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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great virtue of Americans is their humor and carefree jokes 
about everything from political leaders to mother-in-laws. This is very 
much reflected in American television shows which are especially popular 
and entertaining when the contents are delivered by celebrities and/or 
about celebrities. These shows can run very late into the night still 
commanding a big audience often including intellectual or educated 
audience. Unfortunately, the learning content in these shows are minimal 
perhaps revealed by their not so intellectual names such as The Tonight 
Show, Late Night, Late Show, Late Late Show, etc. Recently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a very much talked about news is David Letterman's 
retirement from his Late Show in 2015. (

) Early in the year, Jimmy Fallon, 39, took 
over from Jay Leno NBC's The Tonight Show and Seth Meyers, 40, filled 
Fallon's spot in NBC's Late Night show, both are young and have had the 
imprint of the Saturday Night Live, a program premiered October 11, 
1975 filled with funny live shows but apparently losing it according to 
TV.COM reviewers.

The changes in NBC talk shows naturally put a lot of pressure 
on CBS and Letterman, since show business, including TV talk shows, 
doesn't believe in evergreen. Letterman, 67, has to retire and yield to a 
younger host. The announcement named Stephen Colbert to be David's 
replacement. Although Colbert, 49, is about ten years senior of Fallon and 
Meyers, he made his name with his political satire about conservatives on 
his show. For the Colbert Report, on cable's Comedy Central weeknight 
show, attracting young viewers is a job performance goal CBS certainly 
hopes Colbert to accomplish. Colbert surely will put 'Colbert' in the Late 
Show. The question of speculation (and a wish of mine) is what (some) 
changes will Colbert make in the CBS Late Show with his talents?  

There are three competing late hour shows airing at EST 11:35 
pm-12:35 am, namely Jimmy Kimmel Live (ABC) hosted by Jimmy 
Kimmel (47), Late Night (NBC) hosted by Jimmy Fallon and Late Show 
(CBS) hosted by David Letterman soon by Stephen Colbert. To compare 
these three, I will put my money on Colbert to fulfill my wish to put some 
learning content in an entertaining way on TV shows. Specifically my 

Mr. Letterman, living in my 
neighboring town, inspired me to start a weekly TV show upon my 
retirement,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 Scramble Game Show, 
nicknamed Dr. Wordman Show

wish is that some of the late shows should include more current events 
into their skits to offer lifelong-learning in a funny manner to do some real 
good to American television for American people. There are intellectuals 
even young ones out there as potential late hour viewers. They need to 
connect to the serious stuff and care: economy, jobs, politics, global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th wise and funny comments to 
relax (and learn) at the end of the day. In the digital world, TV is hanging 
on its favored status competing with other media. Sometimes even an 
eighth grader may multitask at late hours, doing homework, searching info 
and watching TV at the same time. Should they keep a late show open on 
their screens catching a bit of humor and learning on some serious current 
events? Sure they should. All the networks want their shows to catch 
younger and younger audience, but then they won't get them by surveying 
the older people what they like. The young Americans potentially could be 
lifelong audience of great and useful TV programs - shows delivering 
some lifelong-learning contents in an entertaining way.  Is this wish too 
much to ask the networks to fulfill?

On that wish, I first gave up on Jimmy Kimmel. If you recall an 
incidence on one of his shows with kids on a table talking adult questions 
( ), an innocent six year old kid 
answered: “You came the other way round and kill everyone in China.” to 
Jimmy's question,” America owes China a lot of money, 1.3 trillion 
dollars, how should we pay them back? Jimmy handled the situation 
miserably as an adult and a host of a national TV program. He not only 
missed the opportunity to teach the kids right from wrong, he chuckled 
and said it was an interesting idea. Then after the kids answered 'Yeah' to 
his question “Should this country be forced to pay our own debts?” He 
brought the kids back to the 'violence' concept (

) by asking, “Should we allow the Chinese to live?” and the kids 
answered: “Yeah, No!” This episode brought on a serious protest from 
Asian Americans to ABC and Kimmel, leading me to conclude that 
Kimmel is either ignorant or insensitive to serious political and moral 
issues. Therefore, I don't think Jimmy Kimmel is capable of offering any 

which could be a lifelong learning theme

which appears too much 
on TV

lifelong-learning content on his shows. I think people (
) seeking learning within entertainment will not watch his 

shows unless Jimmy wises up from the above incidence and puts in some 
serious efforts in studying what lifelong-learning through entertainment 
means - definitely not the 'Scandal' stuff he created to gain ratings.

As for Jimmy Fallon, he hasn't been long on The Tonight Show, 
but his interviews disappoint viewers for lack of depth or penetration. I 
hope he will read this article to ponder the question “Can TV shows deliver 
lifelong-learning in an entertaining way?” Being funny with 'learning 
content' is a challenge, it requires hard learning on the host part to keep up 
with current events and broad knowledge, for example, what is 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a' policy, is it right or working effectively, and what 
do the political analysts debate about, can you interview them on the show 
to make it both entertaining and informative? I have no idea whether 
Fallon can venture into this meaningful area or not. Hence I reserve my 
judgment on Fallon as well.

Colbert is an American political Satirist (The Colbert Report), a 
writer (Example: I am America (So Can You!), 2007), and a comedian 
(Comedy Central) in one. As the Late Show host, I hope (and I think) he 
can include more political current events into his shows with some depth 
and humor. If you ask him about the China-Japan Diaoyu Island Dispute, 
what is Abe Shinzo up to with his right-wing agenda or what does Putin 
hope to accomplish after Crimea, I bet he will have some good and funny 
answers. Letterman has a 'Top Ten List' in his Late Show, a great format 
for lifelong learners. In one episode produced after 9-11, Letterman was so 
emotional, sincere, informative and entertaining; the audience (young and 
old) learned a great deal about the attack, New York City and Mayor 
Giuliani. That was a great lifelong-learning and entertaining TV show, a 
memorable episode for lifelong learners.

The world is getting more complicated, America losing 
competitive edge, and unemployment hovering over a high rate, but 
blaming China or creating a 'China Threat' story is not the answer to ou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Learning is the answer. Skill upgrade is 
the answer. Shouldn't CBS do something to help America with lifelong-
learning? Letterman's Late 

hopefully 
youngsters

Show makes at least $20 million profit every 
year. Dr. Wordman's weekly lifelong-learning show lasted ten years on 
public access TV with zero budget. “Rich retiree Letterman joined poor 
retiree Wordman created a Storyman Show, offering learning content with 
ratings ten times better than Tonight Show and Late Night Show 
combined!” This line if told by Colbert may just bring the Sullivan Theater 
down. No, please don't tell it, NY does not want to lose the Late Show t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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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不記得「硫磺島浴血戰」電
影 ,幾位美國海軍陸戰隊大兵在槍
林彈雨中插上星條旗那個既經典又
精彩的畫面 ?兩軍交戰必須旗幟鮮
明，才能鼓舞士氣，贏得勝利。

軍事上如此，政治也不例外，旗
幟不鮮明，就表示立場不堅定，如
今臺灣統派日漸勢微與中共對臺政
策的舉棋不定有很大的關係。過去
十多年，老共在處理兩岸關係時，
過於小心謹慎，不敢使用臺灣敏感
的詞彙，極少提到「和平統一」和
「一國兩制」，大部分用語若不是
詞 意 模 糊 有 彈 性 ， 如 「 九 二 共
識」，「一中框架」，「和平發
展」，就是訴諸感性，如「兩岸一
家親」，「共創中華偉大復興」
等。反觀臺灣的獨派，在外國勢力
的豢養和明目張膽支持下，口號越
叫越響，動作越來越大，「太陽
花」騷亂只是一道頭菜，老共千萬
不要小看這星星之火，如果不在對
臺政策上改弦更張，恐怕真有燎原
(宣佈獨立)的一天。

臺灣最流行的一句話是「西瓜偎
大邊」，人們眼中看到的統派是窮
兮兮，孤伶伶，看到的獨派卻是資
源豐，支助多，你想想大家會向那
邊靠攏。筆者一直想不通一個問
題，為什麼外國勢力敢堂而皇之地
支持臺獨，而中國政府卻不敢公開
支持臺灣的統派，老共以「政治掛
帥」打下江山，難道現在連這個傳
家之寶都不要了 ?

習近平主政以來，肅貪除污，
整軍經武，各方面都呈現了欣欣
向榮之氣，更難得的是習主席在
百忙之中也注意到這個臺獨坐大
的隱憂，前幾個星期，在北京人
民大會堂，會見了由許歷農，郁
慕明率領的二十多個統派團體近
六十人的團隊，此舉十分罕見，
這 是 大 陸 領 導 人 第 一 次 ， 大 規
模，高規格接見臺灣統派團體，
內 中 深 意 值 得 我 們 探 討 。 會 見
中，習近平鼓勵和肯定了臺灣統
派在島內統一事業的努力，並強
調「大陸與全球華僑都是臺灣統
派的後盾」，同時清楚說明大陸
一貫的對臺政策： 和平統一是歷
史 的 必 然 ， 也 是 大 陸 追 求 的 目
標；一國兩制是和平統一的最佳
方案；兩岸和平發展是過程而非
目的；遏制臺獨分裂活動，大陸
絕不容忍任何分裂國家行徑！

習近平談話，軟中帶硬，旗幟
鮮明，他高規格接見臺灣統派只
是邁向「大陸是臺灣統派後盾」
的第一步，如何落實，讓我這位
臺灣統派的「華僑後盾」提供幾
點 建 議 ： 第 一 ， 大 陸 對 臺 「 讓
利」，一定要使統派團體能從中
取得實際利益，錢多好辦事，有
錢能使鬼推磨，有了錢可以拔樁
腳 ， 可 以 買 走 路 工 ， 可 以 做 宣
傳，反正臺灣是一個有奶（錢）

~
范
湘
濤
~

張一飛

世界矚目的 2014北京APEC峰會和
壓軸的習奧會都已圓滿的落幕了 。 
這是中國繼本年5月在上海主辦亞洲
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以後的一
個更大的重要國際場合 。 習近平主
席和他所領導的團隊充分的掌握了
有利的國際環境，先後與俄，韓，
美取得許多重要的和具體的雙邊協
定。同時，在APEC峰會其間展現了
中方無與倫比的組織和領導能力，
更重要的是首次在包括美，俄，日
等21個重要國家或地區都參與的大
會中，清晰的表達了中國對世界未
來的理想，勾畫出路線圖，提供前
進所需的機制和資金，這是中國軟
硬實力和信心的完美展示，必將對
金融危機後已經破產的，被西方控
制的政治經濟觀念和國際制度的重
組有重要的影響。 習主席的多次演
講和習奧會後的記者會充分展現了
他對未來，對道路的自信。這種自
信，加上中國上升的國力將使得他
成為一個重要的世界級的領導人。

習近平 9 日與烏克蘭危機後倍受
西方經濟打壓 ，急需奧援的俄羅斯
總統普金會見 ，並共同簽署了一系
列具有長遠國際影響的雙邊合作協
定 。其中之一是俄方將從西伯利亞
西部通過阿勒泰管道向中國每年供
應額外300億立方米天然氣，為期 30 
年 ，俄羅斯可能在 4~6 年內，開始
向中國供應天然氣。 此前，中俄兩
國5月簽署俄國每年向中國供應380 
億立方米東西伯利亞天然氣。先後
簽署的兩個協定合計占中國2020年
前消費量的17%，中國將超過德國
成為俄羅斯最大的天然氣客戶。此
外，中方將入股俄大型產業專案，
雙方將加速以各自貨幣進行貿易結
算，客觀上加速拋棄美元的國際貨
幣地位。中俄的全方位合作將對世
界新格局的建立有深遠的影響，並
為新絲綢之路的加速建設提供堅實
的基礎。

11 月 10 日，習近平和對華友善

而且希望搭上中國 “一帶一路”順
風車的韓國朴 槿惠總統正式宣佈中
韓自由貿易協定（ FTA ）實質性談
判已結束。兩國將在年底前完成餘
留 技 術 問 題 的 談 判 ， 之 後 草 簽
FTA文案，明年年初由兩國相關部
門負責人正式簽署協定。在貨物貿
易方面，兩國將在20年內對以產品
品 目 為 准  90%以 上 的 商 品 撤 銷 關
稅。朴槿惠並對中國主導推進的亞
太自由貿易區（FTAAP）表示了積
極支援。

這 次  APEC會 議 是 在 金 融 危 機
後，經濟成長不振，亞太各國普遍
希望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並希望
中國發揮領導作用的背景下召開
的。 APEC是一個各國政府支援下的
論壇，基本是一個務虛性的組織，
它的決議並沒有強制性。然而，務

虛的重要性在於它可提供一個超然
的舞臺討論願景，發表觀念，提出
計畫，等等。這是一個彰顯軟實力
的 地 方 ， 而 這 正 是 近 代 中 國 的 軟
肋。 然而，在這次會議，中國抓住
機遇闡述了中國的開放，合作，共
贏，共創未來的願景，並通過加速
基礎建設促成區域經濟一體化，以
達到用改革，創新，開放的手段來
激發新的經濟增長點 。為共同合作
落實願景的藍圖，中國還將捐款1000 
萬美元 ，用於支援亞太經合組織機
制和能力建設，開展各領域務實合
作。中國並將提供500億美元建立亞
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PEC的具體
落實是大會通過了《北京綱領： 構
建融合、創新、互聯的亞太——亞
太 經 合 組 織 領 導 人 宣 言 》 ， 批 准
《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由
貿易區路線圖》。後者被看成是對
抗美國主導的，沒有邀請中國參加
的TPP的勝利反制。

中外觀察家原來都不看好這次的
習奧會 ，然而，結果卻是成果豐
碩、驚喜連連 。奧巴馬一到北京就
親自宣佈美中互相大幅延長學生和
旅遊、商務簽證有效期。對美國而
言，最關心的是:1.雙方達成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和清潔能源產業合作。 
2.兩國針對資訊科技協定(ITA)擴大
降低科技產品關稅達成共識。白宮
估計每年可為全球資訊產品增加1兆
美元的貿易額，為全球GDP(國內生
產總值)每年增加1900億美元。兩國
元首12日宣佈美中雙邊投資協定和
擴大軍事交流、避免發生軍事衝突
協定。 

也許是期中選舉遭遇大敗，對外
又陷入ISIL，烏克蘭，俄羅 斯困境 
，奧巴馬迫切希望在外交上有所建
樹 ，因此在大問題上表現出克制，
尊重和理解 。雖然中美間的結構性
矛盾依然存在，衝突不可避免，然
而，這次成功的會議預示在今後兩
年雙方將妥善管控分歧。我預期中
國 東 海 ， 南 海 的 緊 張 局 勢 將 會 緩
解。

臺 灣 有 識 之 士 普 遍 憂 慮 中 韓  
FTA對臺灣經濟發展的威脅，事實
上，兩岸的類似談判原來是早於中
韓間的談判，然而，由於臺灣朝野
的蹉跎，造成今天的局面。不僅如
此，過去20年臺灣的大陸政策，都
缺乏前瞻性，造成談判籌碼的迅速
流失。這次APEC會議中國所展現的
國際領導力和所得到的普遍尊重顯
示中華復興的航船已經啟航，我以
一個來自臺灣，深愛臺灣的海外僑
民 ， 衷 心 希 望 臺 灣 同 胞 不 可 再 蹉
跎，否則，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
已過萬重山，臺灣將被拋棄在山野
之中，被前進的航船拋棄。

～范湘濤 ～

～周固猷～

～ ～水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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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TV Should Provide Lifelong Learning in An Entertaining Manner!
Mainstream and Organic

Dr. Wordman

北京 APEC峰會的啟示：
～張文基～

我是一個旅居美國快50 年的老
華僑，原本不必為香港的前途擔
憂，但我又不能不擔憂，因為那裏
住了600萬我的親人同胞，不能眼
看著他們被少數有心人帶入死胡同
而不發一聲，我人微言輕，我的話
你們不一定會聽得入耳，但我若不
把心裏話吐出來，我的心會很痛很
痛。

你們所謂的佔中三子，兩個是大
學教授，一個是資深神父，原應是
受人敬重的飽學之士，卻好象是不
諳時勢，不懂歷史，自以為代表民
意，鼓動一群熱血幼稚的青年，硬
闖禁區，如果不是別有用心，那你
們的無知，不禁令人嘆息。請問：

1. 在港英時代，港督是你們選出
來的麼？

2 .這次人大通過的普選方案，違
背了基本法了嗎？你們說不合乎
《國際標準》，請問你們的《國際
標準》定義是什麼？誰定的? 請告
訴我，古今中外，有那個國家的選
舉，是由別人定的所謂《國際標
準》進行的？

3 .陳健民教授，你在電視上三番
四次說中共人大不接受你的政改方
案，是羞辱你的人格，你的民主素
養跑到那裏去了，如果中共說你羞
辱 了 他 們 ， 你 同 意 嗎 ？
4.民主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急
不得，急了會出事。中共說他們希
望篩選一個爰港愛國的人當特首，
錯了嗎？ 難道選出一個賣港賣國
的人，才合你們心意? 篩選過程難

道你們不能參與嗎？當然這還不夠
完善，但這是一個好的開始。明天
會更好。你們操之過急，只會把香
港搞亂，把中國搞亂，苦了老百
姓，這個責任，你們擔當得起嗎？

5.你們佔中三子是教授，是神
父，你們的責任是教育英才，不是
帶他們遊街犯法，誤了前程。 許
多事情，你們自以為對的，其實不
一定對，你們應當知道，你們的對
面，是沈默的大多數。 你們應該
多讀點書，尤其是歷史書，吸取歷
史教訓，才不會不諳時勢，主觀武
斷，硬闖硬撞。 要多瞭解全盤西
化的利與弊，凡事三思而後行。請
問，如果中共答應你們的要求，中
國大陸人民也有樣學樣，要求一人
一票選自己的國家主席，照目前的
形勢，中共能答應嗎？ 假如習近
平說他把位置讓給你，你做得了
嗎？ 香港、中國大亂，你們或者
可以跑到國外做洋奴，香港老百姓
怎麼辦？ 中國老百姓怎麼辦？ 當
年美國出兵救伊朗、利比亞、敘利
亞、伊拉克、阿富汗，因為那裏的
統治者不好，人民沒自由，結果怎
樣？ 那裏的統治者被打死了，或
者關起來了、跑了，人民自由了沒
有？ 生活好了沒有？

6. 陳方安生、李柱銘跑到英國
討救兵，你們認為是對的嗎？ 彭
定康說人大通過的是假普選，請你
們代我問問他，以前他的港督寶
座，是由香港人選出來的嗎？

7. 當年鄧小平承諾香港特區行
政50 年不變，變了沒有？ 後來有
了基本法，又得到大陸全力支援，

香港才得以度過多少難關，成就了
今天的繁榮安定，你們應該好好珍
惜目前的一切。世間哪有完美的宇
宙？ 也沒有完美的制度。毋需事事
強求， 把眼光放遠，寄望祖國繁榮
昌盛，人民素質提高，到時和平民
主自然會開花結果，香港、大陸人
民都能安居樂業，豈不更好！

筆者來美加讀書工作快50年了。
知道西方民主不是萬靈丹，它需要
人民素質相配合。 照目前看，它放
在歐美是好的（雖然不盡完善），
放在臺灣是毒藥，放在阿拉伯是災
難，放在中國會大亂，亂了人民就
遭殃。這個最簡單的道理，難道你
們都不懂?

李嘉誠先生說得好。 共產黨無疑
犯過許多錯誤，而且錯得不輕，但
只要知錯能改，再帶領中國向前
走，難道你們不贊成？ 改革開放以
來，它將一個落後的中國，一躍而
成為世界第二強國，難道你們看不
見？ 難道你們不高興？ 當然其中
也付出了沈重的代價，早期濫殺無
辜，扭曲人性，後期貪汙腐敗，官
商勾結，弄得貧富不均，法治不
彰，人民素質之差，堪稱世界倒數
第一，凡此種種，到了令人欲哭無
淚的地步，幸好自從習近平上任
後，已認識到中共巳走到亡黨亡國
的關口。他的團隊，正不惜一切代
價去改正錯誤，大力全面反貪，與
既得利益者博鬥，其阻力之大，其
環境之凶險，難道你們不知道？ 在
這關頭，你們要是為香港好，為中
國好，就應該鼓勵他們，支援他
們，就算不支援他們，也不應該給
他們添亂。 李先生說得好，對香港
不利的事情不去做，對香港不利的
話不去講。才是一個有良知的香港
人應有的態度。 我也同意董建華先
生的話，勸你們不要盲動，見好就
收，不要開倒車，給香港一個機
會 ， 給 民 主 一 個 機 會 ， 好 嗎 ？
（作者是美國退休醫生、教授、自
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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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佔中三子和泛民議員的一封公開信

～尹浩鏐～

便是娘的社會，只要你肯灑銀子，
以前跟你唱反調的牛鬼蛇神會立即
轉變成為你的敢死隊，承認自已是
中國人的臺灣人民調比率也會馬上
由20% 升到 80%。第二， 祭出政治
掛帥大旗，凡是言行上有支持臺獨
主張的政客，商人，演藝人員，必
須斬斷他們在大陸的財路；不能讓
掌管中共宣傳大旗的中央電視臺居
然在暗地裡跟臺灣臺獨大本營的民
視電臺緊密合作做買賣那類沒有原
則，沒有是非的勾當再次發生；老
共常說的一句話，「聽其言，觀其
行」，這句話必須使用在臺獨份子
身上，不能讓他們吃裡扒外還得意
洋洋。第三，筆者不太明白什麼是
「和平統一」，只知道「不戰而屈
人之兵」，只知道「以子之矛，攻
子之盾」，讓臺灣統派能在島內迅
速發展，有更多資源去爭取民眾的
認同，有朝一日能在臺灣爭得多數
選民，建立一個與大陸政府有共同
目標的新政府，兩岸統一才能水到
渠成。第四，總之「大陸是臺灣統
派後盾」必須旗幟鮮明，不能夠遮
遮掩掩，對於支持臺獨的外國勢力
要敢於鬥爭，記住「水滸傳」電影
主題曲那句歌詞：「該出手時要出
手」 !!

筆者和許多老留美學生一樣，從
年青時代就為保衛釣魚臺搖旗吶
喊，叫了幾十年，終於在那裡看到
中國海巡船的出現；過去幾年，筆
者也曾經多次為文，呼籲中國政府
不能讓臺灣統派自生自滅，必須提
供必要的支援，現在看到中國領導
人公開宣稱「大陸是臺灣統派的後
盾」，聽了真是不勝雀躍。由於中
國政府的旗幟鮮明，立場堅定，釣
魚臺現在雖然還沒收回，但至少沒
有丟掉；只要中國政府旗幟鮮明，
立場堅定，給予臺灣統派大力支
援，海峽兩岸統一才終有那水到渠
成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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