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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剪影

休士頓論壇討論國際時事及社區動態
下周播出時間 6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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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 日(周四
周四))播出最新內容
播出最新內容﹐
﹐針對
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川普首度外訪
川普首度外訪﹑
﹑六四事件紀念
日與中國國民黨未來發展等主題作討論﹐
日與中國國民黨未來發展等主題作討論
﹐節目由常中
政﹑馬健和李堅強主持
馬健和李堅強主持﹐
﹐並邀請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
員葉宏志擔任嘉賓﹐
員葉宏志擔任嘉賓
﹐下次將於 6 月 15 日播出
日播出﹐
﹐請鎖定本
台節目預告﹒
台節目預告
﹒

KV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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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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知中國》了解中國風土民情

闡釋中國文化

節目介紹

KVVV

節目介紹：《行知中國》探索埋藏地下千百年的古老秘密，除去歲月的塵封，還原歷史的真相
。這裡網羅千奇百怪的民風民俗，多姿多彩的地方風貌，儀態紛呈的風情。傳奇、秘聞，窺探歷史
的生動側面。風土、人情，觸摸文化的真實脈搏。天地、自然，領略生命的偉大奇跡。幫助非漢語
環境的學習者提高漢語聽說、讀、寫的水平，掌握漢語學習方法。節目口號：了解漢語學習，闡釋
中國文化。

▲

播出時間：周一至周五凌晨1時至1時30分首播，敬請關注收看。

《行知中國》節目名稱。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奧巴馬八百萬買房
定居華盛頓

賣主是擔任過前
總統比爾·克林
頓新聞秘書的喬
·洛克哈特（
Joe Lockhart）
洛克哈特現在是
全國足球聯合會
的最高通訊官員。
奧巴馬的鄰居包括華盛頓新
權力結構中的一些顯赫人物
，比如川普的女兒伊凡卡·
川普和她的丈夫賈裏德·庫
什納，他們兩人都是白宮顧
問，今年早些時候從紐約搬
到了華盛頓的高檔社區卡洛
拉瑪，美國國務卿蒂勒森也
住在附近。
奧巴馬1月離任以來，一直在
首都租房住。他們的小女兒
︱房地產界2016年5月25日熱議說，奧巴馬夫婦離開白宮後將在華盛頓的 薩沙目前在華盛頓一所私立
一個高檔社區租住這棟九臥室豪宅。6月1日，媒體報道說，奧巴馬要 高中讀書，還有兩年才畢業。
奧巴馬發言人說：“鑒於奧巴
買下自己一直租住的房子。
馬總統和夫人至少將在華盛頓
居住兩年半以上，他們買房而不是繼續租房是
【VOA】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和他的妻子米歇爾
有道理的。”
決定在華盛頓定居，至少是一段時間，他們的
奧巴馬還在芝加哥擁有一所房屋，那是美國第
新家距離白宮很近。
三大城市，也是奧巴馬的政治基地。
奧巴馬夫婦最近花810萬美元買下一所豪宅，

美越發表聲明強調

南中國海航行自由重要性
的演講中強調，根據國際法在南中國海保障航
【VOA】美國總統川普和越南總理阮春福星
行和飛越自由原則對越南來說至關重要。
期三在華盛頓會談後發表聯合聲明，強調了南
美國海軍不久前剛剛在南中國海執行了川普就
中國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任以來的第一次自由航行任務。星期三發表的
聲明稱，“兩國領導人一致認為，東海（也就
美越聯合聲明也再次強調，美國將繼續在國際
是南中國海）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航線，共
法允許的一切地方飛行、航行和活動。
同強調確保航行與飛越自由等的重要性。”在
中國極為敏感的國際法問
題上，兩國“關於推進兩
國全面夥伴關系的聯合聲
明”說：“雙方重申，全
面支持根據國際法規，以
非威脅和非暴力的手段和
平解決爭端。”聲明還同
時呼籲，有關各方應保持
克制，不采取使地區緊張
局勢升級的行為。
川普星期三在白宮與阮春
福會見記者時並沒有提及
分析人士此前普遍預計的
南中國海問題，但是阮春
︱美國總統川普和越南總理阮春福在華盛頓白宮的橢圓形辦公
福之後在華盛頓一個智庫
室(2017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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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美食享譽華盛頓高端品鑒晚宴
在美京中國城海鮮大酒樓隆重舉行

鄭進玉董事長((左三
鄭進玉董事長
左三)) 鄭夫人
鄭夫人((左二
左二)) 向來賓 致謝

鄭進玉董事長女公子鄭妮妮向大會說明

位貴賓精心設計和製作中國美食享譽華盛頓高端
品鑒晚宴。
中國烹飪協會是中國國家餐飲行業組織，為
推動中餐“走出去”，在國際舞臺推廣中國美食
文化，用美食“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
音”，近年來連續組織了“中國美食走進聯合
國”、“中國非遺美食走進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中國非遺美食走進聯合國維也納總部”
等中國美食文化國際推廣活動，承擔了中法高級
別人文交流機制框架美食文化交流項目等大型國
際活動，受到世界各國人士的熱情關注與高度讚
譽。
通過美食這一親和力極強的交流媒介，推動
了中國文化的世界共用，讓世界各國的主流社會
和百姓感知了中國文化的獨特魅力。
今晚，各位將享受到由中國八大菜系烹飪大
師製作的菜點和烹飪技藝展演，中國烹飪協會特
邀副會長、名廚委主席高炳義大師主持設計了本
次活動的菜譜，共精選了近二十道中國精品美
食，其中有不少是進入國家或地方非物質文化遺
產名錄的項目。今晚為大家獻藝的還有我們中國
城海鮮大酒店的中餐名廚，中美兩國名廚聯手將
使今天的來賓大飽口福。
我榮幸地告知大家，今晚為各位貴賓主理菜
點的烹飪大師們將在 2 天後到紐約聯合國總部，
在哪裡舉辦為期 4 天的中國美食節。每天為來自
世界各國的 300 余位外交官獻上一百餘款中國美
食精品。
希望各位貴賓能在中國美食文化的氛圍中度
過一個美好的夜晚！
另一主辦單位：金龍魚和中國烹飪協會共同
主辦的“中國美食走進紐約聯合國總部，享譽美
利堅”活動，恰逢中國傳統節日——端午節。在
這樣一個特殊
的日子裡，我
們即將見證一
個特殊的時
刻，中國美食
將再一次迎來
在世界舞臺上
展示自身魅力
的機會。
中國美食
是中國傳統文
化的重要組成
部分，廣受國
內同胞和世界
各國友人的喜
愛。中華美食
起於先秦，盛
於漢唐，明清
來自中國的名廚師們和貴賓合影
達到高峰，在

【本報記者衣遜華府採訪報導】 由 DC 中國
城、”中國海鮮大酒樓” 董事長鄭進玉夫婦出
面主辦的， 「中國美食享譽華盛頓高端品鑒晚
宴」，於五月二十六日晚間隆重舉行，主導單
位；中國烹飪協會、由會長 姜俊賢親自領軍，
主廚師 39 位烹調迎賓，美方出席人士；特區官
員代表、州郡官員、華盛頓商會、美國中國聯
盟、美國中餐館聯盟、益海嘉裡食品行銷有限公
司等，出席僑胞個人多為大華府地區僑界名人，
總計三百人與會。
大會進行時，舞台上響起音樂演奏，場內賓
客以酒會方式、交杯互敬，藉機識友交談，良霄
喜悅一團和氣場面。
七時三十分、中國烹飪協會會長 姜俊賢致
詞說；大家晚上好! 歡迎各位貴賓光臨，前不
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
進行歷史性會見，習近平主席在有關建立中美雙
邊關係的講話中提出，要“廣泛培育人民友
誼”，特朗普總統也表示，希望“推動美中關係
取得更大發展”。
在剛剛舉行的中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
峰論壇期間，來自 100 多個國家的各界嘉賓齊聚
北京，共商“一帶一路”建設合作大計，美國也
派出代表團參加會議。美國等世界各國對中國
“一帶一路”倡議的認同，使這一國家戰略更具
有世界共同發展的意義，也使本次中國美食文化
走進美國系列活動成為落實“一帶一路”倡議，
增進中美民間往來務實之舉。
與世界各國交流分享中國美食文化，讓美國
各界”通過品鑒美食”增加對中國文化的瞭解，
在華盛頓市政府、美國中餐聯盟、益海嘉裡食品
行銷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中國烹飪協會組織
了國內中青年精英廚師，來到華盛頓特區，為各

中國烹飪協會會長 姜俊賢
姜俊賢((左二
左二)) 致詞

大會頒贈獎牌促進中國美食走出去

2000 多 年
的生活生產
實踐和發展
演進中，積
累了豐厚而
各具特色的
烹飪美食資
產，並因中
國地理、氣
候、習俗等
不同因素，
產生了各具
特色的地方
菜系，魯
菜、淮揚
菜、粵菜、
各主辦團隊代表合影
川菜、浙
菜、閩菜、湘菜、徽菜等八大菜系交相輝映，形
成了名揚天下的中國烹飪技藝和博大精深的中國
飲食文化。凝聚中國傳統文化精粹的中國美食，
其品種之多樣、歷史之悠久、文化之深厚在世界
上首屈一指。
以此為基礎，中國美食也成為了構築中國對
外形像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國家軟實力提升工
作中所需要重點強調的方面。隨著中國國家實力
的提升，打造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品牌成為了每一
個企業經營者所應該努力的方向。金龍魚對於中
國美食海外推廣行動的孜孜以求，
此次助力中國美食走進紐約聯合國總部，就
貴賓合照
是金龍魚對於中國美食海外推廣行動的又一次努
力與嘗試。金龍魚將會一如既往地以“放心糧
油、世界品質”為追求，在中國美食文化傳播、
中國美食申遺等工作中為中國美食保駕護航，進
一步推動中國餐飲業的不斷發展，推動中餐走向
世界。
中國美食走進紐約聯合國總部，享譽美利堅
活動，是金龍魚與中國烹飪協會一系列合作的延
續。近年來，金龍魚一直以實際行動支持中國美
食申遺與海外推廣。2015 年 3 月金龍魚協助中國
烹飪協會走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踏上中國
美食申遺的征程；2015 年 5 月，金龍魚在揚州與
八大菜系領軍大師簽約，整合八大菜系的力量助
貴賓合照
力中國美食申遺和中國飲食文化的傳播；2016
年，金龍魚更攜手各菜系大師舉辦了川、徽、
浙、魯等菜系民間廚藝大賽，號召和影響了更多
民間廚藝高手為地方飲食文化和烹飪技藝的發揚
傳承共同努力。
未來，金龍魚將進一步加強與中國烹飪協會
的合作，也希望進一步得到學術界專家及媒體界
朋友們的支持，希望通過共同的努力及眾志成城
的決心，將中國美食打造成為中國國家形像及國
家品牌最為閃亮的一張名片。

加盟主辦 「金龍魚
金龍魚」」 團隊
團隊，
，帶著他們標誌上場

貴賓合照

貴賓合照

音樂演隊迎賓

休城社區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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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關注國際時事 本周四節目精彩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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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 日(周四)播出最新內容，針
對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川普首
度外訪、六四事件紀念日與中國國
民黨未來發展等主題作討論，節目
由常中政、馬健和李堅強主持，並
邀請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葉宏
志擔任嘉賓，下次將於 6 月 15 日播

出，請鎖定本台節目預告。
節目上，先就川普宣布退出巴
黎氣候協定，引起全球一陣譁然及
遺憾，主持人與來賓就不同領域及
退出後的利弊進行討論 。接著，
「川普首度外訪，交出了什麼外交
成績單？」、 「六四將近，28 年來
中國有哪些劇變和反思？」和 「吳
敦義當選主席，中國國民黨未來如
何？」等議題作探討。

除鎖定美南國際電視台
STV15.3 外，觀眾可藉由網路直播
，Youtube 搜尋 Houston Asian Voice
TV Forum (Live Stream)，或 https://
www.youtube.com/channel/
UCbk0l-YLidz0v0pRojp3d-w/live
，也可掃描報上直播網站二維碼，
手機收看。休士頓論壇，帶您一起
關心重點時事新聞、勁爆話題和社
區動態。

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葉宏志((左起
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葉宏志
左起))、馬健
馬健、
、常中政和李堅強教授
常中政和李堅強教授。
。

來賓葉宏志((左)和馬健
來賓葉宏志
和馬健((右)。

主持人常中政。
主持人常中政
。

周末兩天迎暴風雨 外出查詢天氣避開豪雨時段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周末將迎來暴風雨，
周六有超過 40%的降雨量，周日則有 60%，但氣
整個周末有超過五成的降雨率，想出外踏青的民眾可 溫都維持在舒適涼爽的 22 度，只是水汽可能會造成潮
能要隨時注意天氣預報了，出門需攜帶雨具。
濕天氣。
根據國家氣象局表示，暴風圈逼進東德州，強勢
氣象專家建議，降雨並非全天，但民眾計劃外出
風暴將帶來豐沛雨量，急速降雨恐造成地勢低窪地區 最好先查詢天氣情況，避開豪雨時段。
嚴重淹水，民眾需做好防災準備。

美商銀博物館日 本周末免費逛藝文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國商業銀行(Bank of
America)推行已久的 「博物館日」(Museums on us)，提
供該行及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持卡人免費參觀博物
館；免費入場活動在每月的第一個周末舉行，消費者
只要出示該行與美林公司信用卡(credit card)、ATM 提

款卡(debit card)以及駕照、學生證等照片證件，就可
免費暢遊全美多達百家博物館及動物園，休士頓地區
包括兒童博物館(Children’s Museum of Houston)與美
術館(The Museum of Fine Arts)等，6 月 3 日、4 日周末
兩天為博物館日，喜愛藝文活動的民眾可好好保握。

李堅強教授。
李堅強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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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
昨舉行新舊主委交接暨第一次會議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昨又
到歷史性時刻---- 新舊主委的交接儀式，由 2016 年籌備會
主任委員趙婉兒將今年的國慶活動重任，交給新任籌備會主任
委員陳美芬及副主任委員嚴杰，而由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
長，及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主持交接。
黃處長在交接儀式上肯定大家的努力，去年做的不錯，趙
主委的執行力非常夠！他認為國慶活動是凝聚大家信仰的價值
觀，凝聚大家的共識。有大家提醒政府，政府才會進步，這是
「正面 」 的力量。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表示：去年休士頓國慶活動，達 20
項之多，每一項都非常完美，顯示我們的自由民主，優質文化
，她也推崇今年的美芬，嚴杰兩位正、副主委，經驗豐富，相
信今年的活動將更加精彩，大家齊心為國家慶祝。
趙婉兒主委除感謝去年大家的共同努力將活動辦的完美
，也將國慶活動盈餘所得，用於僑胞們活動的大家庭---- 僑
教中心，包括 「僑教中心」 廁所下水道堵塞修理； 僑教中心
後面停車場路面修補； 僑教中心的安全監視器； 重新排列網

路電視；升級 WI -FI 系統； 以及大禮堂後面一部份燈光及教
室白板的換新，以及僑教中心每一個角落都有 Camera---等等。真正做到了 「取之於僑社，用之於僑社」！
財務鍾宜秀作財務報告，將前二屆的結餘，用於造福僑
胞的 「僑教中心」整修工程，及餘款留給下一屆使用。
新任主委陳美芬也介紹 2017 的團隊成員，包括： 秘書：
何怡中，何真； 財務： 鍾宜秀； 顧問： 四位僑務委員（ 葉
宏志、甘幼蘋、劉秀美、黎淑瑛 ）； 公關： 顧寶鼎、張世勳
、葉德雲、陳建斌、管光明； 總務： 陳煥澤、黃以法； 法律
顧問：宋秉穎。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並介紹目前已知的活動為：
十月七日上午十時，國慶升旗典禮。
十月廿一日，下午六時，國慶餐會，在 Marriott West圖為「 國慶籌備會
圖為「
國慶籌備會」
」 昨舉行新
昨舉行新、
、舊主委交接
舊主委交接，
，由趙婉兒
由趙婉兒（
（ 右二
右二）
） 將主
chase 舉行。
委重擔交給新任主委陳美芬（
委重擔交給新任主委陳美芬
（
左二
）
而由「
而由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
黃敏境處長
九月中旬，將有 「國慶綜藝訪問團」---[ 九天民俗技
（ 中 ） 監交
監交。
。旁為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旁為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 右一
右一）
） 及今年副主委嚴杰
及今年副主委嚴杰（
（
藝團] 來休市表演，帶來台灣的廟會、陣頭文化。
左一）。（
左一
）。（ 記者秦鴻鈞攝 ）

光鹽社昨舉行健康日活動 設多項測量項目及醫療健康諮詢
圖為光鹽社與華人聖經教會昨舉行「
圖為光鹽社與華人聖經教會昨舉行
「健康日 」 一景
。（ 記者秦鴻鈞攝 ）

（ 休士頓/ 秦鴻
鈞報導 ）光鹽社昨
（ 6 月 3 日 ）與華
人聖經教會聯合舉辦
「健康日 」 活動，
提供社區人士免費醫
療及營養諮詢、健康
保險交易巿場，
Medicaid 及 CHIP 等
保險申請諮詢、C 型
肝炎快速篩檢、糞便

潛血篩檢、乳房攝影
及子宮頸抹片檢查，
共有二百多人前往。
「健康日 」還
設有護理站，替民眾
測量身高，體重，
BMI.Christus Mobile
Clinic 並提供民眾測
量血壓，血糖，膽固
醇，光鹽社也提供 C
型肝炎快速篩檢，並

發放大腸癌檢檢包，
並提供乳房攝影及子
宮頸抹片檢查預訂。
光鹽社表示：
這項 「健康日 」 活
動，旨在藉此宣導社
區注意自我健康維護
及早期篩選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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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今年「
圖為今年
「 國慶籌備會 」 團隊成員合影
團隊成員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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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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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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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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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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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272.6688
713.271.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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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執照物理治療師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家庭全科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陳彥旭
˙各種急慢性疼痛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足踝專科/外科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心電圖
˙車禍
˙化驗檢查
醫生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通國語）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中醫針灸﹑
推拿
FRI 11/20 Noon-2 PM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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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我愛 007 羅傑摩爾
楊楚楓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到廿一
世紀的今天，假使要向世界各地的影
迷發出一份電影問券調查： 「那一部
電影系列為時最久？ 又廣為影迷津
津樂道，而哪一部電影片中的角色最受歡迎？」估計十居
其九，一定是英國間諜影片鐵金剛， 而影片中的英國特工
007 情報員，也成眾望所歸的大衆情人了。
在悠長的鐵金剛的角色中，先後有 7 位演員擔綱主演
，當中演出時間最長、最受影迷歡迎 的，要數英國影星羅
傑摩爾（Roger Moore。）上週他的家人表示，羅傑摩爾在
勇敢與癌症病魔搏鬥不久後，撒手人寰，享壽 89 歲。
羅傑摩爾因飾演 「007 情報員」系列電影主角 James Bond(
詹姆士龐德) 而聞名於世，儘管他扮演文雅的超級間諜龐德
，看來不如首位演員辛康納利（Sean Connery）充滿粗曠型男性氣
概，不過羅傑摩爾從來不會吹噓自己的演技，但事實說明一切：他
拍過的 007 電影，比任何詹姆士龐德的演員都多。羅傑摩爾以他獨
特的眉形和冷面笑匠形象，聞名於電影舞台上，因此經他締造拍攝
的七部 007 電影的紀錄，超過史恩康納萊和所有其他飾演這個角色
的演員。在鐵金剛的電影史上，他雖然在辛康納利與喬治拉贊貝後
才接手該系列電影，是屬於第三代的詹姆斯龐德，但卻一口氣卻主
演了 7 集鐵金剛，從 46 歲演到 58 歲，也是 「在位」最久的龐德。他
英俊瀟灑的身影，堪稱影迷心中最經典的龐德，他的逝世，喚起許
多影迷的青春回憶。
鐵金剛面世的首年，我在濠江中學就讀，是班中代表，又是全
校學生會幹事，一位當紅的積極分子，受當年愛國教育的指導，要
對來自美國的電影採取抗拒仇視的態度。不過我沒有完全做到這個
地步，在這當中，蘊藏著一些化學元素。首先，家父在南美國家營
商，我是一位僑眷，平日接觸不少華僑叔伯、世兄世姐，跟他們言
談，斷不可左一句抗美，又一句仇帝。而他們對美國事物的喜歡崇
拜，我只能是微笑面對，久而久之，對這個花花綠綠的國家，也逐
漸靠近。
其次，我從小學到中學，也就是從婦聯小學到濠江中學，我都

是兩校的話劇表演者。因此對於第八藝術的電影，來者不拒。遇見
宣傳勢強的 007 電影上演，又怎麼會失之交臂？當年濠江中學校內
，設有香港寄宿生來此就讀。我因為是學生會幹事，所以很容易與
他們打成一片。那時同級的陸勝超，（畢業後返回香港，協助父親
經營九龍上海街的文具紙料店業務）高我一班的李豐怡學姐（畢業
後，先後任職香港新晚報及經濟日報，一段長時間為澳門日報藝海
版撰寫香港影藝界、電視台人物新聞報導，筆名韋楓，其愛郎乃香
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粵語片紅星羌中平公子），曾跟我在校中有
過英文話劇演出，（同台演出尚有澳門當今政協委員李沛霖學長，
及九十年代移居至美國紐約市，工作於新華書店的容寶山同學）與
及前月仙逝的施子才學兄，都不約而同走入澳門新馬路平安戲院，
觀看鐵金剛 007 電影。那時的 007 ，是由辛康納利飾演。不過自看
過他的 「鐵金剛勇破間諜網」（From Rushing With Love) 之後，所
有鐵金剛的電影作品，我都照單全收，一部不漏，因為我己成為它
的忠實粉絲。
回頭再看第三代 007 的羅傑摩爾，於 1927 年 10 月 14 日生於倫
敦郊區，父親是位警員。他在自傳中說，幼年時 「我常好奇地望著
銀幕，沒想到後來我也會成為這神奇世界的一部分」。他在 1940 年
代開始演藝事業，起初只是臨時演員，後來進入皇家戲劇藝術學院
就讀，其後雖然取得米高梅電影公司（MGM）的演員合約，但
1950 年代時，他也只能扮演跑龍套的配角角色而已。其實羅傑摩爾
長得英俊瀟灑，早被視為扮演龐德的最佳人選，但早年在好萊塢發
展並不順遂，在愛情文藝片中沒有發揮，直到 1960 年代主演英國電
視劇 「七海遊俠」（The Saint），飾演主角賽門鄧普勒（Simon
Templar），才得以聞名世界。，成為萬千觀眾的偶像，他也成為
電視史上最高薪的男星，一舉打響名號。
羅傑摩爾是老派電影明星，他的影壇好友包括法蘭克辛納屈
（Frank Sinatra）和大衛尼文（David Niven ），三人在瑞士和法國
的蔚藍海岸，過著豪奢的日子。他後來還出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大使，成為真實世界的英雄，只是他對自己的才華相
當低調。羅傑摩爾曾說： 「我不是冷血殺手型的演員。因此我盡量
搞笑。」1970 年代，他又與湯尼寇帝斯（Tony Curtis）合演影集

「龍虎雙雄」（The Persuaders）
，大受好評。
羅傑摩爾在自傳中說，早在 1967
年時，片商就有意找他飾演龐德
，但他直到 1973 年時，才終於贏
得這個角色，當時他已經 45 歲，
比起遭他取代的史恩康納萊，還
大了兩歲半。不過看起來卻比他更年輕俊秀，大受觀眾歡迎，在亞
洲特別是日本、台灣和香港，堪稱史上最受歡迎的 007。
在拍攝鐵金剛片集之初，製片人先讓羅傑摩爾減重，鍛鍊身體
和剪了頭髮，然後拍攝他的首部 007 電影 「生死關頭」（Live and
Let Die）。羅傑摩爾曾主演七部 007 龐德系列電影，這項紀錄迄今
沒有任何男星能出其右。他所詮釋的 007 極具個人風格，包括充滿
諷刺意味的挑眉，還有帶著淺笑道出一針見血的機智妙語。
這位資深影星曾說，現實生活裡的自己，其實跟銀幕上 「冷血殺手
角色」，絲毫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如果可以讓他自行挑選的話，反
而會比較喜歡 「飾演能夠搞笑路線的角色」。
1973 年上映的 「007：生死關頭」(Live and Let Die)是羅傑摩爾
首度主演的龐德電影，當時他才 45 歲。接下來他陸續又主演了六部
007 影 片 ， 分 別 是 1974 年 上 映 的 「金 槍 人 」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1977 年的 「海底城」(The Spy Who Loved Me)、1979
年的 「太空城」(Moonraker)、1981 年 「最高機密」(For Your Eyes
Only)、1983 年的 「八爪女」(Octopussy)以及 1985 年的告別作 「雷
霆殺機」(A View to a Kill)。等到從 007 電影男主角卸任時，他已經
57 歲了
羅傑摩爾歡度 80 歲生日前，在好萊塢的星光大道（Walk of Fame）
獲頒星形獎章，他在典禮上說： 「很遺憾，我得要由龐德電影退休
。片中的女孩越來越年輕，我則是太老了。」 「我想 『海底城』是
最棒的一部，或是我拍得最開心的一部」007 電影。
雖然影迷會討論那位演員是龐德的最佳化身，羅傑摩爾曾透露
，他從未與其他飾演龐德的演員討論過此事。不過，他後來承認，
他是目前飾演龐德的英國演員丹尼爾克雷格（Daniel Craig）的大粉
絲。他接受訪問時說： 「丹尼爾克雷格最夠勁，其次是史恩康納萊
。」
羅傑摩爾也曾拍過其他電影，但都沒像 007 電影那麼成功。他在談
起自己的演技時曾自嘲說： 「我有三種表情：動左眼，動右眼和全
都不動。」瀟灑的羅傑摩爾也是多情男子，共有 4 段婚姻

政
政海
海 梁振英為何不交待UGL文件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前後爭拗了四年多的 香港
特首梁振英涉疑收受 400 萬英
鎊，換取澳洲公司利益的 UGL
風波文件，未有因民建聯周浩鼎辭去專責委員會職務而平息，梁振
英繼續對被其控告誹謗的會計界議員梁繼昌窮追猛打，他連日來多
次撰寫網誌，提出 8 點反駁，批評梁繼昌無回應其提出的事實問題
，只是不斷政治炒作，他並強調面對不實指控，官員有權保障自己
的聲譽；梁繼昌則表明會繼續留在專責委員會中，留在立法會調查
UGL 事件，盼望在香港市民監督及陽光下，盡心盡力完成調查工作
。把梁振英在上任香港特首之時的貪污腐敗現象，公之於眾。
梁振英亦透過網誌，回應梁繼昌的說法，他開宗明義指梁繼昌
完全無回應其提出的事實問題，反問 「道理何在，大家心中有數。
」他重申 2 年前已就其稅務問題，回應傳媒查詢及解釋清楚，但梁
繼昌身為專業稅務顧問，去信稅務局長舉報， 「但從來沒有指出我
應該交甚麼稅，除了是政治炒作，還有其他解釋嗎？」
梁振英又指，有人說 「清白就不怕被調查」，但他指所謂立法
會調查，只是 20 名議員同意便可成立委員會調查，他反問，若 20 位
建制派議員，發起成立委員會調查梁繼昌、或利用向稅局舉報以打

擊梁繼昌的聲譽， 「梁繼昌會接受嗎？」他在文末說，面對沒有事
實根據的指控和濫用的調查，每個香港人，都有權利保障自己的聲
譽，政府官員並不例外。
對於梁振英多番要求梁繼昌退出專責委員會，26 名泛民議員發
表聯合聲明，支持梁繼昌留任，同時批評梁振英近日攻擊梁繼昌的
言論是轉移視線，並威嚇立法會議員。法律界郭榮鏗批評梁振英的
一舉一動近乎 「發癲」，只會令人覺得對方有事想隱瞞，相反梁振
英應大方到專責委員會交代，毋須旁敲側擊或恐嚇控告議員；資訊
科技界莫乃光認為，梁振英希望透過不斷施壓轉移視線，梁繼昌不
應與他 「泥漿摔角」；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批評梁振英無視立法會獨
立運作，並質疑對方 「保不住周浩鼎」便施壓，樹立壞榜樣，又認
為建制派不應為梁振英 「陪葬」
綜觀今次事件，梁特首其實從沒向公眾解答 UGL 的疑問。民建
聯議員周浩鼎因私通特首梁特首，企圖修改立法會調查 UGL 專責委
員會的調查範圍被揭發後，終於辭去委員會職務。事件沒有因此暫
告一段落。一方面，泛民打算按照《基本法》第 73(9)條，在立法會
提出動議，譴責梁振英干預立法會工作，倘若通過，便能啟動相關
的彈劾程序。另一方面，梁特首不斷公開要求被他入稟控以誹謗的

梁繼昌辭去委員會職務，以及批評泛民在 UGL 事上政
治炒作。
我其實不大明白，梁特首為何如此緊張立法會調查 UGL
事。這個委員會的大多數委員，是梁特首信任的建制派
。周浩鼎的空缺，相信會由另一位建制議員填補。只要
梁特首在 UGL 事上真的清白無瑕，將來委員會不可能會作出不同的
結論。與其批評泛民炒作，他大可光明正大地，出席委員會一個公
開會議，解答委員所有提問，讓市民大眾在即時轉播的屏幕上，看
個清楚清白。這樣做，不只會還梁振英一個公道，更會讓不少港人
，改變過往他們對梁振英擅長 「語言偽術」的壞印象。
香港廉政公署調查了幾年，也未能為 UGL 結案，市民不知道是甚麼
原因，但市民很難相信，事情完全沒有疑點吧？政治上沒有清者自
清這回事。認為自己清白的人，特別是屬國家領導人級別的，更應
讓老百姓心悅誠服，不要予人像周梁淑怡所說的 「以強權抹煞真理
」的印象。
因此難怪立法院 28 名立法會議員，聯合計劃, 在 6 月 7 日 的立法
會大會上，對行政長官梁振英動議彈劾議案。
議案指出，梁振英作為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調查對象，和委員
會副主席周浩鼎合謀，或透過周浩鼎，不恰當介入委員會工作，試
圖影響調查方向、內容和結果，違反他作出的宣誓，認為梁振英藐
視立法會，以瀆職行為，罔顧基本法憲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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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園藝講座─夏季蔬菜果樹蟲害防護與種植 *
•
時 間: 2017 年 6 月 10 日 ( 周 六)， 上 午 10:
00am-12:00pm
•
地點: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 社區活動
中心
•
主講人: 園藝專家─鄔貴新博士、黃以法教
授
因去年冬季連續數日的嚴寒，造成不少植物
蔬果受到不同層度的寒害和損傷，進而影響了今
年春季的成長。當好不容易的修整和重新養植後
，隨著夏天的來臨，氣溫越來越熱，當己有不少
植物蔬果成長日漸拙壯己開始結果收成之時，但
是又因今年春末雨水多且長，雨後日照強烈，蔬
果出現了異常或不明斑點及蟲害。眼看著自己喜

愛的果樹和蔬菜再次因氣候或蟲害受到毀損時，
又不知如何因應。
美南銀行有鑑於此，特於 6 月份的社區服務
講座中，邀請二位休士頓園藝專家鄔貴新博士、
黃以法教授專題演講夏季蔬菜果樹蟲害防護與種
植。演講內容大綱內容如下:
• 蔬菜互補防蟲的秘訣
• 夏秋果樹養殖的防護
• 如何讓蔬菜擁有”古早味”
鄔貴新博士─馬來西亞園藝博士、美國醫學
博士，現任 MD Anderson 癌症治療研究。業餘時
間在自己擁有 5 畝園藝中心，專業培養各種有機
蔬果，多年來與黃以法教授共同研究推廣有機蔬

果與健康的飲食。
黃以法教授─義大利建築研究碩士、美國電
腦博士、台灣文化大學建築系教授，目前是大休
士頓地區快樂農夫。多年來力致推動有機園藝、
蔬果的培育，和增進華人身心靈健康。
當日講座入場免費，現場並備茶點招待。
在 10 日(周六)園藝講座中，二位園藝專家將
備 100 個華人喜愛的秋季蔬菜種子免費贈送，數
量有限先到先得，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及社區民眾
踴躍參加，礙於座位有限，請提早報名入座，以
免 向 隅 。 美 南 銀 行 (Member FDIC). 連 絡 電 話 ：
Ling Chuang 713-272-5045 (中/英文)，或 email :
ling.chuang@swnbk.com

食品安全衛生對我們社區的影響
日期: 2017 年 6 月 4 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 2 時至 4 時
地點: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203 室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主辦單位: 全僑健康日主辦團隊
您對食品安全衛生的重要性認識有多少? 您是否
了解不安全不衛生的食品不只威脅您身體的健
康還會禍延三代。你知道最近那些廳飲業沒有
通過衛生局的檢查?不通過的項目是什麽? 在那

裹可以找相關的資訊? 如何可以知道那些地方可
以去? 不乾不淨吃了沒病? 我們社區的食品讓人
吃了安心嗎? 請來參加全僑健康日主辦團隊今年
為您舉辦以"Town Hall Meeting"的方式講解,討
論。我們邀請到以下專家為您分柝及解答疑問:
• 資源回收 – 休士頓美國華人環保與安全協
會會長、陳天生先生
可以回收的物品有哪些?資源回收好處和重要性
。

• 買飲食業安全保險的通過條件 – 經營保險
業、常中政先生
飲食業購買保險必須具備那些條件? 飲食業僱主
對員工或消費者所負的責任有那些? 在那些情況
和條件下保險公司給予足夠的賠償。消費者有
那些權益。
• 衛生局對食品安全的檢查 – 休士頓衛生局
資深檢查員督導,徐俊義先生
政府為我們做了什麽? 如何監督餐飲業的品質、

食品的安全？
• 社區發展/房地產的觀點 – 新華埠推廣委員
會主席、李雄先生
食品安全衛生對社區發展和房地產的影響。
• 食物設施 – 美而廉蛋糕店業主,王明先生
食品安全的心得、如何改進提升食物的品質。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腸保健康，遠離大腸癌
大腸癌是世界範圍內最常見的消
化道惡性腫瘤之一，佔胃腸道腫瘤第
3 位，以 40～50 歲年齡組發病率最高
，而結腸癌的復發率為 30%～50%。
世界流行病學調查發現，結腸癌在北
美、西歐、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發
病率最高，居惡性腫瘤的前二位，且
發病率呈上升趨勢。中國人的大腸癌
發病率明顯低於北美地區，而移民到
北美地區的第一代即可見到大腸癌發
病率上升，第二代基本接近北美地區
的發病率。大腸癌的發病和環境，生
活習慣、尤其是飲食方式有關。一般
認為高脂肪飲食和纖維素不足是其中
主要病因。
綠蜂膠是大自然進化中賜予人類

的天然抑癌因子：矛和盾的鬥爭貫穿
了整個自然進化過程，癌基因與抑癌
基因、致癌因子與抑癌因子調節生物
進化。大自然中的植物為了防病，會
分泌出珍貴的抗病免疫物質，聰明的
蜜蜂能夠分辨出其好壞，將之採集回
來，精心釀成蜂膠，作為自己唯一的
“藥品”。蜜蜂在五千萬年的進化長
河中，憑藉神奇的蜂膠抗擊了細胞變
異和癌變，從而生生不息。綠蜂膠是
蜜蜂的抑癌基因產物，是本世紀人類
發現的最好的天然抑癌因子。
綠蜂膠對結腸癌細胞有直接殺傷
的作用：歐美和日本等國的科學家發
現 綠 蜂 膠 中 的 CAPE、 Artepillin C、
terpenoids 等活性物質對結腸癌細胞具

有直接的抑殺作用，其抗腫瘤效果不
亞於常規的化療藥物 5-氟尿嘧啶，而
同時沒有後者的副作用，從而有效協
助治療腫瘤,抑制腫瘤的轉移或復發。
綠蜂膠使腸癌患者生存時間顯著
延長、生活質量明顯改善：日本和歐
洲的實驗均發現，綠蜂膠可使實驗性
移植結腸癌鼠的生存時間顯著延長達
47%—130%。巴西、中國的臨床研究
發現，綠蜂膠能延長晚期結腸癌患者
的生存期達 24%以上。同時，綠蜂膠
減輕了大腸癌患者疼痛、消瘦、衰弱
、食慾不振、貧血等徵候，顯著提高
了患者的生活質量。
綠蜂膠是一種癌基因抑制劑：人
類大腸癌表現 COX-2 基因過度表達

引起大腸癌的出現。紐約大學 Gaynor
博士發現綠蜂膠是最好的天然
COX-2 酶抑制劑，能夠抑制大腸癌
組織中癌基因的表達，起到防治大腸
癌的作用，而同時它沒有藥物
COX-2 抑制劑的不良反應。作為天
然 COX-2 酶抑制劑，綠蜂膠成為藥
物治療的最佳輔助品，倍受醫學界的
重視和歡迎。
近幾年，大腸直腸癌已躍升為十
大癌症死因的第 3 位，這與國人飲食
習慣西化，飲食內容趨於高蛋白、高
脂肪、低纖維有關；許多人談癌色變
，但事實上有六至七成癌癥是可預防
的，只要平常在飲食控制方面多下點
功夫，癌症就不容易找上你！

加 拿 大 NPN#80006418 • 美 國
FDA 食 品 藥 品 監 管 局 註 冊 #
10328566522•國際 GMP Site License#
300909 • 全 球 HACCP 質 量 認 證
BR13/7429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
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 美 免 費 長 途 ： 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 購 網 站 ： www.royalnatural.ca 歡 迎
訪問，祝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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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稻”嚴重影響水稻產量與品質

已成全球稻田疾患
當我們在餐桌前享用著噴香的米飯，
恐怕很難體會農民對於稻田的焦慮。近
年來，全世界的水稻田中陸續出現了
“山寨版”水稻，它們直接導致稻田減
產，品質下降，人稱“鬼稻”。如果任
由它們“囂張”，我們今後很可能就難
以吃到好吃的白米飯了。但直至目前，
人類還沒有想出特別有效的應對策略。
在科學界，“鬼稻”叫雜草稻，並被
定性為田間的惡性雜草。浙江大學農業與
生物技術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樊龍江教授
團隊聯合中國水稻研究所陸永良研究員等
科研人員，通過基因組重測序及其群體遺
傳學分析，揭示了其中最基本的問題：鬼
稻從何而來，“鬼”在何處？他們的研究
成果——“雜草稻通過基因組變異去馴化
並適應環境”，日前也以論文的形式在線
發表在了《自然· 通訊》上。
“擬態”潛伏田間，與水稻爭陽光、
爭水、爭養分
在田間，雜草稻是壹枚可以“打滿
分”的“潛伏者”。鬼稻之“鬼”，防
不勝防。
首先，它會“擬態”。從苗期開始，雜
草稻就與栽培水稻壹同拔節長葉，外形上
極難區分。直到結穗之後，撥開稍有色素
沈著的稻殼，露出棕褐色的米粒，才能判
斷這是雜草稻。這時識別，為時已晚。
其次，它會休眠。樊龍江描述了這

期馴化的栽培稻
雜草稻是怎麽來的呢？眾說紛紜。
有人說，它們從來都是野蠻生長，是從
野生水稻進化而來；也有人認為，雜草
稻與目前的栽培水稻存在著遺傳關系。
關於雜草稻遺傳及環境適應機制的研究，
是壹個基本的科學問題，也事關人類如何
防控“鬼稻”的肆虐，維護餐桌的品質。
科研人員從我國江蘇、廣東、遼寧
和寧夏四地收集了 155 份雜草稻材料和
76 份當地歷年栽培稻品種，對這些材料
進行了全基因組重測序和群體分析後，
得出壹項重要結論：我國雜草稻均起源
於栽培稻，其中江蘇、廣州雜草稻起源
於秈稻，而遼寧、寧夏雜草稻起源於粳
稻，且 4 個群體的起源方式為獨立去馴
化起源。
也就是說，雜草稻的“前輩”正是
經過人類長期馴化的栽培稻。樊龍江
說，“鬼稻”也即雜草稻，有可能是不
同種類的水稻品種串粉後形成的“去馴
化”品種。事實上，去馴化的現象在很
多動植物種都有發生，比如，家雞變得
會飛，就是家雞“去馴化”以更加適應
環境機制。
“雜草稻去馴化過程並非是簡單的
將栽培型恢復為野生型，而是利用新的
變異和分子機制適應環境。”樊龍江
說，這個過程中，雜草稻通過平衡選擇
並非野蠻生長，起源於經過人類長 進化機制適應復雜的自然稻田環境。課

種神奇的休眠機制：水稻長，它也長；
水稻不長，它也不長；如果壹塊地改種
玉米，種子就在土壤中休眠；隔兩年後
灌水種了水稻，雜草稻又會“復活”。
據介紹，雜草稻的種子可以休眠 10 年。
可以說，它們完全是沖著栽培稻來的。
再次，它會落粒。常規的栽培稻為
了便於人類收割，稻谷成熟後仍然掛在
枝頭，不會落入土中。而雜草稻不這麽
幹，它成熟後很快就落粒，“潛”入土
中，隱蔽得很好。
如此“聰明”的搗亂分子出現在田
間，與正常的栽培水稻爭陽光、爭水、
爭養分，嚴重影響著水稻產量與品質。
而且，它們的米粒口感堅硬粗糙，如果
收割時混入了這樣的“假”米，農民就
賣不出好價錢。
關於“鬼稻”論文的第壹作者、浙
江大學農業與生物技術學院作物科學研
究所邱傑博士介紹，目前，雜草稻已成
為全球稻田的疾患，在東南亞、南美洲
等稻區大面積分布，我國江蘇、廣東、
遼寧和寧夏等地已經大面積發生“汙
染”，已成為我國稻田雜草中除稗草外
最嚴重的雜草之壹。在江蘇，它們的比
例占到 10%—20%。災害嚴重的稻田甚
至大面積絕收，“這時候科學家必須得
出手了。”

題組的科研人員還發現了壹些重要的受
到平衡選擇的基因組區域，直接與雜草
稻的果皮顏色和休眠有關。這項研究，
加深了人類對作物馴化和去馴化進化的
遺傳機制認識。
尚無有效對策，全球科學家已聯手
研究對抗
“鬼稻之‘鬼’，名副其實。”樊
龍江說，目前，人們只能用壹些基於經
驗的辦法阻止雜草稻的肆虐，比如收割
時註意盡量減少稻谷落粒；避免不同水
稻品種之間的花粉串粉；加強田間管理
減少田間雜草稻種子庫容等。但這些辦
法並非壹勞永逸，甚至收效甚微。
針對這壹情況，全世界的科學家正
在聯合起來，組成雜草基因組國際協會
組，向影響餐桌品質的雜草宣戰。

樊龍江是亞太地區科學家的召集
人。今年，他在英國參加雜草基因組
國際協會組會議期間，聽壹位巴西同
行講述了曾有過的壹次短暫勝利：科
學家通過轉耐除草劑基因，培育出壹
種能抵抗除草劑的水稻品種，這樣就
可以通過噴施除草劑精準地消滅處於
苗期的雜草稻，而對水稻品種沒有任
何影響。但沒過多久，雜草稻也進化
出了除草劑耐藥性，這壹辦法宣告無
效。
樊龍江說，目前美國國家自然基金
正資助華盛頓大學的科學家，進行壹項
為期 2 年的植物基因組比較測序計劃，
來研究栽培稻和雜草稻之間的分子差
異，希望研究結果能幫助稻農除去這壹
可怕雜草。中國的科學家也將和這個課
題組共同研究雜草稻進化之謎

順豐突停物流詳情 菜鳥：感到突然 正在溝通
綜合報導 順豐突然宣布關閉對菜鳥的數據接
口。據了解，順豐已經停止給所有淘寶平臺上的
包裹回傳物流信息。菜鳥方面表示，對此感到
很突然，正在與順豐緊急溝通。在此期間，為保
證消費者和商家利益，菜鳥建議商家暫時改用其
他快遞公司發貨。
順豐暫停數據接口後，淘寶上順豐包裹的物
流詳情無法正常回傳，商家無法確定買家是否已
經收貨，買家也不能跟蹤商品的實時信息。這可
能對消費者和商家帶來重大損失。
菜鳥在聲明中稱，事情發生很突然。5 月 31

日晚上 6 點，菜鳥接到順豐發出的數據接口暫停
告知。6 月 1 日淩晨，順豐就關閉了自提櫃的數據
信息回傳。6 月 1 日中午，順豐又進壹步關閉了整
個淘寶平臺物流信息的回傳。
此事發生前，為保護消費者隱私、電話信息
安全，菜鳥正在根據安全團隊的建議對全網物流
數據進行信息安全升級，將加強對海淘、快遞櫃
等物流數據的多重交叉驗證，但順豐及豐巢等出
於各種原因並不配合。
菜鳥在聲明中強調，與所有物流夥伴是合作關
系，而不是競爭。菜鳥不碰具體物流配送，沒有壹

輛快遞車，沒有壹個快遞員，是憑借物流合作夥伴
的支持合作，共同提升了中國的快遞物流效率。
“中國的快遞物流市場，未來必定每天有十億個包
裹，不是我們的市場夠不夠大，而是我們的能力夠不
夠的問題。”菜鳥方面稱，壹些物流夥伴希望更加深
入到電商等領域，菜鳥壹直給予歡迎和支持，但也
希望合作夥伴始終堅守客戶第壹，不能因為自己的商
業決策，影響商家和消費者的切身利益。
截至目前，菜鳥仍在就此事與順豐溝通，並表
示將繼續與所有合作夥伴進行數據連接、分享，提
升物流體驗。

休城讀圖

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第一次會議

國慶籌備會主委趙婉兒（
國慶籌備會主委趙婉兒
（ 前排左二 ） 致詞
致詞。
。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 台北經文處 」 黄敏境處長列席講話
黄敏境處長列席講話。
。

去年各項活動負責人頒獎後合影。
去年各項活動負責人頒獎後合影
。

黃處長 （ 右二
黃處長（
右二）
） 代表僑委會頒賀狀給今年主委陳美芬
（左二 ）

今年主委陳美芬 （ 左二 ） 頒獎給去年主委趙婉兒
今年主委陳美芬（
頒獎給去年主委趙婉兒（
（右
二 ）。

頒獎去年有功人員。
頒獎去年有功人員
。

黃處長 （ 中 ） 代表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頒獎給 2016 年國
黃處長（
慶籌備會主委趙婉兒（
慶籌備會主委趙婉兒
（ 右） （ 左 ） 為去年副主委陳美芬
為去年副主委陳美芬。
。

今年新任主委陳美芬（ 立者 ） 致詞表示
今年新任主委陳美芬（
致詞表示：
： 深感責任重大
深感責任重大，
，
希望大家心連心，
希望大家心連心
，手連手完成任務
手連手完成任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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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aker of Ivanka Trump
Shoes Denies Labor Violation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Screenshot Of Online Website That Sells
Ivanka Trump Shoes.
SHANGHAI - A Chinese company that makes shoes
for Ivanka Trump and other brands denied allegations
Thursday of excessive overtime and low wages
made by three activists who have been arrested or
disappeared.
The Associated Press reported Tuesday that Hua
Haifeng, an investigator for China Labor Watch, a
New York-based nonprofit, had been arrested on a
charge of illegal surveillance while his two colleagues
- Li Zhao and Su Heng - are missing and rights groups
fear they have been detained. They were investigating
Huajian Group factories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cities
of Ganzhou and Dongguan.
'We are shocked,' Long Shan, a spokeswoman for the
Huajian Group, said in an email to The Associated
Press. 'As a renowned global media outlet, you have
put out many untrue reports not based on facts and
without our consent.'
China Labor Watch executive director Li Qiang said
Thursday he still had not been able to confirm the
status of the two men. Huajian was contacted before
AP's initial reports were published but issued no
statement until Thursday.

taking photographs and video to obtain the company's
trade secrets, which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company's
regulations. Our company has the right to hold him
accountable.'
She said reports of managers verbally abusing workers,
including insults and a crude reference in Chinese to
female genitalia, were based on misunderstanding.
'It is the local dialect being used as management
language,' she said.
She said Huajian was looking into allegations of
improper use of student interns.
Ivanka Trump's brand declined to comment on the
allegations or the arrest and disappearances. Marc
Fisher, which produces shoes for Ivanka Trump and
other brands, said it was looking into the allegations.
China Labor Watch has been exposing poor working
conditions at suppliers to some of the world's bestknown companies for nearly two decades, but Li
said his work has never before attracted this level of
scrutiny from China's state security apparatus.

The arrest and disappearances come amid a crackdown
on perceived threats to the stability of China's ruling
Communist Party, particularly from sources with
foreign ties such as China Labor Watch. Faced with
rising labor unrest and a slowing economy, Beijing
has taken a stern approach to activism in southern
China's manufacturing belt and to human rights
advocates generally, sparking a wave of critical reports
about disappearances, public confessions, forced
repatriation and torture in custody. (Courtesy www.
chinanationalnews.com)

“My husband does nothing to harm
the society
and even benefits the workers. Why
was he arrested?”
---Wife of Hua Haifeng

Ivanka Trump
White House spokeswoman Hope Hicks referred
questions to Ivanka Trump's brand. The Ivanka Trump
brand declined to comment to the Associated Press.
Abigail Klem, who took over day-to-day management
when the first daughter became a White House
presidential adviser, has said the brand requires
licensees and their manufacturers to "comply with all
applicable laws and to maintain acceptable working
conditions."
Responding to a question about the trio,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said:
"We have no information about this. We haven't
heard about this. We don't know where you got your
information about this."
The reported arrest and disappearances come at a time
of sustained pressure on labor activists in China amid a
crackdown on civil society under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recent years, many labor rights activists have
reported being intimidated and harassed, temporarily
detained, or restricted in their movement.

Night-shift workers at the Huajian shoe
factory in Dongguan, China, on Sept. 14,
2016. Greg Baker / AFP - Getty Images

Related
Activists Missing Amid Probe of
Ivanka Trump-Linked Shoe Factorie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daughter
Ivanka.
Long said the company had stopped producing Ivanka
Trump shoes months ago. She said that Hua Haifeng
joined the group's factory in Dongguan on May 20, but
left after less than a week, and Su Heng began working
at their Ganzhou factory on April 28, but also left after
a short time. She said she did not know their current
whereabouts.
'By coming to Huajian to work, they are Huajian
employees. Huajian staff must comply with China's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Huajian's rules,' she said,
adding that at least one of the men 'used methods like

SHANGHAI — Two activists are missing and
another has been arrested in China after conducting
an investigation into a local company making Ivanka
Trump-branded shoes, a New York-based advocacy
group said Wednesday.
Hua Haifeng was detained in Jiangxi province on
suspicion of illegally using eavesdropping equipment,
according to Li Qiang, executive director of China
Labor Watch.
Li said the three men had been investigating conditions
at factories that produce shoes for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daughter, as well as other Western brands.
The men were working with the nonprofit to publish
a report next month alleging low pay and excessive
overtime, according to the Associated Press.
"We appeal to President Trump, Ivanka Trump herself,
and to her related brand company to advocate and press
for the release our activists," China Labor Watch said.

China Labor Watch's Li said Hua and another
investigator, Li Zhao, had worked covertly at a
shoe factory in the city of Dongguan,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at was owned by the Huajian Group.
The third investigator, Su Heng, had worked at a
related factory in the city of Ganzhou in Jiangxi but
went incommunicado after May 27. Both factories
produced Ivanka Trump-branded shoes, Li Qiang said.
The investigators had discovered evidence that
workers' rights had been violated, Li said.
Li said the men had documented excessive overtime,
with working days sometimes stretching longer than
18 hours, and a base salary below minimum wage.
In January, Liu Shiyuan, then spokesman for the
Huajian Group, told AP the company makes 10,000
to 20,000 pairs of shoes a year for Ivanka Trump's
brand — a fraction of the 20 million pairs the company
produces a year.

Hua Haifeng is being accused of "illegal
surveillance," according to his wife. (Photo/
AP)
Li said in 17 years of activism, including investigations
of hundreds of factories in China, his group had never
had anyone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having committed
a crim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ve come across this kind of
situation," he said, adding the accusation against Hua
had "no factual basis."

In February, Wei Xuegang, who is an assistant to
Huajian Group's president, said the firm had stopped
production of Ivanka Trump-branded shoes.
On Wednesday, Wei told NBC News on Wednesday the
company "doesn't know about the situation" regarding
the activists, adding: "We haven't heard of this labor
organization."
Hua and Li Zhao had been warned by authorities
weeks ago that they were suspected of having broken
the law, and were barred from crossing the border into
Hong Kong in April and May, Li Qiang said.
Deng Guilian, who is Hua's wife, told NBC News that
she hadn't heard from the father of two since Sunday.
She said a police officer informed her that the 36-yearold Hua had been arrested for "illegal surveillance."
Deng added: "My husband does nothing to harm the
society and even benefits the workers. Why was he
arrested?"
Ivanka Trump's lifestyle brand imports most of its
merchandise from China, trade data show. She and
her father both have extensive trademark portfolios in
China, though neither has managed to build up a large
retail or real estate presence here. (Courtesy www.
nbcnews.com/news/china/)

China Internet Regulator Says Cyber
Security Law Not A Trade Barrie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ey will boost consumer confidence in such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expand their markets."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China's new cyber security law, which went into
effect last Thursday, is not aimed at limit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ess to the Chinese market, the country's
Internet regulator said Wednesday.
The law is designed to safeguard China's cyberspace
sovereignty, national security, public interest,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itizens, legal
person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said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C) in a statement.
"It does not restrict foreign companies or their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from entering the Chinese
market, nor does it limit the orderly,
free flow of data," the statement
said. "China is entitled to make laws
and rules to regulate its cyberspace
sovereignty following international
practice."
The law was passed in November 2016 at a bimonthly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after a third reading.

A regulation requiring Internet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may affect national security to undergo a security
review will go into effect on the same day as the cyber
security law.
Reviews focus on whether the products or services are
secure and sufficiently managed, and on assessing the
risk of illegal control, disruption or interruption, the
CAC noted.
They also evaluate the risk of providers using their
products or services to illegally gather, store, process
or make use of user information, it added.

`"The security reviews will not target any particular
country or region. They will not discriminate against
foreign technology or products, nor limit their access to
the Chinese market," said the CAC. "On the contrary,

According to the law, operators of key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public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energy and finance, are
required to locally store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vital data collected and
produced by their services
in China.
If business needs require
them to provide the data
and
information
for
overseas use, a security
evaluation must be carried
out, it added.
The provisions target those
operating key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data that is vital to the country, said the
CAC, add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allowed to flow
abroad with the approval of individuals concerned and
data is allowed to flow abroad after clearing security
reviews.
"Such provisions do not prohibit cross-border data
flow, nor restrict international trade," said
the CAC, saying cross-border data flow
has been a prerequisite fo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AC warned against infringement
of its cyber sovereignty under the pretext of providing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Preventing illegal information
from entering China does not contradict suppor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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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it said.
"In the real world, all enterprises or individuals are
required to observe laws of the countries they enter,
and there should be no exception made in cyberspace,"
according to the statement.
China strictly manages the Internet within its borders
and has banned the spread of illegal information

via technical or other means. This embodies the
country's cyber sovereignty and is a requirement for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its citizens, it said.
In addition, the law stipulates that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should increase control on information
released by their users and immediately stop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 deemed illegal.
The regulation will not infringe on privacy nor restrict
free speech online, the CAC said, adding that the
regulation targets information made public by Internet
users, not their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The CAC reiterated that authorities aim to prohibit the
spread of illegal information rather than impeding free
speech. (Courtesy sino-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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