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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精彩活動
Austin Restaurant Week 
8/15/19 ﹣ 9/2/2019

當你用餐時，你正在幫助戰勝飢餓。
奧斯汀餐廳一起将大厨和食品結合在一起，
帮助中部德克薩斯州與飢餓作鬥爭，部份
盈利將進行捐款。

Zilker Relays 
9/6/19
Zilker Park 

Zilker Relays 是一場 10 英里的團體賽。每個
參與者從一個中央地點 / 過渡區域跑 2.5 英
里的循環。 Zilker Relays 的團隊理念並不是
獨一無二的。但是接力、家庭、飲料和音
樂的結合将這種體驗组成了所有年齡段跑
步者的最愛。

免費瑜伽日 
9/2/2019
不同瑜伽工作室 

奧斯汀地區參與的瑜伽工作室全天提供免
費課程，為每個年齡段和健身水平提供機
會。

www.freedayofyoga.com

Fall Pecan Street Festival
9/21/2019 ﹣ 9/22/2019
奧斯汀六街

Pecan Street Festival 是一年一度的免費音樂
節。集合音樂、藝術和手工藝，在第六街
舉行。該展會自豪地展示了來自世界各地
的 300 多位工匠供應商，他們展示和銷售
自製的藝術品和工藝品。

www.pecanstreetfestiv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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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汀博物館日
9/22/19
各大博物館

由奧斯汀博物館合作組織，這個特殊的日
子在參與的奧斯汀地區博物館和文化遺址
提供免費展覽和活動。

www.austinmuseums.org

Texas Craft Brewers Fest
9/28/19
Fiesta Gardens 嘉年華花園

Texas Craft Brewers Fest 是德克薩斯工藝釀酒
最大的啤酒節。一年一度的活動以最好的
德州精釀啤酒為特色，展示了孤星之州的
繁榮啤酒社區。

Americas Rallycross
9/28/19
Circuit of The Americas

今年 9 月在泥土和瀝青車道上進行短暫，
激烈的比賽。見證駕駛員能夠在不到兩秒
的時間內從 0-60 英裏 / 小時加速 - 比 F1 賽
車更快。

https://www.arxrallycross.com/



趣聞快訊

夏天不僅德克薩斯的天氣很熱。三個德州城市最近
登上了 Inc. 雜誌的熱門創業城市名單，奧斯汀位居
了第二名。

該榜單來自 Inc. 5000 報告 - 該雜誌列出了美國增長
最快的 5,000 家私營公司 - 並按每個城市公司的三年
收入增長排名。奧斯汀的三年收入增長率為 259％，
其中有 87 家公司在 2019 年的 5000 家公司名單上。

德州的首府城市因其“高創業率和創造就業機會”
而受到稱讚，並為亞馬遜，蘋果和谷歌等頂級科技
公司設立了前哨基地。 

約會當然是一種浪漫的追求。畢竟，有什麼比相信第一
次約會就能找到靈魂伴侶更浪漫？

另一方面，約會也是一項大生意，需要花費大筆資金。
根據 Match.com 的 2018 年報告，德克薩斯州的一個約
會成本平均為 110.99 美元，這是一個非常昂貴的支出。
還要考慮到， 大多數約會不會以一段情侶關係結束，
即便這是約會的目標。但是，一個新的基於奧斯汀的約
會應用程序想讓更少的錢參與進約會，但是讓約會者的
關係昇華更多。

Swoovy 由 奧 斯 汀 人 Brooke Waupsh 和 Jeff McMahon 於
2018 年共同創立，今年夏天早些時候在奧斯汀正式推出。
它的使命是將約會變成志願者服務，為用戶提供一種在
幫助社區的同時認識某人的經濟有效的方式。

像 Tinder 或 Bumble 一樣，Swoovy 匹配相互“滑動選擇”
的用戶。它的不同之處在於約會本身。在匹配之後，約

會的人可以選擇與當地非營利組織的志願者活動，例如
在德克薩斯州中部食品儲藏處幫助分類或在奧斯汀動物
中心遛狗。在約會的那一天，他們見面，幫助社區，并
有一絲可能，找到真愛。

該公司在一份新聞稿中解釋說：“使用這個應用程序對
於那些希望建立更有意義的聯繫的約會者，以及非營利
組織來說都是雙贏的，畢竟他們很難找到新的志願者。” 
Swoovy 還讓志願者可以減輕了認識某人的最初壓力。
它還能讓使用者對自己度過的時光感到滿足。

目前，Swoovy 擁有十幾個奧斯汀非營利組織合作夥伴，
從街邊麵包、魚類和藝術品店到餐車，再到關愛人們的
福利機構，該公司表示正在積極招募更多的慈善組織加
入。

該應用目前僅在奧斯汀本地可以使用，下一步是面向達
拉斯和休斯頓進行推廣。

奧斯汀登上“熱門創業城市”第二名

奧斯汀一個新約會軟件讓約會成為一種回饋社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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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已經注意到，
奧 斯 汀 交 通 工 作 人
員在過去的幾周里一
直 忙 於 為 市 中 心 的
Guadalupe 和 Lavaca
街道增加一條紅色公
交專用車道，并進行
相關的聯運改進。奧
斯汀推出了紅地毯，
但 儀 式 尚 未 開 始。
Capital Metro 正 在 測
試並對工作人員進行
培訓。

這是改善交通可靠性
和 緩 解 Guadalupe 街
擁 堵 的 努 力 的 一 部
分，這同時改善了在
該地區步行、騎自行
車和使用其它交通工
具 的 人 們 的 交 通 壓
力。 這 些 2016 年 協
同交通改進是走廊建
設 計 劃 的 Guadalupe

Guadalupe 和 Lavaca 街道上新增公交車專用道

名單上的另一個德克薩斯城市，休斯頓（排名第 9），
三年收入增長率為 117％，84 家公司為 5000 家公司。
這篇文章稱休斯頓的建築行業在 2017 年颶風哈維襲
擊後“大幅增長以幫助重建和修復”。

緊隨其後的是排名第 10 的達拉斯，其收入增長率為
113％，在 2019 年的 5000 家公司中有 74 家公司。公
司呼籲達拉斯實施“低監管，零企業所得稅，以及達
拉斯企業家中心，或 DEC，這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作為創業網絡，資金和指導的中心。”

以下是完整排名：
舊金山
奧斯汀
紐約市

聖地亞哥
亞特蘭大

丹佛
洛杉磯
芝加哥
休斯頓
達拉斯

走廊計劃的一部分，並與 Capital Metro
協調進行。該項目包括位於 18 街 Lavaca
街的新交通規則和交通信號──允許公
共汽車左轉進入第 18 街，然後在從第
18 街到馬丁路德金大道的北行公交專用
車道上轉向 Guadalupe 街。新的逆流公
交專用車道利用現有的未充分利用的通
行權來改善公交車的出行時間，並通過
走廊增加人員承載能力。

所以，如果您近期將在 UT 附近通勤，
那些公交車並沒有逆向行駛走錯道，它
們是在自己的專用道上行走！千萬不要
搞錯了。



人物專訪

8 月 14 日，德州首府新聞編輯應邀參加了位於 48 East 大街上
Natiivo 酒店公寓大樓的破土動工儀式。在那裏，我們有幸遇
見了項目方 CEO Robert Lee 先生並聆聽了他的致辭。Natiivo
背後嶄新的居住理念讓我們感到驚喜，同時 Robert 先生身為
在奧斯汀四十年的華人，德州首府新聞編輯又為他在華人群
體間的貢獻感到好奇且驕傲。Robert 先生在百忙之中接受了
雜誌的采訪邀請，讓我們得以探尋他道路上的感悟和啟示並
分享給各位讀者。

Robert Lee：

見證奧斯汀四十年
要作為亞裔去發聲

上：
Natiivo 破土動工典禮和 Robert Lee

上：
Robert Lee 的外公馬紀壯先生

上：
Natiivo 酒店的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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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序言

Robert Lee——橋梁一代

從 Natiivo 到“missing middle” 缺失的中型住宅

在采訪 Robert Lee 先生之前，我們調查了一下他
的履歷。他的外公馬紀壯先生非常有名，曾任
中華民國海軍部總司令，後又任駐泰大使、中國
鋼鐵公司董事長、總統府秘書長等要職，是一
個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而在 Robert 的公
司 Pearlstone Partners 的網站上，Robert 的經歷只
有兩個方面——他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有著近
四十年房地產從業的經驗——公司業務涵蓋多種
多樣的商業、民用、工業房地產。此外，他還是
Austin Chamber of Commerce 和 the Greater Austin 
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活躍成員，他為亞裔
社區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正式采訪 Robert Lee 的時候，他翻了翻我們八月
份的雜誌，笑著說自己的中文不好，說自己比起
亞洲人的一面，可能更美國化一些。大學時在德
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 Robert 獲得了會計學的學

位，之後開始為了生計奔波。在各大銀行都貸款
失敗以後，他只能從自己的口袋裏用現金去做項
目。現在，他的公司在奧斯汀有許許多多的房地
產項目，有很多被奉為經典案例。他引領了許多
先進的住房理念，在我們眼裏，他毫無疑問是成
功的。

他將自己形容為“橋梁一代”。談起這個名字，
他笑著說兜兜轉轉感覺在轉圈——戰爭時期大家
從中國大陸遷往臺灣，後來來了美國謀求發展。
六十年代的時候中國國力還很弱，在美國，亞裔
沒有話語權。現在在美國到處都是中國制造，來
美國的留學生大家又紛紛回國發展。而在美國做
生意，是個人都想打開中國市場，每個人都在尋
求和中國有一絲聯系。而他作為第一批來美國的
亞裔，見證了奧斯汀和在奧斯汀的亞裔群體的變
化和進步，作為橋梁一代，實在是感慨萬千。

Natiivo 酒店是這個橋梁一代奮鬥的成果——這是
Airbnb 第一次參與實體酒店運營，之後 Natiivo 這
個品牌將走向全美乃至全世界。它背後的理念非
常的新穎——個人可以購買酒店的一間房間，你
可以在其中短住，不想住的時候可以丟回給管理
方放入酒店池，供來奧斯汀的使用 Airbnb 平臺的
外來遊客居住。

Robert 談起 Natiivo 時充滿了自信，他說自己了解
奧斯汀，了解年輕人的生活理念——他們不再想
要在郊區的大房子，取而代之的是在市中心接近
城市核心的生活方式——餐廳、娛樂和各種各樣
可供安全行走的商業街道。他篤定地說：“我非
常確定它會成功，因為在正確的地方，和這個在
無限發展的時機，它就是趨勢。”

撰稿：谷沁 德州首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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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被問起自己公司最驕傲的項目，Robert 給出了令我們意外的答案——兩個居民住宅項目，而非商業
項目。他向我們拋出了一個概念——“缺失的中型住宅”（missing middle households）。

Robert 說，自己的公司從不去修漂亮又貴的獨棟別
墅，他們的民用住宅一直致力於解決這個“missing 
middle”的問題——他們在 UT 旁邊建了學生能負擔
的公寓，在城市東邊新建了年輕人更能負擔得起的家。
他說，解決這個問題是公司的“使命（mission）”，
他說：“我們一直在嘗試解決問題”。

Robert 用一個數據展示了奧斯汀的飛速發展和住宅需
求的矛盾——每年有近兩萬新的住宅在售，而奧斯汀
每年有超出四萬個沒有被填充的崗位需求。僅僅是修
價值 70 萬的獨棟別墅是不行的，年輕人住不起。政
府提供的補貼住房雖然能解決一部分需求，但並不是
長久之計。Robert 說，這個問題不能靠政府，解決問
題還是要經過市場。“如果我們去解決這個問題去修
建更多的中型住宅，我們就能從正確的地方開始解決
問題。”

缺失的中型住宅（missing middle households）

缺失的中型住宅包括多單元房屋類型，如聯排別墅，復式別墅，和一般公寓。它們集中在大多數步行的 20 世
紀 40 年代以前的街區，通常被整合成塊，主要是單一的家庭住宅，提供多樣化的住房選擇，並產生足夠的密度，
以支持服務社區的商業設施，如餐廳、小店等。雖然其中許多是戰前建築的共同特征，但這些房屋類型已變得
不那麽常見了。（但在中國，因為土地少，中型住宅反而是絕大多數）

Missing Middle Housing 示意圖，一般指代介於豪華公寓和獨棟別墅之間的其它住宅類型

Robert 公司在奧斯汀的部份住宅項目，
均是單個售價 $300,000-$500,000 區間之內的

中型住宅項目

越來越高的奧斯汀市中心

右：1987 年 Times 雜誌封面，
該封面和文章被指片面展示了亞洲人的刻板印象。

在其後的討論中，“亞裔在領導層的缺失”問題被提出。

“精心設計的中型建築將步行街景統一起來，因為它們可以為不同年齡、規模和收入的家庭提供多樣化的選擇。
較小的家庭往往會傾向選擇外食，幫助社區吸引更多餐廳入駐。不同的家庭保持不同的作息和外出時間意味
著：更多的人在更多不同的時間會走在街道上，街區便往往更安全。”

─ -Ellen Dunham-Jones，佐治亞喬治理工大學教授

在騰飛的奧斯汀

拒絕做“模範少數族裔”的亞裔群體

在奧斯汀四十年，Robert 看著奧斯汀越來越大、越來越擠，
華麗時尚的摩天大樓也拔地而起，越來越多。漸漸的，
自己的公司也在奧斯汀的市中心要建一棟閃閃亮亮，前
所未有的大樓。而這時奧斯汀已經是連續第三年獲得美
國最佳居住城市稱號，和最佳旅遊目的第一名了。作為
奧斯汀的常住居民，有時候也覺得十分莫名，他說，作
為一個奧斯汀本地人，他有時候也不禁想問：“why ？”

我們問起他對奧斯汀之後發展的展望，Robert 說，奧斯
汀在擴張，新的血液在不斷進入，他非常慶幸奧斯汀不
是一個典型的德州城市——它很包容，它也很國際化。

它在吸引各種各樣的公司進駐，特別是軟件公司。這樣
的發展在他看來是有無限可能的——他拿矽谷和底特律
做了比較——工業需要更多的地和更多的人，但是城市
的土地很有限。到最後尖銳的人地關系必然導致居民的
貧富差距擴大。但奧斯汀不一樣，它是以軟件為中心在
發展。Robert 強調說“軟件是沒有界限的”。軟件讓不
可能變成可能，而奧斯汀有限的土地上正在發生無數不
可能的事，所以這和矽谷很像又不一樣。他強調，奧斯
汀在 “cutting edge（尖峰）” 上，代表了美國科技的發
展趨勢，我們得努力學習新的東西，與此同時更重要的
是代表亞裔群體，去發聲。

談起亞裔群體在這幾十年中的變化，Robert 笑著說亞
裔就是“模範少數族裔”（Model Minority）——他
們不惹事，又很勤勞，很聰明，又給美國人以亞裔都
很有錢的印象。以至於去銀行政府貸款，都會被質疑
亞裔怎麽會缺錢。八十年代，亞裔的孩子們都被寄予
厚望，職業不是律師就是醫生，不是醫生也是教授。
中美關系在當時非常緊張，華人便將沈默作為了自己
的保護傘——面對政治選擇避而不談，不惹事，不參
與，這就是老華裔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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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師介紹

 九月攝影專題

奧斯汀的夜

這張照片是淩晨 4 點的照片，本來是準備抓住奧斯汀的日出，
但是後來來了很多的雲，所以就錯失了這次的朝陽。前景本來
是有一直烏龜，但是拍著拍著就走掉了，所以沒有出現在照片
裏面。就這張照片的前幾分鐘，還有一層薄霧飄在卡羅拉多河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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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專訪

編輯結語

在采訪的結尾，Robert 闡述了自己願景：“奧斯汀在成長，我們在各個方面也在成長。我們提供給這個城
市發展中需要的東西——除了獨棟住宅以外的其他住宅選擇。我們需要更多的選擇。房地產開發商中少數
族裔是極少數的，我既代表高層又代表少數族裔，我們要看更多的層面。我們要影響以後的亞裔群體和亞
裔的地位。我們要實現族裔間話語權的平衡，我們要改變‘模範少數族裔’的刻板印象，我們要為亞裔塑
造一個新的印象。”

“Grow conscious.”他斬釘截鐵地說。

身為奧斯汀的年輕人，這次採訪令我意想不到地非常感
動，幾乎是熱淚盈眶地聽完了他描述的奧斯汀和他希望
達成的願景。有這樣一些華人，比起嘴上評論政治，他
們選擇行動，而他們的行動背後有著宏達的願景一步步
推動。在世俗的評價裏，Robert 是成功的，但是他不止
步於自己的成功——他會回望思考需要改變的地方，也
會接受新的發展和潮流。

Robert 以身作則，為亞裔的下一個“刻板印象”站出來了。
他走在前面，鋪了路，告訴我們：去表達，去做，不要
再沈默——

這應當作為我們每一個華人的使命！

Robert 提起這種沈默，自省道：“我們當時警惕政治，沒有人參與政治，我們非常後悔。政治上的話語權
是我們這一代應該為下一代建立起來的。我們必須知道，我們不能像鴕鳥一樣兩耳不聞窗外事。我知道每
個人都很忙，但是如果我們不參與，我們就不能左右城市發展。如果我們不參與，就沒有辦法發聲，我們
始終就是那個模範少數族裔。”

他最後總結道：“要站出來（Step Up）！”

活躍在亞裔社區的 Robert Lee

捕捉朝陽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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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是一張想拍很久的照片，當我第一次走到了 congress 上面，就一直想
拍這個景色。於是等到了一個剛剛下完小雨的冬天的夜晚，出門還是會把
人凍傻，我決定出門走走，去看看這個地點，去記錄下這一張照片。每張
照片的拍攝時間都不長，大概就在兩三秒左右，因為每一張照片，我都要
等到人行道上面的紅綠燈亮起來，在大概十五秒的時間裏面要完成固定機
位，找好畫面還有拍攝的過程，幸好還是有抓拍到好的照片。

這張是在 lady bird walk 上面拍到的，這是一個全景圖，這也是
UT austin Photo club 的第一次外出活動。我和三五好友一起來
到了這個地方，因為人在橋上走的時候震動的還挺大的，所以
我們也就見縫插針，等著人們過去，就聽到了齊刷刷的快門聲。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收獲，還有一個拍車模的人以奧斯汀為背景
拍下了一些精致的畫面。

這是一張 23 張圖的全景，攝於 mt bonell，從 ut
的橄欖球場到了河邊，前景還有星星點點的住
房，以奧斯汀天際線作為背景的全景，當天還
拍攝了一些星軌，也許在以後可以看到。奧斯

汀確實是一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城市，它
有著自己獨特的魅力，因此也具有著獨特的吸
引力，我也希望通過我的照片，有更多的人會
來探尋奧斯汀的魅力。

遇見奧斯汀

奧斯汀全景

雨後踱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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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職業裏程碑

大概因為身在奧斯汀矽丘，我所認識的亞洲人從事最多
的行業就是工程師，大多數朋友都是本科，研究生上完
就直接進了大公司工作。作為一個文科生，我 一直對學
科技類的人有種敬佩之心，那是我完全不擅長的領域。

對於亞洲人來說，在美國從事任何一個行業，走到企業
管理層面的位置都是件難事。站在“米”字路口，哪一
邊才能走向上坡路？山頂的那個位置意味著什麽？面臨
職場的困惑，何去何從？ 如果你需要的是一本無懈可擊
的職場攻略，抱歉，這裏沒有。
        
我愛坐下來聽聽別人的故事，對我來說，那些故事裏蘊
藏的經驗，才是最寶貴的財富。每個人的人生路都不盡

相同，在總結前人的經驗後，提高對自我的認知，這是
走向成熟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看到很多剛畢業的學生或是已經工作一陣子的人，他
們對自己的工作和未來少不了有些迷茫。為此，我采訪
了奧斯汀一家科技公司的 senior manager，希望通過他的
親身經歷為大家帶來一點啟發。

說起 L 先生，我認識他很久了，他笑起來非常爽朗，而
在生活中為人低調。 和 L 先生聊天是一個很舒服的過程，
他走過很多地方，工作轉換了多次，人生經歷相對豐富。
每次和他見面聊天後，都覺得從他身上學到來很多東西，
尤其是看問題的角度和對人生的態度。

對所有職場人來說，回看走過的路是非常重要的。

L 先生說，在他二十年的職場生涯裏，有三次重要的裏
程碑。每經過一個裏程碑，他認知自己更深一點，事業
上的前進方向就更明確一點。

裏程碑一 :康奈爾高材生“落跑”華爾街  

重返哥倫比亞校園“回爐重造”

L 先生 12 歲來到美國紐約，本科畢業於康奈爾大學，起
初主攻計算機專業，之後轉到電子工程專業，而最後畢
業於數學專業。

他頂著名校畢業生的光環成為了一名 Junior Trader，在
畢業後進入華爾街高盛工作，當時的年薪大概有 40 萬美
金左右。對很多人來說，這樣的工作可能是畢生夢寐以
求的。

領著不菲的年薪，工作光鮮體面的 L 先生卻陷入了迷茫
期。工作壓力讓他感覺透不過氣。

每天早上 5 點半起床，7 點到達公司，從開市一直交易
到閉市，有時候回家已經是夜深了。坐在華爾街大廈裏
的 L 先生，擡頭總能看到自己 35 歲的主管看起來像極了
一個 50 歲以上的人。他對自己的所從事的行業感到了深
深的質疑。他不確定自己是否可以為了高薪而舍棄生活，
以及在未來的某一天，是否會因這樣的工作壓力把身體
累垮。華爾街的大樓鱗次節比，卻迫使他走近了思考的
死胡同。

他說：“現在回看，沒有選擇金融，針對我本身來說，
是因為金融技術性不夠強。我覺得金融其實是運營，到
最後就是去 capital Sales。金融就是潤滑油，必須要有機
器本身。而英國最聰明的人就去幫人家理財。從社會角
度看問題，其實沒有真正的主流行業，德國相比就很厲
害，德國日本的經濟體還是比較堅挺。”他覺得相對看
起來香港英國是經濟體是有一些問題存在的。

因為公司就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對面，所以他每每穿過校
園的時候，看到學生的身影都很是羨慕。他們從容而且
專注，他們在某個領域可以鉆研得很深。2005 年正值谷
歌上市，他非常羨慕谷歌人一邊玩一邊碼 code 的工作模
式。他做了一個決定，申請了哥倫比亞大學計算機系碩
士的春季入學。
 
L 先生認識到自己真正喜歡的是“做產品”、“鉆技術”
二者相結合。選擇哥倫比亞大學的原因再簡單不過——
那時只有哥倫比亞大學在收春季入學。他毫不猶豫地開
始重返校園“回爐重造”。他說在大學期間沒有學到什麽，
真正學到的東西是在研究生時期。

“回到學校”不是 L 先生考慮很久才做下的決定，他發
現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並且當下改變前進方向，萬分幸運。
很多在美留學生並大多不能選擇自己的行業，因為身份
的原因，不得不做著很多與自身專業無關的工作。其實
走過之後再回頭看，任何一種經歷對今後的人生都有獨
特的幫助。不論走到了哪個位置或換了幾個行業，積累
的人生經驗和知識都是成就自我的重要部分。 

認識自己，
是一生的功課 撰稿：Cici Zhu  德州首府新聞

左：L 先生接受我的採訪            上：金融交易員的典型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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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程碑二：中國創業潮“沖浪者”

       
讀研期間，L 先生真正學到了很多跟科研相關的內容。可他卻覺得自己不能完完全全做科研，對他來說，沒有
任何的反饋。畢業後他又一次相當幸運地進入了 Tripadvisor。當時，公司正開展亞太地區業務，他被派往中國
參與分公司的開設工作。回憶起那段日子，因為要在中國做市場，從商業拓展、機房、流量，甚至拉客戶，五
花八門的工作他都做了。這個時候，他帶著後端的技術，真正走到了公司業務的前段。

2012 至 2014 年正值中國創業浪潮，L 先生現在身邊的科技大牛，也都是那個時候的“沖浪者”。Tripadvisor 的
工作，讓 L 先生積累了人脈和工作經驗。他決定，開始創業。

這是一家時尚搜索引擎的互聯網的公司， 整合自己的團隊、研發自己的產品。 雖然未來更多還是未知數，可
是 L 先生團隊收到了來自客戶的反饋，他們利用擅長的技術不斷改善產品，跟進時代創新管理觀念，推動著公
司穩健向好發展。L 先生找尋到了自身熱忱所在。

在職業生涯中，一開始就非常確定自己職業規劃的人其實是極少數的。無論當下這份工作熱愛與否，從中發現
自己擅長的每一部分，組合並且最大化利用自身所長是最重要的。而在有其他團隊成員可以互補的情況下，工
作效率最大化也不再是難事。

裏程碑三：從管理自己到管理 1000 人

對新入職場人的寄語

結束語

L 其實建議不管是任何的行業一定要從技術
入手，他覺得管理運營並不是很難，除非
性格很有問題，因為一旦開始做業務很難
回去再重新考慮技術。他希望大家前期一
定要把技術吃透，因為技術到了最後是會
有很多的深度的，只有真正了解的技術的
深度，再結合產品面對市場才算是真的有
全面的了解。

L 拿過很多大公司的工作機會，主要結合在
兩方面，一方面是旅遊產業，另一方面是
互聯網。這兩個不同的領域都是他所做過
的，所以相對工作經驗也會更多。所以每
個行業只要你做過，其實就會有經驗的累
積。我問他在他招聘時候最重要的品質是
什麽，他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肯幹”，非
技術是可以學技術的，懂技術，可以做其
它的。特別是小公司，缺的不是機會，學
會如何解決問題大於能力。不要小看小公
司，因為那裏其實總是有機會的。職業發
展本身很人為，最難得的東西，是在開始
工作時候能接觸到不同的東西。所以他建
議不管任務如何，多去做，多去學。

後來我問他還想不想創業，他毫不猶豫地
說，要是為了錢和名望他是不願意的，但
如果說為了學習，他希望再次創業。他非
常鼓勵年輕人創業，尤其是已經在美國的
年輕人。因為他覺得在美國創業其實有很
多好處，前幾年學技術，把技術打紮實。
在美國創業的好處其實是邊際效應，在德
州的邊際效應更平。你住 30 萬的房子開 15
分鐘和 100 萬開 5 分鐘，區別不大。吃的
差別也不大。 （註：在微觀經濟學中，邊
際效用（英語：marginal utility），又譯為邊
際效應，是指每新增（或減少）一個單位
的商品或服務，它對商品或服務的收益增
加（或減少）的效用，也即是“效用──
商品或服務量”圖的斜率。經濟學通常認為，
隨著商品或服務的量增加，邊際效用將會
逐步減少，稱為邊際效應遞減定律）
 
他還說對於中國人來說其實有一種天生的
創業優勢，是我們自身的危機感，總是需
要做點事情並且不斷的學習，這種品質，
通常是其他族裔不具備的。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我的感覺，認識一個
朋友的時候你會覺得聊天的過程會是一個很
享受的過程，那些他曾到過的地方，做過的
事情都栩栩如生地展現在你的面前。對於有
些朋友，我們交往起來是點和面的相交；但
或許另一些人就會是四維立體的空間。通過
聊天你可以看到他對世界的好奇心和對生活
的熱情，在我看來這些其實是很多成功人士
的共性之一。每次和 L 先生聊天，我都會學
到太多東西：不管是是對人還有對事情的態
度，他永遠都讓我對世界有不同的發現。

L 對我說他覺得工作和生活都是一個對自己
認識的一個過程，如果迷茫的話就去嘗試一
些新的東西。迷茫最根本的原因是嘗試得不
夠，沒有找到自己想要專註的方向。人生一

定要不斷地探索，才能真正的找到自我。

最後我讓他用三個詞來形容自己，他說好奇，
嘗試和物質極簡主義（他不斷堅持學習，其
實是某種意義上的理想主義）。

我寫這篇文章最根本的原因其實是：看到了
很多剛入職場的新人，對自己工作的迷茫，
太過於計較投入產出比。在現在這個社會，
其實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只要投入，最後的
結果是自己的強大。這一刻或許你還在迷茫，
但誰的青春不迷茫，只要專註肯幹，保有最
初的好奇心，那麽我們定會在職場中找到屬
於自己的那一片天。祝願所有的職場新人，
或者正在處於迷茫的職場人，都能夠找到自
己的方向，努力前行。

一個產品從研發、設計、成型，到市場推廣、客戶接納，再到後續服務，改進更新等， L 先生從中學會從各個
角度看事情，創建起一套立體思維。公司每一個小的突破，都源於他對產品和技術領域的深耕細作。根據不同
的產品，他運用不同的策略和手法，達到迎合市場的目的，L 先生也找到了屬於自己公司的客戶群體。當我們看
到的不僅僅只有自己眼下所做的一部分，而是提高站位統籌全局的時候，便是走向了職場的成熟。L 先生在創業
中，學到了走向企業管理層最重要的一門功課。從聊天的過程中不難可聽出，他最驕傲的也正是創業這三年。
       
公司正有氣色，L 先生考慮到家庭因素，在創業三年後放下了自己一手建立的公司，選擇回到美國，在矽谷的創
業公司做起了 Data Scientist。幾年後，L 先生被奧斯汀的科技公司作為管理和技術水平兼具的人才挖走，主要負
責產品在線營銷、品牌運營、產品推廣以及收購公司等工作。到現在，在他手下管理了大概 1000 多人，工作內
容偏重在了管理方面。

左：Google 寓工作於樂模式給予 L 先生以啟發



您是否有朋友最近要來奧斯汀需要預定住宿？或是您想要給自己放個假？
我們精選了十種別具風情的奧斯汀民宿，快來開開眼界吧！

復古房車

在東奧斯汀迷人的老式房車度過一兩個
晚上，房車位於郁郁蔥蔥的後院，配有
阿第倫達克椅，浴缸，實木地板，空調。
升級的綠洲花園讓你在感覺遠離城市，
享受愜意休閑生活，離市中心僅 3.5 英裏。

德州人的世外桃源

如果您在尋找具有當地代表性的居住地，
這棟位於 South Congress 的兩房公寓定是
您的首選。擁有西南風格的裝飾，魅力
無限。

傳統花園別墅

尋找更加質樸的居住地？這間小別墅鋪設
實木地板，一張大號床，一只大肚豬。相
鄰的花園十分寬敞，適合動物愛好者，除
了寵物豬，還有雞，山羊，兔子和鴨子。

穹頂房屋

沒有任何地方能比這裏更好了，可以俯瞰
城市，距離市中心僅 10 分鐘路程。獨特
的室內設計，配備 3 間臥室和 6 張床，可
將奧斯汀美景盡收眼底。

市中心美景公寓

位於奧斯汀市中心高層公寓，可前往健身
中心，屋頂露臺，遊泳池等。備料充足的
美食廚房，您可以在這裏享用美食。如果
您不想自己下廚，周圍有各種各樣的餐館
供您選擇！

夢幻家園

這棟夢幻般的家園離 Zilker 公園和巴頓溫
泉僅幾步之遙，帶有私人泳池和熱水浴缸，
庭院已經過翻新。

現代綠洲

這 座 中 世 紀 的 現 代 住 宅 被 稱 為 Casa 
Altezaa，坐落在奧斯汀市中心的山丘上。
3 房，帶有私人陽臺，可欣賞美景，有健
身房。

奧斯汀 Airbnb 度假屋和住宿精選

 編譯： 華奧地產北美置業

宜居奧斯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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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奧斯汀

歷史悠久的莊園

這座經過修復的 1909 年房子是單身漢或
單身派對的夢想之地，帶有 5 間臥室，
燒烤火坑和正式用餐區。能接待大團體，
距離奧斯汀繁華的第六街區不到一英裏。

建築佳作

完美的設計，9 英尺高的鋼窗，教堂式天
花板，時髦的家具。體驗東奧斯汀的生活，
這裏是鎮上最酷的街區之一，步行距離可
到 Weather Up 和 Bufalina 等當地最受歡迎
的景點。

藝術家的退隱之地

這棟休閑度假別墅由屢獲殊榮的設計師所
有，擁有巴厘島的陳列品和建築材料。華
麗寬敞，非常適合團體旅行。還提供如私
人烹飪課程，按摩，瑜伽等額外服務。

看完這十種民宿以後，您是否躍躍欲試想在這個週末就出遊一番呢？奧斯汀室內和近郊都有許多便宜但是景色非常美
的民宿，大家不妨沒事就上 Airbnb 遊覽保存一下自己的心儀選項，擇日不如撞日給生活換一種心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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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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688-6066



活動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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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盟舉辦
高中學習及大學申請經驗座談會

華盟義工獻愛奧斯汀動物中心
(Austin Animal Center)

報道：海舟
攝影：Katherine Zhu

撰稿：赵惠敏
攝影：赵惠敏

2019 年 8 月 17 日，在 Travis county 社區中心，奧斯汀
華盟教育委員會組織舉辦了第四次年度高中學習及大學
申請經驗座談會。為了讓學生們能夠暢所欲言，這次只
邀請學生們參加，家長們回避。

參 會 的 學 生 有 初 中 到 高 中 畢 業 生 七 十 人， 座 談 的
panelists 是十名上屆高中畢業生和剛完成第一年學業的
大一學生。

座談會以問答形式展開，有會前收集到的問題，更有現
場學生提問，討論的話題多樣，涉及高中學習有包括對
課外活動的取舍、如何改進與家長的交流、在緊張的學
習中放松的竅門、申請大學的一些好的經驗等等，感謝
十位 panelists 真誠坦率的分享。

有同學擔心大學錄取的 AA 政策會影響自己作為亞裔學
生的錄取機會，panelists 回答說做驕傲的亞裔，以自己
的優秀品質贏得高校的青睞，不怕好學校不來找你。有
同學問申請時怎麽凸顯自己，paleists 回答，做自己，在

個人簡歷和文書裏表現自己的獨特魅力，不要去迎合名
校，而是要發現自己適合的學校，更要學校適合自己。

兩個小時的討論很快過去，會後不少同學反饋積極，認
為對自己的高中學習和大學申請很有啟發，但是希望能
夠有機會做更深的探討。

隨後，華盟教育委員會的 Katherine Zhu 女士介紹了華盟
針對青少年設立的兩項新計劃，華盟之星 ACAN Star 和
華盟獎學金（ACAN Scholarship)。華盟之星將為大奧斯
汀地區的華裔青少年提供參與社區服務、傳承中華文化
的更多機會，對起到領導帶頭作用的優秀學生予以年度
獎勵。華盟獎學金包括數項針對高中畢業生的鼓勵獎金，
比如華裔孩子進入大學學習政治和社會學，或者攻讀藝
術類專業，將獲得一定數額獎學金等等。華盟還將聯合
奧斯汀一些公益社團組織，為大奧斯汀貧困家庭的孩子
提供學習輔導等義務服務。具體內容將在近期內公布，
敬請關註。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一 大 早， 奧 斯 汀 華 盟（Austin Chinese-
American Network, ACAN) 一行近二十位義工在會長趙
俊達 Peter 的帶領下，到奧斯丁動物中心（Austin Animal 
Center）義務為無家可歸的動物們服務。奧斯丁動物中
心位於奧斯丁東南部，他們的宗旨是為無家可歸的動物
提供食物和庇護所，並幫助動物找到最終的家。他們每
年會收留超過 16000 只動物，從來沒有因為任何動物的
年齡，疾病，或是種類而拒絕收留它們。因為是暑假期
間，大部分義工都是在大奧斯丁地區就讀的華裔中學生
以及三五位陪同中學生前往的華裔家長。

奧斯丁動物中心收養的動物種類繁多，但是義工服務的
動物主要還是貓和狗。義工們在早晨九點抵達動物中心
簽到，動物中心的工作人員簡短地交代了一下註意事項
之後，把義工們分成了三組：一組照顧貓，一組照顧小狗，
另一組照顧大狗。小貓組的工作主要是清潔貓籠，更換
貓咪的糞便箱，給貓咪添加食物和跟它們玩。小狗大狗
組的工作主要是清洗狗食盤和帶狗狗到戶外去散步。

小貓組有六位中學生（三男三女）和兩位家長，引導我
們的也是常年在動物中心工作的義工，他給我們介紹
說正常工作時間中心有四位獸醫為動物服務。動物中心
裏幹凈整潔，不同習性的貓咪都有分開隔離在不同籠子

和房間，只有是一家的貓咪才會被放在一個籠子裏，並
且有不同顏色的標簽註明貓咪的友好指數，一切都看上
去謹謹有條。小貓組的義工們要清潔二十多個貓籠，他
們需要把籠子裏的貓先放在暫時的輕便貓籠裏，清潔打
掃和添加食物之後再把貓咪放回籠子裏並用標簽註明清
潔完畢。明白了工作任務之後三個女生和三個男生就分
兩組各自開始打掃，可是他們的工作風格真的是完全不
同！女生們非常麻利幹練，不一會兒就打掃了一大半，
然後她們再停下來逗貓玩。反觀小男孩這一邊，他們可
以費很長時間輕聲細語呼喚貓咪爬出籠子，一點也不介
意十一點之前要完成任務。不過好在全隊通力合作，在
十一點之前把貓住所統統打掃好了。

在動物中心做義工這一天正好是一位義工高中生的生
日，她媽媽買了蛋糕，於是義工們工作完後一起給她唱
生日歌吃蛋糕，慶祝她這個有意義的生日。在動物中心
做義工，最有感觸的就是二代華裔濃濃的愛心。華盟這
次給動物中心捐贈了 $150，並打算在年底再組織一次在
動物中心的義工活動。另外動物中心的工作人員告訴我
們，十六歲以上的成年人可以自己到動物中心報名做義
工，十六歲以下的可以在成年人陪同下前往，如果您關
愛動物等不及到年底的活動，可以自行前往動物中心，
他們的地址是：7201 Levander Loop, Austin, TX 78702. 



讀者來稿

棲雲五嶽東，臨頂小蒼穹。
登磴攲斜險，望崖兀突雄。
清閑林下澗，虛曠石間風。
古樸生靈性，悠遊意會中。

終於要登泰山了。這個在中華大地千山百川中被視為五嶽之首的
大山已是可望可及。與很多人不一樣，我去泰山不只為山青水秀
的風景，更為觸摸到這個山老大的歷史脈博。

五嶽的說法始見於戰國後期。一般認為，五嶽的思想是自夏代、
商代以來的四方神和道教的五行觀念而形成的山嶽崇拜的產物，
相傳開天的盤古氏逝後身體變成五嶽，而頭則化成泰山。另外，
東方是太陽出升的地方，古人認為東方是生命之源，是希望和吉
祥的象征。這些都奠定了東嶽獨尊的基礎。我們常用泰山來象征
中華民族，真是不無道理。

臨近泰山，首先讓人感到的是他輝宏的氣勢：拔地而起的板狀山
崖，如巨人偉岸的胸肩，渾厚而堅韌；重巒疊嶂的山脈，如蓄勢
待發的盤龍，強大而溫良。泰山矗立於華北平原之東，面對煙波
浩渺的大海，背靠古老滄桑的黃河。由於與環境地勢之差對比強
烈，放眼望去蔚為壯觀。

拾階而上，撲面而來的是令人震憾的中華文化“大”觀：摩崖刻
石。泰山刻石遍布在登山沿線，遠觀近讀，隨處可見。刻石大到
數丈巨石，小到盈尺小碣，多是出自帝王及名家手筆的詩詞、佛
經、和銘文，形式多樣，文釆飛揚。最難得的是，摩崖刻石把歷
史資訊與書法藝術融為一體，從形式和內容上擴展了其存在的價
值，堪稱是中華文史和書法藝術的雙重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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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峪金剛經》鉻文。神奇的是，2000 余字經文鉻於溪流中的一片 3000 平方米大石坪上。石坪曾藏於水下約千年，
後泉水改道顯露出來才被人知曉，被尊“大字鼻祖”和“榜書之宗”。刻石制作年代和出處尚無考證。［經石峪 ]
在 [ 岱廟 ] 至 [ 玉皇頂 ] 的豋山 ( 主軸 ) 線上，靠近 [ 岱廟 ]。只有經 [ 岱廟 ] 從紅門路線上山。才能領略到《經
石峪金剛經》鉻文的風采。

泰山刻石文化與泰山帝王封禪歷史息息相關。封禪是中國古老最高等級的祭天拜地禮儀。“封”是在泰山極
頂聚土築圓壇祭天帝，增泰山之高以表功於天；“禪”是在山下小山丘積土築方臺壇祭地神。只有功高顯德
的帝王被天神賜予吉祥的“符瑞”才有資格封禪。有文總結說，封禪的皇帝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受命於天，
盛世太平，庫銀豐厚。歷代帝王都熱衷於泰山封禪，借以將自己的偉跡召告天下。

據稱，泰山封禪可追溯到夏商周乃至三皇五帝時期，但真正有明確記載的是從秦始皇開始。之後，漢武帝劉徹、
漢光武帝劉秀、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和宋真宗趙恒均進行過泰山封禪。皇帝封禪都會在泰山上刻石銘文，
留下千古豐碑。但留名千古是需要民心的。在泰山皇帝封禪的諸多皇帝中，泰始皇和宋真宗的刻石銘碑都屢
遭劫難。或許與這兩個皇帝的口碑有關。

泰始皇統一六國和首創中央集權制國家機器的功績斐然，但其“苛政虐民”的一面使其以暴君聞名。泰始皇
記功刻石《李斯碑》是秦始皇封禪的唯一保存實物和泰山現存最早的刻石。被譽為“天下名碑之最”，而碑
刻上的李斯小篆，一直被歷代學者視為書法珍寶。《李斯碑》原立岱頂，明代時移入碧霞寺保存。清代時在
碧霞寺大火中失蹤。復得後立於東嶽廟中，後被盜，再次復得已是碑殘字毀。現在立於 [ 嶽廟 ] 保護合內，只
有寥寥數字可辨。

至於宋真宗趙恒，他應該根本就沒有資格泰山封禪。一個堂堂的大宋王朝用屈膝的“澶淵之盟”向契丹小國
賠款“議和”來換取和平，氣節喪盡。因此才有了之後宋代歷代皇帝屢次畏戰“議和”，遭受“靖康之變”
等大辱。似乎是老天的報應，宋真宗泰山封禪留下的《禦制功德銘》刻石，在明、清兩代被人部分鏟平重刻
上其他與泰山有關的內容。終以殘章的滄桑面目立於輝煌的“唐摩崖”和“清摩崖”之側。

宋真宋之後皇帝泰山封禪終止，這應該是宋真宗封禪的負面影響所致。享譽“康乾盛世”的乾隆皇帝一生
十一次去泰山、六次登頂泰山，卻沒有泰山封禪。不過乾隆爺所作的一百多首詠頌泰山的詩詞，匯與其他文
人騷客為泰山留下的傳世之作，如孔子的《丘陵歌》，曹植的《飛龍篇》，李白的《泰山吟》，杜甫的《望嶽》，
姚鼐的散文《登泰山記》等卻都為泰山歷史增添了濃厚色彩。

拜岱廟登泰山，踏著歷史的腳步登臨，讓人與歷史和大自然融為一體。岱廟內，漢武帝的 [ 連理柏 ]，古樸蒼勁；
宋真宗的 [ 神啟蹕回鑾圖 ]，場面奢華。泰山上，秦始皇敕封的 [ 五大夫松 ]，虬枝挺秀；“拔地五千丈”的 [ 十八
盤 ]，雲梯倒掛；”登泰山小天下”的 [ 玉皇頂 ]，風景獨到。

泰山的景致難以用語言來描述。只有站在一石千丈的巨人面前才能真實體驗那種感受。這正應了民間關於泰
山“蟲二”刻石字謎的傳說。謎底“風月無邊”的簡約把泰山的繁復留給我們去解析。而泰山登臨的內涵遠
遠超過了他的地理風景和文化價值。脫離泰山，你恐怕無從認識一個完整的中國發展史。

旅遊與思考 
泰山 - 何止風月無邊 文 / 明清

據說，春秋戰國及以前的泰山石刻都已經被毀
滅，現存的 1800 多處石刻是秦代及以後年代的
產物。看泰山名勝摩崖，有二個地方不能錯過。
首先是 [ 大觀峰 ]。這裏有被稱為“泰山三瑰寶“之
一的唐玄宗禦書《紀泰山銘》。相鄰的有清代康
熙帝題“雲峰”兩大字和乾隆詩刻《夜宿岱頂作》。
附近還有宋真宗的《禦制功德銘》刻石殘跡。大
觀峰臨近 [ 玉皇頂 ]。只要是登 [ 玉皇頂 ]，都能
順路看到。

另一處是 [ 經石峪 ]，有另一“泰山三瑰寶“的《經

南天門

五嶽獨尊



讀者來稿

    筆架山上

筆架山上有我童年的夢 

春草堂觀彩樓筆山公園 

蕩秋千觀鬥雞攀巖爬樹 

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啊 這裏有我的家我的夢 

幽徑樓前爸爸媽媽和我 

從蹣珊學步到步履匆匆 

遠去的背影我心碎如撕 

閉上眼睛還是你的影子 

啊 那是我的家我的肩膀 

筆架山有我走過的小路 

伴著路旁的雀鳥啼鳴 

迎著徐徐東升的朝陽 

黃昏的晚霞小鳥回家我也回家 

啊 美麗的筆架山我的家 

春草芬芳走馬廊星空房 

鼓浪嶼餡餅綠豆糕魚丸湯 

梧桐木棉三角梅香蕉樹 

海風吹拂白帆載白雲 

啊 美麗的筆架山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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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人物史話 4

記林琴南 (1852-1924) ( 二 )

左舜生遺著   中間摘錄

 …… 是書 ( 茶花女遺事 ) 出版於光緒二十五年 (1899), 民國二十七年春 , 余由武漢回長沙 , 偶於舊書攤以法幣一元 , 購
得是書一冊 , 則光緒二十七年「玉情瑤館」之木刻本也 , 竟體完整 , 校對無誤 , 在抗戰中佘所搜集上書 , 以此冊最為別
到矣。

琴南自述之「冷紅生傳」, 叙其身世及性格頗詳 , 且涉及其譯著 , 兹節錄於下 ;
        …… 所居多楓樹 , 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 , 自號冷紅生 , 亦用志其癖也。生好著書 , 所譯「茶花女遺事」尤淒惋有情致。
嘗自而笑曰 : 、「吾能狀物態至此 , 寧謂木強之人 , 果與情為仇也耶 ?」

可見茶花女一書 , 為林譯著中最得意之作 , 其自狀其個性 , 又何其類似書中男主人公亞猛其人耶 ?

琴南不獨擅古文 , 詩亦清腴可誦 , 畫尤有名 , 東方雜誌曾載鄭孝胥 ( 蘇戡 )

贈琴南詩一首 , 頗能概其生平 , 為藏樓詩集所未載 , 茲錄於後 ;
        文如至寶丹 , 筆若生姜臼 , 一篇每脫稿 , 舉世皆俛首 , 紛紛野狐群 , 忽值獅子吼。京師奔競塲 , 暮夜孰云醜 , 畏廬深
可畏 , 斧鉞書在口。隱居名益重 , 方便薄俗厚 , 奈何推稗官 , 毋乃褻此叟。歛才偶作畫 , 石谷輒抗手 , 亦莫稱畫師 , 掩名
究無取。

琴南之於科第 , 不過一舉人 , 且生平未服官 , 但晚年乃以遺老自居 , 曾數上崇陵 , 對清室似不勝其依戀 , 果忠於清室耶 ? 
抑憤時嫉世藉此以自抒其反抗之情緒耶 ? 是則非余所敢知也。

五四後文言白話之爭 , 琴南曾致書北大蔡孑民 ( 元培 ), 為古文辯甚力 , 又自撰「荊生」小說一篇 , 對當時提倡新文學諸
人尤詆毀備至 , 殆亦「木強多怒」, 之個性使然 , 不足怪也。

琴南自著之小說 , 余所見者僅「金陵秋」, 「京華碧血錄」, 「技擊餘聞」等三數種 , 所得印象 , 遠不如其譯著也。

  ( 上篇更正 : 首段第二行 , 「生清咸豐二年」; 第三段第五行 , 「仲馬父子」;
  第四段第四行 , 「故能以悱惻……。」)

( 附錄 )
辜湯生與嚴又陵

      辜鴻銘字湯生 , 別署「漢濱讀易者」。
嚴復字又陵 , 一字幾道。

兩人同為請末民初中國留學生之前輩 , 且同為西洋文化具有 : 深切了解之人。    
       
  ( 請閱下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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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在美國

8 月 3 日早上十點許， 德克薩斯州邊境大
城 艾 爾 帕 索 (El Paso) 發 生 槍 殺 案， 死 傷
四十多人， 8 月 4 日凌晨，俄亥俄州岱頓
鎮 (Dayton) 也有一起槍殺案，死傷二十多
人。 兩件槍殺案， 死了三十一人。每次一
聽到有槍殺案，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希望
嫌疑犯不要是亞洲人，大多美國白人分辨
不出各國亞洲人，所以如果嫌疑犯是亞洲
人，不管是哪國人，所有亞洲人都有可能
遭到池魚之殃，就像是 911 事件後，錫克
教徒就常被誤為是回教徒而成為攻擊的對
象；再其次是希望嫌疑犯不是其他有色人
種，因為有些白人本來對有色人種就不友
善，如果槍殺案主是非白人，他們就有藉
口來合理化他們的不友善行為。

上面提到的這兩個槍殺案案主是白人，根
據報導前者的動機是反移民，後者的動機
目前不明。美國的槍枝管制與擁槍權的爭
議再度成為新聞界話題。有些人很悲觀地
表 示 2012 年 12 月 14 日 桑 迪・ 胡 克 小 學
（Sandy Hook Elementary）慘案發生後（共
有 26 人死亡，包括 20 個小孩），都沒有
通過任何槍枝法案，這次大概也不必指望
有什麼結果。

槍殺事件發生後，共和黨主要把箭頭指向
暴力的電動遊戲以及精神疾病；民主黨則
指責川普的不利有色人種的偏執言語鼓動
了一些情緒不穩的人採取對有色人種的暴
力行動。這些因素多多少少都存在每個國
家（別的國家沒有川普，但大概不乏此類
的 煽 動 者）--- 美 聯 社、 今 日 美 國（USA 
Today）和東北大學的數據庫顯示，2019
年迄今已發生 23 起槍殺事件，奪去了 131
人的生命。根據「槍枝暴力檔案庫（Gun 
Violence Archive）」的報導，2019 年發生
了 250 多起槍擊事件，造成傷亡，也就是
到目前為止，在美國平均至少是 1 天 1 件 
--- 但其他國家卻沒有如此高的槍擊事件，
為什麼呢？主要的區別是在美國槍枝太
容易拿到了，而且很多州不禁止高容量槍
彈匣與殺傷力強的槍枝即所謂的突擊武器 
（assault weapons）。例如在俄亥俄州岱頓
鎮的槍殺案，九條命在 32 秒內就完全消失
了。

在這兩件槍殺事件發生後，有幾個國家對其國民發出到美國旅行的
警告。日本是其中之一，在其警告中，聲稱美國是槍枝社會（gun 
society）。美國是否會立法來減低槍枝槍擊，不得而知。在此，文
章重點不在談論美國槍枝政策，而是美國的移民，之所以提到槍擊
事件，畢竟現今在川普政府下白人國家主義高漲，移民特別處於不
利的情境。

蕾貝卡・魯賓（Rebekkah Rubin）是位歷史學家和自由撰稿人。她
在周刊雜誌（The Week）寫了一篇文章「美國移民的醜陋歷史（The 
ugly history of American immigration）」。文章中提到川普要重塑
美國移民。和許多在他之前的白人總統一樣，他想以自己的形象去
做。他取消了孩童時抵美的遞延案 （DACA：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DACA 的目的是保護一些在年幼時被非法帶入
美國的年青人不被驅逐出境。）；實施某些回教國家的旅行禁令，
爺爺奶奶等家庭成員不能豁免回教徒旅行禁令；也計劃通過限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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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移民把家庭成員帶入國內（Chain immigration）以
及取消移民抽籤（Diversity Visa Lottery）等等。
魯賓女士說或許我們會想這種不人道對待移民不是美
國的方式，它只是暫時改變過去的作法。然而歷史告
訴我們這並不是異常。她指出近一百五十年來，美國
是機會之地的說法被神話化了。移民或被迫移民（即
黑奴）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在努力克服偏見、種族主義
和反移民情緒。以下大部分是她所列出移民歷史的摘
要：
美國成立 100 年後，聯邦政府既不提倡也不限制移民。
直到 19 世紀末，政府對移民進行限制，決定誰可以
進入美國。立法者針對某些國籍禁止移民。這些歧視
性法律中的第一個是 1882 年「排華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由於對加州華人人數不斷增加的擔
憂，該法案禁止所有中國勞工移民；也不讓已在美國
境內的華人獲得美國公民身份，「排華法案」通過之後，
絕大多數華人面臨著一個兩難的境地：獨自留在美國，
或者回到中國與家人團聚。

1921 年，隨著美國處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餘震，國會
通過了「緊急配額法 （Emergency Quota Act）」，力
圖處理越來越多的南歐和東歐移民。該法規定歐洲各
國移民的配額要根據美國在 1910 年（當時人口普查的
年份）的人口數，限制為每個國籍人民在美國總數的

百分之三。因此，從前一年的 80 萬人，減至 35 萬移
民可以進入美國。

「1924 年 的 移 民 法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更
具限制性，允許移民的配額要以 1890 年的普查中記錄
的每個國籍總數的百分之二。該法絕對有利於來自北
歐和西歐的移民，而歧視那些來自南歐和東歐的人。
以波蘭為例。波蘭的移民在 1890 年人口普查中只有
147,440 名，但在 1910 年的人口普查中則為 937,884 人。
也就是波蘭移民人數只有原來「緊急配額法」所允許
的百分之十。

儘管在「美國夢」中，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茁壯成長並
提供家庭所需，但移民往往被視為國家經濟中的棋子。
立法者的討論往往在於移民增多對經濟的利弊。移民
與經濟之間確實有關聯；歷史顯示，反移民情緒在經
濟不確定的時期增長。然而，經濟論調掩蓋了限制移
民背後的真正原因：種族主義。

我們可以從魯賓女士的文章看到兩個要點：（1）種族
主義，白人為先；（2）反移民情緒與當時經濟狀況有關。
「排華法案」的通過其實就是這兩方面的反映。以下
大部分是根據維基百科所記載的：

美國最早的大規模華人移民始於加利福尼亞州的淘金熱（1848 年至 1855 年）。在淘金
熱初期，華人能夠被容忍。之後的移民因修建鐵路而繼續。然而當金少人多競爭加劇時，
當地居民便開始敵視華人以及其他外國人。大多數華人被強行逐出金礦之後，主要是在
舊金山安頓了下來，開餐館或洗衣店。1870 年代，隨著內戰帶來的經濟低迷，反華情緒
增高，將薪水標準的降低歸咎於華人苦工。

最初，加利福尼亞州政府並不支持排斥華人勞工移民，因為這些勞工提供的稅收填補了
政府赤字。直到後來，當政府擁有了足夠的資金時，才停止反對排華的行為。到 1860 年，
華人已經是加利福尼亞州最大的移民團體了。即使華人勞工提供了價格低廉的勞動，且
不佔用政府的任何基礎設施（例如學校、醫院等），因為華人移民絕大多數是健康的成
年男性，然而全國的（尤其是加州本地的）報紙開始從各方面質疑和譴責華人，例如白
人失業問題。警察也儘可能找小藉口來逮捕華人，對華人採取不同待遇。排華法案最終
在 1882 年 5 月 6 日通過。

大眾情緒隨著時間推移，歡迎讓哪個國家移民反映在聯邦立法中。然而，美國的歧視性
移民政策並沒有結束；他們只是轉移對象。聯邦政府不再像 20 世紀初那樣限制南歐和
東歐的移民，而是限制來自一些回教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移民。

2019 年 8 月 12 日川普政府提出新的「公共負荷（public charge）」規定，要獲得綠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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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除了年齡、財富、教育和英語能力外，使用或有可能使用公共福利（例如食物券、醫療補助、住房券等）
也是考慮因素之一。這個規定被批評「你可以尋求美國夢，但窮人止步」。到 8 月 16 日為止，至少有十三個州
起訴這個川普政府的規定；如果川普政府勝訴，該法在 10 月 15 日生效。

英語有句話說：「每桶都有一個腐爛的蘋果（There's a rotten apple in every barrel）」。任何群體中都有壞人，
但移民常受到誹謗 — 黑人被說是罪犯，回教徒是恐怖份子，尋求庇護的拉丁美洲人是侵入者 （invader），猶太
人在美國很成功，但因控制華爾街和好萊塢而被仇視 — 相較之下，亞洲人雖然有時也被歧視，但還沒像這些族
群那麼嚴重。

2017 年 8 月 11-12 日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 Virginia）的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y）抗
議集會，成員包括了自我認同的右翼成員，新聯邦主義者，新法西斯主義者，白人國家主義者，新納粹份子，
三 K 黨黨員和各種右翼民兵。 在集會中他們高呼口號， 其中之一是：「猶太人不會取代我們！」抗議集會中，
一位自認是白人至上主義者故意將他的車撞向一群反抗議者，撞死了 1 個人並撞傷 19 人。川普在事後最初的反
應是「兩邊都有非常好的人」。

2019 年 7 月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說最近他們所調查的大部分國內恐怖主義與白
人至上主義暴力案件有關。白人至上主義者中流行「取代（Replacement）」的陰謀理論，認為白人將會被有色
人種取代。而「取代」始於入侵。艾爾帕索槍殺案主就聲稱他的攻擊是對墨西哥裔入侵德克薩斯州的回應。川
普上台以來的「我們對他們（Us vs. Them ）」之類的言論更是加劇對傷害移民的仇恨。大部拉丁裔自艾爾帕索
槍殺事件後一直生活在恐懼中。

2020 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之一是華裔企業家楊澤民（Andrew Yang）在一次會議中提到如果未來美國經濟轉壞時，
亞裔最終還是會像其它國家移民一樣被怪罪。楊澤民最主要的政見之一是政府每月給每個 18 到 64 歲的成人一千
美元。我不確定他是否基於儒家「先富後教」的理論，也就是只有人民不用擔心生活問題時，才會有心學習禮節，
知道榮辱。但我猜反移民情緒大概會減低，因為至少大家都有錢領，移民不會在經濟不好時成為代罪羔羊。

楊澤民是不是會當上美國總統呢？不得而知，但他目前至少是在二十幾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中的前十名。或許
我們應該祈禱即使他沒當上總統，如果是民主黨人選上總統，他會成為重要的內閣部長，說服總統採取他的政
策（一笑！）至於種族主義呢？我們也應該祈禱未來的美國總統會強調團結，而不是故意造成分裂，讓美國成
為一個真正的「民族大熔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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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朧時 

你清瘦 , 大眼 , 頭發烏黑 

夕陽下的春草堂 

你精力充沛 , 眼神溫柔 

北上京城 , 南下福廈 

兜兜轉轉 

鼓浪嶼筆架山上 , 你的親人 在夜雨中等你 

懂事時 

遙遠的閩北 , 我們隔山相望 

鴻雁傳書淚水打濕眼眶 

春夏秋冬離離合合 

長大了你的孩子們 

潮漲潮落淹沒昨日的足跡 

爸爸 

你要我們做什麽 

現在時 

有一天 , 你老了 講話緩慢 , 手指微顫 你出現

在我們面前 

還是西裝革履頭發油亮 

你臉色紅潤笑臉盈盈 

鼓浪嶼的幽幽小路 

留下你的足跡 

將來時 

你會牽著你的二個小孫兒 

在筆山公園 , 在港仔後海灘 

你會買很多氣球 , 很多冰棒 

孩子們嬉戲打鬧 , 你看著 , 笑著 ... 

你說我們一起照相吧 

我們在你身邊 , 你還是不知道把雙手放哪裏 

我拉著你的手 , 我好像要說什麽話 ... 

我醒了 , 又是一場夢 ! 新的一天開始了 

詩 / 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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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從摩洛哥大賽開始呢？這方程式大賽的賽道是沿
海公路，大家把船停泊在海港內，船尾朝著岸邊。這類
大遊艇很高，人坐在最高的甲板上，手持著香檳看賽事，
比您花大錢買賽道旁的座位更有面子。

這類超過 120 呎的超級遊艇，每季的租金都登在遊艇雜
誌上。我看了一下大約都是從百萬起跳，甚至有些二百
呎的大船，一季的租金是美元好幾百萬！！！

船長，船員都有經紀公司處理。全世界有名的船長，大
概不超過三位數。一季之中，光是船長，大副，工作人
員的薪資開支，不到百萬，也得好幾十萬！！！

這艘大船，自從過到林莉貞名下後，二位總經理就勸
David 離開原屬的經紀公司，乾脆拿林氏企業的薪水。
就 David 而言 , 一年不只工作一季，收入相較之下，也

穩定不少。對公司而言 , 如果一季又一季的續約花費真
不少！

這樣看來這艘大船對公司而言實在很不錯，加上台灣政
商名人，甚至海外客戶，對這種大遊艇開趴的款待，真
是趨之若鶩。在生意上確實頗有助益！

可是問題來了！這問題不是出在船上，而是出在人的方
面！

俗云“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個人從小到大的性格，
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後天客觀環境的改變。現在有三位男
人，兩位總經理，原來是兢兢業業，埋頭苦幹的經營生
意。但是自從有了這艘水上行宮的大玩具後，整個人作
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至於施得明雖然不能叫他是紈
絝子弟，但他從小家中有錢，又是獨子，自從我認識他

一個業餘
殺手的告白 ( 十二 )                 文 / 大薄

讀者來稿

後，他的出手大方，絕對在同輩之冠！吃喝玩樂樣樣精
通！偏偏我們又是同班同學，他的學業成績一向名列前
茅。因此他家中的上兩輩的家人，加上台灣本地人重男
輕女的觀念頗重，他是集三千寵愛於一身。自從離開學
校繼承家業，不論哪方面都是八面玲瓏。說起在社會上
打滾經驗閱歷，較之林，李二位他是強太多了！

現在，他雖然不是林家的人，但是因為妹妹的關係，林
家的食品生意也有仰仗他的地方！

當這艘大船離開美國西海岸，還在太平洋水面上時，施
老大的肚子裡就已經有千百種主意，準備好好用這艘船
大展鴻圖。

有天大遊艇駛進基隆港，施老大安排了媒體，大船在消
防船噴出的大水柱拱門中，緩緩地駛入港中，靠岸後鎂
光燈，攝影機都對準了當年的傑出青年—李文彬。
這下，林氏企業名下的這艘“茉莉號”在台灣媒體的炒
作之下，風光了好一陣子。

台灣政商名流都以被邀上船赴宴為榮。不談這船上的設
備！光看食物飲料在老蔡的主理之下，變得獨樹一幟，
使得與會人士感覺簡直在另外一個世界。

這艘大遊艇停泊在淡水灣內，幾乎天天有節目。如此這
般搞得轟轟烈烈的過了半年，這艘大船能給公司的利益，
遠遠超出原來想像的！

兩位總經理，因為船停在台灣，為了各式各樣的聚會，
派對忙得不亦樂乎。對美國那方面的生意，顯然有點疏
忽。這食品公司的生意，在美國的市場大過台灣本地市
場不只十倍。因此就把施得欣塞到美國，小妹自小在商
賈之家長大，應對生意很有一手！但是面對美國這麼大
的生意量，她告訴我：實在很吃力！她本來出於無奈向
想拉老哥幫忙！奈何這三位男人在台灣的大船上，日日
歌舞昇平，根本樂不思蜀，加上當年阿肥是被李總從美
國拉回台灣的，因此更有藉口不吃回頭草。這下好了！
公司落在兩個女人肩上，結果如何？等會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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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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故事就是圍繞著這艘大船轉。施得明這位富家子弟很
懂得玩，女人緣更不在話下。拋下家中妻小，天天替這
艘遊艇出點子，終於二位總經理聽了阿肥的建議，重新
裝修這艘船。

換了更先進的動力系統，把原來四間碩大無比的套房隔
成十間。目的很明顯，可以容更多的人在船上有私人空
間。

他老兄簡直把這水上行宮變成了特種營業場所。當然！
這批趨之若鶩的尋歡客，也得付上相當的代價，這是小
貞說的。她估計這樣做個兩年，賺得進帳都可以打平這
船的成本。但是這本爛帳握在阿肥的手中，誰也搞不清
楚！

本來林大少—林立群。此人頗為名仕派的，娶了施得欣
以後，非常的顧家，甚至在美國做生意還常常帶著小妹
台灣，美國兩地跑，這是小妹跟我說的；她當年是有點
像是被送作堆的嫁到林家。可是婚後，她覺得是嫁對了

人，因為林總對她及孩子實在很好！

自從這艘船到了台灣後，這位模範爸爸就完全變了樣；
開始酒色不斷！

最早，我一開始把林大少，李文彬，阿肥這三個人分成
了好人，壞人三等。最壞的是李文彬，最好的當然是我
的老同學—施得明。但是，自從跟小妹在她家吃完那頓
素宴之後，我發現這三個男人，沒有一個是好貨，都是
一丘之貉。林立群已經作古！我們不談了；李文彬半路
出家，小心眼！攻心計 ! 也就罷了！萬萬沒有想到，老
施這位老同學在台灣商場中打滾了這幾十年，變成一位
無所不用其計的奸商，連拉皮條的勾當也幹！

不管是為公司，還是為他的私人利益，這船上的特種營
業規模，愈作愈大，愈做愈荒謬，愈做愈囂張！

終於有一天，出事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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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遊覽過美國阿拉斯加州的冰川，踏上過加拿大班夫的冰川，
也眺望過南美洲秘魯的冰川。那兒的冰川，叫高海拔冰川，
非常雄偉。

中國四川省的甘孜藏民自治州，也有冰川，叫海螺溝國家冰
川公園，是低海拔冰川。

汽車一路開到海拔 3600 公尺高的海螺溝，看得到雲中有一
座山峰。9 月下旬的天氣晴朗，因為太陽還沒有出來，雪山
是銀色的，俗稱“銀山”。假如太陽出來了，雪山就在陽光
下成為金色的，俗稱“金山”。

我們入住的是“木林森溫泉度假村”，每個房間的後院有一
個獨立的溫泉池，終日冒著蒸汽。我用手探了一下溫度，比
體溫高一些，很適易，但導遊招呼大家上車，要去看冰川了！

汽車在一條盤山的公路上開了一個小時，到達四號營地，據

說這兒是一位美國探險家首次步行踏上該冰川的營地。

導遊問大家，上電纜車之前，要不要先上個衛生間？這兒有
個著名的“攝影主題廁所”。廁所有什麽主題？原來，該廁
所是用全木料建成，廁所的門，窗和墻都是木雕，讓廁所成
為了一座藝術品，或者叫“明清木雕廁所”。

上完廁所，我們開始乘電纜車上山。我乘過不少電纜車，這
兒的電纜車似乎特別高，串到雲霧中，時間特別長，起碼有
半小時。請看我拍攝的電纜柱，簡直像個高壓電站。從電纜
車上往下看海螺溝公園，風景秀麗，看周圍的樹林，一片青綠，
那是因為海螺溝冰川是綠色冰川，學術上叫低海拔冰川。

電纜車抵達冰川公園的觀景臺了，只見 14.7 公裏長的冰川凝
固在二座山峰之間。陽光下，冰川的冰淩隱約可見，此處大
概是四千米的海拔高度，好幾個朋友僅穿一件夾衣，但一點
也不冷，手伸在外面握著相機或手機，也沒什麽。尤其是，

甘孜遊記之二 
海螺溝冰川公園                   

講話時吐出的熱氣，也沒有形成水霧，這都說明，
山頂的溫度不低。

冰川前有幾處觀景臺，從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
同的景色。

四千米的高空，沒有高原反應。前幾年我去秘魯旅
遊，大型旅遊車翻越一座五千米的高峰時，我還行，
但晚上住在五千米高原的賓館二樓，就感到呼吸急
促，心跳厲害，只得在半夜裏去賓館一樓的大廳裏
吸氧。

比較我在北美和南美洲遊覽過的幾處冰川，我的感
覺是，北美的冰川雄偉，但四川海螺溝國家公園的
冰川非常秀麗，值得一遊。

說來慚愧，我旅遊了五十多個國家，以前我不知道
四川的甘孜藏民自治州，也不知道甘孜有個海螺溝
冰川公園。這次知道了，非但知道了，還了解到甘
孜還有風景如畫的《丹巴美人谷》，還有讓遊客窒
息的《稻城亞丁景區》。甘孜州共有十八個縣，每
個縣的風景都很美，甘孜的民風又特好，那下次去
甘孜，需要在甘孜呆幾個星期呢？

在甘孜買個小別墅定居吧！

讀者來稿

文 / 沈中平

圖片

右上：
木森林溫泉酒店

圖片

從上至下
1. 海螺溝雲中的銀山（右上角）

2. 用 270mm 長鏡頭拍攝冰川的冰棱

3. 觀看冰川

下 從左至右：
乘電纜車上冰川觀景台
從高空看海螺溝國家公園
電纜車上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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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icks/Chernysheva-Hicks 
Piano Performance Academy 
(Dr. Eric Hicks and Ms Irina Chernysheva/Hicks) 

Located in Avery Ranch East 
¨ We provide the highest artistic levels of preparation for examinations, 

competitions and festivals. 
¨ Our students have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as local and state level 

competition and scholarship winners. 
¨ The Hicks/Chernysheva-Hicks studios are recognized throughout Texas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and the exceptionally high level of student 
achievement. 

For studio information contact the Hicks/Chernysheva-Hicks Studios: (512) 255-1088 
Also, visit our website: austinpianoperformance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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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高，
有月嫂經驗，喜歡小孩，可教授拼音畫畫等。

聯繫電話：512-665-9619
微信：ZHX658600

Room for 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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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