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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蔚華府邸音樂會歌頌母愛偉大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與社長夫人
朱勤勤上周日於自宅府邸舉辦「慶祝母親節音樂
會-中國風情音樂會」(A Concert In Celebration
Of Mother's Day)﹐吸引眾多重要僑界人士與會﹐
國會議員 Al Green 出席贈賀狀與賀禮﹐以表其貢
獻﹔旅美雕塑家王維力與奧斯卡獎終身評委盧燕
也親臨現場﹐受到李蔚華熱情接待﹒圖為李蔚華
(右二)與高帝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建輝(左二)及
來訪嘉賓一同合影﹒

美南電視介紹
星期三

2017 年 5 月 3 日

Wednesday, May 3, 2017

B2

《傾城之戀》 張愛玲改編愛情故事
劇情介紹：
該劇根據中國傳奇女作家張愛玲經典小說《傾城之戀》改編。
由中國中央電視台改編電視劇，陳數、黃覺、王學兵和劉一含
等人主演。故事背景在上海和香港，描述上海大戶人嘉千金白
流蘇與多金瀟灑單身和范柳原的愛情故事。

播出時間：
周一至周四晚間8時30分至9時 30分首播，
周二至周五凌晨5時至6時重播，敬請準時收
看。

《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BBG在世界新聞自由日主辦媒體研討會
【VOA】美國廣播理事會(BBG)首席執行官約翰•蘭
辛在一次紀念世界新聞自由日的研討會上說，全球各地
正在發生一場信息戰。廣播理事會是美國之音(VOA)的
上級部門。
廣播理事會和喬治•華盛頓大學媒體與公共事務學院星
期一組織了這次研討會，討論國際新聞領域面臨的挑戰
、假新聞的擡頭以及媒體如何能夠建立信譽。
蘭辛提到了俄羅斯幹預去年美國選舉的指稱並說，人們
看到這些消息後應該警覺，並且加大對真實信息的投入
。否則，他說，“後果如何真的讓我害怕。”
廣播理事會成員、負責公共外交事務的代理國務次卿
D•布魯斯•沃頓說，“全球各地的媒體環境感覺上是
在惡化”。他在主題演講中說，“重要的是，我們今天
要聚集在這裏，挺身捍衛新聞自由。”
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負責新聞的高級副總裁和主任
編輯邁克爾•奧列斯克斯說，假新聞的擡頭以及那種相

信這些假新聞才是真事的想法正在破
壞新聞的根基。他說，新聞業者相信
查明真相是自己的職責，並知道“如
何追蹤信息的來源。”
他說，“新聞業者不能被卷入信息戰
成為交戰方。我們不站在任何一邊。
”奧列斯克斯說，新聞業者必須建立
起自己的信譽，並建立起與受眾之間
的關系。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全球事務記者
埃莉斯•拉伯特說，如今一些媒體被
視為假新聞，這“讓我們要花時間為
自己辯護”。她說，新聞業者如今必
須證明他們擺出的事實是正確的，而
不僅僅是在做報道而已。
圖：BBG首席執行官蘭辛：事實真相在全世界受到挑戰
蘭辛說，他有時聽說，如果美國試圖
反對外國的宣傳，就必須以宣傳回應宣傳。但是他說，
如果廣播理事會這樣做了，就會失去自己的信譽。“我 國經濟的最大部分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出現增長勢
頭。
們要對信任我們的受眾負責。”
研討會主持人、喬治•華盛頓大學媒體與公共事務學院 商務部星期一公布的數據顯示，2、3月份的消費額和
主任弗蘭克•賽斯諾說，媒體必須要做得更好。他說： 前幾個月比，沒什麽好轉。彭博通訊社對經濟學家預測
“我們不被信任。我們不透明。”他還說，媒體要更好 的調查顯示，增長的中間數為0.2%. 收入提高也僅有
地教育人們，讓他們了解媒體每天是如何獲得信息的。 0.2%。
這些消息令人感到雪上加霜，因為上周五的經濟報告顯
他說：“必須要有一場更為用心的運動。”
示，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自從2009年以來出現最緩
慢增長。不過分析人士認為消費者支出會出現起色，因
為還有很多令美國人樂觀的經濟表現，其中就包括穩定
【VOA】美國消費者支出3月份不見起色。通貨膨脹放
緩，低於美聯儲的預計。這顯示今年以來熱度不夠的美 的就業市場。

美消費者支出3月份無增長

圖：美國一處餐飲和購物中心（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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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大奧斯汀校園連環殺 校長表憤慨

（本報訊）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本週二對外確認，該
校週一發生的持刀殺人案與一小時之後發生的另一起殺人
案件沒有關聯，根據報導，第一起事件已經造成一人死亡
，三人受傷，一個小時之後，第二起事件隨之發生。
在本週二的新聞發布會上，警方稱，週一晚在校園西
處公寓發現另一具屍體，這名死者的年齡位於 20 歲左右。
當天第二起事件的目擊者稱，一名男子正持刀威脅一
名女性，並且這名目擊者遭到這名男子持刀傷害，之後被
送往醫院，所幸沒有生命危險。警方下午接到報案通知，
但一直到晚上才向公眾發出警告。

奧斯汀警局局長 Brian Manley 表示，這兩起案件沒有
關聯，第一起案件發生在德州大學校園外圍的喬治健身中
心（Gregory Gym），已造成一名學生死亡和其他三人受
傷。警方承認當天沒有及時向公眾發出警告。死亡的學生
身份已經查明為 Harrison Brown，其他三位受傷的學生也
被送往醫院。持刀作案人為 21 歲的學生 Kendrex White，
他將正式面臨謀殺指控，並且警方有證據表明作案人有精
神健康問題。因此，沒有跡象表明該案是一起大型的策劃
謀殺案。
此外，警方也澄清了該案和其他學生組織包括學生會
等有關的傳言。
警方強調，第二起案件也造成一名人員死亡，這和第
一起死亡案件無關。

去年四月，該校 18 歲學生 Haruka Weiser 的屍體在靠近該校校友中
心被發現，並有性侵和創傷的跡象。
德州大學校長 Gregory Fenves 稱
，很難想像在這個 50 年都沒有任何暴
力殺人案的校園，竟然在一年時間內
發生兩起殺人事件。對兩位遇難學生
的悲劇，我感到氣憤和傷害。
校長也強調了已經加強了校園的
巡視，並且在校園的必要地點增設警
力和巡視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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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尼亞 2 歲男孩墜入 16 米深井 10 小時救援成功

羅馬尼亞 Balta Sarata 村 ， 急救人員營救壹名落入 16 米深井的 2
歲男孩。營救工作開展了十個小時
歲男孩。
營救工作開展了十個小時，
，救援人員用暖風機給墜井男孩取暖
。由於井太深
由於井太深，
，消防隊員不得不用望遠鏡檢查小孩的情況
消防隊員不得不用望遠鏡檢查小孩的情況。
。

攝影師拍攝 漏網
海豚遭漁網捕捉

戰鬥民族誕生新職業
俄博物館雇專人驅趕鴿子

﹁

逃脫瞬間

﹂

俄羅斯葉卡捷琳堡，
俄羅斯葉卡捷琳堡
， 葉卡特
琳堡博物館雇傭專職人員驅趕鴿
子。他的職責是將鴿子從博物館
附近驅逐並說服人們不要餵鳥。
附近驅逐並說服人們不要餵鳥
。
圖為驅鴿人員 Konstantin Leskin
正在工作。
正在工作
。

意大利卡莫利，
意大利卡莫利
，兩只海豚在被漁網捕捉後幸運脫逃
兩只海豚在被漁網捕捉後幸運脫逃，
，這
壹瞬間被水下攝影師 Isabella Maffei 捕捉
捕捉。
。

大話經濟

去年上市公司日“擲”20 億買理財

主營利潤“跑輸”投資

上市公司 2016 年年報披露在 4 月
30 日收官，Wind 資訊數據顯示，除因
無 法 按 期 披 露 年 報 的 *ST 烯 碳 之 外 ，
3204 家 A 股 上 市 公 司 去 年 實 現 營 收
32.60 萬 億 元 ， 相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長
6.75% 。這壹增長速度，與中國 2016
年 6.7%的 GDP 增速壹致。凈利潤（文
中所述 均 為 歸 屬 母 公 司 凈 利 潤 ） 2.76
萬 億 元 ，同比增長 5.43%。
股市壹向被譽為實體經濟“晴
雨 表 ” ， 近年來圍繞實體經濟“脫實向
虛”的爭議不斷，從最新披露的上市公
司年報數據看，在主業之外，從事炒
股、炒房、購買理財等行為的上市公司
增多，不少上市公司甚至以此投資作為
企業的“致富經”。
Wind 數據顯示，2016 年共有 556
家上市公司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較
2015 年的 490 家增加了 13.47%。全年
上市公司共動用 7268.76 億元購買理財
，平均每天花費約 19.86 億元用於理財
。在房地產方面，1445 家上市公司持有
7414.52 億元的投資性房地產，亦有部
分公司靠投資實現扭虧與摘帽。
Wind 資訊數據顯示，多數公司選擇
了保本型的理財產品，產品的收益多數
集中在 2.5%到 4.5%之間。

產品。
這些理財產品使上市公司滿足了資
金“保本微利”的需求，銀行業的收益
也在這些年不斷攀升。
全年超 3000 條公告購買理財產品
記 者 根 據 Wind 資 訊 數 據 統 計 ，
在 2016 年 ， A 股 上 市 公 司 共 發 布 了
3361 條 購 買 理 財 產 品 的 公 告 ， 平 均
每 天 發 布 9.1 條 與 購 買 理 財 產 品 有
關的公告。
過去的 2016 年，共有 767 家上市
公 司 累 計 購 買 了 7268.76 億 元 的 銀 行
理財、證 券 公 司 理 財 、 私 募 、 信 托
、 基 金 專 戶 、逆回購等理財產品，相
當 於 每 天 有 19.86 億 元 的 資 金 投 向 了
理 財 產 品 。 與 2015 年 比 較 ， 2016 年
上市公司購買理財產品的家數同比增
長了 23%，累計購買理財產品金額同
比增長 39%。
Wind 資訊數據顯示，從購買產品的
類型來看，多數公司選擇了保本型的產
品 ， 產 品 的 收 益 多 數 集 中 在 2.5% 到
4.5%之間。投資期限主要集中在 1 年之
內，占比達到 81.7%。

炒股
上市公司交易性金融資產 6 年增
7倍
作為資本市場中的壹員，參與另壹
家上市公司的股票買賣，並從中獲利，
在 A 股市場並不鮮見。
Wind 資訊數據顯示，2016 年 A 股
有 556 家上市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資
產達 4.04 萬億元，主要集中在銀行和非
銀等金融公司手中，剔除金融類企業後
為 994 億元；從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的
上 市 公 司 數 量 看 ， 2016 年 的 數 量 較
2015 年的 490 家增加了 13.47%，規模
上則增加了 1 萬億元。

政策放松致上市公司“理財”需求
增加

理財
上市公司理財金額同比增加 39%
投資股票風險高，保本型的理財產
品則成為更多上市公司的投資路徑。
自 2012 年上市公司募集資金使用範
圍放寬以來，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嘗試
運用超募資金購買理財產品。新華社援
引的 Wind 數據顯示，去年共有 767 家上
市公司累計購買了 7268.76 億元的理財

據報道，2016 年理財產品認購資金
來源於募集閑置資金、自有資金的比例
分別為 58%、42%。
Wind 資訊數據顯示，中國神華、新
湖中寶、溫氏股份、聯絡互動、天海投
資和東方明珠等 6 家公司在 2016 年認購
理財產品的總額都超過了 100 億元。持
有理財產品的數量方面，恒生電子、建
研集團、金龍汽車等 3 家公司最多，均
超過 100 個。
除銀行理財產品外，互聯網金
融產品也成為上市公司購買的新方
向 。 精 達 股 份 在 其 2016 年 的 年 報 中
就 披 露 ， 購 買 了 P2P 網 貸 平 臺 “ 精
融匯”的車抵貸、贖樓貸、精英貸
、 益 匯 金 等 合 計 9620 萬 元 的 產 品 。
不過精達股份即是精融匯的實際控
制人，其相當於購買了“自家”的
理財產品。

上市公司購買理財產品“井噴式”
增長的背後，是監管政策的放松。2012
年 12 月 21 日，證監會發布上市公司監
管指引文件，放松對上市公司閑置募集
資金的限制，允許上市公司使用閑置資
金購買安全性高、流動性好的投資產品
，包括國債和銀行理財產品等。在該指
引發布前，上市公司購買銀行理財產品
只限於公司自有的閑置資金，不能使用
募集資金。

交易性金融資產年均增速達 42%
交易性金融資產，在會計科目
裏是指企業以賺差價為目的持有，
準備近期內出售而持有的債券投資、
股票投資和基金投資。也是上市公
司直接或間接參與二級市場投資持
有的資產。
記者通過 Wind 資訊梳理了自 2010
年至 2016 年 A 股上市公司持有的交易性
金融資產數據。數據顯示，6 年間 A 股
上市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資產增加了

7 倍，年均增速達到 42%。
如果剔除掉金融行業上市公司，
2010 年非金融行業上市公司持有的交易
性金融資產僅為 193.03 億元。自 2014
年開始，非金融行業上市公司持有的交
易性金融增速超過 50%，到 2016 年總
額達到 994 億元。
另據媒體報道，2016 年 A 股有 385
家公司參與證券投資，較 2015 年的 461
家減少了 16.5%；但是投資金額增加了
23.5%，達到了 7001.21 億元。
京山輕機炒股虧千萬
“割肉”清倉
從 2016 年上市公司證券投資排名
看，位於前列的基本以券商、金融控股
公司為主，從事證券投資與其本行有所
關聯。但也有不少上市公司，主業與金
融並無關聯，“炒股”成為了其利潤重
要來源。
4 月 26 日 ， 海 螺 水 泥 公 告 稱 ， 經
統 計 ， 截 至 4 月 25 日 ， 公 司 於 2017
年內減持青松建化、新力金融及冀東
水泥相關股票產生的凈收益共計約為
9 億 元 ， 約 占 公 司 2016 年 凈 利 潤 的
10.55%。
上市公司參與“炒股”的手段也
是多種多樣。如吉林敖東在年報中披
露，其是港股、A 股、基金、“打新
”全方位參與，截至 2016 年年底持有
共計 6 只股票、2 只基金、1 家資管計
劃投資等證券產品，期末賬面價值
10.69 億元。此外，吉林敖東還累計中
簽了 166 只新股。
有“炒股”掙錢的，也有“炒
股”虧損的。京山輕機披露的年報
顯示，公司去年在證券投資和購買
理 財 產 品 上 虧 損 1810.67 萬 元 。 為 減
少損失，京山輕機選擇“割肉”清
倉。其在年報表示，報告期內公司
已經將所持有的股票（除停牌不能
交 易 的 *ST 新 都 外 ） 和 基 金 等 理 財 產
品予以賣出和贖回。

元房產
2016 年，持續震蕩調整的 A 股市
場，與連創新高的房地產市場，讓“炒
股不如炒房”成為投資者在 2016 年的現
實寫照。而有壹批上市公司，也選擇了
“炒房”獲利。
平安持有投資性房產位列 A 股第壹
Wind 資訊數據顯示，2016 年 A 股
共有 1445 家上市公司持有投資性房地產
，規模為 7414.52 億元。無論是公司數
，還是持有規模上均較上壹年有較大幅
度的增加。2015 年 A 股共有 1344 家上
市公司持有投資性房地產，持有規模是
5612.24 億元。
投資性房地產，是指為賺取租金
或 資 本 增 值 而 持 有 的 房 地 產 。 Wind
數據顯示，在 2010 年，A 股有 889 家
上 市 公 司 持 有 2076.47 億 元 投 資 性 房
地產，6 年間，熱衷於房地產的上市
公 司 數 增 加 了 62.54% ， 規 模 增 加 了
2.57 倍。
從個股公司看，中國平安是持
有投資性房地產規模最大的上市公
司 ， 2016 年 年 報 顯 示 其 持 有 423.96
億元投資性房地產，連續兩年位列
A 股第壹。

人人樂賣房後“摘帽”
2016 年房價壹路高漲時，不少上
市公司選擇拋售持有的房地產套現。
據新京報記者不完全統計，2016 年有
93 家上市公司發布房產交易公告，包
括出售或處置房產、轉讓房產、購買
及投資性房產、涉及到房產的關聯交
易、房產抵押等等，交易價合計超過
20 億元。
部分公司通過賣房實現了扭虧。
2016 年 9 月 30 日，人人樂公司（股票
名 稱 *ST 人 樂 ） 公 告 稱 ， 擬 將 持 有 的
長沙天驕福邸物業項目出售給公司控
股股東，交易總價款為人民幣 4.36 億
元 。 2016 年 報 稱 ， 公 司 凈 利 潤
6048.06 萬 元 ， 同 比 扭 虧 。 財 報 顯 示
， 出 售 房 產 為 *ST 人 樂 貢 獻 了 1.35 億
炒房
元 的 凈 利 潤 。 4 月 26 日 ， *ST 人 樂 申
壹 年 93 家 上 市 公 司 交 易 超 20 億 請摘帽，撤銷退市風險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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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Says He’d Meet With
Kim Jong Un Under Right Circumstanc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l) and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he would meet with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amid heightened
tensions over his country’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f the circumstances were right.
“If it would be appropriate for me to meet with him,
I would absolutely, I would be honored to do it,”
Trump said Monday in an Oval Office interview with
Bloomberg News. “If it’s under the, again, under the
right circumstances. But I would do that.”
The U.S. has no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 and as recently as last week,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aid at the United Nations that the U.S.
would negotiate with Kim’s regime only if it made
credible steps toward giving up its nuclear weapons
and ballistic missiles.
“Most political people would never say that,” Trump
said of his willingness to meet with the reclusive Kim,
“but I’m telling you under the right circumstances I
would meet with him. We have breaking news.”
North Korea has become the most urgent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and foreign policy issue facing
Trump as his first 100 days in office passed. Kim’s
regime has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its nuclear and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 in defiance
of international condemnation and sanctions. Military
analysts have said North Korea is on course to develop
a nuclear-tipped ballistic missile that could reach the

U.S. mainland as soon
as 2020, during Trump’s
term in office.
Kim has never met with
a foreign leader since
taking charge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in 2011 and
hasn’t left his isolated
country.
Over more than two
decades,
six-nation
talks, direct bilateral
negotiations, food aid
and UN sanctions have
all failed to deter the Kim
dynasty’s quest for a nuclear arsenal. That has lef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relying increasingly on China,
North Korea’s neighbor and top trading partner, to
exert pressure on the regime.

has emphasized the use of economic sanctions and
diplomacy to persuade North Korea to curtail its
nuclear program. Trump has said he’s encouraged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efforts to defuse the
situation. Trump and Xi met last month at the U.S.
president’s private club in Florida and have talked
several times since.
Then-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Albright was the
last top U.S. official to meet with a North Korean
leader. She discussed the country’s nuclear program
with Kim’s father, Kim Jong Il, in 2000. At the time,
she was the most senior official to visit the Stalinist
state in the 50 years since the Korean War. (Courtesy
https://www.yahoo.com/finance/news)

advancements in delivery systems.” While the regime
already possesses the Taepodong-2, which can reach
all parts of the U.S., analysts say it has been used
only for launching satellites into orbit and probably
wouldn’t be suitable to deliver nuclear warheads.
Ballistic Missile Launches

Related
Kim Jong Un’s Big Nuclear Push Is
Closing In on America

Kim Jong Un has sped up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since he took power in late 2011, testing
more powerful weapons and developing longer-range
missiles to carry them. His regime is thought to possess
rockets that can hit South Korea and Japan with as
many as 20 atomic bombs, and it’s now focused on
building a long-range missile capable of hitting
Washington, D.C., with a nuclear warhead.
Where North Korea’s Missiles Could Hit

Estimated maximum missile ranges from North Korea

More worrisome is the yet-to-be tested KN-08, a roadmobile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ts range of
about 11,500 kilometers (7,100 miles) would threaten
a host of major U.S. cit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Kim said that North Korea was in the “last stage”
of preparing to test-fire an ICBM—prompting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o tweet: “It won’t happen!”
Nuclear Test Power
Estimated yield, kilo

President Trump in the Oval Office. Trump
said he would meet with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if the circumstances were right.
Tensions have escalated since Trump vowed in January
that he wouldn’t let North Korea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 capable of reaching the U.S., and North Korea
has labeled American military moves in the region as
acts of “intimidation and blackmail.” North Korea has
continued to test missiles this year after carrying out
its fourth and fifth nuclear tests in a decade last year.
While dispatching an aircraft carrier group and a
submarine to the regio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aid on April 9 that
the U.S. was most concerned about Kim’s “significant

Kim has successfully fired short and intermediaterange rockets dozens of times in the past few years. A
military parade he oversaw on April 15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regime has two different ICBMs under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the KN-08.
Sources: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 Korean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Atomic Heritage Foundation (Courtesy https://www.
bloomberg.com/graphics/2017-nkorea-missiles/)

North Korea Warns Of Nuclear Test 'At Any Tim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North Korea has carried out five nuclear tests
in the last 11 years and is widely believed
to be making progress towards its dream
of building a missile capable of delivering a
warhead to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AFP
Photo/STR)
Seoul (AFP) - North Korea warned Monday that it
will carry out a nuclear test "at any time and at any
location" set by its leadership, in the latest rhetoric to
fuel jitters in the region.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ave been running
high for weeks, with signs that the North might be
preparing a long-range missile launch or a sixth
nuclear test -- and with Washington refusing to rule
out a military strike in response.
A spokesman for the North's foreign ministry said
Pyongyang was "fully ready to respond to any option
taken by the US".
The regime will continue bolstering its "preemptive
nuclear attack" capabilities unless Washington
scrapped its hostile policies, he said in a statement
carried by the state-run KCNA news agency.
"The DPRK's measures for bolstering the nuclear force
to the maximum will be taken in a consecutive and
successive way at any moment and any place decided
by its supreme leadership," the spokesman added,
apparently referring to a sixth nuclear test and using
the North's official name,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Korea.

The North has carried out five nuclear tests in the last
11 years and is widely believed to be making progress
towards its dream of building a missile capable of

delivering a warhead to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It raises the tone of its
warnings every spring,
when Washington and
Seoul carry out joint
exercises it condemns as
rehearsals for invasion,
but this time fears of
conflict have been
fuelled by a cycle of
threats from both sides.
The joint drills have
just ended, but naval
exercises are continuing
in the Sea of Japan (East
Sea) with a US strike
group led by the aircraft
carrier US Carl Vinson.
The Pyongyang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said if
the North was not armed with "the powerful nuclear
force", Washington would have "committed without
hesitation the same brigandish aggression act in Korea
as what it committed against other countries".
The statement reasserts the North's long-running
rhetoric on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Seoul also regularly warns that Pyongyang can carry
out a test whenever it decides to do so.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warne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last week of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if the world
does not act on the North Korean crisis and
said that military options for dealing with the
North were still "on the table".
Pyongyang's latest attempted show of force was a
failed missile test on Saturday that came just hours
aft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presse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o do more to push the North into
abandoning its weapons programme.
Tillerson warne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last week
of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if the world does not
act and said that military options for dealing with the
North were still "on the table".
In an interview that aired Sunday on CBS television
network's "Face the Nation" programme, Trump said
that if North Korea carries out another nuclear test "I
would not be happy".
Asked if "not happy" signified "military action", Trump
answered: "I don't know. I mean, we'll see." (Courtesy
https://www.yahoo.com/news/n-korea)

Related
Chinese FM Calls For NonProliferation Efforts, Peace Talks On
Korean Peninsula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C F)
speaks during a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nuclear issu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r, at the UN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April 28, 2017. (Photo: Xinhua)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aid here Friday
that efforts on non-proliferation and promotion of
peace talks have to be strengthened so as to bring the
nuclear issu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o a peaceful
settlement.
Due to the recent actions by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DPRK),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step up efforts of non-proliferation,
Wang told reporters here ahead of a UN Security
Council ministerial meeting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nuclear issue.
Due to the heightened tension on the Peninsula, China
proposes at the same time to step up efforts to promote
peace talks, he added.
Wang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ave a thorough discussion and reach new consensus
at the meeting on how to fully and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related to the
DPRK, to ease the current tension on the peninsula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o identify effective channels to
peacefully address the issue.
On how to solve the nuclear issue on the Kor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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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th Korea continues to ignore and def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eninsula, Wang said China has already proposed
a "two-track approach," namely to make parallel
progress on the two tracks of denucleariz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ace mechanism on the peninsula.
As the first step of the "two-track approach," China has
come up with the "double suspension" proposal: the
DPRK suspends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development
activiti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suspend their large-scale military exercises, Wang
said.
"By doing so, we hope to address the most pressing
concerns of the parties and also identify a place of
breakthrough to resume the peace talks," said Wang.
"This proposal of China is sensible and reasonable
and is gain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from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aid
Wang. "We hope this idea will be studied seriously by
the parties."
On the nuclear issu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ang
said China's position has been consistent and clear-cut,
namely to stay committed to two basic directions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he first direction is to realize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uphold the international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said Wang.
The second is to uphold peace and stabi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not to allow chaos or war to
break out, he said.
Therefore, a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nuclear issue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is the only right
choice that is practical and viable, Wang added.
(Courtesy sino-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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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為楊冪說幾句話，她並非耍大牌！
（本報記者黃梅子）第 50 屆休斯敦電影節剛剛落下了了帷
幕，這一屆電影節的高潮是中國一線女明星楊冪出現在了 29 日
的全球頒獎禮的現場，她因為在成龍監制的影片《逆時營救》中
的卓越表演而摘取了本屆電影節雷米大獎的最佳女演員獎。而且
，《逆時營救》的全球首映也是選擇在休斯敦電影節，這無疑大
大提升了休斯敦電影節的品牌影響力。一切本來都應該很完美，
中國最紅的大一線女明星的得獎和出席使得這一屆休斯敦電影節
更加流光溢彩，無疑也可以讓更多的國內朋友了解休斯敦，使得
更多的電影業內人士關注休斯敦國際電影節。
楊冪並未全程出席全球頒獎禮，她 9 點 20 分到達現場，略
坐了一會，與奧斯卡終身評委盧燕老師以及本屆電影節名譽主席
陳燁老師、全景中國蔣銳主席等前輩稍作寒暄之後，中間出去外
面接受了中外 10 家媒體采訪，然後在大約 11 點左右回到頒獎禮
現場接受了電影節主席亨特先生為她頒發的最佳女演員雷米大獎
。然後與她的經紀團隊趕往機場，搭乘飛機前往紐約參加 2017
The Met Gala。應該說，楊冪作為一線明星，還是非常親民的，
也始終以微笑示人。但因為休斯頓的民眾從未近距離接觸過如此
高規格的一線明星，所以有一些人覺得比較失望，認為楊冪在現
場待的時間太短，也不跟粉絲照相（有粉絲偷偷從各種怪角度拍
楊冪的照片也被楊冪團隊制止），是在耍大牌。在這裏，我想為
楊冪說一句公道話，雖然明星是公眾人物，但明星也是人，她們
也應該得到相應的尊重！在美國呆了這麼多年，理解最深的就是

尊重他人！當一個人不自願，不管任何理由，都應該選擇
尊重他們的意願。事實上，明星的生活和工作並不是我們
在鎂光燈下看到的那樣輕松和光鮮亮麗。據記者了解，那
天的情況是這樣的，楊冪團隊 29 日坐了 11 個小時的飛機，
整夜未眠，滴食未盡，到達休斯敦布什機場之後，二個行
李又不見了，被航空公司搞錯，耽誤了 2 個小時（要知道她
們的工作以分鐘計算，2 個小時這是什麼概念？）這使得原
本一個愉快的行程，一個公益性質的活動，一個本來想為
公眾呈現她們的一份美好的計劃都大大的打了折扣。問問
如果這事兒發生在你身上，你會開心嗎？難道明星就必須
把苦藏在心裏，必須裝出笑臉？哪一個難過的人喜歡被拍
照呢？而且是各種怪角度。任何未經楊冪團隊審核的楊冪
照片都不能發布出去，這也是維護一線明星公眾影響力的
楊冪（
（ 右 ） 獲得休斯敦國際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
獲得休斯敦國際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
， 與電影節主席亨特
重要手段。楊冪的團隊非常敬業，素質優良，這是業內的 楊冪
（中）和全景中國蔣銳主席
和全景中國蔣銳主席（
（左）合影
合影。
。(記者楊笑／攝影
記者楊笑／攝影))
評價。
楊冪來到休斯敦是對我們這個城市的認可，因為這是一個友 層面上。
當然，這是一個全民都有話語權的自媒體時代，任何人都可
好的城市！也是對休斯頓國際電影節的認可，這是一個國際性、
多元化、互相融合的、全面包容的盛會！她的到來為中國文化推 以發聲，代表自己的觀點。我的觀點也是其中的一個微弱的聲音
廣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大家可以去網上看一看，一夜之間有多 ，但讓我們對我們身處的這個城市休斯敦多一點關愛和奉獻，少
少中國人點擊休斯敦，有多少人去百度休斯敦國際電影節，明星 一分抱怨和索取！讓我們期待明年的休斯頓國際電影節更加輝煌
的影響力是非常巨大的，這也是為什麼明星之所以能成為明星， 和成功，也希望更多的人來到休斯敦，愛上這座我們的城！
而普通人只能是普通人，市場影響力和創造的價值完全不在一個

軟雕童趣另類！
軟雕童趣另類
！王思童
王思童：
：創作不受制才有生命力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創作風格充滿童趣，結合居家和溫馨
元素，又不失前衛藝術感，這一件件軟雕作品，舉凡造型玩偶、飾品、
玩具和居家用品等都是軟雕設計師王思童的心血結晶，走進她的手作世
界，不只撫慰人心非常療癒，更能感受軟雕無窮魅力。
軟雕設計師王思童日前作客美南國際電視 STV15.3，由娟子主持的
少兒節目 「快樂童年」 ，教導小朋友如何用針線賦予每個可愛的布娃娃
生命力量，該集播出廣受迴響，王思童獨特的風格也讓人印象深刻。
畢業於大連輕工業學院服裝系的王思童，本身是專業服裝設計師，
曾擔任時裝雜誌社編輯。她表示，軟雕創作原本是業餘愛好，因投入大
量精力和時間，舉辦個展及參展經驗豐富，創作風格另類具潮流感，因
而受到業界人士高評價，獲獎無數。這些成就感帶給她很大信心，2003
年創立 「王思童 FREESOFT」 品牌，2004 年在廣州開設第一家軟雕專
賣店，創作概念不僅移植到居家用品設計、影視、舞蹈領域上，更與許
多大型公司合作，推廣創新產品。
由於從小就喜歡作手工，加上有服裝基礎，對於色彩、材料、結構
、剪裁和縫製等運用都是輕車熟路。王思童說，自己獨特的風格跟人的
成長軌跡和環境有關，因為她的軟雕製作不受雇任何人，家人也給予很

大的空間，作品中自然流露自信、隨興且不受拘束，多少帶有許多童話
影響，包括白雪公主、灰姑娘和機器人都是人氣產品。王思童說，創作
講求感覺，別人用塑膠或鐵去製作機器人，她就用布來創作， 「柔軟的
機器人讓人印象深刻，大受歡迎」 。
對於創作源泉，王思童說，製作前從不想成果會怎樣，反而有時候
會令人驚艷，再根據功能上去作調整。她認為，自己的作品屬產品和藝
術品之間，設計師要掌握產品尺度，這樣產品就不會呆板， 「會說話，
有生命力」 ，又能跟純粹藝術品有區隔。
細數王思童作品，無論是 Q 版娃娃、醜娃娃、花束都具獨特性，身
為設計者，王思童認為， 「創作不需受制任何人」 ，一定要站在一個高
度，給予消費者原創理念，她堅持， 「原創不賣，但可以把它演變成很
多系列東西」 。
創作已十分純熟的她，2011 年開始四處拜訪名師，向儒、釋、道
的聖德求學問道，提升人生另一自我境界，虔誠弘揚佛法。王思童笑說 設計家王思童在休士頓的住家充滿童趣的軟雕作
記者黃相慈／攝影))
，未來新頁不知會怎麼寫，但希望能用佛法智慧，追求藝術創作最高境 品。(記者黃相慈／攝影
界。







軟雕小貼士：
軟雕小貼士
：

提起軟雕，
提起軟雕
，許多人馬上會聯想起木雕
許多人馬上會聯想起木雕、
、石雕
石雕、
、鐵雕
鐵雕、
、銅雕等等
銅雕等等。
。軟雕與這些硬雕相比只是材料有所不同而已
軟雕與這些硬雕相比只是材料有所不同而已，
，柔軟的材料都可以製作軟雕作
品。軟雕的材料很廣泛
軟雕的材料很廣泛，
，如一般的織物
如一般的織物、
、泡沫
泡沫、
、皮革
皮革、
、毛皮
毛皮、
、鋁絲
鋁絲、
、銅皮
銅皮、
、鐵皮
鐵皮、
、樹枝
樹枝、
、植物的根
植物的根、
、羽毛等等都可以用來製作軟雕
羽毛等等都可以用來製作軟雕。
。
軟雕是現代藝術的一種延伸體，
軟雕是現代藝術的一種延伸體
，是在傳統藝術形式的基礎上
是在傳統藝術形式的基礎上，
，繁衍出的另一種能展示人類對生活真
繁衍出的另一種能展示人類對生活真、
、善、美追求的藝術形式
美追求的藝術形式，
，屬於行為藝術
和環境藝術等多種藝術形式的綜合體。
和環境藝術等多種藝術形式的綜合體
。作品的特點與人的交往更直接
作品的特點與人的交往更直接，
，觸摸性和親和力更強
觸摸性和親和力更強，
，更貼近人們的內心世界
更貼近人們的內心世界，
，是我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
組成部分。
組成部分
。如此獨特的藝術
如此獨特的藝術，
，可稱為 「綜合性藝術
綜合性藝術」」 。

個人展展出許多軟雕藝術。
個人展展出許多軟雕藝術
。(王思童提供
王思童提供))



休城僑社

休斯頓國際電影節獎項官方聲明
（本報訊）美國休斯頓國際電影節由休斯
頓國際電影協會創辦於 1961 年，於 1968 年正
式設立評選機制。一年一度的休斯頓國際電影
節是休斯頓 4 月的重要文化活動，它與舊金山
電影節、紐約電影節並稱北美地區三大評選性
質的電影節，一向以扶持獨立電影節、設置大
批獲獎單元為特色，每年都能吸引全球數千電
影人提交作品參選，可謂人氣頗豐。休斯頓國
際電影節是斯皮爾伯格、喬治•盧卡斯、李安
等世界著名導演的作品首次獲獎的電影節--被譽為“明星導演誕生地”。
休斯頓國際電影節繼續努力向世人介紹真
正的獨立制片電影及其制片人，並為正在替自
己影片尋找發展空間的獨立制片人提供新的聚
會場所。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將重點放在推動優
秀參展影片的商業發行。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共
設有最佳故事片、紀錄片、實驗電影、電視廣
告、音樂電視、新媒體、電影劇本等 10 個單元
的評選，下設 200 多個分項，為那些初出茅廬
的年輕電影人才提供了大量獲得肯定和嘉獎的
機會。
休 斯 頓 國 際 電 影 節 獎 項 設 置 為 ： Remi
Grand Award 雷米大獎 為整個電影節電影最高
獎項，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
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獎等個人
獎項為電影節個人最高獎項，除此之外，獎項
設置依次為：Special Jury Award 評審會大獎，
Platinum Remi Award 白金雷米獎，Gold Remi
Award 金雷米獎，Sliver Remi Award 銀雷米獎
， Bronze Remi Award 銅 雷 米 獎 。 其 中 自
2015 年至今休斯頓國際電影節開設全景中國單

元，每年也評選出眾多優秀中國電影作品。
第 50 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獎項內容：
REMI GRAND AWARD 雷米大獎 – 休斯
頓國際電影節影片最高獎項
第 50 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雷米大獎最佳影
片
Remi Grand Award - Best in Show : <逆
時營救 RESET >
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個人單項獎提名名單及
獲獎情況：
最佳女主角提名名單：
Delfin Bafort (You Go to my Head)Belgium&France&Germany;
Mi Yang (Reset 獲獎) China;
Ai ai de las Alas (Area)The Philippines;
Tracey Birdsall (Rogue Warrior: Robot Fighter)
USA;
Tahmina Rafaella (Inner City) Azerbaijan.
最佳男主角提名名單：
Shahab Hosseini (Gholam) UK;
Luoyong Wang (Justice Forever) China;
Edoardo Leo (What’s the Big Deal?) Italy;
Marc Clotet (The Chess Player 獲獎) Spain;
Calvin Du (Special Encounter) China.
最佳女配角提名名單：
Olga Pakalovic (Ministry of Love) Croatia;
Lotlot de Leon, (First Semester 獲獎) The Philippines;
Amanda Root (The Black Prince) UK/India,
Sue Prado, (Area) The Philippines;
Eva Kessler (You Are Everything) Germany.

最佳男配角提名名單：
William Lee (The Legend of
Ben Hall 獲獎) Australia;
Shawn Pyfrom (The Moleskin Diary) USA;
Scott Patterson (Yellow Fever) UK;
Sergio Rubini (The Stuff of
Dreams) Italy;
Firdovsi
Atakişiyev(Inner
City) Azerbaijan.
最佳新人女演員提名名
單：
Hannah Victoria Stock (The 圖為榮獲最佳女主角楊冪
圖為榮獲最佳女主角楊冪（
（ 右二
右二）
） 從休斯頓國際電影節主席 Hunter
Moleskin Diary) USA;
Todd（
Todd
（ 左二
左二）
） 手中接過獎項
手中接過獎項，（
，（左一
左一）
） 為 “ 全景中國
全景中國”
” 主席蔣瑞
主席蔣瑞。
。
Jessica McLeod (The Hol-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low Child) Canada；
You go to my Head
Aliyah Conley (I Am Still Here 獲獎) USA.
Dimitri de Clerq
最佳新人男演員提名名單：
最佳剪輯
Harrison Samuels (One Penny) USA;
Mother’s Airlfield(母親的飛機場)
Jarrett Maier (The Things We’ ve Seen 獲 獎)
Jianhua Zhang & Hongli Wang
USA；
最佳配樂
Presley Massara (The Pineville Heist) Canada
The Chess Player
。
Alejandro Vivas
最佳藝術指導：
最佳化妝&特效化妝
The Black Prince
Offensive
Natalie O’Connor, Production Designer
Dan Rickard and Max Van De Banks
最佳攝影
最佳劇本
K Sera Sera (Ghodpachem Ghoddfelem)
Sunset Blues（日落黃昏）
Hari Nair
Yang Xu
最佳導演

休士頓 UFO 學會會長亓國華上週六演講介紹
休士頓UFO
＂UFO" 一詞的創始人
一詞的創始人----Edward
----Edward J.Ruppelt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 休士頓 UFO 學會於上周六上午再
集會，由會長亓國華主講，介紹＂UFO" 一詞的創始人---Edward J. Ruppelt 。
亓國華說： UFO 現象，最早被發現是 1947 年，一位美國
愛達荷州的商人兼業餘飛行家 Kennethnold 在飛行時途經 Rainier 山脈時，其左前方約一公里處，突然出現九個碟形飛行物，
以他經驗豐富的飛行家，目測這些飛行物的速度，至少每小時
1200 哩以上，第二天，＂flying saucers" 與＂flying disk" 的字
眼首見報章，雜誌之上。
事隔不到十日，美國新墨西哥州的小鎮羅斯威爾（Roswell
) 又爆出了轟動世界的＂羅斯威爾事件＂（ Roswell Incident ),
傳說有一艘 flying saucer 墜毀在小鎮旁的田野之中。但一直被
美國政府 cover up , 真相迄今無人知曉。
美國空軍於 1947 年 8 月，成立了一個代號＂project sign "

的調查單位，網羅了軍方專家，及天文，物理學者，但沒有給出
什麼具體的報告，在數千件的個案中，只有 23 % 的現象無法解
釋，其餘都是誤會，結論是：UFO 是不存在的。但美國政府對
於 UFO 現象的調查，並沒有終止過，只是多次更改了＂project
" 的名稱而已。一直到一位前美國空軍飛行員 Captain Edward J.
Ruppelt ( 愛德華• 魯佩爾特上尉 ） 被任命為該計劃的首席執行
官，主導＂藍皮書計劃＂（project blue book )之後，規定報告
中有關＂不明飛行物＂一詞，一律使用＂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即 「UFO 」 三字以取代當時官方或民間慣用的既不準
確又具有暗示性的＂飛碟＂（flying saucer ) 一詞。1956 年，他
的著作＂＂The report on the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在紐約
出版，該書記載了許多 UFO 事件第一手資料，是一本研究 UFO
極有價值的參考書籍，惜他於 1960 年 9 月 15 日因心臟病發英
年早逝，得年 37 歲。＂藍皮書計劃＂一直到 1970 年一月才正式

圖為休士頓 UFO 學會的成員
學會的成員，
，戴上會長亓國華
戴上會長亓國華（
（ 前排左二 ）
所贈送的 UFO 學會帽子
學會帽子，
，在講座上合影
在講座上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 ）
終止，共收 12618 件有關報告，僅有 701 件被歸納為＂原因不
明＂，其最主要的一條結論是：沒有任何跡象証明 UFO 會威脅
國家安全。
亓國華說：作為一個 UFO 學的研究愛好者，他特別整理出
這些相關資料，以紀念這位 UFO 一詞的創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