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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心家庭看護中心
(Advanced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Inc.)
十多年來致力於為傷病老人和殘障人士
提供最有經驗和愛心的看護服務
12.2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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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972-246-1277

李察遜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奧斯汀分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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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聖誕派對各族裔人士出席 熱鬧溫馨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聖誕節即將來臨，為回饋社區，並
感謝主流及亞裔社區人士一年來的
大力支持，美南新聞集團 20 日晚間
在國際貿易中心舉辦聖誕派對，吸
引眾多各族裔人士踴躍參與，現場
十分熱鬧溫馨。
為配合節慶到來，國際貿易中
心也充滿過節氣氛，美南新聞董事
長李蔚華與社長朱勤勤夫婦出習活
動，李蔚華致詞感謝僑界人士一直
以來的贊助和支持，也提及美南新
聞集團和國際貿易中心的現況與未
來走向，並祝賀大家聖誕節愉快。
活動上吸引許多各族裔人士出
席參與，現場也準備各式各樣的抽
獎禮品、並有舞蹈和歌唱演出節目
，大家享受精彩表演，吃著美食佳
餚，度過一個愉快的夜晚。

↑精彩舞蹈表演
精彩舞蹈表演。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右二
右二))及社長朱勤勤
及社長朱勤勤((左二
左二))夫婦與嘉賓合影
夫婦與嘉賓合影。
。(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穆迪花園冰雕雨林生態 充滿驚喜探險旅程

最新穆迪花園冰雕展以熱帶雨林為主題。
最新穆迪花園冰雕展以熱帶雨林為主題
。(取自網路
取自網路))

特製冰溜滑梯人氣最高。
特製冰溜滑梯人氣最高
。(本報資料照片
本報資料照片))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一年一度的穆迪花園
冰雕展將一路展出至 1 月 7 日，成人票 26.95 元、四至 12
(Moody Gardens)冰雕展(Ice Land)又來了，已於 11 月開始熱鬧 歲孩童 21.95 元，可搭配節日方案更優惠，另外，遊客也可搭
登場，活動持續至明年 1 月 7 日；今年展出主題以 「雨林假期 配節慶燈展(Festival of Lights)一起購票，節慶燈展一般入場費
」(Rainforest Holiday)，打造溫熱帶雨林風光，民眾可趁著年 15.95 元，可享受超過 100 萬個燈泡組成的繽紛彩燈，詳情請
底假期前往觀賞，感受難得一見的冰雕視覺饗宴。
洽官網 https://www.moodygardens.com/iceland/。
今年穆迪花園第四屆冰雕
展，在超過 2 萬 8000 平方呎的
展出場地，將 200 磅的冰磚雕
琢成充滿生氣的雨林氣息，給
予新姿色，讓每位來訪的遊客
，展開一場充滿驚喜童趣的雨
林探險旅程。
今年將帶領大家探索叢林
深度，冰雕蘊含豐富的生態美
景，可看見活潑猴子穿梭其中
，還有色彩繽紛的鳥類，以及
翩翩飛舞的蝴蝶，五顏六色的
生物豐富雨林環境。各種栩栩
如生的生物伴隨著聖誕彩燈，
讓冰雕展搖身一變成魔幻世界
。最後在特製冰雕溜滑梯和冰
磚酒吧(Shiver's Ice Bar)，享受
冬季歡樂節慶氣氛，適合全家
人同歡。
去年海底世界珊瑚美景色彩斑斕。
去年海底世界珊瑚美景色彩斑斕
。(本報資料照片
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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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裏約警方銷毀近十年來繳獲槍械

大樓墻壁被燒黑
韓國壹棟 層
8 建築發生大火

齊白石作品拍出 9.3 億元天價
中國最貴藝術品誕生

在北京保利 2017 年秋拍上
年秋拍上，
，齊白石
齊白石《
《山水十二條屏
山水十二條屏》
》以 4.5 億元起拍
億元起拍，
，在近 70 余次的競爭中
余次的競爭中，
，最終
以 8.1 億元落槌
億元落槌，
， 加傭金以 9.315 億元成交
億元成交，
， 成為目前全球最貴的中國藝術品
成為目前全球最貴的中國藝術品。
。 圖為 12 月 6 日 ， 齊白石
《山水十二條屏
山水十二條屏》
》部分作品在上海市靜安區香格裏拉舉行預展
部分作品在上海市靜安區香格裏拉舉行預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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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媽們這壹年：
投資比特幣沈迷手遊線上 K 歌……

他們是生活在我們周圍的普通
人 ， 他們是外賣小哥、貨車司機、
中國大媽、炒房客……他們的日子共
同摻和著柴米油鹽，卻又風味各異。
即日起，中新經緯將推出 2017 年終策
劃之《普通人的 2017》，帶妳看看他
們的生活。
在許多人看來，中國大媽身上有兩
個撕不掉的標簽：壹是搶黃金，二是跳
廣場舞。不過，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
消費升級，中國大媽們的理財渠道和娛
樂方式也日益多元化。

理財：當比特幣遇上中國大媽
中國大媽這壹群體被視作是“有錢又
有閑”的代表，而她們也從不放過任何壹
個高風險投資機會。從2013年抄底黃金壹
戰成名後，中國大媽們在2017年將目光投
向了比特幣這壹新興投資機會上。
家住北京的徐林今年 58 歲，在她的
朋友圈裏，她是第壹個出手購買比特幣
的。“去年年底我開始關註比特幣，當
時也上網做了壹些功課，但是也談不上
有多了解，有時候投資靠的就是壹種直
覺，而且三四萬對我們這個年紀的人確
實不算多，只能說試試水吧。”

徐林坦言，在過去的投資經歷裏，
她也經常這樣“跟著直覺走”。此前，
徐林還靠直覺在 2007 年買過中石油的股
票，“在山頂站崗好幾年，最終忍痛割
肉出局。”
不過 ，這壹次到目前為止 ，徐林
的直覺給她帶來了不菲的收益。今年
以來，比特幣等壹眾加密貨幣價格飆
升屢屢登上新聞頭條，據中新經緯計
算，截至發稿，比特幣在今年已經上
漲超過 18 倍，這也就意味著徐林年初
投資的四萬元，現在賣出便可套現超
過 72 萬元。
徐林告訴中新經緯，她已經決定開始
著手賣出了：“做投資不能太貪心。”

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中國大媽們
也在其中挖掘出了新的娛樂方式。今
年 52 歲的王靜良是壹位家庭婦女，在
去年春節期間買下了人生中第壹臺智
能手機。
“以前覺得手機只要能打電活和發
信息就可以了，兒子和女兒非讓我買這
個智能手機。”王靜良晃了晃手中的某
國產品牌手機。現在，王靜良已經學會
了如何在手機上進行網購、發微信、玩
遊戲、看視頻和 K 歌等。“我不喜歡出
去跳廣場舞，呆在家裏玩玩遊戲、看看
視頻挺好的。”
她告訴中新經緯，目前最愛玩的遊戲
是棋牌類遊戲，而且會在遊戲上充錢。
“壹次也就充個三四十塊錢，能玩好幾
娛樂：妳跳妳的廣場舞，我當我的 天，壹個月最多的時候充了500塊。”
中年宅女
此前，移動遊戲推薦引擎 PlayPhone

綜合報導 近期，海外各大機構紛
紛上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世界
銀行最新發布的《中國經濟簡報》
稱，在居民收入增長和外需回暖的支
撐下，2017 年中國經濟增長繼續保持
強勢，預計 2017 年全年增速為 6.8%，
超過最初預期。
世界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李偉
喬表示，中國保持增長韌性，改革勢
頭增強。中國政府采取了壹系列政策
和監管措施，目的是在不明顯影響增
長的情況下減少宏觀經濟失衡和控制
金融風險。因此，2017 年中國經濟在
多個方面都取得了成功，今年居民收
入和消費增長速度與投資相比出現加
快，促進了經濟再平衡。
另外，聯合國在紐約總部日前也
發布《2018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
指出 2017 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達到
3%，是自 2011 年以來的最快增長。其
中，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最
大 ，約占三分之壹。在中國經濟增

長、強勁的個人消費、較高出口和寬
松的宏觀經濟政策帶動下，預計東亞
地區的經濟增長率明後兩年將分別達
到 5.8%和 5.9%。
展望2018年，世行發布的報告稱，
中國GDP增速預計2018年放慢至6.4%，
2019年為6.3%，主要因為國內政策收緊。
審慎的貨幣政策、更嚴格的金融監管以
及政府繼續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去杠桿
化，預計都會使增速暫時放緩。但是，
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中國經濟簡
報》作者之壹米麗莎認為，有利的經濟
條件為進壹步減少宏觀經濟脆弱性和深
化改革提供了壹個大好時機。
無獨有偶，瑞銀集團日前在英國
倫敦召開 2018 年全球宏觀經濟與市場
展望發布會。期間，瑞銀集團投資銀
行部認為，2018 年中國經濟雖然面臨
下行壓力，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去
杠桿將成為宏觀經濟核心主題，預計
總體經濟發展質量將不斷提升，硬著
陸風險大幅下降。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華福證
券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昨日對記者表
示，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已進入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未來三年
要堅決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
脫貧、汙染防治的攻堅戰。由此，三
大攻堅戰將成為決定 2018 年我國經濟
和政策走勢的主要外生變量。
魯政委表示，從三駕馬車來看，
出口預計將繼續受益於全球經濟的良好
景氣，但人民幣匯率持穩、國內環保
成本的上升，也會制約出口能力的充分
釋放，明年出口增速會略低於今年。投
資增速也將有所放緩，房地產平穩減
速、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更為明顯放緩，
制造業投資震蕩中略有加快。消費增速
將有所提高。總體來看，預計 2018 年實
際 GDP 增速 6.6%，較2017年6.8%小幅
放緩。
申萬宏源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昨
日對記者表示，2018年GDP增速有望達
到6.7%，基本上保持在今年的水平。

綜合報導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今日表示，在利用外
資方面，將有序減少市場準入的限制，深化制造業開放，
加快生產性服務業開放，積極穩妥推進金融業開放。
商務部召開例行新聞發布會。有記者問到，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剛剛召開，為明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向作出明確指
示，未來商務部在推進全面對外開放以及推進外資準入有哪
些變化和趨勢？
高峰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昨天剛剛閉幕，對加大
改革開放力度，擴大對外開放，加快形成全面開放新格
局作出了具體的部署。商務部正在按照會議的精神和要
求，研究具體的落實舉措，總體上來說，我們將按照中
央的部署，大力推動對外開放在範圍、層次、結構、布
局等方面進壹步拓展，推動形成全面開放的新格局。
高峰表示，在利用外資方面，我們將積極推進以下
工作：壹是有序減少市場準入的限制，深化制造業開
放，加快生產性服務業開放，積極穩妥推進金融業開
放。二是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
制度，同時，落實 準 入 後 的 國 民 待 遇 ， 完 善 外 資 企 業
投訴和權益保護機制 ，保障外商投資的合法權益。
三是優化外資的區域布局，支持西部地區平臺的建
設，提高中西部吸收外資的規模和質量，促進利用外
資的區域協調發展。四是繼續緊扣自貿試驗區制度創
新的核心任務，最大限度地賦予自貿試驗區改革的自
主權和先行先試權。

商務部談利用外資：
將有序減少市場準入限制

海外機構紛紛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

發布的壹份調查報告顯示：68%的移動
遊戲玩家為女性，而在這些女性玩家中
，已婚女性占 71 個百分點，而年齡介
乎 40 至 64 周歲的女性則占據了 46 個百
分點。來自 Flurry 公司提供的數據則顯
示，女性玩家在應用內消費中所支出的
金錢要比男性玩家高出 31 個百分點，
並且她們在遊戲應用中所花費的時間也
比男性玩家要多 35 個百分點。
除了玩遊戲以外，王靜良還愛在線
上 K 歌。“我兒子第壹次給我下載了 K
歌軟件，我在網上和人打擂，壹直唱到
晚上 11 點。”
來自全民 K 歌的數據顯示，在 4.6 億
全民 K 歌用戶中，70 後占比 17%，高於
80 後、85 後和 90 後，僅略低於 95 後、00
後。在線時長上，70 後們是 95 後的 1.6
倍，00 後的 3.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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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天火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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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北層林盡染 四打卡位推薦

中粵港生活
國 新 聞 神州大地
玩轉粵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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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舉辦專題展
楓葉正紅！
楓葉正紅
！攝影愛好者此時最想做的事情
攝影愛好者此時最想做的事情，
，

莫過於悠閒行走在遍地楓葉的小徑上，
莫過於悠閒行走在遍地楓葉的小徑上
，偶爾停下

扇子上的中西文明碰撞
在東方，扇子在中國有
着深厚的文化底蘊，中國歷
來就有“製扇王國”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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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步用相機將眼前的絢爛火紅美景定格。
腳步用相機將眼前的絢爛火紅美景定格
。如此寧

靜而浪漫的場景，
靜而浪漫的場景
，在這最適合拍攝紅葉的季節
在這最適合拍攝紅葉的季節，
，讓人嚮往
讓人嚮往。
。對於忙碌的現代人來
說，遠赴北京香山賞楓也許有些遙遠
遠赴北京香山賞楓也許有些遙遠，
，而近在咫尺的廣東
而近在咫尺的廣東，
，卻也藏有無限
卻也藏有無限“
“楓”

光。如今正是廣東省內紅葉正火時
如今正是廣東省內紅葉正火時，
，如果你想趁機欣賞那漫天的火紅
如果你想趁機欣賞那漫天的火紅，
，這個周末
就行動起來吧。
就行動起來吧
。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廣東報道

■清道光中期的玳瑁鏤雕人
廣東民間工藝博

■展覽期間
展覽期間，
，廣東民
間工藝博物館還將舉
行多個講座，
行多個講座
，為觀眾
精彩解讀 18
18-19 世紀
的中西成扇、
的中西成扇
、清代廣
州對外貿易歷史等。
州對外貿易歷史等
。

■賞楓成為近年流行的旅遊主題
賞楓成為近年流行的旅遊主題，
，
圖為遊客在河源萬綠湖觀賞紅楓。
圖為遊客在河源萬綠湖觀賞紅楓
。

在西方，法國作家伏爾泰
說：“不拿扇子的女士猶如

不拿劍的男子”，可見扇子

■約 1780 年法國製造的彩
摺扇
廣東民間工藝博

的風行之盛。《扇子上的東
方與西方：18-19 世紀的中
西成扇》日前開始在廣東民

間工藝博物館展出，各類材
質製作的精美成扇將觀眾帶
進了一個絢麗多彩的扇子藝

術世界，向觀眾呈現一幅扇

楓

上中西文化元素碰撞與交匯
的絢麗畫卷。

■清雍正的象牙鏤雕彩繪“
圖摺扇
廣東民間工藝

光獨好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洛可可風格等。
一口通商，使廣州成為世界貿易體系的
牛魚嘴
：
“四爪奇楓”
別有情趣
本次展覽共展出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
中心城市之一。這個時期，廣州是連接
43 件精美絕倫的館藏廣州外銷成
那葉正紅：11月至次年1月
廣州製造風靡歐美

萬綠湖：
楓紅樟綠總多情

而生，並且陸續出現在其他外銷藝術品 成，甲蟲背部貼以閃亮而有
中，外銷扇亦不例外。
礦石，花、石頭、轎子等均
“廣州扇”的大量外銷，也深刻影 稈或亮片裝飾，中央女子手
中西貿易的中心，是東西方文化交匯的
扇，與 26 件分別來自英國維多利亞與阿
紅葉種類：楓樹、槭樹
爾伯特博物館（V&A Museum）、格林
倫敦 1852 年出版的《萬國工業博覽 前沿，廣州的各種工藝美術，包括各式 響着歐洲製扇業，不止是衝擊他們的市 傘頂的圓形貼着透明的雲母
那葉正紅：11月下旬至次年春節前
季節更適用的吃法是豬肚雞，用正
面撲來。由於這種楓樹“腳短手
場，也使他們使用的材質、工藝和裝飾
各樣精美的外銷成扇因此而進入了黃金
之人可以在以扇掩面的同時
威治扇子博物館（Fan Museum, Green- 說起牛魚嘴，很多人第一時間
會評委會關於 30 類展品的評審報告》，
紅葉種類：楓樹、山烏桕、槭樹
宗清遠雞下湯，配以豬肚片、胡椒
長”，無利用價值，才得以保留至
想到的還是禾雀花。其實，這裡還
題材發生了變化。本次展出的歐洲成扇 “窗口”向外張望。扇骨可
時代。廣州外銷成扇工藝卓絕、材質多
wich） 及 劍 橋 大 學 菲 茨 威 廉 博 物
館 明確指出工藝高超、價格低廉使得中國
粒燜煮，湯香中帶微辣，一碗湯下
今，並吸引許多人專門前來欣賞這
有廣東第一個專門開發的紅楓葉觀
展品中，就可以看到受當時的“中國風 作，描繪了亭台樓閣與人物
樣，受到歐洲市場的追捧，出口數量驚
（Fitzwilliam Museum） 的 歐 洲 珍 品
成 的扇子極具競爭力：“在扇子製作方面，
去，渾身都會變得暖和起來。
種張牙舞爪的景色。
賞區。
扇。這些扇子由各類材質製作的精美成 中國和法國是最大的競爭對手，幾乎壟斷 人。據記載，清光緒六年（1880 年）中 尚 ” 影 響 下 歐 洲 扇 出 現 的 “ 中 國 元 漆描金和象牙雕刻兩種工藝
牛魚嘴是經中科院植物研究專
國出口貨品清單中，各個種類扇子的數 素”。
性。
扇，包括象牙、銀蕾絲、玳瑁、貝殼、 牛魚嘴景區位於清遠市東城秀
了全世界的扇子生產業。在漆面扇領域，
■萬綠湖
田螺村，每年隨着北方冷空氣的南 家考察證實的一個原始亞熱帶野生
這把扇子的反面邊沿以
珍珠母、絲絹、紙質、木質、竹質、骨 中國無可爭議地被認為是最好的產地，在 量達到6287989把，共值銀38,881両。
的楓葉最
下，牛魚嘴山的楓葉開始轉紅。有 植物園。在景區內，遊客還可欣賞
“中國元素”流行歐美
記者在展覽中發現，這些廣州外銷
“donneparlareine,
1783, d
質、角質、皮質等，或採用絢麗的彩繪 木質、骨質、象牙、珍珠的雕刻和鑽孔技
具浪漫色
時入秋後由於天氣和暖，紅葉很 到廣東難得一見的原始風景，古藤
扇中出現了很多為迎合歐洲買主喜好的
藝術，或用精緻的刺繡加以裝飾，或運
術上中國沒有任何競爭對手（尤其是考慮
本次展覽中有一把法國產的彩繪羊 volude”，表明此扇為法國大
彩，吸引
類和蕨類植物。據統計，這裡的古
少，但零星的紅葉，點綴青山綠水
特定中國題材或滿足定製要求的西方元
著名的王后、路易十六之妻瑪
用令人歎為觀止的象牙鏤空雕刻工藝。
到價格因素的話更是如此）。即使在普通
皮紙面摺扇。這把來自英國扇子博物館
眾多情侶
藤類達二十多種，最粗的直徑達 66
之中，別有一番風味。
素。“滿大人”圖案紋飾就是外銷扇中
尼特（Marie
Antoinette）於
題材方面同樣多姿多彩，既有中國 此地的楓景不如香山那般艷紅
扇製作上，中國扇設計富有新意，色彩鮮
收藏的摺扇，採用了明艷的粉紅、藍、
前來。
厘米；蕨類多達幾百種，其中有國
常見的題材。西方人習慣把廣彩瓷中的
的。受贈人可能是王后的教女
花鳥魚蟲的傳統圖案，又有歐洲扇子常
艷，繪圖工麗，工藝考究……象牙扇、骨
綠、金等色，具有典型的洛可可藝術風
滿天，卻近在咫尺、執手可持，給 家一級保護植物，具有植物活化石
之稱的刺桫欏。清 裝 人 物 紋 飾 稱 為 “ 滿 大 人 ” 。 在 格。刻畫細膩的花鳥、樹木和昆蟲為扇 約 瑟 夫 · 保 羅 （M
遊客帶來一種真真實實的感覺。
見的田園題材，既有清裝人物“滿大
扇和羽毛扇專為出口歐美而製作。”正如
這裡還有湖光山色極為誘人的
17-18 世紀，西方畫家對中國官員的生 面增添了一抹神秘、幻想的異域色彩， seph-Paul-Jean deLagede Vo
人”的風采，又有來自西方《聖經》裡 這些文字所記載一樣，曾經“廣州製
碧水藍天享闔家之樂
“牛魚湖”。漫步湖畔或是坐在遊
的故事……觀眾可以從中領略到中國傳 造”、“中國趣味”一度成為時尚的代名 活和工作的描述，以及西方人在遊記中 可能迎合了西方人對東方的好奇與想 娜塔莉，她生於 1782 年，17
船中，遊客可以清楚看見碧綠清澈
對此的記載，引發了西方社會對中國人 像。最具特色的是，扇面人物以象牙貼 她的一周歲。 展覽至 2018 年
統文化中的藝術風格，以及西方文化中據介紹，牛魚嘴的楓樹很出
詞，風靡歐美。
見底的湖水、藍天、白雲、青山、
名，其中有一種叫“四爪奇楓”的
生活的好奇，廣彩“滿大人”圖案應運 面，蝴蝶、錦雞等以真正羽毛貼製而 束。
的英國攝政式風格、哥特式藝術風格、
18-19 世紀上半葉，清廷在廣州實行
楓樹，其枝幹與主幹都很粗，並且
像爪子一樣伸向天空。它的枝幹分
別伸向東、南、西、北，從遠處
看，好像是一個“妖怪”在向你迎

翠松。在牛魚湖畔，還可以滑草、
燒烤等，非常適合全家遊玩。
來到清遠，自然不能錯過聞名
海內外的清遠雞。比起白切，這個

■清遠牛魚嘴楓葉雖非滿山艷紅，
卻別有風味。
■萬綠湖的紅楓如艷麗的紅雲。

南嶺：斑斕
“油畫”
極富層次
那葉正紅：11月至次年1月
紅葉種類：嶺南槭、杜英、情人楓

2 1!
清遠牛魚嘴：
從深圳灣口岸出發，進入廣深沿江高
速，經廣州繞城高速到大廣高速、樂廣
高速，離開高速後沿S377前進，隨後抵
達目的地，全程約2小時45分；
韶關南嶺：
從深圳灣口岸出發，上廣深沿江高速，
從廣州繞城高速到大廣高速，經樂廣高
速、京港澳高速到 S249，轉入 X327，
隨後抵達目的地，全程約4小時40分；

南嶺國家森林公園位於韶關、
橫跨湘粵兩省的景區，也是廣東最
大的原始森林公園。當廣東秋意漸
濃時，南嶺的秋葉也開始被染紅，
從小黃山頂峰，漸次紅至親水谷的
低窪地區，秋日漫山遍野，紅葉斑
斕，美景如畫。
南嶺的紅葉，如纖纖玉指盡情
舒展，色彩純淨，如南國佳麗。遠

看，那成片的紅葉映襯着成片的綠
葉，漫山遍野因紅葉、黃葉的點
綴，更像是渾然天成的色彩斑斕的
水彩畫。近看，那片片紅葉晶瑩透
明，風姿綽約，別有一番情趣。
這裡最大的特色是，不僅是楓
葉，一場秋霜過後，杜英、山烏桕
和嶺南槭也是漫山紅遍。當杜英和
山烏桕隨秋風突現一枝紅葉，其它

河源萬綠湖：
從深圳灣口岸出發，上水官高速，經瀋
海高速到長深高速，離開高速後沿站前
路、廣場路、吉祥路到萬綠湖大道，隨
後抵達目的地，全程約2小時30分；
新豐雲髻山：
從深圳灣口岸出發，上廣深沿江高速，
經廣州繞城高速到京港澳高速、大廣高
速、京珠線，離開高速後沿着 S244、
X853 前行，隨後抵達目的地，全程 3 小
時30分。

■秋冬的南嶺猶如一幅色彩斑斕的油畫。

的綠葉也隨之或紅或黃。同時，隨
氣溫降低，景區內廣東松的針葉換
上藍裝，直到整個樹冠呈現出光彩
奪目的粉藍色。嶺南畫家鍾愛的
“藍松”便是由此得來。不同色彩
相互交織，為這原始森林帶來極為
豐富的層次感，如同一幅秋色斑斕
的油畫。

瀑布成群景色可觀
南嶺國家森林公園共有小黃山
景區、瀑布群景區、親水谷景區和
廣東第一峰4大景區：小黃山山腳觀
景台賞廣東迎客松及楓葉；橙屋酒
店門口生長着兩株情人楓；親水谷
谷口觀對岸山崖紅葉；親水谷往廣
東第一峰途中，路邊紅葉處處。此
外，來到嶺南國家森林公園，遊客
還可以觀賞到廣東最大的瀑布群。
論數量，大小不一有200多條；論規
模，瀑布成群的就有 5 組，每組由
5-8個瀑布構成，十分可觀。
每年這個時候也是吃山坑螺的
最佳時節，韶關地區爆炒山坑螺的
方法很精細。龍歸冷水肚是曲江龍
歸鎮的特色菜，這道菜的具體烹製
方法是保密的，只有去龍歸才能吃
到最正宗的。另外，還有特色石頭
豬肉、招牌花生豆腐、野山菌蒸走
地雞，也非常值得一試。

港人對河源萬綠湖可以說非常熟悉，只因這裡
正是供港重要水源地。都說人如其名，萬綠湖也如其
名般，山如青螺，水如綠綢。不過，進入秋冬，萬綠
湖中的龍鳳島就會出現一片一片艷麗的紅雲，隨風飄
逸。
龍鳳島是萬綠湖中的一個湖心小島，島上植被
繁茂，品類眾多。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島上的秋楓。
每到秋冬季此處層林盡染，如彩如霞，在青山碧水
中，盡展綽約曼妙，引得遊人紛紛登島一睹其紅葉之
嬌媚。在這環島路徜徉，步移景換竟各有風情，所見
楓樹大都傍水而生，風動則飄逸灑脫，風靜則凝重端
莊。

紅葉雙生“龍鳳”齊飛
龍鳳島東部像龍，西部像鳳，如龍飛鳳舞，相傳來
此一遊的有情人，會終成眷屬。這美麗傳說，讓龍鳳島
添上了傳奇的色彩。有意思的是，島上紅葉亦是兩片齊
生，一左一右，如兩心相映，在太陽的照射下紅瑩剔
透，頗為奇特……種種因緣巧合使這裡成了情侶的出遊
勝地。除此之外，湖邊更有一處奇景——一棵楓樹與一
棵樟樹互相纏繞，楓紅樟綠，綠中有紅，紅中藏綠，如
恩愛夫妻。往來的情侶無不驚歎此造化的奇妙，認為
是天賜良緣，紛紛在此留影。
事實上，論賞楓，萬綠湖還有一個十分大氣的
景觀：登上龍鳳島島頂的望湖樓，只見遠處廣闊的湖
面如一塊巨幅的綠色緞子，近處紅葉聚成片片紅霞，
環繞着整個島嶼的四周，成就一派“落霞與紅葉齊
飛，湖水共長天一色”的壯觀之景。
來到客家地區，客家美食自然不可辜負，鹹香
雞、上湯桂花魚、釀三寶、娘酒醉河蝦、薯絲煲等，
都是當地有名的菜式。

文藝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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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慶的週末
在聖誕快要來臨的週末，在矽谷裡參加了兩個華人的
歡慶活動：一個是矽谷華人歌友們辦的聖誕音樂沙龍，另
一個是為慶祝上週突然去世的舊金山李孟賢市長生涯的聚
會。雖然是兩個性質和規模完全不同的活動，但都令人體
會到人生的哲理和我們應當珍惜當下擁有的機遇。
在那個位於帕咯阿圖的基督浸信教堂裡辦的聖誕音樂
沙龍中，除了開場時，由上海交響樂團前團員所組成的申
韻四重奏所表演的兩隻聖誕曲之外，都是 由許多在矽谷裡
活躍的歌友和他們的孩子及學生們（圖一）分別表演了將
近三十首中英文歌，包括四首由不同音樂家寫的 Ave Maria
等聖誕歌曲。當我們看到那些小孩子們在那兒唱歌跳舞，
歡慶要來的聖誕時，很多人不禁也跟著哼出自己的心聲。
最後壓軸的是一位由舊金山歌劇院請來的特別來賓，曾獲
得 Tony 歌唱獎的名家 Engene Brancoveanu。他不但讓我們
在近距離中欣賞到兩首歌劇裡的歌，還在表演後的自由交
流時間裡，同大家合影並且親自為有興趣的歌友們指點唱
歌的技巧（圖二），讓我們分享了一個歡樂的夜晚。
次日中午搭捷運去舊金山，趕到特別佈置了一面特大
國旗的市政府廣場（圖三），同一千多人在清涼的陽光下
排隊，等候進入市政府，參加為幾天前由於心臟病突發而
謝世的李孟賢市長的紀念會（圖四）。因為他是舊金山歷
史上的第一位華裔市長，隊伍裡亞裔面孔很多。排在我前
面的是一位來自越南，去年得到李市長獎牌的新移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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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帶來了鮮花和去年的照片（圖五），成為好些記者訪問
的對像。他談到李市長幾天前，在下班後到 Safeway 市場買
菜時，突然心臟病發作，當夜就在醫院去世的事，仍然難
以相信。當我提醒他當初李家由廣東移民來美做廚師的父
親，就是在 49 歲壯年時得心臟病去世的事，他才覺得六十
五歲的李市長，能夠在事業高峰的境界謝世，實在是一件
值得我們慶賀的事。
當天在市政府大廳裡的聚會上。我們聽到幾位前任市
長，包括現任的副州長 Newsom，也是李市長在 2011 年出
任市長前，在市政府擔任公職時的上司們，對他做事的能
力和為人的態度的讚揚。也聽到他兩個女兒對他的懷念和
他在家時的幽默及笑容。當然也聽到更多來自州長，本地
區聯邦參議員和眾議員等對他的讚揚，包括不時帶起大家
歡笑的故事等。穿插在這些談話中間的是一些祝禱和音樂
歌頌，包括前總統對他家庭的慰問等。因為他的遺體和有
關的追悼儀式已經在兩天前在市政府裡辦過，所以這天的
氣氛以懷念和慶祝為主。
如同我們大多數的華裔移民一樣，李孟賢用教育來改
變了自己的命運，成為協助普通市民的律師。再利用機
會，成為加州第一位大都市的華裔市長和我們的榜樣。他
的一生，實在是個值得我
們慶賀的成就。（12/19/
17）

圖五。
圖五
。在舊金山市府前

圖二。
圖二
。教歌中的 Eugene Brancoveanu 先生

圖一。
圖一
。聖誕音樂沙龍的演員們

圖四。
圖四
。李孟賢市長紀念會

朗的神韻，去調控毛追錐的揮遠。
越洋電話裡，舅媽告訴我：“你舅舅把你
寄來的支票夾在一個硬皮的本本裡，得閒兒就
拿出來看。”我催舅媽：“趕緊取了用了，否
則仨月之後就作廢了。”舅媽堅持不取的理由
是，舅舅一看心裡就高興。
如果說，心情愉悅對健康有益，舅舅長壽
“中副刊”亦功在其中。
重墨點贊“中副刊”，還特意把北京老街
坊的親筆信轉寄我家。
“洋洋他媽，我是西斜街 62 號東樓的於三
平...... ” 三平說，來美國留學的他，自《中央
日報》海外版連載《無言的吶喊》起，他便天
天追讀，一直讀到第十一章《弱肉強食》，因
裡面提到西斜街和洋洋，這才知道宋曉亮竟然
是他的近鄰哪！三平跟我道歉，在一起住了十
幾年，包括他的母親，最疼愛我的於伯母，也
不知道我姓什名誰。他們所知道的，也就是洋
洋他媽。不怪老街坊，那年間，只有體積存在
於世間的我，哪兒資格去佔用那三個漢字啊！
深謝“中副刊”和已故的章益新主編，幫
我找回了失落多年的宋曉亮！
感恩“中 副刊”，不僅開拓了我寫作的原
荒，還為我指明了奮鬥的目標。在寫作的征程
上，給我勇氣，給我力量！處女作發表後，我
連續出版了三部長篇小說《湧進新大陸》（山
東友誼出版社）、《切割痛苦》（華夏出版
社）、《夢想與噩夢的撕扯》（中國友誼出版
公司）。
借處女作發表之光，在我居住的大華府地
區，宋曉亮三字也漸被人知。加上自己筆耕不
輟，與早期的《華盛頓新聞》現更為《華府新
聞日報》的副刊，互動甚好，稿件頻頻選用。
基此，我便不自量力地攬了一身的社會責任。
那些年，國際間與台海兩岸，只要跟中國
有關的報導一出來，我立馬伏案寫評論。激我
熱血沸騰的原因只有一個：歷史的關鍵時刻，
必須要留下宋曉亮的文字。如：《導彈炸紅了
科索沃》、《山姆大叔太累了》、《兩岸的故
事春天講》等等，等等。
文稿寫好時，常自我調侃：覺得自己是根
兒蔥，可誰拿你熗鍋兒呀？
得，一不留神，拿我“熗鍋兒”的人，來
啦！
早年，華盛頓地區一些來自寶島的僑學界
人士創辦了《蘭亭雅敘》。在我搬離華府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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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副刊
，拓我寫作原荒
“大作留用，靜心等候。”
看到這八個大字，我高興得在地上翻了好
幾個跟頭。我站直了身子笑自己：不就是報社
給你來了封信，至於嗎？心靈當即作答：相當
至於！
公元 1990 年 11 月 14 日，我的處女作，中
篇寫實小說《無言的吶喊》發表於《中央日
報》副刊的長河版。選中我的文稿，乃時任
《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副刊主編的章益新先
生。
自那天起，這部近 9 萬字的文稿，在上述
副刊連載了近仨月。是年 12 月 28 日該報又在
其海外版接續連載。同步配合介紹此篇的還有
《中副時間》的小說選讀。播講人：宋曉英。
宋曉亮、宋曉英，素不相識的宋家“姊
妹”，一個寫，一個朗誦，是命運的奇遇，還
是上蒼的撮合？
感激感動，《中央日報》郵來的支票，由
台灣寄至美國，妥妥地躺在我家的信箱裡。自
此，每次寄支票都附上《無言的吶喊》的剪報
一張張。
我雙手托著首張支票，這是什麼？《無言
的吶喊》的第一筆稿費啊！不敢相信，與章總
編通信多次，我一次都沒提過稿費的事，報社
竟主動寄來了。說不出那是一種怎樣的感受，
至今都找不到極其貼切心靈的詞句來形容呢！
尤為感念，那時也在副刊工作的林黛嫚女
士還特意寫信叮囑：“剪報若沒收到，請寫信
告知，我們會隨時補寄。”
那一刻，我抹淚了。我是誰？一個讓母親
在彌留之際把一屋的人都當成亮子，管爹也叫
亮子，而亮子卻無法給母親送終的“黑幫”之
妻呀！為此，母親臨終時未能瞑目。為兒把心
都操碎的老娘親，竟睜著兩隻黑洞洞的眼，還
想再看看她那個落魄久久的小閨女。
以血淚作墨，拿胸膛當硯台，我寫的故事
被台灣大報買走了！捧著自己掙來的美金，我
多想給媽媽買北京桂香村的杏仁酥、棗泥麻
餅；天源醬園的醃香椿、醬白菜；大興西瓜和
京城的大鴨梨；再買 12 尺鐵灰色的滌卡，給
媽媽做套新衣服。
子欲孝而親不待。 來不及啦，媽媽！
回過頭來，我把自己掙來的“第一桶金”
分贈了父親、婆婆和舅舅。家住天津的舅舅收
到後，當即揮毫賜字：梅花香自苦寒來！那
時，舅舅已高齡 79 歲了，仍以充盈的腕力，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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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組織的一位負責人，竟打來長途電話，邀我
去當他們下一屆的新領導。選拔原由：因常讀
我的文章才萌生出這一想法。
華府的梁媽媽，在一家理髮店裡看到我，
開口便問：“你就是宋曉亮對不對？我在報紙
上看過你的照片。”待我倆的頭髮都做好後，
老媽媽把我領到她家，找出一個大相冊，我打
開一看，裡面粘貼的全是我發表過的文章。
華府的一位朋友說，報紙上只要有宋曉亮
的文章，她就一張不落地全收藏著，書桌上堆
了一大摞。
......
準確地說，副刊是我領航的燈，助燃的
氧，翺翔的翼。
特別提出，自上世紀的九十年代初期，中
國在美國創辦了《僑報》之後，該報副刊就是
我的心靈家園。在那片沃土良田上，我揮汗耕
耘播種，她賦我百花盛開，歲歲年年。僅在
《僑報》副刊所發表過的散文、雜文及短篇小
說，我已結集出版了兩部散文集《心的驅動》
和《永不消逝的第一眼》還出版了一部短篇小
說集《素描百態》。目前，有副刊發表過的散
文和短篇小說的數量，眼看就能再出兩本書
了。
難忘《僑報》副刊的主編們，從首任的陳
楚年先生，到現在的顏菡女士，先後七位主編
對我的支持與激勵，從未間歇。
想想倍兒知足，凡投給副刊的文稿，被選
用的幾率相當高。我問自己，文稿屢被刊發的
理由何在？一、我敬畏文學，摯愛中華文化，
專注認真地履行自己的創作理念；二、我崇尚
太史公——司馬遷的創作宗旨：不虛美，不隱
惡；三、我力求文字乾淨，不用讀來令人反胃
的詞句；四、我不敢手稿一完立刻發走，而是
一看再看，一改再改，直到把自己的能力全擠
出來，才肯罷休；五、用純潔的心靈，質樸的
情感去謳歌平凡，讚美普通，讓心善的好人偉
大起來，文中彰顯正能量，必須！
有付出，就有收穫，這話不是瞎說的。
1997 年 6 月 30 日晚，蒙中共北京市委辦公
廳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邀請，我以美籍
華裔女作家的身份，出席了香港回歸祖國的大
型慶典晚會《北京歡迎你___香港》。民族大
事，百年一遇，我能在天安門廣場東側的倒計
時牌前，目睹共和國收回撒切爾夫人心中的
“瑰寶”，收回中華民族的尊嚴，何止豪情萬

1998 年 9 月 28 日我有幸赴南國，去泉州參
加首屆北美華文作家作品研討會。會議期間，
我拜識了白舒榮姊姊。良師益友十九載，榮姐
一直在關注我，提攜我。
2011 年年初，榮姐來信要我寫篇散文給
《人民日報》海外版。得令後，我忙揮筆疾
書，傾心撰稿。很快，是年的 2 月 15 日，我的
文稿《中文老師不好當》就在海外版的文學鄉
土版發表了。幾天後，家住德克薩斯州的文友
祝東曉打來長途電話：“亮姐，你的‘中文老
師’火啦！”在她的指導下，我趕緊到網上去
查看。怎麼，自己的一篇散文竟被近百家網站
轉載啦！
我“樂暈”了。“清醒”後，忙找出紙筆
低頭記下轉載的網站，以備留存。
《光明網》、《中國網》、《中國華文教
育網》、《新華網》、《人民網》、《僑報
網》、《環球網論壇》、《鳳凰網》、《中新
網》、《國家對外漢語網》、《新浪全球》、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知識人網》、 《搜
狐滾動》、《教育資訊》、《未名空間》、
《多倫多信息港》、《澳洲新聞》、《中國日
報》、《中外文摘》、《中國百科網》、《出
國在線》、《對外漢語網》、《中國文化
報》......
丈夫在一旁笑我：“瞧這勁頭兒，你又想
在地上翻跟頭了吧？”
我有個“特長”，遇到高興事，立馬快樂
歌聲一串串。那會兒工夫，我站起身來，甩著
累得發酸的手脖子，扯著嗓門兒地高唱著：
“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
果然，在榮姐的熱情支持下，這些年我在
海外版 發 表 的 文 章 還 真 不 少 。 稿 費 也 掙 了
好多筆。必須致謝，每次報社的支票一
到，榮姐就拍成照片發過來，然後再去銀
行入存，代我保管。
文學的路，我已跋涉了四分之一個世
紀。在流逝的歲月裡，我留住了世間的最
珍 貴 ____ 摯 誠 的 友 情 。 閒 暇 時 ， 想 起 那 些
曾拉我、扶我、挺我、愛我的前輩與文
友，眼前會浮現出熟悉而親切的面容一個
個......
抱拳感謝！感謝親朋，感謝副刊，幫
我找到了生存的價值，活著的意義，助我
把自己的經歷，對世間的感悟，社會的觀
察，人愛與仁愛，用文字表心，用文字抒
懷，用文字記錄下來，再出版成書，入藏
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和中美兩國多所大學的
圖書館。
我當秉筆不輟，用橫平豎直的漢字與
副刊續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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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華人： 新時代中美友誼之橋
劉紅梅副總領事在休斯敦僑界午餐會上演講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中領館在上周大邀請休巿社團領
袖，僑胞代表午餐會，由副總領事劉紅梅從（ 一） 介紹中共十
九大的有關情況（ 二）介紹中美元首年內互訪及中美關係（ 三
）回顧這一年美南地區僑界所作之事（ 四 ） 對僑社明年工作提
出一些建議。
劉副總領事首先介紹今年 10 月 28 日至 24 日，中國共產黨在
北京召開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其重點為（ 一 ） 十九大作
出了重大政治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國的改
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歷史性成 就，黨和國家發生歷史
性變革，經過改革開放近 40 年的努力，中國解決了十幾億人的
溫飽問題，總體實現了小康，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中國並發
展同外界世界的交融性、關聯性、互動性不斷增強，中國日益走
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二 ） 十九大取得那些成果？成果之一，

是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成果之二，是
十九大明確了中國社會的新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意即中國還有
幾千萬人口尚未脫貧，社會上還存在一些弱勢群體。中國共產黨
將順應人民的新期待，更多更好滿足人民各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
，不斷增強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
展、社會全面進步。成果之三，是確立了中國新的發展藍圖。即
從現在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從 2035 年到本世紀中葉，把中國建成富
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十九大提出這兩個
階段目標具有鮮明的特點：（1 ） 突出發展質量要求，不設數量
指標要求。（ 2 ） 突出我們要實現的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
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
劉副總領事也重點介紹幾個中國發展新方略的領域：
建黨方面： 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推進反腐工作不是
一陣風，一個運動。中國共產黨下決心要奪取反腐敗鬥爭的
壓倒性勝利。
經濟方面： 由高速增長階段轉為高質量發展階段。包
括促進中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包括激發和保護企
業家精神，鼓勵更多社會主體創新創業，加快建設創新型國
家等等。
改善民生方面：要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
問題，如發展教育，就業，提高就業質量和人民收入水平，
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生態文明方面： 繼續推進綠色發展，加大生態系統保
護力度，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
國際關係方面： 我們對外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
越開越大。我們還將進一步放寬巿場准入，保護外商投資合
法權益。中國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
戰略，致力於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
出席大會的僑領代表對演講內容十分投入。（
出席大會的僑領代表對演講內容十分投入
。（ 記者秦鴻鈞攝 ）
同體。
兩岸關係方面： 十九大報告指出＂解決台灣問題，實
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願望。必須繼續堅持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以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
的政治基礎。第二，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血
濃於水的一家人，＂兩岸一家親＂。第三，我們堅決維護國
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容忍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
僑務工作方面： 黨和國家始終把海外僑胞作為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力量，希望更多僑團和有識之士更多
了解十九大提出的新思路，新主張，更好地為支持祖國發展
，促進中美友好貢獻力量。
劉副總領事也對中美元首互訪和中美關係提出說明：
如今年四月份海湖莊園會晤是中美元首首次面對面溝通。通
過這次會晤，兩國元首為中美關係發展指明了方向，作出了
規劃。同時，在今年十一月美國特朗普總統訪華期間，兩國
簽署的商業合同和雙向投資協議總金額超過 2500 億美元，
相當於去年中美雙邊貿易總額 5200 多億美元的近一半，足
以證明中美經貿合作具有廣泛的基礎和廣濶的前景。習近平
有百餘位僑領及社團負責人出席午餐會。（
有百餘位僑領及社團負責人出席午餐會
。（ 記者秦鴻鈞攝 ）
主席指出： 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中美關係面

臨的挑戰是有限
的，發展的潛力
是無限的。面向
未來，合作是唯
一的正確選擇，
共贏才能通向吏
好的明天。
劉副總領事也
提到美南地區這
一年來做的工作
，如：（ 一 ） 佛
羅里達州華僑華
人熱情歡迎習近
平主席夫婦到訪
。（ 二 ）今年 8
月至 9 月，休斯敦
地區、佛羅里達
圖為中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 12 月 16 日在
及波多黎各等地
與休市僑界代表的午餐會上發表演講：
與休市僑界代表的午餐會上發表演講
：
同心協力應對＂
「 華僑華人
華僑華人：
： 新時代中美友誼之橋
新時代中美友誼之橋」」 。
哈維＂，＂艾瑪
（ 記者秦鴻鈞攝 ）
＂颶風災害。（
三） 積極舉辦愛
國愛鄉文化活動： 如慶祝國慶 68 周年升旗典禮、晚宴和綜藝晚
會，紀念九一八事變、南京大屠殺公祭、為四川九寨溝地震災區
募捐等活動。（ 四 ） 反對＂台獨＂擁護中國和平統一大業。兩
岸都是中國人，我們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祖先，兩岸合則兩利
，分則兩害，台灣的發展離不開祖國大陸，國家和民族的復興更
需要兩岸攜手團結，共同打拼。（ 五 ） 國家和地方僑務部門及
總領館對美南僑界關懷。如今年颶風災害後，僑辦向中心資助五
萬美元，其中三萬美元用於中心場館修繕，二萬美元由中心發放
受災僑胞家庭。及中餐繁榮訪問團，優秀才藝學生交流團來此慰
問僑胞。（ 六 ） 總領館依法維護中國公民合法權益。領舘領僑
組三位領事官員每年處理近二百起領事保護和協助案件。（ 七
） 為僑民辦理領事證件提供服務。將護照換發辦理時間從 20 個
工作日縮減到 15 個工作日。還在中國人活動中心每年辦二次老
年人＂健在證明＂
最後，劉副總領事期得各僑團，僑領明年舉辦活動要（ 一
） 多舉辦僑社愛國活動（ 二）堅定擁護中國和平統一大業，反
對＂台獨＂分裂活動（ 三）團結協作，互幫互助，推進構建和
諧僑社（ 四） 講好中國故事，促進中美友好與合作。
當天出席的德州州議員吳元之也在午餐會上致詞，說明中美
關係的重要，如中美貿易從 30 年前的 1600 萬，到今年的 120 億
即可看出端倪。而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也在大會上致詞
表示： 中華文化推廣從我們作起，一代一代傳下去。中美關係
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因此，Trump 總統用 「偉大 」 形容中
美關係。
當天還有社團代表孫鐵漢、張晶晶、林起湧、鄢旎律師、
陳霞等人在大會上提問，各抒己見，場面極為熱烈。

休城工商

衍易女史主講 「2018 戊戌年流年風水
戊戌年流年風水」」
將於 2018 年 1 月 13 日上午在僑教中心舉行
古人老早就知道:風水對人的影響會因爲時間而改
變,所以民間流傳有「十年風水輪流轉」的說法。我們
今年特別邀請我們的校友，也是旅居休士頓的專業風
水諮詢師衍易女史,爲大家談談 2018 戊戌年的流年風
水。
每一年的時間風水,都有它自身的特點,衍易老師
在講座中將為我們介紹:什麽是流年風水?流年風水的
影響力究竟有多大? 2018 年的流年風水，究竟有什麽
樣的特性? 這一年有哪些地方不能動土? 這一年的文昌
位在那裏? 流年財位在那裏? 婚嫁喜慶、添進人口的位
置在哪裡?
衍易女史出生於書香傳家的鎮江世族。自幼在飽
讀詩書的祖父指導下啟蒙易經,學習陰陽五行。國立台

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畢業之後,衍易老師先後於多所
大專院校任教。目前在休士頓致力於推廣中國文化,
在網上教授易經課程，希望能夠為發揚中華文化盡一
己之力。
講 題 : 2018 戊戌年流年風水
主 講 : 衍易女史
時 間 : 2018 年 1 月 13 日星期六上午 10:00 到 11:30
地 點 :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一樓 展覽室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
演講免費入場, 歡迎各界人士踴躍參加
講 座 連 絡 電 話 : (409) 370-2076 謝 慶 全 , (713)
778-0254 黃梅嬌

股市投資經驗分享及淺見 (Part-II) - 技術分析- Charting the Market
親愛的附友會會員們: 明年福
犬之年,開春前附中校友會,聯合新
竹交大校友會和中原校友會,特邀
休斯頓僑界股神張南庭君,於元月
二十日再度替三大校友會站台介
紹如何運用圖表數據等技術工具,
預測股市趨式及選擇入市的最佳
時機!

福犬之年,請諸君共赴南庭之約,享
投資之樂,得股市之利,幸哉!
2017 附友會會長
傅鶴山 敬上
股市投資經驗分享及淺見(Part-II)
•主講人 : 張南庭
•日 期 : 2018 年 1 月 20 日, 星期
六，下午 1:00 至 5:00

• 地 點 :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Culture Center of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僑教中心一樓展覽室
(Room 111)

According to FEMA’ s website this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exas counties: Aransas, Austin*, Bastrop, Bee,
Bexar*,
Brazoria,
Burleson*,
Caldwell, Calhoun, Chambers, Colorado, Comal*, Dallas*, DeWitt, Fayette, Fort Bend, Galveston, Goliad,
Gonzales, Grimes*, Guadalupe*,
Hardin, Harris, Jackson, Jasper, Jefferson, Jim Wells*, Karnes, Kleberg,
Lavaca, Lee, Liberty, Madison*,
Matagorda, Milam*, Montgomery,
Newton, Nueces, Orange, Polk,
Refugio, Sabine, San Augustine*, San
Jacinto, San Patricio, Travis*, Tarrant*, Ty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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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哈維（Harvey）颶風影響的地區居民
健康保險申請開放期特別延伸至201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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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衍易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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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