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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玲 美術老師  
精各種繪畫及立體感陶藝創作多項藝術才能。
積 12 餘年的美術教育經驗，現自創一格貢獻於兒童美術教育。
終旨在播一顆藝術種子於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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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變得有多熱 這一張照片網路瘋傳

丹麥氣象研究所的科學家上週在格陵蘭北部，拍攝

冰層提前融化令人震驚的照片於網路瘋傳。圖／取自

twitter.com/RasmusTonboe 科學家表示，以格陵蘭已創

新高的氣溫而言，2019 年對北極來說可能又是多災多難

的年份。格陵蘭是個正在融化的巨大冰柱，融水終有壹

天可能淹沒世界各地的沿海地區。

丹麥氣象研究所（Danish MeteorologicalInstitute）氣
候學家莫特拉姆（Ruth Mottram）警告：「我們可能打
破 2012 年締造的北極海冰層面積最小的紀錄…以及格
陵蘭冰層融冰量最多的兩項紀錄，相當大程度將取決於
今年的氣候狀況。」丹麥氣象研究所的科學家上週在格
陵蘭北部，拍攝冰層提前融化令人震驚的照片於網路瘋
傳。

氣象學家歐森（Steffen Olsen）在海洋學繫船設備與
氣象站做研究時，拍攝他的雪橇狗拖拉雪橇，涉水行過
峽灣的照片。峽灣的海冰淹沒在數公分深的融水裡。

蔚藍晴空下，照片背景是沒有白雪覆蓋的高山，雪
橇狗似乎行走在水面上。莫特拉姆說：「這張照片令人

感到震驚…因為真實呈現北極正在發生的變化。」
她表示，隨同歐森遠征的在地人「沒想到海冰提前

開始融化，他們通常會走這條路因為海冰非常厚，但他
們必須回頭，因融水越來越深以致他們無法前進」。

6 月 12 日也就是照片拍攝的前壹天，位於卡納克
（Qaanaaq）距離最近的氣象站，觀測氣溫達到攝氏 17.3
度，只比 2012 年 6 月 30 日的最高溫紀錄低 0.3 度。

莫特拉姆指出：「經歷乾燥的冬天，近來空氣暖和、
晴朗的天空和陽光，這些都是造成冰層提前融化的先決
條件。」由於大氣層變暖，預料冰層提前融化的現象會
加快，並改變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像是他們賴以為生
的冰面狩獵季將會縮短，還有生態系統的改變。

飢餓北極熊現身俄國北方工業城 40 多年來僅見
壹隻飢餓的北極熊出現在俄國諾裏爾斯克市郊區馬

路上。 路透社俄羅斯環境保護相關單位 18 日表示，北
方工業城諾裏爾斯克（Norilsk）近郊近日有飢餓北極熊
現蹤，牠出現的地點距離自然棲息地數百英裏，為 40
多年來僅見。

諾裏爾斯克位於北極圈內，隸屬克拉斯諾雅斯克邊
區（Krasnoyarsk），是世界最北城市，建立於 1930 年代，
是採礦和冶金工業重鎮，人口約 18 萬。

儘管諾裏爾斯克是極北城市，俄羅斯國家狩獵監督
局（Gosokhotnadzor）17 日告訴塔斯社（TASS），根據
現存紀錄，上壹次北極熊現身該城近郊已是 1970 年代，
也就是 40 多年前的事。

飢餓北極熊在諾裏爾斯克市近郊遊蕩，甚至在垃圾
堆中覓食的影像，在俄羅斯社群媒體獲得關註，引發網
友熱烈評論。法新社引述克拉斯諾雅斯克邊區生態環境
部門狩獵事務主管克洛布金（Alexander Korobin）報導
稱，這隻北極熊是在 16 日晚上首度被發現。壹群專家
預定今天對牠進行調查，並決定處置措施。

氣候變遷和區域開發等因素造成俄羅斯北部越來越
常發生北極熊出沒人類居住地事件。今年 2 月，在北冰
洋的新地群島（Novaya Zemlya）即曾因數十隻北極熊接
近人類村莊，甚至在街頭遊蕩，導致當局宣布緊急狀態。

                                                                 ( 中央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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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玲老師恒藝美術教室
（Forever Creations,Ms. Sue Art Studio)

　　（本報記者黃麗珊） 黃淑玲很小的時候，就非常
喜歡畫圖，記得小學三年級的老師給了一個作文題目
「我希望長大成為 ---」，後面的空格讓學生自己填，
黃淑玲填了的是「藝術家」。高中的時候，黃淑玲的母
親讓黃淑玲上私人美術班。有天老師要我們用水彩寫
生，三顆玉米在盤子上。畫完之後，黃淑玲去外婆家找
表妹，黃淑玲把畫好的畫放在桌上，就去找表妹玩，不
一會兒，聽到外婆大聲的問「誰買了玉米放桌上，趕快
拿去廚房煮」。黃淑玲的表妹去桌上看，桌上什麼也沒
有，只有黃淑玲「玉米」寫生畫在桌上。這是黃淑玲第
一次得到外婆的鼓勵，於是黃淑玲決定上藝術學校。
      黃淑玲畢業於銘傳大學商業設計系，在台曾得多次
獎章，其中最大一次獎也是獎金最多的是全國第一名國
泰羊毛地毯圖案設計獎。後移民到美國，在夏威夷發
展出黏土立體設計，作品曾展在夏威夷州政府。也是
Made in Hawaii Festival 會員之一及其他美術社團會員，
參加非常多的手工藝展。也為當時夏威夷州各高階層人
士專門設計夏威夷代表性禮品，更是夏威夷 Helemano 
Plantation 公司專展設計公司的表揚勳章及禮品。遷居
德州後致力於兒童美術教育，至今已有 12 年以上，曾
在公私立學校擔任美術老師。因深感美術教育對兒童心
理建設極為重要，現致力於自己畫室授課。
      兒童在創作過程中必需眼，手，腦並用，發展直覺
空間與形狀的認知。也是訓練兒童觀察與組合能力最佳
工具，尤其對男孩更有好處，可以增長男孩的專注力與
定力。幼兒直到八歲腦細胞發展最快的時候，借由美術
創作可增長右腦發展及邏輯能力。
      一般人認為幼兒無法素描，其實不然，只要用對方
法，幼兒也可以畫出非常驚人之作，所以美術教育不能
用一個模式的教法，而需要依每個孩子不同個性，以及
瞭解孩子的喜好教美術課。從而引發兒童對美術的興
趣，才能達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基於以上的觀點黃淑玲
老師的畫室以小班為主，用引導及啟發的方式，因材施
教於學生。
      多年來黃淑玲老師的美術學生在他們學校參與藝術
活動表現優異及參與美術比賽得多項獎章。2019 年德
州州政府土地辦公室（The Texas General Land Office, 
Adopt-A-Beach Program) 舉辦保護海洋教育美術比賽，
主題「The Treasure of Texas Coast」是全德州各鄉村小
鎮，從幼稚園至小學五年，私人美術教室及個人均可
參加。今年共有 3900 人參賽，只取 40 名，黃淑玲老師
有三位學生入選。德州政府將把所有得獎作品印製成
2020 年月曆發行全德州。2019 年 Houston Young Artist 
Concert 音樂繪畫比賽，黃淑玲老師的學生在各不同的
組別有二位第一名，二位第二名，二位第三名及五位佳
作，共有十一位得獎。2019Glassell School 獎學金美術比
賽有二百多位參加，只錄取十五名，黃淑玲老師的二位
學生入選。 2018 年德州台灣同鄉聯誼會全美繪畫總決
賽在各不同組別，黃淑玲老師的學生有二位第一名，一

位第二名及二位佳作。2017 年德州台灣同鄉聯誼會全美
繪畫總決賽黃淑玲老師的學生一位第一名，一位第二名
及一位佳作。賴李迎霞會長很歡欣的告訴黃淑玲老師，
那是第一次德州拿到全美繪畫總決賽第一名。
      黃淑玲老師的畫室充滿活潑創意，光鮮色彩，及愉
悅的氣氛。黃淑玲老師的教學目標是希望播一顆藝術種
子在下一代，因學美術而終生受益，不一定要當畫家，
而是從學畫中得到自我肯定心靈陶冶，一位七歲學生寫
給黃淑玲老師的感言「My thoughts and feeling for art are 

when I drew, I feel very comfortable, and art is pretty much 
my life. A few weeks after I started art lessons. I realized if 
art wasn't invented then nothing would be invented because 
everything is art。」Maddie Lu.
      欲知黄淑玲老師「恒藝美術教室」進一步詳情，
請觀賞網址：www.myforevercreations.com, 電話：832-
814-6006，地址：Sugar Land Art Center & Gallery , 104 
Industrial Blvd., Suite Q, Sugar Land TX.77478。

2018 年，台灣同鄉聯誼會全美繪畫比賽頒獎典禮。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黃淑玲老師，

臺灣同鄉聯誼會賴李迎霞會長。

2018 年，Sugar Land Art Center & Gallerry 暑期美術班，
黃淑玲老師授課。

2018年，影於僑教中心。台灣同鄉聯誼會全美繪畫比賽得獎者唐煒倫，
陳家豪，石配蓁，岑一隆，黃淑玲老師代領獎。

2019 年，影於 Rice University 得獎者十一位 Houston Young 
Artist Concert 繪畫比賽。

2017年，影於僑教中心。台灣同鄉聯誼會全美繪畫比賽得獎者
Branden Zheng, Claire Yu, 岑一隆，黃淑玲老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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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至目睹聖地遊                                                     
丁文英

黃山日出：

弔念第一任迎客松 *         
 唐一民

中國有一說，寫景必以「水經江水
注」為宗，這是北魏堪稱世界地理學家
酈道元描述長江三峽地貌妍麗絕倫的文
獻：兩岸重山峻嶺，險灘激流，猿啼鳥
鳴意態飛動，風景美不勝收。200 年後
詩聖李白有：「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
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
過萬重山」。江山如此多嬌，帶動了多
少詩人，文人的歌頌讚嘆！看看世界的
另一面山川：一望無際的大沙漠，滴水
全無的黃土山嶺丘陵，橫亙連綿，生花
妙筆也描繪不出詩的樂趣了！

2019 年 5 月下旬，小女結伴與我同
行，要步步跟隨主耶穌生時的腳步，並
探訪舊約故事中的聖地。我倆不遠千里
來到了約旦首都安曼，下塌近郊的死海
萬豪酒店「Marriott Dead Sea Resort」。
院中時花正茂，伴著依地型起伏而設的
亭榭園圃，3 個碧藍的泳池，由住房瞭
望出去頓感清涼舒坦，還有室內室外的
溫泉浴場設備，樣樣為著假期舒適安
宜而設計，後院更有地球最低海平面以
下 -383metres（-383x3.28=-1256 尺 ）
的死海，是這家最高的賣點。本來是計
畫住在當地人的旅館，好瞭解本地人們
的生活習俗。但是我們 50 多歲導遊，老
實沉穩的約旦人，建議我們剛來乍到，
天氣炎熱，先享受休息一天，好準備來
日前途的辛苦。聽他的沒錯，住進了這

朝陽喚醒映山紅

啼血苦思迎客松

擎天一柱飛來石

直指穹蒼表情重 

        

間約旦的美國旅館。
次日一大早就來到了旅館私有的

「死海浴場」，已有 2 位歐洲來的婦女
在清澈無波的水上仰游戲水，2 位救生
員的少年郎為我倆服務，一位用水中黑
泥漿漿我們塗抹，另一位為我們拍照，
真是在約旦的沙漠邊緣，竟得如此美國
式高級文明的享受喲！值得一提的是服
務員特別拜託我們給個滿意評分。約旦
地廣貧瘠，多為沙丘，人煙稀少，旅遊
業是他們的一大收入。近年 ISIS  為害，
遊客大大減少，也減少了工作機會。

今 早 預 備 開 車 南 下， 共 3 個 多 小
時的車程，在路況不錯的國有公路上
奔馳而下，深入約旦的大沙漠（Ard As 
Sawwan Desert）. 一望無際的黃沙及連
綿不絕滴水全無的黃土山脈丘陵，只是
烈日當空，唯一的碧水長湖，緊緊靠著
大漠邊際，卻是百物不生的鹽水湖「死
海」。想到梅瑟當年千辛萬苦帶領以色
列大隊，人們徬徨的路上，人們只有望
洋興嘆了，怎麼活，能不抱怨！？天主！
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們！？呼求的
聲音隨著沙塵暴在空廣的大漠天際呼
嘯！上主都聽見了，也曾令梅瑟以杖擊
石取水給群眾喝，天降瑪納給他們吃，
上主由海風吹來鵪鶉卻發現人們的貪饕
而發怒，天主也怒罰那些見了祂的榮耀，
見了祂的神蹟的人不聽上主的話，輕慢

* 百年老樹迎客松數年前

終於死了，現在代替的是

一棵新的迎客松。

上主，登過記，抱怨過的人，都要倒斃
在曠野中，決不得進入上主誓許給祖先
人們居住的地方，要受 40 年的罪罰。邪
惡會眾都要滅絕。天主富於仁慈，寬赦
過犯和罪過，但決不豁免懲罰。要記得；
不要輕慢上主喔！啊！這樣的生活條件
沒有主一路同行，一路照顧怎能活過 40
年！想想都覺得太奇妙了！

半個鐘頭後到了名馳遐爾的乃波山
（Nebo），在這水平面上 2329 尺的高
山上：40 年後梅瑟終於被授以在此山
巔查看上主應許的福地，但是只準看卻
不準他進入福地 *（申命紀 1:34），他
死在山上（申命紀 32:49-50）（尚待考
古研究）。方濟會於 1993 年買下在 16
世紀就已遭遺棄的教堂加以整修重建，
2000 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到此祈禱並種
了一棵代表和平的橄欖樹，2009 年教宗
本篤十六世在此演講並在山頂遼望耶路
撒泠。

2019 年我們有幸，健康的來此瞻仰
聖地，教堂前驚見一條銀白色的細蛇由
路上急速地遊走。到得教堂後面，一眼
看見山脊竪立著高入雲霄，肖似梅瑟首
創治癒希伯來人蛇咬的銅蛇扙，也引伸
耶穌的十架救世。面懷古聖先賢，其信
心是何等的忠誠不虞，命運是何等的令
人惋惜，使人不勝唏噓！
 —————————————————

注：天主對梅瑟說：因為你們在親
（Zin）曠野，卡德士的默黎巴水邊，在
以色列子民中對我失信，沒有在他們中
尊我為聖；為此，我賜給以色列子民的
地方，你只可由對面眺望，而不能進去。
（申命紀 32:51-52）

在烈日當空，四週荒蕪，乾旱中看
著路邊的死海，可說地上無鳥鳴，水內
平靜無波，即無魚蝦，也無活物，連個
孤舟也沒有，天地之間唯有我們一輛小
轎車，急馳在路標都沒有的廣大的沙丘
間，顯得孤單。偶而腦際會閃過，這個
老車不要拋錨了，那可是前不著村，後
不著店。但是朝聖的路上有主同行，也
就不介意了。

車行 20 分鐘到了一個小鎮，主路上
一間像旅遊中心樣的辦公廳磚墻建築，
走進去，只見地上小溝引著細細的流水
由裡牆一大塊山石下彎彎地經過長長的
地面流出房外，導遊司機先生也是基督
徒，得意地叫我們趕緊蹲下去摸摸這聖
水，透心的涼意消去了全身的熬熱，原
來這就是 3,000 多年前梅瑟受命以杖擊
石的流水！只見房外院子中的葡萄架被
澆灌得正枝葉扶疏，剛成形小小的葡萄，
串串鮮嫩可愛！等得葡萄成熟時，該多
麽的鮮甜！多令人垂涎！呀！梅瑟的泉
水！（Moses Spring）（待續）

照片唐一民攝影 照片唐一民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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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總主筆/李著華

在美國看天下
facebook.com/ChicagoChineseNews

newslee10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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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不滿非法移民入境美國，川普
對墨西哥使出關稅勢劍 ，從 6 月 10
日起徵收 5% 進口關稅，並逐月上漲
10%、15%、20% 與 25%， 這 沉 重 的
關稅是對墨西哥霸凌的行為，川普”
寓禁於稅”的政策將重創美國的國際
形象，強行霸道手段令人不寒而慄！
川普主政以來，美墨在貿易和移民上
糾纏不休，川普立志將築牆遏止非法
移民，但邊境逮捕人數不斷增加，拘
留中心和移民法庭已不堪重負，墨方
已與美國合作，將大量非法移民留在
當地等待美國庇護聽證會，然川普並
不買賬，決定以關稅懲罰墨西哥 , 但
關稅並不是解決邊界問題的靈丹妙
藥。
     實質上關稅是一刀兩刃，川普對
墨西哥徵稅，其實就是對美國人徵
稅，
      墨西哥去年向美國出口約 3465
億美元商品，5% 的關稅意味著超過

170 億 美 元 的 增 稅， 從 墨 西 哥 進 口
35% 商品的德州處風口浪尖上，加州
每年出口的 17% 流向墨西哥，去年
加州居民消費產品中，超過 440 億美
元的汽車、電腦、新鮮農產品和其他
商品都從墨西哥進口，徵稅後價格必
攀升轉嫁給消費者，因此使美墨達成
貿易協定更加複雜化。 
     川普總想著怎麼從消費者和企業
口袋掏出錢來，對福特汽車等製造商
來說，改變供應鏈不容易，該公司最
暢銷的零部件大多從墨西哥進口，加
關稅將迫使更多美國公司撤資回國，
這當然是川普的企圖！
      川普霸凌墨西哥是否可減少非法
移民入境美國未可預知，但損害美國
與合作夥伴的關係已造成，這些正是
美國在處理南半球國家經濟、犯罪和
政治危機等複雜問題時不可或缺的，
川普的國政必將面臨重大考驗。

     在美國民眾對川普的施政認同度
降至 41％，不認同度升到 54% 之際，
曾任歐巴馬總統副手的拜登成為民眾
寄望的新歡。
     拜 登 有 可 能 進 入 白 宮 坐 上 主 座
嗎？
在美國歷史上曾有亞當斯、杰弗遜、
范布倫和布希四位副總統任期屆滿後
參選總統成功，尼克森則是在首次競
選 失 敗 後， 第 二 次 參 選 成 功 的 副 總
統，可惜因水門案下台。拜登在 2016
年副總統任滿後考慮參選，但關鍵時
刻退出，如今雖已高齡 77，卻風采依
舊。
     拜登在民主黨內民調一直很高也
很穩，在四月廿五日正式宣佈參選後
更 衝 高 了 12%， 達 到 36%, 一 度 飆 至
40％，在黨內互比式民調或 head-to-
head 對比式民調都高出對手兩位數以
上，黨內只有桑德斯與哈里絲的民調
有雙位數，其他人想要追上拜登已無
可能！

     歷史證明，承諾新開始的年輕候
選人容易獲得勝利，拜登年紀雖大，
但他的主要對手桑德斯與川普皆逾古
稀之年，所以年齡不會是 2020 年總
統大選的問題，關鍵在那一位耆老能
以創新思維吸引年輕選民。
      以往年輕選民投票意願不高，但
2018 年期中選舉竟逆轉情勢，皮尤中
心分析發現，1966 至 1980 年出生的
X 世代、1980 至 1990 年出生的 Y 世
代以及 1990 至 2000 年後出生的 Z 世
代竟投出了 6,220 萬張選票，首度超
過嬰兒潮與老一代所投出的 6,010 萬
票。
      依常規，民主黨會提一位非社會
主 義 者 為 候 選 人， 拜 登 是 標 準 自 由
派，也像是中間派，當然他過往的履
歷讓川普有攻擊的空間，尤其在公共
議題的立場曾遭到痛斥，為了平衡情
勢， 他 應 選 擇 一 位 年 輕 女 性 做 為 互
補，而加州非裔女參議員哈里絲應該
是不錯的配對人選吧！

天下有新聞 新聞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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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足總女子世界盃今天起在法
國九個城市開踢一個月，來自六大洲
廿四國女子足球精英於一地比賽，精
彩刺激不在話下，不過其所受到的關
注卻遠不如去年在俄羅斯舉行的男子
世界盃。
      女子世界盃於 1991 年首次在中
國舉行 , 每四年比賽一次，目前才舉
行過七屆，只有廿八年歷史，而男子
世界盃賽已有 89 年歷史 , 規模也比
女子盃大，不能相提並論，不過能讓
女子足球健將把球技呈現給世界，相
當可貴。
     女子足球運動不斷發展，各國陸
續加入比賽，本屆是爭奪最激烈的一
屆，美國是世界盃超強隊伍，過去七
屆比賽，屆屆都踢出前三名佳績，包
括冠軍與季軍各三次，另一次則是亞
軍，遠比其他國家強勁許多，今年也
是奪冠熱門隊伍。
      今年美國隊好手如雲，最著名的

包括 Alex Morgan 與 Carli Lloyd，是
兩顆最閃亮巨星，Morgan 最近才踢
進個人生涯的第 100 球，相當了不
起。
     儘管女足世界盃令人興奮，但球
員薪酬一直為人詬病，所以球員們對
美國足協提起歧視訴訟。
       對女足來說，世界盃是唯一能夠
賺錢的地方，但國際足聯這個全球管
理機構卻不願把珍貴的資源分給女足
球員，當今男足優秀球員能掙到七位
數到八位數的薪資，但女子足球員最
高僅有五位數的 46,200 美元，相當
不公平，所以有史以來第一個獲得金
球獎女足明星 Ada Hegerberg 拒絕代
表她的國家挪威出賽以示嚴重抗議，
更大的諷刺是 , 她所代表的里昂女子
職業隊的主場地就是舉辦今年世界杯
的主賽場，她的拒賽獲得大家的尊
重，國際足聯應該給世界頂級的女足
運動員足夠公平的薪資待遇了。

      有人說過 :”歷史可以原諒，但
不可以忘記” 。
     的確如此，因為我們可以從歷史
中吸取教訓，使人類過錯不再重犯。
六月六日是諾曼地登陸 75 周年紀念
日，1944 年的這一天，16 萬多盟軍
士兵沿著法國重兵把守的英吉利海
岸線登陸諾曼地，與佔領當地的納粹
德國大軍作戰，這是歷史上規模最大
的一次海上登陸兩棲作戰，也是第二
次世界大戰的一個轉捩點，更是幫助
美國和世界在此後變得更持久的和
平。
      這場戰爭 75 年後，包括川普在
內的歐美領導人聚集英國朴茨茅斯
海軍基地舉行紀念儀式，這是對當年
英勇赴難的聯軍勇士們的追悼與推
祟，回顧當時盟軍在艾森豪將軍領導
下，動用了五千多艘軍艦和一萬三千
架飛機對抗納粹德國，才使盟軍在浩
劫中站穩腳跟，但付出代價極大，根

據戰史記錄，當時有九千多盟軍士兵
傷亡，從諾曼地登陸到八月廿一日，
超過 22 萬 6300 位盟軍傷亡，這是多
麼慘烈的犧牲！ 
     在這次紀念會上最令人感動與感
恩的莫過於那些親自參加過諾曼地
戰役的老兵們，他們拖著沉重腳步走
過舞臺，有些人還拄著拐杖，或坐著
輪椅，當年他們不過是十幾廿歲的壯
丁，如今已是九十多歲的老人，他們
曾踏過血跡斑斑的歷史，與他們並肩
作戰的勇士不是戰死沙場，就是已離
開塵世，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的是
戰爭的無情與人世的無常，如果沒有
他們擊退納粹德國，並終結希特勒恐
怖統治，豈有今天的世界和平呢 !
     重溫諾曼地登陸的歷史，我們不
可忘記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並感恩
這些曾在灰燼中牲犧和殘存的戰士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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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一義，圖／取自網絡
破碎在牆上的膠片碎片，化作星星照亮夢境，揉成碎末的鎂粉在吸入後咳出了屬於你的
感冒，彷彿你與我同病魔做爭鬥，只在照片裡出現過的你不再孤獨，跌在灰燼裡，還願
能化蝶。

1. 柯 爾 克· 富 蘭 克 林 音 樂 會（Kirk Franklin in Concert at 

Revention Music Center） 

著名福音音樂家柯爾克·富蘭克林將在 Revention 音樂
中心帶來他的“生命之長，且愛且行”巡迴演唱會。
時間：7/12，7pm
地點：Revention Music Center (520 Texas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費用：$74

2. 休斯頓迪納摩對戰洛杉磯足球俱樂部（Houston Dynamo 

vs. Los Angeles FC at BBVA Stadium） 

休斯頓迪納摩隊將在主場 BBVA 球場對戰洛杉磯足球
俱樂部。
時間：7/12，8pm
地 點：BBVA Compass Stadium (2200 Texas St Houston, 
TX 77003)
費用：$15

3. 貝 布 克 廣 場 的“ 城 市 風 味 ”（Taste of the Town at 

跌在地底的紙鳶 又再漩渦中起舞

Baybrook Mall） 

本週的貝布克廣場將匯聚各色本地餐館、紅酒、啤酒釀
造產商，歡迎各位民眾前來享用美食之餘，還可以欣賞
到當天的現場音樂表演。
時間：7/13，5pm-8pm
地 點：Baybrook Mal l  (1132 Baybrook Mal l  Dr 
Friendswood , TX 77546)
費用：$25

4. 格 爾 維 斯 頓 藝 術 展 覽（Galveston ArtWalk on Galveston 

Island） 

格爾維斯頓藝術中心將舉辦本次盛大的藝術展覽，現場
還會有可以嘗試學習如何製作藝術品的攤位。
時間：7/13，6pm-9pm
地 點：Galveston Arts Center（Houston, TX United 
States）
費用：免費

5. 索耶爾市集（The Market at Sawyer Yards） 

本週的索耶爾市集將圍繞民間藝術為主題，糅合多種藝
術媒介，突出各位藝術製造者的魅力。
時間：7/13，6pm-10pm
地 點：Sawyer Yards (1502 Sawyer Street Houston, TX 

77007)
費用：免費                                                      

6.“樂高大電影·2”

糖城市政廣場公開放

映（The Lego Movie 

2 Movie Screening 

at Sugar Land Town 

Square） 

本週六的糖城市政
廣場歡迎各位民眾
帶上孩子們一同來
觀看“樂高大電影·
2”的公開放映。

時間：7/13，8:30pm
地 點：Sugar Land Town Square (15958 City Walk Sugar 
Land, TX 77479)
費用：免費

7. 市中心水族館的“鯊魚日”（Shark Day at Downtown 

Aquarium） 

這個週末的市中心水族館將迎來以鯊魚為主題的“鯊魚
日”。
時間：7/14，10am-10pm
地 點：Downtown Aquarium (410 Bagby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費用：$20.99

7.1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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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壹個消息在互聯網圈炸開鍋了。

阿裏已經準備離開美國，重回香港上市。

馬雲對這件事情也做了正面的回應，他說

不過是早晚而已。這也說明了阿裏巴巴的

回歸，已經提上了日程，接下來的就是時

間的問題了。據悉阿裏巴巴最快會在下半

年就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請，融資額度在

200 億美元左右。

其實阿裏跟港交所早就有過合作。10

年之前，阿裏巴巴的 B2B 就曾經在香港上

市。當時還曾經創造了中國互聯網公司最

大的 IPO。不過後來阿裏巴巴 B2B 公司從

香港退市了。

2014 年的時候，阿裏巴巴準備整體上

市，當時香港跟紐約壹直是馬雲重點考慮

的對象。當時馬雲是傾向於在香港上市。

不過是港交所還是紐交所都非常希望阿裏

巴巴可以在自己這裏上市。阿裏巴巴的體

量跟影響力都非常大，如果可以爭取到阿

裏巴巴這個客戶對於提升自己交易所的影

響力也是有巨大的幫助。

阿裏巴巴的老對手鵝廠就是在香港上

市，而且上市之後壹直表現非常好。其實

不管是香港跟紐約都是非常開放的市場，

這壹點上是國內 A 股市場所不能比的。目

前香港、紐約、倫敦是世界的三大金融中

心。

不過當時馬雲設計了壹個新的制度就

是所謂的合夥人制度。其實說白了這個制

度就是同股不同權。馬雲、蔡崇信等創始

人，多年來為了公司的發展，犧牲了非常

多的股份。為了緊緊控制住公司，馬雲必

須堅持這樣的制度。其實許多互聯網公司

現在都是這個制度，京東、小米都是如此。

馬雲等管理層在阿裏的全部股份加起

來，總計還不到 10%，這都是遠遠低於雅

虎跟軟銀的持股。如果馬雲不堅持這個制

度，那麽未來阿裏就是真正淪為外資控制

的公司。不過當時香港卻不允許同股不同

權的制度，經過了幾個月的談判，香港依

然不願意放開這個制度。

同壹年京東在美國率先上市。劉強東

在京東的持股非常少，不過他的投票權卻

高達 80% 多。這就是劉強東可以牢牢控

制京東的原因。有了京東這個成功的例

子，馬雲最後也選擇了在紐交所上市。這

次 IPO 的規模創造了世界的歷史，達到了

250 億美元，至今都沒有被打破。

雖然創造了紀錄，但是馬雲並不開

心。作為中國最大的電商平臺跟最大的互

聯網公司，阿裏在哪裏上市，意義非常重

大。馬雲說我們被香港拒絕了，去紐約上

市是情非得已。如果妳知道馬雲跟大股東

雅虎之間的鬥爭，妳就知道馬雲為何要堅

持同股不同權。

如今馬雲終於有機會可以為自己救贖

了。最近美國跟華為的事件持續發酵，這

讓馬雲不得不更加謹慎去做出這個選擇。

最近幾年巨人、盛大、360 都選擇在從美

國私有化，轉投國內上市。如果阿裏也可

以做出這樣的選擇，對於中國的金融市

場，壹定會有巨大的促進作用。

許多炒股的人壹定會發現壹個問題，

中國雖然出現了許多優秀的互聯網公司，

但是中國股民卻都沒有享受到這個紅利，

因為大部分的互聯網公司都在外國上市，

其中以美國為主。

去年小米在香港上市，這對於小米跟

港交所來說，都是壹個裏程碑。因為小米

是港交所第壹家同股不同權的公司。經過

了 5 年的發展，港交所終於認可了當年馬

雲的方案。這也給阿裏回歸，掃清了最後

的障礙。希望阿裏回歸這件事情可以盡快

落實，畢竟這對於中國，對於中國金融市

場，都是壹件大好事。

如果阿裏回歸，美國也至少將損失

4000 億美元。美國最厲害的壹點就是他們

擁有全球最好的金融體系跟制度，這也是

美國多年來可以在全球領先的原因之壹。

不過隨著中國資本大量退出美國，美國也

將遭到巨大的損失。李開復已經關閉了創

新工廠在美國的總部，並且把美國的投資

資金都撤回來。

美國目前每年的投資資金至少有 20%

到 30% 是來自中國。馬雲、李開復這些標

桿人物的離開，引起了連鎖效益，對美國

的打擊更是巨大。阿裏也準備離開美國，

馬雲說早晚而已，美國至少將損失 4 千億

美元，其實美國最近的動作其實就是七傷

拳，傷敵也傷自己。

                                           ( 搜狐網 )

阿裏巴巴準備離開美國，重回香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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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8 月，22 歲“網紅”舞蹈教師

在浙江慈溪壹夾娃娃機前被前男友割喉身

亡。今年 4 月，案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開

庭審理。今日（5 月 30 日），新京報記

者從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了解到，該案在

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壹審宣判，吳某棟被

判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生。

網紅女教師被前男友割喉

2018 年 8 月 1 日，慈溪市滸山街道的
壹家超市，壹位女孩興高采烈地玩著娃娃
機，壹把冰涼的匕首抵在她的脖頸上，她
想要掙紮，卻發現自己的力氣遠不能擺脫
兇手的挾制，當匕首割破喉嚨，年輕的生
命定格在了 22 歲。

案發後，壹位目擊者在女孩的抖音賬
號下寫到：“我喝著奶茶看著妳夾娃娃多
開心，突然來了個男的，就壹下妳倒了，
他就跑了！我追了出去。然後回來妳已經
不在了！可惜，願來生安好！”

據警方通報顯示，受害女子姓陳，
22 歲；嫌疑人姓吳，27 歲，兩人都是慈
溪市本地人。受害人母親告訴上遊新聞記
者，兩人之前系情侶關系，但案發時已經
分手本月有余。

上遊新聞記者了解到，陳某是當地的
壹名舞蹈老師，還是浙江省慈溪市舞蹈家

50 個電話號碼不停威脅和騷擾陳某。“女
兒搬回來和我們壹起住後，吳某也曾跟蹤
過她。我家監控顯示，吳某半夜還到過我
家門口。”陳某母親說，兩人分手時陳
某不僅將吳某母親給的 1 萬多元還給了吳
某，還花 2800 多元，買回了兩人戀愛時
壹起飼養的寵物狗。

據陳某家人回憶，案發時，陳某身上
壹共被刺了 7 刀，其中 5 刀在脖子上，2
刀在腰上。當天早晨吳某曾發信息約陳某
見面，但陳某沒有回復。下午，吳某再次
發信息稱：要死壹起死”。

辯護律師稱吳某為激情犯罪

2019 年 4 月 3 日，寧波市中級人民法
院在慈溪市人民法院的壹號法庭公開開庭
審理了此案。陳某家並未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賠償。庭審中陳某母親質問：“兩個人
既然沒有緣分，就應該好聚好散，為什麽
要殺我女兒？”但吳某卻表示，如果當時
陳某母親陪著陳某，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情，陳某母親壹度昏厥。

據檢方披露信息顯示：2018 年 8 月 1
日 20 時許，吳某在被害人陳某工作地點
門口附近等陳某時，看見陳某坐上壹輛小
轎車，就駕車尾隨。當車輛行駛至慈溪市
新都匯附近時陳某下車，後吳某佩戴口
罩、攜帶尖刀，追上陳某，並強行將陳某
推入壹店鋪內。在該店內，吳某持尖刀連
續捅刺陳某腹部、頸部等部位，致使陳某
頭臂幹被刺破急性大失血死亡。並用“手
段特別殘忍，情節極其惡劣，後果極其嚴
重”來形容吳某的作案手段。

吳某在庭審中表示，自己並非預謀，
而是想找陳某復合。其辯護律師認為，該
案是因婚戀矛盾激化引發，吳某事發前主
觀上是想復合，並無預謀，事發時本意想
嚇唬陳某，求合不成臨時起意殺害陳某，
屬激情犯罪，案發後存在自首情節，請法
庭在量刑時考慮。

5 月 30 日，此案壹審宣判前，陳某
母親對上遊新聞記者說：“希望法院判兇
手死刑立即執行，還我女兒公道。”

                                           ( 新京報 )

協會會員。此前曾因在杭州西湖船上的壹
段即興舞蹈表現，獲得百萬點贊。

陳某去世後，其抖音賬號下有近百萬
留言，表達對她的懷念。截至 2018 年 8
月 8 日，陳某賬號顯示點贊 311.6 萬，粉
絲 50.4 萬。同日，其抖音內容全部被刪
除。

本打算 25 歲結婚

在陳某母親的心裏，陳某是壹個懂
事、上進的孩子，雖然家境優越，但陳某
卻從沒有依賴家裏。“我女兒喜歡舞蹈，
從小到大都非常懂事，從來不讓我們操
心。畢業後，幹起了舞蹈老師，每天要跑
4 個培訓班，壹個月工資 1.5 萬左右。非
常辛苦。”回憶起女兒生前的事情，陳某
母親聲音哽咽的說，女兒是家裏第二個孩
子，還有壹個哥哥，從小就被全家捧在手
心裏長大。女兒 18 歲時，家裏花 90 萬給
她造了壹處房子，準備留在結婚用。

2017 年，父母在陳某教書的幼兒園
附近給其買了壹套兩室壹廳的房子和壹輛
奔馳車代步。而相比較來說，吳某的家境
卻並不寬裕，且吳某本人並沒有壹份穩定
的工作。

2017 年 8 月，陳某母親第壹次見到
吳某是在女兒的房子裏。“當時看到男孩

子高高帥帥的，也沒有多問。”陳某的母
親說，第壹次見面並不是正式見面，但女
兒曾到吳某家裏去過幾次，吳某的母親還
前後給了陳某 1 萬多元的見面禮，只是後
來都被吳某以各種理由要了回去。而兩人
有矛盾的事情，自己也是知道的。

“我知道他們之前總吵架，我也勸過
女兒說家裏給她的財產足夠他們生活，只
要吳某有個正式工作，不在乎工資多少。
而且只要他對妳好，不再和妳吵架。就在
24 歲時帶回家裏算正式見個面，25 歲時
結婚。”陳某的母親說。

因拍抖音引發矛盾

女兒拍抖音並成為網紅的事情，陳某
母親說此前並不知情，後來聽到人說自己
也關註了。但是她萬萬沒想到，壹段抖音
視頻竟成為悲劇的導火索。

在網友此前發布的壹段視頻中上遊新
聞記者看到，陳某的舞姿優美，每壹條
視頻的點贊都超百萬。“吳某沒有正經工
作，我女兒無意間配合他拍的壹段抖音視
頻，竟然讓他萌生了要用抖音賺錢的想
法，之後壹直逼迫我女兒配合他。”陳
某母親對上遊新聞記者說，女兒的工作很
忙，沒有時間再去拍抖音，兩人曾因此發
生過多次爭吵，但拗不過吳某的糾纏，陳
某也配合了他幾次。成為網紅後，曾有壹
些廣告商找到他們談合作，吳某都應承了
下來。

“案發後我發現女兒的銀行卡余額只
有 6 毛錢，所有的錢都被吳某騙走了。”
陳某母親表示，拍抖音視頻賺的錢全部進
入到了吳某的賬戶，之後又被他揮霍壹
空。陳某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選擇分手，
但吳某壹直糾纏不休。

“如果我女兒和他分手，不再配合他
拍抖音，他就要賠償廣告費，所以他得不
到的就要毀掉。”陳某母親說，兩人分手

後，吳某采取過跟蹤、威脅、騷擾等多種
手段對付陳某，而且動殺機也不是臨時起
意。

據陳某母親回憶，兩人分手後，吳某
不僅砸爛了陳某房子裏的家具，還曾換過

22 歲網紅女教師被前男友殺，

                              嫌犯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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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依賴美國的根本不是什麽經濟和貿易，而是發
展的原創驅動力

 這是對中國所有的錯誤批評中，正確的成分最多的
壹種——中國依賴美國的根本不是什麽經濟，而是發展
的原創驅動力。說具體點，就是開創全新科技、全新產
業、開辟全新生存空間的能力。

 美國能夠享受高水準生活，靠的不是什麽石油美元，
也不是什麽美軍，而是美國源源不斷的從無到有開創新
世界的能力。這個新世界包括新的能源、新的材料、新
的醫學、新的農業、新的信息、新的發展空間。

 美國從新世界不停的帶來誘人的新產品，全世界都
樂意高價購買美國人開發出來的新玩意兒，譬如飛機、
交流電、留聲機、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子計算
機、空調、激光器、光纖、計算機操作軟件、互聯網、
芯片、移動電話、特效藥物、太陽能電池、機器人等等
等等。所以美國人才能不停的獲得投資、獲得回報，再
用回報去開發更多的新東西。

  美國軍隊能夠打贏戰爭，也不是依靠強壯的體魄、
嚴明的軍紀或者吃苦耐勞的精神，而是靠著不斷湧現的
顛覆性的軍事技術，壹次次讓敵人的武器裝備過時導致
敵人面對美軍時只能被動挨打而毫無還手之力，比如飛
機、潛艇、雷達、氣密增壓式遠程轟炸機、原子彈、噴
氣式發動機、雷達隱形技術、激光制導技術、巡航導彈
技術等等等等。是這個原創力支撐了美元、美債、美股
和美軍，而不是反過來。

  所以打擊美軍、美元、美債和美股的行為純粹是本
末倒置，不會有任何結果。而在發展的原創驅動力上，
中國根本無法與美國匹敵，這裏面不僅僅是人才的問
題，更是文化的問題、制度的問題。這才是根子上的問
題。

  中國的文化制度問題不解決，靠壹時欺騙西方世界
偷學的那壹招半式的科技，根本支撐不了多久。跟美國
領導的西方世界隔絕以後，用不了 20 年，中國又會再
次落後。

  中國就如同壹塊在西方現代文明這個火爐旁邊烤了
17 年的磚頭，烤的滾燙以後就以為自己可以替代火爐
了，可以象火爐那樣持續的發光發熱了。問題是，磚頭

  幾乎每一個 20 世紀的新產業，比如航空、洗

衣機、空調、電子、半導體與芯片、激光、光纖、

機器人、互聯網、大眾傳媒、碳纖維、計算機軟件、

網絡商務、網絡娛樂、現代醫藥、快餐連鎖等等等

等，都是來自於美國的原創。

連火爐為什麽能夠點燃、燃燒機理是什麽都沒搞明白，
又何談取代火爐呢？

  有人說中國落後於美國是暫時的。我要強調，絕對
不是落後，而是依賴，是那種對從 0 到 1 的能力的依賴。
就是說中國缺少完全依靠自己憑空想像、獨立開發研制
壹個全世界本來不存在的科技並成功轉化為壹個新產業
的能力。

  幾乎每壹個 20 世紀的新產業，比如航空、洗衣機、
空調、電子、半導體與芯片、激光、光纖、機器人、互
聯網、大眾傳媒、碳纖維、計算機軟件、網絡商務、網
絡娛樂、現代醫藥、快餐連鎖等等等等，都是來自於美
國的原創。

  如果不是因為美國率先搞出來，中國自己根本就不
會費事去創造的，會壹直蒙昧下去。用了 1000 年的火藥
都沒進步到 TNT 就是個明顯的例子。燒了 2000 年的蠟
燭都沒進步到電燈是另壹個例子。看了 3000 年的羅盤
都沒進步到 GPS 是第三個例子。三個發明分別對應的是
化學、物理學、天文學和數學。這背後不是技術的落後，
而是思想的蒙昧和科學精神的缺失。

  中國這種思想的蒙昧和科學精神的缺失壹日不除，
中國對美國的原創驅動力的依賴就會持續下去，而不會
是暫時的。所以說，在未來的發展方向上，中國其實離
不開美國的引導，更離不開跟美國的交流。如果中國跟
西方世界隔絕開來，用不了 20 年，中國又會重新回到
科技落後的狀態。

  有人說，美國的這些領先都是美元支撐的，壹旦沒
有了美元這個支柱，美國的創新就會立刻停止。美元的
祖墳蘇聯早刨過了，最後把蘇聯自己累死了，也沒瓦解

美元體系。
  為什麽呢？前面說過了，美元是美國文化和制度的

副產品。是美國的創新能力支撐著美元，而不是反過來。
美國總是可以通過創造新的科學技術，以更低的成本、
更高的效率、更可靠的質量替代現有的體系，這個“更”
指的不是 10%，20% 的提高，而是壹個數量級的提高。

  甚至憑空創造出本來不存在的新產業為自己輸血。
前者的例子就是隱形飛機對不隱形的飛機，後者的例子
就是軟件、移動通訊、互聯網、網絡商務、網絡遊戲產
業。

  妳戒手機壹星期，就明白人類生活已經完全離不開
移動通訊了。妳戒軟件壹星期，就明白人類離開軟件已
經完全無法工作了。妳讓周圍的青年人戒王者榮耀壹星
期，就立刻會知道青年人離開了電子遊戲已經沒法活。
因為須臾都離不開，所以整個人類才心甘情願的為美國
這些新玩意兒沒完沒了的掏腰包。

  壹個帝國的崩潰是從貨幣的崩潰開始的，而該帝國
貨幣的崩潰是從這個帝國資不抵債開始的。而有整個人
類為美國的財政掏腰包，美國財政怎麽會垮掉呢？美國
財政不垮，美元又如何會垮掉呢？

  中國什麽時候原創過這樣的科技，開創過這樣的
產業？沒有，從來沒有！現實情況是：手機支付抄的
paypal、百度抄襲 google、阿裏抄襲亞馬訊、騰訊抄襲臉
書、華為 () 抄襲思科和高通。這些事實都完美體現了中
國對美國的依賴。中國近幾年唯壹的商業模式是共享單
車，結果燒了幾千億，長出了壹地雞毛，中國人切勿自
大，中國人需自強、自省。

                                                                    ( 文學城 )

中國依賴美國的根本

不是什麽經濟和貿易 而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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