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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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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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B1

2016年8月11日 星期四
Thursday, August 11, 2016

美食美客

美食美客錦江酒家
魚麵筋﹑上海炒年糕簡易家鄉味
美南國際電視頻道15.3熱門美食廚藝節目「美食美客」8月9日
錄製第24集﹐該集由翁大嘴主持﹐邀請知名錦江酒家負責人丁
德忠師傅秀廚藝﹐現場示範好吃又簡單作的「魚麵筋」和「上海
炒年糕」﹐教觀眾做
出想念的家鄉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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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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參演［看見臺灣］的［臺灣原聲童聲
合唱團］，用臺灣原住民天籟美聲讓世界看見臺灣。休士頓原聲
之友會主辦，榮星創藝表演工作坊協辦，中華民國駐休士頓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指導，於8月9日下
午 7 時 30 分，在 10505 Cash Road,Stafford,TX.77477 的 Stafford
Centre Performing Arts Theatre舉辦［臺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募款建
校演唱會］，由曹英泰主持，許重一牧師祝禱，愛心滿滿，座無
虛席，全場爆滿，圓滿成功演出音樂饗宴。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林映佐副處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科技
組游慧光組長，何仁傑組長，俞欣嫻秘書，黃鈺程秘書，僑教中
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僑務諮詢委員鄭昭、王秀姿，僑
務委員葉宏志，劉秀美，甘幼蘋，休士頓原聲之友會召集人駱健
明，郭穎夫婦，副召集人鄭昭，王秀姿，糖城市長Joe R. Zim-
merman夫婦，休士頓市長代表朱朝伯律師及一千多位中外僑界

人士共襄盛舉。
籌辦此次［原聲］到訪演出的 「休士頓原

聲之友會」召集人駱健明表示，來自玉山腳下
的天籟美聲 「臺灣原聲童聲合唱團」成立8年，
曾到歐洲、北美、日本、中國大陸、香港等地
演出。團員9-13歲多來自偏遠原住民弱勢家庭
， 「金馬獎」最佳電影紀錄片 「看見臺灣」的
最後一幕，團員在玉山頂著風高唱 「拍手歌」
揮舞國旗的畫面，至今感動許多人心。召集人
駱健明說，此次 「原聲」來美巡演的目的是為
「原聲音樂學校」建校募款。休士頓是一個溫

暖充滿愛心的城市，當 「原聲」巡演消息披露
後，許多朋友熱情的自動自發出錢出力。今晚
合唱團100套DVD/CD專輯（每套US$60),在短

短的15分鐘已經由有心奉獻贊助朋友全部認
購。召集人駱健明感謝休士頓的朋友們發揮愛
心共襄盛舉，支持幫助 「原聲」完成建校的夢
想，嘉惠原住民弱勢孩童 。

帶團的羅娜國小校長馬彼得是合唱團的靈魂人物，他表示，
在美期間與多個兒童合唱團和小學進行藝文交流，前往達拉斯
醫院以歌聲慰問達拉斯槍擊案受傷員警，也到巡演城市的各大
醫院包括 8 月 10 日上午在休士頓醫療中心的 Texas Children
Hospital, ，MD Anderson, Methodist Hospital及老人院進行多場
公益演出。此次赴美國演出 「臺灣原聲童聲合唱團」以 「讓世
界聽見玉山唱歌」為期許，團員準備原住民語、華語、閩南語
、客語、英語、拉丁文、南非祖魯語等語言曲目，促進國際文
化交流，扮好音樂大使的角色。

團長馬彼得校長指揮、趙慧菁老師鋼琴伴奏，臺灣原聲童聲
合唱團 37 位團員演唱 Kipahpah ima 拍手歌，決心歸向主，
Amazing Grace,Uyingcwele baba, You are holy, My Lord.如鹿切
慕溪水，更高處，You Raise Me Up, We Are the World,獵祭，
太陽快出來，牽牛，天烏烏，花樹下，讓生命圓滿，臺北的天
空，茉莉花，外婆的澎湖灣，叫做台灣的搖藍，明天會更好等

多首歌曲，他們純真美妙歌聲，動聽精彩的演唱，原汁原味，天
籟美聲，感人肺腑，廣受一千多位中外僑界人士熱烈歡迎，掌聲
安可聲不斷，真是一場極佳的音樂饗宴，大家度過美好有意義值
得回憶的夜晚。

會上國會議員 Pete Olson,休士頓市長，哈里斯郡郡長 Ed
Emmett都派代表致贈賀函文告，分別由團長馬彼得，趙慧菁老
師，團員代表接受。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致
嘉勉詞。召集人駱健明謹代表 「休士頓原聲之友會」謝謝大家熱
心贊助和踴躍參加 「臺灣原聲童聲合唱團」今晚舉辦的 「募款建
校演唱會」。我們以身為 「休士頓」的僑胞為榮，因著休士頓朋
友們誠懇和無私的付出， 「原聲」孩子們充實的感受到被關懐，
被激勵，被愛護，被重視。孩子們今晚懷著 「感恩的心」用他們
「來自玉山的天籟歌聲」獻給在場每一位愛護支持 「原聲」的叔

叔阿姨們。 「臺灣原聲童聲合唱團」2016北美洲 「感恩之旅」在
結束休士頓最後一站的演出後即將劃上句點。但我們相信這不是
結束而是讓休士頓僑胞開始認識 「原聲」，更加關心原住民教育
並會用各種方法繼續愛護支持這羣來自玉山的小天使。

盂蘭超度法會
8月12、13、14日（Fri,Sat,Sun)晚上
德州天后廟
1507 Delano, Houston,TX.77003

中華民國105年雙十國慶第三次籌備會
8月13日（Sat)上午10時30分
僑教中心203室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TX.77042

休士頓美華協會舉行演講
前德州大學亞美研究中心Madeline Hsu主講
8月13日（Sat)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珍寶海鮮餐廳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8月月會

8月13日（Sat)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 Point West,Houston,TX.

休士頓空軍大鵬聯誼會慶祝空軍節餐會
8月14日（Sun)中午12時
中美酒樓
11317 Bissonnet Dr. Houston,TX.77099

活動
快報

玉山腳下的天籟美聲［臺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募款建校演唱會在Stafford Centre圓滿成功演出

 








臺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募款建校演唱會圓滿成功，召集人駱健明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林映佐副處長，教育組周
慧宜組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委葉宏志、劉秀美、甘幼
蘋；馬彼得團長，鋼琴伴奏趙慧菁等及團員們合影。（記者黃
麗珊攝）

臺灣原聲童聲合唱團演唱Kipahpah ima,天烏烏，花樹下等原住民語
、閩南語,客語等組曲，天籟美聲，感人肺腑。（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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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多種生態因素挑戰 蓋文斯頓海灣環境亟待保護改善
（本報訊）根據最新報道，一向受休斯頓人歡迎

的狀況良好的蓋文斯頓海灣（Galveston Bay）目前正面
臨生態環境的各種挑戰，其中最主要的是持續受到的
污染，氣候變換和外來生物的入侵。

這項由蓋文斯頓海灣基金會和發展研究中心公布
的研究報告，對該地區的環境健康的評估結果是C，這
次結果和一年之前的結果相同。

蓋文斯頓海灣基金會主席Bob Stokes表示，從蓋文
斯頓到休斯頓以及貫穿達拉斯、福特沃斯的北
部延伸的廣大地區，蓋文斯頓海灣綿延24000 平
方英裡，並且對德州一半以上的人口產生實際
的影響。此次對當地生態環境的評估報告，是
對當地德州人提出的一個重要提醒，一方面當
務之急是保護好當地的自然資源，另一方面是
呼吁德州人行動起來對蓋文斯頓海灣實施保護
。

近幾十年的研究，表明本地區的生態健康
和經濟效益方面關系十分緊密。研究表明，新

鮮的河水流到入海口、海岸邊的淺灘、水草、清潔的
海水、和其它環境因素對海灣的生態環境影響很大，
和維持上百萬的鳥類、魚類、有殼類、哺乳動物和人
類的生存至關重要。

而且評估的意義重大，本地區資源可能在未來大
休斯頓地區的發展方面扮演一個非常主要的角色，如
該地區所直接提供給消費者的商品和服務，比如淨化
水、娛樂和提供給人的美感等。

德州女嬰染寨卡夭折 美國首例

（綜合報導）美國得克薩斯州衛生部
門9日證實，近日該州哈里斯縣一名女嬰
出生後不久因感染寨卡病毒死亡。這是得
州發生的首例與寨卡病毒有關的死亡病例
，也是美國首例嬰兒感染寨卡病毒死亡病
例。

得州衛生部當天說，這名女嬰死於與
寨卡病毒有關的小頭症。她的母親懷孕期

間到薩爾瓦多旅行時
感染寨卡病毒，最近
的檢測結果證實了這
名女嬰患了小頭症。

今年 7 月份，得州
曾宣布該州首例兒童
小頭症病例，這名兒
童也是在哈里斯縣。
目前，得州衛生部正
在和哈里斯縣及美國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協調行動，積極跟蹤
這些病例的情況。

作為美國第二大州
，得州目前已經有97例寨卡病例，其中包
括上述兩名發生在哈里斯縣的兒童小頭症
病例。得州目前所有的寨卡病例均為去國
外旅行感染所致。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
中心公布的數據，美國目前已經有15個新
生嬰兒感染寨卡病毒的病例，七名婦女因
感染寨卡病毒而流產，而且這一數據還有
可能繼續增長。

休斯頓中價位房屋價格第二季度略降
加州中價房屋破百萬大關

（本報訊）休斯頓房地產市場經歷了連續
多月的銷售需求兩旺的情形，今年第二季度休
斯頓當地總體房屋價格和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下
降，全美此次一共有29個都市地區的房價下降
。

家庭獨立屋的房屋中間價格二季度下降了
1.7% 至21.74萬元，2015年同季度的房屋中間
價格為22.11萬元。

但休斯頓目前房價仍然高於2014年的中間
房價 19.84 萬元和 2013 年的 18.1 萬元，但低於
全美的中間房價24.07萬元。

縱觀全美市場房價，加州的 San Jose 是美
國最貴的房價市場,其中間價位房屋的價格是休
斯頓的五倍，

加州的房價過去一年來已經增長了 10.7%
創下歷史新高，中價位房屋的價格首次超過一
百萬美元。

以下是美國大城市二季度中間價位房屋價格排
行

1. San Jose $1,085,000 10.7
2. San Fran. 885,600 9.5

3. Anaheim 742,200 4.1
4. Honolulu 725,200 3.8
5. San Diego 589,900 7.7
25. Austin 289,100 6.7
51. Dallas 232,200 7.9
62. Houston 217,400 -1.7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China's Straddling Bus. (Photo/Xinhua)

The straddling bus 
prototype. (Photo/Xinhua)

The Straddling Bus 
'production centre' 
in Zhoukou. (Photo/
Beijing Youth Daily)

The inside of the straddling 
bus. (Xinhua via AP)

China’s Straddling Bus Hits Wall Of Criticism And Doubt

Sun Proves Point With Blazing Win In 200 Freestyle

at the Rio de Janeiro Olympic Games at the Olympic Aquatics Stadium 
on Monday. The 24-year-old has been at the center of a media storm over

the past few days after being labeled a “drug cheat” by Australian
rival Mack Horton. — Xi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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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手機悄現“漲價潮” 價格戰之後拼什麽？

年程過半，隨著小米、華為、OPPO、

vivo、金立、魅族等新機型的陸續推出，

主流國產手機的價格區間正在悄然上揚，

之前占據市場半壁江山的“千元機”越

來越少，“性價比”也不再是手機廠商

吆喝產品時的口頭禪。壹直以物美價廉、

性價比高打市場的國產手機，正在變得

越來越貴，消費者會願意繼續買單嗎？

價格戰之後廠商們要拼什麽？

想要更好的？得多出錢
“今年全是旗艦機型。”這雖然是

句玩笑，但並不可笑。“旗艦”往往意

味著配置更高、性能更高、外觀更精致，

但也意味著價格也更高。

7 月 26 日，金立在京發布了主打

“內置安全加密芯片”的超級續航旗艦

配置新機金立M6和金立M6 Plus，售價

2699元起至 3199元。而上壹代產品金立

M5 的售價則為 2299 元起。相對於軟件

加密，硬件加密的安全等級當然更高，

但也意味著要多付幾百塊錢。

7月 27日，小米也在京正式發布了

旗下紅米品牌的旗艦機型紅米Pro，共有

3個版本，定價1499元起至1999元。而之

前的紅米系列產品售價為 499 元到 899

元，是小米旗下最受歡迎的千元機。

事實上，自 2013年 8月紅米手機首次

銷售以來，紅米品牌手機在 3年的時間

內售出了超過 1.1 億臺，平均每秒售出

1.2臺，堪稱“國民手機”。“紅米 Pro

就是國民旗艦手機。無論是技術、工

藝還是性能，紅米 Pro 都達到了旗艦水

平。”小米公司創始人、董事長兼CEO

雷軍說，從經典的紅米、大屏的紅米

Note到旗艦的紅米Pro，小米已經完成了

對紅米品牌的構建與升級。

無論是定位於高端政商機型、原本

的價位區間就比較高的金立，還是過去

主打性價比、走親民路線的紅米，都選

擇了更好也更貴的新品策略。實際上，

回顧壹下今年上半年主流廠商的新品機

型，偷偷漲價的不止這兩家。

魅族新機MX6的售價為1999元，而

之前MX4和MX5的起售價都是1799元；

華為P9國內售價2988元起，而去年的P8

則是 2888 元起；華為“麥芒 5”售價為

2399 元起，而“麥芒4”則是2099 元；

OPPO今年的主打機型R9起售價為 2799

元，去年R7為 2499 元；vivo Xplay5售

價為 3698元起至 4288元，而 vivo Xplay

壹代的售價為2998元……

以 OPPO 為例，2015 年 7 月，OPPO

手機的平均售價為 1586元，而到了 2016

年7月，則是1977元。

根據全球著名市場調研機構GfK的監

測數據顯示，2016年上半年，中國市場智

能手機銷量達到2.2億部，同比上漲20%。

手機零售均價為1503元（不包含iPhone），

而去年同期是 1389元。其中，1000元～

1500 元價位段零售量同比上漲 47%，

2500 元~3000 元價位段上漲 111%，3000

元~4000元價位段上漲 70%。

而另外壹家全球著名市場調研機構

IDC發布的數據也顯示：中國智能手機

的平均售價已經從 2013 年的 207 美元

（約合人民幣 1380元）上漲到了 257 美

元（約合人民幣1714元）。

存量換機 性價比不再“壹招靈”
還記得 2014、2015年那場“全民造

機”的熱潮嗎？做電視的、做空調的、

賣保健品的、說相聲的……有超過 100

個品牌壹窩蜂地殺入智能手機市場，希

望分得壹杯羹。但是，國產手機在瘋狂

擴張的同時，也在經歷殘酷的洗牌。

GfK的數據顯示，2016上半年，中國智

能手機市場 TOP10 品牌份額已超過

85%，市場高集中度已經比較高了。實

際上，在經過了壹輪又壹輪的倒閉潮之

後，目前存活的智能手機品牌已經只有

50家左右了。

“智能手機市場已經飽和了”，無

論是業內人士的感受，還是各種第三方

的統計數據都已經驗證了這句話。市場

的增速已經非常緩慢，藍海早已變為紅

海，甚至血海。

“2016年手機市場基本已經是壹個

存量市場，智能手機的市場滲透率已經

達到了 90%。手機行業的競爭焦點，已

經從傳統的拼硬件配置和性價比，到了

比拼產品本身的用戶體驗。”vivo公司

全球副總裁兼首席市場官馮磊在接受記

者采訪時表示。

存量市場與還處於蠻荒時期的增

量市場的玩法肯定是有所差異的。因

為存量市場上的大部分購機者，都不

是第壹次購買智能手機，因此，他們

對於產品和體驗都有更高的期待，除

了價格，他們還會追求品質、工藝、

前沿技術，甚至壹個更高端的品牌形

象，以彰顯自己的審美品位。這也就

不難解釋，為什麽各個廠商都在調整

產品結構，從低價沖量，逐漸加大中

高端系列的權重。

“手機行業發展到現在已經進入了

全方位的競爭，第壹波智能機快速崛起

是靠運營商推動的，所以產品更多的是

需要滿足運營商的定制規範和運營商的

價格體系；第二階段是快速發展時期，

為了搶奪市場份額，大家只能走性價比

路線；而接下來，要走的就是品牌路線、

用戶體驗路線，不能再拼性價比，這是

時代和行業發展的必然路線。”金立集

團董事長劉立榮告訴記

者。

連曾經放言硬件應

該免費的周鴻祎都開始反思：硬件溢價

賺錢非常合理，這並不邪惡。如果長期

處於微利狀態，企業很難提升技術、打

磨出更好的產品。

不戰價格戰什麽？
貴不見得是壞事，但要消費者為

“溢價”買單並不能順理成章。價格戰

血洗過的國產手機市場，接下來要比拼

什麽？

實際上，國產手機在產品、技術、

專利、資源、廣告、渠道等諸多方面的

爭奪戰已經進入白熱化的階段。熱門綜

藝、熱播影視劇的贊助商都能看到手機

品牌的身影，最紅的明星壹定會是某個

手機品牌的代言人。

“未來中國手機廠商只有6至8家能

夠生存，若想在這激烈的市場裏分得壹

杯羹，差異化是不變的策略。差異化戰

略是趨勢，也是生存之道。”劉立榮說。

不能再用性價比去吸引大量消費者，只

有做好品牌、產品和渠道服務的差異化，

才能讓消費者為“高價”買單。

劉立榮認為，未來手機行業的趨勢壹

定是細分用戶，先獲得細分用戶的產品認

同和情感認同，打造差異化品牌；在定位

好細分用戶之後，壹定要抓住用戶的痛點

和剛需，打造超越用戶預期價值的差異化

產品，完善用戶體驗，這是差異化競爭的

核心；渠道服務能力也要實現差異化，尤

其在全球開放市場的環境下。

就在幾年前，國內的智能手機市場還

是蘋果和三星的天下，如今，市場前五名

已盡是國產品牌，這說明國產手機已經獲

得了大量消費者的認可。廉價鋪貨的時代

過去後，國產手機確實需要玩得更高級壹

些，越來越貴的國產手機只有也越來越

好，才能繼續獲得消費者的青睞。

綜合報導 中日韓專家在天津簽署《中日韓水

稻品質· 食味合作研究與學術交流協議》，加強中

日韓水稻合作研究，促進水稻產業持續發展。

根據協議，該合作以中國天津市食味水稻

科技創新與成果轉化國際聯合研究中心、日本

水稻品質 · 食味研究會和韓國相關研究機構為平

臺，針對各國產業發展和市場需求，本著優勢

互補原則開展科學技術和農業經營等方面的合

作研究。

當日，“水稻品質· 食味研究國際高峰論壇暨

產學研合作洽談會”在天津召開，主題為“基於可

持續發展的水稻生產和市場需求動向的水稻品質·

食味提升”。中國工程院張洪程院士、日本水稻品

質· 食味研究會會長松江勇次教授、韓國忠南大學

安相洛教授和天津市農業科學院長程奕、天津農學

院校長邢克智等出席。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和人們生活

水平的提高，近年來，人們的飲食結構發生了

深刻變化，對主食稻米需求也由數量型向質量

食味型轉變。自 2014 年以來，中國糧食生產實

現了十二連增，糧食供求矛盾基本得到解決或

略有剩余，市場需求發生轉變，優質、高端糧

食產品需求和進口不斷增加，傳統產業面臨

結構性變革。

天津水稻品質· 食味研究院院長崔晶表示，中

國在水稻高產研究和技術開發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

的成果，處於世界領先水平，但是，在水稻品質，

尤其是水稻食味（人們通過五官對稻米米飯的評

價）研究與世界先進水平之間還有很大差距，創

新研究、產業培育和市場開發等方面遠遠不夠。據

他介紹，水稻產可持續發展要靠兩支翅膀——產

量· 品質，而稻米品質對消費者來說是第壹要素，

因為買米的目的是吃飯，在解決吃飽之後，飯的品

質則顯得尤為重要。

本次論壇由天津市科學技術委員會指導、天津

市農業科學院和天津農學院共同主辦，天津市食味

水稻科技創新與成果轉化國際聯合研究中心、天津

市水稻研究所和天津市對外科技交流中心聯合承

辦。當日還舉行了“水稻品質 · 食味協同創新聯

盟”授牌。

中日韓專家在津簽署水稻品質·食味合作研究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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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160811A(Full) 達福社區

【本報記者劉昭宏】臺灣原聲童聲合唱團于8
月7日〈週日〉晚上在 Dallas City Performance Hall
舉行演出，這是合唱團首度到達拉斯表演，獲得此
地僑界社團和人士的熱情支持。當晚演出活動，全
場滿座、現場迴響熱烈。

臺灣原
聲童聲合唱
團隸屬臺灣
社團法人原
聲教育協會
，由 臺 灣 南
投縣原住民
教育人士成
立于 2008 年
，以 培 育 偏
遠地區清寒
原住民兒童
的教育為宗
旨，推 動 語
文、數學、英
語及音樂藝
術人文等全
方面教育工

作。包括成立原聲童聲合唱團，利用課餘假期到全
國各地及世界各國演出，贏得〈臺灣的維也納少年
合唱團〉之贊稱。

這次是臺灣原聲童聲合唱團成立後第二次來
美國巡演以及首度到達拉斯演出，獲得此地僑界
的熱烈支持。達拉斯演出的協辦團體，包括有：達
拉斯亞裔青少年交響樂團〈DAAYO〉、克羅亞洲
藝術博物館、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一克拉教育基
金會、大達拉斯國際基金會和達福臺商會等，僑委
會美南青少年文化大使支援演出現場義工。

當晚演出活動，達拉斯市副市長 Erik Wilson
到場聆賞並代表市府致詞歡迎。原聲童聲合唱團
表演了臺灣原住民文化歌曲、聖詩以及臺灣民俗
歌謠等近二十首合唱歌曲，還特別為達拉斯市警
局遭到恐怖襲擊的罹難警員獻唱致哀。天籟般的
原住民童聲，現場安可聲不斷、迴響十分熱烈。

臺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團長洪春滿校長、指揮
馬彼得校長、鋼琴伴奏趙慧菁老師。2009年，音樂
專輯《唱歌吧！》獲得第20届金曲獎評審團獎，並
入圍該届最佳傳統歌樂獎。2010年上海市博會臺
灣館開幕演出。多次在全國各地，以及歐洲、日本
和美國等世界各地巡迴演出，天籟歌聲、佳譽卓稱
。

臺灣原聲童聲合唱團達拉斯演出迴響熱烈

活動主辦社團和合唱團團員合影

原聲童聲合唱團全體團員合影

達拉斯市副市長 Erik Wilson 代表市
府致詞歡迎 谷祖光先生致詞

達拉斯亞裔青少年交響樂團經
理徐祥年主持活動

谷祖光、Erik Wilson 副市長和僑務委員
曹明宗

達拉斯主辦社團代表向團長洪春滿校長獻花 達拉斯主辦社團代表向指揮馬彼得校長獻花

達福臺商會貴賓們 美南青少年文化大使現場義工 林根喬、谷祖光和黃金森伉儷

臺灣原聲童聲合唱團演出照片選輯

美南青少年文化大使和合唱團團員合影 現場熱情觀衆和合唱團團員合影 原聲童聲合唱團場外義賣

B9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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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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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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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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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公園（Phoenix Park）是愛爾蘭六大公園之一。都柏
林鳳凰公園和St Stephen's綠地公園；Cork郡Gougane Barra森
林公園；Kerry 郡 Killarney 國家公園；Donegal 郡 Glenveagh 國
家公園；Galway郡庫爾（Coole）公園。除了最老、最大、最
美的鳳凰公園外，一生必遊的景點就是庫爾公園。庫爾公園
，曾經是與 1923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葉慈（William Yeats，
1865-1939）共同創辦艾比（Abbey）劇院的劇作家Gregory夫
人（1852-1932）的莊園。葉慈等詩人被邀請來此經歷夢幻人
生的氛圍，他們的名字均刻在園中一棵簽名樹上。葉慈讚揚
的 「七片樹林（Seven Woods）」步道逶迤庫爾湖畔。葉慈寫
了五首享譽文壇與庫爾公園有關的詩： 「庫爾的野天鵝（The
Wild Swans at Coole）」、 「漫步庫爾七片樹林（I Walked
Among the Seven Woods）」、 「在那七片樹林裡（In the Sev-
en Woods）」、 「庫爾1929（Coole Park 1929）」以及 「庫爾
與巴利裡1931（Coole Park and Ballylee 1931）」。紐約公共圖
書館為慶祝其成立100週年，特於1995年5月20日至1996年7
月13日舉辦一項 「世紀之書」（Books of the Century）的展覽
，共挑選並展出對二十世紀具有影響力的 159 本經典書籍。
1917年出版愛爾蘭詩人葉慈的詩集 「庫爾的野天鵝」 就是其
中之一。

歐洲最大最美的公園
2016年立夏，童心參加在愛爾蘭科克市舉行的第62屆國

際合唱節，結束後順道旅遊英倫三島，其中的一個景點，就
是都柏林鳳凰公園。鳳凰公園是都柏林的一座城市公園，位
於市中心以西2.5公裡，Liffey河以北。其面積達707公頃，由
11公裡的石牆圍繞著，為歐洲最大公園之一。它包括大面積
的湖泊、草地和綠樹成蔭的大道，自17世紀以來，約600頭
Fallow鹿以此為家，1662年查理二世責成James Butler公爵設
立皇家鹿園。公園的英文名稱，來自Gaelic語 「fionn uisce」
音譯，意為 「清澈的水」。公園原來還包括Liffey河以南Kil-
mainham 皇家醫院現址，1680 年醫院建成後，公園縮小到

Liffey河以北這塊土地。鳳凰公園，包括建於1750年的總統官
邸、1774 年的美國大使館、1825 年的 Ordnance Survey Office
與1766年的聖瑪麗醫院。1831年動物園成立，1857年開始馴
養獅子，至今共有670頭獅子在此出生。據說MGM電影公司
片頭的獅子有七頭，第一頭原名Cairbhe，後來更名Leo。牠於
1919年3月20日在此動物園出生，1924年至1928年出現於黑
白電影片頭。第二頭叫Jackie，牠是第一個MGM片頭 「吼叫
」的獅子，1928年至1956年間出現於一百部黑白電影的片頭
，包括扮演 「泰山」片中的獅子。從1929年至1958年MGM
彩色片頭，共有名叫 Telly、Coffee、Tanner 和 George 等四頭
獅子。從1957年起至今，第七頭Leo是出道最年輕、片頭出現
最長久的獅子。牠出生於荷蘭Arnhem市Burgers動物園。園中
還有 Robert Smirke 設計、1861 年建立的 Wellington 公爵紀念
碑，高62公尺，旁立有Waterloo之役擄獲的四尊大砲。1925
年通過 「鳳凰公園法案」。1986年愛爾蘭政府宣布鳳凰公園
為國家歷史公園，目前正在遊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公園
列為世界遺產。

Ashtown城堡與維多利亞廚房花園
5月2日晨，風雨中我們的巴士駛離昨晚下榻的都柏林市

郊的Citywest酒店，前往鳳凰公園。車經過公園大門、美國大
使館以及總統官邸和總統官邸隔壁的 Little Lodge。邱吉爾
（1874-1965）小時候隨著擔任愛爾蘭總督私人秘書的父母，
住在建於1876年的Little Lodge四年。邱吉爾回憶說：他二歲
到六歲的童年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他說他對軍事的興
趣是從官邸閱兵開始的。下車參觀Ashtown，包括Ashtown城
堡與維多利亞廚房花園。沿著小徑，來到遊客中心。上午風
和雨，中心附設餐廳擠滿喝咖啡的遊客。我取得鳳凰公園、
Ashtown城堡與維多利亞廚房花園等三本導覽單張。Ashtown
城堡是鳳凰公園最古老的一棟四層樓石頭建築。1641年最初
的城堡主人是 「Ashtown約翰」John Connell。Connell擁有200
英畝可耕農地、一小片森林地、果園和兩間農舍。1668 年

Marcus Trevor子爵搬進Ashtown，負責管理圈養從英國進口的
Fallow 鹿，Ashtown 城堡於是變成其中一名管理員的住宅。
1774年在城堡附近加建木屋，從1782年起成為副部長的官邸
。同時為了安全考量，一系列不為人知的地道連通公園內各
個木屋。繼任居民是Papal Nuncio一直住到1978年，然後搬到
都柏林的新宅。廚房花園，創立於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1838
年，位於鳳凰公園遊客中心旁。建立此廚房花園的目的在於
供應附近的官邸每天的鮮花與新鮮蔬果。16英尺的高牆，是
在保持園內蔬果所需的溫度。1854年Jacob Owen在北牆加建
玻璃溫室。據說此園分蔬菜、水果、攀架（Espaliers）與草藥
等五種果菜圃。蔬菜圃分五類：豆類（四季豆與碗豆）、甘
藍類（高麗菜、白花菜、花莖甘藍、德國芥菜、蘿蔔與萵苣
）、洋蔥類（韭菜、紅蔥、蒜與洋蔥）、根莖類（胡蘿蔔、
塊根芹、歐洲蘿蔔與紅菜頭）與我不太熟悉的優質肥料類
（金雞馬鈴薯、夏洛特馬鈴薯、新西蘭馬鈴薯與Sante馬鈴薯
）。水果圃，分漿果（草莓、醋栗、紅桑子、黑莓）與喬木
果（蘋果、梨、葡萄）。攀架圃裡種植18至19世紀之間非常
普遍的水果樹。到了19世紀中葉，果樹軟枝原用布條或釘子
釘在牆上的，後來用鐵絲代替。最常見的水平法用於蘋果和
梨樹，還有垂直法和分叉法等三個方法。圍繞著菜園的草藥
圃，種植茴香、鼠尾草、韭菜以及檸檬草。值得一提的是，
菜圃的邊緣種植草藥的色系，從菜園入口的藍白紫冷色系到
視線焦點的紅黃橙暖色系。如此安排，加上明亮香艷的花朵
吸引蜜蜂和蝴蝶飛到菜園來。更有趣的是菜園四季的重要活
動，初春選種與備土，以及豆子、洋蔥、萵苣等幼苗下種；
夏季玉米等下種，碗豆花增添菜圃的色彩；金秋南瓜、藍莓
熟成；寒冬菜圃死寂，地下紅蘿蔔、甜菜接近收成。這一切
在遊客中心都有生動與活潑的圖片展示，帶給我們這次旅途
中視覺與增長知識的饗宴。（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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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崔克是廣東人，中文名叫陳占豪，他是著名的49舊金
山淘金者陳發興的後代。49淘金者，英文裡的 "Forty-Niners
(49ers)"指的是1849年湧入北加利福利亞的“49淘金者”。

1848年1月24日，一位名叫馬歇爾的木匠在亞美利加河
（American River）發現了最初的金片，由此引發了改變美國
西部面貌乃至整個美國社會結構的淘金熱。在加利福利亞的小
溪裡能夠撿到金塊，這個消息瘋狂的傳遍了美洲大陸，也傳到
了中國廣東省。當時的中國正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之後，政
府為了支付戰爭失敗的賠款，瘋狂提高了民眾的稅賦，導致大
量的破產者向海外尋求生存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確實來了
——美洲大陸有一座金山在等待人們，那裡遍地可以撿到黃金
。不管消息是真是假，真有一批敢用生命做賭注的廣東人漂洋
過海去了北加州淘金。

1849年，人們從世界各地湧到San Francisco（華人後來將
此地稱為舊金山，當時的加利福利亞還不屬於美國）的內華達
山脈附近。這些人中除了美國人外，還包括從歐洲，澳大利亞
，北美洲，南美洲和中國來的人。那時候從美國東海岸到西海
岸的道路十分崎嶇，行程非常艱難，劫匪猖獗，路上的寒冷暑
熱及其瘟疫，再加上白人殖民者與土著印第安人的矛盾十分尖
銳，槍殺事件隨時發生，許多人都死在了前往加利福利亞淘金
的路上。為了避開死亡旅途，美國東海岸想去加州的淘金者選
擇乘船經大西洋向南繞過南美洲合恩角，再經太平洋往北到達
北美洲的金山，順利的話全程需要6個月之久，若是途中遇上
災難，特別是合恩角的強風暴時，那就有可能死在海上永遠也
到不了舊金山。後來有人選擇乘船到達巴拿馬東岸（當時沒有
開通巴拿馬運河），再乘馬車到巴拿馬西岸坐船北上。那位牛
仔褲的發明者布料商人李維‧史特勞斯就是走的這條路線，可
是他到達巴拿馬西海岸時根本就買不到北上的船票，因為有成
千上萬的淘金冒險家聚集露營在碼頭上，好多人在這裡等待幾
個月也買不到一張的去金山的船票。這位頭腦精明的冒險家選
擇了南行，據說他是一直南行到達秘魯才租到了去加州 San
Francisco的航船。

陳發興是廣東第一批去加州淘金成功的代表人物。1849年
初，19歲的陳發興滿懷春天的希望用盡了從親朋好友那裡借來
錢買了航行太平洋前往San Francisco的船票，他的行李只是10
來個巨大的黃南瓜。為什麼攜帶南瓜？這是廣東漁民千百年來
航海中摸索出的海上生存之道，黃南瓜可以長久保存，食物缺
乏時可以生食充飢，遇上海嘯龍卷風颶風時大黃南瓜就是天然
的救生圈。輪船上的食品量少又低劣，加之經濟艙十分擁擠潮
濕，半數的乘客因缺乏營養又受潮熱而生病死亡，船上處理死
亡乘客就是直接拋向大海喂魚。歷經3個多月的艱苦航行，只
有半數的乘客活著登上了北美大陸。陳發興因為有充足的大南

瓜補充營養，終於得以逃過了鬼門關順利的到達淘金地。
當時的淘金方法十分原始，就是用一個粗糙的大瓷盤往河

底撮一盤泥沙起來，淘金人端著盤子讓流水衝走面上的泥沙，
因為黃金的比重大於泥沙，金沙就沉澱在瓷盤底部。那些溪流
中的流水來自於雪山融雪，人站在水中感到下半身冰涼刺骨，
而夏日的驕陽把人上半身曬得頭痛皮裂。含金量高的金砂礦早
被體型高大威猛的美國人和愛爾蘭來的白人占領，華人只能去
那些被他們拋棄了的小溪中淘沙金，既便如此，華人人均淘到
的金沙還是多於白人，因為華人比白人更能吃苦耐勞，來自熱
帶亞熱帶的廣東人遠比來自歐洲寒冷地帶的白人更能忍受加利
福利亞的干熱氣候。但華人愛賭博，很多人把自己辛苦淘來的
金沙輸在了賭場上。由於華人淘到的金沙多於白人，自然就引
起了白人的仇恨，族群間的矛盾越來越多。

陳發興頭腦非常清醒，目標很明確——淘夠回廣東買土地
種田和建房的錢就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兩年後，陳發興帶著積
攢的600美元（相當於時下的幾萬美元）回到了廣東開平鄉下
，還清了所有的借款，當年就置地建房。陳發興從美洲淘金回
來的消息在廣東四邑越傳越神奇，引發了大量的破產農民不顧
一切高利借貸也要買船票奔赴大洋對岸，幾年下來，活著到達
舊金山的廣東人就達到了30多萬之眾。

“你的先祖陳發興後來又到過加州沒有？”我問陳占豪。
“沒有，他看清了那裡潛伏可怕的危險，沒有再次去San

Francisco這是他的英明之處，才沒有遭遇後來發生的舊金山愛
爾蘭人挑起的對華人大屠殺。再說，他回廣東後成了地主，哪
還願意再冒生命危險去異國他鄉受牛馬不如的淘金罪？何況很
多人會死在太平洋旅途的輪船上。自他以後，我們祖上連續5
代人都沒有離開過中國，直到第六代我的爺爺死後，1990年我
奶奶移民到了美國。而且都是為了她的孫子，也就是我的弟弟
的身份問題，才在60歲後還遠嫁美國的。”

“看來你家的故事不尋常，你奶奶也有你高祖陳發興那樣
的吃苦和冒險精神。”

“長話短說吧，我弟弟是我父母違反計劃生育政策1985
年偷偷超生的，因為廣東男人至少要有兩個或更多的兒子才有
顏面活在世界上，但計劃生育政策限定只能生一胎，所以弟弟
出生後一直藏在家裡養，不敢讓任何外人知道，一旦暴露，父
母都會被開除公職。當時我母親是小學教師，父親是國營服裝
廠廠長，一旦被開除公職，全家人的生活就會成為大問題。我
奶奶說這樣把孩子藏在家裡不是長久之計，不見陽光的孩子會
死的！奶奶對我父親說：你馬上設法逃到香港去，在那裡站住
腳了就把全家人接到香港。我父母先假裝吵架很厲害，然後就
假離婚，以此避免父親逃港後母親和我受牽連。父親從深圳海
灣游泳偷渡到了香港，在深圳灣夜間游泳偷渡時，父親差點被

邊防武警的亂槍打死。他在香港一家餐館找到工作，之後就設
法托港人把我弟弟接到香港去了。我們一家就一半在香港，一
半在開平。”

“為什麼不全家偷渡香港呢？”
“難啊！父親和弟弟在香港也是非法的，沒有身份，黑人

黑戶的，哪敢全家人去冒險？說說我奶奶吧。我奶奶年輕時是
大戶人家的小姐，嫁給我爺爺後成了大地主太太，1949年後我
爺爺奶奶經常挨批鬥，文革期間還被揪到大街上游街，游街時
頭上戴很重的高帽子，還要自己打銅鑼大聲罵自己是罪惡深重
的大地主、大地主婆。人生的跌宕起伏和大苦大難練就了我奶
奶的膽量和氣魄，她決心要把我家這艘破船馳向幸福的港灣。
父親和我弟弟在香港幾年下來也無法獲得正常身份，眼看小弟
就該上學讀書了，黑戶孩子入不了學，這件事搞得全家人坐立
不安。在我父母都極度絕望之時，我奶奶發話了：我要嫁到美
國去，等我成為公民了，就把你們全都移民過去。奶奶說這話
時都快60歲了，父母和我聽她這個說法全都驚詫不已！該不
是奶奶氣瘋了吧？”

“你奶奶真有武則天那樣的膽識！”
“奶奶不僅有膽識，還有謀略！她給遠在舊金山的親戚寫

信，請求他們介紹自己嫁給一個美國鰥夫。1990年奶奶真的遠
嫁美國，1993年奶奶成了美國公民，1994年奶奶就為我父親
和小弟申請到了綠卡。小弟隨父親一起移民美國，那天他們下
飛機入境時，小弟在地上撿到了5美元，這讓父親和小弟高興
得哭了起來，父親說這是好兆頭，我們一家終於熬到出頭之日
了，在美國一定會錢程似錦！”

“綠卡那麼容易申請？”
“公民為單身的子女申請綠卡比較容易批准，而我的父母

假離婚已經好多年了，小弟和父親正好符合移民條件。”
“你和母親咋辦？”
“又過了兩年，父母復婚，母親和我也獲得了移民資格，

我們一家終於在美國團聚了！”
“為了小弟的身份，你們一家歷經了那麼多的苦難，移民

美國後你們一家應該很幸福了吧？”
“因為語言問題，活得還是比較艱難，特別是我那可憐的

小弟：在國內時不敢見天，見天就給全家帶來災難；在香港時
不能見人，總被港人歧視嘲笑；到美國後不會說英語，在學校
仍然是被歧視嘲笑的對像。”

“你弟現在好嗎？下次聚會請你弟也來。”
“還好，他已經碩士畢業工作了。下次聚會一定請他一起

來。”
2016年7月26日，寫於 Rockville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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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剛過了立秋，就是八月八日的父親節；再一個月，
就是父親謝世三十週年。不禁打開了一幅又一幅記憶的窗簾，
由上週末才參加的阿茲海默症（Alzheimer）論壇到當年父親
得這種疾病時的種種過程等。

三十多年前，個人電腦才開始進入家庭，手機還只是少數
人手中的大哥大。當父親因為在居家附近一再走失，甚至曾經
被員警送到醫院急診後，我們的家庭醫生終於同我們說父親得
了這種心智功能喪失的疾病。我們不得不在我們出城時，請人
來家看顧他。後來因為父親已經完全無法照顧自己，就如同當
天在論壇上分享親身照顧自己父親八年的過曼（圖一）所說的
過程一樣，我們也在經過一番情感上的掙紮和實際上的安排後
，不得不把父親送進專職的療養院。雖然我們儘量每週去看望
他，但是在他兩年後因肺炎去世前，他已經不再認識我們，包

括他自幼帶大的愛孫了。
隨著社會人口的老化，如今在美國不僅有500多萬得阿茲

海默病的人，也有更多受影響的家人，朋友和照顧者等。為此
，這個有很多義工參加的華人阿茲海默協會多年來在社區加強
推廣資訊，讓大家瞭解失智症患者的行為改變及因應的方法等
。當天在那擠滿華人的英特爾公司的大演講廳裡聽到史丹福大
學醫學院神經科醫師趙壯志醫師（圖二）在論壇仲介紹睡眠與
失智症。他指出睡眠與失智症關係密切，所以我們必須注意睡
眠狀況。每個人需要的睡眠都不一樣，年齡小的時候需要更多
的睡眠，老人們需要的時間較少，但實際上到底需要幾小時的
睡眠，因人而異，至少要讓人在白天不會覺得精神不濟等。其
他講員包括李傑夫律師談法律規劃的重要，張珮寧女士談對失
智行為的瞭解和應付等。

在論壇結束時，看到那些行動緩慢的華人耆老在家人輔助
下離去。不禁打開了另一幅記憶的窗簾，想起一個月前在同一
個擁擠的會議廳裡，由華人中國工程師協會，半導體協會和玉
山協會合辦的領導能力論壇。在那由華人科技專家馬思平（圖
三）主持的論壇上聽到好些矽穀的中美科技領袖，包括來自清
華的李顏冰博士（圖四）等勸告那些台下的年輕人如何在各人
的科技崗位上發展領導潛力，達到自己的人生目標等。

看來人生各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窗簾，但願你我都能在這幾
十年的巨流河裡找到自己的平安。
註：如果對失智症有問題，
請查alz.org/800-272-3900.8/9/16

蔡老師
記憶的窗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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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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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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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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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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慶三世界上最大的花 -- 巨花魔竽
巨花魔竽 (Titan Arum，學名 Amorphophallus titanum)，天

南星科 (Arum family，Araceae)，魔竽屬 (Genus Amorphophallus)
。屬名Amorphophallus源由希臘文，amorphos 意為畸形的 (Mis-
shapen)，phallos為陰莖 (Phallus)，titanum為巨大，指其巨大的
「佛焰花序」或 「肉穗花序」(Spadix Inflorescence)，可說是 「世

界上最大的花」。它也稱 「惡臭先生」(Mr. Stinky) 或 「屍臭花
」(Corpse Flower)，因為它的花 「香」頗似腐臭的肉類。

它原產於印尼的蘇馬厝 (Sumatra) 雨林的潮濕林地上，和竽
頭 (Taro，學名Colocasia esculenta) 同科。它的印尼語 “Bunga
bangkai”，Bunga為花、bangkai為屍，即意為 「屍臭花」。義大
利植物學家貝卡利 (Odoardo Beccari) 是第一位在 1878 年 「發現
」這種植物。他收集一些種子帶回義大利，也送給英國倫敦的皇
家植物園。1889 年，第一朵人工栽培的巨花魔竽就在皇家植物
園綻開。過去人工栽培的巨花魔竽植株不多，開花的次數當然也
不多。最近幾十年來，由於人工傳粉成功及栽植技術的改進，巨
花魔竽開花的次數急速增加。到目前為止，全世界人工栽培、開
花的巨花魔竽，超過 220次以上。

巨花魔竽通常以種子繁殖，也可從球莖 (Corm) 的子莖分殖
。假如生長環境適當，幼苗需種 8至10年才會成熟、開花，而後
通常每兩年可再開一次花。但也有次年又再開花、或等上 7至10
年才再開花的例子。它只有一張巨大的複葉，葉柄有人腿粗細，
可達 5.5公尺 (18英呎) 高。葉子直徑會達4.6公尺(15英呎)。因是
複葉，所以葉子又分裂成許多小葉子。葉子製造的養分，就貯藏
在地下的球莖裏。成熟的巨花魔竽，當貯存了足夠的養分，這巨
大葉子就凋謝消失，而在一、兩個月的 「冬眠」後，淡綠像支竹
筍的花苞就冒出地面。花苞以每天約四吋的速度成長，約三個禮
拜後，花就綻開了。只是花開的確實時間很難預測，而常和預測
相差好幾天。

第一次見識到這奇葩，是在華府美國植物園 (U.S. Botanic
Garden, Washington, DC)。這心儀許久的奇葩，筆者等待了一個
禮拜，專程 「拜訪」了兩次，在進口排隊等待一個半鐘頭以上，
總算於2003 年7月23日綻開、見著了。它深紅摺皺的 「佛焰苞
」(Spathe) 及矗立在 「佛焰苞」中心的 「佛焰花序」(Spadix)，比

在照片見到的還美麗、奇特。去觀賞時，一方面除了能見識到這
奇葩，同時也希望能聞聞它絕無僅有的花 「香」。

這特別的花 「香」，只散發在花開後的半天之內。為了揮發
它的 「香味」，花朵本身會熱了起來，可達攝氏38度 (華氏100
度)，觸手生溫。尤其在雌花準備好傳粉時，佛焰花序 會一波一
波的釋放強烈的臭味，在順風地點可達半個英哩，為的是吸引專
吃動物腐屍的一種甲蟲 (Carrion beetle) 或肉蠅 (Flesh fly) 前來傳
粉。因此它的花 「香」只在特定時刻才特別強烈，通常是午夜至
半夜 (Late evening till middle of the night) 這段期開。所以植物園
觀賞者，難得正逢其時。

同是天南星科的喜林芋 (Tree Philodendron，學名Philoden-
dron bipinnatifidum，Syn. P. selloum)、臭鼬甘藍 (Skunk Cabbage
，學名Symplocarpus foetidus)，以及荷花科 (Nelumbonaceae) 的
荷花 (Lotus，學名Nelumbo spp.) 所開的花，也會生熱，目的都
是為了招引傳粉的昆蟲。天南星科以油脂 (Lipids) 的氧化來生熱
；荷花則以碳水化合物新陳代謝 (Carbohydrate metabolism) 的作
用而來 (請見拙作《荷花》。http://blog.xuite.net/cshuang2/
twblog/140173482)。

巨花魔竽雌、雄同株，惟觀賞者所能見到的是它巨大的 「佛
焰花序」、或 「肉穗花序 」頂部，以及包圍佛焰花序的大花苞，
「佛焰苞」。真正、小小的許多雌、雄花長在佛焰花序底部 (長

於佛焰花序上，雄花群在上、雌花群在下)，包圍在大花苞裡。
在自然界，由其花 「香」吸引來的傳粉甲蟲或肉蠅，需進入大花
苞而達到雌、雄花的部份傳粉。

植物園栽培的巨花魔竽植株，則須把它的大花苞切開一個視
窗，以小刷子人工傳粉。花開兩天後就凋謝了。雖然它雌、雄同
株，但雌、雄花開花時刻常不一致，所以自花傳粉 (Self-pollina-
tion) 的機會並不大，但過去也有自花傳粉 (或加上人工幫忙) 成
功的例子。所以植物園常需設法保存花粉，或從別的植物園借來
，而作成功機會較大的異花傳粉 (Cross-pollination)。如果傳粉
成功，就會結成一大串的紅色果實。

美國境內第一株開花的巨花魔竽，是在紐約植物園 (New
York Botanical Garden, Bronx, NY)。它於 1937 年 8 月綻開，

2.57公尺 (8英呎 5英吋) 高，球莖 100磅，為當時世界最高的記
錄，而造成極大的轟動，成為 “Official Flower of the Bronx”。
依據Guinness World Records，目前世界最高的記錄，為2010年
6月18日在美國新罕布夏州Winnipesaukee Orchids (Gilford, N.
H.) 所展示的3.1公尺 (10英呎2.25英吋) 高的一株。

約在1994 年，馬利蘭州銀泉市 (Silver Spring, MD) 的菲力
浦家，由印尼取得巨花魔竽的種子種出幼苗，再贈送給華府美國
植物園。栽種了8年後，這株巨花魔竽在2001年第一次開花 (就
筆者所知，這次沒公開展示)；第二次開花於2003年7月23日，
即筆者見識到的第一次，它有4呎8吋高，因花的高度和球莖的
大小有關。在同年兩個月前 (2003年5月23日)，德國波昂植物園
(Bonn Botanic Garden) 所開的9英呎高的一朵，球莖 156磅，為
當時的世界記錄。

除了2003年的第一次，華府美國植物園以後陸續展示了五
次，即 2005年、2007年、2010年、2013年、以及今年 (2016年)
這次。但所展示的並不一定同株，例如 2005年及2007年的展示
，是從 Smithsonian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Depart-
ment of Botany 外借而來；2016年展示的這株，則是2010年才從
母株分株、約碗豆大小的子莖長成 (該是第一次開花)，它目前球
莖約50磅。筆者曾於2006年8月7日在 Brooklyn Botanic Gar-
den, Brooklyn, NY觀賞到第二次，但這株較小些。

巨花魔竽很難種植。當然不是像從前傳說的，它會把種植的
主人吃掉，而是它的球莖，特別是根，容易因太潮濕而腐爛 (尤
其是冬眠期間)。種植的土壤必須排水良好，例如用八成的煤泥
苔 (Peat moss)、一成洗過的砂、加上一成細粹的浮石，並在底面
鋪有厚厚一層排水層。三月至十月每週加千分之三濃度的肥料
(0.3%，8-8-6 成份)，十一月至二月則每三週加肥一次。當葉子
枯萎後，不可施肥，或澆水。生長的最佳溫度為華氏80度，並保
持百分之80至85% 的相對濕度。黴菌會使球莖腐爛，腐爛的部
份必須刮除，並灑上木炭粉。線蟲 (Nematodes) 及水臘樹蟲
(Mealy bugs) 為它的寄生蟲害。
【註：讀者如有興趣，請至芝加哥植物園網站查看 「巨花魔竽
『生命週期』 示意圖」 http://www.chicagobotanic.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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