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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另闢蔡英文另闢 「「愛台愛台」」 新戰線多元母語變身多元國語新戰線多元母語變身多元國語
(文：吳德里) 就在蔡英文總統的民調掉到只有百分之二十一

的滿意度，走到哪裡都有抗議咒罵、拒馬鐵絲網保護，推出的政
策野火四燃，連自家人也極力反對時，這個硬頸總統又有神來之
舉，新出爐的政策再度拋出。這一次她似乎信心滿滿，覺得可以
贏回絕大多數民意；這個負有平熄眾怒的新策，就是醞釀已久的
「國家語言發展法」。

國府遷台以後，力推普通話為國語，期待產生減少誤解、政
通人和的效果，半世紀以來正面效果，整個國家各族群語言上的
溝通無虞。負面效果則是是當初雷厲風行，在教育過程中手段粗
燥強硬，母語推廣受到壓制，影響至今，許多人迄今仍存有在學
校必須講國語，否則受處罰的壓迫感。

時至今日，蔡英文的轉型正義準備要轉向語言的恢復母語發
功，現在的大環境，所有受過完整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學子，
都能操持流利國語，公務，社會傳播、網路體系，都以國語為主
。年輕一代早就適應了這個大環境，爭議不大， 一心想和中華
脫鉤、從語言政策上取悅族的蔡英文，卻準備反其道而行，在這
個面積等於四分之一個江蘇省，已經以普通話為國語的台灣，重
新挑起什麼是國語，究竟要有幾種國語，和如何將母語教學融入
教育體系，以及給予法定地位的配合議題。

這個政策的利基，則在於人口結構，漢人佔百分之九十七的
台灣人中，外省人只佔百分之十三，閩南人將近百分之七十，客
家人將近百分之二十六點九，其餘百分之二是原住民，百分之一
是外籍新移民。

台灣現行語言共有四大類，除了普通話的國語，還有閩南語
，客家話，原住民語言。推行國語的徹底成功，已經影響到母語
的使用，最近的數據顯示，能流利使用閩南語的年輕人減少，講
閩南語人口只佔百分之五十一。原先能使用客語的人口占百分之
四十一， 如今能聽能講客語的客家人只有百分之十四； 原住民
語言則跡近失傳瀕危，這解釋了為何在民進黨原訂六月底以前要
推出的新國語推動法案中，使用人數最少，只有十七萬人口的原
住民語，反而最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為法定國語。

S:沒有中文的公文出現了
五月底立法院三讀通過 「原住民語言發展法」，將原住民語

言率先列為國家語言入法，並明定每年預算，推動各項發展措施
，培育老師，學校也要提供課程。

在故宮看過清朝皇帝詔書的人，一定會記得，詔書是滿漢兩
種文字並列。蔡政府的原住民社區公文，卻是廢棄漢字，直書羅
馬拼音的原住民語文，因為台灣的原住民目前處於母語有語言無
文字狀況

蔡英文總統已於五月14日公佈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專法
規定，原鄉地區的公文必須用族語書寫。

今年起，原民地區15鄉 (區)公所試辦將各類公文書轉譯為原
住民族語言公文。計有8種語別，分別為阿美語、泰雅語、排灣
語、布農語、太魯閣語、魯凱語、賽夏語及拉阿魯哇語。
翻譯之族語公文以鄉 (區)轄內具代表性族語別為主，亦可選擇兩
個以上的族語翻譯。翻譯人員資格條件由鄉 (區)公所認定，以當
地具族語能力之族人為優先。

S:政治目的昭然若揭
長期以來不論以普通化為國語，在臺灣對國家提供了多少便

利和進步的效果，民進黨都認為這是國民黨外來政權的一個象徵
，企圖推翻改變，但是普通話做為國語的方便性，已經成為約定
俗成的文化。

一九九七年真理大學成立第一所台文系，中山醫學大學台文
系相繼成立，後來困於台文系和中文系難以區分而関閉。二〇〇
三年陳水扁任內希望推動國家語言發展法，沒有成功，次年鄉土
語言成為國小選修課，也在缺乏專業師資，學生家長均多認為平
白加重學生課業負擔，將來升級考試和社會就業上，沒有迫切普
遍的需要，淪為一星期一堂的選修課。

民進黨的策略因此改打多元國語， 認為台灣為多元族裔社
會，單一國語不符民情，為挽救母語，主張現有國語和閩南語、
客家話丶原住民語同列國語，動用國家資源，發展母語教學和使
用環境。

乍看從原住民語言訂為國語的宣布發展，達到政治目標的一
點突破，打破獨尊普通話為國語，又可收攬原住民人心選票，比
起花鉅款遷山開路，或是爭端四起的歸還原住民祖地之類的原住
民改善生活環境要求，一紙宣告，的確要來的省錢省事。

但是八種原住民語現在有語言、無文字，現有羅馬拚音用文
字拚湊語言，只夠傳達日常生活基本意思，而公文文書，慣常字
簡意謂深長，兩可之間尚有拿捏，又率多法律用語。如果真的像
原委會記者會所宣佈，純拚音字母呈現於公文，還要找翻譯口譯
溝通，翻譯還有待培訓發執照，翻譯詞庫要重頭開始建立，山地
原住民村落又是翻山越嶺，不敢想像比起過去一紙佈達，這種新
式八種語言的原住民無中文公文，落實將添多少折騰。

S：多元國語，皆大歡喜？
蔡英文宣布客家話是國語，以後要在中小學校教客家話以後

，第二天，網路哀鴻遍野，家長學生大家都不想加重學子負擔。
台中市長林佳龍立刻跳出擋子彈，說明政策隻及客家莊。

這樣說若不是客家人可以鬆口氣，別高興太早，還有閩南語
國語化也要登場。不知道以普通話為國語的外省人，是否可以逃
之杳杳？如果真的立法成功，根據文化部開的國語法討論會，會
中也有人提出，今後國小國中所有課程都要用台語教學。會不會
極端到這個程度，讓教生物、化學、物理的老師，都不知道用什
麼母語，才能準確傳達專業的 知識名詞專用術語，的確是教老
師頭痛的問題。

母語教學師資缺乏，本來就是頭痛問題。過去推動鄉土教學
的母語教學支援人員曾經抱怨，原住民教學一個人要教滿三十節
，得跑十九所學校。即使是閩南語，也要跑三間以上學校。現在
沒有任何準備，倘若再拋全面母語教學，是不是很聳動，能不能
把大家對一例一休、年金改革丶前瞻政策所有的怒氣，引到新議
題上，分散注意力，餵鯊魚吃其他腥魚。還是提油澆火，四處燎
原？有待觀察。

無論如何，這波新的政治議題，目標光明正大，暗藏反中玄
機。然而除卻原住民語以外，無論是客家話，還是閩南語，都是
漢語各省方言中，最古老的一脈，秦漢兩晉傳下來的老祖宗餘緒
。想要把閩南語從叫做閩南語丶河洛話，改稱台語。怎麼喚，都
改不了他是漢語這個玫瑰的芬芳。

母語值得珍惜，國語團結民心，其中運行，尤貴善心扶持，
倘若操弄成政治鬥爭，必然治絲益棻，反而禍國殃民，不能不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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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飼養員與罕見白獅親密無間伊拉克飼養員與罕見白獅親密無間 全球不過百只全球不過百只

大英博物館百物展上海開幕大英博物館百物展上海開幕
二維碼入列二維碼入列

““大英博物館百物展大英博物館百物展：：濃縮的世界濃縮的世界
史史””在上海博物館開幕在上海博物館開幕。。本次展覽按照時本次展覽按照時
間線索間線索，，從人類文明鴻蒙初開的時期從人類文明鴻蒙初開的時期，，直直
到我們創造的當今世界到我們創造的當今世界，，通過通過 100100 件件
（（組組））的藏品的藏品，，向人們講述壹部悠久而豐向人們講述壹部悠久而豐
富的濃縮世界史富的濃縮世界史。。圖為小獵犬號上的計時圖為小獵犬號上的計時
器器，，達爾文曾搭乘這艘船環遊世界達爾文曾搭乘這艘船環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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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經濟結下半年經濟結構調整將繼續提速
新興產業成培育重點

我國經濟新舊動能正在加速“換

擋”。數據顯示，今年來，高技術產

業無論從投資還是從增加值角度都保

持了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多家機構預

測，高技術產業投資和消費升級相關

的商品和服務仍將持續高速增長，助

力整體投資和消費維持平穩增速。根

據相關部委部署，下半年以智能制造

為代表的新經濟領域將迎來壹系列支

持政策和措施，政府對於信息、民用

空間、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等投入

將進壹步加大。

預測 高技術產業投資保持高增長
多家機構預測，下半年，代表著經

濟新動能高技術產業投資、消費升級相

關的商品和服務零售額等，將會快速增

長，從而帶動經濟整體保持穩中向好。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發布的中

國經濟金融展望報告顯示，該課題組預

測我國三季度消費增長11%左右，投資

增長8.5%左右。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

究所研究員高玉偉向記者表示，從新舊

動能轉換推動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下

半年消費穩定較快增長和投資增長均占

據壹系列有利條件以及積極因素。首先

是居民消費升級步伐加快，隨著新型城

鎮化加快，旅遊、文化、體育、健康、

養老等消費政策落地，促進與消費升級

相關的商品和服務零售額加快增長。其

次是制造業投資有望穩中有升，特別是

高技術產業投資仍將持續高速增長。

申萬宏源、光大證券等券商研報認

為，經濟結構調整將持續推進，其中新

經濟、新動能將在未來繼續保持較快增

長，規模也將進壹步壯大。多家券商還

認為，包括戰略新興產業、互聯網+、

高端裝備制造等產業已漸成氣候，並且

在自身發展的同時，還帶動了產業鏈上

下遊的快速掘起。以今年上半年成功首

飛的國產大飛機為例，不但整個產業規

模達萬億之巨，相關的裝備制造、新材

料、航空電子等上下遊產業規模同樣不

容小覷。隨著大飛機的正式交付，整個

產業生態將成為國民經濟中不可忽視的

增長點。

此外，隨著物聯網、5G、雲計算、

人工智能等技術進入應用期，相關產業

同樣將會成為新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工信部信息通信發展司司長聞庫介紹，

我國已在去年9月完成了5G第壹階段

試驗，下壹步將推動第二階段的技術試

驗和相關試商用測試。根據工信部部署，

年內三大運營商將在部分城市展開5G

試點工作，2018年在5G標準公布後，

我國將按計劃展開5G試商用，並最快

於2020年正式商用5G網絡。業內預測，

5G商用將會正式啟動規模萬億之巨的

5G產業，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

雲計算等重要的新經濟形態也將會因此

迎來快速發展期。

隨著新經濟、新動能的湧現和逐漸

壯大，外界普遍認為，我國經濟結構調

整將持續推進，這將有助於我國經濟進

壹步企穩。工信部運行監測協調局局長

鄭立新表示，在經濟新舊動能有序轉化

的大背景下，未來我國經濟將繼續保持

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

平穩 新舊動能實現有序轉換
今年上半年，經濟新動能的培育全

面提速。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壹季度

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長13.4%，1-2月

利潤增長16.8%。裝備和電子制造業繼

續保持強勁增長態勢，增加值分別增長

11.4%和14.9%。5月，高技術產業增加

值增長11.3%，裝備制造業增長10.3%，

均高於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

數據還顯示，上半年，工業機器人、

光電子器件、集成電路、太陽能電池的

產量都有大幅度增加。1-5月，工業

機器人產量同比增長50.4%，集成電

路產量增長25.1%，運動型多用途乘

用車（SUV）產量增長20.8%。

在產值增長的同時，高技術產業

領域的投資也保持兩位數增長。1-5

月高技術制造業投資9095億元，同比

增長22.5%，增速比全部制造業投資高

17.4個百分點，比全部投資高13.9個百

分點；制造業中技改投資 28732 億元

，同比增長10.2%，增速比1-4月提高

2.3個百分點，比全部制造業投資高5.1

個百分點。另外，網上商品零售持續快

速增長，1-5月全國實物商品網上零售

額同比增長26.5%。

此外，隨著“互聯網+”加快推

進，傳統領域和新興產業加快融合，

進壹步推進了新經濟的成長。數據顯

示，信息消費對經濟增長作用進壹步

增強。壹季度，信息傳輸、軟件和信

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6929億元，同比

增長 19.1%。電信業務總量同比增長

44.6%；電信業務收入增長 5.7%。4G

用戶總數達到8.36億戶，占移動電話

用戶總數的62.1%。3月移動數據月戶

均流量消費比去年同期增長106%。互

聯網和軟件行業收入同比分別增長

21.2%和12.9%。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表

示，從投資來看，投資在當期是需求，

下壹期就形成產能，高技術投資持續

加快，為下壹期新興動能不斷鞏固擴

大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註入了非常

好的活力。從產業增加值和消費等幾

個方面來看，新動能在不斷發展壯大。

在新常態下，增速換擋主要還是看動

能轉換和結構調整能否跟上，如果動

能轉換更快壹些，增速換擋能夠更加

平穩，整體穩中向好的態勢也就能夠

持續。

展望 產業支持政策為新經濟護航
從總體來說，目前新經濟、新動能

體量還不夠大。為應對傳統產業調整帶

來的壓力，今年來，發改委、工信部等

多個部門明確提出將進壹步抓緊研究制

定多個新經濟領域的產業推進政策，以

此壯大新經濟，其中很多政策在今年下

半年即將推出。

記者從工信部了解到，根據2017

年工作部署，下半年我國將深入實施

智能制造工程，持續推進智能制造專

項，在流程制造、離散型制造、網絡

協同制造、大規模個性化定制、遠程

運維服務等方面新遴選90個左右試點

示範項目，制修訂50個以上智能制造

標準。

此外，圍繞智能制造，下半年還

要選擇壹批產業特色鮮明、轉型升級

需求迫切、地方政府積極性高、有壹

定工作基礎的地區，探索建設智能制

造示範區。繼續分類推進石化、鋼

鐵、建材、有色、稀土、裝備、電

子、危險化學品等重點行業智能工

廠、數字車間、數字礦山和智慧園區

建設。編制智能制造系統解決方案供

應商推薦目錄，培育十個以上主營業

務收入超過十億元的智能制造系統解

決方案供應商。

據悉，工信部還將支持大型制造企

業建設壹批基於互聯網的開放式“雙

創”平臺，支持大型互聯網企業、基

礎電信企業建設面向制造企業特別是中

小企業的“雙創”服務平臺。在後續的

政策落地階段，工信部還將和其他部委

配合，嘗試以建立產業聯盟等方式，推

進智能制造、5G、大數據、雲計算、

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區塊鏈等產業的

發展和成熟。

據記者了解，未來國資委、財政

部、稅務總局等部門還要推進出臺相

關領域和業務的增值稅優惠政策、所得

稅優惠政策、中央企業創新投資基金、

信用貸款等實施細則。

記者還從國家發改委了解到，下半

年我國將以新興產業作為新動能培育的

重點，提升創新發展的基礎能力，加大

對信息、民用空間、重大科技基礎設施

建設投入，建成壹批國家產業創新中

心，構建全國壹體化的國家大數據中

心體系，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前沿

戰略性領域，實施壹批系統性工程，加

強軍民融合創新發展，推動軍民融合重

大示範項目建設。

綜合報導 總投資達132億元

人民幣的東方航空北京新機場基

地建設項目29日正式開工，這標

誌著東航在北京新機場的基地建

設邁入實質性的新階段。

未來，東航將以主基地航空

公司身份進駐北京新機場，年承

運旅客將超過3000萬人次。

當天，東航集團還與北京

市大興區人民政府簽署《東航

北京新機場主基地建設合作

框架協議》，共同推動東航北

京新機場基地及相關產業的建

設與發展。

北京新機場工程是舉世矚目

的民用機場工程。按照規劃，北

京新機場將建成大型國際航空樞

紐、京津冀區域綜合交通樞紐，

未來將充分發揮其作為國際交通

中心的作用，為“壹帶壹路”建

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雄安新區

等提供有力支撐。今年年底，北

京新機場航站樓將實現結構性封

頂。

東航北京新機場基地項目總

投資132億元人民幣，用地面積

約930畝，由核心工作區、生活

服務區、機務維修及特種車輛

維修區、航空食品及地面服務

區、貨運區組成，其中600余畝

位於北京市大興區。根據《東

航北京新機場主基地建設合作

框架協議》，東航集團與北京

市大興區人民政府將以政企共

建的新模式，充分發揮各自優

勢。

北京新機場建成後，東航將

投入150架-200架大型寬體和窄

體飛機在北京新機場運行，開

通連接美洲、歐洲、澳洲和日

韓、東南亞、港澳臺航線，與

東航現有的龐大航線網絡形成新的互

動，東航將有近2萬名工作人員參與北京

新機場的運營和保障工作，讓北京成為

全球最佳、最便捷的航空門戶。東航還

將圍繞打造航空生態系統，與大興積極

合作，建設和發展航空維修、航空物

流、航空食品、航空傳媒等相關產業，

有效推動臨空經濟的蓬勃發展。

中國東方航空集團公司總部位於上

海，目前東航航線網絡可通達全球177個

國家和地區的 1062個目的地，年旅客運

輸量超過1億人次，在全球航空公司中名

列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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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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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 11/20 Noon-2 PM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休士頓診所休士頓診所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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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

醫生
（通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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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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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由於盛夏余熱未消，氣溫仍然很高，加之時有
陰雨綿綿，濕氣較重，天氣以濕熱並重為特點。此時，中老
年人更需保養身體，不妨在閒時沖泡一壺具有祛暑、養陰、
化濕的花草藥茶，可去除致病之邪，收到良好的養生效果。

一、烏梅湯 烏梅 10 克，山楂 5 克，陳皮、桂花少
量，加入2昇水，煮沸，再加適量冰糖調味，放涼之後即可
飲用。桂花可以止咳化痰、養生潤肺；山楂和陳皮則能健脾
消食。初秋飲用烏梅湯，有生津止渴、祛暑養陰的效果，並
且可以防止腸道傳染病，飲此茶也有瘦身功效。

二、生脈飲 黨參30克，麥冬30克，五味子20克，
加入水，煮沸，然後再以適量冰糖調味即可。黨參甘溫，能
大補肺氣；麥冬止汗，能潤肺清心；五味子酸溫，能斂肺生
津。生脈飲正是清補順氣的良飲。

三、茅根銀花茶 銀花15克，白茅根25克，加入1昇
水，煮沸，再以適量冰糖調味即可。銀花能清熱解毒、疏利
咽喉，可治療病毒性感冒、急慢性扁桃體炎、牙週炎。

四、西瓜翠衣飲 西瓜皮、荷葉、冬瓜皮各10克，加
入1昇水，煮沸，然後再以適量的冰糖調味即可。西瓜皮性
涼味甘，瀉火除煩、生津止渴，具有較好的解暑作用。

祛除痘印可是痘妹妹關心的頭等大事。在痘痘戰亂之後留下
的滿目瘡痍，難道就沒有解決的辦法了嗎?NO！今天，就像你推薦
一種簡單、方便、省錢的祛除痘印方法：珍珠粉VE祛痘印。

一、材料和原理：
先來給我的法寶亮個相吧！它們是納米珍珠粉和天然維生素E。
痘印之所以形成，是因為痘痘生長過程中，細菌、炎症等對皮膚

組織造成了損害，形成纖維化的疤痕，有的伴有後期炎症，由於還
有色素沉著或者血細胞死亡，造成局部顏色深，有的痘印時間久
了，會發黑。

根據痘印的原理，肯定要消炎、去除死亡的細胞和纖維化組織，
還得讓色素消除掉，讓新生細胞長出來，這樣才能消除痘印。所以
選擇了納米珍珠粉和天然維生素E。

納米珍珠粉有很好的消炎和收斂作用，而維生素E呢，可以促進皮
膚的新生、抗氧化、消除色素。兩個混合在一起，按摩痘印，可以
促進局部血液循環，使沉著的色素被消解。

二、方法和過程
第一步：準備一根針、一粒超高純度滴天然VE軟膠囊（天然VE的吸

引率比合成VE更高一些，是從什麼谷物瓜果裡面提取出來的）。

第二步：取出一小勺納米珍珠粉（祇要一點就夠了，不過如果災
區面積比較大，也許要更多一點，反正根據各人的情況調整吧）。
納米珍珠粉能夠溫柔地在皮膚上按摩，不要用假珍珠粉這麼做啊，
否則責任自負!

第三步：小心地用針尖刺破，將VE擠出來……
第四步：把納米珍珠粉加到 VE 裡面，在掌心混合，如果覺得太

稀，可以再加點珍珠粉……
第五步：好了，祛除痘印的仙藥煉成啦！可以準備開始啦！（在

做所有的事情之前，一定要注意把 臉洗乾淨，）
第六步：祛除痘印的仙藥圍著痘印輕輕按摩，如果那痘印還是破

的--那就暫時放過它吧！
兩個禮拜吧，痘印肯定得到明顯的改善，這個方法可是很多人親

身驗證過的哦，基本上是百試不爽！
祛除痘印呢，純屬亡羊補牢，最好的祛痘印方法就是讓痘印不出

現
特別提示：1、此方法祇適合於去痘印，也可以用來做眼膜，不能

用來塗痘痘;2、祇能塗局部，不能塗全臉；3、建議晚上做，次日早
上用潔面乳洗乾淨。

有些人不明白為什麼自己也很呵護秀髮，但卻總達不到很好的
效果，頭髮照樣分叉，照樣發黃……別擔心，可能是你忽略了某
些關鍵點，下面六條護髮守則，教你如何讓秀髮保持光澤閃亮!

預防秀髮乾枯受損
(1) 避免游泳傷發。請用防水效果好的泳帽游泳，避免受漂白

劑或海水侵蝕。
(2) 留長髮的MM，為避免頭髮分叉，最好40天左右剪一次髮

梢，並改用含油脂類滋潤洗髮水，適當定期焗油。
(3) 不要過多地對頭髮進行化學處理，如燙髮、漂發、染發

等。
(4) 避免長時間直接受陽光強烈曝曬。
刺激分泌令頭髮光澤的油脂
(1) 經常用鬢毛刷按摩頭皮，增進頭皮的血液循環，刺激分泌

令頭髮光澤的油脂。
(2) 不過量使用吹風機，並且在每次吹風時，先把頭髮潤濕，

切忌在頭髮乾燥時吹風。
(3) 避免使用不當的洗髮水。
(4) 要保證足夠的睡眠時間，防止疲勞過度。
經常洗頭
經常洗頭使容易在頭髮上附著的污染顆粒無處容身，這樣不僅

保持髮絲的清潔衛生，還大大減少了因為顆粒物質而造成的摩擦
力，頭髮也就不容易開叉斷裂。

洗後潤發
潤發露中的陽離子活性物能使頭髮表面活性分子定向排列，令

頭髮上電荷減少，電阻降低，增強保護膜的抗靜電效果。

避免酒精刺激
定型頭髮時不能使用含有酒精的產品，因為酒精會使頭髮乾枯

失去光澤，變得毛燥。如果有條件，請多使用免洗型護髮素，因
為它不僅會在頭髮表面形成一層保護膜，還可以幫助秀髮定型。

正確的造型方式
用吹風機烘乾頭髮以及其他各種加熱頭髮的手段，都是引起秀

髮加熱性損傷的主要原因，過多地使用電吹風會損害毛鱗質與毛
髓質，使頭髮乾枯、分叉、變細直至脫落。

每次洗髮過後就迫不及待地將頭髮完完全全地吹乾，是造成許
多人頭發毛燥不服貼的原因之一!

初
秋
喝
烏
梅
湯
可
減
肥
瘦
身

初
秋
喝
烏
梅
湯
可
減
肥
瘦
身

初
秋
喝
烏
梅
湯
可
減
肥
瘦
身

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護髮六招必看

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去痘印必殺技簡單方便又省錢



BB66華府新聞
星期二 2017年7月4日 Tuesday, July 4, 20170629D01

謝安處亂不驚
陳 郡 謝 氏 家 族 ， 上 可 追 溯 至 謝 安 曾 祖 父 謝 纘

（214-282） ， 下 則 延 續 到 謝 安 九 世 孫 謝 貞
（534-585）。【淝水之戰】東晉的功臣謝安，無疑是
這三百年華彩中，最為絢亮的一筆；其【處亂不驚】淡
定之風雅，則是天地之間之大美。

【訏謨定命，遠猷辰告】
謝安（320-385），字安石，陳郡陽夏（河南太

康）。陳郡謝氏始於曾祖謝纘，生二子（衡、澄）；祖
謝衡（240-300），生三子（鯤、裒、廣）；伯謝鯤，
生二子（長子早逝，次子尚）一女（真石）；父謝裒
（282-346），生六子（奕、據、安、萬、石、鐵）。
永嘉元年（307）九月永嘉之亂，父伯帶領家族，隨晉
元帝東遷渡江，寓居在會稽（今浙江紹興）。長兄謝奕
（309-358）妻阮容，生八子（寄奴、探遠、淵、攸、
靖、豁、玄、康過繼給伯父次子謝尚）四女（道韞適王
羲之子王凝之、道聆、道粲適郗鑑之孫郗恢、道輝）；
次兄謝據，娶王綏，生三子（朗、方、允）；謝安妻劉
琰之妹，生二子（瑤、琰）二女（長女嫁王導孫王洽次
子王珉、次女嫁王坦之三子王國寶）；四弟謝萬，妻王
述女王荃，生一子（韶）一女（嫁王珣）；五弟謝石，
妻諸葛恢幼女諸葛文熊，生一子（汪，早卒）；六弟謝
鐵 ， 生 三 子 （ 邈 、 翀 、 勝 ） 。 謝 安 四 歲 ， 桓 溫
（312-373）的父親桓彝（276-328）對父親謝裒說：
「此兒【風神秀徹】，將來的作為不遜於王承（稱東

海）。」年二十，謝安隱居東山，善清談、好音樂、喜
宴遊。《世說新語》載：謝公問衆弟子： 「《毛詩》何
句最佳？」 稱曰：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
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出自
《詩•大雅•抑》。【釋文】以偉大謀略來制定國家政
令，把計畫佈告天下。謝安 「身在野，心在朝」。他在
不同場合，問謝奕長女謝道韞（349-409）曰： 「《毛
詩》何句最佳？」謝道韞答道： 「吉甫作誦，穆如清
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詩•大雅•烝民》
「吉甫作誦」是指周宣王賢臣尹吉甫寫的 「烝（衆）民

之詩」。謝安讚謝道韞頗有 「雅人深致」。一次寒冬，
家庭聚會，謝安問： 「大雪紛紛而下，像是什麼樣
子？」謝朗（謝據長子）應聲道： 「撒鹽空中差可
擬。」謝道韞接曰： 「未若柳絮因風起。」謝安擊掌、
讚嘆她為【詠絮之才】。

【東山再起】【處亂不驚】
永 和 九 年 （353） 三 月 三 ， 謝 安 參 加 王 羲 之

（303-361）舉辦的 「曲水流觴」宴會。謝安作【蘭亭
詩】兩首，其一寫景 「伊昔先子，有懷春遊。契茲言
執，寄傲林丘。森森連嶺，茫茫原疇。逈霄垂霧，凝泉
散流。」其二抒情 「相與欣佳節，率爾同褰裳。薄雲羅
陽景，微風翼輕航。醇醑陶丹府，兀若游羲唐。萬殊混
一理，安復覺彭殤。」升平元年（357），堂兄鎮西將
軍謝尚（伯謝鯤次子）去世，遷長兄謝奕為都督豫司冀
並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謝奕世襲一年豫
州刺史，於任內逝世。因二哥謝據早逝，輪到老三謝
安。他把機會讓給四弟謝萬（328-369）。升平三年
（359）十月，謝萬奉命北征敗歸，被廢為庶人。兩位
兄長（奕、據）已逝，又看到四弟謝萬的遭遇，謝氏一

族再無朝官，此時四十歲的謝安才有當官的念
頭。翌年八月，桓溫邀請謝安出山【東山再
起】為司馬。南蠻府參軍郝隆借中藥 「遠志
（Polygala tenuifolia）」諷刺謝安 「在山為遠
志，出山為小草」。值得一提的是，七月七
日，郝隆見富裕人家暴曬綾羅綢緞，就仰臥太
陽下露出腹部曬書。有人問，你這是幹什麼
呢？郝隆答，我曬我腹中書，此乃成語典故
【坦腹曬書】的由來。太和六年（371），桓溫
廢司馬奕，改立簡文帝司馬昱。謝安與琅琊王
氏 的 王 坦 之
（330-375） 聯 手
周旋，並於翌年簡
文帝病重之時，逼
他改寫遺詔，阻止

了簡文帝打算將政權拱手讓給桓溫的打算。寧康
元年（373）二月，桓溫率軍殺回京師，向吏部
尚書謝安和侍中王坦之問罪。新帝司馬曜下詔謝
安和王坦之到新亭迎接桓溫。新亭，今名菊花
台，位於南京雨花台安德門外，著名的【新亭對
泣】即發生於此。此時王坦之非常害怕，連手板
也倒轉拿著，流汗沾衣。謝安卻【處亂不驚】，
安慰他說【晉祚存亡，在此一行】，並在見到桓
溫以後，從容就席，問桓溫： 「安聞諸侯有道，
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桓溫笑答：
「正自不能不爾耳。」二人笑著談了很久，一場

【新亭風波】化解於無形。太元元年（376），
孝武帝司馬曜親政，任命謝安為中書令，錄尚書
事；第二年又加授他為侍中，掌管東晉的軍政大權。

【淝水之戰】四句成語
升平元年（357）苻堅（338-385）自立為前秦皇

帝，以淮河為界和東晉南北對峙。苻堅決心分兩階段滅
掉東晉。第一階段【淮南之戰】。太元三年（378）四
月，前秦征南大將軍苻丕率步騎七萬人進攻襄陽。苻堅
另派十萬多人合圍襄陽。襄陽守將朱序死守一年後，於
翌年二月城破被俘。苻堅派彭超圍攻彭城，秦晉【淮南
之戰】爆發。謝安在建康佈防，令謝玄率五萬北府兵，
自廣陵起兵應敵。謝玄四戰四勝，全殲秦軍。戰後，謝
安因功晉封建昌縣公，謝玄晉封東興縣侯。第二階段
【淝水之戰】。太元八年（383）五月，桓沖傾十萬荊
州兵伐秦，以牽制秦軍，減輕其對下游的壓力。七月，
苻堅下詔伐晉。八月，苻堅不聽弟弟苻融（340-383）
的勸阻， 大舉攻晉。 苻堅卻說： 「以吾之眾旅，投鞭
於江，足斷其流。」這就是四句四字的第一個成語【投
鞭斷流】。以苻融為前鋒都督，指揮慕容垂的步騎二十
五萬先行，苻堅隨後繼發，共有戎卒六十餘萬及騎兵二
十七萬，旗鼓相望，隊伍綿延千裡。九月，苻堅到達項
城。苻融率兵三十萬，先到潁口，並向淝水西岸的重鎮
壽陽展開進攻。謝安對王獻之（344-386）說： 「可將
當軸，了其此處。」【釋文】我要率領國家的棟樑，在
這 裡 了 斷 他 。 晉 孝 武 帝 派 宰 相 謝 安 五 弟 謝 石
（327-389）為 「征虜將軍」，謝安大哥謝奕幼子謝玄
（343-388）為 「前鋒都督」和謝安次子謝琰、桓伊率
八萬精銳北府兵，迎擊前秦的八十七萬大軍。十月，苻
堅攻破壽陽，同時把前來增援的胡彬水軍圍困在硤石，
又派五萬軍隊控制洛澗阻擋謝石的主力部隊。胡彬水軍
被圍困在硤石，孤立無援，糧草已盡，便寫信給謝石求
援。不料此信為前秦所獲，苻融派人告訴苻堅請速快派
兵。於是苻堅親自率八千輕騎來壽陽和苻融會合，並派
尚書朱序去勸降。朱序反而向謝石建議說： 「趁苻堅主
力未到，打敗他的先鋒，挫傷他的銳氣，前秦軍隊將會
全線崩潰。」十一月，謝琰勸謝石聽朱序的話，派劉牢
之五千北府兵偷襲洛澗（今安徽洛河），斬梁成等前秦
將領十名，殲敵萬五。謝石聽到洛澗大捷，便到淝水東
岸駐紮下來，和苻堅的軍隊隔河相望。秦王苻堅和弟弟
苻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隊嚴整，又望八公山（今
安徽淮南西）【草木皆兵】（第二個成語）是苻堅心虛
錯覺所致。苻堅死守不動，晉兵想渡河作戰是很困難
的。謝石和謝玄決定趁苻堅主力未到，誘敵決戰。謝玄
派一名使者去見苻融說： 「若讓苻堅的軍隊後撤，騰出
一塊空地，以決勝負。」秦的將軍們都說： 「我眾彼
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苻堅不聽諸將
的建議說： 「讓晉兵在渡河的時候，突然襲擊消滅東晉
的軍隊。」苻融也同意，便下令軍
隊後退。兵家常說： 「兩軍對峙，
退者先敗。」果然，秦兵潰逃，謝
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
苻融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大敗。

苻堅中了流矢，眾兵
崩 潰 ， 聞 【 風 聲 鶴
唳 】 （ 第 三 個 成
語），皆以為追兵呼
喊。逃到洛陽，僅剩
殘兵十餘萬。謝安得
到捷報，當時他正在
和朋友下圍棋，依然
照舊下棋。朋友問他
戰況如何？謝安平靜
地說：【小兒輩大破
賊】。下完棋，謝安
起身入內屋，這時再
也抑制不住內心的喜
悅，跨門檻時【踉踉
蹌 蹌 】 （ 第 四 個 成
語）地竟把木屐的齒
碰斷！（《世說新語》雅量篇）太元九年（384）八
月，謝安起兵北伐。北伐節節勝利以後，自覺功高震
主，主動交出手上權力。翌年四月自請出鎮廣陵，都督
北伐軍事。8月22日，病逝建康，享年六十六歲。

謝安的詩人粉絲李白
李白仰慕王羲之（303-361）、嚴光（字子陵）和

謝安三人。稱讚王羲之： 「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
塵。」（【王右軍】）；羨慕嚴子陵辭官不就： 「嚴陵
不從萬乘遊，歸臥空山釣碧流。」（【酬崔侍御（崔成
甫）】）；仰慕【東山再起】的謝安： 「詠歌之際，屢
稱東山」（李陽冰【草堂集序】）。李白多次尋訪謝安
的遺跡遊蹤，寫詩懷念，如【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
墩】： 「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憑覽周地險，高標
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梧桐識嘉樹，蕙草
留芳根。」又如【書情贈蔡舍人雄】： 「嘗聞謝安石，
攜妓東山門。楚舞醉碧雲，吳歌斷清猿。暫因蒼生起，
談笑安黎元。余亦愛此人，丹霄冀飛翻。」李白羨慕謝
安在【淝水之戰】中吟嘯自若、漫不經心地就擊敗苻堅
百萬之衆於八公山下，如【永王東巡歌】： 「但用東山
謝安石，為君談笑凈胡沙。」李白一生以謝安自期、自
比： 「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憶舊
遊贈譙郡元參軍】）； 「謝公終一起，相與濟蒼生。」
（【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全文完）

呂克明呂克明

明長洲明長洲（（今蘇州今蘇州））尤求畫尤求畫
【【圍棋報捷圖圍棋報捷圖】】

晉太傅建昌公謝安晉太傅建昌公謝安（（清清
宮殿藏畫本宮殿藏畫本））

《《晚笑堂畫傳晚笑堂畫傳》》謝安像謝安像。。
《《晚笑堂畫傳晚笑堂畫傳》》為清代畫家為清代畫家
上官周上官周（（16651665--17501750））創作創作
的古代名人畫像集的古代名人畫像集，，刊刻於刊刻於
清乾隆八年清乾隆八年（（17431743）。）。收錄收錄
7676 位 王 侯 將 相位 王 侯 將 相 、、 忠 孝 節忠 孝 節
義義、、詩人文人詩人文人、、書家畫家書家畫家、、
黃冠緇衣黃冠緇衣、、巾幗英雄巾幗英雄；；4444
位位《《明太祖功臣圖明太祖功臣圖》》共共120120
幅全身像幅全身像，，一圖一傳一圖一傳。。

淝水之戰圖之二淝水之戰圖之二

淝水之戰圖之一淝水之戰圖之一

明 沈 周明 沈 周 （（14271427--15091509）） 臨 摹臨 摹 【【 仿 戴 進仿 戴 進
（（13881388--14621462））謝安東山圖謝安東山圖】】美國翁萬美國翁萬
戈先生收藏戈先生收藏。。畫中謝安攜杖而行畫中謝安攜杖而行，，身旁身旁
帶著幾位仕女帶著幾位仕女，，正要走入深山遊歷正要走入深山遊歷。。李白詩李白詩【【憶東山二首憶東山二首】】其一其一

李白詩李白詩【【永王東巡歌永王東巡歌】：】： 「「三川北虜亂如麻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四海南奔似
永嘉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凈胡沙為君談笑凈胡沙。。」」

謝安謝安《《八月五日帖八月五日帖》》又稱又稱《《中郎帖中郎帖》【》【釋文釋文】】八月五日告八月五日告
淵淵、、朗朗、、廓廓、、攸攸、、靖靖、、玄玄、、允等允等。。何圖酷禍暴集何圖酷禍暴集，，中郎奄至中郎奄至
逝沒逝沒。。哀痛崩慟哀痛崩慟，，五情破裂五情破裂，，不自堪忍不自堪忍，，當奈何當奈何，，當復奈當復奈
何何。。汝等哀慕斷絕汝等哀慕斷絕，，號啕深至號啕深至，，豈可為心豈可為心。。奈何奈何，，奈何奈何。。安安
疏疏。。收入收入《《寶晉齋法帖寶晉齋法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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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柱柱姐壯行為柱柱姐壯行

雖然我一萬個希望，一萬個不情願，柱柱
姐終究“壯志”未酬，猶如二胡演奏的《萬馬
奔騰》，給人以激情，給人以希望，給人以力
量，在讓人熱血沸騰之際，卻中途戛然而止，
令人失望之極，悲憤之極，禁不住仰臉一聲長
嘆，落下一行清淚：千裡馬，空有一腔壯
志！

柱柱姐，洪秀柱也。1948年4月8日出生
於中國臺灣臺北縣（今新北市）。今年 69
歲。她已在政壇摸打滾爬 20 多年，具有強烈
的民主主義精神和兩岸情結，是國民黨內反對
台獨、推動兩岸交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她問
政時，聲音洪亮，態度強悍，語言犀利，被人
稱譽為“小辣椒”、“鐵娘子”。

柱柱姐身材嬌小，但在民族大義面前，她
卻坐得端、走得直、行得正，“巾幗不讓鬚
眉”。她光明磊落、胸懷坦蕩，堂堂正正做
人，雷厲風行幹事，無愧是中國國民黨中的
“英雄豪傑”。她不做縮頭烏龜，勇當“出頭
鳥”，說真話、講心裏話、讓人聽得懂的話。
她不當“低頭族”，不做“和事佬”，蔑視
“私心”，不屈服權貴，衝鋒陷陣，一馬當
先，走上前臺，有理、有據、有氣節，向“假
話”、“謊話”、“鬼話”、“空話”叫陣、
亮劍。當下中國國民黨最可悲之處，就是太缺
乏柱柱姐這樣“言行一致”的“黨國忠臣”
了。這個弱不禁風的“小女子”，就像一塊試
金石、一面斬妖鏡，讓黨內一些相貌堂堂、衣
冠楚楚的“高大男人”們的“黨魂”和“人
品”昭然若揭，一覽無餘，“可恥相”、“可
憐相”、“小人相”、假惺惺“君子相”全部
原形畢露。

李登輝，羞於跟柱柱姐相比。柱柱姐全身
心為黨呼號、奔走，忠心耿耿，無怨無悔，即
便未能連任，也對黨滿懷著“一顆赤子之
心”。她的敗選感言“謙卑接受結果 祝福我
摯愛的黨”，感動得幾乎讓人落淚。而李登輝
徹頭徹尾是個可恥之徒。早年加入過中國共產
黨，後來背叛了。多年追隨主張不搞"台獨"的
蔣經國後，又背叛了。現在依然在叛黨、叛
國、叛民族的泥潭中愈陷愈深。他是“台獨”
的“教父”，是“兩國論”、“一邊一國”的
始作俑者，是中華民族媚日的“大漢奸”，是
中國國民黨史上“最大的敗類”。做人，他人
不正；做官，他官“無恥”。2001 年 6 月 20
日，國民黨中常會上，柱柱姐痛斥他“不忠、
不仁、不義”，是黨內的“毒瘤、癌細胞”，
祭起了“開出李登輝黨籍” 的大旗。

馬英九，不敢跟柱柱姐相比。馬，雖“英
九”，卻少“英雄”氣概，少“男人”“陽

剛 ” 之 氣 。 相 貌 太
“ 娘 ” ， 言 行 太
“娘”。身為“中國”
的國民黨，本該名正言
順、旗幟鮮明地給“中
國”二字正名，本該大
聲喊出“我是中國人”
的迴腸蕩氣。可他或左
右逢源、支支吾吾；或
左 右 而 言 他 ， 偷 梁 換
柱；或裝痴賣傻，腳踏
兩隻船——對大陸，他
多 提 “ 一 中 ” ， 對 島
內，他強調“各表”，
助長了島內“台獨”勢
力和聲音的空前喧囂。
臺灣今天的情勢，他難

咎其責，罪不可赦。在兩岸，他均不被看好，
是兩岸人民“共同”的敵人。中國國民黨在臺
灣今天的核心價值的失焦和虛化，變得沒筋沒
骨，無剛無志，他難咎其責，即便不是“禍
首”，也是“幫凶”！論個頭，他比瞧柱柱姐
高；論骨氣，卻不及柱柱姐一寸高跟。柱柱
姐，雖為女兒身，頭頂著的卻是天，腳踏著的
則是地，全身每一個脈管裏都沸騰著中國人的
熱血，每個音節上都律動著中國人的自豪與自
尊。面對廣大電視觀衆，她一針見血、直言不
諱：“這些年來說自己是中國人成了禁忌。甚
至有人建議要改名臺灣國民黨，但如果我們連
身份都混淆，我們要怎麼認同自己的政黨？未
來有一天‘台獨’是否會成為中國國民黨的選
項？”在“臺灣人和中國人”的選項上，她更
是聲如洪鐘，底氣十足，堅決果斷，一氣呵
成，勇敢地亮出答案：“我是臺灣人，我也是
中國人。”這就是柱柱姐，一個時刻為黨處心
積慮的一分子，雖微不足道，但全力以赴、盡
心盡力。這就是柱柱姐，一向胸懷坦蕩，從不
掩飾自己內心，說違心之言，做昧良心之事！

雖為一小女子，柱柱姐敢於擔當、勇於擔
當，心眼兒一點不比針小，是一個“女漢
子”，一個“女強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她
從來都凜然正義，明確果斷，絕不猶豫。在她
的眼中，絕不容忍“私”字作崇；在她的心
中，絕不允許“私”字興風作浪。2014 年，
“九合一”選舉中，國民黨遭遇空前挫敗，22
縣市中勉強守住 6 席，“六都”丟了“五
都”，連新北市長都只是驚險過關。此時，受
到打擊後的國民黨哀鴻遍野、垂頭喪氣、死氣
騰騰，失敗主義在黨內上下迅即蔓延。一個百
年老店馬上就要“閉門歇業”，出於個人榮辱
進退的考慮，黨內的大佬、精英們也不願，更
不肯站出來力挽狂瀾，於“總統”競選擂臺
上，跟民進黨蔡英文一決高下。俗話說，士
氣，乃堅強的戰鬥力。失了士氣，隊伍何以成
軍？生死攸關之際，有“百萬黨員”自稱的中
國國民黨居然空前的“冷靜”： 一片鴉雀無
聲，任人宰割。可悲！可氣！可笑！可嘆！危
難時刻見真情！就在這生死存亡關頭，百萬人
群中站起了一個身影。這身影，讓身居黨內高
位者慚愧！這身影，讓自喻“黨國棟梁”的青
年人枉為“男人”、“男子漢”的美稱！這
人，就是柱柱姐，瘦小的身材這刻成了即將趴
下的國民黨的脊梁。她寧可玉碎，也要做國民
黨的擎天柱啊！“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
兮不復還！”好似穆桂英衝鋒陷陣，好似花木
蘭替父出征。此時的柱柱姐是何等的悲壯，何
等的從容，何等的壯還激烈！“只有戰鬥，才

可能勝利”、“戰士要犧牲在戰場不能臨陣脫
逃！”這是柱柱姐的肺腑之言，她要抒發自己
“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壯志豪情，她
要凸顯自己無私無畏的歷史擔當。為尊嚴而
戰，雖死猶榮！柱柱姐用行動再次向世人呈現
出她那顆博大而無私的心，如晨露一樣晶瑩，
如寶石一樣透亮！同時，她的壯舉也如一聲晴
天霹靂，給國民黨“光榮”的黨員們送去一支
警醒劑：民進黨不是不可戰勝的，只要戰鬥，
民進匪黨不可能一手遮天！雖然，柱柱姐最終
被國民黨臨全會正式“換柱”，但是，她勇敢
的背影永遠是一幅美麗的風景，久久鑲嵌在人
們的記憶裏，成為歷史的“經典”！

柱柱姐讓人敬佩之處還在於她對黨矢志不
渝的忠貞！520後，政黨輪換，蔡英文和民進
黨不住使出明招和暗招，頻頻對國民黨進行打
壓，使得國民黨苟延殘喘、奄奄一息。特別是
台“黨產會”更是釜底抽薪，凍結國民黨4.6
億資金，讓國民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
了資金，黨的機器就要停運。然而，柱柱姐不
是被嚇大的，她見招斥招，身先士卒，甘做表
率。不惜以自己個人的名義舉債借貸 9000 萬
元，發放黨工欠薪。為公背債！是一個多麼大
的胸襟！該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呀！對黨又該是
怎樣深厚的感情，怎樣無比的赤膽忠心！這就
是柱柱姐，一心都在期盼著讓國民黨早點好起
來，全部身心都在為國民黨的“東山再起”，
嘔心瀝血、廢寢忘食、勇敢抗爭。即使被“成
功”換“柱”，她也“心中沒有怨恨，仍努力
輔選”，她說，“因為我自始至終都只有一個
目標，就是國民黨要贏。”這就是大氣魄的柱
柱姐！這就是心底無私天地寬的柱柱姐！這就
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柱柱姐！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好姐姐，一位胸懷大
志，誓讓國民黨“鳳凰磐涅”的好姐姐，一位
堅持“九二共識”，倡導“一中同表”的好姐
姐，任憑國民黨前“立委”蔡正元再三呼籲全
黨同志：“在國民黨最艱困的時候，穿褲子的
不敢站出來，只有洪秀柱敢承擔，這樣的國民
黨女兒，大家要疼。”任憑國民黨前“立委”
丘毅多次語重心長勸告同仁：“唯有洪秀柱能
阻蔡英文 2020 連任。”無恥的國民黨、無情
的國民黨、被“醬缸文化”侵染得病入膏肓，
無藥可救的國民黨，還是在今年5月20日新一
屆主席選舉中拋棄了柱柱姐，把黨未來的生死
大權匆忙地交給了又一位缺乏“血性”者的手
上。直至今日，他依然不敢公然表達“一中”
立場，他主張的“九二共識”是堅持“一中各
表”的“九二共識”，有別於馬政府時代的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將“一中各表”刻
意擺到前面，愈加突顯、以示重視，互別苗頭
意味濃厚。不得不讓人對兩岸未來的走勢生出
疑慮，對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中華民族的偉大
復興充滿擔心。

柱柱姐，為了拯救國民黨，你已竭盡全
力。為了鋪就兩岸的和平之路，你也曾“義無
反顧”。對天地，你不愧疚良心。對祖宗，你
是孝子賢孫。對兩岸人民，你是真正的“中國
人”。對黨徽黨旗，你是當下黨內極其稀少的
言行一致的“黨員”。如今，壯志未酬，但你
曾經的風生水起、擲地有聲的奮鬥，足以讓衆
人感到寬慰：“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
識君。”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
光明。”這是大陸詩人顧城的著名詩句。我願
用它來表達對你深深的敬意，并以此為你即將
卸任“中國國民黨主席”一職壯行！

文文文///量力而行量力而行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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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Fourth Of July!!!

History of the Fourth of July
Indepen-
dence Day,
commonly
known as the
Fourth of
July, is a
federal
holi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memorat-
ing the
adop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
dence on July

4, 1776, declaring independence from the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Independence Day is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fireworks, parades,
barbecues, carnivals, fairs, picnics, concerts,
baseball games, family reunions, political
speeches and ceremonies, and various other
public and private events celebrating the history,
government, and tradi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ce Day is the national day of the
United States.
Background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legal separa-
tion of the Thirteen Colonies from Great Britain
occurred on July 2, 1776, when the Second Conti-
nental Congress voted to approve a resolution of
independence that had been proposed in June
by Richard Henry Lee of Virginia. After voting for
independence, Congress turned its attention to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statement ex-
plaining this decision, which had been prepared
by a Committee of Five, with Thomas Jefferson
as its principal author. Congress debated and re-

vised the Declaration, finally approving it on July
4. A day earlier, John Adams had written to his
wife Abigail:

“The second day of July, 1776, will be the most
memorable epoch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I am
apt to believe that it will be celebrated by succeed-
ing generations as the great anniversary festival. It
ought to be commemorated as the day of deliver-
ance, by solemn acts of devotion to God Almighty.
It ought to be solemnized with pomp and parade,
with shows, games, sports, guns, bells, bonfires,
and illuminations, from one end of this continent

to the other, from this
time forward forever
more.“
Adams's prediction
was off by two days.
From the outset,
Americans celebrated
independence on July
4, the date shown on
the much-publicized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rather

than on July 2, the date the resolution of
independence was approved in a closed session
of Congress.
Historians have long disputed whether Congress
actually signe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n July 4, even though Thomas Jefferson, John
Adams, and Benjamin Franklin all later wrote that
they had signed it on that day. Most historians
have concluded that the Declaration was signed
nearly a month after its adoption, on August 2,
1776, and not on July 4 as is commonly believed.
In a remarkable coincidence, both John Adams
and Thomas Jefferson, the only signers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later to serve as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ed on the

same day: July 4, 1826, which was the 50th anni-
versary of the Declaration. Although not a signer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James Mon-
roe, the Fif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ied
on July 4, 1831. Calvin Coolidge, the Thirtieth
President, was born on July 4, 1872, and thus,
was the only President to be born on Indepen-
dence Day.
Fourth of July Observance Historical High-
lights
• In 1777, thirteen gunshots were fired, once at
morning and again as evening fell, on July 4 in
Bristol, Rhode Island. Philadelphia celebrated the
first anniversary in a manner a modern American
would find quite familiar: an official dinner for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toasts, 13-gun salutes,
speeches, prayers, music, parades, troop re-
views, and fireworks. Ships were decked with
red, white, and blue bunting.
• In 1778, General George Washington marked
July 4 with a double ration of rum for his soldiers
and an artillery salute.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ambassadors John Adams and Benjamin Frank-
lin held a dinner for their fellow Americans in Par-
is, France.
• In 1779, July 4 fell on a Sunday. The holiday
was celebrated on Monday, July 5.

• In 1781, 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Court be-
came the first state legislature to recognize July 4
as a state celebration.
• In 1783, Moravians in Salem, North Carolina,
held a celebration of July 4 with a challenging mu-
sic program assembled by Johann Friedrich Pe-
ter. This work was titled "The Psalm of Joy".
• In 1791 the first recorded use of the name "In-
dependence Day" occurred.
• In 1820 the first Fourth of July celebration was
held in Eastport, Maine which remains the largest
in the state.
• In 1870, the U.S. Congress made Indepen-
dence Day an unpaid holiday for federal employ-
ees.
• In 1938, Congress changed Independence Day
to a paid federal holiday.
While the official observance always falls on July
4th, participation levels may vary according to
which day of the week the 4th falls on. If the holi-
day falls in the middle of the week, some fire-
works displays and celebrations may take place
during the weekend for convenience, again, vary-
ing by region.
The first week of July is typically one of the busi-
est American travel periods of the year, as many
people utilize the holiday for extended vacation
trip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Independence Day 2017

The Spirit of '76 Painting

July 4th Celebrations In Greater Houston
Your Guide To Family-Friendly Activities

Independence Day 2017

 ► Freedom Over Texas Featuring 
Hunter Hayes 
Eleanor Tinsley Park
July 4. 4pm-10pm
$5 per person through May 31, $8 per person June 1 – 
July 3, $10 per person day of show
Fireworks will ignite the sky, and country tunes will 
set the stage for Houston’s annual patriotic celebration, 
US Family Health Plan Freedom Over Texas from 4 
p.m. – 10 p.m. on Monday, July 4 at Eleanor Tinsley 
Park on Buffalo Bayou (along Allen Parkway).

 ► ExxonMobil Summer Symphony 
Nights: Star-Spangled Salute
Miller Outdoor Theatre
July 4. 8:30pm
FREE
Enjoy an evening with the Houston Symphony listening 
to patriotic, toe-tapping American music. Make sure to 
stay until the end for the 1812 Overture-complete with 
booming cannons! This celebration concludes with a 
magnificent display of fireworks provided by Miller 
Theatre Advisory Board.
This is a ticketed event for the covered seating area. 
Free tickets are available (4 per person over age 16 
while they last) at the Miller Outdoor Theatre box 
office the day of the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hours of 
10:30am-1pm. If tickets remain at 1pm, the box office 
will re-open one hour before show time to distribute 
the remaining tickets. As always, open seating on the 
hill.

 ► 4th of July Weekend at CityCentre
CityCentre
July 1-4
FREE
The July 4 weekend welcomes four nights of concerts 
to CITYCENTRE, and a 15 minute Independence Day 
fireworks spectacular you don’t want to miss*!
Saturday, July 1 from 7 - 10 PM: Pete Simple Band 
(Pop & Rock)
Sunday, July 2 from 7 - 10 PM: Janell McDonald & 
Grace Point (Inspirational)
Monday, July 3 from 7 - 10 PM: Max Flinn Band 
(Country)
Tuesday, July 4 from 7 - 11 PM: People’s Choice Band 
(Country & Rock) & 15 minute fireworks spectacular 
at 9:30 PM 

 ► Houston Symphony's Star 
Spangled Salute
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ion 
July 3 - 8pm
FREE
Kick off America’s birthday celebration at Star-
Spangled Salute as the Houston Symphony takes 
the Main Stage, Monday, July 3 at 8 p.m.  This free 
Independence Eve spectacular, which has been a 
tradition at The Pavilion for 27 years, features the 
Houston Symphony in a selection of patriotic favorites, 
presented by The Woodlands Development Company. 
Tickets are not required. Gates open at 6:30 p.m. 

 ► Red, Hot & Blue Festival & 
Fireworks Extravaganza
Town Green Park and Waterway 

Square, Woodlands, TX
July 4. 6pm - 10pm
FREE
Celebrate freedom in The Woodlands with great food, 
live entertainment, children's activities and family fun 
at multiple parks around The Woodlands from 6 to 
10 p.m.! The event culminates with one of the largest 
fireworks displays in the Greater Houston area with 
the 18+ minute Fireworks Extravaganza beginning 
at approximately 9:30 p.m. (Please Note: To ensure 
spectators have best fireworks visibility possible, 
fireworks teaser shots will be fired every ten minutes 
beginning at 9 p.m.) 

 ► 4th Fest in Pasadena 
Pasadena Convention Center
July 4 4pm - 10pm
FREE
4th Fest is Pasadena’s largest city-sponsored event! 
Celebrate the 4th of July with us at the Pasadena 
Convention Center (7902 Fairmont Parkway) from 4 
p.m. – 10 p.m. There will be a 20 minute long fireworks 
show, live music, a car show, Kidzone, new attractions, 
USMC Toys for Tots BBQ Cook-off, games, prizes, 
vendors, sports and other entertainment. 

 ► July 4th Parade and Festival
Bellaire, TX
July 4.9:30am - Parade; 10am-1pm - 
Festival 
FREE
The annual 4th of July Parade and Festival will take 
place on Tuesday, July 4, 2017. The parade begins at 
9:30 am and is followed by the community festival 
from 10:00 am until 1:00 pm. Bring the entire family 
and enjoy the parades, carnival games and rides, 
petting zoo and much more! Festival held at Bellaire 
Town Square and Loftin Park. This year's theme is 
America's Superheroes! 

 ► Snow & Ice Celebration at 
Memorial City
The Square at Memorial City (303 
Memorial City, Houston, TX)
July 4. 5:00 - 8:00 pm
FREE
Houstonians can stay cool this Fourth of July with 
20,000 pounds of snow, ice sculpture demonstrations 
and frozen treats. Trade your sandcastles for snowmen, 
while playing in summer snow flurries on The Square! 
Families can enjoy this afternoon of free, family-
friendly outdoor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live music, 
face painting, balloon art and patriotic eats before 
watching an amazing fireworks display. 

 ► Fourth of July Celebration at 
Kemah Boardwalk
July 4. All day with fireworks at 9:30 
pm. 
FREE
Bring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to enjoy the rides, 
restaurants, and games at the Kemah Boardwalk along 
with live music and patriotic fireworks along the 
Galveston Bay at 9:30pm. 
For Additional Events, Go To: https://www.
visithoustontexas.com/events/july-fourth/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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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隨著夏天來臨
，休斯頓天氣變熱，無論是遊覽海灘還是
公園，現在是在戶外享受更多戶外活動時
間的時候。然而，腳和腳踝痛，經常可以
阻礙戶外活動。Bunions ( 拇指囊腫) 是由
於行走的機製或僅僅由於遺傳傾向而隨著
時間的推移發生的大腳 趾關節的變化。保
守治療包括穿較寬的鞋子和使用鞋墊。
Hamme rtoes ( 錘狀腳趾) 的腳趾攣縮畸形
，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變得僵硬，使穿鞋子
變得困難和 痛苦。

休斯頓診所足科中心 ( Houston Medi-
calClinic Foot & Ankle Center ) 獲得醫療委
員會認證的足部和腳踝專家陳彥旭醫生解
釋說：人們通常不知道腳部問題有手術解
決方案。 陳醫生將根據您的生活方式，為
您量身定做最佳治療方案。

有時可能需要進行手術作為修復畸形
或提供減輕疼痛服務。 陳醫生在腳和足踝
手術方面經驗豐富，並進行了數百次重建

手術。 根據您的情況和喜好，可以使用可
吸收的縫合線，因此不需要去除縫線，可
以獲得更好的美容效果。 陳醫生說：“病
人經常對此感到驚訝，因為治療經驗遠遠
好於他們的預期。” 根據畸形的嚴重程度
，患者可以立即使用特殊的鞋子行走，並
且在短暫的恢復時間之後恢復正常的活動
。

陳醫生是休斯頓訓練有素的足科外科
醫生，經歷了三年嚴格的住院重建腳踝手
術訓練和實踐。 他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
分校和加利福尼亞足科醫學院。 他由美國
足科醫學委員會獲得醫療認證，並曾經在
Hermann 西南紀念紀念市醫院工作。 此外
，他還關注肌肉骨骼疾病和運動醫學，他
也是前競爭級體操運動員，了解足科患者
和運動員的需求和關注。他也是健身和健
康的倡導者。

休斯頓診所足科中心使用最新技術提
供全面的腳踝醫療和外科護理。 他們提供

專家診斷，並根據患者生活方式提供定制
的治療計劃。 術前首先探討保守和安全的
治療措施。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治療: 指甲/
皮膚問題，腳後跟疼痛，扭傷和骨折，腱
炎，腳和腳踝畸形，下肢神經障礙和糖尿
病足部問題。同一天也可以完成高科技激
光真菌腳趾甲的無痛治療程序，提供的服
務費用價格，合理公平是可承受的。

此外，休斯頓診所提供補充和替代療
法，包括物理治療，治療按摩和針灸。 陳
醫生還提供足部護理產品，包括皮膚和指
甲護理，健康指甲油，腳墊和矯形器。休
斯頓診所足科中心位於敦煌廣場E 棟二樓
E219A 房。 從星期一到星期六，陳醫生僅
通過醫療預約的方式來看病人。 該診所接
受所有的主要保險計劃。欲了解更多信息
，請致電 713-272-6688 或訪問他們的網
站 houstonmedicalclinic.com。 腳踝疼痛不
正常。請通過預約找到協助和緩解痛苦的
最好幫助！

休斯頓診所足科中心可以矯正腳部畸形
讓您再次緩解痛苦和享受活躍的戶外生活

（本報記者秦鴻鈞）於2014 年出來開業的 「黃金醫療中心」栗懷廣醫學
博士，早在開業之前，已在醫學的領域內埋首三十年，1 年上北京醫科大學
（ 即北京大學醫學院 ），87 年畢業後又繼續讀到博士，之後一直在中國行
醫，2002 年來美，在貝勒醫學院研究 「內科 」，2014 年出來開業，是中國
城內僅有的幾位內科醫生之一。

栗醫生主治：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腸胃，甲狀腺疾患，
關節炎，年度體檢，婦科檢查，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外傷，急診，
外科小手術等。

這些年來，栗醫生看的最多的 「內科」病症，如一些現代病甲狀腺，糖
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這些病如不好好控制，很容易造成血管病變或心
臟梗塞，腦中風，因此 「即早就醫」 ，把疾病控制住，是對治疾病的良方。

而如何避免這些煩煩的疾病，栗醫師認為： 「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避
免疾病首要條件。如：（ 一 ） 健康的飲食，如蔬菜，蛋白質，米飯以1/2,
1/4, 1/ 4 的比例攝取，任何一項多或少都不好。 （ 二 ） 運動： 多作有氧鍛
鍊，至少每周三次，每次半小時以上。（ 三 ）合理的喝水： 不要喝含糖飲
料，不要買商業果汁，水果以吃為主，勝於榨汁。（ 四 ） 煙，絕對要戒，
有百害而無一利，抽煙易造成呼吸道感染，甚至罹犯肺炎，肺癌。（ 五 ）
酒要少喝，（ 六 ）健康的心理： 很多人對心理健康並不重視，當造成心理

的傷害， 「憂鬱症」找上門才知嚴重。中國人常以看 「精神科」為恥，至延
誤病情，造成更大的傷害已太遲了，因此，栗醫生再三疾呼，要注意心理的
健康。其次，預防體檢的重要： 任何疾病是預防勝於治療，通過體檢，查出
有無高血壓，高血糖，高膽固醇，是給我們自身的警訊，好對症下藥。

第二，有疾病要在醫生的指導下積極治療，不要諱疾忌醫，造成嚴重的
併發症，更加難治。尤其一些糖尿病，高血壓，肝炎，痛風病人，應隨時對
自己的疾病採取警覺，經常量血壓，血糖，掌握身體變化的根源，知道應如
何吃，如何喝，以科學化的精神對待自己的身體。栗懷廣醫師在自己出來開
業之前，是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主治醫師，他非常關心病
人，視病人如親人，記者曾多次目睹，即使在下班時間，栗醫生還會親自接
電話，認真回答病人詢問如何服藥的細節，對每一位病人的病情鉅細靡遺，
瞭如指掌。栗醫生還經常抽空參加社區的健康講座，對每一位僑胞，認真解
說保健的要點，把所學回饋僑社。這與有些醫生匆匆看完一個病人，分秒必
爭，忙著接下一個病人的態度迥然不同。從學驗俱優的栗懷廣醫生身上，我
們看到醫師 「濟世救人 」 的偉大使命感，而非僅僅是把它當作一個掙錢的行
業而已。 「黃金醫療中心 」每週七天看診，接受各種醫療保險。週一至週五
，為上午八時半至下午六時，週六為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週日接受預約。
「黃金醫療中心 」 的地址：9750 BellaireBlvd.,#180, Houston TX 77036

黃金醫療中心栗懷廣醫學博士談保健黃金醫療中心栗懷廣醫學博士談保健
在於即早就醫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於即早就醫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圖為陳彥旭足科醫生攝於辦公室圖為陳彥旭足科醫生攝於辦公室。（。（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位於敦煌廣場圖為位於敦煌廣場EE 棟二樓的休斯頓診所入口櫃台棟二樓的休斯頓診所入口櫃台。。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鑒於台
灣民進黨立法委員，痛批美國僑務榮
譽職人員去大陸訪問之問題再擴大，
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於日前出來召開
記者會宣佈： 將依僑委會 「僑務委員
遴聘要點 」 第七條規定，建議免除王
維，周賢孟兩人的職務； 另依據 「榮
譽職人員遴聘要點」 第12 條規定，除
芝加哥地區梁克強主動請辭，即日起
解除另八名僑務榮譽職人員頭銜。

此事件起源於 「全美台灣同鄉聯
誼會」 於五月底組團進行兩岸參訪，
由於一行22 人中包括前僑委會委員長
吳英毅，兩位僑務委員及九位榮譽職
人員，遭民進黨立法委員抨擊該會赴
陸正值台灣遭對岸打壓無法參加WHA
之際，並與大陸僑辦官員大談祖國統
一，是認同錯亂，要求立即拔除相關
人員榮譽職位。針對立委的指控，全
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發表聲明，反批民
進黨政府汚衊海外僑團，在海外製造
綠色恐怖，以分化僑社手段轉移自身
施政無能的焦點。

美南國際電視 STV 15.3 政論節目
「休士頓論壇」，於6 月27 日晚間播

出特別節目，針對僑團赴陸參訪卻遭
批評風波，現場還以視訊連線此次參
訪團團長，現任舊金山僑務委員王維
，除公佈此行行程，並說明參訪兩岸
的過程及感想。此行，休士頓有三位
「台聯會」人士參加，包括鄭長祥，

陳煥澤，及一位賴姓僑務榮譽職人員
。當天現場參加論壇的除主持人常中
政，馬健外，還包括 「休士頓大家學
維多利亞分校經濟學教授」 陳建賓及
「中國國民黨海外黨代表」 陳煥澤等

人。
該訪問團團長，舊金山僑務委員王維在視訊

連線中，對民進黨立委的指控非常不滿。他說
： 「全美台聯會 」 在僑社已有40 年，早在中
美斷交前即已成立，僑委會聲明，認同 「全美
台聯會」 過去協助中華民國政府，這也是該會
第12 年的兩岸參訪。他們在中國大陸的訪問行
程，只去三個地方：（ 一 ） 盧溝橋 「抗戰紀
念館 」，（ 二 ）聯誼： 與國台辦，國僑辦，
商務會座談，（ 三 ） 旅遊。對方表示： 希望
兩岸同胞為實現 「祖國統一」 而努力，同時也
表示對美國台灣社團的肯定，並幫忙接待。

王維表示： 這趟參訪，他們到兩岸都是 「
自費 」，連在大陸旅遊搭乘火車，都是自己出
車費及小費，談何 「接待 」？王維表示： 海
外所有榮譽職人員都是長期在僑界幫忙社區，
不是你給我這個 「職稱 」 才開始做事。他個
人不介意 「僑務榮譽職 」 ，只想好朋友集合
起來作共同理念的活動。

談到主持人問到此次參訪的感想和成果，
王維表示： 此行很明顯的看到二地發展速度的
差異，大陸的發展速度，值得台灣效法，急起
直追。而中華民國的 「僑務 」 政策比大陸強
太多，畢竟中華民國僑務工作已有百年歷史，

他希望 「僑務委員會 」 合作的平台要愈大愈
好，有 「廣納百川」 的力量，而非一昧封殺，
「格局 」 一定要做大。

出席座談會的台聯會代表陳煥澤表示：他
們此行可追溯到去年去波士頓開全美年會時即
已敲定，最早是排在今年四月份作 「兩岸參訪
」，結果 「僑委會 」不置可否，才被拖延至五
月廿號才能成行。那時，巴拿馬也沒斷交，兩
岸形勢沒那麼 「嚴峻 」。我們即使到台灣，也
是 「自己吃自己的」，沒有招待。

休士頓大學維多利亞分校經濟學教授陳建
賓表示： 現任僑委，榮譽職人員幾乎滿地都是

。常中政表示： 「僑務榮譽職」 人員，不必看
得這麼嚴重，因為他們 （一 ） 沒領薪水 （二
） 沒有權力 （三 ）沒有責任，只是從上遺留
下來的 「封建思想 」 還在。以台灣一年的政
府預算二兆來算， 「僑委會」 只有13 億，是
非常少的，只佔0.065 %, 但其 「功能 」 不能抹
煞。陳建賓建議 「錢要花在刀口上」 ，如他所
作的讓下一代的新移民 「認同 」 自己的國家，
非常有價值。

僑務榮譽職人員登陸接受中國官方招待問題再擴大
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宣佈解除所有僑務榮譽職人員頭銜

休士頓論壇主持人常中政休士頓論壇主持人常中政。。台聯會代表台聯會代表，，國民黨海外黨代表陳煥澤國民黨海外黨代表陳煥澤（（ 左左 ）） 與主持人馬健與主持人馬健（（ 右右）。）。

休士頓大學維多利亞分校經濟學教授陳建賓休士頓大學維多利亞分校經濟學教授陳建賓。。

現場視訊連線此次訪問團的團長現場視訊連線此次訪問團的團長，，舊金山僑務委員王維舊金山僑務委員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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