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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革命歷史圖片展剪綵儀式
休士頓僑界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150 歲誕辰獻花儀

式﹐上周六在僑教中心國父遺像前盛大舉行﹐國父革命歷
史圖片展和座談會也在同天登場﹒在主席中山學術研究
學會會長甘幼蘋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
敏境就位後﹐全體唱國父紀念歌﹐出席的僑團代表逐一上
前向國父遺像三鞠躬並獻花﹐場面莊嚴肅穆﹒圖為與會僑
社人士在僑教中心舉行的國父革命歷史圖片展開幕剪綵
儀式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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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信貸決定都須經信貸批准。© 2016 Wells Fargo Bank, N.A. 保留所有權利。 
FDIC會員銀行。(3203201_19111)

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讓我們攜手為您的企業找出適合的信貸選擇，向您的業務 
目標加速前進。有了我們的網上資源、信用查詢工具和經驗 
豐富的華語專員，我們能夠齊心協助您的企業慎選信貸， 
持續往前邁進拓展業務。

瞭解您的信貸選擇，請上網 
wellsfargoworks.com/credit 
 （英文版）。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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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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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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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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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2016年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石油技術研
討會，兩百多位中外會員及僑界人士共襄盛舉。

主題：能源行業的未來發展走向和新定位 （Navigating and
Repositioning for the Future）

時間：2016年11月4日，星期五，上午8時至下午5時
地 點: Marathon Oil Corporation; the Marathon Conference

Center, 5555 San Felipe, Houston TX 77056.
CAPA會長和會議主席 李怡德 (Eddy Lee) 博士致歡迎詞,
女士，先生們，我們的嘉賓和CAPA會員，早安，歡迎蒞臨

2016年CAPA石油技術研討會。
我謹代表美國華人石油協會（CAPA），感謝Marathon石油

公司的繼續支持，並連續七年提供如此專業的場地。我要衷心感
謝我們的贊助廠商對我們協會和活動的支持。我還要感謝尊敬的
專題演講者，專業技術及學生論文競賽主持人及演講者，和商業
討論成員，今天與我們分享他們的經驗和對油價願景。

CAPA成立於1983年，是非營利和非政治性的華人專業組織
，擁有超過1500名在各石油和石化行業工作之註冊會員。 CA-
PA致力於為其會員提供增值服務，促進繼續教育，技術交流，
專業社交聯絡和職業發展。 CAPA是大休斯頓地區最負盛名的專
業組織之一，為全球華人石油相關行業的技術和業務發展提供了
一個極好的平台。 OTC（海洋技術會議）晚宴接待活動和CA-
PA / 美南國建會能源研討會的成功，代表了兩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CAPA/BP聯合職業論壇和季度午餐和學習活動為成員提供
了社交網絡，輔導和指導，和知識共享的機會。

CAPA一直與許多專業學會合作，以擴大在華人社會的影響
力。今年是CAPA與SPRE（石油資源經濟學家協會）合作的第
一年。這次的聯合舉辦，將大大提高在石油工業工作的經濟和財
政方面專家的參與。此外， SEG（勘探地球物理學家協會）已連
續第四年慷慨地贊助學生論文競賽，鼓勵學生參與。

我們的研討會計劃委員們非常努力地促使這個會議成功。我
要感謝由CAPA副會長Jeff Chen陳家杰博士，Mark Chang張世曉
博士（財務長）和Hong Jin金紅博士（研討會協調委員）領導的
技術研討會委員們的努力。由於他們的努力，我們今年會有一個
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研討會。

隨著2014年以來油價暴跌，各石油行業對資本支出削減，
暫停和取消工作項目以及員工裁減 來為未來可能長期低油價的
環境做出了調整。今年研討會的主題是“能源行業的未來發展走
向 和新定位”。我們的目標是促進對話，分享我們的見解，使

我們能夠瀏覽當前具有挑戰性的低油價環境，為
未來的成功做好準備。

最後，我們希望這次技術研討會將幫助大家
知識共享和提供社交網絡。謝謝您的光臨，希望
您喜歡這次研討會！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於2016年11月4日星
期五舉辦 2016 年度石油技術研討會。李怡德會
長說明,今年，我們聯合 「石油資源經濟學會」
[the Society of Petroleum Resources Economists
(SPRE)]一起舉辦石油經濟分會（the downstream
/ petrochemical and Petroleum Economics sessions）
。 「探勘地球物理學會」〔the Society of Explo-
ration Geophysicists(SEG)〕也繼續贊助學生論文
比賽。

研討會以"未來發展走向和新定位"為主題。石油和天然氣工
業正在經歷新一輪的再平衡。過去兩年，具有挑戰性的石油價格
環境造成雇員需求的顯著裁減，以及項目投資的放緩，尤其在北
美地區更為嚴重。而全球各國領導階層對氣候變遷問題的承諾，
將有可能祭出更嚴格的法規，也會對全球資源的發展造成衝擊。
對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新"規範"將是什麼？我們應該如何去適應
這個新的業務、財務和社會環境，同時又能夠在我們作業的領域
中繼續部署和採用先進的技術？我們怎樣能把挑戰和職責轉變成
為長期而可持續發展的機遇？一些能使我們未來成功的關鍵又是
什麼？在本年度的技術專題研討會上，我們與技術專家、行業的
領袖，和與會代表一起探討這些主題。

我們鼓勵您提交與專題研討會主題有關的論文摘要。也鼓勵
從事石油有關學業的學生們提交論文參加學生論文比賽，藉此機
會，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以及提高他們的綜合表述技巧和能力
。

研討會日程表大綱
1. 上午－全體的會議:

特別從主要石油公司和服務部門邀請到五名貴賓 Andrew
Slaughter(Executive Director Deloitte Center for Energy Solutions,
Deloitte LLp);Dr.Steve Johnson(Exploration Manager Colombia Up-
stream exploration Shell);Dr. Jeff Pan(Subsurface Manager Interna-
tional Business Services Department Anadarko Petroleum Corpora-
tion); JC ROVILLAIN (Managing consultant Enhanced Value Re-
covery 2017 President, Society of Petroleum Resources Economists

(SPRE) 做專題演講，從高層次的觀點來討論當前和未來的挑戰
、機遇和解決方案。
2. 下午－同步進行的技術會議:
· 深海和常規的探勘和生產(Deepwater and Conventional Ex-
ploration & Production)
· 非常規的操作(Unconventional Plays)
· 石油經濟學（與 SPRE 共同主辦）[Petroleum Economics
(Co-organized with SPRE)]
· 工程和健康/環境/安全(Engineering and HSE)
· 業務發展(Business Development)
· 學生論文比賽：學生論文是用英語口述方式發表。比賽獎
金定為第一名－$500；第二名－$300；第三名－$200。提交論文
摘要
3. 提交論文摘要
· 論文摘要︰用英文書寫，以不超出一頁為限，包括你個人
的簡歷。請使用下面的link或由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網站(http:
//capaus.org)上下載論文摘要模式，作為您摘要的範本。
http://capaus.org/resources/Documents/CAPA%202016%20Sympo-
sium%20Abstract%20Template.docx
· 論文發表︰以英語講述20分鐘，再加上10分鐘的提問和
回答
· 請將你的論文摘要以電子郵件方式提交給 Dr. Hong Jin；
電子郵件地址：capa2016tech@gmail.com ；並且請在電子郵件主
題欄標明論文所屬的技術會議。

我們高興在11月的2016年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石油技術
研討會上看見您。李怡德會長頒發感謝獎牌給所有贊助者。

2016年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石油技術研討會圓滿成功舉行

德州佛教會年度義賣園遊會
11月19日（Sat)上午10時
玉佛寺

張紹華追思彌撒
11月 19日（Sat) 上午10時
美華天主堂
4650 Jetty Lane , Houston,TX.77043

休士頓華裔會計師協會
徐震、黃亞靜、黃宜容多位知名會計
師
主講 「2016 歲末年終稅務講座」
11月19日（Sat)上午10時
僑教中心展覽室

錢鶴追思悼念
11月19日（Sat)上午10時
西區中國教會
10638 Hammerly Blvd. Houston,
TX.77043

魏德聖導演新片（52Hz, I Love you)記
者會
11月19日（Sat)下午1時30分
僑教中心
魏導新片（52Hz, I Love you)放映
11月19日（Sat)下午2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

花旗四十年種參一世情
花旗參教父許忠政演講會
暨四十年珍藏絕世野參巡迴展
11月19日（Sat)下午7時
Hilton Garden Inn.
6855 W.Sam Houston Pkwy S.Hous-
ton,TX.

美華天主堂慶祝新本堂白宗傑.文德神
父就職典禮
11月20日（Sun)上午11時
美華天主堂
4650 Jetty Lane,Houston,TX.

曹志源教授 「國運與人生」 榮獲僑聯

總會民國105年海外華人著述獎項第
一名
雷瑩女士 「變色的天空」 榮獲佳作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親自頒獎
11月20日（Sun)下午2時
僑教中心展覽室
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
TX.77042

國際辣媽大賽決賽
11 月 18 日（ Fri. )下午7：30
Stafford Center ( 10505 Cash Rd.
Stafford , TX 77477 )

第六屆食品募捐

11 月 19 日（ Sat. ) 上午10：00 - 上
午11：30
Sharpstown Community Center

「僑聯總會2016 年度華文著述獎」 頒
獎典禮
11 月 20 日（ Sun. )下午2：00 -4：
00
僑教中心展覽室

佛光山中美寺Mercury 音樂會
11 月 20 日（ Sun. )下午3：00
佛光山中美寺（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 TX 774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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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石油與石化科技研討會於11月4日上午8時至下午5時,
在Marathon 會議中心隆重舉行.CAPA會長和會議主席李怡德博士(二右二)副會長
陳家杰博士(二右一),張世曉財務長,台北經文處科技組游慧光組長(二左二),與主講人
Andrew Slaughter(Deloitte執行主任),Dr. Jeff Pan(Anadarko Subsurface經理),JC
ROVILLAIN(管理顧問),Dr. Steve Johnson(Shell經理)合影.(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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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y Lofts高層商住混合項目 投資自住皆宜
大繁至簡 給你一個買得起的五星級的家

“給我一個小小的家，小小的家
，擋風遮雨的地方，不需太大”，曾
經的這首歌，表達是人們渴望在繁華
都市叢林里，在高不可攀的樓價中能
夠擁有一間買的起的不大的屋，在一
天忙碌的工作學習後有一個能盡情放
松，溫馨享受的家。如今，這個願望
很快就在全美第四大城市休斯頓的市
中心（Houston Downtown）變為現實
。

由地產開發商Novel Creative De-
velopment在2015年底的Ivy Lofts高層
住宅項目，推出後立即受到大量買主
青睞，此次，開發商根據一期市場的

反饋，在設計上重新做了調整，現
有的設計在原來價格不變的基礎上
，戶型面積更大，而空間利用和布
局更趨合理。

“所有的設計，所有的開發思維
都是根據客戶的要求來制定的，目
前僅有我們一家，在休斯頓市中心
能以這樣最低的價格和高標准的戶
型配置推向市場。” Ivy Lofts項目
的負責人Stephanie在接受采訪時這
樣表示。

“我們不僅僅為客戶提供了居住
環境，更重要的是，我們為客戶設
立了一種全新的城市生活方式，這
個大樓為住商混合，一樓有超過
1.5 萬平方英尺的商業門面，包括
連鎖店、餐廳、超市、酒吧等，同
時，Ivy Lofts項目打造了一個功能
齊全的社區，在七層專門設計了戶
外游泳池、BBQ、健身房、綠地花
園、會議室休息廳、舉辦活動聚會
的場所，更吸引人的一大亮點是，

在27層還有一個住戶可攜友共享的觀
景台，燦爛星空和璀璨輝煌的都市夜
景都可盡情欣賞，讓住戶真正能夠做
到足不出戶，賞心悅目，社交休閑兩
不誤。”

Stephanie還強調，從投資的角度
上講，與休斯頓市中心其他相鄰的高
層住宅相比， Ivy Lofts高層住宅項目
的 售 價 明 顯 偏 低 ， 同 時 周 邊 現 有
Town home的價格也都在30萬元以上
，因此，未來5年時間內，休斯頓作
為一個價值窪地，Ivy Lofts 項目是一
個非常難得的投資機會，而隨著休斯
頓市中心地價的顯著增長，加上附近

EaDo項目的建設計劃，Ivy Lofts項目
投資收獲可期。

開發商之所以對 Ivy Lofts高層住
宅項目充滿信心，則是因為他們是在
經過了慎密的市場調研對比以及對美
國整體地產市場趨勢的分析後做出的
決策。

該 項 目 的 市 場 負 責 人 Charles
Chou 對該項目也做了詳細的說明，
並在樣品間展示了 Ivy Lofts 的獨特設
計。

首先，Location， Location，Lo-
cation，這個在商界強調了無數次的必
勝秘笈，在這個的項目上再次充分體
現。

Ivy Lofts 高層住宅項目所在的位
置 位 於 休 斯 頓 市 中 心 東 部 （East
Downtown），開車到 Downtown 僅
有3分鐘，距離世界上最大的德州醫
療中心僅有10分鐘車程，並且4分鐘
駕駛就可到達休斯頓大學，近鄰休斯
頓市中心的三大著名球場，NBA豐田
中心，休斯頓 Dynamo 足球隊主場
BBVA compass stadium，太空人隊主
場 Minute Maid Park， 近 鄰 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同時，市中
心彙聚了休斯頓的博物館區，大型專
業演出劇場，戶外劇場，Hermann
Park公園區等都是閑暇和周末活動的
好去處。

Ivy Lofts 高層住宅得天獨厚的位
置，解決了不少住戶最費力耗時的交
通問題，避開了休斯頓因快速發展，
人口暴漲帶來的堵車壓力。據了解，
一些已經訂購了房屋的客戶，他們在
downtown 經商，因為距家較遠，多

年來每天耗費在路上的時間都要兩個
多小時，他們感慨的說，Ivy Lofts 項
目正是他迫切向往的需求，讓他們工
作和休閑都能兼顧，免於疲勞奔波。

一些來自德州醫療中心的工作人
員聞訊趕來咨詢購房，看到 Ivy Lofts
的售價和條件，一次性就搶先購買了
3 套，他們做過計算，每天上班如果
能節省2個小時的駕車時間，這一年
下來就相當可觀，選擇 Ivy Lofts，其
實就是選擇了更加高效的生活質量,
贏得時間應該是最大的收獲。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Downtown
地區是一塊不可奪得的地產資源，土
地有限，地域獨特，16.9萬元起價就
能在 Downtown買上一套自己擁有的
地產，特別是對剛剛走向職場的年輕
人來講是難得良機，不僅可以享受都
市社交生活，也可以作為長期投資，
一舉兩得。

Ivy Lofts 微型高層住宅在德州是
第一家，目前的戶型面積有四種：

第一種是 Studio 戶型（1 bed+1
bath） ， 位 於 2 樓 至 22 樓 ， 面 積
396-488平方英尺。價格16.9萬起。

第二種是 600 平方英尺以上，多
出一間書房，也可做為臥室使用，價
格26萬起。

第三種是 2 bed+2 bath，位於 17
層以上，價格39.9萬起。

第四種是Penthouse風格（頂樓套
房）3 bed+3 bath，面積1200-2000平
方英尺，價格在59.9萬到100萬。

每戶都有至少一個免費的車位，
2房以上2個車位，每一個單位均有陽
台。

在配套設施上，Ivy Lofts 開發商
已經與全美最大通訊業者AT&T簽訂
了 合 作 協 議 ， 每 個 房 間 都 安 裝 了
AT&T Digital Life 智能遠程控制系統
，住戶可以通過手機Smart phone APP
開/關門、調節空調溫度、監控室內
寵物和防盜，就算在外地旅游出差也
能做到時時遠程控制。

在 空 間 的 設 計 和 利 用 上 ， Ivy
Lofts堪稱典範，處處精心是該房屋的
最大特色，可以收放遙控的床、餐桌
、隱藏式的儲藏間、洗衣機、烘干機
、用來收納規整的吊櫃，每戶都安裝
了LED高效燈源，節能環保。高大上
的德國 BOSCH 綠色家電產品，日系
超省電、高效率分離式空調系統空調
Daiken，都給人一種簡約但不失豪華
氣派，質樸又充滿現代城市的高科技
元素。試想在星星點點的夜晚，一杯
美酒，滿眼是 Downtown櫛次鱗比的
高樓城市夜景，星光和燈火交錯，看
城市風景，享別樣人生，你一定會不
由自主的感慨，Home, sweet home。

目前，Ivy Lofts 的戶型銷售目前
正 在 熱 賣 當 中 ， 11 月 5 日 舉 辦 的
Grand opening 更是反響火爆，部分樓
層朝向套型已經售出，有興趣自住或
者投資的人士，請盡快和項目銷售部
門聯系，以預先選擇自己理想的樓層
和戶型。

辦公室工作時間每周七天，上午
10點到晚上7點，7點之後需預約。

聯系人：Charels Chou
電話：（832）-868-9988

It was a sharp contrast to the same newspaper's editorial 
the day before, which baldly warned the incoming 
president not to follow through on campaign-trail 
promises to levy steep tariffs on Chinese-made goods 
or Beijing would take a "tit-for-tat approach" and 
target US autos, aircraft, soybeans, and iPhones.
But the president-elect's ambiguous and sometimes 
contradictory views on key ques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cluding 
trade,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North Korea, have cast 
a pall of uncertainty over how he will manage it.
While campaigning, Trump went as far as calling the 
Asian giant America's "enemy", accused it of artificially 
lowering its currency to boost exports, threatened to 
impose tariffs of 45 percent, and pledgedto stand up to 
a country he says views the US as a pushover. 
But he also indicated he is not interested in getting 
involved in far-off squabbles, and decried the proposed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 free trade deal, which 
encompasses several other Asian countries and has 
been seen as an effort to bolster US influence, for 
costing American jobs.

TPP has been signed by the US but not ratified by the 
Senate, where its chances are seen as poor.
Tuesday's editorial in the government-published 
China Daily newspaper called the Xi-Trump chat 
"propitious", noting that Beijing is "understandably 
relieved that the exclusive, economically inefficient, 
politically antagonising TPP is looking ever less likely 
to materialise".
Instead, Washington should consider joining the 
China-backed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a free trade area encompassing 
the Southeast Asian grouping ASEAN, China, India, 
Japan, South Kore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Something of a mirror image to the TPP, it includes 
six of the putative Washington-led grouping's 12 
members. (Courtesy https://www.yahoo.com/news) 
Related

China Tries To Make Sense Of Donald Trump
If Trump is truly the dealmaker he makes himself out 
to be, he should also learn soon enough that bullying 
China may not serve long-term U.S. interests. Millions 
of the jobs he promised to “return” to Middle America 
from China and Japan and Mexico no longer exist 
anywhere, because the world is no longer living in 
1979, whe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was in its heyday 
and most Americans did not need a college degree to 

Beijing (AFP) - Chinese state-run media lauded Donald 
Trump last Tuesday after a phone call between Trump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saying that the president-
elect's emergence could mark a "reshaping" of Sino-
American relations.
The pair spoke Monday, when Xi said that the two 
powers needed toco-operate and Trump's office said 
the leaders "established a clear sense of mutual respect 
for one another".
On the campaign trail Trump frequently demonised 
Beijing, but questions have been asked whether his 
conduct in the White House will match his promises 
as a candidate.
Monday's conversation was "diplomatically 
impeccable and has bolstered optimism over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next four years", China's frequently 
nationalistic Global Times newspaper said in an 
editorial.
Barack Obama, whose foreign policy pivot to Asia 
alarmed Beijing, was "profoundly affected" by the 
Cold War-shaped outlook of American elites, the paper 
said, but Trump's views "have not been kidnapped by 
Washington's political elites".
"Trump is probably the very American leader who will 
make strides in reshaping major-power relations in a 
pragmatic manner," it added,saying his ideology and 
experience "match well with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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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edia Praise Trump's
'Experience And Ideology'

Houston-Shenzhen Sister City Association
Fall Concert At MATCH On November 19

A "Reshaping"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ow Possible

Performance Will Include Traditional Pipa Virtuoso

find employment that would pay enough to sustain 
what felt like a middle-class life style. Implementing 
forty-five-per-cent tariff hikes on Chinese imports 
will not turn back the clock, either. Poor and middle-
class Americans, who spend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their earnings on imported products, have benefitted 
from lower-priced goods made overseas. His proposal 
would hand his constituents a price increase. 
Donald Trump's turbulent transition already suggests 
that the instinctive off-the-cuff leadership style that 
powered his outsider campaign is a prototype of the 
impromptu approach he will adopt from inside the 
Oval Office.
He hires people, he fires people, he sets them against 
one another, he says things and takes them back, with 
the chaos often unfolding in real time on cable TV. 
It happened in the campaign and there's no reason to 
think his presidency won't be the same.
Trump has only been President-elect for a week. But 

he's already dismembered the team that under Chris 
Christie spent months preparing the transition and put 
his future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in charge. He's set 
up future competing power centers in his White House, 
including son-in-law and close adviser Jared Kushner, 
who is at the center of the effort against Christie, 
sources say. And though he's been restrained on social 
media, Trump has still fired off contradictory tweets 
on protests against him and the Electoral College. It's 
clear the President-elect is just getting started.
Trump is the only person elected to the top job without 
political, diplomatic or military executive experience. 
And he ran a campaign rooted in breaking the mold of 
the gridlocked capital city. So no surprise that Trump is 
already approaching his presidency in an unorthodox 
manner.
Who could be in Trump's cabinet?
"He comes from from a different school of thought 
than we are used to here in Washington. People here, 
they want everything choreographed. They are by 
nature risk averse. He is going to be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perspective," said Howard Schweitzer, man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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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s anti-trade, 
"America first" campaign rhetoric could signal 
new headwinds for Chinese relations. (Photo AFP)

A copy of the local Chinese magazine Global People 
with a cover story that translates to "Why did Trump 
win?" is displayed in Shanghai on Monday. Photo/ AFP)

partner of Cozen O'Connor Public Strategies, who 
had high level posts in the Bush, Clinton and Obama 
administrations.
"He is not going to be afraid, nor should he be, to throw 
some spaghetti against the wall and see if it sticks. He 
is not afraid to have people with differing views on 
his team and play around with some things and throw 
people overboard if merited," Schweitzer added.
While Trump's transition appears chaotic from the 
outside, the President-elect Tuesday night tweeted that 
things are "organized" and proceeding apace.
"Very organized process taking place as I decide on 
Cabinet and many other positions. I am the only one 
who knows who the finalists are!"

Meetings, more meetings and leaks
Wannabe White House advisers and would-be cabinet 
members are streaming in and out of Trump Tower in 
New York.
Tuesday's day of meetings was for going over cabinet 
names and plans for various departments, a source tells 
CNN.
"This was a 'dig in with a CEO who knows how to get 
things done day,'" said the source, who called it "very 
productive."
But leaks regarding potential administration 
appointments proliferate by the hour, about Trump 
loyalists who are angling for jobs and others apparently 
trying to elbow their way into his administration.
Top figures are ruling themselves in and ruling 
themselves out of jobs. Rudy Giuliani, seen as a 
possible attorney general, says he won't do the job, 
and sources say he wants the State Department. Ben 
Carson, who had been seen as a possible Cabinet pick, 
says he doesn't want to be considered. Another Trump 
presidential rival, Texas Sen. Ted Cruz, visited him 
Tuesday as well.
Rumors are flying about already bitter inside “warfare” 
already raging between various parts of Trump world, 
the role of the billionaire's children and sources inside 
the operation are using phrases like "knife-fight" and 
"buffoonery" to describe the spectacle.  Time can 
only tell how this transition period will translate into 
understandable U.S. government policy. (Courtesy 
CNN)

Dr. Ben Carson declined cabinet position offer from Trump.

The Houston-Shenzhen Sister City Association Fall 
Concert will be held at MATCH in the city center from 
6 pm to 7:30 pm on Saturday, November 19th. Mei Yu 
Xin, a Chinese pipa virtuoso, will perform a series of 
lively music performances by renowned Chinese pipa 
artists, including "The House of Flying Daggers." The 
audience will not only understand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is profound, but will also feel the mood 
of the repertoire and the artist's imagination. 
Mei has studied and performed on the pipa for nine 
years and is deeply committed to music and her craft. 
She graduated from the China Conservatory of Music 
in Beijing and obtained a master's degree in Xi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She also taught at Xi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She has been a soloist and 

artistic director for the Pipa Solo 
and Orchestra in Zhuhai for nine 
years. She has also performed and 
performed extensively throughout 
the world, including Europe, Taiwan 
and Hong Kong. In order to combine 
the knowledge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music culture, in 2012 
Mei Yu Xin attended North Texas 
University and attained a Master 
of Music. She now is pursuing a 
doctorate in ethnomusicology.
Mei said that she hopes to make use 
of her many years of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so that the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is understood by the world to achieve 
an important link to promote cultural 
e x c h a n g e s . 
Mei Yu Xin 
said that 
the Chinese 
t r a d i t i o n a l 
culture is 
p r o f o u n d ,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music. Meiyu 
Xin also has 

p e r f o r m e d 
in Norway, combining the 
Chinese music and traditional 
Norwegian folk music. Mei 
said that she hopes through the 
medium of music to provide 
young children with a more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s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It is with the idea to spread the 
idea of her musical and cultural mission, Mei Yu Xin 
will be performing in the Houston-Shenzhen Sister City 
Association Fall Concert the Pipa Wu Qu masterpiece 

"House of Flying Daggers" with 
the Liu Dehai adaptation version. 
Mei said she believes that American 
people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this version that includes song 
playing techniques involving deep, 

m e l o d i o u s 
p a s s i o n a t e , 
stirring and 
i m a g i n a t i o n -
rich space, but 
also because this 
song has been 
played thousands 
of times. Qu is 
a quite familiar 
figure in the pipa 
music world and 
will join in the 
improv i sa t ion 
scene, hoping 
to provide the 
audience with a 
different mood 
in the weaving 
of the story 
using the notes to 
resonate with the 
audience.

Mei is from Tianjin and although 
not from Shenzhen, she did live in 
the city of Zhuhai in Guangdong 
Province for many years and also 

By Huang Xiangci, News&Review Reporter/Houston 

Chinese-American Pipa Virtuoso Mei Yu Xin

Yuxin Mei, Chinese Pipa Virtuoso

feel full of warm memories from that time. In addition, 
she is also emotionally connected to Houston because 
many of her Masters studies topics were related to the 
rich music culture of Houston. She said that she was 
very surprised to be invited to perform at the Houston-
Shenzhen Sister City Association Fall Concert. Surely 
the audience will be in for a wonderful treat when she 
performs. 
The Houston-Shenzhen Sister City Association 
Fall Concert will be held at MATCH on Saturday, 
November 19, 2016, at 6:00 pm. MATCH is located 
at 3400 Main St., Houston, TX 77002. For tickets 
information, call 713-521-4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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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016年11月12日，緬甸撣邦首府東枝，東枝熱氣球節現場，數百煙花空中綻放。

紀念牌、鮮花、氣球、蠟燭……巴黎系列恐怖襲擊壹周年之際，法國民眾以各種方式，追悼和紀念

壹年前死於恐怖分子槍擊和爆炸的 130名逝者。圖為巴黎巴塔克蘭劇場門前，法國總統奧朗德出席紀念

牌揭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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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溫布

萊體育館，西班牙

式騎術學校的壹匹

利皮贊納馬，在訓

練過程中表演“無

翅飛翔”。

英國倫敦

，索斯比拍賣

行舉行歌星大

衛 · 鮑伊藝術

藏品拍賣會。

鮑伊收藏的巴

斯 奎 特 作 品

《Air Power》

最終拍得 620

萬英鎊。

大衛·鮑伊藝術藏品拍賣
單幅畫作拍得620萬英鎊

緬甸舉行“焰火”熱氣球節
絢麗煙花綻放夜空

綜合報道 眼看著人民幣對美元中間

價連續 8個交易日貶值，央行又沒有表

現出入場幹預的迹象，外資銀行連日來

紛紛下調人民幣彙率預測。

11月 15日，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彙率

一舉突破 6.85和 6.86兩個關口後，包括

彙豐銀行、澳新銀行和瑞銀證券在內的

國際機構齊齊下調了人民幣對美元預期

，三家機構判斷一致，人民幣對美元即

期彙率將在2016年年末貶值到6.90。

如果以 11月 15日最低點 6.8660計算

，人民幣距離國際投行的預測，只有

0.5%的貶值空間。

在此之前，市場傾向于認爲，人民

幣對美元彙率能在 2016年底守住 6.80關

口，畢竟，在 2008年、2009年金融危機

蔓延之時，人民幣對美元彙率一直保持

在這個點位。

值得一提的是，各家投行下調人民

幣彙率預期的原因也頗爲一致，一是美

國當選總統唐納德· 特朗普曾在大選期間

指責中國壓低人民幣彙率，並宣稱將向

中國商品征收 45%的進口關稅，另一方

面，面對這波貶值中國央行沒有更積極

地進行外彙幹預以支撐人民幣，亦是人

民幣走貶的原因之一。

“2017年或貶值到7.2”

在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11月15日逼

近6.85、即期彙率連續跌破6.85和6.86關

口後，澳新銀行當日發布報告稱：將2016

年底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彙率預測從此前爲

6.75下調至6.9；將2017年底在岸人民幣對

美元彙率預測從此前的6.85下調至7.1。

同一天，彙豐銀行也做出相同舉措：

將2016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彙率預測從

此前的6.8下調至6.9；同時將2017年底在

岸人民幣對美元彙率預測從6.9下調至7.2。

彙豐銀行外彙策略全球主管 David

Bloom等在報告中認爲，市場將對美國當

選總統唐納德· 特朗普有關中國和人民幣

的言論高度敏感，而中國經濟增長態勢以

及新任美國總統上任後外彙政策的不確定

性是其下調彙率預測的主要原因。

特朗普曾在大選期間指責中國操縱

、壓低人民幣彙率，並宣稱將向中國商

品征收45%的進口關稅。

瑞銀也在最新的中國經濟展望中下

調了中國經濟增速以及人民幣彙率的預

期。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認

爲，預測在今年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將

貶值至 6.9，在此之前，瑞銀之前預測美

元兌人民幣在6.8元左右。

而瑞銀給出的下調原因則是，因美

國總統大選過後，市場對美國推行財政

刺激措施與美聯儲 12月加息的預期又在

升溫，所以調整美元兌人民幣預估。

同時，瑞銀預計明年底和2018年末，

人民幣對美元彙率將分別貶值到7.2和7.5。

“有可能借機提前釋放壓力”

從國際投行下調人民幣彙率預期的

理由看，除了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外，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不再過多入場幹預人

民幣走勢，也是外資機構下調人民幣預

期的重要原因。

澳新銀行亞洲研究主管 Khoon Goh

認爲，雖然中國當局或會限制彙率波動

，但他們將不會再防守某個特定點位。

在人民幣國慶開啓貶值之前，市場

普遍認爲，6.70將是人民幣對美元中間

價的“鐵底”，不過在國慶後首個交易

日“鐵底”即被擊穿，隨後，人民幣對

中間價又迅速跌破了6.80關口。

中金公司認爲，面對中美貿易的不

確定性，中國有可能借機提前釋放壓力

，允許人民幣隨著美元走強而適當貶值

。11月11日和14日連續兩個交易日的人

民幣中間價基本上是按照“收盤彙率一

籃子貨幣彙率變化”的既定機制確定的

，央行只是沒有更積極地進行外彙幹預

以支撐人民幣。

麥格理則認爲，過去一個月人民幣

貶值速度的加快，將進一步增加市場上

的貶值預期，居民也會增加對美元資産

的需求，而中國央行對貶值的容忍甚至

會助長“人民幣每年對美元貶值5%”的

預期。在該行看來，這種溫和的貶值不

會對出口有多大益處，但是必然會加劇

資本管制，阻礙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人民幣對美元彙率年底會貶到哪？

綜合報道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兩天內

，美國債券市場遭遇大量抛售，10年期

和30年期美債收益率均創下了 10個月以

來新高。

美債是市場公認的優良避險資産，此

次收益率大漲表明，市場避險情緒下降。

關于美國債券市場目前的最新走勢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

中心主任、中國戰略思想庫核心專家組

成員劉軍紅向澎湃新聞指出，美債收益

率陡然上升，主要是對川普的經濟政策

預期的反應。川普的財政擴張政策、減

稅和貿易保護政策會刺激通脹，從而刺

激美債收益率上漲。摩根斯坦利股權策

略師安德魯•希茨團隊也分析認爲，財

政擴張會讓收益率曲線更陡峭，美元對

日元在中期內也看漲。

川普競選官網上公布的初步政策綱

領主要包括減稅、擴大基礎設施建設、

放松監管三個方面：大幅度減稅，投資

5500億美元打造包括道路、橋梁、機場

、中轉系統和港口在內的的交通網絡，

撤銷 2010年通過的金融監管法案基石多

德•弗蘭克金融法案，從而刺激美國經

濟達到4%的增長率目標。劉軍紅指出，

“這個政策會使美國財政赤字擴大，進

而拉升國債收益率，即長期利率高企。

這也將導致美國通脹再起。”

川普的上任時間爲 1月 20日，對減

稅的討論或將成爲首要問題。法國興業

銀行首席美國經濟學家史蒂芬•格蘭傑

認爲，減稅可能帶來直接的積極效果，

並在 2017年末體現出來。貿易保護主義

政策相較之下在短期內則沒那麽關鍵，

但在長期會有影響。

川普新政策通過的可能性有多大？

考慮到此輪選舉不僅川普獲勝，共和黨更

是在參、衆兩院大獲全勝，劉軍紅認爲，

盡管共和黨內部分歧衆多，可那些反對川

普的共和黨議員若與民主黨合流，國會審

議將遭受阻力，對共和黨本身不利。而美

國目前的通脹壓力不小，要重溫“美國夢

”就必須依靠強大的美國經濟，減稅、增

加基礎設施投資、刺激民間消費可以說是

勢在必行。“28個州支持他，說明危機

後經濟增長才是美國的唯一出路，他（川

普）指出的道路就是新自由主義加後凱恩

斯主義，再加貿易保護主義（李斯特主義

）。”史蒂芬•格蘭傑也指出，川普以及

共和黨在衆議院、參議院的勝利讓一切都

成爲可能。

如果川普的新財政政策執行，將會

帶來巨大的財政赤字，美國稅收中心預

測到 2026年聯邦累計債務將上升到GDP

的 25%。劉軍紅稱，如果基礎設施投資

政策被普遍看好，其預期收益可能會提

升，那麽財政赤字的預期值就會縮小。

但無論如何，新政策上台都會讓美聯儲

面臨巨大挑戰。

傑弗瑞全球首席股權策略師肖恩•

達爾比分析認爲，美聯儲很可能在 12月

升息。川普的減稅政策會刺激消費，收

益率曲線會很陡峭，放松監管也會對美

國銀行業利好。但他同時強調了川普和

共和黨的勝利將給貨幣政策帶來不確定

性。川普很可能會將超寬松的財政政策

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並行，從而提升通脹

和長期名義利率。摩根斯坦利策略師安

德魯•希茨也表明其團隊既看好基礎建

設投資和新政策，也肯定貨幣政策的不

確定性和放松監管所帶來的風險。

在11月11日，美聯儲副主席斯坦利

•費舍爾在智利央行舉辦的一次會議上表

示，美聯儲極有可能要加息，同時他也表

明了支持美國逐漸退出寬松貨幣政策的立

場，他還直言道，“我與很多央行行長都

認爲更有力的財政政策是有用的”，財政

刺激“能減輕貨幣政策的壓力。”盡管未

直接就美國大選發表評論，費舍爾表露出

的對寬松財政政策與緊縮貨幣政策的傾向

與川普“不謀而合”。

川普新政呼之欲出：
“寬財政、緊貨幣”預期致美債被拋棄

綜合報道 意大利將于12月4日就憲

法改革舉行公投，該國總理倫齊(Matteo

Renzi)表示如果公投未獲通過，其或將辭

職。最新民調顯示公投最終或難以通過

，如果總理倫齊因公投而被迫下台，該

國政局穩定可能面臨威脅，存在與英國

一樣“脫歐”的風險。15日，意大利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創去年 9月來最高，意

大利 30年期國債收益率創下去年 7月來

最高。

12月 4日，意大利將就憲法改革舉

行公投，倫齊表示，公投將有助于使政

府更加穩定，使立法更加高效。他還多

次表示，倘若支持的憲法改革公投失敗

，其可能不會留任。這也令此次公投成

爲對其擔任總理職位的一次投票。

意大利政治評論家猜測，如果倫齊

果真在公投反對派獲勝後下台，他可能

推動 2017年提前進行選舉，比計劃提前

一年。花旗分析師認爲，意大利公投很

可能是今年除了英國以外歐洲最大的政

治風險。

最新民調顯示公投未必會獲得通過

。Euromedia Research在其網站公布的民

調結果顯示，47.9%的意大利人將在公

投中投“贊成”票，而 52.1%的人將投

“反對”票。德意志銀行指出，目前意

大利公投失敗的概率已經自 55%攀升至

60%。

業內人士指出，如果意大利民衆最

終投票反對改革，不僅總理倫齊可能因

公投而被迫下台，更重要的是該國政局

穩定可能面臨挑戰，存在與英國一樣

“脫歐”的風險。英國金融時報最新評

論稱，意大利如今是歐元區內頭號“危

險”國家，相比希臘，意大利更加有可

能性退出歐元區。該國處境艱難的銀行

業、圍繞 12月初公投的政治疑慮以及過

去一段時間的經濟混亂局面都令意大利

遭到投資者“抛棄”。假如意大利退出

歐元區，這將在短時間內引發歐元區全

面崩潰，恐引發史上最嚴重的“經濟衝

擊”。

由于擔憂情緒加劇，意大利國債遭

遇大肆抛售。上周意大利 10年期國債價

格創下連續第三周下跌，本周前兩個交

易日繼續下跌。

最新數據顯示，意大利 10 年期

國債益率升至 2.15%，創下去年 9 月

以來最高。意大利 30 年期國債收益

率升至 3.34%，創下去年 7 月以來最

高。意大利 10 年期國債相對同期德

債收益率之差擴大至 2014 年 10 月以

來最高水平。

脫歐風險隱現
意大利債市巨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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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秋，又是一個豐收年，路凱美專捷報頻傳。五歲Kevin Wan在榮
獲學校防火海報繪畫比賽第一名的基礎上，今又傳來特大喜訊，
他又在Plano市的比賽中榮獲了第一名。Kevin平生首次參賽，就
旗開得勝，勇奪校丶市兩階雙冠，實為驚喜！13歲姐姐Linling-
Wan更是在校、市比賽得獎的基礎上，榮獲了District的第一名。

十三LinlingWan經過四年多來在路凱美專系統、專業加獨
特的“路凱高效教畫法”的教學方法的學畫，在逐步加深地打好
了扎實的繪畫基礎和技巧的同時，又訓練和培養了豐富的想像
和創作，進步十分明顯。不是嗎，曾榮獲達拉斯市首届亞尚兒童
創意繪畫比賽第三名；去年榮獲HMart繪畫比賽優秀獎，今年又
榮獲了該項比賽的第三名。防火繪畫比賽更是從讀小學時的第
三名，到中學的第一名丶Plano市的第二名，發展到今天District
的第一名，繪畫進步如同芝麻開花節節高。

路凱美專有著與衆不同的繪畫教學特色，這個由阮老師獨
創的“路凱高效教畫法”，已由中國國家高科技產業化創新委員
會審定編入《盛世之光——中國當代創新理論與實踐》大型文獻
，加以推廣和普及。這已從無數的路凱美專學生在當場丶獨立的
繪畫比賽得獎中得到了佐證，試舉一例：“九連冠”：從 2005 -
2013年(主辦單位停辦為止)，長達九年，連續九年蟬聯達福地區
亞裔兒童（當場！）繪畫比賽團體總分第一名，真是疾風知勁草，
路遙知馬力。

那麽，何為“路凱高效教畫法”？路凱的教畫教學是一個系統
工程，他將中西最佳教學之道（技巧和創作）創造性地融為一體，
旨在培養學生獨立的繪畫和創作能力；而不是一般的繪畫輔導：
臨摹or寫生+老師修改=完成一幅漂亮的畫，學生永遠離不開老

師這根“拐杖”，獨
立行走，更談不上
創作了。

該校由阮老師
主教，阮教授美術
碩士研究生，以杰
出人才 - 美術家移
民美國，有著三十
年(其中任教美國
二十年)中西方專
業美術教學的豐富
經驗，教學極為獨
特，學生大為受益：
或勝任平時功課，
或 project 丶 AP 獲
高分，或頻獲各種
大獎，或成功申請
名牌大學獎學金，
或已在事業上有成
。

衆所周知，繪
畫和繪畫教學是分
別屬於兩個既有聯
繫，又有區別的領域，一個美術專業或工作者，並不等同于一個
美術教師。作為一位美術教師，不僅要專業畢業，而且更要具備
教師的基本素質，即一系列的教材丶教學安排丶教學方法丶教

學規模丶氛圍和教師個性丶教學經驗等等的綜合組合。所以，繪
畫是藝術，教學更是一門藝術，兩者的最佳結合，才能產生最佳
的教學效果。阮老師正是難得的、具有這兩者最佳結合的丶被譽
為“非常成功的美術教師”，被譽為“領航精英”。(路凱供稿)

路凱美專萬家雙喜臨門姐弟雙雙得獎

華興中文學校為强化孩子們的學
習，除了中文語文外，更有活潑的體能
競賽，華興中文學校特安排在 11月6
日舉行全校的趣味活動，讓孩子不僅
是語文接觸，更在團體活動中學習互
助、榮譽，讓大家在生活言行中一起成

長。
當日，由陳次蘊教務主任主持，無

論兩人三腳、乒乓球傳遞、紙上競走、
夾球賽跑等，大家玩得非常盡興，孟敏

寬 校
長 表

示：中華文化
傳承工作，是
靠僑民們的自
發及對文化的
認同和堅持，
並肯定牟呈華
董事長所創辦
的華興中文學
校，這 28 年來
對教育工作不
改初衷的一貫
努力，相信在
華興長大的孩
子們，不僅是
在辦學專注的
環境下成長，
更給孩子們在
生命中留下美
多回憶。

華興中文

學校基於中文教學，不僅單一強調於
語言的發展，更應擴展至德行及人文
之間的互動，華興中文學校此次安排
在11月8日舉行全校的趣味活動，使
孩子們透過趣味競賽方式，認識到人
與人間互動的重要，及團體賽的精神；
看著孩子們在競賽中洋溢著快樂，在
跳躍中提攜著彼此，在歡笑中享受著
互助，而華興老師們也參與其中，讓師
生同樂，共同為班級榮譽努力以赴，為
文化精神交融，相信這也將給孩子們
另一種生活體驗。

給您孩子不同的學習成就，活潑
您孩子中文學習，運用生活化、趣味化
傳授，是華興的目的。華興中文學校
2015年春季班已授理報名，若有任何
有關教學之建議，歡迎來電：孟敏寬校
長 469-789-6858，牟立平主任(數學)
214-886-3593，陳 次 蘊 主 任 ( 中 文)
972-403-8090，王 麗 貞 老 師 ( 文 書)
469-879-6972。(華興供稿)華興課外活動

華興中文學校11月6日舉行全校趣味競賽
強化團隊歡樂洋意

華興摺紙班

QS161117A達福社區

總統選舉結果對於
您現有保險的影響

QS161117B達福社區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將于11月22日晚間6:
30，在達福科技公司舉辦感恩節插花示範活動，歡迎大家一起為
感恩佳節憑添新裝。

插花，是一種藝術手法，以植物枝葉、果實以
及花朵插進容器內來作為裝飾的一種裝置藝術。
它的歷史極為悠久，許多國家都有自己的插花藝

術。而中國花藝于隋代之前已有，
初期為佛前的供花，後來發展成插
花藝術。插花到唐朝時已盛行起來
，宋朝時期插花藝術已在民間得到
普及，到明朝達到鼎盛，並有插花
專著問世。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
州分會插花示範活動，此次很榮幸
的邀請到陳惠卿女士來主持，陳女
士在2012 年曾為世華姊妹示範了
聖誕節的插花，引起了全場姊妹熱
絡的學習和交流，會後與會者更是
驕傲的捧著自己的杰作，開開心心
的對家人及朋友展示自己的成果。
此次活動將對外開放，歡迎有興趣
的僑界朋友共同參加，費用收取會
員為＄30，非會員$40，(包括必備
花材)。活動地點：達福科技公司活
動 中 心，地 址：999 East Arapaho
Rd. #300 Richardson TX 75081。若有興趣參加者
，請 email 至 gfcbwnt@gmail.com 或來電至：會長
孟 敏 寬 469-789-6858, 副 會 長 ： 姚 台 冬

469-662-5983、陳韻竹 214-680-8856，讓我們把一盆馨香帶回
家。(婦女會供稿)

姊妹們快樂迎佳節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
豐富您感恩佳節插花教學讓您家中更多彩亮麗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歡慶感恩節，將於11月24日
上午11時(中英文彌撒合併)，由本堂司鐸林育明神父主祭，
周國復執事輔祭，舉行感恩節彌撒。教堂地址為4201 14th
St，Plano，TX 75074，詳細地圖請見本報宗教版廣告。

為了迎接及分享即將來臨聖誕節之喜悅且奉獻華人
的愛心，特別舉辦每年一度的禮物認捐，以協助達拉斯西
南區貧困社區(OAKＣLIFF)的貧困家庭。中華天主教自一
九九二年以來，已連續 24 年參與達拉斯西南區貧困社區
(OAKＣLIFF) 之愛心活動，配合當地之 St. JamesCatholic
Church 及仁愛修女會 (此乃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已去世之
德勒莎修女所創辦，以服務貧、病、老、弱為主) 之工作網。
每逢重大節慶，「耶穌聖心堂」教友們皆實際參與社區之服

務工作，照顧許多年老、貧弱的家庭，使他們能够感受到社
會之溫暖及關懷。 如福音中主耶穌所言“ 凡是你們對我
最小的一個兄弟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每年聖誕節前，
仁愛修女會之修女們，都會依據平日探訪之貧困家庭的需
要，為他們備禮物，讓他們亦可有一個快樂的聖誕佳節。
今年所需之禮物為沐浴之大毛巾及洗臉之小毛巾，大約需
要百餘份。 若無時間去購買，現金認捐 (市場價約$15-$20
) 亦非常歡迎，「耶穌聖心堂」會派人統一去購買。認捐禮物
自即日起，至十一月二十七日 (週日) 截止。 期待僑社朋友
大家一起來參與這極有意義聖誕節活動。 請隨時與聯絡
人電話查詢。聯絡人為陳美卿(972)-248-5809。(天主教聖
心堂供稿)

中華天主教
「耶穌聖心堂」

11月24日
上午舉行
感恩節彌撒

即日起堂區舉辦禮物認捐 協助西南區貧戶迎接聖誕佳節

陳惠卿老師詳細解說插花方法

關於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2016年的總統選舉結果並

不影響您2017年的健康保險申
請資格，可選擇的計畫，以及您
所符合的稅務補貼及成本分攤
補助。如果您在2016年的12月
15 日之前完成申請，您的保險
計畫將在 2017 年的 1 月 1 日生
效，2017 的健康保險申請期限
到1月31日截止。

對於所有保險交易市場的
保戶：

2016年的總統選舉結果並
不會影響或終止您的2016 健康
保險，您可以繼續使用您的健
康保險交易市場之保險計畫只
要您繼續支付您的保費直到12
月底。

關 於 Medicare,
CHIP, Medicaid：

2016 年的總統選舉結
果並不會影響或終止您的
Medicare/CHIP/Medicaid
保險，您可以繼續使用您現
有的保險方案。(亞美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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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Dr. Bright Chen, DPM, AACFAS
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伯克利大學學士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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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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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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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論壇稿約
評論時政的利弊得失，伸張世界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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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和回響，作者文責自負，請留真實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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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憲中

不要小看小人物報復的威力

據維基解密提供的希萊莉的電
郵，我們看到她在國務卿任內與
她的前總統先生創設的克林頓基
金之間存在著互動互利的關係。
特朗普攻擊她是"一手拿錢，一手
交貨"（payforplay）：外國政府捐
錢給克林頓基金，希萊莉安排他
們 受 到 白 宮 的 款 待 或 者 其 他 方
便 。 克 林 頓 基 金 拿 到 沙 特 阿 拉
伯，卡塔爾和摩洛哥等國幾千萬
美元的捐款，而希萊莉作了一些
利益輸送的工作。（推薦大家去
看Youtube上Assange(阿桑奇 )的訪
問，其內容頗具爆炸性）

2009年至2013年，希萊莉擔任
國務卿。在她任上，維基解密於
2010年 發 表 了 一 名 美 國 士 兵
ChelseaManning傳給它的大量美國
外交郵袋和美軍的直升機在阿富
汗濫殺無辜的視頻。身為維基解
密的創辦人和總編輯，澳洲籍的
阿桑奇乃成為希萊莉的眼中釘，
並為FBI的追捕人物，說他犯了間
諜 罪 。 他 乃 在 倫 敦 申 請 政 治 庇
護，在厄瓜多爾大使館內窩藏了
四年。如果他會因此而對希萊莉
鄙 視 和 痛 恨 ， 我 們 當 然 能 夠 了
解 。 所 以 ， 就 在 大 選 前 的 幾 週
內，維基解密爆料了幾萬份希萊
莉的電郵和民主黨的內部通訊文
件。文件顯示，希萊莉一手主導
了利比亞的政變，繼小布什之後
進一步造成當前的中東的悲慘局
面，以及她跟特別是阿拉伯國家
進行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勾
當。用阿桑奇的話說：

"其實，對希萊莉，作為一個
人，我很替她悲哀，因為我看到
的是一個活活被野心吞噬的人…
她是一個關係網的中心輪軸，好
多齒輪在不斷旋轉，像高盛等大
銀行，華爾街的主要部門，情報
單位，國務院和沙特阿拉伯等。
""她是這些不同的，相互聯繫的輪
軸之間的綜合者…加在一起大致
上就是美國的權力中心，也就是
我 們 通 常 說 的 建 制 或 華 盛 頓 共
識。"

我們知道，在她上任的第一天
她就為自己設立了一個網站，使
她的電郵中的絕大部分不經由國
務院的保密網站。她顯然認為，
自己在法律之上，所以可以這麼
做。這當然是非常傲慢的態度。
此外，在她老公卸下總統的職位
之後，他們夫婦倆通過出書和演
說等活動，大把大把撈錢。他老
公 的 基 金 成 為 超 過 十 億 元 的 金
庫。那雖然是一個慈善機構，可
是他個人也從中得到許多好處。
他們夫婦的私人資產據稱上億。
但是，希萊莉仍然非常貪得，就
在參選之前還去高盛演說，三次
各拿 225，000元。後來還是別人

勸她，既然要選總統，別去了。大
選前，當維基解密把她數萬份的電
郵 和 她 在 高 盛 演 講 的 內 容 公 佈 之
後，加上FBI突然宣布要進一步調查
她的電郵，她選舉的火車頭就頓時
失去了動力。儘管她的助選團隊強
大無比，包括總統夫婦和演藝界的
火紅人物，她的財源毫無短缺（捐
款高達9億），她地面上的百萬助選
員遍布全國每個角落，可是她卻輸
了。所以，毫不誇張地說，阿桑奇
的報復剝奪了希萊莉最想要的政治
果實。這是大衛打敗了巨人。或許
我們應當為小人物的勝利而歡呼。

特朗普也不是好貨

據多方報導，這次大選的兩位候
選人是美國有史以來最不受人民喜
愛的候選人。兩人的負面指數都在
60%左右。並且，從來也沒有候選人
像這兩位，都被指控裡通外國：希
萊莉與沙特阿拉伯有錢權交易，甚
至 明 明 知 道 沙 特 政 府 資 助 伊 斯 蘭
國，跟美國作對，還加倍售賣軍火
給沙特。特朗普呢？他非常奇怪地
跟普京惺惺相惜，並且鼓勵俄國去
黑希萊莉和民主黨的電郵。

特朗普說，因為他是明星人物，
所以他問也不必問，很多女士小姐
們肯讓他摸她們胸部和下體，以及
讓他強吻。在辯論時他說他只是說
說而已，並沒有真正動手，但是已
經有十多位被他摸過和吻過的女士
挺 身 而 出 ， 指 出 她 們 曾 經 被 他 性
侵，並且因為她們早先曾對親戚朋
友抱怨過，所以有人證。我們可以
肯定地說，他是性侵犯者。當然，
他還罵遍了所有少數民族，包括墨
西哥非法移民，伊斯蘭教徒，殘障
人士，肥胖的女性等等。

還有，身為億萬富翁，他利用法
律 漏 洞 ， 將 近 二 十 年 沒 有 交 所 得
稅。所以他的個人操守實在毫無可
取 之 處 。 可 是 今 年 ， 人 心 思 變 ，
84%希望改變現狀的選民不顧他的個
人缺陷而選擇了他的政策取向：美
國第一，振興美國的經濟，保護工
薪階級的就業機會，抵制移民，不
做世界警察等。儘管他誇誇其談，
缺乏實際政策內容，選民還是選擇
了他。

既然兩位總統候選人都這麼難以
令人滿意，那麼，我們要問：這是
不是代表美國民主的退化呢？如果
是的話，到底是什麼原因？什麼時
候開始？因為，如果你像我一樣，
在美國住了大半輩子的話，你就會
覺得，以前美國不是這個樣子的。
美式民主曾經是包括我在內的無數
中國知識份子所憧憬的理想制度。

民主體制的質變

如果按照民主的原始理論，特別
是最早的希臘式民主，它是一種讓
所有市民參與，從整體利益出發，

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利益出發，
討論執政者應當採行的政策，並據
此選出適當的執政者。如果我們重
溫美國建國之初的"聯邦之父"的文
獻和他們之間的辯論，也可以清楚
看到他們以公益為主的各種意見。
為了保障人民的權益，他們規定了
宗教自由，言論自由，人身保護等
基本權利，並且處心積慮地設計出
三權分立的制衡體制，預防當權者
濫用權力。這樣的基本架構曾經令
我們神往，令我們欽佩。可是，民
主是一種非常脆弱的制度，要想維
持這個制度不變形，非常困難，因
為人是自私的。當民主不再以農村
或小市鎮的會所裡大家能以平等地
位參與討論的形式出現的時候，當
這個制度要在一個人口眾多的現代
社會中實行的時候，公益的概念乃
受到嚴重侵蝕，利益集團和私利乃
取而代之。

利益集團是五花八門的，根據經
濟利益，宗教信仰，種族，職業，
教育水平，地域等，逐漸形成。政
黨就成為聚合利益集團的自然組
合，成為利益集團與政府之間的介
體，或輸送帶。美國是以兩黨作為
輸送帶，而歐洲絕大多數國家是以
多個政黨作為輸送帶。一般而言，
各種利益集團的互相競爭，制衡，
以及互相妥協，就整個政治體制而
言，也能獲得一種照顧到各方面利
益的政策後果。但是，當政黨的上
層精英與它們應當代表的利益集團
脫節的時候（今年的大選特別突出
這個現象：特朗普和桑德斯代表了
對當前政治精英不滿的近70%的選
民），或者當某些利益集團取得壓
倒性優勢而不肯與弱勢團體妥協的
時候（奧巴馬當選總統後，立刻撤
換了他競選時的經濟班底而任命了
花旗銀行為他開的名單上的經濟顧
問。他在任內沒有懲罰任何一位銀
行家，儘管五百萬戶老百姓的房子
被銀行拍賣），民主就變質了。

撤切爾夫人與里根的新保守主義

革命

在這方面我不妨介紹一本值得每
個人拿來一讀的好書，那就是台大
政治系教授朱雲漢去年出版的《高
思在雲：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
組》。這本書從大歷史的角度討論
了當前世界的巨大變局，旁徵博
引，深入淺出，既談到美國民主制
度的劣質化，也談到中國的興起對
過去兩百多年來以西方為主導的國
際關係的衝擊，可謂難得一見的好
書。這裡我只能援引他書中的一部
分，那就是美國民主體制的劣質
化。以後有機會再介紹其他部分。

冷戰結束後，西方的自滿與傲慢
達到了歷史的新高，認為自由主義
和市場經濟是今後政治制度的唯一
選項，這就是大家熟知的福山先生
提出的所謂"歷史終結論"。但是，
西方的政經體制在所謂歷史終結的

◎水秉和

美國大選：民主的退化？自由主義的黃昏？
阿桑奇的報復剝奪了希萊莉最想要的政治果實

前十年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八
零年代，西方經濟存在著嚴重的
滯漲問題，也就是經濟停滯不前
而通貨則膨脹不已。英國於1979年
選出鐵娘子撤切爾為首相，而美
國於1980年選出里根為總統，於
1981年1月上任。如果大家還記得
的話。撤切爾對應滯漲的辦法是
壓縮社會福利，打壓工會，將國
營企業私有化，裁減政府預算，
追求政府收支平衡，減稅和提高
利率。里根向她學習，一上台就
打壓工會，猛提利率，大幅度降
低 富 人 的 稅 率 ， 縮 減 政 府 員 額
等。無可否認，他們的政策短期
奏效，解決了滯漲問題，可是它
也帶來了嚴重的後患。朱雲漢指
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貧富的差
距迅速拉大，演變出當前的富豪
政治（plutocracy）。

在 政 策 發 生 根 本 性 改 變 的 時
候 ， 它 的 背 後 必 然 有 理 論 的 支
持。

在這兩位領導人的政策改變的
背後，有一個所謂新保守主義的
理論，或者稱之為新自由主義。
它的一個重要來源就是芝加哥大
學的經濟大師，諾貝爾獎金得住
米爾頓。這一派的基本理論就是
政府不管經濟，經濟就自然會繁
榮起來，亦即朱雲漢說的"政府無
用，市場萬能"。這一套理論不但
影響到美國，也成為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指導綱領，
曾經帶給拉丁美洲國家短期的繁
榮和長期的巨大災難。等到蘇聯
解體，計劃經濟破產之後，這一
套的理論(簡稱為華盛頓共識)乃籠
罩 全 世 界 。 在 全 球 化 的 普 及 之
下，跨國公司乃大行其道。跨國
公司追求低工資而向外輸出製造
業的行為使得美國的工薪階級不
但沒有得到全球化的好處，反而
陷入失業和減薪的困境。因此，
富者越富，社會中的其他階層則
要嘛原地踏步，要嘛貧窮化。

貧富差距的擴大很自然地帶來
了政治上的兩級分化。金錢大量
影響到政治。最形象的就是1994年
眾議院多數黨領袖金瑞奇不肯就
預算問題跟民主黨妥協，竟然關
閉政府。從此美國議會內兩黨嚴
重分裂，每件重大法案都因兩黨
互不相讓的僵持而無法通過。接
下來是克林頓於1999年為自己的政
治生命而向右派靠攏，廢除了經
濟大蕭條時議會通過的，限制銀
行 業 從 事 風 險 投 資 活 動 的 Glass-
Steagall法案。所以，民主劣質化
不是始於這次大選，而是始於經

濟政策的改變，貧富差距拉大，政
治失去平衡，巨大財富給予少數人
通過金錢影響政治決策的巨大能
力，特別是金融業左右政治走向的
能力。

政治失衡的後果之一就是自80年
代起，最高法院被共和黨任命的保
守派法官佔據了多數。2000年，小
布什成為歷史上唯一由最高法院選
出的總統，而，朱雲漢指出，最高
法院還通過了兩項影響深遠的決
定，一是2010年的"公民聯合對聯邦
選舉委員會"案，即"公司法人"被視
為自然人，擁有言論自由，因此准
予無限制地購買廣告，為候選人助
選，和2014年的"McCutcheon對聯邦
選舉委員會"案，讓有錢人無限制
的 向 候 選 人 或 政 治 行 動 委 員 會
（PAC）捐錢。從此帶來了金權控
制政權的時代。
特朗普吹起了了反自由主義的號角

這次大選，如果民主黨競選總部
沒有偏向希萊莉而打壓桑德斯的
話，桑德斯很可能成為下一屆總
統。這位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老先
生才應當是這場"政治革命"實至名
歸的領袖。非常可惜的是，現在這
個任務落到了特朗普的肩上。

由於自由主義是美國建國的根
本，是政治精英和輿論界精英牢不
可破的意識形態，所以直到選舉的
當天下午，希萊莉陣營仍然信心滿
滿，相信她會大勝。幾個電視台的
評論員們也都等待好消息的浮現。
（只有保守派的Fox 台的播音員們
面色凝重，因為他們也認為特朗普
輸定了）為什麼呢？因為按照正常
的政治運作方式，政客必須講政治
正確的話，而特朗普說的話極端地
政治不正確；美國擁有悠久的接受
新移民的傳統，而特朗普醜化和排
拒新移民，並且要把一千一百萬非
法移民趕出去；儘管美國仍然沒有
做到男女平等，但是在自由主義的
理念中，男性必須要尊重女性，可
是特朗普把女性當作玩物；新自由
主義在經濟領域的核心價值就是自
由貿易，而特朗普反對自由貿易，
要實行保護主義；自由主義的核心
政治價值就是自由和公平的選舉和
少數服從多數，而特朗普說，他未
必接受選舉結果—如果結果對他不
利的話。你說說看，怎麼可能？這
麼反自由主義的人物，怎麼可能在
自由主義的基地否定自由主義而贏
得選舉？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
贏了。

所以說，我們很可能看到了自由
主義的黃昏。

　Among think tank analysts or common citizens, no one would reject the statement that if the U.S. and 

China could cooperate rather than fight against each other, the world would be much better off. 
However, among the opinions on prognosis of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re are clearly two 
camps. The Hawks seem to target China as the archenemy of the U.S. and believe in eventual war 
resulting from their irresolvable conflicts. The Doves seem to wish a friendly rel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ut have no clues why is their relation moving on a bumpy roller coaster yo-yoing from 
friendly gestures to hostility by their government's conducts and handling of current events. The two 
great nations seem to be preparing war. Yet it is obvious that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ill lead to mutual benefits and better world and confrontation to mutual destruction and world disaster. 
Therefore, it is desirable to understand: Under what condition the U.S. and China can fully cooperate 
and resolve conflicts. Many in both camps have criticized the current US policies and mishaps, but offer 
little wisdom on how to reach the goal for mutual trust and cooperation.
　Nations always have conflicts, but great powers have unavoidable competitions in many areas and 
more complex conflicts of interests. The U.S. and China naturally have a broad range of issues in their 
relations spanning across economy (commerce, investment and finance), national security (military,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dustrial relation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and market sharing)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history, arts, communication, tourism, and social behavior). In this essay we 
venture to claim that solving the Cross-Strait Reunification (CSR) issue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conditions for building a sound US-China relation which will lead to mutual benefits and a better world.  
We discuss below why the CSR issue will dictate the US-China relation, what is the logic and reasons 
for this claim and how we may achieve the condition for better rela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CSR issue has never been treated as a Chinese domestic issue as it should be. Instead of leaving 
the CSR as China's internal problem, the U.S. considers the CSR issue her problem, elevating it as an 
international issue; thus, the US-China relation could not be maintained in a friendly manner. 
Presumably that the U.S. adopted such an approach with her national interests in mind, but that is a 
debatable point between the hawk and dove camps on China. What is clear though, two nations could 
not have a normal relationship if one nation does not respect the sovereignty of the other nation. Take 
Canada and Mexico, the two US neighbors, as examples. If the U.S. did not respect Canada's 
sovereignty over Quebec and treated Quebec's historic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as her own problem 
and concern, would the U.S. and Canada have a nice and normal relationship? If the U.S. would send all 
the Mexican immigrants in the U.S. back to Mexico to establish a separate sovereign entity there, would 
Mexico and the U.S. maintain a friendly relation? The answers are sure no. The CSR issue is similar to 
the above hypothetical US-Canada and US-Mexico issues; why should the U.S. let the CSR spoil he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hat are the real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justification for the U.S. to interfere 
in the CSR issue?
　The CSR issue has been a thorny issue for at least 71 years ever since the ending of the WW II. The 
CSR issue is actually more than a century old from a modern Chinese history perspective. In fact, the 

CSR has been an ancient Chinese sovereignty issue for several centuries. Taiwan was part of the ancient 
China (since the 15th century or earlier) from the traditional sovereignty point of view (discovery, 
occupation by residents of traders, farmers and/or fisherman and evidences such as documents, maps and 
other physical artifacts). However,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facts are not understood by the global citizens, 
including Americans. China's traditional sovereignty had been violated by the colonial invaders from the 
West (Dutch, British, Spanish, Portuguese, French, Germany, American, etc.)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China was also a victim to the imperial invaders, Russia and Japan. China was the chief victim in 
Asia among her neighbors, Okinawa,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Indonesia, Singapore, Indo-China and 
India. Taiwan unfortunately had a treacherous historical background being captured by the Dutch and 
recovered (1621-1641, Portuguese landed in 1517 and called it Formosa) then captured by the Japanese 
(1895-1945) and returned to China in 1945 after Japan was defeated and surrendered in WW II. China 
started her revolution seeking to establish a republic state but never completed it (from toppling the Qing 
dynasty to forming a republic nation, in 1911). Japan's intervention with invasions (the first Sino-Japan 
War, 1894-5 through the second Sino-Japan War, 1937-45, included the horrible 1937 Nanking Massacre) 
had thwarte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roughout the entire 20th century resulting in a fractured China.
　Post WW II, China was divided and intervened again by her two war allies turned into post-war rivals, 
the U.S. (supporting the KMT) and the Soviet Union (supporting the CCP). The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fluenced China's un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created the 
CSR problem existing up until today. Hindsight after the CCP embraced and abandoned the Soviet style 
communism and the KMT relinquished her authoritative governance to a two party democracy (KMT vs. 
DPP), the CSR should be a Chinese domestic issue rather than a legacy problem from the Cold War. The 
Cold War had ended in 1990.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each had gone through drastic experiences of 
successful economical development and advancement. Now the mainland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nd Taiwan's economy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s economy. So why 
should the CSR remain an American business at all, under her One China Policy established since 1979?
Note: Please go to our website on top this page to read Part II of this article.
============================================================================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Abstract
　 Dr. Sun Yat-sen (11/12/1866-3/12/1925) and President Obama are alumni of the same high school in 
Hawaii. Obama has become the 44th President of the U.S. whereas Dr. Sun had devoted his entire lif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ing a unifier and loving person, he yielded his Presidency to another ambitious 
politician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infant Republic nation to be fractured. He had to lead a second revolution 
when the warlords tried to revert the Republic back to an imperial nation. He did not live to see a united 
China but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doctrine live on. The successes of modern Chinese governments in 
improving their citizens' economic welfare are largely due to practicing of his political teaching. With 
further adaptation of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na is expected to rise peacefully and is able to guide the 
world to 'Global Harmony'.
Note: Please go to our website on top of this page to read the entir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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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迪迪在自己的房間裡對著BB熊畫畫，畫一張就撕一張。

媽媽：你為什麼要撕這畫本啊？迪迪：我畫得不像BB熊。媽媽
：不像就再畫嘛，別撕啦，你再撕我就打你。迪迪：你打我也
沒用。媽媽：為什麼？迪迪：你打我就哭，哭有什麼用？
（二）

地板上扔著一本圖書。媽媽：迪迪，把書撿起來，拿回房
間放在你的書桌上。迪迪：好的……媽媽，給你。媽媽：哦？
你看的書，怎麼給我喲？迪迪：書是你拿出來的，你拿回去。
（三）

飯桌上，大家都吃完放碗了，迪迪還是慢吞吞地咀嚼著。
媽媽：嚼這麼久了，還吞不下去呀？迪迪：這口飯你喂的，吞
不下。媽媽：你自己吃的呢？迪迪：我自己吃的很快就吞下。
（四）

迪迪在玩積木，姐姐拿了BB熊玩，迪迪嚷著要搶回去。媽
媽：迪迪別鬧，姐姐玩一會就給你玩了。迪迪：BB熊是我的，

不給。媽媽：家裡的東西是大家的，大家用，大家玩。迪迪：我
的鞋也是大家穿的？
（五）

媽媽：迪迪，你喜歡唱那首歌？迪迪：唱媽媽好。媽媽：唱
吧，大聲點哦。迪迪：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塊寶……
我唱完了，輪到媽媽唱啦。媽媽：好的，我唱第二段，世上只有
媽媽好，沒媽的孩子像根草……迪迪：媽媽，這一段要哭著唱呀
。媽媽：哦？對，哭著唱，離開媽媽的懷抱，幸福哪裡找？迪迪
：媽媽唱得好聽，明天媽媽唱第一。
（六）

媽媽：迪迪，八點鐘了，回你的房睡去。迪迪：不，我今
天和爸爸一起睡。媽媽：那我睡哪裡？迪迪：你睡地板。
（七）

迪迪搭了一間玩具小屋。媽媽：迪迪做的屋子好漂亮喲，
給誰住的呀？迪迪：給外公和外婆住的，裡面有電腦了。媽媽：
有電視嗎？迪迪：電視你去買呀。媽媽：我沒錢買呀。迪迪：叫

爸爸要，爸爸好多錢。
（八）

迪迪：媽媽，我有朋友了。媽媽：啊？有幾個啊？迪迪：
三個。媽媽：男的還是女的？迪迪：女的。媽媽：什麼時候認
識的？迪迪：蕩秋千的時候。媽媽：你和她們牽過手了嗎？迪
迪：牽過一個，還有兩個沒牽過。
（九）

迪迪：媽媽，好多人說我好靚仔。媽媽：誰說的？迪迪：
外面的，好多人，都說我穿這衣服好靚。媽媽：喲，讓我看看
，迪迪真的好靚仔啊！迪迪：媽媽也靚。
（十）

晚飯後，媽媽帶迪迪出門散步。媽媽：颳風了，你冷不
冷？迪迪：不冷。 媽媽：你的外衣還沒扣上呢，我給你扣 好
嗎？迪迪：不是扣，是拉，我自己會。媽媽：我說錯了，是
拉鍊，迪迪比媽媽聰明。迪迪：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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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墨，這是在美部分華人之間對墨西哥人的簡稱，就
像通常稱外國人老外，美國人老美，韓國、印度人老韓
、老印一樣，不含任何貶意，倒是有些幽默、親近之感。

資料顯示，美國有兩千七百萬老墨，其中四分之一
是非法移民。老墨散佈在底層社會各個角落，絕大部分
從事技術含量低的體力勞動，情景與中國的農民工極為
相似。來美國之前，我曾與農民工們有過七年的零距離
的相處，其中還有一年時間與幾十個農民工在一口鍋裡
摸勺子，深刻瞭解他們的喜怒哀樂。所以一接觸這些老
墨，雖不相識，似曾相識之感悠然而生，感情的距離一
下子拉近不少。

初次接觸的老墨，是兩位來給女兒家安裝地板的。
年紀都約三十左右，古銅色的皮膚，短粗敦實的身材，
看上去就有使不完的勁。事實果然如此，一位悶著頭，
把一箱箱沉重的地板條，從車上搬在肩上，扛到不同的
房間。當他把鋪一座獨棟屋兩層樓的地板一口氣搬完後

，心跳是否加快不知道，一口粗氣也沒喘我看的真切。
更有甚者，一般需要兩個人抬的廁所櫥櫃，他卻硬是一
個人從車上卸下，頂在肚子上，抱到樓上廁所裡；另一
位安裝地板，幹起來就像一部開動起來的機器，一直不
停，午飯送來才甘休。對他們的健壯、實幹和高效率，
我暗暗吃驚。

女婿為他們準備的午餐都是雙人份的。他們有時吃不
了就順手放在窗臺上，任其落灰與日曬。收工時也不扔，
說拿回去還吃，出乎我的意外。再有剩飯我就給暫存冰箱
裡。

我的房屋和女兒的另一套房屋裝修，分別由韓裔、華
裔工頭各帶領三、四個老墨來做。這些老墨都是同樣的健
壯、實幹和高效率，真像是一個師傅調教出來似的。

老墨朱莉女士與她的大多數女同胞一樣，身材低矮，
豐滿健壯，熱情開朗，臉上總是流露滿意的陽光。她帶領
兩個姐妹做家庭保潔，每兩周來女兒家幹兩個小時，業務

熟練、緊張有序。把犄角旮旯擦拭得乾乾淨淨，大面整理
得井井有條。她們看到陽臺上堆放著我收穫的 20 多個中國
及日本品種南瓜，提出可否品嘗一下？老伴非常高興的讓
她們各挑選一個拿走。當她們向女兒說起，很願意收些舊
衣服帶回墨西哥，分送給那些非常需要衣服的親朋時，女
兒就把定期捐出的衣物都轉送給她們，讓我們也給她們一
些。對她們的直率與淳樸，我們都很喜歡。

老墨已成為美國的社會政治問題。很多美國人對他們
又愛又恨，恨的是說拖家帶口的老墨無端分享了美國人的
社會福利。其實老墨對美國社會做出的巨大貢獻不容忽視
，一旦沒有了老墨，就會發生：到處垃圾成堆，雜草叢生
，水果蔬、菜爛在地裡，一些餐館、超市、建築工地、
物資分送系統停擺……。中國每逢春節放假，大小城市
的社會服務系統鬧人荒的情景就是活生生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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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我開始服務馬里蘭州的蓋城中文學校。因
此有機會與大華府地區的其他中文學校的工作同仁常有聯繫與
合作，認識了周繼順，她就是王定南兄鶼鰈情深的另一半。她
曾是大華府地區中文學校聯誼會的創辦人、亦是該會首任總幹
事，後來她的繼任者（第二任）就是我，我們相識往來至今已
逾卅年了，友誼非淺。定南兄事業成就非凡，近幾年來大部分
時間是在中國大陸，其工作單位在北京提供他家有一舒適寬暢
的住所。他們熱忱好客，每逢好友赴北京時，必受邀請在其寓
所留宿，並親切接待。他們回馬州我們相晤時，曾多次親切對
我與老伴伯玲表示： 「趁我們目前還在北京，十分歡迎你們來
北京玩，可以住我們家，絕無問題。」盛情與熱忱，溢於言表
。但我都是以同樣的話，婉拒他們： 「多謝多謝，因我年歲已
高，恐不宜長途飛行，今後不會有遠行的計劃了。」

我年逾八十二，歲月有限，體力自然漸趨下坡，確實深
恐對長途飛行的勝任度將快速遞減。但今年初，不知何來的突
然念頭，我對老伴說： 「我們今年再去一次大陸，好嗎？」接
著對她說： 「計劃行程定為一個月。此行我有四個目的: 一是
再回家鄉溫州，向幾個祖墳作可能最後一次的行禮致敬；二是
探望在北京、杭州與溫州三地的至親們；三是打算回訪母校溫
州市實驗中學(其前身就是一九四四年成立的永嘉縣私立建華
初級中學，一九四八年底我在該校畢業)，並贈送我的著書
《一個平凡人的自述》一冊(二〇一三年再版)，存母校留念；
四是順便遊歷山東與河南的主要名勝古跡。」她立即反應說好
啊！但問我為何選去山東跟河南？我說： 「去山東的主要原因
是，去拜謁曲阜的孔廟與登我國五嶽之首的泰山；去河南的理
由是，哪裏是中原文化的發源地。我們從前去大陸旅遊過許多
地方，就是沒去山東與河南，所以這次想借機去這兩個地區，
了一心願。」她同意了，因此計劃就成定局。

我們決定的行程是六月廿日飛離華府去北京，會親戚與看
老友王定南夫婦；六月廿八日從北京飛往青島，參加山東的旅
遊團；七月四日從青島飛往鄭州，參加河南的旅遊團；七月八
日從鄭州搭機去杭州看親戚；七月十二日從杭州搭高鐵去故鄉
溫州，七月十六日坐高鐵從溫州回到北京休息幾天；七月廿日
飛離北京回華府。這樣整整一個月，比我們過去任何一次旅遊
的時間都要久，當然這次我們自己的年齡亦增長了，可見我們
今年遠行的用意與決心，就是基於歲月有限，往後很可能不會
再有此“雄心”了！

行程決定後，我立即跟在北京、杭州、溫州三地的親戚聯
繫，委請他們替我們預訂旅館，並表示旅館費用我們一定自理
，絕對不會接受他們替我們支付的盛意。俟旅館訂妥後，我們
即知會在北京的定南兄賢伉儷，說明改變初衷的緣由。他們很
高興知道，我們決定要去北京了，再度表示歡迎我們住他們寓
所，誠意十足。伯玲對繼順說： 「你們的盛意，我們早已心領
了，非常謝謝，我們已委託親戚預定了旅館，但跟你們在北京
一定會相聚歡晤。」取得了他們夫婦的諒解。

北京（一）
六月廿日，星期一，中午我們搭十二點卅五分聯合航空

(UAL)班機807號，離華府Dulles機場，於次日北京時間下午二
點四十分飛抵首都機場。在飛往北京途中，有兩件意外事令我
欣慰，視之為我倆老這次長途遠行將會愉快平安的預兆。其一
是坐我左邊的一位二十幾歲的年輕人，高高的身材，是北京交
通大學的研究生，主修電腦學，他姓師名軍。他的好友現是美
國馬里蘭大學財經方面的研究生。他利用暑期專程來美訪友後
，很巧與我同機臨座返回北京。我們暢談了許多，如他求學的

來機場接我們的是我表侄女陳愛珠的夫婿邱世榮（阿榮）
。他送我們到預訂的旅館，就在他家附近步行約五分鐘的如家
酒店。愛珠的祖母是我父親的二妹（季丹），就是我的二姑母
，所以我們的表親關係是很近的。二〇一〇年間，我們去大陸
旅遊，因北京是那個旅遊團的起點，我特邀約愛珠與阿榮出來
會會面，我們就是這樣相識了；那天我們因行程的關係，僅在
餐廳接受他們的晚宴，當時有好幾位他們的溫州鄉友作陪，故
無機會話家常。相隔六年了，這是我們第二次會晤，當然大家
歡愉無比。

當晚愛珠與阿榮在家招待我們晚餐。愛珠燒了一桌正宗家
鄉菜，還有她剛包，才出籠的新鮮粽子，樣樣美味，很對我胃
口；頓時，令我想起母親生前在家鄉燒給我們吃的菜餚，內心
深處那份對母親感念之情，即油然而生；伯玲亦頻頻說好喫。
阿榮他倆酒量都很高，喜歡喝岳家（娘家）贈送的家鄉白酒
（老酒汗，註一）。席間我與伯玲很好奇，細聽阿榮酒後回憶
廿四年前（一九九二），他們從溫州來北京打拼的心路歷程
（註二）。如今事業有成，人都稱他“邱總”，還擁有高級轎
車(Mercedes Benz)與兩座住房，廿六歲的愛子（我的表侄孫）
學通（阿通），品學兼優，孝順父母，大學畢業後即考取國家
公務員資格，現服務於北京市東城區公安局。我與伯玲都為他
們這個名實相符的幸福家庭而高興，更為他白手起家的創業精
神而驕傲！阿榮在餐桌上對我們說: 「伯伯，伯母你們高齡，
還能從老遠的美國來看我們，是我們的榮幸，真的很高興，
請你們不用客氣，需要什麼就說，我一定會讓你們在北京有
個好心情，還要請你們嚐嚐北京的各式道地名菜。」他這番
發自肺腑的誠意，怎麼不令我們感到欣慰與感激呢？！餐畢
，我們表示，決定明天休息養神，無活動，謝拒了他們原先
要陪我們去景點遊覽的計劃。告辭時，阿榮陪送我們回旅社
，愛珠一臉笑容，還堅讓我們帶走十來個她親手剛做的粽子
，殷勤地邀請我們明天一定來他們家吃飯，濃鬱的親切之情
，表露無遺。（下星期四續）
（註一）：

溫州鄉下人家每年會將自己釀造的老酒，加以煎蒸，所
凝結出白色的汗珠狀的液體，很醇醲，溫州人通稱這種白酒
為 「老酒汗」，亦是最受喜愛的家鄉酒。

（註二）：
表侄女婿邱世榮是一九六五年出生在老家溫州三溪鎮的

郭溪，有兩兄一弟、無姐妹、父親不識字、務農、曾對兒子
們說： 「以我們家庭背景，你們就是念了書，亦不會出頭的
，不必念書了，就好好跟我一起種種田。」所以，世榮念完
小學就在家幫父親幹農事。但他生性好動，腦筋靈活，不願
意長遠困居農村生活，滿腦子想外出開展視野，故後來進城
當車床工。為了要學習及增長技術，能有一技之長，曾多次
對工頭要求： 「我需要學習，請你教我本事，我可以不要工
資，好不好。」所以，他時常是免費加班學習，深獲領導賞
識。一九八九年他與愛珠結成連理，次年就有了愛子學通。
後來從一位在北京經商有成的鄉友哪裏聽說，北京是首都、
創業的機會多、值得年輕人去哪裏闖一闖。這話正符合世榮
的的性格、很對他的“胃口”、打動了他的心。於是，一九
九二年三月十八日，世榮就告別雙親妻兒與家鄉，毅然隻身
直奔北京，開始他打拼與追求夢想的生涯，時年尚未滿廿七
歲。開始時，在北京是人生地不熟，他努力尋找一個繁華而
人流動又多的地段，用他手頭上微薄的資金，租一間門臉房
（臨街底層的商業房間）與櫃檯，開始售賣緊固件、螺絲釘
、螺母與螺絲等小本生意。同年十月間，妻子愛珠就帶著兩歲
的兒子學通，從家鄉來與世榮會合。夫妻兩人一起打拼，每日
在照顧生意的同時，亦要看護在旁幼兒的成長。這是他倆在北
京初期謀生的寫照。憑藉著年輕力壯、靈活的頭腦、堅強的
意志與喫苦奮鬥的精神，隨著時日的纍積，老天讓世榮逐漸
脫離了困境，步向坦途，開創自己的事業。他們第一部車子
是二〇〇〇年買的，是所謂的麵包車。翌年，即購置了現住
的房子。他們終於在二〇〇二年，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是北京天榮鑫五金機電有限公司。開始時，自己都不知道如
何跟客戶簽寫合同，經不斷努力學習，困難終於克服。開著
Mercedes Benz的高級轎車，被人稱為“邱總”，迄今已有十
六年了。愛子學通品學兼優，孝順父母，大學畢業後即考取
國家公務員資格，現服務於北京市東城區公安局，為親朋鄉
友們所稱羨。愛珠不但是世榮的賢妻，學通的良母，亦是
與夫君一起打拼的忠實好夥伴，實乃天賜的一對恩愛良緣
。不久前，他們夫婦在自家附近買了第二個住宅，留著作
為兒子成家的新房。現在他們過的是苦盡甘來，舒適平和的
幸福生活。往日打拼的辛勞奮鬥與所有的挫折跟淚水，均已
成為他們今生美好的回憶了！

2016/09/28（孔子誕辰紀念日） 於馬州

文/季蕉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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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副 刊
1117D05

（接上週四B4版）2016年6月，我與嘉
禾來美國與女兒女婿團聚。一次參加教堂的活
動，我們認識了一個雙種族家庭：白人父母
、白人女兒和華人女兒，一家人親切和睦，
十分幸福。發現我們是中國人，這對白人父
母就帶著他們的華人女兒過來與我們談話。

“我是中國人，同時，我也是美國人。
我15歲，我的中國名字叫茉莉，英文名字叫
Jasmine，也是茉莉花的意思。”茉莉向我們
介紹她自己時，她的養父母很深情地看著她
。

“你是中國什麼地方的人？也就是說你
來自中國哪裡？”我這句話一出口就意識到
自己闖了話題禁區：這不明擺著她是被美國
養父母收養的，作為被親身父母拋棄的孩子
，被收養時大多還在嬰兒期，她怎可能知道
那麼清楚自己的原生家庭籍貫？還有，要讓
一個人說出自己從小是棄嬰這樣的事情，未
免有些太殘酷！

“我是廣東人，我的美國爸爸媽媽在廣
東陽西縣社會福利院收養了我，他們很愛我
，我也非常非常愛他們，我愛家裡的兩個妹
妹，我們一家很幸福！”茉莉很坦然地回答
我的問題，看來，她的心理狀態很健康。

“哦！我們可以算半個老鄉了，我在廣
東工作了20年，工作地點離陽西縣不遠，你
出生時我們正好還在廣東工作。”

“您還回廣東嗎？如果回廣東去，方便
的話，我想跟你們一起回去看看。”

“近期我們也回不了廣東，以後要回去
就一定告訴你。你爸媽支援你回中國去旅遊
？”

“他們早就把收養我的檔給我看了，所
以我知道自己是廣東陽西縣人。從小我的爸
爸媽媽就花錢讓我學習中文，讓我多與中國
人練習口語，給我買中國風格的服裝，說等
我長大了就可以回中國找自己的親生父母。
”聽她這樣說，我感歎她的養父母對她的慈
愛和寬廣的胸懷！

“如果找到親生父母了，你是想留在中
國還是美國？”

“當然是留在美國！現在的爸爸媽媽家
才是我的家。對於親生父母，我心裡很想念
，也很想親自問他們，當初為什麼要拋棄我
？”茉莉說這話時心情有些暗淡。

“父母拋棄孩子，在廣東最主要是因為
計畫生政策一對夫婦只能生育一個孩子，而

廣東人家裡要是沒有男孩子，在家族和村鎮
社會中就會受到歧視，這樣的家庭迫於那種
重男輕女的社會惡習壓力，他們就會偷偷拋
棄女孩之後再設法生男孩，要是第二胎還是
女孩，就有可能還會被拋棄。”對茉莉講述
這種殘酷的社會現實，我心裡也很難受。

“您說的情況我也知道，但我心裡還是
想知道拋棄我時他們心裡是怎麼想的，如果
知道我現在活得很好，他們又會怎樣想？幾
年前我就寫過一封信給陽西縣社會福利院，
請他們幫我尋找親生父母，同時，也給親生
父母寫過一封信，請福利院轉交給他們。”

“陽西福利院回信了嗎？”
“回了，說還沒找到。”
我感覺這些話題越來越沉重，於是想轉

移話題：“你在學校裡有華裔同學嗎？”
“有，像我這樣被收養的孩子也認識好

幾個，每到中國節日，比如說中秋節、春節
和端午節，我們幾家的父母就會把我們聚集
起來一個過節，吃粽子、吃月餅、還要燒香
祭祖。”

“以後你們有中國節日活動，我也來參
加。”

“那就太好了！歡迎您參加我們節日活
動。”

教堂活動完畢後，在回家的路上，我和
嘉禾談起23年前她在北京參加中國石化所屬
高校英語教師口語強化訓練時的美籍教師珊
迪女士，珊迪 2000 年 5 月來中國收養了一個
女孩，是在江西南昌社會福利院收養的，16
年了，珊迪一家在哪裡呢？他們的養女也應
該比茉莉還大一歲了。

2016 年中秋節前的一個禮拜六傍晚，茉
莉和其他幾個收養華裔孩子的家庭聚集在茉
莉家一起慶祝中秋節，我們也被邀請參加活
動。我們帶去了大月餅和柚子，幾家人一起
互相品嘗各家的月餅和水果，同時海闊天空
聊起了天南海北的趣聞軼事。等到大家的話
題稍停時，嘉禾談到了珊迪一家的中國情緣
，並說很想與他們再次取得聯繫。茉莉的養
母說這事不難，只需要把珊迪和克瑞斯的名
字放到“收養中國兒童家庭協會”（Families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簡稱 FCC）的網頁
上搜索，就有可能找到他們一家。

在茉莉養母的指點下，我們將珊迪和克
瑞斯的名字放到 FCC 網上搜索，找到 168 個
同名的家庭聯繫電話，再經過地域和收養孩

子年齡的篩選，只剩下 3 家疑似我們要找的
珊迪和克瑞斯，嘉禾冒昧逐一打電話詢問，
終於在第二家電話中找到了珊迪。

“請問，您是曾經到中國石化總公司英
語強化訓練班任教的珊迪老師嗎？”

“你是誰？找珊迪有什麼事？”
“我是珊迪當年的學生嘉禾。”
“哦！嘉禾，我想來了，你就是那個演

講比賽第一名的嘉禾？太好了！你現在哪裡
？”

“我在華盛頓 DC,… …”中斷聯繫二十
多年的老友終於又聯繫上了。

“我們一家正在策劃去中國，按照你家
過去的聯繫電話找不到你，照你家原來的地
址寫信也不見回信，原來你們也來美國了
… …”兩個老朋友激動地有說不完的話。

“你說正在策劃去中國，是要去中國旅
遊嗎？”

“不完全是旅遊，重點是去幫助女兒尋
找她的原生家庭，找她的親生父母。”

“找她的親生父母？有線索了嗎？”
“沒線索。當年的收養材料上只寫明瞭

她是一出生就被人深夜丟棄在大街上，天明
後被路人發現後報警，之後被派出所民警送
到了南昌社會福利院。”

“憑這麼一點資訊，要找到她的原生家庭
，那比大海撈針還難！”

“再難我們也要去試試，至少我們可以讓
女兒看看那家曾經養育過她8個月的社會福利
院，也讓那家福利院的工作人員看看這個當年
的棄嬰已經在美國長成美麗的大姑娘了。我們
還做了長久尋找的打算，可以把女兒的照片和
基因分析報告留在福利院，還準備把女兒被收
養時的照片放到南昌的報紙和相關的尋親網頁
上，雖說像是大海撈針，但還是有成功找到她
親生父母的希望。”

“如果找到她的親生父母了，下一步你們
怎麼辦？是讓女兒留在中國還是回到美國？”

“這就讓女兒自己決定吧！其實，在我們
告訴她是收養孩子之前，她還滿以為我們是她
的親生父母呢！她與克瑞斯還真像親生父女，
誰也看不出什麼破綻。是女兒16歲生日那天
我們才告訴她真相的。當時她根本就不相信，
直到最近我們一家去做了非親子鑒定，她才接
受了這個事實。”

“既然孩子早把你們當做親生父母了，為
何還一定要為她找到原生家庭？”嘉禾對珊迪

為養女尋親的想法還不是完全理解。
“如果我們永遠掩蓋真相，那是不道德的

。讓女兒到中國見到更多與他們長得一樣的人
，有利於建立她的身份認同。我們嘗試幫助女
兒到中國尋親的旅程，是希望她能夠以中國為
母國而自豪，希望她將來以更好的心態融入美
國社會生活，找到自己在美國的身份歸屬感。
我們並不希望女兒徹底成為美國人，而是要她
認同自己的雙重身份——既是中國人又是美國
人，這是一種自豪而且令人羡慕的身份。我們
帶領她去中國旅遊，讓她儘量與中國文化親密
接觸，等她將來大學畢業走向社會之後，或許
還會成為推動中美友誼的橋樑人才。”

“珊迪老師，你真是太偉大了！”嘉禾不
由得讚歎珊迪的寬大胸懷。

2016年10月初，珊迪一家開啟了到中國
的尋親之旅。他們首先到了南昌社會福利院
，辦理了委託尋親的各種手續，並見到了當
年養育過他們養女的那些員工們，並請他們
一起去酒樓用餐聊天。

扶桑花終於看到了自己曾經的生存之地
，心中既勾起了對親生父母的思念，也多少
對之有些怨恨：父母為什麼要拋棄我？他們
想念過我嗎？如果找到了親生父母，我們有
話說嗎？

珊迪一家在南昌停留了幾天，把南昌周
邊的名勝古跡遊覽一圈後，就去到北京看故
宮、看長城。他們一家準備花一個月時間在
中國各地旅遊，讓扶桑花為自己有這樣美麗
的中國而自豪。在西安參觀兵馬俑時，珊迪
給嘉禾發了一個微信說：在中國旅遊的時間
越久，扶桑花看到中國歷史古跡越多，她的
中國人自豪感就越來越強烈了！就連克瑞斯
也似乎忘記自己是美國印第安人，而把自己
當做地道的中國人了！

嘉禾給珊迪回微信說：你當年來中國石
化任教，就決定了你這一生的中國情緣，你
女兒是道地中國人，你丈夫從基因上也回歸
到中國了，所以，你們的家庭是一半中國一半
美國，你們一家都是中美友誼的最好見證！

10月底，珊迪一家回到了美國，扶桑花
的原生家庭暫時還沒有消息，但這趟尋親之
旅讓他們一家都感到非常滿足，感到中國也
是他們的家，扶桑花說：我們的中國家很大
很大，美國的家也很大很大，擁有世界上
這樣兩個最大的家，我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
的人了！

珊迪一家的中國情緣（下）
作者： 李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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