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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瑞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省下平均$480！＊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還有適合的保障
！

Sean Wong

聖誕快樂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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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更好邁進 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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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
2010

12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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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用雜貨 廚房用品 和風工藝 保健用品
文具玩具 清潔用品 美妝飾品 旅行用品
因應季節和潮流變化,
本店隨時都有超過
20,
000種商品供你選購.
每星期還有不同
推廣折扣活動,
總有合你心意的選擇.

應有盡有 日用家居文具禮品總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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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美客
美食美客》
》
調酒慶聖誕
周日晚間7
周日晚間
7 時 30
30分播出
分播出
內容介紹﹕
內容介紹
﹕美南國際電視頻道 15
15..3 美食廚藝

杯﹐谷哥移動酒廊提供高檔服務品質
谷哥移動酒廊提供高檔服務品質﹐
﹐無論是

節目「
節目
「美食美客
美食美客」」第 30 集﹐應景為觀眾帶來聖

公司或個人想辦聚會﹐
公司或個人想辦聚會
﹐希望有各式雞尾酒和

誕節派對調酒 ﹐邀請
邀請「「 谷哥移動酒廊 」 (G*O

烈酒助興﹐
烈酒助興
﹐都可為消費者提供調酒服務
都可為消費者提供調酒服務﹐
﹐讓想

Bar Catering)負責人
Catering) 負責人 Shawn 與主持人翁大嘴

喝調酒卻不會動手作的顧客有新的選擇﹒
喝調酒卻不會動手作的顧客有新的選擇
﹒對

一同介紹各式簡單調酒﹐
一同介紹各式簡單調酒
﹐讓觀眾在聖誕期間

調酒服務有興趣的﹐
調酒服務有興趣的
﹐也可電洽谷哥移動酒廊
也可電洽谷哥移動酒廊﹐
﹐

Shawn﹕
﹕
享受美食之餘﹐
享受美食之餘
﹐也能有美酒搭配
也能有美酒搭配﹒
﹒精彩內容
精彩內容﹐
﹐ Shawn
將於聖誕節 12 月 25 日晚間 7 時 30 分播出
分播出﹐
﹐敬

713713
-371
371-7535

或

Koji﹕
Koji
﹕

832832
-462
462-3618
3618﹒
﹒

請準時收看﹒
請準時收看
﹒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
﹕精彩內容
精彩內容﹐
﹐請鎖定本節目
請鎖定本節目﹐
﹐12 月 25
本周末將迎接聖誕假期﹐
本周末將迎接聖誕假期
﹐在這溫馨團聚的時

日聖誕節晚間 7 時 30 分首播
分首播﹐
﹐12 月 28 日周三

刻 ﹐無論是家庭聚會或聖誕派對難免小酌兩

下午 3 時 30 分重播
分重播﹐
﹐敬請準時收看
敬請準時收看﹒
﹒

《美國之音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有報道說﹐康韋曾因公開批評川普的前
對手米特·羅姆尼而與候任白宮辦公廳
主任普利巴斯和川普的女婿庫什納發生
沖突﹒當時羅姆尼是川普考慮的國務卿
候選人之一﹒川普最終提名埃克森石油
的信息有驚人的見解﹒我很高興她將成 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雷克斯·蒂勒森（Rex
為我在白宮西翼的高級團隊的一部分﹒
” Tillerson）為國務卿﹒
康韋始終是川普的捍衛者﹒ 在競選過程 據說川普很喜歡康韋﹐有意讓她出任白
中﹐媒體公布了川普 2005 年的一段錄音﹐ 宮新聞秘書﹐但是康韋沒同意﹒幾個星
顯示他用粗俗的語言描述自己如何沒有 期來﹐她一直公開談論自己究竟是應該
得到同意就粗暴地摸吻婦女﹒康韋之後 和丈夫及四個孩子舉家遷往華盛頓﹐出
任其它工作壓力巨大的白宮要職﹐還是
仍然支持川普﹒
康韋多年從事民調分析﹐為保守派候選 跟某個非政府組織共事﹐從外圍支持當
人出謀劃策﹒她在前國會眾議院議長紐 選總統川普﹒
特·金奇裏 2012 年競選共和黨總統候選 康韋在川普過渡團隊發表的聲明中說﹐
人時擔任金裏奇的顧問﹒ 她還幫助當選 “我要感謝當選總統給我這個讓人驚嘆
”
副總統彭斯成功地競選印第安納州州 的機會﹒

為川普出謀劃策 康韋將出任總統顧問

川普競選經理康韋在紐約川普大廈與媒體談話﹒
川普競選經理康韋在紐約川普大廈與媒體談話
﹒
（2016 年 11 月 14 日）
（2016

【VOA】唐納德·川普的過渡團隊星期四
說﹐當選總統川普選擇凱莉安·康韋為總
統顧問﹐她將是川普白宮女幕僚中地位
最高的﹒
康韋 8 月間在川普贏得共和黨總統候選
人後不久出任川普競選團隊的經理﹐她
被廣泛認為在促使川普出人意料地贏得
大選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她是第
一個管理總統競選團隊並獲得勝利的女
性﹒康韋將成為當選總統川普政治品牌
的主要管理者之一﹒
川普發表聲明說﹕
“她是我議程的不懈和
頑強的倡導者﹐對如何有效地傳達我們 長﹒

大眾與美方就尾氣排放作弊達成解決方案
【VOA】德國大眾汽車公司與美國和加利福尼亞州政
府星期二就有關該公司出售的部分柴油汽車尾氣檢測
舞弊的指控達成解決方案﹒預計﹐大眾將需要為此支
付十幾億美元﹒
按照這個部分解決方案﹐大眾公司必須回購或者修復
從 2009 年到 2016 年售出的 8.3 萬輛汽車﹐其中包括在
大眾汽車廠生產的保時捷和奧迪牌汽車﹒
加利福尼亞起訴大眾公司﹐指控它違反了《清潔空氣
法》﹒
大眾公司在某些柴油汽車上安裝了可以探測該車是否

受到尾氣排放監測的軟件﹒一旦發現受到檢測﹐該車
的汙染控制裝置就會啟動﹐大大降低汙染氣體的排放
量﹒汽車開始正常行駛的時候﹐汙染控制裝置就會自
動關閉﹒
一家聯邦法院在十月份下令大眾公司給安裝這種非法
軟件的柴油汽車的車主提供賠償﹒
大眾公司承認自己為了給顧客提供性能好油效高的汽
車而在尾氣排放檢測上欺騙了顧客﹒
該公司依然面臨刑事指控和私人車主提出的訴訟﹒

一輛 2013 年的配有柴油發動機的大眾帕薩特轎車在美國加利福
尼亞汽車尾氣檢測實驗室接受測試﹒
尼亞汽車尾氣檢測實驗室接受測試
﹒
（資料照片）
（資料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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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美客谷哥移動酒廊 調酒慶聖誕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
國際電視頻道 15.3 美食廚藝節目 「美食
美客」第 30 集，應景為觀眾帶來聖誕節
派對調酒，邀請 「谷哥移動酒廊」(G*O
Bar Catering)負責人 Shawn 與主持人翁大
嘴一同介紹各式簡單調酒，讓觀眾在聖
誕期間享受美食之餘，也能有美酒搭配
。精彩內容，將於聖誕節 12 月 25 日晚間
7 時 30 分播出，敬請準時收看。
本周末將迎接聖誕假期，在這溫馨
團聚的時刻，無論是家庭聚會或聖誕派
對難免小酌兩杯，谷哥移動酒廊提供高
檔服務品質，無論是公司或個人想辦聚
會，希望有各式雞尾酒和烈酒助興，都
可為消費者提供調酒服務，讓想喝調酒
卻不會動手作的顧客有新的選擇。
Shawn 首先先介紹基本的酒種，包括
伏特加，並推薦德州特有的伏特加酒，

龍舌蘭(tequila)也是德州
搶手酒類，許多包括瑪
格麗塔(Margarita)都是以
龍舌蘭作基底的調酒；
另外蘭姆酒也是常見的
類型。
接 著 ， Shawn 也 利
用常見的萊姆(lime)和柳
橙或櫻桃等來作調酒的
搭配，並示範馬丁尼
(martini)、 曼 哈 頓 (manhattan)、 瑪 格 麗 塔 和 荔
示範大眾化調酒，
示範大眾化調酒
，簡單裝飾就很好看
簡單裝飾就很好看。
。(記
枝馬丁尼等大眾化受歡
者黃相慈／攝影))
者黃相慈／攝影
迎的調酒。
精彩內容，請鎖定
， 也 可 電 洽 谷 哥 移 動 酒 廊 ， Shawn：
本節目，12 月 25 日聖誕節晚間 7 時 30 分
713-371-7535 或 Koji：832-462-3618。
首播，12 月 28 日周三下午 3 時 30 分重播
，敬請準時收看。對調酒服務有興趣的

谷哥移動酒廊負責人 Shawn(
Shawn(左
左) 與主持人翁大嘴
與主持人翁大嘴(( 右)。 ( 記者黃相
慈／攝影))
慈／攝影

休士頓2機場將迎240萬旅客人潮

（實習記者丘鎮豪／編譯）旅遊業專家預
測今年這個聖誕假期會有超過 4500 萬名旅客到
美國或世界各地旅遊，休士頓的兩大機場喬治
布希國際機場((IAH))以及哈比(HOU)機場將迎
接逾 240 萬旅客人潮。
從 2016 年 12 月 17 日到 2017 年 1 月 2 日，專
家預測會有 187 萬旅客在喬治布希國際機場出發

、抵達以及轉機，相較於去年所記錄的總人數
將超過 2 萬名旅客。在這期間，哈比機場也預計
會超過 50 萬名旅客，足足比去年多了 5.3 萬人。
好消息就是機場為了遊客們更新了數位系
統，讓遊客可以更快數方便地取得資訊，也讓
旅途更加的順利。 fly2houston.com 這個網站適
合行動裝置，像是手機、平板等，而且它因為
每一位旅客不同的需
求量身準備個人所需
要的資訊，其中包含
飛機抵達、出發的時
間，它也提供許多有
用的訊息以及功能來
幫助假期出遊的旅客
。
在 fly2houston.com
上旅客可以找到準確
的更新時間，它也幫
遊客清楚的整理出在
喬治布希機場五個航
廈中 7 個美國運輸管理
在年底旅遊旺季，
在年底旅遊旺季
，喬治布希機場擠滿人潮
喬治布希機場擠滿人潮。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局 （TSA） 的 安 全 檢 查 點
以及 Hobby 機場內的 TSA
谷哥移動酒廊負責人 Shawn(
Shawn(左
左)在節目上介紹酒種
在節目上介紹酒種。
。(記者黃相慈
安全檢查點。
／攝影))
／攝影
系統也幫助你找尋在
機場旁的停車位。到達機場的旅客也可以利用 。根據 3-1-1 規定，關於隨身行李中的液體，
網頁功能找到提取行李、轉機甚至是用餐的地 請先瀏覽 TSA 的網站 tsa.gov，先將禁止的項目
點。它也可以提供協助地圖，讓想在機場內購 先做成一份清單，以便檢查。如果是 TSA 預先
物、用餐等旅客可以輕鬆找到自己想要的目標 檢查會員，請遵循檢查點前的指示來加速掃描
。如果想要更輕鬆地進行這次的旅程，有些小 程序。
休士頓的機場都有許多設備來娛樂旅客，
提醒需要告知，首先必須早一點到達機場，在
飛機起飛前兩小時抵達可以確保旅客們有足夠 幫助旅客放鬆上飛機前緊張的心情，現場的表
的時間來找停車位以及運送行李，也可以利用 演節目也增加和諧的氣氛，而其中也包括不少
來自休士頓的人才。 旅客也可以花點時間享受
fly2houston.com 先提早預訂停車位。
從 fly2houston.com 中搜尋最新的飛航資訊 休士頓機場提供的餐廳選擇，其中包括當地人
，並在出發前的 24 小時前先完成登記的動作。 最愛的 Pink’s Pizza 以及知名的 Dylan’s Candy
機場都有免費的無線網路，而且其訊號非常快 Bar。
哈比機場裡則設有 XpresSpa，藉由按摩來
，在機場內可以看到許多充電座和不少的電器
放鬆旅客的心情，並在前往目的地時感到精神
用品商店來幫助旅客重新將手機充電。
在安全檢查時，先將登機證及護照準備好 飽滿。 兩大機場提供非常多樣化的商品和品牌
，在通過金屬檢測器前脫掉鞋子以及清出口袋 任君挑選，從化妝品到筆記型電腦，應有盡有
裡所有的東西，要不然就要再作一次全身檢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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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建新貿易委員會 制裁不公平交易的手段
拯救經濟增加就業 商界擔憂引發 貿易戰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為了實
現他的競選政策承諾，川普在 2016 年
12 月 21 日(週三) 宣佈組建一個新的白
宮 全 國 貿 易 委 員 會 （White House
National Trade Council） ， 目 標 就 是
遏制就業機會流向中國，墨西哥以及
其他國家的現象。在這場艱難和糾纏
的貿易戰中，川普任命經濟學家彼得
•納瓦羅（Peter Navarro）來領導這
個新的貿易委員會和億萬富翁威爾伯
•羅斯（Wilbur Ross）為新政府中處
理貿易問題的
為他的主要經貿決策者。他們共同的
戰鬥哲學是拒絕和製裁不公平交易的
手段來保護美國經濟，增加美國就業
機會來履行川普的競選承諾; 包括強
調與中國的貿易戰爭。
據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CNN） 21
日報導，自 2000 年以來，美國製造業
流失的就業機會多達 500 萬個。作為
川普的經濟顧問，納瓦羅在選舉期間
曾表示：“貿易本身不是問題，那些

不公平的貿易才是。”為了宣傳和達
到這個目標，納瓦羅曾製作了一個紀
錄片，講述美國的製造業是如何慢慢
轉移到中國去的。納瓦羅在這個紀錄
片裏說：“幫助捍衛美國和保護你的
家庭， 要減少進口中國產品不，甚至
不要再買中國製造的產品。” 除此之
外，川普在競選期間主打限制貿易自
由，他承諾除非加拿大及墨西哥同意
舉行新談判，否則將會當選後撕毀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川普同時誓
言對其他國際貿易夥伴採取更強硬的
貿易政策，包括中國及日本，指現時
的自由貿易政策帶來過多外國商品，
並令美國工人失業。他又揚言向把工
廠設在海外的公司，徵收 35%的關稅
。
川普主張的“美國優先”政策，
揚言為了保住美國工人的飯碗，將在
貿易政策上對其他國家強硬。美國傳
媒週四引述消息指，川普可能提早於
下月正式執政後，對進口的外國商品

徵收關稅，使用這些措施刺激美國國
內的製造業的增長率。消息人士指商
界曾提出警告，如果川普決定徵收關
稅，將會導致貿易戰、盟友不滿及令
川普政府增加經濟增長的計劃受挫。
此外，關稅也會導緻美國失去就業職
位，以及將會把成本轉嫁消費者，最
終損害美國的經濟。消息人士指，雖
然商界及共和黨領袖強烈反對徵收關
稅，但對川普團隊仍考慮這計劃感到
驚訝，擔心這會引發貿易戰！
華爾街日報撰文稱，川普在當選
美國總統後，一直希望把製造業從中
國搬回美國。有人擔心此舉會對深圳
經濟產生影響，但實際上深圳這幾年
的製造業增速放緩，高科技企業大批
湧現，深圳已經開始向技術密集型方
向轉變，特朗普的舉措或對深圳影響
有限。川普向美國製造業施壓，迫使
蘋果和其他製造企業將業務轉向國內
，要求他們撤出中國。用深圳作為例
子，深圳如今已成為國模龐大的消費

電子產業中心，中國最大的出口城市
，深圳已學會適應經濟變化。在深圳
僅兩家富士康技術集團的工廠就擁有
員工約 23 萬人，不但為蘋果提供產品
，也在為蘋果的全球競爭對手服務，
後者包括中國通信巨頭華為技術有限
公司，該公司的總部也設在深圳。
由於 2010 年以來的工資上漲潮，
深圳許多曾經繁榮的服裝和玩具的工
廠都遷至中國低成本地區和越南等國
。現在，一些消費電子製造商也在蠢
蠢欲動。其他企業則在削減勞動力成
本，用機器人代替人工。如果這些工
作機會回到美國，需要在自動化工廠
中管理上千個機器人，這將是計算機
專家做的工作，投票給特朗普的一般
藍領工人不能勝任這些工作。深圳以
低廉的價格聞名於世，深圳在組裝智
能手機和設備方面形成比較優勢，成
為日本、台灣和韓國特種部件供應鏈
的一部分。這裏有一支由大學畢業生
組成的、訓練有素的工程師隊伍，使

其成為全球產品成型中心。除此之外
，廣東省有極為強大的市場，包括每
年 8 億手機和 3000 萬 PC 出口。然而
許多深圳高管表示，即使特朗普威脅
說對中國進口商品增收關稅，華南地
區電子產品憑藉在工程、生產、運輸
方面的高效性，仍然可以完勝美國。
除了手機和 PC 市場，還有許多其他
行業在深圳蓬勃發展，使與中國的貿
易戰爭是一個漫長而艱鉅的工作。
2017 年一個最大的關鍵貿易問題
是川普提高關稅，孤立和封鎖美國對
外國自由貿易，使外國產品比美國製
造產品更昂貴，以及由此引發的貿易
戰會傷害到美國工人和消費者。然而
，納瓦羅認為關稅政策只是一個“談
判工具”。但談判需要非常強大的市
場，財力和長期的談判時間來支持它
。美國經濟和失業者能否承受這些時
間和精力消耗的戰鬥？

玉佛寺為西園老人中心舉行聖誕茶會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的義工們在融通法師率領下在十二月十七
日下午到 Westpark Geriatric Center (西園老人中心）為院裡療養的
民眾舉行聖誕茶會，並帶給老人們許多精彩的節目！
今年的節目，包括：長期支援玉佛寺慈善活動的幸福舞蹈團

指導老師及團長，Sheri 沈及她的快樂美麗的舞者們；玉佛寺
小提琴班的王照忠老師及小朋友們；表演葫蘆笛的小朋友，
Grace；表演蒙古舞蹈的 Michelle Yang（楊）小姐；演奏聖誕鋼
琴歌曲的 Jaely Chen（陳）小朋友；聞名僑界的二胡演奏家許
瑞慶先生及他的孩子，Samuel 的二胡鋼琴協奏曲；節目在由
魏明亮先生指揮的玉佛寺菩提合唱團演唱的節慶歌曲及贈送
聖誕禮物給耆老們中結束。
今年的節目是多年來最多，也可能是最精彩的一年。表演
的義工熱情的演出，例如，Sheri 孫老師，還與大家互動，帶
動節慶的歡樂。幸福舞蹈團帶給覌眾三個節目：聞歌起舞，
聖誕鈴聲及伝統的雙扇舞。非常設想周到，十分用心認真，
深得一百多個觀眾的欣賞！王照忠老師的菩提小提琴的演出，
帶給大家許多軽快的伝統耶誕歌曲，讓大家提早感受到佳節的
氣氛。幾位小朋友的中國舞舞蹈及樂器演奏帶給華洋覌眾濃濃
的東方傳奇及美麗！許瑞慶先生的二胡則穿越時空到西域的沙
漠或德州的荒野。達達的馬蹄，也譲德州的華洋觀眾想到牛仔
馬步飛奔的精彩！最後，菩提合唱團的魏明亮指揮，唱作俱佳
的帶動全體與合唱團一起唱耶誕歌曲，並由德州佛教會的義工
們贈送禮物給耆老，義工及耆老們在歡樂的氣氛中互助佳節快
樂，並依依不捨，相約明年再見！
今年玉佛寺繼續近二十年的伝統到西園老人中心舉行的耶誕

活動是由融通法師指導，楊妙雲副總幹事籌偹（包括捐贈禮物，
禮物收集及帶領義工準備點心及飲料）並由會員組，合唱團，慈
善組的義工共襄盛舉！玉佛寺長期支持西園老人中心，每月到中
心兩次協助老人們玩賓果。歡迎僑界的朋友參加義工的行列！玉
佛寺在 6969 West Branch Dr., Houston, Tx(281) 498-1616.
J Eric Lu,
Agent and Manager
J Eric Lu Insurance Agency, Inc.,
(713)988-0788(O) (713)988-6886(F)
(832)876-839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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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啟後程進才大師後繼有人
開拓進取程滿意接任推廣中心
（本報訊）12 月 17 日中午程進才大師的
家屬在錦江飯店舉行感恩答謝宴，僑界社團
代表及親朋好友 30 余人參加，程進才大師太
太、公子程滿意伉儷熱情接待來賓，程滿意
致辭感謝僑界各社團暨至愛親朋對程進才大
師的關愛和幫助，餐後邀請來賓在程進才大
師的國際陳式太極拳推廣中心武館，參觀了
由推廣中心學員舉行的太極拳精彩表演。
在程滿意帶領下表演依序展開，開場
集體陳太極拳表演，十幾位學員動作整齊劃
一、氣勢震撼，太極刀表演時表演者出場時
飛身躍起跌撲搶背滾翻後握刀起身，刀法氣
勢如虎，刀刀現功夫，呼呼生風，女劍客集
體劍如鳳飛在天，輕靈流暢，雙刀表演，刀
如飛雪，步與刀合，刀光劍影，龍騰虎躍，
青龍偃月刀，威風凜凜，關公挑袍刀法輕靈，
刀劈四門如泰山壓頂，關公提刀上霸橋、白
雲蓋頂呈英豪，勇猛彪悍的氣勢，猶如猛虎
下山，推手擒拿表演盡顯陳太極鎮門絕技：
仙童迎賓巧取勝，失蹄前推順水推舟，回身
搬枝下跪求饒，順手牽羊制頑敵。整場表演
緊湊生動，一氣呵成，觀眾看得過癮，報之
以熱烈的掌聲，紛紛表示：程進才大師辛勤
耕耘結碩果，陳太極中心後繼有人。國際陳

式太極拳推廣中心新掌門程滿意致辭說：陳
式太極拳推廣中心在父親程進才大師多年經
營下，已經有了很完備的教學體系，在美國
創立了陳太極的傳承體系和傳人，我將會繼
承發展，發揚光大，現在擴大招生，每一個
班都會安排有真功夫和豐富經驗的老師任
課，並由陳太極傳人現場指導，而每位傳人
都是經過程進才大師長期培養、觀察和嚴格
的考核，才授予陳太極第 12 代傳人，他們都
是具有 15 年以上的太極功夫，並是多次國際
比賽的金牌優勝者。我父親在北美推廣太極
文化貢獻卓越，是北美陳太極的開山鼻祖，
並創立了北美的陳太極傳承體系，我要繼承
我父親的遺誌，繼往開來，將中華太極文化
發揚光大，希望社會各界繼續關心支持國際
陳式太極拳推廣中心，共同努力，開拓進取，
更好地弘揚太極文化，造福於世界人民。
當日出席的有河南同鄉會，中國人活動
中心，文體藝術聯盟，世界功夫報，安徽同
鄉會，東北同鄉會，沈陽同鄉會，天津同鄉
會，旗袍協會，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楊俊
義永年太極拳中心，張耀武美術學校、沙漠
美術學校、林大大月子中心等社團暨企業代
表。

群星賀歲，壓軸一笑！
Well Go USA 迎來新春爆笑動作喜劇《鐵道飛虎》全員曝光，燃爆賀歲！ 由成龍領銜主演，丁
晟導演，黃子韜、王凱、王大陸、桑平、 吳永倫主演的《鐵道飛虎》將於 01 月 06 日全美上映。
此次“幹票大的”的為電影宣傳語，更是沖擊力十足。預告片最後， 成龍大哥貢獻神彩蛋：
“duang duang 就炸了！”這是成龍第一次在自己作品裏引用這句紅遍網絡的金句，非常喜感魔性。
成龍 率領 眾男神 開啟喜劇模式 !
帥氣的黃子韜，英氣的王凱，痞氣的王大陸— 一水的偶像 派，如何演喜劇？據導演 丁晟透露，
在電影裏，他們將徹底放下偶像包袱， 極盡本能發揮自己的喜劇天賦。
一開始他們進組時，還比較端著， 但是電影裏太多飛虎隊互相嘲笑彼此的戲份， 慢慢這種氣
氛就傳染到隊員的生活裏， 他們的喜劇本色也就都露出來了”，據丁晟透露， 大哥為了讓黃子韜
松弛，總愛開黃子韜玩笑，說他唱歌跑調， 而黃子韜越挫越勇，越要唱歌給大家，成了片場的開
心果。
在此前發布的“幹大事”預告中，無論是有點軟弱的黃子韜， 被偷襲的王凱，還是正氣凜然的
王大陸，都帶著滿滿的喜感。 電視節目《真正男子漢》讓觀眾看到黃子韜搞笑的一面， 這也增加
了大家對於他在《鐵道飛虎》中的期待，而化身“神槍手” 的王凱、首演“八路軍”的王大陸又
將帶來哪些驚喜， 也成為觀眾好奇的重點。
尤其在成龍大哥今年獲得了奧斯卡終生成就獎之後， 所有媒體和觀眾都是一片贊譽。而奧斯卡
獎項的票房號召力有多大， 單從那一部制作成本連 4000 萬不到的《荒野獵人》就知道， 小李子獲
獎之後，這部《荒野獵人》在中國的票房達到了近四個億。

⼤宅
建材

DAZI FLOORING WAREHOUSE

8585 Commerce Park Dr. #500, Houston, 77036
營業時間 周⼀⾄周六 9am-5pm
（713）899-8926 - Ella

經銷美國和歐洲⼀線品牌地板,品質卓越終⾝質保 !!!

限時特價,數量有限

起
9
6
.
4
Engineered Wood Floor 實⽊複合地板 包⼯包料 $
起
12.3mm Laminate Floor 複合地板 包⼯包料 $2.49
想知道更多感恩⽉促銷嗎？ 快來電諮詢吧 ！

更有各種線條，隔⾳墊，地板膠，⽔泥，中國城周邊，現貨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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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tgage Alliance

全通貸款

林臻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TX NMLS #290226

Sunday, December 25, 2016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www.mortgage-alliance.com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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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專頁
星期日

中興牙科

特色服務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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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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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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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美視學
唯美視學
週四休息

接受各類保險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

Sunday, December 25, 2016

JANE DENTAL
亮珍牙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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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t Vision

全新一流設備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本店推出
Dr.Rosanna Pun O.D.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713-271-6898 各類眼病

2016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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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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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665-0700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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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今年冬至大如年
楊楚楓

早幾
天 12 月
21 日 ，
是中國 「冬至」節氣，其取
義為冬季最寒冷的日子已告
來臨。真的，今年休市的初
冬，又似乎很有冬天的感覺
，因為有接連兩三天，都是
北風呼呼，寒流發威。象徵
著數九寒天，正式開始。
冬至是日，太陽黃經二百
七十度，直射南迴歸線，是
為北半球白晝最短、黑夜最
長的一天，國際天文學界公
認為北半球冬季正式開始之日。當天
晚上，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正北方。
此後，太陽直射位置，逐漸向北移
動，雖然北半球的白晝逐漸加長，但
地面每天吸收的太陽熱量，不能抵補
每天散失的熱量，因此天氣一天天的
冷下去。
我國民間素有“數九寒天”的說法
，即從“冬至”次日起數，每九天為
一個時段，依次稱為一九、二九……
八九、九九，共計八十一天。其中

“冷在三九”，時在“小寒”節氣時
段。
漢代定冬至為節日
我國先民用土圭觀測太陽，最早制
訂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個節
氣。古人將“冬至”節氣視為陰極陽
始的轉換點，自“冬至”日起，天地
陽氣漸強，開始新的循環，乃是大吉
之日。
從春秋時代到漢朝初年，歷代都將
一年的歲首設置在秋季大豐收以後、
大地休養生息的冬季，曾先後定在太
陰曆的十月、十一月。 “冬至”節
氣便凸顯其重要性，成為舉國慶賀的
節日。
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
）頒佈的《太初曆》（農曆），正式
將正月初一定為歲首（元旦，或稱元
日。今稱春節。），二十四節氣已全
部設置在曆法中，並確立“冬至”節
氣日為“冬節”，官府舉行祝賀儀式
，稱之為“賀冬”。其隆重僅次於歲
首，又稱“亞歲”。
漢武帝巡祭太一神
據司馬遷《史記·封禪書》，記載

政
政海
海 看《永遠在路上》電影的感想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12 月 16 號，是我所任職的學校
2016 年上課最後的一天。之後有 16
天，便是我們全體教職員工及千多位
學生的寒假假期， 「偷得浮生半日閒
」，我的休閒方式，其實跟寫作也有
些關係，因為我不是看報看書，便是
看電視、看電影。聽港澳友人介紹，
從今年十月中旬開始，中國大陸中紀
委反腐系列專題片《永遠在路上》，
便在中央電視台開始播出，引起海內
外輿論的關注。可以看出這個系列專
題片的脈絡端倪，中國官方宣傳的口
徑是，該專題片反映了中共十八大以
來、總書記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中央
， 打 擊 腐 敗 ， 抓 緊 「八 項 」 、 糾 正
「四風」之大陸當代 「官場現形記」
的歷程。尤令人矚目的是，片中還首
次出現了郭伯雄、徐才厚、蘇榮等
「大老虎」接受調查時的形象，並首
次曝光了疑似秦城監獄的內景。的確
是值得關注中國國情的海內外華人的
凝視。
對該專題片，我所關心的是當前

大陸高層決策層如何定義官場貪腐的
性質、解決官場貪腐的方式、以及未
來反腐的方向和製度建設。然而在看
完之後，雖然是看到了一些亮色，譬
如在反腐透明度有所增加，但總體上
來看，筆者個人仍然有些失望。
首先，在這個系列專題片中，那
些腐敗官員的涉案金額、以及貪腐程
度範圍，都大幅縮水。眾所皆知，最
近幾年中國因貪腐落馬的官員中，不
時出現令人咋舌的涉案金額，往往高
達上億元、甚至數億、數十億元的案
件，有些不足億元的案件，也高達六
、七千萬或八、九千萬，這些觸目驚
心的涉案金額，反映出大陸貪腐的嚴
重、和製度的病入膏肓。但在該系列
片中，看不到上述涉案逾億元的案件
和官員，片中出現的落馬涉案金額，
最高不過二、三千萬元左右，而不時
出現在大陸報章上的擁有幾十套甚至
上百套住房或豪宅的腐敗官員，也沒
有在片中出現。譬如片中出現的北京
市副市長呂錫文，她以內部價格購得
五套房，房價與市價相差兩千多萬，
該片意圖告訴廣大國民觀眾，此乃大
陸典型的腐敗大案和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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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遠古以來歷代帝王祭祀天地
的發展變化史。該書引《週禮》
雲：“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
長日之至。”可知“冬至”節氣
日帝王在京城南郊祭天，是先秦
的典章制度。
司馬遷曾隨漢武帝“巡祭天地諸神
名山川”，他在《封禪書》中生動地
記載了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年）
漢武帝外出巡祭時，不忘在“冬至”
日舉行祭天活動：“十一月辛巳朔旦
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意
思是說，十一月辛巳初一的早晨，冬
至時刻到來，天剛濛濛亮，天子就開
始在郊外祭拜太一神。 “太一”亦
作“泰一”，天帝的別名。漢代定冬
至為節日.
“冬至”祭天的儀式歷代相沿承
襲。有漢一代
，官府還例行放假，商旅停業，全
民歡度節日。 《後漢書》載：“冬
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
不聽政。”東漢·崔寔的《四民月令
》亦稱：“冬至之日，進酒肴賀謁君
師、耆老，一如正日。”南北朝的
《宋書》記載：“魏晉，冬至日受萬
國百僚稱賀，因小會，其義亞於歲旦
。”由此可見，乃漢代定冬至為節日
。
及至清代，更隆重其事。據吳振棫

的《養吉齋叢錄》載：“元旦、冬至
、萬壽慶辰，為三大節。天聰以來舊
制也。”可見清兵入關之前，便將冬
至與春節、皇帝生辰並列為三大節日
。 “冬至大如年”之說，誠非虛言
。
家可以大，可以小，能夠遮風避雨就
好。家可以窮，可以富，家人陪伴溫
暖就好。希望大家均有個溫暖的冬至
。冬至到，吃湯丸。圓圓滿滿一整年
，歡歡喜喜好福緣。
冬至乃二十四節氣之一，中國的
二十四節氣，最近經已列入聯合國的
非遺名錄中去。
11 月 30 日，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
的斯亞貝巴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
十一屆常會通過審議，批准中國申報
的“二十四節氣”，列入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
錄。
“二十四節氣”申遺成功，無論是
兩岸四地的中國人，還是海外華僑華
人，都極為振奮。因這既是教科文組
織，對該遺產項目有助於在整體上提
高對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重要性
認知的一致認可；也充分體現了國際
社會對二十四節氣所蘊含的中國傳統
文化的認同與肯定，有利於中華文化
的推廣傳播，又有利於世界各國人民

通過它認識了解中華民族的理想、準
則和精神。
凡中國人及海外使用中文日曆的
人們，對二十四節氣都非常熟悉，每
個節氣都註在農曆日期旁。其名稱分
別是：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
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
、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
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
雪、冬至、小寒、大寒。
二十四節氣是中華民族的獨特創造
。它的劃分起源於黃河中游地區，至
春秋時代（也有人認為在殷代）便利
用圭表測日影長短的方法，定出冬至
、夏至，並以此推定春分、秋分；到
了戰國秦漢時期二十四節氣已全部產
生。漢武帝太初元年頒佈的《太初曆
》中，正式規定一年分二十四節氣，
一直沿用至今，成為農事活動的主要
依據。隨著中華曆法外傳，二十四節
氣流傳到世界各地。它雖然註在農曆
的日期中，但卻是地地道道的陽曆，
因此其在公曆（陽曆）的日期中，每
年的變化很小，至多相差一二天。
二十四節氣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
。如今它已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
產代表名錄，我們更要自覺地保護它
、愛惜它、傳承它、發展它，留住民
族的靈魂！

這是大大不符合國情實情的，這個電
視節目，將中國的貪腐程度刻意縮小
化了。並且，該專題片也刻意將焦點
對準官員的吃吃喝喝，或者說 「舌尖
上的腐敗」。比如展現出一些官員的
違規吃請、到高檔場所吃喝、在單位
內部設高檔餐廳、嗜吃珍奇動物和山
珍海味、飲高檔酒，等等。但事實上
，大陸涉貪腐官員，普遍關涉酒色財
氣，或者說涉及到吃喝、情婦、淫亂
、房產等大宗錢財，而吃喝在這些腐
敗行為當中，算是最為輕微的。然而
在這個專題片中，卻將 「吃喝」當成
了腐敗的主要行為，這無疑是為了顧
及執政黨的形象而為，掩蓋了官員們
更為嚴重的貪腐行徑。事實上，在中
國其他的媒體上，不時報道出來的官
員們各式行徑，諸如眾多情婦和淫亂
行為、擁有眾多房產乃至豪宅、花樣
繁多的貪污、索賄、受賄行徑，讓讀
者觀眾、普通百姓氣憤填膺。
再有一點，就是該專題片當中露
面的涉案官員，在總結墮落原因時，
幾乎異口同聲地認為，自己栽倒在
「交友不慎」這件事上，對於結交商
人朋友的後果評估不足。落馬官員總
結道，那些商人或企業家來主動迎合
、拉近關係，為了有個靠山以獲取利
益，最後他（她）們被拖下水，自己
成了 「受害者」。但事實上，確實有

許多商人乃是主動巴結權貴，為了撈
取利益；但更多的時候，是那一些貪
官污吏官員、或者其配偶、子女乃是
主動出擊，自己不會經商、或不便拋
頭露面從事商業活動，於是主動找到
商界人士，讓後者成了自己獲取龐大
利益的 「白手套」。比如，前江西省
委書記蘇榮的妻子、兒子和女兒一起
接近商人，最後獲取大量不義之財。
眾所周知的是，自上世紀八十年
代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因為專權制度
的先天性缺陷，從商品經濟制度逐步
走向權貴市場經濟，從商人士欲發財
致富，靠正當經商、守法經營則道路
艱難，而結交擁有公權力的政府官員
、以及官員們的配偶子女親屬則會順
風順水，既容易辦事，又能順利撈取
錢財。可以說，大陸改革三十多年來
，官商勾結乃是各種市場行為的主調
，絕非個別官員的偶發現象。從制度
層面來看，如果政府官員的權力與資
源配置分開，那麽商人企業家不會來
接近他（她）們，而是專注於縱橫商
場。所以說，專題片中的貪腐官員，
並不是無辜的，大陸官場的腐敗，主
要不能怪罪於商人企業家。
該專題片再三強調，數十年來大
陸的製度是先進的，從上個世紀四十
年代就開始反腐敗了，如今的貪腐現
象，原因是個別官員沒能約束好自己

。所以該片認為，抵禦外部誘惑的重
點在於 「正己」，也就是要加強官員
的思想修養，還列舉了從古至今傳統
文化中的 「律己」箴言，片中提到了
做人要修身養性，要加強自身的思想
修養，教育各級官員要與企業家保持
「親清」，也即人要親近，關係要清
白。
但是，大陸數十年反貪腐的歷程
表明，這些 「正己」、 「律己」的教
導，對各級官員來說，當作耳邊風，
並非有效，以致於報章經常出現領導
幹部 「前腐後繼」 、 「反腐反腐，越
反越腐」的現象，所以說，單靠各級
官員自身的律己、提高修養，是做不
到清廉做官的，靠這些年來中共黨內
不時推出的 「廉政語錄」，也是無法
保持清廉的。
很明顯，大陸官場貪腐之嚴重，
乃源自製度性的痼疾。該專題片，沒
有從制度層面反思腐敗猖獗的緣由，
反而將腐敗產生的原因，歸咎於官員
個人對自身要求不嚴、放鬆了思想改
造，片中刻意迴避了 「制度性腐敗」
這一本質問題。在我看來，此乃這部
反腐系列專題片最大亦是最致命的缺
陷。
這就是我，一位真正熱愛中國、
熱愛中華民族、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
的志向的一位海外文人的肺腑之言！

休城讀圖

星期日

2016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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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Optoelectronics, Inc.
年終聖誕晚會（ 下）

董事長，CEO 林誌祥在聖誕晚會上致詞，感謝 AOI 團隊的共同
努力，公司獲得可喜的成果。

十年以上資深員工，等待頒獎。

15 年資深員工領獎後與董事長林鋕祥（ 右二 ） 合影。

董事長林誌祥（ 右二 ） 與管理階層團隊表演大合唱。

董事長林誌祥（ 右 ） 頒獎給員工抽獎抽中 $5000 元大獎者。

來自拉斯維拉斯的表演團隊演唱貓王
( Elvis ) 歌曲。
股東葉宏志致詞。

來自拉斯維加斯的表演團隊作精彩表演。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演唱者介紹貓王普里斯萊（Elvis ) 生平。

德州華人記者協會年終聚餐
Ruby 攝影
本報記者 黃麗珊 報導

德州華人記者協會於 12 月 17 日中午於該會位於賴清陽律師樓的辦公室內舉行年終聚餐，嘉賓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施建志副組長、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賴清陽律師、台灣同鄉聯誼會副會長賴李迎霞到場與
華人記者們同歡 .

德州華人記者協會羅秀娟副會長、鄔逸卉理事歡迎台灣同鄉聯誼會副會長賴李迎霞 ( 中
立者 ) 參加年終聚餐 .

德州華人記者協會陳碧如會長 ( 中立者 ) 準備了火鍋、麻油雞、楊州
炒飯等豐富佳餚招待會員 . 羅秀娟副會長 ( 左一 ), 鄔逸卉理事 ( 右一 )
參加盛會 .

德州華人記者協會陳碧如會長、羅秀娟副會長、鄔逸卉理事共同展示會徽 .

綜合經濟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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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遲廢除百元紙幣 委內瑞拉玩不轉“廢鈔令”了嗎
綜合報導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在 11
日宣布了廢鈔令，要求該國目前最大面
值的紙幣 100 玻利瓦爾在 72 小時內徹底
退出流通。但僅僅壹周不到的時間，委
政府又變卦了。馬杜羅在 17 日通過國家
廣播電臺宣布，將 100 玻利瓦爾紙幣的
使用期限延長至明年的 1 月 2 日。他在講
話中給出的廢鈔理由是，壹直以來，委
內瑞拉淪為紊亂的國際金融秩序的犧牲
品，政府采取這項緊急措施是為了打擊
國際犯罪團夥的違法行為，讓他們手中
持有的大量百元紙幣成為廢紙。但重要
的是，委內瑞拉延遲執行廢鈔政策背後
的猶豫，顯示出業已脆弱的社會難以承
擔任何大刀闊斧的變革措施。
即將退出歷史舞臺的百元玻利瓦爾紙幣
意在打擊犯罪
盡管委內瑞拉的廢鈔令只實施了 1
周不到的時間，但對當地社會和經濟帶
來的動蕩已經非常明顯：人們擁擠在銀
行門口、徹夜大排長隊等著換幣，自動
取款機前人頭攢動，幾千家門店因現金
短缺而大門緊鎖，很多民眾只能依賴信
用卡或者銀行轉賬，更多人由於壹時換
不到合適額度的紙幣，甚至連果腹的食

品都買不起了。百元紙幣退市還催生了
“倒鈔黃牛”，他們或收取 10%傭金，
或以 80 玻利瓦爾兌換百元面額紙幣的形
式賺差價。
這和壹個多月前印度推行廢鈔令後
的景象如出壹轍。印度莫迪政府此前推
行廢除令十幾天後，全印度至少有 55 人
在換鈔引發的沖突中死亡，即便有此前
車之鑒，委內瑞拉同樣沒能避免。據報
道，僅在 16 日壹天，委內瑞拉的六大城
市就因為廢鈔令爆發了街頭沖突，導致
32 人被捕，1 人喪生。在首都加拉加斯
，人們成群結隊地走上街頭，手中揮舞
著百元玻利瓦爾紙幣，憤怒地喊著口號
：“(它們)已經沒用了。”
對此，馬杜羅政府壹再強調，廢鈔
的初衷是為了防止走私並打擊犯罪團夥
。據報道，那些活躍在哥倫比亞與委內
瑞拉邊界的犯罪團夥已將超過 3000 億玻
利瓦爾的紙幣通過邊境非法運往哥倫比
亞和巴西等國，其中大部分交易都是用
百元紙幣進行的，馬杜羅壹直視此為境
外勢力針對委內瑞拉發動的“經濟戰”
。與廢鈔令同期延長的還有委內瑞拉與
哥倫比亞和巴西之間邊境關閉的時間。

14 日以來，委內瑞拉軍方已在邊境地區
繳獲大量來路不明的百元紙幣，其中在
與哥倫比亞接壤地區收繳了價值 8827 萬
玻利瓦爾的百元紙幣，並要求 129 人澄清
收入來源;在和巴西之間的邊境地區共收
繳了 4482 萬玻利瓦爾的百元紙幣，並逮
捕 14 人。
另壹方面，馬杜羅堅信，在哥倫比
亞的壹些城市，存在著偽造百元紙幣的
作坊。因此，廢除百元紙幣並且暫時關
閉邊境，能防止這些假幣回流並沖擊委
內瑞拉國內的金融市場，同時，這些犯
罪集團擁有的大量百元紙幣從此也淪為
廢紙。目前，委內瑞拉官方給出的美元
對玻利瓦爾的匯率為 1 美元兌換 6.975 玻
利瓦爾，但在黑市，大約 4000 多玻利瓦
爾才能兌換 1 美元。
引發經濟陣痛
但廢鈔令的效果顯然是壹個硬幣的
兩面，打擊非法利益鏈之外，換幣給民
眾的生活帶來了非常大的不便，也對國
家經濟產生了壹定程度的沖擊。
在印度，大面值紙幣被廢除之後，
各行業資金短缺，工廠停產，生產和出
口銳減，權威機構甚至因此作出 0.7~4 個

美聯儲加息後

美元升值可能成為貿易戰爭的開端
綜合報導 近日，美聯儲如期宣布加息 25 個基
點。這是長達十年內的第二次加息。同時，美聯儲
公布的內部預測顯示，2017 年預期加息的次數由此
前的兩次上升到三次。
在人們壹直等待的特朗普的財政刺激出臺前，
美國經濟已呈現出較強的增長勢頭，出於防範經濟
過熱，12 月的這次加息是在美聯儲準備之中的，市
場基本也提前消化了這次的加息動作。人們此刻更
關註的是，未來會不會加速上調利率。
在新聞發布會上，美聯儲主席耶倫透露了“數
位美聯儲官員在預期中將財政政策的變動納入了考
量”，從而導致預期加息次數的上升。不過耶倫強
調，預期加息兩次變為三次只是個“非常溫和的改
變”。這麽說並不代表什麽，因為央行的表態總是
要考慮穩定人心，不造成大的市場波動。
正如耶倫在發布會上說，還不能確定特朗普的
經濟政策對未來的影響。事實上所有人都等著想知
道特朗普的政策會是怎樣的，大家盯著特朗普的每
個動態—包括他在推特和其他場合說的話。如果他
上任後真的會推出強勁的財政刺激政策，美聯儲也
應該做好加速上調利率的準備。

問題是：特朗普將怎樣兌現自己當初的承諾呢？
幸好市場選擇了“特朗普繁榮”
英國金融時報駐華盛頓的首席評論員愛德華·
盧斯在近期的壹篇文章中諷刺說，市場預測人士不
僅曾預言唐納德· 特朗普會輸掉大選，他們還曾以
為，如果特朗普獲勝，市場會崩潰；特朗普當選成
為既成事實後，投資者又認為，特朗普承諾的好事
全都會發生，壞事全都不會發生。
的確，自 11 月 8 日特朗普打敗希拉裏以來，全
球市場形成了壹股“特朗普繁榮”。標準普爾、道
瓊斯、納斯達克三大股指都呈現壹輪上漲行情，為
美國股市增加了逾 1 萬億美元市值，美元貿易加權
指數上漲近 5%。特朗普當選後股市的表現體現了
減稅、大規模政府支出這些“好事”，卻沒有體現
全球貿易戰和大舉驅逐移民這樣的“壞事”。
競選成功後，特朗普提出的未來十年 5 萬億美
元減稅計劃和 1 萬億美元基建開支計劃，就算打了
折扣依舊龐大，這顯然是美國股市和美元進壹步走
強的邏輯基礎。
現在投資者都在等著特朗普對美聯儲加息會有
什麽表態。在競選時，特朗普曾說，他不會讓耶倫

百分點的負增長預測。
對於經濟更加脆弱的委內瑞拉而言
，換幣所帶來的陣痛更為明顯。委內瑞
拉央行數據顯示，百元紙幣約占該國貨
幣流通總量的壹半左右，總額超過 6000
億玻利瓦爾。經濟學家擔心，廢鈔令對
穩定該國金融秩序可能有害無益。
作為南美石油大國，委內瑞拉的原
油儲量傲視全球。也正因為原油收入是
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因此當油價自
2014 年開始暴跌後，委內瑞拉風光的日
子不再。數據顯示，原油收入占到委內
瑞拉出口總額的 95%，這意味著，如果
石油不值錢或者賣不出去了，那麽委內
瑞拉的財政支柱將很快坍塌。
目前，委內瑞拉已經是連續第三年
陷入經濟衰退。數據顯示，委內瑞拉
2014 年 的 經 濟 增 長 為 -3.8% ， 2015 年
為-6.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
今年委內瑞拉經濟將萎縮 10%，該國至
少要到 2019 年才能擺脫經濟衰退。
等著換幣的民眾
通脹壓力難減
壹邊是經濟衰退，另壹邊則是物價
飛漲。IMF 預測，今年委內瑞拉的通貨

連任下壹屆美聯儲主席，也有媒體報道特朗普宣稱
要炒了耶倫—兩種說法有所區別，耶倫正常卸任的
話還要等到 2018 年 2 月。特朗普可能真的說過要炒
掉耶倫這種話，雖然沒有總統臨時換掉美聯儲主席
這樣的先例，但相關的法律條文的確賦予了總統這
個權力—不過，就像特朗普其他壹些話也會被打個
折扣壹樣，現在市場基本上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了
，人們更關註的是：特朗普會提名誰填補現在美聯
儲理事會的兩個空缺。
就短期來說，隨著大幅減稅等措施出臺，市場
行情會越來越好，對好行情的最大威脅是美聯儲的
加息。此前美國經濟處於復蘇階段時，美聯儲為了
不打亂節奏，不斷調降加息預期，部分市場評論人
士認為，這次美聯儲像是與此前作了告別，做好了
加快加息的準備。對美聯儲來說，如果能借這壹輪
財政擴張的勢頭，更為激進地加息，對自己是有利
的，因為如果利率能較快地回到高位，下壹輪衰退
來臨時就有了更大的降息空間了。從這個意義上來
說，美聯儲應該慶幸有特朗普，或者說應該慶幸資
本市場選擇了“特朗普繁榮”而不是“特朗普蕭條
”，讓自己為未來積攢出更多的政策彈藥。
在新聞發布會上，耶倫回答媒體提問時謹慎地
表示，從目前美國經濟和就業恢復的情況看，美國
並不太需要財政刺激。
借強勢美元重振制造業
“寬財政、緊貨幣”的政策組合已現雛形，這
無疑給了美元更大的壓力，美元升值不可避免，不

膨脹率將達到驚人的 475%。中債資信國
家風險部資深分析師李昕認為，委內瑞
拉政府推行“廢鈔令”，名為打擊犯罪
，背後的深層原因在於遏制通脹。
與印度類似，委內瑞拉政府廢除百
元面值紙幣後，取而代之的是 6 種面值
更大的新版紙幣：分別是 500、1000、
2000、5000、10000 和 20000 玻利瓦爾。
但是，中債資信國家風險團隊認為
，發行更大面值的貨幣最多只能暫時緩
解通脹給民眾帶來的不便，而造成惡性
通脹的深層次誘因依然存在，且短期內
無法根除。由於委內瑞拉經濟深陷衰退
，生活必需品長期匱乏，以及民眾對委
內瑞拉石油公司在未來會出現外債違約
的預期不斷加深，民眾不得不通過非正
規渠道搶購美元或其他國家貨幣，以達
到保值的目的。此舉擡高了黑市美元兌
玻利瓦爾的匯率，轉而加劇委本國通脹
壓力，形成惡性循環。
壹旦委內瑞拉政府承諾的更大面額
紙幣無法及時進入流通渠道，那麽極有
可能重蹈如今百元紙幣被廢的覆轍，同
時進壹步加劇社會的緊張局勢，使委內
瑞拉政府未來的走向更加不確定。

久前美元貿易加權指數已攀升到 12 年的最高，未來
進口成本還會降低，出口價格還會升高，美國的貿
易赤字還會擴大。而降低貿易赤字、讓美國的制造
業回流，是特朗普競選綱領的核心。
由於出口在美國經濟中所占分量相對較小，美
國對本幣強勢的耐受度超過其他許多主要經濟體。
但是強勢美元下，特朗普提出的吸引制造業工作回
流的目標更難實現了。現在人們都想知道：特朗普
會放棄自己的承諾嗎？
壹種普遍的猜測是，特朗普會擱置全球貿易戰
的步伐，選擇當年裏根式的高財政赤字、高貿易赤
字的擴張性繁榮。之前特朗普任命投行人士擔任關
鍵經濟職位，就被認為是妥協：不管特朗普說過什
麽，他最後還是會重走歷屆政府的老路。
但長期來說，隨著貿易赤字繼續增長，特朗普
真的會不顧當初的誓言嗎？這個時候不妨讀壹下特
朗普在他的自傳裏說過的話：“無論妳做什麽，都
不能欺騙大眾，至少不能長期欺騙……妳可以來點
兒虛張聲勢，然而，壹旦妳沒有履行諾言，人們就
徹底了解妳的為人了。”
所以，那些自始至終對特朗普嗤之以鼻的媒體
作者，在行情壹片大好的時候不忘提醒市場：特朗
普依然是個沒有拆除的定時炸彈。也就是說，在對
美元升值沒有辦法的情形下，特朗普政府會轉而
推行前所未有的保護主義措施。歐洲壹名資深貿
易官員表示：“許多人應關註的主要問題是，美
元升值可能是貿易戰爭的開端。”

新聞圖片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 2016 年 12 月 19 日，土耳其安卡拉，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卡爾洛夫（karlov）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遭槍擊身
亡。槍擊案發生時，卡爾洛夫正在參加一個藝術展開幕活動。據報道，槍擊者在射擊卡爾洛夫後表示：“別忘記阿勒頗，別忘記敘
利亞。”圖爲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卡爾洛夫（karlov）被槍擊後倒地。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 2016 年 12 月 19 日，迪拜，聖誕市場節日氣氛濃厚。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 19 日晚，一輛卡車衝進柏林夏洛滕堡區威廉皇帝紀念教堂附近的聖誕市場。德國柏林警方最新消息，柏林
卡車事件死亡人數已上升至 12 人，另有 48 人受傷，其中不乏重傷者。傷者均已在醫院接受治療。死亡人員中包括當場喪生的卡車
副駕駛。此前，德國媒體報道，一輛貨車 19 日晚衝入柏林市西部城區繁華地帶一個聖誕市場的人行道，造成至少 9 人死亡。據德媒
援引警方發言人的話報道，事件疑爲人爲襲擊。肇事嫌疑人之一被警方在附近地區抓獲後死亡，事發時車上還有一人，目前仍在逃
逸。媒體援引急救人員的話報道說，肇事貨車在人群中衝撞了 50 米到 80 米的距離，現場至少有 50 名傷者。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 2016 年 12 月 19 日，英國倫敦，英國郵政的 Crown 郵局
工作人員舉行罷工，全英國繁華街區的 50 家郵局辦公室將暫時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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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mas Trees
That Light Up The World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With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the holidays winding down,
reaching its peak on this Christmas Day,
it is now time to relax and enjoy this special season of happiness and joy.
Today is the day for family, friends and being together
or keeping in touch with friends a world away.
Please join us on a brief journey around the globe
and see how the humble tree of Christmas
continues to light up peoples' spirits over the entire global.

Moscow celebrates Christmas according to the Russian
Orthodox calendar on Jan. 7. For weeks beforehand, the
city is alive with festivities in anticipation of Father Frost's
arrival on his magical troika with the Snow Maiden.
He and his helper deliver gifts under the New Year tree, or
yolka, which is traditionally a fir.

Ooh la la Galeries Lafayette! In Paris , even the Christmas
trees are chic. With its monumental, baroque dome, plus
10 stories of lights and high fashion, it's no surprise this
show-stopping department store draws more visitors
than the Louvre and the Eiffel Tower

Illuminating the Gothic facades of Prague 's Old
Town Square , and casting its glow over the
manger display of the famous Christmas market,
is a grand tree cut in the Sumava mountains
in the southern Czech Republic.

A Christmas tree befitting Tokyo 's nighttime
neon display is projected onto the exterior
of the Grand Prince Hotel Akasaka.

The world's largest Christmas tree display rises up
the slopes of Monte Ingino outside of Gubbio,
in Italy 's Umbria region. Composed of about
500 lights connected by 40,000 feet of wire,
the 'tree' is a modern marvel for an ancient city

The largest Christmas tree in Europe
(more than 230 feet tall) can be found in
the Praça do Comércio in Lisbon, Portugal.
Thousands of lights adorn the tree, adding to the special
enchantment of the city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In addition to the Vatican 's heavenly evergreen,
St. Peter's Square in Rome hosts
a larger-than-life nativity scene
in front of the obelisk.

The Christmas tree that greets revelers
A token of gratitude for Britain 's aid
at the Puerta del Sol is dressed for a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Christmas
party. Madrid 's two-week celebration tree in London 's Trafalgar Square has
makes millionaires along with
been the annual gift of the people of
merrymakers. On Dec. 22, a lucky citizen
Norway since 1947.
will win El Gordo (the fat one), the
world's biggest lottery.

'Oh Christmas tree, oh Christmas tree':
Even in its humblest attire, aglow beside a tiny
chapel in Germany 's Karwendel mountains,
a Christmas tree is a wondrous sight.

Drink a glass of gluhwein from the holiday market
at the Romer Frankfurt's city hall since 1405
and enjoy a taste of Christmas past.

Venice 's Murano Island renowned
throughout the world for its quality
glasswork is home to the tallest glass tree
in the world. Sculpted by master glass
blower Simone Cenedese, the artistic
Christmas tree is a modern reflection of
the holiday season.

The Capitol Christmas tree in
Washington , D.C. , is decorated with
3,000 ornaments that are the
handiwork of U.S. schoolchildren.
Encircling evergreens in the
'Pathway of Peace' represent
the 50 U.S. states.

From the Staff of
News&Review
Against a backdrop of tall, shadowy firs, a rainbow trio of
the night in the forest of America's great northwest.

Last, but not least, a colorful tree lights up
the skyline of Austi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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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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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

免費估價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

www.cmdgroupusa.com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Design & R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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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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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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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