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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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工商
星期二

2016 年 12 月 27 日

Tuesday, December 27, 2016

B2

認證程序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有許多在美華人需要在中國處理一些事務。如: 需要委托國
內的親屬或朋友處理自己在中國的房產，銀行賬戶，商業文件，
法律訴訟文件，需要辦理單身證明去中國辦理結婚手續，或到中
國辦理收養手續等等。通常這些文件需要經過領事認證程序。
領事認證是一國的外交、領事機關在公證文書上證明公證機
關或認證機關的最後一個簽名和印章屬實。辦理領事認證的目的
是使一國出具的公證文書能為另一國有關當局所承認，不致因懷
疑文件上的簽名或印章是否屬實而影響文書的域外法律效力。
領事認證制度是世界各國為了相互便利文書往來而在外交領
事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國際慣例。國際交往的發展伴隨著各類文書
在世界各國間的大量流動，但各國關於出具公證書、商業證明等
的形式和要求卻不盡相同。領事認證制度通過一環扣一環的連鎖
認證方式，由一國駐外外交或領事機構確認最後環節的印章和簽
字屬實，使相關文書能為該國國內有關部門和機構接受，不致因
有關機構懷疑文書本身的真實性而影響其在當地的使用，從而涉
外文書能夠在各國間順利流轉和使用。
對於法律文件，如委托書、聲明書、法律訴訟文件、健在
（生存）證明、無配偶聲明書、近照證明、護照復印件與原件相
符公證通常需要先由公證員（地保官）公證，再到州政府取得證
明公證員公證資格的文件，最後拿到領事館進行認證。整個過程
需要兩到三個星期的時間。
辦理委托書公證需提供：1、委托書文本；2、與委托事項相
關的權利證明原件或復印件(如存折、股票開戶憑證等)；2、涉及
夫妻共同財產的，還應提交結婚證等相關文書原件及復印件。3
、涉及房產轉讓的，應提交房產證原件或復印件。 4、本人的護
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辦理寄養委托書公證需提供 1、委托書文本；2、親屬關系證
明等(證明父母和子女關系，如兒童出生證)。3、父母本人的護照
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辦理聲明書公證 1、聲明書文本；2、與聲明事項有關的權利
證明等。3、辦理放棄繼承權聲明書公證的，應提交被繼承人死
亡證明和申請人與被繼承人親屬關系證明，以及所放棄房產或財
產證明。4、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辦理無配偶聲明書公證 1、聲明書文本；2、有婚史的，應提
交離婚證或離婚調解書或離婚判決書原件及復印件；喪偶的，應
提供原配偶死亡證明原件及復印件; 3、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
份的證明.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 民 於 12 月 23 日 大 幅 調 漲 申 請 費 。 綠 卡 延 期 的 申 請 費
（I-90）從$365 漲到$455，另加指紋費。H-1B， H-2B， L-1
，E, TN， O， P 等工作簽證申請費從$325 漲到$460。親屬移民
(I-130)申請費從$420 調到$535。 遞交調整身份之後的回美證
（I-131）申請費也從$360 調到每份申請$575。職業(勞工)移民申
請(I-140)申請費從$580 調到每份申請$700。申請綠卡調整身份申
請(I-485)的申請費從$985 漲到每份申請$1140(不包括指紋費)。
拿到婚姻臨時綠卡後申請轉成正式綠卡，申請費則從$505 漲到
595(不包括指紋費)。 工作許可申請從每份申請$380 漲到$410。
指紋費$85 不變。公民入籍的申請費由$595 漲到$640（不包括指
紋費)。投資移民申請費 I-526 從$1500 漲到$3675。投資移民臨時
綠卡轉成正式綠卡，I-829 申請費$3750 不變。投資移民區域中
心 I-924 申請費從$6230 調漲到$17,795。移民局還提出一項新的
收費，將 I-924A 的投資移民區域中心年度登記費設為$3035。移
民申請費上一次調整費用是 2010 年 11 月。
2. 2016 年 11 月 18 日，美國移民局在聯邦公告上宣布，對於已
獲 I-140 申請批准，但還在等待簽證名額的外籍員工，可以申請
為期一年的工作許可，並且可以延期。如果失去工作，最多有 60
天的寬限期。正式法案將於 2017 年 1 月 17 日生效。原文鏈接為
：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6/11/18/
2016-27540/retention-of
-eb-1-eb-2-and-eb-3-immigrant-workers-and-program-improvements-affectinghigh-skilled
3. 移民局於 2016 年 4 月份前五個工作日內共收到 236,000 份的
H-1B 工作簽證申請，通過抽簽選出了 65,000 個常規申請和 20,
000 個留給在美國獲得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申請。移民局將從
2017 年 4 月 1 日起接受新的 H-1B 工作簽證申請。估計名額依然
會很快用罄。
4. 美國國土安全部於 2016 年 3 月 11 日宣布，STEM 專業，包括
科 學 (Science)、 技 術 (Technology)、 工 程 (Engineering)、 數 學
(Mathematics)專業的外國留學生的 OPT 時間將由原來的額外延長
17 個月增加為額外延長 24 個月。這樣，STEM 專業的外國留學
生的 OPT 時間將由原來的共 29 個月變為整整三年。
5. EB-5 移民投資金額很可能會大幅提高。參議院正在進行

EB-5 法 案 的 重
整工作。新提案
呼吁對 EB-5 投
資移民的核心內
容進行改革。改
革措施包括：五
十萬投資移民類
別將漲至八十萬
，一百萬投資移
民類別將漲至一
百二十萬。
此移民專欄
是鄢旎律師為宣
傳移民法律知識
而作，並非針對
個案，不可作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情況咨詢專
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
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連載。鄢
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午 5 點)在電台調頻 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播
出。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
擔任美南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鄢
旎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各
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
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委托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
譯，遺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大道旁，惠康
超市廣場內。地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系電話是：713-779-4416，傳真:713-583-9749。網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anlaw.com 周一到周五:9:
00AM-5:00PM, 周六:10: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鏈接中收看 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9bUlEuSOk

材料要求 持短期簽證入境不能買槍

(本報訊)根據法律規定，民衆想要買槍，不
論是公民、綠卡持有人或者簽證入境者都符合
資格，但是在實際交材料過程中，遊客等短期
簽證入境的民衆，可能回因沒有駕照或長期居
住地址證明等，無法完成買槍的心願。
近來社會治安每況愈下，許多民衆都萌生
要買槍防身的想法，加州法律規定，18 周歲以
上可以合法購買長槍，包括來福步槍，散彈槍

等，年滿 21 周歲則可以購買各式短槍；美國公
民或綠卡持有人只需要考取槍證（Firearm Safety Certificate），簽證持有人除了槍證外，還需
要考取獵照（Hunting License）。
接下來就要準備買槍的材料，所有買槍者
都 要 經 過 一 個 DROS 程 序 （Dealer's Record of
Sale），該程序類似背景調查，需要準備有效的
加州駕照或 ID，DMV 汽車登記、三個月內的賬

單、簽名並公證過得返租合同
等居住證明，簽證入境者還有
提供有效的簽證證明。
簽證持有人考取獵照，可
以去教室上課，要求 10 小時的學習時間以及考
試，民衆可上網就找附近開課的教室 https://
www.register-ed.com/programs/california/160，
或者可選擇網上課程加 4 小時綫下學習后考試，
民 衆 可 上 網 https://www.wildlife.ca.gov/Hunter-Education/classes-home-study 查詢，考取到
獵照證明之后，可以到 Turners、Sports Authori-

ty 及 Big 5 等各大戶外用品店購買獵照。
公民或綠卡持有人，可以自己上網 https://
oag.ca.gov/sites/all/files/agweb/pdfs/firearms/
forms/hscsg.pdf? 學習教材，然后考取槍證即可
，通常學習時間在 1 小時左右，考一次 25 元。
許多遊客在美國沒有駕照、或者無法提出
符合要求的居住證明，因此無法通過審批而買
到槍支，但如果是在美國讀書或工作的 F1 或
H1b 的持有人，則沒有什麼困難，當然即便遊
客購買到槍支，也無法帶出國，只能留在美國
，也讓許多遊客放棄買槍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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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壹城堡起火

2016 年 12 月 27 日

法國聖皮耶爾勒維爾，當地
壹座城堡起火，消防員滅火時遭
到城堡主人開槍襲擊。據報道，
城堡主人——壹名 62 歲的荷蘭
人的遺體在廢墟中被發現。

城堡主人開槍襲擊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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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潟縣發生火災 百余棟房子被燒

日本新潟縣魚川市壹家餐館突然起火，結果因強風天氣，火勢迅速蔓延至周邊，導致附近 270 多戶
居民被迫緊急疏散。

英國聖誕火雞拍賣
民眾瘋搶 800 只家禽

英國約克郡，
英國約克郡
， 約 800 只家禽在當地聖誕家禽拍賣市場被
拍賣，
拍賣
，家禽種類包括火雞
家禽種類包括火雞、
、鵝、野雞
野雞、
、鷓鴣
鷓鴣、
、雞、鴨等
鴨等。
。

德法警察聯手圍捕柏林恐襲案嫌犯
懸賞 10 萬歐元
法 國 Ottmarsheim， 德
國警察在德法邊境檢查過
往車輛。德國對卡車恐襲
疑犯發出全歐範圍通緝令
，懸賞 10 萬歐元。

西班牙赫羅
納，來自越南的
兄 弟 Quoc Co
Giang 和 Quoc
Nghiep Giang 在
赫羅納教堂前創
造雙人頭頂頭登
臺階的吉尼斯紀
錄 ， 兩 人 在 52
秒 內 登 上 90 級
臺階。

越南兄弟雙人頭頂頭登臺階
創吉尼斯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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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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銀行業危機滑向臨爆點

達 3600 億歐元，占歐
元區銀行不良資產總
額的 1/3，是意大利國
內 生 產 總 值 （GDP）
的 1/5。
今年以來，意大
利的銀行股市值已縮
水了約 50%。數據顯示，今年前 9 個月，
意大利銀行業已關閉約 1000 家營業網點
，相當於 2015 年全年的兩倍。
意大利銀行業的盈利能力在歐洲銀
行中壹直墊底，機構臃腫、人員冗余等
弊病讓意大利銀行幾乎沒有多余資本來
覆蓋壞賬。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歐
盟當中，平均每 10 萬居民享有 28 家銀行
辦事機構，但在意大利，每 10 萬居民享
有的銀行辦事機構達到了 60 家。而歐洲
央行執行的低利率政策，對意大利銀行
的打擊尤為嚴重，因為意大利銀行的業
務以常規貸款為主，像理財和投行這種
能帶來手續費收入的業務寥寥無幾。
意大利銀行業的風險敞口難以縮小
，更令人擔心的是，普通家庭持有大量
銀行債券，壹旦銀行業陷入困境，將對
普通居民的個人資產構成垂直打擊。據
英國《金融時報》5 日提供的數據，意大
利普通家庭持有大約 1700 億歐元銀行債
券。
目前，意大利過渡政府已經準備了
預案，阻止壞賬問題嚴重的意大利銀行
業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最終拯救
西雅那銀行失敗，將進壹步加劇市場動
蕩。作為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專家認
為，如果意大利政府危機持續時間長，
將不可避免地對金融市場的動蕩產生影
響。
獨立研究公司總裁斯圖爾特· 格雷厄
姆等專家擔心，疲弱的意大利銀行業亟
待實施的徹底整頓，將被推遲到下次議
會選舉之後。對於這樣壹個高成本項目
，過渡政府可能既缺少時間，又缺少民
主支持。獨立研究公司估計，穩定銀行
業可能要花費政府 330 億歐元——將繼
續增加意大利本已令人擔憂的債務負擔
。意大利居民也感受到了切身利益受到
沖擊，早早行動起來。在修憲公投前幾
周，越來越多的意大利人在寶鰲集團距
意大利邊界僅幾公裏之遙的瑞士泰辛州
盧加諾分公司訂購金條和金幣。大多數
買家隨後將金貨存放在寶鰲集團位於蘇
黎世的免稅庫房。寶鰲集團總經理羅伯
特· 哈特曼說：“我們在盧加諾的客戶通
常是意大利人占 20%和瑞士人占 80%。
現在這個比例幾乎對調。”
歐洲銀行抱怨低利率政策
西雅那銀行不僅是意大利銀行業而
且是整個歐洲銀行業的壹個縮影。今年
以來，歐洲銀行股平均下跌 20%，多家
大型銀行掀起裁員潮。

百年老店命懸壹線

綜合報導 由於投資者擔心這家歷史
最為悠久的商業銀行難以在年底落實從
市場融資 50 億歐元的救助方案，西雅那
股價壹路跌至 1999 年上市以來最低點位
。受命於危難之際的意大利過渡政府表
示，已做好救助準備，不會讓垂危的西
雅那對整個金融系統構成致命威脅——
百年老店命懸壹線
西雅那銀行建於 1472 年，是意大利
歷史最為悠久的銀行，也是目前意大利
第三大銀行。這並不是西雅那銀行第壹
次瀕臨困境，卻是最為兇險的壹次。
最近幾年，西雅那銀行接受數輪援
助，但境況未獲改善。截至 2015 年年底
，其不良資產高達 469 億歐元。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西雅那銀行共融資約
150 億歐元，但 2011 年至 2014 年期間的
虧損也達到這壹數額。西雅那銀行最後
壹次融資是在 2015 年，籌得 30 億歐元。
歐洲銀行業管理局（EBA）年中進
行了壹項壓力測試，考察歐洲銀行業抵
禦極端環境沖擊的能力。結果顯示，存
在系統性風險的幾家大銀行成績靠後，
墊底的就是西雅那。最近壹年西雅那銀
行的客戶取走了 14%的存款。西雅那銀
行披露說，如果沒有任何人施以援手，
銀行將在明年 4 月耗盡所有資金。
在意大利修憲公投結束後，英國
《金融時報》的壹篇報道指出，意大利
今後數天乃至數周的當務之急，是防止
意大利金融領域風險擴散，第壹場考驗
就是如何解決西雅那銀行這個“燙手山
芋”。
誰來拯救西雅那？目前看只有三種
途徑，壹是自救，通過債轉股的方式與
債權持有者達成協議，二是定向增發股
票，引入戰略投資者以解燃眉之急，三
是私人救助方案失敗，只能依靠政府出
面，就像幾年前的蘇格蘭皇家銀行被英
國財政部控股壹樣。
據報道，在美國摩根大通銀行和意
大利中期銀行的建議下，西雅那銀行將
重啟債轉股。這次債轉股將涉及 4 萬名
中小投資者持有的 21 億歐元（22 億美元
）西雅那銀行次級債。
根據外電披露的細節，西雅那銀行
還準備通過定向增發的方式引入新的私
人投資者。既定救助計劃顯示，西雅那
銀行將在 12 月底前發股籌資 50 億歐元，
相當於現有市值的將近 10 倍。有報道指
出，西雅那希望卡塔爾主權財富基金再
投資 10 億歐元。

意大利政府早已是西雅那銀行的股
東之壹，目前持有股份約 4%。在倫齊內
閣還未倒臺時，意大利政府已著手準備
救助西雅那，通過註資 20 億歐元得到該
行控股權。雖然倫齊政府此前壹直努力
避免將西雅那銀行國有化，但若後者自
救無門，也只能出此下策。意大利過渡
政府壹名官員表示，如果無力自救，意
大利政府將緊急幹預並救助西雅那。
但國有化的代價不菲。根據歐盟相
關規定，成員國要想用納稅人的錢對銀
行進行救助，需要該行的投資者承擔壹
些損失。但意大利政府深知，目前該國
銀行業主要依賴散戶投資者支撐，害怕
國有化行動會打擊國內居民信心，動搖
政治根基。
西雅那銀行危機壹旦擴散，其債券
投資者將蒙受損失，連鎖反應還會波及
裕信等意大利更大規模的商業銀行。裕
信已經感受到唇亡齒寒，這家銀行同樣
需要在未來幾周籌集高達 130 億歐元的
救助資金。壹些分析師擔心，西雅那的
壞賬問題如果無法得到遏制，可能引發
意大利乃至整個歐洲銀行業的系統危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發布的《世界
經濟展望》報告更新內容中指出，包括
意大利、葡萄牙在內的歐洲銀行業風險
愈發突出。
誰來拯救意大利銀行業
意大利修憲公投失敗，對其國內經
濟發展產生了負面沖擊，尤其是負債沈
重的意大利銀行業。根據彭博社的統計
數據，意大利銀行業需要“補血”至少
520 億歐元，才能讓其資產負債表獲得實
質性改善。本周三，意大利議會通過了
撥備 200 億歐元專門用於救助銀行業的
提案。意大利財長帕多安安撫市場時表
示，盡管出現了壹些危機狀況，但整個
意大利銀行系統還是“穩定”的。帕多
安說，銀行救助基金將對意大利銀行業
起到整固和促進作用，而且 200 億歐元
的規模足以應對當前需求。
但全球投資者對意大利銀行業的前
景判斷並沒有帕多安那麽樂觀。
意大利銀行業的規模在歐元區 19 國
中排名第四，但 17%的銀行貸款是壞賬
，這壹比率幾乎是美國的 10 倍。即使在
2008 年至 2009 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銀
行業的這壹比例僅為 5％。歐元區公開上
市的銀行中，將近壹半的壞賬屬於意大
利的銀行。此外，據美國《華爾街日報
》報道，意大利銀行業的不良資產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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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歐元區融資主渠道的銀行業生
存能力堪憂，令歐元區復蘇面臨較大的
不確定性。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直言，
歐元區應對銀行業盈利問題保持警覺。
據報道，10 月 6 日，德銀宣布在德
國進壹步裁員 1000 人，本土裁員人數升
至 4000 人，全球裁員規模 9000 人，約占
員工總數的 9%。此前，德國商業銀行宣
布到 2020 年削減 9600 個全職崗位，同時
在有增長能力的業務領域新增 2300 個崗
位，相當於凈裁員 7300 人，占員工總數
的 15%左右。ING 宣布在 5 年內裁員 5800
人，約占 10%。西班牙人民銀行計劃裁
員最多 3000 人，約占其員工人數的 1/5。
歐洲銀行業者堅持認為，歐洲銀行
業目前面臨的主要風險來自長期的低利
率甚至負利率環境，嚴重擠壓了商業銀
行主要靠利差維持的利潤空間。今年上
半年，歐洲銀行業的平均股本收益率約
為 5%，低於去年全年的 5.5%。根據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IMF）貨幣與資本市場
部副主任彼得· 達特爾斯的估算，目前歐
元區有 1/3 的銀行仍然無法實現可持續盈
利。還有批評人士指出，歐洲央行為銀
行業提供廉價資金，削弱了壹些銀行轉
型的動力，還助長了個別“僵屍銀行”
。德國商業銀行首席執行官齊爾克說，
歐洲銀行業期盼央行將貨幣政策恢復
“正常化”。
但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表示，歐洲
央行現行貨幣政策不是銀行盈利水平偏
低的主要原因。事實上，壹些銀行通過
增加借貸數量、提高借貸效率等，彌補
了低利率造成的利息收入下滑，銀行盈
利能力不足主要與經營效率低下有關。
歐洲央行執行委員、歐洲央行銀行
業監管委員會副主席勞滕施萊格指出，
低利率的確令歐洲銀行業面臨挑戰，但
也有其他無法回避的挑戰，比如高企的
經營成本蠶食利潤；不良貸款令資產負
債表承壓；收費業務經營難度增加；金
融科技企業給傳統銀行業帶來更大威脅
。德拉吉認為，銀行業對歐元區尤其重
要，因為歐元區經濟高度依賴銀行借貸
。英國“脫歐”挫傷銀行股，而銀行股
價格與歐元區貨幣政策傳導相關，股價
下跌會使歐元區銀行的借貸意願趨向保
守。同時，銀行壞賬也是貨幣政策傳導
的障礙。在他看來，解決銀行壞賬問題
需從三方面著手：壹是監管方法保持連
貫；二是發展功能完備的壞賬市場；三
是政府采取行動，確保壞賬市場良性發
展。
歐元區經濟蹣跚前行
盡管受到銀行業危機的困擾，2016
年仍是歐元區 19 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恢復到 2008 年金融危機前水平的第壹
個完整年份。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表示
，當前歐元區增長溫和平穩，2013 年以

B4

來，歐元區就業人數增加超過 400 萬，
各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增長差異縮小。
歐盟統計局上月中旬發布的報告顯
示，今年第三季度歐元區 19 國國內生產
總值（GDP）環比增長 0.3％，歐盟 28 國
GDP 環比增長 0.4％。數據顯示，今年第
三季度歐元區經濟同比增長 1.6％，歐盟
經濟同比增長 1.8％。歐元區最大經濟體
德國第三季度經濟環比增長 0.2％，法國
和意大利經濟第三季度分別環比增長
0.2％和 0.3％。
在德拉吉看來，歐元區當前的復蘇
伴隨勞動力擴張，歐元區失業率已降至
10％。同時，內需代替出口成為歐元區
復蘇的主要驅動力。過去兩年，得益於
寬松的融資條件，內需對歐元區 GDP 增
長的貢獻平均超過 1 個百分點。關於風
險，德拉吉指出，歐元區應對地緣政治
風險、銀行業盈利問題、低通脹以及復
蘇對寬松貨幣政策的依賴保持警覺。德
拉吉同時表示，寬松的貨幣政策對促進
歐元區經濟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僅靠貨
幣政策是不夠的。他希望歐元區政治家
采取行動，多方合力推動經濟增長。
2017 年是歐洲大選年，德國、法國
、荷蘭等國傳統政黨都將迎來大考。目
前，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主席瑪麗
娜· 勒龐和荷蘭“反歐派”自由進步黨在
民調中領先，而意大利總理倫齊辭職後
，新壹屆政府正面臨來自民粹主義勢力
“五星運動”的挑戰。如果諸如“五星
運動”這樣的民粹主義者在未來幾個月
內得勢，這將面臨意大利退出歐盟或歐
元區的最壞情況。在這壹危險被消除之
前，整個歐元區的不確定性都將擴大。
不過，意大利政府危機對歐洲的影響有
多糟糕，最終取決於歐元區最重要的機
構歐洲央行如何應對。很多投資者認為
，歐洲央行和歐元區其他國家必要時會
全力救助意大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在其最新壹期《世界經濟展望
》報告中指出，明年全球經濟增速預計
為 3.4％，歐洲經濟增速為 1.5%。經濟合
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的報告稱，
預計明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 3.2％，歐元
區增長率預計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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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文/劉大為

—— 真善美日間保健中心成立三周年隨想雜談
今年 12 月 19 日，是“真善美日間保健
中心”成立三周年紀念日。該中心誕生四周
月時，我和老伴慕名而來。在此前後，許多
老人從四面八方紛至遝來，為了在這環境優
美，人們相敬相愛的集體大家庭中頤養天年
，實現“老有所依、老有所養、老有所為、
老有所樂”的養老宿願，以期“延年益壽”
。
人到老年生命已進入倒計時，伴隨心臟不
停息的跳動，“生命”在軀體內日夜兼程分
秒不停地踽踽潛行，走的是一條“有去無回
”的“單程路”，無論怎樣轉彎抹角，都無
法回到起點。所以人老了就不能返老還童，
更不會有第二次生命。但“老有所為”和
“大器晚成”的老人，卻能以充實的生活、
豐富的經驗和畢生積累的智慧成果，把這條
“單行道”“加高”、“拓寬”、“墊厚”
，提高了生命“品質”。這就無異于“延長
了”這條生命線的“長度”，達到“益壽延
年”的目的。
此時，我情不自禁把三年來在真善美中
心享受養老生活的感受和古聖先賢們的至理
名言聯繫起來……
孟子在描述理想社會時說的第一句話：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用現代漢語解
析其含義：第一個“老”字是動詞“奉養、
孝敬”之意；後面的兩個“老”字都是名詞
“老人”指“父母”。全句意思是“由孝敬
、奉養自己的父母，推及到孝敬、奉養別人
的父母”。換言之，就是“把別人的父母當
作自己的父母一樣孝敬奉養。”我想，“真
善美中心”愛老敬老正是孟子所描述的理想
社會的翻版。三年來，從中心領導到全體員
工，始終都把每一位老人當作自己的生身父
母一樣侍奉、孝敬。老人們無不被感動，異
口同聲讚揚這些毫無血緣關係的人“不是親
人勝過親人”、“不是兒女勝過兒女”。在
老人的心目中“他（她）們都是最可愛的人
”！

孟子又說：“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
者，人恒敬之……”意思是愛別人的人，別
人也就永遠愛他；尊敬別人的人，別人也就
永遠尊敬他。這正是真善美中心互愛互敬人
際關係的寫照。領導對老人親切、和藹；員
工對老人親近、和氣；老人之間親密、和睦
。三年來，這裡沒有個人恩怨，有的是團結
友愛，自然形成的友愛關係親如手足，如學
友、文友、畫友、織友、牌友、歌友、舞友
、健身友、園藝友等等。老人們總是念念不
忘員工的友愛親情。曾連續兩年在感恩節時
自發自願獻款，表達對愛老敬老的員工們的
慰問和感謝！
孔子有言在先，他在《大道之行，天下
為公》一文 中說：“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些至理名
言，恰是真善美中心創辦至今的所作所為。
三年來，在真善美中心養老的不僅有夫妻雙
全的老人，也有“鰥寡孤獨者”；有身心健
康和亞健康的老人，也有拄著拐杖和扶著沃
克走路的體弱多病者；有患“派金森”疾病
和下肢癱瘓的“殘疾人”，也有患失憶症
（糊塗健忘）、失語症（不會說話）、失智
症（不會思想）的癡呆者。各種老人在真善
美“皆有所養”。對失去生活能力的老人，
真善美中心不但毫不嫌棄，反而格外予以更多的
關愛和無微不至的照顧。例如以前的吳常美、現
在的沈淑瓊等老人。她們因嚴重的疾病造成不會
吃飯，每餐飯都需要員工一口一口地喂（也有的
老人喂）。有些老人大小便失禁，褲子經常髒得
一塌糊塗。每次都由員工把她們帶到廁所，給她
們擦屎擦尿、擦身子、洗褲子。
有一位患“失憶症”的糊塗老太太，早晨出門
就找不著家。失蹤了七個多小時，家人報警後才
被尋獲。
李美新大嬸有嚴重精神障礙症。在中心離開
座位，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經常跑到男廁所去
方便，還說男廁所是吃飯的好地方。兒子上班，

女人的翅膀

黃金心臟中心
黃金心臟中心
黃金心臟中心
宋曉亮

主

治

反過來說，你把家放在心上，婆家人把你
飛出母親的衣胞，
生理特徵就把我們的性 放在心裡嗎？尤其是戀愛時好得要命的那一位
別定格在女字這一欄目 ，已由對象變為老公，由老公升為孩子他爹的
設 備 齊全
JianWei Feng, MD, PHD
中 國 城 傢夥。那傢夥若在你落腳後，他又拍打著翅膀
上。而娘的衣胞又決定
心 臟 超 聲
心慌﹑氣短﹑胸痛﹑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劃破了婚姻的藍天，往你最厭惡的地方飛，飛
了女嬰是帝王家的公主
心 臟 導 管
心力衰竭﹑頭暈﹑
Houston, TX 77036
出你的視線，落哪兒，貓哪兒，藏哪兒，你雇
，是富人家的千金，是
核 心 臟 學
糖尿病﹑肥胖症﹑
豐 建 偉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私人偵探都查不到他正在跟“小三兒”還是
尋常百姓家的小丫頭，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起搏器
醫學博士
Tel: 713-595-9000
JianWei Feng,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小四兒”玩親密無間，又該怎麼辦？
還是……。然而，不管
心律監護器
Fax:713-595-8500出現這種情況，處理手段多種多樣。最常
運動走步機等 心 臟 專 科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你落到誰家，飛進婆家
詢˙
需二次展翅。女王和個 見的：性格剛烈的女人為了捍衛婚姻的尊嚴，
讓純潔的愛情不被灰塵覆蓋，會一腳把那個
別公主及招贅者例外。
家鄉人常說：天上 “花心蘿蔔”給踢到馬裡亞納海溝裡，永不再
人間 18 層。從女嬰飛至 見。這種選擇需有清風傲骨的撐托，這種選擇
老嫗，不出意外，飛上 會讓人長時間地浸泡在“愛情是那麼短暫，而
個 70、80 年應該沒問題。在這漫長而又艱辛的 遺忘卻那麼漫長” 的煎熬裡。
還有一種選擇就是包容，站在中國傳統禮
飛行中，不同的出身，不同的命運，不同的處
境，不同的機遇，在不同性格及主、客觀因素 教上，看在孩子和家人的份上，只好睜隻眼閉
的引導與阻撓下，女人在哪個層次飛，在哪個 隻眼，很清醒地把自己深埋在難得的糊塗中。
剛烈啊，溫柔啊，女人若飛進一個玩弄婚姻之
層次落，當有“風”來掌控。
風，可從 0 級到 12 級，也有 13 級到 17 級 徒的懷抱裡，掩胸療傷躲不過。
上述現象確實存在，但畢竟是少數，多數
以上的，還有道家所稱的罡風（天空極高處的
風）。不管風力、風速是大是快，女人的所需 人都是飛一塊兒就牽手前行了，牽手前行並不
是風向。風向決定前路，前路決定落腳點，落 意味著腳下就少了磕磕 碰碰，居家過日子吵吵
鬧鬧是常有的事，喜怒哀樂愁，總在你半斤，
腳點就是我們要賴以生存的社會方位。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我八兩的均衡著。 週一至週五：
漫漫人生路，不管我們被吹到那個方位，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9:00am-5:30pm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月中，在一家工藝品商店的大門前，我碰
想做好人妻，說難真難，說不難還挺容易。其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歡迎電話
到一位老朋友。她開口即問：“我怎麼從來沒
要領很簡單：把家放在心上。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預約查詢
MD, PhD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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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無人照顧，她把家裡搞得亂七八糟。早晨不
起床，不知隨著季節冷熱穿衣服，不會洗臉刷牙
，擠出的牙膏往頭髮上亂抹。她兒子無可奈何，
只好把母親和家門鑰匙，都交給真善美中心每天
負責接送李美新的員工謝秀英。小謝對李美新的
生活起居，吃喝拉撒睡全部管起來。幫她洗頭、
洗澡、穿衣、餵飯，直至教她去廁所解大小便。
管理細心周到，照顧無微不至。她兒子對中心和
小謝感激不盡。
沈淑瓊大媽下肢癱瘓不會走路、又兼失智、
失語不會說話、不會吃飯，完全喪失了生活能力
。是被“某、某中心”兩度遺棄的可憐老人。真
善美中心本著“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人道
思想，把沈淑瓊老人收進中心。開始她對真善美的人
道關愛很不適應，專車把她接到中心，她在車裡“耍
默默丟”——死活不下車。員工去抱她，她狠狠地咬
員工的胳膊以示反抗。為了取得她的信任，所有員工
都主動跟她交朋友，培養感情，拉近關係。上下車有
人半拉半抱、走路有人攙扶、吃飯有人喂、活動有人
陪。經過半年多時間精心耐心地侍奉調養，沈老太太
逐漸適應了真善美的新生活，並恢復了一些簡單的生
活能力。現在她能拉著陪護她的員工的手，在大廳練
習走路，還能伴隨音樂節拍扭動身子跟員工走起舞步
，臉上不時流露出喜悅的笑容。有時還能開口說話，
跟大家握手表示友好。大家都為沈老太太的進步感到無
比高興。
香雲輝大媽視力不好，半失明狀態，眼前一片模
糊，曾被障礙物絆倒摔傷。她走路不穩，需扶“沃克
”，但沒有員工攙扶她就寸步難行。她在中心的每一
天，都有一名員工專職做她的陪護，帶她做保健操、
坐按摩椅、登走步機。
人老多病，有備無患。醫護室的兩位護士給每位
老人建立了詳細的醫療檔案，定期評估老人的健康狀
況。中心預備了常用的外用藥，特別是搶救用的氧氣
瓶、呼吸器等全套設備，並對全體員工進行了緊急搶
救訓練。還專為下肢截癱坐輪椅的老人買一輛帶升降
機的大客車，使坐輪椅的老人上下車如履平道。
王毅華大媽長期腿疼，經診斷需開刀做膝關節手
術。手術前，由教英語的倪權老師當翻譯陪同看診，

介紹病情。中心兩位領導非常關心，親自送她住院。
手術成功後還到醫院去探望。
筆者今年曾兩次暈厥。幸虧中心搶救得法、送醫
及時。特別是鄒總親自駕車跟隨救護車到醫院，用英
語向參與搶救的美國醫護人員介紹病情，由於治療及時
、對症用藥，使筆者很快轉危為安，至今對救助他的所
有的人感念不忘。
生命在於運動。真善美中心平時為老人開展的活動
豐富多彩，既能鍛煉身體，又能陶冶情操。每天做健身
操、打太極拳、打檯球、下象棋、打麻將、打撲克、玩
兒“繽購”。更有吸引力的是參加“迷你運動會”，各
項比賽都有獎品。套圈、投籃、釣魚、飛鏢、投沙袋、
夾豆、打高爾夫球、持乒乓球競走、建高塔等。比賽興
趣盎然，吸引老人踴躍參加。為了慶祝中心成立“三周
年”，最近連續兩周進行分組“檯球”比賽。
真善美一貫重視文化育人，保健養人。中心創設了
優美的文化環境，大廳內外名畫名聯琳琅滿目。開設健
康專欄，張貼各種防病治病的短文、介紹保健養生經驗
。創設文藝園地，選登老人的作品互相交流鑒賞。開慶
生會，為老人祈福祝壽。此外還開創品茗茶會、組織健
康講座、定期為老人理髮修腳等等，一切為老人。
西漢開國元勳酈食其，對開國皇帝劉邦獻策時所說
的三句話：“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
”“天”是至高無上的主宰。第一句話中的“天”指
“上帝”，即皇帝要把百姓當作上帝。治國興邦必須依
靠百姓支持，因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以食
為天”。這個“天”是“最高準則”，即吃飯第一
。對百姓而言，只有吃飽吃好才能保證身體健康。
“食以安為先”，“安”指吃的食物要安全、健康
、新鮮、富有營養。就是這三句話，幫助劉邦打敗
了項羽，實現了一統天下的“皇帝夢”。現把這三
句話套用在真善美中心，就是老闆要把老人當作
“衣食父母”，把老人的飲食作為“第一要務”，
把“食療”擺在“藥療”之前。正如《黃帝內經
》所言“藥療不如食療，食療不如神療”。“神
療”即”精神療法”，“養身”必先“養心”
。保健中心的宗旨，就是一切為了老人的身心
健康，為老人“頤養天年”、“延年益壽”創
造良好的條件。

見過你們兩口子吵架呀？”
“見到你，我們就不吵了。”
她搗我一拳：“甭跟我玩兒蔫逗，說，不
吵架的秘訣是什麼？”我把她拉到一方清靜處
：“就說我自己：一、我是個不管錢的主兒，
家裡的財政大權我從不染指；二、婆家、娘家
的事商量著辦，力爭誰也不偏向誰家；三……
”
她打斷了我的話：“只要我為娘家人花點
錢，我們家老牛就瞪著‘牛眼’跟我吵，歇斯
底里地吵！”
“他吵是因為：他對你家人的感情永遠都
不可能跟你一樣了。反過來，你也走不進他對
其家人的情感裡。這就是血脈的湧動。娘家、
婆家，弄不好就是生生世世的‘楚河漢界’。
想越界需要橋的貫通，想化開這條‘冰河’，
雙方要同時送暖，若不讓其再度結冰，又需恆
溫。”
“這些不大不小的理兒，我也明白，可落
實到生活中就難了。”
“家庭需要經營，夫妻間有矛盾不新鮮。
百姓人家，誰比誰也高不了多少，只是出現問
題時用什麼方法解決了。”
“你都怎麼解決？”
“玩兒逼供啊？”
“別鬧，從實招來！”
“講個故事給你聽：有對夫妻上街購物，

一進商店丈夫就說，‘我買香皂去，一會兒哪
兒見你？’妻子目視前方：‘賣菜的地方。’
女人嘛，一見到五顏六色的服裝雙腳就跟著倆
眼跑。等丈夫抓著香皂回來時，妻子已走出了
‘女人堆’。那一刻，丈夫瞪著妻子：‘我在
賣菜的地方找了你好幾圈，可……’妻子不溫
不火：‘幹嗎，跑這兒上演《蘇三起解》呀？
你扮演崇公道，手裡拿副枷鎖，老跟在蘇三身
後，累不？’話畢，妻子噗地笑了。丈夫也笑
了：‘得，我不演押解人了，你愛去哪兒就去
哪兒吧。”
“智慧！說笑中就把爭議給化解了。好！
”她誇完又問：“你好像還有個第三條，快說
來聽聽。”
“這第三條就更最簡單了。日常裡見你家
老牛正那兒埋頭苦幹家務活，你要趕緊提出表
揚。”
“表揚他？我苦幹得把身子都埋進去了，
他怎麼不表揚我呀？”
“表揚嘛，從來都是上級對下級的！”我
故意拿腔拿調兒。
她咬著下唇想了想：“明白了，明白了，
這是咱女人的秘密，千萬別讓男人知道。”說
罷，我倆哈哈大笑。
長大的我們，再次起飛是自然的，落腳當
是自選的，落腳之後，怎樣才能讓家的藍天不
遭霧霾籠罩，話題不小。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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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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奈爾遊記
加勒比海，海水的顏色真的使人迷醉。潔白的沙灘映襯著各種藍色：淺藍、深藍、寶藍、孔
雀藍、清藍、綠藍 ......
傍晚時分，漫步在夕陽下的沙灘，觀看海鷗群飛與浪花嬉戲，頓覺心胸開朗、人生其樂無窮
......
安德列斯群島中簡稱 B 島的博奈爾，長 50 公里、寬約 15 公里。作為海外一省直轄於荷蘭政
府，美元是其流通貨幣。2012 年 GDP 是 3.17 億美元，人均 GDP 是 2.19 萬美元。社會福利看來不
錯，兒童老人得到照顧。沿途看不到有乞討的。
2012 年統計，島上合法人口 7000 餘。但是，加上來自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的非法移民、估
計就接近二萬人。島上居住著 200 多華人，經營餐廳、雜貨店和超市，他們的小孩上當地的小學
中學，學習三種語言：英語、荷蘭語和當地土話，上大學就要去鄰近的 C島或荷蘭本土。
博奈爾 Bonaire 是 y 個安靜、亁淨、潛水愛好者趨之若鶩的海島，首府克拉倫代克 Kralendijk
，這座小鎮既保留著不曾琢磨的古老鄉村自然魅力，又有現代化城市的高科技氣息，並沒有沾染
過多的商業化俗習而令人反感。
博奈爾是陸上和海洋探險的最佳選擇。這裡有華盛頓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海洋生物保護區
。野驢和包括火烈鳥（火鶴）等 200 多種鳥類棲息島上。水下更是另一精彩世界，有各種珊瑚、

文/蕭風

350多種魚、蟹、海龜和海綿海馬。為了保護這些生物，整條海岸線的水域都一直保持純淨的海水
環境，所見的一切，無不是天然的景致。
島上鮮見有垃圾桶，員警也不多見，地上卻沒有垃圾。私家車、卡車、摩托車來往穿梭，馬
路交匯處雖然沒有交通燈、但駕車者都遵守著左上右下，先到先過互相禮讓的原則，可見島民多
麽自律，在這樣的大環境影響下，即便是強國遊客們也懂得了（入鄉隨俗）的道理，共同愛惜這
片人間淨土。
汽車沿著環島柏油路博奈爾島南行，沿途到處可見不需灌溉而作出口的蘆薈。南端是一片望
不到邊的鹽田，堆積如山的優質海鹽遠銷美國荷蘭。兩個多世紀前，荷蘭殖民者從非洲販來黑奴
，白天，強押著他們在鹽田作透支體力的苦工，晚上，把他們鎖上腳鐐手鍊，如畜牲一樣被囚禁
進二十平方不到的低矮小屋內，每座小屋塞滿十多人，悶熱、疲勞和疾病造成大量黑奴非正常死
亡。當地導遊說，風雨夜，這一帶海灘常聽見鐵鐐叮噹和哭喊呻吟聲，行人不禁毛骨慄然 ……
赤道線上驕陽似火。中午，人們或躲進屋內效諸葛孔明之晝寢（瞓晏覺），或坐在屋外涼蓬
下幽悠自得地喝著啤酒聊天。野鴿子在他們腳旁散漫地踱步，好一幅人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場景
，吹著習習的定向海風，與世無爭、安逸祥和、輕鬆愉悅的舒適感油然而生……
島民友善而熱情，更增添了遊客賓至如歸的感覺 。

混亂世界的人生變故
這是一個綠樹蔥蘢的海島，海島屬於美
國 A 州，島與本土的距離是一座三英裏的長橋
。島上有個州立公園，平日裏很冷清，到了
週末就熱鬧了，放風箏的，釣魚的，做瑜伽
的，遛狗的，騎馬的，唱歌跳舞的，抗議政
府的，各種各樣的人物都蹦出來了。余紫衣
和先生魯山走在海邊，看見一家老小興高采
烈在挖牡蠣，紫衣指著海上的一排石油井架
說：“那邊在鑽石油，這邊在挖牡蠣，你說
那石油會不會汙染海水裏的魚蝦？” 魯山說
：“肯定汙染了，那魚蝦進了我們的腸胃，
又讓我們慢性中毒，這是個混亂的世界。”
世界繼續在混亂。魯山所在的石油公司
，最近陷入經濟危機，公司不得已舉起裁員
的大刀，魯山雖然躲過了首批屠殺，但依然
顛簸在惶恐的海浪中，那滋味就像是掛在飛
機翅膀上，真不好受！人們在傳說美國 A 州正
遭遇“石油詛咒”。A 州是生產石油的大州，
既有海上的鑽井石油，陸地上的頁岩油開發
也進行得轟轟烈烈。只是成也石油，敗也石
油，隨著油價的下跌，政府稅收銳減，預算
赤字越來越大，紫衣工作的一所公立小學，
遲遲拿不到政府撥款，好多項目都砍掉了。
又過了半年，學校不再給她續合同。
紫衣出國前，在南方一座大城市從事舞
蹈教學，到了美國後惡補了一年英文，本來
想去教育學院拿個學位，但是要考 GRE，工
程實在太大，紫衣不想遭罪，幹脆繼續從事
老本行。他們剛到 A 州時，石油業興旺發達，
政府資金充足，可惜繁花似錦的大好局面沒
能維太長。隨著頁岩油在美國的大規模開發
，供大於求，油價一路朝下摔跟頭。從整體
大局來看，美國應該彩旗飄飄，鑼鼓朝天地
慶祝，從前多被動啊，嚴重依賴中東進口石
油，太多的宗教衝突和恩怨交錯！如今好了
，美國石油獨立了，不僅改變了自己，也重
寫了全球石油的版圖。但天下的事情都一分
為二，有人哭就有人笑，那些依靠石油產業
為支柱的美國諸州，沒有發展多元化經濟，
轉眼就是遍地的哀鴻。
紫衣對魯山說：“學校不再給我簽約，
你的工作也是吊桶打水，我們得早點行動。
”魯山皺著眉頭說：“是啊，與其等著被人
宰殺，還不如先行一步。” 紫衣說：”下個
週末，請你哥們一家來吃飯吧，他不是喜歡
板栗燒雞和香酥鴨子嗎？這兩樣菜我都會做
。“ 魯山感激地望著妻子，心頭百感交集，
眉目間的悲憂一閃而過，紫衣沒有看見。
魯山有個大學哥們叫王燦，其父在 A 州的
西部開了家工廠，生產石油管道機械配件，
也算是石油生產鏈的環節產品。父親年事已
高，慢慢把工廠轉給了兒子。等王燦全盤接
管了工廠，他曾問過魯山：“願意去我那兒
混嗎？我可以幫你搞定綠卡。“當時魯山供
職的公司繁花正好，他略帶姿態地回絕了。
沒料到世界變得太快，河東河西哪用三
十年，兩三年的光景就改了山河。魯山硬著
頭皮去請王燦，王燦不計前嫌，嘻嘻哈哈帶
著一家老少來了，王燦的妻子還送了個蓮花
景泰藍小花瓶，象徵吉祥如意。王燦是個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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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吃完後抹抹嘴，沒忘記承諾。等魯山被
裁員後，轉身成了他工廠的員工。魯山為什
麽要等裁員？因為裁員後可以拿到公司的賠
償金。紫衣說：”有兄弟幫襯，就是不一樣
。“王燦的工廠在 T 城，離魯山現在的家有
200 英裏，三個月後，魯山對工廠的環境和業
務已經熟悉，幹脆就把家搬到工廠附近，反
正紫衣也沒了工作，不如在 T 城從新開始。
紫衣的簡曆發出去三天，一家舞蹈工作
室面試了她。面試的時候，紫衣覺得很奇怪
，地點不在辦公室，而把她約到了星巴克咖
啡店。工作室老闆珍妮款款走進來，她妝容
精緻，棕紅色發髻盤在頭頂，給人賞心悅目
的清爽幹淨。珍妮告訴紫衣，她先前有個舞
蹈室，但是招不齊學生，幹脆關了。她有強
大的公關能力，手上握了許多學校的合同。
如今本州的經濟被石油搞得半殘，好多學校
都不聘用全職老師，不管是私立學校還是公
立學校。很明顯嘛，養正式員工的成本太高
，各種醫療保險，五花八門的福利和休假，
不如承包給外面的舞蹈工作室，價格一次付
清。工作室接過來必須一杆子插到底，學校
便輕松了，沒有操心的煩惱。
珍妮看了紫衣的簡曆，她既可以教美國
的傳統舞蹈：芭蕾、爵士、踢踏，還可以教
中國的民族舞，英文也過得去，於是派她去
三個學校，一個公立，兩個私立。城東和城
西是公立，私立學校在城北，而紫衣的家住
在城南，對於她而言，就是滿城飛奔。
私立學校和公立學校，差別一下就出來
了，紫衣看見私立學校的建築富麗堂皇，室
外古樹參天，鮮花明豔，碧草如氈漫延到了
湖裏，水中還有遊弋的天鵝。車道延著湖邊
而建，一路可以看見足球場、溜冰場，橄欖
球場。公立學校就是棟簡樸的紅磚大樓，前
面有塊大草坪，疏鬆地立著兩棵楓樹。
紫衣對魯山說：“私立的校園確實養眼
得多，但是學費太貴了，一年就要兩萬美元
。”魯山說：“這麽貴，以後我們有孩子還
是讀公立，只要自己努力，讀那貴族學校沒
什麽意思。“ 紫衣說：”差別還是有，我在
私立學校上課，給我配了個助教，助教用來
維持課堂紀律，保證每個學生都能專心聽課
。公立學校沒有助教，學生亂哄哄的，我一
個人常常控制不了局面，一半的時間不是在
上課，而是在跟學生鬥法，累得要命。我去
找學校要助教，學校說這是外包項目，我們
不管。我去找珍妮，珍妮想節約費用，才不
想聘助教，她說能教多少就教多少吧，學生
若是太過份，把報告寫下來，我直接給家長
聯系。”
紫衣不喜歡動不動就找家長，她覺得如
果一個老師有能力，是可以轉變課堂的現狀
。但後來出現的局面讓她束手無策。那天她
教中國扇子舞，背朝學生做一個示範動作，
兩個女孩趁老師沒看見，用扇子當武器去攻
擊另一個女孩，挨打的女孩當場痛哭，哭聲
，叫聲，辯解聲，沸騰喧囂一片，教室亂成
一鍋粥，而紫衣感覺自己就是掉入熱粥裏的
一隻青蛙，遲早要被煮熟。

被打女孩的母親當晚就給珍妮打了電話
，責問這種校園欺淩行為（school bully ）。
恃強淩弱，以大欺小，是美國公立校園非常
嚴重的問題。紫衣向珍妮彙報，私立學校的
孩子大多尊敬老師，態度認真，課堂氛圍融
洽，每堂課都有助教在旁，老師可以全身心
地投入。公立學校的孩子良莠不齊，沒有助
教幫忙，老師的精力和時間不是用來教學而
跟學生戰鬥。珍妮後來說：“要不這樣，你
去找個助教吧，一節課 10 塊美元。”
這個價格誰願意來當助教？還不如去餐
館打工，紫衣只能湊合著應付。很快，她發
現那個挨打的小孩再也沒有出現，她跟小孩
的母親掛電話，保證不再出現上次的局面。
小孩的母親在電話裏歎氣道：“不是因為你
的舞蹈課，我女兒根本不想上學，她想回到
原來的學校，但是再也回不去了！”
故事從頭說起，女孩本來有個幸福的家
，從幼兒園開始，就在私立學校接受教育，
但是成人世界的狂風暴雨改變了她命運的拐
點，她父親曾是個富有的醫生，但是兩年前
手術失敗，遭遇了訴訟，面臨巨大賠償，走
投無路時，被逼自盡，家道一落千丈，單身
母親無法支付女兒昂貴的學費。
聽完女孩的故事，悲憂在紫衣的心底彌
漫。紫衣想起小時候母親曾對她說：”如果
我和你爸爸因為突發事故離開了你，你該怎
麽辦？”幼小的她第一次感到孤獨無助，如
果沒有爸爸媽媽，她能去投靠爺爺奶奶，姑
姑或舅舅嗎？她堅決搖頭。母親告訴她，生
活中的變故無處不在，無論出現了什麽境況
，都要學會堅強，學會接受，在風雨飄搖的
時候，如果能夠寄人籬下也要感恩，如果像
林黛玉那樣多愁善感，清高自許，老天不會
給你幸福。
講道理總是容易，但火苗子落到自己腳
上又有幾個人能淡定從容？紫衣很快又遇到
另一個版本。那日在私立學校教芭蕾舞，紫
衣看見一個女孩鬱鬱不歡，坐在角落一言不
發，她長得那麽美，但是藍眼睛裏的憂愁，
像天邊的黑霧濃得化不開。紫衣第一感覺，
是不是小女孩的家道變了？父親丟了工作，
要不就是父母離婚了？後來跟家長進行電郵
聯系，小女孩家好著呢，爸爸開的水泥公司
蒸蒸日上，跟石油公司簽了好幾個單子。小
女孩最初是在公立學校讀書，但是父母有了
新計劃，在這學期把三個孩子全部轉到私立
。據說這家私立學校的高中部頗有名望，大
學升學率 100%，其中 25%的畢業生能進常春
藤，這正是父母想看到的未來。但是小女孩
苦了，她在公立學校門門功課都是 A，是老師
的寵兒，同學的榜樣，到了私立學校節奏變
了，功課重了，連著吃了好幾個 C，又沒有好
朋友，自信心受到嚴重打擊，連她最喜歡的
舞蹈課也沒了興趣。
魯山對紫衣說：“從私立到公立還不容
易嗎？父母給她轉過去吧，甯當雞頭，不當
龍屁股，小孩子的自信心最重要。” 紫衣說
：“哪有那麽容易的事，她爸爸的工廠因為
業務搬了，原來的學校離家至少三個小時。

在矽穀的深秋裡
隨著在秋風秋雨裡漫天飄零的黃葉，在矽穀裡參加了幾個歲尾歡慶的活動。見到一些親友之
外，也見證到社區和台灣母校的進展，並準備了自己的身心來迎接快要來到的新年。
週五傍晚，同去年深秋的那次一樣，擠在下班的車流裡，趕到桑尼威爾（Sunnyvale）社區
中心的大禮堂，參加韓美記者協會（KAJA）的年度頒獎晚宴。除了享受到一次豐盛的韓國餐點
，見到韓裔的老朋友，也是會長的徐仁源（Irene Suh）之外，還見到那天受獎人中的華裔加州眾
議員朱感生夫婦（圖一）以及去年曾獲得表揚的華裔退休法官郭麗蓮(Lillian Sing)等。由他們的
談話中，瞭解到他們如何協助韓裔社區爭取民權和在舊金山為二戰裡受日本迫害的慰安婦建立紀
念碑等。郭麗蓮在臺上特別指出，因為日本不承認二戰時期的歷史，所以不能像德國那樣得到國
際社會的諒解。所以修建紀念碑不是要挑起民眾仇日的情節而是要提醒我們正視歷史。如今在南
加州的一個小鎮格蘭岱已經建立了一個紀念碑，希望早日在舊金山也能早日克服困難，包括日本
的反對等，建成第二個紀念碑。
次日，冒著風雨，同穿著十七世紀英國裝扮的女兒一家人，駕車到矽穀北端德利市的牛宮展
覽館（Cow Palace）內，與很多穿著維多利亞女皇時代裝飾的人們一起歡慶要來的聖誕。在這第
三十四屆的狄更生聖誕嘉年華會（ Dickens Christmas Fair)中，不但他們服務和表演人都穿著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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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孟悟
再說了，公立學校不是你想上就能上的，必
須居住在指定的學區範圍。生活中的各種變
故我們都得面對，不管是成人還是小孩。”
魯山沈沈地歎了一口氣：“人生來就是受苦
的。”
那些日子，紫衣發現魯山情緒低落。魯
山在工廠並沒得到哥們王燦的徹底信任，重
要任務沒派給他，做的不過都是些打雜的苯
活。魯山坦誠告訴紫衣，當年讀大學的時候
，他和王燦同時喜歡上了一個女孩，女孩選
擇了魯山，因為魯山能說會道，知道怎樣討
她的歡心。王燦似乎也不介意，照常跟魯山
喝酒打球。那段感情在畢業前就灰飛煙滅了
，因為女孩找到個有錢的土豪，一出手就給
她買了部好車，神氣著呢。魯山鬱悶了好久
，哥們請他出門喝酒解悶，還好言勸他：”
兄弟是手足，永遠骨肉相連，女人不過是一
件衣服。“ 魯山記得，王燦當時可有精神了
，眼睛裏的笑意藏也藏不住。
紫衣安慰魯山：” 他當時幸災樂禍，現
在也算拉平了。他的妻子那麽漂亮賢惠，過
去的往事早就如煙散了。“魯山說：”王燦
的好勝心強，嫉妒心也很強，他畢竟沒有追
到那女孩，算是敗給了我，心頭肯定想報複
，現在我是送上了門。“ 紫衣說：”還能怎
樣？你如今給他打工，他可以幫你辦綠卡，
看在大局上，能忍就忍吧，生活中的各種變
故都要面對。“
兩人一邊吃飯一邊聊天，門鈴突然響了
，紫衣應聲開門，看見鄰居奇普大叔一張激
動的臉，他想請二人在抗議書上簽字。抗議
什麽？隨著頁岩油的開采，排放的大量化學
毒物，不僅汙染了水資源， 還破壞了地質結
構，引發系列地震。石油公司貪得無厭，因
為有錢賄賂政府，什麽樣的壞事都幹得出來
。
魯山聲音嘹亮告訴奇普大叔：”簽字沒
有問題。“ 奇普大叔又邀請二人週末去政府
門口示威遊行。魯山和紫衣謝絕了，他們的
理由是沒有拿到綠卡，不敢有美國公民的勇
敢行為。兩個人都懂，如果真的關閉了頁岩
油，他們的飯碗就沒了。
紫衣對魯山說：”有一點我不懂，美國
開發頁岩油是不錯，但是行動過於急躁，讓
人想起電影裏的大躍進。頁岩油導致的環境
問題太多，海底挖挖就可以了，別造成海洋
和陸地的雙重汙染。“ 魯山說：”你知道美
國為什麽急？就是要擺脫中東的依賴，把中
東踢掉了，可以一門心思回到亞太地區。因
為石油獨立，順帶也能修理俄羅斯，至於環
境汙染，什麽地震火山，什麽洪水滔天，那
都是小事一樁啦。“
正聊著，紫衣突然覺得一陣天搖地晃，
她第一個反應就是地震了，拉著魯山的手朝
桌子底下鑽，耳旁劈裏啪啦一陣亂響，那是
花瓶落地的聲音，蓮花景泰藍小花瓶，王燦
妻子送給他們的吉祥如意。紫衣歎道：”我
們的世界真的很混亂。“魯山說：”再亂也
要面對，你說過的，各種變故都要面對。“

文/蔡老師

十七世紀的服飾，來觀賞的觀眾也大都如此穿戴著。在各種裝飾的舞臺上，可以看到不同的音樂
和戲劇表演（圖二）。在不同的餐廳裡可以吃到那個時代的食品。在街頭巷尾的小店裡，也可以
買到各種英式的擺設和禮品等。加上各種不同的舞會（圖三）和擁擠的人群，讓我們體會到一些
當年倫敦街頭上聖誕的風味。好些年前，我們曾經帶孩子們來玩過，如今輪到他們帶我們來逛年
會了。
當天晚上，換了衣服，擠過因雨而形成的大塞車後，開車到位於南灣的華僑文化中心，參加
了成功大學校友會年終的“鳳凰花之夜”。不但見到相知正好六十年的大學同窗邢福钜兄和夫人
，還有幸見到那位特地不遠千里，由台灣來參加，年輕的蘇慧貞校長（圖四）。除了聽到她對母
校進步的精彩報告，也第一次欣賞到我們校長在臺上同我們北加校友會林會長合唱的歌聲（圖五
）。深信在她精心的領導下，成功大學會更上一層樓，不但是台灣，也會成為世界一流的學府之
一。
在這些年尾的活動中，看到很多年輕的朋友們，例如韓裔社區新聞界的徐仁源和成大校友王
維等對社區服務的熱誠。令人在欽佩之餘，感到在這年關交替的當兒，除了珍惜餘生所賜給我的
健康和平安，也要繼續保有這份跟他們學習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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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2017 Will Be The Year Of Cyber Warfare

Donald Trump's Shock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riumph
– Defining Moment Of 2016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e rollercoaster year
2016 is finally coming to
a close, ending with the
victory of Donald Trump
in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hich is also
expected to set the tone
for the next year.
The election of the
Republican businessman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urned-president-elect,
J. Trump
which will see him going
from reality television and beauty pageants and into
the White House, was undoubtedly the most shocking
and defining moment of 2016. But there were many
moments of 2016 we will not soon forget. We cover
many of them in this article.
International News
And amid the wave of populism riding the west, out of
five world leaders – David Cameron, Barack Obama,
Francois Hollande, Matteo Renzi and Angela Merkel all but one are going or are on their way out.

And in sports,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the year was
Michael Phelps's
surprise
return
to the Olympic
Games.
The
swimmer
swept Rio, adding
to his collection of
now 28 Olympic
medals.
There was some
sad news as well.
Several major stars
- Prince, David
Bowie,
Gene
Wilder, Mohammad Ali, Alan Rickman, Fidel Castro
and Alan Thicke – also passed away this year.

Michael Phelps

World Leaders 2016

The year also witnessed another noteworthy
phenomenon - the rise of “fake news,” especially with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media.
Websites that deliberately publish false information
slipped through the cracks to become viral on social
media sites.
Twitter,
meanwhile,
released its most
trending topics
and widely shared
tweets for the
year.
Election2016 was
expectedly the
leading discussion
of the year and the subject of most of the widely
shared political tweets of the year.
Facebook, too, revealed the top 10 moments of 2016.
Yet again, the
U.S.
election
claimed
the
number one spot
on the global list,
with
Pokémon
Go, Black Lives
Matter,
and
David Bowie also
among this year's most talked about topics.
Meanwhile, the rage this year was Pokémon Go, which
was like a storm that swept the world in a matter of
weeks.
Not only that, but its creator Niantic was one of the
first to successfully incorporate augmented reality into
an app.
But, there was some trouble too.

America’s military
force.
Meanwhile,
his
predictions
for
2017 show that
major change is
expected.
The philosopher
has forecast the fall
of a superpower,
which many of the
prophet’s followers
believe 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stradamus’ 2017
predictions point to
political corruption, civil unrest, and inequality,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e and financial elites, and the failure
of the social system as caus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downfall.
Donald Trump's election may just see this happening.

Mohammad Ali

2016
movie
moments
2016 also
witnessed
some seriously
shocking movie
moments.
The most
noteworthy are
in the movie
The Year 2016 Saw The Passing Of
Midnight Special,
Fidel Castro
which talks about
a world upon a world, Neighbors 2: Sorority Rising
– and actor Zac Efron's dance in his underwear,
Deadpool – and Ajax's execution, and the car crash in
the Demolition.
Others include 10 Cloverfield Lane – and the discovery
that the invasion is real, High-rise – in which Lang
eats the dog, Green Room – and the first (attempted)
escape, A Bigger Splash – in which Paul kills Harry,
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 – Ant-man becomes huge,
and The Witch – in which Black Phillip reveals his true
colors.
Shocking celebrity
moments
Some major celebrity
scandals and incidents
made headlines in 2016.
Among the top was
reality
star
Kim
Kardashian being robbed
in Paris after she was
reportedly tied and
locked in the bathroom
of her hotel.
Other moments included
rap artist Kanye West
being hospitalized against his will over strange rants
against other artists.
His doctor claimed he had temporary psychosis from
sleep and water deprivation.
And then there was a scandal at the Olympics when
swimmer Ryan Lochte was caught lying about being
held at gunpoint in Rio.
Music in 2016
Singers actively endorsed their respectiv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and Hillary Clinton in particular, in the
run-up to the elections.
From Bruce Springsteen to Katy Perry to Jay Z, all

He also said 2017 would see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world power, making bold move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economic imbalances in the world.
And importantly, he forecast massive, worldwide
conflict over a major topic — global warming.
He predicted tensions among nations might escalate,
ultimately causing a war, or a “Hot War.”
According to Nostradamus, particularly terrifying
about the upcoming conflict was the fact that biological
warfare and terrorism might finally be utilized by some
forces.
There were some positive predictions as well.
He predicted 2017 would see several nations embrace
clean energy, solar power in particular.
He had also stated the year would most likely see the
debut of commercial space travel.
Numerous firms, such as Virgin Galactic and Elon
Musk’s SpaceX, have already invested great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space flights.
He also said Russia and Ukraine would sign a peace
agreement, which will be opposed by the U.S. but

For Samsung, after its Galaxy Note 7 phones began
overheating and exploding across the globe, the Korean
electronics giant was forced to recall the product and
offer replacements or refunds.

In other highlights, rather surprisingly, singer Bob
Dylan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for 2016 “for
having created new poetic expressions within the great
American song tradition.”

Bob Dylan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for 2016

rooted for Hillary Clinton in 2016.
Several mocked Trump onstage. And on Election Day,
pop stars like Rihanna, Miley Cyrus and Madonna
vocally backed Clinton, with perhaps Ted Nugent and
Azealia Banks the only artists celebrating Trump's win.
Also, at the start of the year, the black killings led to
songs on Black Lives Matter.
The deaths also drew fire from Miguel, Vic Mensa and
T.I. And white actors too displayed their solidarity.
Meanwhile, the rousing radicalism in Beyonce's
album Lemonade was impossible to ignore, which she
subsequently "dropped."
Nostradamus predictions for 2017
16th-century French philosopher Michel de
Nostredame appears to have predicted Trump’s victory
in this year’s U.S. election.
“The great shameless, audacious bawler. He will be
elected governor of the army: The boldness of his
contention. The bridge broken, the city faint from
fear,” is what the philosopher said.
Many believe the “shameless, audacious bawler” refers
to Trump while the “governor of the army” refer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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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raced by the EU.
Further, he hinted at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turmoil
Italy will face.
Other top predictions

2017 is expected to be the year of cyber warfare,
especially since we end 2016 with allegations of
Russian involvement in the U.S. election outcome.
According to experts, a crippling cyber attack o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n a major economy will occur—
an attack which will be dominant in the headlines.
Some of the other top tech predictions in a nutshell are
- smart devices will actually become smart, spending
on software will go up, spending on hardware goes
down, people will spend less time in the real world and
more time in virtual ones, unstructured data will start
to give up its secrets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will
start to show its usefulness.
In addition, more organizations will discover their
Digital Twin and we will get used to the idea of being
in two places at the same time.
Meanwhile, noted magazine The Economist has its
own dire predictions for the coming year.

Its "The Year in 2017" edition predicts death and
turmoil in a dark occult context, using tarot cards and
cryptic symbolism.
In particular, considering that the cards of the Major
Arcana are also referred to as “trumps”, it was a great
way to put across that the next year will be greatly
influenced by Donald Trump’s election. (http://www.
chinanational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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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學者揭開中國霧霾形成之謎
能化共軌方法可以治癒和管理霧霾問題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最近惡劣的天氣使人們嚴重關注公共
衛生，交通安全和航班延誤。嚴重霧霾導致導致中國北方地區交通
混亂，汽車碰撞事故和航空公司機場航班大面積延誤。天氣條件惡
劣的主要原因是由霧霾發展起來的。霧霾已經打擾了世界上許多地
區，特別是在煤炭發電廠區，包括大多數亞洲地區，特別是在中國
和中部台灣。霧霾已經引起許多不利健康的症狀，包括無辜人遭受
肺癌的攻擊。 許多政府和科研機構花了很多時間來確定問題形成的
原因; 現在人們非常幸運和高興地知道中國和德國的研究團隊為我們
帶來了關於霧形成因素的新見解; 這些新的背景信息可能有助於我們
了解如何更智能，更經濟和更快減少或消除霧霾。
根據北京科技日 12 月 22 日報報導的新聞已有研究表明，硫酸鹽
是重污染形成的主要驅動因素，因此，其來源研究是解釋霧霾形成
的關鍵科學問題。中德兩國研究人員 21 日在新一期美國《科學進展
》雜誌上報告說，他們運用外場觀測、模型模擬及理論計算等手段
發現，在北京及華北地區霧霾期間，硫酸鹽主要是由二氧化硫和二
氧化氮溶於空氣中的 “顆粒物結合水” ，在中國北方地區特有的偏
中性環境下迅速反應生成。
為什麼北京及華北地區霧霾中有高濃度的硫酸鹽？中德兩國研
究人員在 21 日出版的《科學進展》雜志上載文已經回答了這些複雜
的問題謎團。大氣細顆粒物吸附的水分中二氧化氮（NO2）與二氧
化硫（SO2）的化學反應是當前霧霾中硫酸鹽的主要生成路徑。這
一發現表明，優先減少氮氧化物的排放對空氣污染治理意義重大。
研究表明，硫酸鹽是霧霾形成的重要因素。重污染期間，硫酸
鹽在大氣細顆粒物 PM2.5 中的質量佔比可達 20%，是佔比最高的單
體。隨著 PM2.5 污染程度上升，硫酸鹽是 PM2.5 中相對比重上升最
快的成分。2013 年冬季，北京強霾期間硫酸鹽濃度刷新紀錄，高於
世界衛生組織指南所定數值的 16 倍。為了追蹤所有這些污染物的神

秘來源，清華大學賀克斌院士和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化學研究所的
程雅芳教授等人於 2013 年 1 月在清華大學樓頂上對氣溶膠（懸浮在
大氣中的固態和液態顆粒物的總稱）進行了檢測，並對整個周邊地
區的數據進行了分析。
他們發現，空氣中細小的水顆粒起著孵化器的作用，因為它能
截留二氧化硫分子，並能與二氧化氮相互作用而形成硫酸鹽。2013
年的霧霾期間，該化學反應速度因為不流動的污濁天氣而進一步加
快，它截留了接近地表的二氧化氮，導致二氧化氮濃度比晴朗天氣
時要高出 3 倍之多。他們發現，這一過程會“自行放大”，因為氣
溶膠質量濃度增加會導致氣溶膠水含量增高，從而加快硫酸鹽的累
積並造成更嚴重的霧霾污染。賀克斌說，這種復合型污染的特殊性
更加表明了多污染物協同減排的重要性，尤其是現階段應優先加大
氮氧化物減排力度。這些發現表明，減少二氧化氮和一氧化氮（它
會在空氣中通過化學反應變成二氧化氮）等氮氧化物的排放比先前
模型所預期的更能降低硫酸鹽污染的程度。
衆所周知，燃煤是造成霾污染的主要源頭之一，也是硫化物、
氮氧化物、汞，乃至被忽略的多環芳烴最主要的生成途徑。而中國
的煤炭消費主要為商品煤，按照 2015 年數據，消費量為 36.98 億噸，
這就意味着多環芳烴每年的釋放量高達約 5.55 億噸，進入了人類生
活的環境——水體、土壤、空氣。專家認為，既然無法改變以煤炭
為主的能源供給方式，就必須探究如何更加清潔地利用它，這才是
從源頭上治霾的重要方式之一。
賀克斌說: 該研究表明我國複合型污染的特殊性， 高二氧化硫
主要來自燃煤電廠，高二氧化氮主要來自電廠和機動車等，而起到
中和作用的鹼性物質氨、礦物粉塵等則來自農業、工業污染、揚塵
等其他來源。這些不同的污染源在我國同時以高強度排放，導致硫
酸鹽以特有的化學生成路徑迅速生成，這也是重度霧霾期間顆粒物

濃度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國專家建議使用“能化共軌” 方法來治癒和管理霧霾問題，
根治煤污染大約需 20 年。 專家方德巍建議以‘能化共軌’技術為龍
頭的‘甲醇經濟’戰略創新路線，最終實現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
。 “能化共軌” 既創新性地將煤炭資源利用與化工過程相結合，
又集聚了熱、電、化等多元能量的綜合高效梯級利用，並創造性實
現了物質轉化與相關產業的循環、耦合，最終可將煤炭的資源利用
率分別從發電的 33%到 41%與化工的 53%，提高到大於 80%的綜合利
用率水平。換句話講，就是從傳統燃煤發電的 “煙囪” 中撿回碳、
氫及相關產物。 中國工信部、財政部 2015 年已聯合下發檔案，鼓勵
在煤化工行業按照“能化共軌”理念，推進煤炭由單一原料向原料
、燃料並重轉變，加大煤炭資源加工轉化深度，大力發展清潔能源
、新材料等新型煤化工。
基於梅路村博士對清潔煤的研究經驗，梅博士表示使用和等待
20 年實現清潔煤是長期的工作; 如果人們可以嘗試以盡最大努力去除
煤基發電廠和許多其他產生灰塵或灰塵的來源的大部分灰塵顆粒物
，使霧霾的形成沒有顆粒可以粘附或結合，這將有利於在不久的將
來減少和清潔或清除霧霾的形成及其造成的損害。封閉在密閉室系
統中的陶瓷過濾器可以安裝在煤基發電廠煙囪和許多其他灰塵產生
廠的出口附近，如水泥和鋼鐵廠。陶瓷過濾器可耐高溫，耐腐蝕，
耐高壓，經濟實惠; 並且高效的陶瓷過濾系統可以有效地清潔各種灰
塵顆粒。 無塵煙道氣流也可以用作藻類的營養進料源以有效地吸收
二氧化氮（NO2）與二氧化碳（CO2），為減少霧霾做出貢獻。此
外，如果為人類化妝品和高利潤率蔬菜和動物飼料應用養殖適當的
藻類，藻類養殖可以產生許多工作機會並且具有高發展的經濟性。
根據歐美市場研究機構，藻類飼料和生物製品每年可產生約 1 萬億
美元的價值。

超群房屋檢驗公司負責人白釗明先生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17年1月份通告
今起在本報撰寫購屋及房屋檢驗專欄

I. 2017 年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每月的第二週 週每週两次、每次兩小時。將以報名人數多者先 11:30 由朱美坤，Rosemary Goh 和
。即 1 月 14 日、2 月 11 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 開班。上課日期將另行通知。每班人數有限。有 Margaret Tang 三位老師分別教導
。須要換証的新舊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8 室辦理。 興趣的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2 室向徐先生查詢或電 。
注意凡持有 2016 年及之前的會員證將不能参加本 (713)784-9049。
G. 土風舞運動: 週三下午二點至
( 本報記者秦鴻鈞） 食，衣，住，行是與每 B.久了問題必然會逐漸顯現.
斷層線的詳細分佈位置
場行情, 大部份房屋的屋頂更換成本大約在美元
會所舉辦的任何活動，也將停寄活動通告。
書法和國畫班：由書法家王俐娜老師精心教
四點由徐驊老師教導。徐驊老師
個人生活習習相關的大事，尤其住家的問題，更
在政府的工程部門都有, 從網路上也可以查到, 如
$10,000 到$15,000 之間, 是一筆值得重視的金額.
II. 本會的宗旨以促進會員的福利和提高耆老們 學指導學員如何寫出一手好字的秘訣。國畫老師
曾經在台灣救國團担任康樂組帶
牽扯到地基，屋頂，結構，水電，空調，白蟻等
能在購屋前花點時間查閱資料就可以輕易避開買
至於屋頂的年齡, 可在看房子時自行從地面觀察及
的生活情趣為原則。本會所設立的活動繁多、除 呂子敬國畫大師是專科出身、有數十年的國畫繪
動土風舞運動。
了週一至週五的營養午餐和英文班以外還有書法
III. 向賣方詢問,
2017 年 1 月 如果仍然得不到放心的答案,
17 日 星 期 二 、
諸多問題。有
25 年房屋檢驗經驗，檢查過萬餘棟 畫經驗、在呂老師的指導之下讓學員國畫進步神
到爛攤子的可能性.
便應在
、國畫、編織、電腦、iPad、iPhone、多種不同的
一 日旅遊將於
12 月 28 日星期三
房屋的
「超群房屋檢驗公司」 負責人白釗明自今 速。對藝術有興趣的會員可到教室報名上課。
2.暸解屋頂的年齡
房檢時向檢驗人員諮詢.
舞蹈班、卡拉 OK、春風粵曲社、百齡合唱團、陳
開始報名收費。本會所舉辦的旅
起，將他寶貴的驗屋經驗，發抒為文，以饗本報
許多購屋者對於屋頂是否有漏水非常重視, 即
3.暸解冷暖氣, 熱水器, 及主要家電之年齡
式太極班和中医義診等。還有每三個月舉辦一次
C.
陳式太極班
:
由二十多年教學經驗的張可良老
遊、只限會員參加。 報名請 於指
讀者：
使對最輕微的屋頂滲水都感到無法接受, 實際上多
冷氣, 暖氣, 熱水器, 烤箱, 燒飯爐, 洗碗機, 微
的會員慶生會、每兩個月寄出的會員通告和每月 師指導。每週六下午一點到三點有興趣的會員可 定報名日期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
• 上午 7:30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7:45 準時
購屋前應查明之屋況
數屋頂在暴雨時或在下雨時刮風都可能有少量雨 波爐…等各式家電用品的平均預期使用年限都在
一次的一日旅遊。以上每一項活動都是由我們經 到僑教中心 205 室向班長繳費報名上課。
、憑有效會員証到僑教中心 102 室向徐先生報名繳 出發。下午 7:00 回到僑教中心。
在德州購買住宅房屋, 除了眾所周知的地基問 水從排氣管, 進氣管, 或屋頂與外牆接合處滲入, 而 10 年到 15 年之間. 這些家電用品在使用超過 10 年
驗豐富的理事和會員義務担任教學。請到本會網
費。或在指定報名日期之後、如果還有名額、可 • 行程包括中午中式自助餐。下午參觀 SAS 該
題以及白蟻問題以外,
最好能查明下列資訊以利於
因而只要沒有
後故障率便迅速升高,
而修理費用由於人工及零件
址 www.csahouston.wordpress.com
參閱每週活動的 D.絕大部份的漏水修理費用並不太高,
舞 蹈 : 週六中午十二點至二點由經驗豐富在
電(713)784-9049
預約報名繳費。費用含早點、午
鞋廠鞋子的制造過程。並參觀收集了世界各地文
對未來之大筆開支的預估:
因長期漏水而造成嚴重的室內建材損壞(例如地毯
的成本昂貴,
時常高到不值得去修,
例如更換價值
時間表或下載慶生會和旅遊的照片。
本會己經任教三十年的蔡玉枝老師指導。
餐、司機 午餐、小費 、瓶裝水、意外保險、和門
物高達 25,000 件之多. 是美國南部規模最大的 San
1.查明房屋是否座落於斷層線上(Fault
Line)
, 天花板, 或牆壁發霉, 或地板變形, 變色等), 屋頂
六百元的洗碗機內一組生鏽了的碗籃就可能花費
A. iPad、iPhone 和電腦班 ：iPad、iPhone
和電腦
票。凡己報名、而改變主意不能參加者須繳交
l0 Antonio 藝術博物館。
由於德州沒有地震, 許多購屋者都不知道德州
三百元, 更換一個價值一千元的烤箱內故障了的電
班備有不同學習的課程包括：1）iPad
和 iPhone 初 E.的偶發性小漏不應對購屋決定發生決定性的影響.
香香個人創作舞 ：週四下午一點至三點,僑教 元註銷費、前一週改變主意或當天缺席恕不退費
IV. 12/1/2016 一日遊, 參觀來帝王品味：自台灣
學
入
門
班,
2）
iPad
和
iPhone
第
II
班,
3）
iPad
和
中心
109
室由經驗豐富王清香老師指導。王老師並
。請隨身帶備
ID、健康保險卡、穿舒適便鞋、或
有 斷 層 線 的 存 在, 但 實 際 上 在 華 人 相 當 密 集 的 相對的, 對於屋頂覆蓋材料的年齡我們卻應該給予 路板可能花費五百元,
通常上了年紀的家電用品一
國立故宮
iPhone
第 IIICounty
班, 4）智能手機專用班。學習
Line 或 經常回台灣進取現代流行舞蹈。
運動鞋、陽傘或帽子、別忘了帶相機。
Fort
Bend
及 Harris County 都有多條斷層
更大程度的重視, 因為大部分屋頂使用的瀝青瓦片
旦出了問題, 便多半需要換新. 如果一棟房屋的年
WeChat
的設置和使用,以及電腦初級班。以上班級
25 年到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
線.
房屋如果位在斷層線上,
地殼的移動雖然輕微, (Composition Shingle) 在德州的氣候條件下一般只 **收費
齡在 12
15 年左右而多樣家電從來沒有更換,
將自
1/11
始每週三和週五開班。每班級一期共五
F.
英文班:
本會英文班週一至週五，上午
9:30
至
下：
但地基出問題也是遲早的事, 就算修理過了, 也仍 有約 15 年的使用年限 (瀝青瓦片的品質及屋頂斜 那麼在不久的未來, 很可能會陸續發生總額近萬元

然會再度損壞, 因為沒有任何一種修理方式可以阻
止地殼移動對房屋的影響. 有些在老社區地基有問
題的舊屋被建商收購後拆除重建新屋, 如果正好在
斷層線上, 在剛建成時雖看不出任何異狀, 但日子

休城工商

度會產生大約加減 5 年的影響), 一旦使用年限到了
, 由於頻繁漏水的可能性大幅增加, 以及社區管理
委員會可能基於外觀的理由出面干涉, 無論是否漏
水, 隨時都可能需要花費大筆更換費用, 依目前市

甚至更高的修理及更換費用. 這種潛在的成本賣方
沒有義務告知, 買方應在經紀人及房檢人員的協助
下儘量取得資料, 以減少事後頻頻發生意料之外的
開銷時的懊惱.

圖為本報驗屋專欄作者，著名房屋檢驗
專家白釗明先生。（ 記者秦鴻鈞攝）

王成醫生主持 「微笑牙科」 開風氣之先
讓病人告別牙科恐懼體驗無痛治療

王成牙醫博士早年就讀於中國醫科大學口
腔系，獲口腔醫學學士及碩士學位，並在中國
大陸行醫 9 年，2005 年移居美國，深造於波士
頓大學牙醫學院，獲牙醫學博士學位 (D.M.D.)

，並被吸納為 OKU 會員，成為最具潛力的牙
醫學院畢業生之一。
2011 年定居休斯頓，在大型牙科連鎖企業
JeffersonDental Clinics 任門診主任。2013 年被評
為 JDC 休斯頓年度最佳醫生。
2014 年王成醫生於中國城創建特
色鮮明，高水準的牙科診所 -微笑牙科，為廣大華裔患者服務
。王成醫生第一個在中國城引進
笑氣鎮靜，使廣大患者體驗到全
新的無痛牙科治療新模式。王成
醫生不但技術精湛，而且善於溝
通，他通過先進的數碼演示為患
者詳細介紹病情，量身定製治療
計劃，讓患者對病情，治療及愈
後有了清晰的瞭解。王醫生嚴格
遵照美國的行醫規範，用愛與尊
重同廣大患者建立值得信賴的醫

患關係。王成醫生及其領導的微笑牙科團隊以
其人性，專業，規範的牙科服務，成為休市頓
華裔醫療界的一道新風景。
王成醫生在建立微笑牙科的最初就考慮到
牙科恐懼的問題，他希望通過並用行為治療與
藥物治療的技術把牙科恐懼或焦慮降到最低。
他首先對診室環境進行了大的改造，一改以往
醫院門診的模式，力爭為您營造一種熟悉的，
家的感覺。我們的候診室像家裡的本報記者 秦
鴻鈞 報導客廳一樣，診室像家庭影院一樣，醫
護人員像您的朋友一樣。在診療過程前王醫生
會應用多媒體手段和他的耐心指導教您一些放
鬆技巧，採取系統減敏感法（systematic desensitization）改變你對現代牙科的認知，減輕牙科
恐懼。在治療中我們有自己超級武器一氧化二
氮（又稱為“笑氣”），這是非常有效的用來
減輕焦慮的方法之一，經由鼻罩吸入後，會產
生放鬆感受同時還保持清醒，可以同醫生溝通

上海紅木傢俱公司推出
年節假期，大餐桌，大團圓
（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年節假
期， 闔 家 歡 聚，
品 佳 餚， 大 團
圓。上海紅木傢
俱公司，為您提
供精美紅木大餐
桌， 高 貴 典 雅，
讓大家圍桌歡
聚，更具濃厚節日氣氛。餐桌有各種不同尺寸，並配有桌上轉盤，迎合大
家的不同需要。還有玻璃面圓桌，木面圓桌之分，漆色也有深，淺兩種選
擇。如果您家中今年擺上全新的紅木大圓桌，親朋相聚，更顯年節假期的
團圓氣氛。
除了大餐桌，上海紅木傢俱公司還有各式傢俱圓餐台，既有中式鑲貝
殼，也有西式雕花，可配合您的品味，供您選擇。
此外，為喜歡茶道的朋友，該公司還新進了一批精美的紫檀木茶枱，
茶椅，有方形，扇形兩種，為客人增加節日品茶的樂趣。另還有紫檀木的
客廳沙發組（ 十件套 ），高端大氣，古色古香。
除以上餐廳，客廳的紅木傢俱外，該公司二萬五千呎的寬敞展示大堂，
陳列有各式睡房傢俱，辦公室傢俱，可整套 買，也可分件買，皆美觀舒適，
質量上乘。
上海紅木傢俱公司，是德州最大，品種最全的紅木傢俱公司，具有 34
年歷史，以良好的信用，優良的品質，享譽休士頓社區。該公司的地址：
3020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975-8605
公司地址：www.rosewoodfuniture.us

。當治療結束後，100% 氧氣會讓您
快速恢復，不會影響開車和工作。
在微笑牙科，我們盡量避免使用
令 人 生 畏 的 注 射 器 ， 先 進 的 The
Wand 牙科電腦麻醉機成為我們的秘
密武器，它看起來像只筆，在電腦的
控制下可以嚴格控制麻藥的速度和壓
力，真正做到無痛麻醉。更先進的是
應用電腦麻醉機可以實現單個牙齒的麻醉
（STA），這樣就避免了大範圍麻醉後影響說
話，咬傷舌頭或嘴唇等問題。我們更為重視治
療後的護理，您會被告知術後會有哪些注意，
哪些正常，哪些異常，如何處理。
治療第二天，您會接到電話，詢問您的術
後反應並給您更多的專業知識。另外，微笑牙
科還有自己的微信（wesmiledental）, 強烈推薦
加入我們的微信朋友圈，那裡不但有豐富的牙
科知識，還有打折信息喲。
王成醫生在行醫之餘，還積極支持華裔社
區活動，作為東北同鄉會理事，多次籌劃，參
與大型活動，為華裔社區做貢獻。
歡 迎 蒞 臨 851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
火鍋之間）的 「微笑牙科」。週二至週六上午
十時至下午六時看診。電
話︰ 832-831-4956 微信：wesmiledental

千賓汽車修配廠

現正舉辦多項維修年終大酬賓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百利大道與 Cook Rd. 交口上
的「 千賓汽車修配廠」 是在休士頓有三十多年口碑的汽車修
配廠。包括了 「引擎 ‧ 電機部」 及「 鈑金 ‧ 噴漆部」 現
兩大部門正舉辦年終大優惠，希大家把握時機，好好將您的
愛車保養一番，迎接嶄新的來年。
「 千賓汽車修配廠」 這次大優惠的項目，在「 引擎 」
部門有：
（ 一）換機油： 因千賓與「 美孚機油 」簽約，是中國
城唯一的代理店，它換美孚合成機油的特價包括（ 1 ）普
通機油（4 至 6 缸車） 僅 $19.99,( 比原價 $30 ！省 33%, 比
Dealer 價 $45 元，省 55% ），（ 2 ）普通機油（ 6 缸至 10
缸車）僅 $29.99 元（ 比原價 $40 元省 25%, 比 Dealer $60 元
省 50% ）（3 ） 美孚超級合成機油，僅 $39.99, ( 比原價 $55
元省 30%, 比 Dealer $75 元省 45% ）（4）及（ 5 ）為日系，
歐系高級車，採原廠規格油「 美孚一號」，各為 $69.99 元及
$99.99 ( 分別比原廠的 $90 元及 $190 元省 30% 至 45%)
( 二） 電腦油路清潔： 僅收 $99.99 元（ 比原價 $150 元
省 33% ）
引擎內部清潔 ： 特價 $49.95 元（ 比原價 $79.95 元省
38% ）
（ 三）電腦引擎噴射系統（ 清潔油路 & 更換空氣濾心
器） 特價 $119 元（ 比原價 $170 元省 30% ）
（ 四） 汽車鈑金維修，有 10% off, 用在下一次維修上。
「 千 賓 汽 車 修 配 廠 」 地 址：12345 - A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電話：（281）776- 0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