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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年佛教文化積澱，黃土高原的厚重基礎，莫高數以萬計的寶藏，七彩繽紛夢幻
般佈景， 醉涔肺腑的塞外音樂，清湛利落的專業舞技，鳴沙山下月牙泉清澈純靜永
不乾枯的神話愛情，鑄造動人心弦的舞劇巨篇。三月份演出三場，千多座位場場滿
座，肯定如潮，就是《大夢敦煌》。許多觀眾看了三場，他們有機會第四次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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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耆英會創辦已經 42 年.5 月 21 日
將舉辦周年聯歡會。作為亞美聯誼會
新合作夥伴,4 月 28 號上午,本報記者
在中華耆英會總部，訪問行政主任梅
伍銀寬女士。
中華耆英會 1972 年成立，屬非盈利組
織，一直致力于爲年齡在 55 歲至以上
的華裔老年人提供日常護理服務，及
其他與耆英有關的服務。梅伍銀寬女

特效廣告

Welcome New Partners
歡迎新夥伴

士為這個會的成長貢獻了三十幾年的
心力，現在耆英會成就輝煌。
當我來到中華耆英會的時候，梅女士
已經站在門口迎接我，她的臉上帶著
經常的微笑。她稱： 1972 年，她是中
華耆英會的一名志願者，後來她漸漸
愛上了中華耆英會的工作，所以就成
爲會的一員，一直工作至今。當她剛
剛工作的時候，中華耆英會的辦公室
位于唐人街，小而簡陋。她開始主動
想辦法解决這個問題，後來她向政府
申請資金得到波士頓社區發展經費，
才搬到華埠市區 Quincy Tower（君子
樓）。再後來她將中華耆英會發展成
爲覆蓋波士頓市區及以社區外，專爲
老年人提供日間護理的服務中心。梅
女士在采訪時思路非常清晰，她强調
耆英會要與時代共同求發展。近年來
移民波士頓的大陸移民日漸增多，爲
了服務更全面，中華耆英會提供了普
通話護理服務，讓華人新移民享受更
貼心的服務。
梅伍銀寬女士認爲老年群體占有美國
人口很大的比例，而老年群體往往需
要更多的人去上門照顧，所以服務老
年人就是服務社會，解决社會問題，
這也是美國政府感謝中華耆英會幷向
其常年提供資金的原因。同時中華耆
英會解决了很多護士的就業問題，相

比在醫院工作，中華耆英會提供給護
士的工作工資福利高，工作壓力小。
耆英會多元服務包括：成人日間護理
及聯誼中心、照顧輔導計劃、健康教
育及推廣、老人公寓提供、營養午
餐、社會及外展服務、耆英就業及訓
練、老人醫療保險諮詢、護理中心接
送服務等。目前在森莫維市一處廚
房，每天向老人提供近千份午餐，廚
師十 多位。廣華埠康樂樓，除原有的
33 個老人公寓，現在正加建 75 個新
單位，原計劃在今年底明年初完成。
耆英會除了在華埠尼倫街總部，外展
有布碌倫、劍橋、摩頓等數處辦事
處。在華埠有君子樓、康樂樓，還有
白禮頓樓、南岸與昆士市的老人住
宅。
華埠君字樓、康樂樓、白李禮頓樓、
梅女士提到每年的 5 月 21 日是中華耆
英會的年度募資晚會，今年晚會的地
址是在唐人街龍鳳酒樓，6 點開始，
她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參加這次年度募
捐晚會，給予支持中華耆英會更多的
支持！
圖左：行政主任梅伍銀寬接受採訪。
圖右：在加建中的 75 住宅康樂樓。
本報記者：夏靜報導

亞美會建橋搭台擴展夥伴
求同存異運作獨立溝通包容合作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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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說夢》
自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中國夢》，近年流行《夢》。都在談夢、發
夢、詳夢、解夢、追夢。本報三月份轉載甄雲龍 在《邑商精英》雜誌發表
《說夢》一文後，收到夏門大學高倩倩教授及波士頓留學生梁凡的回應文。

厦門大學高倩倩教授
跟貼 2/2/2014
應亞美聯誼會董事長黃野先生之
邀，拜讀完甄先生的一番見解。
爲先生的一片赤子之心所感動，
但更爲先生的理性見解所折服。
先生對拜登觀點的評論，沒有爲
簡單的民族情緒反射所囿，可以
看見先生閱盡滄桑後的那份淡定
和寬闊。而對于夢，先生也是首
先區別了現在夢和未來夢、中國
夢和美國夢、個人夢和國家
夢……，然後把不同的夢歸整入座
使之各得其所。先生是站在夢門
外的解夢之人。
以下簡單談談個人對夢的一些支
離破碎的看法：
某種意義上，夢是一種信仰，是
一種信念支柱。假使一個人沒有
夢了，我想這一定意味著她的去
日無多了。所以，有夢總是好
的。
夢可以不止一種，但它首先是個
人的，然後才是國家的，甚至是
國際的。所以，個人有夢，國家
才有夢。
夢本身其實無所謂好壞，人們說
有好夢惡夢，其實更多是因爲實

現夢的工具和過程有好壞之分。
假使一個人在實現夢的過程中，
無所不用其極，他的好夢就是他
人的噩夢，那麽，在社會意義
上，這種夢就不值得稱道。而假
使他的好夢使百千上萬人的夢毀
滅，那就是社會的一場灾難浩
劫。
對當下人人熱議的中國夢，我
想，正反映出背後各種夢相互傾
軋踐踏的社會現實，所以現在我
們特別需要扶持一種正面的、相
容的信仰或信念支柱，需要有一
個積極向上的國家夢框住一些好
的夢和實現工具，把那些我們認
爲不好的夢和實現工具排除在框
外。這個框當然可以包含著先生
所提到的美國夢的一部分，更寬
廣一些來說，包含著全世界各個
地區的夢的一部分，因爲它們其
實都是人類夢想的一部分。
我們之所以把它叫做中國夢，幷
不是因爲我們希望獨占這個夢，
我們倒希望全世界的人們都共享
這個夢。我們之所以把它叫做中
國夢，不過是因爲我們抱著自我
反省、痛定思痛的態度，希望中
國人早日超越當下中國還存在的
各種險惡和噩夢，早日達成這個
人類的共同之夢。

們倒希望全世界的人們都知道也
還比。自尊好强乃人之天性，三
歲小兒已然如此。和他人比較，
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
然後能自强也。找到差距、
明確目標，才有可能把前進
的夢規劃得更真更美。
我們之所以這樣在意趕超美國，
幷不是因爲我們生來好高騖遠，
我們倒希望全世界的人們都想著
趕超美國。取法于上，僅得其
中；取法于中，難免爲下。固然
美國自身在不斷自我修正中不斷
前行，盯住這樣高且移動著的標
靶殊爲不易，但所謂志當存高
遠，不就正是夢的本意。
樂觀地看，中國近年以加速度飛
快發展。經濟、科技、文化、娛
樂等諸領域，從學習、模仿（甚
至抄襲）開始，到消化（包括吸
收）、創新，似乎不經意間突然
就風生水起，在許多方面達成了
令全世界的人們都不可小覷的斐
然成就。這說明至少，我們沒有
想著將先進者拉下馬，而是努力
夯實幷壯大自己、而後奮力趕超
上去。我們選了王道。

客觀地看，中國確實存在問題且
積重難返。選了漸進式改革道
路，儘管之前的帕累托改進總體
順風順水，著意做大蛋糕以獲益
我們之所以喜歡和別人/國比較，
補受損，但也意味著後期要面對
幷不是因爲我們不比不知道，我

的將是終究無法回避的贏輸硬
戰。以市場爲資源配置的基礎，
要求的不僅僅是經濟體制改革的
全面鋪開，政治體制改革遲早必
須提上檯面，而由于我們的民族
性與國情，這部分不存在從哪裏
簡單照搬的可能，即便能些許借
鑒到他國，建設的期間過程肯定
也迥然有异。
中國最大的優勢是後發優勢，最
怕的是後發優勢之外再找不出其
它優勢。基礎條件相似的國家容
易實現趨同；而以當前情况看，
我們或許沒法簡單地把中國複製
成另一個美國，我們需要秉著中
國的實際，尋找探索自己的追夢
之路。我們需要的時間，一百年
應該不够。但，最重要的是，我
們已經在路上，而且將一直在路
上。
筆者年届四十，雖然想過但實際
從未離開過中國，眼界不寬見識
不廣。“兩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評
宇宙文章”，這本是甄先生這樣游
走中美之間的思想者才能把握的
話題。不才冒昧，勉力就此胡言
數語，深感處處捉襟見肘、力不
從心。其間的僭妄不妥，責任均
由自負。

下文三十年前刊星島日報波士頓版《讀者論壇》欄。當時的《讀者論壇》，為讀者提供發
表意見，刊登時詩文，討論問題的園地。一段時期，頗為熱鬧。論壇雖然規定就事論事，
以事實為依據，不能歪曲事實及人身攻擊，守‘斯文人’德規，但有時也少不免過了‘火
位’，引致讀者之間、與讀者之間“論戰”。該文可以看到當時壇主壇主對論戰的立場。
該立場，也就是《亞美報》開設社區論壇的立場。

梁凡 —

波士頓中國留學生

今晚有幸拜讀甄先生的
《說夢》一文，讓我久久難
以平靜。甄先生身爲海外老
華 僑，心 系 國 家，心 系 民
族，並能從自身感受出發客
觀真實的反應美國和中國的
差 距，讓 我 非 常 敬 佩。在
此，我想略微說說我對此文
的感受，請甄先生評鑒，如
有不妥，還請見諒。
中共18大後，習近平主
席提出“中國夢”，與甄先
生這篇說夢不謀而合。中國
作爲一個有五千年文明的大
國，經 曆 了 近 代 的 喪 權 辱
國，經曆了抗日戰爭和民族
解放；經曆了新中國建國和
10年慘絕人寰的文化革命。
就如《說夢》一文中提出的
“雖無現代司馬遷，系統總
結，公開資料，為後世戒，
然上下心知肚明：代價慘
重。”是的,中華民族爲了
崛起這個夢已經探索和奮鬥
了一個多世紀，從孫中山的
三民主義到現在中共的一系
列國策無不在追求這個夢
想。我們現在也有一系列的
成就，世界公認。如本文提
到的“中國已經發展成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顯
著改善，富人增多；許多科
技項目，尤其尖端軍事，列
世界前矛。”然而，在這些
成就的背後也催生了一系列
的嚴重問題。尤其嚴重的是
貪汙，汙染和道德無底線。
《說夢》一文一針見血，尖
銳的批評了中國爲了發展，
不顧其他方面所帶了的嚴重
後果。讓人警醒，也讓中國
政府警醒！
作爲華人，我們都希望
中國變得更好，能實現那個
中國夢。《說夢》中，甄先
生也看到了新一代政府對懲
治腐敗，治理汙染和正確引
導公衆行爲准則所作出的貢
獻。可以看出甄先
生身在美國，心系中華的高
尚品格和流淌在他身體的中

華血脈。是的，中國有太多
的問題，太多的困難，除了
甄先生提出的主要問題外我
認爲還有法制建設欠缺，官
僚 作 風 嚴 重，貧 富 差 距 巨
大，政府工作不透明，沒有
言論自由等等。這些問題要
改善是個長期的探索過程，
要超越美國談何容易。但是
我們華人衷心的希望國人能
積極探索，吸取教訓，學習
精華，改善中國的體質、法
制、道德。
甄先生也提到了美國
夢，我們都是海外華人，經
曆了中國和美國兩個不同的
社會。作 爲 一 個 留 學生，0
年代的新一代，我深切感受
到了美國的繁榮和文化，感
受到了美國人的修養和精
神。美國，一個世界上法制
健 全，經 濟 發 達，科 教 一
流，環境優美的國家，他們
是怎麽做到的？我同甄先生
的看法一樣，就是“兩百多
年前，美國立國時及後來修
正 的 憲 法 規 定“五 大 自
由”，這 個 最 高 層 次 的 藍
圖。”這個藍圖，這個夢加
上美國獨特的地理位置吸引
了大批移民和精英。這個藍
圖又使來到這裏的精英能充
分發揮才能，通過努力實現
自己的價值，自己的夢。所
以我說，美國夢幫助每個人
實現自己的夢，而每個人在
實現自己的夢的同時又進一
步實現了美國夢。這是個相
輔相成互相促進的良性過
程。反 觀 中 國，雖 然 在 進
步，但是還遠遠不夠，財富
集中在少數人手裏，貧富矛
盾 逐 步 增 大。要 實 現 中 國
夢，首先要把這個夢與廣大
群衆的夢結合在一起，同美
國一樣，形成良性機制。
再次感謝甄先生的這篇
文章，領著我進行了一次深
入 的 思 考，受 益 匪 淺。謝
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