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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特別節目
張亞中作客談一中同表

為持續跟進中華民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並關注兩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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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特別節目﹐邀請孫文學校總校長與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張

亞中(右)及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常務委員唐心琴(左)擔

任嘉賓﹐由常中政(中)主持﹐針對孫文學校使命﹑一中同表與

一中各表差別﹑國民黨的走向作探討﹒(報導請詳見A12休城

社區)

關英傑 先生
關英傑律師事務所負責人
23年開業經歷﹐擅長各項商業訴訟法律業務
專精公司法﹑合約起草﹑公司成立﹑股權糾紛﹑
商業移民﹑地產買賣﹑各式租約和遺產計畫等﹒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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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天化日下舉動變態光天化日下舉動變態
一男子公園被抓

（本報訊）休斯頓一
名男子本週在休斯頓市中
心的發現綠地公園（Dis-
covery Green park. ）被發
現舉止變態，光天化日之
動作下流，由民眾舉報後
被警方逮捕。
據報導，這名 47 歲的居
民 Raymond Wescott 在上

週日被民眾舉報，這名男
子在看到附近的孩子玩耍
時，露出下體並自慰。

這名男子的變態舉動
被附近的孩子家長拍下照
片並成為法庭的主要證據
，根據學生家長在臉書上
的照片描述，這名男子在
做出下流舉動後，意識到

被人發現，於是假裝抽煙
和思考，但實際上，香煙
並沒有點燃，而且衣褲不
整。

根據法庭的記錄，這
名男子是一名無業遊民，
該人之前曾有多個不良記
錄，但是公共場合做下流
舉動尚屬首次。

（本報訊）由於熱帶風暴辛迪極有可能到來
，休斯頓建築業本週三已經開始讓工人放假回家
，許多施工項目因此受到影響。

儘管氣象部門預告稱這種大規模的熱帶風暴
對休斯頓地區的直接影響有限，但當地的建商已
保持了高度警惕，避免造成防範不利帶來的損失
。

休斯頓一名建築業公司業主稱，我們已經從
颶風Rita 和Ike中汲取了大量的經驗和教訓，幾年
前的這兩次颶風讓我們損失巨大，包括車輛和設
備，因此，對此次風暴不敢掉以輕心。

業內人士稱，休斯度的建築行業都有一個防
範風暴的措施，並且在星期三晚上之前一切準備
就緒。

另 外 一 家 休 斯 頓 建 築 協 會 的 負 責 人 Mike
Dishberger也表示，他在周一就就召開了公司會議
，並且投入兩天時間打掃和清理工地上的物品，
他稱，任何一件小的物品在暴風雨到來時都可能
產生巨大的破壞力。因此，做好房屋的保護以及
工地地面的清理是必要的，工人在暴風雨到來時
停止工作，放假休息，工程進展暫時放緩。

此外，一些大型的商業建築商，對暴風雨的
防範工作更加複雜。

建築人員一方面轉移大型的設備、電腦，以
及油罐以保證不會受到暴風雨的影響。一些非主
要的人員在熱帶暴雨中將停止工作，發電的車輛
將保證主要人員在暴雨中的工作繼續不受影響。

熱帶風暴辛迪即至熱帶風暴辛迪即至
休斯頓建築業停工放假休斯頓建築業停工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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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恊會北德州分會，
在六月和七月分別安排了兩個培訓個人技巧的
學習活動。
六月份-We Chat和Venmo教學-

用智慧型手機傳遞和閱讀信息已是我們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活動。唯大部分的信息使用者
都只熟悉其Apps功能的一小部分。本會復會會
長王寶玲女士特別為會員們安排了一堂微信操
作的課程，希望帶給與會者一個加強的微信運
用技巧。

另外，利用手機操作銀行業務已經是不足
為奇了。但若和朋友一起去出去聚餐或喝咖啡，
大家一起分擔費用時，經常發現設有不用找零
的現金。年輕的一代目前使用明友與朋友間手
機付款輭件的很普遍。前會長柯月華女士將為
與會者介紹用智慧型手機付款給朋友的Apps-
Venmo。

六月份的活動將於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晚上六點三十分在 DFW Technology Innova-
tion Center(1201 International Parkway, Suite200,

Richardson,
TX75081)舉辦。非會
員 歡 迎，費 用 每 人
$10。

七月份活動-輕輕鬆鬆學畫畫
在炎熱的七月，本會將由副會長趙海藍負

責舉辦一場「輕輕鬆鬆學畫畫」的課程。時間于
七月十六日（星期日）下午 2:30 至 4:30，地點：
The Pipe & Pallet Team, 1012 E 15th St., Plano,
Tx 75074, Tel.214-501-2314.此課程將由在台
灣師大畢業並在Cranbrook Academy of Art完成
深造的Mr. Jojo Chung指導示範。屆時將有清涼
美味的飲料及小點心助興。非會員在未額滿的
情況下也歡迎報名參加，費用$40/一人。

世華華人婦女工商企管恊會北德州分會自
2011年復會以來，每月都會舉辦會員活動，不論
是專業性講座，身心靈的健康講座，公司參訪或
是娛樂性活動等，均為本地區職業及工商婦女
提供了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提升，並為會員們在
職場打拼之餘創造了溫馨
的女性互動。有興趣加入
本會會員的女性，請連
絡 本 會 。 電 話 ：
972-530-6106;
Email:gf-
cbwnt@gmail.com
(世華婦女會供稿)

QS170622B達福社區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
六、七月份活動-個人技巧培養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北德
州分會訂於2017年6月24日下午3
時于達拉斯台心之家舉行2017年度
募款演講會。將由太陽花運動領袖
之一陳為廷先生擔任主講人。

太陽花運動發生迄今已三年，
它喚醒了台灣意識，對台灣的政局
產生深遠影響。太陽花運動迄今歷
經了2016 年政黨輪替，與新興政黨
時代力量的崛起，在新政府上臺滿
周年的時刻，台灣年輕世代眼中的

台灣政局是什麽模樣?民進黨實踐
了選前承諾的理想嗎?國民黨是否
將持續衰退，或仍然可能崛起?第三
勢力在未來還將有多大空間?台灣
新世代又如何面對新的美台中關係
?陳為廷在 2016 年選戰中曾為時代
力量候選人輔選，服完兵役後也到
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工作。他這次
將為各位帶來最前線的觀察，歡迎
大家踴躍參加這場演講會。演講會
時間地點如下:

曰期:2017年6月24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至5時
地點:台心的家WestgrovePlaza
Add:4222 Trinity Mills，#290，Dal-
las, Texas 75287
連絡人:John Hsieh 9726248232, Sam
Tsay 9723428155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是1982年在
美國成立之非營利機構，以促進國
際社會對台灣主權獨立之關注為宗
旨，其主要工作在强化台美關係尤

其是東亞地區的台美安全關係。其
總部設於華盛頓特區，全美共有 40
多個分會，歡迎您熱心捐款，使FA-
PA工作可持續順利推展，所有捐款
均可抵稅。
捐款的支票受款人請寫 FAPA 並寄
給 Mr. Kim Yang(Add:1209 Queen
Peggy Lane， Lewisville， TX75056)
(FAPA供稿)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北德州分會舉行
年度募款演講會 由太陽花運動主要領導者陳為廷先生擔任主講人

布蘭諾華人宣道會將于7月24
日至7月28日舉辦兒童暑期聖經學
校 (VBS)，時間為每天 9:00am-12:
00pm。小朋友可在8:30am以後送至
教會。歡迎4歲至(讀完)小學五年級
的小朋友參加。

小朋友將聽到聖經故事，更加
認識神。孩子們將參與各種有趣的
活動，如歌唱、實驗、探險、遊戲、美

勞等等，同時也可認識
許多新朋友，相信一定
會讓每位小朋友有個
難忘的暑期生活。

主 題：Over the Moat – DRAW-
BRIDGE TO THE KING!
鼓勵大家報名。
5/14-6/25報名，每一小孩為$25
6/26-7/23報名，每一小孩為$35
7/24-7/26 當 VBS 舉行的星期報名
，每一小孩則需$45

報名表請向教會辦公室索取或自
本教會網站 (www.pcactexas.org)下
載。教會地址: 5025 Custer Rd. Pla-
no, TX 75023， 電 話/傳 真:
972-867-2990。(布蘭諾華人宣道會
供稿)

布蘭諾華人宣道會
2017兒童暑期聖經學校 (VBS)

今年春夏之交的達拉斯
雨水綿綿。這幾日開始天晴
了。樹木和草地，因為雨水的
滋潤變成生機勃勃，綠意盎
然。雨後的天空，碧空萬里，
浩渺無垠。孩子們放假了，父
母們開始安排假期的活動。
大家平時忙忙碌碌，可能沒
注意到很多美景就在我們身
邊。不需要長途跋涉，舟車勞
頓。只要有心發現，處處是醉
人的風景。這個周末，四川同
鄉 會 將 在 Plano 的 Abber
Hill Natural Reserve Park 組
織一個特別的活動-同鄉美
食展。

巴山蜀地，人杰地靈，物
產豐富。廣袤的四川盆地孕
育了享譽中外的川菜。川菜
素以"一菜一格，百菜百味

“見長，講究色，香，味，形。四
川同鄉會的老鄉們在烹製佳
肴上可是藏龍臥虎，高手在
民間。這次活動已得到大家到大家
積極響應。活動當天
，定是佳肴滿席，各
顯神通。公園環境優
雅，活動場地開闊。
有綠樹庇蔭的步行
道。還有小孩玩耍的
playground，歡 迎 大
家加入我們的聚會。

為更好地組織這次活動
，我們希望有興趣的朋友儘
快與我們聯繫連絡人：閻光
(214)500-5580， 萬 征 (469)
288-1156
活動詳情：
地點:Abber Hill Natural Re-
serve Park, Plano,serve Park, Plano, 47014701 WestWest

Parker Rd,
Plano, TX,
75023.
時 間:6/24,

5-8PM,Saturday
活動亮點：:SichuanFoodFes-
tival
方式:Potluck.（自帶佳肴）
Parkfeature:Hikeand Bike
Trail, Park,Pavilion, Play-
ground, Restrooms(四川同鄉
會供稿會供稿))

四川同鄉會聚會通知四川同鄉會聚會通知

QS170622C綜合

一年一度的青少年演講比賽作為達福地區
的重要賽事，歷年來備受學生和家長的熱切關
注。今年的比賽將于7月22日（星期六）上午8：
00 到 12：00 于 科 林 郡 學 院（Collin College，
2800 E. Spring Creek Pkwy, Plano, TX 75074）舉
行，歡迎青少年朋友們踴躍報名參加！

青少年演講比賽為達福地區青少年提高口
頭表達能力，增强自信心和演講技巧提供了絕
佳的鍛煉機會！比賽形式靈活，氣氛活躍，評判
專業，歷年來均得到了學生及家長們的大力支
持。每年均有約100名參賽者，選手們表現出色，
成長顯著，不少優秀的選手在比賽中脫穎而出。
七月二十二日，我們即將迎來 2017年度青少年
演講比賽。我們鼓勵和歡迎更多的青少年朋友
們報名參賽，展示原創作品，挑戰自我，相信今
年的比賽將會更加精彩！

本年度青少年演講比賽的主辦方為：美洲
中國工程師學會（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USA DFW Chapter）。贊助方為：德州儀器中國
創 新 會 (Texas Instruments Chinese Initiative),
ONCOR, 華 為（HUAWEI）和 Cindi’s New
York Deli and Bakery。承辦方為德州龍演講社
（Texas Dragon Toastmasters Club）。比賽裁判由

擁有專業裁判經驗的
國 際 演 講 社（Toast-
masters International）
的成員擔任，確保比
賽結果公正專業。

即日起接受參賽
報名，報名截止日期
為 7 月 16 日。一年級
到十二年級的學生均
可報名參加。此次報
名分為兩個階段：7月
1日前報名的選手，報
名費為10美元/人；在
7月2日到7月16日期
間報名的選手，報名
費為15美元/人（請使
用網上在綫支付報名
的方式）。報名網址為
： http://cie-dfw.org/
events/2017/speech-
contest/。比賽具體規
則，演講要求以及時
間規定，請參考以上網址進行查詢。如有疑問，

歡迎及時聯繫我們：
發送郵件至 dfwyouthspeechcontest@gmail.com

或 致 電 Zheng Ma (979) 587-9235, Anne Ou
(469) 642-4074。(CIE供稿)

2017年度青少年演講比賽將于七月二十二日舉行

近些年來，楊幂作為與Angelaba-
by、劉詩詩、倪妮齊名的四小花旦之一
，一直活躍于電視熒幕，也時常處在娛
樂評論的風口浪尖。

儘管楊幂多部作品大火大賣，人
們對于楊幂的演技的爭議却一直在持
續，甚至爆出了兩高中男生因爭論楊
幂是否有演技而綫下約架的新聞。

楊幂近些年來非常高產，甚至創
下了一年內參演10部電視劇、2部電
影、3部網絡影視並發行2首單曲的記
錄。

然而觀衆對于楊幂演技的評價却
沒有因為其演藝經歷的積累而日益提
高。關于楊幂的演技，甚至有知乎高票
回答稱“沒法評價一個根本不存在的
東西”。

網友甚至總結了楊幂的表演法則
：一捂嘴、二瞪眼、三跺脚、四戳手指。

然而
楊幂
真的
沒有

演技嗎？
答案是，楊幂其實有演技！其實翻

看楊幂早期作品，還是有不少角色給
觀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神雕俠侶》裏古靈精怪且靈氣十
足的郭襄、《笑著活下去》中身患絕症
却堅强不屈的少女程小諾、《美人心計
》裏隱忍心狠却令人心疼的莫雪鳶、
《仙劍奇俠傳》中楊幂一人分飾兩角、
性格反差很大的雪見和夕瑤……

這些角色的塑造無一不是楊幂
“有演技”的證明。

尤其是楊幂主演的《我是證人》大
獲好評。《我是證人》改編自韓國大熱
電影《盲證》，楊幂飾演了一個意外失
明的命案目擊者，直覺力敏銳的她通
過各種方式協助警方偵破案件。不僅
是國內網友熱議，很多韓國網友也觀
看了《我是證人》，並對楊幂的演技給
予了好評。

在這之後，一部《三生三世十裏桃
花》占據了 2017 年年初的熱點頭條。
在這部《三生三世十裏桃花》中，楊幂

一人分飾性格迥异的四個角色——玄
女、白淺、素素及司音。

在一部劇中演出四個性格特點不
同的人，楊幂在這部劇中的表現讓人
眼前一亮，讓網友評價：“不得不承認，
楊幂這次成了演技派”。

所以，答案是楊幂不是沒有演技，
她的表現如何得看她願不願意使用自
己的“演技”！而且就在年初，楊幂獲得
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獎！

這次成就楊幂影后地位的作品就
是她的新電影《逆時營救》！那麽，這部
電影什麽來頭呢？
主演：楊幂、霍建華
監製：成龍
竟然是卡司如此强大的國產科幻片！

讓楊幂獲得影后的電影就是6月
30日即將在全球同步上映的《逆時營
救》，影片講述了楊幂飾演的單親媽媽
是個高級物理研究員，為了解救被霍
建華飾演的綁匪所綁架的兒子，冒險
用未完成的粒子技術，不斷返回 1 小
時50分鐘前……

在《逆時營救》中，楊幂首次挑
戰單身媽媽的角色，她原本和兒子
過著幸福生活。突然，兒子被挾持。
壞人為了得到楊幂的研究成果，綁
架她的兒子作為要挾。在演繹過程

中，楊幂有開始的驚恐無助，有挽救失
敗的崩潰，有一個母親護子本能所爆
發的憤怒、强悍、搏命，影片最後還有
與時間賭命的决然堅定。

受傷，依然拼著一口氣，走路跌跌
撞撞；要救回兒子，就要拿並不成熟的
技術去賭，一次次輪回，一次次希望又
絕望。同時，還要分擔精力與敵人對决
；看到楊幂為了解救自己的兒子，不斷
地一次次穿越到過去，她義無反顧、傾
盡全力的决絕，不禁讓人動容、反思：
有多少人有機會能穿越回過去？有多
少人能有機會彌補遺憾？

穿越不能改變時空的進程本是穿
越的一條鐵律。其實與其追思過去，還
不如好好珍惜現在的時光，珍惜眼前
的摯愛，享受與家人、愛人在一起的歡
樂時光。
6月30日《逆時營救》將在北美首映！
想要與你愛的人，一起去看首映式？
iTalkBB蜻蜓現在免費送票啦！
如何免費拿票？
參與方式：

‧撥打24小時熱綫1-877-482-5522
，選擇語言種類；
‧根據語言提示選擇按鍵“1”；
‧告訴客服人員《逆時營救》的首映時
間，即可參與抽獎
活動時間：即日起到 6月30日

詳 情 諮 詢 24 小 時 熱 綫
1-877-482-5522，iTalkBB蜻蜓電話+
蜻蜓電視，每月只需$4.99起。

北美朋友們的終極問題，你們覺得楊幂
有演技嗎？結局神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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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雲:人生七十古來稀，山中雖有千年樹，世間難遇百
歲翁。近年環境改善，生活條件較優，人民壽命增加。最近報
告，美國亞裔的壽命平均為86.5歲。國人的壽命, 超過百歲者
有前國府張 群秘書長，黨國名人陳立夫先生，蔣宋美齡夫
人，廣東省教育廳黃麟書廳長，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將暈，王
永慶母親王詹樣女士及國防醫學院校友，我的學長，詩人夏紹
堯教授等人。

林正醫師己過百歲，身體仍很健康。
延年益壽，長命百歲, 自古至今都是人們所追求的。肯塔

基州，箂辛頓社區的華人時常問我，林醫師的養生之道。
林醫師生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月(感恩節), 不幸於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日在睡眠中辭世, 享生一百零三歲又七月.
他在辭世前夕仍耳聰目明，思想敏捷。林醫師一生身體健康，
無高血壓，高血脂及無糖尿病等病，頭髮仍黑。 辭世前一, 二
天， 仍推著輪椅，自四樓公寓到樓下的飯廳取早點。近年, 我
問他醫生的姓名, 他說他沒有醫生,一生未生過病，連傷風咳嗽
都沒有。我有時與他握手，感到他體溫很高，表示他心臟好，
血液循環佳。

一般言之, 人的身體健康與日常生活及飲食可能有關。
林醫師的生活規律，飲吃簡單; 粗菜淡飯，不沾煙酒，不

喝茶，不吃維生素及營養品; 晚飯後，喝少量咖啡。他退休後,
每天上午駕車去老年人中心, 做醫藥顧問，下午去圖書館讀書
閱報。他經常參加肯塔基州醫學會及台灣同鄉會舉辦的活動，
精力充沛，眾人羨慕。他百歲後, 駕車不便, 我權充駛機，帶
他去參加台灣同鄉會的活動。

一， 林醫師知足常樂
一九七零年春，我在美國成癮研究中心工作。林醫師請我

午餐。他家及成癮研究中心同在戒毒醫院院區內。閒談後，使
我迷惑，我問林醫師為何不去大城市開業，而屈居在這個小城
市。林夫人說，比較他們過去住過的地方，箂辛頓市簡直是天
堂。他們以前住在艾達荷(Idaho )及肯薩斯(Kansas ) 州，落後的
印地安人保留區. 那些地區無圖書館及電影院，三百裡內無中
國人，連美國人也寥寥可數, 無中國雜貨店，要向舊金山或洛
杉磯市郵購中國食品，但是，他們認為那是上帝的安排，心滿
意足，怡然自得。

他們在美國的處世之道，引起我的興趣。
一, 林醫師不斷進修學習
林醫師得天獨厚，生長在廣州一個小康之家，其父親是殷

商及虔誠的基督徒。林醫師在廣州基督教會資助的培正小學,
及嶺南大學附屬中學獲得良好的教育。一九三五年來美攻讀，
一九三九年獲得加州柏克箂加州大學文學士學位。當時，他想
回國教書，但廣州己被日軍佔據，回國之路不通，因而，繼續
求學，希望將來在美教書，做教授。一九四零年，他獲得依利
諾大學生物學碩士學位。環顧社會，當年，華人想在美國做教
授，簡直異想天開。因而, 他立志學醫，以服務社會, 減少人
民的病痛為目的，但申請美國州立大學醫學院，被拒。當時，
美國醫學院排斥美國猶太裔*及華裔，不接受猶太裔及華裔的
申請**。因而，他申請由美國洛克斐拉基金會在北京辦的協和
醫學院，幸獲錄取，並於一九四零年赴北京。一九四一年十二
月七日，珍珠港事變，日本佔據美國在北京的財產。一九四二
年，北平協和醫學院師生撤退至內地，自開封步行數千裡，長
途跋涉，經過千山萬水，千辛萬苦，方抵四川成都。

他 於
一九四五
年畢業，
與同學護

士鄭元華小姐結婚，在成都大學醫院實習及做住院醫師，完成
醫師訓練，服務國家，任兵役部成都集管處醫藥顧問，及上海
善後救濟總署和美軍醫院。

林醫師於一九四六年底返美，報考美國醫師執照時，明尼
蘇達州考試委員諸多刁難。他們認為允准在外國醫學院畢業醫
師考試，以後醫師多，便會搶去他們的病人，搶去他們的飯
碗。林醫師經過很多努力，方考取明尼蘇達州的醫師執照，在
明尼亞波裡市，Asbury醫院及密西根州Grand Rapids市，聖瑪
麗醫院，再任輪迴實習醫師及外科住院醫師。一般醫師，完成
住院醫師訓練後，便會開業或在醫院工作，賺錢致富，但林醫
師繼續進修，在衛生署紐約司達登島公共醫院接受骨科及在密
西根Detroit公共醫院的胸腔外科專業訓練，因為他立志要為
窮苦的美國人民服務，他依我國 [修身, 齊家. . . .] 的古訓, 先
餓其體膚, 勞其心志, 後服務社會, 先要多多學習。

二，林醫師立志為貧苦的人民服務
林醫師能過百歲，可能由於他內心仁慈，富基督精神，專

心為貧苦的人民服務為志向, 不求名利。
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一年，林醫師任職衛生署的九個公

共醫院，多是在落後地區的印第安人保留區。 林醫師自外科
助理主任起至外科主任，每一、二年調動一次，搬家之事麻煩
多。一九六一年調來箂辛頓戒毒醫院，任外科主任，才安定下
來。一九六八至七七年，任院長。一九七七年獲聘為聯邦監獄
局醫療所主任(原戒毒醫院撥歸為聯邦監獄署〉，直至一九八
四年。在這段時期，他兼任西維琴尼亞州，杭廷頓〈Hun-
tington〉市的榮民醫院外科主任〈肯塔基大學的附屬醫院〉，
任肯塔基大學醫學院助理教授至教授。他任西維琴尼亞州，杭
廷頓市榮民醫院外科主任的主要任務為訓練醫師、並兼任
Hunter基金會主治醫師等職; 兼任職都是盡義務, 不支薪。

三，林醫師助人為樂
林醫師對人熱情，笑口常開，給人無限的溫暖及快慰。他

們住在戒毒醫院區內時，林醫師及林夫人組織戒毒醫院員工的
子女的交響樂團，赴俄國列寧格勒等地演奏。每年春節請箂辛
頓華人全家過年，給小孩發紅包。箂辛頓老年人中心的人及華
人都很喜歡林醫師,不懂英語的華人，常到他公寓，請他看
病。

二零零二年間，林夫人中風，半身不遂，林醫師抱她上下
床，上下汽車，送她去醫院做復健運動，抱她坐在椅上吃飯，
直至二零零六年，林夫人辭世為止，備極辛苦。 體重九十磅
的林醫師，要抱八九十磅的林夫人, 我不知道他那裡來的力
氣，但他不怨天尤人。

四，林醫師的規律生活
林醫師自林夫人生病後，住進老人公寓，學習炊煮, 照顧

林夫人，過獨立的生活。
二零零六年底，內人住院，林醫師攜一大包食物來看我

們。從那時始，他叫我每星期去他寓所二次，取回他不吃的飯
菜。

二零零九年春，箂辛頓市大風雪，壓斷電纜，我家無
電， 缺暖氣一、二星期，我住進林醫師的公寓，獲悉林醫師
的飲食很簡單及其日常的生活很規律; 他早上七時起床，洗漱
後，步行數百米至電梯，乘電梯至樓下，再步行至飯廳，取牛
奶、橙汁、小蛋糕及香蕉等早點.他不取炒蛋, 臘肉, 香腸，及

肉餅. 他回到公寓,煎二片臘肉，用鹹肉的油，煎一個荷包蛋為
早餐。我問他為甚麼不叫廚子送來? 他說他要籍此機會運動。

早餐後，他做晨運，讀書，看報或去老年人中心為老人看
病。他喜讀中國古典文學及二次世界大戰的史籍。他不吃午
餐、不午睡，下午駕車去公共圖書館，五時許回來，煮飯，用
新鮮青菜及一粒濃縮牛肉汁糕〈Bouillon〉做一碗青菜湯及吃
一部份廚子送來的晚餐，他不吃炸雞及烤雞胸等堅韌，難消化
的肉類、也不吃甜品蛋糕、冰琪琳、奶油麵包、生菜及水果
等。他將不吃的食物, 貯放在冰箱中，待我去取。 他似乎不大
喜歡吃西餐, 他用電鍋煮米飯, 每餐一碗米飯。飯後 他清洗一
天的碗筷，七點洗澡，吹簫、或吹口琴、聽古典音樂。 他不
看電視，九時就寢。他的規律生活，多年不變, 直至辭世。

五，林醫師堅持運動及欣賞音樂
林醫師堅持在室內運動; 在臥室中擺一條草蓆, 做挺身, 及

起身運動--躺在蓆上, 挺起上身; 這些運動很吃力, 但對腰肌及
手臂肌的鍛練，效果很好。

林醫師很喜歡音樂， 他吹簫，吹口琴及觀錄影帶. 音樂使
人身心輕鬆愉快，使人快樂，會增加人的免疫力，不生病，延
年益壽。

箂辛頓市華人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九日慶祝林正醫師百歲
華誕，飯後，林醫師答謝眾人的盛情，吹口琴，演奏三曲，獲
得眾多掌聲。

六, 飲食簡單
由於林醫師不太喜歡老年人公寓廚子做的飯菜，我試做一

些他喜歡吃的菜。我每星期一、五帶一些自種的有機新鮮青菜
及做一道去油的水煮冬菰雞或冬菰豆腐給他。

七，美滿家庭
林醫師有一個美滿家庭，夫人鄭元華賢淑，出身世家，生

於廣州，其父母注重兒女教育，送子女來美讀書。鄭元華女士
一九三八年來美讀書, 一九四一年回北京, 讀協和醫學院護理
學院, 一九四五年與林正醫師結婚, 一九四六年回美, 生育女兒
薇薇(Mi Mi ), 及希爾達(Hilda); Mi Mi是醫師,生兒子, Chris 及
女兒Lisa, 在克利夫蘭市開業; 希爾遠是護士, 生有子女Sarah及
Hannah, 在紐約市一醫院工作。 林夫人的兄弟姊妹多是醫護人
員, 在美立業。

八, 睡眠中辭世, 定期告別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下午四時許我與林醫師閒談,請他告

訴我,他醫師的姓名, 他說他沒有醫師,一生無病無痛. 五時許,
黃林玲珍電話輿他聊天; 六月三日上午九時, 我發現他躺在床
上, 手腳冰冷, 己無氣息, 我即報告公寓的安全值班人. 她電告
消防隊. 消防隊即來急救, 但林醫師己無生命. 林醫師在睡眠中
辭世, 真是有福, 他音容常在, 可為我們楷模。

林醫師的告別儀式定在六月二十四日, 在箂辛頓市, 2156
Harrods burg RD, Southern Hills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舉
行; 一至三點, 瞻仰遺容, 三點, 追思禮拜, 然後, 移屍體至殯儀
館, 舉行火葬。

*二次世界大戰前，多數猶太裔去讀私立大學醫學院，二
次世界大戰後，猶太裔醫生在紐約建立愛英斯旦醫學院及醫
院, 供猶太裔入學及猶太裔醫師工作。

**梁棟材博士〈E. Leong Way〉，美籍華人，一九一六年
生於加州舊金山，一九三五年柏克箂加州大學學士，成績最
優，但申請醫學院被拒，因而就讀藥學院，攻研藥物化學及藥
理學，獲博士學位後，任藥廠研究員，舊金山加州大學藥學系
助教、教授、系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世界一位著名的藥
理及毒理專家。

懷念仁慈的林正醫師懷念仁慈的林正醫師 葉續源葉續源葉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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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夏, 我從四川合川國立二中高
中畢業, 考上西南聯大外語系。學校九月開
學, 無奈從重慶去昆明交通十分困難, 我足足
用了兩個月, 終於在十一月中才到達昆明大西
門外新校舍報到。一九四一年夏, 我剛讀完大
二, 就響應號召, “投筆從戎”, 去給即將來我
國支援抗日戰爭的美國空軍志願大隊擔任英語
譯員。我在西南聯大學習的時間前後不到兩
年。

這個期間, 日本飛機經常來轟炸, 空襲警
報一響, 全校師生員工跑警報, 上課的時間就
更少了, 課堂上學到的東西實在不算太多。但
是, 在西南聯大度過的這短短的一年多時間卻
是難以忘懷的。聯大彙集了北大、清華和南開
三所名校的教師, 其中不乏譽滿中外的學術大
師, 他們崇尚“自由之思想, 獨立之精神”,
“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不論工作和生活條
件如何艱苦, 他們都孜孜不倦地教書育人, 潛
心學術研究。可惜我因中途輟學, 無緣受教於
多位名師, 不過有幸耳濡目染、潛移默化, 我
就終生受用不盡了。

最令我難以忘懷的卻是西南聯大的茶館文

化。凡是聯大的同學大概沒有人沒上過泡茶館
這門大課的。新校舍因陋就簡, 僅有一個圖書
館, 座位有限; 宿舍四十人一間, 沒有書桌; 課
外活動幾乎等於零。於是, 學校附近兩條街上
的十來家大小茶館, 從早到晚坐滿了聯大的學
生, 看書、寫作、聊天、玩橋牌,各得其所。

汪曾祺 1984 年在《泡茶館》一文中回憶
道:

“大學二年級那一年, 我和兩個外文系的
同學經常一早坐到這家茶館靠窗的一張桌邊,
各自看自己的書, 有時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
語。我這時才開始寫作, 我的最初幾篇小說,
即是在這家茶館裡寫的。”

這裡寫的兩個無名氏就是我和趙全章。我
們仨是一九三六年春在鎮江參加高一男生集中
軍訓時結識的, 我上的是揚州中學, 全章上的
是蘇州中學, 曾祺上的是鎮江中學。三人都是
十六歲, 編在同一個中隊, 三個月同吃、同
住、同操練。沒想到, 三年以後, 三人都當上
了流亡學生, 又同時考上了聯大, 曾祺讀中文
系, 全章和我讀外文系。碰巧三人又同住一棟
宿舍, 又都愛好文藝, 朝夕過從。每天課後, 我

們仨就各自帶上兩三本書、鋼筆、稿紙, 一起
去泡茶館。我們一邊喝茶, 一邊吃“花生西
施”的五香花生米, 一邊看書, 多半是課外讀
物, 或寫點兒什麼東西。茶館就是我們的“書
齋”。誰寫好一篇東西, 就拿出來互相切磋。
曾祺第一篇小說的文采就讓我倆嘆服。全章中
英文都好, 經常寫抒情小詩, 後來一篇接一篇
從英文翻譯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我也寫一些小
東西。我們最初的習作都是在這家茶館裡泡出
來的, 投給中央日報文藝副刊, 居然一篇篇小
詩小文都陸續登出來了。經常飢腸轆轆的窮學
生, 誰一拿到稿費我們仨就直奔文林食堂“打
牙祭”。有時, 茶館打烊以後, 深更半夜還冒
著雨到翠湖去逛蕩, 享受免費的湖光夜色。

大西門外經常塵土飛揚, 風沙蔽日, 無樹
無花的校園儼然一片荒漠, 茶館宛然水草迎人
的綠洲。茶博士, 不分男女, 都親切如家人、
溫馨如昆明四季如春的天氣。一碗碗清茶好似
一派清流, 蕩滌著家山萬裡的游子的滿面風
塵、灌溉著如飢似渴的心田、滋潤著綠綺年
華、孕育著含苞欲放的性靈。

茶館也是我們的殿堂。我們一邊飲茶, 一

邊虔誠地誦讀一部又一部文學經典, 在茶香水
氣裡領受心靈的洗禮。我們墜入沈從文描繪的
如詩如畫的‘邊城’, 傾聽他那透明燭照的聲
音、溫存的節奏和音樂, 如醉如痴, 流連忘
返。有時竟忘了回學生食堂去吃飯, 只得用花
生米來充飢。何其芳的《畫夢錄》誘使我們作
起“橫海揚帆的美夢”。法國作家紀德根據
《聖經》故事改寫的《浪子回家》, 篇幅不
長, 卻讓我對一個流浪漢靈魂的受難感同身
受, 便用‘浪子’作起筆名來, 下意識地向往
於靈魂的歸宿。

西南聯大的流亡學子有福了。在烽火連
天、無家可歸的歲月裡, 茶館文化為我們提供
了一個心靈之家, 促進我們自由自在地茁壯成
長。汪曾祺在《泡茶館》一文中最後寫道:
“如果我現在還算一個寫小說的人, 那麼我這
個小說家是在昆明的茶館裡泡出來的。”

當年的茶友全章和曾祺已先後作古, 哪年
哪月, 我才能回到昆明重溫茶館文化呢!

(二00八年農歷新年於美國客中)

西南聯大的茶館文化西南聯大的茶館文化
----紀念西南聯大建校七十周年紀念西南聯大建校七十周年----

巫寧坤巫寧坤巫寧坤

父親去世已有很多年了，但我依然時常
記起父親。這並非因為他生前給我們留下多
少美好的回憶，也不是因為他走後留給我們
什麼珍貴的財富，而是他走時那半睜不閉的
雙眼，一直在我的腦海裡浮現。歲月抹不
去，風雨刷不掉。

那年月，因父親“歷史問題”的株連，
我和許多同齡人一樣，不得不離開校園，回
到鄉下老家務農，正常的畢業分配成了泡
影。

起初，父親以為這場“大革命”不會鬧
多久。因此他常常告誡我，要安心參加勞
動，耐心等待安排，不要惹是生非。“要相
信政府，總有一天會給你分配工作的。”父
親不只一次這樣對我說。

怎奈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的過去
了，階級鬥爭的腥風血雨非但沒停息，反而
越來越猛烈。在殘酷的現實面前，父親對自
己的命運漸漸失去了信心，對兒女的前途漸
漸沒有了希望，經常是沉默寡言、憂心忡忡
的樣子。作為兒子，我明顯地覺察到：父親

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之所以含怨忍
辱，苟且偷生，完全是因為放不下對兒女的
牽掛。

我們村子東面不遠處有一所小學，那是
我知識啟蒙的搖籃。在幾間破舊的課室前
面，有一個用泥沙填鋪的小操場。本是孩子
們體育活動的場地，竟成了群眾性批鬥會的
會場。批鬥會經常召開，開得多了，人們也
就習以為常，甚至麻木了。只是那些“有問
題 ” 的 人 員 和 家 庭 ， 總 是 提 心 吊 膽 ， 聞
“會”色變。由於父親的“問題”，我們家
對於大大小小的批鬥會，便屬於聞“會”色
變、惶惶不可終日的那一類。

小操場的“司令台”上，經常張貼著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橫掃一切牛鬼
蛇神”之類的標語橫額。操場沒有圍牆，村
道從操場上通過。每當下地干活，挑著糞肥
經過操場時，我就禁不住心酸。而父親，則
是一臉的無奈，一臉的茫然。

某年5月上旬的一天中午，又在操場上召
開批鬥大會。父親和其他幾個“黑七類分

子”，照例又被站台角。那些荒唐的批鬥
會，極盡傷天害理之能事，無中生有，無限
上綱，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種種莫須有的
罪名如泰山壓頂，致使父親身心俱焚萬念俱
灰。直到傍晚，批鬥會結束後，父親才拖著
疲憊的身軀，愁眉不展的走進家門。

那是一個悶熱而昏暗的傍晚，父親神色
凝重地坐在床沿上，不停的抽著喇叭煙。到
了掌燈時分，他就把我叫到床前，唉聲嘆氣
地對我說：“是我連累了你們。有我在，你
和你弟妹就沒有出路了……” 涉世不深的
我，只以為這是父親的謙辭，卻不曾料到這
竟是父親的絕響。直到翌日中午噩耗傳來
時，我才恍然大悟，但已追悔莫及。

在那棵高大而茂盛的木麻黃樹下，父親
靜靜地躺著。看著父親那一直睜著的雙眼，
我心潮翻滾，淚眼模糊。是的，此時此刻，
只有我最清楚父親為何選擇死，也只有我最
清楚父親為何死不瞑目。父親那慈祥而無奈
的眼神告訴我，他沒有怨恨，沒有留戀，只
有對兒女無盡的牽掛。

我跪在父親身旁，顫抖著雙手，輕輕的
將父親的眼睛合上。

面對父親的不辭而去，我們雖是肝腸寸
斷，卻沒有流下很多的眼淚。因為我們的眼
淚已經流了好幾年，差不多流干了；況且，
那時舉國上下都以階級鬥爭為綱，死人的事
是經常發生的，國家元首尚且難逃厄運，父
親又算得了什麼呢？

只是父親的那雙眼睛，仿佛還一直睜
著，一直在看著我，令我顫栗，令我內疚，
令我無所適從……

父親去世不久，文革就結束了。此後，
每逢清明節和父親的忌日（後來又加上父親
節），我都虔誠地為父親祈禱和祝福。我一
次又一次的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父親，您
的夙願實現了，我們一天天好起來了，您無
須再牽掛了。真的。

安息吧，父親。
（2017.06.18 父 親 節 ， 寫 於 華 盛 頓 D.

C.）

父父 親親 的的 牽牽 掛掛 錢錚錢錚錢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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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耳聞，少君是華文網絡作家鼻祖。有機
會結識這位網絡“老前輩”，全拜文學筆會所
賜。 19年前的金秋時節，蒙中國作家協會邀
請，我邁進了福建省泉州的華僑大學，參加首屆北
美華文作家作品研討會。是年9月29日晚，我戳在
華僑大學的接待大廳裡，正那兒發愣，一位胖乎乎
的小伙子，洋溢著一臉的自來笑，向我走來。那一
刻，他親切的笑容，像是幫我趕走了所有的生疏
感。

乍見，少君以為我是從台灣來美國的。當他
獲知我是土生土長的文登人，即脫口而出，他母親
也是山東人，老家在牟平。

我們是真正的老鄉啊！文登、牟平，天連
跡，地連邊，我們共有昆崳山。

昆崳山地處膠東半島東端，總面積 24 萬餘
畝。主峰泰礡頂，海拔923米，秀拔為群山之冠，
海上諸山之祖。素有“不似泰山，勝似泰山”之美
譽。昆崳山有老子《道德經》的摩崖石刻，漢代永
康石刻，金元聖旨碑，懿旨碑，丘處機手書石碑
等。昆崳山是道教名山。秦始皇，漢武帝曾多次東
尋遊歷昆崳山，尋覓長生不老之術……

巍峨昆崳美如畫，文登、牟平環繞她。
老鄉見老鄉，雖說兩眼尚未淚汪汪，但那份

說不出的親近感，邀我們蕩起友誼的雙槳，推開陌
生的波浪，駛向共同的愛好___文學的遠方。

可是，可是，在 隔天的研討會上，少君竟把
老鄉給甩出了“幾條街”，自己來了個“老頭兒喝
酒不讓人兒”。

依大會程序，“鼻祖”演講完網絡文學，華
僑大學中文系顧聖皓教授講評我的短篇小說《擺地
攤的安老師》。尤因他是網絡作家，又因那時在電
腦上寫東西的人，頗顯鳳毛麟角，加上少君料多貨

真口才好，他老小子往講台上一站，也就下不來
了。

記憶裡，他在台上講了一下午。感覺說，不
是他想“多吃多佔”，而是台下的掌聲把他給鼓得
“下不來台了”。那天下午，他把臉都講紅了。那
天下午，顧教授的臉也紅了。坐在他斜對面的我，
時不時地扭頭瞧他幾眼，趕上眼神撞到一塊兒了，
顧教授會用其向我傳遞他的感覺：別著急，少君講
完了，他就登台了。

我著急了嗎？本能地摸摸自己的臉，挺熱
的，大概也挺紅的，只是自己看不見而已。“臉紅
什麼”？準確答案：不是精神煥發。實話實說，臉
紅是想能早點聽聽顧教授對咱作品的評判啦。

老鄉“不幫忙”。那天下午啊，少君一直講
到天黑呀！“大仁大量”的顧教授收起稿子，站直
了身子跟我說：“走，咱們吃晚飯去。”苦候了一
下午，也只能用晚飯來填補“缺憾”了。

時勢造英雄，那天下午，我的小老鄉憑藉著
自己的真才實學，火速躥紅啦！

有那麼句話：只看人家過年，不看人家種
田。

少君出生北京一軍旅之家，18歲考入北京大
學學習聲學物理，畢業後當過《經濟日報》記者，
參加過中國政府一些重大經濟策劃與研究工作。20
來歲他就奔赴美國德州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
學成後歷任美國兩所大學的研究員，並兼任中國廈
門大學、華僑大學、南昌大學教授等職務。

簡短的介紹，即可了悟少君見多識廣，閱歷
豐富。

佩服少君，出書一大摞。散文、雜文、小
說、詩歌、紀實文學，體裁種類多。

讚嘆少君，義薄雲天，待人熱情，樂奉獻。

相遇九八，我們便成了說得來的好朋友。為
重聚，一年後的9月中旬，少君率北美作家協會北
德州分會和北德州文友社成員，在達拉斯舉辦了：
二十一世紀華文文學研討會。受邀嘉賓：顧聖皓、
劉登翰、張鳳和我。

少君做事，必親歷親為。會議策劃、安排吃
住、張羅晚會，贈送獎狀、遊覽廣袤的大西南，耗
時勞神且不提，還多次往返機場，親自開車迎接來
自福建的顧、劉二教授，來自波士頓的張鳳女士和
家住印第安納州的宋曉亮。特別提出，他還把機票
給包了。

此舉，可謂空前絕後。時至今日，我所參加
過的5次筆會，全是邀請方包吃包住，來回機票自
己出。

破例者，當屬少君！
難忘少君，對顧教授妻女的關照，無微不

至！走筆此處，我不禁心沈痛，眼噙淚。我們的摯
友，51歲的壯漢——顧聖皓英年早逝了！

1999年9月11日下午，聖皓一進少君家就不
停地干噦。少君拿出一大蛋糕，他捂嘴不吃。我勸
他吃下就好了。他說：“我的生物鐘太敏感了，倒
完時差就好了。”信了，我們。

轉天上午，研討會開始後，等輪到聖皓上台
演講時，他把一面特意從福建帶來的錦旗贈送少
君，轉身就往台下跑，往洗手間裡跑。他回來了，
用手帕擦拭著嘴角的濕，一臉難為情地跟台下的聽
眾說：“抱歉，我在鬧時差。”

無人知曉，連聖皓自己都不曾覺察到，萬惡
的病魔正張牙舞爪向他襲來了。

顧教授去世了！2000年6月17日下午，少君
在電話裡說：“聖皓走了。他得了食道癌。”

悲痛！惋惜！從1998年10月8日到2000年6
月6日，我保存了與顧教授所有的Email。一封一封
地讀，一封一封地品，他和少君為推動海外新移民
文學的發展，聯合主編了《北美華文創作的歷史與
現狀》，對未來華僑大學與北美作家的交流活動，
他們有遠見、有方向、有決心。

然而，壯志未酬身先去！聖皓謝世後，情深
義重的少君，掩胸捂痛，含淚組稿，自己出錢，自
作編輯，為摯友出書《懷念聖皓》。書中收集了聖
皓的27張照片，從半歲至51歲的追悼會；記載了
聖皓的簡歷年代表，從1949年2月22日至2006年6
月17日；聖皓學術研究及其作品——專著兩部、學
術論文70餘篇；邀請18位親朋好友為聖皓撰文悼
念。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天國裡的聖皓啊，您故去後，少君在探望您

的妻女時，每次都帶著痛與真情啊！電話裡，他多
次跟我轉播他們見面的“實況”。感動，人雖走，
茶不涼！

莫愁前路無知已，天下誰人不識君！
痛別聖皓，在文學的征程上，少君不曾停

息。截至目前，他已出書40多部；發表的學術論文
30多篇；協助文友出書近30本。

必須點贊：2004年他與海外文友和南昌大學
的志同道合者，創建了國際新移民筆會，少君為首
任會長。自此，少君又忙碌在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整
體進發上。

想起了唐朝羅隱的《蜂》： 不論平地與山
尖，無限風光盡被佔。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
為誰甜？

遙握，少君！

結識少君結識少君，，一九九八一九九八 宋曉亮宋曉亮宋曉亮

 









美國身心靈協會美國身心靈協會(ABMSA)(ABMSA)特特
別邀請台灣中華身心靈促健會別邀請台灣中華身心靈促健會
朱慧慈老師來華府演講及義診朱慧慈老師來華府演講及義診

【華府新聞日報訊】美國身心靈協會(ABMSA)，今
夏特別邀請到台灣中華身心靈促健會朱慧慈老師來華府
為此地的華人僑胞演講及義診。朱老師從事靈體醫療義
診長達30多年累積了超過三萬餘個案的經驗，近年來曾
與臺北榮民總醫院及台大醫院合作，做過腦磁波，及早
期發現婦女乳腺癌的觀察研究。進而探討人類身、心、
靈的健康。此次本會一同邀請到中華身心靈促健會的理
事也是國立陽明大學腦科學研究所講座教授，臺北榮民
總醫院醫學研究部整合性腦功能研究小組負責人兼主治
醫師謝仁俊教授來美演講。歡迎舊雨新知踴躍報名參加
不要錯過此次難得的機會。

謝教授的講題是：從腦與心智科學看意識
朱老師的講題是：從靈體醫學的理論與實際看心識

與意識
演講日期：7/15/2017；1:00 ~ 7:00 pm
演講地點：美京華人活動中心（CCACC）；9318

Gaither Rd. Gaithersburg, MD 20877；301-820-7200
義診日期：7/14/2017；1:00 ~ 6:00 pm（地點另行通

知）
義診或演講報名日期：7/7 ~ 7/9/2017，1:00 ~ 6:00

pm；電話；301-983-2742（劉先生）

 













BB88醫生專頁
星期四 2017年6月22日 Thursday, June 22, 2017



BB99綜合經濟
星期四 2017年6月22日 Thursday, June 22, 2017

粵港澳打造世界第四大灣區經濟

產業規模有望超萬億

通過創新驅動和城市轉型發展，粵港澳大灣區

有望打造成中國的矽谷和全國性區域經濟增長極。

6月20日舉行的首屆粵港澳大灣區論壇透露，粵港

澳大灣區未來將與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

區等世界級灣區展開競爭。

業內人士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已從區域合作層

面提升至國家發展策略層面，將成為我國參與全球

競爭、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載體。未來粵港澳

大灣區充滿發展前景和投資機會，“互聯網+”、

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未來產業”將蓬勃發展，規

模有望達到萬億元級別。

定位 打造世界級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與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

角戰略經濟帶壹樣，屬國家區域發展的重點。”

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誌源表示，粵港

澳大灣區已從區域合作層面提升至國家發展策

略層面。

廣東省副省長袁寶成表示，粵港澳區位優勢明

顯，同時擁有先進的制造業、金融業和服務業，通

過區域內協同發展，共建全國性創新發展城市群和

經濟增長極，是大勢所趨。

方正證券宏觀分析師任澤平認為，打造國

際壹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帶動泛珠三角區

域發展，形成“北有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有長

江經濟帶、南有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經濟發

展新格局。

“粵港澳大灣區是歷史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

壹，港口等區位優勢突出，具有僑鄉、英語和葡語

三大文化紐帶，是連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

國家的重要橋梁。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有利於整合

其港口、金融、貿易、制造業等優勢，推進‘壹帶

壹路’建設。”任澤平說。

業內人士分析認為，未來相當長時期內，粵港

澳大灣區有望成為我國東南區域發展的“抓手”。

結合2016年3月《國務院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

作的指導意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將帶來四大投

資機遇，即交通基礎設施對接、港口航運中心建

設、片區功能改造與產業聚集、產業合作升級，不

但會持續推動區內經濟發展，還將進壹步輻射相鄰

地區。

工信部信息中心工業經濟所所長於佳寧向

記者表示，從全國發展壹盤棋的角度出發，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所產生的帶動效應，將會向周

邊的嶺南地區、西南地區以及湖南、湖北、安

徽等省份滲透。此外，其形成的產業升級和城

市化經驗，未來還會得以推廣，惠及全國更多

地區發展。

據世界銀行統計，全球經濟總量的約60%來自

港口海灣地帶及其直接腹地。因此，譚誌源表示，

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將像東京灣區、紐約灣區、舊

金山灣區等世界公認的三大灣區壹樣，成為帶動全

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引領技術變革的領頭

羊，更有望成為中國參與全球競爭、建設世界級城

市群的重要載體。

任澤平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最有條

件建設“灣區經濟”的先行區，外向型程度最

高，內部聯系也日益密切，未來有望與上述三

大世界級灣區競爭，成為國家高水平參與國際

經濟合作的新平臺，未來有望成為第四個國際

壹流灣區。

目標 科技創新產業升級
區位上，粵港澳大灣區南接東南亞、南亞，東

接海峽西岸經濟區、臺灣，北接長江經濟帶，西接

北部灣經濟區，區位上為“灣區群+港口群+產業

群+城市群”等疊加。

港口方面，粵港澳大灣區有深圳港、香港港、

廣州港、東莞港、珠海港、惠州港、中山港、江門

港等多個港口, 港口集裝箱年吞吐量合計超過6500

萬標箱；其中，2016年深圳港、香港港、廣州港集

裝箱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十，分別排序為第三、第

五、第七。

在此優勢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的重

要目標是打造世界性科技創新灣區。

目前，粵港澳地區科技創新實力非常突出，有

通訊電子信息、新能源汽車、無人機、機器人等高

端產業集群。

以廣東省為例，2016 年共有高新技術企業

19857家，規模居全國第壹，全省區域創新能力

綜合排名連續7年位居全國第二，技術自給率達

70%，有效發明專利量和PCT國際專利申請量保

持全國第壹。其中，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占全國

的56%。另外，粵港澳地區擁有1個國家級自主

創新示範區、3個國家創新型城市、超過 200所

普通高校和200萬在校大學生，擁有30名中國科

學院院士、工程院院士，12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以及華為、比亞迪、騰訊等壹大批全球知名的創

新型企業。

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認為，大

灣區科技創新潛力巨大，未來以此為支撐的各類創

新發展將會在大灣區逐漸壯大。他表示，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是“抓了幾副好牌”，區域不僅擁有顯著

的制造業、金融業、服務業優勢，在產業上還正在

形成硬件、軟件、服務的協同。目前，區域內科技

創新企業眾多，並形成了良好的創新發展環境，這

將成為打造粵港澳世界級創新大灣區的基礎。

除科技創新產業集群外，粵港澳大灣區還存在

石油化工、服裝鞋帽、玩具加工、食品飲料等中低

端產業集群。這意味著，其擁有巨大的傳統制造業

升級潛力。

有業內人士表示，隨著粵港澳三地合作加深

以及科技創新帶動，區域內傳統制造業將逐步邁

向高端。制造業升級將成為大灣區重要的產業和

經濟發展動力。軌道交通、高端裝備制造、智能

硬件、電信設備等產業都會得到快速發展，並逐

步形成完整的產業集群。而結合“互聯網+”、

人工智能、雲計算、大數據等技術，電子商務、

互聯網金融、在線教育、遠程醫療、數字娛樂等

“未來產業”也將蓬勃發展，規模有望達到萬億

元級別。

也有分析人士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充滿發展前

景和投資機會。從大灣區現有的產業稟賦和未來的

產業發展趨勢看，高科技產業、戰略新興產業和以

高科技驅動的制造業升級，將成為大灣區重要的發

展驅動力，相應投資機會顯而易見。

高瓴資本創始人兼CEO張磊向記者表示，大灣

區將吸引大量創業企業和創新投入，而更多的產業

資本和PE基金也會隨之而來。

策略 互聯互通協調發展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要實現打造世界級灣區的

目標，未來還需要在粵港澳三地間形成良好的協同

發展機制。

資料顯示，粵港澳大灣區由“9+2”組成，即

廣東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惠

州、江門、肇慶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

政區。土地面積占全國的0.6%，經濟總量占全國的

12.4%，常住人口占全國的4.9%。

譚誌源表示，要做好功能定位、實現互聯互

通、打造優質生活圈，實現錯位發展、互補共贏；

做好基建、生產要素、資金以及通訊的互聯互通；

打造壹小時或兩小時的粵港澳大灣區生活圈，方便

人員流通往來，最終打造對外開放新格局，面向世

界開放整個灣區。

上述論壇發布的《創新驅動與都市轉型：

打造中國的世界級灣區》報告指出，從區內軟

硬件環境上，未來應加強便利化硬件建設，優

化完善粵港澳人員簽註政策，提升貨物通關便

利化水平，便利實驗設備和材料跨境通關，放

寬科研資金跨境使用限制；在制度上，則應制

定在公司註冊、準入限制、稅收等方面的同等

待遇，以及在就業、社保、醫保、教育等方面

的同等待遇等政策。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建議，

以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三個自貿試驗

區，加上香港和澳門，建立大灣區自貿區聯盟，在

對外開放和創新發展上先行先試，之後在粵港澳大

灣區內推廣經驗，並在時機成熟時，將相關措施和

經驗在全國範圍落地。

馬化騰表示，希望三地政府建立長效機制，把

競爭的心態化為合作的心態，向海外市場、向全球

要人才。建立灣區人才引進計劃，推出灣區“綠

卡”，讓人才流動更加方便。

新世界發展執行副主席兼總經理鄭誌剛則建

議，整合區域內學術資源，加強基礎科學和技術研

究，同時培育統壹的創新文化，形成粵港澳大灣區

的創新環境，以此吸引全球人才。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FRI 11/20 Noon-2 PM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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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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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

醫生
（通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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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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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軍迷重演諾曼底登陸西班牙軍迷重演諾曼底登陸 民眾圍觀拍照民眾圍觀拍照

英國奇葩發明家英國奇葩發明家
打造世界首座海灘地下小屋打造世界首座海灘地下小屋

近日近日，，英國林肯郡英國林肯郡，，
3737 歲的歲的 Colin FurzeColin Furze 打打
造了世界上首個海灘地造了世界上首個海灘地
下小屋下小屋。。Colin FurzeColin Furze和和
他的朋友花了他的朋友花了1212個小時個小時
來來““挖洞挖洞”，”，他們竟然他們竟然
挖出了挖出了66噸半的沙子噸半的沙子，，
在這裏打造了這座三層在這裏打造了這座三層
房屋房屋，，裏面有休息室和裏面有休息室和
兒童遊戲室兒童遊戲室。。ColinColin使用使用
木頭來支撐沙墻木頭來支撐沙墻，，甚至甚至
還貼了墻紙還貼了墻紙。。ColinColin 說說
““我和家人每年都回來海我和家人每年都回來海
灘灘，，都會挖個大洞都會挖個大洞，，所以所以
我才有了打造壹個地下沙我才有了打造壹個地下沙
灘小屋的想法灘小屋的想法”。”。

調皮獅寶寶練習撲咬玩耍調皮獅寶寶練習撲咬玩耍
獅子媽媽獅子媽媽““不勝其煩不勝其煩””



to live and work, and I am thankful to have such an 
outstanding organization in the heart of our city.” 
“Over the course of my career in public office, I have 
seen the effects that unemployment takes on one’s life,” 
said former Harris County Judge Robert Eckels. “The 
work CRR undertakes every day to reduce barriers 
to success is a true inspiration, and it is an honor to 
partner with this organization as it continues to grow 
and serve more Houstonians.” 
Career and Recovery Resources, Inc. recognizes that 
unemployment can be a destructive life experience. 
Long-term unemployment can lead to divorce, 
domestic violence, substance abuse and even 
homelessness. CRR’s main mission is to help people 
identify and overcoming barriers to employment. 
The 21th Annual Barrier Breakers Awards Luncheon 
also recognizes Career and Recovery Resources’ STAR 
Clients who, with the help of CRR, have successfully 
overcome personal barriers to achieve employment 
and lead productive lives. During the luncheon, STAR 
Clients share their inspiring life stories and describe 
how CRR positively impacted their lives. 
This year’s Luncheon Co-Chairs are Lainie Gordon 
and David Mincberg. Host Committee Members 
include Debra Baker, Bill Baldwin, Jacquelyn & 
Courtney Blackburn, Denis Braham, Lorenza Butler, 
Marina Angelica Coryat, Santiago Castaneda, Cindy 
Clifford, Susy & Joel Diaz, Dr. Kathy C. Flanagan, 
Susan Floyd-Toups, Tamera & Bonar Luzey, II, Carol 
Helliker & David Luther, Kan Li, Angela & Lincoln 
C. McKinnon, Marsha & Hon. Tom Ramsey, Christine 
A. Romsdahl, Joyce & Ambassador Arthur Schechter, 

Hon. Susan V. 
Sample, Paul Sutton 
& Bill Gross, Patti 
& Gary Tuma, Alma 
& Dr. Vernus C. 
Swisher, Patrice 
& Charles Wilson. 
Cynthia Cisneros, 
VP Community 
Affairs with KTRK-
Televison Channel 
13 and Spencer 
Tillman, Author 
and Fox Sports Sr. 
Analyst will serve as 
Co-Emcees this year.  

Sponsors
Sponsors of 
the Luncheon 

include: Major Sponsors: Boulevard Realty/Bill 
Baldwin,Dannenbaum Engineering Corporation/Jim 
Dannenbaum, H-E-B Group/Winell Herron, Horn 
Family Foundation/Kandy Kaye Horn, Macy’s Lainie 
Gordon & David Mincberg, Omega Engineers, Inc./
Santiago Castaneda,Pure Point Financial/John Allen, 
and Jeri & Marc Shapiro Family Foundation. VIP 
Table Sponsors: A.B. Bernstein/Stephen Lewis, Blue 
Cross Blue Shieldof Texas/Dr. Esteban Lopez, Briggs 
& Vesekla Co./Lincoln McKinnon, Capital One Wealth 
& Asset Management/Joel Diaz, CenterPoint Energy/
Carol Helliker & Jacob M. Bunch,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 Houston/Li Qiangmin, Community Bank of 
Texas/Steve Jukes, EEPB, P.C./Courtney Blackburn, 
Dr. Kathy Flanagan, Gulfgate Dodge,Chrysler,Jeep/
Marla & James Davis, Indrani’s Light Foundation/
Indrani Goradia, Tamera & Bonar Luzey, II, Norton, 
Rose, Fulbright/Neil Thomas, Vrinda & Dr. Dinesh 
Pejaver, RID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Ira Mitzner, 
Paula Sutton & Bill Gross, Alma & Dr.Vernus 
C. Swisher, Grant Thornton/Susan Floyd-Toups, 
UTHealth/Patty Fritsch, Jackson Walker,LLP/Vytal 
Petrulis, Wells Fargo/Darryl Montgomery, Winstead 
P.C./Denis Braham, and Wycoff Development & 
Construction/John Wycoff. 
Table Sponsors: W. J. Alexander & Associates/Willie 
J. Alexander, Anderson Tax/Kan Li, JPMorgan Chase/
Carolyn Watson, Maria Angelica Coryat, Desroches 
Partners, CPA/Felissa Sylvester, Araceli  “Sally” & 
Rigo Flores, Houston Astros/Marian Harper,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Central/Dr. Muddassir Siddi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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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ontinuing Nuclear Threats From North Korea, The U.S. Flew
Two Supersonic Bombers Over The Korean Peninsula On Tuesday

North Korea Faces A “Double-Edged
Sword” From Both America And Japa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and Former County Judge Robert Eckels

Local Nonprofit Career And Recovery 
Resources, Inc. To Honor Local Leaders At 21th 

Annual Barrier Breaker Awards Lunch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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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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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YO, Japan - North Korea, now escalating the 
nuclear challenge to the world - and especially to its 
Asian neighbors - South Korea and Japan - faces two 
challenges on Tuesday.
First, in a show of threat, in a show of force, South 
Korean officials said confirm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lew two supersonic bombers over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n secondly, Japan said it would test 
its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his year, the U.S. that often sends powerful warplanes 
in times of heightened animosities with North Korea, 
flew B-1B bombers several times as Pyongyang 
conducted a series of banned ballistic missile tests.
On Tuesday, flights by B-1Bs came hours after the 
death of a U.S. college student who was recently 
released by North Korea in a coma following more 
than 17 months of captivity.
Confirming the presence of the warplanes in the region 
- Seoul's Defense Ministry said the bombers engaged 
in routine exercises with South Korean fighter jets 
aimed at showing deterrence against North Korea.
Meanwhile, the U.S. military said the bombers 
conducted two separate drills with the Japanese 
and South Korean air forces - adding that the flights 
demonstrated solidarity among South Kore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defend against provocative 
and destabilizing actions in the Pacific theater."
On Monday, days after his release from North Korea - 

the family of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 Otto Warmbier 
said that 22-year-old died.
Analysts, commenting on his death said it will likely 
cast a shadow 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and compound efforts by South Korea's new 
liberal president, Moon Jae-in, to improve ties with the 
North.
Hours later, Japan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it will test its 
missile interceptor capability on Thursday, following 
several North Korean missile tests that have shaken the 
nation.

Japanese broadcaster NHK reported that country’s Air 
Self-Defense Force will test its Lockheed Martin-made 
Patriot Advanced Capability-3 (PAC-3), designed to 
shoot down missiles, at four bases in Tokyo.
The PAC-3, which is meant to protect Tokyo’s 
metropolitan airspace, comes after North Korea 
ramped up its short- and medium-range missile tests 
in the past few months that have all landed in the Sea 
of Japan.
Earlier in May, after a North Korean missile flew 
for around 300 miles before landing in the water off 
Japan’s coas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said he would take “specific action,” along with the 
U.S.
Abe told reporters, “As we agreed at the recent G7, 
the issue of North Korea is a top priority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ork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e will take specific action to deter North 
Korea.”
In April, the United States sent a Navy carrier group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with Japan joining the ships 
for drills.
On Tuesda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rote on 
Twitter that China has tried to help the United States 
solve increased tensions with North Korea, but “it 
has not worked out.”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
com/)

Related
Prime Minister Abe says Japan 'will take 

concrete action with the US' after Scud missile 
crashes into Japanese waters

Japan To Take Action With U.S. After 
No. Korea Missile Test

Japan's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says his country 
will jo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aking concrete action 
against North Korea after its latest ballistic missile test.
On Monday, North Korea test-fired a Scud missile 
into Japanese waters, the third test in as many weeks 
and the 12th this year - carried out in defiance of UN 
sanctions warnings and US threats of possible military 
action.

South Koreans watched a news report on 
the North Korean missile test in Seoul [Kim 
Hong-Ji/Reuters]
"We will never tolerate North Korea's continued 
provocations that ignore repeated warnings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be told reporters shortly 
after the test.
"As agreed during the G7 summit, the North Korean 
problem i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top priority. 
In order to deter North Korea, we will take concrete 
ac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olated but nuclear-armed, North Korea has test-fired 
a missile almost every week for the past three weeks.
The latest, a short-range Scud, flew about 450km 
before landing in the Sea of Japan (East Sea) betwee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Japan, the US Pacific 
Command said.

Monday's test also marked the second time this year 
that a North Korean missile fell close to its neighbour 
Japan.
Michael Penn, president of the Tokyo-based Shingetsu 
news agency, told Al Jazeera that the latest test was 
part of a North Korean effort to strengthen its military 
against any possible threats from the US.
"The missile technology tests themselves do seem 
to be the priority of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to get 
their technology as strong as possibl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ey feel this is their best way forward – to show 
their own ability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a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y cannot predict," Penn said. 
(Courtesy www.aljazeera.com/news)

HOUSTON, June 19, 2017 — On Tuesday, June 
27, local nonprofit Career and Recovery Resources, 
Inc. (CRR) will continue its 21-year tradition of 
recognizing inspirational community leaders who 
have achieved success or helped others overcome 
hurdles to success at the 21st Annual Barrier Breaker 
Awards Luncheon. This year, CRR will honor 
Mayor Sylvester Turner and former Harris County 
Judge Robert Eckels as two outstanding leaders 
who exemplify the mission of CRR. CRR will also 
honor several of the organization’s STAR clients 
who have overcome personal barriers in order to 
achieve success. Hosted by co-chairs Lainie Gordon 
and David Mincberg, the luncheon will take place 
from 11:30 a.m. to 1:00 p.m. at the Hyatt Regency-
Houston in downtown Houston. 
“The goal of CRR is to empower individuals to 
overcome barriers to success, and we are thrilled 
to honor two community leaders who continually 
embody our values,” said Career and Recovery 
Resources’ CEO Dr. Vernus Swisher. “Mayor 
Sylvester Turner and Former Judge Robert Eckels are 
committed to improving our community and helping 
our neighbors. It is an honor to recognize these leaders 
and their investments in our community.” 
Career and Recovery Resources, a United Way of 
Greater Houston agency, empowers job seekers with 
job readiness training, career guidance, job placement 
assistance, job retention counseling, and employment-
related services. As CRR’s main fundraiser, proceeds 
from the Barrier Breaker Awards luncheon benefit 
CRR’s numerous specialized programs. Funds raised 
also support case management and employment 
services that are available to the organization’s diverse 
client base, including returning veterans, the homeless,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literacy-challenged 
individuals, older workers, ex-offenders, and persons 
in substance abuse recovery. Additionally, CRR helps 
serve college-educated or highly-skilled professionals 
who seek career coaching and general counseling. In 
2016, the agency served nearly 14,000 individuals. 

“By helping Houstonians 
escape joblessness and 
achieve meaningful 
employment, Career and 
Recovery Resources 
is transforming our 
community,” luncheon 
honoree Mayor Sylvester 
Turner said. “CRR makes 
Houston a better place 

PrimeWay Federal Credit Union/Scott Kreinbring, 
Scott & Susan Riggins, Smart Financial Credit Union/
Gary Tuma, Trammel Crow Residential/Ken Valach, 
and Whitney Bank/Antonio Mojica.
Underwriters, Sponsorships and Tables are available 
at various levels from $25,000 – $2,000. Individual 
tickets start at $200, and VIP couple tickets are 
available for $500.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 to RSVP for the luncheon, 
please call (713) 754-7027 or (713) 754-7082 or visit 
www.careerandrecovery.org. Interested parties are 
invited to stay connected at https://www.facebook.
com/careerandrecovery. 
To ensure reserved seating, reservations should be 
made by Friday, June 23, 2017. 
If you would like to receive high resolution images 
from CRR’s scheduled pre-luncheon VIP reception 
honoring Lainie Gordon & David Mincberg, please 
send requests to rachel@elmorepr.com.

About Career & Recovery Resources, Inc. 

Established in 1945, Career and Recovery Resources, 
Inc. (CRR), is dedicated to helping people identify 
and overcome barriers to employment. The agency 
offers computer training, literacy education, career 
counseling and testing, job placement assistance, 
housing support for veterans, and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education services. In 2016, 
the agency served nearly 14,000 individuals.

Outstanding Community And Corporate Leaders

CAREER AND RECOVERY RESOURCES, INC., 
IS A NON-PROFIT, UNITED WAY AGENCY 
ESTABLISHED IN 1945. OUR MISSION IS: TO 
HELP PEOPLE IDENTIFY AND OVERCOME 
B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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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2017 愛心組織國慶組織國慶
園遊會將於七月四日（ 星期
二 ） 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二時
三十分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舉
行。內容包括： 多樣特色小吃
，精彩藝文表演，及抽獎等節

目。當天全部義賣所得將用來
購買全年學用品贈送給 Wil-
liam Sutton 小學全校所有學生
。

「愛心組織」 的會長徐小
玲與前會長高嫚璘，理事翁定
台於6月15 日下午到蕭老位於

River Stone 的宅邸接受現年98
歲的蕭紀書老先生一張$2000
元的贊助支票，至今仍作畫不
輟的蕭老，也捐給 「愛心組
織 」 兩幅國畫近作，由徐小
玲，高嫚璘，翁定台等人代表
接受。蕭紀書老先生，1920 年

生於河南上蔡縣百尺
鎮蕭竇村，幼小即立
志將來一旦自己事業
有成，行有餘力，必
定發揮愛心和慈悲心
，對社會作貢獻，對
貧窮清寒，幼弱孤苦
者，給予協助和援手
。 蕭老以一位年逾九
旬多的老人，一位堅
毅不拔，情繫故里的
長者，一位永不忘懷
幼年所立的心願，畢
生都在關懷他人的實
踐力行家，值得我們
大家學習和尊敬。

這次愛心組織活
動的贊助者，除上述
的 「鑽石贊助」 蕭紀
書老先生外，還有 「

黃金贊助 」 李秀麥，黃
龍雄，陳婉兒，徐小玲
。 「銀質贊助」 台北經
文處，僑委會，中華航
空公司，台塑，百佳超
市，美南銀行，張南庭
，高嫚璘，李正揚，李
迎霞，翁定台。及 「銅
質贊助」 金城銀行，恆
豐銀行，李成純如，王
敦正。如您還願意購買
愛心券或捐款來幫助學
生 ， 請 聯 絡 劉 慧 832-
877 - 0710

愛心組織為此活動特
別成立 「執行委員會」
包括： 會長： 李正揚，
副會長- 執行： 徐小玲
，副會長- 節目策劃：
馬健，副會長- 會員服務
： 翁定台，秘書長： 黃
龍雄； 財務長： 傅達利，財
務助理： 黄登陸，編史長：
張南庭，網站： 劉昕，前會長
： 趙婉兒，高嫚璘，陳瑩等人
。

此次活動的協辦單位包括

智勝學院，中華文化中心，中
華保健中心，中台禪寺，中美
寺，玉佛寺，國建會等近四十
個社團。

目前已登記擺攤的社團包
括：休斯敦華裔社團，美國文

體藝術聯盟，智勝學院，中美
寺，玉佛寺，觀音堂，休台姊
妹會------ 等近二十個攤位
。他們供應的食品包括： 中西
小吃，奶茶、冰淇淋，及日、
韓、星各國口味食品。

20172017 愛心組織國慶園遊會七月四日隆重舉行愛心組織國慶園遊會七月四日隆重舉行
全部義賣所得購買全年學用品捐贈William Sutton 小學所有學生

中華文化中心耆老就業培訓計劃
，目前擴大招攬中。同時尋求提供就
業培訓的主辦機構。

中華文化中心年長者服務部服務
項目之一：耆老就業培訓計劃。是以
年長者的豐富的經驗及學養，學習新
的技能，重返工作崗位，為社會貢獻
心力，獲得大眾認同，目前擴大招攬
中。

此項目以輔導培訓年長者(年齡55
歲以上)重返職場為主，文化中心將依
照個人經驗及專長，安排年長者在非
營利單位，例如：圖書館、學校、文

化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等等地方培
訓工作。

這 是 由 全 美 亞 太 裔 耆 老 中 心
(National Asian Pacific Center on Ag-
ing) 耆老就業培訓計劃 (Senior Com-
munity Service Employment Program
SCSEP)的重要服務項目之一，其宗旨
是維護及提昇亞太裔及太平洋島嶼長
者晚年的尊嚴、健康和生活品質。

耆老就業培訓計劃 (SCSEP) 是一
個由美國勞工部資助，專為 55 歲或
以上年老工作者而設的就業培訓計劃
。根據年老美國人法案第五條 (Title

V of Older Americans Act)，國會授權
資助 55 歲或以上低收入而又就業前
景暗淡的長者接受半職社區服務就業
培訓。其目的是幫助參與者通過在非
營利501(c)3 社區機構或政府機關的在
職培訓，獲得工作經驗和克服障礙，
同時提供社區服務，也提高參與者的
工作技能，使他們將來能夠找到全職
或半職無補貼的工作。

耆老就業培訓計劃 (SCSEP) 如何
運作？合格的人將被分配到提供培訓
的主辦機構（非營利或政府機構）工
作，參加者將可每週半職工作至多20

小時，並獲得
州或聯邦的最
低工資。

歡 迎 有 興
趣的年長朋友
們，來參加文
化中心的 「說

明會」，說明會在每月的第二個及第
四個星期四上午10時在中心122室舉
行，如果你符合資格，文化中心將會
立即分配到相關機構培訓工作。近期
的說明會6 月是22日，7月13日及27
日上午10時。如果你不想再依賴子女
生活，想過一個又可有一些收入及社
交的生活，這是一個大好機會，不要
錯過了。

希望參與此項目的個人必須是：
美國公民或綠卡；年齡超過55歲；擁
有低於聯邦貧困縣125%的收入；目前
處在失業狀態；並且住在哈里斯郡；

或有資格根據1986年的“移民改革和
控制法”在美國工作者。

中華文化中心同時尋求凡是登記
有501(c)3 的非營利機構，成為此項目
的提供就業培訓的主辦機構（Host
Agency）。我們的年長者不僅可以幫
助貴單位完成工作需求，同時貴單位
亦可提供長者們活到老學到老的機會
。目前文化中心己有超過30個的501
(c)3 的非營利機構成為我們合作的夥
伴。有興趣成為就業培訓主辦機構的
501(c)3 的非營利機構，亦歡迎在上述
說明會時間前來或上文化中心網站登
記。

有興趣者亦歡迎造訪中華文化中
心網站：www.ccchouston.org 可直接
上網登記即可(有中文說明)；亦歡迎
來電洽詢：713-271-6100 分機205 找
Jenny (中文 )，分機 205 找 Dan (英文
、越文)

中華文化中心耆老就業培訓計劃
提供就業培訓 目前擴大招攬中

圖為圖為 「「 愛心組織愛心組織 」」 帶蘭花探視蕭紀書老先生帶蘭花探視蕭紀書老先生（（ 左二左二 ）） 並由會長徐並由會長徐
小玲小玲（（ 右二右二 ））接受蕭老贊助的二千元支票接受蕭老贊助的二千元支票，，旁為同時前往的前會長旁為同時前往的前會長
高嫚璘高嫚璘（（左一左一）） 及理事翁定台及理事翁定台（（ 右一右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蕭老圖為蕭老（（ 右二右二 ）） 捐贈國畫近作兩幅捐贈國畫近作兩幅，，由由（（ 左起左起））會長徐小玲會長徐小玲，，理事理事
翁定台翁定台，，前會長高嫚璘代表接受前會長高嫚璘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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