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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就算我帶著 30 個人一周工作 7 天，一天
工作 24 小時，現在也趕不上進度。”

建造的地下堡壘最基本的是一個 100 平方英尺
( 約合 9.3 平方米 ) 的全鋼結構，能承受迫擊炮彈，
耗資約 4.5 萬美元。據斯科特講，最受歡迎的是一
個 500 平方英尺的埋箱型結構，成本約 12 萬美元，
據他估計，這種地下堡壘能舒適地容納一個四口之
家。

斯科特的客戶名單是保密的，但他表示，客戶
包括體育名人和商界大亨，也或許是你那杞人憂天
的“鄰居”，客戶既有百萬富翁也有平民百姓。

地下生存設施根據人們預算和想象的不同而不
同，例如電力、管道、娛樂設施、防禦和許多其他
後勤系統，都根據顧客的要求所建造。

 ( 綜合報道 ) 俄羅斯衛星網 4 月 17 日報道，由
於深受二戰的影響，2017 年，一些美國人正斥巨
資建造昂貴的地下堡壘來掩護他們遭受可能發生
的核攻擊。

報道說，特朗普政府掌權後，美國軍隊在全世
界範圍內的行為增加了人們對戰爭的擔憂。對許多
美國人來說，他們需要躲在地下來避免核戰爭帶來
的毀滅，就像其祖父母在 20 世紀冷戰時期一樣。
但有些美國人卻從中看到了商機，將這種擔憂轉化
成利益。

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報道，德克薩斯州
默奇森河的一家屬於克萊德•斯科特 (Clyde Scott)
的 Rising S Bunkers 公司，正加班加點為當地居民
建造豪華昂貴的地下堡壘來躲避核戰爭的威脅。

斯科特在公司裏談及到積壓了 3 個月的工作時

擔憂核戰爭爆發 德州大量居民斥巨資建地下堡壘

美五州聯動搜捕
發布殺人視頻的在逃犯
( 中新社 ) 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一男子

16 日在社交網站臉書上發布自己隨機開槍射殺一

名無辜老人的視頻後，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克利夫

蘭警方 17 日表示，正聯合 5 個州的地方、州及

聯邦執法機構通緝搜捕這名危險男子。

據美國廣播公司報導，當局 17 日表示，犯罪

嫌疑人被認定為 37 歲的非裔男子史蒂夫·斯蒂

芬斯 (Steve Stephens)，他在發布於臉書的視頻中

槍殺了 74 歲的羅伯特·戈德溫。目前，俄亥俄、

賓夕法尼亞、密執安、紐約和印第安納州及聯邦

調查局啟動聯合執法行動，通緝並搜捕該名仍然

在逃的嫌犯。警方提醒民衆一定要保持警惕，該

逃犯攜帶有武器，被認為非常危險。

克利夫蘭警察局局長卡爾文·威廉姆斯指出，

調查初期，偵探曾與嫌犯直接聯繫，試圖說服他

自首。迄今，執法人員已經根據諸多線索搜查了

許多地點，但沒有任何收穫。

警方表示，斯蒂芬斯發布在臉書的視頻顯

示，復活節周日下午約兩點鐘，他在克利夫蘭市

東部的福特福星地區路邊說，“我要在這裏殺死

一個老傢夥。”他走進正在人行道上尋找易拉罐

的戈德溫，擡起手槍殘忍射殺了戈德溫。

斯蒂芬斯還聲稱，自己所謂的“復活節屠殺”

已經殺死了十余人，但警方表示並未發現有類似

謀殺案件與其相關。而斯蒂芬斯說自己隨機殺人

的原因是和前女友分手。他在臉書頁面發帖稱，

自己因賭博“失去了一切”。

威廉姆斯證實，斯蒂芬斯的前女友目前安

全。她通過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表態，對於發生的

一切感到很抱歉，為受害者及其家人祈禱。

斯蒂芬斯在一家提供青少年身心輔導的衛生

機構工作，該機構辦公室 17 日關閉，以保證其

他員工和兒童的安全。目前調查人員正在與斯蒂

芬斯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交談，收集相關信息。

斯蒂芬斯的視頻並非像警方最開始描述的為

直播，但該視頻在臉書上發布 3 小時之後才被刪

除，臉書公司也因為反應遲緩而面臨外界的批

評。“這是一個可怕的罪行，我們不允許臉書上

有這種內容。”該公司表示，正努力保持臉書的

安全環境，並在直接威脅到人身安全的緊急情況

下與執法人員保持聯繫。

《華盛頓郵報》指出，評論家質疑臉書公司

如何才能最好地控制實時視頻功能，以避免可怕

的場景出現。涉及此案的視頻可能會引發關於互

聯網時代實時分享可怕暴力行為的新一輪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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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西南部的波爾多在法國西南部的波爾多，，壹艘建造於壹艘建造於18961896年的法國三桅桿船年的法國三桅桿船““貝貝
倫倫””號駛離港口號駛離港口，，開始穿越法國港口的夏季巡航開始穿越法國港口的夏季巡航。。

近日近日，，位於阿富汗喀布爾北部的潘傑希爾省位於阿富汗喀布爾北部的潘傑希爾省（（PanjshirPanjshir））民眾舉行民眾舉行
叼羊大賽叼羊大賽。。騎手們策馬馳騁彰顯男子氣概騎手們策馬馳騁彰顯男子氣概。。

阿富汗叼羊比賽阿富汗叼羊比賽 騎手策馬馳騁彰顯男子氣概騎手策馬馳騁彰顯男子氣概

濃濃復古風濃濃復古風
探班探班““遠東第壹樂府遠東第壹樂府””重生記重生記

昔日的昔日的““舞廳之王舞廳之王”、”、被稱為被稱為““遠東第壹樂府遠東第壹樂府””的上海百樂門的上海百樂門，，在在
歷經歷經33年多修繕後年多修繕後，，迎來了首批媒體壹探究竟迎來了首批媒體壹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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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掀起監管風暴 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迎來分水嶺
綜合報導 “銀行業監管什麽都可以變，但防

風險是不變的，是永恒的主題。”上周，永恒的主

題終於演化為壹場監管風暴：壹周內，銀監會連續

發文，直接點出銀行業風險防控十大領域，並提出

了壹系列監管要求。

此前，種種信號已表明，銀行業正在迎來監管

“大年”。銀監會機關針對票據違規操作、掩蓋不

良、規避監管、亂收費用、濫用通道、違背國家宏

觀調控政策等市場亂象，作出了25件行政處罰決

定，罰款金額合計4290萬元。

剛剛處罰完17家銀行業機構，4月7日，銀監

會表示，又壹批違法違規行為已經立案，正處於行

政處罰調查審理程序中。

有分析稱，這壹系列動作，正是“防風險、去

杠桿”思路的進壹步強化，標誌著自2012年以來

，以金融自由化創新、影子銀行繁榮、資管理財井

噴為特征的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迎來分水嶺。

據了解，近幾年，受利率市場化和資本充足率

監管加強的影響，銀行利差收窄、壓力增大。為了

規避監管、尋求更廣泛的利潤來源，銀行業創新不

斷。信貸、債券、同業、理財、地產和地方債

務……許多銀行資產配置的風口上都活躍著杠桿和

套利的身影。

“為了增加盈利，銀行近年來規模大幅擴張，

通過同業套利、繞道監管等方式來配置高收益資

產。”海通證券首席宏觀債券研究員姜超表示。

有機構數據顯示，2013年至2016年，大型銀

行表內資產增速擡頭至10%~12%，而中小型銀行的

表內資產增速則高達16%~26%。與此同時，銀行表

外理財規模不斷增長，余額從2013年末的10萬億

元左右，增長至2016年末的29.1 萬億元，增長了

接近兩倍。

而作為銀行的“擴表利器”，同業業務也在近

兩年內急劇膨脹。數據顯示，2015年同業存單發行

規模達 5.30 萬億元，為 2014 年全年發行量的 5.9

倍；2016年同業存單發行規模則達到 13.02 萬億

元，為2015年發行量的2.5倍。

然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樣的創新並沒能

減小銀行業的壓力。相反，隨著規模擴張愈發激

烈、套利鏈條不斷拉長，資金在金融機構內空轉，

不但實體經濟的資金成本被進壹步推高，同時金融

系統的風險也持續積累。

監管可能會遲到但不會缺位。3月28日，銀監

會發布通知，要求銀行業開展“三違反”“三

套利”自查行動，檢查監管套利、空轉套利、關

聯套利；4月6日，銀監會發布通知，開展銀行業

“不當創新、不當交易、不當激勵、不當收費”專

項治理工作；4月10日，銀監會再次發文，對重點

防控風險領域進行了明確，給出了 35條指導意

見，並列出了近百項“問題菜單”……

據統計，自3月28日起，在半個月的時間內，

銀監會已經連續出臺了5個指導文件、啟動了兩個

專項整治。

對於銀行業此次掀起的監管風暴，不少機構和

專家都認為，這僅僅是壹個開始。隨著有關政策的

落實和加碼，銀行業將短期承壓。但從長期來看，

監管收緊將遏制監管套利，約束資金空轉，有利於

資管行業的長期健康發展。

當然，要讓防風險真正落到實處、取得效

果，僅有壹場風暴是不夠的。有專家指出，治理

金融亂象應擺脫在行政化的“強監管”與“去監

管”之間反復搖擺，只有建立壹個制度化、法制

化、專業化的監管體系，才能讓銀行業徹底去掉

“影子”。

銀監會整治十大亂象
嚴查銀行關系戶“吃空餉”

“要繼續弘揚銀行業的‘三鐵’傳

統，就是鐵賬本、鐵算盤、鐵規章，為

人民群眾看好‘錢袋子’。”銀監會

新任主席郭樹清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

上的慷慨陳詞正以雷霆般的執行力

落到實處。最近短短壹周之內，銀監

會接連發布多個重磅監管文件，還披

露了對多家金融機構的監管罰單。業

內人士認為，這些文件表明銀行業強

化監管、加強整頓的序幕已經徐徐拉

開。

銀監會整治十大亂象
銀監會現場檢查局巡視員（主持工

作）王朝弟在銀監會新聞發布會上透

露，銀監會2017年上半年組織全國銀行

業集中進行市場亂象整治工作，以回歸本

源、服務實體、防範風險為目標，重點對

股權和對外投資、機構及高管、規章制

度、業務、產品、人員、廉政風險、監

管行為、內外勾結、非法金融活動等十大

方面進行整治。

據報道，事實上當天銀監會就印發

了《關於集中開展銀行業市場亂象整治

工作的通知》（5號文），要求組織全

國銀行業集中整治市場亂象。據了解，

該工作由銀監會現場檢查局牽頭，梳理

了王朝弟提到的十大方面的亂象。

嚴查關系戶“吃空餉”

在人員方面，銀監會要求檢查關系

人員、辭退員工、非正常流動。在關系

人員方面，除以優惠條件招官員家屬或

客戶家屬外，還包括，與親友任職機構

發生有可能影響公平公正交易而沒有主

動報告說明；存在完全“吃空額”或變

相“吃空額”問題，或給予關系人員顯

失公允的薪酬福利待遇等。

同時，銀監會還將檢查離職監管人士

到金融機構任職，是否存在公關嫌疑。

這包括，利用監管職權，未履行必要手續，

直接安排本機構人員到監管對象從事經營

管理工作；介紹關系人與被監管對象開展

業務；安排關系人到被監管機構工作；離

職到被監管機構工作人員，利用原有工作

關系，謀求監管機構取消或放松監管要求，

以及其他特殊照顧等。

銀監會認為，高管、中層、基層人

員大批量同時期流動，導致內部控制機

制失效，也是亂象。

打擊內外勾結

在內外勾結方面，銀監會要求檢查是

否監管部門工作人員有意接受被監管單位

提供的虛假文件、證明資料、未審計的財

務報告，進行市場準入審批；向當事人或

關系人泄露現場檢查、案件核查信息。

同時，也要檢查金融機構與客戶是否

存在勾結。包括：未盡職調查接受殼公司

貸款、關聯方融資、重復抵押、違規擔保；

辦理權屬證書不真實、抵質押行為不合法、

賬實不相符的抵質押業務；私刻、盜用

印章為客戶辦理開戶、支付、存貸款業務

或賬外經營；超出授權額度審批信貸、債

券交易，以及其他業務交易報價等。

禁止違規代持股份
銀監會還要求對股東、股權、對外

投資、員工持股對照檢查。股東方面，

要求檢查：是否初始入股或增資擴股時

不符合規定資質條件；是否未經批準持

有股權，或行使股東權利；入股資金來

源不符合自有資金要求，或入股資金未

真實足額到位；未經批準超過規定比例

持股，或抽逃資本金等。

股權方面，要求檢查：自然人之間、

公司或事業法人之間、自然人與公司或

事業法人之間代持股份；頻繁變更股權，股

東行為短期化，或借機牟利等。

對外投資方面，要求檢查：違規對

外投資；違法持有多家金融機構股權；

為大股東融資進行對外投資；以貸款、

理財、信托計劃等形式為實際關聯方提

供資金用於股權投資或兼並重組等。

員工持股方面，要求檢查：違規設

立員工持股計劃；變相為員工代持股

份；為員工持股提供杠桿配資等。

嚴查未經核準資格而履職
在機構方面，銀監會要求檢查：未

經批準擅自設立分支機構、事業部、業

務中心等；超範圍授權分支機構開展票

據、同業、對外簽署合同等表內外業

務；向關聯方提供授信或擔保、轉移資

產、利益輸送等。

在高管方面，銀監會要求檢查：董

事、各級高管人員不符合任職資格條件

或未經監管部門核準任職資格而履職；

風險總監、合規總監、內審及財務負責

人未取得任職資格而履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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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傍晚，我與家人在住家附近的
Richard Mengomary 高級中學田徑跑道散步，
碧空萬裡，明月清朗如銀鏡，雖不是滿月，但
這農歷二月十三的月兒已是雪亮耀眼，將大地
上的一切景物都灑滿了銀光。正當我被眼前的
美景陶醉之時，忽然聽到不知何處飄來陣陣美
妙絕倫的歌聲：

海島冰輪初轉騰
見玉兔
玉兔又早東升
那冰輪離海島
乾坤分外明
皓月當空
恰便似嫦娥離月宮
奴本嫦娥離月宮
… …

這不就是著名梅派京劇《貴妃醉酒》中最
為抒情的華彩唱段《海島冰輪》嗎？“冰輪”
與“玉兔”都是月亮的代名詞，是古人詩詞歌
賦中常用的比喻與借代手法。楊貴妃奉唐明皇
之命，到百花亭侍宴，楊玉環本就是寵妃，如
約來百花亭，她仰望明月，自比高貴無比的嫦
娥，誰知唐明皇遲遲不來，卻失約去梅妃那兒
了，結果只剩下楊貴妃在清冷的月光下獨自飲
酒，獨唱獨舞，以發泄內心的幽怨苦悶。她再
次仰望如冰輪般寒冷的明月，才聯想到嫦娥也
是十分孤獨寂寞的，但她至少還可以抱著玉兔
打發時光。內心苦悶半醒半醉的楊貴妃，心想
去月宮找嫦娥傾述煩惱，可是，玉兔因月宮冷
清離開貴妃跳走了，只剩下嫦娥在冰冷的月宮
寂寞難耐，最後連嫦娥也因此離開了月宮，這
時的貴妃才突然發現，原來自己就是離開月宮
的嫦娥，身心寒冷如高懸夜空的冰輪。

清雅如夢的歌聲，讓我的心靈開始飄升，
我進入了一種奇妙的意境世界，飄飄欲仙——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
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海島冰
輪》是京劇中極為獨特的唯美藝術唱段，無論
是唱詞還是唱腔旋律都美輪美奐至極！聽這樣
的詞曲，真謂是“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
幾回聞”啊！

仙境畢竟是虛的，當我從《海島冰輪》的
意境幻覺中醒來時，理性告訴我這是美國的華
府地區。可是，在這異國他鄉又怎麼能夠聽到

中國最高雅的京曲？難道是因為我的思鄉愁緒
產生的視聽幻覺？非也！歌聲雖然很飄渺，但
我確確實實聽到了極為抒情的散板吟唱，歌聲
時斷時續，可以明顯聽出不是音響電器發出來
的，女聲、男聲、高音、低音多個聲部演唱得
那麼的和諧，定然是有眾多的嫦娥吳剛們在排
練混聲合唱。這所美國高中能夠組織起如此優
秀的漢語合唱團？不可能，我幾乎每天在這學
校運動場散步，根本就沒見到多少華裔學生或
者家長。

我正在對這個神秘的合唱團納悶之時，歌
聲的曲風來了個大轉向，從宮廷式的精致典
雅、清冷婉約的京劇“四平調”唱腔風格，轉
向了大西北民歌激情奔放的信天游甩腔，四個
聲部的大合唱，爆發出西部鄉土的搖滾激情把
我帶回了中國，帶到了黃河壺口的大瀑布，
似乎看見那黃河之水天上來：

嘩啦啦的黃河水 日夜向東流
黃土地的兒女 跟著那太陽走
一道道嶺 一條條溝
一聲聲信天游 早已不唱那走西口
多少年的祈盼 多少代追求
年輕的高原人趕上了好年頭
大開發的號角在新時代吹響
神奇的西部追趕那潮流競風流
大開發的號角在新時代吹響
神奇的西部追趕那潮頭競風流
冰河化春水 荒漠變綠洲
一場場及時雨 就像一杯杯醉人的酒
八方來支援 兄弟手挽手
甩開臂膀創大業 咱奮發爭上游
賽江南的美景在新世紀造就
古老的山川明天到處披錦繡
嘩啦啦的黃河水 日夜向東流
黃土地的兒女 跟著那太陽走

全曲采用典型的中國西部音調，以濃重的
民歌色彩、自由遼闊的散板，構成一個巨大的
抒情空間。 第一樂句“嘩啦啦的黃河水”
中，以2音的一個高8度變奏，輕松地掀起了
全曲第一個高音衝擊波。在氣息自然有力的推
動下舒暢地推出了“日夜向東流”。接著第二
樂句“黃土地的兒女跟著那太陽走”的敘述
中，以5音的高8度變奏，掀起第二個高音衝
擊波。占領音樂制高點同時，形成黃河水流居

高臨下一瀉千裡的磅礡氣勢，爆發出一陣陣來
自中國西部風格聲樂藝術的強烈震撼！將全曲
漂亮的引子和嘹亮、豪放的抒情基調一錘定
音！我似乎看到了廣袤無垠的黃土高原正在
“冰河化春水、荒漠變綠洲”，展現出西北處
處賽江南的自然美景。

啊！美妙的歌聲來自何處？那優美的旋律
已經讓我的胸腔和聲帶發生共鳴了，這一聲聲
信天游是在何處高歌？我一定要找到你們，期
望能夠與你們一起歌唱，或者，至少可以近距
離聆聽你們美妙的歌聲！經過幾天的尋尋覓
覓，我終於知道了他們是每個周五晚上在
Richard Mengomary High School 附近的一間藝
術教室排練。3月17日晚上8點，我心中猶如
是參加藝術學院考試的考生般忐忑，但最終還
是鼓足了如劉姥姥闖大觀園般的勇氣，敲開了
藝術教室的大門。

教室內坐滿了三排歌者，前兩排女聲，後
排男聲，站立中央的女歌唱家正在教授他們發
聲吊嗓子。美妙的聲音從幾十張歌喉中飄出，
多聲部高難度地唱出和聲和琶音。這種協和音
程與半協和音程的有機組合，多聲部音色重疊
變化的歌聲產生了奇妙的和諧共振，由此而產
生的音樂效果異常美妙，具有動人心魄的無窮
魅力。

這顯然是一個高水准的合唱團體，四個聲
部的合唱，沒有專業歌唱家指導，沒有高素質
的歌者共同合作，根本就不可能保證演唱中的
每一個和弦音程都協和悅耳！這不是那些卡拉
OK、集體齊唱、二聲部輪唱或者當前流行的
所謂“組合”可以比擬的，幾十個聲音分成四
個聲部協同演唱，可以說比單聲部或者雙聲部
的難度不知高了多少個級別！所以，真正合格
優秀的合唱團是難得一遇的，如今我卻在自己
的家門口發現了這樣的合唱團。音樂的力量讓
我忘卻了忐忑和恐懼，我真想立刻成為他們中
的一個成員，心裡當然也明白，以我目前的歌
唱水平，最多也只能是一個充數的“濫竽”！

我在教室門口彷徨，一位中年男歌者發現
了我這個“窺視者”，他起身向我走來：“我
是王SW，合唱團的團長，歡迎你的到來。”
王團長真是“腹有音樂氣自華”，平易近人、
氣質儒雅，說話爽快利落，讓我產生一種相見
恨晚的感覺。

“我從未參加過這種多聲部的專業合唱
團，不過年輕上大學是學校樂隊拉普通伴奏曲

子的小提琴手，幾十年不拉琴，只剩下對音樂
的感覺了。你們的歌聲讓我激動不已，很想成
為你們中的一員。”

“那你先在高聲部練聲吧，初學者唱高聲
部相對容易些。”王團長說完就領我入座。

我意外驚奇地成了合唱團一個最新的成
員，幸福感像電流般瞬間傳遍全身，讓我完全
忘卻了自己是身在遠離故鄉半個地球之遙的美
國。置身於這個完全是自己同胞的合唱團體之
中，讓我深深陶醉其中的不僅僅是音樂藝術的
美感，還能夠讓我忘記思鄉的煩惱。我們吟唱
的是來自中國的高雅藝術歌曲，無論是唱詞和
音樂旋律都讓我們的身心展開了飛翔的翅膀，
讓我們可以飛回到遙遠東方，在歌聲中回到魂
牽夢縈的母國大地上。

哦！華盛頓中國合唱團，您就是高懸在華
府上空的一輪故鄉明月，驅散了漂泊游子的鄉
愁和憂傷！

附：華盛頓中國合唱團簡介

華盛頓中國合唱團是由一批對合唱藝術情
有獨鐘的音樂愛好者組成。其成員既有聲名卓
著的專業藝術家，也有教師，科研或職業人員
以及中文學校家長，合唱團藝術指導唐冰老師
來美之前是天津歌舞劇院的合唱隊長。自2002
年成立以來，該團向以弘揚華語聲樂，參與社
區文化交誼活動，提高團員聲樂素養為旨，曾
多次參加大華府地區各類大型演出。該團還曾
應邀在肯尼迪表演藝術中心，美國國家博物館
和華盛頓藝術節獻藝，將華語聲樂介紹給美國
主流社會。

合唱團每周排練一次。歡迎愛好合唱藝術
的朋友們加入。來歌皆是友，只需嘴一張！

近期演出預告

2017海華合唱音樂會，時間：5月6日晚7
時；地點：Thomas Wootton High School 2100
Wootton Pkwy Rockville, MD 20850 。音樂會
免費入場，歡迎廣大音樂愛好者前來觀賞。

海島冰輪黃河水，華府高懸故鄉月
——我與華盛頓中國合唱團的聲樂情緣 作者作者：：李詩信李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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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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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參加了華美半導體協會（Chinese American Semiconductor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CASPA）以“自動駕駛的未來”為題的
春季論壇。因為正好趕在美國每年公路交通事故數據剛剛發佈
之後，那幾位自駕技術研發專家們因此都提到大多數車禍是由
於駕駛人的錯誤，所以自駕汽車(圖一）必然會減少車禍事故
的。

根據最近美國交通部和汽車協會（AAA）等機構的統計，
去年全年車禍的死亡人數超過4萬人，成為2007年以來最多的
一年。那年有近四萬一千人死於車禍，然後隨著經濟的衰退，
汽車安全設備的改善，每年降低，直到2014年的三萬五千多
人。隨著汽油價格走低，經濟轉好，全國公路駕駛里程再度上
升，但是遠低於公路死亡人數增加的速度。去年車禍死亡人數
比2014年多14%，比2015年多6%。就加州來說，增加的速度
是19%和14%，那就更糟了。因此，有人說是因為如今駕車的
人中間，尤其是加州的年輕人，有很多是“低頭族”，常常沒
有專心開車。所以很多地方已經開始限制駕車時使用手機的習
慣了。因此，如果能早日發展出完全自動的汽車，必然會提高

交通安全的。其實，近年來已經有些智能技術發展出來。有些
用來避免駕駛人疏忽時可能發生車禍的設備，已經出現在一些
高檔汽車上了。隨著電子儀器的進步，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由人
工智能發展出來的設備，包括緊急煞車，自動停車系統等。

當天在會場上，先由該會會長雷俊釗（圖二）介紹華美半
導體協會已有26年的歷史，現有約六千位會員，十一個分會
分佈中美各地。做為未來幾年人工智慧研發的熱門領域之一，
自動駕駛會為大家帶來很多挑戰等。然後他介紹史丹佛大學自
駕車研究中心的主管 Zoepf 博士（圖三），談未來的交通
（The future of mobility）。他說任何新車設計都必須要達到經
濟效益，維持環保，交通安全和能源的要求等。自駕車應當能
為各個年紀的人，甚至殘障人士，解決交通問題，並減少私家
車輛的需要量。然後Lucid新車公司的工程主管張博士（圖四
）提出對新自駕車安全的各種要求，包括車輛內部的通訊設備
的安排和在車輛出事時，自動報警的系統等。由於車上各種自
駕系統都需要應用很多大數據，所以英特爾的自駕小組研發組
長劉博士（圖五）談到各種數據的運算和交流的設備等。將來
不但每部車上要添加很多通訊設備，還要在公路上和社區裡加
上很多雲端網路的設備等來保持車與車，車與路的數據交流。

此外，由另外三位專業人士的報告中，看到車上對駕駛員
的新型智慧觀測器和最新的立體LiDAR（圖六）儀器等，以
及各級政府的法律問題，包括事故保險制度等。令人感到科技
設備的進步，也看到各項法律問題的複雜。雖然他們都認為車

上的設備可以在2020年發展出來，但是沒有人能真正估計出
各項聯邦和地方法律可能完成的時間表。雖然電腦的處理速度
，以及記憶體容量的快速增加，讓人工智慧的應用日益擴大。
但就自動駕駛來說，
仍有許多要政府解決
的問題，例如設計一
個能真正協助自駕車
上路的交通體系。此
外，究竟在什麼情況
下才需要自動駕駛也
是一個可以研究的話
題。

但願趙小蘭領導
下的交通部能加速完
成各級政府對自駕車
的管理制度和設定一
份全國通用的交通網
路，讓我們可以早日
進入更安全方便，節
省能源和保護環境的
自駕車時代。

(3/6/17)

自駕汽車與交通安全 蔡老師蔡老師

圖一圖一GoogleGoogle 自駕汽車自駕汽車

圖二圖二雷俊釗博士雷俊釗博士圖三圖三Steve ZoepfSteve Zoepf 博士博士
圖四圖四雷俊釗博士雷俊釗博士，，Lucid MotorsLucid Motors 的張博士的張博士（（中中））及及
論壇主席彭博士論壇主席彭博士

圖五圖五IntelIntel的劉博士的劉博士

圖六圖六John EggertJohn Eggert 先生與最新的先生與最新的LiDARLiDAR

薄暮（組詩）

一朵雲遮住了天空所有的羞澀
黃昏還在山頂徘徊
一只螞蟻在急匆匆趕路
趁著夜色還未來臨

勞累了一整天的鄉村
和一條哈巴狗一樣
喘著粗氣長著口
把一縷炊煙升向天空

天邊血一般的晚霞
映紅了妹子紅撲撲的臉蛋
薄暮時分雞鴨還在槽內啄食
一只羊有了回家的念頭

月光下的思念

網絡是現代愛情的媒婆
一些感情便誕生在電腦上
通過共同的愛好互相認識
字裡行間流露愛慕心聲

列車行駛的途中
那個日思夜想的身影，就坐在身邊
長發飄飄，阿羅多姿

不是夢中就是天堂

靠在你偉岸的肩上
身心早已陶醉
情感是黑夜爆發的魔鬼
盡管大人對孩子時時強調

是盛開的並蹄蓮，聖潔而高貴
手捧著珍寶，怎能合眼睡去
時光啊，你再長一些
讓這漆黑的夜，不再醒來

思念還沒有停止，就在今夜
這可怕的沒有月光的夜晚
讓我的愛無處躲藏
在夜色中一次次失去理智

春天的馬蹄聲

冬日還在熟睡
一匹馬裂過春天的頭顱
春天的馬蹄聲
在整個季節彌漫開來

讓冬天的嚴寒退卻

所有綠色的事物生根
春天的馬蹄聲隨風而至
一只螞蟻在花叢中迷路

一匹馬不會把春天遺忘
即使腳印被蜜蜂蜇傷
一只山雀叫醒冬天的耳朵
春天的馬蹄聲從古道駛過

季節從來都不會喊疼
馬蹄踩過的傷口
圓形的露珠滾落在地上
把清脆的馬蹄聲淹沒

春天的馬蹄聲
走在四季的五線譜上
讓火藥味十足的戰爭
從此消聲滅跡

槐樹

歷史的刀鋒把城池割斷
殘留在古城牆頭的痕跡
將歲月無情的打磨

成一幅難描的圖畫

槐樹是石頭城最疼愛的孩子
守候在時光的風口浪尖
春日的繁華把景色看穿
層層的皺紋寫在石頭城充滿滄桑的臉上

白色的江鳥

將身心駐足在江面之上
白色的倒影就是我的座右銘
起飛的瞬間，思緒在水中蕩漾
渴望的目光，在春日的峽谷湧動

時光和內心一樣安靜
潮濕的海域上，思想早已高飛
激情澎湃的瞬間
生命的翅膀展開無限的遐想

文文//何軍雄何軍雄
何軍雄，甘肅會寧人，中國詩歌學會、甘肅省作家

協會會員。在《飛天》《青春》《散文詩》等發表詩歌
五百余首，出版詩集《雪地上的書生》，入選《中華詩
歌精選》《中國首部微信詩選》等選本，辭條編入《中
國詩人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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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seems to be true that a secret meeting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has begun," Jeong says in 
the 20-minute video." As far as I know, the US will 
demand that North Korea permanently abandon, not 
freeze, its nuclear program."
The Korea Times contacted government bodies 
handling North Korean issues, but nobody confirmed 
such a meeting.
The favors Washington is reported to have offered in 
return for the North's permanent abandonment of its 
nuclear program are somewhat mind-boggling.
According to Jeong, the US has expressed its 
willingness to establish a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North Korea. Once the relationship is 
formed, Washington would station an infantry outside 
Pyongyang, North Korea's capital, to protect the Kim 
Jong-un regime, and the US Navy would support the 
mission at North Korea's military port in Wonsan, 
according to the journalist.
"If the dialogue turns out to be productiv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might send his special envoy 
to the North in a clandestine manner in late April or 
early May," he said. "This is a scenario that will play 
out only when things unfold smoothly. If the talks are 
unsuccessful, the US might consider a military strike 
as the next option."
Experts called Jeong's claims "absurd" and "unrealistic" 
A North Korea expert here said China would never 
agree to U.S. forces being stationed near Pyongyang.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told the Associated Press in Pyongyang on Friday 
"we will go to war" if the US chooses to provoke it. 
(Courtesy sino-us.com/)
Related

Is Trump Holding Secret Talks With North 
Korea Amid Tensions?

Tensions surround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are 
extreme, with no immediate sign of easing. North 
Korea has made it clear it will respond tit-for-tat to 
aggressive US moves by firing a missile on Sunday 
morning, although the launch failed dismally.
The geopolitical crisis is expected to face a critical 
juncture this week as U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is on a three-day visit to Seoul as of Sunday afternoon, 
during which he discusses a possible breakthrough 
with his South Korean counterpart, Acting President 
Hwang Kyo-ahn.
Against this backdrop, a senior journalist has raised 
startling claims that secret talks had begun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in New York to end the crisis,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Korea Times covered by Javan 
newspaper in Iran.
The North's recent revival of a parliamentary foreign 
affairs commission was a "prelude" to the alleged 
bilateral dialogue, said Korea Economic editorial 
writer Jeong Kyu-jae, in a self-produced news analysis 
video posted on YouTube on Friday afternoon.
He did not present any concrete evidence of the alleged 
secret talks, merely claiming that his claim was based 
on intelligence from credible sources. The video has 
been watched more than 150,000 times as of Sunday 
noon.

North Korea said last Thursday that it will take 
retaliatory measures if the US acts rashl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s a US aircraft carrier strike group 
headed for the region amid concerns Pyongyang may 
conduct a sixth nuclear test, North Korea's KCNA 
news agency reported.
A spokesperson for the North Korean Foreign 
Ministry's Institute for Disarmament and Peace warned 
that North Korea will give the hostile forces "a taste of 
a true war" by dropping "nuclear thunder and punitive 
lightning" over their head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As North Korea prepared to mark Kim ll Sung’s 
birthday on Saturday with a full military parade, which 
was said to be the of the biggest scale ever, the world 
was holding its breath on whether the country would 
conduct a sixth nuclear test.
The US is ready to launch a pre-emptive strike with 
conventional weapons against North Korea should 
officials become convinced that North Korea is about 
to follow through with a nuclear weapons test, multiple 
senior US intelligence officials told NBC News.
North Korea has warned that a “big event” is near, 
and US officials say signs point to a nuclear test that 
could come as early as this weekend. The intelligence 
officials said that the US has positioned two destroyers 
capable of shooting Tomahawk cruise missiles in the 
region, one just 300 miles from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test site.
----------------------------------------------------------------

North Korea Launches Missile But Attempt 
Ends In Failure 

North Korea’s attempted missile launch Sunday ended 
in failure, South Korea’s Joint Chiefs of Staff (JCS) 
said, reported Yonhap, South Korea’s largest news 
agency on Sunday.
The communist state attempted to launch an 
unidentified missile form its eastern coastal city of 
Sinpo in the morning, and the launch is presumed to 
have failed, the JCS said.
“The missile blew up almost immediately,” the United 
States Pacific Command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type 
of missile is still being assessed,” Reuters reported 

one US official as saying it was confident the failed 
projectile was not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
The attempt came hours before US vice-president 
Mike Pence was due to arrive in Seoul at the start of 
a 10-day trip to Asia in what his aides said was a sign 
of the US commitment to its ally in the face of rising 
tension over North Korea, reported the Guardian.
----------------------------------------------------------------
Beijing has urged Washington, Seoul and Pyongyang 
to stop threatening each other to prevent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becoming irreparable, 
reported China Daily.
"There has been heightened tension between the US,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The precarious situation deserves 
our attention and concern,"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aid during a joint news conference with his visiting 
French counterpart, Jean-Marc Ayrault.

"We urge all parties to refrain from inflammatory 
or threatening statements and deeds to prevent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becoming 
irreversible."
"Once a war really happens, the result will be nothing 
but loss all around. No one can become a winner," 
Wang said.
He added that "no matter who it is, if it wants to make 
war or troubl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t must take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pay due price".
Wang said China would be willing to help facilitate 
efforts by the sides to reach out to each other in 
whatever form.
North Korean Vice Foreign Minister Han Song-ryol 

declared advice and suspend nuclear activities ... 
China will actively work to protect the security of a 
denuclearized North Korean nation and regime," the 
Global Times said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on Thursday.
The Global Time article also described US President 
Trump as a man who "honors his promise", saying that 
he may order a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North Korea if it 
continues its nuclear program.
On Friday,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aid in 
Beijing that military force cannot resolve the North 
Korean issue. Amid tensions, we will also find a kind 
of opportunity to return to talks, Wand said. "There 
will be no winner if a war happens."
Beijing seems to have grown impatient with 
provocative North Korea, and has suspended imports 
of North Korean coal, as part of a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to punish the authoritarian 
country, Huang Songping, a spokesman for China'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on Thursday.
Some experts believe that China may strengthen its 
economic sanctions on the economically isolated 
country, by virtue of its status as North Kore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in the world. (Courtesy sino-us.com) 

The spokesperson also condemned the US for 
acquiescing to South Korea's recent test launch of an 
800 km-range ballistic missile that is enough to hit any 
part of North Korea, the report said.
North Korea cannot put up with the double standard 
adopted by the US, which connives at the launches of 
missiles or spy satellites by its allies while disallowing 
North Korea to do similar things, the report quoted the 
spokesperson as saying.
Facts prove that North Korea's choice to develop its 
nuclear capabilities is absolutely correct and peace 
can be only maintained by its own strength, the 
spokesperson stressed.
Tensions have increase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since 
the US Navy fired 59 Tomahawk missiles at a Syrian 
airfield last week following an alleged chemical attack, 
fueling concerns that the US may take similar action 
against North Korea, which has conducted several 
missile tests this year.
The USS Carl Vinson aircraft carrier strike group has 
been dispatched to the waters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a show of military force aimed at deterring North 
Korea from conducting a new nuclear test or launching 
more missiles.
China, which is widely seen as an important ally of 
North Korea, has repeatedly called for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solution to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In a telephone call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n Wednesda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eiterated 
Beijing's goal of denucleariz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called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China 
advocates to resolve the issue through peaceful 
means, and is willing to maintain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 the US on the issu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Chinese President Xi told his US 
counterpart Trump in the telephone call.
"As soon as North Korea complies with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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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shakes hands with acting 
South Korean President and Prime Minister Hwang Kyo-
ahn during their meeting in Seoul, South Korea.

North Korean soldiers at a parade in Pyongyang in 2013 
mark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Korean War armistice. 
(Photo: AP)

“China advocates to resolve the issue through peaceful 
means, and is willing to maintain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 the US on the issu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Chinese President Xi told President Trump in 
a telephone call.

Location of Korean Peninsula

North Korea Vows Retaliation Against
U.S. Military Deterrence -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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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Urges Restraint As Tensions Heighten On Korean Peninsul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BB88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金冠海鮮酒家慶祝開業滿一周年，
雙龍蝦每盤折扣十元，每桌限一盤

休斯敦旅遊權威 - 全旅假期特別推出 
黃石公園 - 總統巨石 - 鹽湖城舒遊 6 天（鹽
湖城接送機）
$361/ 人起（5 月起天天出發）
★★最輕松，鹽湖城參離團，最靠近黃石和總
統巨石，徹底告別趕路行程。
★★最深入，獨家停留總統巨石 120 分鐘，充
足時間休閑漫步總統橋。
★★最獨家，黃石全景兩天內遊覽十大景點。
★★最新增，貝殼瀑布，野牛水壩，獨立巖，
帕克奧運村前所未有。
★★最接近，獨家西黃石特色小鎮，餐飲野
味，牛仔娛樂，黃石精品。
★★適合人群：不願長時間舟車勞頓的客人；
對美國歷史，印第安文化情有獨鐘的遊客；想
遊覽黃石原生態又希望感受美國歷史文化的客
人。
第 1 天 原居地 - 鹽湖城

【全旅假期 2017 黃石搶先行】黃石公園 - 總統巨石 - 鹽
湖城舒適遊 6 天 -$391/人！最輕松的行程 , 鹽湖城參團和
離團，最靠近黃石和總統巨石機場 (SLC)，徹底告別趕路行程！

愉快的行程將從您抵達鹽湖城機場那刻開始，
熱情的導遊等候您的到來，經過大約 10 分鐘
的車程，導遊會把您送往酒店。夜宿鹽湖城。
住宿安排 Ramada Inn 或同級
第 2 天 傑克遜 - 大提頓國家公園 - 黃石公園
早上前往美國西部風情小鎮 - 傑克遜體驗西部
牛仔文化，接著到達落基山脈中最著名的大提
頓國家公園，遊覽園內兩個精華地標景點 --
傑克遜湖與大提頓主峰。隨後將到達黃石國家
公園 - 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參觀。兩天內遊
覽十大景點，獨家路線，深度接觸。第一天將
會在園內領略著名地標“老忠實間歇泉”，最
大最美溫泉“大棱鏡”，獨特神奇的“粉色豆
漿泉”，全美最大的高山湖“黃石湖”。隨後
前往西黃石，品那嘗獨一無二的黃石野牛肉、
鹿肉和黃石鱒魚。夜宿西黃石。
住宿安排 Dude & Roundup 或同級
第 3 天 黃石公園 - 野牛水壩 - 吉列

( 本報記者  秦鴻鈞 ) 已於前年底開幕的「 
金冠海鮮酒家 」為了慶祝開業一周年，特舉
辦「 龍蝦大優惠」，凡在該店惠顧四十元，
即可享用十元雙龍蝦折扣，原價 $26.99 元減至
$16.99 元，每桌限一碟。

「 金冠海鮮酒家 」，經過一年半來的努
力，磨合，生意愈來愈好，每至周末和佳節午，
晚餐時間，更是高朋滿座，大排長龍。「 金
冠海鮮酒家」為答謝各界，於日前新推出二項
特價海鮮：1，德州生蠔（蒜蓉或豉汁 ），半

打 $11.99 元，一打 $21.99 元，2，
維吉尼亞紅蟹（ 蒜蓉蒸或沙茶粉絲
煲 ），每客 $9.99 元，以及「 金冠」 
最著名的特價雙龍蝦，一個 Order 
是 $26.99 元，過去第二盤就要恢復
原價，如今特價期間，不論你買多
少個「 特價雙龍蝦」 ，一律給予
每個 order 都是 $26.99 元，這對大
量來買外賣（To go ) 的客人是天大
的好消息。

「金冠海鮮酒家」以港式粵菜
為主，其七天茶巿，週一至週四上
午十一時至晚間十時，週五、六上
午十時半至晚間十一時，週日上午
十一時半至晚間十時。同時間七天
供應特價午餐（年節、假日除外）
每道菜 6.25 元起，包括貴妃雞、涼
瓜牛肉、椒鹽排骨、京都焗肉排、

沙律合桃蝦球、干煸四季豆，干炒牛河、星洲
炒米、鴨絲煎麵……等粵菜。

另「金冠」在午、晚間還推出名師特色菜、
包括： 「頭抬」炸蝦丸、涼拌海蜇絲、佛山
札蹄、玉龍卷、酥炸鵪鶉……等，其特色菜包

括：紅燒乳鴿、北京片皮鴨、明爐烤鴨、金冠
貴妃雞、中式牛柳、蜜椒牛仔骨、椒鹽焗排骨、
蘭遠滑牛肉，脆皮炸大腸、清蒸游水魚、焗龍
蝦、薑椒焗大蟹、雙耳扒海參、九層塔炒蜆、
XO 小炒王、雙菇玉子豆腐、鐵板黑椒牛柳、
蟹肉扒豆苗、馬拉盞 A 菜……等一百廿餘種拿
手菜，任憑您點，沒有做不出來的菜色。

「金冠海鮮酒家」佔地寬敝，停車位多，
省卻了您吃飯找停車位的煩惱，內部場地寬
敞，佔地一萬一千呎，使在這裡吃飯成為莫大
的享受，該酒家還設有屏風，如果是團體訂
餐，可以屏風隔開，保持隱私。

「金冠海鮮酒家」從老闆、經理、到所有
服務人員，都招待周到，以客為尊，無論添酒
加茶，照顧的無為不至，使您在這裡用餐，有
「賓至如歸」之感。

「金冠海鮮酒家」已備妥了各項名菜餉
客，也歡迎外賣（TO GO），他們已備好各
式菜餚，歡迎電話點菜，拿了就走，作家庭
Party 或公司 Party 使用。

「 金冠海鮮酒家」 地址：10796 Bellaire 
Blvd.Suite C, Houston TX 77072 , 電話：（281）
575- 1768，Fax:(281) 575- 1763

行程介紹
早上繼續於黃石國家公園內深度遊覽“七彩調
色盤溫泉盆地”和壯闊深邃的“黃石峽谷”，
隨後沿黃石河一路領略波浪滔天飛流而下的
“黃石瀑布”、地熱活躍的“泥火山”、鱒魚
活躍的釣魚橋和野牛遍野黃石大草原。午餐後
經黃石東門，沿老羅斯福總統口中“最美的公
路”到達野牛水壩，沈醉於懷俄明州山林風光
之中，當晚抵達美國煤都吉列鎮，夜宿吉列。
住宿安排 Wingate Hotel 或同級 
第 4 天 魔鬼峰 - 總統巨石 - 瘋馬巨石 - 彩石
鎮
早上出發，首先到達懷俄明的天然巨巖—魔鬼
峰，之後前往南達科他州遊覽總統巨石，保證
停留兩小時，獨家可行走總統橋，擁有的充足
時間任意漫步，欣賞鬼斧神工的傑作，午餐後
前往印第安精神的像征—瘋馬巨石，沿途欣賞
茫茫美西草原，當晚抵達懷俄明州的彩石鎮，

夜宿彩石鎮。
住宿安排 Baymont Inn & Suite 或同級
第 5 天 獨立巖 - 帕克奧運村 - 鹽湖城市區遊 -
大鹽湖
早上巴士繼續穿行在廣闊的懷俄明州，去探訪
美國精神的寄托之地—獨立巖，中午前往猶
他州，參觀冬奧會主辦地“帕克奧運村”，下
午到達鹽湖城，參觀金碧輝煌的猶他州政府大
樓，摩門教聖殿廣場及大鹽湖。
住宿安排 Ramada Inn 或同級
第 6 天 鹽湖城 - 原居地
是日自選時間乘坐酒店穿梭巴士往鹽湖城機
場，完滿結束 6 天行程
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 美南銀行後棟大樓 )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 chinatou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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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華供稿)美南大專聯合校友會是休士頓僑社頗
負盛名的社團，由本地22個來自台灣的大專院校及北
一女校友會組成，除了促進各校友會之間的聯誼並參
與社區慈善文化交流等活動。為獎勵本地區華裔子弟
及留學生，每年頒發獎學金給在學術專業、領導才能
、社會服務、課外活動及音樂方面表現傑出的青年學
子。

2017年該社團成立30週年，早在兩年前開始籌劃
一場合唱音樂會以茲慶祝，並為該社團音樂獎學金募
款。成立之初，就吸引了休士頓合唱愛好者122人加入
組成 『校聯合唱團』，團務行政工作由林宏正先生擔
任，並聘請名音樂家張廖莉娜女士擔任指揮，其他聲
樂老師詹硯文、林欣瑩、鋼琴老師陳奕伶、張瑀宸都
加入了團隊陣容，從2016年3月開始每週六下午在玉
佛寺的青年活動中心練唱三小時，所有演唱的曲目都
經過審慎的評估，包括語言的多元性，曲目涵蓋創作
於不同時代、地域、人文的音樂風貌；或懷古、或思
鄉、或憶往；咏嘆愛情、歌頌友情、讚美生活，可說
是清楚勾勒出融入異鄉卻不忘初衷的遊子情懷。這場
音樂會的主題清晰而明確，一群愛樂者以歌聲傾訴了
在異鄉似水年華中合唱音樂帶給人們慰藉、鼓勵和喜

悅的成果，值得聽者細細品味。演唱的曲目
有：聽雨、願、上山、You Raise me Up、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豐年祭、永遠
的故鄉、十八姑娘、笑之歌、校園民歌組曲
、永遠的朋友和Texas Medley；除了大合唱
外，男女聲獨唱、弦樂演奏也都是一時之選
。這場音樂的盛宴，期待與愛樂者一起分享
，歡迎光臨。

演出時間：2017年4月22日(星期六)晚上 七時
地點：Sugar Land Baptist Church
16755 Southwest Freeway, Sugar Land, TX 77479
贊助券聯絡電話：林宏正(713)669-9483，
謝家鳳(281)370-9404，
鄧嘉陵(832)526-7373
除了4月22日這場演出之外大專校聯合唱團另有

以下的演出 :
2017年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時，Houston Marriott

Hotel
台北音樂會
2017年十月十二日晚上七時，台北市中山堂。
合作演出單位: 台大校友會合唱團。
台南音樂會
2017年十月十四日下午二時，成功大學成功廳。
合作演出單位: 成大校友會合唱團。
台中音樂會
2017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二時，台中市中山堂。
合作演出單位: 台中藝術家合唱團、韶音合唱團。
台中演出後將有台灣環島旅行及日本旅遊行程。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台灣電影在今年第50屆休士頓國際影展，表
現優秀，成績超過往年，共有4部劇情長片入選：蔡銀娟導演的 「心靈時鐘
(A Package from Daddy)」、黃建樺導演的 「海豬仔(Dolphin)」、陳潔瑤導演
的 「只要我長大(Hang in There, Kids)」、及邱立偉導演的動畫片 「小貓巴克
裡(Barkley)」等都入選本次影展，分別將於4月25日、27日及29日放映，歡
迎熱愛電影藝術的觀眾朋友，踴躍前往AMC Studio 30 觀賞台灣新銳導演的
傑出創作。

「只要我長大」被譽為2016年最真誠、最可愛、又帶點淡淡哀愁的溫馨
小品。描繪3個在部落山林間的小男孩遭遇隔代教養及父母失和造成的疏離
感，最關心他們的安親班老師拉娃，成為照顧這群孩子的愛的光芒。該片在
2016年台北電影獎拿下百萬首獎等6大獎，童星陳宇並入圍金馬獎最佳新演
員，也代表台灣參加89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競賽。該片獲得印度孟買影展兒
童類最佳影片金門獎的肯定，也獲義大利Giffoni國際兒少影展的特別獎、韓
國富川奇幻影展 Family Zone單元 BIFAN Children's Jury Award 兒童評審團獎
。

「心靈時鐘」講家裡開船藝品店的小學生葉藍和姊姊葉澄，突然遭遇父
喪，頓時全家籠罩在巨變、悲傷的陰影下，也因父親懸疑死因引起鄰裡街坊
異樣眼光。該電影入選香港亞洲電影節、美國洛杉磯女性影展、高雄電影節
、澳洲金考拉國際華語電影節等影展。

「海豬仔」描述一位中年轉業的黑道大哥- 「海豬仔」，因緣際會，回

到第二故鄉-綠島，結識熱愛海
洋及生命的純真少女，最終放棄
殺戮獵魚的暴利，全心全意致力
台灣海洋生態保育的故事。

「小貓巴克裡」入圍韓國首
爾國際動畫影展，也入圍法國安
錫影展和首爾國際動畫影展。故
事生動描繪 「小貓巴克裡」與小
朋友 「魚都」、 「阿芬」在純樸
鄉下的 「第一村」，與破壞生態
的土地開發商之間的衝突，適合
全家觀賞。

以上4部電影放映時間如下
，地點在AMC Studio 30 (2949 Dunvale Drive,Houston,TX 77063)：
1、4月25日(週二)晚7:00，蔡銀娟 「心靈時鐘(A Package from Daddy)」。
2、4月25日(週二)晚9:00，黃建樺 「海豬仔(Dolphin)」。
3、4月27日(週四)晚7:00，陳潔瑤 「只要我長大(Hang in There, Kids)」。
4、4月29日(週六)下午1:00邱立偉 「小貓巴克裡(Bark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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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4部新電影入圍第50屆休士頓國際影展，表現亮眼

2017年美南音樂盛事從休士頓唱到台灣
大專校聯合唱團 『愛樂情深，暢享三十』音樂會四月廿二日登場

圖文：秦鴻鈞
4 月 12 日第八十五屆德州州議會，表揚

了 「石山地產 」創始人，負責人 James 以及
Leeshan 莊麗香及他們的兒子Ceyan Birney卓越
事業成就及對社區的傑出貢獻。莊麗香一家親
自參與表揚典禮。不只在眾議會，也親臨參議
會。他們的傑出成就在HR 1198 及SR 608, 並
將此紀錄寫入德州歷史之中。他們是至今第一
位亞裔族商在眾議會及參議會通過而被表揚的
模範。華人社會皆祝賀他們獲此殊榮。

莊麗香從一位來自台灣的女留學生，到跨
國婚姻，與詹姆斯伯尼（James Birney ) 結婚，
半世紀以來，他們不僅教養出三位耶魯，哈佛
博士，碩士的優秀子女，
也在職場上叱咤風雲，孜
孜碶碶打響了 「石山地產
」 品牌，更難能可貴的是
莊麗香事業成功後不忘僑
社，不忘提攜後進，在海
外宣揚中華文化。不僅大
力支助台北故宮在休士頓
美術館 「帝王品味」 精品
展外，對孔子學院，及對
國內學子的獎學金，更是
為善不落人後。莊女士一
家以首位亞裔獲德州州政
府表揚，是 「實至名歸 」
的一項殊榮。

「石山地產」 創始人，總裁莊麗香與夫婿及兒子
本月12 日榮獲第八十五屆德州州議會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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