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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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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10 月10日週六，台灣官方政府稱之
為 「雙十國慶」。中國內地稱之為 「辛
亥革命紀念日」。無論是怎樣稱呼也好
，七十年來在香港，都是容許國民黨忠
貞分子、及擁護新中國的人仕，分別舉
行慶祝活動。香港當局十分大方豁達，
任由兩方人仕各自唱出 「吾黨所終」或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曲來

。即使渡過 「九七」，香港回歸中國，
香港三任特首： 董建華、曾蔭權、梁振
英，對於香港市民慶祝十月十日的活動
，均無阻接干預，表現出：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的優良制度。

可惜到了2019 年，香港風雲突變。
第4 任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勇於自我向
北京中央作表現，自定 「反修例條例」
，急停 「一國兩制」風範，惹起160 多
萬市民上街遊行示威抗議，期後更引發
青年學子採取激進抗暴行動，以至北京
當局強行實施《港區國安法》，受到西
方社會一致口誅筆伐。

今年的雙十節，曾是國父孫中山策
劃反清革命堡壘的香港屯門中山公園紅
樓，再沒有出現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
舊中國旗海，卻換上了有逾半百警力駐
守，設路障、查市民；不許市民依照舊

有民間慣例，慶祝雙十。有自稱是紅樓
業主委聘的保安公司，以私人地方為由
，禁止市民走近紅樓。有市民堅持到紅
樓，但也只能透過網路視訊，唱中華民
國國歌，再沒升旗典禮。 有部份市民不
禁哽咽說道， 「泱泱大國，竟然容不下
市民的表達心聲」，他們力促香港政府
和紅樓新業主，尊重百年前國父孫中山
先生推翻滿清帝制，創立民主國家的歷
史史實，容許市民每年到紅樓參拜。
「哪怕今日時移世易，但歷史是永遠均

改變不了」。
10 月 10 日的當天大清早，香港屯

門中山紅樓似是如臨大敵，有至少7輛
衝鋒車在戒備，現場逾半百警力駐守，
大批軍裝及便衣警員，更在附近一帶巡
邏，並在其中一條行車線上，設置路障
。香港記者進入中山公園時，即有便衣
探員詢問，示意需掛上記者證，另有報
館攝影記者被截查身分證。

由於業權問題，前往紅樓的一段道
路今早被人拉起封鎖線，指是私人用地
，閒人勿進，有多名外籍保安員駐守。
一名自稱是紅樓業主委聘的保安公司代
表指要進行 「除草工程」，期間有市民
嘗試進入，指紅樓部份地方屬公眾地方
，但被保安員阻止，雙方有輕微身體碰
撞，該自稱保安公司代表指市民 「衝擊
我們同事防線」，揚言會武力驅趕。

雖然今次主辦團體，取消了雙十節
的升旗典禮，但今早仍有市民前往
紅樓，有人展示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見有警察出現，隨即收起；有市民戴
上印有該旗圖案的口罩，也有市民拉起
「維護國家領土完整，三民主義統一中

國」橫額，呼叫 「我要真回歸」。期間
有警員在公園內舉機拍攝。

當地屯門居民謝先生表示，每年元
旦和雙十都到紅樓參與升旗典禮，先前
紅樓因業權問題不能進入，但仍可移師
到公園外的小草地舉行， 「今年特區政
府就進一步壓迫」，康文署刻意在草地
種滿有刺的黃邊龍舌蘭， 「特區政府專
做這些事，真難看」。我們已經低調到
無可退路

謝先生昨到過紅樓，當時未有膠帶
封鎖，他質疑自稱是業權代表指今日封
鎖是為做 「除草」工程， 「20年前是我
做除草，以前沒什麼人理，草長到人這
麼高，現在根本沒什麼可除，就是塞個
理由」。他指，在《港區國安法》下為
免違反一中原則，主辦單位已在雙十改
為慶祝辛亥革命，沒有牴觸， 「但是政
府都不給，現在所有事都在他幼苗長之
前除了，真是除草」。

另一屯門居民黃先生今年70歲，參
加紅樓升旗近半世紀，今日更專程戴上
印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圖案的帽子，他
說出席原因很簡單， 「這個是中國人推
翻滿清，建立出來的自由民主中國，每
個人都嚮往，每個中國人都要慶祝」。

黃先生指，《港區國安法》實施後
，今年政府以限聚令打壓升旗活動，質
疑疫情過後政府會以其他理由打壓，明
年能否如常舉行也不樂觀。

以往紅樓升旗禮由九龍元朗區議會
副主席麥業成主持，2015 年曾多達逾
2000 人出席，去年也有 500 人出現。麥
業成在台灣淡江大學畢業，現在是台灣
各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榮譽會長。他指
，雙十節是紀念國父孫中山發動武昌起
義、推翻滿清帝國的大日子， 「值得我
們中國人驕傲」，然而當年孫中山在香
港紅樓組織革命的地方，今天卻被封鎖
，周邊有警察包圍，甚至設路障如軍事
管制，從沒試過， 「造成一個強烈恐懼
感」。

他批評，特區政府在推動一個帝王
式社會，不讓市民紀念孫中山、慶祝辛
亥革命成功，更出動大批警力，營造大
軍壓境， 「似乎政府有意用 『港區國安
法』使得市民恐懼」，感到十分失望，
更是香港人的可悲。他透露，昨有天水
圍公屋居民在窗外掛上青天白日滿地紅
旗，房署要求除下，最後更報警。

雖然升旗禮告吹，但麥業成仍透過
視訊形式舉行，是歷年首次，有逾百人
在網路參與。他和數人在中山公園透過
視像發表雙十宣言，並唱中華民國國歌
及宣讀孫中山遺囑等。60多歲的宋先生
是其中一人， 「作為一個市民，我懷念
國父孫中山先生，難道有錯嗎？」

他每年都出席雙十升旗禮，今早欲

前往紅樓向國父孫中山行禮，但被保安
員阻撓，最後無法進入。他認為，在雙
十節這敏感日子，有警察駐守可以理解
，但強調市民是守法，在合情、合理、
合法下，政府應尊重市民的選擇和思想
自由，在一國兩制下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 「希望他（政府）容得下這個市民的
思想」。

有位宋先生哽咽說，他在有生之年
，仍會在雙十節到紅樓向孫中山行禮，
「泱泱大國竟然容不下市民表達心聲，

好感慨。我們來了20幾年，改不了習慣
」。他期望，紅樓新業主能尊重歷史，
尊重孫中山曾在紅樓策劃推翻滿清，創
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 「哪怕今日時
移世易，但歷史是改變不了……希望政
府能尊重，我們不是想造反，我們想維
持我們的思想自由，難道我們紀念歷史
、紀念孫中山先生有錯嗎？」

紅樓業權先前易手賣給傳聞中國大
陸有背景的人士，險被拆卸。經民間爭
取後，紅樓獲列為一級歷史建築。之後
業權人入禀法院發出最後收樓令，2018
年1月在最後限期派出執達主任完成收
樓，業權人更圍封包括通往中山公園通
道。

屯門紅樓為孫中山策劃反清革命堡
壘，紅樓主人為紀念革命事跡而在旁興
建中山公園及國父半身銅像。但直至
2017年新業主強行清拆，當局才列作暫
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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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十國慶—港警 「軍管」 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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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不改青坪畫 綠水長歌趙氏風
上週述及趙青坪老師之
妹夫，居於德州休士頓
市之黃玉振先生（上期
筆者手民之誤，寫作趙
太太之妹夫，特此更正
，並向讀者致歉），得
知趙老師夫婦到紐約落
腳後，便不斷力勸他們
放棄紐約這個 「大萍果
」（Apple, 紐約的別號

），南下休市發展。在這半年之中，幾乎每隔一天，黃玉振便去電向
趙老師作出勸說。極力鼓吹休市這個 「牛仔之家」（The home of
Cowboy) 「天地廣闊、大有作為」 「華人經商工作，掂過碌蔗」。半
年下來的勸說，令趙老師也為之心動。想到趙太有兩位胞妹在休市，
他們的生意也令人滿意，因此，趙老師夫妻便毅然於1976 年初夏，
南遷至休市，展開人生的新一頁。

初來埗到，趙老師曾經嚐試過不同生意行業，例如小型華人超市
、食肆等等，.但因為旨趣不同，故而興趣不大，在趙氏心中，仍以書
寫字畫、教授學生為重點人生。因此他奮力向妻子遊說，讓他重出江
湖，在休市設店授徒，賣字賣畫為生，不負一代香港書畫大師之稱號
。趙太太也是係出名門，知書達禮，被夫婿日夜要求之下， 「奴奴亦
為之心軟」，於是便於抵達休市5 年後，選上當年休市唐人街首座大
型超級商場： 王朝商場二樓正中位置上，開設 「亞藝畫廊」。

所謂 「有射自然香，不在東風揚」。趙老師的確是殿堂級大師人
馬，有識之士，只要來到他的晝廓，抬頭一看，筆走龍蛇的字體、七
彩繽紛的畫像，足以扣人心弦，欽佩不已。所以他的招收學生的大旗
高掛不久，便門生盈庭，聲傳千里，我也是聞風而去，得以登門拜訪
趙青坪。

在 「亞藝畫廊」之內，我向趙老師表白心聲： 有意敦請他為我那
些胡亂下筆的詩句，書寫在宣紙卷上，好給我今後在夜深人靜之時，
可以細看細讀，引起思潮。

聽到我的心意之後，趙老師第一個反應便
說： 「當此西方世界，竟然尚會有你這樣一
個世外人仕，你應該早出生500 年，那時中
國尚有科舉考試，你依然考不狀元，也應該

位列三甲，探花一名。」聽到趙老師的恭維話語，我的是飄飄然。於
是立刻送上我於1975 年告別港澳移民來美時，有感而發的一首 「七
言詩」：
「去年花落入勞園，今夕花飛又一年；無心長作人之患，曾經酒醉馬

揚鞭。青楓當具凌霄志，雄心四處可植燃。歧路難消兒女意，策馬奔
騰共向前。 」

「楊先生，好詩！出身飲食世家，竟然有此文學修養，我想美國
之大，恐怕也僅得楚楓兄一人而矣！」趙老師看罷我所寫的七言詩後
，對我讚不絕口。我連忙回應一句： 「此乃本人陋室之作，難登大雅
之堂，趙老師過獎也。」

一週之後，我到趙老師畫廊上去，拾取他為我而書寫的詩卷。一
看之下，但覺筆走龍蛇，躍然紙上，叫我愛不釋手。從此之後，平日
只要時間允許，店務可以交下店中員工打理時，我都會抽空一次，飛
車下西南區，赴王朝商塲二樓，拜會趙老師，端的是 「酒逢知己千杯
少」，話匣一打開，我們便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政史文獻，無所不
談，但我又要趕在黃昏六時前夕，回返李家莊，迎接晚間生意。如此
奔波，偶然也覺得自己是否太癡？誠然，這是自己對文學藝術的一種
眷顧情懷的使然。我跟趙青坪老師得以相識，完全是一種緣份。

趙老師自創立 「亞藝畫廊」之後，秉承前輩教誨，培養後輩，薪
火相傳，以文化傳承為己任。而到來求學求教的學生可以說是集結多
方： 既有來自寶島台灣、也有來自中港澳地區。既有來自中南半島越
棉寮、也有亞洲星馬泰三國。當然休市本土的美國家庭的子女來學習
繪畫及中國國畫文字，也為數不少。更料想不到的是休市龍罔公所一
雙關姓婦女，也來拜師學藝，而本地香港會館館長譚梓康夫人Lisa, 也
曾接受過趙老師的指導。 15 年的教學生涯，趙老師可以說得上是
「桃李滿休市」！

今次趙老師皞返道山，於我個人而言，損失至巨，我便以美國港
澳三地報刊自由撰稿人楊楚楓（ 百川）弟子之名字 ，泣作詩句如下
：

「花逐雨中飄 曲隨廣陵散. 感時只有淚 惜別悄無語 錚錚鐵子漢
磊磊儒生情. 書畫千秋記 風格萬載凝」

這首詩，正好表出我對趙老師離世的傷感及不捨。
除卻本人對趙老師的追思之外，香港及紐約文化界，有感於趙老

先生的書法國畫藝術，及為人處世藝術的端風，紛紛執筆為文作悼祭
。當中陳 漢 斯先生，以全球藝術家聯盟（紐約） 理事、紐約福建書
畫家協會理事、

休斯頓美術博物館會員、中華書法美術協會執行會長之名譽，向
趙老師的仙逝，作出以下的讚美 及回憶：

「晉魏碑風濃墨工筆泣鬼神 田園花鳥淡彩寫意驚風雲」
趙老先生家屬：
驚聞趙老先生辭世，難掩悲情之痛，痛失趙老大哥，不辭而別。

疫情之初，您老曾說過，一塊出去吃午餐的，結果一直讓我等，等到
的是一陣風，您老卻隨風而去，去的那麼謙遜，那麼悠然，那麼平靜
。老哥您不夠意思，沒有給老弟機會，這讓我如何釋懷，如何心安
……

趙老先生一生辛勤耕耘藝術創作和教學事業，創作了大量的書法
國畫作品，作品廣為港台及旅美華人華僑所喜愛收藏。他的書法魏碑
行書，盡顯魏晉碑風，墨色濃厚，筆法精到，結構嚴謹，鏗鏘有力；
他的國畫花鳥寫意，充滿田園詩情，淡彩渲染，隨性爛漫，風輕雲淡
； 他為美術教學教育，孜孜不倦，愛護學生，靈活多樣，因材施教，
鞠躬盡瘁。培養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學生和美術愛好者，是一位深受學
生歡迎家長尊重的老畫家。他對待別人總是友好無私，親和無間，快
言樂語，語驚四座，眾人滿堂歡笑。

趙老先生的辭世是世界華人美術界的損失，是我們社區文化人的
遺憾，也是您老弟最大的遺憾，因為您還有未實現夢……

一位窮其畢生精力耕耘藝術的匠星終隕落星辰！如今逝者已逝！
除卻悼念追思，唯願他在天之靈，永遠安息。

還望趙老先生的家人節哀順變，多自珍重!
筆者接連三週，為趙老師的辭世，寫下7000 多字，以表寸心。

歲在庚子，時介仲秋。放目寰宇，疫情肆虐，一片狼藉。今“秋入雲
山，物情瀟灑，先生之字畫。”以萬物入圖，舒其身心，遨其思緒，
誠抗疾之良藥，亦可自樂也。

忽然想起中國首席領袖毛澤東，在悼念紅軍元帥羅榮恆逝世時所
寫下的兩詩句： 「先生今夕離麈世，我有疑難可問誰？」此刻我失去
良師趙青坪，今後對文學有所疑問時，真的是向誰請教？走筆至此，
跟毛澤東也有同感，不禁悵然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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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 美國華裔在
眾多的領域中都有優異的表現，然而，
在政治範疇中，華裔的參與卻是相對的
有限，在休士頓，華裔是第三大族裔，
中文也是第三大使用的語言。如果站在
更高的角度來看，要真正在美國佔有一
席之地，活出華裔的光彩，參與選舉是
個必須的方式；除了出來參政，對大多
數華裔民眾而言，應當要在每次選舉時
，善用自己的那張選票來表達聲音，每
一票都是力量，累積凝聚起來，就是華
裔的聲勢與力量。

第一位華裔女性參選德州最高法院
法官(Place 6)

Kathy Cheng 是第一位華裔女性參

選德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她是民主黨提
名的候選人，希望為全德州人民爭取平
等和公正的環境，Kathy 將競選的是第
六席位(Place 6)。

Kathy Cheng 目前是大休士頓地區
執業律師，具有執業20多年的豐富經驗
，今年再次競選德州高等法院法官(第六
席位)。過去27 年間，高等法院法官都
由共和黨擔任。而 Kathy Cheng 在 2018
年競選時取得了46%的得票率。雖然那
時高票落選，但也將民主黨的得票率大
大提升，同時提高了華人對選舉的重視
度。

今年春季，她在民主黨黨內初選時
，以74.50%的得票率，擊敗同黨白人對
手 Larry Praeger， 漂 亮 的 贏 下 初 選 。
Kathy Cheng 希望華裔民眾能夠延續
2018年的努力，希望能幫少數族裔爭取

更多的聲音，為下一代華人創造在美國
的價值和平等環境。

為華裔與下一代子孫爭取權益
Kathy Cheng 不僅能力強，並且有

著崇高的使命感，她的奉獻不是為了個
人的表現，而是為整個亞裔與下一代子
孫爭取權益，希望能帶給德州最高法院
新的活力與平衡，為華裔出聲。

唯有法律被公正行使，正義才得以
聲張

Kathy 出生於台灣，幼年隨父母移
民美國。在她童年時期，父親投資經商
，因為親信朋友卻被欺騙，官司訴訟打
了七年，東奔西波，這段經驗讓她深深
體會，法律對一個家庭的影響有多深遠
，知道公平正義有多重要。

原本家中希望她從醫，但是與父母
七年奔走於官司的過程中，她最終走進
法 律 世 界 ， 在 South Texas College of
Law Houston 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她知
道，唯有當法律被公正行使時，正義才
得以聲張，個人應有的權利才得以被保
全。也因此，她能將心比心，認真嚴謹
的處理每一個經手的案件，她了解那將
影響當事人當下與未來的生活。

選真正做事的人
接觸 Kathy 的人，會欽佩於她的誠

懇與理性，也會受她內在巨大的能量所
感染。她曾開車到五小時之遠的地方，

去為1200名高中生演講，鼓勵學生參與
選舉，做出改變，投票給自己心目中理
想的候選人，獲得台下學生超級熱烈的
反響，連其他候選人都站起來為她喝采
。她待人親切、做事負責，正義感強烈
，看到不公的事會站出來說話，她是個
執行者，是會真正做事的人。

您可知道？最高法院的法官，大多
數是由人民選舉而產生。目前德州最高
法院的法官都是共和黨人，並且長達27
年之久都如此，顯而易見，缺乏了多元
化的精神與不同視角。為了公正與平等
，一個系統應該包含有各種觀點和經驗
組成的成員，Kathy 將競選的是第六席
位(Place 6)。

團結才能提升力量
Kathy 也是非營利組織的義工，在

許多活動中呼籲選民投票的重要性。透
過投票權民眾發了言，一旦民眾的聲音
被匯集起來，就會被重視，如同一根筷
子沒有什麼力量，容易被折斷，但一把
筷子就無法輕易折斷，團結力量大。當
候選人意識到華裔民眾的力量，才是華
人地位的提升之時。

Kathy 表示，希望用選民手中的選
票，選出理想的候選人，這是為了下一
代努力，讓下一代、甚至下兩代子孫，
能有公平的地位，能受重視。在選舉時
你站出來投票，這份力量就被傳達了，
就可改變現狀。讓有能力的人站在對的
位子，你的一票會造成改變。

今年沒有直票投票按鍵(straight
ticket button)

另外，今年至投票所投票的選民要
特別注意，以往您可以按下”直票投票

” (straight ticket button) 將您的選票單
獨投給某一黨派的所有候選人，選票機
便全選您所要支持的那一黨派。今年已
無 ”直票投票”按鍵，您需要由上而下
單一選取的投給每一位您想投給的候選
人。

重要選舉日期
今年，郵寄投票申請截止日是十月

23 日，提早投票日是十月 13 日開始到
十月 30日，而選舉日是十一月3日。因
為疫情，呼籲民眾，越早投票越好，避
免後期要排長龍投票。

有興趣加入義工群、參與民主政治
或捐款，支持 Kathy Cheng 競選德州最
高法院法官活動者，請至網站 www.
chengforjustice.com/contribute ，或聯絡
info@chengforjustice.com。

Kathy ChengKathy Cheng 首位華裔女性參選德州最高法院法官首位華裔女性參選德州最高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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