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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444-6493

(281) 201-6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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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奧爾良法國區波本街 一條狂野浪漫、奢靡腐化的大街
作者：
作者
：泉深

談到紐約華爾街（wall street），大家都知道是紐約市曼哈頓
區南部一條大街的名字，它是金融和投資高度集中的象征，這條
街承載著太多的輝煌，它以其魔幻般的巨大威力，對世界經濟產
生著巨大的影響。若談到新奧爾良的波本街（Bourbon Street），
對大多數中國人顯得陌生，但談到它的歷史和現實，實際上它可
能比華爾街還有名。它是 18 世紀的新奧爾良市法國區的一條最
有名的古老街道，起於繁華的運河街（Canal Street），止於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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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ade 街，全長大約一英里左右。波本街得名於該市建立時期
統治法國的波旁王朝。開埠後的第一批居民組成相當不堪，有
劃槳奴，獵戶，淘金士，清潔工。女性是清一色的妓女，有獨
特的服裝打扮和另類的行為舉止，使新奧爾良從一開始就奠定
了狂野不羈的性格，再加上法國宮廷由上而下的窮奢極欲，因
此新奧爾良成了法國新貴最奢靡腐化的北美殖民地，夜夜笙歌
，日日糜爛，充耳不聞埠外事，連自己的命運悄悄易手都懵然
不知，這種奢靡腐化的習俗也傳到了新奧爾良。
波本街兩旁布滿了飯店、酒吧、夜總會，還有那些燈紅酒
綠的小門。晚上去，你將看到各種膚色的人種和各式各樣的人
群，悠閑地在大街上閉逛，享受街頭的浪漫音樂和觀賞放蕩的
舞蹈。這街頭的樂隊也參差不齊，有十幾人的管樂隊
，有三到五人的爵士樂隊，有架子鼓隊和自制的油漆
桶鼓手。這些街頭音樂人是清一色的黑人，他們沒有
固定的工作，白天到處遊逛或睡覺，晚上到這裡尋求
刺激並靠取悅觀眾收取小費，每周 7 晚，一晚也不浪
費。問他們每晚能收多少小費，他們說從幾元到幾百
元都有，但從來沒有收不到的時候。
走在波本大街，最吸引人眼球的是街道兩邊各式各
樣的酒吧，每個酒吧都有自己的爵士樂隊，每個樂隊
都有自己的歌手，有的歌手從頭唱到尾，聲嘶力竭，
露出嘶啞的破嗓音；有的樂隊不斷的變換歌手，演唱
水平達到專業標準。由於爵士樂的強力震撼和各個樂
隊音樂的相互交匯，大部分時間你只能感覺滿街布滿
噪音，根本聽不出他們唱的歌是什麽內涵。 酒吧是完
全免費的，如果門口沒有註明"No Cover"(脫衣舞表演
，此處需檢查身份證，19 歲以上才能入內)，男女老少
，可以隨進隨出，沒有性別和年齡限制。酒吧內以賣
酒為生，價格是市場酒價的 5～10 倍。酒一下肚，浪
漫激情油然而生。酒吧中的觀眾，或簇擁在小小的舞
池中或搶占狹小的舞台，個個張牙舞爪，好像在宣泄
自己的不滿，又好像在展示自己的美妙舞步。舞者以
女性居多，年齡不分大小，故意裝出嬌媚的姿態，熱
衷賣弄自己的風情。
街道上也穿插有大小不一，等級分明的餐館。有的
餐館裝修的豪華似五星級的賓館，裡面坐著風度翩翩
的紳士和明媚妖嬈的淑女，他們溫文爾雅，舉止大方
，平靜地享受美食。服務員也彬彬有禮，熱情好客。
有的餐館乾脆放在兩個相鄰建築物之間的狹小走道上
或建築物的後院裏，放著數量不等的小圓台，坐著衣
衫不齊的人群，一瓶一瓶地吞下高價啤酒，還要高聲
吵鬧著，生怕別人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也有一些流浪
漢，三五成群，抽著客人送的煙，喝著客人提供的啤
酒和飲料，有時也吃著客人送來的食物，享受天馬行
空、自由自在的生活。原來流浪漢躺在這條大街，吃
喝無憂，流浪生活也充滿樂趣。
最讓人激動的是看一場典藏廳爵士樂團 (Preservation Hall Jazz Band)送出的經典爵士音樂表演。滿街到
處都能看到一個標志性英文牌子"Preservation Hall is a
must see when you are in New Orleans" (到了新奧爾良

必看典藏廳爵士樂團表演)。該爵士樂團成立於 1963 年，位於波
本大街和聖彼得大街的交界處，每晚有三場表演，8 點，9 點和
10 點。我們計劃看晚上 9 時的演出，8 點多種就趕到了演出廳外
的大街，大街上排著長隊，我們在演出廳外大街足足排了 40 多
分鐘，利用這點時間透過門縫我們可以聽到裡面傳來了爵士樂隊
發出的強音，非常優美和諧，感覺這支爵士樂隊有些超常表現。
剛一進門，看到典藏廳爵士樂團的"演出廳"的確讓人有些失望，
這根本不是一個演出廳，只是一間較小民宅，外面很破舊，燈光
很灰暗，門口沒有裝飾，如果不留意，典藏廳爵士樂團的牌子也
看不見，這就是傳說中的"典藏廳爵士樂團"嗎？我要進去看看。
剛邁入"大廳"，發現此廳如此之小，總面積也沒有 40 平方米，裏
面已經擠滿了人群，座位稀少，絕大部分人只好站立。好不容易
想沿著墻壁向前擠進，可是人挨著人，向前擠進也是不可能的。
舞台也很小，只能容納幾個人。台上沒有電子琴鍵，沒有電吉他
，沒有電貝斯，沒有麥克風，沒有一切音響設施，這好像不是我
經常看到的爵士樂隊。台上有一個爵士鼓，一台舊鋼琴，一支薩
克斯風管，一支長號，一支短號，一個低音貝斯再加上六位藝術
家，四男兩女。他們沒有穿演出服飾，著裝都象街上的普通人群
和台下的觀眾。音樂一響起，六人充滿音樂激情，演員時而端坐
，時而立起；音樂時而抑揚頓挫，時而平緩抒情。台下觀眾都沈
浸在清澈歡快、波瀾壯闊的爵士樂中。45 分鐘的表演時間好短，
但這支小爵士樂隊奏出了超乎想像的美妙樂章。
提起爵士樂，人們聯想到的是一位具有小丑形象的、活潑可
愛的、聲音嘶啞的、手中常拿著小號的歌手，他就是路易斯.阿
姆斯特朗，他是出生於新奧爾良市最貧窮落後的黑人居住區的黑
人，由他發起新奧爾良的爵士樂章，是 20 世紀最著名的爵士樂
音樂家之一，被稱為"爵士樂之父"。他以超凡的個人魅力和不斷
的創新，將爵士樂從新奧爾良地區帶向全世界，變成廣受大眾歡
迎的音樂形式。阿姆斯特朗於 1971 年 7 月 6 日因心肌梗塞辭世，
享年 70 歲，他為人們留下了豐富的爵士樂遺產，是爵士樂史上
永恒的靈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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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強民總領事本周二再次在福遍縣對德州28 地區代表
介紹中國共產黨19
介紹中國共產黨
19 大勝利召開和特朗普總統訪華成果

出席午餐演講會的貴賓代表登台與李強民總領事（ 前排右五 ） 合
出席午餐演講會的貴賓代表登台與李強民總領事（
影。（ 記者秦鴻鈞攝 ）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繼 11
月 14 日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在休斯
敦市中心希爾頓美洲酒店舉辦專題午
餐會，本周二（11 月 21 日 ）再在德
州 Richmond 的 「SAFARI TEXAS
RANCH 」舉辦第二場午餐會，與會
的包括德克薩斯州的 28 個地區的代表
，包括福遍縣縣長 Robert Hebert , 縣

德州 28 個地區近二百位賓客出席第二場吹風會
個地區近二百位賓客出席第二場吹風會。（
。（ 本報記者秦鴻
鈞攝）
鈞攝
）

專員 James Patterson , 福遍縣商會代表
孫鐵漢夫婦，福遍縣經濟發展委員會
代表 Jeff Wiley, 以及 Rosenberg 巿代表
， Stafford 市 學 區 代 表 ， Meadows
place 市，Fulshear 巿代表，以及 Stafford 巿學區，Rice & Gardner 顧問公
司，休斯頓中國商會，休斯頓大學
Victorial 分校，Rosenberg 市警察局長

Dallis Warren ， 以 及 FBC 代 表 Beth
Wolf 等近二百人與會，總領館除總領
事李強民，王昱副總領事，劉紅梅副
總領事等陪同出席午餐會。
李總領事以“新時代•新發展•
新機遇”為題，介紹中國共產黨十九
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的情況以及特朗
普總統月初成功訪華的豐碩成果，並

黑色星期五 (19 日至 25 日) 購物日本周登場
血拚的民眾可能會選擇在家中上網下單搶購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感恩節隔天
的“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 19 日
至 25 日) 購物日本周登場，將成為全
美史上最盛大行動購物節，今年感恩
節落在 11 月 23 日，從隔天的 24 日為
黑色星期五、到隔周一(27 日)的“網
路星期一”，是零售業重要的銷售檔
期。根據 RetailMeNot 網站的調查結
果顯示，全美消費者在這段時間平均
計劃支出 743 美元，遠高於一年前的
505 美元，且近 70%的受訪者打算在
“黑色星期五”檔期血拚。 今年黑
色星期五周美國消費者花在 Android
手機購物 App 的時間，預估將較兩年
前擴增 45%，預料將使零售業的行動
營收寫下歷年來新高。RetailMeNot

對加拿大消費者的調查則顯示，今年
加拿大人的支出可能會破表，平均每
人計畫支出 1,400 美元，其中 653 美元
將用來購買禮物。實體店面零售也不
會缺席這場活動，約半數受訪者表示
，計劃在“黑色星期五”與“網路星
期一”早起，衝到商店搶購具有吸引
力的產品。
感 恩 節 隔 天 的 「黑 色 星 期 五 」
（Black Friday）購物日本周登場，將
成為美國史上最盛大行動購物節，美
國黑色星期五的周末假期消費支出預
料將比一年前躍增 47%，加拿大和英
國也將大幅成長。網上銷售強勁衝擊
傳統店家，大大影響今年感恩節前夕
的搶購氣氛。聖蓋博谷華人聚居地區

近年往往提前四、五天甚至一周，就
出現的“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
”搶購長隊和帳篷陣營，但今年在節
前最後一個周末仍未出現。商家表示
，他們不擔心今年年底的節日買氣，
因為民眾購物的熱情，與去年相比有
增無減。不少民眾則表示，大型商家
今年黑五的感恩優惠，網上採購並不
比傳統實體店遜色，家中下單血拚，
一樣可以搶到大優惠。不過不少民眾
也表示，節日起早逛店擠人氣，也是
一種傳統，節日享受。
包 括 Best Buy、 Target、 Walmart
等年底節日和黑五期間折扣商品最多
的連鎖商家，至黑五之前的最後一個
星期天，也未像往年一樣在各地分店

從基礎設施建設和融資
、能源、農業等方面深
入分析了中美友好將給
李強民總領事發表主旨演講。（
李強民總領事發表主旨演講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美南地區帶來的新機遇
。李總領事演講後還就
賓客關心的中國發展成就、金融、貿 觀了同期舉辦的“中國故事”圖片展
，並一同觀看了特朗普訪華新聞薈萃
易政策、中美關係等回答了提問。
午餐會前，李總領事陪同賓客參 、領區主流訪談以及“中國主場外交
”等專題片。
的門口放上大大的宣傳廣告，吸引
民眾買氣。這些年愈來愈多民眾在
網上採購，年底購物也不例外，所
以他們今年黑五的折扣優惠，早早
就在網上公佈，方便消費者準備。
Best Buy 的分店經理也表示，他們的
黑五廣告要等到最後兩天才印成宣傳
單，目前全部只是網上廣告。由於預
計網上銷售再度大增，因此準備了更
多的優惠商品，供網上下單。不過商
家表示，在增加網上銷售的同時，黑
五大多數的折扣商品還是在傳統實體
店中出售，因此許多大型連鎖商家今
年的黑色星期五和去年一樣，甚至比
去年更早開門。比如 Best Buy 將提早
到感恩節當天下午 5 時開始到次日凌
晨 1 時，然後黑五當天上午 8 時持續
至晚上 10 時；Target 和 Walmart 的黑
五也都將在感恩節當天傍晚 6 時開打
。
不少血拚的民眾，今年也首次考

慮放棄排隊傳統。由於不少商家今年
黑五的網上折扣一樣可觀，而且與實
體店同步開始，所以可能會選擇在家
中一邊喝咖啡一邊下單搶購。為搶今
年的節日銷售，各家均早早給出了黑
五 的 底 牌 價 。 其 中 Best Buy 65 吋
Samsung4K 高清電視 749.99 元，夏普
50 吋 4K 電視只要 179.99 元，索尼 60
吋 4K 電視 599.99 元，分別比平常節省
320 至 400 元不等；還有 Samsung 各種
11.6 至 15.6 吋不等的手提電腦，從 99
元至 359.99 元不等，折扣均在正常價
格的 40%或以上。傳統被認為黑五隻
有日常用品小折扣而無大作為的
Walmart，今年也加入黑五市場大戰
，包括向購買一定數值的蘋果和
Samsung 產品的客人提供 300 元的禮品
卡，對購買一些知名電視產品的客人
也有不同的特別折扣和禮券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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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成功主辦第四次職涯講座
年輕僑民及學子在僑教中心踴躍參與獲益良多
(本報記者黃麗珊) 由休士頓台大校友會主辦
， 一年一度的海外青年職涯講座於今年 11/1912:
00 PM – 4:30 PM 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 的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辦。這是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為年輕僑民及學子所籌辦的第
四次職涯講座,鐘惠盈主持。有別於往年的模式，
今年的講座以經驗演講分享及互動問答兩部分所
組成。休士頓台大校友會邀請到的講師包括休士
頓地區聲望極高的亞洲化學的創辦人和董事長楊
朝諄博士， 世界最大陸地鑽油公司 Nabors 的副總
裁暨財務長蘇柏斌學長， 糖城華人界享富盛名的
光電半導體公司 AOI 的人資長 Johanna Chiang，僑
界著名的葉茂森公司法與移民律師。講師們以主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 11 月 19 日在僑教中心由劉美玲會長
日在僑教中心由劉美玲會長、
、郭原宏前
題演講的方式來涵蓋移民法律、創業、企業經營
會長、、
會長
、、何友靜
何友靜、
、黃龍雄等理事
黃龍雄等理事、
、鐘惠盈主持人舉行第四屆海外
、 職涯選擇、升遷晉升、商場應對、徵人選才等
青年職涯講座，
青年職涯講座
，邀請公司高管楊朝諄董事長
邀請公司高管楊朝諄董事長、
、蘇柏斌學長分享他
僑界著名的葉茂森公司法與移民律師講到當下 H1B 簽證形勢時表示
簽證形勢時表示，
，川
主題分享各自經驗及見解。葉茂森律師講到當下
們對創業、
們對創業
、企業經營等主題的見解
企業經營等主題的見解。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處長陳
普保護美國勞工的政策方向短時間內不會改變，
普保護美國勞工的政策方向短時間內不會改變
，這對 H1B 申請並不是利
H1B 簽證形勢時表示，川普保護美國勞工的政策
家彥、
家彥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等與會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等與會。
。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多消息；
多消息
；2017 年移民局對申請的審核嚴格程度明顯高於往年
年移民局對申請的審核嚴格程度明顯高於往年，
，葉茂森律
方向短時間內不會改變，這對 H1B 申請並不是利
師預計明年的審核會更加嚴厲。
師預計明年的審核會更加嚴厲
。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多消息；2017 年移民局對申請的審核嚴格程度明
顯高於往年，葉茂森律師預計明年的審核會更加
嚴厲。
葉茂森律師建議有志於通過 H1B 簽證留美工
作的台灣留學生，在材料準備上應該更加細緻。
要做好 H1B 未中籤的打算，該簽證每年申請人數
大大高於政府配額，假若不幸沒有如願中籤，申
請 O-1 簽證或許是一種比較好的選擇。公司高管
楊朝諄、蘇柏斌、Johanna Chiang 以各自多年職場
經驗，向德州台灣留學生及工作青年與會者傳授
職場打拚的訣竅,；楊朝諄博士提到,每個行業很大
競爭,要永續經營靠團隊。回台尋找你的夢,也是一
條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人生目標過程中好好把握,
享受自己生活。蘇柏斌學長談到，成功企業成變
色龍,要有危機意識,危機就是轉機。生存之道是人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會長劉美玲向講師世界最大陸地鑽油公司 Na
Na脈、軟實力、硬實力.自己誠實面對自己,以後要怎
bors
的副總裁暨財務長蘇柏斌學長贈送感謝禮物。
的副總裁暨財務長蘇柏斌學長贈送感謝禮物
。
(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麼生活,興趣投入影響成功找到適合你產業,換產業
亞洲化學的創辦人和董 事長楊朝諄博士提到
事長楊朝諄博士提到,,每個行業很大競爭
每個行業很大競爭,,要永續
比換工作更難.找工作方面,積極樂觀,一定要耐心.
經營靠團隊。
經營靠團隊
。
回台尋找你的夢,
回台尋找你的夢
,
也是一條路.
也是一條路
.
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人生目標
馬上要了解公司人事架構,這功課一定要做。要知道公司文化很 Update 履歷表，應徵工作,需著正式服裝以尊重主辦單
過程中好好把握,,享受自己生活
享受自己生活((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重要，與老闆關係要處好.軟實力,多注意觀察,多練習美式幽默,主 位,積極活潑,機會靠自己創造,面試時,先弄清楚每人背 過程中好好把握
導現場討論能力,培養現場,快速進修,提出挑戰，作出總結,態度認 景，不要遲到,需早 10 分到,握手強而有力表示對工作
真負責，不卑不亢,全力以赴，展現非常積極工作態度，主動要 看重.注意面對主考官,舉例曾工作經驗,機會給努力創造的人.之後 11 月 19 日活動在跟大師與成功者的討論中，找到自己的職場地
求參加 Project。每次挫折給自己找出解決問題，成功有方法沒有 ， 並以分組 Q& A 的方式來與講師當面討論我們青年在職涯上所 位與策略，並把所學到的知識與經驗，成功應用在自身未來的職
捷徑。 Johanna Chiang 說到，準備履歷表,一次投 3 家,要耐心,2-3 遇到問題或是困惑。劉美玲會長表示, 舉辦海外青年職涯講座很 涯發展，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劉美玲會長感謝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禮拜,打電話或 EMail 問一下,2 次沒有回音,找下次工作。每一年需 有意義，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期望我們台灣海外青年， 能夠經由 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科技組遊慧光組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
、俞欣嫻秘書、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列席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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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鼓勵首次自住房購房者
您可能是補助計畫的受惠者

(本報休士頓報導) 您知道嗎？為
振興房市，美國政府投注了相當的心
力，為了鼓勵住者有其屋，讓首次自
住房購房者(First Time Homebuyer)可
以負擔得起，休士頓市政府對屋主有
不少的補助金，如果懂得去申請，並
且符合條件，您可能就是幸運者，將
申請到一大筆補助金，最高可獲$25,
000 的補助，對於購屋來說，可謂不
小的助益。
本報採訪休士頓市政府 「住房和
社 區 發 展 部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行政經理 Brandi N. Sullivan
，為讀者介紹休士頓市的 「自住房購
房 補 助 計 畫 (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讓讀者們知道，哪些人
可能是這個計劃的受惠者。
首先，怎樣的人有資格申請呢？
Brandi 表示，這個計畫協助的對
象，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或是在過
去三年內未曾買房的中低等收入的休
士頓家庭。

申請人必須符合中低收入標準，
然而，民眾別以為中低收入是賺很少
的年收入，如果您家庭總收入不超過
本市平均收入的 80%，您就可能符合
條件。舉例來說，單身人士的收入為
$40,050， 二 口 之 家 的 收 入 在 $45,800
以下，或四口之家的收入在$57,200 以
下就可以申請。收入限制根據家庭人
口而定。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簡稱 HAP)，最高
可補助$25,000，只要購屋者符合以下
的條件:(一)、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
二)、家庭收入不超過規定的限制；(
三)、能夠獲得自住房購屋貸款；(四)
、願意參加 8 小時的購房者教育課程
；(五)、有工作、每年有付稅，是美
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六)、願意提
供所有的相關文件。(七)、為休士頓
市居民。
如果已經有看重的房子，此房要
通過市政府的房屋檢查(Home Inspec-

tion)才可申請。申請補助的屋主，在
這個房子至少要居住五年，不得出租
。
買主怎樣才能符合申請資格呢？
房地產經紀人 Mr. Kim 表示，他
在數年前因為幫朋友買房子，而接觸
「自 住 房 購 房 補 助 計 畫 (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當時申請的手
續相當繁雜，但是，只要熟悉規定，
仍然可以逐項克服困難，當他的朋友
買到房子、並且成功申請到補助金時
，箇中的欣喜難以形容。
首先，買主必須確定是自己居住
，而不是投資屋，在此屋要住滿五年
才可以轉手。在買房之前必須上 8 小
時購房者教育課程，要能獲得貸款。
其次，有意願要申請此項補助金的人
，一定要誠實交稅，不少人為了省稅
金，沒有如實報稅，等到申請貸款時
就出現難題。Mr. Kim 表示，市政府
有錢補助，但是民眾要懂得去申請，
懂得讓自己符合條件，申請過程中有

醫學新訊--研究人員逆轉小鼠心臟衰竭

許多文件工作
2017 年家庭收入上限
地區平均收入的 70% (AMI)
地區平均收入的 80% (AMI)
，對於熟悉作
家庭人口
最多高達$25,000 的補助
最多高達$15,000 的補助
業的人並不是
1
$34,350
$40,050
問題。他也鼓
2
$41,250
$45,800
勵想要有自己
3
$46,400
$51,500
住屋的民眾趕
4
$51,500
$57,200
5
$55,650
$61,800
緊申請補助金
6
$59,800
$66,400
，先到先得。
7
$63,900
$70,950
自住房購
8
$68,000
$75,550
房 補 助 計 畫
(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洽詢電話:
832-394-6200(
英 文)。 或 上 網
查 詢: http://
www.houstontx.
gov/housing/
hap.html。
在申請補助金的過程，有兩大重 房購房者怎樣更容易申請到補助金，
頭戲，一是貸款，二是購屋。在購屋 可洽詢 Mr. Kim，他已經協助不少人
部分，應該找怎樣的房子、首次自住 申請到補助金。電話: 832-549-0282(
英文)。

研究人員隨後研究了 TAC 馬凡症小
鼠的心臟組織內發生了什麼導致其
心臟衰竭。他們發現心臟的肌肉細
胞因為接受來自相鄰結締組織細胞
（成纖維細胞）的異常生長化學信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人員確定了導致馬凡氏綜合症患兒快速心力衰竭的細胞信號，並在小鼠模型中逆轉了該疾病
號而變得越來越大。有關的信號分
子之一是被稱為轉化生長因子 beta
(本報訊) 在利用患有囓齒動物馬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 Vic- 用橫向主動脈縮窄（TAC）技術在野
凡氏綜合症的小鼠進行的實驗中，約 tor A. McKusick 遺傳學和醫學教授， 生型和馬凡症小鼠的心臟上誘發了壓 的蛋白質，據信這種蛋白質在馬凡氏
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即 及兒科學教授 Hal Dietz, MD 認為“有 力。這種技術能拉緊主動脈，對心臟 綜合症患者體內會增加，並且它可能
導致了該病的許多不同症狀。
使 輕 度 增 加 對 實 驗 小 鼠 心 臟 的 壓 力 一小部分馬凡氏綜合症患兒具有早期 產生可精確測量的壓力。
（正常小鼠可以輕鬆耐受該壓力水平 的心力衰竭症狀而其瓣膜滲漏並不嚴 在 5 週的實驗過程中，TAC 馬凡症小 根據這些知識，Rouf 和其研究團隊重
），也可引發其心臟衰竭。 8 月 4 日 重”。他在馬凡綜合症病因和治療方 鼠在一周內即表現出嚴重的心力衰竭 複了該實驗，並在實驗中使用藥物治
在 “ 臨 床 調 查 透 視 ” 雜 誌 （Clinical 面具有數十年的研究經驗。
，而野生型小鼠則沒有發生心力衰竭 療來抑制該生長因子信號。具體來說
Investigation Insight）上介紹的這項發
Rosanne Rouf, MD 介紹說：“對 。研究人員使用超聲心動圖觀察到， ， 他 們 給 實 驗 小 鼠 服 用 了 氯 沙 坦
現（the findings）揭示了心臟組織中 馬凡綜合症患者心力衰竭的研究是一 與對照組小鼠相比，TAC 馬凡症小鼠 （losartan），一種目前市場上用於治
一種新型的可以導致心力衰竭的細胞 個複雜的問題，因為目前還不清楚患 的心臟明顯增大，其平均重量為 200 療高血壓的藥物， 和雷莫替尼（refa通路，其可能成為新的兒童馬凡氏綜 者的心肌遺傳缺陷是否為導致心力衰 毫克，而對照小鼠心臟的平均重量僅 metinib），一種臨床試驗中用於治療
合症治療的模型。
竭的主要原因，以及是否心臟器官的 為 75 毫克，心臟超重是小鼠和人類的 癌症的實驗藥物。這些藥物逆轉了所
有 TAC 馬凡症小鼠的心力衰竭。
馬凡氏綜合症是一種影響身體各 正常人可以耐受的壓力（如溫和的血 心臟衰竭的重要標誌。
組織的遺傳疾病，其症狀包括肢體， 壓升高）會引起患者的心力衰竭。” Rouf 說到：“馬凡症小鼠和健康老鼠 Dietz 說：“這項研究表明，我們需要
手指和腳趾等變得異常細長； 然而其 。 Rosanne Rouf 為約翰霍普金斯灣 之間的差異是非常驚人的。 如果我們 更積極地找出哪些孩子可能會出現比
最嚴重的影響在心臟，例如主動脈增 景醫學中心門診心臟衰竭項目主任， 對馬凡症小鼠的心臟施加輕微的壓力 平常情況更早的心臟衰竭症狀，並在
大，心臟瓣膜滲漏，心臟衰竭等，主 同時也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 ，小鼠在一周內就會出現心力衰竭， 心臟功能下降之前進行手術，以免心
要特徵包括心臟變大和泵血功能減弱 助理教授。
而正常的小鼠對於忍受這種壓力毫無 臟受到進一步的壓力。”
該研究還表明，如氯沙坦和實驗性抗
，而所有這些都可能危及生命。
為了研究上述問題，研究人員利 問題。”

癌藥物等藥物將來可能用來逆轉患有
該最具攻擊性馬凡症的兒童的心力衰
竭。但是，Dietz 強調，需要更多的動
物和人類研究來證明其價值。
其他參與研究的人員包括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醫學院的 Elena Gallo MacFarlane， Eiki Takimoto， Rahul Chaudhary， Varun Nagpal， Peter P. Rainer
，Julia G. Bindman，Elizabeth E. Gerber， Djahida Bedja， Christopher
Schiefer， Karen
Miller， Zhu
Guangshuo Zhu， Loretha Myers，
Nuria Amat-Alarcon， Dong I. Lee，
Norimichi Koitabashi， Daniel P. Judge
和 David A. Kass。
本研究由以下單位或組織提供資助：
美 國 國 家 研 究 資 源 中 心
（S10RR024550），疾病預防控制中
心 主 任 辦 公 室 （S10OD016374） ，
Sarnoff 心 血 管 研 究 基 金 ， William S.
Smilow 馬凡綜合症研究基金和霍華德
•休斯醫學研究所。(作者聲明不存在
利益衝突。)

休城工商

休士頓首家正宗北京特色餐館： 「 北京味道 」
休士頓首家正宗北京特色餐館：
其原有精品川菜麻辣烤魚、樟茶鴨、香辣蹄花同樣受歡迎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休士頓首家正宗北
京特色餐館 「北京味道」，開張八個月至今
，不僅老北京趨之若騖，許多外地的顧客，如
來自台灣，上海，山東 等地的顧客，也被他
們的 「北京味道 」瘋靡不已，每隔幾天就要
去光顧一下。
北京味道餐廳近期隆重推出北京特色菜

，如： 魚頭泡餅、北京炒肝、火爆腰花、爆
三樣、京醬肉絲、尖椒肚絲、炒合菜、荷塘小
炒、老北京炸醬麵（ 都是手撖麵 ）、京東肉
餅、韭菜盒子、芝麻醬糖餅、芝麻醬糖花卷、
蔥油餅---- 等等，無一不是正宗的北京特色
，不僅老北京一聽就懂，是他們日常的食材，
很多外地來的遊客，點了他們的紅燒牛肉麵，

一場“塔巴斯哥
風暴”。
新奧爾良夜遊行
程：先來到新奧
爾良市中心超級圓頂體育館（Louisiana Superdome），是世界上最大的
室內體育場。它一次可容納 7.7 萬人
觀看運動比賽。然後來到密西西比
河岸上，飽覽新奧爾良的市區全景
。
第二天（週六）
橡樹莊園-新奧爾良
酒 店 ： Comfort inn/Best western/
Quality inn 或同等級
新奧爾良是美國南方歷史古城
，建於 1718 年，僅次於紐約的第二
大港城。在新奧爾良參觀墓地也是
成了旅遊景點，在晚上參觀，更有
不同感覺，不去看看會後悔的。
第三天（週一）
新奧爾良 - 休斯頓
諾曼底登陸日的展覽，語音歷

休斯敦旅遊權威--全旅假期推出
休斯敦旅遊權威
新 奧 爾 良 3 天 遊 (NO3) 兩 人 房
295 三人房 195 四人房 195 單人房：
395，出發日期：全年每週五，上車
時間和地點： 8:00AM 989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
內 H Mart 前面停車場）
*橡樹莊園-著名電影《飄》的取景
地，貴族莊園的雄偉氣魄，300 多年
樹齡的 28 棵橡樹
*濕地樹林-乘沼澤船探險。植物遺
骸不斷堆積形成泥炭，最終沼澤退
化，變成草原。
*欣賞爵士樂(Jazz) ，美國本土產生
的最有份量的藝術種類
*新月城-法語區。法國新貴最奢靡
腐化的北美殖民地
*品嚐 Cafe du Mont 的法式咖啡配貝
奈特餅（Beignet），一種法式無孔

甜甜圈
暢遊： 巴吞魯日，新奧爾良。
行程 ITINERARY
第一天（週五）
休斯頓 -埃弗里艾蘭- 巴吞魯日 新奧爾良夜遊
酒 店 ： Comfort inn/Best western/
Quality inn 或同等級
從休斯頓出發，中午時分，到
達路易斯安娜州，參觀有 139 年曆史
的【塔巴斯哥】- TABASCO 辣醬工
廠（美國老乾媽），行銷全球 168 個
國家，它曾被聯邦快遞連夜送到即
將升空的宇航員手中，也曾被派送
到數千名美國士兵那裡，為他們的
軍糧調味。 1932 年，英國發起“買
英國貨”運動，禁止英國議員在官
方餐室內食用該辣醬，由此引發了

忍不住驚嘆連連， 「北京味道 」 的牛
肉麵每碗是台灣的三倍多，而且牛肉份
量多，手撖麵條耐嚼入味，令人回味無
窮。難怪 「北京味道」 開張至今，最
叫座的還是他們的各式麵點。
「北京味道」 餐廳現正在推的名
菜 「魚頭泡餅 」 是份量之作，大大的
一盤，中間是壯觀的紅燒
魚頭，四周圍上切片烙餅
，散開如花開富貴，紅燒
魚頭的千滋百味配上烙餅
的香味，所有吃過的人皆
回味無窮。
「北 京 味 道 」 的 北
京名菜，還包括： 紅燒魚
腩、四喜丸子、京醬肉絲
、溜肝尖、尖椒炒肚絲、
爆三樣、火爆腰花、北京
味道炒合菜------ 其他
如該店的水餃和餛飩也頗值一提
，他們的豬肉（ 茴香/ 白菜/ 三
鮮/ 薺菜 ） 餃子，及豬肉（ 白
菜/ 薺菜/ 香菜 ） 餛飩，個大餡
多，不僅餡料調的好，手撖餃子
皮更可圈可點，是熱中此道的老
饕最愛點的，該店門口的冰箱更
天天備有一包包冷凍水餃，餛飩

圖為 「北京味道 」 的東主
的東主，
， 來自北京的李
海生，
海生
，秦偉潔夫婦
秦偉潔夫婦。
。
外賣，一會兒即被搶購一空。
「北京味道 」 京味十足，要吃正宗北京
菜，精品川味（ 如麻辣烤魚、沸騰魚，椒鹽
魚片） 到這裡走一趟，必然讓您大塊朵頤，
畢生難忘！
「北 京 味 道 」 的 地 址 ： 932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 在百佳超市旁） ，
電話：281-888-7296

史區尤其精彩，所有當年的軍隊和
戰士都有立體的模具，非常生動，
精彩紛呈，以極其微妙的手法，全
面的展示了 20 世紀規模最大的戰爭
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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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接機當天獨家人性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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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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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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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提高體驗感又幫客人省錢
8，美東 7 天和美東 8 天團 行程
增加多四大賣點。
全 旅 推 薦 ， 必 是 精 品 ！
713-568-8889！【全旅假期代辦中
國簽證】
只要$170,中國十年多次往返簽
證,5 個工作日!
同時提供拍攝護照照片業務，
$8（現金）兩張，立等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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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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市長把11
休斯敦市長把
11月
月 18
18日定為
日定為”
”中華文化大樂園
中華文化大樂園”
”日
“中化大樂園—優秀才藝學生交流團”精彩演出震撼休斯敦

18 日晚,由中國國務院僑辦辦公室主辦,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承辦的”2017 中華大樂
園—優秀才藝學生交流團”訪問演出在
Stafford Center 隆 重 上 演, 休 斯 敦 華 人 華 僑
1000 多人觀看了演出.
為了感謝”中化大樂園”對中美文化
交流所作的努力和貢獻,休斯敦市長席維斯
特.透納特地把 11 月 18 日定為”中華文化大
樂園日”, 美國國會議員奧爾格林也專門向
演出團的全體人員頒發了榮譽證書.中國駐
休斯敦總領事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更是親
臨現場代表休斯敦總領館歡迎中華大樂園
—優秀才藝學生交流團到訪休斯敦,並對辦
學二十年來致力於中華藝術在美國傳播,承
接交流團來訪的周潔曉慧舞蹈學校表示感
謝!中國國務院僑辦邵蜀望司長及周潔曉慧
舞蹈學校校長高曉慧也分別上台致詞,感謝
休斯敦僑界為演出圓滿成功付出的努力.
演出由”文化中國-水立方杯”海外華
人中文歌曲大賽休斯敦賽區少兒組冠軍得

主陳涵林和”美中之星”國際歌唱大賽總
決賽少年組冠軍得主亮亮合作的一曲”演
員”拉開序幕,緊接著的是周潔曉慧舞蹈學
校的雙人舞”彈指間”.交流團的童星張恆
瑞”燭光裡的媽媽”,”中國新聲代”童星
張鈺琪的”橄欖樹” 聲情並茂,極富感染力;
曾登上央視春晚的戲曲童星張楚怡則是各
種地方戲曲張口就來且字正腔圓;張譯丹的
二胡和鄭迪的笛子合奏”菊花台”更是悠
揚委婉,令人柔腸寸斷;舞蹈”走在山水間”
帶給你撲面而來的亮麗民族風;河南登封少
林拳法學校學生們的一招一式虎虎生威引
來一陣又一陣的喝彩; 雜技”雲中漫步”高
難度技巧更是招招扣人心弦,步步引人入勝!
這場演出可謂是高質高量,精彩紛呈!
休斯敦的觀眾們完全被這些小演員們
迷住了!無論是眼裡,嘴裡都嘖嘖讚許!總領事
夫人曾紅燕看完演出激動地說：“演出太
精彩了，整台節目編排構思和舞美都很美
，特別是那個雜技和二胡，令人驚嘆！”
美中合作委員會主席查爾斯也十
分喜歡和讚嘆：“沒想到中國的
青少年都身懷絕技，演一場太少
了，應該演二場，一場給華人、
一場給美國人演”。一位華裔孩
子的家長發微信中說：“令人驚
嘆的表演，讓人敬佩的小藝術家
。今晚，休斯敦感受到了中國文
化和中國少年的絕佳風采。著名
華裔影星陳燁激動地說： Perfect
！十全十美，無可挑剔!我看過
中國，美國，世界各國很多演出
，看過太多演出。但是今天，沒
有話講，就一個大大的“贊”字
。太好看了，我很 enjoy。散場
時，出來的每個人都帶著滿意的
笑容，大家都和我有同感。太棒
了。
華裔精英沈潔女士發來微信
：為來自中國的小精英們大贊一
個。感悟很深，中國的文化進展
應該要向全世界傳播，妳們是名
符其實的文化交流大使。今天這
場節目是這麼多年看過的中國節
目中最高水平的。
一位資深華裔媒體人士發來
休斯敦市長席維斯特..透納特地把 11 月 18 日定為
休斯敦市長席維斯特
日定為”
”中華 微信說：晚會讓我有一種精神上
文化大樂園日”
文化大樂園日
”

的滿足
感，就
像是看
過一部
經典電
影或是
一首世
界名曲
。整台
演出從
視覺上
和聽覺
上都讓
人享受
到了藝
術的完
美性。
讓我們
這些遊
子深深
地為中
週年慶典舞展""美麗中國
美麗中國""
華 悠 久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 20 週年慶典舞展
美國國會議員奧爾格林也專門向演出團
將於
12
月
2
日在
Stafford
Center
隆重上演
的歷史
的全體人員頒發了榮譽證書..
的全體人員頒發了榮譽證書
和博大
精深的文明感到驕傲。兩個多小時的演出
，讓人放鬆的同時，又讓人有一種快感，
是一場精神的盛宴。 96 歲被稱為“德州傳
奇”的莫瑞斯先生看完後不斷的說：“美
妙無比，精彩極了……”華裔孩子們更是
對中文化藝術的多樣化充滿了好奇和期待,
遲遲不肯離開,都想要上台去問個好,合個影
……
這台由國務院僑辦精心挑選,組合的中華文
化藝術盛宴不光帶給休斯敦的華人華僑們
極大的溫暖和問候;也帶給華裔青少年們更
多的震撼和鼓舞!鼓勵他們為學習和傳承祖
國文化而努力,為自身一脈相傳的中華熱血
而驕傲;更是為周潔曉慧舞蹈學校二十週年
的系列慶典活動拉開了序幕,已準備了半年
之久的的重頭戲”美麗中國”即將於 12 月 2
日在 Stafford Center 隆重上演,我們等待和您
再次相遇!
票務諮詢：713-516-5186。
2018 總校、Katy 分校春季招生進行中
， 諮 詢 電 話 ： 713-516-5186；
832-606-8809
Email:jh@jhdancing.com;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夫婦在官邸宴請邵
www.jhdancing.com
蜀望司長一行..
蜀望司長一行

休城讀圖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健康講座─《
健康講座─
《藥物的認知與服用方法
藥物的認知與服用方法》
》

西南紀念醫院資深藥劑師王藙婷提到 藥物或維他命應該怎
麼吃 ？ 什麼時候吃
什麼時候吃？
？ 使用時應該喝多少水
使用時應該喝多少水？
？ 能否可以搭配
美南銀行(Member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公關莊幃婷贈送
FDIC) 公關莊幃婷贈送 20 周年幸運袋 麼吃？
牛奶、
牛奶
、 茶 、 咖啡
咖啡、
、 或果汁一起使用呢
或果汁一起使用呢?
? 當您在吃藥的時候
給與會人士

2017 年 11 月 11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 主講人
主講人:: 西南紀
念醫院資深藥劑師王藙婷

，有什麼食物或東西要避免或少吃
有什麼食物或東西要避免或少吃？
？ 什麼樣的藥是要整顆

吞下或咬碎？
吞下或咬碎
？ 無論是藥品或維他命
無論是藥品或維他命，
， 應該如何選擇及正確
使用?
使用
?

西南紀念醫院資深藥劑師王藙婷告訴大家阿斯匹靈要該如
何服用才是對的，
何服用才是對的
，鐵質應如何補充等
鐵質應如何補充等。
。還有大家常聽到的
美南銀行(Member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公關莊幃婷
FDIC) 公關莊幃婷，
， 邀請西南紀念醫

鈣與骨質疏鬆等問題

院資深藥劑師王藙婷為大家舉行一場專題社區講座 「 藥
物的認知與服用方法」」
物的認知與服用方法
休士頓美南銀行健康講座吸引大批僑界人士參與
、座無虛席

西南紀念醫院資深藥劑師王藙婷講解多數人特別對於藥品服用
或維他命補充都是越吃越多，
或維他命補充都是越吃越多
， 卻都沒有深入了解藥品或維他命
對於健康的影響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講座中，
講座中
，藥劑師王藙婷將告訴大家對於藥物或維他命的正
確服用方法，
確服用方法
，應如何使用才能讓藥物發揮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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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佛教會2017
德州佛教會
2017年年度義賣會圓滿
年年度義賣會圓滿
德州佛教會於 11 月 18 日星期六在玉
佛寺舉行第 38 屆年度義賣會已經圓滿結
束。會中不僅備有各種可口素食小吃供
大眾選購品嚐，同時也有各種佛教精品
，手工藝品、日用品、花卉、果樹幼苗
，有機蔬果義賣及卡拉 OK 義唱活動，
估計約有近千人參加，並且有多位貴賓
到場共襄盛舉，不僅是籌募善款的一個
有意義的活動，也是休士頓僑界每年一
度的盛會。
義賣會當日氣候舒爽宜人，會友義
工和僑界朋友的熱情也隨著好天氣更加
洋溢。不到 10 點各攤位已經準備就緒，
會場也出現人潮。現做的熱食不斷的端
出，卻似乎趕不上購買的速度，有的攤
位食品更造成排隊搶購的情況。許多攤
位的食品在午後不久，便已告罄。其他
如佛教精品，手工藝品，日用品， 花卉

，果樹幼苗，有機蔬果，也吸引了很多
信眾前往參觀選購。
將近 10:30 時左右，休士頓華嚴蓮社
住持乘瑄法師到訪，祝賀佛教會義賣，
年年成功。隨後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陳家彥處長也由華僑文教中心莊
雅淑主任和俞欣嫺秘書陪同抵寺。德州
佛教會會長淨海長老在致詞時表示德州
佛教會的年度義賣是每年的重要活動之
一，感謝處長主任義工會友和僑界朋友
的贊助護持，因為大家的辛苦，義賣會
才能順利舉辦，要感謝大家。
陳處長隨後表示釋迦弟子，慈悲為
懷，方便度眾。佛教長久以來在安定人
心和穩定社會上非常重要，並祝福德州
佛教會法務蒸上。莊主任也感謝玉佛寺
長久以來對僑社的支持照顧和對社會正
面的貢獻。俞秘書接著上台說到很喜歡

這裡的食物，感謝大家用美食展現愛心
。三位來賓隨後各以 「小丑」， 「月亮
代表我的心」和 「心動」等三首歌為義
賣會義唱募款和炒熱氣氛。
摸彩也是每年義賣會的重點。今年
的 獎 品 有 特 獎 $1000 現 金 ， 頭 獎 蘋 果
iPhone 手機，二獎空拍機，三獎 Vitamix
果汁機，四獎蘋果平板電腦和五獎 Fitbit
運動腕帶等上百樣豐富的獎品。
近午時分，宏意法師上台感謝來賓
會員的光臨支持，表示義賣會舉辦了 38
年，最初是為佛寺修屋頂籌款之用。後
來是用來支援佛教會日常的開銷。感謝
大家的年年發心，長久護持。也感謝僑
界朋友的參加。義賣所得之善款，將用
於道場平日弘法利生和慈善濟貧之需。
義賣會約在下午 2 時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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