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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医疗集团开始对新的布鲁
明顿医院进行设计和规划

IU医疗集团开始在布鲁明顿医
院新址上对未来医院设施进行设计
和规划，同时也开始考虑这家医院
原址的利用。明年，KOK建筑设计
公司将会同IU医疗集团官方一起拿
出建筑方案，并于2017年初破土动
工，到2020年竣工。旧址上的布鲁
明顿医院建筑群是拆除，还是转为
他用，迄今还待定。

布鲁明顿警方逮捕11月15
日Oakdale Square 公寓枪
击案嫌犯

11月15日晚上11点在Oakdale 
Square公寓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伤者
报警后，说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用
手枪击伤。随后，他提供了凶手的
别名。警方顺藤摸瓜，最后锁定嫌
犯，于11月17日在州府印第安纳波
利斯对其实施逮捕。据嫌犯供称，
他一直向伤者买大麻，因为欠伤者
的债，在周日再次向伤者买大麻的
时候，以为伤者掏枪威胁，就拔枪
还击，将对方击伤。

一个69岁妇女因被性侵报警
11月16日，一个69岁的妇女报

告警方，一个69岁的男性在她的家
和她的车后箱喷洒了化学物品。同
时，她还称，同是这个男性对她实
施 了 性 侵 。 这 起 案 子 还 在 调 查 之
中。

梦露郡学区酝酿改变现行
日程

梦露郡学区中学上午7点45分开
始上课，学生们必须早早起床，以
便不迟到。糟糕的是，学生们大多
不能早早入睡。于是次日便睡意朦
胧，疲惫不堪。学生们抱怨已久，
不仅如此，老师和家长也有同样感
受。居于此，梦露郡最近正在进行
广泛调查，决定是否对现行作息制
度进行改变。

IU兄弟会和多文化姐妹会
推出感恩节大餐

1 1 月 1 9 日 ， 一 席 别 开 生 面
的 感 恩 节 大 餐 在 I U 校 园 闪 亮 登
场。Omega Psi Phi多文化兄弟会和
Theta Nu Xi（多文化）姐妹会为了
让国际学生和非国际学生体验美国
感恩节的传统大餐和其它民族的传
统美食，也让学生们能有一个机会
互动，推出了盛大的感恩节大餐。
大餐包括美国感恩节大餐传统的烤
火鸡和南瓜派，也包括墨西哥、印
度、日本和印尼的传统美食。一百
多学生应邀赴宴。

一IU毕业生被判16年有期
徒刑

IU毕业生、著名连锁店Subway前
发言人Jared Fogle因为拥有未成年人
色情图片和跨州跟未成年人发生性行
为，被判16年有期徒刑，并给14个受
害者每人赔偿十万美元，还被额外罚
款十七万五千美元。

World’s Fare 圆满落幕
IU World’s Fare 于11月12日

圆满落幕。来自各个国家的美食、
艺术、舞蹈和音乐贯穿始终，热浪
一 浪 高 过 一 浪 。 来 自 中 国 学 生 的
D-Force 和X-Power 两大舞社首次

强强联手，推出了精彩节目。

■校园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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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火重生的China Buffet
China Buffet是布鲁明顿的老牌中餐馆。

多年以前，布鲁明顿的华人中，如果哪天要
想跟朋友聚会，或者一家子要用中餐放纵一下
自己，要去的多半就是这家餐馆。布鲁明顿的
老华人们回忆起到中餐馆吃饭的一页页历史
来，China Buffet占据了一席重要的地位，也留
下了很多快乐的时光。

近年来，随着布鲁明顿华人的急剧增长，
也随着新来华人的投资热情急剧增长，布鲁明
顿的中餐馆以暴涨的姿态涌现，于是布鲁明顿
的中餐馆呈现出春秋战国群雄逐鹿的局面，荷
院、一品轩、美食林、舌尖、百味……等等中
餐馆的名号就像战场上来将通名，把布鲁明顿
华人的耳朵都震聋了，眼睛都晃花了，老牌的
餐馆一时间竟然走入明日黄花的局面，渐渐被
人冷落。

直到哪天重新光顾这些老字号中餐馆，
才痛感原来冷落它们是一个错误。比如China 
Buffet，如果你再光临，点上几个川味的、湘味
的家常菜。待到菜一一上来，一眼看去，就立
刻明白这些菜味道一定不错。果然，夹一筷进
口，美味立时在舌尖上泛出。每一道菜的味道
都是美味，竟然让你吃了挑剔不出一点瑕疵。
那么，你是打不住的了，不一刻，几道菜都如
秋风扫落叶般一一去了。

美味如此，不由击节叫好。跟老板聊起
来，才知China Buffet原来一直在卧薪尝胆呢。
该餐馆原先只是提供自助餐，现在除了自助
餐，还推出火锅和单锅小炒。最近从芝加哥高

2015年11月7日，两岸领导人相隔66年再次会面，吸引了数百名记者来到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采
访“习马会”。（图片来源：BBC中文网）

薪聘请了顶级厨师，把餐馆的单锅小炒推陈出
新，除了常见的川菜湘菜，腊肉系列和香肠系
列堪称餐馆的独家法宝。在国内的时候，最让
人垂涎欲滴的就是蒜苗炒老腊肉，不想在China 
Buffet居然吃到了。老板娘说，好多菜每个餐馆
都推出，味道大同小异，而China Buffet就是要
推出些特别独到的。重复是没有出路的，独辟
蹊径才会获得食客。

蒜苗炒腊肉

同道仍需努力
作 者 ： 安 妮

大陆人民大学金
教授在台湾公视讨论
马习会的时候提到，
大陆是战胜方，本无
需屈尊到新加坡会面
的；在解决南中国海
冲突问题上，大陆不
畏惧美国，也无需求
助台湾；台湾筹码不
多 ， 十 年 内 就 会 用
尽；台湾问题最终解
决，取决于大陆政权
是否决定使用它的力
量，台湾人的意愿不
可能抗衡物理原理 。
理由是，大陆制造业
总量在2010年超过美
国，2015年超过美国
和日本之和，制造业
体系完备自足，无须
仰赖外人，学习能力
超强。物理力量是决
定因素。（这是说，
意志因素是了解物理
力量相对能力后对它
的运用。）如果我的
理解大致无错，概括
为一句话，硬实力为王，晚屈服更遭殃。

习马会经过几轮陆港台及外间媒体的评论
回应，作为十几亿拥有这个话题的利害关系人
之一，觉得仍然值得再来说两句。

金教授供职于被外界戏称为“第二党校”
的人民大学，评论中没有大陆学人言论中常见
的吞吞吐吐，不说客气虚套话，直击主题，直
白震撼，是好事情。但照此逻辑，可以类比美
国内战。美国南方的信念是棉花是世界之王，
北方不可能与南方的经济实力抗衡。在实力之
外，南方人还具有美国立国以来，为美国开疆
掠土屡建战功而储备的军事实力和经验意志。
但这场开始打得北方落花流水的战争，使得南
方的地主文明随风而逝，一个南北贯通的制
度，与纵横交错的铁路建设一起，开启了美国
经济的新时代。现在看战争输掉的原因，至少
预估中的实力没有帮到南方，因为棉花是即将
卸任的王，工业新王的时代正在到来。而且以
州权为借口，维护奴隶制度的南方，开始就输
在了立场上，所以尽管有利益和社会压力联接
的邦联，到底还是缺少一个可以拿得出手的口
号，得到更耐久的支持。 

当代制造业，到底是哪一种“王”，还没
有那么肯定的。无非是台湾人民进行自主选
择，需要考虑硬实力，需要考虑近邻庞然大物
的力量和意愿，周边地区的稳定。但是在物理
力量之外，台湾独立还需要国际法，近代史的
支撑，给独立一个不得不然、可以鼓舞人心的
名号，另外，需要核算一下“失去一些大陆人
心”的成本而已？

习马会会面释放和平善意，很少有人以为
和平在望，和平仅靠“一厢情愿”甚至“N厢
情愿”都是不够的。从某人追求历史定位如
何、某党拉抬选情如何立论，把政治人物乃至
政治运行的常态，抬举得过高，况且他们的定
位，总要以将来“结题”后的两岸关系来衡
量。此说言之过早，略显心虚。论说此举框限
台湾人民的自主选择，亦是欲加之罪了，执政
党、在位总统尚且不能框限民众，何况“看守
总统”被民众讥讽为“一次朝觐”的行为？台
湾的自由民主制度虽然年轻，但如果对它的基
本框架尚有信心的话，任何一次领导人的大小
错误，都很难说将造成不能挽回的影响。如果
此框限能够留存的话，那只是台湾人民接受在
和平框架下的继续讨论其它问题。

除了金老师的硬实力之外，再用“软实
力”衡量台海关系的远景，倒不失为一个好进
路。

大陆在威权时代，无视台湾人民意愿，各
色人物有各种说辞和做法，令台湾人忧虑愤
懑。虚张声势固然可厌，但也大可不必给予过
多的情感反击，毕竟实在他们只是一小部分
人，关起门来很蛊惑人心，使得一部分还没有
机会进行理性讨论的大陆人点头称是。问题的
症结是，自由民主制度下的台湾民众，不能信
任威权体制的暗箱操作，一旦合流，大陆必然
会以国家利益之名，陷台湾人于经济停滞，政
治不自由，温水煮青蛙的困顿中。如果真有这
样的统一，倒不如现在放手一搏，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另外，大陆威权体制，短期内不太
有可能结构性改变。但一旦有改变，如此广大
地区，稳定常态的选举制度，何年何月才能建
成。那时的台湾，又将如何应对？所以无论和
平能否持久，还是和平基础上的谈判，大陆是
问题的关键，大陆的威权体制才是问题的核
心。

号称世界工厂的大陆，有举足轻重的实
力，可以凭恃经济后盾，不放弃以武力相威
胁，甚至最终打一场短兵相接的内战吗？

先说软实力。威权体制固然有种种问题，
民意固然不可以通过选票来比较理性的进行
计算。但，人心向背仍在，威权体制的领导
人，同样希望敏锐地捕捉民意，能站在民意的
前端，引领人们往更好的地方去。能不能实
现，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认为，除非极端情况
出现，不会有正常的领导人，在无法确知经
济压力的限度、无法确知民众承压限度的情况
下，冒社会动荡、政权尽失的风险，搞什么实
际上难以实行的“禁运”，或者打一场必将被
视频直播、镜头记录、被后人唾弃的局部战
争。杀人祭旗以立威的事，在大陆已经很不常
见。武力使用需要符合比例原则，世界潮流已
然如此：一个美国警察开枪射杀人的个别行
为，尚且引起地方一波波抗议、全国讨论；八
九余波历时二十余年，两岸仍有一波一波当时
完全不在场年轻人，投身抗议之中；需要什么
样能说得通的合理条件，才能决定在一个号称
是兄弟（男权时代的称呼，无怪乎不方便与蔡
英文主席会面）的岛上，使用现代兵器有规模
的杀人、被杀？  

大陆政权对自己物理实力很有信心么？请
参照在与俄罗斯边界问题上，《环球时报》
对大陆民意的回应：划定边界，减少争端，

就是好事情。领土不是在本政权下割让的，
现在再提，以国家目前的实力，不仅拿不回
来，而且徒增强邻的厌恶警惕，破坏和平与
合作。但如果在台湾与俄罗斯问题上前倨后
恭，畏强凌弱，双重标准，恰恰符合慈禧老
佛爷在气急败坏时候乱讲的话：宁与外人，
不与家奴，这将是什么样狭隘的心态，又将
如何跟民智已开的大陆人一个说过得去的交
代？  

反过来看，失去许多大陆人的亲近感，
是不是台湾软实力的损失。如果台湾独立，
罔顾地区稳定的现状，宁与外人结盟的话，
狭隘势利、趋富嫌贫的说法，是不是同样也
可以用在台湾人身上？况且与富国更多是科
技合作，与大陆更多是商业合作，二者并不
排斥。表明新身份之后，与大陆人再合作，
有新割断的伤痕在，台湾会不会失掉与亚洲
其他国家相比的优势？台湾与大陆在文字语
言上，不存在障碍。大陆是许多人的祖父母
辈出生的地方、同宗亲人居住之所，有没有
相貌上的近似，交往上的亲切，会不会使通
商更顺利？大陆政权造成的名不正言不顺事
不谐的困扰，但台湾人与来自亚洲其他国家
的人比较，是不是有更多威权时代的经验、
语言和种族的便利，可以更好处理它？台
湾艺人、书籍风行大陆，是不是也有同样原
因？与大陆合作固然问题重重，与哪些国家
密切交往会比这个更平顺？

但双边都存在一些极端力量，战争风险
不是完全没有，先敲定和平，然后才有谈判
么。 

对台湾而言，以合作巩固实际自治，独
立或者可以期许，但金书铁券的制度框架、
保障台湾人权益的统一或者联合，也未必不
是好的选择。一切尚在不确定之中，何必怀
忧丧志，将自己民主制度二十余年来，容留
大陆八九一代，褒奖大陆新生力量所做的诸
多工作一概抹倒，一定要以新国家的身份另
起炉灶？放眼国族、东亚文化圈甚至世界的
繁荣、稳定与和平，行自由民主之正道，随
时权衡独立与否可已。 

对于大陆而言，威权体制，不要说存在
取信于“兄弟岛”、其他邻居的问题，就是
取信于国人，也已经成大问题了。时间给执
政党的机会，也许真没有那么多了。如果汲

汲于一党之私，置亿万国人、周边地区
于不顾，这个党，五十步笑百步，有何
面目指责台湾人对局部利益的执着？有
识见的领导人，不畏道路艰难曲折，以
苍生为念，重开国会早定民主大计，如
此国家更有可能如愿统一，台湾以及边
疆民族问题能有更好的框架得以规范，
政党或者更有可能和平融入选举制度，
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更大贡献。

1905年清国留学日本的法政速成科
第一届学生毕业，教师代表治田博士祝
辞云：“抑人种与人种之关系，为今日
世界大问题也。日清两国国民应相互
提携，以对抗西洋诸国人种压迫。遥远
将来，此人种对人种问题必一扫而光。
世界万民，同一交际，所谓同胞，于斯
可见。吾等日本人，与占黄色人种大部
之清国，携手并进，堪以对抗西洋诸国
所谓白色人种压迫，以期世界进于大
同。将来诸君建设祖国，自小处言，
乃为东洋各国民之利益，自大处言，
即为世界人民之福祉也。”彼时正值
日俄战争，日本拉拢清国人，势所至
也。但学者的理想，历尽劫波，百年
后回顾它，仍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我国族人从务农往务工务商的道路上
行走，无论有什么样的局部利益、派
别利益，不必忘记我东方文化里，有
一个务实的理想可以作长久的指引，
说出来也不丢人：世界大同；只是今
天，还需要给古老理想，增添上“自
由民主”四个字而已。既然主张和平，
两岸同道更需要为和平而戮力同行。

China Buff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