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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預告

美南國際電視 STV 獨家越洋連線吳
敦義 完整將在休士頓論壇播出
美南國際電視 STV15.3 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繼日前越洋
訪問國民黨黨主席參選人韓國瑜獲得迴響﹐4 月 13 日(周四)
晚間 9 時﹐再度越洋連線同是參選人的台灣前副總統吳敦
義﹐由美南著名政論主持人常中政主持﹐美南新聞董事長李
蔚華也參與提問﹐讓吳敦義談談參選
原委與國民黨走向﹐完整內容播出將
在下周四休士頓論壇﹒
KVVV

黃永瑞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省下平均$480！＊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還有適合的保障
！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向更好邁進 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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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
2010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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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晚晴天
盛夏晚晴天》
》
商戰題材都是偶像劇 中文發音英文字幕播出

內容介紹﹕
內容介紹
﹕盛夏晚晴天是一部 2013 年首播的

劉愷威同時擔任該劇的制片人﹒
劉愷威同時擔任該劇的制片人
﹒全劇講述了

威戀情公開後合作的首部電視劇作品﹐
威戀情公開後合作的首部電視劇作品
﹐同時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
﹕周一至周五下午 2 時至 3 時首播
時首播﹐
﹐

中國大陸商戰題材都市偶像劇﹐
中國大陸商戰題材都市偶像劇
﹐改編自女作

富家千金和花花公子為了各自的目的結為聯

也是兩人繼電視劇《如意
如意》
》和電影《HOLD 住

周二至周六凌晨 4 時至 5 時重播
時重播﹐
﹐敬請關注收

愛》後的第三次合作
後的第三次合作﹐
﹐

看﹒

在經歷險惡的商業鬥爭的同時﹐
﹐兩人逐漸
家柳晨楓的同名網絡小說﹒
家柳晨楓的同名網絡小說
﹒由劉愷威
由劉愷威﹑
﹑楊冪
楊冪﹑
﹑ 盟﹐在經歷險惡的商業鬥爭的同時
暗生情愫的故事﹒
﹒作為劇中主演楊冪和劉愷
吳建飛﹑
吳建飛
﹑梁又琳
梁又琳﹑
﹑王驍
王驍﹑
﹑樊少皇等人領銜主演
樊少皇等人領銜主演﹐
﹐ 暗生情愫的故事

《美國之音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新數據顯示美國經濟持續走強 二季度會更好

密西根大學公布的數字印
證了美國另外一家消費信
心調查機構﹑紐約會議委員
會上月底公布的 3 月份數
據﹒會議委員會說﹐3 月份
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大幅增
長到 125.6 點﹐達到 2000 年
12 月以來的最高點﹒這兩
個機構的數據證實﹐美國消
費者信心已經恢覆到美國
經濟擴張時期的水平﹒
消費者對經濟前景樂觀往
往意味著他們花錢的意願
的增強﹐因此許多分析師估
計﹐二季度的消費者支出會
呈現增長的趨勢﹒
美國勞工部周四公布的上
星期首次申請失業補貼的
圖為美國亞特蘭大一家房屋建材連鎖店 Lowe 的一個商店
的一個商店﹒
﹒
人 數 減 少 了 1000 人 ﹐經 季
【VOA】周四美國出台多項經濟數據﹐涉及消費者信心﹑就業市 節調整的數字為 23.4 萬人﹐已經非常接近 2 月份達到的 22.7 萬人
場﹑物價等諸多領域﹒這些數據顯示﹐美國經濟在持續走強﹐下季 的 44 年最低點﹒
度增長力度可能會超過上季度﹒
這項數字低於 30 萬就意味著就業市場處於健康狀況﹒到目前為
美國密西根大學報告說﹐消費情緒指數四月份繼續提高﹐從 3 月 止﹐該數字已經連續 110 個星期處於 30 萬之下﹒統計顯示﹐這是
份的 96.9 提高到 98﹐超過了經濟學家預測的 96﹒與去年同期相 1970 年以來該數字連續保持在 30 萬以下的最長的一段時間﹒目
比﹐這項指數提高幅度超過 10%﹒
前的失業率是 4.5%﹐
已經接近充分就業的水平﹒

上周五﹐勞工部報告說﹐美國非農業部門的新增就業機會只有 9.8
萬個﹐大約只有專家普遍預測的 18 萬的一半﹐令市場十分失望﹒
但是從星期四出台的數據來看﹐3 月份就業疲軟很可能只是因為
天氣突然轉冷的臨時因素所致﹒隨著天氣回暖﹐就業市場應該會
延續今年 1﹑2 月份的增長勢頭﹒也有一些分析師認為﹐勞工部將
會對三月份的就業數據進行上調﹒
不過﹐就業市場緊張必然會引起通脹上漲﹐促使美聯儲進一步收
緊利率﹒勞工部周四報告的最新的生產者價格指數似乎加強了
這種判斷﹒3 月份﹐生產者價格指數﹐也就是批發層面的商品價
格﹐輕微下滑了 0.1%﹒不過﹐分析人士指出﹐從更長的時間看﹐生
產者價格指數上漲的趨勢非常明顯﹒從去年 8 月以來的八個月
中﹐有七個月都在增長﹒從去年 3 月到今年 3 月﹐這項指數增長了
2.3%﹐
這是 2012 年 3 月以來的最大增幅﹒
專家們預計﹐美聯儲將在六月份再次加息﹒美聯儲上次加息是在
3 月 15 日﹐預計今年加息三次﹒但是﹐如果通脹上漲勢頭超過預
期﹐
美聯儲已經表示﹐
加息次數有可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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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特約版

星期日

2017 年 4 月 16 日

Sunday, April 16, 2017

B3

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華盛頓特區不得不去
華盛頓特區
不得不去的旅遊景點大盤點
的旅遊景點大盤點（十三）——博物館篇（6）

美國新聞博物館
美國新聞博物館在華盛頓眾多的博物館中是非
常新的一座，卻極為知名，在美國新聞業界擁
有非常高的學術地位，且由於其館藏著大量豐
富的新聞資源，甚至每天都展示著來自全球 80
多個國家 800 多份報紙的頭版，所以擁有著極
為廣泛的社會影響力。
位於華盛頓特區的這座美國新聞博物館開館於
2008 年 4 月 11 日，事實上新聞博物館的前身曾
位於維吉尼亞州，該館從 1998 年開館至 2002
年閉館，在 5 年時間裡為新館的落成打下了良
好的口碑。據稱，目前的新聞博物館是之前舊
館的三倍，耗資 4.5 億美元建造，博物館整體
外觀幾乎全部由玻璃窗構成，共有 7 層，充滿
現代感，並且彰顯出媒體“窗口”的意義，內
部也設計了眾多的多媒體互動儀器、電視屏幕
等等，堪稱世界上斥資最昂貴的博物館之一。
整個博物館內部就彷如一張報紙，游客可以如
體驗報紙閱讀一般，將博物館從左至右進行參
觀。
新聞博物館共設置有 14 個展廳，囊括新聞歷
史變革、傳播手段發展、世界領域趨勢和重大
事 件 報 道 等 多 種 內 容 ， 擁 有 10 萬 字 展 品 說

明、3.5 萬份報紙頭版、3800 張展示
圖片、24 個互動項目、15 個錄像播
放廳和兩個電視節目錄制工作室等
等。其中最不容錯過的是一樓大廳的
普林策獎圖片展廳、面積最大的新聞
歷史展廳、新聞制作示範展廳等等。
館內還對諸多歷史重要事件和新聞從
業者進行了紀念，如刻有 1843 名記
者名字的玻璃紀念碑、擁有全球 127
份報紙頭版報道“9.11”事件的展廳
等等，還有一座體驗記者報道歷險的
思維影院，都可以讓您對新聞行業產
生不同的了解和認識，也是小朋友們樹立興趣
愛好、培養新聞敏感性的好選擇。
TIPS：
與其他免費的博物館相比，新聞博物館可謂華
府比較貴的景點，成人票價高達 25 美元，6 歲
以下兒童是免費的；不過雖然票價很貴，但新
聞博物館為您提供了兩日通票的政策，您只需
購買一次門票，便可在次日再次入館參觀則無
需額外的費用；博物館非常明確地指示您從博
物館商店旁的電動扶梯向下乘前往中央大廳層
開始您的瀏覽；博物館六層的露台可以觀賞到
賓夕法尼亞大街的全景，這座堪稱特區最美的
大道是歷屆總統就職游行的重要場地；另外小

編還不得不善意地提醒您，如果您決定將新聞
博物館作為游覽的一站，那請千萬不要購買任
何當天的報紙哦，不然您到博物館中看到滿牆
的當日世界新聞豈不是太虧了~~
配圖：新聞博物館 1、2 來源：網絡圖片

美國非裔美國人歷史文化博物館
與其他史密森尼學會旗下的博物館比起來，位
於華盛頓特區的這座美國非裔美國人歷史文化
博物館可謂是最年輕的一員，它就坐落在華盛
頓紀念碑腳下，獨特搶眼
的外形設計已經使之成為
了華府的又一座新地標。
非裔美國人歷史文化博物
館是史密森尼學會旗下的
第 19 個 博 物 館 ， 從 去 年 9
月 24 日起正式免費向公眾
開放。顧名思義，這座博
物館追尋了非洲裔美國人
在美國這片土地上的發展
軌跡，是全美唯一專門用
來記錄和展示非裔美國人
生活、歷史和文化的國家
博物館，目的是彰顯非洲

全美各城市舒適生活年薪大曝光，
全美各城市舒適生活年薪大曝光
，華府 8 萬起
“能夠在一個地方生活”和“舒適地
在一個地方生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
全美各地，人們的年薪收入不盡相同，而
有些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普遍高於其他地區
也是不爭的事實，所以，如果想舒適地在
一個城市生活，則需要你的年薪收入達到
一定的比例。近日，由 GoBankingRates 網
站所做的一份調查就顯示出了全美諸多大
城市舒適生活所必需的年薪值，其中，要
想在大華府地區生活得舒適自在，則至少
需要年薪在 8 萬美元。
據悉，該網站將舒適生活制定出了一個開支
比例，即收入用於生活必備品：自由支配：
存款，以 50:30:20 為理想標准，根據各個城
市的比例來評選出全美舒適生活所需年薪最
高和最低的大城市排名。
根據榜單顯示，全美想要舒適生活所需年薪
最高的五座城市依次為：舊金山
（110357） 、 聖 荷 西 （87153） 、 紐 約
（86446）、奧克蘭（80438）、華盛頓特區
（80273）。其中華盛頓特區的居民需要每
年花費 40136 美元在生活必需品、24082 美
元自由支配及 16055 美元可用於存款。不過
好 消 息 是 這 一 數 字 已 經 比 2016 年 有 所 下
降，在 2016 年該網站評估在華府舒適生活

裔群體為爭取平權進行的抗爭以及
對美國社會所做貢獻。博物館開館
儀式上，當時的美國總統、也是美
國首位非裔美國人總統奧巴馬和夫
人米歇爾還曾親臨為開館致辭。
這座博物館館藏了 3 萬 6 千余件展
品，從歷史、藝術、生活、文化多
方多面展示了非裔美國人的精神和
掙扎，共擁有 8 層展區，建築成本
高達 2.5 億美元。
不得否認，這座博物館可以為許多
美國人帶來反省和思考，游客們可
以在這裡看到奴隸制時代用來囚禁奴隸的小木
屋和綁縛奴隸的枷鎖、種族隔離時期使用的火
車車廂、首任非洲裔美軍參聯會主席鮑威爾穿
過的軍裝，以及致敬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
德•金和首任非裔總統奧巴馬的特別展覽單
元。當然館內也藏有很多民眾更喜聞樂見的物
品，如籃球明星喬丹的球衣、拳王阿裡以及網
球明星威廉士姐妹使用過的物品等等。
配圖：非裔美國人博物館 1、2 來源：網絡圖
片

延伸閱讀：
延伸閱讀
：馬州百萬資產家庭比例全美居高
雖然在華府舒適生活要求的年
薪標准頗高，但這並不影響大華府
依然是許多有錢人聚居的宜居地，
而近日，根據 Phoenix 財富觀測中心
的一份報告表明，馬裡蘭州擁有百
萬資產可以用於各類投資的家庭比
例依然是全美各州中最高的。而大
華府的其它兩地，維吉尼亞州和華
盛頓特區也均在前十名之列。

至少需要年薪 83104 美元。
而全美想要舒適生活要求年薪最低的五個大
城市依次是：艾爾帕索（40393）、底特律
（42161） 、 阿 布 奎 基 （42445） 、 威 奇 托
（43644）、弗雷斯諾（44648）。
而同時，GoBankingRates 通過調查還發現，
似乎在全美，居民們生活得都不是人們想像
得那麼舒適，幾乎有將近 40%的美國大城市
居民的年薪都比舒適的比例要低一萬美元左
右。比如華盛頓特區，現在華盛頓特區居民
的收入中位數是 70848 美元，這一數字相比
該 網 站 給 出 的 舒 適 度 估 值 就 要 低 9425 美
元，看來華府的居民有很大一部分都沒能過
上舒適的生活。
配圖：華盛頓特區 來源：PATCH 網站

根據 Phoenix 的調查排名顯示，全美
擁有百萬資產可用於投資的家庭比
例最高的 10 個州分別依次為：馬裡
蘭 州 （7.55% ） 、 康 涅 狄 格 州
（7.4%）、新澤西州（7.39%）、夏
威 夷 州 （7.35% ） 、 阿 拉 斯 加 州
（7.15%）、馬塞諸薩州（6.98%）、
新罕布什爾州（6.82%）、維吉尼亞
州（6.64%）、華盛頓特區及特拉華
州（6.28%）。
此外，調查報告還顯
示，全美擁有百萬資產
可用於投資的家庭數量
比去年增加了約 4%，
從 650 萬升至 680 萬。
同時報告還指出，目前
市場上 24%的財富都掌
握在位於金字塔最頂尖
的 1%的富豪們手裡，
而 70%的普通美國家庭
只 擁 有 不 到 10% 的 財
富。
配圖：富裕家庭 來
源：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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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洋獨家連線吳敦義
休士頓論壇周四首播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
際電視 STV15.3 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繼
日前越洋訪問國民黨黨主席參選人韓國瑜
獲得迴響， 周四晚間 9 時，再度越洋連線
同是參選人的中華民國前副總統吳敦義，
由美南著名政論主持人常中政主持，美南
新聞董事長李蔚華也參與提問，讓吳敦義
從參選契機開始，談到如何打贏 2018 年國
民黨地方選舉，完整內容將在休士頓論壇
播出。
中華民國前副總統吳敦義正積極角逐
國民黨主席選舉，日前台灣媒體民調顯示
，吳敦義獲 45%黨代表支持。這次由台北
市旅遊業職業工會主席馬潮牽線，在美南
報業傳媒董事長李蔚華的積極促成下，成
就這場越洋專訪。吳敦義感謝美南僑界好

友關心台灣國內國民黨選舉情況和政經情
勢。
吳敦義針對 「參選國民黨主席原委」
、 「國民黨證所稅開徵及退休軍公教慰問
金政策不得民心」、 「洪秀柱一中同表政
策，朱立倫被迫換柱」、 「批評蔡政府不
知飲水思源，去中去蔣喪心病狂」、 「洪
秀柱一中同表背離民意」、 「國民黨主席
選舉，招收新黨員不應遭污名化」、 「國
民黨主席應大公無私，才能打贏 2018 九合
一選舉」等問題做回評論。
其中，他嚴正譴責蔡英文政府不知飲
水思源和感恩，如果沒有老蔣總統領導中
華民國打贏八年對日抗戰，哪有台灣光復
和建設台灣，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民
主成果。但民進黨卻享受成果，卻對於蔣

介石總統沒有應有的尊
重，不感恩圖報，對此
，他嚴正的譴責。
另外，他也重申
「一國兩制，或統或獨
，都為台海掀波濤，俱往矣，數當前明路
，和平最好。」兩岸最重要和平基礎應維
持在 1992 年達成的 「一中各表，九二共識
」。
最後，若他能當選， 「將做最好的準
備，做最壞的打算」，全力以赴，帶領國
民黨打贏 2018 年九合一的選舉。完整內容
將在 4 月 20 日晚間 7 時 30 分休士頓論壇播
出。

兩人連線前副總統吳敦義((左)。(截圖
兩人連線前副總統吳敦義
截圖))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左)與著名主持人常中政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
與著名主持人常中政((右)參與訪問
參與訪問。
。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美食美客東北人肉絲蕨菜、
美食美客東北人肉絲蕨菜
、酸菜魚 今晚
今晚77 時 30
30分播出
分播出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頻道 15.3 美食
廚藝節目 「美食美客」第 32 集，將由節目常客休士頓知名東北
人餐館大廚王博秀廚藝，搭配主持人翁大嘴，現場示範蕨菜炒
肉絲和酸菜魚兩道家常川菜，精彩內容，將於 4 月 16 日(周日)
晚間 7 時 30 分首播，敬請準時收看。此外，憑本文章報導到東

兩人幫觀眾品嘗美食。
兩人幫觀眾品嘗美食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北人餐館用餐，可享九折優惠，歡迎民眾踴躍光臨，品嘗
美食。
為讓觀眾能感受家鄉味，該節目常客東北人再度受邀
上節目，由東北人大廚王博，搭配擁有一手好廚藝，也非
常懂吃的主持人翁大嘴，一起給觀眾帶來四川家常菜，觀
眾一飽眼福之餘，也可以輕易學會幾道家鄉味。
首先，蕨菜炒肉絲是非常家喻戶曉的家常菜，蕨菜類
似於山野菜，切成段，沖洗一下，盡量別過水或過油，會
減少蕨菜的味道和營養價值。另外，主要食材有里肌肉、
胡蘿蔔都切絲，薑蒜切末，熱鍋冷油，油熱後爆香薑蒜末
酸菜魚。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蕨菜炒肉絲。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酸菜魚
，下入肉絲大火翻炒製肉色變白，再下入胡蘿蔔絲翻炒片 蕨菜炒肉絲
刻，加入料酒、糖、生抽等提味出鍋即可。
翁大嘴和王博也為大家試菜，兩道菜香味撲鼻，尤其是酸
第二道則是非常下飯且開胃的酸菜魚，選用是羅非魚片，
菜魚，口味正宗，酸菜搭配泡椒，風味十足，讓人可多吃好幾
用新式川菜方式製作，微酸，不麻辣。將魚肉切成薄片備用，
晚飯。東北人餐館專精東北菜和淮揚菜，對於想吃道地家香味
調入醃魚片材料，將酸菜洗淨後切成小條，大蒜和生薑切成片
的民眾，可前往東北人餐館，地址 400 Bellaire Blvd, Houston,
，泡椒切成段。
TX 77036，電話 713-750-9222。憑本文章報導到東北人餐館
接著鍋內倒入比炒菜稍多的油至七成熱，先放高湯，根據
用餐，可享九折優惠。
個人口感放入泡椒，與酸菜調料拌炒，待酸菜香味出來後，輕
精彩內容，請鎖定本節目，今晚 7 時 30 分首播， 4 月 19 日
輕倒下魚片燙熱，加入糖和鹽與雞粉，大火滾煮即可先將酸菜
周三下午 3 時 30 分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撈起鋪底，再將湯汁與魚片澆下，最後灑上辣椒和香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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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員昨集會，有百餘人出席
為黨主席暨海外黨代表選舉熱身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中國國民黨即將舉行的黨主席選
舉暨海外黨代表選舉，國民黨休士頓分部於昨天（4 月 15 日 ）
在文化中心 251 會議室集會，為 4 月 29 日即將舉行的海外黨代
表選舉及黨主席選舉熱身。昨天共有百餘位黨員參會。包括休士
頓分部常委唐心琴，美南分部常委甘幼蘋以及中評委林國煌，王
敦正等人列席，由休士頓分部副會長黃膺超主持。
唐心琴會長首先在會議上介紹休士頓分部的委員，包括：
公關： 唐心琴，招募黨員： 鄭長祥，財務： 黃以法，總務：
王姸霞，董元慶，會籍： 黃膺超，活動： 陳煥澤，馮啓豐，文
宣： 陳建中。唐心琴並公佈選舉辦法為選舉人必須恢復黨籍滿
四個月，即 2017 年 3 月 31 日前辦理，而被選舉人的資格必須恢
復黨籍滿一年，並在 2017 年 4 月 15 日之前繳足黨費者，才有資
格投票。
當天並介紹四位參選黨代表者，包括： 陳煥澤，唐心琴，
鄭長祥及陳長江，由王姸霞一一介紹每個人的學經歷及背景：
陳煥澤：57 歲，台中明道中學電工科畢業，海軍陸戰隊兩
棲偵搜營上兵政戰退伍。曾獲休士頓最佳義工金駝獎，台灣同鄉
聯誼會會長，及中國國民黨第 19 屆海外黨代表。
唐心琴： 國立藝術大學畢業，休士頓社區學院畢業。曾擔
任三民主義大同盟主委，國慶籌備會主委，世界華人婦女工商協
會會長，華人專業協會會長，現任僑灣社副會長，達心地產董事
長，曾榮獲僑委會海外十大優秀青年，美南國建會服務獎，世界
華人婦女工商協會牽手獎。
鄭長祥： 於 1969 年即加入中國國民黨知青黨部，迄今已 48
年，為資深黨員。更曾任第 十八全黨代表。鄭長祥活躍於僑社
，曾擔任主導多項社團，除曾擔任僑社龍頭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
主席外，更曾領導休士頓泛藍社團：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主
任委員、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總會
長，貫徹處處服務同鄉，時時關心台灣。
陳長江： 淡江大學工商管理學系畢業，聯勤企業學研究員
，聯勤車輛學系研究員，台灣美國許多政治員（如美國選委研究
員）。
這四位參選人一一自我介紹政見，不外看到國民黨敗選，認
為必須挺身而出，找回黨魂與同志。尤其看到台灣台獨囂張，國
民黨的失落，更有 「捨我其誰 」 的責任感。重燃黨員革命情感
。
會中並宣佈四月廿九日下午二時至五時的黨代表選舉及黨主
席選舉，投票黨員必須帶本人 ID 拿票，黨代表及黨主席各圈選
一位，黨主委選畢，黨部提供信封及郵票，各人投郵寄出。
會中並開放黨員 「有話大家講 」，讓大家各抒己見，及對
未來黨主席需具何特質？
江震遠表示： 中國國民黨是中華民國的母親，過去三次失
敗，一是共產黨，二是陳水扁，三是蔡英文，他認為國民黨組織
做的不夠，宣傳不夠廣泛，希 這次選出的黨主席有 「戰鬥性
」 ，不能再 「讓 」 了。陳長江認為：本黨缺陷是 「醬缸文化
」，陳煥澤說： 黨的缺點, 磬竹難書，如果六位黨主席的作法還
跟過去一樣，拿回政權的機會微乎其微。黃膺超認為：黨的缺陷
是投資太僵化，一貫溫，良，恭，儉，讓，沒有鬥志。陶國洋認
為： 中國國民黨要勇敢的講出來，像馬英九鄉愿，作民進黨的

事，如今民進黨如何待他？有關故宮和黨產，國民黨要有
人出來講。江鎮遠說： 中華民國已很危險，有一批倭民，
儘量控制中華民國國庫，日本人對台灣的侵略一直沒有放
棄過，他希望新主席不要再溫良恭儉讓。
當天也由黃膺超逐一介紹這六位黨主席候選人如下：
韓國瑜：59 歲（1957 年 6 月 17 日出生），人生經歷：
陸軍軍官學校，國立政治大學臺北縣議員，及第二、三、
四屆立法委員，1993 年 5 月 5 日毆打民主進步黨立法委員陳
水扁。韓國瑜因不滿陳水扁說出 「榮民就養預算不就等於
『養豬』」而毆打其受傷住院。
2012 年 12 月起擔任臺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2017 年
1 月 11 日，韓國瑜請辭台北農產總經理職務，隨後宣布參選
國民黨主席選舉。
洪秀柱：69(1948 年 4 月 7 日出生)，人生經歷：中國文
化學院法律學系。她畢業後成為國中教師，先後兼任訓導 圖為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會會長唐心琴
圖為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會會長唐心琴（
（ 右立者
右立者）
） 在討論會上談話
主任與教務主任。她還投入黨務工作，且在 1989 年經提名 。（ 旁右起
旁右起）
）美南分會常委甘幼蘋
美南分會常委甘幼蘋、
、委員王姸霞
委員王姸霞、
、董元慶
董元慶。（
。（ 記者
而當選成為立法委員。連任 8 屆立法委員，2011 年中國國民 秦鴻鈞攝
秦鴻鈞攝）
）
黨副秘書長和副主席，也曾是中央常務委員、考核紀律委
員會主任委員。2012 年至 2016 年間，首位女性立法院副院
長。2016 年中國國民黨主席補選，當選成為中國國民黨史
上首位通過黨員直選的女性主席。
詹啟賢：68 歲(1948 年 7 月 9 日出生)，人生經歷：國防
醫學院授予名譽博士學位，現任國光生技董事長，曾任中
國國民黨首席副主席、衛生署署長、228 事件紀念基金會董
事長
2000 年：詹啟賢接受時任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的邀請
，出任 「總統府國策顧問」。
2007 年：接受蕭萬長的邀請，辭去奇美醫院院長一職
，擔任 「馬蕭競選團隊」的執行總幹事。
吳敦義：69 歲(1948 年 1 月 30 日出生)，人生經歷：畢業
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後曾於中國時報擔任記者
。1973 年獲中國國民黨推薦參選臺北市市議員並當選，
1981 年以台北市議員身份，被徵召返鄉參選南投縣長，成
為最年輕的地方首長。2009 年擔任行政院院長，2012 年副 圖為黨員江震遠
圖為黨員江震遠（
（ 立者 ） 發表他對黨的期待與建言
發表他對黨的期待與建言。（
。（ 記者秦鴻鈞
總統，國民黨黨職上曾擔任過臺北市黨部主委、國民黨中 攝）
常委、中央評議委員團主席、秘書長、第一副主席至代理
書下重返中國國民黨。1995 年曾任第 3－4 屆立法委員，2000 年
主席等。
潘維剛：60 歲(1957 年 3 月 31 日出生)，人生經歷：畢業後擔 接任新黨全國委員會召集人，2001 年出任陳水扁政府環保署署長
任臺北市議員、立法委員，擔任民意代表三十五年，擬具通過了 。2006 年第 13－14 任臺北市市長、中國國民黨副主席。
唐心琴最後表示： 大家 29 號來拿黨主席的選票，如當天因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民法親屬編修正案、
民法債編修正案、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反毒勒戒三法、律師法修 事無法出席者，她會將一部份選票事前放在僑教中心王姸霞處，
正案、仲裁法修正案、大陸人民在台居留配額表同意案、二二八 糖城則放在她的辦公室，大家可前往索取，圈選後放信封 4 月 29
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戒嚴時期不當政治審判補償條例、老人福 日一起開票。
國民黨中評委林國煌也認為 Early Voting 是給大家一個方便
利法、社會工作師法等。1996 年獲選為第十六屆十大傑出女青年
，這是很好的，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
當天還舉行內部民調選舉，洪秀柱以 35.2%的得票率居首，
郝龍斌：64 歲(1952 年 8 月 22 日出生)，人生經歷：1970 年臺
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畢業，1975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畢業， 吳敦義，韓國瑜各以 23.5% 同列第二，郝龍斌獲 17.6 % 得票率，
1984 年，美國麻州州立大學食品科技博士。父親是前行政院院長 潘維剛，詹啟賢 0 票。
、陸軍一級上將郝柏村，郝龍斌個人曾經加入新黨，後再新黨背

休士頓優質房屋推薦 你喜歡的地方叫家
學區好環境優美 適合三代同堂居住
（本報記者韋霓休士
頓報導）從事地產業超過
15 個年頭，休士頓地產專
家 Mary Kiesewetter 因 為
喜歡 Katy 市特有的環境、
休士頓地產專家 Mary
Kiesewetter 專門推薦優質房屋 與先進的教育系統，為了
讓自己的孩子受最好的教
育，進而成為房地產專家，推薦 Katy 市內優質的房屋。
這次她要推薦的房子在 Firethorne。
Firethorne 在休士頓西邊，是一塊融合城市的便利與
小 城 鎮 魅 力 的 新 社 區， 高 地 家 園 (Highland home) 建 於
2011 年，經過精心規劃，在 Katy 市的房屋中表現極為亮
眼。社區以最先進的技術規劃所有房屋、娛樂設施、和步
道，壯觀的自然美景、大方氣派的建築設計、和鄰近高評
價的學校系統等等優質條件，都讓這個社區呈現不凡的氣
勢。

這個房子有寬廣的庭園，活動空間很大

Mary 推薦這個房子有四千多平方英尺，在樓下有兩
間臥房，每間都附有完整的浴室。樓上則有五間房間，所
有房間都可以用來當作臥室。遊戲室非常寬敞，有設計好
的書桌、書架、和櫥櫃。房子所用的油漆是高級的中性油
漆，非常健康；地毯也使用升級地毯，處處都顯現出質感。
在廚房中，更是會讓主婦們心花怒放，放眼望去，花
崗巖檯面高雅大方，新式不銹鋼器具設計，充裕的儲存空
間和高格調的深色木櫥櫃，都會讓做飯時心情大好。
這個房子有寬廣的庭園，活動空間很大。同時，位於
名校沃爾曼小學的對面，帶孩子上學最容易不過！附近交
通便利，距離十號公路不遠，無論是到城裡上班或購物，
均甚為便利。
Mary 表示，這裡學區好、環境優美、空氣清新，又
有足夠的房間，很適合三代同堂居住，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來洽詢參觀，連絡電話 : 713-725-0108。

房子的設計氣派，處處都顯現出質感

廚房設計，會讓主婦們心花怒放

社區內自然美景處處，湖邊步道很適合散步與休閒

Family Tree 家庭護理將與 Uber 合作
為銀髮族長者提供安全可靠的接送管道
年民眾更方便使用交通工具。
RideWithFamilyTree ™服務，是運用 Uber
的尖端技術、和 Family Tree 的櫃臺服務，為
休士頓的老年人提供安全的交通服務。這項
創新之舉，將為老年人的交通工具建立更多
可能性，提供「門到門」點到
點的服務，方便他們進行醫療
之約、或是任何郊遊活動等，
完全不需要使用智慧型手機、
或是平板電腦。只要用一通電
話，打到家庭樹的服務臺，家
庭 樹 的 服 務 人 員 將 利 用 Uber
的技術來幫這些客戶們連絡妥
當，並且協助如何管理和支付
Uber 接送活動所衍生的費用。
Uber 休 士 頓 區 總 經 理
David Brightman 表示：「Uber
發布為老年人提供安心的交通服務，現場參與踴躍
一直在尋找更多的方式，為我

（本報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四月 13 日
晚間，在休士頓醫學中心，Uber 與 Genova 公
司旗下的 Family Tree 家庭樹宣布合作，推出
RideWithFamilyTree ™服務，共同為休士頓地
區的銀髮族長者提供安心的交通服務，幫助老

們所運行的城市和社區提供服務，我們為能與
Genova Health 合作而感到自豪，以確保休士
頓更多的老年人，能夠在最需要的時候，獲得
安全可靠的接送。」
Family Tree 家 庭 樹 的 首 席 執 行 長 兼 創
始 人 Alex Bonetti 表 示：「 我 們 很 榮 幸 能 與
Uber 合作，滿足休士頓老年人的交通需求，
光在大休士頓地區，就為銀髮族提供了超過
50 萬 小 時 的 服 務。 通 過 使 用 Uber 的 技 術，
RideWithFamilyTree 將 幫 助 那 些 銀 髮 族 長 者
與 Uber 連接上，提供安全可靠的接送，大部
分銀髮族長者並不熟悉使用現代的手機應用軟
體，家庭樹的服務，將為許多長者解決「行」
的困擾。」
除了幫助無人陪伴的老年人安全搭乘交通
工具，RideWithFamilyTree ™還為有額外需求
的客戶提供服務，例如需要護理人員和護士陪
同。在休斯頓地區，這項創新合作關係已經迅

Uber 休 士 頓 區 總 經 理 David Brightman、Family
Tree 家 庭 樹 的 CEO 兼 創 始 人 Alex Bonetti、 與
Genova Health 總裁 Daniel Gottschalk 共同發布合
作

速擴張，在休斯頓的主要幾個醫院和豪華退休
社區增加許多交通往來。
Genova Health 共 同 創 始 人 兼 總 裁 Daniel
Gottschalk 談 到：「 希 望 銀 髮 族 能 夠 得 到
負 擔 得 起 的 安 全 交 通， 這 是 我 們 城 市 和
老 年 人 福 利 所 必 需 的。」 休 士 頓 LBJ 醫 院
的 內 科 醫 生 Derek Dawes 博 士 說：「 使 用
RideWithFamilyTree 來確保休士頓老年人不會
錯過與醫生的預約時間，這將大大有助於減少
老人住院率，對許多老年人而言，將會是很大
的幫助。」

本報記者 韋霓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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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暇想
楊楚楓

第三十六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
禮於上週舉行，結果大熱勝出，電影
《樹大招風》連奪最佳電影、最佳導
演、最佳編劇、最佳男主角、最佳剪接五獎，成為大贏家
。林家棟首次榮膺金像影帝、惠英紅第三度登上金像影後
寶座。
在香港電影界一年一度盛事第三十六屆香港電影金獎頒獎
典禮中擔任頒獎禮司儀的鄭中基，以多個經典電影造型，
唱出多首改編電影歌曲，為頒獎禮揭開序幕，今年的頒獎
嘉賓，有去屆金像獎影帝郭富城、成龍、許冠文、楊千嬅
、余文樂、章子怡、洪金寶、林敏驄、白只、陳靜、邵音
音、谷德昭及春夏等，近日新聞多多的關淑怡，擔任演出
嘉賓唱出電影《美人魚》的《無敵》及《擺渡人》的《願
你留在我身邊》，並聯同陳奐仁頒發兩個電影音樂獎項。
林家棟之前三度提名最佳男配角皆鎩羽而歸，首次競逐影帝即
大熱當選，他領獎時亦激動到一時語塞，最後他多謝公司的支持，
拍到這部好作品，以“三大賊王”為藍本的電影《樹大招風》，今
屆七項提名五得獎，不過卻遭內地封殺，該片的得獎新聞，在內地
遭到全面 「
河蟹」，對電影的名字隻字不提，林家棟變成沒有主演
電影的影帝。
入行多年的林家棟，首次提名 「
最佳男主角」一擊即中首奪影
帝殊榮，在台上他說慶幸自己是香港演員，觀眾看的是演技，不用
靠看顏值，他在後台接受訪問時說： 「
自己有香港人嘅追夢精神，
鼓勵大家 『
有夢不妨去追夢』，獲獎固然開心，希望香港演員同國
內導演，可以融和一下，多啲交流，拍出更多好嘅電影。」
另一部電影《點五步》的內容，因有前年香港 「
雨傘運動」的
場面，雖然在內地上映中，所有新聞網站，亦被 「
河蟹」，胡子彤
獲得 「
新人」獎時，亦沒有提《點五步》戲名，他與林家棟一樣，
成為沒有主演電影的 「
最佳新演員」，部分網站更將 「
最佳電影、

導演、編劇及剪接」等得獎文
字，選擇完全刪除及隻字不提
。
最佳男、女配角獎則由同是演
出《一念無明》的曾志偉及金
燕玲奪得，已是第四度獲得最佳女配角的金燕玲在領獎時，更喜極
而泣；曾志偉力壓四大強手，廿五年後再獲金獎像最佳男配角。今
屆終身成就獎得主為有“花旦王”美譽的芳艷芬，由她的千金楊世
芳上台代領，大會安排成龍頒獎。
今次電影皇帝，由入行 30 年、電視台出身的林家棟大熱勝出，
給我帶來點點啟示和鼓舞。回憶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前，香港市道興
盛時，電視藝員由電視台跳入電影圈，是向上流動，是好像無需任
何考慮的必然選擇。當年就有周潤發、劉德華、梁朝偉、周星馳的
大成功作借鏡，中段輪到鄭伊健或劉青雲，有機會出走，當然不會
繼續呆在電視台。到回歸之後，市道開始衰退時，敢離開安全區投
身未知數，便需要敢於冒險的勇氣了。古天樂，清清楚楚可以由電
視劇男一順利過渡電影男一，挑戰性不少；之後的後來者，放棄電
視台的收視保證，加入電影界由配角從頭來，近十幾二十年中，好
像只有張家輝由低做起依然突圍而出。直到今天，要數《樹大招風
》的林家棟了。
林氏於 1987 年參加 TVB 電視台的藝員訓練班，到 1995 年才嶄
露頭角，憑 1997 年的《大鬧廣昌隆》奠定地位，到 5 年後的 2001 年
，便正式離開電視台，離開辛辛苦苦經營的一切，全身投入電影行
業，在《愛君如夢》，在《無間道》，直到 2013 年的《風暴》，一
直只是老闆劉德華身後的配角，一直沒有放棄，沒有重返過電視圈
重拾主角身份，沒有上過大陸拍劇搵最多的錢，你說他要有幾大的
堅持和信念才可. 他說自己從未後悔。因為，逃出來，才有機會接
拍到《鐵三角》，留在電視台的話，只可以繼續讀出畫公仔畫出腸
的對白，繼續擺出誇張一千倍的表情，又怎會有福氣見識到香港實
力派的杜琪峯、徐克和林嶺東的導演功力？香港影星中，可以如此
純粹的人，本來就不多，還真真正正付諸實行的，更加值得表揚。
在現今的氣候之下，看見林家棟當上影帝，就像在瀕臨絕望中，看
見絲絲希望。在香港生活，付屋租付午餐費付交通開支，已經足夠
磨滅一個人的所有鬥志和熱情，做夢實在太昂貴，我完全能夠理解

政
政海
海 是 「習特會」 還是 「特習會」 呢？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表面看來，
剛結束的習
特會沒有甚
麼實質成果
。但其實這次中美首腦的會面，對未來國際局勢
，會產生深遠的影響。讓我在下面分析箇中奧妙
。
無容置疑，特朗普是今次習特會的大贏家。
此君上任近百日，簽署了無數行政命令，卻一事
無成。例如，限制 7 個國家的人民入境措施，兩次
被法庭阻止，一心欲取代前任總統奧巴馬的醫改
法案，又因支持的議員人數不足，被迫撤回，而
刻下美國國會更就俄國涉嫌干預今次總統選舉，
進行調查。在外交上，除了言詞得罪盟友外，特
朗普對北韓不斷發射導彈的狂熱軍事行動，又好
像束手無策。在這個內外困局的時候，終於被特
朗普在習特會期間，找到機會成功打破。首先，
他突然 「普世價值」上身，發射 59 枚導彈，來懲
罰向民眾投擲毒氣的敘利亞政府。此舉一石多鳥
，既掃除他與普京勾結的疑慮，又向北韓預警，
假使對方繼續發射飛彈下去，特朗普就不會是光
說不做，他誓言會單方面以軍事力量，來嚴懲北
韓。特朗普也藉此向中國施壓，美國不會對北韓
的核武計劃，坐視不理的。今次特朗普在佛州自
家莊園指揮若定，對內，贏得反對派民主黨的讚
賞；對外，他也消除 「美國優先」不等於美國退

守本土的印像。整個突襲過程，乾淨利落，作為
訪客的習近平，只有尊重主人的決定，並沒有放
言不滿。造成今次中美兩國元首的初次會面，特
朗普完全佔據上風。
今次四月習近平與特朗普在美國的會面。按
中國叫法，這是 「習特會」，習近平在前，特朗
普在後。似是習近平在上，特朗普在下，但事實
顯示，特朗普主導了這次會面，一面跟習近平友
好地談話，不過首天特朗普一面公開怨說，兩人
會談之下， 「沒有成果」顯然他有意向習近平施
壓；但另一面向敘利亞發射導彈，更要求中國，
好好制約北韓。在發射導彈前，美國通知包括俄
羅斯在內的西方國家，但不告訴中國，直到攻擊
行動完成後，才向習近平道出真相。此時習近平
比較被動，與他在國內的氣勢相比，顯得有點低
聲下氣。所以，有人說應該叫 「特習會」，而不
是 「
習特會」。
不過，我從另一角度來看，習近平也是採用
鄧小平的對美政策── 「冷靜觀察，沉著應付」
。老鄧曾說：不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讓你繼續
惡形惡相，到處樹敵，中國則含枚疾走，沉默中
擴大實力。至今，中國仍期望在未來二十年內，
追近美國的綜合國力，到時，中國就不可同日而
語了。可見，美國正努力壓制中國發展，拉大兩
國距離；中國則避重就輕，移船就磡，等待水到
渠成。這盤棋怎樣發展下去？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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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輕人為何會意志消沉。如果，你還是不太信命，比較信自己
，仍然希望做到自己喜歡做的，做全世界認為是傻事的傻事，林家
棟的吐氣揚眉，希望可以成為一支強心針，在你們咬實牙關拼下去
的時候，好好的為你們打一打氣。配角，還是有可能變成主角的。
這屆電影金像獎讓人看到了香港電影新一代的群起，社會討論
最熱烈的幾部電影，《樹大招風》、《一念無明》和《七月與安生
》，都是年輕導演的作品。片種不同，但細膩之處，遠超上一代
「
嘴上無毛，辦事不牢」的成見，年輕一代對社會對世界、對個人
對群體的心，有所感躍然而出。這與七十年代末香港新浪潮影人崛
起幾是如出一轍：學有所專的新一代電影人，以他們的專業和投入
寫下香港影壇新的一頁。
這一夜，我們從頒獎禮的座上與台上嘉賓，重溫香港電影過去
以來的美夢──我們有關心社會的許鞍華，警匪片的陳欣健，喜劇
的許冠文，新藝城麥嘉石天，德寶的岑建勳。這些影壇強人，很大
程度上，就是我們曾經走過的歲月，回首前塵，人們在清涼漆黑的
電影院，與他們的作品共渡忘我的一百分鐘。
香港是沒有計劃經濟的，準確而言，從港英年代到今天，香港
政府對電影工業的支持，僅限於口惠而實不至。香港電影總是靠電
影人在無垠的空間當中創作，拍出心中所想。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寫
實主義的中聯，光藝、長城、凰凰、新聯，六十年代財雄勢大的邵
氏，七十年代一手包辦李小龍及許冠文、許冠傑許氏兄弟、成龍的
嘉禾，到八十年代的新藝城和德寶，不論立場、不管片種，卻構建
而成一道明媚多姿的香港電影特色。
一代接一代，新一代影人陸續湧現，今年的欣喜是大面積的年
輕一群豐收。《一念無明》的導演黃進 28 歲，《七月與安生》的曾
國祥 37 歲，《樹大招風》三位導演大概應是三十出頭。最佳導演五
佔其三，是四十歲以下的一代，他們生於八十年代的香港，那是當
下一代中年人最是縈繞心間的日子。前途談判，回歸中國，歷史與
文化變化，大時代的巨變，點滴之間，養成常在我心間的關注身邊
的人與事。
平情而論，周日晚頒獎禮有一段時間很是沉悶，可是越到最後
越見鮮活泉水注入，睡意驅走，喜意襲來。周日那夜，我看到了香
港電影的未來。舉杯吧，為香港影壇有了新血而歡呼！

另一方面，
中國目前也要
防 止 「特 習 會
」 變 成 「突 襲
會」。此話怎解？皆因特朗普和北韓金正恩，都
有狂人性格；假如兩個狂人碰在一起，打在一起
，無論如何都對中國不利。如果特朗普像突襲敘
利亞那樣對付北韓，中國馬上陷於兩難；如果北
韓用實質行動挑戰美國，美國借機發難，中國將
失去朝鮮半島的話語權和行動權。雖然，眼前形
勢未至劍拔弩張，但已教中國頭痛不已。
還有一種 「突襲會」的可能，中國不能不防
。原來習近平提出 「一帶一路」後，美國也高度
警惕，並在沿線國家 「雙層部署」，一面與當地
政府修好，一面又用其他方式與當地反對派(甚至
武裝力量)交往；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令中國難以
用經濟手段利誘這些國家。
這些國家的政府或反對派，考慮到美國的關
係，隨時會對中國 「突襲」，包括單方面取消或
卡壓中國的經濟活動，乘機講數，抽水漁利(這些
例子已不斷出現)，或傷害中國的投資安全。當地
政府也難以駕馭的武裝力量，甚至可以令中國的
投資血本無歸(利比亞就是一例，中亞地區尤其危
險)。這樣的國際像棋，怎樣捉？
其實，中美博弈，不是零和遊戲。今次特習
雙會，中方也是贏家。與對其他盟國首腦輕佻態
度相比，特朗普對習主席處處俾面，表示兩人關
係非常友好。在貿易議題上，他絕口不提任何刺
激客人的主張，並同意兩國開展減少貿易逆差的

討論。這次會面，令中國再次鞏固其世界第二的
地位，並有助其與這位非一般的美國總統打交道
，為稍後中國接待特朗普訪華時作好準備。
假如被特朗普利用來 「祭旗」的敘利亞和俄
國是意外的輸家，意外的贏家則是南韓和台灣。
南韓在習特會後發表聲明，稱特朗普在會上，向
習近平表達了美方在南韓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的
立場。此舉有助減輕中國對南韓的壓力。此外，
在美中事後各自發表的聲明中，前者沒有重提一
個中國，而後者也沒有對美國可能向台灣售武表
示關注。這不等於是美國示威或中國示弱。但這
起碼令台灣當局放心，雙方無意打破台灣的現況
。
剛剛結束不久的中美首腦會晤，讓輿論界對
中美關系的走向做出各種解讀。日前在中國與全
球化智庫（CCG）舉辦的第三屆中國與全球化圓
桌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時殷
弘，將習特會總結為“兩有四無”，認為中美關
系依然任重道遠；而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
所長鄭永年則表示，中國沒必要對中美之間的
“不確定性”憂心忡忡，這次習特會，中美已經
“從不確定性走到了確定性，又走向了一些比較
好的不確定性”。
在習特會之前，外界普遍對這次兩國元首會
晤持悲觀態度。而實際上，習特會氣氛之好，
“明顯超出先前廣泛的猜想和估計”。時殷弘認
為，考慮到特朗普從競選開始針對中國不友好的
言行，和前一段時間“對於中國的威脅”，習特
會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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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腸道的保健
時間 : 2017 年 4 月 22 日，週六上午 10:00am-12:00pm
地點 : 美南銀行社區活動中心
主講人 : 劉銀珠 ( 新世紀養生學院負責人 )
養生保健是現代人重視話題，但是只要提到保健就必須知道免疫和健康的關係與重要性。而與
免疫系統最有直接關係器官─腸胃道，可以說是人體中最勞累的器官之一。每天必須消化和吸收人體
中進進出出的食物，以提供體內各器官與細胞足夠的養份。所以一旦腸道開始老化，身體的細胞也將
隨之衰老，免疫系統也因此而減弱。要如何保養自己的腸胃道，改善腸道健康，來增強腸道保護力，
就是提升免疫力，杜絕病菌糾纏、不生病的關鍵！
漢代王充在《論衡》中指出：「欲得長生，腸中常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金元時代的朱丹溪
也說：
「五味入口，即入於胃，留毒不散，積聚既久，致傷沖和，諸病生焉」
。說的就是腸道的健康重要性。
每天吃下去的食物，如果沒有清理、排出體外，讓殘渣、濁物存於腸道中，可導致濁氣上擾，氣血逆亂，
臟腑功能失調，將導致於生理功能失調，將產生或誘發多種疾病，如頭痛、牙痛、肛門病、冠心病、高
血壓、腦血管意外、腸癌等。身體代謝過程減弱後，也會不斷產生毒素，發生慢性中毒而出現衰老現象。
要如何擁有健康腸胃環境。美南銀行 ( Member of FDIC) 有鑑於此，將於 4 月 22 日 ( 周六 ) 的
社區服務講座，將邀請休士頓新世紀養生學院負責人劉銀珠女士主講，為廣大民眾講解有關「腸道
保健」的重要，以及應注意的事項。
劉銀珠女士新世紀養生學院負責人，美國資深註冊護士。專精養生及美容之道，特別對於腸道
保健更超過十年以上的經驗。
當日講座入場免費，現場將備茶點招待，歡迎對於健康保健有興趣的朋友及社區民眾踴躍參
加，礙於座位有限，請提早報名入座，以免向隅。連絡電話：Ling Chuang 713-272-5045 ( 中 / 英文 )

角聲主辦系列《華埠心理健康》講座
4 月 22 日角聲主辦「照顧者的自我照顧」講座。
講員 : 林呂寧華師母。( 角聲輔導中心主任暨角聲社區中心主任 )
時間 : 上午 10:00-11:30am
5 月 20 日角聲主辦「認識焦慮憂鬱症」講座。
講員 : 劉小青醫師
時間 : 上午 10:00-11:30am
歡迎社區朋友踴躍報名 ( 免費 ) 參加學習。
角聲社區中心 CCHC
7001 Corperate Dr. Suite 379#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60(O)
Web:www.cchchouston.org

休士頓中原大學校友會
4 月 22 日舉辦年度大會
時間飛逝，又是一年春天的開始，2017 年度休士頓中原
大學校友大會的活動，將在 2017 年 4 月 22 日 ( 星期六）舉辦。
今年的年度校友大會是非常特別，因為今年是北美中原大學
基金會創辦十周年的日子 , 第十屆基金會董事會之所以訂在
休斯頓召開，就是為了加強北美校友，基金會，和休斯頓地
區校友的連繫。這也是基金會第一次在基金會創始地舊金山
之外舉辦的。同時這次不但是現任校長張光正，同時前任校
長程萬里以及校友服務中心陳筱琪處長一起過來參加大會，
屆時能和休斯頓，達拉斯，及外地來的校友見面。這都是表
達，對休斯頓，德州，和美南校友的重視。我們也希望能夠
讓外地來的嘉賓，感受到休斯頓校友的熱情。請預留您的時
間能够𢹂眷和邀請您的好友，一同參加 2017 年 4 月 22 日 ( 星
期六）的年度校友大會。這次大會除了有中原大學帶來的精
美禮物，同時有摸彩和娛樂節目，非常精彩。期盼各位校友，
現在就開始電話或 email 通知你有保持聯繫的校友和好友，并

且邀請他們一起來参加。這是一个非常棒和難得的聯誼活動。
活動資訊如下：
時間：2017 年 4 月 22 日 ( 星期六）6：00 PM – 9：00 PM
地點：China Bear Buffet Restaurant
12755 SW Freeway, Houston, TX 77477
281-240-8383
(SW Freeway 59 inbound service road between S. Kirkwood Rd
and Main St）
每位參與人的費用是十元，差額由校友會支付。年度校
友會費是五元。
這次除了這個特別大會外，我們也舉辦了一項為期一週
(4/23 – 4/30) 的加勒比海遊輪旅遊活動。目前 Cruise 可能還
有空位，如果現在仍然想參加，請各位校友趕緊與校友會連
絡。校友會連絡人 : 冷國總 (713-884-5798), 胡立德（832643-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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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回應熱點：雄安新區怎麽建？哪些央企會遷入？

國家發改委、國資委、海關總署分
別召開新聞發布會，回應了壹系列經濟
熱點問題：雄安新區建設有哪些具體舉
措？哪些央企會遷到雄安新區？壹季度
中國經濟開局如何？美國不會將中國列
為匯率操控國有何影響？這些熱點問題
都有了答案。
雄安新區建設具體有哪些舉措？

、啟動區控制性詳細規劃
及白洋澱生態環境治理和
保護規劃；二是推動創新
要素集聚。下壹步把創新
驅動作為雄安新區發展的
根本動力，努力打造創新
高地和科技新城。
三是推動體制機制
創新。探索新區投融資
體制改革，建立長期穩
定的資金投入機制，吸
引社會資本參與新區建
設；四是研究出臺支持
政策。在專項規劃實施、
重大項目布局和資金安
在回應雄安新區建設有哪些具體措 排上，對新區相關交通、生態、水利、能
施時，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新 源、公共服務等重大項目給予支持。
聞發言人嚴鵬程表示，謀劃好、建設好
雄安新區是壹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
哪些央企確定會遷到雄安新區？
集中各方智慧、匯聚各方資源。
對於哪些中央企業已經確定會遷移
嚴鵬程透露，下壹步，發改委將會同 到雄安新區的問題，國資委總會計師沈
有關方面重點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壹是 瑩回應稱：“中央企業要帶頭執行國家
推動相關規劃編制。高標準高質量組織編 的重要戰略部署，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
制雄安新區總體規劃、起步區控制性規劃 我們積極支持中央企業按照雄安新區的

主傳動系統技術決定。
目前，中國冶金工業裝
備從工藝自動控制到電機、
電氣，絕大部分設備都已實
現國產化。但其核心主傳動
系統——交交變頻器和交直
交變頻器的核心控制基本上
還是被幾家國際巨頭壟斷。
冶金工業冷軋設備主傳動系
統所采用的交直交大功率變
頻器壹直有著大功率變頻器
領域“皇冠上的明珠”之稱
。從技術層面來說，超大功
率變頻器技術門檻非常高；
從經濟層面來說，冶金單條
軋線每日創造的經濟價值可
達數千萬元甚至上億元，即
使壹次幾分鐘可自恢復的故
障都可能導致生產線坯料報
廢造成幾十萬元的直接損失
，因此壹般的企業不願且很

難攻關這項技術。
中車時代電氣依托長期
以來在高速鐵路交流電機牽
引傳動系統中的技術積累，
組成了 7 位博士在內的超強研
發陣容，於 2013 年 10 月完成
了 20MVA 交直交中壓傳動變
頻裝置研制並成功實現實際
工程應用，此舉打破了國外
公司對軋機主傳動系統的壟
斷，填補了該領域國內技術
和產品空白。3 年多的工程現
場應用表明，該系統的靜動
態響應、可靠性與穩定性等
主要性能指標均達到國外同
類型產品的水平。此次中標
國內公司更是實現了中車時
代電氣軋機主傳動系統首個
商業化訂單，開啟了中國冶
金工業軋機設備超大功率
IGCT 變頻系統的自主國產化

之路。
中車株洲所研發的超大功
率IGCT變頻系統是目前變頻業
內技術含量最高的產品之壹，
對國家來說具有巨大的戰略、
經濟和社會影響意義，
有數據顯示，中國冶金
行 業 產 能 占 世 界 份 額 50% 以
上 ，大功率軋機主傳動設備
的市場保有量超過 4000 臺，
設備更新和產線升級將帶來
巨大市場需求，預計市場規
模達數百億元。相比較進口
設備而言，主傳動系統的國
產化運用可為客戶壹次性降
低投資成本 20%以上，這還不
包括節約的進口設備昂貴的
維護保養費用。同時，該系
統也可擴展應用於船舶電力
推進、礦山、風電等領域，
未來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

美不將中國列為匯率操控國有啥影響？
針對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不會將中
國列為匯率操控國，海關總署新聞發言
人黃頌平回應稱，中美經貿關系本質是
互利共贏的，雙方已相互成為第壹大貿
易夥伴國，兩國人民都從中受益良多。
黃頌平表示，今年以來，中美雙邊
經貿往來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第壹季
度中美雙邊貨物貿易增長 21.3%，願意
在相互尊重和互利互惠的基礎上，拓展
務實合作，以建設性方式處理分歧和敏
感問題，讓兩國人民從中美關系發展中
有更多的獲得感。
黃頌平透露，中美雙方確定壹個為期
100 天的對話過程，來討論中美兩國貿易
問題。雙方通過增加溝通、交流，有利於
推動中美雙向貿易和投資健康發展。

綜合報導 壹個由日本經濟界知名人士組成的大型代表
團到訪吉林省並參加“吉林—日本經貿合作交流會”。該代表
團副團長莊山悅彥認為，作為中國的農業和工業大省，吉林
正站在轉型升級的前沿，擁有巨大合作商機。
該代表團由日本前眾議長、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河野
洋平率領，31 位日本經濟界知名人士隨團。到訪吉林之前，
該代表團曾在北京與中國高層會面。
訪問中國東北省份吉林是該代表團重要任務之壹，旨在
實地了解當地經濟運行與涉外經濟合作的具體政策及規劃。
日本是吉林省的重要貿易夥伴。吉林省商務廳副廳長孫
國華介紹，目前，日本已成為吉林省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三
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國。
“今年1-2月，吉林省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為2.8億美元，
同比增長 48%。”孫國華說。
“中國高層對東北振興有很大期待，為東北提供了大量
政策、資金、人才等方面的支持。”代表團副團長、三菱東
京 UFJ 銀行特別顧問三木繁光表示，希望吉林省能推薦壹些
適合雙邊貿易、投資合作的具體領域。
對此，吉林省經濟技術合作局副局長遲闖表示，雙方可
在制造業、醫藥產業、農業及農產品加工領域、現代服務業
領域、特色園區項目五方面進行合作。“期待將日本的技術
資金優勢與吉林省資源優勢和產業基礎結合起來，推動雙方
共同發展。”
據悉，該代表團壹行未來還將考察壹汽集團等當地知名
企業。

日本經濟界大型代表團

綜合報導 中國又壹高端
裝備領域再現“中國制造”
雄風。中車株洲所對外發布，
旗下中車時代電氣成功中標
壹家中國公司冶金軋機主傳
動系統的超大功率變頻器。
這是中國冶金軋機設備主傳
動系統首次使用國產大功率
變頻器，打破了國際巨頭對
中國冶金工業領域該項核心
技術應用的長期壟斷。
冶金軋機是中國重要的
戰略設備，金屬料坯要變成
金屬板帶材，離不開軋機的
作用。現代工業對金屬板帶
材幅寬、表面精度、材質硬
度要求越來越高，比如大型
船舶的飛行甲板、大口徑油
氣管道，就要求軋機具有極
高的功率和控制精度，而這
兩項關鍵性指標均由軋機的

壹季度中國經濟開局形勢如何？
“我們初步判斷，壹季度我國經濟實
現良好開局。”嚴鵬程說，今年壹季度中國
經濟延續了去年三季度以來的良好勢頭，保
持了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
嚴鵬程表示，市場預期持續改善，
微觀活力繼續增強；市場用工需求回暖，
就業保持總體穩定；產業結構持續優化，
外需整體有所改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利潤和財政收入增長較快，經濟增長的

質量和效益進壹步提升。
從官方公布的數據來看，壹些實物量
指標和先導指標回升轉好，壹季度全社會用
電量約1.45萬億千瓦時，同比增長6.9%；鐵
路貨運量增長15.3%。3月份制造業PMI為
51.8%，連續6個月保持在51%以上。

赴吉林尋合作商機

中國冶金軋機有了首個國產超大功率變頻器

發展規劃，積極做產業對接，特別是在
新區的有序建設開發過程中，發揮中央
企業的主力軍和排頭兵作用。”
沈瑩表示，國資委將做好中央企業
的引導、指導工作，讓中央企業在落實
好國家的重大戰略部署中發揮應有的作
用，做出應有的貢獻。
記者註意到，目前已經幾十家央企
表態支持雄安新區建設，眾多央企提出
爭當中央企業投身雄安新區建設的排頭
兵和先行者。如，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
司發布消息稱，以遷企入畿的實際行動
呼應雄安新區建設發展。

休城讀圖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聯合
RE/MAX 地產公司公佈“全美亞裔報告＂
暨休士頓亞裔地產協會會長交接晚宴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頒獎典禮合影

出席新聞發佈會的代表合影。（前排左起）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AREAA
) 執行總監 Hope Atuel, RE/MAX 地產公司高級副總裁 Mike Reagan,
AREAA 休士頓分會創始人之一 John Yen Wong, ( 第二排）包括貴賓
國會議員 Al Green ( 二排右四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AREAA ) 總裁
Angie Lee （ 二排右三），AREAA 休士頓分會會長林富桂（ 二排左
四），休士頓分會即將上任會長 Eugene Wang.( 二排左一 ），AREAA
休士頓分會創始人之一及榮譽主席李雄（ 二排左三 ）。

RE/MAX 地產公司高級副總栽 Mike Reagan ( 中）在新
聞發佈會上表示： 很高興能與商業界分享這個有價值的全
美亞太裔房地產和經濟數據。

休士頓亞裔地產協會會長林富桂（左二）介紹與會的國會
議員 Al Green ( 左三 ) 。

國會議員 AlGreen ( 左一 ） 表示了對 EB5 投資移民項目
的支持，他認為 EB5 項目為美國人帶來更多的工作，提供
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AREAA) 休士頓分會會長林富桂夫婦
（左五、六）、AREAA 休士頓分會創始人之一及榮譽主
席李雄（左四）與其他人合影。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AREAA 休士頓分會會長林富桂（右三）
與新任會長 Eugene Wang 交接（右四）, 由全美亞裔地產
協會（AREAA ) 總裁 Angie Lee（左五） 監交。

為卸任會長（右三）林富桂頒發皇冠，以感謝其兩年任期
所作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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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Military ‘Provocation’ By North Korea Could Lead To Tougher
Action In Line With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Envoy Says

China And South Korea Warn Pyongyang
Of Stiffer Sanctions Over Weapons Test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South Korea's top nuclear envoy Kim Hong-kyun (right)
poses with his visiting Chinese counterpart
Wu Dawei
before their meeting at the foreign ministry in Seoul on
Monday. (Photo/EPA)

China and South Korea have agreed to impose “strong”
new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if it carries out further
nuclear or long-range missile tests, a senior official in
Seoul said on Monday.
The commitment comes as pressure on Pyongyang
mounts after last week’s summit betwee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Monday’s meeting in Seoul between China’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Korean Peninsula Affairs Wu
Dawei and his South Korean counterpart Kim Hongkyun also came as a US naval strike group led by the
aircraft carrier USS Carl Vinson headed to the region
in a show of force.
“In the midst of the growing possibility of North
Korean provocations, The latest visit by Wu ¬Dawei
to Korea is very timely in terms of sending a strong
warning to North Korea,” Yonhap news agency quoted
Kim as saying.
Wu’s trip was the first to South Korea by a senior
Chinese official since a diplomatic row erupted

between Beijing and Seoul over South Korea’s planned
deployment of the US’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ce system.
Xi-Trump summit ‘beats expectations’ but North
Korea still a big divide
Analysts said Beijing appeared to be taking a more
active role in warning North Korea not to test Beijing’s
bottom line with more strategic military tests.
North Korea has several major anniversaries this
month, including the 105th anniversary on Saturday
of its founding leader’s birth, and often marks the
occasions with major tests of military hardware.

accordance with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Kim said.
Kim added the two sides agreed that “an even stronger
UN resolution” would have to be adopted in the event
of additional weapons tests by North Korea.
Wu did not speak to reporters.
Kim said Wu repeated China’s position on the THAAD
system deployment, but did not give details. China
has previously said the system would destabilise the
regional security balance and that its radar’s reach
would intrude into Chinese territory.
Meanwhile,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
and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greed
yesterday on the sidelines of G7 meeting in Viareggio,
Italy, to urge China to “play a bigger role” in halt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mes.
in an interview broadcast on Sunday, Tillerson told
CBS’s Face the Nation that when Trump and Xi met at
the Mar-a-Lago resort last week, they “had extensive
discussions around the dangerous situation in North

China and South Korea have warned Pyongyang of stiffer
sanctions over weapons tests.

The possibility of US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North
Korea in response to such tests gained traction after
last week’s strikes against Syria. But, Kim said,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any military option in his talks with
Wu. The two also did not discuss any possible strike
against the North by the United States, he said.
“Both sides agreed that despit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warnings, if North Korea makes strategic
provocations such as a nuclear test or an ICBM
launch, there should be strong additional measures in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aid that Presidents
Trump and Xi “had extensive discussions around the
dangerous situation in North Korea” during their meeting
in Florida.

Korea”.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R McMaster also
criticised North Korea as a rogue nation engaged in
provocative behaviour and said denuclearisation of the
peninsula “must happen”.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them to be prepared to give
us a full range of options to remove that threat,” he
said on Fox News, apparently referring to Trump’s
advisers.
Wang Sheng, from Jilin University, said Beijing was
sounding another alarm to Pyongyang, its long-time
ally.
“It looks like China is trying to take a more proactive
role to warn North Korea not to try to cross China’s
bottom line,” Wang said, adding that China could
impose tougher sanctions over food or even oil if
Pyongyang continued to be provocative.
Lee Kyu-tae, a geopolitical analyst at South Korea’s
Catholic Kwandong University, said Wu’s trip to Seoul
might also help repair ties strained by the THAAD
dispute.
“China has pressured South Korea over the THAAD
deployment for months. It may need [to send someone]
to South Korea to assess how to repair its relations
with Seoul,” Lee said.
Zhang Tuosheng, from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agreed that Wu’s
trip also serves to asses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n
deployment of the US anti-missile system.
“It is meaningful for Wu ... to reach out South Korean
officials, prepare responses for further situations [on
the peninsula], and als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s
over [THAAD],” Zhang said. (Courtesy www.scmp.
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

Proposed Rules Would Force Foreign Companies
To Get Permission For Transferring Data Outside The Country

China Moves To More Tightly Regulate Digital Information People Will Need Permission To Transfer Data Out Of Chin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ustomers use the internet at a Beijing cafe in 2015.
Foreign companies with business operations in
China would need permission to transfer data out
of the country under draft rules. (Photo/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BEIJING—Foreign companies with business
operations in China would be required to apply for
permission to transfer data out of the country under
draft rules released Tuesday, in the government’s latest
move to tighten regulation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he rules would affect all so-called network operators,
a term that industry experts say likely encompasses
technology companies, as well as other firms that do
business through computer networks, such a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rule would apply to companies seeking to move
more than one terabyte of data out of China, or that
have data on more than 500,000 people.
For example, consumer companies that have collected
a large database of email addresses, birth dates or
other information on their Chinese customers would
appear to be required to get the permission of both
their customer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fore
transferring that data out of the country.
The data would then be reviewed and blocked if the
government believes it would hurt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economy, technology or security.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said the
rules were necessary to “secure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the safety of important data, as well as to protect
internet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CAC didn’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additional
comment. In the past, the government has broadly
defined business operations that could affect the
national interest, meaning that companies engaged in
such disparate areas as health care, construction and
finance could come under the rule’s purview.
The draft drew some industry criticism Tuesday.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re generally opposed to
data localization—keeping data physically stored
in the country where it originates—saying that rules
mandating the practice raise costs by requiring
duplicate infrastructure and impede cross-border
business.
“The stronges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o protect data
privacy are determined by industry consensus, draw on
global best practices, and are largely blind to where

data is stored or transferred,” said Jake Parker, vice
president of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The rules would broaden data-localization requirements
to all “network operators,” versus the narrower set of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operators under last year’s
cybersecurity law, said Bing Maisog, a partner of law
firm Hunton & Williams.
“You could say it’s a revisiting of the law,” Mr. Maisog
said.
The draft is open for public comment until May 11 and
could change in its final form. Other recent Chinese
cybersecurity regulations have been weakened in
their final version after pushback from companies and
foreign governments.
Data localization has also been controversial in
Europe, where some countries require local data
storage for security. The European Union is seeking
public comment on data-localization rules.
Under the draft Chinese rules, smaller companies with
data on fewer than 500,000 users could conduct a selfassessment instead of applying for government review.
(Courtesy wsj.com and https://johnib.wordpress.
co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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