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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重视侨文化研究保护 

根植海外华侨华人家园记忆 
 延伸阅读

      广东是主要侨乡，华侨文化、侨乡文化底蕴

深厚、内容丰富、影响巨大，既鲜明的体现在

商业、建筑、侨批（汇）、教育、慈善、传媒、

饮食等物质方面，也体现在思想、观念、语言

等非物质方面。

      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把华

侨历史文化研究保护纳入文化强省建设规划。

2011 年出台的《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

（2011-2020）》，明确提出巩固华人华侨研

究、建立华侨文化等文化生态保护区、继续开

展南粤文化海外行、深入推进对外文化交流合

作，使广东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心

和华人华侨文化交流中心等任务和目标，把华

侨历史文化的研究保护提高到文化强省建设的

高度。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近日

在江门调研时强调，要充分挖掘保护好地方传

统文化，打造特色侨乡文化品牌，巩固创建成

果，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不少侨乡市县政府进

一步加强了华侨文化的研究保护，如《江门市

侨务强市建设工作纲要（2015—2020 年）》提

出了设立国家级华侨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的目

标，开平市在 2011 年出台的有关文化建设文

件中提出“打造国家级华侨文化生态保护区”

的目标。

         一批华侨历史文化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

广东省侨办、侨联分别成立了广东华侨华人研究

会、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广州、茂名等市成立了

华侨华人研究会，省侨办还建立了国务院侨办侨

务理论研究广东基地、广东侨务理论研究中心，

有效推动了华侨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省内多

所高等院校和广东省社科院等研究机构重视开

展华侨历史文化研究、教学工作，相继设立了

一批华侨历史研究队伍和机构。各级侨务部门、

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等积极开展华侨历史文化研

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实践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特别是近年来围绕“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侨批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广东华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等重点工作，开展

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推动了广东

省侨乡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一些地方还加强了

华侨人文史迹的普查建档工作，摸清了“家底”：

广州市侨办与有关部门合作开展华侨人文史迹

普查，整理出 150 多个华侨人文史迹；开平对

全市的碉楼进行了三次普查，建立起 1833 座碉

楼与数千座村落的档案资料和数据库。

       在开展文物文化保护工作中，广东重视加强

对华侨文化史迹的保护，各地众多华侨史迹纳入

了国家、省、市、县文物文化保护单位，如广

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开平碉楼、珠海陈芳

家宅、佛山东华里古建筑群（以华侨建筑为主）

等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 年“开

平碉楼与村落”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

中国唯一的华侨文化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各地

在开展华侨文化史迹保护工作中，注重保护保

育与开发利用相结合，如开平的自力村、立园，

澄海的陈慈黉故居等，已成为知名的旅游景点；

江门、中山等地对城区历史较长的侨建骑楼群

进行了修缮保护和开发利用；开平探索用“领养”

碉楼的模式促进碉楼的保护和利用；广州市荔

湾区聚龙村、惠州市惠阳区秋长街道周田村、

梅州市梅县区南口镇侨乡村、汕头市澄海区樟

林古港等重点侨乡村庄，有关地方政府投入专

项资金进行了整体修缮保护。（宗和）

     2016 年 12 月，江门市正式向广东省文化厅提交

了创建广东省侨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申请，并制

订了《侨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提出

力争在 2018 年建成广东省侨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2020 年建成中国侨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纲

要》提出，侨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将实行全域建

设，其中以台山、开平、新会、蓬江、江海为核心区，

东部鹤山、西部恩平为协调区。核心区是侨乡文化

保护试验区主体形态所在，不仅保护侨乡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同时注意成片保护与非物质文化生存

紧密相连的环境。协调区是侨乡文化生态保护试验

区非物质文化的丰富，重点是保护侨乡非物质文化

遗产。江门将通过创建“侨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加强对侨乡文化的整体保护，增加与海外华人的沟

通，增强华人“根、魂、梦”的认同感。 

　   江门是全国著名侨都，侨乡文化底蕴非常深厚，

侨文化资源丰富，有“中国第一侨乡”的美誉。据统计，

目前全市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7 个、省级项目 27 个、

市级项目53个、县市级项目超过100个。其中“葵艺”、

“蔡李佛拳”、“陈皮”、舞龙狮及一些地方民歌

等早已漂洋过海，成为与华侨华人联系的纽带。同时，

五邑华侨华人也把西方的文化带进来，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侨

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世界记忆遗产等。此外，

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是全国馆藏华侨、侨乡文

物最多，展示面积最大的华侨华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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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迎接佛誕節韓國迎接佛誕節 兒童剃度變小和尚兒童剃度變小和尚““萌哭萌哭””

佛誕節即將到來之際佛誕節即將到來之際，，韓國韓國““童子僧削發及受戒儀式童子僧削發及受戒儀式””在首爾曹溪寺舉行在首爾曹溪寺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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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誕生首批女性宇航員德國誕生首批女性宇航員

德國柏林德國柏林，，當地召開媒體發布會當地召開媒體發布會，，經濟部長吉普理斯經濟部長吉普理斯(Brigitte Zypries)(Brigitte Zypries)出席宣布當出席宣布當
選的德國首批女宇航員選的德國首批女宇航員。。吉普理斯為德國挑選女宇航員的項目提供了巨大支持吉普理斯為德國挑選女宇航員的項目提供了巨大支持，，她曾她曾
表表示示：：""我覺得現在已經到了讓壹位德國女性進入太空的時候了我覺得現在已經到了讓壹位德國女性進入太空的時候了。。""按照計劃按照計劃，，20202020
年年，，這名女性將作為德國第壹名女宇航員飛入太空這名女性將作為德國第壹名女宇航員飛入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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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繼去年中央企業超額完成鋼鐵、煤炭

化解過剩產能年度工作任務後，今年央企化解過剩產

能任務再加碼。記者獲悉，目前多家央企已經設定化解

過剩產能目標和具體方案，圍繞鋼鐵、煤炭產業，今年

將完成化解鋼鐵過剩產能595萬噸、煤炭過剩產能

2473萬噸的目標，同時積極在有色金屬、船舶制造、

煉化、建材和電力等產能過剩行業開展去產能工作。

“目前央企都制定了相關計劃和具體方案，並

且都在積極推進，力度很大，同時配合兼並重組和

‘僵屍企業’出清，構建更加健康的產業鏈條。”

壹位央企人士表示。值得註意的是，下壹步將在涉

及煤炭、鋼鐵等產能過剩嚴重的行業進行試點，建

立優勝劣汰市場化退出機制，對不符合國家能耗、

環保、質量、安全等標準要求和長期虧損的產能過

剩企業，進行關停並轉或剝離重組。

據悉，中國華能集團表示，2018年年底前，退出

煤炭產能914萬噸／年，處置“僵屍企業”16戶、特

困企業4戶，“十三五”期間關停退役647萬千瓦

煤電機組。

保利集團發布計劃，堅決執行國家煤炭行業去

產能政策，關停無效礦井，盡快實現戰略退出，將

用三年時間完成39家“僵屍企業”的重組整合退

出，確保虧損額減少50%以上。

中國南方電網有限責任公司將從源頭堅決控制、

減少無效和低效投資，從電源側去產能，重點堅決

落實煤電“取消壹批、緩建壹批、緩核壹批”政策，

推動能源主管部門將南方五省區“十三五”火電裝

機新增規模控制在4285萬千瓦以下，從2020年起，

全網非化石能源電量占比不低於50%。

武鋼集團擬在已經淘汰完落後產能的基礎上，

主動退出煉鐵產能319萬噸、煉鋼產能442萬噸。

2017年作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壹年，

1月以來，多省份在總結2016年去產能工作的基礎

上，均明確了今年鋼鐵、煤炭的去產能目標和“僵

屍企業”出清目標。其中，河北省提出，2017年將

壓減煉鋼產能1562萬噸、煉鐵產能1624萬噸，壓

減煤炭產能742萬噸；山西省提出，2017年關閉退

出煤炭產能2000萬噸左右，退出鋼鐵產能170萬噸。

此外，黑龍江省、吉林省、遼寧省、雲南省以及內

蒙古自治區均公布了2017年去產能任務。

“國有企業大多處於傳統重工業行業，企業扭

虧增盈、化解過剩產能、處置‘僵屍企業’等任務

繁重，壹些企業創新動力不足、活力不夠，缺乏具

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技術和知名品牌。”壹位央

企負責人對記者說，以鋼鐵行業為例，盡管近十年

國家對鋼鐵業產能過剩頻頻調控，但是收效甚微。

壹位業內專家表示，集中審批、管控競爭的方

式已難以抑制產能過剩，目前鋼鐵等產能過剩行業

涉及的多為國企，也是地方政府財政支柱企業，涉

及當地財政收入、就業、經濟穩定等。同時，現在

過剩的產能不僅僅是落後產能，還包括結構性無序

發展產生的大量先進產能，這些都是目前供給側改

革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國企改革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抓手，治理

‘僵屍企業’又是重中之重。”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

研究員李錦告訴記者，從供給側發力，從根本上和整

體上提高國有資本的配置效率，無疑是步入深水區後

的國企改革必須要啃下的“硬骨頭”，也是在重要領

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成效的應有之義和必由路徑。

在不少專家看來，未來判斷國企改革是否成功

的標準，應在於是否實現了過剩產能的有效化解、過

高杠桿的明顯抑制、經營效益的持續改善以及國有資

本配置效率的顯著提高，而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壹味做

大規模，提高國有企業的效率和競爭力是貫穿國企改

革的主線和靈魂。招商證券分析師指出，鋼鐵、煤炭

企業去產能的過程也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好時機。在資

本市場上，可以通過並購重組來完成產能出清，預計

年內鋼鐵、煤炭類國企改革進程將明顯提速。

央企今年去產能任務再加碼 將化解鋼鐵過剩產能595萬噸

四問信用卡“全額計息”：
是否公平合理？

▲ 信用卡“免息還款期待遇”並不
等同於“免息”，更不能理解為“只要
在免息期內，就是無條件絕對免息”

▲ 銀行可選擇適合自身發展的信用
卡息費計收方式，但要確保信用卡申請
人（或持卡人）能夠自主選擇

近幾年我國信用卡持有人增長迅猛，信

用卡得到了廣泛普及，但由於有關知識宣

傳不充分，消費者對其特性和規則了解不

足，導致壹些持卡人在享受便利的“喜刷

刷”之後，往往忘記及時還款，從而產生

了高昂的利息，影響了個人征信記錄，容

易產生客戶與銀行間的矛盾和糾紛。

近日，就有客戶因未全額還款產生

的大額利息將某家銀行訴至法院，引起

廣泛關註。對此，記者就“卡民”普遍

關心的問題采訪了銀行業內專家。

客戶未能全額還款，為何要被“全
額計息”

專家介紹說，信用卡既是支付結算

也是消費信貸的工具，銀行與客戶之間

是借貸關系，客戶使用銀行提供的信用

額度通過刷卡完成交易後，就形成了對

銀行資金的占用，也就需要為此承擔利

息。因此，客戶使用信用卡額度完成的

交易，與通過儲蓄卡（借記卡）存款所

完成的刷卡交易是有本質區別的。

從銀行經營角度考慮，客戶自使用

信用額度刷卡交易之日起，無論是否處

於免息還款期，銀行都要承擔資金成本、

運維成本和壞賬成本。收取貸款利息，

也是為了維持信用卡業務的正常運轉，

可以讓更多的客戶享受到包括免息還款

期待遇等在內的各項信用卡服務。

因此，客戶若未能在信用卡到期還

款日前全額還款，其應付銀行的利息就

要從每筆刷卡交易各自的銀行記賬之日

起、按照賬單所列金額計收（直到還清

為止），而不是從到期應還實際未予償

還之日起計收，理由就在於：持卡人對

銀行信貸資金的占用，是從刷卡後的銀

行記賬日起算，而不是從他未履行到期

還款義務的那壹天起計算的。實際上，

對消費者而言，只要記住按時全額還款，

使用信用卡就能輕松享受到發卡行給予

的免息期內的“免息待遇”。

“全額計息”，是否公平合理
針對這壹普遍關註的熱點話題，業

內專家介紹說，按照信用卡基本規則，

銀行都為客戶提供免息還款期待遇。也

就是說，如果客戶在到期還款日前能夠

全部還清欠款，即可享受最長達50天

（自刷卡消費之日起至還款日止）的免

息期。壹旦客戶超過免息期未還或未按

期全額還款，依照《銀行卡業務管理辦

法》的規定以及《信用卡領用協議》的

約定，他就失去了享受“免息還款期待

遇”的條件。因此，可以這樣說，信用

卡“免息還款期待遇”並不等同於“免

息”，更不能理解為“只要在免息期內，

就是無條件絕對免息”。

為了讓持卡人盡可能享受到“免息還

款期待遇”，同時避免出現信用汙點，在

2013年頒布施行的《中國銀行卡行業自律

公約》中，銀行業協會要求成員單位為持

卡人提供“容時容差服務”，即為持卡人

提供壹定期限的還款寬限期服務，還款寬

限期自到期還款日起至少3天。可能很多

人覺得這還不夠，認為容時應該更長壹

些，容差更多壹些。但是，銀行是金

融機構，服務是有價值的，其自律約束總

會有壹個基本底線、最低標準。

日利率按萬分之五收取，是否屬於
“罰息”

對此，業內專家解釋，根據中國人民

銀行1999年頒布施行至今的《銀行卡業務

管理辦法》規定，信用卡並不存在“罰息”

壹說，只有“日利率萬分之五”的正常計息

標準。簡單概括，就是“占用1天的資金

就付1天的銀行利息，直至款項償清為止，

除非滿足免息還款期待遇條件可依規依約

獲得免息”。因此，可以說，如今的信用

卡只有正常計息而沒有“罰息”。

如何保障客戶對信用卡計息規則的
知情權

在信息披露方面，專家介紹，《中國

銀行卡行業自律公約》要求發卡行采取多

種措施，保證客戶對銀行業務計息、收費

標準及相關風險享有充分的知情權和選擇

權。壹是要求成員單位加強信用卡業務信

息披露，充分揭示信用卡計息規則的含義，

應在信用卡申請表中以突出的字體明確說

明計息規則，並通過網站等宣傳渠道提供計

算規則及模擬案例；二是要求成員單位執行

監管規定要求並根據實際情況選擇適合自

身發展的信用卡息費計收方式和相應的優

惠措施，但應將相關信息明確告知信用卡

申請人（或持卡人），確保申請人（或持卡人）

可以根據自身意願自主選擇；三是要求成員

單位於信用卡到期還款日之前至少3天通過賬

單、短信、電子郵件、電話或信函等方式向持卡

人提示還款；四是成員單位可提供多個賬單日

供持卡人選擇、更改，但可限定更改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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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維斯頓 - 休斯頓第二屆現任大主教、天主教
教會的美國紅衣主教丹尼爾尼古拉斯 DiNardo

親臨為中國神輔教育基金募款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Strake Jesuit 天主教高中 3 層 3 重奏合唱團為募款演
唱 "Prayer of St. Ignatius"。

休士頓大學梁毓熙、張錦芳教
授、哈里斯郡法官張文華熱烈歡
迎美國紅衣主教丹尼爾尼古拉斯
DiNardo 列席指導。

譚梓康、譚陳宛儀與地產協會及香港會館
部份成員為中國神輔教育基金募款盡心力。

萬通互惠理財公司經理蔡超群夫婦、關振
鵬母親及夫人於 4 月 19 日下午 6 時在珍寶
海鮮餐廳為中國呂義福神父赴美就讀募款。

譚梓康、譚陳宛儀、梁日華等與美華天主
堂退修神父徐卓越寒喧。

天主教教徒及僑界人 520 人中蔡旭敏會計
師父毋與大哥大嫂參加盛舉。

休士頓大學梁毓熙、張錦芳教授與中
國神輔教育基金募款受益人呂義福
神父合影。

譚陳宛儀、梁建鋼等天主教教徒出席
為中國呂義福神父赴美就讀募款。

前休士頓副市長關振鵬與熱心贊助
中國神輔教育基金募款活動佳賓互
動。

哈里斯郡法官張文華、夫婿張少歐醫
師為中國神輔教育基金募款活動引
言。

天主教神父 Matteo Ricci 在為中國神輔教育基金募款
以 " The Great Pioneer of West-East Dialogue" 作主
題演講。

加爾維斯頓 - 休斯頓第二屆現任大主教、天主教教會的美國紅衣主教
丹尼爾尼古拉斯DiNardo鼓勵信徒踴躍支持為中國神輔教育基金募款。



BB66副 刊0330D07

大家向空中潑灑彩色粉末、把手中彩粉塗抹旁人的臉和頭
髮，各人的衣服也染成五顏六色。紅色、桃紅色、橙色、黃色、
藍色、綠色、紫色，無分彼此混在一起，看似紛亂、混濁，卻蘊
藏無限歡樂。最近幾年這幅鮮豔景像遍佈世界各地，美國境內也
充斥不同類型的色彩活動，包括印度教廟宇節日慶典、彩色路跑
（Color Run）、校園或社區色彩節，吸引無數參加者，在某程
度而言亦增加美國人對印度教荷麗節（Holi，又名灑紅節、胡裡
節、侯麗節等）的認識。

荷麗節神話故事
荷麗節是印度教重要節慶之一，根據印度教曆計算，每年的

日子也稍有不同，大約落在公曆二至三月之間，而今年的荷麗節
是在3月13日、2018年將在3月2日、2019年則在3月21日。這
是一個歡送嚴冬、喜迎春季的節日，不僅在印度備受矚目，尼泊
爾、斯裡蘭卡、模裡西斯、斐濟、英國、美國等擁有眾多印度教
徒的國家也會大肆慶祝。

關於荷麗節的來源有幾個不同的版本，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
邪不勝正的故事。傳說有一個魔王Hiranya Kashipu得到創造之神
梵天（Brahma）賜予不死之身，從此跋扈自恣，認為自己至高無
上，要求全國上下尊崇他，更禁止人民敬神。偏偏魔王的兒子

Prahlad是守護之神毗濕奴（Vishnu）的虔誠信徒，王子不願聽從
父親的命令，繼續堅守信仰，使魔王想方設法殺害忤逆子，可是
也不成功，最後下令自己的妹妹Holika燒死王子。Holika有不怕
火燒的特異功能，於是她抱著王子走進熾烈的火海，希望將王子
置之死地，然而神靈插手，王子安然無恙逃出火焰，Holika則葬
身火窟，故有一說指Holi一字來自為虎作倀的皇妹名字Holika，
慶賀魔女之死。

另一個神話是關於膚色與愛。毗濕奴有另一個深入人心的化
身，名為奎師那（Krishna，意思為黑色或深藍色，也譯作黑天
神），雖然他擁有一身灰藍色肌膚，但帥氣的外表獲得很多女孩
的愛慕。他仰慕的女孩拉達（Radha）則有淺色皮膚，讓他非常
羨慕。有一天，天真無邪的奎師那向母親哭訴膚色的不公，溺愛
奎師那的母親提議兒子在拉達臉上塗抹任何他喜歡的顏色，淘氣
的奎師那聽從母親建議，執行愛的惡作劇。一群喜愛奎師那的牧
牛女孩看見這場惡作劇，也想臉上沾有顏色，故用水槍將顏料噴
於臉龐，以吸引奎師那。從此，於荷麗節向喜歡的人臉蛋塗沫色
彩，有表達喜愛之情的意思。

如何度過色彩節？
荷麗節前夕名為 Holika Dahan（燃燒 Holika）或 Chhoti Holi

（小荷麗節），印度人會收集木材或其他易燃物品，於日落時分
在公園、寺廟等空曠地方，點燃大型火堆，燒燬用草或紙製作的
Holika肖像，像徵正義戰勝邪惡。

荷麗節正日稱為Rangwali Holi或Dhulandi（Rangwali和Dh-
ulandi均指彩色），與其他印度教宗教節日不一樣的是，荷麗節
並不需要進行祈福或禮拜儀式，而是一個純粹的色彩狂歡日子，
親友也聚首享用荷麗節專屬甜品，如印式炸油角（Gujiya）。

出生在 1980 年代、於印度北部查謨-喀什米爾邦（Jammu
and Kashmir）成長的Kala Chander說： 「我們小時候過荷麗節，
絕對不會向路人，特別是老人家，投擲彩粉和水球，這是十分不
禮貌的行為，但是現在總有些小傢伙愛搗蛋。」頑皮的小朋友向
街上途人灑彩粉、丟水球、發射水槍，他們玩得開心，路人卻弄
得亂七八糟、濕漉漉。曾在印度德裡工作，現居巴爾的摩的華裔
屈太太分享她的荷麗節外出經驗： 「荷麗節前夕，外國人走在德
裡街頭，份外 『危險』，我不會穿淺色衣服外出，萬一不幸遭受
小孩子的 『攻擊』，也不用心痛衣服弄髒；荷麗節正日如非必要
更不會外出，留在家比較安全，畢竟跟朋友一起玩彩粉和被陌生
小孩大力扔水球，分別太大了，後者不但把衣服弄壞，那衝擊力

還真的會痛呢！」

馬州色彩活動
雖然印度的荷麗節正日已經過去，但是馬州春季多場色彩活

動即將展開，有興趣的讀者可登入相關網頁瀏覽詳情，包括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Homewood校區，於4月1日（週六）上午10時至
下午 1 時，舉行校園荷麗節慶祝活動（www.facebook.com/
events/750522685110691）；Aberdeen 的兩公裡家庭彩色路
跑，將於4月22日（週六）上午10時至下午1時舉辦（goo.gl/
W2OWMV）；蒙邵Potomac的ISKCON of DC，於5月7日（週
日）上午11時至下午5時進行色彩慶典（www.holidc.com）。

色彩活動注意事項
在印度過荷麗節，人們不但撒彩粉，還喜歡混合水一起玩。

但是在美國，其中一個大型色彩活動主辦機構 Holi Festival Of
Colors USA，以美國春季低溫，不欲參加者感冒為由，禁止活動
場內把彩粉混合水。其他使用彩粉的安全注意事項包括，活動宜
於戶外空曠地方進行；使用彩粉時，避免點燃火種，不當使用會
引發爆炸危險；購買信譽可靠的彩粉品牌；不宜佩戴隱形眼鏡；
不宜將彩粉撒於別人眼部及口部。此外，彩粉遇溫水更難清理，
洗澡前宜將身上的乾彩粉以化妝掃或掃帚抹去，接著才用冷水擦
洗皮膚和頭髮。

( 圖 片 來 源 ： goo.gl/Zc2706、 goo.gl/Mq6xnH、 goo.gl/
sbV8MZ、www.mellownspicy.com、www.photoburst.net)

印度色彩節在馬裡蘭州 文文：：鄧彩欣鄧彩欣

印式炸油角印式炸油角

美國色彩活動美國色彩活動

印度的色彩水戰印度的色彩水戰

荷麗節神話圖片荷麗節神話圖片 奎師那愛的惡作劇奎師那愛的惡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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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三晚上，在矽谷的蘇菲亞大學裡，同
很多知青朋友們聽了一場有關電影“美國往
事－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的精彩演
講。然後又花了很多時間，看了這部 1984 年
拍的美國電影和講員蘇教授推薦的其他電影，
學到了一些如何欣賞電影的智慧和對美國早期
歷史的了解。

蘇牧教授（圖一）是來自北京電影學院的
教授，也寫了很多有關電影編導和電影分析的
專書。藉著“主流電影與”美國往事”“的題
目，他把主流電影分成探索片，藝術片和商業

片三個層次，其中最多的是我們常看到的商業
片。探索片不多，但是有創意和值得深思的道
理。1984年完成的”美國往事“是義大利名導
演塞爾喬•萊翁內（Sergio Leone）探討美國
文史的電影“美國三部曲”中的第三部，描述
由上世紀初世界第一次大戰後到六十年代中，
紐約市貧民區裡一些猶太新移民的孩子們和他
們的“美國夢”。在這四個多小時的電影裡，
我們可以看到主人翁”Noodles 麵條“和他的
朋友們如何成長。因為原來電影裡有很多暴力
和色情的場面，所以也有後來被剪成一個多小

時的影院版本。影片從多年以後，他再次回到
紐約開始。他來到少年時混跡的地方，掀開牆
上的木板，向裡看去。透過演“麵條“Rob-
ert De Niro那深邃的眼神，回憶開始。原來，
這是他少年時偷窺女神Deborah的地方。麵條
的一生，就為了兩件事而活。一是對Deborah
矢志不渝的愛，一是對黨裡兄弟們的情義，結
果他什麼美國夢也沒有得到。

另外兩部他推薦的美國電影 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e 和 Run Lola Run 也是很有創
意的探索影片，前者指出人要了解自己，後者

說明人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等。此外，他也推薦了幾部中
文片，例如姜文導演的“陽光
燦爛的日子”等。聽了演講
後，再去看這些電影時，我們

都學會了如何用大腦去看，而不只是為娛樂而
看電影了。

剛看了“美國往事”的電影後，有機會去
舊金山的愛爾蘭文化中心，聽了一場美國南北
戰爭前後，華工和愛爾蘭工人一起修建美國第
一條橫貫鐵路的演講。在那擠滿華人和愛爾蘭
人的會議廳裡，史大的張少書教授和紐約市大
的Barry McCarron教授（圖二），分別報告了
華工和愛爾蘭工人的事績。當年曾有幾千位為
尋求更好的生活而來美國的新移民們，在那高
山和曠野裡奮鬥，為美國的建設出力，甚至犧
牲了生命。

如果有人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拍成電
影，讓我們能看到一些跨越時空和民族分野的
愛情故事（圖三），那一定會是個更好的美國
夢。(3/26/17)

看“美國往事” 蔡老師蔡老師

圖一圖一。。蘇牧教授蘇牧教授 圖二圖二。。張少書教授張少書教授（（左左））和和McCarronMcCarron 教授教授圖三圖三。。150150年前的鐵路華工和愛人年前的鐵路華工和愛人

今期談如何找到有專業的，經驗豐富的，
也很負責的財務顧問。財務計劃師或是財務顧
問的英文頭銜有很多不同的稱呼。有Financial
planner, financial advisor, financial counselor, fi-
nancial consultant, financial service representative
或 financial specialist 等等。其實他們都一樣是
賣財務產品（Financial products)。他們只是銷

售員而已如同汽車銷售員一樣。前者
是賣財務產品，後者是賣汽車產品。
他們不會幫你做什麼財務計劃或者是
退休計劃。他們的目的就是推銷他們
的財務產品來賺取佣金。高價格的財
務產品賺的佣金越多。但是反過來說

也有很多很有經驗的、很專業的、很有負責
的、有良心的財務計劃師或是財務顧問專門為
你服務。所以不能一概而論。這些財務顧問收
費有三種：1）佣金制（Commission-based),
2) 收費制（fee-based) ,和 3）鐘點制（hour-
ly-based)。*佣金制*收費是以你的財務產品的

價格來決定佣金。越高的財務產品金額，佣金
就更多。*收費制*比佣金制來得好，因為他們
的目的是幫你賺錢，而不是去賺更多佣金。但
是你要有$250,000以上的投資金額他們才幫你
做事。他們的收費是以你投資金額的比例
（percentage)來收取費用。*鐘點制*是以每小
時來計算，也可以選擇一個固定收費方式
（fixed fee arrangement)。這個鐘點制的財務顧
問只是提供財務方面的重要資料給你參考然後
你自己決定要怎麼去投資。美國勞工部在多年
前已經制定一個信托法規（fiduciary rule)來保
障投資者的權益。這個信托法規將於下個月四

月10 實施。但現在川普政府要想把這個方案
擋下來。所以現在這個信托法規是否要執行還
是一個未知數。信托法規規定財務顧問在幫顧
客做投資方面或是退休方面的事宜，要先把客
人的利益放在第一順位，而不是為了他們自己
的利益著想。一個有良心的、有經驗豐富的、
有專業的財務顧問會為你做以下的事情：1）
先找出你的投資環境和目的， 2）提供一些投
資的策略，3）協助你安排投資項目先後次
序， 4） 提供一些有圖的投資產品， 5）協助
你如何投資， 5）隨時提供一些投資警告等
等。下期談如何去面試財務顧問。

「與你分享13」
文文//鄧鴻章鄧鴻章



reporters in Athens after meeting Greek counterpart 
Nikos Kotzias.
"China may not have the key to this solution... but we 
are happy that more sides are accepting our point of 
view," he adde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urged China to take 
stronger steps to press the North to curb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During a regional tour last week, Vice-President Mike 
Pence warned that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to curb 
the North's nuclear ambitions, as fears grow it may be 
planning another atomic test.
Pyongyang has ramped up its rhetoric in recent weeks, 
threatening to hit back against any provocation.
It has also renewed threats against regional US allies, 
including Japan and South Korea, which both host 
large American military contingents.
Even Australia Has Received A Warning From 
Pyongyang
"If Australia persists in following the US's moves to 
isolate and stifle North Korea... this will be a suicidal 
act," a North Korean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said after Australian Foreign Minister Julie Bishop 
called the nation a "serious threat".
On Sunday, South Korea's Yonhap news agency 
reported that a US citizen had been arrested as he tried 
to fly out of North Korea, becoming the third American 
to be detained there.
"It is important for them to hold a US citizen hostage 
at this point to prevent Washington from carrying out 
a decapitation of Kim Jong-Un," said Ahn Chan-il, a 
former defector, referring to the North's fears that the 
US plans a secret military strike to topple its leader.
"It's also a resolve to point a double-action revolver 
against the US and China because he is a US citizen who 
worked in China."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
com/news/252917922) 

agencies - the U.S., U.K., Australia, Canada and New 
Zealand - were to hold its annual meeting in a secluded 
New Zealand mountain resort.
U.S. officials noted that Chinese bombers had been put 
on "high alert" in order to react to a potential crisi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On Thursday, Trump cryptically told the media that 
"some very unusual moves have been made over the 
last two or three hours" by the Chinese.
He expressed confidence tha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ould "try very hard" to pressure North Korea 
over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Both China and Russia fear a mass exodus of North 
Korean refugees if eventually a war breaks out.
Meanwhile, in the face of possible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North Korea - that America has already 
threatened - on Thursday, a footage showing Putin 
reinforcing his border with North Korea by relocating 
troops and equipment emerged.
The video shows one of the three trains being sent to 
the frontier, loaded with military equipment.
Another video highlights military helicopter 
movements towards the North Korean border and 
manoeuvres across the rough terrain by army combat 
vehicles.
A news report also emerged, suggesting that there have 
been military moves by road as well.
Russia reportedly fears that if a conflict breaks out, the 
country could face a humanitarian exodus from North 
Korea.
The country’s president, Putin too warned that in 
the event of a U.S. strike on Kim Jong Un's nuclear 
facilities, contamination could swiftly reach Russia.
A report in primemedia.ru noted, “Railway trains 
loaded with military equipment moving towards 
Primorsky region via Khabarovsk have been noticed 
by locals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While the Russian military spokesman Alexander 
Gordeyev has declined to give the exact reasons 
for the troop and equipment movements - he said 
exercises had recently ended in the TransBaikal region 
of Siberia.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news/252909167) 
Related

China Urges Korea Peninsula 
Denuclearisation

(Athens, Greece)-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called 
on Sunday for the complete denuclearis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mid rising tension over North 
Korea's missile and nuclear programs.
"China is firmly supporting the denuclearisation of the 
area in the name of stability and peace", Wang Yi told 

As Donald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dined on Dover sole and New York strip steak earlier 
this month,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in China a 
government office quietly approved trademarks that 
could benefit the US president’s family.
On the day the president’s daughter Ivanka Trump 
met the Chinese leader, China granted preliminary 
approval for three new trademarks for her namesake 
brand, covering jewellery, bags and spa service, 
according to official documents.
Her company, Ivanka Trump Marks LLC, has been 
granted four additional trademarks since her father’s 
inauguration and has 32 pending, according to the 
Associated Press, which first reported the new 
approvals.
Donald Trump’s White House has created a minefield 
of ethics concerns, according to critics, and the 
president and his top officials represent one of the 
wealthiest cabinets in history, with business empires 
spanning the globe. Ivanka Trump was appointed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last month, after previously 
saying she would not join her father’s administration.
Ivanka Trump no longer manages her clothing, 
jewellery and accessories brand, but still owns the 

SEOUL, South Korea - Even as fears of another 
nuclear test by North Korea, on the anniversary of Kim 
Jong-un's regime next week, remain high - Seoul has 
put its forces in a state of heightened alert.
Meanwhile, after several rounds of threats and counter 
threats - now American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has said that denuclearization of North Korea can still 
be achieved peacefully, because of Washington's new 
engagement with China.
On Saturday, Pence said, “We truly believe that, as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and China bring that pressure to 
bear, there is a chance that we can achieve a historic 
objective of a nuclear-free Korea peninsula by peaceful 
means. We are encouraged by the steps that China has 
taken so far.”

Weeks after Trump hoste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Florida, Trump last week praised Chinese 
efforts to rein in "the menace of North Korea" after 
North Korean state media warned the United States of 
a "super-mighty preemptive strike.”
Trump had, during the meeting, taken a hard line on 
North Korea, focusing his efforts on trying to convince 
China to put more pressure on its ally and neighbor.
However, last week, a fresh controversy broke out over 
Trump’s publicly declared strike group that he said was 
headed to waters off the Korean peninsula as a warning 
to North Korea - when in reality, the “armada” was 
in Australia for a training exercise with the Australian 
navy.
Pence has now said that the strike group, headed by 
USS Carl Vinson was now expected to be in waters 
off the Korean peninsula before the end of the month.
Meanwhile, North Korea, responding to the U.S. 
moves said on Friday the state of affair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as "extremely perilous.”
North Korea is set to celebrate the 8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ation of its Korean People's Army on 
Tuesday.
The event is marked each year through the launch of 
missiles or conducting nuclear tests.
The North is now concluding its winter military drills 
and the annual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o are concluding.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ave escalated ahead 
of the major military anniversary next week - when the 
country celebrates 8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ation 
of its Korean People's Army on Tuesday.
Reports of increased activity from Chinese bombers 
and Russia deploying troops to its Far East have only 
intensified tensions of a possible conflict breaking out 
if U.S. decides to launch a pre-emptive strike on North 
Korea.
Amid reports, the heads of the Five Eyes intelligence 

attempts to project an image of globalisation and 
openness. About 81% of the chamber’s members said 
they felt unwelcome in 2016, an increase from 77% 
in 2015.
But Trump family brands increasingly appear to be 
welcomed with open arms in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Shortly after his election in November and after a 
decade of fighting in court, Donald Trump was granted 
trademark protection for his name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February, the Trump name was granted an 
additional 38 trademarksfor a range of uses including 
hotels, insurance and bodyguard services.
Those approvals have raised concerns with ethics 
experts, and Citizens for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s in 
Washington, a nonprofit focusing on public officials, 
has launched a lawsuit saying the trademarks were 
part of a wider list of actions that showed Trump 
had violated the constitution. (Courtesy https://www.
theguardian.com/us-news)

business and is frequently seen wearing clothes from 
her own collection. She has put her business in a trust, 
run by family members.
“Ivanka has so many China ties and conflicts, yet she 
and Jared appear deeply involved in China contacts 
and policy. I would never have allowed it,” Norman 
Eisen, a former chief White House ethics lawyer 
und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old the AP. “For their 
own sake, and the country’s, Ivanka and Jared should 
consider stepping away from China matters.”
US law prohibits government officials from handling 
government matters that could enrich their business 
or their spouse’s. Ivanka Trump’s products are made 
almost entirely in China, and US policy on trade or 
China’s currency could benefit her financially.
Jamie Gorelick, Ivanka Trump’s lawyer,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federal ethics rules do not require you 
to recuse from any matter concerning a foreign country 
just because a business that you have an ownership 
interest in has a trademark application pending there.
“Ivanka will recuse from particular matters where 
she has a conflict of interest or where the White 
House counsel 
determines her 
participation 
would present 
appearance or 
impartiality 
concerns.”
Gorelick did 
not respond to 
questions about 
the trademarks 
creating the 
appearance of 
a conflict of 
interest.
Ivanka Trump 
has been on a 
charm offensive 
with China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often with her 
Mandarin-
learning daughter 
in tow. Her five-
year-old daughter 
Arabella sang a 
traditional song 
for Xi during his 
US visit, and the 

performance was later praised in Chinese state media. 
The two also attended a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a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ashington.
But not all US business are benefitting from the new 
administration. In a recent report, American businesses 
in China said they face one of the toughest climates in 
decades, largely due to increasing animosity towards 
foreign firms and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Barriers to investment remain high,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said, despite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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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aircraft carrier USS Carl Vinson be in waters off                                                                                                    
the Korean peninsula before the end of the month.

Previous protests in the U.S. against China's repatriation of 
North Koreans in China.

U.S. Vice-President Mike Pence warned that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to curb the North's nuclear ambitions.

Ivanka Trump should consider stepping away from China 
matters, said Norman Eisen, a former chief White House 
ethics lawyer. Photograph: Win McNamee/Getty Images

 Ivanka Trump was present when Donald Trump met Xi 
Jinping and his wife, Peng Liyuan, in Florida this month. 
(Photo/Xinhua / Barcroft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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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薩斯州功夫節上周六熱鬧舉行
以武會友，弘揚中國武術文化不忘作公益

美國專利產品【骨精華】母親節大放送
消除關節疼痛，延緩骨質疏松，六周見效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第二屆德克薩斯州
功夫節於上周六（ 4 月 22 日）上午起，在糖
城市的 Brazos River Park 舉行。由主辦人釋延
峰邀請 25 家各門各派的功夫大師和藝術家，
率領自己的弟子從各地區趕來參加。上午十一
時的開幕式，各家各派的少林功夫，跆拳道，
空手道，太極拳，詠春拳各家代表，一一列隊
參與，十分壯觀，還有音樂，舞蹈，潮州會館
推出的精彩舞龍，舞獅表演，其中還有幾位專
程從西雅圖和拉斯維加斯邀請來的貴賓，主辦
單位將此次活動募集的款項捐作公益，也合乎
功夫節的主旨 ---- 從武術中探尋生命的力
量。

德克薩斯州功夫節的創辦人釋延峰表示：
去年，有 600 多名觀眾參加了德克薩斯州功夫
節，大家目睹了各種門派的功夫展示。受益匪
淺 表演者從 4 歲到 60 多歲，他們來自不同的
學校。表演者多種風格和形式的變化，融進了
硬性和軟性的功夫，精彩的表演令人嘆為觀
止。功夫節期間，每個參與的功夫學校都舉辦
一個講習班，為公眾教授基本的武術形式。大

多數與會者學習了一些用於保健的基本功夫，
了解了健身和武術的關系。大家還觀看了舞
獅、舞龍、中國豎琴、舞蹈等各種文化節目。

組織者以功夫節為契機，將這次活動募
集的款項捐助給德州陽光基金兒童癌癥中心
和 DePelchin 兒童中心。希望以這種方式，告
訴所有熱愛中國功夫的人們：真正的幸福是給
予，（幫助別人 完善自我）

釋延峰師傅理解的中國的少林功夫有 10 
概念：謙卑、 意願、 尊重、 耐力、 慈悲、 
毅力、 信任、 忠誠、 耐心、 勇氣。這些特點
使學習者獲得健康的心靈和健康的身體，同時
追求個人的完善和挑戰極限，體驗功夫所帶來
的好處。

釋延峰師傅 1987 年 05 月生於河南，4 歲
進少林寺習武，是第三十四代弟子，少林寺禪
武傳人，少林寺傳統武學傳人，全國武術冠
軍，歐洲武術冠軍，一級運動員，武術 7 段，
國家級裁判，國家一級教練員，美國少林功夫
院長。他擅長少林十八般兵器 , 少林象形拳 , 
硬氣功。他曾出訪過四十多個國家進行表演、

教學，以及影視拍攝。
今年的德克薩斯功夫節不僅有精湛的功夫

表演，還有超過 15 項功夫挑戰遊戲供參與者
共享。這些遊戲有功夫熊貓、畫臉、打木板、
鐵砂掌、漢娜繪圖等。大人和孩子們在活動中
可以測試他們的體力和耐力、學會新的健身方
式、 結識新的朋友。

主辦者希望以武會友，推廣中國武術文
化，希望弘揚中國武術文化，從武術中探尋生
命的力量！ 圖為德克薩斯州功夫節創辦人釋延峰（ 中 ） 與大會

工作夥伴在開幕式上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德克薩斯州功夫節創辦人釋延峰（左五）一行師父
率領眾弟子在開幕式上列隊。（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潮州會館麒麟龍獅團在開幕式上作精彩演出。（ 
記者秦鴻鈞攝）

濃 情 五 月， 感 恩 母 親， 美 國 貝 佳 天 然 藥 業（Best in 
Nature）母親節大方送。該公司以從未有過的特大優惠感恩母
親們付出的一切：美國專利產品【骨精華】120 粒新包裝買 3
送 1（120 粒），加送 1 瓶蝦青素；買 6 送 2（120 粒），加送
2 瓶蝦青素；買 12 送 4（120 粒），加送 4 瓶蝦青素。此外，

原有【骨精華】60 粒經典包裝買 6 送 1，加送 1 瓶蝦青素；
買 12 送 3，加送 2 瓶蝦青素。

美國專利產品【骨精華】上市十年來，好評如潮。用戶遍
布歐美、中港臺及全球各地。在北美超過 500 家參茸行，及
眾多門戶網站熱銷，如 Amazon、文學城、萬維網等。【骨精
華】在同類產品中脫穎而出，其四大優勢是：

一、美國專利，權威認證。【骨精華】美國專利號 US 
Patent # 6838440，是骨科學界的一項創舉，被國際骨關節炎
學會主席 Dr.Roland 譽為“緩解疼痛、消除炎癥、修復關節、
防止骨松”的新型骨保健品。哈佛醫學院等臨床證明效果卓
著。

二、快速修復，消除疼痛。【骨精華】大劑量補充 II 型骨
膠質（Kolla2），讓關節吃飽，有效消除退化性與風濕性關節
疼痛、腫脹、無力、積液、響聲、五十肩、網球肘，從根本
上清除骨質增生或骨刺產生的條件。

三、雙效合一，延緩骨松。既補骨膠質，又補鈣。【骨精
華】將 II 型骨膠質 Kolla2 與鈣有機結合，增進鈣吸收率，大
幅提高骨密度，避免骨質流失，全面防止骨質疏松、腿腳抽
筋、腰肌勞損、牙齒松動、骨折，同時避免鈣在人體內的無

益積聚而導致的腎、膽結石。
四、 科 學 配 方， 六 周 見 效。 采 用 美 國 專 利 生 產 工 藝，

嚴格選用 4-8 周幼禽胸軟骨，冷處理提取。市面產品僅用
Glucosamine 或豬皮、牛骨等提取 I 型、III 型骨膠質，要四、
五年才有微效。【骨精華】同時富含 II 型骨膠質（kolla2），
保證六周起見效。

【骨精華】擁有上百個真名實姓成功見證，2017 年 4 月，
浙江於旭東醫生的母親骨刺增生，膝關節疼痛腫脹，無法正常
上下樓與多行走，服用貝佳藥業【骨精華】後痊愈。她把這產
品推薦給親朋好友，用過的人都說好。2017 年 3 月，路易斯
安納州虞女士再次訂購【骨精華】，虞母骨質疏松，時長腰背
酸痛，幾次骨折，用【骨精華】後，減緩了腰酸背痛的現象 ,
再也沒有骨折過，虞女士每年這個時候都為父母買夠【骨精華】
的全年用量。

【 骨 精 華 】 由 貝 佳 天 然 藥 業（Best in Nature） 生 產，
符 合 美 國 GMP 標 準，FDA 規 範， 安 全 無 副 作 用， 請 登 錄
www.1688best.com，或電北美免費電話 1-888-902-1688，
909-839-2880，北美各大參茸藥房母親節大方送進行時，歡
迎洽購。

【骨精華】120 粒新包裝 【骨精華】60 粒經典包裝

星期二 2017年4月25日 Tuesday, April 25, 2017

(本報訊)臺灣研究講座雙年論壇於4
月22日在聖湯瑪士大學隆重舉行，共有
來自臺灣及美國 10 個州 13 所大學 15 位
講員及近百人與會，知名臺灣研究學者
雲集休士頓，論壇成果豐碩引起熱烈回
響。

這項論壇由聖湯瑪士大學科學藝術
學院副院長史漢傑博士籌畫，是中華民
國臺灣教育部臺灣研究講座計畫的年度
重要活動之一。論壇探討臺灣當今政經
情勢及外交關係，駐休士頓辦事處黃敏
境處長特別於開幕中致詞，表示對論壇

的重視。駐休士頓教育組組長周慧宜以
「如何透過夥伴關係永續發展台灣研究

」為題，報告學術發展可以運用的資源
。晚宴由 Davidson College 的 Dr. Shelley
Rigger主講： 「臺灣在川普時代是好、
是壞？還是兩者摻半？」

這個論壇獲得休士頓臺灣商會梁慶
輝會長的大力支持，會中除了學術界人
士，也吸引許多休士頓傑出成功的企業
家到場聆聽，整場活動溫馨有質感，凝
聚了所有關心臺灣議題人的心。

圖文： 秦鴻鈞
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休士頓中華公所周日

（4 月 23 日 ） 創下了史上最短的選舉議程，不到半
小時，國慶籌備會新科主委陳美芬（前排右六）在僅
一人參選的情況下，全場舉手投票並鼓掌通過。 省去
了發票，投票，監票，唱票的時間。她隨即提名旅館

公會會長嚴杰（ 前排左六 ）擔任副主委，及財務長鍾
宜秀（二排左五 ）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前排右
五 ） 全程參與會議，並感謝僑團代表們對中華民國國
慶活動的支持。圖為所有參與投票的社團代表及前任
主委們合影。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中山學術研究會邀請孫文學校校長張
亞中訪問休士頓，將于本月 26 日晚間 6:30-9:30PM 假 Clarion Inn
會議室舉辦一場演講座談會，地點為2930 West Sam Houston PK-
WY（八號公路和Westheimer, TOKYO ONE Restaurant 後方）

成立於台灣孫中山先生一百五十歲誕辰之日的孫文學校， 目
前最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兩岸統一的和平論述，張亞中指出， 蔡
英文五二零上任後不接受九二共識，如果蔡持續不接受， 兩岸未
來該如何？另一方面， 國民黨因為長期以來對於統一理念和路線
的模糊不明， 缺乏深入探討，而成立孫文學校便是藉由紮實的理
念和信仰， 號召所有認同孫中山先生的民眾一同加入，找出和平
之路，為台灣、 為中華民國共同打拼。

校長張亞中為中華民國關係學者，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 中國國民黨黨員，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

張亞中教授將在演講中介紹：
（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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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亞中教授將於今天（4 月25 日，星期二 ） 下午搭機抵達休
士頓，並將於今天晚間出席美南電視 「休士頓論壇 」 的現場節目
，接受該政論節目主持人常中政及休士頓 「中山學術會 」會長唐
心琴的訪談，談論的主題包括：（ 一 ） 孫文學校的使命；（ 二
） 國民黨的路線問題；（ 三 ） 國民黨為何敗選？（ 四 ）兩岸應
有的路徑； （ 五 ） 其他。歡迎各界準時收看。

台灣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4月26 日來休市演講
今晚七時將接受美南電視 「 休士頓論壇」 節目現場訪問

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改選
陳美芬，嚴杰榮任新正、副主任委員

臺灣研究講座雙年論壇隆重舉行臺灣研究講座雙年論壇隆重舉行
知名學者雲集休士頓知名學者雲集休士頓

照片自左至右照片自左至右：：休士頓臺商會會長梁慶輝休士頓臺商會會長梁慶輝、、E&ME&M基金會董事長王敦正基金會董事長王敦正、、駐休士頓駐休士頓
辦事處處長黃敏境辦事處處長黃敏境、、聖湯瑪士大學藝術科學院副院長史漢傑聖湯瑪士大學藝術科學院副院長史漢傑(Hans Stockton)(Hans Stockton)、、臺臺
商會前會長張世勳商會前會長張世勳、、駐休士頓教育組組長周慧宜駐休士頓教育組組長周慧宜、、聖湯瑪士大學臺灣研究講座教授聖湯瑪士大學臺灣研究講座教授
葉耀元於論壇開幕典禮合影葉耀元於論壇開幕典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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