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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城老板馮海夫婦  
今年首度月餅上市雙黃白蓮容及流心奶黃月餅

繼承傳統，精益求精！品質保證，送禮佳品！



2019 年 8 月 30 日    美南周刊

2019 年 8 月 30 日    星期五

      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貿易戰再次升級之後，人民
幣兌美元匯率跨越了一個備受密切關注的心理關卡。 
美聯社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貿易戰再次升級之後，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跨越了一個備受密切關注的心理
關卡。川普氣壞了，颱風尾也掃到聯准會 (Fed)。
      川普總統 5 日推文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中
國將其貨幣價格降至歷史最低點，這就是『貨幣操
縱』。Fed 聽到了嗎？這是個嚴重的違規行為，隨著

時間演進將會大大削弱中國！」
     亞洲交易時段晚盤，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報
7.0507， 而 離 岸 人 民 幣 兌 美 元 匯 率 為 7.0980。 這 是
中國人民幣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來首度突破 7
元水準。
     在美國總統川普上周意外宣佈將於 9 月 1 日起對
未徵稅的 3000 億元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後，人民幣 5
日意外大幅走弱。

     美 國 商 銀 美 林 全 球 研 究 銀 行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Global Research) 亞洲利率和外匯策略
聯席主管皮龍 (Claudio Piron) 表示，「我認為這顯
然是一種過去中國不願採行的報復行為。」
中國人民銀行否認人民幣貶值是對美國關稅的反擊。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 5 日發表聲明表示，中國「不
會進行競爭性貶值，不將匯率用於競爭目的，不以匯
率作為處理貿易糾紛等外部干擾的工具」。
     中 國 央 行 5 日 將 人 民 幣 兌 美 元 的 中 間 價 定 在
6.9225，這是 2018 年 12 月以來的最低水準。人民幣
不像其他主要貨幣那樣自由交易。中國央行每天設定
中間價，允許人民幣在 2% 範圍內波動。
     皮龍表示，中國人民銀行 5 日的人民幣匯率中間
價設定可能「驅使」人民幣走低。他說，「這個價位
代表的訊息是：未來走勢最終透過中間價來實現。」
     他表示，將中間價「顯著」置於 6.9 以上就足以
表明中國「可能想重獲主導權」。就其自身而言，中
國央行 5 日表示有信心能夠保持人民幣基本穩定。在
其網站上發佈的聲明中，人行主要將人民幣的跌勢歸
咎於貿易保護主義和對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
     經濟學者普遍建議投資人觀望中國人民幣走勢的
進一步發展。渣打銀行全球首席經濟學者曼恩 (David 
Mann) 指出，「只要它是一次性的，且每個人都認
為的確如此，那就沒關係。」「如果市場相信這只有
一次性，那麽市場就不會因資金流出而感到頭痛，而
且其他貨幣也不會有此持續反應。」
     瑞穗銀行 (Mizuho Bank) 經濟與戰略主管瓦拉珊
(Vishnu Varathan) 表 示，「 我 們 真 正 想 要 關 注 的 是
美國如何解釋這個問題，因為川普一樣可以隨時對其
匯率進行干預。」
                                                    ( 聯合新聞網 )

人民幣的下一步？ 

掐住“中間價”奪貿易戰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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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城海鮮酒家」今年首度中秋月餅上市 
   繼承傳統，精益求精，品質保證，送禮佳品 ! 

     ( 本報記者秦鴻鈞）服務休士頓近日 30 年「鳳
城海鮮酒家」的東主馮海先生，以不斷推陳出新，
創意鑽研的精神，使他的著名港式粵菜，獨步休市，
不僅在海內外的華人間享有盛名，在美國的主流社
區，「鳳城海鮮酒家 」也成為他們認識中國美食，
品嚐中國點心的殿堂。每至周末時間，鳳城門口的
停車位 , 總是一位難求。即便在門口大排長龍，這
些食客們也開心雀躍，耐心等候，因為在𥚃面等著
他們的正是他們夢迴多時的鳳城美食。
     今年的中秋節「鳳城海鮮酒家」更作了驚人之
舉— 今年首度中秋月餅上市。這是中國花都半島食
品廠製造 , 該廠是一間現代化合乎國際衛生應可的
食品廠，是全中國大部份五星級酒店及高級餐廳指
定的專用月餅製造食品廠。專程空運來休市，新鮮，
味美的「雙黃白蓮蓉月餅」及「流心奶黃月餅」比
起香港名牌「大榮華」月餅，一點毫不遜色，賣相
口感，大家自己評分，唔怕貨比貨，最怕唔識貨。
且價格低於榮華月餅。如「鳳城」的「流心奶黃月
餅」每盒才 $45.99，而榮華每盒要 $62.88， 有心人
不妨仔細比較 。
    「鳳城海鮮酒家」的「雙黃白蓮蓉月餅」每盒
$39.99， 兩盒 $ 69.99，另外「流心奶黃月餅」每盒

$45.99， 兩盒 $ 85.99。且包裝十分豪華、精美，極
具份量，是今年中秋佳節最尊貴的禮物。
    「鳳城海鮮酒家」的地址：7320 S.W. Freeway 

#115, Houston TX 77074 , 訂 座 電 話：（713 ）
779- 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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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之“殤”
陳瑞琳

我是他前世的情人
余國英

離開中國的時候，母親最擔心的並
不是我口笨講不了英語，而是我那離了
面條饅頭就會沒命的北方肚子，還有我
最愛的中秋月餅和端午粽子。

 小時候過年回鄉下看外婆，串門的
親戚們都挽著一個籃子，粗線織成的白
布下捂著各式各樣的花饅頭。我最喜歡
的是那饃上鑲的棗子和饃裏藏的一小塊
黃油裹上的糖，常常是先挖掉大紅棗，
再一個個掰開找那黃燦燦甜絲絲的油。
後來上大學離家，每到中秋，母親總是
早早做了月餅，親自送到學校來，宿舍
裏的同學都好開心。

 出國前母親為我整理行裝，大蒜、
生姜、花椒、辣椒裝了一皮箱，然後她
發愁地看著我：“要不要給你帶幾塊月
餅，就不知道海關能通過不？”我撲哧
一下笑了：“拜托了，媽！我現在帶
的植物類、食物類已經夠海關監禁一
年的，這哪兒像出國，倒像是農民趕

小的時候我們家住在重慶市郊巴縣
界石鄉，食用水是國立邊疆學校的校工
將校外小池子裡的水用明礬處理過後，
再用扁擔挑到每位老師家的水缸裡，吃
的水這樣金貴，那洗起澡來一定也不很
暢快，加以將冷水燒熱十分不容易，所
以每月一次，父母就會帶了我和弟弟到
旁邊一個叫南溫泉的小鎮去好好洗個暖
和衛生的硫磺澡。

那天天不亮，爸爸牽了我的小手帶
我徒步行走，媽媽帶了初生還不會走路
的弟弟坐滑桿轎子帶了食物及換洗的細
軟前往，雖然兩起人一同啟程，可惜我
尚年幼，走路不夠迅速，而轎夫們健步
如飛，所以後來媽媽和弟弟坐的轎子與
步行的父親和我相距越來越遠，不久就
不見了他們的蹤影。

我努力邁開我小小的短腿，在黑暗

集！”話雖是這麽說，去北京上飛機前
還是狠狠地吃了幾塊媽媽做的月餅。

 剛到美國，烤了幾天面包，抹了幾
天果醬，胃就開始痛起來。兩塊錢一大
桶的高質牛奶我是一喝就拉肚子，一看
見夾得紅紅綠綠的漢堡包，腸子就憤怒
地蠕動。可嘆我那時住在一個大學城，
連一瓶中國醬油都找不到，真讓人發愁
如何把那切得方方正正的豬肉塊紅燒到
嘴裏面去。

在美國的第一個中秋節，我全力搜
索了老美超市裏的每一條貨道，希望能
找到中國糧店裏的那種面袋子，最後終
於發現了那種跟白糖差不多包裝的小紙
袋面粉。就在當晚，迫不及待地請了幾
個北方來的中國同學來家裏吃陜西的扯
面，面雖然扯得很短，但我“偷渡”來
的生姜、大蒜、花椒、辣子面卻是絕對
的正宗，冒煙的油往上一潑，香味撲
鼻，大家齊聲歡呼。

中盡量跟著跨著大步的爸爸向前奔跑，
在路地上遠遠就見到前方有一絲微弱的
光亮，走了好一陣子，靠近了才發現那
亮光是由一個湯麵攤子旁的桐油燈發出
來的。爸爸終於覺察我在奔跑，格外放
慢了腳步。

「國英，妳餓了嗎？要不要吃一碗
陽春麵？」爸爸低下頭來，和善地問我。

「爸爸，我不餓！」我知道媽媽包
袱中帶了一些昨天忙碌了一整天在自家
煮好的食品，臨時吃路邊麵攤上的湯麵
是要另外花錢的，好孩子不要讓爸爸亂
花錢，我要做一個好孩子。

「國英，妳走了這麼遠，累了嗎，
要不要爸爸抱呢？」爸爸很慈祥也問
我。

「爸爸，我不累，不要爸爸抱！」
我大聲地回答，好孩子怎麼可以要爸爸

 一場戰略轉移把我拋進了美國的
第四大都市休斯敦。從市中心的高架橋
上下來，一眼就看見中國商店的漢字招
牌，心裏呼道：“惠康超市，頂好雜
貨，我的中國肚子終於有救了！”來美
國第一次看見琳瑯滿目的豆腐、粉絲、
榨菜、大活魚，真是像回到了久別的家
鄉。捧起一把韭菜放在鼻子上聞得不肯
撒手，嚇得女店員還以為韭菜出了什麽
毛病。那一陣子，猛吃紅燒豬蹄，麻辣
肚絲，餃子包了不下十幾種，又是蒸，
又是煎，吃得不亦樂乎。最開心的是在
中秋節竟然見到了鋪天蓋地的月餅，圓
圓的捧在手中，就好像見到了親人。

 那年春節，親友歡聚，我給大家包
餃子，面粉不夠，臨時差役一人去買，
誰知這老兄懵喳喳買回的面做成的餃子
下進鍋裏竟然成了大包子！大家同聲斥
責他買錯了面，我卻像發現了金子似地
趕緊從垃圾桶裏找回那面袋子細細查

抱呢？
又走了一陣子，爸爸終於說：「國

英，還是讓爸爸揹著走罷，這樣我們可
以走得快一些，早點與媽媽和弟弟在一
起。」

爸爸蹲了下來，讓我趴在他的背
上。

那時天己經快要亮了，可以隱隱約
約地看見土路兩邊種的蔬菜的影子，我
伏在爸爸的背上，覺得他的背又寬又大
又暖和，自己既安全而又幸福，非常非
常之喜歡我的爸爸。

終此一生，爸爸非常寵愛我，而我
也更是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喜歡我的爸
爸。我們父女可以一同坐在院子裡的長
椅上唱歌 , 也可以躺在屋內蹋蹋米上一
齊說故事。

長大了之後，聽見中國有句話說 ;

看，這一看不要緊，正是我日思夜盼的
不用任何手段就能發酵蒸成大饅頭的自
發面！

在我的小籠包子蒸得越來越有味道
的時候，媽媽的探親護照也辦得差不多
了，電話裏她說這個中秋就能來看我
了。我已在櫥櫃裏攢了一米多高的自發
面，冰箱裏永遠有綠的、紅的、尖的、
扁的辣椒，甚至連各種月餅的牌子和種
類我都事先一一嘗過，心裏最盼望的就
是能跟媽媽一起吃月餅，然後牽著她的
手散步看月亮。

怎麽也想不到，就在母親準備啟程
的閏八月裏，無星無月的淩晨猝然奪走
了母親的心跳，讓我幾年來最用心、最
有成就的功課在淚水中付之東流。

都說天涯能連上海角，滄海也能變
成桑田。但是，長空的孤鷹折斷了翅膀
又怎能飛翔？每到中秋，我不想再看月
餅，沒有了母親，旅人的夢從此蒼涼。

「女兒是父親上輩子的情人。」覺得真
是非常之中肯，父親和女兒之間是有一
種很特殊的情愫的。

是什麼樣的情愫呢 ? 原來這種父親
女兒之間的情愫要用現代的遺傳科學來
解釋才能更加明晰，因為男人一生最愛
的就是他牽手娶到家的老婆，而老婆所
生的女兒，就是他們愛情的結晶 , 傳承
了他最喜歡的女人的基因再混合遺傳了
自己祖先留下來的的基因，這不是比前
世的情人關係還要親密嗎？這要敲多少
木魚，修行了多少千萬年才能得到的緣
分啊！

 雖然 , 後來變成我善良丈夫的好男
朋友並不完全像我的父親，但是，在今
生今世能夠做我父親的女兒已經夠幸運
了，怎麼還能苛求要嫁到一個像父親的
男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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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總主筆/李著華

在美國看天下
facebook.com/ChicagoChineseNews

newslee100@gmail.com

閱讀李著華每天最新的世界觀點請登入
            

微信公眾號 芝加哥資訊網 chicagochineseweixin
李著華臉書www.facebook.com/danny.lee

李著華觀點

       可能是總統大選告急，川普突放
風聲將去買世界最大島嶼格陵蘭島
(Greenland) ，消息傳出後馬上被這
個島領導人打臉，發出電郵 :”對不
起，不賣！但歡迎美國來投資！”
      擁有此島外交安全權的丹麥也對
川普嗤之以鼻，在碰到一鼻子灰後，
川普在推特上推出一篇川普大樓在
格島上的合成照，寫到 :”我保證不
會在格陵蘭島上這樣做！”
      哈，川普當然不會那樣做，因為
丹麥絕不願以金錢交易主權，做出
喪權辱國的行為！
      美國領土擴張，除當初 13 州是
從英國強行獨立外，其餘 37 州則是
透過戰爭和購買手段，如德州、加
州、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等都
是在美墨戰爭勝利後奪下，而佛州
則是向西班牙購得，路州是向西班
牙買進，阿拉斯加州則是向蘇聯交
易得到。

川普以為以前總統可以買到領土，
所以他也做得到，但現在國際環境
與以前殖民地和奴隸時代大不相同，
他購島意圖，本質上反映美國與歐
洲間關係正經歷嬗變，——在 20 世
紀後半葉，歐洲各國由於經濟和安
全都高度仰賴美國，格島雖表面屬
於丹麥，其實等於間接屬於美國，
然而川普上臺後推行一系列政策讓
大西洋兩岸漸行漸遠，傳統的門羅
主義正在美國抬頭，從整個世界格
局來看，買島也是川普新外交政策
與戰略的一大試探。 
      格島 90% 人口都是因紐特人，
他們有自己文化，島上蘊含豐富礦
產天然資源，絕大多產業為國有，
土地不能直接購買。
      早在 1946 年杜魯門總統試圖以
1 億美元購買格島，但被拒絕，川普
下個月歐洲行程包括丹麥，買島之
事到時只會成為花邊新聞而已！

      世界關注的香港 818 集會遊行在
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與中環一帶舉
行，由於參與者本著「和平、理性、
非暴力」的精神，所以在劍拔弩張氣
氛下得以和平收場，如今後能繼續秉
持”和理非”三字精神，我們可期待
這顆東方之珠再次發光。
      香港地位特殊，1997 之前在英皇
統治 150 年內總督都由英首相直接任
命，港民無置喙餘地。回歸中國後，
香港循序漸進，開放更多自由民主，
可惜受到外力影響操控，竟有激進人
士主張”民主革命、光復香港”，這
是相當荒謬的政治訴求，香港既已回
歸中國，何來光復之說？！是要再次
讓香港回到英國手中嗎？
      憂心香港情勢，香港首富李嘉誠
多次說 :”黃台之瓜，何堪再摘” ，
事實上，他如果用”覆巢之下無完卵”
可能更貼切，因為香港絕對禁不起一

小撮港獨和暴力份子把鳥巢翻覆，而
讓卵跌破的。
      自從六月初”返送中”活動以來，
香港勇武之風不斷，再加上別具用心
的人發起”不合作運動”，企圖綁架
香港，要脅中國，因而造成局勢惴惴
不安，這絕非香港市民之福，港獨人
士應打消如此歹念，當然港府也應在
不分裂國土底線下與理性市民對話溝
通，以共築香港美景。
      老子《道德經》有云 :" 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那
是在訓誡我們，做人做事一定要遵守
天道與法律，犯法就要接受制裁，而
執法者也須遵循天理，否則會遭到天
懲。《道德經》讓我們靈魂有依靠，
行動有方向，今天香港的亂象，必須
藉著體現《道德經》哲理來自治和法
治，唯有如此，香港才可恢復原狀！

天下有新聞 新聞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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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到美國越來越難了，由於川
普一直懷有種族歧視心態，他的政
府不但對非法移民與難民嚴管嚴控，
缺乏人道主義的關懷，而且對於循
正常管道申請永久居留權 ( 綠卡 ) 和
公民入籍的限制更加嚴苛。
     根據白宮所公佈的洋洋灑灑 800
頁新規定，從 10 月開始，縱使已通
過安全考核的人如違反新規定，也將
痛失綠卡與入籍公民的資格，換句
話說，川普政府的新規定竟然溯及
既往，讓原以家庭為中心的審核轉
向英語、教育以及工作能力的考量。
     新規定中影響最大的是美國境內
的申請人如在三年內享用過政府的
福利，就會失去綠卡資格，而那些
持學生和臨時工作簽證的人亦相同，
一但申請過醫療補助、食品券或住房
券等 , 將危及未來居留美國的地位，
而為他們提出申請的親屬更需具有
相當財力，其收入要在貧窮線 125%

以上。
      川普的新規是基於財政考量，避
免過多移民享受福利而造成美國納
稅人負擔，他的動機或許正確，但
明顯是對弱勢移民歧視，違反了移
民法，他知道新法規難在國會通過，
所以他使用行政命令來強制執行。
     正因為新規複雜，人人惶恐，以
免在尋求醫療幫助或其他福利後無
意中危及綠卡或公民資格。
     據統計，一般新移民大多從事低
收入工作，四百萬在美沒有高中文
憑的新移民平均年收入只有 27,820
美元，他們需要長時間來穩定經濟，
所以需要社會福利補助，如今川普
的新規只為精英移民考量，他急需
高技能和教育背景的移民為美國經
濟增長做貢獻，所有新來乍到的移
民必須靠自己，而不能再依賴川普
政府了！

     電動汽車問世已久，但普及率依
然大不如汽油車，自 2003 年特斯拉
Tesla 完全生產純電動車以來，在馬斯
克領導下，受到重視，不過由於售價
過高、品質管控、充電地點、充電速
度，以及持續駕駛時間未臻完善 , 所
以不能夠普及大眾。
      對電動汽車製造商來說，他們在
電池驅動上投入了大量資金以試圖作
為內燃機的替代品，特斯拉現在正面
臨著種種被質疑的問題，由於投資者
的興趣已經逐步見頂，所以馬斯克面
臨提高銷售量的壓力。
      根據 Morgan Stanley 統計，絕大
多數美國人並沒有購買電動汽車的意
願。2018 年電動汽車僅占汽車總銷量
的 1.4%，數量極少，不過特斯拉倒也
引領風騷，在電動汽車市場佔有率達
53%，該公司公佈第二季銷量超過預
期，但專家卻不看好其前景。
      具企業經營長才的馬斯克深知售

價如不下降，電動汽車難以存活，所
以在推出平價的 Model 3 型以來帶動
銷售熱潮，他還喊出網購新招，可以
用手機在 1 分鐘內完成訂購，並可先
行試車，不合意退費，這些促銷或可
增加銷售，但要普及不易，馬斯克有
信心在三年內再次壓低售價去推廣。
據汽車購買網站 Edmunds 調查顯示，
女性購買電動汽車的意願明顯低於男
性，在 2019 年第一季度，特斯拉汽車
只有 31% 由女性購買，分析師 Jessica 
Caldwell 認為，由於女性考慮用車時
比男性更實際，電動汽車對女性消費
者吸引力並不大，在她們眼裡，特斯
拉更像是玩具，因此業者必須重視這
個問題。 
      在 5G 時代到來之際，自動駕駛汽
車是未來的趨勢，所以如何去整合”
電動”與”自動”是汽車業者面臨的
巨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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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一義，圖／取自網絡
用煙霧捏成了幻想的天空，用眼淚製造雨水讓空氣流動，每一個呼出的字句都不被觸動，
你我靜坐對面都無法溝通，埋藏在名字裡的規則，在五千年的時月裡卻沒有不同，縱使
有大鬧天宮的神通，也走不出遮蔽雙眼的五指山中。

1.《遊俠索羅：星球大戰外傳》電影公開放映（Solo Movie 

Screening at Levy Park） 

利維公園在本週五將舉辦適合全家一同觀看的電影《遊
俠索羅：星球大戰外傳》的公開放映。
時間：8/30，8pm-10pm
地點：Levy Park (3801 Eastside Houston , TX 77098)
費用：免費

2. 糖城市政廣場：卡拉 OK 之夜（Sugar Land Sing-A-Long 

Karaoke at Sugar Land Town Square） 

快帶上您的親朋好友一同來糖城市政廣場的卡拉 OK 之
夜高歌一曲吧，現場還會有來自朱比特·披薩的啤酒等
著您。
時間：8/31，7:30pm-9:30pm
地 點：Sugar Land Town Square (15958 City Walk Sugar 
Land, TX 77479)
費用：免費

3. 後 街 男 孩 音 樂 會（Backstreet Boys in Concert at Toyota 

喜與哀都適當存在 情緒波動不需意外

Center） 

享譽世界的著名組合：後街男孩將在豐田中心帶來最新
的音樂巡迴演出。
時間：8/31，8pm
地 點：Toyota Center (1510 Polk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費用：$45

4. 水路廣場勞動節活動（Labor Day at Waterway Square） 

趁著勞動節小週末的假期，伴隨著現場音樂表演與煙火
盛會，來水路廣場放鬆一下身心吧。
時間：9/1，5pm-9pm
地 點：Woodlands Waterway Square（Waterway Square 
Place The Woodlands, TX 77380）
費用：免費

5.NRG 體育館：樂隊大比拼（National Battle of the Bands at 

NRG Stadium） 

這個週末，休斯頓將迎來首次樂隊大比拼的舉辦，歡迎
各位民眾到場感受樂隊們帶來的音樂盛宴。
時間：9/1，6pm
地點：NRG Stadium (NRG Parkway Houston, TX 77054)
費用：$15

6.2019 加勒比海節（Taste of the Caribbean Festival 2019） 

糖城的皇冠節日公園將舉辦本次的 2019 加勒比海節。
時間：9/1，2pm-10pm
地 點：The Crown Festival Park (18355 Southwest Frwy. 
Sugar Land , TX 77479 )
費用：$20

7.Katy 5K 開學季募捐長跑（Katy Back to School 5K at Villagio 

Town Center） 

Katy 的維拉吉奧鎮中心將舉辦本次的開學季 5K 募捐長
跑活動。
時間：9/2，7am-10am
地點：Villagio Town Center (22764 Westheimer Parkway 
Katy, TX 77450)
費用：$30

8.3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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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是一名親子鑒定師，從業 11

年，兩年前開始，他把這些年來看到

的、聽到的寫成故事發表在網路上，

意外地走紅，也因此掀開了一個隱秘

行業的一角。

  大衛在書裡寫到的第一個故事是
這樣的：一個嬌小可愛、性格大大咧
咧的年輕女子帶著一個兩三歲的小男
孩和兩份檢材（即鑒定的材料，常用
的有血痕、帶毛囊的頭髮、口腔黏膜
拭子等）來親子鑒定中心。幾天後鑒
定結果出來，兩份檢材均被“排除”。
“ 排 除 ” 是 DNA 鑒 定 的 通 用 術 語，
即被取樣人與孩子不存在父子關係。
女孩傻眼了。兩周後，她再次帶了檢
材來鑒定，這次找到了孩子的親生父

親，但女孩卻不肯相信，再三確認後
當場就哭了。她隨後提出的問題更是
讓人目瞪口呆：“醫生，表哥算是我
的近親嗎？生的孩子以後真的會有缺
陷嗎？”

  類似的故事不勝枚舉，在大衛看
來都只是“普通事件”。在他十餘年
的從業生涯裡，經手了近兩萬例鑒定，
其中八成以上都是這樣的個人親子鑒
定，他們也習慣稱作隱私鑒定，比如
年輕媽媽想要確認孩子的父親、丈夫
懷疑孩子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在這
些鑒定裡，將近四分之一最終結果都
是排除。有些人一拿到報告，還沒走
出大門就接通了家裡人的電話，離婚
是多數人的選擇。朋友們也因此給大

衛冠以“家庭毀滅師”“婚姻劊子手”
的稱號。

  但在長沙見到的大衛很難讓人與
這些稱號聯繫在一起。一張娃娃臉，
明顯的嬰兒肥，操著一口帶有湖南口
音的普通話，眼睛笑起來眯成一條縫，
看不出已經 36 歲，倒是符合他的筆名
“鑒定師大寶”的形象。不過穿著打
扮循規蹈矩，黑皮鞋、寬鬆西褲、呢
子外套，裡面是深色針織毛衣和淺色
襯衫，寡淡無奇，不會給人留下太深
印象。

  寫作是一時興起，也是大衛的自
我療傷。2014 年父親被查出癌症；戀
愛 10 年的女朋友出軌和他分手；一年
後父親去世，自己又因病住了半年院；

再出來，工作的鑒定中心業績下滑，
被人收購後團隊解散。接二連三的打
擊，讓大衛墜入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刻，
一段時間，他天天做噩夢，夢見父親
要帶他走。離職後，大衛覺得自己再
也不會涉足親子鑒定了。在家無事可
做，他開始在虎撲論壇上發帖，寫了
幾個故事，帖子很快沉下去。在網友
建議下，他轉戰天涯，以親子鑒定師
第一口吻講述的故事很快點擊量超千
萬，登上暢銷榜，網站買下了版權。
然後開始出書，引起媒體關注，在小
圈子內有了名氣，不過生活依舊改變
不大。

  大衛性格開朗，是一個容易滿足
的人。除了打麻將，他沒有什麼特別
的愛好，平時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到了
寫作上，親子鑒定反倒像是成了業餘
工作，公司也不限制他的自由。去年
出版的書在臥室的小桌子上堆著，旁
邊碼了幾本小說和心理學著作，書已
經簽好了名，但朋友不開口要，他自
己就懶得特地給人送，“也不是什麼
了不起的事”。在網路上走紅後，很
多人找到大衛諮詢親子鑒定，也有讀
者把他當成了心理諮詢師。

  第一天見到他時，一位女讀者在
大衛的微信公號下留言說自己抑鬱，
扛不過去了，決心過完耶誕節就結束
一切。大衛告訴她千萬不要做傻事，
但遲遲沒有收到回復。開始寫公眾號
後，讀者留言越來越多，大衛每天兩
三個小時流覽、回復。大衛收到過不
少悲觀厭世、打算輕生的讀者留言，
他總會把自己遇到的更加悲慘的故事
講給他們聽，勸慰他們好好活著。

  故事都發生在他原來工作的鑒定
中 心， 那 裡 被 他 稱 之 為“ 人 性 實 驗
室”，善惡美醜集中濃縮其中，各種
離奇八卦、悲慘故事輪番上演。“見
怪不怪”，是大衛和其他親子鑒定師
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親子鑒定師的走紅：

經手萬例 1/4 結果是“不存在 XX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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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定報告裡的世間百態

  鑒定中心設在一個老居民社區，
租下臨街的兩層商鋪，樓下是辦公室，
負責接待客戶，樓上是實驗室，專門
做技術鑒定，出具鑒定報告。大衛善
於跟人打交道，不喜歡整天悶在實驗
室，一入行就選擇了樓下業務員的工
作，因此看遍了種種人事。

  2013 年，鑒定中心來了一個抱著
孩子的中年女人。她抓著一撮頭髮，
說要做加急鑒定。沒過多久，一個年
輕女孩跑進來，嚷著要女人把孩子還
給她，伸手便想奪過去。一個中年男
人隨後也跟到了鑒定中心，擋在兩人
中間，要她們回去好好商量。但隨後
的一幕出人意料，中年男女在一旁說
了幾句話，便一起把女孩拖到外面，
發了瘋似的對女孩拳打腳踢。鑒定中
心見狀立刻報警，派出所輕車熟路，
幾分鐘後趕過來把人都帶了回去，真
正的故事才被揭開。

  中年男女是夫妻，從外省過來在
長沙定居已有幾年，派出所一查，發
現他們曾是一個被記錄在案的職業乞
討團夥的主犯。時間還要退回到 2008
年，南方多省遭遇冰雪災害，經常有
流浪乞討人員在街頭凍死的消息，在

一次從取樣的三人中找到了胎兒的父
親，竟是少女的親叔叔。大衛在取樣
時見過他，不到 30 歲，相貌普通，找
不到什麼特點。

  最終，女孩的死亡結論是意外落
水，屍體身上沒找到其他外傷，包括
叔叔在內的嫌疑人又都有不在場證明。
但調查還原的真相已經足夠讓人無法
接受。女孩從小有智力障礙，只有兩
三歲的心智，父母和哥哥長年在外打
工，家裡爺爺偏癱多年，靠奶奶一人
照顧，女孩便交給了叔叔照管。父母
打工掙的錢一半都寄給了叔叔，直到
哥哥到了成家的年紀，寄來的錢越來
越少。叔叔動了邪念，他收附近單身
漢、小混混的錢，讓他們與侄女發生
關係。

  最後的結局如何，這些人得到了
什麼懲罰，作為鑒定人員，大衛沒有
再去追問。他告訴我，公檢法部門委
託給鑒定中心的司法鑒定一般只占 5%
左右，但一遇到基本都是人命關天的
大事。另外的隱私鑒定占比近 80%，
上戶鑒定占 15% 左右，做得多了，他
們也發現了一些有意思的變化。比如
以前來做隱私鑒定的基本都是男性，
“十個裡面幾乎看不到一個女的”，
但這幾年女性客戶越來越多，特別是
近幾年無創產前親子鑒定技術應用後，
很多年輕媽媽懷著孕來做鑒定。還比
如，2011 年後，出現信任問題的夫妻
關係裡，微信、陌陌這樣的社交工具
被提及的頻率越來越高；隨著民工回
鄉潮，從農村過來做親子鑒定的外出
務工人員明顯變多。

  鑒定中心剛剛搬到社區時，很多
居民看到外面掛著“某某醫院合夥夥
伴”的牌子，再看裡面的人也有穿白
大褂的，以為這裡是醫院或藥店。街
坊鄰居在外面探頭探腦，不少人忍不
住好奇心進來打聽，問能不能量血壓，
大衛還遇到過大媽來問他這裡什麼時
候搞活動發雞蛋。當工作人員向他們
解釋這裡是做親子鑒定的業務時，來
人往往臉色一變，拼命搖頭道：“不
試不試。”名聲傳出去，周圍來串門
的人就少了，但中心一有大事小情，
鬧出了動靜，湊過來看熱鬧的一個也
不少。後來拆遷，鑒定中心搬去別處，
社區也已不復存在。

                          ( 三聯生活週刊 )

重災區長沙，兩個乞討小孩凍斃街頭
的事也上了都市新聞。警方後來追查
發現，這背後是職業乞討團夥強迫小
孩上街乞討，為了讓路人同情施捨，
小孩們一收到好心人的錢財衣物，就
有人上前收走。一系列類似事件掀起
了公安部門在全國範圍內對職業乞討
團夥的打擊行動。中年男女趁機金盆
洗手，解散了原來的團夥，在長沙定
居下來。

  被中年男女毆打的年輕女孩當時
尚未成年，她和小幾歲的妹妹幾年前
被中年夫婦從農村老家誘騙出來。女
孩父母早早去世，爺爺奶奶聽中年夫
婦說可以帶姐妹出去打工，不僅包吃
住，每月還能寄錢給兩位老人，便同
意讓孫女跟他們走。所謂的打工就是
上街乞討，雪災裡被凍死的兩個小孩，
其中一個就是妹妹。姐姐的遭遇同樣
悲慘，團夥中的一個頭目強姦了她，
團夥解散後她去了外地打工，卻發現
自己患上了愛滋病。她一心要報復，
但這時早已找不到那名頭目。女孩回
長沙找到了中年夫婦，懷上了中年男
人的小孩，夫婦倆因此都被染上愛滋
病，於是有了開頭鑒定中心的一幕。
唯一值得慶倖的是，通過母嬰阻斷，

孩子避免了感染。
  大衛的講述流暢，不帶多少情感，

似乎只是轉述一段從書裡或者電影裡
看到的故事。鑒定中心不僅有個人親
子鑒定，還有司法鑒定。前者不需要
客戶提供任何證件，鑒定中心只對檢
材負責，得出的報告不具法律效力。
後者，需要提供身份證，有一系列嚴
格的規章制度，報告可作為呈堂證供。

  2009 年夏天，工作兩年多後，大
衛第一次出了司法鑒定的現場。那是
長沙的一個郊縣，小鎮上發現一具懷
著身孕的少女屍體，警方懷疑胎兒的
父親與兇殺案有關，委託鑒定中心去
做親子鑒定。大衛和中心領導楊姐一
起到了縣公安局。屍體在水中浸泡後
腐爛變形嚴重，儘管大學五年的法醫
學習見過不少屍體，大衛去之前也做
足了心理準備，但真正到了停屍房還
是被沖天的臭味熏得一陣眩暈，腫脹
得不成人形的屍體嚇得他全身僵硬。

  直到楊姐取完樣拉他走，大衛才
回過神來。後來又去村裡給警方重點
懷疑對象取了樣，一共四個人，鑒定
後都被排除了。過了一段時間，大衛
和楊姐又接到通知去了縣公安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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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貿易戰開打超過一年。美國在 8 月 1 日宣佈
對中國剩餘 3000 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至此，中國出
口美國的幾乎所有商品都加征關稅。中國早已沒有空
間加征等量關稅來反擊美國。

  “關稅彈藥庫”裡已經空了，中美交戰卻沒有止

息。

  4 天后，中國央行不再像以前死死守著美元兌人民
幣“七元”的心理關口，而是放手讓人民幣自由貶值。
貿易戰造成人民幣的貶值壓力。因為關稅使中國出口
商收入減少，他們手裡的美元也就更少，相應地兌換
更少的人民幣，人民幣需求減少，就會貶值。

  但中國此前一直死守著不讓人民幣貶值“破七”。
易綱去年 4 月表示中國不以貨幣貶值應對貿易戰。一
方面，不額外增加中美談判的壓力；另一方面，貶值
雖然短期促進外貿，但可能激發中國資本外流，得不
償失。

  因此，去年下半年，中國央行動用大筆外匯購買
離岸人民幣，穩定匯率，使人民幣沒有繼續下跌，停
在“七元”的關口前。然而路透社引述分析師稱，貿
易戰升級令北京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理由更少，放
手讓市場把人民幣推過了“七元”大關。一些分析師
認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將進一步貶至 7.3。

 凱 投 宏 觀（Capital Economics） 資 深 中 國 經 濟
分 析 師 朱 利 安· 埃 文 斯 - 普 裡 查 德（Julian Evans-
Pritchard）認為，中國央行即使沒有直接干預人民幣貶
值，也有效地把匯率武器化了。

  特朗普也沒客氣，同一天就宣佈中國為匯率操縱
國。中美貿易戰最終還是演變為貨幣戰 。

  列為匯率操縱國有何後果？

  美國財政部認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的同時，還表
示將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合作消除來自中國的
不公平競爭，並未提及具體的後果。不過，通過匯率
操縱國基於的法案，可以一窺端倪。

  美國在 1988 年出臺《貿易和競爭力綜合法案》，
要求財政部每半年提供一次報告，分析和評估主要交
易夥伴是否為了獲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而操縱本國貨
幣。

  根據上述法案第 3004 條規定，對於操縱匯率行
為的界定，包括巨額的經常項目餘額，與美國有巨額
貿易順差。2015 年美國出臺《貿易便利化和貿易執行
法》，又添加了一條持久性的對外匯市場進行單方面
干預。

  符合三條才會被列為匯率操縱國，而中國只符合
一至兩條，中國的經常專案餘額為 0.4%，未超過美國
設定 2% 的限制。此外，美國也打破半年更新一次的規
定，5月提交報告時未把中國列入，本週一卻突然宣佈。
很多分析師據此認為匯率問題已經“武器化”。

  1988 年法案出臺後，中國連續多年被美國認定為
匯率操縱國，臺灣和韓國也多次被貼上這一標籤。但
1994 年後，至今 25 年內都未有國家獲此認定。

  認定中國操縱匯率後，姆努欽將與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合作“以消除中國最新動作製造的不公平競爭優

勢”。路透社稱，美國財政部會要求進行專門談判，
旨在矯正被低估的貨幣匯率，並施以處罰，例如排除
在美國政府採購合同之外。

  法新社則認為，因為下一步是與已被認定的國家
進行談判，因此這一認定很大程度上是象徵性的。

  BBC 駐 紐 約 記 者 蜜 雪 兒· 弗 羅 麗（Michelle 
Fleury）認為，從法律上講，並沒有改變很多。因為，
當美國財政部把一個國家列為匯率操縱國，下一步通
常是兩國間的談判，而目前貿易談判已經持續一年。
但仍然很重要，這凸顯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
事態惡化的速度，並將產生重大的政治影響，不利於
雙方達成貿易協定，損害投資者的信心。

  對於中國而言，臺灣和韓國可作為前車之鑒。興
證宏觀團隊發佈研究報告稱，韓國和臺灣被認定為匯
率操縱國後，美國提出了停止央行干預外匯市場、放
開資本專案等要求。此後，韓元和台幣都經歷了升值
的過程，對美貿易順差也明顯收窄。

  有鑑於此，該報告認為，當前的中國被列入匯率
操縱國之後，此後可能也面臨來自美國要求人民幣升
值的壓力，中國需要警惕人民幣貶值過程中本國資產
有所“打折”，而外資在對外開放過程中低價購入中
國資產，並在此後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風險。

                                                                       (BBC)

美 國 把 中 國 列 為 “匯率操縱國 ” ,

會 有 什 麼 後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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