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健(Jimmy Ma) 先生
摩根史坦萊銀行控股公司資深財務顧問
美南國際電視網15.3頻道節目名主持人
休士頓各大節慶活動名主持人
美南電視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主持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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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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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清純微笑牙科」、帶給您應得的清純微笑
 葉濘銓（Angelina 葉）醫師主持，華人憑本報前往 10% Off

圖為 「 清純微笑牙科」 （Pure Smile ) 負責人 Angelina l. 
Yap 葉濘銓醫師（ 左三） 率領工作團隊合影於診所內。

（ 記者秦鴻鈞攝）

（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 由 華 人 葉 濘 銓
（Angelina 葉 ）醫師主持的「 清純微笑牙科 」
（Pure Smile ) 已在十號公路與 Greenhouse ( 6 號
公路以西， 十號公路 #747B 出口 ）開業，為華
人提供全套的牙齒保健醫療服務。

凡即日起看到美南電視廣告及看本報工商
新聞前往者，一律給予九折優待（10% off  )。
葉醫師表示：

你的清純笑容是清純微笑牙科的使命！
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提供您應有的輕鬆，舒

適，個性化和溫柔的牙齒保健。為患者提
供最

高品質的服務是我們最重要的承諾。
我們的超優質服務讓你永遠微笑！在數小
時內，我們努力為忙碌的客戶提供快捷方
便的高品質牙科護理。我們致力於和我們
的客戶建立長期和良好的關係並幫助他們
保有健康的微笑。我們的目標很簡單。我
們希望給我們的客戶特殊和超值的牙齒護
理。請讓我們來幫助你實現你應得的清純
微笑。

Angelina L. Yap，葉醫師，在加州舊金
山的郊區長大，就讀於加州大學 Davis 分
校，在獲得化學學士學位大學後，葉醫師
搬到了密歇根州 Ann Arbor 並在密歇根大
學 Ann Arbor 分校獲得了牙科博士學位。
然後，她在得德州大學休斯頓牙醫科分校

獲得了一般牙科先進性教育證書。葉醫師在全
科牙醫牙齒矯正教育學院獲得獎學金並完成了
一項為期兩年的臨床口腔牙齒矯正教育。葉醫
師理充分解牙科患者的相關焦慮情緒。她能夠
安撫和穩定病人的情緒，使患者體驗舒適和安
心的治療。

葉醫師是美國牙醫協會，大休斯頓牙科協
會，德州牙醫協會，和休斯頓亞裔美國牙科協
會的活躍成員。葉醫師喜歡品酒，旅遊，跑步，
和她朋友吃飯，與她的家人和兒子 Aiden 在一

起分享生活樂趣。葉醫師能說流利的中國文，
可以方便地與中國患者溝通。葉醫師和 Urrutia
醫師帶領 3 位助理為您服務。

清純微笑牙科提供下述服務項目：
牙科服務包括牙齒檢查，牙齒手術治療和

牙齒預防保健 3 種不同的類別。
牙齒檢查包括下述服務項目：a) 填補和修

復受損的牙 - 現在病人可以選擇有牙色或傳統
的銀汞合金填充物。牙科複合樹脂牙科用修復
已損壞，磨損或腐爛的牙齒。b) 定制假牙和可
摘義齒 – 假牙和可摘義齒可用於替代或修補缺
失的牙齒。c) 牙齒美白 - 在診所短時間完成牙
齒表面上的小層凝膠美白，每個美白週期凝膠
四次，每次 15 至 20 分鐘。d) 定制隱形牙齒矯
正支架 - 美化牙齒矯正過程。e) 舒適和安心的
小兒牙科治療 - 為兒童提供無痛，舒適的牙科
服務。牙齒手術治療服務項目 : a) 種植牙 - 用來
取代單個或多個缺牙。種植牙根與您的骨整合，
是最卓越的缺失牙齒替代方案。b) 顳下頜關節
治療 - 治療顎關節咀嚼困難及顎周肌肉的疼痛。
c) 根管治療 - 治療牙齒斷裂或骨折和牙齒外傷。
d) 一氧化二氮鎮靜牙科治療 - 幫助焦慮的病人
或病人放鬆接受治療。e) 保護性拔牙 - 拔掉壞
牙或嚴重損壞的牙。

牙齒預防保健服務項目 : a) 牙齒密封劑保
護 - 在牙齒咀嚼面的凹坑和裂縫面上施加薄塑
料塗層，從而保護牙齒和防止蛀牙。塗抹牙齒

密 封 劑 簡 單 易
做，不需要鑽孔
或 切 除 牙 齒 結
構。b) 牙 齒 美
容 - 牙齒的表面
上放入薄貼面，
美化牙色和牙齒
的外觀。c) 安裝
牙橋 - 恢復缺失
的牙齒，改善笑
容外觀，提高你
的發言和咀嚼效
率。d) 定制運動
護齒套 - 護齒套
是防止接觸式和
非接觸性運動面
部損害和傷害的
關鍵護套。e) 深度清潔牙齦炎預防牙周炎 - 牙
周牙齦疾病可以通過耗竭它周圍的骨頭造成牙
齒鬆動嚴重損壞牙齒。深度清潔牙齦炎預防侵
蝕骨骼，防止牙齦出血。f) 急情牙科服務 - 在
任何時間，白天 ，晚上或週末和假期，提供緊
急服務。
「 清 純 微 笑 牙 科 」（Pure Smile ) 的 地 址：
19235 Katy Freeway, Suite 300A, Houston ,
TX 77094, 電話：281-647-7873

圖為「 清純微笑牙科」（Pure 
Smile ) 的負責人 Angelina 葉濘
銓醫師攝於診所內。
                        （ 記者秦鴻鈞攝）

—為各類公司免除財務煩惱

【洪微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中小企業財務管理最佳方案 

2016 暑期快到，家長們都希望孩子能在這一段期間內學習成長，過一個既
有意義，又多姿多彩的假期。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將由七月一日到四日在環境清
靜幽美的美洲菩提中心舉辦為期四天的第廿四屆青少年佛學夏令營。歡迎十一
至十八歲青少年踴躍報名參加。

 佛教會青少年佛學夏令營與一般暑期夏令營不同，除了平常的課堂學習和
課外活動之外更有一般夏令營所沒有的輕鬆佛學和早晚課。參加的學員們在四
天營期中也都能品嘗到健康美味的素食。 美洲菩提中心佔地 525 英畝，場地寬
廣，有樹林有湖泊，有現代的硬體設備也有佛教的人文氣息。是別處所沒有的
夏令營場地。 

 今年夏令營的主題是 " 覺知 "。宏意法師將帶領專業的教師及義工，為學員
們安排各項既有活力，又有學習機會的活動 ; 包括青少年喜愛的流行舞蹈，靜動
兼備的健身運動 ; 及幫助學員成長的教育知性講座。透過各樣團体活動及球類比
賽，學員們可以彼此認識，覺知佛學。夏令營的高潮是營火晚會和最後一晚的
燭光會和煙花活動。家長們在最後一天亦有機會看到他們孩子的参營成果。

夏令營的費用只需 $200 ( 永久會員子女 $180)。營費包括食宿及活動開支。
因名額有限，報名從速。請向玉佛寺查詢，281 498 1616.

【本報訊】您擁有自己的公司嗎？您曾經為財務
的問題一籌莫展過嗎？您曾經為接到 IRS 的信而惶恐
嗎？您公司請過會計師為您做過企業評估和提供管理
方案嗎？您對自己的公司業績還滿意嗎？如果您有公
司，而對以上的任何問題的答案都是 No，或者有疑慮
的話，那麼是時候需要聯絡會計師做些改進工作了。

財務決策，是指財務人員在理財目標的總體要求
下，根據財務預測所作出的多種設想和方案，進行對
比分析，從中選出最佳方案的過程。（援引自《財務
管理學》）

洪微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的技術人員開發出了適合
客戶使用的軟件工具，方便客戶利用手機或者網站輸
入公司的收支費用，節省時間和數據所佔的空間；這
款工具簡單實用，非常容易學習和掌握。一旦把所有
的數據都輸入系統以後，我們會為客戶定期出報表及
經營策略，真正幫助客戶提高經營管理水平。目前這
樣的財務管理方式和工具都是大公司在用，我們開發

德州佛教會2016 年美洲菩
提中心青少年佛學夏令營

出的工具是用大公司的財務理念為中小公司服務，使
用過的客戶都交口稱讚它的方便快捷和容易使用。感
興趣的客戶歡迎來電資訊。

我們更多的服務項目包括：公司成立，財務系統
設計，會計簿記，庫存管理，薪資管理，稅務審計規
劃，退休計劃，年金管理，投資理財，健康保險，人
壽保險，短期旅遊保險，公證服務等，詳情請聯絡：

洪微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HWANG & Associates CPA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05
Houston, TX 77036
公司電話：832-308-0499
手機電話：713-256-8682
Email: cpatx100@gmail.com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10AM-5:30PM，週末請預約。

(記者黃麗珊)休士頓全僑健康日主辦團隊於6月4日上
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
TON,TX.77042的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活動座談會議，由
馬健主持.全僑健康日會長施惠德醫師邀請陳天生博士、常
中政先生、黃純信先生等三位專家以不同領域來和僑界人
士分享食品安全的觀念並針對活動內容進行探討。駐休士
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
美姿副主任應邀出席關注僑界人士的健康.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會長施惠德醫師表示，食品安全衛
生是指食品中不應含有可能損害或威脅人體健康的有毒、
有害物質或因素,這些因素可能導致消費者急性或慢性中毒
或感染疾病及產生危及消費者和其後代健康的隱患.民眾對
於食品的安全衛生越來越重視；去年全僑健康日團隊從消
費者的角度來協助民眾如何能吃的健康又安心。今年6月
4日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在僑教中心從商家的觀點，透
過環保專家陳天生博士,經營保險業常中政先生,資深餐飲
業黃純信先生等專家講解來幫助民眾認識如 「地溝油的壞
處」、 「買飲食業安全保險的通過條件」及 「美國餐廳與
中國餐廳對食物處理方法的區別」等議題，幫助商家能夠
提升餐飲品質，並且和消費者建立起相互信賴的關係。他
希望透過舉辦座談會、建立監督機制、表揚注重食品衛生
的店家等作法，使店家能重視食品安全，也藉著鼓勵與監

督制度，使店家彼此良性競爭，顧客和店家都能
獲益。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致
詞,食安是人民最關心的問題,這代表人與人之間
信任的問題,食品衛生安全代表一種信任,消費者
需要信任製造商與業者,因此有效解決食安問題就
是必需取得消費者的信任.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強調,民以食為天,食品安
全是僑胞最關心的議題.全僑健康日的團隊不僅關
心全僑健康,每年舉辦的講座都非常精彩,每年都
會針對不同食安問題提出討論,相信這場座談會可
讓僑胞對食品安全有更深一層認識,也讓華埠食安
問題得以有改善空間.

環保專家陳天生博士主講 「地溝油的壞處」,
他播放一段中國大陸商家使用地溝油片段,陳天生
博士談到,地溝油在20年至30年前的中國大陸,台
灣與港澳地區非常普遍,至今也還有許多地方使用
這種劣質油.地溝油形成通常是缺乏良好的衛生下
水道,導致上面浮出一層油,許多商家為省錢與方
便使用這種油的地下工業,在中國大陸來說,地溝油算是龐
大市場,這與生活水準有很大的關係.地溝油會導致腎臟造
成負擔,地溝油具有大量霉菌,有致癌性,會引起肝癌、胃癌
等疾病,對新生兒與孩童都會造成健康影響.中國城用餐方
便,華人民眾外食機率高,因此如何吃出健康很重要.陳天生
博士提醒僑界人士不要隨便地把油漆、油炸廢油直接倒入
水槽，應該要送到環保服務中心（Environmental Services
Center）等專門機構回收，西南區可前往11500 S Post Oak
Rd, Houston。

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主講[從保險看餐飲業的風險],
結合食安與保險知識.他談到,美國每年平均有8000起的餐
館起火事故，餐館火災每年造成直接財產損失$246,000,
000.風險管理對於餐館來說是重要的一環，保險就是協助
餐館做好風險管理的重要關鍵。常中政提醒僑界人士凡事
做好準備,就可把傷害降到最低.任何事物都有其風險,若不
能避免食品衛生安全問題風險存在,那就把傷害降到最低.
常中政提到申請餐飲業保險注意事項,經營經驗,營業額,營
業時間,營業項目及菜單內容(Hib achi? Sashimi? Liquor?
Delivery?),餐館環境清潔,餐館娛樂設施(Playground? Bar?
Dance floor? Game room? Live band?),建築物結構及防火設

備(Fire Extinguishers, Sprinklers...),防盜及監視系統,員工訓
練及背景調查.至於[中餐館申請保險常見問題],廚房清潔問
題(爐頭,抽風機,冰箱,抓碼台....),油鍋與炒鍋之間未安裝隔
板,冰箱溫度,飲料機清潔問題,未安裝足夠滅火器或未定時
保養,低報營業額,餐館出口標示不清等,幫助僑界人士了解
餐館的保險相關的知識。

資深餐飲業者黃純信主講[中西餐廳食物處理之區別]
。他談到蔬果的清洗，利用一茶匙的食用小蘇打粉加一加
侖水，混合將蔬果放入，同時洗刷果皮約3-5分鐘，將蔬
果用清水漂洗,尤其葉菜類更要清洗乾淨。對於草莓、藍莓
等較脆弱的水果，可用白醋半杯加一加侖水浸泡三至五分
鐘後，再用清水漂洗。而中藥、乾金針花、乾香菇等可能
用流薰過之食物，可用維他命C 1000毫克一顆，加入一加
侖水後浸泡三至五分鐘，再用清水漂洗；可達到清洗掉殘
留農藥的效果。

黃純信說明，由於中西文化的差異，就連廚房烹煮也
有著許多的不同，如中式餐館的大廚都必須要有著相當經
驗才能擔任，而講究標準化作業的西式餐館，大廚所需的
經驗多半不如中式廚房的講究。而黃純信就幾十年的實務
經驗，來分享中西餐廳之間的差異，他強調中西餐館間可
以相互學習、借鏡。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主辦團隊6月4日舉行
2016食品安全衛生座談會嘉惠大家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 「2016食品安全衛生座談會」 於6月4日上午10
時至中午12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會長施惠德醫師邀請到陳天
生博士、常中政、黃純信等三位專家，以不同領域來與僑界人士分享
食品安全的觀念。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趙婉兒,孫秀蕊
,吳筑君,孫紅濱,廖惠美,志工們,主持人馬健共襄盛舉 (記者黃麗珊攝)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致詞,食安是人民最
關心的問題,這代表人與人之間信任的問題,食品衛生安全代表
一種信任,消費者需要信任製造商與業者,因此有效解決食安問
題就是必需取得消費者的信任.休士頓全僑健康日會長施惠德
醫師一旁安排幻燈片(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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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在woodlands新建的公司園已
經初具規模，最近休斯頓紀事報的記者 乘坐直升飛機在350米的
高空對全區進行鳥瞰拍攝，龐大幽靜的園區給人留下深刻印像。

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新建的公司園，計劃將8千名休士頓地
區的工作人員遷入，該園區配置多元豐富包括餐飲服務、零售服
務、健康醫療和兒童看護中心，公司園區為員工在工作期間保證
提供各種便捷的服務，讓員工足不出戶不需要多花費更多時間就
可以便利生活工作，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城中之城。

公司園區統一的辦公樓房以及工程實驗室用來石油探測的研
究，能源中心是最主要的組成部分，這個占地 385 英畝的
Springwoods Village開發項目，其位置在州際公路45號路的西部
。預計明年即將入住。

城中之城 埃克森美孚石油woodlands新建公司園已初具規模

（本報訊）休斯頓作為能源之都，最近兩年因石
油價格的影響，能源行業出現大幅波動，同時也影響
到休斯頓當地的經濟，特別是房地產市場，也隨之經
歷上下的波動調整。

根據最近全美地產界對未來休斯頓地產的分析研
究，以下幾個方面將成為休斯頓地產未來發展的方向
。

首先是全球經濟的變化會導致進出口數量和能源
價格的波動，休斯頓對能源價格的起伏變化十分敏感
，同時影響到地產業的興衰。特別是一些地區如 The
Woodlands 當地的發展幾乎和能源業息息相關。

由於受到貸款行業更加嚴格的限制，當地商業地
產出現下降趨勢，對休斯頓辦公樓和多家住宅貸款的
要求和限制正逐漸加強。

隨著嬰兒潮時代老一代人的退休，並且老年人口
越來越多，新的年輕一代人正逐漸成為主要的購買力
，在休斯頓，新一代年輕人正表現出越來越突出的購
房欲望。

從住房概念上看“居住，生活和娛樂”漸漸成為
城市化趨勢，休斯頓的市郊地段 Pearland 和 Sugar
Land，都出現了城市化傾向。

同時，休斯頓當地居民收入差別加大，據統計，
中等收入階層減少5%, 中間收入的財富數量減少28%
，同時生活成本在不斷提高。

此外，近年來，由於休斯頓當地人口暴增，當地
的房屋庫存數量有限，導致房屋出租價格飆升，同時
對於初次買房的消費者缺少選擇。房價正逐步攀升，
過去的休斯頓易於居住生活的情形正悄然改變。

聯邦當局今天公佈的一項最新統計顯示，去年美國人死亡
率，出現10年來首見的微幅升高。據分析，有部份原因是更多
人過量用藥、自殺及阿茲海默症等問題，比較嚴重; 心臟病發死
亡的比率則持續下降。但是，今年有稍微回升的情況。

以每十萬人為基準計算的死亡率，多年以來都是減少的趨

勢，這要歸功於衛生、疾病管理和醫療技術的改進。
這項由聯邦疾病防治中心（CDC）下屬的 「國家衛生統計

中心」（NCHS）今天公佈的統計資料，乃根據檢視2015年死
亡證書，作出初步統計，發現美國人的整體死亡率，去年增至
每10萬人中有近730人死亡，2014年為723人。

最近研究發現的死亡率上升，主要是若幹特定的群體
，特別是較少接受教育的白人，因服用處方藥過量而受
重擊，而在所有美國民衆而言，這種情況較少。

聯邦研究人員仍然小心看待此事，認為目前談死亡率
上升，是否因為白人死亡率上升造成整體死亡率上升，還是太
早。最終的研究報告要到今年稍晚的時期才會提出。

對於2015年美國人死亡率上升，衛生官員說，原因要進行
仔細分析，如果今年死亡率再進一步升高，那才是會令人關切
的事情。

美去年死亡率微升 每十萬人死亡730人

生活成本逐年攀升
幾個因素影響休斯頓地產市場

Japan's foreign ministry has lodged a formal diplomatic 
protest with China regar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ural gas drilling platforms near a disputed boundary 
in the East China Sea.
For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 said that the Chinese 
are building the facil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as 
fields along the median line between the nation's 
coastlines; there is no fixed, negotiated EEZ boundary 
between Japanese and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Japan claims the region at least up to the median line, 
while China asserts a claim based on the extent of its 
continental shelf.
Japan asserts that China now has more than a dozen 
gas development structures on the Chinese side of the 
median line, and as an EEZ has not yet been agreed, 
it is "regrettable that China is advancing unilateral 
development" in the area,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 More approval requirements will be removed 
before a commercial project starts and unnecessary 
certificates will be canceled.
-- The government will review fees charged to 
enterprises and notably reduce them.
-- Colleg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will have more 
autonomy over thei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 The power and duty of centr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will be further clarified.
The reform of government regulatory networks 
will also be important. One priority is to reduce the 
overlapping duties of different regulators and excess 

inspections caused by this problem.
The government will be careful about 
putting new business models under tight 
scrutiny, Li said, adding that it aim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nurturing 
innovation and exercising reasonable 
regulation.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streamline its service for startup firms 
and expand its cooperation with private 
sectors.
Internet technology will be introduced 
in administrative work so thatthe public 

and enterprises will have easier access.
The premier urged governments of all levels to keep in 
mind the bigger picture and restrain their own power 
for the sake of society and market dynamics.
The conference was chaired by Vice Premier Zhang 
Gaoli.  (Courtesy news.xinhuanet.com/english)

becom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erms 
of GDP,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on the road 
toward modernization.
Li urged delegates to act as bond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work for world peace, opening up 
and development.
He also encouraged them to invest in the country.
The premier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overseas 
compatriots would abide by local laws and customs 
while integrating themselves into their host countries' 
economies and social affairs.
Over 700 leaders of overseas Chinese organizations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co-sponsored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China Overseas Exchange Association.
Related

Chinese Premier Urges Less Red Tape, 
Improved Regulation, 

Better Services
BEIJING, May 22 (Xinhua) --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has demanded less red tape, improved 
regulation and better services to promot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Li made the remarks in a national teleconference on 
May 9.
Although China has made progress in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overhauling market regulation and 
optimizing government services, there is still much 
work to be done, said the premier in a speech released 
on Sunday.
He pledged to further slash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s 
and approvals, cut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businesses and give colleg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greater decision-making power in running 
school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government will create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private investors, said Li.
Premier Li Vows Further Cut Of Red Tape To 
Support Restructuri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move policy barriers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economy,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Li told a national 
conference on government reform.
"We should be clearly awar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still engaged in things that it should not be," the 
premier said.
The government has not fully retreated 
from certain areas as designated, he 
said.
There are weak points in public service 
and huge room to improve efficiency, 
Li said.
He stressed that the government's 
reform should be measured by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such as how 
much time is saved for a company 
to register itself with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or for a project to get 
through government approvals.
The priorities of simplifying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nd delegating power include:
--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cut items 
that need its approvals and delegate more power to 
governments at lower levels.

Foreign Affairs said in a statement. 
It noted that China and Japan had 
agreed in 2008 to cooperate on 
development of the area's natural 
resources.
The East China Sea is a flash point 
for the two nations, which also 
contest ownership of the Senkaku 
(or Diaoyu) Islands, occupied by 
Japan but claimed by China. Japan 
recently activated a high-powered 
radar facility on Yonaguni at the 
far western end of its claims, 
80 nm south of the Senkakus, 
drawing protests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Diaoyu Islands 
are China's inherent territory. 
We are resolutely opposed to 

any provocative behavior by Japan aimed at 
Chinese territory," China's defense ministry said, and 
it defended its own naval, coast guard and air patrols 
in the area. China's government-backed civilian fishing 
fleet has also played a part in the dispute, as in China's 
claims in other Asian waters: in 2010, a Chinese 
fishing boat rammed a Japanese coast guard vessel off 
the islands, a major diplomatic incident.
The Senkakus are about 200 nm off Wenzhou, just 
northeast of Taiwan, and they form the basis for 
the southern end of Japan's maritime EEZ claims. 
The Chinese gas platforms discussed in Thursday's 
announcement are roughly 175 nm to the north of 
the island group.(Courtesy maritime-executive.com/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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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June 2 (Xinhua) --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on Thursday asked overseas Chinese to 
contribute more to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and join 
in exchanges with other countries.
Li was speaking with delegates to the Eighth 
World Conference of Overseas Chinese Friendship 
Associations, extending greetings to more than 60 
million compatriots overseas.
Overseas Chinese have a strong sense of the culture and 
traditions of the motherland, and display the Chinese 
virtues of diligence, intelligence and inclusiveness in 
their achievements in other countries, Li said.
The premier told the delegates that although China has 

(Photo MarEx)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R, front) meets with delegates 
to the 8th Conference for Friendship of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June 
2, 2016. (Photo/Xinhua)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delivers a speech at a national 
teleconference on advancing 

government reform and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s in 

Beijing, May 9, 2016. 
(Photo/Xinhua)

Chart courtesy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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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新總統推廣禁酒令 違者被罰做40個俯臥撐

菲律賓拉斯皮尼亞斯，多人因夜裏十點後在公共
場所飲酒被警方拘留，被罰做40個俯臥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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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建築位於孟買著名的美食餐廳Cafe Mon-
degar旁邊，距今約有140年曆史。

日本失蹤“熊孩子”已找到
身處自衛隊訓練場

日本北海道鹿部町的自衛隊練習場廳舍，據警方透露，
3日上午7時50分左右，一名自衛隊員在該處發現了此前被
父母遺棄後失蹤的男孩。男孩自稱叫“大和君”，並無明顯
受傷。發現地點距離失蹤地約6、7公里。

網際網路和移動網際網路創業是大

眾創業中的主力軍。2015年前三季度被

稱為網際網路創業的“黃金時代”。但

從第四季度開始，“風向”變了。創業

團隊突然發現，投資機構的錢沒那麼好

拿了，“資本寒冬”之說不脛而走。

網際網路創業就真的“錢途無亮”

了嗎？怎樣的創業方向才能讓創業團隊

在一片泡沫中站上風口？作為大量網際

網路創業的“家”，眾創空間又能在提

升創業成功率上提供怎樣新的幫助？

熱潮褪去，市場回歸理性
市場長期過於樂觀，產生了泡沫，

需要通過“寒冬”來擠一擠。國內創投

市場持續回歸理性，創業與投資對專業

度的需求日益凸顯

統計顯示，去年我國資訊傳輸、軟

體和資訊技術服務業新登記企業增速

63.9%。“網際網路+”領域獲得全國

50%以上的創投資金和 70%以上的天使

投資，網際網路和移動網際網路創業已

成為最熱門的創業方向。

然而近一兩年來，網際網路創業經歷

了過山車般的變化。來自市場分析機構的

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年底，國內網際網

路領域有超過4069起投資事件，相比2014

年增速超過43%。在投資規模上，僅披露

金額的部分就達到2014年的1.97倍。但到

了2016年第一季度，國內新成立網際網路

創業公司 143家，比 2015年第一季度的

206家明顯下降；從資本市場來看，投向

早期創業團隊的投資金額佔比32%，也低

於2015年第一季度的36%。

與此同時，包括深圳孵化器“地庫”、

上海“八六三軟體孵化器”等眾創空間先後

轉讓，成為所謂“資本寒冬”的生動寫照。

儘管網際網路創業團隊在不斷“倒下”，

但從創業團隊和投資機構的反饋來看，稱目前

的形勢為“資本寒冬”似乎有點言過其實。他

們認為，市場只是回歸了理性。

股權投資平臺智金匯CEO楊溢表示：

“‘資本寒冬’只是相對市場高位的一種狀

態，市場長期過於樂觀，產生了泡沫，需要

通過‘寒冬’來擠一擠。”創新工場董事長

李開復同樣認為：“雖然今年創業項目的估

值沒去年高、融資也相對困難，但現在投資

機構才能看出誰是真正的創業者。”

心態浮躁的創業團隊因此被資本市

場所拋棄。“現在不少網際網路創業者

失去了初心，只想從投資機構圈錢。”

艾瑞諮詢副總裁楊華說得相當坦白。易

開租車聯合創始人譚奕坦言，目前的所

謂“寒冬”並非資本寒冬，而是商業模

式的寒冬，“沒有任何新意的商業模式

再想要拿錢，可能性已不復存在，但投

資機構總是逐利的，在從狂熱中冷靜下

來後，他們還是會尋求有發展前途的商

業模式”。創投圈CEO李曉寧也表示，

2016年國內創投市場持續回歸理性，創

業與投資對專業度的需求日益凸顯。

而在創投研究機構 IT 桔子創始人

CEO文飛翔看來，其實公眾和市場對網

際網路創業團隊折戟沉沙也不必過度反

應。“即使將被收購的公司也算作成熟

期公司，整個統計下來，只有 1.6%的網

際網路初創企業能進入成熟期，創業失

敗的肯定是大多數。”文飛翔說。

去偽存真，拋下“裸泳者”
心態浮躁的創業團隊被資本市場拋

棄，有發展前途的商業模式、擁有核心

技術且對未來形勢有準確判斷的公司和

團隊才能得到資本青睞

網際網路產業中有句名言，落潮的

時候，才知道誰在裸泳。那麼什麼樣的

創業團隊是所謂“裸泳者”呢？在投資

者們看來，曾經流行一時的“燒錢”模

式是網際網路泡沫的重災區。“如果持

續燒錢，又未能產生可持續的用戶價值，

只是依靠補貼方式獲取用戶，一旦停止

燒錢，量就不見了，這樣的項目，是目

前倒閉最快的。”李開復表示。

“去賺錢！全公司去賺錢！全公司去

賺每一塊錢！”這是曾經成功投資過滴滴

的著名天使投資人王剛對創業團隊的建議。

他表示，網際網路創業團隊一定要用實際

收益來驗證自己的商業模式，決不能僅僅

為了融資來衝業績。矽谷知名創業加速器

500 Startups的資深創業導師內維特同樣建

議，創業團隊必須關注客戶留存率，關注

收入、利潤和轉化率。“收入意味著用戶

潛力，利潤證明你的服務有價值，而轉化

率說明用戶喜歡你的產品。”王剛說。

那麼從具體的方向上來看，哪些領

域還存在機會？洪泰基金投資經理宋楠

告訴記者，技術門檻對創業團隊來說非

常關鍵，他曾經接觸過一個遊戲團隊，

產品甚至無法達到刷新率60赫茲的基本要

求，但也想進入VR行業。“這顯然不行，

只有擁有核心技術，能對未來形勢有準確判

斷的公司和團隊，才容易受到資本青睞。”

而在“紅海”中搏殺的創業軍們，則

要另辟蹊徑地解決問題，比如在消費網際

網路中學會在支撐環節尋找機會。在無錫

的江南大學，創業團隊建起了物流超市，

學生可以根據短信提示在開放貨架上找到

快遞，在出口處掃學生卡就可以完成簽收，

整個過程不超過兩分鐘，單日派件量最多

可以達到1.6萬個包裹，而盈利模式則來自

於快遞公司的配送分成。

微信支付產品運營總監黃麗則表示，目

前線下企業與微信的連接，幾乎都是通過

服務商來完成的，從對會員如何進行精準

行銷，到為企業進行技術外包和商業規劃，

“只要你能提供新的商業增值價值，就能

產生新的盈利模式，這個巨大的新市場正

在以數百倍的速度快速增長”。在冷石投

資創始人曾凡看來，這也體現出目前投資

機構關注度的一個變化，對直接面向消費

者端的關注度正在下降。“錢開始涌向企

業端市場，創業團隊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行

業解決方案，都是以小企業作為自己的目

標客戶來探索的。”曾凡說。

協同創業，匯集碎片資源
今天的創業已不再僅僅依靠個人能

力發揮，更多的要依靠優質產業生態資

源的分享，實現協同創業。全新的產業

生態資源分享模式已經形成

當市場回歸理性，投資機構真正開始

考量創業公司的項目可行性和盈利能力，

這也必然倒逼創業服務鏈條不斷升級。數

據顯示，截至2016年1月，全國各類眾創

空間已超過2300家，科技企業孵化器、加

速器2500多家，在孵企業超過10萬家。

中國科協名譽主席韓啟德表示：“雙創服

務必須探索‘網際網路+創新創業’的公

共服務模式，促進資源整合，推動解決創

新資源碎片化孤島問題。”

從政策層面來看，今年2月，國務院辦

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快眾創空間發展服務實

體經濟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為眾創空間

今後的專業化、細分化發展指明瞭方向。眾

創空間正在從粗放型發展拾級而上。

去年12月入孵36氪旗下氪空間的創

業團隊Remi創始人張曉思表示，眾創空

間應該具有為創業者“把脈”的能力。

“氪空間的‘投後’團隊對我們的項目進

行了具體業務、戰略和盈利方面的診斷輔

導，並且要求我們制訂一系列在關鍵節點

的階段性任務，這些對初創型團隊明確思

路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氪空間副總裁

田智勇則表示，隨著行業的發展逐步走向

成熟，只有服務能力強、資源對接更高效

的眾創空間才能留下來。

眾創空間星河互聯董事長徐茂棟告訴

記者，在星河互聯創業服務模組2.0中，

將15個服務模組對創業者開放，包括項目

創建、資金、聯合創業、融資、空間、研

發，甚至還有人才招聘、財務服務和市場

公關服務平臺，這些公關服務能覆蓋創業

企業從零開始的發展全過程。

《2015—2016年中國眾創空間發展白

皮書》顯示，在創業環境優化方面，全新

的產業生態資源分享模式已經形成，社會

各界資源迅速匯集到這類平臺上，代表著

未來的孵化潮流。今天的創業已不再僅僅

依靠個人能力發揮，更多的要依靠優質產

業生態資源的分享，實現協同創業。

騰訊移動網際網路事業群副總裁林

松濤介紹，騰訊在 4月發佈了自己的創

業服務平臺，同樣整合了包括政務、研

發、人才、金融、企業管理等基礎領域

在內的9大類300多項服務。“為了確保

‘靠譜’，我們給服務商設立了進入

‘門檻’，比如註冊資本要在 500萬元

以上，年營業額超過300萬元。”

而在眾創空間的合縱連橫之外，新的

創業指導工具也在不斷涌現。徐茂棟介紹

說，星河互聯正在搭建一個基於大數據的人

工智慧創業系統“創業大腦”，通過納入創

業公司數據進行分析，幫助創業公司了解自

身的成長狀況和目前細分行業的競爭情況。

IT桔子也發佈了桔子雷達，文飛翔表

示，這一工具是為投資人、分析師、投行券

商們提供創業投資領域數據分析服務的智慧

引擎。“比如它可以動態地跟蹤國內外創業

公司目前的投融資數據，也能夠基於數據分

析判斷行業格局和競爭態勢，為投資決策

提升效率，提高回報率。”文飛翔說。

網際網路創業：
泡沫中尋覓新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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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台灣人夏令會」訂今(2016)年7月1日
至3日在達拉斯舉行，台灣前副總統呂秀蓮、名
作家馮光遠、前臺聯立委周倪安、年輕的基進側
翼重要成員沈清楷及陶漢均將從台灣來達拉斯
參加夏令會並發表專題演講。另紐約市立大學
經濟學家周鉅源教授亦將於會中就「跨太平洋
經濟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
做分析，讓大家對這個多邊貿易協定可能帶給
台灣經濟的前景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達拉斯地
區選出的聯邦眾議員Pete Sessions(R-TX)亦已
應允擔任夏令會的主題演講人，他是美國國會
台灣連綫的成員，長久以來一直在國會關注並
支持台灣議題。

今年夏令會也安排青年團節目，包括吳明
基教授帶領孩子們認識「台灣同鄉聯誼會」
(TAA)及「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等組織，讓

孩子們瞭解父母親所參加的在美台灣草根組織
的歷史來源，進而讓年輕人可以積極參與並延
續組織的活動力甚至加以創新延續。另一個節
目是陳香梅女士為與會者及孩子們說說阿公阿
嬤那個年代的流行歌曲及民歌如丟丟銅仔、望
春風，及現在年輕人喜愛的台語流行歌曲，讓大
家能藉由音樂欣賞更認識台灣。

今年的美南台灣人夏令會由達拉斯台灣同
鄉會主辦，舉辦場地選在交通方便、乾淨舒適的
Sheraton Dallas Hotel by the Galleria(4801 LBJ
Freeway，Dallas，TX 75244)。

美南台灣人夏令會係由德州及路易西安那
州之8個台灣同鄉會 (包括Austin，Baton Rouge
，Clear Lake，College Station，Dallas，Houston，
New Orleans，San Antonio)於每年夏天輪流主辦
，自1970年代至今已有超過四十年歷史。鄉親們

運用暑假期間，在一個選訂的地點 (學校或是旅
館)聚會，藉由交誼相互認識，並邀請台灣及美
國各地知名人士針對台灣重要的政治、經濟及
社會議題發表演講並與與會者進行互動討論。
大會並安排其他軟性議題講座包括醫藥健康、
婦女、人權、生活、產業科技等。

今年美南夏令會籌備會總幹事劉杏芳女士
表示，自去年9月接下了主辦2016美南夏令會
的重任後，立即成立籌備會，著手準備夏令會所
有相關事宜。今年夏令會的主題是「轉型正義，
點亮台灣」。希望經由各位主講人的分析，及大
家共同的討論，以這主題互相鼓勵，增加我們對
台灣的信心、增進個人的成長並集思廣益，思考
提昇台灣社會公平正義之可行方式。

依照往例，夏令會的星期六晚上均將舉辦
一個令大家興奮又期待的「台灣之夜」，精釆的

娛樂節目通常由各地的同鄉會策劃提供。今年
將有一個特別節目，是由住在洛杉機、台美人第
二代的 Mary Liao 來表演。Mary 是全美知名的
手鈴 (Handbells) 音樂家，經常在全美各地演出。
美南夏令會籌備會在此誠懇邀請各地台灣鄉親
，務必預留時間，及早報名，準備來Dallas 聽演講
、吃台灣式宵夜、欣賞台灣之夜節目及認識同樣
是台灣來的朋友。有關夏令會報名方式、節目籌
備進展和講員介紹等訊息，請至達拉斯台灣同
鄉會網站(WWW.TAADFW.ORG)查詢。夏令
會籌辦期間，若您有任何問題或建議. 請Email
至TAA2016CAMP@gmail.com或電話:
總幹事：劉杏芳(214) 727-8562
副 總 幹 事：詹 正 治 (469) 814-0804/ 黃 子 偉
(972) 322-0101(台灣同鄉會供稿)

呂秀蓮前副總統及名作家馮光遠
應美南夏令會邀請來達拉斯演講

七月九日星期六下午與達拉斯華人
活動中心合辦，邀請 Alzheimer Associa-
tion的專家到活動中心來為華人社區介
紹阿茲海默症和其他失記憶症的區別，
The Basics: Memory Loss，Dementia &
Alzheimer's。

八月二十日星期六下午在Plano 角
聲社區中心舉辦B型、C型肝炎檢驗，和
如何預防肝炎及其他並發症的教育。亞
美健康關懷服務邀請美南醫學中心
(DFW Hepatitis B Free Project) 和胃腸專
科醫生Dr. Son Do 免費提供這項服務。

九月十日星期六下午在Richardson
角聲社區中心免費協 辦生前醫療指示
文件：包括 a.生前醫療意願書 (Living
Will or Directive to Physician)，這分文件
是讓醫院、醫生、或親人知道當你不冶時

，你是否要繼續靠人工系統來維持個人
的生命. b.醫療委託書( Medical Power
of Attorney)，指定一個或數個醫療代理
人。代理人(委託人）可以為你在你無法
為自己做醫療決定時，替你做決定。這兩
分文件都必須在個人神智清醒時準備好
、以便不時之需。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供稿)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
下半年活動預告

天
主 教
「耶 穌
聖心堂
」將 於
六月份
暑假期
間，特
別推出
系列專
業之講

座，服務僑社。首輪為「健康講座」，六
月十二日(主日)，下午一時半，由兩位
目前從事這方面專業之教友介紹及分
享「慢性病的特殊膳食」及「常見口腔
黏膜疾病及口腔癌」講座，講座完全免
費，備有簡單茶點，竭誠歡迎僑社各界
朋友參加。講座地點為天主教「耶穌聖
心堂」。位于東布蘭諾區，地址為：
420114thStreet，Plano，TX75074，詳細
地圖請見本報宗教版廣告欄。

首輪「健康講座」，「耶穌聖心堂」
有幸邀請到兩位學有專精的教友分別
是：一位為孟曉飛女士，獲肯塔基大學
(UniversityofKentucky)食品營養碩士
(Nutrition&FoodScience)，台灣大學農
化系畢業。孟女士現服務位於達拉斯
之 WalnutPlace 醫療復健中心(Wal-

nutPlacePremierHealth-
careCommunity)，擔任食
品膳食部之主任(Food-
ServiceDirector)，孟 女 士
積數十年豐富之食物營
養經驗，特別是於醫療復
健中，慢性病的特殊膳食
之調配，將逐一介紹，以
增進僑社朋友們，對食物
營養調配之正確認知。另一位為鄭懿
興女士，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院畢業，
貝 勒 大 學 (BaylorUniversity，Waco，
TX)生物醫學博士及貝勒牙醫學院口
腔病理專科醫師。鄭女士現任德州農
工大學-貝勒牙醫學院(TexasA&MU-
niversity-BaylorCollegeofDentistry）診
斷醫學系副教授。專研口腔顎顏面病
理 (Oral&MaxillofacialPathology) 及 口
腔黏膜疾病。願介紹口腔粘膜疾病之
症狀，以促進早期診斷及治療。

竭誠歡迎僑社各界朋友們來參加
，此一非常難得的免費「健康講座」，講
座備有簡單茶點，若有任何問題，請電
聯絡人楊韓琦(972)666-8380，郭淑貞
(915)256-5002，劉 創 (469)713-7222，
周國復執事(817)358-9321

第二輪為「遺產規劃講座 Es-
tatePlanning」將於六月十九日(週日)下

午一時半舉行，將由兩位
有實務經驗的教友介紹
遺產規劃。例如：信託基
金的成立。遺囑的起草。
委任授權書等相關資訊。
由於美國個是法治的國
家，由生至死，都有各式
各樣。大大小小的法律來
規範。「遺產規劃講座」將
列述現今的法規及稅額
上限以供參考。希望藉此講座介紹僑
社朋友們能有正確之資訊，從而合法
減少家庭遺產稅，保證財產繼承權，避
免家庭糾紛，維護血脉親情。對突發意
外，未成年或殘障子女的監護人，及其
他身後事，都可預先規劃作出合宜之
安排。

「遺產規劃講座」，「耶穌聖心堂」
亦有幸邀請到兩位學有專精退而不休

又熱心公益之教友來主持。一位為甘
智岡博士，畢業于臺北工專電機科。威
斯康辛大學地球物理系博士，獲紐約
哥倫比亞大學之拉蒙特地質研究所博
士後獎金，從事海洋地震波研究。曾任
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石油探勘研究工
作十數年，之後繼續從事石油探勘資
訊顧問，現已退休。另外一位為萬建心
博士，成功大學化工系畢業，德州農工

大學博士。於食品業服務了十年，之後
進入紐奧良聯邦農業部研究中心近二
十年，退休後定居達拉斯。

竭誠歡迎僑社各界朋友們來參加
，此一非常難得的免費「遺產規劃講座
」，講座備有簡單茶點，若有任何問題，
請電聯絡人陳美卿(972)248-5809，周
國復執事(817)358-9321(聖心堂供稿)

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暑假免費專業講座 歡迎僑界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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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青少年演講比賽作為達福地區的重要賽事，歷
年來備受學生和家長的熱切關注。今年的比賽將于7月30日（星
期六）上午 8：00 到 12：00 于科林郡學院（CollinCollege，2800E.
SpringCreekPkwy,Plano,TX75074）舉行，歡迎青少年朋友們踴躍
報名參加！

青少年演講比賽為達福地區青少年提高口頭表達能力，增
强自信心和演講技巧提供了絕佳的鍛煉機會！比賽形式靈活，氣
氛活躍，評判專業，歷年來均得到了學生及家長們的大力支持。
每年均有約100名參賽者，選手們表現出色，成長顯著，不少優秀
的選手在比賽中脫穎而出。七月三十日，我們即將迎來2016年度
青少年演講比賽。我們鼓勵和歡迎更多的青少年朋友們報名參
賽，展示原創作品，挑戰自我，相信今年的比賽將會更加精彩！

本年度青少年演講比賽的主辦方為：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
（ChineseInstituteofEngineers/USADFWChapter。贊助方為：德州
儀器中國創新會(TexasInstrumentsChineseInitiative),ONCOR,華

為（HUAWEI）和Cindi’sNewYorkDe-
liandBakery。承辦方為德州龍演講社
（TexasDragonToastmastersClub）。比 賽
裁判由擁有專業裁判經驗的國際演講
社（ToastmastersInternational）的成員擔
任，確保比賽結果公正專業。

即日起接受參賽報名，報名截止
日期為 7 月 24 日。一年級到十二年級
的學生均可報名參加。此次報名分為
兩個階段：7月10日前報名的選手，報
名費為10美元/人；在7月11日到7月
24日期間報名的選手，報名費為15美
元/人（請使用網上在綫支付報名費）。
報名網址為：http://cie-dfw.org/events/2016/speechcontest/。比賽
具體規則，演講題目以及時間規定，請參考以上網址進行查詢。

如有疑問，歡迎及時聯繫我們：
發送郵件至 dfwyouthspeechcontest@gmail.com 或致電 AliceY-
ang979-739-9518，MarrisaYang469-443-8162德州龍供稿

將于七月三十日舉行

2015年青少年演講比賽獲獎人員合照

路凱美專十二歲張惠怡（Olivia Zhang）在
99 大華母親節兒童繪畫比賽和 H Mart 當場命
題繪畫比賽中分別榮獲優秀獎。今年伊始，Ol-
ivia在全美棉花杯經典賽的繪畫比賽中也勇奪
桂冠，榮獲第一。

張惠怡是個聰明可愛的小女孩，她和其
他同齡人一樣，很早就表現出濃厚的塗鴉興

趣。Olivia 三歲時，媽媽去上班，關照奶奶不要
讓她一直看電視，便給了她一枝筆一張紙。奶奶
是搞教育的，給 Olivia 初步指點，Olivia 就迷上
了畫畫。Olivia 四歲左右，奶奶帶姐姐去上海過

暑假，同一天她就畫了一幅姐姐頭戴棒
球帽的肖像，表達了對姐姐的思念之情
。在學校的義賣活動中，Olivia畫了二十
幾幅畫作義賣，一賣而空，深受歡迎。

爸爸媽媽看在眼裏，喜在心頭。為
了讓Olivia系統專業地學習繪畫，去年
便慎重地把她送到了路凱美專進行深
造。張惠怡經過在路凱美專系統、專業
加獨特的“路凱高效教畫法”的教學方
法的學畫，在逐步加深地打好了扎實的
繪畫基礎和技巧的同時，又訓練和培養
了豐富的想像和創作，進步很快。

2013 年，張惠怡的繪畫作品，代表
所在學校的優秀杰作，光榮入選 Allen
學區的年輕藝術家畫展，這對她來說真
是莫大的藝術成就榮譽。此項 Allen 學
區年輕藝術家月活動，一年一度，旨在
促進該地區的兒童青少年美術學習和
教育活動。

2014年，Olivia 在AT&T 棉花杯經
典賽繪畫比賽中，榮獲Top 15。據統計，
在該年度的Top 15獲獎者中，路凱美專
有11名，竟占73%，喔，天方夜譚！

2016 年，新年伊始， 又傳捷報，
Olivia榮獲了全美國AT&T棉花杯經典
賽繪畫比賽的第一名。不久，Olivia 在
99大華母親節兒童繪畫比賽和H Mart

當場命題繪畫比賽中又分別榮獲優秀獎。
更重要的是，張惠怡所學到的繪畫一技之

長，非常有效地幫助了她順利地完成了學校的
日常功課、Project的插圖等，贏得了高分。

路凱美專有著與衆不同的教學方法，具體
來說，路凱美專是繪畫教學，而不是大衆的繪畫
輔導。大衆的繪畫輔導是：臨摹or寫生+老師修
改=完成一幅漂亮的畫；路凱美專的繪畫教學是

：系統專業地講授繪畫知識，教授繪畫技巧，培
養學生獨立的繪畫能力，這已從無數的路凱美
專學生在當場丶獨立的繪畫比賽得獎中得到了
佐證，試舉一例：“九連冠”：從2005 - 2013年 (
主辦單位停辦為止)，長達九年，連續九年蟬聯
達福地區亞裔兒童（當場！）繪畫比賽團體總分
第一名，真是疾風知勁草，路遙知馬力。詳情請
電：(972) 517-7192 (路凱供稿)

在99大華H Mart等繪畫比賽榮獲優秀獎張惠怡

Olivia Zhang，age 12

【本報系達拉斯訊】學電
腦的目的是要追上時代的步
伐，充實自己，用電腦加強與
社會的聯繫，為生活增添樂
趣，華人活動中心使用戴爾
手提電腦、速度快、功能強。
活動中心開辦「Windows 10
電 腦 視 窗 入 門 基 礎 班」和
「Internet 網際網路應用班」。
課程共4週，時間週六或週日
上午10:00pm-12:30pm，本課
程由淺入深認識電腦之操作
打好根基，並學習電腦對日
常工作的應用，為優惠僑社
讓更多人來學習電腦，費用
每人 80 元，學員名額 10 名，
額滿8人即開課。有興趣學習
者務必先至華人活動中心報
名繳費(不收信用卡)，活動中

心電話972-480-0311。
基礎課程內容如下：
Windows 10視窗電腦入門基
礎班 (二週課程)
由淺入深認識電腦之操作打
好根基，並學習電腦對日常
工作的應用，使日後可以輕
鬆地面對這個多媒體電腦世
界。教您：
1. 電腦概論
2. 認識開機、待機與關機
3. 滑鼠與鍵盤的基本操作
4. 視窗10之桌面環境的基
本設定和操作
5. 使用視窗內附的應用程
式
6. 軟體安裝/卸載
7. 如何將英文版視窗設定
成為可讀寫中文的電腦

8. 中文注音、拼音、倉頡等
輸入法基本介紹與使用
應用課程內容如下：
Internet 網際網路應用班 (二
週課程)
學習如何將電腦連上網際網
路，暢遊虛擬世界與知識的
寶庫。教您：
1. 網路基本概念
2. 瀏覽器(Browser)的使用
與設定
3. 網路搜尋資料和如何利
用搜尋引擎
4. Email電子郵件
5. Shopping網上購物
6. 網上電視、電影及遊戲
7. 其他網路資源及網路安
全介紹

電腦班入門初級班招生

2016年度青少年演講比賽

B9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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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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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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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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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韓同偉華府報導】“送你一份愛，
我祝你幸福，不論你在何時，或是在何處，莫
忘了我的祝福。人生的旅途有甘有苦，要有堅
強意志，發揮你的智慧，留下你的汗珠，創造
你的幸福。”2016年5月29日晚，馬里蘭州蓋
城新財神酒店迎來630多位僑胞齊聲歌唱《祝
你幸福》，依依不捨的歡送駐美國臺北經濟文
化代表處代表沈呂巡及李秋萍伉儷，因他們將
離美回台。

沈呂巡代表正直無私，堅持操守，在美兢
兢業業從事國事外交，勞苦功高，為廣大僑界
謀福利，為台美之間構築了一條和平而堅固的
橋樑，受到廣泛讚譽。中華會館稱讚他為“最
尊敬的駐美大使沈呂巡外交勇者——折衝樽
俎、勤業永懷”；台聯會讚譽他為“華府摯
友、外交典範”……

所有的讚美對於這位德高望重的沈呂巡代
表都不為過，他在美期間，秉持穩健的外交政
策，使得台美關係達到了37年來的最佳狀態，
樹立了“和平締造者”的聲譽。

歡送會上，眾多僑團準備了許多意味深長
的禮物送給沈呂巡代表,其中，最為彰顯外交家
高風亮節的風骨是，僑務顧問白越珠贈22公斤
銅碑，紀念並讚揚沈呂巡代表2015年元旦在雙
橡園升旗的作為，銅碑將永久留在雙橡園成為
歷史的碑刻——“中華民國67年12月31日，
時外交部楊西昆政務次長主持此旗杆之中華民
國國旗降旗儀式；直至民國104年1月1日，駐
美國代表處沈呂巡大使主持此旗杆之國旗升旗
儀式”。

沈呂巡代表演說表述心聲，他回臺灣後，
憑他多年的外交經驗，還要繼續從事外交傳承
工作，要書寫外交前輩的奮鬥史，還要做一個
為國為民的意見領袖。

沈呂巡代表愛僑胞如同手足，宴會上和夫
人李秋萍逐一到63桌僑胞前祝酒言謝。僑胞對
沈呂巡代表感情深厚，每個人都十分不捨得這
位“外交翹楚、國之干城”的沈呂巡代表，眾
唱《珍重再見》一表衷腸，“珍重再見，別傷
懷……這份純純的愛，永遠不會更改……”

華府僑界宴慶歡送
“外交翹楚 國之干城”沈呂巡代表

合影

各界僑團代表與沈呂巡伉儷合影歡送會司儀

中華會館主席張和成
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沈呂巡代表

僑務顧問白越珠贈22公斤銅碑，紀念並讚揚沈呂巡代表
2015年元旦在雙橡園升旗的作為，銅碑將永久留在雙橡
園成為歷史的碑刻—“中華民國67年12月31日，時外
交部楊西昆政務次長主持此旗杆之中華民國國旗降旗儀
式；直至民國104年1月1日，駐美國代表處沈呂巡大使
主持此旗杆之國旗升旗儀式”

榮光會準備禮物送給沈呂巡代表

沈呂巡伉儷給僑胞祝酒

中華會館準備禮物送給沈呂巡代表 僑領準備禮物送給沈呂巡代表 僑胞準備禮物送給沈呂巡代表

僑胞準備禮物送給沈呂巡代表僑胞準備禮物送給沈呂巡代表僑胞準備禮物送給沈呂巡代表僑胞準備禮物送給沈呂巡代表僑胞準備禮物送給沈呂巡代表

僑務顧問白越珠贈22公斤銅碑 僑胞準備禮物送給沈呂巡代表 僑胞準備禮物送給沈呂巡代表 僑胞準備禮物送給沈呂巡代表

歡送會現場高朋滿座激情高唱《中華民國頌》《國旗歌》《梅花》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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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論壇

中美論壇稿約
評論時政的利弊得失，伸張世界的正義公平，良心知識分

子的園地，歡迎來稿投書和回響，作者文責自負，請留真
實姓名，地址，電話，不改稿，不退稿，不付稿酬，所有
稿件及信函，請email至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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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一飛 陳立家

As human civilization is slowly formulating a globalized 
community, the world order is slowly changing accordingly. This 
transformation however slow must be led by the visionary world leaders 
and among them a leader of the leaders. Structurally, there is a United 
Nation with 193 member states, but the UN has been organized as an 
administrative body with its executive leadership guid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 body of fifteen members with five permanent 
members, China, France, the Soviet Unio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with veto power. Under this structure, the de facto leadership 
for the world is essentially falling into one or two great nations of the UN 
permanent security council member states. 

A leader nation in the UN body or on the world stage not only 
has to be a great nation with strength having both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This leader state must have statesman leadership capable of not 
only leading a strong and powerful nation but also moving the world 
toward a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global community. The U.N. was 
established on October 24, 1945 after the ending of WW II. Since th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have emerged as the two strongest 
nations, respectively pursuing a capitalistic and socialistic society 
polarizing the world with constant confrontations, a prolonged Cold War. 
Even though the two leading nations have embrace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to a different degree, the rivalry persisted. In the end,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in 1990 under the burden of arms race and failed 
economic development. 

Post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come the sole 
superpower, a de facto world leader. However, in the past quarter of 
century under the U.S. leadership, the world has not advanced toward a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path; contrarily, the world witnessed continuous 
wars and un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elsewhere, spreading worldwide 
threat of terrorism and recently the rising tens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s the 
United States initiated a 'Pivot to Asia Pacific' policy. Som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alysts interpret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rising China challenging the world leadership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many more attributed the world problem to the poor leadership of the U.S.
In reality, as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globalization, a world leadership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ition is necessary. In this process, the challenges 

lie in the fact that the leader must recognize that the member states in 
the world community have different governance systems adopting 
different ideology. It is a good thing that democracy as a method for 
reaching decisions has been gradually accepted by the world but 
democracy is not an ideology and cannot be promoted as a tool to 
target or replace any government or governance. Democracy has been 
accepted and practiced in large and small kingdoms (such as the United 
Kingdom, Sweden, Bhutan, etc. in various degree and form) as well as 
in post WWII reformed nations (such as Germany, Japan, South Korea, 
etc). Democracy as a method has also been practiced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for example, in business 
corporations,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in the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under the UN charter. The leadership for the 
world cannot be defined by neither military power nor economic power 
alone or created by one nation one vote election process. It has to be 
transformed and transitioned gradually to be effective in leading the 
world and to be accepted by the world.

The U.S. is the world leader at present but she must 
recognize the changing world is expecting an effective leader.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e pre-requisites of a world leader, that is, a 
developed nation, a strong economy and a powerful military; however, 
the pre-requisites are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s to be an 
effective world leader. To lead the world, we need a statesman (or a 
team of statesmen) who not only can lead the United States to sustain 
her in the above mentioned pre-requisite conditions to be a world 
leading nation, but also can lead the world with convincing leadership, 
demonstrating the ability of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and providing a 
visionary blue print for the world development.

Unfortunately,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lthough being stable for centuries and seasoned in practicing 
democracy, somewhat successfully, for many decades, but the leader 
the electoral system selects may not be able to deliver a right statesman 
fit to lead the world. Take the two presumptive presidential nominees, 

Donald Trump and Hillary Clinton, as examples, the former is a 
righteous and smart individual, who may be perfectly suited for getting 
the U.S. to be great again businesswise, but he may not have learned 
enough to understand and lead the world. The latter may be a well-
experienced politician in the U.S. familiar with her political system but 
her motivation for power and lack of empathy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may not be fit to be a world leader either. Based on her 
adherence to the U.S. legacy in foreign policy, especially her China 
policy based on a biased view of China makes her a questionable 
world leader.

China is still considered a developing country even though 
the size of her economy is about to surpas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risen both economically and diplomatically, 
amply indicates that the current Chinese leader (and his predecessors) 
has a clear grasp of the world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s point of 
view as well as from a great nation point of view. China started as the 
weakest UN permanent security council nation state on 1971 but she 
has earned her credits to become a respected and effective UN 
member. (The U.S. leadership should reflect on this!) China has openly 
declared that she desires to rise peacefully as a great nation and the 
facts are not far from that desire and the truth. However, the U.S. 
seems to be targeting China's rise as a threat and launches policies 
basically aimed to deter China 's rise. This approach (out of either 
insecurity or hegemony thoughts) itself is not what a true world leader 
should take. It is so obvious that if the U.S. would work with the fast 
developing China, it could be more productive for mutual benefits and 
for the World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As the world is globaliz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world 
leader must transform and prepare to accept a leadership transition. 
Military or nuclear power was never the effective deterrent tool or a 
slug hammer to control the world order. A genuine world leadership 
must have a broad and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An effective world leader must be able to offer a sincere win-win 
visionary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world. A true world leader must be 
able to rally the world and implement a solution to lead the world out 
of poverty and into peace and prosperity. Observing what the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has proposed, the 'One Route and One Road' inter-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linking Asia, Africa and Europe, one has to 
give him credit for playing a world leadership role. It is time for the 
U.S. think tanks to study the world leadership issue so that a sound 
advice can be developed to help our elected President to transition to a 
true and effective world leader.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佟秉宇～

上星期，安倍費了九牛二虎的力
氣 在 日 本 舉 辦 了 G7高 峰 會 。 所 謂  
G7， 是指美日德英法加意七國等經
濟發達國家，為了應付當時的美元
危機，石油危機，協調經濟政策,重
振西方經濟，在 1975 年由法國倡議
而成立的。七大工業國在當年,GDP 
的總量幾乎佔了世界一半,因此被稱
為「富國俱樂部」，財大氣粗，難
免對世界各地的經濟指指點點，說
東說西；四十年過去了，世界發生
了巨大變化，G7 再也沒有以前那麼
風 光 ， 雖 然 高 峰 會 照 開 ， 行 禮 如
儀，只不過是抱團取暖而己，沒有
人真把 G7 當一回事了。現當今，G7 
後頭五個國家合起來的GDP 總量還
不及中國一個國家的GDP；加上各
成員國,個個家裡又都有本難唸的
經;意大利財政前兩年幾乎破產，今
天法國有罷工問題，德國有難民問
題，英國有脫歐問題，日本有國債
問題......，國不治而想平天下,豈不難
哉？G7成立的宗旨是處理世界經濟
問題，可是最近兩次G7 高峰會在日
本的暗地運作下,居然發表關心南海
航行自由的聲明，針對中國的意圖
十分明顯，G7 掛起的是羊頭賣的卻
是狗肉，難怪中國會嗤之以鼻。 

安倍這小鬼子，不但千方百計讓 
G7 賣了狗肉，而且還把奧巴馬總統
騙到廣島原子彈爆炸紀念公園去獻
花致哀，奧巴馬的作法引起許多美
國二戰老兵的憤怒和抗議。日本是
二戰的發動者，是侵略者，是加害
者 不 是 受 害 者 ， 以 原 子 彈 轟 炸 日

本，才制止了侵略者征服世界的野
心，為世界帶來半個多世紀的繁榮
與和平，杜魯門總統當年的決策絕
對是最正確的選擇。但在電視新聞
上看到奧巴馬在廣島獻花致哀的鏡
頭，好像看到一個在法庭聆聽宣判
的罪犯，給人一種後悔認錯的感
覺，奧巴馬廣島行，把美國從原告
變成了被告，他要怎樣向歷史交
待。奧巴馬上一次訪問日本時曾向
日本天皇深度鞠躬，根本忘記了二
戰勝利時麥克阿瑟對天皇那種趾高
氣揚的光彩歷史畫面，也曾引起美
國國內許多人不講，奧巴馬為了拉
攏小日本如此低聲下氣，難道不覺
得自己有失國格？奧巴馬的對日外
交政策還不僅是有失國格這等小
錯，更糟糕的是他鼓勵日本解禁集
體自衛權，使日本軍國主義復活，
讓日本可以拿著美日同盟的令旗到
各處生事惹禍，最後美國可能被拖
下水，為日本再次成為侵略者買
單。美國鼓勵日本武器輸出更是不
智之舉，要知道美國的軍工產業佔
有世界廣大市場，如果讓日本進來
分一杯羹，以日本在這方面的根基
和牠的研發能力，日本將是美國搶
佔軍火市場最可怕的對手；日本的
汽車工業曾打跨過美國的汽車工
業，我們不願看到美國的軍火工業
再次敗倒在日本手下，我們不願看
到美國的未來會是今天底特律城的
縮影。

看到奧巴馬不斷被安倍小鬼子玩
耍，心中確實發急，筆者要建議奧

巴馬和今後美國的主政者，在處理
對 日 外 交 策 略 時 必 須 要 重 溫 一 下
「狐假虎威」的故事，同時要牢記
「狗搖尾巴，不是尾巴搖狗」，( 
Dog wags tail not tail wags dog ) 的真
理，千萬不要讓自已的小跟班被大
家誤認為是自己的代理人而影響了
自己大哥大的地位和形象！

奧巴馬的任期將屆，除了對日外
交政策有瑕疵之外，其他方面還算
及格；但他這個和尚(總統)並沒有改
變這個廟(美國)，槍枝仍然氾濫，黑
白仍然衝突，貧富仍然懸殊，國債
仍然高築，他當年的競選口號「改
變」( CHANGE )也仍然只是一句口
號而己。廟沒有變，和尚卻真的變
了 ， 他 從 權 力 圈 子 外 跳 進 了 圈 子
內，花費民脂民膏全家渡假比以前
的總統也毫不遜色，怎麼看他,都看
不出他自認有的悲天憫人的胸懷。
奧巴馬八年總統任期，乏善可陳，
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但
有一點肯定有其歷史意義；他是第
一位少數族裔當選的美國總統，尤
其 是 他 本 人 又 出 生 在 一 個 破 碎 家
庭，靠自已的奮鬥向上意志力，終
於 入 主 白 宮 ， 「 英 雄 不 論 出 身
低」，「劣竹出好筍」，在奧巴馬
身上可說是表現無遺，為年青人樹
立了楷模，這也許是他對美國最大
的貢獻吧！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范湘濤～

剛才和幾個閒得無聊的哥兒們，
看了台灣蔡女士的就職大典，都覺
得很 " 另類 "，府內是行禮如儀，照
方抓藥，府外倒是很像北港媽祖繞
境，或是北京地壇公圓廟會似的雜
耍燴集，龍套過場，雖然經過大力
烘焙，仍嫌氣氛迴異於國典，熱鬧
遠不如嘉年華會。這都是民主進步
黨對大典獨特的認知和不同的表達
方式，這些全都不重要。幾個哥們
最關注的是： " 蔡小姐對統獨、九
二的表白和態度，很高興她沒有提
到台灣獨立，而要保持兩岸和平現
狀。 " 。我聽過了他們的意見和釋
懷以後，笑罵他們是 " 麵湯鍋裡煮
皮球 ----- 說你們是混蛋還有一肚子
氣 "。在他們反彈罵娘以後，聽完我
解釋如下以後，個個陷入默然！

 1）獨立有兩種；檯面上的和檯
面下的。台灣現在要獨立的對象是
誰？是自中國版圖獨立出去嗎？錯
了！錯了！台灣早在 1949 年就另起
爐灶啦，你們看，除了有非官方的
海協、海基交往以外，可有任何地
方，（包括政府、制度、政策、國
防、外交 ------ 等等方面）表現出來 
" 兩岸是一個國家 " 的格式？台灣在
檯面下，已經獨立了六十七年啦！
誰敢否認！只是上不了台面，不能
也不敢公開化罷了。

2）台灣如果宣布獨立，中國將會
真正的丟掉了台灣，國土豈能在我
手中喪失？所以中國表明，基於國
土完整，民族大義，以及核心利益
的基本原則，雖然目前尚未統一成
功，如果台獨，就必須堅決反對，
不惜翻臉動武。

3）那美國又為什麼也反對台灣獨
立呢？因為台灣目前雖然沒有和美
國有官方往來，但實際上是美國嘴
裏的一塊肉，是屬於美國的，君不
見 " 台灣關係法 " 是美國的國內法
嗎？這種觀點是基於 " 二戰末期，
美國打敗日本，佔領了 " 日本的領
土 -- 台灣 " ，而交給蔣介石政府管
理  " 這種思維模式來看待台灣現
狀。雖然是國內法，但是台灣還不
是美國的一個州，連波多黎各的地
位都不如，聯邦不必負擔任何經
費，但是每年的軍售，就有大把銀
子入帳，所以，美國把台灣當成小
妾、提款機、看門狗、予取予求，
毫無牽掛和責任，但是一旦台灣脫

離美國控制而獨立，非但一切利益
成泡影，更麻煩的是，有立即戰爭
的危險，非但破財尚且會死人，所
以台灣絕對不可以脫離美國去獨
立。在 2007 年和 2016 年，美國兩
次公開聲明反對台獨，那不是好心
的替中國反對，而確確實實的為美
國自己利益著想而反對台灣獨立。

4）那麼在 2008 年，小馬哥粉墨
上台，美國為啥不聲明反台獨，不
吭一聲呢？玄機罩門就在這裡啦！
因為 2007 年，阿扁總統要施行 " 入
聯公投 "，一旦民意公投建國、入
聯成功，攪和壞了老美的如意算
盤，賠錢又打仗，那還得了？台灣
不是像在俄國手裡的克里米亞，台
灣十足是被握在美國手心裏的一塊
五花肉，煎烹煮炸，都要聽美國主
子的，不許公投就是不許，所以 " 
麻煩製造者 -- 阿扁 " 俯首聽命，入
聯公投就胎死腹中了。2008 年馬總
統的 " 不獨不統不武 " 宣示，就是
美國擬的原稿，所以照本宣科，主
僕同喜。今年看到民進黨又上台，
生怕基本教義派頑冥不靈，不能體
會到台灣獨立對美國的傷害，所以
才又鞭策一番， " 台灣不可以叛美
獨立 "，Period ! 所以，只要美國不
亡國，台灣永遠獨立不起來！有朝
一日，中國強大到可以踩死美國
了，那非但台獨無望，還要昇五星
旗，唱東方紅呢！所以無論中美誰
強，台灣獨立是綠營的烏托邦，盼
到猴年馬月去吧！   

5）美國難道無 視於中美建交，
及三個公報的氶諾嗎？咱們再來仔
細看看；這些文件的精髓在於英文
詞彙的使用：

 (A)   1972-2-28 的上海公報中，
美國認識到 " Acknowledged ", 兩岸
雙方主張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
一 部 份 ， 美 國 沒 有 異 議  " not to 
challenge "（沒有寫出來的是：我注
意到、我聽到、我承認您兩位是有
如此的主張，可是我美國並沒有相
同的主張。所謂一人一把號，各吹
各的調，我絕對沒有寫下 " 美國也
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

（B) 1979-01-01 的中美建交公報
裡，用了 " recognize "一詞 ( 美國注
意到、認識到、認可、承認你們兩
岸雙方對一個中國的立場，可是我

 

Leadership Transition Must Occur on the World Stage

從 G7 高峰會說起
掛羊頭  賣狗肉

美國的裏子  +  中國的面子
猴年馬月臺灣獨立

看520小英[總統]就職大典
～周固猷～

美國對這的立場沒有白紙黑字的寫
下來，我的立場是天馬行空，愛怎
麼幹就怎麼幹。兩岸都同意一中原
則，有此願望，我 " 已經注意到 " 
此點，可是！那是你們兩岸的心
願，我老美有另一種想法，你問我
是什麼想法？嘿嘿！不告訴你。

（C) 1982-08-17 公報，中國主張
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老美說：我贊
賞！好他媽的一個 " 贊
賞  "！重點是對台售武
的修正條款，從前我答
應逐年遞減，可是因為
中國大陸的進步，武力
的 增 強 ， 為 了 平 衡 起
見，我不能逐年減少，
逐年增加倒是應該的。
況且，銀子不咬手，保
護費必不可少。而台灣
若是納入美國一州，抑
或獨立出去，那就斷了
財路路，又可能惹毛中
國，狗急跳牆，找我幹
架，划不來，划不來，
我老美絕不贊賞台灣獨
立。聽了我的半調子分
析，眾哥們似懂非懂，
無言以對。各位好友，
您說台灣能獨立得起來
嗎？周半調子預言；美
國 為 了 裡 子 （ 銀 子 主
義）和圍堵中國，不可
能允許台灣獨立，中國
為了面子（民族主義）
也不允許台灣獨立。而

目前美國顯然佔得上風，因為台灣
在山姆大叔的嘴裏，又看門，又供
銀兩，這種無本生意，美國是不會
輕易吐出來的！另一邊，中國是暫
居下風，現在拳頭尚弱，眼睜睜看
著老美使喚台灣，猶如黑幫老大對
跟班小弟，只有乾瞪眼的份，加上
美日延展第一島鍊到南中國海，耀
武揚威欺人太甚，恨的只有咬牙切

齒，所以目前對蔡女士含糊其詞演
講的反應，一定又是 " 聽其言，觀
其行 " 一番。孤立台灣，打擊經濟
等手段，且暫緩執行，反正老美替
中國卡死台灣，不許獨立。中國迫
近眉睫的問題，是應付美日的凌
辱，蔡英文？在老共眼裡，小菜一
碟，不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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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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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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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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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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金陵晚报）就在前几天，一位哮喘患者因为在

高速公路上突发哮喘死亡，引起了人们对于哮喘的

关注。

人为什么会哮喘？和遗传、过敏、空气污染等都

有关系，比如近日全国多个城市遭遇雾霾袭击，哮

喘患者就是需要重点关注和防护的人群。但江苏省

人民医院呼吸科专家殷凯生教授告诉记者，根据他

参与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哮喘的危险因素可不只

上面这些，有些因素也许你从未想过，比如肥胖、是

否饲养宠物，甚至是不是吃母乳长大的，都可能和

哮喘扯上联系。

“大家可能都有感觉，这些年似乎过敏、哮喘的

患者越来越多。其实，随着近年来气候和环境的变

化，全球哮喘发病率都在逐步上升。就拿我们国家

在 2000 年和 2010 年的两次儿童哮喘发病率调查

结果来看，10 年前只有 1.54%的发病率，10年后就

变成了 3.02%，接近于翻了一倍。”殷凯生说，而他参

与的这项调查针对包括江苏在内的 8个省市的 14

岁以上人群，调查总人数在 16万人以上，根据调查

显示，目前哮喘的总患病率为 1.2%，男女患病率相

差不大，但与受教育程度有关。在未上学人群中患

病率达到 3%，小学患病率达到 2.2%，而初中以上学

历者患病率就显著降低。

殷凯生告诉记者，哮喘对于人们的威胁是多方

面的。首先，它的发作会让人呼吸困难、感觉不适，

限制人们的正常活动；孩子频繁的哮喘发作会影响

到他们的正常生长发育，久而久之也会影响到他们

的自信与性格形成；而更严重的后果是，反复的哮

喘发作会给呼吸功能带来渐进的、不可完全逆转的

损伤，患者可能因为某一次未能及时控制的严重哮

喘发作而死亡，也可能最终死于不可逆的呼吸功能

衰竭。

既然哮喘可以引起这么多的严重后果，那么，

究竟哪些因素会让我们遭遇这个疾病的袭击呢？

那些我们听过的危险因素

吸烟不仅致病还能让药物“失效”

遗传：父母都哮喘孩子更“危险”
“和很多疾病一样，哮喘发生机制复杂，多由遗

传、环境共同作用而引起，其中遗传因素占非常重

要的地位。家族史是成人哮喘的危险因素。”殷凯生

告诉记者，如果父母中有一方有哮喘，孩子的哮喘

风险都会远高于一般人群；如果夫妻双方都是过敏

性体质或其父母有哮喘病史的，两人的下一代患有

哮喘的几率可达 50%。

不过，遗传因素虽然不好干预，但有助于我们

有目的性地预防。对于知道自己属于哮喘高风险人

群的人来说，注意生活环境的布置，尽力回避其他

风险就更为重要了。

吸烟：不仅致病还让病情更重
吸烟与呼吸道疾病的关联那是不言而喻的，这

次调查也发现，吸烟者的哮喘患病率达到 1.8%，明

显高于非吸烟者；同时，吸烟还可以增加哮喘的严

重性，加速患者肺功能的损害，还会降低患者对药

物的反应性，使得哮喘更难以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吸烟”不仅包括直接吸

烟，也包括空气中的二手烟，以及吸烟者头发、衣物

上沾染的烟雾有害颗粒造成的“三手烟”污染。“现

在有些家庭中，父母一方或双方吸烟，但大多数父

母还是会有意识避开孩子的，选择去室外比如阳台

吸烟。但年轻父母们不知道，他们在吸烟过程中，身

上会沾染到一些有害颗粒，在他们回到室内和孩子

亲热的过程中，这些颗粒依然会对孩子带来不利影

响，甚至增加他们患哮喘的风险。”殷凯生强调。

合并症：过敏性疾病原本是“一家”
调查显示，患有过敏性结膜炎、湿疹、呼吸道疾

病及胃食管反流病人群中，哮喘患病率高于对照

组，提示此类疾病可能是哮喘患病的一个危险因

素。

对此，殷凯生告诉记者，“首先，很多过敏性疾

病其实原本是一家。比如过敏性鼻炎和过敏引起的

哮喘，其实是同一类疾病在不同部位引起的不同症

状，归根到底，它们都属于一类问题。所以我们会发

现，许多在婴儿期出现过湿疹的孩子，在幼儿期患

上过敏性鼻炎，然后逐渐发展成过敏性咳嗽，最终

变成真正的哮喘患者。这就提示我们，当出现某一

类过敏性疾病症状时，不仅要及时治疗，也要更加

注意，通过避开过敏原等措施，来预防哮喘的发

生。”

除此以外，一些疾病的气道炎症反应、长期反

复刺激也会增加哮喘风险，而我们就需要通过及时

治疗来避免这些问题发生。

那些你不熟悉的危险因素

母乳喂养可能降低哮喘风险

肥胖：“一胖就喘”竟然是真的
在这次调查中，研究人员比照了不同体重指数

人群患哮喘的比例，发现在体重正常的人群中，哮

喘患病率只有 0.9%；在超重人群中，患病率达到了

1.2%；而在肥胖人群中，患病率竟然达到了 8.5%！

“现在全球肥胖问题都越来越突出，引起许多

学者关注。除了代谢、循环疾病外，现在调查告诉我

们，肥胖也可能和哮喘这样的疾病有关。”殷凯生

说，肥胖对于呼吸系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肥

胖者体力活动下降，饮食模式也和成人不同，还可

能会影响到气道通气。不过更重要的是，脂肪细胞

本身也相当于一种炎症细胞，肥胖者也相当于处在

一种慢性炎症状态，这种炎症反应可能会影响到全

身多个系统，其中也包括气道炎症。这可能增加当

事人发生哮喘的风险。而一旦患上哮喘，当事人的

运动受限，又可能会加重肥胖。所以对于一般人群

来说，控制体重对于预防哮喘也有一定的帮助，而

对于已经患上哮喘的患者来说，通过科学饮食、运

动控制体重将有助于他们的康复。

饮食：母乳喂养是一种保护因素
各种乳制品的代用品，本身也可能是一种过敏

原，比如牛奶中的蛋白其实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过敏

原。让新生儿、小婴儿过早接触，也会增加他们未来

出现过敏、发生哮喘的风险。

另外，现在一些父母开始选择羊奶作为母乳代

用品，因为据说羊奶不容易导致过敏。不过比起母

乳，羊奶仍然具有更高的风险。因此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母乳喂养不仅对宝宝的健康和生长发育有

利，也可以降低他们患上哮喘等过敏性疾病的风

险。

宠物：喵星人易引起气道过敏
许多有过敏性疾病的患者都会被医生提醒，最

好不要饲养宠物，而这次调查的结果也再度确认了

这点。

殷凯生告诉记者，从调查结果来看，曾经饲养

宠物的人哮喘患病风险达到 2.3%，远超过未曾饲养

宠物者。特别是现在家庭中饲养宠物越来越多见，

这可能导致哮喘患病率增加。

“猫的变应原是一种强烈的气道致敏剂，而犬

与猫的变应原相似，存在轻微程度的交叉反应。如

果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原本就对这类过敏原易感

者，会更容易患上哮喘。”殷凯生说，当然，这并非要

我们从此告别那些可爱的汪星人和喵星人，但如果

本身已经是过敏体质，那么还是应该适当保持距

离；即便没有过敏史，在饲养时也要更注意宠物卫

生，尽可能减少环境中此类变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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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胖就喘”是真的
万人调查显示 因素易致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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