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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您能抽出一分鐘
填寫我們的讀者調查問卷

掃一掃訂閱電子期刊
每月送達您的郵箱

我們期待您的來稿

奥斯汀第一華人媒體助您一臂之力

我們接受讀者來稿并刊登在我們的雜誌和電子平台上，題材和體裁不限於

．詩歌、散文、短篇小說
．新聞、社區文章
．攝影、藝術作品
．奥斯汀資訊科普

請將作品發送至：TCN@REALholdingsllc.com
您的作品一旦被選中發佈，您將免費收到有您作品的月刊一份。

我們刊登各個類型的廣告，包括 1/4，1/2，整頁和封底。

此外，如果您需要刊登分類廣告，德州首府新聞也是您最好的選擇。

聯繫方式  郵件 TCN@REALholdingsllc.com
    電話 785-340-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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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nk-182 & Lil Wayne
8/1/19 7pm
Del Valle

Blink-182 是 1992 年在加利福尼亞州波威成
立 的 美 國 搖 滾 樂 隊 .Dwayne Michael Carter 
Jr.，被熟知為 Lil Wayne，是美國說唱歌手，
歌手，詞曲作者，唱片執行官，企業家和
演員。

Zilker 夏季露天音樂劇
8/1/19-8/17/19 
Zilker Hillside Theatre

帶上毯子，與家人一同參加今年 Zilker Park
舉辦的露天音樂節！今年上映的是《小美
人魚》。音樂劇于週四至週日晚 8:15 左右
開始。

Blues on the Green
8/7/19
Zilker Park

奧斯汀夏季的傳統節目，帶上你的毯子和

與家人一起，前往 Zilker 公園。奧斯汀最

大的免費音樂會系列將於 5 月至 8 月每月

舉行，有眾多當地頂級樂隊的表演。

Austin Pride Festival & Parade 
8/10/19
Fiesta Garden

骄傲节是德克薩斯州中部最大的年度男女

同性戀宣傳和籌款活動。數十個非營利組

織和社交俱樂部將音樂節作為一個平台，

为成千上萬的與會者提供信息和互動。每

年無數人都會找到新的組織加入，為志願

者提供支持和機會。



每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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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漫奧斯汀
8/16/19 ﹣ 8/18/2019
Crown Plaza Hotel

動漫奧斯汀將於 2019 年在奧斯汀皇冠假日
酒店回歸。 作為奧斯汀地區新鮮的動漫體
驗，他們努力使每年比上一年更好。 動漫
奧斯汀是一個您可以享受日本動畫，流行
文化，視頻和棋盤遊戲，以及分享角色扮
演社區的地方。

蝙蝠節
8/24/19
Congress Avenue Bridge

為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蝙蝠群，(150 萬墨
西哥無尾蝙蝠，在安理查德國會街大橋下
佔據季節性住所）奧斯汀將舉行慶祝活動，
讓人們觀看蝙蝠在夜幕中飛行。您可以在
這一天享受現場音樂，兒童活動，服裝比
賽等。

奧斯汀 Chronicle 辣醬節
8/25/19
Fiesta Gardens

如果你想在今年夏天擊敗熱度，那麼你必
須吃辣！加入奧斯汀紀事報，參加世界上
最大的辣醬節之一，每年有多達 10,000 名
觀眾。
www.austinchronicle.com

All Genders, Lifestyles and Identities Film 
Festival (aGLIFF)
8/22/19 ﹣ 8/25/2019
Various Locations

GLIFF 是西南地區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男
女同性戀電影節，也是奧斯汀最大的 LGBTQI 
+ 文化活動。在 8 月體驗這個節日，並觀看城
鎮周圍的電影放映。



趣聞快訊

這個夏天，各大票房炸彈讓影迷目不暇接，為了讓
本地愛好者收益，Alamo Drafthouse 特別推出了夏季
通行證，這和之前電影節通票的概念相似。電影愛
好者可以付一定月費，每一天都可以去 Alamo 觀看
一部電影，這讓持有通行證的朋友可以免於在門口
排隊買票，直接在 Alamo 的手機應用上就可以一鍵
選擇自己喜歡的電影了。

現在具體的價格還沒有出來，但如果想申請的朋友
可 以 通 過 https://drafthouse.com/victory/seasonpass 加
入等待名單申請。

20 多年來，South 1st street 上的的“來自奧斯汀的問候”
明信片壁畫迎接了許許多多當地居民和遊客。這張
明信片塗鴉位於 Bouldin 的 Roadhouse Relics 旁邊，
在成為奧斯汀的標誌之前就已經成為了社區著名藝
術品。

7 月 17 日，Roadhouse Relics 的 主 人 Senders 發 現 塗
鴉被人蓄意破壞，用藍色的噴漆噴上了“歡迎來到
奧斯汀，別忘了離開”字樣。Senders 立馬在 90 華
氏度的高溫中清洗起來。壁畫本身具有一層保護層，
但是還是難以完全清除破壞者留下來的字樣。這幅
壁畫完成於 1997 年，這麼多年來一直被拍照的新婚
夫婦和遊客所喜愛，它是奧斯汀精神的一部份。壁
畫的原作者 Rory Skagen 將于週末重新繪製壁畫修復
它。

隨著奧斯汀的經濟騰飛，自由職業這一概念也越來越火。
據統計，奥斯汀的自由职业者社区是德州乃至全美最大
社區之一。 这项由自由市场 Fiverr 委托并由市场研究公
司 Rockbridge Associates 进行的研究表明，奥斯汀是有
預計 67,044 名熟练自由职业者的家园，他们在 2018 年
创造了近 27 亿美元的收入，比 2017 年的财务收入增长
了 7.5％。所謂“熟練自由職業者”，是除開 Uber、Lift
等，具有技術和經驗的自由職業者，主要職業包括軟件
程序員、設計師等。

根据这项研究，奥斯汀的自由職業者規模在美国主要
城市地区排名第三，在全美排名第 18 位，这是基於熟
练自由职业者的劳动力规模以及产生的收入得出的。
从 2017 年到 2018 年，奥斯汀的熟练自由职业者人数增
长了 7.4％。 根据这项研究，从 2011 年到 2016 年，奥
斯汀的熟练自由职业者社区增长了 26％，收入增长了
31％。该研究将奥斯汀和纳什维尔 (Nashville) 确定为美
国两个发展最快的熟练自由职业者中心。

Alamo Drafthouse 推出夏季通行證

奧斯汀標誌性塗鴉墻被破壞

奧斯汀成為全美自由自業者新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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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新的報告稱奧斯汀是美國經濟最具活力
的大都會之一，並且 ──別意外 ── 將其
稱為矽谷的“現代版”。

該 報 告 由 非 營 利 組 織 沃 爾 頓 家 庭 基 金 會
（Walton of Walmart）發布，將奧斯汀列為
美國第七大最具活力的都市區，並將其列為
主要城市地區的第二大城市（落後於矽谷，
但領先於像舊金山和西雅圖這樣的巨大經濟
熱點）。

研究人員根據就業增長，經濟增長和收入增
長等類別相關的績效指標，對每個美國大都
市區進行評級。在奧斯汀的案例中，研究人
員特別震驚的是該地區的 GDP 飆升，這是
衡量經濟產出的指標。“奧斯汀已經獲得了
當之無愧的國際認可，成為值得研究和模仿
的經濟發展模式 ; 更多的國際專家認為它比
矽谷更具戰略規劃建議，”報告宣稱。 “在
許多方面，奧斯汀正在成為 IT 主導的矽谷
的現代版本。”

沃爾頓家庭基金會的報告引用了奧斯汀地區
的幾個關鍵因素：

奧斯汀經濟多樣性被指優於舊金山和西雅圖

德克薩斯大學提供的人才管道；
UT 在奥斯汀的“創業生態系統”中扮演“關鍵角色”；
高科技部門的多樣性；
為企業提供低稅收環境；
與舊金山和加利福尼亞州聖何塞（矽谷）等地相比，房價較低。



人物專訪

德州首府新聞創刊於 1991 年，至今為止已經近三十載。
它陪伴著華人在奧斯汀紮根，見證了許多中美關係、華

人社區的大事。從最早開始這一切的背後都有一個人──創
始人 Paul Chen。Paul 先生為德州首府新聞保駕護航二十幾個
年頭，背後有許許多多的故事。從最早的剪貼報開始，到現
在的電子化，無論取得多少成就，都離不開二十幾年前一念
之間 Paul 的那個創刊念頭。

今年，德州首府新聞改版，我們想做一個《人物專訪》欄目，
而 Paul 就是我們心中當之無愧應該第一個被訪的“人物”。
編輯從多方面試圖還願舊時的德州首府新聞和 Paul 的過往，
探尋他的早年經歷，并邀請他分享給年輕人他的人生經驗。

德州首府新聞創刊人 -Paul

逆向思考  
邁向前程

上：
編輯室里保存著自創刊以來所有雜誌，
最上面是 1991 年德州首府新聞的第一本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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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序言

給年輕人——Be Yourself

我的經歷──回望過去的四個階段

首先要感谢德州首府新闻的采访；其次想從提供年
輕人一些我人生中領悟的經驗這個主題切入，Be 
Yourself, 條條大路通羅馬；我舉一个例子，我
弟弟創建他的事業王國，非常努力，從早到晚工作，
很有成就 , 有一天我問他 ? 你的 Hobby 是什么 ? 他
说是工作 , 我很吃驚 , 工作也是 Hobby?  经過逆向
思索，想想白手起家，如在事業中可享受最大的樂
趣，何嘗不可 ; 我跟他就不一樣，我也很满足我的

生活，我曾有我的事業，並且，我有多种嗜好，譬如，
享受觀看 Tennis, NBA, NCAA, Golf, 乒乓球…各种
精彩比赛，也打橋牌，下圍棋、象棋、Chess、麻
将…，看电影，專注辯論，聽演講，研究法律案件，
無所不玩，無所不探討。Be Yourself， 做你想
做的事，只要盡心盡力，尋求快樂，奮進加上樂觀
才是最重要的。

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回想起来，一路走来都有上帝
保佑，贵人相助，酸甜苦辣，都迎刃而解，非常知
足常乐，知足的人有福了。我媽曾跟我说，哭着也
要做事，笑着也要做事，那就笑着做事，積極樂觀
就是我。

最近我在看两本书。The Pioneers 是講述美国
Northwest 開疆闢土的點點滴滴，使我想起德州首
府新闻初創时的艱辛，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的；第
二本書是 The Case for Trump 是談論美国现任总统，
書中重点描述 2016 年的总统大选，前前后后的因
果，最近民主黨也在舉辦 2020 總統候選人黨內初
選，洋洋灑灑，二十幾位候選人，也有華亞裔參與，
這是好消息；在資訊爆炸的今天，现代人需要掌
握消息，孫子兵法上說， 知彼知己，百戰百勝，
我每天花很多时间瀏覽各類各式媒体，如 Fox、
CNN、CGTN…, 当地新闻 , 分析性的节目等等，
洗滌我的頭腦。
        

来美国將近 39 年，在奧斯汀北边十七英哩的
Round Rock，一住就是 33 年，是我生命中的一半
以上 , 在此置產，生女育女，创业…有无限的感觸，
回想起来，感谢主的恩典，本来我將此段时间分成
三个階段——1989 年四月首先创立了一家印刷公
司，1991 年四月成立德州首府新闻，這是我創業
的過程；第二階段，1996 年五月和張其棟先生共
同創辦奥斯汀中華聯誼會，為華亞裔開展能見度及
服務；第三階段，2006 年 9 月起，经过 13 个禮拜
的受訓 ( 每禮拜 2~3 小時 )，然後加入義警的行列，
一幌十多年，為當地治安和社区服務盡一分心力。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退休养老之际，造物主给了
我第四个任务，与癌症搏鬥。2016 年的 3 月 15 日，
晚上八时左右，在刷牙的时候頻頻咳嗽，咳出血絲
来，其實前几天，我已经感觉身体是有点不舒服，
直觉的，知道身体有問題，但是輕忽警訊。看到血
絲後，自己准备开车去医院的急诊室，但我的车
发动不了，只好请太太送。經過一陣子檢查和掃

下：愛好廣泛的 Paul 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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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德州首府新聞

尾聲：兩則寓言故事分享

德州首府新闻為社區打開一扇“交
流”和 “表達”的平台，只要
不是無理漫罵的文章，基於言論
自由，心存爱心、正義和信念，
我們都登載；德州首府新闻創立
是在風雲際會，家庭因素，教友
們的鼓励，太太的支持和帮助，
及女兒的體諒和輔助，一點一滴
地拼鬥出來的，感谢一路陪伴的
伙伴们、读者群、撰稿者、廣告
客户和親朋好友，缺少了你們，
TCN（即德州首府新聞，下文略）
也無法持續。

早期我時常一週工作七天，常常
夜深人靜，獨自在辬公室工作或
思考，如何開展事業，深知不進
則退，每天十六小時的投入，皇
天不負苦心人，終於奠定基礎，
當然天時地利人和也是因：一是
市場需要，德州首府新闻成立的
動心起念，考慮到奥斯汀及鄰近
地区，需要有份凝聚華亞裔的刊
物 ( 也有越南、韓國和日本人對
TCN 很有興趣，甚至有些還可以
讀中文；對了，美國廣告市場也

深具開發價值 )，推动信息的流通，
加速商業发展，積累人際關係的
來往，二是那時我己擁有印刷公
司，稿件、打字、廣告、編輯、
排版、印刷、裝訂等可以一條龍
作業，三是具有欣欣向榮的讀者
群及廣告客戶；另一方面，我本
身又特别喜欢 Journalist ( 新聞從
業人員 ) 這一行，可以接触各方
面的知识，接触不同的人事地物，
一晃就是 25 年。順便提起出版業
是有很大風險的，有时候，投資
下去的錢財、时间及精力是血本
無歸。

三年前想退休時，本來是要結束
營業的，連頭版都印好了，在出
刊的前一晚，與 Lily 聊天，她說
你可以跟 Lynn 談談，說不定她可
以幫你出售，與 Lynn 一席長談，
觉得她是有心人，計劃將德州首
府新闻延續下去，她說德州首府
新闻是當地的 Legacy， 結束營業
太可惜了，所以就轉讓給 Lynn，
她到现在還保存第一期至最新一
期的德州首府新聞，非常感恩。

因為德州首府新闻的關聯，充
實了我的人生，有機會去 Texas 
A&M 與老喬治布希聚餐和觀看美
式足球賽，參加前德州州長 Ricky 
Perry ( 目前美國能源部長 ) 和前
美國運輸部長在奧斯汀 Samsung
的記者招待會，及繁多的活動，
如警民會談，換肝募款，每十年
一次的全國人口普查 (TCN 參加
了 2000 和 2010 年的盛會 )…等
等，也曾接受 Austin American-
Statesman 的访问，為華亞裔發聲，
融入社會，為社區盡一分心力，
德州首府新闻時常提醒讀者，希
望我們能夠生根於各種領域裏，
如科技、金融、體育、政治、司法、
文化、醫學…，为自己及下一代
創造公平、公正和公開的競技環
境，建立祥和社會，所以要積極
参与社區事务，注意社会動態，
不會变成井底之蛙，能够洞察先
机，现代人處在日新月異的時代，
吸收新知，是百工百業必修之课。

接近訪問尾聲的時候，我願意分
享二則時常激勵我的寓言，我也
不知道故事是真是假，但時常激
發我的生存意志力，『老鷹一生
的年齡可能達七十歲，在鳥類中
是高夀，要活那麼長的壽命，它
在四十歲時必須做出困難卻又十
分重要的決定。當老鷹活到四十
歲時，它鋒利的爪子開始老化，
無法有效地捕抓獵物，它的喙變
得又長又彎，幾乎碰到胸膛，不
再像昔日那般靈活，它的翅膀開
始變得十分沉重，因為它的羽毛
長得又濃又厚，使得它飛翔十分
吃力，昔日雄風不再，它不得不
面臨兩種選擇，一種是等死，另
一種是須經過一個十分痛苦的更
新過程，一百五十天漫長的“淬
鍊”，它必須費盡全力奮飛到一

個絕高山頂，築巢於懸崖之上，
停留在那裏，不得飛翔，從此開
始過苦行僧般的生活，老鷹首先
用它的喙用力擊打岩石，這個過
程無疑是十分痛苦的，也是個反
復流血的過程，但它有著強烈的
再展雄姿的意志，所以再痛再苦，
它依然堅持到底，直至它的喙完
全脫落。然後，老鷹靜靜地等候
新的喙長出來，新喙長出後，代
表著老鷹已經成功了一半，真可
謂萬事開頭難。之後，老鷹就用
它新長出的喙把腳指甲一根一根
的拔出來，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這
個過程的滋味，當新的腳指甲長
出後，老鷹再用它們把那些沉重
的羽毛一根一根的拔掉，大家可
以想像一下自己用力拔光頭髮的
感覺。以上自我“虐待”、自我“煎

熬”的過程，老鷹須持續 5 個月；
5 個月後，新的羽毛長出來了，
老鷹一生一次“脫胎換骨”的工
程便告結束；老鷹又開始飛翔，
無限廣闊的大地，再次成為它的
天堂，老鷹“重生”後，壽命可
再添 30 年！』( 參考自 https://
www2.hongai.edu.hk/~hyc/eagle.
htm)；

另一則是孟子日：『... 天將降大
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
其筋骨，餓其体膚，空乏其身，
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 』，天底下沒有
白吃的午餐，一步一腳印，平靜
安穩 + 喜樂的心，向前邁進。

人物專訪

描，急診室當班的女医师，滿臉嚴
肅走進急診室病房，開門见山的说，
Mr. Chen，我就直接跟你说 , 你得了
Pancreatic cancer，并且严重脱水，护
士立即为我吊上点滴，并且询问相关
资料，當晚我就留在医院的病房，一
住就是十五天。其中還因虛脫昏迷，
轉入加護病房，后来才知道，胰脏癌
的严重性，患者只有 17% 的存活率。
過幾天後，經過更詳細的切片檢查，
癌症醫生更正為第四期的淋巴腺癌，
開啟了二年多來的治療，包括化療、
幹細胞移植 ( 又在隔離式病房待了
十九天 )…等等。

德州首府新聞歷史上的重要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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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師介紹

流淌 .夜

漸進 .月

電燈泡的晚春

主編推薦

封面攝影作品
 八月專題

星軌與月Pennybeck Bridge 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地方，從來奧斯汀的第一天開
始，就總想著到這個地方來拍照。

剛剛過了午夜，我拍攝的 cliff 上就來了一幫子墨西哥人，最初不
知道他們要幹嘛，也沒有說話，可能等到人到齊了，他們就開始
吹一種號（抱歉確實忘記名字了），還挺好聽的。

過了一陣子，他們便在 cliff 上面開啟了 party，這時候有一個小哥
就過來找我攀談，從我聊到他，從中國聊到美國在聊到墨西哥，
聊完之後，這張照片的所有素材也就收集完畢了。

今年奧斯汀郊外看
到的全月食，我和
我的小夥伴們，在
寒風下堅持了 5 個
小時，我把我的天
文望遠鏡也搬了出
來，這一組照片都
是用天文望遠鏡拍
的。有興趣的夥伴
可以加我微信，我
還有一個月全食的
延時攝影。

不知道為什麽，我答應了兩對情侶一起去
看銀河。全程只有我在認認真真地拍攝和
欣賞銀河。

每次站在銀河面前，就總覺可以感知到一
切，同時也覺得自己到底有多渺小，更加

激發了我對一切的求知欲。

SpaceX 要發射 12000 顆衛星，Amazon 計
劃發射 3000+ 顆衛星，估計以後能看到這
樣的星空的時間會越來越少吧，珍惜，珍
惜。

松鼠，一個想登上火星的 90 後，出生在湖南長沙，是一個超級超級喜歡的攝影
的松鼠，吃貨一枚（最喜歡各種各樣的甜品和松果）。想著在讀完博士之後，給
自己留一年時間，帶著自己的鯨魚鑰匙扣到世界各地去旅遊一次，品嘗品嘗各個
地方的甜品（和松果）（如果那之後能辦一次攝影展的話，那就劃掉了一個在
bucket list 上的一件事）。 微信：ljc94627



從 2020 年 秋 季 開 始，UT Austin 將
為家庭收入總計 65,000 美元或更少
的學生提供全額學費。

UT Austin 校 長 Greg Fenves 感 謝 董
事會讓更多的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提
供助學資金。“主席（Kevin）Eltife
認為，大學的負擔能力是影響所有
德州人的最關鍵問題之一，”Fenves
說。“由於他的領導能力和董事會
的行動，這個新的捐贈基金將幫助
更多有才華的德克薩斯州學生提供
幫助。”

UT Austin 官員指出，2017 年德克薩
斯州家庭平均收入中位數為 59,206
美元。新的經濟援助讓更多中產家
庭的學生受益。

UT Austin 為州內本科生提供的學費
和費用為每年 10,314 美元，校董會
還將為收入高達 125,000 美元的家
庭學生提供部分學費支持。

UT-Austin 全稱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
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位於美國得克薩斯州的首府奧斯汀
市，是一所世界著名的頂尖公立研
究型大學為北美頂尖大學聯盟美國
大學協會（AAU）的成員，也是全
美最負盛名的“公立常春藤”最初
八所院校之一。2018-19 全美最佳本
科教學排名第 21，CWUR 世界大學
排名第 31，USNews 世界大學排名
第 36，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
名第 39。

UT-Austin 是德克薩斯大學系統的
旗艦校區。截止 2018 年 10 月，UT-
Austin 的歷屆校友、教授及研究人
員中，產生了 11 位諾貝爾獎、2 位
圖靈獎、18 位普利策新聞獎得主。
該校還擁有 35 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
士、52 位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57 位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全美第
四）。德克薩斯大學系統是全美受
捐贈數額第二大的教育機構，累計
超過 310 億美元，僅次於哈佛大學。
由於政府對本州優秀學生的保護政
策，國際生申請 UT-Austin 本科難
度極高，學校內國際生占比僅 2.4%。

UT AUSTIN 免學費了！

不要來 Austin 的
42 個理由

 編譯： 華奧地產北美置業

 編譯： 華奧地產北美置業

宜居奧斯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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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為 360 大橋令人嘆為觀止的景色！

2. 因為從這裏開始你可以改變世界！

3. 因為能與 Longhorn 橄欖球相提並論的東西並不多！

4. 因為 Hook'Em 的精神！

5. 因為很少有街道能和六街與之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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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必走太遠就能體驗到漢密爾頓泳池！

7. 因為 Marley Fest 總是提醒你，愛是世界上
最強大的力量！

8. 這是你出去跑步時能欣賞到的景色！

9. 在這裏，可以在布魯斯音樂傳奇下欣賞湖
泊的美景！

10. 因為德克薩斯州議會大廈真的是一件完
美無瑕的藝術品！

11. 因為還有哪裏你能在後院擁有一片綠
洲？

12. 因為沒有什麽能比在 Mount Bonnell 山頂
上度過一個下午更美妙的事情了！

13. 因為這裏餐車有屬於他們自己的聯盟！

14. 這裏的車輛和城市居民一樣五花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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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因為這裏舉辦的音樂節是一流的！

16. 它是美國最大的！

17. 因為德墨兩地的食物簡直是太棒了！

18. 燒烤是世界級的！

19. 因為 Zilker Park 是你一定要來的地方！

20.  這是一個日落就能目睹自然界最偉大現象之一的地方！

21. 更別提 Breakfast Taco 有多美味了！

22. 因為各種各樣的摩托車都是受歡迎的！

23. 因為現場音樂表演數量眾多且具有標誌性！

24. Trail of Lights 是慶祝節日最完美且自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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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只需前往 Circuit of the Americas 即可見證頂級賽車比賽！

26. 因為這是一個到處都能找到無限創造力的城市！

27. 因為這是一個堅持其根源，具有豐富歷史的城市！

28. 隨處可見令人難以置信的現場音樂！

29. 因為在 Spider House Cafe 你可以和朋友一起享用美食和飲品！

30. 因為 Krause Springs 是最好的避暑地！

31. 因為很少有東西能像披薩一樣讓你回家！

32. 因為 Toy Joy 會讓你展現出最童真的一面！

33. 因為沒有什麽能比在德州夏日溫暖的天空下舉辦一場免費音樂會更棒了！

34. 因為當你在 Red Bud Isle 遛狗時，這將是你所見！

35.  因為特拉維斯湖上的日落看起來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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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這是少數幾個不討厭塗鴉的地方之一…

37. …但真正的藝術是

38. 因為你還能在哪裏找到像 South Congress 這樣的商店呢！

39. 哦！這裏的居民真是獨一無二！

40. 因為只有到過 Alamo Drafthouse，你才有了真正的觀影體驗！

41. 還有什麽能比得上在 Long Center 欣賞一場表演來的更酣暢
淋漓！

42. 最重要的是，一旦你住在這裏，你就會發現仙境不是太遠了！

不要來 Austin，
因為，
來了，

就走不了了 ....

喊了多少年的 EB-5 馬上漲價，這一次真的來了。

聯邦公民及移民服務局 (USCIS) 今天宣布，職業移民的 EB-5 投資移民項目規定將修改，包括將最低投
資額從 100 萬元提升至 180 萬元，並為已獲批準的投資移民申請人保留優先權日期，給他們提供更大
的靈活性。

最終法令將於 7 月 24 日公布，並於今年 11 月 21 日生效。

留給大家的時間不多了。

今年 6 月 27 日，白宮預算管理辦公室（OMB）發出公告——移民局的 EB-5 改革法規已經審議完畢，
已交給移民局，靜待移民局公布出臺。

最低投資額 可能會漲至 135 萬或 180 萬美元 。後來坊間稱漲價計劃被川普總統否決。隨後，7 月 11 日
眾議院通過了 H.R.1044 法案！

這一法案通過，意味著美國職業移民類別 7% 的國別限制被取消，對於 EB-5 的投資者來說又是一大好
消息。

如果該法案最終獲得通過，主要涉及以下兩點：

1. 取消職業移民 7% 的國別限額

2. 親屬移民的國別限額從 7% 提高到 15%。

但排期短了，EB-5 真的就容易了嗎？

這不，正式漲價真的要出爐了！

聯邦公民及移民服務局今天表示：這是 EB-5 自 1993 年以來的首次修改。主要包括將最低投資額標準
調漲至 180 萬元，這是投資額自 1990 年以來的首次增長，未來將每五年自動調整一次，以應對通貨膨脹。

修改還將保持目標就業區（TEAs）和非目標就業區之間 50% 的最小投資差額，因此將目標就業區的投
資額從 50 萬元增加到 90 萬元。

從現在起到 11 月 21 日的寬限期內，預計會迎來 EB-5 申請又一個小高峰。

EB-5 漲價真的來了，
投資額大幅增至 180 萬美元

來源：華人生活網
編譯： 華奧地產北美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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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巍山
- 2019 巍山夏令營紀實之二

2019 年 6 月 8 日正逢端午假期，我們來自奧斯汀的第四屆
“夏天在巍山”英語支教誌願者和家長誌願者們從北京和
上海等地飛到擁有“蒼山的雪，洱海的”的大理，開始為
期 2 周的夏令營。

6 月 9 日（周日）夏令營以團隊建設（Team Building）拉
開了帷幕。今年夏令營組織者們通過招募選拔了 20 位營員，
分別來自 9 所奧斯汀的高中和中學，營員中有去年來過的，
也有素未謀面過的，通過 4 月的營前準備會和開營當天的
團隊建設大家相互認識，熟悉和了解，開始營建團隊精神。
隨後團隊到達目的地巍山縣城，第一晚大家入駐客棧。

當營員們到達巍山後， 立刻就開始分頭行動了。小學營
7 位營員即將第一次去安樂小學教學，安樂小學教導主任
唐老師專程趕到客棧，與我們溝通學校的學生情況，確定

了教學，交通和飲食等安排。安樂小學是巍山縣巍寶鄉四
所完小之一，一共 6 個年級，每個年級 1 個班，學生人數
190 多人。大部分的學生是留守兒童，英語課只有三年級
和四年級才有，學校把音樂，美術和體育課的時間都給了
我們，讓我們自由安排教學內容。與唐老師見面後小學營
營員們就由老營員 Sophia Li 組織開會，七個小腦袋湊在一
起，匯總大家事先的準備資料，討論分組和確定教學內容。

初中營的祥華中學也是我們第一次合作，‘祥華’巍山是
新成立的私立學校，今年只有初一四個班級，當天晚自習
時間我們帶隊家長和三位初中營營員就去學校與校長見
面，了解學校情況，並把課表課時確定。我們與校長開會
的時候正逢晚自習第一節下課休息，很多同學到校長室門
口來看我們。小老師們興奮地從學校回到客棧，拿起電腦
就開始上班了。

攥稿人：朱凱琳

高中營執教我們第四次合作的“巍山一中”，今年是我們
規模最大的一次，9 位營員分 3 組共執教高一 12 個班級。
當天晚自習的時候一中的韓老師把營員們帶到各自負責的
班級做了簡短的介紹，新營員們對學校也有第一面的了解。
隨後夏令營學生領導 Rachel Jiang 召集大家開會，把教學
內容討論和統一，並分享了她教學的經驗和體會。高中營
員裏有 5 位是去年來過的老營員，大家以老帶新，分組準
備，當晚的客棧都被我們夏令營包場了，一番熱氣騰騰、
勤勞耕耘的景象。

6 月 10 日（周一）我們開課啦，那是大夥兒最累的一天，
每位營員都上了 4 節課，又是第一天，精神高度緊張，他
們轉戰在各個教室，帶隊家長們也拿著課表在教室間遊走
聽課，大家轉得不亦樂乎。Rachel 在教室後聽課給小老師
們寫反饋，家長們也像記者一樣采訪老師和同學，營員們
更是在教學的間隙開始了與同齡人的課外交流；初中營小
老師們陽光魅力，立刻征服了學生們，同時我們也發現祥
華中學的學生既活潑又有紀律，而且英文水平比預計的好；
小學營更是愛心大爆發，小老師們都成了說唱跳的全能選
手，把有些從來沒學過英語的孩子教會了說各種“顏色”
和“形狀”。第一天的上課驚喜連連，各營都跳出了幾個
教學好手。當然普遍需要改進的就是“小老師們聲音太輕
了”，這個醒一直要提，在隨後的教學中我們小老師們聲
音越來越響亮，也越來越清晰。

第一天在大家忙著教學的同時我們負責後勤的家長們也在
馬不停蹄地與巍山一中後勤老師安排，把所有營員的出入
證，飯卡和宿舍都安排好了，保證大家在周一都搬進了宿
舍。

我們三個營很快就形成了各自的特點：小學營團隊緊密合
作，沒有固定分組，每天開會討論明天的內容，以自願為
主安排上課的班級和內容，他們每天從巍山一中出發去安
樂小學‘上班’，我們帶隊家長顧海舟和王海英女士隨行

負責他們的安全和與校方的溝通；初中營只有三位營員，
一直一起行動，團隊氣氛溫馨和睦，積極勤奮，與學生們
的課堂互動特別好；高中營營員最多，基本以小組為單位
行動，由於學生都是同齡人，他們課堂外的互動和其他活
動很多，使他們在做小老師的同時還交了很多朋友。

第一周很快就過去了，周末我們安排了半天的集體活動 -
做紮染和吃手抓飯。紮染是當地的民族工藝之一，小老師
們拿起了針，提起了線，搗起了染缸，每人設計和創作了
自己的作品，也顯示了各自的特點。閑暇時，大家在巍山
走公園，登城樓，看博物館，吃小吃，欣賞古城的特色。

第二周來了，小老師們的教學水平有了顯著提高，與學生
們的感情更深厚了，也嘗試了新的教學方法。特別的亮點
一是高中的英語劇比賽，我們的小老師輔導學生翻譯，觀
看他們的表演，我還被邀請做了評委；亮點二：告別 - 在
留言揚揚和淚花撒撒的同時，還有很多感人的場面：高一
某班學生在教室裏為小老師們表演他們自己編排的古箏，
而我們小老師們也在課堂上唱了好多歌。我們初中營的小
老師們折了 200 多只紙蝴蝶，寫了 200 多張卡片，送給了
每位初一學生；亮點三：小學營小老師們的告白，表達對
小學生的愛心和希望參與組織捐款的熱忱；亮點四：結營 
– 與巍山一中聯合舉辦的告別晚會和頒獎讓夏令營在高
潮中圓滿結束。

夏令營結束了，濃濃的回憶卻還在縈繞。觀察著營員們的
成長，看著他們告別時的擁抱，讀著他們的總結報告，我
有了做老師、做家長的體會：希望孩子們有所收獲，有所
成長。今年由於人數加倍，家長義工的工作量顯著提高，
在此再次感謝劉芳，顧海舟，王海英和龔曉亮與我一起堅
守崗位，盡心盡力為營員們服務。在忙碌的同時，我們也
在總結和思考明年如何辦得更好。希望明年有更多的營員、
家長義工加入，我們期待著明年！



活動實錄
30

奧斯汀華盟與 
The Heritage at Hunters Chase
老年中心互動活動 報道：海舟

攝影：肖寧

近一年以前，華盟為華盟組織的各項活動，包括華盟
藝 術 團 的 合 唱 團 終 於 在 奧 斯 汀 西 北 的 The Heritage at 
Hunters Chase 老年中心找到了另一個“家”，有了一個
固定的場所供合唱團及很多華盟舉辦的活動包括夏令營
等使用。老年中心的地理位置和環境給合唱團提供莫大
的便利，那裏的老人與員工們對華盟舉辦的各種活動，
包括合唱團每星期在那裏練習，都是格外熱情和寬容。

該 老 人 中 心 現 有 老 人 65 人（ 大 約 6 成 滿）， 絕 大 部
分需要生活護理 (Assisted Living) 和失憶護理 (Memory 
Care)。為了感謝該中心對華盟的幫助，華盟鼓勵家長和
孩子們去老人中心拜訪與陪伴老人們，暑假以來已經有
數次家長和孩子們自發行動去老人中心訪問，與老人們
聊天做遊戲，和老人們成了朋友。遲暮之年的老人們也

對來訪的客人，特別是年輕的孩子們，表示了極大的興
趣和欣喜。

七月十三日，趙 CJ 又帶領 30 多位華盟和熱心公益的非
華盟成員，經過數小時的準備，給 Hunters Chase 老人中
心的老人們帶去了一次豐盛的餃子宴晚會和溫暖問候。

大家中午就開始在 CJ 家忙忙碌碌地準備好包餃子的材
料及水果點心，下午 4 點就帶上全部器具來到中心，一
齊動手包餃子並現場展示給老人們和護工們。很多小朋
友們也很高興有了一次學包餃子的機會。大家一共包了
近一千個餃子，還有現場炸春卷和餛飩。很多老人們一
直在寬闊的餐廳饒有興致地等著、看著我們包餃子，嘰
嘰喳喳的孩子們顯然給老人們帶來了意外的欣喜。到了

開飯時間，他們興奮地吃起了現包現做、熱氣騰騰的餃
子，贊不絕口！

年輕的誌願者們還給老人們帶來了一場豐富的演出。由
華盟的許瑾主持，演出以合唱“ You Raise Me Up”開場，
當孩子們唱到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while with me”, 幾
位老人家的嘴唇在嚅動，眼睛裏閃動著絲絲淚光。夕陽
斜照的此刻，也許他們想起了兒孫們，想起了曾經年少
的自己，想起了久別的愛人？接下來，Evelyn Liu, Clair 
Deng, Iris Wang, Iris Chen, Hannah Chen 和 Sean 幾位小朋
友表演了小提琴獨奏、中國舞蹈、歌曲合唱等等，老人
們贊嘆不已。

晚餐和表演結束後，大家還陪老人們玩 Chinese Bingo 遊
戲。可以說，老人們度過了一個充滿中國傳統氣息，更
是充滿了愛和喜悅的下午。但感受到喜悅的豈止老人中
心的老人們？對我們這些大人們來說，華盟有句話：獨
樂樂不如眾樂樂，大家一起為老人們，也為自己包餃子，
其樂融融；對於孩子們來說，也是非常有意義的新體驗，
通過幫助別人擴大了自己的活動空間和能力，增強自信，
更提高了自己的社區責任感。而我們做為家長，豈不是
也為我們的孩子們上了一堂現實、生動的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的課？



32
讀者來稿

            文 /宇軍

七絕 生日 
致逝去的歲月

星光和夢夏風柔，
夢醒人生已是秋。
似水韶華雲與月，
可能年少再從頭？

中國現代人物史話 4

記林琴南 (1852-1924) ( 一 )

左舜生遺著   中間摘錄

林琴南名紓 , 號畏廬 , 別署冷紅生 , 晚年亦偶署踐卓翁 , 閩縣
人也。生咸豐二年壬子 (1852), 卒年民國十三年甲子 (1924), 得
年七十有三。中國近代有以譯述著名之三人 , 其一嚴又陵 ( 復 ), 
其一辜湯生 ( 鴻銘 ), 其一即林琴南 , 均籍福建 , 此一可注意之
現象也。

琴南以二十年之時間 , 共譯小說一百七十一部 , 計英國九十九
部 , 美國二十部 , 法國三十三部 , 比利時一部 , 俄國七部 , 西
班牙一部 , 挪威一部 , 希臘一部 , 瑞士二部 , 日本一部 , 不知
國名者五部 , 都二百七十九冊 , 殆不下千餘萬言 , 其精力過人
可驚也。 

自新文化運動既起 , 白話文風靡一世 , 琴南以古文所譯之小
說 , 乃不復為人所重 ; 若干文藝批評者 , 並謂林自身不通西文 , 
其所取材之原著 , 大率由口譯者選擇 , 致一部份不必翻譯之書
亦往往參雜其間 ; 然名作家如莎士比亞 , 迭更司 , 司各德 , 歐
文 , 斯拖威夫人 , 仲馬文子 , 巴爾札克 , 托爾斯泰 , 德富健次
郎等諸人之作品 , 為琴南所介紹者亦復不少 ; 尤以「巴黎茶花
女遺事」, 「黑奴籲天錄」, 「滑鐵盧戰血餘腥錄」, 「撒克遜
劫後英雄畧」, 「迦因小傳」為有名。白話文倡導者胡適之謂
林琴南「替古文開闢了一個新殖民地 , 」並謂「自有古文以
來 , 從未有這樣長篇的敘事寫情的文章 , 」可見於琴南之勞績
亦未嘗一筆抹煞 , 早年魯迅兄弟所譯之「城外小說集」, 蘇曼
殊陳獨秀所譯之「悲慘世界」, 大抵亦為林譯風氣所支配 , 其
他更無論矣。要之 , 遠在光宣之交 , 即去今約五十年前 , 使中
國若干不通西文的讀者 , 即有與西洋文學接觸之機會 , 藉以窺
見西洋風俗習慣之一班 , 以增進其對西方文化之了解 , 琴南實
與有力焉。

琴南最初所譯者 , 即小仲馬之「茶花女遺事」, 由其友王壽昌
君口述 , 林筆受 , 其文格胎息史漢 , 而以唐人小說之風韻出之。
當譯是書時 , 林新喪偶 , 牢愁寡歡 , 意藉此以遺岑寂 , 初不在
博得稿費 , 故能以啡惻纏綿之筆 , 曲達男女苦戀之悲 , 每譯至
最傷心之處 , 口述者與筆受者輒相對大哭 , 聲徹戶外 , 即令譯
文與原作不無出入 , 要其感人之深 , 某君詩所謂「傷心一部茶
花女 , 蕩盡支那浪子魂」者 , 確為一種事實也。 

 ( 上篇更正 : 首段第二行「懼持異議 , 乃囑楊度致書…」,  第
三行「情好彌篤。」尾段「
第四行「斯養娶才人」)   
       
  ( 請閱「記林琴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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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美國婚姻情況 

結婚的原因很多，如法律、情感、經濟、
信仰、社會、生理及心理的需要等等。通
常是一夫一妻的形式，但有些地區的宗教
或法律也承認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婚姻。
也有地區認同同性婚姻，或者還有其他的
婚姻形式也存在許多古老部落中。

梅里亞姆 - 韋伯斯特大學詞典（Merriam-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特 別 對 其
婚姻的定義有所解說：婚姻這個詞的定義 - 
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對婚姻制度適當組合
的理解 - 仍然是極具爭議性的。這不是字
典的定義能解決的問題，因這些爭議涉及
文化傳統、宗教信仰、法律裁決以及有關
於公平和基本人權的觀點。所以該字典有
意地將婚姻的定義廣泛地涵蓋目前在不同
文化、地區、宗教和法律體系中得到承認
的不同類型的婚姻，亦即婚姻是「在法律
所承認的當事人同意以及在契約關係中為
配偶的狀態。」 

以下就童婚、異族通婚和同性婚姻三方面
淺談美國的婚姻情況。

（1）童婚
一位 12 歲的女孩在她的母親安排下嫁給了一個年齡超過她兩倍的男
人。但在三天之後，她逃回到母親身邊。她的丈夫很快就跟著來，
在門口等著，要求女孩和他一起回去。女孩想到她的一生：退學、
被迫結婚。她寧願死也不願跟丈夫回去。她拿了繩子爬上樹，她的
母親不願剛失去先生又失去女兒，而答應她可以離婚而且可以回去
上學。

猜猜看，這是在哪裡發生的事。你如果想的是發展中國家，沒錯，
你是對的。畢竟，發展中國家三分之一的女孩在 18 歲之前結婚，九
分之一的女孩在 15 歲之前結婚。這是發生在非洲伊索比亞的事。在
伊索比亞，年輕的女孩經常被逼與自己大很多的男人結婚。新聞中
的這個女孩叫米克蕾（Mikre）, 她後來向南非教育基金會 (TEFSA: 
The Tertiary Education Fund Of South Africa) 的儲蓄組借錢來養雞。

她很快就開始為自己和兄弟姐妹購買學用品了。她現
在主管家庭的事、經營多家生意並且還在就學，她未
來想當醫生。米克蕾說：「我希望透過自己的選擇結婚。
我希望看到我的社區改變，結束童婚。」( 註：童婚是
指至少有一方未滿 18 歲的婚姻。)

這個新聞的標題「逃婚新娘幫助阻止童婚」引起了我
的注意，因為我以為這篇文章講的是在美國發生的事。
你大概認為我是在開玩笑。一年前的我和你的想法一
樣，作夢也沒想到童婚會發生在美國。約一年前，我
無意中在某新聞報導聽到美國童婚的消息，我感到很
驚訝，於是在網上搜尋有關的消息。找到一篇在經濟
學家（Economist）周刊在 2018 年一月登的文章是有關
於為什麼美國允許童婚的原因。文中提到全球童婚率
最高的國家前二十個幾乎都是在非洲，但美國童婚盛
行的現狀卻鮮為人知，並且大多數是未成年女性與成
年男性的聯姻較多。田納西州就有三個 10 歲的女孩嫁

給 21-34 歲男人以及一個 11 歲男孩娶 27 歲的女人的例
子。美國的外交官在海外積極地推展禁止童婚現象，
但美國國內卻仍然允許兒童成婚，雖然必須先獲得監
護人和法官或牧師的同意。

文中也引述了公視節目「前線 (Frontline)」的調查：
2000 年至 2015 年間，全美共有約 207000 名未成年人
成婚。其中三分之二是 17 歲的少年，985 名是 14 歲兒
童，還有 10 名是只有 12 歲的兒童。

基於美國社會習俗的變遷與人民受教育的比率升高，
從 2017 年到 2019 年，有些州的法律設定了最低結婚年
齡 （大部設為 16-17 歲， 但有例外允許更小的兒童結
婚）。截至 2018 年 6 月，特拉華州 （Delaware）與紐
澤西州（New Jersey）是唯一禁止童婚的兩個州而且不
允許例外。也就是說，目前童婚在美國的 48 州還是合
法的。

（2）異族通婚
異族通婚是指來自不同種族，亦即來自兩個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之間的婚姻。自 1967 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反異
族通婚法違憲後，異族通婚在全美國是完全合法的，雖
然有許多州其實在這之前就已將不同種族間的婚姻合法
化了。

拉維英與弗吉尼亞州（Loving v.Virginia）案件的判決
是美國最高法院的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決定，該判
決取消所有反異族通婚法的州法，認為其違反憲法美
國 第 十 四 修 正 案 的 平 等 保 護 條 款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和 正 當 程 序 條 款 （Due Process Clause）。
這個案件是由一位有色人種婦人米爾德里德 • 拉維英

（Mildred Loving）和其白人先生理查德 • 拉維英（Richard 
Loving）所提訴。因為他們的婚姻違反了弗吉尼亞州
1924 年的種族完整法案（Racial Integrity Act），被判處
一年監禁；該法案將「白人」與「非白人」間的婚姻定
為犯罪。

美國最高法院認為該法案違反了平等保護條款，因為它
完全基於「種族的劃分」，而且把該結婚當作違法行為；
但結婚本當是被普遍接受，公民是可以自由結婚的。法
院裁定結婚自由是受憲法保護的基本自由，因此州政府
任意以種族為基礎剝奪這個自由違反了正當程序條款。
該法案判決廢除了美國 16 個州的反異族通婚法。每年
的 6 月 12 日愛情日（Loving Day - 大概找不到一個更適
合案件主角的姓 Loving 來慶祝這個日子）就是 1967 年
美國最高法院判決拉維英與弗吉尼亞州案件的周年紀念
日。 愛情日不是美國政府正式承認的假日，但它是美國
最大的多種族慶祝活動的日子。

隨著這個判決，美國的異族婚姻增加。從 2013 年開始，
它被美國聯邦法院的判決引用為美國同性婚姻限制違反
憲法的先例，這包括了 2015 年另一項最高法院具有里
程碑意義的決定 - 歐泊基非勒與哈基斯（Obergefell v. 
Hodges）同性婚姻的判決。（註：哈基斯是當時俄亥俄

文 /小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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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衛生局局長。）

（3） 同性婚姻
2003 年，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在古德里奇與公共衛
生 部 （Goodridge v.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的案件中裁定州政府以性別來限制婚姻是違反州憲
法 的。 朱 莉 和 希 拉 蕊 • 古 德 里 奇 （Julie & Hillary 
Goodridge）與其他六對同性伴侶和他們的律師於 2004
年 5 月 17 日打破了歷史性障礙，馬薩諸塞州成為美國
第一個允許同性婚姻的州。

「 婚 姻 保 護 法（DOMA：The Defense of Marriage 
Act）」是美國 1996 年九月生效的聯邦法律。它將聯
邦政府的婚姻定義為一男一女的結合，並允許各州拒
絕承認其他州的州法所授予的同性婚姻。而在 2013 年
的美國與溫莎 (United States v. Windsor）和 2015 年的
歐泊基非勒與哈基斯的案件中，該法案的規定被裁定
為違憲或無法執行。

在 美 國 與 溫 莎 的 案 件 中， 伊 迪 絲 • 溫 莎（Edith 
Windsor）和居住在紐約的同性伴侶喜兒 • 史白爾（Thea 
Spyer）在 2008 年婚姻被紐約州認可。史白爾於 2009
年去世，將她的整個遺產留給了溫莎。溫莎試圖申請
聯邦遺產稅免稅，但因「婚姻保護法」而無法做到。
為了獲得退款，溫莎提訴美國紐約南區法院的聯邦政
府。由於司法部拒絕為「婚姻保護法」 的合憲性辯
護，於是兩黨法律諮詢小組（BLAG：Bipartisan Legal 
Advisory Group）為了捍衛「婚姻保護法」而介入干預。
地區法官裁定「婚姻保護法」違憲，其裁決獲得美國
第二巡迴法院（Circuit Court）的肯定。

歐泊基非勒與哈基斯案件則是多種案件的總合。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2 月期間 , 密西根州、俄亥俄州、
肯塔基州和田納西州的同性伴侶有提告地區法院的案
件。在所有地區法院作出裁決原告是勝方之後，這些
法院裁決被上訴至巡迴法院。 2014 年 11 月，第四、
第七、第九和第十的巡迴法院裁定州政府禁止同性婚
姻是違憲的，但第六巡迴法院則裁定同性婚姻的禁令
是符合憲法的。這個法院裁決的分裂，導致案件要由
最高法院來審查，這也就是歐泊基非勒與哈基斯的案
件。

2015 年 6 月 26 日，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美
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和正當
程序條款保障同性婚姻的基本權利，如同當
初在 1967 年拉維英與弗吉尼亞州的民權案件
中的前例。美國的同性婚姻從此自 2004 年的
馬薩諸塞唯一合法的州擴展到 2015 年的所有
50 個州。美國各州有其婚姻法，但這些州法
必須遵守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所有 50 個州，
哥倫比亞特區和其他美國管轄區須承認同性
婚姻。同性伴侶的婚姻和異性夫妻的婚姻在
法律上是平等的，他們具有相同的條款和條
件下結婚的基本權利，以及所有相應的權利
和責任。

在這之前，美國 36 個州、哥倫比亞特區和關
島經由各州法院裁決，州政府立法，直接民
眾選票或聯邦法院裁決，已允許同性婚姻。
同性婚姻最顯著的支持者是人權和民權組織
以及醫學和科學界，而最顯著的反對者是宗
教團體。美國最高法院同性婚姻的裁決發生
在幾十年來美國公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不斷
的增加之後，此後支持率繼續上升。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研究顯示，同性婚姻合法化實施後，高中
生自殺未遂率大幅降低，男女同性戀和雙
性戀青少年的自殺率下降幅度更大。文章
在 2017 年 2 月在美國醫學兒科雜誌 （JAMA 
Pediatrics）上發表，該數據包括了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 月 1 日期間制定同性婚
姻政策 35 州中的 32 州。為了能了解趨勢，
研究人員使用的數據是在第一個同性婚姻政
策在馬薩諸塞州生效前五年（1999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自殺企圖數據。
他們也將數據與未制定同性婚姻法的州進行
比較。研究人員估計，同性婚姻政策每年減
少了約 134000 名青少年企圖自殺的事件。研

究人員認為企圖自殺的事件減少的原因是允
許同性婚姻減少了與性取向相關的恥辱感；
另外擁有平等的權利 - 即使他們沒有馬上要
用這些權利的計劃 - 讓學生感到不那麼恥辱，
對未來更有希望。

2020 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之一，印第安納州
南本德市市長 (South Bend Mayor) 皮特 • 布
特加舉（Pete Buttigieg） 是同性戀者，他聲
稱他出來競選的原因之一是他要讓青少年同
性戀者知道這不是他們的錯，不要為此掙扎。
他曾在一個會議中提到有一段時間，如果有
人告訴他身體內是哪裡使他成為同性戀，他
會用刀把它切掉；如果有人給他一顆藥丸讓
他變成不是同性戀，他會在還沒有拿到水之
前就吞下了。布特加舉現今則理解同性戀
者若相信同性戀不妥則會讓其不僅與自己交
戰，而且也會與其造物主交戰。副總統邁克 •
佩斯 (Mike Pence) 在他是印第安納州長任内
時立下不少對同性戀不利的法案，因此布特
加舉針對副總統說：「我與查斯滕 （Chasten，
布特加舉的先生）的婚姻使我成為一個更好
的人 - 是的，副總統先生，它讓我更接近上
帝。」他並且說：「我希望世界上所有像邁
克 • 佩斯的人能夠理解如果你對我是誰有著
問題，你的問題不在我，而是該與我的創造
者去爭論。」
 
布特加舉現年 37 歲，畢業於哈佛大學，是牛
津大學的羅茲學者，南本德市市長（他現任
職第二任）。他曾擔任美國海軍預備役中尉，
並在市長任期內被調到阿富汗作反恐情報工
作。他也是虔誠的教徒。包括英語在內，他
懂 8 種語言，常被引述的是他為了看懂一本
挪威書而自學挪威語。他聲言現在是美國新
一代領導的時候了。如果他最終是民主黨的
總統候選人，美國人是否開放到會選一個符
合資格的同性戀者當總統，我們得拭目以待。



我一個人，要進帝寶大廈還不太容易。好在一位很體面
的門房，不能叫他門房！應該是司閽，幫我開了門，不
知他是如何識出我“師先生！施小姐交代，馬上有人來
接您！”

進了門廳，有位外籍女傭，在電梯門前招呼我“師先生！
小姐吩咐我，接您上樓”。不太純正的國語，大概是印
尼人！進了電梯，她插卡入控制面板，到底停在幾樓？
我也看不出任何顯示。顯然是高價住宅，絕對隱密！

電梯門一開，就看見一身細肩膝上銀灰絲質小禮服的施
得欣小姐，站在玄關前。那一身很明顯是迪奧的手筆！

“我們的施小姐存心要迷死師先生。”
“師先生是聖人！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怎麼迷都迷不倒
他的。”

小妹這身打扮，加上很花心思的淡妝，可真是迷人極了！

“怎麼迷不倒？我頭都暈了！說真的！小妹！我現在血
糖太低了！趕快給我一點甜的，救我一命！”

“馬上開飯！昨天我就曉得，你對那家的江浙菜不滿意。
今天我找了台北最有名的素菜館外燴，讓你嘗嘗台北人
的驕傲！”

進了廚房邊的小飯廳，看到一男一女的廚師正在張羅烹
飪，我們在一張圓桌入座。

“讓我先介紹這位菜香園的大廚，麥大師。”
“姓麥，是不是廣東人？”
“師先生真厲害！我是從香港來的！很小就從廣州到了

一個業餘
殺手的告白 ( 十一 )                 文 /大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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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有勞大師，親自出馬！接下來一定精彩！”
“施小姐是我們老客人，理當效勞，我們上頭檯吧！”
這頓飯吃了很久，不是吃了很多，而是一道一道的上菜，
煎，炒，蒸炸琳瑯滿目，噱頭十足，看的比吃的還精彩！
另一位女幫手是幫忙上菜的，身段十足，談吐一流。我
的直覺反應，這頓飯可要吃掉剛畢業的大學生一年的薪
水。好在這頓飯，沒有喝酒，泡了一壺好茶，沒有糟蹋
素菜的美味！

飯後小妹帶我參觀一下這台北有名的豪宅“老師！你是
室內設計科班出身！你看看這房子，有沒有可以入你的
法眼的地方。”

打從進門，我的職業本能，就把這房打量了一番，當然
不好意思說出口，可是我心中只有八個字：“俗不可耐
的暴發戶”。白金鋁面的櫃子門，加上鑲水鑽的把手，
只有夜店才來這套！

“不錯！大概錢也是花老了！”因為我看見一個小客廳
內的音響，除了很有些年紀的 McIntosh 真空管功率放
大的機之外，其他都是美國產量很少的客製器材，更會
燒錢的是日本“月光”的唱頭。這木殼的唱頭，大概要

幾千美元一枚，加上很新的靜電喇叭，還沒有開機，我
已經可以想像，它能放出什麼樣的天籟！

“我就曉得！絕對入不了你的法眼！不過這也是有錢的
好處。有了錢，總得有個花錢的方法！你不覺得？這才
是有錢人最可悲的地方！”

“來來來！ 舞林高手，我們重溫一下，新加坡的舊夢。”
天啊！當年我們生意場上，老施有天帶了小妹，進了新
加坡舞廳，由我帶著小妹，下池跳了一首，蔡琴在台上
唱的“未識綺羅香”，難怪在船上夢到的是蔡琴？還是
小妹？

她放了一首 Michael Buble  唱的“you don't know me”。
很早很早以前，舞廳的舞客，吃舞小姐的豆腐，慢四步
的曲子跳三貼舞（面貼，胸貼，還要腿貼）。這三分多
鐘，小妹整個身體貼在我身上，還在我耳邊輕輕唱著歌
詞！更加變本加厲的接著是“only you”。這六，七分鐘，
好像只唱了幾句就結束了！我挪開了小妹的軟香柔玉，
大大喘了一口氣！看著小妹酡紅的兩頰，“小妹！你老
哥今早特別囑咐我，我不是妳的救生圈！”

她抿著雙唇，眼眶泛著水，淚水都快滴下來了。我再不

文中人事地物純屬虛構，
若有雷同，純是讀者想像力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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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退，這場面就有點無以為繼了。好在我要來見施得欣
的目的，在晚餐桌上已經問得差不多了。

“老師，讓我喝口水， 我陪你下樓。”她轉身倒了半杯
“強尼走路”一口灌下去，這下臉更紅了！
“沒辦法，這不正是苦酒滿杯。”
轉身先進了電梯門，下了樓，她挽著我一直走到大門外。
“小妹留步！明後天見！”
“嘿！老師！ 回到旅館後，不要忘記睡個好覺，做個好
夢！”
 “回頭見。”

我回到旅館快半夜了，走過門廊，經過西服店，又看見
老闆，滿臉堆滿了職業笑容，跟我打招呼。

“師先生，您晚安啊！好睡！”

這到處都是眼線？我也虛應了一聲，快快進入電梯，上
樓進了房！好在屋內空調真夠涼快的！我馬上坐下來，
拿出紙筆，開始逐條仔細分析我得來的資料。

上回，跟各位提到林，李兩位總經理，在美國合作食品
生意，雖然有些摩擦，但不傷大雅，生意一路爬升。

這時林家的大姑爺—李文彬，不知經過哪條途徑，認識
了一位在美國從事食品大盤生意的華裔富二代。這位富

二代極力慫恿李文彬，買下他朋友的一艘大遊艇。這李
總雖然生意做了這麼多年，商場上打滾，見過不少世面。
不過這種動輒上千萬的交易，可不常見！這不是擴充器
材，廠房，或是生財器具。咋看表面，純是娛樂賠錢的
開銷！

生意人當然要往生意眼上看！這位陳姓富二代說，原船
主是位美國富豪，投資遊艇生意。在擁有近十幾艘遊艇
的船隊中，最長的這一艘，因為太大了，近幾年出租的
情況不佳，因此想半價出手。這位陳姓富二代還特別強
調，擁有這種遊艇不但提昇社會地位，而且是招待客戶
最好的地方。對生意往來可是無往不利！

李總—這位土豆開花的暴發戶，這是他老婆—小貞形容
自己老公的話。這輩子就算有了不少錢，幹過不少荒唐
勾當，但是遇到這艘像水上遊宮一般的大船，簡直是暈
頭轉向，不知東西南北。至於姓陳的可能為了佣金，把
話可是說的天花亂墜。最後討點價，說定售價少於千萬
一點點！包括船長，船上工作人員，免支薪兩季。

我後來才搞清楚，這類超級大遊艇，全世界而言，真正
擁有大遊艇的船主並不多，大多是每年有出遊計畫的
有錢人，租這些豪華遊艇一週，一個月，甚至一季，最
熱門的季節是從五月底摩洛哥的方程式大賽車開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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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高血壓，我不敢去西藏旅遊，但這次去了四川省的甘
孜藏族自治州旅遊，不失為我旅遊生涯中的一件幸事。

中午，汽車從成都出發，沿著雅康高速公路進入甘孜藏族自
治州。沿途都是高山峻嶺，隧道索橋，公路上不時遇到塌方
的巨石，只能容一輛汽車小心通過。

近黃昏時，汽車進入康定市。過去的概念，古代被稱為“羌
族之地”的康定小縣城，就是一個騎在馬背上的山地村落。
沒有想到，今天的康定市是燈火輝煌，歌舞升平，霓虹燈照
亮了整個山城，二十多層的高樓比比皆是，有“木蘭咖啡”，“黑
隴太郎”，“江湖刺青”，比北京的王府井還熱鬧。尤其是，
流過市中心的康定河是大渡河的支流，水從高山上匯流下來，
當然兇猛，波濤聲在一裏路外都能聽，遊泳好手也未必敢下
水。

晚餐當然是品嘗藏菜，按照藏民的風俗，晚餐前要給客人獻

哈達。藏菜中，數烤牛肉最好吃。前幾年我去美國的總統山
旅遊，總統山上餐廳的牛肉分為二種，一種是普通的牛肉，
十五美元一份，還有一種是牦牛肉，價格是二十五美元一份，
要貴 67%。 絕大多數遊客會挑選牦牛肉，因為牦牛稀罕。但
在甘孜，遍地是牦牛，估計普通牛肉的價格反而貴。當地的
牦牛肉烤得香嫩，酒是藏區青稞，有四十多度，酒瓶的形狀
非常特殊。吃完晚飯，我問藏民服務員，能給我一個你們不
要的藏族空酒瓶嗎？那個年輕的服務員給我拿了二個，其中
一個是我從未見過的當地小廠制作的“藏區醉牦牛啤酒”。
我如獲至寶，用衣服裹好帶回美國，讓我收藏的“世界珍異
酒瓶”多了一個品種。

我住的賓館叫“溜溜城格桑花大酒店”，聽說這是康定城最
好的酒店。賓館的設施一流，電燈空調的開關全是觸摸式的。
最有特色的是房間有整個墻面的大玻璃窗，可以和桂林市中
心五星級的香格裏拉大酒店有一拼。

甘孜遊記之一    
到達甘孜康定                      

晚上從“溜溜城格桑花大酒店” 十一層樓的大玻璃窗向外眺
望康定城的夜景，“格桑花”是遍布甘孜州滿山的彩色野花，
據說 8 月份時最為漂亮。“溜溜城”就是康定情歌“跑馬溜溜”
的意思，《康定情歌》寫道：

跑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雲喲
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喲

月亮 ~ 彎 ~ 彎 ~，康定溜溜的城喲。

世間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地愛喲
世間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地求喲

月亮 ~ 彎 ~ 彎 ~，任你溜溜地求喲。
 
《康定情歌》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甘孜牧民首創的民歌，歌
詞中的“溜溜”一會兒是形容詞，一會兒是副詞。我查遍字典，
找不到“溜溜”的解釋。我的理解，“溜溜”在漢語中就是“無
法形容”的意思。

聽著窗外康定河的波濤聲，我寫了《到達甘孜康定》這篇文章，
用剛學到的“溜溜”結尾：

途徑溜溜的山路，到達溜溜的康定
品嘗溜溜的藏菜，感謝溜溜的哈達

月亮 ~ 彎 ~ 彎 ~，期望溜溜的明天。

讀者來稿

文 /沈中平

1 2 4
  3 5

5 6
   7   
   8圖片

圖片
1. 藏區醉牦牛啤酒瓶
2. 波濤聲起的康定河
3. 燈火輝煌的康定城
4. 進入甘孜藏區
5. 不知名的吊索橋
6. 從賓館窗口看到的夜景
7. 獻哈達
8. 一桌藏菜
9. 酒店整墻大玻璃窗



Fiona: 512-952-9789 Office: 512-368-5089 

newstateaustin@gmail.com

13376 N. Research Blvd, Ste 212 Austin TX 78750
www.newstatead.com

各類型招牌設計、製作、安裝、平面設計、印刷

投稿



專業房地產貸款

誠信效率 專業負責

王恬聲
Tien Sheng Wang (Grace Wang)

grace@bartoncreeklending.com

Barton Creek Lending Group 
6011 Cape Coral, Austin, TX 78746
NMLS #264320
www.bartoncreeklending.com

NMLS: 1318511 

512-466-6034

家政服務
月嫂、保姆（阿姨）、家庭托兒（教學拼音、

基礎語文、數學、一字畫）
聯繫電話：512-665-9619

微信：ZHX658600

Casulo Hotel 誠徵
會記一名，前台及客房服務若干。

待遇面議
512-789-4111

sam@casulohotel.com

Room for rent for July -August   2019

    有房出租，每月 $500.00 ( 包括水 , 電 )，近 

Parmer Lane,Dessau,    
地址在 :12717 Linford Dr.，

請打電話  210-863-1843   或郵件 allen.
kong2@yahoo.com

 

 

分類廣告
虛位以待
＄15/ 月

郵件至 tcn@realholdingsll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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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造 穩 定 收 入 及 強 勢 增 值
- 商業地產投資,風險/回報分析
- 優質學區房/高品質退休房/實惠自住房買賣
- 全套買賣服務,提供定價規劃/分析
- 租賃管理,精選最佳租賃客爭取最大投資利益

德州
Austin

首選

杜佩樺
Elizabeth Chang
 Allure Real Estate 

512-917-5288
 Elizabeth.centralmetro.com 

WeChat & Line ID: livingmiracles 
Email: happyinvestor@sbcglobal.net

SLI Mortgage │ 四利貸款
NMLS# 1599234  SLI Mortgage LLC

多家銀行代理 為您提供最好利率

Shawn Li
NMLS# 309944

經驗豐富︐專業服務︐快速低廉︐免費咨詢

PH:512-731-8607  FAX:888-548-0527 
www.slimortg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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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徵︓Loan Officer , Loan Processor

Email : shawnli1688@gmail.com     Wechat ID: slitradeguru 

房屋/商業 貸款︑再貸款

各類貸款產品  民用  商業
Conventional, FHA, JUMBO, Cash-out, Fix and Flip 

外國人貸款 ,  不查收入貸款

  I have earned many life time achiever, Hall of Fame awards of top Realtor of Texas.  
     Over 26 years real estate experiences to achieve all your real estate needs and w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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