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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遊會預告

榮譽主席 Al Green 籲大家熱情支持
美南新聞集團將於明年 2 月 4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在美南
新聞大樓廣場舉辦「第 21 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New Year Festival)﹐園遊會將配合休士
頓超級盃﹐並號召各族裔社區參與﹐打造多元文化國際盛會﹒
身為園遊會榮譽主席的聯邦眾議員 Al Green(右)表示﹐這會
是史上最精彩﹑最棒的盛會﹐集結休士頓的力量﹐把它變成最
多元文化價值﹐為休士頓帶來最充滿文化融合的「超級新年盛
典」(SUPER Lunar New Year)﹒

˙美國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認准
˙美國中醫院校評鑑會認准
˙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准頒授碩士學位
˙中醫專業碩士學位
˙綜合保健管理碩士學位
詢問有關本校$10,000 的獎學金的詳情

˙中外中醫名流授課
˙中西醫學多元化教學
˙學科及臨床並重
˙全時或半時上課
˙日班或夜班課程

廣 告
星期六

2016 年 12 月 31 日

Saturday, December 31, 2016

B2

安全的保证, 温馨的服务,
舒适的飞行体验！
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
国航永远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2016年冬季特价，
休斯敦至中国往返票价,
经济舱$855含税起,
商务舱$3325含税起
感谢各界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详情请致电各大旅行社, 国航官网及北美订票热线
(800)-882-8122
促销最低价有7到45天预购要求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在 12月31日前出票
从8月1日（出票日）起国航北美出发前往中国大陆行李政策有变化，
详情请查询国航官网或呼叫中心

www.airchina.us
Air China 诚聘地服人员
诚挚邀请喜爱航空事业、有责任心、勇于担当的朋友加入到
国航的机场团队。负责国航在休斯敦机场的地面服务，要求
具备熟练的中文（简体）和英文听、说、读、写能力。能按
照工作排班在早、晚、周末、假日上班，有航空公司工作经
验者优先。请发中英文简历至 apcaiah@gmail.com。

⼤宅
建材

DAZI FLOORING WAREHOUSE

8585 Commerce Park Dr. #500, Houston, 77036
營業時間 周⼀⾄周六 9am-5pm
（713）899-8926 - Ella

經銷美國和歐洲⼀線品牌地板,品質卓越終⾝質保 !!!

限時特價,數量有限

起
9
6
.
4
Engineered Wood Floor 實⽊複合地板 包⼯包料 $
起
12.3mm Laminate Floor 複合地板 包⼯包料 $2.49
想知道更多感恩⽉促銷嗎？ 快來電諮詢吧 ！

更有各種線條，隔⾳墊，地板膠，⽔泥，中國城周邊，現貨現提

德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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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檢驗提升 德州百年品牌藍鈴冰淇淋產商要求解凍
（本報訊）一直讓德州人引以驕傲的百年老店品牌-----藍鈴（Blue Bell）
冰淇淋生產商從 2015 年 4 月因因為個別冰激淋產品可能受到李斯特菌（Listeria ）
污染而導致三人死亡，公司宣布召回部分冰淇淋產品。作為全美銷售量第三的乳
品公司藍鈴（Blue Bell Creameries）的產品在全球下架，受到此次召回的產品包括
冰淇淋，冰凍酸奶（frozen yogurt）, sherbet（冰糕）與冷凍點心在內的產品。
同時，該公司也被聯邦食品和藥物管理機構的要求下，接受全面的檢驗測試
。藍鈴公司也采取了更加嚴格的測試程序，產品產量減半，並主動銷毀了大量的
原材料和產品，直接經濟損失高達幾百萬美元，也造成大量工人失業。
距離休斯頓不遠，公司總部設在德克薩斯州 Brenham 的藍鈴產品，目前已經
新設檢查標准，以符合聯邦食品和藥物管理機構的標准。經過了數月的整頓後，
該公司認為該品牌的三個生產地都已經達到防止李斯特菌的安全程序，並要求聯
邦機構對藍鈴產品盡快批准正常生產，幫助這家德州的百年企業走出困境。

聖誕大禮 患病女孩與火箭隊主力隊員欣喜見面

（本報訊）火箭隊主力隊員 Sam Dekker 在聖誕節當天突現休斯頓赫曼 專家治療這個疑難病症。母女兩人連續開車 18 個小時抵達休斯頓之前，已
兒童醫院（Children's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看望一名 17 歲的患病 經接受了十幾位醫生的看診。
女孩 Grace Trumpower，籃球明星的出現讓這位女孩十分欣喜。
Grace 非常高興能和籃球明星相遇，也讓她度過了一個難忘的聖誕節，
這也是火箭隊隊員連續多年在節日期間到醫院去看望患病的兒童，包括 家人對此深表感謝。
姚明，林書豪，哈登等人都參加過類似的公益活動，還為病患的孩子們帶去
節日的禮物。
Grace 身患罕見疾病，她和母親來到休斯頓剛剛幾周時間，希望能找到

2016年美國人最欽佩誰？
歐巴馬川普上榜
（本報訊）美國蓋洛普諮詢公司 28 日發布
的調查結果顯示，2016 年美國人最欽佩的男性
為總統貝拉克•歐巴馬，女性為民主黨候選人
希拉莉•柯林頓。
調查顯示，22%的美國人選擇歐巴馬；當
選總統唐納德•川普獲得 15%的支持率，位居
歐巴馬之后；羅馬教皇方濟各以 4%的支持率排
名第三。
希拉莉獲得 12%的支持率，成為美國最受
人欽佩的女性；現“第一夫人”米歇爾•歐巴
馬獲得 8%的支持率，排名第二。位列第三至第

五的分別是德國總理安格
拉•默克爾、脫口秀主持
人歐普拉•溫弗裏和喜劇
演員埃倫•德傑納裏斯。
自 2008 年以來，歐巴
馬和希拉莉就分別佔據兩
項排名的榜首。1993 年，
當時的“第一夫人”希拉莉首次獲得這一殊榮
，迄今已 21 次問鼎這一排名。
按照法新社的說法，這類排名往往有利於
現任或卸任總統及其妻子。不過，蓋洛普發布

今年調查結果的時機有點敏感：由於政策分歧 這名地說大亨在美國相當有群衆基礎。自 1998
，川普與白宮最近吵個不停。歐巴馬上周末說 年以來，他已五次入圍“美國人最欽佩的男性
，如果不是憲法禁止，他可能第三度當選，川 ”前十名，最近一次是在 2015 年。
普回應稱“沒門”。
可以令川普稍感安慰的是，這項調查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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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州議員Gene Wu已為85屆會議提交了立法建議
以確保德州少年司法制度更好地改造青少年罪犯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德州州議員代表吳
元之（Gene Wu）已經為 85 屆立法會議預先
提交了立法建議，以確保德克薩斯州少年司
法制度更好地改造青少年罪犯，並結束學校
到監獄的管道。
改革德克薩斯州少年司法制度的主要立
法是 676 號議院法案（676 號提案），將少年
管轄權年齡或個人被認為是成年人的年齡提
高到 18 歲。 這一變化將使德克薩斯的政策與
絕大多數州和聯邦司法系統相一致。“我做
了”提高年齡“的第一個法案, 我們發送一個
明確的信息，這是我們的德州的優先事項，
” Gene 吳說。 “如果這個法案成為法律，
我們可以給成千上萬的年輕人第二次機會; 不
要犯罪記錄終身附加在之上孩子之上，我們
可以讓這些孩子離開監獄的道路。

德克薩斯州是全國仍然把 17 歲至 18 歲犯
罪的兒童視為成年人犯罪的幾個州之一。 當
州議員代表 Gene 吳在第 84 屆會議上提交這項
立法時，德克薩斯州是全國 9 個沒有做出這
一改變的州。 由於第 85 屆會議即將開始，
“我們需要更聰明的處理犯罪，而不是只是
看起來很強勢處理犯罪，”Gne 吳補充說。
“每個孩子都犯了大小錯誤，這是成長的一
部分。少年司法制度已經證明在恢復年輕人
方面比成人制度更有效，而且青少年制度不
會用公共犯罪紀錄來標記他們, 破壞年輕人的
未來生活事業。
此外，Gene 吳州議員還預先提交了少年
司法立法。 676，其中包括：H.B. 677 - 允許
法官在聽證後，蓋上少年的確定感化記錄。
這項法案的目的是給予被判處長期緩刑的青

少年更更多密封犯罪記錄的機會，如果他們
在感化期間表現出色。H.B. 678 - 允許副法
官參加確定的刑期請求; 釋放區域法院法官履
行其他職責。 這項法案旨在提高保護青少年
的行政效率。除非法官特別命令, H.B. 679 將禁止對少年使用重型機械手銬。 這項法案
旨在當青少年不構成任何真正的威脅時, 遏制
鏈枷鎖 10 歲青少年的情況。
德 州 州 議 員 吳 元 之 Gene Wu 聯 繫 人 ：
Greg Wythe
國 會 辦 事 處 E2.718 房 間, PO Box 2910,
Austin， TX 78768 聯 繫 電 話 ： （512）
463-0492
民政事務處: 6500 Rookin, Houston，TX
77074 聯繫電話：（713）271-3900

休士頓泛藍之友積極歡迎
中國國民黨洪主席秀柱女士活動
(本報訊)中國國民黨洪秀柱主席預定元月
十七日下午蒞臨休士頓，稍早就已經有許多國
民黨美國支部的黨員，呼籲洪秀柱效法 「國父
孫中山」當年在海外奔走 「救中華」的精神，

把國民黨黨魂給找回來。
而最近美國國務院已正式邀請洪秀柱在美
國總統當選人就職典禮後訪美，洪主席已規劃
在百忙中特別抽空，之前先來舊金山灣區、芝

加哥和休士頓等地訪問，訪美僑界並募款，籌
募款項因應民進黨凍結黨產所產生之經費困境
。
休士頓中國國民黨分部日前已召開籌備會
議，決定盛大歡迎國民黨主席洪秀柱，規劃好
接待程序及目標，號召本地及附近泛藍僑胞熱
烈響應。
預定元月十七日下午七時,在珍寶海鮮酒樓
舉辦籌款餐會，歡迎中國國民黨洪秀柱主席蒞
臨休士頓，餐會中並舉辦籌募活動，希望藉募

德州州議員 Gene Wu
得款項用來因應民進黨凍結黨產所產生之經費
困頓。現在已邀得多位僑界知名或有意願人士
擔任召集人，每位協助捐款一千元以上，並可
與洪秀柱主席合影。並號召僑胞們積極參與，
餐會入場券每張三十元，並歡迎熱忱捐款，凡
每位捐款一百元以上者可與洪秀柱主席合照留
念。
有意願支持僑胞請儘快電話聯絡,
甘 幼 蘋 281-620-5557 , 駱 健 明
832-878-4184

美媒盤點 2016世界業務配置不當和業績最差的公司
美媒盤點2016
世界業務配置不當和業績最差的公司
韓國三星 美國雅虎和富國 德意志與義西雅那銀行
經文處聖誕節休假公告


美國與德國金融界的翹楚富國與德 
意志銀行也紛紛落難，富國先是爆發曾
私設 200 萬個假帳戶，沒多久又閃電宣
佈多達 5300 人的大裁員。為此，銀行受
到美國政府幾十億美元的罰款的嚴厲懲
本處將於 2017 年 1 月 2 日（星期一）比照美國聯邦政府機構放假乙日，領務收
罰。德意志銀行則飽受金融危機后遺症
發件亦暫停，另將於 1 月 3 日（星期二）恢復上班及領務收發件。
衝擊，其房貸抵押債券銷售違法爭議，
國人倘於前述假日遇有重大急難事件需緊急協助，請撥打本處緊急聯絡電話:
美國司法部原傳要求 140 億美元的天價
832-654-6041 求助。
和解金，盡管最后金額縮一半至 72 億美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敬上
元，但對已經衰退的德銀獲利還是雪上
加霜。
，原規劃 50 億歐元私募案宣告失利，有 544 年曆史的義大利老字
美國社交媒體推特坦承去年底開始流失用戶，今年初股價即 號銀行西雅那銀行驚傳倒閉危機，迫使義大利政府上周出面紓困
出師不利跳空重挫，公司方面雖然主動釋出訊息指已有大廠洽談 。政府宣佈紓困后即暫停該銀行股票交易，但西雅那今年股價已
併購，但 10 月份併購案宣佈告吹，之后又驚爆高層主管出走潮 慘跌近 9 成。
。推特股價今年以來總計重挫 20%。
希望這些公司可以在 2017 年扭轉局面，創造更多的利潤。
此外，由於壞帳高達 280 億歐元，今年 7 月即面臨財務危機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在 2016 年年底，美國媒體選擇世界業
績最差的公司包括：韓國三星電子，美國雅虎，美國富國銀行，
德意志銀行與義大利西雅那銀行。其中，最糟糕的公司是韓國電
子巨擘三星，因為它的新旗艦智慧手機 Note 7 產品剛推出就因傳
自燃而全面回收，不料更換后的手機竟然還是有起火問題，三星
不得不做出全面下架停產的難堪決定。
美國媒體稱，美國財經媒體 CNNMoney 報導，2016 年雅虎
、三星電子、富國銀行、德意志銀行、推特與西雅那銀行都遭遇
公司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據報導，雅虎 2016 年初就宣佈裁員
15%，並坦承出現 2 次重大信息安全問題，因黑客攻擊導致資料
遭盜的用戶人數超過 10 億人。雅虎迄今股價已重挫 14%。
韓國電子巨擘三星一樣流年不利，新旗艦智慧手機 Note 7 剛
推出就因傳自燃而全面回收，不料更換后的手機竟然還是有起火
問題，三星不得不做出全面下架停產的難堪決定。相關利空一度
造成股價大跌，但之后公司宣佈將研議全面調整組織結構后止跌
。

休城工商

「春藤國際學校」是正規美國教育部批准的私立學校

可核發 I- 20 , 並特設諾貝爾班，及國際學士預科 IB 學校

（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 教 育 」 是 國 家
GDP 的軟實力，關係一個國家的實力和發展。
本報在聖誕前發佈一條新聞： 美國亞裔整體學
歷高，在近年收入有很大增長，根據最新統計
數據，美國亞裔財富 25 年內增長 43%, 白人同
期增幅僅為 3%, 其中 62 歲以下亞裔的財富已超
過同齡白人，此現象歸功於亞裔青年的高教育
水平，和肯吃苦耐勞。
位於糖城六號公路與 Lexington Blvd. 交口
附近的「 春藤國際學校」（Trent International
School ) 是一家具 23 年歷史的私立全制學校，
成立於 1993 年，是美國教育部認可並頒發正規
文憑的從幼兒園 - 高中 12 年級（ K4 --12th
Grade )，的私立學校，並被移民局授權可頒發
外國學生入學申請書（ I- 20 )。
該 校 另 一 特 色 是 有「 On line High School
」（網上高中）給中國學生就讀，（ 一 ）頒發
美國高中畢業證書，（ 二 ）該校 40 個學分中，
有 22 個可以 Online 唸，另外 18 個學分，可由
該校派老師到中國不同點，面對面授課，或請
他們過來在此地學習，此項計劃，根據該校總
裁藍大衛表示： 將於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實施。

該校亦為「 國際學士預科 IB 學校」（ 國
際學士預科學校 ），學生從幼兒園到小學五年
級。並將在下一年度或以後將 IB 的課程發展到
初中和高中。「 春藤國際學校 」是在德克薩斯
州僅第 19 個和在休斯頓第八個 IB ( 國際學士預
科）課程的學校，與普通高中有很大區別。
該校還與哈佛大學「 諾貝爾千人計劃」合
作，特設「諾貝爾智慧班」，有一百名學生，
衝刺美國前十名名牌大學。諾貝爾智慧班的課
程是由一群哈佛的教授經過 10 年的設計並實踐
編制的一套攻關美國 Top 10 常春藤大學。該課
程集合了中國，美國，和以色列三國的課程精
華並著重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語文、邏輯數
學、空間、肢體動覺、音樂、人際、內省、自
然觀察和靈性智能。該校從七年級開始設立該
課程。從中美學校中挑選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
加入他們的「 諾貝爾智慧班 」。
「 春藤國際學校」還有「多語種教學」，
為學生們提供英語、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課程，
明年開始，他們會增加中文課程。同時，他們
也為學生提供「 小班教學」，，使每個學生都
能得到機會發言。師生比為 1：8/ 10。最多不
超過 15 人。另外，春藤的老師將為他們每個學
生提供量身定做的課程，造就「 個性化 」的學
生。並注重「 領導力的培養 」，把學術教育和
領導精神與公民素質的培養結合起來並實施到
每個學生身上。春藤還提供「AP 課程」，這種
由美國大學理事會提供的在高中授課的大學課
程。美國高中生可以選修這些課程。春藤提供

給學生任意一門 AP 課程，供
學生課後參加學習並參加考
試。
春藤國際學校還提供課
後（After School ) 的足球，籃
球，音樂，歷史，語言藝術（
如閱讀、寫作、演講、傾聽、
文 學、 戲 劇、 拼 寫、 書 法、
詩詞等） 語言教學方式讓學
生們更好的理解他們所學的
語言。
春藤國際學校的總裁藍
大衛表示：「 教育 」 是國家 GDP 的軟實力。
中國的教育，多年來一直「 教法 」在盲目追求
＂高分＂，創＂高分＂，孩子們在追逐高分的
情況下，一心只想如何考得好，而失去＂創意
＂。這也是中國教育缺乏「 創新 」 的原因。而「
春藤 」採取美國的思維方式，美式的啓發教育，
小孩子愈早學習愈好，除了英語正規，等過了「
初中 」 的年齡，小孩多已有他自己的想法，改
變不易。多年來，中國人最大的投資在「 教育
」，「 春藤國際學校 」 是貴子弟，走出傳統
的框架，與國際精英開始接軌的第一步！
「春藤國際學校」現在開始報名啦！請來
電 281-980-5800 詢問詳情，或親至該校實地
了解學習情況。 該校地址：2553 Cordes Drive ,
Sugar Land, Texas 7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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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收藏清倉，最後三周機會！
（本報記者黃梅子）藏友們的特好消息！剛剛
過去的一個月裏，收藏家傅氏夫婦將他們在好運大
道的三十年藏品低價清倉，現在還有部分尾貨，最
后三个周末以超低價繼續清倉甩貨，存貨不多，對
老東西有興趣的朋友請抓住這難得的最後機會。
傅氏夫婦因退休並移居奧斯丁，所以忍痛低價
出售他們三十年精心收藏的各種瓷器、景泰藍、木
雕、根雕、竹雕、中式家具、玉器等上萬件收藏品，
因為東西好價錢便宜，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很多
藏品就與愛好收藏的新的有緣人結緣了。目前，還
有少量尾貨以更便宜的價格清倉，基本上就是半賣
半送。
傅氏夫婦的收藏都是 30 年前在中國大陸淘來
的，那時候中國剛剛改革開放，很多人經歷了文革，
覺得家裏的老家具、老器物土氣，所以把老家具扔
掉或者賣廢品。傅先生夫婦是臺灣人，非常熱愛中
華文化，本身就是古董收藏家。他們剛剛好趕上了
八十年代的大陸改革開放初期，時代造就的機緣巧
合，他們有緣從國營的北京、上海等文物商店花很
低的價錢買到了很多真正的古董。1989 年他們買下
了休斯敦中國工藝品公司，生意擴大，那些年傅先
生夫婦每年都在大陸各地跑，收購了很多老貨，每
個月都要從中國發一個貨櫃到美國，把這些中國古
董銷售到美國的波士頓、洛杉磯、西雅圖等地的美
國百貨公司、古董店，傳播中華文化。
傅氏收藏有中式老家具、根雕、景泰藍、瓷器
等老物件；也有整片從墻上鑿下來的壁畫、字畫，
還有西藏的唐卡、轉經筒、紅花描金的藏傳佛教家
具和用具。
傅先生說，購買古董文物，並不能簡單地看作

是一種投資手段，更重要的是文物和美學價值，文
物是需要被展示、閱讀和研究交流 的，其本身給人
帶來的精神力量才是其真正價值的體現。收藏的關
鍵在於了解歷史、理解藝術。收藏是一個學習研究
的過程， 只有平衡得了心態，經受得起時間，才會
有真正的收獲。
傅太太說，古董從收藏到再次問世，對於藏家
來說，往往不是經年累月坐等升值的過程，而多是
喜悅與辛酸糾葛並存的過程。比如有些作品未得善
存，在購藏之前已面目全非，痛心於此，他們總會
傾盡全力將其修復裝潢；有些作品則是讓人尋覓良
久、魂牽夢縈，即便囊中羞澀，他們也要節衣縮食
將其入篋，以免相思之苦。在傅氏夫婦看來，再華
美的生活不過是一日三餐飯，所謂“弱水三千只取
一瓢”，對於他們來說，收藏並不完全是一種生意，
而是一種理想和情懷。過了六十耳順之年後，他們
的心態有了很大的改變，不像過去那樣執念，而是
開始學會放下。全美國幾處古董生意讓他們感覺到
心力交瘁，精力也大不如前。所以決定拋售休斯敦
的古董倉庫， 低價出匣換手，忍痛割愛，只願每一
樣器物都能得其所，與有緣人結緣。
从 12 月 31 日至 2017 年 1 月 16 日共三个周末
為最後的尾貨清倉時間，傅氏收藏品將全部超低價
清倉，一件不留。願有緣人盡快去與您喜愛的藏品
結緣。這些藏品中有瓷器，年代從清中葉的古董到
新中國 70 年代不等；景泰藍，全是大型器，全部
是晚清民國時期的精品；中式家具尤其值得推薦，

件件都是硬木：紅木、酸枝、花梨、紫檀、綠檀、
黃楊木等名貴木料；大型根雕、木雕、石刻等文物
都是從福建、河北等地三十年前收購來的真品。每
件藏品都是唯一的，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地 址：9931 Harwin Dr, suite 178, Houston,
TX77036( 自 9931 鐵 門 進 入 直 行 到 底， 在 Floral
Mirage 旁邊 )
電話：512-865-0068; 626-818-5355

木雕

根雕

佛像

銅器

藏傳佛教家具

雕花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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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大學武術大賽傳捷報
釋行浩大師兩位弟子奪三金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2016 年 12 月 3 曰，來自全美上百所大學
的 300 多名武術運動員匯聚在風景秀麗的馬裏
蘭大學的 collage Park 校區參加全美大學武術
大賽。釋行浩大師的兩位弟子 Billy Nisbett 和
Kaiser Tin-U 代表休斯頓大學參加了這一全美
大學體育的重要賽事。經過一天緊張激烈的
角逐，在男子成年組最高級別的比賽中，Billy
Nisbett 一路過關斬將，戰勝各路好手，摘得了
分量最重的男子長拳的桂冠。Kaiser Tin-U 在
比賽中勇於拼搏，敢於發揮，勇奪男子南拳和
南刀兩項冠軍和南棍的季軍。他們賽出了風格
賽出水平，為休斯頓大學也為釋行浩少林功夫
學院爭得了光彩與榮譽。
全 美 大 學 武 術 大 賽（University Wushu

Games) 是由馬裏蘭大學承辦，始創於 2004 年，
迄今已經成功舉辦了 12 屆。每屆賽事，都吸
引了包括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等
在內的上百所大學數百名武術好手參加。並以
其代表面廣，組織專業嚴謹，賽事水平高而為
武術界所稱道。
美國少林禪武總會暨休士頓釋行浩少林
功夫學院是以完備自我、關愛他人、“武”
“德”並重為宗旨，致力於中華傳統文化的傳
承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教育機構。學院自 2001
年成立以來，成功舉辦了各種大型文化藝術活
動，包括功夫英雄 2014、少林傳奇 2013、德
州少林文化月、情系中華春節武歌舞大聯歡、
國際中華武術健康日、St Jude 兒童癌癥研究

社區各屆的關註和支持。基於學院在中美文化
體育交流上所做出的卓越貢獻，美國老總統布
什、美國國會議員奧·格林、國會議員希拉·
傑克遜·李、國會議員尼克·藍普遜、德州州
長瑞克·培瑞、德州州議員武休伯、休斯頓市
長比爾·懷特、安尼斯·派克代表政府都給釋
行浩大師和休斯頓少林功夫學院頒發嘉獎令和
榮譽證書，命名每年 3 月 28 日為釋行浩少林
功夫學院日。

醫院慈善籌款等大型活動，並積極參加各種
公益演出，在歷屆亞美藝術節、休斯頓國際
節、2012 年休士頓辛亥百年紀念晚會、休斯
頓 2013 年春節聯歡晚會“擁抱春天”、歷屆
休士頓華人華僑國慶節升旗儀式、感恩節大遊
行、休斯頓兒童博物館、休斯頓博物館、休斯
頓自然博物館、休斯頓藝術博物館、休斯頓火
箭隊、休斯頓大藍馬足球場上、Texas A&M、
Ric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Houston、Texas
Tech、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及總領館
舉辦的迎世博慶新年晚會等活動中都有亮麗精
彩的表現。釋行浩大師其弟子多次入選國家隊
參加世界比賽並獲得驕人成績 , 並且每年參與
組織表演、比賽近百場，倍受主流社會及華人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地址：5905 Sovereign
Dr. #131,Houston,TX77036

英才常湘濱先生告別儀式12月27日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夫人曾紅艷、副總領事劉紅梅、楊
萬青、聯邦國會議員 AL GREEN 助理譚秋晴女士 , 家屬 , 僑界人士參加英才
常湘濱先生告別儀式。

湖南同鄉會繼任會長鄢妮追思 , 常湘濱先生多才多藝 , 為人低調 , 親切 , 謙
和 , 幽默 , 是老鄉朋友們的良師益友。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執行長華啟梅以英文追思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蒙如玲、季家凰前會長、華夏中文學校糖城校長米
君秀、陳新華及僑界人士出席 英才常湘濱先生告別儀式。

華夏中文學校副理事長唐藝杰追思他對工作總是充滿智慧，對
人充滿熱誠，並且總是以燦爛的微笑面對身邊的朋友。常湘濱
對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的貢獻，我不可能在這一一累述，但它
將永存我們的記憶裏，並將永載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的史冊。

常湘濱先生生前好友楊萬青追思 .

常湘濱先生同學陳建偉追思湘濱同學是個喜歡
創新的人；湘濱同學是個勇於奉獻的人 .

常湘濱先生生前好友醫生程杰追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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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獅練習書法
寫漢字“酉”慶祝雞年

日本橫濱，在橫濱八景島海洋公
園 ， 14 歲 的 海 獅 Leo 練 習 書 寫 漢 字
“酉”。酉雞是 2017 年的生肖年。海
獅 Leo 從 10 月份開始，
每天早晨都會接受特訓
，以便在 1 月份舉行的
新年活動上進行表演。

耶路撒冷壹樂隊成員穿彩色緊身衣坐大巴 畫風辣眼睛

耶路撒冷音樂組合 Prizma Ensemble 的成員穿著彩色緊身連體衣慶祝猶太光明節。

烏克蘭傷殘老兵參加健身比賽

烏克蘭基輔，傷殘
退伍軍人參加混合健身
競賽活動，約 50 名參加
烏克蘭東部沖突戰爭的
傷殘老兵參加了這項活
動。混合健身是壹項具
有競爭性的健身運動，
糅合了高強度的間歇訓
練、舉重訓練、增強式
訓練、力量舉重、健美
操和其他壹些運動。

Mortgage Alliance

林 臻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以色列椋鳥遷徒
成群結隊拼成心形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全通貸款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以色列比爾
謝瓦，大量椋鳥
遷徒，在天空中
拼成“心形”，
壹只黑鷹在遷移
的椋鳥群中盤旋
捕食。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www.mortgage-alliance.com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7001 Corporate Dr

TX NMLS #290226

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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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win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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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牆鐵門電子鎖
閉路監控與巡邏
國粵滬語服務佳
幸福永遠跟隨您

ssn

☆
☆
☆
☆

↑
N

Ge

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頂好超市
Ranchester

華人管理順心意
位於西南城中區
購物辦事兩相宜
公車校車在門前
(1)(2)(3)房任君選

王朝

☆
☆
☆
☆
☆

59

惠康超市

Bellaire Blvd.
Beechnut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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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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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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輿論盛贊中國推進“雙創”成效
綜合報導 近兩年來，我國“大眾
創業、萬眾創新”不斷推進，社會創業
創新活力日益增強，對經濟社會發展的
拉動作用不斷提升。境外媒體和機構專
家對我國“雙創”成效予以廣泛關註並
發表積極評價。主要觀點如下：
1.“雙創”是未來中國經濟活力之源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報告指出，中國
經濟增長的傳統推動力正在減弱，如果
中國想要在未來 10 年達到 5.5%至 6.5%
的年增長預期，創新就必須占中國經濟
增長的多達壹半。美國《華爾街日報》
稱，隨著勞動力和資本這些傳統生產要
素帶來的增長不斷放緩，創新將決定中
國是否能在今後 10 年維持經濟增長。
2.“雙創”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新引擎
《華爾街日報》稱，中國政府大力
推進的“互聯網+”和“大眾創業、萬
眾創新”等戰略，使得與“創新”有關
的高科技產業將在未來成為拉動中國經
濟的新引擎。盡管中國經濟增速放緩，
但中國創新企業並未放慢腳步，而是努
力向高科技領域進軍，促進中國經濟從
低端制造業向高新技術轉型。
3.“雙創”已取得良好發展態勢
德國施陶芬咨詢公司董事會成員馬
丁· 哈斯認為，中國經濟盡管持續降溫
，但仍處在超車道上，因為中國正發展
成為創新工廠。在政府支持下，企業正
竭盡全力通過數字化和工業網絡化實現

跨越式經濟發展。
路透社發表特別報道稱，“雙創”
事業在中國受到重視和支持，並以天津
開發區的“組合拳”實踐為樣本案例，
稱“中國借此探索出了在培育創新中實
現轉型升級的新路徑”。該報道被眾多
其他外媒平臺轉載。
4.中國創業創新活力不斷湧現
安利聯合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發布
的《2015 安利全球創業報告》顯示，近
兩年來，中國創業環境友好度提升，中
國大眾創業意願領先全球，85%的中國
受訪者表現出強烈創業意願，遠高於全
球 55%和亞洲 76%的平均水平。
美國《評論匯編》雜誌稱，中國正
在給創新公司創造機會，使其可以更快
地將自己的新想法轉變為商業產品，而
且花銷更小，中國的創新模式可能成為
全球標準。
5.“雙創”重構中國商業生態環境
《華爾街日報》表示，政府倡導的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席卷著中國大
地，當年經常被調侃“山寨”的技術企
業，如今因持續推進創新受到了更多表
揚。隨著中國商業環境的變革，阿裏、
騰訊、百度等中國互聯網科技巨頭改變
著中國商業科技的版圖，IBM、高通等
眾多外資跨國科技公司在中國“雙創”
大潮下，開始采取更為開放務實的共贏
合作模式，重構新的商業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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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大約 1/4 的防空系統是俄羅斯
生產的 S-300 系統。2003 年，中國
開始向本國陸軍和海軍交付紅旗-9
系統。起初，該系統的戰力要低得
多。紅旗-9 系統所用雷達的很多技
術顯然源自俄羅斯 S-300 系統的技
術。紅旗-9 系統所用導彈本身則與
美國的“愛國者”導彈十分相似。
紅 旗 -9 系 統 的 導 彈 最 大 射 程 約 為
100 公裏，導彈重 1.3 噸，內設無源
導引頭。70 公裏射程型的“愛國者
”導彈重 1 噸，20 公裏射程專用反
導型的“愛國者”導彈的重量只有
前者的 1/3。S-300 系統導彈重 1.8 噸
，射程為 200 公裏。據信，FD-2000
系統取消了壹些復制自美俄防空系
統的較為明顯的設置，這導致其戰
力略有降低，但可更有力地對抗有
關技術剽竊引發的訴訟。
紅 旗 -9 系 統 具 備 移 動 能 力 。
120 型雷達的搭載和操作平臺是壹
輛重型卡車。這種雷達可在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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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油價創年內新高

九次上調、五次下調
、四次擱淺、六次因
國際油價低於每桶 40
美元的“地板價”而
不做調整，汽、柴油
價格每噸累計分別上
調了 915 元和 880 元。
業內分析人士指
出，2016 年國際油價呈現前低後高走勢
，尤其到了年尾受產油國達成減產決議
影響，國際油價大幅翹尾。受此影響，
我國成品油價格也跟著水漲船高，從年
初的每升五元時代，到了年末進入六元
時代。若本輪國內油價繼續上調，油價
將再創年內新高。
展望 2017 年國際油價走勢，業內專
家認為，國際油價雖然走出了谷底，但
復蘇勢頭仍將緩慢且面臨較大的不確定
性。
研究機構金聯創原油分析師奚佳蕊
認為，目前來看，未來很長壹段時間內
國際油價都將面臨強勢美元的打壓。在
供應層面，雖然歐佩克減產協議達成令
投資者對國際原油市場實現供需再平衡
充滿期待，但仍對該協議的實際履行狀
況信心不足。
另外，美國頁巖油的復蘇情況也將
影響明年國際石油市場的再平衡進程。
據了解，近期美國石油在線鉆井數
量持續增加，已經連續七個月呈現回升
勢頭。

今年國內最後壹輪油價將上調
綜合報導 12 月 28 日 24 時，今年國
內最後壹輪成品油調價窗口將到來。隨
著歐佩克減產、美聯儲加息落地等，這
期國際油價小幅擡升，再創年內新高。
業內預測，本輪國內油價將迎小幅上漲
，上調幅度在每噸百元左右。這也是今
年第二次出現“三連漲”。
《石油價格管理辦法》規定，國內
汽、柴油價格根據國際市場原油價格變
化每 10 個工作日調整壹次，調價生效時
間為調價發布日 24 時。當調價幅度低於
每噸 50 元時，不做調整，納入下次調價
時累加或沖抵。
最近壹次油價調整發生在 12 月 14 日
24 時，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提高了
435 元和 420 元，創出年內最大漲幅。根
據定價機制推算，本輪成品油調價時間
窗口將於 12 月 28 日 24 時開啟。
本輪成品油調價周期初始階段，受
美聯儲加息落地影響，國際油價承壓下
行。但歐佩克決定減產帶來的刺激效應
在壹定程度上支撐著國際油價企穩回升
。12 月 23 日，紐約原油期貨價格收於每

美媒關註伊拉克購買中國FD-2000防空系統：價格優於美俄
綜合報導 美媒稱，伊拉克在
防空系統上選擇中國的高端裝備。
伊拉克顯然已同意斥資 25 億美
元購買壹組中國生產的 FD-2000 防
空系統。中國將提供信貸，伊拉克
可拖後壹段時間付款，且可用數年
時間支付有關款項。伊拉克過去就
從中國購買過先進武器。2015 年，
伊拉克得以采購中國生產的 CH-4
無人機。該無人機系統與美國的
“捕食者”無人機十分相似。
FD-2000 是紅旗-9 的出口型，紅旗-9
防空系統曾在 2010 年成功擊落壹枚
彈道導彈，還因可以低價取代美國
“愛國者”防空系統或俄羅斯
S-300 防空系統而享有盛譽。這種
反導能力對潛在的出口客戶至關重
要，中國已讓該防空系統家喻戶曉
。紅旗-9 大致相當於美國的“愛國
者”防空系統。
報道稱，當前，中國部署的遠
程防空系統以紅旗-9 為主，但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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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進入工作狀態，還可在 10 分鐘內
關閉並重新在公路上機動。
120 型雷達的最大探測範圍為
300 公裏。中國將向出口客戶分別
出 售 紅 旗 -9 系 統 和 120 型 雷 達 。
2013 年 ， 敘 利 亞 叛 軍 曾 截 獲 壹 部
120 型雷達。
報道稱，中國軍隊使用的紅
旗-9 系統大多具備機動能力。陸軍
的紅旗-9 旅設有壹個總部（配有 1
輛指揮車和 4 輛通信保養卡車），6
個營（每個營配有 1 輛導彈控制車
、1 輛目標鎖定雷達車、1 輛搜索雷
達車和 8 輛導彈發射車，每輛導彈
發射車在彈筒中配有 4 枚導彈）。
報道指出，S-300 和紅旗-9 系
統均未進行過實戰測試。這很重要
，因為俄羅斯設計的防空系統在實
戰中壹般表現欠佳。俄羅斯人以及
當前擁有 FD-2000 的中國人強調的
是價格低廉、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術
說明書、測試結果以及潛力。

桶 53.02 美元，創出年內新高。
雖然國際油價創年內新高，但本輪
調價周期內原油價格處於溫和擡升狀態
，整體漲幅並不大。易信金融總部中國
區副首席交易官朱文灝表示，目前市場
正密切關註歐佩克等產油國組織的減產
規模。此外，近期整個金融市場避險情
緒升溫，在壹定程度上抑制了國際油價
的上行空間。
12 月 26 日是本輪調價周期內第八個
工作日。業內研究機構認為，從目前的
國際油價水平來看，12 月 28 日 24 時，我
國成品油價格將迎來小幅上調。
新華社石油價格系統 12 月 26 日發布
的數據顯示，12 月 23 日壹攬子原油平均
價格變化率為 1.62%。能源研究機構安迅
思預測，本輪國內油價上調幅度約每噸
100 元。隆眾資訊預測，本輪成品油價格
上調幅度約每噸 85 元，折合汽柴油升價
分別上調 0.06 元和 0.07 元。
本輪成品油調價周期是 2016 年最後
壹輪。截至目前，今年以來，我國成品
油價格已經歷了 24 輪調價周期，其中有

東盟經濟有望持續蓬勃發展
綜合報導 2016 年的東南亞，變數不少，
插曲不斷，“新意”更多。東南亞國家在見證
東盟共同體的初始元年中，用求穩定、求發展
、求合作、求參與、求開放、求共進的心態與
認知，抵禦了各種內生變數和域外幹擾，表現
出良好的免疫和自凈功能。
這壹年，壹部分變數，來自內部。緬甸全
國民主聯盟正式上臺執政；老撾人民革命黨
“十大”和越南共產黨“十二大”先後完成人
事調整；菲律賓新總統杜特爾特上臺；柬埔寨
、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相繼推動重要內閣改
組；泰國完成王位繼承、新憲法付諸公投並獲
通過。
這壹年，壹部分變數，來自外部。美國總
統選舉結果引發東南亞國家對“亞太再平衡”
政策前景的疑慮。當選總統特朗普宣布上臺後
拋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讓 TPP
成員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以及泰國、
印尼等正在爭取加入 TPP 的國家大跌眼鏡。
特朗普在亞太政策上的不明朗，讓習慣於
“大國平衡外交”的東南亞國家的政策研判負
擔大增。
這壹年，壹些變數，系域外勢力人為制造
，甚至導致東南亞內部關系緊張。例如，在南

海問題上，美日等國持續攪動地區穩定，鼓動
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三世壹意孤行，破壞了東
盟內部的互信氛圍，傷及東南亞國家在東盟框
架內既有的規則與程序。
雖然內外“變數”多多，東南亞地區這壹
年並沒有“生亂”，相反，合作與發展的主旋
律深入人心。多國人事調整後的新面孔沒有像
壹些西方機構預測的那樣給國家帶來動蕩，而
是在緬甸、柬埔寨、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帶
來很多新氣象、新規劃、新外交。
這些國家政壇上的盎然新意，也在給地區
帶來惹人註目的增長數據和投資引力。外部勢
力精心謀劃的壹些陷阱、鬧劇和圈套，最終化
作泡影和笑料。菲總統杜特爾特、馬來西亞總
理納吉布先後訪華，更是印證了大多數東南亞
國家的共識：地區穩定、促進對話、加強合作
才是符合各國和東盟根本利益的先決要素。
東盟經濟有望持續蓬勃發展。據東盟各國
預測，2016 年度，除新加坡等個別國家經濟增
速低迷外，印尼經濟增長率可達 5.2％-5.6％
， 馬 來 西 亞 4％ -5％ ， 菲 律 賓 7％ ， 泰 國
3.5％-4％，越南 6.7％。未來十年，東盟經濟
總量或將以超過 7％的增速，為東盟成為全球
第四大經濟體創造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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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Poll: US Election Voted Top News Story Of 2016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strong challenge from Bernie Sanders, and
won the popular vote over Trump. But he won
key Rust Belt states to get the most electoral
votes, and will enter the White House with
Republicans maintaining control of both
houses of Congress.

This Thursday, Nov. 10, 2016 file photo shows the front pages of
various British newspapers in London reporting on Donald Trump
winning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dely viewed as a long shot,
with an unconventional campaign featuring raucous rallies and
pugnacious tweets, he outlasted 16 Republican rivals. Among the
Democrats, Hillary Clinton beat back an unexpectedly strong challenge
from Bernie Sanders, and won the popular vote over Trump. But he won
key Rust Belt states to get the most electoral votes, and will enter the
White House with Republicans maintaining control of both houses of
Congress. (Photo/AP)

NEW YORK — The turbulent U.S. election, featuring
Donald Trump’s unexpected victory over Hillary
Clinton in the presidential race, was the overwhelming
pick for the top news story of 2016, according to The
Associated Press’ annual poll of U.S. editors and news
directors.
The No. 2 story also was a dramatic upset — Britons’
vote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Most of the other
stories among the Top 10 reflected a year marked by
political upheaval, terror attacks and racial divisions.
Last year, developments related to the Islamic State
group were voted as the top story — the far-flung
attacks claimed by the group, and the intensifying
global effort to crush it.
(Note: The first AP top-stories poll was conducted in
1936, when editors chose the abdication of Britain’s
King Edward VIII.)

Here following are 2016’s top 10 stories,
in order:

4. PULSE NIGHTCLUB MASSACRE: The worst
mass shooting in modern U.S. history unfolded on
Latin Night at the Pulse, a gay nightclub in Orlando.
The gunman, Omar Mateen, killed 49 people over the
course of three hours before dying in a shootout with
SWAT team members. During the standoff, he pledged
allegiance to the Islamic State.

2. BREXIT: Confounding pollsters and
oddsmakers, Britons voted in June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triggering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upheaval. David Cameron resigned
as prime minister soon after the vote, leaving
the task of negotiating an exit to a reshaped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led by Theresa
May. Under a tentative timetable, final details of the
withdrawal might not be known until the spring of
2019.

5. WORLDWIDE TERROR ATTACKS: Across
the globe, extremist attacks flared at a relentless pace
throughout the year. Among the many high-profile
attacks were those that targeted airports in Brussels and
Istanbul, a park teeming with families and children in
Pakistan, and the seafront boulevard in Nice, France,
where 86 people were killed when a truck plowed
through a Bastille Day celebration. In Iraq alone, many
hundreds of civilians were killed in repeated bombings.

3. BLACK MEN KILLED BY POLICE: One day
apart, police in Baton Rouge, Louisiana, fatally shot
Alton Sterling after pinning him to the ground, and a
white police officer shot and killed Philando Castile
during a traffic stop in a suburb of Minneapolis.
Coming after several similar cases in recent years, the
killings rekindled debate over policing practices and
the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

6. ATTACKS ON POLICE: Ambushes and targeted
attacks on police officers in the U.S. claimed at least
20 lives. The victims included five officers in Dallas
working to keep the peace at a protest over the fatal
police shootings of black men in Minnesota and
Louisiana. Ten days after that attack, a man killed
three officers in Baton Rouge, Louisiana. In Iowa, two
policemen were fatally shot in separate ambush-style
attacks while sitting in their patrol cars.

1. US ELECTION: This year’s top story traces
back to June 2015, when Donald Trump descended
an escalator in Trump Tower, his bastion in New
York City, to announce he would run for president.
Widely viewed as a long shot, with an unconventional
campaign featuring raucous rallies and pugnacious
tweets, he outlasted 16 Republican rivals. Among the
Democrats, Hillary Clinton beat back an unexpectedly

7. DEMOCRATIC PARTY EMAIL LEAKS:
Hacked emails, disclosed by WikiLeaks, revealed attimes embarrassing details from Democratic Party
operatives in run-up to Election Day, leading to the

resignation of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chair
Debbie Wasserman Schultz and other DNC officials.
The CIA later concluded that Russia was behind
the DNC hacking in a bid to boost Donald Trump’s
chances of beating Hillary Clinton.

8. SYRIA: Repeated cease-fire negotiations failed to
halt relentless warfare among multiple factions. With
Russia’s help, the government forces of President
Bashar Assad finally seized rebel-held portions of the
city of Aleppo, at a huge cost in terms of deaths and
destruction.
9. SUPREME COURT: After
Justice Antonin Scalia’s death
in February, President Obama
nominated Merrick Garland, chief
judge of the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
to fill the vacancy. However,
majority Republicans in the Senate
refused to consider the nomination, opting to leave the
seat vacant so it could be filled by the winner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Donald Trump has promised to
appoint a conservative in the mold of Scalia.

10. HILLARY CLINTON’S EMAILS: Amid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the FBI conduct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Clinton’s use of a private computer
server to handle emails she sent and received as
secretary of state. FBI Director James Comey criticized
Clinton for carelessness but said the bureau would not
recommend criminal charges.
Stories that did not make the top 10 included Europe’s
migrant crisis, the death of longtime Cuban leader
Fidel Castro, and the spread of the Zika virus across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ourtesy https://
www.abqjournal.com)

“First And Foremost, I Think We’ve Got To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China.”
Admiral John Richardson, US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Taiwan, Trump, & The Pacific Defense Grid:
Towards Deterrence In Depth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aiwan lies deep inside the kill zone of Chinese land-based missiles,
let alone air and naval forces, as shown in this CSBA graphic.

The phone call between President-elect Trump and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sent shock waves through the diplomatic community. But it
is time to turn the page and include Taiwan in shaping a 21st century
deterrence strategy for Pacific defens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made it clear that the regime
is moving out into the Pacific, asserting its power and influence,
and directly threatening U.S. interests and U.S. allies. It is reaching
beyond Taiwan in its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strategy, using its
expanded capabilities for power projection into the Pacific to reach
out to the Japanese island chains as well as the key maritime access
points to Australia.
It is clear how important control of Taiwan would be it shaping a
pincer strategy against Japan,
Australia, and American
military installations in the
Pacific. Why would the
United States then simply
stand by and ignore the
defense of Taiwan and its key
place in a strategic reshaping
of Pacific strategy? That
Chinese J-15 fighter jets wait
would be turning the Pacific
on the deck of the Liaoning
Pivot into the Pacific Divot.
aircraft carrier during military drills in
There is little reason to be
December.

frozen in time with Kissinger and Nixon who sought to counterbalance
the Soviet Union by embracing Communist China. Last time we
looked, the Soviet Union had collapsed. Russia is not the Soviet
Union: Today’s Kremlin sees no commonality of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except and only with regard to realpolitik. As such, there is
little to be gained by appeasing the PRC in hopes of containing Russia.
Deterring Russia is a task all unto itself, as it forges a 21st century
approach to power, using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to shape outcomes
seen as essential to Russian national interest by Putin. And today
China is a power unto it itself, one that has departed dramatically from
its place in the global system when Nixon and Kissinger negotiated
the Shanghai Communiqué.
‘We’ve Got To Continue To Engage’ China: CNO Richardson
WASHINGTON: Despite rising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US Navy’s top admiralsays his Chinese counterparts “by and large”
behave professionally, not provocatively, when the two nations meet
at sea. And precisely because of those tensions, Adm. John Richardson
said, it’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to emphasize cooperating with China,
not confronting it.
Indeed, while Richardson carefully avoided making policy statements,
he sounded much more optimistic about China than either Russia or
Iran, whose forces have made dangerously close approaches to US
ships in recent weeks. He also downplayed the danger posed by
the long-range sensors and missiles — so-called Anti-Access/Area
Denial(A2/AD) systems — that all three countries are building,
saying that keeping US forces at bay remained “an aspiration” for
America’s adversaries, rather than a reality they could deliver.
When it comes to China,
“first and foremost, I think
we’ve got to continue to
engage,” Richardson said
this morning at the leftleaning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The US and China
have common interests,
such as combatting piracy,
which is on the rise in the Adm. John Richardson, US Chief of Naval
meets with Chinese navy chief
South China Sea even as Operations,
Adm. Wu Shengli.
it wanes off the Horn of
Africa, he said. “(In) areas where we don’t necessarily agree, (such
as) destabilizing, provocative types of behavio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ichardson continued, the goal is “to continue to move towards
some kind of compromise resolution (and)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minimize the risk involved in the relationship.” (Courtesy http://
breakingdefense.com/2016/09)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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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
包括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