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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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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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春宴暨頒獎典禮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2017年春宴暨2016十大優

秀作品及分類獎頒獎典禮﹐上周末在百利金山餐廳舉

行﹐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莊雅淑(右五)出席﹐

與會長關本俊一同頒獎給十大優秀作品獲獎者﹐此次

獲獎作品種類多元﹐有靜物﹑動態﹑人物和動物與風景

等﹐大家一同歡慶也交流攝影技巧﹐場面熱鬧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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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3月23日﹐美國財富雜志官網公布了2017年全球領

袖人物榜﹐其中包括馬雲﹑張瑞敏﹑胡舒立這三位中國大陸

人和台灣總統蔡英文以及台灣裔美國企業家蘇姿豐﹒

馬雲名列榜單第二位﹒馬雲之後是羅馬天主教宗方濟各﹑

比爾·蓋茨夫人梅琳達·蓋茨﹑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

第七名到第十名都是政界名人﹐依次為美國總統的國家安

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台灣領導人蔡英文﹑美國參議員

麥凱恩﹑德國總理默克爾﹒而美聯儲主席耶倫﹑美國前副

總統喬·拜登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則分列第 17﹑23 和 31

位﹒

中國海爾集團領導人張瑞敏位居第24﹐財新傳媒領導人胡

舒立位列第47﹒而3歲就移民美國﹐在美國成才的超微半

導體公司負責人蘇姿豐博士名列第50﹒

這是財富雜志第四次推出世界領袖人物排行榜﹒榜上的

人物來自商界﹑政界﹑慈善﹑傳媒等各界﹒《財富》稱這些領

袖“改變世界﹐並鼓勵他人做同樣的事”﹒

關於馬雲﹐財富雜志表示﹐馬雲以意想不到﹑振奮人心的方

式利用他的新平台﹐作為自由貿易和慈善事業的倡導者﹐

論證像阿裏巴巴這樣的開放的電子平台可以幫助小企業

擴大顧客群﹐從而推動世界經濟發展﹒馬雲為了實現他的

願景﹐已經在敦促減少貿易壁壘﹒

在美國財富雜志讚揚馬雲的同時﹐最近紐約時報發表深度

報道﹐介紹了阿裏巴巴下屬的淘寶網假貨泛濫﹐將美國一

些中小企業逼上絕路的情況﹒報道說﹐隨著阿裏巴巴的全

球業務不斷擴大﹐其“假貨天堂”的惡名也不斷流傳﹐並在

多國受到法律挑戰﹒但是阿裏巴巴自稱致力於清除假貨﹐

還說自己只是中國“假貨經濟”的替罪羊﹒

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陸軍中將H.R.麥克馬斯特

名列財富雜志領袖榜第七﹒川普總統對於這位國家安全

顧問的選擇﹐廣受好評﹒財富雜志說﹐美國兩黨領導人都

歡呼川普的這個決定﹐現在的問題是﹐如果麥克馬斯特的

獨立思考和他忠於總統的職責之間發生了矛盾﹐情況會怎

樣﹖

節目介紹節目介紹﹕《﹕《電影藏密電影藏密》》是廣東衛視一檔關於是廣東衛視一檔關於““還原真還原真

實實””的大型紀實類影視賞析節目的大型紀實類影視賞析節目﹐﹐節目正是基於觀眾對節目正是基於觀眾對

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興趣之所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興趣之所在﹐﹐巧妙地把電影巧妙地把電影

中的虛擬與生活中的真實融合在一起中的虛擬與生活中的真實融合在一起﹐﹐從電影情節中從電影情節中

找出原型找出原型﹐﹐從電影片斷中發現真實的歷史從電影片斷中發現真實的歷史﹐﹐再通過再通過““藝藝

術與現實術與現實””的比照的比照﹐﹐在在““藝術與現實藝術與現實””既融合又剝離的過既融合又剝離的過

程中程中﹐﹐讓觀眾了解電影背後的真相讓觀眾了解電影背後的真相﹒﹒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每周日上午每周日上午1010點至點至1111點首播點首播﹐﹐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電影藏密電影藏密》》還原電影背後歷史真相還原電影背後歷史真相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VOA】美國總統川普星期一在白宮迎接了一組女性創業者和小

企業主﹐聽取她們介紹自己的人生經歷並讚揚她們對美國經濟的

貢獻﹒

川普在副總統麥克·彭斯﹑小企業管理局局長琳達·馬克馬洪和擔

任高級顧問的女兒伊萬卡·川普陪同下﹐在白宮羅斯福室歡迎這

些女性工商界人士的到訪﹒

川普總統說﹐增強工商界女性的能力並宣揚她們的成就是本屆政

府的一項“頭等大事”﹒

他說﹕“我的政府還將繼續倡導支持工作家庭的政策﹐包括讓人

們更容易支付和獲得育兒服務﹒這是伊萬卡·川普﹐---現在叫

伊萬卡·川普-庫什納了﹐一直在滿懷熱情﹑努力從事的事業﹒我

女兒﹐還有我在競選期間對此談了很多﹒伊萬卡一直在正視這個

問題﹒”

川普宣布﹐應德國總理默克爾的邀請﹐女兒伊萬卡將“很快”前往

德國﹐討論默克爾主導的有關工作場所中的女性問題的全國倡

議﹒

川普總統在白宮會晤女性工商界人士川普總統在白宮會晤女性工商界人士

BB22美南電視介紹

川普與一組女性小企業主在白宮羅斯福室會晤川普與一組女性小企業主在白宮羅斯福室會晤（（20172017年年33月月2727日日））

《財富》全球50領袖﹐含5華人

在在GG2020杭州峰會的一次會外活動中杭州峰會的一次會外活動中﹐﹐加拿大總理賈斯廷加拿大總理賈斯廷··特魯多特魯多(Justin Trudeau)(Justin Trudeau)和阿裏和阿裏
巴巴主席馬雲在阿裏巴巴的西溪園區拿龍蝦巴巴主席馬雲在阿裏巴巴的西溪園區拿龍蝦（（20162016年年99月月33日日）﹒）﹒馬雲和特魯多分別列為馬雲和特魯多分別列為
20172017年年《《財富財富》》全球全球5050領袖榜的第二名和第領袖榜的第二名和第3131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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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移民資訊

多项移民政策新规生效，主要涉及

到需要工作签证和学生签证的申请者。

（欧洲《星岛日报》） 中国侨网3月

23日电 据欧洲《星岛日报》报道，综

合近日媒体报道，从4月6日起，英国

多项移民政策新规生效，主要涉及到需

要工作签证和学生签证的申请者。

要点包括：

· 招聘一名非欧盟雇员：雇主每年

需支付1,000镑；

· 有工作经验者申请工签：年薪门

槛提高到三万镑；

· 16及17岁未成年学生必须是“真

学生”；

· 无犯罪纪录检查范围扩大；

· 在英国超期滞留30天，12个月内

禁止再次入境；

· 征收移民技术费，

等等。

移民技术费

英国政府宣布今年4月起将会向雇

主收取一笔移民技术费 (Immigration

Skills Charge)。中小型公司从非欧盟国

家引进雇员，需要为每名雇员每年向英

国政府支付1,000镑。小公司或者慈善

机构，需要每年为每名雇员支付364镑

。根据内政部界定，年营业额不高于1,

020万镑，或雇员人数不超过50人的公

司就是“小企业”。这笔钱将用于培养

英国本国的人才。

以下情况免于支付移民技术费：雇

员从事博士水平的工作；跨国公司内部

工作调动(Intra-Company Transfer)的大学

毕业实习生；在英国境内从Tier 4学生

签证变成Tier 2工签。

但是，从学生签证转为工签，在英

学习期间必须达到一定要求。内政部特

别强调，移民技术费将从公司的账户直

接划账，如果雇主没能支付全额移民技

术费，签证申请会被拒绝。

工签薪水门槛升高

4月起，申请Tier 2(General)普通工

作签证的有工作经验的申请者，大部分

的年薪要求都从2.5万镑提高至3万镑。

没有工作经验的申请者，门槛仍然

是2.08万镑。从事护士、放射性技师、

中学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中文

教师的人在2019年7月1日前薪水门槛

仍然是2.08万镑。

学生签证

18岁以下未成年学生签证的申请者

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必须要提供证明，表

明他们同意申请者赴英，以及在英国的

生活安排。此外，还需要提供申请者与

提供同意者之间的关系的证明。

16岁及17岁的未成年学生也要符

合英国的“真学生规定”(Genuine Stu-

dent Rule)，原先只要求18岁及以上的

学生需要符合这个规定。16岁及17岁

的申请者将会依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只有被视为违反移民法律风险高的人才

会被拒签。

所谓“真学生”，就是留学生的学

生身份必须货真价实，而不是把学生签

证弄到手就到英国打工的冒牌学生。

鉴别真伪学生的方法包括签证面谈

、签证持有者在英国停留的时间、是否

遵守移民法律、距离上一次学习的时间

、是否按时上课、学业进展、个人情况

、财务状况等。如果不符合这些规定，

就不会获得学生签证或者学生签证延期

申请被拒。

无犯罪记录检查范围扩大

需要提供海外犯罪记录证书(Over-

seas Criminal Record Certificate)的Tier 2

工作签证申请者范围扩大，将包括申请

在教育、医疗和社会护理部门工作的人

以及他们的成年家属。

中国的申请者需要提供的无犯罪记

录证明，通常是在当地派出所获得表格

，然后申请者本人在所在省市区的公安

部门办理。申办时需要提供身份证、户

口本及复印件。如果不是当地居民，需

要提供身份证、居住证、护照及复印件

。办理过程通常需要七天的时间。

所有申请如下部门工作岗位的非欧

盟移民在申请签证的时候，都需要提供

无犯罪记录证明：医疗服务及公共医疗

经理及主管、社会服务经理及主管、医

生、心理医生、药剂师、验光师、牙医

、足疗师、理疗师、语言治疗师、护士

、助产士、继续教育教师、中学教师、

小学及幼儿园教师、特殊教育教师、教

育部门内的高级教师、教育顾问及学监

、社会工作者、缓刑犯监督官，和其它

社会福利工作人员等。

移民医疗附加费

2015年起，非欧洲经济区国家的移

民申请赴英国工作、学习或者团聚，时

间超过六个月，都需要支付移民医疗附

加费。已经在英国的此类移民，申请签

证延期的时候也要支付这笔收费。

今年4月6日起，申请工签(公司内部

工作调动)签证的人，也要支付这笔费用

，每年200镑，家属支付的费用略少。

其他重要变化

4月6日起，签证过期超过30天的

人，离开英国后12个月内禁止再次入

境。现有规定是签证逾期不得超过90

天。

英國多項移民政策新規生效
持工簽者及學生受影響

石先生在人生不惑之年选择移民加

拿大萨省这个城市，以便让孩子选择新

的教育模式。石先生多年来一直担任广

州一家公司的高管，主要负责项目及财

务管理工作。多年的职场经历，使得石

先生对于本行业有着很透彻的了解。

根据自己的优势和短板，石先生选

择的是加拿大萨省企业家移民项目。这

个移民项目需要找到切实可行的项目并

提交完整的商业计划书。石先生多年工

作收入的积累，是最好的资金来源方案

。并且这部分资金用税务及社保的缴纳

清单就可以有效说明其来源合理合法。

石先生的移民之路花了三年多时间

。2013年6月递交初审文件，一个月后

收到档案号，2013年10月递交第三方认

证申请，2014年10月收到第三方认证报

告，2016年8月收到缴费和补件通知，

2016年12月收到打款通知。在这三年多

时间，石先生除了关注审理进度外，还

为儿子在国外读小学做好了准备。

点评：移民专家表示，萨省旧政移

民申请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便是针对申

请人资产与资产来源的第三方认证，因

此做到资产证明文件齐全，来源合理合

法且能有相应支持性文件是个案成功的

关键。提醒各位投资者，为顺利快速申

请，应充分准备好资产证明文件。

企業家移民、技術移民
成功申請者的經驗分享

移民，有人为了孩子，有人追求生活。每个办理移民的人，各有

各的精彩，各有各的无奈。无论你是选择热门的加拿大、美国，还是

小众的匈牙利、葡萄牙，移民过程都是一次“马拉松”，短的几个月

，长的需时几年，甚至几年之后还有可能“折戟而返”，这里既有政

策因素，也有运气成分。从本期起我们将推出系列移民故事，与读者

分享当中的经验与感受。

2009年准备申请加拿大技术移民之

前，白女士已为人母，在国内一家知名

的外企担任培训经理，拥有不错的收入

。决定移民加拿大，一来是对加拿大生

活的向往，二来培训师在当时恰好在加

拿大技术移民紧缺职业清单当中，为她

提供了低门槛移民加拿大的机会。在其

老板(业内一位知名专业人士)的推荐信

助力下，白女士的移民申请仅花了8个

月时间便获批。

登陆加拿大列治文市后，白女士了

解了当地的就业行情后选择了职业转型

，当理财顾问。在一位加拿大金融专家

，亦是一家担保公司老板的帮助下，白

女士经过培训考取了投资互惠基金牌照

和寿险基金牌照这两个珍贵的从业资格

证，仅用半年时间就成为一名金融理财

专业人士，还创办了公司。

点评：集团移民专家表示，移民后

如何快速找准方向，重新搭建属于自己

的职业道路非常重要。比如积极主动拓

展社交圈，理智选择适合自己居住的城

市，咨询专业的理财顾问等。像白女士

所从事的金融理财工作，主要是为华人

移民提供理财咨询，在华人聚居的地方

可以更方便地开展工作。

三年搞掂 多亏资产证明顺利
人物：石先生，44岁，硕士，儿子5岁
移民途径：加拿大萨省企业家移民

勇于转型 异国闯出一片新天
主人公：白女士，移民后做理财顾问
移民途径：加拿大技术移民

美国广播公司第7频道新闻网报

道，洛杉矶市长贾希提市长21日签

署了一份行政指令后，洛杉矶官方承

诺不会对联邦移民官员提供帮助。

洛杉矶警局一直以来都奉行不要

询问市民移民身份的政策，现在洛杉

矶市消防局和洛杉矶机场警方也将采

取同样的措施。

20号行政指令还会对那些待在

城市设施里的居民的信息保密。

贾希提说：“洛杉矶市不会询问有关

你从哪里来，说什么语言，是否信上帝等

问题，我们会尽力保证每个人的安全。”

自2014年以来，除非有法官签

署的逮捕令，洛杉矶警局不再为移民

和海关执法局提供相关的帮助。

联邦政府曾说，将会削减那些不

合作的城市和机构的经费。

洛杉矶警察局长查理•贝克

(Charlie Beck)说：“在洛杉矶，我们

不在乎你的肤色，你的父母来自那里

或者你说什么语言，我们都会一视同

仁提供服务。”

贝克还说，在拉丁裔社区，家庭

暴力案件已经下降了10%，而性侵犯

案件也下降了25%。

不过他也承认，这些变化与对移

民身份的恐慌没有直接关系。市长则

说，洛杉矶市的青少年中心、图书馆

和公园的登记人数也在变少。

贾希提说：“我们认为，很多本

地的家庭开始将孩子限制在家中，或

者让他们躲开执法和维护公众安全的

官员，因为他们都担心自己的移民身

份会带来麻烦。”

城市官员说，他们保护市民最好

的武器是提供明确的信息，这也是为

什么需要努力告知移民社区他们所拥

有的权利的原因。

洛杉磯市長簽署行政指令
加大對移民保護力度

纽约市长白思豪和市议长马丽桃

、市教育局长法瑞纳、市移民服务局

局长阿佳瓦21日宣布，移民局执法人

员不得进入纽约公立学校，除非持有

法庭搜查令。

自从特朗普总统颁布移民新政令

后，很多移民家长不敢送孩子上学，

他们也担心孩子在学校是否安全。鉴

于移民社区产生的恐慌，纽约市向公

立学校

发出应

对移民

局的指

南，指

导公立

学校如

何保护

在校学

生。

指

南制定

了具体

的程序

，指导

学校当局，当移民局要求进入学校或

查阅档案时，学校应该如何应对。根

据指南，当移民局人员要求进入学校

时，学校应该尽快核实其文件，在确

定移民局人员有资格进入学校之前，

应该把他们请到校外，而不得留在校

内等候；校长在回应移民局要求之前

，必须咨询教育局律师，然后通知学

生的家长，并且要求移民局必须出示

法庭搜查令才能进入学校。

纽约市政府还将在全市各地为学生

和家长举报移民权利讲座，同时承诺继

续为学生的移民身份保密。教育局不会

追查学生的移民身份，除非法律要求，

教育局也不会公布学生的任何信息。

白思豪表示，“我们一直以来都

很明确：我们会尽一切办法来确保联邦

移民行动不会伤害或威胁到纽约市民。

通过这份更新的指南，我们再度重审，

学校是一个安全的受保护的地方。我们

不会允许移民局人员威胁到学校所受的

保护，不允许他们打断学生上课，或做

任何伤害到学生的事情，学生的安全是

我们首要关心的问题。”

马丽桃表示，“我们限制移民局

进入学校、靠近学生和查看学生记录

，因为教师必须是一个学习的安全场

所。鉴于新的移民政策和加大的移民

执法，我们会尽其所能保护纽约人和

他们的孩子。”

纽约移民联盟称赞纽约市政府的

做法，认为这对保护移民学生和家长

、确保学校是安全之地至关重要。

紐約市力減移民恐慌
市長：移民局不得進公立學校

星期三 2017年3月29日 Wednesday, March 29, 2017



BB55美南時評
星期三 2017年3月29日 Wednesday, March 29, 2017

北韓又出新招？
北 韓 再

一 次 吸 引 了
全 球 目 光，
這 次 是 企 圖
從 外 國 銀 行
竊 取 鉅 額 財
富。 被 北 韓
鎖 定 的 國 家
遍 及 亞 洲、
歐 洲、 拉 丁
美 洲， 連 中
國 在 海 外 的

銀行也未能倖免。鎖定的機構可能超過 100
個。 

 2016 年 2 月，有人企圖經由網絡從紐約
的聯邦儲備銀行竊取孟加拉中央銀行的存款 9
億 5 千 1 百萬美元，如果成功，意味著這個
國家 GDP 的千分之六就此成為泡影。美國的

治安及資安人員抽絲剝繭後，判定這件案子與
2014 年的索尼（Sony）影業公司被駭客入侵
案有若干關聯，都是由國家主導的網絡犯罪，
矛頭直指北韓。

調查結果顯示，短短幾小時，駭客就完成
了大部份的竊盜作業。雖然銀行的各項安全防
範措施發揮了不少功用，但仍有美金 8 千 1 百
萬元轉入了在馬尼拉的一些個人帳戶。而馬尼
拉方面的追查結果顯示這些個人帳戶「客戶事
實上並不存在」，以致追索不易。

調查人員認為，駭客那次的攻擊對象還包
括越南及厄瓜多爾。

美國在追查孟加拉銀行那起案件時，發現
若干線索，顯示同一批駭客先後企圖下手的目
標包括波蘭、俄羅斯、墨西哥、烏拉圭、委內
瑞拉、智利、捷克等。

北韓這批駭客有 1,700 人，另外還有 5,000
人正在受訓或擔任監督、輔助角色。由於北韓

福音深處 健保挫敗後川普自信的根源
三月二十四日是美國總統川普執政的暗黑

日，他信誓旦旦要推出，取代前總統歐巴馬的健
保方案，就因為共和黨團內極端保守的眾院自由
黨團二十九名議員，認為新法改革不足，和歐版
舊法雷同；黨內溫和派議員也因修法影響太多選
民利益而反對，川普在估計支持票數不足下黯然
撤案；此案失敗可謂川普百日革新新政計劃中，
到目前為止最大的挫敗，川普甚為意外失望。

之前川普以防恐為名，簽署暫止回教七國民
眾入境美國的「驅穆令」，行使的是總統的行政
命令，遭到夏威夷等三州法院裁定暫止，開了其
任內總統令不出宮（白宮）的先例。而這一次修
法的改革失敗，則顯示出即使在共和黨佔多數的
眾院，總統卻因黨內反對，無法掌握眾院黨團投
票權的多數優勢，內憂外患宣告失敗，影響更為
深遠。 

川普上任以前，支持他的選民期待他掀翻華
府那些糾纏不清的利益集團，和其與國會議員掛
鉤的關係，回歸極大多數的真正老百姓的利益。
健保關係到百姓的生死存亡，這也是川普明知此
案關係複雜，想趁著大權初掌握炙手可熱，搶先
硬推的道理。

川版健保想要為保險產業引進自由市場競
爭、降低大多數美國民眾健保負擔，這特別針對
一些貧窮但生育多的農業州家庭和黑人家庭而設
計，可減少生計付出，可謂福音。但川版健保將
刪減雇主未為員工投保者的公共資助，加上是原
本納入歐記健保的基本福利，像生育和急診就醫
就不列入必須項目，民主黨估計若貿然實施，明
年起有 1400 萬人會失去這方面健保，就不是福
音了。

川版健保想要大砍藥費和醫界比例失衡的利
益，威脅到了保險公司、藥廠和醫界的既得利益，
這是民主黨輕而易舉的在之前推出聯名數千醫

師，也連署醫院簽名信反對他的癥結。民主黨誇
言終結歐記健保將使高達兩千四百萬美國民眾失
去健保保障，但是任其繼續下去，中央政府錢坑
愈挖愈大，不僅健保支持不下去，赤字擴大勢必
增加保費，使更多民眾繳不起健保費，家庭生計
堪憂。再說川普改革大政環環相扣，他想要省下
數百億美元健保支出，用來移做減稅、國防預算、
地方交通建設工程更新，作為經濟基礎的籌碼，
讓美國再偉大起來的計畫，也失去一個摃桿點。

再次慘遭滑鐵盧以後，下一輪次端出的亮
點，內政方面是稅改，國防方面朝鮮半島核武局
勢仍在引弓未發，外交上是眾所睹目的習川會，
後兩項都和亞洲、和美、中、台關係密切。川
普在內政上受到的挫折，會使他對對手更具危險
性，還是使他更加謹慎，避免火中取栗，改採踏
實溫和，力求雙贏的手段達成目標？

由於川普是政治素人，卻又喜歡予人君威莫
測的印象，兼以喜怒無常，率性而為，他國領袖
與川普互動，涉及國家顏面和國格，風險極大。
澳洲總理被他甩電話，墨西哥總統和他搞到惡言
交加，德國總理更遭到川普當面充耳不聞、不肯
握手的惡劣失禮待遇。凡此惡例事後都從人際關
係影響到國家關係。川普到底處世行事，以什麼
為準則，他的逆鱗到底在哪？他如何面對逆境和
失敗？做為唯一個超級強國的領袖，川普的習性
和信仰，就不只是個有趣問題，更是影響到千萬
人生計的國之大事。

 川普的母親瑪麗是愛爾蘭人後裔，父親老川
普來自德裔家族，民性都是以硬派作風見長。川
普父親雖是商人，他們早年發跡時，住在紐約布
魯克林區，後來遷到皇后區，則都是中產階級的
房區，直到他在這兩個地區因房地產致富，才得
以搬遷到曼哈頓。

對於華爾街的那些富豪來說，川普家族不是

真正的紐約上層人物，充其量是爆發戶。這解釋
了川普那些誇張和金光閃閃的川普大廈裝飾，和
他那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粗率言詞，他得要在群
鶴之中，爭取認同，刷出傑出的存在感。

中國人說三歲看到老，川普對媒體談過童年
最早的記憶是到了七歲，注重家庭教育，一心想
要兒女出人頭地的雙親，每星期都開車打老遠，
跨區從皇后區開到曼哈頓去，到那裡的大理石教
會，聽皮爾牧師講道。小川普也在教堂上主日學，
自幼從皮爾牧師那裏受到基督教的教義薰陶，讓
川普說出他的心，「始終在福音深處」的感想。

皮爾牧師是已故二十世紀美國最偉大的牧師
之一，他被譽為當代「人生教育大師和「 成功學
鼻祖」，他所屬的教派，隸屬北美歸政教會，早
期是荷蘭歸正教會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大理石教堂在一八五四年開堂，是美國最古老
的教堂。

皮爾牧師著作四十六本書，講道藉書本、雜
誌、 電視和廣播，打破教徒和非教徒界線，成
為最受歡迎的勵志和心靈安慰大師。 他的一生
跨越從大蕭條到美國經濟的黃金時代，曾創辦基
督教標竿雜誌，發行量達四百五十萬冊，每週在
NBC 傳到廣播四十五年，其名著 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 【 積極思考的力量】 〈 台灣譯 
【人生的光明面】〉，被譯成四十一國語言，在
全世界暢銷不衰。另外的暢銷名著【態度決定一
切】、【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兩書，更是
引用簡潔經文，人生故事，啟發正面思考，長期
在經濟蕭條，股市滑坡或社會動盪時，鼓勵無數
人走出困境，創造人性價值，書市暢銷不衰。

皮爾牧師活到九十三歲，他和老川普是好
友，兩家三代有跨世紀的深厚情誼，他兩次結婚
都是皮爾牧師在這所教堂替他主持婚禮，事實
上，從尼克遜到雷根、克林頓總統，都是皮爾牧
師的崇拜者。

但川普自認真的深受皮爾影響，川普很愛聽
他講道，更愛讀他那本經典名著【正面思考的力

量 】，並在自己書中寫下：「皮爾牧師總是讓人
培養一種對上帝非常正面的感受，這也讓我對自
己產生了正面感受 」。

反對川普的人們總是績效他曾經破產兩次，
支持他的人則認為他一再反敗為勝非常勵志。川
普十年前接受「今日心理學」雜誌訪問，說起
一九九 O 年初，他欠了幾十億美金債務，許多人
認為他玩完了，就是【正面思考的力量 】這本書
啟迪他，讓他重新獲得力量站起來。他說 ， 「 
失敗不再我的詞彙表中，不論是私下還是工作上 
」，更表示「 幫助我的，是我拒絕向負面環境認
輸，我從不對自己失去信心。正是這些來自基督
教 RCA 派皮爾牧師的基本教義，形塑了川普的
成功，和對手眼中川普式狂妄自大。

川普也自認，他自己的優點在於「快速學習，
自我改正」。成功來自奮鬥，而不是什麼也不做
的全然交託，把自己放到上帝手中，靜待天賜恩
典。有人認為川普不謙卑，不懂低頭禱告。到底
是不是誤解呢？對於有沒有藉禱告尋主啟示，川
普是這樣說的：

「我不確定我有過，我就是從那兒往前走，
努力作的更好，我不認為我有過，我認為，如果
我做錯了什麼，我想我就努力改正，我不把上帝
帶到那個狀況中，我不那麼做」。

而在「讓美國再次偉大」一書中，川普這樣
詮釋信仰的力量：

「事實上，我們根深柢固的宗教信仰，讓這
個國家變得偉大，信仰聖經經文和我們的成長成
功有很多關係，更多也是強調了基督教給這世界
帶來的作用。」

不管川普是不是堪稱標準的基督徒，他反正
是這樣自信了，而且認定即使一時失敗，必將再
起。只有上帝才有品鑒川普的權利，下一回合，
就看上帝的安排，抑或川普的奮鬥？

文：吳德里

的基礎設施落伍，他們都在海外工作，例如中
國、東南亞、以及歐洲等。北韓一般人幾乎不
可能出國，所以網絡駭客這個行業在北韓很吸
引人。

北韓否認從事駭客行為，反倒指責南韓破
壞北韓的網絡。不過南韓、美國等國的專家認
為，北韓這種行當可能從 1990 年代就開始了，
且實力有增無減。專家說，北韓是採行「水坑」
（watering-hole）策略，就是潛伏在網絡交
通繁忙之處，等待網絡用戶不經意的上鉤。

這就好像你在交通要道附近設置個水坑，
只要你耐心等待，總有人會因為好奇，或因為
大意，而不知不覺的接近水坑，甚至掉入水
坑。

駭客的作法，是在用戶上鉤後，將之導引
（redirect）至某一特定軟體，然後用戶按照
軟體指示下載病毒，就此受害。

美國的專家表示，現在已經可以看出北韓

有個全球名單，只是還沒有全面實行，而已實
行的也多遭阻裁。專家比較確定的是波蘭、墨
西哥及烏拉圭已遭北韓設置許多「水坑」，其
中墨西哥阻截了 14 次，烏拉圭阻截了 11 次。

波蘭的「水坑」最多，已發現的超過 20 處；
其次是美國，專家沒有說明數字，但強調「德
意志銀行美國分行、美國的 CoBank」都是駭
客的目標。CoBank 是美國全國的農業信用制
度之一環，放貸金額超過美金 3 千億元。

與這種駭客劫財類似的，是北韓以網絡駭
客從事勒索。去年 7 月，北韓的情報機構從南
韓最大的網購公司 Interpark 竊取了 1 千萬顧
客的個人資料，向 Interpark 勒索 270 萬比特
幣（Bitcoin），約合美金 28 億元。Interpark
向警方報案，截至今天為止，似乎沒有太明顯
的損失。

本報特約評論員 劉平 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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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維也納美泉宮動物園奧地利維也納美泉宮動物園，，雙胞胎大熊貓寶寶雙胞胎大熊貓寶寶““福伴福伴””和和““福鳳福鳳”。”。20162016年年88月月77
日日，“，“陽陽陽陽””和大熊貓和大熊貓““龍徽龍徽””通過自然交配產下通過自然交配產下““福伴福伴””和和““福鳳福鳳”。”。

巴塞爾鐘表展巴塞爾鐘表展
世界上最名貴的腕表都在這兒了世界上最名貴的腕表都在這兒了

泰格豪雅的首席泰格豪雅的首席
執行官執行官 JJean-Claudeean-Claude
BiverBiver 拿起壹塊真力拿起壹塊真力
時時EL PRIMEROEL PRIMERO 2121
腕表腕表，，以及壹塊泰格以及壹塊泰格
豪雅的運動手表來擺豪雅的運動手表來擺
posepose拍照拍照。。

海內外百余支風箏隊齊聚貴州海內外百余支風箏隊齊聚貴州 上演天空派對上演天空派對

當日當日，，首屆全國盤鷹風箏錦標賽首屆全國盤鷹風箏錦標賽、、第第1313屆世界風箏錦屆世界風箏錦
標賽暨第標賽暨第3434屆濰坊國際風箏會選拔賽在貴州萬山開幕屆濰坊國際風箏會選拔賽在貴州萬山開幕。。美美
國國、、德國等德國等2929個國家和地區的個國家和地區的3434支代表隊與中國支代表隊與中國7070余支余支
參賽隊伍同臺競技參賽隊伍同臺競技，，上演了壹場精彩的天空派對上演了壹場精彩的天空派對。。

打造中國科幻文化 NK01邁出第壹步
2017年的江蘇衛視春

晚，大張偉和NK01同臺
共舞，壹首《葫蘆娃》海
爆了全場。對於大張偉來說
，和機器人同臺演出或許
是第壹次，但對於NK01來說
，上臺表演和主持已經成
了家常便飯。自2015年底
誕生以來，不到兩歲的
NK01就已經登臺無數，
其影響力堪比壹線明星
。

誕生以來成績斐然
NK01是由壹家名叫

智造未來（北京）機器人
系統技術有限公司研發，
是中國首個外骨骼式機甲。

智造未來是全國首家大型載人
娛樂機甲公司，由壹群機甲科
幻迷組成，他們來自娛樂、軍工
、科研、遊戲、模型制作等各

行各業。對於公司的發展願景，CEO韓
雷表示：公司團隊著力建構能夠代表中國
本土文化的科幻世界觀《靈核世界》，並
為此耗費十年心血。在此基礎上，他們的
技術團隊致力於自主研發相關機甲娛樂產
品，以IP為依靠，以實體產品為支撐，
期望能夠打造出世界級的機甲，引領中
國本土科幻文化潮流。

據悉，NK01的首次亮相是在三裏屯
。當時NK01剛剛研制完成，CEO韓雷親
自帶它在三裏屯推進落地實驗。誰知幾個小
時後，機器人跟著主人散步的“三裏屯機

器人事件”在百度相關搜索結果中就達到
900萬條，當晚百度新聞收錄202篇，微
博閱讀量111萬，NK01壹炮而紅。

對於這點，CEO韓雷表示：壹直以
來，大眾對NK01的認識存在誤區，認
為NK01是機器人。而實際上NK01是
壹臺機甲，機甲與機器人的區別在於
是否有自主意識。NK01內部設置有
操作臺，由駕駛員操控，是壹臺穿戴
式外骨骼式機甲。

雖然NK01並不是大眾心中的智能
機器人，但這仍然阻擋不住它聲名大噪。
此後，NK01作為智造未來公司的代言
人，相繼參加了湖南衛視跨年晚會、
2016騰訊應用寶星APP之夜大典、吉
利博越上市發布會、華為P9首銷會、
理想音樂節、新浪2016中國時尚自媒
體大賞、倍格創業品牌戰略發布會、中
關村智造大街開街儀式、CCTV-2《創
業英雄匯》、CCTV-2《2016中國創業榜
樣》、四川衛視跨年晚會、江蘇衛視春
晚、深圳衛視《為夢想加速》、等諸多
大型活動；2017年初，NK01還在央視
大型真人秀節目《極客出發》中擔當主
持，獲贊連連。

功能強大NK01為機甲正名
NK01之所以能在這麼短的時間

內獲得如此聲譽，並不只是因為它造型
別致，外表炫酷。與壹般的自帶諸多強
大功能，它除了唱歌、跳舞、主持、互
動等壹般技能外，還能夠進行第壹視角
直播。綜合比較國內外機甲，NK01是
目前唯壹個能夠把演出過程以第壹視角
通過直播平臺或大屏幕直播的機甲，其
效果類似於鋼鐵俠的第壹視角。湖南衛
視跨年晚會後，NK01的第壹視角視頻
便在網上瘋傳，觀看效果極佳，給人壹
種和偶像面對面、手拉手的錯覺，
NK01也因此收獲粉絲無數。

除了直播畫面，NK01還自帶激

光掃描功能，駕駛員可以使用激光對
人或產品進行掃描、鎖定，同時在第
壹視角裏顯示相關數據。正是因為
NK01有如此炫酷的功能，它才能多
次參加各大衛視的晚會，與眾明星合作
互動，頻頻驚艷亮相。

現實虛擬共存NK01背後IP宏大
NK01除了機甲的身份外，還是

智造未來公司原創IP《靈核世界》的
主角，具有雙重身份。在現實中，
NK01是智造未來公司的產品，在虛
擬現實中，NK01是智造未來公司建
構的科幻世界觀和漫畫《Spirit英雄傳
》中壹個至關重要的人物。現實與虛
擬共存，這主要歸功於智造未來公司
建構的世界觀《靈核世界》。

《靈核世界》(《World Of Spirit
》)是智造未來公司自主創作的科幻IP
，也是公司的核心所在。原作者沈嘯
解釋：“靈核”即“靈魂核心”，譯
自“Spiritcore”，由誕生自互聯網、
擁有高度智慧和自我意識的電子生命
體“Spirit”制造，是具有自主思維能
力並且可以提供能源的核心，指壹切
擁有靈魂的生命中最內層的精神。
NK01便是“Spirit”制造的“靈核機
甲”。

NK01 是是“Spirit”制造的壹
臺具有自主人格的機器人，最初作
為患病少女kiana的智能型醫療護理
輪椅出現，擁有可以獨立思考的
大腦，能夠自由活動，體內裝備有各
種醫療設備，可以監控Kiana的生命
體征。後來，NK01成為人類制造機
器戰士和引起世界戰爭的關鍵人物，
由於壹系列突發事件，NK01被迫滯
留在太空300余年。

而當他重回地球，人類世界已經發
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舊世界的國家概
念大多已經消失，只留存有壹些據點，

人類、機器人、改造人、變種人、奇特
生物混合雜居，以不同的文化為核心發
展出了不同的文明形式。為了了解背後
的真相，NK01踏上了新的旅程。

打造中國科幻文化NK01是第壹步
無論是在現實還是虛擬現實中，

NK01的價值都不可估量。
在現實中， NK01創造的商業價

值，是同等價位的明星無法比較的，它
以吸睛的外觀和強大的功能成為娛樂行
業的壹代新星，也開啟了國內娛樂機甲
產業的市場。對於英國、美國、日本等
發達國家來說，大型娛樂機甲研發產業
日趨成熟，而在我國卻還是壹片藍海市
場，相關制造企業寥寥無幾。無論是在
外觀上還是表演形式上，娛樂機甲都以
其獨特的商業價值吸睛無數，英國外骨
骼式機甲Titan火遍全球就是壹個極好
的例子。就目前市場發展的趨勢來看，
國內娛樂機甲產業必將在未來幾年內產
生市場剛需。

在虛擬現實中，NK01是“Spirit
”的形象代言人。無論在虛擬還是在
現實中，它都是《靈核世界》這個宏
大IP的衍生品。對於公司制造NK01
的原因，韓雷表示：在世界強國紛紛
輸出自己文化價值觀的當代，中國要
遠遠落後於歐美和日本。為了向世界
傳達中國的聲音，傳播自己的科幻文
化，智造未來公司立誌做好漫畫、出
好產品，向世界證實中國科幻文化不
甘落後的決心。

韓雷對此深表信心，他透露：繼
NK01之後，智造未來公司正在著力
研發大型駕駛艙式機甲XX21，NK01
只是中國科幻走向世界的第壹步。在
中國科幻文化掘起的路上，智造未來
公司正在奮力前行，而且必將成為機
甲科幻文化的領路者！

中國國航波音787-9
夢想飛機首航巴西聖保羅

綜合報導 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壹架波音787-9
夢想飛機徐徐降落在巴西聖保羅瓜魯柳斯機場，這
標誌著中國國航使用新機型執飛北京—馬德裏—聖
保羅航線首航成功。

中國駐聖保羅總領事宋揚、副總領事石雷克、
商務參贊余勇、領僑室主任孫鵬遠，與中國國航聖
保羅營業部員工壹道，到機場迎接首航班機乘客和
機組人員，並給乘客贈送《市民自我保護手冊》和
《中國公民赴巴西聖保羅領區旅遊安全指南》，期
待廣大旅客高興而來、平安而歸。

宋揚表示，中國國航更換新機型、使用現代化
的大飛機執飛北京經馬德裏到聖保羅的航線，具有
重要的意義。這表明中巴的全面戰略夥伴關系在不
斷深化，中巴兩國人員往來在不斷增加，雙方的航
空需求也不斷擴大。希望中國國航增加運力，加密
航 班，為中巴兩國人民的交流與往來提供更大便
利和優質服務。

中國國航聖保羅營業部總經理師帥介紹說，此
前北京經馬德裏至聖保羅航線使用的是空客
A330-200型寬體飛機。自今年3月26日起，該航

線使用新的機型波音787-9夢想號，每周四、日
兩班，飛行時間為北京—馬德裏12小時，經停馬
德裏約2小時，馬德裏—聖保羅10小時至11小時
，全程約為24小時。該機擁有30個公務艙座位、
34個超級經濟艙座位及224個經濟艙座位。內部
設施均進行了優化和升級，飛行更加平穩、安靜和環
保，為乘客帶來更舒適的出行體驗。

師帥透露，從今年3月26日起至10月28日止
，國航航班調整為夏秋模式，將增加運力投入。國
航經營的客運航線將達到395條，其中國際航線

102條。通航國家和地區39個，通航城市180個，
其中國際城市64個。每周將為旅客提供超過8500
個航班、166萬多座位。

師帥表示，國航聖保羅營業部成立已有十年，
在巴西取得了壹定的知名度和認可度，我們對在巴
西的發展充滿信心，願意成為中巴乃至中國與南美
文化及經濟交流的主要橋梁。我們立足於服務華人
華僑，將繼續用放心、順心、舒心、動心的“四心”
理念回報於社會，使乘客更加舒適和滿意，為加深
中巴友好交往做出新貢獻。



Qingdao increased by 13.2 percent year-on-year, or 0.1 
percent month-on-month.
Several other second-tier cities and cities near Shanghai 
and Beijing have restricted housing purchases to calm 
China housing market.
NBS said 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 market in the first 
two months of 2017 climbed 8.9 percent year-on-year 
to more than 985 billion yuan ($143 billion), while 
housing sales rose 26 percent from the same period in 
2016 to over 1 trillion yuan.
The rise in investment and growth had surpassed 
expectations, according to analysts.
"Further tightening measures were expected in more 
cities including first-tier cities in March," Yan Yuejin, 
a housing market analyst, said.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introduced restrictions on 
property investments to prevent the speculative selling 
of property at high prices. (Courtesy en.yibada.com/
articles/) 

have local "hukou" (permanent residence permits) and 
anyone who own at least one house in the districts of 
Liuhe, Lishui and Gaochun will not qualify to buy a 
house. In addition, people in the main urban districts 
who have at least two houses will not be allowed to 
buy another home.
According to data released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the prices of new 
housing increased by about 37.3 percent year-
on-year in January in Nanjing.
Meanwhile, in Qingdao, authorities have also 
announced purchase restrictions. The city 
said that starting Thursday, March 16, people 
without a local "hukou" who want to buy a 
house in the urban area must provide records 
that show that they have paid at least a year's 
worth of income tax and made payments on 
their social security. Non-locals who already 
own a house or cannot provide such records are 
disqualified from buying a house in the urban 
area.
Based on data, the prices of new housing in 

significantly and property prices increased by over 20 
percent.
According to a report published on Feb. 9 by Hong 
Kong-based UBS Group AG, families in cities like 
Beijing, Guangzhou, Shanghai and Shenzhen need at 
least 17 times their annual income to be able to afford 
a home in their cities, Bloomberg reported.
In Beijing alone, home prices increased by 32.6 percent 
in 2016--a dramatic increase compared to the 8.4 
percent growth average personal disposable income 
in the city experienced. This makes it particularly 
harder for young and middle-aged Chinese families 
to purchase residential real estate without burying 
themselves in debt.
Although high property prices look impressive on 
paper, discretionary spending, a vital driver of the 
Chinese economy, suffers, according to Jacqueline 
Rong, an analyst at BNP Paribas SA.
“Mortgages and debts would suck up a large share of 
many home buyers’ income and savings, leaving less 
room for other expenses,” Rong told Bloomberg.
Soaring property prices in China’s major cities also put 
a huge dent on the dreams of its people, especially in 
a society where home ownership is a source of pride 
and a measure of success, particularly among young 
families. Despite the high cost of homes, the demand 
remains strong.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cles/)
Related
More Chinese Cities Impose Restrictions on 
Housing Purchases to Calm Property Market

In a bid to control the rise in home prices in China's 
property market, additional measures to restrict 
housing purchases were introduced by authorities in 
the cities of Nanjing and Qingdao.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ed that starting on 
Thursday, March 16, people in Nanjing who do not 

adding the authority expected interest from Japan, 
China, Norway and South Korea.
He estimated the land and terminal would help bring 
in an annual revenue of "between $100-$125 million" 
after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operation. Overall, the 
Panama Canal is expected to bring in $2.8 billion in 
revenue this year, he said.
Panama opened the long-delayed $5.4 billion 
expansion of the canal between the Atlantic and Pacific 
oceans last June, but it has since been roiled by claims 
of cost overruns and criticism after a series of incidents 
that saw ships hit the lane's wall.
Quijano said the canal had attracted 18.3 percent more 
tonnage between October to February, versus year-
ago levels, driven by a jump in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liquefied natural gas and container shipments. 
(Courtesy www.reuters.com/article)

Many Chinese people are struggling to meet monthly 
mortgage payments as China’s home market continue 
to bubble, an article by Bloomberg reported.
Like Us on Facebook
Aside from posing a risk to the banking sector, 
the property bubble in China may also hinder any 
economic growth as more income is spent on big 
mortgage payments instead of discretionary spending.
It has also gotten harder for Chinese people to secure a 
mortgage as lenders now require borrowers to make a 
30 percent to 35 percent down payment.

The dire situation 
of China’s home 
market is most 
evident in major 
cities such as 
Shanghai and 
Beijing, where 
retail sales growth 
rates dropped 

(1800.HK), its subsidiary China Harbour Engineering 
Company and China Railway Group (601390.SS)
(0390.HK) have shown interest in the project, he 
added.
This comes at a time when China is urging its 
companies to invest in infrastructure overseas as part 
of Beijing'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o improve 
global trade links.
China's state firms have in recent years already chalked 
up investments in key logistics nodes, including 
Piraeus in Greece and Bandar Malaysia, a major 
development project that is set to be the terminal for a 
proposed high-speed rail link between Kuala Lumpur 
and Singapore.

China's COSCO Shipping Corp (601919.SS)
(1919.HK), which owns stakes in port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Piraeus (OLPr.AT), has in the past 
approached the Panama Canal Authority about the 
latter's plans for the land, Quijano said.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there, definitely for some 

Chinese state firms have expressed an interest to 
develop land around the Panama Canal,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vital trade thoroughfare said, 
underlining China's outward push into infrastructure 
via railways and ports around the world.
The Panama Canal Authority will officially open 
a tender to develop about 1,200 hectares of land - 
roughly the size of 1,200 football fields - around the 
waterway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into a logistics park, 
after completing a five-year-long decontamination of 
the area, Chief Executive Jorge Quijano said.
"We have been talking to people here in China," 
Quijano told Reuters on Monday ahead of a meeting 
with the canal's advisory board in Shanghai.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rp (601800.SS)

of these Chinese companies to participate as a 
concessionaire, not just as a contractor to build 
something, but they can actually bid for the concession 
and then build," he said.
He did not say how much the authority expected to get 
by selling the concession to develop the land.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hina Railway 
Group and COSCO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requests for comment.
NEW REVENUE STREAM
Quijano said the canal authority will parcel out the land 
and grant concession agreements of up to 40 years, 
with the aim to develop infrastructure and buildings on 
land previously u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for 
target practice.
Also up for grabs is an operating agreement for a 
roll-on, roll-off terminal near the canal, the tender for 
which will be put out in the middle of 2017,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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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high property prices look impressive on paper, 
discretionary spending, a vital driver of Chinese economy, 
suffers. (Photo : Getty Images)

Nanjing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 (Photo/Getty Images)

A floating gate is opening to the Chinese COSCO container 
vesselAndronikos navigating through the Agua Clara 
locks during the first ceremonial pass through the newly 
expanded Panama Canal in Agua Clara, on the outskirts of 
Colon City, Panama June 26, 2016. (Photo/Reuters)

A sky view of the Panama Canal.

A fully loaded container ship passes through the Panama Canal.

China State Firms Eye Land Around
Panama Canal: Waterway Authority

Property Bubble In China May Drag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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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笑/休斯頓報道）全球最大規模的慶祝西部牛仔文
化的休斯頓牛仔節暨畜牧展（HOUSTON LIVESTOCK SHOW
AND RODEO）迄今已有85年的歷史，已成為美國南部地區每
年一度的傳統盛事。剛剛落下帷幕的第85屆休斯頓牛仔節，不
僅遊覽人數突破260萬人次，創歷史新高，還打破多項歷史記錄
，其為休斯頓帶來4億美元的經濟效益，遠超第51屆超級碗
（Super Bowl）為休斯頓帶來經濟收益。

休斯頓牛仔節暨畜牧展（簡稱“休斯頓牛仔節”）活動始建
於1932年，擁有85年歷史的牛仔節每年三月都會在休斯頓如期
舉行。3月26日剛結束的為期三週的牛仔節遊覽人數高達261萬
1176人次，比2013年的紀錄多10萬人次，再創歷史新高。其
中，為期三天的世界杯冠軍BBQ大賽（World’s Champion-
ship Bar-B-Que Contest）接待22萬6369人次，3月2日遊客
量達4萬7883人，打破開園日單日遊客記錄。此外，3月18日
單日遊客量高達18萬5667人次，比德州第十六位的城市總人口
量還多，觀看演唱會人數更是達到137萬0263人次。

休斯頓牛仔節還是當今最富有的，定期舉行的牛仔競技活動

，2017年獎金總數高達217萬美元，吸引了世界排名前50名的
最優秀的牛仔前來休斯頓參賽。除了牛仔競技、畜牧展和演唱會
，每年一度的牛仔節也是青少年的盛會，今年旅美油畫家張要武
學生位航（Andy Wei）的作品“永恆”（Timeless）拍
出23.5萬美元的高價，打破前幾屆紀錄。2017年休斯頓
牛仔節向德州青少年發放獎學金總額達2606萬5510 美
元。迄今為止，休斯頓牛仔節在獎學金、研究項目、青
少年繪畫拍賣等項目上貢獻了近4.3億美元。

每年一度的休斯頓牛仔節不僅提供一個展示德州文
化與傳統的重要平台，還為休斯頓帶來了不菲的經濟效
益。據估計，2017年牛仔節為休斯頓帶來約4億美元的
收入，刺激當地酒店業和旅遊業的蓬勃發展，遠遠超過
2017年2月剛結束的第51屆超級碗（Super Bowl）為休
斯頓帶來3.5億美元的經濟收益。

休斯頓牛仔節首席執行官喬爾•考利（Joel Cowley
）表示，休斯頓牛仔節致力於打造一個獨一無二的集教
育和農業展覽、牛仔競技、娛樂嘉年華、演唱會、燒烤

大賽于一身的娛樂盛事，為遊客提供世界一流的娛樂體驗。休斯
頓牛仔節的影響力和經濟價值也將逐年增加。

2017休斯頓牛仔節遊覽人數創歷史新高
商業價值超越超級碗

牛仔競技比拼牛仔競技比拼。（。（楊笑楊笑//攝影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這幾天天氣溫暖和煦，但好
天氣恐怕到昨天(周二)止步，今天(周三)開始變天。根據氣象預
報顯示，各地雲量漸增，有一暴風圈慢慢成形，往德州東南部
移動，將有可能會帶來暴風雨，提醒民眾事前做好防災與防洪
準備。

今日天氣溫度與昨日相似，但由於帶有強風的強烈氣旋影
響，風暴預測中心(The Storm Prediction Center)表示，德州東
南部包括大休士頓地區、休士頓都會區都將受到嚴重的鋒暴侵
襲，暴風雨很有可能在空曠地區造成具毀滅性的風勢、冰雹與
龍捲風，提醒民眾要注意防災，並小心降雨量帶來的淹水危險

。
今日降雨機率高達80%，最嚴重的降雨量將落在下午持續

至入夜，周四早晨也會有零星降雨，但氣溫維持在攝氏26度
，將形成濕熱的天氣，周四過後又回到晴朗多雲天氣，提醒民
眾出門前留意氣象預報，攜帶雨具。

另外，休士頓近年來平均每一年都會遇到至少一次的洪水
災情，保險經紀業者建議，避免颶風來臨時造成的淹水災情，
建房時要考慮排水，加強排水系統，後院低的房屋兩側要增修
排水通道。室外可加蓋防雨棚，建議民眾預先購買泛澇險，隨
時留意天氣預報，盡量避免外出，注意人身安全。

今變天！暴風逼近休城恐降冰雹
遊客駐足觀看青少年藝術作品遊客駐足觀看青少年藝術作品。（。（楊笑楊笑//攝影攝影））遊覽人潮不斷遊覽人潮不斷，，帥氣牛仔造型吸睛帥氣牛仔造型吸睛。（。（楊笑楊笑//攝影攝影））遊覽者在冠軍品酒花園遊覽者在冠軍品酒花園(Champion Wine Garden)(Champion Wine Garden)輕鬆小憩輕鬆小憩。（。（楊笑楊笑//攝影攝影））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於1990
年成立的德州東北同鄉會，過去27年
來不斷的凝聚東北老鄉打拼，無私奉獻
的精神，行善不落人後，已形成僑界一
股中堅的力量，周日下午舉行的企業論
壇和晚間登場的晚宴和晚會，就是這股
力量的具體呈現。

德州東北同鄉會2017 年度大會，
於當天晚間六時在珍寶樓盛大舉行，席
開五十多桌，近六百位東北老鄉，政要
代表及休市各社團領袖歡聚一堂，傳承
該會＂團結友善，增進交流，互相幫助
，共同發展＂的宗旨，新老會長紛紛上
台致詞，介紹東北同鄉會四年來的成就
。如過去擔任四年會長的李秀嵐，介紹
該會努力豐富了社區文化生活。如：
舉辦了＂德州最強音歌曲大賽＂； 加
強老鄉的聯系，舉辦了具有東北特色的
＂家鄉餃子宴＂； 舉辦了 「 讓愛成就
夢想」 的慈善音樂會； 資助盲童姜明
明赴美參加鋼琴大賽； 並協辦了第二
屆美南國際鋼琴大賽，把愛帶回東北家
鄉。也舉辦了 「 紀念二戰暨抗戰勝利
七十周年音樂會」 ，及連續三年參加中
國人活動中心舉辦的＂擁抱春天＂的演
出。在2016 年＂擁抱春天＂演出中，

東北同鄉會演出
的東北大秧歌榮
獲一等獎。他們
還連續四年參加
美南地區的春節
園遊會活動，以
及連續四年參加
「 愛心組織」 主

辦的為貧困學生
捐贈學用品活動
， 累 積 捐 款 達
1200 多元。此外
，去年也辦了安
徽等地的水災捐
款，代表了我們
東北老鄉的一份
愛心。另外，李
秀嵐會長還提到

他們向市政府申請了 「 東北日 」 ，如
今四月三日是我們的 「東北日 」 ，以
及透過吳曉萍副會長的幫忙填詞譜曲，
德州東北同鄉會也有了他們的會歌。

新任會長張玉誠在致詞時表示：
在歷屆會長及理事會成員的共同付出和
努力下，德州東北同鄉會已發展壯大成
為美南地區最大的社團之一。希望老鄉
們誠信，攜手團結包容呵護，關心支持
我們的東北同鄉會，展示東北人真誠，
豪邁，擔當的精神，共同為實現我們的
中國夢而努力。

當晚的貴賓還包括中國駐休斯頓總
領館代表劉紅梅副總領事，她不僅主持
了新老會長張玉誠，李秀嵐會長的交接
儀式，還在致詞時提到 「 東北三寶」
的另 「 三寶」 即東北菜，東北話，東
北人。她說：東北人真誠，善良，率直
，非常講義氣。過去四年，德州東北同
鄉會在李會長的帶領下，搞慈善，促進
中美友好及中國統一大業，衷心祝福東
北同鄉會更上層樓。

當天出席的貴賓還有州議員吳元
之（ Gene Wu ), 國會議員Al Green 的
代表譚秋晴女士，及國會議員Pete Ol-
son 的代表張晶晶女士，他們各自上台

作簡短賀詞，張晶晶則帶來禮物，贈送
新，老會長紀念品。

另外，休斯頓市長Sylvester Turn-
er 也發來賀信，宣佈四月三日是 「 德
州東北同鄉會日 」 ，以及遼寧省僑務
辦公室，吉林省歸國華僑聯合會，黑龍
江省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以及沈陽巿
歸國華僑聯合會----- 都發來賀信祝
賀，最後由德州東北同鄉會全體理事登
台演唱 「 東北同鄉會」 會歌，為會場
帶來高潮。

下半場的聯歡晚會，由張黎波，許
涓涓，姜晗主持。晚會上邀請到國家一
級演員，川劇變臉大師崔詠梅，她以精
湛的變臉技藝贏得台下如雷的掌聲，還
有旅美男高音歌唱家唐繼肖演唱 「 牡
丹之歌 」 ，他曾獲深圳＂十大歌手＂
第一名、＂荔枝杯＂聲樂比賽一等獎、
，＂中國民歌＂比賽一等獎，其地還有
本地的唱將朱冬梅演唱＂七月的
草原＂及蔡毅的男聲獨唱＂新不
了情＂以及由楊萬青，閆亦修，
姜晗，陸曦表演的木管樂合奏 「
葬花吟」 ，都為大會增添了份量
。

聯歡晚會上也進行各種抽獎
節目及義賣活動。其中以山東同
鄉會榮譽會長豐建偉捐出的他從
兩會帶回具歷史意義的紀念冊拍
賣，被山東同鄉會副會長黃云忠
以七百元購得，特別引人注目，
而當天晚會的最大獎： 50 吋
LED 電視機則由東北同鄉會的詞
曲作者，美國肖邦國際藝術中心
音樂總監，吳曉萍音樂工作室校
長吳曉萍女士獲得，的確是實至
名歸。

德州東北同鄉會由著名畫家
，慈善家王綺女士於1990 年創
立至今，已歷27 春秋，從最初
的幾十人至今天的數千人，各新
老會長來自海峽兩岸，大家都為
促進中美兩岸和平，增進各族裔
的團結，和諧，奉獻了力量。

德州東北同鄉會成立27 周年暨2017 春季聯誼會
周日以企業論壇，晚宴和晚會形式舉行，近六百人與會

圖文：秦鴻鈞
東北同鄉會2017 德州華商企業交流展覽會，於周日（ 3 月26 日 ）

下午四時在珍寶樓舉行，為企業界朋友們相聚，相識，共同探討長遠發展
之計所提供的一交流互動的平台。

交流會由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鋆主持。該展覽會邀請到稅務和公
司組建專家信心，以及三位在美國不同領域成功創業的企業家李兆瓊、俞
斌和陸揚，作為交流會的主講嘉賓，分享他創立公司的專業知識和在美創
業的成功經驗。

東北同鄉會2017 德州華商企業交流展覽會
年度主題： 中小企業如何在美國創業和發展

圖為德州東北同鄉會在年會上舉行交接典禮圖為德州東北同鄉會在年會上舉行交接典禮，，由會長李秀嵐由會長李秀嵐（（
中中 ）） 交棒給新會長張玉誠交棒給新會長張玉誠（（ 右一右一），），而由總領館副總領事劉而由總領館副總領事劉
紅梅紅梅（（ 右二右二 ）） 監交監交，，旁為主持人許涓涓旁為主持人許涓涓（（ 左二左二 ），），姜姜晗晗（（
左一左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德州東北同鄉會全體登台演唱圖為德州東北同鄉會全體登台演唱 「「 東北同鄉會會歌東北同鄉會會歌 」」 。（。（ 左一左一）） 為為
該會歌詞曲作者吳曉萍校長該會歌詞曲作者吳曉萍校長。（。（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