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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金秋舞蹈團歌舞晚會
精彩呈現
達拉斯地區金秋舞蹈團“年之韻”歌舞晚會22日在布

萊諾市演藝廳隆重舉行﹐給在場觀眾開啟中國民族舞

蹈﹑中國聲樂的表演畫面﹐感受到華人社區迎接新春

的喜慶氣氛﹔這場歌舞晚會是金秋舞蹈團成員與本地

聲樂藝術專業人士﹑華韻樂團聯袂展現具有中國民族

特色的舞蹈﹑聲樂節目﹐演出共有15支節目﹐演職人

員超過80人﹐通過舞蹈宣傳中國文化的一股力量﹒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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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瑞
Se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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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9889 Bellaire Blvd., #251-261, Houston, TX 77036
Tel: 281-201-1360Houston 店:

10901 North Lamar Blvd., #211, Austin, TX 78753
Tel: 512-387-3282Austin 店:

營業時間: 日-四 11am ~ 9pm        五,六 11am ~ 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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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fitjpsto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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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諮詢室的故事 (一)
【【心理諮詢與健康生活心理諮詢與健康生活】】 熊雅麗熊雅麗

實習心理諮詢師實習心理諮詢師

“Karen, 不知道你有沒有被通知到下午兩點鐘有個家庭
諮詢，你的丈夫和阿姨會來參加。” 小組治療結束後我告知
這位病人。

Karen是位非裔年輕女子，五個孩子的媽媽，身材修長，
五官精致，看起來像混血人。她穿著一件格子尼大衣，氣色
和氣質完全不同於其他病人，在大廳碰見她時還以為是病人
家屬呢。然而她確實是一住院病人，診斷結果是抑鬱症和酒
精上癮。

“哦我知道。謝謝告訴我。”她禮貌回答，眼睛卻沒有
移開我的臉。

“有什麽事我們要提前溝通一下嗎？”我主動提出來，
這時候諮詢室裡只有我們倆人。

“是，我想讓你知道，我的丈夫也是個酒鬼，但是他不
認為自己有問題。”她邊說邊在我身邊的椅子上坐下。

我看著她的眼睛沒有答話。
“他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喝酒，至少六瓶啤酒，額外

加上大量伏特加。”

“是挺多的。”我答。
“但是他很高，6尺9。”
正琢摸著國際度量衡的換算方法，她接著說，“他是棒

球教練，下午四點工作到七點。我們結婚六年了。”
考慮到自己的時間緊迫，下個諮詢二十分鐘後要開始，

我想停止這個談話但又不想太唐突，便插話道，“六年，我
猜你們感情基礎不錯……..”

“不，Yali, 他有家庭暴力傾向，現在還在保釋期間。看
見我的眉毛了嗎？這兒，他打的，縫了十針。”她用手輕撫
自己的左眉上方。

“天啦，”聽到家庭暴力我開始警覺起來，“他這種行
為有多頻繁？”

“每月一次吧。這是我的第四次婚姻，”她的表情開始
凝重起來。

第四次，我想問前三次是什麽情況，剛要開口，她繼續
說，“每次都有家庭暴力。”

看著她的眼神，我忍不住共情她的感受，“Karen, 很抱

歉聽到這些故事，你的人生一定很艱難……..” 同時暗暗在想
，四段一模一樣有家庭暴力的婚姻，這種情況下的當事人本
身一定有問題。

“七歲時我媽試圖把我們兄妹五人殺了，她讓我們全部
躺在地上，然後拿著刀…….； 十三歲時被我的親哥哥強奸，
我一直隱忍著直到幾年前才告訴我媽媽…….” 她開始哽咽。

我很想給她一個擁抱，想到職業操守及醫院管理條例，
我忍住自己的雙臂但是身子略微前傾，柔聲告訴她，“ Kar-
en, 你的童年有太多的創傷，很抱歉現在我不能幫你什麽。你
可能不知道，醫院主要提供危機干預，很難解決你的深層次
問題。我強烈建議你出院後定期看一個心理諮詢師，你非常
需要。”

我簡單告知尋找諮詢師的方法，結束談話，走出房間，
我的胃開始隱隱絞痛----開始焦慮兩點鐘的家庭諮詢。

未完待續。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新聞集團將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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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遊會暨國際藝術節」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Festival)，成為休士頓超級盃合作贊助的多元文化盛會之一；在
活動來臨之際，除今晚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將舉辦大型
Kick off派對外，25日董事長李蔚華也召集各族裔社區領袖和媒
體召開開放論壇，更新活動進度內容，將打造多元國際盛會。

會議上，包括休士頓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美南國際
貿易中心共同主席鄧潤京、TV Houston負責人Sangeeta Dua
、菲律賓商會 Loloy Reyes、Artventure Inc.傅曉薇與 Kyle 傅
、總導演高曉慧等各族裔社區代表和媒體皆出席支持。

李蔚華首先正式更名園遊會為 「國際藝術節」，以國際
性的歌舞文化表演，一起慶祝農曆春節。他說，休士頓是非
常國際化的都市，農曆新年不只屬於亞洲人的慶典，任何人

都可以一起慶祝同歡，也希望大家趁著Kick off派對時，可
以來討論接下來一整年的活動，任何形式都可以成為藝文
活動一部分，歡迎大家踴躍參與國際藝術節，讓休士頓更
團結。

每位社區領袖輪流介紹自己，並作意見交流，高曉慧表
示，舞台表演分為兩大區塊，分為中華文化與國際兩大性
質，目前舞台表演節目大致定案，約有33個精彩歌舞文化
與時尚秀演出，預計精彩可期。

另外，成為體育盛事超級盃活動一部分，屆時藝術節現
場將會有超級盃相關宣傳布條，目前也在設計餐廳指南
(Restaurant guide)提供給遊客參考，讓數以千萬計的遊客都能
到休士頓觀光。市長透納、聯邦眾議員Al Green和州議員吳元
之與市議員Steve Le等政要都會參加剪綵。

活 動 免 費 入 場 ， 詳 細 資 訊 中 文 請 洽 Angela Chen：
713-517-8777或angela_nwe@yahoo.com或英文請洽Jennifer Lo-
pez：281-983-8152或jenniferitc@gmail.com。

2121屆新年園遊會系列報導屆新年園遊會系列報導
正式更名國際藝術節正式更名國際藝術節 3333舞台表演活動免費入場舞台表演活動免費入場

全體合影全體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Kick offKick off 派對前召開論壇派對前召開論壇。。((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民調民調：：多數民眾支持川普就職演說多數民眾支持川普就職演說
（本報訊）美國媒體今天公佈民調顯示，即使主流輿

論批評總統川普的就職演說內容民粹與黑暗，但多數美國
民眾認同 「美國優先」與 「購買美國貨，聘用美國人」等
施政宣示。

立場較為中立的美國政治網路媒體POLITICO和民調
機構 Morning Consult，公佈 20 至 22 日川普就職演說後，
向全美1922名已登記選民，當中有1762人看過或聽過演說
內容所做的民調顯示，多數美國民眾認同川普 「美國優先
」的演講。

調查指出，看過或聽過川普演說的49%的受訪者認為

，內容極佳與不錯，39%指一般和糟糕。65%的整體受
訪者認同川普 「美國優先」的主題，61%同意 「購買美國
貨，聘用美國人」的口號。

川普就職隔日，美國城市湧現抗議人潮，自由派主流
媒體紐約時報（NYT）、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與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均批評川普演說內容黑暗民粹
，近乎羞辱前任總統，是講給支持者聽的。

POLITICO與Morning Consult民調顯示，美國社會有
異於自由派媒體的不同意見。51%的受訪者認為川普演說
具樂觀性，46%指聽來像個總統，44%指帶來啟發。

美國媒體立場鮮明，總統競選期間的報導與民調失準

成為話題，這份民調也引起共和黨支持者意見比重過高的
疑慮。

POLITICO指出，調查樣本雖較過去調查中的共和黨
支持者比重是高了一點，但整體樣本比例仍偏向民主黨支
持者，也就是民主黨人比較願意表達意見。

調查也反應美國社會對川普政策的綜合性意見。移民
政策上，72%支持遣返有犯罪紀錄的非法移民，68%同意符
合資格的非法移民可以留在美國。

36%認為奧巴馬健保必須打掉重建或翻修。33%認為應
全部撤銷，以新方案取代。32%認為應部分撤銷，但23%
認為應全部撤銷，無須再提新方案。

信用卡調查：休斯頓人平均信用分數低於全美
（本報訊）根據專業網站Experian的最新研究報告

，休斯頓居民的信用分數略低於全美平均水平，而休斯
頓信用可持有者的平均負債金額為6130元，高於全美的
的平均水平。

根據2016 Experian全美信用卡報告結果，休斯頓大
都市VantageScore 信用卡統計的平均分數為659分，低於
全美673的平均水平。

此次結果，休斯頓信用分數整體排名提升了4位，
分數提高了5分，在全美大都市信用卡分數評比中名列
145位。

休斯頓大約32%的市民人口使用信用卡，同時，當
地信用卡使用人的負債率也在2015年提高了2.8%。
2016年，其中不包括貸款負債，休斯頓人平均負債數量
達到40731美元，全美的平均負債水平為39216美元。
全美範圍內，信用分數最高的當屬明尼蘇達州Mankato,
信用分數達到708分，同時密西西比州的Greenwood，信
用分數墊底為622分。

此外，德州的多個城市信用分數倒數，其中Harlin-
gen, 倒數第3，信用分數為631; Laredo, 倒數第6，信用分
數為635; Corpus Christi, 倒數第9，信用分數為639.

休斯頓休斯頓88位醫生位醫生
涉涉13001300萬美元重大醫療欺詐案萬美元重大醫療欺詐案

（本報訊）休斯頓一名醫生被指控參與一起1300萬美元的老
年健康保健項目欺詐，包括人為聘請病人進行不必要的身體
檢查以達到騙保的目的。
該詐騙案涉案金額巨大，有8名醫生同謀作案，一位醫療診

所負責人承認為病人做一些不必要的化驗，並采取在市場上招聘病人，並負責接送到診所的做法。
經過6天的法庭聽證，聯邦法庭指控64歲的醫生Faiz Ahmed通過不必要的呼吸檢查等內容來騙取聯邦的醫療資

金。
法庭證據表明，Ahmed是一位神經科醫生，他為400名病人進行了身體檢查，並通過老人健康保險來獲得收入

。
涉案的主要人59歲的Yepremian在休斯頓和Conroe設立了多個虛假的醫療診所，他聘請專人將病人帶到他的診

所，實施不必要的身體檢查。他已經承認醫療欺詐，並支付專人費用，診所獲得一個病人就支付專人100美元來從
事非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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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系達拉斯訊】休士頓僑
教中心莊主任雅淑，於 1 月 21 日
下午邀集達福地區僑務榮譽職人
員，在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召開
「106年僑務工作會議」。達福地區
僑務榮譽職人員以及僑社代表，
不分黨派不分藍綠，踴躍出席該
項會議。大家對達福地區僑界所
關心的議題，廣泛交換意見。駐休

士頓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亦特
別前往參加，會中，林映佐副處長
感謝達福僑界先進們，對辦事處
的支持與協助，並期勉大家繼續
為推動僑社永續發展共同努力。

莊雅淑主任特利用該座談機
會，向與會僑領簡介僑務委員會
所推廣的僑胞返國健檢安心醫療
服務，並鼓勵僑界朋友們於返國

旅遊探親時可多加
運用，同時，宣達僑
委會因應數位化來
臨，自106年始停印
紙板宏觀周報，並
希望僑界朋友多多

上網登錄，並訂閱宏觀電子報，以
即時收到全球各地最新僑務資訊
。莊主任同時也告知僑委會委員
長吳新興，將於二月拜會達拉斯
僑社等相關訊息，達福地區僑社
也都表示興奮與熱烈歡迎。會中，
僑務委員曹明宗、孟敏寬，亦分享
去年返台參與僑委會舉辦的年度
僑務會議出席心得，另外，與僑領

們也都積極響應僑委會在各僑居
地所推動的關懷救助計畫，並於
會場立即成立「達福地區僑界關
懷救助協會」，目前該會由兩位僑
務委員擔任主任委員，達福地區
全體僑務榮譽職人員擔任委員，
該會宗旨，以提供台灣新移民、留
學生或給予有需要急難救助的僑
胞朋友們關懷與協助為主，林映
佐副處長、莊雅淑主任表示，僑胞
是國家重要的資產，僑胞已與國
家命運融為一體、密不可分，僑胞
永遠是國家向前發展的推手，期
待僑界不分藍綠、不分黨派，共同
讓台灣走向世界而努力。

曹明宗僑務委員分享出席僑務委員會議心得曹明宗僑務委員分享出席僑務委員會議心得

達拉斯僑務座談共商僑社議題
響應僑委會成立關懷救助協會

與會僑領積極響應僑委會當場成立與會僑領積極響應僑委會當場成立「「達福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達福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

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前左前左22))、、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前左前左33))主主
持持「「106106年達福地區僑務工作會議年達福地區僑務工作會議」」

孟敏寬僑務委員分享出席僑務委員會議心得孟敏寬僑務委員分享出席僑務委員會議心得

QS170126A達福社區

【本報系達拉斯訊】中
華民國政府為提供全球僑
胞優質服務，多年來借重
各地僑界賢達的服務熱忱
與專業長才，依相關規定
審慎遴聘僑務委員，以及
僑務諮詢委員、僑務顧問
與僑務促進委員等僑務榮
譽職人士。這些職位皆為
無給職，擔任政府與海外
僑胞間的溝通橋樑，積極
協助僑民於僑居地參與公
共事務、政經活動及推廣

國民外交工作。
鑒于美南地區部分僑

務諮詢委員、僑務顧問及
僑務促進委員聘期届滿，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依
「僑務委員會榮譽職人員
遴聘要點」規定，經綜合考
量後，續聘僑務諮詢委員
梁慎平(休士頓)及新聘僑
務諮詢委員方芸芸(達拉
斯)，新聘僑務顧問馬牧原(
奧斯汀)、姚東權(奧斯汀)、
鍾開瑞(達拉斯)，新聘僑務

促進委員孫禮超(達拉斯)，
任期均自 2017 年 1 月 1 日
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及休士頓華僑文教服
務中心將另擇期舉辦頒授
聘書儀式，並期許美南地
區所有僑務委員及僑務榮
譽職人士繼續秉持堅定支
持中華民國台灣的理念及
服務僑社的熱誠，共同為
增進僑社福祉而努力。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發布美南地區新續任
僑務榮譽職人員名單 【本報系達拉斯訊】僑務委員

會為落實輔導華僑經濟事業發展，
鼓勵僑胞回國交流商機及配合政
府「新南向政策」，將於 106 年 3 月
13日至18日舉辦「2017年僑臺商連
鎖加盟創業觀摩團」，邀請有意創
業展業及瞭解國內連鎖加盟業現
況之海外僑臺商增進相關專業知
能，擴大海內外連鎖加盟商機，媒
合臺灣優質連鎖企業至海外展業。

本活動內容包含 3 場連鎖
加盟創業專題講座、參訪北部
及中部至少 6 家績優連鎖企業

及交流座談、至國內優質連鎖餐飲
店用餐體驗及安排2場商機媒合洽
談會等。

該活動師資、企業參訪(含至中
部企業參訪1晚住宿)、活動期間午
晚餐及場地等費用均由僑務委員
會負擔，參加者則自付由僑居地往
返之交通費用及活動期間住宿費(
除中部參訪1日以外之各日)，歡迎
具媒促國內連鎖加盟產業拓展國

際經驗及有意於僑居地開創連鎖
加盟事業之僑臺商，於106年2月3
日前向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洪秀菁小姐(TEL：713-789-4995#
108， email:juliah@houstonocac.org)
提出報名申請，並可至全球僑商服
務 網 （http://www.ocbn.org.tw）/
「最新消息」或至僑務委員會網站
（http://www.ocac.gov.tw）/「公告事
項-開班」下載活動行程摘要表及
報名表。

歡迎加入「僑商網 ocbn」粉絲
團，即時掌握最新研習報名資訊！

僑務委員會2017年僑臺商連鎖加盟創業觀摩團
開始招生

QS170126B達福社區

達福台灣商會了即將來臨的年度盛會---
「達福地區全僑新春聯歡晚會」，將於2月3日(
星期五)假達拉斯洲際大飯店(Hotel InterConti-
nentalDallas)舉行。

由理事們所組成的籌備會在近兩個月的努
力之下，已進入最後的籌備階段。本著達福台商
會一貫精誠團結的力量，籌備會亮出耀眼的成
績單：桌次已近100桌，募獎已達300餘項，商界
朋友亦紛紛廣告贊助支持，預計該場千人酒會
將因豐富超值的大獎而掀起高潮不斷!當晚的
大獎除了第一大獎現金2017元、李庭槐會長捐
獻現1000元之外，尚有台灣食品捐贈的500元
紅包2個、長榮、華航各一張美國-臺北來回機
票、美國航空公司(AA) 達拉斯-臺北來回哩程
數票，華為公司(Huawei)MATE 9 手機、中興

(ZTE) AXON7各一支，以及其他超過萬餘元的
大大小小現金紅包、禮券及禮物、商會贈送的
100包國寶米等，希望人人抽大獎贏得好采頭！

今年已募得鑽石桌3桌、白金桌10桌、金桌
21桌、銀桌8桌及社區桌33桌；加上200餘位主
流政商人士，晚宴現場近100桌的中外嘉賓將會
掀起強強滾的熱鬧氣氛!

晚宴將請美國航空公司 ( American Airline
) 的資深副總裁 Don Casey 擔任今年的晚宴主
講人，Casey 副總裁為AA的全球營運部門負責
人，主管 AA 在全球各地每日 6700 架次飛機航
班及票價，掌控一年 350 億美金的營收，是 AA
公司的靈魂人物。Casey 副總裁畢業於加拿大英
屬哥倫比亞大學MBA, 進入AA之前曾為加拿
大航空公司資深副總裁，將在晚宴中主講 AA

遠東航線經營的策略。
該商會已舉辦數年的”國際願景

杰出獎”( Global Vision Award) 今年將
頒發的三位獲獎者分別是：達拉斯浸
信 會 大 學 (DBU ) 總 校 長 Dr. Gary

Cook、克羅亞洲博物館 ( The Crow Collection
of Asian Art) 館長 Amy L Hofland，以及達福國
際機場董事會主席 Sam Coats。

而達福台商會長期以來深耕的姊妹城市締
結以及國際學生交換計劃，也將分別向大家介
紹過去一年來的活動成果。

今年的節目將邀請來自臺北市立明道國小
的民俗扯鈴表演，明道國小位于文山區，為經濟
文化較弱勢的地區，但是學生在扯鈴技藝上的
表現，極為亮眼，明道國小扯鈴隊一直都是全國
扯鈴比賽的冠軍隊伍，多次入選臺北市青少年
民俗運動訪問團出國訪演，宣慰僑胞，足迹遍及
世界各國。除了動態的表演之外，節目中亦安排
了享有盛名的達拉斯浸信大學 ( Dallas Baptist
University , 簡稱DBU )合唱團演出動聽的中外

歌曲。
達福台商會非常歡迎僑學各界及朋友參加

，共同慶祝雞年的來臨。晚會桌次分為: 鑽石桌
$5000 元、白金桌$2500 元、金桌 1200 元、銀桌
800 元、社區桌 600 元。購桌聯絡人：楊慧美 (
Kathy Lin) 817-312-9998, 曹利娜(Peggy Chu )
972-897-8883， 王 嘉 玲 ( Chialing Chung)
214-536-3968, 羅 玉 昭 ( Helene Lee)
817-723-3073, 歡迎各位踴躍購桌。

募 獎 組 聯 絡 人: 陳 文 珊 ( Suzan Chen )
469-878-2178、 樊 秋 霞 ( Tina Higley)
214-448-7402, 曹 利 娜 ( Peggy Chu )
972-897-8883, 雷 筱 鳳 (Anna Chu )
214-535-6044。

另設有廣告贊助，希望廠商、公司朋友們多
多支持，節目手冊所有廣告皆為彩色印刷，全頁
$500 元，半頁$300 元，歡迎與廣告組曹利娜(
Peggy Chu) 972-897-8883、陳 文 珊 ( Suzan
Chen ) 469-878-2178聯絡。(達福台商會供稿)

達福台商會舉行千人新春聯歡晚宴
中外嘉賓共慶農曆新年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全年辦理聯邦和州政府
的低收入家庭兒童醫療補助(Children Medic-
aid),兒童健康保險(CHIP )和孕婦醫療補助
(CHIP Perinatal)的申請。CHIP 是針對一些父
母因收入較高或財產太多而導致他們的小孩無
法拿到 Medicaid，同時又付擔不起私人保險公
司的保費而提供的兒童健康保險。

懷孕但沒有健康保險和無法獲得Medicaid
的孕婦，可藉由 CHIP 計劃獲得妊娠照顧服務
(CHIP Perinatal)。這個服務是針對未出生的小孩
。它涵蓋20次產前檢查，懷孕相關的處方藥、維
他命、生產服務以及最初幾個月新生兒的健康
和醫療照顧等。
參與Medicaid 和CHIP的兒童資格要求:
小孩必須是：

★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記住：是小孩身份。
父母身份不作要求）
★德州居民
★年齡19歲以下
★誰可代表小孩申請？
•任何與小孩居住超過半年的成年人，包括：父
母，繼父母，祖父母，其他親屬，合法照護人或成
年兄弟姊妹。
•任何單獨居住的19歲或以下者。
•任何年齡的低收入孕婦可以為她們未出生的
小孩申請孕娠期間醫療照顧（CHIP Perinatal，孕
婦身分沒有特別要求）
申請需要的文件有：
‧社會安全卡
‧身份證明

‧地址證明
‧收入證明
‧懷孕婦女申請，還需提供懷孕證明

沒有健康保險也無法申請Medicaid 的低收
入孕婦，可以申請孕婦醫療補助（CHIP Perina-
tal Care)。只有學生保險的孕婦也有可能申請孕
婦醫療補助。

兒童醫療補助(Children Medicaid) 全家每
月收入上限如下：家庭成員1人$1,366, 家庭成
員 2 人$1,842，家庭成員 3 人$2,318，家庭成員 4
人$2,795，家庭成員5人$3,271，家庭成員6人$3,
747。只要是定居在德州的兒童，家庭收入未超
過上限規定，我們都可以協助申請。

兒童和孕婦健康保險計劃(CHIP)全家每月
收入上限如下：家庭成員1人$2,039, 家庭成員2

人$2,750，家庭成員3人$3,461，家庭成員4人$4,
172，家庭成員5人$4,878，家庭成員6人$5,593。
只要是定居在德州的兒童和孕婦，家庭收入未
超過上限規定，我們都可以協助申請。

我們是聯邦政府認證的導航員和保險公司
沒有任何關係。我們有兩個辦公室：
A. 達 拉 斯 華 人 活 動 中 心：400 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1
B. 布蘭諾角聲社區中心：1108 W. Parker Rd., #
108, Plano, TX 75075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電話：469-358-7239，
email: asiancancercare@yahoo.com 請打電話預約
時間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供稿)

全年協助低收入兒童和孕婦申請醫療補助

北德州華人工程師暨建築師協會（NTCEAA）將於二月四
日(星期六)晚6時至10時在一級棒餐館(Yichiban )舉行每年一
度的中國新年慶祝活動。晚會將包括美味的晚餐、豐富的游戲
和精彩的抽獎活動等。屆時協會的新老會員們將匯聚一堂，共
同慶祝新春佳節的到來。協會同時邀請所有新老朋友以及親朋
好友光臨晚會。報名請聯繫會長仇勁偉博士 email: Jinwei.
qiu@aecom.com 或何亮技師
Jason Ho: 214-952-2880,
晚會餐館地址：1201 West Airport Freeway, Suite 160, Euless,

TX 76040 (SW Corner of 183 hwy and Industrial Blvd)
費用：會員及家庭成員$10, 十二歲以下兒童$5, 5歲以下兒
童免費。

北德州華人工程師暨建築師協會舉行中國
新年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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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中美論壇稿約
評論時政的利弊得失，伸張世界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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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憲中

最近寫了好幾篇討論川普的文
章，從看好他險中求勝到他可能
領導美國未來的走向(請參看中美
論壇161,173 期和 175 期) ,預測川
普勝選的事比較簡單，因為勝敗
反正各有一半的機會；要預測他
領導美國走向就比較多些困難，
因為此人不但大嘴而且是一個自
走炮 ( loose cannon )。他上任前用
了一大批反華政客，引起許多人
擔心中美關係未來幾年的發展，
但筆者認為大家不必杞人憂天，
我敢肯定川大嘴決不會讓美中關
係 倒 退 或 決 裂 。 新 任 命 的 閣 員
中，雖有不少反華派，但權位遠
不如小布希時代的錢尼和孟斯費
爾德，加上川普對下屬意見並不
會像小布希那樣言聽計從，他決
不可能讓下屬牽著他的鼻子走。

川普是一個性情中人，筆者欣
賞他就是他接地氣，他反對接收
中東穆斯林難民，加強美國國內
安全，反對美國公司外移，加強
國內基礎建設等等都是美國人心
所向；尤其對他批評美國情報管
理層製造假情報， CNN 製造假新

聞，批評參議員麥侃恩是敗軍之將
(俘虜)不可言勇，根本不配被稱呼為
英雄，批評參議員庫魯玆是言行不
一 ， 出 爾 反 爾 的 小 孬 孬 等 等 大 炮
轟，更與我心有戚戚焉！

記 得 很 久 以 前 看 過 一 段  World 
Wrestling Entertainment 的視頻，當晚
由該公司總裁麥克馬洪和川普兩人
演出，兩人都西裝革履出場，然後
互 相 叫 罵 ， 互 相 打 賭 對 方 是 假 頭
髮，摔跤勝者可以當場剃掉敗者的
頭 髮 ， 然 後 兩 人 開 始 互 相 拳 打 腳
踢，從檯上打到檯下，有時還打到
觀眾群中，在地上滾來滾去，足足
打 了 半 小 時 ， 高 潮 迭 起 ， 歡 呼 不
斷，最後以川普小勝,麥先生被當場
剃頭收場，充分達到了娛樂效果。
由川普這段演出，我們大概可以得
到幾個結論：1.川普喜歡表演，非常
喜歡人們對他的注意力，所以他會
語不驚人死不休。 2.只要有相當報
酬，他可以不顧一切配合，包括在
地上打滾也不在乎。3.從假摔跤表

演，可以知道假的叫罵打鬥藝術最
後的目的是為了賺錢。

川普上任後，中國政府一定有其
應對之策，中國奉行了多年的不對
抗的中美政策非常精準得體，不必
我們來野人獻曝，筆者只是想在此
向中國決策者再提個醒，好好玩味
一下上段視頻故事的結論，只要金
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對付
見錢眼開的川普，可以和他大玩金
錢遊戲，爭取雙贏，在美中貿易上
可以作出某種程度的讓利，換取美
國承諾不干擾在海峽兩岸的內政，
削弱一下臺獨氣勢，讓中國有和平
統一臺灣的機會，不但是美中之
福，而且是世界之福！(希望中國政

府發言人所說＂不以核心利益做交

易＂那句話只是說說而已)。

最近幾天傳出的消息，川普的兒
子和女婿都和中國有盤根錯節的商
業交往，川普商標訴訟案在中國全
面獲勝，川普在百忙中接見馬雲，
可見美中之間的金錢遊戲已由川普
自巳開始了，期望川普上任後美中
關係決裂的好事之徒，可以休矣！

◎范湘濤

 　 The issue of hacking is again entering the spotlight when the 
Russians are accused of hacking into the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data' raising a controversial point whether the Russian hacking helped 
Trump to win the election. Obama condemned the Russian hacking and 
on 12-29-2016, Barack Obama announced tough measures against 
Moscow, including the expulsion of 35 diplomats and the closure of two 
Russian compounds in the U.S. However, the President-elect, Mr. 
Trump, is expressing a different tone regarding the hacking as shown in 
the headlines of news media below.
　 “Doubts Russia involved in hacking United States election” 
(DW.com) -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once again said Russia 
was not involved in hacking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rump also 
said he was open to meeting with Taiwanese President Tsai Ing-wen.
　“Questions claim of Russian hacking: 'I know things others don't'” 
(The Guardian) - President-elect warns reporters on New Year’s Eve 
against being quick to pin blame on Moscow for the hacking of 
Democratic party email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on 12-28-
2016 sugges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lay to rest the 
controversy over Moscow's computer hacking of Democratic Party 
computers”, saying, "We ought to get on with our lives." (Fortune) - 
Trump has cast doubt on the findings of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that 
Russian hackers took information from Democratic Party computers and 
that of individuals and posted them online to help Trump win the 
election. Regardless how much hacking and what effect the hacking 
might have on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e, the Americans and 
our government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potential 'data' hacking in 
our lives, simply because hacking has become a way of life in modern 
digital living.
　Over the Christmas and New Year, One of the popular gifts is the 
personal assistant product, a second generation product named Echo Dot 
offered by Amazon.com. Similar products in this category include 
Google Home, Siri and other Internet of Things using intelligent voice 
recognition interface such as voice command in the car or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guidance products. Shelly Palmer, a 
consumer technology product analyst, wrote an article on LinkedIn 
regarding these products and people's willingness to yield privacy 
'data' to gain convenience as exhibited in various interfaces to tech 
product and apps. Palmer was concerned about "(our) willing 
suspension of privacy (exposing data)" in our digital and online 
lives. Our digital life is ever expanding by products like Echo Dot 
which automatically listens and records your voic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s with the Internet cloud. Palmer did raise a legitimate 
point which deserves further discussion.
　 Data exposure is more vulnerable when data communication is 
done over wireless and using the Internet cloud. Echo Dot uses 
seven-microphone to listen and a 360 degree speaker system that 
uses far-field voice recognition powered by the Amazon Alexa voice 
service/assistant. The second generation Echo Dot is certainly an 
improvement over the Echo in far-field voice recognition and in 
price reduction. The shrink in size with the Bluetooth speaker is also 
appealing. The Echo Dot listens for its 'wake' word (Alexa, Amazon, 
or Echo) then follows voice commands or answers questions, plays 
music, and gives you news, weather, traffic, sports results, and other 
things, including accessing many third party applications like Fitbit, 
Uber, Domino's Pizza, and Capitol One. So Echo Dot is a user 
friendly device but its convenience does cause its owner to yield his 
or her privacy data which may be of concern.
　 The "willing suspense of privacy" demanded in products like 
Echo Dot not only causing users to give up our data (location, 
viewing, purchasing or search history) for our online experience but 
also exposing our normally unmonitored physical activities, such as 
movements of people and devices and mumblings and private 
conversations. This is because that Echo Dot listens and records 60 
seconds of sound (and voice) data constantly for command 
recognition and service execution purposes. The Echo Dot of course 
can transmit this data to the Internet cloud or wherever it is directed 
to send to. Just this capability alone, one can easily imagine a hacker 
hacking into the Echo Dot and receive the 'privacy data' that 
otherwise should be maintained privately. It is not a question how 

Hacking Is Easier and More Dangerous To the Cooperating Victims
hackers can hack your privacy data, it is a question whether your privacy 
data is worthy of hacking.
　 From 'privacy data' security point of view, one can certainly take 
precaution to protect it but generally one will sacrifice to some degree on 
‘convenience’, for example, adding another layer of hardware device 
to control over intelligent voice interface or switching off the auto-
listening mode until the user wanting to turn the Echo Dot on trading off 
convenience for security. Therefore, it is safe to conclude that there is 
always a certain amount of trade-off between 'intelligence', 'convenience' 
and 'security'. To prevent hackers to succeed, one must be consciously 
aware that 'Hacking Is Easier and More Dangerous to the Cooperating 
Victims'. One cannot be so lax regarding data security to the point of 
being cooperating with hackers. Products like Echo Dot certainly offer the 
consumers convenience to cooperate with hackers. Users must be aware 
and on the look-out for hackers.
　Returning to the Russian hacking into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se 
discussed above, we must first call the attention of the owners of 
‘data’ to take a serious attitude and approach in protecting 'data 
security'.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to blame for having its servers hacked. 
Hillary Clinton’s use of a private server for her ‘work’ (national 
security) emails is such a lax attitude regarding protection of data security, 
both herself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are guilty of negligence at least in 
protecting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As for Russians’ hacking, 
Obama’s expelling of 35 Russian diplomats is a belated reaction to the 
hacking event but it still serves a purpose, more as a warning to ourselves 
than a punishment to the Russians. Putin did not take any retakliating step 
to expel Americans from Moscow, one for showing a friendly gesture to 
Trump and the other for keeping Americans to spend money in Russia. 
Yes, we have to accept that hacking is a way of lif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we must be on the look-out.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lay to rest the 
controversy over Moscow's computer hacking of Democratic Party 
computers.” may be a reasonable diplomatic statement to make by the 
US President-elect but a serious attitude and approach about protecting 
‘national data security’ must be taken by the new President when 
assuming the White House. 

這兩天被美國媒體炒作得沸沸
揚揚的頭號新聞就是俄國總統普丁
親自下令經由網路駭客影響此次美
國總統選舉， 目的是幫助川普當
選。 類似的新聞實際上在選前即
已煞有介事的在普遍偏向希拉蕊的
媒體上盛傳， 消息來源清一色出
自CIA等美國情治單位， 一副不由
得你不信的模樣。奧巴馬總統甚至
為此驅逐了一大批俄國外交官。   
這兩天不同的則是媒體和政客公然
把矛頭指向俄國總統普丁，言之鑿
鑿的說這乃是普丁親自超盤的"戰
爭行為"…。

其實美國情治單位提出的調查
報告並沒有普丁直接下令進行駭客
攻擊的證據， 憑的只是"想當然耳
"的推斷。 這一片對普丁的口誅筆
伐聲， 使我想起十五年前頗為相
似的一幕。 當年（2001）9/11剛發
生不久， 美國總統小布希為了對
伊拉克開戰， 命令情治單位炮製
伊拉克強人沙旦胡森擁有具有大量
毀滅性武器， 並且還與9/11禍首賓
拉登恐怖組織暗通款曲。 為了獲
得其主子的歡心， 當年的CIA頭頭
George Tenet也就乖乖的製造出一
些所謂的證據， 並且在聯合國大
會上公然撒謊，說這些"證據"乃板
上釘釘不容存疑（ slam dunk），  
甚至連一向愛惜聲譽的國務卿包爾
（Colin Powell）也為這些"證據"開
了保單。 小布希也就有持無恐的
對伊拉克開戰， 這場荒唐戰爭的
一切可悲後事到目前仍在進行之
中。

當年這段糗事說明瞭一個事實  
；只要大老闆堅持， 做夥計的就
變得出花樣讓你滿意。 這種現象

在政壇尤為明顯， 因為它直接影
響到自己的仕途前程。 我認為這
次奧巴馬硬把普丁拖出來乃是要拿
這個俄國佬來給美國民主黨遮羞。 
奧巴馬當了八年總統， 下臺前最
計較的只有一個字： Legacy.   對於
這次民主黨大敗（包括總統， 議
會，州長三個層次全吃敗仗，）他
想來想去無法釋懷的是： 民主黨
在我手中失去了垂手可得的總統寶
座和國會（上，下兩院）以及州長
多數，  黨內檢討起來，  身為總
統， 我難辭其咎，將來歷史上會
不會把說成是這次超級滑鐵盧的罪
魁禍首？  無論如何也要找個替罪
羔羊來替自己脫掉幹係， 而最適
任的， 莫過於和我關係搞得極不
融洽的普丁。 你川普不是說要跟
俄國改善關係嗎？ 我說這就證明
普丁有動機幫助你川普當選， 反
正普丁一定否認， 可是"板上釘釘
"的 "事 實 "也 就 容 不 得 你 怎 麼 說
了， 君不見美國的媒體和政客都
已經照單全收了這份牽強的調查報
告？

普丁有沒有下這道命令， 我當
然不知， 只是憑著美國有這方面
前科而持的合理懷疑。 我認為與
其說普丁有幫助川普當選的動機， 
不如說奧巴馬更有給自己找個替罪
羔羊的動機。

美國在世界各地幹下的糗事還少
嗎？  那次不是硬找些怨大頭或預
先設計的情況來做替罪羔羊？ 按
目前美國媒體和名嘴清一色把中國
釘在輿論十字架上拷打， 把它汙
名化為好戰者及侵略者， 難不成
是在為日後的敵對行動預先鋪路？  

◎陳大安

普丁成了奧巴馬的替罪羔羊

人生難免會遇到必須做出抉擇
的時候，例如考大學時，究竟要
選擇念理工，還是念文法。一旦
選擇錯誤，可能會影響個人終身
的前途，因此必須謹慎為之。個
人在做抉擇時，往往必須考慮到
主，客觀的條件與因素。筆者在
臺灣念高中時，同學中十之八九
都希望將來能念理工，畢業後容
易找工作，還可到美國去留學，
學成後也可望在美國找工作，繼
續留在美國。因此從客觀上來
講，選擇念理工是對個人前途比
較有利的。但若個人數理成績不
好，或對之不感興趣，則就不具
備念理工的主觀條件了。

以上所舉例子是僅就關係到個
人前途的抉擇而言，即使抉擇錯
誤也只會影響到一己的利益與前
途而已，牽扯不大。再說，既是
自己的抉擇，一切後果自應自
負，既不可怨天，也不可尤人。

1970年前後，在歐美留學生中爆

發的"保釣運動"，就令許多人被
推上了風口浪尖，必須對自己的
人生做一次重大的抉擇。這尤其
是對來自臺灣的留學生而言，它
意味著，一旦投入運動後，可能
將從此回不了家，見不到親愛的
父母與家人。當時臺灣的政治環
境的確令許多人陷入了天人交戰
的情緒中。

個人抉擇的錯誤一般情況下只
會直接影響到個人，但例外的情
況下，也可能間接牽扯到父母與
家人。筆者上世紀七十年代參加
"保釣運動"，就令先父與二妹都
丟了工作，令我至今想來仍惶惑
不安。但即使如此，對個人及家

人雖然是件大事，但對整個國家，
社會而言，卻如一粒小石子投入池
塘 中 ， 連 清 晰 的 漣 漪 也 不 曾 泛 起
過 。 但 這 僅 是 就 對 個 人 的 影 響 而
言，絕不意味著"保釣運動"的意義不
大。恰恰相反，時間愈久，它產生
的影響力愈加明顯。"保釣運動"對兩
岸和平發展的作用與貢獻，必將載
入史冊，與"五四運動"一樣被後人傳
頌不絕。周恩來總理當年就曾對回
國參訪的保釣留學生說，"保釣運動

"比"五四運動"具有更重大，深遠的
意義。

抉擇與押寶性質不同，前者是經
過理性的研究分析後作出的選擇。
而押寶則純粹是一種投機冒險的行
為。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在賭場下
注的賭徒。他們或押大，或押小，
或押紅，或押黑，往往孤注一擲，

傾家蕩產在所不惜。奧地利是個十
分美麗的國家，人民個個溫文爾
雅，彬彬有禮。來過奧地利的人，
無不讚不絕口。但遺憾的是，他們
是允許賭博的。意志力不夠堅強的
人，往往沉迷其中無法自拔。賭徒
固然可悲，可歎，但他只會影響到
個人或家庭，並不會影響到國家與
全民的利益。但政治人物，尤其是
居高位的領導者則不同，他們為著
押寶，往往拿國家與全民的生命財
產做賭注，因此茲事體大。

此次美國總統大選，由於現任當
局 有 "押 寶 "希 拉 蕊 的 傾 向 ， 而 於

11月9日選舉結果揭曉，由共和黨

的特朗普勝出後，引起臺灣內部不
小震動，普遍擔心此將會為臺灣安
全與經濟帶來負面效應。相信每個
人對希拉蕊或特朗普都會有不同的
偏好，但作為領導人則必須比普通
人多一分城府，不可輕易顯露自己
的傾向。領導人做政治上的押寶，
往往會影響到國家與全民的興衰榮
枯，是萬萬不可為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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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逃美國的前台灣中科院副所
長張憲義最近在台出書, 為他當年
向美國密報台灣發展核武的行為和
動機提出了辯解，這又引起了一陣
不小的波瀾。

讓我們暫把張憲義事件擺在一
旁

世界上有兩個民族令人敬佩，
它們是德國和日本 因為它們都把
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
位，被盟軍分裂的東德和西德沒有
自相惡鬥而統一，日本也是一至團

。

。

結對外，不會自相殘殺的民族，所
以它們的前途是光明的。

反觀伊拉克,敘利惡和阿富汗等
國家, 因為自已國內勢力惡鬥, 互相
殘殺，而被外來強權介入利用而導
至數十萬人民喪失生命財產流離失
所, 國家支離破碎，它們的前途是
暗淡的。

而中國目前的處處受制於人，生
存發展 遭人圍堵，又何嚐不是由於

中國人不能團結一至，和國共不共
戴天惡鬥的結果？ 悲哀的是，眾
多的中國人至今還不了解，國民黨
和共產黨都不是一個封建的朝代或
朝庭，他們都是整個中華民族人民
的公僕，他們都應該共同捍衛國家
領土主權的完整和為所有人民未來
的幸福而努力. 任何政黨如果背道
而馳就會遭受人民的唾棄和在歷史
上留下千古的罵名。

郝伯村將軍說張憲義是一個出賣
袓國[台灣]的無恥漢奸。他說對了
嗎?

如果由於張憲義的叛逃阻斷了
台灣核武的發展，從而阻止了整
個中華民族的發展壯大，使所有
中國人民不能過上幸福的好日
子，他就是一個大漢奸。要不然
他就只是一個背叛台灣政權的台
奸，因為台灣因而不能用核武來
拒絕統一。

但是，一個從前處處高喊中華
民族，炎黃子孫，解救大陸同
胞，和為自已從前的革命，抗日
感到驕傲的政黨，為了自保要發
展核武，去攻擊從前誓言捍衛的
同胞，同時淪為外國的棋子，勾
結日本來對付中華民族, 揚言威
脅攻擊三峽大壩和背棄創黨國父
振興中華的遺訓，是否才是真正
的大漢奸呢？

張憲義是漢奸嗎? 
◎濱楠

抉擇與押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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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盼盼在 Facebook 上看安妮發過來的照
片，五彩繽紛的聖誕樹下，四個孩子活潑可
愛，越看越感歎時間飛快。安妮說：”是啊
，高中畢業都二十年了，今年的同學聚會你
回來嗎？“ 盼盼問：“艾瑞克會來嗎？” 安
妮笑道：”我知道你的心還掛著他。“

艾瑞克是盼盼高中的好友，情投意合，
但還算不上高中甜心（High school Sweet-
Heart)。情竇初開的美好，朦朦朧朧的喜悅，
像清晨湖面上的煙霧，雖然牽過手，跳過舞
，但並沒有親密的接觸。盼盼當年喜歡他的
英俊高大，但知道兩個人不會走在同一條道
上。艾瑞克壓根兒就不想考大學，而盼盼的
家庭對她寄予厚望，從小就被灌輸要爬藤
（Ivy League，美國常春盟校，頂尖大學的代
名詞）。

盼盼從耶魯商學院畢業後，就職於波士
頓一家跨國投資銀行。盼盼的父母在衆人面
前意氣風發，說女兒的辦公室又大又豪華，
女兒每天接觸的人都是很上層的人，但是被
問及女兒具體幹什麽，他們便吱吱唔唔說不
清楚。盼盼是投行“兼並收購部（Mergers
and acquisitions）”的高級分析師，面對企業
，她能解決各種融資難題 ，還幫公司發行股
票和債劵......那一系列的金融諮詢業務，高深
莫測啊，盼盼的父母當然是一頭霧水。

盼盼的父母做什麽？盼盼的父母經營一
家中餐館已經四十個春秋了。上個世紀70年
代，盼盼的父母風華正茂，他們離鄉背土，
坐在同一艘偷渡的海船上，海船一路顛簸，
開向美國。上岸後的兩人先在紐約打黑工，
相依為命的奮鬥中，兩年就還清了偷渡費用
，又苦了三年，不僅解決了身份問題，還在
南方的一座小城籌建了自己的外賣店，創業
之初總是艱難奔波，他們希望明天能變得美

好，盼盼就在二人的期待中來到這個世界。
滴滴答答的時鍾聲裏，花開了，花謝了

，轉眼又見漫天的飛雪。盼盼長大了，她一
直是學校的優等生，各種課外活動也幹得有
聲有色，閑暇時，她跟好友安妮說，小城安
靜又閉塞，長大後一定要到大城市讀書。但
安妮和其他朋友都不想離開小城，畢竟在這
裏長大，親人和朋友都在這裏。人各有志氣
，每個人以自己的姿態綻放在這個世界，所
以世界才繽紛燦爛。走出高中校門面臨人生
最重要的分水嶺，盼盼班上一半的同學離開
了小城。

高 中 畢 業 10 周 年 ， 老 同 學 召 集 聚 會
（High School reunion）。美國的中學比較鬆
散，不像中國那樣有個固定的班集體，更沒
有班長和學習委員之類的班幹部，但美國的
學校有五花八門的社團，好多學生參加多個
社團，同學之間的關系自然就緊密起來。

10 周年的聚會，盼盼堅決搖頭。那時盼
盼正在職場廝殺得天昏地暗，每天只睡五小
時，到了週末能睡一個飽覺就很奢侈了，哪有
時間去見同學？跟同學傾訴苦悶能解決問題
嗎？等到了感恩節，她回家看父母，順便也
見了安妮，安妮的家鬧成一團，盼盼兩眼昏
花，到處都是小孩子飛來飛去。安妮還說，
艾瑞克也是兩個孩子的爸爸了。盼盼心想外
州同學好多還沒結婚，而家鄉同學早就滿世
界當爹當媽了。

艾瑞克出了高中的校門就當了員警。安
妮跟艾瑞克一樣，不是讀書的種子，高中一
畢業就去父親的乳製品加工廠，第二年嫁給
一個年輕農場主，一回頭就成了四個孩子的
媽。安妮告訴盼盼，10 周年的同學聚會不夠
熱鬧，到場的都是本地同學，艾瑞克也來了
，一身員警制服特別瀟灑英挺。可惜外州同

學沒一個冒出頭來。安妮說：“我們能理解
，外州同學個個聰明，在大城市找到了好工
作，都要幹一番大事。” 盼盼連忙搖頭說：
”能幹什麽大事？我們在異鄉顛簸，沒有父
母可以依靠，好幾次從半夜醒來，還是羨慕
你們的舒適甯靜。”

彈指一瞬間，又是一個十年遠去了。畢
業20周年的聚會，外州同學積極響應。初心
難忘，光影流年中，記憶中最牽掛的還是故
鄉和童年。到了這個年齡，事業基本定型，
朝前還能走多遠？錢掙得再多又如何呢？世界
上有多少人會為你的成功喝彩。時光重疊中，
往事回流，青春歲月裏，共同成長，一路走過
的溫暖和傷感，一路笑過哭過，親愛的老同學
，一生永遠的朋友。

畢業 20 周年的同學聚會，外州的同學從
天南海北趕回來。在一家酒店的套房裏，盼盼
沒看見艾瑞克，安妮說他在執行任務。兩個女
同學抱在一起哭成了淚人。安妮小聲問盼盼：
“兩人居然20年沒見，有這麽過份嗎？若是有
心，週末買張飛機票就能見面，也不應該在這
裏哭得像是在拍電影。” 盼盼說：“她們不是
在哭對方，她們是在哭流逝的時光。”兩人正
聊著，門突然推開了，進來一個氣宇軒昂的男
子，他叫傑克，在華爾街投行從事證劵交易，
在某些人的眼睛裏，他是班上混得最成功的一
位。

傑克臉上湧滿笑，跟同學一一打招呼，盼
盼看見他的眼睛左顧右盼，她知道他想找誰，
他的初戀甜心愛麗絲。傑克在混亂的家庭長大
，一大群同母異父的兄弟姊妹。他聰明努力，
發誓要用勤奮改變命運，當他考上費城大學
（那裏有美國排名第一的商學院），愛麗絲卻
不想離開家鄉，進了當地的社區大學讀護士。
兩個人的路越來越遠，彼此的身影漸漸模糊，
化作一抹時光的剪影。盼盼因為公司合同，去
過幾次華爾街，還跟傑克共進過午餐。傑克那
時剛結婚，妻子是兒科醫生，他滿意目前的現
狀，提及高中的那段戀情，傑克說，小孩子談

戀愛，走著走著就散了，不管是好，還是分手
，都很幼稚。

雖說是段幼稚的戀情，在時光的長河裏還
是讓他溫暖動情。人越大越喜歡朝回望，其實
就想望見年少的自己，重溫青春的激情。傑克
的事業如日中天，去同學聚會的唯一動力就是
想見愛麗絲。愛麗絲的閨蜜咪咪對他愛理不理
，冷眉冷眼告訴傑克，愛麗絲半年前去世，白
血病帶走了她。

愛麗絲不在人間了？眼前一陣天昏地暗，傑
克當場淚湧，質問咪咪問什麽不告訴他？咪咪面
無表情地說，你這一走就是20年，中間音信全無
，我們不願打擾你！盼盼看見咪咪仰起下巴，眼
神透出蔑視，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在欣賞傑克的痛
苦和崩潰。現實像一盆冰水從高處潑下來，傑克
無法躲避，在全體同學的注視下，他淋得比落湯
雞還慘。愛麗絲臨終前，咪咪問過她，是否通知
一下傑克，見上最後一面？愛麗絲在病床上平靜
搖頭：不用了，我生死都跟他沒有關系。

愛的另一面不是恨，也不是怨，而是冷漠，
英文叫Indifferent, 盼盼第一次讀這個單詞，就感
覺一陣心涼，寒意沁進骨子，有一種被拋棄的無
可奈何，世界是如此的冷漠無情，你功成名就也
好，你痛苦潦倒也好，都沒人看你一眼。盼盼看
見傑克眼灰臉暗，艱難地站起身，走到角落的一
個沙發邊，然後抱著頭把自己陷了下去。他的心
一定湧滿了悔恨，而這悔恨會跟他一生，無論他
的現在和未來多麽輝煌。

傑克很快從悲傷中擡起頭，新的話題讓他再
回集體的懷抱。要說什麽話題？當然跟2016年的
總統競選有關。外州同學大都站在希拉裏的陣營
裏，本地同學都是共和黨的粉絲。有什麽好奇怪
，南方諸州保守，一直是共和黨的老巢。2016的
總統競選有個明顯的現象，那些經濟發達的州，
那些繁榮昌盛的大城市，都把選票投給了希拉裏
，支持川普的地方呢，不是貧窮落後，便是固步
自封。這次川普競選的勝利，完全是農村包圍
城市的勝利，邊遠地區的勞苦大衆打敗社會各
精英的勝利。（未完待續）

大選年的同學會大選年的同學會 文/孟悟

剛剛過了新年，在忙著孩子們的雜事和接待訪客之外，
抽空去矽穀中心的聖塔克拉拉會議中心，參加了兩個這兒常
見的高科技論壇和創投大賽，看到很多中美的高科技人才，
包括來自祖國的創投專家們，聽到好些有關新科技發展的資
訊。除了充實自己的知識，也分享到一些新智慧科技可能對
你我未來的生活引起的變革等。

週日那天，在那有千把人參加的大會上，再度見證到美
中高層次人才交流協會（US-China Association of High-level
Professionals UCAHP）和清華企業家協會（Tsinghua Entre-
preneur and Executive Club TEEC）等主辦的第七屆北美高級
人才創業大賽和智慧產業論壇。隨著這幾年來中美兩地經貿
的發展，不但投資和參賽的隊伍大量增加，國內的科技園區
也紛紛加入。六年來，在大會主席孔德海的領導下，看到華
人資本國際化，創業市場化，已經培養出300多個創新的隊伍

，幫助了很多年輕的科技人歸國創業。
那天我們聽到專家們介紹包括智慧汽車在內的各種新型

自動科技，指出世界各國都在發展中的工業自動化。再由國
內上海（張江），南京，蘇州，杭州等各大科技園區來的領
導等介紹各地的發展計劃和需求。接下來是由來自各地參賽
的二十個隊伍介紹他們的新構想和計劃，包括人才和資本要
求等（圖一）。這些年輕人所提出的科研項目包括各種新興
產業和科技等。評委們將選出十個可能的方案，再同國內園
區一起開發。

次日，又回到那會議中心去參加了由矽谷高創會（Sili-
con Valley Technical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Forum
SVIEF)主辦，每年一度的智慧科技論壇和好些“高創之星”
的展示。這個比較專注於創投專業性質的座談會由一個年輕
的矽穀創業合夥人張璐和一位成功的創業家McCauley的爐邊

對話開始（圖二）。他們由智慧終端談到智慧未來，介紹給
我們一些未來科技發展的方向。當然他們的論壇裡也包括了
智慧汽車的發展，人工智慧的發展和應用等。然後在會議廳
外，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高科技的展示（圖三）等。

有幸住在科技發展聖地的矽穀，可以常常參加這種高科
技的論壇，包括一些在史大校園裡的論壇，瞭解到新科技對
我們生活中可能的應用等。但是就一個七十年前來自山東，
如今已經退休十年的人來說，我最感到興趣的是那些介紹蘇
州，杭州，和南京等科技園區的風景和人文的資訊，讓我好
想回到那兒去享受餘生。

附註：如果對這兩個論壇有興趣，請查：www.UCAHP.
com和www.SVIEF.org

在矽谷裡的新年 文/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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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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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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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刊
0112D07

2016年夏天，我
參 觀 了 華 盛 頓 特 區
Kenilworth 【 水 生 植
物 園 】 ， 晚 上 寫 了
《荷塘月色》放上微
訊，，譚晚霞女士讀
後，說不禁聯想起當
年澳門【盧九花園】
池塘內的蓮花來。

我第一次參觀【盧九花園】是在80年代初，那時正在香
港做【太空人】（太座移民美國）。清明節長假期百無聊賴，
煙草公司同事鄭金華君家住澳門臺山街，邀我過大海【試手風
】，順道盡地主之誼引領我觀光澳門名勝如大三巴、媽閣廟、
炮臺山、葡京賭場、逸園跑狗場 ...... 等，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
莫過於【盧九花園】，曾寫下打油詩一首留念。

弄姿楊柳趁微風，一池春水映碧空 。
蜂飛蝶舞迷花徑，人立樓臺畫面中 。
盧九花園，是澳門唯一具有中國江南特色的花園，位於澳

門半島的中部，東望洋山北麓。園址原是龍田村的農耕菜地
。 1870年，由澳門第一代賭王殷商盧華紹（盧九）購入闢
作私人花園。

盧九長子 - 盧廉若聘請香山人劉吉六設計、按蘇州名園
風格構築供家族聚居之園林巨宅，原名《娛園》。1904年動工
興建，1925年正式完成，為紀念1907年逝世的盧華紹，改稱
【盧九花園】。1915年5月，孫中山應園主邀請下榻於園中的
【春草堂】，在此接見澳門中葡知名人士和革命志士。

盧廉若1927年去世，到了六、七十年代，盧家事業已經
破敗，盧園也日漸荒蕪，產權幾度易手。1973年，澳葡政府斥
資將【盧九花園】購下，經過修葺後，面積已不及原園的1/4
，改名【盧廉若公園】，1974年9月24日對大眾開放，供市民
參觀。

盧九花園外表平平無奇，符合中國人【藏富於內】的風格
。從正門進入公園，是一座書有【屏山鏡樓】四個大字的古色
古香圓型拱門，兩旁是長滿鮮花翠竹的林蔭小徑，參天的榕樹
掩映著樓臺亭閣。花園以青草堂、水榭廳為主體，伴以百步廊
、挹翠亭、九曲橋，園內景點分佈得當、景色錯落有致，假山
堆成的奇峰怪石玲瓏剔透，崢嶸百態，涓涓流水從假山頂部瀉
落，形成五疊瀑布，水流又注入假山腳下的小池塘。呈現一幅
江南特色的園林風景畫，簡直可以和蘇州的獅子林、拙政園、
無錫的寄暢園相媲美。

在太湖石和樹林旁，是個足球場般大的池塘。九曲橋穿塘
而過，水面平靜如鏡，映照了藍天蒼穹而成其深邃，納入了垂
柳綠蔭而顯其柔美。時有白雲落入像掉進了棉花糖，偶有飛鳥
拍翅掠過，池面依舊水波不興。

曾經的私家禁地，住著吒吒商場掌握澳門經濟命脈的矩
賈，也經不起歲易事遷，被時代的巨輪輾過，一切已成為歷史
。看眼前這座花園豪宅的佈局，仍能拼湊出昔日的富麗堂皇。

池塘一隅的蓮花盛開，生態靜美，假如人心能像那如鏡
的池水，便能反觀、自照自省，是否可以騰挪出些許空間容納
自己和別人 ？ 也留下一片好風景給後代子孫。

至少，留下明月清風和藍天白雲吧 ！ 不然，歷史會放過
誰 ？

故鄉情
盧 九 花 園

有個講“代溝”的笑話：兒子換上漂亮的新衣服，在老媽
面前走了一圈說：“媽，有范兒嗎？”，老媽看了一眼說：
“有，在鍋裡，自己去盛……”；女兒問：“老爸，你有微
信嗎？”，父親說：“在家說了都不算，有狗屁威信！”。
我認為這是一個既真實又嚴肅的話題，警示老年人注意不要
被飛速發展的社會拋的太遠。

檢討自己這大半生，在對待新生事物上，做了這樣一件
最得意的與時俱進的事：二十多年前，在同事們誰都沒想過
要學開車時，我卻學會了開車，這令他們既意外又不解。這
一舉動對我後半生生活品質影響巨大，來美國後體會的就更
為深刻了，否則，能否在美國住到現在也很難說。

而在對待其它一些事物上，卻都欠缺應有的敏銳與前瞻
，只是到了被發展淘汰的邊緣時，才被動的趕緊去抓機遇的
尾巴。如我已經60歲才學電腦，其實在此十年前，已具備學
的一切條件，只因反應遲鈍，丟失了一段寶貴的人生時光。

iPad 問世不久，女兒女婿多次要給我買，我問：“有電
腦功能多嗎？” “沒有，但有一些電腦不具備的優勢。”
我又問：“能替代電腦嗎？” “不能，但能做點電腦做不了

的事。” 我說：“不買！我電腦還沒玩好呢，還有照相機，
哪還有心思鼓搗它呀！”。一晃幾年，不少老年朋友都手持
iPad 了，並紛紛向我推崇、演示 iPad 的優越性，這才使我清
醒過來。回家我就讓女婿給我買回來一部。這才發現Ipad的
兩大優點：打字效率比電腦高，打出的文稿可同時儲存在電
腦裡；攜帶方便，在診所候診，在商場等老伴選衣服，在候
機乘機，候車乘車，候船乘船時，它讓我撿回無數“零碎”的
或“整塊”的時間。從此，我寫作的第一稿都用它來完成；
從此，它與我形影不離，曾跟隨我南下加勒比海，西遊夏威
夷群島，兩次巡迴歐洲，又逛中國大江南北。用它寫下數萬
字的文稿，拍攝無數美麗寶貴的照片。我遺憾對其優越功能
瞭解的太晚了。

我擁有智能手機的歷史也短的可憐，還不到一年時間。
在這之前我一直認定：手機能撥打接聽電話就足夠了；做
“低頭族”，玩智慧手機，那是年輕人的專利，手腳遲緩，
老眼昏花的去湊什麼熱鬧？所以孩子們幾次要給買，我都沒
同意。去年12月回國20天讓我換了腦筋。親戚為我準備的是
智慧手機，教會了我撥打和接聽電話、發短信和上網看新聞

；我觀察到，所接觸的人罕見使用老手機了；在廣州二哥家
裡沒有Wi--Fi，我的iPad上不了網，但侄女的蘋果手機卻能
擔負起 Wi--Fi 的功能，讓我意外、新奇，印象深刻。回國
後第一件事，讓女婿趕快買蘋果手機，我自然也就很快融入
到“低頭族”的行列。不過如評比常按錯字鍵和速度慢，我
也許會是“低頭族”裡當之無愧的佼佼者。電腦，iPad，智
慧手機這是一套功能互補的完美組合，使我進入了另一個豐
富多彩，知識無窮的領域，極大提高了生活品質。這套組合
，一個都不能少。於是，我說動老伴，也買個蘋果手機。

我深深感悟，老年人需要與時俱進，接受新事物，哪怕就
是抓住個尾巴也好。

2016年11月27日

文/鄒少男

1《老魔王》格友老魔王，認
識他也有二十餘年了吧，呵
呵。
靜如龜、動似飛，
琴棋書畫樣樣會，
吃喝玩樂亦到位，
上山下海不怕危，
旅遊八方不知累，
醫術高明救急危，
義診公益眾受惠，
隨寫格文展智慧。
2《川普入白宮》
川普瘋子入白宮，
青年街頭抗爭衝，
各國隔洋把眼睜，
名利權鬥本是空。
3《大嘴入白宮》
格友QW雲：
「大嘴入白宮，百姓滿街瘋

，大刀大斧且砍去，四年再
見美國衝。。。衝上雲霄！
」
大俠雲：
「大嘴入白宮，各國也心怦

，小心翼翼且觀去，四年?月
世界盯。。。盯上雲端！」
「美女入白宮，帶來柔美風

，緩解硬漢橫直衝，或可再
現美國夢。。。夢中傳奇！
」

4《常》
人生無常，實乃正常，
心態恆常，何懼異常。
5《滋味》老樹在發表獲獎感
言時說： 「盡可能地保持一
點勇氣，盡可能地保持一點
詩意，盡可能地對自己敞開
一點，盡可能地做一些表達
，我想這就夠了。」
人生淡斑滋味，
心中無喜無悲，
偶爾一杯咖啡，
坐看小雪紛飛。
6《魔漫動畫》好友每天在公
司工作打混，兼顧遊戲魔漫
，不知怎地，突然打混魔漫
竟出了名堂來，受到上司青
睞。
無心插柳柳成蔭，
打混畫圖圖吸睛，
下載魔漫漫優遊，
隨興製作作品名。
7《李叔同》讀李叔同人生故
事有感。
繁華盡歷，
汎影競利，
凡塵盡棄，
煩囂盡欸。
《2017年1月8日於華府》

我的詩，油很多(二十）
文/金大俠

文/蕭風

抓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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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99醫生專頁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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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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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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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維持今明兩年全球增長預期不變
綜合報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報告

顯示，在新興經濟體增長前景改善的帶動下，今明兩

年全球經濟增速將較2016年加快，但全球經濟仍面臨

保護主義升溫、全球金融條件收緊等下行風險。

IMF在當天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更新

內容中預測，今明兩年全球經濟預計分別增長3.4%

和3.6%，與該機構去年10月的預測壹致，明顯高

於去年3.1%的增速。IMF在報告中指出，新的預測

考慮到了美國新壹屆政府可能會調整政策組合並帶

來全球溢出效應。

報告預計，發達經濟體今明兩年增速分別為

1.9%和2%，較去年10月的預測值分別上調0.1個百

分點和0.2個百分點。考慮到美國可能推出財政刺

激措施，同時貨幣政策正常化步伐有可能加快，

IMF將美國今年經濟增速上調0.1個百分點至2.3%，

明年增速上調0.4個百分點至2.5%；IMF將歐元區

經濟今年增長預期上調0.1個百分點至1.6%，明年

增長預期維持1.6%不變；日本經濟今明兩年預計分

別增長0.8%和0.5%。

IMF預計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今年增長

4.5%，明年增速將進壹步升至4.8%。

IMF將中國今年經濟增長預期上調0.3個百分

點至6.5%，主要因為預計中國將繼續提供政策支持。

IMF維持中國明年增長預期6%不變。IMF在報告中

指出，中國需要采取措施遏制信貸快速擴張勢頭，

同時解決企業債務問題。

IMF首席經濟學家莫裏斯· 奧布斯特費爾德當

天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全球經濟仍面臨下行風險，

不確定性有所增加。他說，美國經濟政策走向尚不

明朗。如果美國推出的財政刺激措施推高通脹水平，

美聯儲有可能加快加息步伐，導致美元進壹步升值，

經濟增速可能會放緩，美國經常賬戶逆差也會進壹

步加大。

奧布斯特費爾德表示，在全球不平衡加劇的情形

下，貿易保護主義升溫的風險將加大；同時美國加息

節奏提速將帶來全球金融條件大幅收緊，給新興經濟

體帶來沖擊。這些風險將威脅全球經濟增長。

不過，IMF報告也指出，如果美國或中國的政

策刺激力度大於目前預計的水平，全球經濟增速將

進壹步加快。

IMF通常每年在春季會議和秋季年會期間分別

發布上、下半年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並在年

中和次年年初分別對兩份報告作出更新。

春運大數據反映出行大變化
50歲以上人群更關註春運

今年春運，新特點新亮點值得關註：

手機端購票越來越便捷、鐵路將服務延伸

到火車站外、共享經濟打通春運“最後壹

公裏”，等等。同時，大數據顯示還有壹

些體驗痛點，如何讓中高年齡段人群更快

適應移動網絡時代？如何在引入移動互聯

網同時規範市場秩序？如何在共享經濟活

躍的背景下加強從業者誠信約束？本報記

者對相關問題進行了采訪。

春運即將進入高峰期，交通運輸部、

發改委、中國鐵路總公司分別攜手互聯

網平臺，發布春運大數據。

春運大數據反映出行大變化，預示

市場大趨勢。仔細分析雞年春運大數據，

還真有不少“金雞蛋”。

銀發市場需關註
50歲以上人群更關註春運
最關註春運的是什麽人？按照鐵總

與今日頭條聯合發布的數據報告，50歲

以上人群相較其他年齡段更關註春運。

這個結果與社會的普遍印象不同，人們

似乎更傾向於認為，外出的求學者和就

業者是形成春運的主要成因，而50歲以

上人群顯然不是這兩個人群的主力。

為什麽中老年人更關註春運？有專家

分析，“中高年齡段人群壹般選擇傳統且

經濟的方式出行，很少采取像拼車租車這

樣的新型方式，火車是最佳選擇。技術門

檻也讓他們成為更為弱勢的壹個群體。”

55歲的月嫂劉鳳俊印證了這壹點。劉

鳳俊去年剛學會使用12306官方APP購票，

對搶票軟件完全外行。出了火車站，坐的

也是公共交通，拼車、專車都不太了解。

“我這次去閨女家過年，要帶海鮮、酸菜，

沒法快遞，大包小裹地趕火車是不咋方便，

有人幫著送年貨就好了。”劉鳳俊的聲音

也代表了壹部分中老年人。

此外，專家還表示，除出行人群外，

留守在家的中老年人，也同樣在關註春

運。春運的目的地更多的指向“家”，

春運的路是回家的路。父母關註春運，

是在期待兒女歸來，這是他們盼望收到

的最好的新年禮物。這壹部分中老年人，

會關心兒女的回家日期、出行方式，更關

心路途的安全感、舒適度，他們將為春

運閱讀數據貢獻更多細節。

專家認為，大數據讓我們看到更多

的社會心態，也讓我們認識到不同群體

在春運中更加細分的需求，無論是商業

配套還是公共服務，都可以根據數據結

果，更加精準地發力。

互聯網服務待規範
鐵路網絡購票占七成
大數據顯示，互聯網已成為春運購

票的第壹大渠道。鐵路互聯網購票占全

部購票的比例已從2013年的約1/3升至

2017年的73.1%，其中手機端占比高達

66%。旅客在享受互聯網帶來的便利之

余，也遭遇了不少尷尬。

搶票軟件就是雞年春運最先火起來的明

星。“以前搶票軟件都是免費的，今年卻要

收費。車票才200元，搶票軟件卻要加價62

元。”在北京工作的小呂，為了買到兩張2月

2日從亳州老家返回北京的K148次硬臥火車

票，下載了智行火車票APP，先後購買了優

先出票券以及VIP極速通道，扣除套餐費62

元。“票是買到了，可是心裏郁悶。如果縱

容這種付費搶票軟件繼續開發，以後豈不是

不加價都買不到火車票了？”

據中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的最

新調查顯示，45.9%的受訪者認為付費搶

票不是壹種合理的購票方式，30.7%的受

訪者認為合理。60.3%的受訪者認為搶票

軟件是變相“網絡黃牛”。

不僅是搶票軟件缺乏監管，以購票服

務為掩護的釣魚網站、病毒軟件、詐騙二維

碼等也使互聯網服務的安全性打了折扣。

接駁服務受重視
從業者誠信度需要硬杠杠
“今年春運，我們把‘蒙京快線’

服務延伸到K7911/2次呼和浩特往返額

濟納的旅客列車上，並聯合包頭、呼和

浩特，乃至北京的各大醫院，打通了牧

民看病回家的‘最後壹公裏’。”包頭

客運段呼京車隊總支書記郭傑介紹，不

少旅客會趕在春節前看完病回鄉，但術

後體力較差特別需要照顧，因此“蒙京

快線”將為旅客提供代購、訂餐、聯系

120、輪椅接送等全套服務，讓大家回家

過年的路踏實又舒心。

把服務延伸到火車站外，成為今年

春運鐵路的服務亮點。而重視接駁服務

的，不僅是鐵路壹家。“最後壹公裏”

正從春運的“痛點”變為共享經濟的突

破點。滴滴出行發布的大數據顯示，今

年春運跨城順風車將運送乘客約840萬

人次，已經接近春運期間全國鐵路客運

量的12%。而攜程專車接送大數據預測，

專車接送也成為特大城市旅客接駁的熱

門工具，北京、上海、深圳、三亞的機

場接送預約訂單更是居高不下。

“現在的選擇多了，拼車、專車、

順風車，回家的時間和方式的選擇自由

度都高多了。”在上海工作的武漢人王

女士說，共享經濟的蓬勃發展，讓普通

人的春運之路更便利。

今年過節不在家
外出旅遊休閑需求創新高
“老輩人講過年在家守歲，不過兒

子兒媳早早就訂好了出境的機票和酒店。”

北京人王女士今年的春節將在泰國度過，

她的“朋友圈”裏也早早曬出了“初三

淩晨回北京，咱們初四再聚”的通知。

“孩子平時工作太忙，難得有時間陪我

們。旅遊過年，體驗了異域的風情，反

正兒孫都在身邊，到哪裏都是團圓！”

“世界這麽大，帶著爸媽孩子壹起

去看看。”長達7天的春節假期正成為

越來越多的上班族外出旅遊的黃金周，

旅遊過年也逐漸被更多的人所接收。

大數據顯示，受消費理念提升、簽

證便利、航線增加等因素影響，春運期

間公眾旅遊出行需求將創新高。

先看出境遊。2016年春節出境遊人

次接近600萬，而驢媽媽平臺的數據顯

示，相比於兩年前，2017年春節出遊人

次預計將增加近2倍，在海外度過除夕

的遊客更是增加2.6倍。

再看國內行。“南下避寒”“北上賞

雪”是春節國內遊的兩大主題。大數據顯

示，遊客流量較大的國內旅遊目的地為哈

爾濱、三亞、廈門、昆明、廣州等。

印尼雅加達海邊的晨間印尼雅加達海邊的晨間““流動流動””魚市魚市

在印尼首都雅加達北部臨海的在印尼首都雅加達北部臨海的ANAN--
COLCOL（（中文稱安昔中文稱安昔））地區地區，，有壹個美麗有壹個美麗
的海邊公園的海邊公園，，在公園臨海的木棧道邊上在公園臨海的木棧道邊上，，
每天天剛蒙蒙亮每天天剛蒙蒙亮，，壹條條從近海壹條條從近海““討海討海””
捕魚回來的小木船靠著岸邊捕魚回來的小木船靠著岸邊，，漁民們就漁民們就
在小船上售賣著他們當天的戰利品在小船上售賣著他們當天的戰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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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利雅得沙特利雅得，，壹名巴勒斯坦男子壹名巴勒斯坦男子Nabeel MussaNabeel Mussa任由他養的蠍子在自任由他養的蠍子在自
己臉上爬己臉上爬。。Nabeel MussaNabeel Mussa喜歡養蛇與蠍子喜歡養蛇與蠍子，，並將它們當作食物吃掉並將它們當作食物吃掉。。

厲害了奶奶厲害了奶奶！！
9898歲印度老太教瑜伽身體柔軟似少女歲印度老太教瑜伽身體柔軟似少女

印度印度9898歲高齡的歲高齡的Tao Porchon LynchTao Porchon Lynch正教年輕女士練習瑜伽動作正教年輕女士練習瑜伽動作。。
19181918年年，，TaoTao出生在印度出生在印度，，壹個多月前剛剛過了自己壹個多月前剛剛過了自己9898歲的生日歲的生日。。



Bonnie Glaser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ink tank called Spicer's remarks 
"worrisome" and said the new administration was 
"sending confusing and conflicting messages."
Dean Cheng, a China expert at the conservative 
Heritage Foundation, said Spicer's remarks showed the 
South China Sea wa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e said it was significant that neither Spicer nor 
Tillerson had been specific as to what actions would be 
taken and this left open the possibility that economic 
measures - instead of military steps - could be used 
against China and firms that carry out island building. 
(Courtesy interaksyon.com/article/136492)

over Taiwan.
Washington-based South China Sea expert Mira Rapp-
Hooper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alled the threats to bar China's acc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credible" and said it had no basis in 
international law.
"A blockade - which is what would be required to 
actually bar access - is an act of war," she adde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begun to draw red lines 
in Asia that they will almost certainly not be able to 
uphold, but they may nonetheless be very destabilizing 
to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vite crises, and 
convince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an unreliable partner."

he suggested a more aggressive strategy toward 
Beijing in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Chinese 
state media expressed its displeasure.
Without elaborating, Tillerson had said, “We’re 
going to have to send China a clear signal that 
first the island-building stops and second your 
access to those islands is also not going to be 
allowed.”
In a warning to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influential Chinese state-sanctioned The Global 
Times had then said "unless Washington plans to 
wage a large-scale wa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y other approaches to prevent Chinese access 
to the islands will be foolish."
"Tillerson had better bone up on nuclear power 
strategies if he wants to force a big nuclear power 

to withdraw from its own territories," an opinion piece 
said on the paper's English-language site.
It said Tillerson's statements were "far from 
professional."
"If Trump's diplomatic team shapes future Sino-U.S. 
ties as it is doing now, the two sides had better prepare 
for a military clash."

The English-language China Daily adopted a similar 
position.
"Such remarks are not worth taking seriously because 
they are a mish-mash of naivety, shortsightedness, 
worn-out prejudices, and unrealistic political fantasies. 
Should he act on them in the real world, it would be 
disastrous," it said.
"What happened on Wednesday shows that if and 
when confirmed, Rex Tillerson needs to first acquaint 
himself with the ABCs of China-U.S.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at large."
“It is certainly no small matter for a man intended to be 
the U.S. diplomat in chief to display such undisguised 
animosity toward China,” it added.
The official respons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milde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pokesman Lu Kang said 
that “like the U.S., China has the right within its own 
territory to carry out normal activities.”
Washington-based South China Sea expert Mira Rapp-
Hooper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said the threats to bar China’s access in the South 

WASHINGTON, U.S. - The United States on Monday 
promised to ensure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prevent 
China from taking over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U.S. is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protect our 
interests there,”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Sean 
Spicer said when asked if the new U.S. president agreed 
with comments by his 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Rex 
Tillerson earlier this month that China should not be 
allowed access to islands it has built in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It’s a question of if those islands are in fact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not part of China proper, 
then yeah,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defend 
international territories from being taken over by one 
country,” he said.
Spicer did not elaborate on how the U.S. would enforce 
such a move, only saying, “I think, as we develop 
further, we’ll have more information on it.”
Following Tillerson’s remarks at his Senate 
confirmation hearing earlier this month, during which 

China Sea were “incredible” and said it had no basis 
in international law.
“A blockade – which is what would be required to 
actually bar access – is an act of war,” she adde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begun to draw red lines 
in Asia that they will almost certainly not be able to 
uphold, but they may nonetheless be very destabilising 
to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vite crises, and 
convince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an unreliable partner.”
China's embassy in Washington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on the remarks from 
the White House.
China claims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energy-rich South 
China Sea despite the findings of the arbitration court 
in The Hague earlier this year which ruled in favor of 
the Philippines, rejecting China's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trategic waterway.
Besides the Philippines, Brunei, Malaysia, Taiwan and 
Vietnam also claim rights over the waters.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com/index.php) 

fair. No matter what changes happen in other countries, 
what they say or what they want to do, China's resolve 
to protect its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ill not change," she added.
Bar access to islands
Tillerson's remarks at his Senate confirmation hearing 
prompted Chinese state media to say at the tim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eed to "wage war" to bar China's 
access to the islands, where it has built military-length 
air strips and installed weapons systems.
Tillerson was asked at the hearing whether he 
supported a more aggressive posture toward China and 
said: "We're going to have to send China a clear signal 
that, first, the island-building stops and, second, your 
access to those islands also is not going to be allowed."
The former Exxon Mobil Corp.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did not elaborate on what might be done to 
deny China access to the islands.
But analysts said his comments, like those of Spicer, 
suggested the possibility of US military action, or even 
a naval blockade. Such action would risk an armed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an increasingly formidable 
nuclear-armed military power. It is also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and the target of Trump 
accusations it is stealing American jobs.
Spicer declined to elaborate when asked how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enforce such a move against 
China, except to say: "I think, as we develop further, 
we'll have more information on it."
Tillerson narrowly won approval from a Senate 
committee on Monday and is expected to win 
confirmation from the full Senate.

Risk of dangerous escalation
Military experts said that while the US Navy has 
extensive capabilities in Asia to stage blockading 
operations with ships, submarines and planes, any such 
move against China's growing naval fleets would risk a 
dangerous escalation.
Aides have said that Trump plans a major naval build-
up in East Asia to counter China's ris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earlier this month it 
could not guess what Tillerson meant by his remarks, 
which came after Trump questioned Washington's 
longstanding and highly sensitive "one-China" policy 

BEIJING/WASHINGTON - China said on Tuesday 
it had "irrefutable" sovereignty over dispute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fter the White House vowed 
to defend "international territories" in the strategic 
waterway.
White House spokesman Sean Spicer in his comments 
on Monday signaled a sharp departure from years of 
cautious US handling of China's assertive pursuit of 
territorial claims in Asia.
"The US is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protect our 
interests there," Spicer said when asked if Trump 
agreed with comments by his 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Rex Tillerson. On Jan. 11, Tillerson said 
China should not be allowed access to islands it has 
built in the contested South China Sea.
"It's a question of if those islands are in fact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not part of China proper, 
then yeah,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defend 
international territories from being taken over by one 
country," he said.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told a regular news briefing on Tuesday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a party to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China claims mos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while 
Taiwan, Malaysia, Vietnam, the Philippines and 
Brunei claims parts of the sea that commands strategic 
sealanes and has rich fishing grounds along with oil 
and gas deposits.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the Spratly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as "irrefutable" Hua said. But China 
was also dedicated to protect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wants talks with nations directly involved to find a 
peaceful solution.
"We urge the United States to respect the facts, speak 
and act cautiously to avoid harming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Hua said.
"Our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reasonable and 

China Says Will Protect South China Sea Sovereignty

U.S. Says It Will Stop China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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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2016. REUTERS/Jason Lee Compiled

White House spokesman Sean Spicer

The Disputed Territori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met with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last year in The Hague.

“U.S. Would Protect Its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BB1212休城社區
星期四 2017年1月26日 Thursday, January 26, 2017

（本報訊）休士頓僑教中心莊主任雅淑於1月21日下
午邀集達福地區僑務榮譽職人員在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召
開 「106年僑務工作會議」，達福地區僑務榮譽職人員以及
僑社代表不分黨派不分藍綠踴躍出席該項會議，大家達福
地區僑界關心議題廣泛交換意見，駐休士頓辦事處副處長
林映佐亦特別前往參與，會中林映佐副處長感謝達福僑界
先進對辦事處的支持與協助，並期勉大家繼續為推動僑社
永續發展共同努力。莊雅淑則利用該座談向與會僑領簡介
僑務委員會僑胞返國健檢安心醫療服務，鼓勵僑界於返國
旅遊探親時，多加運用，同時宣達僑委會因應數位化停版
宏觀周報，鼓勵僑界網登錄訂閱宏觀電子報，關心全球各

地最新僑務資訊，同時向達福僑界說明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吳新興即將於本年二月間至達拉斯訪問僑社等相關訊息，
達福地區僑社都表示興奮以及熱烈歡迎。會中僑務委員曹
明宗、孟敏寬亦分別分享在台參與僑委會僑務委員會議期
間所間所聞與出席心得，會中與會僑領積極響應僑委會在
各僑區所推動關懷救助計畫，並於當場立即成立 「達福地
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由兩位僑務委員擔任主任委員，
達福地區全體僑務榮譽職人員擔任委員，提供台灣新移民
、留學生或有需僑胞朋友急難救助協助，林映佐副處長、
莊主任雅淑表示海外僑界是國家發展新動力，期待僑界不
分藍綠共同為台灣永續發展努力。

第三屆休斯頓花果樹木盆栽評選活動圓滿結束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除夕夜拜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除夕夜拜
訪本頭公廟訪本頭公廟
11月月2727日日（（Fri)Fri)下午下午1010時時3030分分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除夕夜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除夕夜
拜訪本頭公廟拜訪本頭公廟
11月月2727日日（（Fri)Fri)下午下午1111時時
1060010600 Bellaire Blvd.Houston.TX.Houston,Bellaire Blvd.Houston.TX.Houston,
Tx.Tx.7707277072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除夕夜拜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除夕夜拜
訪德州天后廟訪德州天后廟
11月月2727日日（（Fri)Fri)下午下午1111時時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除夕夜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除夕夜
拜訪德州天后廟拜訪德州天后廟
11月月2727曰曰（（Fri)Fri)下午下午1212時時
15071507 Delano,Houston,TX.Delano,Houston,TX.7700377003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除夕夜拜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除夕夜拜
訪德州關帝廟訪德州關帝廟
11月月2727日日（（Fri)Fri)下午下午1212時時
37113711 Gulf Freeway,Houston,TX.Gulf Freeway,Houston,TX.7700377003

文化中心農曆新年園遊會文化中心農曆新年園遊會
11月月2828日日（（Sat)Sat)上午上午1010時至下午時至下午44時時
文化中心文化中心

98009800 Town Park Dr.Houston,TX.Town Park Dr.Houston,TX.7703677036

頂好廣場舉辦醒獅匯演頂好廣場舉辦醒獅匯演
11月月2828日日（（Sat)Sat)中午中午1212時時
91009100 Bellaire Blvd.Houston,TX.Bellaire Blvd.Houston,TX.7703677036
孫東玲孫東玲（（CindyCindy 孫孫））國畫牡丹展國畫牡丹展
11 月月 2828 日日（（Sat),Sat),2929 日日(Sun),(Sun),3030 日日（（Mon),Mon),3131 日日
（（Tue)Tue)
中國城福祿大樓中國城福祿大樓33樓樓
61006100 Corporate Dr.Houston,TX.Corporate Dr.Houston,TX.7703677036
電話電話713713--378378--15901590

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活動說明會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活動說明會
11月月2929日日（（Sun)Sun)下午下午22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106106室室

德州關帝廟新年慶祝期間德州關帝廟新年慶祝期間
11月月2929日日（（Sun)Sun)至至22月月1212日日（（Sun)Sun)
關帝廟主持與眾高僧將每日候迎四方香客關帝廟主持與眾高僧將每日候迎四方香客，，服務服務
施主念經拜佛拜關公施主念經拜佛拜關公
37113711 Gulf Freeway,Houston,TX.Gulf Freeway,Houston,TX.7700377003

金城銀行慶祝新年舉辦舞龍舞獅表演活動金城銀行慶祝新年舉辦舞龍舞獅表演活動
11月月3030日日（（Mon)Mon)上午上午1010時時3030分分
金城銀行總行金城銀行總行

9315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TX.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3677036

富國銀行慶祝新年舉辦舞龍舞獅表演活動富國銀行慶祝新年舉辦舞龍舞獅表演活動
11月月3030日日（（Mon)Mon)上午上午1111時時3030分分
97029702 Bellaire Blvd.Houston,TX.Bellaire Blvd.Houston,TX.7703677036

美南銀行慶祝新年舉辦舞龍舞獅表演活動美南銀行慶祝新年舉辦舞龍舞獅表演活動
11月月3030日日(Mon)(Mon)中午中午1212時時3030分分
美南銀行總行美南銀行總行
6901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TX.Corporate Dr. Houston,TX.7703677036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新春聯誼會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新春聯誼會
11月月3030日日（（Mon)Mon)中午中午1212時時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
97209720 Town Park,#Town Park,#104104,Houston,TX.,Houston,TX.7703677036

休士頓台灣商會休士頓台灣商會After Hours MixerAfter Hours Mixer
22月月22日日（（Thur)Thur)下午下午66時至下午時至下午88時時
國泰銀行國泰銀行
94409440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118118,Houston,TX.,Houston,TX.7703677036

佛光山中美寺延生普佛佛光山中美寺延生普佛，，傳燈祈福傳燈祈福，，上年香上年香
11 月月 2727 日日 (Fri. )(Fri. )上午上午99：：0000-- 晚間晚間1111：：0000
佛光山中美寺佛光山中美寺 （（12550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Jebbia Lane., Stafford ,
TXTX 7747777477

11 月月 2828日日（（ Sat. )Sat. )上午上午1010：：3030-- 中午中午1212：：3030
彌勒佛聖誕彌勒佛聖誕，，上佛供上佛供
11 月月 2929 日日（（Sun. )Sun. )上午上午1010：：3030 -- 中午中午1212：：3030
新春禮千佛法會新春禮千佛法會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德州佛教會玉佛寺
11 月月 2727 日日（（Fri. )Fri. ) 晚間晚間99：：3030-- 11：：0000 amam
延生普佛延生普佛，，叩鐘叩鐘
11 月月 2828 日日（（ Sat )Sat )上午上午1111：：2020
佛前大供佛前大供
11 月月 2929 日日（（Sun. )Sun. )上午上午1010：：0000-- 1212：：0000
新春祈福法會新春祈福法會
11 月月 2929 日日（（ Sun. )Sun. ) 下午下午11：：3030 -- 33：：0000
虔誦虔誦 「「藥師經藥師經 」」 （（ 觀音殿觀音殿 ））

德州觀音堂德州觀音堂20172017 大年初一祈福頭香大年初一祈福頭香
11 月月 2727 日日（（ Fri. )Fri. ) 晚間晚間1111：：0000-- 22：：0000 amam
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 1016110161 Harwin Dr.,Harwin Dr.,
SuiteSuite 100100,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3677036 ））

慶祝慶祝20172017 農曆新年中華文化展演農曆新年中華文化展演
11 月月 2828 日日（（ Sat. )Sat. )下午下午11：：3030
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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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六號以來休斯頓地區連續的陰雨
天氣，二十一日早上依然是陰雲密布，細雨絲絲。而由亞美園藝
協會、休斯頓炎黃堂、黃氏宗親會和休斯頓廣州聯誼會聯合舉辦
的“第三屆休斯頓花果樹木盆栽評選活動”依然如期在黃氏宗親
會所進行。

參加此次活動的評委有：邵啟明、李守棟、李滿榮、李英、
刁立平、劉曉慧、傅紹文、宗琳、周紅奕、朱桂梅、王強。

評委們熱情飽滿，全部提前到場；參展者也是不畏困難，准
時提供參展作品。大家都沒有在意天氣如何，積極地做著評比前
的各種准備工作。生機勃勃、美麗的花草樹木總是給人以愉悅的
心情，好像老天也似乎與人的喜好一樣，在不知不覺中久違的太

陽出來了，與我們共同欣賞著瑰麗的各種參選作品。
評委們認真地評比
此次參選的作品有：假性小葉榕、柳山桂花、南天竹、水仙

花、橘子、黃洋木、山楂花、枸杞、鴨掌藤等九個品種，共計十
四件作品。評委們將十四件作品依次由一號排到十四號，再由十
一位評委根據：1.果樹樹型和花草株型；2.葉、花、果的大小，
形狀與顏色；3.樹冠、花冠和葉冠形狀；4.花果盆栽與盆的整體
感官等四大項進行評比打分。每項滿分十分，共計四百四十分。
以或最高分者獲獎。

評委們與觀眾在暖陽之下欣賞著、全面的、反復的、認真的
進行者評比。最終評選出了一等獎作品一件；二等獎作品一件；

三等獎作品一件。它們是：一等獎十四號作品：鴨掌藤；二等獎
十二號作品：山茶花；三等獎十三號作品：枸杞。

一等獎十四號作品：鴨掌藤
二等獎十二號作品：山茶花
三等獎十三號作品：枸杞
有趣的是當大家祝賀獲獎者時，發現三件作品出自一人：路

春英女士。她好厲害，園藝水平了得！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暖暖的太陽下，欣賞著美麗的生機盎然的佳作，我們感到春

天就在眼前，就在身邊。我們的亞美園藝協會、休斯頓炎黃堂、
黃氏宗親會和休斯頓廣州聯誼會聯合就像這春天一樣，在二零一
七年裡會越來越好，越來越壯大、生機勃勃。

達拉斯僑務座談與會僑領共商僑社議題達拉斯僑務座談與會僑領共商僑社議題
響應僑委會呼籲成立關懷救助協會響應僑委會呼籲成立關懷救助協會

與會僑領積極響應僑委會當場成立與會僑領積極響應僑委會當場成立 「「達福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達福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 ，，副處副處
長林映佐伉儷長林映佐伉儷((前排左前排左33、、左左44))、、莊主任雅淑莊主任雅淑((前排左前排左11))、、僑務委員曹明宗僑務委員曹明宗((前前
排左排左55))、、孟敏寬孟敏寬((前排左前排左22))以及各僑務榮譽職人員合影以及各僑務榮譽職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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