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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we Americans let China have global aspiration is a weighty 
question, I am afraid that I have not seen enough think tank work to first 
clarify what is global aspiration? Do we have a double standard under 
hypocrisy: I can have it but you can't or I did it but no one else should do 
it. Should the U.S. contain China simply because China would someday 
become the number one economy in the world? Why China cannot use 
her wealth to aid Africa, Latin America, etc. to have more 'say' on the 
world stage? Was it because that we Americans cannot face competition? 
Some blame China to have succeeded in her economical development by 
unfair practice, but in my opinion, it is a little too late and too naïve at 
this point. Reviewing history, one notes that there was no shortage of 
luring technologies (through copying and/or using market share to obtain 
technology) by one country from the other. Just tracking the recent few 
centuries one can see that Japan and the West have absorbed technologies 
from China; more recently the U.S. from the UK and Europe; then Japan 
and EU countries from the U.S.; S. Korea and China from Japan and the 
U.S. and now China is worrying other countries may copy her 
technologies. The fact that China applies and is granted the highest 
number of patents each year is a direct proof that when you don't have 
technologies you must get them to survive and when you have them you 
worry about losing them. Is there a cure for this cycle, unfortunately, the 
only solution is to keep developing new technologies to stay ahead. That 
is what the U.S. must do and what China wants to do as well.

As stated earlier, the 'how can' question, is a lot easier to answer. Yes, 
if the West were united ( like the eight nations united to invade China in 
1800's) and determined, perhaps, they could contain China's rise or might 
slow her down. However, two things have changed, first, China is no 
longer a weak nation like the Qing Dynasty and second, the West has less 
reason to gang up together to contain China for their own good. The West 
now need China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even the U.S.) to sustain 
their economy and world stability; especially, the West's anti-Russia 
legacy strategy has driven Russia to be closer to China, a complete 
reversal of the global politics from one and half century ago. UK is now 

exiting EU and EU is struggling economically with some countries facing 
bankruptcy. What is the motivation for France or Germany and other EU 
small nations to engage an all-out containment strategy against China? The 
current US–led policy of containing Russia built over seven decades is 
falling apart as the energy not gun power dictates the stability of a country. 
The use and effectiveness of NATO is being questioned. (The U.S. seems no 
longer willing to foot most of the NATO cost) Why should UK and EU unite 
together with the U.S. to counter Russia (which holds the energy supply to 
EU) and stop the rise of China (which is supporting the global economy) just 
to keep the U.S. in world leadership? The current U.S. Administration's self-
centered America First Policy cast more doubt on the wisdom of an anti-
China policy. After all, China's aspiration of building one Belt and One Roa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seems to be a peaceful win-win program for 
all participants. The number of nation participants in BRI especially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Bank (AIIB) is a testimony to the fact 
that not many nations are motivated to join an anti-China camp.  

It is rather unfortunate that the current U.S. Administration is driving an 
anti-China strategy based on outdated arguments (anti-communism rhetoric), 
ignoring the changing reality (world transformation) and pacifying a real 
need of self-examination (what did the U.S. do wrong?). The decline of the 
U.S. influence on the world stage is not caused by the rise of China. The US 
influence decline was gradual and China's rise was rapid, perhaps in contrast, 
some would use China as the scapegoat. In all honesty,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at the U.S. does not accept and face the reality. The U.S. loses 
industry by industry mainly due to her own failed policies. The U.S. favors 
financial industry over manufacturing, such as textile, steel, aluminum, auto, 
etc, etc created her economical problems which can hardly be blamed on 
others. In fact, many other countries following the U.S. economic model 
suffer the same consequences. Even China herself faces debt financing 

problems (quantitative easing for example) similar to the U.S. Actually, 
managing nations just like managing a corporation, the U.S. must focus on the 
competitiveness issue, not walking away from the global market but engaging it 
and finding complimentary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the world. China must 
maintain her competiveness as well; the U.S. must view China as a vibrant 
partner to develop win-win collaboration rather than view China as a scapegoat 
for her failures. In the end, a crippled China does not mean a healthier U.S. One 
thing that does make the present world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is the technology 
advances.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subject to 
material and skill dependencies often available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refore, 
division of labor becomes necessary practice which encourag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produce the most cost effective products.

Out of G8, China is the only country that has risen without applying 
invasion or practicing colonialism to other countries. China built the Great Wall 
to keep out invaders that is a deep rooted philosophy in the minds of Chinese. 
Making an assumption that China is going to dominate the world with bad 
consequences (comparing to what the U.S. has done as the world leader) is an 
unfair and unproven notion. The West invited China into WTO after years of 
rejection but China persevered and thrived as a WTO member. Many countries 
benefitted from WTO and some still struggling but there is no proof that under 
WTO rules it is a zero-sum economic game. In a nuclear world, using military 
power to settle disputes especially among big nations with nuclear power is not 
an option. Clearly, nations must work with international bodies to resolve 
issues. Hence, 'should the West contain China's global aspiration' is not really 
the question to address, the real question is how can we strengthen the world 
bodies, the U.N., WTO, or the like to allow all countries to compete under the 
same rules with their own global aspirations. This must be don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global democracy. The West has created the United Nations and 
embraced democracy for its operating principles. Democracy has its value and 
deficiencies but it is a peaceful means to settle things. All nations have no 
choice but to work with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try to improve it while they can. 
Therefore, it is fair to say that no one should contain another country's global 
aspiration unless the aspiration is proven to be harmful to the world. (Part II)

Ifay Chang. Ph.D. Producer/Host, Community Education - Scrammble 
Game Show, Weekly TV Columnist, .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www.us-chinaforum.org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尊敬的特朗普總統先生，您好!
 我是中國的獨立導演和非職業的歷史

學者，學歷背景是中國語言文學和新聞
學，曾經是職業媒體人。此函想占用您
的寶貴時間，告訴您幾件應該是聞所未
聞，又非常重要的往事。

幾個真實故事
我去過三次美國。第一次是2012年，

參加休斯敦一個電影節,我參賽的影片
《25個字》（25 Words）,講述了第二次
世界期間，中國何氏家庭（下面會提到
這 個 家 庭 )通 過 紅 十 字 國 際 委 員 會
(ICRC)傳遞家書的故事(根據日內瓦公約
的規定，戰時的平民家書限制在中文
25個字，英文25個單詞。)

2014年，我第二次到美國，為四部紀
錄片拍攝有關鏡頭，下面講講這幾個故
事。

第一個故事:
紀 錄 片 《 美 國 山 》 （ American 

Mountain），講述二戰期間，一位美軍援
華情報官威廉畢德森中尉(William Wallace 
Watson)，從印度乘飛機到重慶的途中, 因
飛機故障迫降而死，那裡是中國貴州黔
東南一個侗族人（The Kam People）聚居
的地方。當地人把他葬在一座風水很好
的山上，立了一塊中英文墓碑，那裡後
來被稱之為"美國山"。不久，美軍將他
的屍骸運回美國，安葬在他的故鄉明尼
蘇達(Minnesota)。

  
韓 戰 之 後 中

美 交 惡 ， 那 個
墓 穴 廢 棄 ， 後
來,這塊石碑被
當 地 一 戶 侗 族
人 家 收 藏 起
來 。 在 抗 日 戰
爭 中 ， 日 本 人
沒 有 到 達 那 個
侗 族 山 寨 ， 但
是 ， 當 地 人 知

道美國是幫助中國的，是好人。我在侗
族山寨找到了那塊石碑，保存很好，女
主人叫吳東梅（她
的外公曾經參與救
助美軍死傷機組人
員），今年69歲，
她沒文化，只會講
侗族話，至今一直
在勞動，一個心地
很善良的人。

我 那 次 到 美 國 , 
在兩個學生幫助下, 
在明尼蘇達找到了

安葬畢德森中尉的
墓地。採訪了他的
母 校 卡 爾 頓 大 學
（ C a r l e t o n  
College）。我帶著
拍攝的鏡頭再次來
到侗族山寨，吳東
梅 老 人 看 了 很 欣
慰。

請原諒，故事有
點長。

畢德森中尉本來
可以在美國本土服
役，是他積極要求
到中國戰場的，因
為他出生在中國山

西汾州（現在叫汾陽，就是義和團殺洋
人最嚴重的"汾陽教案"那個地方）。他
的父母到中國傳教, 當時的傳教使團有三
個部分組成, 一個是主持教會的；一個是
辦學的（如今的汾陽中學）， 校長是後
來擔任過美國駐華大使的恆安石（Arthur 
William Hummel）的父親（恆安石也是在
汾陽出生的）。傳教使團的第三個部分
是 辦 醫 院 ， 院 長 就 是 Watson的 父 親
（ Percy T. Watson） ， 他 的 母 親 （ Clara 
Burleigh French）教書，給幾個孩子當家

庭教師，並且幫助當地婦女勞動致富。
老 Watson對 中 國 的 醫 療 事 業 貢 獻 很

大，除了創辦汾陽醫院和醫學校（至今
還在），尤其是在撲滅鼠疫方面，中國
百 姓 曾 經 送 給 他 一 個 "萬 人 傘 "表 達 感
激。

畢德森中尉出生在那裡，一直到16歲
回國,會講流利的山西普通話。他才智聰
穎，在哈佛法學院研究生畢業後, 擔任過
明尼蘇達州大法官(後來當過該州州長)助
理，但是，戰爭改變了他的命運。總
之，他是帶著對中國的感情來到中國戰
場的，為了援華抗日而葬身中國。

後來, 老Watson在他們一家人共同的母
校卡爾頓大學設立了以兒子的名字命名

的一個獎學金，獎勵學習國際交流專業
的優秀學生。這所學校與汾陽的醫學
院、中學、醫院一直保持友好往來（中
日戰爭和新中國成立之後有過兩次中
斷），汾陽醫院於2009年為老Watson豎
立了一座全身銅像。

第二個故事。
這也是一個飛虎隊員的故事，美軍"飛

虎隊"（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中美空軍聯
隊 （ CACW） 唐 納 德 克 爾 中 尉 （ D. 
W.Kerr）在執行轟炸被日軍佔領香港啟
德機場任務時,中彈跳傘，在日軍的追捕
之下，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
隊營救了他，歷經千難萬險，將他運送
到深圳，最後送回桂林的美軍基地。幾
十年後，老克爾的兩個兒子（Andrew H 
Kerr，David C Kerr）回到中國，尋找他
父親的中國救命恩人。幸運的是, 他們終
於找到了。

 此 行 美 國 ， 我 來 到 了 老 克 爾 的 故
鄉——匹茨堡（Pittsburgh）找到了他出
生時的房子，他沒有墓地，他骨灰盒被
兒子收藏在家裡，是一個銅製的一本書

的樣子。我還特
別想拍攝到他服
役過的基地，據
說當年飛虎隊著
名的鯊魚牙徽標
依然在美軍某型
號戰機上，但是
我沒有獲准。

第三個故事。
是關於中國的

高溫合金科學家
師昌緒。他是韓戰之後美國政府限制中
國留學生回國黑名單成員之一。滯留美
國期間, 他在MIT跟隨莫里斯科恩教授
（Morris Cohen）做博士後研究，主持了
美國軍方的一個項目——《改進飛機起
落 架 超 高 強 度 鋼 性 能 》 ， 課 題 代 號
"7124"。據我研究，此項目可能屬於美
國空軍研究與發展司令部（簡稱AFSC, 
The Air Force Systems Command），位於
俄 亥 俄 州 西 南 部 城 市 代 頓 （ Dayton，
Ohio）的萊特-帕特森空軍基地（Wright-
Patterson Air Force Base）（我無法進入那
個基地，只是拍攝了旁邊的航空博物
館。）

簡單說, 他的貢獻就是在300M超高強
度鋼中增加了矽的含量, 可惜在他1955年
獲准回到中國之後，這篇論文才公開發
表 （ C. H. Shih（ 師 昌 緒 ） 、 B .L. 
Averbacha、Morris Cohen，Some Effects of 
Silicon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High 
Strength Steels.Trans., ASM Vol. 40
（1956）66—118 ），他本人在上個世紀
八十年代訪問美國時才從導師提及中得
知，他的成果早已被註冊成美國專利。

前幾天, 我在人民日報客戶端看到一
個新聞，提到C919起落架用鋼實現國產
化 , 裡 面 提 到 的 關 鍵 材 料 竟 然 還 是

300M超高強度
鋼。

抱 歉 , 這 個
故事又長了。

1 9 7 7  年 8  
月 ，師 昌 緒 參
加 1978—1985 
年全國科學技
術發展規劃綱
要 （材 料 科 學
組 ）研 究 制 定
工作,這個八年
規劃綱要的起
草動員了全國
一千多名專家
和 學 者 參
與，"厲害了，
我的國"就是從
這個規劃奠基

的。就在這一年11月22日,在白宮舉行的
隆重儀式上, 莫里斯科恩教授接受了吉米
卡特總統（Jimmy Carter）授予的美國總
統國家科學獎章（The President's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表彰他在鋼鐵物理冶
金方面的原創性工作，特別是鋼在淬火
過程中馬氏體轉變的研究。此時此刻, 科
恩教授一定會會想起他的得意弟子師昌
緒對這項研究所做的重要貢獻。

這件事鮮為人知, 至今為止, 全世界的
戰鬥機和民用客機都欠師先生一句"謝謝
"。

第四個片子, 是拍攝一個著名科學家
的傳記片, 在此不多說了。

Auntie Wu 的故事
我第三次到美國，是2015年，在紐約

拍攝了一個紀錄片——講述二戰結束之
後，一個援華抗日的英裔美軍飛虎隊員
弗蘭克（Frank Harold Rathbone），帶著
他的中國女友吳世珊，從中國到了美
國。吳世珊成為美國國會通過戰時新娘
移民法案後第一個來自中國的"戰時新娘
"（War Bride），一時非常轟動。

那是1946年(也就是您出生那一年)，
吳世珊來到美國之後，先是與婆婆住在
紐約皇后區牙買加(Jamaica Bay，Queens 
County， New York)後 來 搬 到 法 拉 盛
(Flushing)，被譽為法拉盛的第一個中國
人。當時的紐約有大量來自中國大陸和

台灣的移民和留學生，她於1947年開始
創辦"吳阿姨熱線"，為華人解決各種謀生
難題。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她在曼哈頓百老
匯大道開了一家批發店，幫助華人移
民。到了六十年中期，美國修改移民
法，華人移民數量猛增，吳阿姨熱線免
費為華人起草法律文書、生意經營，甚
至調解家庭糾紛、婚姻矛盾、子女入學
等等問題，深受華人愛戴。

在紐約華人世界，"有困難找吳阿姨
"是數十年不變的承諾，是華人移民的精
神支柱，她被譽為"紐約中國奇女子"，她
的 英 文 名 Susan Rathbone漸 漸 被 "Auntie 
Wu" 取代，為主流社會熟知，華人圈更
是無人不知"吳阿姨"。

在紐約以至於整個美國，吳世珊成為
一個令人尊敬的華人，先後榮獲紐約市
約克大學人文獎、紐約市少數民族獎、
紐約市榮譽市民獎、紐約市無名英雄獎
和杜威大學人類服務獎、華人策畫會服
務獎；1987年，她成為第一位榮獲全美
婦女會頒發蘇珊安東尼獎的華裔婦女，
多屆美國總統都曾經聘請她做華裔問題
顧問。如今她還健在，已經96歲, 住在紐
約一家養老院裡，也許您有空可以去看
看她。

關於"庚子賠款"留學生
提到師先生。我想說, 在美國留學的中

國學生有很多傑出人才, 美國科技的今天, 
"軍功章有他們一半", 有個美國人在談到

二戰時說，原子彈只是結束了戰爭, 而雷
達贏得了戰爭。在"曼哈頓計劃"和輻射實
驗室（秘密研製軍用雷達，因為經常在
MIT樓頂上試驗雷達，被譽為"屋頂上的
精英"），都有中國留學生的身影，比如
曾經在輻射實驗室工作過的王明貞與葛
庭燧、孟昭英等人，他們是無名英雄。

接下來說, 這些中國留學生是如何到美
國的呢? 是偶然的嗎？這是我本文最想強
調的重點。(敲黑板)

看看中國"兩彈一星"元勛的名單, 絶大

部分是留學生出身，這件事要感謝美
國。這些學生大都是"庚子賠款"留學生。

前面提到的"義和團"，打著"扶清滅洋
"的旗號, 後來釀成八國聯軍共進北京，
也就有了清政府為息事寧人無奈接受的
"庚子賠款"，一共4.5億兩白銀，不算利
息 ， 當 時 4.5億 中 國 人 , 人 均 一 兩 。
（1911年9月7日，清廷全權代表奕匡和
李鴻章與11國代表簽定《辛丑條約》，
其中第六款為：清政府賠償俄、德、
法、英、美、日、意、奧八國及比、
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國"軍
費、損失費4億5千萬兩白銀，賠款期限
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計
9億8千萬兩）

1907年，美國一位傳教士建議西奧多
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用庚子
賠款退之一部分在中國開辦學校，並作
為中國人赴美留學的學費。一年之後，
美國國會通過羅斯福總統的諮文，並決
定將美國所獲"庚子賠款"半數退還中國，
用以資助留美學生。在美國倡導下, 英
國、法國、德國,甚至日本紛紛響應。

根據中美雙方商定，清政府外務部在
皇室賜園——清華園創辦游美學務處，
這就是清華大學的前身。1909年10月，
學務處從630名考生中錄取的47人成為中
國歷史上的首批庚款留美學生。

在"庚子賠款"留學生之前, 中國第一次
官派留美學生是一批平均年齡12歲的孩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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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中美開始交往百年以來， 在所有列強之中，美國是
對中國最友善的一個。在苦難的日子裏，多少善良的人，譜
寫出多少美麗的真實故事。

如果我是特朗普，看完這封信之後，一定會停下來想想：我到底想對中國人
做什麼？問題是以他的素質及格局這種希望恐怕要落空。

美好的東西也許會受到短暫的污染，終究會有人出來搽亮它的。短則兩年，
多則六年，不能因為有烏雲就喪失對光明的期待。 

作者劉深是一位資深傳媒工作者，他用幾個短故事娓娓道出中美之間曾經有
過的美好經驗。他和千萬平常人一樣希望見到中美雙方能譜出更多美麗的故
事。

編者希望一次登完這封信，本期《亞太大事記》及《台灣時事短評》都暫停
一次，英文"Should and How Can the  West Contain China"是接上期的續篇。

中國今天靠自身的努力及美國的幫忙站起來了，中國人是不會忘記的，中國
會與美國攜手共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但看不得中國逐漸趕上，結果給特朗普
亂棒打散板了。

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本期責任編輯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Should and How Can the West Contain China's Global Aspiration?

子，史稱"留美幼童"。首批30個留著辮
子的男孩於1872年抵達美國。其中有一
個唐紹儀，後來擔任過民國總理; 還有一
個詹天佑，後來成為著名的鐵路工程
師。

說句良心話，中國現代和當代科技能
有今天，這是一個難以忽略的原因，所
以，美國對中國是有歷史貢獻的。

大清賠償八國聯軍4.5億兩白銀，也算
是禍兮福所倚吧，不賠這錢也可能用不
到正地方。當時4.5億兩白銀不是各省均
攤的，富裕的省多出，後來每年給留學
生名額，也是按照各地承擔的賠款份額
多少定的。比如何澤慧院士，清華物理
系畢業，用她老家山西的庚子賠款留學
生名額到德國學兵工彈道專業。戰後，
她和大學同班同學錢三強在巴黎結婚，
後來在居里實驗室發現了核鈾"三分裂
"和"四分裂"。

何澤慧院士的姐姐何怡貞，是密执安
大學畢業的物理學博士，她（父親和哥
哥也是日本留學生）的弟弟——何澤湧
先生是日本庚子賠款留學生，畢業於日
本慶應大學醫學部，他在抗戰時期毅然
回到祖國，後來成為著名的組織胚胎學
專家。他告訴我，戰後在接收日本軍隊
醫院設施的時候，他看到了在日本母校
非常熟悉的設備用品,還有大學同學的名
字。

昨 天 , 我 看 到 了 一 個 令 人 悲 傷 的 訃
文，著名物理學家洪朝生先生以98歲高
齡病逝。他1940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電機
工程系，1945年赴美國留學，1948年獲
麻省理工學院(MIT)博士學位，後在美國

普渡大學和荷蘭萊頓大學卡末林昂納斯
實驗室工作。

他在美國期間，於1950年在半導體鍺
單晶輸運現象的實驗中發現雜質能級上
的導電現象，提出半導體禁帶中雜質導
電的概念，這一工作後被半導體物理界
稱之為"洪朝生效應"，成為無序系統電
子輸運現象實驗研究的開端，引發了國
際上對無序電子輸運機制的探索。回到
祖國後，他組建了中國第一個低溫實驗
室，為中國科學研究，特別是"兩彈一星
"和航天科技做出了貢獻。

 多餘的話
我本人一出生就經歷了中國嚴重的三

年生活困難時期，後來到農村插隊，勞
動量極大，飯都吃不飽，我們不知道怪
誰, 但是，這些經歷成為我的人生經驗。
今後的日子再苦，也不會比那時候苦，
我想說的是，靠饑餓，餓不死一個國家
和民族，只能增加仇恨。

韓戰時期和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西
方國家對中國進行過兩次制裁，中國如
今依然強大起來了。說到仇恨，我心裡
沒有仇恨。我父親是韓戰的老兵，和美
國率領的聯合國軍敵對過，父親在晚年
也沒有仇恨，所以，我弟弟後來到美國
學習和工作一段時間，他很高興，說戰

爭 是 過 去 的 事
了 ,冤 冤 相 報 何 時
了呢!

前幾年, 我在陝
西漢中拍攝師先生
紀錄片（他的大學
母校因為中日戰爭
遷 到 那 裡 繼 續 辦
學），那裡是窮鄉
僻壤，有一座建於
一 百 多 年 前 的 教
堂，裡面還有很多
傳教士的墓碑，碑
上面的名字已經模
糊。我當時非常感
慨，這些洋人當年

為何要來到這裡，而且埋骨他鄉? 僅僅
是宗教信仰的原因嗎? 

我 想 ， 即 便 是 宗 教 信 仰 ， 試 想 一
下，先生您能做到嗎? 至少我做不到。
我想，石碑上的人一定是心地很善良，
很純正, 心裡有人類大愛。他們手無寸
鐵，就像前面提到先生一樣，他們對中
國人的友善，是作為一個人的友善，只
不過, 他們付出的愛，對於窮苦無助的
人更加多。

我雖然是無神論者，但是，我認為
這樣的信徒是令人尊敬的。（這樣的好
人還包括前面提到的老羅斯福總統，兩
位美軍中尉，老Watson夫婦，以及那幾
位中國科學家，兩位吳姓中國女人，他
們都是有良知，深明大義，善良厚道的
人。）

我不懂貿易戰，外行就不添亂了。
然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總統先生，我很喜歡您和我國主席
在海湖莊園散步時的溫馨畫風，也非常
認同我國主席的一句話："我們有一千
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
把中美關係搞壞。"我認為這是一句意
味深長的話，應該成為兩國相處的共
識，別的都是浮雲。

歷史是一面鏡子，它用過去照亮了
現在和未來，讓我看清來時的路，如果
我們遺忘歷史，對於後代將是不好的榜
樣，最終也將被後人遺忘。

最後，希望總統先生有空讀讀美國
歷史上兩位羅斯福總統的傳記，也許有
所感悟。（除了上面提到的老羅斯福總
統 ， 小 羅 斯 福 總 統 F r a n k l i n  
D.Roosevelt，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支
援中國抗日戰場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
獻。）

恕我囉囉嗦嗦，聖人云，人之患好
為人師，這些話都是我這兩天糾結於心
想到的，不吐不快，請諒! 

祝您身體健康，合家歡樂，萬事如
意!

                               劉深
               2018年8月20日於中國深圳
劉深:祖籍瀋陽，現居深圳。深圳報

業集團資深記者，作家，獨立導演，紀
錄片《25個字》獲第45屆休斯敦國際電
影節長片、紀錄片單元銅獎。25個字微
博創立者。

(Part II)

給特朗普總統的信

威廉畢德森中尉在美國明尼蘇達的墓地，我拍攝於2014年

吳世珊與弗蘭克

畢德森中尉戎裝照 
Margaret T. Janis提供

畢德森中尉戎裝照 
Margaret T. Janis提供

吳東梅老人收藏的墓碑
我拍攝於2013年

吳東梅老人，
我拍攝於2013年
吳東梅老人，

我拍攝於2013年

畢德森（右一）一家在汾陽畢德森（右一）一家在汾陽

克爾中尉與妻子克爾中尉與妻子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美
國報紙對師昌緒的報導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美
國報紙對師昌緒的報導

我2015年在美國採訪吳世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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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輻射實驗室部分人員合影，
前排右二孟昭英，右三葛庭燧

MIT輻射實驗室部分人員合影，
第二排中間是王明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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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何怡貞（右一），何澤慧
（左一），何澤湧（前排右三)和

父母及兄弟姐妹在蘇州老家。
（上文提到的何氏家庭)

1929年，何怡貞（右一），何澤慧
（左一），何澤湧（前排右三)和

父母及兄弟姐妹在蘇州老家。
（上文提到的何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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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城固古路壩天主教堂舊照陝西城固古路壩天主教堂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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