趣加入本會會員的女性，請連
絡本會。電話：817-975-0306：Email:gf-
cbwnt@gmail.com
(婦女會供稿)

世華婦女工商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三月份活動預告
園藝學習- 如何種植、修剪及維護仙人掌植物

事由：舉辦第七届書畫習作聯合展
出。
日期：2017年4月15日至28日。
地點：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大廳。
開幕：2017年4月15日（週六）上午
10時30分。
辦法：
1. 無任何資格限制，凡作品稍具
基礎者（由主辦單位認定）皆可參
展。
2. 尺寸不宜過大或過小（4尺宣紙

對開、三開、四開為宜）。
3. 每人以三幅為限（對聯上下聯
為一幅，視參展情況調整）。
4. 以直幅為宜。
5. 4月14日（週五）中午12時至下
午1時收件，1時至4時張掛。
6. 4月28日 (週五)中午 12時後開
始取下作品，各自帶回。

附註：
1. 此項展覽每年舉辦一次，所需

經費由主辦單位共同分擔。
2. 所有工作人員均為義務職。
3. 希望大家共同協力使展出更加
完滿。

主辦單位： 美南中華書畫藝術學
會會，中美文化
交流協會，達
拉斯華人活動
中心

QS170223B達福社區

達福台大校友會于二月十八日晚間，在金華燒臘餐廳舉辦
2017年的”慶元宵，迎春節”聚會。與會的校友及眷屬親友有一百
多位，席開十桌，非常熱鬧。這次活動在丘會長的領導及理事們
的統籌策劃之下順利進行。還有顧問們的熱心幫忙使這次活動
圓滿成功。

晚餐有金華餐廳提供的-魚肚海參羔，椒塩大蝦，茄子鷄煲
，避風塘大蟹飯，清蒸龍利等九道佳餚，還有好䇄的紅豆湯圓。晚
餐後，丘會長向大家拜年，祝元宵快樂，和介紹六位新校友。接著
是趣味十足的餘興節目：有獎徾答，猜燈謎，台大合唱團的兩首
動聽歌曲，張老師和鄧教授的獨唱，廖老師排舞的教導和校友們

的熱情加入排舞的表演。在這些精彩的節目中，與會的校友及
來賓很高興的參加抽獎活動。最後的大獎是會長的一路發紅包，
給晚會帶來高潮。

這次的元宵晚會在廖老師領導之下，大家引吭高歌台大校
歌，為本次晚會劃下完美的句點。(台大校友會供稿)

台大校友會以豐盛佳肴賀新年共度元宵佳節

台大合唱團演唱台大合唱團演唱

丘會長與一路發紅包得獎校友合影丘會長與一路發紅包得獎校友合影 有獎徾答有獎徾答 元宵晚會猜燈謎元宵晚會猜燈謎

劉博士的可愛小男孩高興的跳舞劉博士的可愛小男孩高興的跳舞 排舞表演排舞表演

第七屆書畫
習作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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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中美論壇

文稿言論不㈹表本報立場，文責㉂負。

http://english.us-chinaforum.com/weekly-forum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美論壇稿約
評論時政的利弊得失，伸張世界的正義

公平，良心知識分子的園㆞，歡迎來稿投
書和回響，作者文責㉂負，請留真實姓
㈴，㆞址，電話，不改稿，不退稿，不付
稿 酬 ， 所 ㈲ 稿 件 及 信 函 ， 請 email㉃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h

185

㈳務委員：張紹遷  周友道   ㈬秉和   張㆒飛   陳立家   陳憲㆗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范湘濤   張文基兼㈳長

本文筆者亦親㉂前往琉球參與反對邊野古基㆞建設活動，站在第㆒線現場與
參予活動之琉球㆟民訪談，並依照㈳會科㈻㈻術倫理之要求，並不設置前提 由
受訪者㉂行闡述。本次訪談對象為反基㆞運動之國際通譯、高㆗教師、抗議專
車領隊（該專車每㈰早㆖由那霸市沖繩縣縣廳前廣場發車）、抗議活動參與㆟
士。最後，再以詮釋方法將其整合為㆒個完整的琉球主體的大敘事。

 Despite of mainstream media's refusal of giving him a 
proper endorsement, Trump's victory does represent a movement and 
a phenomenon that a large population, bordering a majority of 
American citizens, is extremely fed up with 'political correctness' 
slogans uttered by politicians. The only meaningful yardstick that 
American voters could use amidst complex domestic issues and 
troubling foreign affairs is the question that are you better off today 
than eight years ago? An extension of that question is will you be 
better off in the next four or eight years, if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ies, most importantly the political bickering of bipartisan 
politics, persists? Obviously, enough citizens answered negative even 
with some of the supporters for Hillary Clinton, including many 
American elites.
 Trump's victory surprised not only the American elites and 
a large number of American citizens but also the entire world. The 
result is anger now vented through protests (hopefully temporary) and 
media's critical watch (hopefully fair) on Trump and his team's 
conduct and policy changes. Yes, Trump used the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s to illustrate his desire to keep his campaign 
promise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executive order was related to 
protecting the U.S. from terrorism, stopping entry of Muslims to the 
U.S. from seven Muslim countries for 90 days. The intention was 
clear and consistent with his campaign statements but the media's 
criticism was also valid to the extent that the execution of the order 
would affect unfairly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oreign employees 
and legal immigrants coming to the U.S. from these seven countries. 
Trump certainly has his unique personality and manners in 
considering issues, making decisions, communicating with the public 
and taking actions.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the media, mandated by 
the result of the extremely transparent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process,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y either have to accept him or try to 
offer advice to influence him. The most sensible and constructive way 

is to give him a chance, time and space, to learn the complexity and 
enormity of the US Presidency by expressing our concerns to him with 
the 'Respect' due to the Presidency. In this column we will do just that.
 First, we would like to tell President Trump that many 
Americans agree with him.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a dilemma and the 
country is at a cross road even though the people may seem to be divided 
on many issues in different ways. The divisions all contribute to the 
American Dilemma we all are facing that is to continue to lead the world 
incurring debt or to focus on our domestic interest to make us great again. 
The U.S. is a rich nation with her economy becoming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since 1920's. The U.S. is also the superpower with unmatchable 
military strength. However,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U.S. engaged in 
wars that drained her treasury mounted a national debt to $19 trillion 
today. Hence, the US economy is weakened in contrast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sian countries, especially China. 
 The decay of her once advanced infrastructure, dwindl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burden of social welfare system compounded 
with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partisan division rendered the U.S. a 
stagnant economy with job loss, expense of unemployment welfare, and 
escalating healthcare cost. In addition, since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 the 
US external military solution did not reduce but enhanced terrorism. 
National security becomes a major concern for the U.S. and a financial 
burden to the country. The necessary domestic measures in combating 
terrorism infringed her citizens' freedom and privacy and created tension 
among social and racial groups, distrust in government and media and 
unhappiness in families struggling with shrinking income. The failing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mounted her national debt and offered 
Americans a very dim future.
One of the crossroads of the US dilemma, continuing to lead the world 

with military strength, may be characterized with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whereas the other road, focusing on US economy and 
welfare of her people, may be characterized by a new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national economic excellence). This is a dilemma because 
evidence showed that it was difficult to do both well. Although this 
dilemma was not articulated clearly to the voters of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voters seemed to have appreciated it by aligning themselves 
behind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rump) more than behind "Together 
we are strong. Make America work."(Hillary). Even though the popular 
votes were close, Trump's slogan implying an admission of problems and a 
promise of drastic changes won the election.
 Trump's team has to understand what does 'Great' in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mean to American people; their focus and emphasis 
cannot yoyo between the two crossroads. Military strength has a role to 
play but so does austerity in military budget to cut the waste and improve 
efficiency (and reduce oversea commitments perhaps) so the U.S. may put 
the money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Earning money (trade), reducing 
national debt, rebuilding infrastructure, fixing healthcare system, 
stimulating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improving education and 
creating productive jobs are definitely in the 'Great' list.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ust be dealt with care but cannot detract from the 
items on the 'Great' list. One may take a real estate case to illustrate the 
above point. When one is to renovate a home, the approa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building a house for investors. The purpose of renovation of 
a 'home' is for the resident owner (American people) to have a great home 
by his definition of a great home not based on ideas attractive to others 
(foreigners).
 In closing, we may cite an old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is very appropriate for dealing with political 
dilemma. Citizens (people/voters) are like water. Water can float a boat 
(government/leader) as well as topple a boat all depending on the 
condition (mood) of the water. Calm water can keep a boat floating 
peacefully, say for people to fish in, but a turbulent water can topple a boat 
unexpectedly, for example, drowning the people on the boat. As the U.S. is 
at a crossroad and her citizens are divided, it is wise not to agitate the 
water to become turbulent but to focus on fulfilling the 'Great' list people 
wanted.

中國許多大城市為了讓人們留
下印象，都費盡心思想出一些所謂
的「三怪」順口溜來標榜其特色，
譬如青島的三怪中有一怪是「啤酒
裝在塑膠袋」，重慶三怪中有一怪
是「電梯跑得比汔車快」，到過兩
地的人看到這裡，應該會發出會心
的一笑。

轉眼臺灣，看到民進黨二次執
政以後，臺獨份子的囂張和其許多
令人咋舌的行為，筆者驚覺發現這
群政治動物也有三怪：

第一怪，没志無瞻,坐井觀天喊
痛快！

中國近代史上，鬧獨立並不是
什麼希罕事，蔡鍔的雲南獨立，李
鴻章的東南自保，毛澤東在延安，
蔣介石在臺灣都是某種程度對抗中
央政府的獨立行爲；但以上這些人
的獨立只是他們見機行事下的不得
已的手段而非其目的，蔡鍔是爲了
討袁，李鴻章是為了躲八國聯軍之
禍，毛澤東是為了解放，蔣介石是
爲了反攻，他們最後的目標仍然是
整個中國。今天的臺獨份子對目前
的一畝兩分地卻很躊躇滿志，對老
祖宗留下來的其他大好河山連想都
不敢想，為了怕惹麻煩，甚至連釣
魚臺和太平島也想放棄，金門馬祖
更是想趕緊丟掉；以前鐵木真帶領
幾十萬大軍征服了大半個亜歐，满
清以八旗子弟兵統一了中國，而這
群臺獨孬種卻根本没有統領全中國
的志氣和膽識,躲在井裡看世界，

Will Trump Take the Right Crossroad Facing America's Dilemma

自得其樂還高唱愛拼才會贏，簡直
是自欺欺人，難道不覺得自己可憐
可哀嗎？

第二怪，數典忘祖，把倭鬼當祖
宗拜！

眾所皆知，除了原住民外，臺灣
人的祖祖輩輩都來自福建,廣東，是
百分之百的漢民族，但有少數臺獨
份子對小日本卻情有獨鍾，他們對
劉銘傳和蔣經國在臺灣的建設避而
不談，對曾經殺人放火的日本殖民
統治者在臺灣的一點恩賜卻感激涕
零；李登輝這個無恥之尤，當過中
華民國總統的人居然以曾經當過兩
天日本兵自豪，他公然宣稱釣魚臺
是日本領土；辜寬敏，柯文哲等人
都以自巳出身於皇民家庭沾沾自
喜，絲毫不以有個漢奸爸爸為恥，
奈何他哉?與日本人風馬牛不相干的
名嘴鄭弘儀也恬不知恥說他爸爸是
日本人，奈何他哉？臺獨份子還每
年組團到日本參拜靖國神社裡的倭
鬼，奈何他哉？

據傳日本二次大戰投降後，有十
多萬日本鬼子隱姓埋名變成了中國
人而留在臺灣，如今這批倭種可能
己繁殖到了百多萬，難道這些臺獨
份子中的假皇民是日本留下的真倭
種？值得大家警惕！一定要把這些
倭種的真面目揭露出來，把他們為
什麼會抗中媚日的陰謀公之於世，

◎范湘濤

讓大家知道臺獨是假，倭種己經登
堂入室是真，這不是一個政治議
題，是一個民族問題，不能讓中華
民族的土地不明不白的再次淪落到
倭寇手中。

第三怪，厚顏無恥，貪污枉法成
常態！ 

陳水扁貪污入獄，為了保外就醫
而裝瘋賣傻，出獄後根本不在意自
已的 囚犯身分到處趴趴走，遇到重
大聚會，竟然有大批政界大枷排隊
求見，儼然一個救世主姿態，看了
令人咋舌，這是個什麼世道？

蔡英文政府上任後，無法無天的
追討國民黨黨產，開放日本核污染
食品進口，為日本人樹碑，大砍勞
工假，廣大漁權喪失，農產品滯
銷，旅遊人數減少，社會已經被弄
得烏煙瘴氣，他們內部權利鬥爭卻
方興未艾，笑罵由你笑罵，好官他
好自爲之，面對抗議民眾他不屑地
說：「阿莫你沒案狀」？（你要怎
樣？），真是可忍孰不可忍。

看到臺獨份子在民進黨帶領下的
三怪現象，想找一個形容詞來把牠
總結一下，較盡腦汁，終於想到一
句名言「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
多」來寫照這群喪心病狂的臺獨份
子,筆者諸君認為恰當否？如果你我
有同樣的感受，譲我們一起努力來
制止這陣妖風, 來除去這些王八吧！

廟小妖風大 池淺王㈧多
㆓㆓㈧前夕 論臺獨㆔怪

又是一年二二八，臺獨份子又
要以「皮哭肉不哭」的歡樂心情
來迎接他們所謂的一年一度的大
慶 典 ， 可 以 想 像 ， 行 禮 如 儀 之
後,仍舊是那一套老戱本,継續歪曲
中國近代史,醜化國民黨,醜化孫中
山 ,醜化蔣介石 ,醜化中國人 ,大搞
所謂本土化,這些臺獨份子已經到
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有識之士必
須警惕，予以反擊！

二二八這個簡簡單單的社會不
幸事件 ,經過臺獨份子的不斷渲
染，在李登輝,馬英九的配合演出
之下,由日本浪人餘孽的借機造事
變成了官逼民反的鎮壓，由幾百
人 的 死 傷 說 成 了 十 多 萬 人 的 屠
殺,由一般不幸的受害者(包括本省
及外省人),變成了有計劃對本省人
的清除行動,捏造歷史到了和尚打
傘，無法（髮）無天的程度,是可
忍熟不可忍；歷史學家李敖,武之
璋諸位先生,對二二八作了許多論
述，筆者在此不再多言。

臺獨份子不但捏造歷史，他們
更要濫用＂本土＂這個名詞，他
們 認 爲 「 本 土 」 就 是 臺 獨 的 商
標 ， 但 我 們 看 看 正 港 本 土 如 邱
毅，蔡正元，黃智賢等人卻都是
臺灣反臺獨的中流砥柱，再看看

有 些 「 中 國 豬 」 如 陳 師 孟 ,顧 立
雄，金恆緯，謝志偉，王定宇不
斷爲臺獨叫吠,都是不折不扣的臺
獨看門狗，再看看李登輝，金美
齡，辜寬敏這群日本假皇民，完
全以曰本的利益爲依歸，還不知
羞恥打著本土愛臺的旗號卻專幹
些親日賣臺的勾當,所以在此要喚
醒大家不要再被矇騙，被本土不
本土混淆了視聼。

中國疆域廣大，人口眾多，各
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排外情緒是
不 爭 之 實 ， 上 海 人 瞧 不 起 外 地
人，四川人也看不起下江人，各
地方的人也都認為「老子天下第
一」，本土就是中國人的本性也
是臺灣人的本性，但本土並不是
搞小圈圈，碰到生死存亡,榮辱與
共等大是大非的問題，大家仍能
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現在臺獨
份子要假借臺灣人本土的豪情,搞
媚日賣國的陰謀，必然為全體中
國人所不容。

中國歷史上想借外力援助而讓
自己政權能夠苟延殘喘的例子不
勝 枚 舉 ， 如 石 敬 塘 ， 汪 精 衛 等
人；他們的行為雖然可恥,但他們
的腦子還是清楚的，至少他們還
選了一個相對比較強大的靠山做
爸爸，而如今的臺獨份子卻連這
點基本算盤都没打好，認了一個
有奸殺淫暴前科又家道日落西山
的鬼子作後盾，把一個窮強盜當
做父親奉承,其下場不悲者幾希。
輔仁大學習賢德教授，在一篇評
論二二八的文章中指出：「臺獨
悪徒的報應就是武統，這也算是
臺獨份子自斷生路的天譴吧」！
預 言 是 否 成 真 ， 讓 我 們 拭 目 以
待。

本土這個名詞,本是民進黨鬥爭
國民黨的工具，没想到國民黨內
鬥也用上了這玩意兒,李登輝玩弄
本 土 分 裂 國 民 黨 的 前 車 之 鑑 不
遠,在國民黨改選主席的前夕,要記
住那慘痛的教訓，千萬不要再出
現這類本土非本土的亊議，因為
中國國民黨的目標是整個中國而
不僅僅是臺灣一地，没有這種抱
負的人，根本不應來競選，真正
愛護國民黨的人,要注意可能有些
心懷叵測的老奸巨猾借改選的機
會混上了黨的頭頭，請鬼拿藥單
的結果是，那個頭頭可能學著李
登輝的招式,把國民黨最後一次搬
上壽終正寢的牌位，嗚呼哀哉...。

本㈯非臺獨 臺獨非本㈯
㆓㆓㈧應㈲的警惕

◎㊪生智

最近因為寫文章批評馬英九而遭
到馬迷們的圍剿、謾駡，甚至詛
咒。 

有一個網友還問我「你那麼老
了 ， 如 此 不 積 口 徳 不 怕 報 應
嗎？」。我回答：「我是無神論
者，我當然不怕報應。如果有神我
相信神不會坦護一個出賣自己信仰
的偽君子。我也不相信神會傷害一
個 忠 於 自 己 學 術 良 知 的 知 識 分
子」。 

也有不少網友説他做了那麼多好
事，為什麼不提？更多的人問他究
竟做錯了什麼？ 

網友的回應，令我吃驚，原來泛
藍也有那麼多糊塗蟲。我決定把馬
的問題說得更清楚。 

現在我反問馬迷們：馬英九上臺
時民調那麼高現在為什麼只剰一
成？ 

馬英九上臺前泛綠選民一直在四
成以下，執政不到八年為什麼 

支持率接近（或已經超過）五
成？ 

馬英九執政近八年為什麼年輕人
九成五以上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
人？ 

夠了！夠了！馬英九配合綠營偽
造二二八歴史、配合媚日建八田與
一紀念館，配合綠營廢軍法、配合
綠營封存核四。馬的過錯真是罄竹
難書。 

馬英九任內做了太多親者痛仇者
快的事。馬的立場搖擺，讓藍營從
政同志無所適從。馬配合本土化的
結果，把國民黨的主張、信仰拋到
九宵雲外。馬英九執政近八年來把
泛藍的理念、鬥志徹底瓦解。泛藍
已經變成一盤散沙。 

最重要的是，馬英九身為中華民
國總統，卻縱容民進黨用教科書進
行去中國化。我們都知道，新版教
科書是陳水扁時代的教育部長杜正
勝  ，弄了個體制外的教改會編輯
的。藍營對於這個去中國化、媚日
版本的教科書痛心疾首。我們都從
為馬英九上臺以後會廢掉教改會，
敎 科 書 業 務 回 歸 教 育
部。教科書用中國人史
觀舊版，或另編新版。
沒想到馬上臺後，對教
科 書 問 題 完 全 不 予 理
會。非但不廢教改會，
而 且 繼 續 聘 用 前 朝 委
員。任由學校日復一日
進行媚日、去中國化教
育。 

王曉波做主任委員，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改
了幾個字而已，中學生
一 鬧 教 育 部 又 縮 了 回
去。 

對年輕人而言，民進黨去中國化
已經完成，但是國民黨再本土，年
輕人也不可能把國民黨跟中國、中
國人、中國文化切割。不承認自己
是 中國人的選民怎麼會把票投給國
民黨。 

我們不能理解，身為中國人、中
華民國總統、中國國民黨主席，有
什麼理由坐視民進黨用教科書進行
去中國化近八年之久？只有一個可
能  ，馬英就也認為去中國化是對
的，否則怎麼解釋。僅此一端，馬
英九再多的政績也抵不過這個過
錯。這個過錯可能把中國國民黨及
中華民國帶向滅亡。 

馬英九的作為讓泛藍的朋友欲哭
無淚。民調直線下滑，投票率也一
再降低。 

許多泛藍朋友給馬建言，馬相應
不理。給馬批評、給馬壓力，又被
馬迷指責破壞團結。 

我常在想在西方，一個民主國家
的領袖，其做風背離這個黨的理
念，可能不到三天就下臺了。而我
們的領袖配合民進黨去中國化近八
年之久，泛藍朋友竟然忍了近八年

配合綠營偽造㆓㆓㈧歷史
���������

◎武之璋 

之久，直到今天國民黨面臨大崩
潰的時候，竟然還有一批死士不
准批評他。 

假如當初我們泛藍朋友沒有人
對馬愚忠至此，我們一起糾正馬
英九的錯誤。給馬壓力馬不會犯
那 麼 多 錯 。 臺 灣 百 姓 像 過 去 一
樣， 認為自己是臺灣人，也是中
國人。國民黨會陷入今日之困境
嗎？ 

今天我以一個史學工作者的身
分，以史學家的道德勇氣正告各
位 讀 者 ， 馬 英 九 的 歷 史 地 位 是
「民族罪人」。 

我以泛藍戰將的身分，必須指
出馬英九的錯誤，知道自己、瞭
解自己，才好記取教訓，才能調
整䇿畧，才能羸得勝利。 

最後我正告馬迷們，你們的愚
忠，對馬「愛之適足以害之」。
如果認為我的話不對，歡迎以理
說服我，一切不理性的辱駡只能
証明你們跟緑營選民同一水準。 

編者按：武之璋先生為臺灣作

家,史㈻家。此文選㉂其專欄，本

刊經其授權轉載。

馬英㈨的功過，㈲許多不同的

評論，希望讀者賜稿，發表您的

意見。武之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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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的天空霧霾散盡。風，淋漓
地剝盡冬的最後一抹顏色。春天就要到了。
不管是策馬馳騁還是倦擁於月華照耀的窗前
，有誰能拒絕生活中那一瓣瓣的馨香和苦澀
呢？

讀美國作家宋曉亮的小說《切割痛苦》
的結尾，心情不由得有悲愴轉化為喜悅。為
小說主人公的闔家團聚而歡喜落淚。

書中女主人，文學編輯李清朝，在遭受
兩段婚姻狠毒的鞭打後，她仍頑強地生下了
自己那個“沒有”父親的兒子。單親家庭，
孤淒的生活，飲盡人間冷暖的母子二人，在
相互依傍和慰籍中，終走出生命的暗夜，走
進父子即將相認的首都國際機場……

宋曉亮用平緩、樸實的語言鍛造生活的
頑強與堅韌。她在枯燥、貧乏的人們對習以
為常的語言文字及小說篇章中的慣性敘述調
配緊湊、趣味，匠心獨運。

就《切割痛苦》的整體，很明顯是經過
精心打造和敘事的安排。從小說文字的起初
，就名字、情感把握及命運走向、簡潔、凝
練的人物對白而言，宋曉亮把自己對語言文
字的嫻熟把控與寫作經驗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讓整部小說融會貫通，令閱讀變得富有空
間、流暢和極具想像力。

《切割痛苦》讓生活中的細節與小說相
融、相互滲透。她的靈性思維使空間寬裕並
伴著放射性的契合。大大拓展了閱讀者的視
野。

《切割痛苦》在描寫移民生活時，從自
身的經歷到小說人物的刻畫，從外延和內涵
，不論是從閱讀者的外視角度，還是小說人
物本身的內視角度，都進行了極好的銜接、
轉換和對樸實語言有意識的精簡和磨練。乃
至人物的心靈、內心獨白都有特定的蘊育、
隱喻和適宜的抒情、特定語句的意像構架。
她用簡潔的文字衝破了一般小說中的嚴密思
維和及其工整的情節跌宕。使小說的意構渾
然天成。

《切割痛苦》極具精緻語言的提煉，美
和哲理意味，並以特定的場景、人物出場的
氛圍、場景中的細節刻畫及人物對話，其突
出手法就是平淡中創造意境，不以虛構過多
的衝突來塑造和剖析人物本質。她從簡單的
人物情節中提煉到思想的無限昇華，具體而
又不失純真的意蘊與事件的概括。使整部小
說極具生活的豐厚積累、內涵與實質性的美
感。

作家作為人類語言和文化的締造者與普
及者，她有著不使文字凡俗、惡意行走，使

之富於理性的柔美和探索的勇氣，顛覆傳統
、創建新的文化載體，成為時代最優秀，讓
人敬仰的文學匠人，她具有不一般的高度，
像白楊樹那樣偉岸、挺拔、令人仰望，作家
宋曉亮就是其中之一。

長篇小說《切割痛苦》的敘述性、敘事
性，是文本的血肉和風骨。宋曉亮把沈浸在
移民中和移民後幾個人物的形像、命運及生
活中的個性衝突與矛盾的升級、對峙和錯位
的美醜善惡在特定的紛雜中顯現出了特定年
代的特定鏡像。

創建新的文化載體是作家的責任和義務
。《切割痛苦》中的李清朝讓讀者記住了她
的頑強、堅貞、包容與忍讓。李環宇讓人記
住了他在現實生活中的屈就與隱忍。中國古
老的教育傳統與移民中特定的現實背景，最
終使他選擇了回國，回到養他、育他的親生
母親身邊。自小嬌縱慣了的何思陸大膽、潑
辣、自信，融入美國的人性文化與現實環境
，而又與丈夫李環宇的矛盾凸顯。其實，她
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被現實經濟殘酷虐殺了其
人之本性。蘇美姣的霸道、低俗與虛榮乃至
最終不得不面對的殘酷現實，無不體現了新
移民階層的疼痛和無奈。

讀者通過宋曉亮的語言智慧和極具貫穿

性的文字描述，感受到了人間被奢侈低迷覆
蓋的人性親情。讀者記住了何漢疆，記住了
何興，記住了麥麗春，記住了“女軍官”，
記住了二栓和巫巧香等。

《切割痛苦》於1997年有華夏出版社出
版發行。時至今日，這部小說依然散發著獨
到的馨香。自古有百家爭鳴之說。其實，經
典著作就是讓人品讀，讓人評論和爭鳴的，
不局時間的早晚。

夜空，繁星閃亮，不管人們是否注意，
它們都在自己的位置上發光。而今，對世界
漢語文學有著顯著貢獻的宋曉亮，已有極具
深遠影響的著作多部。

1997年6月30 日，應北京市人民政府辦
公廳的邀請，宋曉亮出席了《北京祝福你
——香港》的大型慶典晚會。那晚，她仰望
祖國浩瀚的夜空，抑制不住的淚水奪眶而下
，與此同時，喜悅和自豪感亦油然而生。她
知道祖國沒有忘記自己！

兩年前，她的作品已入藏中國現代文學
館。我想，中國漢語文學史上必將會留下了
宋曉亮的芳名。

語言的智慧——讀宋曉亮的小說《切割痛苦》
文/史立榮

周末吃過早餐後，他在書房裡修改文稿
《幸運》，她照例騎單車去康樂廣場跳群舞
。

十時許，手機響了。
喂，老婆，什麼事啊？
老公，我被車撞了。
哦？什麼車撞的？你有沒有受傷？
摩托撞的，左膝蓋?傷了。
走不動了？
可以慢慢的走，但很痛。
頭腦、腰胸沒事吧？

沒事。
身體其他部位呢？
都沒事。
有運氣，沒傷著重要髒器，只是皮外傷

。幸好不是被汽車撞的，不然就慘了。在什
麼地方撞的？

平安大道愛心醫院門口左側。
呵，最好的地點，入院救治方便。單車

呢？撞爛了嗎？
前輪變了形，輪胎也爆裂了。
不要緊，小意思，人沒大問題就好。是

你撞人家還是人家撞你呢？
是他犯規，一個男人，他越過中線。不

過，他也是因為避讓另一輛車才不得已撞過
來的。

那人呢？逃了？
沒有。他向我道過歉，就趕緊將我送進

醫院，直到醫生為我處理好傷口，他又把我
的單車送去修理。

那人還不錯，有點良心。你現在在哪裡
？

醫院休息室。

我馬上就去接你。
不用了，他說等會單車修好了，就親自

送我回家，連人帶車。
哦，你今天真幸運啊，遇上了一個好人

……
他放下手機，沉思片刻，便構思新的文

稿——《另一種幸運》。
（2017年1月8日於華盛頓 DC）

另 一 種 幸 運 文/錢 錚

0209D09

日月輪回間，年齡漸漸長了，對於春節的向往似乎淡了
許多。但是每到年關將至，還是會遙想重慶的臘肉和香腸。
故鄉地道的、自家熏制的香腸，各種作料相伴，花椒和辣椒
，精鹽和料酒，生姜和小蔥......

十二月的重慶城，空氣裏總是流轉著煙熏的臘香，過年
的味道。走過大街小巷，?頭就能撞見各種姿態的香腸臘肉，
有的懸在陽台上，有的晾在樹枝上。還有的列隊成行，得意
地掛在縱橫交錯的電纜線上，也不知是哪位大嬸想出來的創
意。是啊，電纜線四周沒有遮擋，陽光直接照下來，臘肉香
腸也幹得快。但是膽兒夠大的，若是那幾十斤重的臘肉香腸
砸下來，落在來來往往的行人頭上，不是死也是重傷。總之
，那些掛在室外的臘肉香腸，威風凜凜、昂首挺胸的樣子，
是我記憶裏的一幅鮮亮年畫。

美國的城市很少能見這樣的年畫。近日看新聞，說是紐
約的華人在後院曬臘肉，引發社區的抗議，抗議臘肉臭不可
聞，招來一群群蒼蠅和老鼠，嚴重破壞了當地衛生。紐約住
房密集，空間狹小，一個犯規的小動作，稍不留意就會導致
想像不到的地震。還是我們這裏好，地廣人稀，美國的大農
村，隨便怎麼折騰都沒人管你。

每年的元月，一群人歡天喜地聚在一起熏臘肉、灌香腸
，蘇新便是這群人的總指揮。蘇新是我的老鄉，有著重慶女
子的聰明能幹，豪爽幹脆，做一手正宗的川菜。因?熱情好客

，家裏總是人來人往，熙熙攘攘。我老公天性懶散，不好客
，專注於自己的愛好，客人們一般不願久留。朋友從外地來
看我，我開兩個小時車把他們帶到蘇新家，她家的餐桌上永
遠不缺佳餚美食。我贊她是現代孟嘗君，家裏常開流水席，
到了周末更是賓客滿桌，笑語喧嘩。有些來客，她自己都不
認識，反正是朋友帶來的朋友，一上了桌，菜一吃，酒一喝
，自然就成了朋友。衆人酒醉飯飽後，如果不想開車，一般
就留宿在她家，第二天早晨起來，還能吃上正宗的重慶小面
，小面佐料就有十幾種，更少不了滾熱的豆漿和油條。

那年父母來美國看我，我帶把他們帶到蘇新家。我父母
特別喜歡她家的後院，花開得特別燦爛，樹上掛著果子，菜
園子的菜青潤碧綠，一畦畦清亮整潔，賞心悅目。特別是那
一架的紫豆，葉綠豆亮，風過時，灑灑揚揚，揚起一藤飛舞
的蝴蝶。蘇新說，這些紫豆她沒有摘，知道我們要來，特地
留下讓我們嘗鮮。新鮮飽滿的豆子，不用佐料幫忙，就用一
點點油和鹽，大火一炒，滿屋子的濃香直搗心肺。然後再端
上一大盤的臘肉和香腸，那臘肉和香腸可不是中國店買的，
全是小舒親手做的，其正宗的味道讓我們又回了一趟故鄉。

似乎已成了固定節目，蘇新每年春節前都會灌香腸，香
腸灌兩種，一種是微甜的廣味，一種是麻辣的川味。行動之
前，她會去專賣店買肉，兩百磅的鮮肉扛回家，一忙就是好
幾個白天和晚上，她先生下班回家也會幫她的忙，比如切肉

，灌腸，調佐料，然後在庫房訂架子，灌好的香腸便掛在架
子上風幹。蘇新做的香腸美味可口，遠近聞名，極受?人追捧
。這些年她灌香腸，越來越多的朋友願意入夥一起幹。幾個
小孩圍在一邊看熱鬧，他們都是在美國出生的孩子，看大人
們灌香腸也是一種學習，見識中國的傳統文化，感受過年的
風俗和氛圍。他們高興的時候也會幫大人的忙，比如搖一搖
香腸機，捆一捆剛灌滿的香腸，等吃香腸的時候，自然能回
想起勞動時的歡喜。

轉眼又是一個農曆的新年。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還
在重慶，風華正茂的我精力旺盛，白天是一家外貿公司的職
員，晚上是娛樂城的模特兒和舞蹈藝員，外貿公司是5：30下
班，娛樂城的上班時間是晚上8點，中間的幾個小時也不浪費
，見縫插針背我的托福單詞。還好，上班的兩個單位都在解
放碑，我最愛夥同朋友去魯祖廟吃大排檔。記得冬天的陽光
照在身上，慵懶而溫暖，喝一口熱騰騰的蹄花湯，桌上的香
腸和蒜薹臘肉讓人垂涎欲滴。一蓬一蓬的幽香在空氣裏流轉
，一轉頭，幾束臘梅明媚了視線，疏落橫斜的枝，玲瓏嫩蕊
的花朵後面閃過一張青春的笑臉。多少年過去了，不知魯祖
廟還有沒有大排檔和花市？不管怎樣，重慶的冬天總有臘梅
的幽香相伴。時光匆忙，不經意的瞬間已悄然遠去，而臘梅
、臘肉、香腸......總會在我的記憶裏溫暖纏綿。

溫暖的記憶 文/孟悟

1/25（週三）請了兩小時半的假去
Holton-Arms School 的 「中 華 文 化 日 」
（Chinese Culture Day）演講圍棋、推廣中
華文化。是好友徐腕佑組織邀請去的。
Holton-Arms School 是一所私立女子學校
，該校環境極好，設備極優，學風自由，
地點極佳。

當天的 「中華文化日」內容豐富，除
了圍棋外，還有武術（李天老師）、布袋
戲（陳怡伶老師）、國樂（徐腕佑、林玉
惠老師）、中國傳統舞蹈（蔡家琪老師）
、國劇（王梅老師），每堂課卻只有15分
鐘（真短呀），每位老師都上了2、3堂課
〔註一〕。一天的 「中華文化日」對博大
精深的中華文化，真只是皮毛，但是，有
總比沒有好。

李老師的武術課，有團體學習的效果
、也有示範模仿的笑果，學生們在歡樂笑
聲中拳掌擊踢，運動到了，也學習到了，
很成功；陳老師的布袋戲課，佈置擺設齊
全引人，教學示範生動活潑，她還為每位
學生準備了一個布袋木偶，人人親手操作
，滿堂投入；我準備的圍棋課（濃縮精華
15分鐘版），學生們也都很認真地聽講，
提問不少，效果不錯，但自我檢討，有兩
點得改進，一、未能將家裡的大棋盤帶去
（車換小了，裝塞大棋盤不方便），二、
我帶去的小型吸?式棋盤，黑子是吸?式的

，白子卻不是吸?式的〔註二〕，故也無法
供教學使用。最後是將棋盤放在地上，做
規則講解‧‧‧太不專業了 。

很快的，我發覺課堂邊沙發上有幾位
說著標準中文的女孩們，一小組一小組的
坐著，坐在最後面的三個女孩，嘰哩咕嚕
的，話特多、特別有趣、特感親切。

下課休息時間，我端著咖啡主動向那
三位女孩探問，原來她們是來自北京的交
換學生，剛到美國(第一次來美國，不見時
差、年輕真好)，住在寄宿家庭。他們趁著
國內放寒假期間，來此當交換學生二週(才
二週呀)，千僖年後出生的小女孩，很可愛
、很天真、很青春。

她們說‧‧‧
「原來美國是私立學校比較好，公立

學校比較差。」
「這裡的學生怎麼都不怕冷呀？」
「我跟美國人提到我在北京讀的學校

，竟然沒有人聽過。」
「美國人沒有 QQ、微信、微博、支

付寶??還在用email，大不一樣呀！」
「怎麼有人包水餃時要在餃皮邊緣沾

一圈水呢？」
「美國人實在太不了解中國了，例如

，上回的上海維密秀，美國人對中國模特
兒穿著有龍有鳳的衣服深感困惑‧‧‧他
們對中國元素太不了解了。」

‧‧‧
「中華文化日」講課中也臨時穿插了

兩曲個人舞蹈，分別由兩位交換學生表演
，一是《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另一是
《廣陵散》，舞者、服裝、音樂、舞蹈，
都很具中國元素〔註三〕，兩位交換學生
舞蹈底子深厚，落落大方，舞姿嫚妙，演
出很是精彩，令人眼睛一亮。

還有一位身著紅衣的交換學生，個頭
小，嘴巴快，偶爾在練習韓國舞步（哈韓
？可能某個場合也要表演交流吧！），節
奏韻律極佳。她的嘴腦迅捷，令人印像深
刻，我誇她真可以去表演脫口秀了。她也
提到某位黑人脫口秀明星，有一回遇到一
位來自英國的?人，初次見面，當然是兄弟
來、兄弟去（Hi, buddy），來來去去的交
流後，發現對方口音不對、 文化也不對盤
，就直接對著那位英國黒人說： 「不、不
、不、你不是真正的黒人，我才是真正的
黒人！」她一邊說、一邊帶著豐富的表情
、手勢、動作。

哈哈，我立即對她說： 「妳在美國遇
見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也可
以對他們說 ， 『不、不、不、你不是真正
的中國人，我才是真正的中國人！』」

我想到1/22（日）華府作協寫作工坊
課堂上，巫一毛老師與大家分享了她在

2005年發表 在《明報》上的短文《紅色媳
婦見洋公婆》，文中寫到上世紀八?年代初
期，她第一次去見未來的公婆，首次見面
的公公在餐桌上問她的第一句話是： 「妳
是間諜嗎？」‧‧‧完餐後，未來的公公
又問： 「所有從紅色中國來的女孩，除了
會做出漂亮的模樣坐著，還會幹什麼？」

三十餘年過去了。三十河東，三十河
西。

多交流，挺好的。

〔註一〕：我只待上兩小時左右，無
緣見到國樂、國劇、中國傳統舞蹈三堂課
。

〔註二〕：學生常將圍棋棋子棋盒放
錯了。

〔註三〕：《花兒為什麼這樣紅》是
老電影《冰山上的來客》中的一首著名插
曲，是塔吉克民歌改編而來；《廣陵散》
是東漢時的樂曲，金庸的小說《笑傲江湖
》中也有提到。

〔李天老師的武術讓全班動起來〕
〔陳怡伶老師的布袋戲〕

〔與交換學生合影，左二的小女孩可
以去表演脫口秀〕

〔圍棋課〕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舞蹈表演〕
〔《廣陵散》舞蹈表演〕

有
生
自
遠
方
來
金
大
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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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蕭風兒兒 歌歌 童童 趣趣 「與你分享6」文 /鄧鴻章

0209D04

【 雞公仔，
尾婆娑，三歲孩
兒學唱 歌，唔使
爹媽教導我，自
己 精 乖 冇 奈 何
...... 】

這是我幼年
時聽到的兒歌。

每個人都在
父母爺爺奶奶輩

哼著的兒歌聲中長大，到自己結婚生
子後，又籍著兒歌向嬰孩表示呵護、
輸送溫暖和培養感情。

兒歌，這種向小孩啟迪智慧的方
式，往往在嬰兒出生後不久就開始了
。

當嬰兒睡在搖籃裡、大人一邊輕
輕地搖著，一邊哼著咿咿哦哦的催眠
曲；或把三、四個月大的嬰兒抱在胸
前，讓他頭部枕在肩膊上，一隻手掌
托護住他的頭頸，另一手掌有節奏輕
拍他的臀部，邊踱步邊哼著曲子哄他
入睡，其親?疼愛與呵護之切簡直難
以形諸筆墨。

有一首兒歌叫《搖搖搖》，山鄉
大多數一歲以上的小孩都經歷過。首
先，大人讓小孩面對面坐在自己的膝
蓋上，或是把他夾在兩個膝蓋之間，
然後大手拉著小手，牽引他模仿劃船
的動作，慢慢按順序向前送往後拉，
嘴裡樂悠悠地唱起來：

【 搖搖搖，搖到外婆橋，外婆
叫我好寶寶，問我媽媽好唔好？我話
媽媽好，婆婆聽落微微笑，畀毫子我
買糖糕 ...... 】

台山南部的山裡人，家傳的兒歌
是用【台山話】唱出，往往只有歌詞
而無歌譜，全憑唱的人臨場發揮。有
首《落水漇》（漇是濕潤的意思）很
有趣：

【落水漇，可帽戴，呀媽打，呀
仁寨， 呀爺來歸眼例例 】。

簡譯成：
【下著毛毛雨，調皮的小孩喜歡

跑到屋外去玩水，淋濕了。跑回家拿
頂帽子又想出去繼續玩，被母親制止
，小孩不聽話，母親施以藤條打蘿柚
（屁股）。做祖母的【呀仁】見了心
疼連忙過來攔阻（寨）：” 你想打
死佢莫？” 媳婦辯駁：” 細路仔唔
教，大個成賊咯 ！” 祖母責備：
” 教還教，邊有人好似你打仔該狼
心嘎？” 婆媳因此有了口角 ......
。祖父（呀爺）從農田回家（來歸）
見到如此場面，不知批評哪個才對，
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孫子更是心
頭肉，想到家和萬事興，家衰口不停
，多言無益，他用威嚴的眼神（眼例
例）警示，就平息了這場小風波。

另一首《天井仔》，玩法和《落
水仔》有點不一?，還是讓小孩坐在
膝蓋上，然後教他一先一後伸出左右
掌，與大人的左右掌輪流拍擊，同時
配合【劈劈啪】的掌聲節奏吟唱兒歌
，《天井仔》的歌詞是：

【 天井仔，種?菜，霧水淋淋花
蕾開，朝朝省莢朝朝開，大姐糶?換
豬仔，小弟讀書考秀才 】。

簡譯成：
【 祖屋四平方大的天井，勤儉

的農夫在角落種了些菜，澆水施肥菜
長得茂盛，每天剝下一些菜葉充作兩
餐的?菜。姐姐日以繼夜地紡?織布出
售了換來小豬，養成大豬好賣錢。全
家人靠著耕田種菜、紡?織布、養雞
養豬來維持清苦的生活並供小弟讀書
。期望小弟勤奮學習，從私塾而考上
秀才，光宗耀祖出人頭地。】

這種兒歌不僅啟蒙著小孩對【劈
劈啪】節奏感的認知，還能自小培養
他和大人相互協作的能力。過程中如
果唱做不合拍子，就要指導他重新開
始，務必練習到歌聲節拍動作一致。

小時候，村中的伯公叔公教的兒
歌，總要我們死記硬背，說這叫【唸
口簧 】，是學習中文的最好方法。
雖然當初不明其解，但唸上幾年，自
然就識些字，慢慢也明白這是激勵晚

輩要勤學上進。有些兒歌現在還記憶
猶新，如：【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
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 】

我在村辦小學讀到五年級，就隨
家庭遷移出廣州插班讀初一（其實也
不太難）。為了盡快學好廣州話，課
餘時間常跟街坊（西關逢源路）的小
孩（細路仔）一起唱兒歌，其中的
《落雨大》：

【落雨大，水浸街，呀哥擔柴上
街賣，呀嫂出街著花鞋，花鞋花襪花
腰帶 ..... 】

《氹氹轉》：
【 氹氹轉，菊花園，炒米餅，

糯米糰。呀媽叫我睇龍船，我唔睇，
睇雞仔，雞仔大，捉去賣，賣得幾多
錢？賣咗三百錢，用嚟買屋起花園。
】

《月光光 》更是唱到街知巷聞
：

【 月光光，照地塘，蝦仔你快??
上床，呀爸出海捕魚蝦咯，呀?織網
到天光，呀媽聽朝去插秧，呀爺睇牛
上山崗 ..... 】

如果有幾個小孩同時吟唱，朗朗
之聲，毫不遜色於小學生集體朗誦詩
詞。我標準的廣州話就這?練出來的
，一般人還聽不出我帶【台山】口音
呢。

退休後有閑瀏覽網絡世界，見近
年推出的兒歌也算洋洋大觀。可是跟
昔日民間家傳的兒歌比較，總覺得它
欠缺了一份渾然天成的原始粗獷。細
細品味記憶中那些山?生活帶著泥土
芬芳的兒歌，每一首都是兒時的?音
，被它勾起了濃厚的?思、淡淡的?愁
。

可惜那年代山裡人文盲的不少，
這些彌足珍貴的資料，有的僅靠口授
承傳，沒有正式的文字記?。即使有
，十年浩劫的折騰，家傳也在斷層。
這真是個不少的遺憾 ！

故
鄉
情

現在重溫《帳戶資料細表》（account info detail list) 。假設你有40個
folders, 頭十個放在BOX 1, 第二的十個放在BOX 2, 第三的十個放BOX 3
和第四的十個放在BOX 4。在每一個folder的左上角都標寫（label) 清楚
這個folder裝的是什麼文件，如下：checking 1 - Bank of America - A1001
。第二個 folder 標寫 checking 2- Wells Fargo- A1002。第三個 folder 標寫
checking 3-PNC - A1003。第四個 folder 標寫 Mutual Fund 1 - Kinet-
ics -B1001等等。其他作法類推。用A,B,C等放在號碼前面是用來分類，
如銀行戶的、財務戶的、投資戶的、退休戶的等等。有了這些資料，我
們就可以建立*帳戶資料索引表*（account info index list)了。此表的目的
是幫助你快速去找到你要找的文件，見下圖。可用預算表（excel spread-
sheet)登錄。

*帳戶資料索引表*（account info index list)
BOX 1 - banks
1) checking 1 - Bank of America - A1001
2) checking 2- Wells Fargo- A1002
3) checking 3-PNC - A1003
4) CD 1 - Metro Bank - A1004
5) CD 2 - PNC - A1005 等等
BOX 1 - financial
1) Mutual Fund 1 - Kinetics -B1001
2) Mutual Fund 2 - Morgan Stanley - B1002
3) Stock 1 - T. Row Price - B1003等等
BOX 1 - retirement
1) 401K - First Financial- C1001
2) IRA - Bank of America -C1002
3) Roth IRA - Bank of America- C1003等等。
BOX 2 - real estate
1) Property 1 - Wells Fargo Mortgage- D1001
2) Property 2 - Bank of America - D1002等等。
BOX 2 - personal records (註1）
1) tax records/returns - 2001 - E1001
2) tax records/returns - 2002 - E1002
......
16) tax records/returns - 2016 - E1016等等
BOX 2 - Big ticket items receipts
1) 52 " Sony TV - F1001
2) Dishwasher/Dryer - F1002等等。
----------------------------------------
如果你要尋找401K資料，只要去查看*索引表*就可以迅速找到在那

個BOX, 那一排了。建議你先用一把木尺?在要拿出的文件前面。用完後
你可以很輕松放回原處！

註（1）根據專家的建議，tax records報?資料如W2, interest, dividend,
1099表等等可以儲存七年，之後可以消毀，但tax returns(報稅單1040）則
須要永遠保留。如想更進一步去了解那些文件要留，那些不要留，請到
smartaboutmoney.org 網站去找"How Long Should You Keep Financial Doc-
uments." 專家也建議把所有文件掃描（scan)到電腦上。下期談第二項目
《資產清點和管理》（assets inventory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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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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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從萬科品牌部人士處獲悉，萬

科確於近日召開了“2017年目標與行動

溝通會”。

該人士告訴新京報記者，“這個

會議是個內部會議，‘萬億大萬科’

我們之前就有提，無非是從兩個層面

去達成，壹個是新業務，壹個是傳統

領域，但新業務各個層面如何展開，

我們現在還沒有更多可對外提供的

（信息）。”

萬科此時拋出“萬億大萬科”計

劃，被外界認為是萬科在董事會改選

前，安撫股東。

“萬億大萬科”計劃提出已有三年
時間

記者註意到，“萬億大萬科”計劃

並不是萬科最新提出的。早在2014年，

萬科便制定了萬億市值計劃，該計劃是

在圍繞“客戶+資產”的主線基礎上，

將構建新型生態系統，整體業務框架從

過去的單壹業態上市公司轉向多業態的

多上市公司平臺。

2015年7月，寶能系舉牌萬科，引

發股權之爭。愈演

愈烈的股權之爭，

使得“萬億大萬

科”的計劃推行受

阻。受股權之爭影

響，萬科2016年銷

售 金 額 3647.7 億

元，雖然創下自身

的歷史新高，不過

其行業銷售老大的

位置很可能被恒大

所取代。

在寶能系及恒大系不斷買入的情況

下，萬科的股票價格屢創新高，最高時

達到29元/股，市值超過3000億元。

目前，萬科股票20.61元/股，市值

2275.17億元，已跌去超過700億元，離

萬億目標更是遙遠。

然而，在去年 12月底的壹場活動

上，萬科董事會主席王石也主動提及

“萬億大萬科”計劃，王石表示，“我

們預計萬科第四個十年是1萬億，而且

我覺得不用10年，可能6年差不多。可

持續要比翻番增長更重要，所以要有耐

心、要長遠。”

在“2017 年目標與行動溝通會”

上，萬科管理層計劃在5年-10年內實現

萬億市值。萬科總裁郁亮在會上表示，

萬科已經取得了階段性勝利。即將到來

的董事會改選將不會影響萬科穩定，支

持萬科管理層的股東將占多數。

股權之爭緩和
股民依然看漲萬科市值
記者註意到，萬科現任董事會將

在 3月 27日到任，這意味著萬科董事

會改選將在 3 月中下旬進行。今年

1 月 12 日，萬科公告華潤將其持有的

15.3%股份轉讓給深圳地鐵。華潤宣告

退出萬科後，寶能系與恒大也表態支

持萬科健康發展，萬科股權之爭出現

緩和局面。

“萬科股權之爭的警報解除後，針

對萬科公司治理的漏洞，顯然會有各類

新的動作。所以對於萬科來說，未來會

發力。”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

嚴躍進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萬科相關業務的調整也已經開始。2

月17日，媒體報道，在萬科128億收購

印力集團後，萬科商業地產團隊與印力

集團正在進壹步整合，印力集團董事長

丁力業將取代萬科集團高級副總裁丁長

峰，成為萬科商業地產的新掌門人。

嚴躍進認為，萬科未來將會在3個

方面發力，首先，萬科依然會去維護行

業老大的地位，銷售業績依然是壹個很

關鍵的考核指標。其次，萬科會持續推

進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進，包括董事會相

關制度等。最後，通過管理層的變更，

實現老中青年管理團隊的換血，這也有

利於萬科公司競爭力的提升，當然也有

可能引起較大的震蕩。

針對“萬億大萬科”計劃，壹名在

萬科股權之爭時買入萬科的股東對新京

報記者表示，其比較看好萬科的經營模

式，認為目前的萬科股價並沒有反映萬

科真實的實力。“未來，我對於萬科的

市值依然看漲。在股東層面上，我依然

比較支持萬科既有的管理層，因為其在

過往數年間保證了萬科健康的發展方

向，並作出了壹系列決策來維護並推升

萬科的良好業績。”

董事會改選在即
萬科重提萬科重提““萬億大萬科萬億大萬科””

綜合報導 2月下旬，東北冰雪開始融化，即將

進入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後的第壹個春耕期。去年秋

季以來，玉米價格壹路走低，但在處於中國“黃金

玉米帶”的吉林省中部地區，壹些種糧大戶正準備

“逆勢”擴大玉米種植面積，對走農業規模化發展

道路充滿信心。

2016年秋，國家實行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堅持

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總量過剩的玉米價格回歸市

場，從2014年每斤1.12元、2015年的1元，跌至目

前的0.6元左右。玉米價格回落，帶動玉米主產區

土地流轉價格大幅下降，壹定程度“點燃”了種糧

大戶的擴張激情。

據梨樹縣種糧大戶盧偉介紹，他所在的梨樹鎮

近年土地流轉價格壹般為每公頃八九千元，高的甚

至突破萬元。“玉米價格下來後，包地價格也跟著

下來了。現在，壹般開價每公頃三四千元。”盧偉

說。

梨樹縣白山鄉種糧大戶董雅麗去年玉米種植

面積為 380公頃，其中代農戶耕作 320公頃，從

其他農戶手中流入60公頃。今年她已拿定主意，

要擴大包地規模。她說：“我們白山鄉土地條件

差壹些，但近年土地流轉價格也有每公頃六七千

元。今年價格下降到3000元，等於打了對折。我

認為已到大戶包地的好時機，所以打算多包點兒

土地來種玉米。”

今年吉林省玉米產區還出現了壹個新詞“裸

包”，是指除土地流轉費外，所有政府補貼也歸

流出土地的農戶。董雅麗說：“現在普通農戶更

傾向‘裸包’，因為政府補貼和地租是壹筆穩定

收入。”

公主嶺市石豐村的馮俊更是壹位“超級”種

糧大戶。2016年，他在本村流入土地700公頃，又

在鄰省承包2000公頃土地，全部用來種玉米，除去

成本後，全年凈賺1300多萬元。

這位“超級”種糧大戶告訴記者，自己的秘訣

就是通過規模經營，實現成本投入、科學管理和市

場信息等方面的“優勢疊加”。

投入上，大規模采購種子、化肥，可獲得農資

團購價格；實現超大面積連片作業，可降低大型農

機使用成本；測土配方可以大大減少化肥使用量

……合計下來每公頃成本比“小戶”節省3000元以

上。

產量上，由於實行科學種田，平均每公頃產出

幹糧2.3萬斤，比“小戶”產量高出10%至20%，增

產的糧食可賣1000多元。

質量上，因田間管理精細，又實行籽粒收割、

及時烘幹，所產玉米質量好，多為壹二等優質玉

米，每公頃又能多賣出2000元……

馮俊說，有規模就會有效益。2016年，自己平

均每公頃糧食銷售可得1.7萬元，減去租地成本

9000元、種地成本4000元，國家補貼都給農戶，每

公頃利潤也還有4000元。

今年，馮俊計劃將種植面積擴大到1萬公頃。

目前，他已在本村意向性談妥3000公頃土地，在鄰

省談妥5000公頃土地。

為使土地成片，盡管今年土地流轉費普遍下

降，馮俊仍然給本村農戶開出了每公頃8000元的

流轉價格，國家補貼也都給農戶。

“即使玉米價格再低壹些，搞規模經營

也有賺頭。”馮俊估計，如果今年能夠實現

1 萬公頃種植規模，自己的玉米總產量將達 2

億 3 千萬斤，利潤將在 3000 萬元至 5000 萬元

之間。

面對普通農戶土地流出意願增強、種糧大戶希

望做大規模的新情況，吉林玉米主產區的許多涉農

幹部建議，應當抓住這壹時機，在確保普通農戶權

益前提下，積極引導土地集中經營，加快發展現代

化大農業。

糧價走低，種糧大戶緣何“逆勢”擴張？

近日，阿根廷旁塔湯布島，企鵝登陸該島。據當地政府消息，受旁塔湯布島今年異常豐富的沙丁魚和
鳳尾魚吸引，超100萬企鵝登陸該島進入繁殖季節，創造了新的紀錄。旁塔湯布島是全球最大的麥氏環企鵝陸
地棲息地。

受美食誘惑受美食誘惑 百萬企鵝登陸阿根廷旁塔湯布島百萬企鵝登陸阿根廷旁塔湯布島

菲律賓遊覽車失控撞電線桿菲律賓遊覽車失控撞電線桿
造成數十名學生傷亡造成數十名學生傷亡

壹輛載有約壹輛載有約5050名學生的遊覽車名學生的遊覽車，，在菲律賓馬尼拉以東郊區失控高在菲律賓馬尼拉以東郊區失控高
速撞上電線桿速撞上電線桿，，車體嚴重毀壞變形車體嚴重毀壞變形。。截至當地時間中午截至當地時間中午，，已確認已確認1414名名
學生不幸喪生學生不幸喪生，，另有超過另有超過2020名學生受傷名學生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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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警方在曼谷展出在三次緝毒行動中繳獲的價值泰國警方在曼谷展出在三次緝毒行動中繳獲的價值37003700萬美元的萬美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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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ea arbitration unilaterally initiated by the 
former Philippine government led by then President 
Benigno Aquino III.
The signing of the China-ASEAN joint statement on 
the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other documents at last year's East Asian 
leaders' meetings showed that the parties involved 
have been ready to focus their energy on building trust. 

Such momentum needs to be 
maintained.
As for foreign media's hype 
of China's militariz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t 
appears to be rooted in self-
interest and ulterior motives.
China is doing nothing 
more than maintaining and 
defending its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legitimate 
maritime rights in the waters, 
and its reclamation and 

issue, sending out a signal to outside meddlers that 
they can stop making waves.
At the end of an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on 
Tuesday, Philippine Foreign Secretary Perfecto Yasay, 
whose country currently chairs ASEAN, said that his 
country is confident that ASEAN countries will work 
out a framework for a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y June or July.
Meanwhile, he said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s not 
the "sum-total" of relations 
between his country and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has decided to pursue the 
bigger aspects of ties with 
China.
In fact, countries directly 
concerned have returned to 
the right track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despite an 
ill-founded award on South 

Paracel Islands, which are under Chinese control.
China slammed the October operation as “illegal” 
and“provocative,” but US officials denied wrongdoing, 
stating that America was exercising its right to sail 
through international waters.

Beijing has laid claim to nearly all of the resource-rich 
South China Sea, through which some $5 trillion worth 
of trade passes each year.
Yet Brunei,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Taiwan and 
Vietnam also claim parts of the waterway, which 
have abundant fishing grounds as well as oil and gas 
deposits.
The Spratly Islands, or Spratlys, comprising more than 
750 islets, atolls, and reefs, have also been caught up 
in the multinational dispute, with the claimants having 
their own national names for the archipelago.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peatedly criticized China's 
construction of man-made islands in the Spratly chain 
as well as the latter’s buildup of military facilities on 
these islets, voicing concern they could be used to 
restrict free movement in the area. China has brushed 
off the criticism, howev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ere not eased 
after Donald Trump’s inauguration as president, with 
both Trump and James Mattis, the new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vowing to protect main regional ally Japan 
in any territorial disputes it has with China in the 
nearby East China Sea. (Courtesy https://www.rt.com/
news/378148-china-us-sea-dispute/)

BEIJING, Feb. 22 (Xinhua) -- The probability of 
agreement on a framework for a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tween China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by mid-year is 
a positive sign.
It means that the two sides are back on track over the 

further.
China's response came after Washington claimed that 
Beijing has nearly finished building almost two dozen 
structures on artificial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at appear designed to house long-range surface-to-air 
missiles.
The South China Sea carries a third of the world's 
maritime traffic. Apart from China, Brunei,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Taiwan and Vietnam also have also 
staked a claim to these waters.

The Donald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described 
China's island buil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 
illegal.
A Pentagon spokesman said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ed 
committed to "non-militariz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urged all claimants to take actions 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law. (Courtesy http://www.
chinanationalnews.com/) 
Related

‘Threatening & Damaging’: Beijing Hits Out 
At U.S. Patrols In South China Sea

China says it respects the principles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but “opposes” when other 
states undermine its sovereignty using this pretext. 
The statement comes after a US aircraft carrier group 
began patrols in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waters.

Beijing [China], Feb.22 (ANI): Rejecting the 
conten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China is building 
structure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for possible 
use to house long-range surface-to-air missiles, the 
country's foreign ministry said on Wednesday that no 
country could question Beijing's right over the South 
China and its adjacent waters.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told media and his daily briefing, "We have seen 
these reports. China has indisputable sovereignty 
over Nanhai Zhudao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adjacent waters. China firmly safeguards it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Meanwhile, we are always committed to resolving 
relevant disputes in a peaceful way with countries 
directly concerned through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and to collectively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with ASEAN countries," he 
added.
"I want to reiterate that China carrying out normal 
facility construction, including deploying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national defense facilities, on its own 
territory, is exercising a right bestowed by international 
law to sovereign states. Thanks to the concerted efforts 
made by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improving in a sound and 
steady way. We hope that non-regional countries can 
truly respect the efforts made by regional countries 
and do more for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he stated 

"China always respects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all countries enjo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said at a daily news briefing on Monday, as 
cited by Reuters.
"But we are consistently opposed to relevant countries 
threatening and damaging the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of littoral countries under the flag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We hope relevant countries 
can do more to safeguard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the spokesman said.
The statement was China's first official comment on 
the latest US patrol mission. The US Navy made the 
announcement on its website last Saturday, stating that 
the strike group, including Nimitz-class aircraft carrier 

‘USS Carl Vinson’, together with aircraft from the 
‘Carrier Air Wing (CVW) 2’, and the Arleigh Burke-
class guided-missile destroyer ‘USS Wayne E. Meyer’ 
started “routine oper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deployment came a day after China completed 
war games with an aircraft carrier in the disputed 
waters and less than a week after Beijing issued a 
stern warning for the US to stay away from the area, 
stating that “China has indisputable sovereignty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and their adjacent waters.”
The US last conducted a similar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in the area in October, when it sailed the 
guided-missile destroyer ‘USS Decatur’ nea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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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ircraft carrier USS Carl Vinson (CVN 70) patrols the 
South China Sea. (Photo/U.S. Navy)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shown in 2016 
accepting for The Philippines to be the host country for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in 2017.

Foreign Ministry: China Has Indisputable
Sovereignty Over South China Sea

Despite U.S. Meddling, China And ASEAN
Back On Track Over South China Sea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during his daily briefing to media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y

USS Blue Ridge, the flagship of the U.S. Navy's 
Seventh Fleet (Photo/Reuters)

U.S. ships patrol the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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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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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are mainly for civilian purposes 
and public good.
China always respects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the freedom of overfligh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has never 
disturbed legitimate passage.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long been 
stable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both China and the 
directly involved parties.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its "pivot to Asia" strategy, has increased it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region under the pretext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China will adhere to a peaceful approach, based on 
historical facts and international law,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through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with all the directly concerned countries.
Meanwhile, China hopes that outsiders will respect 
the efforts made by China and ASEAN and do more 
things that are helpful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urtesy http://news.xinhuanet.
com/english/2017) 



BB1212休城工商

當你看到了這份邀請函，是你今生的莫大
的榮幸，當你走近了五行金幣就是你明智的選
擇，五行幣是你財富的大門，五行金幣是你終
身的保險，你還在觀望、猶豫、等待…… 錯過
了今天的五行幣，將是你終生的遺憾！

《五行幣》邀請函 :
如果您在做直銷，每天開會，賣貨，您累

了，請來《五行幣》
如果您在做保險，每天開晨會，一個保單

服務十年，您累了，請來《五行幣》
如果您在上班，每天早出晚歸，辛苦 365

天，收入十年還買不了一套房，請來《五行幣》
如果您是傳統行業小老板，每天辛苦不知

為誰忙，起的比雞早，睡的比狗晚，您累了，
請來《五行幣》

如果您曾經做過資金盤，互助盤，騙子盤，
想賺回虧損的錢，不用擔心，請來《五行幣》

如果您是上市公司經理人，唱著不愛唱的
歌，每天拿命拼業績，您倦了，請來《五行幣》

實現夢想，抓緊時間加入萬歲生命，現在
是互聯網 + 分享經濟＋消費商

《五行幣》，不影響您任何的工作和時間，
不影響您的現有工作生活、衣食住行，讓自己
辛苦賺錢時，讓錢為您再打一份工，帶給您的
收入超過您辛苦賺錢速度時，您就可以享受金
錢為您打工的樂趣了！

《五行幣》歡迎您的早日加入，我們熱情
歡迎您！

【張健珠寶】美國休斯頓辦公室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北德州郁金香花卉展 2日遊

3月11日 - 12日

致全球華人及華僑致富指南

包括：北德州遊，韓式浴池按摩，三溫暖和桑拿，郁金香花卉展……等 圖為張健先生

玉佛寺 2017 觀音聖誕法會
3 月 18 日起連舉行二日

荷蘭、有郁金香花節，達拉斯也有郁金香
花節”亦是大具規模的。因此“達拉斯也被稱
為“郁金香城”。春天來了，五百多萬株郁金
香迎風而開，絢麗奪目，讓全球民眾沈醉其
中，您不需要漂洋過海去荷蘭那麼遠，就可以
觀賞到近在身邊的郁金香花節！您觀賞田園風
光之余，還可以采摘郁金香帶回家。

春天萬物復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再加
上花藝工程師們的匠心獨運，時值三月，陽光
明媚，鮮花盛開，草地蔥綠，鮮艷奪目，是春

遊的好季節。達拉斯的三月郁金花節，千萬不
要錯過這萬紫千紅總是春的美好時光！

王朝旅遊推出郁金香花卉展 2 日遊，周六
上午去旅遊，既不耽誤工作，又不耽誤賞春。
美國北德州堪稱是世界除了荷蘭以外的第二大
郁金香城。每年北德州都主辦一場盛大的郁金
香花卉展，作為美國西南部最大的花卉展，這
花卉展擁有 30 年的歷史。在這裏，您可以找
到任何想象中的顏色。被譽為世界花後的郁金
香每年都吸引了大量遊客。漫步在花園中，欣
賞到萬紫千紅花卉的同時。

除了可以去看花卉節，也可以去體驗韓式
浴池按摩，三溫暖和桑拿。

這個春天一定要和王朝旅遊一起去一趟北
德州遊哦！

詳細請聯系王朝旅遊
地 址：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81-8868 中國城精英廣場

內，敦煌廣場側，百利大道大通銀行後面地鋪
#A14

微信 WeChat：aat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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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 ）欣逢觀世音菩薩聖
誕，德州佛教會訂於 2017 年 3 月 18 日（ 星
期六 ） 及 19 日（ 星期日 ），在玉佛寺舉行
兩日祈福發願觀音法會，以慶祝觀世音菩薩聖
誕。

玉佛寺將於 3 月 19 日（ 星期日 ） 上午
法會中，恭請圓福法師開示：「 大慈大悲 」。
謹以法會功德，回向祝禱護法信眾吉祥如意、
福慧增長、消災免難； 並祈求風調雨順、國
泰民安、世界和平！

玉佛寺連二日的法會行程為：3 月 18 日（ 
星期六 ） 上午九時半至下午四時，在觀音殿
禮拜「 慈悲三昧水懺 」，3 月 19 日（ 星期日 
）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大雄寶殿，有法師開
示，恭誦 {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 及稱念聖號、
佛前大供、回向。當天下午一時半至三時，在
觀音殿有「 觀音普佛」。二日法會玉佛寺皆
敬備午齋結緣。

玉 佛 寺 地 址：6969 West Branch Drive, 
Houston ,TX 77072, 電話：281-498-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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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know players don’t take their games 
lightly and neither do we. L’Auberge Casino 

Resort had the most legendary Midi Baccarat 
run ever of 31 bankers! Now it’s your turn.

EPIC BACCARAT ACTION.
RUN OF 31 BANK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