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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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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勝學院智勝學院
學院上課地點學院上課地點: KIPP College Prep,: KIPP College Prep, 84408440 Westpark Drive,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6377063
辦公室地址辦公室地址:: 6203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77036
垂詢電話垂詢電話:: 713713--777777--16881688
網站網站: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微信公眾號““AAHoustonAAHouston”﹐”﹐歡迎大家關註歡迎大家關註﹒﹒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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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城之戀傾城之戀》》張愛玲改編愛情故事張愛玲改編愛情故事

【VOA】美國國務院周三宣布﹐國務卿蒂勒森將於下周在意大
利出席七國集團外交部長會議後前往俄羅斯訪問﹐將討論烏
克蘭﹑反恐問題和雙邊關係﹒
在外長會議4月11日結束後﹐蒂勒森將前往莫斯科會見俄羅
斯外長拉夫羅夫﹐討論烏克蘭﹑反恐問題和雙邊關係﹒
國務院代理發言人特納在聲明中表示﹕“這次出訪是我們努力
與俄羅斯高級官員保持直接溝通的一部分﹐並確保美國的意
見得到明確的傳達﹐包括明斯克協議實施的後續步驟﹒”

俄羅斯外交部確認了這次行程﹐並指出這將是首次將蒂勒森
作為川普政府的最高外交官接待﹒
周三發表的聲明列舉了雙方要討論的問題﹐包括打擊恐怖主
義﹑敘利亞﹑朝鮮以及其他一些問題
聲明中說﹕“烏克蘭的局勢不容忽視﹐重點在於基輔需要遵守
明斯克協議規定的義務﹒”
4月9日至11日在意大利盧卡舉行的外長會議是七國集團會
議是川普總統將於下月出席的七國集團峰會的前奏﹒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劇情介紹﹕該劇根據中國傳奇女作家張愛玲經典小說
《傾城之戀》改編﹒由中國中央電視台改編電視劇﹐陳
數﹑黃覺﹑王學兵和劉一含等人主演﹒故事背景在上
海和香港﹐描述上海大戶人嘉千金白流蘇與多金瀟灑
單身和范柳原的愛情故事﹒

播出時間﹕周一至周五晚間 8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首
播﹐周二至周六凌晨5時至6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VOA】美國一家上訴法庭裁決﹐依據一項
禁止在工作場所歧視行為的民權法律﹐男
女同性戀和變性者的權益也要受到同樣保
護﹒
在芝加哥的美國聯邦第七巡回上訴法庭星
期一以8比3的表決通過裁決﹐成為美國第
一家如此解釋相關民權法的聯邦上訴法
庭﹒
美國印第安納州一個社區學院的女教師海
夫利指控﹐社區學院由於她是同性戀而拒
絕雇她為全職教師﹒
以前所有聯邦上訴法庭的裁決都說﹐1964
年的民權法案保護雇員不得由於種族﹑膚

色﹑宗教﹑原國籍或性別而受到歧視﹐但是
不包括性取向﹐因為國會在法案中沒有寫
入有關性取向的明確條款﹒喬治亞州亞特
蘭大的三名法官組成的審判團上個月剛剛
做出這樣的裁決﹒
川普總統就職後不久宣布﹐他的行政當局
將繼續維持奧巴馬總統簽署的行政令﹐禁
止聯邦政府的合同公司出於性取向而歧視
雇員﹒不過﹐川普總統最近推翻了奧巴馬
總統的一項政策指南方針﹒根據奧巴馬總
統的這項指針﹐美國所有公立學校應允許
變性學生自行選擇使用哪個性別的洗手
間﹒

在阿肯色州小石城舉行的一個國際同性戀會議上在阿肯色州小石城舉行的一個國際同性戀會議上﹐﹐一名婦女手舉象徵一名婦女手舉象徵LGBTLGBT權益的彩虹旗權益的彩虹旗﹒（﹒（資料照片資料照片））

BB22美南電視介紹

美法庭歷史性裁決美法庭歷史性裁決﹕﹕保護保護LGBTLGBT工作場所權益工作場所權益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ddresses the press before a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ddresses the press before a
meeting of NATO foreign ministers at NATO headquarters in Brussels,meeting of NATO foreign ministers at NATO headquarters in Brussels,
MarchMarch 3131,, 20172017..

美國務卿將訪問莫斯科美國務卿將訪問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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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笑/休斯頓報道）一名就讀於休斯頓
大學酒店管理專業的 27 歲越南裔學生 An Vinh
Nguyen於3月31日晚失蹤。Texas EquuSearch機構
呼籲民眾幫助尋找該失蹤男子，積極提供相關線索
。

據親友稱，Nguyen 於 3 月 31 日晚從朋友公寓
離開後再無法聯絡。其朋友公寓位於 8125 Mills
Road ，距離Nguyen的住宿大約15分鐘車程。當晚
，Nguyen離開時稱要回家寫論文。第二天一早，
Nguyen本應該去位於Tomball的Ella Eyes工作，但
是他並未出現，也無人能夠聯絡到他。

Nguyen本應該搭乘上週日（4月2日）的飛機

前往Fort Lauderdale參加工作面試，但資料顯示，
沒有Nguyen的登機記錄。

消息稱，An Vinh Nguyen最後一次出現的時間
是 3 月 31 日晚，失蹤時身穿一件淺黃色 T 恤衫。
Nguyen身高5尺6寸，黑色短髮，棕色眼睛，體重
約 140 磅 。 Nguyen 駕 駛 一 輛 帶 有 德 州 車 牌
HJB-5077 的橙色四門吉普自由俠越野車（2016
Jeep Renegade），該車身的副駕駛和後車門均有明
顯凹陷。

警方呼籲民眾，如有任何An Vinh Nguyen的線
索，請聯繫哈里斯郡警察局 713-755-7427 或致電
Texas EquuSearch 機構281-309-9500。

休斯頓大學在讀亞裔學生失蹤 警方呼籲民眾提供線索

NguyenNguyen失蹤時駕駛的車輛失蹤時駕駛的車輛((右右))。。以茶入甜點以茶入甜點 實踐餐管學生趕工千顆桂圓酥實踐餐管學生趕工千顆桂圓酥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推廣台灣美食軟實力，宣傳
特色茶點文化，在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教育組組長周慧宜牽線
下，實踐大學餐飲管理學系由系主任高秋英(Joy Kao)帶隊，率領

八個學生參加糖城美酒
佳餚展(Sugar Land Wine & Food Affair)，創下首次國外大專
院校參展紀錄；美酒佳餚展昨日登場，學生們也在美而廉
麵包店的協助下，積極趕工製作1000顆桂圓酥，希望能在
活動上行銷台灣美食，增加能見度。

糖城美酒佳餚展主要在於推廣各國美食文化，自昨天(6
日)登場，將持續至9日落幕，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廚藝高
手同場競技。活動分成不同主題，實踐大學餐管系學生將
參加8日的美酒與美食搭配活動，屆時以台灣風味的水果龍
眼做基底，做出香味濃郁的桂圓酥，展現台灣茶點特殊魅
力。
首度帶學生前來休士頓參展，曾在德州理工大學取得餐旅管

理碩士學位的高秋英直說，這次的參展， 「彷彿是回娘家」。由
於鼓勵學生與國際接軌，以往都帶學生前往歐洲發國等地參展，

在喬治基金會(George foundation)一次參訪實踐大學的機緣下，
受邀參加休士頓當地美食展，為讓學生感受異地文化學習，於是
透過選拔競賽，挑選八位優秀學生參展，希望不只增加學生的國
際視野，也讓更多人能認識台灣。

這次參展將以台灣著名茶文化出發，而品茗需要茶點輔佐，
一般廣為熟知的就是鳳梨酥，在台灣一年有400億商機；但是，
除了鳳梨酥外，或許能開發出更極具創新的茶點。因此選用龍眼
乾，搭配黑糖麻糬、綠豆沙和蓮蓉等內餡，製成表皮金黃酥脆的
桂圓酥，希望贏得主流社會青睞。

隨著參展時間接近，學生們也在美而廉麵包店負責人王明的
協助採買原料和提供場地，努力製作1000顆桂圓酥，雖然對於
第一次參展感到緊張，但學生們依然聚精會神動手趕工，希望到
時能讓主流社會驚艷。大四生陳俞華說，感謝各界協助和幫忙，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會好好努力表現。

在系主任高秋英在系主任高秋英((左四左四))帶領八位學生帶領八位學生，，
在實踐校友會榮譽顧問鄭昭在實踐校友會榮譽顧問鄭昭((左六左六))與美與美
而廉負責人王明而廉負責人王明((左一左一))協助下協助下，，希望推希望推
廣台灣美食廣台灣美食。。((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餐管系學生努力趕工餐管系學生努力趕工
製作製作 10001000 顆桂圓酥顆桂圓酥。。((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休士頓長春會4月1日下午在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辦舉
行4月份月會，除舉辦慶生及會員大會外，還邀請到中醫
師謝同來分享 「防治三高─血糖、血壓、血脂」的健康資
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及休士頓華
僑文教中心主任莊雅淑皆到場與長春會的長者們同歡，莊
雅淑還特別和長者們分享台灣高品質的醫療服務；她引用
2012年美國國家地理頻道紀錄片《亞洲新視野：台灣醫
療奇蹟》中的資料， 「台灣醫療技術在國際間享有盛名，
於全球前200大醫院中台灣就占了14家，僅次於美國及德

國，排名全球第三，也是亞洲第一。」來鼓勵長者能多多
利用台灣豐富且優質的醫療資源，能選擇台灣進行醫療或
健檢服務。而謝同則在講座中針對糖尿病、高血壓及高血
脂症，幫助長者認識可以利用食療、食補等方式來達到降
低血糖、血壓、血脂功效。他並且提醒長者要均衡攝取各
類食物、定時定量、攝取含高纖維食物等，並且要慎選食
物烹調方式、避免喝酒等注重身體保健，該活動吸引休士
頓耆英百人參與，場面熱烈。

休士頓僑教中心分享台灣醫療技術亞洲排名第一資訊
鼓勵美南地區僑胞自費體驗台灣醫療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右右22))、、該會柯志佳會長該會柯志佳會長((右右11))、、許碧珠副會長許碧珠副會長((左左
11))與與44月份生日長輩壽星合影月份生日長輩壽星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各僑務榮譽職人員、僑團負責人以及僑團代表: 為凝
聚休士頓地區僑胞的熱情及愛心，提供中華民國台灣僑胞
、旅外國人、度假打工青年及留學生在遭遇緊急危難時之
即時關懷與必要救助，發揮休士頓僑界服務社區能量，形
塑僑界之正面形象，謹訂於106年4月8日下午3時30分

假休士頓僑教中心203會議室舉辦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
救助協會成立大會暨第一次會員大會」，敬邀蒞臨出席與
會。

休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籌備會召集人
葉宏志、黎淑瑛、 劉秀美、 甘幼蘋 敬邀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成立大會暨第一次會員大會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向與會會員介紹台灣優質醫療服務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向與會會員介紹台灣優質醫療服務，，鼓勵僑胞鼓勵僑胞
自費體驗台灣醫療自費體驗台灣醫療。（。（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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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 ) 第十二屆 Woodlands
藝術節，將於今天開鑼，展開連續三天的藝術美食
盛會 (4 月 7 日星期五上午十一點至下午六點、4 月
8 日星期六上午十點至下午六點、4 月 9 日星期日上
午十點至下午五點 )。舉辦地點位於休士頓西北區
Woodlands 市中心的綠地公園。

現場將有超過二百位以上的優秀藝術家呈現繪
畫、陶藝、數位藝術、玻璃藝術、珠寶首飾、皮革藝
術、金屬藝術、以及攝影、雕塑、木雕等。

Woodlands 藝術節在德州是被排名為第一的藝術
節，在全美近六百個藝術節當中，亦高居第三，去年
有超過一萬九千人參加。現場亦將有藝術表演、娛樂
演出，Woodlands 藝術聯盟與兒童博物館也舉辦一系
列兒童活動，周六及周日同時還有「美食家」舞台，
十六位廚藝出眾的廚師們將現場展示手藝。

Woodlands 位於休士頓西北區，就位在州際公
路 45 旁，有著非常現代化的商業區與住宅區，近
六千畝的綠林公園，公園中有許多步道、單車道，

德州最大藝術節 The Woodlands Ar ts  Fest iva l
連續三天藝術視覺與美食的饗宴  今日閃亮登場

並有運河可供遊覽。藝術節展出地點為 2099 Lake 
Robbins Drive,The Woodlands。 主 辦 單 位 為 非 營 利
組織 The Woodlands Art Council，藝術節盈餘將作
為發展社區藝術，以及支持年輕藝術家。購票可至
thewoodlandsartscouncil.org/shop 或現場購票。停車資
訊，請瀏覽 woodlandsartsuncil./parking。成人票上網
購買為 $ 15.00（現場入口售票為 $ 17），12 歲及以
下兒童可免費入場。

愛樂情深暢享三十    
大型音樂會  曲目融合多元  精彩可期

( 本報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 ) 是什麼樣的
力量，讓人三十年如一日，深情未曾間斷？是
什麼樣的力量，讓百人排除萬難，每周六固定
齊聚一堂練唱，歷經六百個日子？是對音樂如

火焰般的熱情，是對故鄉的回憶眷戀，是對生
活中結交一群難得朋友的承諾，也是對身為華
人在美國能綻放光芒的期許，為了慶祝成立
三十周年，美南大專聯合校友會將於 4 月 22
日晚間七時，在糖城 Baptist Church 舉行「愛
樂情深暢享三十音樂會」。

音樂沒有界線，聲音展現的就是融合之
美。這個音樂會，也以「融合」凝聚出無比的
力量，不僅融合休士頓地區十個合唱團的優秀
成員，含括老中青三代樂界好手，曲目的設計
也精心挑選了美國、台灣諸多優美的旋律，融
合不同時代、背景、地域、文化的元素，包括
中英文藝術歌曲、德州歌曲、校園歌曲、台灣
民謠、族群和諧的客語台語原住民歌謠組曲等
等，精彩可期。

音樂會指揮張廖莉娜老師，剛從台灣完成
與省交響樂團的合作演出歸來，她表示，三十
多年來，有幸能結交休士頓這群愛樂朋友，大
家對音樂的熱愛始終持續不減，所以當決定要
為校聯會慶祝三十周年舉辦音樂會時，便把音
樂會定調為「愛樂情深暢享三十」。演出的風
格非常多樣化，有大合唱、小合唱、弦樂獨奏、
弦樂合奏、男女獨唱、音樂演奏和舞蹈表演。

Axiom 弦樂四重奏將演出海頓的弦樂四重
奏、與拉威爾的詼諧曲。糖城浸信會成員並將

受邀與合唱團一起演唱神劇以利亞的詠嘆調、
以及愛爾蘭民歌。獨唱曲包括台灣民謠、還有
家喻戶曉的「在水一方」。合唱部分，中文歌
曲包括蔣捷的「聽雨」、蔣勳的「願」；還有
經典中的經典「上山」，由胡適作詞，趙元任
作曲，唱出人生無論遭遇多少困難坎坷，只要
堅定信念、朝著目標努力前進，最終必定能攀
上頂峰，觀賞日出美景。

英文曲目包括風靡世界的讚美詩《你鼓舞
了我》「You Raise me Up」、美國深受歡迎
的愛國歌曲共和國戰歌「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以及德州組曲「Texas Medley 」。

還有台語、原住民、客家民謠等組曲，串起了
「永遠的故鄉」。校園民歌一直是許多華裔人
士共同的最愛，這次也選出聽泉、橄欖樹、阿
美阿美、今山古道、秋蟬等等組曲，讓大家重
溫過往那段美好時光的回憶。

喜愛音樂的人，能在韻律中發現美的含
義，因為歌詞裡蘊藏著希望。歡迎民眾踴躍參
與這場難得的音樂盛宴。演出時間：4 月 22 日
晚間七時。地點：在糖城 Baptist Church。贊助
票 20 元，VIP 票 100 元，聯絡電話：林宏正
713-669-9483，Wendy Lam 281-370-9404， 
Aileen Teng 832-526-7373。

指揮張廖莉娜老師

美南大專聯合校友會合唱團

台灣孫文學校總校長、台大教授張亞中將於四月廿六日
在休斯頓Clarion Inn 舉行專題演講

（本報訊）台灣孫文學校總校長、台
大教授張亞中將來美國做巡迴演講，四月
廿六日將在休斯頓停留。張亞中總校長此
行演講座談的重點：（一）介紹孫文學校
成立的意義、理念、組織、目標及目前運

作情形。（二）國民黨兩岸和平政綱及其
意義。（三）國民黨主席選舉及未來的可
能走向。（四）兩岸如何化解敵意，共建
和平、振興中華。（五）其他議題。非常
歡迎大陸朋友來參與座談。

時間：4/26/2017星期三，下午6:30
地點：Clarion Inn 旅館會議室 2930

West Sam Houston PKWY South, Houston,
TX 77042

汝楨藝苑．言雪芬戲曲之家
四月八日敬老節目 全場滿座

（本報訊）汝楨藝苑. 言雪芬戲曲
之家，每年舉辦的敬老粵劇粵曲演出，
於四月八日星期六,下午二時正，在中
國人活動中心大禮堂舉行，免費招待社
區僑胞長者.得各區長者會及好友們的
熱烈響應之下，入場券已派發完畢，全

場滿座，對未能取得入場券者，致以歉
意，如持有入場券的人士，請攜票在開
場前十五分鐘入場，亦感謝各商號和善
心人士的贊助及支持這有意義的敬老演
出， "藝苑＂將另行鳴謝。

敬老敬老敬老敬老 同同同同賞賞賞賞 花田會花田會花田會花田會

會長會長會長會長-昌美蓮昌美蓮昌美蓮昌美蓮藝術指導藝術指導藝術指導藝術指導-言言言言雪芬雪芬雪芬雪芬 音樂領導音樂領導音樂領導音樂領導-容健民容健民容健民容健民副會長副會長副會長副會長-葉婉珍葉婉珍葉婉珍葉婉珍

陳月媚陳月媚陳月媚陳月媚 談順潔談順潔談順潔談順潔梁鳳玲梁鳳玲梁鳳玲梁鳳玲 鄒麗芬鄒麗芬鄒麗芬鄒麗芬

查詢電查詢電查詢電查詢電話話話話::::

昌美蓮昌美蓮昌美蓮昌美蓮
(713(713(713(713----259259259259----1170)1170)1170)1170)

葉婉珍葉婉珍葉婉珍葉婉珍

(832(832(832(832----613613613613----2828282828282828))))

演演演演出出出出節節節節目目目目表表表表

廣東音廣東音廣東音廣東音樂樂樂樂 藝苑音樂演奏藝苑音樂演奏藝苑音樂演奏藝苑音樂演奏

花田會花田會花田會花田會 (折子戲折子戲折子戲折子戲) 葉婉珍葉婉珍葉婉珍葉婉珍昌美蓮昌美蓮昌美蓮昌美蓮

漢元帝漢元帝漢元帝漢元帝夜夜夜夜會會會會昭昭昭昭 君君君君 朱朱朱朱沛豪沛豪沛豪沛豪 談順潔談順潔談順潔談順潔

釵頭鳳釵頭鳳釵頭鳳釵頭鳳 朱沛豪朱沛豪朱沛豪朱沛豪 鄒麗芬鄒麗芬鄒麗芬鄒麗芬

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中場休息 ((((會長致詞會長致詞會長致詞會長致詞))))

無情寶劍有情天無情寶劍有情天無情寶劍有情天無情寶劍有情天 陳康陳康陳康陳康妮妮妮妮 陳月媚陳月媚陳月媚陳月媚

牡丹亭之幽媾冥誓牡丹亭之幽媾冥誓牡丹亭之幽媾冥誓牡丹亭之幽媾冥誓 葉婉珍葉婉珍葉婉珍葉婉珍 昌美蓮昌美蓮昌美蓮昌美蓮

文姬歸漢文姬歸漢文姬歸漢文姬歸漢 昌豪光昌豪光昌豪光昌豪光 梁鳳玲梁鳳玲梁鳳玲梁鳳玲

倩倩倩倩女回生女回生女回生女回生 言雪芬言雪芬言雪芬言雪芬 葉婉珍葉婉珍葉婉珍葉婉珍

昌豪光昌豪光昌豪光昌豪光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 : : 二零一七年四月八日二零一七年四月八日二零一七年四月八日二零一七年四月八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二二二二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 : 中國人活動中心大禮堂中國人活動中心大禮堂中國人活動中心大禮堂中國人活動中心大禮堂

Place: Chinese Civic Center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演出統籌演出統籌演出統籌演出統籌:::: 言雪芬言雪芬言雪芬言雪芬
擊擊擊擊 樂樂樂樂:::: 藝苑擊樂組藝苑擊樂組藝苑擊樂組藝苑擊樂組
音音音音 響響響響:::: 唱將唱將唱將唱將徐世剛徐世剛徐世剛徐世剛
電腦編排電腦編排電腦編排電腦編排:::: 王漫雲王漫雲王漫雲王漫雲
顧顧顧顧 問問問問:::: 王明王明王明王明

節目如有更改節目如有更改節目如有更改節目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恕不另行通知恕不另行通知恕不另行通知請憑票入座請憑票入座請憑票入座請憑票入座

王漫雲王漫雲王漫雲王漫雲

音音音音 樂樂樂樂 拍拍拍拍 和和和和 名名名名 家家家家

徐松煥徐松煥徐松煥徐松煥 伍元勳伍元勳伍元勳伍元勳 李兆光李兆光李兆光李兆光 容華清容華清容華清容華清

朱沛豪朱沛豪朱沛豪朱沛豪 陳康妮陳康妮陳康妮陳康妮

（本報訊）休士頓西北區銀髮婦女俱樂部
28位會員於3月30日上午，參訪休士頓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臺灣文化導覽，受到中心莊雅淑主
任及志工團隊的歡迎，志工陳逸玲僑務促進委
員除以多媒體簡報及短片向訪賓介紹臺灣歷史
、政經現況及人文風情外，張世勳僑務顧問特
別以返臺意外受傷的自身經歷解說臺灣醫療技
術的進步及健康檢查的快速與便利，獲得訪賓
們熱烈的迴響，紛紛表達未來組團回臺旅遊觀
光及健檢的意願；隨後導覽志工張錦屏展演泡
茶步驟及品茗，中心莊主任亦示範茶道禮儀讓
訪賓們瞭解具有臺灣特色的 「茶藝」文化，互
動頻頻；實體展示區臺灣農村早期器皿、蘭嶼
達悟族獨木舟及臺灣文化百寶箱的展品，都令
訪 賓 們 大 開 眼 界 讚 賞 不 已 ， 最 後 全 體 在
「SPLENDOR OF TAIWAN」前合影，結束這

場具有提升臺灣能見度的文化導覽活動。

休士頓西北區銀髮婦女俱樂部參訪
僑教中心認識臺灣文化以及臺灣國際醫療

莊雅淑主任示範品茗禮儀讓訪賓認識臺灣茶藝文化莊雅淑主任示範品茗禮儀讓訪賓認識臺灣茶藝文化
休士頓西北區銀髮婦女俱樂部訪賓與導覽志工陳逸玲僑務促進委休士頓西北區銀髮婦女俱樂部訪賓與導覽志工陳逸玲僑務促進委
員員((前右三前右三))及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及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前右一前右一))合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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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休城工商

小巨人絲竹樂團團長陳志昇

小巨人絲竹演出

小巨人絲竹演出

台灣小巨人絲竹樂團 當二胡遇上電子音樂
於 2017 年 4 月9 日晚間在萊斯大學演出

由文化部贊助，休士頓台灣書院籌劃的
「台灣音畫 - 小巨人絲竹樂團 2017 年北美巡
迴」，將於本 (4) 月 9 日巡迴至休士頓萊斯大
學 (Rice University) Wortham Opera Theater 演
出，結合二胡、琵琶、提琴及電子音樂的獨特
表現，饗宴休士頓觀眾。

此次為小巨人絲竹樂團再度前來休士頓演
出，2015 年該團陳志昇團長應萊斯大學陳士
惠教授之邀請，參加國際音樂營。參與者多為
亞洲國際作曲界菁英人士，對於該團詮釋新編
曲目及融合東西方樂器特性的純熟演奏技巧，
都表示相當佩服。今年再次應萊斯大學邀請，
除了演奏傳統曲目之外，更將以令人耳目一
新的方式呈現作曲家 Kurt Stallmann 所創作的
「Calling」 ( 二胡與電子音樂結合 )、Christoph 
Walczak 所 創 作 的「Into the Changing Light」
( 絲竹室內樂 )、Timothy Roy 所創作的「Behind 
the Back」( 琵 琶 與 電 子 音 樂 ) 、Robert 
McCulture 所創作的「The Edge of Still」( 笛、
笙與電子音樂 )，以及陳士惠教授創作的「廣
陵散的迴響」( 古箏與樂隊 )。

小巨人絲竹樂團是 2000 年 10 月由音樂總
監陳志昇集合台灣一群熱愛國樂藝術、並具
有專業演奏水準的青年樂手們所籌組成立，以
演奏國樂新作品、培養台灣新生代演奏家為宗

旨。樂團長期策劃「絲竹室內樂」及「青年演
奏家」等系列音樂會，每年並於國家音樂廳等
重要演出場地舉辦數十場大小型音樂會，參與
「台灣國際藝術節 (Taiwa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 」、「台北市傳統藝術季」、「亞洲作
曲家聯盟音樂會 (Asian Composers League) 」
等，展現「小巨人」無比的熱情活力與多樣性。

小巨人絲竹樂團除了在台灣每年固定的演
出之外，近年來更積極參與全球演出活動，讓
根植台灣的傳統國樂藝術在國際發聲，曾受邀
赴德國、荷蘭、香港、加拿大、新加坡、美國、
泰國及韓國等巡迴演出，所參與的活動包括卡
斯魯爾市新媒體藝術中心「Flying Circus 藝術
節」、「加拿大愛民頓中樂節」、「加拿大
Sound of Dragon 藝術節」，及與與世界著名的
荷蘭新室內樂團 (Nieuw Ensemble) 共同演出。

陳志昇表示，台灣的國樂國際化發展包含
三個進程，首先是介紹傳統經典國樂讓國際友
人認識國樂之美；第二階段是安排台灣當代作
曲家作品在世界展演，展現台灣作曲家的實力
與創作力；第三階段是讓國際作曲家把國樂器
加入台灣文化元素當作基本創作素材，投入國
樂創作。2015 年該樂團赴美國萊斯大學參加由
陳士惠教授主持之「國際國樂藝術節」，進行
一系列國樂相關工作坊、講座，並進行讀譜試

奏 (Reading Session) 及音樂會展演，對美國當
代作曲家帶來極大的震撼；並投入國樂暨混合
編制作品的創作行列，在美國文化相關主管機
關及大專院校經費的贊助下，完成了 6 首委託
創作，並於 2016 年 6 月 26 日於台北國家演奏
廳舉行世界首演。本次「台灣音畫 -2017 年北
美巡迴演出」將進行北美首演及巡演，搭配當
代台灣作曲家作品及經典國樂作品，由小巨人
絲竹樂團音樂家與北美西洋樂器演奏家共同演
出，展現台灣國樂與世界接軌的實力。

「台灣音畫 -2017 年北美巡迴演出」共有
五場，4 月 4 日已經於加拿大大多倫多中華文
化中心何伯釗劇院演出完畢，第二場將於 4 月
7 日在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卡邦戴爾分校 Shryock 
Auditorium 演出。此次在休士頓的演出，除
4 月 9 日晚間 8 點在萊斯大學 Wortham Opera 
Theatre 演出外，還有一場為 4 月 11 日晚間 8
點在音樂學院大樓 1402 教室舉行的「琵琶工
作坊」，歡迎有興趣的觀眾免費前往觀賞。

 
活動聯絡人：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台
灣書院劉忠耿副主任；            
電話：713-840-3865；手機：713-502-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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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勝暑期班說明會圓滿結束
又一個暑假即將到來，家長們都開始為孩

子籌劃各式各樣的暑假安排了。休斯敦名 校
智勝 學院請來休斯敦頂尖的名師們，按照階
梯成功法的設計為為 3-12 年級孩子排設了 豐
富多彩的暑期課程，以期讓孩 子過一個充實
快樂的暑假。家長們暑假再也不用為孩子暑 
假無處學習擔憂了。

 智勝學院暑期班說明會 (open house) 已於
上周六（4 月 1 日）圓滿結束。當日說明 會現
場盛況空前。學院請到十多名 即將於暑期任
教的優秀老師現場演講，學院的名牌教師 Ms. 
S, Mr. S, Ms. N 以及 Mr. L 都 成為家長和同學
們們關註的焦點。他們分別介紹了暑 期課程
的課程安排和教學方式，都深受好評，Open 
house 結束後仍有很多家長咨詢提問。

來過智勝的孩子們肯定不會對 Mr. S 感到
陌生。他曾在休斯頓頂級私立高中 St. John’s 
任教多年，更擔任過學校的升學顧問，暑期 
Mr. S 將傾力 為學生教授 7-9 年級的閱讀寫
作和大學申請。Ms. N 主要負 責高年級 SAT
英文部分的教學，這位 優秀的女教師不僅教
學經驗豐富，還兼任休斯敦作家協會 的副主
席，她的 課程形式新穎，內容有趣，不少之
前曾參加過秋季和春季班的同學都在她 的幫 
助下取得了優異的 考試成績，進入了理想的

大學。而 Mr.L 講課風趣幽默，思路敏捷， 由
淺入深，一直都受到廣大學生及家長的喜愛，
異口同聲稱贊他“超級棒”。今年暑期，他
將在智勝教授 SAT 數學、Algebra Geometry 及
Competition Math。

負責小年紀教學的 Ms. S, Ms. K 和 Ms. L
也都是具有幾十年教學經驗的優秀老師。她們
準備的學科材料 不但符合孩子們學習需求，
更提高孩子們對學習的興趣；全方面地向孩子
們展示著科學的魅力。譬如 Ms. S 教授小學數
學多年，經驗豐富，最近她班上的一個學生
Cory Zhang 參加 TMSCA 的數學競賽獲得了
General Math 的獎杯。

在 Open House 熱 烈的氣氛下，現場家長
報名也極為踴躍。根據學院以往經 驗，暑期
班往往滿員極快，尤其閱讀、寫作、部份數學
課程及 SAT 這些熱門課程，有時報 名截止前
就已經爆滿了。所以希望大家報名從速，以免
報不上自己想選的課程。今年的暑假班依舊分
為兩期，每四星期為一期，每星期周一到周
五。第一期 課程於 6 月 5 日開始到 6 月 30 日
結束，第二期於 7 月 5 日開始到 8 月 1 日結束。

詳細內容和老師介紹請至我們的網站查
詢。如果有任何課程方面的問題 也可電話或
郵件咨詢。另外智勝現已開通網上註冊平臺，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11 天走遍南美 - 巴西，智利
和阿根廷 1/11-1/21/2018 更可以後續參加南極 15 天遊輪

方便各位學生家長報名。
學 院 上 課 地 點 :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 公 室 地 址 :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詢電話 : 713-777-1688 
網站 :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家關註。

2018 年1月11日，王朝旅遊將帶
隊去南美洲11天，其中將去熱辣狂野的
巴西裏約熱內盧、世界上最寬最大的伊
瓜蘇瀑布、智利的聖地亞哥以及位於阿
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後大家可以
自由選擇參加後續的南極遊輪，遠赴地
球的最南端，感受地磁南極的魅力，探
訪南極的主人企鵝。

2014 年世界杯，2016 年奧運會，裏
約熱內盧這個受上帝眷顧的美妙城市越
來越顯露出國際範。期間我們將乘坐纜
車登上【糖面包山】和【耶穌山】，遠眺
著名的科帕卡瓦納海灘、瓜納巴拉灣、
聖塔告魯斯區以及浩瀚的大西洋。期間
我們還將欣賞傳統拉丁歌舞表演。	

之後我們將飛往全世界最大的伊瓜
蘇瀑布感受自然的魅力，遊覽由275 個
瀑布組成的伊瓜蘇瀑布群，沿著河邊山
間小路，漫步全程景區，接著進入水上
棧橋，置於氣勢磅礡的瀑布之前，享受
天然絕妙景觀。

觀賞過震撼人心的伊瓜蘇瀑布之後，我
們將乘飛機前往智利聖地亞哥，感受其
文化氣息，我們將前往智利瓦爾帕萊索
的一座沿海城市——比尼亞德爾馬。

不知道您是否聽說過“南美巴黎”，
我們接下來就將飛往阿根廷體驗布宜諾
斯艾利斯的美麗和神奇。我們將遊覽包
括【9 大街德胡裏奧】【科隆劇院】【五
月廣場】【大都會大教堂】和【香格裏拉
玫瑰宮】，我們也將參觀在傳統的聖德
摩附近的【探戈街】，然後穿過萊薩馬公
園地區，前往意大利移民到阿根廷後的
根據地【博卡】，如今的博卡已是許多重
要的藝術家的家，別具藝術氣息。	

豐富多彩的11天南美洲行程結束
之後，大家可以自由選擇後續南極之旅
的遊輪。南極被人們稱為第七大陸，地
球上最後一個被人們發現、唯一沒有人
定居的大陸。這個終年被冰雪覆蓋的神
秘之地即使在今天也是難以輕易接近
的。

隨著旅遊熱的升溫，遠赴南極大陸，
探索這片神秘的地方對許多人來說也不
再是夢想。冰川、嚴寒、企鵝、海豹……
遙遠的南極洲是一個神秘而又令人神往
的地方。近幾年來，獨立一隅的南極大陸，
以其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越來越多旅
遊者前往一睹其風采。	在世界其他地
方，野生動物都是躲人的，而在南極，動
物皆不避人，巨鯨、企鵝、海豹、海鳥全
都如此。	
心動不如行動，與王朝旅遊暢一起遊南
美，入南極，探仙境！
詳情請聯系王朝旅遊
地址：中國城精英廣場內，敦煌廣場側
百利大道大通銀行後面地鋪#A14
All	 America	 Travel	 &	 Tours: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Phone：（713）981-8868
微信 WeChat：aat713



休城讀圖 BB99

休士頓僑教中心 4月1日下午在休士頓長春會月會分享台灣醫療技術
亞洲排名第一資訊鼓勵美南地區僑胞自費體驗台灣醫療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分享台灣
高品質的醫療服務、引用 2012 年美國國
家地理頻道紀錄片《亞洲新視野：台灣醫
療奇蹟》中的資料，台灣醫療技術在國際
間享有盛名。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 右 2)、該會柯志佳會長 ( 右 1)、許碧珠副
會長 ( 左 1) 與 4 月份生日長輩壽星王武彥，古心愉，吳玲鶯，吳素卿，
林財瑟，洪孫遠足，施菊英，陳林玲玉，陳玉萍，許勝弘，李瑠英，戴
照發，簡董綉圓，魏耀德，陳淑蘭合影。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 右 2)、長春會柯志佳會長
( 左 1) 與會員張闕桃相見敘歡。

長春會 4 月月會邀請到謝同老
師演講 . 講題是：三高症預防－
中醫養生保健。

鄧玉庭夫婦、卓先生夫婦在台灣人活動中
心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萬事如意，平安喜
樂！

參加長春會，輕鬆愉快，元氣
活潑。老朋友相見敘歡，認識
新朋友益喜樂！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祕
書陳偉玲為長春會會員
辦理行動領務服務。

休士頓長春會王素美、張麗姬、施菊英、林三江
理事、為張明忠等報到服務。

休士頓長春會王素美理事、台灣同鄉會郭正
泉夫人在長春會月會推廣將於 4 月 15 日台灣
YES 活動。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處長黃敏境到場與長春會的
長者們同歡。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邱
瓊慧夫婦、長春會柯志佳會長相互交流。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 右 2)、長春會柯志佳會長 ( 左 2)、許碧
珠副會長 ( 左 1) 與謝勝男理事合影。

世界之星武術錦標賽成功舉行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大放異彩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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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ki Tatsumi, director of the Japan programme at 
the Washington-based Stimson Centre. “Particularly 
with President Trump, whose approach to all policies 
including diplomacy seems to be ‘transactional’.”

Stephen Nagy, a professor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in 
Tokyo, said: “Any compromise by the US or what is 
seen as prioritizing China-US relations over Japan-
US relations will sound alarm bells in Tokyo, and 
strengthen momentum towards normalizing Japan’s 
military capabilities so that it can stand alone.”
But Nagy said Japan could offer support to the US to 
help “manage China’s rise to ensure that the US has 
a strong security footprint” and mainta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gagement in the region.
The meeting between Xi and Trump came after North 
Korea fired a ballistic missile off the coas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Japanese and South Korean analysts said their two 
countries were the most worried about Washington’s 
commitment to protect its allies in the region at a 

Beijing (CNN) Whe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greets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Xi Jinping, in pers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Florida this week, the two men 
may find an unlikely historical figure looming large as 
they attempt to rebalance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hip.
On the surface, and politics aside, Xi and Trump 
appear a world apart.
A real estate mogul turned reality television star 
before winning the White House race in a major upset, 
Trump relishes the spotlight and combats his political 
enemies -- including the news media -- through bouts 
of insulting tweets shared with his millions of Twitter 
followers.
Xi is Communist royalty thanks to his father's stature 
as a comrade-in-arms of Mao Zedong,whose ironclad 
reign over the People's Republic lasted for nearly three 
decades until his death.
The Chinese president rarely strays from jargon-filled 
scripts and has no presence on any global social media 
platforms, many of which -- including Twitter -- are 
blocked in China by his internet censors.
Yet, in an ironic twist, some observers say Trump, the 
world's ultimate capitalist leader, seems to have adopted 
the kind of populist language or even tactics that were 
once hallmarks of Chairman Mao, Communist China's 
founding father whose ideology many say Xi has been 
increasingly embracing.

Eerily Familiar?
In his inaugural speech, Trump decri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protected itself but not the citizens of 
our country," adding that the day he was sworn in as 

China’s neighbors in Asia will be watching the Sino-
US summit to see if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key security player in the region will be reduced, 
observers said.
The analysts said Asian nations were concerned that 
US leadership in the region might be “traded off” if 
China gave concessions to Donald Trump on trade, but 
were also worried about being forced to take sides if 
t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orsened.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Trump on Thursday will 
begin their first meeting at Trump’s Mar-a-Lago estate 
in Florida, during which the two leaders are expected 
to discuss issues including trade, North Korean nuclear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While there is a very limited expectation of specific 
outcomes from the Mar-a-Lago summit, it will shape the 
discourse of the emerging regional trade and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Asia,” said Rajeev Ranjan Chaturvedy, 
a research associate at the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a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e said many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Singapore 

would be watching the outcome of the summit, “which 
could lead to a recalibration of external relations and 
strategic equations in Asia”.

Lee Chih-horng,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Longus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in Singapore, 
said there were concerns the two leaders’ meeting 
would end on a sour note, and that a trade war would 
develop.
“If Sino-US relations break up, Singapore will be 
forced to take sid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is 
would be a nightmare for the city state, which is used 
to conducting a diplomacy equidistant between the 
world’s two great powers,” he said.
But a positive outcome, such as China agreeing to 
address trade disputes or invest in US infrastructure, 
could mean that the US would be less inclined to 
provide security back-up.
This would affect nations such as Japan, which has 
a security alliance with Washington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with Beijing.
“There is always a concern when the US talks 
bilaterally with China that it can affect Japan,” said 

imports.
After initially questioning it, he has since endorsed the 
so-called "one China" policy, which for decades has 
governed delicat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aiwan -- a self-ruling island that Beijing 
regards as a rebel province that must be reunited with 
the Chinese mainland, by force if necessary.
One of the few areas that Trump still keeps 
poking China on seems to be Beijing's inability or 
unwillingness to rein in its unruly neighbor North 
Korea, as the Pyongyang regime continues to defy UN 
Security Council bans with its missile launches and 
possibly a new nuclear weapon test.
Xi has compelling reasons to work with Trump, as the 
Chinese leader prepares to start his second five-year 
term as the head of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in the 
fall.

As he focuses on further consolidating power, Xi may 
find external distractions like a flare-up in US-China 
relations undesirable as he, like Trump, tries to address 
myriad domestic challenges. In Xi's case, these range 
from a slowing economy and widening income gap, to 
persistent political corruption despite his crackdown.
"All of Trump's contradictory rhetoric has put China 
somewhat off balance and that's not a bad thing," 
Schell said.
"If he plays his cards right, if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nd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Mattis play their cards right, they could restore some 
sort of balance to the relationship -- and make it more 
stable and more functional." (Courtesy www.cnn.
com/) 

president would be "remembered as the day the people 
became the rulers of this nation again."
To many Chinese, these lines sounded eerily familiar, 
echoing battle cries during Mao's tumultuou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1960s and '70s.
That movement began as Mao called on the masses to 
topple a corrupt power structure dominated by party 
elites, but it ended up paralyzing China for a decade 
and leaving a whole nation scarred from political 
persecutions and physical violence.
"Trump and Mao have a very similar anti-establishment 
and also anti-intellectual tendency," said Orville 
Schell, a leading US scholar on China who has been 
visiting the country since the Mao era and now heads 
the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at the Asia Society 
in New York.
"They have the same kind of concepts like 'overturning 
society,' the same kind of idea of 'you can't have 
construction without destruction.'"

Both men also view politics as something extremely 
personal, yearning to be respected while having little 
idea how to act respectfully, Schell added.
"I think Trump, like Mao, has a kind of very visceral 
antipathy or antagonism toward people who don't 
agree with him or cannot be bullied," he said.
"He's very much in the Maoist tradition, bypassing 
educated people, the media, artists and, in many ways, 
even bypassing science, resisting any kind of restraint 
on him."
Silver Lining?
Other analysts see the similarity as well, but warn 
against drawing too many parallels between the two 
men based on their personalities or by "cherry-picking 
a few slices from history."
"Mao wasn't an isolated phenomenon -- he represented 
certain ideals and values that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said He Pin, the founder of Mingjing News, an 
influential Chinese-language media company based in 
New York that publishes books and runs websites on 
Chinese politics.
"The Maoist ideal about a fairer society... was actually 
closer to the US Democrats' values," he added. "Trump 
believes in strength -- he believes that's the only way 
to change things. And he believes in money -- he's the 
ultimate pragmatist."

Both He and Schell see a silver lining in Trump's 
"Maoist" mentality when it comes to recalibrating US-
China relations, which have been strained by China's 
stubborn trade surplus over the US and Beijing's 
increasingly assertive military stance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with American allies in Asia.
For too long, they argue, the Communist leadership 
in Beijing has been taking advantage of successive 
administrations in Washington -- benefiting from an 
open global trade system advocated by the US, and 
then using its rising economic might to reinforce an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ystem at home and fund its 
strategic expansion abroad -- all at the expense of 
American interests.
"Such an imbalanced relationship is simply terrible," 
said He. "Trump may be ...illogical or clueless about 
politics, but he knows that things have to change -- 
and the only way to do so is through unconventional 
means."
"As he turns the world upside down, China must feel 
nervous."
Hands off
Despite Trump's fiery attacks on the campaign trail 
-- accusing China of "raping" the US economy and 
stealing millions of American jobs, among other things 
-- his administration has taken a relatively hands-off 
approach in dealing with Beijing so far.
Trump-Xi summit

Trump has not followed through on campaign promises 
to label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on day one of 
his presidency or to impose steep tariffs on all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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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and his wife, Peng Liyuan, 
arriving in Finland on Wednesday. Xi is set to meet with 
President Trump in Florida beginning on Thursday.
CreditAntti Aimo-Koivisto/Agence France-Presse. (Photo/
Getty Images)

Donald Trump's Mir-a-Lago Estate in Florida President Trump at the White House on Monday. Top 
Chinese officials have been closely gauging Mr. Trump’s 
domestic fortunes as a barometer of his mood when the 
talks open. (Photo/The New York Times)

Nations In The Region Are Watching Very Closely For Signs
The US Will Scale Back Its Military Presence, Analysts Say

Commentary
Donald Trump, Xi Jinping And The Mao Factor

A photograph distributed by North Korea’s state 
news agency that purports to  show the launch 
of four ballistic missiles last month. Mr. Xi is 
prepared for Mr. Trump to  press for more economic 
punishment against North Korea for its expanding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Photo/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via 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Then U.S. Vice President George H. W. Bush 
proposes a toast to former Chinese President Li 
Xiannian during a dinner a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ashington D.C. in July, 1985. Li, the first Chinese 
head of state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hosted the 
dinner in Bush's honor.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upporters 
march down the street carrying a large poster of 
Chairman Mao Zedong.

Former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reviews 
Chinese troops on visit to Beijing.

Art gallery visitor walks past Andy Warhol's painting 
of Chairman Mao. (Photo: Sotheby's)

Chairman Mao Zedong Greets Then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In Beijing,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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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of escalating crisis, and whether Beijing would 
be willing to make any concessions in stopping 
Pyongyang’s nuclear program.
“Japan wants to see Trump clearly communicating 
to Xi the US commitment to defend its allies,” said 
Tatsumi.
Lee Kyu-tae, an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observer 
from South Korea’s Catholic Kwandong University, 
said Seoul would be watching “whether China will 
carry out tighter sanctions against Pyongyang or play 
other types of hardball with North Korea”.
Lee said the results from the Xi-Trump summit could 
also have implications for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which have become strained 
since Seoul’s decision to deploy a US-developed 
anti-missile system. (Courtesy www.scmp.com/news/
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 

Why China’s Asian Neighbor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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