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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孜遊記之三  
   成都、黃龍溪古鎮

德州首府新聞自 2019 年十月起，
截稿日期將從每月20日調整為每月15日，

煩請各位投稿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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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9 - 10/6/19 and 10/11/19 - 10/13/19
Austin City Limits Music Festival
奧斯汀城市極限音樂节
Zilker Park

這個為期六天的音樂節是美國最大的音樂
慶祝活動之一，將著名的公共電視連續劇
《奧斯汀城市極限》的魔力帶到了錄音棚
之外，並進入奧斯汀最受歡迎的公園，在
兩個週末的八個時段中，共演出 140 多種
音樂。

www.aclfestival.com

10/2/19 - 10/6/19
U.S. Vintage National Championships
美國古董车全國錦標賽
Circuit of The Americas

在奧斯汀，當 400 多個競爭對手在 COTA
最先進賽道上測試標誌性賽車時，舊與新
就將相遇！快來參加一些今年最瘋狂，最
有魅力和激情的比賽，共同參加美洲巡迴
賽。

www.svra.com 

10/11/19
德州青少年讀書節
St. Edward's University

這個免費的年度音樂節邀請了一些廣受好
評的年輕作家和粉絲一起互動，來慶祝青
少年讀書節。查看時間表，可以看到世界
上最好的作者的介紹。 

www.texasteenbookfestival.org

10/12/19
Oktoberfest 啤酒節
German Free School

德國 - 德克薩斯文化遺產協會每年舉辦一
次音樂節，其中包括現場音樂、美食、啤
酒節、兒童活動等等，並在德國自由學校
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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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19 - 10/31/19
Austin Film Festival
Paramount Theatre & Various Locations

這个電影盛事被公認為是美國最著名的電
影節之一，在頂級電影和印度獨立電影中
都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www.austinfilmfestival.com

10/26/19 - 10/27/19
德州圖書節
Texas State Capitol Building

德州圖書節已發展成為美國最主要的文學
活動之一，每年約有 250 位作者參加。每
年有 40,000 多名各個年齡段的書迷參加音
樂節，他們将享受讀書、小組討論、簽名、
烹飪演示、現場音樂、當地美食、作家，
兒童活動以及來自全州的攤販提供的商品
和服務。

www.texasbookfestival.org

10/31/19
德州煙花匯演
Kreig Baseball Field

由 Planet K 主持的 Kreig 壘球場的煙火點燃
萬聖節之夜。

www.planetktexasfireworks.com

10/27/19
奧斯汀交響樂團呈獻：萬聖節兒童音樂會
The Long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這場音樂會對您來說是一個向您的孩子們
介紹現場管弦樂隊音樂的絕好機會，也是
一個很好的機會穿著特异服裝並帶來很多
樂趣。音樂廳將從上到下裝飾成萬聖節，
以增強您小朋友的音樂會體驗。

www.austinsymphony.org

2020 年戶口普查 （4/1/2020 - 7/31/2020）

10 年一次的全民人口普查在市長 Adler 郡長 Eckhardt 及國會議員 Doggett 的領導下於
今年四月一號展開序幕。在大奧斯汀地區成立了戶口普查委員會，並在之下成立了亞
裔戶口普查委員會，由亞裔法官 Nicholas Chiu 為會長。

美國憲法規定每 10 年必須普查戶口，依據普查結果決定各州聯邦補助金額，及決定
國會眾議員的席位額。以奧斯汀大市區為例，在 2020 年戶口普查中，每少算一人，
Austin 地區聯邦補助就減少 $1500，要一直到 2030 年才有機會改正。 十年下來少算一
人，則少一萬五千元。

按照以往的经验，我們亞裔不填写人口普查问卷的人數相對說來最高。可能是文化差
異所致。很多人不願意政府擁有太多個人訊息，或是擔心政府藉機懲罰任何違規行為 . 
造成對亞裔人數的低估 , 政府預算撥給亞裔社區的數額也因而大大減少。

七月十三日由全美公共事物聯盟奧斯汀分部（APAPA Austin) 邀請 APIA-VOTE, 協同
奧斯汀亞裔組織聯盟 (NAAO) 及其他相關組織共同舉辦了戶口普查訓練營。參加的
志願者來自大奧斯汀市各色不同背景的亞裔及主流團體，共約一百六十人，非常踴
躍。經過全美公共事務聯盟奧斯汀分部領導趙明菲 Alice Yi 的努力，奧斯汀大市區獲
得 Coulter 基金會的相對基金贊助 20 萬元作為戶口普查教育宣傳 , 協助填寫普查問卷
及鼓勵亞裔投票專用專用。郡府及市府積極响應亞裔團體宣傳戶口普查工作。撥款條
例進行中。亞裔 2020 年戶口普查委員會在以後數月中將舉辦多項活動，希望大家能
一起參與，達到 2020 年戶口普查一位亞裔都不漏掉。



趣聞快訊

Round Rock 已經被評為今年美國“最酷”的郊區之一，
並且這一榮譽不斷湧現。 9 月 16 日，Money 雜誌發布了
2019 年度最適宜居住的區域，奧斯汀的北部區域在名單
上聲名大噪。
 
Round Rock 在前一百名中排名第二，因其高家庭中位收
入（82,229 美元），高房屋擁有率（61％）和蓬勃發展
的就業市場（3.1％失業率）而受到稱讚。

在強調不斷增長的創業社區時，Money 當然強調了戴
爾 - 這家電腦巨頭總部設在該市 - 而且還有 Round Rock 
Honey 和 Bluebonnet Beer Company 等 當 地 企 業。 “ 商
業社會向後傾斜以幫助你並確保你成功”，Round Rock 
Honey 聯合創始人 Konrad Bouffard 告訴該雜誌。

Money 還指出 Round Rock 獨立學區的高畢業率和城市的
安全排名作為居民的其他福利。

為 了 確 定 最 佳 居 住 地，Money 首 先 考 察 了 人 口 超 過
50,000 的城市。如果一個城市有超過 30 萬居民，該雜誌
然後將其分解為社區。 （例如，奧斯汀的海德公園社區
在今年的榜單上排名第 51 位。）根據 Money 的方法報告，
這留下了 1,796 個潛在的位置。

該雜誌與數據和優化公司 Witlytic 合作，檢查了每個地
區的經濟健康狀況，生活成本，種族和經濟多樣性，公
共教育，收入，健康和安全，生活方式和便利設施。一
旦這些數字被打破，記者就開始研究，報導和尋找統計
數據中未披露的各種無形因素。

一個新朋友正在幫助奧斯汀的無家可歸者獲得他們的住處。

今年早些時候，媒體 KVUE 首次向大家介紹了 ICON 公司，當時他們首次推出了可以打造房屋的
3D 打印機。現在公司正在與社區優先合作建設東奧斯汀的村莊。

該公司剛為社區優先建立了一個歡迎中心！ Village，這個非營利組織，為長期無家可歸的男女提
供價格合理的永久性住房。該公司表示，歡迎中心的建造僅用了 27 個小時。 3-D 打印機使用混凝
土混合物作為房子的材料。

該公司從歡迎中心開始，很快將為六個家庭開始施工。 ICON 與 Cielo Property Group 合作實現了
這一目標。

奧斯汀北部 Round Rock 位列最適宜居住區域第二名

奧斯汀的科技公司使用 3D 打印機為無家可歸者修建房屋

10

奧斯汀最受歡迎的度假傳統將迎來它的第 55 個年頭，
帶來耀眼的燈光，夜間娛樂活動以及各種趣味運動。 
2019 年 的 Trail of Lights 將 於 12 月 10 日 至 23 日 返 回
Zilker Park，預計在此期間將迎來超過 40 萬名賓客。

憑 藉 其 Zilker Holiday Tree 和 巨 大 的 摩 天 輪，Trail of 
Lights 預示著奧斯汀假日季節的開始，並且是城市天
際線的迷人年度亮點。今年，遊客可以期待 200 萬盞燈，
90 盞節日假樹，以及 70 多個其他節日展示和燈光隧道，
遊玩一下。

雖然這條小徑於 12 月 10 日正式開放，但慶祝活動實
際上是在 12 月 1 日星期日開始，Zilker Holiday Tree 將
點亮。 12 月 2 日至 4 日，在它正式向公眾開放之前，
第 6 屆年度最佳 STARS 活動為當地的非營利組織提供
了一個特別的景點 。

在 12 月 6 日星期五的年度預覽派對之後，景點將於
12 月 10 日星期二正式向公眾開放。

除了今年的日期，Trail of Lights 還推出了 2019 年的特
別活動和專門的夜晚。第 8 屆年度燈光樂趣跑將於 12
月 7 日星期六舉行。跑步者將從認真裝飾過的聖誕樹
周圍開始 2.1 英里的路線奔跑，然後在終點線結束。
這是一個現場 DJ 舞會派對，摩天輪和旋轉木馬游樂
設施，餐車和健身博覽會。 （這也是在其他人之前遊
玩這條小徑的機會。）

2019 年 Trail of Lights 活動日程公佈

德克薩斯州總共佔據了四個名次，已達到每個州允許的
最大值。 Round Rock 是排名第二的大贏家，緊隨其後
的是第 26 位的 Wylie，奧斯汀的海德公園（第 51 位）和
San Marcos（第 76 位）。

Money 30 年前推出了其最佳居住地名單，以幫助消費者
更好地決定住在哪裡。

今年名列榜首的是田納西州克拉克斯維爾，位於納什維
爾西北約 45 英里處。排在前 10 位的其他人是印第安納
州的 Fishers（排名第 3）; 芝加哥富爾頓河區（第 4 名）;
夏洛特，北卡羅來納州鄉村俱樂部高地（第 5 名）; 猶
他州德雷珀（排名第 6）; 阿肯色州本頓維爾（第 7 名）;
威斯康星州麥迪遜（第 8 名）；愛荷華州 Meridian（第 9
號）; 佛羅里達州冬季花園（No. 10）。

     上：
     Trail of Lights 往屆照片

      左：
     僅花費 27 個小時建造的房子

12 月 11 日星期三，這條小路將慶祝英雄之夜，這是一
個紀念退伍軍人，現役軍人的晚會。 12 月 12 日星期四，
當奧斯汀公園基金會的公園電影來到 Zilker 時，人們將
欣賞最受人喜歡的節日電影。今年的電影還沒有詳細說
明，但晚上將在晚上 7:30 在小道上開啟一個特別活動時
間，然後是晚上 8 點的電影。

如果沒有德克薩斯大學的夜晚，它就不會是光之路。觀
看 12 月 15 日的橙色小徑，以 UT 為主題的節目，並與
學生，教師和校友一起慶祝這個季節。

Trail of Lights 的門票將於 10 月開始提供，包括一般入場，
提早進入的 ZiP 通行證，VIP 白金通行證以及停車和班
車選項。根據組織者的說法，一般入場將在 14 天內免
費入場 7 天，這些日期也將在今年秋天晚些時候公佈。



華人參政是在美華人的責任，逐漸加強華裔在美國主流媒體
中得影響力是我們的責任，也對下一代華人在美影響力有著
巨大影響。

隨著新一輪辯論結束，Andrew Yang 在全美民調顯示中已經有
了 4%-6% 的支持率。而在幾個月前，幾乎沒有人認識他。本
期“主編推薦”，編輯採編自 BBC 中文網及紐約時報，為大
家帶來一個真實的 Andrew Yang，和他背後的故事。

楊安澤的競選之路：

   從“癡人說夢”到獲得主流認可

     上：
     Andrew Yang  楊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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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序言

誰是楊安澤？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反面是什麽？

“一個擅長數學的亞裔”，美國 2020 年總統大選的華裔參選
人楊安澤（Andrew Yang）和他的支持者喜歡這樣回答。

44 歲的楊安澤在數個月前還名不見經傳，但似乎就在一夜間，
這位首次涉足政治的科技企業家，搖身一變為互聯網上最受
關註的總統參選人之一。

楊安澤在網上擁有一群自稱“楊幫”（Yang Gang）的忠實擁躉，
他們用眼花繚亂的動圖宣傳他破天荒的核心政綱：全民基本
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簡稱 UBI）。

楊主張，每月給每個 18 至 64 歲的美國人發放 1000 元美金，
不附帶任何條件，以應對人工智能與自動化對就業市場帶來
的沖擊。

• 父母在 1960 年代從臺灣移民到美國，父親是 IBM 公司的研究人員，發明
了 69 個註冊專利，母親是大學的行政人員；

• 與華裔妻子 Evelyn Yang 育有兩子，其中一個患有自閉癥；

• 曾在常春藤學校學習經濟、政治學和法律；

• 成立了名為“為美國投資”的非盈利組織，為大學生創造在初創企業中工
作實習的機會，主張通過創業振興美國經濟落後或衰敗的城市；

• 美國歷史上最廣為人知的亞裔總統參選人之一，競選口號為“人性至上”。

今年 4 月，楊安澤在首都華盛
頓的地標林肯紀念堂前舉行拉
票集會，馬丁•路德•金曾在
此處發表著名的《我有一個夢》
演說，如今，楊安澤的夢是打
敗黨內對手及特朗普，當上美
國總統。

他是癡人說夢嗎？楊安澤此前
從未擔任公職或參加政治選舉，
缺乏政治管制經驗，《紐約時
報》曾形容他的競選成功可能
性微乎其微（longer than long 
shot）。

而在政治投註網站 PredictIt“誰
會贏得 2020 年總統大選”的
概率排位上，楊安澤排名第六
位，排在特朗普、拜登和桑德
斯等之後，但把參議員沃倫
（Elizabeth Warren）和其余十
幾位民主黨人拋在了身後。

在大多數黨內民調中，楊安澤
獲得約 1% 的支持。這看起來
微乎其微，但剛好足夠確保他
能登上民主黨內首場辯論的舞
臺。

採編自 BBC 中文網及紐約時報

主編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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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紀念堂前，數百名支持者高舉寫有“數
學”字樣的標語，以高聲歡呼迎接楊安澤。

“我說‘數學’，你說楊！我說‘數字’，
你說楊！”集會主持人帶動著現場氣氛。

擅長數學是美國人對亞裔的刻板印象之一，
但楊安澤團隊巧用了這一點，把書呆子形象
扭轉為與眾不同的酷勁。

競選團隊將強調數據與科學、擅長經濟政策
打造成楊安澤的標誌性優勢，與特朗普“魯
莽行事”、“意氣用事多過於嚴格考證”的
形象形成強烈對比。

楊安澤還宣布，正探索為自己制作一個逼真
3D 全息影像的可能性，這意味著他能透過
投影的方式，同時出現在多地拉票。出人意
表的“黑科技”策略，讓楊顯得更酷了。

新罕布什爾州普萊斯托——見到楊安澤
(Andrew Yang) 的支持者時，他們經常會坦白：
第一次聽說楊安澤的時候，他們覺得他每月
給每個美國成年人 1000 美元的計劃有點兒
瘋狂。但接著，他們必定會告訴你，聽了他
對這個計劃的解釋後，一切都顯得說得通了。
“他以前就是一個米姆——他的競選是個笑
話，”新罕布什爾州阿特金森的大學生、20
歲的本•隆尚 (Ben Longchamp) 說，5 月，
在樸茨茅斯的一家餐館裏，他第一次看到楊
安澤講話。“如今我已經看了 14 個候選人，
我喜歡他是因為，他有這麽一個政策提案，
並且有數據做支撐。”

44 歲的香農•珍尼斯 (Shannon Jeanes) 是新
罕布什爾州貝德福德的一名建築工人，他說
他被楊安澤吸引，是因為他似乎更關心像
1000 美元這樣有關“全民基本收入”而非個
人野心的概念。“他參選不是因為他想當總
統，”珍尼斯說。“他參選是因為他覺得自
己需要這樣做。”

楊安澤在洛杉磯
支持者舉著“Math”字樣的口號支持他

楊安澤在新罕布希爾州

上：楊安澤在年輕人中有著很高的人氣右：楊安澤在新罕布希爾州大學

2020 年總統競選最意想不到的一個發展，就是人們對楊安澤的極度忠誠和熱情追隨，這位前企業家
和技術高管正在角逐民主黨提名。憑借數字、歷史課和偶爾的自嘲笑話，他一直在宣傳一條嚴峻的
訊息，即自動化將導致大規模失業，而企業利潤在扭曲經濟。許多美國人已經開始重視楊安澤，使
之意外獲得資格，能參加 9 月中於休斯敦舉行的縮減了人數的第三次民主黨辯論。

在包括參議員、市長、州長和前副總統的團體中，現年 44 歲的楊安澤仍是最不為人所知的參選人之一。
他遠非唯一有政治韜略的人。並且他獲得提名的希望一如既往地渺茫，他的民調仍處於個位數低位
的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

但在他上月走遍新罕布什爾的競選活動中參加過集會的選民裏，很少有人覺得，他是個提出一份不
切實際計劃的未來派外圍參選人。許多人反而表示，他們開始認為他是個有頭腦、講求實際、有親
和力的政壇局外人，針對其他競選者大大忽視的一個現有問題，拿出了經過深思熟慮的解決方案。
從更廣的層面講，楊安澤的支持者表示，他們發現他的這種幾乎無關政治的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楊
安澤沒有參與移民和控槍之類老生常談的邊緣政策討論，或是攻擊唐納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總統，他利用自己的施政綱領，溫和地向美國講述“第四次產業革命”——他擔心，這場革命將導
致卡車司機、客服熱線中心員工和零售店員失業——並提出以發放全民基本收入的方式，緩和這樣
一場革命必然會帶來的陣痛。

楊安澤所吸引的支持者聯合體在意識形態上不拘一格，包括進步派、自由意誌主義者、心懷不滿的
選民及部分特朗普支持者，他們換下寫著 MAGA 的紅帽子，戴起寫著 MATH——“讓美國更認真思考”
的藍帽子。進入他陣營的人表示，他在 YouTube、博客上的發言和全國電視辯論開始讓他們看到發
錢給人背後的邏輯。

主編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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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休斯敦的表現，對於維持競選剛剛聚起的勢頭可能至關重要。在 7 月辯論結束之後的幾天裏，楊安澤
的競選團隊迅速入賬約 100 萬美元——比團隊整個第二季度籌得的數額多三分之一。約九成捐款者為首次
捐款。

楊安澤和他的顧問們開始越來越多地允許自己半真半假地公開談論，他們實現了長期實現不了的一點：主
流認可。

“這一年多以來，我每個月都來新罕布什爾，”在納舒厄辦公室命名儀式上，楊安澤站在臨時搭建的講臺
上，對滿滿一屋子的支持者說。“剛開始來的時候，說實話沒人知道我是誰。從那時到現在的變化——著
實驚人。”

誠然，就在 5 月，楊安澤還曾闊步邁入新罕布什爾州黎巴嫩一個公園，卻發現只有幾十個選民等著見他。
那時候，來見他的更多是出於好奇，而非認同。

三個月後，形勢變了。楊安澤會向觀眾提問——哪個州通過了全民基本收入？——支持者會立即齊聲喊出
答案：“阿拉斯加！”

在他的新罕布什爾集會上，粉絲大多是白人，男性略多且非常年輕。其中很多人在上大學或者剛畢業；相
當多一部分人自稱同時喜歡楊安澤和特朗普。

還有一些人傾向於是自由意誌主義者，他們稱贊楊安澤給人們發生活費然後不插手別的事。一些人承認曾
是佛蒙特州參議員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的支持者，表示他們在楊安澤身上看到的，是一個更新、
更鮮的進步事業捍衛者，他所推動的理念可能會被證實領先於時代。

楊安澤在大城市的集會可吸引數千人，並傾向於吸
引多元化的人群，其中亞裔美國人比例異常高。

在競選造勢中，楊安澤和很多對手一樣，喜歡把自
己的競選描繪成主要由草根群體的熱情和少量捐款
推動。《紐約時報》一項分析證實了這一點，發現
他今年第二季度收到的約 70% 的捐款來自捐款金額
為 200 美元或以下的人群。

另一項對截至 6 月 30 日的約 13.3 萬名捐贈者的分
析顯示，楊安澤的競選活動平均捐款約為 27 美元。
因為他的捐贈者中大約有 20% 的人捐了多次，所以
每人平均捐款金額約為 40 美元。

捐贈數據也證實了楊安澤競選活動中明顯的群落分
布趨勢：據 OpenSecrets.com 和《紐約時報》估計，
他的捐贈者中只有不到 30% 是女性。

楊安澤在新罕布什爾州的見面會也明顯缺少年長選
民。一些參加見面會的人說，他們想聽聽楊安澤的
意見，盡管他們聲稱更喜歡在華盛頓工作的那些經
驗更豐富的人。

67 歲的安•恩格爾凱米爾 (Ann Engelkemeir) 來自新
罕布什爾州的埃普索姆，她說自己傾向於投票給馬
薩諸塞州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 (Elizabeth Warren)
或明尼蘇達州參議員艾米•克洛布查爾 (Amy 
Klobuchar)。但她和其他人說，他們覺得楊安澤很
有風度，並承認他的魅力核心來自於他並非職業政
治家。

“有些候選人被問到一個問題的時候，給出的回答
是他們演練過的最接近這個問題的答案，”恩格爾

凱米爾在一次活動上說。“我認為他回答問題的方
式比我以前聽到的要直接得多。”

在那次由新罕布什爾州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主辦的活
動中，楊安澤面對的選民和恩格爾凱米爾一樣，對
他基本上並不熟悉。

他用幽默的、時顯簡略的方式回顧了一遍自己的背
景：不開心的公司律師；經歷了“小漲大跌”的企
業創始人；最終成為一家備考公司的領導者，該公
司於 2009 年被卡普蘭 (Kaplan) 收購。

今年，楊安澤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雜誌》采訪時表示，
他在出售公司後“成了百萬富翁”，但他也強調，“我
的凈資產可能遠低於人們的預期。”在今年夏天提
交的財務披露表格中，楊安澤上報了高達 240 萬美
元的資產，與其他許多候選人不相上下。

在經濟衰退期間，楊安澤創辦了“為美國創
業”(Venture for America)，這是一個面向大學畢業
生的非營利性創業組織，在服務不足的城市創造就
業機會。

2016 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時，楊安澤說，他開始
研究數據，試圖理解其中原因，他發現，由於自動化，
搖擺州的數百萬制造業工作崗位已經消失。他意識
到，他為創造就業崗位所做的真誠努力是遠遠不夠
的。有必要實行更全面的解決方案：每個美國人每
月 1000 美元。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項很難被妖魔化的政策，”36
歲的馬薩諸塞州大學顧問馬特•克拉克 (Matt Clark)
說。“它極其簡單，而且直接面向這麽多美國人。”

上：楊安澤接受媒體採訪

右：楊安澤一家

主編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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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父母的期望、社會的成見與自我突破，是否沖突？

“網紅”，“博主”這些詞對許多的年輕人有
著很大的吸引力，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將它
列為向往的一個職業。作為德克薩斯州奧斯汀
當地的知名美食博主，Koko 做這個行業已經有
9 年了，作為美食博主的她在奧斯汀當地擁有
眾多的粉絲，我也是其中一個。

她有自己的博客，後來開設了 A taste of Koko 的
Instagram 賬號。我每次在奧斯汀不知道吃什麽，
又或者在選擇餐廳困難的時候，一定會去她的
Instagram 上找一下，也會把她推薦的餐廳一個
個存下來，留著之後去拜訪。 在采訪 Koko 之前，
我一直覺得做博主很簡單——吃飯時候拍拍照，
能有多難？可和她聊過以後才發現，做博主不
像我們所看到的那麽簡單。她在采訪裏和我說，
其實很多人並不知道她最喜歡吃的只是簡單的
意面，可工作性質決定她每天都要在不同的餐
廳吃飯。現在，Koko 與許多的知名大品牌有了
合作，博客的內容也更加豐富，涵蓋了美食、
旅遊以及時尚等主題。
 
在開始做人物專訪系列的時候，在奧斯汀所有
備選“人物”中，第一個在我腦中浮現的想要
采訪的人就是 Koko。之後我在 Instagram 上聯
系了 Koko，她看到我聯系她做《德州首府新聞》
的專訪，第一時間就問她的父母知不知道這本
雜誌，沒想到她父母已經是《德州首府新聞》
十年的老讀者了。

不論在美國或者亞洲，在傳統的華人家庭裏，父母對
孩子的未來規劃都很相似。在他們的概念裏，所謂的
成功就是成為醫生，工程師或者會計師這類相對穩定
的職業。社會對亞洲學生的普遍認知也包括學習好，
理科好等各種刻板印象。

Koko 告訴我她在高中，大概 200 個同學只有 10 個是亞
洲人。她因為個子小小的，又是個亞洲人，也會在學
校裏受到一些歧視。在這種亞洲人鮮少的地方，歧視
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Koko 家裏也只有一個孩子，
和周圍的同學相比，無論是在家中還是在學校她都是
孤獨的那個。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問她是否曾經因作
為一個亞洲人而感到難為情，Koko 告訴我她從來沒有
過。相反，到現在作為一個亞洲人反而是她最大的一
個優勢，在美國這些大品牌都在嘗試自己的品牌形象
多元化起來，而 Koko 就脫穎而出了。

按照父母的期望，Koko 進入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
之後學習了生物，當時的想法就是按照父母的期望學
醫。在學了一陣子生物之後因為不感興趣，她選擇了

轉專業到營養學。之後她突然發現自己並不想成為一
個營養師——她對這個行業一點都沒興趣。2010 年，
她正式啟動了她的博客，前兩年間她都只是寫一些簡
單的菜譜，但卻沒有什麽粉絲。突然有一天，一個當
地的餐廳邀請她去店裏試吃。吃完回去後她寫了一篇
食評。結果出乎意料的，開始有人關註她的博客了。

之後因為這個契機，她便開始做起了真正的美食評論
家，她自費去了很多的餐廳試吃。攝影、網站開發協
作以及社交媒體這些她都是自學成才，雖然每項都必
須從頭開始。剛開始的時候很多朋友都不理解她，也
並不支持她做這個，更別說她的父母了。她的父母很
難去跟他們的朋友們解釋自己的女兒在做什麽。大家
都覺得她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也完全不想去了解。

這條路雖然走的曲折，但慢慢的，越來越多的人開始
詢問她應該去哪裏吃飯；更多當地的餐廳開始找她去
試吃；很多國際大品牌也開始找她合作。即使很多人
和她說讓她放棄，但她最自豪的是，她從未想過放棄。

奧斯汀知名美食博主 Koko——

感謝熱愛
感謝自己的一路狂奔
撰稿：Cici Zhu  德州首府新聞

Koko 的網站Koko

Jane Ko 中文名字柯曉臻，生於臺北，在三歲時候和父母一起移民到 Port Lavaca。Port Lavaca 是德克薩斯州沿
海的一座小城市，在 2000 年人口普查時，他們只有 12,035 人。我很好奇，在這樣的一個沿海小城市長大，
Koko 是如何開始她的博主生涯的呢？路上她曾遇到過什麽樣的困難？在美國這個主流社會作為亞洲人的身
份，來做博主會遇到什麽樣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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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不易，不要輕易入坑，除非你真心熱愛

機會總是會留給準備好的人，天上掉餡餅，我們也要能接得住

博主這個詞，其實是被很多人羨慕的，越來越多的
女孩子擁有一個成為博主的夢。Koko 收到了很多人
的來信，問她“我該怎麽樣成為一個博主？”她總
結了幾點自己的經驗給大家。

第一，不要為了錢和免費的旅行去做，她在剛開始
的時候所有東西都是要靠自己賺錢去維持。在剛開
始的時候，她為了買一個相機而打了四份工。所有
的餐廳，最初也都是她自己自費去吃，更別提之後
的編輯、寫稿。她每天都需要工作到很晚，更沒有
雙休日可言。 剛開始博主生涯的時候她還曾在一個
社交媒體的公司工作，希望以後能夠進入德克薩斯
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商學院學習。

第二，需要耐心並且為最終的目標努力去工作。很
多人看博主都非常風光，感覺他們過著很享受的生
活。可很少有人知道她每次吃的飯都是冷的，吃飯
前需要構思各種拍攝的角度，也經常會去嘗試一些
自己並不那麽喜歡的食物。她和我說，她其實非常
喜歡吃快餐意面，可已經很久沒有吃過了——她每
天的行程都是約滿了各種的餐廳。

後來慢慢在奧斯汀有了一些知名度，一次采訪時候，
奧斯汀知名報社的人員直接質疑道為什麽他們要和
一個亞洲大學生坐在一起，Koko 覺得受到了很嚴重
的歧視。Koko 說這是這條路上必經的挫折。不管是
亞洲人還是美國人，任何人都會受到質疑，所以只
有自己不斷的堅持和變強大才能夠證明自己。

在當地擁有一些知名度後，Koko 的事業慢慢也開始朝其他方向發展。我問她覺得最自豪的幾個時刻是什麽的時候，
Koko 毫無猶豫地和我分享了很多個很觸動我的事情。

在她剛開始寫博客的時候，爸爸送了她一套 Kitchen aid 攪拌機。當時她爸爸不理解為什麽攪拌機這麽貴，也不理
解為什麽一定要用大品牌，但她堅持一定要用。後來機緣巧合下她也和 Kitchen Aid 做了合作。

在她買了房子的時候，她找到了 Ikea 的人來幫她翻修。她非常滿意整個設計和服務，於是寫了一篇文章和粉絲們
分享她的心得。沒想到她過兩天接到了 Ikea 的電話，問她願不願意和他們簽約做推廣。這件事很觸動我的一點是，
其實我們並沒有想要什麽結果，可有人卻看到了這件事情的價值，那一刻我們的內心會更加欣喜，並且感謝之前
的自己去做了這麽件看似不太重要的事情。

她在開始做旅遊博主以後也收到了很多大品牌的邀請——Times 和她合作做了推廣的廣告，奧蘭多環球影城也邀
請她來幫品牌做一系列的推廣。這些都是她之前完全沒想到的，但她分享的關於郵輪的故事使我深受觸動。她和
我說她的父母屬於非常精打細算的人，他們也不太會享受生活，總覺得省錢才是生活中的無上真理。她說小時候
父母曾經存了很久的錢帶她去了 Carnival Cruise（嘉年華郵輪），但是是最低的檔次。在後來的某一天她突然接到
電話，打來的竟然是 Carnival Cruise——這對 Koko 來說很重要，她可以分別帶爸爸媽媽各去一次最豪華的郵輪旅行。
這算是她覺得對她來說最重要的一個合作了。

Koko 的 instagram

Koko 與 Carnival Cruise

當然任何成功的博主都不是偶然的，Koko 也有屬於自己的商業模式。她除了每天去餐廳吃飯以外也會和老板見面，了
解更多餐廳的信息。她從來不向本地的餐廳收廣告費，因為她知道當地餐廳不容易，並且她很感激奧斯汀當地餐廳的
支持。

作為博主，很難的一點是愛情與工作的平衡。Koko 今年 30 歲了，這是社會為女人畫的一道分水嶺。在 30 歲之前她曾
很迷茫——對於愛情，尋常人家總覺得結婚後應該更註重家庭，而現在事業正如火如荼的 Koko 卻還不想走入茶米油鹽
的生活。她的兩任前男朋友都是因為她的博主事業而結束他們的關系的。所以生活大概就是有舍有得，她非常喜歡現
在的生活——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業，不用定點去上班。現在的她也在戀愛，希望這次的她的愛情可以開出一朵花，如
果時機對的話，她相信會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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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所有機遇，懂得回饋 

結語

對 Koko 來說，奧斯汀這座城市的意義非同一般——她
在這裏奮鬥自己的事業。從一開始的默默無聞，到後來
不管是奧斯汀的本地人或者來旅遊的人都會來詢問她的
意見，要去哪裏玩哪裏吃東西，有什麽推薦的。所以，
她也還在繼續為大家發現那些美食和屬於奧斯汀獨特的
地方。

去年在她 29 歲時候，她自主搭建了一個 Museum of 
Donut（甜甜圈博物館），幫助推廣所有奧斯汀當地的
甜甜圈店。並且推出了她自己品牌的體恤，賣出收入的
20% 捐獻給當地的慈善機構。

過去的 5 年她一直在構思想寫出一本關於奧斯汀吃
喝玩樂推薦的書，她和我說真的有人會打印出她的
instagram，拿著給她看。所以她一直想回饋奧斯汀這個
城市對她帶來的幫助。 在這本書裏，她以奧斯汀本地博
主的身份帶大家體驗奧斯汀。她的書開篇第一頁的這句
話，我無比贊同，也送給大家——

Dedicated to the city of Austin – the local 
business, restaurants, and people who make it 
the best city of the world
 
這本書的內容非常豐富，你可以找到超過 330 家本地的
餐廳以及商店，3 個手繪奧斯汀玩樂地圖，奧斯汀美麗
的圖片；餐廳以不同的類型分類，比如適合約會的餐
廳，早餐，午餐，晚餐，亞洲菜等等；短周末來到奧斯
汀可以做的事情，奧斯汀的必做事情清單。喜歡這本
Koko’s guide to Austin 的小夥伴們可以去 Amazon 上購買，
建議人手一份哦。

我很佩服 Koko 能夠在這 9 年間堅持著去做自己熱愛的事情，她很幸運能夠在最初就找到了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在做這一系列人物專訪系列的時候，Koko 一直是我最想采訪的人。給她發郵件，很快就收到了回復，讓我非常開心。采訪
過程中，Koko 和我說她是第一次聊的這麽深入，其間提起家人她的眼角會泛出淚花。我學到了太多的東西，看到了她的堅
持和努力，但我想，這一路的艱辛除了她自己，別人都不能感同身受吧。

大多數時候我們都會遇到很多的困難，碰到所謂的迷茫期，甚至還有家人的不理解，可我們終究需要找到屬於自己的終點線，
並堅定地朝前奔跑。或許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 Koko 這樣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但過程是我們最該珍惜的，那個一直在努
力奔跑的自己，幫助我們成為了現在的自己。

我們終會向所有發出質疑的人和社會證明，我們該有的模樣。

Koko's Guide to Austin



Facebook 公司在奧斯汀還有很大的發展
空間。Facebook 公司已在位於市中心的
Third + Shoal 大樓租下新辦公室，可容納
1550 多 名 員 工。Facebook 公 司 北 美 全 球
業務集團副總裁兼奧斯汀辦主管 Katherine 
Shappley 表 示， 公 司 目 前 在 奧 斯 汀 擁 有
1200 名員工，分布在多個辦公室。

她說：“我認為所有的公司都在尋找像奧
斯汀這樣的黃金地段，奧斯汀是美國的
中心，社區充滿活力，人才濟濟。因此，
Facebook 公司也持續不斷的在奧斯汀投入
了 大 量 資 金。”Katherine 是 Facebook 公
司在奧斯汀的首批員工之一，該公司 2010
年 開 業 時 只 有 7 名 員 工， 占 據 了 300 W 
6th 的一層，如今已占據四層。

9 月 4 日，Facebook 公 司 向 媒 體 和 合 作
夥 伴 展 示 了 其 最 新 的 辦 公 大 樓 Third + 
Shoal，位於 601 West 3rd Street，Facebook
公司將占據 11 層，共 25.65 萬平方英尺。

在這裏，Facebook 公司給員工提供了許多
便利設施，有三個提供全面服務的廚房，
員工可以免費用餐。還設有 10 間較小的
廚房，提供小吃和飲品。 辦公室有 10 戶
外活動空間，帶有更衣室的健身中心和開
設瑜伽課程的娛樂室。還有航運中心，員
工可以免費郵寄包裹和信件，並提供免費
送洗服務，甚至還有一家快閃店。不過有
趣的是，Facebook 公司沒有為狗狗提供任
何便利設施，不像谷歌公司，他們在 500 W. 
2nd Street 的辦公室第 29 層有一個狗公園。

Facebook 奧斯汀市中心新辦公室開幕

 編譯： 華奧地產北美置業

宜居奧斯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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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奧斯汀是世界現場音樂之都，Facebook
公司也為員工提供了一間配有鍵盤、鼓和吉
他的音樂室，員工們可以在這裏組建樂隊或
即興演奏。Katherine 表示，奧斯汀擁有除加
州門洛帕克（Menlo Park）的總部之外最大
的財務部門，這裏的員工還在社區和企業運
營中擔任各種角色。

雖然所有的部門都在不斷增長，但 Katherine
領導的全球業務集團在過去幾年的員工人數
增長最快，增加了一倍以上。她說 :“我們
正在加倍努力，把奧斯汀打造成一個促進中
小企業，特別是小企業集團發展的中心。
Katherine 表示，隨著我們不斷發展，我們需
要更多的辦公空間。

有消息稱，Facebook 公司已租下 Domain 12
整個 17 層，面積約 32 萬平方英尺。該建築
預計將於 2019 年第四季度完工。Facebook
公 司 目 前 在 Domain 8 也 擁 有 辦 公 室， 在
Parmer 園區擁有約 3.2 萬平方英尺的辦公空
間。

Katherine 表示，盡管在奧斯汀面臨激烈的人
員競爭，但該公司在招聘頂尖人才方面沒有
遇到任何挑戰。Facebook 公司在其辦公室提
供的福利，如免費餐，健康福利和資源組織，
對員工很有吸引力。

Third + Shoal 是 由 TIER REIT Inc， 總 部 位
於 奧 斯 汀 的 Cielo Property Group 和 Invesco 
Real Estate 共同開發的合資企業，整體設計
由 Gensler 公司完成。共 29 層，16 層辦公樓
和 13 層停車場。已經全部租出，其他租戶
還包括有美國銀行和迪克森律師事務所等。

上：Facebook 辦公室開幕
下：Facebook 辦公室里提供的食堂

上：辦公室的裝潢融合了奧斯汀特色
下：Facebook 辦公室里提供給員工閱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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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明月夜 花好月圓時
奧斯汀花好月圓藝術團中秋聯歡暨團員大會紀實

作者：梅一凡                                                                                       
攝影：鄭於良 衛寧 班柯人

一年一度中秋月，又是花好月圓時。在這闔家團圓，
五洲同慶的佳節裏，奧斯汀花好月圓藝術團年度總結
大會和慶中秋活動，於九月十四日晚六時，在 Hope 
Presbyterian Church 如期舉行。參加年會的會員及其家屬
超過百人，場面熱鬧非凡。

團員們舉家扶老攜幼，如同過年一般的來到會場，同時
大家帶來了各家的拿手好菜，廚藝高超的佳肴豐富多彩，
種類繁多，約有近百種。大家其樂融融歡聚一堂，場內
充滿了節日的喜慶氣氛。

會議開始，首先由花好月圓藝術團團長趙桂雲女士，
總結了藝術團在這一年中的全面工作（每年的 9 月 1 號
到來年的 8 月 31 號）。在去年的年度裏，花好月圓藝
術團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花好月圓
藝術團 2019 年新春晚會，曾受到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廣
泛關註和高度的評價，最為突出的是：奧斯汀當地的
FOX 7 電視臺在二月五號一大早來到排練現場，對花好
月圓藝術團進行了采訪，從當日 7:15 開始，在早間新聞
GOOD DAY 節目中，連續在三個不同時段進行報道，
並在該臺 FOX NEWS 晚間新聞再次播出。Spectrum 有
線電視臺更在二月九號花好月圓春節晚會時，到達演出
現場進行采訪，並對晚會節目進行錄制，這是多麽令人
鼓舞和振奮啊。

接著是作風嚴謹、做事一絲不茍的副團長兼財務部主任
的林宏女士，向大家做了一整年的財務報告，賬目明了，
收支細目清晰可見。首先要強調的是，花好月圓藝術團，
是屬於非盈利的藝術團體，由於牽扯到稅務問題，賬目

公開就顯得極其重要，花好月圓藝術團，本著這一原
則，所有賬目，每年都用圖表的形式向會員們做詳細的
賬目報告，充分體現了藝術團嚴謹的管理方式和原則。
秘書長趙衛寧先生，向與會的全體會員，介紹了參加花
好月圓藝術團的註冊方法和團費標準；會員註冊，僅需
登錄花好月圓網站（Austinmoonflower.org) 首頁的“Join 
Us”鏈接登錄團圓註冊即可，每年 8 月開始新財政年度
團圓註冊（9 月 1 日—8 月 31 日），團費為 $25。

之後，團長趙桂雲女士，向與會的會員們介紹了現任理
事會成員：趙桂雲（團長、藝術指導、旗袍社主管），
林宏（副團長、財務主管、曲藝社主管），方兆華（副
團長、後勤服務主管、腰鼓隊主管），趙衛寧（秘書
長），賈正文（宣傳主管），Mark Luo（宣傳副主管），
Wilson Hailey（對外聯絡主管），楊鐘衡（合唱團主管），
李佟洋（合唱團副主管）；新增選理事： Jane Burgess（舞
蹈團主管），程靜（後勤服務副主管），韓琴（財務副
主管），以及管理人員：梅一凡（宣傳 / 對外聯絡副主管），
吳曉莉（財務副主管）。特聘朱海教授為藝術團音樂總
監、合唱指揮，沈均老師為舞蹈總監，謝芬教練為形體
總教練。團長趙桂雲女士，向老師們頒發了聘書。特別
感謝的是顧維真教授為合唱團提供免費排練場所，解決
了合唱團一大難題。
當晚藝術團還給現場的兩位壽星過生日，吹蠟燭、吃蛋
糕，一百多人同聲高唱生日歌，給了她們一個大大的驚
喜！特別溫馨感人 !

晚會由美麗大方的 Tonya 女士主持，她宣布演出正式開
始，按照慣例，首先出場的是由副團長方兆華女士帶領

的腰鼓隊，他們身穿藍色的花好月圓團服，踩著整齊的
鼓點兒，腰鼓齊鳴，紅綢飛舞，使得整個會場頓時充滿
了歡樂和喜慶的氣氛。

跟著出場的，是小美女楊貝貝為大家帶來的獨舞，她小
小的年紀，舞步成熟輕盈，舞功幹凈利落，穩健而又剛
中帶柔的表演，充滿的小舞蹈家心中的那份自信。接著，
是由於含光、張嘉慶、湯乃利和 Kathy 四位女士為大家表
演的功夫扇舞，她們踏著雄壯的少林節奏，站如松，舞
如鷹，形如風，把手中的扇子抖動的刷刷作響，令人刮
目相看。

男女生合唱“ 大魚”是在鋼琴伴奏 Benjamin Fan 和藝術
團的音樂總監、合唱團指揮朱海老師的指揮下演唱的，
這是一首《大魚海棠》中的電影印象曲，歌曲的旋律悠
遠綿長，隊員們獨特的嗓音幹凈細膩，不同聲部緊密配合，
從低吟淺唱、娓娓道來到悠遠激昂，層次豐富又以深情
一以貫之，在朱海老師的指揮下，團員們將這首深情委
婉的歌曲，演唱得余音繞梁，細膩悱惻，空靈動人。

花好月圓藝術團曲藝社的節目，多簧啞劇“釣魚”，是
由鄭於良、陳共、楊鐘衡編劇，陳共、李薇、楊鐘衡和
王紅兵表演。他們雖然表演的是釣魚，可是他們卻把人
和魚的心態，用現實主義的思維方式表現出來，頑皮的
魚兒，看到五毛錢的魚餌不可上鉤，後來換了 300 元的
誘餌，魚兒仍然不肯上鉤，結果，釣魚者又換了一千萬
外加三個零的誘餌下鉤，這下可好，聰明的魚兒不但欣
喜若狂地上了鉤，而且，還把釣魚人的魚竿也一並收了來，
逃之夭夭。這種表演形式新穎、幽默，給觀眾帶來朗朗
的笑聲。

詩朗誦“秋日私語”，是由花好月圓藝術團的大詩人
Mark Luo 創作 ,  由團員李貞子、萬芬、許浩娟朗誦，她
們的朗誦抑揚頓挫，聲情並茂，深刻地表達了詩中“秋
日私語”的意境，她們美妙的音色，把在場的人們帶入
了秋天的美好詩意中。

隨著美妙的音樂，舞臺的一端，飄逸出三位如仙女般的
妙齡少女：Shinying Su, Jessica Hao 和 Catherine Zhang，她
們表演的是舞蹈三生三世的主題曲，三位如花似玉、美
若天仙的少女，身著淡藍色的紗舞裙，包裹著她們散發
著青春氣息的軀體，伴隨著恬淡優美的音樂，她們展現
的是雲鬢花顏金步搖的天生麗質，緩歌慢舞，給人們帶
來無限美好的享受。

黃土高坡，是一首當年家喻戶曉的流行歌曲，演唱技巧
極強，Selina Mu 小朋友的演唱，音色純正而寬厚，她小
小的年紀毫不怯場，把一首“黃土高坡”演唱的優雅、
自如、大氣，贏得了在場觀眾的熱烈掌聲。

旗袍秀，是花好月圓的保留節目，一代不老女神，身穿
精美絕倫、華麗無比的旗袍，手捏傳統的團扇，向我們
緩緩地走來，她們典雅的氣質，充滿了濃濃的復古情懷，
高貴冷艷，典雅大方，氣質非凡，隨著她們悠然自如的
腳步，展現出了中華五千年的文明與靜雅。

接下來，隆隆的群鼓聲聲，把人們從典雅的古文明的氣
氛中拉回現實，這是由團員趙勇參加並引薦的 Experience 
Indian Band 群鼓表演隊，這支隊伍，是由老中青不同年
齡段的人群組合，他們的表演生機勃勃，激發了在場觀
眾的熱情，緊接著，以腰鼓隊賈正文和呂大慶先生為首
的部分隊員走上舞臺，與印度群鼓隊員一起即興演奏，
共同敲響了中秋佳節的美好樂章，把整個晚會推向了高
潮。

舞蹈形體組合表演，是由花好月圓舞蹈組的部分團員集
體演出的節目，這個節目表現的是舞蹈基本功組合，是
由著名現代舞藝術家沈鈞老師親自指導教授下產生的，
從表演的技巧和基本功方面可以明顯地看出，舞蹈隊員
們在沈老師的指導下，基本功和舞蹈素養方面都有較大
的進步，令人可喜可賀。

男生小合唱，“朋友” 是整場節目的壓軸戲，演唱者：
Thomas Lee、陶強、肖寧、王紅兵、胡衛東和 Doris。他
們的演唱很有感染力，雖然他們都是不同領域裏的科技
專業人士，但唱起歌來都具備歌唱家的素質與情懷。

整場會員大會，在一片歡樂聲中落下帷幕。之後，是進
入自由演唱和舞會階段，首先是節目主持人 Tonya 以她
美妙的歌聲拉開了舞會的序幕，人們載歌載舞，沈浸在
一片歡樂之中。

每次活動的成功背後，都離不開無數義工的共同努力和
無私奉獻。在此一並謝過！

花好月圓藝術團，是由奧斯汀的一群誌向相投，開朗活潑，
熱心奉獻，熱愛唱歌跳舞、具有不同愛好和特長的華人
華僑組成的一個表演藝術團，成立於 2016 年 7 月，以“花
好月圓”為團名，寓意為“花常好，人長健，月長圓”。
團員是來自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藝術團分為不同的藝
術團體，其中包括：合唱團、舞蹈團、腰鼓隊、旗袍社、
曲藝社和後勤部等部門。我們有聘請著名專業指導老師，
定期對團員進行專業輔導。希望有共同愛好的人士隨時
加入我們。我們的網站是：www.AustinMoonflower.org 我
們期待您的參與和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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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山的來信
2019 巍山夏令營紀實之三

編者按 （一修）

摘自巍山的來信：

“我們學校裏的學生幾乎都是貧困家裏的孩子，父母的
學歷不高，只能是個農民，很苦，很累，父母不希望自
己的孩子也像他們一樣，所以，寧願他們自己受苦，也
要讓自己的孩子好好讀書……”

“願有人陪你顛沛流離，如果沒有，願你成為自己的小
太陽 ”

“Dream big and dare to fail – 敢於夢想，敢於失敗”
 
“These days, I learned from you what is self-confidence, 
courage…. 這些天裏，我從你身上學到了什麽是自信，
什麽是勇氣……”

“You are on the other side of (side of) the ocean, I am on 
the(this) side of the ocean, although across the ocean, our 
hears are tightly connected and wish our friendship last forever 
– 你在大洋的那一邊，我在大洋的這一邊，可是，我們
的心緊緊相連，希望我們的友誼地久天長”

關於奧斯汀華盟 (ACAN) 今年夏天組織的第四次雲南巍
山支教夏令營 (Summer in Weishan or SIW) ，德州首府新
聞已經分別於 7 月版、8 月版發表了系列報道。來自奧
斯汀地區的 20 位高中生和初中生，與巍山的同齡人度
過了難忘的兩個星期。在那裏，他們零距離體驗了中國
邊遠山區的貧窮、渴望、夢想和真摯，同時，他們還以
自己的同情、慷慨、努力和自信，與巍山的孩子們建立
了理解、互信和真切的友誼。離別之際，巍山的孩子們
以書信、小禮物和聯歡等形式表達了他們發自內心的感
受和戀戀不舍。在這裏，我們選擇發表幾封來自巍山的
親筆書信，而在下一期，我們也會摘要發表巍山夏令營
營員們的回顧和反思，敬請留意。

來信選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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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臺北新劇團中秋國粹京劇奧斯汀義演 和孩子站在同一戰壕 
—廖冰博士受邀華盟來奧斯汀親子講座撰稿 Angela Qian 

攝影 光明（GM)
撰稿 春平

奧斯汀歷史上第一次的整場專業國粹京劇表演 , 由名傳
海峽兩岸京劇藝術家李寶春領銜，近 50 人的臺北新劇團，
呈現給大家一場高級的文化饗宴。9 月 7 號京劇折子戲
“鍘美案”，“擋馬”，“大鬧天宮”，9 月 8 號的“寶
蓮神燈”，各兩個半小時的演出，讓奧斯汀的各界人士，
男女老幼，有機會欣賞到京劇表演的魅力。

在每場演出的前一個小時，演出大廳特別安排京劇與東
方文化欣賞區，有京繪臉現場示範，中國書法現場揮毫。 
適逢中秋佳節，劇組特別安排了玉兔和嫦娥的角色，觀
眾爭先恐後合影留戀。

9 月 7 號首先開場是“鍘美案”，由素以鐵噪鋼喉著稱
的京劇大師楊燕毅飾演包公，透過楊燕毅唱腔的樂音與
人物的情感緊密結合，展示了他的功底和造詣。 更有“大
鬧天宮”李寶春所扮演的美猴王，模仿猴子吃桃等動作
表情充滿靈巧猴氣，達到“以形傳神，形神兼備”的藝
術境界，不斷獲得觀眾的鼓掌叫好，讓第一次看京劇的
美國觀眾們深深喜愛，謝幕時全揚觀眾起立鼓掌，掌聲
雷動，久久不停，場面極為熱烈感人。所有看完 9 月 7
號演出後的來賓都贊不絕口，有的更遺憾沒有帶全家人
一同前往，並馬上要求再買 9 月 8 號的演出票。9 月 8
號的演出是難得一見的全本“寶蓮神燈”，整團劇組人

員唱、念、做、打俱佳，再現了智勇雙全的小沈香，盜
取寶蓮神燈，力戰二郎神，揮神斧劈山救母的傳奇故事。
京劇演出現場的字幕翻譯準確直接，讓觀眾們能夠完全
了解到劇情的發展。

著名京劇大師海外巡演，如此機會固為難得，而促成此
舉則完全是由“中美文化講壇”及”辜公亮文教基金
會”邀請贊助，全力而成。奧斯汀本地的佛光山香雲
寺，ACAN 華裔聯盟也全力以赴，協辦此次活動。“辜
公亮文教基金會”更是把票房收入全部捐給當地的公益
組 織 Ronald McDonald House Charities of Central Texas，
不遺余力地宣傳中國文化之義舉實在令人敬佩。9/7 號
的演出 , 也邀請到奧斯汀市 City Council Jimmy Flannigan, 
Alison Alter，和德州議會議員 Vikki Goodwin 等嘉賓出席。
兩場演出票全部售罄，很多觀眾都希望劇團明年能再來
奧斯汀，讓大家一飽眼福耳福，可以再次體驗國粹京劇
的魅力。

註：辜公亮文教基金會是辜振甫（公亮）於 1988 年發
起成立，1991 年成立京劇推廣組，在執行長郭懷群的推
動下，邀請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李寶春及眾多京劇界精英，
多次推出精致的經典好戲，並組團至歐、美、日等各國
演出，於國際間宣揚傳統中華文化。

廖冰博士背景介紹：
畢業於北京大學，休斯頓大學博士，Rutgers 大學工商
管理碩士；美銀美林大數據分析和模擬高級研究員，
曾 擔 任 The Lawrenceville School 私 立 高 中 數 學 教 師，
有濃烈的教育情懷。現在普林斯頓大學 Counseling & 
Psychological Services 實習。

創建英華語言學校、英華國際學校、“英華在北京”語
言與領導能力暑期學院、英華普林斯頓語言與領導能力
暑期學院等非營利教育機構；自 2004 年起，擔任新澤
西州父母子女教育俱樂部總顧問。

廖冰博士已在美國、加拿大和中國做過 100 多個與情商
教育有關的演講或研討會，所舉辦的親子關系主題講座、
家教論壇和交談會深受家長熱烈歡迎及高度好評。她努
力幫助華人社區，關心青少年心理健康。

9 月 14 日，周六的上午，Austin Public Library Spicewood 
Branch 門口圍著一群熱烈交談的人群。奧斯汀華盟邀請
廖冰博士前來講演，為奧斯汀的華人家長們舉辦親子講
座。華盟主席 Peter 和 Angela 夫婦也帶領義工們開始各
種準備，演講還未開始，廖冰老師就早早來到圖書館門
口，與家長們先期開始交流。

很多聽眾還記得三年前廖冰老師受邀華盟在奧斯汀的演
講，如今，她利用兩年的時間在普林斯頓大學全職修完
了 social worker 的學位，帶著長期與大學生心理疏通的
經驗，再次與大家分享“在美國做父母，如何建立健康
親子關系”。

在講座過程中，廖冰博士屢屢提及她在普林斯頓大學做
CPS(Counseling & Psychological Service) 心理疏導工作的
經歷。作為美國頂尖的藤校，學生們受到來自同學、老
師、自身的各種壓力，在為學生尤其是亞裔學生做心理
疏導的過程中，廖冰老師深切感受到父母的關註，溝通，
良好的心理健康遠比學業更為重要。這也正是廖冰老師
多年來一直提倡的以溝通為基礎的情商教育，由此建立
良性的親子關系。

在北美，廖冰老師建立了多個 EQ parenting 微信群，她
所提倡的情商教育主體有三部分：

首先，發掘孩子內在的同理心（empathy），這也就是
中國人常說的將心比心，站在別人的角度去考慮問題，
只有這樣，才能跳出小我的圈子，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

其 次， 培 養 孩 子 內 在 的 驅 動 力（self motivation）。 興
趣是最好的老師，廖冰老師的一雙兒女私校畢業後雙
雙 進 入 全 美 頂 尖 理 工 大 學 RPI（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念書。女兒就讀於建築專業，卻心心念念專註
於烘焙，自己烤馬卡龍在夜市售賣，到烘焙店打零工同
時身兼數職，目前更是期待能開張自己的烘焙店。廖冰
老師對女兒的選擇給予極大的支持，告訴大家“吃過無
數個店裏賣的馬卡龍，女兒做的最好吃，最有創意，是
我的最愛。” 真正做到成為孩子最大的支持者。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作為父母，我們不能要求自
己擁有一個完美的孩子，而是要培養出有著自己特長和
優點的真實的孩子。無需套用鄰家學霸的標準，而要針
對自己孩子，做一位真實有愛的父母。廖冰博士建議大
家不妨嘗試冥想療法（meditation），在安靜中啟動內在
資源，釋放焦慮與緊張。

短短的兩個小時很快就結束了，家長們不願意離去，紛
紛圍著廖冰博士說起與孩子的沖突，有的家長表示從今
天開始就嘗試廖冰博士建議的“百日不動怒”計劃，學
會控制情緒肌肉，永遠和孩子在同一戰壕。

在講座過程中，廖冰博士向大家推薦了一些情商教育圖
書，以供大家參考。

“Quiet: The Power of Introverts in a World That Can’t 
Stop Talking”  by Susan Cain; 

“David and Goliath: Underdogs, Misfits, and the Art of 
Battling Giants” by Malcolm Gladwell;          

“How Children Succeed”by Paul Tough;

“Parent Effectiveness Training: The Proven Program for 
Raising Responsible Children” by Thomas Gordon;

“Unconditional Parenting: Moving from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to Love and Reason” by Alfie K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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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文章造勢高，千年折服眾龍袍。
漢開董氏經論幟，宋繼程朱理說濤。
集納精深多學究，歸來尊貴獨風騷。
門前身後無人比，四海名聲久自陶。

不知造物者是否偏愛山東，給了齊魯大地一座泰山，
還在泰山腳下造就了一個奇人孔丘尼，從此開啟了
塑身中華文化幾千年的儒學源頭。2500 年來，孔子
的儒學經過其弟子的不斷發展，而成為影響中國歷
史進程的主要思想體系。位於曲阜孔廟、孔府、孔
林 ( 俗稱“三孔”) 記錄了儒學與中國歷史發展的獨
特淵源，也極好的顯現了儒學的沈淪和興盛。隨著
我“三孔”造訪腳步的深入，文聖孔子的很多有趣
的故事都浮現於眼前。

孔廟 - 儒學獨尊

孔廟是曲阜“三孔”的重點。其初建於公元前 478 年，
曾是一個由孔子故居改造的家廟。千年來，隨著儒
學地位的不斷上升而增修擴建，到明清時期孔廟已
是擁有現在規模的國廟。其占地面積約 14 萬平方米，
有廳堂殿廡 460 余間，位居中國三大古建築群之一。
其規格和豪華程度僅次於故宮。

走進孔廟形似城門的 [ 萬仞宮墻 ] 入口，是一條長達
一公裏的中軸主道。主道兩側建築相互對稱，貫穿

了孔廟的九進院落。沿途先後經過聖時門、弘道門、
大中門、同文門、大成門五重門樓。門上匾額多為
明清兩代皇帝欽定並手書。這種建築布局暗合了中
國古代傳統皇宮式建築的“九五”制，體現了曲阜
孔廟享受有王者宗廟和宮庭皇統禮遇特權。

曲阜孔廟內有一些各地其它孔廟所不具有的建築。
這些都座落在孔廟的第五道門 -[ 大城門 ] 之內。例
如：孔子晚年講學的 [ 杏壇 ]、當年保藏儒學經書使
之幸免秦始皇焚火的 [ 魯壁 ]，[ 孔子故宅 ]，孔子教
子學詩學禮的 [ 詩禮堂 ]，供奉孔子夫人的 [ 寢殿 ]、
以及展覽孔子一生功德的 [ 聖跡殿 ] 等。

在 [ 大成門 ] 之內，最令人矚目的當是孔廟的核心建
築 -[ 大成殿 ]。在 [ 大成殿 ] 正廳內，除了孔子主祀
塑像外，還供奉有“四配”─孔子四大弟子，和“十二
哲”- 孔子之頂級學生和弘揚儒學的拔尖功臣。在 [ 大
成殿 ] 兩側的東廡和西廡中，另分別從祀有歷代“先
聖”和“先儒”。“先賢”是優秀的孔門弟子和再
傳弟子。“先儒”為對儒學有傑出貢獻的學者。其
中有我們熟悉的許多歷史名人：毛亨、諸葛亮、韓愈、
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文天祥等。全部配享人
選均由皇帝欽定。

由此可見儒學在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心目中至高的
地位。事實上，儒學在發展的初級階段並不被統治

者所看好。在周天子大權旁落的春秋戰國時代，法制
才是諸候爭霸的需要。後來，儒家之所以能夠力排百
家被封建帝王所推崇，要感謝秦始皇開創了中國中央
集權國家機器的模式，使國家有了文治的條件。還應
歸功於孔子的眾弟子和後代門人們對其思想體系不斷
地發展和升華，使其適合於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其
中，功勞最大的是兩漢時期的董仲舒和宋代的朱熹。

西漢時，面對百家立說和儒學多派糸的亂局，董仲舒
把各家學說以及儒家各派巧妙地納入孔子學說名下。
又用道家、法家、及陰陽五行家的思想來改造儒學使
之適合漢代統治的需要。他提出的“君權神授”和“天
人合一”“天人感應”等觀點，迎合漢武帝統治天下
的胃口。進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立儒家經典
成為國家規定的教科書。從此開啟了儒學正統學派的
新紀元。

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和道教的沖擊，和隋唐時期
儒釋道“三教並行”的挑戰，儒學的正統地位一度受
到動搖。到南宋時，朱熹繼承儒學，發展二程之理學，
兼采釋 ( 佛 ) 和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朱熹
哲學體系。朱學在中國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
階級的官方哲學。而且從元代起，儒學還被納入了科
舉考試的內容。從而鞏固並提升了儒學的正統地位。

正是因為儒學為生存的不斷改造和包裝，才打造出了
為中國封建皇王們可用的“外儒內法”的治國法寶。
縱觀歷史，儒學並非中國帝王們的信仰而是他們維權
統治的工具。每到改朝換代的殘酷鬥爭時，造次奪權
者從不尊守“君君臣臣”的儒學之說。一旦到了自己
江山在握，必將用儒家學說來束縛臣民，教化他們不
要造次。

這套方法在中國中央集權統治朝代歷史上周而復始，
每每奏效。從漢代到清朝，尊儒和文治幫助維護了每
朝幾百年的穩定統治。而秦始皇“焚書坑儒”後二世
而亡的短命王朝，不能不說是一個失敗的教訓。當然
尊儒和文官政治也是這些朝代屢遭北方遊牧民族及海
外列強侵犯的軟肋。那都是後話。然而從歷史進程來
說，董仲舒和漢武大帝的契合是決定中國歷史走向的
一個關鍵。

中國封建帝王的需要，就是儒學的幸運。從兩漢以後

直至中國封建王朝消亡，儒學在為統治者所服務的同
時，保持了其儒學獨尊的地位。董仲舒和朱熹也因此
得到了統治者的最高嘉獎。董仲舒被欽定孔廟從祀。
朱熹被欽定孔廟“十二哲”。在“十二哲”中，只有
朱熹一人不是孔子弟子，可謂殊榮之至。

到底是文聖之府，孔廟對其祭祀，修繕，擴建等事件
也都用碑刻記載。孔廟有各種碑碣 1000 多通，居中
國四大碑林之第二位。金石和書法愛好者一定不要錯
過位於孔廟後門之處的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這
裏陳列有稱為“孔廟三碑”的《乙瑛碑》《禮器碑》
《史晨碑》三座漢隸碑刻原石珍品。其立於東漢桓、
靈時期，碑文記載了孔廟祭祀、饗禮和管理上的事件。
三碑的書法藝術被書法界稱之為隸書極則。

由於儒學對中國帝王統治階層的巨大貢獻，歷史上有
十二位皇帝來曲阜孔廟致祭。孔廟的份量使之成為了
曲阜縣的核心。據說，明朝時期為了保護位於縣城東
部十余裏的孔廟，曲阜縣不惜東移，以孔廟為中心用
十年的時間重建曲阜城。而孔子家族也因為儒學的興
旺而享有榮譽、富貴和特權。這些在曲阜孔府和孔林
中得到充分體現。

孔府 - 富貴無頂

孔府又稱衍聖公府。占地 16 萬平方米，是朝廷修建
給孔子後代的居所。衍聖公，則是帝王給孔子嫡長子
孫的世襲封號。始於宋代時，衍聖公只相當於八品官，
元代提升為三品，明初則成為一品文官。皇帝曾先後
賞賜“賞穿帶膆㹦褂”，“太子太保”，“欽差大臣”，
“誥受光祿大夫”，“賞戴雙眼花翎”，“班列文官
之首”，“紫禁城騎馬”等榮譽。

孔府分中東西三個建築群。中軸線上的若幹門樓和殿
堂將其劃分為九進院落。共有廳堂樓房 463 間，是中
國古代獨特的官衙和內府合一的貴族莊園。其中，[ 二
堂 ] 即 [ 後廳 ]， 是洐聖公會見四品以上官員及替朝
庭考試禮學、樂學、童生的地方。[ 三堂 ] 又名 [ 退廳 ]，
是衍聖公處理家族內務的地方。堂內一側沿墻置放著
一排紅扙牌，列出衍聖公所受帝王賜與的各種加封頭
銜和特殊待遇。

據說，所有孔氏地產，包括孔家自購民田和皇帝欽賜

旅遊與思考 
曲阜 - 看儒學力度 文 / 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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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孔府 曲阜孔林

的祭田、孔林地、廟基地、學田等，均不納賦稅。孔子家
族還例免所有差役。清朝初年時，連曲阜縣令人選也由衍
聖公保舉孔姓人氏擔任。

有文章披露，衍聖公具有地方行政和司法實權。對佃戶和
其他平民，可以進行私堂判決，然後交縣衙執行法辦。衍
聖公的這種作為，並非皇權明文所授，但是朝廷和地方官
史對此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予纖正，被視為默許的特權。

這讓人不禁聯想起在曲阜孔府大門兩側的一幅對聯。上聯
是“舉國鹹休安富尊榮公府第”。下聯是“同天並老文章
道德聖人家”。其中，上聯的“富”字上少寫一點。而下
聯把“章”字下面的早字的一豎一直通至上面的“立”字。
據說這是清代大才子紀曉嵐的一個文字遊戲，以此形容儒
學為孔子家族帶著的“富貴無頂”的經濟利益，以及儒學
所具有“文章通天”的崇高地位。這種福利，孔子後代是
生生死都享不盡。

孔林 - 生死榮耀

恐怕沒有一個中國貴族或皇族的後裔能享受到孔氏家族從
生到死都有的殊榮。孔林是孔子宗族的墓地，現占地 3000
余畝。2500 年來，歷代帝王不斷賜給祭田、墓田。才具
有了現在的規模。據說，至今已有十萬孔姓子孫安息於此
地。雖然是墓地，此處卻是古木參天，加上莊嚴的排坊和
寬闊的道路，儼然一副自然園林的風貌。據介紹，孔林中
百鳥雲集，唯獨沒有烏鴉。據說烏鴉過孔林時都要繞道而
飛。

在孔林一公裏長的林蔭大道盡頭，座落著孔子的墓地。墓

為土制，形似馬背。據說這是一種特殊尊貴的古代築墓形
式。墓前有大小二塊石碑，大碑在前，刻著“大成至聖文
宣王墓”。這是一個無以復加的崇高稱號。大碑前設有青
石的供案、下酒池和拜臺以及花欞圍墻等。然而，石供案
的臺面正好將大碑上“王”的下橫擋住。據說這是有意之
為，因為皇帝只拜師不拜王。如果露出完整的“王”字，
皇帝就無法拜謁孔子墓了。

在孔子墓臺附近是孔子之子孔鯉和之孫孔伋的陵墓。三個
墓呈品字形，孔子墓和孔子兒子孔鯉的墓在後，孫子孔伋
墓在正前方。這種墓葬形式被稱作“攜子報孫”。孔子之
子孔鯉一生並無建樹，但因為是至聖之子，被宋帝封為“泗
水侯”。孔子之孫子孔伋繼承孔子學說並有所發展，故被
元帝封為“沂國述聖公”。

孔林因孔子而具盛名。然而有文章說，孔子墓實是空穴。
傳說文革時期有人挖開過孔子墓，沒有發現任何遺跡。這
使孔子真正墓址何在成為一個謎。然而，孔子帶給子孫的
榮耀和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卻淵遠流長。

在孔夫子離世 2500 年後的現代，儒學仍舊是許多國人崇
尚的思想。在我參觀“三孔”那天，就有清華大學附小的
二零一九屆畢業學生來孔廟 [ 杏壇 ] 進行“師者孔子”活動。
同時，另有幾十名年齡參差不齊的成年男女，衣著統一漢
服，在領班的帶領下，列隊在孔廟 [ 大成殿 ] 前的廣場上，
頌詠《論語》字句，拜聖孔子。

孔子的儒學不僅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也塑造了我們民
族的性格特征。無論我們怎樣看待他，他都在我們之中。
了解儒學或許是認識中華文明和解析自我的必修課。

中國現代人物史話 4

記林琴南 (1852-1924) ( 三 )

左舜生遺著   中間摘錄

( 上篇更正 : 首段第二行 ,「玉情瑤怨館」; ….. 余所搜集之書 ;….. 最為別至矣 ; 第二段第三行 , 
嘗自讀而笑日 ..;  ( 附錄 ) 第四行 , 且同為對西洋文化…..。)

( 附錄 )

  辜湯生與嚴又陵           
 ( 續上期 )

          進一步比較此兩人之身世 , 則相似之點更多 .. 辜籍福建廈門 , 嚴籍福建侯官 , 其出生
之省籍同也。辜生於請咸豐七年丁已 (1857), 卒於民國十七年戊辰 (1928), 享年七十有二 ; 
嚴生於咸豐三年癸丑 (1853) 卒於民國十年辛酉  (1921) 享年六十有九 ; 其年輩之先後亦相若
也。辜治文學 , 其得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時 , 年甫二十一 ; 嚴習海軍 , 造詣甚深 , 亦頗
見稱於師友 ; 是其青年時代所受之教育及其所濡染西洋社會之環境 , 殆又同出一源也。

         辜歸國後 , 曾任張之洞文案十七年 , 此外則余僅知其一度執教鞭於北大 , 一度任某英
文報紙之總編輯 , 西洋學術界之知有辜氏其人 , 乃以其曾翻譯中國若 干種舊籍於歐洲出版 , 
且偶有介紹中國文化之西文著作發表也。辜氏之西文著作 , 余僅見一『中國民族精神』之
法譯本 , 其比較中英德法四國民族之異同有曰 : 「英國人博大而不精深 , 德國人精深敞博大 , 
既博大而又精保者 , 其堆中國與法蘭西乎 ! 」( 原文頗長 , 括其大意如此。) 此種攏統之論斷 , 
自屬毛病甚大 , 然可窺見其論調一斑也。  二十年前 , 余偶於武昌某舊書店 , 購得筆記一冊 , 
約五六萬言 , 作者署名「漢濱讀易者」, 內容多記張文襄幕府逸事 , 亦談西洋文學 , 且涉及
希臘詩歌 , 余疑非辜氏莫辧 , 但余在當時固尚不知「漢濱讀易者」即辜氏之筆名也。此筆
記久已遺失 , 並書名亦已忘之 , 余生平所見辜氏之中文著作 , 僅此一小冊而已。    

         嚴於歸國後 , 曾有一時期從事海軍教育 , 且曾一度出長北京大學 , 但其用力最勤 , 耗
時最多者 , 則在介紹數種西洋名著於中國 , 抗戰前商務印書館所出嚴譯八種 , ( 一、赫胥黎
天演論 , 二、斯密亞丹原富 , 三、甄克思社通言全 , 四 穆勒群已權界論 , 五、孟德斯鳩法意 , 
六、斯賓塞群學肄言 , 七、耶方斯名學淺說、八、穆勒名學 ) 即彙集嚴氏歷年所譯 , 而以
一種叢刊之形式出之者也。
         
       
  ( 請閱下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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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寂寞嗎？

根據國際互聯網市場研究和數據分析公司
YouGov 在 2019 年七月初對 1254 位美國 18
歲成人的一項網上調查，美國千禧一代是
最寂寞的一代，約有 30％的千禧一代表示
他們總是或經常感到寂寞，其中 22％表示
他們沒有朋友 ; 25% 聲稱沒有熟識之人。
相對之下，只有 20% 的 X 世代以及 15% 的
嬰兒潮一代感到寂寞。也就是說擁有先進
溝通工具的社交媒體一代卻感覺最寂寞。 
（註：以下所列年代是根據皮尤研究中心
的年齡時間表 --- 嬰兒潮一代在 1946 年到
1964 年出生的人；X 世代在 1965 年到 1980
年出生的人；千禧一代或 Y 世代在 1980 年
到 1996 年出生的人）

馬修·瓦爾特 (Matthew Walther) 是新聞研
究員，也替多家出版刊物撰寫文章。他在
他「美國寂寞的危機」的文章中提到 「工
作朋友 （work friends）」，這些是你在咖
啡機前互相開玩笑，或者快樂時段一起喝
幾杯的人，但不是那種幫助你搬進新公寓
或知道你父母是誰的人。也提到「媽媽朋
友 （mom friends）」，這些是你和孩子一
起去的地方比如在公園，圖書館等等所遇
到的像你一樣的婦女；彼此提供同情、鼓勵、
建議或擁抱，那些曾是過去社區時代姐妹
和婆婆以及鄰居所提供的一切。這種現象
不僅限於未婚的都市人，也存在於美國的
農村和郊區。

瓦爾特提到在過去 30 年中，我們很難找到
一個具有價值取向的領域。在大多數的主
要大都市地區，一房難求；我們似乎不停
地評斷他人；種族關係比半個世紀前更糟；
我們更胖；受教育的程度更低；我們不能
專注於任何事情。我們不去任何地方，甚
至不必出門購物；我們的衣物是用塑料製
成的，因此我們的海洋也有越來越多的塑
料；我們越來越富裕，卻越不可能抽出時
間來享受；越窮的人，就越有可能用毒品、
酒精或槍枝來傷害自己；甚至外遇也變得
很無聊，因為有色情片。我們沒有任何愛好，
除了每天的工作和我們的電子發光體（亦
即智慧手機，平板電腦或筆記本電腦）以外，
沒什麼值得期待的。他的重點是經濟科技
無法取代社會中共同價值。

美 國 喜 劇 家、 政 治 評 論 家 和 電 視 節 目 主 持 人 比 爾· 馬 珥（Bill 
Maher）在數次槍擊案發生後，在他主持的節日中引述了 YouGov
有關寂寞的數據。他說讓人們寂寞的是本來應該用來與人聯繫的電
話，並指出有研究發現網路使人變得更加寂寞，美國有寂寞的危機；
而美國有太多的槍支，槍支暴力無所不在。武器和寂寞實在不是個
好組合。

他認為人們在社交媒體公布到旅遊勝地度假或吃美食，造成一些無
法如此的人覺得自己是失敗者。他特別以最近槍殺案案主的年輕白
人為例，指出他們從寂寞、傷心變成激進化而造成致命事件。他提
出人們需要真正的朋友，不是網站聊天室的朋友、Facebook 朋友或
其它社交媒體的朋友，而是可以看著你眼睛和你講話的朋友，告訴
你不是所有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的都是真的，而且你所說即將到來的
種族戰爭是謊言。

2018 年 11 月刊登在社會和臨床心理學雜誌的一篇文章「不再擔心錯
過：限制社交媒體減少寂寞和抑鬱（No More FOMO: Limiting Social 
Media Decreases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是研究人員鑑於社
交媒體的使用與較差的福祉的相關而從事的一項實驗，以調查社交
媒體在這種關係中可能的因果作用。研究人員在經過一週的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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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line）監測後，將賓夕法尼亞大學的 143 名大學
生隨機分配到一組每天限制使用社交媒體（Facebook、
Instagram 和 Snapchat） 各 10 分 鐘， 一 組 則 像 往 常
一樣使用社交媒體（控制組），實驗持續三週。結果
顯示與控制組相比，有限使用組的寂寞和抑鬱顯著減
少，而兩組「擔心錯過」的焦慮都比基線減少許多，
這表示若能增加自我監控是有好處的。研究人員因而
強烈建議將社交媒體使用限制在每天約 30 分鐘，這對
健康狀況會有改善。（註：擔心錯過 FOMO - Fear Of 
Missing Out）。

馬克·敦克爾曼（Marc J. Dunkelman）是布朗大學華
森研究所的研究員。他在 2014 年出版了一本書「消失
的鄰居（The Vanishing neighbor）」探討人們如何相
互聯繫，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在全國各
地城市的復興中，是在建造「鄰居仍然是陌生人」的
地方嗎？我們是否因而剝奪了「使美國社區繁榮的關
鍵因素」？基本上，他質疑我們是否建造了良好的住
宅區但卻無鄰里之實？

敦克爾曼曾寫了一篇文章回憶起二十年前與他的祖父
談論到人們如何找到好餐館。他的祖父是位退休的推
銷員。敦克爾曼非常熱衷於當時正在開發的技術，因
為這些技術將廣泛地分享大餐館的信息，甚至告訴人
們如何到附近的餐館。他的祖父不認為這有什麼了不
起。他說在他的銷售旅行中，他經常問「一個友善的
陌生人」在哪裡他可以找到一個像樣的地方吃東西。
在這個過程中，他經常會結交到新朋友。老人家說：「這

就是我通過與陌生人交談來了解世界的方式。用那些
你告訴我的奇特技術，人們要如何相互了解？若你問
我，我認為這會讓每個人都感到寂寞。」看來這位老
人家頗有先見之明。

當然寂寞不是年輕人的專利，只是因為社交媒體的廣
泛使用而突顯出這個情況。全球健康服務公司 Cigna
在 2018 年 5 月發表了對 20000 美國人做的一項研究；
該研究發現，超過 40％的成年人表示感到寂寞，並指
出寂寞對死亡率的影響與每天吸 15 支煙一樣，比肥胖
更危險。澳大利亞的研究發現了類似的趨勢，28％的
人說他們每週至少三天感到寂寞。在英國 25 歲以下的
人有 40％報告經常感到寂寞，而 75 歲以上的人中則有
27％感到寂寞 ; 英國甚至在 2018 年初成立了寂寞部門，
來解決社會孤立造成的社會和健康問題。當時的首相
特蕾莎 • 梅在聲明中說：「對於太多的人來說，寂寞
是現代生活的悲慘現實，我希望社會和我們所有人採
取行動面對挑戰來解決老人、照顧他人者、失去親人
者的寂寞感 - 亦即無人交談或分享其想法與經驗。」

英國一位專長於性別、情感和醫學文化研究的歷史學
家菲·邦德·阿爾貝蒂（Fay Bound Alberti）寫了第一
本用英語專門講述寂寞歷史的書。她說寂寞可追溯到
英國 1800 年左右，到了 21 世紀，寂寞已經到處可見。
「寂寞」表示充滿了空虛與缺乏社會聯繫。當今寂寞
的概念源於現代西方延伸的文化，和經濟改革、工業化、
消費經濟的增長、宗教的影響力下降以及進化生物學
的普及等強調個人的重要性有關。

阿爾貝蒂提到幾個世紀以來，學者們已經認知到心理健康與社區歸屬感之間的關係。寂寞示意著我們
的福祉受到威脅，這種威脅源於我們的團體或部落的排斥。寂寞的人更容易患上癌症、心臟病和抑鬱
症等疾病，有 50％的機率比非寂寞的人更容易過早死亡。寂寞與經濟個人主義是有關連的。直到 19
世紀 30 年代英國，老年人被鄰居、朋友和家人以及教區所照顧，但個人主義的興起侵蝕了社會和社
區的聯繫，而導致了寂寞。文化焦點從如何過有意義的生活轉移到關於個人選擇、慾望和成就的問題
上。基本上，阿爾貝蒂認為 19 世紀 30 年代「個人主義」的興起與寂寞的上升趨勢息息相關。

總而言之，人與人面對面的交流及群體的歸屬感或許能減低寂寞的感受。如果實在做不到面對面的互
動，或許可考慮參加社區網絡（Nextdoor network）；其首席執行官莎拉·弗萊爾（Sarah Friar）聲
稱此社區網絡讓各地的鄰居建立聯繫，保持信息，並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幫助。畢竟在現實世界中建立
聯繫是人類普遍需要的而我們可以從鄰里做起，在當地社區建立更深層次的聯繫，以幫助應對寂寞感。
在此順便提個題外話，根據旺報記者林汪靜在 2019 年 6 月的專題報導，智慧手機的「低頭族」現象，
使得眼科將成為未來最吃香的行業，如大學眼科目前是台灣最大的眼科連鎖，且大陸也開始有這個傾
向。在台灣年服務量高達 70 萬門診人次，而香港希瑪眼科營收淨利潤達約 4257 萬港元。如此看來除
非使用社交媒體時間限制的建議被採用，兩岸眼科業者發展前景看好，有心在眼科醫療界發展的人值
得關注這個趨勢。



這兩位總經理在台灣，玩得好不愉快！小妹在美國忙得
不可開交，林董在台灣還好一點。

有一天，大概是阿肥出了個餿主意：讓這艘大船來個跨
國遠航。這寶島台灣，要從海上往別的地方跑。除了往
西，要過台灣海峽不可行以外，你要往北，向南，走東，
隨您大爺去！計畫了一陣子，決定乘著夏季的東南季風，
往北經琉球，沖繩，到日本北海道去避暑。這趟行程剛
剛提出時，公司的兩位女老闆很不以為意，放著正經
八百的生意不做，一溜兒就走十幾天？萬一公司有什麼
差錯，這二位總經理都不在，雖然公司有高級主管，但
是走了當家的龍頭老大，畢竟是不妥！

這個當下，倒是李總力排公司內反對聲，說是琉球附近
幾個島嶼的生意量，每年都有加倍成長，所以此行完全
是以生意開發著眼，至於林大少認為，這艘船重新翻修

之後來趟遠航，順便慰勞一下公司高階主管，也未嘗不
是一件美事。這其中完全沒有勞資糾紛，而是資方鬧內
訌。最後決定去了，但是不去到日本北海道那麼遠。所
以來回全程可能不超過十天。

船在仲夏出發了。有點詫異的，阿肥竟然沒有上船，他
自己的說詞，要處理一些家中的生意。他去不去這趟遠
行，似乎沒幾個人在乎。倒是他旗下的鶯鶯燕燕，幾乎
一個不缺的上了這艘大船。這下有趣了，全公司二位老
闆，加上被犒賞的男性員工，還有這群美女，這種出航
真不知用什麼形容詞可以形容了。

李總本來在美國時，風言風語已經時有所聞，跟著船到
了台灣倒是收斂了不少，可能跟老婆在身邊有些關係，
不敢太放肆。可是據小妹說，這李文彬可是把林大少拖
下水了，經常在船上 ; 有美酒美女的夜宴。林大少這下

一個業餘
殺手的告白 ( 十三 )                 文 /大薄

讀者來稿

身陷美人溫柔鄉中，生意也少問了，身形也大變了，愈
來愈胖隨之而來的三高危機也不能等閒視之！加上三天
兩頭喝個爛醉才回家。小妹看著老公變成這樣也無話可
說。畢竟他還知道回家。這回遠遊小妹不在台灣，她還
想託她老哥幫忙擔待一點，勸她老公少喝一點。但是，
當她知道阿肥不上船了，就意識到事情不簡單，可能要
出事了！

話往我這頭講，我從小長大，有位父執輩的叔叔，經常
到舍下蹭飯。此號人物好杯中之物，常提著半瓶白酒，
配著他碗中的辣椒，大米白飯，自得其樂。沒事找我陪
他泯個兩口，這滋味真不好受！可是有天，當我上了大
學時，發現我的酒量奇佳，不敢說千杯不醉，但一瓶四
分之三公升的威士忌，根本不當回事！

好景不長！當時住校，被同桌伙食的室友染上了甲肝。
肝病很快好了，但是有天跟同學去吃台灣朔望拜拜，一
杯紹興就被撂倒了！從那以後，我幾乎是滴酒不沾。幾
次看到我生意場上的朋友，喝得酩酊大醉醜態畢出，真

不知這酒到底有什麼可愛之處？

大俠古龍是位大酒仙，我看過他自己的告白文章。他說，
他寫武俠小說，寫到某大俠路經荒郊野店，叫店小二來
個半斤燒肉，半斤燒酒，連碳水化合物都免了！就可湊
合一頓飯，其實是件很無奈的事兒。他描述當時情況，
這野店端上的什麼肉，已經搞不清楚？更甭提這肉的味
道好壞。如果沒有這種私釀的二鍋頭，摻和的把這可能
是根本不新鮮的田鼠肉送進肚子，換了是杯清水，這水
源不可考，更不能保證燒開了。這肉下了肚子，不到一
柱香的功夫，不說您大俠內功有多精深，保證大拉一場，
爽透了！也白吃了！所以我們這位古大俠英年早逝，可
能就是一再地親身體驗 ;  古時大俠異人的進食習慣 , 害
得他肝腸寸斷。

我在台灣住了三十年，嘗過兩口金門高粱，那是我服兵
役時，到金門出公差，冬天很冷，我下飛機已經很晚了，
營內只剩了一點灰色的雜糧飯，開了一罐沙丁魚罐頭，
當班的老士官班長，給我倒了一小杯金門高粱，說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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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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廠偷來的私貨。我喝了兩口渾身發燒，真是暖了不少，
但是有多好喝，我實在說不上來。但自此以後，我再也
沒有碰過高粱酒。近年聽說台灣的金門高粱愈做愈好。

不過直到前天，跟小妹在江浙小館吃飯，她叫的高粱，
我嘗了一口，依我的看法，這類穀類作物釀的烈酒，跟
葡萄釀的白蘭地是有段距離！

當然，這是個人喜好，嗜於杯中之物的酒仙，絕對有自
己的最愛。我們這位林家大少爺，他絕對是金門高粱的
死忠黨員！

所以，這趟大船遠航準備的高粱酒有十幾箱。這船從淡
水一路往北破浪而去。這船上的大夥兒都是公司同事，
雖然平日在辦公室內，老闆員工們心中各懷鬼胎，但今
天可是純為尋歡而來，又有美女作陪，這一船的人，大
吃大喝，好不快樂，簡直是樂不思蜀，不知天南地北─
這是小貞加小妹的評語。

以這艘茉莉號的動力，大半天就到了琉球，在那霸市上

岸。生意人談生意是其次，重要的是向這些琉球土包子
眩富一番，這群當地人被美女包圍之下，簽了合約。在
琉球待了一天半，加滿了油箱繼續北航，這下有了不同
的意見！基隆位於北緯 25 度，琉球緯度大約 26 度，再
往北航到日本最南端的航口大約是緯度 31 度，而且什
麼都沒有，靠岸等同入境，小日本人准不准您大爺上岸
還是問題？

邊走邊討論，林總沒意見，身邊美女不停地斟酒，躺在
大床上神遊四海，這總比一片孤舟浮在東海面上不知去
向要強太多了。船離開那霸第二天，一大早發現林總沒
起床，叫他時，他是一個人躺在床上，昏迷不醒，脈搏
很低。這下慌了，沒有一個人懂得處理這種情況！

當下船長 David 決定回航往那霸市美軍基地的醫院求救。
這下可是開足了油門，大艇像賽方程式飛艇一樣，開了
十幾小時。船靠岸時，林立群—這位總經理已經沒有呼
吸了。 

（待續）

金門高粱酒

遠航的大船

空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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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很多古鎮，我去過的就不下幾十個。有湖南的鳳凰古
鎮，安徽的歙縣古鎮，浙江的西塘古鎮，上海的龍華古鎮，
江蘇的東山小鎮，等等。

早就聽說過成都郊外四十裏處，有個黃龍溪古鎮。今天到了
成都，哪有不去之理？朋友黃先生夫婦有車，說陪我去黃龍
溪一日遊。

四川的黃龍溪古鎮有些什麽特色呢？所謂特色，就是除了牌
坊，吊腳樓，石板路，拱形橋之外，還要有與其他小鎮的不
同之處。果真，黃龍溪確實有其不同凡響的特色。

首先，黃龍溪的歷史悠久，底蘊深厚，黃龍溪建鎮已 2100 多年，
據當地的縣誌記載：“黃龍見武陽事，築一鼎，象龍形、沈
水中，故名‘黃龍溪’。”

鹿溪河與錦江交匯穿鎮而過，既然黃龍溪是靠水的，所以有

很多玩水的地方。你可以租條小船，泛舟水面，也可以在臨
河一邊，要一壺龍井看景。黃龍溪不僅旁水依水，鎮中還有
一條小溪流過，聽說這條小溪是人工開拓的，那說明這個古
鎮的管理確實有眼光。小溪流到之處，有噴泉瀑布，有小橋
水車。不像有些景區禁止遊客戲水，在黃龍溪，無數孩子赤
腳戲水，家長拍照留影，是允許的。

除了溪水之外，黃龍溪小鎮中居然有個博物館，免費的，屬
於三都博物館的分館，值得一看。館中存有一口一米多高的
大鐵鼎，講解員介紹說，這是亞洲第一大鐵鼎。那肯定有點
言過了，那還不成一級國寶了？應該說是亞洲第一大鐵鼎的
仿制品。

黃龍溪的店面多，店名也奇特，旅館叫“腔調酒店”，小吃
取名“勾魂鹵味”，估計現在創業的年輕人是 90 後，喜歡別致。

鎮中有個廣場，有廣場一定有戲臺子。黃龍溪看戲是免費的，

甘孜遊記之三 
成都、黃龍溪古鎮 

先放映一部介紹黃龍溪歷史的電影，然後表演節目，
有個青年騎著自行車上臺，可以正騎反騎，還可以
從地面騎到椅子上，再跳躍到桌面上。然後是一個
書法家上臺，當場揮筆書“一馬當先”四個字，字
體像一匹馬，叫價三百人民幣。臺上有戲，臺下也
有戲，十多個年輕女孩，背著同樣的挎包，手持同
樣的金屬棒，是成都有名的“掏耳”傳統行業。我
擔心不衛生，拒絕了，馬上就有“看戲敲背”的服務，
半小時只要二十人民幣，三美元都不到，那就試一
下吧。

講到吃，黃龍溪有好多好吃的特色小吃，比如一根
面、芝麻糕、丁丁糖、珍珠豆花、牛皮糖、貓貓魚、
臭豆腐、肥腸粉、黃辣丁、月牙街周公館油燙鴨、
焦皮肘子、土豆豉等，遍街都是。一根面是當場表
演的，十五元人民幣買一根面，廚師邊跳舞，邊把
一根面扔進湯鍋裏。撈出來後就是你的午餐，醬油
辣油自己調味。

芝麻糕是黃龍溪的特色產品，獲過多次獎項，古時
曾作為地方名點進獻宮廷。我嘗了，還買了一包帶
回美國。

讀者來稿

文 /沈中平

右上：
黃龍溪

圖片

從上至下

1. 一根面

2. 腔調酒店

3. 特色小吃：勾魂滷味

4. 看戲和敲背

下 
黃龍溪水景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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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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