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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運動健將陳傳奪兩面金牌銀髮運動健將陳傳奪兩面金牌
高齡高齡8282歲的老年運動健將陳傳長歲的老年運動健將陳傳長﹐﹐上周末參加德州上周末參加德州Brazo ValleyBrazo Valley老年運動老年運動
會會(Brazo Valley Senior Games)(Brazo Valley Senior Games)﹐﹐在籃球項目大獲全勝在籃球項目大獲全勝﹐﹐奪得兩面金牌奪得兩面金牌﹐﹐人生人生
獎牌紀錄累積超過獎牌紀錄累積超過5050多面獎牌多面獎牌﹐﹐功勳彪炳功勳彪炳﹒﹒身為場上唯一華裔選手身為場上唯一華裔選手﹐﹐他鼓他鼓
勵華裔民眾多參加體育競賽勵華裔民眾多參加體育競賽﹐﹐堅持體育鍛鍊堅持體育鍛鍊﹐﹐這也是他保持精力旺盛和強這也是他保持精力旺盛和強
健體魄的秘訣健體魄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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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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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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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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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QS170302B達福社區

由達福台灣同鄉會及達拉斯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合辦之紀念228事件七十週
年音樂會於 2017 年 2 月 25 日下午在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Richardson
圓滿舉行。達拉斯地區台美人及美國友
人計約2百人參加，駐休士頓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夫婦亦應邀全
程參加。

音樂會開始之前，每位與會者繫上
黃絲帶，表示對 228 受難者之追思與悼
念之意。聯邦眾議員Marc Veasey，Eddie
Bernice Johnson 以及 Frisco 市長 Maher
Maso都為此次音樂會寫信致意。這次記
紀念會的司儀，也是台鄉會最年輕前任
理事鄭宇哲，朗讀Johnson 的致辭，致辭
中說“二二八事件的慘劇會在台灣歷史
上永遠受人銘記，這一天是台灣史上痛
苦的里程碑，但也是轉型的催化劑。就在
這些台灣英烈的犧牲下，台灣現在已綻
放成一個繁榮的民主國家”。

此次音樂會籌辦主席蔡
靜輝教授于致辭時表示，或許
有些年輕人對國內記錄二二
八事件之歷史文件，無法决定
其可信度，但事件發生當時的
美國駐中國大使 John Leigh-
ton Stuart曾於1947年寫了一
份給蔣介石的備忘錄(Mem-
orandum on the Situation in
Taiwan)，忠實地記錄了二二
八事件肇因，以及事後中國軍
隊如何殘殺台灣精英士紳的
史實。該文件可於網上自由下
載，建議各位閱讀。228事件是
台灣最重要的節日，給予台灣

人的啓示是，外來統治者絕不會為台灣
人民之幸福著想。台灣人民要自由民主、
安居樂業，只有一條途徑，就是拒絕外來
的統治，建立自己的國家。

音樂會首先在蔡維禮牧師帶領全場
聽眾默禱下揭開序幕。這場音樂在六位
才華橫溢的年輕台灣音樂家之表演下，
充滿了追思的情感。無論是劉杏芳小姐
以竪笛演奏「台灣頌」，或是蔡孟融小姐
聲樂演唱「上美的花」，甚或蔡宇明鋼琴
家彈奏的「龍舟競渡」，知名台灣作曲家
蕭泰然的曲調都被詮釋地令人感動。台
心合唱團這群長年在美國為台灣主權獨
立而打拼的資深台美人，更以兩首感人
的歌曲「天總是攏會光」以及「台灣」為音
樂會畫下完美的句點。長年旅居英國的
李博士並送給所有與會者一份上面刻有
228 的義美糕餅，希望大家共同以此紀
念這是一個不可或忘的節日。(台灣同鄉
會供稿)

達福地區台灣人紀念228事件七十周年
音樂會圓滿成功

「「台心合唱團台心合唱團」」及蔡孟融及蔡孟融、、蔡維恕兩位夫妻檔聲樂家合唱兩首令人動容的歌曲蔡維恕兩位夫妻檔聲樂家合唱兩首令人動容的歌曲「「台灣台灣」」及及「「天總是攏會光天總是攏會光」」

駐休士頓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夫婦特別從休士頓前來參加音樂會駐休士頓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夫婦特別從休士頓前來參加音樂會

劉杏芳及林聖馨竪笛二重奏演奏劉杏芳及林聖馨竪笛二重奏演奏
五首膾炙人口的台灣民謠五首膾炙人口的台灣民謠

蔡維恕及蔡孟融夫妻檔聲樂家的蔡維恕及蔡孟融夫妻檔聲樂家的「「弄臣弄臣
」」歌劇表演歌劇表演

鋼琴家蔡宇明表演知名台灣作曲家蕭泰然的鋼琴家蔡宇明表演知名台灣作曲家蕭泰然的
兩首台灣民謠兩首台灣民謠

台心合唱團伴奏李家萱小姐表演蕭邦的台心合唱團伴奏李家萱小姐表演蕭邦的CC小調鋼小調鋼
琴獨奏曲琴獨奏曲

QS170302A達福社區

Dallas書畫協會即將舉辦慶祝20週年第二
場展覽。活動場地與宣報由市政府贊助。請大家
多多響應。展覽的規則主要是:尺寸規定、送件方
式、選擇優秀作品。規則其實不繁雜。請細心閱
讀並配合。我們有一個盛大的開幕式是在 4 月
13日5:30pm。(去年開幕式1:30開始。開始並沒
有超過100人。到五點時人數已近300人。)這是
弘揚書法、國畫、油畫、水彩藝術的絕佳選擇。開
幕式即將邀請主流社會藝術人士觀禮。

“達拉斯中華書畫協會20周年慶典美術作
品展”是由布蘭諾亞裔文化節組織、達拉斯中華
書畫協會共同主辦的藝術展覽，展覽旨在弘揚
亞裔藝術文化。將于2017年4月13日五點半到
七點在Plano Courtyard Theater 舉辦開幕會。本
次展覽以從4月10號開始到5月15日結束。現
將此次展覽的有關事宜通知如下：
一、支持單位：City of Plano
主辦單位：Plano 亞裔文化節 Celebrating Asian
American Heritage Foundation & 達拉斯中華書
畫協會
二、展覽組委會
策展人：王賓
組委會委員：何嘉雄 王賓 丹青 晏靜 李鍵
三、評選委員會由達拉斯中華書畫協會評委專
家組成 王賓 丹青 晏靜
四、展出日期：2017年4月10日 - 5月15日
五、展出地點：Plano Courtyard Theater, 1509 H
Ave, Plano, Texas 75074

六、展出規模：本次展覽展出入選作品40件左右
，以達拉斯中華書畫協會的會員作品為主，同時
邀請達拉斯北德州亞裔攝影協會和其它亞裔藝
術愛好者參展。
七、作者待遇：組委會向參展作者頒發證書。刊
登當地各媒體新聞公告。
八、參展要求：除特別邀請參展，必需是達拉斯
中華書畫協會本年度已付費正式會員(年費
$15)。
1.初評：參展作者需提供送展作品高清電子照片
1張（文件名以作品類別及作品名稱表注）。作品
電子版收件郵箱: dallaschineseart@gmail.com。
1a.注意寄送作品的電子文件名不能使用作者姓
名表注。如果以個人名稱標注，送件作品為無效
送件。
1b.文字檔文件一個，注明：姓名（以護照名為准）
、作品標題、詳細聯繫地址、郵編、聯繫電話、展
覽名稱。
1c.展覽作品尺寸要求:最小邊不得小于17英吋。
最大邊不得大于62英吋。以上是指裝裱後的邊
框最大邊尺寸。

評選採取無記名投票方式評判產生。初評
結果將及時在協會網站公布。
2.復評：初評入圍作者按要求自行裝裱原作參加
展覽（送原件時間地點另行通知）。注：初評未入
圍作者不另行通知，照片不退。
2a.初評投遞作品照片，相同作品照片（在同一個
展覽中）如反覆多次投遞，將視為無效稿件，取

消參評資格。
3.參展作品一律為作者原創作品，嚴禁使用高仿
、抄襲、複製作品參展！否則造成任何法律糾紛
或責任，作者自負，並在協會網站進行公告，取
消其參展資格。
4. 每個展覽項目每位作者只限一次參展資格
（含合作作品）。
九．送件要求：

展出書法、國畫、油畫、版畫、水彩、插畫、設
計類、綜合類作品；作品尺寸要求: 最小邊不得
小于17英吋。最大邊不得大于62英吋。以上是
指裝裱後的邊框最大邊尺寸。送件作品背面右
下角請自貼標簽用鉛筆寫明：姓名、標題（和畫
面相同）、尺寸（高x寬）、地
址、郵編、聯繫電話。送件須
檢查並且簽署登記作品展
覽破損情况免責表格。
十、收作品照片時間：自廣
告發佈之日起至 2017 年 3
月28日止，以收到郵件時間
為準。
十 一、收 件 地 址: Plano
Courtyard Theater 收件只通
知入選參展者(時間稍後公
佈)
十二、主辦權：主辦單位對
參展作品有展覽、研究、攝
影、錄像、出版及宣傳權。

十三、凡送作品參評、參展作者，應視為已確認
並遵守徵稿啓事的各項規定。
十四、畫展信息可登錄網站並關注微信。(微信
ID:JoshuaHough)
何嘉雄 (何三和) 敬上
Joshua Hough
Chinese brush arts - calligraphy & painting
德藝書畫網 www.art-virtue.com，達拉斯書法
www.art-virtue.com/demo
臉書: www.facebook.com/chinese.calligraphy.3
影 片 示 範: www.youtube.com/user/artvirtue/
videos

達拉斯書畫協會20週年慶典美術作品展

達拉斯榮光會，將舉辦2017年的
第一場新春餐會。餐會時間訂於，2017
年三月四日(禮拜六)，上午 11 點 15
分，地點在 75/ Park，東南角的中式
自助餐廳 「KING BUFFET 」，地址是
521 East Central PKWY Plano TX.
75014，電話（972）422-0000這次的新
春聯歡餐會，將有豐盛的自助中式餐

飲，會中更有會長，顧問和理事們，所
提供的現金紅包，及豐富的禮品抽獎
活動。凡現場繳交，2017 年會費(US$
10元)的會員們，免繳餐費，其配偶及
家人朋友，每人酌收餐費$10元。歡迎
闔府結伴光臨，敘舊話新，一齊共迎新
春。榮光會歡迎台灣來美，僑居北德州
地區，凡中華民國政府之軍，警，憲，公

教人員及其配偶，子女，朋友，皆可加
入［ 達拉斯榮光會］，我們將舉辦，不
定期的活動，讓會員們互相交流資訊，
增進情誼。

達拉斯榮光會，順應時代需求，今
年特別開設了「美國達拉斯榮光會」臉
書群，歡迎大家搜尋加入，踴躍貼文與
討論，並且隨時關心及查詢會務事項。

2017年榮任職務人員如下：
會長：黃甫泉（214）288-8867，財務長
：宋宏一（972）741-7160，秘書長：張
東平（214）535-3101
榮譽顧問：丁玉琦，馬文援，楊愛民，牟
呈華，谷祖光。
理事：李本經，趙家輝，李智民，金奎
星，張耀華，朗德龍，屠華光，葉傳誠，

周環宇。
達拉斯榮光會，全體會員，歡迎您的加
入，讓我
們 攜 手
同心，共
創未來。
(榮光會
供稿)

達拉斯榮光會春季聚餐春到人間，欣欣向榮！

如何經由分散風險，避稅，轉移及保
護資產，來規劃您優質的退休生活！

我們將用六個關鍵領域，來幫您有
效地積累和保障您的資本。學習如何最
大限度地
1. 保障資產
2. 降低所得稅

3. 做好退休規劃
4. 規避資本風險
5. 建立收入保障
6. 降低遺產成本
的各種策略和方法，我們會為您分析目
前的規劃。給予最適合您的需求建議。
主講者：Tony Li 紐約人壽保險公司 高

級財務管理顧問
活動時間: 3月22日 下午 2-4pm星期三
活 動 地 點: 4720 Peachtree Industrial
Blvd.，Suite 5202，Norcross，GA 30071
周可貽投資保險事務所

會用廣東話演講，機會難得！座位有
限請速報名 ＂RSVP＂以便安排。

請用以下電話或電郵地
址報名:
Tel: 678-677-3037 馮
景

良
Email: thomas.
tfung22@gmail.com
(廣東同鄉會供稿)

廣東同鄉會 紐約人壽保險公司 合辦
規劃您優質的退休生活免費講座 (廣東話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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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中美論壇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http://english.us-chinaforum.com/weekly-forum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中美論壇稿約
評論時政的利弊得失，伸張世界的正義

公平，良心知識分子的園地，歡迎來稿投
書和回響，作者文責自負，請留真實姓
名，地址，電話，不改稿，不退稿，不付
稿 酬 ， 所 有 稿 件 及 信 函 ， 請 email至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h

186

社務委員：張紹遷  周友道   水秉和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范湘濤   張文基兼社長

張一飛   陳立家

本文筆者亦親自前往琉球參與反對邊野古基地建設活動，站在第一線現場與
參予活動之琉球人民訪談，並依照社會科學學術倫理之要求，並不設置前提 由
受訪者自行闡述。本次訪談對象為反基地運動之國際通譯、高中教師、抗議專
車領隊（該專車每日早上由那霸市沖繩縣縣廳前廣場發車）、抗議活動參與人
士。最後，再以詮釋方法將其整合為一個完整的琉球主體的大敘事。

Abstract
   When political analysts talk about the US-China relations, they tend to present a complicated, fuzzy, 
and dangerous picture. Therefore, some US citizens would resign to a position promoted by mainstream 
media that China is a threat to the U.S. but not understanding why. Some citizens would be skeptical 
about 'China threat' but not able to repudiate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China is rising fast, economically and militarily, 2. China is causing US 
domestic problems, taking away her jobs, 3. China holds a big US debt making her poor and 4. China is 
influencing the US-l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diminishing her world leadership position. In addition, 
the trade imbalanc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by currency exchange rate have been 
viewed as two knots in the US-China contention. In this column, we will argue that the above points do 
not pose a threat to the U.S. and the trade-currency problems are not Gordian knots at all.  *For the full-
text of this articl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ww.us-chinaforum.com/

日前應中評社記者及中評智庫
副執行長宋楷文之提問談今後的美
中關係。

1）特朗普的中國政策到底是什

麼？特朗普希望在美中關係中得到

什麼？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必須談
特朗普革命的意義和他執政的最大
動力和目標。 他的中國政策必將
服從于他的世界觀和執行他的世界
觀的全球戰略上。

從二戰以來美國逐漸拋棄自掃
門前雪的傳統保守主義政策，變成
世界的超強，也給美國帶來繁榮和
輝煌，在 1960 年代中期達到頂
峰。其後由於陷入越戰的泥沼，美
國入不敷出國債開始飄升，為了扭
轉不利的態勢，尼克森總統做了扭
轉乾坤的兩件大事：a. 中美合作
共同牽制蘇聯 ; b. 美元與黃金脫
鉤及石油以美元定價。這些戰略的
實施促成1991年東歐共產政權和前
蘇聯的解體。 

在1991年東歐各國共產政權垮
臺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
強，為加大對全球的控制，金融寡
頭支持下的美國精英階級依賴三個
支柱：1. 論述了全球化理論，藉
由強大的美元貨幣與自由主義貿易
思想，弱化各個國家的主權管理強
度，建立美國主控的經濟世界。 
2.透過非政府組織，智庫，高校和
媒體宣揚美歐的自由主義政治的
"共同價值觀"，以便發動顏色革
命。3.以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將
反對上述兩個支柱的國家摧毀。 
然而，最大的傲慢就會帶來最大的
失望，過去25年的不受牽制的濫用
上述三種力量造成今天世界各地的
動亂，貧富差異和普遍不滿。 

特朗普革命和英國的脫歐就是
歐美核心地區人民的覺悟。這些人
民的訴求就是對美國過去所鼓吹的
全球化的反思和挑戰，希望強化民
族國家的獨立性以保護當地人民的
利益。特朗普因此提出了許多違反
他自己階級利益的政策；在這個意
義上他們與中國近代許多革命者的
經歷多麼相似！ 

我親身觀察了美國四十多年來
的沉淪，能感受到美國百姓的失望
挫折和無奈！他們曾寄希望于小布
希，也寄希望于奧巴馬，但是都失
望了！許多感受到自己生活品質的
被迫下降，也看到國債、財政赤
字、金融、教育、醫療、福利、邊
界管理、反恐無力、貧富兩極、政
府無能，等等問題。而兩黨的精英
人物還是老調重彈，講的冠冕堂皇
而事實上是為幕後的金融寡頭服
務。就在這個時候草莽英雄特朗普
出現了，他無視許多傳統政治精英
的政治正確套話，指出問題的本
質，就像在枯乾的原野上點起燎原
大火，燒遍美國內陸大地。 

特朗普的首要目標是明確的：
讓美國再次偉大，透過各種政策使
美國更安全，使得中產階級的生活
改善，而美國的外交政策必須為此
目標服務。 

特朗普的外交理念將和過去五
十年以來的所有總統不同： 

1. 他反對自由主義的經濟全球
化理論，反對TPP，重新談判北美
自由貿易區協定等等，更傾向於加
強民族國家的主導力量。

2. 他拋棄"共同價值觀"反對在
世界各地透過援助所謂的"非政府
組織"發動顏色革命。 

3. 反對違反美國人民利益的對
外軍事干涉行動，例如過去十幾年
間發生的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
戰爭。 

4. 主張加強美國軍事實力做為
保護美國利益的屏障。

5. 他的對外頭號打擊目標就是
伊斯蘭恐怖力量。 

6. 明確的聲明希望和中國及俄
羅斯基於發展共同利益的和平繁榮
友好關系而非戰爭和破壞。 

特朗普對中國沒有意識形態的敵
意，他的要求是中國能在安全領域
及美國經濟復蘇方面提供有價值的
合作。然而，從美國精英階級的立
場看對美國的最大威脅有三：俄羅
斯，中國和伊斯蘭極端主義。 
911之前，中國就被認為是將來最大
的競爭對手，小布希也曾對普金表
達過極大的善意，但是911的發生轉
移了焦點。 如今，美國陷入對三方
面的緊張關係，這不符合美國的利
益，所以特朗普政府必須厘清輕重
緩急，2017年是定義美國將來對中
關係的決定性的一年。 

2）特朗普中國政策轉變的根源

特朗普當選後的兩個多月時間，
在大陸美國和台灣的關係間發出了
許多與過去美國政策不同的表訴，
令許多觀察家感到憂心，然而，對
我而言我從不擔心川普會放棄"美國
的一中政策"，因為：

1. 該政策的模糊空間對美國是有
百利而無一害的。

2. 拋棄該政策將迫使中國採取不
可估量的反制措施，而川普是務實
的，不可能在面臨重大內部挑戰的
此時，過度的操縱這議題。

3. 中美的實力和緊密的經濟聯繫
以及衝突對世界的影響都令全面攤
牌不可能發生。 

然而，戲劇性的一刻發生，就在
特朗普的國防部長馬蒂斯剛完成對
韓日的訪問，重申對在韓部署薩德
（THAAD）反導系統，協防釣魚臺列
島及加強美日韓同盟關係等中國關
注的問題做出強勢而清晰立場，和
二月十日日本安倍首相將與川普舉
行高峰會談的前夕，二月九日晚間
中美雙方發佈了特朗普和習近平的
電話會談：特朗普同意恪守"美國的
一個中國"政策。二月十日在和安倍
的記者招待會中回答日本女記者以
攻擊中國南海政策和貨幣匯率為主
軸的提問中主動提到與習主席的積
極談話，預期良好的中美關係，並
強調這也符合日本利益。 整個的過
程和時機的掌握充分顯示了特朗普
的理智和卓越領導能力。 

特朗普團隊中有對華不友好的重
要人物如白宮首席戰略家 Steve 
Bannon和 主 管 貿 易 的 Peter 
Navarro，然而也有務實的如川普女
婿Jared Kushner和國防部長James 
Mattis。這次特朗普的適時表態是
團隊中務實力量的作用，也是中國
細緻，耐心和綜合實力外交的展
示。特朗普是一個有能力有精力的
強勢總統，透過這次事件可以更直
接的瞭解特朗普將來的對華政策。 

3）特朗普亞洲政策和美中關係

特朗普的具體 亞洲政策將立足于
如何支撐他的"美國優先"政策。美
國的東亞政策在2009年以後發生了
質的變化：奧巴馬和希拉蕊啟動了
亞太再平衡政策，加深南海國家的
矛盾，鼓勵以安倍為首的右翼勢力
改變日本對和平憲法的解釋以便給
美國更大的支援來牽制中國。 這個
政策是獲得美國兩黨建制派的共同
支持，他們的勢力遍佈美國的智庫
界，軍界和學界，因為它反應了美
國精英階級對中國走向全面復興的
深切不安。特朗普將延續這些政
策，但是他會拋棄"價值同盟"的旗
幟而追求現實的利益。 

美國亞太利益的主要威脅有二：
1.朝鮮加速核武和導彈的發展。 
2.南海的"自由航行權"。它們的

共同特點就是威脅到了美國的地緣
政治利益！ 

美國在東北亞的安全支柱就是利
用日本和韓國牽制中俄，透過與兩
國的協防條約保障兩國的安全，並
控制兩國軍力的發展使得兩國不能
擺脫美國的主導。朝鮮為了金家王
朝的生存不顧聯合國的反對和制裁
發展核武，直接威脅韓日的安全，
如果不處理，將加速日韓的核武

◎張文基 化。從Mattis的首次出訪就是韓
日，可看到此問題對美國的重要
性。不排除特朗普將以更嚴厲的採
取先發制人的手段解決問題，但也
可能先用恩威並濟的手段謀求與金
正恩的直接對話。強化與韓日的關
係將是特朗普亞洲政策的基石。 

人盡皆知南海"自由航行權"是美
國的一個藉口，因此越來越多的相
關國家不願隨著美國起舞。美國在
南海的直接利益是有限的，但是南
海的水道是許多國家，特別是日本
的生命線，因此如果中國成為南海
的唯一有實力的控制者，一旦有
事，美國就會失去對日韓及區域各
國的控制，這是美國所擔心的。 

特朗普沒有意識形態包袱，也沒
有意願顛覆中國，他的對華政策是
改變他所認為的因為美國過去政府
的無能所造成的對美國不公平的貿
易規則。以一個成功實業商人，他
要調動一切有利條件來減輕美國的
貿易逆差和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 
美台關係包括軍售問題都是可以談
判的，他關心的是他的讓步能讓美
國得到多少利益回饋。 

4）特朗普政府對未來中國發展

的可能影響

特朗普是美國幾十年來非常特殊
的一位總統，他的上任將給中國帶
來許多機遇。 首先，他的世界觀給
中國路線的實踐可能減少許多外在
的理論挑戰和現實阻礙。 在意識形
態上他沒有過去美國政治人物的優
越感，做為一個實業經濟的提倡者
他對中國的成就是欽佩的。 

特朗普已上任 一個月 ，從他的
就職演說和政令發佈都顯示出與過
去政治人物截然不同的特質：言行
一致，雷厲風行，強勢領袖，敢於
直面各種問題，同時不受框框條條
束縛提出解決辦法，敢於任用特立
獨行的悍將，絕對是訂立大方向和
大原則的人。特朗普政治一個最大
的特點是不談虛的價值同盟，強調
美國不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加於
人，而應該做好自己的事情用自己
做表率來領導其他國家。他認為任
何一個國家的領袖都應該追求以本
國利益為優先的政策。因此，美國
領袖主張「美國第一」，大陸主張
「中國第一」和台灣政治人物主張
「台灣優先」都是正確的，問題是
具體政策上如何達成彼此能接受的
共贏路線。在這些方面特朗普與中
國的對外政策有基本共同點：不以
意識形態干涉他國內政。 

中美問題有許多內在衝突的本
質，例如經貿領域，安全顧慮等。 
與其像過去講些不著邊際的大原
則，或者講一套做一套，不如攤開
來講彼此具體的關注更好！與特朗
普交往必須目標清晰，不害怕矛
盾，這期間必定會有碰撞，但是只
有面對問題照顧各自的具體利益，
才能不會誤判，才能有更穩定的雙
邊關係。如果中美領袖在基本的國
與國相處原則上有共識，加上中美
有廣泛的利益基礎，大部分問題是
可以解決的。

中國是正在迅速上升的階段，掌
握機遇，靈活應對，完善自己，利
用外力來促成中國解決許多內部積
累的矛盾將加速中華復興的進程。 

今天世界的最大危機是思想混
淆，在經過幾十年的實踐後，過去
西方的"普世價值"正在遭受普遍質
疑，特朗普的突起，更彰顯了"普世
價值"需要注入新的內涵，中國的歷
史遺產和近代中國所走的歷程可以
為世界新的"道"的建立做貢獻，這
也是爭取台灣民心的政治號召。

2017年特朗普面臨的最大挑戰是
兩黨既得利益階層的反制，最近白
宮國家安全顧問弗林辭職事件就顯
示鬥爭的激烈， 而這些階層正是中
美矛盾以及世界不安的製造者。 我
認為特朗普將會成功，而他的成功
有助於世界新"道"和新秩序的建
立。 

 

特朗普的對華和亞太政策：特朗普的對華和亞太政策：
回答中評社記者提問

去年十一月美國大選，一位政
治素人川普，利用美國中下層白
人選民對現狀的不滿，提出一連
串討好這批自認是"根正苗紅，純
正美國人"的民粹口號：反窮人，
反社會服務，反移民，反回教，
反少數民族，獨尊美國。不料這
些口號竟然管用，將他推上了總
統寶座。這使性格上本就狂妄自
大的川普更深信自己"天縱英明
"，決心將一些原本用來騙選票的
口號付諸實施，豎立威信。

他一接任，便下了兩道極具爭
議性的行政命令。第一道是在美
墨邊境築牆，並聲稱由墨西哥出
錢。為了這個他與墨西哥總統尼
艾托在電話上大吵，尼艾托不但
拒絕付錢，還取消了原定的訪美
之行。川普則下令對墨西哥的進
口貨品抽稅20%。在墨西哥人眼
中，川普蠻橫地以強凌弱，行徑
如同流氓。

川普的另一道行政命令爭議更
大。一月十七日，他下令禁止中
東和非洲七個信奉伊斯蘭教國家
的公民入境美國，連持有綠卡者
亦不例外。當川普在電視機前簽
署這道行政命令時，他絲毫不認
為此舉有傷人權，一副"權在我
手，你奈我何"的神態。有些媒體
諷稱他為"川普大帝"。

可是沒過幾天，川普的萬丈火
焰便被一位不見經傳的聯邦法
官，用一盆冷水，熄滅得乾乾淨
淨。該法官名為洛巴特（James 
Robart)，管轄區在華盛頓州。當
川普發佈禁止七回教國公民來美
時，華州立即興訟，一月三十日
將總統告上法庭。華州的理由是
華州為科技大州，雇用了很多外
籍科技人員。總統的禁令，不僅
影响那七國的公民，對其他外籍
科技人員，也造成了不安。因此
華州請求法官，將華州置於禁令

之外。洛巴特的判決快速而明
確，二月三日，他宣佈總統對七
國的禁令不合法，它不僅不适用
於華州，它也不适用於任何一
州！順便提一句，洛巴特法官是
共和黨總統小布希提名任命的。

川普冷不防挨了一悶棍，盛怒
之下口不擇言，痛罵洛巴特不懂
法律。同時他向位於舊金山的第
九巡迴上訴法庭求助，希望該法
庭能推翻洛巴特的判決。上訴法
庭接到總統的案子，不敢怠慢，
三位法官緊急開會。二月九日，
三人一致駁回川普的上訴。一周
之內被法官們兩次打臉，川普慢
慢明白，不是洛巴特不懂法律，
而是自己太不懂憲法，不懂何為
"司法權"。

話說1781年美國終於打敗英
國，取得真正獨立後，有幾年日
子並不好過。為了長治久安，
1987年開國先賢們在費城開會，
制定憲法。當時重中之重的議題
是如何防止暴君和暴政。一位來
自維吉利亞州的代表梅迪生建議
採用法國政治學家孟德斯鸠的分
權理論，將政府權力分為立法，
行政，司法三大塊，三者互不統
屬，互相監督。在這種制度下，
無人擁有絕對權力，也不會產生
暴君和暴政。大會接受了梅迪生
的建議，三權分立乃成為美國憲
法最大特色。

在現實政治中，聯邦法官是由
總統（行政）提名，參院（立
法）同意後任命的。一旦上任，
除了死亡，辭職，或被參院罷
免，法官們的任期是終身的。因
為不受權力干擾法官們可用學術
和良知來監督和銓釋法律，

川普似乎有不服輸的性格。但
他如果想鬥贏司法權，做夢吧！

◎張紹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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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制衡"防亂政
民主面面觀系列之四

近年來習總書記外訪世界各國，主持亞太經合
會， G20峰會，創設亞投行，開展一帶一路建
設，顯示中國實力及地位上升，可謂是中華民族
最輝煌的時期，全球華人均以為榮。 但在台灣香
港卻看到反常現象：許多年青人逢中必反，甚至
聲言要獨立。 

這一異象源自歷史，時間及教育因素。 現實的
原因則是經濟因素及沒有發展機會。 美國的貨幣
寬鬆政策令民生物價及房價高漲，居住條件惡
劣，又看不到前途，遂造成一批年青人上街宣洩
不滿情緒，騷擾遊客，鬧事暴動。 而現有對台港
的各項優惠政策卻令當地同胞感受如同菲印保姆
的待遇被視作外人，難以扭轉逆勢。

若台港年青人也得到與國內民眾均等機會擔任
公務員及參軍，則會改變情況。 有了參與當自己
人的感受實例，如德國統一之完美順暢是當年科
爾總理培養了東德背景的默克爾接班。 另去年美
國黑人被白人員警多次誤殺，卻未發生如六七十
年代的城市暴動，與奧巴馬擔任總統至為關鍵。

台港同胞是自己人，得到均等機會也是理所當
然，而海外同胞回國參加抗戰及建國均未受到歧
視。 將來有台港同胞當領導或參與參與做國事訪
問將令台灣人民感到驕傲，產生共同記憶，認同
國家，也消除所謂尊嚴，國際地位的爭議。

由一位村官到省級幹部，通常需要近廿年。 開
放均等機會給自己同胞效果肯定，又無成本，應
儘早啟動。

機會均等 共同記憶 國家認同

◎吳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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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生命的輪回，靈魂不滅，前世的智慧也能流轉到今
生。我常在美國《僑報》上讀到夢娜的詩， 古風舊韻襲面而
來，恍惚宋朝的某個詞人穿越到了現代。不信嗎？請先看看這
首《夢來月入床》：“只今音符/琴鍵上/流淌......蘭花纖指/撥
動/舊時明光/欲話那年/?誰一簾窗/人間何處/炫鏡映荷塘。
”/ “醇釀盈樽/嫣香紅唇初上/夜寒幾番/ 夢來月入床。” 意
境清幽秀美，大有宋詞婉約的靈動。與古人的詩韻遙相呼應：
“斷腸院落,一簾風絮......小楫輕舟，夢入芙蓉浦......”

我一直以?，在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四種文學體裁裏
，詩歌的藝術形式最高。要想當好詩人，天生要有極高的悟性
和才情，光靠勤學苦練門都沒有。好詩人能一揮而就，又渾然
天成 – 夢娜就能達到這樣的境界。我雖然也寫過詩，但初稿
如醜婦，根本不敢見人，必須關在室內精心打扮一番，才敢有
膽曝光。但我寫小說和散文，很多時候可以一氣呵成。知道自
己的短處，自此很少再碰詩，但是我知道詩的美妙旖旎，好詩
滋心潤肺，給我極大的享受，比如夢娜的這首《紅牆千秋》。

在《紅牆千秋》裏，她是這樣寫故宮紅牆內的千年滄桑，
風雲變幻莫測：“帶風的紅圍牆/ 這般川流不息/ 曆史從這一
片青磚琉璃瓦上飄過/當年如血的殘陽/ 細碎幾朝幾代的腳步/
遠去的眉間綱常......” 不緊不慢的節奏中，鏡頭拉近了，給現
實的紅葉來一個鮮亮的特寫：“一片紅葉突然從指尖飛翔/觸
碰了宮牆內的野心/初冬的紅唇/味淡色淺/一路幹幹脆脆的落
花/ 千萬的銷魂......”

一系列蒙太奇鏡頭的應用，時光被切割成了碎片，碎片在

變幻中閃耀：”柳青/依然垂絮/萬點倒影/夢裏夢外/天衣無縫
的理由/瀟瀟灑灑流下紅淚/此時彼時/飲酒時的醉/敢問哪朝的
後院風雷/幾百年恍如昨天/假如烽煙/沒有奪去尊嚴/假如三天
三夜的大火/燒的不是圓明園/一千多棟無一重複的建築/就在
你我的眼前。“

整首詩自然天成，沒有絲毫造作，婉約如水，流過雄山峻
嶺 --- 有柔情似水的深情，又有蕩氣回腸的豪邁。曆史與今
天，虛幻與現實，個人的渺小孤獨，與故國的深邃悠遠融成了
一體：“走過紅牆千秋/走過漸漸青綠的葉子/每一道標識的門
檻/曾經輝煌的過去/你我的大唐/你我的絲綢之路/你我的康乾
盛世/你我的中國/你我久違的相聚。”

好詩醉人，那是上天贈送夢娜的智慧和靈氣。我常跟她開
玩笑，你腦子裏似乎有詩做的水龍頭，開關一扭，它們就嘩啦
啦地奔泄而出。真的，要達到她的境界，肚子裏不知裝了多少
古人詩詞，才流得出這字字珠璣。讀她的《雪在吟寒》，讓我
想起謝道韞的“未若柳絮因風起”。讀她的《瘦燈》，讓我想
起暮雨寒煙，風中飄搖的殘燈和孤影，似乎是李清照的愁緒和
幽夢。讀她的《三月戀桃》，讓我想起了 《紅樓夢》中的：
“閑庭曲檻無余雪，流水空山有落霞。” 她寫的桃花，紅樓
夢中的是梅花， 但是兩者的意境竟然是相通的，可謂詩的通
靈同心，妙不可言。作?讀者，閱讀的樂趣是擴大加深作品的
外延和內涵，探到一條作者自己都無法看到的路。

夢娜寫詩有個特點：博大精深，橫穿千年, 但她也不乏小
女人的溫婉細膩。讀夢娜的組詩《浮沈》，美輪美奐、如夢如

幻，帶著人性的複雜和幽深，現代與遠古的交錯，東方與西方
的碰撞，撞出一片盎然的詩意。讀夢娜的《蒲公英》，似乎讀
不盡柔腸千回百轉，她賦予蒲公英無限的意像和想像，讓人感
歎佩服。結尾最絕：“我佇立窗口 / 等成一幅畫/ 直到你的
身影 / 如花盛開 ”– 堪稱比畫還美的畫面。

夢娜的《花語》也是一首妙詩：”漫天知心話/枝頭悄悄
唱/此生與你/彈一曲不忘...忽一夢/沾染了傷/遠人的畫廊/淺
墨泛黃/曾經的徘徊/時光不肯講......”《紅樓夢》裏有"良宵花
解語"，唐詩裏有"卷幔臨花語"，而夢娜的花語也有自己的深
情和韻味。

我愛種果樹，因?可以享受春天的花朵，夏秋的甜果。季
節交替，歲月流轉，我喜歡隨夢娜的詩，感受花開果熟的多情
繾綣，春天讀她的系列桃花詩， 初春羞澀的嬌媚，在夢娜筆
下優雅綻放，綻放出粉色的夜晚和醉人的春光。等到繁花爛漫
，獨向黃昏, 畫風又換成了“ 驚動了枝頭，稍縱即逝的紅塵...
” 秋日讀她的《賞菊》：”秀菊初搖，冰肌玉骨......簇帶娉婷
雲鬢翹....” 時光匆忙，從繁花似錦的春華寫到“綺宴終盡"的
《秋色》，再到”絨絨一團白銀”的《冬雪》，夢娜的一只妙
筆寫盡了四季的五光十色。

夢娜寫詩就是一絕，無論什麼題材，一揮而就，瀟灑而優
雅。雖然看似隨意，卻充滿了畫面感。她是一個率性的詩人，
也是一個放逐了靈魂的詩人。她用她的才華創建了一個世界，
那個世界花光明媚、百果飄香，但那個世界也有淒風苦雨和觸
目驚心的傷痛。上天賦予她才華，讓她寫詩，也讓她悲喜。

感受她的獨特世界-- 夢娜之詩賞讀 孟悟孟悟

作
者
：
楊
耀
光

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
······························································
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詞

楊耀光於巴爾的摩市

七絕·岳陽樓上
名樓賞罷眺君山，心至洞庭雲水間。
龍女教兒吟妙句，煙波回蕩範公言。

五律二首
其一、漓江覽勝
淡霧迎朝日，輕舟入畫鄉。
竹林傳鳥語，山野散花芳。
綠水銀魚躍，奇峰怪洞藏。
凝神觀倒影，無酒醉漓江。

其二、漓江倒影
南嶺風光妙，奇觀韻味濃。
蒼鷹潛綠水，錦鯉戲青峰。
釣叟雲端笑，飛虹江底明。
凝眸觀異景，醉入趣圖中。

五絕·賞月抒懷
明明千秋在，人生有幾何？
當懷鴻鵠志，分秒勿蹉跎。

七律·詠桂林

山水名城天下聞，風光處處妙無倫。
奇岩奇洞藏奇趣，綠圃綠塘圍綠村。
翠嶺晴嵐雙入畫，澄江倒影兩迷人。
紅衫素笠耘花海，笑語歡歌詠桂林。

七絕·讀書感賦
吐艷噴香花卉園，游蜂振翅少休閑。
妙擇泛采精心釀，喜獲 蜜糖別樣甜。

西江月·農家
舍後園中蝶舞，扉前池裡鵝鳴。
炊煙裊裊戲清風，飯送田間地埂。
日暮摘瓜溪畔，黎明打麥村坪。
秋冬春夏少休停，卻得心頭寧靜。

七絕·四季忙（四首）
一、春忙
燕舞鶯啼楊柳青，村中男女鬧春耕。
隔塘喜曉情歌韻，播種施肥手未停。

二、夏忙
魚苗喂罷又澆瓜，早伴雞鳴晚伴蛙。
三畝池塘三畝菜，滿園蜂蝶滿園花。

三、秋忙
碩果壓枝熟谷香，山村秋色勝春光。
摘裝割捆無時了，又跑推銷又打場。

四、冬忙
室外結冰飄雪花，棚中割韭下黃瓜。
驅車疾駛城鄉路，綠色鮮蔬供萬家。

西江月·龍江頌
背負興安峻嶺，眼觀松嫩平原。
水醇土沃米糧川，四季風光無限。
蔥綠春苗有序，茶青夏野無邊。
金黃秋谷盼刀鐮，銀白冬花迷漫。

七律·碾子山
北嶺南緣雅魯濱，小城清秀總怡人。
蒼原莽莽峰巒美，碧水潺潺瓜果芬。
蛇洞奇岩藏綠野，重山飛瀑響芳林。
雪花杏蕾經霜葉，裝扮今朝幾度春。

蔔算子·夏游扎蘭屯
夏日覽扎蘭，水碧田園翠。
魚泳鶯啼鳳蝶飛，盡令游人醉。
皆道北陲寒，多頌瓊花瑞。

今得閑情百裡行，領略山林美。

虞美人·《赤壁之戰》觀後
唇槍智敗孫吳士，妙取飛蝗矢。
知天曉地計超群，巧借東風一縷勝千
金。
賢能自古多無數，難遇英明主。
三番慧眼顧隆中，方有奇才逐鹿顯神
通。

扎蘭屯風光楹聯二副

其一、
一道銀溪三面嶺；四時美景半年冬。

其二、
塞外新天：人笑語，街整潔，舍溫馨
。百業興隆，樓堂競雅，四季凝詩—
堪稱盛世神仙境界；
嶺東綠野：雀歡鳴，水澄澈，橋別致
。千枝爛漫，林苑藏幽，群山蘊畫—
更有遠郊夢幻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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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牙哥迦密谷（Carmel Valley）市，得名自迦密會
（Carmelite Sister of Mercy），俗稱聖衣會。12世紀中葉，迦
密會由義大利人Bertold創建於巴勒斯坦的迦密山。迦密會規
嚴格，包括守齋、苦行、緘默不語、與世隔絕。巴勒斯坦的迦
密山，位於海法港口附近，濱臨地中海。它之所以聞名，是因
為在這座山上曾發生了一段關於耶和華的先知以利亞與服侍外
邦神的850個先知角力的事蹟。自古以來，迦密山就是榮美的
象徵，因為歷代的先知及君王多半在這山上築壇，祭拜各種不
同的神祇。 「迦密山聖母」是聖母瑪利亞的一個頭銜，以紀念
她將 「聖母聖衣」（Scapular of Our Lady of Mount Carmel）贈
給Saint Simon Stock。2016年12月中旬，妻子和我在迦密谷市
女兒家，住了三個星期，收獲良多，特別是每天行走迦密山保
留地和搭火車參加同學會聚餐。

迦密山的陳年軼事
早期迦密谷的先民曾經是生活在迦密溪（Carmel Creek）

兩岸的美洲原住民La Jolla和會說Ipai語的Kumeyaay族人。在
加州牧場時期（1780-1846）此地稱為Cordero（西語皮衣軍人
）。接著加州淘金熱潮礦工南遷在此設籍，改稱McGonigle峽
谷。一間古老的Butterfield小馬快遞的馬車驛站就座落在沿著
「皇家大道（西語 El Camino Real）」的一個泉池畔，直到

1970 年代末期。1857 年 4 月 20 日，美國郵政總局公開發包
「遠西驛道」，多數投標者均從密西西比河西行路線。美國運

通（American Express）和富國銀行（Wells Fargo）的創始人
John Warren Butterfield （1801-1869）和 William George Fargo
（1818-1881）設立Butterfield陸運快遞公司提出一條南方路線
，在九個提案中脫穎而出。於是從1857年到1861年，Butter-
field小馬快遞，從東端的田納西州曼非斯和密蘇里州聖路易兩
個郵局出發，在阿肯色州史密斯堡會合，經過印第安領地、德
州、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到達加州舊金山。在此之前，
美國遠西郵件是從聖路易，藉用船隻運輸經墨西哥灣入巴拿馬

運河到達加州各港口。1860年Butterfield因為債臺高築，決定
退出，並將路線讓給Wells Fargo。從此迦密山，這塊地被用來
當馬場和農業用途，像是 lima 豆等抗旱作物，最後改建為
Grand Del Mar 高爾夫球場。1905 年，迦密會在此設立乳牛牧
場和修道院。迦密溪南的那塊地，過橋可通 St. William of
York 教堂（4343 Del Mar Trails, San Diego, CA 92130）墓地是
修女和教士長眠之處。聽說修女們不顧地方官員的規定，仍然
養豬的趣事。也因為這些修女，當地人稱呼南加州的最後一片
未開發的海邊台地為 「迦密山」。雖然此地長久以來都叫迦密
谷，但是1974年的聖地牙哥市政府的十年計畫，卻叫它 「北
城西（North City West）」。此計畫是建築學教授Kevin Lynch
的著作所啟發的。計畫嘗試著限制一個新興都市，僅在台地發
展，留住山谷。他從空間認知的角度切入，研究都市給予眾人
的意象及其組成原理，突破都市設計由專業者品味壟斷的傳統
。（Kevin Lynch 著《城市的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
2014年9月6日）此計畫以城市為中心，外圍是較稀疏住宅區
，如此用高密度住宅區換取社區的空間。

保留地與同學會
感謝聖地牙哥市政府規劃 「迦密山保留地」留給迦密山居

民廣大的一片自然的空間。這片土地保護著包括Torrey松等頻
臨絕種的生物。Torrey松是五針一束的五針松，僅自然存活在
加州兩個地方：一處是 Santa Barbara外海列島中的 Santa Rosa
島，另一處是聖地牙哥狹岸，主要是迦密山和Del Mar。1850
年植物學家Charles Christopher Parry（1823-1890）博士在美墨
邊境測量時，特別報導Torrey松樹種何處生長或印第安人對它
的用途。Parry 博士藉助當代生物大師，即住在紐約的恩師
John Torrey（1796-1873）博士取名為 「Torrey 松」。兩位大
師是 「北美植物誌（A Flora of North America）」共同作者，
而Torrey博士則是 「紐約州植物誌（A Flora of New York State
）」的作者。可惜的是 Torrey 博士從來沒有來過加州，但

Parry博士將種子、枝葉和松果郵寄給他。Torrey松雌雄同株
，松果生長在樹頂，公花在樹的中下端，風吹花粉，多數高飛
到鄰近松樹，鮮少有近親繁殖，是植物健康的代代接續。我們
待在迦密谷的三個星期，每一個清晨或黃昏，走在迦密山佈滿
護林員馬蹄印的步道上，聽寒天雀鳥，輕言細語，結伴歸巢，
啁啁啾啾，昵昵喃喃；漫步五葉松林下，看蒼蒼老樹，萋萋芳
草，聽颯颯寒風，陣陣松濤；凝眸飛瀉流丹的晚霞，呼吸隨風
而至的茵茵草香；端坐長椅上，眺望朗朗藍天，浩浩白雲，偶
然看到噴射機尾白雲劃過天際，留下美麗的線條圖案；佇立砂
灘上，看淼淼大海，千帆過盡，還有濱海台地上紅瓦白牆的住
宅。在這人生的第四個二十年的道路上，有許多親人、朋友走
得似乎著急了些，使我們還在行走的人多少有些傷感和不捨。
其實老了該捨就捨，包括生命！珍惜 「我愛和愛我」的親人、
朋友。最近特別感覺到，乘坐火車旅遊，安全、舒適、節奏感
和接近自然，是最具質感的旅遊方式。感謝美鐵（AMTRAK
）開辦加州海岸線，北從首府Sacramento到南端的聖地牙哥，
全程687英里。2017年1月5日，我們搭乘567車次上午9:03的
火車從Solana Beach，上午10:22到達爾灣（Irvin）。小鳳的高
中同學何麗英來車站接我們，前往位於Costa Mesa購物中心的
鼎泰豐小籠湯包餐廳聚餐。鼎泰豐，於1958年在臺北開業，
業務已經擴展到亞洲、澳大利亞和美國。除了華盛頓州的兩家
分店，南加州有四家分店，以及北加州聖塔克拉拉（Santa
Clara）一家分店。冬雨寒風，沒有阻擋當年的嘉女菁英：張錦
雲、何麗英、黃明玉、李淑美、陳香吟、陳小鳳和巫寧寧等七
位高中同學的蒞臨。我們點了小菜、小籠包、蝦肉蒸餃、上海
炒年糕和紅油蝦肉抄手，大快朵頤，品嚐家鄉味，解饞解鄉愁
。回程外帶小籠包給外孫們，真高興看到他們垂涎欲滴、歡喜
雀躍的樣子。（全文完）

迦密山下
呂克明呂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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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陣陣落葉容易讓人消沉
但你習慣了深秋的情景
樹木明春還會吐綠
現在你不必黯然傷神

然而想家卻是深深的心病
雖然你早已不知道家在哪裡
家是另一種存在
失去了就不再回來
只留下隱隱作痛的記憶

如今你心中常常湧現不同的家
它們都在你不曾去過的地方
醒醒吧，其實你的懷新
與戀舊僅僅是遐想
怎樣擺脫客居的窘境
——哈金《想家》

“落葉”何以讓人消沉？是看落葉便知
寒冬將至，還是詩人悲秋因葉落塵土化為泥
的感傷？不是，都不是，詩人眼前的“落葉
”在中華文化中具有特別的文化內涵，承載
了復雜的文化意像，對於游子來說，與之緊
密相連的則是“歸根”之鄉愁，看見深秋的
落葉，引發的是游子當歸的強烈渴望。可是
，身為放棄了母國國籍的他鄉游子，自己這
片“落葉”還有“根”可歸嗎？

青年時代很多人都選擇離開故鄉，要去
遠方實現人生的理想。“世界那麼大，我要
去看看”，都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知
道外面的世界很無奈，但因為年輕，青春就
是闖蕩世界的本錢。中華文化本身就具有鼓
勵人們勇闖天涯的開拓精神，如：“讀萬卷
書、行萬裡路”、“好男兒志在四方”、
“明知征途有艱險，越是艱險越向前”等等
，這些廣為流傳的習語統統成了游子隨身前
行的“精神行囊”。 也有少年不更事者，甚
至擺出“壯士一去不復返”的氣勢要與故鄉
來個一刀兩斷的永訣！無論是對故鄉的愛、
恨還是情、仇，選擇離別故土移民異國的人
總是越來越多，“當世界公民”成了一股時
代潮流。

可是，當一個人走遍了世界，歲月在自
己的臉上刻下眾多的年輪之後，無論是功成
名就的成功人士還是失魂落魄的天涯浪子，
誰的心中不會掀起對故鄉故園思念和牽掛的
層層波瀾？

“落葉”年復一年在深秋飄零，杜甫式
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也成了眾多
游子年復一年的感傷心結。 “但你習慣了深
秋的情景”，這樣的“習慣”不會讓思鄉之

情麻木淡漠，只會是“抽刀斷水水更流”般
的更加無奈，哪怕沒有潸然淚下，內心卻是
“此恨綿綿無絕期”。

“樹木明春還會吐綠/現在你不必黯然傷
神”

是的，嚴冬過後便是春，落盡枯葉的樹
木明春還會長滿綠葉，春暖就會花開，何必
為一個短暫的秋冬而感傷呢！然而，這樣的
安慰能夠騙得過自己麼？花草樹木按春夏秋
冬的季節輪回生發，可是人生在“秋冬”之
後還會有“春天”嗎？詩人之“悲秋”哪是
因為眼前花草樹木的秋冬飄零？悲的是人生
已經邁入“秋天”，自己這片“落葉”將可
能無所歸依，還要強顏歡笑說“你不必黯然
傷神”，眼裡卻早就滿含淚光！

“然而想家卻是深深的心病/雖然你早已
不知道家在哪裡”。

移居異國數十載，功成名就並已取得他
國國籍的壯年游子想“家”了！ “家”在哪
裡呢？經歷了長期艱難的移民打拼之後，
“家”這個概念變得似是而非，滿以為“故
鄉故園”已經與自己毫無關系，可看到深秋
的歸根落葉，往昔的“家”又成了纏綿的牽
掛。人過中年，當年的豪氣化作了成熟，青
春的棱角磨礪成了圓潤，對故鄉的愛與情變
得越加醇厚，對故鄉的恨和仇也化成了寬容
和諒解，突然間就發現，即使對故鄉曾經的
不解心結，都源之於愛得太深！ “家”，正
如當年的劉半農所唱：“叫我如何不想她”
？“想家”成了游子“深深的心病”，病因
就在於“家”的迷失，“你早已不知道家在
哪裡”。

“家是另一種存在/失去了就不再回來/只
留下隱隱作痛的記憶”

移民們為了在新的國土上生存下來，幾
乎要丟失掉故鄉故國的一切！正如哈金在詩
歌《困境》中的鏡像對白：“你別老提自己
的損失/是的，你失去了那麼多：/家園、工作
、親人、國籍… …”。新移民丟掉的遠不止
這些，在新的國度，無論是求學還是求職就
業，都要使用新的語言，為了生存下來就必
須要竭盡全力把英語說得標准、寫得地道，
盡量避免語言錯誤。為了盡快熟練使用新的
語言，須設法避免母語干擾，日常生活中都
得把母語拋棄到天涯海角。如此的生存環境
，客觀上迫使許多移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放
棄母語並忘卻母國文化。

“家是另一種存在”，這句話充滿了哲
學涵義，家是相對於什麼的另一種存在？

家的含義可以從不同層面來解釋，物質
的、精神的、狹義的、廣義的。對於遠古農
耕人家來說，家就是一座可供自己安居的房

子，還養了些家禽家畜就算一個家；而哈金
詩歌中的 “家是另一種存在”，這樣的存在
肯定不是三維物理空間下供人居住的房子，
而是一種精神歸屬的心理居所，是具有深厚
精神文化涵義的廣義之大“家”，它承載了
自己曾經在那裡成長的故園、故鄉、故國，
還有那片土地上對自己來說是與生俱來的悠
久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狹義的小“家”在任
何地方都能夠建立，而廣義的大“家”，對
於在美國摸爬滾打幾十年的哈金詩人看來，
似乎真是“失去了就不再回來/只留下隱隱作
痛的記憶”。

“如今你心中常常湧現不同的家/它們都
在你不曾去過的地方”

失去了的“家”只留下隱隱作痛的記憶
，而自己在新大陸的精神家園似乎尚未真正
建立，經過艱苦漫長的拼搏奮鬥，很多人都
獲得了各種各樣的成就，甚至進入了這個社
會的精英階層，可是在精神層面上，心靈深
處仍然與這個社會的主流文化有難以逾越的
鴻溝和隔膜，才會有“如今你心中常常湧現
不同的家”的幻覺，卻又是“它們都在你不
曾去過的地方”， 這樣的“家”並不適合自
己的族群文化背景，精神上彼此都無法認可
。在“家”這個問題，游子們進退維谷，無
所歸依，惶惶無所終日，這樣的狀態的確會
讓許多人心理崩潰！正如哈金在詩歌《災難
》中寫道：“是啊，你骨子裡清楚/災難又要
降臨了/這回它會呈現什麼面目？/你見過死亡
和病魔/也有過家破人散的恐懼/一回又一回你
都接近崩潰/呻吟說‘我完蛋了！’”

有一個聲名顯赫的詩人，移民到澳洲一
個他自認為有無盡詩意的海島，過了幾年近
乎封閉的“詩意”生活後，因為心理崩潰精
神失常而揮起了屠刀，先殺死妻子，再毀滅
了自己。哈金在詩歌《流亡的選擇》中寫道
：“… …像那位藝術家/買下一個遙遠的荒島/
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地生活/養雞，種菜，做
木工/把果樹和竹子栽滿山坡/那小島上四季如
春/只聽得見潮汐和鳥語/安靜美麗得快讓人窒
息/可是別忘了他最終選擇自殺/甚至對妻子也
下了毒手/因為他覺得實在無路可走/完全被瘋
狂和恐懼壓垮… …”這樣的悲劇一直都在上
演，只不過是普通移民之毀滅沒有著名人物
那麼讓人驚愕。

如果不是“官二代”或“富二代”，對
任何一個靠自己打拼的新移民來說都必須經
歷近似於死而復生的鳳凰涅槃，待到功成名
就之時，通常都是兩鬢斑白，總算有閑暇時
間可以回首往昔了，心中自然會問：“家”
在哪裡呢？這樣的追問一次次反復在心中糾
結，卻總是難以自圓其說地給出滿意的回答

。
“醒醒吧，其實你的懷新/與戀舊僅僅是

遐想/怎樣擺脫客居的窘境”
像哈金這類在美國的成功人士，有博士

學位和大學終身教授職位，能夠流利使用英
語，創作的英文小說多次獲得美國國家級的
大獎，卻始終有“夢裡不知身是客”的流亡
者心態，如此功成名就者在心理上也有“客
居的窘境”，而對於其他不怎麼成功的第一
代移民來說，這個心理問題恐怕就更為嚴重
。

在衣食無憂、生存問題徹底解決之後，
第一代移民為何會始終存在“怎樣擺脫客居
的窘境”問題？顯然不是物質條件的問題，
應該是東西方文化衝突成為他們融入主流社
會的一道巨大障礙。

人們為什麼要移民？移民潮的根本原因
，是在於人類始終存在在尋找另一種生存方
式的精神衝動，這也是人類朝氣蓬勃向前發
展的原始動力，正是依靠這種動力，原始人
類才走出了非洲。早期的歐洲殖民者探險開
發新大陸，近代亞非拉人湧向北美和歐洲，
同時又有大批的發達地區的人們來到落後地
區尋求新的發展機會。這種循環往復的人口
流動都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尋求變新”意識
支配下的行為。

“尋求變新”意識支配下的行為在文化
意義上來說是一個漫長的移植過程，是一個
帶著千絲萬縷的故土文化情結進入新的文化
土壤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精神上的陣痛
必然是復雜漫長的。第一代移民與故土的關
系，從語言文化和生活習俗等各方面來說基
本上都不可能徹底擺脫，這也是造成他們
“客居的窘境”的重要因素。對於知識分子
來說，寫作就成了他們消解精神痛苦、宣泄
內心苦悶的最佳方式，寫作的過程恰好又成
為他們一次又一次回歸故裡和文化“尋根”
的精神旅途；所以，移民作家的文學作品必
然會有“家”的情結意像。像哈金這樣用英
語寫作的作家，寫出的小說幾乎全是中國故
事；每一個移民詩人必定會寫很多的鄉愁詩
歌。通過寫作中國故事和鄉愁詩歌，海外游
子們就在精神層面上建立了自己“路上的家
園”。

哈金的《路上的家園》，猶如大洋中的
孤舟，迷失方向的舵手不知該是往西還是向
東……

哈金們“想家”了，他們總以為“家是
另一種存在/失去了就不再回來”。實際上
“家”一直都在那裡，並沒有失去，游子們
只是暫時的“背向遠離”，只須“回頭眺望
”，相距不過就“三千六百五十裡”！

走近美華作家哈金
詩歌《路上的家園》《想家》，家是另一種存在 作者作者:: 李詩信李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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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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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中介機構的“生存邏輯”：政府默認 不怕被查
綜合報導 最近，壹篇題為《生不出“二孩”

真煩惱，代孕是否可放開》的文章引起社會廣泛關

註，壹度被網民解讀成代孕將要合法化。盡管國家

有關部門壹再強調，代孕是明令禁止的非法行為。

但實際上，部分代孕中介機構從業者認為，隨著代

孕需求量的增大，我國地下代孕市場暗流湧動，正

在形成壹個龐大的產業鏈，政府部門對待代孕壹直

采取默認的態度，不擔心被查處。

記者在電腦搜索引擎上輸入“南京代孕”壹詞後

看到，各種代孕網站的鏈接多達幾十頁，有些代孕機

構還公開在網站上招聘代孕媽媽。多數代孕機構宣稱，

不但代孕包成功，還包性別選擇，滿足客戶對男孩女

孩、雙胞胎、龍鳳胎的“個性化需求”。

代孕機構負責人說：“服務不壹樣的話，價格

不壹樣。如果只找代孕媽媽的話，40多萬；如果還

需要找供卵的話，50多萬。”

另壹家代孕機構負責人告訴記者，費用包括醫

療費用、試管嬰兒費用、代孕媽媽費用，以及後期

吃、住、照顧和產檢。

記者調查了解到，大多數代孕中介機構的總部

設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壹線城市，但其業務範圍

卻覆蓋周邊地區。有些上海的代孕機構在南京專門

安排了業務員。業務員聯系到客戶後，會安排客戶

體檢並簽訂代孕協議，然後帶客戶到代孕機構總部

所在的城市實施代孕。

2001年，國家原衛生部曾以部令的形式頒布了

《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該法令第三條明確

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

孕技術”。受這壹約束，正規醫療機構通常不敢實施

代孕。但這似乎並不妨礙代孕中介“做生意”。

某代孕機構業務員告訴記者，他可以打百分之

百的包票，他們是在正規的三甲醫院進行操作。關

於是否會被抓的問題， 該業務員說：“這個東西

大可放心，我們做這個，其實所有東西都走完

了的。我們跟醫院有近十年的合作關系，關系早已

疏通好了。”

按照有關規定，開辦醫療保健等內容的網站，

應該由衛生、藥監等部門前置審批，再由通信管理

部門審批，獲取相應許可證。但為了逃避監管，代

孕機構在工商登記時打擦邊球，它們會把自己註冊

成生物科技、商務咨詢類的公司。在部分代孕機構

的負責人看來，國家原衛生部頒布的禁令只是部門

規章，實際上我國現有的法律並沒有明文禁止

代孕，所以官方只能默認代孕行為的存在。

某代孕機構負責人蔣先生說：“如果政府部門

真的想抓這種機構的話，妳跑到國外都把妳抓

回來。”

面對媒體采訪，包括蔣先生在內的壹些代孕中

介機構負責人並不避諱。有的負責人主動要求記者

在寫稿時引用公司全名，擴大機構知名度。還有的

負責人以曾經接受過多家媒體采訪為榮，並把媒體

采訪內容作為吸引客戶的重要資源。這些代孕機構

的經營者認為，代孕不是壹件壞事。“首先，這個

行業沒有危害任何壹方，沒有危害社會，對大家來

說都是壹個好事情。目前只是在倫理方面有點說不

過去，但從現實角度來說，它確實解決了很多客戶

的實際問題。比如失獨家庭，比如壹些切除子宮的

年輕女性。

據蔣先生介紹，隨著我國不孕不育人群增多，

代孕的現實需求日益增大。這幾年，在他的代孕機

構運作下誕生的新生兒，平均每年就有壹百多名。

其實，有關代孕能否合法化的爭議已經持續多年，

代孕還涉及倫理道德、法律醫學等多重復雜問題。

全球經濟暗流洶湧 中國策如何“策”？

2017年註定充滿未知。中國經濟發

展的內外環境發生著深刻復雜的變化。

壹方面，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擡頭、

逆全球化勢頭上揚，使全球政治經濟局

勢跌宕不止、暗流洶湧；另壹方面，中

國面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經濟金融

風險增大的突出矛盾與問題。

在這個大背景下，作為壹個轉型發

展中的大國，如何面對復雜多變的外部

形勢？如何應對經濟轉型的多重挑戰？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

中改院)院長遲福林出席《二次開放——

全球化十字路口的中國選擇》新書發布

會上接受國是直通車記者采訪時表示，

面對世界經濟的深刻復雜變化，中國加

快推進由“壹次開放”向“二次開放”

的轉型，將形成轉型改革發展的新動力。

中國的“二次開放”
經濟全球化處於十字路口的新形勢

下，中國如何做？中改院決策咨詢委員

會主任、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魏禮群在接受國是直通車記者采訪時表

示，第壹，中國應該堅定不移對外開放，

繼續推動經濟全球化。實行對外開放是

我們的基本國策，是決定中國發展前途

命運的關鍵壹招。當今中國的世界第二

經濟體地位和時代責任，推進“人類命

運共同體”建設，也需要推進全球共同

發展。

第二，中國應該堅定不移參與經濟全

球化，著力引領新型全球化方向。我們要

審時度勢，充分利用壹切機遇，合作應對

各種挑戰，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向，關鍵

是要確立新型全球化理念，推進全球經濟

治理整體化、科學化、均衡化。

以自由貿易為主線的開放轉型，實質

是中國的“二次開放”。遲福林認為，面

對世界經濟的深刻復雜變化，中國加快推

進由“壹次開放”向“二次開放”的轉型，

將形成轉型改革發展的新動力。

第壹，經濟全球化新變局下自由貿

易的大趨勢難以逆轉，短期內自由貿易

將經歷壹個重大調整，中長期內自由貿

易的大趨勢難以改變。

第二，中國經濟轉型與結構性改革

是應對經濟全球化的“王牌”，13億人

的消費大市場尤其是服務型消費大市場

是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是中

國引領經濟全球化的突出優勢。

第三，以自由貿易為主線的開放轉

型，不僅將對中國經濟轉型與改革發展

帶來強大動力，而且將對經濟全球化產

生重大影響，將使我國贏得國內轉型與

國際競爭的主動。

商務部原部長助理黃海表示，二次

開放中有兩個關系應處理好，壹是堅持

四個自信和解放思想的關系。二是要處

理好參與者和引領者的關系。這二者關

系中首先是參與者，其次才是引領者。

自由貿易戰略難之根本是政策體制
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服務貿易

占比低於全球平均水平8個百分點左右，

比發達國家低10個百分點以上。究其原

因，遲福林認為，重要原因在於我國服

務業市場開放嚴重滯後。

遲福林表示，在經濟全球化新變局

下，中國實行自由貿易戰略，重點在服

務貿易，難點在國內；國內的難點在服

務業市場開放；服務業市場開放的難點

在理念、在政策體制。

為此，他建議，第壹，需要加快服

務業市場開放，推進服務貿易發展；

第二，以服務貿易為重點加快國內

自貿區轉型，大幅縮減負面清單，爭取

到2020年把自貿區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壓

縮到40項以內；

第三，支持具備條件的地區實施產

業項下的自由貿易政策，走出壹條開放

轉型的新路子；

第四，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壹體

化。這對促進和服務於“壹國兩制”將

產生重要影響。

新型全球化更應帶有包容性的發展
特征

從2016年上半年的英國脫歐，到下

半年的美國總統選舉，釋放出諸多逆全

球化從信號。步入2017年，這些言論信

號壹步步實踐，特朗普上任，英國正式

脫歐。每壹步都似乎在說明著逆全球化

問題在今年將更加突出。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

會秘書長張燕生認為，去全球化、逆

全球化是壹個事實；但要認識到，去

的、逆的全球化是傳統的全球化，是

過去時。現在中國正在推動新型全球

化，實際上全球化有可能會有壹種新

的形態出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

部部長趙晉平亦認為，全球化帶來的利

益不是平均分配，今後的全球化不應該

是以往的全球化的全盤照搬，而是更應

該帶有包容性的發展特征。

他還認為，當前是加快東亞區域經

濟壹體化的重要時機，也是構建開放型

經濟新體制提出的構建高標準自貿區的

重要組成部分。

頭頂車輪鍋蓋燭臺頭頂車輪鍋蓋燭臺 去米蘭時裝周看另類時尚去米蘭時裝周看另類時尚

米蘭國際時裝周米蘭國際時裝周，，場內上演了充滿生活氣息的壹場時裝秀場內上演了充滿生活氣息的壹場時裝秀。。車輪車輪、、
抽紙抽紙、、鍋蓋鍋蓋、、燭臺燭臺，，這些家用小物件被模特佩戴在頭上這些家用小物件被模特佩戴在頭上。。

意大利小鎮上演橙子大戰意大利小鎮上演橙子大戰 街道變黃色海洋街道變黃色海洋

意大利北部小鎮伊夫雷亞上演橙子大戰大利北部小鎮伊夫雷亞上演橙子大戰，，街道變黃色海洋街道變黃色海洋
。。每年每年22月月，，都有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意大利伊夫雷亞市的壹都有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意大利伊夫雷亞市的壹
個露天廣場個露天廣場，，參加該國最大規模的參加該國最大規模的““橙子大戰橙子大戰”，”，今年也不例今年也不例
外外。。據說據說，“，“橙子大戰橙子大戰””起源於意大利中世紀壹場推翻暴君的起源於意大利中世紀壹場推翻暴君的
戰鬥戰鬥，，戰鬥中民眾使用的武器不是劍和弓戰鬥中民眾使用的武器不是劍和弓，，而是橙子而是橙子。。

加
拿
大
國
際
車
展
落
幕

加
拿
大
國
際
車
展
落
幕

來
看
沒
有
車
模
的
展
是
什
麽
樣

來
看
沒
有
車
模
的
展
是
什
麽
樣

壹年壹度的加拿大國際車展當地時間2017年2月26日在位於多倫多市中心的大多倫多會
展中心落幕。本屆車展為期十天。各大廠商超過1000部轎車、多用途車（SUV）以及概念車
等參展，其中有41款車型是在加拿大首度亮相，令本屆車展人氣高企。加拿大國際車展始於
1974年，被視為北美五大國際車展之壹。在這個老牌車展上可見不到長腿車模，除了車還是
車。請跟隨中新網的圖片壹起感覺壹下吧。圖為今年適逢加拿大聯邦建立150周年。有廠商提
供車輛，供觀眾在車身簽名、塗鴉，以慶祝國慶。畫完就是這個效果了。



security alliances and military arrangements, and by 
involving itself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som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Recent US actions have included increased sabre-
rattling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a decision 
to install an anti-missile system in South Korea that 
is viewed as threatening to China. All these actions 
have been part of what is called the US “pivot” or 
“rebalancing” towards Asia, a strategic adjustment first 
announced by the US government several years ago.
In the US, many are suspicious that today’s China, 
with enhanced power and strong leadership, will try to 
reshape the current world order that has by and large 

served US interests and goals thus 
far. Some Americans are disturbed 
by actions China has recently taken 
to maintain its domestic stability and 
worry that these might affect US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s 
with China. Others question the 
intentions behind Chinese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One Belt, One Road” 
project and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In particular, there 
are clear concerns in some quarters 
that China may become an assertive 
hegemon in Asia, at the expense of 
the long-standing role and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mutual suspicions are real 

and have served to intensify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owever, we should not 
let them overshadow the many common interests the 
two countries share. (Courtesy http://www.scmp.com/
comment/) 

South China Sea, and accused it of doing too little to 
constrain its neighbor, North Korea.
In December, Trump incensed Beijing by saying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have to stick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under which Washington acknowledges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of which 
Taiwan is a part. He later agreed in a phone call with 
Xi to honor the policy.
In an interview with Reuters last week, Trump urged 
China to do more to rein in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China later dismissed Trump's 
remarks, saying the crux of the matter was a disput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Pyongyang. (Courtesy http://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Related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now stepping into an uncertain new 
political cycle in their relationship. 
The question at hand is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will weather this period 
successfully and head in a healthy and 
steady direction.
A fundamental and urgent issue 
for leaders in both Washington and 
Beijing is how to reduce strategic 
distrust. A popular view among 
Chinese political elite is that the 
US intends to undermin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by 
supporting dissidents; spreading US 
ideology in Chinese society; and encouraging pro-
independence or separatist tendencies in Taiwan, Hong 
Kong, Tibet ( 西藏 ) and Xinjiang (新疆). Another 
strong belief in China is that the US is working to 
contain China internationally by consolidating US 

relations between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following a rocky start after the election of Donald 
Trump as U.S. president.
On Monday, Yang, who outranks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met at the White House with Trump, who 
has attacked China on issues from trade, to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North Korea.

They discussed shared security interests and a possible 
meeting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ccording 
to a senior U.S.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The State Department said Yang invited Tillerson to 
visit Beijing, and that Tillerson expressed interest in 
doing so.
Yang'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follows a phone call 
between him and Tillerson last week, during which 
they affirmed the importance of a constructive U.S.-
China relationship.
Yang's visit follows months of strong rhetoric from 
Trump, who has accused China of unfair trade 
policies, criticized its island-building in the strategic 

so badly crumbled."
Interestingly,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the allegations 
that have bogged dow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f 
communications with Russian officials prior to his 
inauguration.
He also avoided his fraught relationship with the media 
and made no mention of voter fraud allegations.
“America is willing to find new friends, and to forge 
new partnerships, where shared interests align,” Trump 
said at the end of his speech on Tuesday night.
“We want harmony and stability, not war and conflict. 
We want peace, wherever peace can be found.”
“America is friends today with former enemies,” he 
said.
“Some of our closest allies, decades ago, fought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se World Wars.  This history should 
give us all faith in the possibilities for a better world.”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PanARMENIAN.Net -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nd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on Tuesday, February 28 discussed improving 
and maintaining a "mutually beneficial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State Department said, according to Reuters.
Tillerson and Yang, China's top diplomat, affirmed 
the importance of "regular high-level engage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uring their meeting in 
Washington, and discussed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the State Department said in a statement.
China's state news agency, Xinhua, quoted Yang as 
saying China was willing to work with Washington "to 
enhance exchanges on all levels from top down" and to 
broaden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on regional 
and global issues, while respecting "each other's core 
interests and major concerns."
"This will help promote sustained, stead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U.S. relations, which will 
benefit the peoples of not only both nations but also the 
whole world," Xinhua quoted Yang as saying.
The meeting was the latest exchange aimed at resetting 

aspirations not burdened by our fears,” describing his 
address as a “message of unity and strength.”
Signaling his intent to move past the turbulent first 40 
days of his presidency, Trump showcased his intent to 
focus on some the most important promises he made 
on the campaign trail – the repeal and replacement of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while passing “historic tax 
reform” and a massive infrastructure bill.
The president began his speech condemning the recent 
wave of bomb threats against Jewish centers and 
schools across the country, saying, “We are a country 
that stands united condemning hate and evil in all its 
forms.”
Commenting on the president's address, White House WASHINGTON, U.S. - Addressing the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on Tuesday night,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The time for trivial fights is behind us”, 
- a reference to the controversies and feuds that have 
plagued the administration since his inauguration on 
January 20.
“The time for small thinking is behind us,” Trump said, 
as he looked toward Democratic members of Congress.
“We just need the courage to share the dreams that fill 
our hearts, the bravery to express the hopes that still 
our souls and the confidence to turn those hopes and 
dreams into action."
“From now on, America will be empowered by our 

press secretary Ari Fleischer tweeted, “So far this is a 
traditional —  and effective — speech to the Congress. 
I hope POTUS realizes not everything he does needs 
to be different.”
Trump also made it clear the United States was "once 
again ready to lead" internationally, a departure from 
his "America First" policy.
"Our allies will find that America is once again ready 
to lead," Trump said in an address that was largely 
focused on domestic issues.
"All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 friend or foe - will find 
that America is strong, America is proud, and America 
is free."
The new president also highlighted the sanctions 
he has slapped on Iran over its ballistic missile test, 
reaffirmed "our unbreakable alliance with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said he would "demolish and destroy" 
ISIS.
He once against brought up the need to for NATO 
and other allies to contribute their fare share towards 
security needs.
"We strongly support NATO, an alliance forged 
through the bonds of two World Wars," but added that 
"our partners must meet their financial obligations,"
He did not forget to add, "We've spent trillions of 
dollars overseas, while our infrastructure at home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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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right) and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With both Beijing and Washington 
likely to be more focused on domestic 
priorities in 2017 and beyond, we 
can hope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approach their relationship in a spirit of 
cooperation and peaceful competition. 
(Illustration: Craig Steph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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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2 月 27
日 C8 版）我們從
懂事開始，就學會
了經歷痛苦煩惱的
人生，學佛人只有
明白人生無常，才
知道珍惜現在的擁
有。心態決定著你
的命運，情緒影響
著你的免疫功能，
生氣會在你的心中
產 生 毒 蛇 般 的 物
質。醫學界證明，

一個人如果長期心
態不好，情緒激動，會損壞自己的免疫系統，容
易生病，產生憂郁，長期的憂郁會造成體內癌細
胞的生長。所以，人的一生要多說讓人感動的話，
多做讓人感動的事。要記住，善良是福，功德是
壽，知足是富，隨緣就是貴。

有一只猴子，被耍猴人抓住了，它十分害怕，
以為一切都完了，只能等待著死亡的來臨。誰知，
耍猴人不但不殺它，還給它穿上了紅袍，戴上了
烏紗帽，叫它抬起前面兩個爪子直立著走路，學
著人的樣子；他還教這個猴子坐在椅子上，抽旱
煙，模仿人的模樣與動作。猴子學了幾天，全學
會了。耍猴人就讓它騎在羊的背上，讓羊馱著它

飛快地奔跑。
猴子坐在羊的身上，非常得意，它坐在車上，

然後讓狗拖著這輛小車狂奔。猴子坐在車上，非
常地得意，覺得自己比羊和狗都高貴，於是，它
對自己的同伴羊和狗總是愛理不理地擺出一副唯
我獨尊的架勢。有一天，耍猴人在城市的大街
上打鑼，招引許多看耍猴的小孩。當猴子戴著烏
紗帽、穿著紅袍子，孩子們都哄笑起來：“官老
爺來啦！官老爺來啦！”猴子聽見後更加萬分得
意，仿佛它真的是官老爺一樣，它拿起鞭子，在
自己的夥伴身上狠狠地抽打著，因為猴子已經忘
記了自己和羊、和狗一樣，都是耍猴人的奴隸。

在這個世界上，許多人何嘗不是猴子呢？本
來我們有幸同為人，卻互相地殘殺；有幸同為親
人，卻相互地仇恨；有幸同為夫妻，但是相互地
猜疑、謾罵。我們忘記了自己的本來面目，我們
的本來面目是人類，具有的善良的本性和純潔的
佛性。但是，隨著人類的自私，人與人相互不信
任、懷疑、嫉妒，活在世上覺得太孤單無助，在
自己的心中逐漸地形成了憂郁，時間長了，憂郁
就變成了恐懼。

一個人想要平安，就要學會感恩。每一個人
的一生都離不開別人的幫助，父母、老師、醫生、
好朋友，哪怕是你過去的戀人，你都要感恩他，
他曾經伴你走過一段艱難的人生路，懂感恩才能
懂得慈悲啊。佛經上說：“欲見十方一切佛，欲

投資僅需 6000 元 RMB（人民幣）
公司贈送：
1: 10 克純萬足金 999.9 的金

幣一枚
2: 價值 2000 元以上金鑲玉鏈

一條
3: 價值 500 元以上吊墜一個
4: 特別配送 5000 枚五行幣，

價值連城
僅投資 6000 元獲得如此多高

價值的東西，唯有張健張老弟做
得到。

張 健 珠 寶 —— 老 板 虧 虧
虧！！速度搶購啊！

溫馨提示！
目前五行幣價格已經連漲 2

次，從 5000 元漲到 5500 元，再
從 5500 漲到 6000 元。看懂的在
搶購，看不懂的漲高了再買。

現在市場黃金已經一路狂飆，五行幣——未來最牛的數字貨幣，偷偷
告訴你：五行幣未來可能要十萬一枚。

張健珠寶五行幣購買詳情休士頓論壇
國際時事、勁爆話題、社區動態
本集內容 :
中共為何紀念 228?
紅藍綠選擇性詮釋歷史 , 228 真相難大白 
228 是省籍衝突還是日本與中國文化的衝突 ?
美陸戰隊派駐 AIT, 台美關係升級還是兩岸衝突升級 ?
國民黨主席選舉 , 是真民主還是真鬥爭 ?                            
 本集播出時間
首播 :03 月 02 日 ( 週四 ) 晚間 7:30~8:30( 德州時間 )
重播 :03 月 03 日 ( 週五 ) 下午 1:00~2:00
美南國際電視台 STV 15.3 頻道
網路直播 , 手機收看
Youtube 搜尋 Houston Asian Voice (Live Stream)
或 
http://www.youtube.com/channel/UCbk0l-YLidz0v0pRojp3d-w/live
現場直播電話 : 281-498-0109
主持人 : 李堅強   馬健   常中政
特別來賓 : 楊明耕 ( 台灣社社長 )   陳煥澤 ( 中國國民黨海外黨代表 )

圖為張健先生

盧軍宏台長新加坡體育館八萬人大法會，場面殊勝無比
天現罕見的火彩虹，新加坡總統親自觀看並全國放假二天(下 )

施無盡功德藏，欲滅眾生諸苦惱，宜應速發菩提
心。”

世界上的人行的叫“命運”，他們無奈地照
著命運在走，而我們修行人是把“命運”兩個字
顛倒了，叫“運命”。因為我們修心了，我們學
佛了，我們能控制和運用自己的命運，那就是學
佛給我們帶來的無限希望。）

很多人問：“為什麼我的命這麼苦？”什麼
叫“命”？命就是吉兇禍福，不能用人的力量控
制。什麼叫“運”？運就是靠著佛的力量走過生
命的全過程，並能加以控制和改變自己的命，那
就叫運。佛法不講命，但是承認命運。講命運那
是為了度化眾生，認識命運，那是學佛的基礎。
如果一個人連命運都不相信，他怎麼能夠相信佛
法呢？

人生的對錯，就是你在尋找符合自己內心的
價值觀。凡是發現對自己有利益的和存在利益好
處的考量，你就覺得它是對的；如果不符合你心
意的，你都覺得這是錯的，這樣你就是在騙自己。
中國古代聖人老子說過：“吾有大患，為吾有
身”。因為我們整天為了自己而活著，在人間我
們愛什麼，我們就會被愛所糾纏。比方說，很多
人為錢，他就會被錢所困；很多人為了多買一些
房子，他就變成了還貸款的房奴；有些人愛孩子
愛過頭了，他最後就被孩子鎖住了，讓我們無法

解脫。什麼事情都不要去留戀，則心無罣礙。煩
惱來自於自己不合理的欲望，眾生為了滿足自己
的欲望，不惜浪費有限的生命，想去保持人間虛
幻的物質，這就叫執著。

要知道，人間沒有一樣東西能留得住，但是
我們拼命地想去留，這本身就是佛經上說的“求
不得苦”。我們要學佛，保持一種良好的心態。
要記住，隨緣才能團圓，隨順才能萬事皆順，隨
喜才能在煩惱的人間中放下、自在、法喜充滿。

當年四祖道信請教三祖僧璨：“師父，什麼
是佛心？”三祖僧璨說：“你現在是什麼心？”
四祖說：“我現在沒什麼心。”三祖說：“連你
都沒什麼心，佛又怎麼會有心呢？”四祖道信說：
“但願師父教給我一條解脫之門。”三祖說：“誰
綁住了你啊？”四祖說：“沒有人綁住我。”僧
璨說：“既然沒有人綁住你，你為何還要去求解
脫呢？”

我們的人生誰綁住我們了？我們的人生就是
自己綁住了自己，因為我們走不出來，當很多人
的感情失控不想活的時候，別人怎麼勸他，他都
說：“我不行，我不能放棄，我一定要死，因為
我走不出來，我戰勝不了自己的苦惱。”要開
悟就是要解脫，想解脫的人就是要想通什麼叫放
下，放下就是想明白。

盧軍宏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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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M E  A N D  G E T  I T

We know players don’t take their games 
lightly and neither do we. L’Auberge Casino 

Resort had the most legendary Midi Baccarat 
run ever of 31 bankers! Now it’s your turn.

EPIC BACCARAT ACTION.
RUN OF 31 BAN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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