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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長者的選擇（Seniors Choice) - 老人醫療保險服務

保險經紀人  鄭帥帥 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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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童年快樂童年》》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
今晚今晚88時首播時首播

美南國際電視網美南國際電視網1515..33台台﹐﹐娟子策劃擔綱主持的兒童節娟子策劃擔綱主持的兒童節
目目﹐﹐將將於於 66月月2424日日((周六周六))晚間晚間88時播出時播出「「中國功夫中國功夫」」特別特別
節目節目﹐﹐邀請休士頓家喻戶曉的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釋邀請休士頓家喻戶曉的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釋
行浩師傅行浩師傅﹐﹐帶領優秀的武術冠軍徒弟帶領優秀的武術冠軍徒弟﹐﹐分享他們參加第分享他們參加第
5050屆休士頓國際電影節經驗屆休士頓國際電影節經驗﹐﹐以及在影展上的量演表以及在影展上的量演表
演演﹐﹐並介紹武術奧妙並介紹武術奧妙﹒﹒精采內容精采內容﹐﹐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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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大學廈門大學 「「兩岸學子論壇兩岸學子論壇--夫子開講夫子開講」」
九二共識與兩岸關係九二共識與兩岸關係

李慶平（前海基會副祕書長）
各位同學，早上好，非常榮幸，廈門大學

台灣研究院及海峽關係和平發展協調創 新中心
，邀請我來參加這次的 「兩岸學子論壇－夫子
開講」，有機會 和大家共聚一堂，共同研討兩
岸關係。這是一個難得可貴的機遇，尤 其是在
目前兩岸關係特別低迷，不安情緒逐漸高漲的
時候，用理性的 分析來面對兩岸關係，是知識
分子應有的態度和責任。

在座的青年朋友們，從中國歷史的高度來
看，你們是生活在最幸福的 環境，比你們的曾
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親生活的年代，更有機
遇創 造美好遠大的前程。我非常羨慕你們，因
為今後四、五十年，中華民 族復興，再強盛的
重責大任，將在你們手中完成。

我們大家都知道，一個民族國家要強盛，
不受強權擺佈，領土主權完 整，是基本要素。
在這個基礎上，來審視兩岸關係的未來，能否
和平 發展，漸進到和平統一，不僅關係到大家
的未來，生活的發展，切身 的安危，更關係到
世界局勢與和平，影響深遠。

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八年，我曾經擔任過
台灣海基會副秘書長，親身 經歷了兩岸從對抗
進入和平交流，也經歷了一九九二年的兩岸建
立 「九二共識」的過程，及一九九三年的辜汪
會談。因此今天的講課，先 談什麼是九二共識
？其次談九二共識的重要性，第三談對當前兩
岸關 係的一些看法，最後要傾聽大家的意見。

S：九二共識的真像
首先來了解兩岸大環境氛圍：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兩岸關係，可分為：
一、軍事對抗 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八
二、和平對抗 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七
三、和平交流 一九八八到二ooo 年
四、和平敵對 二ooo到二oo八年
五、和平發展 二oo八到二o一六年
六、和平冷對抗 二o一六到今後一段時間
在軍事對抗期有兩個戰役，決定了六十多

年來大陸與台灣分冶的狀 態。一九四九年金門
戰役，共軍三個團進攻金門，結果失敗。 此役
約兩千人陣亡，七千人被俘虜，使國共內戰，
在國軍方面，守住 了金門，也保衛了台灣。

一九五0年六月韓戰爆發，美國對蔣中正的
態度，由等 「塵埃落定」 轉變成派第七艦隊巡
戈台灣海峽，其結果是大陸不能打台灣，台灣
也不能反攻大陸，形成了 六十多年來的兩岸分
治。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北京，華盛頓建交
，大陸對台政策由 「軍事解放」轉變為 「和平

統一」，鄧小平的 「一國兩制」 是核心政策。
為因應大陸的 「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方略，蔣
經國提出 以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號召，採
取 「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 的策略。

但到了一九八七年蔣經國有兩個重要新政
策，一是同意開放黨禁，報 禁，使台灣進入民
主化的階段。二是同意台灣民眾到大陸探親，
兩岸 進入和平交流的年代。

一九八八年李登輝主政，由於兩岸交流延
生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因而在一九九o年，
成立了國家統一委員會，陸委會，及受政府委
托 的海基會，來處理兩岸交流延生的問題。相
對大陸除成立國台辦以外 ，在一九九一年底也
成立海協會，用兩個民間的白手套單位，負起
因 兩岸交流，解決延生的一些事務性問題。

海基會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組團，到
北京訪問，當時國台辦唐樹 備常務副主任，提
出雙方協商五原則，其中一項是 「一個中國原
則」 。海基會人員當時覺得很奇怪，台灣方面
也從來未對 「一個中國原則」有異議。但當海
基會發現大陸的 「一個中國原則」 是有一定的
定義，即是大陸外交部的 「一個中國原則」：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領土不可分割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 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
」 ，因而對此原則，當然台灣方面的因應，就
非常謹慎。

早在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國家統一
綱領」 ，其中第四條， 「兩岸應摒除敵對狀態
，並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以和 平方式解決一切
爭端，在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以利互
信合作 階段」 。可見台灣方面並未排斥 「一個
中國原則」，並且列入正式文件之中 。

但因有大陸外交部的 「一個中國原則」的
定義，因而國統會在一九九 二年八月一日通過
《關於 「一個中國」的涵義》解釋文，其中第
一條 即是 「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
但雙方所賦予之含意有所不 同，中共當局認為
一個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以後，
台灣 將成為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我方則
認為一個中國應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的中華
民國，其主權及 於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
及台澎金馬。台灣固為中國的一部分， 但大陸
亦為中國的一部分」。

有了 「國統會」一個中國內涵的解釋文，
海基會就可以依據此文件與 大陸海協會談一個
中國的問題。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海基會
派許會佑處長，海協會派周 寧副處長，在香港

舉行會談。雙方先各提出五個方案，但未談妥
。 最後海基會再提出三個方案，其中一個第三
方案〈也是海基會提出八 個方案中的最後一個
方案〉，內容如下：

「在台灣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
過程中， 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對
一個中國的含意，認知各有不同 ，惟鑑於兩岸
民間交流日益頻繁，惟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對
文書查證 ，應加以妥善解決」。但大陸方面仍
不同意台灣方面的第八方案，並 且對海基會談
判代表提出 「以口頭表敘」的方式表達，也因
未獲授權 ，不辭而別返回北京。台灣方面為表
示誠意，特令許惠佑處長在香港 一直停留到十
一月五日深夜，因周寧副處長未再反港，才離
港返台。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三日，海基會發了一篇
新聞稿： 「本會經徵得主管機關同意，以口頭
聲明的方式各自表述，可以接受， 至於口頭聲
明的具體內容，我方將根據 「，國統綱領」 及
國家統一委員會本年八月一日對一個中國含意
所做決議，加以表達 」，並將此一新聞稿傳真
給海協會。

海協會在來函以後， 不久即由孫亞夫秘書
長電話告知海基會陳榮傑秘書長， 「我會充分
並接受貴會的建議」。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六
日海協會致函海基會 「我會擬做口頭表述要點
函告貴會，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
中， 「不涉及 『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 該
函並付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日海基會所提的第
八方案， 並建議兩會約定各自同時口頭聲明。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四時， 陸委
會黃昆輝主委召集陸委會及海基會高層， 對十
一月十六日海協會來函，研商對策。黃主委最
後決定， 針對海協會十一月十六日來函，我方
暫不覆函，但用記者會的方式， 以口頭聲明表
達我方立場。 當場黃主委指定海基會李慶平副
祕書長在下午六時， 在陸委會記者會發布室，
代表海陸兩會發言： 「對海協會十一月十六日
來函，願以口頭聲明各自表達的方式， 表示歡
迎。但我方認為雙方對此問題的立場， 原則早
已各自表達過了，不需要在約定同一時間發表
」， 「我方一貫立場是事務性協商，不應涉及
一個中國的政治性議題」。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日，海基會致函海協
會： 「我方始終認為， 兩岸事務性之商談，應
與政治性議題無關，且兩岸對 『一個中國』 之
涵意，認識顯然不同，我方為謀求問題之解決

， 爰建議以口頭各自說明，至於口頭說明之具
體內容， 我方以於十一月三日發表之新聞稿明
白表示，將根據 『國家統一綱領』及 『國家統
一委員會』本年八月一日對於 『一個中國』涵
意所做決議，加以表達。」

以上從十一月三日到十二月三日，海基、
海協雙方用電話， 記者會及函電來往，解決了
雙方對 「一個中國原則」 認知不同的難題，用
不涉及 「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的方式， 使兩
會能繼續協商， 促使一九九三年四月底雙方在
新加坡舉行第一次辜汪會談， 達成四協議。

二 ooo 年一月，民進黨陳水扁競選成功，
在五二o政權交接之前， 時任陸委會的蘇起主
委，為使民進黨主政，大陸工作能順利進行，
特稱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三日至十二月三日這一
段時間，雙方用電話、 記者會，函電來往，進
而解決對 「一個中國原則」認知不同的難題，
稱為 「九二共識」，以上就是 「九二共識」的
來源。

二 ooo 年五月二十日，陳水扁執政後，雖
然初期有 「四不一沒有」 政策，但後來否定了
「九二共識」，進而搞 「烽火外交」、 「一邊

一國」，廢除國統會和國統綱領，使兩岸關係
惡化，海基、 海協會無法協商，成為 「和平敵
對時期」，兩岸關係停滯八年。

二oo八年中國國民黨馬英九執政，大陸及
台灣皆肯定 「九二共識」 ，在他八年執政期間
，兩岸關係非常融洽，達成了二十三項協議，
並促成雙方領導人，在新加坡首次會唔，可說
是兩岸 「和平發展期」。

二o一六年五月二十日民進黨蔡英文再度執
政，雖以 「維持現狀」 為其大陸政策，但始終
不承認 「九二共識」，最多只用 「尊重九二年
的歷史事實」，但尊重與承認的意義不同， 因
而大陸認為是沒有完成的考卷，兩岸關係再度
停滯， 無法進行協商。再加上民進黨台灣的內
部路線是去中國化，去孫化， 去蔣化，在國際
上大陸不再使台灣有加入國際組織的空間， 進
而促使原有我方友邦與大陸建交，從去年五月
至今，進入 「冷對抗」期。

二 o 一六年六月十三日大陸與巴拿馬建交
， 雖然蔡英文的大陸政策一定會導致巴拿馬建
斷交的外交危機， 但此一事件對台灣確實有深
遠影響，若兩岸關係再繼續惡化， 蔡英文不調
整兩岸關係的新方向，可能發生的影響是：

一、斷交可能發生骨牌效應。
二、台灣不能進一步參加國際組織，更加

孤立。
三、台灣在經濟上可能被圍堵，孤立， 無

法參加大陸所領導的國際經濟體系。
四、台灣觀光產業會大量萎縮。
最近民進黨內部，也有親中，友中，知中

，愛台的提法， 可說明民進黨內部面臨當前局
勢的焦慮， 但最終民進黨不放棄台獨綱領，不
承認九二共識， 大陸不可能讓兩岸關係正常化
。

以上是一些親身經歷及個人的觀點，請各
位同學分享並給予指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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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榮光聯誼會休士頓榮光聯誼會
於七月一日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辦陳綺玲律師參選僑聯總會海外優秀青年獎陳綺玲律師參選僑聯總會海外優秀青年獎

李迎霞主任提名陳綺玲律師參選僑聯總會海外
優秀青年獎，她也得到了全球只有十一位是105年,
這6月25日(星期日)下午3時至下午5時在僑教中心
展覽室要辦頒獎典禮。並鼓勵青年學子來參加106
年的報名現在已開始接受報名，如有興趣請向李迎
霞主任報名，

(本報訊)中華民國(台灣)科技部蘇
芳慶政務次長及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
蔡 少 正 司 長 於 加 州 聖 地 牙 哥 參 加
「2017 生 技 大 會 (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結束後，兼程來到德州
休士頓出席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舉辦之記者會，代表科技部陳
良基部長頒發感謝狀表彰本地區台灣
僑領對支持台美科技研究合作及人才
培育之具體貢獻。

記者會於本(106)年6月22日下午
4時30分在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舉行。駐處黃敏境處長首先致詞
感謝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博士等6位
僑領以私人捐款及對應基金(matching
funds)方式共募集 22 萬美元支持台美
合作培育台灣新型態產業發展所需高
階人才。隨後由科技部蘇芳慶政務次
長代表科技部陳良基部長頒發感謝狀
予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博士、蕭素薰
女士、賴賢烈先生、方台生先生、徐
為椿女士及李敏翔先生等6位台灣僑
領，表彰他們以具體行動支持台美科
技研究合作及人才培育計畫。蘇政務
次長並於致詞表示，感佩我台僑領袖

為支持台美科技研究合作及人才培育
所作之貢獻及努力。我政府刻正推動
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包括亞洲•矽
谷、生技醫藥、智慧機械、國防航太
、綠色能源、新農業與循環經濟。科
技部在既有之國際合作計畫方案下另
於今年啟動 「博士創新之星計畫(the
Leadership Entrepreneur Aspire Pioneer
Program, 簡稱 LEAP Program)」以及
「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the Leaders

in the Future Trend Program， 簡 稱
LIFT Program)」。而博士創新之星計
畫（LEAP Program）將媒合50位博士
生在科技部一年約5萬美元的補助赴
矽谷企業吸取創新創業的經驗，未來
能將最新技術與能量帶回台灣。期許
各界持續支持我政府為因應新型態經
濟發展所推動之攬才及人才培育各項
計畫為台灣振興經濟奠定基礎。

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博士代表與
會僑領致詞表示，他一直致力於台美
學術研究合作推動，舉凡促進互訪交
流，以及支持學生的研習。僑胞們十
分關注政府目前所推動之五加二產業
創新計畫、LEAP 博士創新之星計畫

及LIFT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等計
畫，希望大家能出一份力量，共同
為台美科技研究合作推動及台灣高
階人才培育一起努力。

德州是生物科技與醫學領域群
聚重點，相關研究領先全球，人才
眾多。今年在多位僑領努力下，先
在生物科技領域募得三個計畫案經
費，分別為 「貝勒醫學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嚴來興教授
與成功大學合作支持來自台灣的博
士生每年 3 萬美元之 2 年期研究計
畫共6萬美元、中興大學楊長賢副
校長與 「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
」Dr. Janet Braam 合作支持楊長賢
副校長指導之博士生赴 「萊斯大學
」1 年期計畫 4 萬美元、以及 「貝
勒醫學院」與成功大學基因體醫學
中 心 孫 孝 芳 主 任 以 對 應 基 金
(matching funds)模式搭配休士頓僑
領捐助之私人捐款支持孫孝芳教授實
驗室選送博士後赴美研究每年6萬美
元之2年期研究計畫共12萬美元。僑
領們希望在此基礎上，協助這些研究
團隊未來持續向台灣科技部與美國獎

助機構申請延續性計畫，而這些計畫
都有技轉可能性，德州奧斯汀最近被
評選為” the world's number one Tech
City”，成為新創產業與科技產業矚
目號稱矽丘，也希望研究成果未來能

在地創新創業。此次藉由記者會向大
眾說明，希望在美南地區拋磚引玉，
盼獲更多僑領加入，以支持更多台美
合作研究領域與團隊並培育台灣下一
代明日之星。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訂於中華民國一０六
年（2017年）七月一日（星期六）上午十時
十五分，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展覽室 ，召開年
度會員大會及上半年的慶生會, 並同時收本年
度的會員會費。

會中除了各組工作報告外，並將請本會
理事: 徐俊義先生及高緒春醫師為大家講述”
老人家的食療輿食物”

當天同時辦理收繳本年度會員會費15元
及會員資料登記更新事宜 ; 請預先填妥所附之
2017年會員的資料普查表，請帶到會場辦理
報到 ，連同會費交給在場工作的服務人員。

隨後有擴大慶生會，為一至六月份生日
的壽星會員們慶生祝賀，壽星會員另外可獲
得一份實用美觀的生日禮物。會後並備有便
當、蛋糕、及茶水招待全體出席會員。

恭請本會會員充分發揮愛護榮光會的初
衷，踴躍出席七月一日的會員大會 ，並引介
具有愛國家 , 念鄉土，共同理念的朋友入會。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台灣台灣))科技部蘇芳慶政務次長訪問休士頓科技部蘇芳慶政務次長訪問休士頓
表彰僑領對支持台美科技研究合作及人才培育之具體貢獻

劉秀美會長表示,各位理監事，再次感謝大家
一顆熱忱的心，伸出助人的雙手，成立了休士頓地
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的團隊！

謝謝葉宏志監事長掌舵，起草中文組織章程，
並於4月8日第一次會員大會時通過。我也依照要
點，擬稿英文章程，各如附件。敬請指示。

6月25日下午2時在僑教中心開理監事預備會
議，修飾英文章程，以便登記為合法的註冊社團，
以後再適時申請免稅組織。七月中旬將開每3個月

休休 士士 頓頓 地地 區區 僑僑 界界 關關 懷懷 救救 助助 協協 會會
6月25日下午2時在僑教中心開理監事預備會議

中華民國科技部蘇芳慶政務次長代表科技部陳良基部長頒發感謝狀予僑務
諮詢委員王敦正博士、方台生先生等台灣僑領，表彰他們以具體行動支持台美
科技研究合作及人才培育計畫後,與嚴來興博士、王敦正夫人、方台生夫人、
南科鄭秀絨主秘、洪明奇院士、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
蔡少正司長、科技組游慧光組長、南科林秀貞組長合影。(記者黃麗珊攝)

圖為提子墨先生談他寫作圖為提子墨先生談他寫作 「「 追著太陽跑追著太陽跑，，一頭栽進去用力戰勝一頭栽進去用力戰勝
自己自己」」 的的經過經過。（。（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美南華文作協辦秀威作家北美巡迴講座美南華文作協辦秀威作家北美巡迴講座
由周典樂，提子墨談繪畫及寫作

連漪獲東尼獎殊榮連漪獲東尼獎殊榮
劇壇奇葩華裔舞台設計師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美南華文
作協 」 上周末辦了一場秀威作家的北美巡
迴講座，由秀威作家提子墨先生及周典樂女
士分別介紹其寫作經歷及介紹中國繪畫之美
。

首先由作協首任會長石麗東介紹講者
提子墨。提子墨由秀威書局安排，從本月八
號開始，作五場巡迥演講。休士頓是其中一
站。提子墨，出生於台北，現定居加拿大，
溫哥華電影學院3D 動畫與電影視覺特效科
系畢業。2015 年以本格小說 { 熱層之密室
} 奪第四屆 「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 決選
前三強作家，台灣 「博客來 」推理藏書閣
書評人、台灣推理作家協會會員。他曾任舊
金山 { 品 } 雜誌旅遊專欄作家、世界周刋
「墨 眼 看 天 下 」 專 欄 作 家 ， 台 灣

Mass -Age 「全球移民後遺症 」 專欄作家
。

提子墨介紹他從2015 年至2017 年共寫
了七本書的經過。尤其他曾為 「世界周刊
」 「墨眼看天下 」 每周撰寫每篇四千字的
文章，還自己配圖，周遭華人的異國生活，
幾乎都被他寫遍了。他立志當作家，每天辛
勤筆耕15 個小時以上，且2015 年前所有的
文學獎，他都參加過。

談到秀威在2016 年12 月，為他出的新
書 「追著太陽跑，一頭栽進去用力戰勝自
己 」。介紹他得了一種 「季節性情緒失調/
S. A. D 」 也稱為 「冬季憂鬱症」 是一種感
情或者情緒上的失調症狀。他有長達四，五
年的冬季，必須服食一種德國草本抗憂鬱的
草藥，每天還必須至少半小時坐在一盞特殊

的 S. A.
D. 太陽燈
底 下 療 癒
。 很 像 植
物 在 行 光
合 作 用 ，
這 使 得 他
有 「追著
太 陽 跑 」
逃 離 冬 日
的旅程。

因 此
， 他 跑 遍
加 拿 大 的
溫 哥 華 、
千 年 冰 川
、 維 多 利
亞 ， 美 國
的 洛 杉 磯
、 西 雅 圖

、新英格蘭，東北亞的
日本、韓國，以及東南
亞的峇里島-------
2013 年秋末，他的家
庭醫師宣佈他停止服藥
，而同時他也以 「熱
層之密室」 榮獲 「第
四屆島田莊司推理小說
獎 」。他在領獎時忍
不住熱淚盈眶，他真的
戰勝自己，戰勝了折磨
他近五年的 S.A. D! 戰
勝了那個讓朋友誤會他
不合群、反社交、陰陽
怪氣、足不出戶的冬季
憂鬱症！

提子墨先生以他像
文筆一樣的精彩口才與
敘述，令全場觀眾有如
身臨其境，直接踏入他
的 「追著太陽跑 」 的
奇異，精彩的世界。

下半場由周典樂女
士主講 「試談中國繪
畫之美 」，周女士是食品營養科畢業，又
念 「德州理工大學 」，她任職工業界20年
，為材料工程師。那天下午，她談
的卻是熱愛半生的中國繪畫之美。
她介紹中國繪畫之源流，中國繪畫
的分類，如何欣賞中國繪畫，中國
繪畫的演進與發展，歷代的代表畫
家。中國繪畫（ 簡稱國畫 ） 與西
畫有那些不同？如何去欣賞中國繪
畫 與 領 略 中 華 繪 畫 之 美 ？ 她 以
PowerPoint 幻燈形式，一一介紹古
代的傳世名畫，如谿山行旅圖的氣

勢，清明上河圖的精細，富春山居圖的意境
，將現場觀眾帶進古代傳世名畫的世界裡，
真正領略，欣賞中國繪畫之美！

（本報訊）今年第七十一屆東尼獎於六月十一日在紐約著
名的洛克菲勒無線電城音樂廳舉行隆重的頒獎典禮。熱門的音
樂劇“大彗星”是改編自托爾斯泰著名小說“戰爭與和平”
，該劇自2016年十一月初在百老匯imperial theatre 上演。今年
更榮獲十二項提名，其中舞台設計獎由華裔設計師連漪
（Mimi Lien) 獲得。連漪女士是休士頓前華人攝影協會會長連
健立的姪女。消息傳來華人無不為之雀躍。

東尼獎是美國劇場界最高榮譽。參選項
目包括話劇類和音樂劇類。美國劇院聯盟於
1946 年設立此獎項，現在由美國劇院聯盟與
百老匯聯盟主辦；東尼獎與電影奧斯卡獎、
電視艾美獎、音樂葛萊美獎並稱美國藝術四
大獎項。

連漪女士1976出生於康乃狄克州。父母
均為60年代來自台灣的留學生，目前均自大學教職退休。連
漪畢業於耶魯大學建築系，後赴義大利佛羅倫斯（Florence )藝
術系 進修。回國後入紐約大學著名的 Tisch School of Arts 攻讀
，獲最高學位。此後在戲劇界奮鬥多年，獲獎無數，包括2015
年的MacArthur 天才獎及2016年的林肯中心藝術創作獎等。今
年首次獲Tony Awards 提名一舉拿下最具盛名的東尼獎，可謂
華人之光。（程美華文）

圖為周典樂女士談圖為周典樂女士談 「「中國繪畫之美中國繪畫之美」」 的情景的情景。（。（ 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連漪與夫婿於頒獎現場連漪與夫婿於頒獎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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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新英格蘭新英格蘭‘‘楓楓‘‘情火紅戀葉情火紅戀葉66天豪華團天豪華團

近年來中國癌症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在不
斷攀升。中國癌症中心數據顯示，2015年癌
症新發病例數和死亡人數分別為 429.2 萬和
281.4萬，相當於平均每天1.2萬人被新檢驗出
患癌症、7700人死於癌症。癌症是中國城市
人口的頭號殺手，農村人口的二號殺手，總
體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僅為30.9%，遠低於
美國的66%。

那麼為什麼美國的癌症患者的存活率會
這麼高呢？這主要歸功於有效地開展癌症預
防與治療的教育、早診早治、以及治療水平
的不斷提高。美國自1990年起，癌症的發生
率和死亡率逐年下降。 2017年最新癌症統計
數據顯示，從1991年－2014年間，美國癌症
的整體死亡率下降了25%，有210萬癌症者起
死回生。

對於在美國的華人來講，很多人並不知
道大多數癌症是可以預防的。如果能夠了解
癌症的起因，並積極預防，就能有效的控制
癌症的發生。為普及防癌知識，使民眾自發
的遠離煙草、選擇健康的飲食，並參加運動
。
大紀元媒體於6月24號下午1點到4點半在中
華文化中心舉辦華人健康展。邀請兩位癌症
專家現場為觀眾講解病毒與癌症的關係，如
何實施計劃免疫，以達到預防癌症的目的，
要知道40%的癌症是可以預防的。

全世界有五分之一的癌症，是由病毒感
染而引發的。人乳頭瘤病毒（HPV）可導致
宮頸癌；乙肝病毒可引發肝癌，而通過接種
疫苗，這兩種癌症皆可預防。針對致癌的危
險因素，以合理的措施預防就能夠阻止癌症

的產生。
癌症不可怕，可怕的是缺少防癌的意識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如果有合理的預防措施
，40%的癌症患者就不會罹患癌症。

地址在9800 Town Park Dr.中華文化中心
，有M.D. Anderson 專家提供的免費講痤，幫
助民眾了解病毒與癌症的關係，如何使用疫
苗預防癌症。同時有免費的甲肝，乙肝，丙
肝檢查。

本次活動受到休斯頓市政府的重視，特
地把 6 月 24 日定為亞洲健康日。多個大公司
紛紛參與支持，展會現場將有很多禮品大獎
等著您去領取，有旅行社提供的價值昂貴的
數日豪華遊，有德州最大水上公園門票，高
檔記憶枕頭，花旗參禮盒，美麗多姿的蘭花
等等，禮品之多，來了就有很多機會中獎！

預防癌症有新招預防癌症有新招 4040%%癌症可預防癌症可預防
6/24健康展於中華服務中心舉行

兩人一房: $895/人 （包門票），
第3,4人同房：$695/人（包門票）

出發日期：10 月 10 日—10 月 15
日
新英格蘭‘楓‘情火紅戀葉6天深度
遊，獨家行程，海陸空帶您賞楓葉，
包括坐上山纜車 360°看楓葉、坐船
賞水岸楓情、坐火車穿梭於層林盡染
。入住4星旅館，包早餐。玩得好，
住得好，才是真真正正的旅遊！

紅樹黃花風似火，奼紫嫣紅褪綠

時。
相約王朝共相伴，正是賞楓好時

節。
北美的秋天，從波士頓一路向北

，愈北愈絢爛，楓葉的顏色逐漸豐富
，從綠色的樹葉，逐漸摻入了紅色、
黃色和橙色，各種楓葉顏色交織，呈
現出色彩斑斕的壯麗景象。美國新英
格蘭是世界上觀賞楓葉最美的地方之
一，我們可以不用遠赴國外去欣賞楓
葉，只要跟著王朝旅遊，這個秋季就

可以到新英格蘭地區，欣賞漫山遍野
紅黃橙如火焰般的艷麗世界！絢麗的
楓葉倒映湖中，發出閃閃光芒，更添
湖光山色之美。這個秋天，楓葉正紅
，我們王朝旅遊相約大家，穿越山川
，一同訴說那些古老的故事……

此次我們的出發地，—波士頓，
其中哈佛、麻省理工等頂尖世界名校
也都坐落於此，是座名副其實的學術
之城。到了波士頓，怎可不去昆西市
場, 這裡可是購時尚、賞藝術、品美

食的不二之選！從中
餐到新英格蘭蛤蜊濃
湯應有盡有，一站式的享受，盡在昆
西!

進到新罕布什爾州的弗朗科尼亞
谷 州 立 公 園 （Franconia Notch State
Park），公園位於白山的西側。公園
內有很多景點，最有名的是溪峽。溪
峽，顧名思義，有溪流、峽谷，還有
瀑布，山間湖泊。溪峽兩邊崖壁極深
，木棧道古樸幽遠，穿行漫步其中，

沐浴著水霧，聆聽著水聲，沉浸
於靈山秀水，絕對讓您流連往返
。
英格蘭地區最美的時節是秋天，
在這裡還可以乘坐世界上最古老
的登山小火車——康威觀光鐵路
（Conway Scenic Railroad） ， 火
車的顏色鮮豔，車廂的設計非常
古老。從花開荼蘼到荒山野嶺，
從滿眼陽光到漫空繁星，開啟一
段穿山越嶺的旅程……白山的楓
葉丹色瑰艷，一樹楓紅，映著澄
淨的天空與湛藍的湖水，滿山斑
斕，您絕對不想錯過這絕佳的攝
影勝地。

我們還將登上華盛頓山（Mount
Washington），這裡曾被美國周末評
為美國第二大最美麗的城市遠景。而
且華盛頓山因高達一英里的山海全景
在2011年還獲得了加拿大滑雪雜誌的
“最佳風景獎”。瑪莎葡萄園（Mar-
sha’s Vineyard）。這裡其實並沒有葡
萄園，島嶼雖然不大，卻被譽為像仙
境似的度假之處。這裡是美國富人的
首選度假勝地，歷任總統、達官貴人
、演藝明星無不想在這裡擁有一塊寶
地，瑪莎葡萄島一度被評為全美消費
最高的小島。
新英格蘭的秋天，與我們一起，最好
的季節，去賞楓最好的地方！

只待您，攜手王朝，整裝待發，
按圖索驥，尋覓那片屬於您的錦繡山
巒！

詳情請聯繫王朝旅遊
地址：中國城精英廣場內，敦煌

廣場側百利大道大通銀行後面地舖
#A14

電話：（713）981-8868
微信WeChat：aat713

肥胖，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的一
大健康殺手。除了影響美觀，它可
以引發一系列的嚴重疾病，如心血
管病、糖尿病和某些類型的癌症等
等。引起肥胖的原因有很多，但主
要還是過食、少動和遺傳因素，少
數還可以是內分泌紊亂或藥物造成
。

現代醫學對肥胖的治療，除了
提倡積極運動，有藥物和手術治療
等方法，目的主要是為了減少或阻
斷過剩營養的吸收。除了一些胖得
離奇的重病人，大部分人的肥胖是
不值得去承擔西醫療法的副作用的
，至少筆者是這麼認為的，這也和
我們臨床得到的病人反饋相符合。
有幾個人會為了一點腰上的“游泳
圈”去手術切除一段腸子呢？

根據中醫理論，肥胖分成兩大
類，實胖和虛胖。實胖主要是過食
引起的，病人肚子往往很硬，像打
足了氣的皮球。這種情況相對好治
，以降低食慾、運動和瀉下就能起
效。但很多人的肥胖，特別是中年
婦女的“游泳圈”是虛胖。這種虛
胖的原因不是吃多了，而是人體臟

腑功能低下虛弱，沒有
足夠的能量完成新陳代
謝，引起脂肪堆積、水
分積聚，甚至脹氣，從
而使身體體積變大。這
種病人的肚子雖大，卻
是鬆軟沒有彈性的。與
之相伴的往往還有疲勞
和其他疾病等。虛胖病
人的確連喝水都會胖，
因為水排不出去。虛胖也不是靠節
食能夠治好的，相反，越是節食，
人越虛，越沒有能量排水消脂，人
就越胖了。所以虛胖比實胖難治得
多。我們關心的主要就是虛胖的治
療。

中醫，尤其是針灸，給治療虛
胖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效的選項。

它沒有任何的副作用，而且效
果相當卓越。特效針灸健身減肥法
，主要是根據經絡氣血運行原理設
計而來，以提高人體基礎代謝率為
目的，增強體質，提升脾胃運化功
能來排水消脂，故治療中不必刻意
節食。經大量臨床案例證實，此法
療效穩固，後期不會反彈，患者治

療後不僅體形變得苗條，身體狀況
也得以全面提高，往往其他生理指
標如血糖、血壓以及體力等都會大
幅度改善。雖然療效因人而異，但
臨床能達到治療1-2次減重3- 5磅
或者腰圍縮小0.5-1.5英寸效果的不
在少數，對縮減中年人的腰間“游
泳圈”尤其顯效。另外此法對去雙
下巴也療效不凡，一次治療後就有
顯效。

這篇小文筆者簡單介紹了針灸
治療肥胖，特別是虛胖的優越性。
我們潤元堂國醫館以病人為本，竭
誠為廣大患者服務，診所位於Gal-
leria 附 近, 2000 Bering Dr., Suite
270, Houston, TX77057， 電 話
832-818- 0707。

肥胖肥胖、、疾病及其有效的治療法疾病及其有效的治療法
潤元堂國醫館潤元堂國醫館

［本報訊］阿里巴巴集團於6月20日在
底特律Detroit舉辦美國中小企業招商會，盼
能吸引更多美國企業進駐阿里巴巴旗下的淘
寶與天貓等電子購物網站。全美花旗參第一
品牌 - 「許氏參業集團」總裁許忠政也應邀
出席，並當場餽贈私藏野參給阿里巴巴集團
董事主席馬雲，為雙方未來的合作奠定友好
基礎。

隨著近年電子商務的快速崛起和發展，
阿里巴巴儼然已成為電子商務產業的代名詞
。這次名為”連接世界”( Gateway 17)是阿

里巴巴首次向美國
中小企業招商，會
中多位中美知名企
業家都出席並發表
演講，期望透過展
會拓展中美之間的
經濟貿易和更多企
業合作關係。此次
貿易展主動邀請許
氏花旗參參展，期
望能把美國威斯康
辛州最好的花旗參
引進淘寶
購物網，
讓被視為
傳統農產
業的花旗

參也能藉由電商網購平台走向全球
化銷售。

許氏參業集團近年來全力研發
和投資虛擬網購平台的發展和設置
，要讓傳統的花旗參產業也能趕上
現代化科技的潮流。許氏參業集團
董事長許忠政表示，此次非常高興
能有機會能和阿里巴巴集團合作，
來共同拓展中美之間花旗參的貿易
。網路購物是未來幾年的大趨勢，

加上中國目前倡導的 「大健康」，把美國威
斯康辛州最好的花旗參導向電子購物平台提
供給全球廣大的消費者，現在就是最好的時
機。

總裁許忠政在展場上也特此把許氏百年
野山參鎮店之寶親自贈與馬雲主席，命名為
「阿里巴巴雲神毯」，象徵阿里巴巴和許氏

參業集團合作的蓬勃契機。馬雲感嘆此株野
參渾然天成的奇趣造型，更對許氏多年來在
異鄉創業有成印象深刻，期望未來彼此的合
作能在中美之間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帶動美
國花旗參產業的蓬勃發展。 （（左起左起））許氏副總裁許恩偉許氏副總裁許恩偉，，總裁許忠政與阿里巴巴集團總裁許忠政與阿里巴巴集團

主席馬雲主席馬雲

許氏總裁許忠政將一株名為許氏總裁許忠政將一株名為［［阿里巴巴雲神毯阿里巴巴雲神毯］］的百年野參贈與馬雲主席的百年野參贈與馬雲主席

阿里巴巴首屆在美招商會阿里巴巴首屆在美招商會
許氏贈野參˙馬雲開眼界許氏贈野參˙馬雲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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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手、、足皮膚開裂是怎麼回事足皮膚開裂是怎麼回事？？

車禍後復健找李醫生車禍後復健找李醫生，，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有奇效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有奇效！！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
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麽辦？一般來講，傷員
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
、胸腔CT、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
不要猶豫了，馬上進行。這時候，錢財都不是
東西了。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
，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
醫復健治療。有些人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
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
去求醫；也有人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醫生，但
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天曬
網。這些對於車禍賠償都是不利的，對自己身
體更是有害。對於沒有傷筋動骨的小車禍，

2--3個月的推按摩康復治療之後，大多數人都
會感覺好了；對於大小手術治療後的傷員，
1--2年之後，也會慢慢好轉，這個時候，絕大
多數人都會忘記車禍這檔子事兒，繼續開車。
遺憾的是，5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
數人（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
一般是頭部、視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
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
到原因。其實，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腦震蕩是
比較容易查出來的，但軟組織受傷是很難查出
來的，CT、超聲波都不行，最多是核磁共振
（NMR）可能會發現一些問題（醫學檢查稱為
磁 共 振 成 像 ，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但如果自己記
得當年的車禍，發生的
部位，便可很容易聯想
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
，需要及時進行腦部、
背部、骨關節和軟組織
恢復治療與保養，千萬
不要等到10年20年之後
才想起來，那就晚了。
建議您去找李醫生，他
是這方面的專家，他會
幫您設計治療方案，保
險公司支付您全部的費
用，經過精心治療之後
，您不會有任何後遺癥

。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

痛背痛頸痛，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
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
而引起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患者
常常感覺下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
麻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
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
減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
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
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
，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後遺癥和
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
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
他採用非手術治療，運用推拿、註射、器材和
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
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
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診斷治療，
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
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
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
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
下來疼痛馬上減輕 80%。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
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
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
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上午
。

人們常常有這樣的感覺：天寒以
後，原本細嫩的皮膚會變得粗糙，這
是因為皮膚裏有皮脂腺。它在人體上
分佈得很不均勻，頭皮、臉上分佈的
較多，所以愛出“油”，而手、腳就
不大愛出“油”，特別是手掌和腳跟
，幾乎沒有皮脂腺。因此一到冬天，
人們總覺得手上和腳上乾巴巴的，甚
至出現裂口、流血。而且冬天室內、
外溫差大，加劇了皮膚的乾燥。因此
，手足經常磨擦的部位，如果不加以
保護，就可能出現皮膚乾燥、斷裂，

嚴重時會妨礙工作與生活。這種皮膚
開裂，醫學上稱之為“皸裂症”。

病因：手足皸裂是一種由多種原
因引起的手足皮膚乾燥和裂開的疾病
。常見病因，如寒冷季節在戶外勞動
，或經常接觸溶解脂肪或吸水性物質
，或經常使用鹼性肥皂等使皮膚乾燥
、變厚、失去彈性與韌性。尤其在冬
季，皮脂汗液分泌減少，遇有機械性
摩擦或牽引，就容易發生本病。

治療：發生手足皸裂，如果皸裂
程度較輕，每天用溫水泡洗後，塗抹

油脂性軟膏就行了。脂膜的保護使手
足皮膚中的水分丟失減少。皮膚滋潤
了，皸裂也就消除了。如果皸裂嚴重
，就需要藥物治療了。目前，在加拿
大熱銷的《劍牌》皮膚病霜就是你的
首選。它是祖傳秘方，純天然中草藥
精製而成，溫和、細膩、無激素，無
刺激，活血化瘀、軟堅散痂，改善肌
膚微循環，促進細胞再生和修復病變
細胞。而且得到了加拿大政府認可，
是目前治療各種皮膚病的良藥。已經
進入了部分西人市場，效果一試便知

！你一定會驚歎它的神奇功效。請聽
聽患者的感觸：

病例：我叫王成，做房屋裝修的
。也許我幹的是粗活，十個手指八個
開裂，有時開裂出血，嚴重影響我的
工作和生活。為了治好我的手開裂，
中醫、西藥我都嘗試過了，收效甚微
。每天只好用膠布捆綁手指開裂處工
作。一天，在報紙上看到了《劍牌》
皮膚病霜，說是純中藥的，還得到了
加拿大政府的認可。而且廣告上還說
能治療90%左右的皮膚病，看起來挺

神的。為解決我眼前的痛苦，久病亂
投醫，買一盒試了再說。沒想到奇跡
發生了：只塗抹了一次，開裂處不疼
了，血也止住了，感覺也舒服多了。
第二天開裂溝槽變淺，用手指按壓開
裂處也不疼了。隨著塗抹的繼續，開
裂溝槽一天天地變淺。八天后，開裂
處完全癒合，只剩下一塊像老繭一樣
的厚皮。然後用刀子削掉，一雙完整
的新手就出現了。太神奇了，神州大
地真的很神！

其他皮膚病的治療還將陸續報導
。可告知：美國，加拿大的所有城市
的朋友在當地均有銷售。統一零售價
$38。廣告圖片及銷售網站見第C2版
。

誠 征 代 理 商 。 免 費 電 話 ：
1-800-640-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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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賽休斯敦分賽區初賽圓滿結束
北京奧運“水立方”館是由101個國家和地區的35萬多港澳

台同胞及海外僑胞捐資9.4億人民幣建成的，彰顯了華人華僑的
中華情。為了讓水立方凝結的中華情在年輕一代傳承，國僑辦和
北京市政府倡議舉辦了‘水立方杯’海外華裔青少年中文歌曲大
賽，架起了聯通海外僑胞、聯通僑胞與祖（籍）國的橋樑。

“水立方杯”大賽自2011年啟動以來，通過中文歌曲比賽
的形式，傳播中華文化的正能量。 2011年首屆“水立方杯”大
賽在海外共有 11 個賽區，來北京參加總決賽的選手有 29 名。
2016年 “水立方杯”海外華裔青少年歌唱大賽在32個國家舉辦
了100多場比賽，800多家海外社團參與組織。夏初，我參加國
僑辦和中新社在北京組織的培訓，與其他國家的華媒負責人參加
了在水立方舉辦的“水立方杯”大賽的啟動儀式。

2017年，“水立方杯”被納入國僑辦的“文化中國”系列，
由“水立方杯”海外華裔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賽更名為“文化中
國·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海外賽區43個，參加北
京總決賽的選手超過百名。六年來，“水立方杯”大賽在美國賽
區的熱度越來越高，參與的人數和檔次也在提高。然而，具有能
源之都的美國第四大城市休斯敦僑界卻鮮有人知這項大型公益性
文化活動。 4月下旬我得知這項活動美南地區沒有承辦單位後，
立即與休斯敦華星藝術團和中國人活動中心聯繫。隨後，聯繫了
七家大陸聲樂學校和一些社團負責人，得到積極回應，並得到豐
建偉醫生的支持。 4月30日深夜我以華夏時報的名義向北京僑
辦遞交了承接申請。

5月17日，休斯敦分賽區新聞發布會在恆豐銀行社區
中心舉行（我是該行的原始小股東，董事長特批使用）
。 6月10日星期六上午在讚助企業張哲瑞聯合律師事務
所舉行了初賽。耶魯大學音樂學院碩士、獲該院最高榮譽
“David Kasdon傑出歌唱家”的張昕偉，曾任休斯敦大歌
劇院和多家美國歌劇院歌劇及獨唱演員的王維國，獲中國
京劇匯演青年一等獎、滬、寧、蘇、杭三省一市民歌大賽
一等獎的樊豫珍，烏克蘭國立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碩士、
獲烏克蘭科學和教育部舉辦的國際聲樂大賽第一名的李文
一任專業評委。報名參賽的20多位選手大多是這四位名
師的高徒，某些選手賽前緊張的手腳發涼。青少年組的家
長說“這個比賽太專業了，真怕唱不好。”16歲的混血
少年亮亮說，“我媽媽是中國人，我爸爸是美國人。我參
加比賽是因為喜歡中國文化，也喜歡唱中文歌。 ”

休斯敦僑界首次組織這項隆重的比賽，只有一個多月
的時間。隨著報紙、網站、微信和電視與電台的宣傳，水
立方杯開始被休斯敦僑界知曉。初賽結束後仍有社團來郵
件表示加入合作支持社團的行列。體壇常青樹高如山曾為華人贏
得乒乓和橋牌的上百枚獎杯和獎牌，多次受到國會議員、州政府
和市政府的嘉獎，歷屆總領事登門拜訪。 96歲的老人看到報紙
上的介紹，打電話報名，理由是曾組織晚晴公寓為水立方捐款。
水立方杯休斯敦分賽區嚴謹的組織和宣傳，贏得了好評。豐建偉
醫生基金會、中國國際航空、天慶地產集團相繼贊助。國際著名

雕塑家王維力、休斯敦大學亞美研究中心主任鄒雅莉、休斯敦國
際電影節榮譽主席陳燁、休斯敦多家合唱團指揮簫楫、華夏時報
發行人於建一為文化評委；僑界金牌主持劉金璐和陸峻主持決賽
；擁有多次舉辦演出和大賽的各社團負責人爭做義工；各路英傑
相助，休斯敦分賽區如虎添翼。休斯敦決賽將於6月24日星期六
下午在福遍音樂中心（Fort Bend Music Center）舉行，敬請關注
。

青少年組陳柯羽青少年組陳柯羽、、萱萱、、陳涵林陳涵林、、梁碧瑤梁碧瑤 評委王維國評委王維國、、樊豫珍樊豫珍、、張昕偉張昕偉、、李文一李文一青少年組亮亮青少年組亮亮

成人組石雪梅成人組石雪梅、、劉春子劉春子、、侯菲侯菲 ...... 、、湯洪偉湯洪偉、、金非金非、、侯春明侯春明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電影女主角姚煒在休士頓電影女主角姚煒在休士頓

休市好友歡迎張滌生休市好友歡迎張滌生，，殷葦婷夫婦返休餐會殷葦婷夫婦返休餐會

圖為張滌生圖為張滌生，，殷葦婷夫婦殷葦婷夫婦（（ 左左 ）） 與梅路村與梅路村，，秦鴻鈞秦鴻鈞
（（右右））在餐會上合影在餐會上合影。。

圖為圖為（（左起左起））姚煒姚煒與梅媽媽與梅媽媽、、秦鴻鈞秦鴻鈞、、梅路村合影梅路村合影。。
圖為圖為（（ 左起左起 ）） 陳國安牧師陳國安牧師、、李水蓮牧師夫婦李水蓮牧師夫婦，，梅媽媽梅媽媽，，秦秦
鴻鈞鴻鈞、、梅路村等人在休士頓梅路村等人在休士頓。。

圖為圖為（（ 左起左起 ）） 姚煒胞弟金偉明牧師姚煒胞弟金偉明牧師，，姚煒姚煒、、梅媽媽梅媽媽、、秦秦
鴻鈞鴻鈞、、梅路村合影梅路村合影。。

圖為張滌生圖為張滌生，，殷葦婷夫婦殷葦婷夫婦（（ 前排中前排中）） 與與 「「 台北經文台北經文
處處，，教育組教育組」」 周慧宜組長周慧宜組長（（ 前排左一前排左一），）， 「「 大專校大專校
聯會聯會」」 前會長洪良冰前會長洪良冰（（前排右一前排右一））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圖為張滌生圖為張滌生（（右右））殷葦婷殷葦婷（（左左））夫婦在餐宴上夫婦在餐宴上。。

圖為圖為（（ 前排右起前排右起）） 張滌生張滌生，，殷葦婷夫婦殷葦婷夫婦，，與陳與陳
柏宇柏宇（（ 後排右後排右）、）、洪良冰洪良冰（（後排左後排左 ）） 夫婦合夫婦合
影影。。

圖為圖為（（左起左起）） 「「教育組教育組」」 周慧宜組長與陳瑩在餐會上周慧宜組長與陳瑩在餐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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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綠卡持有者逾期回美注意事宜和最新移民消息
對於美國綠卡持有者，移民法上

認為應該將美國作為永久居住地,通常
在美國境外的時間不能超過六個月.按
照現有的政策,如果出境超過三到五個
月,入境時很有可能會在護照上加註.
如果綠卡持有者有可能在境外停留超
過六個月,最好要申請有效期為兩年的
回美證(Reentry Permit).

回美證(Reentry Permit)
綠卡持有人所持有的回美證(Re-

entry Permit).外形很像護照，一般兩
年有效。第二次申請通常一年有效。
九一一以後，美國出入境管理處對出
境超過三個月的綠卡持有者都會問詢
出境事由。但持有白皮書一般不會被
問詢,入關過程相對順利。

美國移民局於 2008 年 3 月 5 日公
佈對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新規定
。凡申請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人
士，必須經過打指紋，照相等生物信
息提取程序，以便移民局對申請人進
行背景調查。移民局強烈建議申請人
在出國之前完成此程序。申請人應該
至少提前兩到三個月提出回美證(Re-
entry Permit)的申請。有特殊情形須加
速申請回美證的申請人，需提出充足
的理由和相關證明文件，並提供預付
郵資的快遞回郵信封。移民法還要求
在遞交回美證的時候，申請人必須在
美國境內。

證明文件(Supporting documents)
如果因為特殊原因出境美國超過

四到五個月,但是來不及申請回美證
(Reentry Permit)的人士,則需要準備相
關的證明文件:

1. 證明親屬關係紐帶：有家人或
親屬定居在美國的證明。如配偶的工
作證明,報稅證明,子女在美國的上學
證明,成績單，獲獎證書等.

2. 證明在美國的工作或生意：美
國的雇主證明，美國生意的執照等，
報稅紀錄等。如果離開美國的理由是
被美國公司派到海外，公司的證明信
件和薪水支票的下聯非常關鍵。

3. 證明在美的經濟紐帶：房地產
所有權證書，房屋貸款證明，銀行流
水，信用卡使用紀錄，會員證，車輛
的所有權證明，車輛保險，房屋保險
，健康保險，報稅紀錄等。

4. 離境時間之長短、離境的目的

與動機：如離境半年以上，是否有回
美證。是否有任何證據證明此次長期
離境的特殊理由。例如，自身有疾病
，照顧生病的親人等。

領館程序
如果由於特殊的情況,在境外居住

超過一年，又沒有有效的回美證，怎
樣才能返回美國？

申請人須備齊下列文件前往美國
駐中國的大使館或領事館：

1. 護照,綠卡和其它有效身份證明
的原件。

2. 一份中英文的解釋信，說明逾
期逗留的原因。

3. 所有關於在中國逾期逗留的原
因的證明材料。例如，如果因健康的
問題而無法返回美國，需提供所有相
關的醫療記錄，例如病歷、醫院證明
等。所有材料都必須翻譯成英文。如
果是因直系親屬健康問題而無法返回
美國，須提供該親屬所有相關的醫療
記錄和親屬關係的證明.

在繳納申請費後，領事將安排與
申請人面談。這一輪的面談只是決定
是否符合申請回美簽證的要求。如果
領事決定合符資格，大使館或領事館
會寄一個移民簽證申請說明郵包，接
下來需要等待第二輪的面談。領事將
在面談並審閱遞交的所有材料後做出
決定。在兩輪面談中，都必須有證據
證明逾期逗留是因為返美受阻於無法
控制的特別情況。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本月不接受快表排期.

國務院從 2015 年 10 月開始啟用了雙
表排期。申請人可以按照較快的排期
表 (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 遞 交
I-485 調整身份的申請，等到較慢的
排期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
排到取得綠卡。但是由於最近名額緊
張，移民局明確表示，即使國務院依
舊實行雙表排期，但是移民局不接受
快表排期排到的申請，只按照慢表接
受申請。

2. 移民局於 2017 年 4 月 7 日星期
五在官網正式宣布，已經收到超過65,
000個H-1B常規名額和20,000個留給
在美國獲得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
H-1B 申請。換句話說，今年 H-1B
申請的名額已被全部用完。移民局會

先抽取留給在美國獲得碩士或碩士以
上學位的兩萬個名額，沒有被抽中的
在美國獲得碩士或以上學位的申請將
會被放到常規申請中，繼續參與第二
次抽籤。移民局將拒絕那些沒有被抽
中的申請，並退回申請費和所有申請
材料，並會附上一封解釋信。

3. 4 月 3 日.移民局在官網上宣布
，將嚴格採取措施來打擊H-1B簽證
的欺詐行為。移民局特別設立舉報電
子郵箱，鼓勵美國勞工和H-1B簽證
持有人舉報可能存在的H-1B欺詐行
為。此外，移民局還宣布，將加強其
對H-1B申請的實地核查。重點將針
對僱傭H-1B員工較多的雇主，以及
工作地點和公司地點不同的H-1B。

4. 3月31日，移民局取消了計算
機程序員（Computer Programmer）的
H-1B 申請資格。移民局表示，計算
機程序員這一職位將不再被自動認定
為專業職位，為計算機等相關專業的
申請人申請H-1B工作簽證設立更高
門檻。新總統在競選期間就對 H-1B
工作簽證的現狀頗有微詞，上任 100
天內即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想必這還
只是一個開始。今後的H-1B工作簽
證的難度估計會越來越高。

5. 移民局3月3日表示，因H-1B
案件積壓嚴重，移民局將於 4 月 3 日
起，暫停加急服務。加急服務可能暫
停6個月左右。這意味著今年所有新
的H-1B簽證都不能使用加急程序。
而延期或者換雇主，從 4 月 3 日起也
不能申請加急服務。

6. 移民於 12 月 23 日大幅調漲申
請費。綠卡延期的申請費（I-90）從
$365 漲到$455，另加指紋費。 H-1B
， H-2B， L-1，E, TN， O， P 等
工作簽證申請費從$325漲到$460。親
屬移民(I-130)申請費從$420調到$535
。 遞 交 調 整 身 份 之 後 的 回 美 證
（I-131）申請費也從$360 調到每份
申 請 $575。 職 業 ( 勞 工) 移 民 申 請
(I-140)申請費從$580 調到每份申請
$700。申請綠卡調整身份申請(I-485)
的申請費從$985 漲到每份申請$1140(
不包括指紋費)。拿到婚姻臨時綠卡後
申請轉成正式綠卡，申請費則從$505
漲到595(不包括指紋費)。工作許可申
請從每份申請$380漲到$410。指紋費

$85不變。公民入籍的申請
費由$595 漲到$640（不包
括指紋費)。投資移民申請
費 I-526 從 $1500 漲 到
$3675。投資移民臨時綠卡
轉成正式綠卡，I-829申請
費$3750不變。投資移民區
域 中 心 I-924 申 請 費 從
$6230 調 漲 到 $17,795。 移
民局還提出一項新的收費
，將I-924A的投資移民區
域 中 心 年 度 登 記 費 設 為
$3035。移民申請費上一次
調整費用是2010年11月。

7.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
館自 2016 年 12 月 15 日起
，全面實行辦理護照、旅
行證網上預約制度。 申
請人需要提前登錄“中國
公民海外申請護照在線預
約”網站（http://ppt.mfa.
gov.cn/appo/）在線填寫資料並預約
辦證時間。預約成功後，需依照網頁
提示打印出所需文件，在約定時間攜
帶相關資料（含紙質護照照片）由本
人來館遞交申請。除遺失護照急於回
國的臨時訪美人員申辦旅行證或申請
人有其他極特殊情況無法在線預約的
情況外，總領館不再受理未經預約的
護照、旅行證申請。

8. 自2016 年 11 月起獲得 十年有
效期 B1/B2、B1 或 B2簽證的申請者
，必須在首次前往美國旅行前登記。
所有申請者的登記維持兩年有效，若
旅客的簽證或護照兩者中有任何一者
過期，EVUS 登記的信息便失效。登
記內容包含簽證持有者的姓名、出生
日期和護照及其他個人資料和工作信
息。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
民法律知識而作，並非針對個案，不
可作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
人具體情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amp;鄢旎律師
事務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
專欄在美南新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
使報每星期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
移民路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
個星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午 5 點)
在電台調頻 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

台播出。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
解答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
美南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
和法律顧問。蘇力&amp;鄢旎律師事
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
益豁免,技術移民,各類簽證，身份轉
換,親屬移民,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
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
意買賣,委託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
,翻譯，遺囑等業務。蘇力&amp;鄢旎
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大道旁，惠康超
市廣場內。地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繫電話是
： 713-779-4416， 傳 真:713-583-
9749。 網 址:http://solisyanlaw.com/電
子郵箱：yanni@solisyanlaw.com 週一
到 週 五:9:00AM-5:00PM, 週 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
在該鏈接中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cJ9bU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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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警察查獲超兩噸毒品阿根廷警察查獲超兩噸毒品 藏匿於鋼卷之中藏匿於鋼卷之中

阿根廷布蘭卡港阿根廷布蘭卡港，，阿根廷警察查獲超阿根廷警察查獲超
過兩噸的毒品過兩噸的毒品，，這些可卡因被藏在鋼卷之這些可卡因被藏在鋼卷之
中中。。警方逮捕了四名墨西哥公民警方逮捕了四名墨西哥公民。。

敘利亞平民戰場廢墟上擺長桌宴

臨近穆斯林齋月結束臨近穆斯林齋月結束，，在敘利亞大馬士革郊區叛軍控制的杜馬鎮在敘利亞大馬士革郊區叛軍控制的杜馬鎮，，
當地居民在戰場廢墟中擺開長桌當地居民在戰場廢墟中擺開長桌，，享受盛宴享受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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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德國，，德國舉辦德國舉辦KaninhopKaninhop兔子障礙賽兔子障礙賽。。歐洲的養兔愛好者為歐洲的養兔愛好者為
兔子兔子創造出壹種全新的有趣運動創造出壹種全新的有趣運動，，兔子障礙賽於八十年代早期在兔子障礙賽於八十年代早期在
瑞典被發明瑞典被發明。。這項運動現已傳到其他歐洲國家這項運動現已傳到其他歐洲國家、、美國美國、、加拿大加拿大、、
甚至是日本甚至是日本。。兔子障礙賽各地的比賽規則各異兔子障礙賽各地的比賽規則各異，，但是通常來說但是通常來說，，兔兔
子跳過的障礙越多子跳過的障礙越多，，得分也越高得分也越高，，有些比賽還有時間限制有些比賽還有時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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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互聯網時代，部分網站、新聞客

戶端、自媒體無償利用傳統媒體原創內容迅速占

領市場，網羅了眾多的用戶資源，讓傳統媒體意

識到內容本身是有重大經濟價值的。於是，不想

再為他人作嫁衣的傳統媒體拿起版權這塊盾牌

維護自身利益，也開始註意運營版權。在這個

過程中，區塊鏈等新技術完全可以應用在版權保

護中，讓文章調用痕跡清晰可查，為版權保護留

下賬本。

最近，100多家媒體聯合通過了《中國報業版

權自律宣言》，強調“任何機構或個人，除著作權

法規定的合理使用外，未經報社許可，不得轉載、

剪輯、修改、摘編、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並傳播

報社的新聞作品”。《宣言》還要求，“各新聞媒

體、網絡服務商和個人在獲得授權轉載作品時，應

自覺為著作權人署名，不歪曲、篡改原文及標題。

轉載作品應在顯著位置註明來源，轉載網站發表文

章時還應註明來源網站的鏈接地址”。可以說，這

是傳統紙媒面對新媒體沖擊的壹次自救，其使用的

武器就是版權。

互聯網時代，報紙遭遇強烈的版權危機，各類

報業正大力發展的“兩微壹端”也遇到了同樣問

題。由於微博、微信、客戶端等新媒體內容需求量

很大，遠超紙媒的生產能力，報社原有編輯團隊根

本無法滿足。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個別新媒體便從

網絡上“扒”第三方的稿件、照片、視頻等素材。

大家互通有無，壹起吃“免費午餐”，儼然已成行

業慣例。

但根據《著作權法》，這些行為是不合法的。

壹旦有人提出異議，相關媒體將面臨嚴重的侵權問

題。同時，由於素材本身出身不正，以此為基礎創

造的內容也難以得到版權保護。

同時，在互聯網上，報刊還長期面臨著嚴重的

“被侵權”，很多網站、新媒體對報社原創內容的

非法轉載和使用可謂明目張膽。去年，因擅自違法

使用《新京報》原創稿件千余篇，大眾網被起訴至

法院，《新京報》就首批被侵權轉載的50篇原創

稿件索賠100萬元。

類似的情況，許多報社和媒體人想必都曾經遇

到過。由於侵權行為太過普遍，報社根本沒有足夠

的精力和人力去發現並保留證據，侵權案件的司法

程序又相當復雜，即便花了大價錢長時間打官司，

也未必能獲得足夠賠償。《新京報》的侵權案件快

壹年了還沒有結案，侵權的大眾網卻早已通過侵權

行為獲取了足夠收益，即使現在終止侵權行為，也

沒有實際損失。基於此，很多報社幹脆“忍”了。

既已忍了多年，為何不能再忍？主要是因為傳

統報業的盈利模式正在改變。

在輝煌時期，報業盈利模式主要是廣告，媒體

內容本身幾乎不創造價值，版權保護意識就比較薄

弱。然而當下，傳統紙媒下滑、新媒體掘起，部分

網站、新聞客戶端、自媒體無償利用傳統媒體原創

內容迅速占領市場，網羅了眾多的用戶資源。傳統

媒體這才意識到，內容本身是有重大經濟價值的。

於是，不想再為他人作嫁衣的傳統媒體拿起版權這

塊盾牌維護自身利益，也開始註意運營版權，讓內

容發揮最大價值。新近成立的版權服務中心、發布

的版權自律宣言，正顯示出紙媒維護自身版權、凈

化版權環境的決心。

正在發展中的新媒體應以此為戒，及時停止

“蹭飯”，理直氣壯地賺錢。

需要提醒的是，有了重視版權的意識，傳統紙

媒還要進壹步重視內容，要把持續生產有價值的內

容作為立足點。同時，版權保護機制也要跟上，讓

版權擁有者無需將大量精力浪費在與侵權者打官司

、要賠償上。壹些新興技術，比如區塊鏈，完全可

以應用在版權保護中，讓文章調用痕跡清晰可查，

為版權保護留下賬本。

網絡時代媒體版權急需保護 百家媒體通過自律宣言

中國建築企業“井噴式”出海
絲路新添“中國名片”

吉布提多哈雷港口、伊拉克華事德

電站、歐洲第壹高樓俄羅斯聯邦大廈、

埃塞俄比亞亞的斯亞貝巴輕軌……出乎

很多人意料，這些“壹帶壹路”沿線上

的國際重大工程或地標式建築都是“中

國建造”。

自2013年“壹帶壹路”倡議提出後，

金融、外交等各種配套政策的支持為中

國建築企業打開了廣闊的海外基礎設施

業務空間，越來越多的建築企業在“壹

帶壹路”沿線撒下“中國名片”。

拔高世界城市天際線
2017年3月11日，隨著最後壹批混凝

土的灌入，由中建阿爾及利亞公司和中建

三局三公司聯合承建的阿爾及利亞大清真

寺宣禮塔主體結構封頂。這座高

265米的大清真寺登頂世界最

高宣禮塔，並成為當時非洲最

高的建築。但這壹記錄很快就

被同壹家中國企業“打破”。

5月，由中國建築承擔的肯尼

亞內羅畢頂峰塔（原哈斯塔）

舉行開工典禮，該項目建設

內容包括壹座300米高的商務

辦公樓，建成後將成為新的非洲第

壹高樓。

除非洲外，高638米的東南亞

第壹高樓印尼雅加達標誌塔、420

米的歐洲第壹高樓俄羅斯聯邦大廈

以及438米的馬來西亞吉隆坡標誌

塔都由中國的建築企業承建。這些

摩天大樓的建造者——中國建築工

程總公司承建了世界上超高層建築數量的

壹半以上。

中建相關負責人指出，中國在超高

層建築方面的相關技術能力居於全球領

先地位。在“壹帶壹路”沿線國家建設

的這些地標式建築，不僅拔高當地城市

天際線，還帶去了先進的中國技術。

緩解民生難題
由中國中鐵公司承建、深圳地鐵集

團提供運營管理服務的埃塞俄比亞亞的

斯亞貝巴輕軌是東非第壹條城市輕軌。

2015年年底通車之後，這條輕軌就成為

當地最受歡迎的出行工具。運行壹年半

以來，這條輕軌日均客流量保持在9萬

至11萬人次，大大緩解了亞的斯亞貝巴

公共交通缺乏、出行不便等難題。

2015年正式投入運行的中國華電印尼

巴厘島電廠是巴厘島的首座燃煤電廠，

承擔了全島40%以上的電力負荷。電廠建

成後，這個國際旅遊勝地曾面對的電力緊

張、供電電壓不穩等問題成為歷史。

中國葛洲壩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承建

的壹處大型水電項目今年5月在伊朗西

部正式並網投產。該項目預計可以每年

減少62.6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時緩

解當地的電力短缺。

由中國保利集團建造的斯裏蘭卡醫

院，近期正陸續投入使用，預計將成為

南亞最大的綜合性醫院，極大改善當地

的就醫環境和醫療水平。

建築企業的新活力
在給“壹帶壹路”沿線國家帶來民

生便利、就業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同

時，中國建築企業也因此重煥生機。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投資增

速下滑，建築業增長也有所放緩。但

“壹帶壹路”沿線國家的大量潛在需求，

為中國建築企業帶來新的機遇。

官方統計數據顯示，中國企業在

“壹帶壹路”沿線61個國家，新簽對外

承包工程項目合同額1260.3億美元，占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6%，

同比增長36%；完成營業額759.7億美元，

同比增長9.7%。2016年，中國建築業增

加值比上年增長6.6%。

中國建築企業國際化步伐明顯加

快。以中建為例，2013年“壹帶壹路”

倡議提出至今，企業境外累計簽約601億

美元，完成營業額337億美元，分別占公

司組建35年來海外業務整體指標的44.4%

和39.2%。2016年，在“壹帶壹路”倡議

帶動下，公司海外營業收入首次突破百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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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Beijing's New Mega Airport Will
Challenge Air China's Dom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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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ing on a plain south of Beijing is a mega airport that 
is about to change the balance, bringing all three head 
to head in the capital as it becomes the world's biggest 
aviation hub.
The new airport, due to open in 2019, has been 
designated by authorities as the hub for members of 
the SkyTeam alliance, a global group of airlines that 
includes China Eastern and China Southern. The two 
Chinese carriers will each be allowed to capture 40 
percent of the airport's passengers, gaining coveted 
time slots to Europe and the U.S. in Air China’s 
backyard.
"This is an absolute game-changer for China Eastern 
and China Southern," said Corrine Png,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Crucial Perspective in Singapore. "Having 
all the SkyTeam alliance members under one roof will 
enable seamless flight connections."
The invasion of Air China's regional rivals has 
repercussions beyond China. As well as dominating 
their home bases, the big three Chinese players have 
each carved out a position abroad. Air China, through 
its Star Alliance ties with Deutsche Lufthansa AG and 
United Continental Holdings Inc., commands many of 
the routes to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China Eastern 
is the biggest carrier to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China Southern is strong in Australia and Southeast 
Asia.

With access to more slots in Beijing, China Southern 
and China Eastern would potentially get more access to 
lucrative North American routes while their SkyTeam 
partners would get better access to the Chinese capital. 
In addition, China Southern, the nation's biggest 
airline, would be able to draw traffic from its Southeast 
Asian links to fly via Beijing to the U.S.
Until then, they have to fight for slots at the existing 
airport which is close to capacity. Air China, part of 
Star Alliance, whose 28 members include United, 
Singapore Airlines and Lufthansa, controls 38 percent 
of the slots at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which handled 94 million passengers in 2016—close 
to the maximum of 96 million.
"There are demands to add hundreds of flights in 
Beijing every day that get refused because we’re 
running out of resources," said Liu Xuesong, general 
manager of Capital Airports Holding Co., the 
operator of Beijing’s existing airport. "The city 
is capable of running dual hubs."
The new $12.9 billion airport in the southern 
suburb of Daxing, which was approved 
in 2014, would accommodate up to 100 
million passengers a year with as many as 
seven runways. Liu estimates that by 2025, 
the two Beijing airports would share 170 
million passengers, including 25 million on 
international flights.
Beijing is joining a select list of major cities 
with two or even three international airports, 
including London, New York, Tokyo and 
Paris. Unlike in Beijing, though, those airports 
usually take complementary roles, such as one 
serving international or intercontinental routes 

and the other focusing on domestic or regional flights.
"So far in history we haven't seen any city or city 
clusters having two hubs of the same scale," said 
Ma Chongxian, vice president of Air China's parent 
company,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Holding Co., at a 
conference in Beijing in May.
That's because it's usually airlines, rather than the 
government, who choose which airport to fly to, said 
Steve Saxon, a Shanghai-based partner at McKinsey 
& Co.
"China is different," Saxon said. "The government has 
substantial influence over the three largest carriers," 
which will help Beijing build two connecting hubs 
where other cities have failed.
China Southern has said it will deploy more than 200 
aircraft at the new airport by 2020—about a fifth of its 
planned fleet by that time.
China Eastern will have "a remarkable advantage" 
by being a hub carrier both in Shanghai and Beijing 
as the capital is better positioned geographically as a 
connecting point for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said 
Will Horton, a Hong Kong-based analyst at CAPA 
Centre for Aviation. China Eastern already accounts 
for 50 percent of the market for the top 10 international 
flights from the country's financial hub Shanghai.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Beijing airport isn't all bad 
news for Air China. Its airport is closer to downtown, 

about 25 minutes in smooth 
traffic to the main business 
district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capital, or the same time by 
train.
Planned road and rail links 
from the new airport would 
also whisk travelers into 
Beijing in about half an hour, 
but to the southwest, a part of 
the city that's less convenient 
for most business executives, 
especially during the capital's 
notoriously congested peak 
traffic times.
"Air China is likely to win share 
on key business routes," said 
McKinsey’s Saxon, "similar to 
how British Airways benefits 
from the privileged position 

it has in the more convenient 
London Heathrow."
That could affect the lucrative Beijing-Shanghai route, 
where China Eastern commands nearly 60 percent of 
the market, data compiled by Huatai Securities Co. 
show.
The division of Beijing's airports by alliance leaves 
out the third-biggest group, Oneworld. Members of 
the group, started in 1999 by Hong Kong-based Cathay 
Pacific and four other carriers, are instead relying on 
individual links with the Chinese airlines.
Oneworld member American Airlines Group Inc., 
announced in March a 2.7 percent stake purchase in 
China Southern for $200 million, and will deploy some 
of its flights at the new Beijing airport as part of the 
deal. The U.S. carrier had to postpone the launch of 
a Los Angeles-to-Beijing flight earlier this year as it 
failed to secure a time slot.

Delta Air Lines Inc., which has a 3.2 percent stake in 
China Eastern, should also earn more slots at the new 
airport.
A representative for Cathay didn't respond to an email 
seeking comment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committed to preserving slots 
at the current and new airports for carriers that already 
fly to Beijing, Oneworld said in an e-mail. It said 10 
Oneworld members serve the city with a total of 163 
weekly flights from 16 international destinations.
One major effect of all the expansion will be some 

very congested skies over China, which has some of 
the most constricted airspace in the world because of 
priority for military planes.
CAPA estimates that only about 20 percent the 
airspace over China is open to civilian flights—one 
of the reasons for Chinese airlines' spotty on-time 
performance record.
"There is no point opening another massive airport 
without addressing the restricted airspace issue," 
Crucial Perspective's Png said.
One option is a trial in Guangzhou that allows 
military and civil aircraft to share some airspace. The 
experiment led to a 7 percent increase in passenger 
numb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aid Che Jinjun,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air traffic management bureau 
at the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The 
trial will be expanded to Beijing and Shanghai, CAAC 
administrator Feng Zhenglin said at a recent aviation 
forum in Beijing.
"The good news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eems 
committed to airspace reform, which should open up 
enough space for the expansion," Saxon said. "It has 
to." (Courtesy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
articles) 

An artist rendition of inside of the Beijing New Airport Terminal building. (Courtesy/Methanoia/
via Zaha Hadid Architects)

An artist's rendering of a “drone's view” of  the Beijing New Airport 
Terminal building.

$12.9 Billion Airport Puts China's Biggest Airlines in a “Battle for Dominance.” (Photo/
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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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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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