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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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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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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 & R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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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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讓我們攜手為您的企業找出適合的信貸選擇，向您的業務 
目標加速前進。有了我們的網上資源、信用查詢工具和經驗 
豐富的華語專員，我們能夠齊心協助您的企業慎選信貸， 
持續往前邁進拓展業務。

瞭解您的信貸選擇，請上網 
wellsfargoworks.com/credit 
 （英文版）。

張慶源 先生
美國水墨中華文化發展公司負責人
3H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哈爾濱船舶學院﹑
哈爾濱工程學院)美國校友聯誼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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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德州自10月24日起至11月4
日展開為期 12天的提早投票(Early voting)，哈瑞斯縣(Harris
county)預計將會有150萬選民參與投票，提早投票第一天，各
地登記選民參與投票踴躍積極，到場與郵寄投票共有約13萬人

提前投票，首日投票破歷年來紀錄。
距離重要的2016美國期中選舉只剩不到三周，許多已登記

選民把握時間提早投票，昨天開跑首日，哈瑞斯縣共有6萬
7471人到現場投票，破了2012年4萬7093人紀錄；另外，還有
6萬1543人通過郵寄投票，首日就有約將近13萬人參與投票，
顯示民眾對公共事務的重視。

實地走訪休士頓地區投票所，鄰近中國城的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投票所下班時間湧現投票人潮，許多選民趁
著順便來投票所投票，下午投票人數比上午明顯增多，各地投票
所投票狀況良好，有選民為了投票，不惜一切排隊長達數小時，
只為了投下寶貴一票，維護自我權益。數據指出，提早投票首日
，每小時約有6000人前往投票。

這次全美共有37州可提前投票，哈瑞斯縣設有46個提前投
票所，哈瑞斯縣書記官辦公室提醒大家可在提早投票期間投下神
聖一票，不要等到最後一天的高峰期再投，到時投票處會變得非
常擁擠，提早投票可避開人潮。鄰近中國城的除 Tracy Gee
Community，還有Bayland Park Community Center和Alief ISD
Administration Building等，投票所上午7時起至下午7時開放，
實際開放投票時間應洽各投開票所。

哈瑞斯縣選民選務宣導員王尚先提醒，選民於投票時都必須

出示附有照片的個人識別證明，除須確認識別證仍否在有效期外
，民眾於選民登記及照片識別證上所列的姓名與住址務必相同，
若不一樣者，記得更新地址。

提早投票首日 哈瑞斯縣投票人數近13萬創新高

【本報訊】為推廣中國藝術，讓人了解中華古
代與當代藝術之美，由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
(TSUCI)主辦，國家漢辦/孔子學院部與北京交通大學
協辦，將於11月1日至11月13日上午9時至下午4
時在該校博物館舉辦一場 「中國印象--中國當代藝
術家聯展」 ，屆時將在11月4日開幕儀式中，邀請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館官員出席。

展覽前言：
無論在哪個朝代， 中國人對現世的熱情並不會

因物質條件的匱乏艱辛而遺落或消彌。歷代文人從
詩、書、畫的創作中，獲得類似宗教般安慰。中國
人對藝術的迷戀成為對抗貧乏生活的執念，這是他
們能超越日常困境的樸素信仰。一代代文人墨客以
東晉時期的竹林七賢為典範，沈醉於自然，沈醉於
藝術，塑造出標志性的視覺藝術。中國的藝術僅用
簡單的筆墨而流傳千年，並給世界藝術史帶來一份獨特的中國印象。

中國當代藝術與古代的藝術實為一脈相承。無論是使用的材質，還是表達的方式，技藝的手法，抑或是傳達的
意境，無不體現出東方藝術的魅力。“師法自然”，是中國藝術的來源；而“筆墨當隨時代”，又成為一代代藝術
家創作的基本理念。社會的巨大變遷、個人際遇的無常，靈感來自於自然又超脫於自然上，“我以我法寫我心”是
中國藝術家們創作的真實寫照。

“中國印象——中國當代藝術家聯展”共有王友江、王酩紳、劉澤林、楊越輝、張玉新、宗珉玄、唐慶年、欒
良才、徐芸、鞠洪深等十位中國當代藝術家參展，作品包括繪畫、書法等藝術形式。社會的巨變更需要心靈的安慰
，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之際，中國當代藝術也呈現出最蓬勃的發展趨勢。憑藉藝術，中國人能在飛速
發展的歷史潮流中，安身立命，得到些許的平衡；憑藉藝術，世人從中發現中國藝術之美，增進理解當代中國。

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院長易曉歡迎對中國藝術有興趣的愛好者前來觀賞，展覽免費參觀，請著正裝，可免費
停車。詳情請至官網www.TSUCI.org。

PHTV美南錄製萬聖節特輯
搞鬼氣氛濃厚

 






















記者黃相慈／圖與文
隨著萬聖節腳步近，各地都有濃厚的節慶氣氛，不只有許多萬聖節搞鬼

和變裝派對，民眾也認真進行居家布置，讓住宅充滿鬧鬼氛圍。為了應景符
合節慶， 「休士頓菲律賓電視」 (Pinoy Houston TV, PHTV)25日特別在美南電
視台15.3錄製萬聖節相關主題，把現場至布置的鬼影幢幢，頓時讓美南新聞
充滿過節熱鬧氣氛。有興趣觀賞節目播出的觀眾，該節目將在周六下午下午1
時至3時首播，隔日周日晚間5時30分至7點30分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南方大學孔子學院 「中國印象」
藝術家聯展11月1日登場

提早投票期間，各投票所都可見到各家候選人競選旗幟。(記
者黃相慈／攝影)

哈瑞斯縣提早投票情形。(取自KHOU)

楊德清主持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 節目
今晚訪問安保公司 「AHS SOLUTIONS 」 負責人談防盜報警系統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圖為由楊德清( 左 ）主持的 「美麗
家園」 節目，今晚七時半將訪問 「AHS SOLUTIONS 」 安保公司
負責人Joshua Hall ( 右 ）。

AHS是完全由美國士兵組建的安保公司，提供家庭與商業的
防盜報警系統與攝像監控，是休斯頓Top60建築商的指定防盜報
警系統，覆蓋全美43個州。采用美國最先進頂級技術，20秒內接
警，基本套餐內含雙套密碼防槍控，紅外夜視無死角勘測，防割

線液晶顯示器，高清晰門窗探測器，可通話接警技術，手機操控
技術，鑰匙扣操控。還提供特定產品如密碼門鎖，煙霧報警，玻
璃破碎探測器，高清紅外夜視攝像頭等等。我們還提供免費上門
評估，為客戶量身打造最省錢最合理最安全的防盜報警系統。提
供中英文客服和接警服務。 最專業的技術最可靠的美軍團隊，為
華人家庭和商戶帶來最大的安全保障！

兩岸華人同胞共同努力籌款85萬元經費，中華文化藝術揚名世界
為中國宋、元、明、清四朝，八位皇帝160 餘件故宮珍藏稀世珍寶面世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今秋最令休士頓文
化藝術界振奮的好消息，就是位於台北的國立故
宮博物院精品展在休市展出，這是故宮的寶物首
度現身休士頓，包含了中國宋、元、明、清四朝
，八位皇帝的160 件稀世珍品，包括書畫、青銅
器、瓷器、緙繡、琺瑯器及玉器等已於本周日（
10 月23 日） 起至2017 年1 月 22 日展出。很多
觀眾還不清楚，促成這次展覽順利舉辦，是華人
社會共襄盛舉，在短短兩個月內籌到近85 萬元，
不但解決了休士頓美術館的燃眉之急（ 僅保險費
就高達50多萬元 , 再加上運輸，保安等等費用，
資金缺口高達120萬美元 ），也將兩岸華人為護
衛中華國寶，弘揚中華文化留下美麗的一段佳話
。

今年六月，美中人民友好協會休士頓分會現任
主席、休士頓大屠殺博物館董事李娟（Nancy Li )
女士，在眾望所歸下接過了這個籌款的重任。並
在萊斯大學歷史系教授Anne Chao, 萊斯大學校長
夫人孫月萍、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法官
張文華等人的幫助下，很快的成立了籌委會，由
李娟任主席，當時美術館給華人社區訂下的目標
是75 萬美元，李娟雖人脈廣，知名度夠，還是覺

得深感壓力。
因此，從今年六月初開始，幾乎每個周三李

娟都在自家的 「 和諧公立學校」 三樓會議室，舉
行密集的籌款會議，前面幾次本報記者都參與籌
款會議，深入了解籌款工作之不易，尤其這兩年
石油公司不景氣，連美術館自己都壓力重重，但
李娟不灰心，僑界的正面反饋，支持，也使她心
懷感激。尤其到後來，台灣的一些社團及個人的
贊助（ 如世華工商婦女會吳而立，羅茜莉夫婦，
石山地產的伯尼麗香等人的籌款及慷慨解囊），
更使得李娟以兩個多月的時間超額完成任務，募
集到近85 萬美元，連她自己也頗為驚訝。

而這次的募款活動，也使她深感華人社區還是
很有潛力的，人才很多。也使她深感社區參與的
重要性，不僅可展示我們對祖先文物的驕傲，提
高了人們對亞裔社區的認知度，更提高了華人社
區本身的凝聚力，她希望以此為契機，提高華人
在主流社會的影響力，發出自己的聲音。

這次難得的 「 國立故宮博物院精品展 」 ，不
僅讓美國社會了解中華文化，同時也能提高華人
自身的藝術鑒賞力，李娟說： 「 無論籌款還是看
展覽，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很好的經驗」 。她

希望以後還有這樣的機會，讓華人多參與公共
事務。

李娟特別感謝以下籌委會成員為華人社區
所作的努力：
Anne Chao（趙沈允，趙氏廷箴懷芳基金會）
Nancy J Li（李娟，美國和諧特許教育集團）
Kenneth Li（李雄，21世紀地產）
CC Lee STOA Architect （李兆瓊，世大國
際建築師事務所）
Leeshan Birney Stone Mountain Properties
（伯尼莊麗香，石山地產）
Alice Lee（西南管理區）
Chimei Lin（林華梅，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Chienli/Ernie Wu
（吳而立、羅茜莉
夫婦，世華工商婦
女企管協會美南分
會）
Theresa and Peter
Chang（張文華法
官及張少歐博士）

Leo Yao
Asia-Pacific Rep-
resentative （姚義
，休斯頓旅游局亞
太部主管）
Y. Ping Sun （孫月萍，萊斯大學）
Casey Chen（上海聯誼會/美中友協）
JohnPaul Jourard（皇冠酒店/美中友協）
Harry Lou（劉曉，華夏學人協會）
帝王品味-國立故宮博物院精品展首席資助方:
趙氏廷箴懷芳基金會

聯合資助者:
盛莉君，劉明剛
Cartier
伯尼詹姆士及伯尼莊麗香-德州石山地產
伯尼旭陽-新澤西州石山地產
世界日報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Sushila and Dr. Durga D. Agrawal
張文華法官與張少歐博士
Kathy and Marty Goossen
李蔚華
Nidhika and Pershant Mehta
西南管理區
曾慶霆夫婦

薛棟，張立群
張達賢博士及夫人
E&M 教育基金會
Eagle Global Advisors
Milton D. Rosenau, Jr. and Dr. Ellen R. Gritz
美國和諧特許教育集團
賴賢烈企業有限公司
李雄、彭梅
世大國際建築師事務所
Miwa S. Sakashita and Dr. John R. Stroehlein
宋秉穎基金會
唐氏家族基金會
Nanako and Dale Tingleaf
楊朝諄

本展覽由休斯頓美術館、舊金山亞洲博物館
及國立故宮博物院共同主辦。

休斯頓美術館地址：
Caroline Wiess Law Building
1001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05
票價：
本展覽無需額外付費，只要支付入館費用15

美元即可

圖為李娟女士 （ 右 ） 與 「 國立故宮博物院」 院長
林正儀先生（ 左） 合影於故宮精品展開幕式上。（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李娟女士（ 前排右三起） 與伯尼麗香、羅茜莉，美術館資深發展部主任
Valerie Greiner , 李雄，李成純如等贊助人合影。



【VOA】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在很多方面

都非同尋常﹐但是有一個方面是真的頗具歷史

性﹒有史以來第一次﹐一個主要政黨提名了一

名女性作為其總統候選人﹐也就是民主黨的希

拉裏·克林頓﹒然而﹐對於這樣一個處於在全世

界努力推崇女性賦權與進步的前沿的國家來

說﹐到底為什麼過了這麼長時間才到達這一裏

程碑﹖對女性角色的設想又是如何影響公眾對

一名女性候選人的反應呢﹖

克林頓的競選團隊經常堅稱﹐對她的批判部

分是源於性別偏見﹒米歇爾·斯維爾斯(Michele

Swers)是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研

究美國政府的教授﹐她說人們仍舊將強悍以及

領袖特質與男性聯系在一起﹒

她說﹕“女性的路更窄﹐所以涉足政治的女性

必須要證明她們既有男子氣概的領袖特質﹐又

有人們認定女性應該具有的嬌柔特質﹒”

斯維爾斯說﹐克林頓經常被人們批評太過冷酷

和算計﹒但是﹐馬裏蘭大學研究女性與性別歷

史的榮退教授索尼婭·米切爾(Soya Michel)說﹐

從另一方面來看﹐當希拉裏顯示自己更柔性一

面時﹐她又引發了相反的反應﹒

她說﹕“她越是去試著避開那類的批評聲

音﹐人們越會說‘她夠強壯嗎﹖她夠堅定嗎﹖她

怎麼在世界舞臺上混﹖’”

不過﹐斯維爾斯教授說﹐克林頓受到的批評

不僅僅是因為性別偏見﹒

她說﹕“我認為與電郵服務器﹐還有給克林

頓基金會的大選捐款相關的批評是合理的﹐因

為那些事情質疑了我們在透明﹑誠實以及領袖

特質方面所持有的價值觀﹒”

但是她說﹐那些問題很容易就會與性別偏

見領域相重合﹐因為女性候選人被認為應該更

加誠實﹑更加值得信賴﹑更加受人喜愛﹒

西班牙語廣播傳媒集團Mediaset記者多裏•托

裏比奧(Dori Toribio)說﹐人們還認為女性應該更

加準備充分﹒

她說﹕“這就是關於政治領域裏女性的問

題﹒你必須年紀更大﹐更強悍﹐以及在我看來﹐

你必須比男性優秀 10 倍﹐你才能到達這個位

置﹒你無時無刻都得要證明自己﹒”

11月9日﹐全世界就會知道美國選民是否會

打破最高的玻璃天花板﹐把一位女總統送入白

宮﹒

節目介紹﹕美南電視自從今年4月明明師曾百森的節目「易理乾坤﹐

奇門遁甲」之後大受歡迎﹐將於10月24日起（周一）晚間7時半至8

時﹐再推出台灣命理界的泰斗---命理界2015 年台灣百業達人獎的

得主金凱老師的「掌中奇門」節目﹒金凱老師除了在台灣命理界享

有興盛名外﹐他還有30 幾年外商公司高階主管的經驗及得過全球總

裁獎﹒金凱老師﹐本名陳學彥﹐是紫陽門派在台灣的第四代弟子﹒

金凱老師這次來到休士頓﹐跟各位觀眾朋友結緣﹐老師經驗豐

富﹐足跡踏遍台灣﹑中國﹑東南亞﹒這次來休士頓﹐節目中老師主要

是用奇門遁甲來回答各位觀眾朋友的問題﹐敬請準時收看﹒

播出時間﹕周一晚間7時半至8時首播(原美食美客時段)﹐周二下午1

時至1時半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B2美南電視介紹

節目調整﹕美食美客停播一次
調時段11月6日周日恢復播出

全新命理節目《掌中奇門》金凱老師
邀您談天說命

《美國之音》全球重點要聞報導
金凱老師(右)與助理(左)在節目上為觀眾分析命盤﹒

美國首次女性總統候選人參政﹐民主黨參選人希拉里克
林頓﹒

星期三 2016年10月26日 Wednesday, October 26, 2016

【本報訊】美南電視15.3美食節目「美食美客」自昨

10月24日暫停播出一次﹐並調時段於11月6日(周

日)晚間7時30分至8時(原德州觀音堂付費節目)

恢復播出﹒原美食美客時段推出新節目﹐由台灣

命理界的泰斗---命理界2015 年台灣百業達人獎

的得主金凱老師主持的「掌中奇門」節目接檔﹐為

觀眾談天說命﹒

2016大選 性別歧視影響公眾看待女性候選人

美國總統大選許多州已開始提前投票
【VOA】距離大選只剩不到三周﹐自10月24日昨天

開始﹐包括德州﹑佛羅里達和科羅拉多州等搖擺州

在內﹐美國總統大選許多州已經開始提前投票﹐提

醒登記選民可趁提前投票期間避開高峰期前往投

票﹒

佛羅里達州星期一有五十個縣的投票站開始

接受選民前來投票﹒科羅拉多州所有的64個縣的

投票站都已經開放﹒阿拉斯加﹑阿肯色﹑馬薩諸塞

州星期一也開始了提前投票﹒

許多州幾個星期前就開始允許人們用郵寄方

式投票 ﹐選民也可以到投票站提前投票﹐和大選日

那天的投票方式一樣﹒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數據顯示今年的大選可

能會有5千萬人選擇提前投票﹐人數超過以往任何

選舉年﹔占總投票人數相當大的比例﹒預計今年

的總投票人數將達到一億3千萬﹒

鄰近中國城投票所插滿候選人旗幟﹒(記者黃相慈／攝影)

The first modern electrified standard gauge railway 
in East Africa, linking Ethiopia and Djibouti, was 
inaugurated on Wednesday, Oct. 5, China Daily 

reported.
Built by 
two Chinese 
companies and 
financed by a 
Chinese bank, 
the 750-kilometer 
railway connects 
Addis Ababa to 
Djibouti, a port 
city to the Red 
Sea. The railway 
is expected to 
reduce travel time 
from seven days 

Road Fund,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Preliminary estimates 
showed that loans provided 
by the AIIB were to the tune 
of 1.2 billion US dollars 
in 2016 and are expected 
to rise to 2.5 billion US 
dollars in 2017 and 3.5 
billion US dollars in 2018.
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NDB) is anther key 
institution for multilateral 

financial cooperation. The bank, jointly founded 
by China, Russia, Brazil, India and South Africa, 
officially opened in July, 2015 in Shanghai with an 
initial authorized capital of 100 billion U.S. dollars.
The bank has approved five investment projects in the 
area of clean energy, one in each member country, for 
a total of over 900 million U.S. dollars, a fact sheet 
provided by the bank has shown.
Also according to preliminary estimates, totals loan 
provided by the NDB are 1.5 billion to 2 billion US 
dollars, 2 billion to 2.5 billion US dollars and 4 billion 
to 5 billion US dollars for the years 2016, 2017 and 
2018 respectively.
Under these measures, Pakistan has witnessed a boom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is regarded as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Belt 
and Road 
symphony. 
With the 
economic 
corridor at 
the center and 
the Gwadar 
Port,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energy and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eing another four key areas, a "1+4" 
cooperation structure is gradually taking shape.
Pakistani Prime Minister Nawaz Sharif has said that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is a boon to the 
whole region and it will bring tangible benefits to the 3 
billion people of China, Central Asia, South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Many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ve also witnessed an 
increase in employment and decrease in poverty.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Bangladesh is a good exampl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investors have opened 
factories in the populous South Asian country, raising 
employment along with the training of personnel.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only begun, and 
experts believe it will be further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future.
The initiative acknowledges people's hopes for a better 
life and champions the diversity of values in the world, 
said Onuaiju, director at the China center in Abuja.
Without any doubt, it will also promote world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Courtesy http://news.
xinhuanet.com/english/2016-10/25/c_135780042.
htm) 

BEIJING, Oct. 25 (Xinhua) -- Development driven 
by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help the 
reconciliation of ethnic divisions and the calming in 
regional conflicts of countries involved in the initiative, 
observers have said.
"The role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played 
in promoting regional peace is likely to be a 
brand new one and is contrary to the palliative 
approach that the West has traditionally 
proposed," said Ding Yifan, a researcher with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RESULT EXCEEDS EXPECTATION
The initiative, comprisi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proposed by Chinese PresidentXi 
Jinping in 2013, has brought together over 
100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Asia, Europe and Africa, via land and maritime 
networks.
The move is also part of China's efforts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and honor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that are commensurate with its status as a global power.
"Alth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not a 

political initiative, 
promoting clos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mong the 
( p a r t i c i p a t i n g ) 
countries will 
definitely help 
enhance mutual 

political trust," said Chen Xiaochen, a researcher with 
the Chongyang Institute for Financi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The initiative's results have exceeded expectations as 
over 30 countries have since 2013 inked agreements 
with China to jointly buil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more than 20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s have 
conducted industri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
However, threats posed by conflicts and upheavals 
remain, and hinder global peace and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me 50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have been displaced due to rising regional 
conflicts in recent years. Among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there are still considerabl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has become more 
complex amid mounting hotspot 
issues, and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have intertwined with 
non-traditional threats in East 
and West Asia.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is possible to 
change the state of conflicts 
through economic means in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aid Xue Li, a 
researcher with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EVELOPMENT KEY TO PEACE
China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aturing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In June 2014, President Xi proposed the 
"Silk Road Spirit" featuring "peace and cooperation,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mutual learning and 
mutual benefit" at the six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a-Arab States Cooperation Forum.
"The initiative has not only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to address regional tensions, but also can help gather 
organizations that love peace," said Tao Jian, president 
of the Beijing-based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ide from religious reasons, the concentration of 
poverty and high unemployment among youth have 
led to growing calls for national secession, as well as 
increasing religious extremism and violent terrorism in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s, Ding said.
As the world's second biggest economy, Chin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global trade,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moreover, it plays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in foreign aid, reg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China develops, boos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be a priority of the initiative, which should help 
alleviate poverty and eradicate the fertile soil that 
breeds extremism and terrorism.
A communique, issued at a G20 summit held in the 
eastern Chinese city of Hangzhou last month, noted 
that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rowth should be shared 
equally. The communique also pledged to eradicate 
poverty, solve ine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ke sure no country falls behind.
"As a long-term pla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be a promising way 
to help promote regional 
reconciliation gradually 
by boosting development," 
Chen added. (Courtesy 
ht tp : / /news.xinhuanet .
c o m / e n g l i s h / 2 0 1 6 -
10/25/c_135780042.htm)
RELATED
Belt And Road Lights 

Up Global Growth
BEIJING, Oct. 20 (Xinhua) 
-- Although the world has 
been mired in sluggish economic growth,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bucking the 
trend.
According to a report Wednesday by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despite a slight decline of trade 
volume overall, China's imports and exports with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ve impressively increased 
over the last three quarters of 2016.
China's exports to Pakistan, Russia, Poland, Bangladesh 
and India have increased by 14.9-percent, 14-percent, 
11.7-percent, 9.6-percent and 7.8 percent respectively, 

compared to last year's numbers. China also 
continues to import more bulk commodities 
including iron ore, crude oil, coals and copper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Charles Onuaiju, director of Nigeria's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in the capital Abuja, said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s a model of global 
development that stresses inclusiveness and 
participation.
Countries including Cambodia and 
Bangladesh have also connected their 
domestic development plans to the Belt and 

Road in a bid to bolster growth and explore further 
opportunities.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the Czech Republic Jiri 
Paroubek said the Belt and Road can accelerat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many Eurasian countries 
and will also become a driving force for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fers to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proposed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2013. The initiative brings together countries 
in Asia, Europe and Africa via overland and maritime 
network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exceeded 600 billion U.S. dollars, 26 percent of 
China's total foreign trade volume, during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2016, said Fang Aiqin, deputy head of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is another cornerstone of the 
Belt and Road plans.
From January to August, 
China invested nearly 
10 billion U.S. dollar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roug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and the S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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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shows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collectively known a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Xinhua)

Leaders Of The Silk Road Forum 
2015 In Madrid, Spain.

Construction Boom In 
Pakistan On The China-
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Prime Minister Sheikh Hasina of 
Bangledesh with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Silk Road Map Of Ancient Times

New Silk Road Trading Partners 

The Ethiopian and Djibouti governments have inaugurated 
the first and the longest electric railway line in East Africa, 
built with the help of two Chinese firms and a Chinese bank. 
(Photo/Getty Images)

With China's backing, Ethiopia has 
inaugurated sub-Saharan Africa’s 
first light rail system, the Addis Metro, 
a 32-km line that can carry 15,000 
people per hour in one direction, 
and a projected top speed of 70km/
hr. Authorities hope it will make 
commuting easier for Addis Ababa’s 
population of nearly 4 million. 

Chinese train driver Liu 
Ji (L) and his Ethiopian 
colleague Geto shake 
hands before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Addis Ababa-
Djibouti railway in Addis 
Ababa, Ethiopia, on 
Oct. 5, 2016. (Xinhua/Li 
Baishu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n Help Defuse Regional Tension

China-Backed First, Longest Electrified
Railway In East Africa Inaugurated

by road to about 10 hours, through railway designed 
for a speed of 120 kilometers per hour.
The event was led by Hailemariam Desalegn, prime 
minister of the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and Ismail Omar Guelleh,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Djibouti.
The two Chinese firms 
that developed the railway 
were China Railway 
Engineering Corp and 
China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orp. while 
China Export and Import 
Bank provided the loan to support 70 percent of the 
capital.
"This train is a game-changer," Mekonnen Getachew, 
CEO of the Ethiopian Railways Corp, said.
 "Ethiopia is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ies in 
Africa. The connection to the ports (of Djibouti) will 
give a bounce, and our economy will grow faster."
Ethiopian PM Desalegn said in his keynote speech 
that the $4 billion railway project is a clear indication 
of Africa's desire and commitment to haste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Ethiopia is once again in the continental map as a 
pioneer toward implementing modern infrastructure, 
courtesy of China," Desalegn said.
Meanwhile, Djibouti President Guelleh said that the 
project, which was conceived in 1897 and achieved 
only with China's help, is a symbol of friendship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hina has stood by us and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building not only our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but the 
whole of Africa," Guelleh said. "We see a prosperous 
future as a more integrated continent. This railway 
represents the new face of Africa, which is ready to 

take charge of its destiny."
Xu Shaoshi, special envoy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head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and Yuan Xingyong, 
vice-president of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were present during the occasion, as 
well as Togo's President Faure Essozimna 
Gnassingbe.
According to Xu, the railway is an achievement 
of cooperation and friendship, calling it a road 
map to the future. (Courtesy http://en.yibada.
com/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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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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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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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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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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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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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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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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舉行世界小姐選美大賽
70余位佳麗體驗日式插花

日本舉行2016年世界小姐選美大賽，70余位佳麗在東京體驗日本傳統插花
。

當地時間10月22
日，海地當地壹監獄
發生囚犯越獄事件，
超過 100 名囚犯逃獄
，他們在獄警押送前
往洗浴區過程中制服
了獄警趁機逃走。

美國加州壹旅遊大巴與卡車相撞

致數十人死傷
當地時間 10月 23日清晨，壹輛旅遊

大巴在美國加州南部棕櫚泉附近的高速公
路上與半掛卡車相撞發生交通事故，目前
已造成13人死亡，31人受傷。

法國加萊拆除難民營前夜
移民與警方發生沖突

當地時間2016年10月23日，法國加萊，法國警方準備拆除加萊“叢林”難民營。10月21日下午，叢林難民
營所在的加來海峽（pas de Calais）省警署對外宣布，將於法國時間24日，也就是下周壹早上八點開始拆除叢林
難民營，整個的拆除過程預計將持續壹周。

當地時間10月23日，由中國湖南省雜技藝術劇院創作演出的雜技劇《夢之旅》在紐約州布朗克
斯市雷曼表演藝術中心上演，贏得觀眾如潮掌聲。該劇用中國傳統雜技藝術語言，講述了壹位少年與
鳳凰仙子相愛，鳳凰仙子落入邪魔魔掌，少年戰勝邪魔，最終與愛人重逢的故事。

講故事的中國雜技贏得紐約觀眾喝彩

海地壹監獄超過100名囚犯集體越獄

德國擬對中國投資設限
經濟界批其做法“自毀長城”

綜合報導 據德媒披露，德國副
總理兼經濟部長加布裏爾正推動聯邦
政府通過壹項“綱要性文件”，以限
制外資收購壹些被認為具有重要意義
的企業。德國經濟部發言人杜貝爾
24日在政府例行發布會上證實了這
壹消息。

杜貝爾同時還確認，德國經濟部
已撤回此前發出的壹項許可，改為重
新啟動對中國福建宏芯投資基金收購
德國芯片企業愛思強(Aixtron)的審查
。盡管杜貝爾拒絕將上述兩件事掛鉤
，但德國媒體已普遍將此視作針對近
年來顯著增長的中國在德投資之舉。
德國《商報》指出，現正進行中的中
企尋求收購德國著名照明企業歐司朗
壹事或也將生變。

廣泛代表德國企業界利益的德國
工商大會主席史偉哲 (Eric Sch-
weitzer)批評上述做法將反過來損害
德國自身的利益。他向《商報》表示
，“我們不能指望著別的國家市場向
我們大門敞開，與此同時我們卻為自

己國家的市場關上大門——這將導致
我們失去信譽。”

針對德國媒體對“關鍵技術流失
”的擔憂，史偉哲回應稱，德國《對
外經濟法》當中對關系到德國國內安
全的重要企業已規定了相應的途徑，
可阻止來自歐盟以外投資者的收購。

在批評德國有關部門額外設置壁
壘做法的同時，史偉哲亦強調，在過
去數年裏，中國實際上已經拿掉了其
經濟中存在的許多壁壘，而“這之所
以能成為現實，正是因為各方保持密
切對話。”史偉哲提供的數據顯示，
與德國企業目前在華累計投資規模相
比，中資企業在德投資不足前者的十
分之壹。

“我相信，這壹對數字如果變得
更加平衡，應該是符合德國利益的。
”史偉哲認為，中國的投資環境固然
有需要談判的地方，但“只有去相互
對話，而不是築起新墻，人們才能走
得更遠”。

中國駐德國大使史明德日前出席

中國復星集團並購德國 Hauck &
Aufhaeuser 銀行慶典活動時亦反駁
了“中國買空德國、威脅技術與就業
”的負面論調。

史明德指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
，德國企業在華直接投資規模超過
400億歐元，現有8200家企業在華
投資興業，而中國對德投資才剛剛起
步，不到德國吸引外資存量的1%。

“中德投資合作不應是單行道，
雙向平衡發展才更加有利於兩國市場
資源的優勢互補。中國企業通過投資
德國拓展在歐洲的業務，也為德國企
業帶來新的資本和通往中國乃至亞洲
市場的渠道，是互利雙贏之舉。”史
明德說。

杜貝爾近日拒絕透露愛思強並購
審查的最新進展，亦拒絕將這壹並購
與此前順利過關的美的並購庫卡進行
對比。

另據德國經濟部披露的信息，加
布裏爾11月1日起將訪問中國，其間
將與中國政府多位高級代表會談。

英國銀行業協會發狠話
大銀行已做好撤離倫敦的準備

綜合報導 英國銀行業協會在剛剛過去
的周末舉行了年度論壇，聊了兩天後，銀行
業達成了基本壹致。公布的聲明顯示，大銀
行們會2017年初準備好離開倫敦，而中小
銀行還在糾結，會在聖誕節前後作出決定。

在公投之前，英國銀行業都表態，支持
留歐，比如蘇格蘭皇家銀行、匯豐等早就說
如果脫歐將撤離倫敦，他們為什麼現在再次
發出威脅？中國銀行駐倫敦外匯交易員程天
澤對此進行了解讀。
1、為什麼現在提出這樣的措辭？

程天澤：由於英國退歐的不確定性，大
銀行已經設立了工作組來研究應對策略，正
就明年該部分運營遷出英國做準備，小銀行
可能在明年年底前轉移相關的運營。整體來
看，由於英國銀行業是留歐壹派的支持者，
他們對於英國硬退歐的反應是比較強烈的，
這些銀行利用倫敦豐富的金融資源和完善的
金融系統設施，並且借助歐盟內部金融業的
護照制度。

歐盟其他成員國設立分行或者直接提供
跨界金融服務，這是因為歐盟護照制度，這
對跨國大型銀行來說是尤為的重要。護照制
度是伴隨英國歐盟成員國身份而來的，在英
國退歐公投之後呢，市場便開始擔心英國銀
行業能否繼續享受到護照制度。

市場事實上對於英國是軟脫歐還是硬脫
歐是有分歧，特別是10月初以來，市場上
對於英國硬退歐的預期和擔憂是急劇上升，
主要是由於十月初英國首相特麗莎·梅講話
所引發的。

鑒於特麗莎·梅的講話，市場又擔心英
國政府準備放棄歐盟單壹市場準入，這就包
括護照制度來換取英國在移民立法以及預算
方面更大的控制權，所以英國硬退歐的擔憂

的升溫，事實上可以認為是本次英國銀行業
表態強硬的壹個最主要的原因，事實上這種
所謂硬退歐不僅僅是對於銀行業者業務的布
局可能會有影響，其實對金融市場本身已經
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包括我們可以看到英鎊
對美元匯率的急據下跌。
2、硬脫歐、軟脫歐對他們會有哪些影響？
他們希望威脅來影響英國議會投票？

程天澤：銀行業是英國重要的產業之壹
，在英國各產品及服務出口行業中，英國的
金融業是英國最大的服務出口行業，每年給
英國政府貢獻大約650億英鎊的稅收收入，
在整個政府的決策中還是會有壹定的影響力
的。本次英國銀行業的強烈的表態，我們更
可以認為是銀行業對於英國政府及國會議員
在後續開展談判的壹個極度的施壓，希望能
夠扭轉所謂之前的壹種所謂硬脫歐的傾向。

第二、英國政府內部，議員觀點並不壹
致，有的可能會更加傾向於保護這種傳統的
實體產業，希望能夠在退歐中贏得對於這些
產業更大的保護。另外壹方面他們也是會更
大程度的會去支持金融業。如果是英國硬脫
歐，金融業搬離倫敦，其實對於歐盟大陸來
說也可能並不是壹個最優的結果。

英國所謂的護照制度，最基礎的是來源
於歐盟內部自由流動規則——服務自由流動
，人員自由流動和資本自由流動。英國政府
是希望能夠剝離出在它堅持人員不能自由流
動的前提之下，能夠盡可能實現其他三個的
自由流動，但事實上從現在目前歐洲大陸各
國主要政府的表態來看，強調這四個自由流
動是必須要整合在壹起。

英國存在壹個很難的談判的立場。實際
上，挪威與歐盟的歐洲經濟區也是堅持四個
自由流動的規則。

英媒：中國或取代英國成全球金融科技創新領導者
綜合報導 畢馬威與 H2 Ven-

tures的最新報告顯示，全球前五大
金融科技創新企業中有四家來自中國
，螞蟻金服排名全球第壹。

據英國《金融時報》網站10月
24日報道，最新報告顯示，隨著中
國創新公司數量迅速上升，英國可能
失去全球領先金融科技中心的地位。

咨詢公司畢馬威與投資公司H2
Ventures的年度研究表明，全球排名
前五的金融科技創新企業中有四家都
來自中國，反映了中國金融科技“無
可爭議”的增長。名列榜首的是總部
位於杭州的互聯網支付服務提供商螞
蟻金服。

這份報告顯示英國正在喪失自己
的陣地，去年有18家英國公司進入
前100名，而今年為13家，且只有
Atom躋身前十。

報道稱，近年來，倫敦被認為是
金融科技重地，它提供了獲取資本、
技術以及享受註重該行業的監管的有
效途徑。但畢馬威金融科技業務全球
聯合主管沃倫-米德表示，中國成為
“市場領導者”以及金融科技的日益

全球化意味著英國政策制定者和監管
機構將“必須繼續努力維持地位”
。 報道稱，金融科技的融資越來越
高，自去年以來前50大公司吸引到
了146億美元資本，短短壹年就實現
同比增長逾40%。但繼英國退歐公
投和來自其他地區、尤其是中國的競
爭加劇之後，英國的融資已出現不確
定性。

英國金融科技行業機構 Inno-
vate Finance最近報告稱，英國金融
科技公司的風投資金出現下降，今年
上半年下降了三分之壹。Innovate
Finance將英國退歐列為這壹下滑的
主要原因。與之相比，全球金融科技
公司的風投融資增長了近150%。

H2 Ventures的托比-希普表示
，雖然中國在該領域增長迅速，但有
多家“令人興奮的”金融科技公司正
在全球浮現，比如在印度和菲律賓等
國。絕大多數前50強金融科技公司
都被稱為“顛覆者”，它們尋求挑戰
傳統的金融服務企業和傳統商業模式
。 報道稱，許多P2P貸款機構在過
去十年得到了成長，它們提供了比傳

統銀行更高效的貸款方式。P2P通過
網站將投資者與借款人相匹配，加快
了貸款過程。P2P在中國增長迅猛，
中國的貸款由大型國有銀行主導，它
們更傾向於貸款給國有工業企業。中
國P2P平臺陸金所在畢馬威排行榜上
名列第四，在今年早些時候獲估值
190億美元。

綜合報導 在非洲許多大城市的街道
上，行駛著不少歐美發達國家淘汰的二
手汽車。這些汽車的尾氣管冒出濃濃的
黑煙，散發著刺鼻氣味。

日前，瑞士壹家環保組織披露，非
洲部分國家燃油中硫含量標準甚至是歐
洲的200倍之多，壹些國際貿易商向非
洲出口硫含量超標的燃油，加重了非洲
城市的空氣汙染，導致民眾呼吸道疾病
和過早死亡。

非洲的空氣汙染問題不容小覷。經
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下稱經合組織）近
日發布的壹份報告顯示，空氣汙染問題
已成為非洲最嚴重的健康隱患，每年給

非洲造成的經濟損失約為4500億美元。
“空氣汙染成為非洲愈發嚴峻的壹

大隱憂。”經合組織在其首份關於非洲
空氣汙染問題的報告中稱，自上個世紀
90年代開始，非洲空氣汙染造成的過早
死亡人數不斷攀升。到2013年，非洲已
有71.2萬人因空氣汙染而過早死亡。與
之相比，非洲2013年由於飲用水安全、
營養不良導致的過早死亡人數分別為
54.2萬和27.5萬。

非洲目前人口約12億，占全球總人
口16%，但到了2050年，非洲人口預計
將上升至25億，占全球人口的25%。屆
時非洲空氣汙染問題可能會對人體健康

和氣候變化帶來更嚴重的影響。報告起
草者拉納·羅伊表示，全球應當在非洲空
氣汙染進壹步惡化之前對此進行關註。
他呼籲國際社會動員起來，幫助非洲減
少空氣汙染。

報告分析，非洲的空氣汙染來源是
多元的，如露天焚燒垃圾，汽車未安裝
催化轉換器，工廠位於市中心，電力缺
乏迫使人們使用木柴、煤炭等燃料。報
告認為，非洲大陸快速城市化進程是造
成空氣汙染的主要原因，道路交通、電
力生產、工業發展釋放了大量汙染物。
此外，撒哈拉沙漠吹來的沙塵暴以及森
林火災加劇了非洲城市的空氣汙染。

非洲空氣汙染呈加重態勢 每年損失45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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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州规定，对于母语

为非英语的学生，有权享有特殊

英语辅导。在美国，接受这项辅

导的学生被称为“英语学员”

（ ELLs ， English-language learn-

er ） 。 因此，来美国读书的母

语不是英语的学生都可以算得上

是“英语学员”。而对于新移民

家长来说，许多人对其中的细节

一头雾水。

学校怎样辨别孩子的语言水

平

当您带孩子到校办理入学注

册时，老师或管理人员会帮您填

写一些表格，其中的一项就是学

生家庭语言识别问卷（HLIS）。

此问卷中包含填写家长和孩子在

家所用的语言。

根据这些信息，老师将用在

家使用的语言和英语面试孩子，

并查阅孩子过去的成绩情况（若

有）。如果孩子合乎条件，学生

在入学后的10天内，将参加纽约

州英语学习识别测试，以便了解

孩子英语能力的水平等级。如果

孩子没有通过这项测试，将有资

格享用ELL服务。之后的每年春

季，学生还必须参加一年一度的

纽约州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成绩

测试（NYSESLAT）。一旦学生

在该项考试中所得分数在一定水

平等级上，他（她）将不再被认

为是 ELL，也不再接受 ENL 或

TBE的辅导。

新移民家长须知：语言辅导

的3种模式

对于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

学校提供的辅导模式通常有 3

种：过渡双语教育（TBE），英

语作为新语言教育（ENL），双

重语言（DUAL LANGUAGE）教

育项目。这 3种模式也是每个来

美国上学的孩子要从中采用的学

习模式。

1.过渡双语教育（TBE）：

用英语和学生的母语辅导教学。

所用英语量将随着学生英语熟练

度的增长而逐渐增加。目前，纽

约较少的学校多采用这种模式。

2.以英语作为新语言教育

（ENL）：受过专业培训的老师完

全用英语教学，辅导学生怎样说、

读和写英语。目前，纽约大多数新

移民学生上的都是ENL课程。

3.双重语言教育（DL）：其

特点是英语学员（ELLs）和母语

为英语的学生在同一课堂一起学

习，这样，这两类学生都将会既

精通英语也精通第二种语言。目

前在纽约师资力量和校舍紧张的

情况下，仅有少数学校有这种课

程，因此也比较受欢迎。比如，

法拉盛的PS163就有这样的课程。

据了解，由于族裔数量不

同，纽约市大部分的双重语言教

育项目选择的是西班牙语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对象。

家长可任选一种模式

注意：按照规定，孩子父母

有权在 TBE,DL 和 ENL 之间作出

选择。但是，纽约的大部分学校

设有 ENL 课程，而 TBE 和 DL 课

程却不是很普遍。如果位于您孩

子学区的另一所学校提供您想选

的 TBE 或 DL 课程，并且留有多

余席位，您才能将孩子转学至那

所学校。

根据纽约州法律，在学生被

认定为是 ELL 起的 5 个学校日之

内，学校必须通知家长。学校必

须为家长做的事情：

1.介绍和解释这3种不同项目

选择；

2.描述州标准、测试和TBE、

DL和ENL项目的要求

3.把所有信息翻译成家长的

母语让家长了解。

小学涉及的重要术语和词汇

孩子进入小学后，学校会不

断发给家长一些书面通知和信

息，其中涉及的术语，家长应该

弄清楚，下面是这些重要术语和

词汇：

DL —双语言课程

EI —早期干预项目

ELL — 英 语 学 员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

ENL —以英语作为新语言

HLIS —家中语言识别问卷

识别孩子的母语

IEP —个人化教育项目

NYSITELL —纽约州英语学

员识别考试，评估学生的英语听

说读写能力。

NYSESLAT —纽约州对外

英语教育成绩考试，评估学生的

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PA/PTA —家长协会/家长 -

老师协会

TBE —过渡双语教学

BFSC —区域教育服务中心

校长规章—纽约市公立学校的官

方规章制度

UPK —免费学前班

資深移民律師解讀 I-601A 擴大豁免規則
I-601A临时豁免扩大规则于

2016 年 7 月 29 日在联邦公报公

布，给那些无法在美国调整身份

的人-若选择走领事程序、会受到

三年或十年不得再入境惩罚（3/

10 year bar）-带来希望。

2013年 I-601A扩大豁免最终

规则将于 2016年 8月 29日生效，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此项目

的监管部门）宣布，新的表格将

于同日在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网站 uscis.gov/i-601a 刊登。所以

申请人应在2016年8月29日之后，

才能按新的扩大规则递交申请。

从那日起，移民签证申请已

获批，并向国务院交付移民签证

手续费或已被抽签移民抽中的申

请人可以开始递交 I-601A的申请

文件。

2013年 I-601A法令的立意

2013 年扩大 I-601A 豁免法

令，旨在允许在美国非法居留超

过180天（3年禁令）或一年（10

年禁令）的非法移民提前申请豁

免，如果他们离开美国、其美国

公民身份的父母或配偶（直系亲

属）生活将遭受极端困难的话。

虽然申请人仍需离境回母国的美

国领事馆进行领事作业程序，但

因豁免在申请人离去前已裁定，

所以他/她不用接受三年或十年不

得再入境的惩罚，移民签证面谈

将会成功。

在此之前，这类申请人在离

开美国、回母国准备面谈，只有

当移民签证被拒后，才得以递交

I-601豁免申请。在提交豁免申请

后，申请人需在美国境外等待，

且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出结果。

新规通过的重大意义

根据目前签证配额的限制，

预计10年期间内可授予签证的申

请人为十万人，这个扩大规则极

为重要，因为它给予那些在黑暗

隧道里看不到光明，并被律师和

非律师诱惑而采取不必要移民风

险的无证移民带来一束光明。

经常这些申请人现在“接受的移

民路”赢的几率很低，同时还可

能将他们置于比先前还差的法律

境况和经济条件。

此外，过去 I-601A豁免计划

提供的正面结果是令人吃惊的。

从 2013 到 2015 会计年度共有 66,

290个申请案得到批准，26,745个

案件被拒（成功率为 71.25%），

单以 2015会计年度而言，34,310

个案件得到批准，13,069个案件

被拒（成功率为 72.4%）。下面

从法律角度，具体谈及 I-601A豁

免计划细则内容。

1.扩大申请人的资格类别以

及家人身份状态

新规则的重要性在于给“每

个人”而不仅是美国公民的直系

亲属带来希望。只要符合其中一

种类型的条件，同样可以成功地

赢得移民签证。这些类别包括：

所有的亲属移民案件、职业移民

案件和多元化（抽签移民）案件。

举例来说，偷渡入境的人士，

如果被公司或其它组织担保，也

许可以通过 I-601A来豁免非法居

留，完成职业移民案件。

新规则不止扩大申请人的资

格类别，而且还扩大了符合资格

的家人身份界定。以往是局限在

美国公民身份的父母或配偶，现

在扩大到持绿卡身份的配偶或父

母。如果他们的生活将遭受极端

困难，申请人也可提交临时豁免。

例 1：约瑟夫于 2005年非法

入境、进入美国，一直从事厨师

工作。他的现任雇主于 2011年透

过劳工纸担保他，在 2012年得到

批准，他在 2013 年提交 I-140 外

籍员工申请。2015年，约瑟夫的

父母透过约瑟夫的姐姐（美国公

民）申请移民来美，成为美国的

永久居民。

在 I-601A 扩大规则出台之

前，约瑟夫想完成他的职业移民

案件，必须离开美国、进行 I-601

的程序。在扩大规则出台后，基

于他持绿卡的父母生活将遭受极

端困难，他可以在美国境内就递

交 I-601A豁免申请。一旦豁免申

请获批，他不用接受十年不得再

入境的惩罚，回母国的美国领事

馆进行正常的移民签证面谈即可。

2.家属能够陪同主申请人受

益

虽然规则中对家属的操作程

序不是很明确，但如果他们“陪

同或跟随（accompany or follow

to join）”主申请人，可包括在

I-601A的福利中。这一点是非常

明确的。

一份新的 I-601A申请表格将

于近期出台，说明这个程序。新

的表格将问及衍生的配偶或子

女，规则指出这些当事人必须提

供—他们是批准移民签证主要申

请人的衍生受益人——资格证

据，或抽签移民签证计划的衍生

受益人的证据。

例 2：玛丽于 2003年没有经

过边境检查、进入美国。她的哥

哥在 2004年成为美国公民，并以

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 F-4 类别为

她申请身份。他们的父母（玛丽

哥哥的直系亲属）于 2005年进入

美国，成为永久居民。即刻为玛

丽递交申请，但该申请因玛丽在

2007年结婚，而绿卡持有人只能

为成年未婚子女提交申请，而自

动作废。

如今，玛丽的哥哥为她递交

的家属移民 I-130排期已到，虽然

玛丽的丈夫也是无证移民，但在

扩大规则之下，玛丽现在可以基

于她父母的极端困难，递交

I-601A豁免申请，同时她的丈夫

也可以提交这类申请。如果豁免

申请都得到批准，那么玛丽和她

的丈夫可在母国的美国大使馆或

领事馆完成她的F-4案件面谈。

3.对接到最终命令人给予解

救的途径

虽然新规则没有扩大目前

I-601A不合资格的理由，只豁免

了“在美国非法居留”一项。而

对那些犯有不合资格的罪行、诈

骗、虚假陈述等人士，仍不能享

受此项福利。

但是不管怎么说，新规则为

那些有最终不得再入境令、驱逐

令，或移送出境令的人，给予解

救的途径。

1）对有最终命令的人士，美

国国安局（DHS）已经明确表示，

因只为申请 I-601A豁免，将无法

让他们把案件重新打开。但新规

则允许有最终命令的人，递交

I-212表格-即允许有驱逐出境令或

移送出境令的人申请重新入境；

如果获得批准，可以再递交I-601A

的豁免文件。如果 I-601A豁免也

被批准，难申请人很可能在海外

会有个成功的移民签证面谈。

2）对案件仍在移民法庭审

理的人，允许向法院申请把案件

行政关闭，并递交 I-601A豁免的

申请，这个程序仍将继续在新规

则中使用。

3）对在递交 I-601A 之前或

I-212审理期间，他们的最终命令

被美国国安局重新恢复的人则没

有资格现在递交此类申请；而如

果已被移送出境，或之前有非法

居留过，但又非法入境，如果确

认他们受到 INA 212（a）（9）

（C）永久不得入境惩罚法条的

人，他们 I-601A的豁免可自动被

撤销。

这可以透过第一个举例得到

最好的说明，约瑟夫是职业移民

类别的申请人，在他非法工作期

间，于 2013 年被移民执法局逮

捕，于2015年被一位移民法官判

移送出境令，他没有上诉。现

在，他有资格在美国递交 I-212重

新入境的申请文件，经批准后，

再递交 I-601A豁免文件，如果两

份都被批准，他先前的移送出境

令和在美非法居留的问题，不会

在领事馆面谈时对他不利。

其它相关改变

其它与 2013年规则的相关改

变包括：1）美国国安局删除其先

前坚持的要求 – 倘若移民局

“有理由相信”申请人可能会在

签证面谈时，因其它不符资格的

理由，会遭领事馆拒绝，可以拒

绝 I-601A豁免案件；2）国安局并

删除申请人不能在2013年1月3日

之前安排移民签证面谈的需求。

删除这些要求的原因是：许

多批评家认为规定不公平，指出

“有理由相信”过于主观，而且

美国移民局常太严格，只因怀疑

就拒绝申请案，而不是以适当的

法律来裁定判决。

美国国安局在最终规则同意

删除这个标准，因为最终决定通

常是由务院在面谈时决定及海关

和边境保护局在入境关口的决

定，任何由美国移民局对其它不

得入境的评估只会导致申请人产

生更多的困惑。

综上所述，新的I-601A扩大豁

免规则是奥巴马总统对人在美国的

无证移民提供的解决方案，成功横

跨连接希望以人道主义来解决美国

移民制度以及认为存在行政越权的

人士认知，希望能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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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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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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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
˙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每一對助聽器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713-795-5343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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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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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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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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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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歸就業

海歸學者談子女發展：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國謀生

“作为海归一员，我并不希望

自己的孩子未来选择出国就业和谋

生。到国外读书可以，长长见识即

可。”谈及子女教育、就业等问题，

海归学者、安徽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吴成颂 5 日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

时如是说。

当日下午，海归人士子女体验

“徽文化”夏令营闭营仪式在合肥举

办，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及安徽省内

20 余名海归人士及海归人士子女参

加。会上，刚参加完夏令营的孩子们

正在交流心得，家长们心思则更多地

放在了孩子们未来的发展上。

“中国目前发展势头正好，越来

越多的海外人才选择回国就业与创业。

虽然国内还有很多地方不够完善、不

够健全，但随着时间推移慢慢都会好

起来，我是有信心的。”吴成颂告诉

记者，作为学校公派出去的高级访问

学者，2012年他前往美国密苏里大学

交流学习，在接触众多海外华人群体

后，他深有体会。

对于今年刚参加完高考的女儿。

吴成颂坦言，他不建议孩子出国发展。

“国外的月亮未必就比国内圆，从孩

子未来发展角度考虑，我认为现在国

内发展机遇要比国外多得多，无论是

国家政策、生活习惯、深厚的家庭观

念，更适合孩子发展。”

在中科院研究所从事科研和行政

工作的代恩梅夫妇，2008年底带着 6

岁多的女儿从日本回到安徽合肥。代

思梅表示，回国发展不是一时冲动，

主要因为在国外总感觉那不是自己的

家，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加上被当

时中科院实施的引进人才“百人计划”

的政策所吸引。

“在国外待了将近七年，回来

后感觉包括内陆城市合肥在内的中

国很多城市发展变化很大，尤其表

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就业机会也

很多。”代恩梅表示，从她个人角

度来说，她希望自己女儿可以到国

外学习、感受不同文化思想，但不

希望出国发展。

据了解，随着安徽省对外开放步

伐加快，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子来皖创

新创业和就业，为安徽的开放发展、

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贡献力量。目前，

海外皖籍华侨华人约 50万人，安徽

省内有归侨侨眷约100万人。

记者注意到，参加海归人士子女

体验“徽文化”夏令营的孩子们有的

出生在海外，更多的是从小就随父母

在国外学习。夏令营闭营仪式上，海

归家长都表达出参加此次夏令营是在

给孩子们“补课”，让其感受到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对中华传统文

化认同。

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海歸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啥願意加入海歸組織？？？？？？？？？？？？？？？？？？？？？？？？？？？？？？？
近年来，海归人数逐年增多，

他们中有的留学时间不长，有的

则曾在海外生活多年。不论哪种

情况，当他们回国之后，都面临

着如何尽快适应国内环境的问题。

据统计， 47%的海归认为

“国内的关系网络因在国外上学

而断裂”是自己最大的劣势。在

2013年的统计中，有半数以上的

海归表示一直难以融入国内环境；

而在 2015年的统计中，超八成海

归回国后已能实现再融入。而海归

组织恰恰为海归编织新的交友圈

提供了平台，通过近几年的健全

与发展，海归组织不断创新，为海

归适应国内环境起到了促进作用。

尽快适应环境 海归组织是

捷径

由于在国外生活多年，海归

回国后面对不一样的生活环境，

可能会感到不适应。为了更快、

更好地融入国内环境，加入海归

组织是一种捷径。

“国内发展迅速，日新月异。

海归长期在国外生活学习，对国

内形势较为陌生，尤其是在就业

创业方面。而归国认证、落户、

免税等各种手续办起来也比较复

杂，需要有人指导。因此，现在

海归对于加入海归组织的意愿还

是比较强烈的。”北京海归协会

副会长胡滨说。

胡滨于2003-2006年留学英国，

回国后进入阿里巴巴工作，由于

家在北京，所以回国后选择在北

京发展。但是他也坦言：“我身

边很多留学海外的同学、朋友回

国要经历学历认证、北京落户口、

找工作的漫长过程。”如果有海

归组织的帮助，会使海归回国后

更加得心应手。

“说实话，有很多海归回国

后来京发展，真的是靠海归组织

的朋友互相帮助、提供信息，才

站稳脚跟的。”胡滨说。他当初

回国的时候，对整体就业形势不

太了解，海归的能力会不会被单

位认可，薪酬在什么水平等都是

他担心的问题。而且他对留学学

历认证手续具体怎么办也是一头

雾水。胡滨表示，正是由于自己

的这些经历，他才更加意识到海

归组织的重要性。

组织活动丰富 交友圈子能

扩大

大多数海归都不约而同地认

为，是海归组织帮助他们重建朋

友圈子，让他们结交更多的朋

友。郭赛伟从新加坡爱丁堡商学

院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现在创立

了新加坡百洛集团。他参加了爱

丁堡商学院全球校友会，这虽然

不算是正规的海归组织，但是加

入自己学校的校友会也让他的朋

友圈变大，并获益不少。“爱丁

堡商学院全球校友会每年会有一

个年度聚会，去年是在马来西亚

举行，前年是在英国举行。”郭赛

伟说。他表示自己会积极参加这

类聚会，一是可以认识很多志同

道合的朋友，二是能够找到可能

的、适合的商业伙伴。他说：

“因为我目前正处于创业阶段，通

过这类活动，可以拓展商业资源，

也可以寻找适合的合作机会。”

“平时我们会有一些活动，

长期的活动有游泳、羽毛球，还

有一些唱歌联谊、公益环保活动

等。”胡滨说。他不仅自己踊跃

参加，而且作为北京海归协会的

负责人之一，他还会积极地组织

朋友参加。成员们在活动中相互

沟通、了解彼此，让关系更进一

步。“在活动中，人会越聚越多，

很多人在参加了多次活动后渐渐

形成了自己固定的小圈子。”胡

滨说。这也使得海归在回国之后

找到归属感，形成自己的交友圈。

范国俊目前在做互联网经济

方面的创业，他说：“虽然我有

时候因为繁忙而错过协会的一些

活动，但是也会保证每个月至少

参加一次。”他和协会中的成员

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也希望

带动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创业。

积极开放心态 自身能力可

提升

海归组织能够为海归提供一

个平台，让他们更好、更快地融

入国内环境。但是仅仅被动地依

靠海归组织是不够的，还要自己

积极主动、开放心态，广交友、

善交友。同时也要不断提升自身

能力，为自己在国内市场大展身

手打好基础。

“一定要放开心态，正确认

识国内外的国情、人情的差异。”

胡滨说。由于中外文化底蕴的不

同，对待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解

决方案。这时候要正确地看待这

种差异，有时差异没有对错之分。

范国俊说：“除了参加海归

组织，我还会参加政府部门组织

的经济论坛，还参加商会、协会

的活动。”通过积极主动地参与

到这些活动中，范国俊认识了很

多人，也找到了更多的商业伙

伴，让自己更好地融入到国内环

境中。

“不得不说，中国这些年发

展得非常好，从创业的角度来

说，竞争环境也越来越公平。”

郭赛伟说。随着中国的不断进

步，海归回国后“水土不服”的

情况越来越少，程度也越来越

轻。“你只要有能力，是不会被

埋没的。”郭赛伟说。他强调对

于创业而言，脚踏实地做实事是

很重要的。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内

环境，海归除了接触一些海归组

织、海归平台外，更要不断努力

提升自我。

華僑回國創新的熱切和顧慮：
怕技術被山寨"搶先"

华侨怕技术被山寨

25日下午，省政协委

员、中山大学网络与信息

中心副教授王竹立在教育

界别的分组讨论中率先发

言，他关注的话题就是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

王竹立说，他和一些

海外的同学谈到广东确立

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这

些华侨们都感到非常欣慰。

同时，他们也希望王竹立

等政协委员呼吁广东加强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这些海外华侨在国

外掌握了很多新技术，但

是不敢带到国内来，害怕

正规的厂还在试验阶段，

山寨的厂就做起来了。广

东能不能考虑成立专门的

检查局执行知识产权保护

法？这样这些高精尖人才

才敢把好的技术带进来。”

王竹立说，他有些同学想

回国内创业，但跑了一圈

后，十分担忧国内对知识

产权的保护。

缺少对创意的尊重

对知识产权的漠视其

实就是对创意的轻蔑。省

政协委员、中山大学中文

系系主任李炜接着王竹立

的话题，给在座的政协委

员们上了一堂课——如何

正确理解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至少要有两个

下位概念，技术创新和文

化创意。很多人都把概念

混淆了，以为创新仅仅是

技术创新，以为文化创意

可以被文化产业所取代。

事实上，文化创意和技术

创新几乎是孪生的。在发

达国家，技术上强的，文

化创意肯定更强，你看到

德国的技术好，但你就是设

计不出奔驰的 logo。德国

的思想、文化、技术都是

一体化发展的。”

他举例说，虎门的服

装制造业很厉害，曾经有

一位当地干部自豪地告诉

他，虎门的服装产业和意

大利几乎是“同步”。

“这就是我们广东，习惯

了‘偷’，懒于发明创造。”

李炜说，必须营造一种社

会风气，以发明创意为荣，

以剽窃抄袭为耻，这是创

新驱动的文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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