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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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全面啟動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為提升廣電新媒體領域

層次﹐邁向全面網路光纖化﹐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
(左)日前與休士頓在地知名光聲電信集團董事長Lee
Cook(右)簽約﹐雙方正式成立「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
團 」 (Phonoscope- Southern News Group Telecom
Media Group)﹐未來兩大企業將聯手合作﹐擴大網路
服電視務範圍﹐打造國際光纖網路區(International Fi-
ber Zone)﹐引領時代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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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一九八八年九月，
筆者時任駐美代表處文化組組長，接
獲教育部電報指示，我國與加拿大斷
交已逾十八年，但近年來兩國經貿關
係不斷增加，似為嘗試恢復兩國文教
關係的最佳時機。尤其我赴加拿大留
學人數偏低，應與加拿大方面進行溝
通，對我留學生簽證給予適度放寬。

接獲電報後，我必須要先行研究
我國與加拿大當時的關係如何?

加拿大是大英國協一員，面積九
百九十七萬平方公里，一九一一年中
華民國政府成立，中加關係大都由英
國外交部代為處理。二次世界大戰爆
發後，中加關係有了變化，一九四一
年十一月十八日中華民國派劉師舜公

使駐渥太華，一九四四年中加外交關
係晉升為大使館級，同年兩國簽屬加
拿大放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二戰結
束後加拿大借予中國政府六千萬加幣
，以購買加國的物質。

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以後，加
拿大並未遵行英國的對華政策，一直
與中華民國維持邦交，加拿大直到一
九七O年，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與我斷交。

一九八七年中華民國與加拿大的
貿易已達二十四億美元，是我國第七
大貿易夥伴，而同年加拿大與中國大
陸雙邊貿易，只有十八億七千萬美元
。一九八五年中華民國與加拿大設中
加雙邊經濟會議(The Sino-Canadian
Bilateral economic Council)的民間組織
，一九八六年九月首次會議在加拿大
首都渥太華舉行，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在台北舉行。一九八七年加拿大商業

總會在台北設貿易代表處，同時協助
辦理簽證及移民事務。同年中華民國
政府在多倫多，設立加拿大中華貿易
商會(The General Chamber Of Com-
merce Of Chung-Hwa Canada)，提供
對雙方商業事務及對加國商務人員的
服務。

一九八八年九月，文化組獲得教
育部的指令，是中華民國與加拿大斷
交後，兩國實質關係正要回溫的階段
。

一九八八年十月初，我接獲加拿
大華人科技學會的邀請，於十月二十
六日到三十日，訪問渥太華和多倫多
，與學人及留學生會面，並參加該學
會的第四屆年會。

十月二十六日我底渥太華與華人
科技學會勞長春會長會晤，勞會長告
知，行政院姚舜顧問，也在渥太華訪
問，勞會長提議，他可安排加拿大外
交部北亞司副司長 Mr.Bruce Jutze(主
管東亞事務，包括中國大陸，台灣，
韓國，日本及中南半島，曾於一九七
一年訪問過台北，一九七五至七六年
任職駐北京大使館，並在華府擔任四
年外交官)。及該司的台灣事務官員
Mr.Joseph A. Maki (他曾於一九七五年
訪問台北兩個月)，與我及姚舜顧問會
晤。

由於我有教育部的指令，我即表
同意。十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時，J 副
司長親自電話旅館，邀筆者及姚舜顧
問在二十八日中午午餐。我向駐美代
表處報備後，即同意參加邀宴。二十
八日加方參加者有 J 副司長及 Mr.
Markin， 我方為筆者及姚舜顧問。

這次午餐雙方坦誠談了許多問題
，也是中華民國與加拿大文教關係再
次恢復的首次官方接觸。J 副司長說
明了現階段加拿大對我國的政策，加
拿大外交部對台灣政治，社會經濟之
發展，及我方對中國大陸的政策，甚
感興趣。台灣與加拿大的雙邊貿易，
一九八七年為加幣二十七億八千零五
萬二千元，但加對台的出口及進口總
額比例為一比三，台灣為加國第五或
第六大貿易國。

加國外交部最近曾檢討對台灣政
策，結論是第一要加強對台經貿關係
，其次加強文教關係。目前加國中國
大陸留學生為兩千人，而台灣留學生

可能少於兩百人，如何吸引台灣留學
生來加留學，為重要課題。加方也注
意到，要加強對台灣的經貿關係，必
須要以厚實的文教關係為後盾。
J 副司長提出了一些先後步驟，可用
以加強雙方實質關係，我方可在現有
之機構裡，增加工作人員(指中華貿易
商會及遠東貿易服務中心)；另我駐多
倫多兩個機構可合併為一，內部分組
(Division)，加方願與一個統一的機構
進行交往，統一機構的名稱可另行商
議。同時我方可在渥太華成立分支機
構(Branch Office)，J 副司長表示，現
階段願與駐美代表處文化組建立溝通
管道，雙方不定期在渥太華或其他城
市會晤，交換意見。

J 副司長另指出，加國對我對加
西蘋果進口表示關切，希望我方能近
期內開放進口，加方對我國赴加接洽
商務及旅遊人士，已發給多次簽證(按
最長期一年)，但我方對加國人民赴台
接洽商務及劉旅遊者，僅給一次簽證
，造成加國商人諸多不便，期望我國
給予改善。

J 副司長說，加國對我駐美辦事
處持G類護照的工作人員，願來加國
旅遊，加國將同意給予一次簽證。加
國外交部已請香港機構(Commision)每
三個星期派員赴台北處理移民及學生
護照事宜。

我乘此機會向 J 副司長說明，駐
美代表處文化組最近接獲我教育部的
指示，兼辦加拿大文教業務，J 副司
長聽後表示非常歡迎。我表示我教育
部擬派員到多倫多我方機構服務，加
國可否同意?J副司長表示，加國外交
部可發給簽證及協助辦理工作證，但
我方教育部工作人員須暫時在遠東貿
易服務中心工作。由於加方很爽快的
願意恢復雙方的文教關係，因而教育
部交待的任務，已有很好的開始。

當我回到華盛頓，以駐美代表處
名義，電報外交部及教育部，說明與
J 副司長餐敘的情形，同時建議請教
育部同意，駐美代表處文化組與加國
外交部北亞司，建立溝通管道。建議
教育部派一文化專員，赴多倫多工作
。並建請教育部每年公費留學生中，
保留五個到加拿大留學名額，並同意
給加拿大留學生二十名獎學金，讓加
國留學生來華學習中文。而駐美代表

處文化組將擴大邀請加國大學校長，
知名學者，大學外籍學生顧來華訪問
。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二日，我在中
央通訊社駐渥太華丁凱特派員協助下
，拜會了加拿大大學院校協會執行長
Dr. Claude Lajeunesse及國際事務處副
處長 Mrs. Eva ergon-Polak ，向他們
說明前來拜會的目的，是希望拓展中
華民國與加拿大的文教關係。

一九八七年台灣留學生來美國人
數已達六O五二人，留美在校台灣留
學生已達三萬人，而同年來加拿大的
留學生僅十三人，就讀加拿大在校留
學生不足二百人。但兩國貿易已達二
十四億美金，雙方應思考增進文教關
係，使兩國的經濟貿易關係拓展更具
基礎。

我提出我方擬邀請五位加國大學
校 長 到 台 灣 訪 問 一 星 期 ， 建 議 請
AUCC 惠予協助。Dr.Lajeunesse 欣然
同意，三個月後，斷交後第一批加拿
大五位大學校長訪問團，應我教育部
邀請，到台北訪問。他們回加拿大以
後，給AUCC及加國外交部寫了一份
報告，第一段即說明， 「台灣是一個
文明的地方」，這句話道明了兩國關
係的辛酸，斷交二十年，真的快到相
互不認識了。

在加拿大外交部的支持下，一九
九一年五月十三到十四日，在加拿大
Calgary 近郊的 Kananaskis 渡假莊園，
舉 行 兩 國 了 第 一 屆 高 等 教 育 會 議
（Canada-Taiwan Education Confer-
ence），加拿大出席學者，專家二十
餘人，我方出席一個相當有份量的代
表團，他們是台大校長孫震，政大校
長張京育，清華大學校長劉兆玄，中
山大學校長林基源，東海大學校長梅
可望，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李亦園，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執行長賴玉人，駐
美代表處文化組長李慶平，文化專員
吳宗賢，駐舊金山代表處文化組長李
振清。以後每兩年召開一次兩國高等
教育會議。不久中華民國在加拿大多
侖多設立辦事處，首任處長是王肇元
先生，後兩國實質關係再晉升，我國
在加國首都渥太華設台北經文化代表
處，並設文化組（現改為教育組），
兩國的文教關係也逐漸進入了正常化
。

中華民國與加拿大文教關係恢復的一段秘聞
文:李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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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歡迎全球各地僑胞回國參與中華民國
106年十月慶典系列活動，僑務委員會成立「中
華民國106年十月慶典回國僑胞接待服務處」，
專司辦理僑胞回國接待工作，歡迎海外僑胞踴
躍組團回國參加106年十月慶典活動，今年國慶
活動有:10月9日國慶晚會、10月10日國慶大會
以及10月10日國慶煙火。

僑胞可就「個別僑胞」或「組團」擇一報名登
記，個別僑胞自本年7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可
採網路（www.ocac.gov.tw）十月慶典活動專頁線
上 登 記 、 傳 真 886-2-2356-6323、
6-2-2356-6325)或通訊方式辦理登記(10055臺
北市徐州路5號15樓，以郵戳為憑；聯絡電話：
886-2-2327-2929)，逾時恕不受理。組團人數每
團以10至40人為原則，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自本(106)年7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受理組
團報名，有意組團者，請依組團注意事項填妥慶
賀團團冊及團員清冊，並于8月31日前送抵休
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本年開放個別僑胞自
行組團或委託旅行社組團參加。完成報名登記
之僑胞，請於10月5日至8日每日上午9時至下
午6時及10月9日上午7時至晚上10時至中央
聯合辦公大樓南棟(地址：臺北市徐州路5號)1
樓大廳辦理報到。

參加國慶晚會注意事項：（一）國慶晚會預
定於本年10月9日(星期一)晚上7時至10時在
臺中市立體育場舉行。(二)參加僑務委員會甄選
旅行社旅遊活動且行程包含國慶晚會之慶賀團
，交通由旅行社規劃安排。(三)個別前往之僑胞，
僑務委員會將提供定點接駁專車(地點另行通
知)，惟請務必于報名表乘車需求欄上注明，並
于報到時確認，以利保留座位。參加國慶大會注
意事項: (一)國慶大會預定於 106 年 10 月 10 日
（星期二）上午在總統府前廣場舉行，本項活動
須憑僑胞證入場，請僑胞務必佩戴僑胞證，配合
大會安全管制人員實施檢查。（二）參加國慶大
會之慶賀團由本會提供專車接至會場，活動結
束後自行離開。個別僑胞請自行前往。（三）有關
僑胞參加活動集合時間、地點及服裝規定將另
行通知。國慶焰火預計于 10 月 10 日晚上 7 時
至 7 時 30 分在臺東縣卑南溪出海口南岸施放，
歡迎自行前往觀看。

參加旅游注意事項：(一)本年十月慶典活動
僑務委員會對回國僑胞提供參訪旅游之經費補
助，並以新臺幣2,400元為補助上限，旅遊期間
自9月20日起至10月20日止。(二)凡旅居國外
之僑胞於106年8月1日（含）以後入境。於報到
期間內完成僑胞報到手續，領得106年十月慶典

「僑胞證」副聯，且出席10月9日臺中市立體育
場「國慶晚會」或10月10日上午總統府廣場「國
慶大會」或10月10日晚間暫定臺東縣卑南溪出
海口南岸「國慶焰火」活動(三擇一)。(三)于前述
活動期間憑「僑胞證副聯」正本參加僑委會甄選
合格之旅行社提供之國內3天2夜以上旅遊活
動者始得申請補助。(四)有關僑委會甄選旅行社
名單及相關旅遊行程資訊，將於甄選確定後另
行公告，詳細情形請上僑務委員會網站查詢(網
址：www.ocac.gov.tw/十月慶典活動專頁)。(四)
僑胞有意參加僑務委員會甄選旅行社所提供之
旅遊行程者，報名時請務必填具旅行社之名稱、
電話及行程。僑團(胞)來回旅費，在臺活動期間
之膳宿、醫療及其他一切費用，均按往例請自理
；為維護僑胞個人權益，務請僑胞于啓程回國參
加十月慶典前，在僑居地先行辦妥旅游平安保
險，並視需要辦理醫療保險，10月9日至10日間
參加國慶晚會及國慶大會活動者，僑務委員會
將另予加保旅遊平安保險。

另為歡迎海外各地僑胞于十月慶典期間返
國自費體驗優質安心健檢醫療服務，本年將洽
由衛生福利部核選國內醫療機構設計僑胞返臺
健檢方案；僑務委員會届時將于接待服務處設
置諮詢櫃檯，提供合作醫療機構健檢方案說明

服務，相關醫療機構名單及健檢方案資訊，將俟
確定後另行公告，詳細情形請上僑務委員會網
站查詢(網址：www.ocac.gov.tw)

歡迎美南僑界報名或組團參加今年十月慶
典活動，詳情請參閱僑委會網站：www.ocac.gov.
tw/OCAC/File/Attach/436139/File_75210.pdf
「十月慶典活動專頁」或逕洽休士頓華僑文教服
務中心鄧小姐，電話（713）789-4995，分機105。(
休士頓僑教中心供稿)

僑務委員會歡迎全球僑胞回國參與中華民國十月慶典

因三一八反服貿運
動而起，擁有共同信念的

《臺左維新》與《民主鬥陣
》整合成以青年為主體的《民主維新》，深化台灣民主，推動台灣
國家正常。同時民主維新的召集人吳浚彥與經濟民主連合召集
人賴中强律師共同成立《北北新巢》協會深入地方社區，將受中
國影響衝擊的受害產業店家組織起來，更希望能協助台灣傳統
產業轉型强化在地經濟。

此次演講主軸將以後反服貿運動的報告、美中台關係、國家
正常化的下一個行動目標、台灣傳統產業如何轉型抵抗中國經
濟威脅。

民主維新協會旨在：
一、建設台灣成為國際關係正常、憲政體制正常與國家認同正常
之正常國家，並維持台灣不受外國管轄，由本地人民自行運作有
效司法、立法、行政相關事項及體制之狀態。
二、透過超體制政治協商、既有修憲程序或公民投票等方式，制
定適合台灣體質之正常憲政體制。
三、監督我國政府針對憲法修正及國家正名的正式對應機制。
四、研究台灣歷史及推廣台灣本位的歷史教育。
五、培養與協助有志青年持續投入社運及政治工作。
六、持續推動台灣民主進程，監督公共議題，突破流于形式的代
議民主，壯大公民社會力量，並介入主流政治的議程設定。

七、追溯過往的轉型正義、追求社會公平的分配正義、追向未來
的世代正義。
八、透過超體制政治協商、既有修憲程序或公民投票等方式，制
定適合台灣體質之正常憲政體制。
吳濬彥簡介
1988年出生，在游覽車上長大。20歲開始進工廠做木工。
北北新巢理事長 • March 3, 2017 to present • Taipei, Taiwan
調查研究在地產業與協助創新整合，活絡在地經濟。
經濟民主連合發言人之一 • September 2016 to present
民主維新理事長 • October 1, 2015 to present • Taipei, Taiwan
青年組織，推動國家正常化：推動正名制憲與入聯工作。
申社 SenzerSalesman/Owner • May 2014 to present • Taipei,
Taiwan
潮流政治 Taiwan Handicrafts x Political Trend
時間：7月9日下午2點至4點 Discussion and dinner following
地點：台心的家 Westgrove Plaza，4222 Trinity Mills #260，Dallas,
TX 75287
主辦單位：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達拉斯支部

達拉斯民主維新演講會
國家正常化與青年組織
吳濬彥

QS170629C 達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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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系達拉斯訊】國父孫中山先生說：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就
是秉此精神於1985年成立，致力于服務華人，
向主流社會宣揚中華文化，迄今已有32載。每
年度的中華書畫展是重要文化活動之一，至
今已連續舉辦了十年有餘。

今年活動中心將擴大舉辦“中美中華書
畫家邀請展”，不僅邀請到本地及紐約知名杰
出華人書畫家，更邀請了在達福地區有近四
十年歷史的”東方藝術學會”的會員參與，該
會成員均為熱愛中國國畫的美籍畫家，每年
或請有造詣之名師，甚或專程遠赴杭州藝術

學院學畫，長年練畫並創作不斷、在畫藝上精
益求精，精神誠可佩，其中最年長參者99歲，
她歸功她的長壽於41年的國畫習作。

"中美中華書畫家邀請展”定于7月15曰
上午11時假活動中心大廳開幕，為期兩周展
出至7月28日結束。本次邀請展是由華人活
動中心主辦，美南中華書畫藝術協會及達拉
斯東方藝術協會協辦。參展者共十八人每人
展出兩幅包括書法，國畫（和篆刻）名單如下:
A：美裔畫家：Carol Hearne ， Jea Donners-
berger ， Lucille Patterson，Marcille Russell，
Margaret Woodlief，Marie Turner，Mary Jane

Sledge，Tonya Dubro ，Brandy Thomas，
Jane Downs。
B：達福華裔書畫家：李中華，林伊文，陳
啟雄，阮如鈞，晏靜，鄧衛平，謝鳳蓉，張

毓琇。
C: 美國華人書畫藝術家協會由會長王懋軒
帶領團員:王懋軒，施卿柔，梁宗智，林阿貴，陳
麗英，將當場臨池講解示範國畫山水，花鳥及
書法。此次書畫邀請展活動內容：
7/15 星期六11:00am 畫展開幕典禮
2:00-5:00pm 王懋軒會長(美國華人書畫藝
術家協會）講解示範國畫山水，花鳥，並有座
談會
7/16 星期日 10:00am-11:00am 施卿柔講解
示範書法篆書書體
11:00am-12:00pm 王懋軒會長講解示範書法

隸書書體
2:00pm-3:00pm 梁宗智講解示範書法楷書書
體
3:00pm-4:00pm 林阿貴講解示範書法行書書
體
4:00-5:00pm 陳麗英講解示範書法草書書體，
並有座談會

這是達福地區中美人士一次中華書畫藝
術劃時代的宴饗。不但可以在華人社會產生
切磋交流和啟發作用，更希望在當地社會和
友邦人士引起共鳴。把中華書畫藝術的種籽，
播種在他們的心田中，播種在美洲大地發芽，
生根，茁壯開花結果！請大家不要錯過此機，
並領同對中華文化藝術有興趣的本土美國朋
友們一起莅臨切磋指教。

中美中華書畫家邀請展

【本報系達拉斯訊】今年即邁入第十五
屆--令人矚目的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卡拉OK
歌唱比賽，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首獎獎金$500
+ iPad。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自二○○三年起首次舉辦

卡拉 OK 歌唱
比 賽，一 届 又
一届的參賽者
各個莫不使出

渾身解數，競標歌藝！歷屆得獎者均為高水平的
歌手，並得享譽達福地區。這兩届的比賽為了吸
引更多的參賽者及更加提升人選的質素，主辦
單位特請贊助商額外贊助iPad一台。

今年卡拉ok比賽日期訂在8月19日（星期六）

下午一時在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大廳舉行初賽
、複賽部分，決賽則於9月16日（星期日）在李察
遜市 Renaissance Hotel的活動中心年度募款晚
宴時舉行。報名費用為 20.00，參賽資格無年齡
限制, 每位初賽者須備一首自選曲參賽，之後由
評審選取 10-12位進入複賽。複賽入圍者則將
再演唱二首自選曲（歌曲不可重複），所有參賽
者需自備碟片(LD、VCD、DVD)。
由於今年比賽獎金大放送，冠軍獎金$500 +

iPad 一台，亞軍獎金$300，季軍
獎金$100。亦歡迎歷屆參賽得獎
者共襄盛舉一齊來參加比賽，希
望新舊選手能碰撞出火花，讓大

家一飽耳福！
即日開始接受報名，至8月13日截止，歡迎有興
趣參加者請至活動中心領取表格或至活動中心
網站下載，填寫後連同報名表及報名費郵寄至
中心。活動中心地址: 400 N. Greenville Ave.,
suite#12 Richardson, TX 75081 網址: www.dal-
lasccc.org Email: info@dallasccc.org 電 話:
972-480-0311。

卡拉OK 大賽現在開始接受參賽報名！
獎金 + iPad！報名從速

【本報系達拉斯訊】華人活動中
心開班多年的太極拳班，一直引領達
拉斯眾多僑界朋友學習正宗「楊氏太
極拳老架」一百零八式，曾學習者受
益非淺，祗要持之以恆絕對日子有功
，必練就成好腿力、靈活腳腕、吐納氣

均.....不勝枚舉
，可早日預防中
老年未老先衰
的身體退化現
象。

多年來太極拳
班排在每星期一晚
上七時至八時三十
分上課，很適合上

班族下班之後來運動，但亦有甚多本
地朋友希望周末的日間亦能開班授
課。在有空檔的場地條件下活動中心
得以商榷老師們決於八月加開一班
太極拳課：於每星期曰下午四時至五
時半，由傅碧珠老師授課，杜重慶老
師指導。費用：每月$40（共4次）。

希望有興趣者早日報名，額滿十
人開課，請輿華人活動中心Lily連絡。
（Tel: 972-480-0311)

八月份將增開週日
太極券班課程

【本報系達拉斯訊】駐休士頓臺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將於106年7月29
日赴德州達拉斯地區辦理行動領務
服務。

駐休士頓辦事處訂於106年7月
29日(星期六)下午2時至4時在達拉
斯 華 人 活 動 中 心 ”Dallas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400 N Green-
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1)
辦理行動領務服務，居住達福地區鄉
親倘需申請換(補)發護照、赴臺灣簽

證、以及辦理文件
證明業務等，敬請
攜帶相關文件，並
備妥郵資與填妥

地址之回郵信封後到現場遞件。本處
將攜回相關文件，並於辦理完畢後依
據所附之回郵信封郵寄申請人。

申請相關規定及所需文件與表
格，敬 請 自 本 處 網 站 http://www.
roc-taiwan.org/US/HOU/mp.asp?
mp=36 領務組項下查詢與下載，或電
話 1-713-626-7445 詢問。另關於服
務地點查詢，請洽達拉斯華人活動中
心，或電話: 972-480-0311協助。

行動領務服務
六月二十四日上午10時至12時，德州龍演講社舉辦

了20周年慶祝活動。超過40人參與了這場盛大的活動，
其中包括Toastmasters國際演講社第一副主席，過往社員
，現今社員，以及尊敬的訪客。德州龍的宗旨是提高亞洲
人的英語交流能力，為其掃除文化壁壘融入美國社會。自
1997年起Grace Tyler女士創辦社團起，德州龍為亞裔職
場人士提供了一個互相支持的氛圍，是一個鍛煉溝通能
力和領導力的絕佳平臺。德州龍演講社不僅是一個幫助
華人提高口語交流能力和自信心的平臺，更是一個大家
庭。成員們彼此關心，共同成長，一起見證德州龍的發展。

這次會議的主題是20周年慶典，和往常一樣，兩個小

時的會議內容飽滿，包括四個演講、一個有趣
即興演講環節及四個專業點評。Toastmasters
國際演講社第一副主席LarkDoley女士的演講
頗具啓發性，她鼓勵大家珍惜 Toastmasters 提
供的平臺和機會，不斷提升自己的聆聽，思考，
表達和領導力。兩位活躍的德州龍社員 Amy
Nguyen 和 Marrisa Yang 共同主持了即興演講
環節。社員們被邀請上臺分享社團的起源，參
賽經歷，團隊領導應驗以及愛的故事。被邀請
上臺的社員們無一例外地都表示了對于德州
龍演講社的感謝。從他們的演講也可以看出他
們對德州龍演講社的深厚感情。

德州龍演講社走出過許多了不起的演講
者，他們在大大小小的比賽中榮獲殊榮。20周
年對于德州龍而言，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更
是一個新旅程的開始。德州龍演講社將在未來
的日子裏，幫助更多有意提升演講能力和領導
力的人。

演講社通常每周六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在位于達拉斯
的德州儀器公司Texins活動中心內會面（Texins Activity
Center, at 13900 N Central Expressway, Dallas, TX
75243-1008）。因為常規地點被用于舉辦夏令營，所以在
2017年5月20日至7月22日期間，演講社將會議地點移
至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科學學習建築的 1.102 室
（UT Dallas Science Learning Building SLC 1.102）。如想瞭
解德州龍演講社的更多信息，請通過http://www.texas-
dragon.org/中“Contact Us”下的在綫表格聯繫演講社主
席馬崢。(德州龍供稿)

德州龍演講社20周年慶典活動

德州龍演講社成員合影德州龍演講社成員合影



BB55中美論壇
星期四 2017年6月29日 Thursday, June 29, 2017



BB66華府新聞
星期四 2017年6月29日 Thursday, June 29, 2017

順序人生順序人生 錢錢錢 錚錚錚

0629D04

那些花草樹木那些花草樹木
若是沒有工作的羈絆，就可以來一場說走

就走的旅行。在微信裏看人家遊山玩水，一路
美味佳肴的照片，我羨慕得眼睛綠光閃閃。但
是我也有我的快樂，我會把電腦中的舊照片翻
出來溫習，想像一場舊地重遊的幸福。

電腦裏綿延出土耳其的風景，這是個美麗
可親的國家，上天對她特別恩賜。山清水秀、
風調雨順，老祖宗又留了一大堆的遺產，享福
的後人們也知道感恩和珍惜，把自己的地盤維
持得特別漂亮。城市繁華整潔，鄉野清幽甯
靜，那一片片的檸檬林和橘子林，自由幸福地
開花結果。

城市的街頭也有很多果樹。土耳其的石榴
樹不高，半人高的樣子，樹上結滿了鮮紅的果
子，居然沒人摘，路人看都不看一眼。橘子樹
和石榴樹也是一樣的命運，果子熟了，壓彎了
枝，兩三個橘子散落在地上，只能等待鳥和蟲
的問候，空氣裏飄蕩著溫柔清甜的果香味道，
跟花香和草香交織成讓人愉快的味道，這明朗
幹淨的世界！

土耳其氣候溫潤，千嬌百媚的花兒開得熱
鬧歡騰。我在酷思德斯的海灣邊溜達時，發現
了一片野生的牽牛花，紫藍色的花朵，熱情洋
溢地開放著。那牽牛花朵的樣子和顏色，跟我

小時侯種的牽牛花親姐妹。但是中國的牽牛
花，一般在早晨嬌豔，經不起正午太陽的考
驗，陽光猛了，花兒一下子便從妙齡少女枯萎
成了老太太。土耳其的牽牛花威武，居然面朝
太陽開得轟轟烈烈（當天的溫度是攝氏 35
度）。我當時還在浮想聯翩，若是能弄到這牽
牛花的種子，一定把它帶回家去種。

記得那日在旅途，我把牽牛花的照片給朋
友傳看，大家都說迎著烈日開的牽牛花很少
見，能弄到種子當然很好。但是有人說，弄到
種子你也別想帶進美國，美國海關太厲害了，
一張巨大的罰款單誰也傷不起。一提起美國海

關，每個人都喊頭疼，我有個朋友，曾在巴黎
機場買了幾瓶免稅的葡萄酒，放在隨身的行李
裏，一下飛機，就見一頭大狗撲過來，然後箱
子一開，就被美國海關沒收了，什麼理由？沒
有理由。

植物和種子嚴禁入境，是寫在紙上的法
律，誰敢冒險？有照片作紀念就足夠了。愛琴
海岸的花草樹木，隔山隔海，我把它們帶回了
家，一直在我的電腦裏生機盎然，在我的眼睛
裏恣意美麗。縱然遠在天涯，我也留住了它們
的明媚。

孟悟孟悟孟悟

春假的一天，我到女兒家輔導外孫學
中文和數學。中午飯是女兒做的，四菜一
湯白米飯，普普通通的中餐。席間，我無
意中發現孩子們進食的順序很特別：先吃
燜排骨和清蒸魚送飯；之後才吃炒黑木耳
和燉大白菜，每人盛大半碗，津津有味地
細嚼慢咽。我以為是巧合，也就不以為
然。但飯後細細玩味，便覺得有點蹊蹺。
時下很多人都主張先喝湯吃素後吃葷下主
食，以防胖減肥降三脂，這是普遍認可的
健康進食順序，孩子們卻是反其道而行
之，何故？

於是，此後每逢和孩子們一起進餐，
我就多了個心眼，注意他們進食的順序。
果不其然，每頓飯（中餐）他們都一樣，
先吃葷菜送飯，後吃素菜和湯水，幾乎成
了習慣。 我私下問女兒：“是你要他們
這樣吃？還是老師教的？”女兒說沒有的
事，相信老師也不會這樣教他們。

母親節那天的午餐，當孩子們已吃完
葷菜，開始吃素菜的時候，我好奇而隨意
地問：“你們為什麼總是將魚和肉吃完後
才吃蔬菜呢？這樣吃有什麼好處嗎？”姐
弟仨停下筷子，面面相覷。良久，大孫女
才說，蔬菜水份大，和魚、肉、米飯混著
吃，水嘖嘖的，沒了味道，所以留到最後
才吃。

哦，原來孩子們想的是口味！
在恍然大悟之際，我突然記起自己小

時候吃菜下飯的往事。其時我們生活在島
上，一日兩餐的餸菜，主要是海產品和蔬
菜，小農經濟，自給自足。因為窮，除了
買點鹽以外，沒錢買醬、醋、油之類的佐
料，魚、蝦、蟹、螺等海味基本上是白煮
或清蒸（只用水和鹽，充其量也是加點自
己收種的姜蒜蔥）。雖是原汁原味甜滑可
口，但總有那麼一股濃濃的腥味。那時沒
有牙膏，牙刷都罕見，飯後只用清水嗽嗽
口了事，口味口氣很不爽。

“先吃魚、蝦、蟹送飯，然後吃青
菜，最後喝一兩口溫開水，口中就沒有腥
味了。”幾十年前母親是這樣教我的，與
眼下外孫進食的順序大體相同，其緣由也
是口感口味問題。

從孩子進食的順序想開來，覺得世界
萬物的存在與發展變化是有順序的，而且
順序的形成及其特點是多種多樣的。有的
順序（譬如進食的順序），可以根據個人
的需要或喜好隨意安排和改動，而更多的
順序是不可更改的。比如四季的春、夏、
秋、冬；水稻的發芽、長葉、揚花、結
實。這些順序是自然規律，不能改變。又
比如排隊，或是從高到低，或是從小到
大，或是從先來到後至，或按其它需要。

這樣的順序是人為制訂或約定俗成的規
則，不可違反。又比如，整數加減乘除四
則運算，先算乘或除，後算加或減，同級
運算從左到右，有括號先算括號，從小括
號到中括號到大括號。這些運算順序是法
則，不得亂來……

無意中又想起人生的起落變化。與一
般的順序不同，人生的起落變化沒有規
律，沒有規則，沒有法則，也不可自作安
排，因此也就沒有固定的順序和模式。先
甜後苦者有之，先苦後甜者有之，甜酸苦
辣交錯者亦有之。現實生活就像一個萬花
筒，陸離光怪，變化無常。有的人少年得
志，老來落泊；有的人中年多災多難，晚
年福壽雙至；有的人結婚前窮困潦倒，成
家後富甲一方；有的人前半生官運亨通，
後半世身陷囹圄；有的人命途多舛，一生
坎坷……如此等等，或緣於時勢，或緣於
運氣，或緣於命數，更多的是緣於自身的
天賦、品性和能耐。

人世間，甜滿一生是奢望，苦盡一生
屬少見。有苦有甜，有甜有苦，是生活的
常態，人生的常態。問題在於順序。苦盡
甘來；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不經一
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先苦後甜好
度日，先甜後苦難做人。這等名言俗語都
是很多人對命運的解讀與願景。由此看

來，人們普遍看好先苦後甜，比較不認可
先甜後苦。從甜變為苦，會覺得越來越
苦，容易悲觀和消沉；由苦轉到甜，就感
到越來越甜，充滿信心和希望。

其實，世間很多事物的存在及其變化
順序，並非都像春夏秋冬乘除加減那麼單
純和絕對。葷菜與素菜是相對而言，很多
時候是葷中帶素，素中帶葷；甜日子與苦
日子也是相比而論，很多時候是甜中有
苦，苦中有甜。對於普羅大眾來說，先吃
葷後吃素也好，先吃素後吃葷也罷，先苦
而後甜也好，先甜而後苦也罷，都是一種
生活，一種人生。無論是自己選擇，或是
上天安排，都不要後悔（世上沒有後悔
藥），也不必與人攀比（人比人氣死
人），順其自然隨遇而安就好（認命吧，
不要怨天尤人）。

唷，扯遠了。最近一次到女兒家，是
我做的午飯，也是簡簡單單的四菜一湯。
進餐時，我試探著問孩子：“你們改變個
順序，先吃油菜和蘿蔔，然後吃龍蝦和雞
腿，可以嗎？”

“NO!”姐弟仨對著我搖頭，異口同
聲。

（2017.06.23 於華盛頓,D.C.）

生物醫藥科技在矽谷生物醫藥科技在矽谷 蔡老師蔡老師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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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矽谷過退休的日子也快七年了，除了幫
忙孫輩們的成長，其間也看到了很多新興的科
技公司，參加了好些中美科技和文化交流的論
壇。雖然也參加過一，二次有關醫藥科技發展
的聚會，但是和大多數朋友們一樣，總以為這
兒最發達是和數據有關的科技，包括電腦，通
訊和人工智慧等。直到上週六有幸參加了北美
華人生物醫藥協會(美華藥協 Chinese American
Biopharmaceutical Society CABS）主辦的太平
洋生物大會（BioPacific Conference）才了解矽
谷不但是生物科技的起源地，也是全球最大的
生物科技中心。這兒有逾千家的生物製藥公
司，包括幾家最有影響力的公司 Amgen，Ge-
nentech 和 Gilead Sciences，以及很多新起的公
司。

目前有三千多會員的美華藥協的宗旨在於
加強中美醫藥科技的交流和商業合作，並提高
公眾對生物科技及醫藥發展的了解。同時為在
中美兩地從事醫藥科技發展的學界和公司服
務，包括建立一個跨越太平洋的中介平台。為
此，他們經常舉辦科技和有關的商業研討會，
包括這個每年有來自中美各地，數百位專業人
士參加，已經成為促進中美生物醫藥界交流主
要活動的大會。由於中國在生命科技各相關領
域的迅速崛起，美華藥協已經成為中美雙方交
流的橋樑，計劃和國內外的研發單位共同舉辦

各項交流及合作的業務。
當天的大會由會議主席，也是美華藥協下

一任主席的張鍵博士致歡迎詞（圖一），再由
現任主席郭珍儀博士報告過去一年來的成就，
包括成立了一個國際司儀協會的分會來幫助會
員們培養領導和演講能力等。當天上午還有一
個生命科學獎頒獎儀式，由方瑞賢博士頒發成
就獎給浙江貝達藥業創始人及總裁王印祥博士
（由王同剛代領），和 Vivo Capital 創始人及
斯坦福醫學教授，建立腫瘤免疫療法的 Edgar
Engleman博士（圖二）。

最重要的是，雖然我本人不是念生物科技
的，也由大會的許多科技專題演講，分組討論
和公司介紹中學到了好些國內外醫藥科技發展
及合作現狀等，例如最新的大數據分析方法已
經被用來協助建立中國國家基因庫。除了生物
科技，我們也由三位名女律師的分組討論裡
（圖三），了解到最近中美兩國對智慧產權的
處理方式。此外，在那擁擠的展覽廳裡，我們
看到好些中美科技公司和專業人士間的互動，
充份利用到大會給與的機會。

讓我們祝福這些海內外華人，
其中大多數是有博士學位的科技專
家，能推動中美醫藥科技的發展，
為我們帶來更健康美好的生活。(6/
26/17)

圖一圖一。。張鍵博士張鍵博士

圖二圖二。。左起大會主席張鍵左起大會主席張鍵，，方瑞賢方瑞賢，，EnglemanEngleman，，王同剛王同剛，，會長郭珍儀及張文濤會長郭珍儀及張文濤圖三圖三。。右起右起BettyBetty 陳陳，，封麗封麗，，周捷和周捷和DeshpandeDeshpande律師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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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感覺胃口特別
好，不知不覺就吃得多起來，肚子

上的肉也在無聲無息中 『舖』了下來！」
最近，不少MM跟小記反映，秋季到了，天氣

涼爽了，胃口大開。注意嘍！ 「秋膘」就是這樣長
成的，吃得多動得少，脂肪很容易在體內堆積！

記者通過採訪瞭解到，人體從夏末秋初開始就很
容易儲存脂肪，臉部、手臂和背部、腰部，是初秋最容易

發胖的幾個部位。所以，此時需要配合運動、飲食，以及專
業的纖體減肥方法，以保持優美的身材曲線。

初秋發胖部位不是一兩個
乾燥的秋季讓人心煩意亂，作息時間不規律極易形

成面部浮腫。皮膚表面缺水會變得鬆弛，沒有了足夠的支
持力，於是整個輪廓就會耷拉下來。

由夏入秋，天氣微涼，人體免疫力下降，肺
部呼吸道疾病頻發。肺部不舒服造成氣血循環不

通暢，大量的毒素囤積在手臂和背部，會形
成 「蝴蝶袖」和 「虎背」。

貪涼的女士最易出現脾
胃虛弱的狀況。消

化不好，
脂肪自然無奈地堆積在腹
部。晚上九點以後，還有人會繼續
喝大量的水對抗乾燥的初秋，殊不知腎部
早已不堪重負，潛在的腎水腫可是誘發腰部肥
胖的隱形殺手噢。

按摩、調理、食療一個不能少
經常按摩臉部穴位，沿輪廓邊緣提拉面部，刺激血

液循環，分解多餘脂肪的同時緊致肌膚。
秋天經絡調理更注重瀉肝火，調理肝膽，疏通五臟六

腑，可以有效改善血液循環，促進腸道蠕動和能量消耗，加快
消解脂肪。

秋天進補講求補中益氣，對體虛肥胖者來說，這些人
往往內分泌失調，秋寒的氣候條件下人的基礎代謝提高，這
時候補足氣血正是最佳時。

此外，趁著秋天果實成熟，可以吃一些降火的蔬
菜和魚，還有健脾胃的小麥、粳米、胡蘿蔔、南瓜
粥、柑橘。禁忌狗肉、羊肉等高熱量的食物。

揭穿美發揭穿美發
七大謊言七大謊言

去髮型屋美發時，髮型師會向顧客推薦各種 「有利
於美發」的建議，例如乾洗、漂淺、離子燙等，事實上，很

多做法祇會損傷頭髮健康。因此，專家提醒愛美人士要事先
學會辨識以下關於美發的謊言。

1、護髮品有助於頭髮生長
儘管使用一些特殊的頭髮護理方法也許能改善發質，但對

頭髮的生長絕不會起任何作用。因為頭髮從頭皮中長出後就
不再具有生命力，這和手指甲的組織相類似。真正有生命力
的是髮根，它才是促使頭髮生長的細胞群。

2、染發對各種膚質都無礙
這種說法本來就太絕對，尤其是對皮膚敏感或皮膚容易過

敏的人，一旦使用了易引起過敏的染發劑，就會引發嚴重的
過敏現象。

因此，在染發前務必要進行皮膚測試，可先塗抹些染發劑
在手腕內側，如果出現紅癢就表明你屬於過敏體質，應立即
打消染發的念頭。

3、離子燙適合所有人
離子燙適合那些天生捲髮、頭髮特多、燙過發或追求超直

感覺的人，但發質特別柔軟或乾燥的應盡量選擇修剪，而不
適合燙髮，否則容易造成脫髮。

4、頭髮燙壞了可重燙
對新燙的髮型不滿意，有人會選擇重新燙一次或要求髮型

師幫她恢復到燙髮以前的樣子。殊不知，這樣做對頭髮的傷
害比較大。

如果對新燙的髮型不滿意，想重新燙髮改變造型，兩
次燙髮的時間最好間隔半個月以上;而首次燙髮的人，應盡可
能縮短燙髮時間，同時最好與第二次燙髮的時間間隔半年以
上。

5、乾洗令頭髮有光澤
乾洗是大多數髮廊流行的洗頭方式。乾燥的頭髮有極強的吸

水性，直接使用洗髮劑會使其表面活性劑滲入發質，而這一活
性劑祇經過一兩次簡單的沖洗是不可能被去除乾淨的，它們殘
留在頭髮中會破壞頭髮角質蛋白，反而會使頭髮失去光澤。

6、漂淺加熱不會傷頭髮
如果想要換染另一種明亮的髮色，需事先漂淺原來染過的顏

色，褪掉頭髮裡的色素。
在漂淺髮色時，有的美發師喜歡用蒸氣罩對頭髮加熱，這樣

做對頭髮角質蛋白的破壞程度就會加重。如果要漂染頭髮，最
好在常溫下進行。

7、進口燙髮劑有養發功能
再好的燙髮水也一樣會損傷頭髮，祇是損傷的程度相對小

一些。想不傷頭髮就盡量不要燙髮，因為燙髮的原理就是用
強鹼性的燙髮劑破壞頭髮原先的組織結構，塑造新髮型。

總之，愛美人士在美發時應加強頭髮的保健意識，對美髮型
師推薦的美發手法，哪些對頭髮傷害比較大，哪些能幫助養護
頭髮，應事先進行詳細的瞭解並加以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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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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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合肥擁有得天獨厚的地

理優勢和人才優勢。現在，合肥工廠發

展非常迅速，證明了我們當初的選擇是

非常正確的。”德國大陸馬牌輪胎(中國)

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小驥說。

六月江淮，酷暑來襲。安徽合肥高

新區中德（合肥）智能制造國際創新園

內，壹排排廠房整齊劃壹。德國大陸馬

牌輪胎（中國）有限公司的工廠生產車

間裏機器轟鳴。

2011年5月，德國大陸馬牌輪胎入駐

安徽合肥；2015年，在合肥建立研發測

試中心，並於2016年在合肥開設亞太地

區首個培訓中心。今年3月底，大陸輪胎

合肥工廠三期項目正式投產運營，至

此，德國大陸馬牌輪胎在合肥工廠的總

投資額達43.5億元（人民幣，下同）。

該項目投產後，年產量將在2019年提升

至1400萬條。

王小驥介紹，大陸集團與合肥的緣

分起源於安徽省與德國下薩克遜州的長

期友好關系。近年來，安徽高度重視高

端制造、創新領域等，而德國在這些方

面具有很強的優勢，“產業園在合肥啟

動建設，必將帶來雙方更深入、更緊密

的合作”。

王小驥口中的產業園，是在今年1月

份揭牌的中德（合肥）智能制造國際創

新園。目前，該園區已吸引大陸馬牌輪

胎、愛德夏、科希曼等壹大批德資企業

入駐。

該創新園致力打造“中國制造

2025”與“德國工業4.0”深度結合集中

區。擬建中德智能制造國際交流與教育

合作基地、中德智能制造成果轉移與企

業孵化基地兩大創新平臺和中德智能制

造產業創新中心。到2020年底，園區工

業總產值力爭達到600億元，新增企業

1000戶。

與此同時，安徽在建的中德合作產

業園還有三“園”，分別是中德(蕪湖)中

小企業國際合作區、中德(蕪湖)智能制造

生態產業園、中德（合肥）智慧產業園。

記者從安徽省發改委獲悉，截至

今年 5 月初，4 個園區在談和已開工

對德合作重點項目近50個，總投資約

464.7億元。

德資企業、德國社區、德國小鎮……

位於安徽省蕪湖市的中德（蕪湖）中小企

業合作區是中國中部地區首家國家級中

德合作區。目前，該合作區已註冊落戶

德資企業29家，包括西門子、大陸、博

世、本特勒、龐巴迪等世界500強企業。

蕪湖正在出臺加強中德經貿合作的

相關政策措施，鼓勵德資企業投資及再

投資，企業研發、人才引進，德資企業

產品推廣應用，中德科教文衛全方位合

作等。

德資企業凱絡文換熱器（中國）有

限公司副總經理鄭榮祥說：“蕪湖很開

放，政府辦事效率高，隨著長江經濟帶

戰略的推進，蕪湖核心競爭力地位愈發

凸顯，也越來越多吸引著外商目光。”

安徽經濟發展的德國“園”素

數億張沈睡銀行卡面臨清理
長期未用余額為零將銷戶

妳的銀行卡如果沒有經常使用的

話，很容易變成沈睡卡。近日，有銀行

針對“沈睡”銀行卡“發聲”，指出將

從今年7月15日開始，對不符合條件的

長期未使用且余額為零的個人賬戶進行

銷戶處理。而根據央行相關要求，後續

或有更多的銀行將加入對“沈睡卡”的

清理隊列。

七類銀行卡或被註銷
發布此公告的單位是招商銀行。

“為了保護賬戶安全，將從今年 7月

15日開始，對不符合條件的長期未使

用且余額為零的個人賬戶進行銷戶處

理。”

該公告顯示，招商銀行將要銷戶處

理的銀行卡主要分為七類：卡片等級為

“壹卡通”普通卡，且持卡人未持有

“壹卡通”普通卡以上級別的、未銷戶

的借記卡、存折、存單；“壹卡通”普

通卡賬戶余額為零，且不存在任何未結

清利息，同時持卡人兩年內（含兩年）

未使用該卡主動發起任何交易；未處於

掛失、換卡、凍結、預警等狀態，未關

聯Ⅱ類戶或“壹閃通”；未關聯該行信

用卡還款或個貸還款，也未簽訂代發協

議或無有效保險保單；非該行住房公積

金卡、企業年金卡、社保卡；不存在關

戶限制；未持有該行有效的或者未激活

的信用卡，且在該行系統中不存在在途

的信用卡申請。

此外，對於仍想持有多張卡片的持

卡人，則需要在該行統壹發起銷戶的日

期前對卡片進行啟用處理，即通過櫃

面、手機銀行、自助設備等渠道任意辦

理壹筆存取現或轉賬交易，或者在任意

商戶發生壹筆刷卡消費。

整體完成需較長周期
除了招商銀行，據多家銀行電子

銀行與信用卡中心人士表示，對於

“沈睡卡”的摸排工作已經展開，進

行銷戶還是降低賬戶類別仍在討論

中，不過不管哪種結果，都意味著

數億張的“沈睡卡”或將得到有效

的清理。

據中國銀行業協會發布的《中國銀

行業產業發展藍皮書》，截至2016年年

底，銀行卡累計發卡量63.7億張，當年

新增發卡量7.6億張，同比增長13.5%；

然而，其中活卡，即在 6個月內發生

主動金融交易，包括消費、存取現和

轉賬交易的銀行卡量僅為 41.8 億張，

這也意味著，另有約21.9億張卡片為

“沈睡卡”。

對於市場上存在的大量的“沈睡

卡”，去年，央行下發261號文，要求

銀行應當對同壹存款人開戶數量較多

的情況進行摸排清理，要求存款人作

出說明，核實其開戶的合理性。對於

無法核實開戶合理性的，銀行應當引

導存款人撤銷或者歸並賬戶，或者采

取降低賬戶類別等措施，使存款人運

用賬戶分類機制，合理存放資金，保

護資金安全。各家銀行應該都不會貿

然主動銷卡，而是需要持卡人的配合，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有業內人士指出，清退“沈睡卡”

是必然的，未來將有更多的銀行跟進。

不過在銷戶還是降低賬戶類別之間或存

在差異。“由於在清退的過程中需要持

卡人的配合，因此整體完成仍需壹段較

長的周期。”

綜合報導 河北省新聞辦公室在石家莊召開新聞發布會

稱，河北將以舉辦活動周的形式參與2017年哈薩克斯坦阿斯

塔納世界博覽會，屆時將圍繞2022年北京—張家口冬季奧運

會推介河北旅遊、綠色能源等重點項目和重大活動。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河北省委員會會長張力紅在發布

會上介紹稱，以“未來的能源”為主題的2017年阿斯塔納世博

會於6月10日至9月10日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舉辦。河

北將於7月14日至16日在世博會中國館舉辦主題為“綠色能

源、美麗河北”的河北活動周，展示河北特色元素。

張力紅表示，世博會期間，河北將舉行河北-中亞國家國際

產能合作項目推介對接會暨進出口商品洽談會、河北-中亞國家旅

遊暨2022冬奧會推介會、中國(河北)綠色能源國際合作項目推介

對接會等主題活動，推介河北能源、旅遊、文化、農業等方面

重大活動和重點項目，為企業牽線搭橋，尋找合作機遇。

張力紅透露，通過前期經貿對接活動，目前已落實10個

項目將在世博會上簽約，金額約12108萬美元，涉及園林綠

化、基礎設施、醫藥、家具建材、物流、跨境電商等行業。

在中國館省區市展區，河北將展示體現新能源美好發展前景

的崇禮風光藕合制氫項目，該項目以沙盤模型為主、互動技術為

輔，突出世博主題，展現“冬奧小鎮”崇禮的多樣魅力。

本屆阿斯塔納世博會是首次由中亞國家舉辦的世博會。

中國館以“未來能源、綠色絲路”為主題，著重展示中國在

傳統能源轉型、新能源開發、綠色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等方面

的新理念和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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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卡薩利意大利卡薩利··索格拉吉奧索格拉吉奧（（Casali SocraggioCasali Socraggio））是壹個位於意大利是壹個位於意大利
和瑞士邊境的村莊和瑞士邊境的村莊，，這裏曾經生機勃勃這裏曾經生機勃勃，，有很多人生活在這裏有很多人生活在這裏。。

英國多棟建築外墻防火不合格英國多棟建築外墻防火不合格 數千居民撤離數千居民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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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k Has Crippled Computers In Several Countries
And Halted Operations Of Larg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Probe Reveals New 'Ransomware'
Continues To Sweep The World

UPDATE
FBI Says The Search For Missing Chinese

Scholar Is An Agency National Priority

FBI Finds Car Related To Kidnapped
Chinese Scholar In Midwes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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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cyberattack started in Ukraine and 
Russia, then spread to the U.K., Netherlands, 
France, Norway, Spain and Romania. The 
Petya Goldeneye ransomware attack uses 
stolen NSA cyber-weapon called EternalBlue.
MOSCOW, Russia - The second major cyber attack 
to strike the world started in Ukraine on Tuesday, 
before moving to several countries across the globe on 
Wednesday.
The Petya Goldeneye ransomware attack crippled 
computers in several countries or halted operations at 
big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is said to have used a 
‘stolen NSA cyber-weapon’ called EternalBlue.
A day after the second major cyber-attack struck in 
two months, expert are pointing out that the global 
onslaught is 'only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n Tuesday, Russia's biggest oil company, Ukrainian 
banks including the Ukrainian National Bank, 
advertising giant WPP, U.S. law firm DLA Piper and 
multinational firms were hit by the cyber extortion 
campaign, which has underscored growing concerns 
that businesses have failed to secure their networks 
from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hackers.
Russia's Rosneft,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crude 
producers by volume, said its systems had suffered 
"serious consequences" but said oil production had 
not been affected because it switched over to backup 
systems.
By the end of the day, several dozens of companies 
in the U.K., U.S., Ukraine, Russia, Italy, Germany, 
France, Japan and China had confirmed being affected 
by the hack.

On Wednesday, port operator Maersk, a Cadbury 
chocolate plant in Australia; the property arm of 
French bank BNP Paribas and shipping giant A.P. 
Moller-Maersk, which handles one in seven containers 
shipped worldwide, also reported being attacked.
Late on Tuesday, Australian Manufacturing and 
Workers Union state secretary John Short confirmed 
that production at the Cadbury factory on the island 
state of Tasmania ground to a halt after computer 
systems went down.

BNP Paribas Real Estate confirmed it had been hit 
but declined to specify how widely it had affected its 
business.
The company that employs nearly 3,500 staff in 16 
countries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international cyber 
attack hit our non-bank subsidiary, Real Estat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to rapidly contain 
the attack.”
Further, a facility near Mumbai which is India’s biggest 
container port, A.P. Moller-Maersk-operated terminal 
at the Jawaharlal Nehru Port Trust was unable to load 
or unload because of the attack. 
Zheng Wenbin, chief security engineer at Qihoo 360 
Technology Co. said that there are signs the virus is 
starting to spread in China but no large-scale outbreak 
has been detected.
According to Microsoft, in total the incident has 
affected 12,500 machines in 64 countries so far.
In comparison, the WannaCry attack last month 
infected more than 200,000 machines in over 100 
countries. 
The virus, initial investigations revealed, crippled 
computers running Microsoft’s Windows by encrypting 
hard drives and overwriting files, then demanded $300 

in bitcoin payments to restore access.
Experts noted that the rapidly spreading computer 
worm appeared to be a variant of an existing 
ransomware family known as Petya which also has 
borrowed key features from last month's ransomware 
attack, named ‘WannaCry.’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ESET, an anti-virus vendor 
based in Bratislava, 80 percent of all infections from 
the new attack detected among its global customer 
base were in Ukraine, with Italy second hardest hit at 
around 10 percent. 
Several security experts are now questioning whether 
the effort to extort victims with computers hit by the 
virus was the main goal, or whether the unknown 
hackers behind the attack could have other motives.
On Wednesday, an American security researcher 
claimed that he had discovered a vaccination for the 

global cyber attack. 
Amit Serper, the security researcher from Boston said 
he had discovered the solution but warned that it is 
probably a "temporary fix" rather than a tool to stop 
the problem completely. 
He said the simple antidote to the Petya ransomware, 
which stops computers from launching and demands 
a ransom, is to use an empty folder to block the virus 
from working. 
He further explained that when the Petya ransomware 
infects a machine it searches for a folder called "perfc.
dll". 

If it can't find the folder it takes hold of the computer, 
locking files and part of the hard drive. 
However, in the event that it finds the file the 
ransomware is not able to work. 
Serper said he found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working with a U.K.-based cyber expert who goes by 
the name of Hacker Fantastic and was on holiday with 
his family in Israel when the problem started.  
While Cisco has said that the attack could have 
infected computers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rough a flaw 
in accounting software - so far, it is not clear who is 
behind the attack. 
Meanwhile, British tech expert, Dr David Day, a 
senior lecturer in cyber security at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slamme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 for creating the “Eternal Blue” exploit.
Dr Day said, “Basically what [the NSA] have done 
is they have created something which can be used as 
a weapon, and that weapon has been stolen and that 
weapon is now being used. And I think it underlines 
the whole need for debate over privacy versus security. 

The NSA will argue that the tool was developed with 
a need to ensure privacy, but actually what it’s being 
used for is a weapon against security.”
Victor Zhora, the chief executive of Infosafe IT in Kiev 
has said, “The virus is spreading all over Europe, and 
I’m afraid it can harm the whole world.”
Zhora added, the full scope of damage wouldn’t be 
known until Thursday when everyone gets back to 
work.
The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 part of 
intelligence agency GCHQ, said it was monitoring 
the current “global ransomware incident.”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The FBI has located the vehicle related to missing 
Chinese scholar Zhang Yingying who was study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IUC), according to local media ABC7.
"The car was described as a black Saturn Astra four-
door hatchback.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olice 
Department and FBI have received numerous leads 
regarding the vehicle, and we are announcing we have 
located the vehicle." the FBI said in a news release.
But FBI refused to say where or when the car was 
found.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Chicago has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UIUC, 
police department and FBI. Before the news was 
released, FBI Chicago field office already informed us 
of this," Yu Peng, Chinese Deputy Consul General in 
Chicago, said to Xinhua during an interview.
The disappearance of 26-year-old Zhang has been 
labeled as kidnapping but police have not ruled out 
other scenarios. Surveillance video on June 9 showed 
her getting into the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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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 the car was found, Zhang was not, and the FBI 
is still asking for information.
"We have developed several additional leads and 
would like to remind the public that this is still an 
active investigation," the FBI said in the news release. 
The FBI continues to offer a reward of up to 10,000 
US dollars for information leading to the location of 
Zhang.
Besides, FBI and Crimestoppers promised to offer an 
additional 40,000 US dollar reward for information 
leading to an arrest of any individual involved in the 
apparent kidnapping of Zhang.
Zhang's father arrived at the UIUC with her aunt and 
boyfriend on June 17, hoping to find her. According 
to a UIUC spokesperson, the university has provided 
apartments for Zhang's family, and the Chinese Student 
Scholars Association is providing meals to them.

Related

New Photos of Missing Scholar 
Released

SPRINGFIELD, Ill. (WRSP) — On Sunday night 
new photos were released of the missi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scholar Yingying Zhang.
As officials continue their search, relatives now 
pleading for community help to find her.
On Saturday night, Zhang's father, aunt, and boyfriend 
took part in a candlelight vigil, Zhang's father pleading 
to his daughter to hold on and not to give up.
Yingying was last seen over two weeks ago getting 
into a black Saturn Astra in Urbana
Between Crime Stoppers and the FBI there is up to 
$50,000 reward for any information that leads to 
finding the 26-year-old woman. (Courtesy foxillinois.
com/news/local/)

For additional photos, go to http://
foxillinois.com/news/local/new-
photos-released-of-yingying-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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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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旅遊帶你７月國慶假日去看煙花和去聖馬克斯（San Marcos）採購

（本報記者秦鴻鈞 ）開業12 年半，位於
頂好廣場 「惠康超市」 前方的 「松柏園素
菜館」，不僅是老客人的最愛，連美國人（
白人，黑人） 及新新人類也是其座上賓，常
客遍二十多國，每至午，晚餐時間，該餐館
連續數小時客滿，一位難求，足見其受歡迎
的程度。

「松柏園素菜館 」 之所以大受各界歡
迎，在於謝老闆的求好心切，不僅用一流的

食材，還經常變換菜的式樣，令人如獲至寶
，百吃不厭。算算看，到松柏園素菜館吃一
個 Buffet 的價格，僅及一般餐館點一道菜的
價格，你在這裡可以吃到22 種菜，加上各種
中，越式春捲，日式壽司，麻糬，炸蔴團，
粉果，銀絲捲，叉燒包，甜薯，小漢堡，豆
漿，紅豆湯，各式水果等共30 多種品種，吃
的人大呼過癮，一個禮拜也吃不到這麼多的
營養。 「松柏園」 推出七天，全天Buffet, 晚

餐時間來吃Buffet , 周一至周五，每人份僅
11.50 元，（ 周六，周日及假日） 每人
$11.95。晚餐時謝老闆還每人送一份現點
的炒菜，Menu 上有30 道菜任選，包括馳
名的豆瓣素魚，九層素腰花，素三杯雞，
黑椒素牛排，素左宗雞，干燒鮑魚菇，鮑
魚菇素鴨片等三十道名菜任選，但必須
「堂食」，不能To go 帶走！

「松柏園素菜館 」 還可根據客人的
要求製作菜式，或接受外賣，還接受現場
點菜及素席（ 有$228，$268 兩種等級）。
如其$228 的素席，內容包括： 髮菜魚翅
羮，五福拼盤，生菜鴿鬆，翡翠豆腐，包
容碧綠，清扣四寶，松子全魚，寶黃奇燕

，精美甜點，合時水果。其$268 的素席，內
容更為精彩，包括：竹笙大補湯，七星轉盤
，吉祥三寶，翡翠齋捲，如意南瓜，法海藏
珍，珍菇全魚，富貴扒鷄，精美甜點，合時
水果等等，非常精緻。

「松柏園素菜館」 的精選素菜，如雙味
鮑魚菇，梅干菜素扣肉，三菇豆腐扒芥菜，
琵琶豆腐，素北京鴨，芋頭扣素難，鮮菇淮
山燴南瓜----- 等等都是該店叫座的名菜，
是外賣的明星。

「松柏園素菜館」 是大眾食堂，不僅顧
客包括二十多個國家，還有遠來自美國紐約
，芝加哥的定期常客，每週都要來好幾次。
「松柏園素菜館」 謝老闆本著服務僑界的精

神，每周工作七天，目的是向僑界介紹素菜
美食，常食素菜，增福添壽，食療並重，且
遠離高血壓，糖尿病，高膽固醇等 「三高」
疾病。增福慧，保平安。

松柏園素菜館推出七天Buffet , 及菜單點
菜，每天上午十時半至晚間九時半供應。該
店 地 址 ： 9108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 頂好廣場， 「惠康超市」 同一商
場內）電話：713-772-2888

圖為圖為 「「 松柏園素菜館松柏園素菜館」」 的午餐的午餐Buffet,Buffet, 僅別家餐僅別家餐
館一道菜的價格館一道菜的價格，，可盡情享受三十多種名菜名點可盡情享受三十多種名菜名點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 松柏園素菜館松柏園素菜館」」 的午餐的午餐Buffet,Buffet, 僅別家餐館一道僅別家餐館一道
菜的價格菜的價格，，可盡情享受三十多種名菜名點可盡情享受三十多種名菜名點。（。（ 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

圖為圖為 「「 松柏園素菜館松柏園素菜館」」 的午餐的午餐Buffet,Buffet, 僅別家餐館一道僅別家餐館一道
菜的價格菜的價格，，可盡情享受三十多種名菜名點可盡情享受三十多種名菜名點。（。（ 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

常吃素食常吃素食，，遠離遠離 「「 三高三高 」」 ，，增福添壽保平安增福添壽保平安
「「松柏園素菜館松柏園素菜館」」 常客遍二十多國常客遍二十多國，，晚餐送點菜一道晚餐送點菜一道

徵求義工徵求義工
7月1號星期六早上7點半。

需要義工幫忙在 Bellaire Blvd.插
300面美國大旗慶祝美國國慶,工
作大約兩個小時集合地點是王朝
商場的停車場。假如是高中生，
可以填寫社區服務時間。

當然，最重要的是你幫
忙插完旗以後，你更會覺得
你是休斯頓的一份子？

美國獨立日快到了！您想好去哪裡慶祝了
麼？不如跟著王朝旅遊一起去看花火，去聖馬
克斯 (San Marcos)採購吧！

為慶祝國家法定假日，王朝旅遊最新推出
了兩條旅遊線路。

日 期 國慶假日旅行團 價 格

7月1日 蓋文斯頓島看海豚和看煙花團 $45/
人

7月4日 美國獨立日聖馬克斯血拼團 $38/人
◇蓋文斯頓島花火團：7月1日下午2點，

王朝旅遊門口出發。白天，我們將一起出海，
看海豚嬉戲；傍晚，夕陽西下，皓月當空，以

一望無際的海
面作輔，星星
一眨一眨，與
我們一起等待
著那花團錦簇
、瞬息萬變的
花火在天空中
綻放異彩！

◇ 美 國 獨
立日聖馬克斯
血拼團：
糖 城 中國城
凱 蒂

出 發 地 點
99 Ranch
Market

343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王朝旅遊門口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 TX77036 99 Ranch Market
569 S Mason Rd
Katy, TX 77450

出 發 時 間 7:00AM （ 晚 上 6:
00PM
離 開 約 10PM 回 到 休 斯 頓 ） 7:
30AM （晚上6:00PM
離 開 約 10PM 回 到 休 斯 頓 ） 8:
00AM （晚上6:00PM
離開約10PM回到休斯頓）
7月4日美國獨立日，有人選擇把
家裡、花園裝飾一番，有人選擇
燃放煙火、遊行和野餐，有人選
擇嘉年華、聯歡會和家庭聚會，
我們血拼一族，當然也不會輕易
放過這個打折季！屆時，美國各
類大型賣場都將大量推出獨立日
主題產品和折扣優惠！跟著王朝
旅遊，我們將帶您去聖馬克斯最
大的奧特萊斯購物商場，您不必
再為停車位而擔心，盡情享受一
場舒心暢快的血拼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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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t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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