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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Easy Mortgage

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廣場內)

精辦：住宅和商業地產貸款（貸不到款絕不收費）
3%低首期和淨值套現貸款﹐可以不查收入﹐不查銀行存款﹒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保費低,服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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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nie Chen
陳敏妮
832-677-3188
RMLO NMLS#316118
minnie.fasteasy@gmail.com專營：汽車,房屋,商業,人壽

Yvonne Chee
徐秀桃貸款經紀

832-535-8860
RMLO NMLS#1181437

yvonnestchee@gmai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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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定、收購、委托拍賣

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古董拍賣
Houston Antique Auction 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

地址：9931 Harwin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36-2265， 832-251-6666

（281）704-3298 PaulLinProperty@gmail.com

投資投資 // 自住自住 // 商業商業

Please Text or Call Paul Lin Property anytime

新屋專家 買方代表（Buyer's Agent)

Paul Lin
林濟周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天天茶市天天茶市

7320 S.W. FWY #115, Houston, TX 77074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

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波士頓活帶子
西雅圖大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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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獨家推出獨家推出

服務休斯頓25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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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Friday 10:30am-3:00pm

Saturday, Sunday 10:00am-3:30pm

1. Katy好區，近2000呎，一層樓房。最佳投資房！可以收租每月$1500，
4房2浴，好地段，優秀學區。僅售$167,000。

2. 2800呎，米城 Heritage Colony。兩層紅磚房，漂亮及高檔室內裝修，
大理石，木地板等，僅售$326,000。

3. 糖城好學區，一層樓房，近2000呎。3房2浴，格調好，房況條件佳，實
木地板，全新熱水器，Clements高中，僅售$249,500。

4. 糖城最好學區房！Avalon社區，2000年建，2724呎，3房2.5浴，院大
景佳，Clements高中！僅售$375,000。

5. 醫療中心，2房1.5浴Townhouse,安全社區，帶游泳池及網球場等，僅
售$129,900。

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832-858-4838
faywang2008@gmail.com

金牌地產經紀金牌地產經紀

微信號：faywang2020

Fay Wang 王飛雪

1515年地產經紀經驗年地產經紀經驗，，
為您爭取最高利益為您爭取最高利益

Annie Miu（地產助理）
廣東話832-716-4656

保證短期買掉!

買賣房屋請找飛雪團隊
全美銷量第一名牌經紀公司 RE/MAX Southwest

買賣房屋﹐免費提供3天搬家車使用﹐免費送部分室內裝修﹐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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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國、粵語、英語

（（記者黃相慈／圖與文記者黃相慈／圖與文））美南新聞集團將於美南新聞集團將於
22月月44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下午時至下午55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
場舉辦場舉辦 「「第第21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Texas(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Festival)International & Lunar Festival)，，歡迎各族裔民歡迎各族裔民
眾共襄盛舉眾共襄盛舉。。

美南第美南第21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進入倒計時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進入倒計時

（（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導）從1月27日開始，中國迎
來為期1週的春節長假。雖然日本等海外旅
遊目的地對中國遊客的購買力寄予了更高的
期待，但在春節期間，中國的出境遊客人數
預計會與上一年持平，大約為600萬人。

據《日本經濟新聞》網站1月26日報導
，在人民幣貶值的背景下，境外購物的性價
比減弱，增勢似乎有所放緩。韓國、台灣等
與中國大陸關係惡化的國家和地區的旅遊熱
度大幅降低。

2017 年春節長假為 1 月 27 日～2 月 2 日
。中國最大的旅遊預約網站“攜程旅行網”
表示2016年春節期間出境遊客（含香港、台
灣）為600萬人，與上一年的2015年相比增
幅接近2成，2017年的人數估計會略高於這
一數字。

在2016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下跌，有
調查顯示，相比上一年春節，亞洲團的價格
上漲了 1 成多。攜程旅行網表示，泰國繼
2016年之後，再次蟬聯了熱門旅遊目的地榜
首。日本位居第二。

另一方面，作為旅遊熱門榜的常客，韓
國本次跌落到了第7名。由於駐韓美軍部署
終端高空區域防禦系統（簡稱薩德），中韓關係出現惡化。業內人士表
示，中國政府人員已向旅行公司口頭告知減少赴韓簽證的申請數量。

在韓國的外國遊客中，中國遊客佔大約一半，旅遊熱度降溫將對大

型免稅店造成沉重打擊。為此，行業龍頭樂天免稅店正在全力以赴招攬
中國遊客，在首爾總店推出了向購物滿1000美元的所有華人顧客贈送禮
品的活動等。

台灣也受到影響。旅行社似乎在縮減團隊遊客的數量。

首選泰國 中國春節600萬人出境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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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my Woo
胡烱洪

分行總經理

Alice Chen
譚秋晴

分行副總經理

Monita Kuan
管玉琴

分行副總經理

祝您新年快樂！
在這新春佳節來臨之際，AIG祝賀您

新年快樂！萬事如意！雞年大吉大利！  

aig.com/chinese

800-899-5069

AIG美國國際集團 (美亞) ，目前正在招聘雙語人才來加

入我們不斷壯大且充滿活力的保險理財團隊。

AIG Financial Network
2929 Allen Parkway, 35 FL
Houston, TX 77019

AIG美國國際集團 (美亞) ，為人壽保險及退休規劃產業的全球領導者，一直以來，我們的人壽保險團隊

致力於為亞裔客戶和家庭提供最完善的保險保障。我們的目標是成為客戶心中最具價值的保險公司，我

們有最專業的菁英團隊和雙語保險理財專員，幫助您確定您的需求並建立您的財務規劃。

星期六 2017年1月28日 Saturday, January 2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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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日前
表示，他打算很快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談。

據報導，特朗普在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頻
道採訪中，回答他是否計劃與普京進行聯繫的
問題時稱：“他在我勝選後就給我打了電話。
我們當時未進行討論，但我知道，我們將很快
與他進行討論。”

特朗普稱，“如果我們同俄羅斯搞好關係
，這非常棒。這對俄羅斯有利，對我們也有利
。我們可以一起出發並打掉‘伊斯蘭國’。”

他還補充稱：“我們應當就像同其他人一

樣同俄羅斯搞好關係。有可能我們不會成功，
但我們要試一下。”

據了解，普京與特朗普在美總統選舉後曾
電話交流，但是在其就職典禮前。

1月26日，俄總統新聞秘書德米特里·佩斯
科夫向記者稱，兩國總統電話交談的日期尚未
商定，政府渠道的聯繫尚需建立。

此前，NBC記者曾援引美政府消息人士的
話稱，特朗普打算本週末與俄羅斯總統電話交
談。

特朗普期待盡快與普京會談 稱願與俄一道打擊IS

（綜合報導）在英國即
將脫歐，特朗普剛剛上任美
國總統之際，26 日訪問美國
的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呼籲重
振美英兩國的“特殊關係”
。

綜 合 英 國 廣 播 公 司
（BBC）、獨立報、美國有
線電視新聞網（CNN）等媒
體報導，英國首相特里莎·梅
26 日起開始訪美行程，並在
費城發表講演說，英美兩國
必須“堅定站在一起，維護
我們的利益”，但是再也不
能回到“失敗的”干預政策
老路。

將要見特朗普的她被問
及是否擔心與這位傲慢的總

統打交道時，笑稱“異性相
吸”。此外，梅還引用美國
前總統裡根的話提醒共和黨
人要“小心”普京。

英國首相美國國會演講
：希望重振英美特殊關係提
醒共和黨人小心普京

據報導，特里莎·梅26日
在費城對在那裡參加會議的
美國國會共和黨人發表講話
，並回顧了“締造了現代世
界”的英美關係歷史。她強
調，英美的特殊關係可以使
兩國領導人坦率商討相關議
題。 “英美干預主權國家並
試圖按照自己形象改造世界
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梅說：“有關我訪美的

議題，我很高興能夠在特朗
普總統剛剛上任的日子裡見
到他。這是英美兩國特殊關
係的寫照，這是我與他準備
建立的特殊關係。不過我要
對反對黨領袖說，我不會擔
心與美國總統進行坦率的交
流，我能夠做到這一點，因
為我們有這種特殊關係，這
是他（工黨領袖傑里米·科爾
賓）從來也不會與美國建立
起來的特殊關係。”

此外，在演講中梅提到
俄羅斯時，她引用美國前總
統裡根的一句名言“信任但
需要證實”（trust but verify）
，提醒共和黨人，要“小心
”俄羅斯總統普京。

英首相訪美演講：希望重振英美特殊關係提醒共和黨小心普京

（綜合報導）唐納德·特朗
普新任美國總統後，中國、美
國、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如何變
化，這是目前政界學界普遍關
心的一個問題。現在外界對特
朗普將採取何種政策眾說紛紜
，甚至有這樣一種說法，不排
除像一些網絡媒體報導的，他
會採納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建
議，仿效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
“聯華製蘇”，啟動“聯俄製
中”戰略。然而事實確會這樣
嗎？在日前由中國國際經濟交
流中心和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
聯合主辦的“特朗普新政與中
美經貿關係”研討會上，有專
家指出，這種說法有些誇張。
美俄即使緩和關係，也很難影
響中俄關係發展。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世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丁一凡
認為，所謂基辛格提議“聯俄
製中”的說法有些誇張。不過
，如果特朗普在大國關係方面
做一定調整，他很有可能會切
實緩和此前陷入低谷的美俄關
係，因為特朗普在解決國內和
國際問題上、在收縮美國在國
際上舖的“攤子”方面，都需

要緩和與俄羅斯的關係。
然而，丁一凡認為，美俄

關係緩和不太可能對中俄關係
產生負面影響。他說，作此判
斷的理由，首先是俄美此前積
怨頗深。 “蘇聯解體後，俄羅
斯吃美國的苦頭吃多了”，這
導致俄羅斯不太可能再心存幻
想，認為只要與美國關係走近
就能解決一切問題。

再就是美俄兩國的文化使
然。丁一凡認為，美國和俄羅
斯的文化背景都強調本國“拯
救人類的使命感”，兩國的政
治基因中就含有互相比較、競
爭的成分，這是不可調和的，
“這使得他們不可能走在一起
”。再加上美俄在經濟方面互
補性和依賴性小，因此即便兩
國刻意緩和關係，也不會影響
到中俄關係大局。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副院長袁鵬指出，中方樂見美
俄關係修好，因為我們有足夠
理由相信，美俄關係好不等於
中俄關係差。

與會專家認為，特朗普上
台、英國“脫歐”等逆全球化
趨勢的事件陸續上演，對中國

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丁一凡建議，特朗普不少

新政策反映出美國退出多邊機
制的意願，對中國而言，我們
反倒可以進一步開發多邊機制
，利用多邊機制為未來的全球
化謀定規則和道路。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
席研究員張燕生認為，目前不
少國家從民眾到政府均出現逆
全球化傾向，這說明現有全球
治理模式已無法適應世界發展
。這要求中國在變革時期做負
責任大國。他認為，未來中方
在參與全球治理時應重點關注
發展問題，推動全球經濟公平
、包容性增長，促進世界更加
公平、透明、綠色，這會為中
國自身發展帶來更多利好。

袁鵬認為，從戰術層面看
，我們面臨的挑戰很多，但從
戰略格局看，中國面臨非常大
的戰略機遇。英國“脫歐”和
特朗普執政，顯示出當今世界
的主導性力量出現了嚴重的國
內政治經濟文化價值問題，客
觀上反襯出中國道路的正確性
和中國戰略選擇的正確性。

特朗普上台會“聯俄製中”嗎？
專家：難影響中俄關係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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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海外買房突然遭遇遭遇無米之炊無米之炊
中國對資本外流的阻擊，給全球的房地產市場帶來寒意。
在倫敦，三個月前在這個城市最高的公寓樓搶購單位的中國

人如今遇到了麻煩，他們難以轉賬支付購房首付款。在矽谷，
Keller Williams Realty表示中國人詢價的情況自年初以來一直下
降。在悉尼，諮詢公司Basis Point坦言開發商們遇到了“大問題
”，因為中國買家撤退了。

凱勒威廉姆斯的“中國可卡坦說，因為現在更難轉錢到國外
，”一切都變了。

中國新的資本外流管理措施實施不到一個月，來自房地產中
介，房屋業主和開發商的說法表示，這些限制措施已經遏制了全
球最大的房地產購買熱潮。雖然無人認為中國人的需求很快就會
消失，但這些限制措施攔住了那些沒有海外資產，不懂如規則管
制的首次購房者。

目前這種局面的變化源於國家外匯管理局去年12月31日的
一份通知。當時，距離中國公民享有新一年度5萬美元換匯額度
只剩幾個小時。外匯局在通知中要求，所有收入者必須簽署承諾
書，不會他們的購買額度用於境外房產投資。違反規定者將被列
入政府黑名單，三年不得換匯，並且要接受洗錢調查。

“很多客戶很擔心，開始猶豫”，中國房地產網站房天下的
國際部副總裁王寧（音）表示。雖然監管部門一直禁止換匯購房
，但此要求提供更多檔案，說明政府是認真的。

倫敦的The Spire是一個67層的公寓樓項目，擁有一個無餘
的泰晤士河景，每套單位起價59.5萬英鎊（751,901美元）。而
潛在的買家們被新規定搞了一個措手不及。該項目的開發商，
上海綠地控股集團的新聞官1月12日表示，去年簽署了購房合
同的買家中，不到70％的人支付了首付款，其他人現在遇到了
“問題”。公司政策規定，該官員要求不具名。

Basis Point是一家專業從事中澳商業關係的諮詢公司，該公
司的Christopher Todd'CT'Johnson說，雖然中國政府的政策調整
看起來是像徵性的，但可能導致中國人大大減少購買澳大利亞
房產。截至2015年6月的財政年度，澳大利亞批准了240億澳
元（181億美元）來自中國的房地產投資，是有統計以來最高
水平，也讓中國成為最大的海外購房者來源國。

雖然中國收緊了資本管制，但房地產中介公司認為，有想
法的中國投資者通常可以找到規避途徑。悉尼東郊地產中介公司
Ray White Double Bay的負責人Michael Finger表示，很多中國人
已經有錢存在國外。就在聖誕節之前，他賣出了一套價值數百萬
美元的房產，買家來自中國，他們在新的管制措施出台之前已經
把錢轉到了澳大利亞.Finger表示，他收到了多買家的垂詢電郵，
希望在當局進一步收緊管制之前抓緊買房。

估計要等到春節假期結束之後，才能更全面評估中國需要的
整體狀況。中國的有錢人往往會利用春節假期到海外觀光旅遊，

同時考察考察國外的房產。中國房產門戶網站居外網的公查發現
，中期公司預計這個春節假期會比2016年更忙。

不過，體現中國資本外流的廣義指標說明，政府的限制措施
在12月31日新政公佈前就已經發揮作用。中國資本和金融項目
收付去年12月出現順差，在2015年8.11匯改後尚首次。人民幣
離岸支付也放緩，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自12月28日觸及8年低
點之後已經升值了1.2％。

（綜合報導）波蘭總理貝婭塔·希
德沃26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波蘭不
會讓美國在其領土上開設“黑獄”，囚
禁涉恐嫌疑人。

隨著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上台
，前總統貝拉克·奧巴馬簽署的多份總
統令面臨被推翻可能，包括關閉海外秘
密監獄的行政令。特朗普此前還多次表
示，支持對恐怖和極端分子動用水刑。

這些動向令“黑獄”重開備受關注
。波蘭總理貝婭塔·希德沃26日被媒體
記者問及是否會幫助美國開設“黑獄”
時稱，“當然不會”。

美國遭受“9·11”襲擊後，為執行
時任總統喬治·W·布什發動的“反恐戰
爭”，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波蘭、立陶宛
、羅馬尼亞和阿富汗等地設立了“黑獄

”，關押涉恐嫌疑人，並對嫌疑人動用
酷刑獲取情報，包括強制裸體、水刑、
電擊、火燙、性羞辱和假處決等。

中情局“黑獄”和酷刑拷問醜聞曝
光後，輿論嘩然，在其他國家乃至美國
國內受到反對和批評。布什2006年下令
，停止繼續動用酷刑，並且關閉了大部
分“黑獄”。奧巴馬上台後全面廢除
“黑獄”，並下令關閉關塔那摩美軍監
獄。不過，直到他8年任期結束，關塔
那摩監獄仍未關閉。

波蘭當局雖未正式承認幫助美國開
設“黑獄”，但前總統亞歷山大·克瓦
希涅夫斯基和前總理萊謝克·米萊爾均
於2014年表示，曾允許美國中情局在波
蘭境內開設秘密監獄。歐洲人權法院也
要求波蘭為此賠償受到虐待的囚徒。

波蘭總理：不會為美國開“黑獄”囚禁涉恐嫌疑人
（綜合報導）在特朗普入主白宮

之前，他提名的國務卿雷克斯·蒂勒
森就保證要對中國強硬，以阻止其加
強軍事存在和地區影響力。他宣稱：
“我們將向中國發出明確信息：在南
中國海建設人工島嶼和登陸島礁將不
被允許。”他還將人工島嶼建設同
“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相提並論。

法國《迴聲報》網站1月25日發
表文章稱，這些聲明引發中國的強烈
回應。 《環球時報》稱“除非華盛頓
打算在南海打一場大規模戰爭，否則
其他阻止中國登陸島嶼的辦法都將是
可笑的”。儘管美國並未遏制俄羅斯
的野心，那麼特朗普的新政府能否阻
止北京在該地區提昇實力？

20多年來，中國在經濟蓬勃發展
的同時也在發展一支現代化軍隊。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週年的2049
年，中國軍隊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強的
軍隊。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
所數據，9 個中國軍工企業已經位於
全球軍工行業百大企業之中，其中 2

個（航空工業總公司和中國北方工業
公司）位居前十名。

不過，美國依然是世界第一大軍
事強國並領先很多。但是中國也在減
小和美國之間的技術差距。從預算角
度看，中國也已經是世界第二軍事大
國。根據《簡氏防務周刊》的數據，
中國軍費開支到2020年將達到2330億
美元，而2010年這一數字是1230億美
元。除了數字之外，中國人民解放軍
也通過合理化配備而在深入轉型，從
人員過剩的部隊轉變為現代化機構，
自此可以在海外部署軍力。

根據五角大樓發布的2016年年度
報告，中國軍隊現代化改革自2015年
進入新階段，正進行軍事結構整體轉
型。這些改革有多重目的：加強中共
對軍隊的掌控；增強人民軍隊展開聯
合行動的能力；在距離中國本土更遠
距離的短時間高強度地區衝突中投入
戰鬥的把握性提高。這一現代化的一
個方面就是到 2017 年底裁軍 30 萬人
，使得軍隊人數減為200 萬人。此外

還有很嚴厲的軍隊反腐：有
包括軍委副主席在內的 40 多
名將軍已被起訴。

現代化同樣涉及軍事體
系。中國試圖強化核打擊力
量，儘管它擁有的核彈頭數
量很少。在新的軍事裝備中
， 五 角 大 樓 的 專 家 提 到 了
“東風”-26，這一中遠程彈
道導彈有助於其在亞太地區
的戰略威懾。中國在海軍方
面做出的努力可能是最大的
：中國現在已擁有超過300艘
軍艦、潛艇、兩棲戰艦和巡
邏艦，從而成為該地區第一
大海軍。不過，中國的首艘
航母遼寧艦還比不上美國現
役的 10 艘“尼米茲”級航母
。但是，後來者正在跟上，遼寧艦則
發揮培訓飛行員的作用。

除了裝備現代化外，中國還繼續
在南沙群島擴張防衛體系，尤其是部
署近程防禦武器系統。中國還在吉布

提建設首個海外基地，預計部署6000
名士兵。此舉的目的在於保護非洲之
角的海上航道安全。

但是，這些軍力要服務於什麼呢
？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安東
尼·科德斯曼在去年12月強調，中國

和在亞太地區的美國一樣，並不尋求
直接對抗或者衝突。看起來的這種咄
咄逼人的地位，只不過是中國經濟和
用以結束數世紀以來外部威脅的實力
增長的“自然結果”。

法媒：中國軍事實力崛起軍隊改革穩步推進



AA55廣 告
星期六 2017年1月28日 Saturday, January 28, 2017



AA66綜合國際
星期六 2017年1月28日 Saturday, January 28, 2017

德國藥物大麻解禁
可作為重癥患者止痛藥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議院通過了將大麻列入藥品的法案。這對德國

壹些慢性病患者來說無疑是大好消息。

新法將於今年3月正式生效。新法規定，大麻在治療特需情況下，

可以作為止痛類處方藥。

德國衛生部發表聲明作出以上宣布。此外，新法還規定，德國各醫

保公司要包銷處方藥大麻藥品的費用。目前，醫保公司基本壹律將此類

藥品排除在包銷範圍之內。德國範圍內，截至目前只有約650名患者獲

得特批，這些患者接受治療所需的大麻可以報銷。

新法生效後，此類特批做法將被自動取締。不過，大麻仍舊不能像

阿司匹林等藥品壹樣直接在藥店出售。要想獲得大麻作為止痛藥，患者

需滿足壹系列前提條件，比如患多發性硬化癥、癌癥等慢性病的患者有

可能獲得大麻作為止痛藥。此外，將大麻作為治療藥品壹定要是在其他

治療手段和藥劑均無效的情況下的最後選擇。

滿足以上條件的患者可以得到醫生開的大麻處方，到藥店領取幹燥

大麻草或精油。在德國選擇接受大麻作為治療藥劑的患者，還必須承諾

參與壹項臨床調查，以便學者研究大麻的醫藥作用。不同意參與醫學調

查的患者，其大麻費用將得不到報銷。

不會被引渡 斯諾登將獲得俄羅斯公民身份？
美國候任總統唐納德· 特朗普與俄羅

斯近期頻頻隔空示好，令外界猜測特朗普

上臺後兩國關系將隨之升溫。

兩國關系壹旦改善，俄羅斯會否向美

國引渡“棱鏡”監聽項目曝光者愛德華·

斯諾登？美國中央情報局前代理局長邁克

爾· 莫雷爾稱，引渡斯諾登將是俄羅斯給

特朗普上任的“大禮”。對此，俄羅斯外

交部發言人表示，絕無可能；斯諾登的律

師則進壹步表示，斯諾登在不久的將來可

望獲得俄羅斯公民身份。

【不會引渡】
斯諾登2013年 6月披露美國國安局

“棱鏡”監聽項目秘密文件，曝光美國大

規模監聽活動，令全球輿論嘩然，美國以

間諜罪等3項重罪起訴斯諾登。2013年8

月，斯諾登獲得俄羅斯臨時避難許可，壹

年後他獲得俄方為期3年的居留許可。斯

諾登曾表示願意回國接受審理，但前提是

審理必須公正。

特朗普上臺在即，美國中情局前代理

局長莫雷爾在壹篇專欄文章中寫道，特朗

普的上臺將促使俄羅斯引渡斯諾登。引渡

斯諾登將是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 普京

送給特朗普的“完美就職禮物”。

對此，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瑪麗亞·

紮哈羅娃在社交網站“臉譜”上留言稱，

俄羅斯現在不會向美國引

渡斯諾登。

紮哈羅娃說，俄羅斯

已經把斯諾登的居留許可

延長了“幾年”，莫雷爾

出身情報部門卻對此毫不

知情實在令人意外。

她說：“這名中情局

特工（莫雷爾）所言本質

上就是背叛。莫雷爾先

生，妳露餡兒了，妳們

中情局才會理所當然地把人當禮物，放棄

那些向妳們尋求保護的人。”

【公民身份在即？】
紮哈羅娃上述表態之際，美國總統奧

巴馬剛剛宣布，為因向維基揭秘網站泄露

大量機密文件而被判刑的美軍士兵切爾

西· 曼寧減刑。

曼寧曾是駐伊拉克美軍陸軍情報分析

員，2010年將約70萬份秘密軍事和外交

文件交給維基揭秘網站，因此於2013年8

月被判間諜罪等罪名成立，獲刑35年。

獲得減刑後，曼寧將於今年5月獲釋。

斯諾登與曼寧境遇相似，卻不在此次

特赦之列。斯諾登歡迎奧馬巴為曼寧減刑

的決定，向奧馬巴表示了感謝。

當媒體記者問及斯諾登所面臨的刑罰

會否同樣被減輕時，俄羅斯克裏姆林宮發

言人德米特裏· 佩斯科夫回答：“這個問

題不是克裏姆林宮考慮的問題。”

佩斯科夫證實斯諾登在俄居留時間

獲得延長，稱俄方對斯諾登現在在做

些什麽並不清楚，“斯諾登與外界的

聯系都通過他的律師，包括他在美國

的律師”。

斯諾登的律師阿納托利· 庫切列納

18 日說，斯諾登的居留許可已延期至

2020年。“他沒有觸犯法律，沒有受到

指控，這是他居留許可獲得延期的原因

之壹。”

另外，庫切列納說，斯諾登在俄羅斯

已經待了接近4年。按照俄羅斯法律，只

要在俄居留時間超過5年，斯諾登就可以

申請俄羅斯公民身份。

岡比亞政治危機和平解決

綜合報導 此前落選但拒絕交權的岡

比亞前總統葉海亞· 賈梅通過岡比亞國家

電視臺發表講話，宣布放棄總統權力，

並表示會離開岡比亞。這標誌著岡比亞

政治危機得以和平解決。

毛裏塔尼亞總統阿齊茲、幾內亞總

統孔戴和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西共體）

代表團中午抵達岡比亞首都班珠爾展開

“最後機會”的斡旋。數小時的調停

後，各方達成協

議，賈梅宣布放

棄總統權力，岡

比亞政治危機和

平解決。

賈梅宣布，

他“決定自願放

棄對岡比亞的統

治”。“我們所

面臨的壹切問題

都可以和平解

決，”賈梅說，“我相信非洲人民可以

在通往民主和社會經濟發展道路上為自

己做出決定。”

毛裏塔尼亞總統阿齊茲在返回努瓦

克肖特後對媒體表示，協議裏規定，

“在保證賈梅本人、其家人及親信安全

的前提下，賈梅將徹底放棄對岡比亞的

統治，並移居到壹個非洲國家”。賈梅

仍可以在“任何時候”返回岡比亞。

岡比亞當選總統阿達馬· 巴羅在去年

12月1日舉行的總統選舉中獲勝，應於

本月就職。但賈梅在宣布接受大選結果

後壹周突然宣布不再接受選舉結果，稱

選舉中有不正當行為，要求重新舉行大

選，由此引發岡比亞政治危機。

這種背景下，巴羅在位於塞內加爾

首都達喀爾的岡比亞大使館宣誓就職。

他表示，將很快成立自己的政府，並返

回岡比亞行使總統權力。他同時呼籲賈

梅尊重岡比亞憲法。聯合國安理會常任

理事國駐塞內加爾大使、歐盟使館、非

盟使團、西共體代表都參加了巴羅的就

職儀式。

同壹天，聯合國安理會壹致通過決

議，要求岡比亞進行和平有序過渡，在

當天將權力移交給巴羅。非洲聯盟本月

宣布，將從19日起不再承認賈梅為岡比

亞總統。

塞內加爾、尼日利亞、加納、多

哥、馬裏 5 個西共體成員國出兵岡比

亞，試圖逼迫選舉失敗後拒絕下臺的

賈梅交權。當天晚上，西共體委員會

主席馬塞爾· 德蘇紮在塞內加爾首都達

喀爾表示，西共體軍隊已停止在岡比

亞境內的推進，為即將展開的最後調

停創造條件。

岡比亞政治危機爆發後，西共體

去年12月 17日決定，為維護岡比亞大

選結果及該國和平與安全，向岡比亞

派出待命部隊。由尼日利亞外長奧尼

亞馬率領的西共體代表團曾兩次前往

班珠爾進行斡旋，但未能同賈梅達成政

權交接協議。

賈梅晚在首都班珠爾發表電視講

話，宣布全國進入為期90天的緊急狀

態，並表示，在國家緊急狀態下所有人

必須服從岡比亞法律，嚴禁煽動暴力和

旨在擾亂公共秩序與和平的行為，禁止

包括當選總統巴羅在內的任何人宣誓就

任岡比亞總統。次日，他所在黨派控制

的岡比亞人民議會通過決議，延長賈梅

總統任期3個月。

據聯合國難民署提供的數字，自1

月份起，時局動蕩導致大約45000人逃

離岡比亞，進入塞內加爾等鄰國暫避。

自去年12月2日岡比亞獨立選舉委

員會宣布反對黨聯合候選人巴羅贏得總

統選舉後，幾內亞、毛裏塔尼亞、摩洛

哥、尼日利亞都表示，如果賈梅放棄總

統職位，願接受賈梅“避難”。但巴羅

在當選後曾表示，賈梅沒必要去國外尋

求政治避難。分析人士認為，賈梅最有

可能前往幾內亞。

賈梅當政期間，岡比亞同其唯壹鄰

國塞內加爾關系壹直冷淡。有分析認

為，在解決岡比亞政治危機進程中，塞

內加爾為巴羅提供了巨大支持，未來雙

方可能在政治、軍事和經濟領域有密切

的合作。

人狗情緣：流浪狗狗認定主人

穿越5.5公裏尋找等待
綜合報導 人與狗之間也有“壹見鐘情”的緣分嗎？上周末，在加拿

大西北地區，有只名叫泰德的流浪狗，用無比堅決的行動證明了這壹點。

據悉，2歲大的泰德被送到當地防止虐待動物協會（SPCA），遇見

了在SPCA工作的艾比，並吃了她餵食的幾片肉條。

在艾比回家後的次日清晨，卻赫然發現泰德靜靜坐在她家門

口。位於郊區的動物協會和艾比家之間相隔 5.5 公裏，中間還隔了

個機場。

泰德是如何找到艾比家的？沒有人猜得透。但泰德與艾比的生命從

此改變。

艾比說，那天，泰德剛到流浪動物協會，看起來很害怕，不肯讓任何

人帶它出去散步。她餵了它幾片起司口味的肉條，希望安撫它的情緒。

盡管泰德和艾比當天的互動就只有這麽多，但泰德顯然就此認定了

艾比。

艾比說，她當天回家後，半夜3點還曾經出門去附近機場工作，3小

時後再度回家時，看到家門口有只狗等在那裏。本來她還有些擔心，不

知道這只狗是哪兒來的，等註意到狗的鼻頭上有道疤痕，才確認那是她

在前壹天第壹次見過面的泰德。

“這是我壹輩子碰過最奇特的事，盡管這件事有可能純屬巧

合。”艾比說，“這麽多人住在這附近，它卻選擇了我家，出現在

我的面前。”

據悉，泰德是日本秋田和德國牧羊犬的混種。

艾比目前正在辦理領養泰德的手續，她也打算在幾個月內，搬去另

壹個新家。因為現在她住的地方不準養狗。

艾比說，她的人生就此轉變。“我正在建立和它之間的歸屬感，它

這方面的感受顯然比我更強，正等著接收我的愛和關懷。”

烏克蘭“三親寶寶”誕生
原核轉移技術成不孕福音原核轉移技術成不孕福音

綜合報導 烏克蘭壹名婦女成功

誕下壹名擁有3位父母遺傳基因的嬰

兒，這名嬰兒除了遺傳了父母的基

因，還有部分DNA（去氧核糖核酸）

來自另壹名婦女，這項技術突破或為

不孕女性捎來福音。

據報道，主導這項實驗的佐金醫

生表示，這名34歲婦女過去10年使

盡各種辦法都無法受孕，他們於是采

用“原核轉移”技術，先用這對夫妻

的精卵配對，再將受精卵的染色體與

另壹女性捐的卵子結合。

據悉，采用“原核轉移”誕生的

嬰兒，是全球首例。

報道指出，此技術利用捐贈者卵

子的外來物質，支持者認為這有助患

有遺傳線粒體病的不孕婦女，修補卵

子上的缺陷，但反對意見認為，外來

物質是否能修補卵子內的缺陷仍是未

知數，而且潛在風險不少，隱藏的基

因問題可能會在這些試管嬰成長中陸

續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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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佩奧出任美國中情局局長

國務卿任命案獲進展
綜合報導 美國參議院近日朝著

填補新政府內閣空缺邁出關鍵步伐，

不僅表決通過聯邦眾議員蓬佩奧出任

中央情報局長，提勒森擔任國務卿的

任命案也有所進展。

特朗普所屬的共和黨敦促國會加

速通過任命案，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

聯邦眾議員蓬佩奧(Mike Pompeo)，

是第3名過關的特朗普內閣成員。

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James Mat-

tis)與國土安全部部長凱利(John Kel-

ly)20日特朗普就職當天，已經走馬上

任。

共和黨主導的參議院是以66對

32票通過蓬佩奧任命案，並獲得許多

民主黨員支持。

聯邦眾議院議長萊恩(Paul Ryan)

在推特祝賀他的眾院同僚通過任命案

，推文說：“他將成為優秀的中情局

局長。”

53歲的退役陸軍軍官蓬佩奧，雖

然面臨壹些民主黨員抵制，民主黨仍

有許多人承認蓬佩奧對情報議題有敏

銳的見解，尤其是美國面臨的網絡威

脅。同時，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也

順利通過提勒森(Rex Tillerson)的國務

卿的任命案，為通過參議院全院表決

鋪下了道路。

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前

執行長提勒森(Rex Tillerson)的任命案

引發爭議，主因是他缺乏參政與外交

經歷。

特
朗
普
承
諾
大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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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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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

普日前表示，新政府將大規

模減稅和放松監管，並對生

產外遷的企業征收高額邊境

稅。

特朗普當天在與十幾位

美國企業高管會談時表示，

將推出大規模惠及中產階級

及企業的減稅計劃。他表示

將與國會合作，將企業所得

稅稅率降至15%至20%的區間

。

特朗普曾在競選過程中

承諾將聯邦個人所得稅稅率

由目前的七檔簡化為 12%、

25%和33%三檔，將最高聯邦

企業所得稅稅率由目前的35%

降至15%。

特朗普當天還承諾砍掉

75%的監管規定以鼓勵企業在

美國擴大投資。白宮日前向

所有聯邦機構和部門發布了

壹份備忘錄，要求它們暫停

制定新規，並暫緩執行部分

新出臺的規定。

特朗普說，政府鼓勵美

國企業在美國各州投資建廠

，如果企業要將生產遷往其

他國家，這些企業將面臨高

額邊境稅。白宮發言人斯派

塞當天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

說，特朗普決定在壹個月之

內與這些企業高管再次會面，之後將每

季度舉行壹次類似會談。

當天參加會談的企業高管包括戴爾

、惠而浦、福特汽車、強生、洛克希

德-馬丁等公司首席執行官。

特朗普近日還簽署行政命令，凍結

聯邦機構招聘計劃。斯派塞說，過去幾

年來聯邦機構雇員數量急劇擴張，凍結

招聘將有效控制聯邦機構開支，節省納

稅人的錢。

美國警方調查傳銷詐騙
從床墊中搜出2000萬美元

綜合報導 美國司法當局在調查

壹項傳銷詐騙案時，從馬薩諸塞州的

壹所公寓的壹個床墊裏面搜出2000萬

美元的現金。

這筆現金據信同壹項涉及10億

美元的傳銷案有關，聲稱經營互聯網

電話業務的公司TelexFree操縱了這項

傳銷詐騙活動。

聯邦檢察官表示，這家已被取締

的公司欺詐了大約100萬人，涉案金

額10億美元。

警察在跟蹤28歲的巴西籍嫌疑

人羅沙(Cleber Rene Rizerio Rocha)時

發現了這筆現金，羅沙已遭到指控。

美國馬薩諸塞州檢察官辦公室說

，這筆現金就是在羅沙的公寓裏發現

的。羅沙遭到逮捕，並受到洗錢罪名

的指控。

法院作出裁決，認定羅沙存在危

險，拒絕保釋。美國聯邦檢察官說，

TelexFree誘騙投資者向公司的計劃投

資，然後用新投資者提供的資金支付

老投資者，而這些投資者往往是家人

或朋友關系。

洛杉磯“老字號”喜迎雞年春節
綜合報導 始於 1934 年的美國洛杉磯“老字號

”——農夫市場(The Original Farmers Market)24日舉行

雞年雕塑揭幕慶典，慶祝中國傳統節日春節。

洛杉磯會議及旅遊局局長恩伍德出席慶典並致辭

。他表示，2016年洛杉磯成為美國首個年接待中國遊

客數量超過100萬人次的城市。中國成為僅次於墨西哥

的洛杉磯第二大客源市場。作為世界上最具多元性和

包容性的城市之壹，洛杉磯今年將於春節前後舉行壹

系列慶祝活動，歡度中國傳統佳節。他邀請中國遊客

及其他亞洲國家遊客前往洛杉磯地標性集市——農夫

市場參觀采購，親身感受這裏濃郁的洛杉磯風情。

農夫市場市場開拓副總裁馬克說，與家人朋友壹

起品嘗美食、分享喜悅是慶祝農歷新年最重要的部分

，歡迎人們來農夫市場共度節日、分享傳統文化，同

時享用來自中國、新加坡、韓國等亞洲國家的新年美

食。

已有83年歷史的農夫市場，最初是露天集市，如

今已發展成為洛杉磯壹處熱門旅遊目的地。這裏匯聚

了逾百家商鋪，包括洛杉磯歷史最悠久的玩具店之壹

、洛杉磯首家披薩店、洛杉磯歷史最悠久的中餐館之

壹以及各種家族傳承小店。當天揭幕的雄雞雕塑，由

農夫市場員工制作完成，將在農夫市場中央廣場標誌

性鐘塔旁展覽兩周。雞年春節期間，這裏還將舉行中

國傳統音樂舞蹈表演以及傳統民間藝術展示等。

將會特朗普 安倍擬對其“美國第壹”理念表尊重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已基本決定在預計2

月於華盛頓舉行的日美首腦會談中，對美國總統特朗

普奉行的“美國第壹主義”表示“理解和尊重”。

安倍試圖通過接受特朗普的政治理念換取其對日

本立場的充分顧及。

報道稱，安倍將爭取與特朗普達成互信，“鞏固

符合新時代的日美同盟”(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語)。安倍

還將向特朗普表示自由貿易與美國第壹主義並不矛盾

，為避免經濟摩擦尋找頭緒。

日本政府近日著手為安倍訪美制定應對方針。日

方考慮就“同盟有利於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美國國家利

益”在首腦間達成共識。關於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

(TPP)問題，準備表達對已決定退出的美國重返的期待

。安倍方面把著眼點放在特朗普在就職演說中宣稱的

“從今天起，只有美國第壹”這壹點上。他們認為，

特朗普將美國民眾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推進其外交、

貿易政策將“不可避免”(外務省官員語)，因此有必要

在尊重的基礎上謀求合作。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還指出，“特朗普在安全保障

領域也追求強大的美國。若能與其合作，日本將獲益

匪淺。”

安倍希望給特朗普留下自己是有益的合作夥伴這

壹印象。此外也出現了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和外相岸

田文雄同時期出訪的方案。

介紹日本為發展同盟所采取的措施也是關鍵內容

之壹，準備說明日美合作的範圍因安全保障相關法的

通過而擴大。日本政府正考慮，若對方提出要增加駐

日美軍駐留經費負擔以及啟動日美自由貿易協定(FTA)

相關雙邊磋商，則不予同意。不過最終方針目前尚未

敲定。

美加州州長布朗誓言捍衛本州政策不向特朗普妥協
綜合報導 美國加州州長傑瑞· 布朗

近日說，加州將堅持在氣候變化、健保

、非法移民和其他議題上的立場，不會

對特朗普新政府妥協。

當天下午，布朗在州議會發表年度

州情咨文，他不點名地批評新任總統特

朗普和把持參眾兩院大權的共和黨即將

施行的新政策與加州背道而馳。

作為美國人口第壹大州州長，布朗

當天表示，加州必須提前為(華盛頓)那

些令人不安的言論和行動做好準備。

“加州不會走回頭路，現在不，以

後也不。”他說。他在演說中特別提高

聲音，強調加州在移民和非法移民問題

上的立場。他說，移民是加州和美國經

濟發展和繁榮的關鍵，他著重提及將繼

續執行加州的非法移民法律。

布朗在第壹屆任期通過了信任法案

，為非法移民頒發駕照、獲得就業和接

受高等教育的權利，開全美先河。

“我必須說清楚，我們將保護每壹

個人，每壹個男人、每壹個女人、每壹

個孩子，他們來到美國是為了追求美好

生活，並為加州做出了貢獻。”

他同時為加州正在實行的健保政策

辯護，並稱數以百萬計的加州民眾依賴

這些可負擔健保計劃。布朗再次強調加

州堅持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的立場。他說

，氣候變化帶來的危險是真實存在的。

民主黨在加州參眾兩院占統治地位

，布朗呼籲加民主、共和兩黨需團結壹

致，壹切以加州民眾的利益著想，為全

美國做出榜樣，避免像華盛頓壹樣陷於

兩黨爭鬥。正在州長第二屆任期的布朗

對過去數年加州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

他提及，加州增加了對公立教育的撥款

，提高了最低時薪，創建了用於應急的

雨天基金等。布朗對特朗普政府加大基

礎建設力度表示贊賞。他說，基礎建設

也是加州的重要關切，他全力支持。

不向病魔屈服：女子患腦癌
7天將征戰7場馬拉松

綜合報導 12年前，美國女子泰爾福

診斷出罹患腦癌，自此失去左眼視力，還

需使用導尿管導尿。現年47歲的她不僅沒

有向病魔屈服，還將參加世界馬拉松挑戰

賽，在7天征戰7大洲的7場馬拉松。

2004年10月在壹場比賽途中，泰爾福

才知道出問題了。她聽見腦中出現“砰”

的壹聲，但仍完成剩下的賽程。數月後，

經核磁共振(MRI)檢查後，診斷出是腦癌

。12年過去了，泰爾福現在體內仍有癌細

胞，她失去對膀胱的控制力、有時會抽搐

，並失去左眼視力。但為了挑戰自己的能

力和激勵其他癌癥病患，她要試圖完成壹

場不可能的任務，在7天7大洲跑7場馬拉

松。

泰爾福說：“在我的生命中，迄今最

艱難的事就是告訴爸媽，他們的孩子可能

會因腦癌離開人世。我不希望讓家人感到

震驚哀傷，不希望他們知道我可能活不久

了。”

據悉，泰爾福在2005年接受手術，移

除大半腫瘤。從那之後，她接受了數次腦

部手術，開始重新學習如何走路和說話。

她下定決心不坐以待斃，眼睜睜看著自己

雕零。首次動刀5個月後，她重新開始跑

步。

這位跑者鬥士現在要接受更艱難的挑

戰，參加世界馬拉松挑戰賽，要在7天7

大洲跑完7場馬拉松。

征戰地點包括南極洲、智利、美國、

西班牙、摩洛哥、迪拜和澳大利亞，總長

183英裏(約 294.5公裏)。這場比賽1月23

日展開，29日在悉尼劃下句點。泰爾福說

：“我的終點不在這場極具挑戰賽事的終

點線，而是當有人宣布，終於找到治愈方

法。”

美共和黨商討2017年工作計劃
欲推動醫保和稅收改革

綜合報導 美國會共和黨議員近日在

費城舉行內部會議，商討2017年的工作計

劃。美眾議院議長保羅· 瑞安當天表示，

廢除並替換“歐巴馬醫改法案”和稅收制

度改革將是今年前8個月的工作重點。

根據瑞安的計劃，眾議院將在3月前

後對現行醫保制度進行改革。具體步驟包

括，眾議院首先經表決廢除“歐巴馬醫改

法案”，並批準部分替換方案，此後行政

部門出臺措施穩定保險市場，最後眾議院

表決通過完整的替換方案。

進入4月，眾議院的議事重點將放在

稅收制度改革上。瑞安稱，稅收制度改革

的總體趨勢是擴大稅基、降低稅率，同時

維持目前的赤字水平不變。瑞安稱，他將

推動相關表決在8月國會休會前進行。

作為共和黨在參議院的頭號人物，參

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 麥康奈爾25日表示

，他基本同意瑞安的計劃。但他同時強調

，不可對廢除“歐巴馬醫保法案”的進程

過分樂觀。美國《國會山報》援引他的話

報道稱，民主黨在醫改法案問題上不會妥

協，兩黨達成共識的可能性很小。

值得壹提的是，瑞安的這份計劃並沒

有加入有關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議事

日程。

據美國“政客”網站報道，美國總統

特朗普近期與瑞安會面時表示，他支持瑞

安的有關計劃，並希望他能夠把加大基礎

設施建設投入列入今年的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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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士頓中國教會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305 S. Main, Houston, Texas 77025 
Tel: (713)663-7550   Fax: (713)663-6896 

網址：http://www.hcchome.org 
電郵：hccoffice@hcchome.org 
教牧同工：曹惠基、潘小玲 

譚聖欣、賴永敬、何金川、金恩秀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英語、粵語﹚ 
午堂崇拜：上午十一時正﹙國語﹚ 

梨城分堂崇拜：下午二時﹙國語﹚ 
牧師：鄭忠禎 

主日學：下午三時半至四時半﹙國語﹚ 
12005 County Road 59, Pearland, Tx, 77584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West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638 Hammerly Dr., Houston, Texas 77043 
Tel:(713)935-9422、935-9447 Fax: (713)935-9928 

電郵: whcc@whcchome.org 
主任牧師：許重一 

中文牧師：黃奕明、粵語牧師：施克健 
英語牧師：白安卓、李家德 

北區植堂牧師：祝華達 / 英語傳道：Ted Cox 
家庭事工：林徐玉仙 / 青少年：燕華欣、孫國軒 
兒童主任：陳秀女 / 粵語傳道：吳謝寶芳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卅分﹙國語/粵語﹚ 
 午堂崇拜(英)、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明湖中國教會 
Clear Lake Chinese Church 

503 N. Austin St., Webster, Texas 77598 
Tel: (281)338-1929    Fax:(281)338-0435 
電郵: clearlakecchurch@comcast.net 

網址:http://www.clearlakechinesechurch.org 
中文牧師：張友鴻牧師 
英語／青少年：林文平牧師 

英語崇拜：上午九時三十分 
中文崇拜：上午十時五十分﹙國語/粵語﹚ 

查經禱告會：禮拜三晚上八時 
禮拜五晚：中文查經、AWANA兒童節目 

           青少年團契 

 
  

7707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Tel: (281)499-2131  Fax: (281)499-5503 
網址：http://www.fbcchome.org 
電郵：office@fbcchome.org 

主任牧師：林永健 
行政主任：楊黃琳娜 
國語、粵語崇拜：上午九時卅分 

 英語、青少年、兒童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週四上午: 長輩活動和婦女聚會 

週五/六晚:兒童聚會 AWANA,青少年和成人團契 
主日下午:中文課和英語學習班 

凱地中國教會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24747 Roesner Road, Katy, TX 77494 
Tel. (832) 437-1998 

電郵：katyccc@katyccc.org 
網址: http://www.katyccc.org 

主任牧師：楊浩峰 
華語牧師：滕茂坤 / 英語牧師：林懷祖 
青少年事工：章迦恩/兒童事工：陳明佑 

關懷事工主任：王台妹 
        中文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 
      英文、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 

康福華人教會 
Comfort Community Church 

702 Smith Road.,  
Port Lavaca, Texas 77979 
電話：(361)553-6300 

 
主任牧師：趙德光 

 中文敬拜：主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English Worship：Sunday 9:30AM 
  禱  告  會：禮拜三晚上七時半 
  小      組：禮拜五晚上八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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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日：“陰霾”未退 “波瀾”再起

韓國京畿道議會下屬的“愛獨島—

愛國土會”所屬議員們日前表示，已經

開啟了在“獨島”（日本稱“竹島”）

建立和平少女像的募捐儀式，並制定了

最快於今年年底在“獨島”豎立“和平

少女像”的方針。

壹波未平 壹波又起
韓日因日駐釜山領事館前的慰安

婦少女像引發的外交爭執尚未平息，

韓國京畿道又宣布在兩國有領土爭議

的“獨島”（日本稱“竹島”）上設

立慰安婦少女像。《日本時報》認為

，此舉預計會進壹步惹惱日本。東京

曾召回駐韓大使並采取其他措施，抗

議韓國日前在日本駐釜山領事館前建

造的慰安婦雕像。然而，近日，韓日

矛盾開始從慰安婦問題擴大至圍繞

“獨島”（日本稱“竹島”）的領

土糾紛問題。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外相岸

田文雄針對此事表示，“竹島”（獨

島）原來不管是在國際法上，還是在歷

史上都是日本的固有領土。從這樣的立

場上來看，無法接受（韓國在“獨島”

設立少女像）。

與此同時，韓國外交部發言人趙俊

赫17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就日本外相岸田

文雄妄稱“獨島”（日本稱“竹島”）

是日本領土壹事表示，韓國政府敦促日

本立即停止主張對韓國固有領土“獨

島”的主權。

沖突升級 原因何在
“獨島”（日本稱“竹島”）的領

土問題與“慰安婦的歷史性問題”，兩

者交織在壹起，成為了日韓關系走向

“崩塌”邊緣的推動力。

在“獨島”（日本稱“竹島”）設

立慰安婦少女像是韓國民主黨議員閔敬

善於去年12月13日最先提出的。

“此時提出慰安婦和領土問題，韓

國民主黨可能是在為下屆總統選舉做籌

謀，為了獲得更多的支持而迎合民眾的

愛國情懷。”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

教授周永生接受本報采訪時說，“與此

同時，日本私底下也在打著自己的小

算盤。日本政府在這兩個問題上表現

的強硬態度，不僅是為了證明自己在

國際上的實力，同時也是為掩飾安倍首

訪亞太四國失利的窘態，更是為了提高

國內的支持率，是做給日本國內右翼勢

力看的。”

突破難尋 關系堪憂
領土和慰安婦問題是韓日歷史遺留

下來的問題。周永生表示，日本是以

“否定具體來否定全局”的錯誤歷史觀

看待這些問題。在慰安婦問題上，日本

並沒有進行國家道歉，同時也未承認強

征慰安婦，只是以居高臨下、同情慰安

婦的心態付予韓國支援金。未來，韓日

雙方可能不會推翻之前關於慰安婦問題

的協議，但是在領土問題上雙方都不會

妥協讓步。

“樸槿惠政府在執政後期是靠近日

本的，新政府執政後韓日關系可能會出

現兩種局面：壹是在美國的拉攏下，繼

續靠近日本；二是韓日關系就此止步，

處於不溫不火的狀態。未來兩國關系會

走向何方，還得看國際形勢的變化。”

周永生說。

據韓國《中央日報》報道稱，韓

國政府對少女像問題還沒解決、又遭

遇了領土糾紛，感到不知所措。壹名

熟知相關內情的外交人士擔憂地指

出，由於慰安婦問題是韓日兩國國民

在感情上最為敏感的歷史問題，而

“獨島”（日本稱“竹島”）是領土

問題，兩者結合在壹起，可能將很難

找到外交上的突破口。

日本亞冬會未要求APA撤書 中國網友“出征”酒店臉書
綜合報導 “我們並未提出撤書要求，暫時也

沒有提出該要求的打算。”日本劄幌亞洲冬季運動

會組委會工作人員這樣告訴記者。擺放右翼書籍的

日本APA酒店連日來遭到中韓民眾抵制，卻被亞冬

會組委會指定為住宿地，供包括中韓在內的亞洲各

國運動員和代表團官員使用。APA集團則聲稱，即

便接到正式要求，也只考慮把書從房間內移到前臺

存放。日本從官方到酒店方的死硬態度令中韓民眾

憤怒。《韓民族新聞》稱，已經精神失常的日本右

翼日漸囂張。壹些中國網友則自發“出征”APA

酒店的“臉譜”主頁，其網站也疑因中國訪客太多

壹度癱瘓。

第八屆劄幌亞冬會將於2月19日至26日在日

本北海道劄幌市和帶廣市舉行。據報道，有兩家

APA酒店被選為組委會指定住宿地。屆時，將有

來自31個國家和地區的約2300名選手及隨團人員

參加亞冬會。據日本媒體20日報道，組委會在當

初同APA 酒店商談合作時，要求“為消除偏見和

歧視，要采取顧及宗教、文化、民族等的應對措

施”，“撤去客房內所有的信息類物品”。然而

現在看來，否認南京大屠殺和韓國“慰安婦”問題

被認為不在此列。

據報道，日本NHK電視臺因報道亞冬會組委

會顧慮中國方面的感受，要求APA酒店撤去右翼書

籍，遭到組委會方面抗議，稱並沒有提出具體要

求。組委會工作人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他們已

經向酒店提出要求，但要求僅是“給選手們提供可

以愉悅住宿的空間”。

對於撤掉右翼書籍，APA集團稱，“今後如

果有正式要求提出，酒店會探討針對個別情況的

應對措施”。據日本 J-cast 新聞網報道，關於具

體的應對措施，該集團的解釋是，“沒有考慮撤

去（右翼書籍），（我們）有言論自由，沒打算

因為被批判就將書籍從客房撤去。但是考慮到作

為酒店應當盡可能地滿足客戶的願望，所以作為

針對個別情況的應對措施，將把書籍存放在前臺

等地”。

“極右酒店也能成為亞冬會指定住所？”韓國

KBS電視臺質疑道。連日來，不少韓國媒體都大幅

報道了APA酒店放置歪曲歷史書籍的消息，並將其

稱為“極右酒店”。《韓民族新聞》評論說，作為

APA酒店的代表，元谷外誌雄此前多次發表各種否

定日本侵略歷史的厚顏無恥言論，其書中對慰安婦

問題的描述是，這“純屬虛構，是韓國人為了自己

利益加以利用的產物”。面對中國方面的抗議，

APA酒店僅以“各方看法不同”加以狡辯的說法簡

直令人憤怒。

記者發現，APA酒店的“臉譜”主頁已經被

憤怒的中國網友刷爆。該酒店發布的最新壹條帖子

後已有超過800條中國網友跟帖。而該酒店在“臉

譜”上的評分也被踩到不足2分。壹名參與“刷

屏”的中國網友對記者說，“對這樣的酒店，不

neng他們，留著過年啊？”

在抗議跟帖中，有網友貼上了美國HBO拍攝

的南京大屠殺紀錄片《被遺忘的1937》，並用英

文寫道，“那些尚未知情的人們，讓我們壹起來

看日本曾在南京犯下的殘酷罪行”。有網友則諷

刺，如果南京大屠殺不存在，那麽歷史真相就是

美國從未扔原子彈到廣島和長崎，這都是日本編

造的。

壹名前往“臉譜”抗議APA的中國網友對記者

說，APA有右翼背景，現在很多人卻不知道還繼續

住著，尤其是現在春節旅遊高峰期快到了，不能讓

去日本旅遊的不知情的中韓旅客再上

當。《日本經濟新聞》報道稱，APA酒

店的行為在中國引起強烈批評，中國旅

遊網站針對輿論做出了應對措施——現

在中國多家旅遊網站上都已無法預訂該

酒店。中國從1月27日開始迎來春節長

假，期間預計將有眾多中國遊客訪問日

本。對於酒店行業來說正是最繁忙的時

候，但APA集團的應對可能導致業績下

滑。

在“臉譜”上向APA酒店抗議的也

包括來自中國臺灣的網友，中華統壹促

進黨黨員陳誌強是其中之壹。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

說，自己是臺灣的原住民，“我們部落的祖先就是

抗日英雄，當年日本人殺害我們族人就沒有道歉，

現在還扭曲南京大屠殺的事實。雖然島內有很多親

日派，也有壹些持‘關我屁事’思想的人，但我想

做壹些中國人都會做的事情”。

記者註意到，在微信朋友圈裏，從20日開始

流傳壹篇題為“打鬼子？算我壹個”的文章，號召

網友出征“臉譜”。在“推特”上，百田尚樹和石

平太郎兩名日本右翼分子也成為中國網友的重點

“攻擊”對象。另據爆料，APA 酒店的官網曾壹

度無法訪問，疑似來自中國的訪客太多，導致網站

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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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广东发展蓝图

      “撸起袖子加油干”，是当下人们爱用的“热词”。

2017 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字里行间也充满着要

“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的劲头！ 7% 以上的 GDP 增

长预期，9% 以上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预期，一组组

数字体现着广东对 2017 年发展的信心；改革、

发展、民生、环保，每一个关键领域的阐

述，每一项务实的做法，都预示着

广东在 2017 年将大有可

为——

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承办 : 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

服务邮箱： qxgd2011@tom.com   广东侨网： http://gocn.southcn.com 

“广东侨务”新浪微博：http://weibo.com/gocn2011

侨胞们、乡亲们、朋友们：

        雄鸡唱韵，大地回春。在这辞旧迎新的喜庆
时刻，我谨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和广
东省海外交流协会，向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同胞、
归侨侨眷、乡亲们拜年！祝大家新春愉快！
        过去的一年，我们坚持为大局服务与为侨服
务相结合，务实进取、开拓创新，推动侨务工作
在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拓展海外联谊、促进人文交流、讲好广东故事、
依法维护侨益、促进和保障侨界民生等方面取得
了新发展新成绩。
      2017 年，我们将坚持凝聚侨心、引聚侨资、
汇聚侨智、合聚侨力、同聚侨梦，努力开创我省
侨务工作发展与侨胞事业发展的双赢局面。我们
将开展万侨创新行动，提升侨务引智引资引技工
作水平，促进海外侨胞共享“一带一路”和创新
驱动发展机遇；深入拓展海外联谊，办好第九届
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深化内外合作，为海外
侨胞提供更加丰富的广东资讯和文化教育服务；
加强侨务法治建设，完善国内为侨公共服务体系，
不断提升依法护侨、为侨服务水平。
       广东侨务工作的发展离不开侨胞的关心和支
持。在此我谨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侨
办是侨胞之家，我诚挚邀请大家常回家看看！
        鸡年将至，恭祝大家事业兴旺、家庭幸福！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
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

李   心
2017 年 1 月

　　　　　

广东向世界问好
新春祝辞 新春寄语

乡亲们、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神猴辞旧岁，金鸡迎新春。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谨代表广东省人民
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同
胞、台湾同胞和各界朋友，致以诚挚的新春
祝福！
       刚刚过去的 2016 年，是广东发展极不
平凡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
势，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
历次中央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扎实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推动全省
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态势，
预计全年生产总值达 7.92 万亿元、比上年
增长 7.4%。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发展质
量效益进一步提高，预计全年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突破 1 万亿元，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达 2.58%，高新技术企业达 1.9 万
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3 万元，实现
了“十三五”良好开局。
       在广大乡亲朋友们的关心支持下，我省
对外交流合作更加深入广泛，取得了一系列
积极成效。2016 年，广东自贸试验区新设
企业 7.5 万家，合同利用外资 550 多亿美元。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投资增长 1.3
倍，境外合作园区建设加快，国际产能合作
加强。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深入推进，粤
台交流合作更加紧密，以侨引资引智水平进
一步提升。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海外侨胞、
港澳同胞、台湾同胞的关心支持。借此机会，
我代表广东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一直以来
关心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乡
亲们、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7 年是广东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攻坚之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
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发
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着力构建
创新型经济格局，着力推动珠三角和粤东西
北一体化发展，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振兴
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
谐稳定。
        广东的发展，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都离不开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台湾同
胞的鼎力支持。我们将坚持“以人为本、为
侨服务”的宗旨，继续全力做好各项侨务工

作，全面深化粤港澳台互利合作，把广东自
贸试验区打造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门户枢
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营造
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努力构建广
东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诚挚希
望广大乡亲们、朋友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支
持、参与家乡的改革发展，进一步密切与广
东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与家乡 1 亿人民共
同携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祝乡亲们、朋友们新春吉祥、家庭幸福、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广东省省长 马兴瑞
2017 年 1 月

发展
关键词 GDP 增长 7% 以上

         解读：为转型升级腾出空间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 以上，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15% 左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增 长 9%， 研 发 经 费 支 出 占 地 区 生 产 总
值比重达 2.65%。对于报告中提出的这些
目标，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
表 示，2017 年 GDP 增 长 目 标 既 不 是 一 个
具体的数字，也不是一个区间数，“‘7%
以上’的目标给了经济发展一定的自由度，
让广东能腾出空间更好地做好转型升级工
作。”

关键词 制造业立省

         解读：向先进制造业转型
        报告提出，坚持制造业立省，提高制造
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力争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28%，培
育 100 家产值超 10 亿元的先进装备制造骨
干企业，形成 20 个产值超 100 亿元的先进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
系主任林江表示，广东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同时要通过双创“长”
出新的产业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能。

关键词 去库存

         解读：提高工作精准性
       报告提出，提高去库存工作精准性，重
点化解非商品住房库存，推进三四线城市商

品房去库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
林江表示，目前广东非商品住房库存问题，
主要存在珠三角的一些城市，比如中山、东
莞、佛山等地，由于电商的快速发展以及工
厂搬迁等，出现工业厂房、商铺过剩等情况。
而目前河源、惠州、汕尾、梅州等三四线城市，

去库存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房方面。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

        解读：有独特性和优越性
       报告提到，广东要携手港澳推进珠三角
世界级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专家
认为，粤港澳地区产业各具特色，无论是对
标“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还是对标世界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都有其

独特性和优越性。

改革
关键词 创新平台 成果转化

        解读：突出全国引领地位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近几年广东的
重点工作之一。今年有什么样的新思路？华
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廖明教授认为，首先是“突
出全国引领地位”，比如“统筹推进珠三角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试
点省工作”；其次是“突出平台支撑作用”，
包括要健全省实验室体系，启动建设广东省
实验室，争取建设国家实验室等；再次是“突
出技术优势领域”，广东近年来在电子产业
和现代制造业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优势，未
来创新驱动也将在这些领域继续突破；最后
是“突出创新开源增效”，这一点体现在报
告提到的积极推行“互联网 + 创新创业”新
模式方面，这相当于把“双创”工作引入到
了更广阔的资源平台上谋求发展。
       广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徐常威教授认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创新驱动发展的表述
把重点放在了“如何提升全省的科技创新能

力、提高产业升级能力”上。

民生
关键词 就业 创收 健康广东

        解读：医改具有可操作性
      在报告中，“加快补齐率先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民生短板”的内容涵盖了促进就业和创收、
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健康广东、构建更加公
平可持续的社保制度、推进文化建设、加强
社会治理等多个方面。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表示，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对医疗卫生改革部分做了“很
实的描述”，“能看得到可操作性”。

关键词 城市慢行系统

        解读：城市运营模式升级
       报告提出，要完善城市综合交通网络，
推广城市慢行系统。所谓城市慢行系统就是
把步行、自行车、公交车等慢速出行方式作
为城市交通的主体，引导居民采用“步行 +
公交”、“自行车 + 公交”的出行方式。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
心主任宋丁表示，慢行系统是一个国际的潮
流，“广东能把它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算是‘全

国率先’吧。”

环保
关键词 节能减排 绿色金融

        解读：提出多种创新思路
       对报告中提到的“加强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相关表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环境经济
与政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曾云敏认为，既

“应时应景”，又具体实在，其中首要提到的“节
能减排”也是国家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考核
的硬指标。而“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积
极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又都是非常创新的思
路。（羊城晚报记者 黄丽娜、罗仕、沈婷婷、
李静、化麦子、丰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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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灣鐵路產業工會發動春節依
法休假行動，數百人今天集結誓師。台灣鐵路
管理局今天表示，已成立應變中心，隨時掌握
員工出勤狀況，啟動備用人力，維持正常疏運
。

台鐵局今天指出，1月27日至2月1日春節
期間，成立應變中心，隨時掌握員工出勤狀況
遞補不足人力，確保維持正常疏運，也重申對
產業工會訴求已積極回應努力爭取中，協商大
門永遠敞開。

台灣鐵路產業工會選在除夕在北中南車站
集結數百人怒吼台鐵漠視勞權，罔顧旅客安全
，強調至今陳情協商多次，仍人力不足，全年
無休的班表無改善。

其中台北車站今天集結約 100 人，成員頭
綁 「還我休假」布條，寫下 「累」、 「苦」、
「天增歲月我增工時」等春聯張貼活動會場，

並祭拜三牲雞、豬肝及魚諷刺 「日夜休全年都
無休，工時過長雞勞成疾」、 「路員的肝不比
豬肝，健檢說肝比石頭硬」、 「黑心路局魚肉

員工，多次協商不知改進」，再遊行到行政院
前，以鞭炮炸年獸方式意味炸掉不平等的勞權
制度。

工會秘書蕭農瑀指出，行政院長林全昨天
在台北車站召開記者會表示， 「鐵路很重要，
春節期間大家需要交通工具」，卻不願意回應
工會的任何訴求，所以工會今天迫不得已發起
的春節依法休假行動，就是要告訴林全， 「鐵
路員工需要休息」；另外質疑每天加班4小時
，為何都僅拿到1.8小時的加班費。

工會理事長王傑表示，今天起正式拒絕鐵
路局強迫員工加班，要員工犧牲健康與陪伴家
庭的基本權利，這次絕不妥協，工會要行使國
定假日依法休假權利，找回原本屬於員工的休
息時間，他們打的是休息時間的戰爭。

工會的訴求有三點，人力補足至少3000人
以上；工時要合理，鐵路局應安排有充足休息
、符合人性的班表；休息日與例假日必須是完
整的一天（0時到24時）。

工會發動春節依法休假 台鐵：正常疏運

（中央社）2017年高雄燈會藝術節 「大港
花火」30日登場，煙火綻放的震撼效果將在春
節期間令人驚豔，方便民眾近距離觀賞，交通
和文化局推出遊艇遊輪，讓民眾從海上欣賞絢
爛璀璨的煙火秀。

文化局安排限量花火船班，讓民眾有機會
搭乘新穎豪華的文化遊艇、在美麗的海面上、
獨家且近距離地觀賞港灣煙火的絕美景色。

文化局說，遊艇上可清晰觀賞到璀璨艷麗
的夜景，享受煙火綻放的震撼效果，船上有專
業導覽介紹高雄港產業發展全貌，絕對不同於
在岸上觀看煙火表演。

「港灣花火秀」從1月30日(年初三)至2月

12日每晚於愛河、光榮碼頭施放；另規劃 「大
港西灣絕美花火秀」於1月30日(年初三)、2月
4日、2月11日(元宵節)共3天，活動結合科技
，在西子灣及旗津1000米的防坡堤上施放高空
煙火。

配合 「港灣花火秀」及 「大港西灣絕美花
火秀」文化局推出遊艇限量船票，有興趣的民
眾可以在駁二藝術特區及打狗英國領事館遊艇
售票端點提供預售服務。

交通局高輪公司也規劃 「海上花火航班」
，宣傳是港內唯一的完全露天甲板遊港船，不
受限船舶艙頂，100%全視野見證燦爛花火在新
灣區綻放，歡迎民眾提早預訂遊輪船票。

搭高港遊輪船班 賞大港花火秀
（中央社）嘉義縣議員陳保仁今天午睡時，

因家人叫不醒，呈OHCA狀態，經送醫急救仍
告不治，享壽62歲；醫生初步研判死因為心臟
血管問題，但詳細死因仍待進一步調查。

對於陳保仁猝逝一事，嘉義縣政府民政處長
陳宏基表示，陳保仁是嘉義縣第3選區選出的議
員，依照地方制度法，並不需辦理議員補選。

嘉義縣消防局在下午2時40分接獲報案，指
縣議員陳保仁在梅山服務處2樓的臥房一直叫不
醒，呈昏迷狀態，救護人到場時，陳保仁已呈
OHCA（Out of Hospital Cardiac Arrest，到院前

喪失心肺功能）狀態。
救護人員於下午3時8分送抵大林慈濟醫院

，但急救無效，醫師初步研判為心臟血管問題；
由於陳保仁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壓等慢性病，因此
死因尚待進一步調查。

梅山出身的陳保仁，曾任梅山鄉民代表，由
於聲音宏亮 、率直敢言，形塑成獨特的問政風
格，被視為縣議會 「大砲型」議員。

陳保仁原是國民黨員，但上次議員選舉以無
黨籍身分登記參選，也是縣議會藍營主力戰將之
一。

嘉義縣議員陳保仁 午睡猝逝

（中央社）吳姓男子2年前因持槍被逮，但因患有口腔癌第四期，獲准保外就醫，獨居新北市
淡水區一帶，但他不知悔改，擁槍自重還挑釁警方，台北市刑大循線逮人。

台北市刑警大隊調查，41歲吳嫌因持有制式貝瑞塔手槍遭逮，民國104年7月入獄服刑，但因
患癌得以保外就醫，需定期向獄方報到，不過，他不知悔改，四處尋覓槍枝改槍，逞凶鬥狠，不僅
向友人挑釁，更嗆警表示將開出新春第一砲。

警方獲報後，長期蒐證，發現吳嫌因病痛纏身，情緒起伏不穩，每日均會向友人抒發癌末心情
，並曾大肆炫耀持有槍枝一事，慫恿朋友輸贏，25日警方見時機成熟，登門查緝，將正準備前往醫
院領取檢驗報告的吳嫌逮捕到案，取獲霰彈槍1把、霰彈槍子彈2發、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3.8公克
、吸食器等贓證物。

吳嫌坦承持有槍械，警方訊後依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嫌，把人移送法辦。

癌末男保外就醫擁槍嗆警遭逮

（中央社）花蓮慈濟醫院日前收到一封感
謝函，來信是住嘉義的病患兒子，原來2個月
前，退休校長翁寬和攀登奇萊東峰發生山難，
在慈濟醫療團隊努力搶救下，終於平安出院回
家過年。

「在醫院歷經70天的奮鬥，終於在您的熱
忱與高超的技術下，讓我爸起死回生，我爸能
回來真好，這世界有您真好！」翁寬和的兒子
在信函中感謝主治醫師、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
王志鴻。

花蓮慈濟醫院今天表示，去年11月中旬60
歲的翁寬和攀登奇萊東峰，於4層樓的高度墜
落，經直升機送至花蓮地區醫院急診，診斷有

肋骨骨折、腦蜘蛛膜下和硬腦膜下出血情形；
因病人出現呼吸急促、血壓下降、休克現象，
經檢查疑急性心肌梗塞併心因性休克，而轉送
至花蓮慈濟醫院。

王志鴻表示，醫療團隊首波搶救，骨科及
急診部先行處理外傷及氣胸，翁寬和仍於昏迷
狀態，再經腦神經外科、心臟內科、內科、呼
吸治療科等長時間治療後，翁寬和的手終於可
以輕輕抬起，呼吸輔助也降低，肝指數好轉，
雙腳能動、動作幅度變大。

在慈濟醫療團隊長達69天的專業接力、用
心努力照顧下，翁寬和終於日前康復出院，搭
上普悠瑪號火車回到嘉義老家過年。

退休校長登山墜谷 昏迷兩月終回家過年

春節國軍加強戰備春節國軍加強戰備 SS7070升空訓練升空訓練
農曆春節期間國軍加強戰備農曆春節期間國軍加強戰備，，海軍反潛直升機海軍反潛直升機S-S-7070CC進行緊急升空訓練進行緊急升空訓練，，展示優異國展示優異國

軍實力軍實力。。

高雄大港花火璀璨高雄大港花火璀璨
20172017年高雄燈會藝術節年高雄燈會藝術節 「「大港花火大港花火」」 3030日登場日登場，，煙火綻放的震撼效果將在春節期間令人煙火綻放的震撼效果將在春節期間令人

驚豔驚豔，，歡迎民眾前往觀賞歡迎民眾前往觀賞。。

退休校長登山墜谷退休校長登山墜谷昏迷兩月終回家過年昏迷兩月終回家過年
花蓮慈濟醫院日前收到一封感謝函花蓮慈濟醫院日前收到一封感謝函，，來信是住嘉義的病患兒子來信是住嘉義的病患兒子，，原來原來22個月前個月前，，退休校長翁退休校長翁

寬和寬和（（前中前中））攀登奇萊東峰發生山難攀登奇萊東峰發生山難，，在慈濟醫療團隊努力搶救下在慈濟醫療團隊努力搶救下，，終於平安出院回家過年終於平安出院回家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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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p Center Raw Land

Loan Amount:
$1,35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 Term

Total Attorney Fees:
$750

Loan Amount:
$1,0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12 Month Extension Option

Purpose:
Refinance & Extra Equity for

RE Investment

Total Attorney Fees:
$950

Loan Amount:
$2,000,000 (Total 3 Loans)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e & Extra Equity for

RE Investment

Total Attorney Fees:
$2,025

Mobile Home Park Home Builder

Loan Amount:
$1,380,000
Term:

1 Year Line of Credit,
Interest only
Purpose:

Builder line of credit

Total Attorney Fees:
$1,275

For your Commercial Loan and SBA Loan inquiry, please contact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Cell Number: 713-560-1588
Office Number: 281-568-8888 ext.1118
Email: Ringo.Kwan@themintbank.com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 630, Houston, TX, 77036
Headquarters: 1213 Kingwood Dr., Kingwood, TX, 77339

The MINT National Bank
Recently Closed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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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金管會今天表示，為確保農曆春
節期間金融服務品質，滿足民眾提領現鈔、資金
調度及支付等需求，全台各金融機構ATM均加強
補鈔，並提供24小時客服專線諮詢。

金管會同時提醒民眾，農曆春節期間可多利
用金融機構提供的電子銀行服務，若使用ATM遇
到問題時，請務必保存 「交易明細單」，並善用
金融機構於ATM旁張貼的客服專線諮詢。

金管會為確保全台ATM（自動提款機）運作
順暢，今天自上午 9時到10時間，分別在台北市
、新北市、桃園市、苗栗縣、彰化縣、台南市、
高雄市及金門縣等 8 縣市實地抽測各金融機構
ATM運作情形；經測試10家金融機構分行所設置
ATM 均能順利提領現金，且該等 ATM 所標示的
客服電話都有專人接聽，運作順暢。

金管會表示，金融機構於春節期間金融服務
因應措施包括：ATM全年無休、支付工具不放假

、電子銀行不中斷，及金融客服不打烊；金管會
提醒民眾，農曆春節期間可善加利用金融機構所
提供的各項服務，放心過新年。

金管會為確保106年農曆春節期間金融服務品
質，已採取下列金融服務因應措施：

一、 自動提款機(ATM)全年無休：各金融機
構應加強ATM補鈔、檢修與管理作業，並提供24
小時客服專線可提供諮詢。

二、 支付工具不放假：信用卡、電子票證及
電子支付等機構應確保交易系統順暢運作，並提
供24小時客服專線。

三、 電子銀行不中斷：各金融機構應確保春
節期間的電子銀行服務順暢運作，以因應企業與
民眾資金調度需求。

四、 金融客服不打烊：各金融機構網路銀行
及ATM應提供客服專線，並確保24小時暢通且可
提供諮詢。

金管會：ATM加強供鈔 24小時客服不中斷

新年買新車新年買新車 行車照明要注意行車照明要注意
專家建議專家建議，，民眾選購新車時宜挑選配備晝行燈民眾選購新車時宜挑選配備晝行燈、、自動頭燈功能與遠光燈輔助系統的車自動頭燈功能與遠光燈輔助系統的車

款款，，以增加安全性以增加安全性。。

（中央社）新年換新車，汽車照明安全
不可輕忽。專家建議，民眾選購新車時宜挑
選配備晝行燈、自動頭燈功能與遠光燈輔助
系統的車款。

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組長鄭名山說
，車燈除提供照明外，也是駕駛與用路人間
的溝通媒介，如煞車燈是一種緊急提示，方
向燈則是指引行車方向。

無論是國產或是進口汽機車，均需具備
測試合格的車輛燈光與標誌檢驗報告。鄭名
山指出，汽車交車前須進行300多項檢測，重
型機車也有200多項檢測。

工研院車輛燈光與標誌檢測實驗室可提
供車輛燈光、反光燈片與照後鏡安裝等相關
檢驗服務，確保不同廠牌、型號或採用不同
技術的車燈，能擁有相同的安全性，為汽車

燈光照明安全把關。
檢測技術人員表示，據國外研究，車輛

裝置晝行燈，可減低5.9%事故率，歐、美國
家多已強制汽車配備晝行燈；台灣雖然尚未
強制要求，不過，建議民眾選購新車時，宜
挑選配備晝行燈車款。

此外，民眾可能有開車進入隧道、地下
室時忘記開頭燈的經驗，或是會車時忘了將
遠光燈切回近光燈。專家建議，民眾選購新
車時也可挑選具自動頭燈功能與配備遠光燈
輔助系統的車款，增加安全性。

隨著車燈技術不斷演進，近年發光二極
體(LED)車燈日漸普及，專家指出，LED燈使
用壽命較傳統鹵素燈長10倍，同樣是民眾選
購新車時應注意的要件。

新年換新車 汽車照明保出入平安
（中央社）春節出國玩費用高，國內熱門景

點最怕人擠人，選擇國家森林遊樂區慢活渡假，
享受大自然的美好，也是不錯的選擇，其中又以
花蓮、羅東地區的彈性安排空間大，不怕沒預約
開天窗。

農委會林務局經營管理的18處國家森林遊樂
區、3處平地森林園區、4處林業文化園區以及自
然步道等，可提供國人從山上到平地的各種遊樂
好去處。

今年除了內洞、藤枝及向陽 3 處國家森林遊
樂區因風災影響休園中；平地森林園區、國家森
林遊樂區（阿里山及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除外）
，以及林業文化園區，除夕 1月27日當天休園一
天。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則持續休園到大年初一，
請特別留意、別前往。

林務局指出，太平山、奧萬大、大雪山及合
歡山森林遊樂區有直營山莊可供住宿，今年雖已
來不及預約，建議明年春節前2、3個月前就可先
預約住房；另八仙山、富源森林遊樂園區也委外
經營住宿，可於 1個月前預約住房。

除了以上 6 處，林務局說，國內另有多處踏
青去處，可以當天來回，或者選擇周邊園外民宿

住宿，然後驅車入園玩樂，一樣可以玩超過一天
的行程。

林務局舉例，像是國人愛去的花蓮，可擇光
復糖廠住宿，隔天吃完早餐，在地就有單車可以
租騎，或是坐交通車到最近的大農大富平地森林
遊樂區玩樂，園區內也有單車可租，以及單車步
道可以愜意騎單車吹風，還可以賞花海，逛原住
民市集，跟出國玩樂所享受的情趣一模一樣。

又例如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其實離羅東車站
很近，步行才10到15分鐘，當地也有民宿可住，
還能品嚐在地咖啡、肉羹美食，並來趟林業歷史
之旅，不必擔心腳力不好，就跟逛街一樣輕鬆自
在。太平山森林遊樂區也不遠，還可以泡湯、吃
溫泉蛋跟現煮玉米，保證不畏寒流、精神飽滿。

若開車上山區的森林遊樂區，還可以賞花鳥
、健行，了解生態，對身心健康是一大助益，讓
春節不只在家吃佳餚，也讓身體活力滿滿，迎接
來年的挑戰。

林務局補充，各園區春節相關旅遊資訊，可
至林務局台灣山林悠遊網 http：//recreation.forest.
gov.tw/，以及林業文化園區網站 http://cultural-
park.forest.gov.tw/查詢。

春節不出國 台灣渡假更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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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週四B9版）同學布瑞一臉義憤填膺的表情。他目前是
邁阿密大學的政治教授，他聲音高昂激動：“簡直不敢相信這就是
我們的國家，選出如此惡心下流的總統。” 盼盼說：“再下流的
總統也是美國人自己選的，我們人民......” 盼盼的話還沒完，傑克
就把她貿然打斷：“這說明什?？我們的人民有問題！自私、狹隘
、偏激，種族歧視。” 咪咪大聲回擊：“我就是投的川普，怎?了
？我自私狹隘，種族歧視了嗎？”

“你居然投川普？” 一個叫梅根的女同學冷笑了兩聲：“你
自己都是女人，難道不知川普公開騷擾女性、狂貶女性？凡是有尊
嚴、有頭腦的女性都會抵制這個流氓，我真是想不通，到底是什?
樣的女人會把票投給川普？”

盼盼記得梅根，她藥學院畢業後在洛杉磯當藥劑師。加州那地
方還用說嗎，民主黨最穩定龐大的基地。川普當選，憤怒的加州選
民上街遊行，燒了國旗，還揚言要獨立。梅根在加州怎?罵川普都
有人鼓掌歡呼，但是人一激動，居然忘了自己站在什?地方。梅根
的話過於放肆，打擊了一片持不同政見的同學。安妮立刻起身問梅
根：“ 投票給川普，難道就是支持流氓嗎？請別用道德來綁架我
們！川普不是好人，但是希拉裏陰險毒辣，就是一惡魔！她當律師
的時候，幫一個40歲的強奸犯出庭辯護，違背良心，捏造案情，
胡編出女孩在享受跟老男人的性喜悅，那受害女孩才十二歲！被暴
力強奸後大出血，失去了生育能力。“ 咪咪也在一旁補充：” 陰
險的女律師，世上還有哪個女人比她的血更冷，比她的心更黑？
“ 安妮和咪咪前呼後應，雙劍直指梅根：”真是想不通，到底是
什?樣的女人會把票投給希拉裏？“

眼看雙方唇槍舌劍，鼓角錚鳴，誰也不想捲入硝煙滾滾的戰場
，盼盼和另外一個女同學忙上來滅火。盼盼打開了一瓶紅葡萄酒：
” 來來來，來喝酒，二十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大家應該懷
舊，聊聊過去的日子，記得那年在學校上電腦課，第一次用電子郵

箱，還是梅根幫我建立的。“
這盼盼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提電子郵箱幹嗎？明擺著就是

把戰火燃得更旺。咪咪說：”希拉裏的電子郵箱，大家都知道的，
你們說說看，身為國務卿，居然用私人郵箱處理公務，她不是自詡
從政多年，有豐富的國際經驗，難道不知用私人郵箱是犯法嗎？鬼
知道她出賣了多少國家機密。“ 安妮說：”她本來就是個罪犯，
早該把她關進大牢，還好意思出來選總統，我選我家的貓也不會選
她!“

傑克說：”私人郵箱不過是工作失誤，我們都是人，不是機器
，哪有不出差錯的時候？“ 盼盼說：”有些錯誤是不能原諒，我
剛工作的時候，公司技術部裏有個軟件工程師，把白天寫的程式下
載到自己的私人服務器上，他的理由正大光明，說是回家也可以繼
續工作，他的上司也擔保他是個好員工，請不要解雇他。但是公司
法規無情，如果放他一馬，後來便有繼續者，未來就有洩密的危險
和災難。希拉裏身在高位，如此濫用私人郵箱，給國家帶來的災難
會更大。“

梅根半眯著眼睛對盼盼冷笑：”你不是在波士頓一家著名的投
行嗎？莫非你也支持川普?“ 盼盼笑道：”在投行上班就該仇恨川
普嗎？我周圍的朋友喜歡川普的還不少，只是靜悄悄沒有出聲，投
票的那天才行動。“咪咪說：”媒體一天到晚哇哇亂叫，裝出特別
正義的樣子，好像誰投了川普，不是神經病就是惡棍。“傑克說：
”學術界、金融業、科技圈子的精英，誰不討厭川鋪的淺薄無知，
而川普的支持者呢？都是廣大農村和小城的紅脖子（Red Neck, 指
教育程度不高的鄉下人和白人藍領）。“安妮在一旁哈哈笑起來：
“是啊，我們都是鄉下紅脖子。”

布瑞一邊喝酒一邊搖頭：“鄉下紅脖子選出來的總統，愚蠢、
傲慢，自戀，粗魯，這樣的人站出來代表美國，簡直就是個笑話。
” 咪咪說：”笑話就笑話，總比那個女魔王入駐白宮強。“ 梅根

說：”我承認希拉裏是個利益熏心的偽君
子，但是總統這份工作，希拉裏比川普更
有資格。“ 傑克說：”是的，資格，我在
公司面試求職者，最關鍵的就是考察誰最
適合這份工作，比如幾個候選人，各有各
的缺點，但還是能挑出最佳的一個。“ 咪
咪說：”你怎?覺得希拉裏是最佳的一個？
“ 傑克說：”她當過參議員，當過國務卿
，至少比川普有政治經驗。“ 盼盼笑道：
”有政治經驗的人不會犯郵箱錯誤吧？“
安妮說：“郵箱事件絕對有她的陰謀。”

一群人困在一個怪圈裏，爭來爭去都
走不到終點，感覺就在原地打旋循環，有
什?意思呢？盼盼說：“不如跳舞吧，那年
夏天的舞會，我金黃色的蛋糕裙子，如今
還珍藏在我的衣櫃裏......” 盼盼想起那年，
她和艾瑞克相擁而舞，時光如畫，美得眩
暈，渲染了一個奇妙的夢幻。

美國中學的高三舞會( Senior Prom），對社交和禮儀有嚴格的
要求，是高中畢業的傳統儀式，標志著孩子已經長大成人。二十年
前的那個夏天，青春像玫瑰縱情開放，男孩子西裝瀟灑，女孩子長
裙飄逸，那一曲“青春永遠（Forever Young)”，伴他們翩然起舞
，生命中最動人的時光片段，終身難忘。

盼盼忘不了艾瑞克，也忘不了傑克和愛麗絲，一個陽光帥氣，
一個明媚嬌麗，班上最美的一對，是大家投票選出來的皇上和皇後
（King and Queen)。最初最愛的人，最動人的相擁凝望，兩人笑
顏如花， 曾是多?甜美幸福，誰會預料那是最後的舞曲？曲終人散
，緣分遠去，只剩下回望的傷懷。

盼盼低頭查手機，想找出那曲“青春永遠”，喚起同學的集體
記憶。音樂剛一響起，背後便傳來刺耳紮心的尖叫聲，什?情況？
傑克和咪咪居然打起來了。本來同學們都達成了一直協議，不要爭
了，不要爭了，不要再談總統了，可是這兩個冤家還是放不下！咪
咪說：“女人不適合當總統，更別說過了更年期的老女人，太情緒
化，希拉裏好幾次在電視鏡頭裏像個失控的瘋子。” 傑克說：
“沒辦法，女人更容易歧視女人。我知道南方有大群保守婦女，她
們目光短淺，幼稚偏見，沒受過什?教育，也沒有出門長過見識，
她們強烈憎恨希拉裏，不管希拉裏的對手是什?樣的妖魔鬼怪，都
要無條件挺鬼怪。” 這話明顯夾了刀槍，讓咪咪的眼睛噴出了火
，再堅固的牙齒也控制不住憤怒的舌頭：“男人不選男人，男人選
女人當總統，可見這類男人是多可悲的戀母狂，難怪愛麗絲那?討
厭你，死也不要見你......” 語言的殺傷力非同凡響， 完全是重型
炮彈的狂轟亂炸，傑克突然把一杯酒潑在咪咪的臉上，咪咪毫不膽
怯，跳起來就給他一拳。

混亂之中，不知是誰報的警。 在“青春永遠“的嫋嫋曲音中
，盼盼看見兩個員警威風凜凜走進來，我的上帝啊！盼盼嚇了一跳
，其中一個不是艾瑞克嗎？他一點也沒變，還是從前的年輕瀟灑。
艾瑞克公事公辦，把兩個人都帶走了。安妮對惶恐不安的同學們說
：“沒事的，沒事的，艾瑞克絕對不會為難他們，大家繼續喝酒，
繼續跳舞。”

音樂還在繼續，一群同學載歌載舞。盼盼仰頭喝了一杯酒，看
見窗外一排高挺的橡樹，掛滿了聖誕晶瑩的裝飾，閃閃爍爍，亮了
小城的眼睛。她心想艾瑞克剛才看都沒看她一眼，那又如何呢？
2016就要呼嘯而去了，2016的總統競選是一場鬧劇，2016的同學
聚會也是一場鬧劇。

大
選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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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七律·游拉斯維加斯
名城百廈立荒原，酒綠燈紅不夜天。
鐵虎吞金贏四季，靈狐獻媚醉千山。
瓊漿玉饌銀叉亮，曼舞輕歌笑語甜。
昔日貧鄉安得富？文書一紙是財源。
2、五絕·詠瀑，
蒼崖飛雪浪，妙洞掛銀簾。
水映雲霞影，聲鳴花果山。
注：該詩於 2005 年夏，鐫
刻在重山園青石崖瀑布旁，
巨大的青石上。本人的兩
副楹聯，也同時刻在園內。
3、詠牛
足踏耕雲路，劬勞奉獻多。
逢難渾不怕，世代勇拼搏。
注：該詩於 2005 年夏，鐫
刻在世紀園—墨玉石牛雕
塑底座上。還有本人兩首
詩詞也同時鐫刻在園內。
4、調笑令·攀嶺
攀嶺，
攀嶺，
喜遇金秋奇景。
天青草美羊肥，

風 起 雲 凝 雪 飛 。
飛 雪 ，
飛 雪 ，
巧 塑 迷 人 仙 界 。
5 、 巫 山 一 段 雲·豐 收
翠 嶺 蒼 岩 下 ，
清 溪 綠 柳 前 。
滿 園 碩 果 滿 園 鮮 ，
鶴 發 喜 開 言 ：
昔 日 柴 扉 陋 ，
今 朝 瓦 舍 寬 。
春 風 化 雨 潤 心 田 ，
歲歲盡豐年。
6、七絕·夏日即景
滴翠峰巒雨後新，千花百卉吐芳芬。
灼人日下鳴蟲叫，遁入綠叢無處尋。
7、七絕·重陽
望雁神思上碧霄，回眸笑瞰北陲嬌。
重陽山野嫌霜冷，脫下青衫換錦袍。
8、七絕·《開國大典》觀後
宏圖大略妙無倫，百萬洪流泣鬼神。
推倒三山驚四海，換天換地換星辰。
9、大酒店楹聯
米酒、果酒、陳年酒，美酒飄香，恭迎

四海五洲客；
葷饈、素饈、綠色饈，佳饈可口，誠待
千行百業賓。
注：該聯鐫刻在鈦合金板上，於2005年
夏碾子山旅
游大酒店開業之際，掛在大門兩側。
10、美國印像聯
都市風光，廈摩天，車似水，街巷繁華
，幾處燈紅酒綠；
鄉村景色，林蔽日，草如茵，莊園靜謐
，四方果碩牛肥。

作者：楊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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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花的詩歌並非只寫愛情，她把許多生活
片段寫進了詩歌，各類景物或事件都能入詩，
移景入情浪漫動人，哲學思辨與詼諧趣味交相
輝映。她極其善於捕捉日常生活的各種細節，
將飛鳥、落葉、荷花、苦蓮等各種實際可見的
景物化為詩歌意象，並在其中提煉出詩意。冰
花喜歡在詩歌中提出一些問題讓人思考，其實
也是詩人自己在思考的生活哲學問題，當這些
問題可能得出兩個或多個答案時，就會給人帶
來思辨的樂趣。

下麵這首《驚鳥》小詩，充滿了思辨和童
趣：

哦 嚇了一跳/原來是一隻鳥/從樹上飛走
不知道/是我嚇著了它/還是它嚇著了我
好牛的鳥/我回頭/它沒回頭
到底是誰被嚇著了？彼此都被嚇著了吧？

“我回頭”可以理解為還沒嚇到魂飛魄散，還
有點自信心，而“它沒回頭”，可理解為“它
”對“我”不削一顧，也可理解為失魂落魄，
逃之夭夭！這“鳥”真的很牛嗎？要想清楚這
個問題就需要辯證思維。這首詩歌讀完會讓讀
者會心一笑。

《飛翔》這首詩也具有思辨色彩，平靜中
有淡淡的憂傷：

回憶中的歡樂/不再是歡樂
而回憶中的孤獨/卻更加孤獨
丟了魂似的癡情/像斷了線的風箏
再也飛不起來了/不是沒有風向
是缺少你/那根動力的繩
開啟我封塵的夢想吧
連接你手中的繩/給我的夢插上翅膀
看天多麼藍/我的夢 / 想飛翔
“而回憶中的孤獨 / 卻更加孤獨”，這首

詩很像一個失戀或失意者的心緒，但又不甘於
沉淪，決不放棄希望。“是缺少你 / 那根動力
的繩”，其中的“你”，狹義理解是曾經的戀
人，希望愛情重新回到懷抱；廣義理解是一種
巨大的精神力量，人生不能沒有夢想和追求，
有追求就會有動力，就有夢想成真的那一天。

《不用手機的人》寫出了現代人生活中的
兩難選擇，手機僅僅是一種現代生活的象徵：

鳥 / 起飛時最美/花 / 盛開時最香
沒帶手機的日子/心最慌 ?當代生活
太累了/真想/走進/傳說中的
那個美國村莊/人們/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拒絕使用電器
沒有毒品槍支 核彈與戰爭

沒有貪官和妓女
更沒有手機的鈴鈴鐺鐺
嬰兒/睡中的微笑最甜
不用手機的父親
是親情中的最愛/陽光/海浪
沙灘/深林中的木屋/是樂園
村莊外/一個不用手機的女人
站在地平線上/凝視遠方
為飛翔的鳥 /盛開的花/頻頻點贊
美國馬里蘭州確實有這樣的村莊，人們日

出而作 / 日落而息 / 拒絕使用電器 / 沒有毒品
槍支 核彈 與戰爭 / 沒有貪官和妓女 / 更沒有
手機的鈴鈴鐺鐺”。據說這個村莊的人們是
200年前從荷蘭移居美國的摩門教徒，來美國
後依然嚴格按照在荷蘭那個時代古老的方式生
活，禁止使用農藥化肥，說荷蘭語，禁止外出
上學，自辦學校，在村莊內部通婚，形成了一
個不受外界影響的小社會。這樣的獨特小社會確
實能夠讓很多人感興趣，但要真正成為其中一員
，恐怕也沒有多少人願意！

當代人既喜歡現代工業和科技帶來的方便快
捷和物美價廉的實惠，又抱怨傳統寧靜溫馨的生
活方式被現代化的物質生活和環境污染所撕裂；
既嚮往那種不用任何手機和電器，沒有任何環境
污染，“日出而作 / 日落而息”的傳統村莊生活
，又放不下以手機為代表的現代生活和工作方式
。詩歌的開頭是“沒帶手機的日子 / 心最慌”，
結尾是“一個不用手機的

“女人 / 站在地平線上 / 凝視遠方 / 為飛翔
的鳥 / 盛開的花 / 頻頻點贊”，那麼，手機到底
是要還是不要？當然，作者表達的並非是一個手
機問題，而是一種傳統與現代的選擇糾結。

《有一種愛》這首詩把寫出了五種比較抽象
“愛”，卻又將之用比較形象的語境表達出來，
讀者在這種抽象與形象的閱讀理解過程中，自然
就會感到思辨的樂趣。

有一種愛/折疊起來
整潔美觀/永遠不需要打開
有一種愛/帶著缺陷
卻韻味如釀/魅力無限
有一種愛/離你很遠
又感覺就在身邊
無聲地牽掛/默契地祝願
有一種愛/讓你靈感如泉
令你天份實現/叫你容光閃閃
使你的生命放出異彩
有一種愛/是思念不能負載

是有疼說不出來
卻讓你終生無悔無怨
這首詩歌有點像猜燈謎，每一個讀者都會猜

出不同的答案，但大體方向是可以被認定的，那
就是對親人、家庭、事業、理想、藝術等的“愛
”，只要心中有“愛”，人生便有了動力，生活
便充滿了光明和歡樂，“愛”是人生的陽光、空
氣和食量，須臾不可或缺。人生需要愛和被愛，
沒有了愛，即使活著也是行屍走肉，徒有一架沒
有靈魂的軀殼。愛源自內心，輻射于周圍的世界
，付出愛的人也一定會得到愛。

《葉子和鳥》，葉子和鳥這兩個可以“飛”
的意象，一個是靠外力，另一個是自主飛翔，詩
人由此寫出了哲理詩歌：

無翅膀的樹葉/飛得再高
只是憑藉風的力量落地的鳥
還會再度飛翔/因為有雙翅膀
樹葉/本屬於大地
鳥兒才屬於天空
這首詩可以做雙向理解，積極理解是說要

有真本事，自己要有能夠飛翔的翅膀，即使失
敗落難也能再度飛向天空，翱翔藍天；那種只
能依靠外力才能飛起來的樹葉，終究還是會跌
落大地！我猜想這是詩人的本意。但如果消極
理解，那就是說人要認命，上天認定安排你當
“樹葉”，就不要心存夢想，即使靠外力飛起
來了也會跌落下來，何必呢？這就是仁者見仁
智者見智的事了。一般說來，積極的人就會獲
得“翅膀”意象的啟示，消極的人則就只能得
到消極的“樹葉”答案。

《雙面扇》這首詩歌精巧玲瓏，其中的哲
學思辨卻極富張力：

一面是春一面是秋
你是那春我是那秋
春與秋/一紙之隔天涯之遙
春與秋/常有相同的溫度
卻永遠不屬於/相同的季節
這首詩歌一經問世，便受到詩友的熱烈歡

迎，《雙面扇》和《不是輕浮不是漂》2011年
榮獲第31屆世界詩人大會"相信愛情（Belief in
Love）"獎。該詩包含的哲學思辨趣味，給不同
的讀者以不同的感受，下面是摘錄的詩友們對
該詩的評說：

? ? ?? ?孫五郎：細膩的哲理中隱著哲理的細
膩,極賞! 複覽尤愛！

? ? ? ??寒江雪：將扇的兩面分以春秋作喻，
是一個很棒的文理視角！而春與秋的“一紙之

隔”卻成了“天涯之遙”，對兩顆心的詮釋是
多麼精彩啊。激賞！“春與秋/常有相同的溫
度/卻永遠不屬於/相同的季節”，大師手筆！

風中秋葉：《雙面扇》一面是春，一面是
秋，更是不落俗套，出人意表，“一紙之隔，
天涯之遙”用得精妙！其妙，一是良好的鋪墊
作用，二是遙相呼應，表達同一意念：春秋，
紙隔，永不相同。希望冰花多來奉獻如此佳作
！謝謝！

文刀：有人說過，當詩歌寫到一定程度時
，比拼的是綜合的實力。我就認為：這《雙面
扇》是一首具有哲人深邃的詩。誰都知道，春
和秋，斷然是兩個不同的季度。從顏色看，是
嫩綠色的春，是金黃色的秋；從節令看，春是
播種的季節，秋是收穫的時候。春暖秋涼，雖
說“常有相同的溫度 / 卻永遠不屬於 / 相同的
季節”。這裡面，有各自矢志不移的執著和截
然不同的堅持。但同時，也有“和而不同”的
大度和“中庸之道”的包容。這，也就合成了
一把有益於人和有用於人的“雙面扇”了。這
裡面有哲學的眼光和深度，這首詩也攜帶我們
超越了吟花詠月、顧影自憐的淺薄而達上了一
個深廣的境界。

冰雲：這是一首哲理詩。詩人以雙面扇為
切入點，形象解釋了表面與內在、質與量、本
質與現象的哲理思想。作者警示我們要從一紙
之隔的量變抓起，否則到了“天涯之遙”的質
變後，亡羊補牢，為時已晚。還警世我們世界
上有很多矛盾都是對立統一的，所謂人不可貌
相，即使有相同的臉蛋，每個人智商、道德，
善惡也是絕然不同的，任何事物都要看其本質
，而不能從現象和表面下定論。這首詩語言簡
潔明快，意境獨特，比興手法獨到，是一首簡
短清新的好詩，建議大家雅賞！

關於哲理詩，僅僅是詩中蘊含了某些哲學
涵義，這些哲學涵義不是依靠形式邏輯推理的
結論，而是依靠詩人的情緒感悟而來，是一
種詩化的情緒哲學，這種情緒哲學增加了詩
歌的

厚重感。邏輯與繆斯要統一在詩中是很
有難度的，如果邏輯成分太重，就不像詩了，
但如果詩歌中沒有哲學的厚重感，就只會淪落
為“風花雪月”。詩歌需要飄逸靈動才能給人
審美愉悅的享受，才能受到讀者的歡迎，詩歌
必須有厚重的文化內涵和哲學思想底蘊才能抵
達人的心靈深處，所以，優秀的詩人都會在這
兩方面做出努力。（未完待續）

冰花哲理詩：景色意象交融、哲思諧趣成輝 作者：李詩信

走進馬里蘭華裔詩人冰花的詩歌世界走進馬里蘭華裔詩人冰花的詩歌世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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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慶中國農曆新春佳
節之際，美南報業電視傳媒
集團在休士頓市中心推出第
二十屆德州農曆新年園遊會
，1996 年，美南報業電視
傳媒集團首次創辦新年園遊
會，20年來這項傳統文化
活動已突破族裔和語言界限
，成為休士頓多元文化的一
個重要國際盛事。

目前，美南報業傳媒集
團經過37年的發展已經發
展成為一家多元化綜合性的
國際媒體集團，服務當地數
十家平面媒體，集團產品包
括美南新聞日報、黃頁、美
南國際電視15.3頻道、今日
美國網站，印刷，以及國際
貿易中心，麥當勞教育展等
綜合一體的媒體產業。

近年來，美南報業集
團積極融入美國主流社會，
推動美中經濟文化交流，包
括每年在全美多地舉辦的麥
當勞教育展, 新年遊園會。

2017 年將是美南報業
電視集團繼往開來，持續發
展的一年，也衷心祝福大家
猴年康健，萬事興旺，讓我
們一同發展。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
2017年1月
休士頓世界總部一元復始一元復始，，萬象更新萬象更新，，在這在這

辭舊迎新之際辭舊迎新之際，，我謹代表美我謹代表美
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對長期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對長期
以來支持我們的讀者和電視以來支持我們的讀者和電視
觀眾觀眾，，致以節日的祝福和衷致以節日的祝福和衷
心的感謝心的感謝。。

New Year Greetings
The year 2017 marks the twenti-
eth year for our Texas Lunar
Festival and is the first time our
annual celebration is being held
right in the heart of our great
city – Houston, Texas. This is a
celebration for all the diverse
people of our community and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
tival celebration has become
the largest celebration of the
Asian New Year in the south-
western United States and is a
one-of-a-kind family-oriented
event that attracts large num-
bers of people from every ethnic
group.
Since 1979, our company,
Southern News Group, the
founding organization of the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has built the largest Asian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s
company in the southwestern
United States. Our services in-
clude daily Chinese newspa-
pers with editions in major U.S.
cities, a daily online newspaper
edition, a digital television sta-
tion, yellow pages, printing ser-

vices and a world-class Inter-
national Trade Center event
complex.
The main two reasons for the
festival are: To celebrate a year
of hard work, have a good rest,
and relax with family, and, to
wish for a lucky and prosperous
coming year. Chinese people
believe that a good start to the
year will lead to a lucky year.
And this year of 2017,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is the Year of Monkey. People
born under this zodiac sign are
known for always being smart,
clever and intelligent, especially
in their career and wealth.
They are lively,
flexible, quick-witted and
versatile. They are also gentle
and honest.
So as you join us in our 21th
Annual Texas Lunar Festival
celebration, you will be joining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who now also celebrate this
special time of family reunions
and togetherness with their
neighbors. It is a time of
celebration for all people of all

cultures and all countries.
Happy Lunar New Year And
Enjoy!

Wea H. Lee, Chairman
Southern News Group
Houston, Texas

Lunar New Year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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