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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節目預告
-總統大選華人參與投票
「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將於10月20日(周四)
晚間7時半直播﹐隨著大選臨近﹐本集節目內容將聚焦在
總統大選脈動﹐以「總統大選進入倒數﹐華人投票才能維
權」﹐呼籲華人積極投票﹐參與政治﹒該集節目將由馬健
和常中政主持﹐特別邀請哈瑞斯縣(Harris County)選民宣
導選務專員王尚先擔任嘉賓﹐教大家如何正確投票﹒節
目首播時間是10月20日周四晚7時30分﹐10月21日周五
下午1時至2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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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讓我們攜手為您的企業找出適合的信貸選擇，向您的業務 
目標加速前進。有了我們的網上資源、信用查詢工具和經驗 
豐富的華語專員，我們能夠齊心協助您的企業慎選信貸， 
持續往前邁進拓展業務。

瞭解您的信貸選擇，請上網 
wellsfargoworks.com/credit 
 （英文版）。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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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由三十五個國家、逾三千位參
賽者脫穎而出，甫獲得亞美尼亞共和國第八屆
「文藝復興」國際音樂大賽室內樂首獎的狂想

三重奏，受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邀請, 即將於十
月二十一日來到休士頓，為台灣聽眾在十月份
國慶慶祝活動系列中的國慶音樂會, 做一場導聆
式的精彩演出 「雙十狂想」。
狂想三重奏是由三位定居在洛杉磯台裔音樂
家 - 鋼琴家與作曲家黃令先、小提琴家王亦凡
以及豎笛家詹純甄組成，自2003至今已有十多
年的默契，他們的演出足跡遍佈美國各大城市
、俄國、德國、台灣等，曾於2011與2012年榮
獲華僑救國聯合總會頒發的 「全球海外優秀青
年榮譽獎章」與2012年榮獲加州核桃市頒贈南
加州華裔傑出青年成就獎，2011年並獲得美國
國會頒贈華裔優秀青年成就獎，同年也獲得加
州議會眾議院與蒙特利公園市所頒贈的傑出青
年獎，並分別得到南加州台灣師範院校聯合校

友會所頒發的傑出教育貢獻獎。她們對音樂演
奏與教學的熱情，對華裔社會貢獻良多。
狂想三重奏經常受邀與各地團體機構合作，包
括與台灣的福爾摩沙合唱團、以立室內樂團、
加州音樂教師協會、呂泉生文教基金會、美國
佛教總會、台灣文化聯盟、美國東部台灣人夏
令營、華府台灣文化中心、韶音合唱團、美國
榮星合唱團等。他們的演出曲目包括古典、爵
士、現代音樂、探戈、民謠改編、以及許多由
黃令先所譜寫的原創作品。至今已與雅砌音樂
出版第一張專輯 「狂想三重奏之同名專輯」以
及第二張 「狂想的冀望」。
獲得許多知名豎笛演奏家高度讚賞，豎笛家詹
純甄為辛辛那提音樂院豎笛演奏碩士，目前為
Rhapsody Education音樂學校校長及音樂總監，
除了教育出許多優秀的青年學子，她也積極舉
辦各類音樂大賽，期望讓更多優秀的青年人才
嶄露頭角。小提琴家王亦凡博士為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博士，紐約曼尼斯音樂院碩
士，在十三歲時就代表國家與樂團合作至新加
坡進行親善訪問，並多次受邀至日本、韓國、
馬來西亞、加拿大演出，並活躍於南加州音樂
界，經常擔任大型演出首席。
由於鋼琴、小提琴與豎笛的室內樂組合並不常
見，在室內樂的曲目上稀少，作曲家/鋼琴家黃
令先突破配器上的困難，利用兩樣高音樂器獨
特的天性，譜寫出許多精彩的室內樂作品。黃
令先曾受邀與前總統李登輝訪洛城時演出，她
的創作融合古典與爵士元素，並取材於台灣傳
統之民謠作品，充分表現台美人多重文化的背
景，獲得廣大迴響；同時她也改編許多流行音
樂與宗教音樂。她的作品曾獲第七屆亞美尼亞
「文藝復興」國際音樂大賽作曲金牌獎，是首

位台灣作曲家獲此殊榮。
本次精彩的 「雙十狂想」音樂會由國慶籌備會
委託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協辦，免費入場，歡

迎聽眾闔家到場聆賞。
時間：十月二十一日 (五) 晚間七點。地點：華
僑文化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免費索票地點：松年學院 9720 Town
Park DR #104, Houston, TX 77036 (713)
272-8989 與僑教中心

Tinterow 館镸、屈教授、各位媒體朋友
本人很榮幸代表國立故宮博物院出席今天的盛會，並和各位

貴賓分享由本院與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與休士頓美術館共同策
劃的 「帝王品位」特展。

2013年，Gary Tinterow館長到故宮訪問時邀請本院文物赴休
士頓展覽，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許傑館長共同協助下，很高
興自1996年 「中華瑰寶－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珍藏」在美國四大城
市展出後，二十年後再度到美國展出以華夏文化收藏為主題的特
展。

此特展以四個朝代、九位皇朝統治者，包括：北宋徽宗、南
宋高宗、元世祖忽必烈、明代成祖永樂及宣宗、盛清康熙、雍正

、乾隆三帝及晚清慈禧太后等，共選出164組233件精彩作品，
貫穿千年來中華藝術的發展脈絡，以及藝術成就；策展團隊以上
列八位統治者規劃展覽故事發展脈絡，根據不同的時代背景、政
治信念、宗教信仰、文化教育及特殊個性，剖析各自藝術涵養的
形成，進而呈現其所處時代的藝術風格與成就，以及對後世的影
響等。

最後，本人代表國立故宮博物院感謝許傑與Gary Tinterow兩
位館長的努力，為兩國文化交流作出貢獻；也感謝此展策展團隊
辛勞，屈志仁先生協助，策劃出如此精彩的展覽。最後，敬祝展
覽圓滿成功。各位貴賓享受豐盛美好的藝術饗宴。

國慶音樂會[雙十狂想]
將於10月21日晚上7時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台灣南管樂團 「南薰閣」 及福爾摩沙四重奏
休士頓台灣書院主辦
10月20日（THUR)下午6時需要購票
亞洲協會德州中心2樓Edeward Rudge Allen III
教育中心
1370 Southmore Blvd. Houston,TX.77004

10月22日（Sat)下午2時免費入場
萊斯大學謝弗德音樂學院Duncan Recital Hall
6100 Main Street, Houston,TX.77005-1892

國慶音樂會 「雙十狅想」
松年學院主辦
10月21日（Fri) 下午7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

西南華人浸信會舉行 「基督徒不一樣的人生」
常思恩牧師主講 「人生丶重生、永生」
10月21日（Fri)晚主題 「人生」 國語主講
10月22日 (Sat)晚主題 「重生」 廣東話主講
10月23日 （Sun) 主題 「永生」

12525 Sugar Ridge, Stafford,TX.77477

亞美舞蹈團 「錦繡中華」 大型舞蹈晚會
10月21日（Fri),10月22日（Sat )下午7時30
分
Miller Outdoor Theatre米勒戶外劇場
6000 Hermann Park Dr. Houston,TX.77030

休斯頓象棋大獎賽
10月22日（Sat)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
恆豐銀行12樓
9999 Bellaire Blvd.Houston,TX.77036

冬季蔬果種植講座
10月22日（Sat)上午9時至上午10時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診所
10623 Bellaire Blvd.Suite C280,Houston,
TX.77072

光鹽社營養課
10月22日（Sat)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光 鹽 社 9800 Town Park Dr. #255,Houston,
TX.77036

第一基督教會信望愛團契舉辦
袁南勇醫師主講痴呆症須知與預防
6875 Synott Road,Houston,TX.77083

休士頓救國團團友會辦理唱跳及結繩研習營團
慶
10月22日（Sat)下午1時
僑教中心

光鹽社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講座
10月22日（Sat)下午2時至下午4時
9800 Town Park Dr.#255,Houston,TX.77036

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暨樊豫珍音樂教室第八屆學
生演唱會
10月22日（Sat)下午7時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Belin Chapel
7502 Fondren Rd,Houston,TX.77074

帝王品味 「國立故宮博物院精品展」
2016年10月23日（Sun)至2017年1月22日
The Museum of Fine Arts,Houston
屈志仁教授演講
10月23日（Sun)下午1時30分
休士頓美術館

休斯頓華夏學人協會與國際華人交通協會秋遊野
餐
10月23日（Sun)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3時
Bear Creek Park Pavilion 2
3535 War Memorial Drive,Houston,TX.77084

休士頓台商會座談會系列
白釗民先生主講 「房屋檢修」
10月 23日（Sun)下午1時30分至下午3時30
分
僑教中心203室
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TX.7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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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林正儀院長
於10月19日上午10時在休士頓美術館記者會致詞

國立故宮博物院林正儀院長應Gary Tinterow館長之請,於10月
19日上午10時在休士頓美術館記者會致詞.(記者黃麗珊攝)

一美國士兵度假期間遭槍擊
休斯頓警方搜尋一名怒路槍手

(記者陳松編譯/信息來源www.click2houston.com)據美
國新聞媒體報導，10月16日（星期日）晚間11時30分，
在休斯頓的西南區發生一起槍擊事件，造成一名年輕的美
國士兵正在死亡線上掙扎，身受重傷，生命垂危。

警方負責人表示：星期日晚上 11 時 30 分，在位於
South Post Oak 與13700 block 路口處，兩輛車的駕駛人因
為占道問題發生口角。一名坐在一輛白Scion Sedan 車裡的

駕駛人開槍射向另外一輛道奇Charter車裡
的22歲的Louis Diaz.

根據現場警員調查，Diaz 在被槍擊後，
他所駕駛的車輛撞向了另外一輛車。車內
的乘客給警方提供一些此次槍擊事件的有
價值的線索。警方目前正在搜尋那名槍手

所駕駛的車輛，據描述為一輛白色四門Scion Sedan。
休斯頓警方發言人Terrance Jackson 表示：Diaz 剛剛離

開部隊享受兩週的短期的度假與家人團聚。希望附近的商
家的有關人士能夠提供監控視頻，找到一些線索，早日抓
到兇手。

任何人了解有關的案件線索請撥打犯罪舉報電話：
713-222-TIPS。

(記者陳松編譯/信息來源www.abc13.com)據美國新聞媒
體報導: 10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德州海濱市（Beach
City）（Chambers County）郡的警方發言人 Brian Haw-
thorne 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他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將起
訴一名14歲的男少年。 他涉嫌在家中槍殺了其祖父母。

據警方調查人員介紹：這對夫婦被人槍殺在自己的家
中，這起案件的嫌疑人是被害人的孫子。兩人被手槍擊中
頭部，沒有跡象表明是暴力入室搶劫。

警方在現場發現了一隻45口徑的手槍。這名少年與祖
父母同住，在案發當天沒有去上學。我們接到學校的電話
，校長說曾經與該學生通過電話，這名學生說可能有人受
傷在家裡。

據被害夫婦的二兒子Brett反映：他的外甥患有自閉症
，最近他的父母曾經多次嚴厲的管教過他。他在家人的溺
愛中長大，我父母就像撫養自己的孩子一樣疼愛他。Brett
還說他的父母家中有擁有武器，他們不想讓我參與更多。
當務之急，是要通知家人的所有人，讓他們知道這件事。
我妻子已經開車到我女兒家去了，想搶在她看到電視新聞
和Facebook上之前，面對面的告訴她家裡發生了什麼。

校方表示：Barbers Hill 校方已經注意到該名學生星期

二沒有去上課，曾派教師去家中核實。這名學生開門應答
說他有病了，自己的祖父母去超市購物了。後來，校方多
次打電話試圖與其祖父母講話。但是，他假裝扮演其祖父
講話，在進一步追問下，他說自己的祖母出血了。校方立
即給警方打電話，警方於下午2時15分到達現場。

Barber Hill ISD 校區的 Dr. Greg Poole 發表講話：我們
Beach City 社區經理了一個讓我們所有人心碎的事件。這對
祖父母被其孫子殺害了，這是一個難以啟齒的悲劇。當此
次案件進行初期調查的時候，我們發現了許多的問題。然
而，我一直在與辦案的警方保持溝通，我們有足夠的信心
去相信警方會全力公正的辦理此案。我們非常關注失去親
人的家屬們的感受和所經歷的一切。我們也確信南方中學
會加強學生們的心裡輔導工作，密切關注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問題。校區的所有人知道這件事件以後，都非常的悲痛
，非常擔心家屬的狀況，我們為他們祈禱。 最好的事情是
做到擁抱您的祖父母及孩子們，告訴他們你愛他們。

目前警方還不確定在此次的槍殺案的背後，兇手的作
案動機是什麼。這名犯罪嫌疑人拘押在少年拘留所等待出
庭日期。

美少年身患自閉症 失控槍殺祖父母

被害夫婦Sandra 和Chester（圖片來自網絡）

被害夫婦兒子Brett Bienek 接受媒體電話採訪（圖片來自網絡)

犯罪嫌疑人所在學校（圖片來自網絡）警方在現場調查（圖片來自網絡）

地圖顯示案發地點（圖片來自網絡）



德州新聞 B2

﹒

星期四 2016年10月20日 Thursday, October 20, 2016

（本報訊）在未來科技的演變中，女
性的角色和地位越來越重要，日前在休斯
頓市喬治布朗會務中心舉辦的女性科技大
會上，吸引了大量的女性參加。

舉辦方Anita Borg Institute協同電腦技
術協會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共同推出這次創新活動(Grace Hopper Cel-
ebration of Women in Computing)，執行長
Telle Whitney表示，在未來的科學技術的
演變過程中，女性的創造力正在凸顯，比

過去的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該活動首屆舉辦是在1994年，當時有

500 人參加。而今年休斯頓為期三天的活
動，預計參加人數超過1.5萬人。

執行長Telle Whitney強調，該活動知
名度提升，參加人數逐年增加，已說明這
是一個深遠的變化，我們的世界在改變，
女性創新和技術突破將是此次活動的價值
所在。

石油管道巨頭公司Enbridge 瘦身 休斯頓45員工被裁
（本報訊）位於加拿大的一家石油管道巨頭

公司Enbridge本周三決定裁員160人美國公司的
職員，其中有45個工作崗位位於休斯頓，這也
是該公司采取的5%裁員計劃的一部分。

該公司發言人表示，該公司此次裁員主要集
中在加拿大，一共有370個工作被裁減，該公司
在美國的業務運作主要以休斯頓為主，休斯頓一
共有600名員工。

是Enbridge要以280億美元收購休斯頓的一
家公司 Spectra Energy，希望能夠通過這次收購

能確立該公司石油和天然氣管道的龍頭地位，該
兼並在今年9月公開宣布，並希望在明年年初能
夠完成。

公司發言人表示，此次裁員和兼並案件沒有
關聯，該公司的裁員已經從2016年初就已經開
始。

裁員的決定主要是針對公司發展和多元策略
，提升競爭能力，並且能夠將當前的機會進行資
本運作。

氣象專家：連16個月刷新高溫紀錄告終
（本報訊）今年8月平均氣溫創137年來8月之最，全

球均溫並連續第16個月刷新紀錄。不過有部分美國聯邦
氣象專家表示，連續16個月平均氣溫創新高的態勢，終
於在9月打住。

美聯社報導，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表示
，今年9月的均溫為攝氏15.9度，仍是全球9月溫度紀錄
的第二高，僅比最高紀錄的2015年9月均溫略低1%度，
但仍比20世紀平均溫度高出0.9度。

全球平均溫度包含地表與海面的溫度。NOAA氣候科學家布朗登(Jessica
Blunden)表示，儘管海洋溫度些微降低，但今年9月全球的地表溫度仍創史上
新高。包括歐洲、亞洲、非洲及北美等大部分地區，仍度過一個異常炎熱的9
月。

有別於 NOAA，計算溫度方式略有不同的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

(NASA)則仍認為今年9月的均溫創史上最高，而且NASA也不認為全球均溫
連續16個月刷新紀錄，因為NASA認為去年6月的均溫並未創紀錄。

儘管讓太平洋中部升溫進而衝擊全球氣溫的聖嬰現象(El Nino)結束，事
實卻是全球仍逼近創下另一高溫紀錄。

氣象專家們表示，連3年刷新全年最高溫將是史無前例的事。
截至今年9月，目前全年均溫仍較20世紀的均溫高了1.6度，也比2015年

1到9月多了近0.25度。

休斯頓女性科技創新大會
凸顯女性創造力

com/2016/1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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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Of China's Poverty Relief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Last Monday marked the 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 which is also China's third 
National Poverty Relief Day.
Marking the da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sued a white paper 
that hailed efforts and 
progress the country 
has mad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human 
rights.
Following are some facts 
and figures on China's poverty-relief achievements, 
and the challenges the country faces to realize its goal 
of lifting all people out of poverty by 2020.
Achievements:
-- Since 1978, whe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drive 
was launched, China has lifted more than 700 million 
of its citizens out of poverty.
--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living in extreme poverty 
in China fell from 61 percent in 1990 to 4.2 percent 
in 2014.
-- The number of people China has taken out of poverty 
account for 70 percent of the world's total.
-- To fight poverty, China assigned special poverty 
relief funds amounting to 189.84 billion yuan (about 
$28.17 billion) from 2011 to 2015.
Challenges:
-- By the end of 2015, 
China still had 55.75 
million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equivalent to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a 
medium-sized country.
-- To eradicate poverty by 
2020, China pledged to lift 10 million people out of 
poverty every year from 2016 by developing specialty 
industries, transfering employment, reloc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coverage.
-- High risk of a return to poverty. A large number of 
China's poor households that struggle to remain free 
of poverty can be pushed back into poverty as a result 
of factors such as natural disasters, illness, or issues 
involving education, marriage and housing.
Assisting global efforts:

-- While combating poverty 
at home, China has also 
supporte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cause.
-- Since 1949, China has 
provided nearly 400 billion 
yuan to 166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ent more than 600,000 
aid workers abroad, given medical assistance to 
69 countries, and aided more than 120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realizing the Millennium Goals.
-- On seven occasions, China has unconditionally 
canceled debts to relieve the burden of heavily indebted 
countries and lesser developed countries. (Courtesy 
http://usa.chinadaily.com.cn/china/2016-10) 

With Uber Gone, A New Challenger                             
Raises Close To $750M To Take On Didi

Related
China's Car Hailing Business Gears Up

For Bitter Fight
New players are ramping up the competition in China's 
fast-growing ride-hailing sector.
China Everbright Bank’s financial leasing arm will 
invest 5 billion yuan ($743 million) in Pang Da 
Automobile Trade Co Ltd’s (PD Group) car-hailing 
app Dingding Yueche, further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in the industry after regulators in major Chinese cities 
rolled out strict requirements for car-hailing services.
The two sides signed a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in Beijing on Thursday. The investment will support 
Dingding Yueche’s expansion in the car-hailing 
market, enhance car-hailing efficiency, reduce vehicle 
costs for drivers and guarantee drivers’ income.
China grants legal status to ride-hailing 
services
China becomes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legalise 
the operations of on-demand mobility (ODM) services 
Uber and Didi Chuxing, which have been loved by 
commuters but loathed by taxi franchises.
China unveiled its first nationwide regulation on on-
demand mobility (ODM) services Thursday, granting 
legal status to the industry.
A document released by the State Council, China’s 
cabinet, featured guidelines on the registration and 
operation of ODM companies.
Previously, firms like China’s Didi Chuxing and 
American counterpart Uber had operated in a gray 
area in China, as it is illegal for private cars to charge 

passengers for journeys.
The latest document specifies that ODM firms do not 
need to own their fleet, effectively allowing private 
cars to join the party.
Vehicles and drivers 
providing online-ODM 
services can apply for a 
license collectively.
ODM companie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ir fleet and 
drivers, the document said.
A provisional rule released 
by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on the same day set out 
detailed requirements for ODM companies and drivers.
Cars are no longer allowed to offer rides after they 
clock-up 600,000 km or have been in use for eight 
years, while drivers must have no criminal record for 
drug, driving, alcohol or violent offenses, according to 
the rule.
It requires ODM companies to pay taxes and buy 
insurance for passengers, while banning them 
undercutting market prices, which it said would disrupt 
market order.
Didi Chuxing and Uber’s popularity has been a source 
of ire among taxi drivers who must pay high franchise 
fees while competing with ODM services.
Thursday’s document demanded taxi companies 
reduce high franchise fees and encouraged firms to 
provide online-booking services or merge with ODM 
companies. (Courtesy www.china.org)

level, the picture could get murkier.
It’s clear that Dingding Yueche is still way, way 
behind Didi Chuxing, and it’s hard to imagine a single 
investment – even if it is US$743 million – being able 
to change that.
But Dingding Yueche does have at least one trick up its 
sleeve: the law. Proposed amendments to regulations 
for ride-hailing companies, if they’re ultimately 
enacted, would be a serious blow to Didi and Uber. The 
city-specific tweaks place strict requirements on both 
drivers and their vehicles, like requiring that all drivers 
have a local hukou (meaning they must be natives of 
the city where they drive). In Shanghai, for example, 
if that law were to be passed, Didi’s driver pool would 
shrink from 410,000 to just 10,000 overnight. Dingding 
may not have much hope of catching up to Didi on its 
own, but if the government slaps Didi down closer to 
Dingding’s level, the picture could get murkier.
In fact, it’s possible that’s precisely why Everbright 
chose this particular moment to invest. The bank is 
owned by China Everbright Group, a state-owned 
company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If the 

new regulations are ultimately passed, 
it would be a harsh blow for Didi and, 
perhaps not coincidentally, a boon for 
the now-Chinese-government-backed 
Dingding.
(State-owned companies like China 

Life have invested in Didi, too, so state firms stand to 
do well regardless of which company comes out on 
top.) (Courtesy https://www.techinasia.com/didi)

Many observers 
assumed that with 
Didi’s acquisition of 
Uber’s China wing 
this past August, the 
days of cash-burning 
competition in 
China’s ride-hailing 
market had come to 
an end. But perhaps 
that isn’t the case. A 

new and massive investment in a relatively unknown 
player suggests Didi’s cash-burning could just be 
coming to a middle.
Specifically, last week China’s Everbright Bank 
invested US$743 million into car-hailing app Dingding 
Yueche. The investment will be used to expand the 
app’s coverage, increase efficiency, and support 
drivers.
If you haven’t heard of Dingding Yueche, you’re not 
the only one. It’s a relatively new entrant to the ride-
hailing market, and by all indications it’s way, way 
behind Didi right now. Dingding’s app recently hit its 
high point in the Chinese app store: number 43 in the 
travel section. Didi’s app has been number one in travel 
every single day for the past month. And Dingding’s 
app has precious few user reviews or comments. One 
review it does have is telling: “The price is affordable,” 
a user called ‘Didi Got Expensive’ wrote. “But nobody 
accepted my ride order.”
If authorities slap Didi down closer to Dingding’s 

China has established an extreme poverty relief fund 
with an initial 12.2 billion yuan (US$1.81 billion) in 
capital from 51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cluding 
the State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Corp and the 
State Grid. That sum will eventually grow as as much 
as 100 billion yuan (US$14.8 billion),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from the State Council's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China pledged to lift 10 million people out of poverty 
every year from 2016 On Monday, October 17, in a 
white paper on China's progress in poverty reduction 
and human rights issued by China's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The aim is to eradicate extreme 
poverty by 2020.
The goal is to ensure every Chinese earns more than 
4,000 yuan a year (US$594/ year of US$1.61 per day) 
- the State-owned assets commission has required 
that the initial 12 billion yuan is invested by 2018, 
According to an internal report acquired by China 
Daily.
In June 2014,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SDIC and China 
Tobacco Established a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of 2.8 
billion yuan,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China. Liu, whose 
company also runs that fund, said the investment 
strategy will "be almost the same ", With the aim to 
maximize the business impact.

This year, China has 
allocated more than 
100 billion yuan of 
government-controlled 
funds, a record 
amount, to help lift 
more people out of 
poverty, according to 

Su Guoxia, a spokeswoman for the leading group on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ing from the central budget was increased to 66.7 
billion yuan, up by 43.4 percent on last year, while 
provincial budgets exceeded a total of 40 billion yuan, 
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50 percent.
On Monday, China's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Service 
issued a white paper on China's progress in poverty 
reduction and human rights.
China still had 56 million people living in extreme 
poverty, roughly the same size as the population of 
South Africa.
According to World Bank statistics,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China ha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70 per cent of reductions in global poverty. The 
poverty-stricken population in China has plunged 
from 770 million people in 1978 — the year before 
economic reforms began — to 55.8 million in 2015. 

And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for China 
has improved by 43 per cent between 1990 and 2013, 
compared to an improvement of 17.6 per cent globally.
By the early 2000s, the overall poverty rate in China 
had shrunk dramatically.
But China’s 
poverty entered 
a new phase 
marked by 
widening 
gaps between 
cities and rural 
areas, and 
between coastal 
industrial 
regions and 
the interior 
hinterla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was more complicated and less assured than once 
thought.
It appeared that economic growth driven by 
industrialisation was not a panacea. Economist 
Theodore Schultz argued that developing a modern 
agricultural sector was equally as important. After 
all, the majority of poor people live in the countryside 
and earn their livelihood through agriculture. Schultz 
argued that the root cause of poverty is not a shortage 
of physical capital but a shortage of ‘human capital’, 
such as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From the early 
2000s onwar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gan to focus 
on addressing 
agriculture, the 

state of rural areas and the status of farmers. In 2006 
they eliminated agricultural taxes, which had existed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The government also made 
great efforts to improve social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providing improved education for rural students and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care, as well as minimum 
living-standard guarantees for more than 53 million 
rural people.
Since 2011 the growth rate in per capita net income and 
per capita GDP for rural residents has been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In 2015 alone, the impoverished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declined by 14.42 million 
people, and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fell to 5.7 per cent 
from 7.2 per cent in the previous year.
China's experienc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entails:
Continuous reform and innovation; sustained and 
steady economic growth with policies favoring poor 
regions and poor people.
Integr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in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organizing 
large-scal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with targeted programs 
for women, children, disabled people and ethnic 
minorities;
Adopting a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pproach that focuses on development a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get out of poverty, and building 
poor people's capacity to help themselves.
Pursuing a strategy of balanced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social development, getting industry to 
support agriculture and cities to support rural areas.
Developing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roads, water 
and sanitation, electrification, natural gas supply and 
housing.
Mobilizing all resources for poverty reduction, 
including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tegrating general and special favorable policies,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ocial 
safety nets.
In the next 
five years, 
China, as 
the biggest 
develop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is entering a 
critical stage 
of its efforts to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and facing a number of new 
challenges in poverty reduction.
By the end of 2015, 55.75 million Chinese people lived 
in poverty, equivalent to the population of a medium-
sized country. The nation still has 14 poor regions, 832 
poor counties, and 128,000 poor villages. It will be a 
hard task to help The residual poor, as they live in deep 
poverty and lack self-development capacity. And it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and costly. But there 
is no time to loose. To eliminate extreme poverty by 
2020, 10 million people have to be lifted out of Poverty 
each year for the next four years. Their vulnerability 
means that they are very likely to fall back into poverty 
due to disaster, illness, and education and housing 
costs.
China also faces many new problems, such as economic 
slowdown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adequate 
targeting mechanism, poorly defined responsibilities, 
inefficient allocation and use of resources, and lack 
of effective policy coordination among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minimum living standards guarante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Care, medical 
assistance, dilapidated housing rehabilitation and 
education assistance, and lack of adaptation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specific guidance.
China will pursu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strive to reduce poverty through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labor migration, relocation, and minimum 
living standards guarantee scheme. The government 
will increase fiscal spending and financial support, 
strengthen land policy, mobilize a private environment, 
and creat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It also focuses on 
resolving alleviation responsibilities of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developing a rigorou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an exit mechanism 
for poor counties. (Courtesy http://www.nextbig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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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ivate car using a taxi 
app in Beij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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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INA
China Creates Poverty Fund And Mobilizes  
To Eliminate Extreme Poverty B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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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遭臺風侵襲
連日暴雨引發洪水

越南河靜省香溪，

民眾劃船轉移救援物資

。越南災害管理部門官

員當日說，臺風“莎莉

嘉”迫近越南引發連日

暴雨，造成的洪水導致

24人死亡，4人失蹤。

當地時間 10 月 17 日，日

本東京時裝周上演 2017 年春

夏系列時裝秀，壹名模特在展

示時裝時高跟鞋出現了問題，

險些摔跤。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觀看中國新聞社圖片精選集
菲律賓總統羅德裏戈· 杜特爾特在位於馬尼拉的總統府接受中國新聞社記者專訪，並觀看贈送

給他的中新社圖片精選集。

日本舉行“口罩速配”相親活動
擇偶看性格不看外表

日本東京舉行“口罩速配”相親活動。

相親大會近年來成為壹些日本人尋找結婚對

象的重要渠道。最近，又開始流行帶著口罩

參加相親大會，這是因為很多人希望對方重

視自己的性格而非外表。

模特T臺走秀
高跟鞋搗亂險摔跤

德國巴斯夫化學工廠發生爆炸
煙柱直升雲霄

當地時間 10 月 17 日，位

於德國路德維希港的巴斯夫

(BASF)化學工廠發生爆炸，造

成數人受傷和失蹤。

綜合報道 63 歲的富國銀行

（Wells Fargo & Company）首席執

行官，董事長 約翰 · 斯坦普 (John

Stumpf)于周三晚突然宣布辭職，即

刻生效，富國銀行總裁兼首席運營

官Tim Sloan將接替其首席執行官一

職，而非執行董事長則將由斯蒂芬·

桑格擔任。13日富國銀行股價下降

0.57%，報44.75元。比今年十月4日

曆史低點43.75略有回升。

富國銀行CEO斯坦普離職消息

源于富國銀行的雇員秘密的開設了

未經許可的銀行賬號來增加他們的

業績並且因此獲得更多獎金，僞造

賬戶的數量超過 150 萬個。銀行雇

員通過使用客戶名字産生新的賬戶

，並且在客戶不知情的情況下把舊

賬戶的存款轉移到新賬戶裏面，舊

賬戶會因爲余額不足而産生透支費

用，雇員甚至會僞造 PIN和電子郵

件地址來增加電子銀行的開戶量。

此外，富國銀行的員工還在用戶不

知曉或未授權的情況下申請了超過

50萬張信用卡。其中1萬4千個賬戶

産生了超過 40萬元的費用，包括年

費、利息費用以及透支額保護費。

早在本月初，這家舊金山銀行巨頭

剛剛面臨了 1億 8千 5百萬的巨額罰

金。這個金額未能反映醜聞對該行

的衝擊，而多個州也聲明解除和富

國銀行的合作關系。

現在 63歲的斯坦普已經有超過

34年的職業生涯，他在 2007年開始

擔任富國銀行CEO職務。醜聞爆出

後，約翰· 斯坦普幾年內相繼辭退了

公司超過 5300名員，現在他自己的

地位也沒有能守住，有知情人士表

示，斯坦普主動要求辭去自己的職

位，隨後董事會表示支持。在今年

九月 20日的參議院聽證會上，參議

員伊麗莎白· 沃倫 （Elizabeth War-

ren）曾猛烈抨擊斯坦普沒有膽量，

向斯坦普猛烈開炮說他應該辭職並

且接受犯罪調查。CNN分析到此聽

證會和一周後的一次相似的國會議

員聽證會加速了斯坦普的辭職之路

。斯坦普曾表示他自己對于所做之

事感到深深的抱歉，並且表示並沒

有謀劃欺詐顧客的計劃。

隨後，斯坦普表示相信新的領

導層會給予富國銀行一個度過目前

危機的機會，並且帶領公司繼續向

前。富國銀行新CEO的Tim Sloan。

此人現年 56歲，在一年前開始擔任

富國銀行首席運營官和主席。在 12

日，Tim 曾在于采訪中透露他下一

步將要著重著手于解決顧客的擔憂

，並且向顧客提供一定數量的退款

來鞏固銀行的産品和服務。14 日

Tim將迎來新職位的第一個挑戰-帶

領銀行以及首席財政執行官 John

Shrewsberry 公布第三季度的財報。

此前在與CNBC的采訪上，主持人

問起斯坦普退休是不是富國銀行前

進的“必要條件”時，Sloan回答，

斯坦普本人就是那麽感覺的。

不過富國銀行的危機並沒有在

新首席執行官的上任中完全走出。

首先 Tim要解決的就是在此次醜聞

中富國銀行嚴重受損的危機，但是

在他自 2015年十月擔任銀行首席運

營官之後，他已經在富國的銷售部

門任職了，而整個未經授權的賬戶

造假事件也是在他任期之內發生的

。衆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民主黨人

Maxine Waters在一份聲明中嚴重質

疑 Tim的領導能力，他說他即將到

任的 CEO Tim 也對這次醜聞負有

責任，因爲他本應該阻止這種行爲

的發生，然而他卻在這次連鎖反應

的正核心。

自9月8日銀行醜聞發酵以來，

富國銀行股價表現不及行業其他競

爭對手，從 9月到目前，股價已經

下跌 9%。同時斯坦普 500指數下降

2%，道指縮水2.4%。從去年相比，

富國銀行股價下跌 17%，爲六大主

要銀行中最大跌幅。

富國銀行首席執行官
約翰·斯坦普突然宣布辭職

綜合報道 人民幣兌美元出現新低，

報6.7180元，已經跌破6.7關口,爲自2014

年 3月以來最長連跌紀錄。目前在岸、

離岸人民幣于中國國慶長假後雙雙失守

被視爲“鐵底”的 6.70，有分析人士認

爲在可預測時間之內將持續跌勢。

人民幣持續下跌，與中國的貿易

競爭力、跨境資本流動趨勢、美元走

勢以及中國政府的彙率政策不無關系

。據《路透社》消息稱，早在今年七

月，人民幣跌破 6.7 時，央行大幅收購

人民幣救市，但是這次央行並沒有出

手幹預，反映出政府對于人民幣持續

走低持有樂觀態勢，想要因此來刺激

中國的出口行業。上個月中國的外彙

儲備下降 190 億美元,至 3.2 萬億美元，

成爲 5月以來的最大降幅。有市場觀點

認爲，這提供了更多的證據表明,中國

央行正在努力支撐資本外流。這樣就

能提升中國産品在美國市場，或者在

世界其它市場的占有量，美國的産品

將更加難以進入到中國的市場。

與此同時，雖然美元走弱對于中

國出口商有利，但是這爲許多中國公

司帶來了風險。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

數據，目前中國有超有一萬億美元的

美元計價債務，如果人民幣持續下跌

，將會對這些美元債務産生消極影響

。人民幣貶值將會帶來通貨膨脹的加

劇，而欠美元債務會使得許多中國企

業遭遇破産的風險。

美元的持續走強也是導致人民幣

下跌的因素之一。特別是在強勁的九

月非農就業報告出爐之後，積極的就

業數據和溫和上漲的勞動力市場使得

聯儲近期加息概率增強，進而導致美

元走高，給人民幣兌換帶來壓力。根

據《華爾街日報》美元指數對于與其

它 16 個國家相比較而得出的數據，美

元已經在本月上漲了 2%。大通銀行亞

洲利率和外彙策略師 Ying Gu 分析，

這幾天持續走弱的人民幣主要是受到

不斷走強的美元影響。

市場觀點認爲人民幣不斷下跌在預

計之中。加拿大皇家銀行駐香港亞洲外

彙策略部負責人Sue Trinh認爲，隨著人

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

權（SDR）貨幣籃子，中國已經允許人

民幣跌破 6.7。這並不奇怪。隨著人民幣

成功納入 SDR貨幣籃子，此前一度有市

場觀點認爲，人民幣的入籃有望在短期

內幫助人民幣彙率維持相對穩定。不過

也有觀點認爲，由于人民幣已成功入籃

，此前支撐人民幣彙率穩定的動力或已

不足。十一之前人民幣一直維持底部運

行，現在有補跌空間。此前在本月月初

，人民幣獲得了特別提款權（SDR），

中國必須證明人民幣可“自由使用”。

據《彭博》三月份的一份分析，爲獲得

特別提款權，中國將被迫放松資本管制

，尤其是在對人民幣估值時，可能會更

多地以市場爲基准。

而有文章指出，人民幣貶值對于美

股股價會構成利好支持，因爲人民幣貶

值能夠促進出口，中國多數在美上市公

司都會從中而獲利。而在人民幣貶值的

情況下，資金將會減少流向國內的銀行

儲蓄，在中國房地産受控的情況下，投

資將會轉向股市 。

人民幣貶值會增加中國民衆的消費

調控，進而推動內需。在人民幣貶值的

背景下，民衆海淘行爲會受影響，而國

內消費衝動會上升，這會對于國內的宏

觀經濟起到促進作用。此外，信貸消費

也會相應的增加，因爲現在的花費會在

今後的人民幣持續貶值中以更低的價格

償還。

人民幣貶值還將會給留學生帶來

一定的壓力，去銀行兌換美元的家庭

會急劇增多，也會給一些准備出鏡遊

的家庭帶來金錢上的損失。對一些旅

行社來講，這意味著出境遊報價將會

上漲，相同的境外商品，也會需要更

多的人民幣才能買下。境外消費次數

會相應出現減少。

人民幣跌跌跌不停
華爾街股市聽到後樂了？

蘋果防爆專利
“補刀”三星

綜合報道 隨 著 手 機 爆 炸 事 件 愈 演 愈 烈 ，

Note7 被多個國家和機構下達 “ 禁令”。三星電

子 11 日 宣 布 ， 已 暫 停 Note 7 手 機 生 産 、 銷 售 和

更換。

事實上，三星Note 7並不是史上唯一出現過爆炸問題

的機型，蘋果此前的 iPhone機型也曾曝出過疑似爆炸的

問題，但由于事件不存在普遍性而沒有導致蘋果展開大

規模召回。

對于三星來說，能否度過危機，尚不可知。但可以

確定的是，三星“爆炸門”讓智能手機生産商們更重視

電池安全問題。手機越來越薄、性能越來越強大，對電

池的技術要求也越來越高，如何兼顧電池的性能和壽命

成了一項巨大挑戰。

最有意思的是，三星的頭號競爭對手蘋果，已經提

交了一份手機電池“防爆”專利。據外媒爆料，這份專

利顯示，蘋果正在開發一種可以延長電池壽命、且不會

爆炸的技術。該專利主要著眼于電池外殼，即便電池內

部發生爆炸，特殊材料制成的堅固外殼也能保證用戶不

受到安全威脅。

蘋果與三星之間的“戰爭”戲碼引發了熱議，網友們

紛紛表示蘋果此舉是“神補刀”，三星“已哭暈”。事

實上，“安全版”Note 7再次失火，對三星來說是一次

災難，而對蘋果來說卻是一次潛在的利好。據路透社報

道，因三星Note 7暫停生産，蘋果股票于周一上漲2.3個

百分點，創下自去年12月份以來的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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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劉昭宏】
達福地區僑社慶祝中華
民國 105 年雙十國慶升
旗典禮，於 10 月 8 日〈週
六〉早上在李察遜中國城
舉行，雙十國慶書畫展也
於同日在華人活動中心
開展、展期兩週〈至10/21
〉。中華民國駐休士頓經
文處副處長林映佐專程
前來參加升旗以及國慶
書畫展開幕典禮。當天活
動由榮光會、同心會和雙
十國慶籌備會共同主辦，
有數百位達福地區僑社
人士參加。

雙十國慶籌備會總召集人、僑務委員孟敏
寬於升旗典禮致詞，感謝僑界能踴躍前來參加
升旗典禮慶祝中華民國國慶，大家共同緬懷革
命先烈的犧牲而創建自由、平等、博愛的中華民
國，強調大家認同的國家是中華民國，認同的國

旗只有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青天白日滿
地紅國旗。

駐休士頓經文處副處長林映佐致詞表示，
他是今年就任後首次到達拉斯，很榮幸這第一
次參加的是升旗典禮，每次在國外看到國旗都
令人感動，提到前一天在休士頓舉行的升旗典
禮相當成功，並有多位美國政要出席參加，他代

表政府感謝達拉斯
僑界舉行雙十國慶
升旗典禮，表達對
中華民國的支持展
現對國家的向心力
。

僑務諮詢委員
牟呈華致詞表示，
只要中華民國還在
、青天白日滿地紅
國旗還在，就一定
會每年持續來舉行
升旗典禮。當天升
旗典禮由熱心僑胞

組成的藍天使合唱團領唱中美國歌、國旗歌等
歌曲，並由馬文援伯伯帶領大家呼中華民國萬
歲口號聲中結束。

雙十國慶書畫展
開幕典禮於升旗典禮
結束後在華人活動中
心禮堂舉行。國慶籌
備會總召孟敏寬致詞
表示，這是國慶籌備
會今年舉辦的第七項
慶祝活動，由美南中
華書畫藝術協會鼎力
承辦，所展出的作品
是此地的華人書畫藝
術同好的收藏及作品
，活動舉辦的目的旨
在文化的傳承。美南
中華書畫藝術協會會
長李中華將軍致詞表
示，他們是以不居功
的心態，純粹是為了

響應國慶籌備會的力邀而承辦這項有意義的活
動。歡迎僑界同胞利用時間帶子女前來觀賞展
出。

達福僑社105雙十國慶升旗典禮8日舉行
雙十國慶書畫展同日活動中心開展為期兩週

達福地區慶祝中華民國105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10月8日
〈週六〉早上在李察遜中國城舉行

雙十國慶籌備會總召集
人孟敏寬升旗典禮致詞

中華民國駐休士頓經文處副
處長林映佐致詞 僑務委員曹明宗致詞 僑務諮詢委員牟呈華致詞 僑務諮詢委員羅玉昭致詞

美南中華書畫藝術協會會長
李中華將軍書畫展開幕致詞

馬文援伯伯帶領呼中華民國萬
歲口號

由熱心僑胞組成的藍天使合唱團升旗典禮領唱 活動結束大家共享餐點 經文處副處長林映佐率眾僑務幹部切國慶蛋糕

林映佐副處長、李中華將軍和書畫協會人員

【本報記者劉昭宏】達福地區慶祝中華民國105年雙十
國慶酒會，於十月九日〈週日〉晚上在美心大酒樓熱烈舉行，
達福地區三百多位僑社人士及政商嘉賓齊聚，共同慶祝中
華民國105年國慶。中華民國駐休士頓經濟文化處副處長林
映佐及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專程遠來參加酒會，酒會貴賓
還有德州州眾議員陳筱玲、李察遜市市長 Paul Voelker、副
市長 Mark Solomon 及布蘭諾市議員 Rick Grady 等人。本
活動由達福地區雙十國慶籌備會主辦、中華民國僑務委員
會協辦。

國慶酒會主席莫錦強致詞，歡迎大家參加酒會慶祝中
華民國國慶，請大家能記得中華民國創立於1911年，並在台灣實現了一人
一票的民主選舉、完成了兩次政黨輪替，寄望大家無論海內外不分彼此一
起為中華民國再造輝煌。雙十國慶籌備會總召集人孟敏寬致詞，從9月3日
的國慶杯高球賽開始，國慶酒會是籌備會今年所主辦的第八項活動，非常
感謝大家的熱情參與，感謝所有的工作團隊，也感謝每一位支持及參加各
項活動的朋友。

中華民國駐休士頓經濟文化處副處長林映佐致詞，代表中華民國政府
和經文處感謝達拉斯地區僑社舉辦這場活動共同慶祝中華民國國慶，表示
中華民國目前在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推動國際關係的發展，感謝海外僑社長
期以來對國家在外交和各種交流上的支持和貢獻。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致
詞，表示中華民國的建立海外僑胞貢獻卓著，僑教中心一定會持續努力服
務僑胞，扮演好國家和僑界間橋樑的角色。

酒會貴賓李察遜市市長 Paul Voelker 致詞，表示很榮幸這場慶祝活動
是在李察遜市舉辦，推崇在李察遜市有很多的臺灣人和亞裔，對這裡的繁
榮發展以及多元文化帶來了很多貢獻。德州州
眾議員陳筱玲致詞，再次宣示她以身為臺灣人
為榮，呼籲大家今年11月8日要踴躍出來投票
，有投票才能有聲音。陳筱玲也表示，李察遜市
是她的州眾議員選區，很感謝這裡的僑社長期
以來對她的支持並懇請大家繼續惠予支持。

酒會上林副處長和莊主任代表僑委會，頒
發僑務職聘書、臺灣美食餐廳授證以及慶祝國
慶球類比賽頒獎。當晚的節目有青少年文化大
使的舞蹈、師大附中校友會、甘秀霞女士、鄧祖
慶教授和台大校友會的演唱、排舞、李文偉先
生小提琴演奏和模仿貓王 Ned E. Spencer 的
演唱，並有長榮、華航機票大獎的摸彩活動。

達福僑界慶祝中華民國105年雙十國慶酒會
週日熱烈舉行

國慶酒會主席莫錦強致詞
國慶籌備會總召孟敏寬

致詞
中華民國駐休士頓經濟文
化處副處長林映佐致詞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
雅淑致詞

僑務委員曹明宗致詞 僑務諮詢委員牟呈華致詞 僑務諮詢委員谷祖光致詞

德州州眾議員陳筱玲致詞
李察遜市市長 Paul Voelker

致詞
李察遜市副市長 Mark

Solomon 致詞
布蘭諾市議員 Rick Grady

致詞

國慶籌備會總召孟敏寬國慶球類比賽頒獎
林副處長和莊主任頒發臺灣美食餐廳授證給五福樓

和美心林副處長和莊主任代表僑委會頒發僑務職聘書

師大附中校友會校歌演唱
莊主任頒發僑委會感謝狀予英語志工營

洪逸琳同學莊主任頒發僑委會感謝狀予今年國慶活動主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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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中美國歌開場 青少年文化大使的舞蹈表演

排舞表演

林副處長、莊主任和酒會主辦人員及眾貴賓 北德州台商會參加酒會人員

甘秀霞女士粵曲
演唱 鄧祖慶教授演唱

Ned E. Spencer 和莊主任的模仿貓王
演唱 台大校友會史上首度演唱

李文偉先生小提琴演奏 酒會主持人吳玫瑤和張志榮

達福台商會參加酒會人員 酒會貴賓馬文援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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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9600 Bellaire 211室(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 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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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Dr. Bright Chen, DPM, AACFAS
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伯克利大學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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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前UTMB心臟科副教授•St.Luke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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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eventeen minute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e
7SCVNA7Z8) is available on Youtube featuring an interview of Dr. 
Rhawn Joseph, Director and Producer of Rape of Nanjing. The video 
is entitled, Hirohito & Asia's Stolen Treasures (Why the World 
Forgot the Rape of Nanjing & Japanese Atrocities). As a Chinese 
American born during the WW II, I do not particularly like to watch 
this kind of videos containing horrible images. I would get very upset 
by the cruelty and atrocities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committed 
during the war. I would rather forget the sad past though I do wish 
Japan would (like Germany) come forward openly and sincerely 
admitting her war crimes, apologizing to the victims and asking for 
forgiveness. I believe that 'to forgive and then forget' would be the 
best medicine to cure the terrible historical wounds inflicted by the 
Japanese war criminals. But this video's subtitle, 'Why' (the World 
Forgot the Rape of Nanjing & Japanese Atrocities), caught my 
attention. I sure want to understand the 'why' and hope to find an 
answer to why Japan has persistently refused to accept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war atrocities and to apology to the world 
(Asians and American WW II veterans) seeking forgiveness.; Doesn't 
this matter to Japan and matter to Japanese conscience? I chose to 
watch the video.
　 The horrible crime images shown in the video were very 
disturbing; I had to make an effort to block them off my mind. 
However, the central message that the U.S. was responsible for being 
lenient to Japan from covering up her war crimes, protecting her 
commander-in-chief Emperor Hirohito, and changing Japan's 
international image with post war PR work, not for the reason we 
were led to believe (feel sorry for Japan because we'd dropped the 
atomic bomb on her) but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evil, deceitful, and 
shameful that we Americans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know exactly 
what is the truth. There is no excuse for hiding the truth especially 
for healing the war wounds and upholding the justice and honor for 
the American veterans died for WW II plus their families, 

descendents and millions of American children - to have a clear conscience 
regarding WW II and the US-Japan relations..
　Dr. Joseph is a neuropsychologist and writer with interest in brains, origin 
of life and cosmology. Although many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are attributed to 
his name, very little biographic data is available in the public media. Based 
on www.thereachapproah.co.uk, Dr. Joseph obtained his PhD from Chicago 
Medical School and completed his training at Yale University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and Neuropsychology. Dr. Joseph has aroused 
some controversy from his view on the origin of life and his claim of alien 
life existed on Mars blaming NASAfor burying it. Perhaps because of his 
controversial character, the above video available in the organic medium 
never entered the mainstream. However, Dr. Joseph's principal claim is that 
General McArthur was fully aware of the war crimes committed by Imperial 
Japan under the command of Emperor Hirohito but made an immoral and 
unethical deal with Japan to protect Hirohito from prosecution in exchange 
for certain secrets from Japan. One of the secrets is the loot of treasures (of 
the order of $100 Billion) taken from many of the Asian countries; some 
were brought back to Japan, some were deliberately sunk in the Tokyo bay 
for lack of time of hiding it and some were hidden in the country they were 
looted from or shipped to. Dr. Joseph's claim could be corroborated with 
other claims, for example, tons of construction wood and coal were hidden in 
the mountains in Taiwan before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surrendered. 
Other secrets charged by the Chinese were the files of biological weapon 
experiments performed on Chinese civilians and soldiers including American 
prisoners of war.
　 Secret deals in current foreign affairs are often protected from public 
knowledge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ecurity, a reasonable excuse. However, 
when time passes, those secrets should be revealed to the public especially 
when justice is at stake. Americans have the right to know what happened to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http://english.us-chinaforum.com/weekly-forum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中美論壇稿約
評論時政的利弊得失，伸張世界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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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憲中司法部長收毒梟的黑錢

九月間，就在我到菲律賓的時
候，三家大報都在報導一則新
聞，那就是前司法部長de Lima 

被現任司法部長Aguirre指控，說

她每月從監獄中的毒梟處得到5百

萬披索的賄賂。在各大報的第一
頁赫然看到數名毒販子在衆議院
的聽證會上作證的照片。本來已
經選爲參議員并且擔任司法委員
會主席的de Lima 乃被她的同僚

剝奪了主席職位。
De Lima 是前總統阿基諾的打

手，她曾主持對更早一任總統阿
若育貪污案的指控，判刑和下
獄，并且不准她保外就醫。她也
把不跟阿基諾合作的最高法院院
長拉下臺。杜上任後她也是最猛
烈攻擊杜違反人權的人。可以想
見，杜對她是如何痛恨，必置之
死地不可，所以抓到她受賄案的
證據之後開始猛攻，并且掌握到
她跟她司機做愛的視頻(司機據稱
也是贓款的經手人，而視頻則來
自他的手機)。杜面對許多記者
說，他看了de Lima做愛視頻之後
連飯都喫不下去。杜任命的司法
部長要把該視頻弄到眾議院裏播
放，搞得滿城風雨，被女權運動
者嚴厲批判，不過杜確確實實地

把這位權重一時的女强人鬥臭
了，但是鬥倒參議員可能還要費
點功夫。（菲律賓參議院裏有兩
位發動政變失敗而居然選上的參
議員和一位政變成功但是也是大
貪的參議員。）

自從杜特爾特五月上任以來，
已經有接近四千人被殺（每天都
有所增加），其中約三分之一據
説是警察依法按名單殺死的，另
外兩千多人則死得有點不明不
白，其中一部分是法外私刑，有
些是當權人士怕被告發而把毒販
子殺了滅口，但也有跟販毒吸毒
無關的受害者，可能是誤殺，也
可能是報私仇。有700，000人因

爲懼怕被殺而向政府自首，導致
監獄中人滿爲患。但杜特爾特
說，至少還有三百萬吸毒者沒有
自首。杜以他素來胡言亂語的習
慣說，他要像希特勒那樣屠殺這
三百萬人，這又迎來國際上的普
遍譴責（他隨後道歉）。

毒品之所以汎濫，許多人指
出，主要是因爲上一任總統阿基
諾非常懶惰，一大批地方軍警和
政府官員乃包庇毒販子，從中獲
取巨利。De Lima是阿基諾的死

黨，身爲在全國執法的司法部
長，居然因跟毒梟們勾結而被調
查，可爲毒品汎濫現象作最好的
注脚。

杜特爾特是以其在市長任内鐵
腕清除毒品和毒販子的名聲而被
選民推上總統寶座的，擔任總統
後他把鐵腕手段推向全國，因此
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其受到指
控的法外手段乃受到美國，歐盟
和聯合國人權組織的批評。杜指

出，毒品汎濫是菲律賓生死存亡的
問題，所以對這些批評特別憤怒，
報導說，爲此曾痛駡奧巴馬爲狗娘
養的（其實，“狗娘樣的”是他的
口頭禪，并不針對某人），導致奧
巴馬取消在東盟首腦會議上跟他舉
行單獨會談。但是，在一次有奧巴
馬在座的場合，他仍然沒有放棄譴
責美國的機會。他説，美國警察射
殺手無寸鐵的黑人，違反人權，根
本沒有資格批評別國。他特別拿出
一張美國兵脚踩在一堆菲律賓人尸
體上的老照片，指責美國在殖民統
治菲律賓期間殺戮了數十萬菲律賓
人的罪行。用當前國内的術語說，
這應該稱之爲杜特爾特噼噼啪啪，
打美國臉。

把美國趕出菲律賓

在國際場合這樣對待世界超强是
前所未有的。無論如何，菲律賓曾
經亦步亦趨，是跟著美國跑的哈巴
狗。1951跟美國簽訂了聯防條約，

六十多年來受到美國核子傘的保
護，而就在南海多事之秋，居然要
跟美國鬧翻，似乎非常不智。可
是，杜特爾特硬是作了幾乎是180度

的轉變，即使在聯防條約的約束
下，他仍然威脅要美國軍隊撤離菲
律賓，并且在訪問越南時説，10月

以後將停止跟美國進行聯合軍事演
習和巡航（外交部長隨後立刻作出
跟杜特爾特原意不同的解釋，說衹
是指今年，但立刻又被杜否定，說
是在他整個六年的任期内，這足以
説明政府内部的爭議相當嚴重）。

對於菲律賓要脫離美國的懷抱，
美國無疑是非常緊張的。國防部長
卡特回應說，“美菲的聯盟關係是
鐵鑄的。”助理國務卿羅素則說，
“我認爲，像菲律賓這樣的民主國
家，低估一般群衆對美國的好感是
一個嚴重的錯誤。這就是人民的力
量。”衹要稍作回顧，我們就能憶
起，“人民的力量”是1986年推翻

馬可仕政權時的口號。顯而易見，
這兩位是在威脅杜特爾特。諷刺的
是，當年菲律賓人民發動群衆運動
的時候，美國是獨裁者馬可仕的堅
定支持者，直到他的官邸已經被人
民包圍才匆忙地用軍機把他接走。
現在居然拿人民力量來威脅高票當
選總統的杜特爾特，臉皮似乎稍微
厚了點（杜執政百日後的民調顯
示，儘管他粗話像連珠炮似地亂
射，人民對他的支持率仍然高達
76%，對他的鐵腕掃毒，支持率更高

達84%。不知哪位羅素先生怎麽會覺

得菲律賓人愛美國的程度會高於他
們對杜的支持）。

倒杜的兩條路

杜是硬漢性格，是吃軟不喫硬
的，這樣的威脅幾乎必然產生負面
效應。果然，10月2日，杜又跟美國

公開叫陣了。他説，“美國人，我
不喜歡…他們公開批評我。因此我

説：操你，幹你…你們是蠢蛋。”

他說他要撤銷2014年跟美國簽訂的

《升級 的防禦合作協定》（該協
定給予美國使用5個菲律賓軍事基

地的權利,是美國重返亞洲的主要

措施之一）。該協定於今年1月獲

得最高法院批准生效。他説他要重
新審查該協議。他說那衹是一項行
政協議，而當時的總統阿基諾沒有
簽字，僅由前國防部長簽了字。他
說，如果美國“不能提出容許進行
實戰演習的簽字”，他將要求美國
從整個菲律賓退出。（該協議爲期
十年，但是可以由其中一方取消，
而杜以總統身份可以不經參議院通
過而取消它。在單方面就取消的決
定正式發出通知後，協議於該日的
一年後失效。）

因此，我們注意到，擺在我們面
前的可不是簡簡單單的，一位具有
獨裁性格的小人物對他的主子發發
脾氣而已。杜特爾特想要發動的是
一次反美的大鬥爭，是地緣政治上
的大地震。試想，如果菲律賓不再
需要美國撐腰來解決它跟中國在南
海問題上的衝突，反而肯以東盟與
中國建立的協商架構來解決南海問
題，那麽，美國還有什麽理由拿著
自由通航的藉口來南海攪局？如果
連菲律賓都不肯跟它聯合巡航，它
還有什麽理由把日本和澳洲拉到南
海來共同巡航？面對這個相當嚴峻
而尷尬的局面，美國國防部長卡特
回應似乎是：你杜特爾特不要美
國，那可沒有那麽容易！美國仍然
要你，看你往那裏跑。

更重要的是，杜的反美親中幾乎
無可避免地破壞了美國圍堵中國的
第一島鏈。失去了菲律賓，美國無
論再如何加强跟日本和韓國的聯盟
也阻擋不住中國向太平洋發展了。
中國海軍一旦可以順利進入太平
洋，那麽整個第一島鏈駐扎的美軍
就腹背受敵，等於瓦解。所以菲律
賓轉向的意義非同小可。因此，可
以想見，美國絕對不會輕易讓杜成
功。

我們必須認識到，菲律賓境内潛
在著極其强大而深厚的親美勢力，
很可能不是一位路走偏鋒的總統可
以輕易撼動的。他得罪的不衹是美
國，也包括菲律賓國内龐大的財經
利益集團和接受美國意識形態的知
識精英。這種勢力不是一天造成
的，所以也不是一個從精英圈子之
外闖進來的總統能夠輕易動搖的。
報紙上的許多批評杜的評論説明了
這一點。據土生土長的菲律賓親戚
說，很多人認爲（都是住在馬尼拉
的精英份子，就跟美國一樣，跟廣
大群衆脫節）他很可能在兩，三年
之内被這些勢力所發動的群衆運動
罷免掉，尤其如果目前的强勁經濟
增長突然出現逆轉的話。在9月的

頭兩周，有7億美元熱錢從菲律賓

撤走，導致披索貶值到7年來的新

低。報紙上說，這是因爲杜特爾特
的激烈言論和掃毒行爲所造成的。
對這個説法我倒很懷疑，在世界經
濟疲軟的今天， 誰不願意投資到

◎水秉和

對中國而言，杜特爾特是天賜良機

一個連續多年以6-7%的速度增長

的經濟體？這背後很可能有政治
因素，因爲美國受辱之後，絕對
要教訓杜特爾特，其最容易的手
段就是製造經濟壓力。

也有人認爲，他很可能做不滿
六年就會被謀殺。這是因爲他得
罪的人非常多，不但得罪了美
國，并且得罪了一些有權有勢的 
政治世家和軍警頭目。

對這兩種可能，杜特爾特當然
不會不知道。9月30號晚間，他在

老家納卯市的一次跟地方警務人
員的聚會中說，“如果我被謀
殺，或者被趕下臺，那就是我命
該如此。”他還開玩笑說，“如
果我自殺，那我就是第一個自殺
的總統。”他還特別提到中情
局。他說， 他絕不依戀權力，他
願意爲國家犧牲生命。話雖如
此，杜并不傻，在他上任僅僅三
個月的時間裏，他訪問了全國各
地的19個軍事基地和3個警區，比

他的所有前任都多。所以，要搞
軍人政變恐怕并不如美國一些新
保守主義者所想得那麽容易。

不但如此，本來，在他發表了
冒大不韙的言論之後，外交部長
和國防部長立刻會出來替他解
釋，而其實是扭曲他發言的原
意，可是他們現在都已經改口
了。國防部長現在說，菲律賓可
以沒有美國的軍援而照樣運作，
菲律賓可以向俄國和中國購買武
器。外交部長也説，菲律賓應當
在外交上走獨立的道路，不再依
賴任何國家，美國對菲的支持有
限，尤其在南海問題上。這裏顯
示的是强人政治：杜以他個人的
强硬性格硬是把老式政治人物從
固有成見中扭轉過來，強要他們
放棄幾十年來一直統領著菲律賓
外交的親美思想。

我曾經在本論壇指出，杜很反
美。這有其歷史原因。不過，他
也堅信，菲律賓的外交政策必須
獨立，不是替美國對抗中國。菲
律賓報紙上一直稱他爲“社會主

義者”，而這很可能是他口口聲

聲說要跟俄國和中國建立各種經
濟和商業聯盟的根本原因。雖然
他勉强也能算是出身於政治世
家，因爲他的父親曾經是納卯省
的省長，而他自己是由律師而檢
查官，而市長，而總統，女兒是
市長，兒子是副市長，可是跟一
些在地方上能夠政經通喫，甚至
擁有自己的衛隊的那些政治世家
相比，那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納
卯市（Davao）是南方大島民答那

峨（Mindanao）上的第一大城，

菲律賓的第三大城，二十多年

來，他衹是在這塊邊緣地帶稱霸，
不受任何人的氣。他認同小市民，
給予他們方便，跟當地華僑的關係
也非常好。

北京的挑戰

如果杜能夠在總統任上幹上六
年，那麽我們很可能看到一個大爲
改觀的亞洲局勢。雖然擺脫美國絕
非易事，可是在中美之間采取一個
比較中立的立場就是很大的成就。
因此，對中國而言，杜特爾特是天
賜良機，必須抓的緊緊的，好好把
握。

報上說，杜將於10月19日至21日

訪中。毫無疑問，這將是中國外交
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衹許成功不
許失敗的大事。關鍵是，北京必須
在黃岩島問題上讓步以換取整個菲
律賓在今後六年間的合作——如果

他能撐個六年的話。通常，總統訪
問之前，雙方已就重要事項取得協
議，這次也不應例外。中方的條件
杜已經公開，那就是菲律賓不再參
加美國主導的聯合巡航和實戰演
習，并且國防部長已通知美方。中
方作出的讓步是什麽，目前我們還
不知道。本文的發表將在杜訪中之
後，結果如何那時當已揭曉。

在黃岩島問題上讓步的目的是要
把面子給足杜特爾特，擡高他的身
份，使他在國内能夠抵擋住反對他
向中國傾斜的親美力量，并且使他
能在東盟十國中發揮領導作用。到
底讓步的細節如何，那就需要雙方
善意地協商了。

擴而大之，如果北京能夠趁此難
得的機會，不但跟菲律賓和解，同
時也跟越南同時達成三方在南海的
合作，那就可以基本上抵制美國企
圖離間中國與東盟關係的戰略。越
南總統不久前才訪問過北京，并且
相談甚歡。面對著TPP瀕臨破產，

越南也很可能降低它對美國的期望
而對中國采取比較溫和的態度。

杜之所以要向中國傾斜，主要當
然是基於經濟考慮。他批評美國的
援助是以武器爲主，而武器多是即
將報廢或過時的武器，根本無助于
菲律賓的國防，而菲律賓迫切需要
的是基礎設施的建設，特別是鐵
路，公路和電力系統等。這方面中
國可以發揮極爲關鍵的作用。杜特
爾特訪華時將率領一大批財經界的
重頭人物。因此，在經濟合作方
面，北京必然會大開方便之門。即
使西方資金抽離，中國的投資與貸
款必然會源源而來，抵消其可能產
生的負面效果。

如果10月訪華的成果纍纍，那麽

我們最需要擔心的就是杜的健康問
題了。希望他身邊有一批勇武有
力，武藝高强和射擊精準的貼身衛
士。

the billions of gold, diamonds and valuables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looted from everywhere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Emperor? Were they 
divided up secretly? Was part of the treasures given to the unprosecuted 
war criminals in the name of restoring Japan's economy (Dr. Joseph 
claims that is the reason Japan could recover from the war faster than all 
other Asian countries)? Did the U.S. receive part of that treasure and how 
was it spent? These questions matter not in the domain of national 
security but in the domain of justice and ethics. 
　What happened to the secret files of the Japanese biological weapon 
development and bacteria experiments on human? Why is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unit 731responsible for the deadly bio warfare work 
completely immune from prosecution from the war tribunal court? Why 
was the Japanese Emperor, Hirohito, the real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completely free from prosecution? What were the 
secret agreements made between the U.S. and Japan for helping Japan to 
recover from WW II? Despite of mountains of evidence showing the 
cruelty and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the Japanese on Nanjing Massacre 
(and many massacres that followed under the order of the commander to 
– “kill all, loot all and burn all”), sex slavery (Japanese call it the comfort 
women program necessary for military morale), and human biological 
experiments, Japan constantly denies them and the U.S. keeps very quiet 
as a bystander? Why the U.S. as the standard bearer of freedom and 
justice for the world has always been  mute when comes to Japanese war 
crimes? Why weren't there any significant war reparation demands for 
Japan to compensate the damages caused in many Asian countries? 
These are not just curiosity questions;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know the truth.
　The U.S. was the occupier of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post WW II, 
but the U.S. (at least General MacArthur) did seem to treat Japan, the 
culprit of WW II in Asia, better than the Philippines and other Asian 
regions. It is reasonable to have alliances with Japan,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against the Soviet communist bloc, but it was not at all 
logical to favor Japan over the other Asian countries especially when 
there was no clear definite enemy target in Asia threatening the U.S. at 
that time. Japan was a strong economy and competed, in many ways 
along with other Asian countries, with the U.S., so with Japan's 
aggressive militant track record towards her neighbors why was the U.S. 
picking Japan as the favored ally in Asia? When the U.S. offered the 
administrative rights of the Liuqiu (Okinawa) Islands and the Diaoyu 
Islands to Japan , it was puzzling to many Asian countries.               
　We, Americans, freedom lover and justice holder, must know the truth 
what actually happened seven decades ago; only the truth can keep the 
U.S. on the side of justice crushing the image of a country with double 
standard. We have the obligation to bring the organic media to the 
mainstream to serve the justice.  

Americans Have the Right to Know
Why The U.S. Treats Japan So Differ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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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別墅繼承之殤海外置業稅務籌劃

馮驁律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在
海外置業要慎重考慮讓誰去持有這些房產，如
果王君父親當年在美國置業的時候在當地成立
信托去持有這些房產，並且將這些信托植入美
國境外公司中。這樣父親未來百年後，可以通過
贈與兒子境外公司股權的形式，繞過美國遺產
稅。

王君（化名），中國某國有銀行私人銀行客
戶。家中獨子，現年36歲。初中時赴美國求學，兩
年前回國，但一直沒有穩定職業。

王君之父是民營企業主，母親為全職太太。
2009年開始，其父先後在美國購置別墅等房產
20套，並以自己的名義持有。

2012年，王君父親的企業破產倒閉。由于欠
下債務，王家在國內的房產和存款均被查封抵
債，僅剩下母親多年積攢下的少量資金用于日
常生活。屋漏偏遭連夜雨，近期王君的父親又因
病去世。

國內資產的幾乎化為烏有，王君便想到去
美國繼承父親的20套房產，不過意想不到的是
海外資產的繼承也並不是那麽順利。

“我在接觸時瞭解到，因為這些房屋空置了
很久，拖欠了房產稅，有的已經被拍賣了。其次，
要繼承財產還有高達 40%的遺產稅。由于王君
和其父親均不是美國公民或者持有美國綠卡，
因此並不能享受較高免稅額。”大成律師事務所
王芳家族辦公室律師馮驁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
道記者采訪時表示。

正如《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
書》中描繪的場景一樣，近幾年，伴隨
著財富的積累，越來越多
的中國境內高淨值人群開
始將自己的資產分散投資
到海外，包括海外房地產。

馮驁提醒有海外置業
需求的投資者，在購買境

外房產時要慎重考慮誰去持
有這些房產，並瞭解清楚當
地的稅務及法律政策，提前
做好稅務籌劃，比如通過信
托等方式持有。未繳納房產
稅“鳩占雀巢”

當年王君父親一共在美
國買了20套別墅：加利福尼
亞州 10 套；夏威夷州 6 套外
加一個豪華游艇；紐約州2套
；馬薩諸塞州2套。

王君遇到的第一個“攔
路虎”就是房產稅。當王君到
了美國，發現這些空置已久
的房屋中，紐約州和馬薩諸
塞州的房子裏面已經被別人
住上了。原來，王君的父親持
有上述房屋多年，却沒有過
來居住，也沒有安排當地中
介負責照看經營，結果拖欠

了多年房產稅。因為欠繳房產稅被政府拍賣了，
裏面早已雀巢鳩占住上了別的家庭。

在美國，房產稅的徵收已經有兩百多年的
歷史，從其建國初期房產稅的徵收就被寫到了
各州的法律條文上，住房交房產稅是天經地義
的事情。美國的土地和房產都是私有的，而且是
永久產權。對于房產稅怎麽徵收，不同的州有不
同的規定，有的按季度交，有的按月交。

馮驁表示，“美國每個州政府都有專門的交
地稅網站，在全球都可以方便繳納。不少初到美
國的購房者，由于不清楚或不重視房產稅的繳
納，在現金付清房款之後以為就可以一勞永逸
安心居住了，却不知稅是跟著房子的，世世代代
居住，世世代代交稅”。遺產稅高達40%
除了因為拖欠房產稅房子被拍賣，王君想要成
功繼承父親的房產，還有一道“攔路虎”就是，需
要繳納高額的遺產稅。

隨後，王君馬不停蹄，橫跨東西兩岸，飛到
了加州。畢竟他父親在加州購買的房子最多，如
果能够順利繼承，這輩子也算是衣食無憂了。到
加州後，王君便找到當地律師，著手辦理繼承手
續時，又面臨一個問題，沒在美國繼承遺產有高
額的遺產稅。

因為王君父
親是中國國籍，沒
有美國綠卡，而且
常年生活在中國
大陸，其父親去世
後，留下的美國房
產視為他父親的
美國遺產，面臨美
國的高額遺產稅。
根據美國的聯邦
稅法規定，美國人
的遺產稅免稅額
度在 2016 年高達
545萬美元/人。然
而王君父親不是
美國人，遺產稅免
稅額度只有可憐
的 6 萬 美 元/人。
且美國的聯邦遺
產稅高達 40%，這
麽巨大的資金，王
君這要去哪才能
籌集這40%？

馮驁建議，第一個辦法是可以與美國國稅
局和州稅務機構溝通，先儘量支付一部分欠繳
稅款，和稅務機構簽訂付稅協議（TaxPaymen-
tarrangement）。“因為美國的稅務機構，收錢的事
情是可以商量和溝通的，可以根據納稅人的償
還能力，個性化地設計還款時間，還款進度”。

此外，王君還可以利用稅收協定豁免全部
或者部分美國遺產稅。但是，不幸的是中國和美
國的稅收協定中沒有此項規定，美國只跟16個
國家的稅收協定中，規定了遺產稅豁免條款，但
並不包括中國大陸。“王君還可以履行美國遺產
認證流程。具體操作方式是，王君申請成為父親
遺產的管理人，出售父親的所有美國房產，繳納
完父親的美國遺產稅後，如果還有剩餘歸自己。
這樣操作也是王君現在的情况下，一種比較好

的可行性操作辦法。這也需要通過專門的遺囑
驗證法院（ProbateCourt）進行驗證，並且聘請美
國當地州的律師進行遺產認證。這樣做王君還
會面臨高額的美國加州律師費用和曠日持久的
遺產執行流程。”馮驁表示。

他稱，在海外置業要慎重考慮讓誰去持有
這些房產，如果王君父親當年在美國置業的時
候在當地成立信托去持有這些房產，並且將這
些信托植入美國境外公司中。這樣父親未來百
年後，可以通過贈與兒子境外公司股權的形式，
繞過美國遺產稅。

其次，他建議，海外投資，也不應把財富都
放在境外的房產上。而是可以通過大陸的人身
保險工具、公證遺囑、民事他益信托等工具巧妙
的安排財富傳承，保障自己家庭成員的健康生
活。(取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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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冬天也是各種疾病
多發的季節，尤其是對於老年人，
這個季節是心腦血管疾病高發的
時間段，很多心腦血管意外也最
容易發生在冬季。因為，天氣變冷
，導致血管的收縮，老年人血管大
都已經出現一些硬化，導致官腔
狹窄，血管再一收縮，使得血管的
官腔更加的狹窄，就非常容易出
現栓塞。造成腦血栓。還有很多老
年人在冬季，呼吸道很容易出問
題，冷空氣的刺激會引起氣管炎
和支氣管炎，甚至肺炎，這些都是
要足夠的重視。

既然冬季對於老人有很大的
健康威脅，我們更要注重保健，增
強免疫力健康度過冬季。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

flowers）是珍貴的天然藥物，它含
有380多種成分，是一個名副其實
的小藥庫。它由動植物精華有機
結合而成，性味平和、無毒副作用
，可調節人體陰陽、氣血平衡、“扶
正祛邪”、防病治病；

一、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補“正氣”。“正氣”
相當於免疫力，蜂膠能提高巨噬
細胞的吞噬能力 提高T細胞和
細胞的活性，增加抗體生成量 增
強了人體免疫系統的抗病能力。
換句話說，也就是增強人體正氣，
足以抗病防病。

二、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驅邪解表。病毒病
菌猶如中醫所指的外感六淫邪氣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 蜂膠（Multi-

flowers）是天然的廣
譜抗生物質，消滅入
侵人體的病毒細菌，
清除過氧化脂質和過
剩自由基、這相當於
中醫的解除外邪。廓
清內境，達到攘外安

內的功效。
三、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能通氣血，消腫塊。
西醫上突變、癌變細胞所導致的
病變如同中醫所說的因七情過極
、氣血不通，體內有害物質如痰、
濕、火、濁凝結而成的腫塊。萬蜂
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
活血化淤，通經活絡，攻補兼施，
消除腫塊。從西醫的角度看，萬蜂
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
是天然免疫調節劑。能刺激人體
的免疫機能和兩種蛋白的活性，
增加抗體生成量。能刺激腫瘤壞
死因數、白芥素和干擾素的合成，
有效抑制突變和癌變的細胞。

四、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扶正祛邪。蜂膠類

似人參、黃連、蟲草、熟地等許多
補益藥，能增進人體功能。從西醫
看，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
tiflowers）能促使細胞合成更多的
ATP。

五、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能疏通氣血，平衡
陰陽。中醫講究人體氣血運行，如
環無端，通則不痛、通則不病。萬
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
ers）能暢通氣血、平衡陰陽、協調
臟腑。這就類似西醫所說的微循
環。微循環障礙則百病叢生。萬蜂
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
中含有蘆丁、槲皮素、高良薑和咖
啡酸等能降脂、降血糖。軟化血管
，防止血管硬化，有效改善微循環
和細胞生態環境。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
flowers）是大自然賜予人類最好的
禮物，是您健康的保護神！
電話：1-888-518-7778
網址：www.vikerm.com
電郵：vikerm.com@gmail.com
加拿大viker公司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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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一 程
談 保 險 在夢中賣保險

做了一個夢，在街道上發覺有個人不懷
好意地跟著我，我想辦法擺脫他，一時鑽進
店裡，一時混進人群，後來見到馬路邊有石
級，就走下去，將他甩掉。這石級下面是碼
頭，我上了一艘船，船到達後大家排隊上岸
，要從很陡很窄的梯子上去，對年老的和體
力弱的人很不容易，有些人差點摔下來。

我上岸後去船公司，說我可以替他們
公司辦很好的保險。船公司的人說，好哇，
你就給個方案報個價吧。我遞上方案和報
價，那人看一看說：“不錯，比較便宜。”傍邊
另一個人將方案拿過去翻一翻，說：“不行，
我們還是要原來的保險。”
我說：“我的便宜呀！”
那人說：“便宜有甚麼用？！”
我說：“你將現有保單拿出來，大家比較一

下吧。”
那人說：“不必了。”
我說：“你不比較怎可以說不好？”
他說：“你的雖然便宜，保大災難，但不保小
事故。”
我楞了一陣子，想到剛才上岸時驚險的情
況，衹好默然離開。

這個短小的夢境，真實地描述了保險
工作中的幾件要素。
第一是保險不是買便宜的，而是買恰當的
和可靠的。
第二，羊毛出在羊身上，一分錢一分貨，便
宜的保險不一定真的便宜。
第三，太多代理人衹知道賣保險，以為“便
宜”就可做成單子，没心思或不懂得將保險
做好。賣保險很簡單，衹要講客戶中聽的。

把保險做好卻很辛苦，要費很大的勁了解
客戶，與客戶解釋和探討。
第四，太多代理人不與客戶溝通，不了解客
戶的情況和需要，不是從解決客戶的問題
著手，衹會向客戶說這是“最好的、最便宜
的、最新式的......”，衹圖把保險賣出去，並
不在意是否真正地、有效地幫到客戶。
反過來，第五，有很多人買保險，就像船公
司第一個人那樣，一看到便宜就上鉤了。也
有很多買保險的人，像船公司第二個人那
樣，並不衹看價錢，而且看保單內容及其他
方面，買價值而不是買價錢。

在夢中的我，幸好還是有一點自知之
明，省悟自己的不足和過失，黯然離開，沒
有死纏爛打下去，總比一些很爛的代理人
勝一籌，不像他們那樣，不自省，不圖自我

提昇改進，一味以“又好又便宜”來混下去，
對客戶沒多少真正的價值。

我發覺有人跟著我，是否真的想加害
我，除非到最後發生了才能確實，但這種危
險是隱藏著的，我東避西躲，就是要有風險
意識，積極採取預防措施，要事前避險，這
是風險管理的原則。

那船公司早買了恰當的保險，這就是
第二種方法，將風險損失轉移給保險公司
來承受，這是現代社會中有效的方法。認識
到這一點的人，大多會樂意買保險來減少
風險變真實後的損失。可惜很多人不明白，
或知道但不去做。更可惜的是，太多保險代
理人衹求將產品賣出去，並不是認真替客
戶將風險管理好。

張一程， 2016-10-11

作者：張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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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美國文化搖籃」之稱的波士頓，是美
國自由的搖籃，也是藝術與學術之都。遊客花
$12就可以請導遊行走波士頓自由之路（Free-
dom Trail）、哈佛和 MIT 之中的任何一項。
2016年處暑與白露之交，走路班16人搭乘遼闊
之號（Grandeur of the Sea）遊輪的第一站波士
頓，僅花了三趟地鐵票錢$8.25，三項全做到了！

自由之路巡禮
自由之路是一條紅色磚標出的線路，經過

波士頓市中心的歷史古蹟。這條路長約2.5英
里，從波士頓公園到Charlestown的Bunker Hill
紀念碑。沿線歷史遺蹟，除老南聚會所、老州
議會大廈及Paul Revere故居需門票外，沿途的
大部分景點均為免費。1953年波士頓市長John
Hynes決定採納記者William Schofield的建議：
用一條步行道來連接這些地標。9月3日，搭乘
遼闊之號（Grandeur of the Sea）提供的 BX25
行程接駁巴士，載我們從碼頭經過1773年12月
Samuel Adams為代表的波士頓茶黨，將東印度
公司運到波士頓的茶葉倒入海的小木屋。巴士
在波士頓北端的綠道公園圓環、艾未未的 「十
二生肖獸首」前讓我們下車。12尊800磅的青
銅獸首繞圈矗立，象徵12生肖輪迴。該作品從
2016年4月底展出至10月21日。原作是北京圓
明園的噴泉時鐘獸首銅像。我們在馬首和蛇首
前合照後，步行到Quincy市場。第一站是自由
的搖籃法尼爾廳（Faneuil Hall）。Samuel Ad-
ams在這裡演講脫離英國獨立。我試著尋找6年
前遊波士頓，在法尼爾廳前，有一橘黃色似香
蕉的雕塑，象徵 「微笑曲線」未果。第二站是

老州議會大廈（Old State House）。第三站是
波士頓拉丁學校，是美國第一所公立學校，其
入口處左側花園裡矗立富蘭克林銅像。此建築
物現在租給了一家牛排館，除非進入這家館子
消費，否則無法入內。我們在入口處發現一驢
子銅像。據說美國民主黨創黨總統 Andrew
Jackson（1767-1845）臉長，有 「公驢」綽號
，聽說如此，驢子為民主黨吉祥物。大夥在驢
背上拍照，小鳳和阿滿也跟著騎驢拍張照片留
念。第四站是國王禮拜堂（King Chapel）。由
英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下令興建的，是波
士頓第一座英國聖公會（Anglican）教堂。美
國革命期間，這座禮拜堂改稱 「石頭禮拜堂」
。保皇派離開波士頓前往加拿大新省（Nova
Scotia），那些留下的人在1782年重開教堂。
1785年，詹姆斯·弗裡曼（James Freeman）按
照 「一位論派（Unitarian）」教義修改了公禱
書（Book of Common Prayer）。雖然弗裡曼認
為國王禮拜堂仍屬於聖公會，但是聖公會拒絕
按立他。直到今天，這座教堂仍然遵循自己的
聖公會/一位論派的混合禮儀。（維基百科）第
五站是老南聚會所。因為行程倉促，我們沒進
去。在附近的小公園銅像拍照。第六站是州議
會大廈，於1798年由布爾芬區（Charles Bull-
finch）設計建造的。戰爭時期，金色半圓形屋
頂，為了不要過於顯眼而成為轟炸目標，還曾
經一度被漆成黑色的。第七站是波士頓公園。
在Parkman廣場休息，走完自由之路。此廣場
是波士頓兩位市長 John F. Collins 和 John B.
Haynes於1958年至1960年為紀念George Park-

man（1823-1908）而建立的。
漫步哈佛和MIT校園
穿過戲院區，沿著Beach路至中國城，在

前為 「天下為公」後為 「禮義廉恥」牌坊前大
合照。有一銅牌撰刻： 「中華牌坊之建成，迺
得中華民國所捐贈之材料，並承布朗基金會為
美化華埠而捐款協建，謹此特予贊譽，並鐫誌
記。波士頓市長雷夫連1990年立。」隨後到新
金門酒家吃中飯。除了龍蝦，雞鴨魚肉叫了滿
滿一大桌菜，大塊朵頤。飯後我們搭紅線地鐵
，在哈佛站下。哈佛大學是美國最知名的長春
藤八所盟校中最著名的學府。校園最熱門的景
點是創始人哈佛（John Harvard，1607-1638）
牧師像。據說，摸一摸哈佛像的左腳尖，可以
金榜題名。大家很有禮貌地排隊，管它左右腳
尖，有摸有保佑。1884 年，當雕塑家 Daniel
Chester French（1850-1931）準備為約翰·哈佛
塑像時，由於年代久遠，再加上約翰·哈佛並
無畫像傳世，佛朗奇靈機一動，找了校園裡的
三個人做模特兒，塑成約翰·哈佛像。雕像底
座刻著三行文字：約翰·哈佛，創始人，1638。
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華府林肯紀念堂內林肯
座像以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智慧女神（alma
mater）座像的雕刻師。哈佛有77座圖書館，
難怪她能孕育出超多學識淵博的大人物。我們
從側門出來的，聽說哈佛學生厭惡從大門走出
，因為，此代表著：他被退學，且經由校長簽
名後，帶他由大門離開校門。我們在側門離開
哈佛。門柱上有一個紀念哈佛於1972年9月招
收第一位女性學生的石牌。在門外有弧度的長

木椅休息後，搭乘地鐵到Kendall廣場/ 「麻省
理工學院（MIT）」站下。MIT是由19世紀美
國自然科學家威廉.巴頓.羅傑斯（William Bar-
ton Rogers，1804－1882）所創立的，1861 年
至 1870 年以及 1879 年至 1881 年間兩度擔任
MIT校長。MIT是全美培植無數科學精英的學
院，其工程系是最為知名、最多人申請和最
「難讀」的學系。 「哈佛難進，麻省難出」，

從而流傳下來。MIT的建築物曾在2004年被評
鑑為建築物最搶眼的校園。華裔建築師貝聿銘
在母校建有四棟建築：Green大樓（54號樓，
1964）、Dreyfus大樓（18號樓，1970）、Lau-
dau 大 樓 （66 號 樓 ， 1976） 和 Wiesner 大 樓
（E15樓，1985）。Green大樓有21層樓高，
是劍橋最高的大樓。高樓上設有氣候雷達和其
他通訊設備，這使我思想起1970年大三時的電
磁波老師朱蘭成（Lan Jen Chu，1913-1973）
教授，當時他任教MIT，借調到新竹交大，我
正逢電磁波大師講課。他在演算Maxwell方程
式，寫滿了黑板。我們在Green大樓前的雕刻
師 Alexander Calder 的作品 「大帆（The Great
Sail）」前合影。穿過長廊，來到大穹頂（The
Great Dome，10號樓）前，西班牙雕刻家Jau-
me Plensa的作品 「Alchemist（2010）」。我們
搭乘紅線地鐵站，然後走路到Quincy市場，結
束波士頓之旅。

（全文完）

文化搖籃波士頓 呂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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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B7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人工植牙 (Dental Implant)
根管治療 (Root Canal Treatment)
烤瓷牙冠,烤瓷嵌體當天一次完成(One Visit)
牙齒美容矯正(隱形牙箍)及一小時漂白(One Visit)
固定牙橋
全口假牙
部份假牙含或不含鉤子(Attachment)
各類牙齒拔除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成人及兒童牙科
全口口腔重建
牙周病治療
一般及深部洗牙
各類牙周病(牙槽骨及牙齦)修補手術

Steven Xue, D.D.S.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醫博士(USC)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博士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281-988-5930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

營業時間(七天)﹕Mon-Fri 9:30AM-6:30PM Sat. & Sun 10:00AM-6:00PM

時代牙醫中心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Medicaid under 21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薛志剛牙醫博士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副 刊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重陽節，又稱重九節、曬秋節、“踏

秋”，是中國傳統的節日。慶祝重陽節一般會
包括出遊賞秋、登高遠眺、觀賞菊花、遍插茱
萸、吃重陽糕、飲菊花酒等活動。位於Ger-
mantown的陽光保健養生中心，在2016年的重
陽節這一周的週六,迎來了年輕、新興、群星璀
燦 、成立不到三個月的大華府華人中心藝術團
首場慰問演出。

10月15日的上午,秋高氣爽,金色的樹葉映
襯在深藍色的天空裡,顯得格外搶眼。大華府華
人中心藝術團此次參與表演的全體演員和協同
演出的義工們，在藝術團團長才麗和藝術團藝
術總監、本次演出的導演柳紅偉的帶隊下，早
早就來到了保健中心演出廳後臺，緊張而有序
地進行著前期準備工作。

10點半左右，保健中心的老人們陸續就坐
。大華府華人藝術中心藝術團的首場演出的第
一個節目是詩歌舞韻＂當你老了＂，在舒緩的
音樂配景下，以威廉·巴特勒·葉芝於1893年創
作的一首獻給所愛毛特·岡妮熱烈而真摯的愛
情詩緩緩拉開帷幕。這是藝術團成立的第一個
原創節目, 前半部分是詩歌朗誦的形式，後半
部分是舞蹈的形式, 由邵國棟、才麗朗誦， 白
冰、王麗、熊茜舞蹈。

＂多少人曾愛你青春歡唱的時辰
愛慕你的美麗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個人還愛你虔誠的靈魂
愛你蒼老的臉上的皺紋＂

從老人手中ｉＰａｄ位置的變化，可以看
出大家慢慢的被這一與眾不同的節目風格漸漸
吸引了過去。

何莉萍的女聲獨唱＂青藏高原＂，非常具
有專業水準，將玻璃後麵包間裡面的老人都吸
引地站了起來，貼著玻璃，想聽個分明！

楊娟的女聲獨唱＂祝你平安＂，＂南泥灣
＂，現場互動氣氛非常好，老人們嘴裡一邊跟
著楊娟唱，一邊跟著節奏快樂地舞動著雙手。
穿紅衣的阿姨和留長鬍子的老伯伯是一對，他
們更是興奮地揮舞著雙手站了起來，原來這首
＂南泥灣＂是他們相識的情歌，促成他們長達
半個世紀的情緣。

Sａｒａｈ Lｕａｎ的古箏獨奏，喬言的
小提琴獨奏，陳元彬、沈媛媛的獨唱，高老師
的吉他彈唱，無不引起老人們會心的歡笑，一
致稱讚演員們演得用心，準備充分，表演的颱
風落落大方。

Anna Li領隊的旗袍表演”青花瓷＂，以及
趙老師領隊的舞蹈＂南屏晚鐘＂，充分展示了

傳統中國女性獨特的端莊和嫵媚。
黃岫如的京劇表演，迎來了現場老人們的

陣陣喝彩。高峰領隊、趙葵、郭海丹、吳予平
共同表演了＂太極鏡像24式太極拳＂。由李暉
指揮，趙詠梅領隊、金彥平、黃鳳貞、吳錫平
、Vipa、Judah、Rosa Aurora, 並由高峰、趙葵
加盟共同表演了太極功夫扇。在太極功夫扇的
隊伍裡，突然出現了一位白人的身影，他一招
一式的恰到好處，讓人感覺到中華民族的文化
精髓已經影響了一些非華裔的民族。

一個半小時的演出在楊麗等１２位小朋友
的童聲合唱＂采蘑菇的小姑娘＂中順利結束！
也宣佈了大華府華人中心藝術團首場演出的成
功！

演出剛一結束，保健中心的老人們興致盎
然的揮毫疾書＂大華府華人中心藝術團在陽光
老年保健中心首場演出成功＂，表明了老人們
對演出的高度認可！

《易經》中把“六”定為陰數，把“九”定
為陽數，九月九日，日月並陽，兩九相重，故
曰重陽，也叫重九。借著久久的寓意，祝願保
健中心的老人們健康長壽！同時也祝願大華府
華人中心藝術團的表演愈加絢麗多彩，為大
華府的華人帶來更多更精彩的視聽享受！

-- 記”大華府華人中心藝術團”第一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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