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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美食文化節充滿地中海風情
為期三天的休士頓 2017 希臘美食文化節
希臘美食文化節(( Houston
Greek Festival)日前熱烈舉行
Festival)日前熱烈舉行﹐
﹐節慶有充滿地中海異域
風格的活動﹐
風格的活動
﹐適合一家大小在周末同慶感受濃厚的希
臘街頭氣氛﹒
臘街頭氣氛
﹒ 當天除了有現場音樂與傳統舞蹈表演
當天除了有現場音樂與傳統舞蹈表演﹐
﹐
整條街頭變成傳統的希臘市集﹐
整條街頭變成傳統的希臘市集
﹐出售各式各樣的手工
美食與進口的禮品盒﹐
美食與進口的禮品盒
﹐希臘美食餐等令來賓們滿載而
歸﹒
黃永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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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n Wong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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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更好邁進 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 2010 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 State Farm 後獲得節省的
、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
2010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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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呈現》國產原創紀錄片

節目介紹

展現立體中國

KVVV

內容介紹：《特別呈現》是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CCTV-9）推出的一個紀錄片

放映時段，主要播放國產原創紀錄片，展現一個立體的中國。許多記錄片包括《舌
尖上的中國》、《春晚》紀錄片、《我的抗戰》32集大型歷史紀錄片、《南海一號
》 紀錄片、《玄奘之路》和《同飲一江水》等都是不同主題人文風情的生活故事。

▲

播出時間：周日下午2時至3時首播，周四下午4時至5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特別呈現》節目花絮。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上訴法院裁決

選舉前後所承諾
的，那就是對穆
斯林的赤裸裸、
令人反感的歧視
。“
參與裁決的13名
法官的大多數意
見一致，他們列舉了川普的電視訪談、
推文和在競選網站上所發表的言論，作
為他的意圖證明。
有三名法官表示反對，理由是川普的行
政命令並沒有提到宗教。他們還批評把
競選材料作為證據。
他們的反對意見說：“如果法庭在挖了
某次競選活動中各種各樣的評論之後，
沒有找到能夠達到滿意結果的材料，那
有什麽能阻止它更深入地去調查，從前
︱聚集在維吉尼亞州裏士滿的聯邦法庭外的抗議者。 一次的競選活動、或者前一次的商務會
議或者大學期間去找言論呢？”
（2017年5月8日）
川普總統1月頒布了一道旅行禁令，在那道
禁令遇到法律障礙後，川普總統對禁令進行了
【【VOA】美國維吉尼亞州里士滿的聯邦上訴
修改，但修改後的版本在3月又被馬裏蘭州的
法院拒絕恢覆川普的旅行禁令。川普上台後簽
一位聯邦法官阻止。第四巡回上訴法院的多數
署行政命令，規定人口主要是穆斯林的六個國
法官認為，第二個版本跟最初的版本相比並沒
家的公民三個月內不得前來美國。
有什麽改進，“只是用略微不同的方式施行同
第四巡回上訴法院星期四裁決說，這一命令確
樣的歧視，也就是俗話所說的‘披著羊皮的狼
實相當於針對穆斯林的禁令。上訴法庭在205
’。”
頁的裁決中表示：“該行政命令不過是總統在

不得恢復川普限行令

川普政府可以走的下一步是上訴到最高法院。
上訴庭的文件說，行政當局有90天的時間上訴
。
本案原告之一“國際難民援助項目”誓言不管
多久也要把官司打下去。該組織主任貝卡·黑
勒說：“法庭再次核實穆斯林禁令具有歧視性
和傷害性。總統不能簡單地把‘國家安全’這
樣的詞貼到一個違憲的政策上蒙混過關。”
這項行政令中還有在120天內禁止接受難民，
這一部分不包含在星期四的裁決中。這項裁決
只限涵蓋行政令中對六個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
實施的旅行限制。不過，另一家上訴法庭，也
就是舊金山的第九巡回法庭正在依據更廣泛的
基礎審議這項旅行禁令，審議內容包括難民禁
令。
夏威夷的一位聯邦法官最初下令暫停執行川普
總統的旅行禁令，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審理的是
有關這道法院命令的上訴。

︱紐約股票交易市場的交易商
（2017年5月25日）。

美就業市場

持續強勁
貿易赤字回升

【VOA】星期四公布的新的統計數據顯示，美
國經濟喜憂參半。
就業統計顯示，美國申請失業補助的人上星期
略有增加，可失業人數繼續維持在較低的水平
。後者反映了持續強勁兩年多的美國就業市場
。
經濟學家說，就業統計數據靚麗會鼓勵美聯儲
下月開會時決定生息。美國失業率最新統計計
劃下星期五出爐。
另有報告顯示，美國4月份貿易赤字有所回升
，僅次於兩年來的最高水平。
貿易統計可能預示著美國經濟增長減緩。本星
期五，專家們將公布今年一季度美國國民生產
總值的統計數字。一項對經濟學家的調查顯示
，他們預計一季度的增速會略低於早些時候統
計的0.7%的年度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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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華
海華”
”之後
之後，
，黃河
黃河“
“吵”翻了天
記黃河藝術團關於合唱藝術的大討論

【華府新聞日報訊】盡管一年一度的大華
府“海華”合唱節已經過去了十幾天，但關於
黃河藝術團在此次合唱節的表現，以及對於合
唱藝術的大討論卻在黃河微信群裡火熱地延續
著 ， 這 也 是 23 歲 的 “ 黃 河 ” 從 未 有 過 的 事
情。
2017 年 5 月 6 日晚，黃河藝術團與其他 17
個大華府兄弟合唱團體聯袂，為華府近千名歌
迷獻上了一台非常精彩的演出。其中，“黃
河”人以《茶山情歌》和《青春舞曲》兩首膾
炙人口的民族歌曲為合唱節添上了濃墨重彩的
一筆。當然，這也是新任指揮陳詩綸老師的黃
河處女秀。
演出結束後，一個個褒獎和鼓勵的話語像
雪片般飛來，著實讓“黃河人”興奮了好一陣
子。
一位“老黃河”說道，今晚，黃河人憑借
自己的實力再次證明：黃河藝術團在關鍵時刻
拿得出手，不掉鏈子。我想借用裔國芳老師那
句話，“我還是喜歡黃河的聲音”！
中央音樂學院著名女高音蔣瑛教授的女兒
錢永貞欣賞完演出後說：昨晚的合唱，黃河是
第一！各聲部配合協調，把控到位，整體感覺
非常好，不愧是訓練有素啊！
曾擔任黃河指揮長達十四年的裔國芳老師
說，祝賀黃河今晚演出大獲成功！小小瑕疵不
影響總成績，大家認真努力精益求精的精神值
得贊揚！華府合唱綜觀一年比一年精彩，黃河
藝術團年年進步，值得慶祝！
著名男中低音歌唱家丁羔看了視頻說，非
常棒！有點專業水准，這才叫合唱！......相信
你們會成為華盛頓最棒的合唱團。
老團員何梅這樣說，真棒！黃河-老字
號，經久不衰！
……
面對一片掌聲和贊美聲，黃河人並沒有陶
醉其中，而且自發地開展了一場參與人數多，
持續時間長，涉及範圍廣的藝術大討論。一位
工作繁忙的團員只是一會兒沒看微信，等再看
的時候，老天爺，上百條留言擠得密密麻麻，
要想弄清楚來龍去脈，必須玩命“爬樓”。
劉淵：看了視頻，真不錯，終於有合唱的
意境了！看大家個個認真專注的樣子好可愛！
黃河今年進步大是真的，但我們還有很大的提

高空間，我自己最大的願望是能有一次不用發 的進步幅度不明顯，以後我們女高要加油了！
龔蕊：茶山裡的 2 分 23 秒處男生如果張口
揮臨陣磨槍的“黃河精神”上台，也能把歌唱
出音再整齊些就更棒了！
得很好。
韓維：指揮反復強調的女高聲部的幾個高
鄭立欣 ：我們的《茶山情歌》不錯，經
音不能去夠它，最好是感覺在往下唱，聲音彈 得起反復聽。《青春舞曲》有些地方有點兒
回來後達到那個高音。從頭到尾看了一遍視 狠，像要活吞青春小鳥兒的意思。
頻，真是不錯！表揚女高一下，那幾個難唱的
林民躍：同感。茶山不錯。特別是男高的
高音，包括跳躍的啦啦啦，我們都唱得很准， 4 句“詠嘆調”，詞曲也好，一環扣一環地問
沒有 flat，而且音色明亮靠前，共鳴好穿透力 下去，有男低及女聲襯托。充分體現了男高爐
極強，絕對專業水平！
火純青的程度。
張麗慧：努力了就是不一樣。好聽！很少
思源：我很喜歡黃河，很享受每次排練的
幾個地方還能聽出有人聲音有點白。尤其是男 過程, 也很滿意演出的結果。作為一個非專業
聲，注意一定要收著點兒唱。
的團體, 我們經過努力唱成這樣, 應該是有成
月亮：陳指揮對糾正我們的音准節奏是很 就感的。要想更完美，我們還有機會。我們要
有一套的，問題是排練你要盡量參加。學新歌 感謝新指揮，他的功勞也是大大的。周四晚我
那是應該在家裡就做好的作業，指揮是在我們 還在笑他歌詞還沒念全，但演出時，他一邊指
已經基本會唱的基礎上細摳音准節奏速度輕重 揮, 一邊給詞，口型和我的一樣，這說明他和
咬字等等。
我們一樣也是背詞的。這是我第一次對他有了
張國華：立人的《茶山情歌》唱得好，我 親切感，沒有覺得隔著一層，贊！。
個人的體會是，他們唱得柔，唱得細膩，我們
淡淡的雲：我覺得黃河還有一個問題是參
以後要是在這方面下功夫，那我們的合唱水准 加排練的團員不能保證，指揮再怎樣調，不參
又到了一個新的台階。昨晚盛華的演唱，尤其 加排練是得不到要領的，搞的指揮一遍一遍地
是第二首藝術歌曲有相當的水准。向其他團體 給上次缺席的人重復，也浪費參加了參加過排
學習是讓黃河自身強大的秘密武器，虛心好學 練團員的時間。
愛護尊重每個黃河的團員，才能使俺們更上一
李菲：陳指揮有句話很富有哲理：“合唱
層樓。
是唱給人聽的，不是唱給人看的”。因此，他
庹旌生：總得來說，台灣同胞唱的普遍較 非常講究音准、節奏和咬字清晰，這些都具備
柔。很喜歡台大的東海岸。藝術的魅力就是在 了，音色效果就會好很多，還記得他糾正大
心靈產生共鳴，不同經歷的個體體驗就不同。 家：“通”唱“痛”，“看”唱“砍”，“上
一個戰士肯定比較喜歡男合的作品。
崗”不要唱成“香港”......
黃衛：黃河的男生這次唱得比以往都好！
庹旌生：通常是考慮聲音的投射。痛為三
在台上就聽到了，為男生贊一個！
聲，通為一聲，三聲發聲便於把聲音打在上齶
傅艾莉：剛剛靜心的聆聽完我們演唱的兩 板上彈射出去，這時要保持口張開。大家都說
首歌曲錄音，真的好聽，感覺是一種享受，在 我們的聲音穿透，說明大家按指揮的要求做
音質方面我們做到了音色甜美，開唱整齊，收 了。
放干淨。昨晚我們的小鳥太強勢，如果再加點
周雲：總的來說，很欣慰看見黃河在進
強弱對比就更完美了。
步，主要是願意傾聽不同意見了。這段時間以
訾曉梅：仔細聽了兩遍，我們男聲真的進 來，大家對於反復的挑刺，不管正確與否都能
步很大，但女聲表現也很不錯啊！雖然我們的 聆聽，這是喜人的改變。
聲音還有瑕疵，處理也不夠細膩，感情表達也
麥廷禧：我們多數人不是專業的，由不專
不到位，我個人認為我們女高在音准節奏上也 業變為專業，達到音和節拍都能控制標準自
是有進步的，音色在最後經周雲等的緊急調教 如，那是需要很長的訓練。音准節拍是合唱的
下，也是不錯的，至少不比往年差多少吧？我 基礎.，沒有，就是雜音。練唱時多多修正。
是客觀來說的。當然相對於男聲的進步，我們
張英華：謝謝前輩團員的藝術指導（音

准、發聲、節奏等等）和幫助，特別是周
雲 、曹雲、訾曉梅 ，讓我這個新團員學到很
多，受益不少。
戚林：真的很感謝你們對新團員的包容和
幫助，作為新團員，很欣賞你們的熱情真誠，
還有你們對黃河的愛，謝謝所有幫助過我的老
團員們
曹雲：陳指揮花了很多時間細調男聲部的
節奏音准果然厲害、專業，效果明顯，女高壓
力山大呀。黃河能光榮的走過二十年每一位指
揮和藝術指導都全心付出，裔老師和張老師至
今仍在幫助大家答疑解惑，畢老師是第一個上
帖肯定我們的。我從每一位老師身上都學到很
多東西。包括指揮過黃河的每一位指揮，沒有
長時間的積累也不會有今天的黃河。為所有幫
助過黃河的老師們點個贊！
郭能華：海華演出結束後，黃河以優異的
表現獲得了很多贊揚和好評，我們自己也感覺
很好。不過，很高興今年大家都比較冷靜，相
比以往的一片倒的自我感覺良好，現在可以靜
下心來找找不足和如何做到更好。……
黃河人的討論還在繼續，大家在和諧、友
好的氛圍裡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其目的只有
一個，讓黃河再次進步，最後真正成為大華府
地區，乃至更大範圍內一流的華人合唱團。你
喜歡這樣的團隊嗎？喜歡愛跟自己較真，精益
求精，對自己不留情面的黃河嗎？如果喜歡，
歡迎你加盟成為我們中的一員。
黃河藝術團現任指揮：陳詩綸，2011 年
取得馬裡蘭大學樂團指揮博士學位，精通鋼琴
及小提琴，他全心致力於合唱藝術，在糾正音
准和節奏上有著獨特的方式方法，同時，他還
擔任華夏合唱團及華盛頓亞美愛樂樂團的指
揮。
黃河的宗旨是以歌會友，每周星期四晚上
8：00 – 10：00 在 Walter Johnson High School
音樂教室排練，歡迎聲樂愛好者加盟。入團需
要 聲 樂 試 聽 ， 聯 系 人 ： 庹 旌 生 （tuojgm@gmail.com 240-933-2156） ， 沈 月 亮
（connieshenus@yahoo.com
301-792-8881） ， 黃 河 藝 術 團 網 站 ： www.
yrae.org（供稿：孫殿濤）

休城社區
星期日

2017 年 5 月 28 日

Sunday, May 28, 2017

B4

國殤日怎麼玩？來趟短途駕車戲水趣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國殤日
(Memorial Day)長周末又來到，還沒有計
畫的民眾，不如考慮短途駕車旅行，簡單
玩遍休士頓周邊景點，或者前往海邊、水
上樂園度假避暑，輕鬆愜意享受陽光，迎
接夏季序曲。不過，有關當局表示，戲水
玩樂同時，也需注意自身安全。
想趁長假期遠離塵囂，喜歡踏青健行
的民眾，國殤日去州立公園會是個不錯的
選擇。占地超過 5000 英畝的 Brazos Bend
州立公園，擁有自然生態景觀，適合全家
Brazo Bend 州立公園有自然野生景觀
州立公園有自然野生景觀，
，也有機會見到短吻鱷
也有機會見到短吻鱷。
。(官網照片
官網照片))
大小野餐、烤肉或享受垂釣、露營樂趣。
值得一提的是，Brazos Bend 園內特有的野
生美國短吻鱷(American Alligator)，只要選對時間，隨處可見 當地的柯莫河(Comal river)與瓜達盧佩河(Guadalupe river)是
蹤跡，園內的遊客中心也提供新生短吻鱷供遊客近距離接觸 夏日水上漂浮的好去處，一趟 U 字型路線大約耗時 3 小時，
可自在悠閒享受徜徉在冰涼溪流中，非常愜意。
，了解野生動物習性，增加保育知識。
另外，南巴德瑞島(South Padre Island)與聖體市(Corpus
喜歡戲水的民眾，Splash Town 在 5 月 6 日至 29 日期間，
只在周五及周末假日開園，國殤日之後，才會每日對外開放 Christi)都有美麗的海岸線，還可出海觀賞鯨豚，寓教於樂。
。Splash Town 前年擴大營業，增設三處水上設施，包括親子 尤其，聖體市知名的水族館(Texas State Aquarium)還有海豚
戲水區、橡皮滑水道及水上衝浪，讓更多遊客感受玩水樂趣 秀可欣賞。墨西哥灣旁的 Kemah Boardwalk 海濱遊樂園則有
。另一家競爭對手 Schlitterbahn 連鎖水上樂園於德州各地， 休士頓 「漁人碼頭」之稱，儘管占地不大，但坐擁海灣景色
已早於 4 月開園，5 月後就會全面對外開放，同樣增設許多 ，同樣值得去走走。
奧斯汀同樣擁有一年四季當地最好時節，陽光燦爛氣溫
新景點，園內各式各樣的水上遊樂設施，有適合親子同樂的
維持在
80 度宜人氣候，也適合全家大小一同體驗泛舟，民眾
戲水池，還有人造沙灘及漂流區等多重選擇；喜愛刺激的遊
可在 Zilker Metropolitan Park 周邊湖景租划水艇泛舟一小時，
客，也可試試蜿蜒曲折的滑水道，沁涼暢快。
感受大自然樂趣。對喜愛運動的人來說，奧斯汀絕對是國殤
至於喜歡去大自然戲水的民眾，建議可嘗試 「水上漂浮
」(Tubing)，沿著新布隆菲斯位於聖安東尼奧東北郊，流經 日假期首選。

聖體市除有漂亮海岸線，有也知名的航空母艦可參觀
聖體市除有漂亮海岸線，
有也知名的航空母艦可參觀。
。(取自 Tripsd
Tripsdvisor)

長周末晴朗好天氣 仍需嚴防颶風季

國殤日長周末及未來一周的天氣預報。
國殤日長周末及未來一周的天氣預報
。(ABC
(ABC13
13))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國殤日
(Memorial Day)長假期氣溫情朗，接近華氏 90
度高溫，但濕氣重，使氣溫呈現悶熱氣候。
不過，隨著德州颶風季節來臨，周末至周一
國殤日當天，還是有可能遇到降雨情況，外出前請多加留
意。
ABC13 氣象專家 Travis Herzog 表示，周末大致上晴朗
好天氣，但空氣濕度高，造成高溫悶熱破表，體感溫度會
比實際溫度高，提醒民眾要保持充足水份，因為身體若無
法適應這種熱度，會出現熱應激現象，需保持在舒適涼爽
狀態。
周日和國殤日周一將有可能出現降雨情形，也許會帶
來風勢和冰雹，周日降雨機率有 30%，周一則有高達 70%的
降雨。

南巴德瑞島是度假勝地。
南巴德瑞島是度假勝地
。(取自網路
取自網路))
國家氣象局也提醒， 6 月 1 日德州颶風季節來臨，民眾
需格外注意。休士頓市政府也拍攝宣導影片，清楚告知民
眾如何於災害來襲時，提前做好準備，將損失降到最低。
以颶風為例，民眾應具備 「保命四要訣」，即是 「制訂計
畫(」make a plan)、準備急救包(build a kit)、保持聯繫(stay
informed)、熟識鄰居(know your neighbors)」。
市政府也提醒民眾，平日該設定緊急聯絡人和聯絡機
構的習慣，其次，911 則是最好的求救專線。市政府也提供
逃生時的交通救援，獨居者可播打 「211」(Texas connecting people and service) 尋 求 協 助 。 民 眾 可 上 http://www.
readyhoustontx.gov/網站搜尋更多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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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美南浙江同鄉會二週年慶典
（本報訊）美南浙江同鄉會成立兩週年啦！茲定於 5 月 28
號在珍寶樓 2 層舉行兩週年慶典！
目前團體票已經基本售罄，還有少量散票，如果您是剛來
來美南地區的浙江老鄉，還不知道有這樣一個大家庭的話，請
加入我們！
作為美國南部成立的第一家浙江同鄉會，兩年以來，在全
體理事的努力下，浙江鄉親以此為平台，增進了旅美浙江人的
聯絡往來。同時在融入社區，努力為鄉親和家鄉辦實事，辦好
事，特別是在輸出海外優秀人才，商貿，傳統文化交流，友好
城市互動等方面積極推動。
回顧過去兩年，美南浙江同鄉會成功地舉辦了成立大會，
浙江省海外人才對接，秋季 BBQ 燒烤，進出口法律講座，理
財貸款講座等一系列活動。在協辦 2015 浙江省（休斯敦）海
外人才政策發布暨高層次人才洽談會中，美南浙江同鄉會理事
團隊，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對接和接待工作。為此次人才洽談會
良好的現場交流和後勤保障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
我們可以看到旅居美國南部的浙江借僑胞，身在異國他鄉
，融入多元社會，奮力拼搏，樂善好施。其中不乏各種感人之
舉，是我們旅居美國的鄉親們學習的榜樣。更有許多鄉親在服
務社區和僑胞中默默奉獻著，都是我們同鄉會的驕傲。

美南浙江同鄉會的會務在不斷拓展，是鄉情把我們連結在
一起！感謝海內外各級政府，各界人士，朋友，鄉親們的大力
關心和支持。展望未來，我們要繼續發揮紐帶和橋樑的作用。
努力開拓，增進會務，為促進中美友好合作和家鄉的經濟發展
，科技，文化，商貿的交流以及城市互動合作多作貢獻。
時值浙江美南同鄉會成立兩週年，為加強浙江同鄉凝聚力
，合作和交流，茲定於 5 月 28 號在珍寶樓 2 層舉行兩週年慶典
，屆時請本會會員偕同家眷光臨。活動中我們將為大家提供美
味的食品，豐富的表演節目和精美抽獎禮品。週年迎新喜氣洋
，自娛自樂樂翻天。
地 點 ： 珍 寶 樓 2 層 ， 海 洋 宮 殿 ，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TX 77072
時間：05/28/2017，6:30 PM
票價：$ 35（學生和小於 18 歲者$ 20，5 歲以下兒童免費）
聯繫人：張立成（832）282-4822，zjsouthusa@gmail.com
支持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休斯頓總領事館;浙江省外事
僑務辦公室;浙江省歸國華僑聯合會，以及休斯頓各大社團。
特別訂製家鄉菜，物超所值的浙商優惠券，最大獎價值超
$ 1000，晚會總共價值萬元獎品等著大家！

陳康元醫師及王琳博士 6 月 11 日
主講： 「 壓力管理全方位 」
各位校友大家好:
在當今忙碌的社會中，人人皆難
免感到或經歷到各種不同的壓力。你
知道壓力會造成什麼症狀嗎？你知道
如何適當地處理或預防壓力，促進生
活的品質，過著身心健康及平衡的生
活嗎？
我們很榮幸地邀請到兩位資深台
大校友，擁有豐富專業知識及經驗,

且又熱心的陳康元醫師及王琳博士，
主 講 " 壓 力 管 理 全 方 位 "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Stress Management)。此講座會將於 6 月 11 日星期天
下午 2 到 4 點，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
行。
陳醫師夫婦將論述何謂壓力, 以
及各種不同類型的壓力。有益的壓力
(beneficial stress) 有助於提高工作效率

，使我們樂觀而進取，以至於有最佳
的表現。但是負面壓力或長期壓力
(chronic or harmful stress) 可導致各種疾
病和病症。陳醫師夫婦也將進一步談
論如何處理壓力, 以及減少或舒緩因
為壓力而引起的種種症狀。
陳康元醫師是邁阿密大學醫學博
士，曾任安德生腫瘤醫學中心放射科
住 院 醫 師 ， Victoria Kathryn O’ Con-

nor 癌
症 中
心的放療科主任。且曾任休士頓華裔
醫師學會理事,美南國建協進會理事多
年，並獲頒贈傑出服務獎。王 琳博士
是德州女子大學護理學博士。並且擁
有多項放療、化療、和重症病房的專
業訓練。
此講座由休士頓台大校友會主辦

「第19屆海外台商磐石獎」 開始接受報名
為鼓勵經營有成表現卓越之海外臺商，自民國 88 年起，由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及世界臺灣商會
聯合總會共同主辦選拔表揚活動，由僑委會擔任指導單位，以選
拔表揚對台灣或僑居地有具體貢獻之優秀臺商，並肯定當選企業
之成就，藉此使全球台商企業能互相觀摩學習，提升未來經營能

力及競爭力。
「第 19 屆海外台商磐石獎」參選選拔企業須成立滿五年、
近三年連續獲利或營運成長狀況佳、及對台灣或僑居地等國際社
會有顯著貢獻。即日起開放報名申請至 6 月 30 日截止，申請書、
參選應繳資料及相關訊息請至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網站

，休士頓建中校友會，休士頓北一女
校友會，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及休士
頓師大附中校友會共同協辦。 免費入
場， 備有簡單的點心飲料， 歡迎朋
友踴躍參加。First come first served。
詳情請看所附傳單。 有任何需要諮詢
者，請聯絡 黃龍雄 lhwang2237@aol.
com

www.nasme.org.tw、 計 畫 網 站 smeaward.moeasmea.gov.tw、 本 會
網站 www.ocac.gov.tw 或全球僑商服務網 www.ocbn.org.tw 下載選
拔辦法暨申請書於 6 月 9 日前將文件送至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陳小姐，電話 713-789-4995，分機 108，傳真 713-789-4755
，電子郵件：jessicac@houstonoc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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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健康護理Assist-Med提供居家護理照料
美國政府福利之一 九成以上民眾不須額外支出

護理人員細心的照顧長輩

【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人年紀大了，往往需要生活上的照
料，但是，子孫常常需要在外工作，這時候該怎麼辦？爺爺奶奶
長期臥病在床，需要醫療照顧但又不想住進養老院，有什麼解決
的方式？出差到國外時，家中的長輩誰能看顧？
Assist-Med 家庭健康護理可以為您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安排

專業的人到您的家裡，無論是您家中有銀髮族長輩要照料、或
是行動不便的家人需要協助，不管是長期或是短期，都可以獲
得幫助。
好消息是，有九成以上的民眾不須要額外的支出，照顧的費
用由政府或是保險公司來支付，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美國政府
的福利之一，但前提是受照顧者必須是美國公民、或是在美居
住時間達四、五年以上的永久居民。
Assist-Med 已經有二十多年歷史，可以算是為民眾及政府之
間搭建一座橋梁。當家中有需要協助的民眾與 Assist-Med 聯絡
上之後，Assist-Med 會與政府相關單位聯繫，然後，政府會安
排專人到您的家裡訪談，評估受照顧者每週需要多少照料的時
間，狀況輕的可能是每天數小時，長期臥病需要照顧的也可能
是每天 24 小時都需要看護，依照不同的情況而定。目前已經有
保險的民眾，申請之後很快就能得到服務。
若是沒有保險的民眾，Assist-Med 還會協助民眾向政府提出
申請，視各人經濟情況而定，成功率亦達九成以上，大部分民眾
不需要自己出錢，看護的費用由政府支出。至目前為止，Assist-Med 已經幫助許多民眾向政府申請到免費的服務。
Assist-Med 公司有德州老人及殘障服務部門許可，提供個人
協助照料服務，包括協助老人或殘障人士移動和步行活動、準備

三餐、洗澡、
餵食、陪同探
訪醫生、簡單
家務協助、購
物、長期或短
期照顧、陪伴看護等等。Assist-Med 家庭健康護理能為您家中的
長者或殘障人士提供細心的照料，讓您家中長輩、您自己、或是
行動不便的家人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語言溝通是許多家庭尋找看護人員時，一個重要的考量問題
，家庭健康護理公司可以配合需要，安排華裔護理人員，方便日
常與老人的溝通。同時，在飲食上，華裔看護所準備的膳食也更
容易被家中長輩接受。
每年政府都會審查經營家庭健康護理的公司，Assist-Med 屢
次獲得政府肯定，得過不同的獎章，是同行中最讓人滿意的公司
之一。Assist-Med 家庭健康護理公司的總部聯絡電話是 Office:
832-300- 3100(公司內有人可通中文)。Cell: 832-228- 2374。地
址在 2000 S. Dairy Ashford Rd，suite 450，Houston，Tx 77077。
其 他 辦 事 處 為 CONROE 281-419-1464。 BEAUMONT 409
356-9055。GALVESTON 409-621-1114。歡迎有需要的民眾洽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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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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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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周原文）大陸電視劇 「人民的名義」，是講述
國內某省(漢東省)貪腐與反貪腐之間的一場惡鬥，故事從
三條線索鋪開，一是大風服裝厰的股權爭奪，由大風服裝
厰的拆遷事件中，牽扯出來一椿特大貪污腐敗案件；二是
漢東省檢察院反貪局長陳海，在調查行動中，遭遇離奇的
車禍。為了完成當年同窗的未竟事業，精明幹練的侯亮平
，臨危受命，接任陳海未竟的事業；三是在漢東政壇，以
漢東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高育良為代表的 「政法系」
，以漢東省委常委、京州市委書記李達康為代表的 「秘書
幫」相爭多年，不分軒輊。新任省委書記沙瑞金的到來，
注定將打破這種政治的平衡局面，為漢東省的改革大業，
帶來新的氣息。這部反腐片的吸引人之處，它不是把貪腐集團，描
寫成一團窩囊廢，而是個個一副正氣凜然的模樣，講起大道理頭頭
是道，就是看了許多集的觀眾，也說不出誰好誰壞。難怪觀眾認為
人民的名義其實是兩重涵義：一種是正面的，以人民的名義，聲討
和打擊腐敗的行為；另一種是負面的，打著人民的名義，敗壞黨和
國家的形象。
正如一位觀眾所指出的 「人民的名義」， 沒有迴避與刻意抽離
現實，不像中國很多影視作品，越來越脫離大眾，演鬼子、台台都
是鬼子，演特務、台台都是特務。他認為中國不是沒有好的影視題
材，而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原因，我們拍不出美國著名的電視節目

《紙牌屋》和《權力的遊戲》，而把中國觀眾硬生生地拉進了海外
劇場。二０一二年底中共十八大後，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新一
屆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集體表達懲治政治腐敗的決心，黨內機構、
國家機關與政協官員（副部級及以上）共一百五十一人，解放軍軍
官和武警警官（副軍級及以上）共五十九人違紀違法相繼被查辦，
而由微博等網絡平台掀起的反腐風暴，成為了社會新亮點，部分官
員因網絡曝光，其違法違紀行為而落馬，隨著原中共十七屆中央政
治局常委周永康被立案調查，反腐敗工作，打破了外界對六四事件
後 「刑不上常委」的看法。十八大以來轟轟烈烈的反腐行動，無論
是力度還是成果，都足以在共和國歷史上，刻下深深的印記。作為
現實的鏡子，文藝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也理所應當發聲。 「人民的
名義」大尺度，還原現實的情節和台詞, 級別最高的貪腐分子，更
是官至 「副國級」， 露骨程度，超越了小說，可以說五十五集的電
視劇，描寫出了一個十八大後真實的中國社會，對社會諸多問題劇
中沒有迴避，應該說這是一部難得一見的優秀電視劇。
該劇有正面教育作用，除對官場黑暗全面揭露，也鞭撻整個社會貪
利忘義病入膏肓，連小學生、底層工人，都熱衷弄虛作假。雖然結
局是邪不能勝正，但導演和編劇，明確告訴觀眾，中國的腐敗風氣
，已到十分嚴重的程度。我看到該劇出現小學校裡，已開始 「有錢
才能辦事」，想起現在有很多電視台，除了新聞以外的節目，大多
收視率極低，為了生存，不得不搞一些低級趣味的節目，來招徠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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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蔡英文
在台灣當政
一周 年了。據說，蔡英文曾有在五月二十日發表
就職周年演講或與台灣媒體茶敘的計劃，台灣島
內外對此普遍關注。但之後蔡英文辦公室表示
“無此規劃”，“這個時代不用制式的方式，就
按照平常去做”。於是，在臨近五月二十日的時
候，蔡英文就“平常”地分別接受了島內外一些
媒體的採訪。
蔡英文在台灣當政一年來，左支右絀，乏善
可陳，民意支持度一路下跌。制式方式會令社會
高度聚焦，形成輿論的放量傳播，局面不好把控
。採取分散接受事先選擇好的特定媒體獨家採訪
的做法，可以減少風險，在不利的被動情況下，
最大限度地減少自身利益的折損，消極但安穩地
邁過不得不邁的門檻，這不失為一種危機管控的
“聰明”做法。
不過今次這種迴閃躲避的做法，引起台灣社
會的不滿和質疑，有媒體不無調侃地要協尋“躲
起來的蔡英文”。
聯繫起來看，在處理兩岸關係方面，蔡英文
也是這樣一個路數。馬英九在台灣當政的八年，
兩岸再次構建了以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為核心意涵
的“九二共識”政治基礎，形成了六十多年以來
，兩岸關係最好的和平發展局面。去年台灣發生

政黨輪替，如何
對待構成兩岸關
係政治基礎的
“九二共識”，
成為擺在蔡英文
面前的一張必答問卷。她…選擇了書寫答卷，但
沒有明確承認“九二共識”，是一份沒有完成的
答卷。出現這種情況，既是,,,,蔡英文政治特質的
表現，也是她在形勢比人強的兩岸關係大格局下
的一種戰術策略。之後在民進黨創黨三十周年時
，蔡英文發給民進黨黨員的公開信裡，表示要
“堅守價值”，“力抗中國的壓力”，這才是她
真實的內心表白。也由此造成兩岸關係政治基礎
被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嚴重喪失，蔡英
文實難辭其咎。
有台灣媒體刊文認為，“台灣眼前的‘人為
困境’，幾乎都起因於蔡當局的炒作民意、綁架
全島、要脅對岸，改變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現狀’。 破壞現狀明顯挑釁, 這才是蔡當局要
維持的真實現狀。”一年看下來，這個評價無疑
是允當的。
但是，說蔡英文“躲起來”也並不確實，她
只是在策略地“躲貓貓”。她剛提出來的“新情
勢、新問卷、新模式”，依然是柔性包裝，但其
中蘊含的不再答卷的軟中帶硬表白，也是目及可
見的。日前台灣《聯合報》一篇評論蔡英文就職
周年的社論，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她經
常用溫柔的語言來包裝其銳利的決策刀鋒”。此
言不虛。去年某個時刻，她溫柔地講着“維持現
狀”，“不挑釁，零意外”，未及轉身，就搞了
個破壞現狀、明顯挑釁的“特蔡通話”大意外。

衆，或者乾脆用紅包來吸引觀眾。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執行院長傳播學家杜駿飛認為，電視劇 「人
民的名義」雖然藝術性一般，但社會效應非常熱。本質上說，這不
是創作的成功，而是創作許可令的成功。比方說，你在餐館可以吃
到兩種絕頂美食，一種是黃蓉做的 「二十四橋明月夜」，白玉般的
豆腐，經蘭花拂穴手剜成月亮，放在火腿中蒸熟，這是絕無僅有的
好手藝；還有一種呢，是吃到絕無僅有的食材，譬如熊掌、象鼻、
鹿筋、猩唇，吃時會倍感震驚。反腐劇被禁絕十多年，現在重現銀
屏，已經是政策開明、政策變革的勝利了。所以，雖然就敘事、剪
輯、對話、導演功力上來看，《人民的名義》疏漏不少，但誰在乎
呢？
促進文藝 「百花齊放、百家爭嗚」也許是 「人民的名義」 的另
一個貢獻，人民期待，接下來希望有更多這樣的正義之劇，不是傻
子坐在屋裡瞎編的，而是來源於生活，取材於真實的生活，這樣的
電視劇，可以淨化中國的螢幕、綠化孩子們的心土。再說我們泱泱
大國，要騰飛，要成世界第一大國，必須重視文化的影響力，還是
不可低估的。
根據本人平日接觸此地媒體得知，休士頓市內聚居的華人，有
13 至 15 萬人左右，平日觀看美南電視台的民眾有不少。我建議美
南電視台轉播 「人民的名義」 這個反腐題材的影視劇，讓美國華
人更加清楚內地雷厲風行打貪腐的重大意義。

這次面對路透社採訪，她還希望再搬演一次相同
的戲碼，只是今番未及轉身，便被美國新政府直
接打了臉。十分無奈。
形格勢禁，蔡英文有時不得不躲一下。但蔡
英文真的躲起來了嗎？在島的另方，中國國民黨
主席選舉二十日落幕。吳敦義在第一輪投票中，
便以十四萬四千四百○八票，百分之五十二點二
四的得票率，直接拿下黨魁寶座。曾擔任過台灣
地區副領導人的吳敦義，從政經驗豐富，人脈根
基深厚，獲得黨內過半數投票者的支持，這是島
內政治現實的一種反映。但吳敦義當選後，面臨
國民黨內憂外患，要帶領國民黨在二○二○年奪
回台灣執政權，談何容易，端的是 百上加斤，任
重道遠。
投票當天，國民黨副主席胡志強指出，這次
選舉讓一個好像走到最低潮沉寂已久的黨，又受
到大家的注意，是件好事，希望這種熱潮，能夠
好好維持。
他強調，“選後比選前還重要”，“不管黨
員支持誰，選後都要團結”。
此次國民黨主席選舉有六位候選人競爭，堪
稱“史上最激烈”，各候選人不僅檯面上爭得激
烈，檯下的互鬥更是刀刀入骨。如何弭平選舉激
戰的傷痕，如何統合黨內各山頭力量，加強黨內
團結，將是吳敦義眼前的當務之急。
吳敦義上任後，還要面對民進黨當局的追殺
，面對“黨產”被沒收的困境。如何讓這個處於
嚴重內訌和極度財政困境中的政黨，得以恢復元
氣，正式是考驗着吳敦義的智慧和能力。
明年的台灣地方選舉，是吳敦義就任國民黨
主席後的又一大挑戰。明年的選舉被視為二○二

○年台灣大選的前哨戰，如何制訂選舉策略和佈
局，關乎選戰的成敗和國民黨的運勢。值得慶幸
的是，蔡英文當局執政一年來，倒行逆施，民望
屢創新低，甚至連過去支持她的年輕人也倒戈相
向，這正為國民黨重奪地方選舉勝利，提供了良
機。
過去一年，台海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由於蔡
英文當局至今仍不肯承認兩岸和平發展的政治基
礎——“九二共識”，導致兩岸關係緊張，和平
發展成果流失，台灣同胞切身利益受損。事實再
次證明，堅持“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道路，就可以越走越寬廣；反之，兩岸關係就會
重新回到動盪不安的老路上去。
吳敦義當選國民黨主席後，中共中央總書記
習近平致電祝賀，希望兩黨以兩岸同胞福祉為念
，堅持“九二共識”，堅定反對“台獨”，把握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確方向，同為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而奮鬥之。同日，吳敦義回電表示感謝，期
盼兩黨持續深化“九二共識”，推動兩岸和平制
度化，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兩岸永續發展，合作
走向康莊大道。
國民黨要在二○二○年贏回政權，另一個關
鍵是如何重獲年輕人的支持。吳敦義當選後表示
，今後一定要推動真誠有效的黨務革新，重建年
輕人對國民黨的信任與支持。僅靠改革還不足夠
，國民黨需通過各種方式，增進年輕人對大陸的
了解和認識。只有讓他們了解大陸、“九二共識
”以及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性，才能使更多人認
同國民黨的兩岸政策，支持國民黨重新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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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威州國際花旗參節登場
許氏美亞推出採參美中七日遊
［本報訊］由威斯康辛州旅遊局主辦的第 一屆國際花旗參節（2017 International Ginseng Festival）
即將於九月中旬登場。身為東道地主之一的許氏參業集團總裁許忠政，同時也是全美唯一自營的華裔
參農，特地邀請華人朋友參與盛會，親身體驗採參樂趣，欣賞參場田園風光，深入了解種參過程，極
富教育意義；同時順道遊覽芝加哥等鄰近著名景點，是一趟能真正感受美國多元文化的知性之旅。
目前［西洋參］主要種植的地區有美國、加拿大、中國三地，但因為三個地方的地道環境不盡相
同，所以產品品質也大有學問。透過化學分析，產在美國的西洋參所含的人參皂苷最高，評價最好，
因為美國俗稱為花旗國，所以業界專家將出產在美國的西洋參，稱作［花旗參］，以玆辨明。而威斯
康辛州由於得天獨厚的土壤與緯度，當地所生產花旗參不但產量佔全美的九成以上，品質更是獨步全
球有口皆碑，也成為威州最具特色的高經濟農作物之一，中部的沃沙市（Wausau）更有［花旗參首都
］的美名，同時也是花旗參節舉辦的所在地。當地風景秀麗，純淨怡然的山水，參田密布的特殊景觀
，相信定能帶給到訪遊客神清氣爽的感動。在為期三日的活動裡，威州旅遊局發動了當地的參農及在
地商家餐館，讓所有遊客能遍嚐到許多以參為主的創意美食外；更集合了眾多文創藝術與音樂表演者
，提供不間斷的舞台現場節目和作品展示，精彩熱鬧可期。
種參經驗淵博被當地尊為［花旗參教父］的許忠政，長年擔任州長商業顧問，對此次活動更是樂
觀其成。尤其花旗參是以華人為主要銷售對象，身為四十多年來當地唯一華裔參農， 對花旗參的產業
變化瞭若指掌，針對目前市面上假貨充斥的亂象，更期望藉此活動讓消費者了解威州優質花旗參的產
銷，避免未來吃虧上當。有鑑於此，許氏特別規劃了華語參場導覽路線，除了讓華裔民眾了解種參過
程外，還安排到許氏參場親身體驗採參樂趣。
同時也提供中式的花旗參晚宴，鮮採參蔬入菜，風
味更是不同。
此外許氏特別結合了洛杉磯最具規模的亞洲旅行社推出花旗參節美中七日遊的行程。包括許氏參
場三日的採參與節慶活動，另順道遊覽芝加哥、麥迪遜、綠灣、密爾瓦基等中部城市。除了造訪有別
於一般東西兩岸的知名景點，如千禧公園、海軍碼頭、繁華一英哩密西根大道、世界最大乳酪市場、
密爾瓦基藝術博物館、美樂啤酒總部及日內瓦湖等地，還可一探堅持十八世紀生活型態的阿密什人故
鄉，是一趟不落凡俗真正體驗美國地道的人文知性之旅。9 月 12 日出發，報名請洽 626-607-0178 美國
亞洲旅行社，查詢詳情請上網 www.americaasia.com 或 www.hsugins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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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門企聚首中國門都
“永康質造”門業再升級
豐滿。

壹年壹度的中國（永康）國際門業
博覽會將全球行業的目光聚焦在當下門
業發展的最新成就和未來工業發展的新
趨勢上。今年的門博會，“軍民融合”
論壇與“五金優選”產品的推出，將成
為本屆門博會的壹大看點。
據了解，門博會共吸引了來自全國
20 多個省（市）以及美國、意大利的
1114 家參展商，預計專業觀眾人數有望
突破 20 萬左右。
“外來客”提前搶位
已經走過 7 年歷程的中國（永康）
國際門業博覽會是反映中國實體制造業
的壹面鏡子。這壹屆的展會，它再度向
人們展示了這點。面對樓市去庫存政策
以及新型城鎮化下的發展新機遇，各地
門企的參展熱情高漲。據統計，3 月 1 日
網上申報平臺開通首日，報名企業就達
413 家。
作為國內規模最大，專業化程度最
高的門業展會之壹，本屆門博會依然
“壹位難求”。截至 5 月 4 日，已有來自
河北、山東、上海、湖南、江西及浙江
等 20 多個省（市）以及美國、意大利
的 1114 家企業申報參展，超過上壹屆
申報總數，且申報企業數仍在不斷刷新
中。其中，347 家企業申報特裝展位面
積 3.98 萬平方米，同比增長 3.1% ；
767 家企業申報標準展位 1357 個，同
比增長 16.2% 。
值得壹提的是，本屆門博會申報的
外地企業占比達到 57.6% ，共 642 家，
主要來自北京、上海、江蘇等全國 20 個

省（市）。“去年，廣東省中山市小欖
鎮的鎖業協會組團來到門博會參展，效
果很不錯。今年，他們不僅提前預定展
位，還擴大參展陣容，共組織了 13 家制
鎖企業組團前來參展。展位面積也從去
年的 500 平方米增加到今年的 700 平方
米。”展會承辦方、中國科技五金城會
展有限公司總經理胡新好透露。
中山市鎖業協會秘書長馮秀英期
待 ，第八屆中國國際（永康）門博會
上 ，“中國門都”和“南方鎖城”的碰
撞能擦出更多火花。
本屆展會的另壹大特點是品牌效益
持續放大，大面積展位受青睞。今年的
門博會參展範圍包括家居門類、電動門
類、門類配件、門類輔料、窗類和設備
類等 6 大類產品。申報企業中，申報 300
平方米以上特裝展位的企業有 33 家，
申報最大面積 382 平方米的有 13 家，申
報 318 平方米的有 20 家，申報 90 平方米
的有 104 家，均比上壹屆有所增加。浙
江喜澤榮制漆有限公司、浙江錢壹塔消
防科技有限公司分別取得 382 平方米特
大型特裝展位，是重點企業中獲批面積
最大的企業。
門博會期間，除了大規模的商交活
動外，還邀請了中國建築金屬結構協
會、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信息中心、浙
江建築門業協會的專家在永康國際會展
中心的序廳四樓多功能會議廳舉辦裝配
式建築與門窗論壇等活動， 為門業企業
提供了壹個信息共享、同行交流的高效
平臺，共同探討門業行業的發展新路
徑，讓門博會的專業化形象更加立體和

推精品戰略
塑智能形象
壹屆又壹屆中國（永
康）國際門業博覽會的成
功舉辦有力推動了永康門
業行業和永康經濟的持續
穩定發展。永康是聞名中
外的“五金之都”，也是
久負盛名的“中國門都”，
是中國乃至全球門業行業
集聚度最高、市場輻射最
廣、標準引領最強、科技
創新和品牌建設成果最多的門業集聚
區。目前，永康市已擁有門產品生產企
業 445 余 家 （ 含 配 套 企 業 ） ， 產 品 產
值 、產量均居全國之首，其中，防盜
門的產量約占全國總產量的 70%以上。
2015 年，全市門業規上企業達 57 家，門
業 總 產 量 實 現 3700 萬 樘 ， 產 值 167 億
元，占比永康工業總產值 17.7%。
作為國內最具影響力的門業專業盛
會之壹，中國（永康）國際門業博覽會
不僅成為門業企業展示形象、實力的大
舞臺，還帶動了整個門業的轉型升級。
對於門企來說，如何在展會期間拔得頭
籌、賺足眼球，是他們眼下正在思考的
問題。
“我們把目光瞄準了國際市場，系
列新產品已經銷售到中東、歐美、東南
亞、非洲、北美等國家和地區，年產鋼
質門 60 多萬樘。”浙江索福工貿有限公
司行政總監汪懷軍說，今年還將有新產
品亮相門博會。
永康萬佳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經理王
美艷則表示，今年他們也將“攜新研發
的高性能鎖具產品，在第八屆門博會上
尋求新的發展契機。”
在經濟新常態下，企業發力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是壹個大趨勢。業內人
士認為，門業企業不斷提高產品品質，
向高端化、智能化轉型，是今後的行業
風向。
據了解，今年不少門業企業實行精
品戰略，將在門博會上帶來門產品高科
技新形象。比如增強門的安全防盜性能
方面，在懸浮鎖芯、不可復制鑰匙、高

科技智能鎖、可監控視像鏡頭等方面進
行改革，將產品定位為中高端用戶。
推行精益生產，是星月門業近年來
主推的重要策略。該公司與浙江大學西
子研究院合作推行精益生產，實現了生
產流程再造。以沖壓工序為例，以前，
單壹批次門產品完成該工序需用時兩
天，現在僅需兩個小時。同時，場地面
積縮減了 50%，操作人員減少了 1/4，生
產效率則提升了 30%。
如何讓“民參軍”和“軍轉民”
進行深入對接與轉化，激發企業發展
活力？
今年，作為本屆門博會最大亮點之
壹，以“軍民融合”為主題的軍隊“四
證”申報培訓會，吸引了不少門業企業
的關註。不少企業代表示，國家大力提
倡發展軍民融合，對民營企業而言無疑
是個好機會，但是軍工用品的特殊性讓
很多企業在解決參數指標等問題時不知
該如何解決。本次培訓會為他們搭建起
了壹個非常好的溝通平臺，能現場解答
疑惑，對企業發展幫助非常大。
業內人士認為，軍工集團在漫長發
展中積累了豐富的產業資源，民營企業
則具有機制靈活、勇於創新等優勢，如
果雙方深度融合可以達到共贏目的。
其實，早在今年年初的第二屆中國
（永康）國際自動門電動門展覽會暨軍
民融合產品展示交流會上，展會的主辦
方，就已經攜大力、金凱德、富新、索
福等當地知名企業帶著防彈門、恒溫門
等看家寶貝亮相展會。例如，金凱德的
國家專利產品—恒溫門，它的秘密就在
於門上安裝的冷凝器和換熱風扇，能提
供房間恒溫、恒濕的環境，適用於防空
洞、軍事設施用房以及高精密儀器實驗
室等對環境條件有嚴格要求的區域。
五金優選 唱響永康質造添彩門博會
發力供給側改革，轉型再升級是繞不
開的話題。在產能過剩、增速放緩的局面
下，如何破解行業瓶頸？本屆門博會上，
網上門博會承辦方、五金城電商公司新推
出的優質五金網貨品牌——“五金優選”，
亦將成為門博會的壹大看點。
壹直以來，不少人對中國制造產業

存在著“低小散”的舊觀念。其實作為
國內最大的五金產業集聚地，永康不少
工廠就生產著世界知名產品。但是，仍
有不少消費者寧可舍近求遠，費時、費
力去國外采購。
“究其原因，制造業亟需壹個個響
當當的自主品牌。”五金城電商公司總
經理徐美珍說，“五金優選”最大優勢，
就在於品質把控。
“五金優選”顧名思義，是“優中
選優”。它對標的是日本的知名品牌——
名創優品。這個品牌成立至今僅 3年多時
間便贏得了全球消費者喜愛，晉升為全
球發展最快的實體零售品牌。徐美珍說，
消費者在“五金優選”購買過程中，也
能夠享受到類似的產品體驗：以實惠的
價格，購買到優質產品。
“在‘五金優選’網上商城平臺，
客戶可以體驗批發、零售中高端五金產
品，甚至享受產品的私人定制。”她說，
為此，他們的產品特地選用暖黃色、大紅
色等暖色調作為整體基調。因此，購物過
程多了壹份柔和，少了壹份冷淡。
為了給消費者提供更好的購買體驗，
他們還積極謀劃布局線下市場，在湖北
恩施、河南鄭州等地開設多家“五金優
選”直營店，讓消費者獲得更佳體驗。
此外，為擁抱“互聯網+”時代，
本屆門博會將繼續啟用智能化檢票系統，
參觀者直接可以從移動端購票，掃描二
維碼直接驗證進入會場。
主辦方透露，此前五金城集團特別
研發的“智慧會展”APP 也將繼續投入
使用，通過該軟件系統，即可實現查詢
展位位置、展示產品及參展企業等功能，
並進行線上交易，以滿足外地客商網上
交易需求，實現從單壹觀展到參展、交
易並舉的多元化轉變。
如今，門業已經成為了永康實業的
重要組成部分，在當前“重實體，興實
業”的發展背景下，第八屆中國(永康)
國際門業博覽會的舉辦，必將極大地加
強行業交流合作，提振門業生產企業的
信心，助推五金產業轉型升級。繼中國
五金博覽會後，門博會成為又壹個“讓
永康五金暢行世界、讓世界五金匯集永
康”的重要基點，為建設國際化的五金
名城註入強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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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e Ministry Report Suggests Importing More Goods To The Mainland From
The US Ahead Of Further Talks To On America’s Huge Trade Imbalance With China

China Throws Out More Trade
And Business Offers To The U.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argo containers at Qingdao port in eastern
China. (Photo: AFP)
China has suggested more goods it may impor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s Beijing attempts to thaw oncefrosty ties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ver its trade
policies.
A report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last
Thursday said China may buy further goods from the
US, including crude and refined oil products, cotton
and machine tools.
This would be on top of the imports agreed in trade
deals in the wake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Donald

Trump’s summit in Florida last month.
The ministry report comes ahead of talk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next month, which form part of a 100day plan to address the US’ massive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It’s good for the government to increase the
transparency of negotiations by presenting a list of
mutual concerns and potential cooperation on the
table,” said Chen Fengying, a senior researcher at
the 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me trade deals may be reached, while tough issues
like internet securit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ill also be touched upon.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an reduce differences and
enhance mutual trust,” said Chen.
Trump repeatedly accused China during his election
campaign of pursuing unfair trade practices which
resulted in layoffs in the US.
The commerce ministry report said China’s total
imports were expected to reach US$8 trillion in the
next five years. China imported US$134.4 billion of
American goods last year.
The commerce ministry also pledged more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in fields such as films, tourism and
education. “China and the US will discuss about
further increase of the revenue share of American
film companies in 2017 to expand US film exports to
China,” the report said.
China also plans further cooperation on e-commerce to
help create jobs in the US.
Internet commerce giant Alibaba plans to open one
million online stores for America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the coming five years, creating at
least one million jobs, the ministry report said. Alibaba
Group is the owner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e report also discussed the need to buy more
high-tech products from the US as China’s economy
develops.
“China hopes the US will take useful action in easing
export controls against China and effectively loosen
restrictions on products exported to civilian users for
civil purposes. This would also help to reduce the US
trade deficit,” the report sai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will be a significant
issue affecting any large scale trade in high-technology
good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and it could be a major
issue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in Washington next
month, according to Derek Scissor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think tank.
“The US response is that you steal all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We export high-technology goods, you just
steal the property and you start to export it back to us,”
Scissors said.

Workers spinning cotton at a plant in the
Xinjiang region. China's commerce ministry
has suggested buying more cotton from the
US. (Photo/Xinhua)
And yet President Trump has toned down his rhetoric
against China on trade since his summit with Xi in
April.
The two countries announced trade deals earlier this
month, including China opening up to American beef
and liquified natural gas imports, plus granting wider
access to US rating agencies and credit card issuers.
(Courtesy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hinese Firm Studying Use Of
Drones For Express Delivery Servic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n airplane flies over a drone in the skies of
New York. (Photo/Reuters)
China's largest express delivery company SF Holding
is planning to deliver packages using unmanned
aircraft in a bid to enhance work efficiency and reduce
operating costs, the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reported
on Wednesday.
Speaking at an annual performance assessment
meeting, Chen Fei, assistant to CEO at SF Holding,
said that the Shenzhen-based logistics provider has
applied for and obtained 111 patents related to drones
since 2013 when it started testing drone delivery.
"SF Holding is the first company to use unmanned
aircraft in the logistics sector in the country," Chen
said,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In 2015, there were media reports saying that SF
had worked with domestic drone maker XAircraft
to experiment with drone delivery in a confidential
project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city of Dongguan in
2013.
Parcels are loaded onto the drone by a courier, the
delivery address is scanned and the drone then flies
to the destination where it is picked up by another
courier, according to media reports.
Industry insiders said that the use of drones would
result in quicker delivery times and less operating
costs in the remote areas which couriers find difficult
to access.
In addition, Chen noted that the company will invest
more in developing smart hardware devices and
automation equipment to reduce manual manipulation.
In February, SF completed a backdoor listing in
Shenzhen. (Courtesy sino-us.com)

for cars, not worth it for helicopters, and slow for
people on foot or bicycles.
All signs point to drone delivery taking off first in rural
areas, and according to China’s state-owned news
service Xinhua, Chinese online retailer JD.com is
using drones for delivery.
The drones carry up to 33 pounds of cargo, over a
distance of 12 miles, and at a top speed of 33 mph (24
mph in moderate rain or wind), according to JD.com’s
vice president, Xiao Jun, who also said the flights each
cost less than a dime. The drones are currently only
used in Jiangsu Province, which is mostly low-lying
coastal plains sometimes crossed with canals. That’s
a fairly ideal environment for drones, and a fairly
difficult one for cars and trucks.

used it to extend the reach of delivery trucks in rural
areas.
Drones, rather than replacing other forms of delivery,
are becoming part of larger logistics networks. If
Xinhua’s reporting is accurate and JD.com’s drone
delivery service is working, then it’s part of just a
larger delivery network. Not as exciting as an all-drone
“Droney Express,” perhaps, but likely more useful.
(Courtesy www.popsci.com)

Related
Amazon Sees Delivery By
Drones As The Future
SEATTLE - Amazon.com Inc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Jeff Bezos made a splash on Sunday with his radical
plan to deliver goods to millions of its customers'
doors by using a fleet of unmanned drones, but the bold
vision is not likely to become a reality this decade.

JD company is already shipping cargo
weighing up to 33 pounds.
That’s especially important, as the drones aren’t
delivering to customers directly. Instead, they’re
stocking up warehouses. From Xinhua:
It can take a truck hours to navigate the winding
mountainous roads that link delivery depots near
Suqian, but a drone can make the journey in less
than 20 minutes, according to Xiao. Currently, the
drones transport goods between depots rather than to
customers directly.

Amazon's "Prime Air" will provide delivery
service using drones, which can bring
goods up to 5 pounds (2.3 kg) to customers
in 30 minutes or less if they are within a 16km radius of Amazon's so-called fulfillment
centers, said CEO Jeff Bezos. The delivery
drones will be promoted within three or four
years if all goes well. [Photo/icpress.cn]

Related
The JD Company Is Already Shipping
Cargo Weighing Up To 33 Pounds
Chinese Company Begins Offering
Drone Deliveries To Rural Areas
Drone delivery works best in places where people
aren’t. Unmanned machines navigating through dense,
populated areas are doubly disadvantaged: more people
to avoid, and plenty of cheaper, faster competitors to
compete with. If drone delivery becomes a thing, and
plenty of companies such as Amazon are intent on
making it so, it will start in places that are challenging

By Bezos' own admission, the technology that would
enable electric-powered 'octocopters' to fly to preprogrammed addresses unaided by humans is still
early in development,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likely to establish rules for civilian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until 2015 at the earliest.

A canal residential area in Yangzhou -- good
terrain for drone delivery.
Previous drone delivery successes are also from
rural areas. In Germany, DHL flew drones between
designated stations in the Bavarian mountains. When
Australia’s postal service tested drone delivery,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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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CEO Jeff Bezos
On top of that, the idea faces privacy concerns and was
derided by some as merely a publicity stunt.
"I know this looks like science fiction. It's not," Bezos
told Charlie Rose on CBS News' "60 Minutes" show
on Sunday night, demonstrating video of a buzzing,
toy-sized chopper delicately dropping a small package
on a customer's patio.
The piece was aired on the eve of "Cyber Monday,"
one of the busiest online shopping days of the year
when it helps Amazon to be on the minds of customers.
Dubbed "Prime Air" by Amazon, the vehicles could be
used to deliver packages up to 5 lbs (2.3 kg) in less
than 30 minutes within a 10-mile (16-km) radius of
Amazon's so-called fulfillment centers, said Bezos.
"This is still years away... I don't want anyone to
think this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said Bezos on
"60 Minutes," acknowledging that the technology
needs years of work, and the US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won't likely have rules on unmanned
vehicles until 2015 at the earliest.
But Bezos - renowned for his patience on long-term
projects - said he was optimistic on making it a reality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Could it be four, five years? I think so. It will work,
and it will happen, and it's going to be a lot of fun,"
added Bez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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