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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經營
逐夢啡翔

www.allwininsurance.com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Office:713-952-5031
Fax:713-952-5032

楊德清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

節目剪影

美南國際電視 15.3 大選之夜關注政治
耗時已久的美國大選終於落幕﹐房地產大亨川普擊敗
對手希拉蕊﹐當選美國第 45 任總統﹒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也在周二大選日當晚舉辦「大選之夜」現場評論節目﹐
節目中邀請休士頓多位名嘴及對政治熱中的僑界人士參
與討論﹐一起帶觀眾一起關心這次具爭議性的選舉﹒圖為
參與討論的嘉賓王建光(左起)﹑常中政﹑主持人蓋軍﹑馬健
與鄢妮﹒

黃永瑞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省下平均$480！＊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還有適合的保障
！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5.7x10
4c

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讓我們攜手為您的企業找出適合的信貸選擇，向您的業務
目標加速前進。有了我們的網上資源、信用查詢工具和經驗
豐富的華語專員，我們能夠齊心協助您的企業慎選信貸，
持續往前邁進拓展業務。
瞭解您的信貸選擇，請上網
wellsfargoworks.com/credit
（英文版）
。

1991 年，Urth Caffé 首次開門營業。
Shallom 和 Jilla Berkman 夫婦對種植有機咖啡的熱情，很快地吸引了
一群忠實顧客。就在他們初嚐成功滋味之時，房東要求提高 租金，
迫使他們放棄辛苦經營的第一家店面，心血幾乎付諸流水。
我們為 Berkman 夫婦規劃了一套長程金融方案，協助 Urth Caffé
買下日後的每間店面，讓他們對咖啡的熱情得以持續茁壯。如今，
Urth Caffé 在南加州擁有六間分店、東京兩間，年收入高達 3,800 萬。
聯繫商機，向前邁進。
歡迎致電 1.713.325.5252，了解我們專為德州客戶設計的
中小企業金融方案。

所有信貸決定都須經信貸批准。© 2016 Wells Fargo Bank, N.A. 保留所有權利。
FDIC會員銀行。(3203201_19111)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 2010 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 State Farm 後獲得節省的
、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
2010

＊

1205004

3203201_19111

向更好邁進 TM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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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大學 休斯頓大學昨天舉行抗議川普當選游行

（本報訊）川普一路逆勢勝選美國總統，不僅讓國際社會為之震驚，同時也讓眾多的美國政治
評論家大跌眼鏡，選舉日之前的民意調查數字更是和實際結果相差甚遠。
而在本周三，休斯頓的大學的部分學生也反映強烈，在當天下午 5 點舉辦游行活動，抗議川普當
選。
而在昨天稍早時間，德州大學的學生也在奧斯汀舉辦同樣的抗議活動。
昨天德州大學的學生在德州州議會大廳前集會，造成附近的交通堵塞。
由於川普在選舉中有爭議的言辭，以及對穆斯林和移民政策的觀點，成為反川普游行者申訴的
焦點。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November 10, 2016 | John T. Robbins, Editor

China's President Xi Called Donald Trump Offering
His Congratulations On Becoming The Next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ins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NEW YORK, Nov.
North Carolina, and was even able to snatch previously
9 (Xinhua) -- U.S.
Democratic-leaning states like Pennsylvania and
Republican Donald
Wisconsin.
Trump defeated his
The victory has made Trump the first president that has
Democratic rival
never held elected office since 1953.
Hillary Clinton
Clinton easily grabbed many of the traditional
in Tuesday's
Democratic-leaning "blue" states early in the evening,
presidential
including New York, New Jersey, Massachusetts and
election, pulling a
California, while Trump won those "deep red" states
major upset after
of Kentucky, Mississippi and Texas.
a controversial
The night then took an unexpected turn, when Trump
and scandalous
started a landslide winning streak in most of the swing
campaign cycle.
states, while being able to keep the traditional "red"
According to
states like Arizona and Georgia that went into close
projections by
contest in recent polls.
Donald Trump, who has been
major
TV
networks,
The result comes after more than a year of presidential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campaigns that were widely perceived as "the most
States, said in his victory speech Trump surpassed
early Wednesday it was time for the threshold of
ugly and divisive" election cycle in recent decades,
America to bind the wounds of
270
out
of
the
total
with both candidates embroiled in scandals while
division and come together as one
538 electoral votes
resorting to personal attacks instead of battling on
united people.
needed to win the
policy issues.
presidency early in the morning hours of Wednesday.
Tuesday's elections also included contests for 34
Clinton, a former first lady and secretary of state, seats of the Senate and all 435 seats of the House of
made a formal telephone call to Trump to concede the Representatives in U.S. Congress. Republicans are
election, but did not speak until Wednesday morning.
projected to keep control of both the Senate and the
Trump addressed the nation at the Hilton hotel House.
ballroom in midtown
Xi Congratulates
Manhattan, saying that,
Trump On Becoming
"I'll be a president for all
U.S. President-Elect
Americans."
BEIJING, Nov. 9 (Xinhua)
Trump, who will serve as
-- Chinese President Xi
the country's 45th president,
Jinping on Wednesday
called on Americans to
congratulated
Donald
come together as a united
Trump
on
becoming
people, and promised to
president-elect of the
reach out to voters that had
United States, and said
not supported him "so we
he hoped they could work
President-elect speaks to the nation from New York City.
can work together."
together to boost ChinaIn the nail-biting contest throughout the night, Trump U.S. relations so as to better benefit peoples around
was able to pull a winning margin in many of the the world.
crucial swing states, including Florida, Ohio and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nominee Trump, 70, won

the Nov. 8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
set to succeed
Democratic
Barack
Obama as
the next U.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president.
congratulated Donald Trump on winning
the U.S. presidency, state TV reported
In his
Wednesday, telling him the two
congratulatory on
biggest countries need to “push Chinamessage,
U.S. relations further forward from a
new starting point, better benefiting the
Xi said that
“while China peoples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other
countries.”
is the world's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rgest developed power, both, as the world's
top economies, bear the special responsibility of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boosting
glob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and share
extensive interests.”
“To develop a long-term, healthy and stable China-U.S.
relationship is in line with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s of the two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general
expectations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Xi said.
"I highly value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together with you to expand China-U.S. cooperation in
every field, at the bilateral, regional and global levels,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non-conflict, nonconfrontation, mutual respec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with differences controlled in a constructive manner,
so as to push China-U.S. relations further forward
from a new starting point, better benefiting the peoples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other countries," Xi said.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Vice President Li Yuanchao
sent a message to Mike Pence, congratulating him
on becoming the U.S. vice president-elect. (Courtesy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

Related
China Consistently Supported Trump
Throughout The Election Campaign
As Russia Did
The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has said that the
election of the controversial Republican candidate just
shows how America's democracy brings about crisis,
in contrast to the stability of China's authoritarian rule.
The campaign – and Donald Trump's ascension to the
highest office in the world – shows how "the majority
of Americans are rebelling against the US's political
class and financial elites", the paper wrote.
The official Communist Party newspaper People's
Daily says in a
commentary that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veals an "ill
democracy."
China's state
media and
government-backed
commentators have
actually supported Donald Trump throughout the
election campaign.
Like Russia, China was seen as favoring Trump
because he appeared less willing to confront China's
newly robust foreign policy, particular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illary Clinton, by contrast, was disliked in Beijing
for having steered the US "pivot" to Asia aimed
at strengthening US engagement with the region,
particularly in the military sphere.
Writing in the Communist Party newspaper Global
Times, scholar Mei Xinyu has said, "From a
comprehensive view, it would make it easier for China
to cope if Trump is elected. This is because under
the policy line advocated by Obama and Clinton,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fri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ill be more frequent." (Courtesy http://www.
independent.co.uk/news/world)

TGBTG Sports Is A World Leader In Global Youth Sports Development

Houston-Based TGBTG Sports Completes Its
16th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Tour In Chin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HOUSTON, TEXAS, USA --- To God be the Glory
Sports completed its 16th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tour
in China on November 5, 2016, finishing the nine-city
tour with a 9-2 overall record.
The October 12- November 5, 2016 China tour was
comprised of the TGBTG Sports team from the USA,
the Cuban National Team, two China NBL teams ( one
from Henan and one from Shanxi ), and a pro team
from Brazil. The teams traveled to different cities
during the time period playing exhibition games in
front of crowds as large as 8,500.
Schedule Of The Tour
October 14-15 Ganyu October 23Yingchuan
October 16 Hefei
October 24-25Tongwei
October 17-18 Jiaozuo October 26Longxi
October 19-20 Beijing October 27Lintao
October 21-22 Guyuan October 28-30Haikou
November 1-3 Shangha
“It is a wonderful thing to still work with some of the
same people that I did 16 years ago,” said Cyril White,
managing director of TGBTG Sports. “Its all about
good relationships, building on a good foundation, and
opening some doors so the young men on our tours can

continue on their own successful paths.”
The TGBTG Sports China Tour team featured two
former NBA players, Tierre Brown, a 6’2” point guard,
who was a two year starter for the Los Angeles Lakers,
and Keith Closs, a 7’3” center who played for the Los
Angeles Clippers. Brown led the team in scoring on
the tour, netting over 24 points per game, and Closs
was a defensive anchor, averaging over 3 blocked
shots per game, including a game with 9 blocks.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for me because I still
love the game and love to play,” said Brown, who
also played for the Houston Rockets and Cleveland
Cavaliers. “TGBTG has a great mission and I respect
that, and glad to use basketball as a goodwill outreach
tool as we have done here on the tour.”
TGBTG
team coach
Marcus
Carroll said
“It was
good to
have those
veterans
to lead by
example,
especially
with all the
young guys
we had on
the roster. They did their part, and it inspired our
youngsters to step their games up.”
Carroll added that all of the young free agent players
contributed from time to time on the tour. “Getting free
agents to cooperate and play together on an exposure
tour like this is very challenging, “ he said.“ But the
guys did a great job of being a team and that is why
we finished 9-2.”
TGBTG Sports will work with the NBL, the 2nd

team for a 9 city China tour in May 2017.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tgbtg.com.
2016 TGBTG Sports CHINA TOUR ROSTER
NAME HT/WT Position
College/Pro Experience
Charles “Tre” Bennett 5’10”’/190lbs. PG Angelo
State (Finland)
Amos Olatayo 6’4”/195lbs SG Lousiana-Monroe
(Spain)
Hans Thun 6’6’/200lbs SG Griffon University
Jerron Young 6’7”/210 SG/SF Wright State
University
Tierre Brown 6’2”/205 PG McNeese State ( NBA )
LaPhonso Ellis, Jr. 6’4/ 210 SG/SF Greenville (
China)
Aaron Williams 6’6”/210 SG/SF Chicago State
Chris Gradnigo 6’7”/215 F McNeese State (Brazil)
Robert “50” Martin 6’8”/215 PF AND
1 Tour Legend
Lucnor Joseph 6’9”/230 PF Reinhardt
University (ABA)
Keith Closs 7’3”/225 C Cent.
Connecticut (NBA)
HEAD COACH: MARCUS CARROLL
(Lakeland College)
ASSISTANT COACH: WILL CAMPBELL (Georgia
Southern)~

About TGBTG SPORTS
TGBTG SPORTS is a Texas based
sport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that continues to work with
you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Since 1997, TGBTG Sports has
enriched the lives of young people
through various sports programs while developing a
global network of valuable resources to facilitate ongoing projects world wide.

TGBTG Sports has the staff and resources to assist
athletes, teams, and other business entities with various
projects in sports, primari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GBTG has offices in China and is opening a
branch in India in late 2016.
TGBTG provides specialty assistance
with projects such as:
Arranging Sports Tours, Regional
Camps
Athlete Training and Job Placement
Contract Formation, Review and
Formation
Product Creation and Marketing
Strategy Development
Logistical Support in
USA/China
TGBTG has over 15
years of on the ground
working experience in
China, and the staff is
capable of handling all
communication
needs,
both verbal and written,
for any type of projects in Cyril White, Founder And
China.
Director Of TGBTG Sports

Additional Players On The Tour

﹒

Some Of The Players On The Tour

division league in China, to place guys from this tour
team onto NBL teams as the foreign import players
allowed. The NBL runs for 5 months during the
spring/summer, with players reporting for official
practice April 1, and games starting May 1. TGBTG
plans to place 3-4 players from the fall 2016 China tour
onto NBL teams for 2017 season.
TGBTG Sports will assemble another free agent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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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 2016 年 11 月 8 日，
日本福岡，JR 博多站附近的十字
路口公路忽然塌陷，出現壹個大
坑，導致交通混亂及停電。

童話世界！
來看緬甸熱氣球節

日本福岡壹公路忽然塌陷
出現駭人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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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2016 年美國大選耗時已久且
爭議性大，終於在 11 月 8 日(周二)結果揭曉，房地產大亨川
普擊敗對手希拉蕊，跌破眾人眼鏡當選美國第 45 任總統；
在德州部分，哈瑞斯縣華裔與越南裔州眾議員吳元之(Gene
Wu)、武修伯(Hubert Vo)
都獲得選民大力支持，順
利連任，捲土重來角逐休
士頓獨立學區(HISD)第七
區學區委員(Board Trustee) 的 宋 嘉 年 順 利 當 選 ，
鞏固亞裔政治版圖。
今年期中選舉爭議性和
話題不斷，引發外界強力
關注，德州地區大部分競
選連任的候選人穩紮穩打
，包括競選連任的州眾議
員 137 選區的吳元之、第
149 選區的武修伯皆大幅
度領先對手，均有過半勝
率，吳元之獲得 1 萬 8035
票，得票率 67%；武修伯
宋嘉年當選 HISD 首位學區委員。 則以 2 萬 7585 票的領先差
(取自網站)
距、得票率 63.5%擊敗同

當 地 時 間 2016 年
11 月 7 日，秘魯利馬，
薩滿用美國總統候選人
希拉裏和特朗普的海報
舉行宗教儀式，預測大
選結果。

Thursday, November 1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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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越南裔的對手 Bryan Chu，支持者都在選情之夜上，慶祝
連任，為高票蟬聯喝采。
吳元之自 2012 年當選州眾議員後，在任期間一直以來
致力於教育、孩童福利和公共安全，並鼓勵青年參與公共事
務，獲得基層選民肯定。
與華裔社區互動良好，勤跑基層的武修伯在開票當晚的
選情之夜上，受到支持者熱烈歡迎。他自 2004 年當選後，
一路服務至今，深受選民愛戴。Hubert Vo 表示，將繼續在
促進教育、稅收和經濟發展等政策上努力，為亞裔爭取權益
。
重視高質量教育，深知教育改變命運的道裡，宋嘉年擁
有完整的教育資歷和能力，雖然在三年前競選學區教委失利
，但這次再次角逐 HISD 第七區學區委員，獲得 1 萬 6765 票
，以 46.8%近過半的得票率順利當選，成為 HISD 歷史上第
一為亞裔學區委員。
其 他 與 華 裔 社 區 關 係 緊 密 ， 第 9 選 區 聯 邦 眾 議 員 Al
Green 與第 18 選區的 Sheila Jackson Lee 順利蟬聯。Al Green
以壓倒性勝利，得票率 80.6%獲勝；Sheila Jackson Lee 也以七
成三的得票率獲勝。
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也在周二大選日當晚舉辦 「大選
之夜」現場評論節目，節目中邀請休士頓多位名嘴及對政治
熱中的僑界人士參與討論，帶觀眾關心這次具爭議性的選舉
。

聯邦眾議員 Al Green(左)與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右)在上周末的 Alief
國際遊行上呼籲選民參與投票。(記者黃相慈／攝影)

圖為參與 「大選之夜」 評論的嘉賓王建光(左起)、常中政、主持人蓋軍
、馬健與鄢妮。(節目截圖)



秘魯薩滿舉行宗教儀式
預測美國大選結果
中國使館向南非小學捐贈電腦教室
祖馬總統致謝

【心理諮詢與健康生活】

熊雅麗 實習心理諮詢師

如何了解孩子行為背後的目的？(下)

第一類，尋找注意力：孩子開始會以正當方法尋找注意力
，如果達不到目的便會用不當方法獲取。觀察自己的感受來排
除孩子的不當行為是否為尋找注意力。如果我們感到有點兒煩
，反覆提醒或哄著孩子，孩子這時得到了直接的注意力，會暫
時停止搗亂但是過一會兒又開始搗亂，那麽她/他一定是在尋
求我們的注意力。怎麽解決？指出孩子符合社會期望的行為忽
視她的搗亂行為，或者給予一些注意力是他不曾想到的。
第二類，權利之爭：這種類型的孩子的特點是只有在當
“老板”的時候才感覺好。如果父母跟孩子發生爭論的時候沒
有正確的方法，通常會贏得爭論但是卻輸在親子關係上。隨即
孩子的“陽奉陰違”行為開始產生，即他們口頭答應父母的要
求行為上卻不按照正確的方法做事。那麽怎麽應對這種類型的
孩子呢？跟孩子爭論的時候不要生氣，避免權利之爭，否則會
讓他們認為權利很重要，因此形成強烈的權利欲。最後，如果

孩子時常感覺被父母或其他權威人物打敗，仇恨的心理會慢慢
形成。
第三類，報復心理：孩子心懷仇恨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不
被接納，認為自己受了傷害，因此只有傷害他人才能找到價值
感。遇到這種情況，父母最直接的感受是深深地被傷害，想反
擊。做父母的要明白，孩子的這種行為並不全是因為父母引起
的，一些特定引發事件會使他們感受到泄氣和沮喪。面對這種
情況，父母千萬不要反擊，保持冷靜並真正為孩子著想，努力
改善親子關系。如果父母與孩子間的爭鬥一直存在的話，孩子
最終會感到被打敗，因而放棄爭鬥尋求另外一種替代行為，即
能力匱乏。
第四類， 能力匱乏：孩子表現出來的能力匱乏幾乎都是
感到極度沮喪的結果。因為他們放棄了希望，也試著不要他人
對自己有任何期望。孩子的反應消極，無視父母做出的任何努



傘兵跳傘遇彩虹美景
塞爾維亞與俄羅斯舉行聯合軍演

11 月 6 日至 15 日，緬甸壹年壹度的熱氣球節在撣邦首府東枝隆重舉辦。今年共有 400 多個熱氣球
參加比賽，熱氣球造型各異，照亮夜空，美麗壯觀。
當地時間 2016 年 11 月 7 日，塞
爾維亞科溫，俄羅斯與塞爾維亞舉
行聯合軍事演習，傘兵跳傘時恰好
遇到彩虹，畫面唯美。

2016 年 11 月 10 日

3亞裔成功當選
宋嘉年HISD首位亞裔學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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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都會讓父母感到陷入絕望，想放棄。如何解決？父母必須
杜絕任何批評，眼裡要看見孩子的長處和優點，不放棄任何一
丁點努力來促使孩子的進步，讓他們最終看到自己的價值及自
我掌控能力。
我們只能通過觀察結果來發現孩子到底要尋找什麽，然後
再來引導孩子。孩子們盡管知道不良行為的後果，但是並不總
是清楚他們自己真正的目的是什麽。目前為止，我們大概能看
出來只有父母的方法改變了，孩子們針對父母的行為及動機才
會改變。盡管很多時候父母不是孩子問題行為的直接引起原因
，但是父母卻有意無意地通過自己的反應方式，強化或者鼓勵
了他們的問題行為，以及錯誤的選擇。因此，如果想讓孩子的
不當行為得到糾正，父母必須先把精力放在改變自己的行為上
。(完)



綜合經濟

休城工商

美大選攪動 A 股:

希拉裏、川普概念股登場
綜合報道 11 月 9 日早盤，亞太資本
市場漲跌不一。A 股受外圍市場影響，
開盤即一路下走，盤中即在 10：30 左右
一度下跌逾 1%。衆多概念板塊中只有黃
金等少數板塊上漲，其余皆綠。
川大智勝表現“奇葩”，10：30A
股跌至最低點時，卻逆勢而起，大量資
金洶湧而入，把股票價格瞬間推升，漲

幅高達近 8%。而在過去的三個月當中，
川大智勝走勢疲弱，緩慢下跌，今天卻
出現捧場“川普”而應景大漲，被投資
者連呼看不懂。
而希拉裏“概念股”西儀股份在上
午盤中出現深度調整，開盤重挫，最深
跌逾 8%。希拉裏與川普在美國正爲選票
鏖戰，而 A 股市場上兩大“概念股”也

在表達著各自的情緒，分別走出大漲和
大跌的行情。
有投資者稱：這稱得上川普概念唯
一指定股，這也能挂起鈎來，真是服了
，難道川普要勝出？也有投資者認爲，
這根本不是川普概念股，只不過是投資
者的一種調侃，西儀股份大跌也不過是
在連續大漲之後開始回調而已。

阿迪達斯網購 3 雙鞋拿到法院

溫州一公司判賠 120 萬
人在天貓
“小金蛋
旗艦店”
的網店下
單，購買
了 3 雙鞋子
。
阿迪
達斯方面
認爲，這 3
雙鞋子的
商標，分
別侵害了
阿迪達斯
的三種商
標的專用
權 —— 三
斜杠商標
、三條紋
“小金蛋”天貓店目前已找不到侵
權商品。圖爲其他淘寶店家出售的疑似
侵權商品。
“雙 11”馬上就要到了，正在備戰
的童鞋類天貓店“小金蛋旗艦店”得到
一個壞消息：他們在一起商標侵權案中
敗訴，要賠償阿迪達斯公司 120 萬元。
在這起案件審理過程中，“小金蛋
公司”辯稱，自己使用的是“四條杠”
、“四葉草”標識，和阿迪達斯著名的
“三條杠”、“三葉草”是不同的。
但審理這起案件的溫州瓯海法院法
官，並不這麽認爲。
去年 9 月份，阿迪達斯公司的代理

商標和三葉草商標。
今年 5 月 16 日，阿迪達斯公司拿著
這 3 雙鞋子，到了瓯海法院起訴“小金
蛋旗艦店”的實際經營者、溫州小金蛋
貿易有限公司。
阿迪達斯公司稱，根據交易記錄顯
示，涉案鞋子銷售量巨大，從 2015 年上
半年開始，已銷售超過 15 萬雙侵權産品
，銷售金額超過 1000 萬元。
阿迪達斯公司要求對方停止生産、銷
售涉案産品，並賠償經濟損失300萬元。
起訴後，阿迪達斯向瓯海法院申請
了財産保全和證據保全。
隨後，瓯海法院凍結了小金蛋公司

賬戶存款 150 萬元和支付寶余額 150 萬元
，並前往小金蛋公司經營場所，查扣了
涉訴侵權産品。
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小金蛋辯稱自
己銷售的涉案産品等標識，與阿迪達斯不
同。鞋面上的商標，有些是“四條杠”，
有些是“四葉草”。
小金蛋公司負責人還說，在網絡上
搜索阿迪達斯，不會出現他們公司相關
産品信息，不會對消費者産生誤導，所
以沒有侵犯阿迪達斯的商標專用權。
此外，小金蛋公司還表示，因爲存
在刷單及退貨的情形，銷售的數量及金
額跟網頁顯示的內容並不一致。
法院判決小金蛋停止侵權 賠償阿迪
達斯 120 萬元
瓯海法院審理後認爲，阿迪達斯在
中國商標局注冊的商標受中國法律保護
，小金蛋公司在涉案鞋子上使用與阿迪
達斯注冊商標相近似的標識，侵犯了阿
迪達斯的商標權。
此外，小金蛋公司的經營模式爲線
上銷售，涉及的消費者超出了地理空間
的限制，侵權時間持續較長，被訴侵權
商品的銷量高達十多萬雙。
瓯海法院當庭判決：溫州小金蛋貿
易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權行爲，並賠償
阿迪達斯有限公司經濟損失人民幣 120
萬元。
該案承辦法官表示，沒有經過商標
注冊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或類似商品
上使用與這個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
商標的行爲，都是侵權行爲。

離岸人民幣跌破 6.8“鐵底”
在岸人民幣創 6 年新低
綜合報道 周二(11 月 8 日)隔夜交易時段，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在紐約尾盤一
度跌破 6.80 大關，後在該點位附近徘徊；駐紐約的交易員稱美國大選結果出來
前市場交投較清淡；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則再次收于 6 年新低。
北京時間周三淩晨 6 點，離岸人民幣收跌 0.06%，報 6.7979 元；在岸人民
幣對美元夜盤收跌 0.10%，北京時間周二 23:30 交易結束時報 6.7838 元；北京時
間周二 16:30 的官方收盤價報 6.7800，較上一官方收盤下跌 0.06%。
美國大選在投票階段，瑞穗銀行策略師張建泰在發給客戶的報告中寫道
，無論美國大選結果如何，人民幣弱勢將持續。德國商業銀行經濟學家周浩
認爲人民幣走勢明顯由美元驅動，駐倫敦的交易員表示市場現在最重要的驅
動力就是美國大選結果。
此前，中國 10 月貿易數據弱于預期其中出口連續第七個月下降，10 月貿
易數據不及預期，但分析師和交易員認爲對人民幣幾乎無影響。
離岸人民幣期權波動率在各個期限均下跌，12 個月期限波動率在突破 100
日均線未果後，跌至 10 天來最低水平。
昨日(11 月 8 日)，央行發布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值得注意的是，對
于此前市場上討論較多的該選擇“棄彙率、穩房價”還是“棄房價、穩彙率
”，央行此次親自發聲——上述觀點誇大了各自領域的風險，而且也都不是
好的做法。
央行表示，就貨幣政策而言，關鍵是要繼續保持穩健和中性適度的貨幣
環境，同時發揮好宏觀審慎政策在維護金融體系穩定中的作用。下一階段可
繼續做好主動調結構、主動去杠杆、主動防泡沫等方面的工作。

機構預計今年巴西經濟繼續萎縮
綜合報道 巴西中央銀行 7 日公布的《焦點調查》報告顯示，主要金融機
構預計該國經濟今年將萎縮 3.31％，但通貨膨脹形勢會有明顯好轉。
報告說，金融機構對巴西今年經濟衰退的走勢更加悲觀，一個月前是預
計下滑 3.15％。2015 年，巴西經濟萎縮 3.8％。
此外，金融機構還預計明年巴西經濟將增長 1.20％，低于一個月前 1.30％
的預期。
不過，金融機構對巴西通脹的預期較爲樂觀，認爲今年巴西通脹水平將
降至 6.88％。去年，巴西通脹率高達 10.67％。
上月中旬，巴西央行 4 年多來首次宣布降息，將基准利率由 14.25％降至
14％。經濟界認爲該舉措有利于巴西經濟盡早擺脫危機。
《焦點調查》是巴西央行發布的宏觀經濟預測報告，由當地主要金融機
構 100 名分析師的意見彙總而成，每周發布一次。

全球 39 億人未能接觸互聯網
綜合報道 在 我 們 視 互 聯 網 爲 尋 常 的 今 天 ， 世 界 上 還 有 39 億 人 口 無
法 接 觸 互 聯 網 ， 這 個 數 字 占 全 球 人 口 的 53% ， 在 無 法 “ 觸 網 ” 的 貧 困
人 口 中 ， 女 性 接 觸 互 聯 網 的 機 會 比 男 性 少 1/3 。 在 8 日 舉 行 的 國 際 移 動
互聯網大會上，扶貧機構呼籲國際社會加大“網絡扶貧”的力度，揭
示貧困國家在接觸互聯網上的男女不平等，指出幫助女性上網有助于
家庭脫貧。
世界銀行曾在今年初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互聯網其實並不像人們所
想象的給世界帶來了民主和公平，反而是加劇了貧富差距現象。其中一個重
要原因就是地區與地區之間互聯網服務有著非常大的差別，發達地區的人們
可以通過互聯網越活越好，而貧困地區則因爲缺少這些服務而被拉開更大的
差距。
“去年，聯合國各成員國制定了‘2020 年之前讓所有人都能夠接入互聯
網’的目標，這個計劃已經脫軌。”在 8 日的國際移動互聯網大會上，扶貧機
構“同一組織”（ONE organisation）發布報告稱。據國際電信聯盟估計，非
洲有 75%的人口未能接觸到互聯網，而這個數字在歐洲爲 21%。

『婚禮現場直播』 讓全世界的人們見證幸福時刻

(記者陳松/休斯頓報導)一項新的服務項目悄然興起，婚
禮現場直播服務。傳統的婚禮現場就是找個攝像師跟隨新婚
夫婦隨便拍拍現場的幾個鏡頭，過後在刻錄成光盤送給新人
。沒有什麼現場感不說，讓很多在外地的朋友和親友不能參
加婚禮是很大的遺憾。隨着科技在不斷的進步，網
絡時代的到來，網絡直播技術的成熟，網絡直播成
為當今的熱門行業。現場直播團隊提供全程跟踪式
拍攝和現場直播服務，允許新人分享他們特殊的時
刻與家人、朋友。
很多的新婚的夫婦要問為什麼我們需要現場直
播的服務呢？有八大理由讓您去選擇婚禮現場直播
：1.現場直播可以讓您的家人和朋友，尤其是身在
海外的朋友和親屬不必出席婚禮現場就可以收看您
的婚禮實況。
2.專業的婚禮直播團隊會處理所有的從開始到
結束的婚禮現場直播的任務，讓您無任何的後顧之
憂，盡情的享受這個人生最幸福時刻。
3.專業的直播團隊將使用電視台廣播級的設備
，同時提供便攜式的網絡設備，不需要婚禮現場提
供的網絡服務。
4.邀請更多的朋友來在線觀看您的
婚禮實況，沒有額外的費用。
5.婚禮直播團隊可以為您創建專屬
的婚禮網站，可以定制婚紗照、個人信
息、以及您的禮品接收台。
6.通過直播平台，讓每一位身在遠
方的客人在自己的房間就可以實時觀看
您的婚禮直播。
7.來客以留言、實時在線互動、留
下美好的祝愿，讓您的婚禮永生難忘。
8.婚禮視頻將會上傳到您個人的網
站，高清視頻可以下載到您的個人電腦
。
網絡直播團隊提供婚禮、商務會議
、產品展覽會等一系列的服務，讓您的

活動變得更加生動、有趣。直播團隊擁有最先進的網絡直播
設備和專業的導播人員，每一個直播活動會配備一個專業的
導演、攝像師、技術支持代表。同時，使用可移動式的導播
設備、HD 高清視頻、高速網絡傳輸設備，無論是在老式建築

的教堂，還是戶外的海邊，甚至在行駛的汽車上都可以實時
的現場直播。直播團隊將會提供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確保
在線的收看者有一個最佳的視覺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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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豐富您感恩佳節
插花示範讓您家中更多彩亮麗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將于
11 月 22 日晚間 6:30，在達福科技公司舉辦感
恩節插花示範活動，歡迎大家一起為感恩佳節
憑添新裝。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插花
示範活動，此次很榮幸的再度邀請到陳惠卿女
士來主持，陳女士在 2012 年曾為世華姊妹示
範了聖誕節的插花，引起了全場姊妹熱絡的學

每月都會舉辦會
員活動，不論是專
業性講座，身心靈
的健康講座，公司
習和交流，會後與會者更是驕傲的捧著自己的
杰作，開開心心的對家人及朋友展示自己的成 參訪或是娛樂性活動等，均為本地區職業及工
果。此次活動將對外開放，歡迎有興趣的僑界 商婦女提供了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提升，並為會
朋友共同參加，費用收取會員為＄30,非會員 員們在職場打拼之餘創造了溫馨的女性互動。
$40，(包括必備花材)。活動地點：達福科技公司 若有任何問題，請 email 至 gfcbwnt@gmail.com
活 動 中 心，地 址：999 East Arapaho Rd. #300 或來電至：會長孟敏寬 469-789-6858,副會長
： 姚 台 冬 469-662-5983、 陳 韻 竹
Richardson TX 75081。
世華工商婦女會北德州分會自復會以來， 214-680-8856.(婦女會供稿)

美南中華書畫藝術學會兩歲了
李中華

世華姊妹參加 2016 年會

美南中華書畫
藝術學會公告

且這是一個藝無止境的千秋大業，需要有更多
不久前在下在一篇蕪文中提到一家
人的參予，尤其是喜愛書畫藝術的朋友們，大家 公司設在紐澤西的書商，每年八月份都
事由：
3. 1 時至 4 時掛件。
美南中華書畫藝術學會（Chinese Art Soci- 應如何携起手來，以海納百川的心胸，無欲無求 會到達拉斯來銷售一個星期。據告每年
1. 召開年度會員大會。 4. 12 月 16 日（週五）中
ety of the Southern U. S. ）是本會的中英文全名 的情操，來共同為這件偉大的民族藝術而努力。 宣紙的銷售量逐年增加。今年最好的宣
2. 舉辦年度會員大會展 午 12 時至 4 時收件取回
。本會創立於公元 2014 年 10 月 25 日，也就是中
在本會成立之前，達福地區雖早於 1997 年 紙兩天即銷售一空。而“腕筆”也在兩天
覽。
。
華民國 103 年的 10 月 25 日，那天恰好是台灣光 已經有了“達拉斯中華書畫協會”的存在，但多 內售完。這就說明瞭書畫愛好者增加了，
日程：
附記：
復節，也是行憲紀念日，是巧合。因為那天是週 年來很少有活動。在下有見于此，乃于 2006 年至 練習也日益勤奮了，有耕耘必有收穫。此
1. 12 月 3 日（週六）上午 歡迎新會員：填寫入會
六，便於召開成立大會。我們成立本會的目的， 2014 年間共四次邀請紐約地區的書畫界朋友們 次到紐約參展老友們也異口同聲鼓勵說
10 時，報到並領取名牌。 簡 表，繳 納 美 金 10 元
非常單純，就是要傳承並發揚光大我們中華民 前來觀摩展出，其間並於 2011 年開始每年舉辦 ，我們的作品已具有相當高的水準。欣喜
2. 10 時 30 分開幕典禮 （作為 2017 年會費）
。
族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中華書法和繪畫藝術，“中華書畫習作展”
，就是大家的作品不必裝裱， 之餘，尤覺藝無止境，應繼續努力，以期
老會員：繳納 2017 年會
並攝影留念。
藉以聯繫民族盛情，凝聚民族向心力。試觀世界 即可直接參加展出，確實為達福地區的中華書 中華獨有的藝術更能發揚光大。
3. 11 時大會開始。討論 費（本年未繳者請補繳）
四大文明古國的埃及、巴比倫、印度、和中國。現 畫藝術活動增加了生氣。而在多次的活動中，我
上次的年會中決議，每年的十二月
。
提案。改選會長。
在的埃及只剩下金字塔可供觀光游覽。巴比倫 們深切的體會到有成立一個書畫組織的必要 份的第一個週六上午，為本會年度大會
4. 大會結束後，簡單自 名牌：請散會後交回備
是建立在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裏斯河之間的美索 。乃于 2014 年發起成立現在的
“美南中華書畫藝 的開會日期。除討論會務，修改章程外並
用。
助餐招待。
不達米亞平原上，也就是現在的伊拉克境內的 術學會。”除舉辦多項活動外，並兼作學術研究。 舉辦書畫展出。凡本會會員均有權利和
（三）地點：達拉斯華人 提 案：請 於 11 月 18 日
一個文明古國，現在幾乎已從人們的記憶中消 迅已兩年於茲，幸得大家的參予與鼓勵，才能有 義務參加，但均必須裝裱，每人以兩幅為
活動中心大廳。
（週五）前以書面、電郵，
失了。而印度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風 現在的一點成績。
原則。另外，今天應改選會長（一任兩年，
（四）書畫展覽：
或口頭（電話）與楊愛民
俗習慣語言各异；在 17 世紀以來曾先後被葡萄
舉凡任何一件事物的創始，大都會遭到一 連選得連任一次，偶數年改選。）而今年
1. 12 月 2 日 (週五) 中午 副 會 長 聯 絡: (Tel:
牙，法國，和英國殖民統治，現在通用英語文。唯 些波折，本會的成立亦不例外。雖然達福地區多 十二月的第一個週末為十二月三日，上
12 時至 1 時收件，並填 972-491-1776;
有我中華文明五千年來，雖歷經變亂，仍屹立世 年來的書畫活動早已為大家所熟知，但當在下 午十時簽到，十時三十分開幕典禮；準備
寫會員作品。
E-mail:
plano界而歷久彌新者，而是由於我們有統一的文字， 提出要成立一個新的書畫會時，仍有人覺得，已 邀請僑界先進莅臨指導，典禮後攝影留
2. 每人以兩件為原則， joe@gmail.com) 。以 便
應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數千年來已經演變到除 經早有一個書畫會了，為什麽還要成立一個性 念。接著會員大會，討論提案，改選會長。
必須裝裱。
匯集。
實用價值外，書法已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藝 質相同的組織呢？是想打對台嗎？當經在下坦率 會後，大會準備簡單自助午餐充飢。一年
術。而繪畫一項，雖也有許多流派，但萬變不離 而誠懇的說明，不是打對台，是要增加相關活動 一度的大會，希望會員朋友們能盡可能
其宗，也早已成為世界上獨一的藝術。而歷史上 的機會，讓大家有更多的機會參加、觀摩、切磋、 的出席，是權利也是義務。大家歡聚一堂
個光榮的任務。
雖與四鄰各民族紛紛攘攘，但最後卻形成了統 和聯誼；並以紐約地區為例，他們就有八，九個 ，其樂也融融。
子貢問君子，子曰，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一的中華民族。也就是能夠吸收其文化而廣被 相同的書畫組織，而且有好多人都參加好幾個
如有提案，請於 11 月 18 日以前，以書面（電 子貢是孔子的大弟子，問孔子說怎樣才算是君
以文化的結果。而書畫藝術也是文化中的重要 書畫會。大家明瞭以後，所以很快就有五十位朋 郵）或 口 頭（電 話）與 楊 愛 民 副 會 長 聯 絡 (Tel: 子？孔子說：
“在沒有說之前，先把要說的事做出
部份，更是我中華民族的瑰寶。不論在世界任何 友參加發起。不到一個月就有七十位朋友繳費 972-491-1776; Email: planojoe@gmail.com), 以 來，做了以後再說。”而在下這篇蕪文中所提到
角落，如果見到這種作品，莫不倍感親切，而產 入會。開幕典禮時，得到多位僑界先進們的光臨 便彙集印製。
的世界四大古文明的論點，是在下久已存在內
生認同感。很自然的形成一種凝聚力，這種潛在 指導與鼓勵，也收到多人的捐助，更增加了我們
衷心的話：本會創立時，朋友們多要我擔任 心的話。怕提出來被認為是高調，空談。而經過
的力量是難估計的；也是我中華文明在世界四 的信心和勇氣。
“德不孤必有鄰。”
會長。我說：中美文化交流協會要選我當會長時 這多年的努力實踐，又在
大文明中唯一仍屹立不搖且光芒萬丈的最重要
兩年來我們本著已往地經驗，踏著同樣的 ，我說，如果選我當會長，我就要退會。現在，如 即將交棒之前說出來，或
原因之一。而如何承先啓後繼往開來乃是我中 步伐，每年仍舉辦一些相關的活動。我們承接了 果要選我當會長，我只有搬離達拉斯了。可是不 可邀大家的認同否？
華兒女的光榮任務。
原來由中美文化交流協會所主辦的“書畫習作 但好幾位朋友指責我推卸責任，結果仍選我當 請指教。
鯤鵬為大，鴻鵠志高，如不能實踐，即為空 聯展”的主辦責任，並連續兩年承辦了雙十國慶 會長。衆怒難犯，只想到暫時擔任，三個月後辭
談。所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多年以來我們 籌備會所委托的書畫展覽；以及分別講解，示範 職。但三個月，半年，一年，過去了，這擔子仍難
早已腳踏實地一步一腳印的在推廣此一藝術而 美式和中式的書畫裝裱方法，和有關書畫藝術 卸下。現在兩年了，任期滿了，只希望能有人接
奮力前進，並得到許多僑界先進的鼓勵與支持， 的“款識”的說明會與研討。年度時並舉辦了在 棒。因為本人已經九十多歲了，車禍後健康大不
以及志同道合好友們的合作與奉獻。經過這多 下的書法個展等之外，我們也組隊去紐約與當 如前，不能開車，非常不便，絕非偷懶，更非卸責
年的努力，雖已稍見功效，但仍離理想尚遠，而 地的朋友們舉辦聯合展出，頗受好評。
。萬望大家體諒，另選他人；大家共同來承擔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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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福地區最大乒乓球比賽

和平杯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達福地區乒乓球界最大的比賽–和
平杯馬上就要開始了- 11 月 19 日(週六)，
和平杯乒乓球賽是由布蘭諾市政府和布
市乒乓球協會聯合舉辦，這個球賽特點是
它以服務社區為目的，報名者不限布市居
民，也不限積分，所以各種不同水平的選
手都歡迎參加，尤其對於幼年及初學者的
選手，和平盃一直不遺餘力提倡。
布市乒乓協會是全美最大乒乓球社
團，擁有 1000 位會員，也是達福地區惟一
曾經被美國許多主流媒體採訪報導的社
團，其中包括 ABC TV“Good Morning，
America”
， Fox TV News Richard Ray，

Dallas Morning News，Plano Profile Magazine。不論是選手或是觀衆都歡迎參加，
還有達福地區頂尖高手表演絕妙球技，請
勿錯過這麼難得機會。
今年和平盃的比賽，一共有下列各組:
(1)公開組，無積分限制，(2)公開組 雙打無
積分限制，(3)積分 2300 以下，(4)積分 2100
以下，
(5)積分 1900 以下，(6)積分 1800
以下，(7)積分 1600 以下，(8)積分 1400 以
下，(9)積分 1200 以下，(10)積分 1000 以下(
初學者)，(11)雙打-積分 3300 以下
報名截止日為 11 月 15 日。
和平杯比賽規模年年擴大，歡迎大家

踴躍報名，報名者不
限布市居民，也不限
有積分選手。由於大
多數選手都沒有積
分，請參考有積分的球友並自行决定。比
賽報名表請到布市乒乓協會 www.planottc.com 索取。
布市乒乓協會是全美最大乒乓球社
團，1000 位會員來自不同 20 多個國家。我
們百分之八十會員是華人，平日在布市活
動中心綀球，都成為好朋友，其樂也融融，
歡迎各界愛好乒乓球人士加入我們行列。
如有任何問題請送 EMAIL 到布蘭諾
市 乒 乓 球 會 長 Jon Liu Planopingpong@yahoo.comor call 214-641-5167。(
乒乓球協會供稿)

台大校友年會聚餐歡迎參加

台灣大學於 1928 年創校至今已將近 90 年，
達福台大校友會也成立了將近 40 年。多年來，會
務發展順利，為校友們提供交誼同樂的機會，每
年 11 月，召開年會，歡聚一堂慶祝校慶。今年校
友會的年會聚餐，定於十一月十九日星期六下
午 6:30 在 金 華 燒 臘 餐 廳 (Golden Joy B.B.Q at
1475 E Belt Line Rd，Richardson，TX 75081) 舉
行。費用:成人:$20 學生:$15。好消息：每人都有一

美食節台大攤位

Plano 巿長頒獎給予傑出少年選手

張免費彩券，可以抽到現金紅包，及許多精美的 “年味”十足。這次的晚會不但見到畢
獎品。
業了六十年的校友，也看到剛剛才離
除了新舊任會長交接，中國旅遊見聞，及頒 開學校的學弟學妹。四月份我們參加
發校友會子女獎學金，今年年會還有特別精彩 了華人活動中心舉辦的美食節。因為
的表演節目。甫於今年六月成立的達福台大校 多年累積的名聲，台大校友會的美食
友會合唱團，將為大家演唱三首動聽的名曲。另 攤位，食客如雲，很快一掃而空。多虧
外還有獨唱，吉他陪奏的校園歌曲演唱，以及舞 幾位熱心的校友鼎力相助，在此要特
蹈。保證各位校友，會有一個非常溫馨愉快的夜 別感謝:李渝瑞，白英貞，歐辛一，張唯
睌。年會大餐非常豐盛可口。菜單包括：避 娟，江千惠，陳麗玲，葉惠慈，範菁如，
風塘大蟹飯，魚肚海參羮，燒臘三拼，牛肉 許靜宜，許祖瑛，戴美莉，許亦湄，鄧祖
歌唱：達福台大校友合唱團，You Raise me up、
炒豆苗，八珍豆腐煲，中芥籣三鮮，椒塩大 慶。
台北的天空
五月份的春季郊遊，我們相約去
蝦，清蒸龍利，北菇扒萊膽，甜湯。
校友報名參加，請電郵會長鄧祖慶: 了 Irving 的龍舟節。那天春風拂面，大家一同享 兩首合唱曲:YouRaiseMeUp 及臺北的天空。演
tsuchingteng@gmail。com。請於 11/13 星期 用野餐，一同觀賞龍舟競賽，真是不亦樂呼。六 出非常成功。掌聲如雷，打動了許多觀衆。
校友會每次的活動，靠大家熱心的支持，熱
天前報名。
月份校友會成立了合唱團，由會長鄧祖慶擔任
台大校友會這一年來，承校友們的大 團長。有 24 位熱愛歌唱的校友，立即參加。。多才 烈的參予，都能圓滿成功。懇請校友們一如暨往
力支持，會務頗有進展，二月份的元宵節 多藝的廖傾移校友，擔任指揮;琴藝精湛的劉立 給予此次年會聚餐活動大力支持。請關注校友
晚會，有五十餘則燈迷，另外還有摸彩，獎 䉠為我們鋼琴伴奏;范菁如校友音樂造詣深厚， 會的網站 www。ntuaa-dfw.org
達福台大校友會不收會費。歡迎你來報到，
品豐盛。項文玲校友安排的餘興節目，包 為我們收集樂譜，並辛勤地製作教唱的音樂帶。
括熱情的拜年歌唱，有趣的團體遊戲，還 我們的校友合唱團，在十月九號的國慶聯歡晚 新 會 員 請 電 郵 會 長 鄧 祖 慶 Email:tsuching有項文玲和廖傾移兩位校友精彩的相聲， 會，首次演唱：教我如何不想她(鄧祖慶獨唱)，及 teng@gmail.com(校友會供稿)

華興中文學校測試孩子學習成效
中文、數學期中考試同日舉行

華興中文學校 2016 年秋季班期
中考，謹訂於 10 月 16 日舉行。
華興中文學校是為了檢視孩子們
的學習成效，每學期的期中考，是掃除
孩子學習懈怠心理，展現自我進步的
測試方式，同時也檢驗孩子學習成果，
及獲得自我學習肯定的機會。而老師
命題的目的、範圍及特點，也是以檢查

學生及掌握上課學習為基礎，且通過
試卷趣味性和靈活性，以重基礎（數學
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
，重能力（中
文寫字能力、閱讀能力、寫作能力和積
累運用能力）等方法測試孩子，而華興
中文學校也希望透過此期中考試所出
的問卷，讓孩子們找出來自己學習的
問題，予以改進。

有用對學習方法那勢必會學得
累，尤其中文課程，學習要有規
劃，並采用適合自身的學習方
華興中文學校也鼓勵家長們能幫 法，才能輕鬆過關。找對好方法
助孩子正確認識到自己的學習狀態， ，孩子對期中考試才信心倍增。
認真落實到學習細節，對於孩子的努 那麼孩子：你准備好了嗎？
華興中文學校是加强以孩
力和進步應進行及時的肯定，而不是
子的實力為辦校的方向
，也以强
過度重視在分數上。期中考試的成績
化孩子德行教育為基礎
，
若有疑問，歡 次蘊主任(中文)972-403-8090，王麗
基本能反映學生在上半學期的學習情
貞(文書)469-879-6972.(華興供稿)
况，對于孩子來說，學習成績的不理想 迎來電：孟敏寬校長 469-789-6858，
首先要考慮的是學習方法的問題，沒 牟立平主任(數學) 214-886-3593，陳

休士頓診所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
推拿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Dr.
Bright Chen, DPM, AACFAS

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伯克利大學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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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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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272.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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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流血的革命新征程的開始：

川普當選對美國，世界和兩岸的影響
美國總統大選終於以地動天摇
的方式結束了，川普以一個政治
界的新手，披襟斬棘衝破了美國
兩黨的精英階級的合力阻撓，眾
多主流媒體的攻擊和貶低，及民
意調查的不利結果而取得了最後
勝利。這個結果決不是偶然的，
它代表了美國人民的覺醒，代表
了不流血的成功革命。人民選擇
了與過去卅年不同的價值觀，嘗
試走與過去不同的道路，這將對
美國，世界，中美關係和兩岸和
平有顛覆性的影響。
無可否認改變這次大選的轉折
點是在距離總統大選日只有十一
天的十月廿八日聯邦調查局局長
科米（James Comey）對希拉蕊任
國務卿期間使用私人電郵處理公
務事件，涉嫌違法重啟調查。 在
此之前主流媒體及評論員們異口
同聲的宣佈了希拉蕊必定當選的
判斷。科米的決定違反了FBI幾十
年不成文規定：在選舉前六十天
之內不採取任何足以影響選情的
新聞宣示，因此他受到了希拉蕊
陣營的猛烈抨擊，和各界人士的
質疑。然而，莫忘記在此之前，
今年七月時科米高調宣佈放棄要
求聯邦檢查官起訴希拉蕊後，她
的陣營從來不吝于高調讚揚科
米，並以FBI的決定做為有效的擋
箭牌躲避一系列對她和比爾幾十
年間貪腐違法的指控！
為什麼科米做了這麼大的轉

陳立家先生《中美合作共創世
界和平新局》一文，道出了善良
人共同的心聲，在下亦馨香祝禱
這一天早日到來。無奈中美兩
國，南轅而北轍，現正走在最大
相距點上。
邦與邦之間，亦如人與人之
間，不外乎三種關係：或戰，或
和，或不戰不和。中美處於哪一
種關係呢？不能只看一時一地，
即使在韓、越打得如火如荼，中
美亦未正式宣戰，故非兩國關係
全貌。若更推前些，晚清積弱招
致的八國聯軍有美國在內，那也
不是兩國之間的戰爭狀態。勒索
到巨額賠款的八國，唯獨美國以
庚子賠款嘉惠了許多中華學子，
培養了一代人才。中華也有反
饋，對美國長期抱有好感，即使
某段時期當局迭掀反美運動，可
是收效甚微，民間大眾親美愛美
崇美如故，今天美國科技的尖端
發 展及經貿的巨大項目都有中華
腦袋在起作用。全面而論，只能
說中美兩國一直處於第三種情
況。
人與人（無論個體或集體）之
間，非因外力而自生的愛惡，必
定是由於內在的互有相投而合，
或互相牴觸而鬥。那麼，中美有
何內在的互相牴觸及互相吸引之
處呢？首先，由移民組成的美
國，其天性崇尚自由自在及誠信
交往。這一點上，與古老的中華
倒有契合之處。幾千年來華人的
最大追求就是“鳶飛魚躍”無拘
無束的境界，君臣朝廷的組合以
及品行操守的培養，都植基於個
人，嚴格講求各盡自己本分，這
與美國異曲同工。所以儘管滿清

◎張文基
變？ 因為他已無法控制住手下辦案
人員的集體反彈壓力！ 近年來對克
林頓夫婦及他們的集團的調查明顯
的指出許許多多犯罪的事實，然
而，由於政治原因奧巴馬的司法
部，國務院和聯邦調察局對希拉蕊
違法違規事件的不起訴，不處罰決
定，使得美國執法中堅人員對領導
階層產生嚴重的不滿，造成士氣低
迷，許多資深探員深為不齒，寧可
犧牲個人退休福利，紛紛請辭。維
琪解密的許多爆料大多是情治界人
士冒險所提供，因為他們不願見到
美國的淪落。雖然十一月六日，迫
於政治壓力，科米再次宣布維持此
前不起訴的決定，然而未能改變選
民對權貴階級貪贓枉法的深痛惡
絕。
我親身觀察了美國四十多年來的
沉淪，能感受到美國百姓的失望挫
折和無奈！他們曾寄希望于小布
希，也寄希望于奧巴馬，但是都失
望了！ 許多感受到自己生活的下降
也看到國債,財政赤字,金融,教育 ,醫
療,福利，邊界管理,反恐無力，貧富
兩極,政府無能,等等問題。而兩黨的
精英人物還是老調重彈，講的冠冕
堂皇而事實上是為幕後的金融寡頭
服務。就在這個時候川普出現了，
他無視許多傳統政治精英的政治正
確套話，指出問題的本質，就像在
枯乾的原野上點起燎原大火。

◎王敬之
末葉因腐敗而遭列強瓜分，唯獨美
國幾乎一無染指。尤其值得吾人再
三思議者，在一度為了別國的利益
中美兩國廝殺得難解難分之際，那
背後挑唆的罪惡帝國建議美國以核
彈制華時，美國堅拒。
兩國刻正處在不戰不和的境地，
雙方當權的內部卻出現了“中美必
有一戰”這種不耐煩和不知死活的
論調。何以會如此呢？還得從人類
本性談起。“弱肉強食”是一切動
物的生存本能，唯大智大慧始悟統
治分兩種：以力服人抑或以理服
人，亦即實行霸道抑或王道。霸道
省事，擺出實力就行；王道費時費
事，必需每個人從檢點自身做起，
“推己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中華聖賢以王道設教，但是
聖賢亦悲歎“王道迂闊而莫為”，
所以湯武革命之後的種種史實記
載，全都基本上屬於霸道。歷朝歷
代不是沒有愛民的統治，可是一律
誤於以天下為私產的傳承制度，即
使偶有王道政治亦如曇花一現，必
為後繼昏君的橫行霸道所斷送。
但王道所包含的中道思想（“允
執厥中”）和恕道思想（“如心之
謂恕”），已經深透到百姓的日用
平常，深印人心。即使尚未能在現
實中造就穩固持久的王道政治，卻
維持了全世界最悠久而從未中斷的
中華文明。晚清末葉，一方面由於
私天下的繼承制度積澱出極端的腐
敗，另方面海禁初開迎來了五花八
門的理論和主義。源自人心中本來
就有的王道思維，樸素簡單，不合
喜新崇奇的口味，所以革命先行者
們，蜂湧的把舶來品的各種主義奉

川普所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他
的許多承諾諸如：改稅法，在 10年
時間內創造2500萬個新就業崗位、
打擊非法移民、為國會議員設立任
期限制、國會議員離任後5年內不
得從事遊說工作、重新談判北美自
由貿易區協定以及廢除現任總統奧
巴馬的醫療改革等，未必能很快立
杆見效，然而，他必須展現領導
力，讓民眾看到新的方向和希望，
顯然民眾相信他的能力。
川普的外交理念將和過去五十年
以來的所有總統不同，他傾向于回
歸美國建國領袖的傳統保守主義政
策： 1.他反對違反美國人民利益的
對外軍事干涉行動，例如過去十幾
年間發生的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
亞戰爭。 2. 他明確的聲明希望和中
國及俄羅斯基於發展共同利益的和
平繁榮友好關系而非戰爭和破壞。
3. 他堅決反對TPP。
可以預期他的當選將緩和當今世
界許多地區，包括東亞的緊張態
勢，雖然在經貿领域將有尖銳的折
衝。TPP的破局對日本和台灣的蔡
英文都是重大打擊。 在這種情勢下
也許有助於兩岸對「共建一中」達
成共識，而穩定的兩岸關係對兩岸
人民及美國人民都是有利的。
2016年是世界各地人民覺醒的一
年，從土耳其，英國，西歐，菲律
賓到美國。島內各政黨如果不能從
中取得教訓，必將被歷史淘汰！

為顛撲不破的真理，各以武力強加
於人，纔有了百年不斷的革命。
古中華專注精神層面。聖賢開其
端，千百年數不盡的諸子百家，不
約而同皆對個人的思維品行，從處
世為人到治國平天下，研究得精微
透徹。個人各盡本分，應“止於至
善”，為臣、為君、為父、為子、
為朋友都有所“止”的標準，不能
過，也不能不及，要恰到好處。以
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也研究人，而大
異其趣，對人間各種關係無暇細
分，但對肉眼所不睹的細胞、菌、
素，對大而無當的星球太空等等研
究透徹，進而上天下地、出神入
化，可是解決不了人與人的種種矛
盾，對耍無賴一籌莫展，甚至對普
通人在性和戀愛上玩新鮮花樣也不
知如何是好，把一切野蠻粗暴全歸
於“恐怖”而愈反愈恐。人間矛
盾，唯王道可解。
現今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各個國
家，對內對外盛行的都是霸道，王
道迄未聞也，中華的百年革命早把
老祖宗傳下的王道學問掃除得乾乾
淨淨。但吾人完全不必犯愁，王道
本由人性而來，並非中華獨得之
秘，花不開此園必能生於別園。人
類終究會懂得王道的，像美國這樣
認認真真維護人性，仔仔細細一點
一滴的格物致知，總有一天會找得
王道的。自毀長城、自將王道拋得
一乾二淨的國家，正在努力摸石子
過河；但摸石子可以過河，卻絕對
找不到只能由良知良能而得的王
道。或許再等個一二百年，從西方
進口王道吧。從歷史的長河來看，
一二百年只如一霎那間而已，要等
也行。

h

社務委員：張紹遷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立家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范湘濤 張文基兼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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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有其普世價值嗎？
民主面面觀系列之二

民主是否有其普世價值？要回答
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弄清楚“民
主”和“普世價值”的定義。“民
主”的定義比較明確，根據韋氏字
典，它是一種由民意決定國家大事
的 政 治 制 度 。 但 何 謂 “普 世 價
值”？我們就得仔細想想了。
由字面上看，“普世價值”應是
一種為絕大多數世人贊同的事物，
體制，或行為規範。它有點像幾何
學中的“公理”。是顯而易見，不
須求證的；而且它還是放諸四海皆
準的。
“民 主 ”真 能 符 合 如 上 的 定 義
嗎？讓我們先看它的普世性，英國
著名政論雜誌“經濟學人”，將當
世167個主要政權（包括台灣，但
不包括約30個超小國家），按其民
主化的程度，分為四大等級。排名
最 前 的 20國 屬 第 一 級 （ 全 面 民
主），排名介於21和79之間的屬第
二級（有瑕疵民主），排名介於
80和116之間的屬第三級（民主集
權混合體），介於117和167之間的
屬第四級（集權政體）。按這個分
類法，今日世上至少仍有超過三分
之一的國家未採用民主制度，因此
民主制度並無其普世性。
再說民主制度便一定勝過其他制
度嗎？倒也不然。各國國情不同，
集權政體有時比民主政體更能照顧
她的人民。讓我們比較世上兩個人

◎張紹遷
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和印度。中共
於1949年建國，印度於1947年脫離
英國獨立，二者當初均一窮二白，
站在同一起跑線上。60多年下來，
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遠快於印度，
2015年中國人均收入是印度人的六
倍多。而在民主化排名榜上，印度
頗為靠前，位列36。中國則名列
136，接近靠尾！
再以兩個小島國家，星加坡和毛
里求斯為例。星加坡1965年被逐出
大馬聯邦，不得已獨立時，國土，
資源，市場樣樣短缺。但在李光耀
近50年“良性獨裁”治理下，星國
奇跡般地成為世上最富有國之一，
其2015年國民人均收入高達5萬6千
多美元！星國的民主排名？不高不
低的74。
毛里求斯原為英國屬地，1968年
獨立時，基建已頗有基礎，建國條
件勝過星加坡。經過近50年的正常
運作，目前她的年平均過民收入約
為一萬一千美元，尚不及星加坡的
五分之一。而毛里求斯的民主排名
則高據第18，是“全面民主“過家
之一。
筆者愚見，民主制度優點很多，
但說它有“普世價值”，不敢苟
同，不敢苟同。

國民黨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
對國民黨我們可以一分為二的
來看：一部分為“獨台”派，大
佬包括馬英九、吳敦義、朱立倫
等；另一部份為“親統”派，主
要人物有洪秀柱、胡志強、蔡正
元等。獨台派心裡想的是台獨，
嘴上講的是“保持現狀”，與綠
營台獨不同的是他們對外親美但
不媚日，但有幾分懼日；對內懼
綠，不敢與民進黨正面衝突，討
好綠營卻失去藍營，同時也被綠
營看扁。由過去八年馬團隊執政
時期的作為，便能看得一清二
楚。親統派正視歷史，有正義
感，也敢講一些尚未被一般台灣
所謂主流民意所接受的觀點，能
為台灣老百姓福祉著想。這次洪
秀柱訪問大陸不卑不亢的表現，
可圈可點。
但是到目前為止親統派仍然走
不出“中華民國”稱號的羈絆，
這在未來中國的統一過程中仍是
一個不大不小的障礙。
北京願意接納洪秀柱團隊的來
訪是一步好棋，起碼能夠起到對
台灣較親中的力量的鼓勵作用。
但若是期望國民黨，以一個整體
來看，在國家統一的過程中起到

◎佟秉宇
主要積極的作用，將是一個過高甚
至錯誤的估計。由習近平會見洪秀
柱團隊時的談話內容，可以看出北
京並沒有過高的期許。統一主要還
得大陸的做法及政策要接地氣，重
點了解台灣各行業老百姓的需求。
其實台灣老百姓要求並不很高，也
就是生活小康，有安全感，社會有
公平正義而已。漁民有漁場，農民
的農作物有市場，年輕人有良好的
就業機會，經濟穩定小幅增長便
可。
最近大陸結合台灣一些藍營人
士，如蔡正元，共同努力營救出台
灣被非洲海盜扣押台灣漁船的輪機
長沈瑞章，便贏得了不少台灣民
心。往後若大陸在沖之鳥200海里
的海域內保護台灣漁民的捕魚權
利，將能贏得更多的台灣民心。
蔡英文政府媚日懼日的做法，
在這次民進黨邱義仁帶頭的對日漁
業談判中表露無遺。口裏自詡“愛
台”，卻處處做着賣台的事。老百
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蔡政府與大陸
做法的差別將日益明顯，台灣回歸
祖國懷抱之日將不遠矣！

Macao and the Philippines – Implications on Political Governance A Citizen's Open Letter to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S.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Abstract
Macao and the Philippines are located in Asia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but sharing
one common fact - colonized by the Western powers. Macao has now a population of nearly
600,000 and a GDP over $46 Billion and a GDP per capita of $55,860 (and kept growing sinc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OCTS) took effect) whereas the Philippines has a population of
about 100 Million, a GDP of $300 Billion and a GDP per capita of $3,050 after being
independent for 70 years. Certainly, the OCTS worked very well for Macao (Hong Kong too!)
but the Philippines has not fared so well. This paper reviews their history and governance
models to fi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ll-text of this articl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ww.us-chinaforum.com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Abstract
No matter who gets elected as the next US President, we hope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keep an open
mind to listen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hile sitting in the Oval Office. This election was distracted
by too many negative smears which overshadowed many important issues. This letter discusses
citizens' views on some important issues in a form of an open letter to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S.
*For the full-text of this articl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ww.us-chinafor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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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外交官兒子的成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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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北極花開

（接上週 B9 版)一次教堂禮拜活動結束時
，泰勒邀請吉婭和麥艮一起吃午餐，吉婭直接
對泰勒說，你心裡其實最想邀請的人是麥艮吧
？就是只想與麥艮一起吃午餐吧？這句十分直
白的話讓泰勒和麥艮的臉都紅了。吉婭繼續說
道：這次我們三人一起吃飯，下次就你們兩人
一起玩吧！ 這層薄薄的窗戶紙一戳就破，這
對彼此心儀很久的帥哥美女終於走在一起了。
因為學習壓力太大，吉婭從此就沒去教堂了，
麥艮也沒有問過吉婭為什麼，或許這就是心照
不宣吧！
麥艮認識泰勒之前已經是匹茲堡大學的二
年級在讀博士生，她的導師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年過 40 仍未與人戀愛，結婚的事就更是不
要提及了。導師對學生的學術研究要求很高，
這讓麥艮產生了奇怪的心理反應：天天做學問
，搞不好自己也會變成導師那樣的大齡女人而
嫁不出去！有了這種想法，麥艮越來越讀不進
書了，對於做學問越來越反感，導師佈置的學
習和研究任務逐漸無法完成，晚上睡眠開始出
現障礙，失眠症越來越嚴重。
因為麥艮是在讀博士生，這種身份對泰勒
產生了很強的激勵作用，覺得自己要配得上麥
艮這樣的美女，至少自己也應該先成為博士在
讀生然後再成為博士。泰勒把自己想申請博士
獎學金的想法告訴麥艮時，麥艮的回答則讓泰
勒有些意想不到：你想讀博士研究生？很好，
我不反對。但我要告訴你，我想停止博士研究
生學習了，我不想為了當學者就變成剩女！特
別不想成為我的導師那樣的老處女！我要有家
庭、有丈夫和兒女！
聽了麥艮的回答，泰勒有些吃驚！他說：
你怎麼可能成為剩女？我可以馬上向你求婚，
結婚後你可以照樣做博士研究生的。
“你喜歡的是麥艮還是居里夫人？我原來
曾經想當居里夫人，現在不想了。因為看到我
的導師年過 40 歲還每天忙碌做學問，無暇戀
愛結婚，現在頭髮都白了，臉上的皺紋越來越
多，再過幾年就是老太婆了，但她目前也僅僅
就是個普通教授而已，離居里夫人那樣偉大的
科學家還差得很遠！”
“我愛的當然是麥艮！不管你繼續讀書還
是退學，我現在就可以向你求婚！只是我目前
很窮，拿不出買鑽戒的錢，這樣一個窮得叮噹
響的男人，你願意嫁嗎？”
“嫁！只要你是自食其力，能夠打工養活
自己就行。”
麥艮真的從匹茲堡大學退學了，不想成為

要敢離，我們就帶你妻兒回國，你呢，
永遠別來看我們！林樺回頭對小倩說，
我們家裏已經鬧成爆炸現場了，別逼我
離婚，只要相愛，不在乎那張紙吧？
“這家夥居然還幻想齊人之福，一
腳把他踢到豬圈裏。”小倩的朋友艾星
說。小倩看見艾星的眼睛很亮，閃爍著
喜悅的光。小倩心想，她表面上幫我說
話，可內心還是免不了幸災樂禍。小倩
比艾星聰明漂亮，職場和情場都比艾星
順暢，艾星心懷不滿，舊怨沈在心底，
現在總算能找到一點平衡。
不僅艾星看她的笑話，周圍的華人
都把小倩當成好戲在欣賞。林樺不離婚
，把小倩吊在半空中，小倩回頭想看前
夫，結果前夫找了個小留學生，比小倩
嬌媚水嫩。報應來得如此之快，居然連
一帆風順的工作也開始坎坷起來。
那天小倩在部門內部作一個演講報
告，看見同事們神色奇怪，她氣定神閑
闡述完了，居然沒人提問，大家都在回
避她。到底出了什麽事，她低頭一看，
嚇得魂飛魄散，裙子下麵掛了一條蕾絲
小內褲！還得意洋洋地搖來晃去，誰在
存心害她啊？她後來慢慢回憶，應該是
洗衣機裏的事故，內褲和裙子纏在了一
起，而她出門前慌慌張張沒有梳理幹淨
。
還有更倒黴的事在後面。總裁心血
來潮，突然光臨技術部。衆人誠惶誠恐
，總裁倒是一臉慈祥的笑，說是順路看
看大家，辛苦了，辛苦了，沒有你們的
奉獻，公司也沒有今天。小倩看見總裁
穿的體恤上印了個可愛的小女孩，那眉
眼一看就是總裁的親人。她想也不想便
說，這小女孩好甜心，是你的孫女吧？
總裁的臉突然就陰成了暴雨前的天，他
嗡聲嗡氣說，這是我女兒！
六十幾歲的人，怎麽可能有四五歲
的女兒？小倩難道不知道嗎？總裁在外
面私約超模，超模給她生了孩子才轉正
。總裁跟川普是好朋友，兩個人在女人
的品味上也有同樣的嗜好，都是離開了
前妻再娶超模。這故事在公司流傳了好
幾個版本，那天小倩怎麽了？突然間神
經短路，問出那麽愚蠢白癡的問題。
小倩煩透了，辦公室的人又開始大
聲喧嘩，對美國大選血脈憤張。菲碧說
，既然川普跟總裁的朋友，那就選他吧
，聽說只要川普上了台，公司就會在阿
拉斯加擴建新的石油管道，這些管道走
的是出口路線。托尼搖頭說，他就一瘋
老頭，上臺後搖身一變，什麽承諾都忘
了。菲碧問他，那希拉裏你敢選嗎？小
倩聽了，一陣胡思亂想：若是希拉裏能
改變我的命運，我會選她。
一個機會突然擺在小倩的面前。公
司在阿拉斯加的石油基地日益壯大，各
行各業的人都需要。為了支援北疆建設
，有份兩個月的短期合同，部門必須派
一個人前去。部門員工大都拖家帶口，
兩三個單身漢也有戀人在身邊，小倩便

大使，要爭取到美國的最大利益，別說外交
學院的博士高材生，就是我們這樣的專業老
外交家也會很棘手，也難免會犯錯誤，在這
樣的國家當大使，需要的是實力派外交家。
而以你目前的學問水準和資歷，離實力外交
家相距甚遠！當然，除俄國和中國這樣複雜
的國家外，還有就是誰也不想去的危險國家
，在那些國家當大使，需要的是獻身派外交
家，因為會經常遭受生命威脅！你說，你想
成為哪一種國家的大使？”泰勒父親稍作停
頓，看兒子有什麼反應。
“偶像派我沒機會，實力派我沒實力
，獻身派我又確實不想當。”泰勒笑笑地
回答，感到有些氣餒。
“如果要成為實力派外交家，上外交
學院只是一個最初的起點！要成為偶像派
外交家，其實也離不開實力，不是外交能
力的實力，而是經濟實力！”
“什麼？經濟實力？”泰勒感到驚訝
。
“每一屆總統大選時，總統競選人都
需要大把的財力，錢從何出來？要有人贊
助啊！預備當總統的人，募集大筆款項時
就會私下賣官位，大使職位就是私下的一
個大賣點！而某些大富豪，雖然富有，卻
沒有高貴啊！只要能夠變得高貴，他們不
在乎出錢的，對於大富豪來說，錢算什麼
呀？比如說美國駐英國大使館，建築是很
漂亮的，可是年久失修了，有點破舊，這
時派一個大富豪去當大使，他就自己掏錢
去維修。日本歷任的美國駐日本大使都是
這樣的人。美國與這些國家之間沒有太多
的政治糾紛，只需派個有錢的偶像去就很
稱職了。”
“照你這樣說來，我這輩子就別想當
外 交 官 了 ？ 我 現 在 才 25 歲 ， 您 當 外 交 官 時
也就這個年紀，難道我真的就一點辦法都
沒有了？”泰勒還是有點不甘心。
“中國有句成語：有心栽花花不開，
無心插柳柳成蔭。我學的是法律，沒上過
外交學院，我最初到日本僅僅是當外交官
的助手，當助手期間學到的東西遠比在外
交學院來得扎實。”
“那從現在起，我就當您的助手？”
泰勒打上了跟父親學習外交的主意。
“讓你當我的助手？我現在又不是私
人財團老闆，我是在跟奧巴馬總統打工，
他能同意你當他助手的助手？”泰勒父親

自告奮勇揭了標。小倩知道，公司的石
油基地離北極很近，能看見絢爛的極光
，極光能量強大，能改變人的磁場。磁
場變了，好運肯定會來。
石油基地在 Fairbank 的北面，基地
的常駐人口都是工作人員和家屬。這裏
的動物比人多，北極熊和白狐狸，棕熊
和黑熊、麋鹿和梅花鹿，走在路上隨時
與它們打照面。生活條件比想像的艱苦
，超市裏沒有美國本土眼花繚亂的食品
和水果，倒是魚蝦和雪蟹便宜新鮮。公
司的辦公大樓不是鋼筋水泥大樓，而是
簡單粗笨的汽車房，職工宿舍也是類似
的可移動建築。宿舍和辦公樓之間有全
封閉的暖氣走廊。阿拉斯加大半年冰天
雪地，必須保障室內溫暖如春。
8 月是阿拉斯加的黃金季節，週末
得了空，她總是開車出去玩，粉紅霞光
中的冰川讓她興奮得想縱情高唱，流連
忘返中不知道暮色已濃，擡頭的瞬間突
然發現天空有綠光輕紗曼舞，柔媚翩飛
，如天宮的仙子回風舞雪。這就是阿拉
斯加的極光！她張大了嘴，屏住呼吸，
碧綠色的極光突然幻化成雲紫色，紫色
的宮殿光芒萬丈。小倩已經無法控制自
己，一股神秘的力量誘惑她朝前走，朝
前走，眨眼之間，極光遠去了，不打一
聲招呼就即刻謝幕。這時候，小倩看見
一條巍峨的巨龍，以氣吞萬裏之勢，呼
嘯盤旋在夜空下，山河為之相守，天地
為之呼應。是真龍現身嗎？小倩閉眼又
睜眼，什麽巨龍啊！不就是石油管道嗎
？阿拉斯加的石油運輸線，從北冰洋縱
貫到太平洋。她想起托尼說過，如果川
普上臺，公司還要擴建運輸管道。
正在胡思亂想間，兩頭龐然大物在
管道下蹣跚而行，再仔細一看，小倩嚇
得尖叫起來，一大一小的兩頭北極熊，
正以悠閑的步子朝她的方向走來，還不
快跑！這荒郊野林的，被北極熊當了晚
餐，變成北極熊的一堆糞便，那有多冤
枉憋屈啊！但是太糟了，小倩的腳步聲
驚了小熊，母熊護子的本能一旦爆發，
小倩能往哪兒逃，人跑得過熊嗎？小倩
只能向萬能的神祈禱：求求您，保佑保
佑我吧，實在不想變成一堆狗熊大便。
一輛越野吉普車從天而降，那耀眼
的高燈向母熊射去，母熊停止了奔跑。
北極熊還挺有自知之明，明白不是吉普
的對手。吉普車上下來一個人，扶起嚇
癱在地的小倩，用英文對她說，怎麽一
個人跑到這兒來了？知道這裏有多危險
嗎？小倩依然還沒有從恐嚇中恢複過來
，口齒不清地說，我剛到這裏，不瞭解
有熊出沒。這時候對方突然改用中文：
聽你的口音，應該來自南方吧？
北極熊成全的一段緣。小倩現在知
道了，他叫羅雪峰，是個畫家，目前在
Fairbank 一家大學當油畫老師。小倩說，
FairBank 的華人很少，想不到還有華人
畫家。雪峰說，我在這裏呆了 8 年，從
沒見外州來的華人工程師，居然還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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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北加州的矽穀是深藍色的民主黨地
區，所以除了在新聞報導上看看熱鬧之外，
總統大選前的週末並沒有什麼本地的政治活
動。倒是有好些華人社區的藝文活動，例如
音樂和畫展等，讓我們學到如何去欣賞藝術
和親情間的交流。
擠在週五傍晚的車流裡，趕到位於矽穀
中心的一個音樂與藝術社區學校（Community School of Music and Art CSMA），同一百多
位來自社區裡的中美觀眾欣賞了他們精心安
排的一個國畫展和國樂表演。根據漢可凡小
姐（圖一）的解說，這個畫展是她家人為了
紀念她外婆徐行之的一百週年冥誕而舉辦

的。像其他在民國初年出生的人一樣，徐
行之也經歷過很多戰亂和流浪的生活，然
後隨著兩百萬軍民於 1948 年到達台灣。在
那兒，她在忙家務之外，有幸跟名畫家黃
君璧先生學習國畫。後來她又隨著潮流來
到美國，直到年老後再搬回台灣終老，已
於 2010 年謝世。後來她的女婿漢寶德等親
友整理她多年來的國畫作品（圖二），用
來紀念她一生的愛好。當天所展示的，除
了她的多幅國畫，還有些家族的相片等，
都將展示到感恩節。
看了畫展後，又在那兒欣賞到漢聲國
樂團的趙揚琴和趙剛琴姊妹的表演（圖三

偶爾又想起請吃吃請的那些事來。
那時我還在一個部門單位上班。一個週五臨下班時，我
問同事老呂：“這個週末有什麼打算啊？若有空，一起去古
兜山觀光攝影好嗎？”老呂與我同事多年，為人口直心快，
和我幾乎無所不談。他說：“週六上午全家出動，請小舅子
一家喝早茶吃午飯，上周他們請過我們，禮尚往來，不回請
不好意思；晚上呢，要請廣州來的朋友吃頓飯，唱唱卡拉 OK
，他是×局副局長，我上次去省城辦事就是他幫的忙，明天
他回老家探親，趁機會還他個人情。”“那麼，星期天可以
吧？”老呂繼續說：“早幾天就有個老鄉約我吃飯，說是有
事找我幫忙，我已答應他了，星期天中午，星華酒店……你
看，排得滿滿的，週末比上班還忙，哪有時間自由行動啊!”
我說：“你面子大，關係多，又請吃，又吃請，真是豐富多
彩。不像我，週末就是和老婆孩子在一起。”老呂似笑非笑
，一臉的無奈。週一上班，我問他感覺如何，他說：“忙是
忙一點，但習慣了，也沒什麼。”
像這樣的請吃吃請茶飲飯局，在中國司空見慣，不足為
怪。這或許與中國人熱情好客、禮尚往來的傳統習慣有關。
老呂是習慣了，很多人都習慣了；但我怎麼也不習慣，既不
喜歡吃請，也不喜歡請吃。不喜歡吃請，是因為自己篤信天
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自己沒權沒勢，又膽小怕事，沒什麼能
耐為別人辦事謀利，生怕吃了人家的請而沒辦成人家的事，

）。由她們用揚琴和古箏所 表 演 的 幾 首 有
名 的 國 樂 曲 如 平 湖 秋 月等，可以看到兩個
姊妹間情誼的交流。此外，她們還邀請了
兩位觀眾上臺，使用不同的打擊樂器，一
起表演了一套樂曲。讓我們覺得國樂也有
通俗的一面，可以讓我們一起同樂。
週日那天，放棄了去北灣柏克萊劇場
，聽一個中美合唱團表演“歲月甘泉“合
唱 曲 的 機 會 。 趕 到 去 年 在 南 灣 學 習這套合
唱曲的老地方，參加了一個由矽穀合唱藝術
聯盟主辦的講座。在那兩個多小時的講座中
，我們近百位喜愛合唱的人聽到張湘英和方
麗婭老師（圖三）先後講解發音的技術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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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好氣又好笑。
泰勒有些茫然了，自己的美好願景難
道永遠是一場空？不服氣的泰勒決心要改
變自己的處境和命運，他要努力奮鬥爭取
拿到外交大學的博士獎學金，做一隻涅槃
的鳳凰，在烈火中再生。
一年後，泰勒成為匹茲堡市政府公務
員，麥艮成為中學化學教師，他們在教堂
舉辦了簡單的婚禮。在他們的婚禮上，剛
參 加 工 作 一 個 月 的 吉 婭 給 了 1000 美 元 的 支
票作為送給他們的結婚禮金，那是吉婭第
一個月工資的三分之一。麥艮拿到這張支
票說了一聲謝謝，然後馬上就把支票捐給
了 教 會 。 婚 禮 後 ， 麥 艮 和 泰 勒回到他們的
“新房”，那是租用的一戶人家的頂層閣樓，
房間很小很矮，不到 10 平米，1 米 82 的泰勒只
能彎腰進出這間閣樓房間，要上衛生間的話，
他們還得下樓用戶主在客廳的共用衛生間，煮
飯也是要等戶主不用廚房時，他們才能自己烹
飪食品。吉婭問他們為何如此節省？兩人都說
上大學的學生貸款還沒有還清。吉婭說：你們
經濟這麼困難，還把我送給你們結婚的 1000 美
元捐給了教會？麥艮說，捐款給教會是我的信
仰決定的，與我是否富有或者貧窮無關。
幾年過去了，泰勒與麥艮的工作似乎沒什
麼變化，正當我們以為他們就會這樣默默無聞
地度過一生時，今年夏天他們通過電話向吉婭
傳來一個好消息：泰勒申請到了塔夫茨大學波士頓
校區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博士研究生全額獎學金！
麥艮說他們夫妻兩都已經辭去了在匹茲堡的工作
，正在搬家去波士頓。泰勒說自己的奮鬥目標是
將來到東亞去做外交官，因為自己對東亞文化比
較瞭解，不是去做偶像派外交官，而是要做實力
派外交官，最理想就是做美國駐中國大使。而麥
艮則說，泰勒如果能夠去中國當大使，那我就成了
中國人心目中最美麗的大使夫人，那簡直是太美
妙的事情！
泰勒最終能否如願成為美國駐中國大使這
件事還得多年後才會有結果，但無論如何，看
到泰勒如今的成長進步倒是讓我們很欣喜，也
很佩服他步入社會後，能夠迅速丟掉官二代富
二代的公子哥兒習氣，全靠自己打拼奮鬥來改
變人生前途。他今天成為了外交學博士研究
生、至少在實力派外交家的道路上邁進了堅
實的一步，只要他繼續努力，將來就大有希
望成為美國傑出的外交家！“將門無 犬 子 ！
” 我們衷心期望，這個傑出外交官的兒
子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工程師，你一個人跑來阿拉斯加幹什麽
？小倩聽了，低頭半天沒有說話，雪峰
見她面有難色也不再追問。
阿拉斯加的九月已經變得冰涼，紛
飛的雪花中，兩人都知道了對方的故事
，故事裏掛著彼此的影子。跟小倩一樣
，雪峰最初的婚姻平淡無味，心頭壓抑
著委屈。自從在咖啡館邂逅一個叫蘋的
女子，兩個人便天昏地暗地相愛了。都
是有伴侶的人，離婚就是一場惡戰，雖
然走到一起，但是一身的傷痕。洛杉磯
的親友不理解他們，到處是白眼和冷臉
。他們幹脆北上，去地廣人稀的阿拉斯
加重新開始。那年夏天，他們開車去了
北極，路途中她生病了，躺在床上渾身
無力，他以為就是一般的感冒發燒，吃
吃藥，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第二天她
再也沒有醒來。他的前妻曾咬牙切齒地
對他喊：“我要咒你和狐狸精不得好死
。“
小倩後來問雪峰，你們去北極幹什
麽。雪峰說，去北極看花。小倩叫了起
來，北極那麽冷，居然還有花開？雪峰
說，你不知道，那片花海美得讓人悲傷
。小倩不懂，哪來的悲傷？他說，一年
開一次，一次就只有幾天，所以開得燦
爛，謝得悲壯。
雪峰的工作室裏掛滿了油畫，有幅
畫就是絢爛至極的北極花海，花海的邊
際是巍峨綿延的雪山。小倩還看見一幅
白衣女子的肖像畫，貞靜幽嫻的神態讓
人想起阿拉斯加的月光。她眼睛清澈幹
淨，孩童一樣的明亮，誰能相信她也是
鬧過離婚的女人？難怪雪峰對她一見鍾
情，念念不忘，為她打得頭破血流，但
兩人終究還是無法天長地久。小倩歎了
一聲氣，繼續看他的畫，畫裏有種植物
很奇特，顏色雪白，毛茸茸的開得特別
可愛。雪峰告訴他這叫棉花草，愛斯基
摩人喜歡用它來當燃料，跟海豹油混在
一起燃燒，做成照明燈，放在他們的冰
屋裏，可以溫暖漫長的冬夜。
小倩問雪峰，阿拉斯加的冬夜有
多長。雪峰說，根本就沒有白天，全是
黑夜。小倩說，你平日裏又沒有朋友，
怎麽熬過來的？雪峰說，我就保持正常
的生活規律，到了時間該起床就起床，
該跑步就跑步。小倩又問，那夏天呢？
雪峰說，夏天沒有夜，有那麽兩個月，
太陽掛在空中，半夜兩點還不下山，當
地人稱之為午夜陽光。他指著一幅油畫
對她說，這就是午夜陽光。她看見畫裏
的太陽紅得像個鴨蛋黃，而天空呈現出
玫瑰色的神秘，映照著蜿蜒朝前的石油
管道，管道延伸到海岸線，海岸線有一
堆什麽東西，血淋淋的，看著好難受。
雪峰跟小倩解釋，那是鯨魚的屍
體。每年夏天是愛斯基摩人的捕鯨季節
，捕上來的鯨魚就地處理，切割分類的
肉堆積如山。血把海水染紅了，空氣中
彌漫的血腥味招來了北極熊。獵物怎能
讓北極熊侵佔？獵手們朝天開槍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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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背後罵娘，甚至被告上法庭。即便是親朋好友真誠的請吃
，也是能推就推，可避則避，省得為“禮尚往來”而操心。
不喜歡請吃，是因為自己有點清高，不輕易下跪求人，又不
諳邪門歪道，不善交際應酬，且個性好靜，不喜熱鬧，視外
出就餐為負累。妻子常常笑話我不食人間煙火，責怪我不帶
她上酒樓餐館享口福湊熱鬧，抱怨我不會像某某那樣請吃送
禮疏通關係，為自家撈點好處。沒辦法，性格決定命運嘛。
誠然，我不是仙人，既不能完全免俗，也沒辦法超凡脫
俗。要生存，要生活，有的時候也得請吃或吃請。不請吃，
擔心應解決的問題解決不了；不吃請，擔心別人說自己無情
無義目中無人。於是乎，跟風隨俗也好，迫於無奈也罷，請
吃也好，吃請也罷，事到臨頭，躲也躲不開，逃也逃不了，
唯有乖乖就範。酒樓食店，鮑魚青菜，鋪張節儉，任人評說
。
來到美國以後，換了個生活空間，沒有了請吃吃請的氛
圍，也就不存什麼脫俗免俗的了。美國人家庭觀念比較強，
工作之餘盡在家裡與家人共處，週末假日多半也是以家庭為
單位活動。即便是親朋好友，平日也很少交往，更談不上請
吃或吃請。再者，出門辦事根本不用請托，諸如孩子轉學、
申請公寓以及辦這個證那個證等等，按規矩操辦就行了，無
捷徑可走，沒後門可鑽，急也急不得，請托也沒用。幾年來
，我也曾向有關部門申辦過好幾件事，有些事對本人來說非

蔡老師
臺表演時要注意的地方。根據她們多年親身
專業和教學的經驗，她們親自示範如何發聲
和配合曲調。也請了幾位學生，包括歲月知
青的海燕和幾個小孩子們（圖四）先後上臺
做示範。基本上，我們唱歌時必須要全身放
鬆，但是也要專心，把握狀態，才能做一個
快樂的好歌手等。
參加合唱活動也有三十多年了，但這是
在合唱團隊之外，第一次由專業老師那兒聽
到一些實際的開導。隨著歲月的流逝，也許
我們都可以由社區的藝文活動中，例如合唱
團隊和書友會的活動裡學到一些新的知識，
協助保持自己的童真。

錢錚
常重要，時間也很緊迫，但從沒因此而請吃或送禮什麼的。
這原因有三： 一，為辦事而請吃送禮行賄是違法的，不敢請
不敢送；二，公務辦事程式都是規範化，幾乎都是書信或電
子郵件來往，不知道誰是頭頭誰拍的板，無從請無從送；三
，不請吃不送禮問題也能解決，事情也能辦妥，何必請何必
送？少了請吃，少了吃請，也就少了應酬，少了煩惱，落得
個輕鬆清靜、心安理得，既有利於保健養生，更有利於讀書
作文，善哉！
不久前有一位剛移民的朋友給我打電話：“我申
請××××，很急，有什麼辦法可以快一點搞定嗎？”言下
之意不言而喻。因為是舊交，我不客氣的提醒他：你就按規
定按要求如實填好表格遞交申請就行了，順其自然，聽天由
命，千萬別想什麼邪門歪道，搞請吃送禮那一套。我還向他
說了媒體報導過的兩個案例：2012 年 4 月，美國愛荷華州一留
學生涉嫌強姦女房東而被捕，其父聞訊趕緊來美，試圖用錢
讓受害者改口供，結果是因行賄入獄；今年 3 月 30 日，在洛
杉磯地區發生的留學生綁架案，在審理過程中，6 名被告留學
生之中的一名學生家長試圖花錢消災，結果是涉嫌賄賂證人
而被抓。我認真的對朋友說，有的人來到美國，不問行情，
不守規矩，為了不正當得利而不擇手段，動輒就請吃送禮，
以為花錢就能“擺平”，結果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哎，請吃吃請，五味雜陳，何以評說？

北極熊哪吃那一套？繼續靠近鯨魚大肉
。沒辦法，獵手只好朝北極熊開槍。北
極熊是稀有的保護動物，一般人槍殺它
絕對是大罪，但愛斯基摩人有特權。事
關維生大計，鯨魚是他們整個寒冬的食
物。
雪峰說，對於鋪設石油管道，愛斯
基摩人早期強烈抗議，政府也沒有辦法
，但是石油公司有辦法，他們用重金去
賄賂愛斯基摩人的首領，還答應修路建
房子，讓他們享受現代化的方便和舒適
，這些年反對的聲音小多了。小倩聽了
笑道，只要錢到了位，沒有辦不了的事
情，美國總統競選不就是靠錢堆出來的
嗎？只要川普上臺，公司將計劃石油出
口，到時還要擴建運輸管道線，估計又
得賄賂愛斯基摩人。
雪峰說，如果擴建運輸管道線，
你還會來嗎？這句話似有弦外之音，讓
小倩的心頭為之一顫。她知道雪峰的心
埋著永遠的愛人，還有空間給其他人暫
居？室外天寒地凍，她常在他的家裏過
夜，但是兩人各住一室，彼此就當是哥
們好友。她喜歡看他的油畫，聽他講述
在雪山和苔原的探險。他喜歡她熬的火
鍋，不辣微甜， 帶 著 滋 心 潤 肺 的 暖 香
。
她成長在成渝公路線上的一個小
城，移民前曾在成都讀書。她認為自
做的川菜拿得出手，外地朋友贊不絕
口，但是四川人不屑一顧，包括他的
前夫，認為她的川菜太不正宗。川菜
在她的手中已經改良，麻辣魚添了橘
皮，麻婆豆腐沒有花椒，夫妻肺片居
然有乳酪味！老鄉們集體責問她：你
到底是不是四川人？水煮魚放這麽多
糖，存心要搞死我們啊？
小倩認為川菜大麻大辣，用糖可
以衝緩它的兇猛，這樣的菜恰好迎合
了雪峰的舌頭。雪峰來自江南，自小
吃帶糖的菜長大，他表揚她，你的川
菜天下一絕。她能感覺他喜歡她，但
是光靠美食能天長地久嗎？他的那個
女人，連同北極花開，依然在他心裏
癡醉纏綿。
阿 拉 斯 加的合同快得像一道閃電
。她就要啓程了，回到陽光明媚的德克
薩斯。他送她去機場，他問她，什麽時
候還能再見你？她回答得模擬兩可：或
許等北極的花開了。他說，北極的花期
很短，我們的時間也不多。她點頭說，
我知道。
回到德克薩斯的小倩最關心美國大
選。投票的前一天，辦公室依然吵得烏
煙瘴氣，菲碧說，看川普近日的表現，
就是一醜態百出的瘋老頭。托尼說，瘋
老頭最好別當總統，那就選老巫婆吧。
小倩大聲說，我不希望巫婆當選。
誰當總統？答案馬上揭曉。小倩突
然心靜如水，不管是誰，等到北極花開
，她會再次出發。

中興牙科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色服務

盧小倩眼大頭暈，辦公室吵成一片
。這是一家石油公司的技術部門，衆人
爭得臉紅脖子粗，不是為了工作，而是
誰將入主白宮，成為美國新總統。曉茜
的頂頭上司菲碧，一個棕眼黃發的美國
女子，正義憤填膺地大聲嚷嚷：這就是
我們美國！堂堂這麽大的國家，似乎到
處都是人材，怎麽就選不出兩個像樣的
候選人？技術主管托尼說：你說我們怎
麽選，川普，一個思想怪異，行為變態
的瘋子！希拉裏，世界上還有比她更邪
惡的巫婆嗎？小倩在一旁介面道：瘋子
對決巫婆，你總得選一個吧，要不就棄
權。
菲碧哼道：誰在控制白宮？怎麽會
出現如此醜陋的局面？托尼說：這個你
不知道嗎？美國 158 個家族，大半的競
選經費由他們出，誰想進白宮的門也是
他們說了算。菲碧說：就算他們指定，
弄出一個稍微正常的，有那麽困難嗎？
托尼故作深沈地說：有些交易見不得光
，你我平民是看不見的。菲碧說，聽說
我們的總裁也是總統競選的捐助人。托
尼說：這個早就不是新聞了，捐助的家
族產業主要集中在金融和石油。大家都
懂的，華爾街的金融大鱷和德州的石油
大亨。
小倩工作的地方是德克薩斯赫赫有
名的石油集團總部，據說總裁家的商業
飛機就有好幾架，飛行員配了兩個，總
裁可以跟美國的上層直接對話。這是一
個看錢說話的世界，可是這些跟小倩有
什麽關系？她不過是個靠工資吃飯的普
通女子，她的煩惱一天天在加重。
什麽煩惱？慢慢說來。小倩本是個
有家的人，但婚後同丈夫的交流越來越
少，有意無意間，跟一個華人工程師林
樺搞出了浪漫。兩人都動了真情，約好
一起離婚，然後永遠在一起。小倩回了
家，沒費什麽勁就把丈夫變成了前夫，
但是林樺卻半天沒有動靜，說是孩子才
三歲，妻子堅決不離，林樺的父母得知
兒子想分家的邪念，匆忙飛到美國，對
他一番批評教育，母親甚至威脅他，你

學者教授。根據自身條件，她決定今後的職業
方向是當中小學教師，走這條道路學術要求不
是很高，以她目前的學歷只需要考取教師資格
證就可申請中小學教師工作了。
因為與麥艮相戀，泰勒似乎一下就成長了
很多，覺得一個男子漢應該頂天立地，要能夠
保護家人，做全家人的經濟支柱，要成為這樣
的男人，還必須努力奮鬥。泰勒開始策劃自己
人生目標和努力方向，他決定先申請一份相對
輕鬆的政府公務員工作，一邊工作賺錢一邊抽
時間努力學習和考試，之後再準備申請外交博
士獎學金，期望自己最終能夠像他父親那樣成
為美國的傑出外交家。
泰勒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的外交官父親，
父親則有些不以為然，他說：外交學院的學生
大部分都成不了外交家，正如作家多數不是語
文專業畢業，歌唱家很多也不是音樂學院教出
來的。要成為外交家，一是要有外交才華和悟
性，另一個是要有管道！
“管道！？難道你就不是我的管道？”
泰勒有些不理解的問他的父親。
“我成不了你的管道！不是我想或者不
想的問題，而是我根本就沒有這個力量。要
成為外交官，這當中的水有多深，你們外界
的人是萬萬想不到的。我能夠成為外交家，
也是許多巧合力量造成的。要把我走過的道
路完全複製到你的身上，成功的希望微乎其
微！”
“有那麼難嗎？”泰勒還是不解。
“有人難，也有人不難。要成為外交官
，有些人易如反掌，從未受過任何外交訓練
和學習的人照樣可以當外交官！去那些與美
國關係良好的國家當大使，比如說英國、日
本、加拿大之類的國家，這是一個肥缺，誰
到了那個位置都能當好外交官。因為在這些
友好國家當外交官，不用費多少心思和精力
，沒讀過外交大學博士照樣成為好大使，只
需要懂得社交禮儀就可以輕鬆應對，每天就
是過上流社會的交際生活，在英國時不時見
見女王，在日本偶爾見見天皇，在這類國家
當大使的，都是些偶像派外交官。像你這樣
讀書不用功，會玩會耍又懂得一些外國禮儀
的花花公子，完全有能力當偶像外交官。但
你怎樣才能得到那樣的肥缺？哪個總統會把
這樣的肥缺給你？憑什麼會給你？就憑你是
我的兒子？除非我成了美國總統！當外交官
我算是稱職，當總統，我就沒那個本事了。
如果要成為可以去俄國、中國那樣的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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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FIRST CENTRAL DENTAL
˙20 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 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 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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