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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開潤摘2017全美華埠小姐后冠
慶功宴

休士頓同源會(C.A.C.A)為慶祝2016年休士頓華埠小

姐楊開潤(Karen Yang)榮獲2017年全美華埠小姐頭銜殊

榮﹐14日在姚餐廳舉行慶功宴﹐分享獲獎喜悅外﹐也答謝

所有支持選美大會的僑界贊助人士﹐楊開潤感謝同源會

教導﹐讓她一路過關斬將﹐奪得后冠﹒圖為楊開潤(右三)

接受選美會主席Linda Wu(右二)﹑Betty Gee(右一)和哈瑞

斯縣法官張文華(左一)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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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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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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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承办 : 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

服务邮箱： qxgd2011@tom.com   广东侨网： http://gocn.southcn.com 

“广东侨务”新浪微博：http://weibo.com/gocn2011

2017 广东侨务
聚焦五大重点做出实效
       2017 年广东省侨办主任（局长）会议近日在广州

召开。广东省政府副省长何忠友出席会议并作讲话。

全省各地级以上市和顺德区侨办主任（外侨局局长）

共 80 多人与会。

       何忠友充分肯定去年全省侨务工作取得的显著成

绩。他指出，广东是全国重点侨乡和侨务资源大省，

做好侨务工作对推进广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加

强对外交流合作、服务全国侨务工作大局具有重要意

义。全省侨务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

精神和《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2016-2020 年）》，

扎实做好各项为侨服务工作，发挥好广东侨务在全国

的排头兵作用。一是要紧紧围绕广东省委、省政府重

大决策部署开展侨务工作。全面提升侨务引资引智引

技水平，助力广东省“一带一路”建设、经济结构调整、

创新驱动发展。二是要加大侨务工作创新力度和统筹

力度。三是要全面落实侨务政策切实维护侨胞权益。

四是要坚持不懈抓好侨务工作干部队伍建设。　　 

       广东省侨办主任李心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她回

顾了去年全省侨务工作在各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

并对 2017 年广东侨务工作进行了部署，强调要聚焦

五大重点做出实效：一是聚焦推动经贸合作和人文

交流，着力在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上取得实效；

二是聚焦引进高层次人才和项目，着力在助推创新

驱动发展上取得实效；三是聚焦以侨为桥讲好广东

故事、展示广东魅力，着力在助推广东软实力建设

上取得实效；四是聚焦涵养资源扩大联谊，着力在

助推构建开放新格局上取得实效；五是聚焦加强护

侨惠侨助侨，着力在推进侨务法治和为侨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上取得实效。

       省侨办党组书记曾庆荣主持会议并总结讲话。他

要求各级侨务部门要提高认识，增强做好侨务工作的

使命感；突出重点，围绕服务大局开拓创新；省市联

动，进一步增强侨务工作整体效能；统筹合作，强化

侨务部门的主导作用。

       中新社电 2017 年广东省侨办将加大力度推进广

东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广东省侨办主任李心在广州举

行的全省侨办主任会议上表示，今年广东将在海外华

社首批设立 10 家“广东文化展示中心”。 

　　李心介绍说，今年广东省侨办将加强与海外中华

文化机构和有关侨团的交流合作，举办“华侨华人与

广东文化‘走出去’交流活动”，支持海外侨社文化

建设。

　　为此，广东省侨办将会同广东省有关单位，依托

海外中华文化中心、文博机构、重点侨团、中文学校

等，设立一批“广东文化展示中心”，并以此为依托

设立“广东书屋”，举办广东图片展、名师巡讲、中

华文化大乐园等活动，让海外侨胞和外国友人近距离

了解、感受广东发展成就和文化魅力，打造侨务对外

文化交流传播阵地。

　　同时，广东省侨务部门将积极开展“广东文化海

外行”“广东文化行”活动，依托中华文化传承基地

举办传统中华文化培训班，组织中国历史、传统艺术

等方面的名师赴海外开展“广东名师海外巡讲活动”；

举办“海外中医药师协会负责人研修班”和“海外中

医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交流活动，邀请海外中

医协会负责人、中医骨干等来粤培训交流。

　　李心还要求，全省各地侨务部门要深入挖掘本地

区特色文化资源，办好“潮汕文化海外行”、五邑侨

乡嘉年华等活动，以推动地方优秀文化更好地“走出

去”。( 郭 军 )

广东将在海外华社设立一批“广东文化展示中心” 

▲作为汕头百载商埠的起源地，小公园是汕头城市灵魂的载体和汕头人的精神家园。在
汕头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金平区积极主动推进保育活化工作。去年
以来，选取西堤路 4 幢骑楼作为试点，以“修旧如旧、修新如旧、建新如旧 ”的原则进
行修缮，并于今年春节前完工，典雅的骑楼原貌震撼了观者之心。（龚春辉 胡良光 摄）

 picture
说侨乡图

▲历经 27 小时出坞、编队、浮运、系泊等系列作业后，港珠澳大桥 E29 沉管已精确安装，
与西侧 E28 沉管完成海底对接。截至目前，大桥已建隧道总长达 5481 米，距全线贯通
仅剩 183 米。按照计划，3 月将完成 E30 沉管安放，4 月争取完成 E29 和 E30 的最终接头。
届时，港珠澳大桥将实现全线贯通。（陈向阳 黄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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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開、新綠遍野，陽春三月正是禦金香
花盛開之時，也是一年種植之始。世界華人工商
婦女企管恊會-北德州分會特在三月準備了兩
個應時的活動。

一般庭院的花草樹木種植甚費體力，忙碌
的婦女朋友們常望而卻步，優質的室內盆栽則
是大家的最愛。種類繁多色彩鮮艶的仙人掌-多
肉植物（succulent plants)容易種植維護亦簡單，
且室內室外皆相宜。本會特於三月十一日早上
九點半于 SunshineMiniatureTrees(7118 Green-

ville Ave., Dallas, Tx75231)舉辦了一場園藝學
習-有關如何種植、修剪及維護仙人掌植物。

當日一早十數位姊妹們聚集一起，先聆聽
園藝家Mr. Richard講解仙人掌植物的特性及喜
惡、應如何選用裝載的器皿及如何適度的施水。
課後大夥即開始忙碌的挑選各種不同材料及形
狀各異的花器，接著按各人喜好選擇千姿百態、
環肥燕瘦、高拔低匐等多汁多肉各類品種的仙
人掌家族。這時七嘴八舌頓時熱鬧起來，你挑的
好美、我選的也愛；這個器皿很雅緻、那個又粗

曠有個性；有人頻頻詢
問難於取捨、亦有獨自
沈思胸有成竹的。最終
挑定即由當場的園藝技
師 們 各 別 教 導 先 舖 網
（防小石流失）、上小石、
再舖上細鬆土，之後即
可設計及擺放所選的仙
人掌於其上，壓緊土、再
以稍大鵝卵石輕鎮四角
，成形後撒以細碎小白
石做裝飾！

三小時之後每個人
均捧著自己的最愛（盆

栽），成就感滿滿
的盡興而歸。

在 三 月 二 十
六日（星期日）下
午，本分會也特地
安排會員們到達
拉斯植物園賞花
及踏青，享受春天
的陽光和遍園的
色彩。此活動也歡
迎非會員參與。門
票和停車費請自
行負責。有興趣者
， 請 電 （817
）-975-0306。

世 華 華 人 婦
女工商企管恊會
北 德 州 分 會 自
2011 年復會以來，
每月都會舉辦會
員活動，不論是專業性講座，身心靈的健康講座
，公司參訪或是娛樂性活動等，均為本地區職業
及工商婦女提供了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提升，並
為會員們在職場打拼之餘創造了溫馨的女性互

動。有興趣加入本會會員的女性，請連絡本會。
電 話 ： 972-530-6106 或 emailto： gf-
cbwnt1@gmail.com
(婦女會供稿)

世華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三月份活動
園藝學習-如何種植、修剪及維護仙人掌植物圓滿結束

達拉斯植物園賞花踏青活動即將來臨

你的電話鈴響了。你認出那個號碼，但你一
接電話，電話那頭却是你不認識的人。這是怎麽
回事？

騙子用假的”電話顯示”去讓你上當，他們
讓你以為那個電話是當地的電話，是你所信任
的人-- 如政府部門或警察局、或你和他們有業

務聯繫的部門-- 如你的銀行或電纜服務部門。
這叫“電話顯示”欺騙，詐騙者才不在乎他們用
的是誰的電話號碼呢。最近，有一個詐騙犯用的
是聯邦商業委員會一個雇員的電話號碼。

不要依賴“電話顯示”來確認來電者。確認
“電話顯示”的真實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下面是
一些小提示來幫你處理這類來電：
‧如果你接到來自政府部門的奇怪的電話，挂
斷。如果你想弄清事情原委，上那個官方網站(.
gov) 去找聯繫辦法。政府雇員才不會無緣無故
地給你打電話要錢或要你的賬號呢。
‧不要向給你打電話的人透露或確認你的個人
或財務信息。
‧不要用可以重新載入現金的卡電匯或送錢。
總之，絕對不要付款給不知從哪兒打來電話的
人，即使電話顯示的號碼好像是真的。

‧覺得被迫趕緊行動？挂上電話。這絕對是騙局
的特點。

你往往可以用google搜索來電的號碼看是
從哪來的，然後輸入“騙局”（Scam）這個詞，它會
提供有類似經歷的人的信息。壓力，壓力，壓力！
這就是他們的計倆。他們就借此得勝。千萬不要
在任何人對你施加的壓力下做决定。

我們已經有從詐騙犯那裏用欺騙號碼自稱
是來自執法機構打來的電話說持有對你的逮捕
令，一個法院說你誤了上法庭的日子，稅務局說
你欠著稅。簡單的做法就是取得他們的姓名、電
話號碼及他們所代表的機構/組織的名稱，告訴
他們你會給他們打回電話。在你匯款之前做些
調查研究。

直接給那個機構/組織打電話，和能够確認
電話裏所說是否真實的人談。不要用他們提供

的電話號碼。一
旦你發現那是
一個詐騙，給警
察局打電話並
報告。

對你的錢
多加小心。這是
你的辛勞所得，
不要事先沒弄
清就把錢送出
去。什麽事看起
來不對頭，一般
來說就是不對頭。如果你還是不能確定事情的
真假，給警察局打電話要求和負責調查欺詐/偽
造案的偵探談一談。
(布蘭諾警察局劉援提供)

布蘭諾警察局新聞發言人的信 David Tilley

詐騙電話的欺騙性“電話顯示”（caller ID）

QS170316B達福社區

由華興中文學校主辦的第9屆北德州數學
競賽。將於 4 月 8 日在 Plano 的 Jasper 高中(6800
Archgate, Plano TX 75024) 舉行。此次比賽適合
一至七年級學生參加，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北德州數學競賽主要目的為增强孩子在數
理、計算方面的能力，並測驗孩子邏輯思考順序
。除此之外，完成作答時間能力，也是此次競賽
的要求之一。報名時間自即日起到4月6日止。
報名費用＄20 . 考試當日上午 9:30 受理報到，
10:00進入考場，10:30正式考試，考試時間以一
小時計算，11：30 分考完並立即評分且于下午

12:45 公 佈 優
勝名單，並舉
行頒獎典禮。

北德州數
學競賽為鼓勵孩子們多多參與測試活動，今年
特別提高優勝者金額：除了凡參加的每個孩子
都可得到一份精美紀念品，另外每年級優勝者
更可得到現金獎，第1名現金100元，第2名現金
50元，第3名現金25元，相信孩子們不僅可拿到
現金獎，優勝者也領取獎狀與獎盃、優勝名單也
將公布在各中文報紙上，歡迎家長們帶著您的
孩子參加這個有意義的測試比賽，它不僅使您
的孩子一展身手，也確認孩子學習的方向是否
正確，更讓他們在年少時，多一份自我成長的肯

定。
北德州數學競賽今

年還增加了學歷能力測
驗(SAT)，這是與普林斯頓
評論(Princeton Review)合
作的，並提供給 8 年級及
以上學生測試的機會，測
試內容：數學/英文，測試
日期：4 月 8 日（星期六）,
報到時間：9:00，測試時間：9:30～12：45，費用：
免費，所有得分成績將於4月23日（星期日）下
午3:00 - 4:30在華興中文學校公告。因此，凡有
興趣參加數學競賽與SAT能力測驗者，請至華
興網站 www.HuaHsing.com 在線註冊。若對數

學競賽及華興課程有任何疑問，可來電洽詢：校
長 孟 敏 寬（469-789-6858），副 校 長 牟 若 屏
（972-310-7661）， 數 學 主 任 牟 立 平
(214-886-3593)， 王 麗 貞 老 師 ( 文 書)
469-879-6972。(華興供稿)

20622062北德州數學競賽報到北德州數學競賽報到

優秀與實力的証明

第9屆北德州數學競賽
於4月8日假Plano Jasper 高中舉行

華興中文學校為推廣中文教育，並配合中
華民國僑委會漢字文化推廣，及培養學生對中
國文字學習興趣，以提高對書法認識與欣賞力，

將於4月2日舉辦漢字文化節書法與造詞比賽
活動，此是針對孩子對語言學習後另一種提升，
孩子也將透過此比賽，對中國文化中文字之美
有更深入地觀察與認識。

漢字文化節活動－書法與造詞比賽，是由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推動，華興中文學校主辦，
華興中文學校希望推廣中文語言同時，也能達
到尊孔文化根植書法，同時也藉此時機可弘揚
書法藝術，振興中華文化，提昇海外孩子在中華
語境的生活品質及文
化教育，以促進學習
書法風氣，培育藝文
人才。此次漢字文化
節書法與造詞比賽參
賽者資格：造詞比賽
以 1 至 5 年級學生為

主，以各學習年級為單位，由主辦單位按照不同
年齡及所學程度，提供單字，由參賽學生自選單
字組成詞彙，並在限定時間內完成有意義的詞
彙，造詞越多就可得到優勝。書法比賽：以6年級
以上學生為主，主辦單位提供墨汁及紙張，參賽
者需自行準備毛筆;主辦單位會提供紙張兩份，
參賽者可書寫兩份，再挑選較好的一張交出。書
法題目由主辦單位提供，每組題目不同。比賽時
間為一小時為限。凡個人優勝者，大會將給予獎

狀及獎品以茲鼓勵，其優勝者姓名也會在社區
報紙公佈。比賽時間：4月2日3：00PM、比賽地
點：Jasper High School(6800 Archgate Dr. Plano
75024)、報名聯絡人：陳次蘊主任214-282-4518
，截止日期：3月28日，報名費：＄10.00，歡迎對
書法有興趣與有豐富詞彙的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

華興中文學校給您孩子不同的學習成就，
活潑您孩子中文學習，運用生活化、趣味化傳授
，是 華 興 的 目 的。歡 迎 來 電：孟 敏 寬 校 長
469-789-6858， 陳 次 蘊 主 任 ( 中 文)
214-282-4518， 王 麗 貞 老 師 ( 文 書)
469-879-6972。(華興供稿)

漢字文化節解說漢字起源漢字文化節解說漢字起源

漢字文化節書法與造詞比賽於4月2日舉行
提倡正當休閒活動 增進文藝涵養

漢字文化節推廣漢字活動漢字文化節推廣漢字活動

布蘭諾華人宣道會2017培靈會時
間及每日主題如下：
3/24 (五) 8:00pm「委身」
3/25 (六) 7:30pm「更新」
3/26 (日) 11:00am「佈道」
講員:常思恩牧師

常思恩牧師（Rev. Albert Seung）生
於香港，長於香港，父母來自北平。一九
七四年前往英國唸書，居住八年。大學

時期，受到神的全職事奉
呼召。一九七九年至一九
八二年間，在歐洲建植了
斯德哥爾摩華人教會和
哥登堡華人教會。一九八

二年隨父母遷居美國，並于翌年入達拉
斯神學院進修，于一九八六年獲聖經科
碩士，一九九二年獲基督教宗教教育碩
士，二○一一年再獲達拉斯神學院教牧
學博士學位。

在一九八五年至二○○一年間，常
牧師曾于德州的雅靈頓華人教會及達
城第一華人浸信會牧會十五年，其間亦

在達福地區建植了佳樂
頓華人教會、泰勒華人團
契和北德華人教會。常牧
師於一九九七年起擔任
中華聖經教育協會董事，

自二ＯＯＯ年初改任協會的會長至二
ＯＯ一年底。自二ＯＯ三年起常牧師出
任基督教創作傳播中心會長，同時兼任
四海聖經宣教學院院長至今。

常牧師與常荊行燕師母于一九八
七年結婚，育有一子，名為存理，英文名
為Zephaniah（西番雅），今年二十九歲。

布 蘭 諾 華 人 宣 道 會 堂 址：5025
Custer Road, Plano TX 75023。坐落於
Spring Creek Pkwy和Custer Road的西
南角，在 Schimelpfenig 圖書館對面。
Tel/Fax：972-867-2990
網址：www.pcactexas.org

布蘭諾華人宣道會
2017培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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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erife Island，是大西洋上的一個海島，
島上景色旖旎，既有雪山又有火山，目前屬于
西班牙，海島離非洲大陸很近。三毛把它翻譯
成“丹娜麗芙島”，于是給海島添了更多的詩
意和爛漫情懷。二千平方公裏的土地上，住了
90 多萬居民，島上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旅遊
者。氣候溫暖的丹娜麗芙島，是歐洲人的度假
聖地。

當郵輪停泊在丹娜麗芙島的港口，天還沒
有徹底放亮，半明半暗間，島上一片燦耀的燈
火，像蒼穹之下金碧輝煌的聚寶盆。當晨曦的
光越來越亮，慢慢熄滅了城市的燈火，我站在
郵輪的甲板上看風景，觸目之處，全都是油畫
一樣級別的美色，只要會按快門的人，都能當
攝影師。無涯的晴空下，海如寶石一樣的藍，
山如翡翠一樣的綠，一大片房子雪白耀眼，在
半山腰的雲霧裏隱約浮動，然後一直漫延到海
邊的緩坡。凝思遐想間，遠處忽然傳來一聲教

堂的鍾響，空曠悠遠，劃破了甯靜的海空。
三毛曾經寫過一部書：《哭泣的駱駝》，

那時她住在丹娜麗芙島，有多少快樂甜蜜的日
子，就有多少浪漫多情的故事。三毛還在島上
寫過一首歌《橄榄樹》：“不要問我從哪裏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什?流浪，流浪遠方。“

一曲《橄榄樹》，曾經濕潤了多少遊子的
眼睛。最早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我還在讀初中
，那時候的中國，到處湧動著三毛的熱潮。年
少的我真是羨慕她、佩服她，可以走遍千山萬
水。在她筆下，撒哈拉的沙塵都是如此的柔情
動人。盡管成人後，我對三毛的文字有了自己
的評價，但是她留下的感動還在。她是我青春
歲月的一段美麗向往，一顆種子埋了下來，盼
望著長大，去看世界的萬裏河山。

丹娜麗芙島離非洲大陸很近，只要3個小
時的渡船就可以去看非洲。登上丹娜麗芙島的
最高峰，如果天氣好，遙遙可望黃沙漫漫的海

岸線，那裏就是非洲大陸了！那裏就是三毛
筆下的撒哈拉沙漠，三毛爲它留下多少柔美
的想象，感心動耳，绮麗難忘。如今文字還
在飄香，而伊人已乘風遠去。

我穿行在丹娜麗芙島的街頭時，心頭一直
惦記著三毛的故事，三毛的撒哈拉沙漠，三毛
哭泣的駱駝。我進了一家街頭的小店，點了西
班牙的海鮮炒飯，跟旁桌的人隨便聊了幾句，
那人告訴我，你可以坐渡船去撒哈拉沙漠看看
。坐渡船需要多長的時間啊，我只是說說而已
，其實不現實，我們的郵輪在丹娜麗芙島只停
靠一天，坐渡船去非洲一個來回至少得一天吧
？心頭的這個願望，先放在島上，只有等下次
再來實現。下次來的時候就不能坐郵輪來了，
郵輪停靠的時間總是有限制。

在丹娜麗芙島上，我和朋友提娜各有各的
行動，她跟著郵輪安排的岸上遊，去看了島上
的金子塔。我在回郵輪的路上，碰見了卡紮菲
的顧問，他徑直問我，你的朋友去哪兒了？我
心想你裝什麽傻，你和提娜幾乎天天都在一起
，莫非不知道她去了金字塔嗎？我問顧問，你
怎麽不去看金字塔？他說他小時候跟父母在埃

及度過了少年時代，世界上最壯觀的金字塔都
看了，還用浪費時間在這個小島上的金字塔嗎
？

那個晚上，我們三人都去了自助餐廳。提
娜對我開玩笑道，你不是一心想著那個台灣什
?作家，什?渡船和撒哈拉嗎？我還以?你去了
撒哈拉，不回郵輪了。我對她笑道，我知道你
的心思。你就希望我滯留在沙漠，回不了郵輪
，你可以獨自占用一個房間。顧問也跟著提娜
打趣我，他說你若下次要去撒哈拉，我會給船
長打聲招呼，讓他等你回來再開船。提娜對顧
問說，是不是中國人認?撒哈拉很浪漫？顧問
搖頭說，那地方千萬不能去，那是戰亂、饑俄
、瘟疫蔓延的地方。

我想起前幾天在船上，我一提撒哈拉，提
娜就生氣。她認爲我不停地念叨撒哈拉會把非
洲的海盜招引來，弄不好，一船的人都成了人
質。我笑了，我笑說，我們的郵輪這麽大，人
這麽分散，海盜怎麽攻得下來？海盜打劫的都
是海上的小貨輪。因爲三毛，我總是喜悅滿懷
地想起撒哈拉，想起一個女人的傳奇和浪漫。

三毛的丹娜麗芙島 孟悟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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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生花植物」(Cauliflory) 是指某些木質
植物，在樹幹 (Trunk) 或主枝 (Main branch) 上
開花及結果，而不像通常的植物，花及果實大
都生在新枝或枝椏尖端、柔嫩的新枝上。這種
在樹幹或主枝上開花及結果的特性，稱為 「幹
生花現象」(Cauliflorous)。

這 名 詞 由 拉 丁 文 caulis， 意 為 莖 或 幹
(Stem)，及 flory，意為花 (Flower) 而來，即意
為 “Stem-flowers”。這種植物有一種潛伏芽
，以休眠的狀態存在於主幹或是老枝幹上，經
數年的發育，使表皮破裂，而產生了樹幹開花
的現象。1 這種幹生花植物約有一百來種
(Species)，分佈於成打的植物科 (Family) 裡。2

「花椰菜」(Cauliflower，學名Brassica ol-
eracea var. botrylis) 這名詞的英文、和發音頗似
於 「幹生花植物」，但當蔬菜食用的 「花椰菜
」部份，是長在花梗上未開的花蕾及花梗，所
以不屬於幹生花植物。

常見的 「幹生花植物」包括可可 (Cocoa
，學名 Theobroma cacao)、木瓜 (Papaya，學名

Carica papaya)、榴槤 (Durian，學名 Durio zi-
bethinus)、楊桃 (Star fruit，學名 Averrhoa car-
ambola)、波羅蜜 (Jack fruit，學名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樹葡萄 (Jabuticaba，學名 Plinia
cauliflora、 Syn. Myrciaria cauliflora)、 紫 荊
(Redbud， 學 名 Cercis spp.)、 砲 彈 樹 (Canon
ball tree，學名 Couroupita guianensis)、稻子豆
(Carob tree，St. John's-bread，Locust bean，學
名Ceratonia siliqua) 等等。

因為大多數的幹生花植物都非自花結實
性 (Self-fertilized)，而需經由動物媒介異花授
粉 (Cross-pollution)，導致這些植物演化成為
「幹生」花的特性。花開在樹幹及主枝上，除

了可生長巨大、沈重的果實外，因 (老) 樹幹
及主枝較沒葉子、小枝椏的掩遮，花、果容易
被昆蟲、小動物發現，也可讓一些爬不高或不
會飛的大、小動物來傳粉或食用果實，而幫忙
結果、傳播種子。

「拜訪」幹生花植物，而採食其花蜜、或
食用其果實的動物，大約可分成四類：2 (1).

有袋動物、胎生動物爬昇於主幹或粗硬樹枝，
來採食花蜜及果實；或體重、肢體較巨大的陸
上動物，採食果實；(2).停在枝幹上採食果實
的鳥類；(3). 攀附在枝幹上，採蜜或食用果實
的蝙蝠類；(4). 在林冠 (Forest canopy) 下，採
食花蜜或果實、小而會飛或爬的小昆蟲。

因此幹生花植物常演變成生有大、較堅韌
的花瓣、且牢生於樹幹或較粗大枝條的花朵及
果實，而可承載鳥類、蝙蝠、甚或小哺乳動的
體重，採蜜、或嚼食果實的衝擊力。

筆者曾為文介紹數種 「幹生花植物」 如下
：

(1).《可可 (Cocoa) 》
http://cshuang2.blogspot.com/2013/10/

cocoa.html
(2).《木瓜--無子木瓜 (Papaya & Seedless

Papaya) 》
http://cshuang2.blogspot.com/2013/10/

blog-post_7275.html
(3).《榴槤 (Durian) 》

http://cshuang2.blogspot.com/2013/10/
blog-post_48.html

(4).《紫荊 (Redbud) 》窩
http://cshuang2.blogspot.com/2013/10/

redbud.html
(5). 《稻子豆 (Carob Tree)-- 「克拉」及

「K金」單位的由來》
Blogger--

http://cshuang2.blogspot.com/2017/01/
carob-tree-k.html, 或

隨意窩 (Xuite)--
http://blog.xuite.net/cshuang2/twblog/

480131833
(6). 《巧克力 (Chocolate) 》(註：由 「可

可」製成，所以也附上)
http://cshuang2.blogspot.com/2013/10/

blog-post_4829.html
有興趣讀者，可經上述聯結 (Links) 索讀

。 (01/15/2017)

(Cauliflory)
黃慶三黃慶三

幹生花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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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春雨綿綿的週末，到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參觀了
剛剛開始的特展 「王陵瑰寶：中國漢代考古新發現」，看到
好些近期出土，幾近兩千年前的漢代皇家文物。也就便在市
府廣場上看了那些為求歲歲平安而設計，有幾米高的百家姓
吉祥布瓶（圖一），做為慶祝春節的尾聲。

這些在美國首次展出的文物來自江蘇省內保存較為完整
的漢代陵墓，其中大部分文物來自2011年中國考古十大發現
之一的大雲山江都王陵。按照文物的用處和代表的意義，又
以漢代吉語，把這一百六十多件文物分為 「長樂未央」，
「長生無極」，和 「長毋相忘」三個主題。為了協助觀眾，

在展覽文物之外，還有特地製作的視頻和3D動態等設備，讓
觀眾可通過電子屏幕操作，了解部分展品的歷史與結構。

「長樂未央」廳裡展示出皇家的生活和宮廷娛樂，包括
他們的日常生活，祭祀，飲食和娛樂時用的東西。大雲山出

土的一套完整編鐘就在展廳的正中央，至今仍可奏出動聽的
樂曲（圖二）。還有銅缸燈，鎏金銅鹿燈，陶舞俑（圖三）
，露坐女陶俑，騎兵木俑，銅虎鎮等展品，甚至還有中國歷
史上最早的銅製火鍋用具等。 「長生無極」廳裡可以看到古
人對玉石的崇拜和永生的追求，以及對來世的理解和想像。
展廳裡有金縷玉衣（圖四），鑲玉漆棺，龍型玉雕三件玉質
絕世瑰寶，以及彩繪羽人四神紋漆翣，漆占卜盤，男立陶俑
，女立陶俑等珍貴展品。

「長毋相忘」（圖五）廳裡展現一些宮廷內的私密生活
和貴族對衛浴和長生的重視，以及宮廷中浪漫生活的影子。
展品中包括冥器，日常使用的東西，例如銅祖，金帽飾，七
子漆奩盒，五枝銅燈，青釉立烏陶熏，鏤空蟠龍紋鎏金銅熏
爐等珍品。還有各種洗簌用品及盆池和石製坐廁等。另外由
金帶扣，鑲玉鎏金銅帶頭綴玉貝腰帶，兔形金帶鉤和 「長毋

相忘」銀帶鉤等用品上也可以看到他們對情感的重視。
看完出來，意猶未盡，到隔壁的舊金山圖書館中文部蹓

躂，看到一本由天下文化書坊出版的新書（圖六）。在這本
報導中國國民黨的首位女主席洪秀柱如何在2015年競選中華
民國總統的書裡，可以看到她在台灣自幼成長，教書，從政
，一直到她如何在2015年初得到提名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再被國民黨在總統大選前“換柱”的經過。也更令人欽佩她
如今在國民黨一再慘敗後，依然要擔任主席，帶領國民黨和
台灣與大陸和平共榮的志願。但願她能在三年後再度出來競
選，完成她的總統路。

在這些珍貴文物裡，可以體會到我們古老的華夏文明。
由洪秀柱的書裡，可以看到一位令人欽佩，執著努力的現代
國人。 這都是在我們看了那些“春晚”的歡樂節目後，再恢
復正常生活時要”長毋相忘“的事。(2/20/17)

長毋相忘 蔡老師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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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秋節那天，阿光的生意很好。擺攤僅

一個多小時，一百多斤豬肉就差不多賣完了
。他正在收拾攤檔時，突然看見鄺老師笑吟
吟的走了過來。鄺老師曾教過阿光小學的數
學，已退休兩年。他住在柳樹村，距離阿光
住的槐樹村不遠。槐樹村是個較大的村子，
村中有個簡易的農貿市場，阿光常常在此擺
攤，鄺老師也喜歡到此閑逛，買點肉呀菜呀
什麼的。

阿光見到老師，就說：“對不起，鄺老
師，就剩下一塊肥肉和一個豬腰了。肥肉太
油不好吃，吃了容易得三高，你就拿這個豬
腰回去吧。豬腰燉酒，補腎又補腰。”說著
就拈起豬腰，用塑料袋裝好，恭恭敬敬的遞
給鄺老師。鄺老師搖著手感激地說：“不行
不行，你得稱一稱，多少錢我給你，你不收
錢我不要，你是做生意，不能虧本呀。”

鄺老師再三推辭。阿光執拗不過，便把
豬腰放在秤盆上，一個“脫手離砣”之後，
就唱道：“正好三?，三一得三，三五十五，
五元啦，老師。”鄺老師先是一怔，然後笑
著糾正道：“好像不對啊，應該是四元五角
吧。”“四舍五入嘛……老師，是你教的哇
，沒錯吧。”阿光嘻嘻的說。

“算啦算啦，五元就五元吧。”鄺老師
給了阿光錢，就若無其事的離開了。走了十
來步，他又折了回來，小聲的對阿光說：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阿霞告訴我，她爸她
媽同意了，你就快點辦了吧，免得夜長夢多
……”

“好的，謝謝你了，鄺老師。”阿光感
激不盡。

（二）
阿光生於 1974 年，自小生性好玩，讀書

沒什麼長進，很勉強才讀到初中。讀初一時
，父親病故；讀初三時，母親改嫁。初中畢
業後，無論姐姐如何勸說，他都不願上高中
，無所事事的閑逛，期間經常到鄺老師家裡
學打麻將，沒承想，日後竟成了鄺老師的牌
友。18歲那年，正趕上市場大開放，他請鄺
老師幫忙弄了個牌照，過村入巷擺攤賣豬肉
。自己賺到錢，有錢買酒喝，又有錢打麻將
，生活過得很寫意。姐姐見他能獨立生活，
就放心的出嫁了。此後，他就一個人住，無
拘無束，家裡常常牌友滿座。他非常感激鄺
老師。他常對牌友說，鄺老師教他的四舍五
入很實用，對賣豬肉很有好處。轉瞬間幾年
過去了，他已長成壯壯實實的大青年，並積
蓄了一些錢，便打算找對像結婚。

大年初六的晚上，阿光將賣剩的兩三斤
廋肉排骨煮熟，就邀約鄺老師、肥仔、黃二
等人前來吃飯喝酒打牌，一條龍直落。肥仔
和黃二都是阿光的同鄉、同學，都是初中畢
業的新農民，農閑時就到鎮上打零工賺錢花
，沒事做就相約喝酒打麻將，不論寒暑，不
分晝夜。此次請客，阿光另有意圖。半杯白

酒落肚之後，他就站起身，
一本正經的說：“本人姓陳
名光，年齡二十五，身高一
米七，體重一百六十斤，國
字臉，眼大眉不粗，皮膚黃

中帶黑，初中畢業，存款兩萬，如今想找個
姑娘結婚，敬請親朋好友幫著做媒。”

接著，他又鄭重其事的公布新娘的六條
標准：“年齡不可比我大，個子不可比我高
，身體不可比我胖，相貌不可比我靚，讀書
不可比我多，娘家不可比我富。”

話音剛落，肥仔就問“標准”為何定得
如此低調。阿光解釋說：“女人年齡大，男
人就像小孩；女人個子高，男人就是矮仔；
女人身體胖，男人就像瘦猴；女人長得漂亮
，男人就成了小醜；女人識字多，男人就是
蠢豬；女人娘家多錢，男人就變成乞丐。一
句話，若女人比男人強，男人就是人渣，永
遠抬不起頭來。”他還補充說，男人和女人
是兩個數。男人是大數，女人是小數，這才
有大有小有主有次，雲雲。

經過大半年的尋尋覓覓，中秋節過後不
久，阿光終於隨心所願，娶了阿霞為妻，是
鄺老師做的媒。據說阿霞是百裡外的山村姑
娘，是鄺老師遠房親戚的親戚。她比阿光矮
一截，瓜子臉，眉粗眼不大，皮膚黑裡帶黃
。阿光介紹說，阿霞芳齡廿二，體重一百斤
，小畢業學，娘家幾乎沒有積蓄。

婚禮期間，親戚朋友都說阿光和阿霞結
婚是門當戶對，珠聯璧合。阿光聽著，喜上
眉梢。婚宴上，阿光頻頻給鄺老師敬酒，感
謝媒妁之恩。

（三）
結婚後，阿光比以往更勤快，每天天還

沒亮就趕市賣豬肉。阿霞手勤腳快，除了操
持家務，還種養兼顧。不出幾個月，家裡就
養了幾頭大白豬。

大豬上市的那天晚上，阿光用單車載了
四只豬仔回來。阿霞見了，一臉不悅，說：
“你怎麼搞的呀？不多不少就是買四只？死
豬死豬，沒個好兆頭。”阿光吃吃地笑著說
：“你呀，為什麼總是想到四（死）？這明
明是兩只白豬兩只黑豬嘛！”

“還有，”阿霞只顧自己說，“每次吃
飯都是要四個菜；還有，上次也是買四只兔
仔、四只狗仔，結果……”

“好了好了，別再羅嗦了。”阿光不耐
煩起來了，“你聽我說完，啊？不是四菜，
而是三菜一湯；不是四只什麼四只什麼，合
起來就是八個畜生，連你就九個，對嗎？哪
有一個死字！”阿霞哭笑不得，啞口無言。

日子久了，阿霞逐漸發現阿光說話做事
總是有點那個，那個什麼呢？傻？瘋？痴？
笨？好像都是，又好像不是，總覺得怪怪的
。

一天，阿光買回來一塊牛腩，兩斤多重
，掛在廚房裡。阿霞見了，問：“牛腩怎麼
煮？”阿光爽快答道：“還用問？煲蘿蔔。
”

牛腩蘿蔔煲好之後，阿光就騎車到柳樹
村，載鄺老師來家喝酒吃飯。牛腩煲蘿蔔是

一道傳統粵菜，男女喜歡，老少鹹宜，加之
煲得夠火候，味道調得好，鄺老師品著贊不
絕口，阿光吃得津津有味。阿霞大喜，囑呼
阿光記得經常買些牛腩回來煲蘿蔔，再請鄺
老師來吃。鄺老師聽了，一臉的欣喜，不斷
的與阿光碰酒。晚上九點多，鄺老師喝醉了
，阿光就留他在家裡過夜，翌日吃過早餐才
回去。

幾天後的八月廿六，是阿光和阿霞結婚
四周年。阿霞知道阿光喜歡吃牛腩，一大早
就去菜市買了三斤回來，想給阿光一個驚喜
。中午時分，她在廚房洗切蘿蔔牛腩，見阿
光走過來，便沒話找話：“老公，今天也煲
牛腩蘿蔔?？”

阿光沉思片刻，一板一眼的說：“今天
生炒牛腩，用姜蔥炒！”

阿霞愕然。
（四）
盡管阿光有點那個，家裡鍋碗瓢盆時有

磕絆，但由於夫妻倆辛勤勞作，生活過得還
算殷實。只是三四年過去了，阿霞還沒有生
養。阿光急，阿霞更急。兩口子因此不少生
怨氣。

忽一日，阿霞發現自己有了喜，便告訴
阿光。阿光喜出望外，對妻子呵護有加。阿
霞懷胎十月，終於生了個胖小子。阿光給孩
子取名陳寶（昵稱寶仔），阿霞很高興。

喜得貴子，後繼有人，阿光笑逐顏開。
此後麻將、紙牌少打了許多，一有空就給孩
子逗樂，時而看看額頭，時而捏捏鼻子，時
而摸摸臉蛋，令寶仔歡欣雀躍，嘻嘻哈哈笑
個不停。阿霞更是喜形於色，臉如桃花。

熟料，不知從那一刻開始，阿光感到有
什麼不對勁，覺得阿寶沒有一處像自己。乍
一看，像肥仔；再一看，像黃二；閉上眼睛
一想，更像鄺老師；再認認真真的反復看幾
眼，又覺得誰都不像。此後終日疑慮，郁郁
不樂，一賣豬肉回來就懶在床上，望著天花
板發呆。孩子彌月那天，他突發奇想，連夜
自撰一副楹聯，用大紅紙寫好，天還沒亮就
貼在大門口上。上下聯是：結婚多年屁冇放
；不明不白添一人。橫批：糊裡糊塗。

很快，阿光“糊裡糊塗”的新聞就不脛
而走，鄰近幾個村子都傳得沸沸揚揚。阿霞
一氣之下，抱著兒子離家而去。

對於阿霞出走，阿光並不很著急。左鄰
右居問起，他就說，沒事，回娘家玩嘛，玩
幾天她就回來了。

（五）
阿霞不在家，阿光凌晨五點就得起床喂

豬，之後就到批發市場取豬肉擺攤，之後就
淋菜兼放牛，之後就煮午飯吃午飯，之後就
采豬菜又喂豬，之後就煮晚飯吃晚飯喂晚豬
，之後就到山上趕牛回欄，之後就煮豬食
……每天都是起早摸黑，忙得不亦樂乎。直
到晚上九點多鐘，才匆匆的往鄺老師家裡趕
。

鄺老師還在職時，獨生女艷芬就結婚移
民去了美國。女兒入籍後，妻子就辦了親屬
移民，到美國為女兒帶小孩。鄺老師退休後
，母女倆多次勸他移民團聚，他就是不願去

：“到美國有誰和我打麻將啊？”於是就一
直留守獨居，三房兩廳的家室空空蕩蕩的。
不久前他換了張比較新款的麻將台，堂堂正
正的擺放在客廳裡。阿光和肥仔、黃二是常
客。這一次阿光入屋時，已是三等一了。

這回阿光手氣不大好，一直輸，足足輸
了一圈。疊牌期間，肥仔問阿光，這麼晚了
還不回家，老婆還沒回來吧？阿光說還沒回
來，管她呢！鄺老師說，阿霞不在家，你天
天這樣忙活，不累死才怪呢！阿光聽得不耐
煩，便有點生氣的說：“好啦，不打麻將了
，喝酒吧——鄺老師，家裡有酒嗎？”說著
就把剛疊好的麻將牌收將起來。

鄺老師家裡剛好沒有啤酒，只有白酒。
阿光喜歡喝酒，啤酒白酒色酒什麼酒都喝，
結婚後老婆不給喝，只能偷偷的喝，很不過
癮。此次沒有了管束，便開懷暢飲。花生伴
酒，又香又醇。臉紅耳熱之際，阿光開始說
話了：“老婆不在家，辛苦換自由！”

各人自顧自喝，懶得理他。阿光自覺沒
趣，便換了個話題，虛張聲勢的說：“打牌
喝酒有學問，趕牛更有學問，你們信不信？
”

“信！信！說！快說！”三人異口同聲
。

（六）
阿光放下酒杯，打起精神說：“今天傍

晚我到牛頭山去趕牛，開始的一段路走得好
好的，但到了山腳下那條水溝邊，牛突然停
步不前，不時回頭張望，還哞哞直叫。我怎
麼吆喝怎麼抽打都沒用。”阿光扯了塊紙巾
，抹了抹嘴角，接著說，“我覺得奇怪，就
順著它的視線往回望，只見隔屋何嬸趕著牛
從後面趕來，不一會就走到前面去了。”阿
光嚼了兩粒花生米，繼續說，“嘿！何嬸的
牛一走在前，我的那個就兩眼放光，馬上起
步跟著走。你說怪不怪？”

阿光突然打住，輕輕的押了一點酒，慢
慢的將目光移向鄺老師：“鄺老師，你知道
這是什麼道理嗎？很簡單，我家的是牛牯，
何嬸的是牛?！就這麼簡單，哈哈，就、就這
麼、這麼簡單……”

“那你還不去追阿霞？！”肥仔大聲說
。

“好、好、明天、明天就去、去、去追
……”阿光說著，說著，就趴在桌子上打起
呼嚕了。

此時，突然“哇啊、哇啊”的響起一陣
嬰兒的哭聲。幾人還沒反應過來，阿霞已抱
著寶仔，從大廳右側的客房走了出來。母子
的突然亮相，令肥仔和黃二目瞪口呆。

“表大舅父，對不起，打攪了。”阿霞
對鄺老師說。

鄺老師指著阿光對阿霞說：“他醉了，
讓他們兩個幫著扶回家吧。這幾天他也很累
，要讓他好好睡一覺……”

“你、你、你回來啦……快、快煲、煲
牛腩蘿蔔給、給老師吃……老師喜歡你、喜
歡你煲、煲牛腩……”

阿 光 一 路 上 跌 跌 撞 撞 ， 滿 嘴 胡 話 。
（2017.02.19 於華盛D.C）

糊裡糊塗 錢錢 錚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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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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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將廢除黃金簽證？港媒：內地富豪或棄美投英澳
綜合報導 據康奈爾大學法學教授斯蒂芬· 耶

爾· 勒爾說，自2008年以來，該項目申請人所投資

金已經超過130億美元，為美國工人創造了數萬個

工作崗位。不過，這壹簽證計劃將於4月28日到

期，面臨是否延期的問題。

多年來，中國內地的超級富豪們移民的第壹目

的地（常常通過投資移民項目）壹直是美國。但自

從唐納德· 特朗普於今年1月就任美國總統以來，

他對移民，包括富有的中國人，采取了更強硬的立

場。

據報道，金融服務公司尖端資本合夥公司負責

人努裏· 卡茨說，雖然特朗普還沒有對具爭議的

“黃金簽證”項目，即所謂的EB-5項目，作出任

何表態，但對全球生意人來說，美國已經開始看起

來像壹個不友好的國家了。多年來，“黃金簽證”

項目已經接受幾千名富豪移民。

報道稱，由於特朗普及其親屬，包括其女婿，

都曾大大受益於該項目，特朗普可能很難用過於嚴

厲的措辭來批評這壹項目。據說，特朗普名下的好

幾個建築項目都得到過通過“黃金簽證”移民的中

國大內地富豪的資金。

卡茨說：“由於這些原因，我認為特朗普不會

提出修改EB-5。不過，由於包括許多議員在內的其

他人想對這壹項目進行修改，或幹脆廢除它，因此

即使特朗普不想，這壹情況也可能發生。”

報道稱，EB-5簽證是外國人通過在美國投資取

得綠卡的壹種方式。為了獲得這壹簽證，外國人必

須投資100萬美元現金，或在所謂的目標就業區投

資50萬美元，為美國工人制造至少10個工作崗

位。美國國會於1990年推出這壹項目，是現今世

界上最受歡迎的移民計劃。

據康奈爾大學法學教授斯蒂芬· 耶爾· 勒爾說，

自2008年以來，該項目申請人所投資金已經超過

130億美元，為美國工人創造了數萬個工作崗位。

不過，這壹簽證計劃將於4月28日到期，面臨

是否延期的問題。

報道稱，壹直有人批評該項目存在普遍的

造假和腐敗問題。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查克·

格拉斯利最近說，該項目構成了“嚴重的國家安

全威脅”，可能“幫助了恐怖分子旅行、經濟間

諜活動、洗錢活動和投資造假”。卡茨同意，

該項目已經被發現存在很多問題，美國國內外

都有人成為受害者。

他說：“許多騙子在中國推廣EB-5項目，假

裝得到了美國官方批準，把他們提供的投資項目

描繪成可靠的、獲利豐厚的項目。但這不並不是

真的，許多人，包括許多中國人在這個項目中損

失了資金。”

另壹個令人擔心的問題是目前處理申請的進度

太慢，費時過長，有時長達8年。大部分申請者不

能接受這樣漫長的時間。

報道稱，現在，大多數專家都認為會對這壹計

劃進行某種修改。

華盛頓特區巴斯-貝裏-西姆斯律師事務所合夥

人邁克爾· 吉布森說：“所有人都認為會出現某種

改革，但誰也不知道會是什麽樣的改革。”

卡茨相信，中國內地富豪現在不會繼續考慮

EB-5項目，而是會選擇其他的項目和目的地。依據

不同的排名，加拿大、英國和澳大利亞都是最受中

國大陸超級富豪青睞的目的地。

卡茨說：“隨著EB-5的審理時間延長，我們

看到人們對加勒比地區的投資移民項目越來越感興

趣。我們認為這壹趨勢會繼續發展。”

綜合報導 近日，印刷包裝產業互聯

網領域的領頭羊，雲印技術（深圳）有

限公司宣布完成數千萬人民幣的A+輪融

資，投資方為普思資本。雲印創始人兼

CEO張軍表示，雲印在過去的三年持續

聚焦在互聯網印刷包裝產業的研發投入

與業務實踐，融合了線上和線下，已構

建起業務全流程的閉環智能服務平臺。

伴隨著ICS（智能客戶服務系統）、ITS

（智能交易服務系統）、IFS（智能生產

服務系統）三大智能系統運作的逐步成

熟，雲印得以極大的提升服務質量和運

營效率，降低成本，平臺核心價值日益

凸顯。

中國印包產業具備萬億級市場規

模及巨大的發展前景，同時現有的價

值鏈體系也存在諸如行業供給端高度

分散，缺乏龍頭；渠道層級多，競爭

壁壘高，運行效率低；產品和服務質

量參差不齊等諸多問題。相比傳統經

營模式，雲印構建的業務模式符合互

聯網+印刷行業的大趨勢，通過價值鏈

優化，利用智能服務平臺將線上線下

融合，並接入整合供應資源，大大縮

短了客戶到工廠的層級，可以為企業

客戶提供小批量、多批次、豐富種類

的優質產品和增值服務。目前雲印已

服務超過13萬家中小企業，合作供應

商超過400余家。

雲印的核心團隊來自華為、騰

訊、雅昌、當納利等知名企業，團隊

成員具有多年的互聯網和印刷行業經

驗。經過近三年的研發實踐，搭建起

針對海量企業，復雜流程服務的印包

產業互聯網智能服務平臺，並通過

ICS、ITS、IFS三大智能系統實現從需

求溝通，產品報價，平面設計，稿件

處理，訂單分發，生產跟進，物流配

送全流程在線化服務跟蹤，通過系統

固化標準的流程服務，提升了客戶服

務和供應鏈的並發執行能力，成本

更低，效率更高。同時整個系統具備

強大的大數據分析能力，將客戶拓展

及服務、交易執行、供應商管理全線

數據化。

其中ICS智能客戶服務系統通過客

戶畫像，結構化產品，線上線下服務

模塊滿足客戶全方位需求，數據化工

具提升銷售獲客及服務效率。ITS 智

能交易服務系統可實現客服工單、

設計師工單、智能分單、訂單監控的

全流程可視化運營以保障服務穩定，

產品穩定，設計穩定，生產穩定，物

流穩定。IFS智能工廠服務系統智能對

接平臺與供應商，使供應商接單自動

高效，同時實現平臺完備的跨區域跨

品類管理。壹個平臺，三大系統能夠

支持每天數萬不同類型的印刷和設計

訂單，並發履行各種復雜訂單，低成

本的拓展和發展供應商，系統效率優

勢會更明顯。

與此同時，雲印還打磨出了壹套

針對復雜服務性業務的高效可擴展的

運營體系，前端負責多渠道獲取及

維護客戶，針對專業客戶和普通客

戶提供差異化服務，所有客戶需求及

跟蹤通過訂單在智能服務平臺以標準

化自動化的流程高效處理分發，後端

接入大量優質供應資源，區域內采用

少量核心供應商+適量的品類供應商分

布策略，供應商通過系統接單，按需

求生產交付，得以實現區域內集中生

產，高效供應。已經實現了針對企業

客戶印刷設計服務從客戶到工廠無縫

連接的全流程的標準化和系統化。該

體系從組織架構設置，業務人員批量

招聘選拔培訓、人員有效管理，業務

復 制 擴 張 等 方 面 符 合 業 務 實 際 狀

態，可以支持雲印產品品類、服務區

域迅速擴張。

未來，雲印將繼續以互聯網的方式

推動傳統商務印刷設計領域快速發展，

通過構建業界領先的印包產業互聯網智

能服務平臺，真正成為客戶心中的“印

刷設計服務專家”。

互聯網印刷包裝產業大熱
普思資本註資雲印

英國克魯夫茨狗展英國克魯夫茨狗展 汪星人裝扮美顏感覺美美噠汪星人裝扮美顏感覺美美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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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芭提雅泰國芭提雅，，贏得贏得20162016年年““國際皇後小姐國際皇後小姐””選美大賽的泰國選美大賽的泰國““女女
孩孩””JiratchayaJiratchaya終於戴上了期待已久的桂冠終於戴上了期待已久的桂冠，，她心情激動她心情激動、、淚盈眼眶淚盈眼眶。。
““國際皇後小姐國際皇後小姐””選美大賽從選美大賽從20042004年在泰國芭堤雅舉辦年在泰國芭堤雅舉辦，，每年舉辦壹每年舉辦壹
次次，，參賽選手要求出生時性別為男性參賽選手要求出生時性別為男性，，年齡在年齡在1818--3535周歲之間周歲之間。。

智利瓦爾帕萊索發生山火智利瓦爾帕萊索發生山火
濃煙滾滾籠罩城市上空濃煙滾滾籠罩城市上空

智利瓦爾帕萊索智利瓦爾帕萊索，，當地發生森林火災當地發生森林火災，，濃煙滾滾籠罩城市上空濃煙滾滾籠罩城市上空。。



is to hold meetings with Chinese officials and sign 
memorandums of understanding with them. Our goal 
is to bring the Saudi and Chinese peoples closer and to 
increase tour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e said.
Regarding the Kingdom’s foreign investments, Al-
Rumayan of the Public Investment Fund stressed 
that there had been many discussions of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with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fields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others.
He mentioned that there were great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Kingdom, 
and he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multi-partnerships 
among Saudi and Chinese companies as well as joint 
investment o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Al-Falih spok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visit paid by 
the deputy crown prince to China. He lauded Saudi-
Chinese strategic relations, 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 of 
energy.
He added that Saudi Arabia and China had signed a 
number of agreements pertaining to energy. He sai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rovided 
mor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he specifically 
mentioned the possibilities that are a part of the Saudi 
Vision 2030.
He pointed out a number of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fields of infrastructure, industries, technology and 
other development. (Courtesy http://www.arabnews.
com/) 

Chinese Chess tournament will be held March18! 休斯頓新春象棋公開賽本周六18日在國際貿易中心樓
舉行。歡迎愛好者積極報名參加。比賽分A組、B組，前四名都有獎金。

Chess meet set for March 18th, Saturday,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Enthusiasts are welcome to 
register and participate actively. Game Division a, group b, the top four will have a bonus. 

Al-Suwaiyel spoke of the Kingdom’s great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the Kingdom’s sector for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pends 
on four key players —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mission, the companies 
carrying out the work and the Saudi Post,” he said.
He noted that youth represented 60 percent of the 
Saudi population. He said that Saudis working in the 
sector were 20 percent with the remaining 80 percent 
being non-Saudis.
Al-Suwaiyel stressed that the ministry had held 
meetings with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including a Chinese company, for the purpose of 
training Saudi youth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l-Toraifi lauded the keenness of Custodian of the 
Two Holy Mosques King Salman in supporting and 
improving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China in all fields. He pointed out the great respect 
King Salman had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ir rich 
culture.
“I’m glad to be on 
this panel, and I 
have the highest 
respect for the 
Chinese people. We 
know that China is 
a land of wisdom, 
and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the Chinese 
Museum and be 
briefed on various 
aspects of China’s 
ancient culture and 
heritage,” Al-Toraifi 
said.
“In my capacity as the minister of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I also serve as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of Political and Security Affairs. In addition, I am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Affairs and thus, I have experience in the security and 
political spheres as well as on the cultural side,” he 
said.
“I learned a great deal from King Salman who devotes 

(Beijing) A panel discussion entitled “Saudi Vision 
2030 and the Belt Road Initiative: Together for a 
Promising Future” was held in Beijing during the visit 
of Deputy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
Energy, Industry and Mineral Resources Minister 
Khalid Al-Falih, Commerce and Investment Minister 
Majid Al-Qassabi,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T 
Minister Mohammed Al-Suwaiyel,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Minister Adel Al-Toraifi and Yasir Al-
Rumayan,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Public Investment 
Fund, participated in the panel discuss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iscussion, Al-Qassabi 
highlighted availabl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Kingdom.
He noted that the Kingdom’s natural resources as well 
as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plus Chinese economic 
power provided great economic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companies.

much of his time to reading. This has pushed me to 
follow his example. I remember that the king is 
known in the Arab world as a friend of journalists. I 
remembered this because I know the large number of 
books on China that he has read. He has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ir ancient 
culture.”
Al-Toraifi pointed out that King Salman and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Naif had directed the ministers 
and the delegation to introduce Saudi Vision 2030 
to the Chinese people by fully exploiting the visit of 
Deputy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ministers accompanying the 
deputy crown prince sought to introduce the vision 
in the most advantageous way for the Chinese and 
in attempting to do so, they concluded that economy, 
politics, charity and development should all be linked 
together.
He highlighted the favorable outcomes of the deputy 
crown prince’s visit to China through meetings with 
Chinese officials and the signing of agreements and 
memorandums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all fields.

He considered the 
Belt Road Initiative 
one of the main 
pillars of the Saudi 
Vision 2030 which 
would seek to make 
China among the 
Kingdom’s biggest 
economic partners.
Al-Toraifi stressed 
his personal 
keenness on 
improving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China in order to 

achieve greater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two friendly 
peoples.
He added that there were efforts being made to present 
Chinese culture to Saudi society and Saudi culture to 
Chinese society.
“With this aim, the Saudi Press Agency (SPA) 
launched a Chinese-language website six months ag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have done during this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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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nel discussion entitled “Saudi Vision 2030 and the 
Belt Road Initiative: Together for a Promising Future” was 
held in Beijing during the visit of Deputy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

Saudi Arabia's Vision 2030 To Merge
With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pring Chess Tourney Set For ITC

Saudi Arabia Deputy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Greet In 
Beijing.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 is awarded with 
the Abdulaziz Medal by Saudi King 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 after their talks in Riyadh, Saudi 
Arabia, Jan. 19, 2016. Xi arrived  in Riyadh for a 
state visit to Saudi Arabia, the first stop of his three-
nation tour of the Middle East. (Photo/Xinhua)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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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是女性健康殺手
良好的睡眠使人精力充

沛，心情開朗，相反，失眠會
降低人的免疫力，降低效率，
使人心情抑郁。現代社會，由
於學習，就業壓力的加大，越
來越多的人開始出現失眠癥
狀，它幾乎成為世界三分之一

得人共同面臨的難題，特別是女性，她們由於
心理壓力，精神緊張，生理特點等原因，常年
承受著易醒多夢，入睡困難，睡眠質量低下帶
來的痛苦。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失眠不僅危害到身體
健康，更打碎了女性朋友青春永駐的美夢 . 健

康的女人才有美麗可言，長期失眠的女性會並
發頭痛頭暈，厭食惡心，疲倦乏力，記憶力減
退等癥狀，使他們失去健康狀態，同時還嚴重
影響心情。有些女性由於長期經受失眠折磨，
性格都變得煩躁易怒。這樣的女性會提前進入
衰老狀態，哪有美麗可言呢？生命的三分之一
時間花在睡覺上，研究發現，睡眠不但是我們
維持生命所必須的，更是機體自我修復，養顏
美容的重要過程。睡眠不足，大腦和身體得不
到足夠的休息會導致女性內分泌失調，新陳代
謝紊亂。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黑眼圈和下垂眼
袋。

如果長期失眠，還會令女性們面色無光，

美洲菩提中心於 3 月 11 日星期六早上 10
點到下午 2 點在中心的鹿野坊舉辦第 14 屆「敦
親睦鄰」活動，循例邀請中心附近鄰居及各界
人士同慶丁酉農曆春節。

出席的法師包括中心住持宏意法師及他山
長 老 Sayadaw U-Zawtika Tin Aung 等 8 位 出
家師父，貴賓則有華勒郡的兩位 Commissioner 
John Amsler 和 Russell Klecka；福遍郡的法官
Jim Shoemake 和 Ronald Pope 及休士頓市府代
表 Paul Cuclis 等多人。與會嘉賓包含演出人員
和會友大眾約有 3 百餘位，場面溫馨熱鬧。

主持人 Gary Gillen 在開場時指出雞鳴報曉
有覺醒和開悟的涵義。宏意法師則於開幕式中
首先代表菩提中心歡迎大家並表示舉辦活動的
目的十分簡單就是彼此見面增進友誼。菩提中
心建立的初衷除了修行的用途之外更希望能提
供給社區一個寧靜祥和的休閒場地，希望多多
利用。

法師並開示公雞每早定時司晨代表可靠和
值得信賴。藉此期許與會大眾新的一年，對家
人和周圍的朋友更要關愛了解和支持。使我們
的社區更可靠和值得信賴。

宏意法師接著頒發兩份紀念獎牌分別給
Bettye Horsman 和 Ronald Pope 法官，以感謝
他們倆位長年支持並協助菩提中心的發展和建

設。 
宏意法師的老朋友

Ann & John Ondresek 
也特別親手量身製作一
頂德州牛仔帽，在典禮
上餽贈宏意法師，表達
彼此的友誼且認同法師
開創菩提中心的德州拓
荒精神。

活動中籌備委員會
也特別設計一系列的精
采節目以享嘉賓，除了

有應景的舞龍、舞獅之外也穿插一些東方風味
的節目如扯鈴、功夫、變臉，竹笛，葫蘆絲、
口琴電子琴合奏和二胡演奏的演出。

招待朋友鄰居吃個便飯，是中國人的傳統
情誼，也是東方特有的人情味。敦睦活動自然
也安排簡單可口的素食，配上精緻的飯盒，表
示對鄰居朋友的熱情歡迎。

飯食已訖，嘉賓移步善法堂參觀書法、摺
紙、有機園地，手工串手鍊，佛教法器和禪修
簡介等靜態的展示，在一靜一動中巧妙地宣染
出中國的年節氣氛。

當天天氣陰雨綿綿，春雨無聲的從空中飄
落，潤物細無聲。遠處的禪堂寮房和隨心亭朦
朧一如暈散的墨畫。「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
樓台煙雨中」。義工們在細雨中撐傘接送訪
客，彼此問好道別，為今年的敦親睦鄰活動畫
下了詩意溫馨的句點。

緣起法說：「此有故彼有」，在「此故彼」
的關係下，沒有一個現象可以單獨存在。 菩
提中心和周圍的鄰居也是如此，以敦親睦鄰的
方式，彼此結緣，互相了解。

如果您對美洲菩提中心的任何活動有興
趣參與或護持，請電玉佛寺辦公室 281-498-
1616 或美洲菩提中心 979-921-6969。

（圖文： 秦鴻鈞）位於中國城惠康廣場惠康超巿正對面 , 授權代理世界名牌化妝品，

香水的「名家化妝品公司」，是休士頓注重保養婦女的最愛，尤其他們每年二次的「 大贈

送 」 促銷活動，是大家絕不會錯過的，名家「 資生堂」保養品即日起至 3 月 26 日止的「 

大贈送活動」，即購買資生堂「美白系列」 或「 抗皺保溼 」 系列 $85 元以上，即送送一

套價值 $110 元的美白系列（圖右），或抗皺保溼系列（圖左），多買多送，送完為止。敬

請各界把握時機，先購為快。「名家」(VITATIV) 的地址：9188 Bellaire Blvd, #K, Houston 

, TX 77036, 電話：（713）270-1979

2017 年菩提中心「敦親睦鄰」活動

皮膚暗淡幹燥 , 出現色斑，皺紋增多，甚至出
現脫發現象。失眠是現代女性青春美麗的一大
殺手，想握住青春，得先從睡覺做起！導致睡
眠不好的原因是體內分泌雌激素的卵巢功能逐
漸萎縮和退化，引起體內雌激素分泌水平下
降，雌激素作用的植物性神經系統發生復雜的
變化，進而引起一系列自主神經功能的變化，
包括睡眠不好、情緒不穩定、耳鳴、頭暈、目
眩、關節疼痛等一系列癥狀。由加拿大 VIKER
公司推出的紅人歸膠囊（SANGEL）是一個陰
陽雙補、全方面溫和調理的百年漢方，經現代
技術科學組方，它可以通過滋潤營養卵巢，恢
復自身的雌激素分泌，使雌激素正常分泌，延

緩卵巢早衰。不僅如此還可以全面調節女性內
分泌，氣血雙補，堅持長時間服用可以延緩衰
老。紅人歸膠囊使廣大女性失眠患者重拾嬰兒
睡眠的同時，讓您氣血充盈，綻放美麗，永葆
青春！
女性更年期保健手冊”花開花落話更年”免費
資料索取網址 www.vikerm.com
加拿大 VIKER 公司 北美免費咨詢電話 1—
888—518—7778 
全球女性更年期保健免費咨詢電話 1—604—
518—7778 傳真 :1-604-303-7720

菩提學苑新年團拜及園遊會 
  美洲菩提中心於3月11日星期六早上10點
到下午2點在中心的鹿野坊舉辦第14屆「敦
親睦鄰」活動，循例邀請中心附近鄰居及
各界人士同慶丁酉農曆春節。 

 

  出席的法師包括中心住持宏意法師及他
山長老Sayadaw U-Zawtika Tin Aung等8位
出家師父，貴賓則有華勒郡的兩位
Commissioner John Amsler和Russell 
Klecka；福遍郡的法官Jim Shoemake和
Ronald Pope及休士頓市府代表Paul 
Cuclis等多人。與會嘉賓包含演出人員和
會友大眾約有3百餘位，場面溫馨熱鬧。 

。 

。 

2017年菩提中心「敦親睦鄰」活動 

  主持人Gary Gillen在開場時指出雞鳴報
曉有覺醒和開悟的涵義。宏意法師則於開
幕式中首先代表菩提中心歡迎大家並表示
舉辦活動的目的十分簡單就是彼此見面增
進友誼。菩提中心建立的初衷除了修行的
用途之外更希望能提供給社區一個寧靜祥
和的休閒場地，希望多多利用。 

 

  法師並開示公雞每早定時司晨代表可靠
和值得信賴。藉此期許與會大眾新的一年，
對家人和周圍的朋友更要關愛了解和支持。
使我們的社區更可靠和值得信賴。 

 

「名家」資生堂保養品大贈送
即日起至 3 月 26 日止

星期四 2017年3月16日 Thursday, March 16, 2017

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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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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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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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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