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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特別節目
張亞中作客談一中同表

為持續跟進中華民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並關注兩岸政

治脈動﹐「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25日(周二)晚間

播出特別節目﹐邀請孫文學校總校長與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張

亞中(右)及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常務委員唐心琴(左)擔

任嘉賓﹐由常中政(中)主持﹐針對孫文學校使命﹑一中同表與

一中各表差別﹑國民黨的走向作探討﹒(報導請詳見A12休城

社區)

劉昌漢 先生
台灣旅美知名畫家與國際藝術策展人
台灣旅美知名作家(筆名劉吉軻德)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前會長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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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在近日舉行的2017博鰲房地產論壇

上，與會經濟學家稱房地產市場將從城市化時代走

向大都市圈時代，呼籲盡早建立長效機制。

始自2016年的“史上最嚴”的房地產市場調控

經歷多輪升級，數據顯示已經有超60個城市出臺

多輪措施，當前房地產整體市場熱度正從壹、二線

轉向三、四線城市。

房地產是否將從“大時代”進入“小時代”？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不以為然，“現在還處

在城市化的大時代，如果認為大時代已經結束了，

可能最終會被證明是錯誤的。”

經濟學家、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沈建

光指出，此輪中國經濟反彈最大的貢獻就是基建和

房地產投資的回暖，房地產投資增速從2014年初的

4%恢復到今年的10%左右，對經濟拉動作用非常明

顯。

但國泰君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林采宜提醒，由

於曾在驅動過去15年房地產市場暴漲的因素中，

人口出生率和居民收入年均復合增長率雙雙下降，

利率進入上行周期，中國房地產市場進入拐點，暴

漲時代結束。未來的房地產業必須升級換代，從制

造業走向服務業。

目前，房企在規模上迅速擴張，新壹輪規模競

賽正在進行。林采宜說，上市房企的平均負債目前

已經達到78%，實際負債可能超過80%，金融去桿

杠是必然。

“從金融角度去看房地產是否‘灰犀牛’，我

想還得不出這個結論。”連平說，未來融資環境將

會收緊，按揭貸款高速增長也引起各方關註，“還

有時間築牢防線，改變風險態勢，使房地產能夠保

持平穩、較快運行。”

與會經濟學家表示，樓市調控從範圍、手段和

頻率上來看力度空前，會引發未來相當長時間的行

業洗牌。

“大都市圈周邊的三四線城市進入到限購清單，

意味著中國城鎮化正式進入到以大都市群作為主要

載體、主要動力的發展階段。”中國銀行業協會首

席經濟學家巴曙松說，本輪調控最典型的特征是大

都市圈、城市群處在擴張周期，開發商的兼並重組

也加快腳步。

東方證券總裁助理、首席經濟學家邵宇也持此

觀點，他認為未來5年深度城市化將取代傳統投資

，新的城市群格局也將形成，“除房地產建設外，

戶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國資國企改革、地方財政通

過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是公共基礎設施中的

壹種項目運作模式)進行杠桿調整等重大改革可能

是發展的核心動力。”

在新的時期，業內呼籲逐步擺脫依靠利率、首

付率、限購等短期政策，盡早建立長效機制。

沈建光說，未來金融去杠桿、降低債務率是重中

之重。今後5年，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運行，包

括租售同權、共有產權房，房產稅等政策的實施，

都會對房地產業發生很大影響。

巴曙松說，長效機制應把主要的開發力量和城

市群建設相結合，增加中心城市群供給，盤活現有

存量加快流通，以及發展租賃。

經濟學家、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說，作為

樓市調控的長效穩定器，應盡快實行房地產稅，

“房產稅實施後房價不會暴跌，房地產仍然能平穩

發展。”

經濟學家展望中國房地產：從城市化時代走向大都市圈時代

金融去杠桿顯效？
M2增速創新低

在五月跌入個位數後，廣義貨幣M2

增速連降，連續三個月低於10%，創近

期新低。央行公布的金融數據顯示，7

月末，M2余額 162.9 萬億元,同比增長

9.2%。此外，被認為主要為房貸的住戶

部門中長期貸款增加4544億元，占全部

新增人民幣貸款的55%。

分析認為，受去杠桿因素影響，廣

義貨幣增速略低於此前可能成為常態；

而在壹連串房地產調控政策之外，信貸

結構中對剛需房貸支持力度仍然未減。

M2創新低 受金融系統去杠桿影響
廣義貨幣M2是貨幣統計的壹個口

徑，壹般來說，包括了流通中的現金、

活期存款以及定期存款等指標，這被金

融機構當作判斷經濟運行、預測金融市

場的風向標之壹。

對於M2創下新低，中國民生銀行

首席研究員溫彬告訴新京報記者，這主

要是金融去杠桿效果的影響。

“總的來看，盡管M2增速創下歷

史新低，但不必過於擔憂。”溫彬認

為，這主要是金融去杠桿效果顯現。此

外，金融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也在逐漸

加大。他援引數據稱，銀行正加大對實

體經濟支持力度，增加表內信貸投放，

這項數據比 2014-2016 年同期均值多出

2000億元。

對7月數據而言，交通銀行金融研

究中心報告指出，信貸回落與財政存款

增加構成M2穩中有降重要因素。“信

貸較上月大幅回落7092億，與此同時繳

稅因素使得財政存款7月大幅增加1.16

萬億，兩者共同作用下對7月M2增速形

成了較強的拖累。”

實際上，央行相關部門負責人曾在

5月份貨幣信貸數據答記者問時有過說

明。“估計隨著去杠桿的深化和金融進

壹步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比過去低壹

些的M2增速可能成為新的常態。”上

述負責人指出，“隨著市場深化和金融

創新，影響貨幣供給的因素更加復雜，

M2的可測性、可控性以及與經濟的相關

性亦有下降，對其變化可不必過度關註

和解讀。”

降準？央行還有其他貨幣政策工具
近來，也有分析人士把降低存款準

備金率這壹選項提到臺前，而這將給股

市、樓市等市場帶來全面影響。廣發證

券報告指出，基於外匯占款連續下降、

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去杠桿效果顯現

等因素，降準窗口可能會再次開啟。

對此，中金所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

趙慶明分析，在貫徹“穩健中性的貨幣

政策”的目標上，央行可以在降準以及

MLF等流動性管理工具（可以投放貨

幣）之間作出選擇。

“外匯占款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

化。”他對記者指出，“最初我們提高

存款準備金率的時候，其中目的之壹就

是對沖外匯占款過多的增加。”

不過，2014 年開始，外匯占款從

之前的大幅增長變成了基本上下降的

狀態，這在 2015 年 8 · 11 匯改後更加

明顯。

“外匯占款對於基礎貨幣，上升是

做加號，下降是做減號，從這個角度來

說，上升是要提準，下降是要降準。”

他分析，“但是，恰恰是從2014年年初

開始，央行又創造了PSL、MLF等壹系

列流動性管理工具，通過這些工具向市

場註入流動性，這幾個加起來可能達到

八九萬億左右。”

趙慶明認為，未來是不是要降準，

實際上是留給央行做的壹個“選擇題”：

即在這些工具之間取得平衡，不降準，

增加這些流動性管理工具的操作力度也

是選項之壹。

對剛需住房力度不減

從結構看，住戶部門中長期貸款增

加4544億元，占全部新增人民幣貸款的

55%，較上個月回升24個百分點。溫彬

認為，房貸占比回升主要受企業貸款占

比下降影響；而從新增房貸規模看，略

低於今年前7個月的平均值，說明銀行

對剛需住房支持力度不減。

此前央行公布的二季度貨幣政策執

行報告也強調了這壹點。報告指出，截

至6月末，全國保障性住房開發貸款余

額為3.0萬億元，同比增長36.2%，保障

房信貸支持力度仍然較大。

不過，個人住房貸款則在6月末增

速回落至30.8%，較年內最高點低6個百

分點；利率方面，個人住房貸款利率略

有上升，6月加權平均利率為4.69%，顯

示緊缺程度有所提高。

央行此前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

告指出，“嚴格執行差別化信貸政策,限

制信貸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將是下壹

階段主要政策思路之壹——這也和此前

央行方面多次公開表態保持壹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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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欲淘汰老式打字機印度欲淘汰老式打字機 ““不插電不插電””打字服務將消失打字服務將消失

由於政府推行數字化服務由於政府推行數字化服務，，印度法院外及政府辦公室外常見的老式打字機服印度法院外及政府辦公室外常見的老式打字機服
務即將在孟買消失務即將在孟買消失。。圖為印度孟買圖為印度孟買，，男子在法院外為客戶打印起訴書男子在法院外為客戶打印起訴書。。

匈牙利大象水池玩耍降溫匈牙利大象水池玩耍降溫
““大家夥大家夥””打滾賣萌打滾賣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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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170817D達福社區

（ 美 南
報業記者 海
霞 報 道）值
佛教慈濟基
金會達拉斯
分會成立二
十五周年之
際，特 邀 請
中國殘疾人
聯合會藝術
團來到達拉
斯，于 9 月 9
日下午 1:30
時、下 午 7:
30 時 ， 在
Fair Park 的
Music Hall，
分別展演兩
場 主 題 為

“ 千 人 牽 手
助 千 人 ”音
樂 會，分 辨
表 演《我 的
夢》和 美 輪
美 奐 的《千
手 觀 音》大
型 舞 蹈，以
饗達拉斯民
衆對藝術的
喜愛和對人
性的尊重。

衆所周
知，《千手觀音》大型舞蹈是中國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
經典巨作，以其藝術美、人性美、大愛無疆的真善美風
格和震撼的舞臺效果，讓人們難以忘懷。舞蹈不僅榮

獲國內藝術大獎，同時蠻聲海外。在9
月，我們來觀看《千手觀音》，收穫的不
僅是“三觀”的震撼，更多的是一種“心
、身、靈”的洗禮！

首先，對于練習舞蹈的學生們來
說，《千手觀音》舞蹈是經典的“教科書
”。作 為《千 手 觀 音》舞 蹈 的“ 真 身
”----中國殘疾人藝術團舞者, 由中
國走向歐美，演出百餘場，現場觀衆累
積近百萬，電視網絡的觀衆數以億計，
對于舞蹈愛好者和學生來說，觀看專
業舞蹈，是一個親臨現場的學習。據悉
：《千手觀音》是由殘疾人作為“特殊藝
術”主體而創作的，它體現了藝術美和
人性美，觀音的至真至善至美與“慈與
愛，美與善”的深刻主題，更體現了作
為殘疾人藝術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千
手觀音》是中國國寶級人類文化遺產，
2005春節聯歡晚會上，中國殘疾人藝
術團的舞蹈《千手觀音》感動了全中國
。”學生們觀看演出，不僅近距離欣賞
到《千手觀音》所表達的藝術底蘊，同
時豐富精神世界！

其次，觀看《千人牽手助千人》慈
濟愛心音樂會是一個愛的善舉。

主辦方—慈濟基金會達拉斯分會
自1992年8月23日成立，是全美八十
多個分支機構之一，秉承佛教慈濟基
金會總會的理念，致力于慈善、醫療、
教育、人文四大志業，通過國際賑灾、
骨髓捐贈、社區志工、環保等工作。二十五年來，為當
地社區、學校捐贈、國際賑灾做了大量的貢獻，在2016
年，當龍捲風襲擊達拉斯東南部時，慈濟達拉斯分會
在第一時間趕赴灾區現場，贈送衣物，並協助采取救
助措施；針對達拉斯貧困家庭，慈濟達拉斯分會和當

地的公立學校對接，按照低收入貧困家庭每個學生
的高矮，量身定制T恤衫，在發放T恤衫時，教給學
生中華文化中的感恩禮儀，截止到目前，在達拉斯
各個公立學校中，向貧困家庭的學生捐贈累積8萬
件T恤衫。當2015 年伊波拉病毒在達拉斯地區蔓
延時，慈濟達拉斯的分會捐贈了患者換洗的所有衣
物；慈濟達拉斯分會部分會員曾經到危地馬拉進行
免費醫療救助。每年8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五，由達
拉斯市長支持舉辦的義工活動，將在Fair Park 舉行
，這項活動已經舉辦了十年，將面向中低收入家庭
提供衣物、免費檢查身體、免費理髮、免費提供學習
用品，慈濟達拉斯分會每年都會作為義工參加，在
今年的8月4日，慈濟達拉斯分會將是最大的免費
提供服務的攤位,服務于過萬民衆。當我們購票，所
看到不僅是演出，更是一種慈善行為的參與。

再次，與中國殘聯藝術團的藝術家面對面，感

受自强不息的精神。9月10日，當兩場演出結束後，慈
濟基金會達拉斯分會,在慈濟會所，特安排與演出人員
、社區志工的“相見歡”聯誼會，購票觀衆可以來參加
“相見歡”聯誼活動，並與舞蹈家們近距離交流，合影
留念！雖然，她們有著“能看不能聽,能動不能說”的障
礙，但是同時有著刻苦練習舞蹈的精進，有著把握節
怕，動作到位的專業，有功底夯實的舞蹈造詣，更有著
比常人付出十倍、百倍的吃苦精神和令人驚艶的舞臺
氣場！與舞蹈家近距離接觸，也為我們平凡的生活增
加正能量！希望通過此舉，凝聚大家的愛心善念，凝聚
正能量，讓大家一起為社會做好事，讓這股善的力量
可以幫到更多的人們。

衆人拾柴火焰高，源于慈濟故事，三十位家庭主
婦每人每天存0.5元，以幫助他人，一個月就是450元，
這個數字已經客觀，如果我們每天節約出2美元，到9
月9日就節約出一張演出票，就可以參與到“千人牽手
助千人”的慈善活動中！
演出日期：2017年9月9日 1:30 PM & 7:30 PM.
演出地點：Music Hall at Fair Park 909 1st Ave Dallas,
TX, 75210
購票電話：972-680-8869慈濟人文學校活動慈濟人文學校活動（（來源于慈濟網來源于慈濟網））

中國殘聯藝術團《千手觀音》走進達拉斯
展示展示““千人牽手助千人千人牽手助千人””的大愛的大愛

《《千手觀音千手觀音》》的海報的海報

慈濟達拉斯分會會所慈濟達拉斯分會會所（（HelenHelen 攝影攝影））

慈濟達拉斯分會禮堂慈濟達拉斯分會禮堂（（HelenHelen 攝影攝影））

傳承慈濟傳承慈濟““千人助人千人助人””的的
小儲蓄罐小儲蓄罐（（HelenHelen 攝影攝影））

QS170817E達福社區

華聲合唱團于六月三日晚上結束了我們第
三十四周年的公演，感謝各界好友一起來共襄
盛舉，與我們共同渡過一個難忘美好的夜晚。經
過了炎炎夏日，在八月二十四日晚上七點半，我
們又將聚合在一起，開始我們新的年度的練習
並籌備我們下一次的公演－三十五周年的公演
。我們誠摯地邀請您參加華聲合唱團，成為我們
的一員。三十五周年的公演對我們這個合唱團
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是盛舉。孔子
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華聲合唱團如果
是一個人的話，已經立過快五年了，難怪我們受
到達福地區的聽衆朋友的關愛與肯定。在過去
的三十多年的歲月裡，我們秉承我們的宗旨：以
歌會友，服務僑社，並以音樂來促進中西文化交

流。但我們也沒有鬆懈，在音樂的領域中努力提
昇我們的水準。

我們有一位非常優秀的指揮楊顯基博士，
他畢業于北德大音樂系，專攻合唱指揮，他是一
位非常好的指揮和老師，去年他特別挑了《詩篇
禮讚 (PsalmFest)》這首曲子，在練習唱這困難的
四部混聲大合唱，他要我們領略到它合聲之美，
作曲者約翰盧特是一位現代的音樂家，他的和
弦有時怪而難唱。要特別努力去抓音，也要注意
和別的聲部配合來判斷是否和弦。在楊指揮的
耐著性子指導我們一再練習，我們終于感受到
了它的美。在三十四周年演唱會中我們以四部
的合唱，加上管風琴，黑管等管樂伴奏，我們領
略到那種那合聲美，真是無法用筆墨形容，有的

是平和溫馨的聲音述說，也有是哀憐和感恩，那
莊嚴肅穆的大合唱真的給我一種天人合一的感
受。唱這樣的曲子有助于提升華聲合唱團的水
平，而逐年繼續的努力，我們希望能有更好的聲
音，而不讓我們的聽眾朋友失望。如果現在在演
唱時，還是原地踏步，唱著華聲成立之初為解學
子鄉愁的老歌，我相信觀眾才要大失所望呢!

我們的團員在練唱之餘，還有各種娛樂活
動，大夥一塊聚餐，玩團體游戲，游湖，我們也有
一個微信圈，大家交換訊息，好聽的歌，奇文異
事。

每次公演時，衆人更是齊心協力，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有好些人更是出錢又出力。有可愛
的團員在家裏培育各式蔬菜苗或新鮮蔬菜，帶

到團裏分享。
在華聲合唱團裏，歌聲音樂把我們連結在

一起; 我們同愁同樂，一起分享團員之間的悲喜
。過去這些年我們為生病或逝世的過去的老團
員或團員的親人或照顧慰問或默禱致哀。華聲，
簡直就是我們第二個家。

我們固定的練唱地址是地點是布蘭諾
Custer Road 的 United Methodist Church，6601
Custer Road, Plano, Tx 75023，樓下地下室B40。
時間是每星期四晚上7:30 到 9:30。有興趣參加
我 們 行 列 的 歌 友 請 和 團 長 Julia Zhou (
214-938-0262)聯絡。

華聲合唱團誠摯地邀請您參加我們的行列 甘智岡

（2017年5月23日）今天我們開車到巴塞爾
（Basel），8點半上車出發。巴塞爾是巴塞爾州的
首府，位於瑞士、德國和法國三國交界處。巴塞
爾州是瑞士最小的州，只有37平方公里，而巴塞
爾市就占了24平方公里，所以巴塞爾州事實上
是一個city state。Maggie說巴塞爾小到連飛機場
都是借用法國的土地，它的郊區也有些在法國
和德國境內。但巴塞爾雖小，卻是瑞士第三大都
市，人口17萬多，（其中35%是外國人），地位重
要，是世界有名的製藥中心。Maggie說，很多維
他命和 H1N1 的疫苗都在巴塞爾研發。這裡還
有三國的界碑，我們可以去看。車子開到巴塞爾
需一個多小時，於是Maggie就在車上介紹她自
己。她說她是四川的少數民族彜族人，移民出國
，先到了拉脫維亞，再到法國，就在法國定居，目
前有一個三歲的寶寶。她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從昨天起，就每天上車後，帶領大家禱告，今天
她還帶領大家唱了聖歌。然後她就解釋了歐洲
基督教三大派別的來龍去脉。被羅馬帝國封為
國教的是最早發展的基督教。後來羅馬帝國分
裂為東西羅馬帝國，以希臘為中心的東羅馬帝
國的基督教就慢慢演變成東正教或希臘正教。
等到15世紀土耳其人滅了東羅馬帝國之後，東
正教又東傳到俄羅斯。然後歐洲的宗教改革人
士又與傳統基督教决裂，開創了基督教內的新
教。我們今天稱傳統的基督教為天主教，而稱新
教為基督教。瑞士是當年宗教改革的重要地區，
所以現在瑞士的基督教多為新教。新教反對偶
像崇拜，所以教堂裏沒有雕像，蘇黎世大教堂就
是這樣。

萊茵河從巴塞爾中間穿過，一邊是老城，一
邊是新城。10點鐘，游覽車進入巴塞爾，我們從
一座大橋上走向老城區。目的地是大教堂廣場
（Münsterplatz）。這座橋叫做萊茵河中央橋（Mit-
tleren Rheinbrücke），橋北端的橋欄上，有一座
淡綠色女性人像雕塑，悠閑地坐在橋欄的石柱
上，身旁放著一杆長槍，一個盾牌，還有一個手
提皮箱！這是藝術家Bettina Eichin 1980年的作

品。這個女性叫做 Helvetia，面貌做得與瑞士硬
幣上的Helvetia一模一樣，是瑞士的象徵，因此
成為大衆非常喜愛的雕塑。2010年是此雕塑的
30周年紀念，當局特地舉行聚會來慶祝。

我們過橋進入老城。老城區的街道窄小，建
築物很有古意。Maggie說，這些建築多是法國式
的。有美麗雕塑的噴水池散布各處，決不會讓你
口 渴。慢 慢 地，我 們 來 到 了 大 教 堂 廣 場
（Münsterplatz）。巴塞爾大教堂就聳立在它的一
邊。

巴塞爾大教堂是一棟非常醒目的紅砂岩建
築，建于1019年至1500年，屬于羅馬與歌德式，
兩座尖塔高高聳立，四周的拱壁非常巨大，更顯
得教堂的莊嚴。它原是一座天主教堂，現在則屬
於基督新教。雖然教堂外墻上的人物浮雕仍然
保存，內部已經沒有人像了。不建偶像是新教的
特徵之一，昨天我們經過的蘇黎世大教堂也是
一樣。巴塞爾大教堂是巴塞爾的一個重要地標。
教堂正面有一座時鐘，時鐘的上方有一座天文
鐘，我們看不懂。

大教堂的右側有兩組長廊，Maggie說很好
看，建議我們過去看看。原來長廊的墻上挂著很
多莊嚴古典的紀念牌，益增大教堂的神聖之感。
我只看得懂用羅馬字母書寫的年份，大多是
1600和1700年代的，距今已有三、四百年之久了
。走出長廊，
教 堂 的 後 面
是 一 個 典 雅
的小院子，院
子 後 面 有 一
排矮墻，矮墻
下 面 就 是 萊
茵河。我們坐
在 矮 墻 上 休
息，一面聊聊
天，一面欣賞
河上風光，也
是 稱 心 快 意

的事。
離開了大教堂廣場，Maggie帶大家穿街走

巷來到集市廣場（Marktplatz），這個廣場不大，中
間是賣蔬菜、水果和日用品的攤子，四周是百貨
商店、公司大樓，還有一個紅色的建築，非常突
顯地與旁邊的大樓連在一起。紅色大樓的一端
有一個高塔，另一端的塔很矮，上面幾個凸窗却
很漂亮。正面墻上有很多壁畫，其中有兩個武士
，手裏各拿著有巴塞爾盾徽的盾牌。原來這棟建
築是巴塞爾的市政廳，1901年重修過，所以現在
看上去很新。我們走進市政廳的大門，裏面是一
個中庭，四面墻也和外墻一樣是鮮艶的紅色，畫
滿了壁畫，樓梯旁有一個大鬍子的瑞士衛兵
（Swiss Guard）雕塑，站在很高的基座上，威風凜
凜。

我們走上樓梯，來到二樓的走廊，發現二樓
的墻上也是畫滿了壁畫。這真是一個非常另類
的市政廳。自1290年起，巴塞爾的政治中心就設
立在這一地點。1501年，巴塞爾加入瑞士聯邦。
1503年，開始擴建市政廳，工程持續了10年，才
有今日的規模。市政府和市議會都在這裡。它的
原始壁畫作於1522年，但都已年久損毀，現在看
到的都是後來的作品。今天這裡人來人往，非常
熱鬧。市政廳是巴塞爾非常重要的一個旅游景
點，大家都要來看，連帶市政廳前小攤子和各種

餐館、小店都生意興隆。家民在一個水果攤子上
買了半公斤杏子，用旁邊噴水池的水洗一洗，大
嚼起來，那滋味甜美得讓人流口水。好幾位團友
也跟進，才幾分鐘小攤子的杏子已經全賣光了。
老闆高興得笑咧咧的。

我們在集市廣場解决了午餐，大家集合坐
電車到火車站，在那兒再坐我們的游覽車回蘇
黎世。在電車快到火車站的時候，我看到路邊有
一個很漂亮的紀念碑，上面是一個天使和三個
人物。都是雪白的大理石雕塑。周圍有一圈漂亮
的花圃，還有瑞士的國旗和巴塞爾的市旗，隨風
飄揚。這是 Strassbourg 紀念碑。1870 年，德國和
法國交戰，史稱普法戰爭。這是普魯士為了統一
德國與法國爭奪歐洲大陸霸權的戰爭，最後普
魯士獲得勝利，建立了德意志帝國。在這個戰爭
中，Strassbourg的法軍受到來自萊茵河對岸的普
魯士軍的圍困，普軍炮轟Strassbourg，濫殺無辜，
造成城裏百姓重大傷亡。瑞士因而出面，從城裏
救出很多婦女和兒童。1895年，法國贈送這個紀
念碑給瑞士，感謝瑞士在Strassbourg被圍困的情
况下，及時伸出援手的義舉。碑上雕塑的是一個
瑞士婦人高舉盾牌保護一個受難的法國婦人，
一個小孩抱住瑞士婦人的裙子，尋求保護。天使
在一旁協助。這真是一個有人情味的雕塑。

巴塞爾（達拉斯海天合唱團瑞士及北意大利旅遊之三）
王永士

橋畔的橋畔的HelvetiaHelvetia雕塑雕塑 巴塞爾大教堂巴塞爾大教堂 StrassbourgStrassbourg 紀念碑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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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諸子引導中國走向先秦諸子引導中國走向
--讀讀《《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先秦諸子百家爭鳴》》

電視節目〈百家講壇〉上看到易中天教
授講解《先秦諸子百家爭鳴》，講得天花亂
墮，又頭頭是道，但我沒有按時看電視節目
的習慣，看了幾集，就放棄追蹤。 這本2009
年出版的《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比電視節
目穿插了更多題材，滿足了我的期望，吸引
了我益智的興趣。

中學時代，對歷史、地理不重視。 歷史
就是改朝換代，地理是山川城市交通物產。
歷史課本上的地名在地理課本上找不到，地
理課本上的地名都太生疏，又十萬八千裡路
遠，與我無關。 但 2500 年前的先秦諸子學
說，曾聽過，還讀過，但忙於外語，數學理
化，沒有真正化時間去研讀這些中華文化的
財富。

我們這一代，50 年代，在臺灣接受中學
教育的，比與我們同年齡的，在大陸長大
的，稍為幸運一點。 尊孔孟，讀了幾頁論語
孟子。 孔子的《禮運大同篇》，老子的《道
德經》，莊子的《消遙游》，墨子的兼愛，
楊朱的一毛不拔，都有一點印像，但都模糊
不清。 至於荀子的《性惡論》，祗聞其名，
不懂其理。 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韓非，祗
知道這兩位先賢都因嚴刑竣法，作法自斃。

我一直以為老子（西元前 571－西元前
471）的5000言《道德經》是最古老的，比孔
子的儒學還早，原因是孔子曾去洛陽向老子
問禮。 易教授的考證認為《老子》一書，成
於孔子之後，莊子之前，比墨子和楊子還
晚。 老子的 「德」來自 「道」。 那是從經驗
中體悟的道理。 西周初年，周公講德，春秋
晚期，孔子講仁，戰國中期，孟子講義，戰
國晚期，荀子講禮。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 這是歷史的過程。 因此懷
疑《老子》這本書，可能至戰國末年才問
世。 《老子》這本書的作者很有可能是老
子，及老子的學生，代他完成的。

學術思想與時代背景緊緊相連，這就合
乎邏輯的推理。 春秋時代是西元前770－西元

前476，孔子的一生是在春秋時期。 孔子卒於
西元前 479 年，那是在春秋晚期，戰國初
期。 墨子比孔子小80歲，戰國時期開始於西
元前403年，墨子己經65歲。 墨子的時代社
會動盪，政治黑暗，戰爭頻繁與春秋時期的
社會風氣客客氣氣，遮遮掩掩不同。 春秋、
戰國時期都是天下無道，沒有正義和平。

孟子（西元前372年－西元前289年），
在墨子去世後，孟子才生。 墨子的兼愛主
張，功利，鬼神，君權，出了問題，實行不
了。 由孟子的仁義，天命，取而代之。 莊子
（西元前369－西元前288），與孟子同時而
稍晚。 莊子時代是在戰國的晚期，重自由，
無為，徹底的無為，啥事不做，消遙神游，
充滿靈慧。

荀子 （西元前 313－西元前 238）首倡
「性惡論」。 曾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的祭

酒。 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的官辦高等學府，
祭酒是教育行政長官。 荀子的法學理論被歷
代儒家罷黜，一直到明清，才被重視。 他的
主張較先進而科學。 他的學生李斯，韓非協
助秦朝統一中國。

由於古文深澀，現代人有興趣，能讀懂
用古文寫的哲學理論，鳳毛麟角，越來越
少。 我們能翻一翻論語，孟子，老子，莊子
已經難得。 要去比較諸子的哲學理論，根
據，得失，就非得仰賴學有專精的歷史學
家，靠他們的解釋與介紹。 這本書對儒墨之
爭，儒道之爭，儒法之爭，孔孟的區別，楊
朱的一毛不拔，老莊的異同，老子的 「不
德」都作了詳盡的說明。 我把書中的扼要簡
述如下：

儒家主張天命，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敬鬼神而遠之，民權第一。 墨家主張君權，
專制統治，以專制行兼愛。 墨子祗想到民生
物資需求，沒有精神需求。 只有經濟利益，
沒有政治利益。 為人民爭取生存權利和經濟
權利，不為他們爭取思想權利和言論權利。

在儒道之爭中，作者對老子的結論是：
一。 愛護天下，從愛護自已開始。 二。 最好
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和寄託的。 三。 誰都不

用管，才天下太平。 老子的無為，寡欲，反
智，不德，愚民。 愚民的結果是愚君，愚君
的結果是反智，繼之反文明，反科技，反智
慧，反道德。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
棄義，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
那可是不要聖賢，不要道德，不要巧利，消
滅仁義道德，天下才能太平。

老子、莊子主張 「不德」，不是不要道
德。 老子也講 「絕仁棄義，則民復孝慈」。
儒家的仁義道德，老莊不贊成，認為是虛
偽。 仁義違背人性，不自然。 人的本性是天
然的，自然的。 天地、萬物、人都有自己的
天性。 接照自已的天性去生存，去生活，就
會幸福。 講仁義，則亂性而自私。

《老子》的〈德經〉第一章 「上德不
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最高的道德，用不著道德。 正因為用不著，
反倒有德。 下等的道德，是深怕失去道德。
正因為怕失去，反倒沒有德。 越怕沒有，就
越是沒有。 不怕沒有，反倒不會沒有。 沒有
了，得找回來，怎麼找，仁義禮樂。 因此仁
義禮樂都是道德墮落後才冒出來的， 都不是
好東西。 最好的仁義禮樂，都屬下德。 上德
是無為而無以為。 徹底的無為，不做，也不
想做。 下德是為之而有以為。 或者做，還刻
意去做。

莊子重自由，要活得真實，才自由。 他
批判不自由。 把自由解釋為不做事，不作
為。 這就變成他的學說的局限。 他不清楚自
由不是天賦的，也不屬於自然，祗屬於人
類。 唯人知自由，人能自由，人有意志，會
做事。 因此見義勇為，赴湯蹈火，為國捐軀
等都是自由意志的表現。 在莊子的時代，可
沒有想的這麼多，這麼遠。 莊子以 「無為求
無為」，有別於老子的 「無為求有為」。

楊朱主張貴己，重生。人人不損一毫，
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無為而無不為，
不利而無不利。所有人都不損害自己，就沒
人受害。所有人都不做犧牲，就沒人犧牲。
太平盛世來矣。

道家主張無為，原因有三。 古無為而今

有為，道無為而德有為，天無為而人有為。
儒道之爭就是古今之爭，道德之爭，天人之
爭。

先秦諸子，儒、墨、道都主張回到過
去。 孔子想回到西周，墨家要回到大禹之
世，孟子要回到堯舜，道家要回到太古，退
到伏羲和神農時代了。 祗有法家面對現實，
與時俱進。

法家荀子創 「帝王之術」。 主張人性生
來是性惡的。 「其善者偽也」；須要 「師化
之法，禮義之道」，通過 「注錯習俗」，
「化性起偽」對人的影響，才可以為善。 他

強調後天的學習與教肓。 荀子最負盛名的弟
子是韓非。 韓非（西元前280－西元前233）
比孟子，莊子晚八、九十年。 韓非運用了性
惡論及尊君等思想，與同窗李斯輔佐秦始皇
統一天下。

儒家主張以德治國，是禮治，結果是禮
樂崩壞。 墨家主張賢人政治，是人治，結果
是人亡政息。 道家主張無為而治，經果是不
治，無政府狀態。 祗有法家的以法治國。 靠
一套有效的規章制度，實現國家的長治久
安。 自漢代以後，歷朝歷代的統治階級都
「兼取儒法，雜用王霸」。

作者在最後一章中的結論：墨家關注社
會，留下了建設家園的社會理想，這就是平
等，互利，博愛。 道家關注人生，留下了指
導人生，追求人生的智彗，這就是真實，自
由，寬容。 法家關注國家，留下了應對變
革，治國理念，這就是公開，公正，公平。
儒家關注文化，留下了凝聚民心的核心價
值，這就是仁愛，正義，自強。

他們的思想，觀點，立場和方法不同，
但對問題的態度，願望和目標相同。 中國社
會的重大改變，中國的走向，是先秦諸子的
共同願望，就是天下太平。

我回顧先秦諸子哲學中包涵的自由，平
等，博愛等，真是廣博， 面面具到。 祗少了
一項 「民主」。

（08122017）

王懷德王懷德王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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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會上談生死悅讀會上談生死
近年來在矽谷裡參加過很多不同的讀書會，談過很

多不同的題目。可是都沒有像上個週末，在舊金山總圖
書館的中文悅讀會上那樣談過生死的問題。那天我們探
討的書是一位天才神經外科醫師卡拉尼提醫生（Paul
Kalanithi）（圖一）於他因癌症去世前寫的“當呼吸化
為空氣（When Breath Becomes Air）”。因為他是來自
印度的一個移民家庭，在史丹福大學受的基本教育和醫
科實習，最後也死在這兒，所以讓我們對他那真實的故
事感到特別地親切和感動，引起好些有深度的討論。

圖一圖一。。卡拉尼提醫生和夫人在矽谷卡拉尼提醫生和夫人在矽谷

作者當年為了要找尋生命的價值和生活的意義，所
以從他念文學和哲理的學科改到醫學，而且成為大腦神
經外科的專家。因此做為醫生，他能用感同身受的方式
對待病人，了解病人的心智和病人所認同的價值觀念，
體會到病人生命消逝時的哀傷。後來，在他不幸成為肺
癌末期的病人，被死亡的陰影罩住時，他體會到時間不
再只是時間，而是每個人與事物間相對的價值。因為受
困於逐漸衰敗的身體，過去輕而易舉的能耐，變成寸步
難行的殘障，因此失去了過去的自我。因為要面對自己
急速到來的終點，常常會失去當下每個行為的意義而為
時間的流逝而哀悼。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無神論的他也
開始找尋一種精神的指標來應付那種虛無飄渺的迷失

感。好在他還有一個也是醫生的太太和父親，哥哥等一
起支持他，而且最後又添了一個新生的女兒，讓他看到
他自己生命的延續。

當天的討論是由會員劉美玉（圖二）和周瓊音（圖
三）先後主持。她們準備的很好，包括一些本書的總結
和問題等，幫助我們互動的討論。因為我們都是和作者
一樣來自東方，了解到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所以在很多
地方，同意作者對生死的觀念。我們也分享了彼此對安
樂死的認識，和親友間生離死別的經驗，甚至一位會員
提及他多年前親身得淋巴癌的經驗等。我們也都認為
“活在當下”應當是面對死亡時最好的心態之一。

圖二圖二。。劉美玉與悅讀會創始人盧慧芬劉美玉與悅讀會創始人盧慧芬

除了這本書，我們 也由八月二號剛剛因為慢性肝
癌謝世的前會友，也是八年前協助籌建本會，帶領我們
第一次聚會的名女作家喻麗清那兒學到好些如何從容面
對死亡的態度。她在這幾乎四年的療養期間，依然寫作
不斷，曾經留下很多作品，包括我們下一次聚會時就要
討論的“後院有兩棵蘋果樹”。在那本書裡，她寫道
“，，每個人活了一輩子，最終想說的，不就只有這樣
的三句話嗎？謝謝你，對不起，以及……再見了。. 此
刻我的心只想說：謝謝禰借給我這一輩子“。

記得在才退休時，曾經讀過余秋雨那本近乎自傳的
書”借我一生“，寫他由出生，就學，下放，教書和寫
作的歷程。因此，無論人生有多少悲歡離合，到頭來都
像水入大海那樣了無痕跡，不值得為此過度操心。就像
他們倆說的那樣，你我的歲月都是借來的。

8/14/17

圖三圖三。。周瓊音周瓊音

蔡老師蔡老師蔡老師



BB77散文欣賞
星期四 2017年8月17日 Thursday, August 17, 2017

0817D07

一本杜詩的滄桑一本杜詩的滄桑
一九五七年那個難忘的夏天，北京城殺氣騰

騰，中了 「陽謀」暗算的知識分子紛紛墮入 「右
派」的泥坑。當時我在西郊一所外語學院任教，
經過半年多批鬥勞動後，受到 「開除公職，送勞
動教養」的一等一級處分。次年四月十七日下午
二時，上級機關的一輛軍用吉普車把我押解到半
步橋，關進北京市監獄內新開業的勞動教養所，
從此開始了二十餘年的賤民生涯。

離家前夕，妻子懷孕已七個多月，她一邊為
我收拾行裝，一邊說： 「換洗衣服，盥洗用具，
放在你這個舊洗衣袋裏。不知道你會有空看書
嗎？」 「勞動改造嘛，有空時間也不會多的，」
我說。 「把那天新買的《杜甫詩選》，還有那本
原文的《哈姆雷特》扔進去吧，有空時翻翻
吧。」

於是，馮至編選的一本杜詩就伴隨我踏上了
「路漫漫兮」的流放征途。四月十七日下午三時

許，我就被關進勞教所二樓一間牢房，一蹲就是
一個多月。二十多個青壯年男人擠在一起，天天
「交代罪行」， 「認罪守法」，一日兩餐啃有霉

味的窩窩頭，日日夜夜聞屋角裏尿桶散發的臊
味。間或晚飯後有一點空閑，我就從枕頭下面拿
出《杜甫詩選》來看看，我的心成了 「天地一沙
鷗」，飛出鐵窗到詩聖的自由天地中去遨遊。六
月五日晚飯後，我正在看杜詩，忽然接到妻子從
海澱醫院寄來的明信片，恭喜我於三日清晨得了
一個美麗的女兒，並要我給她取個名字。恰巧我
剛剛讀過杜甫贊孔明的詩句： 「萬古雲霄一羽
毛」，我這個做父親的身系羅網連女兒出世也不
得一見，只得託詩聖的福給她取名 「一毛」，從
人間地獄祝願她有朝一日翱翔雲霄！

六天以後，奉旨離京，八百名勞教分子浩浩
蕩蕩搭乘 「專列」，由大批武裝警衛押送離京，
車行數日，無所事事，幸有杜詩可讀，沿途隔著
車窗遠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萬般
無奈，信筆在詩集末頁空白處留下了四居感言：
「相識遍天下，知心無一人。唯有詩千首，天涯

慰寂寥。」風雪荒原，三年勞改，這本杜詩成了
我的知心難友。老杜久經喪亂，對生離死別感慨
最深：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我幼年喪
母，後來一兄一姐相繼夭折，抗戰期間父親又為
日軍所害，還不上二十歲我就飽經了死別之痛。
一九三七年冬，日軍逼近揚州，我高中還沒畢
業，就含淚告別家人，流浪他鄉。誰會料到呢，
當年我雖沒當上亡國奴，二十年後，日軍早已戰
敗，中國大陸也已 「解放」，我倒反而在自己的
國土上成為階下囚，萬裡迢迢，妻離子散，竟又
體驗到 「生別常惻惻」！但一想到生不逢辰如我
者何止萬千，何況妻子年紀輕輕守著小兒女，度

日如年，我豈能顧影自憐。安史之亂中，杜甫被
擄至長安，身為階下囚，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
的苦難，而是流落他鄉的妻子： 「今夜郛州月，
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
鬢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
乾。」千載之下，同病相憐，我竟在興凱湖邊為
老杜一哭。

對遭逢不幸的友人，杜甫也是一往情深，生
死不渝。李白被打成了 「現行反革命」，流放夜
郎，杜甫當時流寓秦州，不但不懂得 「劃清界
限」，反而魂牽夢繞，寫一首又一首詩為 「斯人
獨憔悴」鳴冤叫屈，反觀今世，一年前， 「反
右」一聲令下，文藝界 「冠蓋滿京華」，（這本
杜詩的編者也在其中），人人上陣，口誅筆伐
「右派」詩人、作家，哪裏會有 「乾坤一腐儒」

說這樣的怪話：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杜甫的至情與正氣可歌可泣，李白是有福了，社
會主義勞改營中的囚徒也托福了。他生在 「萬方
多難」的時代，終生顛沛流離，偏偏還要 「窮年
憂黎元」，荷負天下眾生的苦難，把數十年家國
之痛化為彪炳日月的詩篇。晚年漂泊湘、鄂一
帶， 「老病有孤舟」，途中以腐肉充饑，竟死於
病毒性痢疾。一個不識時務的書生如我者，有幸
來到北大荒廣闊天地，有萬千難友為伍，有杜詩
一卷可讀，夫復何求！深夜捫心，我感到愧對千
古一詩聖。

三年之後，由於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劉少奇語），神州大地上餓殍萬裡，勞改營裏
更是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我
在清河勞改農場被餓得奄奄一息，終於感謝 「革
命人道主義」的寬大政策，奉准 「保外就醫」，
到妻子所在的安徽大學落腳。囚首垢面，回到妻
孥身邊，此情此景仿佛早已寫在那本和我相依為
命的杜詩裏了。 「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只不過，居委會耳
目眾多，自然不會有 「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欷
噓」。我離家時，丁兒還不到三歲，眼下已快六
歲了。孩子雖然又黃又瘦，記性倒不錯，教給他
幾首杜詩，他背得滾瓜爛熟，劫後餘生，這也可
算作天倫之樂了。一年後，被安大雇用為臨時
工，總算有飯吃了。 「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
名絆此身！」豈料紅色恐怖臨頭，這也成了罪
名：宣揚 「四舊」，腐蝕下一代，為資產階級復
闢鳴鑼開道！.

一九六九年五月，我還關在 「牛棚」，妻子
作為 「牛鬼」家屬，被趕到農村去 「接受貧下中
農再教育」。這時，狠批 「封、資、修」，橫掃
「四舊」，已經搞了三年，不少 「緊跟形勢」的

大學教師們紛紛把存身書當廢紙賣掉，六分錢一

斤。妻子 「不識時務」，把我的兩、三百本舊書
統統裝進舊紙板箱，連人帶書同乘一輛卡車下放
和縣高莊。又過了一年，我被放出 「牛棚」，爬
上卡車，也到高莊和妻孥團圓。我的境況和杜甫
從鳳翔回到羌村與家人重聚時差不多： 「晚歲迫
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
去。」這時我又成了無業游民，雖然沒有生活出
路，倒是有時間看書了。一個大晴天，妻子和我
把幾箱舊書抬到門前空地上，一箱箱打開。由於
潮濕，許多書都發霉了。還有耗子在一個箱子裏
做了窩，並且咬壞了一些書，其中被咬得最慘的
要數那本《杜甫詩選》。我捧在手裏，仿佛見到
了一個被 「革命小將」橫掃得遍體鱗傷的敵人。
為了不讓妻子難過，我故作鎮靜地說： 「可憐的
小耗子！牠們準是比我在六零年冬天還餓呢。」

我們一家五口住的是生產隊用公款蓋的一間
茅草棚，黨員隊長偷工減料，不到一年就漏雨
了。第二年夏天，我為瘧疾所苦，發高燒，說胡
話，妻子冒雨趕到兩裡外的公社衛生院去請醫
生。這時風雨交加，屋頂上的草被刮走了不少，
屋裏到處漏雨，唯一乾處是屋角裏女兒的小床，
我躲在上面呻吟。魯醫生一進門，先忙著給我吊
鹽水退燒，隨即去幫妻子掏水。魯醫生還不到三
十歲，沒上過幾年學，好讀書，有空常來和我聊
天兒，和我一起讀那本杜詩，全然不理會上級要
他 「和階級敵人劃清界限」的警告。雨停之後，
我的體溫下降，魯醫生來到我床前，笑著說：
「巫老師， 『床床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

絕，』你和杜甫風雨同舟了。」
我指著床頭一本新書說： 「北京的一個詩人

朋友剛寄來的，那位翰林院院長的新著、《李白
與杜甫》。他貶杜褒李，投當今之所好，並不奇
怪。這位身居京城豪華官邸、養尊處優的大人
物，竟然以 『捲我屋上三重毛』為論據，一口咬
定杜甫是殘酷剝農民的地主分子，也未免太離譜
啦。」

魯醫生說： 「恕我直言，巫老師，你真是書
生氣十足，要不你今天就不會病臥這間破茅棚，
小雨小漏，大雨大漏。人家郭老識時務者為俊傑
嘛。」

我說： 「人各有志嘛。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
破，他想的不是自己如何鑽營奔走，去搞一套豪
華邸宅，而是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
皆歡顏。』雖然是書生的烏托邦夢想，仍不失為
仁者之心，包容天下的胸懷。杜甫真不愧為千古
一詩聖，知識分子的萬世師表！」

文革後期，我們全家回城，我和妻子到蕪湖
安徽師範大學工作。六年之後又 「落實政策」，
重返北京。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九日，我和妻子

帶著小兒子起程北上。一毛已在師大就讀，不能
同行。分手前，她要我留本書作個紀念。我想了
一下，沒有比那本《杜甫詩選》更合適的了。它
既是一毛名字的出處，也是我們一家人劫後餘生
最好的見證。書的末頁已有我二十二年前流徙途
中留下的小詩，現在又添上一段文字，大意說當
年如何 「以言禍獲罪，流放北大荒，囚車孤獨，
但讀杜詩而已」等等。來年夏，一毛赴美求學，
行囊中帶著這本杜詩，上面有我贈書時的祝福：
「他日鸞鳳高翔，有厚望焉。」

九零年夏，我來美講學，先到一毛家小住，
那本杜詩赫然在目。久別重逢， 「舊書重讀似春
潮」。一毛見我和它難舍難分就說： 「爸爸，你
帶在身邊翻翻吧，別搞丟了就行，這是咱家的傳
家寶啊。」從此，當年的患難之交成了我形影不
離的旅伴，每到一處，舊雨新交往往會問起我流
放的往事，我也常常請他們一睹那本杜詩劫後餘
生的風采，引起了聲聲感喟。

九四年夏，我結束了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訪
問，道經東京返美，在荷蘭王國駐日本大使楊樂
蘭夫婦家作客。他們輛都是漢學家，對中國人民
和文化懷有深厚的感情。在談話中，他們特別提
到杜甫 「國破山河在」那首名著，於是我從手提
箱裏取出那本《杜甫詩選》展示，並回顧了它的
來龍去脈。楊樂蘭風趣地說： 「小耗子口下留
情，要不你就沒這個傳家寶啦。」七月三日，他
們送我登機返美。十小時之後，安抵聖荷西國際
機場，我興沖沖地提著手提箱奔向在迎候我的妻
子和一毛，順手把小箱子往手推車上一放，三人
站在行李運輸帶前等候大件行李。一轉眼間，一
毛驚呼： 「手提箱不見啦！」

劫後餘生，對身外之物早已感到無所謂了。
這次丟了那本鼠口餘生的杜詩，多少天我都心神
不安，夜夜輾轉反側，仿佛遺棄了一個久經喪亂
的親人。楊樂蘭夫婦接到我的 「報喪」信後，，
安慰我說： 「我們可否認為命運已劃下一條分界
線？過去到此為止—新生活從今開始？」

從加州回到一村兒在華府郊區的家中，過了
幾天後硬著頭皮把這件事說出。一村也熟讀過這
本杜詩，他沉吟了半晌後說： 「怪不得你回來後
悶悶不樂呢。丟了書還要生悶氣，那不是自己跟
自己過不去嗎？有兩句杜詩我非常喜歡： 『庾信
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你老人家 『七
十餘年如一夢』，平生蕭瑟也絕不下於庾信，如
今四海為家，夕陽紅於二月花，何不來一個 『敢
有歌歌吟動地哀』，才真正不辜負老杜三十六年
的患難之交。」

巫寧坤巫寧坤巫寧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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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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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ays It Will Defend Its
Interests If U.S. Harms Trade Ties

Trade Tens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May Be Running High, But
Corporate America Is Finding China A Reliable Source Of Profit Growth

China's A “Sweet Spot” For U.S. Companies’                       
Earnings In Second Quarter Of 2017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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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 REVIEW

President Trump concludes signing of a memorandum 
directing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to complete a 
review of trade issues with China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Photo/Reuters)
China will take action to defend its interests if the United States 
damages trade ties,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said on Tuesday, 
aft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uthorized an inquiry into Chi-
na’s alleged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Robert Lighthizer will have a year to look 
into whether to launch a formal investigation of China’s policie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which the White House and US industry 
groups claim “are harming US businesses and jobs.”
Trump’s move, the first direct trade measure by his administration 
against China, comes at a time of heightened tension over North 
Korea’s nuclear ambitions.
The US should respect objective facts, act prudently, abide by it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ledges, and not destroy principles of 
multilateralism, a spokesman for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said in a statement.
“If the US side ignores the facts, and disrespects multilateral trade 
principles in taking actions that harm both sides’ trade interests, 
China will absolutely not sit by and watch, will inevitably adopt 
all appropriate measures, and resolutely safeguard China’s lawful 
rights.”
The ministry said the US should treasure the cooperation and fa-
vorable state of China-US trade relations, and warned that any US 
action to damage ties would “harm both sides trade relations and 
companies.”
China wa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its administrative and judi-
cial protection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ministry added. China 
repeatedly rebuffed attempts by previous US administrations to 
take action on its IP practices, and has insisted it rigorously pro-
tec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China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intellectual proper-
ty rights protection by improving legislation and enhancing admin-
istrative and judicial protection, and the progress and effects have 
been widely acknowledged, the commerce ministry said.
Chinese courts at different levels concluded some 147,000 IPR cas-
es in 2016,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Last year, China tried a series of trademark cases lodged by US 
basketball icon Michael Jordan, demonstrating the country’s stance 
and determination to reinforce judicial protection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report said.
Michael Jordan sued Qiaodan Sports, a Chinese sportswear and 
shoemaker, for unauthorized use of his name and identity in 2012.
In December, the SPC ruled in favor of Jordan, saying the compa-
ny’s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translated from “Jordan” as a trade-

mark violated Jordan’s right to his name and broke the Trademark 
Law.
 China ha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protecting IPR by formula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cracking down on violations and raising pub-
lic awareness of IPR,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
ing said on Monday.
 “Given the increasingly interwoven interes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trade war will lead nowhere and neither side 
will win,” Hua said.

China stands ready to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US side and en-
sur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trade ties on the basis 
of mutual trust,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she said. (Courtesy 
http://sino-us.com/)

Caterpillar In China 
Whether they sell construction equipment, semiconductors or 
coffee, many major U.S. companies have reported stronger sec-
ond-quarter earnings and revenue from their Chinese operations in 
recent weeks.
They are benefiting from a Chinese economy that is growing at 
almost 7 percent, several times the rate of U.S. expansion, a Chi-
nese housing boom, and a slide in the U.S. dollar, which makes 
American exports more competitive and increases dollar earnings 
once they are translated from foreign currencie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ambitious plan to build a new Silk 
Road that will improve links between China and dozens of coun-
tries in Asia and Europe, and includes many billions of dollars of 
new roads, bridges, railways and power plants – is also helping 
American firms to sell heavy equipment and other products.
Caterpillar Inc (CAT.N), a bellwether for industrial demand in Chi-
na and beyond, reported its sales in Asia-Pacific rose 25 percent 
in the second quarter - thanks to China. Shipments of large exca-
vators to Chinese customers more than doubl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We now expect demand in China to remain strong through the 
rest of the year,” Brad Halverson, Caterpillar’s group president and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told investors.
Caterpillar’s Japa-
nese rivals Komatsu 
(6301.T) and Hitachi 
Construction Ma-
chinery Co (6305.T) 
reported similar 
strength in demand 
for heavy machin-
ery. Komatsu’s China 
sales almost doubled 
in the firm’s April-
June quarter.
“China’s grown pret-
ty well relative to the 
U.S. over this period 

and the currency’s relationship has changed in favor of the U.S. 
companies,” said Jim Paulsen, chief investment strategist at the 
Leuthold Group in Minneapolis.
Discrimination Claims
Chinese companies are also benefiting from the robust domestic 
economy. For example, Chinese auto manufacturer Geely Auto-
mobile Holdings (0175.HK) announcing last week that its July 
sales climbed 89 percent from the year-earlier-month. Geely and 
many other major Chinese companies report their results in the 
next few weeks.
American companies in China have been collectively reporting 
better prospects even as they complain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not allowing them enough access to parts of the Chinese market 
and discriminating against them as they seek to compete against 
Chinese rival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considering punitive tariffs 
against a range of Chinese goods but it has held off on taking ac-
tion after Beijing backed tougher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earlier this month.
And despite some negatives in the Sino-U.S. relationship, a July re-
port by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 showed 
that 82 percent of U.S. companies in China expect revenues to in-
crease this year, up from 76 percent a year ago.

Geely Automobile Holdings (0175.HK) announcing last 
week that its July sales climbed 89 percent from the 
year-earlier-month.
“In general China is still a growth market for lots of US goods 
and services... the Chinese consumer is driving more and more the 
growth in China itself - that’s a very positive shift in composition-
al growth for a lot of U.S. companies that do provide goods and 
services for consumers, as opposed to building skyscrapers,” said 
Joe Quinlan, head of thematic investing at Bank of America, U.S. 
Trust.
In the chip industry, Skywork Solutions <SWKS.O), which ac-
cording to Goldman Sachs gets about 85 percent of its sales from 
China, reported its fiscal third-quarter revenue rose 20 percent, 
thanks in part to demand from Chinese phone maker Huawei. And 
Qualcomm (QCOM.O), which gets around two thirds of its rev-

enue from China, said last month that China remained a strong 
growth story for the company.
And many other foreign companies are also doing well. The Eu-
ropean liquor industry is benefiting from a resurgence in Chinese 
consumer demand.
Remy Cointreau, which battled a steep slowdown in China after Xi 
launched an anti-corruption drive in 2012 – hitting a lot of lavish 
wine and dining businesses - said it saw a “clear improvement in 
consumption trends” this year.
“We see the fast-growing upper middle class driving strong con-
sumption growth for our upmarket cognac brands,” the company’s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Luca Marotta said last month.
Closer to home, Kweichow Moutai (600519.SS), the Chinese mak-
er of the liquor baijiu and the world’s largest alcohol firm by value, 
saw first half profits gain 27.8 percent.
Chinese stock market gains this year have in turn helped confi-
dence among retail investors.  

“I feel the wider economy is improving,” said Ding Mingwei, 26, 
a manager at an education technology company in Shanghai. Ding, 
who says his own investments are up this year, now plans to spend 
more on hotels, dining out and funding hobbies such as playing 
the guitar.
For some companies, China growth helped to offset problems else-
where. Starbucks U.S. growth cooled in the third quarter but same-
store sales for the coffee chain in China surged 7 percent.
Among the Japanese companies to benefit, Sony’s (6758.T) sales 
in China were up just under 50 percent in the three months to June, 
making it the electronic group’s fastest-growing geographic seg-
ment.

Competition Intensifies
There are some sectors that are proving a tougher slog for foreign 
companies.
Major international automakers, even those reporting increased 
revenues, have pointed to squeezed margins in one of the world’s 
most competitive markets. U.S. automaker General Motors 
(GM.N), for example, saw a strong April-June quarter, but said it 
faced “pricing challenges”.
And some economists warn that it is unclear how long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markets can keep their buzz.
“The strong rebound is largely being driven by the property market 
and export growth, which both seem unsustainable,” said Nomu-
ra Chief China Economist Yang Zhao in Hong Kong. He said he 
expect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o cool by the fourth quarter. 
(Courtesy http://sino-us.com/ and reuters.com) 

Michael Jordan sued Qiaodan Sports, a Chinese 
sportswear and shoemaker, for unauthorized use of 
his name and identity in 2012. A Chinese court ruled in 
favor of Jordan.

Caterpillar Inc. executives have 
announced the opening of a new fa-
cility and the completed expansion 
of another facility in Wux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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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旅遊推出：

德州路州本地旅行團1-9天團$38起
9-10月出發的旅遊團：折扣16%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秋季中中台禪寺普德精舍秋季中、、英文禪修班英文禪修班
99 月月 11 日起各班陸續開課日起各班陸續開課

王朝旅遊位於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公司成立20年以來，一直備受
社會各界的支持與鼓勵，我們茁壯成長為休斯頓旅游資深業者。德克
薩斯房價便宜，稅率低，天氣適宜，不斷吸引了大批移民和旅遊業者
。王朝旅遊正式開通孤星之州德克薩斯旅行團。旅遊天數從1日游到9
天遊遍德克薩斯，我們的腳步將從休斯頓延伸到達拉斯、奧斯汀、聖
安東尼奧、新奧爾良和沃斯堡，讓您更加深刻體會孤星之州的牛仔情
懷。

德克薩斯是美國第二大州，面積僅次於阿拉斯加。而全美15個大
城市中，德州就擁有5座，休斯頓，達拉斯，沃斯堡，奧斯汀和聖安
東尼奧，遊客可以從以上城市中感受德州獨特的文化底蘊和迷人的自
然景色。

“1845年，我們接受了美利堅加入德克薩斯共和國。”德州人民
一直就是這麼驕傲，因此遍地除了美國國旗之外，您到處都能發現德
克薩斯州旗。在這裡，您依舊可以在德克薩斯看見穿著馬靴、帶著牛
仔帽。

在德州，您可以看到13000多處歷史景點和地標建築，它們記錄
了這塊土地上發生的點點滴滴，從阿拉莫戰役遺址到豪華宅邸，在廣
闊的牧場感受馳騁的自由不羈，在獨具特色的城市中傾聽那傳奇的故
事。

王朝旅遊將會為大家提
供幾條經典的旅遊線路，將
囊括休斯頓、達拉斯、沃斯
堡、奧斯汀、聖安東尼奧等
著名景點，希望給您帶來獨
一無二的德州體驗之旅。
• 休斯頓一天遊 每人$45
$38
• 奧斯汀、聖安東尼奧二
天團. 每人$198 $167
• 達拉斯，沃斯堡二天團.
每人$198 $167
• 新奧爾良三天團. 每人
$288 $242

我們還有其它 3~7 天的
旅行團，可以遊遍整個德州，需要詳細資料請與我們聯絡。

地址：中國城精英廣場內，敦煌廣場側百利大道大通銀行後面地
舖#A14

電話Phone：（713）981-8868微信WeChat：aat713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中台禪寺
普德精舍將於 9 月 1 日起陸續開授
秋季中文與英文禪修班。費用全免
，歡迎隨喜供養。即日起開始接受
報名。歡迎來寺參訪或來電洽詢。
禪修班課程如下：

初級禪修班： 9 月 4 日至 11
月 20 日，週一上午十時至中午上課
，內容包括： 靜坐指導、初中級佛
學。

初級禪修班： 9 月 1 日至 11
月 17 日，週五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
上課。內容包括： 靜坐指導、初中
級佛學。

初、中級禪修班教授佛門禮儀

、四聖諦、八正道，皈依三寶的意
義、五戒十善、十法界、四威儀、
慈悲硯、十二因緣、六波羅蜜（ 布
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 四攝法、普賢十大願等基礎佛學
。

高級禪修班：9 月 2 日至12 月
16 日，週六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上
課。內容包括： 靜坐、十宗綱要
。 ＜ 十宗綱要＞佛說八萬四千法門
，為對治八萬四千種煩惱。後經祖
師大德們根據自己修證的體悟，在
中國開創十大宗派。學習十宗綱要
，可以了解中國佛教各宗派之源流
，及所依據之經論，更可以了解其

基本教義及修證的法門。
研經一班： 9 月 7 日至 12 月

14 日，週四上午十時至中午上課。
內容包括： 靜坐指導、佛法概要、
佛說四十二章經。 ＜ 佛說四十二章
經＞ 是中國第一部翻譯經典，也是
世界上最早的漢譯佛經。為東漢明
帝時迦葉摩騰與竺法蘭兩位尊者所
翻譯。此部經內容豐富，含大小乘
教義，能增加佛弟子的信心與建立
修行的正知正見，為學習佛法者所
應認識的基本典籍。

研經二班：9 月 5 日至11 月 21
日，週二晚上七時至九時半，課程
包括： 金剛經共修、靜坐、楞嚴經

。自古以來，楞嚴經與禪宗有相當
深的淵源，可稱為契悟心性之指南
。文分十卷，以阿難墮淫舍為發起
，世尊為說楞嚴大定，亦步亦趨將
世人常有的迷惑，對真心妄心的誤
解，修行的正知見，法門的運用，
證道的次第，菩提道上的挑戰，一
一詳盡闡述。

英文親子禪修班：9 月 2 日至
11 月 18 日，週六上午十時至中午
上課。內容包括： 靜坐指導、佛典
故事、團康活動。凡4 至12 歲皆宜
，父母可一起上課。其宗旨以禪修
靜坐培養定力，認識自己的心性，
提昇專注能力和體認生命的成長。

課程內容有： 佛法故事、遊戲活動
、讀經唱誦、分組討論、戶外活動
。

半日禪： 每月第一，二週上午
九時至中午。共三支香（ 靜坐及跑
香），午齋過堂。半日禪期間禁語
。參與者需具有禪修經驗。

精舍每日開放，從上午九時至
晚間九時。報名資格： 身心健康，
願意虛心接受指導者，請著寬鬆衣
服及襪子來上課。

中 台 禪 寺 普 德 精 捨 地 址 ：
1212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電話：281-568- 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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