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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快樂
黃永瑞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省下平均$480！＊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還有適合的保障
！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向更好邁進 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 2010 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 State Farm 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
、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2010

＊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日用雜貨 廚房用品 和風工藝 保健用品
文具玩具 清潔用品 美妝飾品 旅行用品
因應季節和潮流變化,
本店隨時都有超過
20,
000種商品供你選購.
每星期還有不同
推廣折扣活動,
總有合你心意的選擇.

應有盡有 日用家居文具禮品總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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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航
啟航2017
2017》
》
央視元旦晚會特別節目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
﹕2017 年正在向我們走來了
年正在向我們走來了﹐
﹐回顧 2016 年﹐展

活動安排的朋友們﹐
活動安排的朋友們
﹐不妨與家人一起在電視機前看

望 2017 年﹐懷念過去
懷念過去﹐
﹐珍惜眼前
珍惜眼前﹐
﹐帶著美好的祝願
帶著美好的祝願﹐
﹐2017

2017 央視元旦晚會吧
央視元旦晚會吧﹗
﹗

年央視跨年晚會讓海外觀眾一樣引頸期盼﹐
年央視跨年晚會讓海外觀眾一樣引頸期盼
﹐美南國際
電視理解海外觀眾思鄉之情﹐
電視理解海外觀眾思鄉之情
﹐特別為觀眾播放央視元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
﹕1月 1 日周日晚間 8 時至 12 時首播
時首播﹐
﹐1月 2 日周

旦晚會特別節目﹐
旦晚會特別節目
﹐按歷年的央視跨年晚會
按歷年的央視跨年晚會﹐
﹐今年的元旦

一上午 9 時至 1 時重播
時重播﹐
﹐敬請準時收看
敬請準時收看﹒
﹒

晚會也少不了歌曲﹑
晚會也少不了歌曲
﹑相聲
相聲﹑
﹑魔術
魔術﹑
﹑舞蹈
舞蹈﹑
﹑幽默劇等
幽默劇等﹒
﹒沒有

《美國之音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民調﹕
民調﹕
奧巴馬希拉里為美國最受敬仰者
達賴喇嘛入圍前十
【VOA】希拉里·克林頓也許在總統
大選中落敗﹐但根據蓋洛普的一項
民調﹐她連續 15 年仍然是美國人心
目中最受敬仰的女性﹐奧巴馬總統
同為最受敬仰者﹐藏傳佛教宗教領
袖達賴喇嘛則入圍前十﹒
12%的受訪者挑選了前民主黨總統
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她 21 次被選
為美國最受敬仰的女子﹐比任何女
子當選的次數都要多﹒
第二受敬仰的女子為第一夫人米歇
爾·奧巴馬﹐有 8%的受訪者選擇了

奧巴馬總統和希拉里·克林頓在北卡羅來納州的競選大會後（2016 年 7 月 5 日）

【VOA】根據一項最新報告﹐蘋果設備是 2016 假日季最
受歡迎的電子禮品﹒根據移動數據市場調研公司
Flurry 表示﹐在假日季激活的電子產品中有 44%是蘋果
產品﹒競爭公司三星以 21%的數字居第二位﹐接下來
是華為﹑LG 和亞馬遜﹒
盡管三星位居第二﹐Flurry 公司表示﹐該公司產品的激
活率上升了百分之一﹒此前三星 Galaxy Note 7 款手機
因存在過熱問題被大量召回﹒
值得注意的是﹐推出兩只支新手機 Pixel 和 Pixel XL 的

她﹒
受到美國人敬仰的女性人物還有德
國總理默克爾﹑奧普拉·溫弗瑞﹑艾
倫·德詹妮斯﹑伊麗莎白女王﹑人權
倡導者馬拉拉·尤素福紮伊﹑前國務
卿賴斯﹑麻薩諸塞州聯邦參議員伊
麗莎白·沃倫和前阿拉斯加州長莎
拉·佩林﹒
根據蓋洛普的調查﹐最受敬重的男
子則是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
蓋洛普說﹐22%的受訪者挑選奧巴
馬﹐這是奧巴馬第九次名列榜首﹒

當選總統川普的獲得 15%的受訪者
青睞﹐位居第二﹒
蓋洛普說﹐在任總統往往是當年的
最受敬仰人物﹐但也有例外﹒2008
年奧巴馬就榮升榜首﹐擊敗當時的
在任總統小布什﹒
其他最受美國人敬仰的人物還有教
宗方濟各﹑佛蒙特州聯邦參議員伯
尼·桑德斯﹑牧師比利·格拉漢姆﹑比
爾·克林頓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達賴喇嘛﹑比爾·蓋茨和當選副總統
邁克·彭斯﹒

2016 假日季 蘋果產品銷售拔頭籌

谷歌公司並沒有上榜﹒
Flurry 公司總裁克里斯·克勞巴赫以及該公司市場分析
主管蕾拉·克斯拉魯在一篇博客中表示說﹕
“谷歌只推
出了兩款產品,Pixel 和 Pixel XL, 並且市場反應不一﹐導
致公司無法在這個假日季吸引眼球”
﹒
Flurry 同時表示﹐比手機大但是比平板電腦小的“平板
手機”仍然受到歡迎﹒該公司表示﹐激活產品中有 37%
為平板手機﹐較去年相比增長 10 個百分點﹒

一名顧客拿著三星手機拍攝蘋果商店﹒
一名顧客拿著三星手機拍攝蘋果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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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派對迎新送舊 警籲
警籲：
：注意人身安全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跨年完後，新年派對即將到來，不
少民眾滿心歡喜迎接嶄新一年，卻忘了熱鬧過節氣氛，喧囂擁擠的人
潮和酒精催化下，容易讓安全失序，大休士頓地區近期搶劫竊盜案時
有所聞，為防宵小趁勢作亂，各地警局聯合呼籲，民眾外出歡慶提高
警覺，注意人身安全。
近幾年來，全球各地恐襲事件頻傳，休士頓雖並未有恐襲警報，
辭舊迎新派對，大休士頓地區從跨年夜的新年倒數，一路延續到元旦 1
月 1 日的慶典活動，包括市中心跨年倒數新、糖城 3D 煙火秀、街頭藝
人表演、動感音樂秀、酒吧迎新和元旦升旗典禮與新年慶賀活動等豐
富多彩，依照往年案例，跨年夜之後的熱鬧派對，不只導致人潮車潮
爆滿，各地歡慶活動或自宅派對若提供酒水，酒精助興下，酒後鬧事
和酒後駕車發生意外比率大增。
安全指南網站(Safety Guide)呼籲， 「開車不喝酒，酒後不開車」，
絕對要遵守 「指定駕駛」(Designated Driver)的原則，或善用計程車服
務，千萬別拿自己和身旁友人生命開玩笑。休士頓警局也提醒外出歡
慶的民眾提高警覺，留意周遭可疑人事物，避免歹徒有機可乘，保障
人身財產安全。
煙火秀是最令人期待的活動，
煙火秀是最令人期待的活動
，但觀賞煙火時也要保持距離
但觀賞煙火時也要保持距離，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 (記者黃相慈
另外，慶典通常在晚間舉行，若家長們帶孩子狂歡，孩子的人身
／攝影))
／攝影
安全更要注意。休士頓警局表示，出外狂歡一定要集體行動，避免落
單，讓歹徒盯上。出門在外也要教育小孩如何保護自己，遵守活動注意事項， 萬不要為了一時興起，距離施放地點太近，非常危險。若不幸發生燒燙傷意外
煙火秀是最令人期待的活動，
煙火秀是最令人期待的活動
，但觀賞
，第一時間內做好 「沖」的動作，對於燙傷患處的降溫和減輕疼痛有很大的幫
才能確保節慶安全，才能玩得開心又安心。
煙火時也要保持距離，
煙火時也要保持距離
，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
另外，醫護人員也說，觀賞煙火時，一定要 「保持距離，以策安全」，千 助，再來即是塗抹燙傷藥膏，以防發炎。嚴重者可須循 「沖脫泡蓋送」五步驟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再撥打911送醫處理。

新年煙火商品熱賣 該如何避免起火危險 新年假期有陣雨 日夜溫差大

新年來臨，
新年來臨
，煙火販賣店吸引許多民眾光顧
煙火販賣店吸引許多民眾光顧。
。(取自
取自Abc
Abc13
13))

（實習記者丘鎮豪／編譯）新的一
【本報訊】2017 新年到來，氣象專家表示，跨年夜完後的新年假期，氣溫將維
年到來，許多商店販售煙火等慶祝新年
持在華氏 70 度左右舒適氣溫，但降雨機率偏高，出外遊玩需帶雨具。天氣在周四降
的商品，不少的零售業者也提醒顧客們
溫至華氏 60 度後，氣溫在周六隨之回升，但周末恐有陣雨，降雨機率高達 56%，白
使用煙火時該如何保持安全。
天氣溫暖和，但入夜後溫度會降至 46 度左右，日夜溫差大，民眾外出還是要注意保
煙火的安全規定，首先必須先詳讀
暖。
標籤上的使用規範，使用煙火時必須要
有成人陪伴，禁止幼童使用煙火等商品
位置。
以及請購買於可信任的商家。
請勿直接將煙火棄至垃圾桶中，丟棄前先浸於水中。絕對
煙火只能在戶外空間使用，在旁需要有方便取得的水源，
像是水桶或是庭院中的水管。 使用時要遠離爆炸物，千萬不 不要將煙火扔向或朝向其他人，也不要將煙火放置口袋裡。
要嘗試做實驗或是使用自製的煙火。一次只點燃一支煙火，不 禁止將其使用於金屬或是玻璃容器內，使用者要戴上眼罩防止
要重新點燃已損壞的煙火（先將其靜置 15 至 20 分鐘，然後置 受傷，也不要將煙火朝向身體的任何部位。
最後千萬記得在使用時不要影響到鄰居，並且在結束後順
於水桶內。） 若必須存放煙火，確認其放置於低溫且乾燥的
手撿起留下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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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葉是萬病之藥 有非常好的延壽和治病作用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糖尿病是萬病之源，
反之，茶葉是萬病之藥，有非常好的延壽和治
病作用，包括改善糖尿病症狀。行醫七十餘年
的 96 歲中國國家級名老中醫 - 中醫科學院資深
研究員，教授，廣安門醫院主任醫師路志正教
授的身體血管和 40、50 歲人一樣，沒有任何問
題，血脂一點也不高。路志正教授推薦他維護
和照顧身體健康方法，幫助人們享受他的長壽
秘方和沒有身體老化和慢性疾病痛苦折磨的喜
悅幸福。路志正教授認為：吃藥，不如學古代
盧仝每日多喝幾茶。因為茶葉是萬病之藥, 喝茶
是一種非常實用的養生手段，飲用適當的選擇
茶和適當的方法可以幫助預防或改善許多疾病
的症狀。 路醫師每天 3 杯適當選擇的茶，能活
到 96 歲。雖然說，不同茶葉製作方法不同，營
養成分不同，作用也不同，但是總體而言，有
著非常好的延壽或改善許多疾病症狀的作用。
古人曰：“諸藥為百病之藥,茶為萬病之藥
。”說明茶葉在 5000 年中國文化中的地位。現
代科學也已經確認 - 嚼食不同的茶葉能夠治愈
不同的疾病。此外，有明顯的物證明茶可以幫
助改善人類的健康狀況：1) 茶樹的生長期限長:
茶樹不會老死，枯枝都能生新葉: 茶農都知道茶
樹和一般的果樹不同，若無人為破壞和水土流
失等環境變化的直接影響，尚未發現茶樹會老
死的。有的茶樹樹幹雖然乾枯了，但鋸掉枯枝

後，不久又會在樹頭長出新的枝葉了。2) 有
4000 多篇 “茶葉抗癌” 的專題學術論文已明，
幾乎所有抗癌能力是主要成分茶葉的茶多酚
EGCG 來的。3) 堅持半年，糖友血糖水平改善:
日本富山醫科藥科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1300
名糖尿病患者喝涼開水泡的茶。持續喝茶六個
月，82%的糖尿病患者的症狀明顯減輕，大約
9%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完全恢復正常。4)
防止愛滋病傳播: 英美科學家在《過敏與臨床免
疫學》雜誌報告稱，茶中的多酚類化合物
EGCG 可以有效阻止艾滋病病毒在人體內的傳
播。
茶葉雖然有這麼多的好處，但是喝什麼茶
，怎麼喝能夠調理出一天的好精神、好狀態的
正面效果？路教授推薦飲茶方法是：每天必喝
三杯，而且早中晚喝不同的茶，其中蘊含的就
是調理脾胃的養生理念。喝茶調脾胃，無病到
天年。上午喝綠茶，下午喝烏龍茶; 晚上喝普洱
茶。
綠茶是經過殺青、揉捻、乾燥，大部分白
毫脫落，浸泡後為綠湯的茶葉。炒青茶是當前
中國綠茶製作工藝中最廣泛使用的一種，即將
茶葉鮮葉在 120 攝氏度左右的鐵鍋中翻炒，使其
水分散失，使其變得綿軟，以便做形。綠茶沒
有焙火工序，所以可以稱為生茶。中國著名綠
茶著名包括: 杭州西湖龍井、蘇州碧螺春、紫陽

富硒毛尖、漢中仙毫等。另一種流行的茶是在
清明之前，茶樹剛發芽時採摘的明前茶。因為
綠茶是一種不發酵茶，較多地保留了鮮葉內的
天然物質，維生素損失也較少，因此能幫助脾
胃運化水穀精微輸佈於周身，使心與腦得到滋
養，人才能保持上午的精力旺盛。
烏龍茶屬於 青茶的一種，是經過部分發酵
，綠葉紅邊，既有綠茶的鮮香濃郁，又有紅茶
的甜醇。名茶如福建的鐵觀音和台灣的凍頂烏
龍茶和包種茶等即屬此類。 烏龍茶的降脂減肥
效果優於紅茶與綠茶，日本人把烏龍茶稱為
「苗條茶」，日本學者認為烏龍茶具有分解中
性脂肪和抑制膽固醇的作用。因為午餐中會有
很多油膩的食物，容易滋膩礙胃，進而形成脾
胃功能減弱。下午時喝烏龍茶，能夠幫助脾胃
消化，保持腐熟和運化功能的高效運轉，有養
生長壽的必要條件。 目前有關烏龍茶研究都顯
示，喝烏龍茶能夠不僅能舒解疲勞，還能幫助
消化及止痢，抑制肥胖、美容養顏等作用。一
項研究指出，經常喝烏龍茶的人，身體質量指
數和脂肪含有率都比少喝的人低。而且，女人
減肥的效果比男人顯著。因為烏龍茶除了能夠
刺激胰臟脂肪分解酵素的活性，減少糖類和脂
肪類食物被吸收以外，還能夠加速身體的產熱
量增加，促進脂肪燃燒，尤其是減少腹部脂肪
堆積。營養師也認為烏龍茶的確有減肥的作用

。

普洱茶屬重醱酵黑茶，茶湯濃厚，滋味相
當甘醇。普洱原產雲南，已有千多年歷史。藏
人把普洱茶煮幾分鐘，加入酥油混合，便是供
藏民每天必飲酥油茶。蒙古牧民將普洱茶煮幾
分鐘，加入新鮮牛奶混合，變成可口蒙古奶茶
。少數民族的飲食肉類較多，水份及蔬果較少
，大量飲茶可補充維他命 c 及降低血脂。普洱是
一種普通藥用茶，有潤胃、清腸、消化和平血
壓的功能。茶性較中和，不寒不熱、四季皆宜
，常飲普洱茶、除了潤喉、解渴、利尿及解酒
外；普洱茶可降低血脂含量與膽固醇，久服而
無副作用，還有抑菌功能，可預防和治療痢疾
、腸炎等。普洱茶對人體有減肥、抗類脂化合
物的作用，並能有效降低人體膽固醇與三酸甘
油脂。在一天的勞作之後，人體的氣機下降，
需要頤養脾胃，安養心神，睡得好，身體就能
在夜裡修復。熟普中的咖啡因經多年陳放發酵
，作用減弱，所以喝後不會興奮，使人能夠安
然入睡。而且熱飲腸胃舒適，還可治療尿頻。
中國人飲茶的人數非常多，閱讀這篇文章
後，希望人們可以學習喝茶，形成適當的飲茶
習慣，改善你的健康狀況，讓你享受長壽的幸
福。

華美易經學社主辦專題講座
衍易女史 "2017 流年風水"
（本報訊）講題 : 2017 流年風水
主講者 : 衍易女史
時間 : 2017 年 1 月 21 日, 星期六 上午 10:00 至上午 11：30
地點 :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恆豐銀行總行 12 樓社區服務中心
俗話說:「十年風水輪流轉」,古人老早就知道:風水對人的
影響會因爲時間而改變。今年特别邀请易經學社的榮譽會長，
也是旅居休士顿的專業風水諮詢師衍易女史,爲我們談談 2017
丁酉年的流年風水。
衍易老師將為我們介紹:什麽是風水?什麽是流年風水?流年
風水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 2017 年的風水特性究竟是什麼?對我
們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2017 年有哪些地方不能動土?這一年的

文昌位在那裏?财位在那裏?婚嫁喜慶、添進人口的位置在哪
裡?
每一年的時間風水,都有它自己特殊的地方,在不同的住
宅與不同的主人身上產生不同的作用。我們如何能藉調整風
水的方法,來趨吉避凶?衍易老師將為我們介紹這個已經有千
年歷史的古老學說,讓大家都能分享老祖宗留下來的智慧遺產
。
衍易女史出生於書香傳家的鎮江世族。自幼即在飽讀詩
書的祖父指導下啟蒙易經,學習陰陽五行。畢業台灣師範大學
國文研究所,衍易老師先後於多所國立大專院校任教,教授中
國文學、哲學、修辭、中文文法,以及理則學等課程。衍易老師
致力於推廣中華文化,希望大家能夠正確看待風水命理,一同為
發揚中華文化盡一己之力。

演講免費入場, 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講座連絡電話 : (832) 594-4127 方鮀生 , (281) 796-1039 談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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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贏新紀元
—美南福建同鄉會 23 周年春節聯歡晚會
開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感謝社會各界熱心人
士，在大家的一同努力下，我們的美南福建同
鄉會一定會越辦越好！！！
2016 年 9 月，同鄉會在會館，與到場的鄉
親一同慶祝了今年的中秋節。我們吃月餅，話
著家常，在異國他鄉，與家鄉人一起度過了一
個美好的中秋佳節！！！
同鄉會會館的地址是：6360 Corporate Dr,
#D, Houston, TX 77036。 在 會 館 設 立 之 後 的
日子裏，同鄉會為多位鄉親提供了力所能及的
幫助。美南福建同鄉會將會繼續為所有鄉親在
美國的生活工作提供幫助。歡迎鄉親們常來聚
聚！！！
今年的春節晚會，將會進行我們美南福建
同鄉會設立新會章之後，第一屆會長與理事的
換屆任命儀式。讓我們一同邁進，共贏新紀
元！！！
美南福建同鄉會，誠摯邀請您和您的家人
參加：2017 美南福建同鄉會 23 周年 ---“共
贏新紀元”春節晚宴。

尊敬的福建父老鄉親：
大家好！
美南福建同鄉會在這兒給鄉親們拜個早
年！在新的一年裏，讓我們一同祝福我們偉大
的祖國，祝福祖國早日統一，祝福所有海外華
人，闔家幸福，喜樂安康。
我們的美南福建同鄉會在即將過去的 2016
年裏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是我們所有鄉親共
同努力的成果。
2016 年 4 月，同鄉會成功接待了我們福建
省的經貿代表團。期間代表團領導在會上的精
彩講話，和同鄉會領導的發言，無不流露出濃
濃的鄉情。此次接待交流活動，對兩國之間，
福建省與德州之間的各方面交流都做出了貢
獻。讓我們在新的一年裏，一同努力，互通有
無，攜手共進，創美好未來！！！
2016 年 5 月， 應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駐 休 斯
頓總領館的邀請，黃穗熙會長與世界茶葉組織
總幹事張興才博士一同帶領團隊，參與了總領
館最高規格的外事活動。活動的順利進行離不

我們準備了豐盛的美酒佳肴，精彩的文藝
演出，抽獎活動，只待君來。
更歡迎各位多才多藝的鄉親們踴躍報名，
獻藝獻策。
讓我們在歡樂和諧的氣氛中，一起見證美
南福建同鄉會成立 23 周年，一同暢想新的紀
元。
一、晚會地點：珍寶海鮮大酒樓（Ocean
Palace）， 11215 Bellaire Blvd #D Houston, TX
77072。二、晚會時間：2017 年 1 月 21 日，周六，
下午 6 點。三、晚會組委會：1. 總聯系人：唐
宗 法 會 長 2. 聯 系 方 式：fujianusa88@gmail.com
唐 宗 法 會 長：501-765-9001 戴 毅 鋒 秘 書 長：
832-279-5077 美南福建同鄉會活動策劃部門：
具體聯系方式請參見同鄉會官網連接 WWW.
FUJIANSOUTHUSA.ORG
3. 取 票 地 址：6360 Corporate Dr, #D,
Houston, TX 77036（取票請與黃穗熙會長聯系：
832-866-0913）
4. 請各位願意參與表演的老鄉在 1 月 1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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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將所要表演內容報備於同鄉會活動策劃部門。
5. 請各位有意願在美南福建同鄉會 2017 年會刊上
刊登廣告的商家，社會團體和個人在 1 月 14 號之前與
同鄉會活動策劃部門聯系。
6. 請各位有意願為美南福建同鄉會提供贊助、捐款
等事宜的社會團體或個人與同鄉會活動策劃部門聯系。
7. 美南福建同鄉會帳號：
Account Name:FUJIAN ASSOCIATION OF
SOUTH USA
Bank Name:Southwestern National Bank
Bank Route#:113024009
Account #:1065890
因為有您更加精彩，歡迎各位鄉親熱情參與！
美南福建同鄉會春節活動組委會

休斯頓 2017 年元宵節
遊園會將於 2 月 11 日
在黃氏宗親會大院舉行

嘗免費元宵 中歡樂大獎 祝雞年好運
為 慶 祝 傳 統 的 元 宵 佳 節，2017 年 2 月 11 日
（星期 6）休斯頓僑學界 2017 年元宵節園遊會將在
休 斯 頓 黃 氏 宗 親 會（6925 Turtlewood Dr., Houston,
TX77072）隆重舉行。上午 11：00 開始，精彩的各色
文藝表演節目將延續到下午 4 點。
活動中將分發免費湯圓，還有各種攤位。內容豐
富，形式多樣，還有各色歡樂大獎，實用家具、各大
銀行捐贈的禮品、東西南北各色餐廳提供的免費餐
得克薩斯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鄧潤京
券、各大超市捐贈的家庭必備用品和食物、修車廠的
據《聯合早報網訊》披露，蔡英文將於 17 年 1 月份出訪中美洲 4 個 中內涵，造成的結果是海基會發傳真、打電話到海協會，都沒人搭理。 免費券、各種迎春花樹等。一元錢的獎券就可以有機
友邦。規劃去程過境我們休斯敦，回程過境舊金山。
就更不要提什麼坐下了談判了。沒有了談判，新臺幣當然就沒有今天港 會中大獎！
蔡英文的過境，只會給原本還算是和諧的休斯敦僑社帶來許多困擾。 幣和澳元的地位。剩下的就只有“停止流通”這唯一的出路，也就是退
文藝演出薈萃了休斯頓各大藝術學校的精英。有
既然擋不住她的過境，倒是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尋求問題的答案。什麼問 出歷史舞臺。
舞龍、舞蹈、唱歌、功夫、樂器等等，歷年都是美南
題？當然是百姓日常生活都會遇到的，手裏持有新臺幣的事。
換句話說，不管我們願意或者不願意，更不管是有國家某權威部門
地區藝、舞大展示的好時機。元宵節是團圓的日子，
自 5.20 上臺以來，臺灣島內經濟毫無起色，民眾不滿意程度高漲， 正式宣布，或是根本沒人出來管這件事，新臺幣都會從那天開始，停止
各界 人士和僑胞都將前來團聚同樂。美國國會議員和
而蔡英文並沒有因此而放緩“臺獨”的步伐。盡管我們主張和平統一， 流通了。
不希望戰爭。問題是我們的美好願望，蔡英文聽不到。按照她的既定方
那我們手裏的新臺幣腫麼辦啊？你知道的。可以把新臺幣換成美元， 州，市議員及代表、各社團僑領和文藝界著名人士等
針，用不了多久，就會走到《反國家分裂法》的底線。
換成日元。想一想，如果“停止流通”那一天真到了，抱著新臺幣去換錢， 都會來到遊園會，相互拜年，互致新春之喜。為休斯
真到了那一天，問題變的簡單了。按照原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王洪光 就如同抱著金圓券去換黃金。你以為美國幹爹、日本幹大爺會動惻隱之 頓的僑胞們祈福。祝願美中兩國國泰平安，祝願世界
中將的說法，解決問題所需要的時間“以小時為單位計算”。按照臺灣“國 心嗎？
和平。
防部長”的盤算，可以“堅持兩個星期”。那麼兩星期以後呢？生活還
還有一種辦法是提前換成人民幣。今天的人民幣是國際貨幣，在東
2017 年元宵遊園會由“休斯頓僑學界慶祝元宵節
是要繼續，手裏頭還有許多新臺幣。
南亞地區比美元都好使。現代中國版的鄭成功、施瑯登上臺灣島後，矛 活動組委會”主辦，炎黃堂 , 美中信使報、休士頓黃
回顧一下歷史。臺海兩岸並沒有和平協議。真要是在那一天動起手 頭直指頑固臺獨分子。至於一般老百姓，那是西門町的宵夜照吃不誤。 氏宗親會、中國聯合校友會承辦，世界功夫報，休士
來，只不過是 45-49 年國內戰爭（civil war）、以及 8.23 炮戰的繼續。就 臺獨分子就不同了，其行動自由會被限制，財產也會被沒收，就如同當 頓廣州聯誼會，亞美園藝協會等眾多社團協辦。共同
以 1948 年渡江戰役為例。當時解放軍在江北準備進攻，國軍在江南構築 年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大陸的財產被沒收是一個道理。這些沒收來的財
主席黃家麟，謝忠，黃華；名譽主席吳元之，勞荊，
了長江天塹的防禦工事。江北解放區使用的貨幣叫“邊幣”，由晉察冀 產將如何處理？比如說房地產，也帶不走啊。如果要用這些財產來彌補
胡錫霖，黃孔威，黃仕遠；秘書長王冬梅。遊園會得
邊區銀行發行，到 1950 年退出流通，按比例折換成人民幣。江南國統區 此次行動的軍費支出，還要為新成立的臺灣省政府籌集資金，那麼拍賣
使用的貨幣是“法幣”，“金圓券”，“銀圓券”。長江天塹加上大炮、 是個立竿見影的方法。如此拍賣，很多物品的要價都遠低於其價值。要 到了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中國城各大銀行、各大
軍艦、飛機的立體防禦工事並沒有擋住只裝備有木帆船的“百萬雄獅過 想撿到寶，手持美元、日元都沒用。到那個時候，就是要比誰手裏的人 超市、中國城各色餐館、各文藝體育舞蹈學校、各大
華 文媒體、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各
大江”。解放軍過江之後更是勢如破竹，摧枯拉朽，沒多久中國大陸就 民幣多。多者勝出。
解放了。解放軍經過之處，如果當時還有人還抱著“法幣”，“金圓券”，
如此可以在蔡英文的僑胞見面會上提問題了。提問一定要很客氣、 大華人社團、各校友會學生會、各宗教團體等社會各
“銀圓券”上街買東西，是不是很搞笑？真到了那一天，新臺幣和它的 很尊重。不妨這樣說，“您是咱們這地界的一姐，是大姐大，您是說一 界的大力支持和贊助。
前輩，也就是歷史上的“法幣”，“金圓券”，“銀圓券”命運是一樣的。 不二的人。您跟川普還有熱線電話，舊金山、休斯敦也去了。全世界支
2 月 11 日 休 斯 頓 元 宵 節 遊 園 會 地 址：6925
看一看現實。在中國的香港和中國的澳門，今天仍然有港幣和澳元 持咱們的國家不是一兩個，而是二十多個，多了不起呀。您怎麼想的， Turtlewood Dr., Houston, TX 77072。 位 於 中 國 城
流通。那麼在將來中國的臺灣省，而不是現在的“中華民國”，是不是 就怎麼去做，沒人攔的住您。對了，您什麼時候宣布獨立呀？我們都等 Bellaire 向西過 8 號公路第一個能左轉的路口左轉，前
可以有新臺幣流通呢？答案是，絕無可能！因為，港幣和澳元是談判談 著這一偉大歷史時刻呢。”
行 200 米左側，在休士頓黃氏宗親會大樓內黃家麟廳
出來的結果。中英之間、中葡之間的政府談判都有一個共同的政治基礎，
聽到這樣的提問，或許蔡英文心裏琢磨，這位僑胞著的是什麼急嘛。
和大院。時間是上午 11:00 至下午 4:00. 歡迎僑胞們和
即，這殖民地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領土。談判談的是如何回歸中國，而
“一時緊張，忘了跟您報告了。說老實話啊，我已經換好了許多人
留學生們前來同樂。聯絡電話：281-908-2997 / 832不是要不要回歸中國。如何回歸呢？在流通貨幣問題上達成了一致，就 民幣，就等著拍賣您家在敦化南路、永和、以及松山區那好幾筆房子和
859-5790 / 713-776-8868
形成了現在的，大家都看到的樣子。再看看蔡英文，不承認 92 共識和一 土地時，撈點便宜貨呢。”

蔡英文從休斯敦過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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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
星期日

2017 年 1 月 1 日

Mortgage Alliance

全通貸款

林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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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TX NMLS #290226

Sunday, January 1, 2017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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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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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專頁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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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美視學
週四休息

接受各類保險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

Sunday, January 1, 2017

JANE DENTAL
亮珍牙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D.D.S., M.S., Ph.D.

Best Vision

全新一流設備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本店推出
Dr.Rosanna Pun O.D.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713-271-6898 各類眼病

2017 年 1 月 1 日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
藥，不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
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 10% Off

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Tel：713-665-0700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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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專頁
星期日

2017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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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星期日

2017 年 1 月 1 日

美(南人語）））

金冠業績耀同行
楊楚楓

花落花開、月缺月圓。人到老
年，真覺得時光飛快溜轉。正是
「案頭日曆雖未盡，品茗金冠又一
年。」去年 12 月 28 日，乃休市金冠酒家鴻圖大展的喜
慶日子。當時，我夫妻兩人，趁任職的美國校區放寒假
，返回港澳，跟慈母、姐妹，共渡聖誕、元旦兩個歡樂
日子。儘管在離開休市前夕，從好友黃銳堅，這位金冠
酒家的掌旗人囗中得知，12 月尾，便是他跟馮志堅兄
籌備兩年多的金冠的開張大吉的大喜時刻，我抱歉未能
躬逢盛會。堅兄知我視母致孝，講笑的說： 「放我一馬
」。不過返來之後，要補交文稿，為金冠宣傳一下。我
不假思索地回應： 「牙齒當金駛，不負所望！」
今年一月回到休市後，即入唐人街，走進金冠酒樓，
放眼望去，但覺裝飾高雅大方、色彩斑斕、座位寬敞、
樓底寬落。坐在樓中，十分舒適。而金冠的出品，無論是粵式
點心，又或是港式佳餚，都甚具水準。不過黃銳堅一定要我這
位飲食界的老行尊，（我在本市從事唐餐業務長達 38 年。退休
後，才走進美國校區任職）。指出他們的不足之處，以便可以
改善。我稍加思索，便指出一點：食家在金冠酒樓港式飲荼時
所需求的各類大小點心，無論鹹甜苦辣，一概是依所坐枱上的
點心單來劃下自己喜歡的食品，再交給樓面服務員帶入廚房入

賬，然後再由侍應生依單取菜，送至食客枱上
。這裡就有著一個出餐速度、及食物溫度的保
障問題。如果金冠酒家能夠保証食客不消多久
，就可以嚐到自己所點取的熱辣辣、香噴噴的
點心，那麼就可以稱得上： 「琵琶跌落鑊，冇
得彈！」（此乃香港諺語，解作一切完美）
為了表示我對銳堅兄及金冠酒家的支持，我特於今年 2 月新春
伊始，在金冠酒家擺下 5 圍酒席，每席取價$500.00 主，作為我
楊家家有喜事之用。當晚夜菜香酒濃，在銳堅兄的領導 之下，
服務款待到家，主客皆歡。深夜返回茅舍，我突詩興大發，即
時在燈下，寫下 「夜宴金冠」小詩乙首。詩為：
寒冬夜宴上金冠，溫暖相迎似到家。
老矣方思閒逸事，龍蝦鮑魚一盅茶。
可惜此詩，我沒有送給銳堅兄細看，因為 3 月之時，澳門
文化局及澳門基金會兩大組織，再次聯手，舉辦 2015 年海外華
人文選比賽。這是自 2012 年起， 第 4 次舉辦類似文化活動。我
出生於澳門，自中學生涯起，便向港澳地區的報紙雜誌投寫文
章，即使 43 年前移居美國之後，在從事唐餐生意之余，仍是筆
耕不斷，且寫作範圍涵蓋美國休市、紐約等地，被友朋稱之為
中美自由撰稿人，固受澳門媒體賞識，應邀參與該項文化交流
。而本人亦頗幸運，在 4 次參賽之中，3 次榮獲優秀獎。且受邀
請，返回澳門出席頒獎典禮。到了今年 3 月，澳方又依舊來電
邀請，不過為了保証作品質素，今年凢是參與文章，必須是於
2015 年之內，在世界任何城市的媒體上刊登過，因為這個程式
，確保參與者的作品是大眾媒體有所肯定。而參與者可以在不

政
政海
海 聖普“斷交”嚴懲“台獨”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聖 誕
節前夕
，聖多
美及普
林西比政府在當地時間十二月二十日，發表聲
明，決定與台灣斷絕所謂“外交”關係。不到
7 天，聖普即和中國大陸正式恢復外交關係，兩
國外長在北京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聖多
美及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關於恢復外交關係的
聯合公報》。這是台灣蔡英文上台以來，第一
個宣佈與台灣“斷交”的國家，給民進黨和蔡
當局，送上一份扎扎實實的聖誕節“大禮”。
台當局日前公佈蔡英文下月外訪行程，不
料話音剛落，台灣在非洲三個“邦交國”之一
的聖多美及普林西比政府就宣佈與台“斷交”
，狠狠地打了正為鞏固“邦交”而四處奔波的
蔡英文一巴掌，島內朝野震驚。聖普與台灣分
道揚鑣，不過是一個“開始”，民進黨當局的
“噩夢”還長着呢。蔡英文迄今拒不承認“九
二共識”、不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導致兩
岸關係陷入近十年以來的僵局。
台灣現任政府一直以來，企圖通過“金援
”來拓展國際空間，鞏固僅有的“邦交”，勞
民傷財地四處“撒錢”，短期之內，雖然一度
收穫，但難逃失敗的結局。因為，對於國際社
會上普遍承認和遵守的“一個中國”，蔡英文
當局始終拒不承認兩岸同屬“一中”，反道逆
行。今天倘若仍然認不清“斷交”真正的原因
，僅剩的二十一個“友邦”，年中出現骨牌效
應，應該是遲早之事。

蔡英文當局執迷不悟的“金援外交”，除
了勞民傷財，換得都是虛情假意。如美國，真
正的目的是以台灣作為籌碼，與大陸抗衡。日
本同樣是表面上一時的支持，只是短暫的利益
交換，背後的目的，就是利用台灣。靠金錢買
來的不是友誼，而是利益交換。金錢，換不來
持久的情誼。
馬英九時期，因為“九二共識”的基本互
信，形成了“外交休兵”的默契，大陸不再挖
取台灣的“邦交國”，台灣因而不需要再怕被
“邦交國”大開口要錢。又因為“邦交國”知
悉大陸為了兩岸關係，不會隨意接受他們去投
靠，所以他們沒有和台灣“斷交”的必要；縱
使“斷交”了，也不會被大陸所接受，岡比亞
之例就很清楚。決定未來兩岸“外交”博弈的
，當然還是政治與經濟兩因素，目前的現狀是
，國際政治的格局，不可能有利於台當局，兩
岸的經貿實力，也在快速變化；台灣民眾不願
、本身經濟實力亦不足以與大陸再進行零和博
弈。當台灣失去了被國際社會需要的價值，就
是台灣真正邊緣化的開始。
其實，台灣與不少“邦交國”的關係，都
早有裂縫。最明顯的是巴拿馬。李登輝、陳水
扁和馬英九曾到訪巴國，都未獲與其總統會面
，而且巴國與大陸的經貿關係，甚為密切。至
於台灣在歐洲的唯一“邦交國”梵蒂岡，據說
近年也積極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中國不愛
惹事，但也從不怕事。民進黨當局下一步真正
該做的，是認真思考如何處理好兩岸關係，否
則類似的“斷交”事件還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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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參賽項目中，例如 詩詞、散文、隨筆、小說等，投放 3 篇
個人作品，但要列入曾經刊登過的資料，好像：負責刊登的媒
體名字、刊登日期、文章字數等。
無容否認，這個是件辛苦的工作，因為我每月平均撰稿 24
至 28 篇，分別刊登在美國、港澳地區上，一年下來，便有 300
多篇。要從個人作品的紀錄中，找到自己喜歡的文章，電郵回
澳門參賽，對於我平日已是早上在挍區上班、晚上又要伏案揮
舞的人來說，真是忙得不亦樂乎。為此，今年整整 3 月，我都
是深居簡出，當然也沒有時候跟金冠酒家的銳堅兄交往。
想不到 4 月初，晴天霹靂，好友銳堅兄突然魂歸天國，故
此 2 月所寫的小詩，便束之高閣，成永久紀念，若不是遇上現
今這個 12 月 28 日的金冠酒家開業 1 周年紀念，我也不會讓此小
詩重見天日哩。
回筆各表一枝。當好友銳堅兄離去後，休市飲食界有個別
行家有這樣的說法：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不出 3 個月內，
金冠酒家便會下旗關門。因為群龍無首，再難找好指揮官！我
卻不與苟同。試想一下：整座金冠大酒樓，佔地過萬呎，從空
無一物，到建成開業，大小生財器具、爐灶雪櫃、刀碗器銘、
蒸籠湯煲、枱椅裝飾、冷氣牆紙..... 過百萬美元的投資，絕不作
大，有多無少。聰明的投資人仕，一定會分工合作，一定會群
策群力。即使將軍驟去，也有勇帥頂上。我跟坊間人士斷言：
金冠酒家若能站穩 3 個月，那它一定會長軀屹立，業績光耀同
行 ！
此夕，1 週年的慶典活動中，金冠酒家客流不止，足以證
明吾言不虛！

今次北京終於出手，一下子就在非洲挖走
了聖多美和普林西比，你可以話，這些非洲
小國，北京挖走都冇所謂啦，但好明顯，中
國是做給美國看，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想借
台灣佬搞串個 party，邊有咁 easy?
有人會感到奇怪：喂，明明是特朗普搞事
，點解要搵台灣佬出氣？有時候國際政治就是
這樣，美國下任政府想去台海搞局，中國人民
就搵你細佬台灣出氣，打佢一巴，看你美國佬
有乜反應？好啦，過了一日，美帝一粒聲都冇
出到。奧巴馬固然大條道理，唔關我事，反正
我都落台，還有一個月就交個權力給新任總統
，出聲又如何？
兩岸大打交，邊個最得益？過去幾十年，
美帝唔想，因為兩岸出事，就會拉美帝落水，
美帝好唔想落水。所以，最得益嘅就係一班非
洲小國。點解？好些小國領導人，知道台灣佬
好想建立多些正常邦交，而北京又想拔樁，於
是那些小國，就成日左右逢源，當兩岸是銀行
提款機，有事冇事就去搵兩邊外交部探盤搵水
。台灣佬報紙講，呢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獅
子開大口，話要台灣佬畀幾億美元。你會數到
，得嗰十幾萬人口，收台灣人那麼多水，個個
人民變咗肥仔過新年？不過看官大可想像，那
位西非領導人，會唔會將嗰啲美金，分畀人民
呢？天曉得矣。
過去八年，馬英九同北京好 friend，大家就
有八年時間，大抵公開就唔去鬥挖對手牆腳，
表面上就唔去鬥派水去鞏固邦宜。之前阿扁年
代，試過佢聲稱要拿啲錢去搞秘密外交，但世
人懷疑啲錢經過佢手之後,落咗自己口袋。過去
八年，由於表面上兩岸又唔使用錢搞外交，咁
台灣佬都慳咗唔少。依家台灣佬其實真係要思

考，唔用錢去買朋友，咁仲有乜嘢方法，去鞏
固友好國家呢？而另一個角度就係，有一些台
灣輿論亦去問番，究竟仲需唔需要呢種外交方
式呢？
冇辦法啦，響依家兩岸格局之中，要做到
維持現狀，一個好重要之因素，就係大家都唔
去觸碰一些紅線。至少，響今年初 English Choi
上台之時，大家仲認為，美帝希拉莉贏面係高
一線，既然係咁，大家就會覺得，美帝之亞洲
政策，大抵都會差唔多，就響咁樣嘅基本格局
唔變底下，English Choi 嘅團隊，就自然會覺得
，響美帝亞洲政策唔會大變下，就會好容易達
至維持現狀。
當然，是特朗普上台之後，形勢好唔同。
依家係美帝之因素變咗，台灣嘅反應變得好關
鍵。忽然之間，台灣變成咗一張牌，仲要係放
響賭檯上嘅 trump card，咁就死火啦。美帝點樣
出牌，English Choi 可以話極為被動。有嗰邊啲
獨派開心到話，台灣獨立在望呀！喂！特朗普
只係傾電話啫，佢冇話過畀你台灣人可以獨立
。打個電話就可以立即改變國際地位，唔係咁
嘛？
就在 12 月底，台灣宣布蔡英文總統將於下
月 7 至 15 日出訪中美洲，訪問尼加拉瓜、洪都
拉斯、危地馬拉及薩爾瓦多 4 個邦交國，有台媒
昨引述消息指出，本來今次行程中沒有洪都拉
斯，但考慮到邦交關係搖搖欲墜，才安排出訪
，且尼加拉瓜也可能出現邦交危機，因為今次
出訪重點，是出席總統奧德嘉的連任就職禮，
惟台方無法聯絡上該國接待單位。不過，總統
府昨回應，消息僅屬片面臆測，均非事實，強
調今次訪問的邦交國與台灣邦誼穩固。
但願這不是台灣當局一廂情願便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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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嘉年勝選 HISD 史上首位亞裔教委
美華協會為她慶功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圖為宋嘉年（ 前排左三 ） 與美華協會幹部合影於慶功宴上。
圖為李雄（ 右一），宋嘉年（ 右二） 與出席來賓交談。

休城過客，友誼長存

宋嘉年（ 中 ） 與支持者在慶功會上。

定居台北的 舞蹈家花許梨美老師
（ 左），與夫婿花錦銘（ 右 ）月
前返休，給休巿好友們帶來驚喜。

宋嘉年（ 左 ），與美華協會江麗君（ 右 ） 在
慶功會上。

馬寧（ 左 ）與老友梅路村
（ 右 ） 相見歡。

休市好友歡宴馬寧。（ 前排右起）
馬寧「 中央社 」老同事石麗東，
馬寧，「 教育組」 周慧宜組長，（ 圖為原中央社駐休士頓特派員馬寧（ 前排右二 ）返休，探望新生孫兒，與休市好友團聚。
後排右起） 徐慕平大師，梅路村， （ 前排右起 ） 馬寧「 中央社」 老同事石麗東，秦鴻鈞，「 教育組」 周慧宜組長，（ 後
排右起） 徐慕平大師，梅路村，馬寧之子馬健。
馬寧之子馬健。

副刊

" 晚养生 "
调养身心 助眠美颜
晚餐少且偏素：+2 分

10 点半上床睡觉：+2 分

（综合报道）俗话说，" 常吃八分饱，
延年又益寿 "，晚餐更要以七八分饱为宜。因为晚上人的心跳和血液

晚上 10 点半上床睡觉，
11~12 点进入深睡眠状态最好。研究认为，
深度睡眠对促进孩子身体生长发育，

循环都会比白天慢，
胃肠运动也会减慢，
如果进食大量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
容易使血脂升高、
血液循环更

消除疲劳、
恢复体力有重要作用。正常成年人一般在入睡 60 分钟后才会进入第一次深睡眠。因此，
没有睡眠

缓慢，
不但可能导致消化不良、
肥胖，
还会一般晚餐应以素为主;小孩可以荤素搭配，稍微偏素;有些年轻人晚

障碍的成年人应在晚上十点半前开始进行睡前准备工作，如洗漱、放松、上床，保证 11 点前入睡，
以确保良

上还要学习、
工作，
也可以适当增加荤菜。总原则是，
晚餐要避免大鱼大肉、
辛辣食物;可以适当多吃杂粮、谷

好的睡眠质量。

类食物和新鲜蔬菜。

从中医角度讲，晚上 11 点是胆经排毒时间，此时熟睡能使胆经得到很好的保养，第二天精神状态也会

建议上班族最好回家和家人共进晚餐，
借着这个机会，
与家人分享工作学习的成果和乐事，
能让人心情
愉悦。家里做的饭菜通常营养也更全面，
不会太高油高盐，
更利于健康。

更好。有些老人躺在床上半小时还无法入睡，
此时应离开卧室，
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安静坐一会儿，
待有睡意
时再回到床上。

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孩子则可能因为消化不良，引起积食。

晚餐 8 点前吃完：+1 分

看电视、
用电脑不超过 10 点：+1 分
电脑、
电视都有一定辐射，
不宜长时间盯着屏幕看。在睡觉前的一个小时内看电视、
电脑、
手机等，
其信

晚饭应安排在 8 点之前，
也就是睡觉前 3~4 小时吃完。如果晚餐太晚，
晚上吃的食物留在胃里，
会促进
胃液大量分泌，对胃黏膜造成刺激，
导致抵抗力减弱，
出现胃溃疡;如果刚吃完饭就睡觉会增加肠胃负担，时
间长了易导致胃癌风险升高。
年轻人要尽量改掉吃宵夜的习惯。夜宵对胃的伤害非常大，因为胃黏膜上皮细胞的寿命很短，约 2~3
天就要再生一次。
这个再生过程一般在夜间胃肠道休息时进行。
如果经常在夜间进餐，
胃黏膜就不能得到及
时修复。老人则要防止因吃饭太晚导致血脂升高。
另外，人体排钙高峰期是餐后 4~5 小时，晚餐吃得太晚，不仅影响睡眠、囤积热量，还容易引起尿路结
石。

睡眠不开灯：+1 分
千万别开灯睡觉!因为肌肤细胞一旦遇到光刺激，
就条件反射性地处于戒备收缩状态。如果灯光直接照
射到脸上，那就更糟糕，不但不利于肌肤在夜间的修复，起床后会发现肌肤显得特别疲惫和晦涩，老化的迹
象就会显现出来。
所以，
要想让肌肤更好地完成它的夜间修复工作，
睡前一定别忘了关灯。

睡前温水泡脚：+1 分
脚是离心脏最远的部分，每晚睡觉前用 40℃~50℃的水泡泡脚、按摩脚心和脚趾，可起到促进气血运
行、加速血液循环、
舒筋活络的作用。无论哪个季节，
睡前泡脚都是不错的养生方式。
在水中加一些中药，
还能起到更好的养生效果，
比如菊花有助于安眠，
干姜能暖胃。
冬天泡脚，可以在水
中加适量食醋，不仅能缓解疲劳，还有助于安眠、
祛除风湿。
不过，
醋有活血化瘀的功效，
孕妇、
经期妇女不宜
使用。泡脚时间以 15~30 分钟为宜，
时间太长，
容易增加心脏负担。另
外，饭后半小时内不宜泡脚，有下肢缺血症状的人、
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或糖尿病的患者、脚部有外
伤者需慎重。
晚上睡前用温水洗脸也很重要。生活中处处有辐射，睡前洗脸可以把这些辐射粒子和灰尘洗净，使皮肤清
洁，让睡眠更舒适、
轻松。

号会对大脑造成干扰，
人造光线还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
使人难以入睡。睡前更不要看让人情绪激动、恐怖、
悲伤或抑郁的电视剧、视频等。这些都对大脑有刺激作用，会使血流速度加快，让人难以入眠，降低睡眠质
量。
年轻人晚上可能要学习、工作，但看电脑时间不宜超过 11 点，也不要一直盯着电脑，坐一会就起来走
走。小孩在 10 点前就要上床睡觉了，
充分休息有利于长身体。

不喝茶：+1 分
" 喝茶不过午 "。茶叶中含有的咖啡因有兴奋中枢神经的作用，
同时，
咖啡因也是利尿剂，
加上喝茶摄入
大量水分，
会增加夜晚起夜次数，
从而影响睡眠。
如果习惯了喝茶，
下午可以适当喝些红茶，
因为发酵茶的咖啡因含量较低，
对睡眠影响相对较小。红茶
温中驱寒，
对胃寒、
手脚发凉、
体弱、
爱拉肚子的人也有一定好处，
但晚饭后就不要喝茶了。

不醉酒：+0.5 分
酒 小酌怡情，大饮伤身 ，夜晚醉酒对人体伤害尤甚。中医认为，酒性温，具有行气散气的作用，而夜
晚是人体阳气收敛的时间，
夜晚醉酒会扰乱人体正常的生理规律，
易使人生病。
同时，
夜间新陈代谢大都减缓，
对酒精的代谢也会变慢，
酒对人体的伤害就更大。醉酒还会对神经系统、
肝脏、
心脑血管、
胃等多个系统和脏器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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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超 20 億美元出售中國業務
麥當勞稱還在進程中

日本解禁賭場刺激經濟遭輿論反對
被批惡化社會治安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近日正式
公布並實施被稱為“賭場法”的
綜合度假區(IR)建設推進法，允許
在日本開辦賭場，並將開展後續
政策設計。
日媒稱，首相安倍晉三將解
禁賭場作為振興經濟的“鑰匙”
，但日本輿論因擔憂賭場惡化社
會風氣和治安，反對該法的聲音
壹直很高。針對輿論擔憂，安倍
政府稱將采取嚴厲措施，“重點
應對賭癮問題”。
共同社近日報道稱，綜合度
假區(IR)建設推進法提出由政府推
動建設集賭場、賓館和大型會議
中心為壹體的 IR 設施，以廣泛吸
引國內外遊客，增加觀光收入。
《日本經濟新聞》稱，基於
刺激經濟需求，以及東京舉辦

2020 年 奧 運 會
的背景，安倍
政府迫切希望
抓住機遇，通過解禁賭場發展旅
遊業及周邊產業，增加稅收。但
日本社會則對賭場解禁可能惡化
社會風氣非常關註。根據朝日新
聞社 17 日-18 日進行的民意調查，
64%的日本民眾反對解禁賭場，遠
高於贊成解禁的 27%。共同社同期
調查顯示，即使是自民黨的支持
者中也有多達 60.6%的人反對解禁
賭場，聯合執政的公明黨與各在
野黨支持者中持反對意見的均超
過 70%，其中民進黨和共產黨支持
者中反對者近 90%，可以說是形成
了“反賭場解禁”的民意共識。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日本
政府在強行推進“賭場法”實施
的同時，承諾將“全力解決可能
產生的相應問題”，特別是賭癮
問題。為探討賭癮對策，近日下

午，官房長官棺義偉在首相官邸
主持舉行相關閣僚會議。棺義偉
表示:“將切實采取包含強化賭癮
對策在內的必要措施。”閣僚會
議明確要求政府在壹年內提出有
關預防賭場、賭博犯罪措施的具
體法案，為此將原定 3 年內完成的
有關賭癮問題的全民調查大幅提
前到明年 5 月前後完成，並稱將擴
充由警察廳、財務省職員等構成
的內閣官房“研究小組”，加強
對賭場可能引發社會問題的研究
和應對。除強化反賭宣傳外，日
本政府將加強對社會人士進出賭
場的管理，考慮引入賭癮患者無
法進入賭場的認證系統。但也有
擔憂聲認為，在期望以賭場刺激
經濟的“大方針”下，單憑目前
的技術手段和宣傳無法解決賭場
解禁帶來的社會問題，政府目前
的舉措“僅僅是為回應社會憂慮
而做出的姿態”。

中資財團收購巴基斯坦證交所 40%股份
綜合報導 近日，巴基斯坦證券交易所向 3 家
中國交易所牽頭的中資財團出售了 40%的戰略股份
，此項交易系該地區證券市場首例戰略股份交易。
據悉，參與這項收購的中資財團由中國金融期
貨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領銜
，還包括巴中投資公司和哈比銀行兩家巴基斯坦金
融機構。
此次巴證交所出售的 40%股權約為 3.2 億股，
共有 17 家機構參與競標，中資財團以每股 28 盧比

（約合 0.27 美元）價格成功完成收購，交易總額約
達 89.6 億盧比（約合 8500 萬美元）。收購函件將遞
交給巴證券交易委員會正式批準。
據了解，巴基斯坦證券交易所的前身是卡拉奇
證券交易所，今年 1 月份與巴其他兩家交易所合並
，目前是巴國內唯壹的證券交易所。巴媒稱，巴基
斯坦股市近幾年來壹直是亞洲表現最好的市場之壹
，今年 6 月份，摩根士丹利國際宣布，將於明年 5
月份將巴基斯坦股市納入新興市場指數。

綜合報導 壹直頗受關註的麥當勞出售旗下
中國業務又出新消息。
近期，有消息稱，美國麥當勞已經決定將旗
下中國業務出售給由中國國有綜合性企業中國中
信集團（CITIC）和美國投資基金凱雷集團組建
的聯盟。出售對象是在中國大陸和香港擁有的店
鋪，預計交易額超過 20 億美元。
對於上述消息，麥當勞中國方面在接受記者
采訪時表示，麥當勞中國業務出售仍正在進行過
程中，對於何時公布具體的交易金額和交易對象
，“還沒有明確的時間表。”
不過，麥當勞中國方面同時表示，之所以出
售包括中國方面的業務，並不是因為業績差。但
不可否認的是，為進壹步提升業績，麥當勞正在
大力發展數字化餐廳以及外賣領域。
值得註意的是，麥當勞直接競爭對手肯德基
也不甘示弱，12 月 23 日，肯德基“Original+”概
念店在北京金融街開業，肯德基方面表示，壹旦
技術成熟，肯德基將在全國 5000 家餐廳迅速推
廣。
麥當勞稱暫不能回復
自麥當勞在今年 3 月底宣布，將在中國內地
、中國香港和韓國市場引入戰略投資者以來，包
括北京首旅集團、三胞集團等多家中國企業表現
出對麥當勞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的門店有非常濃
烈的興趣。此前有消息稱，麥當勞在中國內地、
中國香港，以及韓國的 2800 家餐廳，或許已經
找到了最後的買家。“現在只剩下了兩個最後的
競價者，壹家是華盛頓私募股權公司凱雷集團，
另外壹家是壹個跨國財團。”
不過最新的消息是，美國麥當勞已經決定將
旗下中國業務出售給由中國國有綜合性企業中國
中信集團（CITIC）和美國投資基金凱雷集團組
建的聯盟。
這與此前流傳的消息有小幅度重合，不過對
於上述消息，麥當勞方面還是保持了其壹貫的沈
默風格，記者向其求證 20 億美元的銷售價格是
否屬實時，麥當勞中國方面回復稱，“目前仍在
進行過程中，沒有辦法官方回復，且消息公布還
沒有明確時間。”
按照麥當勞此前的計劃，截至 2018 年年底
，將全球店鋪的近壹成改為特許經營店，並且在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也出售了店鋪的經營權。因此
，有業內人士分析稱，麥當勞中國業務在出售給
中信集團聯盟，作為麥當勞的店鋪繼續經營的可
能性很大。
公開資料顯示，麥當勞 1990 年進入中國。
現在運營約 2200 家店鋪，擁有約 10 萬名員工。
但是 2014 年夏季供貨商使用過期雞肉的問題遭

曝光，導致銷售額大幅減少。隨著中國消費者的
收入水平提高，麥當勞最近正在被當地資本的餐
飲連鎖和外資咖啡連鎖等奪走客戶。
否認業績下滑
此前，有觀點認為，麥當勞之所以拋售競爭
激烈的中國業務，主要是為扭轉盈利困局。根據
其發布的 2016 年 7 月份至 9 月份財報顯示，麥當
勞中國業務盈利持續減少，凈利潤比上壹年同期
下降 3%。不過，麥當勞中國方面卻否認了業績
下滑，按照其說法，“雖然凈利潤同比下降，但
並不能說明業務下滑。”
盡管如此，麥當勞也開始采取措施來提升業
績，12 月 9 日，麥當勞中國大陸首家餐廳——深
圳光華餐廳，全面升級為“未來 2.0”概念餐廳
。同時，麥當勞中國宣布了“未來 2.0”的戰略
，加速餐廳升級，通過數字化的硬件、個性化的
產品與人性化的服務，提升顧客用餐體驗。預計
2017 年上半年，全國十多個城市（北京、上海
、廣州、深圳、成都、東莞、福州、杭州、南京
、武漢、廈門等），約 1000 家餐廳將完成相關
硬件升級，約占全國門店 40%。
除了推廣智慧餐廳，送餐服務也是公司布局
重點，麥當勞中國首席執行官張家茵表示，2016
年年底，麥當勞的送餐業務已經從 30 個城市發
展到 70 個城市，可以送餐餐廳的數量翻了壹倍
。值得註意的是，作為其直接競爭對手的肯德基
也在大力發展智慧餐廳，12 月 23 日，肯德基攜
手百度聯合打造的又壹家肯德基“Original+”概
念店在北京金融街開業，據了解，這是雙方繼今
年 4 月份在上海聯手打造首家以度秘機器人智能
點餐為核心賣點的概念店基礎上，再壹次將人工
智能技術應用於連鎖餐飲場景。人臉識別點餐，
AR 表情互動裝置以及基於桌貼的酷炫 AR 互動體
驗成為這家店的亮點。
肯德基方面表示，在未來 30 年的零售業發
展中，講究的是智慧化、個性化和定制化。如今
實驗性的技術手段，在未來的壹到兩年內就有可
能成為餐廳新的增長點。用科技的手段提升餐廳
效率、降低損耗並吸引顧客，是壹舉三得。再以
個性化、定制化的產品和服務留住顧客，增加顧
客重復使用的頻次，以此形成餐廳發展的良性循
環。
據悉，目前，肯德基在全國範圍內有超過
5000 家餐廳支持手機自助點餐。此外，在今年 4
月份推出的機器人智能點餐，以及此次投入使用
的人臉識別技術點餐等，肯德基正將餐廳的智能
化壹步步提升到新的高度。“壹旦技術成熟，肯
德基將在全國 5000 家餐廳迅速推廣，讓消費者
享受到技術進步的成果。”肯德基方面補充道。

新聞圖片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 2016 年 12 月 27 日，俄羅斯索契，俄羅斯墜毀圖-154 軍用客機的搜救工作持續在黑海海域進行。25 日，俄羅斯國防
部一架圖-154 飛機在黑海墜毀，機上 92 人全部遇難。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 2016 年 12 月 27 日，德國柏林，德國警方駐守
勃蘭登堡門附近，保證新年期間安全。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 2016 年 12 月 27 日，美國紐約，有關人員准備爲迎接 2017 年新年准備的紐約時報廣場水晶球。今年的水晶球由 2688
片水晶三角組成，直徑約 3.66 米，重達 5386 公斤。在紐約，每年新舊年交接的最後時刻到來之際，紐約市民和遊客都樂于在紐約時報廣場
聚集，最令人興奮的除夕慶祝活動之一就是，大家熱切等待直徑 12 呎（3.6576 米），11875 磅（5386.4 公斤）巨大水晶球的落下，象征新一
年的到來。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 2013 年 10 月 14 日，德國邵爾蘭特，在清晨的
冷空氣中，馬鹿呼出白氣宛若一個個老煙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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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In 2016
China to Increase Salaries in 2016, 2017 :
China to Hold Two Important Summits in 2017,
Expected to Promote Relations
en.yibada.com/articles/.../china-increasesalaries-2016-2017.htm

China's Monetary Policy for 2017: Leaders
Urge Regulation
en.yibada.com/.../chinas-monetary-policy-2017leaders-urge-regulation- money-gates-avoid-financialrisks.htm
Following a key economic meeting held this month,
Chinese leaders called for a “ prudent and neutral”
monetary policy for 2017, with the aim to ...
China to Hold Two Important Summits in 2017,
Expected to Pro
en.yibada.com/.../china-hold-two-important-summits2017-expected- promote-multilateral-relations.htm
China will hold two important summits in 2017, which

Aug 1, 2016 ... The China Salary Guide for 2016 to
2017 reported that a salary hike will commence this
year and the next. The hike will be from 8 to 15 percent.
China Wants 100,000 Robots by 2017 in
Response to Slowing Ma
en.yibada.com/.../china-robots-china-roboticsindustry-factory-robots-china- manufacturing.htm

are the Belt and Road summit and the 9th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
China to Launch First Seawater Desalination
Plant in 2017
en.yibada.com/.../china-launch-first-seawaterdesalination-plant-2017.htm

Apr 28, 2016 ... China expects to build about 100000
robots by 2017 to aid domestic manufacturing, which
is being dragged down by a graying population and ...

(Courtesy Globaltimes.cn)

China to Launch New Generation of Quickresponse Rockets in 2017
en.yibada.com/.../china-launch-new-generation-quickresponse-rockets-2017 .htm

Nov 7, 2016 ... China has inked a deal with Xianda
Group to launch the country's first seawater desalination
plant in 2017. The project is expected to be in ...
China's new TV series 'Empress' set to begin
filming in early 2017
en.yibada.com/.../chinas-new-tv-series-empress-setbegin-filming-early-2017. htm

Sep 15, 2016 ... China's latest generation of homegrown
quick response rockets is scheduled ... ( CASIC), is
planned for 2017, Zhang Di, head of the company's ...
China's Population to Peak in 2017, Draws
Concern from
en.yibada.com/articles/69035/.../chinas-populationpeak-2017.htm
Sep 29, 2015 ... Population experts are expecting

Sep 5, 2016 ... Principal photography is about to begin
on "Empress," an upcoming series about the only
empress inChina's history, Wu Zetian. Latest
Coca-Cola to Pour in $4 Billion for China
Operations by 2017
en.yibada.com/.../coca-cola-4-billion-chinaoperations-2017.htm

China's population to start dropping in 2017. This is
caused by an aging population, partially resulting from
th.
China to Lower Economic Growth Target for
2017 to Push Reforms
en.yibada.com/.../china-lower-economic-growthtarget-2017-push-reforms- more-foreign.htm
Dec 17, 2016 ... The
need for stability
will guide China's
economic planning in
2017, and China will
push for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supplyside structural …

Aug 22, 2015 ... China is Coca-Cola's third largest
market by volume, which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the future growth of its business, according to Muhtar
Kent, …
China Set to Review Extension to Retirement
Age by 2017
en.yibada.com/.../china-set-to-extend-retirement-ageby-2017.htm

Chinese Growth to Slow Down to 6 Percent by
2017, IMF Says
en.yibada.com/.../chinese-growth-slow-down-6percent-2017-imf.htm

Mar 12, 2015 ... China's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committee revealed their plan to review by
2017 the extension to retirement age, from the present
…
For Additional China News For 2017, Go Here: http://
en.yibada.com/search?q=china+in+2017
(Courtesy http://en.yiba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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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萬事達石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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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反應迅速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專業施工

實木櫥櫃

工廠直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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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花崗石廚房檯面 部分花崗石樣板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 6 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GRANITE MASTER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花崗石

NEW

櫥櫃
動
活
白色
15% OFF

平方呎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帶按裝費＊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32 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軟滑軌關閉抽屜

櫥櫃 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14
14..

95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

免費估價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

www.cmdgroupusa.com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Design & Remodel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832-353-6900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877-3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