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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重視您的

事業發展
無論你正要開始新的職業生涯，還是希望作出改變，一個

公司能否為你提供成功所需的工具和資源非常重要。金融

服務公司並非都一樣。他們提供的產品、幫助、持續的

培訓和營銷大有不同。做為萬通互惠理財的銷售代理公

司，MassMutual Texas Gulf Coast將提供您具有競爭

性的薪資與福利，其中包括：

•  全面的專業職場培訓

•  營銷計劃和工具，以及持續的支持，以幫助您建立業務。

•  無限的事業發展機會

•  萬通互惠理財廣泛的產品和銷售工具

MassMutual Texas Gulf Coast，您將代表一家圍繞客

戶需求而建立的，名列財富500強，並擁有160多年歷史的

公司。讓您的事業更上一層樓！

萬通互惠理財金融集團(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是指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簡稱「萬通互惠理財」)
及其關係企業與業務代表處。地區銷售代理商並非萬通互惠理財旗下公司或相關企業。財務代表為獨立外包員工，並非萬通互惠理
財、其旗下公司，或代理公司之員工。 代理機構管理人員並非萬通互惠理財的管理人員。理財服務代表為獨立締約人，而非萬通互
惠理財、其子公司或與其締約之總代理機構之員工。保險產品由萬通互惠理財（Springfield, MA 01111) 以及其旗下公司 C.M. Life 
Insurance Co. 和 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 (Enfield, CT 06082) 發行。萬通互惠理財於2016年財富500強（FORTUNE® 
500（中名列76。(財富雜誌, 6/15/2016)。CRN201705-192417

人壽保險+退休服務/401(K)計劃+傷殘收入保險+長期護理保險+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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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国建会第39届年会暨科学
工程技术研讨会圆满落幕
美南国建协进会上周六于糖城美丽华

酒店圆满成功举办第39届年会暨科学工
程技术研讨会﹒图为前会长王国治(右)宣
布颁发杰出成就奖给休士顿大学教授黄寿
萱博士(中)﹐由现任会长顾宝鼎(左)颁发﹒



BB22美南電視介紹

【VOA】美國最高法院已經決定，考慮各州議
員在劃定聯邦議會選舉地理選區界限的時候，
是否過於以黨派劃線，以使得自己相對於政治
對手取得不公平的政治優勢。
美國最高法院星期一表示，今年晚些時候將考
慮中西部威斯康星州的一場爭議，該州的共和
黨議員劃定的選區地圖賦予自己針對民主黨議
員的政治優勢。
之前一個由三名法官組成的小組以2比1的表決
決定，宣布共和黨劃定的選區無效，該判決有
利於質疑這個選區劃分合法性的民主黨人。低
等法院裁定，選區必須為2018年11月國會選

舉及時做出重新劃
定。
但是威斯康星州州
政府對這項裁決提
出上訴，最高法院
於是決定就此爭議

進行聽審。
最高法院經常關註政治選區界限是否會對爭取
贏得國會席位的少數族裔造成劣勢。但是最高
法院鮮少處理按黨派有意劃分政治選區的議題
。最高法院1986年和2004年做出的兩項裁決
並沒有為州議員獲準做哪些事情提供清晰的指
導原則。
在美國，國會選區劃分通常每10年在最近的全
國人口普查結束後，由州立法機構重新設定，
保證全美50個州當中每一個州都至少有一個眾
議院席位，435個眾議院席位的每一個議席都
有大致相等的人口劃分。
控制州立法機構的政黨對選區
的劃定具有優勢，他們通常試
圖讓本黨在國會議員選區劃分
和選舉中取得最大的政治優勢
。威斯康星州案件中的問題就
是共和黨人是否合理劃分了選
區或者是否不公平地取得了對
民主黨人的優勢。
最高法院最終的裁定將為全國
各州重新劃定選區設定標準。

美日調查美軍
艦與日商船相
撞疑點
【VOA】美國和日本當局說，他們正在調查為
什麽一名美國驅逐艦和一艘大型日本商船的人
員在近一小時之後才報告了撞船事件。在日本
海岸發生的這起事件導致驅逐艦上7名水手身
亡。
兩國官員說，兩艘船只都是星期六大約淩晨2
點半報告發生撞船事故的，但跟蹤數據顯示，
事故發生在淩晨1點30分。
跟蹤數據顯示，集裝箱貨船“ACX水晶號”在
1點30分過一點便掉頭返回到其在1點30分時
的位置。
一名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發言人說，事故似乎
發生在星期六淩晨1點30分，不是像“菲茨傑

拉德號”所
報告的2點
30分。
這艘集裝箱
船的運營商
日本郵船（
Nippon 
Yusen）的
一名女發言
人表示，該
船的跟蹤信

息顯示，在

上午1點30分發生碰撞之前，該船“運行正常
”，她沒有任何有關事故報告延誤的信息。她
說，由於是緊急情況，船員可能無法電話告知
。
美國海軍和海岸警衛隊，以及日本的海岸巡防
隊及運輸安全委員會正就此事進行調查。
周一早些時候，美國海軍確認了在“菲茨傑拉
德號”進水的睡艙內發現已身亡的7名水手的
身份。
美國海軍代理部長肖恩·斯塔克利在一份聲明
中說，“對於痛失這些船員，我們感到非常沈
重。”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海軍中將奧庫安星期
天說，“菲茨傑拉德號”與懸掛菲律賓旗幟的
集裝箱貨船“ACX水晶號”相撞時，很多船員
正在睡覺。他說，海水湧入睡艙，船體右側部
分坍塌。
奧庫安說：“船體受損嚴重，海水迅速灌入三
個大型艙室，包括一個機房和共有116個鋪位
的兩個船員休息區。”
有三名船員在事故中受傷，其中包括指揮官布
賴斯·本森。奧庫安說，本森的艙室被直接撞
上，使他被困入艙內。
奧庫安表示，本森頭部受傷，目前狀況穩定，
“能活下來很幸運。”另外兩名水兵受了割傷
和擦傷。奧庫安說，美國海軍將對撞船事故展
開調查。他說：“很遺憾我們沒有有關最後時
刻所發生情況的細節，但希望調查能夠發現一
些線索。”
“水晶號”的船體將近四倍於“菲茨傑拉德號
”。這艘29000噸級的貨船222米長，而美國
的驅逐艦為8315噸，154米長。
水晶號上沒有船員受傷。

KVVV

︱美國最高法院（資料圖）。                    

︱停泊在橫須賀海軍基地裏的美國海軍菲茨傑拉德
     號驅逐艦被撞毀的部分。(2017年6月18日)。

全新《送子觀音》卵子捐贈
周三晚間7時30分首播

婦科專家鄒長坪教授。

▲

美國最高法院將就
選區劃分案舉行聽審

精彩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美南國際電視台(STV15.3)全新節目「送子觀音」，由著名主持人娟子主持，第
一集於6月16日錄影，以醫療座談會形式，邀請婦科專家鄒長坪教授主講「體外受精：卵子捐贈」主題，針
對卵子捐贈步驟和過程進行說明，吸引對該話題有興趣的民眾到場聆聽。該節目將於6月21日(周三)晚間7時
30分首播，精彩內容，敬請準時收看。

播出時間：
6月21日(周四)晚間7時30分至8時30分首播，6月22日(周四)下午1時至2時
重播，有興趣的觀眾，敬請準時收看。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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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移民資訊

上个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对签证申请者

进行更严格的审查，要求了解更多社交媒体信息

。近日，美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加长版调查问卷，

强制申请人披露他们过去5年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

，并追溯15年前的履历资料。

据悉，新签证审查政策已于5月23日由美国

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批准。

根据该政策，美国使领馆签证官可要求签证

申请者提供过往所有的护照号码、5年内社交媒体

资料、邮箱地址、电话号码以及15年内的个人信

息，其中包括住址、就业信息以及旅行记录等。

虽然对于这些新增问题回答与否完全自愿，但相

关问卷表格显示，未能提供上述信息可能会延迟

签证申请，甚至导致签证直接被拒。

美国国务院官员科克斯表示，每年约有1300

万外国人申请赴美签证，其中约有1%的人会收到

加长的问卷表格。如果签证官认为这些额外信息

是确认身份或者进行更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时所

必需的，那么签证申请者就应当提供此类信息。

科克斯还表示，在收到加长问卷的申请者中

，约有85%最终会获得美国签证。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签证官员可以要

求额外信息“来确认身份或进行更严格的国家安

全审查”。此前，该部门声称在全球范围内，只

有约0.5%的签证申请人会收到这种加长版调查问

卷。

这一新规定还在公开征求意见阶段时，美国

国务院在一份通报中说，新规定适用于“与恐怖

主义有关联或因其他国家安全相关事由不符合签

证资格，从而被认定有必要进行额外详细筛查的

申请人”。

报道指出，这一新政还未正式出台前，教育

部门和移民组织就已经提出反对意见。批评人士

认为，新政势必导致签证申请周期拉长、手续更

繁冗、拒签率上升，让一些希望赴美留学的国际

学生和科研人员望而却步。

有移民律师认为，新政存在诸多不合理性，

例如要求申请人上报过去5年使用过的所有手机号

、电子邮箱地址和社交媒体账号，许多人压根记

不起这么多细节。

要求签证申请人提供社交媒体信息并不是特

朗普政府的首创。去年6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已打

算要求人们在申请签证时回答此类问题。这一措

施在12月获批，但只是针对那些申请豁免签证的

人士。

特朗普政府加强签证申请审查
须提供社交媒体信息

美国纽约市议会6日投票通过总计852亿美元

的2018财年预算，青少年、耆老和移民家庭将成

为这笔预算的主要受益者。

市议会于本月2日就2018财年预算达成协议

，开创自1992年以来取得共识最早的一年，明年

的852亿元预算、加上此前财年的1亿元存款及2

亿元纽约市保留预算基金，市府在来年将有855

亿元资金用来服务纽约民众。

在当前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纽约市加大预

算投入用来帮助公立学校学生及他们的家庭，保

证全市青少年获得充足的食物补助、医疗健康、

图书馆资源等，助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另外，

今年“暑期工读计划”(Summer Youth Employ-

ment Program)将提供7万个工作岗位，也是史上

最多的一年。

新财年预算中还会有 1000 万元拨款给

“ 纽 约 移 民 家 庭 团 聚 项 目 ” (New York Im-

migrant Family Unity Project) ， 1200 万 元 用 来

支持成人语言项目，并会持续为移民健保

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全面服务纽约移民社

区。

老人局(Department for the Aging)比往年多

获得 2289 万美元的预算用来提供各项耆老服

务，包括 1000 万元的老人中心经营费用、650

万元的家庭看护服务等。市议会老人委员会

主席陈倩雯表示，2018 年真正实现了“耆老

年”愿景。

纽约市议会通过新财年预算
移民家庭成受益者之一

美国劳工部长
加强外国雇员签证
计划欺诈执法
美国劳工部长阿科斯塔 (Alexander Acosta)

当地时间6日宣布，他领导的部门在全面审视

外国雇员签证计划后决定，将加强执法，取缔

该项目中潜在的欺诈行为。

阿科斯塔指出：“所有涉及外国雇员签

证欺诈的实体都违反了法律，伤害了美国工

人，对美国民众自力更生并且养家糊口造成

恶劣负面影响。我们将加强执法，包括增加

刑事指控。美国劳工部将采取所有可能的措

施，避免该计划被滥用，对所有犯规者采取

法律行动。”

劳工部官员表示，涉及所有外国雇员的签

证计划都会加强执法，除了H-1B，包括H-2A

和H-2B在内。

有关步骤包括：

指示劳工部的工资和工时部门，采用所有

方法进行民事调查。

指示劳工部的就业与训练署(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dministration)对劳工情况申请(La-

bor Condition Application, LCA)(“劳工纸”)做

出适当改变。

调查部门则将重新审视其调查手续，以便

查出系统性滥用H1B签证及可能的欺诈行为。

增加刑事转介到劳工部督察长(Office of

the Solicitor)的个案。

此外，劳工部将会继续和司法部以及国土

安全部紧密合作，调查外国雇员签证计划欺诈

和滥用的案例。

劳工部的声明称，该部门的执法行动

已经开始，并且已经有了首个成功案例

——劳工部最近起诉亚利桑那州的 G 农场

(G Farms)，该农场给外国农业工人提供

H-2A 签证，但该农场却只给这些工人提供

非法甚至是可能导致生命危险的住房。目

前劳工部已就此案件取得了法院的临时禁

制令。

加拿大联邦移民、难

民及公民入籍部部长胡辛

近日宣布，进一步优化

“特快入境”(Express En-

try，EE)移民计划，申请人

若有兄弟姊妹在加国或者

擅长法语均可获加分。该

项新评分措施即日起正式

生效。

胡辛(Ahmed Hussen)

在万锦市一间新移民服务

中心发表上述公布。他说

，过去有研究显示，新移

民到达加拿大开展新生活

后，若他们有兄弟姊妹已

在加国，将可更快、更易

融入社会，在求职和取用

服务方面也更畅顺。

在特快入境移民计

划的综合评分制度(Com-

prehensive Ranking System)

，对申请人有兄弟姊妹在加国的情况，原本

是没给予分数。现在起，该类申请者将可多

获 15 分，但申请人必须证明其在加国的兄

弟姊妹是加国公民或永久居民身份，年龄是

18 岁或以上。主申请人或其配偶或其同居伴

侣与其在加国的兄弟姊妹，必须是同父母或

同父或同母，这个关系可来自血缘、婚姻、

同居伴侣或收养。

胡辛又表示，谙法语的新移民可壮大加国

法语人口属少数的社区，为配合这目标，特快

入境移民计划申请人如擅长法语，今后亦将获

得加分。他说，若申请人的法语属强项，英语

又达到一定程度，将可获加最多30分。如申请

人拥有高水平法语，不论有没有英语能力，则

可获加15分。

胡辛续称，今次并非特快入境系统首度变动

，当局过去也曾作出一些改良。他透露，在现时

特快入境数据库中，国际学生占54%，其余属技

术工人，这是一个良好比例。过往国际学生数目

只占三分之一。

移民部指出，当局会于6日更新其特快入境

数据库中所有申请人的“综合评分”数目，反映

上述新评分措施。

此外，没具有效雇主聘请证明(valid job of-

fer)或没具有省提名移民的特快入境申请人，

原本建立其特快入境个人档案(Express Entry

profile)后，必须开设一个“职位库帐户”(Job

Bank account)，才会被当局置放入数据库作挑

选。现在起，当局不再有此规定，所有特快入

境申请人皆是自愿登记“职位库帐户”。对于

申请人评分相同的情况，当局今后将按照他们

最初提交个人档案的日期和时间，处理颁发邀

请申请移民的轮次。

加拿大優化特快入境移民計劃
兄弟姊妹在加國可加分

传为了吸引低技劳工
英国工党拟开新通道

英国工党党魁郝尔彬团队起草讨论移民政策

的文件遭泄露，内容似与“引进低技劳工”有关

。.文件内容显示，工党有意为“低技/无技”开设

签证通道，有点像美国绿卡。文件还写道，工党

将不会将“减移”作为首要政纲。工党发言人表

示，英国媒体获得的这份文件，并非工党政纲的

宣传文书，亦不是声明，只是工党正在“深入研

究有关议题”的报告。

《每日电报》和《每日邮报》表示，报告是

由郝尔彬的内务政策顾问史钊活(Lachlan Stuart)撰

写的。根据《每日邮报》引述，文件写道，“我

们正在考虑，如何能够继续利用现有的五级签证

制度，包括充分利用目前比较少用的签证类型，

利用用来聘请低技术、无技术人士，和季节性劳

工等。”

通过文件，工党亦在考虑撤销英国人聘请外

劳前，或英国人申请配偶团聚时须经过的入息审

查(means test)。入息审查要求从非欧洲经济区申

请配偶来英时，申请人年收入至少要有18,600镑

。

移民大臣古德维表示，这份泄漏的文件，清

楚显明了郝尔彬团队的“最新构思”。“他们(指

郝尔彬及Diane Abbott)将永不会减少移民，因为

他们根本不相信要这样做。”

一位工党发言人说，“一旦英国脱离欧盟，

人民自由流动政策会终结，而工党则会引入公平

、严格监控的选才计划，以我国的经济需求为根

据的基础，我们已经完成多份相关报告，务求计

划能够取得实施。但这个并非工党的政策声明，

要看这个，阅读我们的政纲就可以了。”

记者认真读完工党的政纲，上面写道“发展

和推行公平的移民规则”，并且“引入以经济为

基础的新系统，更好控制外劳人口，公平对待和

管理现有的留英签证。”

“当中还包括雇主的赞助权、工作签证、证

件签发制度，和为所有这一切量身订造的，适合

于所有人而并非一部分人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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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014）五月從巴爾幹半島克羅地亞
等地區回來後不久，便收到旅友來信，相邀
參與今年（2015）二月同遊摩洛哥與撒哈拉沙
漠之行。對這塊遠在北非的陌生國土，我是
既沒有什麼認識，也缺乏一訪的高度熱忱。
但想到我們這批在過去十數年裡多次同遊的
旅友們皆已到了“時不我待”的人生階段，
乘自己還走得動，能出去一趟便是“賺”一
趟了。況且還有多位熟人旅伴一路嘻嘻哈
哈，藉此出去換換環境有益身心，何樂而不
為！於是便在這種心態下，報名參加了OAT
（Overseas Adventures Travel） 旅 遊 公 司 的
《摩洛哥撒哈拉漫遊》（《Morocco Sahara
Odyssey》）。

全程日期是從二月十一日至三月二日。
旅程分為兩部分：主旅從二月十六到三月二
日，是為期十四天的《摩洛哥沙哈拉遊》。
不過我們有十二人參加了主旅前為期六天（2/
11-2/16）的“前旅”《Tangier, Chefchaouen
andthe Berbers of the Rif》。頭尾算來共二十
天，全程皆是在摩洛哥境內。我們先後駐足
於九個城鎮與撒哈拉沙漠，入宿過九家酒
店，另加兩晚是在撒哈拉沙漠裡的帳篷內度
過。自入摩洛哥國境後，全部行程皆是乘坐
一部賓士中型旅遊車，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
阿特拉斯山脈。山路曲折狹隘，地貌多元多
姿。從高山白雪、荒寂高地、溪流峽谷、沙
漠仙人掌、橄欖橙杏、果樹叢林、到綠油油
的草地羊群，沿途盡情欣賞美景之餘，更感
佩司機先生的一流駕駛技術。

旅遊前，我對摩洛哥是一無所知，連首
都的名稱都說不出。唯一聽說過的都市只有
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還得歸功於 Hum-
phrey Bogart與 Ingrid Berman主演的一部好萊
塢電影《北非諜影》（《Casablanca》），所
以也說不出對這次摩洛哥之行的期望是什
麼。然而，自踏上摩洛哥國土兩三天後，大
家都感到此行遠遠超出期許，儘管是大家也
說不出當初具體的期望又是些什麼。想來，
也許在我們的印像裡，摩洛哥有的就是沙漠
與駱駝吧。萬萬沒有想到除此之外，摩洛哥
竟會有如此豐富多彩，令人嘆為觀止的人文
地貌，二十天下來，大家都在深感意外地十
分滿意之下，讚歎不虛此行。

從大名鼎鼎的卡薩布蘭卡（Casablan-
ca），到深具地方色彩風味藍白兩色的舍夫沙
萬（Chefchaoun）；從締多萬（Tetouan）的
古城市場到丹吉爾（Tangie）r 的萬國區；我

們看到了大西洋與地中海的交接處；在梅克
內斯（Meknes）參觀了 Moulay Ismail 蘇丹驚
人的馬槽與糧倉；在Volubilis看到了古羅馬廢
墟。菲斯（Fez）的 Medina 古城、爾佛（Er-
fond）的化石、Tinghir的峽谷、Berber人的大
市場、Dar et-Taleb 的通學生宿舍、Henna繪
青術、數次的住家宴、那些極具摩洛哥地方
色彩的高級餐廳，與道地的“手扒羊”平民
小館, 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大家當然更不會忘記撒哈拉沙漠上住在
帳篷裡的兩天。觀日出，看日落，騎駱駝，
訪牧民，觀繁星，那“人生難得幾回再”的
體會。那乘坐九小時車子翻越中阿特拉斯山
（Middle Atlas ）而不感辛疲的一天，從雪景
霧松到藍天白雲下的叢林，到乾燥的砂石地
帶，到山谷間的綠洲棕櫚，河流農村。那種
多元變化的美景更將永存於腦庫。還有那在
馬拉克什（Marrakesh）最後一天，參觀的神
學院與博物館的雕飾裝潢更是嘆為觀止，美
不勝收。

尤可慶幸的是本團的全程導遊 Abdellah-
Nasiri是一位非常稱職的資深導遊。他來自一
個摩洛哥南部的農村，靠自己的苦學苦幹闖
出了一片天地。除了領隊/導遊應盡的職務
外，他很願意也很坦白地與我們談到許多有
爭議性的話題，如穆斯林教，中東局勢，摩
洛哥的婦女與婚姻等。使大家能夠進一步了
解摩洛哥當今的社會與其歷史人文，更增添
了此次旅遊的情趣。

歸來後想想我們這一隊堪稱“七老八
十”的“夕陽紅”隊（按中國的標準,也許早
已屬於“後”夕陽紅隊了）成員，能經過二
十天的長途跋涉，在一天之內溫差三四十度
的環境下盡興遊玩，沒有病痛，沒有意外地
平安歸來，也真該為自己慶幸了。除了慶幸
與高興之外，心中更是充滿了感謝。感謝上
蒼給我們的恩賜，到了這個年齡，還能有這
個體力，有這個意願去“周遊列海”，並有
健康開朗的心態，去身體力行地“活在當
下”。出去了二十天，玩得開開心心，能無
病無痛平平安安地回來，心中充滿了感恩。
這也是到了現在這個年紀，才能深深體會到
的一種心態吧。回來後試作七言絕句一首以
為誌。

摩洛哥漫遊摩洛哥漫遊
松林白雪高原地，
溪谷城村大漠沙。
裹面寬袍街巷裡，

清真寺外望飛霞。

摩洛哥簡介
摩洛哥王國是非洲大陸西北部的一個君

主立憲國。阿拉伯文“摩洛哥”的意思就是
“西面的王國”。它東與阿爾及利亞接壤，
南緊鄰撒哈拉沙漠地區，西頻臨大西洋，北
隔直布羅陀海峽與葡萄牙、西班牙相望，扼
地中海入大西洋的門戶。摩洛哥也是世界上
除法國與西班牙之外，同時濱臨大西洋與地
中海的三個國家之一。其海岸線長達1700餘
公裡，地形複雜。阿特拉斯山脈橫貫全國，
山地與沙漠佔據了極大部分的國土。僅西北
沿海一帶為狹長的平原。氣候上屬乾燥的熱
帶沙漠氣候。

摩洛哥自古即為非洲與歐洲之間的交通
要道。境內極早已有先民居住。最早在這裡
定居的是柏柏爾人（Berber），七世紀時，阿
拉伯人來到，並於八世紀時建立了王國。中
世紀時期，朝代的統治者有柏柏爾人也有阿
拉伯人。從15世紀開始，摩洛哥曾受到多個
西方國家的入侵。近代的一次是1912年法國
的佔領，至1956年才獲得獨立。歷史上，摩
洛哥在非洲一直是一個強大的獨立王國。在
周圍的鄰國中鶴立雞群。其獨特的文化是集
阿拉伯、柏柏爾、沙哈拉與歐洲影響之大
成。

卡薩布蘭卡（Casablan-
ca）簡介

卡薩布蘭卡市位於摩洛哥西面的大西洋
海岸線上，是摩洛哥的第一大城，經濟與商
業中心，北非最大的港口，也是非洲大陸最
重要的港口之一。卡市地區的歷史至少可以

追溯至公元前七世紀柏柏爾人的在此定居，
後來的腓尼基人、羅馬人皆曾用為港口，中
世紀被海盜竊據，15 世紀中葉城被毀於海
盜。16世紀初，葡萄牙人在廢墟上建造了一
座軍事堡壘，漸漸有一些房子圍繞著堡壘建
造了起來，形成了一個城鎮。那些房子多有
白色的牆壁，葡萄牙人稱該地區為“Casa
Blanca”，意為“白色的房子”，沿襲至今，
成為卡市的市名。

到了18世紀中葉，1775年的那場大地震
摧毀了整個市區，導致歐洲人的全面撤出。
市後由阿蔔杜拉蘇丹（Sultan Mohammed ben
Abdallah）重建。1956年摩洛哥獨立後，成為
該國最大的城市。

《北非諜影》
對一般的外國人，尤其是我們這一代的

人來說，提起“卡薩布蘭卡”（“Casablan-
ca”）相信他們的第一個反應不會是摩洛哥的
第一大城，而是那部好萊塢經典名片，與
“卡薩布蘭卡”市同名 “Casablanca”，中譯
為 《 北 非 諜 影 》 的 電 影 。 這 部 1942 年 由
Humphrey Bogart 與 Ingrid Bergman 主演，獲
得奧斯卡多項大獎的影片，轟動一時之餘，
亦為卡薩布蘭卡市作了最好的宣傳，使“卡
薩布蘭卡”之名成為家戶喻曉。凡看過這部
老電影的人，內容或早已忘記，然這個名字
卻長駐腦中。

《北非諜影》劇情是發生在一間位
於卡薩布蘭卡市內的瑞克咖啡酒吧（Rick
Cafe）這家原屬於場景的咖啡酒吧，也因為這
部電影而名聲大噪，成為該市的一個觀光景
點。不難窺見好萊塢對普世“文化侵略”的
勢力、實力、與魅力。

夏曙芳夏曙芳 20152015 （（附圖見下二頁附圖見下二頁））

摩洛哥遊之一摩洛哥遊之一：：導言導言 夏曙芳夏曙芳夏曙芳

圖一圖一：：卡薩布蘭卡市政府廣場入口卡薩布蘭卡市政府廣場入口

圖二圖二：：卡薩布蘭卡市政大樓前的廣場卡薩布蘭卡市政大樓前的廣場

圖三圖三：：卡薩布蘭卡的濱海大道卡薩布蘭卡的濱海大道

圖四圖四：：卡薩布蘭卡濱海餐廳卡薩布蘭卡濱海餐廳

圖五圖五：：卡薩布蘭卡濱海咖啡廳卡薩布蘭卡濱海咖啡廳圖六圖六：《：《北非諜影北非諜影》》電影裡有名的電影裡有名的RickRick咖啡廳咖啡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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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印度88歲男孩身高近兩米歲男孩身高近兩米
遺傳父母優良基因遺傳父母優良基因

印度北方邦密魯特印度北方邦密魯特，，88歲男孩歲男孩KaranKaran身高達到身高達到66英尺英尺66英寸英寸（（約約11..9797
米米），），比自己同齡的學生和他的老師都高比自己同齡的學生和他的老師都高。。他認為自己是世界上同齡孩他認為自己是世界上同齡孩
子中最高的子中最高的。。KaranKaran遺傳了父母的基因遺傳了父母的基因，，他的父親也是他的父親也是66英尺英尺66英寸英寸
（（約約11..9797米米））高高，，母親則有母親則有77英尺英尺22英寸英寸（（22..1818米米））高高。。

利比亞絡腮胡壯漢看望孤兒院兒童利比亞絡腮胡壯漢看望孤兒院兒童 親親抱抱舉高高親親抱抱舉高高

利比亞班加西摩托車手在穆斯林齋月期間看望孤兒院的利比亞班加西摩托車手在穆斯林齋月期間看望孤兒院的
兒童兒童，，並為他們帶去禮物並為他們帶去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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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壹名鬥牛士凡迪尼奧西班牙壹名鬥牛士凡迪尼奧(Ivan Fandino)(Ivan Fandino)在法國在法國
西南部鬥牛時意外絆倒西南部鬥牛時意外絆倒，，被牛刺傷後送醫不治被牛刺傷後送醫不治。。

中國數字經濟步入全球頭陣
無現金進程已成全球樣本

目前，在歐洲已有2000多家商鋪
可以使用支付寶。德國《經理人雜誌》
評論稱，“很多交易，不管是支付、
轉賬、貸款發放還是購買保險，都可
以在線上完成。就這方面的發展而言，
沒有壹個國家像中國這么先進。”聯
合國開發計劃署和聯合國旗下機構在
報告中說：“中國的無現金進程已成
全球樣本。”中國數字經濟，正以蓬
勃之勢為國民經濟增溫提速，並走入
全球頭陣。

撬動經濟的新杠桿
根據G20杭州峰會發布的《二十國

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數字
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
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

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為推動力的
壹系列經濟活動。

中國數字經濟不僅體現在人們
的購物、出行、餐飲、支付等日常
生活中，還有著龐大的總量與拉動
效應。

騰訊研究院發布的《中國“互聯
網+”數字經濟指數（2017）》顯示，
2016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已超過20萬
億元人民幣，占GDP總量30%左右。
而波士頓咨詢公司發布的報告《邁向
2035：4億數字經濟就業的未來》預測
，2035年中國整體數字經濟規模將接近
16萬億美元。

相關研究表明，數字化程度每提高
10%，人均GDP增長 0.5%-0.62%。
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全球服務流動增

速放緩的情形下，增速迅猛的數字經濟
被視為撬動全球經濟的新杠桿。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
張影強和張瑾撰文指出，數字經濟是
中國經濟下行期的緩沖器。中國數字經
濟規模迅速增長，對於社會穩定、人民
收入增加和穩定經濟增長預期產生了重
大作用。

創新創業的集聚區
在如此背景下，世界主要國家紛紛

開啟數字化轉型之路。經濟合作與發展
組織（OECD）“2015經合組織數字經
濟展望”報告顯示，截至 2015 年，
80%的OECD成員國家構建了數字經濟
國家戰略框架。

中國的創業創新浪潮也集中在數字
經濟領域，數字經濟被認為是中國“雙
創”的重要實現方式。舉例來說，
2011-2015年，騰訊開放平臺共有600
萬創業者註冊，其中30家創業公司成為
上市企業。

騰訊、阿裏巴巴、百度、京東開始
主導新興經濟體的互聯網市場，中國的
創新成果也正贏得外界認可。有觀點認

為，矽谷開始轉頭“山寨”中國，從中
國的微信、支付寶、滴滴等應用中尋求
創意。

除了創業企業、創業投資、創業
平臺的爆炸式增長，數字經濟創造
了大量靈活的就業方式。2017 年第
壹季度《中國就業市場景氣報告》
顯示，在能源、礦產、采掘、冶煉、
印刷、包裝、造紙等傳統行業就業難
的情況下，互聯網、電子商務、交
通、運輸、保險等行業就業景氣指
數相對較高。

阿裏研究院甚至預測，在數字經濟
時代的未來20年，中國約有4億勞動力
將通過網絡自我雇傭和自由就業，相當
於中國總勞動力的50%。張影強和張瑾
認為，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是落實就業優
先戰略的重要舉措。

轉型升級的“動力泵”
更讓人們感受到希望的是，實體企

業從數字經濟中獲得轉型升級的動力。
協鑫光伏是江蘇壹家光伏制造業

企業。去年這家企業開始使用阿裏雲
“ET工業大腦”的人工智能技術，為

光伏生產線上的機器裝上智能大腦。
智能大腦通過準確搜集數據、分析參
數，優化光伏切片的生產工藝。壹年
裏，這家企業提高了 1%的良品率，
增加了上億利潤。

中國最大的輪胎制造企業浙江中
策橡膠也有相似的故事。因為每天從
全球采購千噸量級的橡膠塊，不同膠
源產地、加工廠、批次均有不同，能
否合成優質混煉膠成了輪胎制造的最
大問題。但人工智能算法卻能夠匹配
最優合成方案。據報道，采用相關算
法後，這家公司的混煉膠合格率提升
了3%-5%。

在汽車生產、醫療診斷、機械生
產、工業品設計等傳統領域還有不少類
似的案例。

2017年3月，數字經濟首次寫入政
府工作報告。工信部信息中心主任孫蔚
敏表示，數字經濟是我國振興實體經濟
發展的精兵利器，數字經濟與傳統產業
融合創新，必將催生大批新業態新模
式。騰訊公司首席執行官馬化騰則認
為，未來數字化將會進入到實體經濟的
每壹個角落裏。

綜合報導 為期壹周的巴黎-布爾歇國際航空
航天展覽會（巴黎航展）拉開帷幕，吸引了全球幾
十個國家的飛機制造商、設備供應商與維修企業、
空運服務商、航空數據解決方案供應商及航空防務
公司前來參展。市場人士普遍預期，隨著全球經濟
相對穩健增長，國際航空運輸需求將會繼續增加，
目前來看市場前景較為樂觀。

據外媒報道，美國波音公司將在巴黎航展首
日推出載客190人到230人的737 MAX10。有報
道稱，多家航空公司對這款新客機表示出購買意
向，據悉，該客機已經拿到了100架以上規模的
訂單。

在本次展會前，歐洲航空巨頭空中客車剛剛公
布了全球最大商用客機A380的升級版，這壹機型

將成為本次展會上的亮點之壹。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稱，升級後的A380Plus將

帶來壹系列航空領域的革新成果，未來將提振這壹
機型的全球銷售業績。空客表示，得益於對機翼的
改進，A380Plus將減少燃油消耗4%，再加上對其
他系統的優化，每個座位對應的成本降低了13%
。英國廣播公司援引即將退休的空客首席銷售官約
翰·萊希的話說，A380Plus將展現更優的操控性和
經濟性。

據外電報道，包括馬來西亞亞航在內的壹些航
空公司，在本次展會上著眼於數字服務。他們希
望，在數字化服務商的幫助下，提高整個機隊的飛
行效率和性能維護。目前，壹些數字化服務商正把
工業互聯網的概念引入到航空領域，通過對數據的

搜集整理及分析，提供優化運營的建議和輔
助決策的方案。

對於市場前景，全球航空業內人士大多
持樂觀態度。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預測，
2017年全球航空公司凈利潤將達314億美元
，連續三年維持較為強勁的盈利勢頭。

空客此前發布的最新全球市場展望稱，
全球航空市場未來20年需要的4萬多架飛
機中將包括約3.42萬架客機和730架貨機
，總價值約5.3萬億美元。支撐全球航空市場需求
強勁增長的因素包括民眾收入水平提高、旅遊業增
長、航空公司推出新航線及商業模式創新等。

空客還預計，2017到2036年期間，全球航空
市場對100座以上飛機的需求將增加壹倍多，達到

4萬架以上。據報道，空中客車公司客戶事務首席
運營官雷義在新聞發布會上指出，未來20年間，
亞太地區將依然是全球航空市場的增長引擎，預計
該地區將接收新交付飛機總量的41％，歐洲和北
美將分別接收20％和16％。

巴黎航展揭幕 制造商看好市場前景



word out as far as we can," he said.
Zhang was working in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researching photosynthesis and crop 
productivity.
Campus spokeswoman Robin Kaler said her 
appointment as a visiting scholar runs through April 
2018.
Anyone with information can call 911 or the UI 
Police Department at 217-333-1216, or email police@
illinoi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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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China To Hold First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Dialogue In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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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old their first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dialogue on Wednesday in 
Washington D.C., a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announced on Friday.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will co-chair the 
dialogue with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nd 
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Mattis, said spokesperson 
Lu Kang at a daily press briefing.
Fang Fenghui, a member of China's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CMC) and chief of the CMC Joint Staff 
Department, will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dialogue.
The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dialogue is one of four 
high-level mechanisms launched by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during a 
summit in Florida in April.
The other three are dialogues on economics; law 
enforcement and cyber security; and on social, cultural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said the aim was "to expand 
areas of cooperation while narrowing differences on 
key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issues."
The dialogue comes amid rising tensions in ties over 

c o m p e t i n g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a large trade 
imbalance.
Despite these 
tensions, U.S.-
China ties 
have warmed 
since the April 
summit.
North Korea 
issue will 
also top the 

agenda then, according to Tillerson who made clear 
that Washington wanted more help from China in 
pressing Pyongyang to abandon its weapons programs. 
(Courtesy sino-us.com)

Related

N. Korea, South China Sea issues to 
top agenda of security dialogue

The issues of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and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is likely to dominate the agenda of 
the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dialogue that the US and 
China will hold on Wednesday for the first time, a 
former US diplomat specializing in Asian affairs has 
said.
In a recent interview with the Sino-US.com, Stapleton 
Roy, a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China, said that the 
two countries still have differences in dealing with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as the US believes that 
China can put more pressure on Pyongyang to stop its 
missile and nuclear programs using its great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while the US is seeking an ultimat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But in fact, China refuses to acknowledge its ability 
to curb North Korea's nuclear ambition and is worried 
that the ultimate US solution (referring to military 
operation) might lead to uncertain risks after the 
downfall of Kim Jong-un's regime, which is not 
acceptable to China, Roy said.
In Roy's opinion, the first step to solving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is to urge Pyongyang to suspend 
its nuclear tests, which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Roy 

suggested that the US should change the policy that 
only focuses on holding negotiations with North Korea 
over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During the April meeting betwee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the 
Mar-a-Lago resort in Florida, the two world leaders 
reached some agreements. Xi promised Trump that 
China would impose more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amid concerns that Pyongyang's nuclear 
provocations might force the US, Japan and South 
Korea to take countermeasures that would harm the 
security interests of China.
Roy believed that the economic sanctions could 
hardly have any obvious effect because it would cut 
the economic ties between Chinese companies and 
North Korea. It will also trigger Chinese companies' 
antipathy toward the US.

Stapleton Roy,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China
In term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Roy stressed 
that a code of conduct that can be accepted by all 
parties should be created as soon as possible, adding 
that the US is not a stakeholde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at the US and China should not act in a way that 
is aimed at punishing each other in the region.
According to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Lu Kang,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will 
co-chair the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dialogue with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nd 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Mattis.
The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dialogue is one of the four 
high-level mechanisms launched by Xi and Trump 
during the summit in Florida, amid tensions over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rade 
issues. (Courtesy sino-us.com)

The FBI is investigating the disappearance of a 
Chinese woman from a central Illinois university town 
as a kidnapping.
Yingying Zhang, 26, is a visiting scholar from China's 
Fujian Province, who has been miss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IUC) 
since last Friday.
Her friends told police she had gone out to sign an 
apartment lease.

Campus police spokesman Patrick Wade said the FBI 
has labeled the case a kidnapping but isn't ruling out 
anything.
Security video footage released by the police showed 
that Zhang went missing around 2 p.m. on June 9 after 
getting into a black Saturn Astra hatchback on the 
brink of the UIUC campus.
Zhang was last seen wearing a charcoal-colored 
baseball cap, pink and white top, jeans and white 

tennis shoes and carrying a black backpack, according 
to the police.
"We have her on video getting into a car and that's the 
last we see of her. That's obviously very concerning," 
Wade said.
According to Wade, at least four FBI agents are in 
Urbana working on the case and helping Illinois 
State Police sort through tips and other information. 
Detectives were also examining Zhang's cellphone 

records and working with ride-hailing companies such 
as Uber to see if she may have called for a ride.
The FBI plans to post information about Zhang on 
billboards across Illinois and in the Indianapolis and 
St. Louis areas through an agreement with an outdoor 
advertising company, Wade said.
Police released the video Monday in hopes that the 
public could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ar 
or the driver.
As of Wednesday evening, they hadn't identified either. 
The license-plate number wasn't legible in the video, 
Wade said.
The suspect is a white man who circled the area in 
the car on Friday afternoon before stopping to talk to 
Zhang, according to the FBI.
Wade asked any individuals who may have dash-cams 
in their cars to check the footage to see if they may 
have caught the car driving around town.
"If anyone sees anything, if anyone recognized the car 
or knows anything at all, we're just trying to get that 

Missing Scholar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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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笑/休斯敦報道）由德克薩斯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主辦、美南地區僑學界近50個社團協辦的慶祝中國與巴拿馬
建交座談會，於6月18日中午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舉行
。座談會邀請休斯敦地區相關專家及學者就中國與巴拿馬建交發
表看法，從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地理等方面向與會者進行
講解，同時就中巴建交的背景及歷史意義作主題演講。多位僑學
界代表表示，中巴建交對海外華人有積極意義，是人心所向，大
勢所趨。

中國駐休斯敦副總領事劉紅梅應邀出席，表示巴拿馬與中國
建交是做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已經做過的正確的事，是對巴拿
馬國家發展和人民福祉有利的戰略選擇。 2016年中巴雙邊貿易
額65億美元，目前，有近30家中資企業在巴開展業務，70餘家
民營企業在科隆自由區從事貿易，中巴建交不僅對兩國關係的進
一步發展打開了大門，對華人在巴的生活、經營、投資也必將起
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6月14日中巴建交次日，李強民總領事同
巴拿馬駐休斯敦總領事胡安·索薩舉行了會晤並發表了共同聲明
，雙方願意攜手合作，共同致力於促進中巴、中美巴互利合作和
友好關係，相信旅居美南地區的華人華僑必將從中獲益。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表示，中美巴在能源、
航運、貿易、投資、旅遊、農業等許多領域可以開展三方合作，
相信旅居休斯敦等美南地區的華僑華人必將為促進中美巴合作貢
獻正能量，並必將從中受益。

共和黨糖城委員浦浩德從美國主流政治眼光介紹中巴建交的
看法。他引用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諾爾特（Heather Nauert）6月
13日在華盛頓發表的談話，美國承認台海兩岸的和平關係符合
美國的利益，美方相信兩岸對話造就台海和平穩定。此外，作為
台灣僑胞，他認為繼續發展兩岸的良好穩定關係，承認九二共識
，和平統一，達成兩岸共贏局面。

香港梁氏基金會美國分會主席梁成運發言表示，在巴華人不
斷增長，現已有15萬人口，佔巴拿馬總人口的5%，中巴建交以
後，在巴拿馬的僑胞、華僑及華僑後裔，包括台灣同胞，都受到
祖（籍）國的保護，這是在巴僑胞的喜事，也是全世界華人的喜
事。

美中友好促進會會長謝忠說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
國與巴拿馬的建交將會對中巴、
美中之間的貿易及雙邊交流合作
起到積極的作用，對生活工作在
美國和巴拿馬的華人華僑有積極
的意義，讓海外華人得到安定、
平穩的發展。
休斯敦大學國際關係及東亞政治
系副教授李堅強從台海兩岸的實
力消長、政治外交、經濟發展、
基礎設施建設、國家軟實力和軍
事硬實力等方面分析表示，中巴
建交，是政治現實的必然結果，
是任何情況都不能阻擋的。

國際華人交通運輸協會會長
喬鳳祥從運輸方面分享中巴建交
的好處。他指出，中國是僅次於
美國的巴拿馬運河第二大用戶，
中巴建交會全面推動巴拿馬運河
的作用，節省大量的運輸時間和
成本。此外，巴拿馬運河是中美
貨物貿易最重要的交通運輸通道
，中巴建交後，中國與美國之間
可以通過美西海岸和巴拿馬運河
更加直接順利地與“一帶一路”
對接，打通了美亞海上絲綢之路
，有助於增加美國大中小企業的
參與機會，更好地憑藉硬件及服
務方面的優勢參與其中，成為中國美國以及南北美洲與“一帶一
路”溝通的樞紐。中巴建交將促進海上絲綢之路遍及全球，更多
的美洲和太平洋國家將因此受惠。

此外，東北同鄉會會長張玉誠、休斯敦中國聯合校友會會長

黃華、北大校友會代表、山東同鄉會代表等多人從自身的海外生
活、求學經歷分享對中巴建交的看法，均表示這是對海外華人的
好事，是人心所向。

休斯敦僑學界舉辦中巴建交座談會：人心所向 大勢所趨

飛機晴空遇亂流 聯航10乘客受傷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萬裡晴空

的好天氣，恐怕6月21日(週三)開始就要變
天，一股強勁熱帶氣旋形成暴風正在向德州
東南部移動，預計會在周三和周四造成嚴重
風勢和雨勢，民眾需格外小心，作好防災準
備。

ABC13電視台氣象預報員Travis Her-
zog表示，一股強烈熱帶擾動(tropical dis-
turbance)正在墨西哥灣向德州東南部移動，
這名為 「Cindy」 的強勁熱帶風暴，將大大

增加週三暴雨機率，將為德州東南部，包括
休士頓帶來豐沛水氣，尤其在周三入夜及週
四會降下豪大雨，持續至整個週末都有高降
雨機率。

Travis Herzog 也說，這股熱帶氣旋
(tropical cyclone)如果持續擴大路徑範圍，
對於休士頓所造成的雨量將會非常驚人，不
容小覷。位於低漥地區的居民，就要做好防
風防颱以及水災防範準備。

受熱帶風暴Cindy影響 週三起降豪大雨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

報導）聯合航空(United Air-
lines)20日一架從巴拿馬城飛
往休士頓喬治布希國際機場
(IAH)途中，因突遇恐怖亂流
，造成至少十人受傷。

週二下午1時40分，事
故發生後，班機一安全落地
在休士頓喬治布希國際機場
後，醫護人員立即到場協助
處理傷患。

根 據 休 士 頓 消 防 局
(Houston Fire Department,
HFD)表示，三人傷勢嚴重，
被轉送至醫院，截至截稿前
，並不清楚傷患的實際受傷
情形。

休士頓機場系統(Hous-
ton Airport System)對外說明
表示，並未因此中斷其他航
班或機場運作。

與會來賓喬鳳祥與會來賓喬鳳祥((左起左起))、、梁成運梁成運、、副總領事劉紅梅副總領事劉紅梅、、謝忠謝忠、、浦浩德浦浩德。。 ((記者楊笑／攝影記者楊笑／攝影))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副總領事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副總領事 劉紅梅致劉紅梅致
詞詞。。 ((記者楊笑／攝影記者楊笑／攝影)) 座談會現場座談會現場。。 ((記者楊笑／攝影記者楊笑／攝影))

糖城刮起“東南”風，新老校友聚一園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2017年6月17日星期六，東南大
學美南校友會在與休斯頓毗鄰的糖城Sugar Land Memorial Park
舉行了換屆大會和聚餐，共有近七十位友人參與，熱鬧非凡。

本次聚會由創辦人兼首屆會長、機械工程系92級的蔡明東
博士開場致辭，介紹了校友會的換屆需求以及交接事宜。由會長
提議舉薦、並在校友們的一致支持下，由生物醫學工程系01級
的劉揚威博士繼任第二屆會長。新任理事會成員包括財務兼秘書
李倩、副會長帥祥萍、王宏銀。很多校友表示，雖然沒有出任職
務，但是願意積極參與為大家服務的各項事情。

東南大學是國內工科排名第七的211和985名校，前身是中
央大學工學院和南京工學院，後來併入南京鐵道醫學院等本地優
秀院校，成為一所學科設置完善的綜合性大學。學校近年來在各
方面屢獲佳績，其中生物醫學工程系在全國大學評比中連續十年
名列榜首，建築、電子、無線電、交通學院等等都是國內久負盛
名的王牌專業，校友院士輩出。

美南校友會於2012年成立，是在美國國務院和德克薩斯州教
育局正式註冊的非營利組織，並且在稅務局有正式的501(C)備案
，能夠為捐助者提供可以抵稅的憑證。美南校友會立足休斯頓，
同時聯絡周邊達拉斯、奧斯汀、聖安東尼奧等共屬美南地區的校
友，有一定的影響力。本次繼任的會長劉揚威曾於2015年在首
都華盛頓特區成立了東南大學大華府校友會並任會長，任職的兩
年間與當地華人組織建立了多種聯繫，代表校友會參加過大使館
的新年聚餐和當地大專院校聯合會的活動等。因此被美南校友會

前會長推薦為新任人選。劉揚威向校友
們表示，感念於大家的信任，一定不辱
使命，多為校友與母校服務，發揚東南
大學“止於至善”校訓的光榮傳統。

本次換屆大會得到了中國駐美國休
斯敦總領事館教育組參贊龍杰的慰問與
祝福，並邀請到李衛東領事出席。李領
事祝賀校友會交接大會成功舉行，並帶
來了祖國對海外同胞們的問候。在與校
友們親切交談中，李領事高度肯定了東
南大學的歷史地位與近年的成果，還引
用了曾經流傳一時的“東南學府第一流
”以及北大教授樑和鈞的名言“北大以
文史哲著稱，東大則以科學名世”等。
聽到這些求學期間熟悉的字句從領事的
口中說出，校友們都非常鼓舞。

聚餐是本次聚會的重點之一，由校
友會準備餐具和所需物品、從餐館訂菜
、加上眾多校友貢獻自家手藝。參會的
校友和朋友們都大贊能吃到如此美味的
佳餚，特別是南京和江甦的家鄉口味鹽
水鴨、獅子頭、揚州炒飯等，讓人感到
無比親切。其中餐館的食物在百佳廣場
新開的北京味道預訂。北京味道也是本次聚會的重要贊助商之一
，不僅每一道菜都加量，還特意贈送了揚州炒飯和乾煸豆角。校
友會發揚“南京大蘿蔔”實誠的傳統，保證了所有參會的朋友吃
飽喝足滿意而歸，並鼓勵每人臨走時用專門準備的飯盒帶一份菜
回家。最後，校友會把完整和精美的多出來的食物捐贈給休斯頓
華人教會(Houston Chinese Church)當天傍晚的聚會，並且由校
友專程送達。剩餘零散的佳餚由校友會分裝在飯盒中，派發給市
內的無家可歸者。至此，本次聚會和聚餐真正實現了零排放與資
源利用最大化。同時，每一位朋友的付出，都共同成就了一次愛
心的傳遞，為社會種下一顆善的種子。

關於聚會的場地糖城紀念公園，這是在當地較大的休閒活動
的地方。公園內有一座大湖，環湖步行一圈約二十分鐘，常常有
人早晨來這裡跑步鍛煉。其中聚餐點有巨大的帶頂棚的涼亭、很

多桌椅、燒烤架、以及一個圍起來的專門給小孩子玩的場地。校
友和與會的朋友們不少已經在大休斯頓都會區安居樂業，並且有
孩子和父母，因此這裡是舉行此類聚會等活動的絕佳場所。

本次聚會除了請到了總領事館的領導以外，還邀請到國家可
持續發展中心的負責人裴習梅和美南江蘇總會理事彭晨。其他華
人團體代表因時間衝突未能成行。聚會獲得了北京味道、Mitsi
Dancing School、百靈果音樂學校、現代矯正牙科、和劉曉個人
的代金券、禮物和現金贊助。其中的代金券和禮物在現場發送給
參會者，新任會長夫人還專門為每一位小朋友贊助了毛絨玩具。
聚會在歡樂祥和的氣氛中結束了，但是它的影響以及給參會的人
們帶來的收穫，將會繼續開出新的花朵。祝愿東南大學美南校友
會越辦越好，發展為休斯頓乃至美南地區具有正能量的華人團體
，成為社會的一股積極力量，為祖國爭光。

ENTERPRISE 昨給予中華文化服務中心獎金
捐款用於支持文化中心各項社會服務項目

（ 本報訊 ） Enterprise Rent -A-Car 集團基金會昨（6 月
20 日） 給予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三千五百元美金的捐款。

此項捐款的目的為回報Enterprise客戶和僱員生活及工作的
社區。此項捐款將用於支持文化中心的各項社會服務項目，包括
幼兒早教中心，就業輔導，年長者服務，中英文語言課程，以及
美國公民申請輔導等。

Enterprise已連續五年為文化中心提供捐款。
如需了解更多關於中心信息，請訪問文化中心的網站：

www.ccchouston.org
如需了解更多關於Enterprise基金會信息，請訪問基金會的

官方網站：https://www.enterprise.com/en/about/community.
html.

聯繫人: Rachel Peng, Marketing and Events Manager
電話: 713-271- 6100 x202
郵件: rachel@ccchouston.org

東南大學美南校友會換屆大會校友合影東南大學美南校友會換屆大會校友合影

糖城紀念公園入口糖城紀念公園入口

圖為文化中心由總經理華啟梅圖為文化中心由總經理華啟梅（（ 左三左三 ）） 代表接受捐贈代表接受捐贈，，並與並與
EnterpriseEnterprise 與與State FarmState Farm 的代表合影於捐贈儀式上的代表合影於捐贈儀式上。。 （（ 本報記本報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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