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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親, 您 辛 苦 了

祝全天下偉大的母親們

母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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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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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節目介紹

中國網路人氣脫口秀
笑看網路發洩解悶
/ 節目海報 /

內容介紹：

《大鵬嘚吧嘚》是國內一檔接地氣的娛樂脫口秀節目，和其他的脫口秀節目不同，《大鵬嘚吧嘚
》是一檔站在觀眾身邊，以最大限度的誠意擁抱觀眾的脫口秀節目。《大鵬嘚吧嘚》的目標是：
一樣的網絡，不一樣的大鵬；一樣的事件，不一樣的觀點。《大鵬嘚吧嘚》，邀你“笑”看網絡
新生活，讓你由外看內，解悶發泄。沒有高昂的調子也沒有宏偉的目標，只要借用一小時間你的
視覺和聽覺，在這一小時間裡讓你暫時忘了生活的壓力和緊張，笑聲不斷。

播出時間：
/節目內容/

每周五上午10點至10點半首播，每周一凌晨5點至5點半重播。
在此之前，調查人員在醜聞
纏身的國會議員韋納的電腦
上發現了更多的克林頓郵件
，這些郵件是克林頓助理、
韋納夫人阿貝丁傳給韋納的
。
去年11月8日選舉日兩天前，科米
又宣布，在這些郵件中沒有發現
新的東西，案件調查再度關閉。
克林頓上星期指責科米，說他重
啟電子郵件調查是她敗選的一個原因， 理由時
重啟調查時，提前投票已經開始。
科米最近在國會調查委員會作證時說，他去年
對電郵案件重啟調查是有理由的，但對自己的
行為可能影響到選舉結果“略感惡心”。白宮
助理們表示，這讓川普對克林頓的勝利縮了水
，川普因此感到憤怒。
科米的任期原本十年，現在只幹了四年。科米
的解職讓白宮陷入混亂，因為除了幾個高級助
理，沒有人知道川普正在考慮解除科米的職務
。
很多民主黨和部分共和黨議員要求指派獨立於
司法部的特別檢察官，對川普競選助理與俄羅
斯之間的關系展開調查。共和黨國會領袖們表
示反對，理由是參議院與眾議院的情報委員會
都在對川普與俄羅斯的關系進行調查，已經足
夠了。
川普在解除科米職務時表示，科米之前已經三
次對他保證說，川普並沒有被調查。川普也經
常對他的助理與俄羅斯之間關系的調查發表不
同的意見。但是白宮副發言人桑德斯拒絕透露

《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科米被解職前 川普對其言論愈發不滿
【VOA】白宮表示，美國總統川普幾個月來都
在考慮是否要解除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的職
務。但是助理們說，科米近日就川普競選團隊
與俄羅斯關系的刑事調查發表的公開言論，以
及對自己對川普勝選所發揮的關鍵作用表示遺
憾，讓川普愈發憤怒。
根據美國的新聞報道，科米上星期在國會作證
時介紹了聯邦調查局對俄羅斯去年幹預美國總
統選舉所進行的調查，對川普總統有關前總統
奧巴馬對他進行竊聽的指稱拒絕提供支持，並
對他本人行為影響到去年選舉結果表示“略感
惡心”。而且聯邦調查局似乎對政府向記者泄
密沒有興趣進行調查。這些都讓川普感到憤怒
。
白宮一位官員對美國政治新聞網站“政治”（
Politico.com）表示，“川普對他（科米）感到
厭倦”，“這是對這件事的解釋。他確實厭倦
他了”。
可白宮女副發言人桑德斯星期三說，川普是在
閱讀了司法部副部長的信件之後才決定解除科
米職務的。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按照川普的

要求，提供了一份解除科米職務的理由陳述。
這封信介紹了科米對克林頓2009年到2013年擔
任國務卿期間使用私人電郵服務器一事的調查
對去年大選產生的關鍵影響。
《華盛頓郵報》說，白宮稱羅森斯坦是解除科
米職務的一個主要角色，為此羅森斯坦副部長
非常不滿，曾威脅要辭職，後來沒有辭職。
川普在公共場合對解除科米職務並沒有多加評
論。但他星期三對記者說：“他幹得不怎麼樣
。很簡單。他幹得不怎麽樣。”
科米去年7月在沒有通知司法部上司的情況下
宣布說，調查人員發現，克林頓處理國家安全
文件時“極端粗心”，但並不應對她提起刑事
訴訟。
白宮副發言人桑德斯說，科米“繞過司法部的
領導系統，令人不愉快。任何有法律意識的負
責人都知道，這樣做有多嚴重。”
川普並不認同科米的調查結論，他在去年競選
時經常指出，應該對克林頓提出刑事指控。可
當科米去年10月底距投票日還有11天的時候宣
布再次調查克林頓時，川普對科米表示稱讚。

川普與科米什麽時候進行的交談，以及交談的
具體內容。
美國國會官員說，科米被解職前，一直要求對
俄羅斯去年介入美國大選的調查提供更多的資
源。科米向羅森斯坦副部長提出了這個要求。
羅森斯坦與司法部長塞申斯都在備忘錄中提出
了解除科米職務的理由。
司法部表示，科米並沒與提出這個要求。這個
要求對川普解職科米職務的決定是否起了任何
作用，現在還不清楚。
批評人士說，科米的解職讓人對聯調局的調查
提出了疑問。
美國前司法部長岡薩雷斯對美國之音表示，聯
調局的職業調查員和其他人“都會十分有興趣
了解，這是否顯示存在不妥行為，是否與俄羅
斯有任何牽連。他說，“我認為，如果川普認
為此舉可以終止調查，那就是很愚蠢的舉動。
”

︱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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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杯清茶社 6 月 10 日講座
日講座：
：神秘的三星堆文明
【華府新聞日報訊】6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 2-4 點，半杯清茶社將
在馬州波多馬克社區中心舉辦三星堆文明講座，由半杯清茶社資深
會員豐達明教授主講三星堆之謎。
三星堆和金沙的文化遺存，統稱三星堆文明，其所在的四川廣
漢和成都，即歷史上的古蜀，一直被認為交通不便，十分閉塞，文
化遠遠落後於中原。然而從 1929 年起在三星堆陸續出土的大量玉
器、青銅器和金器，顯示 3000 多年前的古蜀已有極高的文明，從而
改寫了中國的文明史，也震動了全世界。三星堆的名稱，來自當地
的三個土堆，實際是古城牆的遺跡。 2014-2015 年，來自三星堆和
金沙的 120 件文物在美國展出，引起極大轟動。美國考古學者普遍認
為：“三星堆文明無疑是考古界最偉大的發現之一”，甚至稱它為
“世界第九大奇跡”。無論是從事研究的學者，還是參觀展覽的一
般民眾，都一致感到三星堆文明“是一個神奇的謎”！要解開這個
謎，只能等待更多的考古發現。有一位文化學者在看過三星堆後
說：“偉大的文明就應該有點神秘，中國文化記錄過於清晰，幸好
有個三星堆。”
豐達明教授曾於 2012 年參觀三星堆，震撼之余，以學者的嚴謹
潛心研究三星堆文明，並於次年再訪三星堆深入探討。在本次講座
中，豐達明教授將介紹已發現的三星堆文化的概貌，主要有以下幾
個方面：1）三星堆與中原文明的異同，2）三星堆有無文字，3）古
蜀文化的考古新發現。最後，豐教授還將介紹三星堆研究的兩個對
立傾向，即 1）不承認三星堆有異域文化元素，2）認為三星堆完全
是異域文明，而且是華夏文明的源頭。
豐達明教授是半杯清茶社會員，筆名老鳳，在半杯論壇曾
主持老鳳專欄。豐達明教授 1959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並留校任教，
1971 年離開北大赴廣州從事科研工作，1987-1992 年曾在美國國家標
准局（NIST)任客座研究員，2009 年移民美國。2016 年 6 月 11 日，豐
達明教授在半杯清茶社主講中國陶瓷藝術發展史，厚積薄發，深入
淺出，受到聽眾的熱烈歡迎。
半杯清茶社成立於 2007 年，成員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 本
著以茶清心、以文會友的宗旨，半杯清茶社每月定期舉辦講座，邀

請學者、作家、和專業人士答疑解惑，以開闊視野，豐富閱讀，提
升境界，淨化心靈。 講座內容涵蓋歷史、文學、藝術、音樂、攝
影、時事、政治、哲學、宗教、文化、科學、社會、教育等多個領
域，為大華府地區的朋友們提供相互學習和交流的機會。
正式講座時間在 2：00-4：00 PM。講座前後的時間用於品香
茗、嘗甜點、結新友、敘舊情等輕松的社交活動。半杯清茶社免費
提供精美的茶點，熱烈歡迎大華府地區的朋友前來參加。
時間： 2017 年 6 月 10 日(周六)下午 1：45 – 4：15PM
地址： 波多馬克社區活動中心 Potomac Community Center,
Community Room
11315 Falls Rd, Potomac, MD 20854，(240) 777-6960
掃描二維碼，關注半杯微信公眾號

豐達明教授近照

2017“春之聲
2017“
春之聲”
”青少年鋼琴獨奏音樂會
——著名鋼琴演奏家陸三慶女士攜七位優秀弟子閃亮登場
【華府新聞日報訊】由華盛頓陸三慶鋼琴教

學堂主辦的《2017“春之聲”青少年鋼琴獨奏
音樂會》將於 5 月 19 日（星期五）晚上 7 點在
馬州德國鎮的 BlackRock Center for the Arts 舉
行（地址：12901 Town Commons Drive, Germantown, MD 20874）。免票入場！
在此次音樂會上，愛樂的朋友們將會欣賞
到由著名華裔鋼琴演奏家陸三慶女士攜多名優
秀弟子演奏的古今中外鋼琴經典曲目。參加演
出 的 有 Andrew Jiang, Claire Deng, Eileen
Zhuge, Steven Cui,JenniferYeh, Kate Chen, 和
Allison Yu。他們多次在國內外鋼琴比賽中披
金掛銀。在此筆者要著重介紹兩位獲獎學
生—— Steven Cui 和 Allison Yu。
Steven Cui 今年剛滿 11 歲。他從小就表現
出很高的音樂天賦，以及對古典音樂的濃烈興
趣。Steven 自 9 歲轉到陸老師門下，便收到了
點石成金的效果，短短的兩年，進步驚人，已
經在國際、國內各類鋼琴比賽中碩果累累。他
曾經獲得波蘭第 24 屆國際青少年蕭邦鋼琴比
賽兒童組第一名，天主教國際鋼琴比賽第一
名，近年馬裡蘭地區所有鋼琴比賽同年齡組第
一名！今年 3 月 17 日， Steven Cui 收到了紐約
Juilliard 音樂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同時，他也
還在等待著費城 Curtis 音樂學院的最後錄取結
果。在這個全世界幾百名優秀鋼琴學子競爭
2-3 個全球最知名音樂學府入學名額的過程

（文：露露
露露）
）

中，他以最小的年紀，一路過關斬將，經歷層
層選拔，最終進入 16 人的決賽名單。今年 5
月，他還將受邀在美國 NPR 電台知名的古典
音樂節目 From The Top 做表演嘉賓。至此，
Steven 成為大華府地區有史以來最小年紀考入
美國著名音樂學府 Juilliard 音樂學院的華裔小
鋼琴家，同時也是華府第一位被邀請在美國國
家電台 NPR 著名古典音樂節目 From The Top
演奏的華裔小鋼琴家。
陸老師的另一位高足 Allison Yu, 也在藝術
上展露了極高的天分。Allison 今年 12 歲, 她 5
歲開始接受鋼琴啟蒙教育，8 歲跟隨陸老師學
琴至今。曾獲得過馬裡蘭州多個鋼琴比賽第一
名 和 獎 杯 (MCMTA Recital， Rockville Competition for Piano & Strings， MSMTA Piano
Festival Solo Competition 等)。她 10 歲時，獲得
在首都華盛頓舉辦的第 30 屆國際青年鋼琴比
賽 9-10 歲組第二名。2016 年夏天參加了華盛
頓國際鋼琴藝術節，並代表獲獎學生在肯尼迪
藝術中心表演。在陸老師的指導下，Allison 的
鋼琴技術和演奏日臻成熟，2016 年底成功舉辦
了個人鋼琴演奏會，並獲得好評。今年初，她
演奏的莫扎特 A 大調第 23 號鋼琴協奏曲獲得
了 COSMIC Symphony Young Artist Competition 第二名。
俗話說：名師出高徒。孩子們取得的不俗
成績，跟著名華裔鋼琴演奏家、華府最優秀的

鋼琴導師陸三慶女士的悉心栽培是分不開的。
陸老師上世紀七十年代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
後任上海交響樂團的音樂會鋼琴獨奏家十余
年，曾與指揮大師黃貽鈞合作首演了中國著名
作曲家劉敦南的鋼琴協奏曲《山林》並由中國
唱片廠錄制了唱片。1978 年，贏得“中國青年
藝術家鋼琴比賽”的第一名；1980 年，作為訪
問藝術家應邀赴美國 Kent State University 進行
為期兩年的獨奏與室內樂的交流演出；1983
年，在密歇根州大激流市的“國際鋼琴比賽
藝”上獲得藝術家組的第一名。在以後的十年
裡，她先後在奧柏林音樂學院和皮巴迪音樂學
院獲得音樂藝術的最高文憑——“藝術家文憑
(Artist Diploma)”。
陸三慶女士不僅是位傑出的鋼琴演奏家，
還是一位出色的鋼琴教育家。她潛心教學，熱
愛學生。在她二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中，本著
“以藝養術，以術添藝”的理念及專業嚴謹的
治學態度，陸三慶女士因材施教，循循善誘，
培養出了眾多的優秀青少年鋼琴學子。觀摩陸
老師的教學是一種享受。她的手指在鋼琴上的
靈動，她對各種版本教材的熟識，她對學生練
習錯誤的精確指正，會讓人驚嘆不已，甚至佩
服得五體投地。難怪有些家長說，孩子能遇碰
上這樣的老師，實在是一份難得的機遇和幸
運。19 日將要和陸老師一同閃亮登場的七位學
子便是其中的幸運者和佼佼者！2016 年陸老師

因三位學生包攬了 2016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的金、
銀、銅前三甲，而榮獲優秀教師證書。同年獲
得 Steinway Piano Gallery – Washington D. C.
Top Teacher Award。
親愛的朋友們，你們家是否也有琴童正在
孜孜不倦地練習鋼琴？您是否苦於孩子不願練
琴而時常煩惱？您是否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
個切實的目標和榜樣？那麼，請把 5 月 19 日晚
預留出來，那晚您將會有不一樣的體驗。如果
說朗朗、王羽佳是所有琴童的偶像，我相信！
可是那樣的偶像對於初涉鋼琴的孩童來說似乎
有些遙不可及，而 5 月 19 日晚將要登台亮相的
則是我們華府地區自己的未來之星。他們平
常，因為他們是我們普通華府琴童中的一員；
他們又不平凡，小小的年紀已經取得了不平常
的驕人成績。他們是我們華府鋼琴界的驕傲，
也是小琴童們更為切實的榜樣。 5 月 19 日晚，
無需購買價格不菲的門票，您就將和您的孩子
享受到一場高水平的同齡人音樂會；您將有機
會和這些華府新秀的家長面對面地交流學習經
驗；您將有機會向著名鋼琴演奏家、教育家陸
三慶女士請教練習鋼琴的具體問題！5 月 19
日，熱愛鋼琴藝術的人們，讓我們一起和陸三
慶老師以及她的 7 位優秀弟子共度一個美好的
藝術之夜！ 5 月 19 日，BlackRock Center for
the Arts，我們不見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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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女校友會6/4法律講座 民事訴訟面面觀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讓在美華
人了解民事訴訟及其程序，普及法律知識，休
士頓北一女校友會將於 6 月 4 日(周日)下午 2 時
在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展覽室舉辦 「民事訴訟簡
介-在美打官司須知」(Introduction to Civil Litigation：Lawsuit101)法律專題講座，邀請擁有 15
年訴訟資歷執業律師常先群(H.C. Chang)主講，
從人身傷害及商業醫療糾紛等介紹美國民事訴
訟及程序等細節，讓聽眾了解自己的權益。
「打官司」在現今社會來說非常普遍，是
一般民眾和企業用以捍衛自己權利的一項重要
工具。但大部分的人對於訴訟過程與內容其實
不甚了解並存在疑問，對於訴訟本身也有迷思
和誤解。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會長鄧曉林表示
，在美生活，法律問題多少都會面臨到，在民
權意識高漲的同時，具備法律常識非常重要，
所以特舉辦這場講座，希望聽眾都能對民事訴
訟問題有基本認識了解。
本次講座將介紹美國民事訴訟的基本面，
將一件官司從開始到結束過程全盤分析，常先
群表示，一般人聽到 「打官司」都感到害怕，
打官司是一種手段，可造成心理壓力，才會讓
兩造願意談論糾紛，但事實上不是每一件案子

都需要打官司。
屆時會著重 「打官
司怎麼一回事」、 「該
不該提起民事訴訟」、
「程序步驟」、 「如何
選律師」以及 「費用」
等細節，從調查基本事
實，起草要求信，準備
訟狀，進行案情調查與
出庭等方面作講解和討
論，佐以例子讓聽眾了
解更透徹，也會提供會
後問與答。
記者黃相慈／圖與文
北一女校友會會長鄧曉林((右)邀請律師常先群
北一女校友會會長鄧曉林
邀請律師常先群((左)擔任主講
常先群出生台灣，
「寵愛媽咪傳馨意
寵愛媽咪傳馨意」」 ，為人子女表孝心
為人子女表孝心，
，各地瀰漫濃
人。(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國中畢業移民來美，中
厚溫馨情。
厚溫馨情
。今天就是母親節
今天就是母親節，
，這也讓餐館
這也讓餐館、
、蛋糕店
蛋糕店、
、花店
英文流利，德州大學奧
多個領域參與超過數百起以上的民 及百貨人潮洶湧
及百貨人潮洶湧，
，一位難求
一位難求，
，到處都是慶祝母親節人潮
到處都是慶祝母親節人潮。
。
斯汀分校經濟系畢業，隨後就讀休士頓大學法 事訴訟。他說，由於父親就讀台灣 不分族裔
不分族裔，
，攜家帶眷
攜家帶眷，
，挖空心思幫婆婆媽媽歡度佳節
挖空心思幫婆婆媽媽歡度佳節，
，全
學院。專精人身傷害、商業及醫療等民事訴訟 大學法學院，繼承父志，他覺得成 家大小也趁此機會感受親情溫暖
家大小也趁此機會感受親情溫暖。
。若因忙碌沒空幫媽媽慶
，是德州和新墨西哥州執照執業律師。目前是 就感十足。另外，除法律專業，他 祝，各大超市賣場都有漂亮的花束
各大超市賣場都有漂亮的花束，
，送花給媽咪也能代表
McGehee Chang Barnes Landgraf 律師事務所的合 本身也是武術專家，習武數十年， 心意
心意。
。在此也祝辛勞的母親
在此也祝辛勞的母親，
， 「母親節快樂
母親節快樂」」 。
夥人，具美國德州南部和東部聯邦法院執業資 歡迎有興趣的人以武會友。
格。
講 座 地 址 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點心招待，歡迎踴躍參加，詳情請洽鄧曉林
常先群執業至今 15 年，訴訟資歷豐富，在 TX 77042，中文進行，免費入場，現場有精美 832-814-8194。

今日美國網站、
今日美國網站
、今日美南微信號全新上線 掃二維碼最方便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因應數位時代來臨，順應時代
潮流，美南新聞為讀者和觀眾打造最強大實用的資訊平台，新
型態美南資訊網站 「今日美國」展現最真實全面的美國生活，
提供全面即時的第一手新聞和生活訊息，2017 年全新上線，帶
領休士頓華人媒體發展進入新紀元。
「今日美國」網站(www.today-america.com)升級原有美南
新聞網站，以 「展現最真實全面的美國生活，提供最強大的實
用的資訊平台」為宗旨，把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擴大成為全
方位的媒體傳播平台，除有全面即時新聞外，也包含美國教育
文化旅遊、商業等多方面的在地快捷資訊，帶給讀者最在地的
北美生活資料庫。
新上線的 「今日美國」網站， 「讓今日與眾不同」(Make
today different)為響亮口號，美南擁有最強大的記者團隊，用最
堅實的新聞資訊傳播，幫讀者拼湊出北美生活畫面。網站包含
今日要聞、各地僑社、北美熱點和工商版塊、美南電視
STV15.3、ITC、美南印刷、各地中文報紙等八大熱門分類，
另外，美南麥當勞教育展、春節園遊會、商家黃頁、分類廣告
與專欄文章也是關注焦點，提供多方面滾動資訊，網站便利讀

者閱讀，豐富華人掌握生活大小訊息。
其中，美南電視 15.3 頻道每周七天，持續
每天 24 小時播出即時新聞、娛樂綜藝、強檔戲
劇、教育文化、時事座談、理財投資等多元且
豐富的節目內容。網站上也有美南自製休士頓
當地國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節目，豐富
且多樣化，未來，不只鎖定電視頻道，觀眾也
可透過網站欣賞節目。
其他包括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ITC、美南麥
當勞教育展和春節園遊會都是美南營運以久的
老字號品牌，網站上也可搜尋到相關資訊，持
續為讀者天天更新動態。
另外， 「今日美南」微信公眾號也開通，
眾多即時新聞每天推送，觀眾可掃描 「今日美
今日美南微信公眾號。
今日美南微信公眾號
。
今日美國網站二維碼。
今日美國網站二維碼
。
南」二微碼，關注微信公眾號更方便快速，美
ica.com」網址，即可輕鬆找到美南資訊平台；或者掃描微信公
南國際電視和微信也會每星期定期舉辦抽獎，敬請隨時關注本 眾號 「今日美南」二維碼(QR Code)。民眾有任何疑問可電洽
台，好禮大放送。
281-498-4310 或 直 接 至 本 報 社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讀者只要搜尋 「今日美國」，或輸入 「www.today-amer- TX 77072 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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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愛心組織
昨舉行新聞發佈會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休士頓愛心組織於昨天（五月 十三日） 上午在文化中心舉行新聞發佈會，由會長徐小
玲對大家宣佈：今年愛心將募款贊助全年學雜文具用品的對象是 William Sutton 小學。該校位於百利大道南方和 59 號
公路東邊，極接近中國城的中心，屬於休士頓學區。是愛心所贊助最大學區之一。該校有將近一千兩百位學生，大多數
為西班牙裔，有 88% 貧窮的學生，該校昨天特別由校長 Luis Landa 親自率領多位老師及學生出席記者會，他們對於 「休
士頓愛心組織 」 即將給予的贊助都極為興奮和感激，Luis Landa 並逐一介紹當天與會的多位該校老師。
會中也由秘書黃龍雄簡介愛心的歷史： 華人愛心組織（ CARE ) 是由 30 餘個華人社團在 1993 年組成，至今已有
昨為昨天出席休士頓愛心組織各社團代表，
昨為昨天出席休士頓愛心組織各社團代表
，愛心組織成員及贊助學校的校長
25 年的歷史，在大休士頓地區幫助二萬名以上的個人。除了捐助學用品外，他們還向無家可歸的人士捐助食物，及為
，老師
老師，
，學生及莉敏老師舞蹈學校表演者合影
學生及莉敏老師舞蹈學校表演者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Richmond State School 興建花園，以及在年節時向社區貧困人士送年夜飯等，至今已幫助了超過二萬名小學生。
愛心組織堅信，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我們應給予公平的機會讓他們邁向成功，捐助學用品正是幫助他們學習
方便，他們的幫助將不分種族，性別和宗教，大家皆有權在這個國度裡去追求自己的美國夢！
昨天新聞發佈會上還安排 William Sutton 小學的學生作了多場歌唱表演，以及莉敏老師率領該舞蹈學校的學生表演
舞蹈。
休士頓愛心組織即將舉行的活動，包括今年七月四日在文化中心大禮堂舉行的 「愛心園遊會」，以及將於今年 8 月
26 日舉行的贈送學生學習用品儀式。

衍易老師五月份新班[風水室內佈置班]

僑務促進委員李迎霞（右 ） 昨天特別出席發佈會
僑務促進委員李迎霞（
昨天特別出席發佈會，
，為曾為北一女的同班同
學徐小玲加油，
學徐小玲加油
，並立即捐了五百元善款給愛心組織
並立即捐了五百元善款給愛心組織。
。徐小玲
徐小玲（
（ 左） 為今年
愛心組織的會長。（
愛心組織的會長
。（ 記者秦鴻鈞攝 ）

僑灣社 5 月 20 日辦午餐研討會
介紹共和黨美國總統 Trump 新的政策
[ 上課時間
上課時間]]： 05
05//21
21（
（ 星期日
星期日）
）下
午兩點到六點，
午兩點到六點
， 只有一天
只有一天，
， 共計四小
時。
[上課地點
上課地點]]：休士頓中華文化服務
中 心 （9800 Town Park, Houston, TX
77072）
77072
）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
全面介紹室內的裝潢與佈置。
全面介紹室內的裝潢與佈置
。從
大門進門開始，
大門進門開始
， 依序說明客廳
依序說明客廳//飯廳
飯廳//
臥室//廚房
臥室
廚房//浴廁
浴廁//工作室等各個房間的
佈置重點與注意事項。
佈置重點與注意事項
。
特別說明對於目前流行的開放式

格局(open plan)，
格局(open
plan)，以及到外地工作或讀
書的親友，
書的親友
， 往往會租用的只有一個房
間的 studio
studio，
，該如何配置
該如何配置，
，以達到風水
上趨吉避凶的效果。
上趨吉避凶的效果
。
特別介紹室內放置 「水 」 的佈局
與忌禁。
與忌禁
。 水在風水上有特殊的效應
水在風水上有特殊的效應，
，
用得好能招財，
用得好能招財
， 用不好也有可能破財
，在擺放的時候
在擺放的時候，
，需要特別留意
需要特別留意。
。
網上報名：
網上報名
：請按此
電 話 報 名 ： 832
832-202
202-5751
5751,,
832832
-417
417-8168
中 文 官 網 ： http://fengshuiprofes
http://fengshuiprofes-

sor.com/master
英 文 官 網 ： http://
www.fengshuichic.com/
研習費用：
研習費用
： 新學員
新學員$$100
100，
， 舊學員
$80
＊＊＊＊＊＊＊＊＊＊＊＊＊＊＊＊
＊＊＊＊＊＊＊＊＊＊
商業風水將於於 5/28 與 6/4 開課
這個課不是每年都開，
這個課不是每年都開
， 明年是衍易風
水命理班的最後一年，
水命理班的最後一年
， 不一定有機會
再開。
再開
。還沒有報名的學友請把握機會
還沒有報名的學友請把握機會..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僑灣社將於 5 月 20 日中午 12 時至下午二
時，在糖城 First Colony Branch Library ( 2121 Austin Parkway, Sugar Land,
Texas 77479 )舉行免費輕便午餐研討會，介紹德州共和黨美國總統 Trump
的新的政策。華裔朋友可以互動提出您的問題，並邀請朋友們參加，成為
美國社區更有效的聲音！
這次研討會的主題包括：
（ 一 ） 德州共和黨的結構介紹，華裔如何關注共和黨和華裔相同的
價值觀，華裔如何關注美國政治和發出更有效的聲音。
（ 二 ）Trump 當選總統後，關注美國新的政策： 經貿，移民，邊境
，醫改，槍支----- 等影響華裔的未來。
此研討會是由德州共和黨亞裔主任 Mr. Stephen Wong, 及僑灣社社長
& 共和黨糖城市委員浦浩德博士贊助的，歡迎各界踴躍與會。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舉行法律講座
（本報訊）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將於六月
四日下午二時舉行法律講座，講題為 " 民事訴
訟簡介─在美國打官司須知 ".
地點在僑教中心，歡迎僑界人士前往聆聽
，增加對法律事件的了解，以免一旦面對，感

到一愁莫展，心力交瘁。
這次講座主題， 介紹美國民事訴訟的基本
面，把一件官司從開始到結束的 整個過程，分
析講解。
民事訴訟在美國十分多元且常見，從商業

訴訟到人身傷害，事
件大小不一. 可以是
捍衛自己的工具，也
可能只是被人利用的
一種公器。當你碰到被人告發的時候，要如何
去面對？要採取何種法律措施來保護自身利益
或名譽？當意識到自己權益受損時，也要知道
如何透過正確的法律途徑保護自己，讓權益不

受侵害. 這種基本人權法律常識，在這民主意
識日見抬頭的時代，顯得日益重要.
主講人常先群律師，擁有德州和新墨西哥
州律師執照，具有十五年 執業經驗。
講座最後有問答時間，聽眾可以提出相關
問題，請求解答。
請僑界人士踴躍參加，共襄盛舉。 會長
鄧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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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 全美最適合華人移民的城市
環境好 房價低 工作機會多 發展潛力無窮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住在休斯頓的人，多半知道休斯頓
是全美第四大城，但是，你知道嗎？休斯頓也是全美最適合華裔
移民的城市，筆者有幸採訪在美居住三十多年、資深的土地開發
與房地產投資專家，與讀者分享他精闢獨到的見解。
專家表示，休斯頓是美國成長最迅速的大城市之一，更是墨
西哥灣沿岸最大的經濟中心。在多年走訪觀察美國許多城市，特
別是東西岸華人最多的地方之後，專家從以下幾個層面展開，說
明為何休斯頓是全美最適合華人移居的城市。
首先，就房價而言，休斯頓是美國 27 個超過 170 萬人口的大
城中生活消費和房價最低的地方，相較於其他大都市，在休斯頓
買房，能買到空間大、又便宜非常多的房子，只要收入的四分之
一就能負擔，這是吸引華人置產的主因。
若以紐約、南加州、與休斯頓三個地方相比，買一個等值、
等大小、等環境的房子，以 2000 平方呎為例，在紐約需 120 萬到
130 萬美元，在洛杉磯約需 80 萬美元，而在休斯頓只要約 25 萬美
元就可以買到，是紐約的五分之一，洛杉磯的三分之一。
其次，就地理位置與交通來說，休斯頓在陸海空三方面均有
其優越的形勢。在鐵路與公路方面，休斯頓是美國南部的交通運
輸中心。休斯頓港也是美國最繁忙的港口，外輪噸位第一，是美
國對中南美洲的主要窗口，與阿根廷、巴西、巴拿馬、墨西哥往
來頻繁。
近年來，新航線頻頻成立，可以直航台灣、中國、韓國，方
便亞裔移民探親或是生意往來。而眾多的航線與世界各大城市相
連，成為美國與世界的窗口城市(Gateway city)。再加上，川普總
統就任之後，大力宣揚 「美國製造」，許多在美國製造的產品要

休斯頓環境好、
休斯頓環境好
、房價低
房價低、
、氣候適宜

輸出，都會經由休斯頓，可以預期，未來
休斯頓的發展將無可限量。
休斯頓不僅以能源業（尤其是石油業
）、航空工業、運河、和醫療聞名於世，
擁有 「能源之都」、 「太空之城」以及
「世界醫療中心」的美稱。同時，休斯頓
還名列 2012 年 7 月出爐的《福布斯》雜誌
最適宜居住的新潮時髦城市榜首，成為全
美最“酷”的城市。
這項評鑒，是根據每個城市的工作機
會、生活費用、綠色空間、娛樂選擇、戶
外和文化藝術活動、餐館和酒吧數目、休
閒、族裔多元等項目，為美國前 65 個大都
會區地區排定名次。在全美許多其他城市
經濟不振的情況下，休斯頓推行親商政策
，就業機會不斷的增加，吸引眾多年輕的
專業人士前來，尤其是來自加州與中國大
陸地區的人，紅紅火火的發展著。移民多
也使得休斯頓的人口比全國平均水平要年
輕，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
就氣候而言，休斯頓屬於亞熱帶氣候
休斯頓的工作機會多、
休斯頓的工作機會多
、發展潛力高
發展潛力高，
，是全美最適合華人移民的城市
，與台灣、大陸南方的城市氣候相若，華
裔移民很能夠適應，春、秋與冬季都相當舒適，雖然夏季有時氣 賣了，移民來美國，如果手邊有一百萬美金的話，在休斯頓買了
二十五萬的一棟房子，還有七十五萬美元，無論把這七十五萬拿
溫稍高，但是，處處都有冷氣設備，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
在人文種族方面，休斯頓的族裔多元而豐富，目前有許多亞 來投資、做生意、或是買房出租，用起來都很充裕。但是，如果
裔居民，包括華裔、越裔、韓裔、日裔等，也有墨西哥人 是在東西兩岸，買了房子之後，已經沒有什麼空間再做其他投資
、及不少的中東人，多樣化的種族，並且分布平均，是美 了，壓力相對來說會比較大。
休斯頓還是非常適合退休養老的城市，位於休斯頓南邊的糖
國二十年後將會發展的城市現象，而休斯頓等於是走在時
城（Sugar Land），2014 年曾被 Money 財經網站評為全美最適合
代前端。
休斯頓是中小企業最佳創業的城市，對於中小企業而言 退休居住的城市之一。同年，也被 Money 選為最適合找到工作
，德州本身對商業的促進相當鼓勵，開公司非常容易，而 的城市之一。糖城因為 「生活成本低，卻有高品質的生活水準」
，獲選為全美最適合退休居住的城市。休斯頓不僅生活機能健全
德州沒有州稅，也是吸引大批業主或是居民的原因。
如果有小孩要就學，休斯頓亦為理想之選，原因是，德 ，同時有最高端的醫療機構，包括最先進的癌症醫療中心、與腦
州人比較和善，對外來的人很親切，對亞裔種族很友善， 神經外科醫院，每年在這個醫療城就診的人數就高達七百多萬。
當然，休斯頓也匯集了全美最棒的美食，休斯頓的外食人口
小孩可以在自然的環境中融入美國文化；若是在洛杉磯，
比美國任何其他城市都要多，各式各樣餐廳林立，像港式飲茶、
班上可能有大部分同學都是華裔，根本不像住在美國。
休斯頓也以活躍的表演藝術和視覺藝術而著稱，擁有美 台菜、川菜、東北料理、義大利菜、泰式料理、越南菜、美式食
國第二大的劇院區，劇院的座位數僅次於紐約市。休斯頓 物、地中海料理、韓國美食、日本料理、巴西窯烤、新疆菜、蒙
的美術館區是許多文化機構和展覽的天堂，每年吸引七、 古烤肉、墨西哥美食、馬來西亞菜等等，應有盡有，對華裔來說
八百萬的遊客。休斯頓還是美國僅有的五個擁有所有主要 ，想吃中式就有不同口味的中式食物，想吃異國料理也有多重選
藝術表演的城市之一，音樂、歌劇、芭蕾、和戲劇活動整 擇，非常方便。
休斯頓的工作機會多、發展潛力高，加上環境好、房價低、
年貫穿。
對於考慮移民的人，自己的經濟如何規劃，是最重要的 氣候適宜、交通便利、醫療發達，無論是對新移民、或是美國外
衡量點之一。舉例來說，有人把自己在台灣或大陸的房子 州移民而言，無疑的都是全美的首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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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情深 父子情重
楊楚楓

家母已是 90 歲高齡，年來身體
時有毛病，幸有澳門的三妹少瓊悉
心照顧，一天 24 小時聘有專人侍候
。而另外我楊家 5 位姐弟妹，儘管身居美國海外，每周
均有長途電話致電回去，向母親問安，誏母親知道，我
們子女以她為念。此外，我們 5 人，又刻意安排大家每
年分批分時回家探望，好等慈母感覺到，身邊時有不同
子女繞膝而行。在眾多手足中，以大家姐少芳最是落力
，一年 365 天中，起碼佔了 200 天，她是留在澳門，陪
伴娘親。
上月 20 號深夜，我突然接到大姐打來的 Whatapp 的電
話，（當時她正跟澳門中國銀行幾位退休高層女主管，
陸機、劉瑞霞等人在柬埔寨旅遊）告知母親突然因病入
院，問我可否即時返澳呢？其實大姐早已得知，我夫妻
二人，已在今年春節期間，購買了今年 6 月返澳之機票。而芳
姐在旅途中也刻意致電給我，很大可能母親病況出現變數。在
母親的心坎裏，一向以來，她是對我最為痛愛，家中各人亦深
明此事，故此長姐才會深夜來電。我乍聞之下，感到自己會母
為重，毫不猶豫，一口應允芳姐, 會以最快速度安排業務，指日
登程。
4 月 26 日， 經過 18 小時的長途飛行，經台北扺達澳門國

際機場。芳姐把我接上後，馬上乘的上鏡湖
醫院，探望母親。斯時她神智正在恢復中，
經我親口叫她一聲： 「阿媽，柏村返來！
」她連忙強掙雙眼，對我展開笑容。在此後
7 天之內，我基本上沒有跟親友見面，（因
為下個月我會依原計劃再回來）我將大部分時間，留在醫院病
房裏，陪伴親娘，與她閒話家常、回憶陳年往事。另一面，我
又每天向居住在美國達拉斯的兒子通電，告知祖母最近病況。
經過連日來醫護人員的專業服務之下，母親病況己有好轉
，暫時我可以安心回美。就在我動身前兩天，兒子專誠送上一
段喜訊給我，
「牛！時速 1100 公裡的超級高鐵有望登陸大德州！你還在
討論休斯敦—達拉斯高鐵？那就 OUT 了！近日，美國超級高鐵
公司 Hyperloop One 對外公布了 11 條高鐵線路待選方案，其中
就有德州線。按照這個規劃，全長 640 英裡（1024 公裡）的超
級高鐵線路，將會連接德州的休斯頓、達拉斯、聖安束尼奧、
艾巴素、奧斯丁等五大城市，線路基本沿著 I-35 和 I-10 兩條高
速公路 。預計車速將達 700 英裡（1120 公裡）每小時。一旦超
級高鐵建設完成，投入使用之後，從休斯敦到聖安東尼奧只要
20 分鐘，從達拉斯到奧斯丁也只需 20 分鐘。
超級高鐵的概念是由有 “科技狂人”之稱的 Elon Musk，
於 2013 年，在對前人的想法加以完善的基礎上提出的。超級高
鐵將使用類似鐵路軌道的真空管道，乘客與貨物將使用“膠囊
”座艙。 “膠囊”座艙形狀近似太空艙，單體重 183 公斤，比
一輛汽車還輕，長約 4.87 米，能容納 4 到 6 名乘客，或 36 公斤貨
物。

政
政海
海 中國邁向航空強國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今個五月份
，世界各地
均有重大
而又惹人注目的新聞發生。政壇方面，繼法國
總統大選名花有主之後、南韓的新任總統，又
在長軀直進之下，踏入青瓦台執政。而在中國
廣闊的天空裡，首款國際主流水平的幹線客機
Ｃ919，5 月 5 日，又在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安全
落地，首飛成功。
Ｃ919 是中國自二○○八年啟動大飛機研製
以來，首款按照最新國際適航標準研製、具有
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中短程幹線民用飛機。
Ｃ919 的首飛有著多方面的意義。首先在經
濟方面，Ｃ919 能使中國民航，不再依賴於從歐
美進口波音和空巴的中層幹線客機，打破歐美
航空巨頭壟斷，為國家節省大量外匯。中國是
波音和空巴的巨大市場，二者同為世界航空製
造業的巨頭。空巴公司估計，中國的航空公司
，在今後二十年裡，需增加六千架新飛機。而
波音則估計，這一數字將達到六千八百架。如
今，雖離撼動空巴和波音的龍頭地位尚遠，但
中國飛機製造業已走出了關鍵一步。
在技術方面，作為中國自主研製的新一代
噴氣式幹線客機，Ｃ919 不論是外形還是內部佈
局，都是中國自己設計完成的。比如，飛機的
總體方案，是中國自定的；氣動外形，是由中

國自主設計、自己試驗完成；飛機的機體從設
計、計算、試驗到製造，全是中國自己做的；
系統集成，也是由中國自己完成。這些都非常
不容易，很有技術含量。其中綜合航電、氣動
力設計等六大技術更居世界前列。
值得一提的是，Ｃ919 將很快裝上中國製造
的發動機，到二○二五年，國產化率，將超過
九成。總括而言，Ｃ919 能完善中國航空工業在
幹線客機方面的設計和製造能力，鍛煉一批航
空人才，提升中國民用航空工業水平。此外，
Ｃ919 在技術上，比它的競爭對手也有不少的優
勢。相關專家指出，Ｃ919 更安全、更舒適、更
經濟、更環保。
在軍事方面，Ｃ919 完全可以實現軍民融合
、系列發展的模式，實現軍民兩用。以運二十
為例，因其過於肥碩的身軀和二百噸的最大起
飛重量，並不適合改裝為特種飛機。而用Ｃ919
改裝預警機、高新機等大型軍用特種飛機的潛
力巨大。
在社會效益方面，Ｃ919 項目能帶動上下游
產業發展，增加大量高收入的就業崗位，拉動
地方經濟發展。
Ｃ919 對世界的意義也不可小覷。如果中國
商飛未來可以和波音、空客並列，那麼這個市
場的競爭就會更加激烈。這種競爭無論對航空
公司還是對乘客來說，都是一件好事，畢竟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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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之所以把這一交通喜訊告訴我，乃是一種體貼父母親
情的表現。5 年前自從兒子取得醫學博士學位，榮獲美國著名
的達拉斯牛仔足球隊聘請作隊醫之後，因為球隊訓練及醫療工
作繁忙，由達拉斯回家探望父母的機會較少。我們愛子念兒情
深，尤其是他組織了家庭，有了兒女之後，重返休士頓的時間
更少。為此，我夫妻二人，每月均抽一個周末，攜帶中式食物
，駕車北上探視。整個車程，即使以車速 110 公裡前進，也用
上 5 個小時！因此每次見到見到兒媳，他們都會以感謝的目光
向我們道謝！所以當兒子聽到這一大好的交通消息，想到超級
高鐵建造完成後，我們可以安坐在內，只花 30 分鐘，便一家團
聚，何其美妙！是以愛兒立刻電告喜訊！
和其他遠程交通方式比較一下速度，“高速鐵路”在最佳
條件下，可達到最大速度約 250 英裡（400 公裡）每小時，“磁
懸浮列車”在測試中，已達到 375 英裡（600 公裡）每小時，但
“超級高鐵”的速度，可達 650 至 700 英裡（1000—1100 公裡）
每小時。目前，德州線的規劃設計由全球規劃設計巨頭 AECOM 擔綱。團隊負責人 Steven Duong 表示，無論從規劃的角度
，還是從監管的角度來看，德州都是超級高鐵很好的嘗試之地
。人口數量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而且德州人口還處在不斷增
長中。AECOM 的這份規劃，得到了休斯頓—加爾維斯頓地區
委員會、美國墨西哥商會、大都會運輸管理局，和休斯敦港務
局等部門的支持。 在不久的將來，休士頓居民，大概 將可以乘
坐超級高鐵. 天天去德州首府奧斯丁上班及休閒了。
今次這個返澳之行，雖然是短暫，不過既見到親娘身體康
復、又聽到兒子報告的交通喜訊，真是一次奇妙的旅程！

爭帶來的是高效益和低成本。
從遍佈世界各地的廉價商品，到大飛機這
樣體現綜合實力的產品，顯示“中國製造”正
不斷轉型升級，從低附加值逐步向高附加值邁
進。伴隨Ｃ919 的首飛，中國航空產業將以此
為開端邁入升級期。不過，大飛機只是完成一
個首航，前面還有很多關要過。從試飛到量產
的道路不會平坦，未來的路還很漫長，但我國
已踏上奔向航空強國的路
中國國產大型客機Ｃ919 於五月五日在上海
首飛，這在地球另一側的美國，同樣引起關注
。有分析認為，Ｃ919 有望幫助中國，降低對進
口客機的嚴重依賴，並向著與波音、空客共競
藍天邁進了一步。
“中國對實現航空各個方面的獨立自主感
興趣。”美國研究航空市場的國際預測公司航
空專家道格拉斯 · 羅伊斯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中國希望在商用飛機領域裡，追趕歐洲、
美國，這是朝著這個方向邁出的一步。”
據悉，Ｃ919 是中短程商用幹線飛機，與空
客研發的新一代 A320、波音製造的新一代波音
七三七的市場定位類似。
目前，Ｃ919 已有二十三家國內外用戶，訂
單總數五百七十架。
當被要求對Ｃ919 發表評價時，美國波音一
名發言人說：“我們願意借此機會，祝賀中國
商飛成功研製Ｃ919 客機。”
羅伊斯則認為，中國商飛將來有可能成為
航空業的一個主角，當然這也需要一個過程。
也有分析認為，對世界而言，民用飛機市場長
期被美國波音(Ｂ)、歐洲空客(A)雙雄稱霸的局

面，或將被打破，航空公司及旅客, 未來會多一
個中國客機(C)的選擇。
對於Ｃ919，輿論關注的一個熱點,是它能不
能獲得美國聯邦航空局和歐盟航空安全局的適
航認證，因為這將是Ｃ919 打入歐美航空市場的
入場券。從上周中國上海召開的第一屆中歐民
用航空安全年會上傳來的消息說，Ｃ919 目前正
在接受中國民航局的適航審定，同時將作為中
歐雙邊適航談判的一部分。
羅伊斯說，如果能獲得歐美認證，將是Ｃ
919 項目的“巨大勝利”。“這個飛機需要獲得
西方認證，以直接與空客和波音在主要市場上
競爭。這也表明中國的民航業,取得了巨大的進
步。”
但羅伊斯提醒，在美國，獲得適航認證需
要很長的過程，美國波音、美國塞斯納、加拿
大龐巴迪、美國灣流等公司非常熟悉這個過程
，但中國商飛是一個“新手”，與美國聯邦航
空局打交道還比較陌生。
羅伊斯說，中國商飛製造的飛機' 在飛行和
維護兩個方面, 都還沒有記錄，所以在全球銷售
和產品支持領域，它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達
到跟空客和波音並駕齊驅的程度。
美國從事航空市場分析的蒂爾集團公司副
總裁理查德·阿布拉菲亞也認為，Ｃ919 大舉進
軍國際市場, 需要一個過程。他說，
制造飛機是重要和昂貴的一步，但接下來
還要經歷一些步驟，包括創建世界一流的全球
產品支持架構、為客戶提供必要的融資安排等
，這些都需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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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企開啟土地“掃貨”模式
多家房企拿地金額超百億

調控層層加碼，樓市逐步降溫。但
在壹級土地市場，品牌房企卻開啟了攻
城略地的掃貨模式。多家機構數據顯示，
在剛剛過去的 4 月，保利、龍湖等多家
房企拿地金額均在 100 億元以上，其中，
碧桂園已連續 5 個月拿地金額過百億，
中海也已連續 2 個月拿地過百億。
多家房企月拿地金額超百億
4 月，房企拿地熱度掀起了今年以
來的小高潮。同策咨詢研究部數據顯示，
4 月，保利、龍湖、中海、首開、碧桂
園、萬科等品牌房企拿地金額均在 100
億元以上，其中，碧桂園甚至已連續 5
個月拿地金額過百億。
“集團今年的拿地金額目標是 1500
億元，接下來仍然是有適合的地就拿，
碧桂園有句話，哪裏有市場，哪裏就有
碧桂園。”碧桂園集團壹名負責人表示，
和之前相比，碧桂園還會專註拿適合做
產城融合、科技小鎮的地塊。

值得註意的是，素來以謹慎聞名，
采用不拿地王、保證利潤為主要策略的
遠洋集團，4 月斥 150 億元巨資於招拍掛
市場拿下武漢 2 宗地塊，建面共計 170.97
萬平米，榮登 4 月拿地金額榜單 TOP20
榜首，成交建面在榜單亦處第 2 位，僅
次於碧桂園。這是遠洋集團近 5 年來於
招拍掛市場的最大手筆。
調控期是逆市布局的好時機，同
策咨詢研究部總監張宏偉表示，調控
已進入深水區，樓市周期性下滑開始
顯現，在這種狀態下土地價格會越來
越 理 性 ， 很 多房企在這個階段都會選
擇加速拿地。如 遠 洋 在 武 漢 拿 下 的 兩
幅 相 鄰 地 塊 ， 樓 面 價 均 不 足 10000 元/
平米。
中國指數研究院的統計顯示，前 4
月從拿地金額來看，碧桂園和保利繼續
穩居前兩位，首開、遠洋晉級 TOP10。
另據中原地產的數據顯示，今年前 4 月，
拿地超過百億的房企合計 18 家。

“保守者”畫風突變
近幾年略顯保守的幾家房企，從去年
底開始畫風突變，加快拿地進度，典型如龍
湖、遠洋、中海。龍湖將2017年的目標定在
1100億，壹改往日的謹慎，強調規模增長，
其今年預計用400至500億資金拿地。
“龍湖原先也並非完全不註重規模，
只是在上壹輪規模增長之後，吳亞軍看到
了比如管理層、項目盈利等問題，近兩年
開始內部調整，解決完後，龍湖再度開始
新壹輪增長。”優淘城總裁薛建雄說。
此外，壹些央企、國企也開始加速介
入土地市場，遠洋和中海最為明顯。“不
要忘了，遠洋、中海都是曾經的地王創造
者，遠洋地王至今都沒有完全解套。”薛
建雄說。中海地產宣布2017年要花1000億
元拿地，第壹季度已通過招拍掛獲取了15
宗土地，而2016年全年僅新增18宗土地。
5 月 8 日，顏建國獲任為主席並繼續
擔任公司行政總裁。這意味著中海正式
開啟了顏建國時代，無論是中海拿地的
千億預算，還是 3000 億元銷售額，都史
無前例地充滿動力。
曾經的萬科與中海，位列中國房企
數壹數二的位置，中海更有利潤王的美
譽。但近幾年，因人事內耗等問題，步
履蹣跚，萬科、恒大、碧桂園也將中海
遠遠甩開。

搶地是規模化沖動
“到目前為止銷售業績很好，大家
很有幹勁，和打了雞血似的。”對於目
前房企仍如此積極搶地的原因，某大型
房企人士如是告訴記者。
有業內人士驚呼“今年壹季度是房企
有史以來賣得最好的壹個春天”。薛建雄
認為，今年碧桂園、萬科、恒大等壹線房
企業績飄紅，碧桂園的銷售額更是已經攀
升到“兩千億”量級，自然要大舉拿地。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也認為，
歸根結底還是錢多，房地產企業資金鏈
非常安全，而且是空前安全。整體看，
信貸雖然在逐漸收緊，但收緊後的數據
只是逐漸回歸 2016 年歷史最寬松之前的
常態，只是逐漸穩健，而不是趨緊。
盡管房地產市場已經進入下半場，
利潤率的下滑成為殘酷的現實，但是房
企的規模化賽道不會關閉，競爭仍在持
續，充足的土地儲備是企業擴張的保證，
“多拿地、拿好地”成為房企規模化競
爭的關鍵所在。
陽光城總裁張海民就曾表示，現在的
土地儲備排名就是五年後的房地產公司排
名。剛剛辭任中海執行董事兼主席肖肖此
前也表示，“我們歷來追求利潤為先，不
為規模而做大規模，但是沒有規模支撐，
保持利潤增長和領先也是不可能的。”

另壹方面，進口乳
品的質量卻未必如部分
消費 者 想 象 的 那 樣 安
全 。 幾天前，食藥監總局公布了壹批對乳制品、
飲料等 7 類食品 519 批次樣品的抽檢結果。其中不
合格樣品 3 批次，都是從德國、美國進口的乳制
品。對於中國的乳品企業來說，過了質量關，還需
要再過消費者這壹關。那麽中國乳業之路究竟應該
走向哪裏？

中國乳業過了質量關 如何過好消費者這壹關？
據報道，隨著二孩政策的實施，奶粉行業正在
經歷壹個市場爆發期，但是國產奶粉企業卻面臨更
多的挑戰。壹方面，食藥監總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
示，今年壹季度國產牛奶抽檢合格率達 100%。另
壹方面，國外乳品進口量卻在高速攀升。2008 年至
今，我國乳制品自給率壹度從超過 95%跌至 75%左
右。可以說，進口奶的大舉進攻已經讓國產奶陷入
了非常嚴峻的形勢之中。
乳業專家王丁棉解釋說：“在我看來，根源在
於消費者對 2008 年發生的那次災難、我們叫做中國
奶業的“911 事件”——三氯氰胺事件，所造成的
陰影有很大的關系。”
奶粉選擇的背後，是消費者的自信心

壹聽到“三聚氰胺”，恐怕是很多乳品企業的
噩夢。但是在抽檢合格率達 100%的情況下，為什
麽有些消費者還不買賬呢？中國貿促會國際貿易研
究部主任趙萍認為，當初部分企業以犧牲消費者利
益為代價，追求所謂的規模化發展，必然要用更大
的代價才能獲得消費者的認可。而這種負面影響損
害的是整個行業的利益。壹些優質企業也難免會
“背黑鍋”。現在壹方面要持之以恒的打造品牌，
另壹方面也要培養消費者的自信心。
趙萍指出：“以前消費者認為國外的品牌比較好，
所以很多的 ‘洋品牌’標榜自己的血統正宗。但是
現在很多的‘洋品牌’都開始本土化，表明自己可以
滿足中國市場消費者的特殊需求。從另外壹個角度，
這也說明消費者的自信在慢慢的形成。“

大飛機能上天，中國人也能做好奶粉！
擁有 55 年歷史的飛鶴奶粉是在當年三氯氰胺
事件中為數不多的、沒有涉及到產品質量的企業。
公司副總裁魏靜表示，除了打造全產業鏈、專註於
嬰幼兒配方奶粉等措施之外，飛鶴奶粉還嚴格把控
質量，制造出高於國內標準和歐盟標準、符合中國
市場需求的產品。

房企仍未看淡土地市場
盡管房企看好土地市場，但在大舉拿
地之下，房企將不得不面對拿地成本提高所
帶來的負面影響。如中海地產，第壹季度營
收274.2億港元，溢利78億港元，對應毛利
率28.4%；綜合借貸水平也上升至13.3%。
瑞信近日宣布，調低中海評級及目
標價，主要原因就是其首季度毛利率只
有 28.4%，屬於低水平。
明源地產壹名分析師指出，調控現在
已經開始顯示威力。尤其是項目主要在壹二
線城市，且產品以改善型、高端為主的房企，
因預售證審批受阻，受到的影響更大。
此外，自去年樓市調控至今，全國
已有超過 55 個城市祭出各類調控政策，
加入調控的城市陣容有增無減，北京、
上海等壹二線城市樓市全面降溫。
上述明源地產分析師還表示，過去
幾次調控，房價的周期大約為兩年，房
價調整的周期是七八個月，但此次不同，
還有加嚴的趨勢。往後的銷售數據比 4
月份還壞將是大概率事件。
盡管市場對樓市預期降低，房企也在抓緊
搶收。大型房企依舊未看淡土地市場，如碧桂
園、中海等房企千億元拿地目標未變，“現在
銷售業績好，符合預期，但集團也沒說會提高
拿地金額，我們還是按著既定的1500億拿地額
走，自己和自己比。”上述碧桂園負責人說。

魏靜說：“從生產角度來講，飛鶴建立了
全球樣板工廠。從產品研發的角度來講，飛鶴
擁有中國最大的、最全的母乳數據庫，努力研
制更適合中國寶寶的奶粉，去保障整體的產品
品質。”
魏靜認為，現在中國奶粉的質量並不比進口產
品差，希望中國企業能早日獲得國內消費者的認
可 。“無論是飛鶴，還是每壹家企業，都要做到
‘自律’、‘自強’、‘自愛’，在每壹個環節上
嚴格把控質量關。歡迎監管部門和消費者以及媒體
來監督，真金不怕火煉。同時我也期望廣大的消費
者可以真正的意識到，中國品牌和中國制造的掘
起是主旋律。我們有理由充分的相信，我們可以
做出世界上最好的東西。大飛機可以上天，火箭
可以發射到太空，蛟龍號可以探測海底，對於
壹罐奶粉，無論是飛鶴還是其它的企業，都有
實力、有能力把它做好。”

休城讀圖
活動策劃主席譚秋晴（
活動策劃主席譚秋晴
（ 左 ） 頒獎給主講人駐休士頓日本總領事天野哲郎
頒獎給主講人駐休士頓日本總領事天野哲郎（
（Tetsuro Amano ) ( 右 ）。

歡慶亞裔傳統月
亞洲商會邀四傑出人士分享經驗談

活動策劃主席譚秋晴 （ 左 ），
活動策劃主席譚秋晴（
），亞洲商會董事會主席趙
亞洲商會董事會主席趙
紫鋆（
紫鋆
（ 右 ） 頒獎給主講人萊斯大學孫月萍
頒獎給主講人萊斯大學孫月萍（
（ 中 ）。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活動策劃主席譚秋晴（ 左 ），
活動策劃主席譚秋晴（
），亞洲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黎
亞洲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黎（
（ 右 ）頒獎給主講人休士頓社區
學院（
學院
（HCC) 董事 Neeta Sane ( 中 ）。

四位主講人在講座上（ 左起 ） 日本總領事天野哲郎
四位主講人在講座上（
， 休士頓社區學院
休士頓社區學院（
（ HCC) 董事
董事，
， Neeta Sane, 萊
斯大學孫月萍及玉皇化工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姚超良
博士。
博士
。

活動策劃主席譚秋晴（ 左 ），
活動策劃主席譚秋晴（
），亞洲商會董事會主席趙
亞洲商會董事會主席趙 華美銀行代表（
華美銀行代表（ 前排左起
前排左起）
） 首席副總裁林起湧
首席副總裁林起湧，
，華美銀
紫鋆 （ 右），
），頒獎給主講人玉皇化工總裁兼首席執行
頒獎給主講人玉皇化工總裁兼首席執行 行糖城 59 號公路分行經理丁美美
號公路分行經理丁美美，
，華美銀行糖城六號公
官姚超良博士（
官姚超良博士
（ 中）。
路分行經理梁美珊與 Chase Bank 代表在午餐會上
代表在午餐會上。
。

（ 左起 ） 華美銀行首席副總裁
華美銀行首席副總裁、
、 德州大中華區
團隊經理林起湧，
團隊經理林起湧
，玉皇化工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姚
超良博士，
超良博士
，亞洲商會活動策劃主席譚秋晴
亞洲商會活動策劃主席譚秋晴，
，亞洲
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鋆在餐會上合影。
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鋆在餐會上合影
。

亞洲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鋆
（ 右 ） 與 旅 館 經 理
在午餐會上合影。
在午餐會上合影
。

圖為亞洲商會五月份午餐會議，
圖為亞洲商會五月份午餐會議
，董事會主席趙紫鋆
董事會主席趙紫鋆（
（ 立者 ） 正在致詞
正在致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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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Will Help Reduce Huge U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Beijing, US Reach Trade Deal To Boost American
Imports To China Following Xi-Trump Summi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Xi Jinping (left) and Donald Trump pictured
during their summit in Florida last month.
(Photo: AP)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ached a trade agreement
with Beijing that will boost shipments of American
liquefied natural gas, beef and other products, as well
as improve its market access of financial services to
China.
The accord follows pledges b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address a
US$350 billion trade imbalance in China’s favor by
coming up with concrete measures within 100 days of
the two leaders’ summit in Florida last month.
US Commerce Secretary Wilbur Ross hailed the
agreement as “a herculean accomplishment” forged in
record time.
“This is more than has been done in the whol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 on trade,” Ross told reporters
on Thursday evening at the White House. “Normally
trade deals are denominated in multiple years, not tens
of days.”
US financial industry shares a large portion of this
agreement on market access.US credit rating services,
electronic payment services and bond underwriting

business are now all allowed in
Chinese market.
The US would also allow
American companies to ship
liquefied natural gas to China.
Regular LNG exports from the
US would give the country a
chance to supply China with
a fuel that is in high demand
because it burns cleaner than
coal and oil and is therefore
becoming the fuel of choice for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long
with renewable sources. The
LNG export market is currently
dominated by Australia, Qatar
and Malaysia.
Under this agreement, China
will accept beef from the US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effectively
ending the 14-year ban on
American beef after an outbreak of mad-cow disease
in US in 2003.
Reciprocally, US will allow Chinese cooked chicken to
sell in the American market.
The agreement also gives the green light for US
biotechnological products to export into China.
Chinese finance vice-minister Zhu Guangyao and

A file picture of a container port in Shenzhen
in southern China. (Photo: Handout)

commerce vice-minister Qian Keming were due to
hold a press briefing in Beijing at noon on Friday on
the trade deal.
In the weeks since Trump’s summit with Xi, the US
president has dropped accusations that Beijing pursues
unfair trade and currency policies that undermine
US manufacturers and lead to higher unemployment,
suggesting the improvement in relations since the first
meeting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was largely symbolic.
Scott Kennedy, from the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old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that the two nations had already started
negotiations and met multiple times.
The White House aims to seek reciprocal market
access in China for US companies, especially in the
agriculture and finance sectors, according to multiple
sources with knowledge of the plan, as reported by the
Post on May 9.
“Trump is not interested in China going into US
market, but US going into the China market,” said
Douglas Paal, vice-president for studies at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 Washingtonbased foreign policy think tank.
China’s natural gas consumption growth, pegged at 5.4
per cent a year, outstrips domestic production.

A liquified natural gas transport ship pictured
off the coast of Australia. (Photo: Handout)
The share of imported gas in the nation’s total
consumption of the energy source may rise to nearly
40 per cent by 2035, up from 30 per cent in 2015,

according to the 2017 BP Energy Outlook report.
Imports of LNG to China, the world’s largest energy
consumer, rose to 33 per cent in 2016, according to
customs data. China imported 26.1 million metric
tonnes of the fuel last year, up from 19.6 million in
2015.
Houston, Texas-based Cheniere Energy Partners
is America’s only major LNG producer, having
completed a major LNG export terminal on Louisiana’s
Gulf Coast last year.
Liquefaction and export terminals are, however, under
construction in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 expansion of the Panama Canal last year allows
the waterway to accommodate giant tankers that
carry LNG between continents. It makes shipments
of the chilled fuel to China feasible for LNG projects
underway on the east coast of the US.

Highlights Of The US-China
Trade Deal

1. United States will welcome Chinese companies
negotiating agreements to buy US-produced liquefied
natural gas. The Energy Department has already
authorized the shipment of 19.2 billion cubic feet per
day of natural gas exports to China and other interested
countries.
2. Beijing will allow US-owned card payment services
to begin the licensing process in a sector where China’s
UnionPay system has had a near monopoly.
3. Foreign-owned firms in China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credit rating services.
4. China will allow US companies to do bond
underwriting business in China.
5. China will end restrictions on beef imports. China
imposed a ban on American beef in 2003 after a case
of mad-cow disease, a ban that has remained in place
despite extensive efforts by the Bush and Obama
administrations to get it removed.
6. China will streamline the evaluation of pending US
biotechnology product applications.
7. US will facilitate the entrance of Chinese banks into
the US banking market.
8. US will allow the sale of cooked Chinese poultry
(Courtesy AP and Reuters)

California Declares May 10th As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Memorial Da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onditions. Nearly 1,200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died from
work accidents, avalanches, and
explosions while working in the
Sierra Nevada Mountains.
In 2014, the U.S. Department
of Labor inducted the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into the Labor
Hall of Honor for their courageous
fight for better working condit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ailroad,
also known as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linking the west and the
eas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merica’s
history, took six years and stretched
for nearly 2,000 miles, connecting
the eastern US rail network at
Omaha, Nebraska with the Pacific
coast at the Oakland Long Wharf
on San Francisco Bay, California,
reducing cross-country travel times
from six months to a single week.
“The Assembly recognizes and
honors the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who labored from
1865 to 1869 to build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by
designating May 10, 2017, and each May 10 thereafter,
as California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Memorial
Day,” reads a resolution published on the website of
the California Legislative Information.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wa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engineering feats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were considered
indispensable by their foremen and were respected for
their work ethic and discipline”, and they have “set a
world record by laying 10 miles of railroad track in just
one workday,” the resolution wrote.
Nearly 1,200 workers died from avalanches, explosions

A statue of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stood
in California, the United States to honor their
contributions in building the Pacific Railroad
in the 1860s. (Photo/Flickr)
The California state Assembly unanimously passed a
resolution to mark May 10 as the California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Memorial Day on Monday,
according to the China News Service.
The decision was made to honor around 12,000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for their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in
building the Pacific Railroad which was completed on
May 10, 1869.
Assemblymember Evan Low (D-Silicon Valley)
introduced House Resolution 31to declare May 10
as California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Memorial
Day in honor of the nearly 12,000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who helped build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The thousands of Chinese immigrants who
risked their lives to build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faced prejudice, unsaf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low wages. Their sacrifice
and courage must never be forgotten,” said
Assembly member Evan Low.
Completed on May 10, 1869,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wa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engineering feats of the
19th century. It took six years to build and
stretched for nearly 2,000 miles. Nearly
12,000 Chinese immigrants were employ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comprising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he 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Company’s
Assemblymember Evan Low (D-Silicon Valley)
workforce.
The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faced introduced House Resolution 31to declare May 10 as
prejudice, isolation and dangerous working California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Memorial Day.

and work accidents while
working in the Sierra
Nevada Mountains.
The bill was proposed
by Chinese American
Assembly member Evan
Low, who said that
the Chinese Railroad
worker’ sacrifice and
courage must never be
forgotten.

Chinese workers at
that time accounted
for around 80 percent
of the workforce of
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Company, but they had
been given the most
Chinese laborers worked on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in Nevada in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1868. Photo: AP/Southern Pacific News Bureau
jobs and were paid lower
wages than other railroad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officially into the Labor
workers.
Hall of Honor for their courage in organizing in pursuit
The Chinese workers were mostly from Guangdong of fair wages and safe working conditions.
province and some other cities in south China, and
The initiators also include four other Assembly
had left their hometowns which were suffering from members Kansen Chu, Ed Chau, Phil Ting and
poverty and social turmoil for jobs in order to support Al Muratsuchi, among whom the first three are
their families.
Chinese Americans. (Courtesy http://sino-us.
In 2014, the US Department of Labor included the com/35/090531945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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