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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對談宣傳農曆新年園遊會
美南新聞集團將於2月4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在美南新聞
大樓廣場舉辦「第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Festival)﹐園遊會將搭配休士頓超
級盃百萬觀光人潮﹐號召各族裔社區參與﹐打造多元文化國
際盛會﹒為宣傳活動﹐多元對談(Diversity Talk)上周五邀請園
遊會籌備會委員菲律賓商會董事Loloy Reyes(左)及巴基斯坦
商會前會長PJ khan Swati(右)﹐接受主持人Sangeeta Dua(中)
訪問﹐分別與觀眾預告兩大社區屆時如何在園遊會上的展現
自己的傳統文化﹐將帶給多族裔社區一個不同凡響的國際性
農曆新年慶典﹒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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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9889 Bellaire Blvd., #251-261, Houston, TX 77036
Tel: 281-201-1360Houston 店:

10901 North Lamar Blvd., #211, Austin, TX 78753
Tel: 512-387-3282Austin 店:

營業時間: 日-四 11am ~ 9pm        五,六 11am ~ 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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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fitjpstore.com



德州新聞 BB22

﹒﹒

星期四 2017年1月12日 Thursday, January 12, 2017

第 62 屆休斯頓國際船展登場 人數增兩成

低票價航空公司 Spirit 加入  
休斯頓乘客受益

最後的民調！
超半數美國人稱

喜歡奧巴馬

（本報綜合報道）第 62 屆休斯頓國際船展從 1 月 6
日開始一直持續至 1 月 15 日在 NRG Center 舉辦，本屆
的舉辦方周四表示，此次國際船展以及運動 & 旅遊展覽
的參加人數比往年提高了 21%。

上周六 由於受到 NRG Center 舉辦的 NFC 相關賽
事的影響，當天國際船展暫停一天，但從目前的票房統
計數字看，今年參展人數仍然超過往年。

休斯頓國際船展主席 Ken Lovell 對外表示，今年展
覽的前三天，不少的船只銷售商、參展商統計的銷售數
字已經顯示，和去年相比有顯著提高。

同時，船展的良好銷售也顯示 2017 年將對休斯頓乃
至全美的休閑船只生產業都是一個好的開端。

第 62 屆休斯頓國際船展的門票價格為成人 12 美元，
6-12 歲入場者的門票為 5 元，5 歲以下兒童免費入場，
停車費為 12 美元，所有現場售票窗口和停車場僅收現
金。

展覽地址
NRG Center
8400 Kirby Drive, Houston, TX 77054
網址：http://houstonboatshows.com/

（本報綜合報道）如果你正為 2017 年的春假和暑假出
行做準備，最近低票價航空公司 Spirit 的加入，料將讓休
斯頓乘客受益。

據報道，以低價機票吸引乘客的 Spirit Airlines 宣布開
展休斯頓布什洲際機場（IAH）的運行業務。

這家航空公司本周二稱，不久將從休斯頓最大的機場
IAH 增加兩條新的飛行線路。其中一條是每天固定的的直
飛服務，另一線路則是從 4 月 27 日開始的季節線路，即從

休斯頓抵達西雅圖國際機場（Seattle-Tacoma International 
Airport）。

Spirit 航空公司在聲明中表示，最近增加的線路將是未
來新增的 10 條線路的一部分。這些直飛線路將為乘客提
供超低價格的機票，讓更多的休斯頓乘客在未來的出行中
能夠節省開支。

Spirit 航空公司總部位於南弗羅裏達，在市場策略上以
提供低價位機票和最簡單的服務而著稱。

此外，由 Wichita 
S t a t e  U n i v e r s i t y 
和 E m b r y - R i d d l 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
評 比 的 第 26 屆 航 空
公司服務綜合質量結
果 公 布， 該 項 評 比
主要的參考指標為航
空 公 司 的 準 點 飛 行
率、強制拒絕登機率
以及乘客行李的運送
準確率等等，在此次
國內航空公司的評比
中，表現優異的前五
位 的 航 空 公 司 分 別
是：1. Virgin America 
2. JetBlue 3. Delta 4. 
Hawaiian 5. Southwest

在奧巴馬即將離開
白宮辦公室之際，民調
顯示，超過半數美國人
喜歡他。但美國人仍然
認為，他令美國更加分
裂。

根 據 美 聯 社 和
NORC 公共事務研究中
心共同做的民調，只有
不到一半的美國人認為，
奧巴馬執政八年間，美

國比以往更好了。他們認為奧巴馬並未實現競選時所說的目標，許多
政策也未獲通過。不過許多美國人仍然喜歡他。

57% 美國人稱，他們喜歡奧巴馬。37% 人稱他們不喜歡他。半數
人稱奧巴馬是一個“優秀的”或者“好的”總統。

這一民調結果和 2014 年的結果大相徑庭。2014 年 12 月，在民主
黨失去參議院多數黨位置之後的幾個月，同一機構所做的民調顯示，
只有 41% 美國人喜歡奧巴馬。2/3 美國人認為奧巴馬沒能實現自己的
承諾。44% 美國人認為奧巴馬努力實現自己的目標，但是失敗了，超
過 22% 人認為奧巴馬完全沒能實現自己的承諾，32% 認為他實現了承
諾。

4 成美國人認為，奧巴馬離開白宮後，自己和家人將過得更好。
25% 美國人認為日子會變糟糕。1/3 美國人認為不會有什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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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新聞集團將於2月4
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場舉辦 「第21
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Festival)，園遊會將搭配休士頓超級盃百萬觀光
人潮，號召各族裔社區參與，打造多元文化國際盛會。
11日下午籌備會在美南新聞召開內部會議，不少僑界領
袖出席，會議主要討論展攤、舞台表演和志工分配等進
度更新。

會議持續針對即將到來的園遊會做進度報告，並讓
在場參與的各族裔社團領袖都能更新活動概況。參與會
議的社區領袖包括休士頓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德州
和統會會長鄧潤京、地產經紀劉妍、恆豐銀行公關周明
潔 、 TV Houston 負 責 人 Sangeeta Dua、 菲 律 賓 商 會
Loloy Reyes、Artventure Inc.傅曉薇與Kyle 傅等人。

此次會議上主要討論展攤進度，目前已有數十個展
攤，籌備會大力歡迎各界踴躍參與。其他則更新交通分
配等工作，籌備會表示，目前舞台表演節目已規畫差不
多，表演節目多元又豐富，精采可期。

另外，為在活動來臨前暖場，炒熱氣氛，將在1月
26 日下午 5 時至晚間 8 時於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舉辦 Kick off Party 及
VIP Reception將在2月4日園遊會當天上午9時30分至10時30分舉行，僅
邀請贊助商參加。

對攤位購買有興趣的人，一般展攤450元、食物展攤550元，詳細資訊
中文請洽 Angela Chen：713-517-8777 或 angela_nwe@yahoo.com 或英文請
洽Jennifer Lopez：281-983-8152或jenniferitc@gmail.com。

依賴共存 ---- 一種健康失調的關係(下)
【【心理諮詢與健康生活心理諮詢與健康生活】】 熊雅麗熊雅麗

實習心理諮詢師實習心理諮詢師

上周文章，筆者分享擁有“依賴共存症”的群體養成和
生活方式，本周延續討論如何改變此病症，回歸正常生活。

如何改變“依賴共存症”？可以參考以下四個步驟：
1. 把注意力的焦點調回到你自己身上：不僅僅是外在的

，最重要的內在方面。也就是說你所做所為的動機是來源於
自己的價值觀，自己的需要，以及自己的切身情感，而非來
源於任何他人。這需要一個漫長而艱苦的學習過程，因為
“依賴共存症”是從小習得多年習慣積累而成。這個過程中
，你要學習怎麽樣放手，怎麽樣停止討好他人，怎樣按照自
己的健康需要發展關係。一個從小生活在被各種虐待的環境
中的孩子，長大後需要很大的勇氣和心理支持來打破這種不
健康的關係怪圈。

2.不要回避你的現狀：不管你是依賴酒精，毒品還是依賴

某個人。通常情況下，這類群體拒絕承認他們的情感，特別
是情感需要，諸如真正的親密關系。他們小時候沒有被父母
用心養育，他們的觀點及情感被父母粗暴地忽視，否定。漸
漸地，他們學會了向父母一樣否定自己的需要，因為這樣可
以避免被拒絕和被批評。有的人則開始學習自給自足----採
用不健康的方法，諸如暴飲暴食，使用毒品，或者超強度的
工作。

3.自我接納：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終身的學習。心理
治療有效的第一步始於完全地接納自己，接納生活所呈現出
來的侷限性和不完美。這代表著一種成熟的態度。只要接受
現實，改變才可能發生，自責及逃避只能讓你停滯不前。譬
如，當你感到憂傷，孤獨，或者悔恨時，做些正向事情讓自
己感覺好起來，而不是讓自己感覺更加糟糕。自我接納意味

著你在意自己的負面感受，放棄自我批評，卻不擔心他人會
因為你的負面情感而拋棄你。當自尊及自信開始慢慢增長，
你會變得更加真實，有能力駕馭真正的健康親密關係。

4.行動起來：自我接納及自我覺醒必須建立在行動之上，
否則一文不值。你可能需要勇敢地表達自己，或單獨做某件
事情，或劃出一清晰界限。同時你要忠於自己的感受，停止
自我批評。與其依靠他人滿足內心需要，不如自己行動起來
，做些事情讓自己感到充實且滿足。每一次的努力都不會白
費，在此過程中你將會逐漸了解自己的需要及情感，自信心
和自尊心隨之提高。尊重你的需要，尊重你的情感，只有你
是才是自己人生的作者。 （完）

2121屆新年園遊會系列報導屆新年園遊會系列報導
美南新年園遊會倒數計時美南新年園遊會倒數計時 歡迎各界踴躍贊助展攤歡迎各界踴躍贊助展攤

當天參與會議的僑界領袖當天參與會議的僑界領袖。。((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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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福台灣商會的年度盛會---「達福地區
全僑新春聯歡晚會」，今年將於2月3日(星期五)
假達拉斯洲際大飯店(Hotel InterContinental-
Dallas)舉行。新春聯歡晚宴籌備會正如火如荼地
展開各項籌備工作，為了能夠將千人晚宴舉辦
得盡善盡美，商會的理事們皆傾囊相助，齊心協
力地幫忙募桌募款。目前已募得鑽石桌3桌、白
金桌10桌、金桌16桌、銀桌7桌、社區桌26桌，
募桌工作仍然繼續努力並且增加中。該場盛會
多年以來深獲僑胞熱烈地響應及支持，亦是主
流社會兩百多位政商名流每年必定參與的盛會
之一，主辦單位公關組表示，目前已邀約國會議
員、多所城市市長及市議員，大學校長、學區總
監等，而所邀約的貴賓們已陸陸續續地回函應
邀出席。

美國航空公司 ( American Airline ) 的資深
副總裁 Don Casey 將擔任今年的晚宴主講人，
Casey 副總裁為AA的全球營運部門負責人，主
管AA在全球各地每日6700架次飛機航班及票
價，掌控一年 350 億美金的營收，是 AA 公司的
靈魂人物。Casey 副總裁畢業於加拿大英屬哥倫
比亞大學MBA, 進入AA之前曾為加拿大航空

公司資深副總裁，將在晚宴中主講 AA遠東航線
經營的策略。

該商會已舉辦數年的”國際願景杰出獎”(
Global Vision Award) 今年將頒發的三位獲獎者
分別是：達拉斯浸信大學 (DBU ) 校長 Dr. Gary
Cook、克羅亞洲博物館 ( The Crow Collection
of Asian Art) 館長Amy L Hofland，以及達福國際
機場董事會主席 Sam Coats。

而達福台商會長期以來深耕的姊妹城市締
結以及國際學生交換計劃，也將分別向大家介
紹過去一年來的活動成果

為了能令每位與會來賓有份歡樂的心情共
同慶祝農曆新年，因此將盡力安排晚宴餐點、節
目演出及高潮迭起近萬元的現金抽獎，務必讓
賓主盡歡！

今年的節目將邀請來自臺北市立明道國小
的民俗扯鈴表演，明道國小位于文山區，為經濟
文化較弱勢的地區，但是學生在扯鈴技藝上的
表現，極為亮眼，明道國小扯鈴隊一直都是全國
扯鈴比賽的冠軍隊伍，多次入選臺北市青少年
民俗運動訪問團出國訪演，宣慰僑胞，足迹遍及
世界各國。明道畢業校友如今已為民俗界中流

砥柱，經常在世界大賽中獲得首獎和金牌，也在
大陸達人秀中有精采的演出，並獲大獎，是教育
部、外交部、僑委會指派出訪演出或文化教師；
現在臺北市中小學各級學校之扯鈴教練，近半
為本校畢業之校友，在技術鑽研和文化傳承上，
不遺餘力。

扯鈴表演是以各種不同的表現方式展現出
團隊高難度的合作，以拋鈴或換鈴等俐落的身
段和多變的技巧，表現出團體扯鈴的默契和美
感。多樣化而且充滿趣味的扯鈴的表演是不可
多見的，身邊的器物諸如雨傘、呼啦圈、鍋蓋..，
順手拈來都可以扯出許多花樣，真是令人驚嘆
不已！民俗文化特色的演出，特別適合在節慶中
與民同樂，讓精湛的民俗體育表演普及至中美
嘉賓的心中!

除了動態的表演之外，節目中亦安排了享
有盛名的達拉斯浸信大學 ( Dallas Baptist Uni-
versity , 簡稱DBU )合唱團演出動聽的中外歌曲
。

達福台商會非常歡迎僑學各界及朋友參加
，共同慶祝雞年的來臨。晚會桌次分為: 鑽石桌
$5000 元、白金桌$2500 元、金桌 1200 元、銀桌

800 元、社區桌 600 元。購桌聯絡人：楊慧美 (
Kathy Lin) 817-312-9998, 曹利娜(Peggy Chu )
972-897-8883， 王 嘉 玲 ( Chialing Chung)
214-536-3968, 羅 玉 昭 ( Helene Lee)
817-723-3073, 歡迎各位踴躍購桌。

募獎方面，除了兩張臺北西岸、臺北-休士
頓來回機票(長榮航空、與中華航空)之外，最引
人注目的首獎是由達福臺商會提供的現金紅包
$2,017元，會長李庭槐提供的千元大紅包，以及
大大小小現金及獎品超值萬餘元。募獎組聯絡
人: 陳文珊 ( Suzan Chen ) 469-878-2178、樊秋
霞 ( Tina Higley) 214-448-7402, 曹利娜 ( Peg-
gy Chu ) 972-897-8883, 雷 筱 鳳 (Anna Chu )
214-535-6044。

另設有廣告贊助，希望廠商、公司朋友們多
多支持，節目手冊所有廣告皆為彩色印刷，全頁
$500 元，半頁$300 元，歡迎與廣告組曹利娜(
Peggy Chu) 972-897-8883、陳 文 珊 ( Suzan
Chen ) 469-878-2178聯絡。(達福台商會供稿)

中外嘉賓同賀歲金雞報喜迎新年
2月3日舉行新春聯歡晚宴

【本報系達拉斯訊】駐休士頓辦事處訂
於 106 年 1 月 21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至 4 時
在 達 拉 斯 華 人 活 動 中 心 ”Dallas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400 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1)辦理行動領務
服務，居住達福地區鄉親倘需申請換(補)發

護照、赴臺灣簽證、以及辦理文件證
明業務等，敬請携帶相關文件，並備
妥郵資與填妥地址之回郵信封後到
現場遞件。本處將携回相關文件，並
於辦理完畢後依據所附之回郵信封

郵寄申請人。
申請相關規定及所需文件與表格，敬請

自 本 處 網 站 http://www.roc-taiwan.org/

U
S/
HOU/mp.asp?mp=36 領 務 組
項 下 查 詢 與 下 載，或 電 話
1-713-626-7445 詢 問。另 關
於服務地點查詢，請洽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
，或電話: 972-480-0311協助。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將於1月21日
赴達拉斯辦理行動領務服務

華
人
活
動
中
心

【本報系達拉斯訊】英文，中文只
是用不同的語言表達，主要的不同在
於: 文化及思維上的差異，這些差异要
克服需要花一點時間，沒有速成的方
式，只有不斷的學習與吸收。英文寫作
(written English，或所謂 writing) 比口
語 (spoken English) 較注重文法及正式
的用法，所以基本文法要扎實，寫作時
自然游刃有餘。本中心ESL老師教學經

驗豐富、認真，只要用心上課，不用再
擔心英文說不出口，上課名額有限，請
盡速報名。

以下是一月份開課的時間表：
第二冊(下)，週二與週四，上午十點 -
十二點，1月10日開課
第三冊(下)，週一與週三，上午十點 -
十二點，1月9日開課

每期上課週數為 13 週 (1/9 –4/

13)，不收費學費，每期僅收報名費$25
和教材費$50。課程有說、
聽、讀、寫、會話，即日起
接受報名，每班額滿十人
才開課。凡年滿18歲，無
分國籍，新移民或舊移民
，只要有學英文的興趣與
决心，活動中心一都歡迎
報名上課。詳情請與活動

中心聯絡972-480-0311。

成人英文班成人英文班2017年春季班招生歡迎報名

達福台商會
QS170112A達福社區

QS170112B達福社區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
2017的新年，在姊妹們彼此的祝福聲中歡度，世
華北德州分會的理事姊妹們，為維續這一份喜

悅，特 選 在
本週三邀姊
妹及朋友們
一起觀賞由

成龍主演的2017新片Railroad Tigers（鐵道飛虎
）.這是講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津浦鐵
路成為日軍最重要的戰略交通線。馬原（成龍飾

）是火車站搬運工工頭，白
天在被占領的火車站幹活，
晚上號召平民秘密活動，裁
縫師(黃子韜)、麵店老闆范
川(王凱飾)等人，利用對鐵
路綫的熟悉及特殊技能，小
小游擊隊跟裝備精良的日
本軍周旋，造成非常大的影
響，並為百姓奪取生存補給
，當地老百姓給這支隊伍起
了個響亮的名頭，叫鐵道飛
虎隊…。成龍的電影衆所周
知，不僅溫馨爆笑、且適合
全家欣賞，歡迎大家一起來
參加北德州分會為您挑選
的年度大片：鐵道飛虎。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

管協會北德州分會
創會于1999年，這期
間，在歷屆會長(方菲
菲、王寶玲、柯月華、
孟敏寬) 辛勤耕耘下
，日益成長茁長，北
德州世華宗旨，是希
望達福地區婦女可
以藉由此團體相互
學習、互助合作，相
互提携，同時也表示
世華是一個姐妹們
除家庭和事業以外
的另一個發揮長才
及學習團體的地方，
希望大家一起加入，
而新任會長陳韻竹
也感謝現任理事們
對她的信心，她願本
著一向的熱忱，回饋世華姊妹，讓世華平臺成為
姊妹們的娛樂、學習及成長的園地。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將
于2月18月（星期六）舉辦正式交接典禮，歡迎
願意給自己生命展現另一豐彩的姐妹們一同加

入。有志者請 email 至 gfcbwnt@gmail.com 或來
電至：現任會長孟敏寬 469-789-6658，或新會
長陳韻竹214-680-8856，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
管協會北德州分會在2017年，也祝福大家新春
愉快，萬事如意！(婦女會供稿)

世華北德州分會理事群世華北德州分會理事群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
驚喜2017電影欣賞

姊妹們溫馨的聚會姊妹們溫馨的聚會

達城
基督徒中
國教會是
本地歷史
悠久之華
人教會之
一，在 一
年的開始
，我 們 誠

心邀請您來參加我們在二月四日星期
六晚上六點到九點半舉行的國語新年
團拜迎新福！

六點鐘開始有晚宴，歡歡喜喜來
用餐，溫飽你身心靈，還有各個團契精
心預備的表演節目，齊來頌讚稱謝天
父過去一年的引領，也有牧者祝福禱
告，並有發給每個小孩紅包！上帝使孤
獨的有家，祂也應許賜恩惠平安給那
些願意相信的人，在一年開始之際，盼
望你撥冗到天上父親家中享受地上團
契的溫馨！不要東奔西跑，忙忙碌碌使
勁追求不能使人真正飽足的事物！

一年復始，萬象更新，冬天過了，
春天就快來臨，祂的信實極其廣大，大
衛在他人生受逼之際寫下了詩篇第五
十九篇第十節的確信：「我的神要以慈
愛迎接我」，你能否想像神用慈愛迎接
你，會是怎樣一個場景？你知否神的愛
是何等長闊高深？你渴望祂在這新的
一年以慈愛迎接你嗎？

新約路加福音十五章記載著浪子
回家的故事，當浪子懊悔自己的行徑，
他醒悟過來，就說：『我父親有多少的
雇工，口糧有餘，我倒在這裏餓死嗎？
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裏去，向他說：
「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
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做
一個雇工吧！」』….. 相離還遠，他父親
看見，就動了慈心，跑去抱著他的頸項
，連連與他親嘴。兒子說：『父親，我得
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
配稱為你的兒子。』父親卻吩咐僕人
說：『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把鞋穿在他脚

上，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
喝快樂！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
失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起來。

你可知道慈愛的上帝就像這個浪
子故事中的父親等待孩子歸家，殷殷
期盼失落在外的孩子回到他身邊來?!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

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
永生。」（約翰福音三章 16 節)這就是
達城基督徒中國教會所傳揚的福音,
所謂的十架大愛！願你來與我們一同
得福音的好處！

因著信本乎恩走天路，相信又真
又活的救主要凡事引導那些願意存心

謙卑信靠順服，倚靠祂的信實慈
愛的人，在新的一年願你每一天
都經歷到上帝恆新的恩典和平
安！
達城基督徒中國教會地址為

1707 Campbell Trail, Richardson, TX
75081, Tel 972-437-3466, Wetsite:
http://www.dcbcsite.org. 每週有國、粵
、英三語崇拜，歡迊您光臨，同沐主恩。
(DCBC供稿)

達城基督徒中國教會國語新年晚宴團拜迎新福
天父家中來享溫馨，一生一世必有恩惠

1. 繼續提供歐巴馬健康保險和底收入兒童醫療補助
和兒童健康保險(Children Medicaid/CHIP)申請。
2. 繼續和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角聲社區服務中心，
亞裔婦女乳房保健計劃，慈濟達拉斯分會，西南醫學
中心合作，舉辦醫療講座，進行公共健康教育，協助病

患和家屬尋找醫療資訊，提供免
費B型，C型肝炎篩檢，低收入
無保險婦女乳房攝影，協助填寫
生前醫療指示和醫療委託書，和

成立病患和家屬互助會，提供心理支援和關懷
。
3. 邀請營養師和中醫師主持一系列的健康講

座，教導民衆如何吃得健康，如何食療。
4. 邀請專家提供一系列的有關阿茲海默症(Alzheim-
er)的介紹，包括阿茲海默症和失憶症的區別，發病的
前兆，誘因，認知，診斷，治療，和提供資訊幫助家屬照
護阿茲海默症的病人。(亞美供稿)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
2017活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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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中美論壇稿約
評論時政的利弊得失，伸張世界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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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和回響，作者文責自負，請留真實姓
名，地址，電話，不改稿，不退稿，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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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憲中

白人至上者入主白宮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骨

子裡是一位白人至上主義者。這

是他最深層的成見。當一位黑人

混血奧巴馬當選為總統之後，他

基本上無法接受這個現實，所以

發動了奧巴馬出生異國沒有資格

擔任總統的調查。直到八年後，

在他自己競選的中途被媒體逼問

之下才勉強放棄這個謬論。他競

選時的總管是一個白人至上論網

站 Breitbart News的 總 執 行 官 Steve 

Bannon，現在已經被他任命為白

宮戰略總管和高級顧問。他任命

的總檢察官Jeff Sessions，是阿拉

巴馬州的參議員，1986年曾被雷

根提名為聯邦法官，但因為種族

主義言論而被參院否決。他還獲

得3K黨領袖David Duke 的公開支

持，而他被問及此事時顧左右而

言他，表示他不知道該人是誰，

雖然David Duke 早已臭名昭著。

白人至上論在美國是"政治不正

確"的。競選總統的人雖然可以反

對政治正確論，但是不能公然宣

稱自己是白人至上論者。特朗普

當 然 不 會 這 麼 做 ， 但 是 他 的 選

民，也就是所謂的"未受過大學教

育的白人"，對此是心照不宣的。

這就是特朗普的核心思想，要恢

復或者維護白人在美國甚至在世

界上的領導地位。他因此要阻止

有色人種移民，特別是威脅到美

國白人文化，不肯學習英文的西

裔移民。為此，他要在美墨邊境

建造一座"美麗的長城"；他也要拒

絕伊斯蘭教眾的移民和難民。他

的選民非常懂得，這些立場都是

白人至上的立場。它也是"美國第

一"的核心含義之一。

許多人奇怪，他為什麼會跟共

和黨人痛恨的普京惺惺相惜，其

實這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普京

是俄國總統，也是白人，而俄國

是核武器大國。對特朗普而言，

奧巴馬和希萊莉把普京當作死對

頭 是 根 本 錯 誤 的 。 對 特 朗 普 而

言，俄國應當成為白人世界的重

要成員，所以顛覆喬治亞和烏克

蘭，並以此制裁俄國，把它逼到

跟中國站到一邊，從白人至上的

觀 點 出 發 ， 這 是 根 本 錯 誤 的 政

策。這就是為什麼，競選時特朗

普 一 直 對 普 京 保 持 著 友 善 的 態

度。當奧巴馬以俄國以黑客手段

干預美國大選而進一步制裁俄國

時，他反而去點贊普京不採取報

復行動的做法，並且一再貶抑美

國自己的情報機構。我們已經可

以看出，他想把俄國拉回去，成

為世界白人大團結的一部分。

當前，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

以及軍事建制都仍然存在著強烈

的冷戰思想，到底他能不能成功

地扭轉這種冷戰心態，再度引誘

俄 國 參 加 北 約 ， 接 受 美 國 的 指

揮，或者成為夥伴，是一個巨大

的問號。可是，我們知道，俄國

的國徽是雙頭鷹，表示它橫跨歐亞

兩 洲 ， 而 實 際 上 ， 自 彼 得 大 帝 開

始，它就真心實意地想成為歐洲的

一份子。所以，不妨回顧，如果小

布什和克林頓當政的時候沒有積極

擴大北約，並且向當時經濟瀕臨崩

潰的俄國提供適當的援助，使當時

非常嚮往回到歐洲但是又對美國的

進逼缺乏反擊能力的俄國實際上成

為歐美聯盟的主要成員，那麼國際

歷史就要改寫了。那麼普京就不至

於懷恨在心，處心積慮地跟美國對

著幹。如果當時美國肯真誠地接納

俄國，那麼，現在很可能仍然是白

人繼續領導風騷的世界，而中國的

崛 起 之 路 將 更 為 遙 遠 和 充 滿 荊 棘

了。

那麼，他會不會成功地把普京拉

過 來 呢 ？ 我 相 信 ， 水 已 從 橋 下 流

去，時機已逝。由於美國的制裁，

普京已經向東看了。他主導的歐亞

經濟聯盟（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包括俄國，白俄羅斯，哈

薩克斯坦，亞美尼亞，吉爾吉斯斯

坦）已經跟習近平倡議的一帶一路

接軌了，俄國也是亞洲基礎設施投

資銀行（AIIB）的大股東之一，還

跟中國簽訂了供輸石油與天然氣的

長期大合同。俄國也是北京發起的

上海合作組織的主要成員，而印度

與巴基斯坦於去年成為正式成員，

伊朗可望於今年加入。所以，從現

在 起 ， 雖 然 可 能 需 要 幾 十 年 的 時

間，我們應當會逐漸看到歐亞的大

組合，而美國和日本是兩個站在外

面往裡面看的大國。 

特朗普是怎麼評論中國的  

當然，白人至上主義不能全部涵

蓋特朗普的所有行動和思想。無論

如何，他是徹頭徹尾的商人。他不

是哪種具有創新的企業家精神的商

人，他是以洞察消費者心理來推銷

產品和依靠討價還價的本領買賣地

產的商人。作為這類商人，他可以

心懷白人優越感，但是，只要有利

於他，他仍然能夠來者不拒，既會

跟有色人種合作，也會利用他們。

當選了總統之後，他要做的是靠這

套本領來做些有利於美國的交易。

以他的言行來看，他想要實行的是

保護主義，保護白人已經掌控的利

益和地盤，不再搞什麼冷戰，全球

化，自由貿易。他是要逆其道而行

之，外交上跟俄國談和，在商業上

擋住跨國公司外包的衝動，保護美

國 國 內 的 工 業 ， 加 強 本 國 的 製 造

業，設置壁壘，抵制外國廉價產品

侵占美國市場，等等。在他的視野

裡，中國的問題主要在貿易上，雖

然也有其他的問題。

前不久，在接了蔡英文的祝賀電

話引起了軒然大波之後，他接受了

FOX電視台的專訪，針對中國發表

了四點意見：第一，他說，"我完全

了解一個中國政策，但是我不了解

為什麼我們要受到一個中國政策的

約束，除非我們可以跟中國作交

易，中國必須也做點其他的事，比

如說在貿易方面；"第二，人民幣貶

值害得我們很慘，他們在邊境收我

們很高的稅，而我們不收他們稅；

"第 三 ， "他 們 在 南 中 國 海 建 了 堡

壘，而這是他們不應該做的；"第

四，"老實說，他們在北韓問題上沒

有幫忙。" 

熟悉內情的國際問題專家必然會

指出，在這四點意見裡他都表現出

深度的無知。不過那是另外一回事

了。他就快上任當總統了，如果他

認為是真的，並且不肯修改他的看

法，那麼他認為是真的就是真的。

我們觀察到，在他整個競選過程

裡，無論他說的話再離譜，他都不

肯承認錯誤。所以，他上任以後，

咱們也不能期望他認錯。只有讓他

碰了硬釘子之後，他才會改道而

馳。

特朗普會跟中國打貿易戰嗎？

許多人擔心特朗普上台之後會跟

中國打貿易戰。這個擔心有道理

嗎？從理論上來說，貿易戰從來都

是"敵損一千，我損八百"的命題。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兩國

間的貿易額於2015年達到六千五百

億美元，如果特朗普要打貿易戰，

對兩國都沒有好處，尤其哪些需要

在沃爾瑪購買中國廉價商品的中下

層的老百姓，而這些人中的白種人

是他最忠實的支持者。當然，特朗

普的抱怨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因

為中國歷年來都享受到巨額的順

差。2015年中國對美國的順差是三

千三百六十億美元。顯然，這是可

以談的。北京方面是否可以給特朗

普一些甜頭呢？例如對美國再多開

放一些市場？應當是可以的。

要知道，GM在中國售出的汽車

數量已經超過它在美國本國的銷

量。當然，蘋果手機的生產也不是

短時間內可以從深圳搬回美國的。

如果要打貿易戰，而不是好好坐下

來談的話，美國在13億人的市場裡

的份額很快就會被德國，日本佔

去，絕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壞主

意。特朗普的國務卿是石油公司的

大老闆，也是商人，他是不會亂來

的。

南中國海及其他

至於南中國海或者朝鮮問題，我

們發現，特朗普在競選言論中對結

盟的興趣不大，是一位傾向於孤立

主義的人。他把重點放在振興美國

經濟和加強美國本身的國防和邊境

安全上。他多半想跟普京合作，把

伊斯蘭國滅掉，可是多半不會在亞

洲惹是生非。再說，在美國近60個

盟國中，北約的土耳其和亞洲的菲

律賓，兩個比較大的盟國，都不太

願意跟美國抱團了，一個走近俄

國，一個走近中國。也就是說，美

國對外國採取強硬措施的時機可能

逐漸成為過去。現在是大家坐下來

好好談生意的時候了。

◎水秉和

If this question is posted to political science students as an 
essay topic, I am sure one would receive dozens of beautiful essays with 
convincing arguments not only to arrive at a conclusion on Yeh and/or 
Nay as an answer but also to follow a thought process starting on any of 
the underlined, capitalized and/or quotation-marked words in the title. 
The authors are right to come up with different arguments and 
conclusions simply because Must must be confined with circumstances 
and what action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may be as well as how 
significant 'changes' are expected. Furthermore, an author may first 
focus on the word PRESIDENT, what kind of personality he has, what 
kind of political situation he is in, whether he is mandated with a 
'change' mission, and why and what 'changes' he has promised to make 
for his or her people. This article is taking such a thought process - 
Must really depends on many factors - to argue and draw conclusion for 
the title topic.

First,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President-elect of the 45th US 
Presidency, Donald Trump. Trump won the election against many odds 
and won a surprise victory with an unorthodox campaign. Trump is a 
businessman and not a politician, certainly not an insider of the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as proven by the fact he was opposed by his own 
Republican Party to run for the presidency. He had to plead to the silent 
majority to get elected. He had to find his mandates in the campaign and 
the election process. He did it but in a way very much deviated from the 
'norm' which you may even say 'strange' in an elite-controlled politically 
correct environment. He not only fought the two major parties but also 
battled with the mainstream media. His victory was a strange 
phenomenon to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pundits, pollsters and activists; 
in reality, Trump recognized the hidden voice of the silent majority 
muffled by the political correctness. By defying political correctness 
with his own style of rough language, he resonated with the silent 
majority and rode with the growing movement to victory. 

Trump had certain intuition but he learned a lot on the 
campaign rallies and trails. He made many outlandish statements and 
promises testing the voters. He amplified them when he received warm 
responses from the cheering crowd. He toned them down if he found 

them hitting the wrong chord. Tough stand against illegal 
immigrants (stand remains firm, but wall can be a fence even a 
virtual wall) and repealing Obamacare (repeal but reserve the right 
to define 'changes' later) are two examples. Tax cuts were proposed 
as his basic political (and business) philosophy but everyone knows 
that tax cuts require the entire House and Senate to cooperate. With 
both the Senate and the House in control by the Republican Party, 
President Trump may have an easier time to fulfill his tax-cut 
mandate without taking too much 'strange' actions to circumvent the 
Congress. He might just have enough credit earned from hi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a surprising sweeping victory of his Party 
to make the Congress work for him on tax policies. Similarly it goes 
with his domestic job creation plans, a cooperating Congress can be 
expected. 
Appointing Elaine Chao as the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is 
probably Trump's easiest decision in cabinet appointment. Elaine 
married to Senate Majori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from Kentucky 
and served as two-term Labor Secretary in President George W. 
Bush's cabinet and as Deputy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President George H. W. Bush's cabinet. Stated in the public record, 
under her leadership, the U.S. Department of Labor undertook 
regulatory and legislative reforms in protecting the health, safety, 
wages, and retirement security of U.S. workers by recovering record 
levels of back wages and monetary recoveries for pension plans, and 
obtaining record financial settlements for discrimination by federal 
contractors. She also restructured departmental programs and 
modernized regulations. We expect Elaine will be doing a fine job in 
getting America great again in transportation if Trump can get her a 
decent budget.

On foreign affairs, the title question is far more relevant to 
Trump taking the helm in 2017. As a business man, he is used to 
taking risk, sometimes gambling a little (although he did not amass 
his fortune from gambling in his casinos but from building real 
estate), and lots of negotiations mixed with calculated decisions and 
bluffs. This background will not go away when he takes the White 
House whether he sleeps there or not. However, in foreign affairs, 
the stakes are far higher and cannot be just measured by money in 
dollar, sterling, euro or renminbi. Human lives are at stake and 

Must A 'Change' PRESIDENT Take 'Strange' Actions to Accomplish 'Changes'?
nations are at stake; the U.S. President must take deliberate decisions to 
avoid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It is not a win or lose situation in the 
bidding for a business contract, strictly measurable in dollars which are 
recoverable as Trump has proven in his business life. In foreign affairs, 
mistakes are not always recoverable; in fact, more likely irreparable, they 
may not only cost the Presidency or election (as we recall Benghazi) but 
also destroy lives, moreover in a severe conflict destroying countries or 
the world. Thus, in foreign affairs, the President must take considerate and 
safe decisions for the sake of mankind not just for his own country. 

Recently, while Trump is preparing to take on his 
responsibilities, he has been diligent in meeting with people and 
conversing with foreign leaders. In a number of events such as receiving 
Abe Shinzo and taking a call from Taiwan's leader Tsai Yin Wen, Trump 
did it his ways that the State Department regarded them 'strange' violating 
the normal diplomatic protocol. Since he is not yet sworn in as the 
President and he needs every opportunity to hone his skills in diplomacy, I 
think he is testing the water smartly with matters he knew he could get 
away before taking office. Appointing the Secretary of State is really his 
most challenging task. Again, he took his time interviewing or considering 
at least a dozen candidates; sure he will be benefitted by this process by 
picking everyone's brains and their world views. He can also use this 
process to mend fences and reward his loyal supporters while formulating 
his central view on foreign affairs.

One thing concerns not only his critics with a watchful eye is 
when Trump takes on his job he must realize that the campaign must be 
ended in order to start managing the day-to-day business as the 
commander-in-chief. He will not have time to tweet freely anymore. He 
must forget about things such as bluffing Boeing to make a good deal on 
Air Force One (although it is a smart thing to say that we want Boeing to 
make money but not that much government money on a couple of 
Presidential planes) but focus on bigger issues confronting his office, 
stimulating the economy, creating jobs and building world relations 
leading to win-win situation since zero-sum business principle in contract 
bidding is not the best way of dealing with foreign affairs. Let the people 
do their jobs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eir big boss is a super business 
negotiator watching and expecting them to make good deals for America 
but also be aware of the consequences – people's lives more than their 
money are at the stake.

毫無疑問，2016年的最重要事

件就是特朗普—一位缺乏反思能

力，絕不認錯的地產商人—當選了

美國總統。想到在美國的教育制度

中，一般中學生就學會了設身處

地，為他人著想，也學會了一點點

小事就會說"對不起"的基本禮貌，

而這次美國選民居然選出了這樣一

位自大，自以為是，滿嘴胡說的強

勢領袖，令人很難想像，他到底會

成為怎麼樣的總統。他能使美國再

偉大嗎？還是會繼續為美國帶來軍

事或貿易上的巨大衝突，從而使美

國進一步衰退？是福？是禍？難

說，但這絕對是將會扭轉世界局勢

的事。

2016年的第二件大事大概就是美

國從中東脫身了。一位可能是保守

派 陣 營 中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政 論 家

Charles Krauthammer 在他的年終的

評論以"阿勒坡與美國的衰退"為

題，說：

"就 在 奧 巴 馬 離 職 之 前 的 幾 週

內，阿勒坡的失落成為他自中東撤

退和離去的適當印記。該市的斷壁

殘骸正反射出奧巴馬棄守政策的真

正代價。"

他 接 著 說 ， "奧 巴 馬 從 來 不 了

解，一個超級大國在地方性衝突中

的角色並不必然是用地面部隊去加

以干預，而是阻擋另一個大國的介

入和改變戰爭的結果。"這段話可

以說是一針見血。在武俠小說中我

們經常讀到一句話，並且通常是出

自惡人之口，那就是"一不做，二

不休"。既然已經毀掉了伊拉克，

又毀掉了利比亞，那麼，只有一不

做，二不休，也把敘利亞給毀掉，

推翻阿薩德政權。這樣才能維持美

國在中東的主導地位，才能阻止俄

國介入其中，搶去了美國已經花了

三萬億或者五萬億所取得的優勢地

位。

Krauthammer 跟希萊莉的立場相

同，認為美國應當在普京介入之前

設立禁飛區，這樣它就可以像在利

比亞，使阿薩德遭到與卡達菲相同

的命運。至於這對美國到底是好

事，還是壞事，那就難說了。更重

要的是，到底它對阿拉伯世界是好

事，還是壞事？歷史不是化學實

驗，美國退出中東--至少是大半個

中東--以及其後的各種可能變化，

已經無法另做一次實驗了。

從歐洲的視角來看，另一件大

事肯定是英國脫歐。它可能鼓勵

其 他 國 家 ， 如 意 大 利 ， 或 者 希

臘，甚至法國脫歐。不過，從亞

洲的視角來看，更重大的應當是

中，美，菲三國在南中國海的博

弈了。

大家或許還記得，1995年，李

登輝得到美國參眾兩院的壓倒性

支持，得以到他的母校康奈爾演

講。那時他還提出了兩國論。大

陸方面在1996年發射導彈予以警

告 ， 想 以 此 嚇 阻 台 灣 選 李 為 總

統。不過，美國替台灣撐腰，於

1996年3月派遣了第五和第七兩支

航母戰鬥群來到台灣海峽，其中

一支戰鬥群還從台灣海峽穿過。

當時大陸完全不夠美國打，所以

忍氣吞聲，讓李登輝風光一時，

高票當選為總統。

此一時，彼一時。在二十年後

的2016年，就在國際仲裁庭作出裁

決之前，美國又派遣了兩支航母

戰鬥群來到南中國海，顯然是對

大 陸 進 行 威 懾 。 習 近 平 不 甘 示

弱，指令三支艦隊前往南中國海

去進行實彈演習，並且說出"不惜

一戰"的狠話。仲裁庭的裁決出來

之後，美國的兩支航母戰鬥群並

沒有前往黃岩島或其他人造島去

示威，反而走到菲律賓的東邊，

動機多半是不願意引起誤會而與

中國發生軍事衝突。國務卿克里

隨後呼籲各方面冷靜。仲裁案基

本上沒有產生任何實質效果。並

且，就在這之前，菲律賓選出了

強人杜特爾特，而他幾乎徹底推

翻 了 他 的 前 任 阿 基 諾 的 親 美 政

策，轉而親中。老實說，這是中

美 博 弈 在 亞 洲 發 生 的 戲 劇 性 變

化，而中國佔了上風。佔上風的

原因就是中國有了"航母殺手"東風

-21D，還有可以射落偵查衛星的火

箭。美國的威懾力已經嚇不倒中

國了。這個現實對東盟諸國今後

的影響恐怕是相當深遠的。

加上美國在亞洲推動的和在歐

洲推動的兩個貿易協定都以失敗

告終，2016年應當說是美國在國際

舞台失利退縮的一年。到底新上

任的特朗普能否奪回主動權，重

振美國的聲威，將值得我們密切

觀察。

◎彭文逸

◎佟秉宇

2016年的幾件扭轉國際關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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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可以稱得上是大自然的寶庫。北海道有大雪山（成
立於1934年12月4日）、阿寒（1934年12月4日）、支笏洞
爺（1949年5月16日）、知床（2005年列入世界自然遺產，
1964年6月1日）、利尻禮文莎羅別滋（1974年9月20日）、
釧路濕原（1987 年 7 月 31 日）等六座國立公園。支笏（Shi-
kotsu）和洞爺（Toya），為愛奴（Ainu）族語，分別是 「大
的山谷」與 「山之湖」的意思。支笏湖（妻子）與東南方的洞
爺湖（丈夫），並稱夫妻湖的支笏洞爺國立公園，是北海道熱
門的觀光景點之ㄧ。2016年小雪，妻子和我參加旅遊團，團員
加導遊大吉共33人。11月20日晨，從桃園機場飛札幌入日本
，24日晚從函館出日本飛回桃園，完成 「戀上北海道」札幌
入函館出五天四夜之旅。支笏湖與洞爺湖是我們北海道之旅的
兩個景點。

遊客中心與烤玉蜀黍
支笏湖，位於北海道道央千歲市西部，為日本最北的不凍

湖泊。支笏湖是三萬多年前火山爆發後，火山口陷落而形成的
湖泊，周圍長42公里，最深處達360公尺，是繼秋田縣田澤湖
後的日本第二深的湖泊。這個透明度達25公尺的湖泊，是支
笏湖觀光的中心地區。11月20日午，灰濛的天氣，我們從札
幌新千歲機場出發，驅車30分鐘後抵達支笏湖。導遊大吉領
著我們步行到支笏湖畔立牌解說圖，指出支笏湖只有一處短小
的商店街，隨意走走的話，十分鐘左右就可以繞完。而今天天
氣不佳，支笏湖面霧濛濛的，惠庭嶽、風不死（止）嶽、樽前
山等群山看不清，而且氣溫低，大吉為我們幾對夫婦一一拍照
。走在商店街上，烤玉蜀黍的香味很濃，從街頭走到街尾大吉
介紹的一家店，有賣烤小卷、烤玉蜀黍、牛奶和霜淇淋，招牌
寫的是百年老店岩瀨牧場直送的。花300日圓買一根烤玉蜀黍
，天涼在有烤爐的店裡吃，溫暖挺好的。享受的同時，驀然想

起詩人石川啄木（1885-1912）的一首聞烤玉蜀黍香的短歌：
「寂靜寬闊的札幌街道/秋天的夜晚/烤玉蜀黍香。」（林水福

（1953-）教授譯）石川短短的26歲的漂泊一生，除了故鄉岩
手縣盛岡市涉民村（後更名玉民村）外，僅到過北海道和東京
等兩地，他尤其喜歡北海道。1907年5月5日託友人松岡引介
，到函館【紅苜蓿】雜誌擔任主筆，之後擔任代課老師，把妻
子老母接過來，一家五口相聚。本以為以後日子會好過些，沒
想到8月25日函館一場大火祝融肆虐，燒毀啄木任職的函館彌
生小學和日日新聞社，還好住屋沒有波及。1907年9月中旬，
隻身搭火車到札幌落腳，三餐不繼。在一個秋天的夜晚，聞到
街頭賣烤玉蜀黍的香味，有所感慨而寫。其實北海道的烤玉蜀
黍並沒有臺灣的香，可能是詩人在那個情境，感覺香氣非凡。
位在巴士總站旁的支笏湖遊客中心，展出各種自然動物的模型
、相片、及影片介紹許多鳥類，還有互動式的按鈕可以聽聽不
同種類野鳥的叫聲。支笏湖的湖畔有座山線鐵橋，橫跨於支笏
湖流入千歲川的河口。立牌上說明，於明治末年，她原本是王
子造紙公司為了運送物資所搭建的鐵道，從大正11年（1922
）起不僅運送物品也開放了讓乘客通行。昭和26年（1951）
鐵道廢止，成為一般行人的步道橋。平成9年（1997）重新上
漆整修，恢復昔日風采。懷舊的鐵道風情，至今仍是讓旅人駐
足的景點。

洞爺湖八景和G8高峰會
洞爺湖為北海道三景（定山溪、利尻富士和洞爺湖）之一

，位於支笏洞爺國立公園內，是周長 43 公里的火山口湖。洞
爺湖周邊有被稱為蝦夷富士的羊蹄山、昭和柔佛巴魯、有珠山
、洞爺湖溫泉等，是北海道首屈一指的旅遊景點。湖中央的中
島，生長著野生的北海道鹿。據說因為火山的緣故，洞爺湖地
區曾經非常蕭條，儘管這裡擁有溫泉和美景，許多旅客仍對於

來觀光與住宿感到害怕，然而經過2008年7月7日至7月9日
在北海道洞爺湖舉行的第34屆八國集團首腦會議（G8），各
國元首前來參訪洞爺湖。會議首日七月七日（從明治維新後改
為陽曆七夕），日本人也真會選日子，八國領袖如情人般，相
聚風光明媚的洞爺湖畔。會議就環境和氣候變化、世界經濟和
世界食品安全等多項議題發表聲明 。八國集團領導人就溫室
氣體長期減排目標達成一致。北海道政府便借此重新打造、規
劃洞爺湖的觀光景觀，如今的觀湖步道與雕刻公園，皆是後來
重整的成果。高峰會時，北海道地方環境事務所特別針對國內
外來賓所選定的8個推薦地點。分別如下：1）洞爺湖溫泉，2
）壯瞥（Sobetsu）溫泉，3）瀧之上露營場，4）仲洞爺露營場
，5）財田湖畔，6）浮見堂，7）月浦展望台， 8）中島。在
這8個景點設有 「洞爺湖八景」的標示，是拍照攝影的最佳場
所。環繞著洞爺湖有一座長達 43 公里的戶外環繞雕刻公園，
這裡矗立五十餘座以【生之讚歌】做主題雕刻品。陳列的雕像
，多數用花崗石及青銅雕成，少部分是鐵鑄作品。每座雕像都
蘊含強烈的張力，將人生百態陳述得淋漓盡致，從嬰幼兒、青
少年、成年人、到垂暮老者，人生各階段的喜怒哀樂，均以寫
實的手法逼真呈現。在湛藍的湖水上，有中島、觀音島、弁天
島、饅頭島等四座大小的島嶼，襯托著這些大型雕刻作品與湖
畔風光相映成趣。白雪紛飛中，我們到達 「洞爺湖八景」中的
壯瞥溫泉，就待一刻鐘，拍完照就離開。離開前依依不捨地眺
望窗外的彫刻公園，匆匆一瞥，好可惜呀！我期望能在天氣好
的時候，再次遊覽支笏洞爺國立公園，仔細欣賞這些彫刻。如
果可以的話，希望將來能走訪釧路濕原國立公園，順道釧路市
走走。詩人石川啄木，曾經在釧路擔任76天的新聞記者寫下
許多短歌，值得一遊！（全文完）

支笏洞爺國立公園支笏洞爺國立公園 文/呂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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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一出沒有結局的戲，每個結局都
是這齣戲新的情節的開始（荷.彼得海爾）”
。2016丙申猴年的結束，正孕育著2017丁酉
雞年的開始。

每逢過年，腦海中總會浮現出王安石（唐
宋八大家之一）那首濃郁熱鬧的辭舊迎新詩
《元日》：“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
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值此“新桃換舊符”之際，首先向我們
“老有所依、老有所養”的真善美日間保健中
心的領導和朝日相處的耆老兄弟姐妹以及員工
朋友們，致以新年的祝福——雞年大吉大利，
闔家平安幸福；人旺家旺事業旺，福滿財滿幸
運滿。

2017年為農曆“丁酉雞年”。
縱觀歷史上的雞年，最轟動的是“1921

年——辛酉雞年”，其中最震撼的大事件：一
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中國歷史上是開天闢
地的大事件。因此，1921 年也是中共全部歷
史的開端，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二是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其首

創的“三民主義”政綱開闢了一個暫新的時代
。這兩件大事，無論在中國、在世界近百年的
歷史中影響之深遠都是史無前例的。

1933 年癸酉雞年，日寇攻破山海關，佔
領我國東北各大城市，在長春成立細菌研究所
，妄圖用滅絕人性的細菌戰一舉消滅中國。

1945 年乙酉雞年，中國人民贏得抗日戰
爭的偉大勝利，偽滿滅亡、臺灣光復；國際上
，德、意、日三個軸心國集團走向覆滅，第二
次世界大戰結束。10月26日，聯合國成立。

1957 年丁酉雞年，黨內整風，引蛇出洞
，掀起殘酷地反右派鬥爭，知識份子遭遇空前
的災難浩劫——蹲監坐牢、流放勞改。“存者
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1969年已酉雞年， 蘇聯軍隊四次侵入我
黑龍江省的珍寶島地區，打死打傷我邊防人員
多人，製造嚴重地珍寶島流血事件。我邊防部
隊被迫自慰還擊。國內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
打倒黨內走資派，劉少奇，陶鑄、賀龍等多位
國家領導人蒙冤致死，無名之輩死於非命者無
計其數。

1981 年辛酉雞年，鄧小平就香港問題首次
提出“一國兩制”，這是世界上的一個創舉。

1993 年癸酉雞年，江澤民當選中華人民共
和國主席。上臺不久，就大張旗鼓鎮壓法輪功
，引起社會動盪不安。

2005 年乙酉雞年，神六上天，開啟了中
國航太事業的新紀元；國際上“薩達姆”被抓
受審，最終處以絞刑。

民諺曰“牛馬年，好耕田；就怕雞猴這兩
年”。意思是牛年馬年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是大豐收的好年景。而猴年雞年是大小戰爭頻
繁爆發的慌亂年。

2016 即將過去的丙申猴年，就是一個戰
亂年，局部戰爭接連爆發。以中東、南非、朝
鮮半島最為激烈。敘利亞全國硝煙彌漫，IS崛
起，到處綁架斬首，出現了史無前例的難民潮
；伊拉克境內，局部戰爭還在繼續；南蘇丹的
內部戰爭仍未停息；阿富汗，塔利班與政府軍
的戰爭一直沒有結束，IS介入，使阿富汗戰爭
更加的複雜化；葉門、乍得國內的武裝衝突；
利比亞的內戰；沙特與伊朗斷交，也有演化成

戰爭的危險；朝鮮接二連三試爆核彈、氫彈，
使半島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韓國罷免總統朴
槿惠的鬥爭一浪高過一浪；歐洲一些國家接連
遭到 IS 恐怖襲擊；美國的槍擊案有增無減；
中國與鄰國關於釣魚島、南海、東海之爭日趨
緊張……。

2017 年丁酉雞年，將是一個充滿變數之
年。美歐大選，新總統上臺，各黨派勢力都在
重新組合，新政出臺，對世界、對中國都會帶
來新的影響。世界各國也都在重新洗牌，整個
世界變化之大，難以預料。

2016丙申猴年發生的戰亂，可能會延伸
到2017丁酉雞年。但事在人為，和平與戰爭
只在人們一念之間，但願2017雞年開始，世
界各國都能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增進友誼
，消除仇恨，化干戈為玉帛，讓天下的黎民
百姓都能安居樂業。

祈願：金雞一鳴天下亮（消除黑暗陰霾
），實現天下太平，國泰民安！

祝願：真善美人——家事國事天下事萬
事如意！理想夢想美幻想心想成真！！

雞年大吉大利 文/劉大為

經過了那充滿了爭執的總統大選和看到發生在歐洲的
一些恐襲事件後，我們在鄰近的教堂裡渡過了一個寧靜的
聖誕（圖一）。除了感謝上蒼給我們的平安之外，也準備
好心情來歡迎快要降臨的新年。

雖然我們不在華府，但是由新聞報導上，看到好些總
統當選人川普忙著組織新內閣的活動和爭議。在他選的那
些新人裡，除了曾經擔任過勞工部長和交通部副部長的華
裔精英趙小蘭和幾位高階軍官之外，幾乎都是和他一樣，
沒有在聯邦政府裡做過事的商人。因此，他們上任之後，
可能會在政策上有很大的變動，包括中美台的關係等。此
外，他們對政府裡面人事的改革也會比以前換總統時更加
深入。因此，有位在政府裡已經服務了三十年的老朋友，
就利用過年的空檔交上了她的退休申請書，不必再操心各
種改革可能會帶來的麻煩了。

其實，連我們遠在加州矽穀的人也感受到了川普那改
革浪潮的影響。在這以民主黨為主的矽穀選區中，川普沒
有勝過克林頓。但是在一個由兩位民主黨候選人競爭的國
會眾議員選區中，已經連任了八次的日裔眾議員本田
（Mike Honda）（圖二）輸給了以改革為口號的印裔律
師卡納（Ro Khanna）。今年才四十歲的卡納兩年前曾經
輸給那時已經七十三歲的本田。今年，在川普的浪潮下，
高舉改革和創新大旗的卡納以幾乎60:40 的差距贏得了選
舉。

因為本田在華府這十六年裡一直熱心地支持我們亞太
裔的民權活動，包括我曾經主掌過的聯邦亞太裔公務員協
會（Feder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ouncil FAPAC）等。

他也經常來參加我們華裔在矽穀的活動（圖三）。所以我
們對他的敗選深感惋惜。因此在上週二，同一些本地的韓
裔朋友們，特地到他在本地的辦公室去慰問他。在那幾近
一個小時的訪談中，瞭解到他對川普新政的看法，也瞭解
到他很高興能因此結束了多年來，在華府和矽穀之間來往
奔波的辛勞，再回到這兒享受家庭的樂趣。

在這送舊迎新的季節裡，還收到兩位元老友謝世的資
訊。一位是多年前在華府童心合唱團的老歌友，一位是在
這兒教會和老人中心做義工，喜愛歌舞的熱心朋友。前者
是因為久病纏身，終於在七十多歲時，得到瞭解脫。後者是身
心健康，才歡度了56歲的舞會，突然去世。

為此，在送舊迎新的同時，你我更要學會珍惜當下擁
有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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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田眾議員於矽穀辦公室與本田眾議員於矽穀辦公室

本田眾議員參加矽穀華裔科技論壇本田眾議員參加矽穀華裔科技論壇寧靜的聖誕夜寧靜的聖誕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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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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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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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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刊0105C02

隨著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越來越多人出現腰疼的問
題，而且還逐漸偏年輕化，去看醫生時，經常得到的建議
是要睡硬板床。於是，有些人就回家撤掉床墊，換上木板
，認為這樣就遵醫囑了。

我們也常聽說要睡木板床更健康，然而這樣的木板床
真能拯救你的腰椎嗎？錯了，反而更害你！
科學的答案：睡硬板床並不是睡木板床！

人體正常脊椎生理結構從側面有一個S型的生理彎曲，
如果睡木板，不能配合人體脊椎的正常曲線，腰部得不到
支撐，時間長了容易造成勞損，加重腰酸背痛等症狀。而
且木板床對身體突起骨頭、關節還有一定影響，睡眠時達
不到應有的放鬆效果。
如果睡軟床墊好嗎？有人說那睡軟床墊，越軟越舒服？這
也完全錯誤！

過於柔軟的床墊，人躺在上面會使脊柱呈彎曲狀態，
短期會感到腰酸背痛，長期這樣，還會造成身體中段下陷
，身體上部肌肉鬆弛，下部肌肉被拉緊，容易造成腰肌和
骨質勞損，甚至發生脊椎彎曲或扭曲！造成坐骨神經痛。

生長發育期的兒童，如果長時間睡軟床墊，會影響其
脊柱的發育，導致駝背，脊柱彎曲變形，影響健康，影響
美觀。

所以，醫生所建議的睡硬板床並不是說直接睡在木板
上，而是要選擇相對硬的床墊。比如：從老祖宗遺留下來
的傳統睡墊——棕櫚床墊，就是最佳的健康保健床墊，既
軟硬適中又透氣防潮，真正符合人體脊椎理想的放鬆標准
。
那麼對於普通人來說，在選擇床墊時應看重於保健，糾正
人們以往的錯誤觀點：只有腰痛時才選擇睡硬質床墊。正
確的做法，應當從現在起選擇一款硬質保健床墊，永葆健
康美麗的形體，遠離腰酸背痛的未老先衰的症狀。

我們到底該睡什麼樣的床墊？
1: 記住一個原則：床墊不能硬到咯著痛，也不能軟到變形
太大。
2: 平躺用手測：合適的床墊能使脊椎保持自然的伸展度，
與肩、腰、臀完全貼合，不留空隙。

教你一個方法：平躺在床墊上，手向頸部，腰部和臀部
下到達大腿之間這三處明顯彎曲的地方往裡伸手，看有沒
有空隙。若手能輕易在縫隙中穿插，即表示床太硬。若手
掌緊貼縫隙，就證明這個床墊與人在睡眠時頸、背、腰、
臀和腿的自然曲線貼切吻合。
選什麼材質的床墊最佳？
1: 首選：純天然的棕櫚床墊為最佳，無污染，透氣防潮，
冬暖夏涼，自然調節人體骨骼的保健溫度。
2: 彈簧床墊為其次，它能把身體的重量平均分佈在整張床
墊上，避免身體任何部位受到過度壓力，但應選擇彈簧密
度的覆蓋率達 70%-80%以上，這樣的彈簧床支撐力度高，
不易變形，保持平整而起到保健作用。
最後提示：任何床墊睡到變形，有聲響，都應該"退役"了
，以免影響睡眠和健康。

文章轉載自《健康報》

到底到底要睡什麼樣要睡什麼樣硬硬度的床墊度的床墊，，才能真正起到才能真正起到保健作用保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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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Dr. Bright Chen, DPM, AACFAS
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伯克利大學學士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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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2016 年全

球最具吸引力外派人員工

作地排名揭曉，新加坡蟬

聯第壹，中國列第34。報

告按照生活質量、富裕程

度及是否適合家庭生活進

行的評選。作為歐洲最具

吸引力的工作地之壹，德

國2016年的名次倒退5名。

中國則保持不變。

據報道，匯豐銀行連

續第9年，每年發布"外籍

人士調查報告"，又稱"外

派人員探索"。調查盤點了

全球最適合外派人員居住、

工作，及養育家庭的國家

和地區。同時，報告還對

各地的平均家庭收入、旅

行安全情況和社會生活進

行分析。

德國《經濟周刊》

的報道中稱，2015年德國

在外派人員眼中，曾以良

好的工作保障和壹流的醫

療機制為由，排全球第

五。但在最新公布的2016

年的排名中，德國的位置

卻下滑5名，排在了第十

名。匯豐銀行的報告指

出，盡管與世界其他國家

相比，德國在工作保障和

經濟穩定中仍處優勢，但

在外派人員融入德國社會

的層面，以及如何同當地

人打交道這壹問題上就表

現得極為困難。

排在前十名的其他歐

洲國家是瑞士的第五名、

挪威的第六名和瑞典的第

八名。優質的福利、對外

籍人士家庭的友好、幼教

質量是上述皆各國家共同

的特質。

在2016年全球最具吸

引力外派人員工作地的報

告中，新加坡蟬聯第壹的

寶座。報告稱，外籍人士

尤其對該國的經濟體制感

到滿意。其中壹個積極的

表現是，外國人置身新加

坡能快速結交新的朋友。

另外該國在金融政策和衛

生服務領域也獲加分。在

兒童看護和教育培訓方面

保持遙遙領先。

緊隨其後的是新西

蘭、加拿大和捷克。新西

蘭在2015年的排名中也位

居第二。在匯豐銀行活動

網站發布的報告顯示，在

全球45個國家和地區的排

名中，中國位列第34。位

置同2015年相比未發生變

化。

中國國際出版集團成

員"中國網"德語報道引述

匯豐銀行報告稱，有34%

的外派人士稱，到中國是

為了更好的職業前景。

54%的受訪者認為，到中

國對他們的事業產生了積

極影響。

報告還稱，前往中國

的外派人員通常可獲得慷

慨的福利作為其勞工合同

的壹步分，60%的外派人士

表示，他們可支配的收入

增加了，同樣有66%的外派

人士可獲得住房補貼。這

壹比例超過全球平均水平

的30%左右。38%的外派人

士還可享有搬家補貼。

官方推鎮企合作打造特色小鎮
獲企業積極響應

綜合報導 在發布系列優惠政策並推出第壹批

中國特色小鎮名單後，中國官方8日又啟動“千企

千鎮工程”，希望通過讓小鎮與企業直接對接，來

助力特色小鎮建設。

由中國國家發改委、中國城鎮化促進會等單位

共同組織實施的“千企千鎮工程”8日在京啟動。

與會的官員、企業代表、投融資機構代表圍繞著鎮

企合作的路徑以及其中的商機展開討論。

中國城鎮化促進會，常務副主席鄭新立指出，

在中國壹些城市群內資源配置常常是扭曲的，從而

導致繁華都市被周邊落後農村包圍的景象。建設特

色小鎮能夠帶動周邊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發

展，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實現城鄉產業融合，使

城市文明迅速的擴展到農村，縮小城鄉發展差距，

實現城鄉的協調發展。

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發展的要求，意味著巨大

的融資需求。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鄭之傑表示，要實

現2020年培育壹千個特色小鎮的發展目標，相關融

資需求巨大，根據開行的預測，僅浙江省建設70

多個特色小鎮的融資需求就超過5千億。

中國光大銀行行長張金良透露，2016年度，該

行新增城鎮化項目目錄630個億，融資余額超過1

千億元，光大銀行將調集各方資源通過傳統業務和

創新業務，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線上和線下的有

機結合，全方位支持“千企千鎮工程”的實施。

對企業來說，政策與金融的雙重支持意味著巨

大的商機。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副會

長李明星表示，將積極組織協調，動員更多企業參

與“千企千鎮工程”。他透露，該協會已向全國企

業系統轉發了通知，得到了不少地區和會員企業的

積極回應。

中國海外控股集團公司副總裁高中仁表示，政

府對特色小鎮建設的推動讓人感到振奮，因為此舉

會帶來城鎮建設、產業發展、金融服務等壹系列商

機。

他透露，中外將組織有資質的設計公司、施工

單位、服務機構為特色小鎮建設提供系統性的解決

方案，還將聯合金融機構組建新型城鎮化建設基

金，推動社會資本、各種產業主體加入美麗特色小

鎮建設熱潮之中。

江蘇良宇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彭學彬具體

介紹了汽車小鎮的構想。他希望把汽車銷售、汽車

修理、汽車美容、汽車影院、汽車超市汽車運動、

二手汽車交易等行業吸引到汽車小鎮這樣壹個立體

空間之中，這樣既可以帶動產業發展，也可以幫助

當地居民就業增收。

對於特色小鎮建設，用世商業房地產開發投資

有限公司董事長朱曉仲表示，特色小鎮商業地產的

建設絕不只是建好然後賣掉這麽簡單，而是強調持

續運營。而且建設時必須有更先進的理念，比如說

建築要有個性、生態要符合標準、對接的業態要先

進並且壹定要和當地文化契合。

報告稱“洋打工”最愛新加坡

中國中國列第34
人民幣開年大漲“教訓”做空者

匯率政策初見效
綜合報導 中國繼續在全

球市場穩定人民幣，令離岸

人民幣拆借利率飆升至接近

創紀錄高位。

據報道，美元周初保持

去年底的升勢，在美國公布

強勁的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數

據後觸及14年高位，但隨後

情況急轉而下，人民幣兌美

元勁升 1%創 11年以來的最

大單日漲幅，離岸人民幣更

壹度升破6.79元至兩個月新

高，這讓呈現高位整理的美

元全線下滑，美元指數創下

三周低點，美元兌歐元和日

元當日跌幅分別高達約1%和

1.4%，多頭格局壹夕翻轉。

報道稱，交易員指出，

美元指數走弱，配合著人民

幣反彈，讓不少自營頭寸不

得不止損離場；但現在談人

民幣就此完全扭轉貶值預期

還為時尚早，美聯儲加息預

期沒有明顯消退前，市場可

能仍會尋找再次入場購匯時

機。

報道稱，鏡頭拉回至

2016年年初，當時中國股匯

雙殺，農歷春節前流動性緊

張所造成的市場恐慌仍歷歷

在目，加上當時全球大宗商

品價格持續下跌，國際股匯

市在去年1月歷經了壹段慘

淡歲月。但2017年的新年頭

壹周，人民幣匯率先企穩，1

境外還掀起壹波淩厲漲勢，

接連升破數個關口，直接刺

激對沖基金紛紛止損。這

顯示中國監管層歲末年初的

組合拳匯率政策開始初顯成

效，預期管理或就此驅退

“貶值”心魔。

據報道，中國繼續在全

球市場穩定人民幣，令離岸

人民幣拆借利率飆升至接近

創紀錄高位。

投資者和分析師說，隨

著中國央行奮力阻止人民幣

貶值太多和太快，令人流鼻

血的人民幣拆借利率很可能

將持續。

報道稱，香港銀行間人

民幣隔夜拆借利率1月6日跳

漲至 61.3%，是壹年裏的最

高位，也是有史以來的第二

高位。

雖然離岸人民幣拆借利

率不是由中國人民銀行設定

的，但中國央行可以通過指

示國有銀行不借出人民幣來

進行有效控制。央行最近就

壹直在這樣做。

報道稱，中國央行還將

當日國內市場人民幣對美元

匯率中間價上調0.9%，這是

自2005年以來的最大升幅。

中國央行舉措的首要目標之

壹就是試圖在香港做空的投

資者。

據報道稱，當下北京發

現，全球金融市場對國內市

場的影響比之前更大和更難

以控制。幾個月來，北京引

導在岸人民幣走低，沒有造

成恐慌。投資者日益推動離

岸人民幣走低，進而試探北

京對人民幣貶值的忍耐限

度。當達到超過北京可以忍

受的限度時，政府出手幹

預。此外，在美聯儲最新會

議紀要令投資者猝不及防之

際，美元貶值，人民幣匯率

劇烈變動。於是，我們再次

進入艱難的區域。

報道稱，眼下，在中國

試圖開放市場之際，對付全

球力量變得更加費力。美國

收緊政策，同時歐元和日元

貶值，這令堅持管理貨幣籃

子的承諾變得困難。主要貿

易夥伴的貨幣快速貶值對經

濟增長構成阻礙。有充分證

據證明，美元堅挺已經造成

中國幾十億美元外流，同時

助長了囤積外匯資產的做

法。這令中國在國內實施的

貨幣政策更多是關於風險控

制而非保持經濟增長，進而

進壹步降低了中國控制人民

幣快速貶值的能力。

德國北部遭暴雨侵襲引發水澇德國北部遭暴雨侵襲引發水澇

德國漢堡德國漢堡，，漢堡市遇暴雨天氣漢堡市遇暴雨天氣，，當地鮮魚市場遭洪水侵襲當地鮮魚市場遭洪水侵襲。。

迪拜摩天大樓沖破濃霧迪拜摩天大樓沖破濃霧
高高聳立高高聳立

近日近日，，大霧籠罩的迪拜摩天大樓宛如從狂暴的海洋中升起大霧籠罩的迪拜摩天大樓宛如從狂暴的海洋中升起。。攝影師攝影師
在迪拜的摩天大樓上拍下了這組幻景在迪拜的摩天大樓上拍下了這組幻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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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墨西哥Cuatitlan IzcalliCuatitlan Izcalli，，當地卡車司機封堵墨西哥克雷塔羅高速公當地卡車司機封堵墨西哥克雷塔羅高速公
路路，，抗議政府擡高汽油價格抗議政府擡高汽油價格，，部分民眾趁亂洗劫商店部分民眾趁亂洗劫商店。。



Li said criticism of trade protectionism levelled at 
China, by Trump and others, was unjust. "Trade 
protectionism will lead to isolation and is in the 
interest of no one," he noted. (Courtesy http://www.
chinanationalnews.com)
Related
President Xi Jinping this month will become the 
first Chinese head of state to attend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in Davos, 
which this year 
will dwell on the 
rising public anger 
with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ming 
U.S. presidency of 
Donald Trump.
Xi will take center 
stage at the Jan. 17-20 forum with China presenting 
itself as a champion of globalization.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on Tuesday confirmed 
Xi’s widely expected attendance at the annual gathering 
of global political leaders, CEOs and celebrities in the 
Swiss Alps.
Davos will end just as Trump takes office, having 
won the White House in part with promises to pull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deals and 
hike tariffs against China and Mexico in a protectionist 
campaign he says will help bring back industries and 
jobs to America.
WEF executive chairman Klaus Schwab said he 
expected Xi to show how China would take a 
“responsive and responsible leadership role” in global 
affairs at a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with the world 
needing new concepts to face the future.
“Every simplified approach to deal with the complex 
global agenda is condemned to fail. We cannot have just 
populist solutions,” Schwab told a news conference in 
Geneva, referring to the rising anti-globalisation tide 
epitomized by Trump’s victory and Britain’s vote last 
year to exit the European Union.
The Chinese president will be in Switzerland from Jan. 

Xi will deliver a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forum on January 17.
He is the first Chinese president to attend 
the meeting and his visit is aimed at 
China presenting itself as a champion of 
globalization.
“China has good contact with the present 
U.S. government, and also has a smooth 
communication channel with Trump’s 
team,” Chinese vice foreign minister Li 
Baodong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on 
Wednesday.
The Chinese official was responding to a 
query on the possibility of a bilateral meeting 
betwee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Donald's Trump’s team members when they attend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Switzerland, later 
this month from January 17-20.
World Economic Forum executive chairman Klaus 
Schwab said “someone from the transition team 
representing the new [Trump] administration” would 
attend the forum.
Outgoing U.S. Vice-President Joe Biden and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would also be there.
“During the annual meeting in Davos, China is willing 
to exchange ideas with all parties [at the forum],” Li 
said.
“As long as both sides have the time and willingness, 
we are willing to arrange for meetings.”
"Economic globalisation is facing resistance," Li said 
at a briefing on Xi's Davos visit.
Beijing will respon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concern over globalisation by putting forward China's 
opinions on how to "steer economic globalisation 
towards greater inclusiveness," he said.
The Davos forum takes place during the same week 
whe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focused on swearing-in 
Donald Trump's as its president. Trump has repeatedly 
threatened to pull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deals and hike tariffs against China and Mexico 
in a protectionist campaign he says will help bring 
back industries and jobs to his country.

BEIJING, Chin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set to become the first Chinese president to address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longside leaders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country is aiming to pace ahead on the global scale 
with a move that is largely being considered one of its 
boldest till date as China plans to compete for the top 
position with a Trump-led America.
China has been battling with the U.S. to gain the top 
spot in world economy and strategy positions.

15-18 for a state visit and to attend the Davos meeting,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u Kang told a regular 
press briefing.
He will also visit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s in 
Geneva, and the office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Lu said.
Other global leaders, including WEF regular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and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will not be 
in Davos this year.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ident Jean-
Claude Juncker was 

also absent from the line-up published on Tuesday, 
but there were many presidents, prim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ers among the 3,000 participants, along 
with 1,800 executives from 1,000 companie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represented by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days before they leave office, and “someone from 
the transition team representing the new [Trump] 
administration”, Schwab said.
Xi led a forum of Asia-Pacific leaders in Peru in 
November in vowing to fight protectionism, just days 
after Trump won the U.S. election having pledged to 
pull out of the 12-nation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trade deal.
Foreign businesses in China, however, have long 
complained about a lack of market access and 
protectionist Chinese policies. These include a Made 
in China 2025 plan that calls for a progressive increase 
in domestic components in sectors such as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robotics. (Courtesy www.
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

representing the new [Trump] administration” would 
attend the forum, according to Reuters.
US Vice-President Joe Biden and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would also be there, Schwab said.
“During the annual meeting in Davos, China is willing 
to exchange ideas with all parties [at the forum],” Li 
said, adding that bilateral meetings were still being 
discussed. “As long as both sides have the time and 
will, we are willing to arrange for meetings.”
Commenting on why Xi had broken with past practice 
of sending the premier or other top officials to Davos 
and decided to attend himself, Li said the head of 
state’s decision came after “years of invitations from 
WEF executive chairman Klaus Schwab”.
Xi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global trade, Li said, 
adding that the president would deliver a speech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have “candid, open” 
exchanges with all parties at the forum to address 
issu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Foreign businesses in China have criticised Beijing 
for restricting their market access and giving domestic 
rivals an unfair advantage over them. China has also 
been accused of dumping its ¬excess manufacturing 
capacity on the global market.
Li said China had always been opposed to trade 
protectionism. Xi would share experiences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uring the forum and let the world 
have an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economy, he said.
Don’t worry about China’s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Li Keqiang tells Davos
China has long regarded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s a global platform to voice its views. Chinese 
premiers have led delegations and spoken at previous 
years’ events – either the winter session in Davos or 
the summer one in Tianjin or Dalian.
Last year, Vice-President Li Yuanchao attended the 
Davos forum instead of Premier Li Keqiang. At that 
time, Chinese capital markets were reeling from a 
failed attempt to stem dramatic swings in its stocks and 
struggling with massive capital flight. (Courtesy www.
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 

Beijing is open to a meeting with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s team at this month’s World Economic 
Forum, a senior Chinese official has said.
“China has good contacts with the present US 
government, and also has a smooth communication 
channel with Trump’s team,”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Li Baodong said on Wednesday.
Li was responding to a query on the 
possibility of a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Trump’s 
team members when they attend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Switzerland, from January 17 to 20.
State Councillor Yang Jiechi met 
retired general ¬Michael Flynn, the 
US president-elect’s nominee fo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and other 
Trump team members in New York 
last month.
Xi Jinping to be first Chinese president to attend Davos 
World Economic Forum
As the first Chinese head of state to attend the winter 

gathering of political and business leaders in Davos, 
Xi was keen to promot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long 
a more inclusive path, and to discuss how to weather 
the global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at lay ahead, Li said.
Trump’s inauguration is on January 20. Xi will attend 
the Davos forum as part of a state visit to Switzerland 
from January 15 to 18.
World Economic Forum executive chairman Klaus 
Schwab said “someone from the transition team 

China In Touch With Donald Trump’s Team
And Open To Meeting At Davos, Says Senior 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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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 Show China As 'Champion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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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his month will become the 
country’s first head of state to attend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in Davos, Switzerland. Photo: AFP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picks four family 
members as part of his team leading the transition efforts 
to the White House.

China's President Xi has long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global trade.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 will be held January 17-20 
2017, Davos-Klosters, Switzerland.

Davos, Switzerland

China's Deputy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Says Beijing Willing To Arrange For Meetings
At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Switzerland, Later This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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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塑吳堯明副總裁夫婦、老協會長趙婉兒、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邱瓊慧夫
婦、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僑務委員葉宏志、甘幼蘋、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參與休士頓全僑熱烈
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元旦 .

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元旦
在僑教中心大禮堂溫馨舉行

休士頓歡樂歌唱班會長陳德新 , 副會長王妍霞等
在中華公所主辦元旦園遊會設小吃攤服務大家 .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泰生、林羅秀
娟，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教育組組長周慧宜、黃敏境處長夫
人邱瓊慧、秘書俞欣嫻出席休士頓
全僑熱烈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元旦 .

休士頓東吳大學校友會校友李迎霞僑務促進委員、
林國煌、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施建志副組長夫婦參
與休士頓全僑熱烈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元旦 .

台灣傳奇金俊家、僑務委員甘幼蘋、羅茜莉、
劉美玲等志工在元旦園遊會設小吃攤服務大家

林西河堂在元旦園遊會設小吃攤服務大家 , 僑
務委員劉秀美、葉宏志及僑界人士踴躍選購 .

陳先生夫婦、翁珮珊等志工在元旦園遊會設水
果攤服務大家

華人福利會周宏等志工在元旦園遊會設
小吃攤服務大家 .

中華保健中心理事周宏、陳玉蕊等志工
在元旦園遊會設小吃攤服務大家 .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泰生、林羅秀娟及 2017 年共同主席
陳慶輝、丁方印在僑教中心大禮堂參加休士頓全僑熱烈
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元旦 .

馮氏貿易公司東主馮啟豐夫婦為參加中
華公所主辦元旦園遊會僑界人士服務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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