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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大學 MATRIX 學生公寓動土典禮
由 AC Home 打造的 MATRIX 學生公寓租金回報更是
每年遞增﹐
每年遞增
﹐
為因應大量的學生需求﹐
為因應大量的學生需求
﹐
位於休士頓大學西
側﹐
全新的 MATRIX 學生公寓將帶給學生更佳的住宿
品質﹒
品質
﹒9 日 AC Home 董事長 Andrew Kottlowski(左
Kottlowski(左)
與休士頓大學發展部門主任(Director
與休士頓大學發展部門主任
(Director of
Advancement)Charles Alcorn(右
Alcorn(右)握手達成協議
握手達成協議﹐
﹐
一起
主持動土典禮﹒
主持動土典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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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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童年》端午節由來與包粽樂趣

6月14日重播準時收看

節目介紹

KVVV

節目介紹：(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網15.3台，娟子策劃擔綱主持的

兒童節目，已於 6月10日(周六)晚間8時播出最新內容，該集主題錄影時正逢端午節，為
與觀眾一同慶祝中國傳統節日，節目邀請嘉賓李昊月的媽媽講解講解許多關於端午節習
俗，並與參加錄影的小朋友一起體驗包粽子的樂趣，讓現場有了不一樣的端午節體驗。
錯過的觀眾，可於周三觀看重播。
為讓觀眾了解更多端午節的背景由來，並讓小朋友也能一起參與學習如何包粽子，主持
人娟子邀請錄影小朋友李昊月媽媽現場解解關於端午節的習俗，並與小朋友李夢藝一起
學習包粽子技巧。李夢藝喜歡朗誦、彈古箏和跳舞，參與節目錄影讓她感受
不一樣的端午節體驗，獲益良多，娟子也感謝李媽媽對節目的貢獻。

播出時間： 6月14日(周三)上午9時30分至10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國海關6機場今夏
開展打假教育行動
【VOA】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衛局（CBP）星期
三宣布，將從即日起至今年7月向國際遊客開
展有關購買偽造品的危害的宣傳教育行動。活

動將在紐約、華盛頓、芝加哥、達拉斯、洛杉
磯和巴爾的摩的6個美國主要國際機場展開。
除了在機場布置宣傳廣告，美國海關還將在一
些主要的旅遊網站刊登
電子廣告。
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衛局
說，購買假貨傷害美國
經濟和就業，助長跨國
犯罪、也給消費者帶來
健康和安全風險。官方
數據顯示，美國海關上
個財政年度共收繳了價
值13億美元的偽造品，
收繳數量最多的假貨類
別為服裝、消費類電子
產品、鞋類、手表和珠
寶以及手提包。中國大
陸和香港是美國收繳的
假貨的最主要來源地。

︱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衛局展示沒收的仿造玩具（圖片來源：CBP）。

主持人娟子(左)、李夢藝(中)與李媽媽
(右)三人體驗包粽樂趣。(娟子提供)

美國藥物致死
率正以史無前
例的速度飆升

數在2017年將繼續增長。
美國副司法部長羅德·羅森斯坦星期二表示，
藥物服用過量是目前導致50歲以下美國人死亡
的主因。
超過兩百萬美國人對於阿片類藥物有某種生理
依賴。這種止痛藥被合法的用於一些人的處方
中，但如果病人服用過量或過長時間，就會上
癮。
阿片危機的一個新的而且更加危險的情況是，
【VOA】美國藥物致死率正在以史無前例的速
諸如芬太尼這種藥效極強的非法生產的現有藥
度飆升，僅2016年就造成超過六萬人死亡。早
品的衍生物，越發流行。
期數據顯示，死於阿片類藥物及其他藥物的人
官員們說，越來越多的案例顯示，負責處理證
據或幫助服藥過量病患的現
場急救人員也開始生病，出
現呼吸問題、眩暈甚至休克
。
這個急速惡化的阿片危機並
非美國獨有。位於裏斯本的
歐洲藥品及藥物成癮檢測中
心星期二報告稱，藥物服用
過量致死率去年在歐洲大陸
上升了6%。
該中心警告說，由於“一些
國家系統性的瞞報”和晚報
，藥物相關的死亡案例在歐
︱在馬薩諸塞州陶頓市的一個記者會上展示的健康教育小冊子和一些抗阿 洲的實際數量可能更多。
片成癮藥物的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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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台美人國家遊行隊重新參加了今年((2017
我們台美人國家遊行隊重新參加了今年
2017))度的大華府國殤日遊行
【華府新聞日報訊】今年(2017)度的大華
府美國國殤日大遊行 (National Memorial Day
Parade)已經於 5/29 順利舉行。 本台美人交流
協會的“台美人國家遊行隊”也重新成功地
參加了闊別九年的這個遊行，感謝了美國政
府，軍方人士，及退伍軍人對台灣國防上的
貢 獻 希 望 爭 取 這 一 群 較 支 持 者 對 『民 主 台
灣』的繼續或擴大支持，因此也向這些美國
和世界民主制度的守護者(包括台美人退伍軍
人)致敬。
遊行當天老天爺特別幫忙，把連續幾天
陰雨天改變成溫和晴朗的日子。 我們工作人
員在遊行開始前 4 小時就前往遊行集合地點的
華盛頓國家廣場， 把提前準備好的遊行展示
物組裝在以大型皮卡車的平台上，並裝飾成
如 附 圖 P17M.2 - P17M.5 和 You Tube (https:
//drive.google.com/file/d/
0B0V6EeB7HFT1T0FMa05XRFVyRzQ/view?
ts=592f03af)所示 『美台友誼/國殤日紀念/美國
空軍七十週年慶』號遊行花車。
展示在花車中的項目和意義如下：
（一）以花車前面的標誌牌上的“恭喜美國
空軍 70 週年慶!”字樣與在卡車駕駛室車頂上
的兩公尺長的 F-35A 美國戰鬥機充氣氣球模
型表示“我們慶祝美國空軍 70 歲生日”之意;
(二) 與飛機模型相鄰的是以 200 多小朵人造紅
色罌粟花構成約 3 英尺大的花球，它與貼在後
面拱門柱上方的 4 個紅罌粟花花環一起用於紀
念美國的戰爭死亡者; (三）放在沿著卡車車廂
的縱向中心線的是 8 英尺長，像徵愛國的紅白

藍三色的立體拱門， 上貼“USA”和“TAIWAN”字樣與握手圖像以表示並鞏固永恆的
“美台友誼”;（四）站在拱門正下面及兩側
的是一個正在打大鼓的鼓手(楊小鶴先生)及揮
舞著美國旗幟的兩位台美人退伍/退役軍人(美
國空軍少校陳珍珍女士和海軍軍士 Jerry Chiang 先生);(五) 貼在花車兩側的是“Taiwanese
Americans Salute Our Veterans”(“台美人向我
們的退伍軍人敬禮”)的紅白藍三色旗幟。
走 在 花 車 前 方 的 是 手 掌 “Taiwanese
Americans”(“台美人”) 旗幟及美國國旗的
步行領導隊伍。其中穿著深藍色襯衫制服的
是 陸 軍 上 尉 退 役 軍 官 ， 黃 康 玲 小 姐 (Connie
Huang，是黃興貫的女兒 )。
根據官方估計， 這個遊行現況除了一，
二十萬個現場遊行觀眾觀賞外，還有由軍中
電視廣播網直播到全球的美軍即刻觀賞。其
他還有由全國各地的地方電視台，華盛頓的
新聞第 8 及 YouTube Military.com 播出; 全國廣
播觀眾人數估計可達 150 萬人。因此參加此一
活動，不但可以達到我們的參與的遊行目的
及我們想傳達的重要遊行主題 與信息給普羅
大眾， 並且可展現出台美人愛國的情操於美
國大眾與美國軍人之前， 借此更可增進台美
人及台灣的能見度。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今年度的遊行有
一創舉;即第一次招募了 3 個如上所述的台美
人退伍/退役軍人加入我們的遊行隊伍參加了
當天的大遊行與我們共同紀念美國國殤日。
這也使我們的遊行參與活動更具有重要的意

義。由於他們和其他台美人的加入美軍，使
台美人從軍愛國的行動，不落後於其他族
群，為台美人增光。
這次的遊行是仍然由台美人交流協會
(Taiwanese American Interaction Association，
TAIA) 主辦。本人謹代表 TAIA 感謝籌備工作
者與在幕後的支持者 (如 OCAC， TECRO，
多位其他捐款和出力者) 及 12 位老少實際參加
5/29 日的遊行者(陳珍珍， Jerry Chiang，黃康
玲，楊靜文，Jeffrey Rottman，楊小鶴，陳建
南，陳美麗，李明典，謝良禎，謝凱莉，謝
榮春)。
特在此感謝這次遊行成功的主要貢獻者:
(一)謝凱莉(建造和裝飾拱門與其上面的握手
模型及書寫字母，花車的裝飾物的選擇與展
示物佈置/定位的設計，帶領工作人員在現場
組裝花車，和拍照);(二)蔡碧珠 (抱病完成了花
車上的 3 英尺大的紅色罌粟花球和拱門上的 4

個紅罌粟花花環的建造，早期花車建築設計
的規劃); (三)謝良禎 (後勤支援， 物料和食物/
飲料採購，組裝及拆除花車，卡車租賃和花
車駕駛); (四) 陳珍珍(招募台美人退伍/退役軍
人 及 大 鼓 的 鼓 手 ， 並 安 排 大 鼓 借/還 事 項);
( 五) 陳 美 麗 ( 組 裝 及 拆 除 花 車 ， 編 輯 支 援);
( 六) Jerry Chiang， 黃 康 玲 ， 楊 靜 文 及 Jeffrey
Rottman (組裝及拆除花車);(七) 楊小鶴 (後二
者的 14 歲公子，打鼓手，也幫助拆除花車);
(八)李明典(視頻拍攝和製作 YouTube); (九)陳
建南醫師(退休到加州，乘回此地老家小住的
機會加入我們的遊行隊)。有了這些老少台美
人參加者熱忱的付出與支持，加上工作人員
與捐款及支持者的努力，我們才得於能再次
圓滿地參加了此一美國主流的遊行，繼續展
現出台美人愛國的情操，也為台美人及台灣
發 聲 。 ( 筆 者: 謝 榮 春 是 TAIA 會 長; 照 片 及
You Tube 提供者: 謝凱莉及李明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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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暑假 夏季一元看電影搶攻兒童市場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暑假來
臨，為了充實豐富孩子的暑期生活，不
少家長主動幫孩子安排假期活動。但除
了水上樂園、海邊、遊樂場可消磨時間
外，部分機構與業者看準孩子暑期商機
，推出適合孩子娛樂的優惠活動，花小
錢，省荷包就可以玩得盡興，父母放心
，孩子輕鬆 FUN 暑假。
喜愛看電影的民眾，若想省錢，不
如參考 Cinemark 電影院推出一部一元、
十部五元的夏季限定超低價優惠(summer movie program)。 Cinemark 系列電
影院每年都推出電影票超低價優惠，今
年自 6 月 7 日至 8 月 10 日，每週三、四
上午 9 時 30 分將陸續播放多部普遍級
(G)和保護級(PG)影片，休士頓三家戲
院 參 與 ， 分 別 是 Cinemark Tinseltown290、 Cinemark Memorial City 及

Katy, Cinemark 19 and XD。
今 年 電 影 包 含 「寵 物 當 家 」 (The
Secret Life of Pets)、 「樂高蝙蝠俠電影
」 (The LEGO Batman Movie Chip)、
「魔法精靈」(Trolls)、 「史瑞克三世」
(Shrek The Third)、 「怪 物 遊 戲 」
(Goosebumps)、 「鐵 巨 人 」 (The Iron
Giant)、 「尖叫旅社 2」(Hotel Transylvania 2)、 「麥克邁：超能壞蛋」(Megamind)、 「憤怒鳥玩電影」(The Angry
Birds Movie )與 「歡樂好聲音」(Sing)等
10 部動畫片，寓教於樂，父母陪同一樣
享有優惠價格，詳情可至 https://www.
cinemark.com/summer-movie-clubhouse-theatres 活動官網查詢每部片播放
時間。
另外， 「書中自有黃金屋」，愛好
閱讀的青少年可參加休士頓市立圖書館

每 年 慣 例 舉 辦 的 「夏 季 閱 讀 計 畫 」
(Summer Reading Program)， 可 先 預 先
上網註冊，從 6 月 1 日至 8 月 1 日前讀完
五本、十本、20 本、甚至 30 本書，可
分別獲得精美獎品獎勵。包括免費書籍
、手指布偶、休士頓太空人隊球票、赫
曼公園腳踏傳門票、兒童博物館家庭套
票以及 Chipotle 餐券等好禮，這是一個
好方法讓父母鼓勵小孩養成閱讀好習慣
。
另外，最近天氣高溫悶熱，運動不
一定非得在戶外風吹日曬，室內滑冰場
不僅消暑，又可達到運動效果。休士頓
熱門滑冰地點非全年無休的 Galleria 和
Memorial City Mall 莫屬，家長不妨帶孩
子前往享受冰上競速快感，家長也有地
方放鬆購物，一舉兩得。

國際區 6/14 舉辦
夏日商業交流會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夏日來臨，正是社交拓展人脈的好
時機。為讓更多中小企業主、商業與醫療科技人士能認識更多各行各
業專業人士，提供交流互動平台，休士頓國際區管委會(International
District Management)將於 6 月 14 日晚間 6 時至 8 時在 Lopez Mexican Restaurant(11606 Wilcrest, Houston, TX 77099)舉行夏日商業交流會(Summer Sizzle Business Mixer)，希望診所共同創辦人及董事朱群燕(Rogene
Calvert)將帶來希望診所最新醫療新知和資訊，大家也可就不同的領域
交換心得。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共襄盛舉。

Cinemark 電影院推出多部動畫和兒童片便宜放映
電影院推出多部動畫和兒童片便宜放映，
，搶攻孩子暑
假市場。
假市場
。

今日美國網站、
今日美國網站
、今日美南微信號全新上線 掃二維碼最方便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因應數位時代來臨，順應時代潮流，美南新聞為讀者和觀眾打造
最強大實用的資訊平台，新型態美南資訊網站 「今日美國」展現最真實全面的美國生活，提供
全面即時的第一手新聞和生活訊息，2017 年全新上線，帶領休士頓華人媒體發展進入新紀元。
「今日美國」網站(www.today-america.com)升級原有美南新聞網站，以 「展現最真實全面
的美國生活，提供最強大的實用的資訊平台」為宗旨，把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擴大成為全方
位的媒體傳播平台，除有全面即時新聞外，也包含美國教育文化旅遊、商業等多方面的在地快
捷資訊，帶給讀者最在地的北美生活資料庫。
新上線的 「今日美國」網站， 「讓今日與眾不同」(Make today different)為響亮口號，美南
擁有最強大的記者團隊，用最堅實的新聞資訊傳播，幫讀者拼湊出北美生活畫面。網站包含今
日要聞、各地僑社、北美熱點和工商版塊、美南電視 STV15.3、ITC、美南印刷、各地中文報紙
等八大熱門分類，另外，美南麥當勞教育展、春節園遊會、商家黃頁、分類廣告與專欄文章也
是關注焦點，提供多方面滾動資訊，網站便利讀者閱讀，豐富華人掌握生活大小訊息。
其中，美南電視 15.3 頻道每周七天，持續每天 24 小時播出即時新聞、娛樂綜藝、強檔戲劇

、教育文化、時事座談、理財投資等多元且豐富的節目內容。網
站上也有美南自製休士頓當地國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節目
，豐富且多樣化，未來，不只鎖定電視頻道，觀眾也可透過網站
欣賞節目。
其他包括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ITC、美南麥當勞教育展和春節
園遊會都是美南營運以久的老字號品牌，網站上也可搜尋到相關
資訊，持續為讀者天天更新動態。
另外， 「今日美南」微信公眾號也開通，眾多即時新聞每天推送，觀眾可掃描 「今日美南
」二微碼，關注微信公眾號更方便快速，美南國際電視和微信也會每星期定期舉辦抽獎，敬請
隨時關注本台，好禮大放送。
讀者只要搜尋 「今日美國」，或輸入 「www.today-america.com」網址，即可輕鬆找到美南
資訊平台；或者掃描微信公眾號 「今日美南」二維碼(QR Code)。民眾有任何疑問可電洽
281-498-4310 或直接至本報社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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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 國慶系列活動
新聞發佈會昨舉行介紹今年三大國慶活動國慶綜藝晚會，升旗儀式，國慶晚宴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大休斯敦地區僑學界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八週年國慶系列活動新聞發佈會，於昨天
上午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確定了今年即將舉行的國慶綜藝
晚會、國慶升旗儀式、國慶晚宴三大活動的籌備情形及細節，
並希望在座的休斯敦各大社團熱烈參與，再創輝煌。
大會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介紹與會來賓及
國慶系列活動主席，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博士致歡
迎詞，以及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給予在座大
家打氣。她表示國慶系列活動，是大家愛國愛鄉的表現，是光
榮的傳統，表示大家支持祖國，並讓主流社區了解中國的發展
。
國慶綜藝晚會主席羅雪梅首先介紹其共同主席陳灼剛及休
斯敦國慶基金會和華夏學人協會成立 20 年來，每年都積極舉
辦大休斯敦地區僑學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週年大型綜藝
晚會。今年的慶祝國慶六十八週年綜藝晚會將於 2017 年 10 月
4 日晚在 Stafford Performance Center 舉行。今年晚會獲得 「中
國僑聯 」 的大力支持，和中國安徽僑聯的鼎力相助，派出高
質量專業文藝團體來休市演出。主題為：＂親情中華• 美好
安徽＂。羅雪梅表示： 中國僑聯自 2008 年啟動以米，共組織
了 140 餘個＂親情中華＂藝術團，赴全球 60 多個國家和地區
的近 200 個城市舉辦了近 700 場慰問演出，受到海外僑胞的熱
烈歡迎。今年＂親情中華• 美好安徽＂藝術團受中國僑聯委
派，赴美，加等地演出，帶來了精彩的歌舞、聲樂和雜技演出
，展現中華文化藝術魅力和少數民族風情，以展示中華文化的
深厚傳承、五彩繽紛和融匯創新，為海外僑胞和國外友人送上
慰問和祝福。
「國慶升旗儀式 」主席劉姸介紹國慶升旗典禮將於 2017
年 10 月 1 日（ 星期日 ） 上午九點半起在休斯頓中國人活動
中心廣場舉行。她介紹她的副主席為美南江蘇總會會長陳韻梅

擔任。及邀請三位商界和藝術界有愛心的成功人士擔任共同主
席。他們是共同主席 David Du, 杜昊益先生，天慶房地產集團
公司美國分公司總裁，在休巿已投入 4.5 億美金。另一位共同
主席王麗媛女士，是 2017 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南賽
區的負責人。另一位共同主席蔣瑞先生，是休斯頓國際電影節
「全景中國」 單元主席，現代藝術家，從事藝術實踐及研究
近 30 餘年，創作很多代表作為國內外博物館收藏。劉姸表示
： 大休斯頓地區國慶升旗典禮是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中國
人活動中心，華人各大社團，工商企業，學生會，校友會，各
藝術團體和全體華人華僑共同參與的大型慶典，屆時，大家將
歡聚一堂，共享生日蛋糕及豐盛的點心和小吃，舞龍舞獅，共
同慶賀祖國母親的生日！
國慶晚宴主席方一川博士介紹了今年晚宴的主題為＂科技 圖為出席國慶活動新聞發佈會的全體嘉賓合影
圖為出席國慶活動新聞發佈會的全體嘉賓合影。
。 （ 記者秦鴻
與經濟＂，他並介紹今年的共同主席李少林，是中石油美洲公
鈞攝）
鈞攝
）
司總經理，及副主席陳卓，中心執委，四川僑聯醫療專家。
方一川表示： 晚宴的籌備工作五月初已啟動，現整體計
劃完成。已確定晚宴將於 10 月 1 日在 Westin Galleria Hotel 舉
行，內容包括： 美酒佳餚，文藝演出，和傑出中國之友頒獎
。將以精選的西式套餐加美酒以及文藝演出，展現＂科技與經
濟＂主題。另外楊萬青博士優秀華裔高中生獎學金以及傑出中
國之友都將在會上頒發。如今，提名委員會已經啟動，希望大
家支持。
由於大旅館費用昂貴，每桌的成本價$800 元，空間有限
總共 85 桌，分成$2500/1500/1000/800 四個價位，其中$800 是
成本價，社團預留桌，只有 33 桌。另外也匯集更多的科技經
濟界精英，來現場在背景牆上作 Post Wall , 公司宣傳 Poster, 讓
大家合影留念，也歡迎冠名贊助及提出協助，贊助和社區桌，
圖為新聞發佈會現場熱烈情況，
圖為新聞發佈會現場熱烈情況
， 副總領事劉紅梅正在致詞
副總領事劉紅梅正在致詞。
。
請洽中國人活動中心。

（ 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年中聯誼餐會，2017 年 6 月
24 日(星期六)舉行

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一年一度的年中聯誼餐會，將於 2017 年 6 月 24 日(星期六) 在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舉行。凡繳納 2017 年會費的會員，可同時領取新的會員卡。希望各位學長, 會
員屆時都能攜眷參加. 並邀請親朋好友同來共襄盛舉. 計劃參加此次聯誼餐會的學長, 會員敬請事先
報名，
---------聚餐的時間，地點，費用及報名方式如下---------------

地 點: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朱秀娟社區中心)
3599 Westcenter Dr., Houston, Texas 77042
費用 : 每人 $7.00
(6/20 前) / $10.00 (現場報名)
報名 : 請在 2017 年 6 月 20 日前 email 至 kujtina@yahoo.com 報名
連絡電話 : 古真生 (713-403-9468 )

時 間: 2017 年 6 月 24 日, 星期六, 上午 11:30 至 下午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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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音樂節 6 月 10 日起悠揚揭幕
青年音樂菁英 古典與當代作品齊奏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第二十八屆德州音樂節(Immanuel and Helen Olshan Texas Music Festival (TMF)於 6 月 10 日起在休士頓展開為期四周的音樂饗宴，由古典音樂界即將崛起的明日之星
們，演出重要的古典和當代音樂作品，包括凱頓(Daniel Catán)、蕭頌( Chausson)、艾爾加(Elgar)
、 穆索斯基(Mussorgsky)、拉赫曼尼諾夫( Rachmaninoff)、拉威爾(Ravel) 、蕭斯塔科維奇(Shostakovich)、和史特勞斯(Strauss)等作曲家的音樂。
從 6 月 10 日至 7 月 1 日，連續四個星期六的“酷與古典(Cool & Classical)”管弦樂系列演出，
優秀的年輕音樂家們將與世界級的指揮、獨奏家、和休士頓大學的教師們一起學習和同台演出，
地點在休士頓大學摩爾歌劇院、和伍德蘭市的 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ion。
德州音樂節是個為期一個月的國際性音樂演出，從全球各地的頂尖音樂學校迎來 95 位青年才
俊到休士頓，也是休士頓最大的古典音樂節，總共有近 30 場演出，其中不少場是免費的。這個音
樂節是由 Immanuel 和 Helen B. Olshan 基金會所贊助，並且得到休士頓大學摩爾 Moores 音樂學院
的大力支持，屬於 Kathrine G. McGovern 藝術學院的一部分。大部分的音樂表演都在休士頓大學
的主校區內舉行（摩爾歌劇院和達德利演奏廳 Moores Opera House and Dudley Recital Hall）。
藝術總監奧斯汀表示，今年德州音樂節管弦樂系列第一週是在 6 月 10 日（星期六）上場，在
德州音樂節總監兼首席指揮 Franz Anton Krager 的指揮棒之下，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飛揚與光輝”
揭開序幕。
在音樂節中密集的演出，對這些認真的青年音樂家們來說，無異是個嚴格的訓練場，四週之
內要與四個不同的指揮學習、與專業交響樂團合作表演，並且演奏 13 個重要的古典作品。然而，
嚴苛的演出並沒有嚇跑這些年輕菁英，反而讓音樂節的申請人數持續上升，奧斯汀表示，”這些
德州音樂節從全球各地頂尖音樂學校迎來 95 位青年才俊到休士頓
位青年才俊到休士頓，
，是休士頓最大的古典音樂節
是休士頓最大的古典音樂節((
明日之星們很喜歡我們曲目的深度和廣度，他們在此一展長才，他們喜歡這樣的機會。“
攝影 Jeff Grass)
事實上，來自美國和全球 13 個國家的 300 多名申請者，申請這個著名的德州音樂節管弦樂團
，代表近 100 家音樂機構，包括如茱莉亞音樂學院、克利夫蘭音樂學院、伊士曼音樂學院、曼哈 後獲獎贏家將於 6 月 23 日晚間 8 點，在伍德蘭市的 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ion、以及 6 月 24 日
頓音樂學院、新英格蘭音樂學院、奧伯林音樂學院、皮博迪音樂學院、萊斯大學牧羊人音樂學院 晚間 7:30 在摩爾斯歌劇院與音樂節樂團一同演出。首獎得者還將應邀到德國萊比錫與 Akademisch、和休士頓大學摩爾學院等著名的音樂學府。這群組成音樂節樂團的 95 位優秀成員，是從每年 1 es Orchester 樂團合作，擔任獨奏家。
德州音樂節®( The Immanuel and Helen Olshan Texas Music Festival ®)成立於 1990 年，為年輕
月和 2 月舉行的高度競爭的現場和錄音試鏡中脫穎而出的，所有人都獲得全額獎學金，其中亦有
的專業音樂家提供高挑戰性的音樂環境，開展他們在管弦樂、室內樂、和獨奏等方面表演的技巧
相當多華裔傑出子弟在內。
音樂節也提供機會讓年輕音樂家經由 Cynthia Woods Mitchell Young Artist Competition 大賽， ，在休士頓大學校園中進行密集的四週管弦樂團課程與演出，由著名的客座指揮、休士頓樂團成
獲得客席獨奏的機會，所有德州音樂節樂團的成員都有機會角逐，最後的評選將在達德利演奏廳 員、摩爾和牧羊人音樂學院等傑出藝術家擔任指導。
欲進一步了解德州音樂節(Texas Music Festival)的演出與相關訊息，可洽: 713-743-3167，或上
(Dudley Recital Hall )舉行，時間是 6 月 11 日下午 2 點，民眾可免費參加這場難得的活動。今年的最
網: www.tmf.uh.edu。

. 年輕音樂家經由 Cynthia Woods Mitchell Young Artist Competition 大賽
大賽，
， 將獲得客席獨奏的
機會

德州音樂節總監兼首席指揮 Franz Anton Krager

進入 Cynthia Woods Mitchell Young Artist CompetiCompetition 最後四名決賽的 Matthew Lee

醫生專頁
星期日

2017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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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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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診所

電話:
傳真:

713.272.6688
713.271.6689

2017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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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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工商
星期日

2017 年 6 月 11 日

Sunday, June 1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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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兩港人攀登珠峰的爭議
楊楚楓

近期香港最勵志的新聞, 要算兩港人吳俊
霆和曾燕紅，成功登上珠穆朗瑪峰，完成他
們多年來努力不懈，終於達致的夢想。任職
物理治療師的吳俊霆，帶同兩位獲器官移植的康復者，首
先挑戰高達 5,334 米的珠穆朗瑪峰大本營，藉此宣揚器官捐
贈及推動接受器官移植的受惠者, 也可以積極做運動。他完
成此項任務後，繼續攀山，終於登上高達 8,848 米的珠穆朗
瑪峰。
與吳俊霆同期登上珠峰的曾燕紅, 是位中學教師。 7 年
前，為了鼓勵學生追求自己的理想，她向他們承諾, 會盡一
切努力,達致登上珠峰的目標。今次是曾燕紅第三次挑戰珠
峰，並因此辭去教席，專心攻頂，終於成為香港首位女性
登上世界最高峰。二人頓時威名遠播。
上述兩位港人的成功故事，不僅是個人超凡的成就，更富有積
極的社會意義。吳俊霆為推動器官捐贈和受惠者積極生活作出貢獻
，而曾燕紅則替她的學生及無數年輕人作出 「有志者事竟成」的完
美示範。
不過，兩人回港後談到進攻世界高峯前後的經歷，才令人認識
到：當地登山嚮導雪巴人的辛酸。這批造就幾乎所有成功登峰者的
背後英雄，為生活拼搏，往往賠上自己的性命。吳俊霆更稱，沒有
他那位雪巴嚮導的不停鞭策，他恐怕不能活著下山。事實上，每年
有數十名登山者，在珠峰喪生，約三分一是雪巴人。
另一個令人難過的事實，是吳、曾兩人都在途中遇上垂死的登
山者，卻無力相救。在命懸一線的環境下，每個人只能為自己的生
存而奮戰，根本沒有力量去救急扶危。因此才會見死不救，否則自
己賠上性命的抉擇，這是一個冷酷的現實，不應怪責當事人。然而

，這難免令人反思，追求夢想, 是否一定要挑戰這個由無數生命承託
的死亡之峰？
其實每個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軌跡，而每位選擇走不同的路
途的人仕，很多時候都跟其性格有一點關係。對一切事情訂立極高
安全系數，只能跟著別人的路而行，因為有前人經驗，風險相對會
較低；相反，勇於嘗試的人，敢於走別人不願行的路，挑戰不可能
的任務，往往就會闖出一片新天地。
今次這個中學教師曾燕紅，成功登上世界之巔珠穆朗瑪峰，一
切由零開始，這種毅力，殊不簡單，絕對是女性的驕傲。她當年定
立這個目標，然後不顧一切地實現，令人敬佩，況且她這個願望是
在玩命，這次能夠成功，相信定能影響更多人，去作堅持的重要性
。她曾經到過西藏，到過四千多米高的地方，生活已經變成慢動作
一樣，別說跑，上樓梯也特別氣喘，也見識過患上高山症的可怕，
嘗到生命那種脆弱及無力感，她喜歡挑戰，但要我訓練自己上珠峰
，知道自己身體狀況，也知道是一輩子也發生不到的事情，除非人
工膝關節技術相當簡單成熟。
曾老師能夠以身作則，做一個好榜樣，辭掉工作在幾年的訓練
，遇到的難關一定很多，攻頂的過程，與大自然搏鬥的歷程，更是
向死神挑戰，這樣難度高的目標都能達成，旁人還有甚麼藉口，只
說不做？
不過兩位登上珠峰的男女英雌，卻受到一些港人認為他們的行
動可恥，要公開批判曾燕紅及吳俊霆二人。
第一點，登珠穆朗瑪峰不是光榮，反而是不負責任、破壞自然
生態環境。在那裏，大自然沒有分解能力，登山者死掉，屍體固然
戳口戳鼻，醜化大自然，就是順利下山，其棄置的裝備物，也永
遠的污染環境。換言之，不用看曾燕紅(Ada)的任何其他作為，只

消看登珠峰此事本身，已足以令到公眾口誅筆伐。
第二點，在十九世紀，人類並未完全探索所有極地，探險家同
時也是科學家，有著一定的社會功效。但今天，純為自我挑戰的登
山客，是另一回事。
第三點，教育學生有很多方法，例如日行一善，每天寫下來，
已經是最佳的 teach 材。用不上去跟死神搏鬥。
第四點，挑戰自己，是內在的修養，對自己有激勵，但對社會
並無好處，不值得大事讚揚。
第五點，挑戰自己有很多方式，例如參加奧運、登上健力士世
界紀錄大全，把標準降低，例如對作者而言，完成 50 公尺游泳，已
是極限挑戰。 2016 年 12 月 6 日的登頂數據，有 4,469 人共 「登頂」7,
646 次。既然有如此多人登上過山頂，今日的登頂，只能定義為個人
修養，而非人類紀錄，好比和本人的游水 50 公尺一樣，。
第六點，登頂的人都有著當地雪巴人的幫助，前述的 4,469 人，
沒甚麼了不起，真正的登山高手，是雪巴人。
第七點，究竟應不應救人，視乎當時環境而定。不過，肯定的
是，成功登山不是榮譽，但成功救人一命，則是英雄，為了救人
而放棄登山，更加值得尊敬。
第八點，Alpine Sange Serpak 在 5 月 27 日在臉書說：他在 5 月 21
日陪客人登山，天氣不佳，客人堅持登山，他們遇上危險昏迷，
有人路過，不肯相救，幸好最後遇上一行七人，救了他們。
第九點，《明報》讀者網上留言： 「我兒也是曾燕紅老師教過
的，都是在這沙田陳 X 霞中學，曾老師上堂時，經常向學生提出贊
助金錢給她登峯，這也是永不言敗的心其中之一。
九個論點，洋洋大觀，究竟是誰是誰非，恕本人學識涵養有限
，難以定雌雄, 留給僑友解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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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韓國國防部
被指隱瞞不
報 4 輛美軍薩德發射車進入韓事件，不斷發酵，新
任總統文在寅己下令徹查。不過與此同時，文在
寅對美方表示韓國部署薩德之事，不會改變。
青瓦臺韓國總統府 5 月 31 日發布調查結果顯
示，薩德反導系統的核心元件，為 6 輛發射車，除
了早先眾所周知的 2 輛外，另有 4 輛，已於上月 25
日被運入韓國，國防部本應向總統府，報告確切
情況，但卻故意漏報。這過程中，韓國防長韓民
求涉嫌說謊，難免要接受真相調查。據悉，文在
寅要求徹底調查 4 輛薩德發射車怎樣入境、由誰決
策、為何瞞天過海、何故向新政府遲報真相，暗
中入韓逃避戰略環境影響評價的嫌疑，也在調查
之列。
這 4 輛發射車運至韓國的內容，雖然已被媒體
報導過，但是青瓦台表示，新政府的國政企劃諮
詢委員會，並未接到這一報告，因此在引進過程
上，可能未經過正規程式，所以需要進行調查。
已經部署於星州基地的薩德反導系統，雖然
已經開始運作，但是，在允許部署的過程上，的
確存在一些不很正規的程式，比如購買基地用地
需要國會批准，為了躲過該批准，國防部與樂天
集團，進行了地塊換地塊的交易。另外，在薩德
已經運作的情況下，對薩德基地的環境評價，尚
未完成。

韓媒預測，總統府的真相調查結束後，國防
部將爆發一場人事地震，並引爆新政府的國防改
革。外界有觀點認為，從本質上來看，文在寅下
令調查“薩德入境”的背景，存在中美韓三方圍
繞薩德的博弈問題。
文在寅即將於 6 月末訪美之際，下令徹查韓國
國防部隱瞞不報 4 輛美軍薩德發射車入韓事件，對
薩德的部署，以及美韓聯盟產生何種影響，成為
今次外界關注的重點。
5 月 30 日，對薩德部署問題在韓國引起爭議一事
，美國國防部表示，所有薩德部署過程都很透明
。並再次強調部署薩德的必要性，稱美國將致力
於推動薩德專案。
韓國總統文在寅 31 日下午對訪韓的美國民主黨參
議員迪克‧德賓時表示，部署薩德，是為了對付
朝鮮威脅而由韓美共同作出的決定，新政府不會
改變原有決定。
文在寅說，前屆政府在公佈薩德入韓決定之
前，國民對此一無所知，國民希望了解薩德的反
導效用、部署費用分攤、與持反對立場的中俄如
何交涉等事宜。並認為部署工作，需要符合正當
程式，即使耗費時間，也希望美國政府理解。
在過去幾個月間，中國為了薩德在南韓落籍
一事，對南韓展開了遮天蔽日式的抗議，又默許
大陸內地民眾，進行抵制韓國在華大小業務，更
禁足國內民眾到南韓旅遊。一時之間，韓星韓流
韓劇韓語，在中國廣大國土上，消聲匿跡。然而

，今次中國反薩德行動，適得其反 ，外界更認為
，“薩德”入韓，是中國外交的失敗。有分析認
為，中國在“薩德” 部署啟動後，限制國民赴韓
旅遊、限制韓國文化產品進口，反而降低了自己
在韓國民意中的支持。根據峨山政策研究所今年 3
月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韓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
，首次降低到低於日本的水平，在中美日朝四國
中的排名，僅高於北朝鮮而矣。
美國之音 5 月 27 日報導，韓國新總統文在寅
上台後，希望改善中韓關係，中國方面也釋出歡
迎的信號。
文在寅將在 6 月底訪問華盛頓，與美國總統特
朗普首次會面。文在寅希望同時迎合中美兩國意
向。外界認為，文在寅的對美政策還不明朗，在
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問題上，文在寅採取的是
一種戰略模糊立場：特朗普則高調要求韓國應該
為“薩德”買單，文在寅則表示“薩德”預算，
應交由韓國國會決定。
而他的當選是中國希望看到的結果。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 5 月 19 日會見文在寅的特使李海瓚
時說，中國願意推動中韓關係早日回到正常軌道
。美學者稱，中國意識到，想要讓韓國徹底取消
部署“薩德”已不再現實，事到如今，薩德在一
定程度上對中國來說變成了一個面子問題。中國
已吸取教訓 轉變對薩德立場國際問題學者普遍認
為，韓國在中美兩國之間，一直希望能採取“兩
邊倒”的策略。峨山政策研究所研究員詹姆斯·金

（J. James Kim）5 月 25 日在華盛頓的一次研討會上
說：“中國人擔心美國所謂的遏制戰略，需要處
理與美國盟友的關係，韓國顯然是美國盟友中最
薄弱的一環。
長久以來，中國都認為韓國是一個可以移動
的棋子，而且韓國一直以來，也採取一種'雙重層
級'（dual hierarchy）的做法，在經濟上與中國合作
，在安全上與美國結盟，這在文在寅上台後也沒
有改變。 ”
華盛頓智庫史汀生中心高級研究員孫韻認為
，中國意識到，想要讓韓國徹底取消部署“薩德
”已不再現實，事到如今，薩德在一定程度上對
中國來說變成了一個面子問題。孫韻說，中國已
經從此前的公開強硬立場吸取了教訓。
她說：“中國從與朴槿惠總統的來往中學到
的一課是，中國需要把期望值放到適度的位置，
不能要求韓國履行它做不到的、不切實際的期望
目標。中國還學到，當你有這種期望並公開明確
表達這種期望時，首先就把自己逼到一個下不來
台的難堪局面。”
孫韻還說：“中國仍然希望的是，韓國關於
“薩德”必須做點什麼，文在寅必須兌現一些東
西來挽回中國一點面子，因為中國之前在“薩德
”部署問題上的反對態度太堅決了，把自己逼到
了一個沒有退路的位置。”
孫韻認為，北京在“薩德”部署問題上採取
非黑即白立場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更關注的
是“薩德”系統的技術問題，比如薩德的雷達配
置能否調整。她說：“因為中國的理由是，如果
你探測的是朝鮮，你為什麼需要遠程探測雷達呢
，你只需要短程探測能力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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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週年
回歸晚會
Houston Hong Kong Association
休士頓香港會館
請柬
休士頓香港會館為慶祝香港持別行政區
回歸
中華人民共和國 20 週年紀念晚宴
謹訂於 2017 年 7 月 1 日(星期六)
晚間 6 時 30 分
假休士頓珍寶海鮮洒家舉行慶祝晚宴
敬請 撥冗出席
此致
香港會館 會長
及全體理監事仝人敬約
票價/報名
名譽席：每位 $50/每席 $500
貴賓席 ：每位 $35/每席 $350, 大小同價
聯 絡 人 ： 譚 陳 苑 儀, Lisa Tam
(281-788-7870)
Anita Sham (713-777-1717)
梁國堅, Peter Leung (832-860-0337)
節目：龍蝦大歺
幸運大抽獎
卡拉 OK:重溫懐舊歌曲
預定期限：六月二十六日

Sunday, June 11, 2017

道一法師大殿弘法
。 5月 14日

11:00am ～ 12:00pm

佛教之正能量來源
。 6月 11日

11:00am ～ 12:00pm

如何擺脫惡性循環
請把握機會參加，使生活安樂自在！
法師簡介：1997年 大 馬 醫 藥 檢 驗 學 院 畢 業 ， 並 在 同 年 下
旬 出 家 。 2002年 台 灣 福 嚴 佛 學 院 畢 業 。 2013年 台 灣 福 嚴
研究所畢業。彼岸法音基金會及士拉央佛教會宗教顧
問。檳城真光佛殿及北海華嚴講堂監院。廣餘長老佛教
教育基金會總務。馬來西亞寂靜禪林長老團成員。曾任
馬來西亞佛學院、台灣福嚴佛學院及壹同佛學院教員。
除了馬來西亞以外，更講學於新港台及歐美各佛教團體。

6969 West Branch Drive, Houston, TX 77072 (：281-498-1616

:：www.JadeBuddha.org

角聲社區中心 2017 年六月 17 日(週六)
早上十時至十一時半舉辦

「華埠心理健康課程」 主題:自殺預防
講員:林呂寧華,LPCS 德州註冊心理輔導

最近報章報導嘉義一十七歲高中生
失蹤，後來被同學發現在樹上上吊身亡
。這學生一向很乖，是一好學生，但因
父親過世，走不出哀傷，在網上發聲要
去找爸爸，又去信母親致歉。可惜其求
死心願未被及時察覺，悲劇沒有來得及
防止。筆者看到這個新聞，甚為這學生
婉惜，想來若這學生發出要去 「找過世
的父親」時，旁邊有人敏感察覺他要終
結自己生命的警號而為他尋求幫助，或
許這故事不會以此悲劇終結。
最近在不同年紀，不同羣體的自殺
報導日益增加，角聲輔導中心為回應這

當前的迫切需要在六月十七日早上十時
在角聲輔導中心舉辦 「自殺預防」講座
。這講座內容是幫助受訓者學習如何察
覺有自殺傾向者及他們發出的求救訊號
；練習勇敢回應，鼓勵這些有自殺傾向
者尋找幫助，防止他們容易輕生。這是
一個裝備自己的機會，就好像學習搶救
心臟病發作患者的 CPR，可能成為你身
邊的朋友親戚的祝福。若願意報名參加
這講座，請電 713-270-8660。
免費參加，座位有限，從速報名
下期講座預告:
9/16/17

隨遇而安，談何容易
張華美英,LPC
德州註冊心理輔導
10/21/17
如何在節日中面對哀傷
聯絡:角聲社區中心
7001 Corporate Dr. #379
Houston TX 7036
Tel:713-270-660
林呂寧華,LPCS
德州註冊心理輔導

訃

聞
2017 年 6 月 11 日

哀此訃

孝男 景誠 景實
孝媳 余美蓉
仝泣啟
孝女 如琴
孝孫 漢華 漢國
孝外孫 葛健康
妻 趙耀文
妹 德文 妹婿 儲砥中
孝外甥女 儲凱玲 儲凱琪

族繁不及備載

聞

Sunday, June 1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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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考馬公諱德五 府君慟於公元二零一七年
六 月 九 日 下 午 四 時 病 逝 於 休 士 頓， 距 生 於 公 元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日，享壽八十有六，孝男景
誠隨侍在側，兹定於六月十三日（星期二）上
午 九 時 假 永 福 殯 儀 館 舉 行 告 別 式， 擇 吉 移 靈 奉
安於洛杉磯青山墓園。

星期日

休城讀圖

大休斯敦地區警民聯歡會

休士頓警察局局長 Art
Acevedo 上台致詞
上台致詞。
。

山東同鄉會由會長房文清（
山東同鄉會由會長房文清
（ 右三 ） 率領出席大會
率領出席大會。
。

警察儀隊進場。
警察儀隊進場
。

主辦單位之一---- 「 休士頓華埠推廣
主辦單位之一---委員會」
委員會
」 主席李雄致詞
主席李雄致詞。
。

休士頓地產精英 --- 「 石山地產 」 負責人莊
休士頓地產精英--麗香（
麗香
（ 左 ） 與 「， 千賓修車廠
千賓修車廠」
」 負責人王超
文（ 右 ）在大會上
在大會上。
。

出席大會的貴賓 ：（ 右起 ） Harris County 警長 Adrian Garcia , Harris County 警長 Ed
出席大會的貴賓：（
Gonzalez ,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
，休士頓警察局長 Art Acevedo.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全體肅立，
全體肅立
，唱美國國歌
唱美國國歌。
。

節目開始，
節目開始
，首場精彩的舞獅表演
首場精彩的舞獅表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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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Korea Suspends THAAD Deployment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is calling for a
suspension in the deployment of the US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anti-missile system
in the country, according the Yonhap news agency.
The agency reported that the office of the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e-in, is calling for a halt
in the rollout of the THAAD defense system pend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which could take a
year to complete.
A senior official from Moon's administration said that
the two launchers of the THAAD defense system that
had been installed could remain but that four launchers
that had yet to be deployed would not be installed
until the administration completed a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ccording to the Yonhap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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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s program at the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ingapore. "Of course, that
doesn't mean that they won’t have any coverage at all."

US Defense Secretary James Mattis

Moon, a reformist liberal, is expected to pursue a
more conciliatory policy with Pyongyang, which has
expressed bellicose opposition to THAAD missiles, as
has Beijing, which fears the encroachment of THAAD's
powerful surveillance system on its territory. China
has taken retaliatory economic measures against South
Korea, including curtailing the flow of Chinese tourists
and punishing South Korean companies in China.
There have also been protests against the missiles in
South Korea.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e-in (Photo/AFP)
Deferring the full deployment of the THAAD The decision to suspend the deployment of the
(currently only two out of six launchers are in the field) THAAD system came after Moon's office announced
would appear to put the Moon administration at odds the suspension of Deputy Minister for Defense Policy
with its own defense ministry, which is reportedly keen Wee Seung Ho on Monday following an investigation
to have the THAAD as a defense against Pyongyang's indicating that the official had ordered the defense
increasingly advanced missile capabilities.
ministry not to write clearly about the four additional
Two of the six launchers that form a complete battery launchers of the THAAD system in policy reports
were deployed in April in Seongju county, more than submitted to the president.
200 kilometers southeast of Seoul, amid protests from "Only having two deployed will certainly minimize
residents. The remaining four launchers are needed to the strategic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said
make the system fully operational.
Michael Raska,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military

US Defense Secretary James Mattis said last week that
the THAAD was dispatched to respond to the "real
problem" of North Korea, which has tested ballistic
missiles nine times this year as part of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ere is a confluence of South Korea's domestic
policy in a country that is deeply divided over this
issue and Chinese pressure at play here," said Raska.
"If South Korea accepts the THAAD, it becomes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e US, and South Korea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worried about any unilateral
decis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North Korea."
China is aware of the report and is following domestic
developments in South Korea closely,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said at a news briefing
in Beijing. "No matter what happens, we are firmly
opposed to the deployment of the THAAD system,"
she added. (Courtesy sino-us.com/)

More Chinese Going Abroad
For Medical Treatmen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While the trend of going abroad for medical service in
China started with getting plastic surgery in countries
like Japan and South Korea, more and more people in
China seeking the service today are those who have got
serious illness and are trying to find new approaches
to better life.
According to a report on Chinese overseas medical
treatment in 2016, 40.8% of the treatments were about
critical illnesses like cancer, larger than any other
treatment items.
A latest report by IMS Health
shows that the five-year survival
rate for Chinese cancer patients
was estimated to be around 36%
in 2015, while it was 70% in the
US in 2012.
Some Chinese experts say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erms of cancer treatment
so far lies in the treatment of
some very “rare and knotty”
diseases. However, in terms
of cancer screening and the
general medical level, there is no
essential difference.
In the 17th issue of Oriental
Outlook, the magazine ran
a cover story on the trend of
seeking medical treatment abroad
in China. Below is an excerpt of
the article.

other countries, according to Cai Qiang, founder of
Saint Lucia Consulting, a company providing guidance
on overseas medical care for Chinese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serious diseases.
Meanwhile, lack of medical resources and staff
compared with the large number of patients in the
country often brings poor experience to the patients. In
China, patients often have to wait hours to see a doctor.
In the end, the doctors only spend a few minutes with
the patient, while in the US a doctor usually can spend
40-60 minutes with a patient during consultation,
according to Cai.
Cai said it is not because the doctors don’t want to, but
because Chinese doctors usually do not have as much
time as doctors in the US to take care of every patient.
“Every hospital was full of people and there were
patients everywhere. Sometimes you couldn’t even
find a line (to get a number). I could do nothing but
see my father suffer,” said Wang Gang, founder of
hopenoah, whose father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in
2009 and passed away two years later.

High Expense

have to be treated abroad. What they are trying to do is
to help patients make rational choices, she said.

Market Potential
According to a report released in July 2016, the size of
cross-border medical service market in China was 8.9
billion yuan in 2015, and the figure is expected to reach
58.1 billion yuan in 2020.
Cai, who started the cross-border medical service
consulting company eight years ago, was surprised
to see the booming of this industry today. There are
hundreds of such consulting companies in China,
according to Cai.
He said when he first decided to set up the company
eight years ago, it was hard to register a name for
the company as the staff at the registration office

While overseas medical services provide new channels

More drugs, better
service
While it is beyond doubt that
seeking new approaches to
treating critical illness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for
Chinese patients to go abroad
for medical treatment, more new
drugs and better medical services
have also contributed to this
trend.
So far, around 71% of drugs
targeting cancer have not been
launched in China where, in
tumor treatment area alone, it
often takes five to 10 years to
make a new drug available to
public after it was launched in

for Chinese patients to seek cure for their diseases, it’s
still too expensive to be affordable for all Chinese
patients.
According to Cai, the average cost of cancer treatment
in the US is about 1 million yuan (over $145,000), and
could be as high as over 10 million yuan.
Qin Shukui, vice director of PLA No. 81 Hospital
who once visited the US in the 1990s, said the cost of
hospital stay each day was $5,000 at that time, which
amounted to around 40,000 Chinese yuan based on the
exchange rate at the time.
“Even ordinary salaried American people would find
it hard to afford such a high expense, not to mention
Chinese,” Qin said.
“This means only high income Chinese can go
overseas for medical services, and even if a patient
is attracted by the advanced medical techniques, they
have to give up in the end due to the high expense,”
said Cai, adding most of his customers are bosses and
senior managers of a company.
Adding to that is the cost one has to pay to the
consulting companies in China.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bone diseases, walk with the help of
nurses and US volunteers after undergoing joint replacement
surgeries at the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on
August 18, 2005 in Chengdu of Sichuan Province, southwest
China. 45 patients from western China have received free total
hip or knee replacements surgeries and are able to walk again
after the treatment during the 'Operation Walk West China
2005' mission, launched by the Operation Walk and West China
Hospital. It's the second time for Operation Walk to carry out
their mission in China. Operation Walk is a private, not-for-profit,
volunteer medical services organization founded by renowned
orthopedic surgeon Lawrence D. Dorr. It provides free surgical
treatment for patie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le consulting companies in China usually offer
comprehensive service packages including translation,
visa, and communicating with overseas medical
centers, the costs differ from different companies
ranging from around 50,000 yuan to over 150,000
yuan.
Service provided by Saint Lucia Consulting is currently
the most expensive one in China with a tumor package
taking at least 138,000 yuan.
While consulting companies are obliged to help
patients find the most appropriate overseas hospital,
Xiong Juan, CEO of cycares.com, said not al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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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n’t quite understand what an overseas medical
service consulting company was supposed to mean.
So he changed the name into “hospital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mpany.”
“Even many high income people in China never
thought about getting medical treatment abroad at that
time. They were all eyeing top domestic hospitals lik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and Chinese
PLA Hospital,” Cai recalled, adding that only about
8 patients came to his company in 2012, while the
number increased rapidly in 2014.
Cai was echoed by Wang who said the trend of Chinese
seeking overseas medical treatment somehow started
in the latter half of 2014. He believes that the rising
trend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increase in cancer
patients in China and Chinese overseas travel.
Xiong said one of their partner medical centers, a
Japanese medical center, received around 200 Chinese
patients in 2014, while the number quadrupled in 2016.
According to Cai, although cross-border medical
service sector is still a “high-end niche market” in
China which targets the high-income group, the
market size would keep increasing in the coming few
years considering the rising cancer incidence rate and
people’s income. (Courtesy sino-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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