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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紀念赫曼
醫療系統今天傳出消息，
這家休斯頓最大的醫療系
統的主席和執行長 Benja-
min Chu 在任職一年後突
然宣布辭職，並且辭呈立
即生效。

Benjamin Chu 醫生本
週一在寫給該醫療系統醫
生和員工的信中表示，經
過和紀念赫曼醫療系統董
事會的討論後，我做出了
這個艱難的決定，今後將
把熱情致力於健康和公共
醫療政策方面的工作。作
為一名長期從事公共健康
政策的倡導人和醫生，我
期待繼續推動高質量的健

康護理和為病患提供更高
質量的服務。

截止目前，紀念赫曼
醫療系統和 Benjamin Chu
醫生都沒有透漏離任後的
具體工作。

紀念赫曼醫療系統董
事 會 主 席 Deborah M.
Cannon 在聲明中表示，
Benjamin Chu 醫生計劃繼
續從事和提升他的醫療事
業，並且適逢最好的時機
。

新任命的系統代理主
席和執行長是紀念赫曼醫
療 系 統 原 首 席 運 營 官
Charles Stokes， Benjamin
Chu 醫生在現代醫療護理

50名最具影響的領袖評選
中排名第26位，他的前任
Dan Wolterman 任職 14 年
後退休。 Benjamin Chu醫
生之前在 Kaiser Perman-
ente 工作，這是加州的一
個非盈利保險計劃。

Benjamin Chu 醫生也
是本年度紀念赫曼醫療系
統第三位宣布辭職的高層
， 先 是 今 年 三 月 ， Dr.
Ron DePinho 從 MD 安德
森癌癥中心在壓力下辭職
， 四 月 份 又 有 Robert
Robbins 醫生離開德州理
療中心高層職位轉而就職
阿瑞桑那大學校長。

一年三度 紀念赫曼醫療系統執行長
突告辭職

據報導，近日美國移民局對親屬移民申
請流程中重要的I-130表格進行了更新，新
版表格從原有的2頁變為12頁。從4月28號
開始，所有親屬移民的申請人必須使用新版

表格。
從 4 月 28 日起，在美國

辦理親屬移民的申請人必須
使用新版的I-130表格。與舊
版相比，新的表格頁數從2頁
增加到 12 頁，以往只有配偶
申請才需要提供的族裔、發
色、身高、體重、眼睛顏色
等內容現在其它類親屬移民

申請人也需要填寫。而婚姻綠卡申請人原來
需要填寫的G-325A表格被新的I-130A表格
取代。

報導稱，新版表格填寫規範中也清晰表

示，如果申請人是通過與公民或綠卡持有者
結婚獲得的綠卡，將不具備為新配偶申請婚
姻綠卡的資格，除非出現以下情況中任一種
：申請人已成為美國公民、申請人已持有綠
卡至少五年、申請人能證明令其獲得婚姻綠
卡的上一段婚姻真實、或上一段令其獲得婚
姻綠卡的婚姻是因為喪偶而終止。

為了改進移民執法，防止造假或者欺騙
的案例，移民局擴大這個表格，增加內容。
以後在填表的時候一定一定要小心，每個人
都應該留一個底，不要前後出現不一致。最
壞的情況是造成你撒謊的事實以後取消你的
綠卡。 ”

防止造假 美國移民局啟用新版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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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國紐約州的交界處尼亞加拉瀑布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國紐約州的交界處尼亞加拉瀑布，，高空雜技演員高空雜技演員ErEr--
endira Wallendaendira Wallenda懸吊在直升機下在尼亞加拉大瀑布之上表演特技懸吊在直升機下在尼亞加拉大瀑布之上表演特技。。

法國法國““高考高考””哲學打頭陣哲學打頭陣 學生考場奮戰執筆思考學生考場奮戰執筆思考

杭州有家咖啡店杭州有家咖啡店 專為寵物開設專為寵物開設

如今人們逐漸
把寵物看作是家庭
成員的壹份子，想
要陪伴他們更多，
但總免不了有些
“禁止寵物入內”
的場合。在浙江杭
州就有家咖啡店，
專為寵物開設。主
人在享用咖啡小食
的同時，還能為自
家寵物點壹份專門
準備的營養餐，與
它們壹同享用悠閑
的下午茶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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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義轉型造千億級產業
13個產業園區整合成3大板塊

落實首都城市戰略定位，建設國際壹

流的和諧宜居之都，必須大力推進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提質增效升級。

過去的5年，順義區工業經濟總量

完成了從2000億元到3000億元的升級，

總量穩居全市第壹。招商的標準，則由

之前單純的招大引強，調整為對投入產

出、科技創新、節能環保等7個方面綜

合評價，120個不符合全要素評價要求

的項目被拒之門外。

目前，順義區正在聚集智能新能源汽

車、航空航天、新材料、新壹代信息技術、

生物醫藥與大健康、高端裝備等六類戰略性

新興產業，把它們培育成主導產業。

順義區提出，到2025年，將圍繞汽車

領域，在保持千億級傳統汽車產業基礎上，

新增千億級智能新能源汽車產業集群。

創新
從發不出工資到“隱形冠軍”
北京市順義區牛欄山，以出產二鍋頭

知名。在牛欄山工業開發區，有壹家中藥企

業，以區區26畝占地，年繳稅達2.7億元。

“康仁堂是‘隱形冠軍’。”順義

區經信委副主任蘭雄景評價，畝均年繳

稅約1058萬元，是壹般工業企業平均值

的十倍以上。

北京康仁堂藥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黃

美榮，是北京中醫藥大學1988屆畢業生，

從事中藥行業近30年。5年前，她加入

康仁堂時，企業已經基本完成了研發和

技術積累，資本、產能、人才等制約發

展的瓶頸問題正在壹壹破解。

2012年，經相關部門協調用地，康仁

堂從林河開發區搬入牛欄山工業開發區。

“我在公司生產車間轉了壹圈，被

他們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所打動。”當

年10月，黃美榮受大學同學邀請，到康

仁堂參觀，發現多個設備是通過自主研

發，實現了對傳統設備的創新改造。比

如中藥炒制設備，壹般企業裏跟炒瓜子

的轉爐差不多，但康仁堂的設備是三段

式的，能根據不同藥材采取不同的時間

和溫度連續自動化生產。她隨即加入康

仁堂，當時負責生產管理工作。

黃美榮說，康仁堂從1998年創設到

2009年，壹直在銷售中藥飲片的同時研發

中藥配方顆粒技術。由於研發投入巨大，

2008年，康仁堂壹度工資發放困難。

如今，康仁堂有研發人員60多人，

公司經營500多味中藥配方顆粒。技術

總監張誌強說，康仁堂對技術人員曾經

是長期不限制編制的，每年的研發預算

也基本沒有調砍。公司的各種生產質量

會議，都會邀請研發中心人員進行培訓。

目前，康仁堂擁有工藝發明專利36項。

康仁堂中藥配方顆粒產品2008年剛

上市時，仍然租用別人廠房，銷售收入

只有936萬元。2012年啟用新生產基地

時，銷售收入突破2億元，2016年更是

突破15億元。多年來，康仁堂年復合增

長率超過50%，在全行業中速度領先。

蘭雄景說，康仁堂從壹家普通的中

藥銷售企業，到如今成為收入增長迅猛

的“隱形冠軍”，靠的就是科研創新。

轉型
戰略性新興產業5年產值翻番
井蓋被挪、燃氣泄漏、下水堵塞……

最遲到明年，這些隱患在北京市西城區

將在幾秒鐘內被發現。

正元地理信息公司負責智慧城市建

設技術支持的馬偉介紹，公司正在為西

城區搭建智慧地下空間的信息平臺、運

維系統。截至目前，主路、支路和較寬

胡同的地下管線都已做到三維立體呈現

。按工期，最遲到明年上半年，西城區

的排水、供水、電力、燃氣、熱力、通

信等6類地下管線，都將實現智能化監管。

坐落在順義國門商務區的正元地理

信息公司隸屬於中國冶金地質總局，是

國內為數不多的從事地上、地下全空間

智慧城市建設的專業地理信息公司，主

導或參與了全國360多個城市的地下管

網建設工作，占國內市場份額60%，主

導了山東濟寧、安徽宿州等多地的智慧

城市建設。

以康仁堂為代表的生物醫藥與大健

康行業和以正元地理信息為代表的新壹

代信息技術產業，都是順義區近幾年著

力培育的優勢產業。

順義區區長高朋稱之為“戰略性新

興產業”，包括智能新能源汽車、航空

航天、新材料、新壹代信息技術、生物

醫藥與大健康、高端裝備等六類。

高朋表示，順義正在聚焦這六大優勢產

業，“把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成主導產業”。

在順義已有的主導產業中，電子信

息、都市工業、裝備制造、新材料等四

個產業已經達到百億級規模。

坐落於順義的江河集團曾是壹家專註

於建築幕墻的上市公司，先後在全球各地

承建了數百項難度大、規模大、影響大的

地標性建築，其中包括世界第壹高樓沙特

王國塔（1007米）、中國第壹高樓武漢綠

地中心（636米）、北京第壹高樓中國尊

（528米）、首都機場T3航站樓、迪拜無

限塔等。

技術創新是江河集團轉型升級發展的

巨大推動力之壹。江河集團董事長劉載望

介紹，集團每年投入巨資用於科技創新、

產品研發以及專業人才的培養。目前，江

河集團是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國家認定

技術創新示範企業，擁有國家級企業技術

中心、國家認定博士後科研工作站，擁有

各類專利共472項，其中發明專利90余項。

截至目前，順義戰略性新興產業由

2011年末規模以上企業65家、產值358億元，

增加到93家、產值750億元，產值占到全區

的1/4，增長速度和產業占比穩步提高。

升級
從壹個千億級到又壹個千億級
更引人矚目的是巨無霸的轉型升級。

過去10年，順義區工業總產值每5

年上壹個臺階，從2006年1000億元增加

到2016年的3000億元。目前，順義區工

業總產值占全市的六分之壹強，穩居全

市各區第壹。3000億工業總值中，汽車

及零部件占半壁江山。

在今年4月的上海汽車展上，北汽

集團旗下北京通航重點展示了萊奧納多

AW系列直升機，P-750固定翼飛機及小

青龍無人直升機、天眼無人機等。

早在5年前，北汽集團就與北京航空

航天大學共同組建了“北京通用航空有限

公司”，打造立體交通出行服務體系，致

力於為人們提供全方位出行解決方案。

從2014年開始，北汽集團提出了向

制造服務型和創新型企業轉型的戰略構

想。目前，北汽集團12萬名員工中，光

研發人員就有1萬人。

近年來，北汽集團科技研發投入累計

超過400億元。北汽集團建立了全數字化設

計能力和遍布全球的開放式整車和零部件

研發體系，在智能網聯汽車技術、節能和

新能源汽車技術方面構建核心能力。2016

年，北汽純電動乘用車銷售5.2萬輛，同比

增長1.6倍，增速連續4年保持全國第壹。

2016年4月，擁有研發生產制造銷

售到運營全產業鏈的富電科技集團簽約

落戶順義。富電集團副總裁聶曉毅介紹，

集團看中的是順義的政府環境和產業基

礎。目前，公司正在為過渡廠房采購相

關設備和生產線，預計三個月後可以生

產。預計年底之前能夠拿到建設正式廠

房的用地，明後年建設廠區，未來打算

把研發和生產基地都搬遷到順義。

去年10月，北京智能新能源汽車生

態產業示範區在順義揭牌，預計到2025

年將完成年產30萬輛新能源汽車。高朋

說：“到2025年，我們將圍繞汽車領域，

在保持千億元傳統汽車產業基礎上，新增

千億元智能新能源汽車產業集群。”

服務
給企業提供管家式服務
順義區新壹輪升級轉型的大幕，

是在2013年底拉開的。當時，順義已經

完成從農業大區向工業強區的轉型。其

時，順義區委、區政府曾專門召開務虛

會，就第二次轉型升級展開探討研究。

轉型措施隨後陸續推出。2014年 3

月，順義設立“北京臨空經濟核心區管

委會”，整合國門商務園、空港工業開

發區、空港物流基地3個功能板塊。同

年底，北京科技創新產業功能區和北京

順義綠色生態產業功能區掛牌成立，至

此，順義區13個產業園區整合成3大板

塊：圍繞機場形成的臨空經濟服務板塊，

以汽車制造為龍頭的高端制造板塊，以

及東部和北部的綠色生態板塊。

2015年起，招商標準調整。“強調

要素化、平臺化、集群化、生態化招商，

對項目產業定位、投入產出、科技創新、

節能環保、安全穩定、人口調控、社會

管理等7個方面開展綜合評價。”順義

區經信委副主任蘭雄景介紹，截至目前，

順義全區共組織20批次全要素評價，65

個符合區域發展需求的高精尖項目通過

評價，120個不符合全要素評價要求的

項目被拒之門外。

“我們給企業提供的是貼心式、管

家式服務。”蘭雄景說，去年8月下旬，

有壹個汽車零部件企業因為高管變動，

帶孩子來到順義，入園卻成了問題。相

關部門和學校通力協調，兩天內為其辦

好了入園手續。

為企業高管解決後顧之憂，幫企業

融資、加快審批進度、完善市政配套，

是順義產業部門工作人員幾乎每天都要

面對的工作。

為了更便捷地服務企業，順義區推

出了創新創業綜合服務平臺，企業對空

間、服務、活動、政策、技術、企業、

智庫、資金等8個方面有需求，都可以

在這裏尋求對接。

該平臺2016年5月上線至今，已經

組織了35次大型企業對接，200多家企

業參與合作。

“不但有服務，還要有跟蹤、督促。”

蘭雄景說，順義區還在建設壹個產業項

目綜合調度平臺，所有的審批部門、屬

地部門都在平臺上。企業可以在平臺上

了解辦理某壹事項需要去哪個部門，辦

什麽手續，怎麽辦，每壹步時限多長；

部門與部門間可以協同辦理；政府督查

部門可以通過平臺督辦。“這樣就形成

了機制，解決了供給側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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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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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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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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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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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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法國網球大滿貫公開賽上星期剛剛結
束。女子單打冠軍是沒排名的 Jelena Ostapen-
ko 拿到。這位從人口不到兩百萬的小國家：
拉特維亞 Latvia來的小姑娘，表面上看來，好
像運氣很好的一匹黑馬。事實上，運氣是要對
有毅力、有實力、有魄力的人，像Jelena來說
的！

Jelena Ostapenk 有兩個愛好：跳舞和網
球。她覺得網球比較有味道、有挑戰和成就
感。三年前法國網球公開賽的資格賽，第一輪
就被淘汰出局。去年好不容易得到資格賽，第
一關就輸給日本好手 Naomi Osaka。她母親
Jelena Jakovleva一直都是她的網球教練，陪她
練習、旅遊比賽。她父親 Piotr也都陪她玩體
能遊戲。今年四月初，由共同經理 Ugo Co-
lombini 介 紹 西 班 牙 女 名 將 Anabel Medina
Garrigues(世界排名過16名, 法國網球公開賽女
子雙打冠軍)。短短的兩個月，她從新教練學
的：不只是球技、鬥志和戰略，更難得的是
一般球員沒有的領悟性：處驚不變、冷靜求
生！

大滿貫網球公開賽要連勝七關才得冠
軍。她第四關，遇到澳洲高手 Samantha Sto-
sur ，爭到第三局才贏。第五關碰到世界名將

丹麥籍的 Caroline Wozniacki，也是在第三局
找出突破方法。在四強準決賽時，也面對瑞士
網球第一名的 Timea Bacsinszky，在起鼓相
當，雙方很接近時，她領悟到出路，進入決
賽！

冠軍賽是在六月十日（上星期六）。媒
體、球評和觀眾都看好世界排名第三， 羅馬
尼亞籍的 Simona Halep。ㄧ開始，Simona 贏
了第一場，第二場也贏了三局，看起來，Jele-
na 好像輸定了！可是她一球一球地穩住，減
少不該的錯誤，穩住情緒，拍拍頭，找出方
法，打點，打 Halep 沒想到的地方: 正拍的前
幾步；反拍搆不到的位子。第二局以6：4反

敗為勝！第三局，乘勝追擊，藉著動勢（Mo-
mentum），以6：3得勝！她的領悟力實在可
圈可點！

有些入一生都領悟不出，有些人要花幾年
才知道，這次，Jelena 在短短的幾分甚至幾秒
的時間，在逆境中，突破困難，找出生路，得
到冠軍！真是值得大家學習！(楊禎雄)

領悟: 一個逆境求生的感動故事

熱心公益的華人活動中心CCACC，服務僑胞
長達35年。 此次抗日戰爭80周年音樂紀念會，受
到正副會長李志翔，劉麗芳的鼎力支持，得以如期
舉行。人脈廣泛的男高音張明文運籌帷幄下 ”八
方風雨彙中州”，最終開出一份亮麗的節目單。

參與表演者有電子琴隊，中心口琴藝術隊，數
位男高音獨唱，欣悅小合唱，中心男聲合唱團及大
合唱等。一網打盡的曲目：“熱血，鴿子，長城
謠，黃水謠，松花江上，太行山上，保衛黃河，游
擊隊之歌，大刀進行曲，到敵人後方去，彈起我心
愛的土琵琶” 等。

每周六下午，中心音樂廳就傳來陣陣悅耳歌
聲。在資深指揮劉然英教導下，愛好歌唱的熱血男
女們，以歌聲表達對日本侵華哀鴻遍野的血海深；
對奸淫燒殺，家破人亡苦難同胞的沉痛哀悼。

才貌雙全的劉然英，每次不厭其煩的矯正發

音，解釋歌詞，傳達藝術。唇干舌燥，諄諄教誨的
敬業精神，感動了許多人。其中，芭蕾舞者葉有
成，為了下午1時練唱，周六換3趟公車早上9點
就抵達現場。

小合唱亦同時密羅緊鼓中。女中音林玲兩年前
退休後，凝聚一批歌唱愛好者，“以藝會友，以友
輔仁”，成立了“欣悅歌友會”。人才濟濟，有獨
唱，重唱，合唱。每周一下午在 North Potomac
community center張明文指揮，蘇迪胡琴伴奏下，
為抗日音樂會全力以赴。

“不忘歷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那場
神州大地的浩劫，為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劇。“ 一
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 ”。7月9日請來
出席華人活動中心舉辦的抗日戰爭80周年音樂紀
念會。勿忘我們那段憂患重重的時代，同來告慰犧
牲性命苦難先人的在天之靈。

寫於抗日寫於抗日8080周年音樂會前周年音樂會前 尹紀穎尹紀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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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夏風徐徐，荷花含苞待放。我激動的心
情就像當空的炎炎烈日。此次上海之行，我既不是
去觀賞上海標志性文化景觀之一的“東方明珠”，
也不是去游玩上海迪士尼樂園。而是去訪問心中仰
慕已久的《小主人報》，它是由一群15歲以下的大
陸孩子辦的報紙。發行量超過100萬份，被列入中
華之最、世界之最。

在路人熱情的指引下，我們很快在安西上找到
了這家報社。來到院內，一群身穿紅馬甲、胸前佩
戴著“小主人報”徽章的可愛孩子們已經開始歡迎
我們了。

編輯人員平均年齡不到12歲
來到編輯部的辦公樓，窗明幾淨，樓梯入口

處、辦公室的墻面上都張貼和繪製著生動活潑的圖
案，充滿了童趣。每間辦公室裏的孩子們都在認真
地工作著，有的在細心修改稿件、有的在繪製插
圖，有的在設計版面，有的在拆閱各地來稿，有的
在給小讀者回信、給小作者寄樣報……個個一絲不
苟，忙得不亦樂乎！他們中最大的15歲，最小的才
6歲。眼前的情景證實了我們先前瞭解到的情況：
《小主人報》是中國第一張15歲以下的少年兒童在
成人指導下自己采訪、插圖、攝影、編輯的報紙。
文章和照片均出自孩子們之手，編輯人員平均年齡
不到12歲，報紙的主要內容是反映少年兒童的學習
和生活情況。它於1983年7月15日在上海創刊，創
刊號報名是由7歲的侯諱鍇題寫。2005年1月起，
以雜志形式出版。

陪同我們參觀的小報人介紹說，《小主人報》
編輯部有幾百名小記者、小編輯，他們分成若干個
編輯組，每個組都有一個好聽的名字。每個編輯組
按規定時間來編輯部工作。平時就分散在各自的學
校讀書、采訪、組稿、寫稿。每個周日上午，他們

就到報社，聽大記者、大編輯傳授新聞業務知識。
在《小主人報》上發表文章不是容易的事
《小主人報》雖然是由小孩子辦給小孩子看的

報紙，打開一張一張《小主人報》，翻閱一份份
《小主人報》雜志，上面設置的欄目真不少，有
“小主人專訪”、“小主人講臺”、“我們的作
文”、“小花園”、“親情傳真”、“校園萬花
筒 ” 、 “ 童 話 屋 ” 、 “ 書 迷 會 ” 、 “ 東 張 西
望”……真是精彩紛呈、個個引人眼球。

別小瞧是小孩子辦報，如果想在上面發表稿
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編輯告訴我們，他們
有自己的選稿標準。接著他向我們詳細地如數家珍
起來：一、講的是真人真事；二、敘述要清清楚
楚；三、作者必須是15歲以下的少年兒童；四、要
用自己的語言描寫……每篇稿件經過初審、復審、
終審三道程式後，再交編輯部集體討論決定，然後
安排版面。“我們一板一眼，絕不馬虎。經常為一
篇稿件的主題思想爭論得很厲害。”小編輯自豪地
說。

世界上最小的退休年齡
陪同我們參觀的小報人告訴我們，《小主人

報》的小記者、小編輯不搞“終身制”，即使工作
再突出、成績再優秀，小記者、小編輯一到 15 周
歲，也得“離休”，成為《小主人報》社友會成
員，輔導新來報社的小記者、小編輯。像小主編這
一重要職務，報社的領導和指導老師也不搞任命、
指定。剛剛當選的一位《小主人報》兒童版的小主
編告訴我們：“《小主人報》的小主編，一是要進
行民主選舉。二是要進行公開考核。每個在報社工
作的同學，都要從拆信、登記來稿等最基本的事情
做起，然後，按照每個同學的工作情況升定為編

務、文字編輯、版面責任編輯，再考核評定產生主
編。”

通過在《小主人報》的辦報實踐活動，孩子們
的語言表達能力、寫作能力、組織能力、社交能力
等諸多方面得到了充分的鍛煉和發揮。通過三十多
年的實踐，《小主人報》“辦報育人”的理念逐步
得到實現。三十多年間，她培養出大批人才，有著
名影星陸毅、上海外語頻道首席主持人陳蕾、滬上
著名女作家沈罟、孫未；滬上著名畫家胡煒、著名
書法家朱濤、“95後三劍客”董玥、全國著名警察
詩人董蕾……“《人民日報》、《新民晚報》、上
海電視臺、上海有綫電視臺等著名媒體裏也有從業
人員曾經擔任過《小主人報》的小編輯、小記者。
“通過辦報實踐，在日後的工作崗位上，許多孩子
都能獨當一面。”《小主人報》創辦人，現已80高
齡的朱傑士如是說。

聲名遠揚，阿波羅號宇宙宇航員曾到
訪

走進布置精美的《小主人報》資料陳列展覽大
廳，我們看到了多幅國家領導人和國家教育部領導
給《小主人報》的題詞，贊美之情和希望之心躍然
紙上。通過展出的一幅幅珍貴照片，我們也領略到
了《小主人報》的一個個可愛風采：“聯合國秘書
長安南緊握著小記者的手”、“法國總統希拉克喜
愛‘小不點記者’”、“小記者采訪大總統克林
頓”、“小記者和克林頓夫人希拉裏在一起”、
“法新社社長朗•米奧訪問《小主人報》”、

“《小主人報》被特許貼身采訪英國女王伊莉莎
白二世”、“小主編向世界青基會官員介紹《小
主人報》”、“越南《兒童日報》代表團訪問
《小主人報》”、“《小主人報》小記者訪問香
港《大公報》和《文匯報》”、“日本NHK在
《小主人報》拍攝紀錄片”……日本讀買新聞
社、法國法新社、費加羅報、美國全國廣播公
司、美國有綫新聞網路（CNN），以及加拿
大、哥倫比亞、英國、澳大利亞等媒體記者訪問
《小主人報》，紛紛留言贊美。讀著他們發自肺
腑的誇獎字詞，我們在心中也對《小主人報》的
小報人們升起無比的敬意。在一旁陪我們觀看展
覽的《小主人報》現任社長朱濤無比喜悅地告訴
我們：如今，《小主人報》在全國設立了上百個
分社、記者站、新聞學校，數以百萬計的小主人
積極參與著這項光榮而自豪的事業。小主人學習
辦報、辦刊物的活動在全國城鄉的中小學校廣泛
普及，成為學校素質教育中行之有效的形式之
一。國內外幾百家新聞媒體熱情報導，充分肯定

《小主人報》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嘗試”，是
“中國特有的”。

在《小主人報》資料陳列展覽大廳，朱濤社長
還指著一張“美國宇航員傑姆 • 歐文到訪《小主
人報》”的老照片，給我們講起了一段“難忘的故
事”：1989年，乘阿波羅號太空船上月球的美國著
名宇航員傑姆 • 歐文來《小主人報》社參觀訪
問，這兒孩子們的聰明才智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像，臨走前，他表示下一次一定還要來報社看望小
記者們。兩年以後，來報社的卻是歐文的太太，她
來報社是為了完成她先生的遺願。原來歐文先生回
國後因病去世了。但他在臨終前，告訴他的太太一
定要到中國上海代表他去看望那些中國的小記者。

結束訪問之際，我們摘錄下一位詩人寫給《小
主人報》的詩句：“沒有成人的面孔/卻有兒童情
趣/沒有死板說教/而有活潑天真的語言/沒有裝腔
作勢/而是孩子們怎麼想/就怎麼說……”這是世界
上獨一無二的報紙，她已經創造了很多奇跡，現在
她還在創造著，將來依然會創造出更多的奇跡！我
們在心中默默祝願著。

（注：作者少年時代均擔任《小主人報》小記
者、小編委。現為大陸赴國立台南大學交換生）

在《小主人報》做客 看大陸孩子辦報 文文//董玥董玥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June 20, 2017  |  John T. Robbins,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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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Builds A New Communication Network And 
Sets A New Record For “Quantum Entanglement”

China Scores Huge 
Victory Against Hackers 

And Internet Thieves                                                 
Surpassing World Powers In

A New Level Of “Space Rac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e Big Test

In a bid to build an entirely new kind of internet — 
completely secure and impervious to hackers — China 
has pulled off a major feat in particle physics.
Chinese scientists have set a new distance record for 
beaming a pair of entangled particles: photons of light 
that behave like twins and experience the exact same 
things simultaneously, even though they’re separated 
by great distances.
The principle is called quantum entanglement and it’s 
one of the subatomic world’s weirdest phenomena. 
And China has smashed the distance record for 
quantum entanglement.
In a groundbreaking experiment led by Professor 
Jian-Wei Pan of Hefei University in China, a laser 
on a satellite orbiting 480 kilometres above the earth 
produced entangled photons.
They were then transmitted to two different ground-
based stations 1200 kilometres apart, without breaking 
the link between the photons, the researchers said in a 
report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Science.

What is quantum encryption?
In the history of cryptography, quantum cryptography 
is a new and important chapter. It is a recent technique 
that can be used to ensure the confidentiality of 
information transmitted between two parties, usually 
called Alice and Bob, by exploiting the counter-
intuitive behavior of elementary particles such as 
photons

That distance achieved in the experiment is 10 times 
greater than the previous record for entanglement 
and is also the first time entangled photons have been 
generated in space.
“It’s a huge, major achievement,” Thomas Jennewein, 
physic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Waterloo in Canada, told 
Science. “They started with 
this bold idea and managed to 
do it.”
China launched its first 
quantum satellite in August 
and if all goes according 
to plan will send up plenty 
more to create a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which relies 
on entanglement.

A Completely New 
Internet
By launching a group of 
quantum-enabled satellites, 
China hopes to create a super 
secure network that uses an 
encryption technique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a field known 
as quantum communication.
“In physics we are trying, 
and we have demonstrated 
some encryption techniques 
that rely on the law of physics 
rather than the mathematical 
complexity and we call this 

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professor Ping Koy Lam 
from the ANU’s Department of Quantum Science told 
news.com.au last year, before China launched its first 
quantum satellite.
“For that to work you need to send laser beams that carry 
certain information, quantum information, and then 
you need the senders and the receivers to get together 
to find a protocol to secure the communication.”
The reason it can’t be hacked is because the 
information carried in the quantum state of a particle 
cannot be measured or cloned without destroying the 
information itself.
“We can show that this kind of quantum encryption 
works in a city radius or at most between two nearby 
cities,” Prof Lam said.
However China believes the atmosphere in space will 
allow the photons to travel further without disruption 
because “in space there’s nothing to attenuate light.”
In the latest experiment, both stations which received 
the photons were in the mountains of Tibet, at a height 
that reduced the amount of air the fragile photons had 
to traverse.

A New Space Race
China’s ongoing progress will no doubt be watched 
closely by security agencies around the world.
While the spectre of a communication network enabled 
via quantum satellites is still a long way off, as China 
edges closer to the goal it has led to predictions of a 
new space race.
Quantum technology has been a major focus of China’s 
five-year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 released in 
March 2016. While other space agencies have been 
experimenting with the technology, none have seen the 
level of financial support provided by Beijing.
China has not disclosed how much money it has spent 
on Quantum research, but funding for basic research 
which includes quantum physics was $US101 billion 
in 2015 — an absolutely massive increase from the 
$US1.9 billion the country spent in 2005.
Scientists in the US, Canada, Europe and Japan are 
also rushing to exploit the power of particle physics 
to create secure communication systems, but China’s 
latest experiment puts the country well ahead of the 
pack. (Courtesy www.news.com.au/technology/
science/space/china) 

China has used a laser beam on a satellite orbiting 300 miles above the earth to produce 
entangled photons and beam them back to stations on the ground. (Photo/Xinhua via ZUMA)

The successful characterization of quantum features under such 
conditions is a precondition for a global quantum communication 
network using satellites that would link metropolitan area quantum 
networks on the ground. (Photo/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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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華民國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訪團訪問美國德州促進台美科技合作與交流訪團訪問美國德州促進台美科技合作與交流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中華民國(台灣)科
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以下簡稱 「南科」 )管理
局鄭秀絨主任秘書、企劃組林秀貞組長與財團
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醫療器材及光電設
備處尤崇智主任工程師及吳嘉恩專員一行4人
於本(106)年6月16日至6月24日赴德州休士頓
與奧斯丁參訪交流，首站抵達德州休士頓參加
美南國建協進會(ACAP)於6月17日舉辦的第39

屆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並會晤駐休士頓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ACAP顧寶鼎會長
、歷任會長、各領域專家學者及德州台灣生物
科技協會(TTBA )青年代表，與出席該研討會之
各界賓客親切互動與交流，增進與會賓客瞭解
南科在促進南台灣邁向高科技產業發展所扮演
的角色。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處長於
ACAP研討會午宴致詞時，特別歡迎鄭主
任秘書所帶領的南科及金屬中心訪團一行
到訪，並肯定美南國建會自1978年成立
以來持續舉辦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以及海
外台灣科學家及專業人士對於台灣科技發
展之貢獻。黃處長並說明我政府因應台灣
經濟發展轉型所需推動五加二創新產業計
畫，以及科技部為延攬及培育人才以促進
台灣產業創新升級，刻正推動 「博士創新
之星計畫 (the Leadership Entrepreneur
Aspire Pioneer Program, 簡稱LEAP)」 以
及 「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the Leaders
in the Future Trend Program，簡稱LIFT)
」 ，期許各界持續提供建言，並支持我政
府攬才及培育高素質人力資源。

在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

組遊慧光組長陪
同下，鄭主任秘
書一行接續於6月
18日驅車前往下
一站訪問奧斯丁
德州大學工程學
院ReNeu Robot-
ics Lab、 Long-
horn Maker Stu-
dios、 IC2 Insti-
tute、以及新創企
業育成機構Capi-
tal Factory 與
Techshop，並會
晤北美洲台灣工
程師協會奧斯丁
分會代表。

鄭主任秘書
表示，南科以半
導體、光電、生
物科技三大產業聚落為主，已有208家廠商進
駐設廠、產值達8,300億新台幣、就業人數達7
萬8千人，是台灣第二大科學園區。此行目的
，希望瞭解休士頓的生醫公司投資環境及意向

，以及奧斯丁創業生態及AI人工智慧技術相關
創客空間(maker space)的經營策略，以作為台
灣科學園區AI相關計畫推動參考。

（ 本報記者秦鴻鈞）2017 智勝
學院精彩的暑期班已經緊張地進行
了兩週，同學們個個都精神飽滿，
充滿活力積極地與老師互動，與新
同學們交流，我們與家長們一樣，
目睹孩子們的成長與進步都倍感欣
慰。智勝學院暑期班第二期報名正
在進行當中，為了讓您更好的關注
您孩子的學習進展和成長，我們開
通了智勝學生家長群，請您掃描以
下二維碼，以便與我們隨時溝通和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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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
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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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Academy-

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

歡迎大家關注。

智勝暑期班第二期報名進行中

本本((106106))年年66月月1717日出席美南國建協進會日出席美南國建協進會(ACAP)(ACAP)第第3939屆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貴屆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貴
賓合影賓合影。。包括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包括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右五右五))、、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台台
灣灣))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鄭秀絨主任秘書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鄭秀絨主任秘書((左五左五))、、企劃組林秀貞組企劃組林秀貞組
長長((左四左四))、、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遊慧光組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遊慧光組長((左三左三))、、教育組長教育組長
周慧宜組長周慧宜組長((右三右三))、、美南國建協進會準會長黃初平博士美南國建協進會準會長黃初平博士((右一右一))、、台塑美國公司台塑美國公司
吳堯明副總經理吳堯明副總經理((左二左二))、、台灣中油公司休士頓分公司林勝益總經理台灣中油公司休士頓分公司林勝益總經理((右四右四))及汪及汪
玉清副總經理玉清副總經理((左一左一))。。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台灣台灣))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鄭秀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鄭秀
絨主任秘書絨主任秘書((左四左四))、、企劃組林秀貞組長企劃組林秀貞組長((右一右一))、、財團法財團法
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醫療器材及光電設備處尤崇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醫療器材及光電設備處尤崇
智主任工程師智主任工程師((左二左二))及吳嘉恩專員及吳嘉恩專員((左一左一)) 於本於本((106106))年年66
月月1717日參加美南國建協進會日參加美南國建協進會(ACAP)(ACAP)第第3939屆科學工程屆科學工程
技術研討會技術研討會，，與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與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
遊慧光組長遊慧光組長((左三左三))、、美南國建協進會顧寶鼎會長美南國建協進會顧寶鼎會長((左六左六))
等貴賓合影等貴賓合影。。

私校高級數學老師私校高級數學老師Mr. ListerMr. Lister的的GeometryGeometry課課。。
他講課風趣幽默他講課風趣幽默，，思路敏捷思路敏捷，，一直受到廣大一直受到廣大
學生們的喜愛學生們的喜愛。。

德州著名高中德州著名高中Carneige VanguardCarneige Vanguard 的特級數學老師的特級數學老師Mr. BarnesMr. Barnes 得心應手的得心應手的
教授初級微積分教授初級微積分，，他條理清晰他條理清晰，，思路犀利思路犀利，，氣場很旺氣場很旺。。

小年級的學生們在上豐富多彩的藝術課小年級的學生們在上豐富多彩的藝術課。。
高級科學老師高級科學老師 Dr. HudgsonDr. Hudgson 駕輕就熟駕輕就熟
講授初中科學課講授初中科學課

和藹可親和藹可親，，認真負責的認真負責的Ms. LangeMs. Lange非常非常
耐心的教授小學社會科學課程耐心的教授小學社會科學課程

（本報訊）2017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為慶祝成立三十週年，訂於2017年六月二十四
日星期六晚上七時（六時四十五分進場）在休
斯頓萬豪酒店舉行年會暨獎學金餐會之夜。

地點在休斯頓萬豪酒店（2900 Briarpark Dr.
，Houston，TX 77042）

當晚在華麗的大廳中欣賞美食，大家可以
看到台灣各大專院校的校旗走上台去，北一女
儀隊表演，看到我們優秀的下一代領取獎學金,,
觀賞校聯會合唱團再一次的演出以及超水準歌

舞及服裝顯示還有更驚喜的演出展現給大家。
以及三種不同可口美味的主餐選擇。
無骨牛肉短肋骨與混合蝦
鮭魚與剁碎的蝦
3.紅辣椒奶油烤蔬菜。

若素食者請事先告知。
美 南 大 專 院 校 聯 合 校 友 會 （JCCAA）

（www.jccaa.net）始創於 1987 年，是全美會員
最多組織最完善的華人社團之一。校聯會是由
22個來自台灣之大學校友會及北一女校友會組

成的 501-C（3）非營利
組織。

本會之宗旨在於促進校友會間之聯繫與切
磋，廣集校友之專才以謀取校友福利，集合華
人力量以爭取及維護華人權益，促進華人與當
地社團組織間之交流與理解，並積極致力於美
南地區僑社及主流社會間之慈善，文化及教育
方面之交流與活動。

大專校聯會於1992年年開始頒發高中應屆
畢業生獎學金給予華裔子弟，獎勵其在學業，

領導才能，社會服務，課外活動等方面之成就;
目前已擴展至大學，研究所和台灣留學生並涵
蓋華裔參政，音樂，物理，以及Need Base等獎
學金。由於僑社及個人，公司團體的支持2016
年本會頒發獎學金總金額超過$ 60,000.00 給與
34名學生。

票價$ 100＆$ 200請再度支持以及贊助。
贊 助 購 票 請 洽 JCCAA 前 會 長 洪 良 冰

832-818-6688或電郵：nancygri@aol.com
敬請協助及支持這場盛會。

2017年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三十週年會暨獎學金餐會之夜
“團結奉獻傳承三十”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中國國
民黨休士頓分部，上周五晚間在文化中
心舉行座談。出席的多為國民黨分部委
員，大家各抒己見，深感中華民國不僅
失掉一個友好107 年的邦交國巴拿馬，
也將在國際上走向更為孤立的境地。

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
首先在會上表示：巴拿馬在13號宣布與
大陸建交，與中華民國有 107 年淵源的
巴拿馬國也與台灣斷交。現在與台灣的
邦交國只剩 20, 這是一件非常令人痛心
的事

蔡政府上台才滿一年，這是第二個
與中華民國斷交的國家。蔡政府面對國
際困境只剩下譴責與憤怒，蔡英文在記
者會上大聲急呼，"絕不屈服我要一肩扛
起"話說得漂亮請問你如何一肩扛起?沒
有實質的力量不承認九二共識 ,只是說說
而已, 再一次愚弄台灣老百姓。

自從蔡政府上台後因為兩岸關係的
惡化，施政的不當，經濟的衰敗，外交
的重挫，使台灣两千三多百萬的同胞生
活在經濟窘困，外交孤立，？生活不安
的狀態 讓台灣百姓過這樣的生活, 這難
道是我們要的政府嗎？

蔡英文否定中華民國用"轉型正義之
名行台獨之實"。這是大家都看清楚的.

身為在野黨國民黨休士頓分布的海
外黨員,我們有監督執政黨的責任,我們要

在這邊大聲譴責蔡政府不要一意孤行，
不要再搞台獨，搞台獨等於是自掘墳墓
如果蔡政府在惡搞下去，不要等到2020
年台灣同胞就會把你罷免讓你早早下台
，讓中國國民黨再度執政，讓台灣同胞
有幸福安居的美好生活。

另外，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書記
，中山學術會副會長黃膺超認為：( 一
） 上個月台灣才給了巴拿馬290 萬美元
（ 約新台幣九千萬 ） 的金援，本月份
立即斷交，真是諷刺，顯見巴拿馬斷交
不是錢的問題。（ 二 ） 蔡政府外交上
用 「北京打壓」 的錯誤思維，她說北京
當局一貫操弄 「一個中國」 原則，真是
奇怪，我國憲法是 「一中 」 法理，，
我們 「一中 」 是中華民國，北京當局
沒有承認也不否認，蔡英文自許是Pres-
ident of Taiwan , 背離中華民國的作為，
改變現狀才是巴拿馬斷交的根本原因。
（ 三） 民進黨前行政院長游錫堃說：
「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少之又少時，台灣

的邦交國就會出現」，蔡英文嘴裡的 「
一致對外 」，是把中華民國變成了 「中
國台灣」 的罪魁禍首，是把中國推向國
際更孤立的原兇。黃膺超最後表示：尋
找如何回到 「外交休兵」 的方法和契機
，兩岸需要有更多更好的交流才是上策
。

中國國民黨中常委黄泰生表示： 國

際社會的邦交，與我們人與人間的社交
，友誼不同。國與國間，只有利害，沒
有正義。國與國間，是誰有筆軍事，經
濟力量，誰才有 「話語權 」。中國大陸
的崛起，致使很多邦交國選擇 「選邊站
」， 我們今天憤怒已無濟於事，應檢討
自己學習（ 一 ） 泰國的外交手腕，保
全自己的領土，主權（ 二 ） 以色列，
以人口僅七百萬的小國，能在那麼複雜
的地理位置及環境中團結，發展，生存
。黃泰生中常委說： 民進黨不改其分化
族群，鬥爭的本質，整天內鬥，內耗，
家和萬事興，這是我們今後要努力的。

黃以法委員表示：大陸明顯超越台
灣太多。形勢比人強。我們要有策略，
蔡英文要承認是 「中華民國」 的總統，
大陸對中華民國還是有點感情。

陳煥澤說：昨天美國國務院通過一
法案---- 重新恢復中美高層來往。台
灣教科書改，我們下一代對中國的認同
低，這是一問題。呂秀蓮說： 要將台灣
變成 「東方的瑞士 」（ 中立國） 需知
中立國是需要很強大的國防力，這是我
們不具備的。

江震遠說：今天講魁北克要獨立，
加拿大還是存在的，德州要獨立，美國
還是存在的，今天講，台灣獨立，中華
民國就不存在了，被徹底摧毀了。

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委員
上周五為巴拿馬斷交舉行座談會

圖為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各委員圖為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各委員、、常委常委、、中常委上周五合影於中常委上周五合影於
座談會上座談會上。（。（ 前排中前排中 ）） 為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為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 前排右二前排右二
）） 為中常委黃泰生為中常委黃泰生。（。（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在文化中心座談會現場圖為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在文化中心座談會現場。（。（ 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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