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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Jack Kuo
Lending Officer, S.V.P.
713-995-3201
NMLS ID 1322729

Jason Lim
Lending Officer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Lending Officer, S.V.P.
713-272-5027
NMLS ID 1322786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fficer, S.V.P.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55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李察遜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972-301-5988

奧斯汀分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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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太差！華人剛下機被破窗行竊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治安
亮紅燈，又見破窗竊盜案！一名華裔民眾蕭
先生上周在休士頓參加研討會，才剛下飛機
，所租來的車就被歹徒破窗行竊，損失一台
GPS，所幸並未有人受傷。休士頓警方也提
醒，年底假期犯罪率提升，民眾出門在外都
要特別留意謹慎。
休士頓各地搶案頻傳，從 4 月起華人遇
搶不下 50 次，更有居住在 Spring 地區印尼華
裔餐館經理遭劫匪槍殺慘劇，治安高度警戒
，都讓民眾外出懼怕不已。
這次案發地點發生在休士頓這座國際大
都市門面，蕭先生與同事一行人 3 日接近半
夜抵達休士頓，準備隔天展開研討會行程。
怎料，才剛租到車，開往位於喬治布希國際
機場(IAH)附近的機場飯店 Ramada，一行人
簡單放置行李，正要到外頭買晚餐時，才發
現駕駛座車窗被擊破，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車上一台 GPS 不翼而飛。
蕭先生說， 「旅途開心的興致全被打壞
」，只好趕緊報案，經過飯店櫃台服務人員
、租車和保險公司的協助下，雖然順利解決
，換到一台新的車，但這突如其來的 「意外
」，也讓蕭先生一行人大嘆，休士頓治安實

在令人不敢領教。蕭先生也將親身經歷上傳
臉書，不少人都嚇壞了，直呼， 「治安好差
」。蕭先生也打趣說，對於再造訪休士頓這
件事，感到卻步。
休士頓警方表示，在許多搶案發生前，
受害者可能都已成為歹徒覬覦目標。尤其聖
誕節臨近，年底購物季，民眾外出購物採買
或假期出遊，都容易引來竊賊伺機行竊，甚
至尾隨行搶。為防止有更多搶案發生，休士
頓警局提醒民眾，民眾外出採購需提高警覺
，留意周遭可疑人事物，警方也會在購物季
期間，加強購物區的巡邏密度。
休士頓華裔警官汪得聖說，雖然很多時
候一些安全守則都是老生常談，但事實上，
「財不露白」，隨身勿攜帶大量現今和貴重
物品，切忌邊走路邊講電話或低頭打簡訊，
車內不放至手提包或背袋，確實是降低犯罪
機率的不二法門。
再者，全家假期出遊容易引宵小光顧，
竊賊會以撬開門鎖或破窗方式強行進入屋內
行竊。他建議，除了通往外部的門應加裝可
反鎖的門鎖外，也應該確保屋內外環境燈光
明亮，並設置警報器以確保安全無虞。

駕駛座車窗被敲破。
駕駛座車窗被敲破
。(蕭先生提供
蕭先生提供))

蕭先生報案後與警察描述案發經過。
蕭先生報案後與警察描述案發經過
。(蕭先生提供
蕭先生提供))

美南 21屆新年園遊會
美南21
屆新年園遊會
全僑籌備大會12
全僑籌備大會
12月
月 17
17日舉行
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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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7 日上午 11 時在 ITC 將
召開首次全僑籌備大會，邀請各族裔領袖積極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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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窗玻璃散落一地。
車窗玻璃散落一地
。(蕭先生提供
蕭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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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蔚華預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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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前也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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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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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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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圖片
星期二

肯尼亞壹油罐車發生爆炸

已致數十人死傷

當地時間 12 月 10 日晚，肯尼亞中部城鎮奈瓦沙附近發生壹起油罐車爆炸事故，已造成至少 42
人死亡，50 人送醫救治，其中 8 人傷勢嚴重。據當地媒體報道，事發油罐車在從肯尼亞通往烏幹
達的高速公路上突然失控，與周圍多輛汽車相撞，隨後油罐車爆炸並燃起大火。

尼日利亞壹教堂坍塌
已致上百人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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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開羅壹教堂附近發生爆炸
已致數十人死亡

埃及開羅市區壹所
教堂附近發生的爆炸，
造成的死亡人數已上升
到 20 人，另有 25 人受傷。目前還沒有組織或個人宣稱負責。

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聖誕氣氛熱烈
馬來西亞首都吉
隆坡聖誕氣氛越來越
濃，壹家著名商場中
的聖誕樹吸引吉隆坡
民眾。盡管馬來西亞
的主要宗教為伊斯蘭
教，但政府壹直實行
多元的宗教政策，聖
誕節仍然是馬來西亞
壹個重要的節日。

索馬裏首都發生自殺式汽車炸彈襲擊
當地時間 12 月 11 日 ， 索馬
裏首都摩加迪休，索馬裏最大港
裏首都摩加迪休，
口入口處發生壹起自殺式汽車炸
彈襲擊事件，
彈襲擊事件
，造成人員傷亡
造成人員傷亡。
。

尼日利
亞南部壹座
教堂部分坍
塌，遇難人
數大幅上漲
，從早前的
60 人 升 至 目
前的 160 人，
現場情況慘
烈 。 圖 為 12
月 11 日 ， 坍
塌的教堂。

ALLCARE
MEDICAL CENTER

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姚聖坤
服務項目

醫學博士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BOARD Certified，ABIM)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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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師

713-779-3355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頂好廣場內)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周一到周五 8:30AM-5PM

Vision Source - Tru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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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矯正牙科 ●美容牙科
●牙周病治療 ●人工植牙

Center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華人專線:(713)978-5959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Tel: (713) 978-7504

醫學博士
侯 大 任 臉部整形Tang美容專科
Ho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歡迎事先預約

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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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外科專科醫師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通國、英語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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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 9AM~
4PM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曾任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營業時間

713-773-9621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主治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最新 CEREC 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
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
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台北長庚﹑
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713-988-8889

診所地址：
診所地址
：9600 Bellaire 211 室(王朝商場二樓
王朝商場二樓))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

綜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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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銀 500 億美元示好特朗普

具體問題，包括
重啟斯普林特對
美國移動電信公
司的收購。
“我只是來
慶賀他獲得了新
工作，”59 歲的
孫正義告訴記者
，“我說，‘這很棒，美國將會再度偉
大。’”報道稱，在美國接受教育的孫
正義很習慣這種誇張的說法，他通過商
業交易成為了日本最大的富豪之壹，其
中壹些交易很大膽。像特朗普壹樣，孫
正義有時也表現得言語失當。他威脅要
在日本電信監管機構的辦公室裏自焚的
事情至少發生過壹次。
另據日本經濟新聞網 12 月 8 日報道
，孫正義在特朗普的 IT（信息技術）政
策上搶占了優勢，此舉還被認為是為重
新挑戰而做準備，不過前景並不明朗。
“我們將再次積極在美國投資，”
與特朗普壹樣打著代表共和黨顏色紅色
領帶的孫正義這樣表示。特朗普也以昵
稱“masa”稱呼孫正義，強調雖然初次
見面，但同為企業家的二人意氣相投。
報道稱，之所以說“再次”也可以
理解為表達了重新挑戰收購 T-Mobile 的
願望。為了避免在特朗普政權下遭遇同

富士康緊隨其後

綜合報導 非常自信、直言不諱的軟
銀創始人日本大亨孫正義壹向以雄心過
人聞名，他曾與美國最大的電信公司競
爭，還創建了壹個 1000 億美元的科技交
易基金。6 日，在與候任總統唐納德· J·
特朗普見面後，他又許下了壹個重大承
諾——在美國投資 500 億美元，他稱此
舉將創造約 5 萬個工作崗位。與此同時
，蘋果供應商富士康也考慮在美投資。
軟銀擬在美投 500 億美元
創造 5 萬個新工作崗位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近日刊登
《攜手富士康？軟銀承諾在美投資 500
億美元》的報道稱，這 500 億美元的投
資承諾並不是軟銀的壹個全新舉動。實
際上，這筆錢的計劃來自於軟銀之前宣
布推出的 Vision 基金，它擁有 1000 億美
元資金，用來投資全球各地的科技公司
，該基金壹直以來都打算把重點放在對
美國的投資上。孫正義 6 日稱，新工作

崗位將來自於他們對美國初創企業的投
資。
報道稱，孫正義 6 日對曼哈頓特朗
普大廈的拜訪，是全球商業領袖對未來
總統的最新示好，壹些人認為特朗普對
企業利益更加有益。2 日，特朗普過渡團
隊宣布組建壹個商業咨詢小組，由私募
股權投資巨頭黑石集團首席執行官蘇世
民擔任領導，在特朗普任內每月與白宮
開展討論。咨詢小組裏沒有什麽科技業
大牌，孫正義可能是迄今為止與特朗普
見過面的最有名的科技高管。
軟銀雖然總部設在日本，但在美國
有深厚的根基。它擁有無線運營商斯普
林特公司（Sprint）的大多數股權，斯普
林特兩年前試圖收購美國移動電信公司
（T-Mobile）未果，奧巴馬政府以反托拉
斯為由對收購進行了阻攔。
據壹個了解內情的人說，沒人預計
孫正義在與特朗普會面的時候會討論的

外媒：印度實施廢鈔令後擬將私人黃金充公
綜合報導 在限制現金流通之後，印度稅收
部門將對私人持有的黃金進行調查，超出限額
的黃金將被充公。
據“德國經濟新聞”網站 12 月 9 日報道，
目前每位已婚、未婚女性分別可以持有 500 克
和 250 克黃金，男性的限額為每人 100 克，所有
超出這壹限額以外的黃金都將被列為非法持有
並被充公。首飾只有在繼承所得的情況下才不
受限額的限制，對每個家庭進行評估的任務被
留給了印度的稅收官員，由他們逐門逐戶地進
行搜查。
據《金融快報》報道，印度稅收官員被公
認為尤其腐敗，印度總理莫迪非但沒有對稅收
部門的腐敗進行打擊，而是給了稅收官員以更
多的職權。據稱在實際操作中，富人會支付必
要的費用以免遭稅收官員的滋擾，但是剩下的
人則成了案板上的魚肉。稅收官員無人監管，
在這樣不透明的環境下投資也變得可能性極低
。國內生產總值已連續第三個季度下跌，最新
數據顯示跌幅達到 5.6%，沒有投資資金，增長
也大受影響。此外印度富人早已把現金投到房
地產和其他投資物品中，從而免遭政府措施的
影響。
報道稱，印度是世界最大的黃金與金飾市
場，但廢鈔令黃金需求下跌了 80%。達納巴伊
珠寶公司的合夥人阿肖克· 米納瓦拉認為，對黃
金珠寶業務而言，非貨幣化引發了有史以來最
嚴重的危機。“我們的老主顧不再到我們的店

裏來了”，《第壹郵報》引用米納瓦拉的話說
。自從對黃金購買實行控制以來，業務減少了
四至五成，現金購買黃金則減少了五成以上，
因為自 2016 年 8 月起，所有個人以現金購買黃
金都必須登記，黃金交易商進行 20 萬盧比以上
的銷售必須向財政部門申報。此前新德裏政府
試圖用國債來兌換個人手中的黃金，政府希望
用小投資者的黃金來降低國家赤字。
國際經濟學家也非常關註印度的事件，美
國經濟學家肯尼思· 羅戈夫在印度總理莫迪的措
施背後看到了壹個迄今為止未受到關註的苗頭
。他對記者表示：“印度沒有廢除大額紙幣，
而是用新幣進行置換，並且也推出了更大面值
的 2000 盧比紙幣用來兌換舊幣。《現金的詛咒
》壹書建議廢除大額紙幣而不是將其替代，這
個想法不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因為那裏無法
有效接觸銀行的人口比例過大。”
他認為，當前印度大額紙幣的間歇期是通
過為低收入的個人提供免費的抵押賬戶來推動
將其納入財政體系的“黃金時機”。政府可以
利用這些賬戶進行交易，而這又是個重大的降
低成本的措施，羅戈夫說。因為印度 90%的人
沒有銀行賬戶。
報道稱，然而非貨幣化進程導致銀行出現
擠兌，人們不得不將錢拿到銀行，最終這也挽
救了銀行。
《金融時報》稱，到目前為止印度所有金
錢交易中 87%是以現金形式進行。

綜合報導 近日，委內瑞拉總
統馬杜羅突然宣布令人震驚的消息
，將於周三停止流通 100 玻利瓦爾
的紙幣。這是委內瑞拉當前面額最
高的紙幣，在黑市上值 2 美分。
馬杜羅宣稱這壹舉動能夠打擊
哥倫比亞與委內瑞拉邊境動蕩地帶
的走私行為。
我決定在接下來的 72 小時內取
出所有 100 玻利瓦爾的紙幣，我們
必須不斷打敗黑手黨。
此前，政府已經承諾將發行 6
種更大面額的新紙幣，從 500 玻利
瓦爾到 20000 玻利瓦爾。其中面額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治
李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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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樣的失敗，孫正義首先通過"500 億美元"
投資搶占優勢。這個計劃非常巧妙，雖
然沒有公開 500 億美元的詳情，但據估
計 Sprint 的設備投資將占壹半左右。另外
，針對初創企業的投資等將經由軟銀與
沙特阿拉伯主權財富基金共同成立的投
資基金完成，孫正義制定了壹個幾乎不
用自掏腰包的計劃，並且打入了特朗普
內部。
此外，孫正義給特朗普的企劃資料
中還提到了合作對象臺灣鴻海精密工業
，鴻海的投資很可能也計算在內。鴻海
表示正在對美國的投資機會進行初期判
斷，將以互惠條件為基礎，在與相關機
構直接協商後發表詳細計劃。
報道稱，不僅是特朗普，為了擴大
業務，孫正義與各國首腦接連舉行會談
。不過，特朗普在經濟政策中首先反對
了《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
並且攻擊了《自由貿易協定》（FTA）
等，"向內傾斜"感強烈。在直接關系到
安保的通信領域，是否會忽視日本企業
威脅美國兩強的事態，前景並不明朗。
富士康也考慮在美投資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報道稱，6 日
與特朗普壹起見記者的時候，孫正義似
乎把會議中的演示內容搬了出來，頁面
上有軟銀和富士康的標誌。富士康是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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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制造業巨頭，為蘋果公司裝配 iPhone
。頁面上用圓圈標出了未來四年內在美
國投資 500 億美元，創造 5 萬個工作機會
的承諾。
富士康在壹份聲明中說，它正在對
在美國的潛在擴張計劃進行初步討論，
但其規模尚無定論，富士康過去曾表示
要擴大其在美國的有限的業務。
富士康在美國進行的任何投資都不
太可能意味著有大量的工作崗位回流美
國，該公司壹直把資金投入到自動化領
域，之前曾表示要在賓夕法尼亞州投資
壹家建造機器人的工廠，這表明美國的
新崗位可能會比較高端，數量有限。
富士康在中國擁有約 100 萬名工人
，但是很多崗位對技能要求都很低，隨
著中國工資整體水平的上升，富士康的
工資水平對中國工人不太有吸引力。留
住足夠多的員工來滿足生產需求可能會
是壹個挑戰。
另據美國之音電臺網站 12 月 8 日報
道，臺灣電信巨頭富士康 7 日證實，正
在同美方就擴大在美國投資和生產進行"
初步磋商"。富士康在聲明中說，有關同
美國政府的磋商完成後，將宣布有關細
節。報道稱，富士康在美投資動向，被
認為是迎合即將上任的美國特朗普政府
新經濟政策的行動。

全國壹半紙幣作廢
委內瑞拉“
委內瑞拉
“廢鈔
廢鈔”
”規模遠超印度

李娜療痛中心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 動 傷 專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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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楠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832-863-8003
Tel:
713-492-0686 (英文） Fax： 713-534-11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Tel:
Tel: 832-818-2630
） TX (請預約)
832-863-8003
Fax: Tel:
713-534-11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中文
Houston,
77036 (黃金廣場）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最大的價值為 20,000 玻利瓦爾在街
頭黑市上這只值不到 5 美元。
大量批評的聲音也隨之而來，
對這壹令人驚訝的舉動進行了抨擊
。有批評稱，馬杜羅宣稱可以打擊
哥倫比亞與委內瑞拉邊境上的走私
行為，這在經濟學上是荒謬的。這
壹舉措，很可能使得委內瑞拉現金
短缺的狀況進壹步惡化，並導致基
於現金的經濟陷入癱瘓狀態。
也有批評稱，去銀行將舊幣換
成新幣，72 個小時是完全不夠的。
根據委內瑞拉央行的數據，11
月有超過 60 億的 100 玻利瓦爾鈔票

，占到所有紙幣金額的 48％。換句
話說，委內瑞拉剛剛消除了壹半的
紙幣流通。委內瑞拉 2016 年沒有官
方通貨膨脹數據，但許多經濟學家
認為會是三位數。經濟咨詢公司
Ecoanalitica 估計今年的年通貨膨脹
率超過 500％，與 IMF 的估計接近
。類似的場景並不陌生。上月，印
度總理意外宣布廢除占據流通貨幣
總值 85%以上的大額鈔票，旨在打
擊腐敗和偽造貨幣的行為。這壹實
驗性的政策同樣批評不斷，帶來了
嚴重的現金缺乏，使得印度經濟陷
入了混亂之中。

副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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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親情、鄉情（三）
溫州（一）

大陸的高鐵真的不誤點。我們是七月十
二日（星期二）上午十點九分離開杭州站，
中午十二點二十六分準時到達溫州站。我們
下了車，拉著行李包沒走幾步路，就看見表
甥姜迪清已站在月臺上的相距不遠處，馬上
大家的目光都相交集了。他滿臉笑容過來，
跟我們握手，頭一句話就是： 「舅舅、舅媽
，累了吧！」我沒來得及回答，就很驚訝地
先反問他： 「你怎麽能進入月臺來接我們？
」他說收到劍萍的微信，知道我們的行李不
輕，所以他邀請了一位在車站執勤的警察同
志來幫忙，陪他進來的。那位站在他身邊穿制
服的年輕警察先生，就立即把我們手中的兩個
行李包接了過去。於是我與伯玲就兩手空空，
輕鬆地跟隨著他們兩位，在人群中步出月臺，
到達迪清的停車處時，先向那位協助的警察先
生申謝後，然後迪清駕車，三人愉快地駛離車
站，往旅館方向開去了。
我父親有兩個妹妹。迪清的父親是我大姑
母的二兒子姜桂忠（我的表弟），所以迪清應
是我的表侄；迪清的母親是我二姑母的女兒陳
蘭香（我的表妹），故迪清亦是我的表甥；他
的父母是有很近的表兄妹親戚關係，"舅舅"是
他四兄弟對我三兄弟的稱呼。他很孝順父母，
一直在家鄉的警察公安界服務，幹練勤奮，事
業順遂，向為親屬之間所稱道。
迪清替我們預定的旅館是海悅名邸精品酒
店，它在望江東路一號，面臨甌江。我們從房
間的玻璃窗望出去，很清楚能看見在江中的那
個遊覽景區-江心嶼。迪清站在窗前，手指向
窗外，對我們說： 「舅舅、舅媽這裏景觀不錯
，尤其夜晚，江的對岸燈光燦爛，你們可以欣
賞欣賞。」接著又說： 「舅舅，你早年是從甌
江離開溫州去臺灣的，現在你住這房間，面對
著甌江，好讓你回憶往事。」我跟伯玲曾先後
於二〇〇四年與二〇〇七年來過溫州，探望至
親與向祖墳行禮致敬。歲月悠悠，現今我已邁
入“有無窮追憶與有限展望”的人生暮年階段
，在這相隔九年後，第三度與故鄉重逢，鄉情
自然湧上我心頭。住進了這歐江畔的旅館，誠
如迪清所言，能不令我思潮起伏嗎？！
我一生中有兩個關鍵時刻：一個是在我三
歲半時，因七歲的哥哥不慎，使我中了鳥槍受
傷，那是我的一次生死關頭（註一）；另一個
是一九四九年的年初，我初中剛畢業時，沒有
接受大舅舅（胡益勳）要我留溫州繼續念高中

的建議，而決定要赴臺灣與父母家人團圓，於
是就在一個寒冬的深夜，從歐江搭機帆船告別
故鄉，駛往臺灣的基隆，那是我人生十字路口
的一個重大抉擇（註二）。
我幼年那次槍傷，若中了要害，殘廢會是
父母與社會的終身負擔，死亡將帶給雙親的哀
傷與悲痛。一九四九年的年初，我若留溫州念
高中，四個月後故鄉變色，我唯一的靠山大舅
舅，遭受清算鬥爭，自身難保，無能為力繼續
照顧我，不久即辭世;而我的父母則遠在海峽的
彼岸臺灣，在那極端險惡的情況下，十五歲的
我，隻身留在家鄉，後來將會有怎樣的結局？
老實說，誰都沒有答案，誰都不能想像。我每
念及此，深為自己慶幸當年果斷的抉擇。幸與
不幸，人皆有之。惟“人各有命”是年近八十
三歲的我，對人生的真實體驗與感悟。我深信
這四字涵蓋了一般宗教信仰者或無宗教信仰者
所說的，上帝（天主）恩典、菩薩（佛主）保
佑、祖宗積德等等說辭。
我們到達溫州的當晚，大姑母與大姑丈姜
周錫的後代宴請，為我們洗塵。出席有：表姐
春芳、表姐春香與表姐夫陳寳坤（註三）、表
妹桂蘭與表妹夫梁風、二表弟桂忠、三表弟桂
三、表侄女一娟（大表弟桂林的長女）、表甥
陳湧（表姐春香的兒子）、表甥梁向東與梁一
晨（表妹桂蘭的次子與三子）、加上伯玲與我
，共十三位。時間過得真快，一別已是九年了
，可喜的現象除了大家均康健外，表侄女一娟
最近升級當祖母，有了外孫。席間她把新誕生
的外孫嬰兒照片傳閱，大家均恭喜她。我向大
家敘述這次回來目的，能三度與大家相聚及上
祖墳行禮，實在是萬分高興，並強調年紀大了
，不寄望再有如此機會了，希望至親們彼此保
重。同時，我將近來寫的一篇短文《憶母校》
分贈給大家留念。在宴會前，我曾跟表妹夫梁
風閒聊，他回憶起青少年時期的往事，以及與
表妹桂蘭結成連理的歷程，很動聽。言者的他
滔滔不絕，聞者的我興趣盎然。可見人人都有
許多珍貴的人生故事。餐會快結束時，因我不
清楚當地如何去買單，故請一娟陪我去支付這
次的餐費，由我來作東，但立即被表妹桂蘭發
覺，給攔住了，只好作罷，申謝隆情盛意。整
個餐叙，親情洋溢，彌足珍惜！至於有沒有下
次？聽天命吧！
餐畢，桂忠、寳坤與他兒子陳湧三人陪伴
我與伯玲，沿著歐江畔的步行道，在來往的人
群中，欣賞兩岸與江心嶼的夜色，很快就回到

了旅館。因為時序尚未立秋，空氣濕度高，有
點潮悶，否則夜晚漫步江邊，江風徐來，必有
舒暢之感！
翌日（七月十三日，星期三），天氣晴朗
，上午約九點三刻，迪清駕車來旅館，接我與
伯玲前往母校溫州市實驗中學拜訪，是我這次
回大陸的主要目的之一，事先委請迪清與校方
安排今日的造訪。我畢業迄今已有六十七年半
之久，懷著“少小離校暮年回”的心境，於十
時抵達母校校門，一進去，就看見有醒目的電
子字幕顯示：熱烈歡迎校友季蕉森博士回訪母
校。我心頭立刻有“不敢當”的反應。首先出
來接待的是副校長金躍進先生，他一臉笑容，
陪同參觀校園，校史室，校友室，並介紹母校
近年來的發展概況。見母校蓬勃成長的氣象，
數十年來培養出無數國家的棟粱，身為一位老
校友的我，欣喜萬分，難以言喻。校友室裏陳
列了許多有關文物、圖片與書集，我亦看到有
校友們贈送的著作。就在該室，我將事先預備
好的拙著《一個平凡人的自述》（二〇一三年
再版）一本，面贈金副校長，留母校惠存。
我們步至校園後側時，會見了負責德育方
面的副校長陳慧誠先生，他很親切地陪同一起
去參觀我最敬佩的創校校長陳紀方先生（一八
八九至一九七三）的紀念銅像。回想起當年
他教誨學生的神情，歷歷在目，引起我無限
的思念，充滿在心頭。臨別告辭時，我向兩
位副校長分別握手致謝，並有所感觸地說：
「教育是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之本，獻身教育
者，任重道遠，我很敬佩你們的貢獻。」由
於迪清的協助，讓我完成了回訪母校的多年心
願，非常感激他。
午前，迪清駕車送我們去瞿溪，首先拜謁
祖父母的墳墓（靠近公路旁），行三鞠躬禮，
並用溫州話說： 「阿爺、阿婆，我是蕉森來拜
拜，後代都很好。」由於我兄弟三家僑居海外
，全仰仗至親蘭香、忠林、桂蘭等幾家，對我
先祖父母（是他們的先外公外婆）墓地的照顧
與維護，每逢清明時節，他們必來掃墓祭拜，
數十年如一日，他們的辛勞與付出，我們兄弟
均由衷的萬分感激，沒齒難忘。我大舅舅與大
舅母，他們的次子胡國書與賢妻（我二表兄、
嫂）及長孫胡嘉麟（我大表兄的兒子，小我一
歲）的墓地，都相鄰在一起。那天由二表兄的
長子胡毓敏帶路，表弟陳忠林與表妹夫姜桂忠
等人陪伴，一起拾級上山。我邊走心裡邊數，
共有三百五十級，才到達墓地。先向大舅舅與

文/季蕉森

舅母的墓行禮，並說： 「大舅舅、舅母，我是
蕉森，我永遠忘不了您們當年對我的照顧與恩
情，今天來拜拜。」 然後轉向二表哥與表嫂的
墓，亦行禮說： 「二哥、二嫂，我是蕉森，你
們從前對我的愛護，我牢記在心，永遠感激。
」最後到表侄胡嘉麟墓前說： 「阿麟，我是蕉
森，很想念你。」 （下星期四續）
2016/10/25（臺灣光復紀念日）於馬州
（註一）：
一九三七年，我三嵗半時，父親在福建永春縣
政府任財政科長。有一天，父親的一位同事
（民政科長）一手持鳥槍，另一手拿著一串被
他射中的幾隻鳥，正站著在和他的朋友聊天時
，我跟隨著七歲的哥哥剛好路過哪裏，好奇停
下來，就蹲在他面前看他手中的那串鳥，哥哥
卻走到人家的背後，動了一下那位科長手中的
鳥槍扳機，結果我右大腿中間部位中了槍，受
傷了。母親趕緊送我到有 X 光設備的羅源縣城
動手術，把子彈取出。我右腿上永遠留有那
三吋長的手術大傷巴。當時，若是我腦部或
心臟中彈，在那醫療設備與技術落後的年代
與地區，我早已消失人間了！
（註二）：
一九四八年底，我在永嘉縣私立建華初級中
學(設在道后，即今溫州市實驗中學的最早前
身)畢業。我初中三年都住校，寒暑假期都到
瞿溪鄉下 我 敬 愛 的 大 舅 舅 家 寄 宿 ， 當 時 沒
有接受大舅舅要我留在家鄉念完高中的建
議，但我決定與初中同班同學王大眾（父
母亦早已遷往臺灣），加上他那個小學還
未畢業的弟弟王群眾，三人結伴，在次年
元旦過後幾天的一個寒冬深夜，同搭停在
江心嶼附近的一艘機帆船，駛離歐江，告
別故鄉與大舅舅和他一家人，開往臺灣與
家人團圓。四個月之後，溫州就變色了。
那確實是我人生十字路口的一個重大抉擇
。去或留不但影響我個人一輩子，平心而
論 ， 對 我 雙 親與家人後來境況的演變，亦
有少許息息相關（見我著書《一個平凡人的
自述》二〇一三年再版）。今面向歐江沉思，
回首前塵往事，感慨萬千！
（註三）：
表姐夫陳寳坤於今年十月中旬不幸辭世，享
壽八十三嵗，不勝哀痛。

JianWei Feng,

治

黃金心臟中心
黃金心臟中心
黃金心臟中心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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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歡迎電話預約及查詢˙

設備齊全

中 國 城

MD, PHD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設 備 齊全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臟起搏器
心律監護器
運動走步機等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JianWei Feng,

MD, PhD

心臟專科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週一至週五：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9:00am-5:30pm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歡迎電話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預約查詢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

新 推 出 雷射治療 『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

00

榮獲 2005 H-Texas 雜誌
※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設有 X-RAY 復健設備

OFF

www.advancedfootdocs.com

電話： 713-772-3338(FEET)通曉普通話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休士頓診所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
推拿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專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即時Ｘ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光
檢
治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驗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醫生本人通國﹑
粵﹑
英語
骨刺
平板腳
風濕關節炎

灰指甲

腳趾縮變形

雞眼骨
甲溝炎

下肢麻痺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
甲溝炎根除手術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六號公路

治療項目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中國城

★顯微手術
★平板足
趾 趾囊腫
★拇
★香港腳

專科

腳

李岳樺

Houston 診所：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 6 號公路

電話﹕
713-270-8682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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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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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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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擁抱春天”2017新春聯歡晚會新聞發佈會隆重召開
(記者陳松/休斯頓報道)一年一度新春佳節即將來
臨，最讓休斯頓華人期待的活動就是參加休斯頓中國
人活動中心每年精心舉辦的“擁抱春天”的新春聯歡
晚會。為了更好的準備這場藝術的盛宴，“擁抱春天
”2017 新春聯歡晚會籌備委員會於 12 月 11 日（星期
日）上午 10 時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召開了新聞發佈會。
應邀到場的嘉賓有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僑務辦
組長 房振群先生及同事張鐵紅女士、 中國人活動中
心董事長陳珂先生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董事楊
萬青先生、範玉新執行長及副執行長卿梅、王曉霞女
士等人。到場的新聞媒體有世界名人網、中新社、世
界日報、華夏日報、倍可親網、同城網、美南新聞等
多家媒體記者參與。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僑務組組長房振群先生表示
: 很榮幸參加“擁抱春天”2017 新聞發佈會，代表李
強民總領事對籌委會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謝。“擁抱春
天”春晚是我們大休斯頓地區歷史悠久的品牌，是華
人過春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慶祝活動。凝聚了大休斯
頓地區華人向心力的一個重要的活動，也是向美國主
流社會展示休斯頓華人精神面貌的一個重要舞台。休
斯頓華助中心是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授權的機構，
是一個為華人社區服務的具體的體現。希望各位僑領
和藝術家們群策群力共同把這次晚會組織好，各位華
人社團和行業精英全力支持這台晚會，舉辦的更加精
彩、更加成功。

擔任此次春晚組委會執行主席（休斯頓中國人
活動中心副董事長）楊萬青先生詳細介紹了藝術團隊
的組建情況。他表示：在幾個月前就已經組建了藝術
表演團隊，節目包括：舞蹈、聲樂、歌唱等節目。同
時，為了把此次的春晚辦
的有聲有色還特地邀請了
國際級的大師級的藝術家
來參演。其他的具體工作
由副執行長卿梅、楊德清
等負責企業贊助、社區僑
領和主流媒體的宣傳工作
。此外，他還表示：一定
要嚴把節目的質量關，讓
大家欣賞到高水準的文藝
演出，辦得要像央視春晚
一樣的新春晚會。不但邀
請了國內的一些著名的表
演藝術家和休斯頓本土的
藝術界精英，與以往不同
的是本次晚會邀請了四位
新面孔的優秀的主持人，
屆時會讓更多的觀眾耳目
一新，決不讓華人觀眾失
望，共同度過一個難忘的
春晚，讓我們拭目以待。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範玉新先生發表講話((攝影陳松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範玉新先生發表講話
攝影陳松）
）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僑務組組長房振群先生發表講話（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僑務組組長房振群先生發表講話
（攝影陳松
攝影陳松）
）

演出時間：2017 年 1 月 8 日晚 6 時 演出地點：休
斯頓 Stafford Center 舉行。售票工作已經開始，請華
人朋友不要錯過這個難得的藝術盛宴，詳情請撥打中
國 人 活 動 中 心 電 話 ： 713-772-1133 售 票 電 話 ：

713-780-8808
美南新媒體歡迎各界人士提供新聞線索 電話:
713-382-4565

擁抱春天 2017 新聞發佈會參會人員合影
新聞發佈會參會人員合影（
（攝影陳松
攝影陳松）
）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先生發表講話（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先生發表講話
（攝影陳松
攝影陳松）
）

擁抱春天 2017 春晚藝術總監高曉慧女士介紹節目的安排情況
（攝影陳松
攝影陳松）
）

新聞發佈會主持人卿梅（
新聞發佈會主持人卿梅
（攝影陳松
攝影陳松）
）

擁抱春天春晚組委會主席楊萬青先生介紹籌備情況 （ 攝影
擁抱春天春晚組委會主席楊萬青先生介紹籌備情況（
陳松）
陳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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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Confronts Beijing Over Its ‘One-China’ Policy -Chinese Media Warns 'One-China Policy Is Non-Negotiabl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WASHINGTON, U.S. - Donald Trump is set for
confrontation with Beijing over its ‘One-China policy’
if the country refuses to make any concessions on
trade.
"I fully understand the One-China policy. But I don't
know why we have to be bound by a One-China policy
unless we make a deal with China having to do with
other things, including trade. I mean, look, we’re being
hurt very badly by China with devaluation, with taxing
us heavy at the borders
when we don’t tax
them, with building a
massive fortress in the
middl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they
shouldn’t be doing,"
Trump told Fox
News, questioning the
decades-old stance.
"Frankly,
they're
not helping us at all
with North Korea.

You have North Korea, you have nuclear weapons, China “cannot be bullied” and must “wage resolute
and China could solve that problem. And they're not struggle” against the president-elect, it added.
helping us at all," he noted.
Media commentary also declared that if the U.S.
Trump also denied media reports that the call with increases arms sales to Taiwan, China could aid "forces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was planned weeks in hostile to the U.S."
advance, saying, "It's all wrong, not weeks, I took a "Why couldn't we publicly support them, or secretly
call, I heard the call was coming probably an hour or sell arms to them?" it demanded.
two before."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is Taiwan's main ally and arms
Renmi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upplier, it has not had offici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relations
professor
Pang
since 1979, when it switched
Zhongying said the Taiwan issue
recognition from Taipei to Beijing.
could cause friction with Beijing.
“It’s likely that Trump will use
Chinese analysts too dismissed as
Taiwan to demand concessions
“immature” Trump’s questioning
of the relevance of continuing the
from Beijing. The situation will be
“One-China” policy.
tricky,” he said.
“His knowledge about Sino-U.S.
The
businessman-turnedpolitician’s comments are likely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questioned relations, particularly the Taiwan
to upset Beijing, keeping in mind U.S. support for the idea that mainland question, is very superficial,
which gives him the nerve to sa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China and Taiwan are part of 'one China'.
(PRC) defiant stance on the ‘one China' policy in whatever he likes. As a businessman, he thinks it is
the past and its repeated threat to invade Taiwan if it quite normal to do business, but he has not realised
that the Taiwan question is not a business to China.
declares independence.
Chinese
media, The Taiwan question is not negotiable,” Li Haidong,
meanwhile, warned professor at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said.
Trump that the 'one- “Diplomatically, Trump is still immature, so we
China policy is non- need to point out to him how serious the problem
is and exert pressure on him. We should make him
negotiable.’
"The one-China polic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and complexity of Sinocannot be traded," U.S. ties and prevent him from being manipulated by
an unsigned online some conservative forces,” Li added.
commentary in the And according to Nick Bisley, 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lobal Times said, expert from La Trobe University in Melbourne, “The
calling Trump "as signal Trump is sending to China is: ‘You are not going
ignorant of diplomacy to push us around; you are not going to dictate terms;
we are going to be the ones who dictate terms to you’.
as a child."

And he’s also signalling, whether deliberately or not,
that there are no sacred cows in U.S. foreign policy,
whether in Asia or anywhere else.”
Meanwhil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said senior
White House aides had spoken with Chinese officials
to insist that Washington’s “one China” policy
remained intact.
The administration also warned that progress made
in the 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ould receive a
setback by a "flaring up" of the Taiwan issue.
There is also growing uncertainty over who will be the
next secretary of state.
Relatively unknown ExxonMobil CEO Rex Tillerson,
with no foreign policy experience, is currently at the
top of the list to be Washington's top diplomat.
Republican Senator John McCain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Tillerson'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n
leader Vladimir Putin. "That would color his approach
to Vladimir Putin and the Russian threat," he said on
Sunday on CBS' "Face the Nation." (Courtesy http://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Beijing Says Friendly Sino-US Ties Rely On One-China Polic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Washington warned over its Taiwan stance after presidentelect hints at making a course change.

Beijing warned on Monday that its 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jeopardised if Washington did not
stick to its stance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Those who seek to damage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and harm China’s core interests are “lifting a rock only
to drop it on their feet”,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aid in comments carried on the Foreign
Ministry’s website.
Speaking separately,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said China was “extremely concerned” about Trump’s
comments that Washington did not necessarily have to
stick to the one-China policy.
The remarks signalled that Beijing was seriously
dismayed by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s
moves and rhetoric on Taiwan, observers said.
While Beijing would wait to see the actual policies that
Trump implemented after his inauguration next month,

it was expected
to further squeeze
Taiwan, they said.
“The
one-China
policy i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Sino-U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in
relationship,” Geng Switzerland, where he made
said.
the comments about Trump’s
“If this foundation is remarks. Photo: AP
disturbed, there are
no grounds to talk about further developing the healthy
and st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their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major aspects.”
In his remarks on Sunday, Trump asked whether the
US should stick to the one-China policy if Beijing did
not make concessions on trade and other issues.
On December 2, Trump and Taiwanese President Tsai
Ing-wen had a brief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reaking
decades of US diplomatic protocol.
The US and China signed the
Shanghai Communiqué in 1972, in
which the US acknowledged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But the US has not recognised Beijing’s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Taiwan’s government remained cautious yesterday,

¬declining to comment on Trump’s latest remarks,
although some local legislators called for Tsai to decide
if the policy of maintaining the cross-strait ¬status quo
was still valid.
‘Donald Trump is ignorant and one-China negotiations
won’t happen’, state media says
Some observers said Trump was using Taiwan as a
bargaining chip to exert pressure on Beijing over trade
issues, but that Beijing would be unwilling to give in
to such a tactic.
“If Trump discusses the trade issues separately, China
might be willing to make a compromise and reach a
deal,” said Zhang Baohui, a China security specialist at
Hong Kong’s Lingnan University. “But to put Taiwan
and one China on the table, Beijing will definitely
firmly reject that.”
Liu Xiangping,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Studies at Nanjing University, said Beijing
would put more pressure on Taiwan.
“The moves by Trump will push the mainland to be
more determined and quicker to
handle Taiwan affairs,” Liu said.
“There are many tools the mainland
can use to further squeeze Taiwan.”
‘I don’t know why we have to be
bound by a one-China policy’:
Trump questions decades-long
stance
Linking Taiwan affairs to trade issues would not help
to ease economic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but would add political obstacles, Liu added.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Nanjing University

Xu Guangyu, a retired major general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aid Trump had stepped on China’s
red line and that Beijing would react.
“China has been carefully preparing for it, and is
prepared for the worst,” he said. “After all, Trump has
not been inaugurated. China will certainly get ready
militarily, but in a low key way. We will not lower our
guard, though.”
Chinese state media went on the offensive yesterday
over Trump’s remarks, slamming the US presidentelect for being “as ignorant as a child in terms of
foreign policy”.
However, Xue Li, a researcher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id Trump would not be hard to
deal with for Beijing.
“He is a businessman and his family has business
interests in the mainland, which are for sure bigger than
what Taiwan could give,” Xue said. (Courtesy http://
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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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休士頓分會
周日晚間舉行會員大會暨聖誕餐會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世界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休士
頓分會，於周日晚間六時在 Crown Plaza ,舉行年終聚餐
，會員大會，共有 120 多位工商婦女及其家屬參與大會
。當天出席的貴賓還包括： 「台北經文處 」 黃敏境處
長夫婦，還包括僑教中心莊雅淑，副主任李美姿，
「金城銀行」總栽黃國樑夫婦， 「石山地產」 伯尼夫
婦等人。
會中除了大聚餐，每人各自取用 Crown Plaza 準備
的豐富聖誕大餐外，現場還擧行新增理事選擧，由李

莉穎等九人參選，經在場的如何 57 位會員現場投票，
算票，共選出新任理事（ 按得票名次） 李莉穎，彭思
雅，吳展瑩，邵梅五，胡麗玲等五人當選，並選出後
補為郭蓓麗，蔡淑英，張燕曉，羅錚等人。她們並在
選前逐一上台作自我介紹，其中第一名最高票當選的
李莉穎，曾任北一女校友會，政大校友會會長，山東
同鄉會全美會長，現為 BP 石油公司財務； 而邵梅五過
去也當過兩屆理事，願作義工為大家服務。
當天除聚餐外，還有卡拉 OK 演唱及抽獎等精彩節
目。其中由 「金城銀行
」 提供的三張一百元的
禮券及伯尼，麗香夫婦
贈送的花旗參禮盒，為
圖文：
圖文
： 秦鴻鈞
會場帶來高潮。當天也
12 月 22 日是 「 汝楨藝苑
汝楨藝苑」」 言雪芬老師的生辰
言雪芬老師的生辰，
，該藝苑的所有成員
該藝苑的所有成員，
，於上周
有許多世華的前任會長
六下午在 「 中國人活動中心 」 提前為言導師慶生
提前為言導師慶生，
，舉行了長達四小時的粵曲慶祝
如張文華，廖秀美，高
會，圖為言雪芬導師
圖為言雪芬導師（
（ 前排左五 ），
），與前來慶生的學生們合影於慶祝會上
與前來慶生的學生們合影於慶祝會上。
。
嫚璘，鄭昭等人與會。

汝楨藝苑粵曲慶祝會 兼為導師言雪芬慶生

圖為世華工商婦女會新當選理事與留任理事在大會上合影。（
圖為世華工商婦女會新當選理事與留任理事在大會上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德州佛教會歲末感恩佛七
（本報訊）年終歲末感念佛恩，德州佛教謹訂於 2016 年 12 月 25 日(星期日)至 12 月 31 日(星期六)，假美
洲菩提中心明心堂舉辦《歲末感恩佛七》。將恭請本會副會長上宏下意法師主七。全程禁語，攝心念佛，
沉澱心靈，長養定力，祈能剋期取證。
念佛法門是佛法修行中，非常特殊的一種對治雜念的方法。生活中的雜事常常會讓我們的心胡思亂想
，在不同的念頭中來回穿梭，不能安住而心生煩惱。而念佛就是用一種淨念壓制萬般雜念，以期都攝六根
，淨念相續，把煩惱習氣通通念掉，把清淨本性念出來。最後希望能把念佛的這一念頭也放下，達到淨念
無念的境界。
如果您想體會一下念佛的安然，或是想沉澱一下整年來的妄想分別，德州佛教會虔誠邀請各位會友和
十方善信，藉著年終假期，或全程或隨喜，同來念佛禮佛。意者請於 24 日下午 6 時至 7 時在菩提中心香雲
堂 接 待 處 報 到 。 報 名 表 和 佛 七 須 知 請 參 考 ； http://www.jadebuddha.org/forms/2016-1224-7-days-retreat-application-form.pdf 。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玉佛寺辦公室 281-498-1616。

休士頓基督教高中深化教育合作 體驗臺灣好風情
（本報訊）2016 年 10 月 18 日到 26 日
休 士 頓 基 督 高 中 (Houston Christian High
School)九名研習華語學生在中文老師馬恩
慈女士與訓導主任 Utakrit 先生的帶領之下
，利用感恩節假期到臺灣訪問夥伴學校羅
東高中進行教育交流。
在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的協助下，
每年 4 月份宜蘭羅東高中的學生都會到休
士頓與姐妹校進行教育交流，培養學生的
國際視野、領導力與外語能力。羅東高中
已經連續 4 年到休士頓基督教高中參加國
際日慶祝活動。經過長時間培養友誼，在

休士頓基督教高中華語班馬恩慈老師的努
力下，今年該校終於組團成功，首次踏上
臺灣訪問姐妹校--羅東高中的旅程。
羅東高中為休士頓基督教高中的學生
安排了非常精彩豐富的課程與活動，除了
有書法臨摹課、放天燈體驗活動、參觀蠟
燭博物館及宜蘭糕餅觀光工廠外，也進一
步走訪原住民部落，觀摩泰雅族搗杵製作
糯米糕及裝飾串珠文化。每個學生均安排
住宿接待家庭，以深入了解臺灣當地日常
生活型態、與羅東高中學生進行座談、雙
邊學生共同合作完成文化表演及成果發表

會，休士頓基督教高中此次臺灣行為兩校
教育交流交出漂亮的成績單。
休士頓基督教高中推動國際教育交流
的目的，不僅讓學生實地應用在校習得的
華語，見習東、西方校園文化與體驗兩地
不同的風土人情，同時也前往臺北及淡水
兩家馬偕醫院，進行義工服務。該校學生
在候診室表演溫馨的歌曲吟唱及舞蹈節目
，排解候診病人及家屬枯燥的等候時光，
實踐服務學習的精神，並且對臺灣行留下
休士頓基督教高中馬恩慈老師(前排右三
休士頓基督教高中馬恩慈老師(
前排右三))及宜蘭羅東高中胡敏華
深刻美好印象。
主任((前排右二
主任
前排右二))與兩校國際教育交流學生合影

休城工商

等急了嗎？ 2017 暑假 金冠海鮮酒家慶祝開業一周年，
雙龍蝦每盤折扣十元，每桌限一盤
回北京，特價國航直飛機
票，黃金時間，黃金航線，
優惠價格！

( 本報記者 秦鴻鈞 ) 已於去年底開幕的「 金冠海鮮酒家 」為了慶祝開業一周年，特舉辦「
龍蝦大優惠」，凡在該店惠顧四十元，即可享用十元雙龍蝦折扣，原價 $26.99 元減至 $16.99
元，每桌限一碟。這項活動從 12 月 12 日至 明年 1 月 22 日。「 金冠海鮮酒家」 地址：10796
Bellaire Blvd.Suite C, Houston TX 77072 , 電話：（281）575- 1768，Fax:(281) 575- 1763

休斯頓旅遊權威—休斯敦全旅假期
各種特價 盡在全旅 ！
2017 年 4 月 16 日前返回休斯敦 / 達拉斯
2017 暑假 休斯敦 - 北京直飛 往返含稅金
含：休斯敦 / 達拉斯 - 上海往返國際機票！
黃金時段 , 黃金航線 , 優惠價格
中國國際航空 Air China: 休斯頓 - 北京直 （一人即可，報名參加）
（註：美國其它城市出發請來電咨詢！也
飛
有特價！）
出發及回程時間
含：機場稅！
A- 休 斯 頓 出 發 : 6/4/2017, 北 京 回 程 :
含：江南七天順道遊及五星級吃住玩！
8/13/2017orB- 休斯頓出發 : 6/10/2017, 北京回
含：可免費停留探親！
程 : 7/9/2017orC- 休斯頓出發 : 6/17/2017, 北
贈 送：12 月 31 號 前 報 名， 特 別 贈 送 價 值
京回程 : 7/17/2017
70 美金小費
市場價 : $2199
座 位 有 限 , 預 購 從 速（ 促 銷 截 止 日 期
全旅假期特價 : $1199( 含稅）
12/31/2016) 此價格未含：簽證 , 部分景點門票
（$90），需美國護照或綠卡者華僑享有此特價
航空公司年尾大甩賣
2017 年 2/3 月出發
【休斯敦 / 達拉斯回北京特價機票旅遊團
休斯敦 - 北京 $519 ( 含稅）
套餐】
休斯敦 - 上海 $550（含稅）
一人即可報名參加
休斯敦 - 香港 $519（含稅）
$299/ 人（1 人即可參加，無需繳納押金）
休斯敦 - 臺北 $530 （含稅）
2017 年 2 月或 3 月休斯敦 / 達拉斯出發
機不可失，別再等待 !
2017 年 4 月 16 日前返回休斯敦 / 達拉斯
$299/ 人（需參團）包含 :
【休斯敦回上海特價機票旅遊團套餐】
* 往返北京國際機票 ( 含稅金），免費停留
一人即可報名參加
探親 *
$1/ 人（含國際機票 , 稅金 , 團費）
* 暢遊長城 , 故宮 , 天壇 , 胡同 , 天安門 , 頤
12 月 31 號前報名，特別贈送價值 70 美金
和園 , 世貿天階 , 烤鴨 , 天津文化街 , 狗不理包子 ,
小費
小布達拉宮，等等 *
2017 年 2 月或 3 月休斯敦 / 達拉斯出發
* 全程 5 星級豪華酒店 *
* 豪華旅遊大巴士 , 全天接送機服務 , 全程
國語導遊 , 每日三餐及當地美食 *
座 位 有 限 , 預 購 從 速（ 促 銷 截 止 日 期
12/31/2016) TEL:713-568-8889
此價格未含：簽證 , 部分景點門票（$90），
需美國護照或綠卡者華僑享有此特價
休斯頓 全旅假期
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 美南銀行後棟大樓 )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 chinatourus

紅人歸成就女人夢想
永葆青春是許多女人的夢想！然而歲月無
情，不知不覺中，皺紋、色斑躡手躡腳地爬上
了你的面龐，這是多麼令人苦惱，這一切都是
卵巢早衰引起。
事實上女人步入 30 歲後，身體各種機能開
始減退，雌激素分泌減少，出現皮膚粗糙、性
欲冷淡、月經不調，失眠等問題。美國一份新
的研究報告顯示，現在仍有許多女性使用傳統
的荷爾蒙替代療法和外援補充雌激素來應付卵
巢早衰及更年期綜合癥。其實這些做法治標不
治本而且都是非常危險和無用的。美國權威機
構試驗證明，使用荷爾蒙替代療法的會增加女
性癌癥的發病率，而外援補充激素則很難被卵
巢吸收。而紅人歸就正是因為它含有能與卵巢
紅囊竇受體特異性結合的 SAG 獨特成分能直接
營養卵巢，使之恢復自身的正常分泌和代謝，
從而達到治本治標的效果。
加拿大 VIKER 公司長期致力於卵巢早衰藥
物的研制，經過多年嘔心瀝血的篩選，改量和
提升，克服了中藥非標準化的缺點，並采用現
代化提取分離技術，從當歸，人參，茯靈等多
種天然植物中提取出的精華素的復合物 --“紅
人歸”膠囊。“紅人歸”是目前市場上唯一一
種幫助人體分泌自體荷爾蒙的純天然保健品，
安全無副作用。經過大量的藥理毒性實驗和臨
床觀察研究表明，“紅人歸”膠囊能夠活化卵
巢微循環網，增強微循環攜帶養分和代謝能力，
保證充足的營養供給，滋潤和營養開始萎縮的
卵巢，使卵巢重新產生圓潤的卵泡，恢復旺盛

的雌激素分泌能
力，從而使更年期
延遲。通常在服用
了一定療程（一般
3 到 6 個 月 ） 後，
原來的月經周期紊
亂、 忽 來 忽 隱、 經
量不一，情緒急躁、
心慌意亂、思想不
集 中、 喜 怒 無 常；
面部潮紅、經常出
汗、 頭 痛、 心 悸，
失 眠， 血 壓 升 高、
關節酸痛等更年期
癥狀基本改善或消失。長期服用更有延年益壽
的功效。
在聖誕節來臨之際，紅人歸是你送給最愛
的人最佳禮物，讓她身體好，不衰老！讓你的
愛人年輕十歲不是夢！
紅人歸膠囊是加拿大衛生部唯一批準的用
於女性更年期的產品，加拿大衛生研究院十四
年質量療效追蹤確認紅人歸膠囊是目前世界範
圍內最安全、最有效、最科學的產品。
女性更年期保健手冊”花開花落話更年”
免費資料索取網址 www.vikerm.com
加拿大 VIKER 公司 北美免費咨詢電話 1—
888—518—7778
全 球 女 性 更 年 期 保 健 免 費 咨 詢 電 話 1—
604—518—7778 傳真 :1-604-303-7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