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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拍賣十二周年暨保利香港拍賣五周年

北美徵集

諮詢電話 650-455-6612    email：polyusa@polyauction.com

休斯敦 / 3月8日(周三)

Hilton Los Angeles/San Gabriel
225 West Valley Blvd., San Gabriel, CA 91776

洛杉磯 / 3月3、4日(周五、周六)
Omni Dallas Hotel at Park West
1590 LBJ Freeway, Dallas, TX 75234

達拉斯 / 3月5-7日(請先預約)

Sheraton Parkway Toronto North Hotel & Suites
600 Highway 7 East, Richmond Hill, Ontario, L4B 1B2 Canada

多倫多 / 3月14日(周二) 蒙特利爾 / 3月16日(請先預約)

西雅圖 / 2月23日(請先預約)

Bar Building
36 West 44 Street, 7th Floor, New York, NY 100367

紐    約 / 3月8日(周三)

張大千  瑞士雪山  成交價： RMB 164,450,000                  任仁發  五王醉歸圖卷  成交價： RMB 303,600,000 (創2016年度全球中國藝術品成交紀錄)

徵集範圍：
中國書畫、古董珍玩、現當代藝術、
古籍文獻、珠寶鐘表等門類

2016年度保利拍賣系總成交額95億元  繼續領跑全球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  拍賣中國藝術品請首選保利  
中國拍賣行業概念股保利文化(3636·HK)   保利藝術品基金一路同行，為您提供多樣的藝術品金融服務

Hilton Houston Westchase
9999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X 77042

The Westin San Francisco Airport
1 Bayshore Highway, Millbrae, CA 94030

舊金山 / 2月25、26日(周六、周日)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Sheraton Vancouver Airport Hotel & Convention Center
7551 Westminster Highway Richmond, BC V6X 1A3 Canada

溫哥華  / 2月22日(周三)

北京保利拍賣
官方微信

保利香港拍賣
官方微信



BB22德州新聞

油工春天來臨  愛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未來十年大投入
（本報訊）能源業的春天也隨著季節一同

到來了麼？！
愛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執行長 Darren Woods

本周三宣布，該公司今後十年將投入 200 億美
元在墨西哥灣一帶修建“工業動能站”，預計
此舉將會增加 4.5 萬個工作機會。

愛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執行長 Darren Woods
日前在休斯頓舉辦的第 36 屆劍橋能源研究協
會能源和天然氣周會發言中指出，這項大規模
計劃提出在德州和路易斯安納州所在的 11 個
地點實施提案和擴充項目，大多數的新增工作
需要高技能職位，平均年薪超過 10 萬美元。

其中的許多項目都是之前曾經宣布過的，
包括位於休斯頓附近的化工和塑料項目，在
Beaumont 和 Baton Rouge 煉油廠擴充項目，
在沙特阿拉伯的聯合投資修建新的石油化工
廠，同時在 Corpus Christi 計劃中的臨時修建

石油化工廠項目。
在所有新增的將近 4.7 萬個工作當中，3.5

萬個工作為臨時的建築工作，1.2 萬個工作為
全職和長久的工作職位。

由於頁巖油技術革命和新近開發的大量的
石油和天然氣產量，推動了愛克森美孚石油公
司新建和擴建更多的化工廠、煉油廠、潤滑油
和液壓天然氣項目，執行長 Darren Woods 稱，

新的生產能力和產量主要是用於出口，特
別是滿足亞洲市場的需求。

由於這些國家的發展速度較快，大量的人
口要求更高的生活水準，因此，海外市場是我
們公司加快投入的主要因素。現有的市場需求
和市場供給讓我們的擴展繼續進行。

執行長 Darren Woods 表示，該公司的投
資從2013年開始並且預計一直持續至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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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亞非法放牧致野生動物死亡肯尼亞非法放牧致野生動物死亡

在肯尼亞穆傑野生動物保護區在肯尼亞穆傑野生動物保護區，，壹名保護區工作人員站在壹只被非壹名保護區工作人員站在壹只被非
法放牧者射殺的長頸鹿屍體旁法放牧者射殺的長頸鹿屍體旁。。由於嚴重旱情持續由於嚴重旱情持續，，肯尼亞萊基皮亞郡肯尼亞萊基皮亞郡
的壹些牧場草木雕零的壹些牧場草木雕零，，部分當地牧民未經許可部分當地牧民未經許可、、破壞圍欄進入附近的穆破壞圍欄進入附近的穆
傑野生動物保護區進行放牧傑野生動物保護區進行放牧。。為保護牲畜不受侵害為保護牲畜不受侵害，，牧民們會射殺保護牧民們會射殺保護
區內的野生動物區內的野生動物，，引起該私人保護區所有者的不滿引起該私人保護區所有者的不滿。。

澳大利亞國際航展持續舉行澳大利亞國際航展持續舉行
表演精彩紛呈表演精彩紛呈

澳大利亞墨爾本澳大利亞墨爾本，，阿瓦隆阿瓦隆
20172017澳大利亞國際航空航天暨澳大利亞國際航空航天暨
防務展持續舉行防務展持續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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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長瀞釘日本長瀞釘，，當地寺廟舉辦渡火節當地寺廟舉辦渡火節，，僧人們勇敢從火堆上走過僧人們勇敢從火堆上走過，，以以
此凈化心靈與身體此凈化心靈與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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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發掘地理特色“旅遊元素”
提升差異化競爭能力

綜合報導 “茅臺工業旅遊和文

化旅遊是融為壹體的，這讓茅臺旅

遊不只在貴州，在整個中國都具有不

可復制性。”來自澳門特別行政區的

遊客李明認為，“沖著國酒探秘之

旅這個噱頭，全球也會吸引不少遊

客觀光。”

茅臺古鎮位於貴州省仁懷市赤水

河畔，是國酒茅臺的故鄉，是川黔水

陸交通的咽喉要地，是中國工農紅軍

四渡赤水的第三渡口，是連接歷史名

城遵義和國家級風景區赤水的通道。

茅臺古鎮在工業旅遊發展過程中

把紅色文化、生態文明、綠色發展與

酒文化、企業發展相結合，打造世界

性的文化旅遊勝地。茅臺古鎮上的釀

酒工藝壹直堅持汲取傳統工藝的養

分，傳承下來的傳統釀造工藝本身就

是壹種獨特的文化，彰顯著茅臺旅遊

文化的獨特性。

近年來，茅臺古鎮與茅臺公司積

極參與貴州大旅遊建設布局，助推貴

州旅遊實現井噴式增長，並將紅色文

化、國酒文化、醬香文化融入其中，以

大生態、大旅遊成就大茅臺。

美國華人沈時康在貴州參訪時就

認為，中國酒文化宣揚海外，貴州茅

臺酒是不可缺少的壹部分，美國華人

華僑對“茅臺”的喜歡，不僅限於對

中國酒文化的熱愛，更體現著壹種鄉

愁。

2016年，以茅臺古鎮為核心的仁懷

茅臺旅遊綜合體旅遊景區建設，通過深

入挖掘酒文化、長征文化、鹽運文化和

地方民俗文化，大力發展工旅、農旅、

文旅，商旅、城旅，實現了產城景融合

發展，成為國內外遊客的旅遊目的地之

壹。

仁懷市旅遊局副局長魏華表示，

“茅臺古鎮已經建成了快進慢遊交通

體系，旅遊基礎設施完善配套，旅遊

業態布局科學，旅遊接待能力和服務

水平已可以比肩國內壹流旅遊景區。”

記者走訪茅臺古鎮發現，中國酒文化

城、酒文化創意園、茅臺燈光水舞秀等

文化旅遊特色旅遊景點，都讓遊客流連

忘返，叫好不斷。

經國務院批準，《西部大開發

“十三五”規劃》於2017年1月底正式對

外公布，《規劃》同時公布百座特色小

城鎮名單，共8個類型，貴州省有7個

城鎮入選。茅臺鎮入選科技教育型城

鎮，這無疑又為這座古鎮旅遊開發增添

了幾分亮色。

隨著貴州大旅遊戰略全面實施，作

為貴州省委、省政府確定的100個重點

旅遊景區之壹的仁懷茅臺旅遊綜合體，

以國酒為根、以文化為魂的產、城、景

融合發展成為最大特色，國酒文化、長

征文化、鹽運文化、民族文化交相輝映，

讓茅臺成為宜居、宜遊、宜業的國際知

名的旅遊目的地。

像茅臺古鎮壹樣，貴州眾多歷史

文化古鎮也借歷史沈澱，在貴州大旅

遊戰略中煥發生機。

國家旅遊局壹則新聞——青巖古

鎮 成 功 晉 級 國 家 AAAAA 級 旅 遊 景

區，讓這座被譽為“貴州第壹鎮”的

600 年古鎮，再度成為人們關註的焦

點。

AAAAA級是全國旅遊景區最高等

級榮譽，代表了世界級旅遊品質和中

國旅遊精品景區的標桿。青巖古鎮圓

夢 AAAAA 級，不僅標誌著景區實現

了高水準旅遊服務的全新跨越，同時

也填補了貴州文化類AAAAA級旅遊景

區的空白，成為貴州壹張靚麗的文化

名片。

走進初春的青巖，在撲面而來

的氤氳古韻裏，濃濃的文氣、靈氣

散發，定格在內心的不僅有小鎮故

事、青石板記憶、鄉愁回味，更有

壹種依戀。

曾經，貴陽作為貴州省會城市和

全省旅遊的集散中心，“星多月不

明”壹直是貴陽旅遊的“痛點”。貴

陽人對青巖古鎮創 AAAAA 級景區的

非凡意義有著清楚的認識：創建國家

AAAAA級旅遊景區，是貴陽市花溪區

創建文化旅遊先行示範區的重要“敲

門磚”！

“青巖古鎮創建國家 AAAAA 級

景區的成功是花溪區全力推進全域文

化旅遊創新區的實現路徑和最大突破

口。”花溪文化旅遊創新區管委會常務

副主任、青巖鎮黨委書記孫昕認為，

“創建壹個融古鎮生活、自然風光於

壹體的國家 AAAAA 級旅遊景區，將

有力帶動花溪其他景區及周邊民族村

寨的發展，使花溪旅遊在全區域內靈

動起來。”

為徹底盤活青巖的文化資源，

從古鎮保護到景區擴容，從基礎設

施改造到特色文化註入，以文化旅

遊創新發展為指導，以原青巖古鎮

為核心，與古鎮周邊的青巖堡、小

西沖村、姚家關村、南街村、西街

村、大興國寺、觀音祈福寺及田園

風光區等組合形成的“大青巖”景

區蛻變換新顏。

毫無疑問，青巖成功晉級AAAAA

級景區，是花溪在建設全域文化旅遊

創新區中交出的壹份漂亮答卷。

在貴州，在茅臺，在青巖，在眾多

歷史上閃爍過的古鎮，成為知名古鎮是

所有古鎮人共同的夢想，但這並不是終

點。不忘初心，讓夢回歸，讓夢走遠，

貴州古鎮建設正前行在旅遊景區的核心

競爭力打造之路上。

2017年貴州旅遊工作會上，新的目

標任務已經亮出：今年，貴州旅遊總收

入和接待人次力爭分別實現35%、30%

以上的增長；入黔遊客、入境遊客分

別實現 30%、15%的增長。貴州將通

過力抓產品、營銷和服務，提升“山地

公園省· 多彩貴州風”品牌影響力，努力

建設世界知名、國內壹流的山地旅遊目

的地。

2017 年是貴州“旅遊服務質量提

升年”，旅遊行業將完成128項工作任

務。貴州利用全省旅遊資源大普查新成

果和旅遊新資源，加快發展健康養生、

避暑休閑、度假療養、戶外運動、汽

車露營、科普探險、研學旅行等山地新

業態，全力推動全域旅遊及“旅遊+”多

產業融合發展，全力推動旅遊經濟持續

井噴。

上海建立“醫學影像先進技術研究院”
綜合報導 上海交通大學與上海聯影醫療科技

有限公司在滬簽約共建“上海交通大學-聯影醫療

醫學影像先進技術研究院”，共同打造世界壹流的

醫學影像設備前沿研究和創新轉化高地，打破跨國

公司在中國大型醫療設備上的壟斷。

“長期以來，磁共振、CT、分子影像等高

精醫療設備被跨國公司‘壹統江山’。”上海

交大-聯影醫療醫學影像先進技術研究院院長杜

壹平說，以檢測腫瘤的轉移性病竈為例，醫生

通常建議病人做的全身PET-CT(正電子發射計算

機斷層顯像，能早期診斷腫瘤等疾病)掃描雖然

快速有效，但做壹次費用需要人民幣近萬元，

究其原因，就在於跨國公司壟斷了高端醫學設

備市場。

該研究院建成後，將在高端醫學成像技術（磁

共振/CT/分子影像）、圖像分析和影像大數據及人

工智能、治療技術的影像導航、精準醫學影像應用

研究等領域開展研發，同時加緊國際高端人才的引

進和培養。

杜壹平計算過，壹項新技術誕生後，差不多需

要3到5年才能轉化成醫學影像設備造福患者，在

這壹過程中，企業、研究機構、醫院還需要克服各

種壁壘，這種情況對中國醫學影像技術的創新轉化

形成很大的制約。

研究院的成立或能改變目前的狀況：研究院壹

頭連接高校和企業，依托上海交大生物醫學工程學

院這壹醫工交叉平臺，在校企緊密合作的基礎上，

建設以國產高端醫學影像設備為核心的研發實驗設

施，突破核心和瓶頸技術。

“越來越多的高端國產影像設備進入市

場競爭，國民在看病時在醫學影像方面的花

費有望減少，目前有些外資品牌的價格降幅

已達 30%。”上海聯影董事長薛敏對未來頗

有信心。

此前，聯影在與多家國際醫療巨頭的公開PK

中以多方位優勢勝出，最終成為美國頂尖分子影像

團隊的產業合作夥伴，共同研發世界首臺全景掃描

PET-CT。

薛敏告訴記者，該行業在海外有大量華裔高端

人才，研究院成立後將得到壹系列資金、設備、人

力資源方面的支持，形成在國際上有競爭力的平

臺，這將有助於吸引華裔海外高層次人才回國

創業、進行新技術研發等，推動中國醫學影像產業

在國際上實現“彎道超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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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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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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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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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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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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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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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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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美，國寶飲食集團人力資源部的副主管，出生於阿根
廷，雖然已30 多歲了，依然身材苗條，腿長腰細，褐色大眼
睛，金棕色的頭?瀑布般披灑背後，她臉色紅潤，有著南美姑
娘的甜美。任是誰見了都會行個注目禮，然後隨她遠去的背
影送上留戀的目光。

艾美唸小學時，就舉家隨任職金融界的父親移民美國洛
杉磯。她性格活潑熱情外向，很討人喜歡，高中時候交了男
朋友，還不滿17 歲就意外懷孕。由於孩子的父親也年輕正在
唸書，全無經濟能力可言；艾美的雙親勸她把女嬰送給別人
收養，但初為人母的艾美捨不得自己的親生骨肉，立誓斬斷
霧水情緣、不再胡鬧貪玩，要做個負責任的小媽媽。

她一邊唸高中繼續未完成的學業，一邊利用課餘時間在
國寶飲食集團快餐店兼職當櫃服務員，艱辛地哺育著女兒。
艾美珍惜自己的【 重生 】，也因為她待人誠懇和善，讀書用
功和工作中任勞任怨，漸漸贏得同事們和學校的認可及尊重
，也獲得家人的諒解和支持。

浪子回頭金不換，皇天不負苦心人。兩年後，艾美考上
了洛杉磯加大 UCLA。由於她在快餐店工作認真，很快就晉
升為櫃?領班，再被提拔為快餐店的副經理、經理。

適逢【中國餐 】在美國掀起的熱潮，中餐快餐店如雨後
春筍遍佈美國各處。國寶飲食集團成立了直轄的快餐公司，
下轄60 多家分店，業務的迅速擴展為做好準備的員工提供了
許多發揮抱負和才幹的空間。艾美大學畢業後，被調進快餐
公司人事部。不久，她爭取到公費進修的機會，利用業餘時
間在南加大 USC 修讀工商管理，通過了碩士考試，同一年，
艾美被提升為國寶飲食集團人力資源部副主管。

後來，艾美和工程部的意大利裔白人主管喬 Joe 結了婚。

喬不能生育，卻愛屋及烏，視艾美的女兒如同己出，她倆收
入頗豐，一家三口生活其樂融融。

* * *
女兒漸漸長大了，【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出落得比

她媽媽還要標致。艾美看著女兒到了荳蔻年華，就想起自己
那段錐心疾首的經歷。為防範於未然，從女兒讀小學開始，
就自掏腰包把她送進私立的天主教女校，認為有修女的嚴謹
管束可以放心一點。

但是，再嚴謹的關防也敵不過青春期的躁動。艾美的女
兒還是找到了漏洞，經常溜出去和一班朋友閑?，還交上了男
朋友。後來，女兒總算高中畢業了，但學習成績實在不怎麼?
，她說不準備接著上大學，想入社會做事自食其力。

一般的老美在兒女到了 18 歲就放手不管了，但艾美極像
中國的【 虎媽 】，無論女兒多大，凡事她都要操心過問。她
想出一招【 調虎離山 】計，把女兒送到紐約親戚那裡打工，
吃住都在親戚家，美其名是讓女兒見世面，其實是要隔離她
的男朋友，避免女兒重蹈自己未婚生女的錯誤。

女兒到了紐約，很聽親戚的話，工作也認真努力，沒有
亂交朋友。聽到親戚的誇獎，艾美很開心，女兒真的【 轉性
】了！

一年後，女兒另找了新工作，進一家有名的設計公司當
練習生。不久，說是為了上下班的方便，搬離了親戚家，自
己找到一位女室友合租公寓；並開始利用業餘時間補習功課
入讀大學。艾美和喬都很高興，認為女兒滿 21 歲了，應該讓
她學會獨立。

相安無事的又過了一年多，這天，女兒告訴艾美，她和
女室友結婚了。原來她們是設計公司的同事，一起工作，再

成為合租的室友，日久生情。當時紐約已準許同性婚姻，於
是就先斬後奏，結了婚才告訴媽媽，希望得到媽媽的祝福。

女兒突然【 轉性 】，對艾美來說真是晴天霹靂。第二天
早上，她帶著【 熊貓眼 】回到公司，艾美丈夫喬也眼泛紅絲
心事重重，同事們知道了，但不知道該怎?安慰她倆才好。

這消息給艾美的震撼實在太大了，本來以為放下了一半
的心頭大石，竟然加倍的重重壓上心頭。她趕緊辦理了請假
手續，交代了手頭上的工作，就急急忙忙坐上當天班機，從
洛杉磯飛往紐約去看個究竟。

* * *
兩個星期後，艾美銷假回來上班了，同事們紛紛表示關

心。她如釋重負地告訴大家，女兒的伴侶是位女設計師，名
叫天娜，30 歲了，在設計公司領導著一個設計小組。她上進
心很強，也是由於她的督促和指導，女兒才恢復信心繼續大
學學業。探親期間的相處，見她小倆口相處融洽。常言【 近
朱者赤，近墨者黑】，女兒確實是上進了。唯一教艾美揪心
的，女婿是位【美嬌娘 】吧！

其實艾美心裡明白得很，婚姻畢竟是她們兩個人的事，
即使自己堅持反對她們同性婚姻，哪又能怎樣？ 現實生活中
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作父母的不接受兒女擇偶的對像，不接
受異族通婚，不接受兒女的性取向，結果鬧得家庭破裂相見
如同陌路，實在遺憾得很。艾美終於想通了，要學習尊重和
接受女兒對婚姻的選擇，並真心誠意的祝福她們。這一來讓
女兒和天娜感動得淚落涕零。

想想當年父母對艾美未婚生女的包容，天娜對女伴的眷
顧和督促，艾美對女兒婚姻的尊重和接受，原因很簡單：

全是因為【 愛 】！

全 是 因 為 愛 蕭風蕭風

（一）
論功行賞

牛馬驢狗和野熊，生肖內外五弟兄。原本彼此不相識，主人收買始相逢。
出身奴隸供役使，自食其力賴養生。被人奴役萬般苦，患難之交重友情。
身懷特技不露相，平時潛心練硬功。不出風頭不爭寵，不計報酬不圖名。
夾緊尾巴勤做事，盡職盡責盡所能。循規蹈矩不逾越，效力效命效忠誠。
臨戰各自上崗位，八仙過海盡其能：推碾拉磨驢強項；拉車耕田馬全能；
水田耕耘須力大，健牛挺身告奮勇；看家守夜唯猛犬；雜耍把戲屬狗熊。
英雄各有用武地，不報戰績不邀功。主人高興論功賞，一紙獎狀贊精英。
成績面前找差距，戒驕戒躁利於行。飲水思源莫忘本，再創輝煌立新功。

（二）
秋後算賬

晴天霹靂起妖風，秋後算賬搞鬥爭。劃分階級定成分，紅黑五類分得清。
五兄全定黑五類，前功盡棄難保命。成分論是緊箍咒，階級鬥爭抓就靈。
畜牲本該效愚忠，任人役使任捉弄。稍有不遜皮鞭打，膽敢反抗施酷刑。
莫忘爾等黑五類，隨時任意加罪名：猛牛經常愛頂撞；強驢大叫鳴不平；
烈馬撩蹶亂蹦跳；瘋狗傳播狂犬病；蠢熊見蚊叮主臉，一掌打得五眼青。
羅織罪狀莫須有，終身勞教還嫌輕。誰敢喊冤去告狀，打成現行關牢籠。
主人口諭是真理，念咒叫你腦袋疼。以身試法必治罪，上綱上線判重刑。
地富反壞及右派，家破人亡半死生。只要一人遭誣陷，株連九族不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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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期間，在矽谷裡參加了好些慶祝的
活動，包括在史丹福大學的新春交響音樂會
，華人耆英聯歡，湖北春晚和鄉音鄉情音樂
晚會等。但是最令人感動的是為慶祝老朋友
，成功大學校友隋景祿（圖一），他那精彩
的生命而舉辦的追思會。

隋景祿（Tommy Shwe) 生於1949年的雲
南，隨後全家遷到緬甸。及長，在緬甸仰光
理工學院上學一年後，以僑生身份轉到台灣
成功大學，並在成大讀書時認識了妻子李金
廈。1972 年他們一起來美深造，取得電腦碩
士後到矽谷發展事業。工作之外，他很熱心
地參與公眾事務，在80 年代成為亞裔競選公
職的先鋒，先後當選庫比蒂諾學區委員，庫
比蒂諾商會理事等。並創立矽谷中文學校，
及擔任北加州成功大學校友會會長，北美成

大校友基金會會長等，深受華裔與主流社區
的愛戴。

因此在他不幸於上月中為歹徒綁架殺害
，而於上週四舉辦追思會時，雖然下著大雨
，參加的親友與各界代表還是非常踴躍。除
了我們華人社區的領袖如龔行憲，張錫宏等
人之外，也有很多南灣主流社區的領導，包
括前加州參議員Elaine Alquist，庫比蒂諾市長
Savita Vaidhynatha等。親友們描述隋景祿為人
處事都充滿感情，處處顯現出他對家庭和社
區的愛心。當庫市的印度裔市長將市府頒贈
給隋家的感謝狀親手交給隋太太時，她還特
別強調隋景祿開拓亞裔參政的精神。她說
Tommy勇往直前，不畏挑戰的精神帶領了很
多人，包括她自己，投身於公眾事務。

當天隋景祿兒子隋惠聖說，父親成長於

一個中國大家庭。身為長子，他從小學會帶
領弟妹，照顧他們，成為弟妹的表率。祖父
鼓勵他去台灣成功大學，因為成大工程學系
水準很高，同時希望兒子有機會與中國文化
銜接。這些年來，他積極投入成大北美校友
基金會與北加州成大校友會，對母校做出很
大的貢獻。為此，成大校長蘇慧貞（圖二）
專程從台灣前來參加追思會，並將表揚狀交
與隋景祿的妻子。然後，當我同成大校友們
站起來合唱校歌 「榕樹下」時，想起當年在
校園裡快樂無憂的生活和他不幸離世的情景
，同時也想起在華府一起為成大校友會服務
，如今已經去世的吳京，吳漢南等人，又看
到隋景祿留下的家人們（圖三），淚水就不
由自主地流了下來。

次日，駕車帶了小孫子和他的同學們去

離蘋果總部不遠，也是我們春節時表演樣板
戲“智取威虎山”的一個社區大學裡的天文
館（planetarium）（圖四），欣賞了一場為孩
子們放演的“宇宙與太陽系的行星們“。因
為是為小學生們準備的，所以那位講解員用
很簡單明瞭的話來解釋宇宙中的星象，特別
是包括地球在內的太陽系等。坐在那特別設
計的天文館裡，由天上那無數的星星裡，看
到地球，月亮，太陽等我們天天相處的世界
，深深地體會到我們的世界，無論就時間，
或者就空間來看，都只是那宇宙中極為微小
的一點而已。

因此，無論你我的生命如何開始，又如
何終結，都是非常難得的緣分。希望我們都
能在這世界上快樂的走一番，獻上對生命的
讚歌。（2/14/17情人節）

生命的讚歌 蔡老師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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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里真托（Agrigento）簡介
阿格里真托市位於西西里的南海岸。在古希臘時期，它是

赫赫有名的阿卡拉伽斯（Akragas）市，在希臘的黃金時代，曾
經是“大希臘化”最富有最有名的主導城市之一。城始建於約
公元前580年左右，由一位希臘人Gela建城於一塊高地上，命
名為阿卡拉伽斯。希臘文“Akragas”意為“從高地來的人”。
公元前 406 年，城被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佔領，經過多
次戰爭，阿卡拉伽斯被羅馬人侵佔，並改名為“Agrigentum”
。拉丁文“Agrigentum”意為“從鄉村來的人”。

在羅馬統治時代，Agrigentum城蓬勃發展。公元前 44 年
凱撒大帝死後，該城的居民獲得羅馬公民權。羅馬帝國崩潰後
，歸屬拜占庭帝國。在這段期間，Agrigentum的市民多數放棄
了城內的低地，搬遷回到他們原來居住的高地上。公元828年
，城被阿拉伯人攻陷，改城名數次。直到 1927 年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政 府 將 之 改 回 意 大 利 化 的 拉 丁 名 字
“Agrigento”（阿格里真托） 沿用至今。

如今，阿格里真托市的重要性已被西西里島東岸的城市取
代。昔日的繁華不再，祗留下了許多神廟的遺跡。這些神廟也
是今日阿格里真托市最重要的觀光資源。其中尤以城南那一大
塊的“聖土”上留下來的公元前六世紀、五世紀的希臘神廟遺
址為最。

神殿谷（Valle dei Templi）
昨日在酒店的餐廳晚餐後，領隊薇拉利亞（Valeria）領大

家去欣賞那座高高在山上的希臘神廟的夜景。神廟四周有照明
燈。夜色裡，神殿益顯其高崇神秘。薇拉利亞還特地帶了一瓶
香檳酒，強風裡，大家舉杯。本團專程南下來到阿格里真托，
主要就是為了參觀此處有名的神廟古跡。今晚算是一個開幕前
的試觀淺嘗吧。

阿格裡真托（Agrigento） 的神殿谷是當今世上最大規模
的古希臘神殿廢墟的地方，也無疑是西西里重要的考古場地與
最有名的古跡所在。1997年被聯合國教文科組織列入《世界
遺產目錄》。

阿格里真托的前身希臘古城阿卡拉伽斯（Akragas）佔地很
廣，尚有很大的一片未被發掘出來。呈現在今人面前的神殿谷
坐落在古城南部的一片“聖地區”上。其實，稱這裡為“神殿
谷”實在是名不對題，因為，那一座座的神殿不是建造在一個
山谷內，而是築建在一條山脊的高地之上。從這裡可以俯覽整
個阿卡拉伽斯城，今日之阿格裡真托。市內的居民從任一個何
角度，皆看得到這些高高在上的神殿。對那些遠洋歸來的海員
們，在海上也能遠遠便看到這些傲人的市標。

在這長條的山脊上，有八座神殿的廢墟，尚有其他的殘留
不計在內。它們建造的時間約為公元前510年至430年，其名
稱分別為：Hera (Juno)赫拉殿、Concordia 協和殿、 Geracke
(Gercykes)殿、 Olympia Zeus (Jupiters)宙斯殿、Castor 與Pollux
(Dioscuri)殿、 Hephaestos (Vulcan)殿、 Demeter 殿與 Asclepius
（藥神）殿。阿卡拉伽斯 （Akragas） 當年是大希臘時代的一
個文化中心，神殿愈多愈象徵著該市的重要性。蘇格拉底前的
大哲人埃姆沛多克里斯（Empedocles）便是阿卡拉伽斯人。他
將世上的物質歸類為土、火、水、空氣四大種類的概念，奠定
了後世科學發展的基礎。當年的阿卡拉伽斯吸引了希臘的詩人

來此觀光。希臘抒情詩人品達（Pyndar）曾稱贊阿卡拉伽斯
（今日之阿格裡真托）是人間最美麗的城市。近代的歌德、莫
泊桑、大仲馬等世界知名的大作家亦曾先後來到過此地。

這些建於公元前六世紀至五世紀的神廟群，部分曾於公元
前五世紀初被迦太基人付之一炬，破毀甚大，公元前一世紀時
由羅馬人修復，並沿用希臘原有的多立克（Doric）式建築格
式。到了東羅馬帝國時期，這些神殿被視為是邪教的廟宇而迭
招破壞。中世紀時，許多古神殿被拆毀，用其建材，築建新的
基督教堂。

古神殿的一個共同點是其正門皆是朝東，因為早晨當太陽
初升時，第一道日光便可端照在神殿內面對正門的主神像身上
。這些神殿多為多立克式，正門有六根用石灰石內多孔的凝灰
岩筑成的大柱子。夕陽斜照裡，神殿一片金黃色。

早上8：45，我們從酒店出發。車子盤山路而行，其間經
過了一座十三世紀的聖尼可拉（San Nicola）教堂。導遊特別
指出，這間教堂所用的建材，便是來自拆毀的希臘神殿。沿途
還看到一些正在挖掘的考古場。車行約十五分鐘後，我們便來
到了神殿谷的入口處。地陪導遊說，據記載，阿卡拉伽斯（今
日之阿格裡真托）有21座神殿，現已發掘出來的祗有10座。
她說，在古希臘羅馬人的信念裡，神殿是眾神在地上的居所。
而祭祀則是邀請眾神來到神殿的一種方法。對基督徒來說，教
堂不是神住的地方，而是信徒們聚會崇拜的地方。我們在神殿
谷先後參觀了四座古神殿遺址：赫拉（Hera）神殿、協和
（Concordia） 神 殿 、 海 克 里 斯 （Heracles） 神 殿 ， 與 宙 斯
（Olmpia Zeus） 神殿。

赫 拉 神 殿 （(Tempio di Giunone
(Hera)) (Temple of Juno)

赫拉神殿在羅馬時期稱為朱諾神殿（Temple of Juno）在
希臘神話裡，赫拉（Hera）是天神宙斯（Zeus）之妻；希臘的
天神宙斯在羅馬神話裡為主神朱皮特（Jupiter），赫拉在羅馬
神話裡是朱諾（Juno），為主神朱皮特（Jupiter）之妻。希臘
名赫拉也好，羅馬名朱諾也罷，這是一位專司婚姻及婦女問題
的女神。赫拉神殿約建於公元前460-440之間，坐落在這條山
脊的邊緣上。公元前406年，迦太基人攻城時燒毀了部分神殿
。不過，原有的34根大柱子，現仍有25根傲然豎立。

協和神殿（Tempio della Concordia）
神殿約建於公元前430年，是古希臘多立克式的神殿裡，

保存得最完善的一座，與雅典的Hephaestor 神殿齊名。在造型
上，也是最勻稱調和的建筑物之一。殿長42米，寬20米，前
后面各有六根大柱，兩旁有13根。每根柱子高6.75米。公元
597年，阿格里真托的格利高里（Gregory）主教將此古希臘神
殿改建為一座天主教的大教堂，間接地使這座神殿逃脫了被拆
毀的厄運，得以較完整地保存了下來。18世紀時曾大規模修
復。今日，除了殿頂與殿內的保藏外，內殿的32根柱子依然
佇立。後來，在協和神殿的周圍崖壁上，早期的基督徒築造了
露天墓穴，並在崖壁的附近築建了一大片的地下墓穴。（Pa-
leochristian Byzantine Necropolis）

海克里斯神殿（Tempio di Ercole）
（Temple of Hercules）

海克里斯（Heracles 或 Hercules）是希臘神話裡的大力士
，因此這個神殿又稱為“大力士神殿”。海克里斯神殿是神殿
谷的諸神殿裡最古老的一座，約建於公元前六世紀。在天時與
人為的破壞下，這座神殿已大部分被摧毀了。這座曾經與宙斯
神殿齊名的大神殿，原有38根大柱，現祗剩下了八根。目前
遺址上已經看不到神殿了，祗留下一尊複製的巨人像及祭祀台
。殿內原有的海克里斯像，現保存於博物館內。海克里斯神殿
先是在迦太基人入侵時被搶掠焚燒，後來又被基督教的統治者
強行拆除，石塊用去築建港口與教堂。歷史上，新的統治者往
往也成為舊文物的破壞者，古今中外皆然。今日在現址上祗剩
下了一堆黃土與那尊複製的石巨人像。

宙斯神殿（Tempio di Giove Olimpico
）(Temple of Olympian Zeus)

宙斯神殿是古希臘所建最大的一座未完成的多立克式神殿
。關於神殿築建的年代，歷史上沒有明確的記載。據推測，可
能是為了慶祝公元前 480 年在西西里島上的阿克拉伽斯
（Akragas）與敘拉庫薩（Siracusa）希臘城邦，在擊敗迦太基
人之Himera戰役而建，且用的是迦太基的俘虜敗兵之勞役。
公元前406年迦太基人再度入侵時，神殿之建築工程因以中斷
。18世紀時，此座未完成的大神殿成為築建Empedocle港口防
波堤的採石場。今日所見之遺址上，約有原神殿15%的建材，
有一個大石台剩了下來。石台上面有倒下來的石柱與巨型的石
塊。石塊上有明顯的馬蹄型快口。據說當時在蓋宙斯神殿時，
已可利用簡易的起重器及馬蹄型的鉤子將石塊吊起來了。

宙斯神殿佔地甚廣。全殿由小石塊砌成，殿長11,270米，
寬5,630米，高20米相當於今日一個可以容納42,000觀眾的足
球場。這座巨大的多立克式神殿的前、後兩面各有7根大柱，
兩邊各有14根，它坐落在一個長方形4.5米高的平台上。從地
面進入神殿需走一段石階。單從遺留下來的巨大石階，便不難
窺見神殿之超級宏偉了。大殿的前面還有一座巨型的祭祀台。

我們在神殿谷的高地上一一參觀了這四座神殿的遺跡，遠
遠地看到三四根豎立的巨柱。那是卡斯特與婆魯斯神殿
（Tempio di Castore e Polluce）的遺址。卡斯特（Castore）與
婆魯斯（Polluce）是希臘神話裡天神宙斯（Zeus）的一對雙生
子，又合稱Dioscuri。所以這座神殿又稱為雙子星神殿。神殿
原有34根立柱，1836年，這座已經倒塌的神殿被發掘了出來
。被發掘後，考古學家將殘存的三根石柱豎立了起來。20年
後又豎立了第四根。

艷陽天裡，晴空無雲。一片寶藍色的天空下，土黃色的古
神殿殘跡益顯出其凜然孤傲之氣。望著那一根根歷盡滄桑的巨
形石柱，與四周的碧茵野花，怎不令人感到人生之短促與四時
之無窮。神殿谷的高地上, 除了杏仁與橄欖樹外，還有那一叢
叢比人還高的仙人掌樹。正好是仙人掌開花的季節，那一團團
鮮黃橙紅的花朵，真是美不勝收。神殿谷內有好些團隊，但因
范圍很寬廣，沒有擁擠的感覺。大家可以悠然信步前行。微風
輕拂面，小鳥樹上鳴，周圍是那樣地恬靜，祥和。黃土地面上
還看到許多座現代的巨型塑像。有青銅像，有石膏像，有立有
臥，有正有斜。它們與廢墟古跡成為強烈有趣的對比。據地陪
說這些是一位西西里島上的藝術家的作品，在神殿谷內露天展
覽一年。我們正是躬逢其盛。

西西里行之六：阿格里真托之神殿谷
夏曙芳夏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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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ient services to farmers, said Bai Chengyu, 
secretary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Microfinance. 
He added that financial products offered by internet 
companies haven’t shown an actual benefit to rural 
production. And it will be a more effective way to help 
farmers by encourag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offer 
new services using new technologies. (Courtesy http://
www.caixinglobal.com/2017-02-08/) 

Commission. This year’s policy put an emphasis on 
those efforts in rural areas.
The Sunday document outlined the major works and 
reform agenda for China’s rural area and agriculture 
sector this year. It is the 14th year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dicated the annual policy to rural 
development.
The document highlighted reforms in the rural 
financial system by offering more diverse and 

by 71% in 2015 compared with a year earlier to 6,000, 
and the total money involved rose by 57% in 2015 
to about 250 billion yuan ($36.5 billion).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6, about 2,300 illegal fundraising cases 
were filed.
The internet has been increasingly used as the platform 
for financial scams under the cover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In late 2015, the government closed Ezubo, 
a peer-to-peer lending website that investigators said 
swindled 900,000 small investors out of more than 
50 billion yuan through a Ponzi scheme. Twenty-one 
people running the site were detained,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The Beijing Times newspaper reported last year that 
an investment company in Henan collected nearly 200 
million yuan from more than 4,000 rural households 
with fake P2P investment plans in an apparent Ponzi 
scheme.
This year’s policy for the first time called for a 
crackdown on illegal fund-raising and financial fraud 
in rural areas.

Since last year, the State Council, China’s cabinet, 
has initiated a nationwide campaign to better regulate 
internet finance and clamp down on financial fraud, 
said an official at the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each item was grown.
“The biggest headache for the agriculture sector today 
is information asymmetry,” Wei Junzhong, designer 
of ZOME corn trading app, said. Apps harnessing big 
data could solve issues of transparency in the food 
supply chain, in a country where concerns about tainted 
produce still weigh heavily on consumers’ minds.

Expectations are high for how big-data analytics can 
change China’s agriculture sector. But the technology, 
and the companies that offer it, are still in their infancy.
“At least 70% of companies offering big data services 
in agriculture don’t actually have enough data at the 
moment. It’ll take them another two or three years to 
collect all the data they need,” Xue said.
Additionally, big data service providers face an uphill 
task convincing more traditionally minded farmers to 
abandon their existing methods. It doesn’t help that the 
quality of farm management apps available today is 
inconsistent. Farmers have complained that some apps 
are impractical to use, or “don’t help very much” to 
raise farm productivity.

Asparagus farmer Lin looks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agriculture apps can provide even more detailed, 
dynamic monitoring of crop conditions, including 
factors like soil pH and salinity.
The real key to improving crop quality i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soil,” Lin said.
Other industry insiders say Chinese companies need to 
provide one-stop comprehensive platforms in order to 
be of real use to farmers. The agricultural model of the 
future will integrate information on numerous factors 
as diverse as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warehousing 
and logistics, and provide links to third-party services 
like agricultural loans, insurance, and futures trading, 
former Monsanto China executive Liu Shi said.
“U.S. companies like Monsanto and Cargill are 
already aware of this, and are racing to perfect this 
system,” Liu said. (Courtesy http://www.caixinglobal.
com/2017-02-23/)

(Beijing) — Worried about an increase in financial 
fraud that is often directed at unsophisticated rural 
areas, China is urging banks to offer more internet 
and mobile-based financial products to farmers while 
pledging to combat financial scams.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sued a policy statement Sunday 
subtly modifying last year’s wording on developing 
internet finance in rural areas. While last year’s call was 
to develop internet and mobile-based financial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this year’s document emphasized the 
rol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y encouraging banks 
to use internet technologies to provide microloans, 
payment services and insurance to farmers.
The changes come as concerns rise over widespread 
financial fraud targeting the rural population. Many 
of the schemes involve online wealth planning and 
investment products that promise quick returns and 
low investment thresholds through internet platforms 
such as peer-to-peer (P2P) lending.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the 
number of illegal fundraising cases overall increased 

Dabeinong Technology Group Co. Ltd., introduced 
the Zhulianwang (literally, “Pig Network”) platform 
in May 2015. The platform combines services like an 
online hog market, epidemic alerts and a mobile “pig-
rearing assistant” app. Zhulianwang’s network now 
covers about 12,000 farms across China, or a total of 
nearly 20 million pigs.
Zhulianwang’s mobile app can give farmers real time 
updates on sows’ fertility status, predict when pigs will 
be fully grown and ready for slaughter, and tell when 
a litter is due to be delivered, or weaned. If pigs fall 
ill, farmers can send queries via Zhulianwang to online 
veterinarians.
Zhulianwang uses location data from individual 
queries to form a map of regional disease trends, and 
when the volume of queries from a particular location 
reaches a certain level, the platform issues epidemic 
warnings.
At the moment, about 60% of the data Zhulianwang 
collects comes from users manually submitting 
information. But data collec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automated. For example, Nongxin 
Hulian recently introduced an ultrasound scanner that 
seamlessly collects data whenever farmers use it.
A major aim of Zhulianwang is to help farmers raise as 
many pigs as possible.
“We found that pigs were being bred very inefficiently, 
and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as that farmers lacked 
information,” Nongxin Hulian President Xue Suwen 
said.
Farmers traditionally decide when to wean and 
breed pigs based on their personal knowledge of 
pig physiology, but that’s no match for the precise 
algorithms services like Zhulianwang uses.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 farms using Zhulianwang produced 
two more “growers” (the industry term for weaned 
pigs) for every sow in 2016,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It’s not just farm management practices that are 
being transformed. Zhulianwang also offers financial 
services to farms, traders, and slaughterhouses. Being 
able to access vast quantities of data on livestock 
means lenders can assign more accurate credit ratings 
to businesses in the pork industry, Xue said.
Increasingly well-educated young farmers and 
agribusiness owners are eagerly adopting high-tech 
services like Zhulianwang and Nongyan, which is 
owned by Guangzhou-based AirAG Technology Ltd.
An executive at agricultural data startup Hua Nong 

Tian Shi Technology 
Co. Ltd. told 
Caixin that many 
of the customers 
she encounters are 
second-generation 
farmers who have 
returned to their 
home provinces to 
work in agriculture 
after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and who 
are willing to invest 
more in efficiency-
raising technology.
Another factor is the 

When Lin, an asparagus farmer in Guangdong 
province, wants to check on his crops, he pulls out his 
smartphone. An app called Nongyan (Mandarin for 
“farming eye”) sends him readings from sensors in his 
fields.
If he notices the soil temperature climbing higher than 
28 degrees Celsius, Lin, a former engineer, responds 
by misting his plants to make sure their roots stay 
moist.
“Asparagus is a thirsty crop,” he explains.
Lin is one of many Chinese farmers who now depend 
on big-data analytics to manage their farms.
“From selecting seed varieties, determining planting 
density, to pest and disease control, effective fertilizer 
use, harvesting, and storage, farmers make 40 to 50 
major decisions each year, and these decisions all 
shape the farm’s eventual output,” said Gao Yong, 
president of Monsanto China.
These decisions, thanks to a growing interest in big 
data, are increasingly being based on algorithms rather 
than human experience.
This change is driven by a combination of top-down 
reforms, increasingly well-educated young farmers, 
and agriculture companies sensing a gap in the market.
Pig Data
In China’s massive pork industry, data-driven livestock 
management has been gaining popularity.
Beijing Nongxin Hulian Technology Co., Ltd., 
the tech subsidiary of agriculture giant Beijing 

increasing circul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China. 
Farmland in China is owned by the state, and those 
who have the right to work the land cannot always 
transfer this right at will. Bu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in recent years relaxed restrictions on rural families 
leasing out their land use rights, which means it’s now 
easier for large-scale farms to consolidate land and 
expand operations.
“After the right to cultivate the land has changed hands, 
the new users of the land aim to maximize profit, and 
cut costs, so they need precision,” said Yi Binghong, 
CEO of AirAG.
For companies providing big-data services, the 
motivation is often simply to grow their main 
businesses.
“We sell pig feed, so if pig farmers breed their animals 
more efficiently and do well, we’ll be able to sell more 
feed,” Nongxin Hulian’s Xue said.
Wen Han Qiuzi quit a research position at a Canadian 
government agency in 2014 to found Hua Nong Tian 
Shi in Beijing. At the time, most of the provincial 
authorities and farmers she spoke to thought that big 
data was a nice idea, but an abstract one far removed 
from the reality of their own lives. Bu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13th Five-Year Plan, released in 2015, 
brought big data to the forefront as a real, practical way 
to reform the country’s agriculture sector, Wen said.
In late January, China’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nounced its intention in 2017 to encourage the 
integration of big data analytics into four main areas: 
planting, protected horticulture, livestock breeding, 
and agriculture.
Room for growth
Consumers are also a major reason for the move toward 
big data in agriculture. Chinese consumers today ar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Yi said. Allowing consumers to access data collected 
about crops in the field can “help them quickly judge 
the pros and cons of each product.”
Zhu, another Guangdong farmer, has an orchard with 
over 1,000 pomelo trees. His main reason for using 
Nongyan is so that “consumers can understand how 
exactly our pomelos are grown, and know that our 
fruits are safe to eat,” said Zhu.
Growers using Nongyan can tag their produce with 
QR Codes, which consumers can then scan using 
smartphones to access information on where and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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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s to inspect rural health insurance funds to 
combat fraud, according to the top health authority. 
Some individuals have forged invoices to swindle fund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Big-Data Technology Takes Root In China’s Farms

China Vows Crackdown On Financial Fraud In Rural Areas

A 24-hour online monitoring camera is stationed 
in an agriculture cooperative in Dexing, Jiangxi 
province, in September 2015. Chinese farmers are 
increasingly relying on big-data analytics instead of 
personal experience to manage their farms. Photo: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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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Farmers Now Making Crop Decisions With High-Tech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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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宏揚和傳承中華文化博大精深
中國少林六合門掌門人李國忠周日辦健康講座

（本報記者秦鴻鈞）中國少林六合門掌門人，
中國少林秘功創始人李國忠大師，為宏揚和傳承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於周日（3 月 5 日）下午三時，
在中國城「錦江酒家」舉辦「健康講座」。在傾盆
大雨不斷中還吸引了五十餘人冒雨前往聽講，當
天現場立即有十餘人在會後決心找李大師治病及
學習。當天的演講會，由「 全美華人協會」 會長
喬鳳祥教授主持，會中還有李大師的病人家屬胡
恩剛先生當場做見證，他的太太眼睛瞎了八年，
被李大師治好的。足見李國忠大師「少林秘功」醫
術之驚人。李大師的幼子李永傑，也在會上表演「少
林六合門短拳」及「武松刀」，精湛的武藝令全場
嘆為觀止，報以如雷的掌聲。

李國忠教授祖籍天津 , 出生於上海 ,7 歲開始
隨著名武術家劉德生老師學習少林六合門武功 ,
劉德生老師是少林六合門代表人物 , 曾擔任國術
館最後一任館長 , 武功和醫術雙雙精絕。李國忠

16 歲時在繼承劉老師武功同時 , 接受了老師秘傳
的秘籍，全面繼承劉老師衣缽 ,18 歲時就代替老
師教拳、行醫 ,26 歲時被立為少林六合門掌門人。

有著深厚武術功力的李國忠 , 在繼承劉老師
醫術的基礎 , 潛心鉆研中醫理論 , 創新發展 , 創
立了“傳統武術運動健康療法”。這一療法具有不
服藥、不開刀、不用針劑、不使用針灸的特點 , 治
癒後患者不留後遺症 , 無副作用 , 療效神奇 ,令人
難以置信 ! 藝術大師劉海粟的夫人夏伊喬藝術館
長在 80 歲的時候不幸患上了老年癡呆症和癱瘓
症 , 李國忠先生以“武術健康療法”使其頭腦清醒 ,
又逐漸使她對自由活動抱有樂觀的心態 , 恢復了
她的獨立走路的能力。不僅在中國有諸多治愈疑
難雜症的成功病例 , 李國忠還將自己的“武術健
康療法”成功地運用到世界其他國家的病癥患者
身上並贏得好評。泰國皇叔癱瘓多年不能站立 ,
更無法走路 , 日常生活還需要 24 小時循環供氧 ,
不能生活自理 , 李國忠先生同樣 以此“少林秘功”,
不僅使其站了起來 , 同時也讓他可以獨立自主的
四周活動 ; 另外 , 沙特阿拉伯駐中國大使館大使
馬達林先生的嶽父七十多歲了, 其雙腿不能行走 , 
膝關節紅腫 , 天天疼痛 , 各處求醫都沒能治好他
的病 , 經李國忠先生用了“少林秘功”後 , 他可以
扔掉拐杖走路 , 狀態好的時候 , 小跑一段也不在
話下。這樣的醫案不勝枚舉。 

“少林秘功”的最大特點：病人不需服藥、不
注射針劑、不開刀、不使用針灸的前提下，采用“少
林秘功”中的內氣功發功療病和防病的，對待復
雜困難病情時不按書本上的老路走，而是按自己

創新，突破的走“經”外奇穴、“經”外奇“經”，再
靈活的回歸到十四經絡使病情得以緩解和康復！
所以對患病的男、女、老、少都適用，而且收費也
按病情合情合理的對困難者還可以照顧，因此，
患者不必操心。

李大師提到一位腦溢血患者手術和治療後，
經醫院和西方專家教授會診，下的結論是“就是
醒了也是植物人狀態，永遠不會有知覺了！”的斷
語，劉麗婧被判了死刑。事情是這樣的：出生在中
國江西的美國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的留美女博士
劉麗婧，在 2009 年學校宿舍突發腦溢血，經德州
沃斯堡市哈裡斯衛裡公會醫院搶救和治療三個月
後，由醫院和專家教授會診得出以上結論。2010
年 9 月 9 日劉麗婧經介紹由他父母陪同來到中國
上海李國忠教授的特許培訓基地保健部，由李國
忠教授本人對她運用了四個月的“少林秘功”後，
劉麗婧康復了，這徹底推翻了以上錯誤的結論！
她的這一康復不僅僅是解決了劉麗婧一個人，更
重要的是向類似的，大多數無希望的患者，亮起了
“有希望康復的綠燈”，為中國中醫方面的武醫“少
林秘功”在世界醫學史上增添了光輝的一頁。

除此之外，李國忠大師還被北京「 中華文化
委員會」為即將出版的「 踐行者 ---- 時代楷模 
」大型紀實人物書籍選為封面人物及名譽顧問，
以表揚李大師個人成就及對中華文化傳承與發展
中所做出的突出成績與貢獻。當天，還介紹了幾
位李大師已治好的幾位癱瘓病號，以及克林頓• 
希拉蕊的姻親伯父拜他為師的經過，證明中國的
＂內功秘笈＂已受到全世界人的肯定，也堅定了李 大師「為世界人民健康服務」的信心與信念！

美籍亞裔人士癌症主要死因 - 對肺癌的瞭解進展 1
•早期診斷和生物標記檢測對肺癌治療很重要
•Facelungcancer.com 網站有中文、韓文和越南文版本，
是亞裔人士獨一無二的肺癌線上資源。

過去幾年以來，肺癌診斷和治療有了重大進展。肺
癌是美籍亞裔族群的第一大癌症死因 1。東南亞裔罹患
肺癌的比例比整體人口高出 18%2。華裔肺癌死亡率最
高，越南裔肺癌發病率則在所有亞裔中最高。2

一般來說，較晚期確診肺癌 ( 第三和四期 ) 的病人
存活率不佳，但較早確診的病人預後通常較理想。科學界
在了解肺癌的生物學和基因差異方面有很大的進展。科
學家透過研究腫瘤 DNA，已經能夠查出不同基因突變 
( 或基因改變，也稱為生物標記 ) 引致的特定肺癌類型。 

因為對這類突變有進一步的了解，醫生現在可以提
供更詳細的診斷，有助於判定最適合個別非小細胞肺癌 
(NSCLC) 病人的療程。這就是所謂的「個人化治療法」，
一開始先做生物標記檢測，理想情況是在病人剛被診斷
患有肺癌後就進行。生物標記檢測可由腫瘤科醫生或胸
腔科醫生囑咐，需要做腫瘤活組織切片檢查。

貝勒醫學院醫學系血液腫瘤組助理教授張軍醫師
指出，「如果確診罹患肺癌，病人應該立即向醫生查詢有
關生物標記檢測的資訊，幫助確定其肺癌是否有基因突
變，這樣才能接受適合的治療」；「生物標記檢測對亞裔
族群意義尤其重大，因為這個族群有太大比例的人受到
肺癌影響。」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Inc. 
致力幫助亞裔族群了解肺癌，因此開發了線上資源 – 
FACELungCancer.com，透過這個網站提供肺癌、生物
標記檢測和治療選擇方面的資訊，網站有英文版本，以
及中文、韓文和越南文三種亞洲語言版本。 

檢測可提供關鍵資訊 
過去幾年期間，癌症基因研究獲得許多進展。現在

許多醫生都會檢測兩種生物標記，分別是表皮生長因子
受體 (EGFR) 突變和間變性淋巴瘤激酶 (ALK) 突變。事
實上，高達 50% 的亞裔肺癌病人是因為 EGFR 基因突變
引致癌症，與吸煙無關 3，相較之下，整體人口 EGFR 突
變的比例為 10-15%4。至於 ALK 突變，亞裔和整體人口
的發生率類似，大約 2-7%4。病人是否有 

EGFR 突變，是決定最適合病人的治療選擇時的關
鍵因素。遺憾的是，在 Boehringer Ingelheim 委託進
行的全球問卷調查中，受訪的美國腫瘤科醫生回答，超
過三分之一的 NSCLC 病人做治療決定時都不曉得自己
是否有 EGFR 突變。 

張軍醫師指出，「被診斷患有肺癌的病人，一定要曉
得自己是否有肺癌突變，如果有的話，也一定要透過生物
標記檢測查明是哪種突變」；「及時和適當的生物標記檢
測結果，可讓醫生在知道更多資訊的情況下提供病人診
斷結果，也有助於決定適合病人的抗癌治療方法。」 

風險因素和症狀

肺癌可以由遺傳因素、生活方式、環境因素和基因
突變引起。肺癌基因突變 ( 例如 EGFR 或 ALK 突變 ) 並
非來自父母遺傳，而是在出生後才出現的。常見引致肺癌
的環境因素包括吸煙 ( 一手煙或二手煙 )、石棉和接觸到
氡氣 5。有關肺癌最大的誤解包括吸煙是唯一病因，但我
們現在知道，在所有亞裔肺癌病人中，半數是因為 EGFR 
突變才患有肺癌 3。

肺癌的徵兆和症狀可能經過幾年才會出現，而且經
常會與流感或支氣管炎等較不嚴重的病況混淆。慢性咳
嗽可能是肺癌早期症狀。其他症狀可包括：咳血或紅棕色
痰，呼吸短促，肩膀、背部、胸部或手臂疼痛 / 痠痛，聲音
嘶啞和 ( 或 ) 聲音改變，以及反覆發生肺炎或支氣管炎。
有各式各樣的診斷檢測可用來確認或排除肺癌診斷。剛
開始會進行一般檢驗，接著再做若干額外檢測。 

治療選擇 6
根據肺癌期數和類型，病人有多種治療選擇可獨立

使用或合併使用，其中可能包括外科手術移除癌症、放射
治療、化療和口服標靶藥物治療。口服標靶藥物的作用
是擾亂癌細胞繁殖所必需的特定蛋白質，進而阻斷癌細
胞生長和擴散。化療可能同時消滅健康細胞和癌細胞，
而標靶療法則是集中對抗癌細胞，比較不會損壞正常細
胞。

張軍醫師表示，「確診肺癌後立即進行生物標記檢
測，醫生就有機會找出適合病人特定癌症的治療方案」。

這種針對特定肺癌進行個人化的治療法，幫助病人更有
機會戰勝特定癌症。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Inc. 簡介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Inc. 總部設
於康乃狄克州里奇菲爾德 (Ridgefield)，是 Boehringer 
Ingelheim Corporation 在美國最大的分公司。
Boehringer Ingelheim 位居全球 20 大藥廠之列，企業
總部設於德國殷格翰 (Ingelheim)，在全球 145 家聯屬
機構有約 50,000 名員工。自 1885 年創立後，此家族企
業深耕人類醫學和動物醫學領域，持續研發、生產與行
銷新的治療方式。
Boehringer Ingelheim 致力為病人和家屬改善生活，
提供重要的服務和支持。我們的員工擬定並參與強化群
體的計劃。如欲進一步了解我們如何讓更多人更健康，請
瀏覽我們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在 2015 年，Boehringer Ingelheim 銷 售 淨 額 達 約 
158 億 美元 (148 億歐 元 )。研發 支出佔銷售淨 額的
20.3%。
如 欲 查 詢 更 多 資 訊， 請 上 網 www.boehringer-
ingelheim.us， 或 請 關 注 我 們 的 Twitter 帳 號 
@BoehringerUS。

圖為李國忠大師（中立者）周日在「錦江酒家」茶會上
演講盛況。（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李國忠大師（右）在會中介紹其幼子李永傑（左）
已拿到數十個國際功夫金牌。（記者秦鴻鈞攝）

李大師的病人家屬胡恩剛（左）現身說法，他的夫人
（右）眼睛失明八年，被李大師治癒。（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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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中華學人聯誼會於上周六
（ 三月四日） 晚間假座休士頓Royal Sonesta Hotel 舉行第六十
三屆獎學金頒獎典禮。典禮依序為傳統舞獅帶領下進入會場，並
享用一頓豐盛的晚宴。晚宴上由兩位得獎學生劉雲鵬表演小提琴
，萬詩嘉表演中國舞。 「台北經文處」 也由黃敏境處長，何仁

傑組長代表出席典禮，坐在貴賓席。
中華學人聯誼會現任主席陳德萊（ Terry Chen）先生。

餐會主席及副主席是陳美仙女士（Mrs. Faye Chin ) 和江麗梨
女士（ Mrs. Peggy Lum ), 大會司儀是朱群燕女士（Mrs. Rog-
ene Gee Calvert )。陳德萊會長首先致詞，介紹中華學人聯誼

會成立於1950 年，一向以＂專業＂，＂服務社區＂和
＂聯誼＂為宗旨。中華學人聯誼會獎學金組會長 Dr.
James Tang介紹該會自1953 年開始，頒發獎學金給大休
士頓地區的高中應屆畢業生。到目前為止，已頒發出四
百多項獎學金及助學金。獎金的總數已超越四十五萬元
。本屆大會頒發十五個學術及助學獎學金，總額達三萬
五千元。

當晚首先頒獎以表揚多位社區人士及熱心公益的社
區企業。其中包括：

Titian Management 獲頒＂企業影響獎＂（Corpo-
rate Impact Award ),由其負責人高裕翔及吳敏儀夫婦接
受。

蔡以中先生及夫人獲頒＂金榜服務獎＂（ Golden
Service Award )。

Mrs. Judy Gee Chung 獲頒＂社區服務獎＂（Commu-
nitybService Award )。

今年的十五位獎學金及助學金得獎者為：Shunning
Liu ( 劉書寧）； Austin Zhang ( 張耀天 ); Jefferson Ren （
任書銘 ）； Irena Wan ( 萬詩嘉）； Michelle Tang ( 唐士

欣 ）； Yang Karen Tai ( 邰陽 ）； Erica Lee ( 李孝芸 ）；
Yuming Ren ( 任雨茗 ）；Richard Liu ( 劉雲鵬 ）； Sophia Li (
李子檀 ）； Kevin Rao ( 饒凱文 ）； Grace Yu ( 余天使 ）；
Crystal Ko （ 柯德蓓 ）；Sophia Chang ( 張月瑩 ）； Katherine
Lee ( 李家瑜 ）； Alaina Lam ( 林珊珊）等人。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亞悅三重奏於上周六
在聖湯瑪士大學的Cullen Recital Hall 為您帶來歡喜
樂章-作曲家石青如獻給摯愛台灣的鉅作 “生命的
頌歌”! 透過不同樂器的心絃共鳴, 表達人們對大自
然, 生命, 萬物的讚嘆而獲得生命的啟示. 搭配著石青
如博士歌頌生命與母土的美麗樂章, 亞悅三重奏特別
邀請來自加卅的國畫家陳筱瀾女士，在現場做即席
水墨畫創作, 是想接近台灣的朋友最不願錯過的音樂
會。

本次慶祝世界新生命的樂集還包括鋼琴才女克
拉拉舒曼身懷六甲時寫的鋼琴三重奏, 及作曲家圖里
納 (Joaquín Turina) 詼諧而充滿驚奇的西班牙風情.
此外甫獲2017年Houston Young Artist殊榮的亞悅三
重奏青少年團也將參與演出具有年輕活力的法國浪
漫作曲家拉羅的作品.

休士頓中華學人聯誼會第六十三屆獎學金頒獎典禮
上周六晚舉行，頒發熱心公益人士及15 位獎助學金得主

亞悅三重奏音樂會上周末舉行亞悅三重奏音樂會上周末舉行，，透過不同樂器演奏透過不同樂器演奏
作曲家石青獻給摯愛台灣的鉅作＂生命的頌歌＂作曲家石青獻給摯愛台灣的鉅作＂生命的頌歌＂

圖為休士頓中華學人聯誼會今年頒發的十五位獎學金及助學金得圖為休士頓中華學人聯誼會今年頒發的十五位獎學金及助學金得
獎者合影獎者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蔡以中先生蔡以中先生（（左一左一））及夫人及夫人（（左二左二））獲頒＂金榜服務獎＂獲頒＂金榜服務獎＂（（ GoldenGolden
Service Award )Service Award )。。旁為旁為CPCCPC 主席陳萊德先生主席陳萊德先生（（ 右二右二）） 及副主席陳美仙及副主席陳美仙
女士女士（（ 右一右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