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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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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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旦漢字藝術展圓滿落幕
聯邦眾議員致賀狀
宋旦漢字藝術全美八城巡迴展最終站上周六來到休士頓中
華文化服務中心﹐於周末兩天在休士頓展出﹒在休士頓政
界﹑僑界﹑文化界﹑商界和古董收藏與傳媒新聞界和僑社領
袖到場共襄盛舉﹐參與剪綵儀式﹒其中﹐聯邦眾議員席拉傑
克森李(Sheila Jackson Lee)亞裔代表羅玲(右)致贈賀狀﹐宋
旦(左)也回贈字軸表達謝意﹒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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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非法人口走私在休士頓儼然成
一大社會問題，尤其針對非法按摩店和美甲沙龍從事色情交易；
休士頓市政府將明年美式足球超級盃到來前開始佈局，盡可能掃
蕩非法行業。

今年2月美式足球超級盃才在舊金山灣區落幕，聯邦調查局
(FBI)就公布一年多前展開的調查行動，破獲人口走私與賣淫集團
。人口走私集團專門利用非法販賣人口，中介不同年齡層婦女和
青少女從事性交易。

根據調查數據顯示，在美國每年舉行美式超級盃足球賽期間
，性交易廣告會增加30%至300%。因此休士頓市政府希望集合
中央、地方、官方和民間合作經驗，複製到明年在休士頓舉辦的
超級盃，協助打擊賣淫。

根據當地主流媒體KHOU報導，證實休士頓執法單位將有所
動作，掃蕩人口走私賣淫犯罪集團。休士頓市長透納(Sylvester
Turner)與五位市議員剛從華盛頓特區返休，他們將在特定按摩店

和美甲沙龍佈局，打算將這些非法集團一網打盡。
過去八年，休士頓已經掃蕩300家非法行業，但休士頓市議

員Brenda Btardig表示，這些賣淫行業可能就隱藏在住家附近。
Brenda Btardig表示，很多標榜Spa行業就在住宅區進行性

交易活動，這些被逼從事性交易的受害者，他們無法與外界聯繫
，隱密到你需要非常仔細觀察。

人口走私犯罪者喜好大型活動，因為可吸引大批人潮，超級
盃就是犯罪滋生地。這也是為什麼聯邦調查局開始宣傳 「如果看
到任何犯罪情事，請舉報」 。

目前休士頓證為了明年的超級盃而積極撒網佈局，市政府也
剛通過法律，要求按摩店只能營業上午8點至晚間10點。

休士頓呼籲提高警覺，教導民眾指認並鼓勵民眾舉報可疑的
活動。若是任何人留意這些按摩店超過營業時間，或進行可疑活
動，請撥打311，市政府、警局和執法單位將聯合打擊犯罪。詳
細資訊請至www.WatchForTrafficking.org。

慎防超級盃變調賣淫大本營 休士頓嚴加掃黃

【本報訊】休士頓著名的林志豪律師將在2016年9月3日早
上10點鐘在休士頓中華文化服務中心251室舉行I-601A 豁免擴
大施行細則及解決移民身份問題講座。

美國國土安全部於2016年7月29日公布了將於2016年8月
29日起施行擴大
I-601A臨時豁免
的實施細則。根
據這個施行細則
，所有因為非法
居留而無法在美
國國內轉換身份
的無證移民，只
要提出親屬或職
業移民，甚至獲
得移民抽簽，無
論移民項目是否
需要排期，甚至
背負遞解令，在
排期排到時只要
申請人能證明分
離將對綠卡或公

民身分的配偶或父母因為分離造成極端困難，自2016年8月29
日起即可提交I-601A臨時豁免申請。這一新的擴大施行辦法將
使無數的無證移民受益。

林志豪律師表示， I-601A臨時豁免其實早在2013年起即
已施行，而在這幾年內林律師的事務所已經獲得多起I-601A豁
免的批準。一旦申請人獲得I-601A豁免，即可返回本國到美國
領事館進行綠卡面談，而不必受因為在美逾期居留離開美國之後
3年或10年不得反美的禁令限制。 但在這個擴大施行辦法公布
前，申請人只限定配偶或父母為公民人在美國境內的無證移民，
且無證子女需未滿21歲且未婚。 但在放寬後，所有申請移民的
人，包含不需要排期的公民配偶、父母或未婚未成年子女，或者
需要排期的親屬移民、勞工移民、抽籤移民等，只要申請人有綠
卡或公民身分的配偶或父母，能證明親人分離可能造成極端困難
即可申請。

此外，根據這個放寬辦法， 即使當事人曾獲最終遞解令，
也可以申請I-601A臨時豁免。換句話說，有遞解令的移民申請
人只要有配偶或父母為公民或持有綠卡，便可先遞交I-212表格
申請遞解令豁免，再提交I-601A臨時豁免，批準後即可返回母
國的領事館進行移民面談。

為了讓廣大的華人朋友進一步了解I-601A的適用範圍及申
請辦法，林志豪律師將在2016年的9月3日星期六的早上10點

，在休士頓中華文化中心251室舉行I-601A 豁免擴大施行細則
解說及身份解決問題的講座。除了講解I-601A申請的要求，申
請程序，文件準備及適用範圍，林律師也會講解I-601A豁免如
何運用在親屬移民，職業移民，或其他申請途徑。林律師也會討
論申請政治避難和I-601A之間可能會有的關聯，以及若有遞解
令申請雙重豁免（I-212及 I-601A豁免）相關問題。中華文化
中心的地址是 9800 Town Park, Houston, TX 77036. 電話是
（713）271-6100. 若有講座相關問題，可與林志豪與包德士律
師事務所 聯系，電話（713）339-4200。

I-601A 豁免擴大施行細則及移民問題講座
將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舉行

明年超級杯即將在休士頓舉行，人潮聚集，恐擴大犯罪活動。(資
料照片)

為防範人口賣淫猖獗，休士頓將嚴加打擊犯罪。(取自KHOU)

林志豪律師

（休士頓 / 秦鴻鈞 報導）當你駕著車在寬廣平坦的中國城百利
大道上風馳而過時，你最應感謝一個人-----李雄，要不是他二
十年來鍥而不捨的要市政府關懷這個區，甚至擔任第一個 「 都巿
計劃委員」 用 「 公家」 的制度，收取一個費用，成立 「 西南管理
區」 （Southwest management District ),每年一百多萬的經費，
將該區打造成安全，美麗的環境。李雄和 「 西南管理區」 的執行
長李成純如女士，將於今晚七時半，出席楊德清主持的 「美麗家園
」 節目，介紹他們用心打造 「 西南管理區 」 的經過。

「 西南管理區 」 的範圍，東起Hillcroft, 西至8號公路，北自
Westpark,南至Bissonnet, 李雄他們爭取巿長批准，發行TIRZ 債券
，花了二千多萬，修好了百利大道，現在也用此預算，修復Fon-
dren 路，再加上將來即將整修的Harwin 路，都靠的是發行債券（
Bond )。

「 西南管理區 」 所作的除（ 一 ）美化環境，去除塗鴉外，
每週幾千噸的垃圾，也是一大負擔。（ 二 ）安全： 每年60 多萬

的經費中，有30 多萬用在警察在此區巡邏。 （ 三 ） 促銷商機。
「 西南管理區 」 還劃分成 6 個Zone : ( 一 ） 中國城，（ 二

） 好運大道（ 三 ） 印度人區 （ 四） 浸信會大學，（ 五 ）Me-
morial Hermann, ( 六 ）Westwood

李雄說： 關於 「 治安 」 ，我們不可能把所有的警察放在每一
點上， 「 預防勝於治療 」 ，李成純如執行長出示休士頓警察局印
發的七種語言的宣傳手冊，介紹汽車盜竊犯罪預防秘訣，以及緊急
電話9-1-1，警方非緊急電話713-884-3131，以及搶劫是一種機
會犯罪，可以由提高警覺和預防來減少發生搶劫。以及減少搶劫的
最重要戰略之一是將劫匪逮捕，遏止犯罪組織提供高達5000 美元
現金，獎勵市民提供資料進而逮捕參與犯罪者且提出控告。遏止犯
罪組織的聯繫電話：713-222-TIPS ( 8477 )或www.crime-stop-
pers.org

請今晚七時半準時收看15. 3 台的 「 美麗家園 」 節目，明天
（ 周四） 下午一時至二時重播。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美國隊在2016年8月
10日激裂裏約奧運會體操女子團體決賽中奪冠
，中國隊獲得銅牌。美國NBC廣播公司對美國
女子體操隊的勝利，舉行特別電視節目報導和
慶祝，並聲稱美國隊在比賽前和比賽結束後是
無與倫比的無敵。

但是，不尊重美國國家，國旗和國歌的美
國隊選手道格拉斯（Gabby Douglas）被美國
社交網絡嚴重譴責和非議。原因是在頒獎時，
當美國國歌響起，所有人都將手放在胸口並注

視國旗時，道格
拉斯沒有把手放
在胸口，眼睛也
不知道注視國旗，不能表達對國家，國旗和國
歌的尊重。道格拉斯沒有把手放在胸口，大不
敬！因為這個原因，她嚴格被美國社會譴責，
即使她獲得了冠軍。

8月11日，道格拉斯在Twitter上為自己
的行為道歉，稱自己從沒想過不尊重美國。但
是，大部分美國網友並沒有接受道格拉斯的道

歉：她就是美國的恥辱！她的態度太噁心了，
做人應該有態度！從這一事實和新聞，顯示美
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因為美國人民是忠於自
己的國家，這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國家國民的最
重要的因素。美國人民給世界人民提供一了個
強大的國家的最佳示範。

楊德清主持 「 美麗家園 」 今晚七時半訪問李雄 李成純如
介紹休士頓 「西南管理區」 成立經過 兼談 「 中國城治安 」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因電力異常，全館無法供電，目前正緊急搶修
中，自8月17曰至8月19日暫停對外開放三天，並視電力修復情形再予
開放（重新開放訊息請查詢本中心網站及FB），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特此公告。

休士頓僑教中心搶修電力 暫停開放

UF0學會"第三類接觸"集會
佛光山中美寺住持隆相和尚將於八月21日法駕休士頓

，舉辦佛學講座，展開另一場今年度讓人期盼已久的弘法
活動。

中美寺住持隆相和尚現任中國江蘇省佛教協會副會長
、南京市佛教協會會長、南京棲霞古寺住持，是中國批准

的首位獲聘美國寺院住持，十多年前禮星雲大師座下，
成為大師之法子。其佛學素養深厚，廣受佛教界推崇。

2009年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親自為隆相和尚主持
陞座，2012年及2014年和尚前來休士頓宣揚佛法，法
音宣流，引起熱烈回響。暌違兩年，今年再度蒞臨中美
寺，落實大師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之宏願
。值此殊勝且難能可貴之機緣，中美寺廣邀十方大眾共

襄勝舉，前來聆聽和尚說法。
日期：2016年8月 21日 星期日 上午10:30
地點：佛光山中美寺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281)495-3100

佛光山中美寺
隆相和尚佛學講座

由楊德清（ 左） 主持的 「 美麗家園」 節目，今晚將訪問 「
西南管理區」 的區長李雄（ 中） 及執行長李成純如（ 右）
談該管理區的成立經過及中國城治安。（記者秦鴻鈞攝）

UF0學會，訂於8月2O曰(週六)上午10時至12時，在美南銀行
(6901 corporate Dr) 會議室集會，這一次講題是"第三類接觸"有關這個名
詞旳來龍去脈，以及許多驚人旳案例，將在會中配合圖片為各位解說，
會後聚飧，歡迎參加！

會長: 亓國華 副會長: 李兆璿 敬啟
美國人民強烈要求每個人必須尊重國家 國旗和國歌

從前面向後方數第四人是道格拉斯, 沒有把手放在
胸口，眼睛也不知道注視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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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探討里約奧運﹑美國大
選熱門話題 周四晚間7時半直播

【本報訊】「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將於8月18日晚間7時半直播﹐本集節目內容精彩豐富﹐

涵蓋體育賽事與政治選舉題材﹒節目將以「奧運選手的洪荒之力」和「川普脫序言論﹐民調慘跌」兩大

主題延伸探討﹒當集精彩內容將由休士頓名嘴兼主持人常中政﹑馬健與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教授李

堅強主持﹒

適逢里約奧運期間﹐運動迷關心賽事﹐選手表現也令人關注﹒中國游泳選手傅園慧獲獎受訪後自

然不做作表現爆紅﹐引發熱烈討論﹐美國飛魚菲爾普斯驚人實力﹐以及德州選手獲獎無數﹐該集將分別

針對「傅園慧洪荒之力爆紅」﹑「泳將不服老﹐贏金牌不手軟」﹑「德州體育健將﹐奧運成果豐碩」三大熱門

話題討論﹔另外選舉話題也不會遺漏﹐「川普言論脫序﹐共和黨人紛紛跳船」與宣傳選民登記截止日10

月11日﹐精彩內容請不要錯過﹒

播出時間﹕8月18日周四晚7點30分至8點30分播出﹐隔天周五下午1點至2點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節目花絮﹒

美國大選話題熱﹒

傅園慧一夕爆紅﹒

主持陣容堅強﹒

節目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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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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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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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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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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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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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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電視介紹

菲爾普斯奪金無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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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Bank forecasts 
demand for 
seafood in 
China will 
increase by 
another 30 per 
cent by 2030.
Many coastal 
provinces in 
China give 
diesel subsidies 
to ocean-going 
trawlers, 
helping to 
increase the 

number in operation.
As the fuel counts for more than a third of the fishing 
industry’s operational costs, according to some 

mainland media 
reports, the subsidies 
allowed the fleet’s 
production capacity to 
double between 2012 
and 2014.
Poor catches in coastal 
waters have driven 
Chinese fishermen 
further afield, 
including to disputed 
waters near China 
and even as far as the 
Indian Ocean. Japan’s 

government protested earlier this month after more 
than 230 Chinese fishing boats and armed coastguard 
ships sailed into the waters near the disputed Diaoyu 
Islan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China’s strengthening of territorial claim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also pushed fishermen in Hainan 
to go further to fish, and with government subsidies.
He Shixuan, the fisherman from Tanmen who owns 
five steel-hulled trawlers, said fishermen there were 
also affected by the policy to cut back the size of fleets.
“While our counterparts in other provinces are 
required to slash up to three per cent, in Hainan we’re 
only required to retain zero growth,” he said.
With more than 40 years’ experience at sea, He recalled 
how in his youth fish could be seen where you looked, 
but today one has to search hard for a catch.
“One third of fish in the sea has gone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he said. “Compared with the 1980s, fish stocks 
have fallen by 60 per cent.”
China has taken several steps to curb overfishing, 
including banning nets with extremely small holes that 
catch very young fish and sea creatures.
It also imposes a three-month offshore fishing 
moratorium every year.

The decision to reduce the fishing fleets was “certainly 
a good thing to do”, but not enough, said Professor Cai 
Shengli, a marine biologist at the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at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If the government removed smaller, older boats from 
the fleet the industry would build bigger vessels 
capable of longer-distance voyages as long as Chinese 
consumers’ demand for seafood kept growing at a 
“scary pace”, Cai said.
A possible solution was to convert trawlermen to fish 
farmers, he said.
Some coastal provinces have established aquatic farms 
in fishing villages, producing a greater output than the 
annual catch in recent years.
This has raised hopes that China can meet demand for 
seafood without exhausting global fish stocks.
The downside of fish farms was the added pollution 
they contributed to coastal cities, plus a limited number 
of suitable locations.
This might lea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ubsidise 
fish farms in more distant waters, such a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ai said. (Courtesy www.scmp.com/news/
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

the G20 summit and the BRICS summit.
The Indian side is glad to see relations with China 
achieving all-around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Modi said. He noted that Indi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stance 
of viewing and treat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from a 
strategic height has not changed.
He added that the strengthening of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will provide aspirations for 
other developing nations.
For his part, the visiting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said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kept good 
momentum in recent years and have achieved all-
around and rapid progress. Common interest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far exceed their differences, and the 
need for cooperation far exceeds the competition, said 

Wang.
The foreign minister said China 
always welcomes the development 
and rise of India, and supports 
India to play a more positive role 
in regional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China and India is conducive to 
the better balance and stability of 
world powers, he noted.
Wang stressed that amid the 
challenges that the global 
economy currently faces, it is 
highly important to ensure the 
successful organization of the G20 
and BRICS summits. China is 

willing to boost mutual support with India for this end, 
he said. (Courtesy en.people.cn/n3/2016/0814)

BEIJING, August 2016 (Xinhua) -- Preparations for the 
G20 summit in the eastern Chinese city of Hangzhou 
for September 4-5, 2016, are going smoothly, the 
senior official in charge of preparing for the event has 
said.
The summit will be held in Hangzhou after China took 
over the G20 presidency in December.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said in a Q&A posted on 
the Foreign Ministry's website on Tuesday that China 
has set up a committee to coordinate preparatory 

work, and that 
agreement on 
the priorities 
for the summit 
was reached 
during the first 
Sherpa meeting, 
also known as 
coordinators' 
meeting in 

preparations for the summit.
Programs of events and arrangements for venues, 
facilities, logistics and security are also being fleshed 
out, Yang said.
China has proposed four key priorities under the 
theme of the summit, namely -- forging a new path for 
growth, "mor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governance", "robus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inclusive and interconnected 
development."
"These prioritie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needs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development, and demonstrate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Yang said.
China hopes that the summit will reach consensus on 
innovation, structural reform,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state councilor.
"We call for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beyond that, in development concepts,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and business models," he said.
In the months running up to the G20 summit, China 
will host Sherpa meetings in Guangzhou, Xiamen, 
Hangzhou and 
Wuhan,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meetings in Shanghai 
and Chengdu, and 
meetings of ministers 
covering trade, 
employment, energy 
and agriculture in 
Shanghai, Beijing and Xi'an.
China will also host supporting events such as the 
Business 20 (B20)Summit, the Labor 20 (L20) 

Meeting, the Youth 20 (Y20) Meeting, the Women 20 
(W20) Meeting and the Think Tank 20 (T20) Meeting.
To make the summit more representative, China has 
invited Egypt, Khazakstan, Spain, Singapore, Laos 
and Senegal to take part in the full program of the 
summit as guest countries, Yang said.
"China will continue to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openness, transparency and inclusiveness in the 
preparatory work, and keep close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 all parties for a successful Hangzhou 
Summit," he said.
Related

China, India Agree On Mutual Support To 
Successfully Host G20, BRICS Summits

NEW DELHI, Aug. 13 (Xinhua) --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met here Saturday with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and the two sides agreed to 
strengthen mutual support over 
the successful organization of 
the upcoming G20 and BRICS 
summits.
The Indian prime minister said his 
country and China need to boost 
communications and mutual 
support to ensure successes 
for the G20 summit scheduled 
next month in China's city of 
Hangzhou as well as the BRICS 
summit to be held in the Indian 
state of Goa in October.
Modi said he cherishes the 
friendship with Chinese leaders, and looks forward to 
exchanges of views on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dia-
China ties with Chinese leaders on occasions including 

Overfishing in Chinese rivers and seas has seriously 
depleted stocks and the government is to cut the size of 
the nation’s fishing fleet, the agricultural ministry said.
A well-known fishermen in Tanmen, Hainan province, 
said local fishermen have been told not to increase 
their fleet while counterparts in other provinces have 
been told to cut the number of ships by 3 per cent.
The ministry said there were practically “no fish” in 
the coastal East China Sea and fishermen also had a 
hard time finding a catch in many other coastal waters, 
according to a state radio report on Sunday.
Agriculture minister Han Changfu told China National 
Radio that it was time to trim China’s fishing fleet, the 
world’s largest, to protect fish stocks.
Han, the minister in charge of the fishery sector, listed 
a series of actions the department planned to take 
against the industry’s overexpansion, including cutting 
the number of fishing vessels.

China’s 
deep-sea 
fishing in 
the world’s 
oceans must 
develop 
under 
tightened 
regulations, 
supervision 
and self-
discipline, 

“gradually getting rid of the outdated ways of 
production that are destructive to the environment,” 
Han said.

The minister 
did not provide 
figures for 
plans to cut the 
fishing fleet.
He said, 
however, that 
the proposals 
would 
ultimately 
help raise 
fishermen’s 
incomes.
The ministry 
says Chinese 
controlled seas 
can sustain a catch of between eight million to nine 
million tonnes per year, but in recent years the catch 
has been about 13 million tonnes.
Similar depletions have 
also occurred in inland 
waterways.
For instance, the top 
four fish species now 
lay less than one billion 
eggs a year in rivers, 
down from about 30 
billion, the radio report 
said, citing agricultural 
ministry data.
China consumes more 
than a third of the 
world’s seafood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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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Agriculture Minister Han Changfu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R) meets with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in New Delhi, India, Aug. 
13, 2016. (Xinhua/Bi Xiaoyang)

Fishing boats sail from Shenjiamen port in Zhejiang province to fish in the East 
China Sea.  (Photo/ Xinhua)

Fishing Boats In The Yellow Sea

Photo taken on Oct. 22, 2015 shows a bird's-eye view of 
Hangzhou, east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Xinhua photo)

Headquarters of Alibaba Group 
Located In Hangzhou

The West Lake in Hangzhou 

All Preparations For The G20                                
Hangzhou Summit Going Smoothly

China Pledges To Cut Size Of Its Massive Fishing Fleet 
Due To Serious Threat To Nation’s Fish Stocks

Government Minister Says Industry Must Develop
In A Way That Is Not Destructive To The Environment



B3海歸就業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
藥，不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
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 Best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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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H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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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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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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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歸就業：超1/4受訪者月薪不足5000
民企優待明顯

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显示，从 1978 年到 2015 年底，各

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 404.21 万

人，221.86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

回国发展。报告显示，新生代海

归就业呈现多元化态势，情感与

文化因素影响是海归回国的主要

因素，民营企业更倾向于为海归

员工提供更丰富的优惠待遇，海

归就业更看重所选城市的经济发

展和公共服务，各地政府通过人

才绿卡制度、提供创业资金支持

等方式吸引海归人才。

相当数量海归专业与工作不匹

配

《2016 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

告》显示，超过六成的被调查者目

前是基层员工，而成为高层管理人

员的被调查者只占总数 4.7%。

22.4%为基层管理人员，11,2%为中

层管理人员。

在税后月收入方面，被调查者

的收入范围集中在 5000-10000元区

间，占 46.9%。收入在 15000 元以

上 的 占 11.3% ， 16.6% 能 达 到

10000-15000 元之间。而低于 5000

元的人数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所学”与“所用”之间存在

较大的差距。调查发现，超过半数

的被调查者认为工作内容与海外所

学的匹配程度一般，而有四分之一

的被调查者认为“不怎么匹配”。

15.1%认为工作内容与海外所学非

匹配。认为“完全不匹配”的人较

少，占7.4%。

海归回国就业劣势分析

1. 不熟悉国内就业形势

《2016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

显示，经过多年的海外历练，留学

人员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全球网

络，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

商业模式，富于创新精神、饱含创

业热情，在创新创业方面具有先天

的比较优势，在中国社会发展、推

动创新创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较为突

出的劣势。

不熟悉国内就业形势和企业需

求是新生代海归就业群体的主要劣

势，此次受访者中间，有超过半数

的海归缺乏职业生涯整体规划，不

明确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调查发

现，近四成被调查者希望得到资深

HR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现场培训

或讲解，从而了解企业招聘时的要

求和行业干货，并且还希望通过笔

试和面试模拟训练提升求职能力。

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求职指导和职

场经验分享。

2. 招聘时间不稳定

调查显示，受访单位对求职者

是否符合单位需要最为看重，主要

考察求职人员是否具备与岗位相关

的工作技能及专业知识。求职人员

的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创造力，影响力，说服力，人际网

络技能，时间管理技能等能力也是

用人企业的重点考察标准。

从近期的企业用人需求来看，

有 52.6%的受访单位表明将在下一

年度招聘更多的毕业生，但仍

36.8%的单位表明下一年度招聘的

大学生人数将保持不变或减少。因

此，毕业生面临较大就业压力。而

用人单位招聘时间的不稳定，明显

对海归求职不利。

民企更倾向于为海归提供丰富

的优惠待遇

《2016 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

告》显示，大部分受访企业在

招聘时更倾向于使用海归，仅

39.5%的企业在招聘时没有明显

区别，这表明海归群体在回国

就业过程中仍存在一定优势。

此外，从不同类型单位对招聘

海归的倾向性来看，事业单位

在招聘时对海归人士没有任何

偏 好 。 而 随 着 单 位 性 质 的 变

化，国企、外资 /合资企业、民

企、海归创业民营企业和其他

单位如 NGO 对海归的偏好逐渐

增加。

调查显示， 82.5%的单位均在

一定程度上对海归员工采取了倾斜

性待遇。如20%的单位认为海归员

工在本单位的晋升途径更快捷，

17.5%的单位本单位海归员工的工

作岗位更核心等。

其中， 50%的国企表示会让

海归员工进入更核心的岗位，外资

企业对海归员工的特殊待遇相对分

化，相比之下，更倾向于招聘海归

的单位，如民营企业、海归创业民

营企业则会为海归员工提供更丰富

的优惠待遇。

企业对人力资源机构的信任和

利用不足

《2016 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

告》显示，单位现有发布招聘信

息的渠道主要通过国内的媒体、

本单位的网站、本单位的社交媒

体、国内的大学、员工的人际网

络、海外媒体等媒介。其中，国

内的媒体和本单位的网站为最主

要的两个选择，比例高达 52.5%。

其次为本单位的社交媒体和国内

的大学，比例各为 40%。而通过

国内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海外

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招聘信

息发布的单位比例相对较低，比

例分别为 30%和 5%，这也说明我

国企事业单位在招聘的过程中，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信任和利

用不足。

在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作

方面，55%受调查的单位表示仅

在招聘高层次人才时会与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展开合作，即仅需猎

头公司提供一定范围内的服务。

45%的单位尚未与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展开合作，其中 32.5%的单

位表示将来存在合作的可能，而

12.5%的单位仍表示不需要专业的

人力资源服务。各类型单位与专

业人力资源机构的合作有待进一

步开发。

“海歸”就業，
為何選擇當“村官”

海归，曾

是 高 水 平 、

高薪酬的“代名

词”。然而，近

年来，随着大

规模“海归潮”

的出现，海归

的素质出现分

化，其待遇与

预期也与此前

形成明显落差。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截

至去年，我国出国留学回流

率已超过 50%。业内人士指

出，随着出国留学从“精英

化”逐步走向“大众化”，

海归已从“黄金时代”逐步

进入“镀金时代”，现在已

步入 “ 青铜时代”，海归

“去光环化”将成必然趋势。

收 100 份简历 20 份是海

归，“留学赤字”现象明显

改观

张卓娅是上海一家金融

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她

说，三四年前，收100份简历

只有五六个海归，现在 100份

简历中可能有约 20 份是海归

投送的。

2007 年，我国出国留学

人数为14.4万人，海归人数为

4.4万人，当年留学归国与出

国留学人数占比为 30.5%；到

2011年，这一比例达 54.8%。

去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增

至 52.37万人，海归则达 40.91

万人，归国与出国人数比提

高至78.1%。

记者采访发现，除了留

学人员数量激增带来的海归

人数自然增加之外，看好国

内发展环境与机遇是“海归

潮”兴起的重要因素。在瑞

典留学三年、工作两年后，

年近 30岁的何岸 2015年放弃

申请“绿卡”，回到四川成

都，在一家网上外送餐饮企

业负责市场推广。

何岸说，西方发达国家

往往数十年间社会环境都是

静态的，有的甚至家门口换

了块路牌就算一个大的变化。

归国后发现，都市生活巨大

变化的背后处处是商机，

“一起出国留学的同学，绝

大多数都陆续回国发展了”。

一些国家的工作签证和

移民门槛提高，也加速了

“海归潮”的形成。3年前在

法国留学毕业的周宜菁，原

计划先在欧洲工作几年积攒

经验再回国。然而法国、英

国等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

收紧留学生工作签证，保护

本国就业岗位，让她不得不

提前回国。“我们一拨 10 多

个中国留学生，除一个嫁给

法国人之外其余的都被迫提

前回来”。周宜菁说。

此外，近年来我国政府

与企业开展“千人计划”、

跨国引才、设立留学生创业

园等项目，也吸引了一大批

留学人才回国。人社部副部

长汤涛日前表示，2015 年，

各地人才引进计划共引进高

层次留学人才 7542 人，2009

年以来引进总数达 4.4万人。

目前，全国共有留学人员创

业园 321 个，6.7 万名留学人

才在园创业。

据教育部统计，改革开

放至 2007 年，我国累计留学

出国人数为 121.2万人，累计

留学回国人数 32 万人，回流

率仅 26.4%。到 2015年底，各

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 404.21

万人，留学回国人数总量达

221.86万人，回流率达54.8%，

比2007年提高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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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罕見“五胞胎”白獅寶寶亮相 張牙舞爪萌翻了

烏克蘭代米迪夫，當地私人動物園的5隻白獅亮相，五胞胎白獅非常罕見，一
般一胎不會超過四隻，現在這五胞胎已經7周大了，體重在4-6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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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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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布裏斯托，布裏斯托國際熱氣球節揭幕，
來自世界各地的150多個熱氣球參加盛會。

比利時打造巨型
鮮花地毯慶祝“花毯節”

比利時布魯塞爾，民眾在布魯塞爾大廣場上打造了一個巨大的鮮花
地毯，慶祝“花毯節”。2016年的“花毯節”以“日本”作為主題。

日前，國家旅遊局將《旅行社條例》
和《中國公民出國旅遊管理辦法》兩部
行政法規合並修訂為《旅行社條例（修
訂草案送審稿）》（下稱《條例》），
並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
網，對2003人進行的壹項調查顯示，
68.7%的受訪者直言旅行社“強制購物
”行為對旅遊業規範運行影響較大，
66.0%的受訪者更關註新規中關於“強制
購物”的規定。66.1%的受訪者認為新
規將有效保護旅遊者和旅遊經營者。

超八成受訪者對旅行社新規表示期待
湖北武漢的程曉經常參加旅遊團，

出門旅行是她釋放工作壓力的主要方式。談
到旅遊業，程曉直指強制購物現象，
“壹些導遊在景區解說時就會間接推銷
購物點商品，增加遊客好奇心。我的同
事父母有次參加旅遊團，導遊帶遊客去
了壹家玉器店。店員壹直嘗試說服遊客
購買，到後來演化到了‘不買不讓走’
‘不能打電話’的地步，從下午3點壹
直耗到晚上近7點。最終還是有遊客與
外界取得聯系，並揚言報警才結束。”

哪些行為會對旅遊行業造成較大的
負面影響？調查顯示，68.7%的受訪者
均認為是強迫購物行為。

河北省某旅行社從業者姜華（化名）
分析，旅遊行業資源互享，競爭差異並

不明顯，主要通過導遊、住宿、餐飲和
交通等元素的組合來體現壹些差異，但
這些又很容易復制。“旅行社最直接爭
取客源的方式就是降低價格，但畢竟是
要生存，所以景點購物就自然而然地成
為了壹些旅行社彌補收入的手段。”姜
華覺得導遊對此也很無奈，“遊客的消
費回扣是不少旅行社導遊的主要收入來
源。這就更導致了壹些導遊帶團遊者購
物，甚至強迫購物的現象。”

調查發現，其他產生負面影響的行
為還有：強制提高費用（60.3%），誘
騙參加行程外活動（56.3%），工作人
員素質低（52.6%），導遊職業水平低
（51.1%），剝奪遊客反悔權（35.0%
）和浪費遊客時間（33.0%）。

“導遊職業素養不高、對當地風土
習俗了解不夠對遊客影響很大。我曾遇
到導遊在解說中摻入了壹些不能證實的
坊間傳言，也不說明，有種忽悠外地人
的感覺，這種不嚴謹的行為會讓遊客誤
解。”程曉說。

調查顯示，83.8%的受訪者對旅行
社新規表示期待，其中，33.6%的受訪
者非常期待，態度壹般和不期待的受訪
者分別為13.6%、2.5%。

66.0%受訪者更關註新規中關於
“強制購物”的規定

以前因資質等問題，中小旅行社不

能涉足的入境旅遊業務在此次新《條例》
中放開了。姜華感覺，“這為中小旅行
社發展提供了機會，增加的投入也將促
進入境遊業務的發展。當然，考慮到成
本和規範等因素，這也為中小旅行社的
經營和擴張帶來了壓力。”

此次修訂的送審稿在諸多方面都做
了新的界定和規範。公眾更關註哪些新
規？調查顯示，66.0%的受訪者直言關
註有關“強制購物”的規定，即購物行
程安排需提前與遊客協商簽字等相關規
定。其他依次為：禁止任何收取回傭或
回扣行為（63.1%），不能低價誘騙包
價合同、付費活動等（54.9%），設置
行程購物事後30日退貨期（44.9%），
線上旅遊平臺對供應商提供服務承擔連
帶責任（42.5%），旅行社要合理安排不
參加活動旅遊者行程（37.7%），旅遊者
活動中有拒絕權和反悔權（30.6%），不
得以現金和轉賬方式收取出境遊保證金
（30.3%）。

在程曉看來，新規中壹部分重心是
在限制和管理旅行社的“強制購物”行
為，約束更具體、更有力度了。“也更
為遊客考慮了。不想參加團體活動某項
安排的、生病等的遊客，不會受到忽視
了，其行程能得到合理安排，這是對遊
客權益的保障”。

調查顯示，作為旅遊消費者，
74.6%的受訪者均支持新規中禁止“零團

費”，認為“零團費”背後是強制購物
。17.7%的受訪者則不支持，認為此舉
會提高旅遊成本。

66.1%受訪者認為新規將有效保護
旅遊者和旅遊經營者

程曉認為，此次修訂的送審稿將使
旅遊消費者擁有更多主動權，我國旅遊
市場也將因此越來越規範，旅遊消費者
對“跟團遊”的熱情也會更高。“跟團
遊省去了查找出行路線、旅店預定、景
點特色等繁瑣準備，節時省心，若規範
運行必然會打開更大的市場”。

姜華表示，新《條例》中多項違規
的最高處罰額度達到了50萬元，處罰力
度的加大，表明了今後嚴格規範旅遊業
的態度。“通過有效的管制和監督，規
範旅遊業市場，禁止以破壞市場規律方
式搶占市場，這既保障了旅遊業口碑也
是對遊客的負責。旅行社在未來，也要
以品牌形象為提升前提，以提供優質服

務為原則”。
北京市法學會旅遊法研究會理事、

律師李廣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新規
定確實非常有利於旅遊者合法權益的保
護，但在安排購物活動或另行付費項目
時，其他旅遊者如何安排才為“合理”，
什麼樣的安排才被認為是沒有造成“時
間浪費”，目前都沒有明確的標準界定。
如此規定，可能會給未來的執行帶來爭
議，導致更多的糾紛。

調查顯示，66.1%的受訪者認為新
《條例》將有效保護旅遊者和旅遊經營
者合法權益，63.5%的受訪者認為導遊
人員的專業服務價值將得到更高認可，
47.5%的受訪者認為這將嚴格規範整個
旅遊鏈條，42.7%的受訪者直言優秀導
遊或成稀缺資源。

外界緣何關注緬甸經濟新政
綜合報導 緬甸全國民主同盟（民盟）政府近期

發佈了執政以來首個經濟政策文件。這份文件僅3頁
內容，包含12項經濟新政策。儘管緬甸政府的這些
經濟新政“言簡意賅”，卻受到國際政商界關注。

不少經濟專家認為，緬甸的經濟新政作為政策
宣示公文，傳遞了實現“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
平衡省邦之間的自然資源利用、支援民族和解與和
平事業的”經濟宗旨。仔細研讀可以發現其針對性
和導向性十分明確，緊扣投資者心理。

一是提振投資者信心。不少媒體描述，在吳登
盛政府和前軍政府時期，在緬投資往往需經過“冗
長”過程，各辦事機構裁量的尺度不同，讓一些投

資者苦惱。
發佈的經濟新政中有數項措施改善這一狀況。

具體而言，經濟政策文件中寫道，計劃加強吸引外
國投資的立法，保護智慧財產權，實行透明穩健的
公共財政政策，還將一些政府系統數字化，促進依
規辦事。

發佈經濟政策文件之際，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
季講話指出，不少人投資緬甸“態度猶豫”，緬甸
政府還正研究吸引外國投資的更細化方案，將在未
來發佈。

二是透出不少誘人商機。經濟政策文件中提到，
緬甸政府將致力發展基礎設施，優先快速建設電力、

道路交通、港口等。
緬甸現階段電力供應僅覆蓋約四成人口，公路、

港口亟需擴大建設，以形成完善的交通網路，進而
打破制約發展的瓶頸。這或許預示著，緬甸政府今
後將提供大量機會給在國際基建領域富有經驗的相
關國家和企業。

基建領域之外，緬甸政府在經濟新政還寫入有
關“能力建設”內容，包括要促進職業教育發展，
加強人力資源培訓。一些緬甸商界人士認為，緬甸
眼下正亟需建設一批職業教育中心，培養工程師和
各類技工。

三是經濟新政規劃長遠。緬甸自然資源條件優

越，森林覆蓋率在40%左右，盛產寶石，水利、
石油和天然氣等資源蘊藏豐富。不少人認為，單憑
資源開採、出口，緬甸可以成為東南亞數一數二的
富庶國家。

但在經濟政策文件中，緬甸政府沒有提及本國
的豐富資源，更多地是提及發展中的環境保護、文
化遺產保護。緬甸政府似乎在謹慎提示，莫將“資
源稟賦”變成“資源詛咒”。

文件中還寫道，緬甸經濟應平衡協調發展，發
展製造業，政府還將金融扶持農業、養殖業和中小
企業。

一些長期關注緬甸的觀察人士認為，緬甸政府
發佈的經濟新政體現民盟的經濟思路，是一份較好
的藍圖。不過，在未來施行階段，尚需細化和填充。
有在緬投資者總結稱：民盟政府在努力，社會大眾
在期待，緬甸發展可看好。

超八成受訪者期待旅行社新規
關註“強制購物”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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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四個移民大國對中國土豪移民翻臉？
近年来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的

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显着提高。腰包

鼓了，再加上对外开放的政策加

持，中国人开始走遍世界。现在，

几乎世界各地都有中国人的身影，

定居、工作、投资……

中国人的涌入，一方面促进了

当地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引发

了当地人对中国的不满。温哥华地

区的反华趋势和哈珀政府对中国移

民的限制也说明了这一点。其实不

仅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甚

至新西兰，也开始出现不欢迎中国

人的趋势了。

加拿大：暂停投资移民 向外

国买家加收15% 税

2014年 2月，加拿大政府宣布

即时中止运作 28年的联邦投资移

民及企业移民两项计划，等候审理

多年约 6.6万个申请个案全数被取

消，退回所有申请款项。涉及申请

人数超过 7.5万人，约九成申请者

是中国人。加拿大政府的做法在当

时就被外界质疑是进一步限制中国

富人和投资流入该国。

虽然加拿大政府随即就推出了

“移民投资者创业投资基金试验计

划 ” (Immigrant Investor Venture

Capital Fund pilot project) 以 及

“商业技术计划”(Business Skills

Pilot Program) 代替投资移民，但

是新的计划的投资金额比旧计划提

高更多，而且申请人须满足严格在

本地居住的要求，包括对加拿大两

种官方语言的流利程度，以及比过

去住更长时间，才能申请入籍。

《金融邮报》表示，此举表明

加拿大政府已经不再欢迎中国富

人，移民政策的重心正由中国富

人转向全球高技能人才和创业者。

近日，卑诗省政府宣布向海外

买家征收15%的房产转让税，目的

是为了限制海外买家炒作大温地区

房价。虽然名义上是针对外国买

家，但在很多人看来，外国买家

就是中国土豪。

也不能怪别人针对我们，去加

拿大买房的中国人也太高调了。今

年年初，一名中国留学生豪掷

3110 万加元买入温哥华的一所豪

宅，引发加拿大人的强烈震撼。

新加坡：不欢迎开发商 不欢

迎煤老板

在新加坡公民中，四分之三的

人口是华人，也是世界上除了中国

外，华人人口占大多数的唯一国家。

按道理来说，新加坡人跟中国人同

根同源，理应更加亲近，可事实上

新加坡人却非常排斥中国人。

新加坡曾明确表示，不欢迎中

国开发商，不欢迎中国煤老板，而

这两类人是中国富人的代表。为什

么新加坡不喜欢中国人呢? 可能还

是跟中国人的作风相关。

2012 年，中国富豪马某驾驶

一辆红色法拉利超跑，在新加坡市

区闯红灯，造成 3人死亡。违规、

闯红灯、撞死人等等都使得整个中

国富人的形象受到很大的影响。这

起事件引发了新加坡人对中国移民

不满情绪的普遍共鸣。在新加坡甚

至出现“应将中国人赶出新加坡”

的声浪。

澳洲：不欢迎中国移民 他们

拉高房价

跟温哥华市民一样，澳洲民众

对中国移民的不满也在于房价。据

《澳洲金融观察》报导，由楼花销

售在线平台 Investorist 所做的一项

基于中国房地产公司的调查发现，

在受访的 150个代理中有 149人预

计，他们的需求将超过2015年。

今年这些代理将向其中国客户销售

多达 1.1万套海外房产，其中 60%

的人提名澳洲为其最喜欢的物业投

资市场。

中国现在是澳洲最大的外国投

资者。澳洲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IRB) 的报告显示，2015 年来自

中国的申请投资额达 466亿澳元，

其中房地产投资达 240亿，比 2014

年增加了一倍。

此巨额的投资毫无疑问会拉高

澳洲的房价。同时，很多中国移民

坚信买房保值升值，当国人痴迷于

在海外进行的买房、炒房的投资热

时，海外的主流社会已经在脸上表

现出了一丝丝的反感。

新西兰：中国移民受到语言攻

击

有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仅次

于英国的新西兰移民来源大国。

不过，在新西兰，中国移民也受

到挑战。

来自奥克兰市议会的 Bevan

Chuang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

收到消息称极右翼种族份子正计

划将在奥克兰的 TitirangiManure-

wa 和 Onehunga 散发传单攻击中

国移民。

同时，大量中国移民的涌入也

拉高了当地的房价，给新西兰房地

产市场施加了巨大压力。

总结一下，这些国家反对中国

富人的一个相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富

人拉高了当地的房价，让当地人买

不起房，而且由于中国人的高调，

中国买家往往成为众矢之的。

实事求是的说，这些都是经济

全球化的必然后果，但是中国人可

以通过一些方法降低当地人的敌对

情绪。

最好的方法就是低调，毕竟老

祖宗早就说过：“闷声发大财！”

中國人瞄準西班牙房產
"黃金簽證"吸引力大

西媒称，胡宁(音)原本打算在

美国、英国或加拿大买房，但最

终选在了西班牙。他的妻子即将

要去巴塞罗那生活，9月 7岁的女

儿就要在巴塞罗那的一所国际学

校开始新的学期。胡宁还要在北

京留守几个月，等拿到居住许可

之后，他就可以在西班牙开办一

家公司。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 8月 7

日发表题为《中国人瞄准西班牙

房地产》的报道称，和胡宁一

样，很多中国中产阶级正在更多

地考虑到西班牙购置房产。中国

最大的海外房产门户网站居外网

的咨询量近一年来增长了80%。西

班牙目前位列中国人海外购房目

的国的第七位，排在美国、澳大

利亚、加拿大、英国、泰国和新

西兰之后。

居外网中国区总经理葛奕婕

女士指出，西班牙从未进入最受

中国人青睐的购房首选地前五的

位置，但是西班牙良好的投资机

会，以及随着中国人对西班牙文

化的逐步了解，西班牙在中国投

资者心目中的吸引力正在快速加

大，其中巴塞罗那、马德里、阿

利坎特、巴伦西亚和马尔韦利亚

最受欢迎。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是

因为具备了大城市的一切条件，

而其他三个地方则因为是旅游胜

地和房价颇具竞争力。

报道称，中国投资者选择西

班牙购房优先考虑的是价钱。胡

宁表示，“我首先考虑的就是投

资回报率。西班牙的低房价正在

回升。这是一笔安全的投资，或

许需要七八年才能看到回报，但

度过了这段时期，这处房产就会

达到当初我追求的利润”。其他

原因还有子女教育，以及生活方

式和质量，但这些很少成为中国

人海外买房的决定性因素。几乎

不懂西班牙语的胡宁对西班牙的

饮食、气候和文化都大加赞赏，

但他去西班牙的真正目的是做生

意。

葛奕婕强调，西班牙的“黄

金签证”对中国投资者十分具有

吸引力，意味着花 50万欧元(约合

370万人民币)就可以获得西班牙的

居住许可，并由此可以进入申根

地区。“和其他项目相比，西班

牙是最容易获得签证的国

家，不仅因为限制少，而

且也灵活，没有最低居住

要求。此外，还能享受和

其他公民一样的福利，比

如免费教育和医疗等”。

报道称，美国、澳大

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的投

资移民政策收紧，导致了

对欧洲国家投资需求的增

长。仅在居外网，西班牙

的房产报价就多达 1.5万份

，大多是独栋住宅和公寓

，也有酒店、写字楼，甚

至价值数百万欧元的葡萄

酒庄园。

但是，对西班牙房

地产市场呈十位数增长

的咨询量并没有转化为实

际的交易量。2015 年，西班牙房

屋成交量中仅有 0.52%是中国人，

与 2014年的比例 0.48%相差不多。

“黄金签证”的发放量也没有出

现大幅增长。西班牙就业和社会

保障部及外交部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3 年 9 月到 2015 年底，西班

牙共签发了362份“黄金签证”。

葛奕婕女士建议，中国和西

班牙之间应该开通更多的直航航

班，并在签证方面更加便利化，

因为“很多投资者都是在去西班

牙旅行后选择在那里买房的”。

曾经多次到过西班牙的胡宁目前

在获得工作签证上遇到了些麻烦

。他对西班牙购房方面的一些法

律条文没有汉语翻译也感到头疼

，市场上的一些房产中介在实际

操作中也缺乏透明度。

对此，葛奕婕指出，“必须

要有耐心，而且要做好思想准备

，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因为文化

差异肯定会出现各种误解。一切

都需要时间，对西班牙一方来说

不仅是卖房，而且还要构建良好

的关系，赢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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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和美国，一直都是赴

外产子妈妈们的主要选择，越来

越多中国孕妇到加拿大生子。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

讲述了文佳佳怀孕後到美国待

产，在这里遇到了月子公司的

司机兼护工Frank的爱情故事，

中国孕妇赴国外生子一度成为

热门话题。然而现实并没有这

麽美好，近日据美国媒体报

导，由於西雅图、洛杉矶等国

际机场对赴美生子的孕妇进行

严查，为顺利入境，赴美生子

的孕妇们逐渐转移入关地点。

一部分中国孕妇选择从南韩转

机，由拉斯维加斯入境美国。

京华时报报导，美国和加

拿大一直都是赴外产子妈妈们

的主要选择，不过，与美国最

近的严查相比，这些孕妇赴加

拿大产子的过程也并不容易。

据报导，来自东北的张女

士，两胎均是在温哥华所生。

2014年，怀孕不久的她顺利办

下了去温哥华的签证，便开始

踏上了在温哥华生子的旅程。

“我们当时也没想太多，就是

觉得想要给孩子多一个选择的

机会，就去了。”

想给孩子多一个机会

“有条件就去，还是为了

给孩子多一个选择的机会。”

这是很多中国妈妈的心声。大部

分准妈妈在出国生完孩子後，

还是会选择将孩子带回国内抚

养成人，只有少数人会在孩子到

适龄时直接将其送至国外读书。

根据加拿大国籍法，出生

在加拿大的任何人可自动获得

加拿大国籍。18岁以後，孩子

有权自己决定是否放弃加拿大

国籍。正是基於这一点，一些

准妈妈甘愿冒著被遣返的风险，

前仆後继地前往加拿大生子。

事实上，赴加拿大生子并

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样光鲜。

有些准妈妈没有选择中介机

构，而是全靠自己联系住处和

医院，除了要适应饮食、生活

环境上的变化，往往还要忍受

并不尽如人意的医院环境。

报导指出，办理签证是出

国产子的第一步。某中介机构

人员说，如果客户此前没有出

境记录，为了降低风险，通常

会建议客户先办理美国的签证，

办下来之後再去办加拿大签证，

这样的成功率会比较高。

据中介机构介绍，一般情

况下，赴加生子收取的费用在

20万元左右，另外，加上 1万

元左右的单程机票，医院生产

的费用一次 5万到 10万之间，

若中途变更生产方式，则需要

缴纳两次费用。如此算下来，

一般赴加拿大生子的费用约 30

万至50万人民币不等。

此前，有一起在华人论坛

上引发热议的事件：一名中国

孕妇，早产两个半月生下一对

“双非婴儿”双胞胎，宝宝们

不仅需要住保温箱，还需要深

入治疗。位於温哥华的这家医

院计算出，这名中国孕妇总共

需要支付150万人民币。

报导说，即使能获得加拿

大国籍，也并不意味著这些婴

儿接下来就享有“牛奶金”、

免费教育以及免费医疗等福

利，但此项补助只针对当地常

住并缴税的公民，在加国“双

非婴儿”并不在此列。

尽管尽管大部分情况下，

在加拿大出生的“双非婴儿”

都能够获得加拿大国籍，但回

到中国以後仍有可能在身份上

面临一些尴尬境地。

据悉，近日有两名在加拿

大本地出生的加籍青少年参加

一个中国游学团，当他们去中

国驻温哥华总领馆办理签证时

被拒绝，理由是中国政府不认

可他们是加拿大国籍，认定他

们仍是中国人，所以没办法给

他们办签证。

中国办户口存灰色地带

报导指出，海外出生的

“双非婴儿”回到中国後，

“加拿大护照”却基本没用。

回到国内期间，申办的“中国

旅行证”才是孩子唯一的合法

身份证明。国内各种需要用到

身份证的场合，“双非婴儿”

都需要出示旅行证。

一名中介机构工作人员说，

“这其实是一个灰色地带。”

只要其没放弃中国国籍，这些

“双非婴儿”办户口的程序与中

国公民办理户口的手续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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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 Nose and Thr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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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主
治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移民體檢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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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chnut

玉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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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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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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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實文學

《清水幻象》的故事——
王家寨李家集

如果没有鼓子秧歌，那就没有

小说《清水幻象》的问世了。这话

一点也不假。当年，不是那粗狂豪

放的鼓子秧歌能把山东电视台的为

魏民给吸引住，哪有后来的革非来

商河采风呀？

说起鼓子秧歌，我可算最有发

言权的了。自从进了县委宣传部，

每年的正月初十左右，人们还沉浸

在过年的喜悦中，可我却忙起来了

。各路记者纷至沓来：新闻界的、

摄影界的，省级的、市级的，还有

国家级的。媳妇发牢骚：你早走晚

回，忙的都是鼓子秧歌的事，可从

来不管自己的孩子有没有看秧歌。

鼓子秧歌的角色分伞、鼓、棒、

花、丑，秧歌的流派又分东、西、南、

北、中。仅从伞的拿法上就可以看出

各个流派的区别，有扛的，有举的，

还有插到腰间的。要说这鼓子秧歌的

摄影可不是个轻快活儿。那还是1987

年，山东电视台的曾乃义和于拓，为

了拍摄一部鼓子秧歌的专题片，在商

河一待就是十几天。腊月二十就赶

到商河，年二十八还没走。县委招

待所放假，县城里的几家饭店也都关

门大吉了。只有县委南面的回民饭

店还开着门儿，且只卖包子。大年

初一早晨五点，就开车往贾庄镇赶，

在贾庄镇的后贾村拍完了村里拜年的

场景，安排记者们回县城休息。我忙

骑上自行车，回老家拜年。别人不知

道，我爷爷那可是个暴脾气，要是

大年初一不给他磕头，那还不得闹

翻了天？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拍片可

是个技术活儿。有一天，我跟于拓到

殷巷的商家村采访，开始，秧歌队员

们“跑”得十分起劲儿，要上电视嘛！

可拍了一遍又一遍，于拓对镜头总是

不满意，没办法，他先让大家休息一

下，他自己却找来一把铁锨，在场院

的中央挖起坑来，我赶紧找乡亲们帮

忙，一袋烟功夫，一个直径一米多、

深一米多的大坑挖好了。于拓跳下

去，扛起摄像机，指挥着大家围着他

走场子。这办法还管用，不仅画面漂

亮，关键是找到了鼓子秧歌的真功夫。

为这，于拓还专门写过一篇体会文

章：要拍好鼓子秧歌，就要抓住它的

灵魂。鼓子秧歌的灵魂是什么？

跑！跑秧歌靠的是什么？脚！片子拍

得好不好，就看这脚上的功夫到不到

位了！

1992年元宵节，全国首届鼓子

秧歌研讨会在商河召开。文化部发

来贺电。贾作光、潘志涛等国家级

舞蹈大师云集商河。济南日报文艺

部主任侯林和摄影记者一直待在现

场。第一天的消息发过后，侯主任

总觉得不过瘾，他找我商量：“召

新，咱发个专版好不好？”一听这

话，我赶忙接话：“好呀！”他见

我动了心，接着说：“可我有一个

要求。文章你来写，要现场感强的

新闻速写，要以情感人”，我二话

没说接受了任务。接过这个活儿，

我就利用一切时机采访现场，走访

专家，吃饭没了点儿，走路却踩着

点，忙得是不亦乐乎。研讨会结束

的那天晚上，大家都去喝酒庆功去

了，我却把自己关在了招待所的客

房里，写起了我的专版文章……

1994年济南金秋贸易洽谈会的

开幕式，在山东体育中心的足球场

举行。作为四个表演方阵之一，鼓

子秧歌是开幕式的压轴戏，这个

任务交给了宣传部，韦部长又把具

体工作交给了我。 600 人的秧歌

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涉及到

五个乡镇的二十多个村。刚过五 ·

一，就组织动员。市文化局的领导

和导演组的老师们住在了商河。过

了麦收，天气热了起来，为了跟老

天争时间，我们早晨五点就得出发

到乡镇中学的操场去画场子，队员

们从七点排练到十点，下午，再从

四点排练到七点，好处是县委十

分重视，各乡镇积极配合。前后三

个月的时间，我跟这些队员们打成

了一片，建立了特殊的感情。

说感情，我不得不提及城东的

三里庄。那时候，三里庄的秧歌是

全县有名的。因为离

县城近，服装又统一，

经常参加一些庆典活

动。加上宣传部的王成

义就是这个村的，我跟

他们的联系就多了起

来。山东电视台节目在

全国第一个通过卫星传

送的庆典仪式、华北六

省市的春节晚会，还有

齐鲁台的开播都是他们去的。俗话

说得好，宁管千军万马，不管一帮子

杂耍。平时在家忙得够不着头枕的农

民，啥脾气的都有。到了省城，住宾

馆，吃标准，总会无事生非的。可他

们有他们的规矩，统一行动、纪律严

明。谁要是单独行动，即可开回家去。

有一次，我见接待方安排的生活标准

挺高，有人跟我开玩笑：“李部长，

这菜太好了，不喝点酒不浪费吗？”

我没吱声。回到县城，就到酒厂买了

二十斤散酒。村支书王仁和见了，不

但没说感谢的话，还批评上了我：

“这可不行，你不能给俺坏了规矩

呀！喝了酒，抬个杠，抓起架来，不

耽误咱的演出吗？”我觉得他说的在

理，忙作检讨：“我把问题想简单

了，对不起。这酒我带回去吧！”王

仁和哈哈大笑着说：“哪能带回去，

吃饭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你的

情，我们领了！”那几年，我到新闻

单位靠“刷脸”，给他们去要演出

费，有时多，有时少，全部交给村里

支配。他们每次都是趁我在场的时

候公布账目，发放工资。有时候，也

有没钱的差事，他们就甘尽义务。有

一次，著名歌手祖海要拍个音乐片，

省台文艺部的领导找到我。我跟村里

一说，他们十分高兴：“没想到，我

们在家门口就能见到大明星的真人

了。”记得那天，下着小雪，祖海顶

着雪花，穿着演出服为乡亲们唱歌，

那场面可真个是美丽“冻人”呀！

金鼓齐鸣，告诉我麦丘邑的

丰收；彩伞狂舞，描绘咱新商河

的未来。每当我听到那咚咚的鼓

声，我就想到了家乡，想到了我

的父老乡亲。鼓子秧歌，一个最

能体现商河人风采、商河人精神

的民间舞蹈，正“闹”出新意，

“跑”向未来！

《八道灣十一號》：
亂世為人，生而仿徨

1920 年旧历除夕，北京

西城。天空虽没有灰白色的

沉重的晚云，但空气中也有

幽微的火药香。这一天，周

氏三代十二人在新居八道湾

十一号团聚。按照旧俗，周

家祭拜祖先，添菜饮酒，夜

放花炮。周氏兄弟在成年后

隐含的重振家业的心愿，终

于实现了。

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作

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

子星座”，于八道湾同住期

间，不仅在文学创作与翻译

上彼此协作、激发，也在生

活上互相照顾、患难与共。

对比兄弟失和后的互为参商、

永不复见，更可见这一时期

的珍贵。鲁迅在八道湾创作

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阿

Q 正传》，而周作人也在中

院西屋的书房“苦雨斋”笔

耕不辍。“苦雨斋”因所处

地势低凹易积水而得名，周

作人在此创作的“苦”与

“雨”系列的随笔，淬炼出

了冲淡平和的独特文风。

周氏兄弟失和作为现

代文学史上一段著名的公

案，后人有过诸多推测，

甚至有弟媳在日本曾为兄

嫂的绯闻。在当事人三缄

其口，甚至老母亲也并不

了然的前提下，《八道湾

十一号》一书的作者并没

有妄下论断，反而仔仔细

细算起了一笔经济账。

其时周作人就任燕京大

学新文学系主任兼北大教

授，再加上他的稿费标准比

鲁迅还高，每月收入当在 500

元以上（注：当时北京一家

四口每月 12元伙食费即可达

小康水平）。周作人事实上

已成为大家庭的经济主力。

而作为主事长兄的鲁迅，与

作为家庭经济实际经手人的

弟媳羽太信子，在日常事务

与消费观念上有着不小的摩

擦。鲁迅看不惯信子大手大

脚，挥霍无度，以兄弟二人

的高薪尚且入不敷

出，有时还要四处

借贷。以鲁迅峻切

的性格，应该也

曾公开指责。这对

内心虚荣任性、时

常要发癔症的信子

来说无疑是不可忍

受的。而周作人渴

望从大家庭脱离出

来单过的意愿可能

久已有之，于是在

突发事件的刺激下

一并发作，写信断

交，并且拒绝会面

。

谈 到 经 济 似

乎不能免俗，我

们也总是想象文学

巨匠、历史伟人是

不需要吃饭的。本

书作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将

人物置于其时的历史与环境

，深入而不拔高，不贬抑也

不为尊者讳。在当下名人传

记溢美慷慨的风气下，这种

科学平实近乎慈悲的态度真

是凤毛麟角。

兄弟失和后鲁迅即搬离

八道湾， 1936 年病逝于上

海。而周作人则继续在八

道湾居住、写作，直至 1967

年以 82 岁高龄去世，因此

本书篇幅更多集中在周作

人身上。作者勾勒出他为

人处世中的双重标准，如

抗战胜利后因与时任台湾

大 学 校 长 的 傅 斯 年 有 嫌

隙，认为傅是“吃五四饭”，

而选择不去台湾；但解放

后为了生计，虽然并不认

同官方对鲁迅的评价，仍

然写作了许多关于鲁迅的

文章，似可看作“吃鲁迅

饭”。此外，兄弟失和后

周作人强调自己的态度是

“不辩解”，但解放后却一

再致函周恩来等国家领导

人，为自己的“汉奸”行

为做辩解。

但作者无意将这种双重

标准定性为道德瑕疵，甚至

周作人“下水”之后所做的

文章，既有命题作文的逢

迎，也有拜谒唱和的疏离，

都真实地刻画了周作人性格

中的消极被动与矛盾。最难

能可贵的是作者从史料中钩

沉周作人担任伪职期间的义

举，既有对文化场馆与文物

的保护，也有对故知后人的

收容资助。这当然不是为

“文化汉奸”做辩护，而是

人性复杂的真实呈现。

周作人晚年自诩“寿则

多辱”，于 1967年在一片风

雨飘摇中过世。鲁迅身后声

名愈炽，解放后更是被尊称

为民族脊梁。一母同胞的两

兄弟的境遇如此不同，不禁

使人感叹。

“ …… 这经验使我反

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

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的英雄。”鲁迅曾在自己的

小说集《呐喊》的序言里这

样总结自己。乱世为人，生

而彷徨，遑论英雄？不过都

是从心随性罢了。回顾周氏

兄弟的一生，似都在为这一

句做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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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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