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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民俗文化種子在地研習活動
發揚台灣文化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於上周六下午在中心舉辦大休士頓地
區民俗文化種子「在地文化培訓」課程﹐此次課程邀請謝蘭英﹑阮
祥鴻教導「客家斗笠農家舞」及「歡樂鈴鼓舞」2 項民俗文化課程﹐
共計有來自休士頓﹑糖城等地30 多位僑校及主流學校華文老師
以及青年文化志工(FASCA) 參加﹒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及副主
任李美姿皆到場為文化團隊加油﹑打氣﹐莊雅淑並代表僑委會頒
發文化菁英班結業證書給謝蘭英﹑阮祥鴻﹑陳根雄﹑張靜﹑張翠玲
等5 位學員﹐並推崇台灣優質文化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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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剪影社區剪影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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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為更好地弘揚中華文化，向華人社區與主流
社會展示東方藝術的魅力，由休斯敦華星藝術團精心製作的“東方
印像2016”大型綜藝晚會於2016年12月3日晚上7時在10505 Cash
Road, Stafford ,TX.77477的Stafford Center 盛大舉行,駐休斯敦總領事
館劉紅梅副總領事,僑務組長房振群及一千六百多位中外僑界人士欣
賞到精彩的藝術饗宴。

這台晚會凝聚了 2016 年度東方藝術教育中心（OAEC）近 400
師生的教學成果，節目多彩豐富，表演多樣形式。豐富經驗配合默
契的華星工作團隊，在背景燈光設計、節目串聯、舞台效果等多方
位彰顯時尚活力，以濃郁的民族風情與極富現代感的生命力向大家
展現嶄新的東方印像。

校長徐利表示“東方印像2016” 也是OAEC成立六周年的盛大
慶典，這個大家庭的每一位成員由衷地希望能與所有關愛OAEC成
長的僑胞、家長和各界朋友共同見證，一起分享進步的喜悅和成長
的收獲。

“東方印像2016”大型綜藝晚會,由東方藝術教育中心近400師
生傾情演出，二十多位專.家精心打造、編排,陣容相強當大.整台晚
會圍繞著主題“東方印像”，用各種藝術形式彰顯東方文化的無窮
魅力。綜藝晚會節目豐富,形式多樣，有舞蹈表演，還包括了器樂、
聲樂、戲劇、時裝表演等多種形式。綜藝晚會內容新穎,濃縮全校師

生2016年一年的教學精華。原創
節目的設計編排精彩紛呈、引人
入勝。 東方藝術教育中心藝術顧
問，專家休斯敦 DanceSalads Fes-
tival Artistic Director, Nancy Hen-
derek，特別為這次晚會精選了10
個原創節目，令您感受到精品風
範.由學員組成的美麗模特隊，加
上特別定製設計的華美服裝，這
次時裝表演,時尚動感給您帶來耳
目一新的感覺.

演出精彩節目有壯族舞-走
在山水間，音樂之聲組曲 The
Sound of Music,How Can I Love
Survival, The Lonely Goatherd, My Favorite Things, Sixteen Going on
Seveneen, Edelweise, So Long-Farewell/Do-Re-Me ; 漢族舞-六月清
荷,兒童舞蹈-坐火車的小老鼠，兒童爵士-大眼睛，漢族舞-荷花朵
朵，漢族舞-小辮甩一甩,民樂聯奏，二胡重奏-鈴兒響叮當，二胡獨
奏-甜蜜蜜，竹管樂聯奏-中國風情；漢族舞-紅燈籠；藏族舞-卓瑪
堆茲，傣族舞-孔雀飛來，獨舞-月下長情，器樂組合，小提琴聯

奏-穿越，鋼琴獨奏；芭蕾 葛培莉亞，Red,傣族舞-雨竹林，現代
舞-紅與黑，古典舞-梨園夢，扇舞丹青，水袖舞-梨園夢；詩朗誦-
夜空，森林派對，Lyrics-Halo,藏族舞蹈-酥油飄香，獨唱-西班牙女
郎，西班牙舞蹈-燃燒的舞裙；古典水袖-水墨丹青，傣族舞蹈-傣
家的女兒傣家的雨，現代舞-時光，鮮族雙扇舞-阿裡郎，紅珊瑚，
舞蹈薈萃及畢業歌。徐利校長在會上頒發獎杯給畢業生萬詩嘉
（Irena Wan), Michelle Tang, Grace Zhang.

「「東方印象東方印象20162016」」 大型綜藝晚會大型綜藝晚會
於於20162016年年1212月月33日晚日晚77時在時在Stafford CenterStafford Center圓滿成功演出圓滿成功演出

劉紅梅副總領事在“東方印像2016”綜藝晚會上的致辭
（2016年12月3日 Stafford Center）

有機蔬果種植講座有機蔬果種植講座
蟲蟲的危機蟲蟲的危機 && 我的菜生病了我的菜生病了
1212月月1010日日（（Sat)Sat)上午上午99時至上午時至上午1010時時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診所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診所
1062310623 Bellaire Blvd. Suite CBellaire Blvd. Suite C280280,,
Houston,TX.Houston,TX.7707277072

光鹽光鹽 社健康講座社健康講座
大腸癌的知識以及預防大腸癌的知識以及預防
Buying To NhuBuying To Nhu健康教育專員主講健康教育專員主講
98009800 Town Park Dr. SuiteTown Park Dr. Suite 255255,Hous,Hous--
ton,TX.ton,TX.7703677036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休士頓台灣長春會1212月份月會月份月會
1212月月1010日日（（Sat)Sat)下午下午22時時4545分開始分開始
台灣人活動中心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5885 Point West, Houston,TX.Point West, Houston,TX.7703677036

20172017 大型春節聯歡晚會大型春節聯歡晚會 「「擁抱春天擁抱春天」」
新聞發佈會新聞發佈會
1212月月1111日日（（Sun)Sun)上午上午1010時至中午時至中午1212
時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129129室室
59055905 Sovereign Dr.Houston,Sovereign Dr.Houston,
TX.TX.7703677036

HCAHCA休斯敦華裔聯盟新年派對休斯敦華裔聯盟新年派對
1212 月月 1111 日日（（Sun)Sun)上午上午 1111 時至下午時至下午 22
時時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98009800 Town Park Dr.Houston,Town Park Dr.Houston,
TX.TX.7703677036

中華公所例會及中華公所例會及20172017年共同主席選舉年共同主席選舉
1212月月1111日日（（Sun)Sun)下午下午22時至下午時至下午44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室室

德州安徽同鄉會四週年晚會暨年會慶德州安徽同鄉會四週年晚會暨年會慶
典典
1212月月1111日日（（Sun)Sun)下午下午55時時
珍寶海鮮餐廳珍寶海鮮餐廳
1121511215 Bellaire Blvd,Houston,TX,Bellaire Blvd,Houston,TX,
7707277072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年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年
終聚餐終聚餐
1212月月1111日日（（Sun)Sun)下午下午66時時
Crown PlazaCrown Plaza
90909090 Southwest Freeway,Houston,Southwest Freeway,Houston,
TX.TX.7707477074

真佛宗密儀雷藏寺真佛宗密儀雷藏寺 「「息災祈福敬愛超度息災祈福敬愛超度
大法會大法會」」
1212 月月 99 日至日至1212 月月1010日日（（Fri. ~ Sat. )Fri. ~ Sat. )

晚間晚間77：：3030 起起
1212 月月1111 日日（（ Sun. )Sun. ) 下午下午33：：0000 起起
雷 藏 寺雷 藏 寺 （（77347734 Mary Bates Blvd.Mary Bates Blvd.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 「「20172017 年最新年最新
公司企業報稅進修班公司企業報稅進修班」」
1212 月月1010 日日（（Sat. )Sat. ) 上午上午99：：0000 -- 下午下午
55：：0000
恆豐大樓恆豐大樓1212 樓會議室樓會議室

汝楨藝苑粵曲慶祝會汝楨藝苑粵曲慶祝會
1212 月月1010 日日（（ Sat. )Sat. )下午下午11：：0000 ~~ 55::0000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休士頓華嚴蓮社梁皇寶懺法會休士頓華嚴蓮社梁皇寶懺法會
1212 月月 44 日日--1212 月月 1111 日日（（Sun. ~ Sun.Sun. ~ Sun.
共共88 日日））上午上午99：：0000--下午下午 55：：0000

休士頓華嚴蓮社休士頓華嚴蓮社（（93699369 Wilcrest Dr.Wilcrest Dr.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9977099 ))

黃河黃河 合唱團合唱團 「「濤聲二十年濤聲二十年」」
1212 月月1010 日日（（Sat. )Sat. ) 晚間晚間77：：0000
Christ Church Sugar Land ,TXChrist Church Sugar Land ,TX 7747977479

SHOPSHOP 中小企業論壇中小企業論壇
1212 月月1313 日日（（Tues.)Tues.)上午上午99：：0000-- 1111：：
0000
恆豐大樓恆豐大樓1212 樓樓

AREAA HoustonAREAA Houston 分會早餐會分會早餐會
1212 月月1414 日日（（ Wed.)Wed.)上午上午77：：3030-- 1010：：
0000
HESS Club Houston(HESS Club Houston( 54305430 WesWes--
theimer Rd. Houston TX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56770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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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華星藝術團、東方藝術教育中心各位藝術
家，各位老師、同學和家長，僑胞朋友們：

很高興出席“東方印像 2016”綜藝晚會。一年
一度的“東方印像”晚會，是大休斯敦華人社區孩子
們展示才藝、展示中華文化魅力的一個重要舞台，也
是對老師和家長們一年來辛苦付出的一次集中彙報和
答謝，體現出我們這個有著30多萬僑胞的華人社區
文化事業的繁榮和愛國愛鄉的深厚情懷。首先，我代
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向本次晚會的舉辦表示熱烈
祝賀，向大家致以親切的問候和良好的祝願！

中國舞、中國民族音樂等藝術形式都是中華文化

璀璨星河中的耀眼繁星。華星藝術團、東方藝術教育
中心多年來致力於面向華裔青少年傳授中華傳統才藝
，不僅讓孩子們得到藝術的陶冶和綜合素質的提升，
讓我們的下一代華人更有競爭力，同時以潛移默化的
方式拉近了孩子們對祖（籍）國的情感，向美國社會
各界傳播了中華文化，這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和中美
友好關系都具有長遠意義。各位老師和家長為下一代
的培養不辭辛苦、傾盡心力，所有的努力將通過今天
的晚會得到回報。正是這種對孩子教育的重視和對祖
（籍）國文化的主動傳承，才使得華人在美國社會的
地位不斷提升。孩子們的努力學習和刻苦練習，使所

有美好希望成為現實。孩子們會發現自己因傳承中華
藝術而顯得更美，會為自己擁有獨特中華氣質而感到
驕傲。在這裡，我對大家一年來的辛勤付出表示敬意
，感謝大家！

2017 年是充滿希望的一年。在新的一年，我希
望大休斯敦地區所有從事和愛好中國文化藝術的中美
各界人士更多地參與、推動中美文化交流，致力造福
僑社、造福兩國民眾，讓璀璨的中華文化在海外不斷
發揚光大。

最後，祝孩子們不斷取得更好的成績，預祝演出
取得圓滿成功！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劉紅梅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劉紅梅、、OAECOAEC校長徐利與指導老師及近校長徐利與指導老師及近400400學生合影學生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劉紅梅致賀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劉紅梅致賀
詞詞,, 20172017年是充滿希望的一年年是充滿希望的一年。。在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
，，我希望大休斯敦地區所有從事和愛好中國我希望大休斯敦地區所有從事和愛好中國
文化藝術的中美各界人士更多地參與文化藝術的中美各界人士更多地參與、、推動推動
中美文化交流中美文化交流，，致力造福僑社致力造福僑社、、造福兩國民造福兩國民
眾眾，，讓璀璨的中華文化在海外不斷發揚光大讓璀璨的中華文化在海外不斷發揚光大..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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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德州新聞
星期四 2016年12月8日 Thursday, December 8, 2016

Ivy Lofts高層商住混合項目 投資自住皆宜
大繁至簡 給你一個買得起的五星級的家

由地產開發商Novel Creative De-
velopment在2015年底的Ivy Lofts高層
住宅項目，推出後立即受到大量買主
青睞，此次，開發商根據一期市場的
反饋，在設計上重新做了調整，現有
的設計在原來價格不變的基礎上，戶
型面積更大，而空間利用和布局更趨
合理。

“所有的設計，所有的開發思維
都是根據客戶的要求來制定的，目前

僅有我們一家，在休斯頓
市中心能以這樣最低的價
格和高標准的戶型配置推
向市場。” Ivy Lofts 項目
的負責人 Stephanie 在接受
采訪時這樣表示。

“我們不僅僅為客戶提
供了居住環境，更重要的
是，我們為客戶設立了一
種全新的城市生活方式，
這個大樓為住商混合，一
樓有超過1.5萬平方英尺的
商業門面，包括連鎖店、
餐廳、超市、酒吧等，同
時，Ivy Lofts 項目打造了
一個功能齊全的社區，在
七層專門設計了戶外游泳
池、BBQ、健身房、綠地
花園、會議室休息廳、舉
辦活動聚會的場所，更吸
引人的一大亮點是，在27
層還有一個住戶可攜友共
享的觀景台，燦爛星空和
璀璨輝煌的都市夜景都可
盡情欣賞，讓住戶真正能
夠做到足不出戶，賞心悅

目，社交休閑兩不誤。”
Stephanie還強調，從投資的角度

上講，與休斯頓市中心其他相鄰的高
層住宅相比， Ivy Lofts高層住宅項目
的 售 價 明 顯 偏 低 ， 同 時 周 邊 現 有
Town home的價格也都在30萬元以上
，因此，未來5年時間內，休斯頓作
為一個價值窪地，Ivy Lofts 項目是一
個非常難得的投資機會，而隨著休斯
頓市中心地價的顯著增長，加上附近

EaDo項目的建設計劃，Ivy Lofts項目
投資收獲可期。

開發商之所以對 Ivy Lofts高層住
宅項目充滿信心，則是因為他們是在
經過了慎密的市場調研對比以及對美
國整體地產市場趨勢的分析後做出的
決策。

該 項 目 的 市 場 負 責 人 Charles
Chou 對該項目也做了詳細的說明，
並在樣品間展示了 Ivy Lofts 的獨特設
計。

首先，Location， Location，Lo-
cation，這個在商界強調了無數次的必
勝秘笈，在這個的項目上再次充分體
現。

Ivy Lofts 高層住宅項目所在的位
置 位 於 休 斯 頓 市 中 心 東 部 （East
Downtown），開車到 Downtown 僅
有3分鐘，距離世界上最大的德州醫
療中心僅有10分鐘車程，並且4分鐘
駕駛就可到達休斯頓大學，近鄰休斯
頓市中心的三大著名球場，NBA豐田
中心，休斯頓 Dynamo 足球隊主場
BBVA compass stadium，太空人隊主
場 Minute Maid Park， 近 鄰 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同時，市中
心彙聚了休斯頓的博物館區，大型專
業演出劇場，戶外劇場，Hermann
Park公園區等都是閑暇和周末活動的
好去處。

Ivy Lofts 高層住宅得天獨厚的位
置，解決了不少住戶最費力耗時的交
通問題，避開了休斯頓因快速發展，
人口暴漲帶來的堵車壓力。據了解，
一些已經訂購了房屋的客戶，他們在
downtown 經商，因為距家較遠，多

年來每天耗費在路上的時間都要兩個
多小時，他們感慨的說，Ivy Lofts 項
目正是他迫切向往的需求，讓他們工
作和休閑都能兼顧，免於疲勞奔波。

一些來自德州醫療中心的工作人
員聞訊趕來咨詢購房，看到 Ivy Lofts
的售價和條件，一次性就搶先購買了
3 套，他們做過計算，每天上班如果
能節省2個小時的駕車時間，這一年
下來就相當可觀，選擇 Ivy Lofts，其
實就是選擇了更加高效的生活質量,
贏得時間應該是最大的收獲。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Downtown
地區是一塊不可奪得的地產資源，土
地有限，地域獨特，16.9萬元起價就
能在 Downtown買上一套自己擁有的
地產，特別是對剛剛走向職場的年輕
人來講是難得良機，不僅可以享受都
市社交生活，也可以作為長期投資，
一舉兩得。

Ivy Lofts 微型高層住宅在德州是
第一家，目前的戶型面積有四種：

第一種是 Studio 戶型（1 bed+1
bath） ， 位 於 2 樓 至 22 樓 ， 面 積
396-488平方英尺。價格16.9萬起。

第二種是 600 平方英尺以上，多
出一間書房，也可做為臥室使用，價
格26萬起。

第三種是 2 bed+2 bath，位於 17
層以上，價格39.9萬起。

第四種是Penthouse風格（頂樓套
房）3 bed+3 bath，面積1200-2000平
方英尺，價格在59.9萬到100萬。

每戶都有至少一個免費的車位，
2房以上2個車位，每一個單位均有陽
台。

在配套設施上，Ivy Lofts 開發商
已經在每個房間都安裝了Smart home
智能遠程控制系統，住戶可以通過手
機 Smart phone APP 開/關門、調節空
調溫度、監控室內寵物和防盜，就算
在外地旅游出差也能做到時時遠程控
制。

在 空 間 的 設 計 和 利 用 上 ， Ivy
Lofts堪稱典範，處處精心是該房屋的
最大特色，可以收放遙控的床、餐桌
、隱藏式的儲藏間、洗衣機、烘干機
、用來收納規整的吊櫃，每戶都安裝
了LED高效燈源，節能環保。高大上
的德國 BOSCH 綠色家電產品，日系
超省電、高效率分離式空調系統空調
Daiken，都給人一種簡約但不失豪華
氣派，質樸又充滿現代城市的高科技
元素。試想在星星點點的夜晚，一杯
美酒，滿眼是 Downtown櫛次鱗比的
高樓城市夜景，星光和燈火交錯，看
城市風景，享別樣人生，你一定會不
由自主的感慨，Home, sweet home。

目前，Ivy Lofts 的戶型銷售目前
正 在 熱 賣 當 中 ， 11 月 5 日 舉 辦 的
Grand opening 更是反響火爆，部分樓
層朝向套型已經售出，有興趣自住或
者投資的人士，請盡快和項目銷售部
門聯系，以預先選擇自己理想的樓層
和戶型。

辦公室工作時間每周七天，上午
10點到晚上7點，7點之後需預約。

電話： (713) 489-5638
黃小姐電話：（346）754-0240

（圖文/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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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活動中心書法比賽頒獎典禮圓滿完成

QS161208A達福社區

【本報系達拉斯訊】達拉斯華人活動中
心已於十二月三日(週六)下午四點卅分在
中心大廳舉行頒獎典禮，表揚今年度中心
的書法比賽優勝者。頒獎典禮中邀請李察
遜市副市長 Mark Solomon,中心理事長雷
筱鳳,副理事長許祖瑛,曹利娜,活動負責人
王嘉玲前來頒贈獎金及獎盃。感謝City of
Richardson與僑委會台灣書院共同贊助此

項比賽。
活動中心書法比賽今年是第十四届，

參賽者為僑界不同年齡層的書法愛好者，
比賽的小朋友也都是在這出生長大的華裔
小孩，有些小朋友有學習中文，學校老師鼓
勵他們來參賽，這些來參賽的小朋友年紀
雖小，學習中文時間也不長，但比賽時小朋
友們個個非常專注的一筆一畫的寫出。書

法藝術是中華文化中的瑰寶，讓漢文字之
美得以傳續、是華人活動中心成立的主要
宗旨之一，即是對宣揚推廣中華文化並在
海外永續傳承盡一份力。

活動中心聯絡電話: 972-480-0311.
Website: www. Dallasccc.org Email: in-
fo@dallasccc.org

所有得獎者與頒獎者合照所有得獎者與頒獎者合照

高級組得獎高級組得獎 ((左左))李察遜市副市長李察遜市副市長Mark SolomonMark Solomon第三第三
名陳家寶名陳家寶 第二名杜亨順第二名杜亨順 第一名黃嬿樺第一名黃嬿樺 ((中中)) 理事長理事長

雷筱鳳雷筱鳳 書法比賽活動負責人王嘉玲書法比賽活動負責人王嘉玲 副理事長曹利娜副理事長曹利娜
許祖瑛許祖瑛((右右))

中級組得獎中級組得獎 ((左左))理事雷筱鳳理事雷筱鳳 李察遜市副市長李察遜市副市長MarkMark
SolomonSolomon第三名翁愛娥第三名翁愛娥 第二名劉育愷第二名劉育愷((母親代領獎母親代領獎) () (

中中)) 第一名王煜雯第一名王煜雯 書法比賽活動負責人王嘉玲書法比賽活動負責人王嘉玲 副理事副理事
長曹利娜長曹利娜 許祖瑛許祖瑛((右右))

初級組得獎初級組得獎 ((左左))理事長雷筱鳳理事長雷筱鳳 李察遜市副市長李察遜市副市長
Mark Solomon (Mark Solomon (中中))第三名林怡萱第二名劉芳懿第三名林怡萱第二名劉芳懿 第第
一名林家儀一名林家儀 副理事長曹利娜副理事長曹利娜 許祖瑛許祖瑛 書法比賽活書法比賽活

動負責人王嘉玲動負責人王嘉玲((右右))

書法比賽頒獎典禮主持人朱恬恬書法比賽頒獎典禮主持人朱恬恬

公開組得獎公開組得獎 ((左左))理事長雷筱鳳理事長雷筱鳳 第三名劉代瑞第三名劉代瑞 第二第二
名王強名王強 第一名余濤第一名余濤((中中))李察遜市副市長李察遜市副市長MarkMark

SolomonSolomon 書法比賽活動負責人王嘉玲書法比賽活動負責人王嘉玲 副理事長曹利副理事長曹利
娜娜 許祖瑛許祖瑛((右右))

北德州正成為新的“金色之州”
2015年，福布斯雜志考察了美國

53 個大都會區，對其人口年齡結構、
失業率、收入增長率、人口增長率等方
面進行了綜合分析之後，評選出了美
國未來十年的新興都市。令德州人欣
慰的是，德州的4 個主要城市位列排
名前10位，其中包括奧斯汀、達拉斯-
沃斯堡、休斯頓，和聖安東尼奧。

2016 年 1 月，一項新的研究報告
顯示，數百家企業在過去的七年內紛
紛離開他們曾經的“金色之州 ”——
加州，其中 15%的企業選擇將他們的
新版圖開拓在一個更便于營商的“孤
星之州”——德州。

無論是商業地產、住宅、或是新型
科技項目，德州正成為投資者關注的

焦點之焦點！
中國財團看好德州發展，成立
達拉斯分公司，尋找優質項目

嘉豐瑞德-----位于中國上海，
是集財富管理和資產管理于一體的全
球化資本集團，為客戶謀求全 球多元
化的收益，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布
點投資，涵蓋金融、地產、科技、醫療等
行業。

目光敏銳的嘉豐瑞德很早就對美
國德州給予了關注，並多次來到德州
實地考察。2016 年年底，當 資金和項
目潛力成熟之時，嘉豐瑞德再次來到
德州達拉斯，正式開啟德州投資計劃，
並正式成立分公 司----美國瑞德地
產資本集團。

走進美國CheerinUS.com 受邀采

訪了嘉豐瑞德，希
望德州本地的優質
投資項目可與瑞德
公司 進行商業連接
。
經過多方調研，
嘉豐瑞德集團看
好德州投資前景

在談到對德州
投資前景的看法時
，公司代表人首先
表示他們是經過慎
重調研才付諸行動
的。

嘉豐瑞德薛李
鵬董事長表示：“美
國作為全球最重要
的經濟中心，近幾
年一直保持平穩增
長的態勢，相較于
歐洲市場、亞洲市
場，將資金投向穩定的
美國市場是更好的選擇

，我們也將目光聚焦到美國，而選擇德
州達拉斯市作為我們美國投資的第一
站是經過長時間的調研决定的。

我們的團隊對美國各地的地產市
場進行了長時間的跟蹤分析，綜合當
地的政府政策、新增投資情况和人口
流動等方便的因素，發現德州北部的
達拉斯市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達拉斯市，作為德州第三大城市，
全美排名第九最大城市，與沃斯堡、阿
靈頓組成達拉斯-沃斯堡 (DFW）大
都會，覆蓋12個縣，總人口超過687萬
人(2010 年數據)，是美國南方第一大
都會。同時 受益于德州優惠的政策和
較低的運營成本，世界500強企業(如
豐田等)紛紛將總部遷往達拉斯市，
大量的人口從紐約州、加州流入達拉

斯市，大量的人口流入帶來了急速擴
張的住房需求。“有需求的地 方就有
市場，有市場的地方就需要我們這樣
的投資者，因此我們來到了這裏。”嘉
豐瑞德薛李鵬董事長說。
接下來，新成立的美國瑞德地
產資本集團負責人針對瑞德感
興趣的項目和投資模式做了闡
述

在談到所感興趣的項目類型時，
美國瑞德地產的負責人Kenny Lin表
示：“我們在美國的投資以房產為戰略
核心產業。房產在美國，特別是達拉斯
地區，一直處于穩定上升的狀態，所以
我們目前的規劃是以“住宅”為核心，
以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環境為宗旨，
為當地居民提供一種多元化社區服務
生態圈的同時，也為我們的投資者創
造更多的收益。

在此基礎上，將住宅社區作為我
們整個項目的中心，進一步帶動及推
動周邊商業形態，投資方向以橫向方
式布局整個房產的產業鏈，打造出全
新的可以符合市政府規劃的業態產業
，涵蓋住宅、辦公、商業(酒店及商圈)。

我們的住宅類項目投資模式包括
以下幾種:
一是收購土地，新建住宅，再出租；
二是收購舊屋後對其改造翻新，然後
將其出售；
三是 收購房產後將其裝修，然後出租
，獲得租金後再擇機出售。”

Kenny本人在美國的地產行業擁
有多年的經驗，非常瞭解美國房地產
市場，對美國房地產投資有著獨到的

見解，與德州、加州、紐約洲等地政府、
律師、以及房產施工公司有著密切的
合作關係。

美國瑞德地產資本集團副總Ol-
iver Chi先生長期從事地產投資管理，
他向記者表示，瑞德非常看重達拉斯
本土項目資源，非常希望憑藉達拉斯
團隊的經驗優勢，以及瑞德的資本集
團背景，促成優秀項目的成功實施。
10月，嘉豐瑞德獲得達拉斯市
政廳官員接待

10月，嘉豐瑞德在考察達拉斯項
目時獲得達拉斯市政廳官員接待，參
觀達拉斯當地的城市建設沙盤，更直
觀深入地瞭解德州亟待興建的項目和
投資環境。嘉豐瑞德薛李鵬董事長獲
得美國榮譽市民殊榮。

目前，已經有部分德州本地項目
正與瑞德地產資本集團積極洽談中。
嘉豐瑞德也期待能夠更多參與到德州
蓬勃發展的投資大環境中，並結識資
深、專業的項目團隊。
Reed Wealth Real Estate LLC
美國瑞德地產資本集團
地 址:811 S. Central Expwy. #418,
Richardson, TX 75080
連絡人:
Kenny Lin
469-878-8888
kennylin@reedwealthrealestate.com
Oliver Chi
214-763-4121
oliverchi@reedwealthrealestate.com
(走進美國CheerinUS 供稿)

中國財團進軍德州，共謀發展專
訪
專
訪

嘉豐瑞德薛李鵬董事長與美國瑞德地產管理團隊合影嘉豐瑞德薛李鵬董事長與美國瑞德地產管理團隊合影

嘉豐瑞德薛李鵬董事長與美國瑞德地產管嘉豐瑞德薛李鵬董事長與美國瑞德地產管
理團隊合影理團隊合影 達拉斯實體項目現場考察達拉斯實體項目現場考察

薛李鵬先生獲達拉斯市政廳頒發薛李鵬先生獲達拉斯市政廳頒發
的榮譽證書的榮譽證書

美國著名房地產開發商美國著名房地產開發商 CraigHall(CraigHall(
中中))與瑞德地產談合作與瑞德地產談合作

QS161208D達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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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丁堡巡禮愛丁堡巡禮愛丁堡巡禮（（（二二二）））
聖 十 字 架 故 宮 （The Palace of Holyrood
House）

愛丁堡市內的聖十字架故宮是蘇格蘭
王的正式王宮，也是皇家舉行官方儀式慶典
的地方。1128 年蘇格蘭國王大衛一世（Da-
vid I）在此首建了一座很大的教堂：聖十字
架大教堂與修道院（Holyrood Abbey）。到了
15 世紀，在教堂與修道院的附近蓋了一座賓
館，該處常為蘇格蘭王駐足的地方，雖無王
宮之名而有王宮之實。1430 年蘇格蘭王詹姆
斯二世（James II）便是在聖十字架的行宮內
出生，並在此舉行婚禮、葬禮的。1498 至
1501年間，蘇格蘭王詹姆斯四世（James IV）
在此築建了一座新的宮殿，至此便名符其實
地有了“聖十字架王宮”（Holyrood Palace）
之名。從15世紀開始，這座建造在教堂修道
院旁的聖十字架宮，就變成了蘇格蘭王室的
主要宮殿。時至今日，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
世（Queen Elizabeth II）在每年初夏，亦定會
來此住上一個星期，並在此宮內舉行國宴、
召見重臣、接待民眾等官方事宜。現聖十字
架宮，除了有英皇室成員在內居住的時間外
，終年對外開放。

聖十字架宮是一個四邊形的方院建築
。內有小教堂、畫廊、皇家住所與一個很大
的廳堂。宮內主要房間的木質天花板與那些
MR（Maria Regina）與 JR (Jacobus Rex)代表
瑪麗女王（Queen Mary）與其子詹姆斯六世
（King James VI）的皇家印記，皆是 16 世紀
瑪麗女王時期的遺留。自從1603年蘇格蘭王
詹姆斯六世因承繼法，變成了英格蘭國王詹
姆斯一世（King James I），他從愛丁堡的聖
十字架宮搬出，去了倫敦之後，聖十字架宮
就再也不是英國皇家的正式居所了。聖十字
架宮的一部分建築在17世紀被焚毀。今日見
到 的 聖 十 字 架 宮 ， 是 英 王 查 理 士 二 世 （
Charles II）於1671至1679年間重新築建的。

進入這座古堡式的宮殿後，一人領了
一個介紹宮內每間房間的錄音帶盒，邊走邊
聽，非常詳盡。我們順序一一參觀，來到了
聖十字架宮內最有名的一間房間：瑪麗女王
的寢宮。據記載，1565年3月9日，那個有名
的“宮庭謀殺案”便是在這間房間裡發生的
。傳說，數百年來，到此參觀的遊客們，在
地板上仍可看到被謀殺者大衛李齊奧（David
Rizzio） 的血跡… 我也許是因為在來此之前
，根本沒有聽到過這段歷史，心裡也沒有什
麼恐怖感，祗是覺得瑪麗女王的這間寢室實
在是有點太小了些，陰陰暗暗，毫無皇家氣
派。蘇格蘭的瑪麗女王是歷史上一位頗有爭
議性的人物，也是一位命運坎坷的悲劇性角
色。她若泉下有知，當會有“祗恨生在帝王
家”之嘆吧。由於她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
也因此成為蘇格蘭君主中最有名的一位。
蘇格蘭的瑪麗女王（Queen Mary of Scotland
，1542-1587）

蘇格蘭的瑪麗女王（Queen Mary of
Scotland），又叫瑪麗斯都特（Mary Stewart）
。她是蘇格蘭國王詹姆斯五世（James V）與
法國王族蓋斯之瑪麗（Mary of Guise）王后的
獨生女。蓋斯之瑪麗與英格蘭王亨利第八

（Henry VIII）又是同胞手足。1542年12月1
日，瑪麗出世 6 天後，父親詹姆斯五世去世
，她就繼承為蘇格蘭的女王。

瑪麗女王登基不久，英王亨利第八, 想
破壞蘇格蘭與法國的傳統聯盟，開始策劃一
個粗暴的求婚的計謀：欲強迫瑪麗與他的兒
子訂下鴛盟。1544 年，英王亨利第八派出軍
隊，期能攻佔愛丁堡俘虜瑪麗女王。是時尚
為嬰兒的瑪麗女王，被她的母親蓋斯之瑪麗
藏到斯特林城堡（Stirling Castle）的密室內，
逃過了一劫。在這關鍵時刻，法國的國王亨
利二世（Henry II）正打算透過蘇格蘭年幼的
女王與自己剛出生的王太子佛朗索瓦（Fran-
cois）的聯姻，來統一法國與蘇格蘭。提出了
將瑪麗送往法國，由亨利二世負責培養教育
的建議。1548 年，亨利二世派出的法國艦隊
，護送五歲的蘇格蘭女王到法國。

瑪麗在法國宮廷裡度過十年的時光。
她受到了法國提供的最好的教育。當她的學
習生涯結束時，她已經通曉了法語、拉丁語
、希臘語、西班牙語與義大利文。1558 年，
她在巴黎聖母院與法國太子佛朗索瓦結婚，
達成了蘇格蘭和法國王室的聯姻，並附有秘
密協議，如果瑪麗死後無嗣，蘇格蘭即將歸
並於法國。1559 年，法王亨利二世病故後，
瑪麗與佛朗索瓦共同舉行加冕典禮，瑪麗成
為法國皇后，佛朗索瓦成為法國國王佛朗索
瓦二世（Francois II）。1560 年 12 月 5 日佛朗
索瓦二世去世。次年，這位新寡年僅18歲的
瑪麗就回到了蘇格蘭。她的成長背景沒有給
她足夠的判斷力來應付當時蘇格蘭危險復雜
的政治局面。當時在蘇格蘭，宗教使得人民
之間矛盾重重。瑪麗自己信仰天主教，為法
國新教加爾文（Calvin）教徒所不滿。

1565 年 7 月 29 日，在聖十字架宮，瑪
麗出人意料地嫁給了她的表兄達恩利勛爵亨
利斯圖亞特（Henry Stuart，Lord Darnley）達
恩利勛爵是一個紈?公子，桀傲不遜，貪求
名利，曾要求在他的“王夫”頭銜上贈以
“國王”的名號。婚後不久便與瑪麗不和。
曾有一次他襲擊了瑪麗，試圖想讓瑪麗流產
，不過沒有成功。他很妒忌瑪麗與她私人秘
書大衛李齊奧（David Rizzio）之間的情誼。
1566 年，他參與了一個反叛瑪麗的貴族組成
的秘謀組織。同年 3 月，達恩利在一次晚宴
後，帶人衝入瑪麗的寢室，把正在與瑪麗女
王及一些貴婦對弈的大衛李齊奧殺死。這便
是聖十字架宮內那間鬼影重重的瑪麗寢宮。

1567 年 2 月，瑪麗女王的丈夫達恩利
在愛丁堡城外一棟宅第中死去。這棟房屋是
被火藥炸毀的。當時便有蜚傳火藥乃來自瑪
麗的新歡博斯韋爾伯爵（James Hepburn，
4TH Earl of Bothwell）。瑪麗深恨達恩利殺
死李齊奧，而她的新歡博斯韋爾伯爵又正好
最近與他的妻子離了婚。這樣一來，誰是放
火藥的元兇就自然更使流言四起。事態的發
展出奇地快，5 月中旬，瑪麗女王與博斯韋
爾伯爵正式結婚，然這段婚姻並不圓滿。不
久，蘇格蘭掀起大亂，新教徒乘機起兵反對
瑪麗。女王兵敗被俘後遭監禁，被廢黜。

瑪麗女王被迫退位後，將王位傳給祗

有一歲大的王子詹姆斯，是為蘇格蘭王詹姆
斯一世（James I）。遜位後的瑪麗女王在蘇
格蘭幾經波折，次年（1568 年）瑪麗逃到英
格蘭，求助於表姐英格蘭的女王伊麗莎白一
世。按照常規繼承法的規定，瑪麗在其無嗣
的表姐伊麗莎白一世（Queen Elizabeth I）去
世後，是英格蘭王位下的一個繼承人。但是
，根據天主教的教規，伊麗莎白一世是亨利
第八的私生女，她的王位是根本不合法的，
因此使瑪麗成為真正的王位繼承人。基於這
項顧慮，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將這位
前來投奔她的表妹軟禁了起來。

後來，因為西班牙國王勾結英格蘭天
主教勢力，圖謀扶持信仰天主教的瑪麗奪取
英格蘭王位，事情洩漏後，1587 年 2 月 8 日
，在英格蘭被軟禁了18年之蘇格蘭的瑪麗女
王，被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下令處死，罪名
是“叛逆”。斷頭台前，瑪麗結束了她45歲
的生命。在囚禁期間，她說了這句名言：
“In my end is my beginning”(我死即我生）
。並將這句話，鑲嵌在她衣服的花邊上，道
出了身陷政治鬥爭，與皇家宮廷的悲哀與無
奈…

滿腦裡想著這位瑪麗女王的遭遇，步
出了聖十字架宮。順道前往參觀宮旁的聖十
字架教堂修道院的遺址。這是一座長方形的
早期基督教堂，由蘇格蘭王大衛一世（Da-
vid I）始建於 1128 年。教堂內曾舉行過許多
皇室的加冕與婚禮大典，同時還有好幾位蘇
格蘭王與貴族下葬於此。1768 年大教堂的
屋頂倒塌，使教堂成為現在我們所見到的
這座廢墟。由於這是一座石砌的教堂，除
了沒有屋頂之外，教堂的寺廟牆壁依然完
整。站立在教堂的地面上，望著藍天白雲
，想這座曾經風光數百年的皇家大教堂，
今日祗剩下了名符其實的“家徒四壁”，
旁邊，當年門禁森嚴的皇宮貴地，現也已
變成了憑票入場的觀光景區。滄海桑田，
世間沒有什麼事永遠不變的。

出了聖十字架教堂遺址，經過一大
片皇家花園，花匠工人們正忙著為下月初
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來訪的準備工作。我
們還好沒有正巧在女王入住聖十字架宮的
那個禮拜來遊愛丁堡，否則就無緣參觀此
王宮了。出了王宮圍牆，續往參觀蘇格蘭
議會大廈。
蘇 格 蘭 議 會 大 廈 （Scottish Parliament
Building）

聖十字架皇宮的斜對面就是有名的
蘇格蘭議會大廈。由於它非常特異新穎的
建築式樣，不但是與聖十字架宮的建築大
相迴異，在整個愛丁堡的建築群裡，也顯
得是鶴立雞群般地獨樹一格。

這座新的蘇格蘭議會大廈是由西班
牙建築師 Enric Miralles 設計，動工於 1999 年
，2004 年 10 正式啟用。不過建築師在大廈
完工前便去世了。該大樓是由新建和改建
的幾個建築組成，包括四座四至五層樓高
的塔樓，一座新聞中心，與一座會議中心
，外加兩個輔助辦公樓、議員辦公室。大
樓基地的中央是四個四層五層的會議樓，

其首層是議員的餐廳和花園、國會大堂、
與向公眾開放的遊客中心。建築師 Miralles
的原意是要使這組建築將蘇格蘭的風景、
人民、文化與愛丁堡市全都溶在一起。

此建築曾得過好些個設計獎。尤其
是 2005 年獲得的 Stirling 獎，被建築界形容
為“英國百年來，在藝術、技巧與質量上
無以與之倫比的建築”。不過，這組耗資
幾乎高達 5 億英鎊，用石頭、不鏽鋼與橡木
構成的蘇格蘭議會大廈，在啟用未及一年
，就陷入了政客、媒體、民眾多方爭議、
批評、嘲笑的焦點。其前衛的造型在古色
古香的愛丁堡舊城區中，是一大異數，也
因此獲得的評價是褒貶不一，落差極大。
在英國的一項民意調查中，被評為“全英
國 最 醜 陋 建 築 ” 第 四 名 。 不 過 ， 豈 不 聞
“百貨中百客”，美與醜原本就是很主觀
的評判。往往在我們一般人看來像是一堆
破銅爛鐵，在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展室裡，
就是一件藝術品了…

議會大廈的遊客中心內,每隔十來分
鐘便有一位嚮導帶領遊客分小組參觀。我
們數人也加入了一個小組，一一參觀了對
外開放的廳堂場地。由於大廈內多方面多
角窗的設計，光線從四面八方射入，相當
明亮。種在室內的花草樹木亦能充分享受
到自然的光線，予人以一種很寬敞舒適的
感覺。最後參觀的是議員們開會的議會大
堂。
蘇格蘭的議會（Scottish Parliament）

蘇格蘭的議會原是從 13 世紀初至 18
世紀初，當蘇格蘭仍是一個獨立王國時候
的 立 法 院 。 1707 年 的 《 合 並 王 國 法 案 》
（《Acts Of Union 1707》 ） 將 蘇 格 蘭 併 屬
英 格 蘭 王 國 之 後 ， 蘇 格 蘭 的 議 會 亦 歸 並
成 為 倫 敦 西 敏 寺 大 不 列 顛 國 會 的 一 部 分
。 自 1707 年 後 ， 三 百 年 來 ， 蘇 格 蘭 完 全
是 直 接 受 制 於 英 國 國 會 。 蘇 格 蘭 沒 有 了
自 己 的 議 會 ， 似 乎 也 失 去 了 自 己 。 恢 復
蘇 格 蘭 議 會 的 民 權 運 動 在 20 世 紀 的 80
年 代 90 年 代 不 斷 成 長 。 1998 年 ， 英 國 政
府 根 據 1997 年 通 過 的 公 民 投 票 表 決 ， 公
佈 了 《 蘇 格 蘭 法 案 》 （ 《Scotland Act
1998》 ） 確 定 恢 復 蘇 格 蘭 議 會 。 使 蘇 格
蘭 重 新 成 立 “ 權 力 下 放 式 ” 的 單 院 制 蘇
格 蘭 議 會 。 除 了 稅 收 、 社 安 、 國 防 、 外
交 與 通 訊 外 ， 新 的 蘇 格 蘭 議 會 有 大
部 分 的 地 方 事 務 的 治 理 權 ， 與 局 部
稅 率 調 整 的 空 間 。 第 一 次 議 會 在 1999
年 5 月 召 開 。

現 今 的 蘇 格 蘭 議 會 是 由 129 名
議 員 組 成 。 所 有 的 議 員 在 議 會 中 有 平
等 地 位 ， 由 他 們 自 己選出一人擔當主席
，二人擔任副主席，主持有關的程式問題
。 蘇 格 蘭 在 倫 敦 的 英 國 國 會 裡 有 59 名 代
表。從某個角度來看，蘇格蘭的議會與倫
敦西敏寺國會之權限，很有點像美國的州議
會與華盛頓眾議院的關係。在消失了近 300
年後重新恢復的蘇格蘭議會，對蘇格蘭居
民自是一件值得大大慶祝的事，難怪要如
此大事周章地築建這座議會大廈了。

文/夏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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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恩 節 （11/

24）上午天色濃雲
密佈，忽晴若雨，
老天在晴雨間猶豫
，我卻不猶豫，決
定創個傳統，獨自
去 附 近 的 River-
bend 公 園 閒 讀 。
Riverbend 公 園 臨
波多渼可河（Po-
tomac River），免

費入園，離家不到十分鐘車程，便利至極。我備妥書本、零
嘴、飲水，去偷得浮生半日閒了。就帶一本書：龔鵬程的
《飲饌叢談》，隔兩天（週六）要在作協讀書會聚會討論，
我得臨時 「抱佛腳」。

園內河光秋色，幽雅脫俗，氣候宜人徒步健行，事實上
，園內不多的遊客盡是健行者，惟我一人坐在河畔翻著書頁
，一幅完全的不合時宜，一付敢於不同。

獨坐河畔，賞賞景、看看書、吃零嘴、伸筋骨，遠觀近
閱、獨享孤處，如意自在、身心俱舒。清幽的公園，偶有人
聲遠遠近近，我自悅讀食飲，我不理人，人不擾我，一派寧
靜和諧、各取所需。

《飲饌叢談》叢談飲饌外，更暢談文化、歷史、政治、
生活、哲思、中醫等等，涉獵之廣，令人眼界大開（尤其是
那篇 「以人為藥」），有知性之得、有感性之悟，實乃半天
雅致的慰藉，清爽的知足！晁沖之的<夜行>： 「老去功名意
轉疏，獨騎瘦馬取長途。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
。」 「老去」漸近， 「意轉疏」似在轉角，世事恆變，惟讀
書是一生不變的寄望、恆久的依慰。

我翻頁展閱，沒有擾到人，我偶食零嘴，卻引來一隻可

愛好奇的小松鼠前來向我問好、問我看啥書？不，問我吃啥
好吃的？怎麼忘了它？我暫時擱下龔鵬程，拿起板栗（栗子
，chestnut），剝了些殼、仁給它，小松鼠欲近還怯，或近或
遠，或聞或嚐，試了又試，來來回回，卻非它口味，就一溜
煙不見了。人類愛吃烤熟的板栗，松鼠愛吃未處理過的板栗
，萬物本不同，各有所好啊！有人喜食清蒸魚，有人偏好生
魚片，飲饌文化呀！

感恩節河畔悅讀，感恩小松鼠來伴我、逗我丶悟我。
感時葉漸落，
恩盈寰宇闊，
節氣淡慢閑，
樂在書解惑。
幾滴霏霏細雨落下，提醒我該回家了，下回得帶些未處

理過的板栗。
《2016年11月28日於華府》

文/金大俠

偶讀
河畔

在感恩節的前後，收到好些祝福的訊息和美麗的卡片，其中最值得回味的是那個把”恩"
字分成的兩個句子：“因為有你，心存感激“。仔細分析一下，在幾近四百年前，搭乘”五月
花“號帆船來到美洲新大陸的那批”無證移民“，就是因為受了印第安人的幫助，心存感激，
才在次年的收穫季節後，開始了這每年秋後，包括吃火雞的歡慶活動。

因此，我們也要在感恩節的時候，數算自己和家庭過去所得到的支助，才能為此獻上衷心
的感恩。即使平常很忙，沒有時間來數算，當我們在感恩節的家庭聚餐時，也應當看到許多值
得感激的人和事。那天，我們家老幼照例聚集在女兒家分享各家帶來的美食。今年餐桌上除了
女兒為感恩節烤的火雞之外，還有幾樣特別的東西, 包括老伴用孫子親手在我家菜園裡種的大
南瓜所做的南瓜湯和南瓜麵包等。

最難得的是這個禮拜剛剛收到由山東青州老家寄來的幾樣家鄉特產，包括小米，核桃和山

楂等。當山東的永美妹在兩個多月前用海路郵寄出這個她們家自己種的特產包裹時，她根本沒
有想到會正好在感恩節的時候寄到。為了讓孩子們嘗嘗這份來自家鄉的親情，老伴特別把那些
珍貴的佐料放在她親手特製的麵包裡（圖一）。這個跨越時空的麵包讓我回憶起小時候，親娘
過年節時在青州老家用小米和雜糧做的煎餅。雖然她已經謝世七十年，同父親在天堂重聚也有
三十年了，但願他們依然能感受到我們這份感恩的心。

感恩節那天也看到正在為了治療淋巴癌而做化療的老二，如何在院子裡高興地教那四個孫
輩們玩一個新的電動玩具（圖二）。再看到那四個孩子們在享受火雞，南瓜湯和小米麵包時的
歡樂（圖三），不禁再為上天給我們的食物和快樂獻上一份衷心的感恩。最後，但願在感恩節
後還能依然保有這份“因為有你，心存感激“的體會。

因為有你，心存感激 文/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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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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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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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後悔”是自作自受。有的人白天做事夜晚後悔，
有的人狂躁時做事冷靜時後悔，有的人得意時做事失意
時後悔，有的人健康時做事生病時後悔，有的人酒醉時
做事酒醒時後悔，有的人年輕時做事年老時後悔，有的
人掌權時做事入獄時後悔……後悔是一種心病，是不治
之症。世上沒有後悔藥，做了後悔的事就要後悔一輩子
，除非是已喪盡人性或完全失憶。

2.錯誤，就是不正確；缺點，就是不完善。世上每個
人都有缺點，我的母親也不例外；但並非每個人都犯錯
誤，我的母親就是例外。母親今年高齡104歲了，過去她
從沒犯過錯誤，相信以後她也不會犯錯誤。原因是：她
沒權沒勢，沒有犯錯的機會；她正直善良，沒有犯錯的
故意；她謹言慎行，沒有犯錯的意外。

3.化點時間看看書，讀讀報，上上網，積累方方面面
的知識，借鑒方方面面的經驗，吸取方方面面的教訓，
使自己在人生路上少惹是非，少走彎路，少犯錯誤，少

受損失。這是一本萬利的隱形投資。
4.平凡做人，平穩辦事，平實作風，平易近人，平妥

作文，平和說話，平淡妝扮，平衡膳食，平常心態，平
靜心境，平安出入，平順生活……平字筆劃簡單，輕鬆
瀟灑；平字沒撇沒捺，正直無邪（斜）；平字不出頭不
彎腰，低調而有骨氣；平字內涵豐富，充實而有品位。
若終生與平字為友，幸福和快樂就會如影隨形。

5.任何一個不合常理的事物的出現，任何一件不合常
理的事情的發生，都有它特別的理由或原因。這些理由
或原因，有正當的，有不當的；有的可以公開，有的則
是隱私。然則，只要不是罪過，就不必刨根究底，讓它
永遠爛在當事人肚子裡好了。

6.人生是一個不可預測的變數，既沒有固定的運算公
式，也沒有現成的標準答案。順利，不可能事事順利；
倒楣，也不會天天倒楣。縱觀歷屆高考狀元，有幾個真
正成為行業精英？巴西的盧拉，唯讀到小學五年級就輟

學做工，後來竟當上總統！以平常的心態看待人生，順
其自然，適可而止，既努力進取創造幸福，又隨遇而安
知足常樂，就會活得輕鬆愉快。

7.撒謊要有理由，如果你沒有正當的理由欺騙對方，
就不要撒謊；撒謊也要量力，如果你沒有條件和能力騙
過對方，就不要撒謊；撒謊也講良知，如果你的謊言會
傷害別人或危害社會，就千萬不要撒謊。謊言，無論是
善意的還是惡意的，遲早都會穿幫露餡：你或者有可能
在某些時候騙過某些人，但決不可能在所有的時候騙過
所有的人。

8.樓房震塌了可以再建，工作失去了可以再找，錢
財用光了可以再賺，人一旦垮了就完了。對於一個男人
來說，自己的安全與健康固然重要，父母及妻子兒女的
安全和健康同樣重要；對於一個女人來說，自己的健康
與安全固然重要，父母及丈夫兒女的健康和安全同樣重
要。健康第一，安全第一。這是安身立命之首。

錢
錚

心的渴求與滿足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環境的
變化在不斷地更迭著。

繈褓不哭就好；孩童快樂為好；少年學習要
好；青年立志甚好；成年擔當真好；老年健康最
好……

也就說，人生一世在不同的階段裡要有不同
的追求及攀升的高度，不同的追求與滿足，知足
常樂只是一種嚮往。

我，抵達美利堅不到三週，綠卡就到手了。
我激動，我高興的時間不足半小時，就迷茫在未
來的前路上。我問自己，明天，當火紅的太陽從
異國升起時，你打算幹什麼？

像往日那樣，遵從丈夫，順著兒子，凡事都
在乎他們的感受，不敢跳出中國女性的原有框架
，一旦跳出生怕找不回自己的原本。原本的我，
家裡家外的人都認可，都稱讚。留住它不是很好
嗎？堅持下去，走下去，無聲無息地走完自己的
一生？不！堅守，突破，我要在堅守和突破中去
找尋新的立足點與平衡點。

掙紮之感陡進心間，轟出去頗為困難。一種
痛擊心靈的電波劃破了我往日的靜悄與默守。

強烈地感受到，我活在人世間，世間人為我
創造、製造、提供著可賴以生存的所有需求。可
今生今世我把生命的全部熱量只釋放在自己的小
家庭裡，認可嗎？來地球一回不容易，我想再做
點兒對他人對社會有益的事。 ? ? ? ? ??

新的認知為我帶來了新的使命。我有了新的
嚮往，新的追求，追求什麼呢？看不見，摸不著
。

物質享受不是半點不想。人嘛，誰會對遭罪
上癮？然而，我從不奢望任何。我在乎，我珍惜
的是享受自己的擁有。生活中，屬能買得的東西
我會下心思去認真挑選，買不起的從不多花一分
鐘的時間去著眼看。這是一個成熟的心靈，不遭
物質刺激，不受物質誘惑，這是從貧困生活中所

陶冶出的一種獨特的人生境界。
弘一大師把人生境界一分為三：物質、精神

、佛學。在大師心目中，弘法講律乃是人生的最
高境界。

削髮為尼，我今生不會。但把自己的生命下
沈到活一輩子跟活一天沒啥兩樣，我不認可。挖
掘出自身的能量，從自己可駕馭的領域裡起步。

我自幼喜愛文學，剛認字就敢讀長篇小說。
《苦菜花》、《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古麗雅
的道路》等。從那時起我就知道把書中的好句子
抄下來，至止今日，每看完一本書必做筆記。這
樣的積累，令我不但在上學時寫出了100分的好
文章，後在輔導兒子寫作文時也都篇篇一類。

地質學家認為，地底下若沒有石油，井打得
再深也沒用。我認為自己有文學悟性，有勘測
“地下原油”必要。想到此，心裡忽地蹦出了寫
作的念頭。來吧，試一試，幹一回作家所幹的事
。

作家是幹什麼的？有本雜誌裡說，作家是終
日和心靈打交道的人。作家的生存價值就在於能
以獨有的勞動方式，來提高人類靈魂的質量。一
句話，作家是拷問心靈的人。

論語裡講：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
，是賢乎。我從不事先懷疑別人欺詐，不隨便推
測別人不誠實，但在面對欺詐與不誠實，我卻能
及時覺察到。如此靈敏憑什麼？就憑自己心靈純
潔，無奸邪。是啊，要想去拷問世人的心靈，那
自己的心靈首先要經得起世間的拷問。

心，如一池清水。可要秉筆寫作了，其陌生
感是全方位的。下筆前，我並不知道把文稿變成
鉛印字有多難多難。滿心希望：身在海外，惟美
的中國字要在我的手上傳下去；要把自己經歷過
的，看到過的，聽到過的；把幾十年的生存記錄
，社會的、他人的、自己的，全都捕捉到張張白
紙上。彰顯光明，挖掘黑暗，用橫平豎直的漢字

，讓正義發光，道德生輝，讓光明磊落的，心地
善良的好人，偉大起來。

孰不知，我的想法是何等的幼稚。不過，稚
嫩乃自然界的第一美，因它有著旺盛的生命力。

我帶著對文學的稚嫩，仗著它的旺盛，打工
回來，每晚伏案創作到深夜。萬事開頭難，一部
長篇小說，一寫就是好幾年。按字次算，已超過
百萬，但定稿時，我只留下不足20萬字。

以血淚作墨，拿胸膛當硯台，一部記述新移
民在美國生與死的長篇小說《湧進新大陸》脫稿
後，出版則成了天大的事。

我生活在凡事都需用英文的國度裡，可我的
書稿乃滿紙中文哪！現實說：你的讀者在中國，
若想出書，最好到海那邊去尋找合作方。

去國數載，我連家出版社的地址都沒有。怎
麼辦？書稿寫了一大摞，出版無門，堆在家裡，
難道真要放到墻角去“喂耗子”嗎？

我趴在書稿上，覺得自己已踏進了荊棘叢，
長著硬刺的長枝野蔓劃破了腿，紮傷腳，退出去
，路很短，走下去，撐得住嗎？

拔掉堅硬的刺，擦去鮮紅的血，攥著荊棘，
彎曲它，再將其編成一頂桂冠，掛在書桌對面的
墻壁上。我在心裡說。

豪言壯語一點不缺，豪情滿懷也勿庸置疑。
我鼓爆了肚子，喊破了嗓子地對天發下宏誓言，
不把“心血”變成書，我心，怎幹！天，聽到否
？天在說什麼？

有志者，事竟成！
那一刻，我想起老騾子的故事：一頭老騾子

掉進枯井裡，痛苦地哀嚎著。農夫聽到，跑去一
看，井枯騾子老，覺得沒必要再把老騾子救上來
。於是農夫便找來左鄰右舍決定把枯井填上，把
老騾子給活埋了。料想不到，待枯井填平後，老
騾子竟踩著填土出來了。

騾子精神，給了我莫大的鼓舞！
我找出紙筆，走出家門，登上巴士，朝中國

城的中文書店直奔而去。
按所抄回的六家出版社和發行人的地址及姓

名，我一次發走了自己滿心的期盼。苦候50天，

只等來一家出版社的回函：“因出版業不景氣，
我們幫不了您的忙。”餘下的五家，誠如泥牛入
海。

不罷休，不認輸，衝出去，再一次！
這一回，我去了離家較近的蒙郡圖書館。在

茫茫的書海裡，在一張小方桌上發現了一摞中文
書籍，我如獲至寶地翻哪找啊......

寄給香港一家雜誌社的信，不足半月就有了
回音。“我們很佩服您的勇氣。但我們這裡只是
家雜誌社，不出版中文書籍，希望您別灰心，再
找其他出版社為盼！”

我迷茫了。極度困惑中，我頭暈目眩，周身
無力，不想做事，不想吃東西。中醫講：氣和火
若在身體裡受阻了，受阻的那個部位易生癌。我
懷疑，自己已患了絕症。我不想死。我覺得就這
樣離去，太壓抑，太蒼白了。

啊，人生階梯有幾層？心靈階梯在何方？在
故鄉！

炊煙飄去的上空是浩瀚的宇宙；長滿五穀的
大地是滾圓的地球；東山頂是太陽昇起的地方；
西沙灘是日落的地平線。故鄉的概念在兒時形成
，故鄉的東西南北就是我心目中的全世界。帶著
這獨有的認知，我進首都，闖美國，安營北京，
紮寨於華盛頓，可心中那縷情思依然纏繞在故鄉
的山脊上。

故鄉的清泉融進了娘的乳汁；故鄉的雜糧健
壯了兒的骼骨；故鄉的天為我露出了第一片藍；
故鄉的土地留下了我頭一個足跡......

故鄉的養育給了我奮搏的氣力，一翅飛到天
邊，令我賴以生存的依然是黃土地的元素。

心，亮堂了，忙伏案給在威海教書的外甥寫
信訴衷腸。

齊魯大地，孔孟之鄉，我出生的地方。故鄉
透知兒女的心靈渴望。故鄉的出版社從故鄉親人
手裡接過我那厚厚的一摞，三審完畢，總編發來
信函:”看完你的書稿，幾位女編輯都哭了……”

首部長篇小說《湧進新大陸》在山東友誼出
版社順利出版了！那一刻，我的心，獲得了最欣
慰的滿足。

文/宋曉亮
心靈的階梯

隨
感
八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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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99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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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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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 2016 年 12
月5日，法國巴黎，巴黎
遭遇重度汙染天氣。當
局采取應對措施，進行
交通限速。

泰國民眾燭光集會紀念已故普密蓬國王誕辰

泰國民眾在曼谷舉行燭光集會，紀念泰國已故國王普密蓬誕辰。

巴基斯坦壹酒店發生火災已致11人死亡

當地時間12月5日，巴基斯坦卡拉奇壹家酒店起火，已造成11人死亡，70多人受傷。

法國巴黎霧霾籠罩法國巴黎霧霾籠罩
城市陷入壹片城市陷入壹片““混噸混噸””

晨霧籠罩迪拜晨霧籠罩迪拜
高樓大廈如入雲端高樓大廈如入雲端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1212月月55日日，，阿阿

聯酋迪拜遭遇晨霧聯酋迪拜遭遇晨霧，，高樓大高樓大

廈被大霧籠罩如入雲端廈被大霧籠罩如入雲端。。

綜合報道 當聖誕節和新年構成的假期逐

漸逼近眼前的時候，購買禮物和裝飾房屋成

了不可避免的活動。美國以低價促銷聞名的

最大的連鎖店Dollar Tree的股價也隨之一漲

再漲。在周二，Dollar Tree（ Dollar Tree Inc

）的股價曾一躍上漲10%，在開盤時報91元

，而周二公布的第三季度財報數據也顯示高

于本公司此前的預期，其中同店銷售額上漲

了11.5%。

在經曆前三個月14%的下滑之後，周二

開盤10%的漲幅對于此公司來說無疑是個好

消息。Dollar Tree的股價從今年起已經上漲

了 4%，在第三季度的財報中顯示，Dollar

Tree的淨利潤上漲至1億7千萬元，高于去年

同期的8千1百萬元達將近一倍，大大超出華

爾街的預期。雖然總收入上漲至50億，低于

分析師預計的50.8億，但是由于顧客的增加

和在店裏總花費的上漲，現有店面的盈利比

預計增加1.7%。在本季度，公司員工開張了

153家門店，擴張或者重新選址了39家門店

，關閉了十家門店。並且以Dlooar Tree的名

義重新開張了42家Family Dollar門店。

以每件商品低于一美元而聞名的Dollar

Tree在2015年，以85億現金加股份吞並了競

爭對手Family Dollar，成爲美國最大廉價超市

連鎖店。兩家全美最大廉價超市的合並給美國

零售行業造成了不少的壓力。雖然合並之後兩

家超市還會保持各自的品牌繼續經營，不過公

司的淨利潤在2014年達到了86億元。收購後

，Dollar Tree在美國及加拿大擁有逾1.3萬間

門店。

受利好消息影響，Dollar Tree第四季度

的收入預期從 1.21 至 1.30 元每股上調至

1.24-1.33元每股。第四季度利潤估計爲55.9

億元至56.9億元。Dollar Tree CEO Bob Sass-

er 評論道，這個成績顯示出Dollar Tree在吞

並Family Dollar之後一個有意義的裏程碑，

目前我們的店面更加幹淨整潔，提供的商品

更有價值，顧客對于商品的評價更加積極，

這些都反映在了股價上。他說，目前商店已

經做好准備，迎接節假日季節的到來。

得益于長期的計劃和獨特的發展模式，

Dollar Tree 自收購 Family Dollar 之後表現一

直被看好，其中門店的擴張和商品種類的豐

富化使得此公司能夠不斷的推進新興市場，而

其中門店裏種類豐富的，低于1元的商品消費

也是與其它連鎖店，例如Walmart(Wal-Mart

Stores, Inc.)，Target(Target Corporation)和Cost-

co(Costco Wholesale Corporation)形成了價格區

別。研究公司Conlumino 的首席執行官Neil

Saunders在電子郵件中表示，“我們相信這些

結果表明，Family Dollar的收購正在支付股息

，並在儲蓄和收益方面保持穩定。” 此外，

Neil Saunders認爲更高質量的商品以及運營效

率也有助于公司提高利潤率。

雖然從長遠發展來講，收購使此公司從

長遠上來是強強聯手，但Dollar Tree的發展

也面臨一系列問題，特別是對于Family Dol-

lar的翻新和改造也許會消耗Dollar Tree一部

分的發展時間，另外，考慮到Dollar Tree的

一部分貨源來自新興市場，而川普上台後對

于進口商品稅率的增加也會相應的上調Dol-

lar Tree的貨源成本。

一元店Dollar Tree
第三季度股價超預期

人民幣對美元彙率
中間價回調下跌233個基點
綜合報道 來自中國外彙交易中心的最新數據顯示，7日人民

幣對美元彙率中間價報6.8808，較前一交易日下跌233個基點。

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彙交易中心公布，2016年12月7

日銀行間外彙市場人民幣彙率中間價爲：1美元對人民幣6.8808

元，1歐元對人民幣7.3738元，100日元對人民幣6.0384元，1港

元對人民幣0.88722元，1英鎊對人民幣8.7256元，1澳大利亞元

對人民幣5.1342元，1新西蘭元對人民幣4.9025元，1新加坡元

對人民幣4.8460元，1瑞士法郎對人民幣6.8173元，1加拿大元

對人民幣5.1866元，人民幣1元對0.64256林吉特，人民幣1元對

9.2799俄羅斯盧布，人民幣1元對1.9816南非蘭特，人民幣1元

對 170.18 韓元，人民幣 1元對 0.53356 迪拉姆，人民幣 1元對

0.54462裏亞爾。

前一交易日，人民幣對美元彙率中間價報6.8575。

利好數據刺激隔夜國際彙市美元走強，人民幣對美元彙率中

間價12月7日回調下跌。

綜合報道 意大利公投塵埃落定，結果顯

示此次修憲公投並未獲得通過，而隨著公投失

敗，該國總理倫齊宣布辭職。最終，意大利公

投事件成爲今年繼英國脫歐公投後的又一起

“黑天鵝”事件。倫齊曾表示，意大利所舉行

的這場修憲公投意在精簡機構節約開支，利于

推行必要的改革措施，但這也遭到不少人的反

對，認爲修憲損害權利制衡機制，賦予政府過

多權力。最終，約60%的民衆投票否決修憲公

投，導致公投失敗，也導致倫齊因此下台。除

了這次公投會給意大利本國造成影響之外，也

令市場對意大利是否會因此“脫歐”而感到憂

慮。有市場觀點認爲，隨著倫齊及其內閣成員

的辭職，意大利可能會提前舉行大選，屆時

“五星運動”黨有望掌權，後者則有可能會推

動意大利舉行脫歐公投歐元區。

歐洲央行將在本周四舉行利率決議，而

意大利公投的失敗無疑將對歐央行會議起到

一定的影響。《華爾街日報》周一撰文稱，

修憲公投的失敗將給歐央行帶來挑戰，會對

其周四會議的政策討論産生影響。歐洲央行

將在本周四的會議上決定即將在明年3月到

期的1.7萬億歐元債券購買項目的未來計劃，

而意大利公投結果有可能會增加歐央行宣布

延長QE的概率。根據路透社的調查，多數市

場人士預計歐央行會在周四宣布將QE延長六

個月，並維持月度資産購買規模不變。

對于金融市場而言，意大利修憲公投的失

敗一度導致歐元兌美元彙率暴跌，根據BBC報

道，歐元兌美元彙率日內跌幅曾觸及1.0507，

創2015年3月以來的最低水平，不過隨後從低

位有所反彈，目前位于1.0555。不過，在周一

開盤的華爾街股市似乎並未受到太大負面影響

，一方面投資者正在消化吸收意大利公投結果

，另一方面市場已對可能出現的結果做好了一

定的准備。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周一開盤便創

曆史新高，並延續漲勢直到收盤。市場分析認

爲，穩健的經濟數據抵消了投資者對歐洲穩定

性的憂慮。一來市場仍在消化吸收上周五發布

的非農就業數據，盡管此份就業報告並非一味

利好，但依舊足以支撐聯儲在本月決定加息。

二來供應管理協會（ISM）在周一發布了服務

業相關數據，全美11月服務業指數相對10月而

言攀升至57.2%，創一年來最大增幅。在該數

據追蹤的18個服務板塊中，有14個領域在11

月出現擴張，其中建築公司及零售商的提升力

度最強。

在剛剛過去的11月份中，道指累計上漲

了約1200點，而其中近半的漲幅主要歸功于

三支股票。第一支股票是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 Inc.），該股在 11月累計漲幅

26.5%，爲道指增加了320點。第二支是Unit-

edHealth，其在11月上漲約15.7%，爲道指上

漲貢獻了 150 點。第三支股票是卡特彼勒

（Caterpillar Inc.），漲幅爲 17.3%，貢獻了

95點。此外，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

Co.）緊隨其後，爲道指上漲貢獻了約90點。

與此同時，上述的四支股票也是在11月表現

最佳的個股。不過之所以其對道指上漲貢獻

最大，也是由于其股價的高昂。

意大利公投失敗歐盟或面解體危機
無懼“黑天鵝”道指創新高

第三方調查Note7爆炸原因
這鍋該三星自己背

綜合報道 據第一財經12月5日報道，福布斯網站今天公布

了第三方機構Instrumental關于Note 7電池爆炸的調查報告，並

表示電池爆炸是由手機本身的“激進設計”所導致的。

從這張手機內部結構圖中可以看出，手機內部的空間十分

擁擠。這使得Note 7的電池即使在日常使用中也會受到擠壓，

而壓力會使電池正、負極的“分離裝置”很容易損壞，正負接

觸會引發電池發熱起火。報告還稱，三星的工程師在設計過程

中極力加大電池體積，以此換取更大的電池容量。

三星Galaxy Note 7智能手機于今年9月被曝出電池存在缺

陷，有發生爆炸的風險，並已在全球範圍內出現了若幹起事故

。韓國三星電子公司于10月11日決定暫時停止生産、銷售和更

換這款手機。

受爆炸門影響，三星利潤已大幅受損。10月 14 日，三

星電子曾向包括《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內的記者團發布

消息，其表示：三星方面預計，因本次Note 7 手機提前下

架而造成了錯過銷售時機，三星公司將因此損失約 3.5 萬億

韓元(約合人民幣 200 億元)的利潤。 與此同時，雖然 Note

7 停售所帶來的損失已反映到第三季度營業利潤，但預計

消極影響將持續至第四季度及明年第一季度；其預計，今

年第四季度營業利潤將減少約 2.5 萬億韓元，明年第一季度

將減少約1萬億韓元。



case."
China claims democratically ruled Taiwan is part of its 
territory and has never renounced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to bring the island under Beijing's control. The 
United States broke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in 
1979.
In the 1979 U.S.-China Joint Communique, the U.S. 
recognized Beijing a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acknowledging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Meeting with Trump Aides In NY
Taiwanese media reports indicated Tsai plans to transit 
through New York on her visit to Nicaragua in early 
January before Trump's inauguration ceremony on 
January 20. News reports said Tsai might not meet 
with Trump in person but was planning to meet with 
Trump's close aides.
The State Department said on Monday it would handle 
Tsai's transit with proper protocol,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safety,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for the 
travelers."
Trump Message To Beijing
Republican congressman Dana Rohrabacher from 
California said the 
call sent a diplomatic 
warning to China. 
Rohrabacher was 
reportedly a potential 
candidate to be the next 
Secretary of State.
"He [Trump] showed the 
dictators in Beijing that 
he is not a pushover," 
Rohrabacher told the Fox News television network 
on Monday morning, adding "China has had an 
enormously aggressive foreign policy."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John 
Bolton, who also emerged as a contender to be the 
next top U.S. diplomat, said it was time to shake up 
U.S.-China relations, noting China's "aggressive and 
belligerent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rump transition team economic advisor Peter Navarro 
and the Trump camp's defense advisor, Alexander 
Gray, called Taiwan a "beacon of democracy in Asia," 
and said it is "perhaps the most militarily vulnerable 
U.S. partner anywhere in the world."
Both advocated for comprehensive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to deter "China's covetous gaze," and fulfill 
the U.S. commitment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during his crackdown on drugs in his country, also 
using abusive language against President Obama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The Philippines president also said Trump told him he 
was tackling the drugs problem "the right way."
“I could sense a good rapport, an animated president-
elect Trump,” he added. “And he was wishing me 
success in my campaign against the drug problem.”
Under Obama, the U.S. has been critical of the 
Philippines handling of drug dealers, including 
extrajudicial killings - government executions without 
the benefit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That has sparked 
Duterte's resentment, who threatened to ditch the 
United States for China and Russia.
But Trump’s victory saw Duterte switch direction 
again. Weeks after railing against “uncivilized” 
Americans, Duterte greeted the U.S. president-elect 
with an enthusiastic “long live” Trump.
For the Philippine president, an expression of support 
from Trump could help reset 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endorsing Duterte’s crackdown may 
put Trump at odds with allies such as the European 
Union, whose parliament issued a resolution urging 
the Philippines to halt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and 
killing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rug war.
With no political or military experience prior to 
assuming office, perhaps it's time Trump gets better 
prepared for the monumental task ahead as he gets set 
to shift into the White House.(Courtesy http://www.
chinanationalnews.com) 

point out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in the world and 
Taiwan is an inseparable part of the Chinese territory 
...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i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China-US relations,” Bejiing'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stated.
Trump responded - “Did China ask us if it was OK 
to devalue their currency (making it hard for our 
companies to compete), heavily tax our products going 
into their country (the U.S. doesn’t tax them) or to 
build a massive military complex in the middl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he asked. “I don’t think so!”
With several members of Trump's team considered 
hawkish on China and friendly towards Taiwan, 
including incoming chief of staff Priebus, experts 
expect relations with China are in for a shake-up, with 
the president-elect setting the state for perhaps an 
alteration in decades of U.S. foreign policy.
Trump and the 
Philippines
In a convers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month, Trump 
invited Philippines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to visit 
Washington, which 
according to the NYT, "implies the U.S. approval of 
his behavior, which Obama’s administration had been 
working to curb."
Duterte has been accused o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of India-Pakistan ties, the New York Times said as 
it sounded a critical tone of him breaking decades of 
diplomatic practice in uncustomary calls with foreign 
leaders.
The president-elect's conversation with the Pakistan 
PM was interpreted by some in India as an offer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mediate Pakistan’s border dispute 
with India in Kashmir, something that the Pakistanis 
have long sought and that India has long resisted.
India, thus, is readying for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next U.S.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only stay away from 
directly condemning Pakistan for deploying militant 
proxies on the Indian side of Kashmir, but that Trump 
may be gearing up for a return to treating Pakistan like 
any other U.S. major non-NATO ally.
In highly volatile South Asia, the stakes are particularly 
high, in view of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nuclear-armed 
neighbours, and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position 
doesn’t directly affect tactical decision-making by 
Indian and Pakistani leaders on when and if to escalate, 
both sides do consider the likely U.S. reaction to 
escalation in their evaluation of the available options.
Trump-Taiwan – Impact on China
In an unprecedented 
break from 
diplomatic practice 
and a move that could 
irk China, Trump also 
spoke with Taiwan’s 
President Tsai Ing-
wen, becoming 
the first president 
or president-elect 
to speak with a 
Taiwanese leader 
since at least 1979, 
when Washington 
had severed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as part of its 
recognition of China.
According to those 
with knowledge of the 
talks, the telephone 
call was the product of months of quiet preparations 
and deliberations among Trump’s advisers about a 
new strategy for engagement with Taiwan that began 
even before he became the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nominee.
Some critics portrayed the move as the thoughtless 
blundering of a foreign policy novice, but other experts 
said it appeared calculated to signal a new, robust 
approach to relations with China.
China, meanwhile, reacted sternly to the Taiwan call, 
suggesting that it shows Trump’s inexperience. “I must 

WASHINGTON, U.S. - Unlike previous U.S. 
presidents, Donald Trump is adopting a far more 
unorthodox approach with regards to foreign policy, 
especially in his communication with world leaders.
Traditionally, the president-elect turns to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for briefings prior to conversations with 
world leaders.
In Trump's case, the state department said it was 
contacted only after Trump had already spoken with 
several world leaders.

These rather 
freewheeling 
conversations are 
worrying diplomats at 
home and abroad.
He expressed his 
admirations for one 
of the world’s most 
durable despots, the 

president of Kazakhstan, and said he hoped to visit a 
country, Pakistan.
His conversation with Pakistan Prime Minister Nawaz 
Sharif, particularly, generated the most concerns 
because, as press secretary Josh Earnest put i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rif’s countr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quite complicated,” with disputes over issues 
ranging from counterterrorism to nuclear proliferation.
He also offhandedly told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heresa May “If you travel to the U.S., you should let 
me know,” an offhand invitation that came only after 
he spoke to nine other leaders.
Notably, he me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of Japan with just his daughter Ivanka Trump in 
the room, and no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present, 

again a completely 
unconventional move.
Trump-Pakistan – 
Impact on India
Trump’s call to 
Pakistan Prime 
Minister Nawaz 
Sharif could “upset 
the delicate balance” 

Trump's Calls To World Leaders May Signal Major Change
In U.S. Foreign Policy

Trump Signals Tougher China Policy

Washington - Whether by accident or design,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is signaling a tougher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sparking warnings 
from both the outgoing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Beijing.
On Monday, White House spokesperson Josh Earnest 
said progress with the Chinese could be "undermined" 
by a flare-up over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the self-
governing island the US broke diplomatic ties with in 
1979.
That split was part of an agreement with China, which 
claims the island as its own territory, although the US 
continues to sell Taiwan billions in military equipment 
and has other economic ties.
Trump broke protocol last week by speaking with 
Taiwanese President Tsai Ing-wen, then took to Twitter 
to challenge China's trade and military policies.
"It's unclear exactly what the strategic effort is," 
Earnest said. "I'll leave that to them to explain."
'Unpredictable'
So far, Trump's advisers have struggled to explain his 
action, sending mixed messages about whether the 
conversation with Taiwan's leader was a step toward a 
new policy or simply a congratulatory call.
Incoming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Reince Priebus 
said Trump "knew exactly what was happening" when 
he spoke with Tsai, but vice president-elect Mike 
Pence described the interaction as "nothing more than 
taking a courtesy call of congratulations".
Trump has pledged to be more "unpredictable" on the 
world stage, billing the approach as a much-needed 
change from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deliberative 
style and public forecasting about US policy.
But Trump's unpredictability is likely to unnerve both 
allies and adversaries, leaving glaring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the foreign policy novice is carrying out 
planned strategies or acting on impulse.

China's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likes predictability 
in its dealings with other 
nations, particularly the 
US. The US and China 
are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with 
bilater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reaching 
nearly $660bn in 2015.
While there have been 
sharp differences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on China's 
island buil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over alleged Chinese 
cyber theft of U.S. 
commercial secrets, the 
two powers have co-operated effectively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ran nuclear deal.
U.S. diplomats were shocked by Trump's telephone 
call with the Taiwanese leader. Several officials 
privately expressed deep unease that Trump's team did 
not inform the administration in advance or give it a 
chance to provide input.
China Accusations
Max Baucus, the US ambassador to China, spoke 
about the matter on Saturday with China's vice foreign 
minister to reiterate America's one-China policy on 
behalf of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Lu Kang said 
Monday that China would have "no comment on what 
motivated the Trump team" to make the tweets, and he 
said he believed both sides would continue to support 
a "sound and a stabl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ut a commentary on 
the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issued a 
veiled warning.
"Succeeding a mostly 
upward US-China 
relationship, Trump 
also needs to resist 
the light-headed calls for provocative and damaging 
moves on China by some hawkish political elites," said 
the commentary by Luo Jun.
The outdated zero-sum mind-set is poisonous for 
Washington's foreign relations.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think that Washington could gain from undercutting 
Beijing's core interests."

Stephen Yates, a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ide to 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who has been in touch with 
Trump advisers, said the call with Tsai was arranged 
by the transition team and showed the president-elect 
wants to rebalance the 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He is not going to be told who he can or cannot talk 
to," Yates said by email as he flew to Taiwan for a trip 
he said was planned before the election. "He meant 
what he said about being open to leaders who seek 
good relations with the US. He knows more about 
these subjects than he might let on."
As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Trump repeatedly accused 
China of manipulating its currency and trying to "rape 
our country" with unfair trade policies.
Walter Lohman, director of the Asian Studies Center 
at the conservative Heritage Foundation, said Trump 
appears to be signalling a willingness to increase ties 
with Taiwan, but not necessarily a full overhaul of U.S. 
policy.
"It doesn't mean we're going to poke the Chinese in 
the eye; it doesn't mean we're going to change the 'One 
China policy'," said Lohman, whose think tank has 
been advising Trump's transition. "But it does mean 
we will reform our Taiwan policy to reflect reality."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Related

Trump-Tsai Call Reflects Views Of Trump 
Advisers Urging Toughness With China

Getting Tough With Beijing
While Trump's conversation with Tsai has brought 
solemn protest from China, the call reflects the views 
of Yates and many other hard-line Republican advisers, 
who urge Trump to openly take a tough stand against 
China.
Officials from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poke with U.S. Ambassador to China Max Baucus to 
lodge an objection last Saturday.
'One China' Policy Still In Effect
In Washington, the State Department said the call did 
not undermine the current U.S. "One China' policy.
"By establishing this 
'One China' policy, it's 
allowed us to develop 
closer relations with 
Beijing and also to 
deepen our unofficial 
ties with Taipei," said 
deputy spokesperson 
Mark Toner Monday. 
"So in our estimation, it's been a productive policy to 
pursue given Beijing's very serious concerns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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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istan Prime Minister Nawaz 
Sharif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heresa May

Philippines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Trump's unusual call with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on Friday 
prompted a diplomatic protest on 
Saturday, although Lu Kang would 
not say directly who China had 
lodged "stern representations" 
with about Trump's call, repeating 
a weekend statement that it had 
gone to the "relevant sid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inese side 
i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lodged 
solemn representations with the 
relevant side in the U.S. The world 
is very clear on China's solemn 
position. The U.S. side, including 
President-elect Trump's team, is 
very clear about China's solemn 
position on this issue."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J. Trump Has Been Named 
Time Magazine's Person of the 
Year.”

Max Baucus, U.S. Ambassador 
to China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John 

Bol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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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天說戲
中國京劇名家張克做客《楓雲休斯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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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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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與
各族裔領袖召開會議，討論園遊會各項合作事宜
，號召各族裔社區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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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蔚華說，農曆新年慶典是美南運行20年的傳統，今年為
超級盃做前導，不只增添節慶氣氛，更能吸引眾多遊客前來國
際區遊玩，促進觀光發展。屆時會設計餐廳指南(Restaurant
guide)提供給遊客參考，讓數以千萬計的遊客都能到國際區觀光
。

活動到時除有大型舞龍舞獅、少林功夫、傳統中國藝術、

精彩中國及世界音樂舞蹈演出，各國年節小吃美食與文化性、
遊戲、搖滾音樂表演等攤位，同時還包括抽獎活動，襯托出濃
濃的過年氣氛，現場也會結合中國、印尼、巴基斯坦、菲律賓
、日本、薩爾瓦多、土耳其、印度等國家的傳統服飾展出，希
望提升各國國家形象，推廣多元文化。

李蔚華將於12月7日上午11時在ITC召開全僑籌備大會，
邀請各族裔領袖積極出席。園遊會前也預計在2月2日晚間舉辦
Kick-off晚會，屆時內容將精采可期，請民眾隨時注意活動更
新。

【本報訊】按中國的節氣算，已經是大雪了，
給入冬的休斯敦添了些涼意。但休斯敦的京劇戲迷
們熱情洋溢地迎來一位良師益友，他就是著名楊派
老生藝術家張克先生。

張克先生享譽菊壇，他是天津市青年京劇團國
家一級演員，工老生，楊派。曾榮獲梅蘭芳金獎、
白玉蘭獎、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享受國務院特殊
津貼。中國京劇流派傳承班(楊派)指導教師之一。

張克師承程正泰、譚元壽、馬長禮及香港名票
丁存坤的著名藝術家，專攻楊派（楊寶森）藝術。
在程正泰老師的嚴格培訓下，獲益匪淺，十幾個春
秋下來，張克不僅把楊派的聲腔、白話、做派和表
演學到手，而且已經開始結合自身的條件，在不逾
越楊派的藝術規範的基礎上，有了一些新的發揮，
他的演唱雖然較師祖嘹亮，但不失楊派的韻味，被
專家評為“亮嗓楊派”。張克台風儒雅，嗓音甜潤
，音域寬廣，韻味清醇，寓情於聲，頗具楊派平中

見奇，意境深邃之風格。
張先生多年來為國粹京劇在海外的傳播和發揚

不懈努力，奔走四方。今年10月他在在紐約大學藝
術中心劇場領銜上演全本《三寸金蓮》，得到觀眾
戲迷的喝彩和追捧。美國華人最高藝術家團體美華
藝術家協會為他頒發“最出色亞洲藝術家終身成就
獎”。在紐約法拉盛市政廳劇場，他為紐約的戲迷
帶來經典名劇《文昭關》。為表彰張克為中美文化
交流等方面的做出的貢獻，紐約州議會向他頒授
“紐約榮譽州民藝術家”稱號。這次張克老師順訪
休斯敦，將與休斯敦國劇社的戲迷朋友們歡聚一堂
，並給他們帶來正宗楊派表演藝術欣賞與享受。

喜愛國粹藝術的朋友敬請關注美南國際電視台
12 月 13 日(周二)晚上 7 時 30 分至 8 時 30 分播出的
《楓雲休斯敦》，聽張克先生、休斯敦國劇社姚新
植先生和主持人郭楓談天說戲。

美南美南21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邀請各族裔出席籌備大會邀請各族裔出席籌備大會

張克張克。。郭楓郭楓。。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右四右四))與各族裔領袖於會議後合影與各族裔領袖於會議後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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