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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信讀者來信----------------
她救了我們祖孫三代人的命她救了我們祖孫三代人的命

我是一個住在西雅圖的乳腺癌病人，來自
臺灣，2018年初在一次洗澡時，突然發現左乳
外側有一小棗樣的腫塊，不痛不癢，推不動，
質地特別硬。我急忙在當地醫院看診，醫生建
議我盡快到美國最權威的治癌中心MD Anderson
診治。經病理切片和抽血化驗，我很快被確診
為乳腺導管細胞癌。左乳腺外側和腋下淋巴轉
移，醫生讓我先做化療。待腫塊縮小後，再做
乳腺全切術，聽後我呼吸急促，大腦一片空白
，周身無力，癱坐在走廊的座椅上。我從小離
開父母在香港生活讀書，大學畢業後，在美國
西雅圖波音公司工作。我今年才34歲，還有一
個不到2歲的女兒。因為我有癌癥的家族史，我
怕患癌，但也沒能躲過去。我立即將診斷結果
告訴我在臺灣的親人，父親向我講述了祖父和
他患癌後的治療經歷。

1999年我的祖父因為感冒咳嗽，痰中帶血
。在臺灣榮軍醫院通過CT，病理診斷為左肺中
央型腺細胞低分化癌。左側鎖骨下淋巴轉移，
因體質虛弱，已經轉移，告知不能手術，也做
不了化療。在走投無路的時候，一朋友送來了
一本臺灣時代周刊，第883期刊登了題為《大陸
治癌名醫——王淑霞》的報道。並得知她12歲
開始學習中醫，畢業於中國黑龍江中醫學院。
1975年她開始投入自然療法治療癌癥的實驗研
究。1987年她研製發明了馳名中外的蛇精®抗
癌註射液，蛇精®01膠囊。神奇的療效使無數
臨近死亡的癌癥患者絕處逢生。我的哥哥還查
閱到，1992年4月21日光明日報記者張義德，
汪大勇報道題為“創造抗癌事業的未來”一文
。1994年8月20日健康報題為“探索蛇精抗癌
之路”一文。1997年4月4日大陸新華社中國圖
片報報道題為“治癌名醫——王淑霞”一文。
通過這些權威信息，使絕望中的祖父又有了生
的希望。

當時我父親幾經周折，領著我的祖父到大
陸哈爾濱市神康中醫腫瘤研究所去尋找治癌名
醫王淑霞，找到後得知王淑霞人在美國工作，
幸運的是近兩天她從美國回到哈爾濱，不定期
的出專家門診。門診前看到很多來自世界各地
癌癥患者排隊等候。我父親說，他早五點排隊
掛號，我祖父經用一個療程的蛇精®抗癌註射
液後，胸痛，氣喘，咳嗽，飲食都有不同程度
的好轉，痰中帶血也消失了。鎖骨淋巴那種腫
痛也減輕了很多。去的時候需要我父親攙扶慢
慢走，等回臺灣的路上，已經不用人攙扶了。
回臺灣後一直口服蛇精®01膠囊，3個月（三個
療程）後在臺灣榮軍醫院CT復檢，治療前肺部
腫塊3.8cm x 4.2cm大小，3個療程後腫塊已縮

小為2.5cm x 2.8cm大小。左鎖骨轉移淋巴，治
療前是多個淋巴結融在一起，大小為4.0cm x
4.2cm大小，治療3個月後觸摸周圍柔軟，外觀
看比治療前縮小三分之一左右。連續口服治療
一年來，沒做過手術，也沒有化療，現已生存
20余年，至今健在。

2008年我的父親是一個多年乙肝病毒攜帶
者，多年的胃潰瘍病史。多年不能吃米飯，一
次飲酒後，胃疼加劇，在長庚醫院做了胃鏡，
診斷為：潰瘍性腺細胞低分化癌，橫結腸轉移
。做了部分胃切除術，腸轉移已不能手術。醫
生告訴最多也只有2年的生命期。術後兩個月，
我的哥哥領著我的父親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國際
中醫腫瘤研究院找治癌名醫王淑霞給救治。經
口服蛇精®01膠囊2個月後，體力、大便、食欲
都有很快的恢復，另外為了治療腸癌，王醫生
采用了肚臍內用藥，很快大便下來一些爛肉樣
的東西。就這樣綜合治療近一年，在長庚醫院
復查CT2次，腸轉移癌縮小一公分多，胃癌沒有
發展，沒有再轉移現象。病情穩定，現已存活11
年之久。我父親現除護理我祖父外，還做家務
。逢人便說，是王淑霞醫生和自然療法救了他
和祖父的命。並督促我想辦法盡快找到王淑霞
醫生。被診斷患癌後，我曾立即去拉斯維加斯
去尋找治癌名醫王淑霞。在當地打聽，很多人
認識並知道治癌名醫王淑霞，她的口碑很好，
不但醫術好，醫德更好，聽說她對每一個接受
治療的病人都很用心。有病人告訴我2017年末
，她調到休斯頓國際癌癥康復中心工作，但不
知道詳細地址。我又來到休斯頓，在我萬分焦
慮的時候，我去中國城吃飯，順手拿了一份
《僑報》，《美南日報》，打開一看，上面都
有介紹國際癌癥康復中心的報道。我一口氣看
完後，得知王淑霞博士現任國際癌癥康復中心
主任。休斯頓醫學中心規模相當大，範圍包括
科研，臨床實驗研究，醫務人員達幾萬人。最
著名的醫院有MD Anderson，還有貝勒醫學院。
據了解，國際癌癥康復中心是第一家，也是唯
一一家自然療法治療癌癥的醫療機構。我太高
興了，沒有患癌癥經歷的人是體會不到我的心
情的。面臨著即將來臨的死亡和年邁的老人，
年幼的孩子，我能挺過來嗎？在家人的鼓勵下
，選用化療後因副作用大，會造成身體虛弱，
沒有了抵抗力，也會加快腫瘤的復發和轉移，
好在我的父輩祖父和我的父親因肺癌和胃癌淋
巴也都轉移了，在走投無路的時候，很幸運的
選擇了馳名中外的蛇精®抗癌註射液和蛇精®
01膠囊治療後，我的祖父至今已生存了20多年
，我的父親用同樣的方法至今已生存了11年，

平時還在照顧我的祖父，我家三代人的經歷，
說明了病人和醫生也是一種緣分，我相信在王
醫生的治療和幫助下，我一定會活下來。這天
晚上是我被診斷癌癥以來，睡的最好的一夜，
也是我真正體會到了有些病人還沒有來得及治
療，由於不間斷的害怕死亡，恐懼，先被癌癥
兩字嚇死了。

第二天我按著報紙上的電話702-526-6288
打過去，不知需要提前預約掛號，因為我著急
看醫生，一聽要預約等很久，我馬上就上火了
。無奈我決定在沒有預約的情況下，在王醫生
沒有下班的前一個小時趕過去。我到7505 Fan-
nin St，Ste 120門診說明來意後，他們告知必須
預約等待。我不死心，一直坐在候診大廳，當
病人都走後，從診室走出一位60歲左右的老醫
生。從照片上我認出了她就是治癌名醫王淑霞
博士。當她了解情況後說可以晚走一會，補一
掛號給我看診，其他人可以先下班，我一聽，
眼淚馬上流下來，這就是國際著名治癌權威王
淑霞。我坐下後，她不問病，把脈後就說，
“你患乳腺癌，可能淋巴已經轉移了。你需要
我如何幫助你。”，真厲害，這才是大醫師，
大專家，一針見血說明了我的病情。我激動的
說，我有希望了，王醫生告訴我先治療調理一
段時間。王醫生說，如果腫塊能縮小的話，最
好是做乳腺全切術，讓我回家與家人商量考慮
後再決定。我帶著01膠囊回到西雅圖，口服了
一個療程後，感覺腋下淋巴開始變軟了。乳腺
腫塊腫脹明顯好轉。兩個療程（兩個月）後，
腋下淋巴開始明顯縮小。三個月後，我再次到
休斯頓醫療中心MD Anderson復查。給我看病
的醫生聽說我沒去做化療，檢查發現我的腫塊
明顯縮小，使她很驚訝。問我用了什麽好方法
。我說我采用了自然蛇精®01療法。他又說，
給你治療的是一個中國人Dr .Wang吧？我問醫
生，你怎麽知道？他說休斯頓整個醫療中心Dr.
Wang是唯一采用自然療法治療癌癥的權威專家
，她的方法獨特，醫術也很厲害，復檢後我的
醫生很神秘的告訴我，根據現在病情可以手術
啦。在西醫的幫助下我做了左乳腺全切術，淋
巴切除了一部分，醫生讓我休息一段時間後，
先去做化療，不然沒有切幹凈的淋巴轉移會很
快復發。考慮到化療的副作用，我還是選擇了
繼續口服蛇精®01膠囊治療。一年多過去了，
我的病竈一直穩定，體重又增加了5磅，近期我
又回到西雅圖波音公司工作了。

高興之余，我想讓我的癌友們來分享我的
治療結果。患癌後千萬不要恐懼，為了診斷後
治療不走彎路，選擇治療方法很重要，多走訪

幾個醫院的醫生，不要被癌癥所先嚇死。我和
我的先輩們能生存20年，11年不等，我們的體
會是選擇治療方法更重要，不論是選擇現代的
西醫，還是手術還是放化療，還是選擇采用蛇
精01自然療法，哪種方法最有效，哪種就是最
好的選擇。

我認為選擇對了，就選擇了生命，我們祖
孫三代患癌 癥轉移後能有今天的康復結果，沒
走彎路，是十分幸運的。首先我要感謝，治癌
名醫王淑霞博士對蛇精®01療法的重大發明，
衷心的感謝國際治療癌癥權威王淑霞博士用她
的重大發明久了我們祖孫三代人的生命。這樣
的權威名醫確實有真材實料，名不虛傳。還要
感謝《美南日報》及時真實的報道。美南日報
是我們唯一可信的報紙。

希望貴報能刊登報道，讓更多的癌友少走
彎路，分享我們的治療結果，祝大家健康長壽
。

乳腺癌患者美國波音公司張桂榮親筆
2019年7月18日

編輯提示：
王淑霞醫師主理的國際癌癥康復中心位於

德州醫學中心，應廣大病友的要求，目前在中
國城開設了分部。

地址：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15, Hous-
ton, TX77036

電話：281-818-7928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上午 10AM—下午

5PM

(本報休斯頓報導) 申請美國的大學，對眾多學
子而言，是一生一次的大事，除了申請表格、學業
成績紀錄、推薦信、課外活動之外，申請文書寫作
（essay）可謂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了。

在世界不少地方，大學招生辦公室只是根據他
們的標準，衡量考試成績，以決定是否讓學生入學
。這個過程可能很嚴格，但至少你知道你為什麼成
功或失敗。然而，在美國不是這樣，你會發現你的
大學之路到處都需要文書寫作，好的文書寫作將決
定你的成功坦途。

學生可以藉由文書寫作（essay）為自己說話，
讓招生委員知道自己與其他人有何不同的地方，猶

如提供一個想像的空間，讓大學招生委員想像在他
們學校如果有了你，會展現出什麼光芒？增加什麼
力量？班級中如果有了你，會帶來什麼更新的視野
或正面的能量？

當然，學子們要寫出一篇能讓招生委員喜歡或
感動的essay，絕非易事，無論是英文的層度、表達
的能力、或是說故事的技巧都需要一再鍛鍊，少不
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書寫的過程中也會出現很多次
的調整，學生要有心理準備，這不是一蹴可幾的事
。

新學年開始，12年級的同學正式投入了大學申
請工作中。美金榜教育集團的高級文書顧問Kieran

Lyons博士為了幫助學生，特別將他多年的寶貴經
驗結集成書，此書可謂大學論文書寫寶典，書名是
”Let Me In"，在亞馬遜書店已經正式出售。

此書完全基於Dr. Lyons在過去十年中指導大學
申請文書的實踐經驗，緊緊圍繞大學文書的幾個主
題類型，並結合全美各類高校的文書要求，以及高
中生寫文書遇到的常見問題，從頭腦風暴、選題、
選材、到深化主題、和提升可讀性等寫作技巧方方
面面，深入淺出，理論結合實例進行分析，是一本
實用性極強的指導性讀物。

如果同學們認真閱讀這本書之後，文書寫作一
定提升一個大的台階。書中入選的文書實例，都是
Lyons博士親自指導的美金榜學員的真實文書。也
感謝這些同學願意分享自己的文章，以幫助學弟學
妹們提昇文書寫作水平。

新書特別優惠：在9/20之前購買本書的同學，
可以憑收據享受一次Dr. Lyons免費essay review。

申請文書是唯一的一個申請表格不能體現的申
請者特質的地方。一篇好的Essay可能會成為你敲開
夢校大門的敲門磚：”Let Me In" "非我莫屬“！

Dr. Kieran Lyons
Lyons博士，美金榜教學部主管，英語專業博

士，萊斯大學校友。超過十年英語教學經驗，包括
SAT英語、AP英語、英語寫作、文書寫作等課程。
耐心、細心，善於總結考試規律，教授學習方法，
教學成績卓然，深受學生好評。

美金榜，用心造就孩子的未來
美金榜教育集團，美國南部地區最大的教育集

團，英文名字為“To The Top Education", 旗下包
括留學升學、高中規劃和背景提升、 SAT/ACT等
考試培訓、實習就業、教育交流、留學生監管等多
個板塊。美金榜為美國大學招生諮詢協會會員，德
州私校聯盟發起者，對美國大學和高中極其了解，
並有廣泛深入的合作。在過去的八年中，成功幫助
近千名學生進去理想的美國院校，百餘名學生順利
進入實習和工作崗位。

同時，美金榜還為華人高中生提供社區服務機
會，是”美國總統義工獎“的認證頒發單位。美金
榜總部設在美國第四大城市休斯頓市，分部設在加
州聖地亞哥市、德州聖安東尼奧、和達拉斯市。

Let Me In購買鏈接: https://amzn.to/2VqfQe9
或是輸入書名: Let Me In – The Practical Essay

Guide
電 話: 1 (281)797-5614。 微 信 ： HeOu88； lone-
star2012； lidaqd；
Email： michelle@tothetopeducation.com。 網 站 ：
tothetopeducation.com

申請大學申請大學EssayEssay寶典寶典““Let Me In"Let Me In" 非我莫屬非我莫屬
大學申請文書寫作指南問世大學申請文書寫作指南問世！！實用性極強實用性極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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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天地

新聞圖片

从前，有个叫陆桥的读书人，一直没考取

个功名，亏了祖上有些家产，他还算衣食无忧

。

这一天，家里进来个年轻人，一进门就叫

陆桥舅舅，把陆桥叫得一愣。年轻人说：“舅

舅，你怎么不认识我了？我是你外甥高飞呀！

”

陆桥想起来了，自己的确有个外甥叫高

飞。这个外甥从小死了爹娘，十几岁上离家

出走了，打那以后就没了音讯。十几年不见

了，难怪陆桥认不出来。

外甥找上门来，陆桥自然很高兴，马上

叫老婆做几个菜，好好款待外甥。老婆却悄

悄把陆桥拉到一旁，说：“你别忘了，你这

个外甥可是个神偷呀！”

这些年，陆桥虽然没见过外甥，却听到

了一些关于高飞的传闻，说他在外面干的是

蹿房越脊、偷钱盗物的营生，得了个“神偷

”的名号。那些传闻也不知是真是假，可毕

竟是亲外甥，该款待还是得款待呀，陆桥就

对老婆说：“我自有主张，你别多管了，做

菜去吧。”老婆就叮嘱：“你可看好了外甥

，别离开他半步。”陆桥答应了，老婆才进

厨房做菜去了。

陆桥嘴上说没事，心里却留了神。他唯

一不放心的，就是家里那颗祖传的夜明珠，

那可是无价之宝，要叫高飞盯上，可就不好

办了。于是，陆桥在客厅里陪着高飞喝茶说

话。闲谈间，陆桥问高飞：“不知你这些年

在外面干什么营生？”

高飞抿了口茶，淡淡地说：“不瞒舅舅，

我在外面专干些手到擒来的活儿。”

陆桥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手到擒来

的活儿，不就是偷盗吗？陆桥没敢再问，就

转了话题。聊着聊着，高飞却主动说：“舅

舅，我小时候听娘说，家里有一颗祖传的夜

明珠，能否拿出来，叫外甥饱饱眼福？”

陆桥心里又一紧，原来高飞真是惦记上

夜明珠了。夜明珠就藏在客厅的一块砖下，

陆桥不由得往那块砖上瞟了一眼，说：“舅

舅家哪有什么夜明珠呀，要有的话，我早不

过这穷日子了。”

高飞只是轻轻一笑，没再说什么。过了

一会儿，陆桥突然觉得肚子里有些动静，好

像要出恭，他想憋着，可肚子里止不住地翻

江倒海。最后陆桥只好通红着脸，站起来对

高飞说：“外甥，你先坐会儿，我有急事，

少陪了。”

陆桥捂着肚子一路小跑到了茅厕，他心

里奇怪，怎么说拉就拉，以前从没这样呀？

从茅厕出来，陆桥才想起客厅里的夜明珠，

慌忙往回跑。进了客厅，只见高飞正悠闲地

品着茶，他这颗心才算放下。

陆桥刚刚坐下来，高飞就突然来了一句

：“舅舅，你那颗夜明珠，并不算特别大呀

！”

陆桥吓得手中的杯子差点落地，忙问：

“你刚才说什么？”

高飞微微一笑，说：“我是说，你那颗

夜明珠，在我看来还算不上特别稀罕。”

陆桥心想，一定是这小子在试探，就故

作镇定地说：“外甥，什么夜明珠呀？”

高飞说：“舅舅的那颗夜明珠，不是藏

在客厅的砖下吗？我已经得手了。”说完他

平静地看着陆桥。

陆桥惊愕地张大嘴，用手指着高飞：

“你、你、你怎么知道的？”

高飞说：“刚才你的眼睛告诉我的呀！

”

陆桥无心多说，躬下腰去把那块砖揭开，

果然里面空空如也。陆桥急了，说：“你把东

西放哪里了、快还给我！”

高飞笑道：“那夜明珠现在不在我手里

，已经被我放到二里外、双水桥下的石缝里

了。”

陆桥暗自吃惊，外甥的手法实在太快了

，只这一会儿工夫，他把东西偷了，又转移

了地方。那夜明珠可是陆桥的心头肉呀，陆

桥不由得哀求地对高飞说：“外甥呀，我毕

竟是你舅舅，家里就只有这么一件宝贝……

”

高飞笑了，说：“舅舅，我只是跟你开

个玩笑。不是有句话叫‘贼不走空’吗？这

是当年我学艺时师傅给我定下的规矩—到一

个人家，不拿点值钱的东西，就不许出门。

你让我吃完了饭，我就给你送回来。”

陆桥听了，不敢再往下细问，东西已经

到了人家手里，问也是白搭呀。这时，老婆

把酒菜端上桌，陆桥就像是比外甥小着三辈

，一个劲地给他夹菜敬酒。高飞也不客气，

大吃大喝一通，酒足饭饱，起身就走，陆桥

还把高飞送出门去。

高飞走后，陆桥急得直打转，一晚上都

没闭眼，越想那颗夜明珠越心疼。正想着呢

，突然就听到院子里“啪”的一声，陆桥心

里一惊，忙端着灯出去察看。借着灯光，陆

桥就见院子地上多了一个匣子，打开匣子一

看，自家的夜明珠正躺在里面，而且，匣子

里还多了一颗夜明珠。这颗夜明珠，比他家

那颗足足大了两圈。匣子里还有一封高飞写

的信，信里说，他把舅舅的夜明珠完璧归赵

，另一颗夜明珠就算是给舅舅的见面礼了。

经过这件事后，陆桥就对这个外甥有些

害怕，幸好高飞再也没来过，陆桥也算松了

口气。

这一天，突然有几个官差来找陆桥。官

差一进门就问他：“你是不是有个外甥叫高

飞，他犯了王法！”

陆桥忙问官差怎么回事，官差说：“你

这个外甥会飞毛腿，蹿墙越脊如入无人之境

，我们一直没逮住他。我们这次来，就是想

让你帮我们把这飞贼逮住！”

陆桥一脸无奈地说：“捉飞贼是官差的

事，与我何干呢？”

官差把脸一拉，说：“陆桥，你别忘了

，飞贼和你关系不一般。飞贼逮不住，你也

脱不了干系。”

陆桥听了，语气就有些软了，说：“我

一个读书人，怎么能逮住飞贼呢？”

官差说：“我没说让你抓人，只要你做

一件事就行。”

官差对陆桥说，传说高飞之所以能飞檐

走壁，是因为他脚底板上长了三根黑毛，这

黑毛让他有了这种与生俱来的本事。只要将

他脚底板上的三根黑毛拔去，他便与常人无

异。官差让陆桥想办法把高飞脚底板上的三

根黑毛拔去，到时候再抓他，就跟抓个小鸡

一样了。

官差交代完，临走又撂下一句话：“干

不干就看你的了，给你一个月期限，一个月

后见不着人，我们就来抄你的家！”

官差走后，陆桥也没心思读书了，每天

都出去打听外甥的踪迹，可是跑了好几天，

连一点音信也没有，最后陆桥忧急攻心，病

倒了。老婆忙请郎中抓药，可惜心病难医，

陆桥的病越来越重。 这天，陆桥正躺在床

上养病，一个人走进门来，他手里提着几盒

点心，一进门就叫“舅”。陆桥抬头一看，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外甥高飞，他差点一下

子从床上坐起来。

高飞走上前来问候道：“舅舅的病好些

了吗？”

陆桥有气无力地说：“治得了病，治不了命

啊，外甥，你怎么来了？”

高飞说：“我爹娘死得早，这世上就你一个

亲人，听说舅舅病重，我怎能不来看看呢？

”

陆桥听了挺感动，心想：这孩子还算有

良心，忙叫老婆做菜款待外甥。老婆马上端

了几个菜和一壶酒过来，陆桥说自己有病在

身，不能饮酒，就叫高飞喝。高飞也不客气

，自斟自饮地喝起来。陆桥在床上躺着，偷

眼看着高飞。高飞喝了几杯酒，突然说头晕

，一下子栽倒在地上。

陆桥叹了口气，原来，他早就吩咐老婆

在酒里搀上了麻药，为了保住全家，他也只

有这么做了。

陆桥下床来，把高飞的鞋袜脱下，看到

他脚底板上果然有三根黑毛。看来官差说得

不假，高飞能飞檐走壁，靠的就是这三根黑

毛！陆桥一咬牙，把三根黑毛给拔了下来。

陆桥这一拔毛，高飞脚下作痛，睁开了

眼，问：“舅舅，你要做什么？”

陆桥叹了口气，说：“外甥，把你为非作歹

的根去了，舅舅也是为你好呀！”高飞明白

了，想起身，可麻药起了作用，连坐也坐不

起来了。

这时官差们闻讯赶来了，上前给高飞上

了好几道锁链，架起他来就走。

眼看着外甥被官府捉去，陆桥心里挺难受，

可又想，断了外甥做贼的本事，也是件好事

，坐几年班房，再出来也就改邪归正了，到

时候自己操心给他成个家，也算对得起九泉

之下的姐姐了。

于是，陆桥每天都往衙门里跑，打听外

甥的事怎么样了，判了什么罪，可是衙役根

本就不让他进。有一次，陆桥又去打听外甥

的案情，碰上以前到他家里抓人的官差，陆

桥就拿出银子来求他，说一定要见见外甥。

不料官差对陆桥说：“你那外甥犯的是死罪

，你就别再找他了。”

陆桥听了，惊得一下子瘫倒在地。官差

告诉陆桥，高飞轻功了得，专偷达官贵人，

官员们早已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却又抓不住他，就给办案的衙役下了死命

令。衙役们没办法，就想到了陆桥……

陆桥回家后一头就倒在了床上，这回他

病得更厉害了。原来是自己害了外甥，怎么

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姐姐呀！

陆桥在床上病了十几天，浑身一点力气

也没有了。这天夜里，陆桥在床上躺着，突

然房梁上有人说话：“舅舅，病还没好吗？

看来咱爷俩这酒还真是喝不成了。”

陆桥掌灯一看，只见外甥高飞正盘在房梁

上。陆桥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劲，一下子从床上

坐起来，说：“孩子，你是怎么出来的？可叫

你舅舅担心死了！”

高飞一下子从房梁上跳下来，站在陆桥

面前说：“那几条铁链子、几间破牢房，怎

么能关得住我？我想出来就出来了呗。”

陆桥问：“他们不是说，你脚上没了三

根毛，就没本事了吗？”

高飞说：“那是江湖上的讹传，功夫都

是练出来的，凭着三根毛怎么能飞檐走壁呢

？”

陆桥点点头，又担心地对高飞说：“外

甥，你在这里也不安全，那些官差知道了怕

又要追来了。”

高飞却说：“舅舅，你就放宽心吧，不

到天明，他们是发现不了的。我来是想跟舅

舅道个别，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陆桥忙叫老婆倒酒来，他要和外甥好好

喝几杯。高飞却从怀里拿出一个酒杯来，说

：“少拿一个酒杯吧，上次喝酒，我拿了你

一个官窑酒杯，这回正好还回来。”

陆桥不禁哑然失笑，想起了外甥的规矩

，真是“贼不走空”呀，上回他中了自己的

麻药，还没忘了顺手牵羊。

几年后，陆桥读书有成，终于金榜题名，

得了个探花，由朝廷任命做了一方县令。陆桥

立志做个好官，做县令期间，清如水明如镜，

一直过着清贫的日子。

这一天夜里，陆桥处理完衙门的事，回

到家里，见书房里亮着灯。陆桥有些犯疑：

自己并没进书房，怎么会有灯呢？他加快脚

步进屋，见里面一片狼藉，书被扔了一地。

陆桥暗叫不好，一定是招贼了，可是查看了

一番，什么也没丢。陆桥很奇怪，无意间扭

头一看，书案上放着一只金钗。那不是老婆

几年前丢的东西吗？陆桥一下子明白了，一

定是外甥来了。

陆桥想，自己这个外甥只偷官不偷民，

现在自己也是官了，看来他连舅舅也不放过

呀！突然，陆桥想起一件事，书房里除了这

些书外，床底下还有个箱子呢。他伸手就摸

腰间的钥匙，想去打开那个箱子察看一下，

刚摸到钥匙，转念一想，却放下手来，转身

向房梁上喊：“梁上的外甥，下来吧，咱爷

俩好好喝一杯。”

陆桥这话刚喊出口，房梁上人影一闪，高

飞露出脸来，向陆桥嘿嘿一笑，说：“舅舅，

你怎么知道我还没走呢？”

陆桥说：“贼不走空呀，你没拿走一件

东西，怎么能走呢？”

高飞笑了，说：“还是舅舅最了解外甥

呀！”说着飞身跳下来。

高飞下来后，陆桥把房间收拾了一下，

又叫差役办些酒菜来。两人坐下来喝了几杯

，陆桥就说：“刚才舅舅差点上了你的当，

我看到屋里被翻得这么乱，就想打开那个箱

子看看，又一想，你这是投石问路呀，我要

是打开箱子就露白了，不正好告诉你值钱的

东西藏在哪吗？”

高飞嘿嘿一笑，说：“舅舅长经验了。

”

陆桥开玩笑地说：“不怕贼偷，就怕贼

惦记着，有你这么个外甥，我能不防着点吗

？”他接着说，“既然你来了，我不妨打开

箱子叫你看看我的宝贝。”

陆桥说罢，真的从腰间掏出钥匙，把箱

子打开。只见箱子里除了几本书和几件衣物

外，最值钱的就是两颗夜明珠了。一颗是家

传的，一颗是高飞赠给舅舅的，别的再也没

有了。高飞不觉肃然起敬，说：“舅舅，我

这一路上听说你是个清官，还不敢全信，刚

才在你家里转了一遭，果然没发现一样值钱

可偷的东西，直到现在我还是两手空空。看

来我这贼不走空的规矩真要破了。”

陆桥却说：“既然是规矩就不能破，我

就把这把钥匙交给你，算是你偷的。”

高飞脸一红，说：“舅舅，这怎么能行呢？

”

陆桥爽朗地一笑，说：“咱们俩做个约

定吧。如果我成了贪官，拿了不该拿的钱，

你就来偷我，直接拿着钥匙开箱子就是。”

高飞看陆桥是认真的，便不好意思地把

钥匙装进了衣兜里。两人一直喝到深夜，高

飞才站起来告辞，他人影一晃就到了门外。

陆桥看着高飞的背影，流下了眼泪。他

知道，自己以后永远见不着这个外甥了—外

甥不能破了“贼不走空”的规矩，而自己又

再也没有值钱的东西叫他偷，他们只有一生

不见了。

等高飞走没了影，陆桥嘴里还不停地念

叨着：“盗亦有道，盗亦有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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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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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文學

琐碎庸常的生活碎片，经由赵松的

重构，生发出巨大的张力。

端午节的午后，赵松夹着一本新近

出版的《塔可夫斯基父子》出现在咖啡

馆。这样的假期，时间也都被他留给了

读书与写作。因为在工作日，他是喜马

拉雅中心的一名中层管理者。平日，他

正常上下班。坐班时，他基本不看闲书

，也不会写与工作无关的东西。但不论

这天的工作结束有多晚，赵松回到家都

会写上一两千字。

平日，他正常上下班。坐班时，他

基本不看闲书，也不会写与工作无关的

东西。/作家赵松

赵松会把工作时的效率延续到创作

上。无论是外约稿件，还是自己的作品

，他一点儿都不拖拉。他觉得这算不上

是一件特别的事，于他而言，这只是身

为写作者相对保守的一种方式。“（非

全职写作）让我不会每天睁开眼睛，就

为收入发愁，既然这样能保留一些时间

，那我就专注地做到最好。”如此规律

的写作习惯，他保持了近二十年。

2003年，赵松辞去抚顺一家国企的

工作，只身来到上海，在多伦现代美术

馆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厂里的人大多

都不理解他的做法，放弃稳定而又前途

光明的国企工作，把自己抛入未知。

但赵松却不这么想。这个遥远的北

方来客，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寻求到了不

一样的体验。在此之前，处在那个中型

的东北重工业城市的他，也会时常坐火

车到北京看展览。看完了，晃荡回去，

一头再扎进平稳得近乎枯燥的日子里。

而现在，他曾向往的那些与文艺相

关的物事，都变得触手可得了。每次返

乡，他都会和老朋友聚会，在酒桌上，

那些往事就是他们的共同话题。新与旧

，过往与当下，就这么在他的生活中共

存着。

现实与虚构似乎已经消弭了界限

刚下过雨的上海，空气中充盈着水

汽，屋外氤氲而潮热，生发着暧昧、朦

胧的感觉，赵松的小说，也有着类似的

奇妙质感。而咖啡厅内，冷气驱散了一

切。无论是回溯过往，还是谈及书作，

赵松的语气始终都很平缓，话语的末尾

，他会加上“对吧”的后缀，既是对观

点的总结，也像是向对方的一种确认。

在他述说的时候，现实与虚构似乎已经

消弭了界限。

实际上，他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在他看来，文学就没有纯粹的虚构与非

虚构之分，“这是不可能的”。他说，

不论作者展现到什么程度，语言终究是

一个间接的东西，即使用非常写实的方

式来讲述一件事情，再转到读者眼中，

还是会有某种虚构性。因为在这当中，

会存在一切重构的过程。

而重构，就意味着虚构与非虚构的

内容会同时出现，混杂其间。这也是赵

松写下《积木书》的原因之一。他很早

就发现，他上一辈的人，处在长期稳定

的状态中，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能描述出

完整的人生历程。可现在的人却很难实

现这一点，“生活中有太多的碎片，想

要把它们组织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不仅

仅是因为它们是破碎的事实，还因为过

量信息的冲刷，让我们失去了原来的时

间感，那些内容也就被埋到记忆的下面

去了”。

在意识到这点后，赵松决定写些什

么。2010年到2016年这几年间，纵使工

作再忙，他每天都会选择一个印象深刻

的场景，将其作为素材，书写下来。写

的过程中，他察觉到，人在忙碌之后反

而是最放松的，“顶一下”，很多事情

就都能主动地完成了。

他写下的内容，有时是故事，有时

是一些瞬间场景。他从不规定形式上的

完整性，也不讲求这些文字能有清晰的

脉络。他像在海边捡拾贝壳一样，将那

些碎片装在罐子里，然后妥当地置放到

一旁。

就这样，赵松累积了五六百件碎片

化的叙事，最后他从当中遴选出200多

件，便构成了《积木书》。他说，日常

观察到的这些东西，在不做任何处理的

时候，是毫无意义的。“但如果经过某

种打磨，它们会在带着原有信息的基础

上，通过重构产生新的可能。”

在一次读书分享会上，赵松把这本

书的阅读过程比喻为“对现实世界本来

就支离破碎的生活状态的某种感应”。

如今他仍旧这么觉得。他说，这些琐碎

的、庸常的、在传统观念里没有任何审

美意义的东西，反倒会因为重构而有巨

大的张力。

很多习惯了读故事的读者对这本书

感到讶异，它似乎无法归类，也无法用

旧有的方式完成阅读。赵松说，当下的

小说已经不应该单纯地追求讲故事了。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针对这一点的回应

。

回看小说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每

个阶段，它都有其显著的特质。19世纪

，现实主义创作者就像是时代的观察员

，他们不只聚焦于虚构故事，还渴望充

当社会见证者的角色。

赵松认为，叙事在这时已经释放出

了它最初的能量。到了20世纪，普鲁斯

特、乔伊斯、卡夫卡等作家，致力于通

过挖掘人们意识层面的本质问题揭示人

的存在状态。但无论怎么书写，在他们

的作品中，我们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

——一个人的命运是完整的、可呈现的

。

但现在，世界和人的状态都已经发

生了巨变，我们需要重新去认知。赵松

说：“现代人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中，

人们的生活里，不确定性变得更多了。

”与此同时，大众文化的兴起也导致了

原有审美系统的瓦解，过去有价值的内

容在现在可能并不被认可。

“所以用俗套的故事去讨好大众，

是没意义的，如果小说还有存在的价值

，那就是去呈现人真实的处境。当然，

这也会带来阅读上的难度。因为，很少

有人愿意面对真实，回避问题、选择麻

痹处世，或许会活得更轻松一些。”

空间塑造着人的角色

从抚顺到上海，对赵松来说，不只

是生活环境的变换。每次在这两地往返

时，赵松都会感觉到，空间的变化中，

也蕴藏着时间的转变。坐着高铁一路北

上，他格外留意季节与气候对窗外城市

的影响。这是自然时间在空间内留下的

痕迹。除了这个层面，南北方城市的发

展成熟度也各不相同，高耸现代的楼宇

过渡到颓败低矮的土房，常常会让他对

时间产生新的感知。

尽管差异是明显的，但赵松认为，

城市正无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趋同：

“我的家乡抚顺是一个200万人的城市

，但它的市中心与上海的南京路非常相

像，如果抹去标志性建筑，我无从分别

；而上海自己也不像是一座城市，它更

像是一堆城市的组合。”

从建筑的维度解读，这或许是因为

表达城市文化传统和现代性的设计手段

中间存在着割裂。但作为一个容纳人们

生存的空间，缺乏个性，某种程度上也

会让生活在此的人陷入机械的循环之中

。

赵松说：“空间会塑造一个人的角

色。最简单地说，如果我去一个私人房

间，住上一个礼拜，我就可以给这个人

写一个传记。因为那些暴露在外面的物

件，都是自然呈现的，它能反映这个人

的趣味与习惯。”所以在今年年初出版

的《伊春》中，赵松就建构了许多空间

。

譬如，同名的一篇小说《伊春》，

其题目就来自一个东北边陲小城的地名

。而赵松的用意也很明显，他将其作为

一种暗示——人的内心世界，与这个掩

藏在小兴安岭森林边缘的城市一样，听

起来似乎有些熟悉，但实际却非常遥远

。

在书里所提到的众多空间中，赵松

很喜欢描写机场中发生的事情。有时，

他会专门打车到机场去，什么都不做，

只是观察与感受。他觉得，在这里，人

们是放松和安详的。“你可以推掉邀约

，可以不处理任何事情，你不属于任何

人。”在机场，人的功能性被弱化了，

这也就使得这个空间可以成为一个展现

人们意识的存在地。在表象之下，发掘

那些微妙的东西，正是赵松想传达的。

赵松还用相同的笔法描摹了梦境。

在人们既有的认识中，对梦的解析大多

都来自弗洛伊德的说法。有人将其理解

为无意识的欲望，也有人将其视作童稚

时期性爱动机的体现。

但在赵松看来，梦也是一种空间的

拓展，它与现实中的记忆在根本上是同

质的：“无论梦怎样荒诞离奇，我们都

是它唯一的体验者，而体验过了，那就

是现实。”所以他在处理时，也并没有

作区分，而是把一切都杂糅起来。

读者因此难以分辨虚实。但也有例

外，《伊春》中常常提到的书信、邮件

等内容，却能让人们抽离出幻境，直观

地感受到真实所带来的力量。这同样是

赵松对于空间的一种探索。

在互联网出现后，人与人之间的交

流变得简单和方便，但这种联结方式的

颠覆，却也带来另外的问题。曾经那些

低频次但高质量的沟通在慢慢减少，人

们面对虚拟的网络，会塑造出不同的人

格面向。这种语境下，木心的那句“从

前车、马、邮件都很慢”才会被文青们

反复地使用，以至于泛滥得令人生厌。

赵松承认，工具是中性的，但他也

认为，相对古老的信与邮件当中能够容

纳更多的真诚。而如今的虚拟空间，则

会产生诸多暧昧的关系。通过这些形式

，他想表达的是，今天的世界，人们对

他者的信任度是最低的，但对关系的渴

望与需求却到了一个高点。“这中间存

在着深渊，有一个巨大的断裂。”书写

出这些，正是他作为文学创作者的使命

。

“东北文艺复兴”并非文化现象

这些对于空间的想法，并不是赵松

在近些年才萌生的，早在2015年他所写

的《抚顺故事集》中就涉及到了。在豆

瓣上，有读者如此评价这本书：“仿佛

对于故乡的一次次瞭望，对空间，对故

人。而那些饱含眷恋的目光，使消失的

过去变成了一个个轻盈的气泡，依次漂

流进现实。”

今年4月，该书再版。这部回望故

乡的作品，也恰恰赶上了一阵所谓的

“东北文艺复兴”的风潮。不论是在上

海开业没多久的茑屋书店，还是在北京

成熟运作已久的连锁书店，赵松的这本

书都会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籍

作家的书摆放到一起。这种陈设，使得

读者们有了一种错觉，似乎在稍显落寞

的东北土地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作家

派别。

在赵松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商业逻

辑：“它并不是一个文化现象，首先它

时间不够长；其次，东北的文艺让人觉

得辉煌过，也只是因为那些年小品、喜

剧等内容传播的范围足够广。”这是一

种简单化的认知方式，换言之，人们喜

欢粗暴地将东北与泛娱乐、泛文化的内

容联系起来。这样的定义之下，“东北

文艺复兴”不过是标签式的刻板印象中

的一种。

赵松并不反对使用被东北籍作家所

惯用的方言写作，他觉得，方言中确实

有一些灵活的词语和句法值得重视。比

如，宋代的话本小说、清代的《红楼梦

》中都有非常精彩的体现。但他并不喜

欢过度使用方言，在他看来，每种方言

都有其局限性，而过度的使用，会让这

种局限性放大，影响到内容的调性。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东北话。由

于冬季漫长，人们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

的室外相遇时，会尽量使用短句来交谈

。词汇量少、精准，且信息量大，但它

高度重复。虽然它适宜传播，但对于文

学创作而言，这显然是单调的。

赵松不希望人们仅仅通过几个作

家，就简化了原本非常复杂的地域文

化生态。当然，他也觉得，我们没有

必要急于去判定这些说法。“过急地

认定文化现象或某种价值，它往往就

是商业化思维的表现。它虽然也是这

个时代的特质，但它和真正的文学艺

术没有太大关系，这恰恰是文学与艺

术最大的敌人。”

作家赵松：我们的生活已是碎片

【美南新聞泉深】從 2020 年大選後期到總統就職日期間領
導五角大樓的前代理國防部長克裏斯托弗·米勒（Christopher
Miller）說，他“沒有也永遠不會授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
克·米利（Mark Milley）將軍“秘密”打電話給他的中國同行，
他將這些指控描述“可恥且史無前例的背叛行”，並呼籲他背叛
應該“立即”辭職。

米勒在給福克斯新聞的一份聲明中說，美國武裝部隊從一開
始就“在平民控制軍隊的不可侵犯原則下運作”。

米勒說：“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是最高級別的軍官，其唯一
職責是向總統提供軍事方面的建議，法律禁止行使行政權力指揮
部隊。” “指揮系統從總統到國防部長，而不是通過參謀長聯
席會議主席。”

米勒繼續引用由《華盛頓郵報》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和羅伯
特·科斯塔合著的《危險》一書中的指控，稱米利曾兩次秘密打
電話給他的中國同行、中國人民解放軍李作成將軍。該書稱，這
些電話發生在 2020 年總統大選之前，即 2020 年 10 月 30 日，然
後是 2021 年 1 月 6 日國會暴動兩天後。

該書稱，米利在查看情報後聯系了李，這些情報表明中國官
員認美國正計劃在南海軍事演習期間對中國發動襲擊。這本書的
作者還聲稱，米利第二次聯系李，向他保證美國不會做出任何形
式的進攻或以任何形式攻擊中國。正如米利承諾的那樣，“我們
是 100% 穩定的，一切都很好，但民主可以有時馬虎。”
`但福克斯新聞采訪了米利與李的兩次電話期間在房間裏的多個
人。這些電話在 10 月與時任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 (Mark Esper)
的辦公室進行了協調。

一位美國官員告訴福克斯新聞：“他們不是秘密，電話是通
過視頻電話會議進行的。”

福克斯新聞了解到，電話中約有 15 人在場。消息人士告訴
福克斯新聞，有多名記錄員在場，並表示這些電話都是在時任國
防部長馬克·埃斯珀和時任代理國防部長克裏斯·米勒完全了解的

情況下進行的，但米勒完全否認了這一點。
米勒說：“如果伍德沃德書中的報道是准確的

，這代表了國家最高軍官的一種可恥和前所未有
的背叛行為。”他補充說，如果米利“戲劇性的
爆發和未經批准的反憲法參與外交政策的故事”
證明屬實，他必須立即辭職或被國防部長解雇，
以保證軍官團的神聖性。”

米勒說：“追求黨派政治和個人私利是對軍官
神聖職責的侵犯，在美國軍隊中沒有地位。”並
補充說，“被指控有這種行為的軍官將立即被免
職，進行徹底和獨立的調查，等待審判。”

米勒說：“作為國防部長，我沒有也永遠不會
授權這種行為。”

米勒繼續解釋說，他同意擔任前總統特朗普前
的國防部長的“原因”是“因他（特朗普）對我
們的服務人員、退伍軍人及其家人的承諾，以及
他專注于結束我們對缺乏戰略一致性的海外行動

的參與”。
米勒說：“任何關于特朗普總統有意與中國開戰的指責都是

毫無根據的。” “特朗普總統的目標是結束世界各地的戰爭而
不是開始戰爭，我很自豪能在實現這些目標的過程中扮演一個小
角色。”

米勒補充說：“我期待對米利的指控進行全面的、無黨派的
調查，以保證我們的創始人和後代的天才建立了一種服從我們軍
隊的制度和文化，這是我們軍隊中最強大的力量。我們是平民控
制持續下去的國家。”

前國防部參謀長卡什·帕特爾（Kash Patel）告訴福克斯新聞
，“關于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法律明確禁止主席行使任何作戰指揮
權。”

帕特爾繼續說：“國會將這一點寫入法規，因美國軍隊將由
一名文職人員領導，即總司令。” “此外，根據法律，國家指
揮權從總統到國防部長，包括與部隊部署、戰區行動和核指揮有
關的任何事情。”

帕特爾補充說，如果與中國的通話屬實，米利“違反了有關
運營權限的法律”。

帕特爾說：“打電話給外國對手並討論針對那個敵人的作戰
能力實際上是叛國。”“沒有白宮和國防部長辦公室的授權，參
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不能與中國官員就行動進行任何形式的通話。
”

國防部副參謀長喬·弗朗西斯康 (Joe Francescon) 也告訴福克
斯新聞，“由于中國的不良行，政府高層不與中國接觸是當時的
政策”。

弗朗西斯康補充說，“在此類問題上不與中方高層接觸是當
時的一攬子政策”，並補充說，米勒和他的辦公室“沒有事先被
告知任何專門給中方的電話”。 他說：“至少，他們被告知米
利正在打電話給外國盟友和合作夥伴以安撫他們。”

但參謀長聯席會議發言人戴夫·巴特勒（Dave Butler ）上校
正在與中國同行進行“秘密”通話的指控進行辯護，稱這些對話
對于“緩解緊張局勢”和“避免意外後果或沖突”“至關重要”
，並堅持認電話是與高級國防官員協調的。

巴特勒上校周叁在一份聲明中說：“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定
期與世界各地的國防部長進行溝通，包括與中國和俄羅斯。這些
對話對于增進對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相互理解、緩解緊張局勢、
提供清晰度和避免意外後果或沖突仍然至關重要。”

巴特勒說，米利“在 10 月和 1 月與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通話
符合這些職責和責任，傳達了保持戰略穩定的保證。”

巴特勒說：“主席給他的同行的所有電話，包括那些被報道
的電話，都配備了人員，並與國防部和跨機構進行了協調和溝通
。”

巴特勒繼續說道：“此外，作為總統和國防部長的高級軍事
顧問，米利將軍經常與各軍種的軍事領導人舉行會議，以確保所
有領導人都了解當前的問題。”“關于核武器協議的會議是為了
提醒五角大樓的軍事領導人，鑒于媒體對該主題的報道，該程序
已經建立了很久。”

巴特勒補充說：“米利將軍繼續按照文職控制軍隊的合法傳
統和他對憲法的宣誓，在其職權範圍內采取行動和提供建議。”

與此同時，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堅稱，米利經常打
電話給他的中國和俄羅斯同行，並解釋說他已經和李通話了大約
五年。消息人士稱，這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來說是正常的。

據這位官員稱，通話受到文職人員的全面監督，其中包括國
務院代表和米利的政治顧問。這位官員說，他們記錄了通話記錄
，並向國防部長和情報界發送了一份摘要記錄。

據知情人士透露，10 月份的電話會議有幾個話題，其中一
個話題集中在選舉上。據消息人士稱，中國人擔心他們所認為的
美國體系的不穩定。據消息人士透露，米利向他的對手保證，美
國是一個穩定的民主國家。

福克斯新聞了解到，在 1 月 6 日騷亂之後，米利與李作成和
北約盟國打了多達 20 個電話，以向他們保證美國政府是穩定的
，並向中國保證美國沒有計劃突然襲擊。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在大
選和就職典禮之間的過渡時期緩和與中國的緊張關系，並保持穩
定，以免美國的對手在此期間利用國內動蕩。

白宮也在為米萊辯護，白宮新聞發言人普薩基 （Jen Psaki ）
說總統“與米利主席並肩工作了將近八個月，因為參謀長聯席會
議主席與他一起有過經曆過，他是一個愛國者。”

普薩基說：“他是一個忠于憲法的人，他對自己的領導力充
滿信心。他在行使他的經曆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無法接受
匿名者關于上屆政府先前談話的未經證實的報道。”

普薩基補充說，總統“認識米利將軍”，並說“他們在一系
列國際活動中並肩工作”。

普薩基說：“總統對他的領導能力、他的愛國主義和他對我
們憲法的忠誠完全有信心。”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特朗普代理國防部長米勒:
“沒有”授權米利給中國打電話，他背叛應該辭職

米利與李作成米利與李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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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全運會作為
全國最高水平的大型體育盛事，部分項目的水
平甚至可與奧運並肩，每一面全運獎牌均來之
不易，今屆全運港隊先有李慧詩及梁嘉儒打響
頭炮摘下1金2銅，而正式開幕後則輪到另一爭
牌重心劍擊隊接力，張家朗將會在東奧奪金後
首度出擊，而香港女子重劍“一姐”江旻憓亦
會粉墨登場，勢將為香港體壇帶來更多好消
息。
在東京奧運“一劍封神”後張家朗未有選

擇凱旋回港，而是立刻飛往深圳隔離準備參加
全運，他表示經歷過疫情間無賽可比的時刻，
現在更珍惜每一次出賽的機會，尤其是全運這
種高水平的賽事更不想錯過：“奧運金牌只是
一個起點，這已經是過去式，全運會有很多高
手參賽，是難得的機會去繼續提升自己水平，

未來會爭取繼續進步。”
張家朗將會於9月19日亮相男子花劍個人

賽，之後會伙拍蔡俊彥、張小倫及楊子加出戰
團體賽，有望為港隊再添獎牌，上屆天津全運
香港劍擊隊一共收穫1銀2銅。
除了“男花”們對全運獎牌志在必得，有

江旻憓坐鎮的女子重劍亦有望站上頒獎台，經
過東奧洗禮，這位港隊“一姐”表示現在更能
認清自身不足，希望在全運舞台上向所有人展
現自己的進步。

公路單車馬術有望添牌
除劍擊隊外，有梁峻榮、高肇蔚、梁寶

儀、梁穎儀、楊倩玉及李思穎在陣的公路單車
隊，以及馬術代表鄭文傑也有能力為港隊增添
獎牌，上屆港隊全運合共取得2金7銀7銅。

習近平宣布全運會開幕
奧運健兒場內接力點燃“復興之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由於舉行開幕
禮，全運會15日只誕生一面金牌，山西代表“00
後”小將苗婉茹在女子50米步槍三姿，以破世界紀
錄的466.9環奪冠，助山西在本屆全運會射擊項目奪
得首枚金牌。
獲得15日決賽資格的8位選手分別為山西的趙

若竹、苗婉茹、傅宇甜，遼寧的史汶欣，四川的龐
鈺千，廣東的沈瑩、雲南的蔣欣妤和湖南的劉汝
璇，代表國家隊參加東奧的兩位選手史夢瑤和陳東
琦，資格賽只打出1,173環和1,164環，沒能拿到決
賽入場券。決賽中，苗婉茹最終打破意大利選手蘇
比莎在2015年創造的464.7環紀錄，以466.9環奪得

金牌，劉汝璇得462.2環獲銀牌，傅宇甜以451.6環
得銅牌。
苗婉茹賽後表示，致勝關鍵在於專注：“我也

不知道超過了世界紀錄，射擊比賽意外性很強，誰
也不能保證一定拿冠軍。比賽中我沒關注排名，注
意技術和動作，打好自己的每一槍。”

女子步槍三姿 苗婉茹破世界紀錄奪金

國
家
金
牌
健
兒
出
擊
不
容
錯
過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在東京
奧運餘溫之下，這一首次在中國中西部地
區舉辦的全運會呈現出更高熱度和更多看
點。
在目前世界冠軍雲集的中國乒乓球

隊，僅有馬龍一人獲得過全運會單打金
牌。曾叱國際乒壇的名將劉國梁、孔令
輝、張繼科等世界大賽大滿貫得主，均因
未獲得過全運會單打冠軍而無緣全滿貫。
因此，誰會成為國球王中王也是近幾屆全
運會的最大懸念和看點之一。
因受參賽名額限制，中國舉重隊派出

男女各4名選手參加東京奧運會，獲得7金
1銀。本屆全運會14枚舉重金牌的爭奪戰，
將雲集目前中國最優秀的男女力士。強強
對話之中，又將刷新（超過）多少亞洲和
世界紀錄尤為值得關注。
作為競技體育之本，游泳和田徑歷來

是各綜合性運動會中最受關注的賽事。在
本屆全運會上，分別產生37枚和52枚金牌
的游泳和田徑賽場，同樣不乏看點。
在東京奧運會上獲得2金2銀的張雨霏

此番將參加六個小項的角逐，東京“霏魚”
能否加冕全運會多金王？在一個月前的東京
以9秒83打破男子100米亞洲紀錄後，“中
國飛人”蘇炳添在西安是否還會帶來驚喜？
東京新科奧運冠軍汪順、鞏立姣、劉詩穎能
否在全運會上繼續稱王？在東京意外無緣金
牌後，中國男女競步“天團”能否在全運會
上以佳績彌補遺憾？在這兩大競技體育的
“要塞”之地，會出現多少進入世界前列的
成績？
全運會歷來是對中國體育的一次最全

面的檢閱。在這個承上啟下的節點，關注
全運會，將有助於更全面、深入了解中國
體育。

在15日開幕式現場，國旗方陣伴着《歌唱
祖國》率先入場。各代表團方陣也依次

入場，其中不乏全紅嬋、汪順、曹緣、施廷
懋、鞏立姣等東京奧運冠軍的身影。所有代
表團進場後，大會隨即升起國旗及奏國歌，
在陝西省委書記劉國中，本屆全運會組委會
主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苟仲文致辭後，國
家主席習近平宣布全運會正式開幕。在開幕
式文藝表演後，萬眾矚目中，全運會開幕式
進入到最終的火炬接力。在5位奧運健兒，
包括蘇炳添、張雨霏、秦凱、郭文珺、馬龍
的傳遞之下，火炬來到“00後”女子步槍運
動員楊倩手中，全運聖火被燃起。據悉，本屆
全運會點火裝置取型於會徽中象徵運動項目的
外環，與主火炬塔“復興之火”形成同心圓。
現場文藝表演倒計時設計也別具一格，原來的
“54321”改為“五穀豐登、四海同慶、三秦
大地、兩個百年和萬眾一心”的創意吶喊。
今屆陝西全運會一共有35個大項比賽，

港隊一共派出169名運動員出戰18個項目，
其中備受港人關注的場地單車賽已在開幕禮
前展開，李慧詩及梁嘉儒已率先奪得1金2銅
合共3面獎牌，為港隊今屆全運之旅取得好
開始，香港代表團在15日晚的開幕禮中排第
31名進場，23位出席人員中包括8名運動攀
登、空手道運動員以及13名隨團人員，其中

運動攀登選手歐智鋒更獲委任為港隊持旗
手，率領香港代表團進場接受現場觀眾的歡
呼及掌聲。
香港代表團副團長鄭景亮表示港隊正式

開幕前已奪得1金2銅的佳績，在場上的拚搏
精神令人鼓舞，希望香港市民能延續奧運所
帶來的熱潮，繼續支持本地運動員，為下屆
香港有份主辦的全運會打下堅實基礎。

香港代表團冀多交流取經
鄭景亮在9月13日抵達西安，雖然因防疫

安排問題無緣見證港隊今屆全運的奪牌時刻，
不過他認為一眾香港運動員的出色表現，對接
下來登場的本地選手以至全港市民都有鼓舞作
用，希望港人能夠延續東京奧運以來的體育狂
熱，繼續為香港運動員加油，亦能為下屆香港
有份主辦的全運會打下強心針：“單車及劍擊
運動員完成東京奧運後就馬不停蹄備戰全運，
面對種種防疫措施，他們的訓練受到不少影
響，但像李慧詩仍能再一次發揮世界級的表
現，她的拚搏精神對香港人是很大的鼓舞，希
望東京奧運後的本地體育熱潮能夠一直延續，
令市民享受到運動帶來的歡樂及凝聚力。”他
亦會藉今次的西安之行與當地各部門交流，了
解全運會的工作安排及細節，相信可成為四年
後粵港澳三地聯合舉辦全運會的寶貴經驗。

中國第十

四屆全國運動

會開幕儀式15

日在西安奧體

中心體育場舉

行，所有代表

團進場後，大會隨即升起國旗

及奏國歌，國家主席習近平宣

布全運會正式開幕。東京奧運

會中國代表團首金得主、射擊

運動員楊倩則負責點燃主火炬

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李陽波、張仕珍

●● （（左起左起））張小倫張小倫、、張家張家
朗朗、、蔡俊彥蔡俊彥、、楊子加將出戰楊子加將出戰
團體賽團體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中華人民共和國運動會會
旗、第十四屆全國運動會會旗在開幕式現場飄揚。

新華社●香港體育代表團進場。 中新社

●●火炬手楊倩點燃主火炬火炬手楊倩點燃主火炬。。 新華社新華社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宣布第
十四屆全運會開幕。 新華社

●主火炬被點燃。 新華社

張家朗張家朗江旻憓江旻憓壓陣壓陣
劍擊隊接力出擊爭佳績劍擊隊接力出擊爭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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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金融圈又卷起来了!摩根大通资产与

财富管理公司 CEO Mary Callahan Er-

does在谈话中表示，毕业生就应该996！

高盛，新人分析师平均每周工作

108小时(算算真的是15h/天, 周末无休）

，对投行来说，996不是新闻，更多的

是5+2，007，白加黑

（一）“金融民工”用命工作

西装革履，年薪百万，是大众对投

行精英最直观的感受。但他们高昂薪资

背后，是枯燥而又高强度的工作。

1、摩根大通公开表态, 新人就该

996

近日，摩根大通资产与财富管理公

司CEO Mary Callahan Erdoes 在一次谈

话中公开表示，毕业生应每周工作6天

，每天12小时，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工

作，积累更多经验。

同时，她认为掌握技能需要1万小

时，如果每周工作6天、每天12小时，

那么大概2年半的时间新人就能基本掌

握这份工作。

通常一个应届毕业生进入华尔街银

行后，会担任最底层的分析师职位。华

尔街分析师们每周需要工作80-100小时

，几乎每天都需要工作到凌晨。

刚毕业不久的分析师们需要花费大

量的时间和Excel、PPT打交道，整理更

新大量数据，建立金融模型，制作展示

文档等等。

2、高盛新人, 每周工作110～120小

时

不久前，高盛新人投行分析师组团

抗议，抱怨凌晨3点还在加班，每晚仅

睡5小时，每周工作98小时+。

在高盛的内部调查报告中，很多初

级分析师表示自己最多的时候每周要工

作110到120个小时，“远远超出了‘勤

奋’的标准，简直是‘非人’的待遇。

”

• Average Hours Worked in the

Past Week: 105

• Average Hours Worked per

Week Over the Past ~2 Months: 98

• Average Hours Slept per Night:

5

• Average Time to Sleep: 3 AM

3、投行工作时长排行, 比比谁苦逼

在华尔街，综合性投行的Analyst通

常一周需要工作70-80小时，以每周六

天来算，平均每天需要工作至少12小时

甚至更多。

其中，精品并购

公司的工作时间要长

得多，Moelis & Co.

、Perella Weinberg、

Arma Partners、

Greenhill 的工作时长

在 80 小时左右。单

从工作时长来看，这

五家银行是最累人的

。

PJ Solomon、

SocGen的工作时间要

短得多，相对轻松。

（二）每天加班的金

融民工都在干什么?

首先，每一名投

行员工每天会大量浏

览《华尔街日报》、

《财富》、《商业周

刊》等大量专业财经

报刊，关注来自各大

网站的最新金融报道

，对这些信息进行仔

细研读、消化和吸收

，并将自己对信息的领悟与见解传递给

客户。

分析师的工作最辛苦，几乎全年都

要无休止加班，所有脏活累活都要做。

做调研、准备材料，改PPT，写Memo，

打文件，做pitchbook，给老板深夜送招

股书等等。

手机不离身，一天七天几乎都在工

作，熬夜通宵是常事。平均每周需要工

作100个小时，夸张的时候120小时也要

扛下来。

除了日夜颠倒的工作，投行狗们还

经常要各种出差。一般来讲，日程包括

：提着大量文件参加各种会议、研讨会

；在餐桌上与客户博弈；回到酒店撰写

报告；赶到机场奔向下一个出差地点

……

分析师升到助理后会好一点，工作

时间80小时左右，升到副总裁后生活节

奏可以接近常人，如果能升任合伙人，

就立马变身超级钻石王老五了。

所以经常有人会说，熬到到VP就

好了啊。但事实上，很多人可能根本就

熬不到那个时候就离开了公司，甚至离

开了这个世界。

如果说人与人的关系有7年之痒，

而投资银行则相当于平均6.25年来个彻

底大换血，那投行的雇员与他们雇主之

间的关系只有6.25年，比男女关系还要

不稳定。

投行最常见的裁员方式是这样的：

你早上起来，正兴致勃勃要去上班，结

果接到一个通知，哥们儿你被裁了，你

的门禁卡我们已经作废了，公司配给你

的电话我们也停机了。我们会让你的助

理把你的私人物品装箱寄回给你。你就

不用来了，拜拜!

在过人的工作压力之下，投资银

行业的人员流动性也很高，据统计平

均每年投资银行企业的人员流失率是

16%。

（三）加班与高薪并存

《亲密敌人》中曾经对投行的高工

资有一个略微夸张的表述："我们这种人

就不值得同情，工作三四年，年薪几百

万，住的都是五星酒店，坐的永远是商

务舱，我们就不应该睡觉！"

以美国的1st year Analyst为例，九

大投行新人的就能拿$100k的薪资，一

年买车两年买房三年迎娶白富美，走上

人生的巅峰也不是不可能~

最近，一众投行最近还纷纷官宣了

涨薪的喜讯。据彭博报道，高盛的第一

年Analyst薪资，将从$85K涨到$110K，

第二年的banker薪资将直接变成$125K！

JP Morgan 宣布 First year analyst 薪

资提高到10,0000美元。

好家伙！不愧是投行，刚入职的新

人也能拥有60W超高年薪，这薪资谁看

了不酸...

（四）我怎么才能进投行搞钱

想去投行“搞钱“，就一定要了解

其用人偏好，投行, 在招人上最喜欢这

样的同学。

1、有相关性实习很重要

在实习的面前，其他经历都不堪一

击。最终拿到Offer，敲开投行大门的人

，无非是通过以下3种方式，其中超9

成的full-time offer都是通过前两种途径

（实习）拿到：

暑期实习后拿return offer；

暑期实习时参加 inter-bank event，

面试其他投行；

四年级11月份的时候通过常规途径

申请full-time position。

比如，花旗每年70%的Full-time都

是实习生转正；高盛80%的Full-time Of-

fer都给了实习生...

所以想进投行的你们，正确途径应

该是参加暑期实习→拿return offer→提

前锁定全职Offer；或者也可以去相关公

司实习，如知名券商、基金公司等等提

高求职竞争力。

2、估值建模和财务分析

估值建模和财务分析能力：投行

面试时也经常会出现 Financial Model-

ing 的问题，比如要求现场根据 Case

建模，所以需要熟练掌握各类估值建

模方法。

3、良好的Networking能力

不但可以认识来自投行不同部门的

很多朋友，还可以练习如何 Approach一

个陌生人的好机会。

如何开启话题，对于之后的 Inter-

view 是很有帮助的！此外进入投行后因

为需要长期与客户，同事打交道，这简

直是一项受用终生的技能。

为帮助大家更好地进行 networking

，不尬聊，Uni还帮大家准备了netorking

模版

最后，小U想和大家说的是机会都

是留给提前准备的人。想求职投行的同

学一定要早早准备起来，拿下CFA证书

，刷好GPA，多实习。

应届生求职：金融“民工”这么难，看完

你还想进吗

回国当社畜真难，你难我难大家难。

工作半年后的留学生，已经患上PTSD。

更恐怖的是，遇人不淑，选了一家与

自己不合适的公司，不仅白白浪费了自己

的留学生身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不说，

还会让我们越来越迷茫。

如果遇到一家公司，只贪图毕业生的

低劳动力价值，而不想着如何为员工创造

条件，提供平台机会，发挥员工各自的优

势。那么，压榨的不仅仅是劳动力成本，

更压榨了员工的可能性和成长性。

很多工作，光凭和面试官的短暂几面

沟通，你根本不知道公司真正的工作氛围

、企业文化、对新员工的包容度。比如，

进公司之后你可能才知道：

原来不论title是什么，做的都是销售

的工作。

工作到凌晨完全不算overtime，只是

基操而已。

同事之间的边界感完全为负，刚回国

的留学生真的被逼出社恐。

有的公司企业文化之”传统“，还有

一个叫团建的东西。在每一个想要早点回

家的周五晚、每一个要补觉的午休时间、

每一个妄图6点准时下班的晚上，翩翩而

来，虽迟但到。

所以第一份工作一定要选对，因为第

一份工作真的很重要！刚毕业的时候，是

职场认知建立、能力提升的关键时候。

（一）离职率高得吓人

离职率过高的公司必有妖，不要被一

些声音洗脑说”有些大厂离职率也很高啊

“，这其实正说明，这家大厂必然有一些

让员工接受不了的存在。而一般的公司，

如果离职率很高，要么是待遇不好、要么

是晋升机制不完善。

离职原因无非就是待遇不匹配，公司

过分压榨，成长空间受限，团队氛围不好

、个人原因等方面。

除了类似销售性质的岗位，因个人因

素或能力有限，无法坚持下去跳槽较为频

繁的。其他的岗位若是离职率也是居高不

下，证明这个企业的内部管理存在极大的

问题。

具体如何辨别呢？

如果你有这样的怀疑，可以在面试的

时候，向人事提问目前公司员工的平均工

龄是多久，内部的晋升机制，带你的直系

leader在公司的年限、以及他主要负责的工

作内容。

在入职后也要向身边的同事了解一下

，看看大家的工龄和人员的流动性。

如果流动性太高，建议不要耽误太多

时间，及时止损。

（二）试用期不签合同

这点很多没有实习经验的同学都遇到

过，但凡HR告诉你”你还没毕业/没有毕

业证我们没法签合同”“不签合同，我们

直接把工资打给你”，全部拉黑反手举报

好吗。

试用期合同不签署的的企业，不是蠢就

是坏。可能连基本的规章制度都没有建立。

从老板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老板也是

基本的法律意识都没有。

因为劳动法规定，自员工入职之日起

一个月内要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也包含

在劳动合同内。

若是企业没有签劳动合同，员工可以

要求公司赔偿。

有的企业可能认为，试用期只要你有

一点让我不满，我就让你走人。因此在面

试的时候，要和人事确认，试用期多长时

间、有无可量化的转正标准、试用期薪资

等等。

（三）365天都在招人

365天都在招人的公司，一般有三种。

第一种，很典型的，某跳动。这样的

公司正处在高速发展，某些事业群员工比一

些小公司人数还多。365都在招人不奇怪。

第二种，这些公司其实并没有招聘的

需求，但无奈和招聘软件签了年合同，于

是半招聘半PR的性质，常年显示在招人。

第三种，看上去待遇很诱人，而且无

门槛，这种就是真正的天坑了。比如保险

公司、房屋中介等等，天天都在不停的招

人。招聘时，号称入职就能挑战月入5、6

位数的高薪，上班时间自由，提供各种培

训机会等等，条件非常诱人。

当你真正去应聘时，会发现这类型工

作大多没有底薪，或者说底薪很低，没有

社保，想要高薪全靠业务提成。也确实有

人能拿到所说的高薪，但都是凤毛麟角。

作为一个刚入门的新人，你想拿到高薪基

本不可能，能完成拿底薪的基本任务都不

错了。

这类公司的基本共同点就是，全员销

售。所以不妨在面试的时候就问清楚工作

是否有销售性质，或者去公司亲自去看看

是不是全是忙着打电话、喊口号的销售，

就知道了。

（四）没有五险一金的公司

这种公司，尤其决定在新一线、二线

、或者回老家工作的留学生要注意。

五险一金是劳动部规定企业必须为员

工缴纳的福利。如果公司甚至连五险一金

的权益都无法保障。这样的公司肯定具有

发展局限性。即使你目前的薪水很高，但

今年下来你会发现这可能是因为你的工作

时长远远超出、或者公司其实是“赖”掉

五险一金给你发了工资。

像医社保属于国家强制规定，要求企

业必须缴交。试用期的员工也是必须缴交

五险，也存在有些企业流动性相对较大的

，选择转正后才给交，并且不会补缴，这

都是不合法的。

避坑指南：留学生找工作千万别去这几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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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北美國際藝術節北美國際藝術節 導演梁晨訪談交響樂導演梁晨訪談交響樂 「「古蜀之光古蜀之光」」
（秦鴻鈞報導）

本月15日，北美國際
藝術節的專題訪談系
列活動中，特邀美國
華人導演梁晨與加拿
大作曲家卓汭仕對談
大型交響樂 「古蜀之
光」 。

該作品取材於二
十世紀最大的考古發
掘，世界九大奇蹟之
一——中國四川省廣
漢三星堆遺址。融合
西洋音樂，中國傳統
民樂和原生態聲音表
現，呈現出宏大，神
秘，壯觀的遠古文明
的震蕩與浩瀚！

休士頓華人熟識
的導演梁晨以幽默生
動的採訪風格，以及
對文化和音樂的深度
理解與作曲家侃侃而
談，把作曲過程中的
各種趣聞軼事，三星
堆地區羌族人群的古
老文化娓娓道出，在
兩個小時的訪談時間
中，引導與會者走入
一個燦爛的古老文化
與宏大的音樂世界。

休士頓多名文化
界人士參加了這次訪
談活動。紛紛表示這
真是一場精彩難得的
文化盛會！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10110年雙十國慶年雙十國慶
系列活動開幕典禮系列活動開幕典禮，，於周日上午盛大舉行於周日上午盛大舉行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雙十國慶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雙十國慶
系列活動開幕典禮系列活動開幕典禮，，於周日於周日（（99月月1212日日））上午十時起上午十時起，，在僑教中在僑教中
心前廣場盛大舉行心前廣場盛大舉行。。是日是日，，嘉賓雲集嘉賓雲集，，包括中美政要包括中美政要、、僑務榮譽僑務榮譽
職人員及各系列活動主辦社團負責人職人員及各系列活動主辦社團負責人，， 「「國慶系列活動籌備會國慶系列活動籌備會」」
主任委員劉志忠首先在開幕典禮上致詞主任委員劉志忠首先在開幕典禮上致詞：：感謝當天與會的僑務委感謝當天與會的僑務委
員吳光宜員吳光宜、、陳美芬陳美芬、、張世勳張世勳、，、，劉秀美劉秀美、、陳建賓陳建賓，，以及僑務諮詢以及僑務諮詢
委員王敦正委員王敦正、、黎淑瑛黎淑瑛、、王秀姿王秀姿、、甘幼蘋甘幼蘋，，今天是休士頓全僑慶祝今天是休士頓全僑慶祝
中華民國雙十國慶系列活動的開幕式中華民國雙十國慶系列活動的開幕式，，也是全僑迎接光輝十月也是全僑迎接光輝十月，，
大家為我們國家的生日大家為我們國家的生日，，獻上祝福獻上祝福。。為了此盛大莊嚴的國慶活動為了此盛大莊嚴的國慶活動
，，大家一起辛苦的籌備了幾個月大家一起辛苦的籌備了幾個月，，他特別感謝羅處長的創意建議他特別感謝羅處長的創意建議
，，及中華公所主席黃泰生及中華公所主席黃泰生、、江麗君的協助江麗君的協助，，今年共有今年共有2323項戶外項戶外
（（高爾夫球賽高爾夫球賽、、自行車自行車、、放風箏等放風箏等））及室內及室內（（書畫展書畫展、、醫療講座醫療講座
、、演講及歌唱比賽演講及歌唱比賽））以及將於以及將於1010月月3131日舉行的國慶晚宴等日舉行的國慶晚宴等。。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在致詞時特別提到三大不變羅復文處長在致詞時特別提到三大不變：：疫疫
情情、、天熱以及全僑支持政府辦事處的心不變天熱以及全僑支持政府辦事處的心不變。。他深深感謝大家的他深深感謝大家的
付出付出，，深信今後各項活動會順利深信今後各項活動會順利、、圓滿圓滿。。他也提到最近前幾天美他也提到最近前幾天美
南地區的聖湯瑪士大學和高雄的文藻外語大學正式簽約合作成立南地區的聖湯瑪士大學和高雄的文藻外語大學正式簽約合作成立

「「華語中心華語中心」」 ，，這是台美教育的一項突破這是台美教育的一項突破，，全美第一全美第一，，這都是這都是
處內同仁的全力付出的結果處內同仁的全力付出的結果。。其他還有台美科技等各項活動其他還有台美科技等各項活動，，
都在進展中都在進展中，，他感謝僑領代表對辦事處的支持他感謝僑領代表對辦事處的支持，，他期望各僑領他期望各僑領
、、社團代表社團代表，，彼此團結彼此團結、、和諧和諧。。最後最後，，他特別提醒大家在活動他特別提醒大家在活動
和疫情之間和疫情之間，，保持平衡保持平衡。。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表示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表示：：我們今天能在此見面我們今天能在此見面，，表示我表示我
們都平安們都平安、、健康健康。。我們的國家也是一樣我們的國家也是一樣，，這一這一、、兩年來兩年來，，面對面對
不同的挑戰不同的挑戰，，我們都挺過來了我們都挺過來了。。未來也一樣堅強未來也一樣堅強、、堅韌堅韌，，面對面對
不同形式的挑戰不同形式的挑戰。。

當天出席的貴賓也一一致詞當天出席的貴賓也一一致詞：：福遍縣警長福遍縣警長Eric FaganEric Fagan 祝賀祝賀
台灣享有民有台灣享有民有、、民治民治、、民享的政府民享的政府，，大家一起工作大家一起工作，，祝賀中華祝賀中華
民國國慶民國國慶。。前國會議員前國會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祝賀中國人民在台灣享受祝賀中國人民在台灣享受
自由自由、、民主的政治民主的政治。。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表示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表示：：我很榮幸我很榮幸，，
我生在台灣我生在台灣，，很高興很高興Pete OlsonPete Olson 能與我同來能與我同來，，共祝國慶共祝國慶，，這這
在疫情期間誠屬不易在疫情期間誠屬不易。。糖城市市議員糖城市市議員Carol McCutcheonCarol McCutcheon 表示表示
：：她很榮幸來參加中華民國國慶活動她很榮幸來參加中華民國國慶活動，，每一個社團都在慶祝國每一個社團都在慶祝國
慶慶。。Sugar LandSugar Land 有很多來自台灣的人有很多來自台灣的人，，我很高興與你們同賀我很高興與你們同賀
國慶國慶，，祝國慶快樂祝國慶快樂。。

當天國慶開幕典禮的司儀孫玉玟也按國慶系列活動順序簡介當天國慶開幕典禮的司儀孫玉玟也按國慶系列活動順序簡介
即將主辦活動名稱及社團負責人即將主辦活動名稱及社團負責人。。分別為分別為：：國慶名家書法繪畫聯國慶名家書法繪畫聯
展展（（許勝弘許勝弘）、）、國慶兒童風箏製作國慶兒童風箏製作（（林琬真林琬真）、）、雙十臺灣美食烹雙十臺灣美食烹
飪飪（（孫玉玟孫玉玟）、）、國慶醫療講座國慶醫療講座（（江麗君江麗君）、）、國慶盃高爾夫球賽國慶盃高爾夫球賽
（（許勝弘許勝弘）、）、國慶福遍郡慶祝遊行國慶福遍郡慶祝遊行（（陳清亮陳清亮）、）、雙十中秋賞月雙十中秋賞月
（（辜千慈辜千慈）、）、國慶小花博國慶小花博（（黃以法黃以法）、）、國慶自行車比賽國慶自行車比賽（（張世曉張世曉

）、）、國慶壁報展國慶壁報展（（林琬真林琬真）、）、國慶花藝展覽國慶花藝展覽（（許勝弘許勝弘）、）、國慶寶國慶寶
島電影院島電影院（（劉志忠劉志忠// 楊嘉玲楊嘉玲 ）、）、國慶華台客語演講比賽國慶華台客語演講比賽（（馮啓豐馮啓豐
）、）、雙十國慶西畫展雙十國慶西畫展（（李美音李美音）、）、國慶秋遊國慶秋遊（（劉秀美劉秀美）、）、國慶升國慶升
旗典禮旗典禮、、國慶茶會及頒獎典禮國慶茶會及頒獎典禮（（劉志忠劉志忠）、）、國慶風箏節國慶風箏節、、雙十國雙十國
慶健行慶健行、、雙十國慶野餐雙十國慶野餐（（劉志忠劉志忠、、唐心琴唐心琴、、黃泰生黃泰生、、江麗君江麗君）、）、
國慶歌唱比賽國慶歌唱比賽（（馮啓豐馮啓豐）、）、國慶青年羽球賽國慶青年羽球賽（（辜千慈辜千慈）、）、國慶晚國慶晚
宴宴（（劉志忠劉志忠）、）、國慶特刊國慶特刊（（劉志忠劉志忠）。）。
當天還有照團體照等活動當天還有照團體照等活動。。

圖為羅復文處長圖為羅復文處長（（右右66 ））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右右44））劉志忠主委劉志忠主委
（（右右55 ））及貴賓共有為開幕剪綵及貴賓共有為開幕剪綵。（。（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雙十國慶籌備會人員合影圖為雙十國慶籌備會人員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加拿大作曲家卓汭仕談大型交響樂圖為加拿大作曲家卓汭仕談大型交響樂 「「古蜀之光古蜀之光」」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休市著名導演梁晨發揮他生動幽默的採訪風格圖為休市著名導演梁晨發揮他生動幽默的採訪風格。（。（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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