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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特別節目
張亞中作客談一中同表
為持續跟進中華民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並關注兩岸政
治脈動﹐「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25 日(周二)晚間
播出特別節目﹐邀請孫文學校總校長與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張
亞中(右)及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常務委員唐心琴(左)擔
任嘉賓﹐由常中政(中)主持﹐針對孫文學校使命﹑一中同表與
一中各表差別﹑國民黨的走向作探討﹒(報導請詳見 A12 休城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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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美籍華裔女商人潘婉芬
被判處三年半監禁並將被驅逐出境
(本報綜合編譯)根據《休斯敦紀事報》以及美國多
家媒體報道，昨天，休斯敦美籍華裔女商人潘婉芬
(Phan Phan-Gillis)被中國廣西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
三年半監禁並驅逐出境。
潘婉芬是在 2015 年 3 月作為商業代表團成員在中國
進行商務旅行時被中方關押的。但法院沒有明確潘婉
芬將被驅逐出境的具體時間，但她有望幾周後返回休
斯敦的家中。
外界評論稱，對於這個判決結果，顯示出近來中
國政府與川普執政的新政府之間的關系有所改善，令
此案有望取得進展。同時，不久前美國國務卿訪問中
國，也對此案的加快解決有一定作用。
現年 57 歲的潘婉芬是一名來自休斯敦的商業顧問

，她在 2015 年帶領包括休斯敦代市長 Ed Gonzalez 在內
的休斯敦貿易代表團在中國進行商業，在訪問期間被
關押。
目前各界都對潘婉芬即將返家的結果表示歡迎。
潘婉芬在法庭上承認犯有間諜罪，在為期 10 天的上訴
期限內，潘婉芬將被關押在公安局拘留所，不會被移
送監獄。
57 歲的潘婉芬是越南華僑，她在休斯頓經營一家
商業諮詢公司，中國檢方指控潘婉芬在 1996 年到訪中
國時實施間諜活動，並在 1997 年和 1998 年為一個外國
間諜組織招募中國公民。
本周二，潘婉芬的丈夫尚未對外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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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活動中心美食文化園遊會圓滿完成
感謝義賣攤位參與者熱情贊助
活動中
心將舞臺設
立在中國城
廣場中央, 作
為娛興節目
表演之用；帝
王像前搭建
帳篷、擺設攤
李察遜市市長 Paul
李察遜市副市長
李察遜市市議員 位。近 40 個
多攤位吸引
Voelker
Mark Solomon
Scott Dunn
絡繹不絕的
【本報系達拉斯訊】由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 人潮，特別是各式美食小吃飄香整個中國城，各
主辦的美食文化園遊會已於四月廿二日圓滿完 方好手將自家拿手的厨藝，精心烹製的家鄉美
成，此次活動由中華社團聯誼會、中華民國僑務 食，與衆人分，以解鄉愁，以饗口腹。
委員會及 City of Richardson 以及 Cathay Bank、
一早八點多活動中心理事、義工及 CYC 夏
State Farm 共同贊助。同時 City of Richardson 市 令營小朋友將帳篷、舞臺、桌椅搭建排列好，此
長 Paul Voelker、副 市 長 Mark Solomon 市 議 員 次活動時間從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二時，因活動
Scott Dunn 均前來參加美食園遊會活動。
在廣場馬路中間舉行，不顯擁擠，頗受好評。

剪紙

教扯鈴

慈濟幼兒園

玖龍獅團舞獅表演

廣場上有各式禮品小吃攤位販售，
舞臺前有舞蹈、兒歌表演、舞獅、武術、
Chinese Yo-Yo 表演等節目，為義賣園
遊會增添溫馨時光。親子遊戲區更讓孩
子玩得盡興。
在此感謝參與表演節目的社團及
個人：玖龍舞獅團、CYC 夏令營、石家
萍舞蹈學校、太極扇 - 雷老師、DFW
(中) 李察遜市市長 Paul Voelker(右四
Voelker(右四)) State
Chinese Yo-Yo Club、兒歌優勝者慈濟
Farm Ruth Bookhammer 與活動中心理事合照
幼兒園兒歌、麗人舞蹈學校、金秋舞蹈
Scott Dunn
團、茉莉花舞蹈團以及王濤武術學校等
Sharetea Plano 歇腳亭、大紀元時報、Cathay Bank
演出。
同時感謝參與活動的社團與個人：慈濟基 、State Farm Insurance、Hanmi Bank 等 及 CYC
金會、台大校友會、Geroge Fang、光華中文學校、 Summer Camp 青少年團，特別感謝熱情參與辛
Andy Hu、MX 俱樂部、Spin Sushi、SSahm BBQ、 苦的理事們，並謝謝所有前來參加美食節的大
眾贊助支持活動中心。
劉繼杰、陳芃/Lily Bao、劉金紅、美中
商會、Steel City Pops、FASCA、劉小
路、雅 韵 合 唱 團、NAAAP DFW、

電音三太子

太極扇 - 雷老師

美食節場景

金秋舞蹈團

麗人舞蹈學校

QS170427D 綜合
石家萍舞蹈學校

茉莉花舞蹈團

達福台商會理事會邀請前大達拉斯捷運董事會
主席Hugh Harrison 演講「如何爭取政府的商業合約」

達福台商會四月份理事會已于 4 月 20 日假達拉斯的
皇家餐廳（Royal China Restaurant ) 舉行。
該晚約有五十位理事出席，聆聽受邀主講人---前大
達拉斯捷運蕫事會主席 Mr. Hugh Harrison 演講「如何爭
取政府的商業合約」
。
Mr. Harrison 任職於 LegacyResorceGroup 顧問公司董
事長，他曾是「達拉斯非裔美國博物館」的董事，也曾擔任
過「達拉斯非裔商會會長」
。經由達福台商會名譽會長朱勵
的引薦，達福台商會很榮幸的請到 Mr.Harrison 到理事會
來介紹“如何爭取政府的商業合約”
。
Mr.Harrison 指出，若要爭取政府或大公司的合約，第
一步要做的就是，要先登記成為對方的少數族裔的承包商
。下一步就是要爭取承辦人員的友誼，然後透過各項招標
活動的參與及主動積極地與採購單位聯絡，推銷自己的產
品。日久之後，自然會從小的標案開始，漸漸擴大生意範圍
。經過 Mr. Harrison 指導之後，理事們也紛紛提問，會議在
熱烈討論後劃上句點。
們的需要，主題大多與商業、高科技與生活的結合為主。當晚受 院院長高速夫婦、緯創電腦維修公司業務經理 Mr. Nelson Lai 以
達福台商會每月的理事會中將安排不同的講題以滿足理事 邀的來賓包括：DART 副總裁 Jesse Oliver、北德大（UNT ）理學 及緯創綠色科技公司 Eric Huang。(達福台商會供稿)

恒豐銀行第一季財報亮麗
亮麗

季度盈利強勁，亮麗 2017
日前，恒豐銀行在休士頓總部恒
豐銀行大樓 12 層會議室召開 2017 年
度首次記者招待會，會議由恒豐銀行
吳文龍董事長主持，副董事長張瑞生，
執行董事錢武安，孫定藩，陳文全總經
理張永男，公關部經理 Jennifer Zhou
等人列席參加。
會議中，吳文龍董事長首先肯定
了恒豐銀行第一季的優异表現，吳董
事上說在 2017 年開篇的第一季，我們
交出了滿意的答卷，在 2016 年第一季
發佈會時我說過，我們的新目標是能

夠儘快衝破總資產 15 億。經過一年的
努力，今天，我們又向這個目標邁進了
一大步!恒豐銀行第一季度營運及成
長業績營運業績比去年同期都有明顯
增長，截止 2017 年 3 月 31 日第一季度
財務及營運狀況如下:總資產額已超
過 14 億，總存款額超過 12 億 3 仟萬，
總貸款額近 11 億 2 仟萬，資本總額超
過 1 億 6 仟 1 佰萬，稅前盈餘超過 625
萬元，稅後盈餘為 410 萬，資產報酬率
(ROA)1.20%，投 資 報 酬 率 (ROE)
10.3%，。同時，在今年 2 月 24 日舉行的

年 度 股 東 大 會，
分發每股股利
$1.00 元，使所有
投資股東非常滿
意。
吳董事長表
示，為 更 好 的 發
團體照片:: 從左至右
團體照片
從左至右::董事陳文權，孫定藩，副董事長
副董事長::張
揮社區銀行的優
瑞生，董事長
董事長::吳文龍先生，董事
董事::錢武安，董事及總經理
董事及總經理::
勢，為 南 加 州 蓬
董事長::吳文龍先生
董事長
勃發展經濟環境
張永男，公關經理
公關經理:Jennifer
:Jennifer Zhou
下的客戶提供更
截至目前，恒豐銀行已有 18 個經 資產品質的優良。在未來時間，恒豐銀
好的金融服務，2016 年 8 月 4 日恒豐 營網點，分布于德州，內華達州，加州， 行將一如既往地堅持這一原則，以期
銀 行 在 南 加 州 city 休士頓，達拉斯，拉斯維加斯，南加州 在大環境變化的情況下，始終保持穩
of Industry 和 Al- 工業區市和阿罕伯拉市等不同城市和 步發展，持續增長的趨勢。
hambra 同時開設兩 地區，無論是在經營多年的城市地區，
恒豐銀行成立于 1998 年 5 月 18
家分行，經過近 8 個 還是新開發的城市，恒豐銀行專業的 日，從臨時組合屋，38 位員工的開始，
月 的 營 運，兩 家 分 業務團隊，都在兢兢業業努力耕耘，勾 經過 19 年的兢兢業業的努力，目前已
(本報訊)華美銀行於 4 月 24 日宣
行 的 業 績 顯 著，存 畫著宏偉的藍圖。2017 年，恒豐銀行 成長為步入大型銀行的標準，員工超
Eli
Broad
同台
，
展開一場難得一見的領袖對談
佈與洛杉磯著名博物館 The Broad 長達十年
款額已超過 9 仟萬， 預計在加州再開一至兩家分行，將經 過 220 人，擁有總行及分行 17 家的本
。
兩位行業領導人在各自領域裏
，
為推動社區
的合作，協助博物館的藝術教育項目，為當地
貸款總額接近 7 千 營的版圖在加州地區更加延伸。
發展貢獻杰出
，
且不遺餘力地促進文化交流
。
地創立之大型華資銀行。恒豐銀行大
民眾帶來更多高品質的文化藝術展覽活動。
萬， 由此可以充分
他們將在對談中分享其在商業、藝術和慈善
吳董事長表示，長期以來，恒豐 樓，除已成為休士頓中國城的地標式
在十年合作期間，華美銀行將携手 The Broad
體現恒豐銀行在加 銀行本著對股東負責，對市場負責，對 建築外，也帶動了中國城的經濟繁榮。
推出一系列別開聲面的藝術活動及展覽。2017 領域的獨到見解。
華美銀行〈East West Bank〉達拉斯商業銀 州地區設立分行之 客戶負責的原則，始終堅持認真審慎 在未來，恒豐銀行將繼續秉持以心服
年的春季活動將於四月底隆重揭開序幕。此
舉措的正確性以及 每一個貸款專案，並嚴格控管貸款中 務，服務至心的原則，堅持誠信為本，
外，5 月 25 日，華美銀行 CEO 吳建民（Domi- 行中心地址：5001 Spring Valley Road，Provi加州市場的無限潜 每一個流程的正確性，因著這一堅持， 專精為責，繼續為廣大民眾提供專業
nic Ng）將與傳奇人物 The Broad 合夥創始人 dence Towers 西棟〈West Tower 〉, # 825 W,
力。
Dallas, TX 75244。
恒豐銀行增加資產的同時，也保持著 優質的金融服務。(恒豐供稿)

華美銀行

與著名當代博物館
The Broad 達成十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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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竹 (Heavenly Bamboo)

南 天 竹 、 南 天 竺 (Heavenly Bamboo,
Nandina， 學 名 Nandinadomestica)， 小 檗 科
(BarberryFamily， Berberidaceae)， 南 天 竹 屬
(Genus Nandina)，這屬為只有一個物種的單型
屬 (Monotypic genus)。原產於亞洲東部，從喜
馬拉雅亞山脈至日本。Nandina 這名字源自日
語 nan-ten 的英語化而來。它於 1804 年引進美
國，可存活於 USDA Zone 6-10；較耐寒栽培
種可至 Zone 5。
然它的中文園藝名或英文俗名為 「竹」
(Bamboo)，因它的莖及繁殖散播的習性，有
似竹子，但它可不是竹子 (竹子屬於禾本
科--Grass family，Poaceae)，而是一種可長至
約 2 公尺(6.6 英呎)高、1.5 公尺( 5 英呎)寬的長
青灌木叢。春天時，新葉呈粉紅至紅色，長
成的葉子轉呈綠色，老葉則變紫紅後才掉
落。五至六月開花，¼ 至 ½ 吋直徑、成串的
白花；秋梢會結亮麗、圓錐狀、紅色的小漿
果，0.5 至 1 公分直徑，可存留整個冬天，襯
著綠葉、白雪，頗為可觀，常種為庭院、花
園的觀賞植物。單株結果少，多株則結果
多，該是異花授粉的緣故。但有些矮栽培
種，例如‘Nana’ (葉子在冬天呈紫紅)，則
不結漿果。寒冷地帶，例如冬天溫度低於華
氏 10 度時，枝葉會枯死，明春由地下莖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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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竹成株南天竹漿果近照
再生。
它全株有毒，因它所含成份，分解後產
生氰化氫(Hydrogen cyanide)，這種分解物有
劇毒，如誤食過多，可能致命。又其紅色小
漿果含有植物鹼，南天竹啡鹼 (Nantenine)，
通常對人類毒性不大(除非攝食多量)，但對貓
及食草牲畜卻有毒性，對鳥類則無害，所以

鳥 類 可 食 其 漿 果 ， 例 如 反 舌 鳥 (Mocking
birds)、 黃 連 雀 (Cedar waxwing)、 及 知 更 鳥
(Robin)，種子經排泄物帶至遠方，幫助這種
植物傳播繁殖。但如攝食太多時，鳥類也可
能因氰化氫而受害 (請見下述)。1 這種植物鹼
曾 用 來 做 「搖 頭 丸 」 (Ecstasy， 台 灣 也 稱 為
「快樂丸」) 的主要成份 MDMA (3,4-Meth-

ylenedioxymethamphetamine) 的 解 毒 劑 (Antidote)。
它喜肥沃、潮濕壤士，pH 3.7 至 6.4，2
而不喜砂土，需避免栽植於強風地段。除此
之外，它可適應各種不同環境，全陽或半遮
陰，病蟲害少，常可活至百年之久。南卡州
就有沒特別照顧，而超過 100 年老的植株。3
它可用種子或地下莖繁殖，惟種子需數年才
會萌芽。2 依靠地下莖的成長，它可緩慢的逐
年擴張、成長。在北卡、田納西、喬治亞、
彿羅裡達、德州 3 等州，被列為入侵植物。它
可忍受炎熱及寒冷的氣侯，長青，無需修
剪，且病蟲害少，所以為頗易照顧的景觀植
物。其枝葉、紅色小漿果可做插花材料。因
植株所含化學成份，免子、鹿、及野豬等都
不會嚼食它。
就因它的入侵性，以及對鳥類的毒性，
例如 2009 年 4 月，喬治亞州 Thomas County 有
成打的黃連雀，因攝食多量南天竹漿果，而
中氰化氫之毒死亡的前例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的 Veterinary Medicine International 雜
誌，Dec. 9, 2010 專文報告)，1Hilloboro, Oregon 的 Tulalti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District5 主張別再種植南天竹做為景觀植物，
且需逐漸限制其生長、散播，甚或去除已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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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生長的植株。
南天竹新株南天竹新葉

重歸起點

許多人把夏薔薇當成一個笑話 ，因為她
在美國找了個農民，不是農場主，是那種收入
在貧困線下掙紮的窮農民。
薔薇成長在在西南的一個小城，高中畢業
沒考上大學，幹脆到表姐開的服裝店打工。她
皮膚細白溫潤，眉目之間山清水秀，是個不打
折的美女。薔薇一直憧憬嫁個好人家，但是算
命先生告訴她，你情路顛簸，婚姻多變 ，原
因是下巴太尖，是克夫的面相，不過呢，若是
肯花五百塊錢，我可以幫你化解。薔薇自我感
覺良好，自己顴骨又不高，哪就克夫？這算命
的肯定是個山寨，就知道胡說八道，騙人錢
財。
薔薇第一次出嫁，嫁給當地一個煤炭技術
員，新婚三個月後，丈夫下礦井，當天瓦斯爆
炸。第二個丈夫在工廠當銷售經理，結婚還不
到半年，他跟三個同事駕車去省城開交易會，
車在回來的途中跟一貨車相撞，一車的人都沒
大事，最多受點輕傷，但是他被送到醫院就沒
了呼吸。薔薇第三次嫁人，嫁給了一個喪偶的
體育老師，體育老師身強力壯，可是兩年後卻
得了肺癌，被查出來已是晚期。
連著克死了三個男人，薔薇從此聲名遠
揚，衆人背後都叫她白虎女人，沒人敢招惹
她。有時候看見一群夥伴手舞足蹈，在那裏高
聲談笑，激動得像喝了雞血，而她一過去就悄
無聲息了。這小城是不能再呆了，到處都是詭
異的眼神和飛舞的舌頭，攪得她睡覺也在跟魔
鬼糾纏。她想動就行動，南下去了廣州打工。
人在異鄉誰也不認識她，折騰了半年，最後在
一外資服裝城當了營業員。
大城市就是好，各種信息五光十色。薔薇
的文化雖然不高，但是腦子裏有光，一照就靈
透。不懂英文算什麼，也敢跟老美來一場網
戀。她身邊一個小姐妹就是她的榜樣，初中都
沒讀完，但憑著手機裏的翻譯軟件搞定了一個
英國人，半年功夫就飄洋過海了。薔薇尋思
著，自己不幸當了三次寡婦，若是在中國嫁
人，肯定要被人像挖屍一般挖出恐怖的曆史，
幹脆給婚戀公司交錢，直接嫁到美國去吧。
有志者，事竟成。在廣州過完第二個春
節，薔薇就坐上了越洋的大飛機。她的未婚夫
傑夫，比她大 15 歲，在美國南方 A 州擁有自
己的農場。在薔薇的想像中，是那種特氣派，
特現代的高科技農場，高速公路環繞，集裝箱
貨車川流不息。她沒有想到美國的農村是如此
的原生態，柏油老路坑坑哇哇，車窗外是一片
一片的紅薯、玉米、花生地。她用翻譯器問傑
夫，你家裏有牛奶制品加工廠嗎？傑夫用翻譯

器回答薔薇，我沒有，我叔
叔家才有。
薔薇現在才知道，她的
未婚夫是個地道的美國農
民，跟豪氣瀟灑的大農場主隔著幾條街的距
離。對於薔薇，既然都來了，還能怎麼跳？傑
夫的莊稼地雖然是機械化耕作，但各種繁瑣的
勞動也要人去完成，餵雞餵羊，采草莓，開拖
拉機，給葡萄樹搭架子......
薔薇只要得了空閑，就會開車去一個叫橘
林（Orange Grove)的城市。橘林是座 50 萬人
口的中等城市，這些年隨著移民的增多，華人
社區也在蓬勃發展。華人辦的教堂、學校、酒
樓，可謂是四處開花。薔薇去橘林主要是見朋
友，順路大吃大喝一頓，解決腸胃對中餐迫不
及待的饑荒。
“慢點吃，慢點吃，這盤香酥鴨翅和蝦仁
菜心全是你的。” 盧雪梅對薔薇笑道：“怎
麼樣，跟老公的日子過得還行吧。” 薔薇搖
頭擺腦地說：“日子不好過啊，這農民這麼
窮，腦筋又死，家門口的那片風景多美，有山
有水，要在中國早開發成了農家樂。”雪梅笑
道：“美國哪來的農家樂？一開車出門就是農
家。” 薔薇說：“我又沒有讓他開農家樂，
做其他的生意也可以啊，後院那麼一大片森
林，搞一個木材加工廠，把材料買到中國
去。”雪梅說：“你那後院就是一寶地，野靈
芝長了一大片，你怎麼不鼓搗鼓搗老公呢？靈
芝在中國可貴了。” 薔薇說：“我的英文什
麼級別？你還不知道嗎？遇到問題都用翻譯軟
件幫忙。不過現在好多了，能猜個大概意思，
最初聽他說話跟貓叫沒啥區別。”
雪梅跟薔薇一樣，老公也是美國人。雪梅
如果還在在國內，她的生活跟薔薇絕對沒有交
點。雪梅在國內讀的涉外旅遊管理，大學畢業
後當導遊，在工作中與現在的老公相識。人在
美國這點好，無論你國內的身份多高貴，只要
是同胞，彼此有了認同感，到了美國一律平起
平坐。雪梅在美國讀了個 MBA，一直沒找到
心儀的工作，有人勸她考 CPA，證書到手後絕
對有單位。但雪梅實在不想受考試的折磨，轉
身開了家面館。
雪梅為什麼開面館？因為面館簡單，沒有
普通中餐館的複雜繁瑣，什麼采購進貨，廚房
備料：蔬菜、水果、豆制品，雞肉、牛肉、海
鮮......還有聘人，廚師和招待員，若是招了沒
身份的黑工，移民局來找麻煩怎麼辦？開面館
就簡單多了，主要材料就是面，成本極低，程
序又簡單，開業之初雪梅一個人就全盤搞定。
後來規模大了，她又招了兩三個小工幫忙。但
是制作小面佐料：過了油的辣椒和花椒，碎花
生和芝麻醬，姜蒜水的比例......由她一人獨立
完成，那可是鎮店之寶，可不能讓徒兒隨便偷

孟悟

去。
雪梅一邊忙事業，一邊呼朋喚友。她天性
愛熱鬧，近日建了個微信群，她是群主，拉進
來的女同胞有個共同點，老公是老美。在群主
扛起的大旗下，以雪梅為中心的外嫁女子俱樂
部成立了。因為有這個組織，薔薇三天兩頭都
找得出借口朝橘林奔。
雪梅家附近有個天鵝湖，湖邊長著郁郁蔥
蔥的竹子。眼看著春暖花開了，雪梅組織大家
去湖邊挖竹筍，采野蔥和野韭菜，准備回來一
起動手包餃子。往常的任何活動，都少不了薔
薇活蹦亂跳的身影，但這些日子奇了怪了，好
幾次沒看見薔薇現身，到底出現了什麼敵情？
雪梅很快知道薔薇家裏出了大事，但不是
壞事。石油公司在她家的莊稼地裏，探測到了
地底深處的秘密：頁岩油儲藏量驚人，勘探潛
力巨大，搞不好能打造出一個小中東。石油公
司即刻派人到傑夫家裏，直接向夫妻二人開
口：你們的農場我買了，200 萬美元的現金支
票，拿錢就走人。200 萬美元啊！傑夫這個窮
農民，一輩子都沒有見過這麼多美元！再說美
國鄉下的土地根本就賣不起價。他眼睛瞪成了
金魚，舌頭也給凍住了，以為自己還在夢裏，
不知道怎樣說話，等清醒過來後，還當遭遇了
騙子。薔薇倒是鎮靜，知道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後，手拿翻譯器跟石油公司討價還價，她一張
口就是河馬嘴：500 萬美元，一張都不能少，
否則我們絕不搬家！
薔薇是誰？見過世面的人，在國內當過釘
子戶，釘到底，不屈不饒，最後都能勝利，拿
到理想的數字。傑夫是個老實人，他說我們還
是搬家吧，這麼多錢，慢慢花，一輩子都夠
了。周圍的鄰居和親戚都沒人當小牛釘，唯恐
石油公司生變，拿錢的當天就走人。薔薇對傑
夫說，你別管我，我有經驗，大家搬得快，就
我們不走人，到時候石油公司只能向我們低
頭。
雪梅在電話裏奉勸薔薇：”不要當釘子
戶！美國不比中國溫情，如果收到最後的警告
你還不滾蛋，警察來了可不是請你喝茶的，直
接就把你朝警車上扔，關上幾天都有可能，跟
那些毒販和變態關在一起，被爆菊了也沒人聽
你喊冤。“ 薔薇說：”美國怎麼不講人權？
我們那麼一大片家園，祖祖輩輩耕種了一百
年，200 萬就打發走人了，跟打發花子似的，
憑什麼要受欺負？先釘起來再說。”
又過了幾天，雪梅給薔薇傳了一個視頻。
她對她是語重心長：“看見沒有，如今石油開
采是美國的首要國策，連印地安人都敢欺負，
你算什麼？人家印地安人祖祖輩輩在美國生活
了幾百年，是美洲大地的真正主人，他們勤勞
而善良，安分守己，從來不侵犯人家。” 薔
薇笑道：“印地安人才不安分守己呢，我聽老

公的姐姐說過，從前印地安人的部落爭奪地
盤，打來打去，把俘虜的心髒挖來吃了，頭骨
做成水杯。” 雪梅問：“你跟傑夫姐姐說話
也用翻譯軟件嗎？” 薔薇說：“她說話很
慢，又會做手勢，我能聽懂她的意思。”
說完後看視頻，薔薇還是震住了，印地安
人為了保護土地不受汙染，抗議石油公司鋪設
管道，他們聚衆遊行，遭遇警察的高壓水炮和
胡椒煙霧彈。薔薇連忙說：“我可不想嘗高壓
水炮落在身上的滋味。” 就在薔薇准備點頭
拿錢就搬家，石油公司居然退步了，願意補加
50 萬美元。薔薇在電話裏得意地對雪梅說：
“看見沒有，釘一釘總是有好處的，不管是在
中國還是在美國。” 雪梅說：“你不過是運
氣好。”
運氣很快就離開了薔薇。傑夫拿了這麼多
錢，欣喜若狂，做了這輩子最想做的一件事：
奔到專賣店，買了一部哈雷摩托車，緊接著，
頭盔、皮衣、鋼鏈子......系列行頭折騰下來，
差不多四五萬美元。他威風凜凜，一路呼嘯駛
過大街和小巷，感覺自己無敵霸氣，是天地間
的大王。可能是太過得意，不覺間與一輛大貨
車正面相撞。
很多人說，樂極生悲，傑夫遭遇了橫財的
詛咒，正如中了巨額的彩票，幸運背後是詛
咒。但是沒有誰知道薔薇在中國的曆史，白虎
克夫的不祥故事。薔薇辦完了傑夫的葬禮，搬
到橘林，在雪梅的社區買了一套房子。薔薇對
雪梅說：“這房子二千多英坪，兩層樓，四間
臥室，我一個人住是不是太大了？” 雪梅忙
說：“不大，不大，萬一你以後要成家
呢。” 薔薇搖頭說：“我不想結婚了。” 雪
梅笑道：“你還不到 40 歲，年輕著呢，你現
在是個小富婆，人又長得好，找你的人肯定很
多。” 薔薇說：“那我更不敢嫁人了，一個
人安安靜靜地過，平日裏有你們這幫好姐妹彼
此照應，也就行了。”
薔薇想過安靜的日子不可能了。先前那些
人笑話她，笑她不懂英文，嫁給一個美國窮農
民，大概在床上都要依靠翻譯器。現在的人看
她，目光裏完全是對財神爺的仰慕。她家裏可
熱鬧了，媒人隔三岔五找上門來，想拉她入夥
做生意的也絡繹不絕。最後連雪梅也不甘寂
寞，她對薔薇說：“我的面館如今已擴大了，
我想再開一家餐館，你來入股怎麼樣？”
薔薇心煩意亂，對誰都不敢答應，對誰也
不敢拒絕，她總是說：“好的，好的，我再想
想。“ 又過了些日子，她回了一趟國，在老
家呆了半年。再回美國時，告訴雪梅等一群
人，她的錢都成了月光，給父母買了房子，給
姐姐還了債，還給哥哥投資做生意。如今她又
回到了一窮二白的狀態，原來的起點，她說她
想去雪梅的面館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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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LDEST REPUBLIC IN THE WORLD

世界最古老的共和國

陳少明/文

郭樹植/修改

What is a republic? A republic is a sovereign state,
governed by officials elected by the citizens of the country.
Those government leaders must exercise power under the
rule of the law.
什麼是共和國？ 共和國是一個由公民選出的官員來管理
的主權國家。 這些政府領導人必須按造法律的規定來行
使他們的權力。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by Italy, San Marino is one of the
world’s smallest countries, but it is also the world’s oldest
republic. Legend says that San Marino was founded in 301
AD by a Christian pastor and stonemason Marinus when he
fled Roman anti-Christian persecution at the time. He built
a chapel-monastery at Mount Titan, the highest point of
San Marino. Later the State of San Marino was developed
from this center created by his monastery. Living in
mountain isolation, the Christians were able to live peaceful
lives. They even built a wall similar to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聖馬力諾四周被意大利所圍繞，它是世界上最小的國家
之一，但它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國。据說，基督教
牧師和石匠馬力若斯為逃離羅馬帝國的反基督教迫害而
在公元301年建立了聖馬力諾。 他在聖馬力諾的最高點
蒂唐山建立了一座教堂兼修道院。後來聖馬里諾便是以
此修道院為中心發展起來的。 生活在這與世隔離山區中
基督徒們便能過著一種和平的生活。他們甚至還建了一
座像中國長城那樣的城墻。
San Marino is governed by the Constitution of San Marino,
which was written in Latin, dated back to late 1600 AD. The
constitution dictates San Marino’s political system and
other matters. This is the oldest written governing

document still in effect. They also named Abraham Lincoln
honor citizen of San Marino because of his love of
republican principals.
聖馬力諾是由聖馬力諾憲法來管轄的。這憲法以拉丁文
書寫，並可追溯到公元十六世紀晚期。 憲法規定了聖馬
力諾的政治制度和其他事項。 這是最古老的，且是仍然
有效的書面管理文件。他們還將亞伯拉罕. 林肯命名為
聖馬力諾的榮譽公民， 就是因他喜愛共和的原則。
San Marino is the fifth small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but
how it survived through all these years remains a mystery.
It is the only sovereign state that survived Italy’s once
strong city-state network. This landlocked micro nation
clung on much longer than powerful kingdoms of Genoa
and Venice. Established 1700 years ago until this day, San
Marino has been considered the world’s oldest surviving
sovereign state.
聖馬力諾是世界上第五小國，它在漫長的歲月中是如何
生存下來的，仍是一個謎。它在意大利這個曾是強大的
城市國家網中是唯一的倖存的主權國家。 這個內陸的迷
你小國，比熱那亞和威尼斯這樣的強大王國滯留的時間
更久。自1700多年前建國以來直至今日，聖馬力諾就被
認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且仍存活的主權國家。
The size of San Marino is just little over 61 square
kilometers, with a population of 33,562. Although San
Marino has the smallest population among the European
Council members, it is one of the wealthi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GDP per capita. It has a very stable
economy, very low unemployment rate, with a budget
surplus and no debt. The number of vehicles in this country
even exceeds that of its population.

聖馬力諾的面積只有不到 61平方公里，人口為33,562。
雖然聖馬力諾在歐洲理事會成員國中人口最少，但根據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
它有一個非常穩定的經濟，非常低的失業率，有著預算
盈餘， 而且沒有債務。 這個國家的車輛數量甚至超過
了其人口數量。
San Marino’s economy depends on banking, electronics,
ceramics, wine, etc. Its postage stamps, mainly sold to
philatelists ar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come. San Marino
is also a tourist hot spot, with more than 2 million people
visiting per year.

聖馬力諾的經濟取決於它的銀行業，電子業，陶瓷業，
葡萄酒業等。它那主要賣給集郵者的郵票業是它的一個
重要的收入來源。 聖馬力諾也是一個旅遊熱點，每年有
超過200萬人訪問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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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擔心買菜太花錢！
官方預測這些菜籃子食品繼續降價

壹季度國內物價漲幅維持在低位水
平。豬肉、羊肉、雞蛋、蔬菜等老百姓
菜籃子核心食品價格持續下跌或高位回
落。未來，大家也不用擔心“菜籃子”
價格會反彈大漲。農業部預計，蔬菜價
格將繼續季節性回落；豬價將呈高位震
蕩、小幅下跌態勢；雞蛋、雞肉等禽產
品價格今年將總體較為低迷。
壹季度食品價格逐月回落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居民消費
價格指數（CPI）比去年同期上漲 1.4%。
其中，1 月份 CPI 同比上漲 2.5%，2 月份
CPI 同比上漲 0.8%，3 月份 CPI 同比上漲
0.9%，CPI 漲幅連續兩個月低於 1%。大
眾關註度較高的食品價格 3 月份環比 2 月
份下降 1.9%，同比也下降 4.4%。
農業部最新公布數據也佐證了壹季
度國內食品價格運行的平穩。今年壹

季度蔬菜價格逐月下跌，壹季度“蔬
菜 200 指數”為 119.51，同比低 34.73 個
點。
肉類價格也小幅回落，豬肉價格逐
月下跌，“豬肉 200 指數”為 112.55，同
比 低 4.82 個 點 ； 羊 肉 價 格 總 體 繼 續 下
行 ，集市均價每公斤 55.76 元，同比跌
3.5% ；禽肉價格出現較大幅度下跌，
“雞肉 200 指數”為 95.01，同比低 7.65
個點。
此外，農業部監測的禽蛋價格總體
繼續下跌，3 月份均價已跌至近 8 年低
點。壹季度“雞蛋 200 指數”為 76.44，
同比低 23.02 個點。水產品價格持續上
漲，壹季度“水產品200指數”為108.90，
雖然同比低 2.85 個點，但整體價格水平
仍處於 2010 年以來的歷史高位。
未來食品價格會反彈上漲？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日前對
記者表示，3 月份食品價格繼續回落，
非食品價格漲幅收窄。預計年中 5、6 月
份隨著翹尾因素的反彈，CPI 同比漲幅
仍有走高可能。不過，全年來看，在總
需求並未大幅回暖的背景下，下半年
CPI 同比漲幅隨著翹尾和新漲價因素的
回調又會重新回落，全年通脹壓力並不
明顯。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在 3
月份的新聞發布會上曾指出，總體
來 講 ，物價走勢相對是比較溫和的，
也不會出現大家所擔心的通脹，因為
現在的農產品的供應是充裕的，工業
品供過於求的矛盾沒有根本緩解，在
這樣壹種大的環境之下，總體的物價
形勢走勢應該是比較溫和的，不會出
現通脹。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
趙錫軍也認為，目前貨幣政策強調穩健
中性，生產供應充裕，市場供求關系改
善，除非出現極端天氣情況，否則物價
上漲的空間並不大。

測，今年我國蔬菜生產由南到北均呈穩
中有增態勢，特別是北部高緯度夏秋蔬
菜優勢區、長江流域冬春蔬菜優勢區，
蔬菜供應量增加明顯。
農業部市場與經濟信息司司長唐珂
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預計今後兩到三
個月蔬菜供應將持續增加，蔬菜價格將
繼續呈季節性回落態勢。
他同時強調，今年蔬菜價格可能整
體低於去年同期水平，再加上蔬菜供應
產地由南到北轉換需要壹個過程，部分
蔬菜品種可能會出現短時間的斷茬；受
去年異常天氣導致蔬菜價格劇烈波動影
響，今年蔬菜生產“大小年”現象比較
突出，局部地區個別品種可能出現“賣
難”現象。

——豬肉價格將小幅下跌 5 月前後
或企穩
今年壹季度，豬肉價格總體呈逐月
回落態勢，2 月份比 1 月份環比跌 2.2%，
3 月份比 2 月份環比跌 5.5%。
唐珂預計上半年豬將呈高位震蕩、
小幅下跌態勢，5 月份前後可能企穩，
大眾關心的食品價格將會怎麽走？ 生豬養殖效益依然向好，豬糧比有望保
——蔬菜價格將繼續呈季節性回落 持較高水平，但也提醒廣大養殖戶要理
態勢
性補欄。
據 農 業 部 對 580 個 蔬 菜 重 點 縣 監
“5 月份以後進入旅遊旺季，再加

上中秋、國慶等節日效應拉動，豬肉
價格可能還將反彈。”他認為，但由
於國 內 豬 肉 價 格 總 體 偏 高 ， 國 內 外
價差動力較強，預計後期豬肉進口
還 有 空 間 ， 將 對 國 產 豬肉價格產生壹
定打壓。
——雞蛋、雞肉等價格料全年總體
低迷運行
2 月份雞蛋批發價格壹度跌至 10 年
來最低點。據農業部監測，今年 2 月份
平均每只蛋雞虧損 2.21 元，是 2012 年 4
月以來的最大虧損額。
唐珂 認 為 ， 雞 蛋 、 雞 肉 等 禽 產 品
價格 今 年 將 總 體 呈 現 較 為 低 迷 的 運
行 態 勢 ，也不排除階段性震蕩。壹
是，蛋雞存欄仍處於相對高位，雞蛋
消費總體比較平穩，如果不發生重大
疫情，雞蛋產業仍處於產大於需狀
態 ，即使後期有節日效應，漲幅也不
會太大。
此外，目前白羽肉雞祖代和父母代
存欄量有所恢復，黃羽肉雞養殖戶受疫
情影響加快出欄，禽肉供應量明顯增
加，再加上飼料價格下降較多，後市禽
肉價格大幅上漲動力不足，節日效應拉
動下大幅下跌可能也不大，總體將處於
震蕩態勢。

壹季度農產品價格全面走弱 禽肉價格大幅度下降
綜合報導 農業部通報重點農產品市場運行
情況。今年壹季度，農產品市場運行呈現蔬菜、
豬肉價格逐月下跌，禽肉價格較大幅度下降等
特點。
對於蔬菜價格下跌的主要原因，農業部市
場與經濟信息司司長唐珂表示，除了節日效應
過後需求減少外，還與農戶受上年同期高價刺
激，擴大種植面積有直接關系，再加上今年北
方天氣回暖快，大棚蔬菜長勢好，短期內大量
集中上市，導致供應量偏多，壓低了菜價，蔬
菜價格提前進入季節性下跌區間。未來天氣狀
況總體有利於蔬菜生長，預計兩到三個月內蔬

菜供應將持續增加，蔬菜價格將繼續呈季節性
回落態勢。
對於豬肉價格的走勢，唐珂說，預計上半年豬
價將呈高位震蕩、小幅下跌態勢，5 月份前後可能
企穩，生豬養殖效益依然向好，豬糧比有望保持較
高水平。壹般春節過後豬肉消費呈現季節性回落，
直到 5 月份以後進入旅遊旺季，再加上中秋、國慶
等節日效應拉動，豬肉價格或將反彈。值得註意的
是，由於國內豬肉價格總體偏高，國內外價差動力
較強，預計後期豬肉進口還有空間，將對國產豬肉
價格產生壹定打壓。
壹季度農業市場價格延續了去年走弱的趨

勢。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統計師汪
傳敬表示，近年來，雖然適度規模化經營快速
發展，但小規模生產仍是我國農業生產經營方
式的主體，種糧收益受到經營規模的嚴重制
約 ，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
比 重 下 降 。 2016 年 ， 糧 食 價 格 下 跌 ， 畝 均 收 益
下降，對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產生了較為不利
的影響，同時，糧食種植收益下降也會影響
種糧積極性，給國家糧食安全帶來隱患。因
此 ， 需 要完善農業政策體系，加快推進糧食目
標價格改革，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價格形成中
的作用。

也有專家看好今年的食品價格走勢。中國
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表示，近
年來，居民食品消費結構不斷升級，居民更加
註重食用優質高檔類食物，結構性變化會引起
食品消費單位價格的上升。同時，國內部分畜
產品供求關系偏緊的狀況仍將持續，這也可能
引起居民食品消費價格的上升。綜合來看，
2017 年 居 民 食 品 消 費 價 格 或 繼 續 維 持 溫 和 上 漲
態勢，預計農產品生產者價格同比上漲 2%，食
品消費價格同比上漲 4%。中國食用農產品供求
關系總體上偏松，不支持居民食品消費價格明
顯上漲。

時事圖片

英國 109 歲老人慶祝生日 曾三次拒收女王賀卡
英 國 ALTON Hants，
Hants，
Robert Weighton 慶 祝 他
109 歲的生日
歲的生日。
。 收到太多賀
卡，這位最老壽星 Robert 拒
收了英女王的生日卡片。
Robert 生於 1908 年 3 月 ，
當時是愛德華七世執政期間，
當時是愛德華七世執政期間
，
英國還未參加世界大戰。
英國還未參加世界大戰
。這
位百歲老人有三個孩子，
位百歲老人有三個孩子
， 10
個孫子和 25 個曾孫
個曾孫。
。自從老
人過 100 歲生日以來
歲生日以來，
， 英女
王已經發了三封生日賀卡，
王已經發了三封生日賀卡
，
但他每壹年都拒收，
但他每壹年都拒收
， 因為不
想自己的小房間塞滿太多生
日卡片。
日卡片
。

藍鈴花似紫色地毯
比利時樹林鋪滿
比利時 Halle 市的壹個樹林長滿了藍鈴花似紫色地毯。據悉，藍鈴花又稱野風信子，是
天門冬科藍鈴花屬的壹種多年生球莖植物，從西班牙西北到不列顛群島的大西洋地區均有
分布，是西方常見的庭院植物。

鏡頭記錄神人創造
冰下潛泳 175 米世界紀錄全過程

芬蘭黑諾拉，
芬蘭黑諾拉
，法國潛泳高手 Arthur Guerin 欲創造冰下潛泳 175 米的世
界紀錄，他的攝影師朋友在旁為其記錄下了整個準備及潛泳的全過程
界紀錄，
他的攝影師朋友在旁為其記錄下了整個準備及潛泳的全過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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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Be Deported To U.S. In Short Time Authorities Say

Chinese Court Convicts Houston Businesswoman
Sandy Phan-Gillis Of Spying -- Judge Sentences Her
To 31/2 Years In Prison And Deportati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nd ordered her expelled from China
— but left it unclear as to whether she
had to serve out her prison sentence
before being deported, Mr. Shang said
by telephone.
“A court can order expulsion from the
country for foreign nationals either
after serving a sentence or concurrent
with a sentence starting, but the judge
wasn’t clear on which applied here, so
I also have to wait to read the verdict,”
Mr. Shang said. “Of course, I hope that
they’ll deport her as soon as possible,
but we have to wait until we see the
A Chinese court has convicted American businesswoman Sandy Phan-Gillis
written verdict to be sure.”
of spying, sentencing her to three and a half years in prison and deportation.
It could be days before he receives the
written judgment, he said.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s that a Houston woman, The uncertainty about the sentence has added an
Sandy Phan-Gillis, who was detained in China during agonizing twist to a case that turned Ms. Phan-Gillis’s
a business trip in March 2015 and formally arrested husband into an amateur detective and lobbyist,
that September, was sentenced to prison on spying seeking to clear his wife of the accusation that she
charges, but she may soon be deported back to the U.S. had worked as a spy for the American authorities. Mr.
Her husband, Jeff Gillis, who has adamantly rejected Gillis said by email that he did not want to comment
the accusations and has fought for her freedom, said on the trial.
her lawyer, Shang Baojun.
The United States Consulate in Guangzhou, in southern
Phan-Gillis, 57, was part of a trade delegation with China, has handled Ms. Phan-Gillis’s consular needs
Houston city leaders, but she was stopped at a border while she has been held in Nanning, 315 miles to the
checkpoint where she was accused of stealing state
secrets nearly 20 years before, in 1996.
According to the Times, a secret trial was held and the
judge declared her guilty and ordered her to be expelled
from the country. A human rights activist in China is
crediting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who raised
the issue during his visit to Beijing last month, with
expediting Phan-Gillis' trial and the court's decision,
according to Houston TV station KHOU-11.
After a secret trial in the morning in Nanning, the
capital of the Guangxi region in southern China, a
judge declared Ms. Phan-Gillis guilty, sentenced her Sandy Phan-Gillis (l) shown with her husband Jeff Gillis (r).

west. The consulate confirmed that she had stood trial
but gave no details.
“We continue to follow Ms. Phan-Gillis’s case closely,”
the consulate’s press office said by email. “We have
regularly raised Ms. Phan-Gillis’s case with Chinese
officials, including at the most senior levels.”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redoubled the
government’s longstanding warnings that it faces
dire threats from foreign spies and subversion, and
state security officers have appeared increasingly
active. Other foreigners have also been tried on spying
charges, including a Canadian man released last year
soon after his trial ended with a guilty verdict. But
ethnic Chinese people appear especially vulnerable,
because officials have fewer scruples about detaining
them.
Calls to the Nanning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where Ms. Phan-Gillis was tried, went unanswered,
and there was no word of the trial in Chinese news
media.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did
not respond to faxed questions about the case.
“The continued detention of Sandy Phan-Gillis is
inexplicable and unacceptable,” Senator John Cornyn
of Texas said in an emailed comment on the verdict.
“Beijing should release her immediately so she can
return to her family in Houston.”
Ms. Phan-Gillis was born in Vietnam into an ethnic
Chinese family, and she fled in her teens by boat,
eventually sett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She worked
as a consultant for Houston businesses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stomers and investment, as well as
for Chinese businesses interested in Texas, and she
traveled often to southern China.
At first, Mr. Gillis said, he kept quiet about Ms. PhanGillis’s detention and hoped that Chinese investigators
would release her after realizing the charges were
groundless. (Courtesy New York Times)
Her husband, Jeff Gillis, has been campaigning for her
release, insisting that she's innocent. He has said in the

Phan Phan-Gillis, an American businesswoman, in an
undated photograph. After a secret trial in southern China,
Ms. Phan-Gillis, also known as Sandy, was found guilty on
Tuesday of spying.

past that he has documents that show she was in the
U.S. during the period in the 1990s when she is alleged
to have spied for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n China.
Phan-Gillis may have chosen to plead guilty at her trial
in order to try to secure an earlier release.
"She's supposed to serve the sentence in China,"
Shang said. "But maybe there's a condition based
on which she can be deported to the U.S. before the
imprisonment. We hope she can return to the U.S. as
soon as possible."
China hasn't publicly released details of the allegations
against her. Shang said he wasn't permitted to reveal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case without official
approval because it concerns national securit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has repeatedly raised PhanGillis' cas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U.S. Consulate in Guangzhou, a major city
in southern China, didn'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Wednesday. (Courtesy New York Times)

Texas-Northeastern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Establish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ino-US Trade
Reported By Huang Xiangci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help and suppor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as soon as possible into
the American society, to provide them with a broad
platform to help find a project, find funds to support
and help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to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They hope to promote their
area of China to the Houston business community with
community cooperation and teamwork and to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to enhance the
overseas image of the Chinese northeastern people and
to show that they are strong, dedicated and tenacious
in their endeavors.
Director of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of the Greater Houston
Policy Committee, Mr. Shen Jiansheng (center) issued a
certificate to Chairman Richard Qi (left) and President Gao
Xuchun (right). (Photo/Huang Xiangci)

The Texas-Northeastern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NEGC) celebr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ir organization with a Grand Opening event held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April 25,
2017.
The Chamber plans to promote the Chinese regions of
Liaoning, Jilin and Heilongjiang provinces and their
major cities with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vestment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amber wants to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to attract a large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to their hometowns of
Northeastern China.
Activities of the Grand Opening event were
coordinated by the organization director Liu Tao,
president Gao Xuchun, chairman Richard Qi,
executive chairman He Jingxu, Zhang Hong and Wu
Ju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Gu Xincheng, SecretaryGeneral Xin Weike and vice president Liu Yan,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large Houston Chairman of the
Cooperation Committee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hen Jiansheng, Chairman of the South American
Newspaper Television Media Group Wea H. Lee,
and Gao Di Group Chen Jianhui, Chairman of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
in Houston, Liu Hongmei, Counselor Zhou Zhencheng
and Consul General Yi Chuan. Also, with the Greater
Houston high-tech, medical, cultural, educational,
economic co-founder of the coalition, Chen Jianhui and
Wea H. Lee together donated thousands of dollars for
The Texas-Northeastern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NEGC) in celebration of its establishment.
Gao Xuchun greeted the sponsors of all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He said,
so many guests were in attendance to the event and
the members of the Texas-Northeastern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were very encouraged by
their attendance. He also mentioned the purpos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mainly to

The Texas-Northeastern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NEGC) celebr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ir organization with a Grand Opening event held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April 25,
2017. Liu Hongmei issued a total of 12 certificates to the
members of the Northeast Chamber of Commerce to show
congratulations and praise.(Photo/Huang Xiangci)

Richard Qi also expressed his heartfelt thanks to
the board for the arrival of the guests. He said that
with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northeastern businessmen
of Houston we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active.
Today, the conference was established to meet the
demands of society and the times. He also said that
this is a business association of the Northeast people,
it is all the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friends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 mutual help, mutual help,
mutual benefit, mutual benefit, integrity, practical and
grounding groups, in addition to special invitation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ortheast elite scholars,
entrepreneurs and outstanding people of all walks of
life, will also invite small businessmen, want to start
with th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such a big family, we
help each other, whether the exchange.
Southern News Group Chairman Wea H. Lee said
he was very excited to celeb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exas-Northeastern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vited them to join the ranks of
their service community. He said that the current
US-South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platform on the continuous efforts of
culture, the Northeast Association will be import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hopes they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Lunar New Year activities to give support. It is

important to set up an American relation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especially for China. Chairman Lee
said that at present Lamar University is conducting a
"thousands of American nursing programs" and the
Chennault Foundation for aviation schools. Project
immediately to start, perhaps th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to join the camp, will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for the Sino-US relations.
On behalf of the Greater Houston Cooperation
Committee, Shen Jiansheng mentioned, the prospects
in Houston, Texas, and sai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rtheast Chamber of Commerce is very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especially the Northeast is China's earliest
industrial center,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is
China's agricultural bas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Chinese and United States relationship should bring
unlimited development.

Chinese Consul General in Houston Liu Hongmei (left), Gao
Di Group Chairman Chen Jianhui (right) and the group
photo. (Reporter Huang Xiangci / photography)

Liu Hongmei said that the Northeast Chamber of
Commerce set up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especially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play a bridge role for the Sino-US friendship to provide
a new platform, she represents the Chinese Consu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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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to congratulate the inauguration
The Liu Hongmei also mentioned the success of the
meeting, which was not onl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ork of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private friendship, but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ountries.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hope the Northeast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actively play a bridge link
for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to bring more 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 Suppor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brought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Chinese
provinces and overseas Chinese. The organization
received good wishes from the Liaoning Provincial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Jili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the Offic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Jiangsu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Offic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and the 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as well as many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men congratul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rtheast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In particular, U.S. Congressman Al Green also
congratulated the Texas-Northeastern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on its establishment and
contribution, which was conveyed by Liu Yan.
Liu Hongmei issued a total of 12 certificates to the
members of the Northeast Chamber of Commerce
to show congratulations and praise. The hope is that
through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this platform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growth and that northeast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s can build a strong bridge
of friendship and economic ties, bringing together
resourc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growth of both China
and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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