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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風 采

休士頓論壇特別節目
張亞中作客談一中同表

慶祝香港回歸
李強民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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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慶祝香港回歸
20 週年﹐休士頓由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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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協會休斯頓分會等七十餘社團於上周六齊
亞中(右)及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常務委員唐心琴(左)擔
聚休斯頓國際貿易中心二樓﹐舉行隆重的座談會
任嘉賓﹐由常中政(中)主持﹐針對孫文學校使命﹑一中同表與
和酒會﹐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到場
一中各表差別﹑
國民黨的走向作探討﹒(報導請詳見
A12 休城
發表主題演說﹐
並與全體僑胞舉杯共慶香港回歸
社區)
二十週年﹐
共切慶祝蛋糕﹒

貸 動商機 成功起點
賺 到未來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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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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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建國241
慶祝建國
241週年
週年 休斯頓民眾同慶

（綜合報
導）美國的 241
個生日之際，
休斯頓地區民
眾舉行的各種
慶祝活動，包
括傳統焰火、
遊行、音樂會
、野餐等各類
活動，成千上

萬的民眾身著
美國國旗的藍
白紅三色服裝
，在城市的不
同地點聚會，
就餐，欣賞音
樂會和焰火，
共同歡慶美國
的重大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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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地區 2017“麥當勞教育展”幾大亮點?
幫助學生邁進名校 贏得人生美好未來
（美南報業記者海霞報道）由美南
報業集團、達拉斯日報、今日美南、
My CollegeTRAK 聯合主辦的 2017 達
拉斯地區“麥當勞教育展”
，將于 7 月
22 日在布萊諾市 John Paul 高中舉行，
消息發布後，引起達拉斯地區華人家
長的關注，積極要求報名參加。
細數本屆“麥當勞教育展”有哪些亮
點?
一、議題內容針對性強。
8-12 年級是學生申請大學的重
要準備期，這個期間，學生們不僅需要

華人活動中心

完成學校的學業，還要安排課外活動，
不僅需要關注美國升學政策，還要找
到自己的夢想坐標，不僅需要建立良
好的心態，還要發揮自身長處。尤其是
亞裔學生面臨著強大的競爭，怎樣針
對這些問題去答疑？在本屆“麥當勞教
育展”為期一天的活動中，圍繞 8-12
年級的高中選課，學期規劃、參加有價
值的活動和比賽、大學申請流程，和大
學訪談，有很多議題，每個議題都具有
參考價值。特邀麻省理工學院的代表，
在舞臺上主持一次模擬面試，現場展
現招生面試技巧，
同時發布獎學金、
助學金等資訊。
二、分享嘉賓具備
經驗。
特邀請“哈佛
爸爸、升學導師”的
洪仁鼎老師及考入
哈佛大學，耶魯大
學，麻省理工學院，
紐約大學，德州大
學等 7 位年輕的嘉
賓一起分享“名校
生成長之路”
。
在達拉斯地區
，洪仁鼎老師因多
2016 教育展現場

年來的升學輔導經驗和公益服
務經歷而受到社區的贊譽，不僅
先後將自己的孩子送入“哈佛大
學”
、
“紐約大學”等高校，而且在
過去幾年中幫助很多學生申請
到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
亞大學、賓州大學、麻省理工學
院、美國西點軍校、斯坦福大學、
杜克大學等美國名校。近年來，
洪 老 師 創 辦 My CollegeTRAK
升學指導平臺，旨在幫助 8—12
年級的學生，如何有效地度過高
中四年，邁入理想的大學。
而其他名校生則通過自己
的努力和親身經歷，分享成長故
事、努力方法和堅持感悟。
畢 業 于 PWSH 和 NYU
Stern Business School 的嘉賓將在商學
系的專業項目介紹中，講述現今商學
系畢業生的出路和工作機會，以及想
進入投資銀行的行業，在大學應該如
何打好根基，才能在競爭激烈的投行
覓職中脫穎而出。
三、高中生義工機會
眾所周知，高中生要有社會義工
的記錄，這是給申請大學“加分”的指
標之一，起著重要的作用，在本屆教育
展上，將提供給 10-12 年級學生，9 小

2016 教育展盛況
時的義工機會，共有 30 個名額，學生
們一邊聽取升學資訊，一邊“賺取”9
小時的義工記錄，在過程中，和名校生
近距離接觸。
此外，活動當天，與會者免費進入
會場，主辦方提供免費的午餐和引入
部分大學的資訊介紹，還包括幸運抽
獎 活 動，一 等 獎 獎 品 為 Apple Ipad
Mini，二等獎獎品為美南獎學金五名
（現金 100 美元）
，因此，本屆教育展被
家長譽為：
“暑假期間，非常有趣的、教

育類的小博覽會”
。由于現場容量有限
，如果要來參加，請抓緊時間免費注冊
！
活 動 時 間：2017 年 7 月 22 日 8：
30AM—5:00PM
活動地址：John Paul H High School|
900 Coit Rd.，Plano,TX,75075
報名網址：goo.gl/nsAbBm
聯繫電話：972-907-1919
Email: chinese9071919@yahoo.com
Wechat ID:MyCollegeTr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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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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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屆又一屆的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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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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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llasccc.org Email: info@dallasccc.org 電 話:
972-480-0311。

八月份將增開週日太極券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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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城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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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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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光宜董事長高票當選北美洲台
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三十届總會長

其共同目標即是促進會員與北
美洲工商界的經貿交流與合作
關係並促進會員間的工商聯繫
及聯誼，進而促進會員在北美
洲社會中建立工商專業形象。
吳董事長自宣佈參選以來，一
步一腳印，陸續拜會許多地區
台灣商會，他和陪同參訪的競
選團隊虛心誠摯的向各地區台
灣商會先進請益，收集大家對
現况的看法與對未來的期許，
加上他對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和來自台灣鄉親們的看法
、關懷和抱負，綜合出他未來一
年任內的政見。
吳董事長在政見發表中强
調他對于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和台灣企業及鄉親們的關
注，他的政見不是口號，而將是
可執行方案。他的競選六大具
體方案將會儘快召集工作小組
討論並提出實施作法：
1. 創造商機，建立商業資訊的
平臺。
30 屆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吳光 2. 傳承”台灣商會”的倫理精
神，扶持青商的成長茁壯，發展
宜伉儷接受當選証書
北美各地台商會成立青商部門
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於六月十七 的架構。
日在紐澤西舉辦的年度會議中高票當選 3. 壯大目前商會組織，加強各工作委員會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三十届總會 的功能。
長，這是二十五年來，第一位由休士頓台 4. 設立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永久會
灣商會推出的代表，當選北美洲台灣商會 址。
聯合總會總會長；也是北美洲台灣商會聯 5. 愛台灣，關懷台灣，回饋台灣，遵循台灣
合總會成立三十年來，第三位由休士頓台 商會的傳統精神，發揮救急救難，人饑已
灣商會代表出任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 饑的精神。
會總會長。
6 會後的旅遊將區分長，中，短程規劃。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由美國和
吳董事長於當選後首先感謝所有台
加拿大三十九個地區台灣商會聯合組成， 商會理事們對他的信任和支持，讓他有機

會為所有台商朋友們服務，並將他的抱負
加以實現。吳董事長也特別感謝在競選過
程中陪他一路拜訪各地區台商會的楊朝
諄榮譽總會長，休士頓台灣商會梁慶輝會
長，鄭嘉明前會長，周政賢副會長，金城銀
行副董事長曾柏樺等，也非常感謝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華僑文化中心
莊雅淑主任，暨休士頓台灣商會和新聞媒
體及許多朋友大力協助，熱情相挺，讓他
感受到台商會的團結力量。而在紐澤西年
會中熱歌熱舞支持的達福地區台灣商會
和北德州歌林郡台商會更將選舉氣氛推
昇至最高潮，不但讓與會者感受到德州的
爆發力和大團結，也為吳董事長爭取到更
多選票，吳董事長也特地致謝。另外在選
前舉辦的「德州之夜」中，為吳董事長站台
並背書的許多台商會先進和好朋友們，吳
董事長也深表謝意。
吳光宜董事長表示將盡個人最大的
努力，配合前輩與先進們的指導與支持，
為聯合總會盡心，盡力。他將秉持歷年在
商業戰場上，在社會人生旅途上所汲取的
經驗與心得，為在北美台商人貢獻一份心
力，服務大家。吳董事長表示將扮演好服
務的角色，戮力為會員提供資訊與創造商
機。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三十屆第
一次理監事會議在一片掌聲與加油支持
中結束，大家預祝吳董事長在北美洲台灣
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任內為在北美台商
創造更光明的未來。
有關金城銀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
www.goldenbank-na.
com 。金 城 銀 行 休 士 頓
百利總行的地址是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電 話:713-777- 3838。(
金城銀行供稿)

交接總會長印信
29 屆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彭良治
屆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彭良治,,僑務委
員會委員長吳新興,,世界台灣商會總會總會長林見松
員會委員長吳新興
, 30 屆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吳光宜
屆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吳光宜(( 由左
至右))
至右

總會長吳光宜伉儷與支持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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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住老年
老化是人生必經的過程，老化能延遲，但
無法避免。 穩住老年不介入長生不老的養生
祕方，祗是認老之後，有些事情必需先想,然
後動手去做，還要有一些心理上的準備。
四年前，曾寫了一篇《擁抱未知的將
來》，介紹了在蒙郡附近的三所非營利的老人
安養住區。 文章的結論是夫婦兩人健康情形
良好，都還能開車，以住在自已的老家養老為
最理想，既經濟實惠，還最安適。英文是 Aging in Place，居家安養。 居家安養有它的定義:
「不論年齡，收入，健康情形，某人有能力在
他自已住的社區家中過安全，獨立及安適的生
活。」
等到有一日，兩老都不能開車,又沒有親
人在旁，即使兩老健康情況良好，在自已家中
過日子有生活上的困難。 諸如出門要靠別人
幫忙；買菜，購物，去郵局，去銀行，看醫生
等，要全靠優步 Uber，計程車/打的接送，就
不太方便。 這時侯就要考慮下一步搬遷至一
處有安養設施的住區。 在安養住區，可以不
出門，出門不必自己開車，在住區中就有吃,
有喝，能過日子。 在搬遷到安養住區之前，
必需先把老家中累積的多年 「寶藏」作適當的
處理。 即使不打算遷居，也要把貯藏室，車
庫，櫥櫃裡的雜物作一清理。 很多老人家不
相信，天下居然沒有他永久居留的地方。要了
解 的 是 我 們 到 這 個 世 界 上 來 本 來 就 是 「過
客」,沒有永久立足之地與常住之所。 衰老
後，即使住在自已家裡也變得不安全了。尤其
是單老需要有人照顧。 因此老人要有 「住處
瘦身」Downsizing 的準備。 乘自己還能作主，
先將不用的雜物處理掉。
「住處瘦身」是原住在有三、四個臥房的
住處，搬遷至祗有一間臥房，或更小的公寓房
間。 從住在一般美國家庭有 2500 平方尺以
上，搬遷至不到 1000 平方尺的公寓，緊縮，
簡陋可以想像。 上野千鶴子的書上說，由於
老年人活動範圍不大，一個人的住房大小能有
18 坪的居住空間，就很理想，這當然是她在東
京住慣了的看法。 18 坪是 650 平方英尺。 北
歐養老族的房間有 700-800 平方英尺。 蒙郡附
近養老院的單人房間，祗有 12 x 12，144 平方
英尺。 渡假郵輪上雙人房是 175 平方英尺。
「住處瘦身」後,再下一步的住處就是養
老院了，到那時候吃喝拉撒全靠人家服侍，隨
身物件全都不需要了，一把牙刷是多餘的。
孤獨-老年要學會與孤獨相處，孤獨將成
為你的伴侶，永不分離。孤獨需要時間去認識
它,並且要面對它。
周國平在《人與永恆》中說： 「無聊，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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寞與孤獨是三種不同的心境。 無聊是把自我
消散於他人之中的欲望，它尋求的是消遣；寂
寞是自我與他人共在的欲望，它尋求人間的溫
暖；孤獨是把他人接納到自我之中的欲望，它
尋求的是理解。 無聊者自厭，寂寞者自憐，
孤獨者自足。 無聊是庸人，寂寞人人有，孤
獨是天才」。
莊子：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
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 莊子傾心
於精神的自由，求諸於個人心靈的安寧。 天
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 沒有先入為主
之見，自由思想，毫無拘束，打破所有舊的觀
念，建立新觀念，再打破，再建立：無窮無
盡，破而後立。 莊子的孤獨思想，有助於老
年人過日子。
歷史上有名的孤獨者：明末的畫家八大山
人，魏晉的竹林七賢及湯顯祖《牡丹亭》中的
杜麗娘。 西方的孤獨者有：柏拉圖，叔本
華，尼采，卡夫卡，貝多芬，牛頓，達芬奇，
諾貝爾，畫家梵谷等。 古往今來，偉大的發
明，驚世的文學藝術傑怍，都是經過孤獨才能
產生。 孤獨令人響往，孤獨者有使命感。
2016 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蕊克林頓。 她
在 早 年 求 學 階 段 ， 自 已 定 位 為 「孤 獨 的 學
者」。
透過閱讀，聽聽音樂，排除孤獨。 從事
寫怍，字畫，有所事事，需要一處無人打擾的
清靜環境，你需要孤獨。
財務處理 –錢多錢少，錢要管好。 老年
人一貧如洗，吃住要靠社會救濟，這日子不好
過。 財務管理當然由自已管最靠得住，不假
手於人，即使是自已的子女，也非等到萬不得
已，才把錢財的管理權託付給自已的親人。
一般的銀行帳戶及投資帳戶早就有規定誰是你
的帳戶繼承人。 夫婦名義的共同帳戶比較簡
單。 一個先走，另一位繼承。 如果是單人帳
戶則繼承人必需事先指定。 在辦理生前信託
Living Trust，律師也會協助你把這些規定事項
辦好。
生活在美國，說方便夠方便，足不出戶，
上網就可付帳單。 一個月不超過 20 張帳單就
在網上付款。 但有遭一日，連上網都成問題
時，這項工作就不得不求旁人協助。 報載一
對老夫婦退休後，雙雙搬到佛羅裡達州的老人
住區，人生地不熟，附近沒有親戚朋友，兩老
一個先走，剩下一個，不會理財，連付帳單都
不會付時，需要別人幫忙管錢， 最後由女兒
收留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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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你的財務管理人是要事先認定，自已
的親人，子女及兄弟姊妹當然是最好的選
擇。 親人不在身邊，就找其他親戚朋友幫
忙，希望這位親戚朋友是可靠的，還希望他長
壽。
健康快樂永遠相伴 –健康是為了活得愉
快，不是為了活得長久。 長壽不見得是福。
長期臥病在床是災害，病人痛苦，家人受
罪。 為了自已的健康，運動健身不可少，生
活規律不可無。早起早睡，睡眠重要。睡眠是
為了醒來之後走更遠的路。劉墉的文章上說：
「世界上竟沒有什麼事比醒過來這件事，更來
得可喜。醒可不單純。醒而不清，或醒而不
起，亦有分別。醒來不難，醒來要清醒。」
最近三年的新發現，住在美東地區，老年
人曬太陽的時間不夠，缺少維生素 D。維生
素 D 有增加免疫力，減少心血管病，減少老年
骨折等好處。 每年體檢一次，還要注意視力
及聽覺的退化。 我的眼科醫生給我的指示，
老年華人都有青光眼的趨勢，如果自己認為活
不過五年，不必每隔六個月去看眼科醫生。
聽覺的退化是從 60 歲就開始。60-69 歲的早老
族，25%有聽覺障礙。到 70–79 歲，聽覺障礙
比例升到 50%，到 80 歲以上，80%都有聽覺障
礙。
年過 70，想做的事趕快去做。 以前沒有
時間去想的，乘這夕陽無限好的機會，抓緊機
會想一想人生哲理。舉例，你有信仰嗎？ 如
果你有信仰，你沒有懷疑嗎？你的懷疑找到了
你覺得滿意的答案嗎？如果你還沒有信仰，你
能解釋你來到這個世界上的目的嗎？你可能不
會再問你的父母，為什麼生下你。你也難於啟
齒向你自已的兒女解釋，他們來到這個世界上
的目的。大半輩子都過了，總
不能說還不太明白 「人生」？
對 「美」的認識–什麼是
美？ 漫畫大師豐之愷說,凡是
有曲線的就是美，深信不
疑。 然後去美術館看文藝復
興剛開始的作品，色彩鮮麗,這
個世界美得超出想像。 印像
派畫家的作品，人像人樣，物
像物樣，還能欣賞，再轉到更
先進的抽像派畫家的作品，就
看不懂了。黑黑白白，五顏六
色,不像是幾何圖形，也不似山
川人物。 討教懂畫的專家，
得到的解釋是你心中想是什

麼，就是什麼。 還有一巨幅在支加哥畫廊的
名畫，全白，油采厚簿而己。 這幅畫的前面
坐滿了觀賞者，有的半躺在地上研究，欣
賞。 有生之日，能把這些玄機看懂，也不虛
此生。
有名的文學家，詩人，余光中先生開導看
不懂抽像畫的觀眾。 他說音樂也屬藝術之
一。 所有的現代歌曲，古典音樂都是抽像派
的音樂家想出來的。 人們熟悉的天籟，風吹
雨打，雞鳴狗跳，可以入樂。 但大多數人喜
歡聽和諧的音樂， 和諧的音樂全都是幻想出
來的，在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的。 為什麼人
們能接受幻想出來的音樂，卻不能接受幻想出
來的畫？ 我為之語塞。
余光中的新詩及散文也是出類拔萃的。
我至今還在摸索新詩的走向，新詩中的字、句
都認識，把字句放在一起就看不懂了。這也包
括余大師寫的詩及散文，都能讀，讀而不
解。 譬如： 「藝術，像永不停電的冰箱，能
保 持 靈 魂 的 冷 靜 和 清 醒 」 。 「月 光 的 冰 牛
奶，滴進了幾 CC 的醋」。 我不懂;藝術那有
可能像不停電的冰箱？冰箱真有本事能保持靈
魂的冷靜和清醒嗎？冰牛奶加了幾滴醋，不就
變成豆花了。 月光能似豆花嗎？
高興的事要由你去發掘；不懂，需要開
竅；迷茫，等你去化解，懷疑，等你找答案。
有一個先決條件是不能得老年癡呆。 預防老
年癡呆，亦有辦法；能上網，收發信件，看微
信，查百度，問谷歌，寫文章，練書法，習國
畫 ， 打 麻 將 等, 將 減 少 得 老 年 癡 呆 的 可 能 性
40%。
穩住老年之後，還有下一招,淺談夕陽前
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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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談變老
古老的諺語講：“牙齒一個個脫落，身體
便行將消亡”。這句話包含了豐富的哲理。保
護好牙齒和牙齦對預防糖尿病和呼吸類等疾病
至關重要。如果蛀牙不及時治療，也會引起嚴
重的發炎。
怎樣擁有健康的微笑？從每年至少看牙醫
兩次做起。每天刷牙兩次，外加晚上用牙線剔
牙一次。不能因為自己過了不易蛀牙的年齡便
認為不用看牙醫了。事實上，到了六十來歲的
年齡，隨著唾液分泌減少，人又會容易蛀牙，
特別是靠近牙齦的地方。
究其原因，是因為：口腔中存在著助消化
的細菌，這些細菌依賴食物中的澱粉和糖生

存，即便人一整天只吃水果，由於水果裡有果
糖，他的口腔中仍會產生細菌。從根本上講，
只有清除牙縫間和牙齦下的食物殘留物，細菌
才不會對牙齒有危害。
進入老年後，身體狀況常需要用些處方
藥，而有些藥物可能會消弱口腔健康。據報
道，口干就是藥物對口腔造成的最常見的副作
用。嚴重的口干可能會讓佩帶假牙的病人引起
並發症，會造成蛀牙，還會導致講話困難。不
過，好在市場已經有藥品可以緩解口干症狀、
濕潤口腔組織、清新氣息並能強健牙齒。如需
要，你可以向你的牙醫或洗牙師咨詢。
若您想要一個年輕亮麗的微笑，讓你的牙

齒增白吧！灰暗、泛黃的牙齒容易讓人顯老。
很多飲品都會使牙釉質變暗，諸如咖啡、喝
茶，紅酒、蔓月梅飲料和深色碳酸飲料等。但
是也有不少產品可以預防並去除牙垢。增白牙
膏、增白漱口水及增白貼牙帶等都可以在當地
超市或藥店買到。您還可以找牙醫專門定制藥
物漂白或者進行激光增白牙齒。
最後要考慮的事就是牙齒保險。目前您有
牙齒保險嗎？您退休後會有牙齒保險嗎？如果
沒有的話，在退休前幾年事先要與你的牙醫探
討對策，早做計劃。（記住：醫保不包含牙齒
保健）
您是否一直推遲進行植牙、牙冠或牙橋手

《銀光越苑
銀光越苑》
》成立啦

6 月 13 日下午，華府地區的氣溫飆
升至華氏 93 度。在 HWFH 老年公寓的教
室裡，由銀光理事長龔留英發起牽頭，
分會長張文海組織操辦的《銀光越
苑》，宣告正式成立。小小會場聚集了
近二十位銀光會員，她們都是中國傳統
戲劇—越劇的愛好者、粉絲。龔老師還
特地邀請到“華府越劇之家”的王楠等
幾位住在附近的票友加盟。前杭州越劇

團專業演員濮淑芳老師也應邀蒞臨指
導。
龔理事長首先暢談了組建《銀光越
苑》的緣由和宗旨。她說，大華府有個
《華府越劇之家》，主要活動場所在馬
裡蘭，很活躍，經常邀請我們一起排練
演出。但路途較遠，受制於交通，我們
一些同好無法一起前往。我們銀光老年
協會成立 13 年來，開展唱歌跳舞，太極

方元 /譯

拳操等各項活動，人才濟濟。如今戲曲
愛好者，越劇迷也不少。一起訓練，以
戲會友，是大家的共同願望。我們又有
幸邀請到濮淑芳老師和王楠小姐，我們
的《銀光越苑》水到渠成，應運而生。
《銀光越苑》旨在學習、弘揚、傳承中
國文化。我們不僅是自娛自樂，同時要
讓越劇這塊文化瑰寶，在美國多元化文
化中得到充分展示。
大家一致推舉富有辦社經驗的潘庚
鳳老師為苑長。商定每周二下午活動二
小時。地點:HWFH 老年公寓。濮淑芳
老師承諾會盡可能抽空前來指導。王楠
小姐則熱情謙虛地表示：“以後我們一
起切磋，共同進步！”
在大家強烈要求下，王楠小姐清唱
了《梁山伯與祝英台》中的“我家有個
小九妹”。濮淑芳老師笵唱了《盤妻索
妻》中的經典唱段“洞房悄悄靜幽
幽”。果然是名不虛傳，濮老師的尹派
小生無論是行腔方式還是嗓音條件，與
乃師幾可亂真。王小姐的花旦唱腔清亮
圓潤，委婉動聽。大家一致拍手叫好，
有這麼好的老師來指導我們，幫助我
們，大家憑添了許多信心和勇氣。到場
的幾位越迷也紛紛亮嗓唱上一曲。
銀光 HWFH 分會負責人陳鐘英老師
和其他愛好者，也特地前來觀摩助興。
大家盡興而歸，相約下周二再見。

術？如是，大多數牙齒保險會給予減免百分之
50 的牙冠和牙橋手術費用，如果您的資金有
限，保險減免一半將是一筆不小的收入。看牙
醫時不要忘記詢問給予老年人的打折優惠。
（全文完）
本文作者 Michele 是一位洗牙師，從業三
十多年。
方元譯自 2017 年五月期刊“Golden Gazette” 中 ， 題 為 “Smile and Say, 'Age Out
Loud’”一文。

佳竹//文 余文正
佳竹
余文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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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秀開講《
韓秀開講
《閱讀好書的藝術
閱讀好書的藝術》
》
曾以 「心裡要有浩瀚的大海，才有筆下的
一滴墨」勸勉文友多讀書的韓秀，上周告訴文
友們，除了多讀書、還要讀好書、廣泛閱讀不
同面向的書。韓秀第 43 本著作《翻動書頁的
聲音》才剛由台灣幼獅文化出版，以 「書蟲」
自居的韓秀在這場以《閱讀好書的藝術》為題
的演講，分享她如何享受終身閱讀之樂，她將
閱讀分為四層次，逐步引領書友、文友認識這
門藝術。
古人讀書要懸梁刺股，為的是要求取功名
而痛苦的讀書。我們幾乎每一個人，在學校裡
的時候，也都是為了考試而讀書，被父母、老
師逼著讀書，或是為了應付考試才讀書。然而
很多人也可能也都記得，在小的時候，半夜裏
躲在被窩裡讀三國、讀水滸、甚至讀紅樓夢，
讀完之後，所有的細節記得一清二楚，但是當
天學校要考的歷史卻全忘光了。
所以韓秀所講的讀書，不是為了求取功
名，也不是在學校裡讀教科書，而是為了興趣
而讀書。她以多年讀書的心得，將閱讀分為四
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基礎閱讀》，那是每
一個人在小學畢業的時候，就應當具備有的母
語閱讀能力，但是仍要透過不斷的學習，以豐
富這個基礎閱讀的能力。在這個基礎上，要了
解 「為何讀書」，才能獲得閱讀的動力。
人生苦短，讀好書要快，但是選擇好書，
有時候比讀得快更重要，書讀得越多之後，就
必須要懂得選書的技巧，才能體會開卷有益。
這也就是必須培養的第二個層次《檢測閱讀》
的能力，當你走進一個書店，書架上的書少說
好幾十萬本吧，就光文學類可能就有好幾萬
本，如何在這些書中找出好書， 「好讀書不求

韓秀替讀者簽書

甚解」就成為了一個方法。打
開一本新書，先從封面的書
名、及封底的簡介，大概知道
這本書的內涵，然後隨便打開
一頁，將這一頁從頭讀到尾，
如果這一頁書中沒有任何一個
錯字，而且非常的流暢，就可
以知道，這是一本經過精心編
排的好書。
閱讀的第三個層次是《分
析閱讀》，因為閱讀需要想像
力，例如許多有名的作家，如
村上春樹、卡夫卡的文學作
品、小說、或者是詩歌，閱讀
時都必須要有想像力，更需要
有理解力，而且閱讀一本古典
的好書如《神曲》，你可以花
30 分鐘，也可以用三十年去閱
讀《神曲》，當你有了三十年
的人生的歷練之後，一定可以
閱讀到不同的收穫。你或許可
以寫 200 個字，把你剛看完的
一本厚厚的書寫出來，這就是
分析到底你的收穫有多少。
《主題閱讀》是第四個層
次，也是最高的境界，就是讀
者有時候要用一種懷疑一切的
態度去閱讀，未必每一個作者都是好人，所以
不要掉入作者的陷阱，當發現了疑點便要窮追
不捨。做一個讀者在閱讀時，是有至高無上的
評斷權力，讀者絕對可以決定一本書的未來命
運。

演講後韓秀與部分文友合影
最後韓秀苦口婆心地告訴聽眾，我們讀書
不要只挑自己有興趣的某些種類的圖書，而是
要廣泛的閱讀不同的面向的書籍。而且如果你
目前還沒有讀書的習慣，不妨可以從每天讀兩
頁書開始，培養閱讀的胃口，只要能堅持不間
斷，你的胃口就會越來越大，也就漸漸地養成

韓秀演講

了讀書的習慣。
儘管現代人習慣網上閱讀，在這方面很傳
統的韓秀有她的堅持， 「紙本書是一種藝術
品，也是一種生活的必需品」，她說， 「離不
開紙本書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讀書人。」

韓秀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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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執照物理治療師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家庭全科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陳彥旭
˙各種急慢性疼痛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足踝專科/外科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心電圖
˙車禍
˙化驗檢查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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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通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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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灸﹑
推拿
FRI 11/20 Noon-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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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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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基金近期收益大幅提升
高收益沖擊銀行存款？
銀行提高理財產品收益率“搶客戶”
與貨幣基金超過 4%的收益率相比，
銀行存款的收益實在沒有吸引力。據了解，
目前大部分銀行的活期存款利率在 0.35%
左右，最高也只有 0.42%；1 年期定期存
款利率最高也只有 2.05%。
相比之下，貨幣基金既有活期存款的
流動性便利，又有比定期存款高得多的收
益，客戶當然會放棄銀行存款轉投貨幣基
金的懷抱。
面對來勢洶洶的貨幣基金，銀行並沒
有坐以待斃，而是想方設法提升產品收益
留住客戶。
北京青年報記者從市場了解到，為了
留住大客戶，各家銀行不斷上浮大額存單
的收益。多數銀行表示，大額存單利率已
全面上浮，上浮幅度多在 40%左右，最高
能達到 45%。有兩家大行的支行均表示，
三年期大額存單在 3 年期利率基礎上上浮
40%，執行3.85%的高利率。而壹家股份制
銀行 3 年期的大額存單更是執行3.92%的高
利率。除了大額存單，銀行理財產品的預
期收益率也跟貨幣基金收益率壹樣節節攀
升，站穩4%上方，超過5%的產品也很常見。
普益標準監測數據顯示,上周 262 家銀
行共發行了 1792 款銀行理財產品，其中,
封閉式預期收益型人民幣產品平均收益率
為 4.66%,較上期上升 0.08 個百分點。普益
標準認為，年中節點,流動性緊張,導致理
財產品收益率出現季節性上漲,加上近期
監管層加強對表外業務監管,壹定程度上
導致市場流動性緊張。在金融去杠桿的背
景下，資金偏緊將成為中長期趨勢。
某大行客戶經理告訴記者，對於那些
不會用手機銀行網上銀行，也不熟悉互聯
網金融的中老年客戶，銀行理財還是他們
最青睞的產品。
關註
貨幣基金對銀行的沖擊有多大？
最近半年，貨幣基金的擴張迅速令壹
些市場人士都擔心存款流失會對銀行造成
巨大沖擊。不過，北青報記者發現，專業
人士普遍認為貨幣基金的威力並非大家想

象的那麽大，銀行資金會保持總體平衡。
民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總監廖偉
華指出，上世紀 60 年代美國商業銀行活
期存款占比約為60%，由於貨幣基金興起，
30 年後銀行活期存款占比已降至 10%。這
期間美國貨幣基金規模年均復合增長達到
33%，這說明貨幣基金對商業銀行活期存
款的長期影響尤為明顯。
但他同時認為，從目前來看，貨幣基
金暫時對定期存款的沖擊不大。銀行的核
心資產依然是企業客戶，銀行對貨幣基金
搶走的個人客戶並沒有感到“肉疼”，只
有貨幣基金發展到足夠強大，可以撬動企
業客戶時，銀行才會真的擔心。
中信證券分析師明明也認為，近年來，
余額寶等貨幣基金的興起，看似對銀行活
期存款形成分流，抽離銀行體系的流動性，
但實質上，貨幣基金大部分資金仍將以各
種形式回流至銀行體系，維持銀行資金面
的總體平衡。
報表顯示，截至 2017 年壹季度，貨
幣基金總資產為 39167 億元。其中，債券
總資產為 11065 億元，銀行存款為 21699
億元，買入返售與其他資產的總資產分別
為 6147 億 元 和 257 億 元 ， 占 比 分 別 為
28.2%、55.4%、15.7%和 0.7%。
明明指出，這些投資標的中，除了銀
行存款，債券總資產中政策性金融債以及
同業存單的資金最終也將流入銀行體系，
只有少部分投向企業債券、國債的資金流
出銀行體系。
此外，當銀行體系流動性趨緊時，銀行
會提高存款利率、CD發行利率等負債利率以
吸引資金，前期投向CD、銀行存款的貨幣基
金收益率上升，由此吸引更多投資者認購，
基金規模擴大，進壹步增加對銀行存款、CD
等的投資，銀行體系流動性趨於緩和。
還有壹些專業人士強調，余額寶這類貨
幣基金，規模會隨著收益變化而變化，對銀
行核心資產沖擊有限。目前市場流動性緊張，
造成資金流向貨幣基金，規模快速膨脹。若
壹旦像2015年那樣，市場流動性變得寬松，
貨幣基金收益壹度擊穿3%，規模也會驟減，
貨幣基金更多是壹個蓄水池的作用。

綜合報導 記者從中
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以
下簡稱“中國石化”）獲
悉，經國土資源部油氣
儲量評審辦公室專家組
評定，中國石化涪陵氣田
累計探明含氣面積575.92
平方千米，累計探明地質
儲量達到 6008.14 億方。
預計年底將建成年產能
100 億方。
重慶涪陵氣田是中
國最大頁巖氣田。近日，
國土資源部油氣儲量評
審辦公室組織專家評審
會，對中國石化涪陵頁
巖氣田新增探明儲量進
行評審。經評審認定，
涪陵頁巖氣田江東區塊
焦頁 9 井區和平橋區塊
焦頁 8 井區新增頁巖氣
探明儲量含氣面積
192.38 平 方 千 米 ， 新 增
頁巖氣探明地質儲量
2202.16 億方，為第二期
50 億方產能建設奠定了
資源基礎。
據了解，2014 年、
2015年，國土資源部分別
評審認定，涪陵頁巖氣田
累 計 探 明 儲 量 3806 億
方，含氣面積383.54平方
千米，成為全球除北美之
外最大的頁巖氣田。
此次通過評審的焦
頁9井區和平橋區塊焦頁
8 井區分別位於壹期產建
區的西北部和西南部，是涪陵頁巖
氣田二期50億方產能建設的主力區
塊，與壹期產建區氣藏同屬五峰
組-龍馬溪組壹段自生自儲型連續
性頁巖氣藏。氣層為不含硫化氫的
優質幹氣，具有面積大、分布穩
定、壓力高、產量高的特點。16口
測試井平均單井日產量 24.30 萬
方，最高日產量達45.79萬方。
國土資源部油氣儲量評審辦公
室專家組認為，在油價持續低迷的
形勢下，中國石化實現了涪陵大型
海相頁巖氣田的高效綠色勘探開
發，對中國頁巖氣勘探開發具有很
強的示範引領作用，顯著提升了國
內頁巖氣產業發展的信心，展示了
頁巖氣勘探開發的良好前景。

億方
6000

4.3 萬億，而今年 1 月底規
模減小到 3.6 萬億元，2 月
底也只有 3.9 萬億元，3 月
底小增到 4 萬億元，依然
低於去年年底的規模。4
月份之後，貨幣基金規模
開始大增，到 6 月底已經
比1月底增加了1.5萬億元，
短短 5 個月增幅超過 40%。
這壹金額已經相當於壹家
中型銀行的全部客戶存款規
模。2017年壹季報顯示，華
日前出爐的最新數據顯示，基金行業 夏銀行的存款余額為 1.4 萬億元。
上半年市場規模突破 10 萬億元，增幅為
9.89%，較 2016 年再創新高。而貨幣基金
聚焦
的規模達到 5.11 萬億，相比去年底的 4.32
貨幣基金近期收益大幅提升
萬億，凈增 7832 億元，增幅高達 18.09%，
毋庸置疑，今年上半年特別是二季度
占據基金業的半壁江山。
以來貨幣基金的規模激增主要歸功於收益
大幅提升。
現狀
今年以來，市場資金走俏，銀行間拆
余額寶規模超招行去年個人存款余額
借利率節節攀升，貨幣基金收益水漲船高。根
所有貨幣基金中，規模最大，名氣最響 據同花順統計數據，目前貨幣基金平均7日
的余額寶尤顯突出。天弘基金數據顯示， 年化收益率達到4.33%；其中嘉合貨幣B已
截至6月30日，余額寶的期末凈資產達到1.43 突破10%，達到10.226%；除此之外，還有
萬億元，占整個貨幣基金規模的28%，比去 13只貨幣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突破6%。
年底的0.8萬億元，激增了近80%。
2016 年 12 月初，貨幣基金的平均 7 日
余額寶的規模直追 2016 年末中國銀 年化收益率還不足 2.5%，今年 5 月中旬就
行個人活期存款平均余額 1.63 萬億元，也 穩穩站到 4%上方，短短 5 個月提升幅度超
已超過零售業務最強的股份制商業銀行 過六成，大大激發了廣大投資者的貨幣基
——招商銀行 2016 年年底的個人存款規模 金投資熱情，帶動了貨幣基金規模激增。
（1.28 萬億元）。年報數據顯示，2016 年
從余額寶單只產品來看，2016 年 9 月
底招行個人活期存款余額為 9516 億元， 中旬，該基金的 7 日年化收益率最低曾達
個人定期存款余額為 3329 億元。至於其 到過 2.295%，而昨天其最新收益率已經達
他個人存款明顯小於招行的全國性股份制 到了 4.178%，收益率提升了 82%。
銀行，就更不在話下了。
廣發貨幣基金經理溫秀娟表示，影響貨
據悉，余額寶 1.43 萬億元的規模環比 幣基金收益上漲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市場資
壹季度末的 1.14 萬億元，增加了近 3000 億 金面緊張、貨幣基金所持資產到期兌現、大
元。按照這樣的增長速度，今年 9 月底余 額贖回等。近期貨幣基金收益走高的原因，
額寶的規模有望超過中國銀行 2016 年全 和資金階段性緊張、市場利率逐步上行不無
年的個人平均存款余額。
關系。在她看來，當前金融監管趨嚴，督促
從過往數據來看，今年以來貨幣基金 銀行降杠桿，減少資金套利行為。貨幣基金
規模並不是壹路上漲，年初也曾負增長， 因此受益，收益率會維持高位。
從二季度才開始快速擴張。
數據顯示，去年年底貨幣基金規模是
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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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迎來“
尼泊爾迎來
“水稻日
水稻日”
” 農民泥地大戰祈盼收成

尼泊爾巴克塔普爾，
尼泊爾巴克塔普爾
， 當地農民在泥漿中玩耍
當地農民在泥漿中玩耍，
， 慶祝尼泊爾
“水稻日
水稻日”。
”。每年水稻種植季開始時
每年水稻種植季開始時，
，尼泊爾當地農民都會用潑
泥漿等傳統方式慶祝開耕，
泥漿等傳統方式慶祝開耕
，祈盼好的收成
祈盼好的收成。
。

芬蘭舉行 背媳婦
選手扛老婆狂奔

韓國展出智能機器魚
可在水中遊泳與真魚無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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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Has Requested A Closed-Door Meet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To Discuss No. Korea's Missile
Launch. Experts Say The Missile Has Capability To Reach Alaska

President Trump Calls For U.N.
Emergency Meeting to Formulate
'Measured Response' To No. Korea's
Record-Breaking Missile Tes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North Korea on Tuesday said it had
tested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 prompting US experts to say
the device could reach Alaska.
President Donald Trump called an emergency meeting
on the Fourth of July to formulate a 'measured response'
to North Korea's first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est, amid fears it could reach as far as Alaska.
North Korea declared Tuesday that it had finally
achieved its dream of building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saying it would 'fundamentally put an
end to the US nuclear war threat and blackmail'.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later confirmed
the latest missile test was with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And Tillerson says that’s a new escalation of the threat
pos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by North
Korea.
The launch, which came as the United States prepared
to mark its Independence Day, triggered a Twitter
outburst from Trump who urged China to 'put a heavy
move' on North Korea to 'end this nonsense once and
for all'.
The US has requested a closed-door meet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on North Korea's
latest missile launch, a spokesman for the US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says.
The spokesman said the meeting of the 15-member
council was likely to be scheduled for Wednesday.
If data and intelligence proves the ICBM was launched,
officials say Trump would potentially approve a
'measured response' to deal with North Korea.

Potential responses include sending additional troops
to the region and possibly more sanctions.
North Korea has long sought to build a rocket capable
of delivering an atomic warhead to the United States something Trump has vowed 'won't happen'.
In an announcement of the missile test, North Korean
officials called the launch, which leader Kim Jong-un
supervised, a 'glistening miracle'.
The Hwasong-14 ICBM reached an altitude of about
1,741 miles (2,802 kilometres) and flew 579 miles
(933 kilometres) for 39 minutes before hitting a target
area on the sea off the east coast, according to North
Korea.
Washington, Japan and South Korea gave similar

and called on North Korea, South Korea and the US
to sign up to a Chinese de-escalation plan designed to
defuse tensions around Pyongyang's missile program.
The plan would see North Korea suspend its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 and the US and South Korea
simultaneously call a moratorium on large-scale
missile exercises, both moves aimed at paving the way
for multilateral talks.
The initiative was set out in a joint statement from the

trajectory'.
'That range would not be enough to reach the lower 48
states or the large islands of Hawaii, but would allow it
to reach all of Alaska.'
'The test-fire was conducted at the highest angle and
did not have any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afety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nouncer Ri Chun-Hee, who
previously told her loyal viewers of the deaths of the
country's founder Kim Il-Sung and his son Kim JongIl, said.
'As the dignified nuclear power who possesses the
strongest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rocket which is
capable of hitting any part of the world along with the
nuclear weapons,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DPRK) will fundamentally terminate the US
nuclear war threats and blackmail and credibly protect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region,' she added.
'Kim Jong Un, Supreme Leader of our party, state and

The 'landmark' test, believed to be pictured
above, of a Hwasong-14 missile was
overseen by leader Kim Jong-Un.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called an
emergency meeting on the Fourth of July to
formulate a 'measured response' to North
Korea's first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est, amid fears it could reach as far as
Alaska.
figures, and US experts said the trajectory implied the
device could reach Alaska.
North Korea is subject to multiple sets of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over its atomic and missile programs,
which it says it needs to protect itself against a possible
invasion.
It regularly issues bloodcurdling threats against its
'imperialist enemy' Washington, and has long sought
a rocket capable of delivering a warhead to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China joined diplomatic forces on Tuesday

Russian and Chinese foreign ministries issued shortly
after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eld wide-ranging talks in the Kremlin.
Russia and China both share a land border with North
Korea and have been involved in past efforts to try to
calm tensions between Pyongyang and the West.
Moscow and Beijing used the same joint declaration
to call on Washington to immediately halt deployment
of its THAAD anti-missile system in South Korea, a
move Washington says is necessitated by the North
Korean missile threat.
North Korea's missile launch on Tuesday prompted
control specialist Jeffrey Lewis to respond on
Twitter: 'That's it. It's an ICBM. An ICBM that can hit
Anchorage not San Francisco, but still.'
David Wright, of 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wrote on the organisation's allthingsnuclear blog that
the available figures implied the missile 'could reach
a maximum range of roughly 6,700 km on a standard

Weapons expe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aid
that the missile has the potential to reach
areas of Alaska.
the army, personally observed the process of the testlaunch in field and solemnly declared before the world
its shining success,' the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KCNA) said in an accompanying article.
The report contradicted South Korean and US
officials who earlier said Tuesday's launch was of an
intermediate-range missile.
Russia has also said it believes the missile was medium
range. (Courtesy 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

Activists Who Probed Ivanka
Trump Supplier Freed In Chin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inese labor activist Hua Haifeng, center,
carries his son Bobo chats with his sister
Hua Xiaoqin, left, as they leave a police
station after being released in Ganzhou in
southern China’s Jiangxi Province. (Photo
AP)
GANZHOU, China (AP) — After a month behind bars,
three Chinese investigators who went undercover at a
factory that made Ivanka Trump shoes walked freely
out of the local police station Wednesday. But they still
face an uncertain future and the threat of a trial.
Chinese authorities released the three, who have been
accused of breaking the law by using secret cameras
and listening devices. They were freed on bail, which
is extremely rare for individuals who have been
detained for alleged crimes, a possible sign they won’t
be formally charged and put on trial.
But they’re not in the clear yet. Political dissidents and
other activists who are released in China typically face
restrictions on what they can do and say — including
comments to the media.
“This is a way of keeping people under pressure,
under police control, without subjecting them to actual
confinement,” said Jerome Cohen, a law professor
at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a Chinese human rights
expert. “Whether they are prosecuted depends on how
they behave.”
One of the activists, Hua Haifeng, was clearly relieved
as he held his 3-year-old son outside the police station
in Ganzhou, a city in southeastern Jiangxi province.
“I appreciate the media following my case the last
month,” Hua told The Associated Press, “but I’m not
ready to speak yet.”

When they disappeared in late May, Hua, Su Heng and
Li Zhao of the labor rights group China Labor Watch
were preparing to publish a report alleging low pay,
excessive overtime, crude verbal abuse and possible
misuse of student labor at Huajian Group factories.
Some of the factories produced Ivanka Trump shoes,
among other brands.
Huajian Group has denied allegations of excessive
overtime and low wages. It says it stopped producing
Ivanka Trump shoes months ago. Abigail Klem,
president of the Ivanka Trump brands company, said
that its products had not been produced at a factory in
Ganzhou since March but “the integrity of our supply
chain is a top priority and we take all allegations very
seriously.”

workers might get only two days off — or less — per
month.
China Labor Watch alleges the company forced
workers to sign fake pay stubs with inflated salary
numbers and threatened to fire them if they didn’t fill
in questionnaires about working conditions with preapproved answers.
Separately, the AP recently spoke to three workers at
the Ganzhou factory — one current and two former
employees — who confirmed some of what the labor
group has reported.
The three workers told the AP that beatings were
not unheard of and that they had each witnessed a
particularly gruesome scene one day: A worker with
blood dripping from his head after an angry manager
had hit him with a high-heeled shoe.
“There was a lot of blood. He went to the factory’s
nurse station, passing by me,” said one of the former
workers, who said he quit his job at the Huajian factory
because of the long hours and low pay.
All three workers spoke to the AP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for fear of retribution or arrest.

Workers on a production line at the Huajian
shoe factory, where about 100,000 pairs of
Ivanka Trump–branded shoes have been
made over the years.
NYU’s Cohen said he suspects the case now may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one against Ai Weiwei, the
dissident artist who was released on bail in 2011 and
never faced trial.
“I think this is face-saving way to get rid of the case,”
Cohen said. “Formally, the case will exist for another
year, then it will be dropped unless these people
misbehave.”
Li Qiang, founder of China Labor Watch, said the
Huajian’s factory in Ganzhou was among the worst
he has seen in nearly two decades investigating labor
abuses. His group says pay can be as low as a dollar
an hour, in violation of China’s labor laws. According
to China Labor Watch investigators, until recently

The detention of the three activists prompted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o call for their immediate release.
At the time, Hua Chunying, spokeswoman for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aid the men had been
accused of using secret recording devices to disrupt
normal commercial operations and would be dealt with
under Chinese law.
“Other nations have no right to interfere in our judicial
sovereignty and independence,” she said, adding, “the
police found these people illegally possessed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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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eras, secret listening devices and other illegal
monitoring devices.”

Ivanka Trump listens during a speech in
Washington, DC. Her shoe brand has been
embroiled in controversy over workers’ pay
and conditions in both China and Indonesia.
(Photo/Thew/EPA)
The White House directed any questions about the
detainees on Wednesday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Anna Richey-Allen, a department spokeswoman for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said: “We urge China to
afford them the judicial and fair trial protections to
which they are entitled.”
Marc Fisher, which produces shoes for Ivanka Trump
and other brands, has said it is looking into the
allegations. Ivanka Trump’s lifestyle brand imports
most of its merchandise from China, trade data show.
The detentions came as China has cracked down
on perceived threats to the stability of its ruling
Communist Party, particularly from sources with
foreign ties such as China Labor Watch.
Faced with rising labor unrest and a slowing economy,
Beijing has taken a stern approach to activism in
southern China’s manufacturing belt and to human
rights advocates generally, sparking a wave of reports
about disappearances, public confessions, forced
repatriation and torture in custody.
As he left the police station Wednesday, Hua was
surrounded by family members. “I’m happy to be
out,” he said. “I just want to spend some time with my
family,”
Hua said he had not been mistreated but declined
further comment. (Courtesy www.seattletimes.com/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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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領館參觀美洲菩提中心一日遊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中華人民共和國休士頓領事館一行包含
眷屬 46 人由總領事李強民先生和副總領事劉紅梅女士帶領，於 6
月 24 日參訪美洲菩提中心，受到德州佛教會會長淨海長老和菩
提中心住持宏意法師等約三十多人的熱烈歡迎。一行人隨即參觀
園區，稍後於明心堂中正式見面。彼此對對方在各自領域中所做
的貢獻和付出表示肯定和推崇之意，午餐後簡單的座談，整個行
程在兩點左右結束，氣氛溫馨友好。
當天上午天候不佳，豪雨不斷，路上多處修路，但是嘉賓們
還是排除萬難於早上十點準時到達菩提中心。彼此略作寒暄後，
雨勢漸歇天氣轉晴，法師和義工隨即陪同嘉賓搭乘多輛高爾夫球
車和露天拖車瀏覽慧日湖，報恩塔，月牙泉，北山門，竹林蘭若
，有機園地，水月觀音，靜居林等中心景點。嘉賓們對園區內林
木扶疏，清淨寧靜讚不絕口。李總領事更稱讚中心環境好，空氣
新鮮，樹林茂盛是個靜修的好地方。
參觀園區完畢後大家在明心堂內正式見面，首先由宏意法師
對嘉賓們不辭風雨遠道而來表示至誠歡迎之意。法師從而簡介菩
提中心興建的源起和介紹佛教禪修打坐的方法，隨即帶領大家靜
坐一分鐘，讓大家實際體會身心放鬆的數息靜坐，傾聽自己內心
的聲音。法師並歡迎大家工作繁忙之餘來菩提中心小住，調養身
心，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家。
副總領事劉紅梅女士也代表領館全體致詞，感謝菩提中心的
邀請，在這優美的環境中，心裡也感到特別清淨自在。副總領事

更進一步指出菩提中心團結僑胞信眾，
在海外對弘揚傳統中華文化和佛法教理
上做出卓越的貢獻。並當場致贈香油金
對菩提中心多年來對海外華人的照顧和
此行熱情的招待表示感謝之意。
接著大家移步到香雲堂用餐，菩提
中心特別為來訪貴客準備了多樣可口營
養的素齋自助餐水果和甜點。大家在愉
快的交談中享受美食和愉快的氣氛。用
餐後大家到善法堂稍作盤旋。法師介向
貴賓們介紹堂內懸掛的佛像藝術品後引
導大家參觀堂後的八間靜修套房，並致
贈來訪嘉賓一家一份紀念品，大約於下
午兩點賓主盡歡後互道珍重，相約再見
。
「莫放春秋佳日過，最難風雨故人
來。」美洲菩提中心對這次中領館一行
在風雨中遠道而來的盛情十分感謝珍惜
，該中心佔約 515 英畝，位於距離休士
頓約一小時車程的華勒郡，中心內有樹林湖泊，禪堂菜園，更有
多尊佛像藝術石雕矗立於林園小徑之旁，是一個在工作生活之餘
用來沉澱心靈放鬆精神的靜修和辦活動的地方。如果您對菩提中

心所舉辦的活動有興趣的話，請參考網址 www.jadebuddha.org
或致電菩提中心 979-921-6969

【全旅假期獨家
全旅假期獨家】
】大美新疆
大美新疆--古絲綢之路
古絲綢之路13
13天團
天團！
！9 月 3 號整裝待發
號整裝待發！
！$2799
2799//人（包機票
包機票）！
）！
純玩無購物-新疆古絲路 12 天
純玩無購物從古西域開始，
從古西域開始
，帶您一路奔向大唐都城
帶您一路奔向大唐都城，
，感受絲綢之路
感受絲綢之路！
！
西安西安
-寶雞
寶雞-天水
天水-蘭州
蘭州-嘉峪關
嘉峪關-敦煌
敦煌-吐魯番
吐魯番-烏魯木齊

★【精選酒店
精選酒店】
】
◎西安
西安→
→5★喜來登大酒店或吉朗麗或同級
◎天水
天水→
→5★天水皇城大酒店或同級
◎蘭州
蘭州→
→5★蘭州飛天大酒店或同級
◎嘉峪關
嘉峪關→
→準 5★嘉峪關假日廣場酒店或同級
◎敦煌
敦煌→
→4★敦煌富國大酒店或同級
◎吐魯番
吐魯番→
→4★麥西來普酒店或同級
★【風味餐食
風味餐食】
】
◎西安
西安→
→德發長餃子宴＋黃桂稠酒
德發長餃子宴＋黃桂稠酒、
、褲帶面風味
褲帶面風味、
、禦宴宮芙蓉宴
禦宴宮芙蓉宴、
、法門養生素齋
◎天水
天水→
→隴東風味

◎蘭州
蘭州→
→金城風味＋拉麵
◎嘉峪關
嘉峪關→
→雄關風味＋漢武禦酒
◎敦煌
敦煌→
→敦煌風味＋雪山駝掌
◎吐魯番
吐魯番→
→烤全羊＋葡萄酒
◎烏魯木齊
烏魯木齊→
→新疆大盤雞風味
新疆大盤雞風味、
、歡送宴
★ 全程不進購物站
全程不進購物站，
，確保客人參觀遊覽品質
★【貼心小禮品
貼心小禮品】：
】：每日提供每位１瓶礦泉水
每日提供每位１瓶礦泉水、
、絲路地圖
絲路地圖、
、魔術頭巾
魔術頭巾、
、愛心充氣枕
愛心充氣枕。
。
★【最具代表性
最具代表性、
、來絲路必看經典景點
來絲路必看經典景點】：
】：
★【貼心安排
貼心安排】：
】：絲綢之路橫跨中國西部地區
絲綢之路橫跨中國西部地區，
，路程天數較長
路程天數較長，
，爲了使貴賓遊覽輕鬆便捷
爲了使貴賓遊覽輕鬆便捷、
、
我們已經包攬景區內必要的補助項目！
我們已經包攬景區內必要的補助項目
！
TEL: (713
(713))-568
568-8889
8889/(
/(800
800))988
988-6543
7001 Corporate Dr Suite210
Suite210 , Houston , Teaxas 77036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CHINATOURUS

不含清理費
Excluded Clean-up
不含清理費
Excluded Clean-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