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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疾病科疾病﹑﹑過敏性疾病等過敏性疾病等﹒﹒
電話電話﹕（﹕（832832））405405 –– 55665566



BB22美南電視介紹

【VOA】美國勞工部周四宣布，上周美國申請
失業補貼的人數大幅減少了1.2萬人，達到六
個月來的最低點。
經季節因素調整，上星期領取失業補貼的人數
降低到23.2萬，僅次於今年2月25日結束的那
個星期達到的44年來的最低點22.7萬人。30萬
是顯示就業市場強弱的分界線，低於30萬顯示
就業市場強勁，反之則顯示就業市場不好。該
項數字已經連續128個星期居於30萬之下。
就業市場的強弱通常與通貨膨脹水平有著密切
的關系。就業市場強勁，企業為了招到工人和

留住職工一般就會提高工資。
而工資水平的普遍提升將會推
高物價，刺激通脹的上漲。美
國經濟覆蘇已經持續多年，但
通貨膨脹到目前為止一直低於
美聯儲認為理想的2% 的水平
。低於2% 不利於經濟增長。
正是高也不行，低也不行。
最新的就業市場數據預料將會
給美聯儲提供一個加快提高利
率的重要理由。今年，美聯儲
已經兩次提高聯邦短期利率。

在美聯儲七月份的利率政策會議上，一些決策
人對於低通脹感到擔心，主張不要再提高利率
。
但是，如今宣布的強勁就業數字可能足以促使
美聯儲官員在9月份的利率政策會議上提出減
持資產組合以便進一步回籠貨幣的建議。美聯
儲目前掌握著4.2萬億美元的資產組合。 賣掉
一部分資產組合可以收回貨幣，減少市場上的
貨幣流通量，從而為經濟增長降溫，避免通貨
膨脹失控。
大多數經濟學家預計，美聯儲將在今年12月再
加息一次。

洛杉磯地鐵測
試人體掃描儀
安檢仿效機場
【VOA】針對全球各地大眾運輸系統面臨的攻
擊威脅，洛杉磯都會運輸局周三開始在地鐵站
試用機場模式的身體掃描儀，偵測隱藏在身上
的槍械和爆炸物，為民眾搭乘交通運輸安全把
關。
洛杉磯運輸局周三早晨開始在洛杉磯的交通樞
紐聯合車站展開為期兩天的測試項目，目的在
於評估車站乘客如織的忙碌環境，這種可攜帶
式的人體掃描儀是否能準確處理大量的人潮，
從而決定是否要在洛杉磯大眾運輸系統安裝永
久性的掃描儀。
運輸系統的發言人戴夫·索特羅表示，掃描儀
使用傳感器掃描走過的乘客，偵測槍械和爆炸
性化合物，乘客無需取出筆記型電腦或脫
掉夾克和鞋子，鑰匙和手機也可放在袋子
裏。短波無線電頻率掃描他們的身體，把
信息傳遞到電腦系統，搜尋可能隱藏的槍
械和爆炸物。
索特羅指出，這種機器專門用來測試會造
成大規模傷亡的威脅，使用的科技能夠鎖
定身體有潛在威脅的部位，同時顯示在屏
幕上。
索特羅說，每一台機器每小時可以掃描大
約六百個乘客，在洛杉磯都會的紅線地鐵

，每天載運乘客十五萬人次。這個機器的設計
著眼是讓乘客不必等待，乘客不斷通過安檢系
統，不會出現讓他們錯過地鐵的瓶頸。
這個系統和機場使用的檢查站類似，當乘客通
過掃描儀，他們必須停幾秒鐘，讓安檢官員有
時間從屏幕上目測是否有異常之處。
運輸局的保安主管阿裏克斯·威金斯承認，地
鐵站永遠不會成為像飛機場一樣全面安檢的環
境，但他們還是在尋找一個更有效的安檢乘客
方式。他說，我們在努力防止威脅。
盡管主管官員擔心地鐵站和汽車站會被攻擊，
人體掃描儀和金屬偵測器迄今在美國的鐵路系
統仍不常見，部分原因是科技仍然無法足夠迅
速的處理有如潮湧的趕車乘客。
這套安檢系統也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和丹佛進行
測試。
星期三在安放掃描儀的檢查站前面，樹立了非
常明顯的告示牌，告知乘客參加掃描檢測完全
自願。
一個乘客表示，當今的世界變化萬端，還有伊
斯蘭國組織，他覺得這是個好主意。不過他還
補充說，只要不耽誤太久，至少你會感覺安全
。

︱美國就業市場強勁。                     

︱洛杉磯地鐵試用的身體掃描儀。

主持人司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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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國就業市場強勁
通脹壓力看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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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1 to 09/10

華府特約版

華府的自然風光，可謂春季百花爭
艷，夏日綠樹成蔭，秋日多姿多彩，冬日
白雪皚皚。無論您是想參觀歷史戰場、還
是徒步觀景、亦或欣賞秀美的山川湖泊，
徜徉在林海碧原，大華府各種各樣的國家
或州立公園都能滿足您的要求。

所以，華府巡禮特別推出公園系列，
就請您跟隨小編的腳步，先來簡單地做一
番了解吧！

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0818HFXL

————細數大華府及周邊值得一去的公園細數大華府及周邊值得一去的公園（（二二））

岩 溪 公 園 （Rock
Creek Park）

提到華府的公園，除了國家廣場外，恐怕很

多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岩溪公園了。作為全美國
最為古老的國家公園之一，岩溪公園自1897年開
始建造至今，已經擁有了120余年的歷史，接待
了來自世界各地無數游客，將大華府最為典型的
自然風光展現給各路觀光者。

岩溪公園，顧名思義，岩石和小溪是公園的
主體，並且貫穿公園的河谷就命名為岩溪。公園
主要區域為沿著河谷的1754 英畝土地，加上其
他由公園管理的綠地與公園，總共有超過 200英
畝的占地面積。地理位置在國家動物園北方，華
盛頓特區的西北郊區，是與優勝美地同年成立的
國家公園。

除了自然風光，岩溪公園還配備有高爾夫球
場、馬術場、運動設施（包括網球場）、自然中
心與植物園、野餐場地與游戲場等等。此外由於
年代悠久，公園內還有一些文史展點，包括美國

內戰期間的堡壘等。公園還
有一處知名景點是風景如畫
的 Peirce Mill，這座建造於
1839年的古老磨坊，曾作為
電力發動器使用，游客不僅
可以免費進入磨坊內參觀，
還可以在每年的四月至十月
觀看碾磨示範活動。來岩溪
公園，游客們可以在一覽美
景的同時，回味多姿多彩的
歷史畫面。

TIPS：
其實來岩溪公園旅游，

沒什麼特別值得注意的地
方，您可以選在白天中的任
何時間進到公園裡，放送心
情，走走路，觀觀景；

公園是全部免費的哦，甚至包括園內的天文
館！公園為游客提供免費的天文演出，具體可登
陸 官 網 https://www.nps.gov/rocr/planyourvisit/
hours.htm進行查詢；

游客們普遍認為秋季是參觀岩溪公園的最佳
時節，因為這裡將變成一個金黃色的落葉世界；

唯一一點值得游客們注意的就是，希望您愛
護園內的環境，野餐後記得帶走垃圾哦！

配圖：岩溪公園1、2、3 來源：網絡圖片

黑山公園（Black Hill
Regional Park）

提起黑山公園，常年居住在華府的朋友們一
定不會陌生，特別是在華人朋友圈中，很多活動
都願意選在黑山公園舉行，這裡依山傍水，自然
風光怡人，實在是一處絕美的旅游休閑勝地。

黑山公園坐落在馬裡
蘭州華人聚居最為密集的
蒙哥馬利郡，是當地人最
喜愛的公園之一。整個公
園擁有超過 2000 英畝的土
地可用於戶外休閑和家庭
聚會。公園中設置了許多
野餐場所，還有排球場、
游樂場和各種步行小徑。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黑
山公園的步行道長度和難
易度都非常適中，十分適
合普通人進行徒步旅行。
如果您熱愛山地自行車，
這裡也可以為您提供中級
的挑戰。

黑山公園另一個亮點

在於游客們還能夠在這裡欣賞到小森塞瑙湖的壯
麗景色。或者，從黑山小船租一艘獨木舟或皮劃
艇，沿著黑山水道探索湖泊的自然美景，都不失
為絕佳的旅行體驗。最棒的是，您只要申請釣魚
證，就可以在這裡垂釣，大鱸魚，鯰魚，藍鰓魚
都是湖中的常見魚種，如果您運氣夠好，還可能
釣到螃蟹哦！

TIPS：
黑山公園的野餐亭均需要預定並且繳納一定

費用，具體可詳詢蒙郡公園官網 http://www.
montgomeryparks.org/parks-and-trails/
black-hill-regional-park/picnic-area/；

公園免費對公眾開放；
公園內還有免費的狗狗公園，在這裡，您的

寵物也可以得到戶外放松。
配圖：黑山公園1、2、3 來源：公園官網

高科技工作正風靡全球，成為許多年輕人
青睞的工作選擇。特別是在美國這樣一個雲集
著最為眾多高新科技企業的國家，幾乎在全美
各地的各個城市，對高科技職位的需求都非常
高漲。那麼究竟在美國哪些地區，高科技職位
最好找呢？近日，據一家國際搬遷公司CapRelo
的統計數據顯示，首都華盛頓特區竟然是全美
對科技職位需求最多的三大城市之一。

據悉，CapRelo收集了LinkedIn上關於全美
25個大都會區的各類職位需求數據，並綜合了
相關職場信息，對全美大城市對高科技職位的
需求做了專門的統計和排序，結果發現，美國
西部依然是科技職位需求最為旺盛的地區，其
中西雅圖的科技工作需求超
過 5 萬個，其次是舊金山灣
區，科技工作需求超過 4 萬
個，而首都華盛頓特區排在
第三位，也有近 4 萬個科技
職位虛位以待。

同時該網站還分析出，
科技職位雖然在許多大城市
中並不是支柱產業，卻都占
了相當大的份額，並具有上
升的趨勢。而在所有科技企
業中，亞馬遜依然是招聘數
量最多的；在所有關於高新
科技的工作類別中，計算機
科學領域對人才的需求也依
然是最多的。

此外，其他一些領域也值得一提，比如在
金融服務方面，工作職位最多的城市是紐約和
費城；在建築業，洛杉磯、達拉斯、休斯頓人
才需求量最大；醫療和保健領域，鳳凰城和聖
地亞哥招聘得最多；零售業則是芝加哥和邁阿
密在廣攬人才。

CapRelo網站還指出，在當今職場，人才所
需要具備的最受歡迎的幾個技能依次為：計算
機、基礎設施、管理和分析。現在從業者也逐
漸意識到了掌握科技知識和技術對未來從業的
重要性，全球幾乎有74%的受訪者都在計劃著學
習新的科技技術或接受再培訓。

配圖：科技職位 來源：網絡圖片

華 盛 頓 特 區 成 全 美 科 技 職 位 最 多 城 市 前 三 甲華 盛 頓 特 區 成 全 美 科 技 職 位 最 多 城 市 前 三 甲
由於使用率逐年升高，華盛頓

特區唯一一個國家機場——裡根國
家機場（DCA）面臨擴建，正式的
擴建工程預計將進行三年，並於金
秋開始動工。這無疑對於經常往來
於華府和其他地區的國內旅客來說
是個喜人的消息，但對於華府本地
人，卻可能帶來一點麻煩，那就
是，在客流高峰時段，裡根機場附
近本就交通不暢的道路將因為施工
變得更加擁堵。

據大都會機場管理局方面表
示，裡根機場將因為擴建暫時關閉
B、C航站樓的車輛通道，主要的變
動在行李認領區外的車輛道路，來
往的車輛和乘客
需要注意新增的
指示牌，還會有
專門的警務人員
和機場工作人員
來協調因整修影
響的道路，乘客
若有任何問題亦
可向他們咨詢。
預計機場周邊最
為擁堵的時段在
每天的下午和深
夜，因為這兩個

時段機場最為繁忙。
據悉，施工不會給機場出發的

乘客帶來太多不便，之前供出發使
用的道路、人行道、售票處和安全
檢查站等基本都還能保持正常使
用。

機場管理局建議乘客搭乘地鐵
抵達機場，機場的停車場也歡迎更
多駕車者選用。

預計機場周邊路面交通的調整
將從9月份開始，新的航站樓計劃早
2021年投放使用。

配圖：新航站樓 來源：網絡圖
片

生活資訊生活資訊：：裡根機場擴建在即裡根機場擴建在即，，或致交通擁堵加重或致交通擁堵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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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原本應該起到保護作用的安全氣囊(airbag)，卻往往成為害人致死的
罪魁禍首，為了呼籲及更新休士頓安全氣囊召回的成果分享，休士頓市政府與休士頓地區Airbag
Recall團隊以及其他社區團體，18日下午在市政府召開 「安全氣囊召回成果新聞記者會」，不僅
分享最新進度數據，也希望提醒駕駛積極完成召回動作，正視這嚴重議題。

高田安全氣囊出現嚴重瑕疵，近年來發生許多致死及受傷事故，美國公路交通管理局(NHT-
SA)發出緊急通知，勒令召回全美使用高田安全氣囊的車輛。這被NHTSA稱為美國史上規模最大
，過程最繁瑣的安全氣囊召回事件，已召回包括19個汽車製造廠商，幾乎所有常見的大小家用汽
車品牌都在其中。

休士頓市長透納(Sylvester Turner)表示，去年7月開始，為了喚起大休士頓地區對於安全氣囊
爆炸的危機意識，休士頓地區Airbag Recall組織致力於宣傳及召回的動作，一年來透過不同方式宣
導呼籲，有了不錯的成效，他個人感謝這些團體及個人的努力貢獻。

透納說，根據官方顯示，高田安全氣囊已經發生了88次爆炸事故，全球導致18人死亡，其中

美國有11人和180人受傷，德州就有一名17歲少女和35歲男子因車禍導致安全氣囊爆炸後喪命，
問題相當嚴重。他說，儘管目前宣傳成果良好，但安全氣囊的高危險隱患仍在，為了不讓民眾處
於高度危險駕駛狀態，他在此呼籲大家都能回車廠做免費的安全氣囊召回檢驗，保障自身生命安
全。

其他參與記者會的團體代表包括休士頓AirBag Recall團隊負責人Ana Ulloa、休士頓稅務機關
代表Ann Harris Bennett、越南社區VN TeamWork公司執行總監Mike Nyugen等人參與出席。

Ana Ulloa代表發言，感謝民眾對於這議題的關注及配合，她以西班牙語向拉丁社區喊話，呼
籲大家為了自己的行車安全，積極參加安全氣囊召回活動。 Mike Nyugen也代表亞裔社區，同樣
呼籲大家重視自己的安全。

會上市府頒發Airbag Recall褒揚狀，民間組織也回贈獎牌感謝市府支持。感謝市政府也提醒民
眾，安全氣囊召回一律是免費檢驗，只要前往https://www.airbagrecall.com/就可以尋求任何協助，
或直接前往車商作檢驗。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STV15.3政
論節目休士頓論壇關注兩岸級國際動態，週四晚間播出
最新內容，節目中邀請多位評論員一起加入討論，分析
維州流血事件和種族衝突，並連結台灣目前局勢，另外
也分析吳敦義上任，國民黨未來的走向和發展。

本集針對近來維吉尼亞州爆發的種族衝突事件作全
盤討論，內容包括： 「白人主義者偏激釀禍，全美撻伐
」、 「川普譴責雙方，民眾為何大反彈？」、 「李將軍
為何成為白人至上組織的英雄象徵？」與 「民進黨放縱
砍蔣，當心維州事件重演」。另外，吳敦義即將走馬上

任，節目也分析 「國民黨政綱刪 『和平協議』，吳敦義
兩岸關係如何走？」，討論吳敦義上任可改變國民黨未
來走向，挽救形象。現場邀請常中政、李堅強教授、馬
健、及資深媒體人李元平一同參與評論。

錯過這次播出的觀眾，除鎖定美南國際電視台
STV15.3 外，也可藉由網路直播，Youtube 搜尋 Houston
Asian Voice TV Forum (Live Stream)，或 http://www.you-
tube.com/channel/ UCbk0l-YLidz0v0pRojp3d-w/live，也
可掃描報上直播網站二維碼，手機收看。相關訊息都在
螢幕上，觀眾請敬請鎖定本台節目預告。

《休士頓論壇》關切國際兩岸動態
觀眾可掃描二維碼收看

安全氣囊召回成果記者會安全氣囊召回成果記者會 透納呼籲正視該安全問題透納呼籲正視該安全問題

休士頓市長透納在記者會上致詞休士頓市長透納在記者會上致詞。。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休士頓市長透納休士頓市長透納((前排左五前排左五))頒發褒揚狀給頒發褒揚狀給Airbag RecallAirbag Recall代表代表Ana Ulloa(Ana Ulloa(前左四前左四))。。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休士頓論壇評論員李堅強教授休士頓論壇評論員李堅強教授((左起左起))、、常中政和資深媒體人李元平常中政和資深媒體人李元平。。 ((記者黃記者黃
相慈／攝影相慈／攝影))

休士頓論壇二維碼休士頓論壇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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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孩子走向超凡之路引導孩子走向超凡之路
以啟發的方式以啟發的方式 發展學生的思考力發展學生的思考力

英才學習俱樂部英才學習俱樂部(Brainy Learning Club)(Brainy Learning Club)致力於啟迪孩子智慧致力於啟迪孩子智慧
，， 引導他們走向超凡之路引導他們走向超凡之路。。

孫曉萱表示孫曉萱表示：： 「「Brainy Learning ClubBrainy Learning Club幫助我理解很多幫助我理解很多，，讓我對讓我對
很多知識都有更深刻的了解很多知識都有更深刻的了解，，學習更快學習更快、、也更有興趣也更有興趣。。」」

英才學習俱樂部幫孩子照亮學習之路英才學習俱樂部幫孩子照亮學習之路，，提供各年級課業輔導和準備考試指導提供各年級課業輔導和準備考試指導

協助協助SATSAT和和ACTACT測試準備測試準備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曾經說過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曾經說過
一段耐人尋味的話一段耐人尋味的話：： 「「華裔留學生學習成績往往比一起學習華裔留學生學習成績往往比一起學習
的美國學生好得多的美國學生好得多，，但是十年以後但是十年以後，，科研成果卻比人家少得科研成果卻比人家少得
多多，，原因就在於美國學生思維活躍原因就在於美國學生思維活躍，，動手能力和創造精神強動手能力和創造精神強
。。」」從這段話中可以了解從這段話中可以了解，，在學習的道路上在學習的道路上，，靈活的思考力靈活的思考力
與創造力有多可貴與創造力有多可貴，，這份能力其實每個孩子都有這份能力其實每個孩子都有，，端看有沒端看有沒
有被啟發出來有被啟發出來，，在在KatyKaty有一個英才學習俱樂部有一個英才學習俱樂部(Brainy Learn(Brainy Learn--
ing Club)ing Club)，，專門致力於啟迪孩子的智慧專門致力於啟迪孩子的智慧，， 引導他們走向超凡引導他們走向超凡
之路之路。。

現年十五歲的孫曉萱是這個學習俱樂部的成員現年十五歲的孫曉萱是這個學習俱樂部的成員，，年紀雖年紀雖
輕輕，，但談吐有條不紊但談吐有條不紊，，思路清晰思路清晰。。五年前五年前，，她從中國大陸隨她從中國大陸隨
父母移民到美國父母移民到美國，，她表示她表示：： 「「英才學習俱樂部教的非常棒英才學習俱樂部教的非常棒，，
幫助我理解很多幫助我理解很多，，讓我對很多知識都有更深刻的了解讓我對很多知識都有更深刻的了解，，學習學習
更快更快、、也更有興趣也更有興趣。。」」

一開始來美國的時候一開始來美國的時候，，孫曉萱並不會說英文孫曉萱並不會說英文，，通過與美國孩通過與美國孩
子一起互動子一起互動、、一起玩一起玩，，慢慢的可以通過英語交流慢慢的可以通過英語交流。。然而在英文和然而在英文和
寫作上寫作上，，仍希望更上層樓仍希望更上層樓，，她在英才學習俱樂部就是增強這兩個她在英才學習俱樂部就是增強這兩個
項目項目。。孫曉萱說孫曉萱說：： 「「英才學習俱樂部的老師與學校的老師不一樣英才學習俱樂部的老師與學校的老師不一樣
，，學校的老師只是講個大概學校的老師只是講個大概，，英才學習俱樂部的老師講的很仔細英才學習俱樂部的老師講的很仔細
，，這裡的老師年輕有朝氣這裡的老師年輕有朝氣，，很有經驗很有經驗，，總會把最關鍵的點出來總會把最關鍵的點出來，，
對我的幫助非常大對我的幫助非常大，，尤其在寫作方面尤其在寫作方面，，讓我知道哪裡錯了讓我知道哪裡錯了，，如何如何
改進改進、、如何可以寫的更好如何可以寫的更好。。」」

對於中國的教育與美國的教育對於中國的教育與美國的教育，，孫曉萱有她自己的體會孫曉萱有她自己的體會，，她她
表示表示：： 「「在中國時在中國時，，學校裡有很多硬記死背的東西學校裡有很多硬記死背的東西，，但是美國學但是美國學
校不同校不同，，靈活很多靈活很多，，沒有太多壓力沒有太多壓力，，無論是活動或是實驗無論是活動或是實驗，，都和都和
生活有所連結生活有所連結，，我很喜歡美國的教育我很喜歡美國的教育，，尤其是英才學習俱樂部尤其是英才學習俱樂部，，
用啟發的方式引導學生用啟發的方式引導學生，，在這裡在這裡，，學習是件有趣的事學習是件有趣的事，，讓人會想讓人會想
要更深入要更深入、、學更多學更多。。」」

英才學習俱樂部的負責人是英才學習俱樂部的負責人是AA博士博士，，他在大學有三個主修他在大學有三個主修，，
分別是數學統計與電腦分別是數學統計與電腦、、工程工程、、生物力學生物力學，，並拿到科學博士學位並拿到科學博士學位
，，他的教育理念是他的教育理念是 「「唯有當學生發自內心想要學習唯有當學生發自內心想要學習，，才會學的更才會學的更
好好」」，，因此因此，，他著重以誘導開發的方式他著重以誘導開發的方式，，使學生領悟通曉使學生領悟通曉。。當學當學
生有問題時生有問題時，，引導他們看問題引導他們看問題、、想問題想問題、、找出方法解決問題找出方法解決問題。。抱抱
著讓學生學得更好的目標著讓學生學得更好的目標，，有一對一教學有一對一教學，，也有小班制也有小班制，，三三、、四四

個人一班個人一班，，老師更能照顧每個學生的需求老師更能照顧每個學生的需求。。
這裡除了輔導課程之外這裡除了輔導課程之外，，也教授機器人與西洋棋也教授機器人與西洋棋。。在學西洋在學西洋

棋的過程中棋的過程中，，孩子逐漸摸索出如何運用攻防步驟孩子逐漸摸索出如何運用攻防步驟，，並且清楚自己並且清楚自己
所用的策略優劣何在所用的策略優劣何在，，為什麼要用某個策略為什麼要用某個策略？？對方可能在想什麼對方可能在想什麼
？？自己能用的最佳方式是什麼自己能用的最佳方式是什麼？？不同的策略會導致什麼不一樣的不同的策略會導致什麼不一樣的
結果結果？？這些都是訓練思考的絕佳途徑這些都是訓練思考的絕佳途徑。。而在機器人的教導中而在機器人的教導中，，孩孩
子活生生的看到機械的原理與運用的技巧子活生生的看到機械的原理與運用的技巧，，既生動又有趣既生動又有趣，，學到學到
很多訣竅很多訣竅，，對所學知識的興趣又會成為學習動機對所學知識的興趣又會成為學習動機，，引領他們不斷引領他們不斷
的進步的進步、、提升提升。。

身為父母的身為父母的，，總是希望找到最適合孩子的教育總是希望找到最適合孩子的教育，，年幼時紮實年幼時紮實
的教育基礎將影響孩子在高中的教育基礎將影響孩子在高中、、大學大學、、和未來的表現和未來的表現。。萬一孩子萬一孩子
在學校中有學習困難在學校中有學習困難，，很容易會產生挫折感很容易會產生挫折感，，往往導致學習障礙往往導致學習障礙
。。英才學習俱樂部協助孩子消除所面臨的挫折感英才學習俱樂部協助孩子消除所面臨的挫折感，，並幫助他們建並幫助他們建
立一生對學習的喜愛立一生對學習的喜愛。。

英才學習俱樂部藉由激發創造性和批判性思考英才學習俱樂部藉由激發創造性和批判性思考，，來支持並增來支持並增
強學習發展強學習發展，，通過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和觀察發現通過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和觀察發現，，為孩子提供學為孩子提供學
習的良機習的良機。。無論您的孩子是剛開始學習之旅無論您的孩子是剛開始學習之旅、、還是準備上大學了還是準備上大學了
，，英才學習俱樂部將會教導他們邁向成功所須具備的能力與工具英才學習俱樂部將會教導他們邁向成功所須具備的能力與工具
，，在此教授的老師本身都非常優秀在此教授的老師本身都非常優秀，，極富有經驗極富有經驗，，全心全力的幫全心全力的幫
助孩子奠定堅實的學業基礎助孩子奠定堅實的學業基礎。。

在在Katy ISDKaty ISD獨立學區獨立學區K-K-1212的學生若是合乎資格的學生若是合乎資格，，可以進入可以進入

資優班資優班(Gifted and Talented)(Gifted and Talented)，，英才學習俱樂部同時也輔助希望進英才學習俱樂部同時也輔助希望進
入資優班的學生入資優班的學生，，在孩子們進行在孩子們進行GTGT選拔之前選拔之前，，幫助他們了解最幫助他們了解最
有可能被問到的問題類型有可能被問到的問題類型。。因為因為，，若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進行若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進行
GTGT選拔選拔，，可能會使孩子處於劣勢可能會使孩子處於劣勢。。適當的準備不僅可以幫助孩適當的準備不僅可以幫助孩
子取得高分子取得高分，，而好的結果也會提高他們的自信心而好的結果也會提高他們的自信心。。英才學習俱樂英才學習俱樂
部依據每個孩子的特質部依據每個孩子的特質，，定制準備方法定制準備方法，，讓孩子熟悉最可能被詢讓孩子熟悉最可能被詢
問的各類型問題問的各類型問題，，同時由導師監督同時由導師監督，，讓孩子練習以下幾種測試方讓孩子練習以下幾種測試方
法法 ：： 認 知 能 力 測 驗認 知 能 力 測 驗 （（CogATCogAT） 、） 、 NaglieriNaglieri 非 語 言 能 力 測 試非 語 言 能 力 測 試
（（NNATNNAT）、）、斯坦福成就測驗斯坦福成就測驗(Stanford Achievement Test)(Stanford Achievement Test)、、都市都市
成就測驗成就測驗(Metropolitan Achievement Test)(Metropolitan Achievement Test)。。

英才學習俱樂部幫孩子照亮學習之路英才學習俱樂部幫孩子照亮學習之路，，提供各年級課業輔導提供各年級課業輔導
(tutoring)(tutoring)和準備考試指導和準備考試指導，，包括包括K-K-1212 tutoringtutoring、、家庭作業指導家庭作業指導、、
ACTACT準備準備、、SAT / PSATSAT / PSAT準備準備、、STAARSTAAR測試準備測試準備、、機器人學習營機器人學習營
、、 GTGT選拔準備選拔準備、、數學競試數學競試、、寫作能力發展等等寫作能力發展等等。。

學會學習的人學會學習的人，，是幸福的人是幸福的人。。養成善於學習養成善於學習、、善於思考的習善於思考的習
慣慣，，孩子一生將受用不盡孩子一生將受用不盡。。英才學習俱樂部英才學習俱樂部(Brainy Learning(Brainy Learning
Club)Club)啟迪孩子智慧啟迪孩子智慧 ，，專精各年級數學和閱讀理解輔導專精各年級數學和閱讀理解輔導、、SATSAT和和
ACTACT測試準備測試準備、、一對一小組輔導等一對一小組輔導等，，誘發孩子的學習興趣與動誘發孩子的學習興趣與動
機機。。詳情可洽詳情可洽832832--437437--45804580。。網站網站: BrainyLearningClub.com: BrainyLearningClub.com。。地地
址是址是64556455 S Fry Road, Katy, TXS Fry Road, Katy, TX 7749477494。。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昨舉行一整天卅週年講習會昨舉行一整天卅週年講習會，，場場滿座場場滿座

上海聯誼會前會長金仲賢事業成功，回饋僑社，
獲頒聘書，實至名歸，僑社歡慶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前休士頓上海聯誼會會長
金仲賢，平日熱心公益，凡
關心僑社的公益活動的場合
，都可見他的身影。日前金
仲賢返國，因他在海外的善
行獲得國內同胞的肯定，日
前中國國際報告文學研究會
暨中華文化傳承委員會特頒
聘書給金仲賢，表彰他在海
外傑出的貢獻。

金仲賢在僑界頗受各界

敬重，因他成功不忘回饋社
會。多年來一直全力支持休
士頓華人社區健康發展，對
各大社團舉辦的活動都鼎力
相助。其中包括支持楊氏太
極拳，參與組建上海聯誼會
，支持江蘇之友協會，並參
與美中友好促進會的組建。
除了關注本地之外，金仲賢
還遠赴江蘇宿遷，捐資助學
，鼓勵貧寒學子努力學好本
領，成為有用的人才。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於
昨天（8 月19 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舉行一整天的
講習，在僑教中心三個地點，分別是樓下103，展覽廳，及樓上
203 三場地同時舉行，場場爆滿，為歷年來所僅見，尤其是上午
蕭雲祥主講： 「如何在低利率高風險市場獲利及穩健的退休計劃
」以及老年生活及看護，及下午李兆瓊主講 「祥瑞花園---- 中
國城首家高檔銀髮族公寓」 ，以及姚鳳北主講的 「，旅遊的樂
趣--- 萬物靜觀皆自得」，都吸引了大批人馬前往聽講，有的場
子連門口都站滿人（ 內部已無座位），大家發門頻頻，場面極為
熱烈。

上午的熱點是財務顧問蕭雲祥主講的 「如何在低利率高風險
市場獲利及穩健的退休計劃」。包括1，如何在低利率高風險市場
獲利，包括：A. 市場的基本面： 如利率、公司獲利率及股票價位
（ P/E ); B. 巿塲的技術面： 如阻力/ 支撐點，波動理論/Gann，s
Theory; C. Key Features, 包括： Fed 的利率走向，世界各國利率、
Trump 的 Tax Reform 、英國脫歐及 EURP 未來、中國市場，政
策、美元走向、油價及石油行業的獲利率、區域性政治和戰爭風
險。

談到 「穩健的退休計劃 」，其主旨為： 保本，增值，減稅
，流通性及家庭保障。而其投資的管道及產品包括： 401K, IRA /
Roth IRA / SEP, Annuity, IUL,LTC, Bond： 包 括 Corp Bond /
Muni Bond / EMG MKT / LTC 產品比較。蕭先生也帶大家共同
檢視現有的退休計劃與投資組合：401K, IRA, Life Insurance, An-
nuity , LTC.

在李兆瓊和ANNA WANG 演講介紹 「祥瑞花園---中國城
首家高檔銀髮族公寓」，是將於今年十一月底動工，明年十二月
完工的 62 個單位的 Condo, 李兆瓊以 「風水學」 ，形容該地為
「正大光明」，風水好，氣勢旺，長壽，目前已賣出21 棟，凡8

月底前前往定購的，可有3% 的折扣。

ANNA 表示： 該公寓僅供55 歲以上人入住，年輕不許入住
，有新式空調，無噪音，二個大門，360度攝像頭，白天有警衛，
出入還有巴士，內有多功能廳，可跳舞、打牌，唱卡拉Ok , 第一
個月還有 「家庭日」 可同去釣魚、逛公園、郊遊、定期去遊輪。
住在 「祥瑞花園」 長者可自己照顧自己，還可 「抱團取暖」，
在這里找到棋友，歌友，舞友。

其他，昨天的講座共分三組：（ 一 ） 年輕專業人士組，（
二 ）家庭生活組，（ 三） 老年生活及看護。

年輕專業人士組： 由顧寶鼎、薛若梅主持，上午十時至十一
時四十分，由＂Drewstar Insurance "總裁鄭帥帥主講 「財務與你」
（Finance and you ),中午十二時至一時午餐，下午一時至五時，共
有四場講座，分別由邱淑蓉主講 「首購屋族選房及其他要務需知
」，畢鑑明主講 「首購屋族如何選用貸款公司」，施明志博士主
講 「如何在綫獲得最好的交易」，及林思德博士主講 「信用卡及
福利計劃的比較」。

家庭生活組： 由葉宏志，王孟瑀主持。上午十時至十一時，
由蕭雲祥主講 「如何在低利率高風險市場獲利及穩健的退休計劃
」，陳灝博士主講 「自我投資指南」，中午十二時至一時午餐。
下午一時至五時，分別由休士頓獨立學區( HISD )的理事宋嘉年
（Anne Sung ) 主講： 「教育講座- 親子關係的探討」； 姚鳳北
博士主講： 「旅遊的樂趣-- 萬物靜觀皆自得」；以及趙婉兒主
講 「休士頓一日遊景點分享」。

老年生活及看護組： 由周宏，范增璞，周禧主持。上午十時
至十一時四十五分由周宏主講： 「長期看護及Ombudsman 計劃
綜覽」 中午十二時至一時午餐，下午一時至五時，則由 Jane
Segar 主講 「如何保養家園」； 「世大建設」（ STOA ) 的董事
長李兆瓊先生主講 「祥瑞花園--中國城首家高檔銀髮族公寓」，
以及由夕陽社區中心的管理人鄭貞主講 「永春莊 」。

圖為金仲賢圖為金仲賢（（ 右三右三））在在 「「新錦江新錦江」」 舉行新聞發佈會舉行新聞發佈會，，與往賀社團代與往賀社團代
表合影表合影。。 （（ 右起右起 ）） 「「全美山東同鄉會全美山東同鄉會」」 會長孫鐵漢會長孫鐵漢，，楊俊義大師楊俊義大師
，，諑忠及現任諑忠及現任 「「山東同鄉會山東同鄉會」」 會長房文清會長房文清。。金仲賢榮獲聘書金仲賢榮獲聘書。。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的主講人的主講人(( 右起右起 ））李兆瓊李兆瓊、、Anna WangAnna Wang在演在演
講後接受主辦人范增璞講後接受主辦人范增璞（（ 左二左二）、）、周禧周禧（（ 左一左一）） 的頒獎的頒獎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蕭雲祥昨天在圖為蕭雲祥昨天在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講座中主講講座中主講：： 「「如何如何
在低利率高風險市場獲利及穩健的退休計劃在低利率高風險市場獲利及穩健的退休計劃」」，，吸引了許吸引了許
多人前往聽講多人前往聽講。。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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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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7年8月20日 Sunday, August 2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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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挑戰美國底線

楊楚楓楊楚楓

北韓經過上月兩度試射洲際彈道導彈之
後，顯示 「狂人肥仔恩」己有足夠能力, 把核彈
發射至美國全境。去年競選美國總統時，特朗普
批評奧巴馬對北韓的核威脅，束手無策，想不到
他上任後，北韓的金正恩，頻頻試射導彈，令特

朗普更面目無光。
今年4月，特朗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白宮會談，事後他

盛讚習近平，表示有信心中國能協助解決北韓核問題。結果事與願
違，北韓繼續堅定不移地推行其核武計劃，並成功研製足以威脅美
國本土的洲際導彈。

上次北韓試射導彈後，特朗普在Twitter發文，表示對中國 「非
常失望」，並指美國過去讓中國賺取數以百億元計的貿易順差，而
中國卻在北韓問題上，只說不做。他警告會採取一切手段，保障美
國本土安全和保護區內的盟友。

美國不滿中國在北韓問題上幫不到手，反映在上月舉行的美中
貿易會談上。這是特朗普上任後第一次中美經濟對話，結果是會後
雙方均沒有發表聯合聲明，甚至沒有見記者，這種現象甚為罕見。
造成這個不歡而散的局面， 當然預期中美雙方在貿易議題上會發生
摩擦。這是美中關係受到北韓局勢影響的不良後果。

北韓的核威脅策略是，儘管它應該明白，與美國打仗必輸，但
它估計美國承受不了一個可以導致平民大量死亡及生態永久破壞的
核彈。這個估計合乎常理。但有牛仔性格並做慣大佬的美國人，會
否甘心長期被威脅而不想辦法解決？特朗普和他的年長執政團隊，
應該記得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當時蘇聯將導彈運往古巴，直接
威脅美國本土。時任美國總統甘迺迪要求蘇聯撤回導彈，並封鎖古
巴海岸，揚言不惜與蘇聯開戰。結果蘇聯讓步，而美國也承諾不會
入侵古巴。

美國已多次公開表示，沒有企圖推翻北韓政權。現在金正恩把

核 威 脅 策
略 推 到 邊
緣 ， 理 性
的 做 法 ，

是停下來與對手談判。假如金正恩依然不斷挑戰美國的底線，被內
政外交搞到焦頭爛額的特朗普，可能會豪賭一次，採取武力或斬首
行動。事實上，他的內閣成員有不少是打過仗，又不怕死的退休將
領--現在問題是，北韓會用飛彈炸關島嗎？

特朗普上任之後，國際政治熱鬧了很多。因為這個美國總統說
話不經大腦，一時意氣就講狠話，完全不理後果，害到他的幕僚經
常要為他 「補鑊」。美國的盟友亦擔心美國遲早會因此而闖禍，把
盟友亦拖落水。

譬如，日前特朗普就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去招惹北韓，他譏笑
他的前任太過軟弱，現在他在位，北韓若膽敢放肆，他一定回以
「烈焰」與 「狂暴」。本來”fire”&”fury”兩個字都很虛浮，沒代

表甚麼具體的行動；但北韓的金正恩，卻是一個不肯輕易接受招惹
的人，他立即還以顏色，說已作好部署，隨時還擊美國的挑釁，北
韓的導彈已有能力射至美國本土。而北韓的軍方更說，已部署好四
枚導彈射向關島(也算是美國國土)，只要金正恩一聲令下，隨時可以
發射。

為了表示不是說著玩，北韓把發射飛彈的飛行路線，也公告於
世，具體說明會經過日本哪些縣，不用十八分鐘就到；不過不是直
接射到關島，而是射向關島附近海域。這其實與坊間所理解的不是
同一回事。北韓沒有說要炸關島，而是要在關島附近海域試射導彈
罷了。目的主要在於表示，北韓不會因特朗普的狂言而感到害怕。

有人說，金正恩一定是在找死了。美朝的軍事力量太懸殊，一
旦真的開戰，金正恩政權只會自取滅亡。但這個看來還少不更事的
孩子，在政治上的拿揑能力一點也不弱。他知道，特朗普雖然衝動
，但他身邊有很多技術官僚會制約他，所以北韓可以不把特朗普的
瘋狂看作是一回事。對美國的行為反應，仍可用理性去推斷。但金
正恩的瘋狂，卻不是說說就算數的。他殺姑丈，殺親兄，用高射砲
來行刑，甚麼都敢做。美國就不敢假定他一定不會用原子彈。

北韓有了導彈與原子彈之後，美國除了部署了一些薩德反導彈
系統外，基本上沒有作過重大的戰略調整，依然在日韓與關島等靠
近北韓的地區, 駐有數十萬為打常規戰爭而設的軍隊。現在忽然要面
對核威脅了，美國人的性命這麼珍貴，美國在準備打核子戰之前，
第一件要做的事, 是把這些軍隊撤回本土。這不是我說的，而美國軍
方說的。因此，我們只要看看美國有沒有撤軍，就知道這場仗會不
會打起上來了。如果只是慢慢撤，那隻是在作戰略部署，如果是急
撤，才是打算有所行動。

有記者問特朗普，是否打算用斬首行動作預防性突襲，一舉把
北韓的核武清理掉？但特朗普顧左右而言他，顯然他也知道，美國
人並不想冒這種風險。萬一薩德系統走漏了個別北韓攜有核武的導
彈，這責任他可負不起。此外，日本與南韓對此的取態如何，美國
也得先與他們商量一下。

現在北韓只不過打算在公海試射導彈吧了，以前又不是沒有試
過，美國大可以不作太強烈的實際回應，口頭上說說有種就放馬過
來便是。而金正恩亦不會這麼蠢，用自己的導彈去證明薩德系統的
攔截能力。

因此，我預期這場口水戰很快會告一段落，緊張氣氛很快會消
散，投資市場很快會回復正常，全球股市將繼續因美元轉弱而走旺
，地緣政治的假緊張起不了甚麼破壞作用。金正恩若能退後一步 ，
特朗普一定會稱之為 「明智」選擇。

果然，朝鮮媒體週二（8月15日）報導說，金正恩推遲了向關
島發射導彈的決定。他在聽取軍方發射飛彈攻擊關島附近計劃後，
表示再觀察美國一段時間後再做決定。

在金正恩表示推遲射彈的幾個小時之前，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
發出嚴厲警告，說局勢進一步升級將意味著朝鮮和美國的戰爭。
「如果他們向我們發射，（局勢）可能非常迅速地升級為戰爭。」

馬蒂斯說。
美國國務卿蒂勒森星期二表示，美國隨時準備和朝鮮會談。

「我們仍然有興趣尋找舉行對話的途徑，但是這取決於他（金正恩
）。」 蒂勒森說，談判的前提是平壤必須停止彈道導彈實驗和核試
驗，然後才能就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問題進行磋商。

今年6 月，乃我夫婦二人任職的休市校區放暑假之期
。一如往年的夏季一樣，我倆又一次乘坐檯灣長榮航空
公司飛機, 回到港澳城市，進行探親訪友活動。
本人因為出生於澳門，中小學均在當地接受愛國主義

教育。校中的教職員工，有不少來自1949 年解放區域
的左派人仕。我因為中學畢業後不久，到了香港工作，
並由港島移民到美國來，時光飛逝，今年剛好是我中學
畢業50 週年！ 50 年，足足是半個世紀的悠悠歲月，所
以當我跟當年中學畢業的同學舉步踏入綠樹婆莎的校園
中時， 心潮難免激動。當我們與白髮蒼蒼的當年向我們
授業解惑的師長碰面時，興奮得馬上唱起50 年前的勵
志歌曲來。

副校長黃楓樺有姊黃勵知，跟我一樣，也是美國
華人，所不同的是，我是半商（從事唐餐業務）、半儒（業餘為美
國港澳地區媒體作自由撰稿人）。黃勵知則是加州大學教授，學養
更為豐富。今個暑假，她也是由美國加州返澳探親，在校園中，我
有機會與她詳談過往的一段人生經歷，並徵得她同意，把其從事近
半個世紀的教育生涯，以“漫步人生風雨路，堅持教育中國心”為
題，應濠江中學、澳門坊眾學校和教青局屬下德育中心的邀請，進
行了三個專場講演，受到澳門師生們熱烈的歡迎。

當地媒體還特派記者對黃勵知教授進行專訪，以“杏壇長青，
誨人不倦”為題，圖文並茂介紹，作了詳盡報道。

黃勵知告訴我：有幾首歌曲對她影響甚大，例如《畢業歌》
（電影《桃李劫》主題曲）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在中山石岐家鄉煙洲
小學讀書時，抗日戰爭期間老師經常教唱，一直至小學畢業。
“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
，看吧，一年年國土的淪喪。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投降？我們要做
主人去拼死在疆場，我們不願做奴隸而青雲直上，我們今天是桃李
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我們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
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

由於受老師的教育，從小就培育起愛國的小花，幾十年後仍不

忘記，琅琅上口。後來黃勵知在濠江中學教地理
時，畢業班練唱此歌，她也自動在白板上，寫上
歌詞教唱。同學們很受歌詞的感染，練唱時情緒
十分激昂高漲。

又如《歌唱祖國》，1950年元旦，新中國成
立不久，廣大中學師生，在元旦聯歡晚會上，高唱此曲，黃勵知第
一次學唱，當唱到“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時，就嚮往有一個富強的祖國，今天終於實現了。愛國感情，洋
溢胸懷。

《長徵》這首歌是她於1966年11月至12月文革期間，和在華南
理工大學工作的老、弱老師組隊步行一個月到達井岡山，沿途高唱
“紅軍不怕遠徵難，萬水千山只等閒… …”。儘管鞋破了，腳板也
起泡了，還是堅持下來，終於登上了井岡山。

1985年，黃勵知以科研學者的身份赴英交流。在中國大使館舉
辦的聯歡晚會上，我國留學生和訪英學者歡聚一堂，高歌《我的中
國心》，當唱到“……長江、長城、黃山、黃河，在我心中重千斤
；無論何時，無論何地，心中一樣親……”，大家都心潮澎湃，思
念祖國和親人。

黃勵知告訴我每當生活、工作遭遇困難時，總會情不自禁輕
聲自唱《順流逆流》：

“每一滴汗水，換每一個成就，從來得失我睇透……幾多艱苦
，我默默接受，幾多辛酸，我未放手……”從中吸收正能量，迎難
而上。

《紅日》是黃勵知特別喜愛的歌。她說不要怨命，要樂觀做人
，常唱：

“命運就算曲折離奇，命運就算恐嚇著你做人沒趣味，別流淚
、心酸，更不應捨棄……”她就是常以此歌激勵自己，永不放棄！
她喜歡笑，每天與人談話，或看電視，常不自覺地笑起來。她說開
心常笑，心境開朗，自信心增強，才能樂觀面對任何事。

上述這幾首愛國歌曲和粵語經典流行曲，對黃勵知影響甚大。
她說這些歌非常勵志，每當遇上困難時，便會哼唱自勉，豁然開朗

。因此，她得出的體驗是：吸收音樂正能量，勵志歌曲勉勵人生。
我得知她一番心聲高論，也有同感。

我喜歡 歌唱，更喜歡中年以後來歌唱，歌聲響起，彷彿春天就
在我的身旁，並不是我的每一個幻想, 都與它有關。也不是人生漸漸
老去的無奈與哀嘆！而是經歷了滄海桑田，鬥轉星移，風雲變幻之
後, 內心有一份豐厚的沉澱與泰然；是堆放在心靈之中的積雪, 在靈
魂射出的堅韌溫暖的陽光中，層層消融，塊塊潰敗而展露的華美盛
典；是對虛擲懵懂的時光一分一秒的珍惜和依戀！

我喜歡藍天白雲下來歌唱抒懷，喜歡花前月下對愛戀的唱歌。
我更喜歡當天邊隱隱傳來的雷電的一刻，我放聲歌唱，把苦難磨礪
出忠貞，讓風雨同舟釋放出凜然。曾經在嫩黃的春天裏，歌聲唱起
來時，自己像天上飛翔的一隻美麗的風箏，在習習涼風中自由自在
的舒展，舞蹈。卻始終不敢掙脫母親手裏緊緊拽著的長長的絲線。
在牙牙學語的童年，在含苞待放的少年，每一次的歌唱，都成為那
一雙溫柔牽掛的雙眸裏疼痛的焦點。總渴望聽到那一聲聲貓兒，狗
兒，心肝，寶貝的呼喚與疼惜。那一次次受到傷害時，吹吹，揉揉
，摸摸的疼愛之舉，那摟我入懷的娟娟母愛，將我融化成一塊軟軟
的酥糖。透身的甜蜜，溢於言表。

而到了中年，千萬次的跌倒，都只能靠勇敢，靠信念，靠理想
，支撐起一個男兒的剛毅與果敢。我們在跌倒中一次次跋涉或攀登
都有自己逐漸成熟的思想，日臻完備的策劃和主見。即使迂迴，挫
敗，輾轉，甚至沮喪，也絕不向命運低頭服軟，向艱辛中隱藏的希
望承認自己的失敗，向遙遠的憧憬景輕易地說聲再見。總會堅信自
己認準的那條路在冷寂衰敗中，定會爆出一生追求的喝彩和如潮的
掌聲。當經歷了電閃雷鳴的章節，一方藍天；一抹彩霞，總會在我
的眉梢浮現驕人的色彩。

楊楚楓楊楚楓

漫步人生風雨路



BB99休城工商
星期日 2017年8月20日 Sunday, August 20, 2017

《《麥當勞升學教育展麥當勞升學教育展》》
即將舉行即將舉行 （（三三））

日期 (Date) ： 9 月 23 日星期六, Saturday
on September 23, 2017
時間 (Time)： 晚上六時半, 6:30 PM
地點 (Place)： 珍寶海鮮樓餐廳 Ocean Pal-
ace Seafood Restaurant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72. Tel: 281-988-8898)
餐費 (Dinner Ticket)： 個人贊助榮譽票:
$50
Individual VIP Ticket: $50

贊 助 席: 每 桌 US $300.00 ( 十 人 一 桌)
Sponsor Table: US$300 (table of 10)
將以收款日期先後安排桌次

社團若買一桌可免費刻字在歡送牌匾
上

主辦單位 (Organizer) : 葉宏志、黎淑
瑛、劉秀美、甘幼蘋、休士頓中華公所
支票抬頭 : Please Make Check Payable to
– LCW

Mailing Address: Mrs. Alice Hung (趙婉兒),
Treasurer
455 Hunterwood Dr., Houston, TX 77024
(趙婉兒 Tel: 713-480-4885, Email: alice.

hung@hotmail.com )
餐會聯絡 (Contact) :
陳慶輝 Henry Chan , Tel: 281-989-3517,
Email: henryhingfai@gmail.com
丁方印 Francis Ding, Tel: 713-376-9028,

Email: francisfding@gmail.com
劉 秀 美 Shelley Ding Tel: 713-376-9029
Email: dings852@gmail.com
趙 婉 兒 Alice Hung, Tel: 713-480-4885
Email: alice.hung@hotmail.com

祝福黃處長仕途一帆風順! 謝謝支持
贊助。

休士頓全僑歡送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黃敏境先生榮昇華府晚宴

【本報訊/記者鄧潤京】本
月 26 日，星期六，在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8330 Triola
Ln, Houston, TX 77036 將會舉辦
一年一度的《麥當勞升學教育展
》。與其說上大學是高中生的事
，倒不如說為了孩子上大學家長
比孩子更累。

君不見每年中國的高考是全
社會動員。家長手握冰淇淋在太
陽底下等考生出來降溫，車輛行
駛到考場附近禁止鳴笛，交通警
察為考生開闢快速通道，等等。
在美國高考，表面上沒有這麼誇
張，實際上家長一點都不輕鬆。

洪仁鼎老師（ Roger Hong）
對升學輔導有多年的經驗和心得
。他的一貫主張是，考大學的準
備，要從 9 年級就開始了。由誰
來督促一個貪玩的 9 年級學生去

想著上大學的事呢？第一個是其
家長。洪老師在達拉斯地區住了
36年，對本地的高中教育，對全
美大學排名，錄取率，各個大學
畢業生的平均收入等情況都瞭如
指掌。家長談孩子上大學，不免
談到錢的問題，根據數據，有
25%的公立大學在校生收到資助
。而在私立大學這個數字是 60%
多。

家長除了督促孩子做功課，
還要使孩子做到洪老師提出 5 個
要知道：
1， 知道自己的目標和興趣。
2， 知道所申請的大學。
3， 知道被該大學錄取的可能性
。
4， 知 道 如 何 表 現 出 最 佳 狀
態-----要比別的學生更為優秀
。

5， 知道如何取得到支持和幫助
。

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如
願以償進入排名靠前的大學，或
者說是常春藤盟校。不過，這並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畢竟在這
裡競爭是很激烈的。其激烈程度
，並不亞於當年在中國的高考。

除了考試成績這種有形的因
素影響錄取以外，洪老師也會強
調Attitude，也可以說態度這種無
形的因素會影響考生錄取。保持
努力工作，積極向上，刻苦學習
的態度，保持樂觀的態度，才能
無往而不勝。這些無形的因素是
從哪里傳過來的呢？答案不言自
明。

《麥當勞升學教育展》正是
這樣一個提供給家長事半功倍的
好機會。

光鹽社西北辦事處將於 8/
26星期六下午2:00-4:00在休士
頓西北華人浸信會(13130 Perry
Road, Houston TX 77070)舉辦
健康講座,邀請到陳翳萍中醫師
為我們演講[現代中醫經絡穴位
的新知與科技]

陳翳萍中醫師在中國修得
醫學學位並取得醫師執照以及
按摩治療師執照,來美國之後,繼
續充實自我,研讀針灸和中醫,現
在是一家診所的中醫理療康復
治療師.陳醫師出生於醫學世家,
從小接觸中西醫,長大也學習西
醫,更加以研讀中醫,發現中醫有
許多奧妙是西醫無法可及的.

陳醫師會簡單地介紹中醫
從古發展至今,越來越多的西方
也開始積極投入研究中醫,所以
有了不少的新發現.例如,穴位的
治療,有助於預防發炎甚至癌症.

還有當人過世時,身上的穴位會
有不同的光出現…證明了.... 因
為這些研究的證實,所以陳醫師
會在講座中,示範經絡操,教大家
如何預防一些疾病的發生.除了
運動,陳醫師也會就中醫的陰陽
五行的理論,搭配藥食同源的理
論,教大家如何搭配飲食和草藥,
達到身體最健康的養生.更會就
一般人比較容易有的健康疾病
三高,來分享中醫是如何來看待
這些問題,用什麼自然的方法藥
材來治療,得到最好的果效!!會
後,醫生會免費為聽眾把脈看診.

非常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們
來聽講座,知健康!!免費講座,會
後並有簡單的茶點.
若有任何問題,請email: yunany-
en@hotmail.com / 832-668-
4662 找Tina Yu

光鹽社西北辦事處
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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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鑑明主講畢鑑明主講：： 「「首購屋族如何選用貸款公司首購屋族如何選用貸款公司 」」 。。

蕭雲祥蕭雲祥（（ 前立者前立者）） 主講主講：： 「「如何在低利率高風險巿場獲如何在低利率高風險巿場獲
利及穩健的退休計劃利及穩健的退休計劃」」 。。

「「 家庭生活組家庭生活組 」」 主持人葉宏志主持人葉宏志（（ 左立左立 ），），介紹主講人陳介紹主講人陳
灝博士灝博士（（右立右立），），主講主講 「「自我投資指南自我投資指南 」」 。。

Jane SegerJane Seger 女士主講女士主講：： 「「如何保養家園如何保養家園 」」 。。
Anna WangAnna Wang 女士女士（（ 立者立者 ）） 介紹介紹 「「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中國城首中國城首
家高檔銀髮族公寓家高檔銀髮族公寓」」 ，，吸引了許多人前往聽講吸引了許多人前往聽講。。

「「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中國城首家高檔銀髮族公寓中國城首家高檔銀髮族公寓」」 的總建築師的總建築師，， 「「 世大世大
建設建設」」 的總栽的總栽，，董事長李兆瓊先生董事長李兆瓊先生（（ 左左 ））親臨現場親臨現場，，回答觀眾的提回答觀眾的提
問問。（。（ 右右）） 為銷售經理為銷售經理Anna WangAnna Wang 女士女士。。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昨舉行一整天卅週年講習會昨舉行一整天卅週年講習會，，場面壯觀場面壯觀

姚鳳北主講姚鳳北主講 「「旅遊的樂趣旅遊的樂趣------ 萬物靜觀皆自得萬物靜觀皆自得」」 ，，人潮擠到門外人潮擠到門外，，足見其叫座的程度足見其叫座的程度。。
由王孟瑀老師由王孟瑀老師（（ 左三左三 ）） 率領的率領的Dulles High SchoolDulles High School 的學生的學生（（ 右一至右三右一至右三 ））到現場到現場
擔任義工擔任義工，，而他們的家長而他們的家長（（左一左一，，左二左二 ）） 也加入義工行列也加入義工行列。。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今年以來增長近 4 倍，半月飆升

50%，到底是何種“投資品”有如此誘

人的增長率？近年來，我國比特幣交易

活躍，價格漲多落少，並從年初的壹枚

1000美元左右壹路飆升至4000美元。隨

著比特幣正在成為部分投資者的套利工

具，風險逐漸蔓延至金融領域。

7%的持有量卻占全球交易量的8成
投機心理推高比特幣風險
8月以來，國內比特幣價格持續攀

升。根據國內幾家比特幣交易平臺的數

據顯示，8月初，壹枚比特幣的價格在

18000元人民幣附近，半個月後，比特幣

價格已升至28000元附近，甚至壹度超

過29000元，漲幅超過50%。

隨著比特幣價格的不斷攀升，國內比

特幣的投資者也越來越多。根據國內比特

幣交易平臺數據統計，目前國內交易平臺

客戶資金余額已高達數十億元人民幣，

資產規模大於零的投資者超百萬人。

北京郵電大學教授楊義先表示，國

內80%以上的比特幣投資者為了追求短

期盈利，只有不到14%的用戶打算長期

持有。“比特幣的發展逐漸失去了其作

為虛擬商品的特性，轉而成為投資者追

求短期利益的手段，被投資者用來交易

以賺取買賣差價。”

“在中國，比特幣的持有量僅占全球

總量的7%，但成交量卻是國外的數倍，

交易量占全球的八成以上，如此高的換手

率凸顯出部分人的投機心理。”中國社科

院支付清算中心特約研究員趙鷂表示，比

特幣市場容量較小，沒有漲跌幅限制，兌

換價格容易被投機分子控制，價格暴漲

暴跌引發的投機風險不容忽視。

目前，比特幣的快速發展已引起國

際上的高度關註，各國陸續出臺立場和

監管措施。2013年中國人民銀行等五部

委發布《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

知》，將比特幣定義為壹種特定的虛擬

商品，並要求各金融機構和支付機構不

得接受比特幣或以比特幣作為支付結算

工具，不得開展比特幣與人民幣及外幣

的兌換服務等。

比特幣交易平臺亂象叢生
風險逐漸向金融領域滲透
比特幣因其可匿名、不受國界限

制、不易追蹤等特性，往往被不法分子

利用，成為洗錢、傳銷、走私等違法犯

罪活動的工具。隨著近幾年比特幣交易

平臺發展風生水起，比特幣的風險產生

了新變化，正逐步向金融領域傳遞。

“部分比特幣交易平臺將比特幣包

裝成壹種‘壹本萬利’的投資品，吸引

投資者湧向交易平臺，其中不乏私募基

金等金融機構。”趙鷂介紹，通過金融

機構之間的業務交叉滲透，比特幣風險

容易蔓延至金融領域。

同時，不少交易平臺慫恿會員參與

高杠桿的期貨交易，自己坐莊暗中操縱

市場，虛假交易，令投資人的資產權益

難以保障。

人民銀行透露，今年年初，人民銀

行多次對比特幣交易平臺開展現場檢查

發現，北京的部分平臺未經批準擅自開

展融資業務、未充分履行反洗錢義務，

火幣網曾因涉嫌市場操縱而被投資者起

訴至法院；BTC100存在虛增其平臺比特

幣交易規模的情況。

此外，目前國內比特幣平臺高達數

十億元的客戶資金缺乏第三方存管，客

戶資金面臨“跑路”風險。近期，央行

在對北京地區主要交易平臺的現場檢查

中發現，火幣網和OKCoin幣行均利用投

資者充值形成的沈澱資金購買理財產

品，合計約10億元人民幣。

人民銀行北京營管部貨幣信貸處相

關人士介紹，壹些比特幣交易平臺能夠

掌握投資者的轉賬、支付密鑰和口令，

壹旦平臺經營者決定跑路，瞬間可將大

量比特幣轉移至其他地址，平臺經營主

體挪用甚至侵吞客戶比特幣資產沒有技

術障礙，風險較大。

比特幣監管面臨挑戰
違規平臺應受重罰或關停
在比特幣風險不斷積聚的背景下，

監管部門采取壹系列措施對比特幣及其

交易平臺進行清理整頓，多次對主要的

比特幣交易平臺開展現場檢查，約談交

易平臺負責人，引導交易平臺主動采取

收取交易手續費、暫停提幣、升級反洗

錢系統等措施。

監管加大力度清理整頓比特幣市場

亂象，取得了壹定成效。相比 2016年

末，北京地區主要交易平臺成交量和成

交金額大幅下降99%以上，全球以人民

幣計價的比特幣交易占比由95%大幅下

降至目前的15%左右，比特幣價格變化

也由中國市場主導轉為國際市場主導。

楊義先表示，雖然上半年人民銀行

對比特幣市場及平臺亂象加強了監管，

但依然存在諸多監管空白。“應盡早確

立比特幣的監管框架，確定監管主體，

明確業務規則，把比特幣裝進制度和監

管的籠子裏。”

“按理說，比特幣不能兌換成人民

幣，也不能用於支付結算，交易量應該逐

漸萎縮。但事實上，這幾年國內比特幣價

格在大幅波動中不斷攀升，交易平臺客戶

資金存量規模也越來越大，這些交易資金

哪裏來？”趙鷂認為，部分金融機構和支

付機構沒有嚴格執行五部委的要求，違

規為比特幣交易提供了便利。“應加強

金融機構和支付機構的監管，防止比特幣

投機風險向金融體系傳導。”

專家建議，相關部門應建立比特

幣交易平臺投資者的實名審查制度，

實現交易和兌換過程透明化；加大對

比特幣交易平臺違規行為的懲治力度，

對部分嚴重違規的比特幣交易平臺進行

關停取締。

中國未來新晉壹線城市有哪些？ 地產商預測是這八城
綜合報導 隨著中國各地城市發展，北上廣深四個

已經大眾熟知的壹線城市外，未來哪些城市將會成為壹

線城市網絡上有不同觀點，作為地產企業的中國金茂預

測天津、重慶、杭州等8個城市有望成為壹線城市。

“聯合國預測，到了2050年，地球人口將接近

100億，75億人都會生活在城市裏。” 中國金茂總

裁李從瑞17日在“中國金茂上市十周年品牌煥新

發布會”進行主題演講時說，目前中國城鎮化只走

了壹半，未來中國發展潛力無限巨大。

在全球10300個城市群中有六大城市群最引人

註目，分別是北美以紐約為中心的環西太平洋城市

群，芝加哥為中心的環五大湖城市群；亞洲日本東

京為中心的城市群，中國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城市

群；以及歐洲英國倫敦為中心的英倫城市群，法國

巴黎為中心的歐洲北部城市群。

“中國14億人口，未來至少三個1.5億-2億的

大城市群、大城市帶。”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

院院長樊綱在發布會上說“最終人是要進城的，為

什麽要進城？因為城市改善生活，城市是人的聚集

地，是人口遷移的方向。”

中國金茂認為，未來中國壹線城市將增到12個。北

上廣深將成世界級超級城市，加上它們的衛星城市，

人口將向5000萬挺進。天津、青島、成都、重慶、

武漢、南京、杭州、廈門將有望挺進壹線城市，這

些城市人口規模未來將達1500-2000萬。但隨著城市

快速發展，環境問題已經開始挑戰城市的發展，就

醫難、看病難、上學難，已經成了新的城市病。

“城市病得治，怎麽治？”李從瑞稱，綠色健

康、智慧科技、產城融合、配套便利才是未來的理

想城市，這需要建設者們在城市規劃方面要有超前

性、系統性、前瞻性。

李從瑞補充道，即做壹個城市需要兩驅動、兩

升級。規劃驅動，必須站在國際的視野，聘請國際

優秀的團隊；資本驅動是城市建設必須持續高強度

投入；城市升級必須改善人們生活，提升土地價

值，為人們提供吃穿住行、就業、就醫等更好的生

活體驗；產業升級需要產業跟城市融合，中國金茂

聚焦大文化、大健康、大科技三大方面。

李從瑞稱，中國金茂今天的定位做城市運營商

——從壹塊處女地開始，通過規劃、拆遷、建設、

持有、銷售，最終再運營，來管理這個城市，跨越

從壹塊處女地到壹個新城建設的全過程。

“實際上企業目前就變成不是簡單的舉手投

標、買地、蓋房子、賣樓這麽壹個企業了。”中化

集團董事長、中國金茂董事長寧高寧道，“它變成

了城市運營商，就變成了它對城市負責任，對教育

負責任，對醫院負責任，對商業負責任，對整個區

域負責任。這是目前相對規模比較大企業對城市改

造的轉型。”

中國金茂城市運營方面有三類的主品：新城的

建設，城市舊改的項目，以及做特色小鎮。放眼未

來，李從瑞表示，中國金茂將堅定的堅持城市運營

商的定位，目標在未來五年綜合實力進入行業第壹

梯隊，版圖從今天23個城市擴張到40個城市，簽

約額將從500億提升到2000億，持有面積將從現在

50多萬平米到200多萬平米。

比特幣半月價飆50%風險加劇
需紮緊制度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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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Gen. Joseph Dunford, left, speaks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during a 
meeting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Aug. 17, 2017. (Photo/Xinhua)
BEIJING, Aug. 17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met  on Thursday with visiting Chair-
man of the U.S.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seph Dun-
ford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You are the first senior military official to visit 
China sinc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ook 
office,” Xi told Dunford.
Xi said although the visit is brief, it is quite com-
prehensive, indicating that the military-to-mil-
ita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made a substantial step forward. 
The United States’ top general says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will proceed with joint 
military drills next week, resisting pressure from 
China and North Korea to halt the annual exer-
cises.
Marine General Joseph Dunford, chairman of 
the U.S. Joint Chiefs of Staff, said Thursday in 
Beijingt he United States has no plans to curtail 
military exercises with South Korea, which has 
angered Beijing and Pyongyang.
“Until or unless North Korea demonstrates a 
willingness to back down from the path that 
they’re on right now, which is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can 
threaten Japan, can threaten Korea, can threaten 
the Unites States and quite frankly can threaten 
China, then I would not recommend and have not 
recommended that we dial back military exercis-
es,” he said.
US-South Korean military exercises

FILE - South Korean army soldiers stand 
as women watch during an anti-terror 
drill as part of the Ulchi-Freedom Guard-
ian exercise, at Yoido Subway Station in 
Seoul, South Korea, Aug. 23, 2016.
Annual exercises between the U.S. and South Ko-
rean militaries, dubbed Ulchi-Freedom Guardian, 
began with what military officials called a “soft 
start” on Wednesday, with the major portion of 
the exercises to begin Monday.
Dunford acknowledge a military solution to 
North Korea’s nuclear threat would be “horrific,” 
but he said allowing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to develop ballistic missiles with a nu-
clear warhead that can threaten the United States 
is “unimaginable.”
The top U.S. general sai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asked military leaders to develop 
credible, viable military options. “That’s exactly 
what we’re doing,” he said.

But Dunford said the military option would be 
used only if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pressures 
fail to halt Pyongyang’s nuclear buildup. The 
goal, he stressed, is to peacefully denuclearize 
the Korean peninsula.

FILE - An employee walks between front-
end loaders which are used to move coal 
imported from North Korea at Dandong 
port in the Chinese border city of Dan-
dong, Liaoning province, Dec. 7, 2010.
“I think everybody agrees that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pressure for now is the right approach, 
and again everyone believes that the U.N. Secu-
rity Council sanctions now must be vigorously 
enforced to set the conditions for the broader po-
litical discussion that would take place,” he said.

Chinese Sanctions
China,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says has not done 
enough to constrain North Korea, started enforc-
ing new sanctions this week, banning North Ko-
rean exports ranging from seafood to coal.
Richard Bush, a senior fellow i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said 
China’s decision to sanction North Korea was 
due to more than just the desire to denuclearize 
the peninsula.

“One of the reasons China was willing at least to 
agree to these sanctions was threats on our part 
that we would start sanctioning Chinese entities, 
and they don’t want to go there,” Bush said.

FILE -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
cil votes on a new sanctions resolution 
that would increase economic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to return to negotiations 
on its missile program at U.N. headquar-
ters, Aug. 5, 2017.
Bush add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internation-
al allies will be closely watching China’s com-
mitment to these sanctions and will make them 
aware of any cheating seen.
In the past, China has been reluctant to deny 
resources to North Korea in order to pressure 
Pyongyang to curb its nuclear weapons ambi-
tions. But in the past few weeks, China has ap-
peared to take measures to keep its bad-behaving 
neighbor in check.
Last week, China voted alongside a unanimous 
U.N. Security Council to impose strict new sanc-
tions on Pyongyang in response to North Korea’s 
launch of two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in July. The new sanction could cost Pyongyang 
an estimated $1 billion a year. (Courtesy https://
www.voanews.com/)

US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Gen. Joseph Dunford is greeted by Chi-
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hina, 
August 17, 2017. (Photo/Reuter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Thursday 
pledged to “properly handle” disagreements with 
the US and said Beijing welcome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o visit China by year end, as he 
met chairman of the US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
seph Dunford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President Trump and I both highly value Chi-
na-US relations and are willing to push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ties. Though difficul-
ties do exist, rainbows come after storms. I hope 
the two sides can treat each other with honesty 
and goodwill, maintain close communication and 
properly handle disagreements,” Xi said, accord-
ing to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Defense.
Xi asked Dunford to convey his greetings to 
President Trump, and said China is looking for-
ward to Trump visiting China.
The Chinese president stressed that bilateral mil-
itary relation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US 
ties and crucial for the stability of broader bilat-
eral relations.
“In recent years, the two militaries have made 
constant progress in strengthening communica-
tion at all level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ilitary mutual trust mechanism and deepening 
practical cooperation. The two sides also signed a 
framework agreement on a China-US military di-
alogue mechanism this time,” said the president, 
adding that all these efforts will help strengthen 
bilateral ties.
Dunford thanked the Chinese leader for meeting 
him and said Trump is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visiting China.

Describing bilateral military relations as “ma-
ture”, Dunford said the US military is committed 
to conducting honest and professional dialogue 
with the Chinese side, controlling risks and ex-
panding mutual trust.
Earlier in the day, Fan Changlong, vice chair-
man of China’s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lso met Dunford and told him military measures 
must not become an option on the Korean Pen-
insula and dialogue is the only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issue.
This is Dunford’s first visit to China as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he is the high-
est-ranking US military official to visit China 
since Trump took office.
Before coming to Beijing, Dunford visited South 
Korea and discussed the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ith President Moon Jae-in. 
Dunford will also visit Japan in the coming days. 
(Courtesy https://news.cgtn.com/news/)

Related

Trump To Visit China As Beijing 
Touts ‘New Era’ Of Ties With US

A state visit is scheduled for later in 2017 after 
the leaders’ summit in Florida was overshadowed 
by the Syria crisi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invited Donald 
Trump to pay a state visit to China later this year 
during a intensely choreographed visit to the bil-
lionaire’s Florida estate that was shunted from 
the headlines by the airstrikes on Syria.
Beijing had hoped to use the two-day summit 
to burnish Xi’s credentials as a powerful world 
leader who had successfully tamed the US’s vol-
atile commander-in-chief and Chinese propagan-
da chiefs battled to keep the spotlight on Mar-a-

Lago despite the dramatic turn of events in the 
Middle East.

Donald Trump and Xi Jinping in Florida. 
The president accepted an invitation to 
visit China ‘with pleasure, and hoped to 
make the trip at an early date’.
Photograph: Alex Brandon/AP
On Saturday the Communist party’s official me-
dia outlet, the People’s Daily, carried two pho-
tographs of Xi and Trump on its front page but 
relegated the Syria crisis to a brief story at the top 
of page 11.
Xinhua, China’s official news agency, said Xi 
had invited Trump to make a state visit to China 
in 2017 and that the US president had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with pleasure, and hoped to make 
the trip at an early date”.
At a press briefing in Florida, marking the end 
of the Chinese president’s visi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aid Trump had welcomed 
Xi’s invitation but declined to specify when the 
visit would happen. “The president said that he 
would look at the dates, and we would work with 
them to see when that visit might occur,” he said.
Tensions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spiked following Trump’s 
shock election last November with many predict-
ing a dramatic downturn in relations. The former 
reality TV star has spent years bashing China and 
described the country as an enem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 campaign manifesto.
However, the bad-blood began to subside in 
the lead-up to Thursday’s meeting after Trump 
backed away from threats to challenge Beijing 
over Taiwan and failed to follow through on 
threats to label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on 
day one of his administration.
Tillerson told reporters that “both the atmosphere 

[and] the chemistry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was 
positive”, at Mar-a-Lago.
Xi and Trump had held “very frank” and “very 
positive” discussions on issues including North 
Korea’s weapons program, the South China Sea, 
cyber security and trade.
“The president underscored the need for China to 
take concrete steps to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for 
American workers, stressing repeatedly the need 
for reciprocal market access,” Tillerson said.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nd in an indication that joint efforts to tackle 
global warming will lose steam, the commerce 
secretary, Wilbur Ross, admitted the environment 
“was not a major part of the discussion, nor do I 
recall the Chinese specifically raising it”.
Asked if Trump had raised human rights with 
Xi, who has presided over what activists call the 
worst crackdown since the days after the 1989 Ti-
ananmen massacre, Tillerson claimed such issues 
had been “really embedded in every discussion”.
Experts say China, which along with Russia has 
repeatedly blocked UN resolutions against Syri-
an dictator Bashar al-Assad, will have been both-
discombobulated and upset at how Trump’s air 
strikes overshadowed the summit.
Tillerson said Trump had informed his guest of 
the military intervention towards the end of their 
dinner on Thursday night, at about 8.40pm local 
time. He claimed Xi had “expressed an apprecia-
tion for the President letting him know …. [and] 
indicated that he understood that such a response 
is necessary when people are killing children”.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were concerned about China-US relations,” said 
an editorial in the Chinese-language edition of 
the Global Times newspaper. “Now, optimistic 
moods have gained the upper hand.”  (Courtesy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7/)

Chinese and U.S. troops sit together for 
a photograph during joint military dr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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