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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特別節目
張亞中作客談一中同表

為持續跟進中華民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並關注兩岸政

治脈動﹐「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25日(周二)晚間

播出特別節目﹐邀請孫文學校總校長與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張

亞中(右)及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常務委員唐心琴(左)擔

任嘉賓﹐由常中政(中)主持﹐針對孫文學校使命﹑一中同表與

一中各表差別﹑國民黨的走向作探討﹒(報導請詳見A12休城

社區)

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
新舊主委交接暨第一次會議
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新舊主委的交接儀

式﹐由2016 年籌備會主任委員趙婉兒(右二)將今年
的國慶活動重任﹐交給新任籌備會主任委員陳美芬
(左二)及副主任委員嚴杰(左一)﹐而由台北經文處黃
敏境處長(中)﹐及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右一)主持交
接﹒

社社 區區 剪 影剪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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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吃粽子，端午节的重头戏当属赛龙舟了。

说起赛龙舟，相信绝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都是

“蛟龙出水争上游共贺端午”的热闹景象，却不

知其实龙舟还有在陆地上“跑”的呢。这种“游

旱龙”的习俗，在潮州市饶平县所城镇大城所村，

每年端午节都要举行一次，延续至今已有 600 多

年历史。把龙舟从水里“请”上岸，堪称最具创

意的龙舟赛。

       饶平县所城镇大城所是中国传统村落、广东省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明朝洪武二十七年建成，内

有三街六巷，纵横交织，用于抵御倭寇的海防军

事城堡，至今已有 600 余年历史，号称“粤东第

一城”，是广东境内四个明朝建成的古城之中保

存较为完整的一座。

      为传承这一端午节传统习俗，当地还专门举办

了省级非遗项目“大城所端午节游旱龙”民俗文化

节，今年已是第三届。在 5 月 26 日至 5 月 31 日（初

一至初六）共六天时间里，古装扮相的男子肩扛六

条不同颜色的彩龙舟在城内巡游来回奔走，以此

纪念屈原、祈求平安。游龙结束后，旱龙身上的

所有竹篾和彩色纸都被当成吉祥物，被各家各户

的小孩抢回家，祈愿平安。

     “张果老活到十万八千九，唔北（未曾）看见

龙船街上走。”据“游旱龙”民俗传承人杨远介绍，

这是当地流传着的一句古话，相传八仙行过此地，

看到大城所在街巷游龙舟，甚感稀奇。因此，大

城所端午节游旱龙在省内外独具一格，是既久远

又稀缺之民俗活动。

         虽没有水域赛龙舟的激烈场面，但旱龙“游”

起来也毫不逊色。那么，为何会在陆上“游旱龙”？

据杨远介绍，由于大城所四周没有溪河水域，只

有一个港湾，无法举行传统的赛龙舟活动，为了

纪念屈原，先民就因地制宜，别出心裁地用竹篾

和彩色纸糊成一只有头有尾的龙舟，将龙舟“请”

上岸巡游，可谓创意十足。

     “游旱龙”的特别之处还在其工艺上。杨远

介绍，“游旱龙”这一民俗活动从旱龙的制作技

艺、工序到巡游过程，涵盖了潮州工艺、音乐、

刺绣、木雕等元素，具有独特价值。( 赵映光、

余秋松 )

“粤东第一城”端午龙舟街上“走”
  延续至今 600 多年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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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 图三：近日，八十岁的李福钜与堂

弟李福灵、堂妹李保保一起参加了“2017

年美国旧金山寻根之友麦礼谦寻根项目

团”，来到了爷爷李是男的祖籍地——

台山市冲蒌区三和乡南安桥头村寻根。

      除了到爷爷的祖籍地寻根，李福灵、

李保保两兄妹还来到了李是男墓址悼念。

墓址已湮没在深弄里，被居民楼紧密环

绕。在广东省侨办的帮助下，寻根团才

得以找到。李氏兄妹表示，虽没亲眼见

过爷爷，但爷爷的事迹陪伴了他们大半

生的岁月，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

     李氏三兄妹的爷爷李是男出生于美国

旧金山，8 岁时曾由父亲带回家乡南安小

学读书，是美国旧金山同盟会的主要创

建人之一、《少年中国晨报》的主要创

办人、同盟会与洪门致公堂实现大联合

的主要推动者、洪门筹饷局的主要负责

人之一。

图一 ：天河区车陂街龙舟赛近日举办。该龙舟赛向来是广州龙舟季的最重要比赛之

一，每年农历四月廿五到五月初一之间择日进行，已断断续续举行超过 30 年。车陂

龙舟赛与其他诸如荔湾的沙溪大赛、天河的棠下大赛等，都会邀请其他村来参赛，

这个被村委和街道办定位为“自娱自乐”的龙舟赛，如今办成了最独立又最高水平

的民间龙舟大赛。全部以标准龙参赛，体现传统“斗船”的文化。图为 12 支队伍在

雨中比拼激烈，观者如潮。刘力勤摄。孔剑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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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劉昭宏】專門針對達福地區華裔子弟
就讀大學所設置的繆氏獎學金，2017年第24屆頒獎
典禮暨餐會，於6月2日〈週五〉中午在「德州社區基
金會」（Communities Foundation of Texas；CFT）舉行；
繆氏獎學金評審委員會在典禮上正式宣佈今年度的
獎學金得主，共九名達福地區華裔學子獲獎。

2017年第24屆繆氏獎學金獲獎名單：袁明玉〈奧
斯丁德州大學〉、李前慷〈Rice 大學〉、Nancy Tran〈奧
斯丁德州大學〉、陳濬澤〈奧斯丁德州大學〉、劉曉玲

〈Rice 大學〉、衛亞禮〈奧斯丁德州大學〉、Angela Vong
〈阿靈頓德州大學〉、王美微〈奧斯丁德州大學〉、葉峻
如〈奧斯丁德州大學〉等共九位達福地區華裔學子。

繆氏獎學金頒獎典禮暨餐會，邀請今年度的受
獎人及家長和獎學金評審委員會委員共同參加。獎
學金評審委員會委員是谷祖光、黃嘉璋、羅玉昭、柯
梓琴和「德州社區基金會」的代表 Ami Doshi 等五人
。

繆氏獎學金是由來自台灣的繆進潮夫婦過世後
的遺產捐贈所成立的獎學金，設立於1994年，由「德
州社區基金會」（Communities Foundation of Texas；
CFT）負責經營管理。專門頒給居住在達福地區、本
人或父母至少一人是來自台灣、中國、香港和亞洲等
地的華裔學子。高中應屆準備就讀或已經就讀〈一年
級〉德州境內公私立大學〈包括學士後研究所〉的華
裔子弟均可申請。得獎人於未來大學就學期間，只要
在學成績達到標準〈GPA三點零〉每年即可繼續獲得

此項獎學金
的 獎 助。獎
助金額視基
金每年的孳
息收益以及
受獎人人數
而定。

評審委
員會介紹，繆氏獎學金設立至今第 24 屆，累計已有
247位學子獲得支助，發出金額已達150萬美元。獎學
金在每年一月公佈開始接受申請，直接從網上報名
申請，必須是申請就讀德州境內的公私立大學才符
合受獎資格，獎學金審核共分初
審和口試兩階段，給獎標準除申
請人個人的條件之外主要是考量
家庭的經濟狀況，頒給真正有需
要的人。就學期間若因某學年的
成績未能達到標準〈GPA三點零〉
而致獎助中斷，但以後如果成績
回復標準，即可以申請恢復獎助。

繆氏獎學金的取得完全不會
影響學生同時申請其他的大學獎
助，獎助金額雖不多但只要在學
成績及格，持續的就學期間每年
都可獲得獎助，相當有助於就學
費用，居住在達福地區的華人子

弟就讀於德州境內公私立大學，包括大學部及學士
後研究所，均可提出申請。評審委員會歡迎華裔僑界
子弟踴躍申請。申請辦法可以在「德州社區基金會」
（Communities Foundation of Texas；CFT）網頁：www.
cftexas.org 查詢。

20172017年第年第2424屆繆氏獎學金頒發屆繆氏獎學金頒發
九名華裔學子獲獎

20172017年第年第2424屆繆氏獎學金全體得獎人和評審委員合影屆繆氏獎學金全體得獎人和評審委員合影

獎學金得獎人李前慷獎學金得獎人李前慷
〈〈RiceRice 大學大學〉〉

獎學金得獎人陳濬澤獎學金得獎人陳濬澤
〈〈奧斯丁德州大學奧斯丁德州大學〉〉

去年獎學金得獎人代表去年獎學金得獎人代表
葉峻宇葉峻宇〈〈阿靈頓德州大學阿靈頓德州大學〉〉

獎學金得獎人衛亞禮獎學金得獎人衛亞禮
〈〈奧斯丁德州大學奧斯丁德州大學〉〉

獎學金得獎人獎學金得獎人 Angela VongAngela Vong
〈〈阿靈頓德州大學阿靈頓德州大學〉〉

獎學金得獎人葉峻如獎學金得獎人葉峻如
〈〈奧斯丁德州大學奧斯丁德州大學〉〉

獎學金得獎人劉曉玲獎學金得獎人劉曉玲
〈〈RiceRice 大學大學〉〉 評審委員谷祖光致詞評審委員谷祖光致詞 評審委員羅玉昭致詞評審委員羅玉昭致詞 評審委員柯梓琴致詞評審委員柯梓琴致詞

評審委員評審委員 「「德州社區基金德州社區基金
會會」」代表代表 Ami DoshiAmi Doshi 致詞致詞 評審委員黃嘉璋致詞評審委員黃嘉璋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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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一學年圓滿結束，美德粵語中文學校
舉行一年一度『散學禮』。散學禮分為『廣東話幼
稚園』、『廣東話小學部』和『普通話班』三個典禮
，獎勵不同班別同學的努力和成就。

散學禮象徵一學年圓滿結束。『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老師在典禮上頒發成績優异獎、品
行獎、勤到獎、杰出進步獎和榮譽生。典禮中老
師分別致辭，報告今年教學進度和分享上課時
候的點滴。老師感謝同學們用心學習，特別感謝
家長在家裏幫忙小孩溫習功課，這才能發揮最
大的學習效果。

美德學校今年三十校慶，校長致辭時感謝
各位教職員勞心勞力，家長鼎力支持，與及同學
努力不懈。校長說學校三十年來最大的成就，就
是栽培到一屆又一屆的好學生。在美德成長的
同學，不但懂得家庭語言，最重要是愛家人、對
社會有承擔和欣賞家庭傳統文化。現在，在幼稚
園新生名單當中，不乏當年畢業生的子女。廣東
家庭的語言和文化，就藉著每周一節的中文課，
一代一代的薪火相傳，發揚光大。美德學校會繼
續努力，緊守崗位，努力推廣國粵語並重的中文
教育。

當天學校亦舉行了幼稚園、小學和中學畢
業典禮。同學穿上整齊的畢業袍，從老師手上領
取畢業證書和紀念牌。畢業生代表致辭，感謝學
校多年來的栽培，並勉勵低年班同學繼續努力，
珍惜學習中文好機會。

畢業禮上校長再次勉勵大家『成功貴在堅

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學習中文必須從小開始
，多聽多說多讀多寫。就
是今天畢業了，在未來也
要爭取機會，繼續學習和
應用中文。

美德學校重視老師
和義工的貢獻，每年頒發
服務獎，表揚大家的努力
。今年榮獲『五年服務大
獎』的包括高蓉林老師，
蔡雲霞老師，潘宇晶老師
，和職工陳太李花萍。榮
獲『十年服務大獎』為理
事鄧敏儀。榮獲『二十年
服務大獎』為理事林鳳玲。今年獲得『學生義務
大獎』的同學包括 Hanson Ha, Jessica Dam 李家
翠同學 和EvanWong黃明輝同學。這些哥哥和
姐姐明年上大學了，他們在美德學校成長，多年
來擔任助教和參與義務工作。學校感謝他們的
服務，表揚他們是同學的好榜樣。

散學禮在一片歡樂聲中圓滿結束，同學開
開心心迎接暑假的來臨。秋季班將于八月廿六
日開課，歡迎有興趣學習廣東話和普通話同學
報名參加。『開放日』在八月十二日早上在學校
舉 行，有 興 趣 家 長 請 聯 絡 秘 書 方 太
972-400-0801、蒲老師214-495-7954或梁校長
214-477-3946。

美德粵語中文學校創校於一九八七年，三
十年來以非營利的辦學精神，為來自香港、廣州
、越南、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各地廣東華僑
子弟提供質優而廉宜的教育。質優是因為老師
認真教學，課程編排從不苟且。廉宜是因為學校
多年來承蒙『懷恩浸信教會』的厚愛，讓中文學
校在教會內上課，中文學校才可以為大眾提供
非營利的教育服務，實在感謝教會對本地中文
教育的默默支持和關愛。美德學校特別推廣質
優廉宜的中文班，因為這是學校的信念，要把中
文教育普及化，讓所有孩子都有機會學習。經濟
上有需要家庭如欲子弟上課，可以跟校長申請
學費補助。

美德學校設廣東話班和普通話班。廣東話部
幼稚園和小學教授小朋友聽、講、寫和讀粵語各方
面能力。幼稚園包括兩年，選用香港課本，老師以
有趣兒歌、故事和遊戲，教授簡單字詞和筆順。小
學部包括五年，選用加拿大中文學校課本，內容包
羅萬有，包括名人傳記、成語故事、中國歷史、北美
生活等。從廣東話小學二年班開始每週每班設免
費半小時『普通話認識班』，認識漢語拼音、簡單會
話等等。目的是增廣小朋多方面語文知識，為未來
學習普通話建立一定的基礎。

如小朋友喜歡學習普通話，學校亦開辦普
通話漢語拼音班、初班和中班，由國內和台灣老
師任教。鑒于布蘭諾市中學設普通話課程，老師
特別設計了幫助廣東話同學函接公校普通話班
的預備課程。

不論是廣東話班，或者是普通話班，課程和
程度都特別適合廣東華僑子弟。廣東話班和普
通話班老師携手合作，為栽培小朋友學習中文
而努力。

美德學校著重推廣傳統節日文化和公民教
育，鼓勵青年人投身義工，服務社群。美德學校
每年參加布蘭諾市亞裔文化節，在聖誕節參加
救世軍天使樹義務收集禮物，為有需要家庭帶
來歡樂聖誕。美德學校在二零十三年榮獲『亞裔
傳統文化基金會』頒發十年服務獎，表揚美德學
校對推廣亞裔文化的貢獻。

學校位于布蘭諾市 Alma 和 Parker 西南角
懷恩浸信教會內。美德學校是廣東僑友相聚聯
誼的社區，歡迎年滿四歲小朋友報名。學校每週
六早上授課。秋季班共十五週學費為一百六十
元。有興趣請聯絡學校秘書方太972-400-0801
，蒲老師214-495-7954、或瀏覽學校網頁www.
meritchineseschool.org。由于學校乃非牟利經營
，每班名額有限，報名請從速。

有興趣在美德學校任教廣東話和普通話的老
師，請聯絡梁校長214-477-3946 並把理歷電郵
到principal@meritchineseschool.org。(美德供稿)

美德中文學校『散學禮』圓滿舉行
廣東子弟齊來學中文，秋季班現正招生

幼稚園畢業生合照小學畢業生合照

布蘭諾的居民大家好：
以前，我曾經談過有關在布蘭諾及在全

國範圍發生的郵件盜竊。一般來說，這些犯罪
分子偷盜郵件都是為了造假。有很多方法可
幫你保護你的郵件。其中之一是用郵箱加層。
你可以網購，也可以到實體店去買。這種加層
可以加在你現有的郵箱裏。你把郵箱的門打
開，只有很小的一道縫可以把郵件放進去。有
些（比如像我附在上面的照片那樣的）有一個
可上鎖的部分，外加上面一層可供放大的郵
件、報紙、雜志和小盒子。也有人用來放寄出
的郵件。我個人認為而且建議，將所有重要的
郵件直接送到郵局去郵寄。

下面是一些最基
本的保護郵件不被盜
的建議：
‧把郵件投進郵局裏
的信箱或直接給郵遞

員。
‧及時把郵件從信箱裏取出來。不要把郵件
留在你的信箱裏過夜。如果你等待郵寄來的
支票、信用卡或其他重要文件，請你所信任的
朋友或鄰居幫你取一下郵件。
‧如果你一直沒有收到你等待的支票或其他
重要的郵件，請馬上和發件單位聯繫。
‧如果你換了地址，請馬上通知郵局及所有
和你有郵寄業務聯繫的公司/單位。
‧不要郵寄現金。
‧你如果外出一段時間，請通知郵局暫不要
給你送郵件。

‧向郵政檢測（Postal Inspector）報告所有可疑
的郵件盜竊。
‧見打開人家郵箱的可疑的人（或他們所開
的車輛），馬上打 911報警。
‧考慮在居住區創立“鄰里守望”。和你信任
的朋友和鄰居交換工作及休假的日程，你們
可互相照顧郵箱（和房子）。

你們大家比我們更瞭解你們的居住區，
什麽是正常的，什麽是可疑的，因此見任何可
疑的現象請馬上報警。如果可能，
請記下嫌疑人的車牌號或至
少嫌疑人和車的特徵。

讓我們大家齊心協力，
互相照顧，保持我們
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布蘭諾警察局劉援
供稿)

布蘭諾警察局新聞發言人的信

警惕郵件盜竊

David TilleyTi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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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相愛後，才知道，他離過
婚，現在有兩個女朋友，一個懷孕了
……

玲原本是一個活潑可愛的女孩，無憂
無慮，每天沉浸在歡笑中，對未來充滿
希望，直到有一天，強出現在她的生活
當中，從此，玲成了一個憂鬱內向的女
孩。一年的時間，玲覺得自己長大了，
而在朋友的眼中，她老了。

玲在農村長大，高中畢業後由於家庭
經濟條件不好，出來闖蕩，來深圳已有4
年，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沒有找到一
個如意的地方，到頭來還是一無所有。
認識強是去年的事，當時玲鐵了心要回
家，而且已經申請辭職。

強就在那段日子裡出現，就像
一條蹲在門口的蛇，看見玲便躥了出
來。強長得一般，1.70 米的身高，有點
胖，但是屬於那種沒有重量的胖，看著
有點可愛。

強比玲大六七歲，開始，他們
很談得來，相處也不錯。雖說強有點小
氣，但對玲還算不錯。強是本地人，玲
想，反正都要走了，交個朋友吧。以後
回家了，沒事的時候也可以談談深圳，
談談深圳的朋友。

離回家的日子越來越近了，玲
竟然有點捨不得，畢竟以後有沒有機會
見面都很難說。其實，玲知道強喜歡自
己，她的一個朋友對她說過，強很喜歡
她，玲怕引起誤會，稱強為大哥。

有一次，強帶著玲去了某花園他的一
套房子裡，強說，是他讀書時，父母給
他買的房子，家裡太吵，在這裡他一個
人可以安靜地看書，做自己想做的事。

現在房子已經租給一個香港
朋友了，剛好朋友回家，他帶著玲過來
看看。

後來，玲和她的一個女朋友又
去過兩次。

很快，該回家的日子到了，玲
回到了老家。不知為什麼，玲老想起
強，並且越來越強烈。一個多月後，玲
又來到了深圳，也許是習慣了深圳的生
活吧，也許是深圳有許多放不下的人和
事，也許她想再次在深圳尋找新的生
活。總之，她又回來了。

就像俗話說的，是你的，躲也躲不
掉，不是你的，爭也爭不來。來深圳那
幾年，玲從來沒有談過感情方面的事，
可這次她卻無法逃掉了。

可能是強的細心和關照，也可
能是兩人無話不談的那份感覺吧，不
久，他們拍拖了，很自然的，水到渠
成。玲也沒有想太多，衹要他對自己好
就滿足了。強給她找工作，找了好幾個

地方，工資都不理想，最後找到了一家
港資工廠，在辦公室做文員。

工廠還沒有開工，大家都在那
裡玩，不是聽歌，就是看報紙，要不大
家就跑出去玩。玲不喜歡這種生活，一
個月之後她就走了。

之後又去過好幾個地方上班，
都是強給她找的，玲說我自己去人才市
場找就可以了，但強偏要給她找。

玲感到強是真心愛自己的，雖
然他找的工作並不好，但那份情可以感
覺得到。可惜的是，歡樂的日子並不長
久，可怕的事情就在後頭。

那是去年這個時候，玲正處在最幸福
的時期，有一天晚上，強突然說起了他
的故事。

強說，他已經有一個女兒，剛
出生不久，是玲回家的那段日子裡出生
的。強說，他並不愛那個女人，是因為
有了這個小孩，所以他們才會在一起
的。他不會和她結婚，她也不會要求和
他結婚。

強說著說著便哭了，玲聽了這
個故事，心煩意亂，手腳無措，但怕他
傷心，不停地安慰他。強很感動的樣
子。送走強後，玲卻一個人哭了一整
夜。

那些天玲不想見他，心裡充滿
了傷心和沮喪。

不過想了一段時間之後，玲原
諒了他，覺得他也不容易，甚至還很同
情他。但還沒有平靜多久，又一件讓玲
感到更可怕的事情來了，一人朋友告訴
她，強結過婚，一年前離了，但不久就
有了一個女人，並懷了孕。

玲說，那個女人不是已經把小
孩生下來了嗎？朋友說不可能。原來他
們說的不是一個人，也就是說，強同時
有兩個女人。這件事簡直要了玲的命，
她覺得自己快瘋了，怎麼會這樣呢？

一天早上，玲去上班，在馬路上碰到
了朋友說的那個女人，看起來高高大大
的，比玲大幾歲，長得一般，挺著大肚
子。朋友說，就是她，強的女人，住在
強的家裡，肚裡的孩子是強的。

玲無法面對這個可怕的現實，總
不敢相信，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但是，
現實是這樣殘酷，它由不得你去選擇。
玲想離開強，什麼都不說，悄悄地走，
可當她真要這麼做的時候，有一個地方
便刀扎般痛，不想輕易放棄幸福或者痛
苦。玲等待著，不動聲色，等著強能給
她一個解釋，等著他們的愛情出現奇
跡。

強看出了什麼，把離婚證給玲
看，但玲對這個證件根本沒有興趣。玲

知道強真心愛她，但是，他能為了她，
為了愛情，放棄他現有的一切嗎？玲不
敢去想。

那段痛心的日子裡，玲曾試著
去接受一切，陪著強去商場買東西，送
到那個她曾經去過的家。

後來強對玲說的，並沒有香港
朋友租房，房子是他給那個生了孩子的
女人住的。玲看過那個小孩，長得可
愛，有點像強。

後來，家裡這邊也生了小孩，
是個男孩，他父母很喜歡，強也很喜
歡。有一天，玲特意買了一套嬰兒衣
服，晚上拿給強，讓他送去，還祝賀
他又做了爸爸。

現在強總是很忙，他們見面的
機會少了，回想起來，玲真不知那段日
子是怎樣過來的，真讓人痛心疾首。

玲沒人時一個人躲在房子裡大
哭，不知自己算是第三者或第四者？強
總是跟她說，玲是他惟一女朋友，他不
能沒有她。玲不知怎麼辦？

我是你的第幾個我是你的第幾個 「「愛人愛人」」

英國著名科學家史蒂芬‧霍金身殘志堅、自
強不息的精神感動了全球無數人。如今， 「中國版霍
金」的故事正在吉林省長春市上演，感動無數網民。

1976 年出生於江蘇淮安的王甦菁，出生時
因難產引起的 「腦缺氧後遺症」成為命運賜予他的魔
咒，然而他沒有放棄努力，刻苦鑽研，現為吉林大學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 2008 級博士研究生。不僅如
此，他的科研成果也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成為
2011國際生物特徵識別大會博士研究生論壇在全球邀
請的10位有培養前途的博士研究生之一。

這一事情經網絡傳播後被很多網民熱捧，網民們
稱呼他為 「腦癱博士」 「中國版霍金」的同時更被王
甦菁自強不息、身殘志堅的精神感動，將他視為榜
樣，不少網民表示 「他的精神激勵著每一個奮鬥中的
人」。

鄒家華成他的伯樂
在吉林大學前衛小區的計算機樓裡，一位身

材瘦弱、依靠助行器走路的青年人十分引人注意。他
就是王甦菁，一位腦癱患者，雙腿不能直立，雙手不
能持物，右腿、右手基本失去功能，行走要靠助行
器，坐下需要將雙腿疊起以控制抖動，寫字、操縱鼠
標、敲擊鍵盤衹能用左手。

「我剛出生的時候就開始搶救，家人給我起
名為 『甦』，意為死而復生。」王甦菁說，由於他發
音不清，行動不便，從小到大，學習上遇到很多別人
難以想像的困難。

他通過抓象棋子、抓玉米粒來鍛煉握筆寫
字，右膝下綁著沙袋來穩固身體，防止搖晃。由於手
抖寫字慢，王甦菁每次考試都答不完卷。 「眼看著那
些題我都會，但是就是答不了，心裡著急呀！高考成
績不好，就在老家上的電大。」

據瞭解，王甦菁對計算機產生濃厚的興趣，
源於高中時從好朋友那兒借來一本《BASIC》語言。
在沒真正見過計算機之前，他已經通過閱讀相關書籍
對其有了很多瞭解。

當時電腦還沒有普及，學校、單位等提供的公共電腦有
限。 「哪有人能敢讓我一個殘疾人用他們的電腦啊！後來我外婆他
們湊了一萬多元錢才給我買了台286電腦。」

1997年王甦菁編寫的CASL彙編語言編譯器入選中國大學生
電腦大賽全國總決賽，受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單獨接見。當
時誰也沒想到，鄒家華之後竟然成為王甦菁的伯樂。

由於寫字慢，王甦菁考研考了幾年都沒過線。在幾近絕望
之時，他抱著最後一絲希望給鄒家華寫了封信，表達了他想繼續深
造的想法。

幸運的是，鄒家華因此聯繫到了幾所高校，他們願意破例

為王甦菁單設考場。最終，王甦菁圓夢來到了吉林大學讀碩士，之
後接著攻讀博士學位。

獲國際學術界認可
王甦菁在導師周春光教授指導下，已發表20余篇論文，其

中4篇SCI（這是國際上最權威的進行科學統計與科學評價的檢索工
具）期刊文章；他還是 「2009中國大學生年度人物」候選人；2000
年被全國總工會、教育部、科技部、人事部等五部門評為 「全國職
工自學成才者」；22歲時通過自學以高分通過國家級高級程序員資
格考試，成為國內年輕的工程師……不僅如此，作為國內唯一的受
邀者，王甦菁在今年10月參加了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國際生物識別

大會，大會的博士生論壇在全球範圍
內邀請了10位該領域最具培養前途的
博士研究生參會。

據周春光介紹，王甦菁學術
做得相當不錯，在國內青年裡是非常
出色的。 「他雖然身體不好，但是一
點也不自卑，特別願意跟大家聯繫，
心態好。他也做不了什麼休閒運動，
每天就是學習，寫論文、看論文。在
國際頂尖雜誌上發表了一些比較好的
論文。今年準備衝擊全國百篇優秀博
士論文，每年計算機領域的也就兩三
篇能獲獎，難度也挺大。」

王甦菁的同學們說，王甦菁
一直以來都與國際上該研究領域的最
高人士保持聯繫，他們通過網絡交
流、研討。 「2009年的時候國外就邀
請王甦菁去參加他們的生物特徵識別
會議，但是當時他們不給提供資金，
就沒去上。今年那邊又主動給王甦菁
發郵件提出邀請，並支付1500美元的
食宿費。」

周春光說，美國也有學校希
望王甦菁出國繼續深造，但是身體原
因始終限制著王甦菁的發展。

畢業後想找個好工作
「看了王甦菁的報道，我太

受鼓舞了，非常敬佩他，我為吉大有
這樣的人才感到驕傲，希望他取得更
加卓越的成就。也希望上天更能眷戀
他，讓他生活美滿。」王甦菁的故事
在網上傳播之後，網友們紛紛被他自
強不息的精神所打動，稱他為 「中國
的霍金」。

記者來到吉大南校區計算機
樓前，看到王甦菁駕駛助力車通過無
障礙通道，看門阿姨幫他把車停在樓
梯後側。看著王甦菁艱難地前行，記
者總想上前幫他一把，但他都會笑著
拒絕。學弟陳前說，王甦菁自己能做
到的事情都不想麻煩別人，他的父母
原來是江蘇那邊的公務員，現在三個
人生活靠的是父母的退休金。生活很
是拮据，看病又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但是他們仍然自強自立。
王甦菁說，近期的願望就是博士畢業後能找到一份滿意的

工作。 「我想找一間好一點的高校繼續做學術，但是那樣的地方都
喜歡招有留洋經歷的人。加上我寫字慢、說話慢，也沒法教課，衹
能搞研究。

前段時間往幾個非重點高校投過簡歷，都被拒絕了。現在
為自己的兩篇學術會議論文做後續工作，為就業增加砝碼。有時候
要到5點才睡覺，睡兩三個小時之後繼續幹活。」

王甦菁說，希望國家在制度上、政策上給殘疾人多些照顧，讓
有夢想的殘疾人也可以順利地上學、工作，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

長春 「腦癱博士」 計算機領域科研成果獲國際認可

「中國版霍金」 感動網友
英國著名科學家史蒂芬‧

霍金身殘志堅、自強不息的精神感
動了全球無數人。如今， 「中國版
霍金」 的故事正在吉林省長春市上
演，感動無數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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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最易胖易胖臉 胳膊 背 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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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兩天感覺胃口特別

好，不知不覺就吃得多起
來，肚子上的肉也在無聲無息

中 『舖』了下來！」最近，不少
MM跟小記反映，秋季到了，天氣涼

爽了，胃口大開。注意嘍！ 「秋膘」
就是這樣長成的，吃得多動得少，脂肪
很容易在體內堆積！

記者通過採訪瞭解到，人體從夏
末秋初開始就很容易儲存脂肪，臉部、

手臂和背部、腰部，是初秋最容易發
胖的幾個部位。所以，此時需要配

合運動、飲食，以及專業的纖
體減肥方法，以保持優美的

身材曲線。
初秋發
胖 部

位不是一兩個
乾燥的秋季讓人心煩意亂，作息

時間不規律極易形成面部浮腫。皮膚表
面缺水會變得鬆弛，沒有了足夠的支持
力，於是整個輪廓就會耷拉下來。

由夏入秋，天氣微涼，人體免疫
力下降，肺部呼吸道疾病頻發。肺部不
舒服造成氣血循環不通暢，大量的毒素
囤積在手臂和背部，會形成 「蝴蝶袖」
和 「虎背」。

貪涼的女士最易出現脾胃虛弱的
狀況。消化不好，脂肪自然無奈地堆積
在腹部。晚上九點以後，還有人會繼
續喝大量的水對抗乾燥的初秋，殊不
知腎部早已不堪重負，潛在的腎水腫
可是誘發腰部肥胖的隱形殺手噢。

按摩、調理、食療一個不能少
經常按摩臉部穴位，沿輪廓邊緣

提拉面部，刺激血液循環，分解多餘脂
肪的同時緊致肌膚。

秋 天
經絡調理更注重瀉
肝火，調理肝膽，疏通五
臟六腑，可以有效改善血液循
環，促進腸道蠕動和能量消耗，
加快消解脂肪。

秋天進補講求補中益氣，對體
虛肥胖者來說，這些人往往內分泌失
調，秋寒的氣候條件下人的基礎代謝提
高，這時候補足氣血正是最佳時。

此外，趁著秋天果實成熟，可
以吃一些降火的蔬菜和魚，還有健脾
胃的小麥、粳米、胡蘿蔔、南瓜
粥、柑橘。禁忌狗肉、羊肉等
高熱量的食物。

揭穿美發揭穿美發
七大謊言七大謊言

去髮型屋美發時，髮型師會向顧客推薦各種 「有利
於美發」的建議，例如乾洗、漂淺、離子燙等，事實上，很

多做法祇會損傷頭髮健康。因此，專家提醒愛美人士要事先
學會辨識以下關於美發的謊言。

1、護髮品有助於頭髮生長
儘管使用一些特殊的頭髮護理方法也許能改善發質，但對

頭髮的生長絕不會起任何作用。因為頭髮從頭皮中長出後就
不再具有生命力，這和手指甲的組織相類似。真正有生命力
的是髮根，它才是促使頭髮生長的細胞群。

2、染發對各種膚質都無礙
這種說法本來就太絕對，尤其是對皮膚敏感或皮膚容易過

敏的人，一旦使用了易引起過敏的染發劑，就會引發嚴重的
過敏現象。

因此，在染發前務必要進行皮膚測試，可先塗抹些染發劑
在手腕內側，如果出現紅癢就表明你屬於過敏體質，應立即
打消染發的念頭。

3、離子燙適合所有人
離子燙適合那些天生捲髮、頭髮特多、燙過發或追求超直

感覺的人，但發質特別柔軟或乾燥的應盡量選擇修剪，而不
適合燙髮，否則容易造成脫髮。

4、頭髮燙壞了可重燙
對新燙的髮型不滿意，有人會選擇重新燙一次或要求髮型

師幫她恢復到燙髮以前的樣子。殊不知，這樣做對頭髮的傷
害比較大。

如果對新燙的髮型不滿意，想重新燙髮改變造型，兩
次燙髮的時間最好間隔半個月以上;而首次燙髮的人，應盡可
能縮短燙髮時間，同時最好與第二次燙髮的時間間隔半年以
上。

5、乾洗令頭髮有光澤
乾洗是大多數髮廊流行的洗頭方式。乾燥的頭髮有極強的吸

水性，直接使用洗髮劑會使其表面活性劑滲入發質，而這一活
性劑祇經過一兩次簡單的沖洗是不可能被去除乾淨的，它們殘
留在頭髮中會破壞頭髮角質蛋白，反而會使頭髮失去光澤。

6、漂淺加熱不會傷頭髮
如果想要換染另一種明亮的髮色，需事先漂淺原來染過的顏

色，褪掉頭髮裡的色素。
在漂淺髮色時，有的美發師喜歡用蒸氣罩對頭髮加熱，這樣

做對頭髮角質蛋白的破壞程度就會加重。如果要漂染頭髮，最
好在常溫下進行。

7、進口燙髮劑有養發功能
再好的燙髮水也一樣會損傷頭髮，祇是損傷的程度相對小

一些。想不傷頭髮就盡量不要燙髮，因為燙髮的原理就是用
強鹼性的燙髮劑破壞頭髮原先的組織結構，塑造新髮型。

總之，愛美人士在美發時應加強頭髮的保健意識，對美髮型
師推薦的美發手法，哪些對頭髮傷害比較大，哪些能幫助養護
頭髮，應事先進行詳細的瞭解並加以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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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限售擴圍房貸收緊
多地樓市成交降溫

時值仲夏，陽光熾熱，但中國熱點

城市房地產調控政策依然頻繁收緊，多

地成交降溫。

壹線城市房貸再收緊
近期，北京、上海、廣州多家銀行

曝出再次收緊房貸政策的消息，部分

銀行將首套房貸利率上浮 10%，甚至

20%。

多家中介機構向中新社記者確

認，民生銀行在北京地區首套房貸利

率 已 在 基 準 利 率 基 礎 上 最 低 上 浮

10%。業內人士指出，近期資金成本

上升明顯，銀行理財產品收益率普遍

升至 4%以上，目前北京主流的銀行

首套房貸大多是基準利率，不過民生

銀行上調之後，不排除其他銀行也有

類似的做法。

滬上民生銀行日前也宣布首套房按

揭貸款執行利率不得低於基準利率的1.1

倍。壹些銀行雖然沒有明確上浮首套

房貸基準利率，但是由於額度有限，

執行中需要議價，實際貸款利率也有

所上浮。

廣州則是最近 3 個月房貸利率出

現“三連升”：從 3月份仍有銀行首

套房貸利率執行最低八五折，到 4月

份首套房利率最低僅九折，直至 5月

多數銀行回升至準基準利率。少數如

浦發銀行，首套房利率在基準利率基礎

上上浮20%。

除房貸收緊外，近期徐州、長沙、

無錫、嘉興、南寧等城市也加入限售

行列。目前中國已經有超過30個城市

實行限售措施，多數城市明確新購買住

房的，需取得產權證後滿2-3年方可上市

交易，政策持續收緊。

2016年壹季度，中國樓市呈現迅速

回升態勢。隨著壹系列樓市新政出臺，

在壹線城市樓市行情的帶動下，二線城

市太原的開發商推盤量和新盤入市量大

大增加，市場活躍度明顯提升。業內人

士表示，供應回暖的主要原因，除了受

到去庫存調控的影響，另壹方面，市場

仍然受到剛性需求和首次改善型置業需

求的強烈拉動。

熱點城市成交降
北京朝陽區壹家房屋中介公司資深

經紀人小趙遭遇到從業多年罕見的情

景：4月份銷售業績還在全公司數萬經

紀人系統中排名前十的她，5月卻出現

始料未及的“零成交”。不僅成交單數

交了“白卷”，與業績考核相關的電話

咨詢量、帶看量等都急劇下降。

據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統計，5 月

份 ， 北 京 合 計 二 手 房 住 宅 簽 約

10801 套，創下最近 27 個月的最低

值 ， 二 手 房 成 交 價 格 也 環 比 下 調

1.2%。中介經紀人“零星成交”的情

況屢見不鮮。

這種大幅降溫並不僅僅發生在北

京。易居研究院發布的壹份報告顯示，

5月份，中國受監測的50個典型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積環比減少5%，同比

減少 16%。其中，過去交投活躍的南

京、無錫、福州等城市樓市成交同比大

跌均逾五成。如：南京5月新房成交同

比下跌 55%，無錫跌 62%。壹線城市

中，北京下跌49%，廣州下跌46%，上

海跌26%。

樓市成交熱點開始出現從壹二線向

三四線轉移的趨勢。5月份，三線城市

中，北海、常德、三亞等地新建商品住

宅成交面積同比增幅超過壹倍。

房企銷售放緩
過去幾年，標桿房企多數采用回

歸壹二線城市的戰略。而近期熱點城

市樓市成交降溫開始波及到房地產企

業的銷售業績之中。中原地產研究中

心統計數據顯示，包括萬科、碧桂

園等龍頭房企，5月銷售速度有所放

緩。

如萬科3月銷售金額高達636.4億元

（人民幣，下同），4月份降至418.9億

元，5月則進壹步下滑至358.9億元，相

比最高點下降逾四成。

據克而瑞研究中心數據顯示，2017

年5月，大部分房企銷售業績出現環比

下降。

克而瑞研究中心分析師指出，受分

城調控政策影響，隨著壹線城市遇冷，

二線城市出現分化，熱點城市對限購、

限售政策維持收緊狀態，必將對下月房

企銷售繼續產生影響。但6月是房企沖

刺上半月業績的關鍵時間節點，各大房

企為尋求半年業績的突破，將積極加大

推貨節奏，預計下月銷售業績環比會小

幅上漲。

綜合報導 據胡瑋煒介紹，摩拜單車在中國累

計騎行總距離已達25億公裏，相當於減排50萬噸

二氧化碳，或“種了3000萬棵樹”。中國曾是自行

車王國。“我們正在努力實現它的復興。”她說。

德媒稱，在與德國經濟部長布麗吉特· 齊普裏

斯見面時，摩拜單車的創始人胡瑋煒本應該微笑

的。但這位來自北京的35歲年輕女士卻表現得過

於禮貌。她打算向這位德國政治家介紹自己的初創

公司，卻被後者打斷了。齊普裏斯說，德國也有自

行車租賃服務。胡瑋煒輕聲反駁，不，摩拜單車不

壹樣。

德國《世界報》網站報道稱，她說的沒錯，這

種使用實心橡膠輪胎的橙銀兩色時髦自行車正穿行

於中國各大都市；鏈條驅動被類似於汽車的軸承驅

動替代。自行車可通過騎行發電與3種不同衛星定

位系統保持聯網。相比之下，德國最大的自行車租

賃服務提供商“叫輛自行車”公司的投放規模為

1.3萬輛，而摩拜單車目前的投放量超過450萬輛，

並以此改變了中國。

“在上壹代中國人中，60%的人騎自行車，”

胡瑋煒說：“現在只還有10%。這給環境和交通帶

來嚴重後果。”比如中國的霧霾問題尤其嚴重。胡

瑋煒相信，他們的摩拜單車能為解決這壹問題提供

幫助。據她介紹，摩拜單車在中國累計騎行總距離

已達25億公裏，相當於減排50萬噸二氧化碳，或

“種了3000萬棵樹”。中國曾是自行車王國。“我

們正在努力實現它的復興。”她說。

報道稱，胡瑋煒和另外兩名聯合創始人籌劃1

年時間，針對中國城市交通推出了這款智能且具有

未來發展潛力的新型租賃自行車。他們利用中國人

熱衷使用智能手機、在線支付和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的特點設計出壹款手機應用軟件。通過掃描二維碼

可瞬間打開自行車鎖並在線支付騎行費用。與在德

國不同，使用者騎行完畢可將自行車停放在任意合

規區域。衛星可隨時定位每輛自行車的位置。

報道稱，目前胡瑋煒在北京新建的公司總部指

揮著遍布全國的將近1000名員工。員工中還包括差

不多30個外國人。摩拜單車計劃向歐美擴張。在

中國，胡瑋煒的摩拜單車和2014年由北京大學的幾

名學生共同創立的競爭對手ofo是市場上的兩大領

頭羊。ofo提供的是車身全部為黃色的自行車。還

有30家復制同壹模式的共享單車公司，提供10余

種不同顏色的自行車。共享單車公司為了搶占市場

份額，展開價格大戰——並迫使政府出手整治自行

車的亂停亂放。截至6月初，中國已有超過1000萬

輛共享單車。到2017年底，這壹數量將翻番。

摩拜單車和ofo在技術上遠遠領先於它們的模

仿者。胡瑋煒的新合作夥伴是臺灣電子制造巨頭和

蘋果手機供應商富士康公司。此外，年初以來摩拜

單車還獲得了超過3億美元的風險投資。不過，在

摩拜單車看來，還有比金錢更寶貴的東西，那就是

數據。

報道稱，摩拜單車用戶每天騎行超過 2000

萬次。產生的行車路線、長度、時間和目的地等

用車數據可達5TB。5月份，摩拜單車發布了首部

白皮書，對1年來的數據信息進行了分析。自行車

繁榮使中國大城市的汽車使用率明顯降低。對交通

流量的分析將有助於政府未來規劃新的公交車站或

停車場。

報道稱，然而，信息技術企業也對這些數據感

興趣。騰訊公司與摩拜單車結盟。電子商務巨頭阿

裏巴巴集團則與ofo及另外5家共享單車初創公司

聯手。中國人的數據信息被四處用於商業目的。現

在他們使用自行車的數據也可能被利用。

德媒稱中國自行車革命對抗霧霾：大城市汽車使用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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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FRI 11/20 Noon-2 PM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休士頓診所休士頓診所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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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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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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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

醫生
（通國語）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菲律賓馬拉維危機已造成逾菲律賓馬拉維危機已造成逾1414萬人流離失所萬人流離失所

位於菲南部棉蘭老島的馬拉維市多處設施遭極端分子占領位於菲南部棉蘭老島的馬拉維市多處設施遭極端分子占領。。當日當日
晚晚，，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宣布對南部棉蘭老島全島進行戒嚴並隨即展開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宣布對南部棉蘭老島全島進行戒嚴並隨即展開
對恐怖分子的清剿行動對恐怖分子的清剿行動。。危機爆發後危機爆發後，，馬拉維市民眾紛紛逃離家園馬拉維市民眾紛紛逃離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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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千葉市動物園內壹只罕見的黑色考力代羊小羔羊日本千葉市動物園內壹只罕見的黑色考力代羊小羔羊。。考力代羊是全身被毛考力代羊是全身被毛
為白色的品種為白色的品種，，但是由於基因突變但是由於基因突變，，才有了這只罕見的黑色羊羔才有了這只罕見的黑色羊羔。。

柏林文化狂歡節大巡遊雨中舉行柏林文化狂歡節大巡遊雨中舉行

德國首都柏林，人們冒雨參加壹年壹度的文化狂歡節活動。不同種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
活動中載歌載舞，展示各自獨特民族文化的同時也體現了柏林乃至德國的社會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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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Still Opposes Deployment Of U.S. Anti-Missile System

China Says It's Willing To Put South Korea                       
Ties Back On Track, Urges THAAD Resoluti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U.S. Secretary Of State Says China Must ‘Step Up Efforts’ To Curb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US Escalates Pressure On China Over          
South China Sea And North Kore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South Korean special envoy Lee Hae-chan 
(L) meets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hina 
May 19, 2017. (Photo/Reuters) 
China wants to put ties with South Korea back on a 
"normal track", President Xi Jinping said last week, 
but Beijing also urged Seoul to respect its concerns and 
resolve tensions over the deployment of a U.S. anti-
missile system that it opposes.
Relations between Beijing and Seoul, strained by 
disagreement over South Korea's hosting of the U.S.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system, have taken on a more conciliatrory tone with 
the election earlier this month of President Moon Jae-
in.
Xi told Moon's representative Lee Hae-chan on Friday 
that his visit showed the importance the new South 
Korean leader attached to relations with Beijing.
"China, too,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bilateral ties," 
Xi said in comments in front of reporters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We're willing to work with South Korea to preserve 
the hard-won results, properly handle disputes, put 
China-South Korea relations back onto a normal 
track and benefit both peoples on the basis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mutual respect," he said.
Lee gave Xi a hand-written letter from the popular, 
liberal Moon, who easily won election earlier this 
month to replace Park Geun-hye, who was ousted in a 
corruption scandal.
"President Moon said he hopes I'd also pass on his 
gratitude to you for your message of congratulation 
and the telephone call after he was elected," Lee said, 
before reporters were asked to leave the room.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Xi told 
Lee: "China is willing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new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and) 

continue to push for the denuclearis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a separate meeting with Lee on Friday, China's top 
diplomat Yang Jiechi said China "hopes that South 
Korea can respect China's major concerns (and) 
appropriately resolve the THAAD issue," Xinhua 
reported.

China Infuriated
China has been infuriated by the U.S. deployment of 
the THAAD system in South Korea, saying it was 
a threat to its security and would do nothing to ease 
tensions with Pyongya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have said the 
deployment is aimed purely at defending against any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which experts have thought 
for months is preparing for its sixth nuclear test in 
defiance of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South Korea has complained that some of its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have faced discrimination in 
retaliation for the THAAD deployment.
However, Xi's comments helped push up the shares 
of several South Korean companies that rely on the 
spending of Chinese tourists, whose visits have fallen 
sharply amid the THAAD dispute.
Shares in Lotte Shopping (023530.KS) reversed earlier 
losses to rise 1.5 percent, while Hotel Shilla (008770.
KS), South Korea’s second-largest duty free store 
operator, rose 2.8 percent. Shares in AmorePacific 
(090430.KS), its largest cosmetics firm, were up 0.9 
percent.
The North has vowed to develop a missile mounted 
with a nuclear warhead that can strike the mainland 
United States, saying the program is necessary to 
counter U.S. aggression. The threat from Pyongyang 
present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ith one of his 

greatest security challenges.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28,500 troops in South 
Korea to guard against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has 
called on China to do more to rein in its ally and 
neighbor. Trump and Moon have both also warned that 
a major conflict with the North is possible.
Moon sent envoys to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his week in what the 

government calls "pre-emptive diplomacy". His envoy 
for Russia will leave next week.
Before leaving Seoul for Beijing, Lee said Moon could 
meet Xi as early as July at a Group of 20 summit in 
Germany, while a separate meeting could also be 
possible in August. (Courtesy www.reuters.com/
article/)

Related
South Korean President Orders 

Environmental Study For THAAD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e-in on Monday 
ordered the defense ministry to make a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controversial deployment 
of the US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anti-missile system as a part of due process 
needed before major policymaking, Yonhap News 
Agency reported.
Moon's decision to do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gain is based on the judgment that the 
defense ministry's previous small-scale environmental 
impact study did not comply with the law. Analysts 
predicted that the move would delay the deployment 
of the THAAD defense system to next year.
wwLast week, at a meeting with visiting US Senator 
Dick Durbin, Moon reaffirmed his stance that the 
deployment of the THAAD defense system must take 

place in accordance with due process including a strict 
environmental impact study that should be completed 
before the discussions at National Assembly. But the 
president also told the US senator that he "doesn't mean 

to change any existing decisions or send a different 
message to the US".
On Monday, South Korea's presidential office 
announced that Deputy Minister for Defense Policy 
Wee Seung-ho will be suspended for intentionally 
ordering the removal of the fact that four more 
launchers of the THAAD defense system were in store 
at a US military base in South Korea from the defense 
ministry's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president.
"In the process of reviewing the report, Wee ordered 
phrases that clarified the number of the launchers of 
the THAAD defense system to be deleted," Chief 
Presidential Press Secretary Yoon Young-chan said, 
adding that the phrases were replaced with ambiguous 
wording designed to prevent those being briefed from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real situation.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revealed that the defense 
ministry deliberately chose the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e deployment of the THAAD defense system to 
avoid a full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Moon has ordered further probe into the matter, which 
is widely seen as the president's first effort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related to the deployment of the THAAD 
defense system and to send a positive signal to China, 
which has long criticized the deployment for harming 
its security interest and regional strategic balance 
and impeding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Courtesy sino-us.com)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Mattis (left) 
and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with 
Australia’s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Julie 
Bishop in Sydney on Monday. (Photo/EPA)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escalate pressure on 
China over the twin issu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North Korea, telling Beijing that with growing global 
influence comes increased responsibilities that it is 
failing to live up to.
Three delegations of high-profile US leaders – the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senior GOP senator John 
McCain, and now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defence Rex 
Tillerson and James Mattis – have visited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 the past six weeks, with China’s role 
in the region their highest public priority.
The US is trenchantly opposed to China’s island-
building and militaris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increasingly frustrated by China’s inaction on reining 
in the nuclear ambitions of neighbour North Korea.
Speaking in Sydney as part of AusMin – Australia 
and America’s annual bilateral foreign, security and 
defence meeting – Tillerson said there was no room 
for negotiation on China’s island-buil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was found unlawful by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in the Hague last year.
“We oppose China’s artificial island construction and 
their militarisation of those features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Tillerson said.
“China is a significant economic and trading power. 
We desire productive relationships, but we cannot 
allow China to use its economic power to buy its way 
out of other problems, whether it’s militarising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r failing to put appropriate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They must recognize that, with a role as a growing 
economic and trading power comes security 
responsibilities as well.”

China's 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cCain, in Sydney last week, described China as a 
“bully” that was using its economic muscle to coerce 
and intimidate other countries.
“The challenge is that as China has grown wealthier 
and stronger, it seems to be acting more and more like 
a bully.”
Mattis told the Shangri-La regional defense summit 
in Singapore at the weekend: “The scope and effec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ffer from those of other countries in several key 
ways.”
“This includes the nature of its militarization ... China’s 
disregard for international law ... [and] its contempt for 
other nations’ interests.”
China condemned Mattis’s “irresponsible remark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arguing 
China had an indisputable sovereignty over the Spratly 
Islands – known by China as the Nansha Islands – 
where the US navy recently made its first freedom of 
navigation patrol under the Trump presidency.
China would respect freedom of navigation, Hua said, 
but “opposes a certain country’s show of for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nder the pretext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freedom, challenging and threatening 
China’s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Australia’s shares the US position on China’s prese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lthough Australia was not part 
of the recent freedom of navigation exercise.

Australian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Julie 
Bishop
The Australian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Julie Bishop, 
said the free flow of ships and commerce must not 
be impeded inside the nine-dash line, the area of the 
sea China claims, citing historical connection, as its 
territory.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und China had “no 
historical rights” to the territory.
“We discusse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reas of 
maritime disputes, notably, the South China Sea,” 
Bishop said on Monday. “And we urge all nations to 
resolve their disputes peacefully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order.”
North Korea’s continued intransigence over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remains a threat to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Tillerson said.
Kim Jong-un’s regime has launched a series of 
provocative missile tests in recent months, in defiance 
of increasingly frustrated rhetoric from the west.
Tillerson said that China held the most power to curb 
North Korea’s nascent nuclear program as it held an 
inordinate economic influence over its impoverished 
neighbor.

North Korea persists with its missile testing 
in spite of international disapproval.
“Today, we also speak with one voice in calling for 
North Korea to abandon its illegal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illerson said.
“China and other regional partners should also step up 
their efforts to help solve this security situation which 
threatens not just that region, but really presents a 
threat to the entire world.”
Australia and the US both defended its long-term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a conflict to which both 
countries have already committed troops to for 16 
years, saying it would not allow Afghanistan to become 
a platform for terrorists to operate from.
Mattis said the Taliban did not enjoy popular support 
among the people of Afghanistan, so it used violence 
to intimidate them into submission.
“It’s been a long, hard fight … the fight goes on, but the 
bottom line is we’re not going to surrender civilisation 
to people who cannot win at the ballot box.” (Courtesy 
https://www.theguardian.com) 

Equipment for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system arrived in Seongju, 
South Korea, in April. (Photo/Getty Images)A South Korean Lotte shopping location in 

China.

The THAA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in 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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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Choctaw Rewards Club for details. All guests who are self-banned or 
casino banned are ineligible to earn entries or claim prizes for this promotion.
Management reserves all rights. Gambling Problem? Call 1.800.522.4700

HWY 69/75  |  CHOCTAWCASINOS.COM  |  888.652.4628

Free tickets will be distributed at Choctaw Casino & Resort Durant Player Rewards Club or Table Games Pit starting May 10, 2017. 
Contact 580.920.0160 ext:1069 for ticket information.

免費票在05/10/17可以在Choctaw 賭場兌換中心和賭桌服務中心索取
詳情請聯繫580-920-0160 分機1069

LIVE IN CONCERT

華人經營華人經營，，近中國城近中國城，，交通便利交通便利，，
免費早餐免費早餐，，無限上網無限上網

炎炎夏日，懷著家長對子女的期望，同學們對自身的挑戰，
智勝學院夏季第一期課程正在如火如荼的進 行當中。智勝學院
同學們的那種對知識的渴求，老師們對教育的熱情，以及家 長
對學校的鼓勵與教育的滿意都深深的感動著智勝學院的每位成員
。

夏天是一個充實進步的好機會，很多家長都向我們表示孩子

在智勝的學習生
活很充實愉快，
收穫也很大。比
起一天在家裡休

息上網，在這裡不僅學到了知識，更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對
以後的學習生活起到了很大幫助。

針對小年紀的同學，早上兩堂英文，全面提高孩子英文閱讀
寫作能力，教授英文部分的老師Ms. W 和Ms. K 都是具有幾十年
教學經驗的優秀老師， 她們不僅運用聽、說、讀、寫各種靈活
的授課方式讓孩子理解掌握單詞語法中的難點，還在日常教學中

運用講故事做遊戲的等方法充分調動孩子的自主能動性。
一堂數學課則繼續由深受學生尊 敬和喜愛的老師 Ms. S 來
為孩子們授課，她不僅可以改變學生從被動學習變為主動
學習，更激發學生的興趣，開發學生的潛力.

很多高年級的同學們在這個暑期專心備考SAT準備衝刺
。本期智勝學院專門聘請了 極富經驗的專業教師 Ms.N 和
Mr.L擔當SAT 英文和數學課程的教學。 Ms. N 這位優秀的
女教師不僅英文教學經驗豐富，更兼任休斯敦作家協會的
副主席。她的課程內容豐富，包含SAT和ACT, 在寫作方面
更是很有獨到的授課方式，這一期的同學都在她的指導下
寫出漂亮的文章，英文水平得到綜合提高。而負責數學部
分的Mr.L 講課風趣幽默，思路敏捷， 由淺入深，一直都受

到廣大學生及家長的喜愛，異口同聲稱讚他“超級棒”. 他精心
準備的講義涵蓋各個知識重點難點，和課後練習相輔相成，同步
幫助學生消化吸收。

除了文化課程之外，我們也同樣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暑期
增設了美術、象棋、西語等課程，開發學生想像力，培養創造力
。還有兵乓球，籃球，武術等課程提高身體素質。我們希望同學
們的暑假過的愉快而有意義，開學後的學習充滿信心，表現優異
。

此外，為了減輕家長負擔，我們特意在暑假為全天上課的孩
子開設了班車接送和午飯服務，全面保障孩子有個充實美妙的暑
期時光，讓家長更放心的把孩子交給智勝。

智勝學院 2017 年暑假班第一期正在進行中。第二期將於 7
月 5 日開始到 8 月 1 日 結束。詳細內容和老師介紹請至我們的
網站查詢。如果有任何課程方面的問題 也可電話或郵件諮詢。
第二期還有幾週就要開始了，學生名額有限，希望廣大學生家長
儘早報名，以免與理想課程失之交臂。

智勝學院上課地點: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公室地址: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詢電話: 713-777-1688
網站: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家關注。

智勝夏令營第一期火熱進行中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士頓現在又多了一
家華人經營的酒店--- 「客來安」-- 號角連
鎖酒店（ Clarion Inn & Suites Westchase ), 為
休市旅館達人葉德雲（ Daniel Yeh ) 先生主持
。來自僑界的葉先生，在僑界人緣甚佳，甫一
開張，即有 「新竹交通大學校友會」，中國
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及孫文學校在這裡舉行大型
講座，凡來過的人都對 「客來安」 欣賞不已
，印象深刻。

「客來安 」 - 號角連鎖酒店 （Clarion
Inn & Suite Westchase ) 是在去年十一月重新被
葉先生購置，重新裝潢，它的前身是 Holiday
Inn ( 後改為Quality Inn ),就在八號高速公路與

Westheimer Rd. 的交口，Tokyo One 日式海鮮
自助餐廳同一個入口，且緊隔壁，到 「客來
安 」 居住，想吃中國菜，日本料理，走路即
可到Tokyo One 大飽口福。該地點緊鄰中國城
， 從百利大道上八號公路，下一個出口即至
，走local 也不過二，三個紅綠燈，五分鐘不
到即至，交通極為便利。

「客來安」 號角連鎖酒店，凡去參觀過
的人，皆知道它在相同等級的旅館，可得到非
常好的平價，其價格之優和品質甚至高過中國
城的旅館。該旅館共有 80 個房間，有 King
size 及Queen size 三種級別，有的房間還包括
雙人床，沙發床，方便帶小孩的家庭居住，部

份房間還有 「三溫暖」 浴，很適合長途飛行
的旅客適時放鬆自己。

「客來安 」 的好處說不盡，包括供應 「
免費早餐 」，熱的餐食如炒蛋，香腸，煎餅
，以及全天24 小時供應免費熱咖啡。在這裡
居住，有 「閙中取靜 」 之妙，旅館另一面鄰
近 Rogerdale Rd. 該路異常清靜，旅館林立，
I-Hope 等旅館就在旁邊。該旅館可從國內訂
房，旅館安全，有24 小時監控，四周有LED
燈，晚上還上鎖，沒有 Key 卡進不來，在 「
客來安 」 還有冰箱，微波爐，電視（ Direc-
tor TV , 可看100 個台的節目） （ 一般只可看
30 個台） ，還可無限上網，舒適，安全，讓

您有家的感覺。
「客來安 」 由華人經營，對華人的需求

格外了解，他們有華人業務代表林菁（ Joyce
Lin ) 女士，可無任何語言問題，她可帶大家
參觀酒店，且居住一週，或一個月的長期客人
，還有特價優惠，保證是您在別家拿不到的好
價錢。

「客來安」- 號角連鎖酒店的地址：
2930 West Sam Houston PKwy South Houston
TX 77042, 華人專綫：（832）726- 6154，定
房可上網：Clarionchinese @ gmail.com

「客來安」
- 號角連鎖酒店新張，
各種好處優勢說不盡

圖為圖為 「「 客來安客來安」」 -- 號角連鎖酒店號角連鎖酒店（（Clarion Inn & Suite Westchase )Clarion Inn & Suite Westchase )的負的負
責人葉德雲先生攝於該酒店門口責人葉德雲先生攝於該酒店門口。（。（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德州著名高中Carneige Vanguard的特技數學老師Mr. Barnes 的高
級代數2 課程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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