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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瑞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省下平均$480！＊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還有適合的保障
！

Sean Wong

節 目 預 告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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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更好邁進 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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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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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用雜貨 廚房用品 和風工藝 保健用品
文具玩具 清潔用品 美妝飾品 旅行用品
因應季節和潮流變化,
本店隨時都有超過
20,
000種商品供你選購.
每星期還有不同
推廣折扣活動,
總有合你心意的選擇.

宋嘉年呼籲亞裔踴躍投票
角逐休士頓獨立學區(HISD)第七區學區委員
角逐休士頓獨立學區(HISD)
第七區學區委員(Board
(Board Trustee)的
Trustee)的
宋嘉年(Anne
宋嘉年
(Anne sung)﹐
sung)﹐期中選舉以約 47
47%
%的第一高票
的第一高票﹐
﹐但未過半
的得票率﹐
的得票率
﹐與另一名候選人進入複選
與另一名候選人進入複選(Runoff)
(Runoff)﹐
﹐正式複選投票日
為 12 月 10 日 ﹒ 為向亞裔社區拉票
為向亞裔社區拉票﹐
﹐宋嘉年
宋嘉年(( 右) 上周五作客美
南﹐接受主持人馬健
接受主持人馬健((左)訪問
訪問﹐
﹐說明競選政見
說明競選政見﹐
﹐呼籲選民踴躍投
票﹒

應有盡有 日用家居文具禮品總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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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拍 品 徵 集 2017

12月8日 | 溫哥華

徵集以預約形式進行
Sheraton Vancouver Airport Hotel & Convention Center
7551 Westminster Highway, Richmond, BC V6X 1A3, Canada

12月10-11日 | 舊金山

公開徵集 歡迎預約

Marriott San Francisco Airport Waterfront
1800 Old Bayshore Highway, Burlingame, CA 94010

12月14日 | 休斯頓

公開徵集 歡迎預約
Hilton Houston Westchase
9999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X 77042

12月17-18日 | 洛杉磯

公開徵集 歡迎預約
Hilton Los Angeles/San Gabriel
225 West Valley Blvd., San Gabriel, CA 91776

免費估值 |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 +1 (408) 828-8855/+1 (650) 737-2201 | rlin@polyauction.com.hk | cs@polyauction.com.hk

五,
六 11am ~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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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無名
英雄無名》
》戰略情報傳奇人物閻寶航故事改編
內容介紹﹕
內容介紹
﹕
《英雄無名》
《英雄無名
》是由中國國安文化傳媒投資 閻寶航在抗戰及解放戰爭期間獲取大量重要戰略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安全部國安影視中心
安全部國安影視中心﹑
﹑中央電視台文藝 情報
情報﹐
﹐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
中心影視部於 2007 年聯合制作的電視劇
年聯合制作的電視劇﹐
﹐由毛衛寧 最後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最後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
執導﹐
執導
﹐錢濱
錢濱﹑
﹑易丹擔任編劇
易丹擔任編劇﹐
﹐唐國強
唐國強﹑
﹑劉勁
劉勁﹑
﹑壯麗領銜
主演﹒
主演
﹒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
﹕周二至周五晚間 8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首

該劇以戰略情報家閻寶航的事跡為藍本﹐
該劇以戰略情報家閻寶航的事跡為藍本
﹐講述了歷 播 ﹐周三至周六凌晨 5 時至 6 時重播
時重播﹐
﹐敬請準時收
史上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的傳奇人物﹑
史上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的傳奇人物
﹑戰略情報家 看﹒

《美國之音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國加州倉庫失火 36人喪生
【VOA】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一家倉庫星期五發生大火﹐已經有 36 人喪生﹒隨著調查人員在建築物
裏面的搜尋工作繼續推進﹐死亡人數可能會達到 40 人﹒在這棟樓裡舉行的電子舞會變成了人間煉獄﹒
阿拉米達縣警局發言人雷·凱利警官說﹕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尋找和確認遇難的未成年人﹒我們確實有

一些年齡在 17 歲﹐或者可能更小的孩子們﹒但是﹐昨天就有人問到我們這個問題﹒我們還一無所知﹒
我們認為很多遇難者的年齡是在二十至三十歲﹒
”
星期五晚上﹐這個淩亂的倉庫被大火吞沒﹒倉庫被人簡單地改造成藝術家們的工作室﹒這棟建築並沒
有供人居住或進行娛樂活動的許可證﹐
也沒有安裝消防噴頭﹒
官員們說﹐從二樓下一樓的樓梯用的是鏟車鏟起貨物時使用的木板托盤﹒
火災調查人員正在對廢墟進行仔細檢查﹐以確定起火原因﹒但是﹐官員們表示﹐到目前為止﹐搜尋工作只
覆蓋了這棟建築大約 20%的面積﹒
附近鄰居經常舉報說﹐很多人非法居住在那棟樓裏﹐而且垃圾成堆﹒奧克蘭市在 11 月 13 日對此事展開
調查﹒四天後﹐官員們前往了解情況﹐
但無法進去﹒

川普蔡英文通話 各界反應不一

左圖﹕
左圖
﹕美國當選總統川普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對群眾揮手和微笑（2016 年 12 月 1 日）﹒右圖
﹒右圖﹕
﹕台灣總統
蔡英文在台北的雙十節慶祝大會上講話（2016 年 10 月 10 日）

KGO-TV 電視台 2016 年 12 月 3 日提供的畫面顯示火災後的情景
日提供的畫面顯示火災後的情景﹒
﹒
【VOA】中國星期六表示﹐已經對美國當選
總統川普與台灣總統進行電話交談表示反
對﹒
中國外交部在聲明中說﹕
“我們已就此向美
國有關方面嚴正交涉﹒必須指出﹐世界上
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
川普不理睬近四十年的外交慣例﹐星期五
同台灣總統蔡英文進行了電話交談﹒美國
在 1979 年與台灣斷交﹒
中國外長王毅星期六表示﹐希望北京同華
盛頓的關系不要被這次電話幹擾或者破
壞﹒
中國外長稱﹐這次電話交談是“台灣的一個
小動作”
﹒
中國稱實行民主治理的台灣是中國領土的
一部分﹐並且從未宣布放棄使用武力將台
灣島置於北京控制之下﹒
星期五﹐川普因與台灣領導人通電話而廣
受批評﹒但是川普在自己的推特中回應對
他的批評時表示﹐
“台灣總統今天給我打電
話﹐
對我贏得總統職務表示祝賀﹒”
後來﹐川普又在推特上說﹕
“ 美國向台灣銷
售數十億美元的軍事裝備﹐而我卻不能接

受一個祝賀電話﹐
真有意思﹒”
川普同台灣總統的電話交談被迅速視為是
打破數十年政策的一個步驟﹐而且可能在
川普就職前就引起對華關系緊張的風險﹒
這次電話據信是美國同台灣斷交以來﹐一
位美國總統或者當選總統同一位台灣領導
人的首次這類接觸﹒
台灣總統府星期五傍晚發表的聲明說﹐在
電話中﹐蔡英文表示希望美國將繼續支持
台灣參與國際事務﹐
做出貢獻﹒
台灣政府說﹕
“ 雙方還就亞洲地區形勢﹐以
及台美未來關系交換了看法﹒蔡英文期待
加強雙邊接觸﹐
進一步密切合作﹒”
川普的發言人康威表示﹐當選總統“充分了
解”
美國對台灣的一貫政策﹒
康威星期五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說﹕
“ 無論電話的另一端是誰﹐當選總統川
普都一直在這些問題上得到充分的通報﹐
對這些問題了如指掌﹒
”
蔡英文的英語極佳﹐在持續 10 多分鐘的電
話中無需翻譯﹒
通電話時﹐台灣外交部長李大維以及蔡英
文的國家安全顧問吳釗燮在場﹒

醫生專頁

中興牙科

特色服務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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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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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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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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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D.D.S., M.S.,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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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10 年簽證的國人注意:赴美前必需進行 EVUS 登記!
华盛顿—美国海关和边
境保护局（CBP）将于明天
11 月 29 日 开 始 ， 要 求 所 有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
最 长有效期（10 年）B1（商
务）、B2（旅游）或两者结
合的 B1/B2 签证的个人于赴
美前获得有效的签证更新电
子 系 统 （EVUS） 登 记 。 签
证 更 新 电 子 系 统 （EVUS）
是指持有以上签证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所使用的基本
个人信息在线更新系统，以
协助其赴美旅行。EVUS 登
记的有效期一般为两年，或
者截止到旅 客 获 得 新 护 照
或 新 签 证 时 ，以先到期限
者为准。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
局 （CBP） 局 长 R. Gil Kerlikowske 指 出 ： “EVUS 网
站的设计旨在使登记过程
对于 390 多万持 10 年期签证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来
说简单快捷并且可在手机上
完成”。“ 美 国 海 关 和 边
境保护局（CBP）与国土安
全部、国务部以及我们的
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以
确保这一新要求容易满足，

并且不会影响符合要求的
旅客的旅行。”
旅客可在任何时间在
www.EVUS.gov 上提交 EVUS
的登记。旅客提交信息之后，
大多数情况下能在数分钟内
收到在线系统的回复，但个
别 情 况 可 能 最 长 需 要 72 小
时。因为无法保证最长的处
理时间为多久，美国海关和
边境保护局强烈建议旅客在
开始计划赴美旅行时就进行
EVUS 登记，以避免不确定
的状况。
自 11 月 29 日 起 ， 持 10
年期签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如果没有有效的 EVUS
登记，将无法赴美旅行。搭
乘一个以上的航班到达美国
的旅客，其 EVUS 登记将在
办理首段航班登机手续时进
行核实。持 10 年期签证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计划通
过陆地或港口口岸入境美国，
也必须有有效的EVUS登记。
2016 年 11 月 29 日之后，
如果需要进行 EVUS 登记的
中国旅客没有至少每两年进
行信息更新，或者在获得新
护照或签证时没有进行信息

更新，就不能使用其 10 年期
签证赴美旅行。
为 了 成 功 地 加 载 EVUS
网站，进行 EVUS 登记的旅
客应该确保电脑或移动设备
（手机或平板电脑）的网络
浏览器为最新版本。浏览器
必须支持 128 位加密，且开
启了浏览器缓存（cookies）
和 JavaScript 功能。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目前不会收取 EVUS
登记费用，但是预期 EVUS
登记收费最终会实施。在收
费实施前，旅客可以免费完
成 EVUS 登记。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设立了配有普通话
专员的 EVUS 客服中心。旅
客如果有关于登记的问题，
可以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咨
询 。 旅 客 可 拨 打
1-202-325-0180 或发送电子邮
件 至 evus@cbp.dhs.gov 联 系
客服中心。此客服中心除了
美国联邦假日休息外，提供
7 天 24 小时服务。虽然客服
中心可以回答旅客有关
EVUS 的问题，但所有 EVUS
登记必须在线提交。

高稅收高房價吃不消
越來越多美國人“逃離紐約”
据美国中文网援引纽约
邮报消息，纽约州的纳税人
正在纷纷逃离这个“挥金如
土”的地方。
2014 年，纽约州的 12.6
万名纳税人迁徙到其他州，
这也是全美迁出人口最多的
州。
纽约州一直是“高收入
者”居住的地方，不少家庭
年收入超过 20 万美元。
纽约州的人口目前仍在
增加，不过这大部分是由于
移民人口增长，许多本地居 高房价。目前，纽约州的生 Richard Azzopardi 则 表 示 ，
民已搬往或正在计划搬往其 活成本超过全美平均水平的 希 望 纽 约 州 能 进 行 税 收 改
他州，主要原因是高税收、 29%。
革 ，并增加更多的私人企业
缺少商业机会和无法负担的
纽 约 州 库 默 的 发 言 人 工作机会。

新西蘭暫停
批准父母團聚類移民申請

新西兰移民部长迈克
尔· 伍德豪斯 11 日宣布，政
府将把今后两年批准移民总
数减少 5000 人。移民局将按
照这一目标调整移民政策，
暂停批准父母团聚类移民申
请。
伍德豪斯说，根据“新

西 兰 定 居 计 划 ” ， 从 2016
年 7 月 1 日 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原计划批准移民数量为
9 万人到 10 万人，现减少为
8.5 万人至 9.5 万人。在技术
移民类别分数评估机制中，
移民申请获得批准的门槛从
140 分 上 调 至 160 分 。 在 家

庭团聚类别中，把每年批准
移民总数从 5500 人减至 2000
人。
伍德豪斯表示，新西兰
移民局对家庭团聚类别的调
整，包括重新审查对父母团
聚类移民申请的政策，从
2016 年 10 月 12 日起暂停批准
这一类移民申请。
新西兰移民局官方网站
显示，暂停批准父母团聚类
移民申请后，新西兰公民或
居民的父母、祖父母前往新
西兰目前还有两种方式：一
种是申请“父母退休类别”，
这一移民申请类别没有批准
人数上限，但有在新西兰
的 投资要求；另一种方式是
申请“父母和祖父母访问签
证”，申请者可获得 3 年多
次往返签证，一次在新西兰
最长可停留 6 个月，但 3 年中
在新西兰累计停留时间不超
过 18 个月。

澳洲家庭簽證該何去何從
少數族群社委會籲免費
据澳洲网报道，澳洲联邦少
数族群社区委员会正致力于提供
一个新的移民方案，来解决技术
工人移民澳洲后无法与家庭团聚
的问题。
据《澳洲论坛》报道，澳洲
联邦少数族群社区委员表示，在
努力吸引技术工人移民的情况下，
同时也要注意家庭签证问题不要
被忽视。但是对于此事，澳洲生
产力委员会曾持否定意见，在近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该组织
表示澳洲目前的家庭签证政策需
要调整，建议澳洲政府减少发放
年长者移民永久居留签证，或者
提高针对这些人群的签证费用。
“我们担心这份报告的建议
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家庭移民的重
要性。低估家庭移民的好处可能
会导致对于技术移民系统的严重
歪曲。”澳洲联邦少数族群社区

委员的主席卡普托说道。他指
出 ，尽管生产力委员会的报告对
于理解澳洲移民方案的影响做出
了突出贡献，但是一些建议过度
看重了家庭移民签证对财政的影
响，并低估了家庭移民签证的社
会和文化贡献。
生产力委员会的报告建议澳
洲政府修改针对永久性父母签证
申请人的条款，包括大幅增加父
母签证的费用，削减无贡献父母
签证的资格，不因同情而签发签
证，以及要配以清晰的标准来限
制此类签证的申请。此报告还建
议，政府应考虑降低有贡献父母
签证的上限，引入更灵活的临时
父母签证来提供更长时间的居留
权，但要附带条件。至于其他临
时签证，移民者要保证父母或需
抚养的孩子在居留期间有足够的
金钱来支付医疗保健的费用。

根据澳洲移民部的信息，无贡
献父母签证的申请批准大约需要 30
年，而其他的仅存海外亲属和年老
需照顾的亲属的签证申请可能需要
50 年或更长的时间。不仅如此，有
贡献父母签证的相关费 用 也 比 那
些无贡献签证高很多，此系统有
点对抗父母签证的意味。
“家庭团聚有利于移民者维
系家庭关系，对海外技术人员定
居澳洲来说至关重要。另外，家
庭团聚也与核心人权准则有关，
澳人有权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澳
洲联邦少数族群社区委员从根本
上反对收取澳洲移民费用。澳洲
移民的流入应该是均衡的并以自
身优势为基础进行的，而不应以
潜在移民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移
民方案应着眼于整体，考查移民
者的技术能力以及其他贡献。”
卡普托说。

海歸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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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的責任與擔當
“送健康”成为热门选择
在 70 位高级研修班学员
中，推举出 13 位代表进行展
示。这 13 位展示者中有 7 位
是医疗行业或者与医疗相关
的生物科技行业的创业者或
研究者。
高强毕业于加拿大蒙特
利尔大学，是深圳市从事急
救医疗建设的医生，现在主
要从事“扁鹊飞救”急救系
统建设。“很多疾病要和时
间进行较量。抢救及时，病
人可能就没有生命危险；但
如果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
间，那么病人重则死亡轻则
残疾。”高强说，“我之所
以在急救系统建设和区域协
同方面创业，动因是父亲因
心肌梗塞未获得及时救治而
去世。”因为有人体会过因
急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失
去亲人的痛苦，所以高强深
知急救系统建设的重要性。
高强说：“患者自己认
识不足、120缺乏和医院的沟
通和衔接、急症科缺乏规范
的业务权利、急症科和院内
其他部门衔接不紧密等 4 个
方面的问题，使得我国的急
症救助时间相比于国外有时
甚至会延迟 5-8 个小时。这是
阻碍病人获得及时治疗的最
大障碍。”所以，如何提高
急救系统的效率成为高强及
其团队正在突破的重点。
扶弱支边是不少人的选择
没有选择在发达地区锦
上添花，而选择去往边远落
后的地区雪中送炭，是海归
的另一大特点。
邓燔在国外名校获得博

士学位之后，选择在贵州省
黔南师范学院当一名老师。
“我在毕业后其实有更好的
选择，但是我一直想去西南
边远地区教书，去更需要我
的地方影响更多的人。加上
我先生在黔南，所以我最后
决定留在黔南教书。当我来
到学校时，‘淳朴’是学生
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们听说
我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博士
后，都用崇拜的眼神看我，
因为我是黔南师范学院第一
个从欧美留学回来的老师。
我想将自己这些年的留学经
历讲给学生听，将好的研究
方法传授给学生。”邓燔说，
“因为是师范学院，我的学
生中有90%毕业后通过特岗教
师通道去往了贵州最贫穷、
最落后的乡镇和村一级的中
学，成为了当地的老师。在
成为老师的老师后，我意识
到自己影响到的人群更广了，
这也正是我支教的初衷。”
刘潜也是一名自愿前往边
远地区扶贫扶弱的海归。从哈
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刘潜选
择回国。回国后，他就一直在
赣南医学院，进行儿童医学研
究和治疗。刘潜说：“北上广
等城市在儿童医学上有足够强
的实力和专业的团队，不用我
去锦上添花，我要去一个需要
雪中送炭的地方。”
除了从事儿童医学的研
究，刘潜还带领赣南医学院
培养出了一批儿童医学人
才。“刚来的时候，赣南没
有成熟的儿童医学团队，我
们需要将学生一个一个地带
出来。通过几年的努力，我

们已经有了一支比较成熟的
队伍。现在我们的团队每年
做 1000 多 例 手 术 ， 诊 治 近
5000 名患儿，为当地民众提
供及时的医疗救助。”刘潜
说。除了在边远地区提供医
疗救助，刘潜还常常深入基
层，了解百姓的生活，从而
为医学研究提供现实基础，
也将自己的新发现向上级建
言献策，期望为边远地区带
去更多更好的扶贫措施。
报国呈现多元化格局
张淮留学归国后创办了
贵州荷塘月色文化传播公
司 ，主要从事音乐创作。
《最炫民族风》《自由飞翔》
《荷塘月色》等耳熟能详的
歌曲都出自他们公司。在谈
到如何将报国落实到创业中
时，张淮表示，对他们而言，
就是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
音乐。“在改革开放后的八
九十年代，我国大陆的音乐
风格以港台音乐风格为主；
到了 2000 年以后，日本、韩
国的音乐对我国有很大的影
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音
乐有很大的发掘空间。出于
这样的考虑，加上合伙人张
超具备很高的音乐才能，所
以我决定创办一家文化传播
公司。”张淮说，“如果能
让中国的音乐走向国际舞
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
的音乐，那么我们也就在报
国的理想中迈出了重要的一
步。而这一想法正在逐渐变
成现实。2012 年，在美国休
斯敦丰田体育中心，《最炫
民族风》被休斯敦火箭队的
篮球拉拉队当做舞曲使用，
这首歌是在美国先火起来之
后才传到国内的。”
让国内的创业企业走出
去是熊榆正在做的一件事。
熊榆在英国创办了一家孵化
器公司，为中国和英国的创
业合作提供服务、牵线搭
桥。加强中国创业企业与国
外的联系，促进中国企业走
向更广大的舞台是他所执著
的报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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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後”已成海歸群體生力軍
也成爲了就業主力
更多考虑个人喜好
海归就业呈现多元化态势。如
今，海归从事的行业产业分布广
泛，相当比例的海归所选择的工作
与其所学专业并不匹配。一个重要
的原因在于年轻的海归越来越追求
个人的喜好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不
把求职目光局限于自己的专业。
“90 后”是这种观念的绝对拥趸。
谢苒今年 25 岁，毕业于英国贝
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她便是这样一个
典型。谢苒本科学习金融专业，研究
生学习管理专业，而她如今在国内的
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就业，所负责的
工作内容与其所学专业并不对口。谢
苒坦言，自己刚回国时曾在银行工作
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并不喜欢，便
辞掉了这份稳定的工作。对于为何选
择如今这份与专业并不对口的工作，
她说：“因为我喜欢采购，这是我喜
欢的工作。而且沃尔玛的供应链管理
是非常先进的，在这里能学到全球最
先进的采购模式。”她表示，自己在
择业时主要考量的一个因素就是工作
内容是否是自己所喜欢的，“虽然我
现在所做的具体工作还不是最喜欢
的，但是半年以后如果能够转正的
话，我就有机会选择做自己喜欢的工
作了。”
许璐(化名)今年 23 岁，毕业于
法国 KEDGE 商学院。她目前所从事
的工作是营销咨询，包括奥运营销
和区域营销。这个工作同样与其所
学的金融专业不相匹配。而这份工
作之所以能吸引她留下来，是因为
能够实现她的梦想。“我的梦想从
大的方面说，是传播中国文化。而
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是搭建国内的
平台，并借助一些大事件作为展示
窗口，比如冬奥会、旅游目的地
等。”许璐说：“我们需要借助体
育、音乐这样的平台向世界传播中
国文化。”
注重实现自我价值
独立、自信、勇敢是年轻人的
标签，“90 后”海归在就业中也越
来越注重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日
益凸显出敢于尝试、不惧挑战的个
性特点。
颜薇今年 23 岁，毕业于英国贝

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谈到择业标
准，她说：“我在择业时更看重自
己在事业上所获得的成就，这种成
就不在于薪资有多高，而是这份工
作可以给我带来的收获以及对我自
身成长的帮助。”她目前在一家基
金公司从事行业研究工作。虽然这
份工作的薪资水平并不是很高，但
她认为，这份工作能为她带来较大
的成长空间和较好的发展前景，从
而实现自我价值。
谈及“90 后”海归在就业方面
的这些特点，颜薇以身边的同龄海
归朋友为例，说：“我身边的朋友
大多都选择在工作环境开放性较高
的地方工作，较少选择在国企、事
业单位发展。他们更倾向于相对灵
活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许璐也认为，实现个人价值
是她的一个重要的择业标准。在海
外的学习经历给她的择业观带来
了一定影响，她认为，年轻的时
候应该多去尝试不同的工作，体
验不同的生活。“能在这么有限
的尝试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并且
是自己喜欢的工作是很幸运的。”
许璐如是说。
心态趋于平和乐观

如今留学人数日益增多，海归
的光环逐渐减弱，新生代海归在面
对自己的海归身份和就业问题上也
表现出了更为平和的心态。
“我不会因为是海归，就觉
得自己与别人有所不同。工作是
看重能力的，而这种能力并不能
和海归划等号，它需要通过个人
的努力才会拥有。”因此颜薇认
为，海归在择业时，应该根据自
己想要发展的方向，有针对性地
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技能，而不要
过多地把海归身份看成求职的加
分 点 。 她 表 示 ， 如 今 的 “90 后 ”
海归对于海归身份的看法逐渐趋
于理性：“我身边大部分的海归
朋 友 ， 都 不 会 因 为 海 归 身 份 而觉
得自己高人一等、有更大优势，更
不会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找工作，
大家的心态都较为平和实际。”
如今社会竞争激烈，但谢苒对
于就业环境却表现出了一定的乐观
态度，“我觉得最终能否找到一份
好工作，归根到底还是要凭借自己
的能力，海归身份只是一个附加的
东西。因此，有针对性地提高自身
能力，才是择业是否顺利的关键所
在。”她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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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發生槍擊案 3 名女子身亡

德國各地從
12 月 以 來 陸 續 進
入歡慶聖誕的節日
氛圍中。圖為當地
時間 12 月 4 日晚，
德國首都柏林最繁
華的陶恩沁恩大街
上，人們以點亮的
聖誕樹和柏林標誌
性建築威廉皇帝紀
念教堂為背景拍照
。

12 月 4 日，在芬蘭伊馬特拉壹家餐館外，警察在 3 名女子被殺的地點警戒。據當地警察稱，3
日深夜，壹名男子在此槍殺了 3 名女子，其中 2 名是記者，目前壹名嫌疑人被逮捕。

村民為其舉辦葬禮
印度大象進村覓食觸電身亡

失竊納粹集中營大門現身挪威

德國柏林聖誕季節日氣氛濃

這張挪威卑爾根警方提供的未標明日期的照片顯示的是在卑爾根郊外發現的德國原達豪集中營鐵

門。德國原達豪集中營帶有納粹標語“勞動帶來自由”的鐵門 2014 年 11 月 2 日夜間失竊，失竊兩年
多後於本周在挪威西南部的卑爾根郊外被發現。

當地時間 2016 年 12 月 3 日，印度阿薩姆邦 Amgaon，壹頭亞洲象前壹晚走出 Amchang 野生動
物保護區覓食時觸電死亡，村民為其舉辦葬禮。

大話經濟

恐嚇升級
特朗普警告美國公司外包或面臨 35%關稅
綜合報導 繼上周警告美國
公司小心工作外包的後果後，特
朗普周日再度恐嚇稱，他將對從
國外外包公司進口征收 35%的
懲罰性關稅。
特朗普周日發推特稱，“美
國將大幅削減企業稅收並放松監
管，但任何離開我們國家，解雇
（在美國）的員工，而到另壹個
國家建立新的工廠的企業，如果
它們妄想在沒有任何懲罰的情況
下將產品重新賣回美國，這是錯
誤的！我們將很快將出臺規定，
當這些企業將海外代工的產品回
售美國時，征收 35%的關稅。
特朗普緊接著表示，“（我
明白）這壹定會給這些企業帶來
嚴重的財務困難，但需要指出的
是，它們本可以在 50 個州之間
自由移動，不征收任何關稅。因
此，預先警告請不要犯如此行昂貴的錯誤！美國對所有商業開放！”
恐嚇升級 特朗普警告美國公司外包或面臨 35%的關稅 2
據華爾街見聞報道，特朗普上周四在空調制造商 Carrier 的印第安納
州工廠視察時，說服 Carrier 將 1000 個工作崗位留在該地、而非將其轉
移至墨西哥。同時，他警告將工作外包的公司會承擔壹定後果，“我現
在可以明確地告訴妳，這些公司不能離開美國”，並稱該警告若不奏效
，將采取懲罰措施。對於美國大型企業來說，它們既歡迎特朗普的減稅
計劃和放松監管，也同時對其自由貿易的敵對態度感到沮喪和惶恐。
目前，特朗普並未詳細說明將如何具體實施關稅，是將適用於所有
進口產品，還是僅針對美國企業的海外工廠生產產品，是將影響針對新
建的海外工廠，還是講波及現有的海外生產，均不甚明朗。
無論如何，特朗普所提出的關稅政策將使得美國公司復雜的全球供
應鏈系統陷入混亂，並極大地擠壓利潤。經濟學家指出，這將導致這些
企業增加產品成本，推升通脹，這勢必將損害經濟，也與特朗普促進家
庭繁榮與增長的目標相違背。此外，據英國《金融時報》，美國候任副
總統彭斯周日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和墨西哥總統 Enrique Pena Nieto 達
成約定，將重新談判北美貿易協定。彭斯稱，“特朗普將所有工具都擺
在臺面上，這些工具將徹底抹平這些離開美國，拋下美國工人，創造產
品再運回美國的企業的長久以來的優勢。”

意大利公投震動市場：
美元暴漲 歐元走弱
綜合報導 12 月 5 日，意大利修憲公投
的結果不出意料。根據出口民調顯示的公投
結果，民眾否定了修憲提案，總理倫齊
（MatteoRenzi）兌現公投前承諾，提出辭
職。歐元短線大跌 100 多點至 1.056，對美
元跌至 2015 年 3 月來最低。
公投為何落敗？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
中心主任、讓·莫內講席教授丁純此前在接
受記者專訪時表示，“首先，就民主本身而
言，倫齊可以說修憲公投是為了集中權力、
易於改革推行，但外界也可能將其理解為
‘搞獨裁’；第二，歷來公投本身都是變了
味的，變成了百姓對當前政治、經濟狀況的
反對。此外，不少意大利人認為，盡管倫齊
是堅定的改革派，但似乎缺乏實質。”
值得註意的是，歐元是美元指數中權重
最大的貨幣（57.6%）。交易員紛紛預計，
美元上行動能將進壹步強化。同時，摩根士
丹利更是認為，高位做空歐元/英鎊將成最
“吃香”的策略，預計英國未來可能已無新
利空。
政治亂局劍指“弱歐元”
在當前民粹主義盛行、經濟疲軟的歐洲
，任何政治事件都可能演變成對金融市場的
猛烈沖擊。正如此次的意大利修憲公投，歐
元短期承壓，大跌逾百點。
宏觀外匯交易員洗敬棠（Ken）對本報
記者表示，“面對公投失敗，市場顯然對做
空歐元有所抑制，否則跌幅將更大。此次公
投的宏觀經濟影響並不大，因為倫齊辭職後
即使民粹政黨上臺、舉行脫歐公投，最終還
是要參議院批準才行，而且當前民眾並不支
持最終脫歐。”

不過洗敬棠也表示，目前意大利經濟萎
靡不振，歐元區整體形勢不穩，歐元長期承
壓。具體來看，意大利人均 GDP 仍停留在
上世紀 90 年代末的水平，勞動力市場僵化
，銀行不良貸款比率近年來持續上升至
18%的高位，僅次於希臘，位居歐洲第二
；債務占 GDP 比高達 133%，在歐元區位
列第二。如果意大利債務違約，那麼將出現
救助乏力的情況。
此外，外界更是擔憂，意大利銀行業是
否可能成為“歐債危機 2.0”的導火索。
“政治不確定性外加歐央行可能會進壹
步延長量化寬松政策，歐元未來缺乏上行動
能，”倫敦經濟商歐福市場董事總經理徐子
軒告訴記者。未來，究竟是意大利民主黨內
部再推選出壹個專家型臨時政府過渡，還是
支持率居高不下、支持脫歐的民粹主義政黨
“五星運動”黨上臺，壹切還都懸而未決。
做空“歐元/英鎊”最吃香
既然“弱勢歐元”或成定局，外匯交易
員自然開始摸索套利機會：歐元/英鎊。
壹個月前，英國高等法院裁定，觸發
《裏斯本條約》第 50 條款需要議會投票，
並表示允許英國政府就當日的裁決上訴。當
時英鎊對美元暴漲。12 月 1 日，歐元集團主
席迪塞爾布洛姆（JeroenDijsselbloem）表
示，歐盟可能找到讓英國獲得單壹市場準入
的方法；同壹時間，英國退歐事務部長戴維
斯表示，若獲得單壹市場準入的最佳協議需
要，英國將考慮向歐盟繳納預算付款。兩位
官員講話期間，英鎊大漲近 80 點，對美元
升至 1.259 附近，英鎊至此已經反彈到了 10
月 8 日閃崩 10%的起點。

“比起議會阻撓英國脫歐，
更可信的是，英國政府正通過議
會實現壹個‘軟脫歐’，避免對
本國經濟造成太大沖擊，且英國
脫歐的進程仍然很長，因此英鎊可能短期內
將重拾動能，”來自英國倫敦的歐福市場合
夥人庫克（StuartCooke）告訴記者。
因此，在歐元貶、英鎊漲的趨勢下，摩
根士丹利也在 2017 年前瞻中預測，歐元/英
鎊貨幣或呈現趨勢性套利機會。
“歐央行的持續寬松政策，以及歐洲政
治不確定性將利空歐元。”該行表示。
美元指數將節節攀升
與“弱歐元”相對應的是，美元指數也
將大概率在 2017 年繼續走強。
12 月 2 日，美國 11 月季調後非農就業
人口增加 17.8 萬，升幅低於預期值 18.0 萬
，但 11 月失業率為 4.6%，創 2007 年 8 月
以來最低點，大超預期。
“盡管略不及預期，但是並不影響 12
月美聯儲加息的預期，因此美元只是受到了
短暫並且小幅的影響。不過從價格和趨勢上
來看，持續走高壹個月之後，美元存在利好
兌現而走低的風險。”易信金融總部中國區
首席交易官孫宇對記者表示。
“101.80 是美元指數非常關鍵的阻力
位 ， 這 壹 點 位 是 美 元 2001 年 7 月 高 點
（121.02）到 2008 年 3 月低點（74.69）的
黃金分割位。如果美元指數無法收在
101.80 上方，美元將持續調整;但如果哪壹
天突破，美元將進壹步打開上行空間。”資
深外匯交易員崔榮稱。就歷史周期來看，美
元仍在強勢周期之中。整體看，美元指數每
次貶值周期大概持續 10 年，而每次升值周
期大概持續 5~6 年。本輪美元周期的升值起
點應該是 2013 年年底，標誌性事件是美聯
儲宣布逐步退出量化寬松政策。

韓國“閨蜜門”迎高潮：九大財閥高層罕見出席聽證會
綜合報導 韓國國會特別調查委員會將
於當地時間 6 日到 7 日舉行聽證會，傳召多
名涉及總統樸槿惠“幹政門”醜聞的人士作
供。
據新加坡媒體報道，今早出席聽證會的
包括三星電子、樂天集團、現代汽車、樂金
集團等九大財團的高層，這是九大財團高層
首無前例的集體召集作供。聽證會將調查九
大財閥，是否被樸槿惠或崔順實施壓、捐款
給崔順實的兩個基金會，以換取政府的特殊
待遇，以及三星集團去年合並兩家子公司時
，有否賄賂崔順實及其女兒。
而 7 日的聽證會原定傳召“幹政門”主角

、樸槿惠閨蜜崔順實，以及她的姐姐崔順德
和外甥女張時浩出席。但 3 人突然以健康為由
拒絕現身，委員會因此計劃發出強制傳召令
。
此番兩場聽證會均將全國電視直播，據
媒體報道各財閥高層連日多次為此彩排，謹
防壹旦失言後果嚴重。韓國國會將於 9 日就彈
核樸槿惠進行表決，聽證會很可能爆出更多
“閨蜜門”細節和內情，左右民意已經接下
來國會表決的走向。
CFP496606556
樸槿惠於 11 月 29 日表示，將依照法律和
國會設定的權力過渡計劃辭職，讓國會來決

定她的任期。並表示，朝野各黨派協商確定
可將施政混亂和行政空白降至最低的平穩交
權方案後，自己將根據其安排和法律程序卸
任。樸槿惠說，她已經放下壹切，只希望大
韓民國盡早擺脫混亂重歸正軌。
韓國執政黨黨鞭鄭鎮碩 1 日宣稱，該黨議
員就總統樸槿惠下臺程序達成壹致意見，同
意樸槿惠 4 月提早卸任，6 月舉行總統選舉。
韓元現小幅下跌，美元/韓元漲 0.32%。韓國
首 爾 綜 指 開 盤 上 漲 0.67% ， 現 漲 幅 擴 大 至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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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Attack On Pearl Harbor – 75 Years Ago Today

“Day of Infamy” Shap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by Japan on December
7, 1941, occurred 75 years ago today and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reading this article more than likely
were not even born at that time, and those of later
generations may even lack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this event had on history. But along with
being the overriding action that
forced the United States into World War II,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shaped the structure of futur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for
years to come, right up to the present day.
With a single, carefully-planned and well-executed
stroke, the Japanese raid on Pearl Harbor, one of the
great defining moments of history, removed the United
States Navy's battleship force as a possible threat to
the Japanese Empire's southward expansion. America,
completely unprepared and considerably weakened
by the surprise strike, was abruptly brought into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a full combatant.
On the following day,
December 8, 1941,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speaking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stated that,
“Yesterday,
December
7, 1941 --- 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 –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resident Franklin D.
was
suddenly
and
Roosevelt
deliberately attacked by
naval and air forces of the Empire of Japan.”
Continuing his address,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t the same time the Japanese had simultaneously also
attacked Malaysia, Hong Kong, Guam, the Philippines,
Wake Island and Midway Island.
“Japan has, therefore, undertaken a surprise offensive
extending throughout the Pacific area,” the President

fully expected a Japanese attack into the Indies,
Malaya and probably the Philippines. Completely
unanticipated was the prospect that Japan would attack
east, as well.
The U.S. Fleet's Pearl Harbor base was reachable by an
aircraft carrier force, and the Japanese Navy secretly
sent one across the Pacific with greater aerial striking
power than had ever been seen on the World's oceans.
Its planes hit just before 8AM on December 7th. Within
a short time, five of eight battleships at Pearl Harbor
were sunk or sinking, with the rest damaged. Several
Destruction of American Ships By Japanese Air Strikes At
other ships and most Hawaii-based combat planes were
Pearl Harbor
also knocked out and over 2400 Americans were dead.
explained.
In conclusion, Roosevelt said, “I ask that the Congress Soon after, Japanese planes eliminated much of the
declare that since the unprovoked and dastardly attack American air forc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a Japanese
by Japan on Sunday, December seventh, a state of war Army was ashore in Malaya.
has existed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Japanese These great Japanese successes, achieved without any
prior diplomatic formalities, shocked and enraged the
Empire.”
Eighteen months earlier, President Franklin D. previously divided American people into a level of
Roosevelt had transferred the United States Fleet purposeful unity hardly seen before or since. For the
to Pearl Harbor as a presumed deterrent to Japanese next five months, until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in
aggression. The Japanese military, deeply engaged in early May, Japan's far-reaching offensives proceeded
the seemingly endless war it had started against China in untroubled by fruitful opposition. American and Allied
morale suffered accordingly. Under normal political
mid-1937, badly needed oil and other
circumstances, an accommodation
raw materials. Commercial access to
might have been considered.
these was gradually curtailed as the
However, the memory of the "sneak
conquests continued. In July 1941
attack" on Pearl Harbor fueled a
the Western powers effectively halted
determination to fight on. Once the
trade with Japan. From then on, as the
Battle of Midway in early June 1942
desperate Japanese schemed to seize
had eliminated much of Japan's
the oil and mineral-rich East Indies
striking power, that same memory
and Southeast Asia, a Pacific war was
stoked a relentless war to reverse her
virtually inevitable.
By late November 1941, with peace Explosion of An Ammunition conquests and remove her, and her
negotiations clearly approaching an Dump After Being Hit By Japanese German and Italian allies, as future
threats to World peace.
end, informed U.S. officials (and they Attackers
Today, The USS Arizona Memorial
were well-informed, they believed,
pays
tribute
to
those
moored at Battleship Row. They
through an ability to read Japan's diplomatic codes)

were the initial targets of the first wave of attacks on
the Americans. The first stop on a visit to the USS
Arizona Memorial is the Visitor Center where the Pearl
Harbor Museum, dual theaters, restrooms, a snack bar
and Pearl Harbor Memorial exhibits are located. Those
driving from Waikiki Beach or Honolulu can expect an
hour's trip before arriving at the Pearl Harbor tribute.
The memorial is also easily reached from the North
Shore.

The USS Arizona Memorial At Pearl Harbor

The USS Arizona Memorial presents the ship's deck
six feet below the water line. The184-foot memorial
was completed in 1961 and a flag is flown from the
destroyed mast. Visitors can see a historic short film
recapping the events and explore the Pearl Harbor
Museum, complete with wartime memorabilia.
The Pearl Harbor Memorial is one of the top Oahu
attractions attracting more then a million tourists each
year.
Numerous Pearl Harbor tours arrive in the afternoon
making the morning hours the best time to go. The
USS Arizona Memorial can be toured from 7:30am to
5:00pm daily and is closed on all major holidays.

Abe To Make Historic Visit To Pearl Harbor This Month
— The First Ever By A Japanese Leade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left, talks with Japan's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on the Ujibashi bridge as they visit the Ise Jingu shrine in Ise, Mie
prefecture, Japan Thursday, May 26, 2016, ahead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G-7 summit meetings. When Obama and Abe make a historic visit to
Hiroshima - the first time a sitting U.S. president has visited the site of the
first atomic bomb attack - their words advocating nuclear disarmament will
clash with real-world security necessities.

In a surprise announcement Monday night,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said he would make a historic
visit to Pearl Harbor — the first by a sitting Japanese
leader — on Dec. 26 and 27 during a trip for his final
summit with outgoing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he President will ... accompany Prime Minister
Abe to the USS Arizona Memorial at Pearl Harbor
to honor those killed,"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Josh Earnest announced Monday. "The two leaders’
visit will showcase the power of reconciliation that
has turned former adversaries into the closest of allies,
united by common interests and shared values."
Abe will become the first sitting Japanese leader to
visit the site of Japan's 1941 attack on the U.S. Naval
base that prompted the United States to join World War
II.
Abe's historic visit comes after President Obama
earlier this year visited Hiroshima, the site of the U.S.
atomic bombing on Japan in 1945, in another first.
The stunning declaration came just two days ahead of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attack that propelled the
U.S. into World War II.
Abe said he was making the visit to Hawaii “to pay
tribute” to military personnel from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who died in the war.
“We must never repeat the tragedy of the war,” he
told reporters. “I would like to send this commitment.
At the same time, I would like to send a message of
reconciliation between Japan and the U.S.”

Abe said he agreed with Obama to visit
Pearl Harbor together when he held
brief talks with him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 in Lima last month.
The Japanese leader said his last summit
meeting with Obama will be a chance
to reflect on his presidency and to
confirm the importance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e Associated Press reported that the
White House confirmed a meeting in
Hawaii on Dec. 27, saying “the two
leaders’ visit will showcase the power
of reconciliation that has turned former
adversaries into the closest of allies,
united by common interests and shared

values.”
In a historic and emotional visit to Hiroshima in May
— the first by a sitting U.S. president — Obama paid a
moving tribute to atomic bombing victims, reaffirmed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both nations and called for the elimin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Obama did not, however, include an apology for the
dropping of the atomic bomb in August 1945, which
some in both Japan and abroad had sought.
In May, the Nikkei newspaper reported that Abe was
considering a visit to Pearl Harbor in November in a
symbolic gesture to cement the alliance.
At the time,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Yoshihide Suga

said the government was not considering such a trip, would “live in infamy.”
but he added: “I don’t know about the future.”
Once sworn enemies, the two nations became staunch
The Nikkei report, an apparent government leak, may allies after the war, with the U.S. currently stationing
have been a trial balloon floated by Abe to gauge approximately 50,000 U.S. military personnel in Japan.
domestic and U.S. reactions.
But the victory last month of Donald Trump in the
The White House had said it would welcome such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has raised doubts about
a visit, but speaking at a joint news conference with
the alliance’s durability. Trump has said that allies
Obama ahead of the Group of Seven summit in
such as Japan must cough up more cash for basing
Ise-Shima, Mie
troops there or
Prefecture, in
risk seeing them
May, Abe said
withdrawn.
there were no
Hoping to
plans at that
gauge Trump’s
point.
commitment
The planned
to the alliance,
visit comes after
Abe was the first
Abe’s wife, Akie,
world leader
made a surprise
to meet the
visit in August
president-elect
to Pearl Harbor,
when he visited
where she visited
New York last
the USS Arizona
month. He did
Memorial,
not disclose
outside
details of the
Honolulu. Her
talks, but said
Headline From The Front Page Of The New York World-Telegram, Dec. 1941
two-hour visit
that Trump
included offering
is a leader he
prayers and laying flowers.
can have great confidence in. (Courtesy http://www.
More than 2,400 U.S. servicemen and civilians were japantimes.co.jp/news/2016)
killed in the devastating sneak attack on Dec. 7, 1941
— a date that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said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shakes hands with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t Hiroshima Peace Memorial Park in
Hiroshima, on May 27, as Obama became the first sitting
U.S. president to visit the site of the world's first atomic
bomb attack. Abe said Monday he will visit Pearl Harbor
with Obama at the end of this month, becoming the first
leader of his country to go to the U.S. Naval base in Hawaii
that Japan attacked in 1941. (Photo/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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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第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號召各族裔總動員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各界引頸期盼，由美
南新聞集團舉辦得一年一度新年園遊會，將搭配休士頓
超級盃運動元素，於明年 2 月 4 日上午 10 時至 5 時在美
南新聞大樓廣場舉辦 「第 21 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New Year Festival)，園遊
會號召各族裔社區參與，預計讓與會人士都能感受國際
性的嘉年華歡樂氣氛。
有著 「規模最盛大的亞裔新年慶典」 (The Largest
Asian New Year Celebration)美譽，每年都受到眾多當
地機構和商家贊助，獲得社區一致好評。今年美南新年
園遊會將搭配第 51 屆超級盃美式足球賽(Super Bowl)，
展現 「雙節」 加倍熱鬧氛圍，整個各族裔社區全員動員
，讓民眾體驗不同以往的多元文化盛宴。
今年園遊會上百位嘉賓政要上台參與剪綵。
今年園遊會上百位嘉賓政要上台參與剪綵
。(本報資料照片
本報資料照片))
李蔚華說，農曆新年慶典是美南運行 20 年的傳統
濃濃的過年氣氛，打造一場前所未有的族群融合新年派對，不少
，今年為超級盃做前導，不只增添節慶氣氛，更能吸引眾多遊客 當地華洋政商名流將會出席活動，熱情參與。
前來國際區遊玩，促進觀光發展，相信活動會豐富多彩，希望各
去年成功策劃精采演出，第 21 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導演高
社區都能一起加入，慶祝兩個具代表性的慶典。
曉慧表示，活動發展面向能融合多元社區文化，希望大家都能踴
屆時一如往常，將會有大型舞龍舞獅、少林功夫、傳統中國 躍提供精彩節目表演。籌委會將涵蓋超過 50 位各族裔領域人士，
藝術、精彩中國及世界音樂舞蹈演出，各國年節小吃美食與文化 園遊會前也預計在 2 月 2 日晚間舉辦 Kick-off 晚會，屆時內容將精
性、遊戲、搖滾音樂表演等攤位，同時還包括抽獎活動，襯托出 采可期，請民眾隨時注意活動更新。

超級盃兩大前導活動精采萬分
開幕之夜熱烈售票中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隨著明年 2 月 5 日第 51 屆超級
盃美式足球賽(Super Bowl)臨近，全美運動迷引頸期盼。為迎接
這盛大的運動盛事，兩大超級盃前導活動 「Touchdown Tour」
正如火如荼進行中，超級盃嘉年華開幕之夜(Super Bowl Open-

ing Night festivities)也將於 1 月 30 日在 Minute Maid Park
舉行，現正熱烈售票中。
為盛大迎接明年這場美國體壇重要的年度盛事，打造
場內外熱鬧氣氛，除日前宣布將在市中心將舉辦 「Super
Bowl Live」 的球迷慶典活動外，從 10 月 8 日
起，自明年 1 月 14 日的每個周末，將在休士頓
不同地區有一系列的 「Touchdown Tour」 周
邊慶祝活動，讓全民都能夠感受熱鬧氣氛。
「Touchdown Tour」 主要是配合國家美式足
球(NFL)9 月至 12 月的例行賽行程，休士頓人
可以透過比賽、現場音樂、地方藝術設計、活
今年 50 屆在舊金山舉行的首屆超級盃開幕之夜
屆在舊金山舉行的首屆超級盃開幕之夜。
。(取材自 KHOU)
動攤位和食物，在休士頓各個角落一起感受運
動賽事。接下來 「Touchdown Tour」 活動將
球迷可受邀參加參與知名球員與全球的媒體訪問，活動上節
有三場，分別是 12 月 10 日上午 10 時在 Blueridge 目也相當精彩豐富，不只有現場音樂表演，也有才藝秀、美國職
Park、 1 月 7 日上午 10 時在 Burnett Bayland Park 與 業美式足球(NFL)的特別亮相和拍照時間，NFL 的啦啦隊與吉祥
1 月 14 日上午 10 時在 Alief Community Park 舉行， 物也都會在紅毯上與球迷見面，球迷可獲得近距離拍照機會。
免費入場，歡迎闔家光臨。
喜 歡 運 動 賽 事 的 球 迷 別 錯 過 了 ， 購 票 可 至 Ticketmaster.
另一個活動則是超級盃嘉年華開幕之夜，在開幕之 com 購買，門票最低自 20 元起票，下午 5 時 30 分開放進場。第
夜上，將是所有球員和教練第一次在休士頓面對大 51 屆超級盃美式足球賽於 2017 年 2 月 5 日在 NRG Stadium 舉行
休士頓市長透納((右五
休士頓市長透納
右五))日前於 「Touchdown Tour
Tour」」 記者會
記者會。
。(本報資料照片
本報資料照片))
批媒體，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進行聯訪。
，詳情可洽 SuperBowl.com 或追蹤@SuperBowl 推特帳號。

休城僑社

小額法院理賠及驅趕房客講座圓滿舉行
由 「 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 會長楊德清主講(上)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休士頓首次以消費者權益為主的講
座，於上周六（ 12 月 3 日 ）下午在糖城圓滿舉行。這項由 「
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 主辦的 「 小額法院理賠及驅趕房客 」 講
座，吸引了該協會 120 多人參加，主講人消費者協會會長楊德清
，以平易近人的表達方式，詳細介紹了小法院理賠與驅趕房客的
全過程，並以實際例子，以生動活潑的方式講述，會場不時地晌
起笑聲，大家普遍反映效果不錯，獲益良多。楊德清會長表示
： 消協的宗旨是幫助華人消費者，訴訟分民事和刑事，該講座
是以 Harris County 法院的流程與費用為參考，訴訟分民事和刑
事兩種，這次講座僅涉及民事。楊德清的演說分為三大部份：
（ 一） 小額理賠法院流程，（ 二）驅趕房客流程，（ 三 ）怎
樣找好房客及如何與房客打交道。
一． 小額理賠法院流程
1. 我第一次是怎麼聽說的，需要知道英文名字
2. 在沒有律師幫助時走法律渠道
3. 小額法庭 Justice of Peace Court(JP court) 是縣(county)裡
最低層的法院
4. 能否收到判決賠償的因素
(1) 法律因素 豁免項 德州比較寬
(2) 法官因素 傾向性
(3) 執法人員的因素 傾向性，惰性
(4) 證據是否足夠
(5) 信息搜索 包括地址，銀行賬號，存款額等都可以通過付費
的服務查到
(6) 被告的因素 財務狀況與守法程度
5. 其他抱怨方法選擇
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 Better Business Bureau, Apartment Association, Board of Realtors, Texas Department of Licensing and Regulation, The Texas Workforce Commission,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agencies
6. 小法院受理什麼樣的案子
車禍，退押金，違約，但不能受理理賠轉讓，討債公司的案子，

離婚
7. 哪裡尋找小法院？
在自己居住的或案件發
生的警區法院
8. 小額理賠的限額？
$10000 含律師費，但不
含法律許可的利息與法
院費用。多的話自己還
是可以上縣法院。
9. 准 備 打 官 司 的 第 一
步
(1) 准 備 好 足 夠 的 證 據
，如合同，收據等書面
證據。
(2) 確 認 被 告 的 通 訊 地
址是更新的，能夠找到 圖為 「 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 」 會長楊 華人消費者協會 120 多人聆聽楊德清演講的盛況
多人聆聽楊德清演講的盛況。（
。（ 記者秦鴻
被告。若沒有的話得想 德清演講的情景
鈞攝）
鈞攝
）
德清演講的情景。（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辦法弄到。
11. 送交傳票 獲得傳票 交費後法院就給出傳票， 遞交傳票有
(3) 要先寫信通知被告，限期付款，否則將會通過法律手段解決
幾種方法：
，最好平信加掛號信
（1） 本郡警區警官遞交傳票 若被告在本區的話， 費用就是
10. 立案 上交訴狀，到法院 或者網上 www.efiletexas.gov， 今
上面說的$75
天主要介紹到法院立案的流程
（2） 其他警區遞交傳票 若被告在別的郡的話， 需要與當地
（1） 原告的名字，及聯系方式如地址，電話，傳真， 若有
警區(precinct) 聯系，交相關費用，並轉交傳票以便警官(sheriff
律師的話律師的名字及聯系方式。
or constable)送交
（2） 理賠金額，財產詳述或其他理賠明細
（3） 最高法院認證的私人服務員(process server) 費用不等
（3） 出具聲明，也可以接受 email 回復。
，從$20-$100, 取決於地區，遞交幾次，平均$45-$75
（4） 除正常辦公或住家地址外，最好多提供一個被告的地址
（4） 法院辦事員(the clerk of the court) 若需要用掛號信話(
。
在其他方法行不通時才能用)
（5） 准備足夠的份兒數
（5） 18 歲以上的，有法院指令(court order)的成人
（6） 基本信息表需與訴狀一起交
（6） 個人送達，掛號信，有回執的掛號信。
（7） 交訴訟費： $44 法院， $75 警官傳票服務(若需要的
話) 合計$119

楊德清主持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 節目
今晚訪問郭立談 「槍支選購使用安全需知」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近年來，槍
支問題一直成為美國的焦點話題，是每家
大人，小孩皆關心的問題。今天晚間七時
半，楊德清主持的
「 美麗家園 」 節目，將訪問 「 中國
城槍店 」 的負責人之一，德州帶槍執照
課程的主講人郭立，談 「 槍支選購及使
用安全需知」 。

郭立在訪問時將談到用槍安全，用槍
時機，槍支安全儲存，自我防衛意識及購
買槍支需知。
主持人楊德清及郭立將從我們自身的
「 安全 」 問題談起，平常人如何在外遠
離受害者； 如何避免成為受害者，郭立
將談到槍支安全，在家如何收藏，防止意
外（ 特別家有小孩者）。

郭立表示： 槍支是美國的文化之一
，大概六歲小孩（ 愈早愈好），就開始
認識槍支，在美國長大的小孩，遲早要接
受槍支------,進一部詳情，請今晚七
時半準時收看 「 美麗家園 」 節目，明天
圖為楊德清（
圖為楊德清
（ 左 ） 主持的 「 美麗家園 」 節目
節目，
， 今晚將訪問 「
（ 周四 ）下午一時至二時重播。

中國城槍店」 負責人郭立
中國城槍店」
負責人郭立（
（ 右 ）談 「 槍支選購及使用安全需知
」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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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省下平均$480！＊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還有適合的保障
！

Sean Wong

節 目 預 告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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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更好邁進 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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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

KVVV

12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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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用雜貨 廚房用品 和風工藝 保健用品
文具玩具 清潔用品 美妝飾品 旅行用品
因應季節和潮流變化,
本店隨時都有超過
20,
000種商品供你選購.
每星期還有不同
推廣折扣活動,
總有合你心意的選擇.

宋嘉年呼籲亞裔踴躍投票
角逐休士頓獨立學區(HISD)第七區學區委員
角逐休士頓獨立學區(HISD)
第七區學區委員(Board
(Board Trustee)的
Trustee)的
宋嘉年(Anne
宋嘉年
(Anne sung)﹐
sung)﹐期中選舉以約 47
47%
%的第一高票
的第一高票﹐
﹐但未過半
的得票率﹐
的得票率
﹐與另一名候選人進入複選
與另一名候選人進入複選(Runoff)
(Runoff)﹐
﹐正式複選投票日
為 12 月 10 日 ﹒ 為向亞裔社區拉票
為向亞裔社區拉票﹐
﹐宋嘉年
宋嘉年(( 右) 上周五作客美
南﹐接受主持人馬健
接受主持人馬健((左)訪問
訪問﹐
﹐說明競選政見
說明競選政見﹐
﹐呼籲選民踴躍投
票﹒

應有盡有 日用家居文具禮品總匯!
Hous
t
on店:

Tel
:2812011360

Aus
t
i
n店:

Tel
:5123873282

www.
f
i
t
j
ps
t
or
e.
c
om

四 11am ~9pm
9889Bel
l
ai
r
eBl
vd.
,#251261,Hous
t
on,TX77036 營業時間:日10901Nor
t
hLamarBl
vd.
,#211,Aus
t
i
n,TX78753

全 球 拍 品 徵 集 2017

12月8日 | 溫哥華

徵集以預約形式進行
Sheraton Vancouver Airport Hotel & Convention Center
7551 Westminster Highway, Richmond, BC V6X 1A3, Canada

12月10-11日 | 舊金山

公開徵集 歡迎預約

Marriott San Francisco Airport Waterfront
1800 Old Bayshore Highway, Burlingame, CA 94010

12月14日 | 休斯頓

公開徵集 歡迎預約
Hilton Houston Westchase
9999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X 77042

12月17-18日 | 洛杉磯

公開徵集 歡迎預約
Hilton Los Angeles/San Gabriel
225 West Valley Blvd., San Gabriel, CA 91776

免費估值 |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 +1 (408) 828-8855/+1 (650) 737-2201 | rlin@polyauction.com.hk | cs@polyauction.com.hk

五,
六 11am ~10pm

美南電視介紹
星期三

2016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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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無名
英雄無名》
》戰略情報傳奇人物閻寶航故事改編
內容介紹﹕
內容介紹
﹕
《英雄無名》
《英雄無名
》是由中國國安文化傳媒投資 閻寶航在抗戰及解放戰爭期間獲取大量重要戰略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安全部國安影視中心
安全部國安影視中心﹑
﹑中央電視台文藝 情報
情報﹐
﹐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
中心影視部於 2007 年聯合制作的電視劇
年聯合制作的電視劇﹐
﹐由毛衛寧 最後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最後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
執導﹐
執導
﹐錢濱
錢濱﹑
﹑易丹擔任編劇
易丹擔任編劇﹐
﹐唐國強
唐國強﹑
﹑劉勁
劉勁﹑
﹑壯麗領銜
主演﹒
主演
﹒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
﹕周二至周五晚間 8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首

該劇以戰略情報家閻寶航的事跡為藍本﹐
該劇以戰略情報家閻寶航的事跡為藍本
﹐講述了歷 播 ﹐周三至周六凌晨 5 時至 6 時重播
時重播﹐
﹐敬請準時收
史上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的傳奇人物﹑
史上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的傳奇人物
﹑戰略情報家 看﹒

《美國之音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國加州倉庫失火 36人喪生
【VOA】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一家倉庫星期五發生大火﹐已經有 36 人喪生﹒隨著調查人員在建築物
裏面的搜尋工作繼續推進﹐死亡人數可能會達到 40 人﹒在這棟樓裡舉行的電子舞會變成了人間煉獄﹒
阿拉米達縣警局發言人雷·凱利警官說﹕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尋找和確認遇難的未成年人﹒我們確實有

一些年齡在 17 歲﹐或者可能更小的孩子們﹒但是﹐昨天就有人問到我們這個問題﹒我們還一無所知﹒
我們認為很多遇難者的年齡是在二十至三十歲﹒
”
星期五晚上﹐這個淩亂的倉庫被大火吞沒﹒倉庫被人簡單地改造成藝術家們的工作室﹒這棟建築並沒
有供人居住或進行娛樂活動的許可證﹐
也沒有安裝消防噴頭﹒
官員們說﹐從二樓下一樓的樓梯用的是鏟車鏟起貨物時使用的木板托盤﹒
火災調查人員正在對廢墟進行仔細檢查﹐以確定起火原因﹒但是﹐官員們表示﹐到目前為止﹐搜尋工作只
覆蓋了這棟建築大約 20%的面積﹒
附近鄰居經常舉報說﹐很多人非法居住在那棟樓裏﹐而且垃圾成堆﹒奧克蘭市在 11 月 13 日對此事展開
調查﹒四天後﹐官員們前往了解情況﹐
但無法進去﹒

川普蔡英文通話 各界反應不一

左圖﹕
左圖
﹕美國當選總統川普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對群眾揮手和微笑（2016 年 12 月 1 日）﹒右圖
﹒右圖﹕
﹕台灣總統
蔡英文在台北的雙十節慶祝大會上講話（2016 年 10 月 10 日）

KGO-TV 電視台 2016 年 12 月 3 日提供的畫面顯示火災後的情景
日提供的畫面顯示火災後的情景﹒
﹒
【VOA】中國星期六表示﹐已經對美國當選
總統川普與台灣總統進行電話交談表示反
對﹒
中國外交部在聲明中說﹕
“我們已就此向美
國有關方面嚴正交涉﹒必須指出﹐世界上
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
川普不理睬近四十年的外交慣例﹐星期五
同台灣總統蔡英文進行了電話交談﹒美國
在 1979 年與台灣斷交﹒
中國外長王毅星期六表示﹐希望北京同華
盛頓的關系不要被這次電話幹擾或者破
壞﹒
中國外長稱﹐這次電話交談是“台灣的一個
小動作”
﹒
中國稱實行民主治理的台灣是中國領土的
一部分﹐並且從未宣布放棄使用武力將台
灣島置於北京控制之下﹒
星期五﹐川普因與台灣領導人通電話而廣
受批評﹒但是川普在自己的推特中回應對
他的批評時表示﹐
“台灣總統今天給我打電
話﹐
對我贏得總統職務表示祝賀﹒”
後來﹐川普又在推特上說﹕
“ 美國向台灣銷
售數十億美元的軍事裝備﹐而我卻不能接

受一個祝賀電話﹐
真有意思﹒”
川普同台灣總統的電話交談被迅速視為是
打破數十年政策的一個步驟﹐而且可能在
川普就職前就引起對華關系緊張的風險﹒
這次電話據信是美國同台灣斷交以來﹐一
位美國總統或者當選總統同一位台灣領導
人的首次這類接觸﹒
台灣總統府星期五傍晚發表的聲明說﹐在
電話中﹐蔡英文表示希望美國將繼續支持
台灣參與國際事務﹐
做出貢獻﹒
台灣政府說﹕
“ 雙方還就亞洲地區形勢﹐以
及台美未來關系交換了看法﹒蔡英文期待
加強雙邊接觸﹐
進一步密切合作﹒”
川普的發言人康威表示﹐當選總統“充分了
解”
美國對台灣的一貫政策﹒
康威星期五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說﹕
“ 無論電話的另一端是誰﹐當選總統川
普都一直在這些問題上得到充分的通報﹐
對這些問題了如指掌﹒
”
蔡英文的英語極佳﹐在持續 10 多分鐘的電
話中無需翻譯﹒
通電話時﹐台灣外交部長李大維以及蔡英
文的國家安全顧問吳釗燮在場﹒

醫生專頁

中興牙科

特色服務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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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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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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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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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D.D.S., M.S.,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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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10 年簽證的國人注意:赴美前必需進行 EVUS 登記!
华盛顿—美国海关和边
境保护局（CBP）将于明天
11 月 29 日 开 始 ， 要 求 所 有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
最 长有效期（10 年）B1（商
务）、B2（旅游）或两者结
合的 B1/B2 签证的个人于赴
美前获得有效的签证更新电
子 系 统 （EVUS） 登 记 。 签
证 更 新 电 子 系 统 （EVUS）
是指持有以上签证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所使用的基本
个人信息在线更新系统，以
协助其赴美旅行。EVUS 登
记的有效期一般为两年，或
者截止到旅 客 获 得 新 护 照
或 新 签 证 时 ，以先到期限
者为准。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
局 （CBP） 局 长 R. Gil Kerlikowske 指 出 ： “EVUS 网
站的设计旨在使登记过程
对于 390 多万持 10 年期签证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来
说简单快捷并且可在手机上
完成”。“ 美 国 海 关 和 边
境保护局（CBP）与国土安
全部、国务部以及我们的
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以
确保这一新要求容易满足，

并且不会影响符合要求的
旅客的旅行。”
旅客可在任何时间在
www.EVUS.gov 上提交 EVUS
的登记。旅客提交信息之后，
大多数情况下能在数分钟内
收到在线系统的回复，但个
别 情 况 可 能 最 长 需 要 72 小
时。因为无法保证最长的处
理时间为多久，美国海关和
边境保护局强烈建议旅客在
开始计划赴美旅行时就进行
EVUS 登记，以避免不确定
的状况。
自 11 月 29 日 起 ， 持 10
年期签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如果没有有效的 EVUS
登记，将无法赴美旅行。搭
乘一个以上的航班到达美国
的旅客，其 EVUS 登记将在
办理首段航班登机手续时进
行核实。持 10 年期签证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计划通
过陆地或港口口岸入境美国，
也必须有有效的EVUS登记。
2016 年 11 月 29 日之后，
如果需要进行 EVUS 登记的
中国旅客没有至少每两年进
行信息更新，或者在获得新
护照或签证时没有进行信息

更新，就不能使用其 10 年期
签证赴美旅行。
为 了 成 功 地 加 载 EVUS
网站，进行 EVUS 登记的旅
客应该确保电脑或移动设备
（手机或平板电脑）的网络
浏览器为最新版本。浏览器
必须支持 128 位加密，且开
启了浏览器缓存（cookies）
和 JavaScript 功能。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目前不会收取 EVUS
登记费用，但是预期 EVUS
登记收费最终会实施。在收
费实施前，旅客可以免费完
成 EVUS 登记。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设立了配有普通话
专员的 EVUS 客服中心。旅
客如果有关于登记的问题，
可以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咨
询 。 旅 客 可 拨 打
1-202-325-0180 或发送电子邮
件 至 evus@cbp.dhs.gov 联 系
客服中心。此客服中心除了
美国联邦假日休息外，提供
7 天 24 小时服务。虽然客服
中心可以回答旅客有关
EVUS 的问题，但所有 EVUS
登记必须在线提交。

高稅收高房價吃不消
越來越多美國人“逃離紐約”
据美国中文网援引纽约
邮报消息，纽约州的纳税人
正在纷纷逃离这个“挥金如
土”的地方。
2014 年，纽约州的 12.6
万名纳税人迁徙到其他州，
这也是全美迁出人口最多的
州。
纽约州一直是“高收入
者”居住的地方，不少家庭
年收入超过 20 万美元。
纽约州的人口目前仍在
增加，不过这大部分是由于
移民人口增长，许多本地居 高房价。目前，纽约州的生 Richard Azzopardi 则 表 示 ，
民已搬往或正在计划搬往其 活成本超过全美平均水平的 希 望 纽 约 州 能 进 行 税 收 改
他州，主要原因是高税收、 29%。
革 ，并增加更多的私人企业
缺少商业机会和无法负担的
纽 约 州 库 默 的 发 言 人 工作机会。

新西蘭暫停
批准父母團聚類移民申請

新西兰移民部长迈克
尔· 伍德豪斯 11 日宣布，政
府将把今后两年批准移民总
数减少 5000 人。移民局将按
照这一目标调整移民政策，
暂停批准父母团聚类移民申
请。
伍德豪斯说，根据“新

西 兰 定 居 计 划 ” ， 从 2016
年 7 月 1 日 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原计划批准移民数量为
9 万人到 10 万人，现减少为
8.5 万人至 9.5 万人。在技术
移民类别分数评估机制中，
移民申请获得批准的门槛从
140 分 上 调 至 160 分 。 在 家

庭团聚类别中，把每年批准
移民总数从 5500 人减至 2000
人。
伍德豪斯表示，新西兰
移民局对家庭团聚类别的调
整，包括重新审查对父母团
聚类移民申请的政策，从
2016 年 10 月 12 日起暂停批准
这一类移民申请。
新西兰移民局官方网站
显示，暂停批准父母团聚类
移民申请后，新西兰公民或
居民的父母、祖父母前往新
西兰目前还有两种方式：一
种是申请“父母退休类别”，
这一移民申请类别没有批准
人数上限，但有在新西兰
的 投资要求；另一种方式是
申请“父母和祖父母访问签
证”，申请者可获得 3 年多
次往返签证，一次在新西兰
最长可停留 6 个月，但 3 年中
在新西兰累计停留时间不超
过 18 个月。

澳洲家庭簽證該何去何從
少數族群社委會籲免費
据澳洲网报道，澳洲联邦少
数族群社区委员会正致力于提供
一个新的移民方案，来解决技术
工人移民澳洲后无法与家庭团聚
的问题。
据《澳洲论坛》报道，澳洲
联邦少数族群社区委员表示，在
努力吸引技术工人移民的情况下，
同时也要注意家庭签证问题不要
被忽视。但是对于此事，澳洲生
产力委员会曾持否定意见，在近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该组织
表示澳洲目前的家庭签证政策需
要调整，建议澳洲政府减少发放
年长者移民永久居留签证，或者
提高针对这些人群的签证费用。
“我们担心这份报告的建议
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家庭移民的重
要性。低估家庭移民的好处可能
会导致对于技术移民系统的严重
歪曲。”澳洲联邦少数族群社区

委员的主席卡普托说道。他指
出 ，尽管生产力委员会的报告对
于理解澳洲移民方案的影响做出
了突出贡献，但是一些建议过度
看重了家庭移民签证对财政的影
响，并低估了家庭移民签证的社
会和文化贡献。
生产力委员会的报告建议澳
洲政府修改针对永久性父母签证
申请人的条款，包括大幅增加父
母签证的费用，削减无贡献父母
签证的资格，不因同情而签发签
证，以及要配以清晰的标准来限
制此类签证的申请。此报告还建
议，政府应考虑降低有贡献父母
签证的上限，引入更灵活的临时
父母签证来提供更长时间的居留
权，但要附带条件。至于其他临
时签证，移民者要保证父母或需
抚养的孩子在居留期间有足够的
金钱来支付医疗保健的费用。

根据澳洲移民部的信息，无贡
献父母签证的申请批准大约需要 30
年，而其他的仅存海外亲属和年老
需照顾的亲属的签证申请可能需要
50 年或更长的时间。不仅如此，有
贡献父母签证的相关费 用 也 比 那
些无贡献签证高很多，此系统有
点对抗父母签证的意味。
“家庭团聚有利于移民者维
系家庭关系，对海外技术人员定
居澳洲来说至关重要。另外，家
庭团聚也与核心人权准则有关，
澳人有权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澳
洲联邦少数族群社区委员从根本
上反对收取澳洲移民费用。澳洲
移民的流入应该是均衡的并以自
身优势为基础进行的，而不应以
潜在移民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移
民方案应着眼于整体，考查移民
者的技术能力以及其他贡献。”
卡普托说。

海歸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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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的責任與擔當
“送健康”成为热门选择
在 70 位高级研修班学员
中，推举出 13 位代表进行展
示。这 13 位展示者中有 7 位
是医疗行业或者与医疗相关
的生物科技行业的创业者或
研究者。
高强毕业于加拿大蒙特
利尔大学，是深圳市从事急
救医疗建设的医生，现在主
要从事“扁鹊飞救”急救系
统建设。“很多疾病要和时
间进行较量。抢救及时，病
人可能就没有生命危险；但
如果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
间，那么病人重则死亡轻则
残疾。”高强说，“我之所
以在急救系统建设和区域协
同方面创业，动因是父亲因
心肌梗塞未获得及时救治而
去世。”因为有人体会过因
急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失
去亲人的痛苦，所以高强深
知急救系统建设的重要性。
高强说：“患者自己认
识不足、120缺乏和医院的沟
通和衔接、急症科缺乏规范
的业务权利、急症科和院内
其他部门衔接不紧密等 4 个
方面的问题，使得我国的急
症救助时间相比于国外有时
甚至会延迟 5-8 个小时。这是
阻碍病人获得及时治疗的最
大障碍。”所以，如何提高
急救系统的效率成为高强及
其团队正在突破的重点。
扶弱支边是不少人的选择
没有选择在发达地区锦
上添花，而选择去往边远落
后的地区雪中送炭，是海归
的另一大特点。
邓燔在国外名校获得博

士学位之后，选择在贵州省
黔南师范学院当一名老师。
“我在毕业后其实有更好的
选择，但是我一直想去西南
边远地区教书，去更需要我
的地方影响更多的人。加上
我先生在黔南，所以我最后
决定留在黔南教书。当我来
到学校时，‘淳朴’是学生
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们听说
我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博士
后，都用崇拜的眼神看我，
因为我是黔南师范学院第一
个从欧美留学回来的老师。
我想将自己这些年的留学经
历讲给学生听，将好的研究
方法传授给学生。”邓燔说，
“因为是师范学院，我的学
生中有90%毕业后通过特岗教
师通道去往了贵州最贫穷、
最落后的乡镇和村一级的中
学，成为了当地的老师。在
成为老师的老师后，我意识
到自己影响到的人群更广了，
这也正是我支教的初衷。”
刘潜也是一名自愿前往边
远地区扶贫扶弱的海归。从哈
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刘潜选
择回国。回国后，他就一直在
赣南医学院，进行儿童医学研
究和治疗。刘潜说：“北上广
等城市在儿童医学上有足够强
的实力和专业的团队，不用我
去锦上添花，我要去一个需要
雪中送炭的地方。”
除了从事儿童医学的研
究，刘潜还带领赣南医学院
培养出了一批儿童医学人
才。“刚来的时候，赣南没
有成熟的儿童医学团队，我
们需要将学生一个一个地带
出来。通过几年的努力，我

们已经有了一支比较成熟的
队伍。现在我们的团队每年
做 1000 多 例 手 术 ， 诊 治 近
5000 名患儿，为当地民众提
供及时的医疗救助。”刘潜
说。除了在边远地区提供医
疗救助，刘潜还常常深入基
层，了解百姓的生活，从而
为医学研究提供现实基础，
也将自己的新发现向上级建
言献策，期望为边远地区带
去更多更好的扶贫措施。
报国呈现多元化格局
张淮留学归国后创办了
贵州荷塘月色文化传播公
司 ，主要从事音乐创作。
《最炫民族风》《自由飞翔》
《荷塘月色》等耳熟能详的
歌曲都出自他们公司。在谈
到如何将报国落实到创业中
时，张淮表示，对他们而言，
就是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
音乐。“在改革开放后的八
九十年代，我国大陆的音乐
风格以港台音乐风格为主；
到了 2000 年以后，日本、韩
国的音乐对我国有很大的影
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音
乐有很大的发掘空间。出于
这样的考虑，加上合伙人张
超具备很高的音乐才能，所
以我决定创办一家文化传播
公司。”张淮说，“如果能
让中国的音乐走向国际舞
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
的音乐，那么我们也就在报
国的理想中迈出了重要的一
步。而这一想法正在逐渐变
成现实。2012 年，在美国休
斯敦丰田体育中心，《最炫
民族风》被休斯敦火箭队的
篮球拉拉队当做舞曲使用，
这首歌是在美国先火起来之
后才传到国内的。”
让国内的创业企业走出
去是熊榆正在做的一件事。
熊榆在英国创办了一家孵化
器公司，为中国和英国的创
业合作提供服务、牵线搭
桥。加强中国创业企业与国
外的联系，促进中国企业走
向更广大的舞台是他所执著
的报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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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後”已成海歸群體生力軍
也成爲了就業主力
更多考虑个人喜好
海归就业呈现多元化态势。如
今，海归从事的行业产业分布广
泛，相当比例的海归所选择的工作
与其所学专业并不匹配。一个重要
的原因在于年轻的海归越来越追求
个人的喜好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不
把求职目光局限于自己的专业。
“90 后”是这种观念的绝对拥趸。
谢苒今年 25 岁，毕业于英国贝
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她便是这样一个
典型。谢苒本科学习金融专业，研究
生学习管理专业，而她如今在国内的
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就业，所负责的
工作内容与其所学专业并不对口。谢
苒坦言，自己刚回国时曾在银行工作
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并不喜欢，便
辞掉了这份稳定的工作。对于为何选
择如今这份与专业并不对口的工作，
她说：“因为我喜欢采购，这是我喜
欢的工作。而且沃尔玛的供应链管理
是非常先进的，在这里能学到全球最
先进的采购模式。”她表示，自己在
择业时主要考量的一个因素就是工作
内容是否是自己所喜欢的，“虽然我
现在所做的具体工作还不是最喜欢
的，但是半年以后如果能够转正的
话，我就有机会选择做自己喜欢的工
作了。”
许璐(化名)今年 23 岁，毕业于
法国 KEDGE 商学院。她目前所从事
的工作是营销咨询，包括奥运营销
和区域营销。这个工作同样与其所
学的金融专业不相匹配。而这份工
作之所以能吸引她留下来，是因为
能够实现她的梦想。“我的梦想从
大的方面说，是传播中国文化。而
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是搭建国内的
平台，并借助一些大事件作为展示
窗口，比如冬奥会、旅游目的地
等。”许璐说：“我们需要借助体
育、音乐这样的平台向世界传播中
国文化。”
注重实现自我价值
独立、自信、勇敢是年轻人的
标签，“90 后”海归在就业中也越
来越注重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日
益凸显出敢于尝试、不惧挑战的个
性特点。
颜薇今年 23 岁，毕业于英国贝

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谈到择业标
准，她说：“我在择业时更看重自
己在事业上所获得的成就，这种成
就不在于薪资有多高，而是这份工
作可以给我带来的收获以及对我自
身成长的帮助。”她目前在一家基
金公司从事行业研究工作。虽然这
份工作的薪资水平并不是很高，但
她认为，这份工作能为她带来较大
的成长空间和较好的发展前景，从
而实现自我价值。
谈及“90 后”海归在就业方面
的这些特点，颜薇以身边的同龄海
归朋友为例，说：“我身边的朋友
大多都选择在工作环境开放性较高
的地方工作，较少选择在国企、事
业单位发展。他们更倾向于相对灵
活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许璐也认为，实现个人价值
是她的一个重要的择业标准。在海
外的学习经历给她的择业观带来
了一定影响，她认为，年轻的时
候应该多去尝试不同的工作，体
验不同的生活。“能在这么有限
的尝试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并且
是自己喜欢的工作是很幸运的。”
许璐如是说。
心态趋于平和乐观

如今留学人数日益增多，海归
的光环逐渐减弱，新生代海归在面
对自己的海归身份和就业问题上也
表现出了更为平和的心态。
“我不会因为是海归，就觉
得自己与别人有所不同。工作是
看重能力的，而这种能力并不能
和海归划等号，它需要通过个人
的努力才会拥有。”因此颜薇认
为，海归在择业时，应该根据自
己想要发展的方向，有针对性地
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技能，而不要
过多地把海归身份看成求职的加
分 点 。 她 表 示 ， 如 今 的 “90 后 ”
海归对于海归身份的看法逐渐趋
于理性：“我身边大部分的海归
朋 友 ， 都 不 会 因 为 海 归 身 份 而觉
得自己高人一等、有更大优势，更
不会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找工作，
大家的心态都较为平和实际。”
如今社会竞争激烈，但谢苒对
于就业环境却表现出了一定的乐观
态度，“我觉得最终能否找到一份
好工作，归根到底还是要凭借自己
的能力，海归身份只是一个附加的
东西。因此，有针对性地提高自身
能力，才是择业是否顺利的关键所
在。”她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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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發生槍擊案 3 名女子身亡

德國各地從
12 月 以 來 陸 續 進
入歡慶聖誕的節日
氛圍中。圖為當地
時間 12 月 4 日晚，
德國首都柏林最繁
華的陶恩沁恩大街
上，人們以點亮的
聖誕樹和柏林標誌
性建築威廉皇帝紀
念教堂為背景拍照
。

12 月 4 日，在芬蘭伊馬特拉壹家餐館外，警察在 3 名女子被殺的地點警戒。據當地警察稱，3
日深夜，壹名男子在此槍殺了 3 名女子，其中 2 名是記者，目前壹名嫌疑人被逮捕。

村民為其舉辦葬禮
印度大象進村覓食觸電身亡

失竊納粹集中營大門現身挪威

德國柏林聖誕季節日氣氛濃

這張挪威卑爾根警方提供的未標明日期的照片顯示的是在卑爾根郊外發現的德國原達豪集中營鐵

門。德國原達豪集中營帶有納粹標語“勞動帶來自由”的鐵門 2014 年 11 月 2 日夜間失竊，失竊兩年
多後於本周在挪威西南部的卑爾根郊外被發現。

當地時間 2016 年 12 月 3 日，印度阿薩姆邦 Amgaon，壹頭亞洲象前壹晚走出 Amchang 野生動
物保護區覓食時觸電死亡，村民為其舉辦葬禮。

大話經濟

恐嚇升級
特朗普警告美國公司外包或面臨 35%關稅
綜合報導 繼上周警告美國
公司小心工作外包的後果後，特
朗普周日再度恐嚇稱，他將對從
國外外包公司進口征收 35%的
懲罰性關稅。
特朗普周日發推特稱，“美
國將大幅削減企業稅收並放松監
管，但任何離開我們國家，解雇
（在美國）的員工，而到另壹個
國家建立新的工廠的企業，如果
它們妄想在沒有任何懲罰的情況
下將產品重新賣回美國，這是錯
誤的！我們將很快將出臺規定，
當這些企業將海外代工的產品回
售美國時，征收 35%的關稅。
特朗普緊接著表示，“（我
明白）這壹定會給這些企業帶來
嚴重的財務困難，但需要指出的
是，它們本可以在 50 個州之間
自由移動，不征收任何關稅。因
此，預先警告請不要犯如此行昂貴的錯誤！美國對所有商業開放！”
恐嚇升級 特朗普警告美國公司外包或面臨 35%的關稅 2
據華爾街見聞報道，特朗普上周四在空調制造商 Carrier 的印第安納
州工廠視察時，說服 Carrier 將 1000 個工作崗位留在該地、而非將其轉
移至墨西哥。同時，他警告將工作外包的公司會承擔壹定後果，“我現
在可以明確地告訴妳，這些公司不能離開美國”，並稱該警告若不奏效
，將采取懲罰措施。對於美國大型企業來說，它們既歡迎特朗普的減稅
計劃和放松監管，也同時對其自由貿易的敵對態度感到沮喪和惶恐。
目前，特朗普並未詳細說明將如何具體實施關稅，是將適用於所有
進口產品，還是僅針對美國企業的海外工廠生產產品，是將影響針對新
建的海外工廠，還是講波及現有的海外生產，均不甚明朗。
無論如何，特朗普所提出的關稅政策將使得美國公司復雜的全球供
應鏈系統陷入混亂，並極大地擠壓利潤。經濟學家指出，這將導致這些
企業增加產品成本，推升通脹，這勢必將損害經濟，也與特朗普促進家
庭繁榮與增長的目標相違背。此外，據英國《金融時報》，美國候任副
總統彭斯周日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和墨西哥總統 Enrique Pena Nieto 達
成約定，將重新談判北美貿易協定。彭斯稱，“特朗普將所有工具都擺
在臺面上，這些工具將徹底抹平這些離開美國，拋下美國工人，創造產
品再運回美國的企業的長久以來的優勢。”

意大利公投震動市場：
美元暴漲 歐元走弱
綜合報導 12 月 5 日，意大利修憲公投
的結果不出意料。根據出口民調顯示的公投
結果，民眾否定了修憲提案，總理倫齊
（MatteoRenzi）兌現公投前承諾，提出辭
職。歐元短線大跌 100 多點至 1.056，對美
元跌至 2015 年 3 月來最低。
公投為何落敗？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
中心主任、讓·莫內講席教授丁純此前在接
受記者專訪時表示，“首先，就民主本身而
言，倫齊可以說修憲公投是為了集中權力、
易於改革推行，但外界也可能將其理解為
‘搞獨裁’；第二，歷來公投本身都是變了
味的，變成了百姓對當前政治、經濟狀況的
反對。此外，不少意大利人認為，盡管倫齊
是堅定的改革派，但似乎缺乏實質。”
值得註意的是，歐元是美元指數中權重
最大的貨幣（57.6%）。交易員紛紛預計，
美元上行動能將進壹步強化。同時，摩根士
丹利更是認為，高位做空歐元/英鎊將成最
“吃香”的策略，預計英國未來可能已無新
利空。
政治亂局劍指“弱歐元”
在當前民粹主義盛行、經濟疲軟的歐洲
，任何政治事件都可能演變成對金融市場的
猛烈沖擊。正如此次的意大利修憲公投，歐
元短期承壓，大跌逾百點。
宏觀外匯交易員洗敬棠（Ken）對本報
記者表示，“面對公投失敗，市場顯然對做
空歐元有所抑制，否則跌幅將更大。此次公
投的宏觀經濟影響並不大，因為倫齊辭職後
即使民粹政黨上臺、舉行脫歐公投，最終還
是要參議院批準才行，而且當前民眾並不支
持最終脫歐。”

不過洗敬棠也表示，目前意大利經濟萎
靡不振，歐元區整體形勢不穩，歐元長期承
壓。具體來看，意大利人均 GDP 仍停留在
上世紀 90 年代末的水平，勞動力市場僵化
，銀行不良貸款比率近年來持續上升至
18%的高位，僅次於希臘，位居歐洲第二
；債務占 GDP 比高達 133%，在歐元區位
列第二。如果意大利債務違約，那麼將出現
救助乏力的情況。
此外，外界更是擔憂，意大利銀行業是
否可能成為“歐債危機 2.0”的導火索。
“政治不確定性外加歐央行可能會進壹
步延長量化寬松政策，歐元未來缺乏上行動
能，”倫敦經濟商歐福市場董事總經理徐子
軒告訴記者。未來，究竟是意大利民主黨內
部再推選出壹個專家型臨時政府過渡，還是
支持率居高不下、支持脫歐的民粹主義政黨
“五星運動”黨上臺，壹切還都懸而未決。
做空“歐元/英鎊”最吃香
既然“弱勢歐元”或成定局，外匯交易
員自然開始摸索套利機會：歐元/英鎊。
壹個月前，英國高等法院裁定，觸發
《裏斯本條約》第 50 條款需要議會投票，
並表示允許英國政府就當日的裁決上訴。當
時英鎊對美元暴漲。12 月 1 日，歐元集團主
席迪塞爾布洛姆（JeroenDijsselbloem）表
示，歐盟可能找到讓英國獲得單壹市場準入
的方法；同壹時間，英國退歐事務部長戴維
斯表示，若獲得單壹市場準入的最佳協議需
要，英國將考慮向歐盟繳納預算付款。兩位
官員講話期間，英鎊大漲近 80 點，對美元
升至 1.259 附近，英鎊至此已經反彈到了 10
月 8 日閃崩 10%的起點。

“比起議會阻撓英國脫歐，
更可信的是，英國政府正通過議
會實現壹個‘軟脫歐’，避免對
本國經濟造成太大沖擊，且英國
脫歐的進程仍然很長，因此英鎊可能短期內
將重拾動能，”來自英國倫敦的歐福市場合
夥人庫克（StuartCooke）告訴記者。
因此，在歐元貶、英鎊漲的趨勢下，摩
根士丹利也在 2017 年前瞻中預測，歐元/英
鎊貨幣或呈現趨勢性套利機會。
“歐央行的持續寬松政策，以及歐洲政
治不確定性將利空歐元。”該行表示。
美元指數將節節攀升
與“弱歐元”相對應的是，美元指數也
將大概率在 2017 年繼續走強。
12 月 2 日，美國 11 月季調後非農就業
人口增加 17.8 萬，升幅低於預期值 18.0 萬
，但 11 月失業率為 4.6%，創 2007 年 8 月
以來最低點，大超預期。
“盡管略不及預期，但是並不影響 12
月美聯儲加息的預期，因此美元只是受到了
短暫並且小幅的影響。不過從價格和趨勢上
來看，持續走高壹個月之後，美元存在利好
兌現而走低的風險。”易信金融總部中國區
首席交易官孫宇對記者表示。
“101.80 是美元指數非常關鍵的阻力
位 ， 這 壹 點 位 是 美 元 2001 年 7 月 高 點
（121.02）到 2008 年 3 月低點（74.69）的
黃金分割位。如果美元指數無法收在
101.80 上方，美元將持續調整;但如果哪壹
天突破，美元將進壹步打開上行空間。”資
深外匯交易員崔榮稱。就歷史周期來看，美
元仍在強勢周期之中。整體看，美元指數每
次貶值周期大概持續 10 年，而每次升值周
期大概持續 5~6 年。本輪美元周期的升值起
點應該是 2013 年年底，標誌性事件是美聯
儲宣布逐步退出量化寬松政策。

韓國“閨蜜門”迎高潮：九大財閥高層罕見出席聽證會
綜合報導 韓國國會特別調查委員會將
於當地時間 6 日到 7 日舉行聽證會，傳召多
名涉及總統樸槿惠“幹政門”醜聞的人士作
供。
據新加坡媒體報道，今早出席聽證會的
包括三星電子、樂天集團、現代汽車、樂金
集團等九大財團的高層，這是九大財團高層
首無前例的集體召集作供。聽證會將調查九
大財閥，是否被樸槿惠或崔順實施壓、捐款
給崔順實的兩個基金會，以換取政府的特殊
待遇，以及三星集團去年合並兩家子公司時
，有否賄賂崔順實及其女兒。
而 7 日的聽證會原定傳召“幹政門”主角

、樸槿惠閨蜜崔順實，以及她的姐姐崔順德
和外甥女張時浩出席。但 3 人突然以健康為由
拒絕現身，委員會因此計劃發出強制傳召令
。
此番兩場聽證會均將全國電視直播，據
媒體報道各財閥高層連日多次為此彩排，謹
防壹旦失言後果嚴重。韓國國會將於 9 日就彈
核樸槿惠進行表決，聽證會很可能爆出更多
“閨蜜門”細節和內情，左右民意已經接下
來國會表決的走向。
CFP496606556
樸槿惠於 11 月 29 日表示，將依照法律和
國會設定的權力過渡計劃辭職，讓國會來決

定她的任期。並表示，朝野各黨派協商確定
可將施政混亂和行政空白降至最低的平穩交
權方案後，自己將根據其安排和法律程序卸
任。樸槿惠說，她已經放下壹切，只希望大
韓民國盡早擺脫混亂重歸正軌。
韓國執政黨黨鞭鄭鎮碩 1 日宣稱，該黨議
員就總統樸槿惠下臺程序達成壹致意見，同
意樸槿惠 4 月提早卸任，6 月舉行總統選舉。
韓元現小幅下跌，美元/韓元漲 0.32%。韓國
首 爾 綜 指 開 盤 上 漲 0.67% ， 現 漲 幅 擴 大 至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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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Attack On Pearl Harbor – 75 Years Ago Today

“Day of Infamy” Shap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by Japan on December
7, 1941, occurred 75 years ago today and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reading this article more than likely
were not even born at that time, and those of later
generations may even lack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this event had on history. But along with
being the overriding action that
forced the United States into World War II,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shaped the structure of futur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for
years to come, right up to the present day.
With a single, carefully-planned and well-executed
stroke, the Japanese raid on Pearl Harbor, one of the
great defining moments of history, removed the United
States Navy's battleship force as a possible threat to
the Japanese Empire's southward expansion. America,
completely unprepared and considerably weakened
by the surprise strike, was abruptly brought into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a full combatant.
On the following day,
December 8, 1941,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speaking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stated that,
“Yesterday,
December
7, 1941 --- 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 –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resident Franklin D.
was
suddenly
and
Roosevelt
deliberately attacked by
naval and air forces of the Empire of Japan.”
Continuing his address,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t the same time the Japanese had simultaneously also
attacked Malaysia, Hong Kong, Guam, the Philippines,
Wake Island and Midway Island.
“Japan has, therefore, undertaken a surprise offensive
extending throughout the Pacific area,” the President

fully expected a Japanese attack into the Indies,
Malaya and probably the Philippines. Completely
unanticipated was the prospect that Japan would attack
east, as well.
The U.S. Fleet's Pearl Harbor base was reachable by an
aircraft carrier force, and the Japanese Navy secretly
sent one across the Pacific with greater aerial striking
power than had ever been seen on the World's oceans.
Its planes hit just before 8AM on December 7th. Within
a short time, five of eight battleships at Pearl Harbor
were sunk or sinking, with the rest damaged. Several
Destruction of American Ships By Japanese Air Strikes At
other ships and most Hawaii-based combat planes were
Pearl Harbor
also knocked out and over 2400 Americans were dead.
explained.
In conclusion, Roosevelt said, “I ask that the Congress Soon after, Japanese planes eliminated much of the
declare that since the unprovoked and dastardly attack American air forc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a Japanese
by Japan on Sunday, December seventh, a state of war Army was ashore in Malaya.
has existed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Japanese These great Japanese successes, achieved without any
prior diplomatic formalities, shocked and enraged the
Empire.”
Eighteen months earlier, President Franklin D. previously divided American people into a level of
Roosevelt had transferred the United States Fleet purposeful unity hardly seen before or since. For the
to Pearl Harbor as a presumed deterrent to Japanese next five months, until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in
aggression. The Japanese military, deeply engaged in early May, Japan's far-reaching offensives proceeded
the seemingly endless war it had started against China in untroubled by fruitful opposition. American and Allied
morale suffered accordingly. Under normal political
mid-1937, badly needed oil and other
circumstances, an accommodation
raw materials. Commercial access to
might have been considered.
these was gradually curtailed as the
However, the memory of the "sneak
conquests continued. In July 1941
attack" on Pearl Harbor fueled a
the Western powers effectively halted
determination to fight on. Once the
trade with Japan. From then on, as the
Battle of Midway in early June 1942
desperate Japanese schemed to seize
had eliminated much of Japan's
the oil and mineral-rich East Indies
striking power, that same memory
and Southeast Asia, a Pacific war was
stoked a relentless war to reverse her
virtually inevitable.
By late November 1941, with peace Explosion of An Ammunition conquests and remove her, and her
negotiations clearly approaching an Dump After Being Hit By Japanese German and Italian allies, as future
threats to World peace.
end, informed U.S. officials (and they Attackers
Today, The USS Arizona Memorial
were well-informed, they believed,
pays
tribute
to
those
moored at Battleship Row. They
through an ability to read Japan's diplomatic codes)

were the initial targets of the first wave of attacks on
the Americans. The first stop on a visit to the USS
Arizona Memorial is the Visitor Center where the Pearl
Harbor Museum, dual theaters, restrooms, a snack bar
and Pearl Harbor Memorial exhibits are located. Those
driving from Waikiki Beach or Honolulu can expect an
hour's trip before arriving at the Pearl Harbor tribute.
The memorial is also easily reached from the North
Shore.

The USS Arizona Memorial At Pearl Harbor

The USS Arizona Memorial presents the ship's deck
six feet below the water line. The184-foot memorial
was completed in 1961 and a flag is flown from the
destroyed mast. Visitors can see a historic short film
recapping the events and explore the Pearl Harbor
Museum, complete with wartime memorabilia.
The Pearl Harbor Memorial is one of the top Oahu
attractions attracting more then a million tourists each
year.
Numerous Pearl Harbor tours arrive in the afternoon
making the morning hours the best time to go. The
USS Arizona Memorial can be toured from 7:30am to
5:00pm daily and is closed on all major holidays.

Abe To Make Historic Visit To Pearl Harbor This Month
— The First Ever By A Japanese Leade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left, talks with Japan's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on the Ujibashi bridge as they visit the Ise Jingu shrine in Ise, Mie
prefecture, Japan Thursday, May 26, 2016, ahead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G-7 summit meetings. When Obama and Abe make a historic visit to
Hiroshima - the first time a sitting U.S. president has visited the site of the
first atomic bomb attack - their words advocating nuclear disarmament will
clash with real-world security necessities.

In a surprise announcement Monday night,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said he would make a historic
visit to Pearl Harbor — the first by a sitting Japanese
leader — on Dec. 26 and 27 during a trip for his final
summit with outgoing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he President will ... accompany Prime Minister
Abe to the USS Arizona Memorial at Pearl Harbor
to honor those killed,"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Josh Earnest announced Monday. "The two leaders’
visit will showcase the power of reconciliation that
has turned former adversaries into the closest of allies,
united by common interests and shared values."
Abe will become the first sitting Japanese leader to
visit the site of Japan's 1941 attack on the U.S. Naval
base that prompted the United States to join World War
II.
Abe's historic visit comes after President Obama
earlier this year visited Hiroshima, the site of the U.S.
atomic bombing on Japan in 1945, in another first.
The stunning declaration came just two days ahead of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attack that propelled the
U.S. into World War II.
Abe said he was making the visit to Hawaii “to pay
tribute” to military personnel from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who died in the war.
“We must never repeat the tragedy of the war,” he
told reporters. “I would like to send this commitment.
At the same time, I would like to send a message of
reconciliation between Japan and the U.S.”

Abe said he agreed with Obama to visit
Pearl Harbor together when he held
brief talks with him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 in Lima last month.
The Japanese leader said his last summit
meeting with Obama will be a chance
to reflect on his presidency and to
confirm the importance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e Associated Press reported that the
White House confirmed a meeting in
Hawaii on Dec. 27, saying “the two
leaders’ visit will showcase the power
of reconciliation that has turned former
adversaries into the closest of allies,
united by common interests and shared

values.”
In a historic and emotional visit to Hiroshima in May
— the first by a sitting U.S. president — Obama paid a
moving tribute to atomic bombing victims, reaffirmed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both nations and called for the elimin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Obama did not, however, include an apology for the
dropping of the atomic bomb in August 1945, which
some in both Japan and abroad had sought.
In May, the Nikkei newspaper reported that Abe was
considering a visit to Pearl Harbor in November in a
symbolic gesture to cement the alliance.
At the time,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Yoshihide Suga

said the government was not considering such a trip, would “live in infamy.”
but he added: “I don’t know about the future.”
Once sworn enemies, the two nations became staunch
The Nikkei report, an apparent government leak, may allies after the war, with the U.S. currently stationing
have been a trial balloon floated by Abe to gauge approximately 50,000 U.S. military personnel in Japan.
domestic and U.S. reactions.
But the victory last month of Donald Trump in the
The White House had said it would welcome such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has raised doubts about
a visit, but speaking at a joint news conference with
the alliance’s durability. Trump has said that allies
Obama ahead of the Group of Seven summit in
such as Japan must cough up more cash for basing
Ise-Shima, Mie
troops there or
Prefecture, in
risk seeing them
May, Abe said
withdrawn.
there were no
Hoping to
plans at that
gauge Trump’s
point.
commitment
The planned
to the alliance,
visit comes after
Abe was the first
Abe’s wife, Akie,
world leader
made a surprise
to meet the
visit in August
president-elect
to Pearl Harbor,
when he visited
where she visited
New York last
the USS Arizona
month. He did
Memorial,
not disclose
outside
details of the
Honolulu. Her
talks, but said
Headline From The Front Page Of The New York World-Telegram, Dec. 1941
two-hour visit
that Trump
included offering
is a leader he
prayers and laying flowers.
can have great confidence in. (Courtesy http://www.
More than 2,400 U.S. servicemen and civilians were japantimes.co.jp/news/2016)
killed in the devastating sneak attack on Dec. 7, 1941
— a date that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said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shakes hands with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t Hiroshima Peace Memorial Park in
Hiroshima, on May 27, as Obama became the first sitting
U.S. president to visit the site of the world's first atomic
bomb attack. Abe said Monday he will visit Pearl Harbor
with Obama at the end of this month, becoming the first
leader of his country to go to the U.S. Naval base in Hawaii
that Japan attacked in 1941. (Photo/AP)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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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第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號召各族裔總動員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各界引頸期盼，由美
南新聞集團舉辦得一年一度新年園遊會，將搭配休士頓
超級盃運動元素，於明年 2 月 4 日上午 10 時至 5 時在美
南新聞大樓廣場舉辦 「第 21 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New Year Festival)，園遊
會號召各族裔社區參與，預計讓與會人士都能感受國際
性的嘉年華歡樂氣氛。
有著 「規模最盛大的亞裔新年慶典」 (The Largest
Asian New Year Celebration)美譽，每年都受到眾多當
地機構和商家贊助，獲得社區一致好評。今年美南新年
園遊會將搭配第 51 屆超級盃美式足球賽(Super Bowl)，
展現 「雙節」 加倍熱鬧氛圍，整個各族裔社區全員動員
，讓民眾體驗不同以往的多元文化盛宴。
今年園遊會上百位嘉賓政要上台參與剪綵。
今年園遊會上百位嘉賓政要上台參與剪綵
。(本報資料照片
本報資料照片))
李蔚華說，農曆新年慶典是美南運行 20 年的傳統
濃濃的過年氣氛，打造一場前所未有的族群融合新年派對，不少
，今年為超級盃做前導，不只增添節慶氣氛，更能吸引眾多遊客 當地華洋政商名流將會出席活動，熱情參與。
前來國際區遊玩，促進觀光發展，相信活動會豐富多彩，希望各
去年成功策劃精采演出，第 21 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導演高
社區都能一起加入，慶祝兩個具代表性的慶典。
曉慧表示，活動發展面向能融合多元社區文化，希望大家都能踴
屆時一如往常，將會有大型舞龍舞獅、少林功夫、傳統中國 躍提供精彩節目表演。籌委會將涵蓋超過 50 位各族裔領域人士，
藝術、精彩中國及世界音樂舞蹈演出，各國年節小吃美食與文化 園遊會前也預計在 2 月 2 日晚間舉辦 Kick-off 晚會，屆時內容將精
性、遊戲、搖滾音樂表演等攤位，同時還包括抽獎活動，襯托出 采可期，請民眾隨時注意活動更新。

超級盃兩大前導活動精采萬分
開幕之夜熱烈售票中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隨著明年 2 月 5 日第 51 屆超級
盃美式足球賽(Super Bowl)臨近，全美運動迷引頸期盼。為迎接
這盛大的運動盛事，兩大超級盃前導活動 「Touchdown Tour」
正如火如荼進行中，超級盃嘉年華開幕之夜(Super Bowl Open-

ing Night festivities)也將於 1 月 30 日在 Minute Maid Park
舉行，現正熱烈售票中。
為盛大迎接明年這場美國體壇重要的年度盛事，打造
場內外熱鬧氣氛，除日前宣布將在市中心將舉辦 「Super
Bowl Live」 的球迷慶典活動外，從 10 月 8 日
起，自明年 1 月 14 日的每個周末，將在休士頓
不同地區有一系列的 「Touchdown Tour」 周
邊慶祝活動，讓全民都能夠感受熱鬧氣氛。
「Touchdown Tour」 主要是配合國家美式足
球(NFL)9 月至 12 月的例行賽行程，休士頓人
可以透過比賽、現場音樂、地方藝術設計、活
今年 50 屆在舊金山舉行的首屆超級盃開幕之夜
屆在舊金山舉行的首屆超級盃開幕之夜。
。(取材自 KHOU)
動攤位和食物，在休士頓各個角落一起感受運
動賽事。接下來 「Touchdown Tour」 活動將
球迷可受邀參加參與知名球員與全球的媒體訪問，活動上節
有三場，分別是 12 月 10 日上午 10 時在 Blueridge 目也相當精彩豐富，不只有現場音樂表演，也有才藝秀、美國職
Park、 1 月 7 日上午 10 時在 Burnett Bayland Park 與 業美式足球(NFL)的特別亮相和拍照時間，NFL 的啦啦隊與吉祥
1 月 14 日上午 10 時在 Alief Community Park 舉行， 物也都會在紅毯上與球迷見面，球迷可獲得近距離拍照機會。
免費入場，歡迎闔家光臨。
喜 歡 運 動 賽 事 的 球 迷 別 錯 過 了 ， 購 票 可 至 Ticketmaster.
另一個活動則是超級盃嘉年華開幕之夜，在開幕之 com 購買，門票最低自 20 元起票，下午 5 時 30 分開放進場。第
夜上，將是所有球員和教練第一次在休士頓面對大 51 屆超級盃美式足球賽於 2017 年 2 月 5 日在 NRG Stadium 舉行
休士頓市長透納((右五
休士頓市長透納
右五))日前於 「Touchdown Tour
Tour」」 記者會
記者會。
。(本報資料照片
本報資料照片))
批媒體，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進行聯訪。
，詳情可洽 SuperBowl.com 或追蹤@SuperBowl 推特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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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法院理賠及驅趕房客講座圓滿舉行
由 「 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 會長楊德清主講(上)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休士頓首次以消費者權益為主的講
座，於上周六（ 12 月 3 日 ）下午在糖城圓滿舉行。這項由 「
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 主辦的 「 小額法院理賠及驅趕房客 」 講
座，吸引了該協會 120 多人參加，主講人消費者協會會長楊德清
，以平易近人的表達方式，詳細介紹了小法院理賠與驅趕房客的
全過程，並以實際例子，以生動活潑的方式講述，會場不時地晌
起笑聲，大家普遍反映效果不錯，獲益良多。楊德清會長表示
： 消協的宗旨是幫助華人消費者，訴訟分民事和刑事，該講座
是以 Harris County 法院的流程與費用為參考，訴訟分民事和刑
事兩種，這次講座僅涉及民事。楊德清的演說分為三大部份：
（ 一） 小額理賠法院流程，（ 二）驅趕房客流程，（ 三 ）怎
樣找好房客及如何與房客打交道。
一． 小額理賠法院流程
1. 我第一次是怎麼聽說的，需要知道英文名字
2. 在沒有律師幫助時走法律渠道
3. 小額法庭 Justice of Peace Court(JP court) 是縣(county)裡
最低層的法院
4. 能否收到判決賠償的因素
(1) 法律因素 豁免項 德州比較寬
(2) 法官因素 傾向性
(3) 執法人員的因素 傾向性，惰性
(4) 證據是否足夠
(5) 信息搜索 包括地址，銀行賬號，存款額等都可以通過付費
的服務查到
(6) 被告的因素 財務狀況與守法程度
5. 其他抱怨方法選擇
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 Better Business Bureau, Apartment Association, Board of Realtors, Texas Department of Licensing and Regulation, The Texas Workforce Commission,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agencies
6. 小法院受理什麼樣的案子
車禍，退押金，違約，但不能受理理賠轉讓，討債公司的案子，

離婚
7. 哪裡尋找小法院？
在自己居住的或案件發
生的警區法院
8. 小額理賠的限額？
$10000 含律師費，但不
含法律許可的利息與法
院費用。多的話自己還
是可以上縣法院。
9. 准 備 打 官 司 的 第 一
步
(1) 准 備 好 足 夠 的 證 據
，如合同，收據等書面
證據。
(2) 確 認 被 告 的 通 訊 地
址是更新的，能夠找到 圖為 「 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 」 會長楊 華人消費者協會 120 多人聆聽楊德清演講的盛況
多人聆聽楊德清演講的盛況。（
。（ 記者秦鴻
被告。若沒有的話得想 德清演講的情景
鈞攝）
鈞攝
）
德清演講的情景。（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辦法弄到。
11. 送交傳票 獲得傳票 交費後法院就給出傳票， 遞交傳票有
(3) 要先寫信通知被告，限期付款，否則將會通過法律手段解決
幾種方法：
，最好平信加掛號信
（1） 本郡警區警官遞交傳票 若被告在本區的話， 費用就是
10. 立案 上交訴狀，到法院 或者網上 www.efiletexas.gov， 今
上面說的$75
天主要介紹到法院立案的流程
（2） 其他警區遞交傳票 若被告在別的郡的話， 需要與當地
（1） 原告的名字，及聯系方式如地址，電話，傳真， 若有
警區(precinct) 聯系，交相關費用，並轉交傳票以便警官(sheriff
律師的話律師的名字及聯系方式。
or constable)送交
（2） 理賠金額，財產詳述或其他理賠明細
（3） 最高法院認證的私人服務員(process server) 費用不等
（3） 出具聲明，也可以接受 email 回復。
，從$20-$100, 取決於地區，遞交幾次，平均$45-$75
（4） 除正常辦公或住家地址外，最好多提供一個被告的地址
（4） 法院辦事員(the clerk of the court) 若需要用掛號信話(
。
在其他方法行不通時才能用)
（5） 准備足夠的份兒數
（5） 18 歲以上的，有法院指令(court order)的成人
（6） 基本信息表需與訴狀一起交
（6） 個人送達，掛號信，有回執的掛號信。
（7） 交訴訟費： $44 法院， $75 警官傳票服務(若需要的
話) 合計$119

楊德清主持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 節目
今晚訪問郭立談 「槍支選購使用安全需知」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近年來，槍
支問題一直成為美國的焦點話題，是每家
大人，小孩皆關心的問題。今天晚間七時
半，楊德清主持的
「 美麗家園 」 節目，將訪問 「 中國
城槍店 」 的負責人之一，德州帶槍執照
課程的主講人郭立，談 「 槍支選購及使
用安全需知」 。

郭立在訪問時將談到用槍安全，用槍
時機，槍支安全儲存，自我防衛意識及購
買槍支需知。
主持人楊德清及郭立將從我們自身的
「 安全 」 問題談起，平常人如何在外遠
離受害者； 如何避免成為受害者，郭立
將談到槍支安全，在家如何收藏，防止意
外（ 特別家有小孩者）。

郭立表示： 槍支是美國的文化之一
，大概六歲小孩（ 愈早愈好），就開始
認識槍支，在美國長大的小孩，遲早要接
受槍支------,進一部詳情，請今晚七
時半準時收看 「 美麗家園 」 節目，明天
圖為楊德清（
圖為楊德清
（ 左 ） 主持的 「 美麗家園 」 節目
節目，
， 今晚將訪問 「
（ 周四 ）下午一時至二時重播。

中國城槍店」 負責人郭立
中國城槍店」
負責人郭立（
（ 右 ）談 「 槍支選購及使用安全需知
」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