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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春節文藝晚會2月15日盛
大登場
為慶祝中華民族傳統春節﹐宣揚原汁原味內蒙古舞蹈音樂﹐
應德州美中文化基金會與內蒙古同鄉會邀請﹐中國文化部
「歡樂春節」擬派內蒙古民族藝術劇院藝術團﹐將於2月15日
在休士頓Stafford Centre舉行大型文藝演出﹐活動包括內蒙
古族舞蹈﹑長調﹑呼麥﹑馬頭琴和雜技等﹐精彩可期﹒組委會
17日下午於周潔曉慧學校舉行新聞發佈會﹐說明活動宗旨與
內容﹒有興趣的朋友﹐演出時間為2月15日晚間7時在Staf-
ford Centre﹐惠康超市﹑中國城郵局﹑華夏中文學校﹑長城書
店﹑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和世界名人網皆可購票﹐歡迎共襄盛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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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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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休斯頓多個地區在經歷了周二
晚的一夜豪雨之後，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淹水，
上千車輛被泡在水中。

據氣象部門的報告，周三白天仍會繼續
出現降雨，水災警報一直延續至周三下午的
4:15。

同時，水災的警告範圍擴大至哈瑞斯郡的
西部，福遍郡的北部以及 Wharton 郡的東北地
區。

哈瑞斯郡水災控制官員表示，由於連續大

（本報訊）根據前美國總統喬治
H.W. 布希的發言人稱，老布希總統本
周三在休斯頓醫院的加護病房接受治
療，夫人芭芭拉布什在醫院陪同。

老布希總統此次是因肺炎導致的呼
吸道疾病，並伴隨咳嗽和疲勞，上周末
出現呼吸短促，本周三，92 歲的老布
希總統在休斯頓接受治療後整體狀況良
好。

老布什總統的幕僚表示，醫生和周
圍的人都非常高興，並希望老布希總統
很快就能出院。

老布什總統從 1989 年至 1993 年就
職美國總統，他是美國第 41 任總統，
也是最年長的卸任美國總統，老布什總
統罹患帕金森氏癥，因此以輪椅代步。

2015 年他曾因跌倒與頸部骨折在緬
因州住院 1 週；此外，近幾年由於年事
已高， 2012 年曾在休斯頓的醫院因肺
炎接受治療，去年年底又一次在休斯頓

雨，造成水位暴漲，周邊環城河已經飽和，並
且導致水患。跟據天氣預報，周四、周五的降
雨幾率仍為 5 成，對周邊地區構成顯著威脅。
除了東南地區，哈瑞斯郡的大部分地區已經水
位飽和。

周三受到大雨影響，休斯頓和福遍獨立學
區的學校都宣布上課時間推遲兩個小時，課後
的活動也因之取消，而當天在校的大學生雖然
沒有受到天氣影響，但也收到了水災警告。

豪雨連連 休斯頓多個地區遭淹

老布希總統現休斯頓住院 92 歲高齡狀況良好
住院治療。

盡管老布希總統以輪椅代步，卻仍
然創造出與眾不同的傳奇故事。

他在 90 歲生日時，勇敢的選擇了跳
傘的方式慶生，他和退役陸軍傘兵艾略
特繫在一起，搭直升機從半空中一躍而
下，以象徵美國國旗的紅、白、藍三色
降落傘著陸，完成跳傘慶生的目標。

老布希的兒子、前總統小布希在父
親落地後獻上擁抱。

老布希總統一共參加了 8 次跳傘，
他首次跳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由於所駕駛的轟炸機遭攻擊只好跳傘逃
生。老布希在 75 歲、80 歲和 85 歲生日
時，都是選擇跳傘慶生。

此外，川普就職典禮臨近，老布希
總統原本就以年事已高為由缺席川普 20
日在華府的就職典禮，任期 2001 年到
2009 年的布希的長子、美國第 43 任總
統小布希則將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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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sco舉行首次華人春晚
拉開拉開DFWDFW地區迎新春序幕地區迎新春序幕

爆竹聲聲催促著歸鄉的腳步爆竹聲聲催促著歸鄉的腳步，，美酒杯杯洋溢著團圓的美酒杯杯洋溢著團圓的
喜悅喜悅，，對聯張張充滿著未來的期盼對聯張張充滿著未來的期盼，，短信句句表達著真誠地短信句句表達著真誠地
祝願祝願。。20172017年的年的11月月77日星期六日星期六，，有有300300多人參加的多人參加的FriscoFrisco城城
市歷史上首次華人市歷史上首次華人““慶元旦慶元旦，，迎新春迎新春””晚會在萬馳學院舉行晚會在萬馳學院舉行。。
這也是這也是FriscoFrisco有史以來大型華人聚會中人數最多的一次有史以來大型華人聚會中人數最多的一次。。

由于有了2016年的兩次大型華人聚會，Frisco的不少
居民都相互熟悉了。有不少朋友已經是一周一小聚，一月一
大聚，經常聯繫的朋友也不少。特別是除了Frisco社區事務
群之外，還有許多其它的小的微信群，比如鄰居小區微信群
、小食品群、學校群、團購群等等，這些小群都成了連接
Frisco華人的紐帶。大家從相識，走向了相知，在一起討論的
話題，也越來越廣泛，小到吃喝穿戴的團購，大到Frisco的
參政議政，競選市議員。觀點雖然各異，但就事論事，和而不
同，真正展現了新一代華人移民的高智慧，高素質。大家互
幫互助，分享信息，這種氣氛十分難得。這也為Frisco的春
節聚會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群眾基礎。

聚會是由居住在Frisco的幾個熱心人組織的，聚會的
形式是以Potluck為主。大家各顯神通，大獻廚藝，僅義工就
有三十多人，分工協作。大人和小朋友們主動參與節目演出
，專業攝影師也積極加盟、義務服務，贊助商們更是熱情十
足、慷慨解囊。當晚，各色美食登場，餃子騰汽，釀皮飄香，涼
麵爽辣，糖包甜心。一道道家鄉飯菜飽含著華人對家鄉的思
念和對親朋好友的深厚情感，大家歡聚一堂，人氣旺旺，喜
氣洋洋。

聚會在幾次的大抽獎高潮中落下了帷幕，並提前祝福
Frisco華人鴻運當頭雞年報，吉祥如意萬事興，財運亨通福
緊隨，身體健康美滿笑! 拜年啦!(郝夢供稿)

QS170119A達福社區

QS170119B達福社區

【本報系達拉斯訊】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與
教育部自2006年起合作辦理「海外華裔青年英
語服務營」，至2014年客家委員會加入合辦，迄
今已累計約2萬名臺灣偏遠地區學童受益，甚
受海內外各界肯定，本(2017)年將賡續辦理，預
計招募美加、紐西蘭、澳州、英國、愛爾蘭、南非
及貝裏斯等地區420名華裔青年志工回臺服務
，美南地區分配名額為35名(含客籍5名)。

「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以就讀11年
級以上且於2017年11月30日前年滿17足歲，
但未滿25足歲(以護照所載年齡為準)，且未曾

參加過該營活動之海外華裔青年，並以英語為
母語、能簡單中文溝通、身心健康、學行良好、能
適應團體生活，且具高度從事志願服務者，為優
先錄取對象。

活動時間自2017年7月1日至7月29日止
，為期4週，包括第1週由教育部安排英語教學
訓練，第2及第3週則前往臺灣偏遠地區學校實
地從事英語教學志願服務，第4週由僑委會安
排寶島參訪活動。主辦單位負擔學員在營隊期
間之膳宿及團體交通、行政等費用，另為每位學
員投保新臺幣400萬元意外險及新臺幣40萬元

醫療險。學員則需自行負擔僑居地至臺灣之往
返旅費、醫療保險理賠額度以上之醫療費用及
提前或延後離營之膳宿及其他等費用；全程參
與前3週服務活動之學員，將由僑委會核發80
小時之中英文服務證明。

報名時間自2月1日起至2月28日止，線上
報名網頁亦同步開放，有意申請者請至僑務委
員會網站（www.ocac.gov.tw）/國內研習資訊專
區或英語服務營隊網站（www.aidsummer.net）
下載活動簡章及相關報名表件，並於報名期限
內完成線上申請手續及備齊相關文件於3月1

日前寄(送)達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辦理報名(逾
期恕不受理)。詳情請電：713-789-4995 分機
113。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為鼓勵美南地區
華裔青年子弟加入志工服務行列，將于1月29
日下午2時假中心106室舉辦活動說明記者會，
會中除報告活動內容及報名程序外，另邀請
2016 年參與英語服務營之志工進行服務心得
分享，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學生及家長們
踴躍參加。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於1月29日辦理
「2017年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活動說明記者會

【本報系達拉斯訊】僑務委員會為協助海外
僑胞以烘培技術在海外創業並促進與臺灣業者
交流，經訂於2017年4月6日至4月13日配合
「2017年臺北國際烘焙暨設備展」舉辦「2017年
海外僑商烘焙暨設備觀摩研習班」，總計8天7
夜，課程內容包括1日專人導覽及1日自由參觀

「2017 年臺北國際烘焙暨設備展」、麵包、西點
蛋糕及烘焙伴手禮等產品實作、實地觀摩國內
知名業者及經營烘焙業基礎課程等。

僑委會將提供研習期間午餐（不含2日觀
摩日），凡20歲以上至65歲，通曉中文，且以現
於海外經營烘焙、餐飲及食品相關產業之僑胞

均可報名，並以近兩年未曾參加僑委會會經貿
研習班者為優先。

僑委會提供研習期間午餐（不含2日觀展
日）、課程教材、師資、場地及材料等學雜費用。

參加人員自付費用由僑居地往返臺灣之交
通費、研習期間膳宿及其他個人費用；如需協助

住宿安排，可洽由承辦單位協助代訂蘆洲成旅
晶贊飯店。

報名表件請向本案連絡人：休士頓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洪秀菁小姐（TEL: 713-789-4995 #
108）索取，報名截止於2017年1月20日。

僑務委員會「2017年海外僑商烘焙暨設備觀摩研習班」

美南中華書畫藝術學會2017年春節大展：
本會副會長鄧衛平先生個人畫展。李中華會長
介紹鄧先生時說，“過去我們的展覽，都是書畫
合展，而且是全體參加展出。今天不同，只有繪
畫，沒有書法；而且是一個人展出，就是鄧衛平
先生個人畫展。鄧衛平先生是本會的一朵奇葩，
我們曾把他的作品帶到紐約市與該市的同好聯
合展出，獲得好評。”李會長借用孔子的話說，

“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也就是說只怕
自己沒有真才實學，而不怕沒有人知道自己。鄧
衛平先生表面上是個素人，可是，他的作品證明
他有真功夫。”

鄧衛平祖籍湖北，遷廣東珠海市定居。1955
年出生于書香門第，自幼學習書畫；現任中國畫
院簽約畫家；珠海弘文閣副院長；澳門書畫藝術
聯誼會名譽顧問；中國書畫名家協會會員；美南

書畫藝術學會
副會長等職。

鄧衛平先
生繪畫個展已
於1/14/17（週
六）上午 10 時
，在華人活動
中心大廳準時
展出。當天天
氣濕冷，認為
到場參觀的人
恐怕很少，出
乎意外的相當
踴躍。尤其是
達福地區僑界

領袖們全部出席。這可
能是因為他們一向認為
支持推廣中華文化責無
旁貸；又因為李會長動
員得法。不管怎樣，這是
可喜的現象，也是達福
地區書畫文化藝術發展
的光明象徵。

時間一到，主持人
許祖英委員宣布典禮開
始，觀衆就座。她說，“今
天VIPs致辭順序有些改
變，由第一排最右邊一
位開始，依次出場。於是
先由谷祖光委員開始。”
谷委員非常贊成書畫展
覽活動，答應只要有展
覽他一定到場。”接著羅
玉昭委員、曹明宗委員、
孟敏寬委員、牟呈華委
員、雷筱鳳理事長等分
別一一致辭。最後，主角鄧衛平副會長致感謝詞
。他感謝達福地區的僑界領袖貴賓們捧場支持，

在這樣寒冷陰雨的天氣裡，能有這樣多的朋友
前來參觀，真是不敢當，非常感謝。11時半大家
合照後典禮完滿結束。(楊愛民供稿)

美南中華書畫藝術學會2017年春季活動

李中華會長介紹鄧先生李中華會長介紹鄧先生

谷祖光委員致詞鄧衛平先生

副會長鄧衛平先生國畫個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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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中美論壇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http://english.us-chinaforum.com/weekly-forum

Not All Trump's Cabinet Members Are Gold Fixtures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本期出版時，特朗普應該已經宣誓就職
，當上美國總統了。

他宣布參加競選之初，大家都認為他是
鬧著玩的，直到他確定當選了，還有很多人
不敢相信。美國人対現狀不滿，一心求變，
才譲特朗普這麼一個異類當上世界第一强國
的總統。不要說其他國家，就連美國人也不
知道他會給美國及世界帶來什麼。不管怎麼
說，他現在是當上總統了，新的局面就要開

始了，我們要如何面對未來？Dr. Wordman 試著従他挑選的閣員裏，分
析他未來施政的走向。

王文軍的《變革的序曲》充分説明2017年是個充滿變數的一年，但會
怎麼變，似乎都還在未定之天。

在所有外國政府中，特朗普對中國可以說是最不友善的了，既使提到
北韓，也是為了批判中國。特朗普用盡所有棋子－日本，台灣，韓國，
越南，印尼，新加坡…..,就為了對付中國，北韓也可能成為他的棋子嗎
？李景科先生家住丹東，和北韓（朝鮮）只隔一個鴨綠江，他對北韓的
分析足供我們參考。

本期責任編輯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中美論壇稿約
評論時政的利弊得失，伸張世界的正義

公平，良心知識分子的園地，歡迎來稿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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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 酬 ， 所 有 稿 件 及 信 函 ， 請 email至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h

180

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可能連特朗普本人都沒想到他會
真的當上美國總統，看他到現在為
止仍然瘋瘋癲癲不改故態，實在是
「望之不似人君」，這種人居然成
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總統，實在很難
想像他會給這個國家，這個世界帶
來什麼樣的變化和希望！

到目前為止，除了一些零星的唾
沫星子，沒有人知道他的整體治國
理念。從他選的閣員，我們多少看
出一些端倪，很多是可以跟他瘋在
一起的。他對世界局勢的認識，亞
太的佈局及對中國的態度確實是令
人擔憂的。

面對這麼對中國極端不友善，又
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中國應該
如何應對。

首先，保持克制，該幹什麼還幹
什麼，千萬不要跟著他的棒子起
舞。

二戰結束以後70年了，中國大陸
前35年被各種運動耽誤了，後35年
急起直追，算是很有成就，但是起
步太晚，比起很多先進國家還差一
大截， 雖然在某些方面有非常好的
成績，但是總體來說，尤其是軟實
力還差很多。美國雖然最近幾年實

力下滑，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她在總體實力方面 還是比中國強，而
且強很多，尤其是軍力。

中國一方面被人誤導，另一方面自
己也誤導自己，認為外匯存底上升，
GDP 全球第二，自己就很了不起了，
其實把人的素質及其它軟實力都算在
內，中國確實只是一個起步不久的
「發展中國家」。

 中國這幾年軍備進步很快，添了
很多飛機及軍艦，備戰是必須的，但
耀武揚威就不必了。世界上有很多國
家經濟上不是很富，軍事上不是很
強，但他們很有尊嚴，很受尊敬。中
國威脅論固然不是真的，但是中國有
些做法卻難免予人口實，與鄰近的國
家保持友好關係，美國即使對亞太有
野心，要來攪局就不太容易了。

其次，不要陷進別人給你挖的陷阱
裡。

有些國家（美國，日本，尤其是日
本）並不希望中國崛起，至少不讓你
平穩的崛起，所以找出很多事情來煩
你：南海問題，東海問題，朝鮮問
題，現在又多了一個台灣問題。

就因為蔡英文和特朗普通了個電
話，中國有一些媒體人和軍事評論家
就莫名其妙的大做文章，甚至於喊打
喊殺。（特朗普一定高興死了，又找
到好點子了。）

這可是一個不得了的大陷阱。中國
口頭上說不放棄武統，但這是能說不
能做的。以目前兩岸的軍事實力來
看，中國大陸要把台灣打趴了應該不
是問題，問題是死傷的可都是自己的
骨肉同胞呀！ 是美國及日本在那兒
挑事兒，有本事去打他們呀！拿自己
的同胞開涮，算什麼英雄好漢？

島內固然有主張台獨的人，但這是
會變的， 還不至於到最後關頭，非
用武力不可，而且以中國人的才智，
不需要最高領導人都能想出十個八個
解決台灣問題的辦法。只要坐穩蓮花
寶座，把該做的事情都做了，台獨份
子絕對逃不出掌心。

再說啦，如果中國人對自己的同胞
都敢殺了，周邊國家還能不擔心嗎？
這不是自己做實中國威脅嗎？

這個陷阱千萬要注意！

世界華人保釣
聯盟副會長，中美論壇社務委員。

陳憲中，亞太事務研究中心主席， 
紐約保釣聯合會會長，

社務委員：張紹遷  周友道   水秉和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范湘濤   張文基兼社長

張一飛   陳立家

本文筆者亦親自前往琉球參與反對邊野古基地建設活動，站在第一線現場與
參予活動之琉球人民訪談，並依照社會科學學術倫理之要求，並不設置前提 由
受訪者自行闡述。本次訪談對象為反基地運動之國際通譯、高中教師、抗議專
車領隊（該專車每日早上由那霸市沖繩縣縣廳前廣場發車）、抗議活動參與人
士。最後，再以詮釋方法將其整合為一個完整的琉球主體的大敘事。

二戰後的世界格局說是東西方
兩大陣營的戰略平衡，不如說是
美蘇中三大陣營的三足鼎立，雖
然，中國這只砝碼不夠強大，但
他傾向任何一方足以改變天平的
方向。

在二戰後期，規劃世界格局的
美蘇，在將中國放在替代日本的
亞洲領袖地位的同時，也佈局牽
制中國，如蘇聯強力促使外蒙獨
立，並成為蘇聯的衛星國，為蘇
聯贏得戰略緩衝地帶，也同時成
為威脅中國的前進基地。如美國
將改造後的日本置於軍事盟國的
地 位 ， 牽 制 中 國 的 戰 略 安 全 空
間，同時將中國臺灣置於保護之
下，猶如抓住中國的軟肋，隨時
可以讓你痛。東北亞的南北韓雖
然是歷史的意外，卻也起到了攪
局和東亞火藥桶的效果。

而這一切卻又悄然在變化。世
界 正 在 發 生 改 變 ， 這 點 毋 庸 置
疑，20世紀中期由意識形態築起的
世界壁壘及規則，隨著蘇聯的解
體和經濟全球化的興起而逐漸由
經濟戰略空間所替代，舊的世界
格局和規則在打破中，而新的世
界格局和規則卻沒有建立。矛盾
越來越多，這世界是大國主導，
或是大國集團主導還是公平規則
呢？有跡象可尋，卻又難找到方
向。誰願妥協，誰又能突破呢？

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
統、難民危機、中東亂局、朝核
問題、韓國閨蜜門，臺灣民進黨
上臺後不背書92共識、日本繼續謀
求正常化，中國大陸經濟速度放
緩謀求轉型和軍事上積極變革備
戰及政治上也佈局突破……在剛
剛過去的2016年裡，快速的"變化
"成為基本事實。

2017將是艱難的一年。東北亞
尤其艱難。

從韓國說起，朴槿惠閨蜜門爆
發，韓國內部兩派力量，鬥的你
死我活，總統職務被暫停，那麼
朴槿惠下去了，新上來的這派，
以後會有多少曲折先不說，起碼
總體上來說，成為特朗普的小跟
班是必然的。

在韓國當個元首，現在看來，
的確是個高風險的職業。特別是
朴槿惠下臺後，新上來這位，要
把身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個大嘴總
統特朗普身上，更加命運多舛。

日本安倍這段時間特別活躍，
安倍認為，這是上天故意賜給日
本 的 一 次 良 機 ， 如 果 日 本 抓 不
住，世界歷史中，日本將再無崛

起的機會，只會淪為中國的配角，日
本最活躍，說明日本也最心急，安倍
第一時間去見特朗普，在日本部署薩
德，去珍珠港，否認中國市場經濟地
位，這些，對中國來說沒有意義，都
是藥引子，都是魚餌，是去釣特朗普
這條大魚的。

在安倍眼裡，土財主特朗普，人
傻、錢多、好辦。特朗普上臺，安倍
要實現自己的目標，至少可以讓日本
少奮鬥幾十年。安倍早佈局，搶在中
國前邊，把特朗普拉進日本設置的棋
局中。

2017年，是安倍自認為的歷史上最
好的時機，因為安倍認為：
‧中國以穩為主，不会有大动作；
‧特朗普屁股還沒坐熱，腦子還沒冷

靜下來，利用特朗普可大有作為；
‧台獨要耍存在感，蔡英文必須要擔

當起歷史重任，走正式台獨；
‧金正恩也在找機會自救，可以起到

奇兵的作用，牽制中國，牽制韓
國，甚至牽制美國。
所以，安倍的棋局應該是：安倍坐

陣合縱連橫；蔡英文搶先台獨挑起衝
突先鋒；特朗普為主力出兵台海；金
正恩以為找到機會出兵韓國，牽制中
美，日本順勢成為正常國家，平衡中
國壓力，美國軍力撤出亞太。 

民進黨再次上臺，說明國民黨已經
成為末日黃花，在中國這個政治大棋
盤上再無話語權，倘若不旗幟鮮明的
舉起統一大旗，那麼剩下的只是窮途
末路，樂不思蜀的阿斗。民進黨治下
的臺灣已經沒有出路，狗急跳牆，綁
架臺灣民眾，製造台獨事件，拉中美
進入戰爭漩渦，這是一件安倍和蔡英
文都想做的事，也是蔡英文的唯一出
路，而且是一件大概率的事。台獨要
鋌而走險，特朗普跟還是不跟？

如果台海衝突僵持，那麼日本必然
利用另外一顆棋子——朝鮮。

當然，朝鮮不會這樣說，朝鮮仍然
要高舉反帝反霸的大旗，對韓國進行
恫嚇。韓國和日本已經簽訂了軍事情
報合作協定，那麼，朝鮮在韓國面前
基本就是不設防狀態。朝鮮半島衝突
一觸即發，特朗普跟還是不跟！不
跟，特朗普就是真正的孤立主義。
跟，中美全面衝突。世界的一切就掉
入日本的棋盤中。

朝鮮"先軍"政治的最大現實意義，
就是配合美國在亞太軍事霸權和日本
法西斯主義的死灰復燃，製造東北亞
緊張局勢，阻止中國東北亞經濟整合
戰略。現在看來，這就是朝鮮在國際
社會中存在的價值。朝鮮還有一個關

　 President-Elect Trump has almost completed his cabinet 
appointments with Rex W. Tillerman, another 'Yiwanren' (A Chinese 
term for people worth above one hundred million is an unique term 
having no equivalent vocabulary in English, that is between a 
millionaire and billionaire) named as his Secretary of State. Taking a 
quick view of Trump's appointees, you may get a feeling that he is 
organizing a richmen's club with names like Wilbur Ross (Secretary of 
Commerce), Betsy Devos (Secretary of Education) and Linda McMahon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ll worth more than a billion dollars 
and many more millionaires. On a closer look, we find that Trump's 
cabinet does not have all gold fixtures like his Trump Tower cabinets. 
There are at least five members (out of 20 announced appointees), Mike 
Pence (VP), Jim Mattis (Secretary of Defense), John Kelly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 Mike Pompeo (CIA Director)  and Reince Priebus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with publicly reported net worth less than 
one million. In addition, there were no published net worth data on Scott 
Pruit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nd Michael Flyn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o it is fair to chuck off the idea that Trump is going 
to run the country like a billionaire filling his top posts all with other 
billionaires.
　Trump has always been cherishing his self-made billions and he is 
certainly proud to be called a billionaire; in his Presidential bid, he has 
recognized that the U.S. is broke and poor and prioritized his goal to fix 
the nation's finances. So,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he surrounds himself 
with experienced wealthy individuals capable of making money to 
fulfill his mandate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 really - rich again. 
Trump seems to believe that people with experience in building personal 
wealth will have better idea to make America rich again. But Trump also 
understands the value of being thrift to build wealth; this can be seen 
from his remarks calling the administration to reduce waste including 
his criticism of the billionaire dollar price tag Boeing has estimated for a 
new US Air Force One. Based on this light, we will review Trump's 
cabinet appointments and assess whether his team will collectively 
accomplish his mandate - to fix America's ills and make her rich again.

　 Trump's Vice President Pick of Mike Pence was a good move which 
helped significantly in getting him elected. Pence not a millionaire but had a 
proud record being the Governor of Indiana building a growing economy 
with a balanced budget, low taxes and conservative principles. So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Pence has been trusted by Trump as his right-hand man 
to serve the chairmanship of his transition team replacing Chris Christie, 
Governor of New Jersey tarnished by the Bridgegate scandal. Christie had 
over staffed the transition team with lobbyists which Trump recognized and 
smartly removed them. Trump's transition team led by Pence is sizable 
having 13 vice chair expanded from original six and a 21-person executive 
committee including Donald, Jr., Ivanka (and husband Jared Kushner) and 
Eric Trump. Seven of the thirty four members in the transition team have 
been appointed with a cabinet position, they are Ben Carson (Secretary of 
Housing), Jeff Session (Attorney General), K.T. McFarland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teve Mnunchin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Steve Bannon in addition to Michael Flynn and Reince Priebus mentioned 
above. The much talked about names in the transition team, Chris Christie, 
Newt Gingerich and Rudy Giuliani did not receive any appointment. 
　Trump seems to rely on experienced business people to fix the financial 
problems of the U.S. Let's look the following appointees: Steven Mnuchin 
was Trump campaign's finance chairman, a former Goldman Sachs banker 
and an investor with experience in turning around a failed mortgage 
company with aggressive foreclosure measure; he is a proponent of cutting 
corporate taxes, now named as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Wilbur Ross, a 
billionaire, made his name in restructuring steel and textile corporations; he 
is the architect of 'America First' trade vision, now named as the Secretary 
of Commerce. Linda McMahon, another billionaire, made fame and fortune 
in sports entertainment (World Wrestling Entertainment); she is a proponent 
for cutting red tape, now named head of the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Rick Perry, tw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nd former Texas Governor had 
experience with alternative energy in Texas; In his book, Fed Up!, he 
criticizes federal government taking too much sovereignty and wealth from 

the states, now named Secretary of Energy. It is interesting to see whether 
this team can create or bring industries back to the U.S. producing jobs for 
Americans and obtain a trade surplus.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Trump has shown his distrust of the 'old 
ways of doing things', thus his appointments have a mix of new and 
experienced people. His choice of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Chief 
Executive of Exxon, made extensive travel and contacts overseas, especially 
having a rapport with Putin; he is a proponent to improve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playing Russia card against China, now heading the State 
Department with no government experience. One must note though Trump 
has appointed Terry Brandstad, Governor of Iowa, as the Ambassador to 
China before announcing Tillerson's appointment. This may suggest that 
Trump simply would like to use people who are familiar with the leaders of 
China and Russia to deal with them but not necessarily able to pre-meditate a 
strategy of playing one against the other. Trump appoints Jim Mattis, as 
Secretary of Defense, a career military man with war experience in the Gulf, 
Afghanistan and Iraq; he is known as a strategist and critical of the past 
Administration's Middle East strategy. Trump also tapped Michael Flynn, a 
retired army general and former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 briefly under Obama 
administration, as hi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he is famous for the chant, 
'lock her up', and is firm against terrorists and Iran nuclear threat. Trump's 
Chief Strategist, Steve Brannon, a banker with naval officer background, 
made a fortune producing the Seinfeld sit-com; Brannon is a nationalist with 
anti-immigration view. Mike Pompeo, a Congressman sitting on th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is picked as the Director of CIA; he is also a vocal 
critic of Obama Administration. John Kelly, a retired general, lost his son to a 
roadside bomb in Afghanistan is Trump's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is group of people with military background 
will shape up a strategy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With limited space here, we will not comment on the other appointments 
so far including Scott Pruitt, Hea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ndre Puzder, Secretary of Labor, Jeff Sessions, Attorney General, Tom 
Price, Secretary of Health, Ben Carson, Secretary of Housing, Elaine Chao,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Betsy Devos, Secretary of Education, Nikki 
Haley, Ambassador to UN and Reince Priebus, Chief of Staff, except to say 
that we expect the experienced Secretary Chao will do fine and the new ones 
must climb a fast learning curve to deal with our domestic issues. 
Ifay Chang. Ph.D. Producer/Host, Community Education - Scrammble Game 
Show, Weekly TV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 .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陳憲中

鍵角色，就是在關鍵的時候發揮關
鍵 的 作 用 。 我 們 要 高 度 警 惕 和 重
視。

世界現在進入混沌狀態，中美軍
事衝突一旦發生，世界必然選邊站
隊，中國的處境仍然不佔優勢，

所以說，安倍的小算盤，就是利
用臺灣這個明子，利用朝鮮這個暗
子，先後在台海和朝鮮半島製造衝
突熱點，打特朗普的土豪，分中國
的田地。

從安倍上臺那天起，我們似乎都
在數著指頭算著安倍哪天下台，然
而上臺五年不倒，成功突破安保法
案 ， 釣 魚 島 國 有 化 ， 日 韓 軍 信 互
通，戰鬥機多次挑釁中國，給菲律
賓送錢送裝備。其心可誅啊，擺明
瞭攪渾水好摸魚。安倍完成一個又
一 個 目 標 ， 直 接 進 入 了 第 二 個 任
期。

再看美國特朗普調查"9.11"，意指
沙特，重新規劃中東版圖，然後用
石油掐住俄羅斯的經濟大動脈。為
了不讓中國壞事，所以把臺灣拎了
出來，來個川菜通話，敲打中國。
特 朗 普 這 是 告 訴 中 國 ， 你 最 好 別
動，你的軟肋在我手裡。

蔡 英 文 明 明 就 是 安 倍 的 一 顆 棋
子，現在又甘願奉獻給特朗普。蔡
英文只要獲得特朗普的支持，特朗
普就成為安倍的又一顆棋子。安倍
左手翻著蔡英文棋子，右手翻著特
朗普棋子，要在台海和南海搞事，
配合著石油大亨和戰爭狂人的中東
方略。

日本忍辱負重幾十年，終於有翻
身做主人的機會啦。

面對2017複雜的局勢，中國如何
破局還看不出來，只是看到在外交
上佈局一帶一路的經濟版圖，內政
反腐和軍改應對變局。雖然有高調
逡巡第一島鏈，環臺灣巡航，走的
還是遏制的路。

而從特朗普表態放棄TPP來看，美
國 明 顯 是 不 想 在 規 則 上 跟 中 國 較
量，而是會自行其是，至於說中美
巨額的貿易逆差，美國雖然經常拿
來說事，卻也真沒當回事，因為特
朗普知道，每一分逆差都成為美國
國 債 ， 中 國 一 分 都 拿 不 走 ， 用 不
出。這也是中國急於人民幣國際化
的主要動因，一旦人民幣成為國際
結算貨幣，那麼就是美國霸權終結
之時，美國會聽之任之嗎？當然不
會 ！ 日 本 會 樂 見 其 成 嗎 ？ 當 然 不
會！那麼中國如何破局？按美國的
規則來肯定走不通？如何破局？

2017年 將 是 一 切 看 見 端 倪 的 一
年，變革年代的開局。

盟創會會員

作者：王文軍，1968生於重慶，
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
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世界華人保釣
聯 。

變革的序曲-2017
◎王文軍

在2016年，朝鮮在核子試驗和火
箭發射方面進行了歷史上最密集的
實驗。事實上，朝鮮的核軍備和輸
送手段已經基本完善，戰術核打擊
手段已經陸續成軍。這是朝鮮的最
主要的戰略防禦手段。但是，朝鮮
也與世界各個有核國家一樣，核武
器是威懾手段。雖然核威懾是嚇唬
人的，但必須是實用而可以立刻投

入實戰使用的，所以，從1960年朝
鮮開始發展核事業開始到現在，擁

有超過300個涉及核事業的工廠或

研究機構和十萬專業人才，56年的
歷史過程，是扎扎實實的發展歷史
過程，而且朝鮮擁有世界最豐富的

固體鈾礦資源，所以，總而言之, 
朝鮮核力量的客觀存在是不容置疑
的，而且其實際規模超出世界的想
像。

朝鮮政府是依靠党的領導核心的
集體智慧運作決策的（即使因某種
原因被處決的核心幹部，在參與這
些核心戰略決策上也絕對毫不含
糊），從金日成，金正日到金正恩
時代，國家戰略問題就是這麼決策
的，朝鮮緣於歷史原因，始終實行
最高領導人的唯一領導，該國家的
核心集體的決策就是最高領導人的
最高決定，必須無條件絕對服從，
有了這個才會萬眾一心眾志成城。
世界上成功的共產黨國家都依靠這
個法寶，只是名稱有所差異。

和其它共產黨為執政黨的國家一
樣，朝鮮的集體智慧非同尋常，能
夠化解或擊潰一切對外來的壓制，
封鎖或現在的日益嚴重的國際制
裁。從朝鮮戰爭臨時停戰協定簽署
到現在，七十多年過去了，朝鮮一
直爭取朝美簽署和平協定，實現和
平和國家統一。然而，從“冷戰對
峙”到“朝鮮問題”演變到今天的
“朝核問題”，年年不同規模的軍
事演習，對於朝鮮，對於美國都沒
有帶來好處，特別是沒有經濟好
處，而且是處於長期解決不了問題
的怪圈中，相反，朝鮮的綜合國力
卻與時俱進快速發展進步中。

美國特朗普宣佈競選總統後，朝
鮮是最早讚頌特朗普為紳士的國家
之一，並敏銳地評估，在長達半個
世紀的美國傳統政黨的政客執政

中，輸出戰爭，強行輸出美國價值
觀和巨量財力人力的耗失，已經削
弱了美國的真正實力。所以，商人
特朗普的上臺，是美國人民意志的
選擇，特朗普上臺，主體是全面提
振和發展美國經濟，增加美國人的
就業等等。對於朝核問題這樣的費
力不討好的事，不會過多投入力
量。而對於在韓國的駐軍，美國財
政要拿出很多錢和人力，所以，特
朗普曾經說過“韓國應該更多承擔
費用”。從特朗普宣佈競選總統開
始，朝鮮的核子試驗，衛星發射實
驗等暫時停止了，朝美也有了新的
不公開接觸。又由於韓國朴槿惠的
醜聞（此事絕對有非常深度的政治
背景），朝鮮也不會給她以起死回
生機會。

對於金正恩新年講話，宣佈基本
完成了遠端火箭的發射準備，特朗
普的發言，並沒有對朝鮮直接表達
什麼，反而說“中國賺了美國人很
多錢卻沒有做事”，這是把朝核問
題的矛盾轉移到中國。實際上，中
國是確確實實遵守了聯合國的決議
的，在丹東這樣的邊境地區，明顯
看的到。

特朗普是個商人總統，不是政
客。他以計較美國的實際利益為原
則，所以，朝美在特朗普執政期
間，會很快進行政府間的正式談
判，以全新的第三個角度談朝核問
題，也可能實現半個和平協定的簽
署。而薩德系統的部署，在特朗普

1月20日履職後，會被重新評估。
朝美實現新的關係，可能犧牲了中
國的利益，因為，特朗普政府，對
於深度干擾中國南海和東海更有興
趣，甚至會直接發生軍事衝突，而
分化朝鮮和中國的傳統友好關係，
對美國有好處。

以上僅僅是個人一井之淺見。
作者：李景科, 民革黨員，歷史

研究者，著有《丹東歷史探微》
（2013年，哈爾濱地圖出版社），
《釣魚島的動物和植物》（2014
年，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等。 

特朗普上臺朝美可能尋求第三條解決道路
◎李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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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別，名稱源自愛奴（Ainu）族語的 「nupki-pet」，意
思為 「深色的河」。愛奴族是日本北方的原住民。他們的特
徵是低額多鬚，高眼眶、深眼窩、深陷的鼻根、突出的眉弓
。皮膚比較黑，毛髮濃密而長，有波紋，臉上和身上的汗毛
都很多，身材不高，成年男子身高約1.6公尺。他們的面孔具有
歐洲人的特徵，語言與毗鄰的各民族和國家的語言沒有任何相
似之處，男人留著紅鬍子，而且也有捲髮的傾向。（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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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晚從函館飛回桃園，
完成 「戀上北海道」五天四夜之旅。登別是我們遊覽北海道的
第三個城市。

尼斯海洋公園與地獄穀
11月22日晨，離開札幌中島公園旅館前往第一站登別尼斯

海洋公園（Noboribetsu Marine Park?Nixe）。公園是北歐風格
的建築，洗手間的屋脊上特別裝設公雞風向儀。迎面的是一棟
紅瓦白牆、橘色拱門的歐式建築，出大廳門眼睛為之一亮，本
館的外觀為模仿耶斯克城堡（Egeskov Castle）為藍圖興建的。
我們參觀巨大的魚類展示館，共有400種、1萬隻以上的生物。
經過大水槽，我生平第一次觸摸海星、海參和海膽，以及觀賞
那麼多美麗的熱帶魚。午餐是在園區裡吃壽喜燒火鍋，食材雖
簡單而且新鮮美味。下午精彩的海豚海獅秀，以及萬馬奔騰沙
丁魚秀，真的很壯觀的。企鵝散步秀是一絕，十隻大小不一的
國王企鵝搖，搖晃晃遊行在小徑上，很是可愛。接著是地獄穀
。它是位登別市的一個火山口遺跡，大約在一萬年前形成，有
直徑大約450公尺的地方依然在噴白煙，而且寸草不生，又有
強烈硫磺味，好像身處地獄之中，因而得名。地獄穀提供多達
11種不同礦物質的泉水給附近的著名的溫泉旅館。登別溫泉，

是北海道屈指可數的溫泉地。自江戶時代開始就為人所知，在
明治時代後正式成為療養地和觀光地。2004年，登別溫泉地域
穀被指定為北海道遺產。車轉入登別溫泉區，紅魔鬼就矗立在
入口處歡迎大家。16:30天色漸黑，我抓緊時間拍下硫磺谷所有
景點。當晚入住登別溫泉區石水亭飯店（登別市登別溫泉町
203-1），我們下榻櫻館日式客房。遠離溫泉街的石水亭，少
了觀光客的喧嘩。導遊大吉告訴我們晚餐在二樓18:00就開始，
到時人多要排隊等候的。果真我們到的時候，人已經很多。自
助晚餐，第一輪先是淺嘗即止，喜愛的才有第二輪。最愛的北
海道生菜沙拉、吸睛的生魚片、現烤扇貝、烤香魚，還有媲美
神戶牛排的北海道現煎牛排，我點了三四碟，大塊朵頤。

登別溫泉與昭和柔佛巴魯熊牧場
飯後，我們到溫泉街逛逛。登別溫泉的吉祥物就是隻紅鬼

。在這條街上，竟然還看到登別日台親善協會的招牌。接著看
到一群人在等20:00的閻魔堂的地獄審判。地獄的審判共有上午
10:00以及下午13:00，15:00，17:00，20:00與21:00等六場，晚
上九點還有一場。閻羅王變臉表演，前後約五分鐘。溫泉街底
是第一瀧本館，算是老字號的溫泉旅館。1858年，旅館創辦人
瀧本金藏因為妻子為皮膚疾病所苦，當時到荒涼的登別溫泉蓋
了小湯屋，陪著妻子一起治療到痊癒，為了紀念才建立了 「第
一瀧本館」溫泉飯店讓更多人受惠，於是建造了第一瀧本館來
照顧用溫泉療養的人。愛護妻子的丈夫，他的體貼之心至今不
變，與豐富的溫泉一起傳承了150年以上。據說1901年日俄戰
爭時指定的傷兵療養地。我們正好遇到大金棒表演；大金棒可
以說是第一瀧本館的大地標，高達兩層樓的大金棒外表貼滿了
金箔，金碧輝煌。每逢整點的時候，金鐘的閘門會打開，跳出
桃太郎和小鬼們出來表演。清晨4:00在頂樓浴池泡溫泉，遇到

大吉，稱讚這家飯店的硫磺溫泉水質真的超棒，而且療效更棒
。翌日，即11月23日晨8:00出發，驅車前往熊牧場看棕熊。日
本的熊牧場有兩個，都是在北海道，一個是登別熊牧場（北海
道登別市登別溫泉町224），另一個是昭和柔佛巴魯熊牧場
（有珠郡壯瞥町昭和柔佛巴魯183）。我們去的是昭和柔佛巴
魯熊牧場。昭和柔佛巴魯，是1943年12月28日，因洞爺湖畔
的有珠山麓一帶發生持續性的強震，引起十幾次的火山爆發後
所隆起的活火山，由於當時的天皇正好是昭和，故稱昭和柔佛
巴魯。原本隆起的高度只有270公尺，但因為地殼不斷地上升
，山的高度已增加到407公尺，而且還持續的長高中。天飄著
雪，我們佇立熊牧場大門拍照，眺望昭和柔佛巴魯，近看熊
牧場。入門，每人領一袋四五個不等的大蘋果。園區很滑，
我們小心走。園區裡頭共飼養著100多頭的北海道棕熊，依據
年紀的大小，再畫分不同的區域做豢養。除了我們手上的蘋
果外，牧場裡有販賣作為飼料的蘋果餅乾，可以親自餵食棕
熊。已經適應人類的棕熊，知道有食物可以吃時，撒嬌的模
樣十分可愛。此外，還有浣熊牧場和小熊幼稚園等。看完可
愛的北海道棕熊，我們在禮品店閒逛，小鳳買了三把日本小
女孩梳子給孫女。驀然，看到三件愛奴族木刻：一對戴帽赤
腳人像，男人顏面低額多鬚，雙手緊握，女人高眼眶、深眼
窩，厚唇，手托祭臺，署名香德作；一件男女對看，含情脈
脈的鏤空梨花木刻，署名遠藤作夫婦；另一件男女仰視盼望，
杉木版刻，署名川上作夫婦。三者均是上乘之作，雕工精細
，想必高人指導，每件作品的價格在400至600美元不等，
雖然價錢有些高，但是值得，沒買有點後悔。下一站經過洞
爺湖八景，到大沼國定公園，心中仍然念念不忘。（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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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的猶太光明節剛巧與平安夜、聖誕節、除夕及
新年重疊，始於 12 月 24 日日落至 2017 年 1 月 1 日傍晚。自
1900 年，光明節首天與平安夜或聖誕節發生在同一天的次
數共八次，最近一次在 1978 年平安夜和 2005 年聖誕節。
猶太人不接受耶穌，不慶祝平安夜和聖誕節；猶太新年在
提斯利月（猶太曆 7 月，西曆 9 至 10 月之間），在以色列
1月1日並不是公眾假期。2016年的光明節遇上多個西方重
要日子，對一些猶太跨文化家庭意義重大，然而大部分猶
太家庭只是專心慶祝光明節，充分提醒不是每一個民族也
過聖誕節和西曆新年的事實。

認識猶太光明節
光明節（Chanukah 或 Hanukkah）於基斯流月（猶太曆

9月）25日開始，提別月（猶太曆10月）2日或3日結束。
在常規年，基斯流月共 30 天，光明節會於提別月 2 日完結
；在虧缺年，基斯流月只有29天，光明節則於3日完畢。

西元前165年，希臘君主對以色列猶太人實行一系列希
臘化措施，禁止猶太人奉行猶太教傳統，須遵守希臘文化
，並將耶路撒冷聖殿變成希臘宙斯神殿，又採用猶太人禁
忌豬肉拜祭，激發猶太人起義，最後猶太人成功奪回聖殿
、去除不潔之物，將聖殿再度獻予上帝。猶太人在聖殿舉
行慶典，殿內燈油份量僅足夠點燃一天，卻神奇地燃燒了
八天，猶太人視之為上帝的恩典，非常珍視。

這個紀念起義勝利、重獲聖殿及光明奇蹟的節日，又名
修殿節、獻殿節、燭光節等。

巴爾的摩光明節慶典
12 月 25 日，在巴城內港 McKeldin Square，舉行了第六

屆的巴爾的摩光明節慶典（Baltimore Chanukah Festival）。
活動最矚目的是30英尺高的室外九臂燭台，由巴城慈善家
Howard Brown 贊 助 ， 並 以 已 故 女 兒 命 名——Esther Ann

Menorah，當日下午4時30分亦有點燈儀式進行。
九臂燭台（Hanukiah或Menorah）是最能代表猶太光明

節的節慶用品。根據猶太人傳統，光明節會燃點九臂燭台
，置中、最高的蠟燭（Shamash）於光明節前夕首先燃點，
光明節首天則從Shamash蠟燭取火點亮第一枝蠟燭，之後每
天多點一枝蠟燭，直到光明節結束。猶太人會將九臂燭台
放於大門外及窗旁，讓更多的人看到光明節的燭光，紀念
、提醒光明奇蹟的發生。

猶太人須進食符合教規的食物（Kosher），例如不可食用
豬肉、鯰魚、鰻魚（只可食用有鱗有鰭的魚）、蝦、龍蝦、
蟹、貝類等；可食用的肉類和魚類須經猶太特定的方法屠宰
；不可同時品嘗肉類及奶製品；烹調肉類、奶製品的鍋具須
嚴格區分等。活動當天有來自華府的Brooklyn Sandwich Co.
提供潔淨的猶太美食。

12月26日下午六時，在巴城西北面也舉行了光明節汽車
巡遊（Chanukah Car Parade）。

猶太人如何慶祝光明節？
在美國，有一句很流行的話： 「美國猶太人在聖誕節愛

上中餐館」。其歷史來源是，中國移民與猶太移民同樣不慶
祝聖誕節，中餐館在聖誕節正常營業，讓不少美國猶太家庭
世代承傳聖誕節上中餐館的習慣。而更重要的原因與猶太飲
食戒律有關，嚴格來說，猶太人不允許進食豬肉、蝦、貝類
等，這些雖然是中餐常見的材料，但是中菜的烹調方法，使
猶太人難以辨別食材的真面目，給予猶太人一個可以大快朵
頤的藉口。此外，猶太人不可奶、肉混食，中菜很少加入奶
製品，合乎猶太飲食習慣。

2016年的聖誕節適逢是光明節，且看猶太人不上中餐館，
如何歡度猶太佳節？猶太人會去猶太教堂慶祝猶太新年

（Rosh Hashana）和贖罪日（Yom Kippur），而光明節則是留
在家慶祝的日子。一般而言光明節的首晚，猶太人會舉行盛大的
家宴，親友們聚首一堂，玩光明節陀螺（Dreidel）、唱歌跳舞
，彼此送上祝福。為了紀念燈油奇蹟，猶太人還會在光明節品嘗
油製食品，包括炸薯餅（Latke）和草莓甜甜圈（Sufganiyot）。

光明節陀螺是一個闔家歡的賭博遊戲。這種陀螺有四面，
底部略尖，頂部連接一個方便旋轉的小木條，四面分別各有一個
希伯來字母，合起來的意思是 「一個重大的奇蹟已在這裡發生」
。玩家數目不限，遊戲之始，每位玩家持數目相同的代幣，可以
用硬幣、巧克力金幣、葡萄乾、果仁或糖果等。首先每人貢獻一
枚代幣，放於中央的儲存器皿，然後輪流轉動陀螺，並依照陀螺
上的代表字母意思進行下一步。Nun指沒有，玩家不能從器皿中
取任何代幣，也不用額外提供代幣；Gimel指所有，玩家可拿走
器皿中的所有代幣；Hey是一半，玩家可取器皿中的一半代幣；
Shin是放入，玩家要放入一枚代幣。獲得最多代幣的玩家便是勝
出者。

光明節每天晚上點燈的時候，大家會一起祈禱、唱聖詩。點
亮蠟燭後，猶太父母會向子女派發光明節金幣或過節錢（Cha-
nukah Gelt），有點像華人新年的紅包，每年以色列銀行也會鑄
造特色的光明節幣，吸引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購買，而猶太父母也
會鼓勵孩子將部分過節錢進行慈善捐獻。有些猶太父母不送光明
節金幣，改為贈送巧克力金幣或光明節禮物。不論小朋友在光明
節每天收到的是金幣，還是禮物，光明節總是一個讓小朋友興
奮的節日。
圖片來源：baltimorechanukahfestival.com、www.chabad.org、
www.myjewishlearning.com

巧遇平安夜、聖誕節、除夕及新年的猶太光明節
文：鄧彩欣

0112D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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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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刊

     MASERATI AND ITS TRIDENT LOGO                       瑪莎拉蒂與其三叉戟商標 

                              陳少明/文                                                                     郭樹植/修改 

According to a  report,  a Chinese vulgar tycoon hired 
three people to smash his own Maserati , worth 
almost half a million dollars (the cost of 8 Mercedes-
Benz E class cars sold in the U.S.,)  because he was 
angry with the car dealer and their service. This news 
once again put the Maserati into the spotlight. 
Maserati, an Italian manufacturer, is one of several 
luxury car brands that have become popular in China 
since the country overtook the U.S. as it’s  world's 
largest auto market in 2009. It is now becoming the 
symbol of wealth and power in China. 

有一篇報導稱，一位中國土豪僱了三個人砸毀了他
自己的瑪莎拉蒂汽車，這車價值近五十萬美元（相
當於八輛梅賽德斯 - 奔馳E級轎車在美國的銷價）。

此事只因他對汽車經銷商和他們的服務非常氣憤而
已。這則消息再次把瑪莎拉蒂推向了眾目關注的焦
點。意大利製造商瑪莎拉蒂是2009年在中國超越美

國而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後成為該國的一種流
行品牌的。它在中國已成為財富和權力的的象徵。 
Maserati is an Italian luxury car manufacturer 
established in Bologna on December 1, 1914, and now 
it is headquartered in Modena. The Maserati tagline is 
"Luxury, sports and style cast in exclusive cars", and 
the brand's mission statement is to “build ultra-luxury 
performance automobiles with timeless Italian style, 
and accommodate bespoke interiors, and  
effortless, signature sounding power". 
 
 
 

瑪莎拉蒂是1914年12月1日在波倫那建立的意大利

豪華汽車製造公司，現在它的總部設在摩底那。瑪
莎拉蒂的口號是“將豪華，運動和風格鑄入特殊的
汽車中”，而該品牌的使命是“打造超豪華性汽車
與永恆的意大利風格，可以自定的內部裝修，並擁
有清晰、獨特的音響效果”。 
Though Maserati brand history started long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mpany, it was officially licensed in 
1914 in Bologna by Alfieri Maserati. He was born in 
Italy and had 6 brothers who were also skillful 
engineers and designers of that time. Five of the 
Maserati brothers dealt with auto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sixth brother who was  believed to 
have designed the emblem of this famous  car . 

瑪莎拉蒂這個品牌的歷史是早在公司奠基之前就有
了的，但卻是被阿爾菲力.瑪莎拉蒂在1914年於波倫
那正式註冊的。他出生於意大利，他6個兄弟都是

當時有才藝的工程師和設計師。瑪莎拉蒂有五個兄
弟從事汽車的生產和開發。第六個兄弟是就是被人
們認為是設計這著名的汽車商標的人。 
Two brothers of Alfieri worked intensely on the design 
of the first Maserati. However, Alfieri decided to 
involve another brother, Mario, an artist and the 
youngest sibling who had nothing to do with engines. 
He was commissioned to design the logo. Mario  chose 
to use one of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symbols of 
Bologna: the trident from the statue of Neptune in  
 
 
 

Piazza Maggiore, a symbol of strength and vigor.  
 
 
 
 
 
 
 
 
 
 
 
 

阿爾菲力的兩位兄弟為第一個瑪莎拉蒂汽車的設計
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阿爾菲力卻決定動用另
一個兄弟馬里奧，這個小弟弟是位藝術家，而且他
與發動機毫無關係。他被委任設計車的商標。馬里
奧決定使用波倫那最具特色的標誌之一：馬焦雷廣
場上海王星彫像中的三叉戟，因為它象徵著能量和
活力。 
A trident is a three-pronged spear. It is used for spear 
fishing in the sea. The trident is the weapon in the 
hands of Poseidon, or Neptune, the God of the sea in 
classical mythology. 

三叉戟是一種有三尖的矛。它是用來在海中以矛捕
魚的。三叉戟是在古典神話中，海洋之神 (或稱海
王星) 手中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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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99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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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2017年1月19日 Thursday, January 19, 2017



綜合經濟

時事圖片

BB1010星期四 2017年1月19日 Thursday, January 19, 2017

在旅遊人次穩定增長的同時，中國

遊客出境遊也呈現出越走越遠的態勢。

相比於此前的買買買，如今的出境遊客

更願意把錢花在吃喝玩樂住上，更好地

體驗當地人的生活。

途牛旅遊網基於休閑遊會員和APP

用戶數據對2016年中國在線出境遊的用

戶行為進行了分析。這份大數據報告顯

示出中國遊客出境遊的諸多新變化。

——個人出境遊頻次提升
2016年，通過途牛預訂2次及以上

出境遊的客戶占比超過26%，出遊人次

同比2015年上升34%。這顯示，對於中

國遊客而言，出國散心不再是難以決策

的事情。

——中國遊客正越走越遠
從在線預訂數據看，2016年，最熱

門的十大出境遊目的地國家分別為泰

國、日本、韓國、法國、意大利、印度

尼西亞、瑞士、美國、德國、澳大利亞。

前十大出境海島目的地有普吉、濟

州、巴厘、馬爾代夫、沖繩、塞班、長

灘、沙巴、蘇梅、夏威夷。

——女性日益占據主導地位
2016 年，途牛出境遊總人次中，

2016年女性客戶占比62%，男性客戶占

比38%。同時，在所有復購客戶中，女

性出境遊頻次更高。女性在出境遊市場

日益占據主導地位。

隨著收入水平的提升，越來越多的

家長願意帶著孩子出境旅遊。2016年，

18歲以下用戶出境遊人次同比上壹年上

漲110%，在所有年齡段客群中增速最

快。其中，6-12歲的兒童占孩子總出遊

人次的比例接近5成。

——二三線城市增長迅速
與壹線城市出境遊人次平穩增長態

勢不同的是，中國二三線城市消費者進

壹步表現出強烈的出境遊需求。

2016 年，出境旅遊人次增長速度

最快的前10名二三線城市分別為烏魯

木齊、海口、洛陽、吉林、合肥、西

寧、紹興、揚州、昆明、湖州。其

中，烏魯木齊、海口、洛陽、吉林、

合肥等城市，在線出境遊客人次增速

均超過100%。

——免簽目的地表現搶眼
基於中國遊客強大的消費能力，

全球各國展開“歡迎中國遊客”的競

賽，紛紛放寬簽證條件、提供中文服

務、開放便捷支付，提升中國遊客的

到訪人次。

以摩洛哥為例，自2016年 6月 1日

起，摩洛哥開始對中國公民實現免簽政

策。2016年赴摩洛哥旅遊的出遊人次同

比增長近6000%。

——出境遊品質提升

2016年，中國繼續蟬聯全球出境旅

遊人次和消費額的雙料世界冠軍。不

過，相對於以前只是上車睡覺，下車拍

照，進店買買買，如今的出境遊客更願

意把錢花在吃喝玩樂住上，更好地體驗

當地人的生活。

以住宿為例，途牛旅遊網監測數

據顯示，2016 年，中國遊客預訂排名

靠前的國際酒店品牌有豪生、希爾

頓、喜來登、溫德姆、香格裏拉等。

對酒店住宿的高追求表明中國家庭遊

客已經開始從價格導向開始邁入品質

導向階段。

此外，隨著出境遊市場的日漸成

熟，越發龐大的消費群體開始重視個

性化需求，相比單純的購物觀光，

45%的遊客偏愛沙灘海島度假主題的

出境遊，同時，親子遊、出境自駕、

美食主題遊也日益成為最受歡迎的旅

遊方式。

浙商總會組織評選“2016全球浙商金獎” 弘揚新浙商精神

綜合報導 由浙商總會、浙商總會

專委會、全球各浙江商會等發起的

“2016全球浙商金獎”頒授典禮將在

浙商總會年會現場——杭州奧體中心

舉行。屆時，浙商總會會長馬雲將對

2017年經濟形勢進行研判。2016年，

在不同經濟社會領域作出卓越成就，

取得顯著創新和突破的年度“浙商金

獎”人物也將揭開神秘面紗。

2016年，浙商經歷了充滿成就、

變革、機遇和挑戰的壹年。

這壹年，全球經濟形勢風雲變幻，國

內經濟正處於新舊動能轉換和轉型升

級的關鍵階段，壹大批浙商勇立潮頭、引

領時代變革的步伐。

圍繞2016年的浙商大事，主辦方

表示，“2016全球浙商金獎”將從產

業變革、商業成就、科技突破、產品

創新、慈善公益、國際影響等六個維

度，評選具有代表性的優秀浙商。

“浙商是壹個多元組織，這些維度

重點體現了多元、復合、持續的基本內

容。”浙商總會秘書長鄭宇民表示，

“2016全球浙商金獎”的候選人物中，

既有帶領企業不斷轉型的改革先鋒，也

有國際化並購下逐步邁向世界的浙商領

袖，既有在網絡安全領域不斷攻堅克難

的海歸人士，也有2016年取得顯著創新

和突破，引領行業變革的實業典範。

“新人是浙江的明天，我們要擺脫速

度糾結、空間困惑、發展焦慮，必須要寄

望於新人。這個新，指的是新人、新事、

新路徑，我們要把聚焦點放在未來，提高

國際競爭能力。”作為國內首個專門面向

全球浙商年度人物進行表彰的慶典，鄭宇

民表示，浙商金獎的設立，是對全球優秀

浙商的“金榜題名”，是對浙商經濟社會

貢獻“含金量”的回顧審視，是對浙商堅

守初心直至“金石為開”的表彰獎勵。

據了解，“2016全球浙商金獎”

的具體評選對象，為浙江籍企業家，

或非浙江籍在浙江創業的企業家。

他們當中，有的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範

圍內具備突出公眾影響力；有的企業從事

主業產品、業態三年以上，具有廣泛知名

度、贊譽度和社會影響力，有的在2016

年取得顯著創新和突破，引領行業變革，

展現強勁增長；也有的企業或企業家個人

在熔煉浙商精神、弘揚浙商文化、增進社

會公益方面做出重大貢獻。

據悉，獲獎人選由浙商總會、浙商

總會專委會、全球各浙江商會提名推選

為主，輔以企業家自薦和社會推薦。提

名人選名單確認後，由浙商總會認定的

隨機專家團隊開展精選，產生建議獲獎

名單，經向社會公示和會長會議最終確

認。25號的浙商總會年會，同時還將舉

辦以“浙商我心-回歸浙裏創未來”為主

題的2017浙商春晚，節目的內容均由各

地浙江商會和浙商總會專委會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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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根據財政部日前印

發的《關於將鐵路離島旅客納入

海南離島旅客免稅購物政策適用

對象範圍的公告》，2017年 1月

15號起，從海南乘火車離島的旅客

可以享受離島免稅購物政策。

根據《公告》，從2017年 1

月15日開始，年滿16周歲，從海

南乘火車離島的旅客，將可以享

受離島免稅購物政策。旅客憑身

份證件、火車票和購物憑證提貨。

在此之前離島免稅只針對乘飛機

離島的旅客。

據了解，這是自2011年4月 海

南離島免稅購物政策實施以來的第

四次大的調整。根據政策，旅客在

同壹年度內乘飛機和乘火車免稅購

物合並計算，非海南籍離島旅客每

年購買額度為16000元，海南籍離

島旅客每年購買額度為8000元。

旅客在享受離島免稅購物時，

應該註意哪些事項呢？

由於火車離島免稅購物都需

要在海口火車站提貨，因此旅客

購物截止時間需要提前。三亞海

棠灣免稅店購物，在出發前壹天

24點截止。海口美蘭機場免稅店

網絡銷售窗口購物，在出發前壹

天21點截止。

從海口站乘車離島的旅客從

火車站固定提貨點提貨，對於從

三亞出發的離島旅客，在站臺直

接提貨。

海口海關駐海口火車站離島

免稅監管科科長 潘冠中：三亞始

發的火車到了海口以後有20分鐘

的滯留時間，兩家免稅店根據他

們掌握的信息，旅客在哪個車廂

，事先把免稅品直接用車推到車

廂邊，火車上配有壹些數據采集

的設備，旅客下車來提以後，同

時把它記錄下來，把信息傳輸給

海關，海關進行監管。

海口海關表示，嚴禁旅客離

島前將免稅品帶出火車站監管

區。旅客提貨後中途要出火車站，

應將免稅品交給海關保管，再次

進站後重新提取。

中國出境遊大數據：
遊客越走越遠 女性主導趨勢顯現

荷蘭新建荷蘭新建““超豪華超豪華””大熊貓館大熊貓館
迎接中國國寶迎接中國國寶

荷蘭雷嫩荷蘭雷嫩，，當地當地OuwehandOuwehand動物園建設動物園建設PandasiaPandasia熊貓園熊貓園，，迎接即迎接即
將到來的中國的大熊貓將到來的中國的大熊貓Wu WenWu Wen和和Xing YaXing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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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法國巴黎，，法國塔桑拍賣行法國塔桑拍賣行（（Tajan AuctionTajan Auction））展出達芬奇的畫作展出達芬奇的畫作
《《殉道者聖塞巴斯蒂安殉道者聖塞巴斯蒂安》。》。這張描繪殉道者聖塞巴斯蒂安的素描這張描繪殉道者聖塞巴斯蒂安的素描，，約約
1919cm×cm×1313cmcm，，估價超過了估價超過了15001500萬歐元萬歐元（（約合人民幣約合人民幣11..11億元億元）。）。

2525萬只帝企鵝齊聚南極海灘萬只帝企鵝齊聚南極海灘 場面震撼場面震撼

南喬治亞島和南桑德韋奇島南喬治亞島和南桑德韋奇島，，盡管氣溫降至零下盡管氣溫降至零下，，超過超過2525萬只帝萬只帝
企鵝聚集在海灘上企鵝聚集在海灘上，，有些可以很方便的下水捉魚有些可以很方便的下水捉魚，，餵養寶寶餵養寶寶。。退休的工退休的工
程師程師Ofer AgivOfer Agiv遊覽南極洲時拍下了這些震撼的場面遊覽南極洲時拍下了這些震撼的場面。。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did not reply to the 
Post’s request for comment.
On the campaign trail, Trump threatened punitive 
tariffs of up to 45 per cent on China’s exports to the 
US and nominated hardline China critics to take up 
positions in his administration.
Addressing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Switzerland, on Tuesday, President Xi Jinping said 
there would be no winner in a trade war.
Vice-Premier Wang Yang also discussed economic 
issues in a phone call to US Treasury Secretary 
Jacob Lew yesterday, Xinhua reported.
Zarit said the business group would send seven or 
eight members to Washington next month to “share 

ideas on a win-win path forward” and to “speak to 
whoever we can” to convey “realistic” messages about 
China.

“We would recommend the US ... be more aggressive 
in talks [with China] …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don’t do things that are counterproductive to both 
countries,” he said.
The chamber said dimmer prospects for bilateral ties 
and the lack of progress on easing market access by 
China had dashed hopes on sealing an investment 
treaty. The chamber previously expected the deal could 
be reached by 2018.
The negative list submitted by China for the treaty was 
“far from acceptable”, Ross said.
Shen Jianguang, a Hong Kong-based economist with 
Mizuho Securities, said China could choose to cut 
imports from US aviation, car, mechanical equipment 
and hi-tech suppliers and turn to business rivals such 
as ¬Airbus. China could also reduce the imports of US 
agricultural products, Shen said.
Other options for Beijing were to carry out strict and 
frequent anti-dumping or anti-subsidy ¬investigations 
on US products, to dump its holdings of US treasuries 
or launch investigations into US businesses operating 

in China , he said.
“But all these countermeasures have side effects for 
China,” Shen said. “China is the largest overseas 
market for many US companies, and China still has 
room for negotiation.” (Courtesy www.scmp.com/
news/china/diplomacy)
Related

Overall, A Trade War Would Only Speed Up                                                                
China’s Rise To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Any bilateral trade war would spark a serious 
pushback from corporate America. With decades of 
offshoring, the repatriation of jobs would require a 
generational commitment. High tariffs would see the 
likes of Wal-Mart losing their competitive edge and 
downgrading profit forecasts. Replicate this scenario 
for China-dependent stocks, and one can quickly 
see a domino effect of negative forecasts and major 
sell-offs. Unhappy stockholders, many of whom are 
extremely influential, would certainly mak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pay dearly for such posturing.
On a larger scale, a trade war would destabilize the 
natural order of globalization. Sooner or later, the 
world would have to decide between business with 
China or politics with America.
China is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for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many of which suffer from a “single 
source liability” in trade. This means China has huge 
leverage globally and can have serious influence on 
many economies.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still on 
shaky ground, countries reliant on trade will have 
to make tough decisions. History shows China’s 
money is sought after, as many Western countries 
rushed to become members of the Beijing-led Asian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Bank, even in the face of 
US protests. A trade war would leave many countries 

China is prepared to retaliate if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launches a trade war, a key US business 
lobby group warned on Wednesday.
“To our knowledge, China is already preparing 
measures in the event of actions by the new 
administration ... should [they] impose restrictions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respect to China,” Lester 
Ross, head of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s policy committee, said.
Ross also said new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by 
China were in the pipeline.
“China has indeed threatened to and is preparing to 
take steps in retaliation if such actions take place,” he 
said.
Ross made the comments as the chamber unveiled the 
results of a business survey, which reflected concerns 
about rising protectionism, limited market assess and 
unclear regulation in China.
Chamber chairman William Zarit said foreign 
business had not observed any substantial moves by 
Beijing towards reforms pledged in 2012. Instead of 
liberalising or privatising the economy, the reforms 
seemed to only make state firms more competitive, he 
said.

questioning their foreign policy, as China would use its 
economic might to its full advantage.
Again, a trade war with the US is sure to have 
consequences for China’s growth. However, its huge 
surplus would be used to halt the slide. Consider 
China’s stimulus package during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how quick decision-making and a 
sizeable war chest played a key role in overcoming the 
economic downturn.

Today, China’s strategic alliances and it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im to exploit new markets, 
with massive stimulus spending to absorb any excess 
capacity. Moreover, a secondary effect of China’s 
slowing growth would see its 100-plus trading partners 
also experience a slowdown. This would further 
compound the issues of global growth.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

Among the biggest losers of credibility was the media. 
Trust in media plunged from 51 per cent to 43 per cent, 
an all-time low for the index, with the sharpest falls in 
Ireland, Australia, Canada and Colombia.
People are shifting their faith towards the internet 
rather than traditional media as purveyors of truth, 
the results showed. In fact online search engines 
were deemed more reliable than traditional media for 
information, a reversal from five years ago.
"People now view media as part of the elite," said 
Mr Edelman, which leads to a "proclivity for self-
referential media and reliance on peers".
Business leaders also fared poorly. Trust in chief 
executives fell 12 points to 37 per cent, a level not seen 
since the aftermath of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At the core of this 
lack of faith was 
fear and unease 
in people's lives. 
Even the informed 
public segment of 
the 33,000-person 
survey - a group of well-educated, wealthy individuals 
- have become less trustful, with 51 per cent saying the 
overall system has failed them.
To highlight the focus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s 
theme of fostering more responsible leadership, the 
charity Oxfam has again starkly sought to highlight 
the gulf dividing the world's richest people from the 
bulk of humanity.
Its figures are often disputed, but, using new data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China and India, Oxfam 
now estimates that only eight billionaires own as much 
as 3.6bn people. Last year it said the 62 wealthiest 
people held as much as half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The eight plutocrats named by the charity were based 
on the Forbes rich list and mostly made their money 
from owning US corporations. They were Bill Gates, 
founder of Microsoft; Amancio Ortega, founder of 
Inditex; Warren Buffett, chief executive of Berkshire 
Hathaway; Carlos Slim, the Mexican telecoms titan; 
Jeff Bezos, founder of Amazon; Mark Zuckerberg, 

co-founder of Facebook; 
Larry Ellison, co-founder 
of Oracle; and Michael 
Bloomberg, founder of 
Bloomberg.
Seeking to channel anger at 
institutions and the richest 

people, Mark Goldring, UK chief executive of Oxfam 
said: "The fact that a super-rich elite are able to prosper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st of us at home and overseas 
shows how warped our economy has become".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PanARMENIAN.Net - Public trust in traditional media 
has fallen to an all-time low as people increasingly 
favour their friends and contacts on the internet as 
sources of news and truth, according to research to be 
presented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this 
week, The Financial Times reports.
Globalisation and rapid changes in technology have 
fuelled "virulent populism and nationalism," said 
Richard Edelman, chief executiv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ublic relations consultancy by revenues, 
which publishes the annual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Public anger will be fuelled by new estimates of global 
wealth inequality on Monday, January 16 claiming 
eight billionaires hold as much wealth as half of the 
world's 7.2bn people.
In the Edelman index, for the first time, three-quarters 
of the 28 countries surveyed were categorised as 
"distrustful" of government, business, media and non-
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Global public confidence in institutions has dropped 
by more in the past year than in any other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9 as people eschew experts in 
favour of their peers.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accelerating scepticism 
are "deep and wide-
ranging" said Mr 
Edelman, pointing to the 
election of Donald Trump 
in the US, Britain's vote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likening the decline in 
trust to "the second and third waves of a tsunami"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Public Trust In Traditional Media Falls To All-Time Low: 
Research

China Is Prepared To Hit Back If Donald Trump
Starts A Trade War, Says U.S. Business Group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January 19, 2017  |  John T. Robbins,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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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Daily Front Page – President Xi In Davos, 
Switzerland for World Economic Forum U.S. President-Elect Trump has already voice his 

opposition to trade globalization.

Lianyungang port, in east China’s Jiangsu province, a major 
outlet for the country to the Pacific Ocean. With the China-
Kazakhstan logistics terminal going into operation in May 
2014 and the first freight train departing to Kazakhstan’s 
Almaty on February 25, 2015, the port now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connecting East Asia with Central Asia and Europe, 
offering an attractive alternative for the flow of trade. 
(Photo: Xi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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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您有失眠、高血壓、高血脂、
高血糖、頻尿肥胖、男性隱疾、骨質疏鬆、過
敏老化的現象嗎 ? 涂老師傳功近40年的養生大
法 「道家氣功」 「強陽鐵襠功」在短時間內就
能改善您的健康。國際大師涂金盛將於休士頓
舉辦免費講座， 1月 21,22 日(六、日) 下午 2-5
點 中華文化中心 9800 Town Park Dr.Houston,
TX 77036 ,諮詢電話:626-400-9699 請上網瀏覽
www.MasterTu.com

國際主流媒體全球報導譽為氣功界的奇葩
，氣功大師涂金盛全球傳功41年受益無數人，
氣功論文多次獲大獎、真氣外放多次接受世界
科學家測試，超能量氣功界之最。國家地理雜
誌採訪 [ 強陽鐵襠功 ] 拖萬磅飛機全球第一人。

涂老師現場分析 [鐵襠功 ]，如何開發男性
萎縮的睪丸，促進雄性激素，睪固酮分泌，讓
骨質更強壯，活化肌肉、血管；腦細胞，防止
老人痴呆，甚至肝腎功能，諸多頑疾息息相關

，並預防癌症腫瘤，再造男性雄風。
何謂【鐵襠功】? 為何要用男性陰部吊
重量，許多人心存懷疑?甚至沒聽說過
，還有人怕怕是否會受到傷害。涂老
師表示:傳功40年從未有弟子受傷，且
受益無數人，弟子遍佈全球。會受傷
的原因就是;1.無師自通閉門造車2.師承
教導錯誤。經由醫學血液測試證明:練

鐵襠功不到一個月，男性雄性激素迅速提升。
雄性激素是生命泉源的加油站。更年期的女性
荷爾蒙來自腎上腺，雄性激素男性賀爾蒙與女
性荷爾蒙亦有體內原子彈之稱。

涂老師傳功數十年來，桃李滿天下，受益
無數人，數十年氣喘、骨質疏鬆、心臟乏力、
尿酸痛風、腰酸背痛、前列腺肥大頻尿、失眠
、花粉過敏、高血脂、高血壓、高血糖、心血

管疾病無形殺手、慢性疾病，透過自然養生煉
氣，恢復健康多不勝舉。涂老師一點不保留，
傳您傳功41年的養生大法，開通任督二脈奇經
八脈，提昇生命能量，抵抗惡疾延長壽命。

現場將展出涂老師新作【經絡運動】第一
本經絡穴道運動MET強化骨骼肌,活化臟腑360
穴.矯正脊椎全身關節之養生大作。台灣暢銷書
籍養生著作【道21世紀養生高智慧 】揭開山醫
命卜相五術,知命.修命.強命秘訣，【房中養生愛
之道】第一本揭開男女強腎、提昇賀爾蒙練功
要訣及房中禁忌，彩色圖文並茂,公開涂老師近
40年的精髓功法心法大揭秘。【隱仙派涂家太
極氣功】，傳家寶典DVD : 1.八大奇功 2.四大
名功3.採氣發功 4.練氣心法。現場收藏或網購
。講座會後將有[養生氣功班] [強陽鐵襠功] 開
班，休士頓 1/23開課,由涂老師親自傳授。

1月9日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一日游合影
園藝療法～園藝能顯著改善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免費有機蔬果種植講座免費有機蔬果種植講座
有機肥認知及準備有機肥認知及準備 春季播種需知春季播種需知
11月月2121日日（（Sat)Sat)上午上午99時至上午時至上午1010時時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家庭診所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家庭診所
1062310623 Bellaire Blvd. Suite CBellaire Blvd. Suite C280280,,
Houston,TX.Houston,TX.7707277072

20172017 流年風水講座衍易老師主講流年風水講座衍易老師主講
11月月2121日日（（Sat)Sat)上午上午1010時至上午時至上午1111時時
3030分分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1212樓樓
9999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Bellaire Blvd. Houston,
TX.TX.7703677036

涂金盛老師風水練氣免費講座涂金盛老師風水練氣免費講座

11月月2121日日（（Sat),Sat),11月月2222日日（（Sun)Sun) 下午下午
22時至下午時至下午55時時
中華文化中心中華文化中心
98009800 Town Park,Houston,TX.Town Park,Houston,TX.7703677036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美國華人石油協會20172017年會年會
11月月2121日日（（Sat)Sat)下午下午55時至下午時至下午99時時
珍寶海鮮餐廳珍寶海鮮餐廳
1121511215 Bellaire Blvd.Houston,Bellaire Blvd.Houston,
TX.TX.7707277072

美南福建同鄉會美南福建同鄉會2323週年慶典週年慶典
「「共贏新紀元共贏新紀元」」 春節聯歡晚會春節聯歡晚會
11月月2121日日（（Sat)Sat)下午下午66時時
珍寶海鮮大酒樓珍寶海鮮大酒樓

迎春花市迎春花市
11月月2222日日（（Sun)Sun)上午上午1010時至下午時至下午55時時
休斯頓黃氏宗親會休斯頓黃氏宗親會
69256925 Turtlewood Dr. Houston,Turtlewood Dr. Houston,
TX.TX.7707277072

同源會午餐會長交接同源會午餐會長交接
11月月2222日日（（Sun)Sun)下午下午11時時
百利金山餐廳百利金山餐廳
1060310603 Bellaire Blvd. Houston,Bellaire Blvd. Houston,
TX.TX.7707277072

北一女校友會和休士頓美術館合辦藝術北一女校友會和休士頓美術館合辦藝術
講座講座

劉昌漢主講劉昌漢主講 「「從故宮藏品談東從故宮藏品談東、、西藝術西藝術
美學美學」」
11月月2222日日（（Sun)Sun)下午下午22時至下午時至下午44時時
休士頓美術館休士頓美術館
56015601 Main Street at Bissonnet,HousMain Street at Bissonnet,Hous--
ton,TX.ton,TX.7700577005

20172017迎春歌舞演唱會迎春歌舞演唱會
11月月2222日日（（Sun)Sun)下午下午44時時
休斯頓黃氏宗親會黃家麟廳休斯頓黃氏宗親會黃家麟廳
69256925 Turtlewood Dr.Houston,Turtlewood Dr.Houston,
TX.TX.7707277072

UFOUFO 學會講座學會講座 「「 研究研究UFOUFO 之意義何之意義何
在在？？」」

11 月月 2121 日日（（Sat.)Sat.) 上午上午99：：3030 -- 1111：：3030
美南銀行社區活動中心美南銀行社區活動中心

美南作協美南作協，，陳瑞琳演講陳瑞琳演講
11月月2121 日日（（Sat. )Sat. ) 下午下午22：：0000 --44：：0000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 室室

華嚴蓮社圍爐華嚴蓮社圍爐
11 月月 2222 日日（（ Sun. )Sun. ) 中午中午1212：：0000
華嚴蓮社華嚴蓮社（（93699369 Wilcrest Dr. HoustonWilcrest Dr. Houston
TXTX 77099770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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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國出版的新一期園藝學會期刊《園藝技術》上有
韓國研究人員發表論文，發現參加園藝活動的老人在力量、耐力
、靈活性、認知能力有明顯改善，同時腰圍縮小，而對照組老人
這些方面的指標則退步。從事園藝活動有助於減輕精神壓力和憂
郁，降低血壓，促進血液循環以及保護關節等，說明栽種花草可
顯著改善老年人生理和心理健康。美國科學家稱為“園藝療法”
，如今這種療法越來越流行。

研究人員之所以選擇園藝活動作為研究重點，是因為園藝種
植及其輔助工作是上年紀的人群普遍參與的活動，既有身體上的
勞作，又有精神上的愉悅。如果能夠把其中的好處研究透徹並認
真推廣，將對老人健康大有裨益。

在調研階段，研究人員要求老人活動中心勞動組的七旬老人
們參加為時七周，每周兩次、每次約50分鐘的園藝勞動。這些
勞動包括庭院規劃、松土、種植和移栽植物，以及如澆水、施肥
、除草等日常管理。另外，老人們還會采摘和整理花卉，進行藝
術插花，安排聚會等。

研究人員還對參加園藝活動的老人們進行了個別和集體類的
采訪。在交流中他們發現，老人們不僅只是把園藝活動作為消磨
時間的方式，更是樂在其中，她們把花園當成了樂園，既有用自
己的雙手把花園和菜地變得漂亮的成就感，又有勞作後的愉悅感
。她們坦然地接受周邊親朋們的稱贊，每個人都顯得比參加活動
前要心滿意足。研究人員認為，這種滿足情緒對老人的身心都有
特殊意義。

在美國多年的研究中，科學家和保健醫療人員也同樣認為，
積極地參加園藝活動對中老年人，不論男性和女性，都有不可低
估的正面效果。

前不久，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和堪薩斯州立大學等高校的研
究人員先後做過大致相同的對比實驗。不過，這次試驗中，這些
65歲以上的中老年志願者都是在自己家裡，所做的就是居家院子
裡的活兒，勞動量也要稍微大一些。隨著四季變化，他們要做的
包括用剪草機割草坪，自己掘土和清理土地，購買和搬運肥料以
及種菜、種花，修整灌木和除草等。

為期一年的實驗結束後，園藝組裡的中老年人的身體狀況明
顯優於對照組的同齡人。經過測試，園藝組中老年人的骨骼密度
、手指的抓握力、腿部和腰背肌肉力量、指數都比較高，而且這
些中老年人的思路也清晰敏捷。堪大教授指出：“推剪草機、挖
坑，還有拔除雜草等，這些事情看似簡單，卻要動用全身不同部
位的很多組肌肉，因此對健康益處很多。”

研究人員認為，園藝活動適用於中老年人的另一個方面，是
持久性和就近性。在不知不覺中，邊輕松地做自己喜歡的家事，
邊達到鍛煉效果，不受天氣和地域的限制。該研究還證明了從事
園藝的中老年人，對自己的評價和對生活的滿意度，要明顯高於
其他人。因為當他們耕作之時，對果蔬的喜愛，促使他們用心學
習照顧和關注它們，看到植物欣欣向栄，進一步增強了對生活的
信心。這樣的心態足以驅除他們的抑郁和孤獨情緒，比鍛煉本身
更有益健康。

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HCHC) 將於雞年正月初一，在中國城
Tracy Gee社區中心舉辦新春聯誼聚餐，歡迎僑社對園藝有興趣
的民眾光臨，並在一年初始之際加入本協會，將有機會加入園藝
微信群、參加月會講座一起學習園藝，並乘坐大巴定期參觀有機
農場或特色花園/公園，以達到協會眾樂樂之宗旨。

時間：1月28日(周六)，1:15～3:30pm
地點：Tracy Gee 社區中心
(地址是3599 Westcenter Dr, Houston, 77042 )
現場填寫入會申請表，並交納2017年會現金20元正。
報名請聯系Jennifer 周，手機281-685-5566或加微信ID: chouh-
wa

【【 任督二脈任督二脈 真氣療法真氣療法】】
養生講座養生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