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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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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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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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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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832-25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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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屆休士頓國際電影節
「全景中國」新聞發布會

第50屆休士頓國際電影節「全景中國」項目活動(WorldFest
Houston Panorama Houston)即將在4月21日至30日舉行﹐邁
向第三年的全景中國為中美電影文化交流建立交流平台﹐24日
「全景中國」組委會於Marriott Westchase Hotel舉辦新聞發布
會﹐說明今年影展內容與介紹參賽電影﹐推廣中國電影藝術﹒圖
為休士頓國際電影節中國區總監亓丹(左起)﹑全景中國主席蔣
銳﹑休士頓電影節主席Hunter Tod與休士頓國際電影節項目總
監Kathleen Haney﹒



《《男左女右男左女右》》全明星兩性真人互動話題秀全明星兩性真人互動話題秀

BB22美南電視介紹

節目介紹節目介紹﹕﹕20152015 年年

深圳衛視全新一季深圳衛視全新一季

《《男左女右男左女右》》正式改正式改

版版﹐﹐由優質大叔黃由優質大叔黃

健翔和國民女神柳健翔和國民女神柳

岩主持岩主持﹐﹐節目定位節目定位

為大型全明星兩性為大型全明星兩性

觀點互動話題秀觀點互動話題秀﹐﹐

《《男左女右男左女右》》節目內容以男女明星觀點互動節目內容以男女明星觀點互動﹑﹑答題競技為答題競技為

主主﹐﹐輔以遊戲互動輔以遊戲互動﹐﹐旨在在輕鬆愉快的氛圍裡解讀兩性關旨在在輕鬆愉快的氛圍裡解讀兩性關

係係﹐﹐引領兩性文明價值風尚引領兩性文明價值風尚﹒﹒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每周五上午每周五上午88點半至點半至1010點首播點首播﹐﹐每周六晚間每周六晚間11

點至點至22點半重播點半重播﹐﹐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報導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黑水公司創始人擬進軍中國黑水公司創始人擬進軍中國﹐﹐提供安保培訓提供安保培訓

【VOA】美國著名黑水公司創始人普林斯（Eric Prince）控股的先
豐服務集團（Frontier Services Group）計劃今明兩年在雲南和新
疆設置培訓基地﹐為參與“一帶一路”邊疆市場開發的中國企業提
供安保和物流服務﹒
今年47歲的普林斯曾在美國海軍海豹突擊隊服役﹐97年籌資創
辦黑水公司﹐後者在伊拉克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也引發了一
些爭議﹒
2010年黑水出售後﹐普林斯繼續尋覓國際安保市場的開拓﹐2014
年加盟香港安保公司先豐服務集團﹐出任執行董事兼主席﹐並持
有27%的股票﹐是最大的股東﹒
今年3月﹐普林斯對中國媒體透露﹐先豐集團計劃2017和2018年
分別在雲南和新疆設置培訓基地﹐為”一帶一路“倡議的西南與西
北走廊提供安保培訓﹑通信﹑風險減緩﹑風險評估和物流支持﹒西

南走廊途經緬甸﹑泰國﹑老撾和柬埔寨﹒西北走廊途經哈薩克斯
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普林斯稱﹐先豐已經把業務關註的範圍從非洲轉到亞洲﹐計劃借
力“一帶一路“﹐幫助參與邊疆市場開發的公司克服覆雜的安保﹑
物流和運營挑戰﹒公司發言人王大偉透露﹐先豐集團設在雲南的
基地將在今年年內開始運營﹐新疆基地的運營可能要到2018年﹒
這個消息引起國際社會的關註﹒有媒體認為﹐普林斯會把黑水公
司在伊拉克提供的軍事服務搬到中國﹐打造中國版的黑水﹒
此外﹐普林斯是現任美國教育部長德沃斯（Betsy DeVos）的弟弟﹐
與白宮重量級政策顧問班農關系密切﹒普林斯經常
在布萊巴特(Breitbart)新聞網上充當電台嘉賓﹐去年還
捐款10萬美元﹐支持川普勝選﹒
有人因此擔心﹐先豐集團的舉動會與川普總統的對華
政策相左﹐也可能觸犯禁止向中國提供軍事服務與設
備的相關法律﹒
對此﹐先豐集團發表聲明﹐強調集團提供的安保服務
都是不帶武器的﹐與黑水公司不同﹐也不準備成為另
一個黑水公司﹒聲明說﹕“中國的培訓基地會為非軍
事人員在不使用武器的情況下提供密切的安全保
護﹒”普林斯對中國媒體說﹐“先豐的業務完全獨立於
美國政府﹐而且我們沒有看到有任何的沖突之處﹒”
普林斯過去的下屬顯然不這樣認為﹒兩位匿名的前
黑水公司管理人員表示﹐普林斯就是要讓先豐集團打
造成一家頗具規模的私人軍事企業﹐在中國開設的基
地培訓解放軍退役人員﹐把他們變成雇傭軍﹒
有人指出﹐隨著中國海外投資的不斷擴大﹐面臨的安

保挑戰也水漲船高﹒俄羅斯遠東研究所的瓦西裏·卡申就對中國
官媒透露﹐早在21世紀頭十年﹐中國就開始組建由退伍軍人和警
察組成的中小型安保機構﹐保護境外設施﹐特別是伊拉克的石油
設施﹒
先豐服務集團網站明確表示﹐集團“為全球動蕩和高風險地區運
營的企業提供安保咨詢”﹐包括戰略咨詢﹑指揮控制﹑分析﹑情報﹑
風險評估和培訓﹒”網站聲稱﹐“集團安保團隊的專業水平世界一
流".

黑水公司前雇員到聯邦法院出庭黑水公司前雇員到聯邦法院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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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在黑水公司普林斯在黑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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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特區華盛頓特區不得不去不得不去的旅遊景點大盤點的旅遊景點大盤點（（十十））——博物館篇（3）

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
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建於 1964 年，就在

國家廣場的西入口處，也是史密森尼學會下屬
的博物館之一。

它最初的名字為“歷史與科技博物館”，
直到 1980 年，博物館定位要更好地展示美國
人民的生活，反映美國社會的政治、文化科學
和軍事歷史等等，所以最終決定將官名正式更
改為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

顧名思義，游客通過對這所博物館的游

覽，可以按照時間順序縱觀美國歷史，還館藏
著許多在美國歷史上比較著名的物品，如美國
第一面星條旗、各年代的美金紙幣、歷任第一
夫人的名貴衣物和飾品等等。

雖然是一座歷史博物館，但這裡卻讓人感
覺並不沉重，內部還有許多跟現代科技發展相
關的版塊兒，即使是小朋友們來參觀也不會感
到乏味。

TIPS：
乘坐地鐵藍線(Blue Line)或橙線(Orange

Line)，抵達Federal Triangle/Smithsonian地鐵站
後，從Mall Exit出口，步行3分鐘，向西南方
向會看到兩個建築物中間的通道，穿過通道就
會看到憲法大道(Constitution Ave)；或者還可
以從地鐵站出來後，到第12街(12th St SW)沿
12街向南到憲法大道再向西，過馬路就可以看
到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了；

博物館完全免費參觀，不定期還會舉行各
種主題展覽活動，具體可登陸博物館官網http:
//americanhistory.si.edu/查詢並安排行程。

配圖：美國歷史博物館1、2 來源：博物
館官網

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
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的外觀非常特別，在

國家廣場周圍，它是十分突出的一座建築，遠
遠看去就極具原生態的美感，共分為5層，展
覽面積達23000平方米，該館落成於2004年，
跟其它坐落在國家廣場兩側的博物館一樣，同
屬於史密森尼學會，是全美首個印第安文化博
物館。

該博物館彙聚並展示了大量關於北美洲原
住民印第安人生活、語言、歷史、文化、藝術
等多方多面的藏品，數量多達80萬件，其中
不乏羽毛頭飾、戰斧、槍支、掛珠項鏈、編織
籃、毛毯和陶罐等廣為人們所熟悉的印第安人
的傳統服飾和生活用品，也有他們現在的民族
發展和生活狀況。館內被分為三大部分“我們
的宇宙、我們世界中的傳統知識形態”、“我

們的人民、表達我們的歷史”
以及“我們的生命、當代生活
和身份”，游客只需順著樓
梯，便可將博物館全面參觀，
全程約需要2小時。

TIPS：
博物館中的自助餐廳和咖

啡廳是許多游客推薦的用餐好
去處，不過價格小貴；

博物館免費開放，如果您
對印第安飾品感興趣，來這裡購買將是不錯的
選擇；

更多詳情您還可以登錄博物館的官網進行
查 詢 https://nmai.si.edu/visit/
washington

配圖：印第安博物館1、
2 來源：網絡圖片

美國國家檔案館
美國國家檔案館是位於

憲法大道上一坐非常醒目的
莊嚴建築，從官方意義上來
講，它是美國保管聯邦政府
檔案文件的機構，但是對游客們來說，它是一
處了解美國文化歷史且非常值得參觀的景點。

國家檔案館主要珍藏了美國歷史上許多重
要的文獻，包括獨立宣言、美國憲法和人權法
案的原件等等，全部檔案已經
多達90億件，還有各種形式的
檔案影片、影像、地圖等。

TIPS：
請注意，在國家檔案館參

觀需要保持肅靜，特別是在參
觀憲法原件時，一定要遵從工
作人員的安排，憲法原件被放
置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廳堂內，
游客通常需要在廳外排好隊，
再經由工作人員指揮一排排地
進入廳內由左至右參觀；

每年獨立日時，國家檔案館都有扮作古代
總統宣讀獨立宣言和憲法的特殊節目，特別值
得小朋友們學習和參觀，不過記得當天人會非
常多，可能需要您排隊等候，還需您提前計劃

好行程。
博物館免費開放，館內禁止拍照哦。
配圖：國家檔案館1,2 來源：網絡圖片

美國那麼多州，究竟哪些州更好、更適合
居住呢？這個問題恐怕不僅僅困擾著移民朋友
們，也是許多美國出生的人都關心的話題。每
年，關於全美“最幸福的州”、“最宜居的
州”等類似的排名層出不窮，近日，由《美國
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
最新發布的一份“全美最佳州大排名”就是其
中的代表，可以為大家帶來非常綜合的參考價
值。

據悉，這份榜單幾乎對全美50個州每一個
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方面都加以評分和考量，包
括醫療保健、教育質量、犯罪率、就業情況、
經濟發展、政府機構等7個因素，每一個因素都
列出了全部50個州的排名，再最終綜合出每個

州的總體排名情況。
根據榜單顯示，全美最好的州是馬薩諸塞

州，該州在教育方面當仁不讓地排名全美第
一，而且在醫療保健上也位列第二名。

其它晉身了前十名的州分別依次為：新罕
布什爾州、明尼蘇達州、北達科他州、華盛頓
州、愛荷華州、猶他州、馬裡蘭州、科羅拉多
州和佛蒙特州。

而全美比較差的十個州分別依次是：路易
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阿肯色州、阿拉巴馬
州、新墨西哥州、南卡羅來納州、俄克拉荷馬
州、阿拉斯加州、肯塔基州和西維吉尼亞州。

值得一提的是，馬裡蘭州的表現非常良
好，並且在教育質量和就業機會方面都排在全

美第五名的高位，只有犯罪率方面的表現稍
差，但也僅排在第22名。維吉尼亞州雖然沒
有進入前十，但是排在了第11位，維州的政
府表現優異，位居全美亞軍，另外維州也擁
有比較低的犯罪率，排在全美第6，只有經濟
方面的表現不是很令人滿意，排在全美第27
名。

首都華盛頓特區不在這份榜單的考量範
圍內。

配圖：馬裡蘭州 來源：《美國新聞與世
界報道》網站

最新出爐最新出爐：：20172017全美最佳州大排名全美最佳州大排名，，馬馬、、維兩州均表現良好維兩州均表現良好
COSTCO 是 廣 受

美國人民歡迎的會員
倉儲式超市，每年只
要交付一定的年費，
就可以以非常優惠的
價格購買到大宗的生
活 用 品 、 優 質 食 品
等，往往比在一般的
超市低廉許多，會員
還可以在 COSTCO 自
有 的 加 油 站 給 車 加
油，價格也通常比其
他 品 牌 加 油 站 低 很
多。所以，COSTCO
的會員卡非常暢銷，幾乎家家都有一
個。

可是近日，COSTCO正式宣布，將
從今年6月1日起全面上調年費，波及美
國境內和加拿大境內幾乎所有的店鋪。
華府地區擁有超過5家COSTCO超市，
都將按照新年費標准實施會員制度。

根據COSTCO的新規，個人普通會
員卡、商業會員卡的年費將由原來的55
美元一年上調到60美元一年，尊爵會員
卡的年費將由原來的 110 美元每年上漲

到 120 美元每年，但同時尊爵卡所享受
的2%返現也從原來的750美元上限增加
到了最多1000美元。

據悉，這是 COSTCO 自 2011 年以
來首次上調年費，通常COSTCO都會在
5、6年的周期內將年費小幅上漲。

目前會員朋友依然可以在COSTCO
店內或網站上以未上漲的價格申辦會員
卡或進行會員卡更新。

配圖：COSTCO 超市 來源：網絡
圖片

生活資訊生活資訊：：COSTCOCOSTCO會員店年費上調會員店年費上調，，華府店在內華府店在內

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

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
美國國家檔案館美國國家檔案館

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

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
美國國家檔案館美國國家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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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龍蝦音樂祭慶祝31周年
還有一個月登場

（記者楊笑／休士頓報導）為弘
揚中華美食文化，自 2017 年 3 月 29 日
起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同本地知名
中餐館錦江酒家合作，面向在校學生
、教職工和本地居民開設中餐廚藝課
，此次烹飪課由錦江酒家主廚丁師傅
和美南電視台美食節目主持人翁大嘴
主講，一經開設，深受廣大師生喜愛
，報名踴躍。

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
易曉介紹說，孔子學院以教授漢語和
傳播中國文化為宗旨，前十年一直以
中文授課為主，傳播中國語言，今后
十年有一個目標就是傳播中國文化。
在一系列的調研中發現，中國餐飲文

化對不僅對當地的美國人有著極大的
吸引力，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學生也
有濃厚的興趣。該課程一經開放報名
，人數就已超過限定名額。德州南方
大學孔子學院希望藉由傳播中華飲食
文化，讓更多學生有機會學習中文、
認識亞洲文化,從而促進學術合作，搭
建中美文化交流的新平台。

“民以食為天，食以味為先”。
在此次中餐烹飪課程中，休斯頓當地
著名中餐廳錦江酒家的主廚兼老闆丁
德忠師傅將會選擇幾道具有中國特色
且在美國廣泛流行的菜品進行教授，
如宮保雞丁、左宗雞、揚州炒飯、椒
鹽蝦、麻婆豆腐等在美國家喻戶曉的

中餐菜品，迎合美國人的口味同時，
教授地道、傳統的中國菜烹飪方法。

同時，美南電視台美食節目主持
人翁大嘴將擔任助理講師進行講解。
在教學時間中，不僅廚師要展示詳細
的步驟，而且學員們也要親自動手，
在廚師的指導下完成一道他們自己烹
飪的菜品。

中餐烹飪課自開設初就受到了學
員們的熱烈歡迎，由於學員數量的限
制，報名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現在
，中餐烹飪課已經成為深受廣大學員
喜愛的一門特色課程。報名踴躍，學
員們迫不及待地等待開課。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正值德州3月至5月小龍
蝦產季，除了各個海鮮餐館推出特賣，德州各地也舉辦不
同主題的小龍蝦派對，其中小龍蝦音樂祭讓老饕有得吃又
有得玩，非常受歡迎，是每年小龍蝦派對中指標性節慶。

德州地區最有名且受歡迎的小龍蝦派對，就是每年定
期舉辦的 「小龍蝦音樂祭」(Texas Crawfish & Music Festival)
，今年慶祝31周年，活動擴大舉辦，將於4月29日至30日
兩天在著名德州歷史遺跡鐵路城Old Town Spring舉行特別
慶祝活動，5月日期目前尚未決定，但根據去年，將會在第
一個周末舉行。

活動熱點當然非主角小龍蝦莫屬，主辦單位表示，當
地每家餐廳和駐點攤位都買的到物美價廉的小龍蝦，生蝦
現煮現賣，新鮮質破表；加上不同辣粉調味，搭配馬鈴薯
、玉米及香腸等配料襯托享用，風味獨特，超級道地。想
嘗嘗其他風味美食，當地也有各色小吃供民眾選擇。

除了美食外，現場也有遊樂設施和Live Band炒熱氣氛
，民眾可一邊享受樂團表演，一邊大啖熱騰騰肥美鮮嫩又
多汁的小龍蝦。今年照例有鄉村歌手與非主流樂團助陣，
歌手將會輪番上陣，夜晚也有煙火施放，準備High翻這寧
靜的文化舊城。目前距離音樂祭還有一個月，相關資訊仍
在更新中，歡迎有興趣參加音樂祭的民眾，可至http://tex-
ascrawfishfestival.com/官網隨時關注。

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開設中餐烹飪課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開設中餐烹飪課
興起中華飲食熱潮興起中華飲食熱潮

左起左起：：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易曉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易曉、、美南電視美食節目主持人翁美南電視美食節目主持人翁
大嘴大嘴、、中餐烹飪課主講人丁德忠師傅中餐烹飪課主講人丁德忠師傅、、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外方院長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外方院長
Roger HartRoger Hart博士博士、、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教育參讚龍傑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教育參讚龍傑、、教育領事王毅教育領事王毅。。((攝攝
影影//楊笑楊笑))

小龍蝦肥美多汁小龍蝦肥美多汁。。((官網提供官網提供))
往年都有現場樂團助陣超熱鬧往年都有現場樂團助陣超熱鬧。。((官網提供官網提供))



休城社區 BB55

休城工商

歡 迎 參 加 永 生 神 基 督 教 會 四 月

十四日早上 9:30-11:00 的金色年

華聚會 .

由前北京協和醫院、MD Anderson 

癌症中心資深研究員 - 王智醫生

主講

題目是：＂年齡與癌症＂（為甚

麼老年人癌症的發生率最高？老

年人癌症的特點是甚麼？甚麼是

樂齡癌？）

地點：5855 Sovereign Dr., Suite D, 

Houston, TX 77036( 中華文化中心

斜對面，中國人活動中心隔壁，

科技廣場內）

電話 : (713) 774-8384

           (281) 908-1888

永生神基督教會

僑務委員會 2017 年烘培製作班開始招生

「2017 世界兒童環境文學家」
徵選活動

財團法人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辦理「2017 世界兒童環境文學家」徵選活
動，活動投稿即日起至 2017 年 6 月 5 日截止，相關訊息請逕至該活動
網站 (http://voicesoffuturegenerations.asia/) 參閱或洽聯絡人 : 邱虹儒小
姐，聯絡電話 :886-2-23211155#12，電子信箱 :info.eqpf@hinet.net。

僑務委員會為為輔助僑胞研習適合於海外經營與創業之烘焙
糕餅製作專業課程，以培植相關專業技能及提升經營事業與創業
實力，將於 2017 年 6 月 18 日至 6 月 29 日舉辦「烘培製作班」，
由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承辦，師資均為國內業界專業講座，實際研
習日程計 11 天，課程包括介紹各類烘焙糕點製作原理（方法）、
技術及材料、設備等基本認識、應用與選購等，並安排實地觀摩
相關企業。

僑務委員會負擔學員研習期間之午餐（不含晚餐及 6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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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學員需自付由僑居地往返之機票費用、返臺後機場
至報到（研習）地點及活動結束後至機場之往返交通費、研習期
間膳宿費及其他個人費用。

玉佛寺
四月弘法活動

凡 20 歲以上至 65 歲，通曉中文，目前在僑居地從事烘焙類
事業從業人員或有意學習烘焙糕點實作技術後在僑居地創業或開
展新商機之海外僑胞均可報名 (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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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僑務委員會網站（www.ocac.gov.tw首頁/公告事項/開班）下載。
有意報名者請於 2017 年 4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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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TX 77042 或電洽：713-789-4995 轉 113 張小
姐。

四念處禪七

日期：4月1 4日～2 1日

地點：菩提中心

指導：繼如法師

《大念處經》：修習四念處，可使眾生清淨，超越愁悲，滅除苦憂，成

就正道，體證涅槃。

此次法師將指導身念處與受念處的止觀。讓我們一起，得消除煩惱，自

在輕安！請把握因緣，勿失良機！即日起接受報名，詳情請洽辦公室。

6969 Westbranch Drive, 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繼如法師出生於馬來西亞1 9 6 1年，禮竺摩長老座下出家二十餘年，曾參學上座部佛教於泰國六年。

著有《解脫之道》、《「佛法概論」導讀》、《阿含系列講記》等書。1 9 9 5年單槍匹馬赴密蘇里州

聖路易市，創辦美中佛教會。法師平常向當地人士以英文宣弘佛法外。並經常應邀赴全美及加拿大

各地佛學社團大轉法輪，廣宣法理。1 9 9 2 ~ 1 9 9 4擔任大覺寺住持，2 0 0 2 ~ 2 0 0 4擔任莊嚴寺住持。

1). 4月22日 一日禪修
－9:00am ～ 3:00pm　觀音殿

2). 4月23日 大殿佛法開示「天秤三角形」
－法師由佛教史的開展，講述四法印、四禪、

四無量心與四聖諦。

繼 如 法 師 玉 佛 寺 弘 法

繼如法師出生於馬來西亞1 9 6 1年，禮竺摩長老座下出家二十餘年，曾參學上座部佛教於泰國六年。

著有《解脫之道》、《「佛法概論」導讀》、《阿含系列講記》等書。1 9 9 5年單槍匹馬赴密蘇里州

聖路易市，創辦美中佛教會。法師平常向當地人士以英文宣弘佛法外。並經常應邀赴全美及加拿大

各地佛學社團大轉法輪，廣宣法理。1 9 9 2 ~ 1 9 9 4擔任大覺寺住持，2 0 0 2 ~ 2 0 0 4擔任莊嚴寺住持。

6969 Westbranch Drive,  Houston,  TX 77072    Tel :281-498-1616

星期日 2017年3月26日 Sunday, March 26, 2017

華裔美人請關注這首歌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且談《共和國戰歌》

(歐陽美倫)美南大專校友聯合會為慶祝成立三十週年，將於
4月22日舉辦音樂會 『愛樂情深，暢享三十』，並於10月赴台灣
巡迴演出，曲目包括大合唱《共和國戰歌》(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歌詞出自美國作家茱莉亞•沃德•郝（1819-1910）的詩作
，寫於1861年，結合了《約翰•布朗之軀》的現成曲調而產生
。它從美國南北戰爭的年代裡（1861-1865）流傳至今，在民間
以獨唱或小合唱的方式代代相傳，在正式的國家慶典或歷史性的
紀念場合中，也屢見它經過藝術加工而形成大合唱，由樂隊伴奏
，場面壯觀。

郝女士的這首詩作以基督教義為本，激勵民心為真理而戰，
堅決相信邪不敵正。歌詞後來有多處被採用，出現在名人的演說
及美國的文學作品中。處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遙想一百五十年
前，可藉著她的生平，一窺當時的美國社會。

出生於紐約市的郝女士，自幼涉獵文學與哲學，在風氣保守
的環境裡堅持自己的熱愛。她克服了來自社會和家庭的種種壓力
，努力不懈。 《共和國戰歌》的發表使她聲名大噪，也鼓舞了
她追求新生活。戰事結束後，她巡迴演講，不僅反對戰爭，反對
蓄奴，還積極提倡女權，推動多項社會改革。美國婦女在南北戰
爭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她們的社會地位在戰後獲得了提升。郝

女士與其他思想前進的婦女一起奮鬥，為後
來婦女爭取投票權奠定了基礎。

1870年，她在波士頓發表了《母親日宣
言》，呼籲保護新生代，促進世界和平。宣
言裡強調，婦女不能苟同丈夫的殺戮行為，
她們的兒子不能被迫離去而欠缺了母教，以
致於沒有培養出慈善、憐憫和耐心。她認為
，身為婦女，如果允許兒子接受訓練，然後去殺戮他國婦女的兒
子，那就太軟弱無能了。她呼籲解除武裝，本著女性與人性，要
求各國婦女促進不同民族的團結，和平解決國際問題。這篇宣言
發表不久之後，每年的六月二日被定為“和平母親日”，直到二
十世紀初，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被定為母親節為止。

至於《共和國戰歌》的曲調，如果從《約翰•布朗之軀》繼
續追溯，可知它源於美國早期的野營教會活動。這種露天聚會，
在十九世紀初發展到了高潮，場面盛大。參加聚會的人來自各地
，紮營數日。在夜空下佈道、祈禱、歌唱，有營火、帳蓬、燈籠
相伴。此情此景生動地反映在《共和國戰歌》的第二段歌詞中。

在這種方式的聚會裡，所唱的歌是口耳相傳。其中，有經收
集而來的現成曲調，也有許多是在情緒激昂的時候即興產生，最
後在聚會者中得到一致的共鳴，而形成統一的唱法。在十九世紀

裡，曾有不止一人，各自聲明他們是這個曲調的原作者，其中包
括William Steffe。但有部分學者認為證據不足，至今沒有定論。
《共和國戰歌》所採用的曲調，不論是出自一人還是會眾即興而
成，它兼具教會讚美詩和民歌的特色，樸實生動，易於上口，因
而能及時抒發感情。

在《共和國戰歌》誕生之前，這個曲調曾經承載了人們對南
北戰爭時代人物約翰•布朗的追思，更早的時候，還傳播了基督
教迦南美地的福音。到了二十世紀，新生代繼續藉著同樣的曲調
唱出了不同的心聲，宣揚反戰的思想，呼籲工人的團結。還有許
許多多的新詞，不勝枚舉。

音樂永遠可以為歷史佐證，《共和國戰歌》就是一例。不論
是橫觀還是縱觀美國，它都提供了很好的指引，使人看到這個國
家的成長。

（本報訊）台灣國立交通大學校長張懋中將於 2017年4月12日前來
休士頓探訪美南地區校友,同時向校友報告新竹交通大學發展近況及未來
辦學方向. 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將於該日下午 6:30 假位於 2930 West
Sam Houston Pkwy South, Houston, TX 77042 之 Clarion Inn & Suite 會議室
舉辦一餐會歡迎張校長. 希望新竹交大校友屆時均能蹲踴躍參加. 同時也
希望閣下到時能光臨指導.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宏武協會
舉辦 「世界之星 」中華武術錦標賽於
昨天（ 3 月 25 日 ） 上午九時半起在
休士頓Marriott Westchase Hotel 舉行開
幕式正式揭開序幕。有五百多人出席
這場武術錦標賽，其中很多來自外州
的隊伍，如佛羅里達州二隊，加州，
芝加哥，馬里蘭州，路州以及德州的
奧斯汀，達拉斯等地。當天的比賽一
直到下午六時，上午有套路，下午有
推 手 及 對 打 。 晚 間 七 時 至 九 時 的
Workshop, 還有中國大陸2008 年
奧運表演賽金牌得主趙先生前來表演
現代武術。

據該會表示：該大會在今天（ 3
月 26 日，星期日 ） 七時半至九時半
，還有摔角大師王世元示範的 「對打
技巧 」，以及武術大師胡鄰主持的

「氣功講座 」，以及今天上午十
一時，將頒發第四屆 「宏武傑出青年
獎學金，今年榮獲$1000 元獎學金的包
括：

Cheryl Pai - 貝 勒 大 學 學 生 ，

Joshua Gao- Memorial 高中，即將進入
A & M 大學。他們都是國際少林武術
中心的 學生。

榮獲$500 元獎學金的為：Lucy
Haigan- 為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學生
， 德 州 The Colony 「Lee's White
Leopard Kung Fu 」 的 學 生 ； Jeffson
Atienza , 休士頓大學學生- 德州休士頊
「America Shaolin Kung Fu 」 的學生

。
昨天上午十時，比賽正式開始。

此集合防身、健身、養生和娛樂等多
種功能融於一體的錦標賽，有超過四
百多個項目，包括： 外家，內家，傳
統武術，現代競技武術，對打、推手
，從初學者到高級者都可一展身手，
大會備有冠、亞、季軍和優勝者獎牌
，總冠軍大型獎盃，凡十二歲以下（
包括十二歲 ）參賽小朋友均將榮獲前
三名外之優勝獎牌。這次錦標賽在不
同的年齡分組中還分為四個組別： 習
武一年以下； 一年以上兩年以下，兩
年到四年； 和四年以上四個組別。今

年對打比賽，規則增加，套路，對打
，詠春（ 對打比賽） 大致在周六晚間
六時以前，所有比賽結束。

休士頓宏武協會創立於1985 年，
已在海外美南休士頓走過31 個春夏秋
冬，屬於非營利機構，活動不涉及政
治、宗教，宏武協會宗旨為發揚中華
傳統武術文化，藉由講座、武術研討
會與國術觀摩等教學方式，提供各族
裔習武之人交流切磋的互動平台，幫
助海外華洋子弟了解中華武術博大精
深，在海外推廣中華文武道德傳統理
念。

該會並於2014 年起，每年頒發獎
學金予優秀學習武術之青年子弟，以
茲鼓勵有恆心、有毅力、文武均優之
學子。今年為第四屆，宏武協會是美
國聯邦國稅局501（ C ) ( 3 ) 非營利慈
善免稅證號，讓本協會能更充足運用
資金，合理正當使用來竭力推廣中華
武術。

宏武協會舉辦 「 世界之星 」 中華武術錦標賽
昨正式啟動，有來自全美各地賽者五百多人參加

國立交通大學校長張懋中歡迎餐會國立交通大學校長張懋中歡迎餐會
44月月1212 日舉行日舉行，，歡迎新竹交大校友踴躍參加歡迎新竹交大校友踴躍參加

蔣勳的詩作欣賞『願』

我願是滿山的杜鵑 只為一次無憾的春天

我願是繁星 捨給一個夏天的夜晚

我願是千萬條江河 流向唯一的海洋

我願是那月 為你，再一次圓滿

如果你是島嶼 我願是環抱你的海洋

如果你張起了船帆 我便是輕輕吹動的風浪

如果你遠行 我願是那路 準備了平坦 隨你去到遠方

當你走累了 我願是夜晚 是路旁的客棧

有乾淨的枕蓆 供你睡眠

眠中有夢 我就是你枕上的淚痕

我願是手臂 讓你依靠

雖然白髮蒼蒼 仍然是你腳邊的爐火 與你共話回憶的老

年

你是笑 我是應和你的歌聲

你是淚 我是陪伴你的星光

當你埋葬土中 我願是依伴你的青草

主辦人吳而立主辦人吳而立（（中中 ）、）、羅茜莉羅茜莉（（ 左二左二 ））夫婦與今年的年輕一代裁判合影夫婦與今年的年輕一代裁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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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哥是乜誰？誠哥也不知？閣下好
打有限！誠哥就是香港首富、世界華
人首富、名列全球第十三名富豪的李

嘉城是也。今天（3 月26 日）早上10 點本文見報之時，
香港己是晚上11 時，香港新特首名字即使尚未公佈，估計
大致已是麈埃落定，當選者呼之欲出。

上週因病缺席股東會的李嘉誠，週末才出院，但證實
下午會露面半個多小時的業績會，雖然公關多次提醒不要
問政治問題，只聚焦業績報告，但多個傳媒都輪番追問誠
哥對特首選舉的看法。

沒有提名任何特首參選人的李嘉誠，稱自己不知最後
的特首選舉結果。李嘉誠多次強調，對新特首同中央合作
「看得很重要」，他又表示，哪個候選人能夠和中央溝通

合作好，又能得中央信任，他會投票給有關人選。
李嘉誠稱： 「對香港未來5年，不能夠再像過去5年一樣。」

他希望有新特首開拓新局面， 「一方面得到中央支持，一方面香港
能自力更生，自己紮紮實實，發揮香港人能量。」談到香港現狀，
明年將屆90高齡的他一度哽咽，稱自己對香港感情深厚，當自己是
香港人， 「不想看到香港變了好多麻煩」。

不過誠哥在選舉開鑼前3 天，在其機構長江實業有限公司的業
務報告會議上，罕有地應香港廣大媒體的訪問，道出他本人，注意
，只是他本人，並不牽涉到他兩位公子李澤楷、李澤鉅的意向：他
倆都是支持林鄭月娥。誠哥十分詼諧逗趣，李回應： 「到你50歲，
還會不會聽爸爸講話？」

他把今次新聞娛樂化——誠哥香港新特首的貼士： 「女媧補天
」。記者追問誰是女媧？誠哥強調，“女字邊嗰個媧”。 「那麼豈
不是女特首麼？“如果有男媧補天，我會話男媧補天。我是”粵劇
迷，幼兒都聽過。但余生太晚，對此粵劇緣慳一面。只有祖母級戲
迷才會看過，這猛料劇目，叫《女媧煉石補青天》。天翻地覆，洪
水猛獸，風火雷電，我夠膽說一句，幾十年前我們粵劇的燈光佈景

，是現代荷裡活《明日之後》天災片的鼻祖哩……
童話世界傳說中的女媧，乃中華民族的女大救星，挽救黎

民於水深火熱。中學語文課本有古籍《淮南子》的名篇《女媧
補天》。文言譯白話：上古時候，天的四周塌了下來，衝天烈
火熊熊燃燒，森林大火蔓延不息，兇禽猛獸傷害百姓……女媧

帶領人民，採用焚燒木材“煉五色石”的方法，修補了出現漏洞的
蒼天。之後，“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
生。”

香港政治新聞寫誠哥，有些無釐頭之至。而香港長實經濟業績
記者採訪會上，扯到選特首政治大事。冷不防牽涉粵劇，乃源自中
華文化源頭《淮南子》。

誠哥還提供了新構思：“如果有男媧補天，我會話男媧補天
……”編劇家們請手快推出舞台劇《男媧補天》，向誠哥基金會申
請贊助……也開拓“一國兩文化”思路，淮南子有《女媧補天》，
香港“誠子”有《男媧補天》。誠哥是儒商，孫兒起名“長治”，
記者問點解？“返去查嚇《辭典》啦。”今回《女媧補天》讓我們
補修了古文一課。有女記者尖叫，觀音可男可女的，神仙不分男女
！誠哥只是笑，可能欣賞這女記者的“神仙見地”；香港新特首不
論男女，《女媧補天》都是對的，不論男女，只要中央可信託的人
。

管治香港，要有強大祖國作靠山，但“女媧”出馬太隆重了，
又不是天崩地裂。誠哥似杞人憂天。個人以為，用劇目作為選特首
貼士，《木蘭從軍》足矣！代父從軍，當個大隊長，面對散兵游勇
綽綽有餘。

誠哥期望女媧，心情彰彰明甚。提到香港只佔全國GDP百分
之二，泣然嗚咽；因為，香港最威水時，佔全國GDP的百分比是
雙位數。不是香港退步，而是國家進步神速，躍進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了。香港成就相對緩慢了，但卻非天崩地裂。但願是《柳毅傳書
》，選出有能力天凡交通的好特首！

李嘉誠稱： 「對香港未來5年，不能夠再像過去5年一樣。」
他希望有新特首開拓新局面， 「一方面得到中央支持，一方面香港
能自力更生，自己紮紮實實，發揮香港人能量。」談到香港現狀，
明年將屆90高齡的他一度哽咽，稱自己對香港感情深厚，當自己是
香港人， 「不想看到香港變了好多麻煩」。

另外，有報導指李嘉誠上週與曾俊華有多次接觸，李嘉誠主動

回應， 「其實我見得最多的是醫生」。
香港26日將選出新一屆行政長官，選情升溫。北京支持的林鄭

月娥普遍被看好，但聲望極高的曾俊華也有機會。
香港泛民派領袖梁家傑表示，曾俊華過去擔任財政司長做得很

好，從這幾個月來的競選過程中可知，曾俊華是個用心的人，泛民
派決定支持建制內的曾俊華，是著眼香港的未來；泛民認為曾俊華
若能當選，香港才有機會大換班，呈現新氣像。他說，香港社會撕
裂，一國兩制被很多人質疑。曾俊華具有條件可以團結各派，讓香
港有休養生息的空間，他呼籲北京要珍惜這個機會。

不過，他從各種管道得悉，部分商界的選委，雖然很想投給曾
俊華，但中國大陸駐港的中聯辦，每天打電話，讓選委壓力很大。
一些重量級商界人士，這兩天都已改口，意向變得含糊。梁家傑說
，如果北京執意要林鄭月娥當特首，也代表香港 「一國兩制」走樣
、變型，可以休矣。未來香港將會有三種反應：一是移民他處，例
如他周遭已有友人準備移居台灣；二是無奈，成為不問世事的順民
；第三是去搞 「港獨」了。

雖然多數人認為林鄭會當選，但他很懷疑，歷來民調都不高的
林鄭，如何帶領其他司局長，推動政務。他更擔心，林鄭會聽從北
京的指示，以鐵腕手段治港，把香港變成大陸另一座城市；若果真
如此，一定會刺激更多港獨，有些人可能不怕坐牢，甚至用極端方
式表達意見。至於有人稱曾俊華若當選，北京有可能不任命，香港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認為不至於此。有港媒披露，對本週日的香港
特首選舉，中央習近平保持中立。

大選前夕3月23日的香港最後一次民調顯示,當日曾俊華支持度
升至57%，林鄭月娥支持度下跌至27%，兩者差距擴至30個百分點
。胡國興的支持度則為10%。該調查於3月18日至3月22日進行，
訪問員以隨機電話訪問形式，訪問了1,119名18歲或以上說粵語的
香港居民。

另據23日《都市日報》援引接近中央的消息人士的話報導，本
次特首選根本就不存在習近平 「欽點」之說。習近平將持中立，不
會干預選舉，誰當選都會接受。習近平看重的特首人選 「最重要是
讓香港目前極撕裂的情況，有所紓緩」。習近平當局對本次特首選
舉 「絕對不表態，讓香港選委自己選」。今天的選情仍有很大變天,
1200位香港選委投票意向，非常關鍵、非常重要。

誠哥一語道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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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世越號終出生天
楊楚楓楊楚楓

韓 國 海
洋 水 產 部 廿
三 日 凌 晨 三
時 四 十 五 分

許，向世人宣告：“世越”號客輪部分構造物，
終於浮出水面。這艘牽動韓國人民心弦的“世越
”號，在沉沒一千○七十三天後，重見天日。

韓國海水部在駁船上拍攝的打撈現場視頻顯
示，兩艘駁船之間的水面上，露出有所腐蝕的矩
形鋼製減搖裝置。該裝置呈魚翅狀，裝於左右兩
舷，曾幫助“世越”號保持平衡，減少船體橫搖
，又稱側舵。

韓國海水部和中國交通運輸部上海打撈局，
於廿二日晚上八時五十分正式啟動打撈作業，確
立了廿三日早上十一時，將沉船垂直移動到水平
移動所需海拔的目標，即抬船出水到移船靠岸所
需的高度。

鑒於沉船海域天氣良好，潮汐落差最小的小
潮期，將於廿四日結束，打撈作業通宵達旦進行
，以每小時三米左右的速度拉繩。

韓海水部“世越”號打撈負責人李哲朝廿三
日在記者會上介紹，原計劃到廿三日上午十一時
將沉船撈至海拔十三米，但在出水過程中，船體

姿態有變，與打撈
船繩索糾結，因此
在固定作業後，將
調整船姿，盡量減

少沉船與打撈船之間的接觸。船體上升時，沉船
與打撈船之間的距離拉近，因此作業時需要更小
心。目前來看，到當天下午或晚上才能將“世越
”號船體撈起到海拔十三米處。

截至廿三日上午十時，沉船抬至距離海底二
十四點四米，目前船體抬升作業暫停，船體和打
撈船的首輪固定工作進行中。
當地的電視照片顯示，這艘重達六千八百二十五

噸的客輪，有一面已在兩艘大型打撈駁船之間浮
出水面，在船隻生鏽的結構體上，還有一條很深
的裂縫。

據韓聯社報道，當地時間廿二日下午六時卅
八分，韓國江原道原州市丹邱洞附近的天空，驚
現一朵“黃絲帶”形狀的雲朵。因近日“世越”
號沉船正式投入打撈，而黃絲帶又是哀悼“世越
”號事故遇難者的像徵，所以當有韓國市民拍到
該雲朵並上傳網絡後，立即引發韓國輿論熱議，
說是近300 多位死難者冤魂不息，集體天際現身！

二○一四年四月，“世越”號客輪在全羅南
道珍島郡附近水域沉沒，導致二百九十五人遇難
，九人下落不明。

據法國媒體報道，韓國“世越”號客輪近三
年前帶著近三百條人命沉入大海，船隻部分結構

體廿三日被撈出水面。遇難者家屬表示，再次看
見“世越”號浮出水面，叫他們激動得難以言喻
。

“世越”號沉船事故，為韓國歷來最嚴重的
海上災難，當局在事故即將屆滿三周年，才展開
打撈作業。韓國曾多次試圖打撈完整船隻，這次
複雜作業，為規模最大的行動之一。據信至今仍
未尋獲的九具遺體，可能卡在船上，因此將船完
整打撈上岸，一直是遇難者家屬的主要要求。

許多遇難者家屬，廿三日在作業地點附近的
船上，遠眺這項暌違已久的打撈行動。許弘煥在
事故中失去十六歲女兒，其遺體至今仍未尋獲，
他說：“再次看見‘世越’號，我無法形容我現
在的感受。”

許弘煥與妻子，連同少數失蹤遇難者的家屬
，帶著痛苦且不滿的心情，在珍島守夜祈禱。他
說：“我等好久了。”其他遇難者家屬則在距離
作業地點最近、才相距一點五公裡的東巨次島山
頂上一處營地守望。

記得韓國前總統樸槿惠在任時，曾被指在
“世越”號客輪沉沒時，救援不力，搶救不力。
當她被彈劾下台，接受檢察廳盤問之際，當局亦
對沉沒近三年的“世越”號展開打撈工作。

“世越”號於二○一四年四月在全羅南道珍
島郡附近水域沉沒，時任總統的樸槿惠事發時，
近七個小時玩失蹤，去向不明，有人揭發：當時
她正與一些男妓在一起，享受難得遲來的性生活

，以至忘其形、失其聰，被指延誤救援乘客，成
為她日後被彈劾的導火線之一。

另外，韓國政府公職人員倫理委員會廿三日
公佈的《二○一七年度定期財產變動事項公開目
錄》表明，樸槿惠申報的財產總額為三十七億韓
圜，相比去年增加約二億韓圜。樸槿惠的財產在
就職總統的第一年為廿五億韓圜，隨後每年增加
，四年間共增加了十二億韓圜。

分析認為，今年樸槿惠財產增值的原因是其
居住的位於首爾三成洞的私宅價格比去年上漲約
一點八億韓圜。此外，樸槿惠的“職務禮金”財
產僅增加了四千萬韓圜。

樸槿惠二○一六年度的年薪為二點一二億韓
圜，經過計算，其用於花費的金額約為一點七三
億韓圜，或是因二○一六年底為應對彈劾，大規
模僱律師團，支出辯護費用所致。

這與樸槿惠遭彈劾前，薪水幾乎全部用於儲
蓄相比很罕見。此前，韓國總統府青瓦台曾表示
，因樸槿惠獨自一人在青瓦台生活，幾乎沒有甚
麼需要支出的地方。獨自生活支出少

樸槿惠在二○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停職
之後，因還未正式下台，所以也被納入本次高級
公職人員財產公開範圍內。樸槿惠被罷免之後，
將不再享受年金等國家待遇，這意味她將需以個
人財產繼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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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武協會舉辦「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
昨正式啟動，有來自全美各地賽者五百多人參加 （上）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圖為主辦人「 宏武協會 」 負責人吳而立（ 右一 ） 與各派負責人合影於開幕式上。 主辦人吳而立（中 ）、羅茜莉（ 左二 ） 夫婦與今年的年輕一代裁判合影。

出席該錦標賽的「 少林寺文化中心 」 負責人釋延禪（ 劉
根明） 師父（ 左一 ） 與「德克蕯斯州功夫節」 創辦人釋
延峰師父（ 中） 與各派代表合影於大會上。

主辦人羅茜莉（ 右 ） 與負責音響的 John（左 
） 在大會上。

功夫單人賽現場。 功夫單人賽現場。 各式獎盃，獎牌陳列大會現場，等待優勝者
前來爭鋒。

圖為主辦人羅茜莉（ 中，立者 ） 與胡鄰大師（ 
右 ），來自芝加哥的大師 Ray （左 ）合影於大
會上。

小朋友選手賽前正全神貫注聽取栽判解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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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部國際展覽會進出口商品展在南非舉辦推介會
綜合報導 中國西部國際展

覽會進出口商品展在約翰內斯

堡舉辦推介會，介紹四川的區

位優勢以及中國西部國際展覽

會的情況，並向南非商界人士

發出參會的誠摯邀請。

中國西部國際展覽會副秘

書長、四川博覽事務局副局長

楊慶龍介紹了四川省經濟發展

的基本情況、四川省在中國西

部地區的地位以及四川的區位

優勢等，還向與會的南非當地

商界人士和新聞媒體介紹了四

川的旅遊資源。他表示，歡迎

南非的商界朋友到四川參加中

國西部國際展覽會進出口商品

展，並順帶到四川各地遊覽。

四川博覽事務局是廣大南非朋

友獲得信息的交換站，開展活

動的展示臺，在川發展的服務

員。四川博覽事務局將竭力為

廣大南非的朋友在川投資興業、

貿易合作提供優質服務，壹起

共謀發展，共創輝煌。

中國駐約翰內斯堡副總領

事任曉霞受邀出席推介會並致

辭。她指出，中國西部國際展

覽會已成為中國西部地區重要

的投資貿易平臺和深入實施西

部大開發戰略的助推器，是推

進“壹帶壹路”建設的重要載

體。歡迎四川省在約堡舉辦西

博會進出口商品展推介會，助

力深化兩國相關合作，服務

“壹帶壹路”建設。當前中南

全面戰略夥伴關系發展勢頭強

勁，兩國關系進入了歷史最好

時期。希望兩國企業家抓住

“壹帶壹路”建設的歷史契

機，充分發揮各自優勢，促

進“壹帶壹路”建設與南非發

展戰略有效對接，實現互利共

贏。

南非豪登省增長發展局投

資便利化部門的負責人高德弗

雷· 庫弗圖與數十名南非當地的

企業家代表出席活動。庫弗圖

高度肯定四川省在內的中國省

份經濟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表示中國有很多經濟建設的經

驗值得南非學習，他希望南非

的企業能夠積極投身到與中國

，與四川省的經貿合作中去，

踴躍參加中國西部國際展覽會

進出口商品展等商貿活動。

在推介會上，南非當地的

商業人士也就參加進出口商品

展的壹些具體事宜與中國西部

國際展覽會的相關負責人進行

了交流。

英媒稱中國欲成科技超級大國：
甩掉“山寨”形象

中國力爭成為全球高科技超級大國，

蒂姆· 伯恩斯在壹定程度上成為了標誌性

人物，讓人有些意外，因為他是壹個澳大

利亞人。然而，這位量子物理學家調職到

上海的決定，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中國為

扭轉世界秩序下了工夫。

全面引進“人才外援”：
吸收國外先進技術
據報道，39歲的伯恩斯原本在紐

約從事研究工作，如今在上海紐約大

學擔任物理學助教，這是中國引進高

層次人才的“千人計劃”的結果，該

計劃旨在將壹些最聰明的人從矽谷、

波士頓和其他地方引進到北京或深圳

等熱點城市。

伯恩斯正致力於開發新的技術，

他希望這些技術最終會幫助捧住該領

域的“聖杯”：量子計算機。他表

示：“中國的量子物理學非常強，那

裏的壹流團隊放到世界上任何地方都

是最好的……他們在做壹些非常棒的

事情。”

品誠梅森律師事務所駐香港合夥人

保羅· 哈斯韋爾表示，吸引伯恩斯這樣的

專才到中國來與在足球界所做的事情並

無不同：引進足球運動員，讓他們把球

技傳給中國人。

報道稱，該計劃實現了意義重大

的人才儲備，在此過程中吸引了壹些

中國科學家回國。張良傑就是這樣壹

個例子，當初他在知名學府清華大學

獲得博士學位後去了美國。如今，他

帶著 40項發明專利回國，成為深圳企

業軟件開發商金蝶集團的首席科學家，

研究人工智能。

在這些國家計劃之外，地方性計劃

也大量湧現出來，特別是在深圳和杭州

等科技中心。此外，還存在直接挖角的

做法，這種做法在西方很常見，但在

中國的歷史並不長。去年底，搜索引

擎公司百度聘用了微軟老將陸奇，讓其

領銜百度人工智能研究。“如果妳不

能買下那間公司，那就買下它的靈魂人

物，”壹位分析師開玩笑地說。

“中國壹直在利用全球商業和科

學網絡，推動技術轉讓、外國研發投

資以及在海外培訓中國科學家和工程

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

國際研究院（RSIS）助理教授米海

爾· 拉什卡表示，“這種努力背後的

基本戰略成為了‘自主創新’的概念：

發現、消化、吸收並改造民用和軍事

領域的優秀外國技術。”

加緊科技研究和外資收購：
甩掉“山寨”形象
引進人才是中國打造科技實力的更

宏大戰略的壹部分，此外中國還通過了

壹項名為《中國制造2025》的計劃來重

構其產業政策，將數十億美元投入到研

究和海外資產收購上。中國當年出臺了

追趕美國和俄羅斯的陸軍和海軍現代化

政策，政府支持的科技項目脫胎於此，

如今它們傾向民用方面，以努力讓中國

處於人工智能、生物制藥和電動汽車等

領域的前沿。

報道稱，這項計劃如果獲得成

功，可能標誌著壹項重大轉變，讓中

國從壹個“制造山寨產品”的國家轉

變為壹個引領全球步伐的經濟體。中

國如今崢嶸初現，科技三巨頭百度、

阿裏巴巴與騰訊被合稱為“BAT”，

它們強化了學自谷歌、eBay 和 Face-

book 的模式，但在半導體和人工智能

等領域打造國家冠軍企業的目標代表

了大得多的壹步。

去年，中國國家發改委宣布，作為

《中國制造2025》計劃的壹部分，中國

將建設19個國家級數據實驗室，多數

位於大學。阿裏巴巴的雲業務將參與

兩個實驗室的建設：第壹個將研究在線

數據挖掘和工業領域的雲計算處理，另

壹個將為大數據軟件建立平臺。

報道稱，但這壹切引發了壹些監

管機構對於本國國家安全的擔憂，因

此而否決了多筆中國交易。例如，去

年中國財團出價30億美元收購荷蘭集

團飛利浦美國照明業務的計劃，遭到

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否決；在歐

洲，德國芯片設備制造商愛思強以6.7

億歐元售予中國投資者的交易也遭到

監管機構的阻撓。多數專家預測，中

國收購海外科技資產的交易未來還將

面臨更嚴格的審查。

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在

美國和其他市場開設研發中心或小型業

務分支，這可能不再是個問題。翰宇國

際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管理合夥人陸大

安表示，這些設立在當地的分支可能被

用作收購渠道，讓國家安全的理由不再

站得住腳。

陸大安表示：“如果在美國開展了多

年業務的外資公司現在收購了壹家科技

公司，我不確定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多嚴

格地進行審核，也不知道人們會多擔

憂。”他補充稱，中國企業的經營是有長

遠眼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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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童年珍藏童年！！8686歲比利時老奶奶收藏玩具超過歲比利時老奶奶收藏玩具超過60006000件件

比利時莫倫貝克比利時莫倫貝克，，8686歲的老人凱瑟琳歲的老人凱瑟琳··布盧門收藏的各布盧門收藏的各
式玩具式玩具。。凱瑟琳凱瑟琳··布盧門從布盧門從2121歲時開始收集健達奇趣蛋和各歲時開始收集健達奇趣蛋和各
式毛絨玩具式毛絨玩具，，目前她的收藏已超過目前她的收藏已超過60006000件件。。

索馬裏旱情嚴重索馬裏旱情嚴重 600600多萬人陷入饑荒多萬人陷入饑荒

在索馬裏邊境小鎮多洛附近在索馬裏邊境小鎮多洛附近，，
人們從河床的水坑裏取水人們從河床的水坑裏取水。。受氣受氣
候變化影響候變化影響，，索馬裏大部分地區索馬裏大部分地區
降雨量連續多年不足降雨量連續多年不足。。聯合國兒聯合國兒
童基金會和世界糧食計劃署童基金會和世界糧食計劃署22月月
發表聯合聲明表示發表聯合聲明表示，，索馬裏目前索馬裏目前
旱情嚴重旱情嚴重，，當地當地600600多萬民眾陷多萬民眾陷
入饑荒入饑荒，，急需人道主義援助急需人道主義援助。。



the related countries in Asia.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BFA was held Feb. 26-27 2001 in Boao, Hainan 
Province, China. Former leaders of 26 countries, 
including Fidel V. Ramos,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Bob Hawke,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Yasuhiro Nakasone,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Sergey Terechshenko,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Kazakhstan, and PunsalmaaOchirbat, former 
President of Mongolia, attended the Ceremony. 
Chinese President Jiang Zemin,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Dr Mahathir bin Mohammad, , the late King 
of Nepal H.M. BirendraBirBikram Shah Dev, and 

Vietnamese Vice Prime Minister Mr. Nguyen Manh 
Cam, also graced the occasion as the Guests of Honor 
by addressing the Ceremony. BFA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at the Ceremony. Declaration of BFA and 
Guidelines of BFA Charter were adopted during the 
Ceremony. The Inauguration was a great success 
and gained extensive concer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eadquartering BFA at Boao, Hainan Province, China 
was the proposal put forward to Chinese leaders by 
former leaders of some Asian regions. They held that 
Hainan, China's largest special economic zone, was an 
experimental area for China to deepen its connection 
w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iming to become an 
ecology-based province, Hainan has told the world 
that its 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focus has been 
on ecological industry, a field valued highly by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meeting the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 In addition, Boao is a 
comprehensive functional area specially designed for 
BFA and featuring ecology, leisure spending, tourism, 
intelligence, and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services, 
and a very agreeabl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October 1999, when meeting with BFA initiators, 
Hu Jintao promised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BFA. Hain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has offered actual support in many field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BFA 
and promised to continue 
providing efficient and 
high-quality services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running of BFA. 

been gradually unfolding. Their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in industry and commerce, fina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portation, and culture keep on 
increasing. ASEAN and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10+3) mechanism has entered a substantive stage.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represented by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great Mekong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South Asia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s underway. Trans-regional cooperation 
represented by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Asia-Europe Meeting (ASEM), and East 
Asia - Latin America Forum (EALAF) is also forging 
ahead. It can be predicted that the prospects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will be very 
bright.

In the 21st centur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continue to develop. With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picking up speed and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under further development, 
Asian countries have been faced with great 

Profile – What Is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BFA)?
Boao Forum for Asia (BFA) is a nongovernmental 
and nonprofi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th a fixed 
conference date and a fixed domicile. The four-day BFA 
Annual Conference 2017, themed with “Globalization 
& Free Trade: The Asian Perspectives”, is to be held 
from March 23 to 26 in Boao, Hainan. 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held on March 25. 
Proposed in 1998 by Fidel V. Ramos,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Bob Hawke,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and Morihiro Hosokawa,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BFA was formally inaugurated 
on February 27 2001. Boao, Hainan Province, China 
serves as the permanent site of BFA Headquarters. 
Since 2002, BFA has been holding its annual 
conference at Boao.

BFA has won great support from Asian countries 
and drawn extensive attention of the whole world. 
Now, it has become a high-end platform for dialogs 
among leaders of national governments,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circles, and academic circles of countries in 
Asia and other continents about the important issues 
in Asia and even the whole world. BFA is dedicated 
to promoting Asian countries to achieve common 
development through further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economy.
The purpose of BFA is to base itself in Asia and promote 
and deepen the economic exchang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in Asia and between Asia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t also aims to offer a high-end 
dialog platform for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experts, 
and scholars to jointly discuss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and other relevant issues. Through its 
working network with the political, business, and 
academic circles, BFA will serve the ever-grow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its members and 
between its members and other entities.
History
Since 1950s, through their own efforts, Asian countries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affairs has been increasing 
steadily. During the past two to three decades, Asian 
economy as a whole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The 
economy of East Asia has been taking off, recognized 
by the world as East Asian Miracle, which has 
made it one of the areas with the greatest economic 
development vitality in the century. Although Asia 
suffered a heavy blow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its economy has been quickly 
recovered through self adjustment and reform.
On account of the opening policy pursued by most 
Asian countries,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links 
between them have been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Various forms of bilateral, regional, sub-regional, 
and trans-regional cooperation among them have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many severe challenges. This 
requires them to strengthen their cooperation with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enhanc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mselves. In fact, it is now a 
common task for them to find a way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globalization, to maintain 
the healthy economic growth of Asia, and to strengthen 
their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Although Asian countries have participated in man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organizations such as 
APEC and PECC, Asia as a whole lacks a forum that, 
led by Asians and guided from perspectives of Asian 
interests and views, can be dedicated to the discussion 
of Asian issues and aims at enhancing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among Asian countries, and between Asian 
countries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gainst this 
backdrop, in September 1998, former Filipino President 
Fidel V. Ramos, former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Bob 
Hawke, and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Morihiro 
Hosokawa pro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sian 
Forum, one similar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headquartered in Davos.

The idea of "Asian Forum", once being put forward, 
was unanimous accepted by the related Asian countries. 
On October 8 1999, Vice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met in Beijing with Fidel V. Ramos 
and Bob Hawke, who came to China 
especially for the Asian Forum. After 
the briefing by the initiators of the 
conceived forum, Hu Jintao sai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ways 
supports and attaches  importance to 
multi-level, multi-channel and multi-
form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dialog. 
He regar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orum a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understanding, trust,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study 
the idea prudently and positively and 
would provide all necessary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Meanwhile, Hu 
Jintao emphasized that since the 
recognition,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of the related governments 
were vital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orum, China would wish to get itself 
further acquainted with the responses 
of other countries on this issue. It was 
followed successively with positive 
responses from the governme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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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Meeting Theme, “Globalization & Free Trade: The Asian Perspectives” 

BOAO Forum For Asia Opens In Boao, Hainan China

Session of Bring Craftsmanship back to 
Manufacturing [scen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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