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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眾多奧巴馬,使芝加哥浴火重生的遠見計畫之一
作者：徐達輝/(芝加哥時報記者)
末，那必然連末也追求不到。因為，末，
本來就來源於本，
本來就來源於本
，只要我們樹立好根
本，各種末之目的，才可能自然而然，
水到渠成。
那麼，人民最需要幸福是什麼呢？
最低幸福是：
最低幸福是
：安全、溫飽與自由，基本
幸福是愛情、友情與開心，最高幸福是
長壽、昇華與博愛。
同時，要堅持建設的三原則：一是
儘量免費，才能使人人有自由、有機會
、有意願參與，而促進平等、交流、博愛
；二是，凡屬開發自然資源、利用土地
自然資源的，應該由政府為主興辦，但
必須實行經濟民主制，
必須實行經濟民主制
，確保全民平等
享有土地自然，
享有土地自然
，也才能集合最大的人
力物力，最好的發揮自然的價值；而且
，才能被全民監督，不得濫用權利；並
且才具有公信力；
且才具有公信力
；三是不必與其它城
市過多比較，只追求科學與人性，切實
保證每一項建設、甚至每一片花果、雕
塑等都符合全民公意。
再就要明察自身的特點，
再就要明察自身的特點
，特別是
優點與缺點，
優點與缺點
，圍繞使人民幸福的三個
層次、主要方面，有針對性的揚長避短
，把芝加哥打造成世界最宜居的城市、
超級旅遊城市，
超級旅遊城市
，自然就會吸引無限的
遊客、高尚移民（本市腹地寬廣，沙灘
水域面積龐大，
水域面積龐大
，足以同時容納上百萬
遊客；若每人每天消費 100 美元，每天
就有上億美元收入）
就有上億美元收入
）
，僅僅旅遊的產業
將足以使全城人民就業創業富裕，
將足以使全城人民就業創業富裕
，整
個城市煥然一新，遊人如織，天天如過
節，夜夜不夜城。這就靠我們充分挖潛
現有優勢，更創新優勢！
第一優勢是，濱湖、臨水。
五大湖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區，
五大湖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區
，
也是世界最大的自然風景區，
也是世界最大的自然風景區
，特別是
密歇根湖，
密歇根湖
，又是其中唯一全部屬於美
國的，最方便統一經營管理，而且，密
歇根湖的湖水似乎也天然最美，
歇根湖的湖水似乎也天然最美
，美如
玉石，碧綠無暇，令人陶醉（這也是當
年我第一次來美國旅遊，
年我第一次來美國旅遊
，經過這湖邊
就被深深吸引，
就被深深吸引
，以致不顧外界流傳的
芝加哥是暴力槍殺之都的危險，
芝加哥是暴力槍殺之都的危險
，而堅
定要移居芝加哥的基本原因）
定要移居芝加哥的基本原因
）
。即，儘
管芝加哥沒有“ 靠山
靠山”
”
，但足以靠水吃
水。人人包括動物的生命都離不開水，
特別是淡水；每個人的心境也需要水，
特別是一望無際、波瀾壯闊的大水，她
能使人放眼世界，
能使人放眼世界
，而不死纏爛打於一
城一地；她能使人胸懷天下，而不斤斤
計較；她能淨化人類的心靈，而不陰暗
齷齪；她最體現平等與公平，使人不畏
強權，
強權
，也不想不擇手段謀求淩駕他人
眾人之上的權勢；她又深藏不露，內涵
無限，足以吸引人人上進（下水
下水）
）
，探索
追求未知世界；她更風情萬種，柔中含
剛，只要任何人對她有情，她就有義，
回報以生命的源泉、豐富的水鮮、無限
的風光。
的風光
。
若是有人一味肆意
踐踏她、污染她，她忍無可忍時也會全
面反擊，
面反擊
，使人類的飲水必須靠化學物
質來淨化，使植物都飽受其害，更使妄
為者玩水自溺、玩火自焚，甚至報復人
類一再提高氣溫，而氣得水位高漲，興
起千層浪，衝擊人類社會的堤岸，似乎
要擴大水域來澆滅持續升高的氣溫；
要擴大水域來澆滅持續升高的氣溫
；
她最親密無間，水乳交融，以海納百川
的胸懷，以全球同一水準的平等，時刻
啟迪我們，無論來自何方，無論是怎樣
的膚色、民族、國家、背景，在大自然面
前，都是平等的，都必須確保平等，才
能使人人不是親人勝似親人，
能使人人不是親人勝似親人
，親密得
如水交融，相輔相成，互動互濟，才能

共同營造出純潔美麗、豐富多彩、動人
心扉的“在水一方
在水一方”
”
。沒有平等，水面會
驚濤駭浪，社會註定會動盪不定，永無
寧日，直至天翻地覆。
一百多年前，勤勞、智慧、大氣的芝加
哥先輩們就人定勝天的創造了那堪稱
世界水利第一奇跡的“ 使河水倒流
使河水倒流”
”
，
儘管是出於因河水被污染的無奈，
儘管是出於因河水被污染的無奈
，但
是，先輩捍衛這煙波浩渺的湖水純潔
的決心令人欽佩！而且，通過開挖運河
的方式也是化消極為積極之舉，
的方式也是化消極為積極之舉
，使只
向東流的五大湖能貫通東西，
向東流的五大湖能貫通東西
，連接了
北美最大的密西西比河，
北美最大的密西西比河
，使如同地球
母親心肺（形狀與功能都像
形狀與功能都像）
）的五大湖
與美國一國的母親河，不分“ 輩分
輩分”
”的
攜手擁抱美國及全世界子女。
攜手擁抱美國及全世界子女
。此情此
景，我們後人一定要對得起先輩，對得
起這兩位偉大的母親。
1、先打扮好這位胸懷五湖四海的
世界級母親—
世界級母親
——密歇根湖
—密歇根湖，
，使之成為
芝加哥最美麗壯闊的名片。方案如下：
鑒於芝加哥寬闊湖面美中不足的
就是連一個島嶼也沒有，
就是連一個島嶼也沒有
，使作為陸生
動物的人民容易與水面隔離、疏遠，但
是，如果像中東迪拜那樣人工開挖
如果像中東迪拜那樣人工開挖,,，建
土石工程島，耗資過大，又破壞環境，
也使“ 島嶼
島嶼”
”固定化，弊大於利，故，最
好、最經濟的方式就是用大型船舶或
多艘船隻打造成湖中移動島（外形宜
裝飾如島）
裝飾如島
）
，一至三個，均勻分佈在市
區湖中。
有了島嶼，
有了島嶼
，特別是可以緩慢移動
的島嶼，
的島嶼
，就無形中拉近了人民與湖中
的距離，
的距離
，大大增加了人民對湖面的親
切感與掛念、嚮往，也如同擴大了市區
的面積，特別是當廣大人民登上島嶼，
回頭環視整個市區時，
回頭環視整個市區時
，才能驚歎芝加
哥城市的昔日輝煌，油然而生敬意；當
看到純淨、
看到純淨
、碧綠的湖水倒映著整個市
區的倒影，
區的倒影
，如同給市區覆蓋了一層綠
色，又隨著水紋波動，如詩如畫，勝似
海市蜃樓。也啟發人民更加珍惜、愛護
湖水的純潔、特有的碧綠，並儘量使市
區也多些綠化，讓市區都充滿生機，充
滿氧氣，滿城春色。
為節省油耗，基本上不必開動。島
上實行多種經營，如卡拉 OK、表演、與
水有關的精品出售、旅館、基本生吃的
飲食（以確保不污染湖水，又提倡最健
康長壽的飲食方法）
康長壽的飲食方法
）
，但必須有免費的
公益項目，最主要是圖書館，讓廣大讀
者在安靜的、遠離塵世的湖中讀書，既
能平心靜氣，心如大海，又波瀾不驚，
更能放眼無邊無際的大湖，
更能放眼無邊無際的大湖
，保持謙虛
的心境與偉大的使命感。
的心境與偉大的使命感
。並開辦多種
適合湖中的水上運動項目：
適合湖中的水上運動項目
：跳水包括
從熱氣球升空的空中跳水、水上芭蕾、
海底撈月的潛水（經費許可時可以打
造水下龍宮）
造水下龍宮
）
、在大網內徒手抓魚比賽
、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比賽等；至於游
泳比賽當然是主項，
泳比賽當然是主項
，只是可以更富情
調與浪漫，規定：如果遊客能夠從岸邊
直接遊過來，
直接遊過來
，就可以免費享受島上的
一切專案，
一切專案
，其中的佼佼者還給予其它
的精神嘉獎。如此，就把整個水域充分
啟動，形成空中、水面、水下及連貫市
區水岸的最大舞臺，
區水岸的最大舞臺
，英雄都有用武之
地，遊客成為真正的游（水）客。其他遊
客則可通過擺渡船登島。
客則可通過擺渡船登島
。擺渡船最好
都裝扮成漁船，如此漁船穿梭，情歌對
唱，此樂何極，仿佛一派岳陽樓記的太
平盛世。當然，儘量免費，至少是坐船
上島免費（連中國著名旅遊城市濱海
的廈門，坐船到鼓浪嶼都是免費了
坐船到鼓浪嶼都是免費了）
）
，

在島上跳水、潛水、釣魚乃至直接加工 沖散
沖散，
，也使大師們可以選擇避免陽光
食魚等水上項目也免費。
強照，
強照
，就應在沙灘上搭建固定的大型
更重要的是堅決禁止任何賭博、
更重要的是堅決禁止任何賭博
、 帳篷區，用純白色，可以仿照波浪或海
色情、酒吧、吸煙、毒品、寵物等一切違 鷗的造型
鷗的造型，
，讓人遠觀如巨浪沖上了沙
反人性與自然規律的項目，
反人性與自然規律的項目
，使湖中島 灘，或巨型神鳥降臨人間。帳篷也能使
成為人類勝過湖水的傑作，
成為人類勝過湖水的傑作
，成為人類 遊客即使在雨天也能光臨湖邊
遊客即使在雨天也能光臨湖邊，
，聽雨
奉獻給母親湖的禮物，
奉獻給母親湖的禮物
，演繹千千萬萬 落沙灘的神韻，觀雨與浪花的歡聚，如
子女回歸母親懷抱時的喜悅與敬重！
同穆斯林的禱告，如同聖經的洗禮。
對於現存的眾多私家遊艇則要求
沙灘作為大自然給全民的禮物，
沙灘作為大自然給全民的禮物
，
與該島保持一定距離，而且，必須保證 應該全天開放，不得清場，允許遊客在
遊客的水上通道。如此，也能自然而然 沙灘或公園露宿，沙灘作床，藍天為被
的減少私家遊艇數量，並提倡，也只允 ，星星點燈，濤聲催眠，與大自然融合，
許所有靠人工劃的小船、
許所有靠人工劃的小船
、充氣船隻可 增加對大自然的無限熱愛
增加對大自然的無限熱愛，
，也增強每
以自由無限的在水面遊弋，
以自由無限的在水面遊弋
，既減少油 人適應大自然的最好體質。
污而環保，又吸引、促使更多的高層富 為此，每片沙灘必須設立員警崗亭，原
有人士改為過真正健康、愉快的生活： 則上也不得帶警犬，以身作則。政府還
與民同樂，與人平等，與水交融，保持 必須在各沙灘建設保障配套設施
必須在各沙灘建設保障配套設施、
、符
動物的運動屬性，與大自然共榮、永存 合遊客滿員數量的廁所
合遊客滿員數量的廁所，
，廁所還得風
！
格各異，美輪美奐。不必擔心廁所太美
芝加哥第二大優勢是，綿延幾十公里、 好而吸引他人賓至如歸，堅貞不屈（出
又蜿蜒曲折的沙灘。
）
，因為，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廁所同時
這是大自然對芝加哥的又一大厚 必須有冷熱水沖洗
必須有冷熱水沖洗。
。並在沙灘各個出
愛！世界不乏水邊，但沙灘少見（除非 口處也必須有沖水處
口處也必須有沖水處，
，以確保每位遊
是去拉斯維加斯，不貓在室內輸錢，而 客離開時留下每一粒沙子
客離開時留下每一粒沙子。
。為防止有
是放眼周邊滿目如黃金的沙漠）
是放眼周邊滿目如黃金的沙漠
）
，故， 的遊客懶得沖洗鞋腳
的遊客懶得沖洗鞋腳，
，可以立牌幽默
我們必須如對待金子一樣珍惜、
我們必須如對待金子一樣珍惜
、利用 告示：相信您不會把這裡的沙子“吃不
好沙灘上每一粒沙子。
好沙灘上每一粒沙子
。只要保持她們 了兜著走
了兜著走”
”
，或者
或者：
：相信在我們民主制
如同黃金的自然完美，
如同黃金的自然完美
，她們才真的會 社會裡您不會貪占這裡的“ 金子
金子”
”
，請
帶給我們全城人民黃金一般的回報：
帶給我們全城人民黃金一般的回報
： 腳下留情。
以更豐富多彩的項目吸引更多的遊客
關鍵是，
關鍵是
，必須全天候嚴禁並處罰
，讓眾多遊客為我們城市甘願撒下真 任何狗等寵物進入沙灘及周邊的綠化
金白銀！
帶公園，
帶公園
，更從嚴處罰任何狗等寵物進
方案如下：
方案如下
：切實保證沙灘及水域 入水中
入水中！
！現有法律總是被那些本來應
的清潔衛生，確保湖水可以直飲；建設 該模範守法的白人公然違反
該模範守法的白人公然違反。
。只要有
或興起眾多的沙灘運動，
或興起眾多的沙灘運動
，改變主要是 一隻狗在沙灘，就大煞風景；只要有狗
躺在沙灘上曬太陽的習慣，
躺在沙灘上曬太陽的習慣
，讓整個沙 曾經進入湖水
曾經進入湖水，
，就會不斷污染潔淨的
灘活起來。淺水衝浪、淺水搶球、沙灘 湖水，令人想起都大倒胃口，非常嘔心
排球、武術表演、田徑運動、沙灘舞會 ！畢竟人民是要全身心的與水交融，難
等，並劃分功能區，開闢沙雕文化區， 免或甘願直飲湖水
免或甘願直飲湖水，
，特別是廣大不善
吸引世界各地的雕塑高手、
吸引世界各地的雕塑高手
、文化藝術 游泳者更是會把湖水“ 滿載而歸
滿載而歸”
”的。
大師長期駐紮或乾脆移居本市，
大師長期駐紮或乾脆移居本市
，為人 只有那些懶惰、或愚鈍而不會游泳，又
民奉獻花樣繁多，萬千變幻，內涵高深 毫無公德心者才只顧自己
毫無公德心者才只顧自己，
，把狗置於
的人文景觀，
的人文景觀
，每天都刷新吉尼斯世界 廣大人民的健康與權益之上。
大全，甚至可以重建埃及的金字塔、中
一切公園特別是湖邊綠化帶都得
國的萬里長城及未來世界、
（本人專著 一同嚴禁遛狗等，因為，狗隨時會脫離
（本人專著
【全人類的共同使命與理想
全人類的共同使命與理想】
】及網站
及網站：
： 綠道，侵犯沙灘、聖水。何況，即使在公
www.alldemocracybigfamily.com 之) 天 共綠化帶，狗也常常橫行霸道，甚至冷
使人間的模型等，如此，就能吸引男女 不防亂咬他人，特別是兒童等，使人防
老少流連忘返，享受無窮，並人人可以 不勝防。至於說，似乎還沒有多少此類
施展才藝，搞水利工程等科學實驗，使 現象
現象，
，或者還沒有多少人對此覺得非
人人都能成為藝術家、建築師、科學家 常不便
常不便，
，那也是因為大家面對他人及
，使沙灘即使在遊客離開後也能留下 狗在那裡肆無忌憚
狗在那裡肆無忌憚，
，在累次報警無效
超越自然的人文景觀，
超越自然的人文景觀
，也大大減少政 後 就 無 奈 選 擇 回 避，
避，放 棄 沙 灘、
灘、綠
府每天花費用拖拉機拖平沙灘的範圍 地 -----------可見
可見，
，是眾人早已被妨礙
。
得被迫放棄人權，人權已被狗權侵佔。
還可以開設最大的國際象棋、
還可以開設最大的國際象棋
、中國象 甚至連筆者曾多次帶二歲多的幼兒在
棋、中國圍棋等等沙灘棋盤，讓遊客充 沙灘上義務撿垃圾
沙灘上義務撿垃圾，
，放置到較遠的垃
當棋子，在對弈的大師指揮下，如同調 圾桶裡，也常常被狗侵擾，以致我不得
動千軍萬馬，博弈戰場，遊客們如同演 不每次攜帶打狗棒，但有一次，我們又
員：女士扮演皇后，胖子就當國王，男 撿垃圾時
撿垃圾時，
，放在沙灘上的新排球卻被
兒當兵，女兒為卒，或家庭對陣，或全 惡狗狠狠的咬爛了。
民在圍棋盤上共歡，不分黑白，唱起韓 同時，政府雇請的拖拉機司機、救生員
國漢城奧運會的主題歌“我們手拉手
我們手拉手”
” 等面對垃圾、狗屎、惡狗及其主人等在
，甚至還可以獨創出民主制下棋比賽： 沙灘上撒野，也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員
即，雖有統帥指揮，但各位遊客扮演的 警則是要麼拒不出警
警則是要麼拒不出警，
，要麼姍姍來遲
棋子有權主動出擊，如同“將在外軍令 後又愛理不理。對此，應該實現道德民
有所不受”
有所不受
”
，當然，得依規則程式。如此 主制與直接民主制
主制與直接民主制，
，包括對員警之類
，一定能彰顯民主制的無限魅力！在藝 的特殊行業實現由全民直接罷免與推
術中、在各行各業中都能體現、需要民 薦制
薦制，
，確保員警等是人民的公共警衛
主制。對此，都得每月至少一次的開展 員、勤務員，服從人民的合理要求。
比賽有獎，才能吸引大家爭先恐後，堅
持參與，不斷提高，成為沙灘上更美好 （本文觀點純屬個人意見與報社無關）
的活的景觀。
為了使這些壯美的沙雕不被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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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您快速打進華人市場

一百多年前，
一百多年前
，芝加哥幾乎被一場
大火毀滅，但大火沒有摧毀芝加哥人
大火毀滅，
民的意志，
民的意志
，反而使全城人民化悲痛為
力量，
力量
，在一片廢墟上建造起一個更新
更高的國際大都市，
更高的國際大都市
，並以諸多世界之
最傲立世界幾十年！
最傲立世界幾十年
！這充分證明芝加
哥人民是偉大的人民！
哥人民是偉大的人民
！完全有能力再
創本市的奇跡，展示風城的卓越風采，
並吹起惠及全球的勁風，
並吹起惠及全球的勁風
，為全世界帶
來福音！
同時，也警示我們，務必採取全新
的、科學的、合符人性與民心的制度與
措施，使全民得以徹底新生，以防災害
死灰復燃，或隨著科技、經濟發達的反
作用而更嚴重的摧毀我們的城市、
作用而更嚴重的摧毀我們的城市
、大
自然、直至世界。上周世界日報報導
上周世界日報報導：
：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史丹福大學等及
墨西哥科學家共同研究表明，
墨西哥科學家共同研究表明
，按照現
代如此發展趨勢，
代如此發展趨勢
，自然界物種大滅絕
的速度提高了 100 倍，依人類的體質等
，全人類也將在 100 年左右的第六次物
種大滅絕中滅亡！滅頂之災迫在眉睫！
然而，從上世紀開始，芝加哥就一
直衰敗，
直衰敗
，地位從美國的第二大城市退
居第三，
居第三
，在全世界大都市的排名更是
一落千丈，
一落千丈
，遠遠落後于東亞西亞甚至
東南亞的諸多後起之秀，
東南亞的諸多後起之秀
，人口一減再
減，特別是白人數量從高居 80
80%
%以上降
至 42
42%
%，而且，不斷向郊區甚至超出本
市行政區外撤退，
市行政區外撤退
，即使是熱衷於移民
的華人也徘徊于本市之外，
的華人也徘徊于本市之外
，世界最大
的遊客來源—
的遊客來源
——華人連僅僅作短短幾
天的旅遊，也一直對芝加哥談虎色變，
望而卻步或繞道而行，
望而卻步或繞道而行
，以致不少華人
移民也痛心撤離，淚灑湖畔。
如果說，
如果說
，當年芝加哥是被大火毀
滅，那麼，如今的芝加哥則是被自己的
制度埋沒；如果說，當年浴火重生，主
要是在廢墟上搞物質重建，那麼，今天
的浴火重生，則必須在制度、遠見上新
建。而且，物質會隨著時代變遷而落伍
，但制度則能永生；物質建設主要是表
面，但制度能包涵人民的精神，而精神
高於物質，也才能決定物質建設，使精
神與物質建造雙管齊下。
要規劃完美的建設計畫，
要規劃完美的建設計畫
，首先要
明確建設的目的何在？
明確建設的目的何在
？是只為了所謂
的市政財政，還是人民的幸福與長壽？
人類社會延長了幾千年，
人類社會延長了幾千年
，工業經
濟發展了幾百年，
濟發展了幾百年
，但因是私營經濟占
主體，各自為政，各自盤算，沒有共識，
以致整個社會、國家、世界沒能明確經
濟發展的目的。如果說，各位私營者還
是有相同目的的話，
是有相同目的的話
，那就是都想成為
人上人。這一目的並沒有錯，但是當大
自然與人人被土地私有制分裂後，
自然與人人被土地私有制分裂後
，就
不可能凝聚合力使人人幸福，
不可能凝聚合力使人人幸福
，只會導
致整體弱化，貧富懸殊，人人對立，縱
然極少數人權傾一時，富可敵國，但就
是無人能夠長壽，
是無人能夠長壽
，人人壽命至今徘徊
在三千年前的古人 70 多歲水準上，還
遠遠不如低級動物烏龜的幾千歲，
遠遠不如低級動物烏龜的幾千歲
，以
致美國西方社會一直無法和諧理順、
致美國西方社會一直無法和諧理順
、
和睦相處，
和睦相處
，遠遠不能成為世界的好榜
樣。當然，本文主題只是探索、設計本
市的完美規劃，
市的完美規劃
，就只是在尊重現實及
其基本體制範圍內儘量抑惡揚善。
重建計畫要能提高市府財政，
重建計畫要能提高市府財政
，就
如要提高每位市民的收入一樣，
如要提高每位市民的收入一樣
，當然
是必要的，但是，賺錢不是人生的目的
，只是獲得幸福的手段，就如增加市府
財政也不是目的，為人民服好務，使全
民當然包括全體官員幸福才是目的，
民當然包括全體官員幸福才是目的
，
因而，我們不能本末倒置，一味捨本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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