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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美客友家餐館 簡易山東家常魯菜美味好吃
美南國際電視頻道15.3熱門美食廚藝節目「美食美客」10日錄製第17集﹐

由休士頓著名中餐館友家山東菜負責人徐洪濱贊助播出﹐邀請自家大廚楊勇
師傅帶來兩道家常魯菜「蛤蜊肉炒蛋」與「韭菜花炒魷魚」﹒精彩內容﹐全在下
周一晚間7點半到8點半播出﹐敬請準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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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批發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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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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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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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敬請關注 美食美客

B12休城社區
星期四 2016年5月12日 Thursday, May. 12, 2016

（本報訊）﹝休士頓臺灣傳統週﹞活動將於五月13日登場
，由臺灣專程來美演出的是【極致體能舞蹈團】，訂於五月13
日晚間七時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動感演出《花曲舞影》
；將藉臺灣傳統週活動，向休士頓各界展介臺灣傳統文化的新
力量與動人質感。

休士頓僑界為了能完美呈現今年的臺灣傳統週活動，更有
一項創舉：先由臺灣同鄉會首召，既而加入臺灣社及數個社團
，包括文化導覽、美南旅館公會、休士頓松年學院、休士頓臺
灣人公共事務協會、臺美學會、康博士音樂教育中心、休士頓
客家會、休士頓臺灣環境資訊社等，成立了【休士頓臺灣傳統
週籌備委員會】；此籌備會與僑委會及僑教中心等，共同協辦
本年度﹝休士頓臺灣傳統週﹞。籌備會並將配合每年從臺灣派
出的表演團體，在大休士頓地區，辦理臺灣傳統週活動。今後
，籌備會希望廣納各類臺灣社團；只要有心服務，都歡迎加入
這個籌備會。

臺灣同鄉會前會長及籌備會成員陳建賓表示，集合僑社不

同屬性社團一起合作，是希望大家共同為展介臺灣努力；籌備
會宗旨則為 「促進北美主流社會對臺灣多元文化之認識，並結
合海外僑社資源，凝聚臺僑力量，提升臺灣在國際社會之能見
度」。今年的籌備會主席，臺灣社社長楊明耕也說明，【極致
體能舞蹈團】特地由臺灣前來美國幾個城市巡演，休士頓在地
就搭配推出【和樂之聲】的音樂會，共同組成本年度、也是首
次由此籌備委員會辦理的﹝休士頓臺灣傳統週﹞活動。

備受期待的【極致體能舞蹈團】創立於1997年8月，是臺
中第一個專業現代舞蹈團，曾為 「表演藝術雜誌」以 「被期待
的未來」為標題專文報導。創辦人石吉智畢業於美術專科學校
後，再踏入舞蹈創作領域，因此被稱為 「以肢體作畫的編舞者
」。舞團曾策劃及行政協調臺灣多個大型活動，演出包括室內
及戶外， 並結合多種藝文活動串演，創作不間斷又推陳出新。
近年更於國際舞台展露頭角，接受馬來西亞、美國、澳洲、法
國巴黎、俄國莫斯科等地邀請，前往演出。現階段創作嘗試包
括將戲劇、舞蹈、多媒體、庶民生活題材跨領域結合，還將裝

置藝術及表演藝術結合，甚至加重喜劇、互動、遊戲的成份，
引起觀眾更大的共鳴。

2015年極致體能舞蹈團為臺中市政府主辦的﹝花都藝術節
﹞活動，量身打造《花曲舞影So Beautiful》，融合了舞蹈、詩
詞、戲劇、多媒體、古著走秀、 粉紗透景，是一場窺見時空演
變，獻給臺中的作品；也就是這次將在巡演美國的場次中，為
主流及僑社觀眾推出的動人作品。

【休士頓臺灣傳統週籌備會】表示，來自臺灣的【極致體
能舞蹈團】， 以精彩內容展現臺灣的優質文化面貌，將在與觀
眾的互動交流中，向主流及僑社展介臺灣的豐厚傳統與多元發
展。

籌備會也相信，這次結合了不同屬性的社團共同合作協辦
臺灣傳統週活動，使活動意義更深遠，面向更廣闊。期待大家
的踴躍參與。

休士頓 「臺灣傳統週」 五月13日登場
臺灣 「極致體能舞蹈團」 13日晚動感演出

僑委會及僑教中心等與僑社多個社團合力協辦 宣揚臺灣傳統文化新力量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於5月7日晚上6時30
分至晚上9時30分在珍寶海鮮餐廳盛大舉辦二0一六年慶祝猴年
暨母親節聯歡,由關少華小姐與張菲立先生主持.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副處長齊永強、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務委員葉宏志、劉秀美、中華公所共同
主席黃泰生及羅秀娟,安良工商會共同會長李雄、陳燦基,榮光會
會長丁方印,潮州會館林煖焌軒副秘書長,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館

李桂喜副總領事,鄧賽英領事等以及休士頓劉、關、張
、趙四姓宗親、社團領袖等約300人與會，共襄盛舉,
場面熱鬧,氣氛溫馨。

晚會開始,由趙大雨與關周鳳英領會員們效忠宣誓
,接著張海前會長誦讀祖先遺訓,在主持人介紹貴賓之
後,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全體會員合唱 「龍岡之歌」該
公所張志強主席致詞歡迎所有貴賓與會，並表示休士
頓龍岡親義公所已有40多年歷史，張志強主席頒發感
謝獎牌給關紫紅前會長.趙婉兒副主席感謝各僑團支持
，並提及該公所會員不乏休士頓當地第四代、第五代
華裔。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對龍岡宗親發揚 「忠義仁勇」精神，服務僑社表示敬
佩，並代表僑委會陳士魁委員長頒發賀狀恭喜劉秀美
僑務委員榮任世界龍岡總會副總會長，以及恭賀龍岡
宗親母親佳節快樂.

當天晚會餘興節目有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王清香老
師指導香香個人創作舞蹈表演[快樂崇拜],謝樂怡小妹
妹獨唱[世上只有媽媽好],Tina Lee Barclay與Gene Bar-
clay合唱[娜魯灣情歌]及[站在高崗上].關振業祝禱之後,
晚宴開始.隨後,關小仙與莫俊龍合唱粵曲[打金枝],友誼
曲藝社張慈喜笛獨奏[珊瑚頌],張慈喜與關毓駿口琴合奏[故鄉],友
誼曲藝社會員合唱[頤康之歌]和[從心所望].姚慧賢、酈澤泉、宋
璋琳、莫俊龍作高胡、笛、中胡、敲擊表演[十八姑娘一朵花]及[
醉紅塵].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與安良工商會

會員合唱粵曲,黃敏境處長與趙婉兒副主席合唱粵曲[上海灘],齊
永強副處長獨唱[晚安曲],他們精彩的演出,獲得與會人士熱烈掌
聲.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準備豐富獎品摸彩,多人幸運中獎,大家度
過歡樂時光.

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二0一六年慶祝猴年暨母親節聯歡
貴賓雲集 獎品豐富 場面熱鬧 氣氛溫馨

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張志強主席,趙婉兒副主席,關紫紅、張海前
主席,關振業等歡迎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館李桂喜副總領事,鄧賽
英領事出席二0一六年慶祝猴年暨母親節聯歡.(記者黃麗珊攝)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對龍岡宗親發揚 「忠義仁勇」
精神，服務僑社表示敬佩，並代表僑委會陳士魁委員長頒發賀狀恭喜劉秀美
僑務委員榮任世界龍岡總會副總會長，以及恭賀龍岡宗親母親佳節快樂.(記
者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
翁大嘴攝

今年參展的日本相關企業也有明顯增多。

在能源市場不景氣的情形下，今年的休斯頓OTC仍然吸引
了許多相關企業的參與。今年為來自中國企業特設的中國展區。

2016年休斯頓OTC圓滿落幕！

中國的能源領軍企業中國海油，中
國石油，中國石化等均有大規模參
展 。

來自中東企業的展區。

2016年休斯頓OTC於5月2-5日在NRG公園隆重舉辦。

休斯頓每年一度的OTC深受許多中國的中小企業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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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

● 免費高清頻道
● 免費數位頻道

● 免費中、英文頻道

美南國際電視網

STV

（本報訊）歷時3年、耗資200萬美元，美國煙酒、武器與
爆炸物管理局(ATF)11日宣佈，導致15人死亡、260余人受傷的
德克薩斯州韋斯特化肥廠爆炸事故為人為故意縱火引發，屬於
“犯罪行為”。當局懸賞5萬美元緝拿兇手。

2013 年 4 月 17 日晚，德克薩斯州韋科市北部小鎮韋斯特

(West)的一間化肥工廠起火後約20分鐘發生巨大爆
炸，相當於裏氏2.1級地震，造成15人死亡，其中
12人是第一時間趕赴現場的志願消防和急救人員，
另有260人受傷。

人口不到3000人的小鎮遭受重創，爆炸現場留
下了28米寬、3米深的大坑，包括周邊學校、敬老院、民
居在內的37個街區500棟房屋受損，經濟損失超過230萬美
元。

美國煙酒、武器與爆炸物管理局和德州消防局長辦公室
11日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指出，他們排除了一切合理的、
意外的和自然的因素後得出結論，3年前這場造成巨大損失
的爆炸事故為人為蓄意縱火。

當局此前將火災爆炸原因調查範圍縮小，集中到3種可
能：電線、短路的擺渡車或是縱火。美國煙酒、武器與爆

炸物管理局稱，調查人員進行了400多個訪談，對失火現場系統
檢查，並根據目擊者描述、目擊者照片和錄像及廣泛的科學檢測
得出縱火結論，調查工作迄今已經花費200萬美元。

“我們的最高優先順序是給這場悲劇中的受害者準確解釋，
那一天到底發生了什麼。”ATF休斯敦特工主管埃爾德(Robert

Elder)說，“這是犯罪行為，但為什麼有人故意在那裏縱火我們
不得而知。”

當地時間2013年4月18日，美國德克薩斯州韋科市，聖瑪
麗教堂舉行燭光守夜活動，為化肥廠爆炸遇難者祈福。

目前，此案還沒有人被逮捕。但埃爾德稱，基於數百次面談
，當局已掌握許多線索。ATF為提供重要破案信息的人員提供5
萬美元獎金。

聯邦化學安全和有害物質調查委員會3個月前發表的最終報
告說，那次爆炸是該組織“調查過的最具破壞性事件之一。”這
場悲劇原本可以預防，該工廠儲存著有爆炸危險的硝酸銨，而公
司和地方、州、聯邦機構未能識別及避免潛在的危險。

涉及此案的大量訴訟已被提交，審判預計5月16日開始。
遇難的消防員遺孀波斯塔約斯基(Kelly Pustejovsky)向當地電

視台WFAA表示，希望早日將兇手繩之以法，“任何生命都不
應因某人的愚蠢和犯罪心態而損失”。

三年前德州化肥廠爆炸事故已經確定系人為縱火

郵件詐騙 美司法部重手打擊

（本報訊）受到能源業不景氣的影響, 休斯頓的多家大
型能源公司受到很大的衝擊，本周三，行業再次傳來利空消
息，石油和鑽井公司Linn Energy將申請破產保護，這家公司
成為自2014年石油價格快速下跌之後出現的最大的一家申請
破產保護的石油和天然氣鑽井公司。

受到該消息的影響，該公司的股價在周三出現了25%的
暴跌，截止昨天才出現微跌企穩。

這家能源公司表示，已經和貸方機構就有關重組等問題
達成一致，並且公司還計劃繼續在破產保護的條款處理中進
行操作

由於2015年的持續低迷的油價和高負債，專營石油和鑽
井公司Linn Energy終於無法承受重壓而提出破產保護。

該公司是一家比較少見的采取合作方式來支付給投資者
現金流的石油生產商，公司力求通過出售針對未來石油產品
的對衝基金帶來安全的收入以支付債務。

10月份，Linn Energy經營和財物陷入困難，但是沒有足
夠能力支付現有的債務。

Linn Energy公司延長了支付債務的時間，同時也緩解了
更多時間來和貸款方進行協商，三月份，公司表示，破產將
無法避免。

（本報訊）美國司法部今天表示，美國1宗據稱高達1.8億美元
的郵件詐騙案主要被告，同意停止代表通靈者、天眼通或星座專家
宣傳不實廣告，作為與美國檢方達成和解的一部分。

來自加拿大、香港、法國和瑞士的8個人或實體，被控透過美
國郵件對老人或其他易受騙的消費者，行銷不實廣告，遭以民事罪
名起訴。

被控詐騙嫌犯宣稱通靈者對於中樂透等如何發大財，有 「特定
的個人化洞見」。這些廣告郵件慫恿收件人購買相關產品或服務。

美國司法部表示，這些廣告以 「相同且大量生產郵件」寄送，
鎖定 「孤苦無依、老弱人士」。

司法部表示，這宗郵件詐騙從超過百萬名美國人身上，詐騙總
金額超過1.8億美元。

美國聯邦檢察官凱柏斯（Robert Capers）表示， 「被告為了賺
錢，坑殺數百萬名迷信和絕望的美國人。」

根據雙方同意的判決，8名被告同意永遠禁止利用星座、中樂
透、帶來好運或繼承等詐騙郵件。

Linn Energy申請破產
成為近年來最大一家申請破產保護的能源公司

A new direct flight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China's 
Xi'an launched on Sunday, linking Silicon Valley and the 
Silk Road.

The seasonal service will be operated by United Airlines 
(UA) with a Boeing 787 Dreamliner, three times a week 
during the peak travel period from May 8 to Oct 27.

"We now connect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Silicon Valley 
with Xi'a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Silk Road," said 
Marcel Fuchs, UA's vice president of Atlantic and 
Pacific sales, at the launch ceremony at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 (SFO).

The flights will depart SFO at 1:25 pm on Tuesdays, 
Thursdays and Sundays and arrive in Xi'an at 5:30 
pm the following days. The return flights will depart 
Xi'an's Xianya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at 9:30 am on 
Tuesdays, Thursdays and Saturdays and arrive in San 
Francisco at 6:35 am the same days. Flying times will be 
approximately 13 hours and 5 minutes westbound, and 
12 hours and five minutes eastbound.

"After Beijing, Shanghai and Chengdu, we are so pleased 
to be adding Xi'an as our fourth destination in Chinese 
mainland," said Fuchs. Two years ago, UA launched a 
San Francisco-Chengdu route, the first time that a US 
airline flew beyond Beijing and Shanghai, Fuchs said.

According to Ivar Satero, deputy airport director of SFO, 
the new direct route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Xi'an 
represents three firsts – the flight is the first trans-Pacific 
flight to Xi'an, UA will be the first US airline to serve the 
Chinese city, and SFO will be the first airport in the US 
to serve Xi'an with a direct flight.

UA began nonstop service to China in 1986 and it 
currently has 96 weekly departures serving Beijing, 
Shanghai, Chengdu and Hong Kong.

It will begin new nonstop service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Hangzhou, capital of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on 
July 13.

"The president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clared 
2016 as the year of tourism. In fact, we are expecting 
more than 3 million Chinese tourists to arrive," said 
Fuchs. "United Airlines will provide more service and 
more seats to China than anybody else. I'm convinced 
we'll see many more Chinese visitors coming to 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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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co."

Last year, 2.1 million US tourists visited China, and 2.7 
million Chinese traveled to the US, which means 13,000 
people flying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very day, said 
Luo Linquan, Chinese consul general in San Francisco. 
Thanks to the China-US Tourism Year, more than 5 
million tourists are expected to travel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year, he said.

Luo told the guests at the ceremony that San Francisco is 
a unique hub for world travelers and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travel to and from China. "With around 1 million 
Chinese Americans living in the Bay Area, the demand 
for traveling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China is high 
and sustainable," he said. "I believe this new service 
will greatly promote our bilateral communication not 
only in tourism, but also in economy, trade, investment, 
education and culture."

With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8 million, Xi'an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center 
with facilitie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China's 
space exploration program. The plains surrounding Xi'an 
are home to the famed Terracotta Warriors, thousands 
of life-size, hand-molded figures buried with China's 
first emperor, Qin Shi Huang. (Courtesy http://www.
chinadaily.com.cn/world)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a $1.3 billion plant near 
Corpus Christi, Texas, that will make seamless 
pipe for the energy industry — the largest single 
Chinese investment in a US manufacturing facility 
— is expected to start production. Area economic 
development officials hope the facility will bring 
in additional Chines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to the 
area.

TPCO America, a subsidiary of Tianjin Pipe 
Corporation, is building the plant. It is expected 
to create 600 jobs and generate $2 .7 billion in 
economic activity for the area in a decade. Ground 
breaking for the facility,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town 
of Gregory outside of Corpus Christi, occurred in 

2011.

"We've got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ming 
to the US with this project," noted John LaRu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Port of Corpus Christi 
Authority. "Everyone should be happy with the 
signal that this sends."

"We have talked with officials from other Chinese 
companies and the Tianj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uthority and have had several trade missions to 
China," said Tommy Kurtz, vice-president business 
and strategic development for the Corpus Christi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We have also attracted investments from Austria, 
Italy and Mexico."

Corpus Christi is a city of 305,000 on a bay near 
the Gulf of Mexico in southern Texas. That turned 
out to be one of the advantages that helped Corpus 
Christi secure the TPCO project.

"They wanted to be near deep water with a port," 
said LaRue. "They also wanted an open site and 
to have a plentiful supply of natural gas, which we 
have."

The plant is expected to supply pipe for the massive 
Eagle Ford Shale formation in south Texas, which 
energy observers think may contain as much as 
20 trillion cubic feet of natural gas and 3 billion 
barrels of oil. It will take scrap steel and metal and 
turn it into 500,000 metric tons of seamless pipe 

each year.

Despite the downturn in energy prices in the last 
two years, Kurtz said TPCO hasn't delayed or 
canceled the project. "They built this with a long-
term perspective," he said. "One or two years of 
changes in prices weren't going to alter this view."

When the project was unveiled five years ago, the 
labor market in the area was different from now. 
Kurtz said there was concern at the beginning about 
an adequate supply of workers. Training programs 
were set up at the nearby Del Mar Community 
College and the Craft Training Center for the 
Coastal Bend. "With the downturn in energy prices 
we now have more workers available," Kurtz said.

LaRue said TPCO also hopes to use the plant to help 
break into the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markets. 
(Courtesy http://usa.chinadaily.com.cn/us)

The $1.3 billion plant (shown above) near Corpus Christi, Texas, is 
being built by Tianjin Pipe Corporation (TPCO ), Tianjin, China.It is 

expected to employ 600 and is scheduled to open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Photo China Daily)

The United Airlines (UA) Boeing 787 Dreamliner Will Operate three Times 
A Week During the peak travel period from May 8 to Oct 27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Xian, China.

Massive Pipe Plant To Boost Chinese 
Foreign Investment In Texas

Luo Linquan (center), Chinese consul general in San Francisco, and 
officials from UA and San Francisco as well as crew members of the 
new direct flight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Xi'an at a ribbon-cutting 

ceremony on Sunday at the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 (Photo/ 
China Daily)

Map Of The Silk Road Of Ancient Times

Tianjin Pipe Corporation (TPCO) Headquarters Located In Tianj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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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亞慶祝山地步兵守護神節 參加者著傳統制服上陣

德國加米施-帕滕基興，巴伐利亞山地步兵身著傳統制服慶祝巴伐利亞山地步兵守護神節。每年5月，數千
支巴伐利亞山地步兵連隊都會集聚一堂慶祝守護神節，紀念守護神聖母瑪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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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王室每年都會舉行隆重的春耕典禮，慶祝耕種季節的開始，春
耕節也標誌著水稻生長季的開始。 世界海拔最低植物園內植物

“秀”荒漠生態景觀

在位於新疆吐魯番市南10公
里處的中科院吐魯番沙漠植物
園內，眾多的荒漠植物或以花
朵盛開，或以果實纍纍的方式
“秀”出獨特的荒漠生態景觀。
該植物園海拔為-105米～-76米，
被稱為世界海拔最低的植物園。
中國科學院植物園第五屆名園名
花展在位於吐魯番市南的中科院
吐魯番沙漠植物園內舉行，來自
中國植物園聯盟單位的百餘人參
觀考察了該園區獨特的荒漠生態
景觀。經過30多年的努力，科研
人員在中科院吐魯番沙漠植物園
引種並保存700多種植物類群，建
成完整的溫帶荒漠植物保育基地，
並成為中亞地區荒漠植物物種多
樣性最豐富的特殊種質資源儲備
庫。圖為盛開的羅布麻茶。

保健品亂象調查：
部分效果明顯係非法添加有害成分

每克售價高達千元的“極草”，日

前被國家相關部門從保健品中“除名”。

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火熱的保健品

市場背後，是大量保健品依靠炒作概

念、誇大宣傳等佔領市場，成本和研發

費用則只佔很小比例。保健品“偽裝”

成藥品、普通食品號稱有保健功能等現

象層出不窮，不少產品靠“忽悠”矇騙

消費者賺取暴利。而一些表面上效果明

顯的保健食品，實際上是非法添加了一

些對人體有害的違禁成分。特別是減肥

類保健食品，很多都非法添加西布曲

明、酚酞等違禁藥物。

暴利不靠技術品質靠行銷
日前，國家食藥監總局公開發文

要求停止高價保健品“極草”的相關

經營活動。極草 5X 冬蟲夏草純粉片－

至尊含片 0.35 克規格的 81 片裝禮盒售

價為 29888 元，即每克售價為 1054 元。

其生產廠家青海春天藥用資源科技利

用有限公司宣稱其“微粉粉碎和純粉

壓片專利技術”可以使冬蟲夏草“含

著吃”，並聲稱“極草純粉含片比原

草至少多 7倍精華溶出”，這讓不少消

費者認為一片極草等於 7根蟲草的功效

，不惜重金購買。

業內人士告訴記者，該公司投入 10

億元廣告費打造其“含著吃”的所謂高

科技概念，而這筆投入也是“極草”成

本中極大的一塊。青海省冬蟲夏草協會

常務會長趙錦文認為，“微粉粉碎和純

粉壓片專利技術”並不是高科技，“壓

制設備研發技術在國內早有應用，其廣

告中比原草多 7倍精華溶出的說辭也在

業界存有廣泛異議”。

“暴利不是靠技術和品質，而是靠

行銷。”業內人士稱，許多高價保健品

的行銷策略都與“極草”類似。

炒作高科技概念迷惑消費者
與“極草”相似，近年來保健品

“忽悠”式行銷不斷升級，特別是炒

作高科技概念，部分消費者對此偏聽

偏信。

安徽省食藥監局有關專家說，保

健食品只有輔助治療的功效，但為了

吸引眼球，一些企業和經銷商大肆宣

稱其治療效果優於專門藥物並且無副

作用。

患者迷信保健品以致延誤治療並非

個案，近年來一些晚期腫瘤患者把一些

誇大其詞的保健品當做“救命藥”，耗

盡家財大量購買，甚至人去世了保健品

還沒吃完。

食藥監部門專家稱，目前我國認可

的保健品27種保健功能中，並沒有防癌

抗癌這一功能。

免費辦健康講座忽悠老人
近年來，一些針對老年人舉辦免費

的“健康講座”不斷增多，實際上就是

給老年人“洗腦”。保健品的行銷策略

也從“廣而告之”，升級為專門針對老

年人的精準“忽悠”。

“老人被‘洗腦’之後，兒女阻

止買保健品就是不孝順。”安徽一家

三甲醫院藥劑科主任告訴記者，連她

都無法阻止父母去聽所謂的健康講

座、購買保健品。對於買得特別多的

“會員”，保健品公司會授予他們一

些“職務”，邀請他們當嘉賓坐在講

座主席臺上，或帶他們去旅遊，從高

額利潤裏擠出一點小甜頭讓老人深陷

迷局。

部分保健品添加違禁成分
談到保健品市場存在的問題，不少

業內人士頗為憂心。“藥品需要通過嚴

格的臨床測試，如果保健食品真的有如

此奇效，那企業還生產藥品幹什麼？”

一位藥劑專家告訴記者。

而一些表面上效果明顯的保健食

品，實際上是非法添加了一些對人體

有害的違禁成分。特別是減肥類保健

食品，很多都非法添加西布曲明、酚

酞等違禁藥物。消費者食用後短期內

體重迅速下降，但長期食用副作用十

分明顯。

專家稱，消費者無法從外觀、口感

等判斷保健品品質和功能優劣，因此廣

告和推薦就成為選擇保健品的“指南”。

而企業有法不依、有關部門執法不嚴，

都讓保健品行業陷入靠吹牛賺暴利的惡

性競爭中。

“保健品企業如果給消費者利益造

成損害，很多時候僅僅是退還產品費用。

違法成本過低，對其違法行為沒有任何

威懾力。”安徽省食藥監局新聞辦主任

孫斌園說。

相關專家認為，對於保健品行

業，需要政府有關部門加大監管和引

導力度。同時，行業和企業更需要

加強自律，建立以質取勝的良性競

爭規則。

此外，提高全民健康常識、讓消費

者不盲目迷信保健品也是當務之急。

評論：新經濟形態 契合供給側改革
綜合報導 在新舊經濟模式加速換擋之下，認

識和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經濟形態，已經顯得刻不

容緩。在“互聯網+”、制造強國戰略的政策引導

下，新經濟正在加速上行，今年壹季度經濟數據顯

示，高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的增加值同比分別增

長 9.2%和 7.5%，增速分別比規模以上工業快 3.4和

1.7個百分點。

在新經濟加速上行的同時，傳統經濟的下行盡

管在預料之中，但其經濟下行幅度卻出乎意料。以

較具代表性的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例，今年的

名義增速比去年同期下滑了足足7.9個百分點。

新經濟和傳統經濟“冰火兩重天”的景象，很

容易讓人產生這樣壹種想法：新經濟的快速增長是

以犧牲傳統經濟為代價的，或者是，新經濟的快速

增長擠壓了傳統經濟的生存空間。

對經濟理論或經濟發展史稍有了解，我們就會

明白，該觀點經不起任何推敲。壹者，任何新經濟

形態或者新經濟模式，都是由市場力量自發推動而

成；二者，從發展角度看，任何壹種經濟形態，均

不可能壹成不變，昨天的新經濟在今天或許會變成

傳統經濟，同樣，今天的新經濟在明天或許會成為

傳統經濟。

新經濟與傳統經濟的兩分法，在理論上存在厘

清兩者辨識度的必要性。但是，作為全球人口第壹

大國，我國巨大的就業壓力不僅事關經濟穩定，更

事關社會穩定。而這壹基本國情，天然決定了我國

不同於單壹經濟結構的中小型經濟體，在發展新經

濟的同時，不僅不能拋棄傳統產業，反而應以融合

姿態推動我國傳統經濟的轉型和升級。

當下而言，我國新經濟和傳統經濟兩相融合的

深度和速度，決定了我國經濟能否成功邁入“新常

態”。而對這壹前景，我們有必要持有樂觀態度。

阿裏巴巴剛公布的2016財年財報就顯示，其成交額

與收入齊飄紅；而京東等電商平臺當下也在積極嘗

試融合新經濟和傳統經濟。作為新經濟的代表力

量，電商們通過對技術模式紅利的拓展、對消費活

力的釋放、對新生產力的開掘，正以拉動內需、擴

大就業、帶動納稅等方式，為實體經濟註入“源頭

活水”。

新經濟能將實體經濟帶入網狀（互聯網、物聯

網等）和鏈狀（產業鏈、信息鏈等）存在中。

比如，阿裏巴巴等電商就在強化大數據和雲計算技

術優勢的同時，讓信息流和物流融合協作，從而探

索出壹條更符合我國國情的新經濟形態——通過互

聯網的技術和模式創新，與傳統經濟深度融合，充

分發揮互聯網的效率和成本優勢，助推傳統經濟的

轉型，從而形成新經濟實體。

新經濟對傳統經濟實體的作用，絕非零和

博弈格局下的榨取，而是增量助益。所有人都

能做電商，所有實體經濟都能“互聯網+”，新

經濟實體應運而生，註定會創造新的發展機遇

——通過互聯網技術向傳統產業的主動滲透，

直接提升了傳統產業的效率並促進了傳統產業

的升級，從而讓滿足新需求的新供給能力提升

水到渠成。就此看，新實體經濟形態顯然深度

契合供給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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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選

(本報訊)"我愛唱歌，就這麼簡單！
希望喜歡我聲音的人為我轉身"
那些關于音樂的傳奇，一直伴隨我左右，參

與好聲音海選，就是圓夢！
德州是一片傲人的土地，德州有我們華人

強有力的絕美之聲！
于是，2016 年 5 月 29 日，浙江衛視重磅音

樂節目《中國好聲音》聞聲來到德州，要與你見
面！

只要您年滿 16歲以上，擅長華語歌曲以及
英文歌曲就可以報名！

《中國好聲音》是由浙江衛視聯合星空傳媒
旗下燦星製作強力打造的大型勵志專業音樂評
論節目，旨在尋找有能力堅持音樂夢想，並帶來
他獨一無二聲音的人。

已經有了 4年的經驗，2016《中國好聲音》
早已打下了扎實的群眾基礎，以好口碑、高質量
、全民海選、素人明星等多個標簽，奠定了其在
中國綜藝節目中的領先 地位。《中國好聲音》製
作團隊、賽制、拍攝、評選等各方面都已經形成
完整成熟的體系，相信2016《中國好聲音》將是
一場聽覺與視覺的盛宴。

美國德州招募站現已熱烈展開，任何一位
居住在美國德州及周邊州和地區、熱愛唱歌、中
文流利的朋友們都可參加。參賽者將一路過關
斬將，獲得中國好聲音試音會資格，最終由導師
組選擇各戰隊入圍人選。

曝好聲音導師陣容不變，LOGO節目較多
改變將于2016年夏天在浙江衛視播出的《中國
好聲音》節目，四位導師人選已經確定，那英、周
杰倫、汪峰、庾澄慶四位明星已確定加盟。

那英作為四季《中國好聲音》的開朝元老，
曾帶出三位冠軍，今年將繼續伴隨“好聲音”完
成接下來的旅程。而被稱為華語樂壇搖滾音樂
領軍人物的汪峰，也曾三度擔任“好聲音”導師，
培養出了帕爾哈提、畢夏、張恒遠、貝貝等優秀
的華語音樂人，用自己的聲音打動了億萬觀眾。
極具風格的“音樂頑童”哈林，因為演唱會檔期
而缺席第三季《中國好聲音》後，哈林時隔一年
重回第四季導師席。作為《中國好聲音》的元老
導師，這次又會給大家帶來什麼驚喜呢？最令人
欣喜的還是今年繼續留任《中國好聲音》的“小
公舉”周杰倫，作為《中國好聲音》史上最年輕的

導師，周杰倫的加入必定會為“好聲音”吸引更
多年輕觀眾的目光。

主辦方表示，新一季的好聲音將突破以往
好聲音的格局開啟原創模式，在賽制、視覺、乃
至節目主旨等方面做出較大的改變。
授權走進美國CheerinUS.com
携手共推美國德州唱區招募

繼2016年2月與超級女聲美國海選的合作
之後，德州地區頗有影響力的華人媒體走進美
國 CheerinUS.com與本次中國好聲音美國唱區
主辦方鷹龍傳媒再次合作，成為德州地區唯一
海選場地---達拉斯海選活動的唯一協辦方。

達拉斯海選詳情可登陸網址：haoshengy-
in.cheerinus.com 歡迎德州各城市及德州周邊
地區的朋友來達拉斯海選！

我們誠邀您加入本次盛會！
讓我們共同為德州的音樂之聲發掘優秀人

才，讓德州閃亮在世界的舞臺！
美國德州是最受新移民歡迎的州之一，其

中以達拉斯與休斯頓華人人數居多，人才濟濟。
華人社區和高校組織過多次歌唱比賽，大受歡
迎，相信在德州海選場一定能挖掘出高質量的
中國好聲音種子。
本次活動感謝以下贊助單位支持：
合作媒體支持：美南新聞、達拉斯日報
合作高校支持：UTD 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
（FACSS)、SMU中國學生會、達拉斯浸信會大學
（DBU）、萊斯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RCSSA
）、休斯頓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UHCSSA）
達拉斯海選時間:
2016年5月29日（周日）
達拉斯海選地點:
City Night KTV & CAFE
(2528 Old Denton Rd, Carrollton, TX 75006)
(聯繫電話：972-323-7991；972-446-0576）
（5月 28日，即海選前一日，所有海選報名選手
可在海選場地City Night免費試音練唱一整天！
）
德州海選，我們為您準備了什麼？！
場地專業的海選場地CITY NIGHT

應主辦方要求，首選本地頗具規模並有專
業音響設備的 KTV作為海選場地，本地最有實
力的KTV---CITY NIGHT 勇挑重任，將在海選當

天和海選之前為“愛唱歌，
勇于挑戰”的你，提供最 IN
的舞臺！

以高校、社團組織等團
體形式報名，將從即日起至
海選當天，在 CITY NIGHT
享受優惠包間價格！折扣相

當有誘惑力，詳情可諮詢
CITY NIGHT (972-323-7991
；972-446-0576)
錄音專業的錄音棚萬馳學
院

專業的音樂 STUDIO，
為您提供參加海選音樂小

樣錄製服務。
走進美國CheerinUS.com 與達拉斯本地的

萬馳學院鼎力合作，萬馳學院擁有高質量的藝
術類課程、夏令營和課後學校。旗下Stellar錄音
室擁有專業的音響錄製設備。
地址：3321 Premier Drive Suite A, Plano Texas
75023
電話：(469)999-1822

請速速到走進美國 CheerinUS.com報名參
加海選，我們將為你們安排團體錄製，享受最優
惠的價格，並結識更多愛唱歌的朋友！
獎項本地商家支持華人音樂夢想

支持德州華人音樂夢想，本地商家設立活
動獎項！所有參與2016中國好聲音德州海選的
歌者都有機會獲得以下誘惑獎項：
ZTE USA
‧提供智能手機 Axon，智能便携式投影儀
Spro 2
陽光旅行社
‧提供海選獲獎優勝選手，飛往洛杉磯參加晉
級賽的機票一張！
HiFier
‧提供價值$119.99 汽車K歌麥，不改裝，不動線
，打開就能唱！30秒，汽車變成KTV!
名廚主理，京川滬名菜---福臨門餐廳
‧提供價值$100用餐禮券

海選選手、現場來賓、親友團更可在5月29
日當天在CITY NIGHT無限歡唱，並享有優惠禮
包！

好聲音海選，人生的音樂體驗，誰說你不可
以成為她？實現音樂夢想你不可錯過！
報名要求：
1.年齡：16歲以上。
2.國籍：向全球華人開放招募平臺。如果是外國
人擁有一口流利的中文，也可以報名參加。
選手提供資料：
1.請準備3首流行歌曲，其兩首必需為中文歌曲
。有一定難度的比賽歌曲的翻唱（也可以是由自
己重新編曲的華語流行音樂，如有更多首歌曲
請選擇能展現自己聲音可能性的歌曲）
A.一首最能展現自己音質特色的有難度的比賽
歌曲。
B.與第一首完全不同曲風的歌曲（例如第一首
是快歌，那第二首請提供慢歌，第一首是 Pop，
第二首可以是 Jazz）。
C.最能表達內心情感的歌曲，最能打動自己的
歌曲。
D.選歌非常非常重要！節目組在不瞭解選手的
時候首先聽到的是你的聲音，所以請一定要選
最能表現自己聲音能力和特色的歌曲。歌曲難

度選擇可以參照前幾屆《中國好聲音》來選擇。
E.另外，可以附上每首歌曲的簡單介紹，例如參
加學員對歌曲想體現的聲音特色、能力或者何
種風格，讓節目組可以更準確地瞭解選手。
2.錄製3首以上的音樂小樣，不能做過後期處理
（其中必須有兩首中文歌）。
3.素顏照，照片大小不少于2400x3000pixels
4.報名表
報名方法：
達拉斯海選首批報名截止日期：2016年 5月 22
日

首批報名者可享有優惠錄製音樂小樣、免
費拍攝海選報名照片、參與海選競猜獲大獎等
一系列優惠服務。
第二輪報名截止日期：2016年5月29日海選當
天
報名途徑：
1.錄製音樂小樣，然後登陸haoshengyin.cheeri-
nus.com下載報名表，將報名表格填好後，隨音
樂小樣郵寄到走進美國辦公室或通過 EMAIL
發送電子文件。
長按二維碼進入報名網站，可瀏覽報名表
郵寄地址：12809 Audelia Rd, Dallas TX 75243
電子郵箱: info@cheerinus.com
報名諮詢電話：469-732-0074
報名諮詢微信（長按可添加好友）：（微信 ID:
seasonbbl)
2. 通過所在高校、社團集體報名。

報名者可自由選擇以個人身份報名，或以
“社團選送報名”，社團將報名者名單匯總到走
進美國。社團選送報名者超過3名以上的，則該
社團可以團體方式參與海選以及晉級預測，並
有機會獲得“推薦獎”。
2016中國好聲音美國達拉斯海選活動合作支持
社團包括：（排名不分先後，並且將隨時增加）
社團組織：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美中專業人士協會ACP、
美中工程師協會、達福台商會、中華文化促進會
、達拉斯東北同鄉會、達拉斯湖南同鄉會、北德
州北京同鄉會
高校組織：
UTD 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FACSS)、SMU 中國
學生會、達拉斯浸信會大學（DBU）、萊斯大學中
國學生學者聯誼會（RCSSA）、休斯頓大學中國
學生學者聯誼會（UHCSSA）
贊助商招募：

好聲音達拉斯海選贊助商招募仍在繼續，
請有意願贊助的企業和組織與走進美國取得聯
繫。
合作社團和組織加盟：

歡迎德州各社團與組織成為我們的合作單
位。
志願者招募：

好聲音海選需要志願者的加盟。想參加這
難得的盛會嗎？請與走進美國聯絡。
聯繫電話：469-732-0074郵箱：info@cheerinus.
com聯繫微信 ID：seasonbbl

讓別人聽到你的
聲音就在此刻！

浙江衛視名牌節目《中國好聲音》
重磅登陸大德州

報名網站二維碼seasonbbl微信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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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9600 Bellaire 211室(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 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週一至週六˙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6
Houston, TX 77036(王朝超級市場后)

YI ZHOU, M.D.

周藝

通中﹑英﹑粵

713-981-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Dr. Bright Chen, DPM, AACFAS
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伯克利大學學士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營業時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地點：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 A119 Houston, TX 77036

呂 明

主治：中醫全科，頭痛，偏頭痛，頸背腰痛，各種過
敏症，氣喘咳嗽，各種胃病，男女不孕症，性功能障
礙，月經不調，更年期綜合症，各種腸胃病，運動損
傷，戒煙，神經性疾病，高血壓，中風偏癱，口眼歪
斜，風濕關節炎，內分泌失調，肝病等。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中 國 吉 林 長 春 中 醫 學 院 畢 業
具 有 35 余 年 臨 床 經 驗
美 國 德 州 執 照 中 醫 針 炙 醫 生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脊椎神經骨科

電話﹕713-484-7400 傳真﹕713-484-7405(通國﹑臺﹑粵﹑英語﹑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地址﹕9630 Clarewood @Corporate, #A3,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後面)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專門治療
車禍﹑工作﹑及運動受傷
頭﹑頸﹑肩﹑背﹑腰痛與麻痹
坐骨神經痛﹑手腳麻痹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全美中醫師執照 NCCAOM
˙德州中醫師執照 AC01513
˙湖北中醫藥大學 皮膚科碩士
˙師從中國著名中醫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A 痤瘡酒糟鼻脂溢性皮炎口周皮炎
異位性皮炎濕疹蕁麻疹 帶狀皰疹及
後遺神經痛銀屑病白癜風 ......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 中醫師

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te 238,Houston,TX 77036 (國泰銀行樓上)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Tel:713-541-0616 Cell:832-340-8205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前UTMB心臟科副教授•St.Luke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內設針灸診所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腿疼, 關節炎,
手腳麻木, 各種外傷,
工傷, 車禍……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8:30am-2: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可遠程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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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華府訊】第十五屆華府龍舟賽訂於2016
年5月21日至22日在波多馬克河灘聲船舶中
心（Thompson Boat Center）及 甘 迺 迪 中 心
Kennedy Center前方波多馬克河段舉行。2016
華府龍舟賽籌備委員會預期將有50隊共約1,
200選手參賽，萬名民眾觀賽的盛況可望再現。
龍舟賽開幕儀式將於5月21日(星期六)上午8
時半在Thompson Boat Center前舉行，為慶祝
龍舟賽進入第十五週年，特龍舟競賽創始人之
一陳壯飛博士共襄盛舉。今年將有多位嘉賓前
來參加開幕剪綵、點睛、上香儀式。除了鼎沸的
人聲和喧天的鑼鼓聲伴隨舞獅拉開序幕外，點
睛喚醒巨龍為賽事龍舟飛渡憑添活力、倍顯精
神。乳癌生還者協會參賽隊伍將會來進行康乃
馨投擲紀念儀式。今年特別榮幸的是龍舟賽籌
備委員會於開幕前已收到數位參眾議員分別
贈送的賀詞祝賀龍舟賽舉辦成功，賀詞將分別
刊登在第十五屆華府龍舟賽的年度刊物上。

為擴大慶祝主辦單位特別為觀賽民眾安
排了傳統民俗岸上活動，預定每天中午 12:00
到12:30在甘迺迪中心前之河畔草坪推出半小
時的表演供大家觀賞。五月二十一日第一部分
李清秀老師的費郡舞蹈藝術學苑，表演，舞蹈
節目將包括:浮生半日閑、農家樂、荷塘月色、蒙
古舞、菊花台。李老師長年投入舞蹈教育及編
創工作，至今獲獎無數，中華民國台灣舞蹈協
會頒與第二十六屆「飛鳳獎」-是台灣舞蹈界最
高榮譽獎，星期六由她帶領旗下學生演出深具
文化色彩的民俗舞蹈，以期將中華藝術與文化
藉由舞蹈方式介紹給美國民眾和生長于美國
的新一代華裔子弟們。

第二段由美國武術學院學員為觀眾帶來
精湛的武術表演，該學院始創於1988年是華府
地區歷史最悠久的武術學院，迄今已有近三十
年的辦學經驗，裴康凱和張桂鳳教練創辦學院
以來，致力於中國武術的推廣與中華文化的傳
承，數十年不忘初心精誠所至，培養武術學員
上萬人，在眾多美國和國際比賽中獲得無數金
牌，還長期為美國國家
武術隊輸送優秀的競
技型運動員，代表美國
在國際大賽中頑強拼
搏，獲得令人矚目的成
績。

五月二十二日（星
期日）中午主辦單位將
邀請深受各界人士喜
愛的華府元極學研究

社表演太極功夫扇和五行健康操，團員包括梁
紹雍、陶始華、王碧芬、劉梅熹和李皎皎，「太極
功夫扇」是為北京奧運會並推動中老年健身運
動而創編的太極拳新套路。「五行健康操」摘取
國術、香功、氣功、韻律操之精髓，配合五行原
理，改良編排而成。五行健康操簡單易學，輕鬆
有勁，男女老少皆適宜，並可依個人的體力自
行調整運動的程度。每天早晚做一次，健康天
天有進步。

此外，星期日中午並邀請到美國武術隊的
第十二屆世界武術錦標賽南拳，銀牌得主和榮
獲2014南美世界武術錦標賽南拳金牌的劉杰
華將帶領五位武術高手為大家帶來精采的武
術示範，這五位武術高手都是自幼習武，他們
多年來不斷的武術文化表演向世界展示著中
國武術的精髓，在華府乃至全美，均享有高度
的讚譽。

最後，將由代表處中文學校的同學帶動唱
歌手伍佰的「你是我的花朵」，輕快的音樂配上
活潑的中文歌詞，讓人忍不住想跟著表演孩子
們的動作與節拍，大家一起來手舞足蹈，活力
四射，可望帶動現場氣氛沸騰到最高點!這一連

串的文化表演節目期
望為觀眾在緊張的賽
程中帶來片刻的舒
緩，並同時宏揚中華
文化的民俗才藝，精
采可期。

除此之外，兩日期
間上午十點到下午三
點，主辦單位還為觀
眾準備了各項傳統手
工文藝活動文化攤

位。華府軍事代表團
眷屬們將帶領現場
觀眾製應景可佩戴
的端午香包，粽子外
型的香包顏色繽紛
奪目，不愧為端午節
最應景的的手工藝
品。DIY美國和台灣
國旗別針，由 12 支
小別針組合而成的
國旗別針，手工串出
120個紅、藍、白色珠
子，頗具巧思，讓觀
眾現場做當場戴。還
有最具民俗色彩的
迷你天燈折紙讓觀

眾體驗充滿祝福與願望的天燈，並藉此傳達每
個人的心願。文化攤位亦將提供猴年造型的燈
籠，讓小朋友們親自動手組合。

今年文化攤位文藝活動的亮點是主辦單
位還特別邀請「華府國際聯誼會」(Welcome to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Club)學中文的外國朋
友來為觀眾寫春聯，這幾位外國朋友對學中文
特別有感，揮毫寫出極具中國味的春聯除了展
現她們的中文學習成果，不啻為熱愛中華文化
的具體展現，希望藉此帶動更多的中西文化交
流。有興趣的朋友請千萬別錯過一起來共襄盛
舉。

今年除了隊伍報名熱烈，各隊伍的團員都
非常積極參與賽前的
兩次水中專業練習,促
使水中專業訓練進行
順利成功，隊員們在接
受專業教練水中划船
指導提點後，除了更瞭
解划龍舟的絕竅、技術
精進信心倍增，並對水
性及相關比賽規則更
加熟悉清楚。有關歷年
練習資訊及活動照片
和介紹，歡迎參考華府
龍 舟 賽 網 站：www.
dragonboatdc.com

龍舟賽在亞洲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此一
象徵傳統文化和強調團隊精神的運動，已成為
近年來全球水上運動人口增加最快的項目之
一，在美國和加拿大發展快速，舉辦龍舟賽的
城市也日益增加。如今龍舟賽已成為世界性的

大型活動，不只是華人的活動，在50多個國家
總共有六百萬人划龍舟。龍舟賽不強調個人，
而是展現團隊精神，而且比賽主要以娛樂性、
趣味性為主，不是為了爭奪名次，贏了開心，輸
了也沒有關係。華府龍舟賽於 2002 年首度舉
辦，其後於每年五月間舉行。主辦單位盼藉此
活動展現華府文化的多樣性，把深具豐富文化
內涵的傳統節日介紹到華府，促進不同文化背
景族群之融合交流，此一深受歡迎的龍舟賽活
動早已成為華府慶祝5月亞裔月的系列活動重
要的一環，敬請民眾拭目以待。

如果您是要坐地鐵去龍舟賽地點波多馬
克河灘聲船泊中心，最近的一站是FoggyBot-
tom 大約 10-15 分鐘可走到,但是請注意地鐵
在週末早上 7 點才開始服務.在 Foggy Bottom
站下車後請在站內地圖上尋找到灘聲船泊中
心(TBC）的位置，搭乘電扶梯上到頂,出了站後
向後轉(轉180度)跨過庭院再經過兩條街再左
轉上紐漢姆肖大道 New Hampshire Ave.有一
間7-11便利商店在紐漢姆肖路上,走到一個停
的號誌處右轉上維及尼亞大道Virginia Ave.灘
聲船泊中心(TBC)就在正前兩個路口的地方。
對於不能走太遠的人來說，有甘迺迪中心的巴
士可以供人搭乘，只要在出了地鐵站的地方等
候,就有甘迺迪中心的巴士可坐到中心前面，大
約有100公尺就可走到灘聲船泊中心(TBC)。
華府龍舟賽辦理迄今已晉入第十五屆，能夠受
到各界熱烈迴響與矚目，端賴相關人士的熱心
鼎力支援協助，以及熱心義工朋友的奉獻參

與，今 年 參
加服務的義
工已經超過
200 人。尤其
感謝台北婦
聯總會及不
願具名的捐
贈 者，不 僅
贊助參賽隊
伍更讓今年
有最新進的
槳可划。龍
舟賽觀賞入
場 是 免 費

的。為了龍舟競賽活動的永續發展，主辦單位
歡迎各界朋友捐款支持；相關捐款可以扣抵所
得稅，如蒙慷慨捐助，支票抬頭請寫 CWL，註
明捐作2016 Dragon Boat Festival用途，郵寄到
P. O.Box 2114, Bethesda, MD20827即可。

15週年華府擴大龍舟競賽 緊鑼密鼓 即將登場

【華府新聞日報記者林聲琪報導】2016年5月3日（星期
二）記錄了美國維吉尼亞州東部威廉斯堡市 Williams-
burg重要的日子。21歲的張本明Benming?Zhang成功被
選為第一位威廉斯堡市的亞裔市議員，他也是第二位成
功奪得該席位的威廉與瑪麗學院 College of William &
Mary學生。

根據威廉與瑪麗學院官方網站，張先生是三位連續
4年獲得市議會任命的其中一名學生。其他兩名為校友
Paul Freiling和Barbara Ramsey。威廉斯堡市通訊專業人
士稱他為有史以來第一位亞裔市議員。

身為一名就讀亞裔研究的大四學生，他表示能創造
歷史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張先生出生于紐約。父母是北京人，1989年移民到
美國。張先生坦言自大學一年級便非常關注威廉斯堡本
地的政事，當時市長Clyde Haulman任命他為公共房屋
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在家人與朋友的鼓吹下，加上自己
對公共服務感興趣，張先生便決定參選該市市議員。

張先生說：“與國家級政治人物相比，社區服務人員
更能對本地人民的生活起直接性的協助作用。”

對於稅務方面的議題，張先生表示他接下來的任
務除了是要降低人民稅務、維持威廉斯堡市良好經濟效
益之外，他也希望能解決該市一直以來面臨人口老齡化
問題，并確保城市的資源投資能達到持續性配合。

另外，他曾是共和黨領袖培訓項目的實習者之一
（Republican Leadership Initiative RLI）。RLI 是一項對全
美亞太裔基層社區領袖進行一系列廣泛培訓的課程，使
他們具備成為專業領域組織領袖和社區事項從事者的
條件。對此，他希望能激發更多年輕對公共服務的興趣。
他說：“縱使種族問題乃是很多亞裔居民選擇涉及政治
時會遭遇的一大絆腳石，最重要的還是亞太裔族群必須
確認自我興趣和專注於自我能力，並時刻向其他亞裔領
導者尋求建議。”

作為大威廉斯堡商會及旅遊聯盟Greater Williams-
burg Chamber & Tourism Alliance 與詹姆士城- 約克鎮
革命基金會 Jamestown-Yorktown Foundation Revolu-
tionary Society的一份子，他也希望能引領更多年輕人到
該市就業，同時擴張該地區的旅遊業。

張本明市議員將會在7月1日宣誓就職。

首位亞裔當選維吉尼亞州市議員 21歲傑出青年張本明潛力無窮

威廉斯堡市當選市議員張本明

【本報華府訊】美洲鄭和學會於4月23日中午
於馬裡蘭州洛城的新陶芳大飯店，特地邀請到
馬海雲教授主講「鄭和與中國的外交政策」，以
超越中原、跨過漢語的史觀回顧鄭和下西洋，
另聽眾耳目一新、視野別開！

年青才俊的馬海雲教授認為，解讀鄭和不
能僅僅始於明代，也不能僅僅止於中原，對鄭
和及其航海壯舉的解讀需放在一個更為寬廣
的亞歐大陸背景，即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長
期互動過程中進行動態觀察，才能洞察明代中
國在與亞洲內陸遊牧強權交流中的攻防競合。

馬教授指出，明朝面對的外患有東北亞的
蒙古殘勢、中亞的帖木兒（Tamerlane）強權的威
脅、西南亞的伊朗薩法維(Safavids)王朝的崛起
及西亞的鄂圖曼帝國（Ottomans）的擴張。這些
亞歐內陸遊牧政權的金戈鐵馬，結構性地阻止
了明朝在亞洲內陸的擴張，而遊牧鐵騎鞭長莫
及的海上交通、貿易和外交則成為明朝的不二
選擇。基於亞歐大陸的全盤思考和規劃，明代
的船隊不僅造訪了東南亞各國，也遠航至中
亞、西亞、阿拉伯半島及東非，避開了強權把持
的亞歐大陸通道、路上絲綢之路，其成就更是

傳統亞歐大陸強權所不及。明代的"西洋"戰略
審時度勢、繞開了亞歐大博弈，從而成功地實
現了"西洋"戰略再平衡。

馬教授進一步提到，明代的諸多外交實踐
鮮明地印上了亞歐大陸、尤其是穆斯林的文化
標記，例如，明代的皇家伊斯蘭瓷器有禁豬
（朱）文字，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間手書的《百
字贊》，是對伊斯蘭教的贊美文(原文保留在南
京)，揭示出明朝和伊斯蘭文化的親密關係。朱
棣為何選擇鄭和下西洋？除了內政的因素外，
更有國際上的需要，例如中亞、西亞的崛起，帖
木兒與蒙古的聯盟，歐洲人尋找海上絲路，地
緣政治的變化等；鄭和的穆斯林家世本身就是
蒙古帝國同歐亞大陸穆斯林密切關係的真實
寫照，鄭和祖父和父親的麥加朝覲說明瞭元明
以來穆斯林在溝通中西交流中不可輕忽的份
量。明朝啟用鄭和遠航穆斯林人口眾多的西
洋，不僅是他的個人能力及與朱棣的親近關
係，更與他的穆斯林身世文化和人脈網絡有
關。

從鄭和船隊配有的穆斯林通譯、史官、水
手等，可以看出自唐宋以來阿拉伯人、波斯人、

印度人、馬來人和中國東南沿海人民的海事傳
統、語言、知識、宗教、網絡等對航海成功的重
要性。所以，有關鄭和下西洋的認知絕不只是
中原的漢語史觀：如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尋覓建
文帝)及傳統中原王朝的朝貢貿易;更應該是穆
斯林式的、尤其是穆斯林族群之間的情感之
旅，例如，根據藏在巴黎博物館阿拉伯文的史
料，葉門Rasul王朝的記載：曼蘇爾港口，兩次
國王接見，全部王子出宮，在凱旋門舉行歡迎
儀式；國王回贈野生動物如獅子、金錢豹，鄭和
傳達聖旨：「爾之君王，中國皇帝向你問好，汝
當公正對待臣民。」當時的Rasul王朝甚至管轄
麥加，鄭和贈絲綢給天方做幔帳。

五、六百年之後的今天，西洋地區的人民
有關鄭和的記憶更多是伊斯蘭式的：如印尼前
總統哈比比感謝中國給印尼送去最偉大的禮
物伊斯蘭教。時至今日，東南亞穆斯林、印度穆
斯林、中東穆斯林對鄭和船隊的穆斯林情結依
存，也許這是中國在印度洋僅存的戰略瑰寶、
文化軟實力。趁著鄭和及明代中國遺產在西洋
各國還沒有被徹底遺忘之際，拯救、整理、整合
和分享這些歷史文化與共同記憶才是構建中

國和印度洋民心相通的希望所在。
馬教授結論時強調，面對西洋，中國一帶

一路的外交策略，宜請出鄭和，而不是孔子。

「美洲鄭和學會(ZHSA)」學術演講
馬海雲教授主講「鄭和與中國的外交政策」一新聽眾耳目

馬海雲教授與美洲鄭和學會的理事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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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韓同偉、黃政傑華府報導】2016年5月6日，在馬
里蘭州羅克維爾市Civic Center召開了“陽光時代新媒體論
壇”，由天脈聚源（北京）傳媒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戰略官芮斌
做了精彩主講。同時，邀請了 90 後網路創業先鋒 Vera
Wang(王大寶)做實戰報告。在迅速萌發大量新技術的社會
時代背景下，新傳媒該如何發展和創新，兩位講演者做出了
建設性的分析，給予眾多參會媒體人很有價值的啟發。

芮斌指出，移動互聯網加速碎片化時代的到來，消費者
的需求行為，呈現出了“移動化”、“瞬態化”（On-demand），

“社交化”、“情感化”趨勢。此時的新技術演進，遵循著新摩
爾定律，朝著高速度、低功耗、微型化、多樣化發展。新技術
日新月異，諸多企業的行業屬性、業務形態發生急劇變化，
被顛覆的壓力日趨加大，急需轉型對應顛覆式競爭，並且獲
取新增長，通過行業升級提升效率，從而構建新競爭力。

在這樣的一種新形態的時代背景下，新媒體的戰略選
擇該怎樣應對？芮斌解釋，所謂的新媒體，就是“新內容+新
技術+新商業模式”。新媒體一定要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內容
產品，擁抱技術帶來的體驗革命，推動新媒體商業模式轉
型。例如，注重消費者的感知體驗；場景化的體驗設計成為

潮流；彈幕在互聯網電視中的應用；社交電視、多屏互動開
始成為基本服務；穿戴式設備會成為下一波創新週期的起
點等。

此外，芮斌還認為，終端智慧化加上“大資料”，可以認
知和預測世界。智慧終端機通過各種感測器，能夠獲得大量
與使用者相關的資料。通過對這些資料的處理和挖掘，可以
得到用戶相關的位置、時間關係、活動狀態、喜好、社會關係
等一系列資料，進而通過人工智慧，推測使用者的行為，讓
設備變得更加聰明、智慧，達到更好地為使用者服務。

90後的網路創業先鋒Vera Wang(王大寶)，正好從一個
成功個例經驗證實了新時代傳媒的特點。她的自媒體VE-
RAWANGxNYC,展示了華人在紐約的生活奮鬥故事和真
情實感，利用了不同的技術手段做創意整合，如文字圖片、
音訊影像、互動模式、產品軟性植入、線下活動等等，飛快的
得到上萬名粉絲關注，並且，有很多奢侈品牌的商業公司與
她合作，快速成為了十分具有商業價值的時尚紅人。

最後，論壇上 Sun Global Media 北美 CEO 伍若侖介紹
了該公司的新技術SunTV等產品，演示出“機人互動”體驗
過程，讓到會者無不感歎新智慧技術產品的奇妙特性。

陽光時代新媒體論壇：智慧開啟媒體新未來

天脈聚源首席戰略官芮斌（右）。90後網路創業先
鋒Vera Wang(王大寶)（中）

Sun Global Media北美CEO 伍若侖

論壇現場

天脈聚源（北京）傳媒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戰略官芮斌做精彩主講

90 後 網 路 創 業 先 鋒 Vera
Wang(王大寶)做實戰報告

【本報華府訊】大華府區正昇財務顧問公司總
裁張文進博士，將于5月14日及21日舉辦「年
金」及「投資節稅策略」講座，從上午10時30分
至12時30分止，報名請洽Grace，Lily或Casey，
240-479-2688 分 機 1001 或 admin@upright-
planning.com。講座地址是 15245 Shady Grove
Rd.(North Entrance), Rockville, MD 20850。

5月14曰的講題是「終生收入年金」，人一
輩子靠以維持家計的那份薪水，在退休後即消
失，如何建立一份薪水，讓一輩子都能享用，以
保障退休生活，是您一輩子努力工作的目標。
終生收入年金是取代那份消失薪水的最佳投
資選項。它提供一輩子皆有收入，且收入只會
上漲，絕對不會下跌。

當股市上漲時，終生收入年金的價值也隨

著上揚，因此您的終生收入也會跟著升高。當
投資下跌時，您的收入絕對不會下跌；只要你
活著，保險公司就會持續的提供收入，即使您
的年金價值已為零。

年金的主要設計是給自己用的，但某些產
品也可以做資產轉移，投資者應依據自身的需
求，選擇適切的產品。「自用並可轉移」終生收
入年金，提供您終生收入，但當人過世時，受益
人將可領回本金或最高值。這種可自己用，且
不降低留給受益人的投 資方式，非常適合亞
裔人士的理財觀念。

舉例說明，陳先生在65歲存入年金40萬
元，每年的保障收入是2萬元，有可能增加，絕
不會降低，假設25年後陳先生過世，年金價值
只剩10萬元，陳先生的受益人將領回40萬元。

反觀若陳先生過世時的年金價值是70
萬元，陳先生的受益人將領回70萬元。

除了投資型年金外，張博士也將詳細
解說並比較指數型及固定型年金的優缺點，並
綜合分析年金的適用性，您絕對會很清楚的了
解那一類型的年金，能幫您達到財務目標。

5月21曰的講題是「投資節稅策略」，投資
就是要賺錢，也希望能保本，張博士建議投資
人應依時限，設立短中長期的投資標的，如此
一來，投資方向才易落實，目標也較易達成。

張博士將解說如何善用「終生收入年金」、
「商業房地產投資信託」及「資產管理投資策
略」，達成短期中期及長期的投資目標。

「商業房地產投資信託」的優點是利息穩
定，具成長潛力，並可延稅。商業房地產投資範
圍廣，且資本額較高，投資者可以購買商業房
地產投資信託為投資工具。

銀行及債券的利率超低，無法對抗通膨。

股票雖是好的抗通膨投資，卻不一定能保本。
房地產的價值及房租，會因利率上揚而上昇，
應是您保本保值及穩定收入的好投資。長久以
來房地產一直是抗通膨的好投資，超過半數的
美國富人是靠房地產致富的，其成長潛力不容
忽視。

股市投資就是會上下起伏，若能將股市投
資定位于長期投資的標的，那麼股市波動反而
是機會而非危機。股市投資要是不賺錢，怎麼
會有那麼多人力及資金投入在股市？

股市投資主要分戰略型投資及戰術型投
資，戰略型投資就是一般人熟悉的分散風險策
略，戰術型投資則注重於技術層面的分析。此
二型投資各有其優缺點及其適用性，股市平穩
向上時，戰略型投資占上風，股市高低變化大
時，戰術型投資占優勢。張博士建議您應該二
種策略皆用，他將解說如何善用二種策略，在
不同時機用不同比重，來爭取最大利益。

張文進博士5月份二場財務講座

【本報華府訊】應二十四之候,拂花而來之風，謂之花信風。每吹則信花繁盛，自令詩
人情懷大開、詩興大起，對花而吟、醉在其中：自古如此。五月一日正值花風兩盛之
際，華府詩友社請來前社長季肇瑾，做了題為《五月花雨，信風詩絮》的演講。情不自
禁的詩人，對情不自禁的詩花愛好者，講歷代情不自禁的詠花人，對二十四候花揮
毫寫下的情不自禁的詠花詩：如此意境之下的場面，自然溫馨可人、詩情湧動。

季肇瑾以八節氣二十四候期中，每候內花期最準之信花為綱領為主線，既介紹
了八氣二十四候的有關常識，又逐一講解了各具特色的二十四種信花：小寒的梅
花、山茶、水仙，大寒的瑞香、蘭花、山礬，立春的迎春、櫻桃、望春，雨水的菜花、杏
花、李花，驚蟄的桃花、棠梨、薔薇，春分的海棠、梨花、木蘭，清明的桐花、麥花、柳
花，以及穀雨的牡丹、酴醾、楝花。

季肇瑾進一步列出並賞析了歷代詩人詞家針對每種信花的詠花之作。每信花
各引兩到三首名篇；並時以演講者本人所作、收在其《靜廬詩詞集》的詠花詩詞來點
綴其間，甚至情有獨鍾還加入了荷花詩。講花、賞花、賞詩詞之餘，還時時鋪敘了古
典詩人的簡歷、寫詩時背景、抒發的情感，及詩詞中對人文的展示、人生的感悟、情
懷的寄託、性情的陶冶……。講者如癡如醉，聽者如醉如癡。會場內不見花海如臨花
海，不聞花香處處花香，不揭筆墨詩飄滿堂。短短兩三個小時，花信風展開了千百年
的詩卷、吹來了千百年的芬芳。

興趣廣泛、文理皆通，博學多才的季肇瑾，學位為哲學碩士、著述為經濟研究、
現就職於霍普金斯國際關係研究所、曾獲一等獎於全國「2014年中外詩歌散文邀請
賽」。此時談詩談花、談古談今、談性情談境
界、談人生談思想，句句如數家珍。豐富的
演講內容、美麗的花朵美麗的詩句，都大大
激發了出席者的詩人情懷，人人爭談看法，
互動極為熱烈。有的詩興大發，如前社長林
秀蘭，高度讚揚了對母親節具特殊意義的
萱草即金針花，還當場朗讀了她為此所作
的詩篇；有的則學究心大起，對柳花、柳絮、
楊花等的異同及在古詩詞中的運用，展開
了熱烈的討論。會場熱烈、眾人忘我，整場
演講竟無人提出中休。離去時迎著撲面而
來的含香之風帶花之雨，人人心滿意足於
春天裏這一場文化的盛宴。(陳小青供稿）

華府詩友社季肇瑾 講二十四花信與詩情

【本報華府訊】僑務委員會為推動僑教數位化，訂於本年7月18日至8月28日開設「華文教師線上遠距研習班」，以同步、非同步混
成之線上數位教學課程，使海外華語文教師瞭解最新數位教學觀念、方式及趨勢，並具備華文網路教學能力。

本研習班全程採網路修課，包括18小時之同步課程及18小時之非同步課程，總時數為36小時；研習主題為「兒少華語文之教
學技巧」，並針對「兒童」及「青少年」特質規劃課程。培訓期間線上課程之師資與教材編製費由僑委會全額負擔，其餘如電腦設備、
網路連線及軟體等個人上課所需花費由學員自行負擔。結業總成績達70分以上且同步課程出席次數達6次以上者，將由僑委會寄
發中英文結業證書，另授予國立臺東大學「兒童及青少年華語文教學」2學分。

歡迎具有基本電腦操作技能之大華府地區僑校及公立中、小學現職華文教師踴躍報名參加（自即日起至5月31日止），相關報
名表件請於上班時間（週二至週五上午10時至下午6時）電洽華府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林小姐，電話：(301) 869-8585分機117。

歡迎報名參加僑委會
「華文教師線上遠距研習班」

【本報華府訊】我們從兩岸三地陸陸續續來到了美國，帶
著在中國和自己家鄉一些習以為常的文化和習慣，在美
國社會中產生了一些影響，而美國的社會文化和法律制
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在改變著我們。

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的歷史和文明史，今天的中國
在經濟上已經是成為不可小覷的大國了，按理說總算可
以揚眉吐氣了，可是很多人埋怨，外國人老是歧視我們，
這個讓人很難過。。。為什麼？就是因為一些不良習慣,雖
入鄉卻不能隨俗所致。

入鄉隨俗是一個長遠的話題。趣味俱樂部就這個話
題曾經辦過幾次話聊，以後還將繼續歡迎大家參與。讓我
們大家一起學習，改正一些陋習，努力做個合格文明的美
國華人，讓華人成為美國最優秀的少數民族。

林玲，九十年代初自上海復旦作為訪問學者來美，在
馬里蘭大學工作十多年又曾經在馬里蘭州的多家墓園工
作，已於去年退休。

中美文化差異較大,從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
待人接物，到公共場合的社交禮貌，以及遇到與我們母體
文化相互矛盾衝突時應該怎麼做才好等等。林玲願意把
她在美生活的經歷體會與大家分享：

特約嘉賓：林玲
時 間： 5/17（星期二）12:30 – 1:30 pm
地點：長樂社Upper County Community Center

8201 Emory Grove Rd. Gaithersburg MD 20877

連絡人：董鐵柱 titchu@yahoo.com
肖淑娟 xiao.shujuan@gmail.com

長樂社趣味俱樂部

趣味俱樂部活動資訊

話題64
做一個文明的美國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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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㆒飛 陳立家

 An anonymous 50-page document discussing the brief Sino-
Vietnam war (SVW) in 1979 came to my mailbox recently. The document 
implied that it was written by a Western analyst and translated to Mandarin 
by the analyst's colleague. The document was suppressed from publication 
because the superior of the analyst felt that too much credit and praise 
were given to the Chinese leader, Deng Xiao Ping. After examining this 
document, I found that the analyst had presented fairly accurate facts 
(events, dates, names, geographic locations and some statistics related to 
the war) which could be checked out by research. The analyses and 
comments in the document are quite logical, definitely making the paper 
deserving to see the daylight. Hence, I am summarizing this long article, 
Foreign Sources Revealing the Truth of Sino-Vietnam War, with my 
comments in this column. 
 This paper started with the notion that the changes with small 
nations could not make enough impact to the balance or struggle of world 
powers. China's strategic change from being a nominal member in the 
Soviet Union bloc to a de facto ally with the U.S. was the primary reason 
that had led the Soviet Union to collapse eventually. The Soviet and the 
U.S. leaders did not have any serious regard to China's presence in the 
world arena until Nixon-Kissinger (1972) realized and formulated a 
strategy of working with China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Deng Xiao Ping 
visited the U.S. on January 1, 1979, the date the U.S. Recognized China, 
and seven days later China launched a massive but a short 28 days war 
against Vietnam. 
 The document went into depth describing Vietnam and her wars 
with France and the U.S. which had built her confidence in winning brutal 
wars; indeed, the Vietnam soldiers (even civilians) were credited as tough 
fighters, persistent, deadly and cruel. Though Vietnam essentially won the 
Vietnam war but she was resentful that China did not support her all the 
way and China was courted by the U.S. (1972-). Although receiving 
military aid from China, Vietnam acted alone and hostile to her neighbors, 
Khmer, Laos and Cambodia; She conquered the South Vietnam in 55 days 
(1975). Vietnam's over confidence in her ability to fight and her obvious 
ambition reminded China about Japan's behavior towards China and 
Indochina prior to WW II. The Chinese Premier Zhou En Lai was alarmed 
and passed on instructions to Deng to watch out for Vietnam and to 
prepare a strategy to check her ambitions.
 The Vietnam leader, Li Yi, went to Beijing (11/1977) asking for 
more military aid, but Deng refused him, and then he turned to the Soviet 
Union. The Soviet wanted to suppress China and granted Li's full request; 
a year later they signed a peace and cooperation treaty. Then within one 
year, Vietnam armed all her military forces with Russian equipment. In 
12/1978, Vietnam attacked Khmer, captured Jin Bian in 14 days and 

destroyed Khmer, but it was both a strategic and a tactic mistake. China 
was wary of Vietnam's ambition in Indochina and had been preparing 
for war with Vietnam. Destroying Khmer essentially enhanced China's 
resolve to teach Vietnam a lesson. Hence, during Deng's visit to the 
U.S., he told President Carter his plan of attacking Vietnam. Carter, 
with the Vietnam War experience, warned Deng and did not want to get 
involved in any battle against the war hardened Vietnam. Deng, of 
course, had all figured out how to fight Vietnam, including stationing 
troops on China's Northern border in case Russia invading in the name 
of helping Vietnam. 
 Deng originally planned to attack in January, 1980, but 
khmer's fall in the end of 1978, hastened Deng's plan. Tactically, 
military maneuver and fighting in the Monsoon season (March and 
April), are not desirable. Vietnam's attack on Khmer in December and 
won in 14 days gave China a whole two months to act. Since China had 
well prepared for a number of years, this two months window was 
perfect for China to move up her plan. Deng, an excellent and avid 
bridge player, after touched base with Carter and calculated Russia's 
inability to mobilize during the winter, then made a decisive decision to 
punish the Vietnam with a quick and devastating attack by moving 
300,000 Chinese troops with overwhelming fire power across the 
border (7/8/1979). Though the Vietnam troops were tough and loyal, 
but they were caught by surprise, outnumbered, outgunned, ill trained 
for large scale war and poorly equipped with communication gear, thus, 
suffered great casualty.
 In sixteen days, China took Liang Shan, threatening to sweep 
the open flat capital, Ho Nui, but next day Deng ordered troops to 
withdraw to return home, on the way back destroying any resistance 
and industrial bases. Deng regarded Vietnam as the Soviet's Cuba in the 
East but he only wanted to punish her not conquer her. Tactically, Deng 
did not want to prolong the war into the Monsoon season. Given 
Vietnam's fearless or martyr style resistance, the fighting would drag 
into the rain season. The SVW lasted only a total of 28 days; Deng 
essentially achieved his objectives, seriously if not permanently 
quenched Vietnam's ambition of conquering Indochina and her 
aggression in the Sino-Vietnam border. Vietnam would need a decade 
or two to recover from the SVW. 
 This brief war was regarded as a huge success and a brilliant 
strategic execution produced a lasting impact to Vietnam. After the war, 
China became firmer in defending any Sino-Vietnam border conflict 

including the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threatened to teach 
Vietnam a second lesson. This pressure had kept Vietnam to keep one 
million troops along the border and cost the Soviet Union $2-2.5 
million a day to support them. The Cuba show-down with the U.S. 
made Khrushchev lose face but the U.S. had to promise not attacking 
Cuba, hence Cuba was never harmed other than being sanctioned till 
President Obama Visited Cuba normalizing their relationship (2016). 
The SVW made the Soviet Union lose more than face. It caused the 
Soviet Union to decline because of her heavy burden in foreign aid. 
The Soviet Union's inaction during the SVW cost her so much prestige 
that many members in the Soviet bloc begin to defect.  Egypt was 
the first to defect. President Anwar Sadat was in talks with Menachem 
Begin,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but hesitated to sign a treaty, but three 
months after the SVW, Sadat became braver and signed a peace treaty 
with Israel on 3/26/1979. Next was Afghanistan where a coup removed 
the pro-Soviet leader; Russia had to send 100,000 troops to topple the 
coup. Then there was Iran where an Islam revolution started 6 days 
before the SVW to topple the pro-U.S. King. Due to the SVW and the 
Afghan war, the Soviet Union had no tim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Iran revolution. Supporting Vietnam and Afghanistan was an 
unbearable burden and cost the East Europe a recession. Poland first 
rebelled (8/14/1980), although the union revolt was put down but a 
cleavage between Poland and the Soviet Union formed and others 
followed.
 Post SVW, the Sino-Vietnam border conflicts continued until 
Liyi died (7/1986). Then Vietnam had a naval battle with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1988 but was defeated; Vietnam officially 
recognized China's claim and occupation of the Paracel islands. 
Cambodia revived post SVW and kept fighting Vietnam, a bleeding 
wound for the Soviet Union. With Egypt's defection, the Soviet began 
to lose her advantages in the Middle-East; Afghanistan became another 
bleeding wound for her. Both SVW and Afghan war made the U.S. 
(Reagan) more confident to engage a struggle with the Soviet not only 
in the Middle-East but also in Africa (Angola, Mozambique and 
Ethiopia), then Africa became the third bleeding wound for the Soviet.
Tracing events back to 1979, we can conclude logically that the SVW 
was the tipping point for the declin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SVW 
made the U.S. to see the weakness and vulnerability of the Vietnam 
and Soviet Union. The short SVW was the only war China initiated 
against a sovereign country in her modern history. In the other wars, 
China was either passive or being attacked. The 28 days SVW with 
low casualty on the Chinese side (<10,000) had two very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One, It stopped Vietnam's ambition of conquering the 
entire Indochina and laid foundation for a peaceful Indochina. Two, 
due to Soviet Union's strategic mistake of supporting the Vietnam 
against China, the SVW was the tipping point for the Soviet Union to 
collapse. The U.S. working with China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was a 
winning strategy. 

文稿言論不㈹表本報立場，文責㉂負。

〜佟秉宇〜

 

到底誰在改變現狀？
七零年代，大陸的文革搞得如火

如荼，國力消耗於政治鬥爭之中。
相對而言，越南打敗美國，志得意
滿，氣勢凌人，並立刻進一步奪取
靠近海南島的西沙群島。中國在
1974年的奪島戰爭中，以弱敵強，
拿回了西沙群島，但是南北越合併
後總加起來佔據了南沙群島的二十
多個島或島礁，並從事建設，招標
開發油氣田。也就在七零和八零年
代，菲律賓也佔據了在巴拉旺省西
邊的8個島或島礁，也在從事人工改
造。

你 或許會問：既然這兩國所佔據
的島嶼都涉及跟中國的領土糾紛，
那麼美國有沒有指責它們“改變現
狀”？有沒有指責它們妨害“航行
自由”？有沒有說這兩個國家具 有
“侵略性”呢？好像沒有耶！不但
沒有，並且近幾年來美國一直是站
在它們那邊說話，對中國指手畫
腳。除了積極拉攏越南之外，它最
近才跟菲律賓在黃岩島附近 進行了
一次規模很大的聯合軍演。針對中
國的造島活動，它的軍機和艦隊也
三番五次地到這個海域巡航示威。
請問，從沒有介入到介入，是不是
“改變現狀”？

在歷史上屬於中國的領土的南沙
群島中，越南和菲律賓佔據了大部
分島嶼，可是中國沒有使用武力去
奪回來。中國其實蠻客氣的，一直
要求跟它們一對一地談判，但是一
直談不成，所以找了3個無人居住
的，突出水面的礁石，和5個 高潮
時被海水淹沒的暗礁，將它們改造
成島。由於中國擁有自己製造的巨
型挖沙船和其他巨型設備，所以花
了大概不到兩年時間，就打造出一
批比越南和菲律賓造了 幾十年都造
不了那麼大的人工島。然而，就是
為此，美國說中國“改變現狀”，
妨害“航行自由”和“具有侵略
性”。你說冤枉不冤枉？

蒂亞戈·加西亞(Diego Garcia)

有些客觀的論者看不慣，就說話
了：為什麼印度洋裡有那麼一個小
島，叫作蒂亞戈·加西亞，本來居住
了至少1500名土著居民的，現在一
名都不剩，反而變成了美國掌控印
度洋的重要海軍基地？是誰強迫哪
些居民搬走的？哦，原來是美國把
這個島和附近的小島從英國買了過
來，給了英國1400萬，要英國強迫
把這些人搬走。英國很聽話，把原
住民抓趕上船，把他們搬到千海哩
以外的塞舌爾島去了。你說，這難
道不是改變現狀？這難道沒有剝奪
了哪些原住民的航行自由和他們的
人權？這難道不是非常具有侵略性
嗎？

國際關係就是這樣的，藉口可以
隨便找，不管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伊拉克），滅族威脅（利比
亞），還是妨礙航行自由或破壞現
狀（南海），只要擁有龐大的，足
以 籠罩全球的宣傳機器，虛假藉口
也能產生真實的效果。從二次戰後

到今天，美國基本上擁有最強的
軍事力量和最龐大的宣傳機器，
用以維持它所認為的現狀。它把
前 蘇聯掌控的社會主義陣營壓垮
了，這好像不算改變現狀，也把
自己的盟友日本的經濟給壓下去
了，那也不算。有些論者還說，
它還蓄意把歐元區給壓垮了。是
否如 此，姑且不論，總之，它現
在大肆宣傳的，極為明顯，就是
劍指中國。

怎麼重返亞洲？
在希萊莉擔任國務卿期間，她

跟國務院的高級顧問，也就是赫
赫有名的哈佛教授約瑟夫·奈（軟
實力一詞的發明者），以及主管
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
Kurt Campbell，提出了一個“重
返亞洲”戰略（後來認為這個名
詞太具有侵略性，所以奧巴馬將
之改為再平衡）。他們指出，美
國擁有一個巨大的地理優勢：美
國東西兩邊是海，而南北兩面只
有加拿大與墨西哥--兩個對它不
構成威脅的國家。中國呢？中國
是全世界鄰國最多的國家，一共
14個，並且跟其中好幾個存在著
矛盾。

重返亞洲要用什麼手段呢？那
當然就是製造中國內部的和它跟
鄰國之間的矛盾了。

雖 然我們絕對不敢懷疑諾貝爾
和平獎的崇高地位，也相信它不
會受到低級的，暗箱作業的政治
操縱，只不過我們世俗人的小心
眼有時難以理解過於高尚的理
念。例如： 為什麼它會把和平獎
頒給正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國大
打熱戰的奧巴馬？也難以捉摸為
什麼會在關鍵時刻頒獎給劉曉波
和緬甸的安珊素姬。回想起來，
或許大家還記得 安珊素姬受到希
萊莉和奧巴馬的熱烈擁抱，以及
獲獎前後在英國，美國和在整個
歐洲所享受到至高無上的榮耀。
（安珊素姬似乎了解和平獎的深
刻含義，所以好像無 動於衷，或
者說沒有被收買，在她的全國民
主聯盟政黨取勝前，她到北京訪
問，勝選後首先邀請的是中國外
長王毅到緬甸訪問。）

中國有14個鄰國：朝鮮，俄
國，蒙古，哈薩克斯坦，吉爾吉
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
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
丹，緬甸， 越 南。此外，老挝、
隔海相望還有：日本，菲律賓，
馬來西亞，文萊，印尼。其實我
們還應當考慮到東盟的其他國
家，如泰國，新加坡等。簡言
之，中國的邊境環境是非常複 雜
的，利益衝突是多方面的，合作
是充滿挑戰的。如果某些境外國
家要從中挑撥的話，渠道應當是
很多的，後果也可能是相當嚴重
的。例如黃岩島。

黃岩島：美國夢寐以求的

切入口

雖然我們把黄岩岛列入中沙群島
之一，它其實獨自從深海中突出，
高潮時水面只露出幾平方米的礁
石，可是，在淺淺的水面下，它的
礁盤卻非常廣大，據百度的資料，
約140方公里（作為對比，中國至
今 造 的 最 大 的 島 才 不 到 7方 公
里）。它距離菲律賓的呂宋島的蘇
比克灣（1992年以前是美國在亞洲
最大的海軍基地）只有230公里，
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在礁石圍繞的
內部，它有一個很大的海灣，被稱
為潟湖，約95 方公里，是避風良
港，其附近也是很好的漁場。當
然，對中國而言，它還具備巨大的
造島潛力。

自1978年起，中菲兩國就在這裡
不斷有爭執，而菲律賓經常扣押他
國的漁船，包括大陸與台灣的漁船
和漁民，索取罰款。2012年4月，
這裡爆發了一場所謂的黃岩島事
件。當時，中菲雙方都非常緊張，
積極處理，但是它們都沒有預見，
這是一樁改變南海鬥爭格局的大
事，因為它給美國一個覬覦已久的
機會。

菲律賓出動了攜帶武器的海防船
隻，把十幾艘中方的漁船堵在潟湖
內，企圖扣押。在此緊急時刻，中
國的兩艘海監船趕到現場，形成兩
邊對峙。由於事態嚴重，所以中菲
兩國代表開始在雙方的首都進行談
判。

Peter Lee（可能是美籍菲華記
者）最近在他的部落格  China 
Matters 上 （ Everything You 
T h i n k  Y o u  K n o w  a b o u t  
Scarborough Shoal is Wrong, 所
有你知道關於黃岩島的事都是錯
的）和在總部設在香港的英文網報
Asia Times上 的 文 章 （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Scarborough 
Shoal，南中國海的爭執：重寫黃
岩島的歷史）中詳細敘述了這件事
的來龍去脈。內容相當複雜，大家
可以參考原文，我在此只能簡述。
最關鍵的是，他揭發了美國如何藉
此插手進來，徹底破壞了中菲關
係。

問題是：兩國㉂己解決，

還是國際化？
Lee寫道，“真實情況是，中國

跟菲律賓成功地通過雙邊談判，解
決了問題。正是由於它的成功，以
至於菲律賓的外交部長Alberto 
Del Rosario 逼得去破壞它。實際
上，中國佔領該島不是菲律賓將之
國際化的原因，而是它的後果。”

這裡牽涉到三位關鍵人物。一位
是阿基諾總統的親信特使，參議員
Antonia Trillanes IV，他是這三
位中唯一親中的重量級政客；一位
是仇中親美的菲律賓外交部長 
Rosario，也是Trillanes的政敵；
還有一位就是美國駐菲大使Harry 
Thomas。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Sino-Vietnam War (1979) Deserves Serious Reflection - A Tipping Point fo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2012年4月10日，中國的海監船
在黃岩島制止菲方扣留中國漁
民，形成對峙。阿基諾沒有找外
交部長Rosario跟北京交涉，因為
他知道Rosario 親美並主張將中
菲的領土爭執國際化，所以他找
了他的親信Trillanes，請他從另
一 個 渠 道 （ 菲 律 賓 報 紙 是 用
backchannel一詞）暗中跟中方談
判，希望以一對一的方式，和平
解決對峙的局面。Trillanes跟包
括傅穎在內的中方代表往返於兩
國首都，一共舉行了16次談判，
雙方同意按順序撤離，而不是同
時撤離。這是因為許多船隻在潟
湖內，而湖口很窄，不能同時撤
離。他們也同意，在雙方都撤離
之後再討論如何分享該海域的資
源。中方提出的一個重要條件就
是不得將這個問題國際化。菲方
的一個條件是，不得在該島作建
設活動。

Rosario知道Trillanes在他背
後進行談判之後非常憤怒，乃從
中 阻 擾 。 根 據 Lee的 報 導 ,
“Trillanes，作為阿基諾的代
表，正在就按順序撤離進行談判
時，不涉及談判的Rosario接到了
美國駐菲大使Harry Thomas的電
話（顯然是在半夜接到的），然
後他就在沒有通知總統的情況下
命令單方面撤離，然後指控中國
違 反 了 同 時 撤 離 的 協 議 。 ”
（Lee在別處說明，這個電話是
Campbell授意的。）

簡言之，半夜裡美國的一通電
話，埋葬了中菲關係！

當然，Rosario本來就主張用強
硬手段對付北京，可是，沒有美
國撐腰，他是不敢這麼做的。

此處爭執的重點是，到底中菲
兩方的船隻應同時撤離，還是按
照一定的順序撤離。Rosaria接獲
美國方面的電話說是要同時撤
離，而Trillanes跟中方達成的協
議是按順序撤離。但事實上菲律
賓 的 船 隻 已 經 先 撤 離 了 ， 而
Rosaria就藉此指控中方違約，因
此就把這個爭議國際化了。

這件案子的內情是在事後才披
露的，也就是在Trillanes 與北
京達成的協議被菲律賓內閣否定
後（否定的原因也甚複雜，包括
Rosario在報上散佈假證據），他
向 《 星 報 》 （ Star） 記 者
Tiglao透露了一份四頁的備忘
錄，其部分內容如下：

“總統指示我跟對方研討如何
依次將停留在潟湖內的政府船隻
撤離。但是，6月4日晨，總統告
訴我，我們的漁業事務與海洋資
源船（BFAR）已經離開，而中國
的船隻卻違背了同時撤離的協
議，沒有離開…我問他，是誰同
意同時撤離的？我正在討論按順
序撤離，因為潟湖的湖口太窄，
不能夠同時撤離。總統說是外交
部長告訴他，說這是在華盛頓達

成的協議。”
Trillanes接下來問，“既然協

議是同時撤離，那麼我們為什麼先
撤？總統說，這就是我問Rosario的
問題，為什麼沒有得到我的指示，
他就命令BFAR先撤？”

據Trillanes 說，按順序撤離的
協議一直到7月 時還有效，即：如
果菲律賓不在柬埔寨召開的東盟區
域論壇中提出這件案子，將之國際
化，則中國就撤走最後三艘船。但
是，菲方提出了對中國的指控，而
該論壇受 到中國的壓力，並沒有將
之納入議程，菲方乃決定向國際仲
裁法庭提出。這麼一來，中菲關係
鬧翻，中國佔據黃岩島，菲律賓投
向美國的懷抱。

Lee說，西方媒體歪曲這件事的
順序，把責任歸咎於中國的“擴張
性”和“侵略性”。如此這般，
2012年，美國為其重返亞洲戰略找
到了一個切入口，然後軍機航母就
可以開進阿基諾提供的軍事基地。

這就是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一個
實例。離間中國與其鄰國之間的關
係是這個戰略的重中之重。

結語 

菲律賓於1986年 發生了一件轟
動世界的大事，那就是“人民力
量”推翻了馬可斯獨裁政權。它的
導火線是馬可斯派人在馬尼拉機場
槍殺了阿基諾的父親。阿基諾的寡
母乃被群眾推舉 出來，跟馬可斯競
選。馬可斯擔心他敗選，所以在選
票上大做手腳。這就引起民憤，群
起遊行示威，馬可斯就鎮壓。有人
或許還記得修女安坐地上，擋住坦
克車的動 人畫面。結果群眾勝利，
馬可斯夫婦乘坐美國提供的軍機，
逃亡到夏威夷，安享餘年。有人或
許還記得，群眾闖進總統府，搜出
3000雙伊美黛夫人的鞋子。

因為美國到最後一刻才放棄對獨
裁者馬可斯的支持，阿基諾夫人擔
任總統之後，她和她的支持者都非
常反美，乃決定不再繼續租給美國
兩個龐大的軍事基地：克拉克空軍
基地和蘇比克海軍基地。換句話
說，在圍堵中國的第一島鏈上，出
現了一個巨大的缺口。

現任的阿基諾總統沒有記取他父
母追求政治自主的意志，受到像
Rosario 這種親美政客的擺弄，無
論如何是件令人遺憾的事。回想
2012年的談判，北京很可能沒有佔
據黃岩島的計劃，只是想找出妥善
的分享海洋資源的辦法。因為，黃
岩島突出水面的部分太小，不花大
功夫造島，根本無法掌控。但是，
菲律賓既然引狼入室，北京方面幾
乎不得已也要設法把黃岩島變成一
個可以居住的島。

黃岩島潛在面積相當大，可以成
為優良的港口，中國一旦決定造
島，則對美國在南海的霸權將是很
大的威脅。這就是中美兩國的博弈
幾乎必然會加劇的道理。

 

半㊰裡的㆒通電話，埋葬了㆗菲關係
“重返亞洲要用什麼手段呢？那當然就是製
造㆗國內部的和它跟鄰國之間的矛盾了。”

〜㈬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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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人工植牙 (Dental Implant)
根管治療 (Root Canal Treatment)
烤瓷牙冠,烤瓷嵌體當天一次完成(One Visit)
牙齒美容矯正(隱形牙箍)及一小時漂白(One Visit)
固定牙橋
全口假牙
部份假牙含或不含鉤子(Attachment)
各類牙齒拔除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成人及兒童牙科
全口口腔重建
牙周病治療
一般及深部洗牙
各類牙周病(牙槽骨及牙齦)修補手術

Steven Xue, D.D.S.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醫博士(USC)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博士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281-988-5930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

營業時間(七天)﹕Mon-Fri 9:30AM-6:30PM Sat. & Sun 10:00AM-6:00PM

時代牙醫中心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Medicaid under 21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薛志剛牙醫博士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

電話：281-888-5955 地址：8880百利大道﹐Ste F﹐Houston﹐TX 77036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原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院修複科副主任醫師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畢業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修複學博士
˙德州大學牙科材料學碩士
˙德州大學牙科學校修複專科住院醫師畢業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收受各種牙科PPO以及政府保險 （位於Fiesta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中國城
百利大道8

號
公
路

G
es
sn
erFiesta悅來海鮮

★
百利牙科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We Smile Dental
微 笑 牙 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拔牙，補牙，
根管治療，牙齒美容及兒童牙科，
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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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疾病与预防

（生命时报）何清湖，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中

医药大学副校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外科分会副主任

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

及专家委员会委员

肾是人的“先天之本”，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棵

大树，肾就是树根，吸收、传递营养充足，大树才能

枝繁叶茂。肾虚了,可能引起各种健康问题。然而，在

现实中，人们常常会夸大肾虚，很多人把出汗多、腰

酸背疼、频繁如厕、性欲下降等与肾虚划上了等号，

一出现这些症状，就自行盲目补肾，耽误了病情。与

之相反，有些与肾虚有关的疾病，人们却没有意识

到。本期，《生命时报》记者特别邀请湖南中医药大

学副校长何清湖、广东省中医院肾内科主任卢富

华，为我们总结了 4个对肾虚的常见误解和 4种最

容易被忽视的肾虚，并展开了详细的解读和指导。

误解 1︰耳鸣都是肾虚
很多人认为，凡是耳鸣都是肾虚引起的，这并

不准确。

肾开窍于耳，肾精不足则听力减退，出现耳鸣，

可能表现为耳内有蝉鸣声、嗡嗡声、嘶嘶声等。因

此，当出现耳鸣、烦心、听力下降等症状时，可考虑

为肾阴虚。

但耳鸣并不都是肾虚引起的，造成耳鸣的原因

有很多。风热侵袭型耳鸣，音调较低沉，耳内有胀

满、堵塞的感觉，常伴鼻塞、流涕、咳嗽等肺经表症，

治疗应从肺下手。肝火上扰型，则耳鸣声较大，与情

绪变化关系密切，多伴有口苦、心烦、易怒等肝火上

逆的症状，应清肝泻热。痰浊上壅型耳鸣，耳内胀

闷、堵塞感明显，可伴有胸闷，舌体多较胖、边缘有

齿痕，治法应以化痰降浊、和胃开窍为主。脾胃虚弱

型耳鸣，患者多表现出精气神差、疲乏无力，治疗上

要健脾益气。

可见，并不是所有耳鸣都属于“肾虚”，片面补

肾是不正确的。

误解 2︰肾虚才会腰痛
肾主骨，肾气衰败可诱发骨质疏松，导致腰酸

背痛，但腰酸背痛不一定是肾虚，还可能是腰肌劳

损等其他疾病。肾虚引起的腰痛在老年人中相对其

他年龄阶段的人来说，比例要大一些，但总的看来，

肾虚导致腰痛，其所占比例实际上还不到 1/4。

腰部胀痛，伴有腹部不适，脉搏较快，多为郁怒

不解伤了肝，治疗应着重养肝调气；心情低落整天

忧愁，腰腹部连着疼，消化功能减弱，多为思虑伤

脾，可以适当健脾。

腰疼并且疼痛感可以向上放射到背脊，觉得后

背有冰凉感，喜欢热疗，多为风寒伴有湿邪阻滞腰

部经络所致，应温散寒湿。

腰间坠疼，肿胀发热，久坐、热天、雨天时加重，

大多是湿热所致，治疗上应该化湿清热。

闪着腰后，出现肿胀疼痛，怕被按揉，一碰就

疼，多为气滞血淤，应顺气活络。

腰痛，并且心烦体热、口渴想要喝水，但大小便

却不通畅，多为邪火侵犯后体内有热聚集，应泻火

清热。

可见，不同腰痛表现和病因都不一样，如果不

辨证，一遇到腰酸背痛就认为是肾虚、一补了事，肯

定行不通。

误解 3︰阳痿等于肾虚
阳痿等性功能障碍与“肾虚”有关的思想似乎

早已深入人心，铺天盖地的都是补肾壮阳的宣传，

这有些过了。的确，肾为藏精之府，主生长及生殖，

肾气衰微会使生殖能力衰退。但是，并非所有阳痿

都是肾虚导致的，两者之间绝对不能划上等号。

北京中医药大学一项针对 700 多名阳痿患者

的调查显示，只有不到 1/3的人是由肾虚引起的。

阳痿的原因有很多，除了肾虚之外，传统医学认为，

心脾两虚、恐惧伤肾、肝气郁结、湿热下注、淤血阻

络等都可以引起阳痿。

因此，阳痿不是单单补肾就能够解决的，一定

要根据自己的病因进行治疗，千万不要一出现阳痿

就盲目补肾。

误解 4︰多汗必然肾虚
一些人特别爱出汗，就觉得一定是肾虚，开始

吃一些补肾的药，这样做并不一定正确，即便是肾

虚引起的多汗，每个人的情况也并不相同。

肾主水液，肾不好就会影响津液代谢的平衡，

容易出汗多。一种是自汗，稍微动一下就出汗，多为

气虚，可能为肾气虚，但还要考虑心气虚、肺气虚、

脾气虚或肝气虚的可能，老人和产后身体虚弱的女

性容易出现这个症状。另一种情况是盗汗，入睡后，

在半夜或黎明时分，胸部、背部、大腿等处出汗量较

多，但睡着出汗，醒来汗止，一般由脏腑阴虚引起，

肾阴虚只是其中一个可能原因。

有的人平时手心、脚心、腋窝容易出汗，这多由

“脾胃湿蒸，旁达四肢手足”所致，一般还会伴有脾

胃失调、胃肠不适等表现，每当吃饭时，就会大汗淋

漓、身体发热，这类患者要以泻胃火为主，注意清淡

饮食，不要吃得太油腻。还有人因湿气太重，额头部

位爱出汗，平时要多吃利水排湿的食物，如薏米、山

药等。

此外，尿频也不一定是肾虚引起，临床上肝郁、

膀胱湿热也是常见原因，平时要注意调节好情绪，

可以吃一些荠菜、车前草等。

忽视 1︰女人也要护肾
很多人认为肾虚是男性的“专利”，但实际上，

女性受生理、病理因素的影响也容易发生肾虚，并

且女性肾虚的比例也相当高，并不低于男性。

现代社会中，生活、工作节奏较快，很多女性长

期精神紧张、超负荷工作，出现精力透支的状况，肾

虚也就随之而来。肾是美丽、健康之源，如果女人出

现肾虚，不仅美丽会大打折扣，出现头发早脱、皮肤

不好等;健康也会出现问题，比如情绪抑郁、记忆力

下降等;甚至，很多妇科疾病，如月经不调、白带清

稀、胎动易滑、痛经闭经、性欲降低、乳腺增生、子宫

肌瘤等，以及更年期综合征都与肾疲劳和肾虚相

关。因此，女人同样也需要养肾。

忽视 2︰气短可能肾虚
说起呼吸，大多数人就只会想到肺，其实，并不

完全是这样。气短、喘还可能是肾气虚、不能接纳肺

气所致，症状是运动量稍大，就会感到缺氧、气喘。

呼吸虽然与肺肾紧密相连，但根源却是肾。肾

气充足，才能接纳足够的空气，使人体自由呼吸。肾

气不足，就会接纳无力，影响呼吸。因此，改善气短，

别只想着肺，也不要忘了调理肾。

忽视 3︰五更泻警惕肾虚
一些老年人，到了凌晨四五点就腹泻，刚躺回

被窝一会，就又想去厕所，一跑就是两三趟，并且换

季时最易复发，这可能是“五更泻”。

中医认为，五更泻主要是肾阳不足、阴寒内盛

所致，治疗上应温肾健脾、固涩止泻，可以服用由补

骨脂、肉豆蔻、吴茱萸、五味子、生姜、大枣等中药配

制而成的四神丸，若形寒肢冷等肾阳虚症状较明

显，还可酌情增加附子、炮姜，以增强其温肾暖脾之

力。

忽视 4︰小孩同样会肾虚
我们常常把小孩比作早晨的太阳，认为小孩的

阳气都很旺，不可能“虚”。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

父母体弱多病时怀孕、酒后怀孕、年过半百时或年

龄过小时怀孕，小孩都可能一出生就先天不足。

肾是先天之本，藏有先天之精，父母予以的精

血不足，小孩就可能肾虚。肾经的主要生理作用是

促进机体的生长、发育,以及使人具备生殖能力。孩

子肾虚的表现一般是，生长发育情况不太好，特别

容易感冒，时常咳嗽，还爱尿床，牙齿迟迟长不出

来，说话很晚等。对于这类儿童，治疗上以培补先天

之本为主。

腰疼、多汗 肾虚！
中医专家盘点 大肾虚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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