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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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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大皇宮變身溜冰場巴黎大皇宮變身溜冰場 曾在百年前舉辦世博會曾在百年前舉辦世博會

法國巴黎民眾在巴黎大皇宮中央大廳開放的滑冰場上滑冰法國巴黎民眾在巴黎大皇宮中央大廳開放的滑冰場上滑冰。。巴黎大巴黎大
皇宮皇宮（（Grand PalaisGrand Palais））已經有已經有100100多年歷史多年歷史，，位於巴黎香榭麗舍大道位於巴黎香榭麗舍大道，，
是為了舉辦是為了舉辦19001900年世界博覽會所興建的年世界博覽會所興建的，，是法國及巴黎的象征之壹是法國及巴黎的象征之壹。。

20222022年世界杯主體育場外形揭曉年世界杯主體育場外形揭曉
土豪金盡顯奢華土豪金盡顯奢華

近日近日，，2022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主體育場年卡塔爾世界杯主體育場（（Lusail StadiumLusail Stadium））設計方案揭曉設計方案揭曉，，
金色的體育場外墻盡顯奢華氣質金色的體育場外墻盡顯奢華氣質。。據悉據悉，，該體育場將承辦卡塔爾世界杯揭幕戰該體育場將承辦卡塔爾世界杯揭幕戰
和最終抉賽和最終抉賽，，設計容納人數為設計容納人數為88萬人萬人，，並配有恒溫並配有恒溫2626℃℃制冷系統制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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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虧損9000萬英鎊 捷豹路虎計劃大幅裁員5000人
綜合報導 據報道，英國最大汽車制造商捷豹

路虎將在明年1月份宣布25億英鎊開支縮減計劃的

壹些舉措，其中包括裁員5000人。

捷豹路虎今年第三季度虧損9000萬英鎊，主要

原因包括亞洲和歐洲市場的下滑。為應對英國“脫

歐”、銷售下滑以及柴油車需求下降的趨勢，捷豹

路虎10月份宣布制定了這項龐大的25億英鎊的開

支縮減計劃。其中包括未來18個月削減10億英鎊

的成本，未來兩年每年的投資額從45億英鎊縮減

至40億英鎊，以及減少車輛的庫存等等，裁員細

節尚不清楚。

捷豹路虎為印度塔塔汽車所有，在英國共有雇

員4萬人，之前已經縮減了索利哈爾工廠的1000個

零時工崗位，以及其他壹些工廠工人的工作時間。

捷豹路虎還停止招聘新人，並縮減不必要的差旅。

捷豹路虎壹直享有“英國制造業皇冠之寶石”的美

譽，但目前面臨多重挑戰。有分析指出，歐洲對柴

油車監管的收緊以及英國“脫歐”進程的不順暢正

在對捷豹路虎推行改革計劃造成不利影響。

英國“脫歐”進程近期再次遇阻，英國首相特

雷莎· 梅在最後時刻宣布推遲英國議會對脫歐協議

的表決，凸顯該協議在英國或將難以得到足夠支持，

英國無協議“脫歐”的可能性大大上升，恐將對經

濟造成更為不利的影響。英國“脫歐”事宜的不確

定性遲遲難以消散，對商業和投資信心與決策持

續造成打擊。有報告顯示，如果英國無協議“脫

歐”，受到不利影響最為嚴重的行業之壹就是汽

車行業。

捷豹路虎在中國市場的銷量近期大幅下滑。據

印度媒體報道，捷豹路虎10月份全球汽車零售總

量為4.43萬輛，同比下降了4.6%。據悉，捷豹路虎

在中國的銷售量下降了49%。但捷豹I-PACE、捷豹

E-PACE和改款的路虎攬勝以及攬勝運動版等新車

型在英國和北美市場銷量強勁，英國市場的零售量

上升46.9%，北美地區上升24.1%。

為應對監管政策以及市場趨勢等變化，捷豹路

虎也在關註電動汽車和無人駕駛汽車這些新興領域

業務的發展，已推出首款純電動汽車捷豹

I-PACE。自德國大眾汽車曝出尾氣排放檢測造假醜

聞以來，歐洲對於柴油車的監管持續收緊。法國已

經宣布計劃從2040年開始全面禁止采用內燃機動力

的汽車上路。英國政府也宣布，將於2040年起全面

禁售燃油車，屆時市場上只允許電動汽車等新能源

環保車輛銷售。

近期，全球多家知名車企宣布裁員。美國通用

汽車公司11月底宣布，隨著制造成本上升和傳統

動力汽車銷售放緩，公司計劃關閉全球7家工廠並

裁員1萬多人。

共享汽車途歌退押金難
退還規則生變

在用戶前往ofo小黃車總部排隊退押

金的同時，共享汽車途歌也籠罩在“押

金難退”的陰霾之中。

途歌1500元的押金比共享單車高不

少，有的用戶申請兩個月仍未退，而且

記者發現，途歌押金退還規則悄然發生

變化，押金退還時間由“7個工作日退

還”變更為“7-15個工作日退還”。友

友用車、EZZY相繼倒下之後，“重資

產、重運營”的共享汽車途歌能否挺過

去？

用戶遭遇押金難退
途歌退還規則悄然生變
近日共享經濟企業押金難退愈演愈

烈。位於中關村的ofo小黃車總部用戶排

隊退押金，要求退押金的途歌用戶也占

據了位於朝陽區的途歌總部。

12月18日，途歌總部依舊有不少退

押金的用戶，也有途歌的運維人員要求

公司報銷費用。面對這些情況，途歌回

應稱，公司自成立以來，新用戶註冊充

值押金及退還押金每天都會有，都是正

常現象。目前依然依照“20+7個工作

日”進行處理。如有賬戶異常、用車異

常則會延遲，確認後也可到賬。

“20+7個工作日”如何解釋？途歌

系統解釋，這是在最後壹筆訂單結算

成功後20天即可申請退還租車押金，

若在歷次用車中未發現違章/事故/異

常用車等行為，押金將於 7個工作日

退還。

“11月15日申請退押金，至今還沒

有到賬，電話打了無數遍、去西安分公

司也登記了，還去壹些互聯網投訴平臺

投訴了。要回自己的押金為什麽這麽

難？”西安的李女士向記者表示。

李女士也去途歌西安分公司登記

退押金了。“西安分公司人也挺多的，

現場工作人員說登記後 3-6 個工作日

會到賬。目前是有的說收到了，有的還

沒有。”

12月18日，新京報記者發現，途歌

押金退還規則悄然發生變化，押金退還

時間由“7個工作日退還”變更為“7-15

個工作日退還”。

用戶稱無車可用押金也退不出來
“以前車挺多的，現在都沒車用

了，押金也退不出來。”用戶劉先生表

示，途歌押金1500元遠高於共享單車的

押金，應該給個說法。

12月 18日，新京報記者登錄途歌

APP，發現附近都沒有可用車輛。系統

顯示“附近暫無接力用車，請稍後再

試”，以及“用車太火爆，等壹等可能

有車來”。

對於押金難退問題，途歌回應

表示，途歌退押金的時間是20+7個工作

日，因共享汽車不像共享單車，需通過

我方初審、第三方復審以及交通部門進

行校正審核，核查在使用車輛期間出現

違章、違停以及用車異常等問題，確定

無誤後方可原路退回。如果有違章以及

異常用車等情況，是需要用戶先處理再

退還的。

“我的申請時限滿足了這個要求，

還是退不出來。”李女士表示，不少用

戶也反映，申請時長超過2個月了也沒

有進展。途歌表示，多數租車公司審核

周期會更久及更繁瑣。因用戶使用途歌

支付押金會通過支付寶、微信、信用

卡、銀行卡等多個渠道，每個渠道原路

退回也將有不同的周期才可到賬。

今年3月，李女士在朋友的推薦下

成為了途歌的用戶。“雖然車不多，但

停車挺方便的，用戶體驗不錯。”李女

士體驗了首汽GoFun等多家共享汽車之

後，對途歌的評價頗高。

在共享經濟興起的大背景下，途歌

成立於2015年7月，在北京、上海、廣

州、深圳落地運營，平臺旗下擁有奔馳

Smart、寶馬mini、雪鐵龍、標致等多款

服務車型。

途歌也在2017年風生水起，成為了

共享汽車行業明星。當年4月，“途歌”

獲4000萬元A+輪融資，真格出資3000

萬元，拓璞基金出資1000萬元。當年10

月，再獲SIG和真格基金2200萬美元B

輪融資。

到了今年年初，途歌曾再次融資，

不過，到了9月份窘境漸顯，押金難退

不時傳出。

“我9月初已經退過壹次押金，當

時途歌也沒有按承諾的時限退還押金，

而是我多次打客服電話才退的。”李女

士表示，當時看新聞途歌押金難退，隨

即就申請退款。後來因為臨時有急事又

交了押金用車。

同時，9月，途歌撤離了南京市場，

開始爆出無車可用的情況。不過，途歌10

月份宣布完成由海納亞洲基金（SIG）領

投，真格基金、凱欣資本跟投千萬級美元

B2輪融資，並在北京推出送車上門的服

務。途歌好似打上了壹劑強心針。但隨後

出現的押金難退等證明事情並未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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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峡两岸》是中央电视台惟一的涉台时事新闻评论栏目，节
目宗旨是“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节目分为两个版
块：第一个是“热点扫描”，主要报道当日和近期台湾岛内的
热点新闻；第二个是“热点透视”，当日或近期涉台热点深度
报道及两岸专家对此事的评论，并对两岸各个层面的交流交往
进行跟踪报道。本期節目主題： 台湾民调显示过半民众支持
“九二共识” 蔡当局回避“九二共识”没有出路。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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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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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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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2-IPTV-直播電視B6_4

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價格不含盒子

713-505-3919
微信號：chinese_IPTV

World Journal  ARTWORK  APPROVAL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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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laws. No part of the Content may be copied, reproduced, republished, uploaded, posted, publicly displayed, encoded, translated,
   transmitt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way to any medium for publication or distribution without World Journal, Inc.’s express prior written con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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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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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12月，大小媒體都在盤點即將
過去的一年，年度人物、年度事件紛紛推
出。好幾個媒體朋友問我，我心目中的年
度人物是誰，我脫口而出：逝去的文化名
人——中華文化符號。看看即將過去的戊
戌年，一大批文化名人先後棄世，真是一
個群星隕落、碩果凋零的年代。
2月6日，101歲國學泰斗饒宗頤走

了。
2月17日，93歲中國美術史學科創建

人金維諾走了。
3月18日，83歲文壇大師李敖走了。

3月19日，90歲世界華語詩壇“詩
魔”洛夫走了。
5月31日，75歲“以香水寫作的香江

才女”林燕妮走了。
6月6日，78歲香港“新儒家”霍韜

晦走了。
6月8日，100歲香港文學巨匠劉以鬯

走了。
9月20日，98歲以童心追求兒童文學

一生的“雲姨”黃慶雲走了。
10月29日，91歲被譽為“新中國紅

學第一人”的李希凡走了。

10月30日，94歲“一覽眾生”的武
俠小說泰斗金庸走了。
11月2日，91歲香港“電影教父”鄒

文懷走了。
11月3日，55歲有“靚絕五台山”美

譽的藍潔瑛走了。
這一年，一再送別逝去的文化符

號：從傷逝到傳承。逝去不是消亡，而是
永生。逝去的他們在文壇留下的印記，是
後人無形的精神信仰，也是有形的具有象
徵意義的符號。文化傳承有三個基本元
素：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此三者只要

其中一個有更動，必會產生文化的隔閡和
斷層。要真正進入中華文化還原歷史真
貌，就必須正視“文化斷層”這個傳統文
化精髓被遺棄的“致命傷”。

人們把文化上的世代斷層，視為一
座城市的潛在危機。傳承的是經典背後
的精神。傳是傳授、傳遞，承是繼承、
領納。正是一脈相承、代代相傳的傳
承，才使得文化源遠流長。這種斷層出
現之後的危害，就是真正失落了從前的
文化。
武俠小說泰斗金庸剛剛走了，他不

會走遠，武俠永存世間。他的武俠小說
多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創作的。那時
正值中國文化遭受最大破壞的時期。改
革開放以後，大陸百姓都在讀金庸小
說，他的小說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高過他
的文學價值。他的小說在以文學的形式
傳承中國文化最基本的道義。學者陳寅
恪、錢穆是學術研究，只有金庸用的是
最通俗的、百姓喜歡的故事的形式，說
的是忠孝節義這些東西是不能丟掉的。
文化不會斷層，文學總要傳承，這是前
輩文化符號背後的精神。 文：江迅

�

文化不會斷層：逝去的中華文化符號是一代人記憶

能成功競投到心頭好，純屬偶然。那
天是星期日，拍賣會於下午一點開

始，筆者因被俗務耽誤，急急忙忙趕到
現場時，已經是下午三點半。站在門口
向裡張望，這大概是世上最簡陋的拍賣
會，場地僅有普通辦公室大小，總共坐
了五十多人，將整個房間擠得密密麻
麻。
隨手拿了一本清單翻閱，拍賣物品

多達2,300多件，按順序逐一競拍。最
引人關注的金庸小說，列於1,200號至1,
300號之間。雖然當時尚未開始拍賣金
庸小說，但筆者自忖已經錯過報名時
間，加上現場沒有空餘的座位，只能廢
然而返。
走到電梯口時，瞥見旁邊有一家二

手書店。抱着逛逛的心理，走進去一
看，居然在角落處發現好幾套金庸小
說，有《神雕俠侶》、《倚天屠龍
記》、《書劍恩仇錄》和《鹿鼎記》，
都是上世紀80年代的明河社版本。頓時

如獲至寶，僅花250元(港
元，下同）就將一套《鹿

鼎記》納入囊
中。
此時恰好接

到內地友人的電
話，他也是金庸

迷，一聽說價格如此便宜，當即吩咐筆
者代為付款，“有多少要多少”，把剩
下的幾套一掃而光。
付完款正準備離開，忽然有個儒雅

長者走進書店，好幾個顧客都與他打招
呼。原來他是此次拍賣會的其中一名拍
賣師，中途下場休息。筆者試探着問
他，是否可以補充報名？該拍賣師很爽
快地一口應允。筆者大喜過望，當即飛
奔下樓提取按金，如數繳納後得以進場
落座。
此後的一段時間，張愛玲、周作

人、梁羽生、倪匡等多位名家的著作逐
一競拍，有好些都是珍貴的版本，然而
買家們不算太踴躍，有的甚至僅以底價
成交，最好的也不過叫價四五輪。
到傍晚六點半，終於輪到金庸小說

了。識貨者都清楚，在競拍的18套作品
中，年代越久遠的舊版越有收藏價值。

第一個競拍的是鄺拾記版本的《鴛
鴦刀》，底價1,000元。現場氣氛驟然
熱烈起來，人人精神大振，叫價聲此起
彼伏，最終以7,000元成交。另外一套
是胡敏生書報社版本的《鴛鴦刀》，底
價3,000元，以2.1萬元成交。

筆者見狀心頭一沉。《鴛鴦刀》字數
最少，只有薄薄的一冊，價格竟然翻了七
倍。由此推測，另外兩部較厚的舊版競爭
將更加激烈，成交價更會高不可攀。果
然，此後競拍的《素心劍》（即修訂版
的《連城訣》），底價3,000元，成交價
高達26,000元，翻了7.6倍。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最後一套鄺拾
記版本的《俠客行》，底價5,000元，叫
價到7,000元時，已經沒有幾個人參與
了。筆者遂膽粗粗加入戰團，你一百、
我一百地逐步叫價。到8,000元時，全場
只剩下筆者和另外一人輪流舉牌了。
其實筆者並非財力雄厚之人，完全

是硬着頭皮強撐，心中的最高預算為15,
000元。幸好到11,000元時就已成交。
生平第一次參加拍賣會，就嚐到成功的
喜悅，雖然腰包很受傷，還是忍不住小
小得意了一把。

許多人都不理解，為何世上有人願
意花如此高昂的價格去買一套舊書？原
因很多，首先是因為不少人對金庸先生
的作品有種情意結。尤其是筆者這類改
革開放後出生的第一代獨生子女，小時
候都是在內地的租書店首次接觸金庸小
說。很慚愧，當時不知道自己看的多數
是盜版。所以來到香港之後，盡可能地
買回幾套正版，以此表達對金庸先生的
崇敬與支持。
其次則是因為早期版本的金庸小說

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以明河社上世紀
70-80年代首次修訂的版本為例，全套
36冊的封面圖和篆印均為名家手筆，內
頁插圖基本也都是金庸精心挑選的藝術
精品。例如《書劍恩仇錄》上冊的封面
圖《維吾爾族少女》，是國畫大師黃胄
的作品，原畫為金庸珍藏。《倚天屠龍
記》第一冊封面圖《九珠峰翠圖》，是
元代名家黃公望的作品。扉頁印章“曾
經滄海”，則出自晚清篆刻家徐三庚。
此人治印章法茂密，用刀挺勁，在同
治、光緒年間風靡一時，對日本篆刻家
影響極大。

至於更早期的舊版，對於“金學”
研究者更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具
有珍貴的文獻價值。現今流傳於世的金
庸小說其實是修訂版，與他最早刊登在
報紙上連載的版本相比，很多劇情都有
重大調整。
以《射鵰》三部曲為例，楊過的母

親原本是個名叫秦南琴的捕蛇少女，鍾
情郭靖但被楊康姦污。穆念慈的命運則
是在鐵槍廟中，當楊康毒發時先刺死
他，再自盡殉情。另外，郭靖曾有一隻
可在烈火中飛舞的小紅鳥；而張無忌則
在冰火島上有一隻玉面火猴。這些劇情
到了修訂版中，都被金庸大筆一揮刪得
乾乾淨淨。
之所以作出這些修改，顯然是為了

使劇情更加緊湊，以及減少“怪力亂
神”的設定。總體而言，修訂版的藝術
價值確實高於舊版。但在資深金迷們看
來，閱讀舊版中那些略有瑕疵、不夠完
美的文字，從中可以揣摩出金庸最早的
創作想法，看完再與修訂版進行比較，
猶如閱讀紅樓夢的脂本和程本，本身就
是一種樂趣。
最後，由於舊版已經是“絕版”，

在市面上早已停止流通，某種意義上相
當於是文物。隨着時光的推移，相信日
後還會不斷升值，在拍賣會上將繼續受
到收藏家的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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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仙逝後金庸先生仙逝後，，香港新亞圖書中心於香港新亞圖書中心於1111

月初舉行舊書字畫拍賣會月初舉行舊書字畫拍賣會，，1818套不同時期出套不同時期出

版的金庸小說匯聚拍賣現場版的金庸小說匯聚拍賣現場，，自然引來不自然引來不

少金庸迷少金庸迷““參戰參戰”，”，意料之中意料之中，，當日當日

所拍悉數成交所拍悉數成交。。讓人欣慰的是其中一讓人欣慰的是其中一

套值得珍藏的舊作套值得珍藏的舊作，，筆者有幸入筆者有幸入

囊囊，，金錢的投放除了獲得私藏經金錢的投放除了獲得私藏經

典金庸作品的滿足之心典金庸作品的滿足之心，，亦寄亦寄

託了一份對於大師的感念追託了一份對於大師的感念追

憶憶，，在充滿時間味道的紙墨在充滿時間味道的紙墨

書香間再探刀光劍影書香間再探刀光劍影、、俠骨柔俠骨柔

腸腸，，也算是金庸迷對心中這位也算是金庸迷對心中這位““筆墨俠筆墨俠

客客”，”，獨有的紀念方式獨有的紀念方式。。

文文、、攝攝：：西野米蟲西野米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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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屠龍記倚天屠龍記》》內頁內頁 ■■《《倚天屠龍記倚天屠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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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競得鄺拾記筆者競得鄺拾記
版本的版本的《《俠客行俠客行》》



BB77德州本地新聞
星期二 2018年12月25日 Tuesday, December 25, 2018

一個美麗謊言一個美麗謊言 成人世界願為孩子傾情呵護成人世界願為孩子傾情呵護

[原創：蓋軍] 毫不避諱的說，聖誕老人是西方成人世界為孩子們全力編織與極力維護
的最大謊言。

每當聖誕平安夜的鐘聲響起，空氣中跳動的是《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的歡快
旋律，可以想像，此刻正有多少孩子激動的期盼著一個背著滿滿禮品袋的老人到訪，興奮
忐忑,好奇乃至猜測都寫在臉上，而又有多少家長此時正精心佈局，刻意等待著孩子熟睡之
後，在壁爐下悄悄放上一份來自聖誕老人的禮品。

於此同時，圍繞聖誕的主題討論正不絕於耳，在頗受歡迎的兒女教育網http://www.
mumsnet.com/ 最近的留言板上，不少家長們提出家長如何對自己的孩子“圓謊”等問題；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也一直在討論聖誕節是否帶有宗教色彩，家長要如何給孩
子們解釋這個”彌天大謊”，其實，正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聖誕已經成為一個標誌性的
傳統節日，與宗教無關，更不受任何觀念的束縛。家長給孩子們傳輸的是一個美麗的童話故事，
是一份充滿了奇幻的相像，而一旦孩子們慢慢長大，心理逐漸成熟，絕大多數孩子們的適應能力
，會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期，也鮮有出現知道真相後的心理障礙。
女兒剛上小學的時候，對聖誕老人的存在篤信不疑，平安夜總會問，聖誕老人甚麼時間到來，他
會不會太忙而錯過，女兒睡前會在餐桌上擺上牛奶蛋糕和糖果，據說聖誕老人很辛苦，要在當晚
給全世界所有的孩子們都送上一份禮物，他在每一家僅能停留萬分之三秒！

為了防止女兒半夜穿著睡衣查看餐桌，深更半夜製造出聖誕老人大吃二喝後留下一片殘跡的
任務自然由我來承擔。

女兒漸漸長大了，不再迴避聖誕老人的存在問題，她講述學校裡同學之間彼此的討論，以及
課堂上老師的回答。這個直面的轉變，連自己都覺得很踏實平坦。

成人世界貫常以簡單直率的方式來解決孩子們的問題，他們常常會一語道破真相，讓孩子們
日積月累的夢想瞬間灰飛煙滅。然而，在聖誕老人是否存在這一問題上，成人世界卻表現出了莫
大的耐心，超乎常情的呵護著這個意味綿長的話題。不要說去揭破聖誕老人這個美麗的謊言，就
算是對聖誕老人任何的不恭不敬，都被視為大逆不道。
2015年12月初，挪威一家發行量居於全國第二的報紙Aftenposten和其下屬網站登出了一則廣告稱
：“出生於1788年12月的聖誕之父（Father Christmas），於臨近挪威最北的Nordkapp去世，葬禮
將在12月28日舉行。”

廣告甫一刊登，立刻受到來自社會各界特別是孩子家長的猛烈抨擊，聖誕老人不在了，孩子
們失去了節日的中心人物，接下來的聖誕節可怎麼過，由於反響太過強烈，報紙不得不立即做出
正式道歉聲明：“由於報社內部管理出現問題，造成一則廣告內容的重大失誤，實屬不該。”

聖誕老人存在與否，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1897 年一名叫弗吉尼婭的小女孩寫給紐約太陽報的
一封信，她在信中說，我是一名8歲的小女孩，我身邊的小朋友有人說根本就沒有什們聖誕老人
，我就是想問問聖誕老人是否真的存在。報社的一位編輯認真地給予了回复並明確的告訴她：
“是的，弗吉尼婭，聖誕老人是存在的。”

這封信很有名，一直流傳至今。按照傳統，北美國家的家長一直以來都鼓勵孩子們給聖誕老
人寫信，隨著網絡的發達，一些網站如http://realnorthpolemail.com/也專門提供給聖誕老人寫電子
郵件和收自聖誕老人來信的服務，當然，傳統的郵寄方式仍大受歡迎，信封上聖誕老人的住址赫
然在目，孩子們信中要陳述自己一年來取得的進步，並希望能得到自己最喜歡的聖誕禮物。

加拿大郵政總局鼓勵民眾投遞信件給耶誕老人，這種傳統已經持續35年，而且，來信使用的
語言已經超過30種，如今的Santa已經成為通曉眾國語言的國際化聖誕達人。

更令人驚訝的是，西方成人世界對孩子們夢想的捍衛不僅體現在態度上，更是落實在擲地有
聲的行動中。而且對這個謊言的維護，還不惜動用了高度敏感的國家機器------北美防空聯合
司令部（NORAD）。

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職責非常嚴謹，毫無幽默感，即監視所有在北美上空（包括太空中）的人
造飛行器；確認可能對北美進行攻擊的所有飛機、飛彈、太空飛機，並向兩國政府作可能遇襲的
警報；整體北美領空的控制及監視；整體北美領空的防衛等等，冷戰時期主要針對前蘇聯的一系
列戰略防範，讓美國總統在第一時間做出導彈攔截和反擊的命令。

而這樣一個重要的國防機構是如何與娛樂版的聖誕老人聯繫在一起的？當然，這要感謝一位
外表冷酷，內心溫暖的上校哈里•舒普（Harry Shoup）。

故事很偶然，1955年，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一家公司在當地報紙上刊登了一則廣告，鼓勵孩子
們給聖誕老人打電話。但是由於印刷錯誤，廣告上竟然把聖誕老人的電話號碼印成了“北美大陸
防空司令部”（NORAD的前身）指揮中心的熱線。

於是喜劇性的場面發生了，那一年的平安夜，負責值班的指揮中心上校哈里•舒普接到了一
個又一個奇怪的電話，電話對方全都是孩子，而且逐一表達自己的聖誕願望……
上校終於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難得的是，他沒有生氣，也沒有認為這是惡作劇或開玩笑，而
是下令讓部下用雷達檢測聖誕老人的跡象，讓打進電話的孩子都能得到聖誕老人的最新行踪，於
是，追踪聖誕老人的傳統就這樣誕生了。

為了追踪聖誕老人的準確方位，北美防空司令部不遺餘力，充分展示其最強大的追踪系統，
宣稱自己用雷達、衛星、Santa Cam和噴氣式戰鬥機四種高科技手段來追踪聖誕老人，雷達顯示聖
誕老人離開了北極，就開始用衛星偵測馴鹿紅鼻子上發射的紅外線信號，Santa Cam用來拍攝聖誕
老人在空中飛行時的圖像。聖誕老人一旦進入美國領空後，北美防空司令部還會派出F15和F16為
他護航。

每年北美防空司令部都會在12月24日組織志願者接聽孩子們的電話，向他們報告聖誕老人的
位置，還可以直接登錄網站www.noradsanta.org，這個網站很強大，提供包括中文在內的8國語言
。此外，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聖誕老人追踪指揮中心在12月24日美國山區標準時間凌晨3:00開始工
作，直至12月25日凌晨3:00為止。

全世界的人們除了訪問網站，還可以撥打1 877 HI-NORAD (1 877 446-6723) 或發送電子郵
件至noradtrackssanta@outlook.com直接跟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工作人員聯繫，可以說，這個一年一次
的傳統節日背後，有多少人在為聖誕老人努力刷新存在感以及大費周章的佈局圓場。

儘管如此，還是有不少人每年的聖誕節都試圖挑戰這個禁忌，但往往是狼狽首場。不久前，
德州一名男子因告訴孩子們聖誕老人是不存在的而被警方拘捕。這名男子在教堂參加“與聖誕老
人吃早餐”活動時，稱聖誕老人是假的，並攔住參加活動的父母，稱不應該讓孩子們相信聖誕老
人。此外，還有一名女教師也因為告訴學生聖誕老人不存在而被校方辭退。

一個美麗謊言，讓成人世界如此傾情呵護，不僅是為了捍衛無數孩子的聖誕夢想，也是為了
在每年的隆冬歲末，為這個冰冷單調的世界送上一份溫暖的多彩想像，和代代相傳，樂此不疲的
記憶滿足。

富有愛心的上校哈里富有愛心的上校哈里••舒普舒普（（Harry ShoupHarry Shoup）（）（取自網絡照片取自網絡照片))

聖誕老人信件服務聖誕老人信件服務（（取自網絡照片取自網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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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編譯】周潔曉慧舞蹈學校（J & H Dance School）舉
辦的 “絲路綺夢” 第21屆大型舞展，於16日晚在史丹佛藝術中
心劇院（Stafford Center）落下帷幕。晚會由著名影星、舞蹈家、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創辦人周潔總策劃，意在以舞蹈為紐帶，走出
一條中美青少年交流的藝術絲路。 “絲路綺夢”系列舞展先後
在中國上海雲峰劇場、青浦、寶山、松江等地成功展演，上千名
學生接力演繹。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副總領事王昱、美中國際藝術教育聯盟
主席陳燁、名譽主席洛杉磯著名企業家張玲、萊斯大學校籍代表
孫月萍、國會議員Al Green 助理Alice Chen、洛杉磯舞蹈家Lyd-
ia Xie、知名雕塑家王維力、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
華夫婦、休斯頓西南區主席李雄、休斯頓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
應邀出席此次舞展。 Larry Wong夫婦、April Zhang、Jeffery Sun
、Mary Lee等休斯頓知名企業家亦受邀參加。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副總領事王昱對周潔以及周潔曉慧舞蹈
學校全身心致力於中華民族舞蹈在海外的推廣，通過21年的艱
苦創業和執著耕耘，堅持不懈地展示中國舞蹈的魅力，為海外華
人和不同民族的後代植下了東方藝術之根，用藝術架起了東西方
文化交流的融匯之橋，給予充分肯定。

在中領館王昱副總領事等陪同下，聯邦眾議員Al Green的亞

裔代表譚秋晴為高曉慧校長致贈議員賀函。
周潔表示，創辦於休士頓的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已經走過21

年，多年來得到休斯頓中國總領館和僑界的大力支持與幫助，
2016年被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授予“海外華人教育示範學校”，這
是對周潔曉慧舞蹈學校20餘年海外艱苦辦學的充分肯定，也是
對海外藝術家用舞蹈教學傳播中國文化，讓海外華裔青少年熱愛
祖國所取得的成果的充分肯定。周潔說：“21年彈指一瞬間，回
望每一天，彷彿是一條艱辛而美麗的舞蹈絲綢之路。我們優秀的
教師團隊，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熱情，看到大家的熱情，我們無
悔。”

當天從下午開始到晚上，共兩場表演、42個節目，400多名
演員以及2000多名觀眾體驗了這台包括中國古典舞、中國各少
數民族民間舞、芭蕾舞、當代舞、Hip Hop和國際標準舞等的視
覺盛宴。

美中國際藝術教育聯盟主席陳燁在觀看完演出後表示，這台
晚會已經不單單的是一台舞蹈學校的年終匯報演出，而是一場集
觀賞性與藝術性於一體的專業表演，選題特別，背景、服裝和每
個節目新鮮感強。

此次舞展藝術總監高曉慧指出，“絲路綺夢”大型舞展特別
設置了中國留學生民族舞蹈表演單元，來自奧克拉荷馬、佛羅里

達和佐治亞州的中國留學生與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學生們同台獻演
，表演了古典舞、蒙古族頂碗舞、傣族舞、山東秧歌等，是休士
頓地區華裔學生與中國留學生的首次同台獻演，開創了不同文化
背景下成長的炎黃子孫在中國民族舞蹈聯結下同台共舞的先河。
高曉慧說，最為感人的是11位老師為11位即將從周潔曉慧舞蹈
學校畢業的學生量身定制編創的作品《致青春》，作為整個舞展
的壓軸節目，通過肢體語言表達了畢業生對學校和老師的感激和
眷戀，從兒時進校學舞至成長畢業回望，紮實的技巧、動人的舞
姿、濃濃的深情，感動了現場的觀眾。

默默耕耘，創造輝煌。在周潔和曉慧的帶領下，學校培養了
一批休斯頓最一流的師資團隊：傅晶、陳夢、竇東男等，他們全
都曾是中國國家院團領銜主演。專業的教學，傑出的編創力，使
J&H 所向無敵，學生的身影閃動在大休斯頓地區的各個角落。在
各大舞蹈比賽中，J&H已成為休斯頓獲獎專業戶，成為休斯頓中
國文化的一張亮麗名片。

周潔透露，2019年，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受湖南衛視邀請，將
飛赴湖南長沙參加《文化中國•四海同春--2019全球華僑華人
春節大聯歡》錄製。
（組圖由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提供）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周潔曉慧舞蹈學校 ““絲路綺夢絲路綺夢””大型舞展完美落幕大型舞展完美落幕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副總領事王昱致辭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副總領事王昱致辭 著名影星著名影星、、舞蹈家周潔曉致辭舞蹈家周潔曉致辭
聯邦眾議員聯邦眾議員Al GreenAl Green的亞裔代表譚秋晴為高曉慧校長致贈議員的亞裔代表譚秋晴為高曉慧校長致贈議員
賀函賀函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旅美音樂家吳
曉萍(Nancy Liu) 於2018年12月19日下午
在美南日報電視攝影室用英語獨家專訪
美國KAWAl鋼琴公司的資深商務副總裁
Brian Chung 和休斯頓部門經理 Andy
Riordan，讓觀眾朋友知道Kawai為何以
及如何決定在2017年支持和讚助吳曉萍
創始總策劃的《美南肖邦國際鋼琴大賽
》節目。吳曉萍 90年代在美國留學及
教授鋼琴長達十年之久，曾連續四年被
評為美國優秀鋼琴教師。吳曉萍現任中
國大連劉寧鋼琴學校校長，美國美南電
視報業傳媒集團音樂總監，《萍聚》欄
目製片人。 《美南肖邦國際鋼琴大賽》
是由美國KAWAl鋼琴公司，美國肖邦國
際藝術中心，美國休斯頓大學莫爾音樂
學院，美南電視報業傳媒集團聯合主辦
的; 己在中美成功舉辦三屆，身為大賽
創始人總策劃評委的吳曉萍女士表示:
通過舉辦美南肖邦國際鋼琴比賽，弘揚
中華文化，為中美音樂學子架起相互學
習的橋樑，讓中國的琴童有機會赴美參
賽，特別是盲人和自閉症琴童，讓他們

能和正常琴童一樣，走出國門，用他們
堅韌不拔的精神去帶動更多的殘疾孩子
，用他們的成績告訴世人，只要努力，
就沒有實現不了的夢想。

問：首先，我要感謝Brian特別自
洛杉磯來休斯頓參加這個電視採訪節目
，也感謝Andy一起接受采訪並告訴我
們的朋友關於 Kawai 和您們的使命。
Kawai是一家頂級鋼琴公司，您對音樂
學習的觀點是什麼？

KAWAl钢琴公司的資深副總裁 Bri-
an Chung說：儘管Kawai擁有頂級的音
樂樂器，但音樂精神和音樂對人的影響
是Kawai決定支持吳晓萍的《美南肖邦
国际钢琴大賽》節目並贊助2017年整個
比賽計劃的核心因素。 對於Brian來說
，音樂具有優異的獨特功能，優於世界
上任何其他研究。 因為音樂具有非常高
的水平，它需要非常專注和艱苦的學習
時期，它需要完全專注於音樂的每一個
細節，它可以激發孩子們的思維到更大
更深的想像範圍，可以引導人們更聰明
， 智能創造水平。 除了學術表演技巧

外，成功的音樂家最重要的因素是將音
樂家的所有智力特徵和音樂的愛，激情
和快樂結合在一起，並存儲在心中，這
是一項超越世界上任何其他研究的綜合
和內在成就。 當Kawai知道您的《美南
肖邦国际钢琴大賽》計劃時，我們決定
盡最大努力幫助孩子們實現他們的音樂
夢想。 我們非常高興Kawai幫助他們以
表演和展示他們的才華和敬業的努力，
包括為參賽兒童提供我們的休斯頓鋼琴
設施和辦公室。 為了進一步鼓勵國際兒
童，我們非常高興為他們提供一些獎勵
，以表示我們讚賞和鼓勵他們繼續推動
他們未來的良好工作， 特別是來自中國
的一些盲童。 我們很高興讓您的選手兒
童使用最優質的Kawai鋼琴表演，並為
獲獎兒童提供獎品和獎杯。

問：根據我的觀察，中國有很多孩
子正在學習彈鋼琴，但是他們從父母和
老師都接受到巨大的壓力，要他們成名
並準備從他們的辛勤工作中獲利。 在美
國，孩子們學習彈鋼琴時壓力較小，孩
子和父母在美國的學習環境輕鬆舒適。
您對中國和美國學習彈鋼琴的態度不同
有什麼評論。

Brian Chung說：我來自日本，日本
的情況與中國相似。 當孩子們學習彈鋼
琴時，孩子們也遭受父母和社會的巨大
壓力。 正如我們所討論的，學習音樂是
一個獨特的學習過程。 孩子們需要形成

堅強的意志和不受干擾的毅力，以吸收
音樂的學術技巧和對音樂的熱情。 專心
的學習態度將加深孩子的思維能力，擴
大他們的視野範圍，將提升孩子們的智
能水平。 父母和社會應該更加注意幫助
孩子克服各種學習障礙，幫助孩子形成
這些專注的學習習慣，而不是過分強調
他們未來的利益給他們帶來精神壓力。
一旦孩子們以健康的方式打開學習音樂
的大門，他們就會自動變得更聰明，並
擁有許多可以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功的功
能和機會。 因為智慧，對音樂的熱情
和技巧的混合優點有助於使孩子們有才
能和擁有更好的條件在事業上成功，這
個過程是兒童從童年到未來的適當發展
策略。很明顯，許多孩子在開始學習音
樂和彈鋼琴後變得更聰明，無論孩子們
在哪個領域學習，他們都能取得成功。
Kawai永遠都致力於幫助和全力支持人
們更多地了解音樂並支持人們學習彈鋼
琴。

問題：您如何為孩子們培養一名優
秀的鋼琴老師？

Brian Chung說：培養一名優秀的鋼
琴教師是一項非常艱鉅的任務，因為一
名優秀的鋼琴教師必須是一名才華橫溢
，勤奮刻苦的工作者，並擁有開放的思
想，對音樂的熱愛和熱情。 教育一個優
秀的鋼琴教師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長
期的實踐，所以人們應該注意找一個好

的鋼琴老師，尊重鋼琴老師。
問題：您對音樂的評論和學習鋼琴

的態度令人印象深刻。 我代表我的比賽
項目的所有孩子，再次感謝Kawai的慷
慨支持和贊助。 為了表示感謝，我想邀
請您訪問我在中國的鋼琴學院，並與我
的學生和他們的父母進行交流。 您的鋼
琴哲學將改變許多人的思想並影響他們
學習鋼琴的思想。 我還計劃與Kawai長
期合作，例如，在上海建立一個音樂工
作室，並使用Kawai頭銜和鋼琴設施，
因為Kawai擁有世界上最好的鋼琴。 我
的學生和我的孩子們都喜歡Kawai鋼琴
，我們計劃邀請10名盲童參加2019年
的比賽，以鼓勵更多人學習彈鋼琴。

Brian Chung說：非常感謝您的邀請
和未來的合作計劃。 我希望訪問中國和
你的鋼琴學院，但我必須向日Kawai本
總部提出申請，要求他們批准。 因為日
本和中國還有上千名工作人員屬於日本
的Kawai總部。 我們一直致力於幫助全
世界了解Kawai以及Kawai樂於幫助人
們了解和學習音樂。

Kawai Houstin經理Andy Riordan也
非常讚美和欣賞 《美南肖邦國際鋼琴大
賽》學生的表演天賦和技巧。 他將非常
樂意為您的2019計劃提供支持，並祝
《美南肖邦國際鋼琴大賽》取得圓滿成
功。

吳曉萍於吳曉萍於1212月月1919日電視專訪日電視專訪KAWAlKAWAl鋼琴公司資深副總裁和休斯頓經理鋼琴公司資深副總裁和休斯頓經理
KawaiKawai暢談暢談KawaiKawai的音樂哲學和鋼琴設施的音樂哲學和鋼琴設施 和贊助和贊助《《美南肖邦國際鋼琴大賽美南肖邦國際鋼琴大賽》》

圖為圖為 「「美南電視美南電視」」 《《 萍聚萍聚 》》欄目製片人欄目製片人、、主持人吳曉萍主持人吳曉萍
（（左左 ））在美南電視在美南電視《《 萍聚萍聚》》節目訪問節目訪問KawaiKawai 公司資深商公司資深商
務副總裁務副總裁Brian Chung (Brian Chung ( 中中 ）） 旁為旁為KawaiKawai 鋼琴公司休斯頓鋼琴公司休斯頓

部門經理部門經理Andy Riordan (Andy Riordan ( 右右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中國大連劉寧鋼琴學校校長中國大連劉寧鋼琴學校校長、、 「「美南電視美南電視」」 《《萍聚萍聚》》欄目欄目
製作人製作人、、主持人吳嘵萍老師主持人吳嘵萍老師、、KawaiKawai 鋼琴公司資深商務副總裁鋼琴公司資深商務副總裁Brian ChungBrian Chung
、、 KawaiKawai鋼琴公司休斯頓部門經理鋼琴公司休斯頓部門經理Andy Riordan,Andy Riordan, 與梅路村教授與梅路村教授（（ 後排左後排左

），），吳老師好友吳老師好友（（後排右後排右 ））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左起左起 ））KawaiKawai 鋼琴公司資深商務副總裁鋼琴公司資深商務副總裁Brian ChungBrian Chung
、《、《萍聚萍聚》》節目製作人節目製作人、、主持人主持人 吳曉萍老師吳曉萍老師、、KawaiKawai
鋼琴公司休斯頓部門經理鋼琴公司休斯頓部門經理Andy RiordanAndy Riordan 合影於合影於 「「美南美南

電視電視」」 攝影棚攝影棚。。((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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