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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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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全年新增工作2.1萬個 失業率微降
休斯頓能源業繼續低迷 餐飲服務業工作增幅靠前

(本報訊) 根據德州勞工局最新
公布的消息，德州在過去 20 個月中
，有 19 個月都出現工作的連續增長
，十月份的失業率從 4.7%降至 4.6%
，和全美的失業率數字相當。
根據統計，休斯頓大都市地區
的新增工作比去年增加了 1.61 萬，
年度增長幅度為 0.5%，比十月份略
升 0.4%。
當地的經濟學家 Parker Harvey
稱，新增的工作數量有效避免了休
斯頓經濟處在低谷時的指標下滑。
十一月份，休斯頓失業率在沒
有季節調整因素的前提下為 4.9%，

一年前的數字為 4.8%。
德州能源業在經歷了連續兩年
的衰退後，工作繼續出現增長，其
中包括在石油和天然氣提煉和服務
類型當中的礦業開采和砍伐相關的
工作，該類數量雖然增加了 3200 個
，但是，整個能源行業卻在過去的
一年中失去了 2.9 萬個工作。
休斯頓石油和天然氣能源業的
工作增長繼續出現停滯狀態，開采
和砍伐業上個月的工作數量比去年
同期減少了 7900 個，九月份和十月
份與去年對應的工作數量都分別下
降了 1.02 萬和 8400 個。

德州上個月在休閑娛樂和酒店
餐飲業的帶領下，工作數量出現
5700 個增長，十一月份，教育和醫
療業的工作出現 4700 個增長，建築
業的工作數量新增 2500 個。
和德州的趨勢相同，休斯頓的
酒店餐飲業的工作今年比去年增加
了 1.67 萬個，出現 5.4%的提高，同
時，教育和健康服務方面的工作機
會也增加了 1.45 萬個，比去年提高
了 3.9%，此外，交通和電力包括零
售業也比去年多出 10.5 萬個新增工
作，增長率為 1.7%。

西南區發生銀行搶劫案 警方公布錄像
(本報訊)休斯頓西南區 10 月 28 日發生銀行搶劫案，警方本周
已經公布劫犯的錄像和照片，目前劫犯在逃，警方希望民眾給予
幫助，提供線索早日將劫犯捉拿歸案。
根據警方的報告，當天，在靠近 Kirby 位於 2400 block of West
Alabama 的一處銀行，一名男子步行進入後向工作人員出示紙條，

並宣稱有槍和索要現金，劫犯在接到銀行辦事人員的現金後快速
跑離銀行。
監控照相鏡頭記錄的錄像顯示，劫犯為非裔，20 至 25 歲之間
，身高為 5.8 英尺，身著黑色棒球帽，白色 T 恤，藍色牛仔短褲和
黑色襪子。
如果民眾有相關線索，請及時打警方電話：713-222-TIPS
或者上網 www.crime-stoppers.org 也可以發短信至 TIP610
對能夠提供有價值線索幫助破案的人員，警方將給予 5000 美
元的獎勵，所有報案，警方都將采取匿名的方式。

美國電子菸爆炸案例頻傳

（本報訊）美國電子菸爆炸案例頻傳，根據通報，去年到今
年初發生了 66 起，實際案例可能更多，參議院施壓，要求回收電
子菸的電池。
紐約州選出的聯邦參議員 「舒默」形容電子菸有如定時炸彈
，有人被嚴重燒傷，主管機關卻沒有作為，不知情的消費者還以

為電子菸是在傳統香煙外，另一種更安全的解癮選擇，殊不知它
有可能造成更立即性的危險。
美國市場上販售的電子菸，有許多是中國製造，電子菸使用
的鋰電池，可能是爆炸元兇，同款鋰電池也使用在許多其他種類
的消費電子產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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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曼谷點亮聖誕裝飾
民眾忙自拍節日氣氛濃

2016 年 12 月 20 日

泰國曼谷壹家百貨公
司前點亮聖誕裝飾，當地
民眾紛紛前往自拍感受濃
郁的節日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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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農民趕羊群盧浮宮旁放牧
要求解決狼群攻擊問題

巴基斯坦當局焚毀價值上億美元毒品

法國牧羊人將羊群趕到巴黎盧浮宮博物館旁的杜樂麗花園，抗議對狼的保護政策。

倫敦動物園發放聖誕禮物
霸氣小老虎“
霸氣小老虎
“怒拆
怒拆”
”禮物
巴基斯坦當局
在首都伊斯蘭堡附
近公開焚毀約 52 公
噸截獲的毒品和酒
。巴基斯坦緝毒部
門 的 負 責 人 Maj.
Gen. Nasir Dilawar Shah 稱，為了
消除社會上的毒品
威脅，價值 1.52 億
美元毒品被焚毀，
以作為巴基斯坦反
毒運動的壹部分。

美國佛羅裏
達州勞德代爾堡
，美國海岸警衛
隊船只“ 漢密爾
頓 ” 運 送 約 26.5
噸可卡因抵達當
地。這些毒品價
值 約 7.15 億 美 元
，來自多次打擊
毒品走私行動。

美國海岸警衛隊繳獲 26.5 噸可卡因
價值約 7.15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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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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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73-9621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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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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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英國倫
敦，倫敦動
物園裏的動
物們得到了
聖誕禮物。
小老虎拆禮
物略顯“焦
躁”，霸氣
十足。動物
園飼養員在
宣傳拍攝中
給動物們送
聖誕禮物，
提供特別的
節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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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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人權？

美國暫緩壹項對菲律賓援助項目
綜合報導 美國駐菲律賓使館近日
證實，因菲律賓在總統羅德裏戈· 杜特
爾特任期內的法治問題引發嚴重擔憂
，美方已經暫緩壹項對菲律賓的援助
項目。
壹些外媒看來，暫緩這項援助是本
屆美國政府對杜特爾特反毒風暴的最強
烈回應之壹，但杜特爾特本人似乎已經
將菲美關系的著眼點放到當選總統唐納
德· 特朗普身上。
【擱置援助項目】
美駐菲使館稱，美方援助機構
“世紀挑戰集團”對菲律賓的首個援
助項目明年 5 月到期後，美方將暫緩後
續援助。這壹 5 年期援助項目總額約
4.3 億美元。
根據“世紀挑戰集團”官網的介紹
，這壹援助機構由美國政府設立，宣稱
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促進經濟發展、減
少貧困。不過，這壹機構對援助對象設
有“政治條件”，即這些國家只有展示
“推進民主”和“經濟自由”的承諾後
才“有資格”獲得援助。
“世紀挑戰集團”14 日宣布新壹批
援助項目，對象包括布基納法索、斯裏
蘭卡和突尼斯，菲律賓沒有入圍。
“這壹決定反映出(‘世紀挑戰集團

法英簽署多項武器裝備研發合作協議
綜合報導 法國國防部近日發布
新聞公報說，法英兩國近日在巴黎簽
署多項武器裝備研發合作協議，兩國
防務合作取得重要進展。
根據公報，兩國同意於明年年末
在合作研發新壹代無人駕駛戰鬥機方
面啟動新的研究階段，這壹階段為期
壹年，旨在進壹步完善新壹代無人駕
駛戰鬥機的設計理念。
此外，兩國還就合作開展流體動
力學實驗簽署新協議。此舉對於兩國
研發新壹代潛艇具有深遠影響。
法國武器裝備總署署長洛朗· 科

萊-比永表示，此次簽署的協議是法
英兩國在武器裝備領域密切合作的證
明，新的協議將為雙方在未來壹段時
間合作提供新的方向。
英國國防部負責國防采購的政務
次官哈麗雅特· 鮑德溫表示，英法聯
合的新壹代無人駕駛戰鬥機作戰系統
將有利於加強法英兩國防務合作，並
推動兩國的創新研究。法國國防部資
料顯示，法英兩國於 2010 年簽署相關
協議，大幅加大防務領域合作的深度
與廣度。兩國計劃於 2025 年完成新壹
代無人駕駛戰鬥機的樣機研發。

默多克旗下
世紀福克斯公司收購天空電視臺
21

綜合報導 傳媒大亨魯珀特·默多
克旗下 21 世紀福克斯公司近日發表聲
明稱，英國天空電視臺已同意其提出的
收購要約，福克斯將以 148 億美元、即
每股 13.4 美元價格收購天空電視臺 61%
的股份。福克斯眼下已持有天空電視臺
39%的股份，將剩余股份全部收購意味
著福克斯將天空電視臺完全並入。
“作為創始股東，我們很驕傲地見
證了天空電視臺的成長和發展，”21
世紀福克斯公司在聲明中說，“完全收
購天空電視臺，意味著兩家企業的合並
，通過地理位置的多樣性和穩定的收入
基礎，企業能力會變得更為強大……進
而在國際市場獲得更大的成功。”
2013 年 7 月，默多克把新聞集團拆
分為成新的新聞集團和 21 世紀福克斯
公司兩部分。21 世紀福克斯公司繼承
了原新聞集團的廣播電視和電影娛樂業
務，旗下擁有覆蓋全球的有線電視和廣
播網絡，擁有超過 300 個國際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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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主權國家，是在做壹件正確的事。”
值得壹提的是，美國總統大選的競
選階段，白宮發言人喬希· 歐內斯特曾
在回應特朗普批評美國言論的時候不點
名嘲諷當時還是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
歐內斯特當時強調，選舉“很大程度上
決定了什麽樣的人會代表妳的國家出現
在國際舞臺上，這就是妳在投票時為什
麽應該重視(候選人的)素質，比如禮貌
、性情和判斷力”。壹些媒體解讀，歐
內斯特此話暗中將杜特爾特與特朗普作
類比。
【菲民眾“很滿意”】
盡管美國政府與菲律賓的反毒風暴
屢次表達擔憂和不滿，但菲律賓民眾似
乎相當認可杜特爾特重拳打擊犯罪給國
家帶來的變化。
菲律賓民調機構社會氣象站 15 日公
布的民調結果顯示，扣除不滿意比例後
，受訪民眾對杜特爾特的“凈滿意度”
為 63%，僅比 9 月時的 64%低壹個百分點
。杜特爾特出任總統半年來支持率始終
維持高位。
菲律賓新聞部長馬丁· 安達納爾說
，民調顯示的高支持率讓菲律賓政府
“感激”，將激勵總統杜特爾特“履行
其清除毒品、犯罪和腐敗的承諾”。

巴西：未來二十年開支均零增長

綜合報導 日前，巴西聯邦參
議院議長正式批準了由政府提交
的有關限制公共開支增長的憲法修正案，該法案於
當天生效。日前，巴西聯邦參議院在二讀投票中通
過了有關限制公共開支增長的憲法修正案，此提案
通過後將參照前壹年度的通脹水平限制公共開支增
長，旨在縮減政府開支、平衡政府賬目和促進國家
經濟恢復。這壹法案的通過被外界普遍視為特梅爾
政府在經濟改革中的重要成果。但是由於法案限制
了教育、醫療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引起了民眾的不
滿，13 日當天巴西多地爆發了示威活動。
這項名為“55 號憲法修正案”的提案涉及修改
憲法和對公共開支進行限制，在巴西國內引起了廣
泛關註。巴西近年來經濟持續走低，已經連續兩年
出現“倒車”，今年通脹率達 6.69%，超過政府承諾
調控上限 6.5%，失業率超過 12%，遭遇近 80 年來最
嚴重的經濟危機。今年 8 月，前總統羅塞夫遭到彈核
下臺，特梅爾正式出任巴西總統，將工作重點放在
了重振國內經濟上，上臺後壹直不遺余力地推動各
項經濟改革。此次 55 號法案就是特梅爾對巴西經濟
開出的壹劑“猛藥”。法案規定，在 2017 年至 2037

李娜療痛中心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 動 傷 專 科

’)董事會對菲律賓法治和公民自由的嚴
重擔憂，”使館發言人莫莉· 科西納告
訴法新社記者，“世紀挑戰集團”雖暫
緩後續援助，但未來仍可能重新考慮將
菲律賓列入援助對象名單，“‘世紀挑
戰集團’會持續關註菲律賓的(法治)問
題，我們強調，所有(受援)夥伴國都應
該確保符合資格，不僅僅是紙面上合格
，還需要展示出對法治和尊重人權的承
諾”。
【著眼下任總統】
杜特爾特當選總統後履行競選承諾
，在菲律賓掀起壹場反毒風暴。不過，
大量販毒嫌疑人被擊斃的現象引起菲律
賓國內少數人權組織和美國等國家的擔
憂。對於美國的指指點點，杜特爾特甚
至“爆粗口”，咒罵美國總統貝拉克·
奧巴馬，壹度引發菲美兩國外交爭端。
不過，眼下的菲律賓政府似乎正將
緩和菲美關系的希望寄托於下任美國總
統特朗普身上。
杜特爾特先前說，他 12 月初與特朗
普通電話時，得到了這位當選總統對自
己販毒風暴的肯定和贊賞。
“他(特朗普)非常能體會我們對毒
品的擔憂，”杜特爾特說，“他祝我
……的(反毒)戰爭好運，稱我們作為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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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這 20 年內，政府當年的公共開支增長不得超過上
壹年度的通脹率，即公共開支的實際零增長。在法
案實施後的第十年，時任總統可以視情對法案進行
調整。根據巴西法律規定，憲法修正案需要在國會
參眾兩院分別經過兩輪投票通過才能正式生效。今
年 10 月 25 日，該法案已獲眾議院通過。上月 29 日，
法案在參議院壹讀通過。在 13 日的二讀中，該法案
以 53 票支持、16 票反對，再次獲得通過。
在近日二讀投票的辯論環節中火藥味十足，勞
工黨等反對派認為限制公共開支將影響國家在教育
、醫療和福利等方面的工作，將拉大貧富差距，導
致社會更加不平等。按照法案規定，2017 年醫療方
面支出在總支出中的比例將由 13.7%上調為 15%，教
育支出在 2017 年占比為 18%，自 2018 年開始將按照
通脹率計算支出比例。反對人士認為，隨著未來巴
西人口總數的增長和老齡化的加重，教育、醫療和
福利等方面的缺口會越來越大，此舉將造成社會退
步。
但在巴西政府看來，限制公共開支是壹項必要

之舉。目前，巴西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已
達 70%，如不加以控制在 2018 年可能超過 80%。在財
政狀況惡化、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下，今年巴西投
資下降 10.4%。如果此項法案順利推進，政府相信在
2018 年將會節省 46 億雷亞爾 (約合 96 億元人民幣)開
支，未來十年政府有望共節約 7380 億雷亞爾(約合
1.54 萬億元人民幣)開支。巴政府將有更多資源刺激
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發展，推動巴西經濟
早日恢復。此次法案獲得通過，被視為特梅爾上臺
後的壹次重大勝利，也從另壹方面說明特梅爾在參
眾兩院掌握多數支持，執政根基穩定。
盡管這項法案被經濟界認為是必要的，但在社
會上反響強烈。據最新民調顯示，有 60%的巴西民眾
反對 55 號法案通過，民眾普遍認為這壹法案將對巴
西中下層民眾帶來負面影響。在參議院舉行二讀投
票的 13 日，巴西首都巴西利亞、聖保羅等多地民眾
舉行了遊行示威活動。據警方統計在巴西利亞有約
2000 人參與示威，最終示威者與警方爆發了沖突，
有人將現場的公交車點燃，雙方都有人員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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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丁堡巡禮（三）
蘇 格 蘭 國 家 博 物 館 （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
我按照愛丁堡的街市地圖，穿過商業區
的 黃 金 地 段 “ 皇 家 一 英 里 ” （ “The Royal
Mile”）直奔蘇格蘭博物館。蘇格蘭國家博物
館由愛丁堡的蘇格蘭博物館（Scottish Museum
）與緊鄰的皇家博物館（Royal Museum）組
成，1998 年正式開放。內容著重在蘇格蘭的
歷史、人民、與文化。這座博物館的造型頗不
一般，是一個幾何形的圖案，入口很小，而裡
面則相當寬敞。陳列的展品頗值一觀。我順序
上了一層又一層，最後還走到屋頂上的露天觀
望台，愛丁堡全市飽覽無遺。在博物館內上上
下下不停地走了三個多小時後，步行回到酒店
，可真有點累了。晚上，我們參加了一個自選
的額外節目：蘇格蘭之夜。
蘇格蘭之夜（Scottish Evening）
七點鐘，車子從酒店將我們帶到了一個
像莊園似的地方。經過一間大酒店後，來到今
晚晚餐與觀看表演的大帳篷內。入口處有穿著
傳統蘇格蘭裙“基爾特”（Kilt）的蘇格蘭人
，吹著管笛，列隊迎賓。進入帳篷內才發現裡
面的數十張大圓桌幾乎全已坐滿了遊客。本團
被領到預定的三桌上，依次入席。
在車上，領隊安妮為大家介紹了一下今
晚這個地方的環境。剛剛車子經過的那間大酒
店是原來的普禮斯敦莊園大廈（Prestonfield
House）。普禮斯敦莊園大廈是由愛丁堡的詹
姆斯迪克市長（Sir James Dick）建於 1687 年，
由皇家建築師布魯斯（Sir William Bruce）設
計。迪克市長是當時蘇格蘭最成功的商人，能
請到皇家建築師為之設計裝潢，可以說是他個
人財富與權力的一些展示。豪宅建成後，主人
好客，宅內經常是高朋滿座。18 世紀蘇格蘭
啟蒙運動的領導人物經常是普禮斯敦莊園大廈
的座上客。19 世紀初，迪克市長的後裔羅伯
特迪克(Robert Dick)繼承為普禮斯敦莊園大廈
之主。羅伯特迪克從東印度公司退下來之後，
將普禮斯敦莊園大廈大大擴建，並增建了一座
圓形的馬槽，這就是我們今晚晚餐及觀看表演
的大帳篷所在地。自 1958 年開始，普禮斯敦
莊園大廈成為一個私人所有的五星級酒店。在
過去的半世紀以來，光臨此酒店的王子、公主
、名人、政要、影星、歌星絡繹不絕。酒店名
列《世上最佳的 101 酒店》金榜。而在普禮斯

敦莊園大廈原馬廄上演出的“蘇格蘭之夜”亦
已連續了 36 年。
我們入席不久便開始晚餐。這是一套從
頭抬到甜點的四道套餐，外加紅酒白酒。餐具
亦相當夠水準，服務人員訓練有素，五六百人
的宴席安排得井井有條。餐畢，表演開始。這
是一個沒有簾幕的舞臺，全靠燈光控制。兩小
時的歌舞節目，全是典型的蘇格蘭音樂與舞蹈
，由手風琴、小提琴、蘇格蘭風笛伴奏。演員
的服裝亦全是道地的蘇格蘭裝束。輕快明亮的
節奏使全場彌漫著“蘇格蘭”氣氛。尤其是最
後那首舉世聞名的《Auld Lang Syne 》更使全
體為之陶醉。這是一個令人回味的蘇格蘭之夜
。
愛丁堡古堡（Edinburgh Castle）
由於愛丁堡城市面積不大，許多地方皆
可以步行抵達。在酒店吃完早飯，我們便開始
出發。今天的主要造訪點時那座有名的愛丁堡
城堡（Edinburgh Castle）近年來，在朋友們傳
來的電子郵件裡已多次看到過這座古堡的雄姿
，不意今日竟有機會一睹真容。愛丁堡古堡是
愛丁堡市內最宏偉耀眼的建築。它坐落在一座
死火山的栓塞上。火山的熔漿，冷卻後，形成
了很堅固的岩石。流經周圍形成了一塊很堅硬
的黑色玄武岩石平臺，高出海面 120 米（390
英尺）。據記載，西元 600 年時平臺上就建有
一座簡陋的碉堡。12 世紀時，蘇格蘭王大衛
一世（David I）在此平臺上，建了一座皇家堡
壘。14 世紀中葉，國王大衛二世（David II）
又將它重建為堅實的城堡。當敵人進攻時, 必
需攻破七道堅固的障礙才能到達古堡。古堡入
口的大門厚達二十英尺。自此古堡一直是蘇格
蘭王室的居室。自 1450 年起，歷代國王均以
愛丁堡為都城。
歷史上，自英王愛德華一世（Edward I
）在 1296 年發動對蘇格蘭的侵略戰爭以來，
愛丁堡古堡經歷了多次強鄰入侵的炮火，堡內
的多處建築盡毀，祗有那間聖瑪格麗特小教堂
（St. Margaret Chapel）仍是 12 世紀初的建築
。英格蘭與蘇格蘭的戰爭隨著 1603 年蘇格蘭
與 英 格 蘭 的 《 結 合 條 約 》 （ 《Union of the
Crowns》）而結束。
從十七世紀後期開始，古堡成為一個軍
事基地與火藥庫。由於它在蘇格蘭歷史上的重
要地位，自十九世紀開始了大規模的整修工程

。愛丁堡古堡內的主要建築有：王宮、十六世
紀早期的大廳、蘇格蘭國家忠靈祠、蘇格蘭戰
爭博物館、軍團博物館與聖馬格麗特小教堂。
名義上愛丁堡古堡是屬國防部管轄，實際上是
由蘇格蘭的歷史文物局在管理。古堡是蘇格蘭
最熱門的景點之一。每年約有遊客一百萬人。
從聖十字架酒店出來，我們沿著“皇家
一英里”步行街向上走。這條路可真是夠熱
鬧的。兩旁全是大大小小的各色商店。才早
上九點鐘左右，街上已滿了遊客。這是愛丁
堡市區內有名的黃金地段。“皇家一英里
”原是住在聖十字架宮內的蘇格蘭皇室外
出時，皇家馬車經常行走的一條全是鵝卵
石鋪的馬車道，現已成為愛丁堡市區內遊
客最多，最繁榮的為步行道的商業區。我
們邊看邊行，約 20 分鐘後便來到了愛丁堡
古堡前。從城堡東邊的古道廣場進入古堡
，排隊購票，並租了一盤導遊指南的錄音
帶。進門後，首先看到的是比利時在 15 世
紀所造的大炮以及排列大炮的陽台。據指
南上說，每天（除周日外）下午一點鐘，
必在此發響一炮，讓居民對一對他們的鐘
表時間。這當然也是吸引遊客的噱頭之一
。炮臺的陽台亦是俯覽愛丁堡市的佳處。
我們參觀了古堡內的皇邸與女王瑪
麗 （Queen Mary of Scotland） 的 寢 宮 。 1566
年，日後成為蘇格蘭王詹姆斯六世與英格
蘭王詹姆斯一世的女王瑪麗之子詹姆斯
（James） 便 是 在 這 間 小 房 間 裡 出 生 的 。 接
著，我們去參觀了皇冠室、軍事博物館、
兵團博物館、蘇格蘭陣亡將士紀念堂，與
那間已存在了九百多年，劫後餘生的聖瑪
格麗特小教堂（St. Margaret Chapel）。據指
南上說，時至今日，那些護衛古堡的兵士
們,仍有權要求在此小教堂內結婚。在這些
不同性質的建築物內，給我印象最深的是
那棟忠烈祠。一進去就予人一種肅穆莊嚴
的感覺。高堂大廳內，鴉雀無聲，牆上的
裝飾、字句更是動人心扉。
步出了古堡大門 ，在外面的廣場
上看到工人們正在搭棚搭架搭觀眾台，為每
年八月間由陸軍主辦,將在此舉行的 Military
Tatto 慶祝會。屆時城堡內的風笛、軍樂以及
各種表演將會招徠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為愛丁堡節掀起熱鬧的高潮。離開城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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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沿“皇家一英里”返回酒店。我們一路
上東家看看，西家看看，難得有這種閑逛的
情趣。
惜別宴
今天是本團此次旅遊行程的最後一
天。晚上在酒店 GCT 旅行社為大家准備了
一頓惜別宴。除了道地的蘇格蘭佳餚與紅
酒外，席間領隊還特地請來了一位穿著蘇
格蘭裙，頭戴高帽，足登皮靴，口吹風笛
，全身配備的蘇格蘭藝人來為大家表演。
團友們乘此機會大搶鏡頭。可惜的是這位
先生表情嚴肅，完全不拘言笑，絲毫沒有
影藝界人士那種輕鬆活潑的舉止，實是令
人不敢恭維。不過，他那套全副武裝的基
爾特（Kilt）蘇格蘭裙倒是出盡了鋒頭…
基爾特（Kilt）
蘇格蘭的方格子裙（Kilt）原是 16 世
紀時在蘇格蘭高地男子與男孩們穿的一種
傳統服飾。這是一種從腰部到膝蓋的短裙
，用花呢絨製作，布面有連續的大方格，
而且方格要鮮明地現出來。對蘇格蘭日而
言，“基爾特”不僅是他們的民族服裝，也
是蘇格蘭民族文化的標志。一套蘇格蘭的民族
服裝包括：一條長度及膝的方格呢裙，一件色
調與之相配的背心和一件花呢夾克，一雙長筒
針織厚襪。裙子用皮質寬腰帶系牢，下麵懸掛
一個大腰包 ， 掛 在 花 呢 裙 子 的 正 中 央 ， 有
時肩上還斜披一條花格子的呢毯，用夾
子在左肩處夾住。
1707 年 ， 蘇 格 蘭 與 英 格 蘭 合 併 後
，“基爾特”作為蘇格蘭的民族服裝被
保 留 下 來 。 1745 年 ， 英 國 鎮 壓 了 蘇 格 蘭
人 的 武 裝 起 義 後 ， 頒 行 了 英國歷史上著名
的“禁裙令”，明令禁止蘇格蘭人穿裙子。
蘇格蘭人為此展開了長達 30 多年的鬥爭，最
後於 1782 年迫使英國取消“禁裙令”。今天
的蘇格蘭人把蘇格蘭短裙當作是正裝或是在
參加 大 慶 典 史 才 穿 的 禮 服 。 通 常 是 在 婚
禮或其他的正式場合，才會穿上蘇格蘭
短 裙 。 蘇 格 蘭 的 基 爾 特 的 確 是有它強烈的
民族代表性。不由想到中國的旗袍 、 中 山
裝 、 長 衫 、 功 夫 裝 ， 不 也 都 挺 有它們獨
特的風味麼。夏曙芳（附圖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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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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屯裡歡樂多
自從去年冬天參加了在北加州的“歲月甘泉”合唱以來，承蒙他們不嫌我老，讓我在合唱
之外，也有機會加入他們在矽穀中的其他活動，例如每週六在南灣地區的爬山黨和歌友間的交
誼等。因此不但認識了好些來自五湖四海的知青，也隨他們走過了許多灣區的知名景點，甚至
德國的法蘭克福，體會到好些這“甘泉屯”裡的友情和歡樂。
更進一步，為了要讓本地的美國人也瞭解當年知青上山下鄉的情節，這個團隊開始同一個
美國人組成，包括合唱及交響樂隊的金門大橋樂團合作。經過三個多月的排練後，他們在上個
月於舊金山和柏克萊表演了“歲月甘泉”的歌曲。為了慶祝這次中美友誼的成果以及快要來臨
的聖誕，甘泉屯的朋友們，在幾個熱心人的帶領下，利用一個老年社區的活動中心，在上週六
舉辦了一個令人難忘的大型餐舞會。
為了辦好這個聚會，主辦的朋友們特別在微信上設立了一個“爬梯群”，讓願意參加活動
的人都有建議和考慮的機會。他們選的地方是在我們熱心歌友老楊夫婦剛剛搬進去的那個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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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老師

的老年社區（圖一）裡的活動中心。場地內一切的安排，包括音響設備和餐飲等都由歌友們自
己決定，所以就像是一個大家庭的互助餐會一樣。當然主持人也選了一些大家會唱的歌和願意
表演的歌友們。再加上幾個我們都熟悉的歌舞名人等，編成了一個多小時的餘興節目。
當天早上，我們依然有幾個爬山黨的人按例到海灣邊的園區裡走了兩個多小時（圖二）。
然後我們回家準備食物，包括我自己當天現做的家鄉蔥油餅。下午三點多，主人老楊夫婦和能
早到的人就開始安排場地。五點多就開始分享各家帶來的拿手餐點（圖三），然後就在那大廳
裡開始各種唱歌和跳舞（圖四）的節目，包括老美指揮大鬍子帶領全部歌友們參加的團體舞等
。此外，我們也有幸看到好幾個明星級的表演，包括徐波的大提琴和李波的馬頭琴等。最難得
的是還看到了李波和徐波加上吳如嶽的二胡組成的“兩波一嶽”所合奏的“賽馬”！（圖五）
因為是在老年社區，所以我們八點多就開始清理場地，分別回家。雖然都有些意猶未盡的
感覺，但是希望這份歡樂的友情會如同一支甘泉那樣隨著歲月的過往而更加甜美！

友情、親情、鄉情（三）
溫州（二）

七月十三日中午就在瞿溪一家餐廳大聚會。
參加的親戚有：表妹蘭香與表妹夫桂忠、及他們
的長子迪清跟三子清燎、表弟陳忠林夫婦與他們
的兒子陳星火一家人、表侄胡毓敏，還有初次會
面的卓作新表弟、卓建勝表侄、潘小安（註四）
。大家團聚，親情洋溢，歡愉之至。席間，我還
向大家回憶起當年念初中時，寄宿瞿溪大舅舅家
的情形，毓敏的父母（我的二表兄嫂）對我無
微不至的照顧，永遠感激他們。新認識的幾位
親戚都紛紛自我介紹。我對他們說，我完全記
得他們的長輩卓立夫，我小學六年級時才認得
他，我叫他表叔;他曾做過廟後小學（即鑑宗小
學）的校長，後來擔任林垟私塾的老師。我從
廟後小學畢業時，在林垟的大伯季壯生(當地的
鄉長)曾跟我開玩笑 說 ， 要 我 做 立 夫 表 叔 的 私
塾老師助理，其實我那有這資格？真是往事
如煙，不堪回首話當年。餐畢後，我們決定
明天上午，去林垟探訪壯生大伯二女兒之子
季聰文（虛嵗六十五）及向上代祖墳行禮。
次日（七月十四日，星期四）上午，又
是個好天氣，是清燎甥開著他的高級 BMW 車
來接我們去林垟，同車有他父母親。在車裏
，他母親蘭香遞給我一盤滿滿的楊梅（溫州
特產）。他父親桂忠說，今天一大早就去市
場選購，因現在它的季節快過了，故他去了
第二個市場才買到。蘭香還用少許食鹽，把
它處理一下，味道特別好。他們夫婦的這份
隆情，太令我感動了。楊梅是我小時候最愛
喫的家鄉水果。這次回來，在北京愛珠家與
杭州劍萍家，她們都為了我去購買。我自從
一九四九年那次離開故鄉後，六十七年了，
就沒有再喫過楊梅。現在至親們紛紛讓我重
新品嘗享受，它不但讓我體會到不尋常的親
情，更感受出哪份濃濃的鄉情，我喫起來真
的非常興奮，又感激。
我們一起去林垟的，還有忠林與建勝他
們四個人一輛車，加上卓志文舅公爺（註五
）的兒（卓國言）孫（卓學松）一輛車，共
三部車。到達聰文家時，見他與賢妻陳孌翠
已站立在門口外的走道上，笑臉迎候，讓我
們立即有十分親切的感受。正在彼此寒暄時
，當地有好多位季家遠房的親屬，聞訊趕至
相迎，大家均喜形於色，相互介紹，問長問
短，呈現一片歡樂的場景。因伯玲與蘭香不
宜 走 山 坡 路 ，故由孌翠陪伴，在她家休息。於

是在聰文的指引下，我與桂忠、忠林、建勝等
人，就跟隨他上山。他們因我歲數大，臨時給
了一根像拐杖那麽粗細的長樹幹，讓我當拐杖
使用，上山路的確有幫助，不易滑倒，真是謝
謝他們的細心與周到。先至壯生大伯的墓地，
我行三鞠躬禮後，接著說： 「伯伯，我就是您
在世時要我過繼的蕉森，剛從美國回來，今天
特地來向您行禮拜拜。我時常想念您。」 並與
聰文在墓地合影留念。然後轉往曾祖父母的墓
地行禮。昨今兩日完成這次回國上祖墳致敬的
願望，我心甚感寬慰！
伯玲告訴我，她與蘭香在聰文家休息，等
我們上墳回來，這中間，孌翠熱心招待，除了
茶水外，她一下子拿出兩包自家種的新鮮蔬菜
，贈送給她們，一而再，再而三的，拿出不同
種類的新鮮農產品，包括鷄蛋，要給她們帶回
家。蘭香與伯玲都婉謝了，並感受到孌翠已將
她家裏最好的東西拿出來贈送。親情、好客與
盛意，她們倆位均心領了。
我們下一個要去的是參觀琦君紀念館(註六)
。她生前老家(故鄉)是在林垟鄉的廟後村，故紀
念館是設在哪裡。我們這一群人就去廟後一家
餐館用午餐，兩桌人坐得滿滿的，談笑風生，
甚為愉快。席間，卓學松向我詢問他爺爺(卓
志 文) 的 骨 灰 放 置 在 臺 北 何 處 ？ 有 意 想 去 臺 北
將它取回，安放故里，這就 是 他 父 子 兩 人 今
天來與我相會的目的。我推想他爺爺的骨灰
，很可能是放在臺北市的善導寺，為慎重起
見，我特地寫在紙條上給他，以免他聽錯了
。 我 還 對 他 說 : 「若 不 在 哪 裡 ， 我 就 不 知 道 是
放在何處了，這是我父親生前辦理的善後，
我不清楚；希望你們能順利找到，早日取回
故里安置。」這是親屬晚輩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很能體會他們的心情。
琦君紀念館是現在廟後的主要景觀。它
裏面所陳設的紀念文物，我大部分均已見過
。它帶給故鄉的高度榮譽，是絕對肯定的。
我 非 常 敬 佩 表姐生前在文學方面的成就與貢
獻。
到分手的時刻，最引起我注意的是聰文
與他賢妻孌翠兩人，從他倆的臉部表情、談
吐與擧止，我感受到農民淳樸的氣息，太可
愛了！在回旅館途中，我無意中想到，若當
年我小學畢業，過繼到大伯伯家，不再念書
，就留家鄉務農，不就是跟聰文一樣，沒有
受外界社會的“污染”，多麽純真無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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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絕不能這麽想，還是我的老話一句
“人各有命”。多謝陪伴我與伯玲一天的至
親們，他們辛勞了！
在杭州時，劍萍甥曾問我認不認得一位
廟後人潘長江？我說不認得，但聽過這名字
，是廟後潘氏家族人。來到溫州後，桂忠表弟
亦對我說： 「有位潘長江跟我聯絡，他知道你
來溫州，很想與你會面。因我不認得他，所以
沒有把你住的旅館告訴他。」十五日（星期五
）上午，很意外，不知如何他找到了我住的旅
館。於是我單獨到大廳跟他會面。他名片上不
但印有另一個姓名蔡昌斌、電話與手機號碼、
還加上許多資歷與頭銜，滿滿的一張，很醒目
、“壯觀” 、“很了不起”。他自我介紹與
我寒暄後，我知道他年逾七十，近來忙著寫一
部有關家鄉的電視劇本，兒子是一名導演，俟
完稿後，擬請我審核指教等語。最令我好奇的
是，他如何曉得我？他說： 「季聰文把你寫的
《一個平凡人的自述》書，借給我看，才知道
你，覺得你的文筆很好（這是他的過獎）。所
以很想跟你見一面。」我當然謝謝他，聊了約
一個小時有關他的“輝煌事業與成就”及家鄉
的人與事；他邀我與伯玲晚餐，我婉謝了。最
後合影留念，並祝他的電視劇本能早日順利完
成。這是一次意外，陌生人想方設法，專程來
旅館與我晤面。
是晚，迪清夫婦邀請他家人與我們在“天
一角餐廳”相聚，有他父母(桂忠、蘭香)，他
兒子周傑，他三個弟弟(清華、清燎 、清海)，
他堂妹一娟，還有他表弟陳星火夫婦。在包廂
裡，招待大家吃正宗的溫州家鄉菜。果然端上
來的，有許多菜餚是我六十幾年來未曾吃過，
我講不出哪些名稱，小時候都吃過，就是覺得
太對我胃口了，津津有味。二〇〇四年我們第
一次回溫州時，見過稱我舅公的周傑一面，那時
還是小孩一個，現在他身材高大、英俊、早已學
有專長，目前是一位武警，負責保安任務。席間
，談到明早我們要去搭高鐵，再度告別溫州，赴
北京轉回美國。周傑很樂意的馬上表示，他可以
親送我們進車站、協助通過安檢、並陪同上車廂
；這對上了年紀的我們來說，簡直是太需要的服
務與協助了。所以，伯玲與我很高興的，立即接
受他的盛意，謝謝了。有這麽妥善的安排，令在
座的至親均感安心與興奮。時間在歡愉中，到了
臨別的合影時候了。至親間喜樂的笑容都入了鏡
頭，但他們焉能曉得我內心深處有不同的感受呢

文/季蕉森

？通常別離後有再見，此語還能適用我嗎？！
次晨（七月十六日，星期六）周傑駕車，桂
忠相伴，孫爺兩人準時來旅館接我們，前往機場
。正如昨晚周傑所敘述與安排，一切手續簡便順
利。他把我們的行李在車上安置妥後，我們向他
道謝，他微笑著說： 「不謝，我很方便，舅公、
舅婆再見。」即揮手辭離。我從車窗口望著這位
前途無量的年輕晚輩，直到他的背影在月臺上完全
消失了，始坐下我的位置。
八點三十六分，高鐵準時離開溫州南站，駛往北
京。我跟老伴懷著濃濃的親情與非尋常的鄉情，瞬間
即再度與至親們及故鄉告別了！怎能捨得？內心
卻問天主，我還有機會再回故鄉嗎？！
（下星期四刊出《友情、親情、鄉情（四）》）
2016/10/25（臺灣光復紀念日）於馬州
（註四）：
我先祖母季卓氏的娘家是在浙江瑞安縣朱山村。
這幾位初次會面的親戚均係我先祖母的堂侄卓立
夫(我的表叔，已故)的後代：卓作新表弟是卓立
夫的兒子，卓建勝表侄的父親是卓作林(他是卓
立夫的另一個兒子)，卓立夫是潘小安的外公。
（註五）：
卓志文是我先祖母季卓氏的遠房堂弟，我兄弟稱
他舅公爺，與我父年齡差不多。他原名阿喜，不
識字，生前年輕時就到我家幫忙家務，與我家
關係很密切。我父在各地擔任公職，他就跟隨
在一起，並替他安排機關裡的工友工作，為他
取名志文，這是他在正式文書上的名字。後來
他慢慢學會講普通話，也認得幾個字。一九四
九年他離開家鄉，告別妻子與幼兒(國言)，去了
臺灣，再度跟隨我家。一九七〇年代在臺北因
癌症病逝，我父為他料理善後。時代的悲劇，
沒有讓他與妻兒能再會一面，是舅公爺終身的遺
憾。(見我著書《一個平凡人的自述》二〇一三
年再版)
（註六）：
已故名作家潘琦君（潘希真）的親伯父與養父是
潘國綱（字鑑宗），北洋政府時代的浙江陸軍第一師
師長。他的祖母與我父親的外婆是親姐妹。從前家
鄉人都尊稱他潘師長，是鑑宗小學的創辦人。一九
四五年十二月，我是從鑑宗小學畢業的，我文憑
上的校長署名就是潘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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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Issues Red Alert As Air Quality Reading Hits 120 –
Orders Factories Cut Output Or Face Immediate Closur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ina Pollution Worsens. (Photo/Getty Images)

To reduce Beijing’s smog, the city has tried several
measures such as hosing the city with water cannons
and declaring a one-week work holiday when
international VIPs are in the capital city for a political
or sports event.
Last Friday, environmental authorities issued a red
alert because of a smog build-up. If air quality index
(AQI) is forecast to exceed 200 for more than four
successive days, or go beyond 300 for more than two
days, or breach 500 for at least 24 hours, a red alert
is issued. On Saturday, the AQI
reading in Beijing was 120, The
Telegraph reported.
The red alert will be until
Wednesday. It would require
reduction in vehicles,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and the issuance
of advisories for companies,
educational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Transport authorities
in Beijing will restrict vehicle use
based on the last number on the
vehicle plate, while high-polluting
vehicles are banned from the city roads. State-owned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must cut the number
of cars by 30 percent, CCTV reported.
Beijing’s city government ordered 1,200
factories near the city to close or reduce
production because of the red alert. Among
the top polluters are the Yanshan refinery of
Sinopec which produces 10 million tons of
carbon dioxide a year, a steel product plant of
the Shougang Group and the Cofco factory
that manufactures crackers and instant noodles.
These are among the 500 companies in Beijing
required to cut their output. Another 700
companies were ordered to suspend 100 percent
of its operations.
Besides Beijing, 10 other cities in Hebei
Province that surround the capital city of China
had also issued red alerts and forced steel
mills to reduce production. Also expected to issue
red alerts are 21 other cities, including Zhengzhou,
Taiyuan and Shijiazhuang, while another nine cities
would issue orange alerts,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6 Million Chinese Die Yearly from Toxic Air,
While Government System Drags Providing
Incentives to Workers Exposed to Smog
Chinese have named the chronic lung disease they get
from constant exposure to smog the “Beijing cough”
which air purifiers in homes could
not avert because of the unhealthy
level of air pollution enveloping
urban areas.
Because almost 300 cities in
China failed badly in meeting airquality benchmarks in 2015, 1.6
million Chinese die yearly from
breathing toxic air, according to
Greenpeace. RAND estimated the
cost of pollution to the Chinese
economy is about $11 trillion or
6.5 percent of its annual GDP, reported CNBC.
Statements from outdoor workers, such as traffic

police, about the ill effect of constant pollution to
Henan’s pollution and survey results both point to the
urgent need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provide
smog incentives to these people at high risk.
However, while there is consensus that the smog
incentives, likely in the form of protective gear and
cash are definitely needed, Zhengzhou city officials
admit the process takes a long time. They cite the need
to draft a proposal and present it to the government as
the initial step.
The next move is for departments to conduct the
necessary research on the planned incentives. A draft
policy would be sent to the city lawmaking body to
review and decide if a law should be passed. (http://
en.yibada.com/articles)
Related
Beijing Uses Water Canon
To Fight City’s Smog
Beijing has tried different ways to address the air
pollution in the capital city, including a ban on vehicles,
industrial production, construction and work in the city
when the smog level exceeds health benchmarks.
Air pollution is also experienced in other Chinese
cities that daily, the dirty atmosphere claims the
lives of 4,000 people in China. One unique way that
the Asian giant is fighting pollution is the use of a
monstrous machine that floods the air with water to rid
urban centers of smog.

Anti-fog Truck With Giant Water Cannon In Handan (Photo/
Getty Images) (For video, go here: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cIMXccsrT5E)

Techinsider reports that the water cannon, which
reportedly costs more than $106,000, has been spotted
being used in Jiangmen and cities near Beijing.
According to Changsa Evening New, on the second
week of December, giant cannons were also used in
Changsa, the capital of Hunan Province which was
utilized for 90 minutes to blast nine tons of water in
the capital city. Jinan, the capital city of Shandong
Province, used the cannon a week earlier than Changsa
to help bring down dust and improve air quality.
In 2014, two gigantic sprayers were also seen
attempting to clean the air in Lanzhou, capital city of
Gansu Province which squirted water 2,000 feet into
the air. It was set up at the Dongfanghong Square near
a subway station of Metro Line 1 that was then under
construction.
The water cannon appears to imitate the cleansing
effect of rain on a place, but some Chinese netizens
question if the method was useful. Others point out that
it was not a long-term solution. University of Leeds
professor of Atmospheric Chemistry explains that the
water from the cannon clings on pollutants and brings
it back down to earth. (http://en.yibada.com/articles)

Obama’s Warning Comes After Trump’s Controversial Call With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Tread Cautiously On Taiwan Issue: Obama To Trump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WASHINGTON, U.S. - Following Trump's
controversial call with the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has urged his
successor, Donald Trump to be careful of provoking a
“very significant” response from Beijing.
He said overall it is good that “all of our foreign policy
should be subject to fresh eyes” but warned that the
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one that should be
approached carefully and methodically.
He said Trump must ensure relations with China do not
slip into “full conflict mode.”
Since his election, Trump has been adopting a rather
confrontational approach on China, accusing Beijing
of manipulating its currency, building “a massive
fortr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not doing enough
to pressure Kim Jong-un’s North Korea.
In particular, following the president elect's questioning
of the 'one-China policy', Obama said Trump needed
to grasp “that for China the issue of Taiwan is as
important as anything on their docket.”
“The idea of ‘One China’ is at the heart of their
conception as a nation and so if you are going to upend
this understanding, you have to have thought through
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
“Because the Chinese will not treat that the way they
will treat some other issues. They won’t even treat it
the way they treat issues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where we have had a lot of tensions. This goes to the
core of how they see themselves and their reaction on
this issue could end up being very significant.”
Obama also stres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good
ties with China, saying “there is probably no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at carries more significance,”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 economy,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Trump’s questioning of the so-called “One China”
principle move drew protests from Beijing and
“And where there is also the potential
led one state-run newspaper to call for swift
– if that relationship breaks down or
preparations for a military invasion of the
goes into a full conflict mode – that
democratically governed island.
everybody is worse off,” the outgoing
On Friday, Obama said Trump needed to grasp
president added.
“that for China the issue of Taiwan is as important
Recently, Trump questioned the ‘One
as anything on their docket”.
China’ policy that no U.S. President
“The idea of ‘One China’ is at the heart of their
has ever refused to abide by in the last
conception as a nation and so if you are going
40 years.
to upend this understanding, you have to have
Trump had argued that the policy
thought through 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
should be negotiated depending on
“Because the Chinese will not treat that the way
what U.S. gets in return.
they will treat some other issues. They won’t even
He noted in a televised interview,
“I fully understand the One-China Barack Obama said Donald Trump needed to grasp ‘that for China the treat it the way they treat issues around the South
policy. But I don't know why we have issue of Taiwan is as important as anything on their docket’. (Photograph/ China Sea, where we have had a lot of tensions.
AP)
This goes to the core of how they see themselves
to be bound by a One-China policy
unless we make a deal with China having to do with allowing relations with China to slip into “full conflict and their reaction on this issue could end up being very
other things, including trade. I mean, look, we’re being mode” after the president-elect put Beijing’s nose significant.”
hurt very badly by China with devaluation, with taxing out of joint with a succession of controversial pre- Obama said the importance of US-China collaboration
us heavy at the borders when we don’t tax them, with inauguration foreign policy interventions.
in areas such as the global economy, security and
building a massive fortress in the middle of the South The past two weeks have seen Trump take a ser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was now such that “there is
China Sea, which they shouldn’t be doing. Frankly, of public swipes at China, accusing Beijing of probably no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at carries more
they're not helping us at all with North Korea. You have manipulating its currency, building “a massive significance”.
North Korea, you have nuclear weapons, and China fortr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not doing enough “And where there is also the potential – if that
could solve that problem. And they're not helping us at to pressure Kim Jong-un’s North Korea.
relationship breaks down or goes into a full conflict
all.”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Most controversially of all, the billionaire has also mode – that everybody is worse off,” the outgoing
Related
hinted he might upend nearly four decades of US- president added.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Don't Let China Ties Slide Into 'Full Conflict
China ties by offering greater recognition to the news)
Mode', Obama Urges Trump
government of Taiwan, a self-ruled island that Beijing
Barack Obama has cautioned Donald Trump against views as a breakaway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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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進才大師太極後繼有人

程進才大師的家屬為感謝僑屆社團和親朋好友對程大師的愛心，昨天 12 月 17 日(周六)中午 11 點
30 分在錦江飯店設午宴感謝，有僑界各社團代表及親朋好友近 30 人參加，飯後 1 點多在隔壁程大師武
館由學員敬獻太極拳精彩表演。出席的社團有河南同鄉會，中國人活動中心，文體藝術聯盟，世界功
夫報，太極推廣中心，安徽同鄉會，東北同鄉會，沈陽同鄉會，天津同鄉會，旗袍協會，少林功夫學
院，林大大月子中心等社團與企業代表。飯後 1 點多在隔壁程大師武館欣賞了由武館學員敬獻的太極
拳精彩表演。程大師兒子程滿意接手武館，帶領學員繼續開展太極事業。

德州南端Brownsville市茲卡病毒擴散
駐休士頓教育組提醒同學注意旅遊安全
繼德州南端 Brownsville 市發現五起茲卡病毒境內感染確診病
例後，美國疾病管制局於 12/14 對德州南部 Brownsville 市發布旅
遊緊告 為避免感染茲卡病毒，教育組提醒同學盡量避免前往該
地區，寒假期間出外旅遊亦請採取防護措施，並注意天氣變化，
妥善規畫行程，且與家人朋友保持聯繫。
為加強旅外期間安全，請參考以下建議，提高自我防護意識
：
(一)出國前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www.boca.gov.tw)完成 「出
國登錄」，倘發生重大災變或有其他緊急事故時，外館可依據登
錄資料，即時聯繫國人或其親友，提供必要協助。
(二)避免前往外交部發布國外旅遊黃、橙及紅色警示之國家或地
區旅遊。
(三)隨時注意周遭環境變化，儘量結伴同行避免獨自外出，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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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嘉年勝選 HISD 史上首位亞裔教委
宋嘉年勝選HISD
美華協會上周末為她慶功，
美華協會上周末為她慶功
，多華裔政要
多華裔政要，
，社團領袖往賀
圖文：秦鴻鈞
圖文：
為了慶祝宋嘉年（
為了慶祝宋嘉年
（Anne
Sung ) 當選休士頓獨立學區
（ HISD ) 第七學區委員
第七學區委員，
，為
了慶祝首位亞裔獲此殊榮，
了慶祝首位亞裔獲此殊榮
，
在宋嘉年擔任理事多年的休
士頓美華協會，
士頓美華協會
， 上周四
上周四（
（12
月 15 日 ） 晚間在恆豐大樓
12 樓設餐會為她慶賀
樓設餐會為她慶賀。
。宋嘉
年雖在三年前競選失敗，
年雖在三年前競選失敗
，這
次捲土重來，
次捲土重來
，以 27 票險勝對
手 ， 雖 對 手 John Luman 提
出驗票申請，
出驗票申請
， 但截至發稿為
止 ， 還未有任何更動
還未有任何更動。
。圖（
一）為宋嘉年
為宋嘉年（
（ 前排中
前排中）
）與
美華協會老戰友，
美華協會老戰友
， 及亞裔社
團代表合影。
團代表合影
。 圖 （ 二 ） 為州
議員吳元之（
議員吳元之
（Gene Wu ) 在
慶功宴上稱讚宋嘉年學驗俱
豐，對教育充滿理想
對教育充滿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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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共場所及人潮聚集地點的逗
留時間。
(四)隨身攜帶護照等身分證明文件
，配合當地治安單位進行安檢措
施時主動出示。
(五)發生緊急狀況時，聽從當地維
安人員之指揮進行避難。
(六)各國安檢措施趨嚴，應隨時注
意交通狀況資訊，提早及預留充足之交通及機場通關檢查時間，
以免延誤行程；各國大型商家、大眾運輸系統等營運方式及時間
可能隨時應當局要求而調整，事前宜洽當地觀光或交通機構查詢
最新狀況。
(七)旅外期間隨時與家人或朋友保持聯繫，倘當地發生緊急狀況

時，應儘速向家屬通報個人平安。
(八)我留遊學生在外時，如需急難救助請儘速與駐休士頓教育組
聯繫 713-504-6060 /415-609-2541 或 駐休士頓辦事處 24 小時緊
急聯絡手機 832-654-6041，或請在臺家屬通報外交部 「旅外國
人緊急服務專線」0800-085-095，以便獲得必要協助。

休城工商

恆豐銀行上周六舉辦盛大聖誕晚會，500 多人與會
當天發放獎金 155 萬，每位員工獲獎金六周薪資
也帶來好消息，銀行的資
產增加了 17%, 達到 13 億 7
千萬元，稅前的淨收入達
2150 萬，總資產投資回報
率 1.22% ， 淨 資 產 回 收 達
9.8% .
恆豐銀行的董事長吳
文 龍 在 大 會 上 表 示：2016
年是很好的一年，我們面
臨了很大的挑戰，今年我
們在洛杉磯的工業巿及阿
罕布拉巿開了二家分行，
經過 OCC 的評估，昨天結
果出來了，表現得非常好，
如今恆豐銀行在全美共有
圖為恆豐銀行董事長（ 右七） 頒發紅利給員工，每人可獲六週薪資獎 17 家 分 行，280 位 員 工，
他計劃明年再在洛杉磯開
金，由各部門主管代表領獎。（ 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恆豐銀行上周六晚間 二家分行，希望把銀行的總資產作到 15 至 16
在蓋勒利亞區的 Royal Sonesta Hotel 盛大舉行， 億。吳董事長也感謝所有股東及員工這一年來
共有來自各地的員工，股東及家庭 500 多人出 的辛勤工作，使銀行獲得可喜的成績。今年銀
席。今年聖誕晚會的最大特色，是該行特別自 行將發放 155 萬紅利給員工，今年員工可獲得
奧斯汀邀請了 DRYWATER BAND 作專業演 六周薪資的獎金，還有，股東們每股可得一元
出，一晚上好歌好曲不斷，為現場增色不少。 的獲利。
當晚也由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頒發服務
恆豐銀行總裁張永男首先在大會上致歡迎
詞，他說： 2016 年對銀行來說，是充滿挑戰的 獎給服務 25 年的員工，包括服務滿 25 年的執
一年，我們面對一連串油價下跌的沖擊，但他 行 副 總 裁 Paul Law, 以 及 服 務 滿 20 年 的 Nora

Lao, Jemmy
Hao, Loretta
Lai, Jade Wang,
Janet Tai ,
Rossette Stallcup
等 人， 他 們 多
半為各部門的
副總裁或助理
副 總 裁。 有 15
年服務經驗的
Lynn Lin, Amy
Lam, Kit Poon,
她們分別為貸
款 部 副 總 裁，
及 資 深 行 員。 圖為恆豐銀行董事長在聖誕大會
最 後 頒 發 服 務 上介紹這一年的發展及明年的新
十 年 的 員 工
計劃。（ 記者秦鴻鈞攝 ）
Luke Yang, Sun Kim, Tim Chuang , Christine Tsai,
Saeromee Kim, Holly Shen ( 以上為各部門的資深
副總裁，副總栽及助理副總裁），以及資深行
員 Tonica Lee, Sharon Chen, Ellen Leung , Grace
Yang , Lilian Yang 等人。
圖為恆豐銀行財務長 Anita （ 左 ）抽到 $888 最
當晚還舉行繁多的抽獎節目，結果當晚最
大現金獎，由 董事長吳文龍（ 右 ）
大獎 $888 元的得主，被該行的財務長（CFO )
Anita 獲得。
長吳文龍演唱劉家昌的名曲「 海鷗 」 而震撼
當晚還有許多精彩的餘興節目，尤以董事 全場，共鳴的掌聲連連。

「 麵麵聚道」 迎聖誕佳節，及元旦來臨
12 月 22 日至 1 月 1 日推出超值節日套餐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 敦煌廣場 」 以
川菜聞名的「 麵麵聚道 」為了迎接聖誕及新年
佳節來臨，自 12 月 22 日（ 本周四 ） 起推出「
超值節日套餐」，保證物超所值，是所有人與
家人，公司行號宴請員工的首選。請提前兩天
預定，電話：832-831-3038
其超值套餐的內容如下：
A 套餐：$128 涼菜：口水雞，麻辣酥魚，
怪味花生，涼拌素什錦 熱菜：香辣大蝦，酸湯
牛百葉，椒香肥牛，四川烤魚，粗糧糯香骨，
魔芋燒仔鴨，川香辣子雞，木耳炒山藥 靚湯：
雪豆蹄花湯
B 套餐：$128
涼菜：姜蔥白斬雞，麻辣酥魚，涼拌素什錦，
怪味花生 熱菜：風味黃金蝦，金針菇肥牛，功
夫炒肥腸，魔芋燒仔鴨，清蒸全魚，京醬肉絲，
粗糧糯香骨，清炒時蔬 靚湯：蓮藕排骨湯
C 套餐：$168
涼菜：口水雞，幹拌牛百葉，麻辣酥魚，
怪味花生，涼拌素什錦 熱菜：姜蔥龍蝦，香辣

霸王蟹，北京片皮鴨，粗糧糯香骨，飄香肥牛
鍋，清蒸鱸魚，酸湯牛百葉，清炒時蔬 靚湯：
養生汽鍋走地雞
「 麵麵聚道」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為您帶來
驚喜，如他近期推出的魔芋燒鴨，利用魔芋和
燒鴨截然不同的口感，創造出令人驚喜不已的
絕妙美味，尤其魔芋中有鴨香，鴨肉因魔芋的
搭配，格外可口動人。還有蟹黃蝦仁豆腐，更
是人間極品。將蟹黃和蝦仁的鮮美，全融入這
一鍋入口即化的嫩豆腐丁中，是極下飯的一道
名菜。還有「火爆草原肚」，是休市首見的極
品，將過去只知滷來吃的牛肚，用熱鍋洋蔥爆
炒，嚼勁口感一流，令人吃了之後停不下筷子。
還有成都風味的「 四川烤魚」，入味的烤魚，
配上滿漢全席般的豐富配料，是一場豐盛宴席
的主角，最後出場，引來的讚嘆和激賞也最高。
「 麵麵聚道」 還有各式小炒，特色炒菜，
麵，各類砂鍋，麵，米線，林林總總的菜單，
令人目不暇接，百吃不厭。如滋味無窮的油燜
大蝦，濃冽的滋味，具份量的大蝦，以燜功燒

出這麼精彩的大蝦，令人拍案叫絕，愛不忍釋。
口水雞不知其名由來，但只要嚐上一口，任何
時間回味起，總令人忍不住饞蟲大動，鮮嫩的
雞塊，浸在微辣的紅油內，真是人間絕配。「香
鍋饞嘴兔」，是廚師另一精彩的創意，香脆無
比的兔肉，燒在滋味無窮的鐵鍋內，香噴噴的
口感，該菜色獨樹一幟的賣相，是絕美豐盛之
作。「金牌粉蒸肉」更是一絕，將粉蒸肉作成
一金牌形狀，四周圍以綠菜葉，美如一幅圖畫，
其入口即化的粉蒸肉，配上軟嫩適口的南瓜，
令人口口都是珍饈，回味無窮。「江湖一鍋端」
更是一道大菜，鐵鍋內盛滿了大蝦，墨魚，豆
腐，雞血，菇類等精彩的火鍋食材，浸在令人
食指大動的紅油燉湯內，說不完的好滋味。
香辣大蝦，椒鹽大蝦，香辣靚蛤，豉椒靚
蛤，椒香肥牛，鐵板川椒蝦，荷包豆腐，鮮溜
魚片，醬爆雞丁，杏鮑菇小炒肉，風味饞嘴骨，
雙 椒 燴 魚 片， 麻 辣 牛 肉 乾， 火 鍋 雞， 及 火 鍋
兔 ------ 等等。
「麵麵聚道」還新推出很多大家從未吃過

的特色新菜及麵，如重慶小麵，毛血旺， 極品
紅燒肉（砂鍋），小炒田雞，蒜泥白肉，夫妻
肺片，鮮椒魚片， 麵麵聚道， 涼拌燈影絲，怪
味雞，香鍋牛柳，青花椒水煮魚，香辣鍋巴蝦，
燴涼粉， 血旺燒大腸， 冷鍋系列（如冷鍋牛柳，
冷鍋肥牛， 冷鍋魚片）每道菜皆令人心喜不已。
如「極品紅燒肉」，在燒的滾熱的砂鍋裡，底
下襯的油豆腐，紅燒肉香酥肥美，十分入味，
休市很少能吃到這麼好吃的紅燒肉，稱之為「極
品」，實無過譽。 「麵麵聚道」的「新增麵類」
有：怪味麵，勾魂麵，渣渣麵，豆湯麵，還來
不及逐個品嘗，一碗勾魂麵，已將您的魂魄勾
去了大半，勾魂麵不僅賣相漂亮，在色澤的搭
配和口味的抉取上名廚也發揮創意，將雞茸末，
豬肉末和花生碎末，再配上剁椒，紅油的麻辣，
一碗鮮香的乾麵就呈現在您面前。「勾魂麵」，
麵如其名，即令不常吃川味麵的人來上一碗，
也個個大呼過癮，因為它味美的極有層次，值
得細細回味。
「麵麵聚道」在敦煌廣場 C 棟，位於「豆
腐村」和「歡樂小棧」中間，由於價錢公道，
是上班族午，晚餐及家庭聚餐最理想的去處。
該餐廳營業時間為每天上午十一點起營業。週
日至週四至晚間九點半，週五，週六至晚間十
時。 地 址：9889 Bellaire Blvd #C305 ,Houston
TX 77036，電話：（832）831-3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