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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国务院侨办、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

办，广东省侨办、广州中医药大学承办的华侨

华人与海外中医药发展论坛近日在广州召开。

　　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谭天星，国务院侨办国

外司司长张健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

司副司长吴振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

交流合作中心主任、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司库

杨金生，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陈立

新，广东省侨办党组书记、副主任雷彪，广东

省侨办党组副书记、巡视员林琳，广东省卫生

计生委副主任、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徐庆锋，

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刘小虹等领导和嘉宾出

席论坛。

　　论坛由广东省侨办党组副书记、巡视员林

琳主持。来自 26 个国家和地区的 70 名中医药

协会负责人以及广东省医药企业代表参加了论

坛。

　　谭天星在致辞中说，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智

慧瑰宝，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表征，凝聚着深

邃的哲学智慧。当前，传统中医药受到国际社

会越来越多的欢迎，世界范围内对中医药的需

求日益增长。近年来国务院侨办致力支持中医

药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发挥民间优势，推动

海外中医合法化进程，提升海外中医行业水平，

扩大中医药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随着“一带

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积极推动中医药

的发展，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发展中医药

服务贸易，打造“健康丝绸之路”，海外华侨

华人中医药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有着难得的机遇。

　　吴振斗表示，当前中医药事业发展有了更

好的政策环境和法制保障，中医药成为服务国

家战略、促进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重要内容，

中医药的发展正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战略

机遇。随着医学模式和健康观念的转型，中医

药在全球也面临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泛的合作

需求。截止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 183 个国家

和地区，据世界卫生统计，目前 103 个成员国

认可使用针灸，其中 29 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

法律法规，18 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广东是全国著名侨乡，中医药文化历史

悠久、底蕴深厚，中医药产业实力雄厚、前景

美好，”雷彪表示，在支持侨胞传承中医药文

化方面，广东侨办将深入参与国侨办“中医关

怀计划”，继续组织赴海外中医慰侨义诊活动，

搭建海内外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交流平台，打

造一批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基地，帮助海外中

医药机构培训骨干人才，大力推动广东中医药

文化“走出去”。

　　徐庆锋介绍了广东中医药现状和推进广东

中医药国际合作的规划、设想。他介绍，未来

将重点实施“海外中医惠侨项目”，在助推海

外中医药行业组织建设、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同

时，实施国际合作出版、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

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等项目，为中医药海外发展

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在论坛上，围绕“中医药海外发展现状、

机遇与挑战”、“中医药行业组织在规范海外

中医药发展中的作用”、“如何在中医药海外

发展过程中服务华侨华人”等议题，与会专家

学者、中医药协会负责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积极为中医药未来发展建言献策。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外有 3 万多家中医

诊所，1000 多个中医药协会，20 多万中医药

从业人员。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提升海外中医

业水平，弘扬中医药文化，促进中医药“走出

去”。

　　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暨南大学承办的第

57、58、59 期侨领研习班近日在广州开班，来自 33

个国家和地区华助中心近百名“华助中心”侨领及代

表参加了开班仪式。国务院侨办国外司副司长朱柳，

广东省侨办党组副书记、巡视员林琳，暨南大学校长

胡军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开班仪式由省侨办副主任

黎静主持。

　　林琳在致辞中，对学员们来粤参加研习班学习表

示欢迎和祝愿，向学员简要介绍广东社会发展状况和

广东侨务工作情况。希望海外侨胞在新时代继续支持

广东的建设发展和侨务工作，并期待与各“华助中心”

建立联系，加强交流合作，相互支持配合，共同做好

为侨服务，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胡军简要介绍了暨南大学的情况，希望学员通过

参加研习，能认识新时代中国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

领略中华文化魅力，了解“华助中心”信息化平台建设，

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使中国更加全面地融入世界，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聚集力量。

　　朱柳在致辞中表示，这三期研习班是实施“海外

惠侨工程”的重要举措，他向学员提出四点希望 : 一牢

记使命，转变身份，争做优秀学员；二深入思考，学

有所得 ; 三增进情谊，共同进步 ; 四是学以致用，积极

作为 , 大力推进海外华助中心建设，提高为侨服务能力，

扩大社团影响，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当今中国文化，

展示当代中国精神风貌，做中外友好合作的“金丝带”，

为实现“中国梦”“世界梦”“侨胞梦”做出更大贡献。

　　研习班期间，学员将进行中国侨务、中国领事保

护与海外安全、十九大精神解读、中国外交与一带一路、

社区服务机构建设与科学管理、中华慈善文化与志愿

者工作、新闻传播与危机应对、华助中心信息化平台

建设等课程研习，实地参观华侨历史文博，考察社区、

法律服务、志愿者机构侨梦苑以及中餐繁荣基地等。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服务华侨华人，传播祖籍国

温暖关爱，从 2014 年，国务院侨办倡导和支持有实力、

有能力、有公信力的海外侨团或华人服务机构在侨胞

集中的国家和地区设立“华侨华人互助中心”（简称

“华助中心”），为当地的华侨华人提供养老福利、

语言学习、权益保护和技能培训等服务。目前，已有

36 个国家建立 60 家“华助中心”。

第 58、59 期侨领研习班开班 
聚焦华侨华人互助

华侨华人与海外中医药发展论坛
在广州召开

2018年參議院席位爭奪白熱化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據白宮
官方網站12月15日消息，川普總統昨天在
白宮大休息室的人群面前發表講話，具體
回答說，減稅對於典型的美國家庭到底意
味著什麼。 總統說：“就在我們發言時，
國會已經就稅收立法達成協議，此舉將為
美國家庭和美國公司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
，更高的工資和大量的稅收減免。
總統列舉了如下數字，簡單描繪新的稅收
改革方案：
•2000 美元以上的減稅：典型四口之家收
入7.5萬美元/年，將得到稅收的削減。會有
一半的稅收削減掉。
•4000 美元的盈餘：由於政府對美國企業
減稅，預計企業的營收會增加的相應幅度
。
•1/3年度稅收負擔額：例如一個典型的俄
亥俄州家庭，處在 25％的所得稅稅率範圍
，支付近14,000美元的稅款。新稅法將減少
其年度稅收負擔額。
•3％的經濟飆升：與稅收改革之前相比，

美國總體經濟已經有如此的飆升。此增長
水平還將進一步提速。
“稅收改革是美國人一直在等待的聖誕禮
物，”阿爾弗雷多·奧爾蒂斯說。
“提高透明度和參與度是正確的方向”

當代歷史提醒美國人，網絡安全將成
為未來幾年人們心中的首要考慮。 僅舉一
個例子，2015 年美國人事管理部門的數據
洩露事件就使得多達400萬人受到損害。

5月份，川普總統簽署了行政命令，加
強聯邦政府網絡和關鍵基礎設施的網絡安
全。 昨天，白宮美國技術委員會的克里斯·
利德爾（Chris Liddell）和科技政策辦公室
的傑克·威爾默（Jack Wilmer）宣布最終的
報告已經準備就緒。

利德爾說：“我們當然認為提高透明
度和參與度是正確的。” “報告中闡明的
50 項行動將補充現有機構努力實現面向公
民的服務的現代化。”

閱讀 Liddell 和 Wilmer 的博客文章，並
在這裡看到完整的網絡友好報告。

稅收改革的最終定案稅收改革的最終定案

20172017年年1212月月1313日第一夫人梅拉尼亞日第一夫人梅拉尼亞··川普出席了一個派發兒童聖誕節禮物的活動川普出席了一個派發兒童聖誕節禮物的活動。（。（白宮官方照白宮官方照
片片，，安德烈安德烈··漢克斯拍攝漢克斯拍攝））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
（CNN）道格 瓊斯（Doug Jones）
周二晚在阿拉巴馬州贏得聯邦參議員
席位的驚人勝利發出了一個非常明確
的信號：進入2018年大選，沒有任何
一個共和黨參議院的席位是安全的。

這將意味著，民主黨人現在有理
由相信，他們可以做一個在本週開始
時仍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夢想：明年
11月重新控制參議院。

共和黨民意測驗專家格倫•博爾
格（Glen Bolger）表示：“有利與民

主黨的政治版圖獲得了更多的關注，但不僅僅是地理問題，還有選民。 “選民不能容忍某一政黨
長期控制國會。”

在這個選舉週期開始時，博爾格提到的那張地圖就是明確的證據，說明民主黨人在未來幾年
內好像是已經聞到了什麼。

明年11月，民主黨必須捍衛26個席位（其中兩個由獨立人士擔任），而共和黨人則只有8個
席位。 在這26個席位中，有10個是川普2016年進行的 - 包括他以兩位數進行的五個席位。 （民
主黨人捍衛26個席位而不是25個席位的原因是，參議員Al Franken已經承諾會在多次提出指控後
辭職，明尼蘇達州的選票現在有兩個參議院席位。）

像這樣的政治版圖對於政黨來說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機會 - 特別是當你已經佔據了大多數的時

候。 這就是為什麼在2017年初，在共和黨圈子裡喋喋不休的共和黨人有60個席位，對共和黨來說
可能是曾經擁有的。

民主黨人慶祝阿拉巴馬州的勝利，共和黨人凝視了一個黨內分裂的政黨和一個源動力不足的
共和黨基本盤。 （週二晚上，道格•瓊斯獲得了希拉裏•克林頓所有選票的 92％;羅伊•摩爾
（Roy Moore）贏得了唐納德•川普13個月前在阿拉巴馬州的投票中的49％。

瓊斯最基本的勝利使民主黨向成為多數黨更近了一步，而其他更深遠的影響才是關鍵。
這將會對民主黨籌款能力產生影響---對於參議院競選來說如此，是的，對國會來說更是如

此。這也將促使全國民主黨候選人在參議院的競選中士氣高昂。 你可以想像一下，民主黨人今天
早上醒來後自言自語道：“如果道格•瓊斯可以在阿拉巴馬州贏得勝利，那麼我為什麼不能在我
自己的州贏得選舉呢？

瓊斯的勝利將會對共和黨國會議員產生影響。 在川普時代，當上國會山共和黨民選官員並不
是什麼愜意的事。 我們已經看到在共和黨所謂的“執政聯盟”中有一系列的退出，包括田納西州
的鮑勃•科克爾（Bob Corker）和亞利桑那州的傑夫•弗萊克（Jeff Flake）以及賓夕法尼亞州的查
利•登特（Charlie Dent）等眾議院議員，伊利亞娜•羅斯 - 萊蒂寧 （Ileana Ros-Lehtinen）佛羅
裏達州和華盛頓的戴夫•賴克特（Dave Reichert）。 在阿拉巴馬州週二發生的選舉事情之後，這
種外流可能會持續甚至加速。

即使在星期二以前民主黨已經有一些對明年成為參議院多數黨不利的勢頭，但在田納西州，
前州長菲爾•布雷德森（Phil Bredesen），一位民主黨人，他宣布將競選科克爾（Corker）留下的
空位。這讓該州大部分人感到震驚。 作為一位頗受歡迎的兩任州長，布雷德森毫無疑問是最強大
的民主黨候選人，並且可能是唯一一個可能在這個共和黨傾向的州中獲勝的人。

與此同時，共和黨繼續在民主黨議席上安排新人選，希望2018年可能翻盤。

20182018年聯邦參議員爭奪版圖年聯邦參議員爭奪版圖。。藍色民主黨藍色民主黨2424席席。。紅色共紅色共
和黨和黨88席席。。獨立席位獨立席位22席席。。((取自取自CNN)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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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20172017 世界年會昨開幕世界年會昨開幕
中華民國僑委會委員長及駐美代表等多位政要蒞會中華民國僑委會委員長及駐美代表等多位政要蒞會，，場面盛大場面盛大

（ 休 士 頓/ 秦 鴻 鈞 報 導
）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總會2017 年世界大會，於昨天
上午九時起在The Westin Gal-
leria Hotel Galleria Ballroom 舉
行盛大的開幕典禮, 有來自全
世界 「世華」 四十個分會的
代表近四百人蒞會，中華民國
政府為了這場世界年會，特別
出動了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
及駐美代表高碩泰大使夫婦等
人，及本地的政要多人蒞會，
場面盛大。

開幕典禮在貴賓及美國當
地政要 「榮譽國際事務顧問」
董繼玲，州議員吳元之，哈瑞
斯郡大法官張文華，北一女儀
隊進場，及 「世華」 全世界四
十個分會的代表旗隊進場等熱
烈儀式後，開幕典禮正式開始
。

「世華」 總會長黎淑瑛
首先致詞表示： 她從去年十月
正式接任至今，一直馬不停蹄
，但很開心，她說： 「我在學
習，我在成長，為我們國家打
出知名度！」，黎總會長說：
2017 世界年會，你們出席，代

表你們對 「世華」
的支持，還有委員
長吳新興博士特地
從台灣飛來，高大
使及夫人，特地從
DC 飛來，世華工商
婦女企管協會，如
今在世界排名第五
，我本著 「謙卑學
習，感恩奉獻，資
源分享，宏觀視野
」 的原則，與台上
六位副總會長，傳
承 「世華 」 的優
良傳統。她感謝 「
美南分會」 真正為
年會出力、賣力，
希望明年有更多分
會前來參加。

僑委會委員
長吳新興在開幕式上表示：世
華工商成立於民國83 年，現有
61 個分會，其中國外有 43 個
分會。吳委員長說： 「世華
」在全世界種了很多福田，做
了很多善事，這次幫助休市風
災後重建，以及台灣分會，到
處 行 善 ， 捐 款 給 自 閉 症 孩
童----- 去年我講過 「世華
工商婦女」 的隊伍，響徹雲霄
，台灣女性可頂半邊天，連總
統也是女的，台灣男性，面臨
生存危機。兩性平權，是非常
好的體驗，代表我們國家、社
會，繼續往前邁進。吳委員長
也恭喜黎淑瑛總會長，在她任
內又新增了六個分會，更結合
了工商婦女力量。

中華民國駐美代表高碩
泰大使也在會中提到，性別主
流化，兩性平權。如今立法院
內有39% 都是女性，台灣女性
從政人口是全世界第二高，僅
次於德國國會。高大使也提到
當今的兩岸關係，台美關係，
應變能力，決策智慧，冷靜，
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因素。高大

使也提到1978 年的今天，中美
斷交，那年我個人加入外交部
，至今已 39 年。這期間 「台
美關係」 風雨起伏，希望天佑
台灣，中華民國加油！加油！
再加油！

而 「台北經文處」 的陳
家彥處長也再度誇讚 「世華
」 為休市哈維颶風捐出善款，
讓休巿人感受台灣民眾的愛心
。

榮譽國際事務顧問董繼
玲也上台致詞，表示很高興代
表交通部長趙小蘭及麥坎諾參
議員前來致意。她表示在1996
年就認識柯杜瑞琴創會總會長
，二十多年來，該會創立了六
十多個分會，非常不容易，她
也對高大使夫人，推祟備至，
當天她並頒發賀狀給黎淑瑛總
會長。

昨天上台的還有州議員
吳元之（Gene Wu ),州長辦公
室代表Cammy Jones, 哈瑞斯郡
張文華大法官，及休市透納市
長代表Amanda K. Edward,他們
紛紛上台致賀，並代表州長，
郡長，市長頒贈賀狀。由黎淑
瑛總會長代表接受。

最後，全體與會的四十
個分會代表，與台上的貴賓合
影留念，留下了歷史性鏡頭。
貴賓包括： 僑委會委員長吳新
興，駐美大使高碩泰及夫人，
陳家彥處長，董繼玲榮譽國際
事務顧問，州議員 Gene Wu,
市長代表 Amanda K. Edwards,
張文華法官，州長辦公室代表
Cammy Jones 及 「世華 」 總
會長黎淑瑛，創會總會長柯杜
瑞琴，榮譽總會長施郭鳳珠、
名譽總會長陳上春，監事長陳
阡蕙、第一副總會長劉琍綺，
副總會長李宗德、謝美香、陳
寶鳳、曾志瑛，陳玲華等六人
及華冠獎聯誼會會長莊住維。

出席出席 「「世華世華 」」 20172017 世界年會世界年會 的貴賓昨在開幕典典前合影的貴賓昨在開幕典典前合影。。圖為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圖為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 左六左六
），），中華民國駐美代表高碩泰大使夫婦中華民國駐美代表高碩泰大使夫婦（（ 右六右六、、右五右五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 左一左一
），），交通部長趙小蘭代表董繼玲交通部長趙小蘭代表董繼玲（（ 右四右四 ）） ，，與與 「「 世華世華」」 總會長黎淑瑛總會長黎淑瑛（（ 左五左五 ），），創會總會創會總會
長柯杜瑞琴長柯杜瑞琴（（左四左四））等人合影等人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出席大會的近四百名全世界出席大會的近四百名全世界4040 個分會的代表在開幕典禮上與出席貴賓個分會的代表在開幕典禮上與出席貴賓（（ 第一排第一排 ）） 合影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
長長」」 黎淑瑛在黎淑瑛在20172017 世界年會上致詞世界年會上致詞。。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黃帝《陰符經》裡有 「宇宙在乎
手」，的確，雙手蘊藏無限的秘密，人類的手既執行生活中所需
，也開創一代又一代的事業，風起雲湧。您知道嗎？從健身、養
生的角度而言，雙手也位居重要的地位，養生專家陳居士堅持練
習一套 「十巧手」，對身體氣血幫助極大，對於無論是上班族、
低頭族、一般民眾，甚至是中風患者、臥床長者、或是行動不便
的人，都有極大的助益。

陳居士表示， 「十巧手」據說是由一位八十多歲的少林高僧
所傳授，他在台灣從另一位養生長者處習得，由於做起來簡單，
效果卻非常顯著，他自己一直堅持每天都做。

陳居士說， 「十巧手」對於養生保健和延年益壽都有相當的
功效，對現代的低頭族、電腦族更有很大幫助，總共有十個招式
，都是用雙手敲擊拍打的動作，學起來一點都不難。

據悉，由於效果良好，基於分享的心情，有好東西讓大家知
道，在台灣還有不少養生與健康專家幫忙推廣，據說當時高雄餐
飲學校創辦人李福登校長，希望大家能更瞭解這套 「十巧手」的
功效，曾特別邀請高雄市立中醫院針灸科的陳得財中醫師，為這
套 「十巧手」加上註解，從學理的角度讓大眾知道有何功效，得
以更深入了解 「十巧手」。

陳居士表示，這套十巧手的動作，因為敲擊拍打的部位都是
重要的穴道，做完後，手掌心會發熱，全身都有暖意，口生甘津
，血液的循環通暢，感覺很舒服，運用發熱的手掌心，還可以按
摩全身，或是輕撫身上有痠痛的部位，都會覺得十分舒暢。例如
有人會肩膀痠痛，就撫摸、捏捏肩膀；有腰痠痛的，就撫摸腰部
；若是膝蓋疼痛就撫摸膝蓋，都可以達到一定的幫助。當然，如
果嚴重的疼痛，還是要就醫較好。

十巧手隨時隨地都可以做，不用輔助工具，甚為方便。上班
族開車等紅綠燈時可以做，公車族、火車族在車上若有座位也可
以做。中風患者、腳部沒有力量站的老人家、臥病患者，都可以
坐在椅子上、或是躺在床上做，可以令人放鬆、幫助氣血循環、
活動手部筋骨，還可以提起精神，增加免疫力。

此外，在家看電視廣告時、開會之前、上課前後，只要想起
來就能做，只需要幾分鐘，既健身又可巧妙運用時間，當精神好
了，開會或是上課也會更有效率。
十巧手的招式
第1巧

作法：雙手往前伸，手掌心向下，手肘放鬆稍微彎屈，大拇
指內縮，平行相互拍打手的側面，共做36下。

說明：拍打到的經絡是大腸經，主要的穴位是合谷穴。

功效 ：
活動這
個部位
的穴道
，能夠
預防臉
部的疾
病，像
是視力
模糊 、
頭痛、鼻炎、牙痛、手腕痛、手臂痛，還能預防感冒。
第2巧

作法：雙手往前伸，掌心向上，手肘放鬆稍微彎屈，平行相
互拍打手側面，共做36下。
說明：這個動作拍打到的主要經絡是手太陽小腸經，主要的穴位
是後溪穴。

功效：對常用電腦的人有很大幫助。能協助放鬆頸部肌肉群
，可以調整精神，並預防駝背、骨刺、骨頭退化。有保護視力、
緩解疲勞的效果。
第3巧

作法：兩手掌相對，雙手掌心向上，兩手腕相互拍打，共做
36下。
說明：這個動作敲打到的主要穴位是心經與心包經，主要刺激的
穴位是大陵穴。

功效：清新降火，能預防及治療心臟病、胸悶，紓解緊張的
情緒，減少口臭。
第4巧

作法：雙手虎口相交叉擊打，食指與大拇指展開成90度，
兩手相對，共做36下。

說明：這個動作敲打到的主要穴位是八邪穴。
功效：有改善末梢循環、改善手麻腳麻、清熱解毒、減少煩熱的
效果。
第5巧

作法：雙手除拇指以外的八指，手指撐開，互相交叉擊打，
共做36下。

說明：這個動作與第4巧一樣，主要刺激的是八邪穴。
功效：有改善末梢循環、改善手麻腳麻、清熱解毒、減少煩熱的
效果。
第6巧

作法：左手掌握拳，與右手掌面互相擊打，共做36下。
說明：這個動作主要刺激的是心經和心包經，其主要穴位是

勞宮穴
功效：有清心熱、強壯心臟、消除疲勞及提神的效果
第7巧

動作：右手掌握拳，與左手掌面互相擊打，共做36下。
說明：這個動作主要刺激的是心經和心包經，其主要穴位是

勞宮穴
功效：有清心熱、強壯心臟、消除疲勞及提神的效果
第8巧

動作：雙手手背互相拍打，右手掌心向上，左手掌心向下，
互相拍打三十六下。

說明：運動到的是三焦經，主要的穴位是陽池穴。
功效：改善手腳冰冷，調整內臟機能，預防及治療糖尿病。

第9巧
作法：以雙手大拇指、食指各拉左右耳，共三十六次。

說明：耳朵上有非常多密集的穴位，這些穴道通往全身，因此，
運動耳朵，全身也會受到舒通。

功效：加強眼部、臉部及腦部等的循環，健腦明目，通經活
絡。
第10巧

作法：以左右手掌互相摩擦，至微熱之後，以雙手掌心輕輕
蓋住雙眼，眼球左右轉六圈，雙手再搓熱，再輕蓋雙眼，共做6
次。

說明：運用氣功原理，調整眼睛的經氣。
功效：增強視力，預防近視、老花、與視力模糊。

十指連心，雙手連通全身的經脈，與五臟六腑有密切的關聯。簡
單的 「十巧手」十個招式，幫助您舒活全身氣血，健身又養生，
適合全家老少一起來喲！

雙手蘊藏無限秘密雙手蘊藏無限秘密 十巧手令您健身養生十巧手令您健身養生
幫助氣血幫助氣血 嘉惠上班族嘉惠上班族、、低頭族低頭族、、銀髮族銀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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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吃喝玩樂”，美食永遠是排
在第一位的。無論您處於什麼年紀，是
外出旅游還是日常休閑，一家環境優
雅、食物品質上乘的餐廳，都會令您得
到身心的雙重愉悅和滿足。而談起西餐
廳，浪漫則是永恆的標簽，適用於每個
特殊的日子。下面，就讓小編為您精選
出華府的十大浪漫西餐廳，不妨挑上一
家，去品嘗一番吧！

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1215HFXL

—————華府—華府TOPTOP1010浪漫餐廳大盤點浪漫餐廳大盤點（（二二））

Iron Gate美式餐廳

Iron Gate對於華盛頓特區來說是一家老牌

餐廳，開業於上世紀20年代，最初餐廳連同住

宿一起，是一所小型的方便旅店，後來旅館關

張，但因為飲食在民眾間很受歡迎，“鄰居餐

廳集團”在2013年又將它僅以餐廳的形式重新

開業，保留了原來獨具復古風格的房屋建築，

反而使這家餐廳看起來十分有工業時代大美國

的味道，受到了情侶們的青睞。特別是在每年

華府比較溫暖的幾個月裡，坐在Iron Gate的後

院中，可以享受到紙醉金迷的燈火和沁人心脾

的雞尾酒，實在是一件愜意的事！

地址：1734 N St. NW

Izakaya at Daikaya日式料理
談起浪漫的餐廳和美食，怎麼能少了精美

的日式料理呢？！Izakaya at Daikaya就剛好能滿

足您的雙重需求。這家餐廳雖然小巧，裝飾和

食材卻都十分考究，最具特色的是，餐廳分為

上下兩層，卻也如同兩個不同的世界。如果您

只進入了餐廳一層，那恐怕您見到的都是飢腸

轆轆，只為求一碗正宗的日式拉面的上班族。

但如果您上到餐廳二層，日式威士忌酒和小碟

的日式菜品便成為主打，昏黃曖昧的暖調燈光

更是能讓您和伴侶的親密度急速飆升，當然，

別忘了嘗試一下這裡的辣味料理哦，說不定你

的味覺也會隨著愛情共同覺醒呢！地址：705

6th St. NW

Joselito Casa de Comidas西班
牙風情餐廳

喜歡西班牙美食的朋友們有福了，如果您

住在大華府，那這家位於國會山上的正宗西

班牙風情餐廳，將是您不二的選擇。Joselito

Casa de Comidas 完全供應正宗的西班牙美

食，餐廳菜單幾乎涵蓋了所有現代西班牙最

流行的菜品，不僅如此，連所有餐廳的內部

裝飾都還原了舊西班牙風情，甚至全部的餐

桌都是來自西班牙進口的大理石精心打造而

成。餐廳還貼心地常年提供限時優惠，如果

您在指定的“Hemingway Hour”到餐廳就

餐，則可以享受全單八折，甚至包括您最愛

的那杯西班牙紅酒！地址：660 Pennsylvania

Ave. SE

配圖：餐廳圖片 來源：網絡圖片

華府周末去哪兒玩：
到了周末，總是不想懶懶地窩在家

裡，從本周開始，小編將為您挑選一些華
府本地的娛樂活動供您周末精彩出行！

巴爾的摩動物園門票優惠
季（Maryland Zoo）

冬天的華府比

較寒冷，的確不適

宜戶外活動，但是

如果為了看動物，

偶爾外出也是不錯

的選擇。正是出於

這種考慮，位於巴

爾的摩的馬裡蘭動

物園特別推出了冬

季門票優惠，從1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

期間，動物園的門

票價格下降為每人

10美元。而在旺季

時，動物園的成人

門 票 則 為 19 美

元 ， 老 年 人 為 16

美元，2至11 歲的兒童為15 美元，2歲以下的

孩子免費。停車免費。同時，動物園的開放時

間也有所調整，從1月1日起每周周五至周一開

放四天，開放時間為上午10點到下午4點。動

物園將在3月1日起恢復正常的每周7天開放，

也會恢復平常的門票價格。

阿靈頓國家公墓獻花圈儀
式 （National Wreaths Across
America Day）

每年到了年底12月的第三個周六，阿靈頓

國家公墓都會舉行大型的鮮花圈儀式，以此來

表達人們對美國英雄的致敬和紀念。獻花圈儀

式將在肯尼迪總統墓碑、無名英雄紀念碑等多

處舉行。如果您想要感受莊嚴肅穆的氛圍，或

給孩子做一場愛國主義教育，不妨前去參觀。

時間：12月16日早8點；地點：阿靈頓國家公

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配圖：National Wreaths Across America Day

來源：網絡圖片

很多人都喜歡在閑暇時喝上一杯，偶爾小
酌，有助於放松精神，令心情舒暢。但如果過
度飲酒，就有了酗酒之嫌，則會傷肝傷身，甚
至影響家庭關系。可近日，根據一家為酗酒者
提供專業治療方案的網站Detox的統計，首都華
盛頓特區卻是全國酗酒者比例排名第一的地
方，不得不引起華府民眾的警惕。

據 Detox 定義，酗酒者是指每天喝兩杯酒
（紅酒）以上的成年男性、以及每天喝一杯酒
以上的成年女性。

根據這一標准，在過去的一個月裡，華盛
頓特區擁有最高比例的酗酒者，占居民總數的
11.1%，而西維吉尼亞州是全美酗酒者最少的
州，只有 3.%%的居民有酗酒
的習慣。

另外，華盛頓特區還是在
過去一個月內喝過酒的人群比
例 很 高 的 地 區 之 一 ， 超 過
65.9%的居民承認一個月內會
喝酒至少一次，而這一比例最
高的州則是威斯康辛州，有
67.3%的居民在過去一個月內
喝過酒，對此，波多黎各的居
民則似乎不怎麼熱衷，只有
28%的居民在過去一個月內喝
過酒，是全美比例最低的。

更有甚的，華盛頓特區還
被指在全美重度酗酒者比例占
到最高，幾乎有超過四分之一

的男性居民在過去一個月中喝酒至少5次以上，
女性重度酗酒者則是一個月內喝酒超過了4次。

Detox的調查還指出，縱觀全美，大約有八
分之一的美國人都能夠被看做是在酗酒，這一
比例比之過去有所上升，需要引起人們的警
覺，特別是酗酒者中女性的數量和少數族裔的
數量都有所增長。

如果考慮其他因素對飲酒習慣的影響，則
酗酒者在大專以上學歷的人群中占比最高，為
18%；而在年薪收入超過75000美金的人群中占
比21%，也是最高的；年齡在25到34歲之間的
酗酒者約有27%，是比例最高的人群。

配圖：酗酒 來源：WTOP網站

特 區 被 指 酗 酒 者 比 例 全 國 居 首特 區 被 指 酗 酒 者 比 例 全 國 居 首
如果像天氣預報那樣，能夠為您提供

流感究竟什麼時候會來，是不是既實用又

炫酷呢？是的，這樣的流感預報即將成為

現實！綜合美國媒體報道，維吉尼亞理工

大學最新研發了這樣一種流感預測系統

EpiCaster，並且預計明年3月投入使用。

據悉，EpiCaster是根據多重數據綜合

而出的預測系統，數據源包括美國疾控中

心的病例模型、谷歌流感搜索量、社交媒

體流感帖子等等。

從明年 3 月開始，EpiCaster 就將出現

在 AccuWeather公司的天氣預報中，可以

為民眾預測到流感將在什麼時間襲擊哪些

地區，以及即將襲來的流感的嚴重程度和

影響人群範圍等等。研究人員們表示，這

個預測的精確度可以達到60%以上，並且

隨著數據庫的逐年更新，以後每年的精准

度均會較前一年有所提高。

EpiCaster目前已經在美國一些地區投

入使用，一旦全面上線，民眾則可以至少

提前幾周就知道流感即將到來，而選擇更

佳的時機注射流感疫苗以及采取其他防御

措施。

配圖：EpiCaster 來源：網絡圖片

生活資訊生活資訊：：維州理工大流感預測系統明年投入應用維州理工大流感預測系統明年投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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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受哈維哈維（（HarveyHarvey））颶風影響的地區居民颶風影響的地區居民
健康保險申請開放期特別延伸至健康保險申請開放期特別延伸至20172017年年1212月月3131日日

（本報訊）美國衛生及公
共服務部最近出具了關於給予
被2017年颶風影響地區居民一
個新的特殊申請開放期的指示
。根據這個新的指示，被颶風
影響的居民將會有更多的時間
來購買或者更改2018年的健保
方案。這項指示適用於通過健
康保險交易市場購買醫療保險
的人。

這對於您2018年的醫保意
味著什麼？

2018年個人醫療保險的公
開申請期為2017年11月1日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但是那些
在（曾經在）受災地區居住過
的人將可以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申請2018年的醫保。

最近很多人會把因颶風而
特別把公開申請日期延伸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 2018 年醫

療保險特殊申請期和因颶風而
產生的2017年醫療保險特殊申
請期弄混淆。

誰能享受到這個特殊開放
申請期？

根據這項指示，“現居住
在，或颶風時期曾居住在美國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
）宣布的任何一個滿足‘個人
支援’或‘公共支援’條件的
區縣”的個人能夠享受到這個
特殊開放申請期。如果您現在
居住的區縣有受颶風影響或者
您在颶風時期（2017 年 8 月 23
日-2017 年 9 月 15 日）曾經居
住在那個區縣，您就有可以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申請 2018
年健保。

德州有哪些區縣是被劃在
颶風影響范圍內？

根據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

理局，下面這些德州的區縣是
被劃在受災范圍內：
According to FEMA’ s website
this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exas
counties: Aransas, Austin*, Bas-
trop, Bee, Bexar*, Brazoria, Bur-
leson*, Caldwell, Calhoun,
Chambers, Colorado, Comal*,
Dallas*, DeWitt, Fayette, Fort
Bend, Galveston, Goliad, Gonza-
les, Grimes*, Guadalupe*, Har-
din, Harris, Jackson, Jasper, Jef-
ferson, Jim Wells*, Karnes, Kle-
berg, Lavaca, Lee, Liberty, Mad-
ison*, Matagorda, Milam*,
Montgomery, Newton, Nueces,
Orange, Polk, Refugio, Sabine,
San Augustine*, San Jacinto, San
Patricio, Travis*, Tarrant*, Ty-
ler, Victoria, Washington*,
Walker, Waller, and Wharton.

標注*號的區縣雖然是被指定
為需要“公共援助”的區縣，
但是也同樣被認為“受影響”
，所以居住在標注*號區縣的
居民也可以享受到延長的特殊
申請期。

我需要提供例如美國聯邦
緊急事務管理局開具的受災文
件嗎？

任何住在“受颶風影響”
區縣或者在颶風時期曾經居住
在這些區縣的居民能享受這個
特殊延長的申請期。這些區縣
的居民需要表明他們住在以上
區縣並且因為颶風影響不能夠
完成醫療保險的申請。不需要
其它証明文件。

如果我在颶風厄瑪（Irma
）時期住在弗羅裡達州或者在
颶風瑪麗亞（Maria）時期住在
波多黎各，現在搬到德州居住

呢？
任何因為2017年颶風相關

天氣而受影響的地區搬出的居
民（或者是在災難時曾住在那
個地區的居民）都可以享受到
延伸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特
殊開放期去申請健保。

個人如何在這段特殊延長
開放期去申請2018年的醫療保
險？

想要在這段特殊開放申請
期去購買2018年的醫療保險，
個人必須致電到市場的電話中
心並且要求開放特殊申請期。
但是，醫保購買者可以在致電
健保市場電話中心之前先自己
或者通過其他人的現場幫助在
網上填好申請表格。如果在醫
保購買者致電健保市場電話中
心要求特殊延長申請期時已經
在網上完成了他（她）的申請

，醫保購買者需要把申請號碼
告知給健保市場電話中心。申
請人必須告訴電話中心的客服
人員他（她）有受颶風影響所
以需要更多的時間去完成購買
2018年的醫療保險。大家可以
在 2017 年 12 月 15 日之后用以
下電話號碼聯系健保市場電話
中心：1-800-318-2596 或者
TTY 到 1-855-889-4325 。電
話中心每周七天，每天24小時
開放。

如果我在特殊申請期需要
幫助該怎麼辦？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或者在
使用這個特殊延長申請期時需
要幫助，請電健保市場電話中
心：1-800-318-2596 or 光鹽
社 713-988-4724. 光鹽社健保
市場導航員將提供申請協助。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野花牌蜂花粉的九大功效野花牌蜂花粉的九大功效
（本報訊）《中華本草》記載：

食用花粉可快速改善疲勞、便秘、四
肢痠痛，恢復體力，並能抑制粉刺、
營養肌膚、美容養顏。大量研究證明
，蜂花粉對三高、血管隱患、前列腺
炎癥和放化療等有良好效果，配合綠
蜂膠食用，可互相激發對方潛在功效
，令療效加倍提升。過去蜂花粉經常
被用來作為女性保養的美容品，然而
，你可知道，蜂花粉強大功效不僅僅
只有美容養顏而已。蜂花粉的獨特之
處在於它既是輔助增效的“催化劑”
，又有針對性的保健範圍。作為蜂產
品中的雙子星，綠蜂膠和蜂花粉以卓
越功效成為保持健康、延年益壽的
“黃金搭檔”。
蜂花粉不可不知的九大功效

1、延緩衰老的美容聖品：蜂花
粉屬營養性美容食品，其 VE、SOD
、硒等成分能滋潤營養肌膚，有助抑
制青春痘；肌醇可保持頭髮烏黑亮麗

。內服調節人體營養平衡；外用通過
皮膚吸收營養，達到表裏兼顧的美容
效果。蜂花粉中的卵磷脂還可促進脂
肪代謝。

2、有效調節血脂、血糖和血壓，
降低血管隱患：蜂花粉有多種黃酮、
煙酸等成分，能調節血脂，清除血管
壁上脂肪的沈積，也有協同降糖效果
，從而軟化血管，增強血管通透性。

3、強化免疫系統：蜂花粉能調
節機體，平衡營養，保持旺盛生命力
，增強血清免疫球蛋白，啟動巨噬細
胞，提高免疫力，抑制病變基因，提
高心臟工作能力、增強耐力和骨骼肌
的力量

4、前列腺問題的剋星：日本實
驗證明用蜂花粉輔助調理慢性前列腺
炎、前列腺肥大有很高的效率。蜂花
粉對前列腺增生的作用在於它可以調
節體內性激素的平衡，在激素的受體
水平上發揮類雌激素、抗雄激素的作

用，抑制二氫睪丸酮的生物效應，使
增生的腺體逆轉近似正常，並能調節
泌尿系平滑肌張力的功能。

5、改善腸胃功能，調理便秘：
蜂花粉能使腸道蠕動增加及增加回、
結腸之張力而促進排便。對胃口不佳
、消化吸收能力差、消瘦病人，以及
慢性胃炎、胃腸損傷等胃腸功能紊亂
者有明顯效果，服用後增加食慾、促
進吸收，增強消化系統功能，這與蜂
花粉含有抗菌物質、多種維生素等生
物活性物質，以及改善及修復消化道
的功能有關。

6、調節神經系統，抗疲勞、促
睡眠。蜂花粉有多種不飽和脂肪酸、
磷等微量元素及其他營養物質，對神
經系統有滋養和提高的功能，是腦力
疲勞的恢復劑。蜂花粉還具能促進睡
眠。臨睡前服用蜂花粉，可以提高睡
眠的質量，睡得深、睡得甜。

7、益智健腦，改善記憶。蜂花粉

可促進青少年神經系統發育，對老年
人記憶力亦有顯著改善作用。法國蜂
花粉學家卡亞認為，花粉有助於清晰
頭腦、開拓思路、理解問題。服用蜂花
粉後，疲勞遲鈍的頭腦能恢復清醒和
靈活，這是咖啡和煙草無法辦到的。

8、對貧血效果顯著。蜂花粉含
有豐富的造血元素鐵、銅和鈷。鐵是
合成血紅素、血紅蛋白、細胞色素等
的原料；銅參與血紅蛋白的合成及某
些氧化酶的合成和啟動，這些氧化酶
是紅細胞和血紅素合成過程的催化劑
，另外，銅還能幫助鐵進入血紅蛋白
。

9、駐顏美容：女皇武則天和慈
溪太后因常食花粉，年過八旬尚顏面
紅光，仍能精神飽滿地料理朝政。蜂
花粉能調節人體內分泌、平衡人體機
能，從根本上啟動表皮細胞，增強皮
膚新陳代謝，淡化色斑、皺紋，使皮
膚柔滑細嫩，富有光澤。

加拿大天然品 NPN#80033597·
GMP Site License#300909·美國食品藥
品監管局FDA登記註冊#10328566522

野花牌蜂花粉精華液——巴西野
花蜂業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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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自強

楊楚楓楊楚楓

鐘山垂首，秦淮縞素。南京
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
本週在南京市舉行。習近平

、俞正聲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均莊嚴地出席了儀式，並且以國家之
名，深切緬懷南京大屠殺的無辜死難者，深切緬懷所有慘遭日本侵
略者殺戮的死難同胞，深切緬懷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獻出生命
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

八十年過去，血與淚的記憶歷歷在目。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
日，侵華日軍攻陷南京，開始了長達四十多天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在整整六個星期內，三十萬同胞被日軍屠殺，無數婦女遭蹂躪殘害
，無數兒童死於非命。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垣殘壁斷，城毀家亡
，南京成為人間煉獄，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

有人曾估算，如果把所有在南京大屠殺中的罹難者來個手牽手
站在一起，這一隊伍可以從南京綿延到杭州，長達三百二十公里。
他們身上的血液總重量，也達到一千二百噸，屍體可以裝滿二千五
百節火車車廂，何其駭人聽聞！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有一處展區，指示牌上赫
然寫著“十二秒”。這表示每隔十二秒，就有一滴水從高空滴落，
掉進一泓清水，寓示著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每十二秒，就有一名同
胞遇害。在其側面牆上亮起一盞印著遇難者遺像的燈，幽藍色的光
，倏忽熄滅，與黑色的牆面融為一體，代表一個鮮活的生命，在慘
絕人寰的大屠殺中，慘然隕落。

八十年過去了，日本侵略者的槍聲，淹沒在歷史塵埃裡，但中
華門城牆上的彈孔，依然清晰可見；南京城的不絕哀號，已隨風逝
去，但“萬人坑”的纍纍白骨還在。面對鐵一般的事實，一些日本
右翼分子昧著良心，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公然挑戰人類良知；一
些日本政客公然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推動擴軍修
憲，到處煽風點火，製造亞洲地區緊張。

歷史不會因時代變遷而改變，事實也不會因巧舌抵賴而消失。
南京大屠殺慘案鐵證如山，不容否認。任何倒行逆施妄圖篡改歷史

、否認暴行，為南京大屠殺慘案和侵略戰爭翻案的醜惡行徑，不僅
十三多億中國人民不會答應，也將受到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與正義
人民的譴責和唾棄！

昭昭前事，惕惕後人。從甲午慘敗到南京之殤，慘痛的歷史轍
印告訴我們——落後就要挨打。沒有一個強盛的國家，沒有一個鞏
固的國防，人民就會遭殃。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經過數代人的努力，
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軍事、科
技實力躋身於世界前列，任人宰割、飽受欺凌的時代，已一去不復
返。

當前，中國已進入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正向著“兩個百年
”目標奮進。全體中華兒女應自強不息，攜手同心，為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為維護世界和平而不懈奮鬥。這是對死難同胞
和革命先烈的最好告慰。

在紀念南京大屠殺的儀式當中，經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
批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成為“海峽兩岸交流基
地”。紀念日的下午，國台辦副主任劉結一向紀念館授牌。該館成
為繼中山陵之後，南京市第二個“海峽兩岸交流基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華日軍攻佔南京，製造了慘無人
道的南京大屠殺。為記錄戰爭暴行、祭奠逝去生靈，侵華日軍南京
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於一九八五年建成開放，選址於江東門集體
屠殺遺址及遇難者叢葬地。三十多年間，紀念館接待了大量海內外
參訪者。

劉結一表示，這段戰爭歲月，是屬於全體中華兒女的民族記憶
。抗戰的勝利，正是中華民族共同浴血奮戰的成果，值得兩岸人民
共同銘記。在紀念館設立“海峽兩岸交流基地”，正是因為這段民
族記憶需要兩岸同胞攜手捍衛。中華民族的未來，也需要全體中華
兒女共同開創。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張建軍稱，作為傳承
歷史記憶的公共文化設施，紀念館在對台交流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紀念館自建成開放以來，不斷加強與台灣各界的交流合作，並先後
接待多個台灣參訪團。

獲批“海峽兩岸交流基地”後，該館將致力於打造成為增加兩

岸民間交流、增強民族共識、擴大合作的平台，為兩岸同胞保存和
傳遞共同的歷史記憶。

反觀日本一方，作為侵略者的日本當局，似乎日漸忘記了歷史
教訓.日本近代史專家、一橋大學教授吉田裕日前在接受記者的專訪
時指出，日本本應與中國共同致力於銘記戰爭歷史，但日本銘記歷
史的努力嚴重不足，日本正漸漸忘記從歷史中汲取教訓。

在日本，儘管學界對南京大屠殺早有定論，絕大多數學者都承
認南京大屠殺是歷史事實，但隨著日本社會不斷右傾化，日本右翼
分子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言論也沉渣泛起。

日本右翼常常宣稱“南京大屠殺是在東京審判中捏造出來的”
。吉田裕指，日本政府在國會答辯中曾多次重申，在國家關係層面
，日本接受東京審判的結果。日本外務省官方網站對南京大屠殺也
有明確陳述。所以，日本官方從來沒有否認南京大屠殺。所謂“南
京大屠殺是在東京審判中捏造出來的”，完全是右翼的一面之詞。

吉田裕認為，日中兩國應共同致力於銘記戰爭歷史，但日本的
現狀令他擔憂。他說，相對於中國致力於進行歷史教育，在日本，
除了具有美化戰爭傾向的靖國神社“遊就館”和鹿兒島縣“知覽特
攻和平會館”外，幾乎沒有戰爭史博物館。其他一些地方的博物館
裏有關戰爭的展示也有意避開戰爭的黑暗部分。如今，在日本，有
戰爭體驗的人不足百分之一，戰爭記憶的傳承岌岌可危。在歷史研
究方面，日本政府不斷削減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經費，造成人文社會
科學，尤其是歷史、戰爭史的研究經費和人員越來越少。

吉田裕說，從一九九三年細川護熙內閣開始，日本政府在每年
八月十五日戰敗日舉行的戰歿者追悼儀式上，都明確提及對亞洲國
家的加害和對外國戰歿者的追悼。但從二○一三年開始，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在戰歿者追悼儀式上，不再提這兩點。在二○一五年二戰
結束七十週年談話中，安倍更是聲稱要為戰後時代和對受害方的道
歉畫上句號。修憲動向和自衛隊的變化也印證著日本正在漸漸忘記
從歷史中汲取教訓。

吉田裕認為，為防止歷史被遺忘，首先應該加強對戰爭資料的
蒐集、保管和公開。在蒐集的內容上，不應只限於官方文件，還應
包括士兵和平民的戰爭經歷、部隊史等。這本應是日本政府的責任
，但目前基本是學者、退伍軍人和民間人士在做。

美西時間週二（12 日）早上，舊
金山市長李孟賢（Ed Lee）在扎克
伯格舊金山總醫院去世，享年 65
歲。舊金山市政廳降半旗悼念李
孟賢離世。
舊金山市長辦公室在聲明中表示
，“我們確認李孟賢市長去世了
，這令人深感悲痛。我們向其妻
阿妮塔、他的兩個女兒布里安娜
和塔尼亞及其家人致以思念和祈
禱。”

65歲的李孟賢在周一晚上 10:30
左右在其住所附近的Safeway 超級市場跟太太一起
購買食品雜貨時，突然心髒病發作，被送往舊金
山扎克伯格總醫院，可憐壽期己盡，週二凌晨1點
11分左右，搶救醫治無效，被宣布死亡。

加州州長布朗沉痛地稱告：“李孟賢在市政
中扮演關鍵角色。他也是首位擔任美國主要城市
市長職位的亞裔人士。我不知道沒有李孟賢的舊
金山會是什麼樣子。他更是普世人權的倡導者。
更是公共事務的領導者。”，

李孟賢是舊金山的第43任市長，也是美國歷
史上首次當選舊金山市長的華裔。舊金山人口約
三分之一是亞裔美國人。他於2011年首度擔任舊
金山市長，並在2015年連任市長。

李孟賢祖籍中國廣東台山，他在西雅圖出生

。 1978年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院畢業後，
擔任10年民權律師。

李孟賢從1989年開始進入舊金山市政府工作
，先後在多個部門任職。 2005年以來，李孟賢擔
任舊金山行政官，負責管理多個市府部門。

2011 年 1 月 10 日舊金山前市長紐瑟姆提前一
年結束任期，轉而擔任加利福尼亞州副州長。市
議會在翌日舉行會議，11名議員一致表決，同意
正式任命李孟賢為代理市長，以接替紐瑟姆空出
的職位。這使李孟賢成為舊金山160年曆史上第一
位華裔市長。 2011年11月，李孟賢參選舊金山市
長，並贏得市長選舉，成為舊金山第一位民選華
裔市長。
縱觀李孟賢生前，對舊金山做出了以下5大貢獻
1.李孟賢是舊金山首位亞裔市長。舊金山的亞裔
人口約佔總人口數的35%。李孟賢也是美國首位擔
任主要城市市長的華裔人物。
2.李孟賢的第一份工作是和他後來領導的城市作戰
。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院擔任實習生時
，和亞洲法律核心小組一起工作，協助舊金山唐
人街一處公共住宅群的居民抗爭，爭取他們應有
的更好的住房條件。
3.李孟賢在2011年因為“推特稅”而成名。這項立
法，削減了在市政廳附近的中市場街區設置店面
的公司的收入稅。這項政策是為了防止在舊金山
的科技公司轉移到矽谷。包括推特等公司在內的

公司享受到了舊金山1.5%的城市收入稅的
免除。這一區域，現在也逐漸成為科技公
司的聚集地。
4.在李孟賢去世前，他一直推動舊金山養

老金系統，脫離化石燃料股票投資的計劃。他希
望舊金山成為美國第一個實行這項政策的大城市
。在他去世前，仍在為這項政策而努力。
5.李孟賢將金州勇士籃球隊從奧克蘭帶回了舊金山
。在他去世前，投資10億美元的大通中心（Chase
Center）已經完成了25%的建設。大通中心將來將
作為金州勇士的主場。這項工程預計於2019年10
月完工。

民主黨加州聯邦參議員戴安娜·范士丹稱“李
氏的驟然去世，這是舊金山悲傷的日子”。我的
思緒與李孟賢的家人在一起，希望他們能夠渡過
難關。 ”

遠至美國東岸的紐約市長白思豪也在推特發
文悼念李孟賢。他說：“我對於舊金山市長李孟
賢的離世感到傷心。他為舊金山民眾而奮鬥。我
的思緒和他的家人在一起。”

聖荷西市長薩姆·里卡多也發推稱：“我的好
朋友、好同事李孟賢離開了我們。他善良有禮貌
。他為公共事務做出巨大貢獻。我的心和李孟賢
的家人在一起。”

民主黨加州聯邦眾議員艾瑞克·史瓦維爾發推
稱：“在天堂安息，李市長。希望李孟賢的家人
能夠節哀。我們想念李孟賢。他在這樣的轉型時
期為舊金山服務，他將永遠是舊金山民眾的朋友
。”

加州華裔眾議員邱信福（David Chiu）稱：

“他是第一位華裔市長。這個消息令人震驚。”
加州華裔財長江俊輝（John Chiang）稱：

“加州失去了一位不知疲倦的領袖和值得敬佩的
孩子。

舊金山華裔市參事湯凱蒂(Katy Tang)稱將記得
和市長共事的快樂時光。市參事諾曼·伊（Nor-
man Yee）稱市長的離世讓他很傷心。

舊金山市參事郭嫻（Malia Cohen）稱：“我
感到震驚。我的心感到破碎。整座城市都為此悼
念。

李孟賢身體一向健康，突然病逝，各界均感
意外。但李孟賢其父是廚師，母親是車衣工人，
在西雅圖公屋長大。李氏父親在49歲時，也是因
為心臟病突發而離世，當時李孟賢僅僅是15歲，
母親需要獨力照顧六個小孩，艱難拼搏:可想而知
，亦因此使李孟賢自小便建立了： 為窮苦人家爭
取權益的念頭。他視母至孝，去年李孟賢曾替母
親慶祝90大壽。

人類究竟心臟病有無遺傳因素，至今醫學界
尚無明顯定論，假如是有先兆，李孟賢或許會逃
過一劫。李氏家人及其工作夥伴皆覺得，其實李
孟賢一向沒有什麼健康問題，他的猝逝，真的是
讓各界尤其灣區華人社區震驚哀悼。李孟賢走得
真的是太突然，也太年輕，套句他數十年摯友，
東華醫院院長何國傑的話： 「他起碼早走了十年
」。老天爺要誰何時走，並無議價空間，本人對
他一向敬重，他的早登仙界，使我感到人生無常
，難道真的是： 「賢人自古如名將 不許人間見白
頭 ？」

楊楚楓楊楚楓

賢人自古如名將 不許人間見白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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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美代表高碩泰大使在開幕典禮中華民國駐美代表高碩泰大使在開幕典禮
上致詞上致詞。。

「「榮譽國際事務顧問榮譽國際事務顧問」」 董繼玲董繼玲（（ 左左 ））代表交通部長趙小蘭前來頒贈賀狀代表交通部長趙小蘭前來頒贈賀狀，，
由由 「「世華世華 」」 總會長黎淑瑛總會長黎淑瑛（（右右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德州州議員吳元之（（ 左左 ）） 頒發賀狀頒發賀狀，，由由 「「 世華世華 」」 總會長黎淑瑛總會長黎淑瑛
（（ 右右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
20172017 世界年會開幕典禮世界年會開幕典禮

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在開幕典禮上致詞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在開幕典禮上致詞。。
出席世華出席世華20172017世界年會開幕典禮的全世界四十個分會的代表近四百人世界年會開幕典禮的全世界四十個分會的代表近四百人，，與貴賓在大會上合影與貴賓在大會上合影。。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德州州長辦公室代表德州州長辦公室代表Cammy JonesCammy Jones （（ 左左 ））代表州長頒代表州長頒
贈賀狀贈賀狀，，由由 「「世華世華 」」 總會長黎淑瑛總會長黎淑瑛（（右右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張文華大法官張文華大法官（（ 中中 ）） 代表代表HarrisHarris 郡長郡長Ed EdmondEd Edmond 頒發賀狀給頒發賀狀給（（ 左起左起））
「「創會總會長創會總會長」」 柯杜瑞琴柯杜瑞琴、、總會長黎淑瑛總會長黎淑瑛，，榮譽總會長施郭鳳珠榮譽總會長施郭鳳珠、、名譽總名譽總
會長陳上春等人會長陳上春等人。。

休市巿議員休市巿議員Amanda K. Edwards (Amanda K. Edwards ( 左左 ）） 代表休巿市長透代表休巿市長透
納頒贈賀狀納頒贈賀狀，，由由 「「 世華世華 」」 總會長黎淑瑛總會長黎淑瑛（（ 右右 ）） 代表接代表接
受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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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AI行業就業形勢火爆 人才需求量漲三倍
綜合報導 雖然外界憂慮人工智能（AI）將對

人類就業產生沖擊，但中國AI相關的就業形勢相

當火爆。據中國網絡招聘企業的最新報告，隨著中

國人工智能快速發展，AI創業潮湧現，今年第三季

中國AI相關人才需求量是去年第壹季的近三倍。

據報道，報告指出，人工智能正在逐漸取代人類

的工作崗位，尤其是那些程式化、重復性、依靠反復

操作實現的熟練工種。投資銀行業務、校對/錄入兩

個典型職位已連續三個季度出現大幅同比負增長。

報告稱，目前人工智能處於基礎發展和企業

初期布局的階段，隨著人工智能在實踐上的不斷突

破，中國越來越多的創業型公司也加入到人工智能

相關業務的創業大潮，這壹發展窗口催生了大量的

人才需求。

報告認為，人工智能的技術門檻很高，且難

以通過短時間的學習掌握，具備學術知識以及實際

操作經驗的技術大牛是企業爭搶的目標。知識型、

技術型人才可復制性差，可替代性差，因此企業

在追逐人才時通常處於被動狀態，更出現高薪難

求的狀況。

根據報告統計，擁有人工智能技能的人才，

現階段薪酬區間主要集中於1萬--1.5萬元人民幣/

月，占比達四成。與企業給出的薪酬預算來看，

人工智能人才薪資具備很大的上升空間，企業預

算在月薪1.5萬-2.5萬元、2.5萬-3.5萬元的招聘缺

口較大。

報道稱，雖然中國人工智能企業中創業公司數量

較多，但創業公司相關人才數量的絕對值遠低於頭部

大企業。存量的人工智能人才主要集中於行業巨頭。

另報道，戴維· 魏（音）是北京壹家人工智能

（AI）初創公司的員工，他的老板用兩倍的高薪和

股票期權吸引他加盟這家為法律行業提供AI軟件的

公司。

這位27歲的程序員說，那是8個月前的事了。

他現在後悔沒有要求更高的薪水——他目前的年薪

是40萬元，不含股票期權——他正在積極尋找待

遇更好的工作機會。

魏說：“我朋友建議我先留在這裏，至少幹滿

1年，這樣簡歷看上去不至於太糟糕。”魏是哈爾

濱工業大學應用數學系研究生畢業，這所大學的理

工科與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齊名。

但是，從今年年初開始，陸續有十幾位獵頭給

他打電話，提供工作機會，朋友的建議似乎顯得太

保守了。

目前，全世界約有30萬人掌握從無人駕駛汽

車到家用機器人所需要的先進計算機科學技術，魏

正是其中壹員。騰訊研究院在壹份報告中說，全球

市場對AI專家的需求在百萬量級。

報道稱，AI的興起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強

大的超級計算機通過大量數據來辨識模式並自主學

習，這讓人們產生了失業的擔憂。麥肯錫咨詢公司

預測，到2030年，全球可能有8億個工作崗位隨自

動化的實現而消失。

在中國，以阿裏巴巴為代表的科技公司，正在

嘗試無人便利店和無人倉庫，並使用AI技術給中

國消費者的信用評分。網絡零售商京東商城剛剛宣

布，將投資無人駕駛汽車，並使用無人機投送包

裹。保險公司和銀行也開始利用AI技術改進自動

取款機或者顧客的風險評估程序。

然而，所有這些人工智能創新，都需要大量的腦

力勞動者，這也是像魏這樣的人才如此緊缺的原因。

據報道，中國工信部教育考試中心副主任周明曾

表示，中國的AI人才缺口將在幾年內超過500萬人。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詹姆

斯· 劉易斯說：“中國的AI路線圖很好，但該國可

能需要更長的時間去打造勞動力。”他還說，培育

和發展技術人才庫可能是壹個漫長的過程。

美聯儲加息了
而中國央行真的而中國央行真的““加息加息””了嗎了嗎？？

綜合報導 美聯儲宣布將聯邦基金利

率 目 標 區 間 上 調 25 個 基 點 至

1.25%-1.5%，符合市場普遍預期，這是

美聯儲年內第3次加息，上壹次加息是

在今年六月。美聯儲最新利率預期顯

示，美聯儲仍維持此前的貨幣政策路徑

不變，2018年將加息3次，2019年加息2

次，與此前預期壹致。

同日，中國央行宣布上調公開市場

操作利率，開展的逆回購和中期借貸便

利(MLF)操作利率小幅上行5個基點。中

國央行在美聯儲加息後上調公開市場操

作利率，這可以等同於美聯儲加息嗎？

對此，記者采訪了幾位經濟學家。

加息在基本面上會怎樣影響美國經濟？

美聯儲在聲明中指出，抹平颶風相

關波動的平均數據顯示，就業增長穩健，

失業率進壹步降低，預計勞動力市場將

保持強勁；同比而言，總體通脹與剔除

食品和能源項目的核心通脹率今年均出

現下降，並低於2%。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研究員劉英認為：“此次加息壹方面可以

用美聯儲前主席威廉•馬丁所說的‘在盛

宴之前撤掉酒杯’來概括。主要是美國經

濟復蘇到2%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情況下，

要防控通脹的風險。另壹方面更為重要的

是美國通過不斷加息和縮表來逐步退出量

化寬松貨幣政策，回歸正常。”

根據議息決議，美聯儲對今明兩年

預期較為樂觀，提高了對GDP增長值的

預期。預計 2017年實際GDP增長 2.5%

（9月份預計增長2.4%），2018年增長

2.5%（9月份預計增長2.1%）。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所特約研究

員曲鳳傑表示：“整體上來說，美國很

好地擺脫了經濟危機的直接的深層次的

影響，在2017年達到了壹個經濟增速比

較快的時期。近期美國稅改和加息的組

合，反映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壹松壹

緊，從美國的宏觀政策的角度來看，是

很成功的壹個組合。”

美聯儲加息對資本市場有何影響？
在美聯儲政策聲明公布後，美元跌

至新低，美元/日元快速走高，標普500

指數快速走高，黃金沖高回落，10年期

美債收益率快速走低後反彈。

在劉英看來，美聯儲的此次加息早

在市場的預料之中，但是匯市、股市資

本市場都有反應。由於此前市場已經對

加息“消化吸收”，盡管這對資本市場

的各個方面影響不大，但是美國股市也

漲跌不壹，盡管整體來看美元指數還在

往下走，但是今天美元指數有反彈；美

國十年期國債的收益率在下行的情況下

今天也有上行。再加上受特朗普減稅刺

激的影響，總體上資本市場沒有太多起

伏，所以資本市場整體表現較為良好。

但是美聯儲明年還有三到四次加息，隨

著美聯儲持續加息縮表將會產生負面溢

出相應，包括對本國的影響，在控制通

脹的同時，也會對企業的投資產生抑制

作用的負面影響。

而從長期來看，曲鳳傑認為美元或會

進壹步升值。從美聯儲的整個加息周期來

看，在加息後會通常進入壹個美元升值的

周期。她進壹步解釋稱：“美聯儲從1980

年開始加息，1981年和1985年美元就進入

了壹個升值的周期。美國通過不停的變換

貨幣政策的松和緊，來調整美元的升值和

貶值周期。即便是自身的實體經濟發展達

不到預期目標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很好的

把所有危機轉嫁出去。”

能把央行上調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等
同於美聯儲加息嗎？

在美聯儲加息之後，央行上調公開

市場操作利率。12月14日，央行開展的

逆回購和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利

率小幅上行5個基點。當日公開市場操

作顯示，7天、28天逆回購和MLF操作

利率均上調5個基點，7天利率從2.45%

升 至 2.5% ， 28 天 利 率 從 2.75% 升 至

2.8%，1 年期 MLF 利率從 3.2%上升至

3.25%。有觀點認為中國央行也在進行

“加息”。

對此，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銀行

研究中心主任曾剛指出，不能將此次中

國央行的上調公開市場利率同美聯儲加

息等同起來，中國央行沒有“加息”，

這只是中國央行在金融市場的回應。此

次中國央行的舉動除了因為美聯儲加息，

還更多是因為考慮到市場本身的資金供

求狀況。

如果說讓中國央行采取等同於美聯

儲加息的措施的話，實際上對應的是存

貸款利率的上行。但目前來看還沒有調

整的必要。

他進壹步解釋稱：“因為美國的金

融體系當中的所有利率，都是基於美聯

儲的目標利率進行定價的，所以美聯儲

目標利率的改變對於社會融資成本的影

響是立竿見影的；而中國央行的公開市

場操作利率，影響的只是金融市場上和

央行對手交易過程中的利率水平。雖然

從長期看也能夠通過影響實體經濟融資

成本產生間接影響，但是這僅僅是間接

的並且不是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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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倫敦，《，《哈利哈利··波特波特》》作者作者JJ··KK··羅琳被英國皇室授予羅琳被英國皇室授予““榮譽勛爵榮譽勛爵””
（（Companion of HonourCompanion of Honour），），這是英國的勛章和爵位的最高等級這是英國的勛章和爵位的最高等級。。

新加坡壹動物園半世紀來首次繁育王企鵝新加坡壹動物園半世紀來首次繁育王企鵝

兩個月大的王企鵝兩個月大的王企鵝MaruMaru在聖誕節主題的在聖誕節主題的““單間單間””活動活動。。MaruMaru是新加坡是新加坡
裕廊飛禽公園近半世紀來首次成功孵化的王企鵝裕廊飛禽公園近半世紀來首次成功孵化的王企鵝。。

法國男子成埃菲爾鐵塔走扁帶第壹人法國男子成埃菲爾鐵塔走扁帶第壹人
670670米用米用3737分鐘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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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遭警西班牙遭警告告

■■前西班牙足總主席維拿前西班牙足總主席維拿被迫下台被迫下台。。 路透社路透社

■■西班牙國家西班牙國家
隊當然不希望隊當然不希望
被褫奪世盃出被褫奪世盃出
賽資格賽資格。。

法新社法新社

西班牙足總主席維拿由於
被指有貪腐行為，於今

年中被迫落台。FIFA認為，
西班牙足總新任主席有可能存
在由該國政府任命之嫌疑，故
此已向該國發出警告信，提醒
對方假如足總主席任命違反了
FIFA的相關規定，西班牙國
家隊有可會被禁賽。
根據FIFA的規定，轄下成

員國或地區的各足球總會，
不可受到政治的相關干預，

違者有可能會面臨罰停賽等
處分。
西班牙足總隨後發表聲

明，指出現任主席拉雷亞較早
前已跟 FIFA 的官員有過會
面，亦了解FIFA對西班牙足
總主席的人事更替十分關注，
“西班牙足總希望球隊可以順
利參加世界盃，一切工作恢復
正常，這是當前對國家隊管理
最優先考慮的事。”

■綜合外電

AC米蘭上月緊急易帥，
由該隊前中場悍將加度素接
帥印，過去兩場，“紅黑
軍”亦先後在聯賽戰勝博洛
尼亞2：1，以及於盃賽16強
輕取維羅納3：0晉級。相隔
短短數天，陷於倒數第二位
境地的維羅納再遇A米，心理
上已處下風。
近來有指被譽為“新保

方”的門將新星當拿隆馬，
其經理人不服球員今夏是受
球迷“心理暴力”下才續

約，盛傳有離隊可能。A米
球迷日前盃賽就打出批評當
拿隆馬的標語：“你拿着
600萬歐元年薪，球會還簽
下你寄生蟲般的哥哥，這就
是心理暴力？你是時候離
開，我們不能再忍你。”
球迷此舉令到當拿隆馬

傷心落淚，他日前透過社交
網澄清傳聞，強調自己沒說
過曾經感受到什麼心理暴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傷心人當拿隆馬澄清傳聞
■■球迷的反應令到當拿隆馬球迷的反應令到當拿隆馬
很傷心很傷心。。 美聯社美聯社

NBA常規賽周五賽果

主隊 賽果 客隊

巫師 100：91 快艇

魔術 88：95 拓荒者

76人 117：119 雷霆

溜馬 98：104 活塞

黃蜂 98：104 熱火

速龍 120：87 網隊

塞爾特人 95：107 爵士

公鹿 109：115 公牛

灰熊 96：94 鷹隊

金塊 117：111 鵜鶘

火箭 124：109 馬刺

NBA常規賽周日賽程

(北京時間周一開賽)

主隊 客隊

速龍 對 帝王
○活塞 對 魔術
●巫師 對 騎士

網隊 對 溜馬

憑藉27分、17個籃板和15次
助攻的“大號三雙”，奧克拉荷馬
雷霆當家球星韋斯布魯克在16日的
NBA常規賽中，歷經3個加時的苦
戰，帶領球隊以119：117險勝費城
76人。

終場前10秒，羅拔臣為雷霆攻
入制勝一球絕殺對手。而兩隊在這
之前的爭奪同樣激烈，各自的當家
球員韋斯布魯克和祖爾艾比迪你來
我往。相比下前者的表現全面，後
者則扮演孤膽英雄不斷為76人“續
命”。此役身負背傷的祖爾艾比迪
打得極其頑強，攻入34分助76人於
一度落後17分的逆境中越戰越勇，
將比賽拖到三個加時後才遺憾落
敗。
主場作戰的休斯敦火箭以

124：109擊敗馬刺，基斯保羅拿下
28分和8次助攻，帶領火箭取得12
連勝。本賽季有他在陣的比賽中，
火箭保持全勝。 ■新華社

雷霆加時險勝76人
■■韋斯布魯克韋斯布魯克((左左))領領
軍制勝軍制勝。。 美聯社美聯社

在數年前
南京舉辦的全運
會中，組委會曾
提出“以人為

本”的口號，即南京主辦全運
會當以方便老百姓和照顧市民
的利益為出發點，所有封路、
更改交通路線等措施都以不影
響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為前提，
筆者至今仍然深刻地記起南京
全運組委會的這句口號。
日前參加了廣州馬拉松，

給筆者的整體印象是“好
的”。近年較少參加內地舉辦
的馬拉松賽，所以在報名今屆
廣馬時心中是忐忑不安，因參
加過兩屆廣馬，印象都麻麻，
尤其是第一屆，在半程之後竟
然只有運動飲品而沒有清水補
給，天氣又熱，筆者只能向在
路旁觀賽的市民攞水飲；第二
屆的領跑員又棄我們而去。
但本屆廣馬後對內地馬拉松

的好感度大增，領號碼布時志願
者耐心服務；比賽當天地鐵提早
開通，參賽者手冊上明確地指導
你如何搭地鐵到起步的天河體育
中心；持號碼布的跑者在賽前、
賽後都可免費乘地鐵；天河體育
中心二樓專為女跑手們增加專用
洗手間（因一般運動場女洗手間
較少），免卻了她們久候洗手間
之苦；比賽途中絕大部分跑手都
耐心地排隊使用流動洗手間，而
不再就地解決等等。跑完42.195
公里的跑手在衝線後都拖着疲憊
的身軀離開，而地鐵站就在旁
邊，搭上地鐵，一班趁週末出外
遊玩的少年主動讓座給跑者。
舉辦馬拉松賽就是該城市

素質的大檢閱，一點一滴的改
善和進步參加者是體驗到的，
這也是對當地市民道德教育和
城市風尚的洗禮，要做到“以
人為本”不是空談的。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體壇縱橫 以人為本

“Nike全港學界精英籃球賽”16日拉開序幕，上屆屈居
亞軍的拔萃男書院（藍衫）以99：14大破心誠中學。另外，
香港男籃16日以95：102客場不敵廣東，痛失粵港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開 打

西班牙有可能被禁止出戰明年夏天的世界盃足

球賽？據西班牙《國家報》報道，由於西班牙政府

有干預足總事務的嫌疑，國際足協（FIFA）已向西

班牙方面發出警告，不排除“狂牛兵團”有被取消

世盃參賽資格的可能。

狂牛恐狂牛恐禁踢禁踢世盃世盃

政府有干預足總事務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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