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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倫普的頭百日 
洪丕柱 

    上星期六（4 月 29 日）是特倫普入主白宮滿百天的日子。他跑到賓州去了，在那裡用近於大選的形式

開了個轟轟烈烈的盛大慶祝會，卻沒去參加在白宮傳統召開的記者招待會。這當然使傳媒非常失望，因為

這是從雷根以來的總統第一次沒有參加這種招待會，顯示了特倫普仍同傳媒過不去的決心，因為他不久前

在推特上說，不管他在首個百日內有任何成功（很多），傳媒仍然鐵了心要―殺害‖他（the media will ―kill‖ 

him）。 

    傳媒通常將羅斯福以後的美国總統同大蕭條時期

的羅斯福總統相比，看他在頭百日內能通過幾條立法

（legislation）。羅斯福在頭百日內通過了 15 條重要

立法。其後的總統沒有一個能打破這個記錄。如果以

此衡量特倫普，他就會成為羅斯福以來最糟糕的總統。

這就是為什麼特倫普在推特裡說上面的話。 

        我認為這樣的相比有失公平：1933 年 32 屆總

統羅斯福當選時並未面臨如此敵對的國會，而且他是

有政治經驗的，當過紐約州州長。而特倫普的當選一

直是充滿爭議的，甚至在自己的共和黨裡也面臨很多反對者，特別是參議員麥凱（John McCain）為首的一

批人，從大選開始就一直同他過不去，以至他提出諸如廢除奧巴馬醫保的立法，由於自己黨內強大的阻力，

都沒拿出來表决，議長李昂（Paul Ryan）對此一籌莫展。另外特倫普是政治新手，從雷根到奧巴馬無不當

過州長或參議員，特倫普什麼也沒當過，對政治潛規則一無所知。 

 

    可是他自己卻不這樣看，怎麼能用通過的立法數來衡量成就？上星期他在威斯康辛州說：―沒有哪個政

府能在頭 90 天裡有他的成就‖（No administration has accomplished more in the first 90 days.）。白宫新聞發

言人斯拜色說，從簽署的行政命令和通過的法律的數量、商界的信心、美國在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很

多其他成就、很多發生的事來看，在我們朝 100 天前進時，我們為所做的感到很滿意。 

    對於民調，我看到過一個說他目前的支持率掉到僅 40%，不滿意率為 50%；就職時兩者都是 45%。傳

媒說他是現代新任總統中支持率最低的，但特倫普認為傳媒公佈的民調數字是假新聞。他用一個新的百日

網站來顯示自己的成就。他也在白宮開了百日招待會，宣講自己的成就。 

    傳媒並不買賬，繼續對特倫普的成就加以譏諷。《紐約時報》用這樣的標題來總結他的百日成就―特倫

普要大家知道，對百日打分是―荒謬的‖（Ridiculous），但他卻是最好的‖，以此表示特倫普自相矛盾的辦法

（contradictory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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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倫普去年大選時曾公開說他會同美國人民訂一個協議要在頭百天取得很多令美國重新偉大的成就，

描述了他雄心勃勃的百日行動計劃，並要向國會引入並通過 10 條重大立法，在這兩頁長的聲明上簽了字。

但傳媒說他沒能實現它對美國人民的諾言，拿他的成就同這個協議對比，只能在 10 分中打 1 分。 

    比如他雖已透露了減稅計劃（將公司稅從 35%減為 15%，將一對夫妻的納稅門檻提高一倍到 24000 美

元並簡化報稅手續），但還沒在國會通過相關立法。他要讓美國公司留在美國增加美國的就業，也曾成功

地說服一些公司不要遷出美國，至於相關立法，還沒有提出和通過。他提出一個十年花一萬億美元於基建

的規劃，用公私合夥（PPP）方式籌款，但規劃還未提交國會。教育方面他要讓家長在為子女選擇學校時

有更大自由並隨之改變教育撥款，雖已提出行動計劃並簽署了行政命令，使社區對學校管理有更大的發言

權並停止聯邦政府對學校決策的干預，但尚未通過相關立法。對廢除並取代奧巴馬醫保的立法，雖已在三

月份引入國會，但由於自己黨內的強大阻力，所以在投票前撤銷了；不過已對此法案做了修改，特倫普說

修改的法案非常好，看来共和黨會接受修改後的法案。特倫普陣營說，奧巴馬用了 14 個月才通過這個立

法，特倫普提出替代還不到 14 周，給與時日，定能通過。中止非法移民，即造墻計劃，至今雖經多次討

論仍未能實現，政府沒錢，甚至會像奧巴馬時那樣關門，所以優先得考慮別讓政府關門。特倫普仍堅持要

在第一任內完成造墻計劃。特倫普陣營說，他已驅逐了比任何前任更多的有犯罪記錄的非法移民，雖然尚

未造墻，來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已減少近 70%，大量工作機會回到了美國人手裡。停止暴力犯罪恢復社區

安全的立法尚未引入國會。重建美國軍力的立法已討論了，尚未通過，但很有可能會獲得額外的軍費撥款。

消滅腐敗立法，即防止特殊利益集團影響政府的計劃尚未提交國會。特倫普陣營責怪由於奧巴馬政府遺留

下來的很多問題，比如大筆債務使政府面臨關門，干擾了特倫普實現他的諾言。 

        不過人們也公平地看待他做了哪些事。最大的成功是使國會批准了他任命的最高法院法官高薩其

（Neil Gorsuch），這項任命對塑造（shape）以後多年法律系統會有巨大影響。他使所簽署的法案（bill）

成為法律（law）的數量仍然是自杜魯門總統（Harry Truman）以來最多的，按白宮說法是 28 條，其中很

多廢除了奧巴馬的政策。他簽署的行政命令也是歷任總統中最多的，共 27 項，雖然行政命令不等於法律。

最重大的命令是廢除奧巴馬的氣候政策並批准了 Keystone XL 輸油管項目，此舉能創造數萬工作職位。從

奧巴馬簽署減排法令後，煤礦工人在美國屬於被遺忘而沒希望的人，他們基本全都失業，也無人關心，特

倫普此舉已使近七萬礦工重獲就業，一些快變成鬼城的礦業城鎮重新恢復生機，帶動有關行業如運輸、旅

遊、培訓業等復甦。人們對特倫普最讚譽的是他關心被社會遺忘的人。特倫普支持商業的姿態和削減公司

稅的提案對市場產生了正面影響並使美國股市道瓊指數上升 5%-10%，達到兩萬點以上。另外廢除泛太平

洋貿易協定（TPP）也是個受到大多數美國人歡迎的行動。 

    在外交上，對於敘利亞政府用化學武器殘殺 89 名無辜百姓，特倫普果斷地命令採取軍事行動，從美軍

在地中海的艦隊發射 59 枚導彈摧毀了敘利亞的一個發射化學武器的軍事基地；他並命令使用世界上最大

的炸彈―炸彈之母‖（mother of all bombs）轟炸了阿富汗境內 IS 的隧道系統，消滅了三十多名 IS 份子。他

使埃及釋放了在埃及監獄里被關押三年多的埃及裔的美國援助人員席佳志（aid worker Aya Hijazi，見照片 4，

被指控犯人口走私和虐童罪 human trafficking and child abuse）。特倫普接見並同多國元首舉行了了雙邊會

談，最成功的可算同中國主席習近平的會談，雙方建立了友誼和相互尊重並均有所獲，特別是達成對北韓

試核共同施壓，這使北京在聯合國表決北韓問題上首次改變了對美國提議投否決票而改投棄權票。美國

Fox News 對特倫普外交表現的打分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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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阻止非法移民方面，特倫普增加了 15000 名邊境巡邏、海關和移民官員，使越過墨西哥邊境進入美

國的非法移民大幅減少。在提高政府效率、減少官僚手續（cut red tape）方面，他簽署了 13 項國會的複

查法（congressional review acts）來清除不必要的規章制度（clear unnecessary regulations）。 

        這百日中，俄國是大輸家。本來特倫普在競選中譴責中國操縱匯率，卻說俄國會是美國的資產而非

敵人。但為何他改變了態度？我的理解是特倫普認為美國不能同時對付兩個敵人，當時他認為應該拉攏俄

國對付中國。普京也為此暗中高興。但普京雖是個硬漢卻是個頭腦僵化而無智慧的人，這我在前年寫到敘

利亞問題時就講過，阿薩德成了他的負資產而他仍然不思改變政策。你不願放下這個包袱就很難同美改善

關係，特別是阿薩德用化學武器殺害百姓突破了特倫普能容忍的底線，但普京仍為阿薩德開脫。習近平要

現實和靈活得多，他甚至在黨內要人們改變對美的看法，同時也在改變對北韓的政策。習的成功訪美改變

了中美俄的平衡。另外他對聯合國也正在喪失耐心，他將安理會成員們請到白宮談話，指責他們低效，並

老實不客氣地說美國不能支付聯合國 22%的經費和 30%的維和費用而眼看它無所作為。我覺得這是對它的

一個嚴重的警告。 

        特倫普是個非常努力和高效的總統，但我冷眼旁觀他也有點固執和主觀。他必須明白政界比商界更

難弄，應主動搞好同國會的關係，特別是團結共和黨內反對他的人。而對傳媒也不能一棍子打死，Fox 

News 就是經常支持他的。成功的商人應有談判技巧、一定的靈活性和人際關係技術，為何他不將這些技

術用於政界呢？ 

 

 

同事和我比赛包饺子 
雷 玲 

Peter 是新同事，典型的金发蓝眼的澳洲人。是个喜欢搞笑的年轻人，他的到来为办公室平添了不少

笑声。 

一个周五下班前，大家相互道别，陆续准备回家。Peter 突然提出和我比赛包饺子。我虽毫无准备，

但心里一乐：―这你可是班门弄斧了， 我一个地道的中国北方人！‖。不过，为了避免低估他的实力，我试

探道：―你做过饺子吗？‖，他说从来没有；我又问：―那

么经常吃了？‖，他答：―一两次吧‖。我觉得赢了他也没

什么可骄傲的，还被误会我欺负人，于是建议：―这样吧，

比赛就算了，我可以做些饺子带来‖。然而，Peter 坚决

不同意，一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样子，反倒激将我：

―你是否怕比不过我，丢面子！‖。 

好吧，那就谈实质的吧，最后达成一致：因为午餐

时间有限，周末各自在家做好饺子，煮熟并冷藏，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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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饺子带来加热。并邀请 Amy，Sue 和 Ryan 三位同事品尝和评论。当时电视里正热播烹饪比赛节目，似乎

有点儿效仿之嫌。―那就周一见，祝你好运！‖，我边说边离开办公室，即将迈出大门时，Peter 高声喊道：

―等等，我再确认一下，是用发面做饺子皮吗？‖。我无奈地摇头：―你确定要比赛吗？还是我们改成比赛做

包子呢?‖。Peter 笑嘻嘻地：―其实我知道，就是迷惑你一下‖。真真假假的，我也弄不清楚了。 

周日下午，我一阵儿忙碌，饺子做好了。鸡肉芹菜馅的，因为 Amy 不吃牛羊肉。 

周一午饭时间，大家都挺兴奋，来到小餐厅。我把老干妈牛肉酱混合了醋和生抽，用微波炉略加热，

大家马上反应道：―酱汁的味道闻起来很香呀！‖。Peter 显然没有料到，我已经胜他一筹了。我添油加醋地

说：―因为是上班时间，否则加点蒜末味道还要好‖。 

只有一个微波炉，我让给 Peter，准备试试用三明治烤炉。Peter 博士认真地说：―为了让比赛更具可比

性，大家的加热方式应保持一致‖。这样，我们分别把各自做的饺子一半用微波炉，另一半用烤炉加热。 

我一眼看见 Peter 从饭盒里掏出的个个跟雪糕似的、又长又扁的巨型饺子。我瞪大眼睛：―你不会真是

用发面粉做的吧？‖。Peter 解释：―我是用的普通粉啊，这饺子好象一直在长个儿‖。原来，他把饺子先煮

了，又油煎了，还上了蒸锅蒸。千锤百炼后，饺子疲惫不堪地失去了弹性。同事们也惊讶竟是我的饺子的

三倍尺寸。 

我们穿梭着、忙碌着、加热着各自的产品。我不知道慌乱中按错了哪个键，使用后，微波炉设置成 10

分钟。Peter 直接按下开始，幸好他还是提前发现了，只是被几经折腾过的饺子皮又多了点儿橡皮筋儿的

感觉。我深表同情：―唉，怎么不看清楚就操作呢？‖。Peter 一口咬定是我设了陷阱，我比窦娥还冤，犯得

上吗? 

终于，评委们开吃了。正如常见的老外夸赞食物的样子，三个评委先此起彼伏地哼哼起来：―嗯～ 

嗯～ 嗯～‖，―好吃‖，―太香了‖，比电视上的评委宽容得多。意外地是，我不得不承认 Peter 的饺子馅倒是

很不错的，评委们也有同感。我包的饺子是典型的北方饺子，饺子封了口，放在双手中间空挤一下，所以

大部分看起来小而圆滚的样子。但有几个不太成功的，中间有明显的一个褶，两头仍是圆的。恰好这样的

一个被 Sue 捡到了盘子里，她没有吃，而是用叉子来回摆弄了几下。我预感要出状况，但来不及了。果然，

―爱煞风景‖的 Sue 噗哧笑起来：―这只饺子，竟象个 bottom（臀部）‖，然后，无所谓地径直把饺子送进自

己口中。我哭笑不得地抗议：―评委的言辞不符合饺子产地的饮食文化！‖。 Sue 连说 Sorry。 

比赛在此起彼伏的笑声中接近尾声，Sue 代表评委，像模像样地总结道：―双方的饺子都是成功的，并

各有千秋；Ling 在饺子皮和外形以及酱汁调制方面加分，Peter 制作的饺子馅很不错‖。说完，还意外地分

别赠送参赛者一束鲜花。 

我感受到的是澳洲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比饺子更温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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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短篇小說《余教授和她的發明》 
江哲彥 著、譯 

兩個月了，余教授變得很不一樣。首先，她女兒結了婚，搬去跟她女婿住在一套豪華的公寓。接著有

人說，―她常常花了很長時間看著窗外。‖ 

星期五下午晚了，她去買東西，帶回很多食品和草藥材到家裡，拿到工作室關了門。 

工作室冒出了一些有意思的氣味。然後，她來來回回穿梭在工作室和廚房之間一直持續了幾個小時。

她從蒸鍋裡拿出了黏糊糊的東西。她嚐了一下，皺皺眉頭，吃了下去。 

―你在煮什麼爛東西？‖她丈夫抱怨道，―都酸了！‖ 

―你不懂，‖她回答說。 

―我今晚怎麼睡在這樣的腐蝕性氣體裡？你可能已經瘋了！‖他又開腔了，搖了搖頭。 

吃飽飯，她丈夫電視也不看話也不說就跑到另一個房間了。好奇怪。平常他是要看些電視劇才睡的。

顯然，他仍然對這些奇怪的氣味不高興。 

余教授打電話給她在加利福尼亞做高科技的老同學―晚上好！噢不，應該說你那裡是早上好！我是中國

的老余啊。‖ 

―晚安，早安，都可以，老余，哈哈！‖麥克• 佘博士回答道，―有事要幫忙嗎？‖ 

―我發現了有趣的東西，可能你會幫我忙的。‖余教授說。 

―哪方面的東西？‖麥克問道。 

―我發現了有趣的東西。你可能要幫我在美國申請專利。我們合作擁有。‖ 

―沒問題。發個電郵給我，‖麥克回答說。 

―其實我要再看看結果，‖余教授略有所思地說。 

―隨時都可以。晚安！‖ 

第二天早上，余教授上洗手間。她丈夫非常驚訝，―你是誰？‖ 

―什麼？‖她問道，走進洗手間，看著鏡子，她哭了。 

―我怎麼變得這麼年輕啊？‖她發現自己差不多與她剛結婚的女兒一樣年輕！ 

―這是我的發明！‖她差一點喊了，第三克制住了，放低聲音說。 

她的丈夫認出她的聲音，跑了進來，―天啊，是你吃了那個東西讓你變年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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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是啊，‖她回答說，―我等一下要發個電郵給麥克。‖ 

―什麼？‖ 

―我們現在太美好了！‖她回答著，就擁抱著她丈夫。 

 

 

 

詩詞十五首 
江哲彥 

七絕•布村晚燥 

雲濃悶響夜驚空，老犬鄰村吠走蟲。 

曠野黃鷴啼一陣，秋遲把扇撲餘風。(2017-3-16)       

七絕 •續黃華兄之韻 

春清花嫩鳥啼親，塘滿情思露爍真。 

魚滾薄泥尋躍處，不知獵喙似漁人。(2017-3-16) 

蝶戀花•題牡丹圖 

秋暮金風青葉軟， 

麗影新黃，屢屢嫣紅捲。 

老蝶淚遺依葉喘，憶春菲好真馨鮮。 

落雁沉魚豈忍緬？ 

承露天嬌，燁燁嫻枝覥。 

唯有幽眠仍夢淺，星稀月起新堪勉。(2017-3-20) 

 七絕•題日本老翁被老妻逐出家門 

堪憐翁老失歸巢，家嫗嫌夫逐棄郊。 

酒醒輕歌成大道，莊生欲遂鼓盆敲。(2017-3-25) 

  七絕•聞道堪輿 

風水玄空聚氣生，山醫星卜相滋成。 

前人有《易》謀諸事，今日關懷百業榮。(2017-3-

26) 

 

 七絕•夜眠起攆三黑魔 

闌珊秋夜夢桃花，驚悚狂貓咬網紗。 

肥肉原成廚棄物，鐵叉擊地越籬笆。 (2017-3-27) 

 七絕•黛比颶風襲來 

風生水起掃昆州，浪擊帆飛折棹舟。 

雨打椰蕉離岸去，天災降禍使人愁。 (2017-3-28) 

七絕•澳洲國足(袋鼠隊)二比零勝阿聯酋國足 

南強國足戰阿聯，狼主彎刀竟起煙。 

袋鼠欣迎開局順，英雄喜獲二球連。(2017-3-28) 

七絕五首•欣賞芬蘭鋼琴家帕瓦利• 詹潘恁音樂會 

          一、西貝柳斯敘事詩三首 

銀樺青天曉夢衷，獨行百載立寒風。 

巨鄰覬覷成常敗，凍雪奇觀笑宇穹。  

         二、德彪西序曲第二部 

霧凝落葉酒薰風，仙女臨凡望月空。 

漫舞漣漪澄水色，天蓬罐影火花融。   

         三、穆拉伊永別故人 

梅兄騎鶴往西天，惜別依稀藹地仙。 

感慨今生成摯友，長歌一曲自心田。  



第  8  頁 

 

         四、貝多芬 F 小調奏鳴曲  作品 57 號 

英雄豪氣上雲霄，兒女情長似冗宵。 

拂曉明熙新宇媚，萬華麗艷更妖嬈 。 

         五、芬蘭故事 

冰融萬物現生機，雪宇由韁鹿乘飛。 

日出天風吹地冷，旅人行色映朝暉。   (2017-3-29) 

七絕•黛比颶風帶雨東南昆士蘭 

鋪天蓋地雨淋淪，水漫庭園路浸人。 

法海龍王皆怒盛，可憐百姓避災辰。 (2017-3-30) 

七絕•布村雨夜承恩黃希哲老師饗宴 

華夏桃花應季開，昆州秋雨乘風來。 

老師饗宴恩情盛，有福嚐鮮飽話回。(2017-3-30)

 

 

 

微型紀實小說 – Chinaman 
韋 鋼 

那天处理现场返回来的一个技术问题。急需解决。查图纸，一个部件的名称吸引了我的眼球。 

那是出风口处的一个圆锥形的罩。直径约有一米。部件单里写的名称为：Chinaman 

我再看看图，噗哧一笑，还真像那种象征中国人的尖顶斗笠。瞧这名字起的！ 

乐了几秒钟，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问题，这是种族歧视啊！这就是辱华事件啊！据说美国的

一个主持人用了这个词，后来被华人抗议后道歉了。从小培养的政治敏锐迅速进入状态。不行，我得找老

板，让他道歉。 

我说，老板，这个名称涉嫌种族歧视呢。非常不合适。必须从所有的图纸里去掉，并且向公司里所有华人

（虽然就我一个）道歉。 

老板说，哟，不知道这么严重啊，好好好，我们换掉，并且鄭重道歉。 

Ok，这个情节是虚构的。我没有找老板。倒是老板找了我：问题查出来没有？我说再给我半小时。此時我

已經忘了種族歧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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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澳纽军团日”有感 
鍾 宏 

清晨，我端坐在书桌前 

窗外的尤加利高耸云天 

透过薄薄的电脑荧屏 

恍惚间，一位 

身着戎装的老人 

正安详地凝视 

我的双眼 

他接过 

我递上的咖啡 

正襟危坐 

侃侃而谈： 

请翻开我的履历吧 

你看得见—— 

硝烟弥漫、血迹斑斑… 

你听得到—— 

枪炮轰鸣、杀声震天！ 

我 

曾在加利波利为国捐躯 

也曾在二战中与日寇鏖战 

却不曾 

以―暴动‖的形式打家劫舍 

更不曾 

以―解放‖的名义把政府推翻 

我 

曾在韩战中听从联合国调遣 

浴血抵抗金家王朝独霸大韩 

却不曾 

以―清场‖的名义 

把机枪 

对准请愿的学子 

假―平暴‖的借口 

用坦克 

护卫官倒和极权 

我 

曾在越战中与盟友用生命冒险 

为阻挡红色暴政而并肩作战 

却不曾经商、卖官、向钱看 

令军中腐败丛生、养虎为患… 

听到这儿 

我急忙竖起食指 

示意他就此打住 

不要让话题过于―敏感‖ 

然后，我将电脑轻轻合上 

目光和思绪 

融入窗外的蓝天—— 

一行行繁茂、挺拔的尤加利啊 

有如一个个昂首挺胸的男子汉 

他们雄浑的歌声 

随风飘过，回荡耳畔: 

―我 

是自由的卫士、和平的盾牌 

只要当母亲遇险、人民遭难 

我就会拿起武器，冲锋向前！！‖ 

注： 

1. 澳纽军团日：澳洲和纽西兰为纪念一战期间加里

波利战役中为国捐躯的将士而设的公众假日（每年

4 月 25 日）； 

 2. 尤加利：指尤加利树，英文名 Eucalyptus，也称

桉树，是澳大利亚的代表树种，世界上最高的落叶

乔木之一，平均高度都在 30 公尺以上，最高可达

92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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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要同澳洲價值觀唱對台戲的穆斯林女士 
洪丕柱 

    藤博總理發表談話要求移民擁抱澳洲價值觀後才幾天，就在 4 月 25 日全國隆重紀念已有一百年歷史的、

反映澳洲價值觀的澳紐軍團日和向歷年來為捍衛澳洲的自由民主獻身的烈士們致敬的當天，一名名叫阿卜

呆勒-馬結特（Yassmin Abdel-Magied）的 26 歲的穆斯林女士在她的 Facebook 上發表了這樣的言論，要把

澳洲紀念在歷次戰爭中為國捐軀的烈士的―毋忘先烈‖（Lest We Forget）改成―毋忘曼努斯、瑙魯（澳洲設在

巴新、瑙魯的難民甄別中心）、敘利亞、巴勒斯坦‖（Lest We Forget Manus, Nauru, Syria, Palestine），公然

同澳洲價值觀對抗，污衊澳洲政府的離岸甄別難民的政策，污衊澳洲政府反對敘利亞的獨裁者阿薩德和支

持以色列打擊巴勒斯坦哈馬斯恐怖組織的立場！ 

    這名阿卜呆勒-馬結特也許人們並不陌生，她是澳廣

（ABC）―新澳洲節目‖的主持人和播音員，是伊斯蘭的一名

年輕領袖；不久前她在澳廣同一名澳洲女士發生激烈爭辯，

硬說伊斯蘭教是世界上最愛護女性的女性主義（feminist）

宗教並宣揚出自沙利亞法（Sharia law）的觀點。她態度蠻

橫、拍打桌子、出言不遜，激起觀眾義憤，一萬多名觀眾

聯名請願澳廣開除她。但澳廣並未聽取觀眾請願將她開除。 

    這次她變本加厲，直接攻擊澳洲為國捐軀的烈士，攻擊

澳洲價值觀和澳洲政府的政策起來了，因為她所表達的觀

點是澳洲應該紀念幾年前非法偷渡進入澳洲的船民（其中絕大多數來自穆斯林國家），紀念被盟軍（澳洲

是盟軍的一部分）殺害的敘利亞人（盟軍根本沒有殺害敘利亞人，他們抗擊的是 IS，無數敘利亞人是被阿

薩德獨裁政權殺害的，包括不久前用化學武器殺害的 89 人）和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如哈馬斯

襲擊以色列，被以色列在反擊中打垮，作為盟國，澳洲支持以色列保衛家園的必要行動）。 

        悉尼電台名嘴瓊斯（Alan Jones）26 日清晨在日出（Sunrise）電台諷刺阿卜呆勒-馬結特說，―這是個愚

蠢、麻木不仁、閱歷淺薄的女人。具有譏諷意義的是，澳洲紀念的將士們正是為了保衛澳洲的自由而獻身

的，而阿卜呆勒-馬結特享受了這種自由，卻讓自己成了呆子（the kind of freedom Abdel-Magied enjoyed to 

make a fool of herself）。她明顯是非澳大利亞的，是個無勇氣的膽小鬼，不準備為自己的話負責並捍衛她

的謬論‖。 

        多名議員也感到阿卜呆勒-馬結特的言論非常無恥（disgrace）。塔州參議員藍碧（Jacqui Lambie）對這

名年輕的伊斯蘭領袖進行無情鞭撻，上次她也曾說過沙利亞法是反民主的癌症（anti-democratic cancer）。

自由黨參議員阿貝茲（Eric Abetz）說阿卜呆勒-馬結特―很不幸地因其（對烈士的）不敬而應受譴責‖；國家

黨議員克里斯坦森（George Christensen）說她的名字不應再出現在納稅人資助的澳廣的工資單上。移民部

長達頓（Peter Dutton）對《澳洲人報》說，―在這個我國最重大的全國性節日裡發表這種言論是荒唐和極

其不敬的。她想謀求政治影響。‖譴責者中間還包括漢森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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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一名穆斯林宗教領袖（Muslim sheikh）也加入了要求澳廣開除該主持人的行列，因其做了不尊重

（disrespectful）澳洲人高度珍惜的澳紐軍團日的評論。這是阿德雷德的教長陶希提（Mohammad 

Tawhidi）。他要求開除這名伊斯蘭新聞播音員作為澳廣―新澳洲節目‖的主持人。他說―必須立刻將她開除，

澳廣必須發聲明表示不同意她的言論，‖他認為澳廣應該疏遠（distance）這名播音員的觀點並譴責她，因

為她將用於紀念先烈的詞語用在難民和中東那個戰亂的國家‖，並要求官方調查她的伊斯蘭極端思想。 

    迫於廣大澳洲人極大的義憤，譴責她對先烈和參加葛黎波里戰役的澳紐軍團將士的絕對的不敬，她不得

不刪除她放在 Facebook 上的帖子，並輕描淡寫地說―我被告知‖人們對此不滿而刪除這個帖子。 

       儘管她的言論激起廣泛憤怒，至今為止她的僱主仍在一項聲明中說她只是一名―兼職廣播員（part-time 

presenter）‖而已，拒絕解僱她的職務。澳廣傳媒經理傑克森（Sally Jackson）寫道：―阿卜呆勒-馬結特女士

的職務是在澳廣新聞節目中播講本台記者在澳洲全國採訪時寫的報道，遵循澳廣的編輯和其他政策。她在

澳紐軍團日在其 Facebook 網頁上發表了一個帖子。她承認這帖子發表的時間和性質不妥並且是不敬的。

她隨後刪掉了它並做了道歉。她刪除帖子和道歉是適當（appropriate）的。她的觀點只代表她自己，不代

表本台。‖我覺得這位經理明顯是在包庇她，因為她引起爭議的言論已不止一次，而且連她在帖子裡寫了什

麼也不敢提！澳廣是納稅人養活的國家傳媒機構，怎能容得思想極端者為其播音員？我對澳廣的態度極感

氣憤。 

    但是也有人站出來捍衛受圍困的阿卜呆勒-馬結特。一名叫哀莫哀里（Mohamed Elmouelhy）的穆斯林商

人 28 日在 Facebook 上說澳洲白人沒有同情心（compassion），說她沒錯，應得一枚勛章，因為她記得被

澳大利亞及其盟國在中東殺害的人（the deaths caused by this country and its allies）。他說我們也應記得第

一第二次大戰中為英、法作戰而死去的穆斯林。哀莫哀里同時也像伊斯蘭極端分子和流氓國家伊朗一樣譴

責以色列，譴責上世紀 40 年代以色列的復國。 

    哀莫哀里何許人也？他是發明清真食品（Halai food）證書而大發澳洲人橫財財的人。他提出為了穆斯林

能放心吃超市、飯館、咖啡店和食品公司賣的食品、飲料等，這些超市、飯店、咖啡館、公司等應當付費

讓穆斯林食品專家來鑒定他們出售的食品的製作是否符合清真要求，從而獲得一張證書，貼在門口。他說，

這樣你們就可以賺取穆斯林們的錢了。這種證書非常昂貴，所以哀莫哀里發了大財。澳洲一些有識之士和

商人指出，你穆斯林要放心吃這些產品，應該由穆斯林社區出錢去檢查這些食品，然後告訴穆斯林們可以

吃哪些超市、飯店、咖啡館、公司供應、出產的食品，而不是倒過來；否則上述公司等會因獲得證書而增

加的支出轉嫁到非穆斯林消費者頭上。可是好多超市等財迷心竅，居然上了哀莫哀里的當！有一次我去瑪

塔醫院看病，出來後想喝杯咖啡，看到醫院外有家咖啡店就貼著一張廣告說本店有 Halai food certificate。

我馬上決定穿過馬路到另一家咖啡館去喝咖啡，而且以後凡看見有這種證書的店我一概不進去。我不反對

穆斯林，但我反對穆斯林商人敲詐非穆斯林如我者，使我們增加支出！在中國，清真食品廠出品的食品都

自己標明清真食品，清真飯店則貼上―客菜莫入‖的牌子，而不是倒過來，在普通店裡貼上清真食品證書的。 

        我承認大戰中有為居住國犧牲的穆斯林，或當時英法屬地中有今天的穆斯林國家，其穆斯林參加英法

軍隊而死於大戰的，美國大兵中就有穆斯林。但這些犧牲的穆斯林都和非穆斯林一樣躺在為國捐軀的將士

的陵墓中同受人們的瞻仰。如果當時的澳紐軍團中有犧牲的穆斯林，則他們也同受我國人民的瞻仰，在―毋

忘先烈‖中均已包括，何必分開？所以哀莫哀里的話純屬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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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博總理說，所有移民應該忠於澳洲，阿卜呆勒-馬結特和哀莫哀里卻公開用他們的言論抵制澳洲價值觀，

明確表示忠於敘利亞和巴勒斯坦，拒不融入澳洲社會！特別是阿卜呆勒-馬結特，可能是生在澳洲的第二代

穆斯林，他們中很多人吃澳洲納稅人的飯，卻為恐怖主義說話甚至搞恐怖活動，必須警惕這些冥頑不化者。     

 

詩歌三首 
傅晓燕 

牡丹仙子  

绿叶熠熠闪光， 

红裙翩翩飞扬， 

你来到人间， 

不带一丝忧伤， 

遍地播散 

欢笑和阳光。 

白马寺的钟声敲响， 

千年的修炼， 

幻化成婴孩模样。  

挥洒的烈鬃， 

伴着嘚嘚马蹄， 

丝丝欢唱。 

从龙门石窟， 

穿越隋唐， 

王城公园的牡丹，  

次第绽放。 

洛河之上， 

碧波荡漾， 

谁在 

暮雨下  远眺 

春晴中  守望？ 

花若有情， 

你便是精灵， 

一颦一笑， 

花海惊鸿 波涛汹涌... 

花若有魂， 

你便是魂魄， 

清澈的眼睛， 

撼动苍生..... 

牡丹仙子， 

你的言语， 

发自根茎； 

你的歌声， 

传递着对生命的热爱， 

对毓秀钟灵的感动…… 

2017 年 4 月 22 日洛阳牡丹园 

 

 

4 月 28 日入山访月河老鸭汤 

山中一农妇， 

屋外土灶台。 

汩汩煮水声， 

袅袅炊烟来。 

葱姜烹鲫鱼， 

槐花做蒸菜； 

月河老鸭汤， 

沏茶莲花开。 

锅盔蘸豆豉， 

黄狗桌下歪。  

座山又面水， 

游目且弛怀。 

无酒饭亦饱， 

客赞风水宅。 

道观入云里。  

觉悟自心裁。 

注：茶水乃是中药半枝莲，色嫩

黄味淡，去内热，凉心火，适用

于五心烦热症。 

2017 年 4 月 28 日于宛 

 

桐柏山访名医汪院长 

桐柏山中访名家， 

奇花异草话桑麻。 

白鹅引颈溪水唱， 

渔翁垂钓在高峡。 2017.4.25

于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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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缸豆儿 
悠悠鱼儿 

   夏雨如甘露，园中浇灌了一夜的缸豆儿，抻着脖子往上爬。从二楼阳台上远远望去，晨风中一对对豆荚

吊挂在藤蔓上，藕色的花蕾镶嵌其中；似小姑娘辫儿在行走中摇荡；一排排，一串串的,牵动着碧绿的衣裙；

细长的腰肢，丰腴的胸乳，肆无忌惮的张扬青春的活力。 

      女儿家的隔壁有一希腊老人，常常隔着栅栏递过来自种的辣椒，我也时常把自家带着露珠的长缸豆，让

小外孙送去；朋友间聚会,我常常爆炒肉末酸豆角，把香香的，酸酸的，辣辣的，爽口的豆角与大家分享，

次次都被大家哄抢一光。 

    除了素炒豆角，凉拌豆角，我还做成一瓶瓶辣豆角，酸豆角，晾晒成干豆角，送给中外朋友。 

   一晃长缸豆，已种了三四个月了。我已经搞不清它们的主根在哪里，蔓枝缠绕，果叶相叠，每天我看到

的就是满眼的绿色，飞舞的蜜蜂，娇嫩的花蕾，取之不完的长缸豆儿。 

   日复一日，施肥与浇水，一次偶然间发现在菜园的隐蔽处，竟有几株鲜嫩的长缸豆竟长到 80 多公分了。

恰那朋友到访，我采摘后一股脑儿送给她，她连呼这是块宝地！ 

   果实累累也吸引了鸟儿的光顾，它们时常用密密麻麻的藤蔓作掩护，再用尖尖的嘴巴，小心翼翼的吃掉

成熟的豆儿，留下长长的豆壳，晒黄后相互碰撞，发出挲挲的耳语。 

  我每每端一杯咖啡坐在阳台上：看鸟儿在园中觅食雀跃，看鸟儿时起时落地呼朋唤友。独自发呆，傻笑，

自语，怠慢了咖啡与水果的美味，直望着鸟儿欢快的消逝蓝天白云间，才回过味儿来。是啊！这就是生生

不息的大自然！ 

   熟识的朋友都早早和我打招呼，―给我留些缸豆儿种子啊‖放心吧！那一颗颗绛红的豆儿早已留足备好，

我们将相会那春暖花开的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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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村吟诗 – 五首 
悠悠鱼儿

1. 酷暑飞思 

澳洲布里斯班夏季天气炎热，夜晚独自在

家游池中消暑行文。 

门前一湾清泉， 

风儿唤起波澜, 

明月当空高悬， 

星星与我陪伴。 

碧波荡漾伸展， 

酷暑隐退悄然， 

蛙声连城一片， 

北斗笑着眨眼。 

恍惚已坠田间， 

挥汗割麦那年， 

暴晒水泡满肩， 

年少仍在会战。 

岁月蹉跎心不甘， 

竹席乘凉汗满衫， 

习题稿纸放枕边， 

汗流浃背垦书园。 

小女放学苹果脸， 

手举棒冰笑开颜， 

家酿酸梅常乐胃， 

花露洗浴美人赞。 

流年酷暑往如烟， 

岁月悠悠已过半， 

人生喜乐常二三， 

云清风淡度甲年！ 

2017-01-16 

2.雨后 

绿草顶雨露 

瓜儿荡秋千 

芭蕉窜房檐 

野藤欢邻栅 

飞烟愁与烦 

淡然江湖篇 

仰天携白云 

渊明还人间 

2017-02-09 晨于澳洲布里斯班 

 

3.读李密庵―半字歌‖有感 

          

回首人生过半， 

方知苦乐相伴， 

半子半我膝下欢， 

半碌半闲苦中甜， 

梳妆打扮半自然， 

亲朋好友半疏远， 

传奇爱情信一半， 

柴米夫妻半清淡。 

大好河山走一半， 

装满书厨啃一半， 

银发藤下涂一半， 

幼时梦想圆一半！ 

 

 

4. 邂逅巴厘岛 - 度假小院 

 

拴响门动 

树掩前庭 

曲径草青 

花落无声 

碧池荡漾 

阳伞绽撑 

果香柠清 

鸟飞蝉鸣 

螺娘笑迎 

早茶丰盛 

晚香徐徐 

灯烁花丛 

邂逅巴厘 

花童盈盈 

海天飞虹 

恍落梦境？ 

2017-03-01 夜于巴厘岛 

 

5.望天涯--巴厘岛拍片有感 

悬崖拍浪花 

舟飞夕洒霞 

繁枝生绝处 

孑然望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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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五首 
中芙 

记作协 3.25 海滨烧烤聚会 

昨夜风吹雨急, 

心忧翌日团聚。 

此刻不胜感恩,  

蓝天白云笑语。 

高歌吟诗起舞, 

愛心交融才艺。 

他乡有缘相会, 

美景回首常忆。 

2017.3.25 

忆紫楹花小镇 -- Grafton  

一抹淡紫色的乡愁, 

飘舞在空茫的心宇, 

芬芳在异乡的小径。 

一片紫朦朦的曉雾, 

湿润了沉睡的柔情, 

迷醉了纷飞的精灵。 

走進这紫色的童話世界, 

所有的女孩, 

都化成浪漫国的公主...... 

2017.3.1 

题 Shirley 布市烟花摄影 

水上烟花明夜空, 

南岸桥畔星月熔。 

不怨昙花转头謝, 

但见人醉世朦胧。 

2016. 9.25 

从小就喜欢看烟花, 那一刻猜想璀璨的夜

空也许像是天国的一角, 沉浸在光辉华美

的光中, 淡忘了世间的一切, 常常希望那短

暂一刻变为永恒。 

 

主啊, 我赞美你 

主啊, 我感激你! 

在我尚且无知的 

少年时代,  

你亲自开启了 

我的心, 我的眼! 

用希望 

抚去我年少的胆怯忧烦,  

用喜乐 

滋润我孤独的心田! 

主啊, 我赞美你! 

在那贫穷匮乏的年代, 

你使我的灵魂 

得以饱足平安, 

还予我一双 

坚强的翅膀, 

助我飞向自由的 

大洋彼岸! 

主啊, 我敬畏你! 

在这若肉强食的 

竞争年代, 

你时时牧养 

我心中的正直良善, 

令我远离纷争与诡诈,  

有如疲惫的小船 

停靠你闪耀恩典的港湾! 

主啊, 我歌唱你! 

你的圣灵日夜把我 

看护陪伴, 

在我疲惫软弱的时候 

总会把我带到 

盛满愛与智慧的水边, 

令我重振双翼, 

再次飞向 

你美丽圣洁的乐园! 

2016.9.28 

 

题作协宋词讲座 

两岸文友聚华堂, 

东方瑰宝秀异乡。 

濮博阔论南北宋,  

清照东坡莅南洋。 

2016.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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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的孩子们 
晓华 

童年是一本打开的小人书， 有多少梦想在那里展开想象，又有多少精彩的故事即将上演......这个世界很小，也很大。

一本小人书，就是一个小小的阶梯。记录它，让你的童年故事幸福启航，就从现在开始！ 

童年的守候 

我们都有自己的童年 

我们也许记不得童年时光 

我们总是在孩子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 

在每个人成长的路上 

哭哭笑笑，跌跌撞撞 

总是纯真无暇地在精彩世界里玩耍 

儿子凝视着自行车摆弄着车把 

他面对新鲜事物想什么想做什么 

我无从知晓静静地守候在他身旁 

无论是好奇与探索还是要尝试骑车 

他目不转睛专注在车辆里的模样 

在妈妈眼里定格成一幅可爱的永恒画面 

那就放慢我们匆忙的脚步吧 

陪伴一下孩子关注他们成长 

收获将是开启智慧大门与平凡幸福瞬间 

2015-09-07 于布里斯本南岸公园 

 

 

诗歌二首 
张文锋 

《祈安》 

父亲今日去， 

为子情义向何系？ 

你牵我手走泥路， 

我润你口扶你倚； 

纵使远行家有父， 

心安足踏实。 

今日父亲去， 

父走子何依？ 

送父走， 

目离离。 

两地虽邻， 

心语从此梦寄。 

祈父安， 

来世与你还父子。 

 

黛比携秋至 

２０１７年４月６日 

昨晨稍凉，见公司年轻女同事已裹厚

秋衣，还直嚷嚷―冷死了，冷死了‖，

立即想到―春江水暖鸭先知‖、―一叶知

秋‖：暖由鸭晓，寒借妹显。今晨成

此诗。 

昆州三月正当秋， 

日日燥炎如夏留。 

黛比千里卷暑去， 

有叶有妹同报秋。 

说明：澳洲昆士兰州从阳历三月进入

秋季，本应凉爽宜人，却整日酷热不

退，一如盛夏。至月底时，飓风黛比

由昆州北部沿海岸南下，威风几千公

里，直到新州悉尼才转回大海。沿途

落雨如天漏，所到之处风疾鹤唳、树

倒屋塌、转眼间变水乡泽国，两州因

此损失巨大，并为历史上罕见。飓风

过后几日，气温明显下降，秋天如约

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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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感悟——祂来了 
鍾 宏 

二零一七 

金鸡报晓 

唱白天下 

（一） 

恍如催眠 

我 

穿行于时空的长廊 

回溯 

一幕幕历史的画卷 

如梦初醒 

我 

翻阅圣经 

翻阅佛经 

翻阅圣贤留下的经典 

翻阅从古流传至今的诸多预言 

我，发现了一个真相 

我，看到了一个亮点 

神—— 

那个伟大的创世主已来到人间 

（二） 

有人叫他弥赛亚 

有人呼他弥勒佛 

有人喊他救世主 

有人称他轉輪聖王 

（三） 

我知道，他来了 

带着救世的妙方 

带着更新宇宙的法力 

带着归正人心和挽救灵魂的慈

悲 

——祂来了 

 

（四） 

红魔 

这个撒旦在人间的代表 

靠谎言 

诱人屈从邪恶 

用暴力 

逼人放弃良知 

目的 

是跟创世主争夺人的灵魂 

 

（五） 

当人降生之时 

神 

在每个人的体内 

都放進了一个 

支配人身的灵魂 

——也叫主元神 

而灵魂的本质 

如同埋在沙子里的真金 

是那个让人之所以能称其为人

的天性—— 

人的天良、良知，也叫良心 

 

（六） 

人在地上生生世世 

春风得意或屈辱蹂躏 

饥寒交迫或荣华富贵 

人生百态，不离生老病死 

红尘之内，难逃转世轮回 

 

（七） 

然而，那最后的审判已为时不

远 

我看见—— 

天国，还有地狱的大门 

正在徐徐开启…… 

 

（八） 

不论其是否皈依了某个宗教 

也不取决嘴上的信奉和赞美 

神 

不会像人能被欺骗 

神 

不会像人能被收买 

神 

不会像人见利忘义 

 

（九） 

祂，来在这末劫的世上 

是为了销毁红魔、扫除污秽、

更新天宇 

也为了兑现他曾给人的承诺—

— 

在末世之时拯救世人 

拯救那些 

良知未泯 

依旧分得清善恶的人 

作于二零一七年元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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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星期日》 
韋鋼 

攝於 2017 年 4 月 30 日 South Bank, Brisbane 

 

 

 

作協簡訊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 

 

協會活動預告 

华人移民家庭的华文教育及亲子关系座谈会 

時間：6 月 24 日下午 2 時 – 4 時；地點：Sunnybank Hills 圖書館會議室 

主持人：于忠弘（鍾宏），中国驻外使馆前外交官，昆士兰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昆士兰华文

报纸―婚姻、亲子关系及青少年教育‖专栏作者，昆士兰成功心理咨商辅导中心创办人，澳洲心

理咨商輔導协会注册谘商师/心理治疗师。 

主题：华文教育在海外华人家庭中的作用；华文教育对亲子关系的正面影响；华文教育对华

裔青少年成长及就业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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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与澳中友协联合举办文化交流活动 

2016 年适逢汤显祖（1550 – 1616）和莎士比亚（1564 – 1616）逝世 400 周年。12 月 11 日

（星期日）上午 11 点至下午 1 点半，澳中友好协会昆州分会与昆士兰华文作家协会假南布里

斯本的台湾风味餐厅，联合举办了以纪念这两位东西方伟大剧作家、诗人为主题的文化交流

活动。参加此次活动的有澳中友协会长 Ross Gwyther 博士、Colin Mackerras 教授、Howard 

Tebble 先生等近 20 位会员，以及昆华作协会长于鍾宏先生、会员王欣女士、李凤梅女士、李

春萍女士和先生、雷玲女士及徐中芙女士。活动上，澳中友协全国会长 Gwyther 博士致辞，

对昆华作协参与举办此次活动表示赞赏和感谢，澳中友协成员，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研究专家

Mackerras 教授做了纪念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 400 周年专题报告；随后，李春萍女士和先生

分别用中、英文朗诵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李凤梅女士演唱了《牡丹亭》（昆曲）片段，鍾

宏会长做了 15 分钟的英文演讲。作协会员的高素质表现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文学讲座 — 卡夫卡《变形记》 

2016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1：30-4：30， 昆士兰州华文作家协会的十余位会员在 SUNNYBANK 

HILLS 图书馆相聚一堂，聆听了作协老会长知名作家、翻译家兼时事评论家洪丕柱老师的文学

讲座——卡夫卡《变形记》。讲座的下半场，会员们在洪老师的引导下就《变形记》的现实

意义，艺术手法等角度，做了别开生面的开放式讨论。傅晓燕副会长、江哲彦先生，蓝湘女

士，李春萍女士，雷玲女士，彩云女士和于钟宏会长等先后做了坦诚的分享，进行了专业而

热烈的讨论。 

 
 

 

作协 2017 年首次户外聚会 

2017 年 3 月 25 日下午 1 时至 5 时许，昆士兰华文作家协会部分会员和家属欢聚在 Lota 海滨

公园，举办了一场充满诗情画意的海滨烧烤野餐聚会。 多才多艺的会友们不仅带来了丰盛、

可口的各色美食，还热情饱满的表演了诗歌朗诵、意大利歌剧、舞蹈等精彩节目。 

 
 

 

徵稿 

《昆州華文》歡迎大家投稿，無論你是否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的會員。稿件題材、體裁不限

。文責自負。以反映昆州華人社會和生活的作品為佳。對於投稿作品，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

保留決定是否刊登的權利。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為非贏利性群眾團體。目前所有投稿均無稿

酬。期待您的參與。 

 
 

 

“一刊兩字” 

由於人手有限，本刊暫不對稿件進行繁簡體轉換。無論作者使用繁體字或者簡體字，均原樣

刊登。算是“一刊兩字”之首創。對此給讀者帶來的不便我們表示歉意。敬請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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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完本期，長長地舒了口氣。掐指算來，《昆州華文》一路蹣跚走來已經整整四年。

由衷地感謝所有的作者和讀者。 

 

    同時也為中間漏掉幾期而感到不安。深感志願工作不易。去年我們嘗試建立一個三到四人的編輯部，

希望多人分攤工作量從而使期刊更穩定。但事與願違，事實上是失敗了。編輯部的同仁們都盡了努力。但

這種流水式的分工無形拉長了編輯週期。而每個人都有工作、家庭，都要為生活奔波。無法保證每個環節

一定“水到渠成”。只要有一個人因故必須推遲，如回國、家人生病等等，整個編輯工作就得拖後延期。

所以效率不是一般的低。常常一拖再拖。此編輯部非大家坐在辦公室裡的彼編輯部。不可同日而語。 

 

現在又回到一個人的“編輯部”。不敢說效率一定就高。但一拖之後一般不會再拖。堅持就是勝利。 

 

科技是生產力。編輯本期的過程中專門花了點時間研究 MS Word，怎樣可以更快更省力。比如現在的

目錄是自動生成，相比以前省了很多時間，而且更準確。段落格式、標題格式等都有所設置，統一使用。

加之目前集中精力做 PDF版，網絡版暫時取消，對今後按時出刊信心大增。 

 

另外，處理投稿的各種不同格式是一個耗費時間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有的作者在文章裡加了很多空

格來使文字和段落對齊，編起來很麻煩。又比如從 PDF文件中截取的文字每一行都變成一個段落，需要大

量時間整理。如果作者投稿都能按以下要求提交文本文件(Word 或者 NotePad 等各式的文件均可)，編輯

起來就會更方便很多。 

 總得原則是只要純文字，無需顧忌排版美化等因素。一段寫完後按一下“Enter”鍵，保證每

一段的完整流暢。同時注意以下投稿格式 

 一般文章： 第一行為標題；第二行為作者署名；之後是段落，每段之間用回車分開。 

 組詩： 第一行為總標題（如“詩歌四首”）；第二行為作者署名；之後每一首詩只需標題而

無需作者署名。 

 如有插圖可置於文中。同樣，位置大小等等均無關緊要。 

 

   《昆州華文》秉持言論自由，文責自負的原則。作者所發表的文章不代表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的觀點

立場。 

 

羅里羅嗦說這麼多。最後一頁空比較大，就多說點。希望《昆州華文》在大家的支持下能穩步健康發

展。讓我們下期再見。 

 

下面還有點空，再送大家一朵前不久拍的荷花. . . . . . 

編輯：韋鋼  語 
編後語 

韋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