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

2017 年 7 月 20 日 星期四
Thursday, July 20, 2017

人 物 風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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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華美易經學社會長
任嘉賓﹐由常中政(中)主持﹐針對孫文學校使命﹑一中同表與
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會長
一中各表差別﹑國民黨的走向作探討﹒(報導請詳見 A12 休城
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現任理事
社區)

談駿頤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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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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林邁可 李效黎夫婦
文：李慶平

一九三 0 年
代年代末，
西方國家為
數很少的菁英份子，懷著左傾的理想投入協助
中共在中國大陸的茁壯，他們的事跡在那個時
代，是一頁傳奇，不可思議。
一九七五年我奉派到美京華府，從事聯繫
華僑和留學生學者工作，因緣際會結識了由香
港來美的僑領李俊祺、張立儀夫婦，非常投緣
結為好友。立儀來自台北，她母親張李異琨也
是女中豪傑，她中英俱佳，在台灣曾經在 1950
年代，擔任俞鴻鈞行政院長的機要秘書，當時
和女兒女婿同住，也在馬利蘭大學教中文，我
每造訪，相談甚歡。
七五年底，有次李異琨女士介紹她的一位
早年在北平燕京大學的同學李效黎和我認識，
因為談得來，她又引薦夫婿林邁可爵士 Lord
Michael Lindsay ,他那時正在華府美利堅大學教
書，是我政大外交系巫和怡學長就讀該校博士
班的教授。我後來和他們也結為好友，經常到
他們家拜訪請益，後來才知道，林邁可和李效
黎夫婦正是中共在延安時代，就不計一切投入
協助的洋朋友。
林邁可是英國人，祖父是歷史學家，父親
是牛津大學學院院長，上院議員。一九三七年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林邁可接受北平燕京大學
司徒雷登校長聘請,擔任經濟學老師，他從加拿
大溫哥華坐船，與白求恩醫師同船（後也成為
抗戰時期延安紅區重要外國友人），到天津，
再轉北平。
一九三八年國共第二次合作，原共軍改為
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林邁可利用外藉身份，
為中共在香港大量購買無線電通訊器材和藥品
。他的學生李效黎在他身邊幫忙，後來結為夫
妻，開了燕京大學中國學生嫁給外國教授的首
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變，林邁
可離開北平，到冀中任丘去見呂正操司令，一
九四二年春赴山西五台山會晤聶榮臻司令，並
到山西武鄉磚壁村會晤八路軍朱德總司令，協
助八路軍建立電台，得到熱情款待，李效黎則
是當英文老師，並與中共軍方建立良好關係。
一九四二年他在聶榮臻司令駐地任通訊部技術
顧問，給八路軍技術員講授無線電工程課程。
一九四五年五月林邁可夫婦扺達延安，和
毛澤東，朱德見面，被聘為中共十八集團軍通
訊部之無線電總顧問，抗戰勝利後，一九四五
年十月林邁可夫婦經重慶、印度返回英國定居
。林邁可後來繼承爵位，李效黎也成為一位華
裔貴族夫人，卻一點也不改她的布衣簡樸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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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性格。
李效黎年輕時即充滿血性，
思想左傾，一九三四年在山西
發動反對國家考試罷課，被山
西省政府列入黑名單，一九三
七年她由山西逃到北平，在燕
京就學，她的經濟學導師老師就是林邁可教授
，在他身邊當助手，暗助中共。她為人直爽，
果斷大氣，她曾送我一本她寫的書 「再見延安
」，我看了很多遍，書中所敍延安情況，很有
參考價值。
中共稱林邁可是 「中國人民永誌不忘的朋
友」，但是他們夫婦也是對朋友有錯直言不諱
的箴友。一九七五年我與他們交談的時候，他
們非常反感中共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為，
對中國大陸情況常有嚴厲的批判。雖然熱愛中
國，也支持中共，林邁可在紅區工作時，已經
表現了他那種英國紳士的冷靜的批評態度，一
九四四年他即曾對中共高幹贈送他所撰 「延安
哪裡有缺點」的論著，直言不諱他的看法。
一九七九年北京與華府建交，一月一日華
府有一場華僑與留學生舉辦的支持中華民國的
大遊行，天寒地凍，白髮蒼蒼的林邁可夫婦竟
然也來參加了，可見他們那時的政治立場。
但是林邁可夫婦對中國人民的熱愛関切，
不分兩岸。一九七六年中國大陸正值多事之秋
，東北流星雨，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
逝。七月二十八日在河北唐山、豐南發生七級
以上地震，新聞被封鎖，外界雖然關心，真象
無從得知，也沒辦法幫助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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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一天，我到林邁可家拜訪，李效黎
在後院拔菜，準備下㕑。林邁可拿出一封剛收
到的中文信給我，要我幫他翻譯內容。
我拆封一看，赫然是一件中共內部的紅頭
文件，是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革命委員會抗
震救災三級幹部會議的學習材料，原件是一九
七六年八月六日印發，有 「內部文件，注意保
存」的字樣。
在這項文件中，透露出唐山大地震， 「初
步統計，唐山市、豐南地區等重災區，死亡六
十五萬五千二百三十七人，重傷急救七萬九千
多人，不同程度輕傷的約有七十多萬人。」
這是七月八日以後，外界首次看到的正式
有関災情的文件。傷亡如此慘重，真是駭人聽
聞，我為林邁可教授翻譯以後，向他請求，文
件借閱三天，以供進一步的研判。
經他同意以後，這份文件我影印三份，其
中一分送駐美大使館，一份送台北，另一份自
行保存。在台北方面研判為真後，轉送駐紐約
新聞處陸以正處長，翻譯成英文投稿紐約時報
刊載，美國華文的世界日報隨即在嗝日頭版頭
條刊登，震驚世人和僑界，促起廣泛的關懷卻
愛莫能助。我到現在還記得林邁可教授得悉地
震災情後，那樣急切想方設法，希望能幫得上
忙的激情。
李效黎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因大陸
改革開放，常回北京，一九九四年林邁可教授
過世後，她在北京住了很長一段時間，二〇一
〇年，她在華府離世，結束一生精采的際遇。

美全面取消中東地區航空公司的筆電隨身攜帶禁令
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 17 日表示，
已經取消對沙烏地阿拉伯航空乘客禁
止隨身攜帶筆電及大型電子裝置上機
的限制，這也是最后一家被美國設限
的航空公司。
今年三月，美國官員為了防止潛
在恐怖爆炸攻擊，對九家中東地區航
空公司實施禁止隨身攜帶筆電及大型

電子裝置上機的限制。上月底美國官
員宣佈了將從19 日生效實施的新版維
安措施，由於各家航空自主提高安檢
規格，美國並未擴大禁令，反而降低
了限制。
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發言人格里
高利表示，美國17 日撤除在沙國吉達
主要國際機場，即阿卜杜拉．阿齊茲

﹒

國王國際機場的筆電禁令。這周稍晚
也將派官員前往稽查。
美國國土安全部 13 日頒佈 19 日
即將生效的世界航空規範。一名航空
公司官員表示，新版規範有提到技術
面的調整，給予航空公司更多彈性、
更多時間，取得追蹤爆裂物的設備。
美國國土安全部敦促歐洲各航空

公司提高安檢規格，符合新的規範，
包括加強國外機場乘客檢查、提高飛
機安檢規定、擴大警犬搜查，否則將
對歐洲各航空公司實施筆電禁令。
預計新版維安措施將影響約 32 萬
乘客，2000 次民間航班，105 個國家
中280間機場裏180間航空公司。
歐洲和美國官員向路透表示，他

們已加強追蹤爆裂物的安檢和其他相
關措施，接下來 120 天將陸續採取更
多安檢措施，包含加強對航空公司乘
客的篩檢。
包括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在內的航
空業組織14 日批評，美國新版安全規
範 「非常困難」，因為安檢設備在期
限內難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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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明顯增強

在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國家統計局公布，上半年我國 GDP
增速為 6.9%，其中二季度 GDP 增速
6.9%，與壹季度持平，經濟增速連續
8 個季度保持在 6.7%—6.9%的區間。
此外，工業增速創下 2015 年以來最
好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繼
續跑贏 GDP，民間投資和制造業投資
增速都在回升。
“概括上半年經濟運行的特點，可
以有兩句話：壹是穩的格局更加鞏固，
二是好的態勢更加明顯。”國家統計
局新聞發言人邢誌宏說。
穩的格局更加鞏固，經濟繼續運
行在合理區間
“穩的格局更加鞏固，主要體現
在經濟繼續運行在合理區間。”邢誌
宏說。
經濟增速保持平穩。上半年我國
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GDP 同比增長
6.9%，與壹季度持平，經濟增速連續
8 個季度保持在 6.7%—6.9%的區間。
就業形勢持續向好。上半年城鎮
新增就業 735 萬人，同比多增了 18 萬
人，完成了年度目標的66.8%。城鎮調
查失業率總體走低。根據國家統計局
的調查，6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已
經連續兩個月保持在5%以下。31個大
城市的城鎮調查失業率連續4個月低於
5%。二季度末，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
同比增加了364萬人，增長2.1%。
物價形勢總體穩定。上半年全國
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了 1.4%，與
壹季度基本持平；扣除食品和能源的
核心 CPI 基本穩定，上半年核心 CPI
同比上漲 2.1%。
國際收支繼續改善。上半年貨物
貿易的進出口相抵，實現了順差 1.28
萬億元。6 月份，人民幣小幅升值，
外匯儲備達到 30568 億美元，連續 5

個月回升。
“綜合宏觀經
濟四大方面的主要
指標來看，我國上
半年的經濟運行呈
現了增長平穩、就
業向 好 、 物 價 穩
定、國際收支改善
的良好格局，經濟
增長的穩定性明顯
增強。”邢誌宏說。
實際上，在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
之前，國際機構就紛紛調高了 2017
年中國經濟增速預期。6 月初，世界
銀行發布的最新壹期《全球經濟展望
》表示，2017 年中國經濟增速預期維持
在6.5%不變，經濟再平衡不斷推進將增
強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經合
組織將中國 2017 年經濟增速預期上調
0.1個百分點至6.6%；摩根士丹利也將
今年中國 GDP增速預期從此前的 6.4%
上調至6.6%。
好的態勢更加明顯，不少重要指
標創下階段性新高
上半年經濟運行“好的態勢更加
明顯”，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結構在調整中優化。今年以來，
服務業主導經濟增長的特征更加明顯，
上半年服務業的增速快於第二產業增
速 1.3 個百分點，服務業占經濟的比
重達到了 54.1%，高於第二產業 14 個
百分點。制造業向中高端邁進，高技
術制造業和裝備制造業上半年同比分
別增長 13.1%和 11.5%，增速分別高於
規模以上工業 6.2 和 4.6 個百分點，占
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達到了 12.2%和
32.2%。在需求方面，居民消費加快轉
型升級，高技術產業投資快速增長，
消費結構和投資結構也在調整優化。
動能在轉換中增強。新產業、新
業態和新模式孕育成長，經濟發展當
中的新動能不斷地壯大。上半年全國
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了
28.6%，增速快於全國社會消費品零
售額 18.2 個百分點，占社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的比重達到 13.8%，同比提高
了 2.2 個百分點。戰略性新興產業同
比增長了 10.8%，增速高於規模以上
工業 3.9 個百分點。經濟當中的新力
量在不斷地增強。
質量在轉型中提升。在經濟保持

中高速增長的同時，質量和效益進壹
步提高。今年的企業效益明顯改善，
1—5 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
同比增長了 22.7%，增速高於去年同
期 16.3 個百分點。1—5 月份規模以上
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利潤率達到
了 6.05%，同比提高 0.45 個百分點。
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
增長 7.3%，高於去年同期 0.8 個百分
點，比同期 GDP 增速快出 0.4 個百分
點。財政方面，雖然企業減稅降費的
力度比較大，但由於經濟穩中向好，
企業效益改善，稅基在繼續擴大，上
半年壹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增長了
9.8%，增速同比提高了2.7個百分點。
活力在改革中釋放。看新市場主
體，上半年，我國日均新登記企業約
1.6 萬家，是商事制度改革前的兩倍
多，有效地帶動了創新創業。看小微
企業，二季度，我國小微工業企業的
景氣指數達到 96.5%，比壹季度提高
了3.4個百分點，創下兩年來的最高，
反映經濟活躍度與包容性在增強。看
實體經濟，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
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 6.9%，增速
比壹季度加快 0.1 個百分點，比上年
同期加快 0.9 個百分點，創下 2015 年
以來工業運行的最好成績，證明振興
實體經濟取得了初步成效。此外，民
間投資和制造業投資增速都在回升。
“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穩中向好
的發展態勢更趨明顯，為完成全年主
要經濟預期目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邢誌宏說。
穩中向好的有利格局，得益於改
革釋放紅利
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有利格局，
得益於改革釋放紅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紮實推進，為
新動能的培育與壯大提供了有利條件。
過剩產能有序化解，上半年全國工業
產能利用率為 76.4%，比上年同期提
高 3.4 個百分點。房地產去庫存效果
繼續顯現，6 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積同
比下降 9.6%，降幅比 3 月末擴大 3.2
個百分點。企業杠桿率下降，5 月末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
56.1%，同比下降 0.7 個百分點。企業
成本繼續降低，1—5 月份規模以上
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
本為 85.62 元，同比減少 0.04 元。短

板領域得到加強，上半年生態保護和
環境治理業、水利管理業、交通運輸
倉儲和郵政業、教育投資同比分別增
長 46.0%、17.5%、14.7%和 17.8%，均
明顯快於同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
“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進，也
使創業創新環境持續優化。新主體和
新技術的發展有效地帶動了新產業、
新業態和新模式的成長，也增強了經
濟發展的信心。6 月份，制造業采購
經理指數是 51.7%，比上個月又提高
了 0.5 個百分點，已經連續 11 個月保
持在擴張區間。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
數達到了 54.9%，比上個月提高了 0.4
個百分點，連續 9 個月保持在 54%以
上的較高景氣區間。同時 6 月份消費
者信心指數達到了 113.3，也是近年
來的較高水平。
好中不忘難，穩中不忘憂，6 月
末的兩個“新低”也引發關註：壹是
6 月 M2 增速為 9.4%，創歷史新低；
另壹個是上半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
為 8.5%，創下今年新低。這兩個指
標將對中國經濟有何影響？
邢誌宏表示，“6 月末 M2 增速
有所回落，主要還是受到金融系統降
低內部杠桿的影響，特別是現在同業
理財，包括表外活動在放緩，但是 6
月末人民幣貸款余額依然增長了
12.9%，這是壹個適度增長。同時在
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央行還通過多
種貨幣政策供給工具，提供了不同
期限的流動性，為市場維護了流動
性的基本穩定，為實體經濟提供了
重要支持。”
邢誌宏說，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
中性，要為經濟保持在合理區間提供
必要的流動性支持，為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同時貨幣
政策要防止實施過松，產生加杠桿效
應，放大資產泡沫，給中國經濟帶來
風險。“金融體系改革力度很大，將
會不斷完善加強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建設，使市場利率穩定下來，保持經
濟平穩健康發展。”
房地產投資增速回落，也與分類
指導、因城施策的調控方針有關，但
是回落的幅度並不大。“總的來看，
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可能會是壹種緩
中趨穩的走勢，對經濟的影響需要隨
著房地產形勢的進壹步發展來進行測
算。”邢誌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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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藥監總局：

綜合經濟

綜合報導 據國家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總局網站消息，
近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總局組織抽檢特殊醫學用
途配方食品 160 批次樣品，其
中抽樣檢驗項目合格樣品 157
批次，不合格樣品 3 批次。
通告稱，廣州市能嬰貿
易有限公司銷售的標稱凱沫
特（上海）實業有限公司
（原產國：德國）經銷的康
敏金氨基酸嬰兒配方粉，磷
檢 出 值 為 7.2mg/100kJ， 比 產
品 包 裝 標 簽 明 示 值
（13.06mg/100kJ） 低 44.9% ；
鈣檢出值為 12.7mg/100kJ，比
產 品 包 裝 標 簽 明 示 值
（24.25mg/100kJ） 低 47.6% 。
初檢機構為深圳出入境檢驗
檢疫局食品檢驗檢疫技術中
心，復檢機構為廣州質量監
督檢測研究院。
通告指出，沈陽市沈河
區米米氏孕嬰用品店銷售的
標稱上海雀巢產品服務有限
公司（原產國：荷蘭）經銷
的藹兒舒乳蛋白深度水解配
方（特殊醫學），硒檢出值
為 0.438μg/100kJ， 比 產 品 包
裝 標 簽 明 示 值 （0.70μg/
100kJ） 低 37.4% 。 初 檢 機 構
為中國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
綜合檢測中心，復檢機構為
遼寧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檢驗
檢疫技術中心。
通告表示，沈陽市沈河
區新新家妮母嬰用品店銷售
的標稱上海雀巢產品服務有
限公司(原產國：荷蘭)經銷
的藹兒舒乳蛋白深度水解配
方（特殊醫學），硒檢出值
為 0.464μg/100kJ， 比 產 品 包
裝 標 簽 明 示 值 （0.70μg/100kJ） 低 33.7% 。 初 檢 機
構為中國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綜合檢測中心，復
檢機構為遼寧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檢驗檢疫技術中
心。
通告強調，對抽檢中發現的不合格產品，國
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已要求上海市食品藥品
監督管理局責令進口商查清產品流向，召回不合
格產品，分析原因進行整改，並依法予以查處；
要求遼寧、廣東等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責令流
通環節有關單位立即采取下架等措施，控制風
險 ，並依法予以查處。不合格食品生產經營者所
在地省級食品藥品監管部門自通告發布之日起 7
日內向社會公布風險防控措施，3 個月內向國家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報告核查處置情況並向社
會公布。

時事圖片

伊拉克政府軍繳獲極端組織汽車炸彈

伊拉克摩蘇爾，
伊拉克摩蘇爾
，伊拉克聯邦警察沒收
伊拉克聯邦警察沒收“
“伊斯蘭
國”武裝分子制造的自殺式爆炸汽車和作戰武器
武裝分子制造的自殺式爆炸汽車和作戰武器。
。

西班牙民眾甘為公牛做
驚險壹幕！！
腳墊

﹁
﹂

法屬留尼汪發生火山噴發 現場濃煙滾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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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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發展”一直是在美亞裔
家庭非常重視的話題，幫助學
生擁有正確目標、樂觀思維、勤
奮精神、特別長處、重要的是有
效的升學方法、申請到心儀的名校，贏得人生發
展的未來，一直是家長們“忙並快樂著”的希望
和動力！家長的育兒經驗，學生的成長故事，專
家的專業建議，因此備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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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等高校，而且在過去幾年中幫助很多學生申
生、家長做深度分享。
據相關資料顯示，亞裔學生申請美國名校， 請到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賓州
因族裔名額限制、捐款額度、學術成就、社會貢 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美國西點軍校、斯坦福大
獻等現實因素，而存在很大的難度，怎樣讓亞裔 學、杜克大學等美國名校。近年來，洪老師創辦
的學生發揮潛力，具備競爭力，輕鬆勝出？
My CollegeTRAK 升學指導平臺，旨在幫助 8—
分享嘉賓將現場分析當下美國大學招生的 12 年級的學生，如何有效地度過高中四年，邁入
總體現狀、詮釋名校的招生要求、如何發現學生 理想的大學，而引起廣泛關注。洪老師的專長在
潛力，揚長避短、與時俱進、並研討高中規劃，科 于：五個瞭解。
學選課、安排活 1、讓學生瞭解現實（德州和全美的教育區別、大
動、大學申請流
學招生的趨勢、全美 TOP50 的大學青睞于什
程和大學訪談相
麼樣的學生）
關的話題。特邀 2、讓學生瞭解目標大學（學校風格、招生要求、
麻省理工學院的
申請步驟、未來方向）
Day 展示會、餘興節目、點心及抽獎
代表將在舞臺上 3、讓學生瞭解自己（發現特長、樹立目標、重在
日期：八月四日，星期五
堅持，提升競爭力）
主持一次模擬面
時間：早上 9 點至中午 12 點
試，以展示面試 4、讓大學瞭解學生（申請材料準備、讓伯樂識得
千里馬）
地 點：李 察 遜 市 中 心 Civic Center, 過程，傳授面試
5
、
讓家長瞭解學生（愛的鼓勵、正確引導，重在
技巧。洪老師同
Grand Hall, 411 W. Arapaho Rd., Richard栽培）
時邀請三位今年
son, TX 75080
新晉名校生分享 在幫助學生的成長過程中，知己知彼，周密規劃
聯絡：(972)234-8980；
他們大學申請的 ，不打無準備之戰。
2017seniorday@gmail.com
2017 年“麥當勞教育展”是美南報業集團主
經驗，同時發布
歡迎住在李察遜、嘉倫、羅列、薩克斯
獎學金、助學金 辦的第六屆大型教育活動，歡迎學生和家長提
和達拉斯等市，以及鄰近城鎮的長輩參
等資訊。
早注冊,免費入場，和教育專家、常春藤名校生面
加 (請自帶英語翻譯) (陳筱玲服務處供
在達拉斯地 對面交流，現場備有免費午餐和趣味的抽獎活
稿)
區，洪仁鼎老師 動，一等獎獎品為 Apple Ipad Mini, 二等獎獎品

John Paul 高中舉行，屆時將邀請“哈佛爸爸、升
學導師”的洪仁鼎老師及考入全美名校的學生，
現場分享“名校生成長之路”
。
為期一天的“麥當勞教育展”從上午 8:30 時
開始，一直持續到下午 5 時，內容十分豐富。作為
主要分享嘉賓之一及活動組織者之一的洪仁鼎
老師，携手來自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麻省理工
學院，紐約大學，德州大學等 7 位嘉賓一起向學

陳筱玲州眾議員簡報
第八十五屆德州立法會議自今年一
月十日在德州首府奧斯汀開幕，至五月二
十 九 日 例 行 立 法 會 議 正 式 結 束。州 長
Greg Abbott 召集州議員於七月十八日開
始舉行特殊會議(Special Session)，討論在
例行立法會議還未定案的德州大事。通常
州長宣召的特殊立法會議為期 30 天，也
就是說議員加班每次不得超過 30 天，如
有必要，州長可再召集另一特殊會議，直
到議員完成該做的事。州長的特殊會議計
劃項目可至下列網站查詢:
https://gov.texas.gov/news/post/governor-

abbott-announces-special-session。
德州眾議院第 112 選區代表陳筱玲
議員和李查遜市政府，將合辦第九屆「老
人須知日」
。此免費活動是提供選區內 50
歲以上長輩教育資料：如何過健康而愉快
的生活。達拉斯地區老人服務社 (Dallas
Area Agency on Aging )
輔導員將在現場解答
Medicare、Medicaid，及
其它老人福利問題。
活 動：老 人 須 知
日 Senior Awareness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
七、八月活動
1. 阿茲海默症講座：
A. 何謂「阿茲海默症」
？何謂「失智症」
？兩
者有何差別？
本場講座將幫助大家認識阿茲海默
症和失智症的症狀及其誘發原因；瞭解
正常衰老和失智之間的差異、診斷過程、
治療與照護以及如何向阿茲海默症協會
尋求相關資訊的協助。
時間：7 月 21 日上午 10:00.
地點：光華老人活動中心
B. 照顧失智者可采取的措施
安全對所有的人來說是很重要
的，而對失智症患者 及其照護者來說，當
涉及到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 時，採取特
別的防範措施則更為需要。在任何時候
採取確保安全的措施，可以避免受傷，也
可以幫助失智症患者放鬆心情及避免過

度的心理 負擔
。留意周圍環
境是否有特別
危 險 的 事 物，
隨 時作適當的調整，以滿足個人的需要。
時間：8 月 5 日下午 2:00.
地點：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400 N Greenville Ave.，#12，Richardson 75081
2. 免費大腸癌預防計劃
在飲食西化及生活型態的改變下，
大腸癌的發病年齡逐漸年輕化，目前大
腸癌分別是亞裔男性與女性第三及第二
位最常見癌症，並且高居所有癌症死亡
率的第三位，德州農工大學與「亞美健康
關懷服務」合作，對德州亞裔族群實施免
費大腸癌預防計畫。歡迎任何在台灣、中
國、香港、澳門出生的華裔及其第二代來
參加。這個研究計畫為期一年，在這一年
中分階段提供免費大腸癌檢測、免費醫
療保險申請與使用協助、免費個人大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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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預防
電話諮
詢，以及總共$75 元美金 Walmart 禮卡。
報名條件: 年齡 18-75 歲之間，沒有
罹患過癌症，過去一年內沒有做過糞便
潜 血 測 試 (FOBT) 或 糞 便 免 疫 化 學 測 試
(FIT);過去三年內沒有做過糞便去氧核醣
核酸檢查(stool DNA test);過去五年內沒
有做過軟式乙狀結腸鏡檢查(Flexible Sigmoidoscopy)、雙 重 對 比 鋇 劑 灌 腸 檢 查
(Double-contrast barium enema)、電腦斷 層
虛擬大腸鏡(CT colongraphy); 過去 10 年
內沒有做過大腸鏡檢查 (Colonoscopy)。
時間: 8 月 26 日下午 2 點-4 點
地點：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400 N Greenville Ave.，#12，Richardson 75081
報名電話：469-358-7239，979-429-3683。
有關上述活動資訊，請聯絡亞美健
康關懷服務，電話 469-358-7239 或 email
asiancancercare@yahoo.com.(亞美供稿)

因多年來的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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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為美南獎學金五名（現金 100 美元）
，相信來到
現場的學生們一定很有收穫。
報 名 網 址：https://www.eventbrite.com/e/
2017-mcdonald-education-workshop-tickets-35459462206
聯繫電話：972-907-1919
Email: chinese9071919@yahoo.com

楊愛民書法習作展公告
主 旨：對 中 華 文 化 略 盡
綿薄，為中華書法拋磚引玉。
普及書法藝術，增進友誼交
流。
時間：7/29/17（週六）至 8/11/17
（週五）共兩週。
7/28/17（週五）下午佈置
作品；8/11/17（週五）下午 1 時
前卸下展品。
地點：達拉斯李察遜華人活
動中心大廳。（DCCC: 400 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1; 972-480-0311 )
說明：

1. 開幕：7/29/17（週六）上
午 11 時。
2. 除 敝 人 拙 作 外，並 邀
請翰墨大家提供大作攜助展
出，共襄盛舉。
3. 作品字體、尺寸、裝裱
不拘，皆無保險。
4. 展品視多寡取捨並請
諒解。
5. 簡 食 招 待，歡 迎 光 臨
指教。
跋詩：老牛奮蹄自加勉，
老當益壯不偷閒；文化興衰
Mandy
匹夫志，拋磚引玉翰墨緣。

如何讓你孩子成為中文高手

2017 達福區海外華文教師研習會
教學新知等你來學

2017 年由達福地區中文學校聯誼 日至 7 月 23 日在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 學士、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幼兒教育碩
會主辦，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協 舉行，歡迎有志于中文教育推廣者報 士和博士。現今除了任教予美國波士
辦之海外中文教師研習會將於 7 月 22 名參加。
頓 Montessori Institute- New England
由 達 福 師資培訓學院，並在台灣、香港、中國
地 區 中 文 學 培訓師資和教育家長，也任聘為新加
校 聯 會 主 辦 坡教育部母語司的學前華文教學顧問
的 海 外 華 文 。十 六 年 來，一 直 擔 任 Harbor教師研習會， light-Stoneridge Montessori School 幼
此 次 由 中 文 兒部（Children's House）的主教，不間
學 校 聯 誼 會 斷地在美國從事第一線的幼兒教學工
聘 請 到 曾 在 作。近年來主導和開創幼兒和小學雙
2015 年 到 達 語教學部門(Language Immersion Pro拉 斯 主 講 的 gram)， 現 任 Harborlight-Stoneridge
李坤珊老師， Montessori School 雙語教學部主任，進
李 老 師 是 波 行英文、中文的雙語教具設計、課程研
士 頓 資 深 中 發和教室經營。研究專長包括：幼兒發
文 教 師 展、兒童文學、幼兒教學方發和課程設
（Sandra Lee） 計、幼兒語文和數學教學、幼兒雙語教
， 她 具 有 西 學、蒙特梭利教學法、和華語教材設計
班牙文文憑， 與教學法等。李坤珊老師多年來致力
是 中 國 文 學 推廣親子共讀、繪本教學、和親子教養
認真專注的老師

，並擔任繪本評委。
達福地區中文學校聯誼會，另
外也請到了達拉斯當地的華文教師
群來為大家授課，其中包括有林靜
容 老 師：Mark's School of Texas，胡
一寧老師：Jasper HS (Plano ISD)，徐
宣倫老師：Mesita Elementary School
K-3 (El Paso ISD)，張志榮校長：福
和市中文學校，前德州中文教師學
會會長，柯嘉頓老師：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應用華語文學系碩士，王曙蒨老師：
Kinwest Momtessori 和 Coppell Montessori，同時也是 FASCA 海外青年文
化志工團達福地區諮詢導師等多位資
深老師，相繼以目前最受歡迎的教育
觀念，及美國主流社會風起雲湧地教
學法與大家分享，這不但使您的中文
教室更加活潑，學習更有效率，同時也
會在數位應用之餘，和大家討論如何
設計及應用科技與教學策略，並刺激
學生進行批判性思考的閱讀及進行聽

學習做手勞

力能力的測試等等，相信這種將遊戲
應用於中文教室中，將對學生有更多
的助益，歡迎大家請踴躍參加。
2017 達福區區海外華文教師研習
會，提供老師在職訓練機機會，凡有興
趣 參 加 研 習 會 的 個 人 或 團 體，可 至
https://goo.gl/hCzjmq 報名，或電中文
學校聯誼會會長孟敏寬校長聯繫，來
電請至 469-789-6858，或 emai 至 dfwcsa@gmail.com，讓我們共同替文化
傳承盡心，替我們下一代認同中華文
化盡力。(中文學校聯誼會供稿)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七月份活動--輕輕鬆鬆學畫畫圓滿結束
七月份活動

在七月十六日那個炎熱的午後，世界華人 ）的十數位姊妹們在炙熱的艶陽中先後到達當 壁畫裝飾及熱愛繪畫小寵物，閒暇
婦女工商企管協會- 北德州分會（GFCBW-NT 天活動的地點：位於 75 Fwy 東/15 街上的「The 教課為副。當天莊老師為大家選的
Pipe & Pallet Team」 主題為--仙人掌群落，應景（夏季）
，甫進該店頓覺光線 而討喜。一堂兩小時的美術課：老師
幽淡、陰涼舒適，前 由淺入深的一個個步驟的教我們如
店擺賣各式各樣的 何先畫輪廊、再上淡色而至深色、最
禮品小件，後半間店 後點綴些小草、野花等等。一邊怕大
則為一美術畫藝教 家畫得太緊張而幽默笑語不斷，還
課室。「世華婦女工 隨時提醒我們停筆去吃些點心或飲
商協會」七月份的活 品、以免自我要求高而不停修改加
動即在此舉辦：「開 添層次，水彩畫的難度是不可重複上色而至傷
開心心學畫畫」
，由 紙起毛。
該畫室的特約美術
本會的理事姊妹 Rose Yang 還為大家準備
老 師、來 自 臺 灣 的 了多盤點心：三種口味的薄肉片起司捲、自製香
Mr. Jojo Chung（莊 甜鬆軟燕麥小餅乾及其他幾种鹹、甜小餅乾，另
智鈞）教我們這堂水 加 橙 汁 雞 尾 酒.... 等。Rose( 楊 馥 薇）是 本 會 的
彩畫課。Jojo 台灣師 party 達人，極會安排宴會的餐飲事項、自身又
大 畢 業 並 在 Cran- 精於中、西式的烹飪，點心的展現就如豪華洒店
brook academy of art 餐飲的擺設。她為人低調、善良，常參加華、美社
完成深造, 他常為旅 區的慈善活動，做其稱職的義工。何其幸我們有
舘酒店業設計大堂 這位好姊妹做後盾！

最後套用熱情參與此次活動姊妹們的感想
：點心好，學生美、老師帥！留住夏季的翠綠，一
個難忘的午後、有你我共同美好的回憶！
世華華人婦女工商企管恊會北德州分會自
2011 年復會以來，每月都會舉辦會員活動，不論
是專業性講座，身心靈的健康講座，公司參訪或
是娛樂性活動等，均為本地區職業及工商婦女
提供了有益於身心健康的提昇，並為會員們在
職場打拼之餘創造了溫馨的女性互動。有興趣
加 入 本 會 會 員 的 女 性，請 連 絡 本 會。電 話：
972-530-6106 ; Email:gfcbwnt@gmail.com(婦女
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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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與東南三賢
呂克明

張栻

朱熹

呂祖謙

朱熹與張栻、呂祖謙並稱【東南三賢】。朱熹是程顥、程頤（二程）三
傳弟子李侗的學生，與二程合稱 「程朱學派」 。他的理學思想對元、明、清
三朝影響很大，成為三朝的官方哲學，是中國教育史上繼孔子後的又一人。

【朱張會講】【寒泉之會】【鵝湖論學】

趙 樸 初 (1907
1907-2000
2000)) 作
宋朱熹【
宋朱熹
【春日
春日】
】詩

朱熹【
朱熹
【觀書有感
觀書有感】
】詩意圖

朱 熹 （1130-1200） 是 婺 源 朱 氏 始 祖 「茶 院 府 君 」 朱 瓌 的 九 世 孫 。 祖 朱 森
（1075-1125），祖母祝氏，生四子（松、柏、檉、槔），他曾對長子朱松說： 「吾
家業儒，積德五世矣，後必有顯者，當勉勵謹飭，無墜先業。」父朱松
（1097-1143）母贛縣祝確女五娘，有三子一女。宣和五年（1123）， 舉家遷入福建
建州政和縣治（今福建建甌縣）落籍，開建陽朱氏一族，被尊為入閩朱姓始祖。紹興
四年（1134）朱松丁憂歸龍溪，守喪時 「盡室飢寒」，朱熹長、二兄相繼夭亡。朱松
把希望放在三子朱熹身上，親自教學。朱熹五歲入小學，誦《孝經》。紹興十三年
（1143）朱松逝世，遺命朱熹師事二劉（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一胡（籍溪胡
憲）三師。紹興十八年（1148）春，劉勉之將女兒劉清四許配給朱熹，生三子（塾、
埜、在）。值得一提的是，清錢大昕（1728-1804）認為： 「今人好以五行偏傍命
名，遞及子孫，取相生之義，蓋源於宋時。」（《十駕齋養新錄》）朱熹，熹偏傍
火，火生土，三子偏傍均屬土。朱熹長子朱塾，娶潘景憲長女，生二子（鎮、鑒），
土生金；次子朱埜，娶五夫裡劉復之女，生四子（鉅、銓、鐸、銍）；三子朱在
（1169-1239），先娶呂祖謙妹，繼娶浙江黃岩趙氏，再娶古杭方氏，生四子（鉉、
欽、鑄、鉛）女五人（巽、兌、巳、癸、未）；朱在長子朱鉉（1186-？），娶張氏
為夫人，繼配陳氏，四子（涇、源、湸、濂），金生水。朱鉉三子朱湸
（1202-1298）娶程氏為夫人，二子（柟、桂），水生木。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舉，
中王佐（輔佐王者，賢臣也）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賜同進士出身。十八歲舉建州
鄉貢，十九歲登王佐榜進士，紹興十九年十月以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紹興二十年
（1149）春，回鄉省墓，並贖回質田百畝，充作茶院朱氏的祭田。二十二歲授左迪功
郎，初任泉州同安縣主簿，為官四十八年中，先後任地方官九年，到朝廷任侍講官四
十天，官至直寶文閣待制，封婺源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兼秘閣修撰等職。朱熹與張
栻（1133-1180） 和呂祖謙（1137-1181）並稱【東南三賢】。因為當時朱熹在閩、
張 栻 在 湖 南 、 呂 祖 謙 在 浙 東 講 學 ， 故 稱 「東 南 」 。 乾 道 三 年 （1167） 丞 相 張 浚
（1097-1164）之子張栻，師從胡宏，學有專長，自成一派，號稱 「湖湘學派」。朱
熹和張栻進行了一次中國學術史、教育史上最著名的會講【朱張會講】，開創 「會
講」之先河。兩人的討論從太極之理上展開並最終趨於一致。朱、張會講於岳麓書
院，從各地趕來聽者達數千人。在岳麓書院講堂，朱熹手書 「忠孝廉節」四個大字，
後被書院奉為校訓。在經過兩個月的岳麓講學後，朱熹在張栻的陪同下遊南嶽衡山。
在一路的遊覽中，眼前的風景，不時牽動他們的詩興，他們一邊遊覽一邊唱酬。幾天
裡，他們共得詩一百四十九篇，合編為《南嶽唱酬集》。下了衡山，從岳宮到櫧州一
百八十裡，朱熹和張栻就還有爭議的問題進行了臨別前的討論。兩人朝夕在船中，討
論《中庸》之義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朱熹與張栻分手後，攜弟子範念德、林擇之東
歸，一路輪流更換唱和。朱熹與呂祖謙也有學術上的互動；淳熙二年（1175）正月，
呂祖謙從浙江東陽來訪朱熹，在 「寒泉精舍」相聚一個半月，編次《近思錄》成，史
稱【寒泉之會】。五月，送呂祖謙至信州鵝湖寺（今鵝湖書院），陸九齡、陸九淵及
劉清之皆來會，史稱【鵝湖之會】。鵝湖山位於江西省北部上饒市鉛山縣。鵝湖山上
建有鵝湖寺，【鵝湖論學】即在此舉行。南宋淳熙二年（1175 年），呂祖謙為了調和
朱熹 「理學」和陸九淵 「心學」之間的哲學理論分歧，使兩人的觀點 「會歸於一」，
於是出面邀請陸九齡、陸九淵兄弟前來與朱熹見面。

【觀書有感】【春日】【勸學詩 / 偶成】

朱熹寫過一些好詩；善於寓理於詩中，以【觀書有感】與【春日】較為著名。用
以形容 「勤學之甚」的【觀書有感】二首：其一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
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以 「半畝方塘」比喻 「寸心」； 「一鑑」則是將寸心轉喻為明鏡；而 「開」則喻疑難
的豁然明白。【語譯】這半畝大的方形水塘，好像一面開展的明鏡，天光和雲彩的影
子都倒映在水中，在水波中浮動蕩漾著。想問方塘，為何能夠這清澈呢？原來是因為
有源源的活水，不斷的流注進來呀！其二 「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
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語
譯】昨天夜裡江邊春水大漲，那艘巨大的
船艦隨水波漲高，就像一根羽毛那麼輕。
從前浪費許多力氣也不能移動它，而今卻
能在水中自在地移動。另一首哲理詩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
朱熹詩【
朱熹詩
【勸學詩 / 偶成
偶成】，
】，收錄在姜
收錄在姜 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
葆夫、
葆夫
、韋良成選註的
韋良成選註的《
《常用古詩
常用古詩》。
》。 千紅總是春。」泗水，近山東曲阜，
在宋室南渡時已
為金人所佔領。
其實泗水實暗指
孔門，因春秋時
期孔子曾於洙、
泗之間弦歌講
學，教授弟子，
逝後亦葬於此。
因此，泗水也代
指孔子儒學。而
泗水尋芳就是到
孔子那裡去尋找
小篆朱熹【
小篆朱熹
【觀書有感
觀書有感】
】其一
張雪明為楊躍寫朱熹【
張雪明為楊躍寫朱熹
【觀書有感
觀書有感】
】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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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這也就是此詩真正的主題所在。 「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是此
詩名句。 「萬紫千紅」則喻孔學之豐富多彩。詩人將孔門聖人之道喻為催發生機、點
染萬物的和煦東風。詩人以河邊尋春為喻，說明探求孔門儒教之道的心路歷程。詩人
一眼望去煥然一新，乃因天地間和煦的東風，催得百花齊放，人們才有萬紫千紅的春
景可賞。【語譯】風和日麗遊春在泗水之濱，無邊無際的風光煥然一新。誰都可以看
出春天的面貌，春風吹得百花開放、萬紫千紅，到處都是春天的景緻。在日本盛傳的
一首【勸學詩 / 偶成】，收錄在姜葆夫、韋良成選註的《常用古詩》朱熹的 38 首詩之
一： 「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
【語譯】青春的日子十分容易逝去，學問卻很難獲得成功，所以每一寸光陰都要珍
惜，不能輕易放過。沒等池塘生春草的美夢醒來，臺階前的梧桐樹葉就已經在秋風裏
沙沙作響了。 「池塘春草夢」出於一個典故，源於《南史•謝方明傳》，謝方明之子
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曰： 「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話。」嘗於
永嘉西堂四詩，競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 「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曰：
「此語神功，非吾語也。」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是謝靈運《登池上樓》中的
詩句，後被讚譽為寫春意的千古名句，此處活用其典，意謂美好的青春年華將很快消
逝，如同一場春夢。【東南三賢】的張栻也有一首【立春偶成】： 「律回歲晚冰霜
少，春到人間草木知。便覺眼前生意滿，東風吹水綠參差。」【語譯】立春了，天氣
漸漸轉暖，冰凍霜雪雖然還有，但已很少了。春天的到來，連草木也都知道。眼前的
一派綠色，充滿了春天的生機。一陣東風吹來，春水碧波盪漾。

朱呂同遊金華水簾亭

呂祖謙自幼隨父在福建任所，師從林之奇，至臨安，師從汪應辰和胡憲。呂祖謙
以祖致仕恩，補為將仕郎，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1157），改為迪功郎，南宋孝宗
隆興元年（1163）四月，中博學鴻詞科，特授左從政郎。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
十一月，其母逝，歸葬婺州。南宋孝宗乾道六年
（1170），任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院檢討官。乾道八年（1172）二月，其父去世，
久居明招山守墓服喪。淳熙三年（1176），因李
燾推薦，升任秘書省秘書郎。呂祖謙與朱熹一同
講學於浙江浦江的月泉書院，論學主 「明理居
敬」，認為 「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
浸明，則其所居者亦有地」。祖謙反對空談陰陽
性命之說，開創 「呂學」（ 「婺學」），為金華
學派的代表，開 「浙東學派」先河。鞏豐築亭於
浙江金華武義金柱山，意在邀約學師文友前去觀
瀑聽泉、談文作詩。首先邀請恩師呂祖謙。淳熙
二年（1175）七月，呂祖謙自明招山來到金柱
山，看到【山水清峻，晦明百變】就住下來。他
感到此處林幽泉美，加上居所窗明幾淨，就捧讀
《通鑒》， 「兀坐不復出戶」，流連忘返。他致
信潘叔度說： 「某度更須在金柱山一二旬，蓋耳
清目淨，林泉幽邃，士人亦少。不過劉畏之輩
在，二三裡外，共三四人也。」不久，鞏豐又請
來巨儒朱熹、狀元陳亮，一同遊賞美景後，和韻
作詞，成就著名的【江南序.遊水簾亭】與【歸途
詠 】 。 朱 熹 等 四 人 ， 各 賦 詞 【 江 南 序. 遊 水 簾
亭】。朱熹： 「山徑崎嶇路，危巢步可攀。風颯
颯，水潺潺，流泉穿石水回環。烏棲岩下樹，龍
臥 石 中 潭 。 我 來 不 覺 精 神 爽 ， 深 入 簾 櫳 四 月 浙江金華武義金柱山瀑布附
寒。」呂祖謙： 「岩前清漱玉，銀線掛珠簾。山 近，呂祖謙弟子鞏豐所築
呂祖謙弟子鞏豐所築【
【水
隱隱，水漣漣，石峽浮雲帶斷煙。登臨旋烏道，
簾亭】
簾亭
】石碑
石碑（
（民國十年重修
民國十年重修）
）
身向白雲邊。重來曲水三杯酒， 坐臥
苔 礬 一 醉 眠 。 」 陳 亮 ： 「有 液 垂 銀
濺，珠簾不用鉤。山寂寂，水悠悠，
石室生寒五月秋。微行苔印履，流水
不浮舟。夕陽林外歸路急，未知何日
再重遊？」鞏豐： 「石聳泉飛急，源
深流自長。聲滴滴，影蒼蒼，一泓清
影瀉滄浪。澗草侵人碧，山花繞路
香。水簾佳景皆詩句，酒興無如逸興
狂。 」【歸途詠】朱熹： 「樵子村，
近黃昏，回首簾亭香，又見疏松漏月
痕，深沉！」；呂祖謙： 「白雲收，
水共流，飛簾猶未卷，回首萬山相對
愁，何尤！」；陳亮： 「日暮天，樹
宿煙，岩前敲石鼓，潛龍猶在井中
眠，多年！」；鞏豐： 「人影稀，詠
而歸， 夕陽簾色白，接天
遠 岫 繫 殘 暉 ， 幾 希 ！ 」 張 栻 （1133
1133-1180
1180）
） 詩【立春偶成】：
（全文完）
「律回歲晚冰霜少
律回歲晚冰霜少，
，春到人間草木知
春到人間草木知。
。便

覺眼前生意滿，
覺眼前生意滿
，東風吹水綠參差
東風吹水綠參差。
。」

朱熹【觀書有感
朱熹【
觀書有感】
】其二
其二:: 「昨夜江邊春水生
昨夜江邊春水生，
，艨艟巨艦一毛輕
艨艟巨艦一毛輕。
。
向來枉費推移力，
向來枉費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此日中流自在行。
。」

紀念七七抗戰八十年 CCACC 音樂會盛況空前
【華府新聞日報訊】80 年前盧溝橋一聲槍響，
乃日本侵華之始，抗戰烈火亦同時全面點燃。烽火
連年，中華民族最終驅逐倭寇，得以在浴火中重
生。以鮮血染就的這般歷史只有牢牢銘記，才能明
了生命之珍貴、和平之不易。CCACC 於 2017 年 7
月 9 日舉辦假其美京藝廊舉辦的《七七抗戰 80 週年
紀念音樂會》，正是以意義深遠的“銘記歷史，珍
愛和平”八個字為其副標題。整個會議自始至終緊
扣抗戰主題，上百人的會場座無虛席，無論自兩岸
三地何處而來，人人意氣風發情緒激昂，抗戰的硝
煙經人們雄壯的歌聲吹進記憶，和平與幸福伴著悠
揚的琴聲如鮮花在心底裡綻放。
會議由副會長張麗芳主持，總協調是張明文先
生。許多高中生義工穿插忙碌在會場中。會議規模
雖大，整個組織卻始終得以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會議首先由李志翔會長致辭。在簡單介紹此次
音樂會的背景之後，他帶領大家感謝與紀念那些願
為中華民族的存亡不惜貢獻自己的生命去換取抗戰
勝利和人民和平的英雄，他也對此次盛會的發起
者、組織者和參與者表示了感激，他尤其對每一位
與會者表示了感謝，指出此次紀念大會有華府各界
上百人前來，是該場地容納人最多的一次，對此他
感慨地說：“今天我們在這裡，雖然大家背景不
同，仍為此次盛會團結一心，來追念我們先輩勇敢
的情操，你們的表現正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希望。希
望大家為自己鼓掌！”全場立即響起雷鳴般的掌

聲，將會議推向了第一個高潮。
會議還特邀在各類媒體從事新聞工作長達 35
年、獲得過多次大獎的時事評論暨專欄作家劉屏先
生，進行了僅僅十分鐘的以《是華人，就應記得》
為題的短講。時間雖短、講話也從容不迫，卻已從
各個歷史時期各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角度出示了近
30 張歷史性照片，內容涵蓋了諸多客觀史實、史料
對比、人物軼事、結論與評論等等。他首先列出今
日即 7 月 9 日幾件歷史性重大事件，牢牢吸引住了
聽眾的注意力；接著，在回顧和緬懷以及大量歷史
事實的基礎上，他一再強調了一個觀點：歷史不是
個容易解釋的事情。他認為歷史一矣久遠，人們便
會忽略史料或因政治目的、個人意願而企圖篡改歷
史，所以要客觀看待抗戰的問題；他由此對今日大
家無論從兩岸三地何處而來，都能走到一起濟濟一
堂來共同舉辦的這次紀念活動，而大感欣
慰。他最後以一位母親幾十年如一日遙盼參
戰之子歸來的一個真實故事，作為演講的結
束語，而那位永遠等待中的母親，正是他的
奶奶。他的信息密集有理有據且生動從容的
短短的演講，引發了聽眾許多嘆息、感慨和
熱烈的掌聲。
音樂會節目演出由此正式開始。CCACC
旗下各藝術團體依次做了紀念演出。拉開序
幕的是中心合唱團，四五十人齊聲高唱的
《抗敵歌》、《杜鵑花》，雄壯而抒情，將

音樂紀念會特有的氣氛立即全面帶了出來。隨之登
台表演的是中心口琴藝術團的《只怕不抵抗》、
《二月裡來》，鼓點咚咚口琴齊鳴，加之特長低音
口琴、以及每人兩種不同口琴的替吹奏，再伴有女
聲領唱與齊唱, 或鏗鏘有力或優美動聽，將緬懷過
去的深情帶給了每一個人。接下來欣悅小合唱表演
的《黃水謠》、《大刀進行曲》，華府老來樂電子
琴隊的《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游擊隊之
歌》、《鴿子》，中心男聲合唱團男高音陳崙獨唱
的《松花江上》，中心男聲合唱團的《熱血歌》、
《飛虎隊員之歌》，以及特邀來賓、專業出身粉絲
無數的華府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梁峰的獨唱《故
鄉》，一曲接一曲、一陣掌聲接一陣掌聲，喝彩聲
不斷，將全場情緒送向一個又一個激昂的高潮。全
台演出是以中心合唱團及全體演出人員台上台下齊

聲高歌的《在太行山上》和《長城謠》為壓軸，全
場群情激動，激情達到了最高潮，在雷鳴般的掌聲
中謝幕。
以多種藝術表演形式帶給大家的這場音樂會結
束時，中心以各種精緻的風味小點招待了大家。排
隊取食的人們更多的是紛紛議論今天的盛會。許多
人提到僅兩三小時的慶祝會短小精悍、內容卻異常
豐富多彩，尤其對今天的演出贊不絕口，還有人索
性指著節目單一一回顧自己會唱的每一首歌曲、甚
至小時候幾歲已經學會；另有人湊在一起核對節
目，並為發現今天演出的大部分歌曲兩岸三地都會
唱而歡欣鼓舞、情緒激昂。
正如一些與會者所議論的，這無疑是場緬懷過
去、紀念英靈、珍重和平、憧憬未來的成功的盛
會。(陳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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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吳遊記之七-老吳遊記之七
--俄羅斯雙城記
俄羅斯雙城記
最近在好讀網站重讀狄更斯的雙城記中譯版，
溫故知新，更能體會狄老創作的心路。老吳自不量
力，也想來段吳氏雙城記，在這兒先聲明，狄老的
雙城記，寫的是十八世紀末期的倫敦和巴黎那個悲
慘世界，而吳老的雙城記是說二十一世紀欣欣向榮
的俄羅斯雙城。兩者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當然兩老
的創作功力也絕對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有點“為賦
新詩強說愁，卻道天涼好個秋“的意味。
話說 2016 年初夏，開心俱樂部有幾位中原的兄
弟要在遊波羅的海的遊輪上，舉辦他們的畢業五十
年同學會，廣邀天下英豪共攘盛舉。老吳一向不甘
寂寞，欣然應邀。遊程中，輪船要在俄羅斯聖彼得
堡停留三天，遊客除了可暢遊聖彼得堡外還能有機
會搭高鐵順道遊覧莫斯科。這兩個城市，老吳心儀
已久，能夠一石擊二鳥，算盤打得精，自然要在老
吳遊記裡，洋洋得意一番！
2016 年 6 月 14 日，清晨，輪船己停靠在聖彼得
港碼頭，船長對大家說，恭禧諸位，昨夜風平浪
靜，本船順利入港，今天又是個風和日麗的好天
氣。彼得大帝歡迎您。看官們要知道，這聖彼得堡
港的天氣，向來就是天無三日晴，風無三日靜。而
港內又沙洲遍佈，航道窄淺，遊船到此，碰到點風
雨就只能走走停停，一步一腳印，三小時的航程變
成六小時，班班遲到。而遊客們預先訂好的各項遊
程，就只能延期或取消。
老吳到此，雲淡風輕，微雨初晴，確實受到彼
得大帝的眷顧歡迎。聖彼得堡就是為紀念這位一代
英主而命名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西元 1682
年登基到 1725 年逝世，統治俄羅斯長達四十多年，
在位期間，南征北討，把俄羅斯從一個區域性的部
落，擴展成橫跨歐亞二洲的俄羅斯帝國，他同時周
遊歐洲諸國，把當時的西方文明注入傳統落伍的俄
羅斯社會，使俄國改頭換面，一躍而為十八世紀初
歐洲的強權。
我們的第一站，Peterhof Palace，是彼得大帝在
1710 到 1714 年間，以法國凡爾賽宮為藍本，規畫建
成的一糸列的花園和宮殿。Peterhof 座落於波羅的
海東北角芬蘭灣南岸的一片臺地上，當初彼得大帝
在此地打造軍港，使俄羅斯海軍能西出波羅的海。
這裡就成為他的臨時落腳地。後來他大概愛上了這
兒的風水，決定在此地建宮，類似滿清時的承德山
莊，所以又稱夏宮。今天遊客進園後看到的盡是花
團錦簇的庭園，金壁輝煌的大殿和那層層交錯的噴
泉。這種用純金打造的噴水池，有六十多座，所以
這兒又稱著噴泉之宮。正殿坐南朝北，據高臨下，
可以遙望海灣上進進出出的艦船，老吳到此一遊又
興懷古幽思，想當年，他在此目送他的艦隊出征，
舳艫千哩，旌旗蔽空，他是否也曾學曹孟德，灑酒
臨江，橫槊賦詩？或者是像周公瑾，雄姿英發，羽

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聖彼得堡在二戰期間曾被德軍與芬蘭軍包圍轟
炸了兩年半(封鎖列寧格勒)，這是人類戰爭史上死
傷最慘重的一次戰役。夏宮首當其衝，幾乎被夷為
平地，只有宮裡的大部份文物當時都有計劃地轉運
內地，才倖免予難。今天看到的夏宮，是戰後照原
貌重建的。
遊罷夏宮，午餐後，導遊帶著衆人趕往下一個
目 的 地 --Hermitage Museum. 此 博 物 館 建 於 1764
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館之一。此地原來是俄
羅斯皇室的宮庭，又稱冬宮。愛好收藏的凱撒琳大
帝(Catherine IⅠ the Great)，把宮室的一部份做為她
私人收藏之所。久而久之，就成了艾米塔及博物
館 。 凱 撒 琳 大 帝 在 位 期 間 (1762--1796)， 南 征 北
討，把帝國的疆域擴展到極限，她曾豪情萬丈地說
過 "假如我能活到二百歲，整個歐洲都會匍匐在我
腳下“。
她的將軍們，在歐洲轉戰南北，除了侵權割地
外，也不忘為他們的女皇到處掠奪收購各地的奇珍
異寶。今天在宮中收集的文物，包括繪畫，雕塑，
板畫，素描，出土文物，以及各地收集的錢幣，獎
章，達 27O 多萬件。按照地區，年代，陳列於 400
多個展廳。藏品中尤以繪畫著稱，從古老拜佔庭時
代的宗教畫到後期的印像派作品，應有盡有。其中
著名的有達芬奇的聖母像，提香大師的瑪麗亞，拉
斐爾的聖家族以及荷蘭名家倫勃朗的浪子回頭。讓
人目不暇及，眼花暸亂。
而館中最吸引人的當屬彼得大帝展廳，這裡陳
列了彼得大帝生前穿過的服裝，使用過的武器，其
中一些機器和航海器材都是他親手製作的。展廳中
央的玻璃櫃中坐著彼得大帝的臘坐像，頭髮是他本
人的真髮，栩栩如生，仿佛當年吒叱風雲的一代宗
師，又重現人間。臘像旁立有一根木杵，在高度兩
米多的地方有一道刻痕，表示他身高有兩米多。
艾米塔及博物館的網站上說，博物館的參觀路
線長達 30 餘公裡，是世界最長的展覧藝廊，按照常
人的速度走完全程需要五個多小時，若在每件展品
前停留 1 分鐘，按每天 8 小時計算，需時 11 年。
前面提過的封鎖列寧格勒，當然也給冬宮留下
了不可磨滅的傷痕，當年希持勒的口號是要把列寧
格勒從地表上摌平。市民們除了躲警報外，還要忍
受飢荒，惶惶不可終日，可是冬宮裡的文物和建築
卻在當時的蘇聯政府和市民的努力下，大多數得以
保全。根據博物館的記錄，1941 年 9 月開始，德軍
對著列寧格勒，無日無夜的狂炸，有 2 千多名志願
者，誓死捍衛冬宮，他們鎮日守候在博物館內，把
館內大部份無法搬運走的文物，全部集中深藏在館
內地窖中，窗戶都以木條封死，他們同時在館中屯
集了大量沙包和水，火警發生時，能夠及時撲救。
當時的列寧格勒，天氣嚴寒，食物短缺，飢民大量
死亡，甚至傳出有食人肉事件。可是這批人犧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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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性命，艱苦卓絕地捍衛祖國的文物，不愧是俄
國的民族英雄。
遊罷聖彼得堡，回到船上，晚餐畢，早早回房
睡覺，因為明天早上 5 點半集合，遠征莫斯科。
第二天凌晨，導遊帶著大夥趕到聖彼得堡車
站，搭 7 點鐘的高鐵往莫斯科。說到這所謂的高
鐵，除了時速和票價以外，實在沒什麼高，設備，
舒適，服務，還比不上臺灣的莒光號。
一路上，荒煙蔓草，偶而出現一兩處破舊的農
莊，草原上點綴著稀稀落落的牛羊，真有點“殘軍
留癈疊，瘦馬臥空壕" 的蕭條。由聖彼得堡往莫斯
科，車行 4 小時，這俄羅斯大陸的風景，百分之九
十如是而已，最近有人建議去參加由莫斯科到北京
的火車旅行，千萬別找老吳。
車抵莫斯科，己經 11 點了，大家都己飢腸轆
轆，可是導遊知道我們只有 6 至 7 小時遊覧時間，
絕不能虛耗在吃喝上面。上了巴士就匆匆忙忙趕往
此行的終極目的地，莫斯科紅場，久仰了。
沒來莫斯科以前，老吳以為紅場是 1917 年那場
紅色革命之後才命名的。其實早在 15 世紀末，這個
廣場就存在了。當時，沙皇伊凡三世為了抵坑韃靼
人的入侵，在克裡姆林宮城外，高屋建瓴，堅壁清
野，把克宮以東到莫斯科河之間，夷為平地，一則
可以監視來敵的行動，提前準備抵抗，二則據高臨
下，打擊敵人可以逸代勞。到了十六世紀末，這片
空曠地演變成了莫斯科最主要的市集廣場。紅在俄
語中有美麗，或重要之意，紅場之名因此而來。
大夥是由南面進入紅場，首先吸引了衆人目光
的就是那頂著五彩班爛洋蔥頭，似真似幻的東正教
堂 ， 瓦 西 理 昇 天 教 堂 (Cathedral of Vasily the
Blessed)， 這 個 教 堂 俗 稱 聖 貝 索 (St. Basil' s Cathedral) 。據說是伊凡大帝為紀念對韃靼戰役勝利，在
1555 年開始修建的。教堂是由 9 座大小教堂，巧妙
地結合起來，周圍 8 座略小的教堂團團圍著中間最
高大的教堂，構成一組巧奪天工的建築群體。9 座
教堂都是洋蔥頭形狀的圓頂塔樓，高低，色彩，圖
案都不一樣，這種奇特設計，美崙美喚的教堂到現
在還沒出現過第二座，據說是伊凡大帝為了不讓這
位設計師再到別處去複製，下令手下挖去了他的眼
珠。
由這裡向北邊望去可以看到整個紅場，正北邊
一座三層樓高的紅磚建築是歷史博物館，西邊是克
裡姆林宮的紅牆和高聳的鍾樓。東邊的二層樓建築
是莫斯科最大的國營百貨公司。廣塲南北長約 700
米，東西寬 130 米，面積 9.1 萬平方米，大約是北京
天安門廣場的五分之一。地面都鋪著特殊的條磚，
顯得古老而莊嚴。
西邊克宮城牆的正中央，就是著名的列寧墓和
紅埸閱兵臺，列寧墓是由紅色和黑色花崗石和大理
石建造的，墓的頂層平臺，就是蘇聯時期各代領導
人的閱兵臺，紅場閱兵是當年舉世矚目的大事，蘇
共頭目，一字排開，根據他們站的位置，可以推測

吳荻華
紅朝人物的興亡更矢。
最具意義的一次閱兵是 1941 年 11 月 7 日，十月
革命 24 週年閱兵式，當時德軍已經到達莫斯科近
郊，斯大林決定閱兵式照常舉行，他在閱兵完畢後
發表了歷史上著名的演說，受閱部隊在演說後隨卽
開赴前線為國捐軀。
列寧墓開放民衆噡仰，可惜我們到達的時間不
對，只有望墓興嘆。
午餐後，下午的重點就是克裡姆林宮了。
克宮初建於 12 世紀，到 15 世紀莫斯科大公伊
凡三世時，己頗具規模。成為沙皇的宮堡。南臨莫
斯科河，東南與紅場相接，步入宮門，便是紅石輔
成的中央教堂廣塲，廣塲邊矗立著三座金頂大教
堂，其中最能吸引目光的就是大克裡姆林宮。這座
純俄羅斯式建築是十五世紀建成的，閣殿亭臺，深
宮上宛，是以前沙皇加冕或皇家舉行婚葬儀式之
地。再旁邊是巍峨的聖母昇天大教堂，五個巨型的
金色圓頂，在陽光反射下，金光閃閃，好像看到了
天國。
另外一座特高的是伊凡大帝鐘樓，白色建築配
上金頂，也很壯現，鐘樓建於十五世紀初，據說裡
面藏有 50 多口銅鐘，鐘樓外也陳列了一口大慨是世
界最大的鐘，高 6.14 米，直徑 6.6 米，重達 200 多公
頓，表面上刻有浮雕，人物和題詞，導遊說這口巨
鐘從未被敲響過，因為在完工後第一次試音，就敲
破了。和這口巨鐘相伴的還有一尊 5 米長，40 公噸
重的巨砲，這尊古式巨砲口徑 0.89 米，可以同時爬
進二，三人，全身由銅鑄造，由 1540 年開始到 1586
年完工，歷經了 8 位沙皇，當然也從未開過火。
此外，宮內還有大片公園，林木扶疏，花草紛
繁，宮城站地 27 萬平米，呈三角形，外圍砌以朱紅
色的雉堞宮牆，宮牆上 15 座高低錯落，形狀各異的
塔樓，連綿起伏，和李後主筆下的"鳳閤龍樓連霄
漢，玉樹瓊枝作掩羅"，互相呼應。俄羅斯有句諺語
這樣形容偉大的克裡姆林宮:“莫斯科大地上，唯見
克裡姆林宮的高聳，克裡姆林宮上，唯見遙遙蒼穹
"。它是政治中心，也是宗教文化中心，是帝國時代
沙皇的皇宮，也是十月革命後，蘇聯最高權力中
心，今天又是俄羅斯的總統府。可以說由 13 世紀以
還，克裡姆林宮見証了俄羅斯從一個地區大公國發
展成今天橫跨歐亞大陸的大國的全部歷史。從伊凡
三世，彼得一世，凱撒琳女皇看到列寧，斯達林，
葛巴契夫再看到今天的普丁，正是"滾滾長江東逝
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成空，青山依舊
在，幾度歹陽紅”。
老吳雙城記就此草草結束，這匆匆的驚虹一
瞥，想要看飽幾百年的興亡，實在是緣木求魚。留
下了諸多遺憾，只有期待下次重遊了。
（2016 年夏於華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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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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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Deal An 'Exciting Opportunity' For U.S. Agriculture

U.S. Beef Hits Chinese
Market After 14-Year Dela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During his Senate hearing to be confirmed as ambassador to China, then-Gov. Terry Branstad said he would
prefer to serve Iowa beef — not cuts from Australia —
at the U.S. Embassy there.
He won’t get that wish yet, but the prime rib he slices
into Friday when joined in Beijing by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ecretary Sonny Perdue and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ceremonially mark the return
of U.S. beef to China after a 14-year ban will be from
closer to home — Nebraska.
The meat shipped last week by a South Omaha meatpacker was reported to be the first shipment of U.S.
beef to China since 2003 after officials sealed a longsought trade deal this month.
“This is a big deal. It’s definitely very positive news,”
said Lee Schulz, an Iowa State University Extension
livestock economist.
But Schulz cautioned overcoming the political hurdles
that had prevented U.S. beef exports to China over
fears associated with mad cow disease are only the
first step. It will be some time before American beef
becomes “it’s what’s for dinner” for nearly 1.4 billion
Chinese.
He described the Chinese market for U.S. beef as “in
its infancy” in terms of its impact on Iowa and U.S.
producers and processors.
The market today is “very different” from 2003, according to Chris Frel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Iowa Beef Industry Council. Still, what she saw while
visiting China earlier this year makes her believe U.S.
beef producers have “an exciting opportunity” to move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there … and a rising middle

Greater Omaha Packing President Henry
Davis, left, and Nebraska Gov. Pete Ricketts
load a shipping container of beef June 14
destined for export to China at Greater Omaha Packing. (Chris Machian/The World-Herald)

class who can add beef to their diet,” she said.

“Cattle Drive”

To China

China is projected to become the largest beef market in
the world and a major destination for U.S. beef products, according to 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
economist Katelyn McCullock. Adding to the market
potential is China’s changing taste, McCullock said.
In 2003, much of the market there was offal — tongues,
kidneys and livers, for example. Today, there has been
demand for higher-value “muscle cuts” or steak.
Before China closed the door on U.S. beef, it imported
$70 million worth of beef annual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upplying 80 percent of that. Today, China imports about $2.6 billion worth of beef every year. Last
year, Chinese beef imports totaled 601,000 tons and
demand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ninefold in four years.
“So if we can even have a portion of that coming back
for Iowa producers, that’s a celebration for producer
profitability,” Freland said.
Even if Iowa beef is not going to China, the reopening
of the market there still is good news for the nearly
20,000 Iowa farms with beef cattle, Schulz said.
“The fact that we’re exporting is important for the
demand situation,” he said. “Beef goes to the highest
value market, and if Kansas beef goes to China, then
someone has to fill the need.”
Iowa’s cattle industry contributed $6.9 billion in busi-

ness activity to the state economy in 2015, according
to the Beef Council. With retail beef prices in decline
recently, any increase in demand would be welcome,
Freland said.
“Supply and demand is the way our industry works,”
she said.
China has other suppliers, though. Australia and Uruguay filled the void created when China banned U.S.
beef. And Schulz said the competition won’t willingly
cede the market to American farmers and ranchers.
“Anytime you regain market access, it takes time to
build trade and have a noticeable impact,” Schulz said.
On the upside, he said, U.S. beef is “a very credible
brand worldwide and is very desirable on the world
market.”
Schulz predicted re-entry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is
unlikely to have much short-term impact on retail beef
prices here. (Courtesy www.thegazette.com)

Forum. “I want to serve it in the embassy, and I want
to serve it in the ambassador’s residence, and I want
the Chinese, with a growing population and interest
in more protein,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et that.”
Another priority is gaining quicker approval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traits for corn and other U.S. agricultural exports headed to China,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he added.
Branstad said his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leaders would be crucial in convincing them to relax the current process, noting that trust and friendship
were important to business in the culture.
He has visited China at least six times,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traveled to Iowa twice, including once while Branstad was governor.
Trade is important to U.S. farmers, whose incomes
have declined for three years in a row due to slumping
prices. The USDA recently said farm incomes would
keep falling in 2017.Branstad said he was optimistic
that new trade deals negotiated by Trump would improve market access that benefits rural America.

Related
ARLINGTON, Va. — Iowa Governor Terry Branstad, whom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tipped to
become ambassador to China, said last week that he
would work to open that market to U.S. beef exports
when he begins his term.
“Mad cow disease is long since gone in this country,
and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 Chinese should continue to restrict American beef,” Branstad said at the U.S.
Agriculture Department’s annual Agricultural Outlook

Newly appointed U.S. Ambassador to China
Gov. Terry Branstad delivers the condition
of the state address in the House chamber
at the Iowa Capitol in Des Moines on Jan. 10,
2017. (Stephen Mally/The Gazette)
U.S. House Agriculture Committee Chairman Mike
Conaway, who also spoke at the Forum, said the
now-abandoned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provided a
good baseline for new bilateral agreements. Trump remove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years-in-negotiation
TPP, which was heavily supported by the agricultural
community, before it could be approved.
Conaway, a Texas Republican, added that he hoped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ould take up the Farm Bill,
which his committee is working on, late in the fourth
quarter or in early 2018. The current Farm Bill, which
covers everything from farm support programs to food
stamps, expires at the end of 2018. (Courtesy Reuters)

China Says India Should Withdraw Troops That Illegally Crossed The Border

China Holds Live Fire Drills In
Disputed Territory - Urges India
To Withdraw And End Standoff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Officials from both sides are
engaged in talks of dealing
with a potential clash, that
could be even bloodier than
their 1962 war that left thousands dead.
Kang’s comments came
after Chinese state broadcaster CCTV reported late
last week that an army brigade equipped with rocket
launchers, heavy machine
guns and mortars recently practiced a simulated
live-firing assault on an enemy position in Tibet.
The report stated that drills
also involved tracking and

Beijing and New Delhi have engaged in saber-rattling for over one month.
NEW DELHI, India - For more than a month now,
officials in China and India have been engaged in saber-rattling over claims of a disputed territory in the
Himalayan mountains.
Earlier this week, Chinese forces recently held live
firing drills in the region leading to angers flaring in
New Delhi, followed by which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u Kang threatened that Indian
forces had to leave the area to avoid an “escalation of
the situation.”
Kang said in a news briefing, “We have stated many
times that we hope the Indian side will get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and) immediately take
measures to withdraw the troops that illegally crossed
the border back to the Indian side of the border.”
Since the start of the border dispute with India, China
has moved tens of thousands of tonnes of military vehicles and equipment into Tibet.
The PLA Daily, the official mouthpiece of China’s military has said that the vast haul was transported to a region south of the Kunlun Mountains in northern Tibet
by the Western Theatre Command – which oversees
the restive regions of Xinjiang and Tibet, and handles
border issues with India.

targeting enemy aircraft.
According to reports, the current standoff is in the
southernmost part of Tibet in an area also claimed by
Indian ally Bhutan, although the report did not say exactly when or where the drills took place.

China has insisted that Indian troops withdraw before
talks can take place to settle the most protracted standoff in recent years between nuclear-armed neighbors
who share a 3,500-kilometer (2,174-mile) border,
much of which remains contested.
Earlier in June, the most recent dispute flared after
Chinese teams began building a road onto the disputed
Doklam Plateau.
China and Bhutan have been negotiating the border for
decades without serious incident, however, the tiny Himalayan kingdom turned this time to help from India,

which sent troops across the border from the northeastern state of Sikkim.
China meanwhile retaliated by closing a nearby mountain pass that Indian pilgrims use to reach Mount
Kailash, a sacred Hindu and Buddhist site in Tibet.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reportedly presented reporters with historical documents that it says prove China’s
claims to the plateau.

While the Doklam Plateau is not part of Indian territory, New Delhi has been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Chinese building activity in a region with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ccording to experts, China’s latest live firing drill
and movement of the military equipment could be “designed to bring India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Ni Lexiong, a Shanghai-based military commentator,
suggested, “Diplomatic talks must be backed by military preparation.”
Meanwhile, another observer was quoted in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s saying that the show of strength
was likely a warning to India.
Beijing-based military commentator Zhou Chenming
said, “The PLA wanted to demonstrate it could easily
overpower its Indian counterparts.”
Further, Wang Dehua, an expert on South Asia studies at the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d the scale of the troop and equipment movement
showed how much easier it now was for China to defend its western borders.
He said, “Military operations are all about logistics.
Now there is much better logistics support to the Tibet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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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lier, India’s defence minister Arun Jaitley retorted
that “this is not India in 1962.”
Hitting out at China last month, after it asserted that
India shoul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1962 War,
Jaitley claimed that India of 2017 is different from India of 1962.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Bhutan government had made
it clear that China was trying to claim Bhutanese land
and said this was “absolutely wrong.”
Jaitley said, “...It is Bhutan’s land, close to the Indian
border, and Bhutan and India have an arrangement to
provide security... To say we will come there and grab
the land of some other country is what China is doing
and it is absolutely wrong.”
However, Dehua pointed out, “China is also different
from [how it was in] 1962.”

Despite China’s military superiority in the Sino-Indian
border war of 1962, logistics difficulties contributed
to it pulling back and declaring a unilateral ceasefire.
Now, however, Doha said the military can “easily
transport troops and supplies to the frontline, thanks to
the much-improved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and other new roads connecting the
plateau to the rest part of China.”
Meanwhile, analysts are warning that the China-India
border dispute could hurt summit of five emerging
economies.
With China set to host the ninth BRICS summit in Xiamen city in September, analysts warn that the standoff
between both the countries could overshadow the aims
of the BRICS summit to boost economic growth and
promote the status of emerging powers on the world
stage.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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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管理局訪團訪問美國德州，
管理局訪團訪問美國德州
，
促進台美科技合作與交流
（本報訊）中華民國(台灣)科技
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以下簡稱 「南科
」)管理局鄭秀絨主任秘書、企劃組林
秀貞組長與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
展中心醫療器材及光電設備處尤崇智
主任工程師及吳嘉恩專員一行 4 人於
本(106)年 6 月 16 日至 6 月 24 日赴德州
休士頓與奧斯丁參訪交流，進行為期
7 天的潛在投資廠商暨創新創業國際
交流參訪之旅。
期間共拜訪八個單位，在駐休士
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游慧光
組長陪同下，首站抵達德州休士頓參
加美南國建協進會(ACAP)於 6 月 17 日
舉辦的第 39 屆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
並會晤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黃敏境處長、ACAP 顧寶鼎會長、歷
任會長、各領域專家學者及德州台灣
生物科技協會(TTBA)青年代表，與出
席該研討會之各界賓客親切互動與交

流，增進與會先進賓客對於南科在促
進南台灣邁向高科技產業發展所扮演
角色之瞭解。
訪團一行接續於 6 月 18 日至 21 日
由游慧光組長駕車陪同前往下一站訪
問 奧 斯 丁 德 州 大 學 工 程 學 院 ReNeu
Robotics Lab、Longhorn Maker Studios
、IC2 Institute、以及新創企業培育機
構 Capital Factory 與 TechShop， 並 會
晤北美洲台灣工程師協會奧斯丁分會
黃立達會長與代表。6 月 22 日在駐休
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徐炳
勳組長陪同下，訪團一行於休士頓參
訪臨床影像試驗醫療領導廠商 Medical Metrics Inc、美國規模最大的醫療
器材製造商嬌生（Johnson & Johnson
）旗下的醫療新創育成單位
JLABS@TMC。
此趟行程除了考察奧斯丁創業生
態及 AI 人工智慧技術相關創客空間

(maker space)的經營策略，以作
為台灣科學園區 AI 相關計畫推
動參考之外，並了解休士頓的生
醫公司投資環境及意向，促進台
美科技合作與交流，主要議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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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專案討論合作模式、邀請新創
企 業 培 育 機 構 Capital Factory 優
試驗規劃分析的需求缺口。
長提及 AI 對台灣是非常有利的機會，
秀人才至台灣創客論壇意見交流、與
德州休士頓及首府奧斯丁為生醫 需透過整合學術界、研究人員、科技
TechShop 經營管理者進一步合作交流
及創業重鎮，奧斯丁並具有 「矽丘」 界以及國際資源，藉由此次出訪期盼
等，並試圖將海外高端臨床試驗影像
的名號，為全美新創公司數量最多的 建立國際鏈結，並期許 「要做就要做
分析服務引進南部生技醫療器材產業
城市，其創業風氣盛行，並歡迎海外 到世界第一」的目標。
聚落，藉此滿足國內醫材廠商在臨床
人才拜訪築夢交流。科技部陳良基部

全旅假期獨家推出
帶您探訪三生三世四海八荒的美景勝地
（本報訊）★走訪神秘女兒國瀘沽湖，走進摩梭人納西族的母系社
會。
★攝影家專業推薦路線，所到一地均
為絕美景色！
★《爸爸去哪兒》《三世三世十里桃
花》拍攝地--普者黑：普者黑喀斯特
地貌、萬畝荷花，具備了秀、奇、古
、純、幽的特點，是休閒遊和攝影愛
好者的天堂。
★河哈尼梯田--元陽梯田：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幾萬畝的梯
田，在茫茫森林的掩映中，在漫漫雲
海的覆蓋下，構成了神奇壯麗的景觀
。
★歷史文化名城--建水古城：建水古
城歷經 12 個世紀的建設，至今保存
有 50 多座古建築，被譽為“古建築博
物館”和“民居博物館”。規模宏大

的清代民居建築，有“西南邊陲大觀
園”之稱的朱家花園。
★最美攝影季節、彩虹與東川紅土地
混為一地，勾勒出自然與人文結合
的彩色畫卷。
★全程不進購物站，確保客人參觀遊
覽品質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耗資過億
，無論是演員造型，還是動畫特技，
都聘請了頂級團隊操刀。該劇特地選
擇在普者黑景區取景拍攝。普者黑獨
特的喀斯特岩溶地貌配上高山流水與
白雲，美輪美奐，自成一番仙境。
【全旅假期】2017 美東旅遊調整
接待細節，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務！
為了您享有更好的旅遊體驗，【全旅
假期】聯合美東&紐約地區最專業的
地接社之一的【螞蟻旅遊】對 2017 年
美東及紐約地區的旅行接待計劃做出

了全面調整以便各位遊客享
有更好的旅行體驗!
八大改變，包您滿意
1， （美東經典和深度系列
團天天出發）4/1/2017 開始
，每天接機的美東 6/7/8 天
團天天出發，而且離團全部
都可以 BOS 波士頓離團和
紐約三大機場離團。 （解決了客人經
常因為訂哪天航班和訂錯機場離團的
煩惱。尤其是以前四、日接機的沒有
波 士 頓 離 團 ， 經 常 訂 錯 航 班 。 4/1/
2017 開始天天出發，而且天天都可以
波士頓和紐約送機，減少出錯率，無
論哪天都可以來，無論哪天哪個機場
都可以走，真正的做到了說走就走）
。
2， （接機當天獨家人性化服務）第
一天一接到客人，客人就可以選擇馬
上回酒店休息或者去法拉盛自由行，
可以二選一，更加人性化，第一印象
更好。 （解決了很多客人投訴第一天
到紐約後很累很想回酒店休息卻不行
，而必須困在法拉盛某些地方無法休
息等待其他客人，折騰半天後才可以
跟大巴回酒店。今年我們可以讓客人

選擇：1，直接從機場回酒店休息；2
，也可以選擇先不回酒店，先去法拉
盛參加半天特色遊後再回去酒店。二
選一）。
3， 【全旅假期】特別為遊客選擇了
（接機當天酒店離曼哈頓距離更近）
不住宿'紐約大都會區'（離紐約 2 小時
範圍），我們住宿'紐約周邊地區'（離
紐約市曼哈頓大概 30 分鐘）。
4， （Woodbury 購物時間超過八小時
）我們是整個市場上的所有美東團在
Woodbury 給客人購物時間最足，早
上 10 點到晚上 6 點，全天八小時以上
。 （解決了之前很多客人投訴中午兩
點半就離開 Woodbury，導致客人遺
憾離開，體驗差的問題）。
5， （提前一天給客人辦理登記牌）
。 （解決中國客人擔心語言不通，擔
心離團時辦理登機牌因語言而耽誤登
機時間）。
6， （永不關團，保證有位）24 小時
前 FreeBook。無需諮詢空位情況,直接
報名,保證有位.（限美東團 6-8 天）.
100%保證有位, 如因地接單方面取消
已經確認的訂單.我們會退還團費的
200%。

7， （提高體驗感又幫客人省錢）每
人省錢$97，省時 6 小時。不參觀無聊
自費景點包括:紐約蠟像館$25，瀑布
印第安人舞蹈省$20，華盛頓船省$25
，波士頓水族館省$27。 （解決客人
體驗感最差和投訴最多的三大景點，
和投訴自費門票太高的問題）。
8，（美東 7 天和美東 8 天團 行程增加
多四大賣點）：1，增加愛迪生實驗
室和愛迪生故居，大人門票$10，小
孩 16 以下免費。 2，增加多參觀多一
所名校（哥倫比亞大學）。 3，在去
年只有出發日期：二三五六的基礎上
，4/1 開始改成天天出發；4，八天團
Woodbury 從以前的下午三點前離開
延遲到晚上七點前才離開，多四個多
小時的 Woodbury 購物時間。
全 旅 推 薦 ， 必 是 精 品 ！
713-568-8889！
休斯頓 全旅假期
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後棟大樓)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 chinatou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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