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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剪 影

ITC
商業午餐會
休士頓論壇特別節目
傳授人脈拓展訣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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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14 日舉辦 6 月商業午
治脈動﹐「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25 日(周二)晚間
宴﹐建立中美商業合作交流平台﹐活動上﹐邀請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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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選為年度最佳主講人與銷售作家的
Jonathan
亞中(右)及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常務委員唐心琴(左)擔
Sprinkles﹐以人脈拓展(Networking that connects)
任嘉賓﹐由常中政(中)主持﹐
針對孫文學校使命﹑一中同表與
為主題﹐
傳授大家商場上人際關係重要性及行銷技
一中各表差別﹑國民黨的走向作探討﹒(報導請詳見
A12 休城
巧秘訣﹒圖為
ITC 主席李蔚華(右二)與執行長鄧潤
京(右一)和眾嘉賓合影﹒(詳文請見
A12 休城社區)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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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第一城”端午龙舟街上“走”
延续至今 600 多年
除了吃粽子，端午节的重头戏当属赛龙舟了。

有三街六巷，纵横交织，用于抵御倭寇的海防军

所有竹篾和彩色纸都被当成吉祥物，被各家各户

据杨远介绍，由于大城所四周没有溪河水域，只

说起赛龙舟，相信绝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都是

事城堡，至今已有 600 余年历史，号称“粤东第

的小孩抢回家，祈愿平安。

有一个港湾，无法举行传统的赛龙舟活动，为了

“蛟龙出水争上游共贺端午”的热闹景象，却不

一城”，是广东境内四个明朝建成的古城之中保

知其实龙舟还有在陆地上“跑”的呢。这种“游

存较为完整的一座。

“张果老活到十万八千九，唔北（未曾）看见

纪念屈原，先民就因地制宜，别出心裁地用竹篾

龙船街上走。”据“游旱龙”民俗传承人杨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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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龙”的习俗，在潮州市饶平县所城镇大城所村，

为传承这一端午节传统习俗，当地还专门举办

这是当地流传着的一句古话，相传八仙行过此地，

每年端午节都要举行一次，延续至今已有 600 多

了省级非遗项目“大城所端午节游旱龙”民俗文化

看到大城所在街巷游龙舟，甚感稀奇。因此，大

“游旱龙”的特别之处还在其工艺上。杨远

年历史。把龙舟从水里“请”上岸，堪称最具创

节，今年已是第三届。在 5 月 26 日至 5 月 31 日（初

城所端午节游旱龙在省内外独具一格，是既久远

介绍，“游旱龙”这一民俗活动从旱龙的制作技

意的龙舟赛。

一至初六）共六天时间里，古装扮相的男子肩扛六

又稀缺之民俗活动。

艺、工序到巡游过程，涵盖了潮州工艺、音乐、

饶平县所城镇大城所是中国传统村落、广东省

条不同颜色的彩龙舟在城内巡游来回奔走，以此

虽没有水域赛龙舟的激烈场面，但旱龙“游”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明朝洪武二十七年建成，内

纪念屈原、祈求平安。游龙结束后，旱龙身上的

起来也毫不逊色。那么，为何会在陆上“游旱龙”？

picture

图说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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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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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
图三

刺绣、木雕等元素，具有独特价值。( 赵映光、
余秋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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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nthia

2017 年 6 月 10 日，以反對無節制修建高密 “拋“家“舍”業、甚至動用個人休假去掃
度公寓、倡導降低房產稅賦、執行保守財政的 街的義工；每一位投票甚至每一位鼓勵
Plano 市 議 員 候 選 人 Anthony Ricciardelli 和 我們、關注大選的選民；掃街中、微信刷
Rick Smith 雙雙以超過 53%的選票贏得 runoff 選 屏中、甚至近乎絮叨的催票過程中遇到
舉，Plano 市議會選舉落下帷幕。
的每一個支持或者不支持但是心懷善
雖是 runoff 選舉，仍然有衆多華人義工幫助 意理解的人，你們讓城市變得鮮活、變
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掃街、拜票、舉牌、捐款；甚至 得有愛、變得充滿了希望，讓我驕傲！
掃街舉牌到最後一分鐘。雖是 runoff 選舉，還是
借用艾青的一句詩：為什麽我的眼
有那麽多的同胞出來投票。這一次，我們結結實 睛常含著泪水，因為我愛你愛的深沉！
實的展示了我們華人關心的是本地政治，而不 這一次，我真真實實的看到了那麽多的
是只是自己族裔的候選人。
愛。一個人宛似一顆沙，沙隨風飄，而一
回首 Plano 及周邊城市市議會和 PISD 選舉 群人才會聚沙成塔；一個人的力量就如
的幾個月，無數次心生感動，眼眶濕潤。勇敢的 一滴水，水落無痕，一群人才能匯水成
站出來的幾位華人候選人；白髮蒼蒼却和我們 溪。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
一樣拜票、舉牌、投票的老人；天真爛漫對競選 龍生焉。這就是團結的力量！
只是懵懵懂懂，也能拽著父母的手幫忙敲門、插
古人雲，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而
牌的幾歲稚童；Mustang Square 和 PISD 排名之 千里之行，又始于足下。這次 DFW 的華
爭中站出來發聲、以各種方式聲援的市民；那些 人參與本地政治，雖是一大步，但是還
只 是 開 始。
對于我們支
持的市府和
學區的官員
，我 們 已 經
聽 其 言，下
面還要觀其
行；而 兩 年
之後市政府
和學區的另
一半官員還
要進行選舉，我們同 心儀的候選人。
“參橫鬥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樣要用選票傳遞我
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們的訴求，支持我們

2017 春夏的助選，雲散月明已完美收官、天
澄海清再致敬華人同胞！
掌聲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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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中華書畫家邀請展

國父孫中山先生說：人生以服務為目的。達拉斯
華人活動中心就是秉此精神於 1985 年成立，致力于服
務華人，向主流社會宣揚中華文化，迄今已有 32 載。每
年度的中華書畫展是重要文化活動之一，至今已連續
舉辦了十年有餘。
今年活動中心將擴大舉辦“中美中華書畫家邀請
展”
，不僅邀請到本地及紐約知名杰出華人書畫家，更
邀請了在達福地區有近四十年歷史的”東方藝術學會
”的會員參與，該會成員均為熱愛中國國畫的美籍畫
家，每年或請有造詣之名師，甚或專程遠赴杭州藝術
學院學畫，長年練畫並創作不斷、在畫藝上精益求精，
精神誠可佩，其中最年長參者 99 歲，她歸功她的長壽
於 41 年的國畫習作。
"中美中華書畫家邀請展”定于 7 月 15 曰上午 11
時假活動中心大廳開幕，為期兩周展出至 7 月 28 日結
束。本次邀請展是由華人活動中心主辦，美南中華書
畫藝術協會及達拉斯東方藝術協會協辦。參展者共十
八人每人展出兩幅包括書法，國畫（和篆刻）名單如下:
A：美 裔 畫 家：Carol Hearne ，JeaDonnersberger， Lucille Patterson， Marcille Russell， Margaret Woodlief，
Marie Turner，Mary Jane Sledge，Tonya Dubro，Brandy
Thomas，Jane Downs。
B：達福華裔書畫家：李中華，林伊文，陳啟雄，阮如鈞，

晏靜，鄧衛平，謝鳳蓉，張毓琇。
C: 美國華人書畫藝術家協會由會長王懋軒帶領團員:
王懋軒，施卿柔，梁宗智，林阿貴，陳麗英，將當場臨池
講解示範國畫山水，花鳥及書法。此次書畫邀請展活
動內容：
7/15 星期六 11:00am 畫展開幕典禮
2:00-5:00pm 王懋軒會長(美國華人書畫藝術家協會
）講解示範國畫山水，花鳥，並有座談會
7/16 星期日 10:00am-11:00am 施卿柔講解示範書法
篆書書體
11:00am-12:00pm 王懋軒會長講解示範書法隸書書體
2:00pm-3:00pm 梁宗智講解示範書法楷書書體
3:00pm-4:00pm 林阿貴講解示範書法行書書體
4:00-5:00pm 陳麗英講解示範書法草書書體，並有座
談會
這是達福地區中美人士一次中華書畫藝術劃時
代的宴饗。不但可以在華人社會產生切磋交流和啟發
作用，更希望在當地社會和友邦人士引起共鳴。把中
華書畫藝術的種籽，播種在他們的心田中，播種在美
洲大地發芽，生根，茁壯開花結果！請大家不要錯過此
機，並領同對中華文化藝術有興趣的本土美國朋友們
一起莅臨切磋指教。(華人活動中心供稿)

堅持就是勝利!
-- 寫于Anthony 和 Rick 當選Plano 市議會議員之時

2017 年 6 月 10 日，一 個 Plano 第 8 席現議員當選時，runoff 只有 2, 結在一起，譜寫了一曲壯麗的凱歌
市地方政治的重要日子。這一天， 900 人投票
！大家從達福地區各個城市支援
Lily 競選團隊和 DFWPAC 支持的 ● 2013 年，在 5 月份正式投票期間 Plano 的競選，尤其是在我們第一
Anthony Ricciardelli 和 Rick Smith ，即使有酒牌和 Bond 要投，總投票 輪競選雖然表現非常出色，却沒有
贏得 runoff 選舉，當選市議員。
數也只有 17,000
贏得 general election 的情况下，再
2017 年 runoff 選舉打破了 Pla- ● Runoff 華裔投票總數 1800 票， 接再厲，吸取經驗教訓，全力以赴
no 有記載以來，參加 runoff 的投票 最後一天 400 票 – 多麽令人驕傲 幫助 Anthony and Rick 競選成功，
選民人數記錄。
的成績！
讓 Plano 以及周邊城市的居民，深
● 這次總投票人數 18,300，四年前
在 2017 年整個競選過程中，許 切體會到了亞裔社區關心政治、參
多 志 與選舉！現在許多政治力量都不再
同 道 忽視我們的存在，都想得到我們的
合，有 支持。這一切，是每位義工，每位捐
共 同 助和支持我們夢想的您所成就的!
夢 想
感謝每位關注和支持我們整
和 犧 個競選活動的朋友們，你們闡釋了
牲 精 什麽是華裔社區的"藏龍臥虎
神 的 " -- 關心社區，無私奉獻，有激情
亞 裔 ，有夢想的蛟龍; 團結協作，勇往直
朋 友 前，有幹勁，有能力的猛虎！
們，尤
正如有的朋友所說，這不是
其 是 Plano 一個城市的勝利，這是我們
華 裔 周邊整個達福地區亞裔社區的勝
朋 友 利! 不論您住在哪個城市，亞裔作
們 團 為一個群體的崛起這個來之不易

孔雀
的成果，都會給您帶來祝福，將給
每個亞裔尤其是我們的下一代帶
來積極的影響！
乾杯吧！為 Plano 的亞裔不再
是"啞裔" 乾杯! 感恩吧！為住在達
福地區，並參與這感人的奮鬥歷程
而感恩!
感謝您的支持，使一切的辛勞
，汗水，委屈，壓力...都那麽值得。我
們努力了，並且無怨無悔！感謝您
使所有的行程，都成為最美麗的風
景和體驗！
LilyBao

雲捲千峰集風馳萬壑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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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節感言
——父親是人類世界的締造者
剛過完母親節，頌揚母親的余音未盡，父
親節又乘興而至。
今年 6 月 18 日是世界第一個父親節誕生
108 周年，也是國際父親節誕生 45 周年。
1909 年，華盛頓一位叫布魯斯-多德的夫
人，在慶賀母親節的時候突然產生一個念頭：
既然有母親節，為什麼不能有父親節呢? 多德
夫人和她的 5 個弟弟早年喪母，他們是由慈愛
的父親一手養大的。許多年過去了姐弟 6 人每
逢父親的生辰和忌日，總會回想起父親既盡父
職又代母職含辛茹苦養育兒女的情景。她按捺
不住對父親的敬愛，提筆給州政府寫了一封措
辭懇切的信，呼吁建立父親節，並建議將節日
定在 6 月 5 日她父親生日這天。州政府采納了
她的建議，但為了更廣泛地紀念父親，特將父
親節定為 6 月 19 日，即 1909 年 6 月第 3 個星期
日。翌年，多德夫人所在的斯波堪市正式慶祝
這一節日，市長宣布了父親節的文告，定這天
為全州紀念日。後來，其他州也在這一天慶祝
父親節。人們選擇特定的鮮花來表示對父親的
敬意——佩戴紅玫瑰向健在的父親們表示愛
戴，佩戴白玫瑰對故去的父親表示悼念。
1972 年，尼克松總統正式簽署了建立父
親節的議會決議。這個節日終於以法律的形式
確定下來，成為全美國的重要節日。後來逐漸
傳遍世界五十多個國家，並一直沿用至今。
心懷感念父母之恩，不禁想起《詩經“小
雅”》中的詩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
我蓄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
報 之 德 ， 昊 天 罔 極 ……（ 《 小 雅. 蓼
莪》）”。意思是父母生我養我，出入抱我，
撫育我長大，培養我成才，呵護備至。我想好
好報答，但父母的恩情如天，大而無窮，怎麼
能報答完呢！？詩中連用“生、鞠、拊、蓄、
長、育、顧、復、腹”九個同義或近義動詞，
直頌父母恩德。充分表達“無父何怙，無母何
恃”的孝子之思。清人方玉潤稱《蓼莪》為
“千古孝思絕作”。
世人皆有父，無父就不能傳宗接代，無父
就不會有人類世界。父親的崇高天職在於教育
子女成才，為國家做貢獻，推動社會進步。只
有“青出於藍勝於藍”人類世界才能不斷發
展。
《三字經》曰：“養不教，父之過；教不
嚴，師之惰。”英國著名文學家切斯特菲爾德

說“一個稱職的父親勝過一百個教師”。
古今中外，大凡名揚天下的人才，背後毫
無例外地都有一位偉大父親的身影。多少年
來，人們在歌頌母愛的同時，並沒有忘記父親
的偉大。
世上偉大父親浩如煙海。不管他們是赫赫
名人還是默默無聞的普通人，他們對孩子深沉
的關愛，顯示了父親在孩子成才過程中的巨大
影響力。
中國古代被譽為“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
豪”的蘇洵及兩個兒子蘇軾、蘇轍，在“唐宋
八大家”中，一家竟占據了三席。父親蘇洵培
養的兩個兒子的才華都超過父親本人，是“青
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典範。
幼時因急中生智破缸救人的司馬光，千百
年來被人們視為慧光早現的“神童”。其實司
馬光的成長與他父親得當的家教分不開。在父
親的教誨下，司馬光 15 歲便“於書無所不
通，文辭醇深，頗有西漢大家之風”。後來，
他經過 19 年的嘔心瀝血，終於完成了篇幅浩
翰、紀事廣博的編年史巨著《資治通鑒》，成
為宋代赫赫有名的歷史學家。
曹操不僅是傑出的政治家，也是對官二代
進行成功教育的傑出典範。
曹操有 14 位妻妾，25 個兒子，最出類拔
萃的兒子有曹丕，文武全才，長於詩賦；曹
彰，武藝高強，是領兵作戰的將軍。曹植，文
才超群，十歲就誦讀《詩經》《論語》以及辭
賦幾十萬字，而且下筆成文，倚馬可待。他的
“七步詩”天下聞名。這都與曹操重視對兒子
們潛移默化的教育分不開。曹操還有一個小兒
子曹衝，6 歲稱像的故事傳為古今佳話。可惜
她只活到 13 歲。令曹操痛惜不已。
王獻之成為筆透紙背的書聖，是在父親王
羲之親手指導和嚴格要求下，才一舉成名的。
據說獻之練字用盡了 18 大缸水，才在書法上
突飛猛進。後來，王獻之的字到了爐火純青的
程度，他的字和父親王羲之的字並列，被人們
譽為“書聖二王”。
翻開世界教育史，教子成才的故事不勝枚
舉：
揚名天下的大畫家達•芬奇；從神童到聞
名世界的作曲家音樂大師莫扎特；從一個被貴
族蔑視的窮鞋匠的兒子最終成為舉世聞名的童
話大師的安徒生；震撼世界文壇的俄國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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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世界軟件業巨頭——微軟公司的老
總 比 爾. 蓋 茨 ； …… 他 們 功 成 名 就 ， 揚 名 天
下，都和父親的言傳身教密不可分。
以丹麥童話作家安徒生的成長為例：安徒
生出生在一個小鎮，父親是個窮鞋匠，母親是
個洗衣婦。那裡的貴族地主們為了不降低了自
己的身份，從不讓自己的孩子和安徒生一起
玩。安徒生的父親對此非常氣憤，但一點也沒
有在孩子面前表露，反而十分輕松地對安徒生
說：“孩子，別人不跟你玩，爸爸來陪你
玩！”父親親自把安徒生簡陋的房間布置得像
一個小博物館，還常給安徒生講《一千零一
夜》等古代阿拉
伯故事，給他念
丹麥喜劇作家荷
爾堡和英國戲劇
作家莎士比亞的
劇本。為了豐富
安徒生的精神世
界，父親還鼓勵
安徒生到街頭去
看埋頭工作的手
藝人、彎腰曲背
的老乞丐、坐著
馬車橫衝直撞的
貴族等人的不同
生活。這些經歷
為安徒生後來寫
出《賣火柴的小
女孩》、《醜小
鴨》等聞名天下
的童話故事打下
了基礎。安徒生
的許多作品都被
譯成世界各國文
字，安徒生的大
名幾乎家喻戶
曉；而身後的父
親卻鮮為人知。
古今中外教
子成才的偉大父
親燦若繁星不可
勝數。他們用智
慧的巨手為子女
撐起了一片天，

劉大為
一個世界，造就了無數“青出於藍勝於藍”的
世界英才！在造福人類，推動世界發展的奉獻
中，父親扮演了“幕後導演”、“引路人”的
角色。
世上所有普通平凡的兒子，也都是父親傳
宗接代的結晶。沒有億萬普通大眾的支撐，國
之“四維不張”，世界大廈將傾，國將不國！
在舉世慶祝父親節之際，唱一曲感恩父親
的頌歌，寫一篇頌揚父親的詩文，配帶上鮮艷
的玫瑰花，表達對父親的深深敬愛！
敬祝天下所有的父親節日快樂！！

布魯斯布魯斯
-多德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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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襄陽市谷城縣冷集鎮胡灣中心小學 宋善麗

小學生語文素養是小學生語文
能力、語文積累、語文知識、學習
方法、學習態度和習慣以及認識能
力和人文素養等方面的綜合體現。
新課標明確指出：“語文課程應激
發和培育學生熱愛祖國語文的思想
感情，引導學生豐富語言的積累，
培養語感，發展思維，初步掌握學
習語文的基本方法，養成良好的學
習習慣，使他們具有適應實際需要
的識字寫字能力、閱讀能力、寫作
能力、口語交際能力，正確地理解
和運用祖國語文。”那麼，作為一
名小學低年級語文教師該如何培養
學生的語文核心素養呢？我認為從
以下幾方面做起：
一、注重朗讀為主的課堂閱讀
教學和課外經典詩文積累，培養學
生的語文素養。
新課標指出：“語文教學要注
重語言的積累、運用，注重基本技
能訓練，讓學生打好紮實的語文基
礎。”在語文教學中教師要採用各
種行之有效的辦法來幫助學生更好
地走進文本、廣泛閱讀、積累，最
終達到培養學生語文核心素養的目
的。
（一）、走進文本，以讀代講
低年級閱讀教學，最重要的是
指導學生把課文讀正確、讀流利。
在教學中，我始終以大朋友的身份
參與學生中去，並作適當的引導，
學生通過各種形式的讀，在讀中積
累語言，在說中訓練語言，培養學
生自讀、自疑、自悟的學習能力，
從而全面提高升學生語文素養。如
：在教學一年級語文《棉花姑娘》
時，為達到這一要求，我指導學生
初讀課文時，借助拼音、借助圖畫

，讀準字音，讀順句子，讀通全文
；細讀課文，把讀好文中的對話當
作本課朗讀指導的重點。因為課文
的 2-4 自然段都是以對話形式呈現，
每段句子寫法基本相同。依據教材
這一編寫特點，我堅持以讀為主，
以讀代講的方法，採取齊讀、指名
讀、男女生賽讀、小組賽讀、表演
讀、分角色讀等形式，來激發學生
的朗讀興趣，盡可能達到正確、流
利地朗讀課文。讀好文中的對話，
既是教學重點，又是教學難點。而
指導學生讀好第二自然段是教學的
關鍵。在指導學生讀書過程中，我
根據小學生模仿能力特點，採取了
聽錄音讀、教師範讀等方法，這樣
生動、形象、富有表情的示範引領
，起到了“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
聲”效果。雖然學生不知道祈使句
術語，但他們感受到怎樣讀好祈使
句。怎麼讀好？我又在讀書方法上
給予具體指導。 “請你幫我捉害蟲
吧”這是一句表示請求的祈使句，
與表示命令的祈使句相比，它的語
氣更舒緩些。我讓學生把自己當作
棉花姑娘，讓他們切身感受到棉花
姑娘急切求助和痛苦的心情，讀出
棉花姑娘請求的語調、語氣，加深
了對文本內容的理解、感悟。
（二）、經典詩文，熟讀成誦
小語低年級教材中許多課文出
自名家之筆，文質兼美，情感豐富
。對於課文中的精彩片段，教師可
要求學生反复地欣賞，讀出其中的
韻味、體驗其中的美妙，直至背誦
。通過背誦，學生積累了大量的佳
詞妙句，精美篇章，不斷充實語言
庫存，並從背誦中進一步領悟作者
謀篇佈局，遣詞造句的精妙，悟出

表達方法的精巧，這將使學生受益
終身。
二、交給學生學習語文的方法
，培養了學生良好的“聽、說、讀
、寫”的習慣。
新課標指出：“語文學習應注重
聽說讀寫的相互聯繫，注重語文與
生活的聯繫，注重知識與能力、過
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整
體發展。”因此，在小學生語文學
習潛能的開發過程中，我們十分重
視學生良好的“聽、說、讀、寫”
習慣的養成。學生語文學習能力的
提高得益於習慣的養成。
⑴善於傾聽:聽，是語文學習的
精髓。教師要善於傾聽，因為傾聽
意味著理解、尊重，意味著接納、
期待，意味著分擔痛苦、分享快樂
。如在教學二年級下冊語文《揠苗
助長》我首先讓學生聽課文錄音，
使學生明白禾苗的生長要遵循事物
的發展規律，不能急於求成。實踐
證明，學生學會認真傾聽既是一種
習慣的養成，也是一種意志的鍛煉
。只要我們教師常抓不懈，孩子們
的傾聽意識一定會慢慢增強，良好
的傾聽習慣也會內化成孩子們的語
文素養。
⑵敢於質疑:質疑的過程，實際
上是一個積極思維的過程。 “發現
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
問題→形成新問題”的過程，是語
文學習的過程，也是新課程課堂教
學中倡導的一個流程。課堂中我們
一直鼓勵學生展開想像的翅膀，激
勵他們敢想，敢疑，敢問，並能善
於運用恰當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思想
。如：在教學二年級下冊《動手做
做看》時，我先引導科學家朗志萬

提出問題：“一個杯子裝滿水，再
放進別的東西，水就會漫出來。如
果放進一條金魚，水就不會漫出來
了。”通過學生朗讀、交流，最後
得出結論：做什麼事，不要盲目相
信別人所說的話，要親自動手做做
看在。
⑶勤於積累:積累自己喜歡的成
語和格言警句。低年級課文形式多
樣，內容豐富，圖文並茂、內容豐
富多彩、體裁多樣、學生喜聞樂見
的拼音讀物，如兒歌、童話、寓言
等。每週我還安排一節課外閱讀指
導課，教學生如何看圖、說圖意。
在學生讀完之後，我留出一定時間
進行交流，讓學生暢所欲言，把自
己學到的知識，懂得的道理介紹給
同學，看到的精彩故事講給同學聽
。我還讓每個學生準備一個詞句摘
抄本，把自己在閱讀中學到的好詞
佳句摘錄下來,培養學生做生活的有
心人，養成勤於積累的好習慣。
（4）善於說寫。低年級的學生
多數膽子小，說話輕聲細語，怕說
錯話，怕老師批評，怕別人嘲笑。
針對這種情況，課堂上，教師應盡
量採取多鼓勵，少批評的方法。首
先，要以激發興趣為主，對孩子來
說，寫話就是遊戲。玩玩畫畫寫寫(
畫一幅畫,寫下來)，剪剪貼貼寫寫(做
個手工,描述一下)，說說演演寫寫(像
“做客”、“學會勸阻”等)，看看
編編寫寫（看圖，編故事），摸摸
嚐嚐寫寫（水果拼盤，分享樂趣）
。寓說、寫於玩之中，孩子有了玩
的快樂，何愁沒有說的衝動、寫的
激情？我要求自己關注童心，允許
孩子自說自話，“童言童語”，堅
決不讓孩子“帶著鐐銬跳舞”。在



如何培養小學低年級學生學習語文的核心素養

寫話方法上，鼓勵孩子大膽寫，自
由表達。只有這樣，孩子會寫得更
自由、更奔放、更個性，更張揚。
其次，教師要讓寫話走向孩子
的生活，在孩子的生活中綻放，引
導同學學會觀察、感受生活、積累
生活、熱愛生活，這樣才會表達生
活中所熟悉人、事和景物等。 “不
會觀察，就不會作文”。平時就引
導孩子多觀察，多留意，隨時記下
自己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同
時，我也創造性地開展多次習作實
踐活動，引導孩子參與、體驗，比
如：積極參加學校舉行的各種比賽
（春季三項賽、運動會、寫字比賽
等）；班級開展（“猜猜我是誰”
、“木頭人”等遊戲活動）；帶領
孩子走進自然（“春天在哪裡”、
“找秋天”、“我是一朵小雪花”
等）；實際操作（“我會洗碗了”
、 “我是小當家”等）；放飛想像
（“假如我會飛”、“未來的——
”）。這樣，給孩子的寫話引來了
“源頭活水”，孩子樂在其中，寫
得有聲有色。只有這樣，學生的自
信心會逐漸增強，膽怯的心理會慢
慢消除，樂說善寫。
總之，在我們的語文教學實踐
中應始終著眼於學生的自主發展，
應高度重視課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
，創造性地開展各類活動，增強學
生在各種場合學語文、用語文的意
識，多方面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指
導學生紮紮實實走好語文學習的每
一步，讓學生憑藉著堅實豐富的語
文素養，放飛明天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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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新規定“打賞”分三成
直播平臺有對策
蘋果開始關閘限水了。最近更新的
App Store 條款正式指出，通過虛擬貨幣
的打賞應當被視為應用內購，蘋果將從
中提取 30%的分成。也就是說，微信公
眾平臺的打賞，映客直播、壹直播等平
臺的打賞分成，蘋果都能分壹杯羹。
直播領域從業人士表示，“主播打
賞抽三成，主播收入將損失 1/3 的說法存
在誤讀，直播平臺跟知識付費不壹樣，
不存在打賞分成的事情，存在的是充值
後抽成。”
行業分析人士表示，從蘋果與微信
的博弈來看，微信壹定會妥協，因為打
賞在其生態中占比較小，為了幾千萬放
棄 iOS 用戶得不償失。但直播平臺不會
妥協，打賞是其商業模式壹部分，如果
按照這種玩法肯定會集體轉戰安卓平臺。
所以蘋果在這個問題上也是考慮過的，
很多直播平臺早就有了應對策略。
多家直播平臺 曾被 App Store 下架
目前，蘋果在發布 iOS 11 的開發者
版本時，對 App Store 政策進行了更新，
其中顯示：“應用可以使用內購貨幣來
支持用戶在應用內‘打賞’數字內容提
供商。”這意味著，開發者可以在應用
中加入打賞功能，而不必擔心蘋果的反
對，只要他們同意將收入的30%“打賞”

給蘋果。
但是相關公司認為，打賞是壹種贈
送，而不是購物，這種政策做法引起了
諸多不滿。而在直播行業，打賞是平臺
和主播獲利的主要來源，其與微信等平
臺存在著本質差別，用戶打賞給主播後，
直播平臺要先收取壹定的分成，然後再
給網絡主播們。因此，直播行業恐怕難
與蘋果分這壹杯羹。
據新浪微博數據中心統計，全國目
前共有 200 家直播平臺，用戶規模高達
3.25 億 ， 直 播 APP 日 活 躍 用 戶 數 達 到
2400 萬，青少年觀眾數量占比 51%，網
絡直播月度使用設備數 1.54 億臺。
“從行業觀點看，最終蘋果不會在
主播打賞抽三成這個問題上強勢。微信
打賞壹年也就幾千萬，直播平臺可能是
幾百億。”行業分析人士秦毅認為，直
播平臺主要靠打賞存活，盡管平臺內抽
成的玩法就各自不同，但總歸是有平臺
向蘋果交這份保護費的。在“打賞”分
三成的規定出臺之前，蘋果方面就已經
威脅過將直播軟件下架，在此過程中，
直播企業已經感受到了該政策的不利。
另據不完全統計，僅 2016 年，被蘋
果商店下架的直播App有60多家，涉黃、
刷榜是其主要原因，除了被央視曝光的
火山直播、麻椒直播、饅頭直播等平臺，

鬥魚、虎牙等直播行業的獨角獸也不能
幸免。
值得註意的是，與蘋果打賞分三成
的規則相比，網絡直播平臺的分成更加
苛刻。有報道稱，YY、9158 模式有公會
環節的存在，主播、公會和平臺的分成
比例大致為 30%，10%和 60%；六間房沒
有工會環節，主播與平臺分成大致為
40%到 60%之間；後來興起的各類直播
APP，有底薪+分成，主播的分成比例也
大多在 30%到 40%左右。
因此，業內也出現了新政策對主
播利好的觀點。互聯網分析人士賈敬
華表示，蘋果將 IAP 付費機制引入到直
播平臺後，主播們的收益也得到了保
障。雖說蘋果支付流程長壹些，但蘋
果不會像壹些直播平臺那樣克扣主播
們的收入，或者刻意限制主播收益分成
提現等做法。
蘋果有政策
直播平臺有對策
“其實充值打賞這個事情，早就繞
開蘋果了。”多位直播公會相關負責人
表示，很多平臺已經找到了規避蘋果抽
成，保護主播和平臺利益的方式。
據介紹，主播打賞的虛擬禮物，通常
有兩個購買渠道。壹是平臺內置通道，

就是蘋果抽三成的模式，比如在映客
iOS 上，蘋果抽成後，1 塊錢只能買到 7
個鉆。另壹個方式是通過淘寶購買充值
券，在淘寶映客官方旗艦店，6 塊錢可
買 60 個鉆石充值。
記者在淘寶搜索中輸入“直播充值”
後，出現了多家售賣直播平臺充值服務
的店鋪。可供用戶選擇的直播平臺容概
了當下最熱的花椒直播、熊貓直播、虎
牙直播、鬥魚直播等多家直播平臺，其
購買比例都在 1：10。記者在映客 app 的
蘋果手機端及安卓手機端上看到，官方
顯示的充值規定：蘋果手機端 1：7，即
6元錢購買42個鉆石；安卓手機端1：10，
即 6 元錢購買 60 個鉆石。
“在蘋果平臺買鉆就是少 30%，所
以很多都會去淘寶購買充值券”，秦毅
表示。據了解，像映客、花椒這類平臺
已經執行這樣的政策近壹年了，因此，
新政對他們的影響微乎其微，蘋果只能

上海自貿區建設“不破不立” 於壓力間尋改革突破
在和記黃埔醫藥（上海）有限公司執行副總裁、
首席科學官蘇慰國的記憶中，十年前的張江還是個
“晚上連人影都沒有的‘鬼城’”。曾經這個在上海
人記憶中“有些荒涼”的地方，現在聚集了中國約三
分之壹的跨國公司研發中心和世界500強企業。
短短兩年時間裏，東西方人才集聚的背後，源
於 2015 年 4 月在這座城市中發生的壹件大事。
當月，陸家嘴金融片區、金橋開發片區和張江
高科技片區被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收
入麾下”，這也意味著上海自貿區從 2013 年掛牌時
的 28.78 平方公裏，擴展到 120.72 平方公裏。新壹
輪改革“壹觸即發”。
三年間，在上海自貿區的改革實踐中，各類“專
業術語”不斷被科普。負面清單、事中事後監管、合
署辦公、先照後證等，無壹不折射出上海自貿區對標

國際最高標準、最好水平“自由貿易”的不斷探索。
其中那份首次在中國面世的“非禁即可”清單，
擊穿了投資管理體制的封閉之“墻”，打開壹扇透
明之門。在普華永道問卷調查中，59%的企業認為
“負面清單”使政策更透明、限制更具體。
正所謂“不破不立”，負面清單條數壹直不斷
縮減，由最初的 190 項特別管理措施縮減到現在的
122 項。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在今年的上海市政協專
題會議上表示，“我覺得負面清單要降到兩位數，
現在還是三位數。”上海自貿區壹直在“破”與
“立”的平衡中尋找突破。
“政府開始寓管理於服務之中，把市場準入的
‘方便’給了企業，把事中事後監管的‘困難’留
給了政府。”上海市浦東新區副區長陸方舟說。今
年 3 月，上海自貿區率先在全國開展進口非特殊用

途化妝品審批制改備案制，將事前的審批準入政策
轉化為事中事後監督。
以現已通過備案的蘭蔻清潔面膜為例，“（流
程）時間比之前審批制縮短了近 3 個月”，歐萊雅
中國註冊和宣傳事務總監余曉告訴中新社記者，
“3 個月對化妝品來講，差不多就是壹個季節的時
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對後續需要踩著聖誕等時
間節點上市的彩妝類產品更是至關重要”。
當然，這些“流行語”的背後，是在上海自貿
區“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為開放型經濟新體
制搭建的“四梁八柱”。目前已有 100 多項制度創
新成果在中國各地復制推廣，為其余 10 個自貿區
“鑿”出壹條改革經驗之道。
但在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副主席、
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院長周漢民的眼中，自貿區的任

管用蘋果幣充值的相關 app。
直播行業從業者也表示，“壹些平
臺是 in-app 模式影響不大，其他非 in-app
的公司影響就大了，30%的抽成很多了，
如果將抽成成本轉嫁給主播會造成主播
尤其是大主播的流失，這種方案應該不
會有公司去做，可能很多公司要更重視
安卓系統吧。”
不過，與直播平臺不同的是，微信
公眾平臺、知乎等應用均在蘋果上有知
識打賞的模式。業內認為，這並非簡單
的壹個規則更新導致的限制，而是壹場
關於支付場景的博弈。
根據現在的版本，蘋果會對打賞金
額的 32%當成手續費扣除，用戶只能獲
得剩下的 68%的打賞。直播行業從業者
認為，“微信、知乎他們的區別是沒有
充值這個流程，直接微信打賞，按蘋果
規定要抽成。蘋果卡不住充值這個環
節，只能去卡支付這個環節。

務不止於此，“從新設 10 個自貿區的地理位置看，
上海自貿區還需承擔起服務京津冀壹體化建設、長江
經濟帶發展、‘壹帶壹路’建設的重要作用”。
今年 4 月，中國國務院發布的《全面深化中國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提出，上
海自貿區要聚焦“三區壹堡”建設（建設開放和創
新融為壹體的綜合改革試驗區、開放型經濟體系的
風險壓力測試區、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先行區、服
務國家“壹帶壹路”建設和推動市場主體走出去的
橋頭堡）。
針對如何進壹步加大“壓力測試”？上海自貿
區管委會主任翁祖亮向中新社記者透露，將著重從
三方面入手：第壹是投資開放領域，重點在互聯網、
文化、航運等專業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領域進壹步
放寬外資準入；第二在貿易便利化方面，將聚焦金
融保險、文化旅遊、衛生等高端服務領域，在合適
領域分層次逐步簡化；第三金融管制方面，下壹步
考慮將 FT(自由貿易賬戶體系)覆蓋整個浦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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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科學家研發新式飛艇 可在巖洞內自由滑翔

法國科學家研發的飛艇
“aeroplume
aeroplume”
” 。 aero
aeroplume 具有可以在山洞裏飛
行的獨特本領，
行的獨特本領
， 這種飛艇在
長長的浮標上擁有十壹米長
的雙翼，
的雙翼
， 並且通過飛行員的
操控可以在鐘乳石洞中用它
的兩個巨大的“
的兩個巨大的
“ 鰭 ” 輕輕地
滑翔。
滑翔
。 圖中 aeroplume 所在
的薩拉曼卡巖洞是歐洲最美
麗的山洞之壹。
麗的山洞之壹
。

俄羅斯舉行 背老婆
壯漢扛女伴奮勇向前

徒手登頂西班牙地標酒店
腿軟！！ 法國蜘蛛俠

﹁

﹁

﹂

大賽

﹂

西班牙巴塞羅那，
西班牙巴塞羅那
，號稱
號稱“
“法國蜘蛛俠
法國蜘蛛俠”
”的攀爬者 Alain Robert 成功
徒手攀爬巴塞羅那天空美利亞酒店。
徒手攀爬巴塞羅那天空美利亞酒店。

休士頓診所

電話:
傳真:

713.272.6688
713.271.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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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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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Shift Leaves Only 20 Countries That Still Recognize Taiwan

Panama To Establish Ties With
China In Latest Blow To Taiwa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anama's Isabel de Saint Malo and
China's Wang Yi toast after signing a
joint communique on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Photo/REUTERS)
Panama is open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latest blow to Taiwan as Beijing’s leaders seek to
isolate the self-governed island.
Panamanian President Juan Carlos Varela announced
the move in a national address Monday. China is
the second-biggest user of the Panama Canal and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sectors from banking to
telecommunications, he said, adding that Taiwan had
been a great friend.
“We have taken a historic step,” Varela said. “Both
countries opt for the connection of a world that is
more and more integrated, which creates a new era
of opportunities for a relationship that we are starting
today.”
The policy shift would reduce to 20 the number of
nations that recognize the government in Taipei, rather
than Beijing -- the latest success in China’s effort to
squeeze Taiwanese President Tsai Ing-wen. The loss
of Panama, one of Taiwan’s oldest diplomatic friends,
may prompt others such as the Vatican or Paraguay to
follow suit.
“China-Panama relations have opened a new chapter,”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aid Tuesday at
a briefing and communique signing ceremony in
Beijing. He clinked champagne glasses with Isabel de
Saint Malo de Alvarado, Panama’s vice president and
foreign minister.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R)
speaks during a joint press briefing with
Panama's vice president and foreign minister
Isabel de Saint Malo. (Photo/AFP)
“We recognize the PRC is the only government of
China,” Saint Malo said, referring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e said Panama was severing ties
with Taiwan and hoped relations with China would
lead to trade investment and tourism opportunities,
especially “exporting more goods from Panama to
China.” Wang welcomed Panama to participate i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The break carries symbolic significance, given that
official diplomatic ties go back a long way,” said Ja
Ian Chong, an associate professor with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who specializes in AsiaPacific relations. “There may be a domino effect in
terms of de-recogni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considers Taiwan a province and
has criticized Tsai’s refusal to accept that both sides
belong to “One China,” its precondition for ties. Since
her pro-independenc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was swept to power last year, Beijing has attempted
to woo Taiwan’s remaining diplomatic partners. In
December, it won over the tiny West African nation of
Sao Tome and Principe.
Taiwan will reevaluate relations with China, Joseph
Wu,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told reporters in Taipei after Panama’s decision.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expressed “regret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Panama and said Taiwan wouldn’t
use money to compete on the diplomatic stage.

China, which views Taiwan as a breakaway province
which will one day be reunited to the mainland – by
force if necessary.
The self-ruled island ha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as many as 30 countries in the mid-1990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unable to compete with
China in attracting support through investment and aid
packages.

Strongly Condemn
“Beijing’s suppression of Taiwan’s international space
is not just an open threat to the Taiwanese people’s
right to life, it is a provocation of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region,” the office said
in a statement. “We strongly condemn this.”
Taiwan’s ties with Panama, which date back more than
a century, have frayed as China grew to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trading nation. Last year, Panama’s
trade with China was almost 50 times greater than with
Taiwan,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both governments.
The island avoided Panama’s defection in 2009 only
because Beijing rejected its overtures in what was
seen as a favor to then President Ma Ying-jeou, who
accepted the “One China” framework as part of a
broader effort to increase trade ti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During a visit last year on her first overseas trip, Tsai
called Panama a “good friend” and praised the country
for treating Taiwan with sincerity while attending
a ceremony marking the expansion of the Panama
Canal. Still, it portended trouble ahead: As she
watched, a Chinese ship made the first passage through
the waterway. (Courtesy https://www.bloomberg.com/
news/articles)

Related
The signing of a joint communiqué between Panama
and China on Tuesday in Beijing establishing 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goes into effect immediately.
The announcement is a major diplomatic coup for

Taiwan Foreign Minister David
Lee speaks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Foreign Ministry in Taipei
on June 13. (Photo/AFP)
Beijing recently bega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ntainer
port with natural gas facilities in Panama. China is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customer of Panama's key
shipping canal.
Taiwan’s government expressed its anger over the
move on Tuesday, saying it was “sorry” for the
decision and that it would not compete with China in
what it described as a "diplomatic money game".
David Lee, Taiwan'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told a
briefing in Taipei: "Our government expresses serious
objections and strong condemnation in response to
China enticing Panama to cut ties with us, confining
our international space and offending the people of
Taiwan."
He said Taiwan would immediately end cooperation
with and assistance for Panama.
Taiwan would also evacuate embassy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in order to safeguard our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dignity", Lee said. (Courtesy www.
telegraph.co.uk/news)

U.S. Beef Moves Closer To Chinese Plat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ccording to a press release from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 China has emerged
as a major beef buyer in recent years, with
imports increasing from $275 million in
2012 to $2.5 billion in 2016.
China banned imports of US beef in 2003
after mad cow disease cases were discovered.
(Courtesy sino-us.com/)

RelatedU.S., China Finalize
Details to Send U.S. Beef to
China (USDA)

The United States took a step forward on Monday
towards resuming commercial shipment of US beef
and beef products 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last
14 years.
US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Sonny Perdue announced
the posting of technical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shipments on Monday, after the two
governments reached agreement on final details of
protocol to allow the US to begin the beef exports to
China.
"Today is a great day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particular for our cattle producers, who will be
regaining access to an enormous market with an everexpanding middle class," Purdue said in a statement.
"I have no doubt that as soon as the Chinese people
get a taste of American beef they'll want more of it,"
he added.
Resuming US beef exports to China is part of the
US-China 100-Day Action Plan announced on May
11 and a result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US-Chin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 co-chaired by US
Commerce Secretary Wilbur Ross,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and China's Vice-Premier Wang Yang.
"President Trump is doing more to improve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an any president in decades, and
this final beef protocol agreement represents even
more concrete progress," Ross said in the statement.
"I look forward to engaging with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as we address more complex issues to the
benefit of both our nations," Ross said.

(Washington, D.C., June 12, 2017) – As
part of the U.S.-China 100-Day Action
plan announced on May 11, 2017 by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Wilbur Ross
and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Steven T.
Mnuch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day has taken
important steps toward commercial shipment of U.S.
beef and beef products 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2003. These shipments are results of the U.S.Chin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 co-chaired
by Secretary Ross and Secretary Mnuchin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ce Premier Wang Yang for China.
Accordingly,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has
reached agreement with Chinese officials on final
details of a protocol to allow the U.S. to begin the
beef exports to China.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Sonny
Perdue today announced the posting of technical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beginning of shipments.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Sonny Perdue
issued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ever-expanding middle class. Since he was elected,
President Trump has brought momentum, optimism,
and results to American agriculture families that we
haven’t seen in years and this agreement is a great
example. I commend the hard work of Secretary Ross,
Secretary Mnuchin, Trade Representative Robert
Lighthizer, and our USDA representatives. Without
their dedication and persistence, this would have not
been possible. I have no doubt that as soon as the
Chinese people get a taste of American beef they’ll
want more of it.”
Secretary of Commerce Wilbur Ross issued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Robert Lighthizer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Wilbur Ross
“President Trump is doing more to improve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an any president in decades, and
this final beef protocol agreement represents even more
concrete progress. As we clear away long-standing
issues like this one, focusing on near-term, verifiable
deliverables, we are building a soun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discussions. I look forward to engaging with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as we address more complex
issues to the benefit of both our nations.”

"I welcome China taking this important step to start
allowing U.S. beef imports after shutting them out over
13 years ago. The President's firm commitment to fair
trade that benefits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this new
U.S. beef export opportunity possible. I encourage
China and all countries to base their requirements
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science. America's
ranchers are the best producers of beef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y can compete and succeed wherever
there is a level playing field."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Steven T. Mnuchin

Background:

issued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he USDA Agricultural Marketing Service (AMS)
has posted the requirements for its Export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U.S. establishments shipping to China,
which will enable packers to apply for approval
to export to China. The USDA Food Safety and
Inspection Service (FSIS) has also updated its online
Export Library specifying China’s requirements for
certifying U.S. beef being shipped there.
China has emerged as a major beef buyer in recent
years, with imports increasing from $275 million in
2012 to $2.5 billion in 2016.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banned from China's market since
2003.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world’s largest beef
producer and was the world’s fourth-largest exporter,
with global sales of more than $5.4 billion in 2016.
Until the ban took effect, the U.S. was China’s largest
supplier of imported beef, providing 70 percent of their
total intake. (Courtesy https://www.usda.gov/media/
press-releases/2017/06/12)

U.S.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Sonny Perdue
“Today is a great day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particular for our cattle producers, who will be
regaining access to an enormous market with an

"The reopening of China's market to American beef
is an example of the results-oriented approach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taken in our engagement with
China.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toward a more fair
and balanced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y expanding opportunities for U.S. workers and
businesses."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Robert Lighthizer
issued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U.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Steven T.
Mnuchin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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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了住房，對辦 「 投資移民 」 不一定有幫助

關英傑律師： 「遺產稅」 要提早規劃，需有轉移技巧
（本報記者秦鴻鈞 ）在休士頓律
師群中，關英傑律師個人特殊的商業
背景，使他在商業訴訟方面如魚得水
，也使他成為休巿生意人最喜歡諮詢
的律師。
出生，成長於香港的關英傑律師
，大學學的本科就是商業，香港大學
經濟系畢業的他，在香港大規模公司
負 責 「投 資 ， 建 設 」 項 目 多 年 ，
1990 年來美後，進入法學院就讀，考
律師執照，1994 年正式開業。由於他
個人港大的學歷及他在香港的商務歷
練，他特別擅長與商業訴訟有關的各
項法律業務，對 「公司法」 敏感度
高，如合約起草，公司成立，股權糾
紛，商業移民，地產買賣，各式租約
，遺產計劃（ 安排 ） 等等。
關律師對記者詢及美國高額的
「遺產稅」 時表示： 其時，這很不
合理，因為這些錢我們當年賺到時都
已付過稅了。由於遺產稅 「敏感度
」 很高，對 「遺產計劃」關律師建議
一定要 「提早作」，一定要有遺囑，
死了之後有很多問題。有的人生前
「立有遺囑」，其家人還要打官司，
打官司還不一定贏。
關律師也提到，最近很多外地人

來休市買房地產，但要靠買房地產辦
「投資移民 」 不容易，因為 「投資
移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需製造
十個就業機會。 「投資移民 」 的捷
徑，如買旅館，搞一個投資項目，但
對中國大陸，仍有名額限制。
還有，很多人以為買住房，可以
「申請移民 」，其實，一點幫助都
沒有。關律師說： 外國人在美國 「
買進 」 房地產沒有問題，但 「賣出
」 時，政府要先扣留賣價的 10% 的
「預扣稅」（ FIRPTA )。
另外，老人來美居住，因為爸媽
都是外國人，外國人要繳 「贈與稅
」，免稅額是六萬元，34 萬要付 「
贈與稅 」。布希總統時曾降低，曾經
，2011 年時，將 「遺產稅 」 取消一
年 ， 國 會 曾 將 「免 稅 額 」 提 高 到
1000 萬元，但到 2010 年時取消。
關律師說：以前一個 「免稅額
」 可轉夫妻，現在遺產稅，贈與稅，
有生前一步步轉移的技巧，用一些新
的技巧，如利用 「人壽保險 」，早
一些設立 「人壽保險信託 」，可將
每一年的保金，當作每一年的 「贈與
」給小孩子。因為， 「遺產稅 」最
痛告的莫過於 「稅款高 」，那裡去

找現款來付稅？而 「人壽
保險 」則是一條保障之道
。
關英傑律師事務所自
1994 年開業至今已逾二十
年，由於他個人商業的背
景及專長，關律師成了每
一個做生意的華人爭相諮
詢的對象。因為他可以用
英、國、粵語與您直接交
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關律師擅長：
移民法： 包括親屬移
民 （F ), 職 業 與 投 資 移 民
（EB) , 特殊職業簽證（ H
), 跨國公司職員簽證（ L )
商業法： 包括公司組
織 （ INC,LLC,LP ), 公 司
章程與規章，股東合約，
股分轉讓，各式商業合約
。
訴訟： 商業訴訟，
勞資訴訟，債務訴訟
房地產法： 地產買賣、各式租約
、地產糾紛
遺囑• 信託： 各式遺囑，遺產
處理與遺囑認證（ Probate ),醫師指令

圖為關英傑律師。（
圖為關英傑律師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
，耐久授權書，家庭信託，人壽保險
信託
家庭法： 婚前合約，婚後財產分
割，離婚，子女領養

使台灣擁有了極為豐富
的自然資源與景緻。台
北天然的地熱溫泉、阿
里山原始的森林植被、
花蓮獨特的山海奇景、
墾丁醉人的熱帶風光都
是遊客來台灣的首選理
由。
數不盡的台灣小吃
、喧鬧的美食夜市是台
灣的代名詞。那些滿懷
誠意的傳統小吃就“藏”在台灣街頭巷尾的店
鋪中等待著你大駕光臨，形形色色的廟宇與祭
拜活動遍布全島，其中以媽祖廟最為盛行，台
灣人對媽祖的信奉使得當地的傳統文化得到了
很好的延續與傳承。
這裡的美食與人情、傳統與創意及山海間
交織的自然美景打造出獨一無二的“寶島風情
”，也讓台灣成為了當下熾手可熱的旅遊目的
地。

王朝旅遊強烈推薦：
暑假回台灣機票$535 起

8 天台灣美食豪華純玩團 $399/人
出發時間：每週四
這個夏天您打算去哪兒？不如跟王朝旅游
去暢遊台灣海峽，解一下鄉愁，享受一個純粹
玩樂、純粹美食的寶島假期吧！ 8 天台灣尊享
美食豪華純玩團，每周星期四出發，價格是
$399 起。近期，美國聯合航空公司在暑假推出
特價票，休斯頓往返台灣往返票才$535 起。趁
此機會，抓緊與王朝旅遊一起去台灣！
“寶島台灣”位於中國的東南部，與福建省隔

台灣海峽相望。台灣的觀光資源十分豐富，從
海底世界到高山森林都可以在島上找到，而台
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富有人文風情、濃厚歷
史的古城台南；熱鬧繁華應有盡有的台北、台
中、高雄是台灣的城市風貌，充滿度假風情、
閒度時光的台東、墾丁則是台灣的淺淺微笑。
不同地方、不同玩法，豐富的自然資源，讓台
灣寶島魅力十足。
狹長的台灣島橫跨了熱帶與亞熱帶，這也

關英傑律師事務所的地址在：
6776 Southwest Freeway ( 西南大道 ）
，三樓 363 室，Houston ，TX 77074,
電話：（713）974-1400

此次王朝旅遊推出的 8 天台灣尊享美食豪華
純玩團，絕對讓您玩的開心，吃的放心，游得
舒心！
8 天台灣尊享美食豪華純玩團
第 1 天 原居地→台北
第 2 天 台北
第 3 天 台北、故宮博物院、士林官邸、101 大樓
、台中、逢甲夜市
第 4 天 中台禪寺、日月潭風景區（遊船）、集
集小鎮、嘉義、文化路夜市
第 5 天 嘉義、阿里山旅遊區、台南、安平古堡
、安平老街、赤嵌樓、關仔嶺泥漿溫泉
第 6 天 台南彰化、鹿港小鎮台中、高美濕地、
苗栗•三義勝興車站、新竹或桃園
第 7 天 慈湖景區、台北、下午自由活動
第 8 天 台北→原居地或東南亞各地
詳情請聯繫王朝旅遊
地址：中國城精英廣場內#A14 （敦煌廣場
側百利大道大通銀行後面）
電話 Phone：（713）981-8868

父親節大饋贈: 美國 ZK 靈芝孢子三萜油
買多免費送多食用靈芝全家增強免疫
【紐約訊】無論你是美國 ZK 中科靈 廣受海內外 30 多個國家的青睞﹒該產 際唯一擁有靈芝孢子油 GC --MS 全 油」是目前世界上所有靈芝類產品的三 herb.com﹒圖示美國 ZK 中科靈芝孢子
芝孢子三萜油的新老客戶﹐即日起至 6 品原材料選自「國際 GAP 標準中科院 成份分析技術﹐並且可確定高效輔助抗 萜 類 科 技 含 量 最 高 且 成 分 含 量 高 達 三萜油連續 10 年獲得中國 315 保護消
月 30 日的「父親節大饋贈」活動期間購 黃山靈芝培植基地」純天然赤靈芝品 腫瘤作用的產品﹒
買該產品﹐就可免費獲得特供北美市場 種﹐其種子藥效濃度最高﹑靈芝三萜類

費者協會的 「產品信得過獎」﹒

40%以上﹒

2000 年美國 ZK 中科靈芝孢子三

美國 ZK 中科靈芝孢子

的「美國 ZK 靈芝精粉膠囊」﹐饋贈數量 物質含量最豐富﹒採用國際最先進現 萜 油 在 美 國 MW 公 司 醫 學 總 監 布 魯 三萜油 15 年來﹐以其世界頂
是「買 3 送 1」﹐即買 3 瓶美國 ZK 靈芝孢 代純物理破壁技術﹐將靈芝孢子粉首先 斯﹑泰勒博士的舉薦下進入北美市場─ 尖 醫 學 技 術 ─ 超 臨 界 CO2
子三萜油(中科靈芝孢子油的特供北美 破壁﹐然後採用醫藥技術「超臨界 CO2 美國品牌 SINO-SCI ZK﹒
包裝)﹐即可免費獲得１瓶價值$30 靈芝 萃取」技術提純能夠直接輔助毒殺腫瘤

萃取技術和精湛的品質穩佔

2004 年 3 月﹐法國科學院與中國科 北美靈芝保健品市場﹐並廣

精粉膠囊﹐或凡是購買 1-4 個季度用 細胞﹐和間接抑制腫瘤生長的靈芝抗腫 學院﹐簽署中法共同研究中科靈芝孢子 獲海外消費者的信賴﹒北美
量﹐不僅獲得免費靈芝製品﹐同時還享 瘤核心功效成分—靈芝三萜類物質和 油抗腫瘤計劃書﹐對中科靈芝孢子油進 諮
受高達 7 折以上會員優惠價格﹒
美國 ZK 中科靈芝孢子三萜油是中

靈芝萜三醇物質﹒

詢

訂

購

電

話:

行深入研究﹒目前﹐特供北美市場的美 1-877-704-7117﹐癌 症 康

該產品是國際上唯一的「靈芝孢子 國 ZK 中科靈芝孢子三萜油已經獲得國 復 專 線:832-588-7516﹒

國科學院科學家歷經 6 年﹐潛心研製出 油優選暨靈芝三萜類測定技術和測定 際 11 家癌症中心的輔助臨床試驗﹐共 德州獨家零售-東方盧林中
的世界頂級─抗腫瘤靈芝孢子三萜油 參照物﹑國際唯一擁有靈芝孢子油(靈 計 200 多位國際前沿的醫學科學家參 醫 713-774-5558﹐亦 可 瀏
的膠囊﹒自 1998 年問世以來﹐該產品 芝三萜類)指紋圖文技術靈芝產品﹑國 加實驗﹒ 「美國 ZK 中科靈芝孢子三萜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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