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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前貝勒大學籃球隊槍殺案再惹爭議

（本報訊）2003 發生在貝勒大學的一起
槍殺案震驚了全美，被認為是德州歷史上發生
的大學體育隊的最嚴重的醜聞，當年該校籃
球隊一名隊員 21 歲的 Patrick Dennehy 被隊友
Carlton Dotson 槍殺並被拋屍野外，最後經法
庭指控判刑入獄 35 年。
這個案件被導演 Patrick Kondelis 和奧斯汀
的制片商 by Bat Bridge Entertainment 拍攝成紀
錄片《寡廉鮮恥》"Disgraced,"，並將於 3 月 31
日公開上映，該案件雖然已經過去了 14 年，
但此案仍存在極大的爭議。
涉及此案的前貝勒大學籃球隊教練 Dave
Bliss 在上周日位在奧斯汀南方電影節的首映式
上公開表示，他確信死者 Dennehy 是一名販毒
者並且品行惡劣。
教練貝勒大學籃球隊教練 Dave Bliss 已經
在多個場合發表了相同的評論，《寡廉鮮恥》
"Disgraced," 該片反映的就是此案的詳細經過，
包括球員被槍殺經過，另一方面，教練 Bliss 試
圖掩蓋違反全美大學籃球協會的規定的事實。
此案發生多年來，外界普遍認為前教練
Bliss 編造了故事並串通其他球員告訴調查機構

死者是一名毒販。
然而，本周紀錄片放映後，Bliss 態度大轉
變，重復宣稱他在電影中有關“死者是毒販的
說法”是正確無誤的。
Bliss 稱 :”死者生前多次未通過毒品測試 ,
我告訴了他的家長，因此導致矛盾升級，我所
說的都是其他球員告訴我的，我沒有說謊。”
這部 115 分鐘的紀錄片還包括 Waco 警方
和其他機構的表態，聲稱並沒有發現任何死者
涉及毒品的證據。
這個案件已經過去多年，也漸漸退出公眾
的視線，但隨著近日貝勒大學橄欖球隊涉及一
連串的性騷擾案件，因此當年的這個案件再次
受到關註。
大學體育運動醜聞在 80 年代曾臭名昭著，
這部紀錄片再現了當年德州發生的大學體育的
最嚴重的醜聞，而且爭議仍在繼續，包括該隊
原副教練 Abar Rouse 對前主教練 Bliss 的錄像
指控，並且兩人都認為因該案調查被解雇，是
該案的受害人。特別是，貝勒大學的體育醜聞
仍在繼續，這也是拍攝本片所起到的映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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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舉行大象馬球錦標賽 “大塊頭
大塊頭”
”滿場跑

泰國曼谷壹河邊度假勝地舉行大象馬球錦標
賽，馬球的打發
馬球的打發，
，騎得卻是大象
騎得卻是大象。
。

博物館受損嚴重
伊拉克摩蘇爾激戰
伊拉克摩蘇爾西部，
伊拉克摩蘇爾西部
， 伊拉克軍隊與極端組織
伊拉克軍隊與極端組織“
“ 伊斯蘭國
伊斯蘭國”
” 激戰正
酣 ， 導致博物館受損嚴重
導致博物館受損嚴重。
。 據報道
據報道，
， 由於激戰
由於激戰，
， 不少文物幾乎完全
被毀，
被毀
，地下的博物館藏書室遭燒毀
地下的博物館藏書室遭燒毀，
，地面遍布古代手稿的灰燼
地面遍布古代手稿的灰燼。
。

泰國為普密蓬國王制作骨灰甕
部件繁多精美

泰國曼谷，
泰國曼谷
， 泰國國家博物館工作人員制作將
在泰國已故國王普密蓬葬禮上使用的骨灰甕。
在泰國已故國王普密蓬葬禮上使用的骨灰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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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全球最大汽車制造銷
售商——大眾集團，就“尾氣門”事
件向美國司法部門認罪，承認合謀詐
騙、妨礙司法公正和虛假陳述三項罪
名，並同意支付 43 億美元罰款。
美聯社消息，大眾集團法律顧問
曼弗雷德· 多斯（Manfred Doess）代

表集團在底特律的美國地區法院舉行
的聽證會上承認，在德國和美國有犯
罪行為，地區法院法官肖恩· 考克斯
（Sean Cox）接受了大眾集團的認罪
協議。
考克斯表示，需要更多時間研究
美國司法部協商的懲罰條款，將判刑

日期設定在 4 月 21 日。如
果其刑事和民事處罰的 43
億美元得到聯邦法官批
準 ，將成為有史以來美國
政府對汽車制造商征收的
最大規模罰款，也有望終
結“尾氣門”事件在美國
的調查。
按照認罪協議，大眾
集團同意在 3 年內進行改
革 ，實施新的審計制度，
接受獨立監管。
美國助理律師約翰· 尼
爾（John Neal）告訴法庭，
大眾的尾氣排放事件“是
壹個經過深思熟慮、有計
劃的罪行，並與組織高層
相關”。根據量刑方案，
美國政府可向大眾集團征收 170 億至
340 億美元的罰款。
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道，此
前，大眾集團已經同意在美國花費高
達 250 億美元來解決車主、環境監管
機構、各州和經銷商的索賠，並提出
回購約 50 萬輛汙染美國的車輛。作為

對美國排放汙染的補償，該集團同意
花費近 30 億美元來抵消過度排放，並
在 10 年內為零排放汽車基礎設施和宣
傳方案投資 20 億美元。
美國司法部還對大眾集團 7 名
與醜 聞 相 關 的 現 任 和 前 任 高 管 提
出 指 控 。壹名高管正被羈押等待審
判；另壹人認罪並同意合作。7 人
中有 5 人被認為在德國，有待德國
檢方調查。
“ 尾 氣 門 ” 事 件 始 於 2015 年 9
月，美國環保署查出大眾涉嫌在 58 萬
輛柴油發動機車輛的車載電腦中安裝
壹種可用於尾氣測試作弊的軟件，允
許車輛正常行駛時的汙染物排放量超
過法定標準的 40 倍以上，隱瞞了真實
排放情況。大眾集團從最初否認到後
來徹底認罪，品牌可信度壹路下跌，
同時面臨世界各地消費者的訴訟、全
球性召回和巨額賠償。
付出沈重代價的大眾集團發表聲
明說：“大眾對引發柴油危機的行為
深感後悔。與美國政府達成的協議，
反映了我們決心解決與公司價值觀相
違背的不當行為。”

聚焦房地產稅“設計圖”：征收範圍如何劃定？
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房地產稅成為
熱詞。除了“什麽時候來”，房地產稅
“長什麽樣”也成為討論焦點。圍繞著房
地產稅征收範圍、征稅稅率等設計“細
節”，與會的全國政協委員展開討論。
不能照搬美國普遍征收的辦法
自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加快房地產
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列入“任務清單”，
圍繞房地產稅就壹直話題不斷，其中最為
引人關註的是如何劃定征收範圍。
“房地產稅壹定要結合中國國情和
社會的特殊情況，不能照搬美國普遍征
收的辦法。”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
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指出。
他認為，征收房地產稅，首先要建

框架，讓社會可接受。要在不產生太大
沖擊的情況下，相對從容地在動態優化
裏進壹步去迎接我們的最大公約數。
賈康強調，房地產稅在征收過程中壹
定要把第壹單位扣除，至於按人均面積，
還是多少套房扣除，需進壹步討論。
需要考慮免征範圍和免征點
全國政協委員黃建初認為，如果現在
真要開征房地產稅，絕不是普遍的大面積
征收，它壹定會涉及免征範圍和免征點。
他指出，對於普通老百姓，或者擠
在壹個很小房間的三口之家，實行統壹
征稅標準就很不合理。
黃建初表示，房地產稅法應該是壹
個可持續的、長期的穩定機制，它可以

綜合報導 第12屆莫斯科國際
旅遊交易會在莫斯科開幕，俄赴
華旅遊市場受到中國各方青睞。
當天，共有 43 家中國參展商
參展，數量為近年來最多的壹次。
中國參展商主要以中國各省市旅遊
局、旅行社以及航空公司等為主。
他們結合自身特點，打出了“紅
色旅遊”、“生態旅遊”、“療養
旅遊”等特色項目，努力開拓俄羅斯
赴華旅遊市場。
除了參展商數量多，旅遊產品
有特色外，當天中國參展商還在現
場推出了美食展示、舞獅和功夫表
演等活動，吸引各界關註。
壹位中方參展商代表告訴記
者，目前俄羅斯經濟有回暖跡
象，盧布持續升值刺激俄民眾出
境旅遊人數的增加。因此中國旅
行商均希望能夠在年初的莫斯科
交易會上“打響第壹炮”，為中
國即將到來的旅遊旺季做準備。
中國國家旅遊局駐莫斯科辦事處主任趙洪青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提到，近年來中俄旅遊合作發
展順利。兩國互為最大鄰國，旅遊資源互補性強，
兩國旅遊部門都在采取措施，貼近對方旅遊市場
特點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推廣。目前俄羅斯經濟
有向好跡象，可以預見 2017 年俄羅斯赴華旅遊市
場的競爭將更加激烈。
趙洪青表示，目前中國赴俄和俄羅斯赴華遊
客數量均呈爆發式增長態勢，且由於雙方旅遊部
門不斷完善旅遊服務體系建設，使得雙方遊客在
旅遊過程中“體驗感”加強，因此未來兩國遊客
數量還將有較大增長空間。

家中國參展商參展
43

大眾就“尾氣門”在美認罪
再付 43 億美元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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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常委、恒大集團董事局主 可以通過各地方設定的程序，調整出本
席許家印也建議，建立房地產長期限價 地合適的稅率。
機制，根據區域、建設標準、交樓情況
提高房屋持有人的持有成本，壹定程度 科學設立不同的限價標準。
重構房地產稅收調控體系
上可以抑制“炒房”。
在委員們看來，要推出房地產稅，
房地產稅的稅率在不同區域應有所 還需要考慮如何將其與現有的法規、稅
先對房產明顯過多群體征稅
差別
種進行協調。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
在征稅範圍之外，房地產稅的稅率
全國政協委員、林達集團董事局主
的”。不少委員希望房地產稅能遏制壹 也是人們關註的焦點。全國政協委員、 席李曉林建議，重新構建房地產稅收調
些城市房價高企、“炒房團”頻現的 原中國銀行外部監事梅興保強調，房地 控體系，通過統壹稅收政策口徑，加強
“非理性”熱度。
產稅的稅率，必須不同區域不同對待， 部門協助信息共享，完善存量房評估價
全國政協委員、中南影業首席執行 可以從北、上、廣先做試點。
格體系，優化房地產稅相關稅種，推動
官劉春提出，可考慮先對擁有房產明顯
他指出，“房地產稅應盡快提交人 房地產稅出臺。
過多的群體征收房地產稅，以此遏制 大常委會開始壹讀，即便壹讀不通過，
黃建初也直言，房地產稅的制定和出
“炒房”行為。
也可以讓大家提出具體優化建議，這樣 臺要非常慎重，“房地產稅對稅收征管要
全國政協委員、華潤集團董事長傅 才能真正推進。”
求非常高，目前中國的稅收征管法正在修
育寧表示，房地產的調控風險長效機制
賈康也表示，房地產稅的稅率不能 改，完成之前，不具備征收條件。此外，
應該不僅局限於房地產稅，還應包括增 是壹個簡單的稅率，應該是壹個區間。 中國城市房屋信息登記尚未實現全國聯
加房地產市場的穩定性。
考慮到各地情況千差萬別，給出的區間 網，信息不全，也沒辦法開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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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獸”與美女的歌——旅美詩人黃翔獄中詩選讀（上）

文/李詩信

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有一場鮮花鋪滿
英倫、喝彩聲響徹全球，令整個世界都驚羨
的豪華婚禮，那就是西半球的英國王儲查爾
斯與平民女黛安娜的皇家婚禮；與此同時，
在東半球的土地上悄悄地產生了一對驚世駭
俗的情侶，迎接他們的不是鮮花，不是喝彩
聲，而是牢獄的高牆將他們分離。
一個是人到中年的詩歌“野獸”，當他
“被撕咬得只剩一根骨頭”時，竟然有年輕
的女大學生不顧一切地愛上了他。而這個
“野獸”，在身陷牢獄之困境時，還吟出了
震撼心靈的詩歌。如蘇煒所言：“從來沒有
一個詩人為了寫詩關過那麼多鐵窗，也從來
沒有一個詩人關過那麼多鐵窗，也關不掉他
的詩。”黃翔的獄中詩歌，雖是黃翔執筆，
但是，如果沒有秋瀟雨蘭驚世駭俗的愛情，
沒有這個非同尋常的女子頑強勇敢的配合，
我完全有理由懷疑黃翔的精神世界和詩歌生
命能不能支撐到第六次坐牢之後。我從沒見
過這位名叫秋瀟雨蘭的勇敢女子，連照片也
沒見過，我是從她驚世駭俗的愛情故事中，
從她近二十年來伴隨黃翔共同的鬥爭和磨難
的事跡中，從她寫作文章的文采中，堅定不
移地認為她是一位 “絕世美女”。我猜想她
的美貌也許比不上古代的西施和現代的戴妃
，但是，她內在的才華和精神之美都會令這
兩位名媛黯然失色。因此，我認為，黃翔的
獄中詩歌，是“野獸”與美女的合作之歌。
在查爾斯與戴安娜的現代童話以悲劇結
束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再來審視與那場皇家
婚禮同時開始的、歷經風雨近三十幾載的
“野獸”與美女之愛，再來讀“野獸”二十
多年前在獄中寫下的詩歌，誰能不唏噓長嘆
？

1． 一個站立洶湧的人
一個站立洶湧的人//解下風和水鳥重迭翻
飛/激動的歌聲//血崩/漸漸遼闊//疼痛的回眸
倒退一條/平息忿怒的河流//太陽翻曬風平浪
靜的/額頭
這是黃翔獄中詩歌的序詩《思想者》，
磅礡的氣勢一開始就令我想起我國二千多年
前的一首楚辭：“…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
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
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為具。吾
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 …”而這個
“站立洶湧的人”既是億萬個普通的、大寫
的“人”，又是從古到今與專制暴政做不屈
鬥爭的“人”。 “人文主義”是歐洲文藝復
興的旗幟、“個人主義”是美國迅速發展的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盯住一株狗尾草就是注目人。/就是注目
煌煌的宇宙/宗卷/星雲在瞬間默誦中爆炸。血
肉/迸飛人體的穹門。千瘡百孔的/黑暗泥淖蕩
溢。光芒長唳/漆黑的火焰/頭顱失火。/黑暗
隱性的駝隊逃離四面/空壁的掩體。/旋舞的毛
筆如上帝長途跋涉/天宇的舌頭/天輪砸碎。身
子如杯清亮破裂。/巨硯濁漿泵動。波濤滾滾
的血墨/星光淋漓/… …陽光下/走動永久的黑
夜
這首《焚天人體——47 歲自畫像》，初
看是很費解的詩歌，詩中變化多端且又復雜
的語境意像令人眼花繚亂，真像是一大串不
可破譯的神秘宇宙密碼。但是，如果我們反
復誦讀，這些語境意像會在我們的腦海中漸
漸形成意識流動的、沒有航標的河流，在這
條河流中航行，你會看到人如狗尾草或狗尾
草如人、會看到觸目驚心的場景、會看到歷
史和未來、會看到不合理的一種真實存在

李岳樺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

新 推 出 雷射治療 『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

00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專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即時Ｘ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光
檢
治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驗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榮獲 2005 H-Texas 雜誌
※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設有 X-RAY 復健設備

OFF

www.advancedfootdocs.com

電話： 713-772-3338(FEET)通曉普通話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休士頓診所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
推拿

當它注視人群的時候/它就不再是水泥是
石塊甚至/是它自己/冰雪敞亮的沁涼的指峰/
翻越怨恨和狼爪的/火光/俯瞰擱淺腳下的/喧
囂//密集的血脈紋割黑暗/溯人體而上/蔚藍的
呼吸撞碎臉殼/鍍金的深空/期待總是不期而
至/時間輻射柔軟的空間/陽光沈澱彈性的肌
肉/集聚豐滿的/虛無
當它朝向自己的時候/它就不再是它自己
不再是/冷冰冰的塑像的衣褶和/唾液/它只是
一種永不兩次重復/同一軌跡的螺旋形升騰/一
種電波微顫的方式/火炬的指針循環不息/星球
碰撞的天體位移/水汪汪的騷動完美凝脂/寧靜
的影子搖響/清脆的啞鈴
重濁的雙翼波浪合攏/自由從逃離它自身
中重獲自己/夢境邊緣的焦灼衝擊中心/平靜的
一瞬恣肆/永恆
自由女神像是美國文明的像征。美國文
明是人類歷史上最年輕的文明，是由成熟的
歐洲移民移居新大陸後按照最新的觀念所建
立的，移民從歐洲帶去的是宗教改革後最激
進最先進的思想，最少古代和中世紀的殘余

Houston 診所：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3. 自由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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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中國文明似乎是另一個極端，
它的起源久已迷失於人類的記憶之中。龐大
的中華帝國統一於公元前 2 世紀，治理如此規
模的泱泱大國，中國首先靠的是高度中央集
權的官僚機構，其次便是儒家這一統的官方
哲學。到了現代，西方有“天賦人權”和
“個人主義”、東方有“血統論”和“集體
主義”，當這兩種極端的文明相遇時，必然
產生激烈的碰撞。
美國文明推崇的是“個人主義”，美國
個人主義的先驅人物愛默生談到：“我在所
有的演講中，不過教了一種學說，那就是個
人的無限性。”平民個人的崛起是現代社會
中一個最本質的特點，現代文明就是建立在
這個基礎之上的。愛默生在研究了中國的歷
史後，他很喜歡孔子但不喜歡中國，因為他
看到無數的中國人像一個不可區分的整體，
唯唯諾諾地聽命於一個皇帝，在中國社會中
沒有“個人價值”、“個人權利”概念，個
性和個人主義在中國文明中驚人地欠缺。
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把“自我中心”或
者“自私自利”等同於“個人主義”，從而
忽略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個人主義是直到
近代才從西方文化中演進出來的現代觀念，
而“自我中心”或者“自私自利”則是人類
從可記憶的時代就存在了。
生存在中國大陸的黃翔由於深受西方文
化的影響，特別是美國文化的影響，他的詩
歌被官方禁止出版就成了一種必然現像，又
因為他出生在國民黨將軍的家庭，在 “血統
論”的時代也就注定了他的悲劇命運不可避
免。他的這首《自由女神》以這個身陷囹圄
的被囚禁者所特有的“像形”手法表現了他
對美國式民主自由的向往。
詩人對自由女神像傾注了自己的無限深
厚的情感：“當它注視人群的時候”和“當
它朝向自己的時候”，它就不再是水泥、石
塊、甚至它自己，不再是冷冰冰的塑像的衣
褶和唾液，它是一種強大的生命，它“火炬
的指針循環不息”，它的力量能夠使“星球
碰撞的天體位移”，它是民主自由的像征，
“自由從逃離它自身中重獲自己”，自由女
神“平靜的一瞬恣肆”是世界的“永恆”。
獄中之人這樣寫已經夠膽大了，秋瀟雨蘭試
圖將這首詩帶出監獄時被搜身發現沒收，作
者當時的題名是《青銅女神》，加之獄官們
讀不懂這首詩，詩人為此才沒有受到追究加
刑。（未完待續）

醫生本人通國﹑
粵﹑
英語
骨刺
平板腳
風濕關節炎

灰指甲

腳趾縮變形

雞眼骨
甲溝炎

下肢麻痺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
甲溝炎根除手術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六號公路

治療項目

2. 焚天人體

—— “陽光下/走動永久的黑夜”。
當我們再品味這首詩歌的副標題“——
47 歲自畫像”時，我們又可以從作者的身世
中找到解讀這首詩歌的鑰匙。作者痛苦的人
生遭遇和以詩歌為武器的鬥爭經歷，全都在
詩人的潛意識中同時猛烈爆發，這突然間的
爆發令詩人不知所措，面對“星雲在瞬間默
誦中爆炸”，既迷茫彷徨又心潮澎湃。
最後，我們再看這首詩歌的正標題《焚
天人體》，這個標題是一個暗示，顯然它既
是指人的血肉之軀，也是指浩瀚焚燒的宇宙
人體或人體宇宙。但它在我心中產生的直覺
反應卻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喬
爾丹諾布魯諾被羅馬宗教裁判所焚死在羅馬
鮮花廣場上，時間是 1600 年 2 月 17 日，烈火
在焚燒布魯諾時，維蘇威火山同時爆發了，
火山爆發引發的強烈大地震傳到了羅馬，羅
馬一片混亂，牛群與人連擠帶撞，以致死了
150 多人。 布魯諾的著作中恰好有一本書是
《驅逐趾高氣揚的野獸》，當然，該書中的
“野獸”與黃翔詩中的“野獸”不能等同理
解，但是，此時此刻，在我的意識流動中，
總猜想當時囚禁在牢中的黃翔可能已經考慮
過自己的生死問題，心中也許升騰起了布魯
諾那樣的崇高情感：“——毫無疑問，有價
值的，英勇的死去勝過無價值的卑鄙的凱旋
。”

中國城

★顯微手術
★平板足
趾 趾囊腫
★拇
★香港腳

專科

腳

靈魂， “人性的解放”和 “人的權利”是任
何勢力都不能夠阻擋的歷史潮流。雖然“血
崩/漸漸遼闊”，但是，在“平息忿怒的河流
”之後，會等到 “太陽翻曬風平浪靜的/額頭
”。
黃翔的詩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解讀黃翔的詩歌就必須了解當時的政治和文
化背景，讀懂了黃翔的詩歌就是理解了這位
詩人；同樣，理解了這位詩人，我們就會更
好 地 讀 懂 他 的 詩 歌 。 黃 翔 在 1962 年 寫 出 的
《獨唱》、1968 年寫出的《野獸》、1978 年
到北京王府井大街朗誦的《火神交響詩》、
1979 年寫的《致卡特總統》的公開信等，都
是對當時社會的愚昧和瘋狂進行無情的批判
，凡是在當時能夠讀到他的作品的人都會驚
訝地發現他是一個與現代預言家尼采別無二
致的“超人”。一位哲人說過：一個人的思
想和道德水平低於社會標准時，就會成為刑
事犯；反之，如果一個人的思想和道德水平
高於社會標准時，就會成為政治犯。黃翔這
位中國的 “超人”，其思想和道德品質顯然
是超越了時代，而時代的“主旋律”又怎能
容忍他的預言？
20 世紀上半葉有一位中國紅色詩人曾以
響遍華夏的聲音問道：“蒼茫大地，誰主沉
浮” ？幾十年後，在紫禁城前的廣場上有許
多“站立洶湧的人”冒著生命危險用全世界
都能聽到的聲音應答：“秦皇的封建社會已
經一去不復返了，人民也不再是愚不可及”
。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 6 號公路

電話﹕
713-270-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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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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場偶遇記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賭場處處
，各自放出利多諸如免費接送、
免費午餐、贈送小額賭資，以吸
引賭性堅定又有經濟能力的人們
來光顧，有閑的銀髪一族成了賭
場常客。
元宵節，我一早從洛杉磯驅
車往 200 英哩外的聖地亞哥參加團
拜午餐，回程途經河濱郡一座印
地安保護區的大賭場，這裡離洛
杉磯還有 90 多英哩，毗鄰北美最
大的莫哈比大沙漠，賭場四周經
人工的打造，加上近來豪雨連場
，雖時值深冬季節，依然山青樹
茂花明水秀，一派生氣盎然景像
。
當時將近黃昏，我有點累了
，也是好奇心驅使，趁機在此歇
息一會吧，於是停車走進賭場。
偌大的賭廳燈火通明，座無
虛席，賭客全都凝神在埋頭苦幹
。老虎機叮叮噹噹一個勁直往外
吐硬幣的聲音，賭桌的賭客不時
擊掌相慶，給人［好易好易揾餐
餸］的誘惑。
我在賭廳轉了一圈，好不容
易才在廿一點賭枱找到一個位置
，換了兩枚 25 元籌碼，押下了一
枚，來了兩張牌合共 11 點，莊家
向上那張牌是 4 點，同桌的賭伴
慫恿我加注，於是我把剩下的那
枚籌碼也押上，來了 5 點，合共
16 點，臭牌！ 論理輸定了，賭伴
都替我惋惜。輪到莊家開牌，是
14 點，非要牌不可，來了隻 A，
合共 15 點，必須再要，在賭伴狂
叫 10 點聲中來隻 9 ，莊家脹死了
。頓時歡呼聲鵲起，賭伴們紛紛
和我擊掌慶賀，說我吉星高照，
鼓動我乘勝追擊。派彩後，我把
4 枚籌碼全都押上，這次無驚無險
的贏了。我謹記 ” 事不過三 ”
的哲理名言，收起籌碼，賞了發
牌員 5 元小費，到兌換處換回 100
元現金，算是本利雙收吧。春風
得意地揣著餘下的籌碼，繞著賭
廳轉圈散步鬆馳一下屈曲多時的
雙腿，等一會再去賭兩手。
“ 哈囉！你是中國人嗎 ？”
一位操粵語口音的瘦削老者從後
面跟了上來，向我試探。
“ 是啊，你是廣東人 ？”
我反問。
“ 是的，老家在廣州。” 老
者高興極了，伴隨我的腳步開始

223D06

閑聊起來。我發覺，他是一個來
自橙縣不太懂英文的老賭客，此
刻賭累了，想隨便找個人聊聊天
鬆弛腦筋，他總算找到傾訴對像
了。共通的語言，又是年紀相若
的同郷，瞬間拉近了我們之間的
距離，於是轉了六、七圈後，我
邀老賭客到賭場的餐堂中坐下來
，喝杯咖啡［吹吹水 ］。
我開始打量，老賭客就坐在
我左側前方，很自然地翹起二郎
腿悠悠的晃蕩起來，給人似曾相
識但不親切的感覺。他一邊深深
地吸著國內捎來的廉價帶嗆味香
煙，中指已被煙蒂熏燒成紫醬色
，展示著它主人悠久的吸煙歲月
，一邊享用我用籌碼買來的咖啡
和鬆餅。不知是劣質香煙太嗆喉
？ 還是咖啡太苦 ？每當他喝一口
就會咳嗽一陣子。我猜他是不習
慣咖啡的味道，征詢他意見後，
又給他買來兩罐啤酒（反正籌碼
都是賭場給的）。
美國的啤酒、咖啡、鬆餅，
還有中國制造的香煙，這些東西
串聯在一起，也許是因為很久沒
有人為老賭客提供過這様的優質
服務，也許是因為我頗為地道的
廣州話勾起他老人家的郷情，也
許是因為我們都熟悉的五層樓、
白鵝潭、第十甫陶陶居和泮溪大
酒家等話題，撩撥起他的思緒和
記憶。
看模様，老賭客闖蕩江湖多
年了，膽色才智堪比那些大佬，
三言兩語就摸清我的底細 --- 一
個過路的退休老漢，減少了他對
我的戒心。在酒精的興奮下，在
一個他認為可信任的同郷面前，
老賭客打開他似乎很久沒有打開
過的心扉，沒有保留地開始了他
感慨良多的談話。
這位老賭客，大名陳良駒，
出生於廣州，父親是抗日時期共
產黨東江縱隊的團長。陳良駒高
中畢業時剛趕上國內大饑荒的艱
難歲月，唸不成大學，就去當兵
。高中文化程度加上革命幹部家
庭出身，在軍隊學《毛著》運動
中能說會道，他很快就被提拔為
班長，再通過部隊保送到南京軍
事院校去深造 ......
他也算是官運亨通，經過十
來年文革的［吐故納新 ］，他已
經是廣東惠陽軍區的營級軍官了

2017 年 3 月 14 日

「與你分享 8」

蕭風

。太平無戰事，軍官們除了日常
大小會議學習落實中央文件精神
，就是督促撿查士兵們屯田插秧
除草的質量和進度，日子過得飛
快。1979 年，上級一聲命令開拔
，部隊就迅速來到了廣西省中越
邊界，這裡要打一場兄弟鬩牆的
［自衛反擊戰］......
我軍勢如破竹地攻進了越南
境內，遇上敵方的堅壁清野，，
我方後勤供應不上，部隊急忙撤
退，沿途不斷遭受越軍的追襲。
陳良駒所在的部隊負責斷後，激
戰中他的營幾乎傷亡殆盡，剩下
的也被越南民兵打散了。他拖著
一條受傷的腿在熱帶雨林中迷了
路，幸虧在衛生員屍體上找到幾
支葡萄糖針劑，喝了它維持體力
，跛著腿朝著北極星的方向走了
兩天才找到部隊 ......
勝利歸國的陳良駒立了大功
。等不到官升三級，就受命離開
軍隊轉業到了廣州市住宅公司，
不久當上了黨委書記。別小看是
個芝蔴綠荳官，公司內唯我獨尊
，在改革開放中官小能量大，掌
管著省市首長們的住房分配、屋
宇修繕的批示權，也掌握著全廣
州地區中外合資樓宇拆建和新樓
盤上市的批文，油水大大的有哇
！ 在上級領導的啟發和默許下，
陳 良 駒 領 會 了 官 場 遊 戲 規 則 -［錢權交易］，和上級領導達成
［利益共享］的默契，自己老婆
名下也有了地產物業，一時風光
無兩。後來，陳良駒借出國考察
的機會到澳門葡京賭場，不外商
陪他試手氣，到香港開了銀行戶
口，外商給他的回扣都直接存進
了這個賬號 ......
可惜好景不長，1989 年，國
內學生發起了反貪腐的運動，聲
勢波及全國，貪官人人自危。陳
良駒有種不祥預感：緊要關頭上
司們一定會把他推出去當替罪羊
。他不甘心束手待斃，在一位外
商好友的幫忙下，籍著到美國考
察的機會，脫隊留了下來。不久
發生了［ 六四 ］風波，陳良駒籍
著這機會向美國政府申請政治避
難，取得了合法居留 ......
人一走，茶就涼。那位答應
幫他忙的外商朋友很快就發現陳
良駒在國內並沒有什麼深厚的背
景，原定合作的項目爛尾收場，

就疏遠了他。
一個英語不靈光，也不了解
美國生活的中年男人很快就貶了
值。拿從中國帶來的錢獨資開檔
生意吧，管理能力有所不逮，與
人合資吧，結果遇人不淑虧蝕而
散。投資之路不通，去打份牛工
吧 ？ 老子在國內好歹是個官，平
時對人頤指氣使慣了，實在忍受
不了被人呼來喝去。就這様東混
混，西混混，混成了現在這麼個
老賭客 ......
留在國內的老婆不久就帶著
房地產改嫁了。兒子唸完大學成
了待業青年，來信向美國老爹要
錢做生意，可惜老爹也自顧不暇
哪有此能力 ？ 如此，兒子就和老
爹斷了聯系。
他嘆了口氣，聲音有點哽咽
，說自己老了，申請居留時，填
寫的表格出了差錯，把出生日期
寫成 1950 年，平白的短少了十年
歲月......
我安慰了他幾句，問起他退
休的事，他說今年滿 65 周歲（其
實已 75 歲了），如果申領到退休
福利金和老人屋就好了，起碼有
固定的收入和居所，目前就只能
住家庭旅舘的［碌架床］。最怕
遇見昔日國內的朋友和同事，羞
見江東父老咯 ！看見那些在國內
拿退休金跑來美國又享受社會福
利的老人，心中有點忿忿不平，
人世間不平事太多了，哪又能怎
様 ...... 在橙縣有一位不時關心他
的越華裔紅顏知己，也算是陳良
駒晚年的一點點心理安慰吧 。
望著他瘦削佝僂的身軀，蓬
鬆的白髪，疏落的鬚根，心裡有
說不出的滋味，我看看手機，時
間不早，該回家了 ！ 我站起來，
順手從口袋裡掏出剩餘的賭場籌
碼，默默的塞進老人那隻不捏香
煙的手上，離座向賭場大門口走
去。
我不經意回頭望，正好和陳
良駒的目光相遇，我向他同情的
點點頭：珍重吧老陳，同在異郷
為異客，相逢何必曾相識，祝你
好運 ！
他站起來望著我，一邊不住
的向我點頭，嘴巴像是喃喃自語
。我留意到，煙屁股焼到了他的
手指，可他好像全沒感覺。

文 鄧鴻章

補充上期談貴重財物保險契約。如果你
有買 home owner policy insurance (房屋保險）
，請仔細查看 personal property coverage(個人
資產投保）項目，看看它?你保的是包括那些
項目。如果查到沒有你要保的資產，可以聯
絡他們修正即可。現在談第三項《財務投資
與理財》(financial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俗語有一句 「你不理財，財不理你」。
所以我們要先建立理財規劃觀念做起，因此
要分兩階段來談。第一段先談《理財》，第
二段談《投資》。有了錢才可以去投資。
《理財》要先做好以下十五點：1） 做好財
務 預 算 和 開 支 計 劃 （budgeting and spending
plan)和每天盯緊所花的每一分錢（track your
daily expenses)。2) 先保留薪水的一部分(pay
yourself first)。3）不亂買東西（buy what you
need, not what you want)。4）不要負債（no
debt)。5）少在外面吃飯（plan for your own
meals)， 6） 盡 量 善 用 公 司 給 予 你 退 休 配 款
（max your company 's contribution match)。7
）盡量不用借記卡（try not to use debit card)
。 8） 最 多 只 有 兩 張 信 用 卡 （carry only two
credit cards)。9）不向人借款（never borrow)
。10）善用減價券/折扣券(use discount coupons)。11）貨比三家（shop around)。12）盡
量減少各種帳單費用（try to negotiate a lower
fees for all utilities)。13）不賭博/不抽煙/不喝
酒（no gambling/no smoking/no drinking)。14
） 懂 的 討 價 還 價 （know how to bargain for
good deals)。15） 不動用老本（=退休金）等
等。當然還有很多省錢的方式沒有列出。如
果你能做到以上各項，你就已經發財了！
現在解釋上述的每一項細節。1）做好財
務 預 算 和 開 支 計 劃 （budgeting and spending
plan)和每天盯緊所花的每一分錢（track your
daily expenses)。利用預算表(excel spreadsheet)
把整個月的每一項消費支出都通通記錄下來
。如房貸、各項保險費、水電瓦斯垃圾費、
菜錢、三合一（電話/網路）費、手機費、氣
油費、應酬費、咖啡等等。全部費用加起來
就可以看到整個月的支出輪廓，那你就可以
瞭解整個月的消費是多少，來計劃下個月的
開銷要怎樣去省錢。備 12 個信封袋，外面寫
月份。記得所有大小收據都要通通收好，放
在當月的信封袋並編號以便查詢或退貨用。
也隨時查看那些支出項目可以省掉，不再買
或消費，如少喝什麼星星咖啡。由於篇幅有
限，下期繼續談 2) 先保留薪水的一部分(pay
yourself first）及其他項目。

西西里行之七：陶迷納、納索斯花園雙鎮

遊罷神殿谷，車子朝東北方向行，約一小
時後，抵卡塔尼塞塔（Caltanissetta）鎮。旅遊
車在一條既彎又窄的山路上東拐西彎，驚險鏡
頭層出不窮。正在山窮嶺盡“疑無路”的時候
，我們來到一家 GCT 公司特約的農家麥散納
（Messana）先生的家裡,享用了一頓美味的家
庭烹飪。麥家住宅的位置很好，居高臨下，從
院子可以俯覽山下的卡塔尼塞塔全鎮，景色宜
人。麥家看來是三代同堂。
飽餐了一頓家庭式的午餐後，車子續往東
行，上了高架線，遠遠看到山頂上的埃納
（Enna）城。車子進入了卡塔尼亞（Catania
） 平原，經過濱愛奧尼（Ionian）海的卡塔尼
亞市郊。卡塔尼亞是西西里的第二大城，也是
一個工業城。從卡塔尼亞，車子沿愛奧尼海北
上。沿途看到許多黑色的山石，熔岩。導遊說
這一段是火山區。下午 5：00 車子駛抵納索斯
花園鎮（Giardini Naxos）， 入宿希爾頓酒店
。這又是一家濱海的酒店，地點適中，有私用
海灘與室外游泳池。

陶迷納（Taormina）簡介

陶迷納是西西里東海岸一個山上的小鎮，
也是西西里島的一個重要景點。這裡一面是懸
崖，一面臨大海，城市建築在塔陶山（Monte
Tauto）的懸崖之上，俯覽美麗的愛奧尼（Ionian ）海灣，形成那上接天，下臨海，巍然聳
立的氣勢。這裡氣候常年如春，風光旖旎，山
城不僅有古希臘羅馬的遺跡，還以附近的火山
與海濱浴場著名。全城人口一萬五千人左右，
全部依靠旅遊業為生。旅館、餐館、咖啡館、
禮品店佈滿了大街小巷，生意非常興隆。
陶迷納有很長久的歷史。遠在公元前 9 世
紀希臘人來到西西里海岸前，已有西庫里
（Siculi）人在此居住。據考証，陶迷納是希
臘 人 建 立 了 山 下 的 納 索 斯 花 園 （Giardina
Naxos） 鎮之後才建立的。不過，陶迷納發展
迅速。到了公元前 4 世紀時，已頗具規模。西
羅馬帝國崩潰後，陶迷納仍是西西里島上重要
的城市之一。不過，當阿拉伯人在公元 10 世
紀入侵時，全城盡毀，並將之重新命名為

Al-Muizzia。阿拉伯人的統治直到公元 1078 年
，陶迷納被諾曼人西西里的羅杰一世公爵
（Count Roger I of Sicily）佔領。隨後，又經
過西班牙與法國的統治等等。
自 19 世紀開始，陶迷納成為全歐洲一個
很熱門的旅遊點。歌德 1787 年來訪時將他對
陶迷納的旅遊印象發表在《意大利記游》
（《Journey to Italy》）隨後又有德國攝影家
Wilhelm Von Gloden 在陶迷納的照片，吸引了
歐洲高層社會的人們涌至。到此遊覽度假的名
人有王爾德、沙皇尼古拉一世、歌德、尼采、
華格納等文豪、哲人、藝術家、與王公貴冑等
。到了二十世紀初，有更多自我放逐的作家、
畫家、電影明星，知識分子來此訪問居住，如
英 國 作 家 D.H. Lawrence, 美 國 作 家 Truman
Capote, Tennessee Williams, 獲諾貝爾獎的冰島
作家 Halldor Laxness，電影明星 Marlene Dietrich, Joan Crawford, Rita Hayworth, Elizabeth
Taylor, Richard Burton, Cary Grant, Sophia Loren 等。
今日，陶迷納古城仍是遊客雲集的地方。
古城高高在上，距海平面 250 米，環繞在四周
山丘上古城牆的殘餘片段依稀可見。整個古城
內散落著大蓄水池、古墳場的殘餘，那座十五
世紀的尼可拉教堂（Duomo di Nicola）、還
有那一條條用石子排成小方格的小街小巷、與
15 世紀至 19 世紀留下來的多個小廣場。整個
小鎮古氣盎然。陶迷納是今日西西里島上最負
盛名的觀光景區。

納 索 斯 花 園 鎮 （Giardini
Naxos） 簡介
納索斯花園鎮位於西西里的東海岸，濱臨
愛奧尼（Ionian）海，是陶迷納岬與斯琪叟
（Schiso）岬之間的一個海灣小城。1970 年代
以前納索斯花園鎮是一個安靜的漁村。今日則
成為一個優美的海濱度假的旅遊勝地。舉步可
及的海灘，加上許多大大小小應運而生的新式
大酒店、餐館，使這個海邊的小鎮成為一個遊
客如雲的休閑之所。再加上有名的陶迷納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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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索斯花園海灣的山崖之上，從小鎮開車不到
15 分鐘便可至陶迷納古城遊覽，既得海灘之
便，又可享古城之美，難怪像希爾頓這種大酒
店要選建在這裡了。
納索斯花園鎮（Giardini Naxos） 始建於
公元前 735 年，為希臘人在西西里所建最早的
殖民地之一。它一直沒有成為一個具有大影響
力的城鎮。歷史上經歷了希臘、羅馬、阿拉伯
、諾曼、西班牙等民族的統治，留下了一些古
老的教堂，與不少已出土與未出土的文物。
早上 9：30 從酒店出發。領隊薇拉利亞
（Valeria）領著大家步行至納索斯花園鎮的海
灘區。經過道旁滿植棕櫚樹的林陰道，看到一
簇簇蓬勃盛開，攀至牆外的紫紅色三角梅，美
艷無比。地中海的氣候太有利於花木的生長了
。艷陽天裡，在納索斯花園的海灣區,看到山
崖上居高臨下的陶迷納城，景色極佳。步行參
觀結束後，我們到街上的一間超市買了些水果
、三明治、礦泉水之類回酒店當午餐。超市的
食物價格自然要比酒店的價格低太多了。
下午 2：45 從酒店出發，車子載我們去陶
迷納。經過了一段彎曲窄狹的山路，來到了停
車場。下車後再乘電梯來到陶迷納古城主街
Corso Umberto 上的一座古城門下。這裡的遊
客真多，幸好大家都配備了隨身收音機，薇拉
利亞邊行邊講，隊伍拖得很長也不至走失。在
市政府廣場（Palazzo Corvaia）上有一座 15 世
紀意大利的第一個國會廳，還有一座聖尼可拉
（Duomo di San Nicola）教堂。從廣場俯覽，
納索斯花園鎮的海灣盡在腳下。 主街上全是
禮品店、餐廳、咖啡館。主街的兩旁有許多高
高低低，上上下下依山坡而建的小街小巷。這
些小巷很有意思，不但是坡度高，而且是有些
可以狹窄到祗能容一人通行，真是有趣極了。
這些小巷的兩旁也全是餐廳、禮品店、咖啡館
、水產海鮮與水果店。古城內看到很多間老教
堂。據薇拉利亞說，小城內大大小小的教堂共
有 31 座之多，其中一大部分仍在運作。我們
一隊人在主街上邊走邊看邊聽。地陪一再關照
請大家不要忙著拍照，務必跟著隊伍一同前往

夏曙芳

參觀陶迷納最有名的古跡──古希臘羅馬劇院
。

陶迷納的古希臘羅馬劇院
（Teatro Antico Taormina）
陶迷納的古希臘劇場始建於公元前７世紀
。它原是依陶羅（Tauro）石山坡砍鑿出來的
一個露天劇院。羅馬人統治期間，在原址上重
修擴建。10 世紀時遭阿拉伯人破壞。今日所
見的這座古劇院是二世紀時, 羅馬時代留下的
殘跡。希臘時代依山坡鑿出的觀眾席已不復見
，劇院是羅馬時代用磚砌成的遺留。不過其基
本格局仍然是希臘式的。有部分環繞劇院希臘
時代的柱子至今仍臨風屹立，其上之雕塑裝潢
依然可見。
陶迷納的這座古希臘羅馬劇院是西西里島
上第二大的古劇院。劇院的直徑有 109 米。僅
次於敘拉庫薩（Siracusa）的露天戲院。除了
規模宏大之外，它還有傲笑群倫的地點。在這
裡可以俯覽陶迷納周圍美麗的景色：終年白雪
蓋頂的愛特娜（Etna）活火山，美麗的納索海
灣，清澈的海水，與迷人的卡斯特莫拉
（Castelmola）小村落。這裡是自然與人文的
結合。今日常有些藝術電影歌舞戲劇活動在此
場地內舉行。
從古劇場出來後，有一段自由活動的時間
。主街上遊客很多。兩旁的禮品店、咖啡館裡
更是出出進進全是遊人。想起了中國山西的平
遙古城。記得第一次去參觀時，城牆內那種安
詳樸實的古風古味，曾在我腦裡留下了極為深
刻的印象。數年後再訪平遙時，便完全變了質
。留下的記憶是商業氣氛濃厚得令人窒息。更
可悲的是，不單是平遙，在過去十數年來去中
國的旅遊裡，凡是二度遊的地方，似乎都給我
這種使我悵然若失的感覺。在陶迷納的主街上
漫步瀏覽，兩旁商店很多，但我好像還沒有那
種透不過氣的感覺。也許是因為在西西里，我
祗是一名純遊客，而對中國則有太多的關注，
抑或是，國內“向錢看”的氣氛實在是太過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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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ng Planned For April 6 And 7 At U.S. President’s Mar-A-Lago Estate,
According To American Media Report

Report: Trump To Host Xi Jinping
For “Lower Temp” Summit In Florid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Xi Jinping and Donald Trump are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s top two economies. (Photo: Handout)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seeking to host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Florida next month for a
lowering-the-temperature summit with vast economic
and security implications, US media portal Axios
reported on Monday.
The report, citing US officials, said the summit would
be held at Trump’s lavish Mar-a-Lago estate in Florida,

and was tentatively set for April 6 and 7.
No golf was planned during the summit of the leaders,
which would mostly be a working session, the report
said.
Chinese officials said earlier that the Sino-US
relationship had stabilised, with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aying good news about a summit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could be expected soon.
The meeting would be the first face-to-face encounter
between the two.
In a phone call last month, Trump told Xi that the US
would honour its commitment to the one-China policy
regarding Taiwan, an island that Beijing regards as a
renegade province.
Huang Jing, a researcher from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autioned against high expectations of
the meeting calming all the uncertainties in the SinoUS relationship.
“I still think Trump is very likely to get tough about
China,” he said. “While both sides may not want to
see friction or conflicts, it is necessary for Beijing to
be prepared for the worst-case scenarios, such as the
much-speculated-on trade war.
“It is wishful to think that high-leve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cluding a leadership meeting,
could somehow influence a US foreign policy that has
yet to take shape.”
Huang said there were three prerequisites for a
meaningful Xi-Trump summit: the US president filling
out his core policy team; the reaching of consensus
in the US on what Trump’s policies would be; and a
public statement of those policies.

Related
The making of the Xi-Trump summit,
the most-anticipated world leader’s meeting of 2017
All eyes on when the state leaders will meet and if it
will be a formal White House event or a party by the
beach in Florida
If there’s any meeting between world leaders that’ll
be among the most anticipated in 2017, it’s the
inevitable meeting between Trump and Xi. Trump,
as he seemingly stewards the United States’ decline,
has long-emphasised his interest in rethinking the 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fter Trump’s inauguration, Sino-US ties were at first
slow-moving. Even as Trump racked up headlines over
phone calls with numerous foreign leaders – friendly
and adversarial alike – and hosted close US allies in
Washington, there was little on the US-China front.
This wasn’t entirely surprising. Trump’s unprecedented
decision in early December 2016, during the US
presidential transition, to accept a congratulatory
phone call from Taiwan’s Beijing-sceptic President
Tsai Ing-wen cast a pall over Chinese expectations
for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once Trump took office.
China considers Taiwan a part of its sovereign territory
and relations between Beijing and Taipei declined
sharply after Tsai’s May 2016 inauguration.
After multiple weeks of uncertainty and near-silence
o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government on both sides, Trump and Xi broke the
ice formally with their first presidential phone call on
February 10. The two leaders had spoken days after
Trump’s election win in November, before Trump’s
call with Tsai as well.
Crucially, Trump’s affirmation of Washington’s
decades-old One China policy in the call with Xi
appeared to restore a modicum of normalcy to
relations. In the final week of February, Chinese State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hakes hands
with Chinese State Councillor Yang Jiechi in
Washington on February 28. (Photo: AFP)

Councillor Yang Jiechi became the highest-ranking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 to visit Washington since
Trump’s inauguration.
Yang’s time in the US capital was productive, featuring
meetings with several members of Trump’s cabinet
and inner circle. Yang, during his two days, met
Vice-President Mike Pence, Trump’s Chief Strategist
Steve Bannon, Trump’s son-in-law and adviser, Jared
Kushner, and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Reince
Priebus. He also met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While no public announcements were unveiled during
his visit regarding a Trump-Xi meeting, multiple
sources in Washington speculated that a formal
meeting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could occur in late
April or early May. Notably, China has shown a degree
of openness to hearing out Trump’s concerns on
Chinese trade practices, making it more likely that the
US side will be interested in accelerating a Trump-Xi
meeting. (Courtesy http://www.scmp.com/news/china/
diplomacy-defence/article)

A summit betwee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being planned for April 6 and 7 at Trump’s Mar-a-Lago estate in Florida.

Former HMSDC President Dick Huebner
To Speak At ITC Luncheon
By Guest Writer Robert Stant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Former HMSDC President Dick Huebner will speak at the ITC Monthly
Luncheon on March 15, 2017. Mr. Huebner will speak on “Winning Business
In A Competitive Market.”
In 1985, Richard A. “Dick” Huebner responded to a blind ad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at proved to be a perfect match for his skill set — and heart.
After acing the job interview, he found himself the new president of the the
Houston Minority Supplier Development Council.
But, the job was no easy task. After all, it was an era when the idea of supplier
diversity was often an afterthought in corporate America.However, Huebner
was up for the challenge.
The new job, he said, “combined my passion for serving underprivileged
communities with my business background and association management
skills. I agreed to take it for four years, and now, 31 years later, I wake up
every morning saying,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
Huebner, 65, believes the one constant in life is change. Although he is
stepping down as HMSDC president, he plans to stay for several months
until his successor is chosen.
After three decades at the council, Huebner said he has fought the good fight
for supplier diversity, and plans to remain active at HMSDC — albeit in a
more limited capacity.
“It’s not like I’m really ending [my job]. I hope to have a new role that is still
yet to be defined,” Huebner said. “I told my board that I’d be involved until
the day I die — just not as an employee. I won’t be involved as aggressively.
I just can’t keep the pace up. It happens; it’s just old age.”
The supplier diversity community and many others are elated to hear he is
taking a slow stroll — and not a rush — to the retirement end zone.
Just ask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Richard Huebner has been a tireless Houston advocate for minority
businesses when it comes to building their companies,” he said. “His passion
for connecting large companies with up-and-coming business owners is well
know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We will miss his presence as he retires as
the head of HMSDC, but we are glad he will still be a valuable part of our
Houston community.”
Houston’s ‘godfather’ of supplier diversity
Under Huebner’s leadership, HMSDC has grown from 46 member
corporations to 178, and from about 100 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es to over 700 minority-owned firms.
“It’s about building an organization that works,” he said. “The organization
is a great deal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at responsibility is driven by its

performance. The performance means that we’re growing minority businesses
and helping corporations to advance their supplier diversity efforts.”
Under Huebner’s direction, the Houston council has been recognized six
times nationally as Council of the Year by the National Minority Supplier
Development Council. HMSDC also has been selected by the Greater Houston
Partnership as Houston’s Greatest Non-Profit Business Organization.
He has received numerous awards and recognitions, most recently the Ernest
B. McGowen Sr. Champion Award in December 2015 from the City of
Houston. In addition, Huebner was named one of the Best of the Decade in
supplier and workforce diversity by Minority Business News USA.
He attributes his energy and focus to lessons he learned from his father Otto,
a corporate executive who died at age 69 when Huebner was 18.
“My dad was a trailblazer,” he said. “He taught me the value of other people
and what your value to those people needs to be. He taught me about work
ethic, about religion and how to enjoy life. I think about it every day and say,
‘How am I doing?’”
Huebner’s success speaks volumes of his commitment to his
dad’s ideals
“I’m proud of what we’ve done with the council, and I’m proud of where it’s
at,” he said. “It’s in good condition and well-positioned to take the next step.”
A big challenge for the future of supplier diversity, Huebner said, is getting
everyone to embrace the value of a diverse workforce from top to bottom.
“I get disappointed with those who don’t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minority
business development or may give lip service to it and not take it seriously,”
he said. “But, if you focus on the naysayers, you’re not going to go very far,”
Huebner said. “The hardest part is getting the naysayers to see differently.
Instead, I tend to focus on those who are doing it rather than those who aren’t.”
Jewel Smith, manager of supplier diversity at CenterPoint Energy Inc., said
Huebner’s contributions to supplier diversity have had an impact nationwide.
“He is more than a legend. He is more than an icon,” she said. “He is more
than the ‘godfather,’ regarding supplier diversity in the Greater Houston area.
“Huebner has shaped and molded and been the force behind meaningful
impact that advances minority, women and small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Houston and across the nation,” she added.
In the corporate arena, Smith said, “What he is able to communicate resonates
with executives and key decision makers inside a corporation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take the appropriate action. He can speak the language, so that you
have no other alternative than to get on board.” (Courtesy http://mbntexas.
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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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中美寺 「 青年為世界傳遞希望和尊重」 現場音樂會
上周六隆重登場，並表達對City of Stafford 警消人員致敬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佛光山中美寺與 City of Stafford
上周六晚間在 Stafford Center 聯合舉辦一場 「青年為世界傳遞
希望和尊重」 現場音樂會，這也是僑界難得的一場由青年主
打，青年演出，傳遞年輕人的夢想和希望的一場音樂會，並
藉由此活動鼓勵更多的年輕朋友一起來實行三好： 「做好事
，說好話，存好心」 ，大家一起來關心我們的世界。當晚，
擔綱演出的有知名的網路明星 Kevjumba, 網路歌手 Clara C,
Paul Dateh, Dan Mattews 等人，並有本地青年團體 Koiiaboration 及 One- up 的表演。
Stafford 巿市長 Scarcella 也親臨現場，在節目開場時致詞
，勉大家共同努力，將 Stafford 巿打造成更美好的家園，國會
議員 Al Green 的代表譚秋晴女士，也帶來賀狀頒給佛光山中
美寺的代表覺安法師及 Stafford 市的巿長 Scarcella , 當天晚上最
特殊的莫過於把 City of Stafford 的警察和消防人員代表請上舞
台表揚，並為了表達對他們平素辛勞致敬，由佛光山中美寺
的代表各捐了美金一萬元給 Stafford 警察局及消防局，這些款
圖為國會議員 Al Green 由代表譚秋晴女士
由代表譚秋晴女士（
（ 中 ）帶來賀狀給
項皆來自門票的收入，及許許多多的贊助信眾。
佛光山中美寺，
佛光山中美寺
，
及
Stafford
巿
，
由覺安法師（
由覺安法師
（ 右 ），
），Staf
Staf當天晚間最吸引人的莫過於這些可貴的年輕歌手及藝術
音樂會最特殊的一段莫過於向 Stafford 市警察局及消防局致敬
市警察局及消防局致敬，
，各捐
ford
市市長
Scarcella
(
左
）
代表接受（
代表接受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家們，他們為全場帶來震懾人心的年青音樂，也通過這些歌
款一萬元，
款一萬元
， 表達中美寺信眾及現場觀眾對他們平日辛勞致敬
表達中美寺信眾及現場觀眾對他們平日辛勞致敬。（
。（ 記
曲和音符之美，鼓舞了現場上千位觀眾，大家從他們的音樂中 Mizani 撰寫了音樂。 他的第二張專輯 - 隱形世界 - Invisible
者秦鴻鈞攝）
者秦鴻鈞攝
）
World -於 2016 年 9 月發行。
看到生命的美好，以及對生命的希望和尊重。
DANakaDAN 是一個嘻哈藝術家。 作為韓國人，他製作
當晚節目的演出者包括：
了自我身份識別，成癮和收養的經驗。
他的專輯，Stuntman
Kevin 吳，著名的 You Tube 明星，是一個著名的喜劇演
和一個文件系列詳細描述了他的個人自我識別旅程，並收養他
員，人道主義和電影演員。 他的另一個 You Tube 頻道，Jumba 基金，致力於為非營利組織賺取基金利潤。 2007 年一夜成 的家庭，並遇到他以前從未知道他的孿生兄弟。 他一直是赫
名之後，Wu 成為了一年內擁有 250 萬用戶訂閱 You Yube 的用 芬頓郵報，NPR，BBC，DramaFever，Hulu 的特色關鍵人員
戶，。 他獨特的關於學校，家庭生活和人際關係幽默和幽默 ，並與遠東運動和崔大衛合作。 他目前擔任 ISAtv 亞洲項目的
風格改變了 You Yube 的喜劇場景。 Wu 從 Jumba 基金的富有 主要創作者和製片人。
Christine Gambito“HappySlip”是著名的 You Tube 視頻喜
訂閱者那裡獲得資金，幫助他在肯尼亞建立一所高中。 吳也
劇演員。
她在 You Tibe 擁有一個很大的觀眾訂戶。 她被菲律
是電影演員，他的電影包括馬丁•斯科塞斯製作的“Man-Up!
賓旅遊部任命為旅遊大使。
她溫暖的個性和機智的幽默贏得
” 和“綠龍的複仇”。 在 2013 年，吳決定專注於教育，家庭
了世界各地的粉絲。
她希望她的觀眾在觀看她的視頻時享受
和宗教靈感工作而不是娛樂事業。
Clara Chung 是著名的歌手和 You Tube 藝術家。 她是極有 幸福。
盛大儀式的主持人是 Han Jiang。 她在德克薩斯州休斯頓
天賦的歌手和歌曲作者，她關於生活和愛的歌曲在世界各地鼓
是一名雙語女主持人。
她在休斯頓和全國各地舉辦過許多節
舞了百萬人的心。 她全程為她的音樂演出，她也兼職教自閉
目。
她是美國中國宇宙小姐的第一個亞軍，並被加冕為休斯
症孩子。
Paul Dateh 是一個成功的藝術家，通過互聯網，電視和雜 頓華埠小姐之（才藝小姐）。 她是休斯頓中國傳統音樂集團
誌，報紙, 上百萬的人看到他。 他為 AT＆T，Google，Kanye 的主要長笛演奏家，並擔任美中關係親善大使。 Han 畢業於
West， Nickelodeon， Sony Ericcson， Miley Cyrus 和 L'Oreal / UT Austin McCombs 商學院，並在石油和天然氣行業擔任會計
由 SoundBoxtx 表演歌舞 「 WyldStyl 」 。（ 記者秦鴻鈞攝 ）
師。

德州佛教會觀音菩薩聖誕法會 本周六，日兩天在玉佛寺啓建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德州佛教會謹訂
於三月十八日（ 星期六 ），及十九日（ 星期
日 ）兩天，於玉佛寺啓建 「觀世音菩薩聖誕
法會」，其行程包括：
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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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月十九日 （ 星期日 ） 上午十時至十二
時在 「大雄寶殿 」舉行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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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長宏意法師也將出席，祝福與會大眾。兩日法
觀音殿 」 觀音普佛。
會皆將敬備午齋結緣。 謹以此功德，祈求風調
十九日星期日上午法會中，美洲菩提中心 雨順，國泰民安。
明心堂監院圓福法師將以 『大慈大悲』為題，
開示弘揚觀世音菩薩的慈悲精神。佛教會副會

休城工商

讀「德克薩斯州功夫節」有感
李國忠
從上周六（2017 年 3 月 11 日） 美南新聞
工商版刊載的德克薩斯州功夫節從武術中探尋
生命的力量一文中看中國的武術今後將向哪裏
發展，才能使中華武術文化更上一層樓，走上博
大精深最高境界，更好的完善武術的宗旨。下
面通過我的經歷說明我的建議和實踐：首先說
明我在 1966 年由上海市體委委托上海市虹口
體育場（現改為虹口足球場）群體組負責召開
大會，宣布我為中國最後一屆國術館館長兼總
教練、解放後又是虹口體育場武術（包括少林
太極）總教練劉德生老師的接班人，老師宣布
我為少林六合門掌門，本人 7 歲拜劉老師為師，
16 歲時我母親（山東濟南人）長期臥病在床，
痛苦不堪，最後是肝腹水逝世。我非常傷心，被
劉老師知道後就秘傳了我傳統推拿法和六合門
的內功秘籍，我也學會了針灸和巨針（一根一尺
四寸，一根一尺八寸，一根二尺一寸，粗細如接
毛線衣的針）。當時一邊學習一邊看病。18 歲
時就代劉老師傳授六合拳術和各種兵器、對打、
劉式太極拳。從這開始，除中間發生一些不尋
常的情況外，基本上一直以傳授六合拳術、兵
器、對打和治病救人到今天。我治療的範圍主
要是神經系統疑難雜癥，或者中西醫院不能治、
難治的、長年治不好的。腰酸背痛、不能走路、
擡不起腿的，都是小毛小病。在這一生中我所
知道的優秀徒弟由：一位是上海腫瘤醫院職工
陳明良連續獲得全國兩屆太極推手冠軍。另一
位是陳明亮的師弟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希拉
瑞的姻親伯父傑爾•瑞巴克沙，他特從美國飛
往上海拜我為師（有照片、師徒證書和報刊為
證）。他把所學會的六合門功夫和美國的舞蹈
結合起來創新的在泰國傳授很多徒弟。我的幼
子李永傑 6 歲開始我教他少林六合門武功，12
歲時受邀到香港參加國際武術比賽，安排在特

技比賽場，李永傑可以在碗口粗細高達一層樓
頂上做後搬腿平衡等動作，高空翻下，獲得滿
場喊叫聲和掌聲雷動，震動了所有觀眾和參賽
者包括很多外國人，爭相拍照留念。我現在已
78 歲了，但很強健，精力充沛，這就是我一生幾
十年的歷史，從國內各地到國外以泰國為主的
幾個國家。我來美國只有 3 年，你們都是老華
僑和老前輩。這次可惜我沒能參加，爭取下一
次機會吧。
對文章中提出“從武術中探尋生命的力量”
的警示，的確非常重要。我在 60 年前把學到的
少林六合門內功的秘籍和傳統推拿術、針灸、
巨針、穴位註射等混合運用，後來我在治療高、
低位截癱過程中發現我大膽地純運用內功秘
籍放棄了其它所有的治療方式就可以使損傷病
變的部位下降，明顯的得到緩解和擴大的效果
範圍。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向全世界發出“要
發揚和光大不服藥物、不註射針劑能治好病的
方法”的號召後（在北京的人民日報和上海解
放日報的社論）。我立即響應，純用我少林六合
門內功秘籍治病，在全國各地和以泰國為主的
東南亞諸國實施少林六合門的內功立即受到廣
大群眾的歡迎，形成了很大的聲勢，在 2000 年
國家有關部門承認我為“少林秘功，傳統武術
運動健康療法”的創始人，最近中國國報會中
華文化傳承委員會又以記實文件給我加上武學
大師、醫學大師和教授的頭銜，我感到還要再
努力報效國家和人民，更好的為世界人民的健
康服務！這就是實踐出真知。傳承委員會又以
“踐行者，時代楷模”大型記時書籍把我作為
封面人物和名譽顧問一職這是我經過“四選五
省”才決定的，這是對我工作的支持，感到十
分榮幸，同時也是鼓勵和鞭策！最近在工作中
特別向大家匯報：一、53 歲女病號，二、38 歲男

病號。在中華武術文化“少林秘功”的運作中，
女性病員經過 24 次“少林秘功”身體長高 2.2
公分。38 歲男病號經過 7 次“少林秘功”的運作，
身體長高 1 公分半，長高速度之快可以說是立
竿見影，使我和病員都非常驚喜！通過中醫的
武術醫療，這在世界醫學史上可以說是破天荒
的！再說，有先例說明脫頂的可以長出頭發。
“少
林秘功傳統武術運動健康療法”最大的特點是
在不服藥物、不註射針劑、不開刀、不使用針
灸的前提下，純用中國少林六合門內功秘籍緩
解和康復病員的，病員完全處在無痛苦和不會
產生醫源性疾病的安全可靠的接受緩解和康
復，病員沒有了恐懼和心煩的情緒自然提高了
療效，達到了醫者和病員的要求。包括轟動中
美一時的中國江西籍留美女博士劉麗婧突發腦
溢血，經美國哈裏斯衛裏公會醫院搶救和治療
三個月後，經該醫院和西方專家教授會診後所
下的結論“劉麗婧就是醒了也是植物人狀態，
永遠也不會有知覺”的結論後，經我中華武術
文化中的“少林秘功”四個月後劉麗婧康復了，
我用鐵的事實徹底推翻了他們極為錯誤的論
斷，進一步向世界類似的病號亮起了“康復有
希望”的綠燈，為世界醫學史上增添了光輝的
一頁！通過實例，證明中國的中醫武術醫療，配
合西方的西醫有機的合作可以解除更多病員的
痛苦。使世界上有的病員從有“命”到有生命擴
大了再生的機會，這就是武術和醫學的緊密相
連的真知和發展的最高境界！因此得出：教練
者和徒弟們可以在積極練功中抽出一定時間學
習中醫理論針灸理論和選擇性的學習西醫理
論，這樣學員們學了武功之後有了發展前途。各
地的武術學校和學院也不會發生倒閉和招不到
學員的困境，這真是一舉兩得。我現在已是 78
歲的老人了，隨著自然規律的趨勢：準備以中國

福遍中國教會「信仰與錢財管理」班
4 月 6 日起連八週上課 3 月 15 日前報名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一項由福遍中國教會主辦的「信仰與錢財管理」班，將於 4 月 6
日起至 5 月 25 日連續八個週四晚間七時至八時半在福遍中國教會（ 7707 Hwy 6 South,
Missouri City ,TX 77459 ) 上課。大家一起來學習紮根於聖經的錢財管理，學習克服財務困境，
設立儲蓄目標，制定消費計劃及管理借貸等。
本課程限學員十二名，必需三月十五日前報名，註冊費 10 元（含茶點），出席連續八個週
四之全勤者可以獲得五十元禮券。
詳情請洽： 郭麗明 Ming Ma, mingm @ fbcchome.org,
電話：（832）539- 4846

圖為李國忠大師

傳統的授徒方式對外招生：一、18 歲到 60 歲健
康的男女。二、優先錄取學過武功的人員（收費
也優先照顧）三、費用報名面談，名額 20 名。四、
報名費 100 美金。五、每天上午 9 點到晚上 9 點，
周末不休息。以供參考，謝謝。聯系電話：832757-3787
中國少林六合門掌門
中國少林秘功創始人
李國忠
2017/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