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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剖析蔡英文就職滿周年
下次播出時間 6 月 1 日
美南國際電視 STV
STV15
15..3 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
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
﹐關注新
聞時事與各類議題﹐
聞時事與各類議題
﹐周四節目探討中華民國總統蔡英
文就職屆滿周年施政成績﹐
文就職屆滿周年施政成績
﹐以及最近落幕的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
高峰論壇
﹒主持人常中政
主持人常中政((中)﹑李堅強教授
李堅強教授((右二
右二))和馬
健(左二
左二))﹐邀請休士頓大學維多利亞分校經濟學教授陳
建賓((左一
建賓
左一))和中國國民黨海外黨代表陳煥澤
和中國國民黨海外黨代表陳煥澤((右一
右一))擔任
嘉賓一起參與討論﹒
嘉賓一起參與討論
﹒下集播出時間 6 月 1 日﹐請鎖定本
台節目預告﹒
台節目預告
﹒
黃永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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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晚晴天》商戰題材都市偶像劇

節目介紹

中文發音英文字幕播出

KVVV

▲

《盛夏晚晴天》劇照
內容介紹：
盛夏晚晴天是一部2013年首播的中國大陸

商戰題材都市偶像劇，改編自女作家柳晨楓
的同名網絡小說。由劉愷威、楊冪、吳建飛
、梁又琳、王驍、樊少皇等人領銜主演，劉
愷威同時擔任該劇的制片人。全劇講述了富
家千金和花花公子為了各自的目的結為聯盟
，在經歷險惡的商業鬥爭的同時，兩人逐漸
暗生情愫的故事。作為劇中主演楊冪和劉愷
威戀情公開後合作的首部電視劇作品，同時也是兩人繼電視劇《如意》和電影《HOLD住愛》後的第三
次合作。

播出時間：周一至周五下午2時至3時首播，周二至周六凌晨4時至5時重播，敬請關注收看。

▲《盛夏晚晴天》劇照。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前福克斯新聞台
掌舵人艾爾斯去世
【VOA】福克斯新聞(Fox News)宣布，
前福克斯新聞首席執行官和共同創辦人羅傑•
艾爾斯(Roger Ailes)逝世，終年77歲。
艾爾斯的妻子伊麗莎白星期四早晨公布了這一

過去年，在針對他的性騷擾指稱聲中，艾爾斯
被免去了職務。
福克斯電視台新聞主播們在宣讀艾爾斯妻子的
聲明時，難以遏制內心的感情。

川普政府開
始重新談判
NAFTA程序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資料照）

【VOA】據美國川普政府表示，行政當
局已通知國會，打算重新談判美國和加拿大與
墨西哥達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消息。

星期四，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致函國會領袖

她的聲明說：“我懷著深深

說，川普政府計劃與議員展開90天的磋商，談

的悲哀，痛心地報告，我的

論如何改寫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隨後，美國將

丈夫羅傑•艾爾斯在今晨與

與加拿大和墨西哥談判，談判有可能在8月16

世長辭。”

日開始。

聲明還說：“他的職業生涯

︱美國總統川普。

重新談判北美自貿協定是川普競選總統時的一

跨越五十余年，他在娛樂、

個重大承諾。他經常形容這項協定是“災難”

政治和新聞領域的工作觸及

。

了千百萬人的生活。我們在

萊特希澤對記者們說，北美自貿協定幫助加強

哀悼他的去世的同時，也在

了美國的農業、投資服務業和能源領域，但是

慶祝他的人生。”

卻傷害了美國的工廠，致使制造業高薪工作崗

艾爾斯掌管福克斯20年，不

︱前福克斯新聞首席執行官和共同創辦人羅傑•艾爾斯。

位流失到墨西哥。

萊特希澤在信中說，北美自貿協定需要更新，
以便更有效地解決與數字貿易、知識產權以及
勞工和環保標準有關的各項問題。
星期四，墨西哥外長比德加賴等墨西哥官員在
美國國務院與國務卿蒂勒森以及其他美國官員
舉行了記者會。比德加賴說，墨西哥“歡迎”
重新談判北美自貿協定。
他說：“我們明白這是25年前談判達成的協議
。世界已經變了。我們學到了很多，可以做得
更好。”
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發表聲明說：“自從簽署
北美自貿協定以來，我們看到，我國的制造業
遭到重創，工廠關門倒閉，無數的工人失去了
工作。川普總統將要改變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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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慈濟的五月孝親感恩與浴佛節活動
【華府新聞日報訊】全球慈濟人迎接母
親節，將每一年的五月份定為孝親感恩月，
並且在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定為浴佛節、母
親節、以及全球慈濟日，三節合一的日子，

友都要用雙手親自為父母奉茶，送上點心，

待。

以及送上一束玫瑰花給你母親，然後送給母

以慈悲願行報父母眾生恩，以及清境心念虔

由於整個感恩活動都是由人文學校的高

中華民國駐美辦事處的領務組組長吳文
齡，也專程趕來參加，吳組長還特別表示：
「曾經在全世界好多個不同的使領館服務，
而在每一個地點，都曾經獲得當地慈濟人的
恊助，所以非常感謝全球的慈濟人，一定要
來參加這個非常的有意義的慈濟浴佛，及孝
親節活動。」
五月十四日星期天上午，則是在維吉尼
亞洲的靜思堂舉行盛大的浴佛典禮，包括華
府僑教中心主任陳世池主任伉儷在內超過 150
位會眾參加，而且許多都是家長帶著小孩
子，全家大小一起恭敬的禮佛，誠心的祈禱
祝福。可愛的小妺妹在爸媽的帶領下，第一

誠禮敬諸佛。華府慈濟分會在也在華府慈濟
人文學校、洛城聯絡處，以及北維州靜思堂
會所舉行三場感恩的活動。
以靜思語人文教學為特色的華府慈濟人
文學校，五月六日下午，首先在校內禮堂舉
辦孝親感恩活動，將課堂上所學到的靜思語
人文，活用在對父母的感恩與生活倫理，用
彩色筆寫下或畫出對父母的愛，每一個小朋

親一個愛的抱抱，並且說： 「謝謝媽媽，我
愛您！」
中同學自動自發的規劃，並且全程用中文主
持。讓每一位幼小班學童的家長，看到他們
的小朋友長大之後，也會和這些大哥哥大姐
姐們一樣的孝順、有禮貌、中文也刮刮叫。
位於馬州洛克威爾市的慈濟聯絡處並不
大，但是在五月十三日星期六上午舉行浴佛
典禮，還是擠進了將近 50 位會眾，進行了一
場莊嚴的浴佛活動，會後還有豐富的茶點招

次參加浴佛，儘管她未必知道浴佛的意義，
但 是 她 對 著 媽 媽 說 ： 「媽 媽 母 親 節 快
樂！」，並留下神情專注的倩影。
當天的浴佛法會結束之後，慈濟人還準
備了素食推廣小站、靜思花道體驗站、以及
介紹靜思書軒，最後也有豐富的素食茶點招
待。
華府慈濟分會的執行長陳英發師兄，也
在會中對參加的會眾，講述過去一年來華府
慈濟人，在美國及美東各地參與的許多發放
與急難救助的實際例子，讓許多捐款給慈濟
的會衆，充分了解他們的捐款的用途，以及
感恩大家的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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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僑胞看蔡英文就職周年
施政不如預期改革速度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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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新聞時事與各類議題，周
四節目探討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就職
屆滿周年施政成績，以及最近落幕的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對台灣邊緣化影響
。主持人常中政、李堅強教授和馬健
，邀請休士頓大學維多利亞分校經濟
學教授陳建賓和中國國民黨海外黨代
表陳煥澤擔任嘉賓一起參與討論。
常中政表示，上個月底川普剛度
過百日民調，台灣蔡英文總統也過就
職一周年，滿意度卻跌破 30%，不滿
意度也過半。他說，當初蔡英文上任
以台灣第一個女性總統讓台灣民眾抱
以高度期望，上任一年由原本民調
60%掉下來三成不到。
常中政補充，各家民調加權後平
均計算，所有民調結果相去不遠，蔡
英文滿意度就在三成左右，不滿意度
五成至六成，網路民調更是只有 18%
；現在的滿意度不只不高，支持度也
只有四成左右，可謂民調崩盤。節目
上就從海外僑胞的角度，提供理性的
看法討論。
蔡英文執政一年，民調支持度慘
跌原因為何？
陳建賓表示，過去這一年來，台
灣民眾從一開始滿懷希望，到現在蔡
政府該做沒有做，不該做做一堆，是
崩盤主因。蔡英文面對得最大難處，
是施政讓人民覺得無感，不管是個性
、施政方式或著重項目，走她自己的
調，不願在媒體上表現親民，所以，
民進黨內派系也有在醞釀，打算推出
新人，讓蔡英文只做一屆。
陳建賓預計，蔡英文不管是力道
或結果方面都與人民期待差很遠，而
在媒體塑造上也是個軟弱的政府。
2018 年會政黨版塊會有新的洗牌，不
容忽視年輕力量，例如時代力量的新

政黨。新一輩的年輕人已不買藍綠的 回應兩岸關係，接下來的人可能更不
帳，看得比較遠，只在乎選出來的人 好掌控，變數多，對中國不見得是好
是否真正能夠把台灣帶出一個新局。 事。
從國民黨角度來看，高舉改革大
常中政說，蔡英文如果沒辦法達
旗，一年後卻慘兮兮？
到所謂台獨理想化，民進黨會信用破
陳煥澤表示， 「唱得比說得還好 產；民進黨百家爭鳴，若連台獨 「神
聽」，在台灣國運不能向前，在於意 主牌」也跟著破產，會面臨很大危機
識形態高漲，換一個職政黨跟換一個 。
國家一樣，大家互相扯腿，若要讓人
即使民進黨民調低，國民黨也辦
民滿意，必須把人民最優先福祉擺第 法挽回頹勢
一。老百姓在乎的只有民生，只在乎
陳煥澤說， 「一個政黨的好是要
能夠日子過好一點，薪水高一點，醫 自己自立自強，不會因為另一顆爛蘋
療衛生和食安問題提升， 「幸福感多 果而讓自己變好」。國民黨主席的選
一點」是人民最關心的。
舉不管是否造成分裂，國民黨元會有
從大陸學者觀點，蔡英文執政一 覺悟，國民黨會再起來，不可能讓台
年民調崩盤，原因為何？
灣老百姓、對岸和執政黨看不起。
李堅強認為，一年來評判蔡英文
台灣擺脫不了低薪魔咒？
有點言之過早，一年中沒有看到很多
常中政提及台灣低薪情況，年輕
的建設，台灣 20 多年主體意識產生的 人就業市場沒法提升，是造成馬英九
慣性，讓想要狂奔的馬，沒法太快前 下台很重要的原因。
進。他表示，很多方面行為和動作必
他請陳建賓用經濟學者的角度來
須考慮多年來意識形態對台灣的影響 看這件事，陳建賓說，台灣低薪從三
，例如兩岸關係無法邁開步，自主意 方面，最麻煩是土地政策，台灣需要
識的慣性無法有作為。馬健也補充， 新的土地改革、土地建設和都更。他
老布希總統說過， 「經濟絕對是最重 舉例子輔助說明，土地政策、都更和
要的」，當人民沒有飯吃的時候，意 稅制政策是台灣目前經濟改革上需要
識形態不重要；但他
也認為，只要蔡英文
能鞏固政權，未來的
執政之路能相當看好
。
從處理兩岸問題
，來看蔡英執政
陳建賓認為，蔡
英文是過渡型領導，
若施政一直都不理想
，會有第三勢力奮起
，要連任恐怕有困難
。但他說，現在蔡英
文希望中國有善意回
應，若中國仍不友善
來賓陳建賓((左)與主持人馬健
來賓陳建賓
與主持人馬健((右)。

的，蔡政府
反而是反其
道而行。
另外，
陳建賓也提
及南向政策
，只要再配
合土地政策
，把高等的
土地取得留
在台灣，台
灣還會有新
來賓陳建賓((左起
來賓陳建賓
左起))、馬健
馬健、
、常中政
常中政、
、李堅強與陳煥澤
李堅強與陳煥澤。
。
的一波經濟
文化問題往往摻雜非常濃厚的政
起飛。他說，不管藍綠，在世界各國
的台灣人對家鄉事務還是非常關切， 治意含。李堅強說，根據國際關係理
善用海外優秀人才資源，台灣政府可 論， 「新文化出現不代表新民族出現
有好的培育政策，讓新移民接棒，也 」，現代國際關係的主權概念，台灣
可以發展自主意識，但對大陸來說，
是迎向國際化。
想法絕對孑然不同。
國家認同與 「去中化」 現象
節目上專家們也針對 「拒認九二
陳建賓表示，過去從歷史上來看
，台灣血統上與中華移民有相關，文 共識，兩岸關係如何解凍？」、 「大
化上很難去否定它。民進黨有一點想 陸一帶一路，台灣窮途末路？」討論
要做切割，情感上可以理解，但被切 這次一帶一路對台灣邊緣化在國際上
割得這部分為何會讓人這麼生氣？如 的影響，以及延伸到台灣與兩岸關係
果台灣需要有新風貌，到底是需要理 的發展。
性的感恩，還是要全盤否定？

主持人李堅強((左)和來賓陳煥澤
主持人李堅強
和來賓陳煥澤((右)。

休城社區
星期日

2017 年 5 月 21 日

Sunday, May 21, 2017

B5

國會議員 Al Green 昨舉行里民大會
要求彈劾總統川普
(休士頓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Al Green 的里民大會於 2017 年 5 月 20
日 星 期 六 在 14083 Main Street, Houston, TX 77035 Fountain Life
Center 舉行
舉行。
。有幾百人參加這次會議
有幾百人參加這次會議，
，人們非常激動地參加這個
活動。
活動
。德克薩斯州民主黨國會議員 Al Green 週三上午呼籲
週三上午呼籲，
，彈劾
唐納德•
唐納德
•川普總統
川普總統;; 國會成員正式向議會要求向總統提出彈劾指
控。“
。“這是關於我相信的信念
這是關於我相信的信念，
，這是我的立場
這是我的立場，
，我不會動搖
我不會動搖，
，總
統必須被彈劾”
統必須被彈劾
”Al Green 在國會議場上說
在國會議場上說。
。 “對於那些不了解的
人，彈劾並不意味著總統被認定有罪
彈劾並不意味著總統被認定有罪，
，只是意味著眾議院將對總
統提出指控，
統提出指控
，與起訴書相似但並不完全相同
與起訴書相似但並不完全相同。
。Al Green 彈劾總統
表明他正在捍衛美國法律與履行職責的行動。
表明他正在捍衛美國法律與履行職責的行動
。週二新聞爆發
週二新聞爆發，
，川
普在二月份要求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
普在二月份要求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
• 科米
科米（
（James Comey）
Comey）
對其前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
對其前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
•弗林
弗林（
（Michael Flynn）
Flynn）進行調查
進行調查，
，
這是一項稱為阻撓正義要求的問題。
這是一項稱為阻撓正義要求的問題
。
造成總統必須被彈劾的背景信息：
造成總統必須被彈劾的背景信息
：美國總統川普的公衆支持
率在不當處理機密信息和干涉聯邦調查局(FBI)
率在不當處理機密信息和干涉聯邦調查局
(FBI)調查等事件曝光后
調查等事件曝光后
暴跌。
暴跌
。路透社近日公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
路透社近日公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
，川普的支持率已跌
至其當選以來的歷史最低。
至其當選以來的歷史最低
。首先曝光的是川普在與俄羅斯外交官
進行私人會晤時，
進行私人會晤時
，被指給對方透露高度機密的信息
被指給對方透露高度機密的信息。
。緊接着
緊接着，
，有
報告指上周被免的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
報告指上周被免的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
•科米曾在備忘錄中擔
憂川普對其施壓，
憂川普對其施壓
，試圖阻礙聯邦調查局調查通俄案
試圖阻礙聯邦調查局調查通俄案。
。川普否認與

俄方勾聯，並斥責當前一切針對他的調查為
俄方勾聯，
並斥責當前一切針對他的調查為“
“政治迫害
政治迫害”。
”。他也
他也
指，歷史上
歷史上“
“沒有任何一位其他的政治家曾遭受如此不公的或比
這更不堪的待遇”。
這更不堪的待遇
”。盡管川普在共和黨中呼聲仍高
盡管川普在共和黨中呼聲仍高，
，許多黨內的
普通成員似乎在諸事曝光之際，
普通成員似乎在諸事曝光之際
，放棄了對他的支持
放棄了對他的支持。
。共和黨內有
23%
23
%的成員在此次民調中表示不支持川普
的成員在此次民調中表示不支持川普，
，相比上周的調查結果
增加了 7%。分析指出
分析指出，
，這應是他的總體支持率創當選以來最低
的基本原因。
的基本原因
。
Al Green 星期六在里民大會會場上說
星期六在里民大會會場上說:: 美國是一個民有
美國是一個民有，
，民
享和民主的國家，
享和民主的國家
，人民受法律保護
人民受法律保護，
，任何人都不能超過法律
任何人都不能超過法律，
，甚
至總統。
至總統
。當總統違反法律
當總統違反法律，
，阻撓美國的正義時
阻撓美國的正義時，
，總統的行為必須
被彈劾。
被彈劾
。 議員 Al Green 表示
表示，
， 他受到威脅
他受到威脅，
， 因為他呼籲彈劾總
統川普。
統川普
。 但是
但是，
， 民主黨幾個政治議員告訴數百的議會人群
民主黨幾個政治議員告訴數百的議會人群，
，他
不會被嚇倒。
不會被嚇倒
。Al Green 說：“
：“我們不會被嚇倒了
我們不會被嚇倒了。
。 “我們不會允
許我們偏離我們認為是正確的事情，
許我們偏離我們認為是正確的事情
，那就是進行川普總統的彈劾
。” Al Green 說：我們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們來彈劾總統
我們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們來彈劾總統，
，越多
的人聚集在一起，
的人聚集在一起
， 我們將有更多的權力來保護美國公民
我們將有更多的權力來保護美國公民。
。 美國
公民不僅參與投票，
公民不僅參與投票
，而且參與保護法律和美國精神
而且參與保護法律和美國精神。
。
我們面前重現一個兩千年前，
我們面前重現一個兩千年前
，莎士比亞的著名場景
莎士比亞的著名場景：
：勃魯托
斯 (Brutus) 是一個愛羅馬人民
是一個愛羅馬人民，
，為他們做任何事情的人
為他們做任何事情的人。
。 他的名
言是：“
言是
：“不是我愛凱撒少
不是我愛凱撒少，
， 但我更愛羅馬
但我更愛羅馬”。
”。 這表明布魯特斯

確實關心凱撒
。 但他更多地
愛羅馬人。 布
魯圖斯是堅持理
想 的 人,
人, 他 認 為
凱撒是一個很好
的領導人，
的領導人
，但採
取凱撒錯誤和強
硬的政治領導方
式。 勃魯托斯
確實希望羅馬成
為一個民主國家 圖為國會議員 Al Green 昨舉行里民大會
昨舉行里民大會，
，圖為
。 為 了 保 護 羅 Al Green 在大會上提出彈劾川普總統的後續消
馬的自由民主，
馬的自由民主
， 息。（ 記者秦鴻鈞攝 ）
勃魯托斯終於殺
了凱撒。
了凱撒
。 Al Green 在里民大會會場上說
在里民大會會場上說:: 美國參議院將決定川普
總統是否有罪，
總統是否有罪
，但我們大會是彈劾總統川普來履行為了保護法律
的職責。
的職責
。

僑灣社昨舉行午餐研討會
德州共和黨主席 Tom Mechler 親臨現場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僑灣社
昨（ 5 月 20 日 ）舉辦午餐研討會，
由僑灣社社長，共和黨糖城市委員浦
浩德博士及德州共和黨亞裔主任 Mr.
Stephen Wong 主持。德州共和黨主席
Tom Mechler 及福遍共和黨新任主席
Tacey Jetton 都蒞臨會場，介紹共和黨
美國總統 Trump 的新的政策以及共和
黨結構介紹，並配以幻燈介紹美國
Trump 總統在稅制改革、外交，教育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等方面的
新政策如下：
稅制改革
• TRUMP 總統計劃將創造一個充
滿活力，蓬勃發展的經濟，創造數以
百萬計的就業機會
• 美國稅法過於復雜，無法創造足
夠的就業機會，或為中產階級家庭提
供救濟。
• 自 2001 年以來，美國的稅法已經
面臨近 6000 個變化，每天超過一次。
納稅人每年花費近 70 億小時和超過
2500 億美元。

• 發達國家的美國法定稅率最高，
挫敗了商業投資和創造就業機會。
• TRUMP 總統正在為美國歷史上
的個人和企業提供最大的減稅。
• 將簡化稅法，激勵投資和增長，
創造就業機會。
• 為中等收入家庭和小企業主提供
歷史性的稅收減免。
外交政策
TRUMP 總統願意與世界領袖交

往
• 世界是一個複雜而有時危險的地
方，我們不能選擇其他國家的領導人
。
• TRUMP 總統是一個商人，他明
白，有時你必須在找到這個世界的同
時處理這個世界，以便建立你想要的
世界。
• 總統了解到，他的主要職責是對
美國人民和他們的利益; 他表明他將
與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交往，首先追求
美國的利益。

• 這包括振興美國與我們最強大的
盟友如以色列的關係，同時重申我們
對伊拉克等共和國的承諾。
• 有時政治手段也意味著處理那些
我們並不是充分贊成的行為的外國領
導人，但是總統明白鼓勵變革的最好
辦法，在共同關心的問題上取得進展
• TRUMP 總統還清楚,由於他們的
行為直接損害了美國和我們的盟國和
合作夥伴的利益，所以他還沒有準備
好迎接領導人和國家。
• 在 TRUMP 總統下，我們的盟友
知道我們與他們 100％一起，我們的
對手現在註意到了
教育
• 從第一天起，TRUMP 總統一直
致力於幫助我們的學校，教師和學生
取得成功。
• TRUMP 總統認為教育是成功的
基礎，教育機會不應受到地位，收入
或居住地的限制
• 所有的孩子都應得到優質的教育
。他了解當我們的孩子接受嚴格的教

育高標準，就
能實現自己的
目標，脫貧，
積極參與民主
圖為德州共和黨主席 Tom Mechler （ 前排坐者右二
前排坐者右二）
） 與福遍
。
共和黨主席 Jacey Jetton ( 前排坐者右一
前排坐者右一）
） 昨出席僑灣社辦的
• 長期以來
午餐研討會，
午餐研討會
，與出席人士
與出席人士，
，包括研討會兩位主持人僑灣社社長
，由於郵政編
浦浩德博士（
浦浩德博士
（ 前排坐者左二
前排坐者左二），
），德州共和黨亞裔主任
德州共和黨亞裔主任 Mr.
碼，我國許多
Stephen Wong。（
Wong。（ 前排坐者左一
前排坐者左一）
） 等人合影
等人合影。（
。（ 記者秦鴻
學生都被困在
鈞攝 ）
失敗或表現不
• Whitson 博士將打破任何美國宇
佳的學校。
航員空間最多的日子。
• TRUMP 總統了解到，一刀切的 • 總統 TRUMP 期待親自祝賀她和
方式對許多家庭和學生來說並沒有奏 美國航空航天局取得的令人難以置信
效，他也致力於改變這一切。
的成就，並感謝她和菲舍爾先生在勘
科 學 ， 技 術 ， 工 程 ， 數 學 探和發現事業中為我國服務。
（STEM)
• 除了簽署“美國航空航天局過渡
TRUMP 總統與 NASA 宇航員在 授權法案”外，總統還最近簽署了
國際空間站上視頻會議
“INSPIRE 婦 女 法 案 ” 該 法 案 確 保
• 總統 TRUMP 將從美洲宇航局宇 NASA 將繼續招聘婦女擔任航空航天
航員佩吉•惠森（Peggy Whitson）和 領域重要的 STEM 相關工作。
傑克•費舍（Jack Fischer）主辦的橢 • 白宮，美國航空航天局,和教育
圓形辦公室舉行的視頻會議電話，他 部 正在密切合作，鼓勵全國各地的學
們目前正在國際空間站軌道上運行。 生參加這一歷史性事件。

休城社區

場面浩大 動作精采 電影《蕩寇風雲》六月2日熱映
趙文卓 洪金寶 領銜主演 史詩格局震撼全美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您有多久
沒進戲院看電影了？每隔一段時間，若
是有好片子，總喜歡呼朋引伴看電影，
對筆者而言，在戲院中看電影，不僅聲
光效果過癮，當面對大銀幕、坐在舒適
的椅子上時，好像進入一段時光隧道，
隨著故事、人物、情節起伏，某種程度
上可謂是洗滌身心的良方。在那兩小時
之中，拋開工作的壓力，不管生活的難
題，只是專注在大銀幕上，時間彷彿是
靜止的！
在戲院裡頭看電影，觀眾進入特殊
的旅程，電影傳達不同生命的經歷，述
說現實與虛構的夢境，悲歡離合也好，
嘻笑怒罵也罷，在身歷其境與聲光效果
的享受中，透過鏡頭，觀眾捕捉每部影
片所呈現出來的人生境遇，因而得到啟
發，或是放鬆、或是歡愉，在滿足感官
享受的同時，心也開了。
在 6 月 2 日，就有一部華人所製做的
好片子，將於北美各地同步上映，由
WELL GO USA 推薦，那就是電影《蕩
寇風雲》。這部片子，由陳嘉上執導，
趙文卓、洪金寶、萬茜、小出惠介等武
打巨星演出。這是陳嘉上精心籌備多年
的作品，有文有武，片中的武打動作及
特技皆達國際水平，是刺激觀眾眼球的
大製作。
此次趙文卓與洪金寶的合作，可以
算是華語片中武打的最強陣容組合，媲
美好萊塢的 MARVEL 英雄系列如《復仇
者聯盟》的強勢組合。趙文卓畢業於北
京體育大學武術系，功夫底子雄厚，曾
獲得中國全國大學生比賽全能冠軍、中

國武術冠軍，並當選中國國家武英級運
動健將，他擅長於劍、槍和拳術，同時
還精通太極拳法，有 「小功夫皇帝」的
稱號，在片中有絕佳的發揮。洪金寶更
是香港實力派演員、武術及動作指導及
電影人，是 20 世紀 80 年代香港影壇的
「大哥大」。
這部古裝歷史動作巨作，劇情相當
緊湊，戲中持續的動作場面，看得讓人
動魄驚心，震撼的場景、峰迴路轉的情
節，戲劇感甚為濃厚，高潮迭起。
《蕩寇風雲》是根據一代名將戚繼
光的真實事蹟所改編，呈現磅礴宏大的
歷史戰爭故事。故事大綱如下：
明朝嘉靖年間，沿海倭寇(泛指當時
的日本海盜)蜂起。嘉靖三十六年，浙江
岑港被倭寇毛海峰佔據，抗倭名將俞大
猷（洪金寶飾）圍攻數月，戰局仍然僵
持不下，終於在新人戚繼光（趙文卓飾
）的指揮下，重振士氣，大破敵軍，但
敵軍主力還是逃脫了追擊。
戚繼光為了根絕倭寇之患，招募義
烏縣縣民成立戚家軍。戚家軍根據倭寇
的特點，鑽研各種戰術，成為明軍抵抗
倭寇的重要部隊。嘉靖四十年，倭寇集
結重兵，再次進犯沿海城市，新河與台
州同時受到攻擊，戚家軍腹背受敵、決
意兵分兩路解救。雖
然戚家軍的家屬們大
多留守新河，為了國
家大義，戚繼光毅然
領軍前去防守台州重
鎮，而由戚夫人（萬
茜飾）則留守新河帶

領官兵迎敵。沒想到戰事
歷時近一個月，雙方陷入
相持不下的局面……
電影《蕩寇風雲》精彩預
告 -- 趙 文 卓 、 洪 金 寶
“雙強合璧”
歡迎民眾到戲院觀看
。休斯頓、達拉斯、首府
華盛頓、紐約、洛杉磯、
波士頓、芝加哥、邁阿密
、拉斯維加斯、費城、鳳
凰城、舊金山、亞特蘭大
、聖地牙哥、西雅圖、加
拿大多倫多、溫哥華、渥太華於六月二
日同步上映。
休 斯 頓 地 區 民 眾 可 到 AMC Studio
30, 2949 Dunvale Rd, Houston, TX 77063
。
達拉斯地區民眾可到 Cinemark Legacy, 7201 North Central Expressway, Plano, TX 75025。
大 華 府 地 區 地 區 民 眾 可 到 Regal
Cinemas Rockville Center 13, 199 E
Montgomery Ave, Rockville, MD 20850。
AMC Loews Rio Cinemas 18, 9811
Washingtonian Ctr, Gaithersburg, MD
20878。

電影《蕩寇風雲
電影《
蕩寇風雲》
》由趙文卓
由趙文卓、
、洪金寶領銜主演
洪金寶領銜主演，
，趙文卓飾
演戚繼光，
演戚繼光
，洪金寶飾抗倭名將俞大猷
洪金寶飾抗倭名將俞大猷。
。

《蕩寇風雲
蕩寇風雲》
》根據一代名將戚繼光的真實事蹟所改編

《蕩寇風雲
蕩寇風雲》
》具有史詩格局
具有史詩格局，
，場面浩大
場面浩大，
，動作精采

6 月 2 日《蕩寇風雲
蕩寇風雲》
》全美上映
全美上映，
，呈現華人的驕傲
呈現華人的驕傲！
！

萬茜飾演戚夫人，
萬茜飾演戚夫人
，留守新河帶領官兵迎敵

日本知名演員小出惠介飾演反派角色，
日本知名演員小出惠介飾演反派角色
，扮演倭寇少主

在戲院裡頭看電影，觀眾好像進入一段時光隧道
在戲院裡頭看電影，
觀眾好像進入一段時光隧道，
，隨著故事
隨著故事、
、人物
、情節起伏
情節起伏，
，某種程度上可謂洗滌身心的良方
某種程度上可謂洗滌身心的良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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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 DENTAL
亮珍牙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Tel：713-665-0700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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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建議美南電視台轉播 「人民的名義」
楊楚楓

—讓美國華人更加清楚內地雷厲風行打貪腐的重大意義

一九九 0 年代至二 000 年代初，中國內地拍攝過大量反腐
題材的影視劇。有一部名為 「蝸居」 的電視劇, 深受大眾
歡迎，張嘉譯扮演的江洲市市長秘書, 與郭海藻、郭海萍
兩姐妹，給觀眾留下深刻印像。跟著以反腐題材 的影視劇
的數量，大幅攀升，可惜其內容和質量，日益良莠不齊。
在二 00 四年度全國電視劇題材規劃會上，國家廣電總局、
中央電視台、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及全國各電視劇製作單
位的代表表示，要解決反腐、涉案劇過多、過濫的問題，
國家廣電總局決定進一步壓縮警匪劇、反腐劇的規劃立項
比例。二 00 四年，國家廣電總局下發通知，要求全國所有
電視台，在晚間黃金時段時，不得播放渲染兇殺暴力的涉
案題材影視劇。此後，反腐劇進入約十年的 「
沉寂期」。二 00 四年
至二 0 一四年，僅有《我主沉浮》、《高緯度戰慄》等少數幾部反
腐題材電視劇播出。
隨著二 0 一三年之後，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工作的開展，
反腐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話題。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認為
，可嘗試恢復製作反腐劇。二 0 一四年底，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
心，在徵得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視劇司司長李京盛的同意後，
邀請政治小說家周梅森，創作一部反映現實的反腐題材電視劇。這
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同期製作的多部現實主義反腐劇之一
（另有《天網行動二 0 一五》、《跨國追貪》等）。二 0 一五年國

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視劇司、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監察局的先
後表態，也被業界視為 「
有條件解禁」反腐、涉案劇的信號。隨著
二 0 一五年一大批法制題材電視劇播出，特別是《刑警隊長》在晚
間黃金時段播出，二 00 四年的禁令被部分打破。
但經過二 00 四年的禁令限制，製作公司、投資方對製作反腐劇
仍心有餘悸。另外，在國家廣電總局對反腐劇的 「
有條件解禁」下
，反腐劇的審查門檻，比二 00 四年之前，提高了很多，要拍攝及做
好一部反腐劇, 相當困難。二 0 一五年至二 0 一六年熱播劇前十榜上
，現實主義題材劇, 幾乎一部也沒有，而反腐劇的製作難度, 又遠超
一般現實題材劇，這兩年主旋律影視劇、政治類題材, 影視劇的票
房, 和收視率, 普遍都很低。因此周梅森完成《人民的名義》劇本後
，本劇經歷了多輪投資方和發行方集體撤資，先後撤資的投資方共
計數十家。本劇開機時, 仍有二千萬元資金缺口。最終僅剩的五家
投資方, 均為第一次投資電視劇的初創公司。其中，本劇製片人高
亞麟, 作為創始人的嘉會文化投資佔比百分之四十，本劇導演李路
的弘道影業, 投資佔比百分之十，大盛國際和上海利達影業投資分
別佔比百分之十五，最後一家投資方, 為北京正和順影業。本劇的
發行也歷經波折，與本劇接觸過的中央電視台、江蘇衛視等多家電
視台最終均因出價太低而沒能購買。直到二 0 一六年五月，投資一
點二億元人民幣的本劇, 才被以播出娛樂節目見長的湖南衛視, 以二
點二億元人民幣買下，購劇協議中約定, 二 0 一七年一月十五日交片

政
政海
海 特朗普炒米掀風暴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美 國 白
宮九日傍晚
宣佈，總統
特朗普當天即時終止並解除聯邦調查局（ＦＢＩ
）局長科米的職務，這一消息事發突然，震動美
國朝野。聯邦調查局正調查俄羅斯有否干預去年
美國總統選舉，特朗普在這個敏感時刻，突然辭
掉科米，白宮強調今次安排，並無政治目的。特
朗普宣稱，他開除科米，是因為他沒有做好事情
。
白宮聲明說，特朗普依照司法部長塞申斯建
議，開除科米。特朗普在給科米的信中，指他未
能有效領導聯邦調查局，聯邦調查局需要更換局
長，以挽回公眾的信任。白宮聲明指，物色新局
長的工作，會立即展開。
今年三月，科米在有關俄羅斯去年影響美國
大選的聽證會上，首次確認，聯邦調查局正調查
俄羅斯與特朗普競選班子可能存在的共謀：“這
包括調查特朗普競選陣營有關人員，與俄羅斯政
府任何聯繫的性質，以及選舉班子與俄方行動之
間，是否有任何協調。”
科米還宣稱，俄羅斯總統普京對美國總統人
選有明顯的傾向性，他喜歡的人選，顯然不是希
拉莉。美國情報機構一致認為，俄羅斯企圖插手
選舉，幫助特朗普。因此，華盛頓政界普遍認為
，因為科米緊盯“通俄門”不放，令特朗普忐忑
不安，所以遭特朗普開除。
特朗普能夠入主白宮，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科
米。科米在去年美國大選前十天去信國會，說要

重啟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莉的“電郵門”調查。科
米表示，發現一批希拉莉任國務卿時期的電郵，
準備調查是否涉及機密資料。此舉被外界質疑為
影響選情。科米在投票前一天，再致函國會表示
，維持不起訴希拉莉。
科米是奧巴馬任命的聯邦調查局長，卻讓民
主黨候選人希拉莉最終栽倒在他的腳下，耐人尋
味。希拉莉雖然敗選，但是一直沒有從失敗的陰
影中走出來。最近她在一次公開活動中表示，如
果大選在去年十月廿七日舉行的話，美國已有一
位女性總統。但是因為科米在去年十月廿八日，
宣佈重新開始對希拉莉“電郵門”的調查，最後
，希拉莉贏了選民票，卻輸了選舉。
是次美國大選的確有各種偶然性。大選已經
結束，然而俄羅斯的陰影，依然沒有消散。特朗
普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弗林，已被辭退了，因為
他有“通俄”的嫌疑；在特朗普的競選團隊成員
中，還有沒有、有多少人非常嫌疑？目前，聯邦
調查局還在進行這方面的調查。
現在，特朗普以能力不足而撤掉科米，難免
瓜田李下。也有人認為，科米被辭職，與一九七
三年尼克松總統在“水門事件”中，解僱特別檢
察官如出一轍，但最終尼克松下台了。特朗普會
不會遭遇“水門”危機，可能還要看民主黨在多
大程度上，要為希拉莉“復仇”，同時他們面對
的總統，不是尼克松，而是一個“超級交易者”
特朗普
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開除聯邦調查局(FBI)局
長科米，為美國政壇投下了一顆“震撼彈”。事

，一旦未通過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審查，超過一天罰五萬元人民
幣，連續十天後，合同自動終止。製片方和投資方對如期通過審查
均無把握。好在經新任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視劇司司長毛羽支
持，本片迅速通過審查，這才避免了合同自動終止。本片二 0 一七
年三月在湖南衛視首播前，幾乎是零宣傳。二 0 一六年二月至六月
，本劇於北京、南京、泰州、句容、重慶等地拍攝取景，其中百分
之九十五左右的鏡頭, 是在南京拍攝完成。
不講不知道， 「
人民的名義」的首播，不是在中央電視台，而
是在一向比較大膽的湖南台，說明該劇播出前，並非被看好，加上
沒有做播前宣傳，而且劇名比較政治化，最初收視率，在該台節目
排名，也是普通一般、麻麻地。可是很快，由於觀眾奔走相告，加
上微博網絡平台等資訊大時代的傳播工具在推波助瀾， 「
人民的名
義」 引發全國民眾追劇熱潮，首播後全國轟動, 播出幾天後，這部
劇的收視率，幾乎每天都在暴漲！網路播放量，更是早早突破十億
次。該劇不僅在豆瓣上，得到高達九點零的高分，更被紫光閣、共
青團中央、人民日報、新華社等眾多黨和政府的官方媒體，多次高
度肯定地有所刻意報導從而吸引了從中青年到 00 後、甚至一零後等
各個年齡層的大批粉絲。劇情中的 「
達康書記」等一批老戲骨，更
是意外成為 「
網紅」，連他的 「
御用水杯」同款，都受到追捧。逐
漸在全國引起轟動。

隔一天後，科米十日寫給朋友和 FBI 探員的告別
信曝光。科米在信中寫道：“我長久以來，一直
認為，總統擁有解僱聯調局局長的權力，可以出
自於任何理由，也可以毫無理由。我不會花時間
來討論這個已經決定好的事情，以及對於這件事
情的處理方式，我也不期望你們去思考這些。”
他說：“儘管我非常想念你們，但這一切都
結束了，我會好起來的。”
科米在信中強調，他希望探員們在動盪年代
，要繼續忠於 FBI 的價值觀，和堅守保護美國人民
及捍衛憲法的責任。科米在結尾稱：“和你們共
事，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事情，感謝你們帶給我
的這份禮物。”
美國總統特朗普十日會見前國務卿基辛格時
，向在場記者解釋解僱科米的原因，他說：“科
米沒有做好工作，就這麼簡單。”
十日，美國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資深民主
黨成員沃納的辦公室證實，遭解職的科米，受到
該委員會的邀請，將於下周到該委員會作證。據
悉，該會議將是閉門會議，不邀請公眾參加。
據路透社報道，一名知情國會消息人士說，
科米遭解僱前幾天，告訴國會議員，他曾要求司
法部，提供更多資源，來協助調查“通俄門”，
主要是增加人力。分析指，科米此舉，會加快調
查特朗普政府官員被指“通俄”的速度，令特朗
普感受到威脅。
然而《洛杉磯時報》報道，司法部發言人普
賴爾說，這“完全是不實”，科米“從來沒有為
調查俄羅斯行動，尋求更多資源和經費”。俄羅
斯總統普京也首次回應事件，指科米被解僱，不
會影響美俄關係，自己與今次事件無關，相信特
朗普是根據職權和法律行事的。
今番炒米風波，美國白宮向全世界示範了甚

麼才是真正的關公災難，令人們在這之前所見過
的所有其他公關失誤，都變成雞毛蒜皮，微不足
道。
當天星期二下午，特朗普突然把聯邦調查局
局長科米革職，整個白宮頓時陷入一片混亂。據
報道，白宮發言人 Sean Spicer，因為對事件不知怎
麼回應，為了避開記者，在白宮的樹叢裡，躲了
好一陣。當他終於出來面對傳媒的時候，他要求
記者們不要亮燈。在黑暗中，Spicer 告訴記者，
「
炒米」全是司法部副部長 Rosenstein 的主意。
第二天，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對參議院說
，特朗普炒米，是因為看了 Rosenstein 向他提交的
報告，指稱科米對希拉莉私人電郵案件處理不當
，令整個 FBI 對他失去信心。彭斯說了七次：特朗
普是按司法部的意見開除科米的。
誰知到了星期四下午，特朗普在接受全國廣
播公司(NBC)訪問時，竟說他開除科米， 「
沒有理
會司法部的意見」。他更承認，炒米的決定，跟
科米要調查俄羅斯有關。白宮先前一直堅稱，科
米被炒和調查俄羅斯兩件事完全沒有關連。
另一方面，特朗普又聲稱，科米曾先後三次
向他表示，FBI 沒有調查他：一次是當兩人共晉晚
餐的時候，其餘兩次則是在兩人通電話時。接著
他在社交媒體發文，警告科米不要亂說，並暗示
科米在白宮裡說過的話，可能被錄了音。
然而，FBI 署理局長 Andrew McCabe 在參議院
情報委員會作證時說，FBI 是不會向被調查的人仕
，透露調查是否在進行的。McCabe 又直接駁斥了
白宮的說法，否認科米在 FBI 內部，不受歡迎和信
任。
有甚麼比豬一樣的隊友更可怕？當然是瘋豬
一樣的老闆。
特朗普，你真夠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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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星期日

黃桷樹還在

在美國的日子是安甯的，與世無爭的。一年又一年，前院
的草坪綠了，玫瑰紅了，後院的桃子和藍莓在春天開花，夏天
結果，而柿子可以在寒冬掛滿了一樹的紅豔。日子一長，我似
乎也適應了這種田園生活。每次回中國，都對大城市的高樓、
車水馬龍、嘈雜沸騰的人群和人聲，起了敬畏的情緒。那種感
覺，就像一個久居鄉下的老農，突然站在人聲喧囂的城市街
頭。
多年以後，我再次回到故鄉重慶，穿行在森林一樣的摩天
高樓之間，似乎沒有慌亂失措的感覺，因為我看見了黃桷
樹—— 這個城市的市樹。童年的天真、青春的喜悅，生命曆
程的風霜和陽光，都與黃桷樹相伴過，與它息息相關，記憶永
存。縱然故鄉天翻地覆，變得無法相認，只要有它在，我心頭
的溫暖和安慰就在。
回到故鄉，與舊友見面是最快樂的事。友人告訴我，每年
春天，黃桷樹發芽時她就會想起我。我告訴她，雖然人在海
外，每年春天我也會想起黃桷樹，一想起黃桷樹也會想起她。
黃桷樹承載了我們的青春，那些綺麗的夢想。20 多年前，我
們風華正茂，最喜歡出外照相，要把青春留在鏡頭裏。她記得
我說過，一定要等黃桷樹發芽才照相，新嫩的黃桷芽是重慶的
春天。
歲月匆忙，時光改變了許多人和事，當年和我在黃桷樹
下拍照的小女孩已是政府公務員。記得那些年，我們愛去市府
大院取景，裏面有兩三棵百年的黃桷樹，滿眼的濃蔭，遮空蔽

夕陽的光輝

時將傍晚，一抹斜陽把大地
映成一片金黃。夕陽下的鄉村，
到處都是忙活的鄉民，放牛的，
趕鴨的，澆菜的，挖薯的，摘豆
的……我們幾人游玩在曠野上，
又是賞花，又是攝影，還不時向
路人問這問那，賞心悅目，樂而
忘返。
行走間，同行兩女士突然告
“急”！糟了，到附近的村子找
廁所恐怕來不及了，就地如廁也
根本不可能，如何是好？焦慮
中，突地發現不遠處的一小片草
地上，立著一間低矮的小屋。大
家抄近路走，不一會就到了。
那果真是泥磚砌成的舊廁
所，四面牆灰剝落，周圍雜草叢
生，連人行小路都見不著，估計
很久沒人光顧了。離廁所不遠
處，有一位婆婆正蹲在地上種
菜。她告訴我們：那是很久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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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隊建的廁所，是大集體在田
裡干活時應急“方便”用的，現
在沒什麼用了。
“那左邊是男的，這右邊是
女的……”婆婆挺腰站起，給我
們指點著說。因為兩個低矮的門
口都沒有男或女的標示。
兩女士急匆匆的鑽進去，但
隨即又捂著鼻子嘴巴走出來。問
其故，她倆皺著眉說：“邋遢死
了，怎麼也蹲不下去！”
“怎麼辦啊？”她倆面面相
覷，不知如何是好，急得直跺
腳。
“誒，我來給你們衝洗一下
吧。”
我循聲望去，只見種菜的婆
婆提著小桶朝我們這邊走來：
“你們是大城市來的吧，怎麼跑
到這小地方來呢？邋邋遢遢的，
多難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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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陽光穿枝過葉，落一地斑駁的剪影，一地任你想像的動
畫。空氣裏飄散著黃桷蘭的幽香，一對白色的蝴蝶悠然飛
過，生命中的那個瞬間溫暖明媚。沒有理由的感動，很多年
後依然還能回想起那個時刻。
市府外面的石牆上，記得黃桷樹盤根錯節，以攀附蜿蜒
的姿態，撐起滿樹蔭濃。要知道，牆上沒有土壤，樹根要生
存，只能紮在石縫裏索求營養。裸露的樹根交錯纏繞，寂寞
著，滄桑著，也美麗著，全是歲月的凝固和感歎。
“還好，黃桷樹都在。”我對朋友說。想起網上曾經的
報道，說是某位官員不愛黃桷樹，讓銀杏樹替而代之。滿心
的痛惜，那份悲傷讓我郁悶了好久。謝天謝地，我的黃桷樹
還在，我青春的記憶也在。很顯然，有些人沒有我這樣幸
運，我另一位朋友在遠離重慶多年後，沒找到她童年大院的
黃桷樹，只好對著滿街的銀杏樹牢騷滿腹。
“城市日新月異，你家的老房子早不見了，怎麼還能找到
黃桷樹？”我對她說。
我們眼前是繁華喧囂的商業中心，她曾經的舊居一點痕跡
也看不見了。她承認：人是一種很矛盾的動物，一方面喜歡享
受現代化的方便舒適，另一方面卻在不斷懷舊，想把過去時光
段的美好一同留下來，為了心中的安慰和紀念。
其實不必懷舊，城市的新風景總會給我們驚喜。我喜歡在
夜幕來臨的時候，乘輕軌看窗外的風景，滿眼晶瑩的燈火，從
天到地，從地到水，一路閃閃爍爍，神奇地流轉。天地低昂，
婆婆
用小桶在
旁邊的水
溝裡舀滿
水，赤著
腳，吃力地提著走進廁所，一趟
又一趟。期間兩女士多次力爭讓
她們來干，但始終拗不過她，只
得眼巴巴地看著她干。
“衝好了，勉強可以用了，
沒辦法，將就一下吧。”婆婆雖
然累得氣喘吁吁，臉上卻一直掛
著笑容。兩位女士說了聲“謝謝
阿婆”，就一溜煙進去了。
我下意識地端詳著眼前的這
位老人：頭發灰白，皮膚黝黑，
一身灰藍衣服，褲腿卷到膝蓋。
看樣子她是 70 出頭的人了，但腰
板還硬朗，而且慈眉善目，一開
口就樂呵呵的。
“你們是來找親戚的嗎？在
哪個村？我帶你們去，周圍幾個
村子上年紀的人，我都認識。”
我說：“婆婆，謝謝您了，
我們不是找親戚，也沒什麼重要
事情，就是到這裡來玩的，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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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輝煌無邊，我無邊的想像被點亮。心搖神動的剎那間，恍惚
自己也化作了燈海裏的一盞燈，從水上升起來，從空中落下
去，落地後沒多久，又飛上了山，當我舉首向天時，似乎可以
邀約天空的明月，而低頭不語間，又能擁抱水中的流光。我是
多麼幸運，可以穿越這片璀璨，任時光飄渺，空曠無垠，遠古
的神話，今日的繁華，都在為我編織千年的夢幻。
終點站到了，我的夢幻也斷了。當我走出站台，一棵龐大
的黃桷樹對我敞開了胸懷。我在夜色中悠然靜想：只要黃桷樹
還在，我的愛就在，思念和希望也在，縱然身在天涯海角。

走走，看看，吸吸新鮮空氣。”
我又說：“我有個朋友在東邊那
村子，但我們自己會找，不麻煩
您了。”
沒多久，兩女士如釋重負，
笑吟吟地走過來，異口同聲地
說：“婆婆，您真好心，我們不
知怎麼感謝您哩。”是啊，如何
感謝婆婆呢？情急之下，我從口
袋裡掏出一點錢，硬要塞給她：
“阿婆，這點錢，回去買水果吃
吧。”
但她不要，怎麼塞她都不
要。這是我頭一次見到給錢不要
的人，而且是一個應該受到尊
重、受到關愛的農村老人。
婆婆若無其事地回到菜地
上，繼續種菜去了。深秋的夕陽
照在她的臉上，映出一種古銅色
的安詳與肅穆。相形之下，我們
身上的時裝靚鞋都黯然失色了。
懷著崇敬與內疚，我把照相
機的鏡頭對准婆婆，好讓婆婆的
品格和風範永遠定格在我心中。
照片的背景，雖有髒兮兮的廁
所，但更多的是夕陽的光輝。

大華府針灸學會
(AAMW)2017 春季
繼續教育學術活動
【華府新聞日報訊】定於 5 月 24 日周三上
午 八 時 30 分 至 下 午 五 時 於 本 會 會 議 廳 917
Veirs Mill Road, Rockville, MD 20851 （Rt586
與 Rt28 交叉東-南側）舉行。會議將有豐富內
容。特請華府名醫高忠樑教授講惡性腫瘤的中
醫治療，DC 藥物成癮解毒中醫治療專項任職
20 余年主任的陶祥川醫師介紹 20 余年的經驗。
XIN MA（STACEY）醫師，華府唯一專精針
灸保險報賬公司創辬人講針灸報賬訣竅。方能
御醫師講針灸報賬中法律糾紛的避免和倫理問
題。四位講演者均有頂級的高學歷與豐富臨床
經驗。講座內容豐富並緊密結合臨床實踐。講
座共計 8 個 NCCAOM 學分。歡迎同道們參加
我會活動。首次參加我會活動者請盡早登記並
告知您的英文名及執照號，以便制作學分證
書。每人收費 40 元。聯系電話 202-853-0074
方能御醫師，301-738-8284 葛曉川醫師。請
諸同道好友邦助轉告，為謝。方醫師電郵：
neng.fang@dc.gov。

綜合經濟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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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存單存量規模仍在擴張
債券市場“命門”如何去杠桿？
效應。
在國內某大型股份制商業銀行同業
部負責人看來，四月份同業存單發行量
並不能稱之為“萎縮”。上述負責人指
出，三月份屬於不太正常的大量發行，
此前傳言監管同業存單納入同業負債，
所以不少銀行都有趕在監管落地前做大
規模的沖動。當時價格也比較低，對基
金公司和銀行來說配置價值較高。“三
月份發了特別多以後其實銀行也不是特
別缺錢了，也就沒有動力繼續維持這樣
4 月份同業存單發行量的驟降引起 帶來壹定壓力。如果資產端不能匹配那 大規模的發行了，所以也沒有必要認為
了市場註意。市場分析認為，對監管的 麽高收益的資產，負債端肯定也不能發 監管趨嚴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主要還
擔憂及三月份的放量發行是四月份驟降 那麽高的產品去維持。從需求端來說， 是銀行缺不缺錢的問題。”
的主要原因，不過，也有機構人士指 監管的約束對同業存單投資比例和投資
出，發行量的下滑不足以說明問題，同 增速都做出了壹定限制。
存量規模仍在擴張
業存單存量規模仍處於擴張之中，去杠
4 月上旬，銀監會下發《銀行業金
wind 數據顯示，2017 年以來同業存
桿之路依舊漫長。
融機構“監管套利、空轉套利、關聯套 單余額壹直處於增長態勢。1 月 1 日余額
利”專項治理工作要點》，要求檢查同 為 62695.7 億元，3 月 1 日余額為 73544.3
監管趨嚴 四月發行量驟降
業存單空轉，即是否通過大量發行同業 億元，5 月 1 日余額為 79095.5 億元。
自 2016 年起發行量呈現“瘋狂”增 存單，甚至通過自發自購、同業存單互
多名資深債券投資人士指出，比起
長態勢的同業存單似乎在 4 月份踩下剎 換等方式來進行同業理財投資、委外投 發行規模，同業存單的余額是壹個更為
車。據 wind 數據，4 月同業存單發行量 資、債市投資，導致期限錯配，加劇流 重要的指標。
為 12929.2 億元，較 3 月環比下滑 7236.9 動性風險隱患；延長資金鏈條，使得資
“看發行量有啥意義？”國內壹大
億元，環比下降幅度達 35.9%。
金空轉套利，脫實向虛。吉靈浩認為， 型基金的基金經理反問道，“同業存單
華創證券債券分析師吉靈浩向中新 上述文件將投資同業存單定性為“空轉 本來就是余額管理，滾動續發的，沒到
經緯客戶端分析稱，同業存單發行規模 套利”，這也對銀行的同業存單投資行 期銀行發啥？當然是到期了再發！”
壓縮壹方面和監管有關系，從供給端來 為產生了負面影響。此外，因為其他短
據了解，同業存單單期發行金額不
說，銀行在資產端的壓縮勢必會導致負 期品種的利率也顯著回升了，同業存單 得低於 5000 萬元人民幣，存款類金融機
債端的壓縮，利率的持續走高會給發行 的優勢在減弱，對同業存單也存在替代 構可以在當年發行備案額度內，自行確

定每期同業存單的發行金額、期限，但
發行備案額度實行余額管理，發行人年
度內任何時點的同業存單余額均不得超
過當年備案額度。
前述基金經理舉例道，比如壹家銀
行，年底存單余額 600 億，給央行報額
度 1000 億，央行批了 800 億。那麽如果
上半年沒有到期的，那就最多發200億。
壹名農商行銀行負責人舉例來說明
余額這壹指標的重要性：若壹個銀行只
需要 10 億的同業存單，假如銀行發壹期
壹年的，那麽發行量和余額都是 10 億。
但是假如銀行發十二期壹個月的，發行
量就是 120 億，但余額還是 10 個億。
上述農商行負責人指出，4 月發行
量下降更有可能是因為前期銀行囤了更
多長期資金，滾動續發的少了。
海通證券首席宏觀債券研究員姜超
表示，能否抑制住同業存單的繼續擴張
將是金融去杠桿的關鍵所在。姜超在其
微信公眾號發布報告指出，近幾年金融
部門加杠桿的渠道主要來自債券發行，
債券發行中主要的券種是政策性金融債
和同業存單，其中政策性金融債的凈融
資額近幾年變動不大，而同業存單近幾
年的增長速度迅猛，2017 年金融杠桿如
何演變，最大的不確定性就來自於同業
存單。
短期品種更受關註

由於市場對同業存單後續發展存在
分歧，目前短期品種更受關註。
前述大型股份制商業銀行同業部負
責人向中新經緯客戶端指出，目前長端
需求較少，主要以短期品種為主，包括
1 個月的和 3 個月的。“現在 6 個月都算
長的了！”
不過他也認為，同業存單發行規模持
續縮水的可能性並不高。“後續到期量非
常大，存量規模還是會繼續維持。”
吉靈浩提醒稱，同業存單可以說是
債券市場的“命門”，如果同業存單未
來發行仍舊大幅萎縮，對債券市場的影
響或不可估量。在他看來，同業存單後
期發行規模繼續收縮的可能性依舊存在。
“監管是希望同業存單收縮的，在監管這
種意圖下，同業存單的收縮肯定是大趨
勢，我們在這方面還是不太樂觀。後期
同業存單如果續得上，那就意味著利率
居高不下，續不上就意味著去杠桿在所
難免。”
龍江銀行金融市場研究員蔣書彬也指
出，同業存單的後期走勢固然取決於監管
的嚴格程度，但即便沒有監管，存單交易
量下降也是趨勢。同業存單說到底是負
債，是資產的支撐，此前資產沒到期，必
須續命，現在存量資產陸續到期，同業存
單的價格又這麽高，無利可圖，自然就有
機構選擇不做了，因此他認為後期可能還
會收縮。“況且還有MPA 等著呢！”

居民存款季度初減少不離奇 存款“搬家”是主因
綜合報導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 4 月金融數據
顯示，4 月人民幣存款增加 2631 億元，同比少增
5692 億元。其中，住戶存款減少 1.22 萬億元。
居民存款的減少引發了壹些關註，更有人把居
民存款的下降歸因於住戶部門中長期貸款的大幅下
降。實際上，4 月，住戶部門貸款增加 5710 億元，
其中，短期貸款增加 1269 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
4441 億元。其中，住戶部門中長期貸款的增幅比 3
月略有減少，降幅並不大，與居民部門存款減少的
幅度並不匹配，並不能解釋居民存款下降的現象。
實際上，銀行存款季末大幅沖高、季初大幅回
落的現象已存在多年，並不是新鮮事。

仔細觀察央行發布的金融數據就能發現，近年
來，每逢 4 月份都會出現居民存款減少的現象，盡
管今年 4 月銀行居民存款的減少的額度比去年要多
——去年 4 月，住戶存款減少 9296 億元，但並未超
出正常水平。如在 2014 年 4 月，住戶存款就減少了
1.23 萬億元。
這壹方面與銀行“沖時點”拉存款的行為有
關，另壹方面，更與銀行存款利率低，各種理財產
品更具有吸引力有關。
雖然監管機構對於銀行“存貸比”的要求早已
放松，但“沖時點”的現象仍然存在。壹些銀行出
於“沖業績”的需要，在臨近季末時“拉存款”，

而這部分資金多為短期資金，在下壹季度初立即流
出，因此導致季初月份居民存款的大幅下降。
與此同時，壹些銀行還在設計理財產品時“花
了心思”。比如，壹些非保本的理財產品不計入存
款。為了讓季度數據靚麗，銀行往往把非保本的理
財產品設計為在季度的最後壹天到期，這樣也達到
了“沖時點”的目的。等到了下個月，這些轉換為
活期存款的理財資金再度買入其他理財產品，從而
使得居民存款出現大幅下降。存款在表內和表外間
的“搬家”就造成了居民存款數據的較大波動。
今年以來，貨幣市場利率逐步上行，也導致銀
行理財產品、各種貨幣基金的收益率上漲。尤其是

4 月下旬以來，市場資金面較為緊張，主要投資於
貨幣市場的銀行理財產品整體收益率上行。目前，
余額寶的年化收益率再度觸及 4%，創下近兩年的
新高，其他寶類產品也在 4%上下徘徊。理財產品
收益率近期也壹路上漲，不少產品的利率都達到了
4%以上。
顯然，理財產品的利率水平早已“完勝”銀行
活期存款。尤其是在目前銀行理財產品基本上都能
夠“剛性兌付”的情況下，不少人認為銀行發行的
理財產品就等同於保本產品，因此在投資時也就格
外放心。在這樣的背景下，居民存款在季度初流
失、轉化為理財產品也就成了常態。

休城讀圖
中文班一年級學生表演 「 一起活在大自然的樂園裏
」 。

幼稚園中文班的精彩表演 「 大自然是我們的家園
大自然是我們的家園」」 吸引全場視線
吸引全場視線。
。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瀚崴文理才藝學校本周三舉行
中文班二年級學生表演 「 湖光之歌 」 。

第二十周年校慶文藝成果展覽暨大自然音樂會

中文班三年級學生表演 「 世界一家 」 。

老師們合唱 「自然處處吉祥
自然處處吉祥」」 。（ 左五 ） 為瀚崴學校校長梁楚宜
為瀚崴學校校長梁楚宜。
。

中文班四年級及以上學生表演 「 大自然之美 」 。

小朋友頒發結業證書。
小朋友頒發結業證書
。

頒發得獎小朋友合影。
頒發得獎小朋友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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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through May Be Start Of An Energy Revolution

China Succeeds In Mining “Combustible I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fter Nearly Two
Decades Of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is successful operation is groundbreaking. Other
countries like the US, Canada and Japan are conducting
research and operations, but China's achievement
means our technology in this area is among the best,"
Lin Boqiang, director of the China Center for Energy
Economics Research at Xiamen University, told the
Global Times.

Many Years Of Exploration

"With this advanced technology we could
help resolve the energy resource problem and
boos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xchanges
between countries," Qiu Haijun, director of the
trial mining commanding headquarters said.
China may be on the edge of a major energy revolution
after successfully collecting samples of "combustible
i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top official said Thursday.
"Combustible ice" is a natural gas hydrate that contains
methane, and is found in tundra or seabed areas. It
looks like ice, but when melted or depressurized, it
turns into water and natural gas.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CGS) under the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China has successfully extracted
methane hydrate (NGH) in the South China Sea's
Shenhu sea area for eight consecutive days since May
10, proving that China is able to stably collect NGH.
It is "a major breakthrough that may lead to a global
energy revolution," Minister of Land and Resources
Jiang Daming told the Xinhua News Agency.
The gas is being extracted at a test site from a depth
of 1,266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285 kilometers
southeast of Hong Kong.

"Combustible ice" is a natural gas hydrate
that contains methane, and is found in tundra
or seabed areas. It looks like ice, but when
melted or depressurized, it turns into water
and natural gas.

This is China's first success in mining flammable
ice at sea, after nearly two decades of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the minister said at a trial mining site in
the Shenhu area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hursday.
Combustible ice usually exists in seabed or tundra areas,
which have the strong pressure and low temperature
necessary for its stability. It can be ignited like solid
ethanol, which is why it is called "combustible ice."
Approximately one cubic meter of "combustible ice" is
equal to 164 cubic meters of regular natural gas.
China found flammable ice, a kind of natural gas
hydra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2007.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ircles have predicted that
natural gas hydrate is the best replacement for oil and
natural gas.
According to Zhong Ziran, head of the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Bureau, combustible ice is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in large reserves.
Photo taken on May 16, 2017 shows the
flames spouting from the trial mining site
in the Shenhu area of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has succeeded in collecting samples
of combustible i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major breakthrough that may lead to a
global energy revolution, Minister of Land
and Resources Jiang Daming said Thursday.
(Xinhua/Liang Xu)
Mining of combustible ice started in the 1960s, but
China began research in 1998
Trial mining of combustible ice in the Shenhu sea,
about 320 kilometers southeast of Zhuhai City
in Guangdong, started on March 28. Experts first
tapped natural gas hydrate at a depth of 1,266 meters
underwater last Wednesday.
An average of 16,000 cubic meters of gas with high
purity was extracted each day. Experts believe that the

success shows China has mastered combustible ice
mining technology.
NGH is mainly found in deep-sea sediments or
permafrost areas. It consists of 80 to 99.9 percent
methane and produces much less pollution than coal,
oil and natural gas when it burns. "To generate the
same unit of energy, natural gas emits only 60 percent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of coal, and 80 percent of
the emissions generated by oil," Yang Hongwei,
director of the energy efficiency center at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told the Global
Times. But NGH is still a non-renewable fossil fuel.
Once put to use, NGH will greatly ease the pressure on
China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Yang said.
This is China's first success in mining "combustible
ice" at sea, after nearly two decades of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Jiang said at the trial mining si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past week, an average of 16,000 cubic meters of
NGH is extracted each day from the seabed. Experts
believe that this success shows that China has mastered

the mining technology necessary to extract NGH.
Photo taken on May 16, 2017 shows the trial
mining site in the Shenhu area of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has succeeded in collecting
samples of combustible i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major breakthrough that may lead to
a global energy revolution, Minister of Land
and Resources Jiang Daming said Thursday.
(Xinhua/Liang Xu)
"Many countries along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have a demand for combustible ice mining,"
Qiu Haijun, director of the trial mining commanding
headquarters, told Xinhua on Thursday.
"With this advanced technology we could help resolve
energy shortages and boos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xchanges between the countries," Qiu added.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By 2030

There is no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st of extraction,
and although there are large total reserves, we also
don't know how much can be commercially exploited,
Yang said. The impact of large-scale NGH mining on
the maritime environment is also unknown, he said.

"So this explo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just the
beginning. We need at least 10 to 30 years to improve
the technology and do more research before we can
conduct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and use it to replace
traditional fossil fuels," Lin said.
Li Jinfa, a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GS, told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that "we will do test extractions at
two to three more mining locations to gain experience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our goal, which is to
commercially exploit it by 2030."

Chinese Minister of Land and Resources Jiang
Daming (3rd R) announces the success in trial
mining of combustible ice at sea, on a trial
mining site in the Shenhu area of the South
China Sea, May 18, 2017. China has succeeded
in collecting samples of combustible i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major breakthrough
that may lead to a global energy revolution,
Minister of Land and Resources Jiang
Daming said Thursday. (Photo/Xinhua)
According to an August 2014 People's Daily report,
China planned to begin to drill natural gas hydrate in
its territorial waters in 2015, which would greatly push
forward the exploration process of combustible ice.
The planet's abundant reserves of gas hydrate could
potentially sustain mankind's current energy needs
for about 1,000 years, so it is regarded as a promising
alternative to more polluting types of fossil fuel like
oil, coal and natural gas, according to people.com.cn.
"Currently, more than 30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carried out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into combustible
ice, and moderat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recent
years," people.com.cn reported.
In May 2012, the US and Japan announced a successful
field trial of methane hydrates'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on Alaska's North Slope, but extraction was not
sustainable. In April 2013,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released a draft of a five-year basic plan on ocean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plan, Japan will develop
technology for commercial production of methane
gas from methane hydrates starting in 2018, Xinhua
reported. (Courtesy www.globaltimes.cn/content)

Annual Chinese Brands Day Now May 10th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e State Council, China's cabinet, has approved
a Chinese Brands Day, to be held on May 10 each
year starting with 2017. The first Brands Day falls on
Wednesday. It is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Chinese brands spearheaded by HUAWEI,
Lenovo, Haier, Gree, and Tsingtao Beer have been
gaining increasing global influence in recent years
and have become a new name card of China. They are
building their distribution channels globally to increase
the prevalence of Chinese products worldwide.

This year, consumers across the globe can vote from
the following Chinese brands:
Tsingtao Beer, Lenovo, WeChat, HUAWEI, Haier,
Hisense, ZTE Corporation, Xiaomi, Cheetah Mobile,
Elex Technology, Baidu, YiliGroup, Air China, ICBC,
Bank of China, BYD Auto, Laoganma, Union Pay,
Guangdong Galanz Group, OPPO Electronics Corp,
Herborist, Alipay, Feiyue Shoes, Midea, Gree, China
Merchants Bank, Maotai.

Vote Here Online For Your Favorite Chinese Brands: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ChineseBrand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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