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四 美南周刊
頭版人物介紹預覽

BB11

2017年1月17日 星期二
Tuesday, January 1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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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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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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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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新聞
星期二 2017年1月17日 Tuesday, January 17, 2017

休斯頓雪佛蘭馬拉松賽圓滿結束
2018 提前報名開始

（本報訊）2017 年休斯頓雪佛蘭馬拉松國
際 賽 (Chevron Houston Marathon)1 月 15 日 星
期天上午在休斯頓圓滿落幕。

在男子全程比賽中，來自非洲肯尼亞的選
手 Dominic Ondoro 以 2 小時 12 分的成績獲得
第一名。女子全程比賽的冠軍則由非洲俄塞俄
比亞的選手 Meskerem Assefa 奪得。

一年一度的休士頓馬拉松比賽是國際盛
事，休士頓地區有十個地點將沿途觀看，為運
動員助威加油。

休斯敦國際馬拉松比賽創建於 1972 年，
迄今為止，該賽事創辦了 40 多年，從第一屆
113 名選手參賽，到目前有數萬名馬拉松愛好
者參加，該賽事吸引了眾多世界級好手前來捧
場。

此次休斯頓國際馬拉松比賽的全程為 26.2
英裏，並且伴隨著 Aramco 休斯頓半程馬拉松
賽，在休斯頓市中心的 Congress 和 San Jacinto
所在地開始，在下午 2 點 30 分左右在終點
Lamar 和 Crawford 交接點結束，全程貫穿休斯
頓市區。

今年年雪佛蘭休斯頓馬拉松賽和 Aramco
休斯頓半程馬拉松賽參賽名額限定為 27000

名，其中 13500 是馬拉松選手，另外一半則是
半程馬拉松選手。

參賽者規定必須 12 歲以上方可參加馬拉
松賽，7 歲以上方可參加半程馬拉松賽。

馬拉松賽報名費用為 135 美元，半程馬拉
松報名費用為 115 美元

當天的早晨的濕度和霧氣較大，氣溫介於
65 華氏度，對選手來講應當是一個較為適宜
的天氣。比賽的線路跨越城市多個街道，並且
當選手通過後，一些封閉的街道也紛紛向市民
開放。

2018 年休斯頓馬拉松已經開始接受報名，
一直持續至 1 月 19 日中午，或者直到 10000
名名額報滿為止。

相關網站
http://www.chevronhoustonmarath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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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診所地址：：96009600 BellaireBellaire 211211室室((王朝商場二樓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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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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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Tang HoTang Ho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時事圖片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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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春運火車票開售韓國春運火車票開售 民眾熬夜打地鋪買票民眾熬夜打地鋪買票

韓國首爾韓國首爾，，韓國韓國““春運春運””火車票預售開始火車票預售開始，，首爾火車站人山人海首爾火車站人山人海，，
民眾排隊購買火車票場面火爆民眾排隊購買火車票場面火爆，，不少人通宵排隊買票不少人通宵排隊買票。。

科索沃遇零下科索沃遇零下2020度極寒天氣度極寒天氣
出現出現““凍瀑凍瀑””奇觀奇觀

科索沃科索沃LapceveLapceve，，當地氣溫降至零下當地氣溫降至零下2020度度，，出現出現““凍瀑凍瀑””奇觀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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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此前，，布雷維克起訴挪威政府當局將其單獨羈押五年布雷維克起訴挪威政府當局將其單獨羈押五年，，
侵犯了他的人權侵犯了他的人權，，20162016年的年的44月月2020日挪威奧斯陸地方法院日挪威奧斯陸地方法院
裁定布雷維克勝訴裁定布雷維克勝訴。。隨後隨後，，挪威政府提出上訴挪威政府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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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 動 傷 專 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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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造2025試點城市將大擴圍 年內或達30個

為進壹步推進“中國制造2025”戰

略落地，工信部將在2017年修訂和完善

“中國制造2025”分省市指南，引導地

方差異化發展和重點領域生產力合理布

局；同時深化城市（群）試點示範，推

進20到30個基礎條件好、示範帶動強的

城市先行先試；啟動國家新型工業化產

業示範基地卓越提升計劃，確定首批

“中國制造2025”卓越提升試點示範基

地，以上述三項措施形成中央、省、試

點城市、產業基地協同推進的網絡化發

展格局。

專家認為，未來，我國制造業東部

轉向高端裝備制造、中部產業升級、西

部優勢產業突破的“新三極”格局有望

加速成型。

入列 試點示範城市或達30個
記者從多個渠道確認，繼2016年8

月寧波成為首個“中國制造2025”試點

示範城市後，武漢、泉州、成都等多個

城市近期也正式通過專家組審批，成為

第二批“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範城市。

目前，還有超過30個城市已向各級工信

主管單位提出了“中國

制造2025”試點示範城

市的申請，另有多地正

在組織編寫“中國制造

2025”試點示範城市實

施方案。根據工信部

工作安排，今年將有

20 到 30 個 城 市 成 為

“中國制造2025”試點

示範城市。

據悉，“中國制造

2025”試點示範城市的遴選，同時考慮

了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等不同區域

的城市分布，涵蓋了老工業基地、創新型

城市、資源型城市等不同城市發展類型

，未來的試點示範城市將充分覆蓋全國

各個地區。更重要的是，在選擇試點示

範城市時，還將考慮相關城市對周邊區域

的產業帶動效應，部分能夠推動區域內形

成全新制造業產業集群的城市有望優先入

列。

專家組介紹，上述城市的試點示範

方案均考慮了地方制造業現有優勢和未

來產業轉型趨勢，以及區域帶動效應。

這些城市成為試點示範城市後，有助於

今後在全國範圍內推廣相關經驗，並能

帶動周邊區域協同發展。例如，成都的

試點示範方案提出，將在“十三五”期

間大力發展智能制造產業，並以成都為

中心實施10個產業集群協同創新重大項

目，以此推動成都平原經濟區、成渝城

市群、中西部城市群的協同發展。

工信部部長苗圩在2017年全國工業

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介紹，上述三項措

施是 2017年我國全面實施“中國制造

2025”戰略的重要舉措。壹方面，通過

中國制造2025分省市指南來實現各地的

差異化發展；另壹方面，通過試點示範

城市形成帶動效應，引領不同區域的協

同發展。

工信部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

院介紹，壹旦試點城市示範城市逐步展

開工作，並在各地區形成壹定數量，將

有助於我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並能夠

在不同區域形成新的制造業格局。

成型 制造業有望呈現“新三極”格局
除了開展試點示範城市工作，工信

部還將在2017年修訂和完善“中國制造

2025”分省市指南，引導地方差異化發

展和重點領域生產力合理布局。業內普

遍認為，隨著“中國制造2025”戰略不

斷實施，我國制造業將進入新壹輪升級

通道，我國制造業東部轉向高端裝備制

造、中部產業升級、西部優勢產業突破

的“新三極”格局有望加速成型。

事實上，2016年全國多地已經針對

各自的產業稟賦和優勢，出臺了“中國

制造2025”的地方實施方案。截至2016

年底，全國已有25個省區市相繼出臺了

“行動綱要”或“實施意見”等地方性

政策。此外，哈爾濱、南京、蘇州、東

莞等30多個城市也相繼出臺了各自的實

施措施。

從各地具體政策看，制造業“新三

極”發展格局已基本明朗：即東部轉向

高端裝備制造、中部產業升級、西部優

勢產業突破。目前，江蘇、浙江、廣東、

山東等東部制造業發達地區，均將產業

發展重點聚焦高端裝備制造和戰略新興

產業等高技術領域；安徽、河南、山西

等中部省份提出全面升級制造業，在繼

續深挖能源開采設備、煤化工裝備、農

機裝備等原有優勢產業潛能的同時，發

展重點拓展到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

藥、信息技術等產業；陜西、四川、重

慶、廣西等西部省份則根據各自產業現

狀，提出了優勢產業重點突破的發展戰

略，重點發展信息技術、航天航空等優

勢產業。

以江蘇為例，江蘇出臺的《中國制

造2025江蘇行動綱要》確立了重點發展

集成電路及專用設備、網絡通信設備、

智能制造裝備、先進軌道交通裝備、海

洋工程裝備和高端船舶、新型電力裝備、

航空航天裝備等15個產業，並提出力爭

經過10年努力，讓江蘇制造業在“中國

制造”中走在前列，若幹重點行業和重

要領域達到國內領先、世界先進水平。

陜西、甘肅等地出臺的政策除了明

確發展目標和重點發展領域外，還提出

了具體的產業項目和投資金額。例如，

《中國制造2025陜西實施意見》要求對

14個領域共100個項目給予資金支持，

涉及總投資8041.79 億元；《中國制造

2025 甘肅行動綱要》提出，2016 年到

2018年組織實施600多個重點項目，總

投資超2600億元。

配套 後續產業舉措陸續出臺
記者獲悉，2017年將是我國全面實

施“中國制造2025”戰略的關鍵壹年，

有關部門將出臺壹系列舉措，推進“中

國制造2025”戰略的持續落地和制造業

的全面轉型升級。

根據工信部工作部署，2017年我國

將實施多項制造業重點工程，包括國家

制造業創新中心建設工程、工業強基工

程、高端裝備制造創新工程、新材料產

業創新工程。其中，將在新壹代信息技

術、軌道交通裝備、高端數控機床等領

域，選擇20項左右基礎零部件、15項左

右先進基礎材料、10項左右基礎工藝，

實施壹攬子突破行動，重點解決制約產

業發展，並且能夠在未來1到2年內取得

突破的共性問題。

工信部還將出臺多項政策繼續鞏固智

能制造發展，將實施智能制造專項行動，

在流程制造、離散型制造、網絡協同制

造、大規模個性化定制、遠程運維服務等

方面，遴選90個左右的試點示範項目，制

訂修訂50個以上智能制造標準，並在石

化、鋼鐵、有色、稀土、裝備制造等領域

分類分批推進智能制造相關應用。

此外，為支持“中國制造2025”戰

略順利實施，財政部將落實研發費用加

計扣除、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稅收優惠政

策，加大重大裝備首臺套推廣應用支持

力度，將新材料、關鍵零部件納入首批

次應用保險保費補償範圍。同時，財政

部還將發揮先進制造產業投資基金、國

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等引導作用，

促進制造業重點領域加快發展。

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表示，隨著

後續壹系列舉措的出臺，政策紅利將得

以進壹步釋放。屆時，在產業政策和財

稅政策的推動下，我國制造業將進入全

面轉型升級階段，其進展也會提速。完

成轉型升級的制造業將繼續推動我國經

濟健康持續發展。

成品油今迎2017年首次調價
機構預測跨年“四連漲”

綜合報導 2017 年首輪成品油調價窗口於 1

月 12日 24時開啟。多家機構預測油價將迎來上

漲，這不僅是 2017 年首次上調，也將實現跨年

“四連漲”。

隆眾資訊、卓創資訊等機構預測本輪上調幅度

或較小。此前油價在2016年11月30日、12月14日

以及12月28日三個調價窗口均為上調。

隆眾資訊統計數據顯示，截至1月10日，原油

綜合變化率3.24%，按當前原油水平來測算，預計

本輪成品油上調幅度為100-110元/噸，折合升價為

0.07-0.09元/升。另據卓創資訊測算，預計汽柴油上

調80元/噸。

“國際油價連續兩天大幅下滑，本輪國內油價

上漲幅度持續收窄，”卓創資訊成品油分析師徐娜

說，伊拉克原油出口創新高令市場質疑其是否履行

減產協議，加之美元走強等利空因素打壓了國際油

價。

徐娜指出，按當前預計的80元/噸調整幅度測

算，四次連漲後汽油累計漲幅或高達790元/噸，柴

油累計漲幅或為765元/噸，折合升價為92號汽油

0.62元，0號柴油0.65元。近兩個月內消費者用油

成本連續增加。

另據中宇資訊測算，如果此輪油價上調，除海

南省外，我國大部分省份汽油零售價將在6.35-6.6

元/升。

雖然本輪成品油最高零售限價將迎來上調，

但國內批發市場相對平淡。隆眾資訊油品分析師張

萌表示，年底臨近，且受持續天氣因素影響，柴油

消費進入淡季，價格壹再下滑，而汽油節前備貨尚

未完全開始，批發價較上輪調價有所下跌。

中宇資訊分析師胡雪表示，上壹計價周期，92

號汽油已經全面回歸6元時代，車主用車成本上

漲。臨近春節，用車增多，汽油需求轉好，短期對

汽油價格形成有力支撐，後期國內汽油價格或將陸

續擡頭。

胡雪說，柴油商家目前傾向於降價銷售，維持

低位庫存，整體市場成交積極性較低，市場以震蕩

下行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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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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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設 備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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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副 刊
0105D07

維吉妮彷惶了半個月，作
出了一個驚天動地的決定
，這個決定把她周圍的人
都嚇了一大跳，辭掉工作
，賣掉房子，搬家去瑞典
。維吉妮生性開朗活潑，
最愛同朋友唱歌跳舞。邁
阿密溫暖濕潤，一年四季
都有花果飄香，一年四季
都可以在室外夜夜歡歌。
誰都搞不懂維吉妮，哪來
瘋狂的舉動？除了愛情的
荷爾蒙，還有什麽元素可
以讓人神魂顛倒？維吉妮
八年前嫁給一個大學教授
，丈夫溫潤文雅，女兒活
潑可愛，但她受不了日複
一日的家庭生活，一有空
閑就跟朋友跑到酒吧喝酒
，喝多了就載歌載舞，在

醉熏熏的氛圍中跟人有了一夜情。她覺得她很冤
枉，因為對方長什麽樣子都不知道，但是男人的
內褲不知怎麽穿在了她的身上？她醉意朦朧躺在
自家的沙發上，在丈夫的雷霆怒喝聲中依然分不
清東西南北。
還能怎樣？只有離婚吧，丈夫帶走了女兒，他有
詳細而鮮活的證據，證明她不是個好母親。維吉
妮的表姐沙娜，心慈念善，不忍看妻離子散，孩
子沒有完整的家，幾次請求維吉妮丈夫看在女兒
的面上，讓維吉妮回家。維吉妮倒是無所謂，她
說隨他去吧，愛怎樣就怎樣，我經濟獨立，不靠
任何人，我喜歡自由的人生。
維吉妮從醫學院畢業後，一直在邁阿密的一家公
立醫院當婦科醫生，她醫學院的同學大都獨立開
業，擁有自己的診所。她丈夫曾對沙娜說過，她
那個水準，也只有留在公立醫院混，自己開業不
把人醫死，也會把人弄成終身殘疾。
公立醫院就公立醫院，壓力不大，工作相對輕松
。維吉妮工作的這家公立醫院，是聯邦政府投資
所建，服務的對像是貧困階層，沒有任何收入的
階層。維吉妮曾跟沙娜表姐抱怨過：“我上班就
是跟五顏六色的社會垃圾打交道。” 那天她的病
人是個拉裔女子，跟父母偷渡過來，現在已經拿
到了難民資格。可惜啊，22歲的年齡，本是花一
樣的年齡，卻已經是10個孩子的母親。她耐心對
她解釋：“你要愛惜自己的身體，如果選擇避孕
，我可以告訴你這方面的知識，你還這麽年輕，
有美好的前途，不應該被這麽多孩子拖累。”女
孩愛理不理地瞪了維吉妮一眼，鼻子哼了一聲，
話都懶得說，只顧低頭聽手機裏的音樂。
維吉妮在電話裏對沙娜說：“天天都是這樣的爛
人，爛得超出你的想像。昨天遇見一個15歲的女
孩，因為恨自己的母親，勾引父親懷了孕，被祖
母拉到醫院做引產，居然不讓醫生碰她，大罵醫
生是群殺人犯，要謀殺她的孩子......天天都攤上這
樣的事，我再也呆不下去了，我不想得精神病，

有機會我一定要逃跑！”
沙娜倒是沒有那麽多的煩惱，她在一家公立中學
教自然科學，她勸維吉妮：“感恩上帝吧，如果
不是這樣的人我們還沒有工作，我好幾個同學都
失業了，但是我上班的學校因為有80%的貧困學生
，政府每年都給穩定的撥款。”
維吉妮心煩意亂，下班便去海邊的酒吧暢飲。夏
日黃昏的大海，美得有幾分虛幻，恍若一場夢，
夢裏輾轉著神奇的神話。黑夜來臨了，清甜的花
香在夜色裏彌漫，月光下的椰子樹搖曳出一片浪
漫，最浪漫的人在這個夜晚同維吉妮相遇了。那
是一個金發碧眼的青年，他叫奧列，來自瑞典，
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跟美國人一樣的英語。維
吉妮後來才知道，北歐的英文普及率很高，小孩
子在幼兒園就開始學英文。
奧列對她笑道，你長了一對中國人的眼睛。她說
你還真猜對了，我的曾祖父就是中國人，我的曾
祖母是義大利人，他們是在巴西相識，一年後便
舉行了結婚大典。維吉妮身上的血統比較複雜，
除了中國和義大利，還混合了希臘、印度、敘利
亞、英格蘭等元素。如果不仔細觀察，還真發現
不了她跟中國人有幾分相似的杏仁眼，那只是外
形，她的眼睛顏色倒是半灰半藍。
瑞典屬於北歐，北歐是盛產金發碧眼的發源地。
維吉妮沒想到奧列的祖先也是來自中國，他身上
也有中國的血統。他沒有開玩笑，他一本正經拿
出手機，他從手機拉出一張中國地圖，他指著廣
東臺山的位置說，就是這裏，我先祖的家，他當
年坐船飄到了拉美，在種植園裏當苦力，收割甘
蔗，種植橡膠，後來還去挖過巴拿馬運河。再後
來，他娶了一個來自愛爾蘭的姑娘，他們的孩子
長大後去了瑞典......
維吉妮問他，都過去了一百多年，你怎麽知道廣
東就是你先祖的地方？奧列說，他有個叔叔是大
學的曆史教授，業余時間寫了一本家族史的書，
家族這棵大樹上，有許多紛繁燦爛的枝條，他覺
得這根“中國枝”特別有意思，按照書上提供的
線索，他去年夏天還去了一趟廣東臺山。
維吉妮又是羨慕又是惋惜，她說，可惜我找不到
我的中國枝，但她能推測是在廣東，因為她和家
人都喜歡廣東點心。她告訴奧列，邁阿密有家早
茶樓美味經典，她特別喜歡，她向他發出邀請：
“星期天我帶你去吧，老闆跟我的關系特別好，
每次都給我打折。”
面對海上的明月，兩個人言談歡愉，很自然交換
了手機號碼。只過了兩天，維吉妮便給奧列打電
話，她特地諮詢了她的祖姑母（grant aunt)，她
們的先祖也在種植園種過甘蔗和橡膠，後來也加
入過巴拿馬運河的挖修大軍。
奧列激動說：“說不定我們擁有共同祖先，完全
應該慶祝一下。” 她帶他去了那家廣東茶樓，
把奧列介紹給老闆，說這是她失散多年的堂兄弟
，千山萬水他們終於團聚了。老闆拿出茅臺給他
們慶祝。兩人只喝了半杯便醉了，出了茶樓，驅
車去了海灘，月光清澈，如溫柔的流水落在海面
上，粼粼閃閃，灩灩隨波，一海的月光，一海的

情濃意長。二人海誓山盟，定下了終身。
認真的愛情需要婚姻的承諾，有些事情不得不嚴
肅面對。奧列是個機械工程師，目前在邁阿密一
家船舶公司上班，沒有綠卡，只有工作簽證，合
同到期後就必須回瑞典。按理說，兩人結婚後，
維吉妮可以跟奧列辦綠卡，但是奧列還是認為在
本國發展的前途更大，再說奧列是家中的獨子，
父親經營的產業也需要他繼承。
為了愛情，維吉妮決定搬遷到萬裏之外的瑞典。
“真是莫名其妙！”沙娜說：“哪裏跑出來的親
戚？哪裏跑出來的共同祖先？據說那地方冷得讓
人發瘋，冬天站在室外鼻子都會冷得掉在地上變
成小石頭，你忘了你小時候的故事嗎？”
維吉妮十二歲的時候，父母離婚，父親留在邁阿
密，母親帶著女兒回到自己的故鄉，北達科達州
的一個石油城，那裏有母親的父母兄弟，還有一
群從小長大的朋友。但是維吉妮受不了北達科達
的長冬酷寒，獨自一人逃回了邁阿密。要說那次
逃跑，真是一場奇特的冒險，維吉妮的母親堅決
不允許女兒回到父親身邊，因為她認為那是個道
德品質敗壞的男人，沒有資格撫育孩子。她對維
吉妮說，你不要太嬌氣，這城市裏幾十萬人都能
平安地度過冬天，冬天有冬天的樂趣，你能在邁
阿密享受高山滑雪的幸福嗎？
維吉妮不喜歡滑雪，她喜歡在棕櫚樹下的海灘嬉
戲，更喜歡跟隨父親和他的一群朋友揚帆遠征，
開向加勒比海那些神秘的熱帶海島。她決定逃跑
，她獨自走到機場，混在一群小朋友裏面，跟隨
他們上了飛機，當空勤人員發現她的時候，她已
經踩在了佛羅裏達的土地上，她為此還上了當天
的新聞節目。
她千辛萬苦逃到邁阿密，但是沒能感動父親，他
不願收留她，那年他正在追一個美豔年輕的酒吧
歌手，前進路上跑得滿身是汗的他，怎可能要維
吉妮這個礙腳石？好在維吉妮的姑媽把她帶回了
家，讓她終於留在了有藍天大海椰子樹的地方。
維吉妮跟著姑媽的女兒沙娜一起長大，兩人親如
姐妹，又是無話不談的朋友。那天沙娜一本正經
地對維吉妮說：“我在網上查了，瑞典的冬天比
北達科達還要冷，還要漫長，你要想清楚，莫非
還要來第二次逃跑？”
維吉妮無奈地攤開雙手說：“我能往哪兒跑，我
把房子都賣了。”
沙娜驚得像見了核爆炸現場，她揚高了聲音說：
“你怎能這樣，能這樣？不跟我們商量就把房子
賣了？”
維吉妮能跟沙娜商量嗎？沙娜肯定是堅定不移的
反對態度。想起賣掉的房子，維吉妮心頭也是一
陣痛惜，那房子是邁阿密海灘上的豪華高層，鬧
中取靜，無敵海景，從電梯下到公寓大廳，出來
就是花園裏的遊泳池，再走幾步就是旖旎如畫的
海灘。維吉妮是在金融危機的時候低價買下的這
套房，當時姑媽和沙娜都贊歎她有投資目光。離
婚後的她，一直住在這套公寓裏，她告訴過沙娜
，她越住越歡喜，最愛手持紅酒，面朝大海，她
甚至希望生命走到盡頭的那天也在這套房子裏。

維吉妮老實告訴沙娜，房子賣了，就收不回來了
，一個月後，這房子將迎來新主人，那個時候的
她，恐怕已經飄蕩在大西洋之上了。
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原來維吉妮賣了房子後，把
准備搬遷的物品打了8個紙箱子，2個行李箱。這
10個箱子空運實在太費事，所以她計劃以郵輪的
方式搬家，郵輪從邁阿密出發，橫跨大西洋，沿
途停靠葡萄牙、英國、荷蘭等國，目的港是丹麥
的哥本哈根，屆時奧利會開車在碼頭接她。從哥
本哈根到奧利的瑞典老家，不遠，只需要三個小
時的車程。
維吉妮告訴沙娜，前些日子MALL裏正在打折過季
的服裝，她一下買了好幾件冬衣。沙娜想問她，
佛羅裏達的冬衣抵得住瑞典的寒風嗎？但她什麽
也沒說，既然都成事實了，何必再招維吉妮不快
呢？
維吉妮把一套只用了半年的新傢俱留給姑媽，姑
媽說，我要這些傢俱做什麽，你人都不見了。維
吉妮安慰她說，邁阿密夏日濕熱漫長，你來瑞典
避暑吧，奧列的父母在鄉下有個大農場，養了好
幾十匹馬。維吉妮又對沙娜說，以後你和先生孩
子來北歐旅遊，我那裏就是你們落腳的基地，不
是很好嗎？
維吉妮的前夫知道她要遠嫁瑞典，只覺得不可思
議。他對沙娜說：“瘋了，去那麽冷的地方，維
吉妮就是一頭熱帶的動物，我打賭她還要再跑一
次。”沙娜冷漠回應說：“你怎麽斷定她要再跑
一次？他們兩個人是真心相愛，你沒見過奧列吧
？高大英俊，金發藍眼，童話裏的王子形象，任
何女人都會為他瘋狂，寒冷算得了什麽呢？王
子有能力讓他的公主住進美麗的城堡裏。”
前夫無不嘲諷說：“那麽大把年齡了，愛麗絲
都十歲了，她母親還要玩什麽公主和王子，醒
醒面對現實吧。”
沙娜即刻回應：“維吉妮知道現實，也知道她
的責任，她計劃好了，明年夏天讓我把愛麗絲
帶到瑞典去度假，順便也去看看巴黎和倫敦。
”
前夫看重女兒，離婚後一直拒絕外面的誘惑，
潛意識裏，他希望前妻能回頭，在真誠道歉之
後，他或許會原諒她，把家的大門為她打開。
他似乎太自戀了，太自以為是了，根本沒料到
她會有一場飄揚過海的遷徙行動。
熙熙攘攘的郵輪碼頭，到處都是歡喜明媚的笑
臉，遊人大都是上郵輪度假，橫渡大西洋去看
歐洲的名城和古跡，能不高興嗎？唯有維吉妮
五味雜陳，為了愛情的一場遷徙，馬上就要啓
程。女兒喊著媽咪，哇的一下哭了，這下可好
了，把姑媽也惹成了淚人，沙娜手忙腳亂，抱
了小的，又勸老的。
維吉妮倒是比所有人淡定，她覺得現代科技發
達，縱然天涯海角，也能天天在網上見面。她
吻別女兒後擡了擡頭，發現前夫眼裏也有淚光
，心頭由不得一痛一擊。離別總是讓人催腸斷肝
，無限的惆悵漫延開了，裹著一點一點的心碎，
但她不可能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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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行八人相約參加了 GCT 公司的西西
里島之旅，全程頭尾共十四天。在羅馬機場轉機
飛抵西西里後，便一直是乘坐旅遊巴士，東西南
北地縱行橫貫了西島，遍訪大部分沿海與內陸的
主要城市。全程的十二個晚上，我們只住了三間
不同的酒店。5月5日至9日在北海岸的西島首府
帕勒摩（Palermo）住了五夜。從帕勒摩西訪埃裡
琪（Erice），東遊琪法盧（Cefalu）。5月10日從
帕勒摩南下，經科裡昂尼（Corleone）抵西島南
海岸的阿格裡真托（Agrigento）入宿一晚。次日
從阿格裡真托橫貫內陸朝北，經埃納（Enna），
再朝東至東海岸的卡塔尼亞（Catania）後，北上
至陶迷納（Taomina）區的納索斯花園鎮（Giar-
dini Naxos）入宿。從5月11日至16日本團都是住
在該地的希爾頓（Hilton）大酒店。我們從納索
斯 花 園 鎮 北 訪 陶 納 米 （Taormina） ， 梅 西 納
（Messina），南遊敘拉庫薩（Siracusa，Syracuse
） 遍訪各處的名勝古跡。

歷史上，西西里曾有一度是西方世界的文
化中心。希臘、羅馬、回教徒、諾曼人、西班牙
人皆曾在島上留下了足跡。位於地中海中心位置
的西西里島境內多山，地貌多變。此次我們除了
飽覽其沿海大城市之風貌，也有機會在內陸山區
看到許多橘子園、橄欖林、葡萄架與一片片的麥
田。古希臘的神廟遺址、露天劇院、古羅馬的競
技鬥獸場、宏偉的大教堂，山上的中古小鎮、那
彎曲狹窄的鋪石子路與科裡昂尼（Corleone）學
校內那些活潑可愛的四年級小學生，都給大家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當然更不會忘記愛特娜（Mt
Etna）火山口之壯觀與格繼（Gaggi）小鎮內的農
家宴。儘管在以往多次的歐洲之旅時，參觀過不
少建築奢華壯麗的大教堂；在希臘、土耳其、埃
及造訪過許多神廟遺址，也看到過類似的地貌，
與體驗過地中海氣候。西西里島依然是有其獨到
之處，它又是有別於義大利的。

這次GCT 旅行團共有團員34人。除我們八
人是華裔外，還有六人是來自Virgin Island的非裔
，其餘皆是來自美國各州的老美，大多是已經退
休的專業人員。他們同行的除夫婦外，也有朋友
。不過，對我們這群彼此相識數十年的老朋友老
同學居然能約在一起同遊，感到至為驚訝與羨慕
。舊雨新知，每天同出同歸，餐桌上暢所欲言，
不必為找話題而傷腦筋。本團的全程導遊是西西
里本地人，和藹可親，相當盡職。在西西里島的
十三天裡，每天都是日麗和風，盡享地中海氣候

之美。這可以說得上是一趟天時地利人和皆備的
愉快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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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曾在島上留下了足跡。位於地中海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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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許多橘子園、橄欖林、葡萄架與一片片的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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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深刻的印象。當然更不會忘記愛特娜（Mt
Etna）火山口之壯觀與格繼（Gaggi）小鎮內的農
家宴。盡管在以往多次的歐洲之旅時，參觀過不
少建築奢華壯麗的大教堂；在希臘、土耳其、埃
及造訪過許多神廟遺址，也看到過類似的地貌與
體驗過地中海氣候。西西里島依然是有其獨到之
處，它又是有別於義大利的。

在這個地中海上最大的島嶼上，迷人的自
然風景與人文風景非常和諧地融合為一體。千百
年來曾經在島上居住過的希臘人、羅馬人、阿拉
伯人、諾曼人、西班牙等民族的文化均留下了印
証。對遊客來說，西西裡島不僅有未經雕琢的自
然景觀，而且還保留著各個時代的許多遺跡。
“去了義大利而沒有去西西里，就像沒有到過義
大利；因為在西西里你才能找到義大利之源”
（“To have seen Italy without having seen Sicily is
to not have seen Italy at all，for Sicily is the clue to
everything.”）這是歌德在遊歷了西西里後寫下的
句子。

在西西里島的十三天裡，每天都是日麗和
風，盡享地中海氣候之美。這可以說得上是一趟
天時地利人和皆備的愉快之旅。再加上李大陵兄
文思敏捷，才氣縱橫，一路上他文情並茂的詩詞
，更為此行頻添了不少色彩。拋磚引玉，現謹用
拙作《西西里之遊》與李大陵兄的和詩，作為此
行之開場白吧。

西西里遊
相邀與伴西西里，老友同窗喜聚逢。
活火山邊風景好，仙人掌上朵花彤。
丘陵海岸多多變，廟寺殘痕每每重。
橄欖杏仁橙橘樹，滄桑歷盡一龍松。

和夏曙芳《西西里遊》

暮春四月艷陽裹, 海上蓬萊喜相逢。
綽綽八賢風格異, 蔥蔥一島野花彤。
騷人觸景筆筆點, 墨客生情思思重。
休笑翁嫗閑興致, 老來蒼勁勝孤松。
西西里簡介

西西里地處地中海的中央，是地中海第一
大島也是地中海東西部的橋梁，與歐非兩洲的墊
腳石。它的東北角隔梅西納（Messina）海峽與義
大利相鄰，最狹處祗有三公里。西南部與相距
160 公里的非洲隔突尼斯海相望，戰略地位十分
重要。行政上，西西里是一個自治區。

西西里島自古即以它呈三角形的形狀而得
“三角島”（“Trinacria”）之稱。它的旗幟圖
案是一個有飛翼的梅度莎（Medusa，是希臘神話
裡的魔女）頭像，與呈三角形排列的三條腿，象
徵著島的形狀。島上大部分為山地，地震與火山
爆發相當頻繁。沿海分佈著富庶的平原。氣候具
亞熱帶與地中海氣候特徵，春秋溫暖，夏季炎熱
，冬季潮濕。有豐富的地下水與泉水。盛產小麥
，曾有“羅馬帝國穀倉”之美稱。蔬菜與檸檬、
柑橘、葡萄產量豐富，漁業也頗為發達。

西西里的歷史淵遠流長。由於它地處地中
海中心，其戰略位置，使之成為征服者與建立霸
權者的工具，同時也成為來此島上冒險的武士、
商人所屬的十幾個民族的大熔爐。由於許多世紀
以來與不同血統的種族相接觸，西西里人成了一
個多樣化的民族。島上最早的三個民族是新石器
時代的先民，其後為西庫爾人（Siculi）、西坎人
（Sicani）、伊犁迷人（Elymian）。他們具有特
洛伊人（Trojan）的血統。西庫爾人說一種印歐
語言，另外兩個民族的語言沒有留下遺跡。不過
，島上真正被一個民族佔領的歷史，乃始於西元
前九世紀的腓尼基人（Phoenicians）、埃及人與
西班牙半島來的愛比利亞（Ibrian）人種。西元前
750 年左右，希臘人來此殖民，建立了城邦。其
中最大的一個是敘拉庫薩（Siracusa）。西坎人與
西庫爾人很快就被大希臘化了。島上也普遍地築
建了許多希臘的神殿、劇場等建築。

西元前241 年，西西里成為義大利半島之
外的第一個羅馬帝國的行省。不過，在觀念與文
化上，該島仍是受希臘的影響。西元535年查士
丁尼大帝（Emperor Justinian I）將西西里定為東
羅馬帝國拜占庭（Byzantine）王朝的一個行省。
西元652年西西里遭阿拉伯人入侵，660年東羅馬
帝國的君士坦二世（Constans II）有將帝國首都從
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遷到西西里島上的
敘拉庫薩（Siracusa ）之計劃，不意在西元668年
，君士坦二世被刺身亡，據傳與他的遷都計劃有
關。西元965年，西西里被來自北非的阿拉伯人
征服。

阿拉伯人帶來了柑橘、檸檬、甜瓜、開心
果、甘蔗、新型麥種與灌溉的新技術。到了11世

紀，諾曼人(Normans）攻打西西里。羅傑一世
(Roger I）於1072年攻陷了帕勒莫(Palermo）之後
，諾曼人成為西西里島新的統治者。1130年，羅
傑一世的兒子羅傑二世(Roger II）創立了西西里
王國，成為全歐洲最富有的一個王國，甚至超越
當時的英格蘭王國。在這段期間全島拉丁化，宗
教方面以天主教為主，全民信教。在隨後的幾個
世紀裡，有王位的爭奪，再加上教皇的介入、拿
破侖戰爭、黑死病、大地震，與那不勒斯王國
（King of Naples）分庭抗禮，變成“兩個西西里
王國”等等，人民死亡慘重。18世紀，西西里被
波旁家族（Bourbons）統治。1860年，加里波底
（Giuseppe Garibaldi）的起義，使該島從波旁家
族手中解放出來。次年（1861）西西里並入（義
大利聯合王國（Kingdom of Italy）1946 年義大利
變成了共和國。

有關西西里的專題演講
下午5：30 GCT公司在酒店會議廳有一個

專題演講，題目是《二戰中聯軍的西西里登陸》
。1943年7月9日晚，同盟國聯軍登陸西西里。作
戰 的 第 一 天 ， 蒙 哥 馬 利 元 帥 （Field Marshall
Montgomery）的第八軍幾乎在地方軍毫無反抗之
下便登陸佔領了敘拉庫薩。從此西西里的敘拉庫
薩港，便成為英國皇家海軍的根據地。聯軍自西
西里順利登陸後，士氣大振，扭轉了整個戰局，
導致日後聯軍在歐洲的全面勝利。至於為什麼聯
軍的敘拉庫薩登陸沒有遭到當地軍民的抗爭，主
講人說，二次世界大戰到了1943年的秋天，西西
里島上的居民已經嘗夠了戰時物資匱乏與不斷遭
受空襲之苦，再加上對法西斯政權的不滿，且聯
軍將取得最後勝利，似乎也在大家的預料之中。
人們都希望戰爭快點結束，因此對入侵的同盟國
聯軍反而沒有什麼仇意了… 不知道大戰結束後，
那些原駐敘拉庫薩而不抵抗的義大利軍人，有沒
有受到義大利政府的軍事審判。

二次大戰期間，自己畢竟尚是稚齡，1945
年日本投降一事還有點模糊的記憶，1943年的盟
軍登陸西西里與1944年的法國諾曼底登陸，可說
是印象全無。像上歷史課一樣，聽完了演講，感
慨良多。出生於抗日戰爭期間的我，小時常聽母
親談到逃日本人躲警報的故事。出生一個月之內
，抱著我進防空洞達十三四次之多。在重慶的那
幾年，我好像什麼也不記得，祗有那尖銳的警報
聲至今仍心有餘悸。每當聽到那警車、救火車、
救護車的響聲，便會聯想起那可怕的警報聲。戰
爭是殘酷的。每一場戰爭後，參戰國雙方在生命
財產上之損失皆是無以數計。也許是除了軍火商
之外，沒有真正的贏家。然，自有人類就有戰爭
，究竟為何而戰？官冕堂皇的理由自是車載鬥量
，古今中外皆然。這也是可悲的人性枷鎖吧。

文/夏曙芳
西西里遊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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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喝了酒，醉醺醺的。半夜醒來，頭有點脹。起床小解
，順便沖杯蜜茶，喝了，又躺下，竟恍恍惚惚，難以入眠。平
安夜，靜謐清幽。妻子安詳的睡在身邊，似在做夢。我卻輾轉
反側，浮想聯翩。

蒙矓中，首先想起我們人類。古往今來，一年復一年，一
代又一代，人們總是以征服者的姿態，不惜耗費時間，耗費資
源，耗費精力，甚至耗費生命，不斷的與天鬥，與地鬥，與自
己的同類鬥，以致社會亂象叢生，世界躁動不安。禽獸被獵殺
，山林被砍伐；環境被污染，田地被毀壞；恐怖襲擊，戰爭禍
害；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窮人紮堆，難民如潮……人啊，為
什麼不能與萬物共存榮？人啊，為什麼總要拼個你死我活？都
說人是萬物之靈，但人世間卻是文明匱乏，道德淪喪，官僚腐
敗，小人作惡，罪案迭起，事故頻發。在這平安夜，不知地球
上還有多少民眾、多少家庭、多少村落、多少國家不平不安？
！

接著，我想起了地球的那一邊，想起了遠隔重洋的親人。

母親，您好嗎？別來無恙吧？兒子，你們好嗎？兄弟姐妹們，
你們都好吧？……

不經意間，我又想起了故鄉的山、故鄉的海、故鄉的河、
故鄉的地，想起了故鄉的父老鄉親。這麼多年了，那山野依然
翠綠，依然有鷓鴣叫鳴嗎？那海面依然湛藍，依然有漁火閃爍
嗎？那河水依然清澈，依然有蝦兒洄游嗎？那田地依然肥沃，
依然有水稻揚花嗎？固守家園的父老鄉親啊，你們都好嗎？

窗外好像下著小雨，淅淅瀝瀝，如泣如訴。此刻，我收攏
了放飛的心緒，悄悄回到妻子身邊。

妻子依然睡得很沉，只是先前一臉的滿足變得一臉的惆悵
。人說女人心海底針，難尋難覓。我說女人是天邊的雲霞，多
姿多彩而又變幻無常，永遠看不夠，看不透。但願天下的女人
都平安、快樂……

這樣天南地北地想著，想著，不覺天亮了，聖誕了。

文/錢 錚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雞年已經來到你家門口。新的一年你有

什麼新年計劃（new year resolution)誰都知道，一年之計在於春。如
果你還沒有想到你的新年計劃，那我提供一個給你參考。新年新計
劃在我來說可以分兩部分。一個是 「普通版」和一個是 「必要版」1
。普通版亦即一般的日常生活項目。譬如如果你是在學，你會計劃
今年年底一定要拿到博士學位或考取兩張電腦證照等。如果你是上
班族，你希望今年跳糟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爭加薪水幅度。如果
你是商人，你會希望生意興隆，多掙點錢等等。或者你想今年去旅
遊，寫書，減肥，戒煙，買房子，學一門新技能，等等。你可以選一
項或多項去做你的新年計劃。選了以後，還要有詳細的計劃去執行。
下期將會告訴你如何規劃和執行。

現在我們來談 「必要版」。必要版就是你一定要做。當然如果
你不做，也無妨，但是對你的下半輩子影響非常深遠。你生活品質
大打折扣。有了 「必要版」你可以安枕無憂，因為 「必要版」會幫
助你解決太多人生問題！現在先列出各必要項目讓你瞭解一下，再
詳細說明內容如何去規劃和執行。

1）財務清點和管理finance inventory and management，
2）資產清點和管理assets inventory and management ，
3）財務投資financial investment，
4）退休計劃retirement planning，
5）醫療保險health insurance, 和
6) 生前信託living trust 等等。

須然只有六點，但是把每一個項目詳細說明就要花費很多時間。
下一期將詳細說明內容。

新年新計劃

為了迎接嶄新的一年，我們灣區知青的週末爬山黨（圖一）在隊長帶領下，登上了位於東
灣佛利蒙市，高達兩千五百呎的傳道峰（Mission Peak）。雖然是陰天，遊客比較少，在登頂
的時候，也有些雲霧，遮到一些遠方的風景，但是讓我們得以用悠閒的步伐，回想過去的一年
，達到送舊迎新的目的。

這一年裡，隨著我們家那四個孫輩的成長（圖二），我們的日子似乎更加忙碌。但是老伴
和我依然能在幫忙照顧他們之餘，維持一些自己喜愛的活動，並且抽空去維也納和俄羅斯旅遊
了兩次。就個人健康來說，除了老二要為他新發現的淋巴癌而需要經過一些考驗之外，其他的
人都過了一年平安的日子。當然在整體生活上也有些無法完全滿意的事，例如總統大選的結果
等。但願川普上臺以後，他能繼續維護經濟的發展和世界的和平。

就在這平淡的一年快要結束的聖誕假期中，孩子們都出城渡假的當兒，有兩件不幸的事發
生在朋友之間，帶我走進更為深思的境界。首先，由在華府的老朋友那兒，得知童心合唱團的
老友杜劍榕，由於多年前的一次中風而久病不起，終於在十六日息勞歸主。幾乎就在同時，一
位在我們矽穀這兒的美國教友，於她56歲誕辰舞會的次日，突然在家中安然謝世。她們的告
別式分別在上週於華府和本地舉辦。我無法趕去華府，只能參加了這個就在我住處附近那教堂

所舉辦的告別式。不但看到她那老母親含淚的祝禱，也看到了她那兩個已經成人的兒子，同樣
流著淚的告別（圖三），包括在臺上重讀當年在他們小時候她為他們念過的童書。

在那近兩小時的登峰過程裡，我幾乎都沉沒在自己的思維裡。當我爬到峰頂，看到那聖誕
裝飾的十字架時，不禁把所有的問題和煩惱都交還給了天地（圖四）。就如同我們登山的路程
一樣，在我們這短暫的生命旅途中，我們必然會經歷過很多悲喜哀樂的人和事。如果心裡感到
難過，最簡單的解脫方法是抬頭看看天上的白雲，或者那一彎明月，讓我們體會到個人只是宇
宙間一個微不足道的過客。隨著科技的發展，我們如今也知道在這依然不斷膨脹的宇宙裡，星
星遠比我們人都多。何況在那億萬年的歷史中，你我也可能留不下任何痕跡。因此，我們要更
加珍惜當下擁有的，包括失去的一切，然後用快樂的心態來面對未來，把解決不了的問題還給
天地，或者那無所不在的神。

為此，我要感謝爬山黨的朋友們，讓我能開心地迎接又一個新年！

登高望遠迎新年

平安夜雜思 「與你分享1」
文/鄧鴻章

 


































文/蔡老師



Hausin at the airport in Zurich. The two heads of state 
had a brief talk in the journey.
"My visit is aimed at consolidating our friendship, 
boosting our cooperation and promoting peace and 
development together with 
the Swiss side," the Chinese 
president told the seven Swiss 
Federal Councillors at the 
welcome ceremony held at the 
Federal Palace in the historical 
Old Town of Bern.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talks with the Swiss 
side on deepening our practical 
cooperation in various areas and 
enriching the meaning of our 
innova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Xi said.
During his Switzerland trip, the 
president is also scheduled to 
attend the 2017 annual meeting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in the ski resort of Davos, and to visit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UNO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 Geneva 
and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n Lausanne.
Xi will deliver a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Davos meeting on Jan. 17 and another 
one at the UNOG on Jan. 18. The president will be the 
first Chinese head of state to attend the Davos meeting.
"I hope to, through attending the WEF annual meeting 

and visiting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ather consensus 
with all sides on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promoting common 
development and settling major 
global issues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us delivering positive 
energie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president said.
Speaking at the welcome 
ceremony, Leuthard said 
Switzerland is a trustworthy 
partner for China.
She laude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as being full of life, noting that the 
relations had reached the highest 
level in history last year when 
the two countries established an 

innova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Stressing that Xi's visit will deepe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Leuthard said the Swiss side is willing to 
discuss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ese side in promot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other areas, and 

BERN, Jan. 15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aid Sunday that he is looking forward to consolidating 
friendship and boosting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witzerland at a welcome ceremony hosted by the 
seven members of the Swiss Federal Council.
Xi arrived in the Swiss financial hub of Zurich Sunday 
noon to pay a four-day state visit to the Alpine country, 
the first by a Chinese president in the 21st century.
Before traveling by train to the capital city of Bern, 
Xi and his wife Peng Liyuan were greeted by Swiss 
President Doris Leuthard and her husband Roland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other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The Swiss president also extended festival greetings to 
President Xi and the Chinese people on the approaching 
traditional Chinese Lunar New Year, also known as the 
Spring Festival, which falls on Jan. 28 this year.
The two heads of state will hold an official talk 
on Monday. (Courtesy http://news.xinhuanet.com/
english)

Related
P r e s i d e n t - e l e c t 
Donald Trump said 
last week that he 
wouldn’t commit to 
backing the “One 
China” policy, a 
stance Beijing sees 
as non-negotiable.
“Everything is 
under negotiation 
including One 
China,” Trump told 

theWall Street Journal when asked 
about the policy.
China has long considered Taiwan 
a breakaway province that belongs 
to China. The U.S. adopted the 
‘One China’ policy and stopped 
recognizing Taiwan’s government 

in 1979, when the U.S. and China 
renewed diplomatic relations.
Trump last month spoke by phone 
with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breaking longstanding U.S. protocol 
and leading China to lodge a formal 
complaint.
Later in December, China seized an 
unmanned underwater U.S. Navy 
vehicl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fore returning it days later — an 
action that experts saw as related 

to Trump’s call with 
Tsai.
Trump on Friday 
defended his phone 
call with Taiwan’s 
leader.
“We sold them $2 
billion of military 
equipment last year,” 
he said. “We can sell 
them $2 billion of 
the latest and greatest 
military equipment 

but we’re not allowed to accept a 
phone call. First of all it would have 
been very rude not to accept the 
phone call.”
In the interview, Trump also 
criticized Beijing for currency 
manipulation, but said he wouldn’t 
formally label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on his first day in office.
“I would talk to them first,” he said. 
“Certainly they are manipulators.”
“Instead of saying, ‘We’re 
devaluating our currency,’ they say, 
‘Oh, our currency is dropping.’ It’s 
not dropping. They’re doing it on 
purpose,” he added.
“Our companies can’t compete with 
them now because our currency 
is strong and it’s killing us.” 
(Courtesy http://thehill.com/policy/
international)

BEIJING, China - China has 
warned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 
long-standing 'One-China' policy 
is nonnegotiable amid signs that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wants to boost relations with 
Taiwan.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u Kang said in a 
statement on January 15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in the world' and 
tha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in Beijing is the 'only legitimate 
government representing China.'
He added that Taiwan is 'an 
inalienable region of China.'
Trump has voiced his displeasure 
over what he calls unfair Chinese 
trade practices that he has suggested 
could be changed by using the 
'One-China' policy to bargain with 
Beijing.
'Everything is under negotiation, 
including [the] 'One-China' policy,'' 
he tol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n a 
January 13 interview.
Trump first angered Chinese 
officials by accepting a 
congratulatory phone call from 
Taiwanese President Tsai Ing-
Wen after he won the November 8 
presidential election.

It was the first time a U.S. president 
or president-elect had spoken 
with a Taiwanese president since 
Washington decided to only 
recognize Beijing in 1979.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siders 
Taiwan -- which is recognized by 
20 countries worldwide -- to be a 
breakaway province that must be 
brought under its control.
Tsai, meanwhile, made a 
controversial stop in San Francisco 
on January 14 on her way back to 
Taiwan from South America.
While in California, she stopped 
at Twitter headquarters, where she 
set up an account in English. The 
visit comes after a January 7-8 stop 
in Texas where she met with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Courtesy 
AP and Reuters) 

Beijing Tells Trump: 'One-China' Policy Is Non-Negotiable

Chinese President Eyes Friendship, 
Cooperation On Switzerland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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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u Kang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J. Trump Has 
Said That China's One China Policy Is 
“Negotiabl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2nd L) and 
his wife Peng Liyuan (1st L) are received by 
Swiss President Doris Leuthard (2nd R) and 
her husband Roland Hausin at the Swiss 
Federal Council in Bern, Switzerland, Jan. 15, 
2017.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tended 
a welcome ceremony held by all members of 
the Swiss Federal Council in Bern on Sunday. 
(Xinhua/Lan Hongguang)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his wife Peng Liyuan 
arrive in Switzerland, Jan. 15, 2017.President Xi Jinping 
attended a welcome ceremony held by all members of the 
Swiss Federal Council in Bern on Sunday. (Photo/Xinhua)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his wife Peng Liyuan are 
welcomed by the people of Switz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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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張健五行幣   勁爆美國市場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中國品牌“張
健”珠寶五行金幣五億枚在中國即將售空！五
行金幣是中外歷史上第一枚帶老百姓頭像的金
幣，五行為：金、木、水、火、土，五行系統，
每一枚金幣正面印“張健”老大的頭像，背面

金木水火土，這些五行金
幣，既有收藏價值，又有
推廣價值。收藏增值的價
值，不出二、三年，將以
五倍、十倍、二十倍的增
值尚不可測，每一位宣傳
推廣五行幣著，公司都會
給予高度重視贊賞和相應
的宣傳費。發行張健五行
幣，還有更深遠的意義，
五行幣是成功者的永恒階
梯，可以讓您錦上添花！   
許多在美的愛國的華人得
知此消息爭先訂購！

1 五行幣是什麼？
答： 五行幣是銀行，

不同的是，您獲得的利潤
是銀行的 N 倍。

2 五行幣是什麼？
答：五行幣是原始股

票，不同的是股票有漲有
跌，而它只漲不跌，只賺
不賠。

3 五行幣是什麼？
答：五行幣不是拆分

盤，不是互助盤，更不是資金盤。它可以讓你
的財富倍增，它可以讓您的財富在短短的幾個
月裏翻到 N 倍！

4 五行幣是什麼？

答：五行幣是失敗者的最佳平臺，可以讓
您東山再起。

5 五行幣是什麼？
答：五行幣是成功者的永恒階梯，可以讓

您錦上添花！
6 五行幣是什麼？
答：五行幣是 40 後的養老金，50 後的退

休金，60 後的保險金，70、80、90 的創業業

基金平臺！
7 五行幣是什麼？
答：五行幣是殘疾人的理想選擇，它可以

讓您不健全的軀體同樣收獲健全的人生財富！
8 五行幣是什麼？
答：五行幣是草根創業者的平臺，讓有誌

者雄鷹展翅。
9 五行幣是什麼？
答：五行幣是所有具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

們的實現財富夢想的最佳的金融理財平臺！！
10 五行幣是什麼？
答：五行幣是你分享給朋友，也讓他和你

一樣賺，賺了友情賺財富的超級平臺！

迎新春 做美麗女人
女人到了中年，如果你曾經困惑同齡人是

如何面若桃花，膚如凝脂，曲線玲瓏，充滿青
春活力的話，也渴望擁有持久魅力的話，就得
想法保住漸漸減少乃至消失的雌激素，紅人歸
膠囊（sangel）是你理想的選擇，在新春來臨
之際，讓你加入美麗女人行列，讓你在你的生
活的所有領域散發你難以抵擋的魅力。

紅人歸膠囊（sangel）是加拿大 viker 公司
生產的針對女性健康的產品，十四年來，紅人
歸膠囊（sangel）對女性健康的傾情奉獻，得
到消費者的信賴，獲得國際婦女聯合會的推
薦；十四年來，加拿大衛生研究院對紅人歸膠
囊（sangel）進行了十四年質量療效追蹤，確
認紅人歸膠囊（sangel）是目前世界範圍內最
安全、最有效、最科學的產品；十四年來，紅
人歸膠囊（sangel）是唯一獲得加拿大衛生部
批準的用於女性更年期的產品！

紅 人 歸 膠 囊（sangel） 是 采 用 現 代 科 學
手段，從紅花、當歸、人參、酸棗仁、淫羊

藿、茯苓、枸杞子等多種天然植物中提取的不
含任何激素的精華素的復合物。紅人歸膠囊
（sangel）能夠滋潤活化卵巢，強化卵泡活力，
旺盛雌激素水平。由內而外滋養女性，保持肌
膚的細膩緊致白皙……釋放女人魅力！

事實上，從 40 歲開始，女人卵巢機能逐
漸下降，雌激素分泌減少，皮膚的含水量也隨
之遞減，皺紋慢慢出現，皮膚失去以往光澤和
彈性。   更年期來臨前後，還有一點最常見的
變化是臉面一陣陣轟熱潮紅，情緒激動，不能
控制，種種這些都是卵巢分泌雌激素減少的緣
故。這個時候，補充雌激素是當務之急。人為
的補充雌激素可能誘發一些癌症。比如乳腺癌
和子宮內膜癌等。西方醫學的先父希波克拉底
說：人類離自然越遠離疾病就越近，離自然越
近離健康也就越近。他的這一古訓已經體現在
現代人回歸自然的健康準則之中。紅人歸膠囊
（sangel）是天然草本精華素，直接作用於卵
巢和身體各系統、器官組織細胞，可以修復和

營養萎縮的卵巢，改善卵巢微循環網，使卵巢
重新產生圓潤的卵泡，恢復子宮機能保持旺盛
的雌激素分泌能力。恢復體內旺盛的雌激素分
泌水平，從而緩解更年期的多種癥狀。堅持長
期服用紅人歸膠囊（sangel）不僅可以活化滋
潤卵巢，恢復女性體內自身雌激素的分泌，它
更是一個陰陽雙補、全方面溫和調理的百年漢
方。服用紅人歸膠囊（sangel）後有助於鎖住
皮膚的水分，更能全面調節女性內分泌，氣血
雙補，使女性保持面色紅潤、細膩、有光澤。

擁有紅人歸膠囊（sangel），不僅讓您做
個人人羨慕的魅力女人，更是對您一生的精心
呵護！

加拿大 VIKER 公司榮譽出品
女性更年期保健手冊”花開花落話更年”  

免費資料索取網址 www.vikerm.com
加拿大VIKER公司 北美免費咨詢電話1—

888—518—7778
全球女性更年期保健免費咨詢電話 1—

604—518—7778 傳真 :1-604-303-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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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為 「曉市頓中華公所」 成員之
一，有四十七年歷史，以劉、關、張、趙四姓氏為主的 「龍
岡親義公所」 於周日（ 元月15 日）晚間在珍寶樓舉行2017
年新會長就職典禮。共有該公所成員及貴賓110 多人與會，席
開十一桌，多以老僑為主，會場上一片粵語交融，前後任會
長張志強，趙婉兒也多以粵語致詞。

大會在老會長張志強致詞，說明 「龍岡親義公所」，近
一年來的作法與成就後，新任會長趙婉兒隨即宣誓，並與張
志強會長辦理交接儀式。

新任會長趙婉兒介紹該會一年來的計劃，如每三個月將
辦一次活動 「一日遊」，第一次旅遊是在四月八日，將有看
州花活動。同時，也將舉行各大僑團每年例行的春宴， 「龍
岡親義公所」 今年的春宴將於三月十二日晚間在珍寶樓舉行
。

趙婉兒會長表示：有四十七年歷史的 「龍岡親義公所」 總部
設在台灣，另外在深圳，加州都有分部，加州的 「龍岡親義公所
」 還是全美最早成立的。她希望休士頓劉、關、張、趙四姓的僑
胞儘早歸隊，將 「龍岡親義公所」的會務發揚光大。

本會訂於丨月 21 曰，上午 9:30 分 11:30 分，
在美南銀行

(6901 corporate Dr. )會議廳，舉行本年度第—
次集會，討論主題是"研究UFO之意義何在？"歡
迎各界人士參加！

休士頓休士頓UFOUFO學會學會
11月月2121日今年首次集會日今年首次集會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大專校聯會風雅
集決定於 1 月 21 日舉行啟動會議，介紹 JC-
CAA 總裁，2016 LLC 委員會成員，集團領導和
協調量，並介紹2017 年計劃。將該項目範圍從
投資到推進地方工作，共同和相互享受生活。
希望通過 JCCAA 的休閒學習俱樂部（LLC) 會
員們能夠發展技能，滿足新朋友，以形成協調
和網路溝通，分享他們的集體智慧和興趣，並
繼續追求知識。

2017 節目概述: 01/21/2017（星期六） -
LLC啟動; 計劃概述，午餐，娛樂和集團遊戲/
競賽; LLC 會員免費，其他 - $ 10 /人。 02/
26/2017（Sun） - 家庭質量措施: 白釗民先生是
一位專業的家庭檢查員, 將談論TREC（德克薩
斯房地產委員會）實踐標準要求。 他會重點：
基礎，白蟻，分級和排水，屋頂結構和管道系
統... 等等。

03/18 / 2017-春之頌 - 香格里拉植物園: 花
園和自然中心＆斯塔克博物館藝術 - 橙市香格
里拉植物園和自然中心是一個252英畝的世界級
設施, 超過300種植物和各種野生動物。在國家
斯塔克博物館收藏了最重要的西方藝術藏品。
它有一個驚人的集合傑出的藝術家和作家，如
約翰的作品

詹姆斯奧杜邦，喬治亞O'Keeffe和查爾斯•
狄更斯。。限於 35 - 50 歲以上（公共汽車/午
餐/入場/瓶裝水） - LLC成員有優先權。 估計
$ 40 /人。 03/19/2017（Sun）7:30 pm - 國王
和我，Hobby中心，作曲家理查德• 羅傑斯的
音樂劇和劇作家, 奧斯卡•哈默斯坦二世，是基
於1944年作家瑪格麗特小說故事: 安娜和暹羅之
王。 在全新的水平的華麗服裝的裝飾, 多托尼
的音樂贏得百老匯魔術的驚喜的讚美。 它的輝
煌新分階段保證打動你！

04/22/2017（星期六）7p.m。 大專校聯會
合唱團音樂會: 在糖城施洗約翰教堂 JCCAA 愛
樂合唱音樂會與表演。05/7 / 2017-一日遊 -
Neches河和大叢林國家保護區 - 博蒙特和德克
薩斯州的Kountze山明水秀初夏遊; Neches在東
部被稱為“最後的野河”德克薩斯州。 我們將
包租一艘舒適，開放的船，“象牙比爾“，享
受這個美麗的河與其獨特的生態系統和硬木和
松樹的密集的底層森林。午餐後，我們將到達
德克薩斯州的自然保存 Kountze 基地的大叢林,
有導遊遊覽該地區。 限於35 - 50歲以上（公共
汽車，午餐，小吃，入場和瓶裝水） - LLC會
員有優先權。 估計費用：$ 45 /人。

07 / 2017-- I-phone和I-Pad應用程序: 使

用和智能電話應用研
討會, 了解 I-Cloud，
智能手機等的多應用
程序。 會員免費和其
他人$ 5，

08/20/2016 （Sun）
美食教室系列 - 無菸
快廚: 不喜歡花你的空

閒時間在廚房做飯嗎？特別是在休斯敦的夏天
？ 美 食 教 室 的 No-Cooking， No-Baking，
No-Fuss食譜會讓你離開廚房快速有足夠的美味
no-cooking 想法讓你涼爽所有的夏天。9/9 //
2017（Sun）酵素工作坊食品和生態 (Enzyme
DIY): 示範如何製作環保酵素和三種食用酵素。
食用酵素可強化人體吸收代謝，消解體內毒素
，增強免疫系統。 環保酵有益助發髮美顏，去
除農藥，淨化空氣。 酵素工作坊。既健身又環
保，益處良多。

10/10/2017 - 10/21/2017 Forever 家 庭 音
樂 - 台灣之旅永遠的故鄉音樂之旅: 加入
JCCAA 愛樂合唱表演在台北，台中，台南
音樂會＆精緻台灣。台北，故宮，台中，日
月譚，台南，奇美，高雄，佛光山，墾丁，
南迴風光，台東秘境，花，東，岸山水，礁
溪溫泉，坪林茶鄉。10/21 / 1710 / 29/17發
現壯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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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穗
高溫泉，上高地，松夲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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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日遊 - 令人

眼花繚亂的聖誕燈: 我們將有一個假日晚餐，並
參觀一些美麗休斯頓地區的社區與他們的奢侈
聖誕燈顯示。 旅遊結束了晚了晚上點心bash為
一些節假日精神。 限35 - 年齡50+（公共汽車
，晚餐，小吃，瓶裝水） - LLC成員優先。 估
計成本：待定。

進行中的特殊興趣俱樂部：- 花藝社: 星期
六上午10時至下午12時, TECO中國文化中心
（105室）- 乒乓球社乒乓球俱樂部: 星期日，
上午9點 - 中午12:00, 中文社區中心 - 健康與
養生健康與運動俱樂部: 星期四，下午2:45至5:
30, Bayland 社區中心 - 大專校聯會合唱團 JC-
CAA 愛樂合唱團: 星期六下午 2:00 - 5:00, 玉佛
寺。

會員費（每人）：對於JCCAA會員或配偶
：續訂$ 15，新會員$ 20。對於非JCCAA會員或
配偶續訂$ 20，新會員$ 25。除了旅遊，旅行，
表演門票和特殊興趣俱樂部, 會員費涵蓋所有
LLC活動。

大專校聯會風雅集1 月 21 日啟動會議
將介紹2017 年全年計劃

龍岡親義公所龍岡親義公所20172017 新會長就職典禮新會長就職典禮
周日晚舉行周日晚舉行，，新會長趙婉兒談新會長趙婉兒談20172017 年度新計劃年度新計劃

圖為圖為 「「 龍岡親義公所龍岡親義公所」」 新會長趙婉兒新會長趙婉兒（（ 右右 ））宣誓就職宣誓就職。（。（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龍岡親義公所龍岡親義公所」」 會長張志強會長張志強（（ 中中 ））卸任前回顧過去一年該會成果卸任前回顧過去一年該會成果。。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