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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偉國  
當代著名山水畫家、詩人、書法家，現為賀良樸藝術研究會會長、

履之國苑精舍主講人、一級美術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華詩

詞學會會員、北京燕京書畫院副院長、中國國畫家協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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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喝健康的無糖汽水？有一個壞消息，針對 10 個
國家 45 萬 2000 人的研究結果表明，即使無糖汽水也會
帶來更高的死亡風險。美國醫學會雜誌週二發表的研究
發現，與每月飲用汽水量少於一杯的人相比，每天喝兩
杯或更多杯的人更容易死於所有類型的疾病。 
      研究人員總結道：“這項研究的結果似乎印證了正
在進行中的公共衛生措施，提倡減少軟飲料消耗。”
      該研究發現，含糖飲料與無糖飲料對健康的影響存
在差異。含糖軟飲料與消化系統疾病死亡（包括肝臟，
闌尾，胰腺，腸道和其他疾病等疾病的廣泛類別）有關，
而大量飲用無糖版本的汽水則與循環系統疾病的死亡有
關，包括缺血性心臟病又稱冠狀動脈疾病。
      研究人員發現，飲用軟飲料與癌症死亡或阿爾茨海
默病死亡之間沒有關聯。飲用較多的含糖和無糖軟飲料
與帕金森病死亡的風險相關。作者指出，之前的研究表
明，大量攝入含糖和含人工甜味劑的軟飲料與肥胖，2

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增加有關。
       該 研 究 由 國 際 癌 症 研 究 機 構 博 士 墨 菲（Neil 
Murphy）領導的約 50 名研究人員共同寫就，使用的資
料來自調查問卷以及 1992 年至 2000 年間訪談中的材料。
研究參與者分別來自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荷蘭、
丹麥、挪威、西班牙和瑞典。
       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未對評論請求作出回應。近年
來，隨著人們健康意識的提高，更多人轉而飲用瓶裝水
和自來水，汽水的銷量在近年來有所下降。
      美國醫學會雜誌的研究建立在先前研究的基礎上。
今年早些時候發表在美國心臟協會雜誌《迴圈》上的一
份報告顯示，每天飲用兩種或更多含糖飲料會增加患心
血管疾病的風險，對女性而言更甚。
       根據一項小型研究，飲用更多含咖啡因的蘇打水與
觸發偏頭痛有關，此外，在一小時內消耗 32 盎司能量飲
料會導致飲用後四小時內心臟電氣干擾風險增加。這項
研究發表在美國心臟協會雜誌上，針對的是 34 位年齡在

18 到 40 歲之間的健康志願者。
美國心臟協會稱，含糖飲料是美國人平均飲食中糖份的
最大來源，典型的 12 盎司罐裝蘇打水含有 35 至 37.5 克
糖，平均含有 140 至 150 卡路里的熱量。標準尺寸的好
時牛奶巧克力棒含有 24 克糖和 220 卡路里。
代表軟飲料製造商的貿易集團——美國飲料協會發言人
為軟飲料辯護。發言人德莫迪（William Dermody）說：
“作為均衡飲食的一部分，軟飲料是安全的，本研究的
作者承認他們的研究並未否認這一點。美國的飲料公司
致力於創新，並致力於通過引入比以往更多低糖和零糖
的選擇來減少人們從飲料中獲得的糖份。今天，所有飲
料消費中一半以上不含糖。沒有人應該過度攝入糖份，
我們保證產品的安全和品質。”
一些城市試圖通過對飲料徵稅來抑制汽水消費，結果喜
憂參半。根據第一項衡量稅收影響的研究，2016 年，由
於徵收了每盎司 1 美分的蘇打稅，加州伯克利低收入社
區的蘇打水和其他含糖飲料的消費量下降了 21％。對費
城蘇打稅的另一項研究則發現，稅收對糖的消費沒有太
大影響，部分原因是那些想購買蘇打水的居民開車到沒
有蘇打稅的鄰近地區購買汽水。汽水行業一直在遊說反
對這種稅收。
                                                                      ( 美國中文
網 ) 

無糖汽水真健康嗎？ 10 國研究帶來壞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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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掛雲帆濟滄海，萬裏采風美利堅 
---- 記著名山水畫家賀偉國 

     賀偉國，字遜之，號繁蔭，山水畫家、詩人、書法家。

現為賀良樸藝術研究會會長、履之國苑精舍主講人、

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華詩詞學

會會員、北京燕京書畫院副院長、中國國畫家協會常

務理事。出版有《賀偉國詩選》、《賀偉國畫集》、《賀

偉國詩書畫選》、《賀偉國畫選》、《賀氏五代詩書

畫選》等。

     1997 年在中國美術
館 舉 辦 個 展，2018 年
在日本東京都美術館
舉辦賀氏五代書畫作品
展。作品入選“中國國
際藝術博覽會”、“當
代 中 國 山 水 畫 展 ”、
“首屆澳大利亞中國畫
畫展”等國內外大型展
覽並被《中國美術家選
集》、《中國書畫名家
作品選》、《中國藝術
博覽與收藏指南》等幾
十部大典收錄。作品被
中 南 海、 毛 主 席 紀 念
堂、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朝鮮錦繡山紀念宮、日本成
田山書道美術館等國內外文博單位收藏並作為國禮贈
送多國領導人和政要。
       名門自有箕裘紹

     “蒲圻賀氏者：詩禮傳家歷經五世；簪纓繼世，經
百歲而猶興。誠蓋世之人傑，亦一代之天驕也。”這
是北京文史館館員、湖社畫會會長、百歲畫家孫菊生
老人對賀氏五代書畫家的贊譽。
     賀偉國，1943 年生於京華書畫世家，祖籍湖北蒲圻
（今湖北省赤壁市、湖南省臨湘市交界處）。曾伯祖
父賀壽慈（1810-1891），字雲甫，清末進士、工部尚
書、書法家。祖父賀良樸（1861-1937），字履之，中
國近代史上著名的詩人、畫家、美術教育家。曾任北
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導師、中國畫學研究會首批評議及
北京美專（中央美院前身）教授等，培養出胡佩衡、
吳鏡汀、李苦禪、王雪濤、秦仲文、惠孝同等眾多當
代中國畫名家。時有“南吳（吳昌碩）北賀（賀良
樸）”，又有“北賀（賀良樸）南齊（齊白石）”之
稱。姑母賀翹華（1913-2008）為一代學人冒鶴亭兒媳，
自幼隨父習畫，得張大千、謝稚柳等人題識。隨夫君
詩人、學者冒效魯出任駐蘇聯外交官，周遊歐洲寫生，
舉辦個展。小說《圍城》中董斜川、董太太的原型便

是冒效魯和賀翹華夫婦，書中雲：“董太太是美人，
一筆好中國畫。”女兒賀怡蘭，自幼嗜愛丹青，師從
齊白石四子齊良遲，為白石再傳弟子，兼習書法、詩
詞、篆刻，從事國際文化交流工作。
     2018 年，“賀氏五代書畫展”在日本東京和家鄉赤
壁市相繼舉辦，引起業內轟動。九秩高齡的北京文史
館館員黃正襄撰寫《五代賦》表達了對賀氏五代歷經
200 年，弘揚傳統文化精神的贊美。中國書法家協會、
中國美術家協會、北京大學校長、吳昌碩藝術研究協
會、西泠印社、湖北美術學院等致賀信。稱贊賀氏一
門五傑，筆墨精良，氣息高古，丹青傳家而至五世，
業界罕有其匹。新華社、人民網等媒體均有報道。
       五嶽歸來入畫圖

       賀偉國幼承家訓，嗜愛丹青。從藝 60 余年來，心
醉丹青，辛勤耕耘，鍥而不舍。少年時，師從著名山
水畫家秦仲文和惠孝同先生。得益於家庭熏陶和恩師
指點，臨摹大量歷代名家作品，學習傳統技法，打下
深厚筆墨功底。讀萬卷書，不忘行萬裏路。多年來，
他飽遊名山大川，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師傳統，師造
化，博采眾長，融傳統、造化、心源於一爐，自成高
古清雅雋永新格。其作品多取材於寫生畫稿，加上獨
特的藝術視角和豐富多彩的表現手法，呈現出既有自
然風光之旖旎，又富人文浪漫之情懷。畫幅中“ 雲從
山上起，人在畫中遊”，很好的體現了“天人合一，
物我交融”的藝術境界 。
      近年來，他將創作範圍進一步擴大到世界各國，先
後赴歐洲、北美、亞洲等多國采風寫生，用中國傳統
筆墨創作出許多描寫異國風光的佳作。“尼加拉瓜飛
瀑喧”是其中的代表作，該作應邀在日本參加“湖社
百年”展，創作寫生體會文章發表於中國書畫報和中
國文化報。
     詩書畫印四絕的藝術人生

     自古以來，中國傳統藝術提倡書畫同源，以書法用

筆入畫，大大豐富了繪畫線條的表現力。至宋元，逐
漸形成詩書畫印為一體的中國文人畫，四種藝術形式
在一幅畫卷中相互輝映，相互倚重，既豐富畫面內容，
又拓展了畫面境界，給人以更多的審美享受。形成中
國繪畫區別與西方繪畫的代表特性。要求藝術家既要
熟練掌握各門藝術，又要有深厚的文學功底，需要長
年的積累和藝術實踐。
     賀偉國秉承家訓，主工山水畫，兼修書法、篆刻、
詩詞，追求詩書畫印四絕的藝術境界。臨帖不輟，幾
十年來遍臨秦篆、漢隸、魏碑、唐楷，心追手摹，終
有所成。其書法，行碧蒼澀而勢如行雲流水，點畫濃
纖有度，曲直相生，通篇氣脈貫通，一氣呵成。其篆刻，
遠宗秦漢，近學鄧石如、吳昌碩、齊白石。其印以刀
代筆，樸拙天然。多用自刻印配畫，也常以印饋贈文
壇摯友。
     “家學淵源書畫師；主工山水又能詩”這是著名書
法家馮亦吾為賀偉國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個人畫展的題
聯。從藝六十余年來，他遊歷大江南北寫生創作，並
且“一上征程便有詩”，所到之處均有詩作問世，並
結集出版《賀偉國詩詞選》，著名書法家歐陽中石為
其題字“新聲新韻”。他的繪畫作品中常以詩題畫，
幾乎每畫必題，豐富了畫的內涵，擴展了畫面的意境，
使人體會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藝術境界。 
     縱觀賀偉國在詩書畫印各方面的全面修養，他是當
今中國畫壇不可多得的四體兼備的藝術大家。

《尼亞加拉飛瀑喧》尼亞加拉飛瀑喧，伊湖一瀉兩國間。
九天噴雪騰雲霧，一路行船覽壯觀。破浪穿行礁石暖，迎
風拂面雨衣寒。橫空掛壁五百米，萬裏寫生得此篇。

《烏鎮水鄉圖》：盡覽浙江風景異，閑情猶愛水雲鄉。乘舟
烏鎮堪稱冠，時聞江南魚米香。

《漓江春曉》青羅江水碧連山，家在山光水色間。

《青山雨霽渡輕舟》

18 到 40 歲之間的健康志願者。
美國心臟協會稱，含糖飲料是美國人平均飲食中糖份的
最大來源，典型的 12 盎司罐裝蘇打水含有 35 至 37.5 克
糖，平均含有 140 至 150 卡路里的熱量。標準尺寸的好
時牛奶巧克力棒含有 24 克糖和 220 卡路里。
代表軟飲料製造商的貿易集團——美國飲料協會發言人
為軟飲料辯護。發言人德莫迪（William Dermody）說：
“作為均衡飲食的一部分，軟飲料是安全的，本研究的
作者承認他們的研究並未否認這一點。美國的飲料公司
致力於創新，並致力於通過引入比以往更多低糖和零糖
的選擇來減少人們從飲料中獲得的糖份。今天，所有飲
料消費中一半以上不含糖。沒有人應該過度攝入糖份，
我們保證產品的安全和品質。”
一些城市試圖通過對飲料徵稅來抑制汽水消費，結果喜
憂參半。根據第一項衡量稅收影響的研究，2016 年，由
於徵收了每盎司 1 美分的蘇打稅，加州伯克利低收入社
區的蘇打水和其他含糖飲料的消費量下降了 21％。對費
城蘇打稅的另一項研究則發現，稅收對糖的消費沒有太
大影響，部分原因是那些想購買蘇打水的居民開車到沒
有蘇打稅的鄰近地區購買汽水。汽水行業一直在遊說反
對這種稅收。
                                                                      ( 美國中文
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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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身說法 話海外文學                                                                             
姚嘉為

2018 年 11 月初在台北舉辦海外華
文女作家協會第十五屆雙年會，與台灣
學界合作，討論海外華文文學，是我多
年夢想的實現。

 近年來，我每年在台北短住數月，
經常參加文藝活動，得到一個印象，相
對於對岸經常舉辦海外華文文學研討
會，在台灣很少看到或聽到「海外華文
文學」這個名詞，大學也很少開設這方
面的課程。我向學者專家請教，得到的
答案很相似 : 海外作家和台灣作家文化
背景相近，作品同質性高，沒有明顯的
特色和新鮮感，不需要分開研究。

海外華文文學真的沒有特色嗎？我
並不同意，我贊同「第二故鄉寫作」的
概念。我們常年居住海外，逐漸融入當
地，居住地成了第二故鄉，表現在思
想、觀念、寫作關懷、題材與風格各方
面。自 2008 年起，我便開始專訪二十
餘位北美名家，後來結集出版兩本專訪
集。2012 年創辦並主編北美華文作家
協會網站，擔任主編至 2016 年。其後
主編海外華文作家文選，都是因好奇而
衍生的探索，希望能深入並全面地介紹
海外華文文學到兩岸三地。

在這段過程中發現，吾道不孤，不
少海外文學團體也在做同樣的努力。
「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每屆雙年會，
都會配合主題，出版會員文集 ; 「加拿
大華人文學學會」出版東南亞、加拿
大、澳洲紐西蘭等三個地域的海外女作
家作品文選 ; 「歐洲華文作家協會」出
版了十餘本歐洲華文作家合集 ; 北美洲
華文作家協會及各地分會持續出版合集
和會刊，都是為了從海外集體發聲，呈
現海外華文文學特色。

 出版文選，網路傳播，固然眾聲喧
嘩，但很難評估引起的注意和效果。我
因而有了一個夢想，有朝一日，和一群
海外作家到台灣，與學者作家同台交流
華文文學，最好是一個海外寫作團體，
與學界合辦，方能引起注目。

 2016 年九月我獲選為海外華文女
作家協會副會長，負責籌備 2018 年雙
年會。女作協是一個跨國女性作家團
體，有兩百多位女作家，其中不少是名
作家。平日大家散居北美、歐洲、亞洲、
紐澳等地，每兩年開一次文學會議，以
文會友，正是我心目中最適合的文學團
體。在大會中我提出以上的構想，得到
會員們的支持，決定 2018 年在台灣舉
辦第十五屆雙年會。

 經由台大中文系梅家玲系主任的
指路，我向時任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系
主任的須文蔚教授探問，是否可能合辦
海外華文文學研討會，得到正面的回
應，夢想初現曙光。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是台灣唯一的
華文文學系，有大學部，碩士班創作
組、文學暨文化研究組。課程兼顧古典
與現代、兩岸與海外華文文學，結合當
代文化議題，文學批評、文化研究及社
會科學，多元跨界整合，並開設報導文
學、數位文學，以及與文化創意產業相
關的實務課程。如此開闊多元的教學理
念和課程設計，令我肅然起敬。

須教授提出幾種合作模式，我發現
「全球華文作家論壇」最適合。這是台
灣師範大學「全球華文寫作中心」的
華文文學平台之一，自 2014 年起，每
年邀請海內外名家演講，與台灣學者作
家對談。他們也舉辦紅樓文學獎和文學

高峰講座，深受矚目。經由須教授的介
紹，「全球華文寫作中心」主任胡衍南
教授加入籌備會。女作協和台灣兩所致
力研究和推動華文文學的大學正式開始
合作。

 兩年來經過不斷的溝通，磨合和集
思廣益，達成共識，會議模式，名稱，
日期，地點，費用等大事底定後，三方
各司其責，進行細部規劃，協調和執
行，進入緊鑼密鼓階段。

 2018 年 11 月 3 日至 4 日，「2018
第五屆全球華文作家論壇暨海外華文女
作家協會第十五屆雙年會」在台北國家
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對外開
放，歡迎各界文學愛好者參加。將近
一百位女作家協會會員出席。

 會議主題為「注目全球女性華文文
學經典」，由海外女作家現身說法，通
過演講和座談，與台灣學者、作家、總
編輯對話，探討第二故鄉書寫、華文文
學出版與傳播、華文文學展望等議題，
整體呈現海外華文文學跨域與多元的特
色。兩天會議全程錄影，留下珍貴紀
錄。

兩場主題演講，由台灣知名學者邱
貴芬教授介紹「臺灣作家的『世界』：
從『臺灣文學大典』到 Wikipedia」，
名作家張大春談「書學、字學和文學 
—— 一個文字學徒的追悔錄」，增長
了我們對台灣文學變遷和走向的認識。 

六場作家論壇由海外女作家陳若
曦、叢甦、章緣、韓秀、張翎演講，台
灣學者和出版社總編輯主持並與女作家
對談。「施家三姊妹論壇」由施淑教授
主持，施叔青、李昂同台演講。兩場座
談「華文文學出版與傳播」、「第二故

鄉書寫」及圓桌論壇「展望台灣文學與
華文文學的未來」，由海外女作家與台
灣學者作家編輯同台，達到了海內外同
台討論華文文學的目標。

 配合雙年會主題，會員文集《我在
我城 -- 第二故鄉寫作》於會前一個月
由聯經出版社出版。會議期間，每位女
作家捐贈兩本著作給國家圖書館及文訊
雜誌社。會後走入台大、師大和東華大
學校園，舉行「生活在他鄉」座談，由
海外女作家分享在他鄉的生活與寫作經
驗，希望能擴大青年學子的視野，促進
對海外華文文學的認識。

 會後旅遊包括參觀台北故宮、胡適
紀念館、華山文創，等文化景點，到東
部參訪東華大學，觀光花蓮，台東著名
景點，去宜蘭「黃春明的紅磚屋」拜訪
鄉土文學大師黃春明，盡興而歸。

 兩年來全力投入籌備這場與台灣
學界合辦的文學論壇，是此生難得的經
驗，得以實現多年的夢想，感恩不盡。

姚嘉為簡介 

台大外文系學士，大眾傳播碩士，

電腦碩士。美南作協第三任會長，海外

女作家協會會長。獲梁實秋文學獎散

文、譯文與譯詩獎，北美作協散文首

獎，中央日報海外散文獎。著有《越界

後，眾聲喧嘩》、《在寫作中還鄉》、

《湖畔秋深了》、《深情不留白》、《放

風箏的手》、《愛冒險的酷文豪》、《震

撼舞台的人》、《會走動的百科全書》，

等書。主編《亦俠亦狂一書生—夏志清

先生紀念文集》、《我在我城》、《縱

橫北美》等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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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槍枝泛濫成災，接二連三的
槍擊案不僅市井小民誠惶誠恐 , 企業
界精英也惴惴不安 , 145 家大企業首
席執行長 CEO 聯名上書參議院表達
憂心 , 要求參議員支持”常識性”槍
支法律 , 莫忽視公安危機，應解決槍
支暴力問題。
     這次參與聯名信的企業包括推
特、Uber、Lyft、Airbnb、LEVI、
Thrive Global 和 Reddit 在 內， 他 們
在信中表示，有責任和義務為自己
員工和客戶的安全 , 以及所有他們服
務的社區負責，信中強調槍支暴力
在美國並非不可避免，是可預防的。
槍 支 暴 力 預 防 組 織 Everytown for 
Gun Safety 稱，這封信是美國企業界
的一次巨變，由於他們了解消費者
需求，並首次利用綜合影響力去推
動槍支立法，意義非凡。令人納悶
的是，谷歌和臉書 CEO 並未在信中
簽名，或許他們認為信件徒具形文，

毫無實效，所以簽名就不必了。
      不過我倒認為，這封信直接打臉
參議員，讓他們非常難堪，不可再
推卸責任。因為眾議院早在今年初
通過了槍支管控法案，要求對所有
槍支銷售進行背景調查，而不僅是
由聯邦授權經銷商銷售 , 這項法律將
填補目前允許私人經銷商或個人在
不進行背景調查下出售槍支的漏洞，
但法案卻被卡在參議院未能通過！
      檢視 100 位”德高望眾”的參議
員，他們不分黨派受制於非正式組
織的壓力團體，對於”常識性”的
槍支立法竟未有作為，參議院多數
黨領袖麥康奈爾曾表示，如果沒有
川普的支持，他不會將法案付諸表
決，顯然把球丟給川普，試想國會
一旦通過法案，川普敢拒絕簽署嗎？
所以我期望 145 名 CEO 的羞辱信件
能讓參議員們唾面自乾！

   因為勞資談判破裂 , 全美最大汽車製

造商通用汽車 (G M) 四萬六千多位全美

汽車工人聯合會 (UAW) 的工人今天起

展開全美大罷工 , 這不僅讓 GM 頭痛，

更讓另外兩家汽車製造商福特與飛雅特

克萊斯勒心驚膽跳。汽車製造業近年來

萎靡不振曾造成”汽車城”底特律整個

城市破產 , 這次大罷工前景不妙。 

    工人罷工是民主國家常態，勞資雙方

通常是對立的，資方利潤與勞方利益如

果沒有適當分配 , 工人罷工就會產生。

汽車業一般算法，美國汽車工人平均待

遇比日本工人高出一倍以上，但美國汽

工永不滿足，而釀成這次罷工的主因除

了勞方感到酬勞不公以及健保不週外，

竟是因為不能接受 GM 準備關閉五個

工廠的廢廠計劃，我認為勞方有些太過

份，在汽車業不振之際，GM 當然有全

盤節省成本考量，關閉不必要工廠與裁

減工人絕對是經營者必採行之手段，工

會何以霸道到不允許 GM 廢廠呢！

GM 曾在 2007 年有過七萬多人的大罷

工，當時他們以“#GMinvestinUS——

GM，我們投資了你，現在輪到你投資

我們 !”口號要脅 GM，造成哀鴻遍野，

經過聯邦政府援助計畫，工會與 GM 合

作，確保了彼此能生存下去。

四年前 UAW 工人也曾揚言罷工，最後

雙方妥協退讓而免除罷工，如今 UAW

工人重施十二年前罷工手法，估計每天

將給 GM 帶來兩億五千萬美元損失，工

會用罷工跟 GM 進行賭博，對於罷工的

員工來說，他們每人每天可能損失數百

美元的收入，現在 GM 承諾工會將以

一流的工資和福利、改進利潤分享公式

以及允許 UAW 保留領先的醫療福利等

來求和，但願工會能手下留情停止罷工

啊！

天下有新聞 新聞有天下



06 2019 年 9 月 27 日    美南周刊李著華專欄

資深總主筆/李著華

在美國看天下
facebook.com/ChicagoChineseNews

newslee100@gmail.com

閱讀李著華每天最新的世界觀點請登入
                     

微信公眾號 芝加哥資訊網 chicagochineseweixin
李著華臉書www.facebook.com/danny.lee

李著華觀點
天下有新聞 新聞有天下

      長久以來一直被美國視為囊中物
的世界杯籃球賽，今年竟因為沒有
NBA 巨星的加入 , 連輸兩場 , 空手而
回 , 只拿到世界第七名，這也是美國
有史以來最悽慘的記錄 , 真是跌破了
大家的眼鏡，這次世界杯的慘敗是
否標誌著美國籃球霸權時代的結束 ?
      這是非常有趣的話題，因為美國
NBA 固然是世界水準最高的籃球殿
堂，但這些年來 , 世界各國籃球水準
突飛猛進 , 各國好手一窩蜂往 NBA
發展 , 愈來愈多的 NBA 頂尖球員並
不是出生於美國本土，就以上一季
贏得 MVP 最有價值球員獎的安戴托
坤波、最佳中鋒的約基奇以及最佳
新秀的唐西奇等都不是美國本土球
員，但他們都非常愛國 , 有志一同，
拚死命也要代表自己的國家去比賽，
相反的 , 美國籍的 NBA 球星則自私
自利，害怕受傷而不願為美國出賽，
尤其是 5 年前保羅喬治代表美國隊比

賽受傷的那一幕深刻留在球星腦際 ,
所以今年美國隊陣營沒有一名巨星，
原本在陣容中的哈登，戴維斯和利拉
德等人都早早表明退出，在籌組美
國隊時，媒體所關切的是誰將退出，
而非誰將加入？
     這不禁讓人回憶起 1992 年巴塞
羅 那 奧 運 會， 當 時 美 國 派 出 第 一
支 NBA 精 英 組 成 的 美 夢 隊 伍 取 代
NCAA 大學球員出賽 , 包括喬丹、魔
術江生、柏德和巴克利等十二位超
級球星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平均每
場大勝對手 44 分而奪下金牌，可以
說是天下無敵 !
      今年的美國隊呢 ? 竟輸給法國 10
分之多，全隊三分球命中率排名第
13，這樣的成績太糟糕了，如果美國
隊不痛定思痛 , 重組一隻菁英隊 , 那
麼明年東京奧運會必將兇多吉少呀 !

      吸電子菸（VAPE）是近年來年輕
人快速興起的嗜好，也有老菸槍把抽
電子菸做為戒菸手段，很不幸的是，
電子菸已被證實有毒，且出現了死亡
案例，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
已將禁售摻加不同口味的電子菸。
      據 FDA 統計，美國已有 500 人患
上吸電子煙有關的呼吸疾病，過去三
週有六人死亡，最近一次在堪薩斯州。
吸電子菸常見症狀是呼吸急促，發燒，
嘔吐和噁心，聯邦和州衛生機構敦促
人們對這些產品保持警惕，並建議停
止使用。
      其實聯邦政府遲遲未意識到電子
煙的危害，國會曾在 2009 年通過了
“家庭吸煙預防和煙草法”，允許
FDA 對煙草產品進行監管與督促，但
官僚作風的 FDA 直到 2016 年才開始
監管。川普上台後，又將全面實施此
類監督推遲到 2022 年，直到健康組織

強大壓力下，終於將電子煙公司提交
產品審核的截止日期提前至明年 5 月。 
電子煙口味千奇百怪，雖不含煙草香
煙中的焦油和其他污染物，但醫學人
員發現電子煙有致癌物質、金屬和二
乙酰，它們會在肺部小氣囊上留下疤
痕，且因含有尼古丁，和海洛因一樣
容易上癮，所以吸用的青少年人數快
速上升，去年全美有 300 萬高中生使
用，竟比前年增長 78％，由於電子煙
出現時間較短，還沒有關於長期健康
風險的數據追蹤，但各州府比聯邦政
府早先一步採取行動，舊金山已在 6
月宣布電子煙非法，密西根州上週已
禁止調味電子煙，紐約州也已提議禁
止電子煙。
      據統計，全球每年近 600 萬人死
於吸菸，為了健康，除了宣導戒菸外 , 
使用公權力嚴禁電子菸勢在必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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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一義，圖／取自網絡
起風後，零星的枯葉在旋轉停留，喚不起清醒是凌晨的淡酒，睡眠裡沒有眼前和以後，
此時飛過的候鳥是不會再邂逅，籠罩當天的氣候，對著沒有回音的話筒，任何語言都顯
得不足夠。

1.Revention 中心：扎德音樂會（Zedd in Concert at Revention 

Music Center） 

著名俄羅斯音樂人兼 DJ 扎德將在 Revention 音樂中心帶來

現場音樂表演。

時間：9/27，9pm

地 點：Revention Music Center (520 Texas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費用：$41

2. 第 4 屆休斯頓奇特房屋之旅（4th Annual Houston Weird 

Homes Tour） 

第 4 屆年度休斯頓奇特房屋之旅將帶領你遊覽白楊城內的

七座創意家居。

時間：9/28，10am-5pm

地點：Locations Around Houston (Houston, TX United States)

費用：$45

3. 萊斯夜鷹對戰路易斯安娜理工（Rice Owls vs. Louisiana 

閉起雙眼牽手 無言以對曖昧

Tech at Rice Stadium） 

萊斯大學夜鷹隊將在主場萊斯體育館對戰路易斯安娜理

工。

時間：9/28，6pm

地點：Rice Stadium (6100 Main Street Houston, TX 77005)

費用：$19

4. 美 南 銀 行 星 夜 節（Starry Nite Festival at Southwestern 

National Bank Plaza） 

這個週末的美南銀行前廣場將舉辦本次的亞洲傳統文化夜

市節。

時間：9/28，6pm-10pm

地 點：Southwestern National Bank（6901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費用：免費

5. 休斯頓德州人對戰卡羅萊納黑豹（Houston Texans vs. 

Carolina Panthers at NRG Stadium） 

NFL 常規賽：休斯頓德州人隊將在主場 NRG 體育館對戰卡

羅萊納黑豹。

時間：9/29，12pm

地點：NRG Stadium (NRG Parkway Houston, TX 77054)

費用：$51

6. 休 斯 頓 馬 球 俱 樂 部： 本· 譚 波 紀 念 杯（Ben Taub 

Memorial Cup at Houston Polo Club） 

休斯頓馬球俱樂部將在這個週末舉辦本·譚波紀念杯的比

賽。

時間：9/29，5pm

地 點：Houston Polo Club (8552 Memorial Drive Houston, TX 

77024)

費用：$30

7.“米克·米爾與未來”音樂會（Meek Mill and Future in 

Concert at 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ion） 

美國嘻哈說唱界最大牌的明星都將匯聚在本次的“米克·

米爾與未來”音樂會當中。

時間：9/29，7pm

地點：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ion (2005 Lake Robbins Drive 

The Woodlands, TX 77380)

費用：$25

9.27-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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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衣索比亞，研究人員發現了一具
來自接近 380 萬年前的早期人類始祖頭
骨。對這具新的頭骨樣本進行分析之後，
令人們對人類最初如何從猿類進化而
來，有了新的想法。

  目前的觀點認為，一隻被命名為“露
西（Lucy）”的猿屬於後來進化成最早
一批人類的物種，不過這種看法現在需
要重新考慮了。相關發現被刊登在《自
然》（Nature）雜誌。

  約翰尼斯·海爾－塞拉西教授（Prof 
Yohannes Haile-Selassie） 在 一 個 叫 米
羅朵拉（Miro Dora）的地方發現了這
具頭骨。那是衣索比亞阿法爾州（Afar 
Regional State）米爾區的一個地方。

  這名美國俄亥俄州克裡夫蘭自然歷
史博物館工作的科學家表示，他當時立
即就看出了這具化石的重要性。“我當
時想：‘我的天——我看到的真的是我
所想的東西嗎？’當我意識到這就是我
一直夢想著尋找的東西時，我瞬間就跳
起來了，”海爾－塞拉西教授向 BBC 表
示。

  海爾－塞拉西教授說，這具標本
是 目 前 為 止 最 好 的 一 個 例 證， 證 明
人 類 的 始 祖 是 一 種 叫 湖 畔 南 方 古 猿
（Australopithecus anamensis）的猿類——
這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南方古猿，可能
從 420 萬年前已經存在。

  過去人們曾認為湖畔南方古猿是後
來一種叫阿法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的物種的直接始祖，後者則被
認為是第一批早期人類的直接始祖。那
一批人類就是被稱為人屬（Homo）的
一個生物學分類，現今存活的所有人類

都屬於這個分支。
  從不同角度看新發現的物種頭骨：

牠們都有向前突出的下巴和細小的耳
洞。

  1974 年，第一具被發現的南猿頭
骨引起了一陣轟動。研究人員將那一具
頭骨命名為“露西”，出處是披頭士樂
隊（The Beatles）的歌曲《露西在綴滿
鑽石的天空中》（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因為當時挖掘現場就在播
放這首歌。

  露西得到了公眾的關注，被稱為是
“第一個直立行走的猿類”。不過，在
《自然》雜誌的一篇評論中，倫敦自然
歷史博物館的弗雷德·斯普爾教授（Prof 
Fred Spoor）表示，湖畔南方古猿“看來
肯定會成為人類進化史中的又一個焦點
形象”。

  這種猿類的歷史地位很可能得到提
升，是因為我們現在可以說，湖畔南方
古猿和阿爾南方古猿事實上有某段時期
是重疊的。前者並非像過去人們所相信
的那樣，直接進化成後者，兩者並不是
嚴格的線性關係。

  這種發現是來自于新的解讀。新發
現的化石指向了此前發現的有 390 萬年
曆史的頭骨碎片。那塊碎片曾被認為是
屬於湖畔南方古猿的，但科學家現在知

道，它其實是來自阿法南方古猿，將這
一物種的源頭推前了一些時間。現在看
來，這兩類物種至少同時存在了有 10 萬
年。

  最有可能發生的是，一小群湖畔南
方古猿與大群體隔絕了開來，一段時間
之後，由於對新環境的適應而進化成了
阿法南方古猿。兩類物種共存了一段時
間，後來河畔南方古猿滅絕。

  這個發現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顯
示了，其他不同的高級猿類物種也可能
曾經共存過，於是產生第一批人類的進
化路徑就更多了。簡單來說，雖然最新
的發現並不能否定露西仍然可能是第一
批人屬群體的始祖，但是卻讓其他物種
也納入了相關的討論中。海爾－塞拉西
教授也同意，人類的直接始祖到底是哪
一種猿類，現在是各種可能都有。

  他解釋說：“很長時間以來，阿法
南方古猿被認為最大可能是人類始祖，
但是我們不能再那樣說了。現在我們可
以回過頭去看所有當時可能存在的物
種，研究哪一種最像最早的人類。”

  很多人，特別是記者在形容一塊部
分是猿類、部分是人類的化石時，往往
會用到“缺失的鏈條（missing link）”
這個表述，而這恰恰令人類學家抓狂。
事實上，《自然》雜誌的資深編輯亨利·

吉博士（Dr Henry Gee）就曾警告我，
說如果我在報導過去的相關發現時用這
一個字眼，他就會“把我的肝扯出來”。

  亨利的憤怒有很多原因，但當中最
主要的是，人類進化鏈條當中有很多個
環節，而當中稱得上“缺失”的，就算
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湖畔南方古猿
是近期一系列新發現當中的最新一項，
顯示進化至現代人的過程並沒有一條單
一流暢的線索。

  真相要複雜得多，也有趣得多。新
發現顯示，進化是一個人類始終不同“範
本”在不同的地方經歷“試驗”的過程，
直至當中的某一些物種足夠聰明和堅
韌，熬過氣候的變化和食物的短缺，最
終進化成今天的我們。

  海爾－塞拉西教授是少數研究人類
進化的非洲科學家之一。他現在已經是
業內知名人物，但是他說，合資格的非
洲研究人員，很難得到西方國家研究基
金的財政支持。

  他告訴我：“與人類源頭有關的化
石證據多數都來自非洲，而我認為非洲
人應該可能利用他們自己大陸上的資
源，來幫助自己在古人類學領域上取得
成就。他們進入這一研究領域的主要阻
力，通常就是資金。”

                                    (BBC 中文網 )

人類始祖：哪一種猿類是我們的祖先，   
         答案越來越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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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近中秋、國慶，豬肉價格上漲卻

成了中國老百姓最關心的話題之一，不

少地區已經出現了豬肉限價、限量供應

的情況。中國副總理胡春華近日對外

表示，保障豬肉供應是黨中央的“軍令

狀”。中國豬肉市場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進入九月以來，中國一些地區出現
了豬肉限價、限量供應的現象。廣西省
南寧市政府 9 月 1 日下發通知，要求該
市十大菜市場對豬肉限價、限量供應。
其中，位子淥綜合市場出現了肉票，限
制每位市民憑票僅購買兩斤平價豬肉。
有網友驚呼，是不是憑票供應豬肉的時
代又回來了？

  居住在南方另外一座城市的李先生
（不願透露真實姓名）告訴本台記者，
這種肉票並非過去豬肉憑票供應的做
法，而是一種豬肉價格補貼；但這種補
貼只給予某些部門或單位，並不是一般
市民能拿到。另據《經濟日報》報導，
豬肉價格補貼是政府鼓勵的措施。

  豬肉價格猛漲是全國現象，在今年
夏季尤為顯著。綜合各方面消息，一般
豬肉價格漲幅是在 30%-50% 之間，但各
個地方具體情況又有不同。一位不願透
露姓名的鄧先生告訴本台記者，他所在
的南方某城市，豬肉價格的漲幅遠高於
統計數字：“過去我們這裡的豬肉只要
14 元一斤，最近我去超市買豬肉，已經
到了 50 元一斤。這個價格上漲得不是一
點點。”

  對於豬肉價格猛漲，中國新聞報導
一般偏重強調是由於去年以來豬瘟蔓
延，導致豬肉供應吃緊。

  談到豬瘟的源頭，鄧先生告訴記者：
“主要是前兩年，為了所謂的環保問題，
強行關閉了不少養豬場；另外也因為貿
易戰，從俄羅斯進口了大量豬肉，這些
豬肉帶來了豬瘟。”

  本台去年曾報導，2018 年美中貿易
戰打響之後，中國從美國進口豬肉暫停
了一段時間，轉而從俄羅斯進口了大量
豬肉。也有分析指出，受貿易戰影響，

2020 年的 420 萬噸。該公司估計，中國
的豬肉產量從 2018 年的 5400 萬噸下降
到今年的 3800 萬噸，明年會繼續下降，
而且需要 7 年時間才能恢復到 5000 萬噸
的水準。

  可以預計，在未來一段時期，中國
的豬肉供應將嚴重依賴進口，對豬肉價
格的穩定必將形成挑戰。

                                         （文學城）

自美國進口的大豆減少，使得以大豆為
重要飼料的養豬業成本上升，導致豬肉
價格偏高。

  面對豬肉供應吃緊，豬肉價格偏高，
中國政府如臨大敵。據英國《金融時報》
獲得的一份內部會議講話記錄顯示，中
國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胡春華在上週末的一次高層會議上表
示，增加豬肉供應是重要的政治任務，
是給黨中央國務院立的軍令狀。他還強
調，豬肉價格如果不穩定，可能破壞即
將到來的七十周年國慶。

  中國統計局稱，今年八月豬肉價格
同比上漲逾百分之十六。單是八月中旬，
豬肉價在十日內急升 16％。

  保障豬肉供應為何成了政治任務？
居住在中國東部大城市的朱先生（不願
透露真實姓名）認為，這是中國政府根
子上的問題：“體制上有一個缺陷，它
擔心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等一切方面影
響它所謂的‘穩定’。它在根上有一個
弱點，就是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問題。”

  目前，中國政府正在採用多種方式
提高豬肉供應。中國商務部已經表態，

將向市場投放“中央儲備凍豬肉”。同
時，中國也在大量從海外進口豬肉。八
月初，中國從美國購買了超過一萬噸豬
肉，但中國政府已經宣佈從 9 月 1 日起
對美國豬肉加征 10% 的關稅。中國是否
會頂著自己的關稅進口美國豬肉還有待
觀察。

  另外，路透社引述國際資產控股公
司 (INTL FCStone) 披 露， 中 國 豬 肉 的
進口量將從 2019 年的 330 萬噸上升到

肉票終於重出江湖！

保障豬肉供應成“軍令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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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貿易戰在 9 月正式升級，雖然

中方在 9 月 5 日公佈雙方通話同意在 10

月舉行正式談判，但是外界對貿易戰的

預期仍然悲觀。雖然 9 月 5 日人民幣隨

之轉強，但是匯率仍在 7 以上。輿論普

遍認為，為了對沖關稅的負面作用，人

民幣仍將持續下跌。

自人民幣匯率破 7 以來，人民幣價
值 8 月 又 累 跌 3.6%，9 月 3 日 再 創 11
年半的新低。在外界認為中國已經把人
民幣匯率作為應對貿易戰的手段，然而
同時認為這個手段存在很大風險。其中
最普遍的一個預期是這可能引起中國的
資本外逃。

  譬如花旗銀行（Citi Bank）新興市
場經濟主管盧賓（David Lubin）列舉了
人民幣貶值的多個潛在風險，其中最具
自我破壞性的風險是破壞中國資本帳戶的穩定，加劇
資本外流。

  法新社的分析報導指出，人民幣價值下滑可能破
壞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導致資本外逃的拋售，
甚至對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帶來貶值壓力，從而造成全
球經濟危機。

  彭博社則刊文稱，從 2015 年的中國股災之後，所
有那些試圖把錢轉移到海外的中國人都給人民幣下行
壓力，人民幣的貶值如果讓 2015 年的危機再度爆發，
那麼中國將陷入大麻煩。

  資本外逃是中國經濟每隔幾年就會遭遇的質疑。
人民幣貶值是否會加劇中國資本外逃？

  人民幣貶值加劇資本外逃？

  資本大規模外逃的情況，是由於經濟危機、政治
動盪、戰爭等因素，本國資本迅速流到國外的現象。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就是一個例子。而中國在 2015
年的股災之後也曾有過資本迅速外流的狀況。

根據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官方報告，2015 年中國
的資本和金融帳戶逆差規模為 4,853 億美元，直接對外
投資和證券投資資產繼續增加並且比 2014 年多增 53%
和 5.8 倍，外國來華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
等外來投資淨流出 1,010 億美元。熱錢的確呈逃離的趨
勢。

   現在的情況卻完全不同。

  今年的資料顯示，2019 年一季度，中國經常帳戶

順差 490 億美元，非儲備性質的金融帳戶順差 488 億
美元。具體資料看，其中，直接投資淨流入 265 億美
元，其中，外國來華直接投資淨流入 476 億美元，中
國對外直接投資淨流出 210 億美元；證券投資淨流入
195 億美元。其中，外國對華證券投資淨增加 357 億美
元，中國對外證券投資淨增加 162 億美元。剔除匯率、
價格等非交易因素影響，一季度中國外匯儲備增加 100
億美元。

  經常帳戶和金融帳戶的雙順差，說明資本不僅沒
有外逃，甚至不存在外流現象。

  中國外匯管理局對人民幣貶值是否引起資本外流
的回應是，雖然市場波動有所增加，但從每日跨境資
金流動等部分管道的資料看，遠沒有達到 2015 年和
2016 年資金流出壓力較高的時期，個人結售匯日均逆
差僅是當時最高月份日均水準的 28%，跨境資金日均
淨流出只是當時最高月份日均水準的 12%。

  其實，自 2017 年末以來，印度、韓國、巴西等國
家的貨幣早已對美元貶值超過 10%。人民幣貶值在當
前的機制下，已經屬於正常的範圍之內。簡單把貨幣
貶值和資本外逃聯繫在一起，缺乏根據。

   實際情況究竟如何？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一再表示企業正
在逃離中國，甚至在近期命令美國企業立刻撤離。然
而話音未落，美國的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在 8 月底公佈報告，顯示 6 月的一份

調查中，美國受訪的 100 個企業
87% 表示無意撤離中國，且只有 3%
的受訪者表示在中國運營沒有盈
利，和 2018 年比變化很小。

  貿易戰以來，全球跨國投資下
降的情況下，中國的外資使用不降
反增，今年 7 月實際實用外資按美
元計算仍穩定增長 4%。這說明中
國的市場潛力和產業鏈的完整性是
被認可的。

  從中國外匯管理局的資料來
看，中國國際收支呈現雙順差。這
至少從一個方面說明，資本大規模
外逃的現象的確沒有在中國發生。

  實際上，根據中國的銀行間
同業拆借中心資料，8 月共有 2114

家境外機構投資者進入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較去年
末增長 214 家。當月交易量按月增長 43%，按年增長
63%，占同期現券市場總成交量的 3%。

  Wind 資料顯示，截至 9 月 2 日，2019 年以來北向
資金淨買入 A 股 1,269 億元（1 人民幣約合 0.14 美元），
8 月份淨買入 132 億元，比 7 月份還有所增加。而 8 月
正是人民幣市場匯率、中間價及匯率指數均出現較大
貶值的一個月。這種情況下談資本的外逃，根據不夠。

  資本外逃的原因不止一個，並非人民幣匯率一個
因素決定。

   資本留或逃不止看匯率

  對於資本外流的問題，中國外匯管理局表示，和
人民幣匯率相比，相對穩健的經濟基本面、依然較高
的綜合投資收益、逐步提升的人民幣資產配置的需求
等因素，將會對跨境資本流動產生更加重要的影響。

  這也就是說，資本的走與留並不是只看一國匯率
如何，貨幣是否在貶值，而是對一國國內政局、社會
穩定程度、市場潛力和經濟基本面的綜合考量。

  在新興市場之中，製造業的整體專業技能、可靠
性、貨幣穩定性、安全性和國內市場增長方面，中國
都仍然處在領先地位。中國市場仍舊炙手可熱不論是
美國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Elon Musk）對中國的巨大
興趣，還是美國大型超市 Costco 來到中國的火爆場面，
都說明了這個市場的吸引力。

                                                                  ( 多維網 )

  人民幣匯率破 7 之後，
資本外逃的傳言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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