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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的不完全數字化」，梅鐸等人以為

把平面媒體網路化即可充場面，但網民

不會買單，這是另一個全新的領域，和

傳統媒體人所想的完全不一樣。

行動裝置．世界已和過去不一樣
《脈動》、《翻板》和《載特》這

三家新媒體的創辦人都沒什麼資金，也

都不是媒體人，但他們的產品，都能在

網路上活到今天，還愈活愈旺，相較於

梅鐸《日報》的財大、氣粗、專業、短

命，實在是有夠諷刺。

筆者認為甘尼特公司對於新媒體是

有充分的體認的，就像PointRoll網站，

一直沒有把《今日美國》的內容移植過

去，就可想見。新媒體有《今日美國》

的內容作加持固然很好，但是要能發光

發熱，成為搖錢樹，不是這樣就夠的，

而是要善用「富媒體」的技術資源，由

浩瀚的網路世界汲取材料，為讀者量身

打造一套聲光讀物，方能受到歡迎。

1999年首支能通話的「黑莓機」

RIM 6230問世，人類開始進入「行動

裝置」時代。這支手機有強大的電郵服

務功能，可以即時性通訊，在美國發生

九一一事件時，它發揮了強大的作用，

令世人認識到行動裝置的重要性。

2007年，第一代蘋果iPhone問世，

讓手機不僅通訊，還能做很多傳統電腦

才能做的事，行動裝置進入新境界。

2010年，蘋果又推出iPad平板電腦，行

動裝置開始改變人們的生活，什麼滑手

機、滑平板、低頭族等等新名詞出現的

愈來愈頻繁，說明我們的生活已經有了

和過去很不一樣的變化。

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 P o p e 

Francis），8月5日在德國勸勉五萬多名

天主教輔祭，不要浪費時間在網路、智

慧型手機和電視上，應該多花時間，做

有意義的事。他說：「生命是由時間組

成，時間是上帝賜予的禮物，因此必須

用在有益的活動上。」他認為快樂的秘

訣之一，就是關掉電視和電腦，培養閱

讀與藝術等嗜好。

入侵羅馬．教宗推特最具影響力
教宗的苦口婆心，代表傳統人士

對於世界這樣的變化，感到沒有辦法接

受。但是這個世界已經回不去了。就像

愛迪生發明了電燈，人們可以在夜間工

作和遊樂，終結了亙古以來的「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20世紀初，電燈開始

普及，許多衛道之士，鑒於夜間犯罪率

的提高，也曾大聲疾呼：「關掉電燈，

回歸自然」，但是這個世界已經不能不

用電燈照明。

教宗呼籲放下網路、智慧型手

機，但羅馬天主教會也使用「推特

（Twitter）」傳福音，教宗本人也有帳

號，使用多種語言來推文，目前有1,400
萬名追隨者，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推特

帳號。

一個會改變人類生活的發明出現，

只要大多數人接受了它，這世界就回不

了頭。電燈如此，行動裝置如此，新媒

體也如此。

甘尼特公司放棄《今日美國》，對

於平板印刷媒體是一個強烈的警訊，也

告訴世人，新世代媒體已破殼而出，將

隨行動裝置的普及， 形成難以抗拒的力

量，任何人不可能挽回。（作者為本會

會員）

美國總統紀念圖書館系列之二

老布希總統圖書館
▓謝三川

美國總統父子檔
George H.W. Bush 是美國第41任總

統，他的長子 George W. Bush 是第43
任總統。父子先後擔任總統在歷史上不

多，除了布希父子之外，早年的亞當斯

是另一對父子總統，至於老羅斯福與小

羅斯福二位僅是叔姪關係而已。

德州農工大學
老布希總統卸任以後，將他的圖書

館設立在德州農工大學校園的西南角。

此校頗有特色，農科、獸醫、石油都

是強項，學科的排名總在全美前五十名

內。最有名的是它的學生軍團，畢業以

後以中尉任用。二戰期間，該校培育了

二萬多軍人，其中一萬四千多獲得軍官

任命，比西點軍校加上海軍官校還多，

其中29人升任為將軍，而且英勇過人，

獲頒國會光榮勳章六枚，那是美國軍人

的最高等的勳章。

在德州，樣樣都要大一點，  所以

開了一條五線大道去老布希的總統圖書

館。他為人低調誠懇，所以百姓至今都

非常尊敬他。這裡有總統圖書館與博物

館，另加政府研究所。

進門是一座圓形大廳，  一側牆上

有一幅巨大油畫，顯示出布希及最高幕

僚們在決定對伊拉克開戰的決定，每個

人都面色凝重，而且給人的感覺好像他

們背負著千鈞重擔一樣。好樣的一幅油

畫！

此處對總統個人家世出身有很詳盡

的說明，他的父親曾任康奈迪克州的參

▲老布希總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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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在此不多述。也介紹了總統夫人

的家庭，她的父親於1920年進入McCall
雜誌社，成為大老闆，也變成封面人

物。其實，他們的家庭都是很有社會地

位的，而且是相當富裕的世家，愈發顯

出他們夫婦二人平易近人的難能可貴。

老布希的英勇戰史
老布希18歲生日那天就志願入伍，

成為海軍魚雷轟炸機飛行員，出第48次
任務時，座機不幸被日軍防空炮火擊中

起火，但他仍然沉住氣將炸彈投在目標

上，再向島外飛行，先讓二名機員跳

傘，再飛到外海跳傘逃生。在海上飄浮

四小時後，由潛水艇救起。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二戰後退

伍，進入耶魯大學並在課外擔任棒球隊

長。後來開車到德州開採石油，成為百

萬富翁時還不到四十歲，就去競選國會

議員，做了幾任之後去選參議員，卻失

敗了。

尼克森總統提名他為駐聯合國大

使，得到參院全票通過。

福特總統任命他為駐中國首任代表

（大使），之後接任中情局局長，後來

成為雷根的副總統及最後的九五之尊。

事實上，他是美國總統中資歷最完整的

一位。

他開過的那一型飛機，懸掛在空

中，而他常駐的艦艇模型也都陳列。他

前後出過58次任務，獲二座軍事勳章。

他在中情局時開啟了人造衛星偵察業

務，所以也掛了一個人造衛星的模型。

地毯上有中情局的徽章，則是從人造衛

星投射下來的。

老布希任內大事紀
在中國做特任代表（大使）時，他

很努力學習中文，筆記本、練習簿都陳

列在展覽櫃内。他們夫妻在北京騎腳踏

▲油畫─老布希與幕僚商討進攻伊拉克的對策。

車出遊，與中國民眾互動，也反映出他

們平易近人的處世態度。

在他總統任內有幾件大事，第一件

是冷戰結束，柏林圍牆的倒塌，這是東

西德民眾共同努力的結果。有一塊圍牆

也陳列在展覽館中，在西德這一邊老百

姓用噴漆寫了字，畫了圖，種種反對極

權的象徵，可是在東德這一邊則是完全

灰白的水泥，形成非常強烈的對比。另

一塊放在研究所前院，配上一群青銅脱

韁之馬躍過殘牆而奔向自由。 
另一件地動天搖的大事，就是進軍

伊拉克，收復科威特。花了許多個月的

準備，調動四十二萬美軍大兵及十多萬

盟軍。1991年2月開戰，三天內直搗巴

格達，一百小時之後停戰，開始撤軍。

因為他看到佔領科威特要付出巨大的代

價，所以撤軍乃睿智也！

戰前伊拉克擁有世界第四大的軍

力，即刻煙消雲散。《孫子兵法》速戰

速決，此之謂也。

展覽室內，模型配上燈光與音響效

果，清楚敘述戰爭過程。電視導引飛彈

的紀錄片，予人像似乘坐在彈頭上的感

覺，一直到爆炸為止。奇觀也！伊拉克

的薩旦姆實在是個惡貫滿盈之人，當他

發現守不住掠奪的油田時，下令爆炸油

井，毀滅油田。七百多座油井冒出熊熊

烈火，黑煙籠罩。後來從世界各國來的

油井滅火隊，工作了好幾年才撲滅所有

油井火災，這對全世界環境的巨大破壞

無法估計。

我曾在1997年去科威特工作，在沙

漠中到處仍可見到戰時洩漏的原油形成

的油湖，清除工作現仍在進行中。現有

一個新的展示區做成大兵住的帳篷，有

行軍床、裝備等等，觀眾就坐在彈藥箱

上。帳篷開門處就是視頻，角落裡還有

一台老爺電視機，斷斷續續地收到一些

新聞報導。視頻演出大兵們的身心及生

活狀況，不論食物還是飲水，到處都是

細砂，再加上轟炸爆破的音響。阿兵哥

的日子真不好過呀！

另外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是1989年
進兵巴拿馬，活捉總統諾瑞加，押回美

國，治以運毒之罪。

老布希伉儷恩愛
博物館中曾經有過一段視頻，總

統夫婦坐在後園長椅上談天，夫人說：

「我那個喬治，這些年來為民眾為國家

服務，成熟多了。」  老總統顯得很不

好意思就說：「謝謝！你把我說得太好

了。」夫人兩眼一瞪，泠泠的回他一句

「我是在說我的兒子喬治，那個做州長

▲老布希賢伉儷1974年駐華時，喜騎鐵馬逛
北京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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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可愛！

許多總統博物館裡，有總統在白宫

橢圓辦公室的複製品，可是在此地就不

同了，展覽的是總統休假時大衛營裡的

辦公室。近來重新整修之後，橢圓辦公

室回來了，遊客可坐在辦公桌後面扮裝

總統，再拍一張紀念照。

各國贈送特色禮物
來訪的各國政要都會贈送他們國

家特色的禮物，有黃金寶劍、純銀大茶

缸、孔雀石裝飾的時鐘、鑲貝的聖經

等，沙烏地贈送的是一座古堡的模型，

幾乎有二尺見方，還有椰樹等等，都是

用黃金打造的。在這些國寶級禮品中，

最稀奇的是一座古老厚重的木門。這是

在沙漠戰爭結束之後，科威特贈送的。

依照科威特人的說法，送一把鑰匙是給

你信任，送你一扇門是給你我的家族。

乃是至高無上的敬意。

也有許多百姓用手工做的禮物向總

統致敬，地方色彩極濃，甚至有小學生

在勞作課上做的小紙人，大概是要表現

親民的態度。在歸途中，遊客可在電腦

上，輸入姓名及問題，選擇由總統或夫

人作答。等遊客走到出口時，回信已經

在專用的信箋上印好了，並且有正式簽

名。我的朋友 K.Y. 也收到了總統的回

信，他很高興。

與柯林頓合作從事公益
他退休之後，全力從事公益活動，

尤其是休士頓的癌症中心，為了要大家

捐款，在他八十歲時獨自一人跳傘表

演，等他安全著陸之後，記者問他會不

會有下一次，老夫人插進來，臭著臉

說這是他最後一次跳傘！然後，在他

八十五歲生日那天，又為慈善捐款，再

跳傘一次。

競選第二任總統時，輸給了克林

頓，自可想像二人關係極為不好，後來

為了賑濟海地的震災，兩人合作無間，

爾後又為了救濟非洲，再度合作，又是

非常成功。布希心胸廣大，大愛世界，

真是了不起。

布希夫婦的衣著也甚為普通，老太

太親自告所大家，她經常穿掛的三串大

珍珠項鍊是塑膠的仿製品。老先生也常

常亂穿與衣服不搭配的襪子，電視上的

喜劇演員也常仿此嘲弄他，他非但不在

意，而且此後常常特意顯示他的五彩襪

子，反而變成為他的註册商標了。現在

遊客可在禮品部内購買這些物品。

參觀時，正巧遇上老總統的九十大

壽，大廳中有免費壽糕、零嘴及飲料，

招待遊客。義工們載歌載舞，正是盛大

▲科威特贈送的紀念品─厚重木門，代表至
高無上的敬意。

的生日派對，只缺壽星公，義工說他雙

腿無力行動了，要靠輪椅行動。豈知回

到家中看見電視新聞報告，他老先生在

麻州的莊園裡從直升機跳傘下來，慶祝

生日，雖然醫生及家人都一致反對。人

老心不老也！

布希家族從政路不間斷
布希王朝，從參議員Prescott Bush

開始，兒子是 George H.W. Bush 第41任
總統，長孫 George W. Bush 是第43任總

統，次孫 Jeb Bush 是佛羅里達州的二任

州長。現在又有新希望了，Jeb 的長子 
George Prescott Bush 開始從政了，正在

德州競選土地管理處主任，暫且拭目以

待。也許是第41任的德澤綿延，福及後

代子孫吧！（作者係休士頓華僑）

幸福的公務人員！願僑務工作在後進
的努力下，策略布局順利圓滿成功，
再創國家輝煌的僑務！（編輯室）

本會常務理事黃海龍應僑務委員
會邀請，8月15日赴該會專題演講，題
目「策略布局」。

黃海龍從人生的策略布局，談到
國家的策略布局；從歷史上的策略布
局，講到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的策略布
局；從中華文化策略布局的經典─易
經，論述到教育部長吳思華的策略九
說；從兩岸關係的策略布局，到僑務
工作的策略布局；深入淺出，舉例生
動，經驗薪傳，贏得一致的好評。

他提出策略布局的「十要」和
「十美」，與僑委會同仁共勉，使僑
務工作臻於至善，為僑胞加強服務，
為國家爭取僑心。

結語強調，僑務工作就是要做得
歡歡喜喜、熱熱鬧鬧，僑務工作就是
喜氣洋洋的工作；僑務工作人員是最

僑委會邀本會常務理事黃海龍
談「策略布局」

▲老布希著五彩襪訪白宮。

▲黃海龍（右）今年八月於聖保羅與巴
西代表徐光普（左）相見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