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中國城地王全新裝潢公寓，位於敦煌，陽光和王朝廣場旁，幾分
鐘可走路去中國城各個超市，銀行及餐廳！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272-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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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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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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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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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
地址地址﹕﹕889889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313313,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3677036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電話電話﹕﹕713713--271271--68986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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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瑞與大魔王小瑞與大魔王》》寓教於樂卡通故事寓教於樂卡通故事

【VOA】美國最大的遊說團體美國商會對
於川普政府聚焦經濟表示歡迎﹐但同時
警告說﹐退出多邊貿易協定以及增加貿
易壁壘將不可避免的傷害美國的利益﹒
美國商會在周三敦促未來川普政府將美
國經濟增長作為政策的第一要素﹒
美國商會會長兼首席執行官托馬斯·多
諾霍周三發表年度美國商業報告時表
示﹐美國商會看到了一次“百年未見的機
會”﹐決策者能夠通過大型的改革﹐將美
國“從一個低速成長經濟體變成為一個
高速成長經濟體”﹒
他表示﹕“到目前為止﹐我們對於候任總
統川普﹑副總統彭斯﹑以及參眾兩院對於
經濟增長的重視表示歡迎”﹒
在共和黨初選時﹐這位美國商會首席執
行官曾經痛批川普在貿易和移民上的態
度﹐川普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對移民的觀
點讓很多商界人士顧慮重重﹒但是在川
普選擇了很多親商界的顧問以及表示將

大幅減稅以及加強基
礎設施預算之後﹐商
會的態度有了轉變﹒
多諾霍在這次講話中
談及“2017 美國增長
進程”﹐將能源發展﹐
基礎設施現代化和改

革稅率列為首要任務﹒
在此後的新聞發布會上﹐多諾霍仍然表
示了對於新政府在關稅和TPP態度上的
顧慮﹒ 多諾霍表示﹐商會理解新政府需
要時間來考慮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但是
此類區域合作項目對美國在經濟或戰略
上都至關重要﹒
他說﹕“我不管你叫他什麽﹐我們認為
TPP 協議包含了很多內容﹐對於美國的
地緣政治安全有相當大的益處﹐並且能
為經濟增長帶來很大好處﹒
候任總統川普在競選時強烈指責 TPP﹐
說這是“強奸美國的協議”﹐並表示上任
頭一天就要正式下令退出這個協議﹒而
同樣在周三﹐川普在他的首次新聞發布
會上說﹐任何將制造業移到外國的美國
公司如果要把這些產品進口到美國﹐“將
要付出大幅度關稅”﹒
美國商會首席政策決策官尼爾·布拉德
利則對新政府可能設立關稅等貿易保護

行為的措施提出警告﹒
他說﹕“我想候任總統川普先生講的是要
針對不公平的貿易協定﹒我們有很多的
應對措施﹐這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們
要樹立廣泛的壁壘﹐你等於是給美國消
費者增加成本並導致其他各方的報覆﹒”
美中貿易也因為川普政府即將上台蒙上
一層不確定的陰影﹒川普在競選時表示
將對中國提高關稅﹐誓言將宣布中國為
貨幣操縱國﹐並承諾對中國商品征收
45%的關稅﹒他還任命以批評中國著稱
的經濟學教授彼得·納瓦羅領導新組建
的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一些分析人士
擔心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將會爆發
貿易戰﹒
對此﹐美國商會負責國際事務的執行副
總裁麥倫·布裏恩特（Myron Brilliant) 表
示﹐商會會密切關注美中貿易的發展方
向﹒
他說﹕“我們不能忽視最重要的問題﹐那
就是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系﹒中國與美
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所以不
管新政府采取什麽措施﹐我們都要妥善
處理這兩個大國的關系﹒”
美國商會是美國最大的遊說團體﹐歷來
與共和黨關系緊密﹒

美南電視介紹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國商會對川普政府聚焦經濟表示歡迎美國商會對川普政府聚焦經濟表示歡迎

美國商會會長托馬斯美國商會會長托馬斯··多諾霍與首席政策官尼爾多諾霍與首席政策官尼爾··布拉德利布拉德利﹒﹒

節目介紹﹕小瑞與大魔王圍繞以
小瑞為首的5個小寶貝和怪異發
明家大魔王之間鬥智鬥勇的故
事展開﹐幽默詼諧﹐寓教於樂﹐集
科學性﹑知識性﹑教育性和娛樂
性為一體﹐讓小觀眾們受到啟
發﹕與夥伴們團結合作﹐能夠更
好地戰勝困難﹒小瑞與大魔王
更多視頻請關注 CNTV 動畫片
台展開全部﹒

播出時間﹕每周一至五下午3時
至3時30分首播﹒

【VOA】美國起訴大眾汽車公司6名高管﹐司法部與德國大眾
汽車公司庭外和解﹒不過﹐官員們說﹐對大眾公司躲避美國柴
油燃料排放標準的行為的調查還在繼續﹒
美國司法部長林奇星期三表示﹐大眾公司同意支付幾十億美
元的刑事與民事罰金﹐並采取措施防止此類違法行為再次發
生﹒
林奇說﹐這是額外的罰款﹐之前已經宣布過罰款150多億美元
的和解協議﹒
林奇還表示﹐美國已經起訴卷入這個“柴油門”醜聞的六名大
眾主管﹐其中之一是大眾公司工程與環境部門負責人奧利弗·
施密特﹒施密特星期六在美國被捕﹒

受到起訴的還有大眾發動機研制部門負責人讓·哈德勒﹑質量
管理和產品安全部門負責人伯恩德·高德維﹑發動機後處理部
門負責人理查德·鐸仁坎普﹑發動機開發與品牌開發部門負責
人海恩茲·雅考布·紐塞爾以及質量管理與產品安全小組的工
程師於爾根·彼得等﹒
指控他們的罪名是欺詐﹑違反潔凈空氣法和共謀罪﹒
林奇星期三表示﹐起訴這些人是這個案子的“重大進展”﹒
她說﹐“多年來﹐大眾通過廣告宣傳說他們的車輛符合聯邦反
汙染標準﹐但是﹐事實上﹐大眾公司在美國出售的大批汽車排
放出來的氮氧化物都超過了法律規定的水平﹐最高超過聯邦
法規定排量的四十多倍﹒”

美國起訴大眾汽車公司美國起訴大眾汽車公司66名高管名高管

美國司法部長林奇等高官在記者會上談論德國大眾汽車公司的案子美國司法部長林奇等高官在記者會上談論德國大眾汽車公司的案子
（（20172017年年11月月1111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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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因應數位時代來臨，順應
時代潮流，美南新聞為讀者和觀眾打造最強大實用的資訊平
台，新型態美南資訊網站 「今日美國」展現最真實全面的美
國生活，提供全面即時的第一手新聞和生活訊息，2017年全
新上線，帶領休士頓華人媒體發展進入新紀元。

「今日美國」網站(www.today-america.com)升級原有美
南新聞網站，以 「展現最真實全面的美國生活，提供最強大
的實用的資訊平台」為宗旨，把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擴大
成為全方位的媒體傳播平台，除有全面即時新聞外，也包含
美國教育文化旅遊、商業等多方面的在地快捷資訊，帶給讀
者最在地的北美生活資料庫。

新上線的 「今日美國」網站， 「讓今日與眾不同」
(Make today different)為響亮口號，美南擁有最強大的記者團
隊，用最堅實的新聞資訊傳播，幫讀者拼湊出北美生活畫面
。網站包含今日要聞、各地僑社、北美熱點和工商版塊、美
南電視STV15.3、ITC、美南印刷、各地中文報紙等八大熱
門分類，另外，美南麥當勞教育展、春節園遊會、商家黃頁
、分類廣告與專欄文章也是關注焦點，提供多方面滾動資訊
，網站便利讀者閱讀，豐富華人掌握生活大小訊息。

其中，美南電視 15.3 頻道
每周七天，持續每天24小時播
出即時新聞、娛樂綜藝、強檔
戲劇、教育文化、時事座談、
理財投資等多元且豐富的節目
內容。網站上也有美南自製休
士頓當地國際名人主持的中英
文訪談性節目，豐富且多樣化
，未來，不只鎖定電視頻道，
觀眾也可透過網站欣賞節目。

其他包括美南國際貿易中
心ITC、美南麥當勞教育展和春節園遊會都是美南營運以久
的老字號品牌，網站上也可搜尋到相關資訊，持續為讀者天
天更新動態。

讀 者 只 要 搜 尋 「今 日 美 國 」 ， 或 輸 入 「www.to-
day-america.com」網址，即可輕鬆找到美南資訊平台；或者
掃描微信公眾號 「今日美南」二維碼(QR Code)。民眾有任
何疑問可電洽 281-498-4310 或直接至本報社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詢問。

今日美國2017全新上線 讓今日與眾不同

今日美國網站今日美國網站。。

微信公眾號今日美南二微信公眾號今日美南二
維碼維碼。。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周
末即將來臨，將迎接充滿藝術文化的
各項活動，包括音樂會、藝術市集、
藝術家講座與馬丁路德金遊行等，歡
迎民眾到場共襄盛舉，度過愉快假日
。

藝術家講座(Artist Talk)：
1月13日本(周五)晚7時至8時在

休士頓曼尼爾收藏館(The Menil Col-

lection)將迎來著名藝術家Amy Sillman
，她將就繪畫及其產生的共鳴主題發
表演說。Sillman曾在全美數個博物館
舉辦過大型獨展，目前部分作品收藏
在休士頓曼尼爾繪畫研究所。藝術愛
好者除可聆聽關於繪畫的講解外，曼
尼爾收藏館也絕對值得一逛，講座免
費 入 場 ， 地 址 在 1533 Sul Ross St.,
Houston, TX 77006，歡迎到場聆聽。

果樹市集(Fruit Tree Sale)：
1 月 14 日 ( 周 六) 在 Urban

Harvest 農夫市場於上午 9 時至
下午 1 時，將舉辦年度果樹市
集，今年連續第17年舉辦，每
年現場都精心準備適應休士頓
氣候的 125 種不同果樹。想要
品嘗農夫市場自產自銷的新鮮
蔬果和手工藝品，地址在5600
Greenbriar Drive,Houston , TX
77005，歡迎到場選購。

馬克杯與現代手工藝品市集
(Cups for Y'all)：

喜歡收藏杯子的朋友不要錯
過本周末。周六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將 在 休 士 頓 現 代 手 工 藝 品 中 心
（Houston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raft）舉辦手工藝品集市，屆時將展
出和販賣大量來自全美各地陶瓷藝術
家的精美馬克杯，身為杯子控的民眾
請別錯過這淘杯好時機。

家庭日 @ The MATCH(Family Fun

Day)：
1 月 15 日(周日)休士頓 Mid-

town藝術中心The MATCH將在
下午 1 時至 4 時舉辦家庭日，屆
時 人 們 將 有 機 會 和 本 地 Main

Street劇院的名人交流，免費參加兒童
的音樂會，觀看魔術師Robby Bennett
帶來的精彩魔術秀。除此之外，當天
全天還將有臉繪、造型氣球表演、室
內彈跳屋、現場音樂、踩高蹺、粉筆
畫等多種有趣活動，適合親子同樂。

第23屆馬丁路德金日遊行(23rd An-
nual MLK Grande Parade)：

另外，1 月 16 日(周一)是馬丁路
德金日，按照慣例，將會舉行大遊行
。今年的遊行地址在休士頓社區大學
(HCC)Central Campus附近。今年將會
有 30 支遊行樂隊和 15 個遊行花車，
活動在上午8時舉行，遊行路線與詳
細資訊請參考網站。

周末活動藝術氣息濃厚 適合親子同樂

Urban HarvestUrban Harvest每年都會舉辦果樹市集每年都會舉辦果樹市集。。((取自取自Houston Press)Houston Press)

第第2323屆馬丁路德金日遊行下周一舉行屆馬丁路德金日遊行下周一舉行。。((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本報訊）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將
與休士頓美術館合辦一埸藝術講座，主
講人是休士頓著名的水墨畫家和國際藝
術策展人劉昌漢。將以中文，英文雙語
配合幻燈片演講.

一批來自台灣國立博物院的精美文
物,目前正在美術館正展出. 這是國立故
宮博物院首次到休士頓. 讓大家可以一
窺中華文物之美. 劉昌漢因此以此為題
，以他多年融合中西美學的經驗，帶領

大家來品味東西方不同美學的藝術。
演講活動內容:

主講人 : 劉昌漢
講題 : 從故宮藏品談東、西藝術美

學
主辦單位: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與

休士頓美術館
地點: 休士頓美術館 (Museum of

Fine Art Houston)
American General Conference

Room, The Audrey Jones Beck Building
5601 Main Street at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05

時間： 1/22/2017 2 PM
詳情請洽 鄧曉林 832-814-8194
英文相關資訊請看以下網址：

https://www.mfah.org/calendar/the-col-
lections-of-the-national-palace-muse-
um/201701220200PM

劉昌漢美術館開講劉昌漢美術館開講------從故宮藏品談東從故宮藏品談東、、西藝術美學西藝術美學

圖左起圖左起：：金俊家金俊家，，鄔逸卉鄔逸卉，，劉昌漢老師劉昌漢老師，，僑委甘幼蘋陳逸玲和鄧僑委甘幼蘋陳逸玲和鄧
曉林曉林

（本報訊）慈濟基金會將於ㄧ
月十四日下午三時至五時舉行2016
歲末祝福祈福會，歡迎社區民眾及
社會賢達一起到靜思堂祈福。慈濟
志工以恭敬心感恩會眾這一年來的
付出。莫輕小善如粒米，匯聚點滴
成大愛；以智導悲布善種，福慧圓
滿用心修。新的一年大家共聚善念
，祈願天下無災，凈化人心，社會
祥和。祈會中將回顧2016年慈濟人
在全球的足跡、德州分會平日與社
區互動，以及在災難時的即時協助
等足跡。邀請您一同關心我們的社
區，祈願更加美好。

活動：2016 歲末感恩祈福會(
請詳見附件邀請函)

日期：01/14/2017 星期六
時 間 ： 下 午 2:45 入 場 ／3:00

PM~5:00 PM
地點：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

入場+⽵竹筒回娘家 Doors	open	+	Bamboo	Bank	Collec2on: 2:45pm	
開場 Program	starts: 	1/14/2017	星期六	Saturday	3:00	-	5:00pm	

	 	 	 	會後將提供簡餐	Refreshments	to	be	provided	aIer	program	ends	
地點	Where:	靜思堂	Jing	Si	Hall	

Buddhist	Tzu	Chi	Founda2on	Southern	Region	佛教慈濟基⾦金金會德州分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	Tel.	713-270-9988	|	www.tzuchi.us	

20162016歲末感恩祈福會歲末感恩祈福會

（本報訊）為了配合不同年齡層
會員們的興趣與需要，風雅集2017年
的活動設計由學習新知識、技能、認
識新朋友到日常生活品質的提升均有
週到的設想，希望會員們經由彼此間

經驗、智慧的互動而提升、砌磋活到
老學到老的生活境界。

1-21-2017 開年大會午餐、表演
、團體活動。會員免費，非會員每人
十元

2-26-2017 如何保值與維護你的
不動產

專家白釗民先生將從屋頂到地基
、白蟻防禦到排水系統，巨細靡遺地
帶你了解你的不動產

3-18-2017 春之頌參訪橘市香格
里拉植物園及史達克藝術館。每
人四十元，包括車資、午餐、瓶
水及門票
3-19-2017 國 王 與 我 歌 舞 劇
Hobby Center
4-22-2017 大專校聯會合唱團音
樂會
Sugar Land Baptist Church
5-07-2017 山明水秀初夏遊一日
遊探訪東德卅原始森林及河流，
Neches River Adventure and Big
Thicket Natational Preserved –
Beaumond and Kountze, Texas 約
$45/人7-2017 I-phone， I-Pad，
I-Cloud 及 smart phone 的學習與
應用會員免費，非會員$5/人
8-20-2017 美食教室系列 - 無煙
快廚
9-09-2017 酵素工作坊示範如何
製作環保酵素及三種食用酵素
10/10/2017-10/21/2017 永 遠 的

故鄉音樂之旅
台北、台中、台南三場音樂會

後暢遊台北、故宮、台中、日月潭、

台南、奇美、高雄、佛光山、墾丁、
南迥風光、臺東祕境、花東山水、礁
溪溫泉、坪林茶鄉

10/21/17-10/29/17 中日本名城
古堡溫泉美食楓紅之旅

名古屋德川園、名古屋城、下
呂溫泉、新穗高溫泉、高山陣屋、美
術館、三町筋、上高地、松本城、大
町溫泉、立山黑部山岳國家公園、金
澤、五崮山、白川鄉合掌聚部落之旅

12-2017 燦爛奪目的耶誕燈河
享用耶誕大餐及參觀休士頓近

郊的耶誕燈河。費用：將另行通告。
風雅集目前開設有：

花藝社：每週六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僑教中心105室

乒乓球社：每週日上午九時至十二
時，文化中心

健康與養生：每週四下午2:45 至5:
30 Bayland Community Center

大專校聯會合唱團 : 每週六下午二
時至五時，玉佛寺

有興趣報名參加以上各項活動的
人士請與風雅集召集人鄧嘉陵聯絡
832 526 7373

休士頓大專校聯會風雅集 2017年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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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2017大休斯頓地區各
界華人歡度春節聯歡晚宴將於2017年
1 月 15 日星期日晚上 6 點在珍寶海鮮
城 （Ocean Palace, 11215 Bellaire Blvd
）隆重舉行。

這次晚宴的宗旨是為海峽兩岸和

海外華人華僑提供一個歡慶春節，吃
年飯，看演出，抽大獎的大聚會。目
前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的劉紅梅副總
領事，越南駐休斯敦總領事和其他官
員已經答應出席！

豪華菜單包括：龍馬精神（蔥薑

雙龍蝦），鴻運當頭（金牌吊燒雞）
，年年有魚 （翡翠班球），牛氣沖天
（蔥爆牛）和紅酒等等。

目前報名參加和協辦的社團和商
家有30多個，預計有500多人參加這
個晚宴！

本次晚宴的普通桌價錢是$258.
贊助桌是$388, 散席的價錢是每人$26

有 意 參 加 者 請 電 ： 鄧 潤 京
832-213-6513， 陳 韻 梅
832-260-5291

海外華人歡聚一堂
舉杯共祝雞年吉祥
天涯海角同根同源
團結一心創造輝煌

2017休斯頓華人歡度春節聯歡晚宴
將於2017年1月15日隆重舉行

（本報訊）本處將於 2017
年1月16日（星期一） 「金恩博
士誕辰紀念日（Birthday of Mar-
tin Luther King, Jr.）」放假乙日

，領務收發件亦暫停，另將於本
（1）月17日（星期二）恢復上
班及領務收發件。倘於前述假日
遇有重大急難事件需緊急協助，

請 撥 打 本 處 緊 急 聯 絡 電 話:
832-654-6041求助。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 敬上

經文處金恩博士誕辰紀念日休假公告

（本報訊）華僑救國聯合總
會為復興中華文化，促進海外文
化事業，提高海外華文著作素質
，將舉辦 「106 年華文著述獎」
獎勵海外優良華文作品。獎項及
名額分為學術論著獎一至三名、

文藝創作獎三名及新聞寫作獎二
名等(相關訊息及申請表下載請參
閱 該 會 網 址 ： http//www.focat.
org.tw)。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2017年6月
30日止

申請辦法：填妥申請表及作品郵
寄至：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121號

7樓之16
電話:886-2-2375-9675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舉辦 「106年華文著述獎」

（本報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教育組與德州中文教師學會(Chinese Lan-
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Texas, CL-
TA-TX)及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合作
辦理的 「2017 年德州中文教師研討會 (2017
Houst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PD work-
shop) 」將於2017年1月15日 (星期日) 在休
士頓聖湯瑪斯大學舉行。研討會首度邀請到
全美外語教學協會(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CTFL)主席
Desa Dawson 進行專題演講。駐休士頓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也十分重視這項
活動，將於上午9點蒞臨為開幕致詞。

德州中文教師學會成立十年來致力於在

德州推廣華語教育，不僅積極與州教育廳
(TEA-Texas Education Agency)溝通協調，制
定中文教師審核標準; 並陸續於州內幾個大
城市舉辦教師培訓講習會，希望能盡快培訓
出對教育有熱忱、且具有高水平、高素質的
中文教師，以解決各獨立學區想開中文課程
但又找不到合格中文教師的困窘。

德州中文教師學會每年會在德州不同的
城市舉辦年會和各種教師研討會，今年研討
會移師到休士頓舉行，由多位資深的大學教
授、校長和老師擔任培訓講師，師資陣容堅
強。除可增進華語教學專業技能，也是建立
華師人脈連結的好機會。

2017年德州中文教師研討會 講師陣容堅強

離散與回歸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淺談北美新移民女作家

（本報訊）繼名作家姚嘉為女士叫好又叫
座的演講 「從鄉愁到越界」後，美南作協很榮
幸又邀請到著名作家陳瑞琳女士來為文友們分
析及介紹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群及她們的作品。

關注及研究北美新移民作家多年並發表論
文無數的陳瑞琳女士認為：北美新移民女性創
作的突出特點，首先表現在女作家們更看重
“人”的本源意義，即“人”在這個世界所承

擔的各種角色。其次是，在她們的創作中，有
意識地保持了自己所處的“邊緣地帶”的心理
距離，攜帶著母體文化的深刻影響與異域體驗
的激蕩與碰撞，從而構建了一個獨特的寫作空
間。她們的創作，除了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
展開對生命旅程的探討，同時也為世界華文文
學的發展前景尋找著與世界文壇接軌的表現方
式和創作技巧。

陳瑞琳認為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特別貢獻
：一是正面書寫異域生活的文化衝突；二是站
在海外的新角度，進行獨特的中國書寫；前者
為“離散”的經驗，後者為“回歸”的反思。
其共同的特質，是因為心靈自由和超越的想像
力，使她們的體驗可以深入到歷史和人性的深
處。

陳瑞琳：美國華裔作家，評論家。現任美

國王朝文化傳播公司負責人，國際新移民華文
作家筆會會長，北美中文作家協會副會長。兼
任國內外多所大學客座教授。出版有域外散文
集《走天涯》、《“蜜月”巴黎》、《家住墨
西哥灣》、《他鄉望月》等，編著北美新移民
作家首部小說專輯《一代飛鴻》以及《當代海

外作家精品選讀》，並出版有學術專著《橫看
成嶺側成峰》及《海外星星數不清》等。多次
榮獲海內外文學創作及評論界大獎。

歡迎文友們踴躍參加這又一場，難得的文
學饗宴！

講員: 陳瑞琳女士
時間: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時
地點: 僑教中心203室

（記者陳松/休斯頓報道）2017
年1月8日（星期日）晚6時由休斯頓
中國人活動中心主辦，大休斯頓地區
各大社團和藝術團體協辦的“擁抱春
天”大型綜藝晚會在休斯頓的斯坦福
劇場隆重舉行。

應邀參加觀看演出的貴賓有：中
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
及夫人、副總領事劉紅梅女士、副總
領事趙宇敏先生等使館的其他工作人
員。特別邀請的嘉賓：美國國會議員
Al Green de 亞裔代表譚秋晴女士、休
斯敦哈瑞斯郡的華裔大法官張文華女
士、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陳珂
先生。同時應邀的休斯敦華裔社團組
織代表分別為：山東同鄉會會長馬欣
、休斯敦國際辣媽大賽發起人（德州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常務副會長）陳
鐵梅女士、美南江蘇總會副會長姚奇
志先生、河南同鄉會會長張燕曉女士
、上海聯誼會會長陳皙晴女士、東北
同鄉會會長李秀嵐女士、安徽同鄉會
會長方勝先生、川渝同鄉會會長卿梅
女士、湖南同鄉會會長吳安萍女士、
德州廣東總會會長徐松煥先生、休斯
頓中國聯合校友會會長黃華。以及來
自大休斯頓地區的各界華裔社團組織
代表、中國駐休斯敦的各大中小企業
代表、商界名流及觀眾千餘人到場觀
看了演出。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
民大使首先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新年賀
詞：值此2017年春節之際，我僅代表
總領館的全體的工作人員向旅居美國
南部地區的華人華僑、留學生、中資
企業機構人員和所有的同胞致以誠摯
的問候和祝福。在過去的一年里，美
南地區廣大的僑胞繼續發揚愛國愛響
、團結互助的優良傳統，積極投身中

美友好合作的大潮。擁護中國和平統
一大業，為祖籍國和家鄉發展默默的
奉獻。我對大家的赤子之心和愛國的
情懷表示崇高敬意。總領館將始終如
一地貫徹“外交為民”的理念，做好
為僑服務的工作，與大家一道為祖籍
國發展和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多做
貢獻。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事業興
旺、身體健康、闔家幸福、萬事如意
。

春晚組委會衷心感謝協辦的社團
組織有：湖南同鄉會、川渝同鄉會、
河南同鄉會、山東同鄉會、東北同鄉
會、上海聯誼會、休斯頓國際辣媽大
賽組委會、華夏學人協會、安徽同鄉
會、沈陽同鄉會、德州廣東總會、江
蘇總會、華夏中文學校、休斯頓中國
聯合校友會、內蒙古同鄉會等各大社
團組織。

“擁抱春天2017春節聯歡晚會”
經過近6個月先期的籌備，邀請了國
內外許多的藝術家們和知名演員助陣
參加演出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此
次的演出團體可謂是陣容強大，薈萃
了來自美國和中國各大藝術家和演出
團隊。擔任本次演出的總導演是畢業
于美國休斯頓大學音樂學院音樂研究
所，歷任美國艾麗芙交響樂團指揮、
美國UIL音樂比賽評審委員會委員、
美國休斯頓《亞洲之聲廣播電台》董
事會董事兼節目總監、亞美演藝集團
理事長兼明星藝術圖藝術總監、北美
華人原創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休斯頓
季家錦小提琴音樂學校校長、美南江
蘇總會原會長。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校長高曉慧：
原中國東方歌舞團主要演員，上海歌
劇院舞劇團客座編導，北京舞蹈學院
考級資質高級教師，休斯頓芭蕾舞學

院客座教師，內蒙古同鄉會副會長，
首屆全球青少年藝術大賽執行導演，
休斯頓第20屆新年園遊會總導演。

演員：傅晶—周潔曉慧舞蹈學校
Katy分校校長，中國國家一級演員，
北京舞蹈學院考級資質高級教師，浙
江藝術學院客座教授，中國浙江歌舞
團首席演員，浙江同鄉會副會長。
陳夢：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校長助理，
教學總監。畢業于上海戲劇學院舞蹈
學院、北京舞蹈學院考級資質高級教
師、上海歌劇院主要演員。
桂夢楠：畢業于上海戲劇學院舞蹈學
院、北京舞蹈學院考級資質教師、新
人新作舞蹈比賽新人獎獲得者。

朱洪生：自幼酷愛音樂，先後層
在安徽藝術學校、上海音樂學院、哈
特福德大學哈特音樂學院、克利夫蘭
音樂學院學習低音提琴演奏專業。曾
師從于世界著名低音提琴演奏家加里.
卡爾、克利夫蘭交響樂團首席低音提
琴勞倫斯.安吉爾。曾在 1995 年元旦
隨海外名家演奏團會中國北京、上海
參加演奏音樂會。曾演奏于路易斯安
納交響樂團。

華夏中文學校Katy舞蹈隊、中國
人活動中心夕陽紅俱樂部等。特邀嘉
賓有：季節-國家一級演員，著名胡
琴演奏家、東方歌舞團樂隊首席、中
國音樂家協會會員、中國民族管弦樂
協會胡琴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九三
學社文化委員。曾出訪過美國、日本
、加拿大、港澳地區三十多個國家和
地區。1995年在德國斯圖加特舉辦個
人獨奏音樂會，中國中央電視臺、北
京日報媒體多次給予專題報道。

演員：包京鷹（特邀嘉賓）---
曾畢業于中國大連藝術學院聲樂表演
專業、進修于中國音樂學院聲樂歌劇

表演系，自2006年從師于中國著名聲
樂大師馬秋華教授、中國音樂學院院
長金鐵霖教授、中央民族大學音樂學
院院長孟新洋教授及著名作曲家劉聰
教授的專業教導，包京鷹擅長民族唱
法以及通俗演唱。曾榮獲第四屆中國
情歌大賽全國個人單項總決賽民族演
唱專業組大獎以及青年歌手電視大獎
賽獎項等。

演員：馬春霞（特邀嘉賓）---
抒情花腔女高音，硅谷愛樂合唱團藝
術總監及領銜女高音，1986年畢業于
沈陽音樂學院。赴美以來，多次參加
俄亥俄州立大學主辦的國際文化交流
音樂會、華盛頓地區的大型音樂會。
于2003年在聖荷西成功的舉辦了個人
獨唱音樂會，用中、意、法、德等多
種語言演唱了中外民歌。

演員：劉朝（特邀嘉賓）---藝
名“少芳”，中國武警文工團演員、
中國文聯副主席、著名評書表演藝術
家劉蘭芳真傳大弟子。中國曲藝最高
獎“牡丹獎”獲得者、北京文聯“德
藝雙馨”獲獎者、中國文聯曲藝家協
會會員、北京文聯曲藝家協會理事、
北京大學語言表演客座教授、四川大
學語言藝術客座教授。

演員：楊萬青---具有博士學位
的科學家，分別在美國亞利桑那和佛
蒙特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主攻
分子生物。現任知名金融企業家、資
深執行董事長。2008年12月，楊萬青
聯合幾位發燒友成立了“休斯頓中華
民樂團”，并擔任團長六年之久，樂
團進行了多場的大型和無數次的中小
型演出，為增進中美文化交流和友誼
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演員：陸曦---自幼酷愛音樂、
舞蹈、京劇。目前是休斯頓國劇社理

事、休斯頓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成人班
學員。先後學戲于梅派資深票友李學
娟、李桂芬、曹馨月、王桂生、趙萬
金、萬家歡、盛莉、喻慧霞老師等。
2014年9月應邀參加全國京劇票友大
賽海外專場表演。2016年進入全國京
劇票友大賽決賽，獲得優秀票友稱號
。

特邀嘉賓還有：國際級的電子手
風琴大師—Gordon Kohl 、周潔曉慧
舞蹈學校的全體教師及學員、主持人
劉良子（畢業于沈陽音樂學院民族聲
樂演唱專業）、譚欣（畢業于大連理
工大學）原美南電視臺電視導播、程
永剛（達拉斯著名的節目主持人）、
孫聞（原北京電視臺洋話連篇欄目投
資人和製片人）。

晚會以春之曲交響樂作為開幕曲
拉開了晚會的序幕，由休斯頓春晚樂
團演奏、樂隊總指揮朱洪生先生的指
揮。舞蹈節目有：紅紅的中國結（華
夏中文學校Katy舞蹈隊、中國人活動
中心夕陽紅俱樂部）、葫蘆絲二重奏
：麗江古城美（表演者：楊萬青、閆
亦修）女高音獨唱：花兒紅，人兒俏
（表演者：包京鷹）、京劇表演：霸
王別姬（表演者：陸曦）、評書表演
：特殊的儀式（表演者：少芳）、小
品：學英語（表演者：馬春霞、楊萬
青）、電子手風琴表演（演奏者：
Gordon Kohl）等共有 30 多個精彩的
節目引起觀眾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
彰顯了大休斯頓地區春晚主委會和藝
術家們辛勤的工作和對藝術執著追求
的成果，帶給華人一場藝術和音樂的
盛宴，祝休斯頓春晚越辦越好，來年
更精彩！

擁抱春天2017大休斯頓春節晚會圓滿成功舉辦

著名舞蹈藝術家周潔表演的舞蹈著名舞蹈藝術家周潔表演的舞蹈--（（攝影陳松攝影陳松)) 靚麗迎賓小姐列隊迎接來賓靚麗迎賓小姐列隊迎接來賓（（攝影陳松攝影陳松）） 楊萬青表演的葫蘆絲楊萬青表演的葫蘆絲（（攝影陳松攝影陳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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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55廣 告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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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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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598

惠康超市

頂
好
超
市

王
朝

Ranchester

G
essner

↑
N

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星期五 2017年1月13日 Friday, January 13, 2017



BB66廣 告 BB66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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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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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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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7年1月13日 Friday, January 1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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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

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281.359.6468 www.themintbank.com

銀行總部：1213 Kingwood Drive, Kingwood, TX 77339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281-568-8888 ext.1118
Tinghui Zhang Executive Assistant 281-568-8888 ext.1117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630, Houston, TX 77036

Come Grow With US !

1.35

休城工商
星期五 2017年1月13日 Friday, January 13, 2017

古曉梅 李佳蔚

2 月 12 號僑教中心音樂會
德 州 聖 安 東 尼 奧 市 Trinity 大 學 舉 辦

2017 年亞洲國際藝術系列 , 其中包含電影播
放 , 古典音樂演出 , 地方戲曲 , 與專題演講。
參與的藝術家來自海峽兩岸地區 , 包含了休
士頓臺灣書院（電影播放）, 廈門大學藝術
學院教授 , 臺南藝術大學鋼琴伴奏研究所 ,
河南理工大學音樂學院 , 奧克拉荷馬州立大
學小提琴教授 , 與 Trinity 大學音樂系教授 . 
2017 年亞洲國際藝術系列除了在 Trinity 大
學舉辦之外 , 也會在其他城市舉辦。其中一
場主題為 " 東西方音樂之美 " 的音樂會 , 將
於 2 月 12 號禮拜天下午四點在休士頓僑教
中心禮堂舉行 .

東西方音樂之美
休士頓僑教中心禮堂
2 月 12 號 ( 禮拜天 ) 下午四點 免費入場
休士頓僑教中心音樂會曲目
1. Ballade No.4.........................................Ch

opin
蕭邦敘事曲第 4 號
2 .  T h e m e  a n d  V a r i a t i o n s  O p . 1 0 

No.6............Tchaikovsky
柴可夫斯基主題與變奏作品 10 第六首
3. Don Quichotte a Dulcinee...............Ravel
I. Chanson romanesque
II. Chanson epique

III. Chanson a boire
拉威爾三首唐吉柯德組曲
4. 雨夜花
5 .  5  S h a k e s p e a r e  S o n g s , 

Op.23.................Roger Quilter
郭爾特作品 23, 五首莎士比亞選曲
6. 春江花月夜

演出者介紹
古曉梅
古曉梅是目前臺灣唯一獲得俄美雙博士

文 憑 (Moscow Conservatory & University of 
Kentucky) 的鋼琴家。2008 年於紐約卡內基音
樂廳舉行獨奏會，為少數登上國際舞臺之臺灣
鋼琴家。

古曉梅演奏足跡遍及香港，俄國，中國，
美國，加拿大，義大利，瑞士。曾與莫斯科音
樂院交響樂團、俄國 Dubninsky 市交響樂團、
美國肯德基州立大學交響樂團、廈門大學藝術
學院交響樂團和廈門愛樂交響樂團等合作演出
協奏曲。個人獨奏演出包括: 臺北國家音樂廳，
俄羅斯 Zubov 青少年鋼琴比賽開幕音樂會，
美 國 Arkansas, Missouri，Texas 等 州 慈 善 音 樂
會， 夏威夷國際人文藝術研討會，中國哈爾
濱音樂廳、廈門鼓浪嶼音樂廳、美國肯塔基州
Lexington 市立文化局 Christ the King Cathedral
系列音樂會、臺灣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系列
音樂會等。以室內樂演奏家身分，曾在俄羅斯
史克裡亞賓博物館 , Alexandrov、Vladimir 等城
市巡迴演出。曾錄製 Susuki 教學 CD，由臺北
指揮家室內樂團發行及法國音樂專題，由臺灣
故宮博物院發行。2013年譯作 – 托爾斯泰“藝
術論” 並附個人鋼琴演奏 CD 由臺灣遠流出
版社出版發行。

曾經接受臺灣東森電視臺、臺灣僑委會宏
觀電視臺節目 “Taiwan Outlook” 、 佳音廣
播電臺、臺灣

中 央 廣 播 電 臺 (Radio Taiwan 
International)、臺北愛樂廣播電臺、臺中古典
音樂電臺、臺灣飛碟電臺、臺灣教育部電子
報、臺灣“觀察” 雜誌、福建日報、海峽晨報、
廈門廣播電臺 90.9 等媒體專訪。

除音樂專長外，古曉梅取得俄國文化部俄
語鑒定證書。曾於臺灣國際音樂節、臺北中正
文化中心、

臺北世貿科技展覽會、廈門大學藝術學
院國際鋼琴大師班等活動擔任翻譯 ( 英語及俄
語 )。她亦曾為表演藝術雜誌撰寫樂評。 曾任
教於臺灣政治大學斯拉夫語系、臺灣國防大學
語言中心及擔任臺灣中央廣播電臺俄語組節目
主持人。

現為廈門大學藝術學院音樂系鋼琴教授及
鋼琴教研室主任 .

李佳蔚
現任美國德州三一大學 (Trinity University)

音樂系專任副教授 / 終身職 . 華人唯一一位在
美國教授聲樂的專任副教授 .

臺灣省高雄縣人 , 1993 年國立藝專音樂科
聲樂組畢業 , 1995 年赴美直攻碩士 , 1998 年獲
得卡耐基美隆大學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聲樂演奏碩士文憑 (M.M.), 2003 年獲得俄亥俄
州立大學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聲樂博士 
(DMA). 在諸多名師指導下 , 曾獲得或入圍國
內外大小獎項 , 其中包括 Uma Cooper 聲樂大
賽第三名 , William Byrd 聲樂大賽決賽 , 以及聲
協新秀 . 2001 年之際於林肯中心 Alice Tully 廳
舉行首演 . 其合作過歌劇院及交響樂團為 :

國家交響樂團 ( 臺灣 ), 臺北市立交響樂
團 ( 臺灣 ), 長榮交響樂團 ( 臺灣 ), 高雄市立
交 響 樂 團 ( 臺 灣 ), Austin Symphony Orchestra 
(Texas), San Antonio Symphony Orchestra 
(Texas),Southern Texas Lyric Opera (Texas), 
Lyric Opera San Antonio (Texas), Martina Arroyo 
Opera Program (New York), Kent Opera (Ohio), 
North Jersey Symphony Orchestra(New Jersey), 
American Singers’ Opera Project (New York) 
和 Southpoint Theate(Texas).

知名男低音 Paul Plishka 曾評論 “…他擁
有與一般男中音所沒有的特質 , 使他的表演特
別打動人心 .”, 知名男中音 Mark Rucker 也評
論 “…他的音色非常適合威爾第及普契尼的
歌劇 , 其戲劇及音樂的張力遠超忽想像”

李 博 士 演 出 遍 及 臺 灣 , 美 國 , 歐 洲 以
及 中 國 大 陸 . 最 近 演 出 歌 劇 包 括 Tonio 
(I Pagliacci),Scarpia (Tosca), Ford (Falstaff), 
Don Giovanni (Don Giovanni), Germont (La 
Traviata),Marcello (La Boheme), Angelotti 
(Tosca), Danilo (Die Lustig Witwe), Falke (Die 
Fledemaus), Monterone (Rigoletto), Bhaer (Little 
Women), Ottone (L’incoronazione di Poppea), 
Alfio (Cavalleria Rusticana) 以及 The Count (The 
Ghost of Versailles). 值得一提的是 在 Cavalleria 
Rusticana, 與世界知名女高音 , Carol Vaness, 分
別飾演男女主角 .

除了聲樂演出外 , 李博士於 2002 年擔任
Kenyon 學院助理教授一職 , 2003 年受聘於德
州 Trinity University, 為該系最年輕的專任教
授 , 主要教授聲樂 , 聲樂教學理論 , 語韻學 , 及
聲樂文獻研究 . 其學生曾多次榮獲美國聲樂比
賽多次獎項 （美國大都會歌劇院比賽 , Barry 
Alexander 國際聲樂大賽 , 及美國聲樂教師協
會聲樂比賽 ), 並經常受邀於世界各地獨唱演

出（紐約卡奈基音樂廳 , 費城交響樂團 , 奧
地利薩爾茲堡音樂節 , 義大利佛羅倫斯聲樂
節 , 美國 Santa Fe 音樂節及義大利 Amalfi Coast 
Summer Festival).

李博士近年來受邀於臺灣 , 中國及美國各
大學院校舉行大師班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Whea ton Col l ege ,  S t .  Ola f  Col l ege , 
Kenyon Col lege ,  Univer s i ty  o f  Texas  a t 
Arlington,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 Kent State 
University,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 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 ,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 國立中山大學 , 臺
北市立教育大學 , 私立實踐大學 , 私立東海大
學 , 上海音樂院 , 中央音樂院 , 雲南藝術學院 , 
北京大學歌劇研究院）. 2005 年六月 , 李博士
被美國聲樂家協會 (NATS) 遴選為聲樂教授
培訓計畫 (NATS Intern) 的十二個教授成員之
一 . 2007 年七月 , 應義大利暑期音樂節 Amalfi 
Coast Summer Festival 之邀請擔任聲樂指導 . 值
得一提的是 , 李博士以多年的教學經驗以及參
考歐美著名音樂節的模式 , 於 2009 年八月在
臺灣成立了國際亞太青年歌劇坊 .

李博士多年來研究英國十九世紀聲樂作
曲家及其作品 . 他的博士畢業論文 “Gerald 
Finzi,Thomas Hardy, and Finzi’s song cycle 
“Before and After Summer” 曾被多次引用並
現已收藏於俄亥俄州立大學及密西根州立大
學 . 除此之外 , 李博士於 2011 年走訪中國各大
音樂系所並開始研究中國民歌與西方聲樂的差
別 , 此研究已經在眾多學術研討會議上發表 . 
同時他也應中國音樂教育期刊以及歌唱藝術期
刊之邀請定期為其撰寫聲樂相關文章 .



BB99休城工商

「擁抱春天」大休士頓地區春節聯歡晚會閃亮登場（ 下 ）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休斯敦春晚樂團、季家錦小提琴音樂學校表演開幕曲「 春之序」。全體演員謝幕前大合唱。

（ 左起 ) 王維國，包京鷹演唱開幕曲。 晚會四位主持人（ 右起 ）劉良子，程
永剛，譚欣，孫聞。

由休斯敦聲樂發燒友所表演的民歌大聯唱「 草
原序曲 」。

由休斯敦聲樂發燒友所表演的民歌大聯唱「 草原序曲 」。

東方藝術教育中心表演舞蹈「 花雨隨想 」。

由休斯敦聲樂發燒友所表演的民歌大聯唱「 草原序曲 」。

絢麗西班牙葡萄牙兩國 9 天陽光之旅 $788/ 人（不含機票）
兩人成行，保證出發！每週五抵達馬德里
往返機票參考價格：休斯敦 (IAH)- 馬德里 (MAD)   $1000

“雙牙”葡萄牙 & 西班牙
9 天陽光之旅！

ONLY$788（純玩無購物）! 
每週四出發！

 Madrid 
抵達馬德里，專人機場接機送往酒店。自由活動
(正常接機時段為7:00am-10:00pm，超時服務需額外加收
USD25/每人/每程)

 Madrid Zaragoza

遊覽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參觀比利斯噴泉、米約廣場、西班牙
廣場、哥倫布紀念廣場、西班牙大皇宮等景點名勝，皇宮是西
班牙王室鼎盛時之建築，金碧輝煌且美侖美奐，呈現出昔日帝
國神聖的餘暉；而代表著西班牙中心點的「零公里」是一塊不
大不小正方形的磁磚，就安放在太陽門的行人道上，而太陽門
廣場商店林立，是百貨公司佈遍的地區，是自由活動，選購西
班牙特色產品皮革、服飾及各種紀念品的好去處；下午告別馬
德里，啟程往巴塞隆拿，途經薩拉戈莎住宿。

 Zaragoza Barcelona

早上前往西班牙著名海岸城市巴塞隆拿，抵步後展開遊覽熱
情迷人的巴塞隆拿，哥倫布紀念塔、藍布拉斯大道，繼往巴
塞隆拿最有代表性的聖家教堂參觀，此教堂乃有「建築詩人
」之稱的建築奇才高迪的曠世傑作；隨後遊覽魯營球場。遊
畢赴蒙朱伊克山丘上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場參觀，一九九二年
奧林匹克運動會曾在此舉行，從山丘上更可俯瞰市區全景。
餘下時間送到繁華熱鬧的加泰隆尼廣場，這裡商店林立，團
友可在此區逛街購物自由活動；是晚住宿於巴塞隆拿。
（注意：旺季期間聖家教堂由於管制人流及排隊人群超多，
如 欲 進 教 堂 參 觀 ， 建 議 自 行 在 網 上 預 售 門 票
http://visit.sagradafamilia.cat 預約：下午二時至二時半之間）

 Barcelona Valencia

Alicante
早上告別巴塞隆拿，沿海岸線前往西班牙第三大城市華倫西
亞，歷史上華倫西亞一直充當西班牙通往地中海的門戶，是
商業、文化的集中地；華倫西亞四射的光芒，吸引阿拉伯人
頻繁進出，為華倫西亞注入文化交流及經貿改革的刺激，也
令華倫西亞享有其他城市不曾擁有的繁榮及光彩。今日的華
倫西亞雖已退卻光環，但仍是商易展覽會舉辦重要城市，此
處全年有大小展覽會在舉行。遊覽舊市內的市政廣場、古城
門及華倫西亞大教堂，教堂入口的三座大門，就透露了大教
堂歷經滄桑，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南翼禮拜堂所收藏的瑪瑙
杯，這個杯子傳說正是耶穌最後晚餐所使用的聖杯。遊畢前
往白色海岸海灘渡假城市亞利坎提住宿，是晚住宿於亞利坎
提或鄰近城市。

 Granada Malaga

早上前往安達魯西亞省高原上的名城格拉那達，這是一座歷
史名城，曾先後被西哥特人、阿拉伯人統治過，更是阿拉伯
摩爾皇朝在伊比利亞半島統治八百年之最後據點，十五世紀
費南廸國王成功將阿拉伯人驅逐，完成統一西班牙大業，留
下了多種文明和文化的遺跡，抵步後遊覽摩爾人在「黃金時
代」所遺留下之產物「阿爾罕布拉宮」（又稱紅宮），精緻
細膩的建築、清新脫俗的格調，驚世之美令人讚賞。遊畢前
往備受推崇的太陽海岸進發，稍後抵達沿海第一大城市馬拉
加，此城是名畫家畢加索誕生之地，太陽海岸名聞遐邇終年
受陽光之惠，馬拉加擁有黄金一樣的沙灘、幽靜的別墅到處
可見，是晚住宿於馬拉加或鄰近城市。
（請注意，紅宮由於管制人流及每日限制門票，如欲進場參
觀，建議自行在網上預售門票. 
http://www.ticketmaster.es/nav/en/mucho_mas/granada/alha
mbra_y_generalife_09oz/alhambra_general/index.html 預約：
下午一時至二時半之間.）

USD$788
USD$689
USD$415單人房附加費：

成人：

小童（2-11歲不佔床）：

1. 全程3星或以上酒店標準房（2人1間）及酒店早餐
（歐陸式早餐：咖啡或茶、果汁、麵包、果醬）
2. 全程豪華空調旅遊巴士及專職司機。
3. 專業華語導遊講解
4. 專人機場接機服務（單程）
(正常接機時段為7:00am-10:00pm，超時服務需額外加收
USD25/每人/每程)

1. 國際機票及任何稅項
2. 午晚餐費用
3. 小費（每位/每天5歐元）
4. 景點門票、遊船、纜車、自費項目及各個城市的進城稅
及住宿稅
5. 旅遊保險及個人消費
6. 一切不在“團費包含”所列

景點票價：
西班牙大皇宮(不含官方導遊講解)
聖家教堂
參觀時間：黃線下午二時至二時半之間，橙線上午十時至
十時半之間，
阿爾罕布拉宮 (紅宮)
預訂參觀時間：下午一時至二時半之間. 
魯營球場
額外自費節目：
佛蘭明高舞蹈 
太陽海岸白色山城–米哈斯
夜遊巴塞羅那 （如若不足25人參加，價格略為調整）
夜遊亞利坎提海灘 
午晚餐:
中式午餐或晚餐（標準團餐：五菜一湯）
（團餐最小要10人参加方作安排，少於10人恕難安排）

司机及导游小费:
每參加者每天規定最小給司機小費
每參加者每天規定最小給導遊小費

10€
15€

15.4€

23€

65€
15€
20€
10€

10 - 15歐元

2.00€每天
3.00€每天

Tour code: E05

西班牙、葡萄牙   (2017年 )

 Malaga Seville
早上前往安達魯西亞地區的靈魂城市塞維爾，此城曾是回教
皇朝的首都，安達魯西亞文化的守護天使，佛朗明哥舞蹈的
發源地，又是作家筆下小說「卡門」故事的發生地，西班牙
的第四大城市，於一九九二年舉辦過世界博覽會；抵步後遊
覽建於十六世紀的大教堂，堂內皇室專用禮拜堂，安葬著中
世紀多個國王的陵寢；在主禮祭壇旁是哥倫布的陵墓，為表
揚這位偉大航海家發現新大陸的功勞；遊罷造訪曾經是回教
宮殿及西班牙王朝的宮殿之一的阿卡薩城堡，此宮殿於一九
八七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這座建築經歷回教及天主
教王朝，前後的巧妙配搭形成世上最複雜及美麗建築之一，
隨後漫步聖十字區、黄金塔及瑪利亞路易莎公園，此處是一
九九二年世界博覽會所在地，西班牙廣場的精雕細琢的瓷畫
細說昔日西班牙的歷史及風采。是晚住宿於塞維爾。（自費
節目：在情況及時間許可下，導遊將會改動行程，加插自費
節目前往太陽海岸白色山城-米哈斯遊覽.）

 Seville Lisbon
早上前往萄葡牙首府里斯本，預計下午首先抵達歐洲天涯海
角之稱的“大石角”，此地位處歐洲大陸最西端，團友除了
面對浩翰大西洋茫茫無際的景色外，還可購買記念證書，證
明曾經踏足歐洲西端盡頭，極具紀念價值。遊畢轉赴里斯本
遊覽市內名勝貝倫古塔、象徵葡萄牙為昔日開啟航海時代的
先驅及對發現新大陸的熱情的航海家紀念碑、之後前往傑若
尼莫修道院，一窺十六世紀葡萄牙海權極盛時期所遺留下之
曼奴爾式建築外觀，遊罷送往里馬露茜廣場及龐布廣場一帶
自由活動，團友若有興趣，可於百年老餅店品嚐正宗葡式蛋
撻。是晚住宿於里斯本。

 Lisbon Toledo Madrid

是日驅車前往馬德里，下午途經杜麗多古城遊覽，在太加斯
河及堅固的城牆圍繞下杜麗多記錄了西班牙的歷史與文化，
西班牙全盛時期皆建都於此，漫步在這古蹟密佈的城市，俯
覧亞卡沙爾城堡，參觀結構宏偉的大教堂，完全感受西班牙
昔日的繁華；遊罷送返馬德里，抵達后送往酒店休息。

 Madrid
酒店早餐后，送往機場(免費送機時間為11:00am-10:00pm)。

1. 若馬德裡提前離開，請預定當晚12點以後起飛的航班，如需送
機服務額外費用：USD40/每人(2人起)

以上行程文字描述僅作參考，描述與現實的差異不構成爭議性，本公司
及導遊乃視乎實際情況有權作出適當的安排及調改

為使旅程更充實精彩，沿途部份的景點及節目將涉及到
一些費用，方便團友更易掌握消費預算，我們將一些主
要的景點、餐飲費及建議自費節目價格細列如下，以供
參考。 （進城遊覽稅、住宿稅必需徵收，請按價交現金
給導遊）說明：團友可按個人喜好而決定是否購票、用
餐，或參加任何建議自費節目，絕非強迫規定。

以上價目僅供參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一切調整以現場價牌或當
時公佈為準。

注：團前第一晚酒店一般不在市區,且最終確認資料只能保證在入住前
24小時確認
Madrid
Zaragoza
Barcelona
Alicante
Malaga
Seville
Lisbon

Novotel Madrid Sanchinarro 
Eurostars hotel Rey Fernando
AC by Marriott hotel Sant Cugat
EXE Alicante Hill
Hotel Don Curro
Hotel GIT Via Sevilla Mairena
Holiday Inn Express Lisbon Airport

Silken Puerta
Nexh Zaragoza
Holiday Inn Express Barcelona Sant Cugat
Holiday Inn Express Alicante
Holiday Inn Express Malaga
Eurostars hotel Regina
Sana Malhoa

歐洲風情

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 美南銀行後棟大樓 )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 chinatourus   Mon-Fri:9am-6pm   Sat:10am-1pm

德州屋主對
白蟻應有之
基本認識

圖為「 超群房屋檢驗公司 」負責人
白釗民。（ 記者秦鴻鈞攝 ）

白釗民專欄

德州地區的白蟻大致分為本土地下性白
蟻 , 乾材性白蟻 , 及台灣種地下性白蟻三種 ,. 
其中台灣種地下性白蟻多半發現在休士頓沿海 
(Baytown) 附近 , 在華人比較集中的糖城 (Sugar 
Land) 以及 Missouri City, Katy 等地區僅零散見
於使用鐵軌枕木做為園藝材料的房子 . 乾材性
白蟻散佈範圍雖然較台灣種地下性白蟻為廣 , 
但由於它們生活在木材之內 , 每窩白蟻的個体
數目極少 , 所以造成嚴重損害的情形也極少見 . 
本土地下性白蟻 (Native Subterranean Termite) 
是最常見的種類 , 絕大多數屋主所見到的都是
這種白蟻 .

白蟻問題雖然普遍 , 但真正影響房屋結構
的情形在比例上其實很低 , 原因在於 (1) 與多
數人的瞭解所不同的是白蟻在正常狀況下損壞
木材的速度很慢 , 除非它們進入經常潮溼的木
材之中 , 例如滲水的淋浴間牆壁或下雨時會漏
水的外牆之內 . (2) 地下性白蟻為了自身的安全
以及保持生活環境溼度之需要 , 對所有的活動
範圍都以泥土與外界隔離 , 又因為工蟻有不斷
搜尋新的食物來源之天性 , 這種持續搜索活動
會在牆上造成小洞以及補洞所留下之泥土 , 使
得白蟻非常容易被人發現以及處理 . (3) 房屋在
建造時所使用的木材都能夠承受相當程度的損
害而不致於危及結構強度 , 對於沒有持續漏水
問題的牆壁 , 白蟻在二三年內通常不會造成需
要修理木結構的損害 . (4) 地下性白蟻的處理非
常容易 , 在 2000 年之前曾經有約 20 年的時間 , 
市面上沒有容易使用又具有良好效果的白蟻藥 , 
再加上處理白蟻之業者的渲染 , 使許多人對白
蟻產生了誇張性的恐懼 , 但由於科技的進步 , 
今天市面上已有很容易將白蟻一網打盡的化學
藥品 , 大多數的白蟻問題只要一次處理就能維
持多年 .

雖然白蟻處理不再困難 , 但如果房屋有了

白蟻而多年不予理會或是處理不得其法 , 仍然
有可能因過度延誤而產生重要結構受損的情況 , 
這種情況多半發生在屋主完全沒有警覺性 , 或
是長期出租的房子 , 由於在房屋出租期間房東
很少有機會觀察房屋狀況而許多房客對於不直
接影響他們生活的問題並不在意而聽任其自然
發展 . 做為一個購屋者 , 當發現房屋極度欠缺
保養或曾經多年出租時 , 對於牆壁上的損壞應
提高警覺 , 仔細觀察 . 對於白蟻造成結構性損
壞的牆壁通常有兩個共同特點 , 其一 : 在同一
個區域內出現數條不同方向的不規則裂縫 , 裂
縫後面的木材已變質或鬆軟 , 用螺絲起子一試
就可明顯感覺的出 . 其二 : 在出現裂縫的區域
有白蟻活動所留下的點狀或條狀的泥土 .

對於白蟻所造成的結構損壞之修理工程 , 
其費用多寡因損壞位置之不同而有很大差異 . 
在一般沒有門窗的牆壁 , 牆內的承重木結構非
常容易補強 , 其修理費用最主要用於修補切
除後的表面牆板 (Sheet Rock) 及油漆 . 但如果
損壞發生在門窗正上方的橫樑 (Header 或 Top 
Plate) 上 , 由於橫樑需要完全取出更換 , 成本就
會高出數倍 . 最糟的情況是如果支撐二樓地板
的橫樑 (Joist) 也受到較大範圍的損壞 , 工程費
用就會更高 . 事前自已多一些用心往往可避免
許多事後的頭痛 , 完全仰賴經紀人及檢驗人員
去避免風險不是很切合實際的想法 . 因為經紀
人不是專業檢驗人員 , 沒有能力判斷白蟻是否
存在及其損害程度 . 白蟻處理人員不具備結構
方面的專業知識 , 沒有能力判斷損害是否需要
修理 . 房屋檢驗人員對於表面牆板之後的木結
構由於無法看見因而沒有責任做出評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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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壽星： 
王素美、王吉盛、李雪、林樹嘉、鄭美惠、林恩義、戴京珠、賴美珠、許卓美佐、黃金、許碧珠、黃淑梅、
廖政芳、鄭金蘭、謝文山、簡永謙、林喜美、陳明昭、陳水源、周武藤、李森發與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
佐副處長、楊純慧夫婦、陳偉玲秘書、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許碧珠會長、柯志佳副會長歡聚一堂 許碧珠會長、柯志佳副會長歡迎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楊純慧夫婦參加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 12 月份月會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 12 月份月會
在台灣人活動中心溫馨舉行

本
報
記
者 

黃
麗
珊 

攝

2016 年 12 月 10 日休士頓台灣長春會許碧珠
會長作會務報告

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致詞祝賀長
春會會友們新年快樂

許碧珠會長歡迎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
副處長、楊純慧夫婦、僑教中心莊雅淑主
任列席指導

長春會張闕桃歡迎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一起分享老朋
友相見叙歡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偉玲秘書為長春會張闕桃辦
理行動領務

參加長春會，輕鬆愉快，元氣活潑。老朋友相
見叙歡，認識新朋友益喜樂

壹年壹度的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

在人民大會堂舉行。2016年度國家科學

技術獎共評選出 2名最高獎獲獎人、

279個項目、5名外籍專家和1個國際組

織。雖然數量有所減少，但質量並沒有

“縮水”。以移動4G、北鬥導航為代表

的壹批重大科技成果，扭轉了我國核心

技術和知識產權受制於人的被動局面，

重塑了世界產業格局。

瘦身 279項成果獲獎減量不減質
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公報顯示，2016

年共評出國家自然科學獎42項，國家技

術發明獎66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

171項。較去年的295項，少了16項。事

實上，這不是國家科學技術獎勵項目第

壹次減少。2015年國家自然科學獎、國

家技術發明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受

理項目和評審通過項目總數進壹步減

少，總數比2011年減少21%，進步獎減

少近100項，減幅超3成。

而根據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工作辦公

室的統計，近五年來獎項總數基本呈逐

年減少趨勢，五年的平均數為307項，

比上壹個五年減少了48項。特別是2015

年和 2016年，三大獎總數都已控制在

300項以下，分別為295項和279項。

對此，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工作辦公

室有關負責人表示，獎項“瘦身”主要

是壓縮進步獎，希望通過改革，減少數

量、提高質量，優化結構、完善程序。

為推動國家科學技術獎回歸“推薦制”，

本次評審中，專家和學術組織推薦渠道

被拓寬，評審透明度增強，並首次采用

了申請制的方式面向社會公眾舉辦評審

旁聽活動。

需要指出的是，獎項數量雖然有所

下降，分量卻沒有絲毫縮水。從今年高

等級獎項成果來看，中國在主要科技領

域和方向上“占有壹席之地”。比如，

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項目移動4G

和北鬥導航，均使中國核心技術和知識

產權不再受制於人。

另外，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壹等獎

“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重大改造工程”，

使中國在粲物理領域處於國際領先地位。

該項目第壹完成人陳和生說，在取得成

果時更需冷靜，要清醒地看到與國際最

前沿的領域還有很大差距，需要科技工

作者不斷努力。

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陳

勁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本次獲

獎情況反映了我國建設科技創新強國取

得進展，特別是在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

方面表現出領先世界的端倪，在重大核

心技術方面也取得了優異的成就。同時，

也表明我國科技獎勵更加重視科技創新

的質量，突出原始創新的貢獻。

創新 科技成果各領域全方位覆蓋
多個科技工作者認為，科技獎勵已

經成為國家人才政策、科技政策的重要

組成部分。國家肯定和展示了壹大批優

秀科技成果，將更好地引導科技創新圍

繞國家發展戰略精準發力。

此前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

建議》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壹動

力。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

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

創新貫穿黨和國家壹切工作，讓創新在

全社會蔚然成風。

“國家重獎科技成果是對科技創新

的極大激勵，要進壹步發揮科技在全面

創新中的引領作用。”陳勁表示。

以壹直發展比較薄弱的基礎研究來

說，2016年也邁入世界科技發展前沿。

繼2013年鐵基高溫超導和2015年多光子

糾纏相繼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壹等獎之

後，今年又有壹項物理學領域的重大成

果問鼎該獎項。榮獲自然科學獎壹等獎

的大亞灣反應堆中微子實驗發現的中微

子振蕩新模式，是中國科學家主導的原

創性科學成果，也是中國本土首次測得

的粒子物理學基本參數，在國際高能物

理界產生重要影響。

另外，獲得2016年國家科學技術獎

的項目，不僅“高大上”，也非常“接

地氣”。“三江源區草地生態恢復”項

目，對促進青藏高原地區資源持續利用、

生態環境保護和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

要意義；新疆推薦的“風電機組關鍵控

制技術”項目，依托當地自然資源優勢，

突破多項技術難題，推動風電躍居國內

第三大電源；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推薦的

“棉花生產全程機械化”項目，結合當

地棉花種植以及土壤的特殊情況，研發

出壹整套關鍵技術裝備，建立了棉花生

產全程機械化技術體系……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家科學技術獎

勵大會上也明確指出，要全面提高創新供

給能力，推動科技創新成果向各行業各領

域覆蓋融合，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新動能既

來自新興產業成長，也來自於傳統產業的

改造提升。在科技創新的推動下，我國新

興產業快速成長，數字經濟、分享經濟、

平臺經濟等新業態方興未艾，對這些產業

要審慎監管，使之健康發展。

轉變 重大成果重塑世界產業格局
在今年獲獎的279個項目中，既有

面向國家需求的重大項目，也有致力於

改善民生的科技創新。這些重大標誌性

成果為我國成為有世界影響的大國奠定

了重要基礎。

記者統計發現，從今年獲獎成果，

特別是高等級獎項的總體水平看，我國

在世界主要科技領域和方向上已占有壹

席之地，正在從“跟跑者”向“並行者”

“領跑者”轉變。

“以移動4G、北鬥導航為代表的壹

批重大科技成果，扭轉了我國核心技術

和知識產權受制於人的被動局面，重塑

了世界產業格局，是我國創新驅動發展

的成功範例。”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工作

辦公室有關負責人表示。

他解釋，以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

特等獎的“北鬥二號衛星工程”為例，工程

建設的圓滿完成，使我國擁有了完全自主

的高性能北鬥二號衛星導航系統。從根本上

擺脫了對國外衛星導航的依賴，為我國經濟

建設和國防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北鬥二號衛星工程是國家科技重大

專項，是我國北鬥衛星導航系統建設

“三步走”發展戰略承前啟後的關鍵壹

步，其任務是建成覆蓋我國及亞太地區

的北鬥二號衛星導航系統，滿足我國經

濟社會發展和國防軍隊建設急需，保障

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

中國衛星導航定位協會此前發布的

2016年度《中國衛星導航與位置服務產

業發展白皮書》顯示，2015年我國衛星

導航與位置服務產業保持高速發展，總

體產值達到 1735億元，較 2014年增長

29.2%。其中北鬥應用占比進壹步提高，

市場貢獻率接近20%。

在北鬥二號衛星工程總設計師助理

郭樹人看來，工程實現了國際衛星導航

領域和我國航天領域的多個首創，走出

了壹條符合中國國情、獨具中國特色的

衛星導航系統發展道路。

他坦言，信息技術產業有壹個特點，

那就是成本投入與生產規模有很大關系。

北鬥能在市場中迅速發展實屬不易。他

透露，去年北鬥終端產值高達180億元，在

國內市場占有率提升至30%。“目前我

們全面完成區域導航系統建設，形成覆

蓋亞太大部分地區的服務能力，2020年

我們的服務能力將覆蓋全球。”

國家精細化創新路線重塑產業格局

美國對中國產液晶電子手寫板發起調查
綜合報導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宣布，對兩家

中國企業在美銷售的液晶電子手寫板產品發起調

查，以確定它們是否存在專利侵權行為。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當天發表聲明說，位於俄

亥俄州的Kent Displays公司去年12月份提出申訴，

指控美國進口及在美國市場銷售的上述產品侵犯了

該公司專利，請求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發布有限排

除令及禁止令。

337 調查得名於《1930 年美國關稅法》第

337條款，後經歷數次重大修訂。根據該條款，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有權調查有關專利和註冊

商標侵權的控告，也可開展涉及盜用商業機

密、商品包裝侵權、仿制和虛假廣告等內容的

調查。調查對象不僅包括外國企業，也可涉及

美國本土企業。

根據有關程序，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在啟動

337調查後，必須在45日內確定終裁的目標時間

，並盡快完成調查。通常案件需要在壹年內作出

裁決。如果涉案企業被裁定違反了第337條款，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將發布相關產品的排除令和

禁止令，這意味著涉案產品將徹底喪失進入美國

市場的資格。

分析人士認為，目前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

提名的主要商貿官員人選在對外貿易方面持鷹

派立場，特朗普執政後可能更加關註貿易執法

而非推動貿易自由化，這可能導致美國對外貿

易摩擦增加，惡化全球貿易環境，中國企業需

要為此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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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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