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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德州新聞

德州富豪榜出臺 比爾蓋茲穩坐世界首富
（本報訊）富比世 2017 年全球富豪排行榜出爐，世界

首富為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以 860 美元的財富稱霸全球，
臺灣首富則為鴻海董事長郭臺銘，中國大陸首富則為萬達集
團董事長王健林，香港首富仍為李嘉誠，世界女首富則是法
國萊雅集團的莉莉安貝登科特。

在預料之中的是，德州的石油和天然氣能源業的多位巨
富名列福布斯前 20 位之列，其中一半人的財富來源和石油，
天然氣以及能源管道有關。

在 德 州 的 能 源 業 當 中， 最 走 運 的 能 源 公 司 是 Kelcy 
Warren 合作創辦的公司 Energy Transfer Partners, 這家公司得
到了 Dakota Access Pipeline 的合同項目。從 2016 年至 2017
年，這家公司的實際凈資產從 17 億美元至 45 億美元，在福

布斯的排名直接上升至 700 位。
依全球排名，比爾蓋茲以 860 億美元連績第四度蟬聯全

球首富，相當於 2.6 兆新臺幣，比臺灣一年政府總預算 2 兆
元新臺幣還要多。第二名為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
756 億美元。亞馬遜總裁貝佐斯 (Jeff Bezos) 以 728 億美元居
第 3 名。

台灣首富則為鴻海董事長郭臺銘，財富為 75 億美元。
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以 313 億美元穩坐中國大陸冠軍。香
港首富仍為李嘉誠，財富為 312 億美元。

全球女首富為高齡 94 歲的法國女性莉莉安貝登科特，
擁有 395 億美元。

美國總統川普名列第 544 名，身家估計 35 億美元。 1.Alice Walton, Fort Worth 
凈資產 2017: $33.8 billion  排名 : #17  行業 : Wal-Mart

3.Andrew Beal, Dallas
凈資產 2017: $10.4 billion

排名 2017: #127
行業 : : banks, real estate

4.Richard Kinder, Houston
凈資產 : $7.2 billion

排名 : #194
行業 : : pipelines

5. Robert Rowling, Dallas 
凈資產 2017: $6.2 billion

排名 : #234
行業 : : investments

6. Dannine Avara, Houston
凈資產 2017: $5.7 billion

排名 : #261
行業 : : pip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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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灣的壹家酒店日本東京灣的壹家酒店，，機器人前臺服務員正在和酒機器人前臺服務員正在和酒
店的工作人員互動店的工作人員互動，，進行辦理入住的演練進行辦理入住的演練。。

巴黎迎來好天氣巴黎迎來好天氣
埃菲爾鐵塔下花團錦簇埃菲爾鐵塔下花團錦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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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今年將竣工6萬套保障房 新增1.5萬套自住房供地
今年北京將建設籌集各類保障性住房5萬套，

竣工6萬套，完成1.5萬套自住型商品住房供地，其

中通州居首，將竣工1.71萬套保障房，新增3600套

自住房用地。

4區竣工破萬套 通州居榜首
根據市住建委網站上公布的今年通州區保障房

計劃，2017年，通州將建設籌集棚戶區改造安置房

5000套，新增3600套自住型商品住房供地。

在竣工計劃方面，今年通州將竣工保障性住房

17100套，其中，棚戶區改造安置房2100套，公共

租賃住房7700套，自住型商品住房及其它類型保障

性住房7300套。

對比16區的數據發現，今年北京各區的保障

房建設目標中，有 4 個區的竣工保障房數量破

萬套：通州以1.71萬套位居榜首；其次是朝陽區

竣工1.7萬套；昌平區竣工1.35萬套；大興區竣工

1.28萬套。

“朝海豐石”皆有自住房供地
北京市住建委披露，在今年的目標責任書中，

明確了全市1.5萬套自住型商品住房供地任務，朝

陽、海澱、豐臺、石景山等區都有壹定數量的自住

房供應，本市將進壹步加大自住房建設力度，加強

開工調度，力爭盡早上市供應。

城六區自住房供地指標顯示，東西城沒有自住

房供地，“朝海豐石”加起來新增5200套自住房的

用地，將近全市的三分之壹。其中，豐臺新增2600

套自住房用地，石景山新增1200套，朝陽新增1000

套，海澱新增400套。

自住房供地新增最多的還是通州，達到3600套；此外，

門頭溝新增650套，順義新增1260套，昌平新增1500套，

大興、懷柔、平谷、密雲新增1000套，延慶新增400套。

自住房今年竣工套數中，朝陽區自住型商品住房

及其它類型保障性住房10900套；海澱區自住型商品

住房及其它類型保障性住房300套；石景山區自住型

商品住房及其它類型保障性住房4200

套；豐臺區自住型商品住房及其它類型

保障性住房900套。

市場租房補貼依申請應保盡保
與此同時，今年北京16區的市場

租房補貼均將依申請應保盡保。

北京市住建委相關負責人介紹，

簽訂了這份責任書，除了明確任務，

同時也要求各區人民政府要對本轄區

住房保障工作負總責，需確保按時按

質完成本區目標責任；住房保障工作

目標完成情況將作為市政府重點專項

督辦內容，進壹步加大監督、考核力度。

今年的目標責任書中進壹步強調了繼續實施保

障房綠色建築行動和住宅產業化，加強市政配套和

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嚴格資格審核、房源分配和使

用監管，加強政府信息公開等工作要求。另外，與

往年相比又增加了壹些新的要求，比如，對公租房

分配任務提出了具體的指標性要求：2013年底前政

府投資的公租房，原則上2017年底前要完成分配

90%；2014年政府投資的公租房，原則上2017年底

前要完成分配85%。

“羊毛黨”退場
P2P平臺如何獲取優質投資人

綜合報導 曾幾何時，P2P平臺與

“羊毛黨”之間存在著壹種微妙的關

系。“羊毛黨”通過平臺的優惠活動快

速賺取高額收益，平臺默許壹些“羊毛

黨”的行為以快速提升註冊人數和交易

量，推動平臺快速發展，作為企業談判

融資的籌碼。

隨著P2P行業進入存量淘汰階段，

越來越多的平臺意識到，由“羊毛黨”

帶來的虛假繁榮對企業的長遠發展是壹

種傷害。壹方面，由羊毛流量堆起的數

據看起來也許漂亮，但資本市場最終要

看的還是企業自身的盈利能力。“羊毛

黨”薅完便撤的行事風格顯然不能帶來

更多的利潤，在拉高平臺運營成本的同

時，也使得企業未來的發展充滿變數。

另壹方面，隨著監管的介入，行業越來

越註重合規，項目收益逐年降低，P2P

對於“羊毛黨”的吸引力隨之下降。當

“羊毛黨”的潮水漸退後，很快資本方

和投資人都會看清“裸泳”的平臺。

事實上，為了防止惡意“羊毛黨”

的光顧，很多P2P平臺已經開始采取壹

定的措施進行防範，通過設置活動門檻、

系統自動排查等方式提高“薅羊毛”的

成本，使得大部分的“羊毛黨”不得不

主動放棄。這些舉措從壹定程度上凈化

了平臺的投資環境，為平臺獲取優質投

資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那麽投資人識別體系建立起來之

後，優質的投資人又從何而來呢？業內

普遍認為還是要通過優質渠道的開拓和

平臺本身的建設進行獲取。

根據部分平臺的運營人員介紹，

P2P 平臺主要是通過搜索引擎競價排

名、應用商店推廣、DSP廣告以及行業

垂直渠道的綜合運營推廣等方式進行獲

客，不同渠道的結算方式也各不相同。

單從投資人質量和投產比來看，采用

CPS方式結算的垂直渠道達成的推廣效

果較好。

目前，P2P行業較為典型的優質CPS

渠道是風車理財這類第三方平臺，其模

式是通過甄選推介的方式將自己的用戶

轉化為合作平臺的用戶，為P2P平臺帶

來的全部都是有壹定理財經驗或對P2P

理財有強烈興趣的優質投資者。根據其

合作平臺的後臺數據統計，由風車理財

導流而來的用戶，從註冊到投資的轉化

率遠超過其它渠道過來的用戶，投入產

出比顯著高於行業的平均水平。同時，

風車理財這類CPS渠道因其模式與平臺

合作的更加深入，會幫助P2P平臺做好

用戶留存，拉升既有用戶的復投率，在

提升用戶投資額等方面也可以給予平臺

更多的輔助。此外，P2P行業裏還有壹

些其它類型的渠道是采用了與CPS渠道

相似的CPA方式進行結算，CPA模式渠

道方僅對用戶的首次註冊或投資行為負

責，用戶的復投率缺少保障，常常會造

成平臺成本上的浪費。例如壹些返利渠

道，因其模式上的設定與利益直接相

關，很容易招致“羊毛黨”的參與，因

此平臺在選擇渠道時也應當註意加以區

分。

除了做好優質的渠道開拓和運營之

外，資深平臺運營人員認為P2P平臺自

身的建設也是獲取優質投資人的關鍵。

拋開宜人貸這種通過上市獲得了巨大品

牌和獲客效應的平臺不談，業內大部分

平臺還處於優質用戶爭奪的拉鋸戰當

中。在這種情況下，平臺在既有投資人

當中的口碑就顯得尤為重要。P2P平臺

可以通過壹些產品上的設計讓信任平臺

老用戶通過分享的方式帶來新增用戶，

利用平臺在老用戶當中的口碑帶來優質

投資人的增長。同時平臺也應當關註到

自身實力、業務、品牌、服務等方面在

投資人聚集的渠道當中的展現。有實力

的P2P平臺可申請入駐到壹些有影響力

的第三方平臺中以獲取到展現機會和信

息反饋。例如風車理財會基於自身FRAS

風險評估體系對入駐平臺給出全方位評

估，同時聚集的大量投資人也會對入駐

平臺做出的有價值的評論等等，這些都

有利於提升P2P平臺的用戶信任度和口

碑。此外，隨著監管的推進和投資人的

快速成長，越來越多的投資人看重平臺

在合規方面的進展。平臺若能率先實現

銀行存管、業務小額分散等合規動作，

並將取得的成果及時同步給投資人，也

會對平臺獲取優質用戶產生非常大的積

極影響。

綜合多家平臺運營人員的經驗來看，

“修煉好內功”和“找到好幫手”才是平

臺穩健發展的關鍵。當平臺合規發展擁有

了足夠的實力並通過優質渠道積累到壹定

數量的優質投資人，便可實現更健康的業

務循環。屆時，企業無論是有意願融資，

還是獨立上市，交出的數據都壹定比“羊

毛黨”打造的效果更加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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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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副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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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長子讓皇位給弟弟的故事，
就 只 有 唐 玄 宗 （685-762） 的 大 哥 李 成 器
（679-742）了。 李成器讓位給唐玄宗被收集
在抱瓮老人所著的《今古奇觀》，也是抱瓮老
人描述最動人有關棠棣與鶺鴒、兄弟姐妹故事
之一。

棠棣與鶺鴒棠棣與鶺鴒，，兄弟友悌兄弟友悌
棠棣或稱常棣，學名 prunus japonica，是

落葉灌木，春天開花，花萼相依， 夏天結果
，果實稱郁李，種子可作瀉藥，中藥名稱郁李
仁，俗稱山櫻桃。 清初陳淏子（1612-？），
從朝夕體驗，以至詢之嗜花友及賣花傭，所著
的《花鏡》 中說： 「郁李一名棠棣，又名夫
移、喜梅，俗稱壽李。」又說: 「其花反而後
合，有赤、白、粉紅三色。單葉者子多，千葉
者花如紙剪簇成，色最嬌艷，而上承下覆，繁
縟可觀，似有親愛之義，故以喻兄弟。周公昔
賦棠棣，即此。」一般人常將棠棣和唐棣相混
淆。其實唐棣是栘樹，樹高大，果實亦可食用
。 《爾雅‧釋木》中特別有棠棣和唐棣分別
的說明。 鶺鴒，是沙洲尋覓食物、很奇特的
水鳥，羽毛黑色，有時有黃色或白色的 橫紋
，故稱 pied wagtail。這種鳥飛起時，會發出尖
銳而短促的啼鳴。走路時，尾部經常上下左右
做有規律的擺動。鶺鴒有飛鳴行搖、互相聯繫
的特性，在沙洲遇難時，牠的兄弟會來救難，
被古代人視為 「兄弟友悌」的象徵。棠棣與鶺
鴒都是比作兄弟姐妹之誼，典出詩經《小雅‧
常棣》。這首詩歌寫兄弟們能共患難，禦外侮
，以及他們的宴飲之樂，室家之歡。唐玄宗李
隆基寫〈鶺鴒頌〉是頌讚長兄李成器讓位給他
的佳話。唐玄宗，名李隆基，女皇武則天嫡孫
，睿宗李旦（662-716）第三子。又因其諡號
為 「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故亦稱為 「唐明
皇」。清朝為避諱康熙帝之名 「玄」燁，或宋
代避諱聖祖趙玄朗，多稱其為唐明皇，另有尊
號 「開元聖文神武皇帝」。性英明果斷，多才
多藝，知曉音律，擅長書法，儀表雄偉俊麗。
李旦在景雲元年（710）登基之後，遇到第一
大問題就是立誰為皇太子。根據立嫡以長的傳
統，應該立長子宋王李成器為皇太子。但是按
功勞而論， 成器不如三子李隆基。因此立嫡
問題，使李旦久久不能決定。長子李成器深知
父親的苦衷，便對父皇說: 「國家安定可以立
長子，國家危難時，就應該按功勞大小來冊立
。如果不這樣做，就會使天下人失望，我情願
讓弟弟做太子。」李旦雖然很讚賞長子成器這
樣深明大義的行為。但還是決定不下來，於是
又徵大臣們的意見。大臣們也都認為李隆基有
大功，應該立為太子。宰相劉幽求說: 「平王
有大功，宋王有讓德，陛下宜報平王之功，以
成宋王之讓。」

花萼樓與鶺鴒頌花萼樓與鶺鴒頌
先天元年(712)，李隆基即帝位是為唐玄

宗。他後來稱一皇宮為 「花萼樓」。值得一提
的是，詞牌名〈一斛珠〉始於花萼樓。〈一斛
珠〉又名 「一斛夜明珠」 「怨春風」 「醉落魄
」 「章台月」 「梅梢雪」等。清毛先舒《填詞
名解》中釋其名曰： 「唐玄宗在花萼樓，會夷

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梅妃。妃不受，賦
云：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
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付使者曰
： 『為我進御。』上覽詩不樂，令樂府以新聲
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唐玄宗
並且於開元 7 年（719）秋天吟作一首〈鶺鴒
頌〉用以紀念其長兄讓位給他，此行書書法，
長24.5公分，寬184.9公分，現藏臺北國立故
宮博物院。〈鶺鴒頌〉全文如下：伊我軒宮，
奇樹青蔥，藹周廬兮。冒霜停雪，以茂以悅，
恣卷舒兮。 連枝同榮，吐綠含英，曜春初兮
。蓐收御節，寒露微結，氣清虛兮。 桂宮蘭
殿，唯所息宴，栖雍渠兮。行搖飛鳴，急難有
情，情有餘兮。 顧惟德涼，夙夜兢惶，漸化
疏兮。上之所教，下之所效，實在予兮。 天
倫之性，魯衛分政，親賢居兮。爰遊爰處，爰
笑爰語，巡庭除兮。 觀此翔禽，以悅我心，
良史書兮。 後人有〈鶺鴒頌〉釋文傳世。
〈鶺鴒頌〉釋文：鶺鴒頌，俯同魏光乘作，朕
之兄弟唯有五人，比為方伯，歲一朝見。雖載
崇藩屏而有睽談笑，是以輟牧 人而各守京職
。每聽政之後，延入宮掖，申友於之志，詠棠
棣之詩，邕邕如，怡怡如，展天倫之愛也。
秋九月辛酉，有鶺鴒千數，棲集於麟德殿之庭
樹，竟旬焉，飛鳴行搖，得在原之趣，昆季相
樂，縱目而觀者久之，逼之不懼，翔集自若。
朕以為常鳥無所志懷。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
，才雄白鳳，辯壯碧雞，以其宏達博識，召至
軒楹，預觀其事，以獻其頌。夫頌者，所以揄
揚德業，褒讚成功，顧循虛昧， 誠有負矣。
美其彬蔚，俯同頌云。李隆基和一般的帝王不
同，不是 「皇家無親」，而是篤於骨肉親情。
他對於手足之情的特別重視和珍惜。李隆基之
父睿宗生有六子，由於幼子早就去世，故他們
弟兄數人一向以 「五王」著稱，分院同居的住
宅則稱 「五王宅」。 李隆基繼承帝位之後，
將原在興慶坊的舊宅改為 「興慶宮」，但仍在
此宮的四周為其兩兄、兩弟建造王府，以便於
弟兄間的親密往來。李
隆基經常登上這一樓閣
，欣賞諸王府中的音樂
之聲。人們聞言，都對
李隆基的 「友悌」 之
「德」肅然起敬，盛讚

李隆基的 「友愛之情」
超過近古帝王。李成器
更是以其過人的品格深
受李隆基的敬重，在李
隆基因讒言殺太子等三
個兒子時，在他冊立楊
貴妃等家庭事件時，他
都要徵求這位大哥的意
見。唐玄宗李隆基寫
〈鶺鴒頌〉頌讚長兄李
成器讓位給他的千古佳
話，並有留當今存世唐
玄宗的唯一墨蹟。(全文
完)

唐玄宗花萼樓與鶺鴒頌
歷代帝王很少有真正的愛情，南唐最後的

皇帝李煜是個例外，在他一生短短的 42 個年
頭，愛上了一對姐妹大小周氏，並前後立她們
為皇后。李煜的愛情生活豐富多彩，他的許多
詩詞，正是因愛情而作，是愛的頌歌。

〈〈一斛珠一斛珠..曉妝初過曉妝初過〉〉寫周娥皇的艷麗寫周娥皇的艷麗
南唐（937-975）是五代十國的十國之一

，定都金陵，歷時僅 39 年，有先主李?（音變
）、中主李璟和後主李煜三位帝王。南唐的成
立可以追溯到吳國權臣徐溫的4身上。徐溫原
本是吳國（南吳）的開國功臣，後來他漸漸掌
握了吳國的實權。他年老的時候，信任養子徐
知誥（889-943），也漸給與他繼承人的地位
。徐溫去世後，937 年，李?（原名徐知誥）代
南吳稱帝建國。根據《新五代史》、《舊五代
史》、《南唐書》、 《十國春秋》等史籍記
載，徐知誥篡奪政權所建國號為大齊，史家稱
之為徐齊。939 年，徐知誥回復原來的李姓，
並改名李?時，為了附會已滅亡的唐朝，把國
號改為大唐，是為 「南唐」。不過，《資治通
鑑》卻記載 937 年徐知誥即帝位時，即以 「大
唐」為國號，並不認為徐齊曾經存在過。李?
稱帝時期是南唐的盛世，經濟繁榮，文化昌盛
。中主李璟時由於與周邊各國多次興兵，滅閩
國，入侵楚國等使國力衰退。958 年後，周世
宗率兵南下，南唐大敗兵敗，被迫將長江以北
十四州割讓給後周，並且稱臣，去帝號改稱
「江南國主」。 而後主李煜時，更是因拒絕

入朝而被宋滅國。李璟與李煜兩父子在中國文
學上是有名的詞人。 李煜，字重光，初名從
嘉，生於升元元年（937）是南唐皇帝李璟的
第六個兒子。李煜從小是生性懦弱仁厚的人。
他於保大 12 年（954）結婚，時 年 18 歲。妻
子大周氏，名憲，字娥皇，父周宗。周宗字君
太，廣陵（今揚州）人，南唐建國為宰相，生
有二女，長女周娥皇，次女小周氏。 大周氏
當時年 19 歲，兩人愛情彌篤，李煜為她寫了
許多詩詞。他寫〈一斛珠.曉妝初過〉描寫周

娥皇的艷麗： 「曉妝初過
，沉檀輕注此幾個。 向
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
，暫引櫻桃破。 羅袖恥
裛（音義同浥）殘殷色可
，杯深旋被香醪涴。 繡
床斜憑嬌無那，煙嚼紅茸
，笑向檀郎唾。」〈一斛
珠〉，又名 「一斛夜明珠
」 「怨春風」 「醉落魄」
「章台月」 「梅梢雪」等

。清毛先舒《填詞名解》
中釋其名曰： 「唐玄宗在
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
珍珠一斛，密賜梅妃。妃
不受，賦云： 『柳葉雙眉
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
。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
珍珠慰寂寥？」付使者曰
： 『為我進御。』上覽詩
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

，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此詞譯文：
曉妝只粗粗理過，唇邊可還得點一抹沉檀色的
紅膏。含笑未唱，先露一尖花蕾船的舌尖，於
是櫻桃小口微張，流出了婉轉如鶯的清歌。到
了場下的酒會，就又嬌爽多了。小盅微啜似乎
還不夠過癮，換過深口大杯拚醉，哪在意污濕
羅衣？最傳神的是，笑嚼著紅嫩的草花，向心
上人唾個不停。註釋--曉：《詞譜》《古今
詞統》《花草粹編》《歷代詩餘》《全唐詩》
《詩餘圖譜》等文本均作 「晚」。沈際飛選評
《草堂詩餘》（古香岑四集本）中註： 「一作
晚，誤。」曉，早晨。沉檀，即沉香木與檀香
木，提煉的精油香料。檀郎：晉代潘岳小名檀
奴，姿儀美好；謝女：晉代謝道蘊，聰慧過人
，代指才女。指才貌雙全的夫婦或情侶。

〈〈長相思長相思..雲一緺雲一緺〉〉寫秋風冷雨長相思寫秋風冷雨長相思
建隆 2 年（961）6 月，李璟逝世，李煜

即位於金陵， 時年 27 歲，周娥皇立為皇后。
翌年，周后的小兒子仲宣夭亡，傷心而亡，
卒年 29 歲。李煜寫〈長相思.雲一緺〉: 雲一
緺，玉一梭，淡淡衫兒薄薄羅，輕顰雙黛螺
。 秋風多，雨相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
人奈何。譯文：如雲的秀髮用梭形的玉簪箍住
，身上穿著顏色淺淡的薄衫，雙眉輕皺。秋風
夾著秋雨，夜雨打著簾子外的三兩棵芭蕉，漫
漫的長夜，使人難堪無奈。註釋-- 「雲一緺
」，極言頭髮的輕柔和濃密； 「緺」指裝飾頭
髮用的紫青色絲?； 「玉一梭」，指像梭一般
的束發用的玉簪，以 「玉」之白反襯黑髮。
「淡淡衫兒薄薄羅」，謂淡色衫羅。 「輕顰雙

黛螺」，寫雙眉似皺不皺，愁思婉轉。 「秋風
多，雨相和，簾外芭蕉三兩窠」。芭蕉三兩窠
，形容淚眼，看不清是三棵還是兩棵芭蕉；秋
風冷雨相和，風掃庭院雨打芭蕉，淒清冷寂，
而離人的心緒和秋風冷雨交織在一起，終於不
自禁地長嘆： 「夜長人奈何」。小周后周嘉敏
（字文英）比姐姐小 10 歲，在周娥皇死後，
繼皇后位。北宋開寶 8 年（975），宋軍滅南
唐，小周后和李煜成了階下囚，當了俘虜兩年
。宋太祖和宋太宗對李煜很尖刻，在這兩年之
中他作了不少詩詞，其 中有名的〈虞美人〉
詞一首，還有〈浪淘沙〉一首，感嘆往日好景
不在。李煜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詞
一首: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
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
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
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作〈浪淘沙.窗外雨
潺潺〉一首: 「窗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衿
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
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宋太宗太平興
國 2 年（977）七夕的那天，正巧是李煜 42 歲
生日，宋太宗趙光義，因李煜所吟詠的詞裡含
有 「小樓昨夜又東風」和 「一江春水向東 流
」等詞句，認為他賊性未死，懷念故國，命三
弟趙廷美賜毒。於是李煜不得已飲鳩自殺，卒
年 42 歲，沒多久小周后亦死，年僅二十多歲
。（全文完）

南唐李後主的兩位皇后呂克明呂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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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筆者應邀參加在台北召開的國建會
時，認識了當年航空工業發展中心主任華錫鈞
。華錫鈞將軍於 1995 年退休後，與夫人來到
美國定居，住在華盛頓附近的郊區，也經常參
加華府榮光聯誼會活動，直到兩年前才又搬回
台灣。最近從報紙讀到華錫鈞逝世的消息後，
不禁想起了 U-2 偵察機。華錫鈞是空軍幼校
第一期、空軍官校第二十六期畢業，也是黑貓
中隊第一梯隊員，曾十次駕駛 U-2 高空偵察
機深入中國進行偵照任務，一生經歷豐富精采
的歷史際遇，不僅是中華民國空軍的傳奇將領
，尤以近半世紀前，華錫鈞在美國試飛 U-2
時，有次因燃油管斷裂迫降柯德茲機場，美軍
還頒給他飛行優異十字勳章，更屬傳奇。這架
在冷戰時期為維護世界和平居功厥偉的 U-2
偵察機，現正在史密松尼國家航太博物館展出
，值得僑界華人僑胞前來一窺究竟！

華錫鈞生於江蘇無錫，於今年1月24日與
世長辭，享壽92歲。華錫鈞將軍歷任空軍第3
大隊第8中隊作戰長、空軍航空工業發展中心
（漢翔前身）主任、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副
院長、總統府戰略顧問等要職；軍旅期間參與
多場戡亂偵炸任務，1954 年至 1959 年間台海
戰役，執行空中偵巡、掩護及防空攔截等任務
，有效嚇阻敵軍，戰功彪炳。華錫鈞是國軍第
一批駕駛U-2偵察機的飛官，完成10趟中國
大陸偵照任務後，1964年留學美國普渡大學，
取得航空工程博士。1969年返國投身航空工業
，1982 年升任空軍航發中心主任，1989 年 10
月，因研發IDF戰鬥機有功，晉陞空軍二級上
將。

華錫鈞飛行生涯中最著名的軼事，發生於
1959年8月3日晚間。當時他在美國接受U-2
訓練，在夜航途中發動機熄火，雖然降低高度

仍然無法重新啟動。當時他的位置在科羅拉多
州的山區上空，高度降到17,000呎以下，飛機
終於鑽出雲層，他發現地面燈光，立刻調整方
向飛去，最後成功在一座高山偏遠小鎮機場著
陸，人機安然無恙。為了這次飛行，美國空軍
頒發他 「飛行優異十字勳章」。

由於當時 U-2 仍屬機密，加上華錫鈞穿
著高空飛行專用的連身壓力裝，怪異的打扮把
這個小鎮區民嚇了一跳，當地報紙形容是 「外
星人緊急迫降」。2009年8月該鎮文化中心特
地舉辦 「夜航迫降50週年」紀念活動，邀請
華錫鈞夫婦出席演講，當地華僑攜帶國旗熱烈
歡迎，鎮長致贈華錫鈞優異飛行員獎牌作紀念
。

成長於中國抗日、內戰時期的華錫鈞，自
小數學非常好，卻毅然投身軍旅，飛的是最危
險的戰鬥機，從螺旋漿飛機到第一代噴射軍刀
機都飛過；轉行飛機工程設計後，直到逝世前
一年，還致力於國機國造事業，拿出積蓄成立
航空工業發展基金會。華錫鈞早年赴美留學時
已經官拜上校，他的數學非常好，讓同學印象
深刻，曾自己開玩笑說小時候就被稱作 「華因

斯坦」。除了鑽研航空工
程設計，追求航空強國的
夢想，也拿到哈佛大學高
理管理學業，一輩子沒離
開過航空事業。

台灣航空史上，最知
名自研自製的戰鬥機 IDF
經國號戰機，就是1980年
代由華錫鈞擔任航空研究
院設計室主任及航空工業
發展中心主任的任內研發
成功。任職航發中心主任
時期，華錫鈞全力推動
AT-3教練機與IDF經國號
戰機。直到九秩高齡，華
錫鈞還拿出千萬元積蓄成
立財團法人華錫鈞航空工

業發展基金會，網羅台灣退休航空專才，輔導
基層廠商取得認證，進軍國際航太業。而且早
在2012年即捐出1500萬元給成功大學作為航
空工業發展基金。他一直以為，台灣科技人才
最多，航空工業應該是台灣經濟發展重點項目
。但過去數十年，這項工業只有國防部運用軍
費支持，經濟部並未編列。他除了成立航空工
業發展基金會，也致力於輔導台灣航太業基層
廠商，協助取得國際相關認證，打開台灣航太
業國際銷路。

洛克希德 U-2 偵察機是六十年代冷戰時
期的產物，藉著U-2的穿幕行動， 替美國蒐
集到可貴的情報，為其全球戰略部署提供了堅
實的基礎。黑貓中隊曾經多次深入中國大陸各
地，蒐集大量戰?情報，屢次都在艱險中完成
偵照任務。U-2最活躍的年代在20世紀六十
年代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冷戰時期，曾經被美國
作為秘密武器，用來執行間諜飛行任務，偵察
前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後方縱深目標。在當時，
由於 U-2 的飛行高度很高，地面高射炮根本
奈何不了，而其他戰鬥機也無法在同一高度飛
行，因此該飛機經常深入其他國
家領空，進行間諜活動。自從
1955 年由洛克希德公司製造的
U-2 偵察機首次飛行以來，將近
50年過去了，它仍然能夠發揮作
用。U-2 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它那長達32米的機翼。

華錫鈞當年飛過 U-2 偵察機
的故事曾經是六十年代人群心中
的最高機密。或許一些人隱約記
得報章零碎的神秘片段，但是華
錫鈞以及黑貓中隊U-2偵察機的
歷史，卻始終未褪去其神秘面紗
。或許，我們可以藉由U-2偵察
機，以更為完整的視野，了解當
年穿越鐵幕偵照中國大陸這段歷
史的真相。在所有U-2飛行員中
，黑貓中隊無疑是最神勇的一群

。包括華錫鈞等人他們前仆後繼，冒死打開中
國大陸的 「天窗」，成果極豐碩，傷亡也極慘
重。然而，隨著國際關係大轉變、衛星技術的
進步、冷戰時期結束，這批立下彪炳戰功的黑
貓中隊，卻成為被歷史封印的一段凋零歷史，
鮮少人知道黑貓中隊這段被塵封了近40年的
最高軍事機密。

動亂的時代，總是創造出好些動人的故事
。好些有名的或是無名的英雄，像華錫鈞、陳
懷生等都曾為台灣人民的生活安定而奉獻心力
，甚至犧牲生命，黑貓中隊這樣的情懷，著實
讓人感佩。如今華錫鈞上個月在台中病逝，這
架黑貓中隊的 U-2 偵察機，正在史密松尼國
家航太博物館公開展示，希望華人僑胞前來參
觀及了解黑貓中隊冒險犯難的故事，更希望當
年出生入死的華錫鈞等人，能得到應有的肯定
。國家航太博物館主館除了有

U-2偵察機之外，更是一座集航空博覽
、航空教學、太空科學、太空娛樂為一體的世
界一流的航太博物館，歡迎華人僑胞前往參觀
。

向華錫鈞將軍致敬 王福權王福權

蔣介石接見蔣介石接見UU22人員人員，，右二華錫鈞右二華錫鈞
（（國史館檔案照片國史館檔案照片））

正在國家航太博物館公開展出的正在國家航太博物館公開展出的U-U-22高空偵察機高空偵察機
（（國家航太博物館檔案照片國家航太博物館檔案照片））

空軍上將華錫鈞空軍上將華錫鈞（（中央社檔案照片中央社檔案照片））

華錫鈞完成十次駕華錫鈞完成十次駕U-U-22到中國大陸飛行偵察的到中國大陸飛行偵察的
任務後全身而退任務後全身而退，，考取美國普度大學研究生考取美國普度大學研究生。。

行前蔣介石召見合影行前蔣介石召見合影。。 （（華錫鈞華錫鈞））

黑貓中隊第一梯飛行員著壓力衣黑貓中隊第一梯飛行員著壓力衣，，華錫鈞華錫鈞（（左左
一一）、）、楊世駒楊世駒、、王太佑王太佑（（國史館檔案照片國史館檔案照片））

華錫鈞被譽為華錫鈞被譽為IDFIDF之父之父（（中央社檔案照片中央社檔案照片））
IDFIDF戰機之父戰機之父//黑貓中隊飛行員華錫鈞黑貓中隊飛行員華錫鈞

（（中央社檔案照片中央社檔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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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week, Secretary of State Rex W. Tillerson is to 
visit Japan, South Korea and China for talks that will 
focus on “the advancing nuclear and missile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the State Department said.
North Korea’s 
weapons 
advancements 
have reached a 
point where “we 
do need to look at 
other alternatives,” 
Mark C. Toner, a 
spokesman for the 
State Department, told reporters in Washington on 
Tuesday. “And that’s part of what this trip is about, 
that we’re going to talk to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region to try to generate a new approach to North 
Korea.”
But bringing the countries into agreement over initial 
steps toward peace will not be easy, especially while 
China is also in a deepening dispute with South 
Korea 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t the same 
news conference where he laid out his proposal on 
Tuesday, Mr. Wang stuck to China’s fierce opposition 
to the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assembling in South Korea this week, known as Thaad, 
or Terminal High-Altitude Area Defen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ys the system goes far 
beyond its declared purpose of warding off potential 
attacks by North Korea and could undermine China’s 
military security. American and South Korean officials 
say that that is untrue, and that China should instead 
focus on halting North Korea’s threats.
“It’s common knowledge that th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radius of Thaad reaches far beyond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compromises China’s strategic 
security,” Mr. Wang said at the news conference, 
which was part of a regular round of briefings during 
China’s annual legislative session. “It’s not the way 
that neighbors should treat each other, and it may very 
well make South Korea less secure.”
Mr. Wang’s proposal for mutual suspensions was an 
attempt to give new life to China’s long-running efforts 
to tamp down confrontation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Korea. China is the North’s only major economic 
and security partner, but it has also developed stro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ies with South Korea that the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hreatens to rupture.
For years, China hosted six-country talks on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which brought together 
North and South Korea, China, Japa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ose talks fell apart in 2009, and North Korea has 
continued to test nuclear weapons and refine missiles 
that could eventually carry nuclear warheads as far as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North Korea described 
its launch on Monday of four ballistic missiles as 

At the same time, Ms. Haley sought to reassure 
China publicl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eant no 
harm by moving ahead with the deployment of a 
defensive missile shield system in South Korea, after 
North Korea’smissile launch on Monday. China has 
condemned the missile shield as a provocation by the 
Americans that risked a new arms race in the region.
Developments this week have abruptly escalated 
regional tensions over the isolated North’s nuclear 
arms development.

The North is also in a diplomatic standoff with 
Malaysia after the Feb. 13 killing of Kim Jong-nam, 
the North Korean leader’s estranged half brother, in 
Kuala Lumpur. On Tuesday, Pyongyang — angered 
by a police investigation that has named several North 
Koreans as suspects — said that no Malaysians living 
in North Korea would be allowed to leave the country, 
and Malaysia quickly responded in kind.
On Wednesday, Mr. Wang said the priority in the 
dispute over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was 
now “to flash the red light and apply brakes.” China’s 
“suspension for suspension” proposal “can help us 
break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bring the parties 
back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he said.
Doubts that the idea would gain traction were not 
surprising. North Korea made a similar offer in 2015 
that went nowhere.
Mr. Wang’s proposal was China’s latest attempt to 
regain the initiative on the nuclear issue, which has 
bedeviled Beijing’s efforts to stay friends with both 
North and South Korea and prove itself a mature 
regional power brok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a challeng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diplomacy,” said Cheng Xiaohe,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Renmin University in Beijing 
who specializes in North Korea. “The situation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is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diplomatic solution to the nuclear 
missile issue is increasingly slim,” he said, referring to 
North Korea’s nuclear arms program.
Reining in North Korea has also become a focus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dealings with China. Starting 

stop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illerson arrived in China on Saturday, where he 
said that tensions with North Korean had reached a 
“dangerous level” and urged China to help pressure 
Pyongyang to abandon its nuclear ambitions, according 
to The Washington Post.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called for a 
“coolheaded” approach to the situation and urged the 
U.S. not to abandon diplomacy.
“No matter what happens, we have to stay committed 
to diplomatic means as a way to seek peaceful 
settlement,” Yi said, according to the Post. “We hope 
all parties, including our friend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size up the situation in a coolheaded and 
comprehensive fashion, and arrive at a wise decision.”
Tillerson is on his first trip to Asia as Trump’s top 
diplomat, making stops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China.
On Friday, Tillerson signaled a more aggressive 
approach to North Korea, saying the “policy of 
strategic patience has ended” and suggest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ould consider military,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measures to persuade North Korea to halt its 
nuclear program. (Courtesy  www.usatoday.com/story/
news/world)

BEIJING — China tried unsuccessfully to calm 
newly volatile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on 
Wednesday, proposing that North Korea freeze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in exchange for a halt to major 
military exercises by American and South Korean 
forces. The proposal was rejected hours later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We have to see some sort of positive action by North 
Korea before we can take them seriously,” Nikki R. 
Haley, the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ld reporters after a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in New York on the escalating Korea crisis. 
Standing beside her, Cho Tae-yul, the South Korean 
ambassador, said, “This i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talk 
about freezing or dialogue with North Korea.”
The statements by Ms. Haley and her South Korean 
counterpart came hours after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proposed the suspensions during a Beijing 
news conference, describing them as a way to create 
the basis for talks that would end North Korea’s 
nuclear ambitions.
The alternative to talks, he said, would be an 
increasingly perilous standoff that threatened the entire 
region.
“The two sides are like two accelerating trains coming 
toward each other, and neither side is willing to give 
way,” Mr. Wang said. “The question is: Are both sides 
really prepared for a head-on collision?”
But in what appeared to be a hardening American 
position on North Korea, Ms. Haley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as re-evaluating its approach to the country 
and its unpredictable young leader, Kim Jong-un, 
whom she described as “not rational.”
“I can tell you we’re not ruling anything out, and 
we’re considering every option,” Ms. Haley said after 
the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flanked by Mr. Cho and 
the Japa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Koro 
Bessho.

he'll make to the U.S.-Chinese relationship on trade, 
North Kore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where China 
has built fortifications on artificial islands in disputed 
waters.
Such tensions, however, were barely visible in the 
public statements made by Tillerson and his Chinese 
hosts.
Xi welcomed Tillerson with a similarly friendly tone, 
stressing the need for trust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with an eye on long-term and strategic cooperation. He 
also invited Trump for a visit.

“We should properly handle and manage sensitive 
issue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ship from a new start,” Xi said, 
according to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uch pleasantries did not prevent North Korea, whose 
main ally is China, from demonstrating that more than 
talk will be needed to change its nuclear ambitions.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oversaw Saturday's 
successful test of a new type of rocket engine that will 
enable “world-level satellite delivery capability,” the 
state-controlled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reported 
Sunday. Kim also announced that his country's 
munitions industry made a series of unprecedented 
successes in the past two years, KCNA said.
Such tests are banned by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Kim and his government have 
issued multiple statements in the past few month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met Sunday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discussed diplomacy 
and shared interests after earlier warning that the 
military “option is on the table" to stop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North Korea tested another rocket engine over the 
weekend while Tillerson was in Beijing.
In their 30-minute meeting, Xi and Tillerson agreed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cooperate more 
but acknowledged th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likely to endure, the State Department 
said.
Tillerson spoke to Xi about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and greatest trade partners — and said Xi 
and President Trump should talk more, even after a 
“very lengthy telephone conversation” the two leaders 
already had.
Tillerson said Trump places a “very high value” on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Chinese president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of a visit in the future,” the 
Associated Press reported.
Trump harshly criticized China during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since taking office, warning of changes 

announcing the ongoing development of nuclear 
missiles that eventually could reach the U.S. mainland, 
a capability North Korea says it needs to prevent a U.S. 
attack.

North Korea tested five nuclear weapons since 2006, 
including two last year. It has also tested rockets that it 
says will deliver a half-ton payload 7,400 miles away, 
a range that could reach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While China has signed on to new sanctions against 
the North, analysts say China could do more to 
pressure North Korea, and the U.S. should impose 
tougher sanctions on Chinese companies that support 
the North’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In South Korea on Friday, Tillerson declared that 
diplomacy to prevent the North’s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had failed and that the “strategic patience” 
policy of form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 is now 
over. Tillerson said the military force “option is on the 
table,” prompting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Wang Yi, on 
Saturday to urge a “coolheaded” approach.  (Courtesy  
www.usatoday.com/story/news/world)
Related

China Urges U.S. To Be 'Coolheaded' In 
Approach To North Korea

WASHINGTON —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urged the 
United States to soften its saber rattling against North 
Korea, after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warned 
that military action is “on the table” as one op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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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soldiers during a military exercise in Paju, South 
Korea, near the border with North Korea, on Tuesday.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assembling a missile defense system 
in South Korea this week.CreditJung Yeon-J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North Korea’s state news agency distributed a photo that it 
said showed the flight of  four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were 
launched on Monday. (Photo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 meets with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L)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on 
March 19, 2017 in Beijing, China. 

North Korea tested a new rocket at the Sohae Satellite 
Launching Ground, in North Pyongan Province on Sunday, 
March 19, 2017.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and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rrive for a joint press conference at 
Diaoyutai Guesthouse on March 18 in Beijing. Tillerson is 
on his first visit to Asia as Secretary of State.

Chinese President And U.S. Secretary Of State Agree That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Is ‘The Only Correct Option’ For Both Nations

Tillerson Meets With China's Xi Jinping As
North Korea Tests Another Rocket Engine

U.S. And South Korea Rebuff China’s
Proposal To Defuse Korea Tension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hakes hands with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before their 
meeting at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March 19, 
2017, in Beijing, China. Xi and Tillerson pledged in 
talks on Sunday that the two powers would work to 
strengthen a  relationship that has been unsettled 
by disputes over North Korea and trade. (Photo/
Newslook)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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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ctice for hitting American military bases in Japan.
American officials, and many Chinese experts, have 
grown skeptical that North Korea would ever seriously 
contemplate giving up its nuclear weapons.
China’s rift with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missile defense system is likely to embolden 
North Korea, making it more confident that Beijing 
would not turn on it, said Shen Dingli, a professor 
at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who specializes in 
nuclear proliferation issues.

“The deployment of Thaad has led to a serious 
deterioration in Chinese-South Korean relations, so 
North Korea is delighted with that,” Dr. Shen said 
in an interview. North Korea appears to have passed 
the point where it would abandon its nuclear arms, he 
said. “There’s no solution to this, because North Korea 
won’t give up its nuclear weapons.”
But Mr. Wang said negotiations were the only 
acceptable way to resolve the dispute.
“To resolve the nuclear issue, we have to walk on both 
legs,” he said, “which means not just implementing 
sanctions, but also restarting talks.”
North Korea’s ties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re also under renewed pressure. On Wednesday, 
the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or Swift, issued a statement 
saying it had recently moved to ban North Korean 
banks from accessing its platform.
Swift operates as part of the 
backbone of global bank 
payment processing by 
providing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used by central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Several North Korean banks that were subject to 
sanctions by bo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d continued as recently as last year to find 
ways to access the Swift network,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a United Nations expert panel that was 
published last week. Swift said it was responding to 
an enforcement action by the authorities in Belgium, 
where Swift is based, but it did not say when it moved 
to block the North Korean banks from its service.
(Courtesy www.nytimes.com/2017/03/08/world/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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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佛教會觀音菩薩聖誕法會連二日圓滿完成

（本報訊）德州佛教會於二零一七年三月
十八日 ( 星期六 ) 及十九日 ( 星期日 )，假玉佛寺
啓建「觀世音菩薩聖誕法會」。法會包含星期六
的禮拜《慈悲三昧水懺》和星期日的「祈福發
願法會」。與會嘉賓包含會友大眾約五百多人參
加，場面虔誠肅穆，嚴淨莊嚴。

十八日星期六早上九點半「禮拜三昧水懺」
正式在觀音殿展開，由玉佛寺香燈融通法師主
懺，帶領大眾虔誠禮佛，懺悔三障。懺法是佛
教修行的一種方便法門，良以眾生垢重，或因三
業而生罪，或從六根而起過，或以內心自邪思惟，
或藉外境起諸染著，拜懺時以真誠的心懺悔往
昔所造，今後不自做不叫他作，發願改往修來，
參加禮懺的信眾和義工約百餘人，與會大眾於
下午四時禮懺功德圓滿。

三昧水懺相傳為唐朝悟達國師所作，懺如

浣滌，以水為名，洗滌冤
業，故名為水懺。

十 九 日 星 期 天 法
會，在鐘鼓齊鳴佛陀頌
聲中，大眾合掌至誠禮
請常住法師，為法會揭
開莊嚴的序幕。法師蒞
臨後帶領大眾諷誦《戒
定真香讚》和《觀世音
菩薩普門品》，先以清
淨三學，嚴淨菩提道場，
再由虔誦菩門品功德讚
嘆觀音菩薩慈悲示現的
威神勢力。 法會中美洲
菩提中心明心堂監院圓
福法師以「大慈大悲」
為題開示 : 慈悲源自四

梵住慈悲喜捨這四個清淨境界，慈是愛心，悲
是同情心。大慈大悲就是無限無量無邊的愛心
和同情心。而業力是自己所造的、無論善惡
業，必須自己去承擔。因此要守持五戒十善，
修行慈心，這樣不僅可以給別人愛心和無畏，
自己也會獲得善果和利益。」

接著菩提合唱團演唱〈清涼歌〉和〈觀音
讚〉兩首佛曲。〈清涼歌〉是由清末民初弘一
大師作詞，藉由清涼的月、清涼的風和清涼的
水來觀想心地光明，熱腦消除和身心無垢的真
常清靜自在。〈觀音讚〉則是讚嘆觀世音菩薩
的清淨莊嚴，十方應化，隨處與樂拔苦的不可
思議悲願。

接著〈妙雲華雨讀書會〉的郭凱欣師姊分
享她學佛的心得，經由研讀印順導師的著作從
誤解佛教到認同佛法，進而了解無常因果，放

下自在的歷程。「佛學深妙，看似遙遠却又和
生活相連。明明讀著字面意思難懂，但下一秒
將它與生活中所發生的事貫通的話就覺得一切
都息息相關，簡單易懂」。

佛前大供之後，佛教會副會長宏意法師以
他年輕出家，病中發願禮拜觀音，漸得痊癒且
心力加強，進而發心終身弘揚佛法的心路經
歷，說明佛法不可思議。並勉勵初學者可以
「拜觀音求觀音，但是久學佛者則更應發願學
觀音做觀音。最後以增一阿含經邪聚品中的正

邪五事來勉勵與會大眾，當除去不好的知見，
保持正確的觀念」。上午的佛事在遍灑甘露和
延生祿位前回向後圓滿結束。

下午的觀音普佛在觀音殿舉行。普佛屬於
佛教懺悔拜願儀式的一種。因為是由大眾共同
修行的佛事故名普佛。兩天的法會於下午三時
圓滿。如果您對德州佛教會的活動有興趣，請
電玉佛寺 281-498-1616。（張偉堯 供稿）

更年期心血管疾病是以心血管系统的症状为
主要表现的一种更年期综合征。因为女性到中年
以后，会发生一个生理的变化，特别是在绝经期前
后，女性激素的水平会突然下降，全身器官相应改
变。40 岁以后的女性，代谢能力下降，容易发胖；
再加上现在生活水平较高，吃的比较丰富，就可能
会产生高血脂。另外，45 岁以后，糖尿病的发病率
逐年增加，如果这个时候血脂高、血压高，极容易
发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特别是现在很多女性，只
关心家庭，不太关心自己，很有可能出现健康问题。

“更年心”主要表现为心悸，病人自觉心慌，
心跳，常要长出气，叹气样呼吸 ; 胸闷，心前区疼痛 ;
部分病人血压增高，血压常不稳定，心律不齐等。
常伴有失眠、多梦、潮热、头痛、头晕及月经紊乱
等症状。，“更年心”约占更年期综合症的 50% 左
右。

更年期女性停经后由于雌激素分泌量的逐渐

減少，对心血管失去其保护作用，而使心血管疾病
的发生率提高。雌激素的分泌可使高密度脂蛋白 
(HDL) 提高，而使低密度脂蛋白（LDL）降低，并对
LDL 有抗氧化作用，雌激素可抑制血小板或巨噬
细胞沾粘于血管内膜层，减少氧化过的 LDL 与胆
固醇沉淀于血管壁，而延缓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的
形成，并可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以促进血管扩
张或减少纤维蛋白原。因此，保持正常的雌激素分
泌能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由 加 拿 大 VIKER 公司 推 出 的 红 人 归 胶 囊
（SANGEL）是一个阴阳双补、全方面温和调理的
百年汉方，经现代技术科学组方，它可以通过滋润
营养卵巢，恢复自身的雌激素分泌，使雌激素正常
分泌，预防心血管病的发生，延缓卵巢早衰。不仅
如此还可以全面调节女性内分泌，气血双补，坚持
长时间服用可以延缓衰老。

这是 45 岁王太太自述，可能是更年期的症状

的，平时浑身乏力，自觉心慌，心跳上二楼都没劲
儿的，脸色发黄，而且经期闭经两个月，听朋友说
红人归胶囊对我的症状有效，上网查发现网上也可
以订到，就订购了一个疗程的。用了两瓶，感觉非
常好，又订一个疗程的继续用，现在精神好，睡眠
也好了，而且皮肤也光滑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乳
房也坚挺了。
红人归（Sangel）胶囊是您护心养巢的好帮手。

女性更年期保健手册”花开花落话更年”  免费资
料索取网址 www.vikerm.com
加拿大 VIKER 公司 北美免费咨询电话 1—888—
518—7778 
全球女性更年期保健免费咨询电话 1—604—
518—7778 传真 :1-604-303-7720

信眾們出席法會十分踴躍，本次又多了許多年輕信眾與會。（ 記者秦鴻鈞攝）

「 菩提合唱團」 在周日的觀世音菩薩聖誕法會上演唱“清涼歌＂和“觀音讚＂（ 記者秦鴻鈞攝 ）

更年期女性 留神“更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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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加州 DUARTE 希望之城（City of
Hope）的糖尿病與新陳代謝研究所設定了在6年內治癒第一型糖
尿病（T1D）的新目標。由於Wanek家族和不具名人士的慷慨解
囊，希望之城將在未來6年內投入超過5000萬美元，以以6年內
治癒第一型糖尿病為目標，以創新研究尋找治癒第一型糖尿病的
良方。希望之城在糖尿病研究方面不但歷史悠久，並有創新成果
。Arthur D. Riggs博士在1978年成功以人工方式合成胰島素即受
益於希望之城的研究。直到今天，全美仍有約150萬第一型糖尿
病（T1D）和2700萬第二型糖尿病（T2D）患者使用胰島素。

這個研究計劃的經費由全世界最大住房傢俱製造商 Ashley
Furniture Industries的業主Wanek家族帶頭捐助。這項研究將在希
望之城成立一系列高度集中的計劃，通過將包括免疫療法，胰島
細胞移植研究，和預防身體抗拒釋放胰島素的細胞等手段加以整
合的方式，尋求治癒第一型糖尿病。“希望之城以超然的地位接
受挑戰，”希望之城總裁兼首席執行官Robert W. Stone 表示。
“這要歸功於希望之城40年來對糖尿病的先驅治療和研究成果
。”

“通過希望之城科學家的研究，民眾對糖尿病的了解和糖
尿病的治療方式都起了革命性的變化，”Ashely Furniture首席執
行官，家族發言人Todd Wanek表示。“直到今天醫生和科學家
仍然繼續對這個複雜、多面向的疾病進行系統性的了解。他們一
定會是為每天與第一型糖尿病作戰，總數超過100萬的美國人找
到治癒良方的機構，”Wanek表示。

希望之城治癒第一型糖尿病的目標將集中在對治療兩種糖尿
病都極為關鍵的3大項目：

免疫調節 – 希望之城已經著手研究免疫系統在糖尿病患者
身上所扮演的角色，包括T細胞調節和以幹細胞為根據的療法，
也許能夠逆轉患者人體對胰臟中的小島細胞進行自律攻擊，即第
一型糖尿病的成因。希望之城的 Bart Roep 博士先前在荷蘭
Leiden大學醫學中心工作時，在推出通過注射疫苗刺激免疫系統
對抗上述狀況，達到治癒第一型糖尿病目的臨床試驗第一期上扮
演主要角色。希望之城目前正草擬計劃，在日後推出更大規模的
第二期臨床試驗。

胰島細胞的擴增和替換 – 第一和第二型糖尿病的成因都是
因為胰島細胞的故障和死亡。研究人員將著重於進一步強化、替
換、和複製胰島細胞，以延長胰島細胞的壽命。臨床糖尿病、內
分泌與新陳代謝部教授兼總監；替換研究和細胞療法部總監替換
研究和細胞療法部總監；小島細胞移植計劃總監；糖尿病和新陳
代謝研究院副院長Fouad Kandeel醫師（M.D.， Ph.D.）表示。

預防糖尿病併發症 —第一和第二型糖尿病患者都會併發心
臟、腎臟、神經和眼睛疾病加速惡化的情形，以致發病率和死亡
率大增。科學家將從遺傳的角度設法阻止或逆轉併發症的產生，
尋找預測併發症的方法，進而預防併發症的發生。

負責帶領上述研究工作的希望之城傑出糖尿病研究人員與教
授包括：

Chan Soon-Shiong Shapiro 糖尿病研究傑出講座教授，糖尿

病免疫部創始總監兼現任教授Bart Roep 博士將帶領Wanek家族
研究計劃；其他參與者包括：Arthur D. Riggs博士, Samuel Rah-
bar 糖尿病和藥物發現講座教授，糖尿病和新陳代謝研究所所長
，兼希望之城 Beckman 研究所榮譽所長; Fouad Kandeel; Rama
Natarajan博士, 糖尿病研究全國企業產品工業教授；糖尿病併發
症和新陳代謝部教授和總監，也是癌症計劃分子與細胞生物學成
員； Debbie C. Thurmond博士, Ruth B. and Robert K. Lanman 教
授和分子和細胞內分泌部創始總監 ; 和 Defu Zeng醫師，糖尿病
免疫部教授，兼血液學和造血幹細胞移植部教授。

希望之城是癌症、糖尿病和其他致命疾病的獨立研究和治療
中心。希望之城獲得全美癌症研究所（NCI）最高認可，被指定
為全國僅47所綜合癌症中心之一，也是國立全面癌症網絡（Na-
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創始會員之一，所提供的
研究和治療方案造福全球病患。希望之城位於靠近洛杉磯東北的
加州Duarte，在南加州各地設有 community clinics（社區診所）
，並列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癌
症治療的“全美最佳醫院。”創立於1913年的希望之城由於自
身研究成果卓越，成為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diabetes 和
numerous breakthrough cancer drugs（骨髓移植、糖尿病和無數治
療癌症創新藥物）方面的先驅。欲知希望之城（City of Hope）
詳情，請在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或 Instagram上追踪。

(本報訊)僑務委員會為輔助僑胞研習複合
式咖啡店相關專業知識及實作技術，以培植創
業實力及提升經營事業能力，拓展商機，將於
2017年6月5日至6月16日開辦 「複合式咖啡
店面研習班」，由實踐大學承辦，實際研習日
程計11天，課程包括微型創業基礎課程、咖
啡認識、研磨、萃取、烹煮、調製、裝飾及相
關器具之操作，以及經典點心製作等，並安排
實地觀摩相關企業。

學員研習期間之午餐（不含晚餐及6月11
日自由活動日之午、晚餐）、課程教材、師資
、場地及材料等學雜費用由僑務委員會負擔，
參加學員需自付由僑居地往返之機票費用、研
習期間膳宿費及其他個人費用，另研習所需之
書籍、實作制服及咖啡品鑑杯等，由實踐大學

統一代為採購。
凡20歲至65歲，通曉中文，目前在僑居

地從事咖啡相關事業從業人員或有意在僑居地
創業或開展新商機之海外僑胞均可報名(以海
外相關僑營事業從業人員及近兩年未曾參加本
會經貿研習班者優先)。報名表件請逕自全球
僑商服務網（www.ocbn.org.tw首頁/僑商培訓
邀訪/最新預告）下載。有意報名者請於2017
年4月6日前將報名表件及 「確認書」以正楷
填寫(電腦繕打為佳)，於簽名處親簽後，連同
「護照影本」一併送交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地址：10303 WESTOFFICE DR. HOUS-
TON,TX 77042 或 電 洽 ： 713-789-4995 轉
113 張小姐。

僑務委員會2017年複合式咖啡店
研習班即日起開始報名

希望之城設定新目標尋求治癒第一型糖尿病

由休斯頓象棋協會主辦由休斯頓象棋協會主辦，，Cung LeCung Le 及徐建勛律師及徐建勛律師，，鄭守賢會長共同贊助的鄭守賢會長共同贊助的 「「 20172017 休斯頓春季象休斯頓春季象
棋賽棋賽 」」 於上周六全天在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舉行於上周六全天在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舉行，，圖為比賽現場圖為比賽現場，，選手們陷入長考選手們陷入長考，，激烈奮激烈奮
戰的一刻戰的一刻。（。（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