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1月25日 星期六
Saturday, November 25, 2017

BB11

休士頓台灣傳奇隊今年組金龍舞龍隊伍及
臺灣原住民舞蹈隊伍約百人﹐首度參與第
68屆感恩節大遊行﹐充滿台灣風情的遊行
隊伍﹐受到民眾熱烈歡迎﹐向主流社會推廣
台灣文化﹒

11/11 to 12/10/2017
B1不動

●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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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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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溝油變航空燃料中國首班生物油航班跨洋抵達芝加哥地溝油變航空燃料中國首班生物油航班跨洋抵達芝加哥
中美兩國將繼續提升和開展綠色航線項目合作

UFO 學會三周年會慶演講
李兆璿博士主講 「 大數據（Big Data ) 與UFO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在芝加哥時
間 11 月 21 日中午 12 時左右，從北京
起飛的海南航空HU497航班順利降落
芝加哥奧黑爾國際機場，飛機使用的
燃料中包括從餐飲廢油煉化而成的生
物航空煤油，標誌著首班中美綠色示
範航線生物航煤油跨洋航班成功抵達
目的地。無用的“地溝油”如今變成
有用的航油。海航由此成為中國首家
使用生物航煤跨洋載客飛行的航空公
司。本次航班機長的海航總裁孫劍鋒
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使用生物
航煤油的“綠色飛行”與平時使用普
通燃料飛行沒有任何差異，即便飛機
最大飛行高度達到 41000 英尺，也運
行得非常平穩和良好。

地溝油，又稱餿水油，是指從廢
棄食物或殘渣中提煉出的油，還包括

回鍋萬年油等廢棄食用油、肉類加工
廢棄物和檢驗檢疫不合格畜禽產品等
非食品原料生產、加工的油脂。許多
油品業者從餐館飯店等回收已經使用
過的廢棄油進行重新加工處理，將地
溝油當食用油，引起輿論關注。近年
來，中國採取創新措施將地溝油轉化
為有用的燃料; 培育無害化處理和資
源化利用企業，推動培育廢棄物無害
化處理和資源化利用企業。今天的非
凡的新聞報導表明，中國取得這一超
越其他綠色燃料表現的重大成就取得
了異乎尋常進展。

生物燃料（Biofuel）可以用熱轉
化，化學轉化，和生物化學轉化三種
不同的轉化方法產生生物燃料。不同
於石油、煤炭、核能等傳統燃料，這
種新興燃料是可再生燃料。生物柴油

是由植物油和動物脂肪製成; 可以被
作為柴油的添加劑。生物燃料提供世
界上道路交通燃料的2.7％，其中主要
是乙醇和生物柴油，其中美國和巴西
為世界上產量最多的生產者，佔全球
產量的90％。國際能源署有一個目標
，到2050年用生物燃料滿足超過全球
需求運輸燃料的四分之一，以減少對
石油和煤炭的依賴。使用生物燃料可
以減少排放的二氧化碳問題，但是有
些生物燃料在環保上可能還是不值得
，因為量產的生質酒精是高污染燃料
。此外，在經濟上也可能不值得，例
如玉米酒精比化石燃料製造出更多的
碳及污染排放。生物燃料的大量使用
也造成糧食價格上漲，並威脅貧窮人
口的生存。未來藻類生產生質柴油會
是發展方向之一，藻類生質燃料生產

效率高，不需使用耕地也能減輕生質
能源可能對農產品價格的影響。不過
，技術上還需一些突破，藻類生質燃
料成本較高。數年前，美軍已經決定
大量採用藻類生質燃料取代部份航空
煤油。

據了解，此次跨洋航班飛行所用
的生物航煤由中石化生產，生產原料
主要採用餐飲廢油，並已獲得中國民
用航空總局批准，可在保證飛行安全
和效率的前提下有效減少碳排放。孫
劍鋒表示，海航一直把環境保護與和
諧發展作為發展理念。此次飛行，證
明海航完全具備使用生物燃油完成洲
際航行的能力。此外，海航還將利用
其他手段節約航空燃料，比如使用最
新型的飛機和利用科學手段實現計算
機優化航程，在每一個環節節約燃料

，從而實現“綠色飛行”。
波音公司可持續燃料戰略主管達

林•摩根對記者說，今天的飛行具有
重大的里程碑意義，開啟了可持續飛
行的新時代。更重要的是，這種可持
續燃料是由中國企業生產的，波音一
直與中石化及其他中國夥伴通力合作
，致力於創造出新的可持續燃料的供
應鏈，提供最新技術來推動航空業發
展。波音希望未來繼續與中國加強合
作。 2016年，中美兩國簽署開展綠色
航線項目合作備忘錄。雙方於今年就
中美綠色航線項目多次召開研討會，
並確定了由海航執飛的北京往返芝加
哥航線作為中美綠色示範航線之一。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休士頓
UFO學會於上周六（11 月 18 日 ） 在美
南銀行舉行三週年年會。由該會副會長
李兆璿博士（ 統計學博士 ），主講：
「大數據（Big Data)與 UFO 」，獲得

全場的共鳴。會中並安排由會長亓國華
，副會長李兆璿合切三週年蛋糕及全體
會友大合照等活動。

李兆璿博士在演講中指出：大數據
是一種電腦時代所衍生出來的一項數字
系統工程學,透過蒐集,分析,歸類,貯存,提
取,應用等系列之步驟.為人類現代化生活
提供更精準,快速而便利之服務! 可用來分
析商品供求之趨勢,國際情勢茇展之研判,
疾病之控制,犯罪之預防等等,應用層面極
廣,凡事有利必有弊,在大數據之衝擊下,未
來社會結構可能會受到些影響,例如大量
的醫生臨床診斷記錄,輸入大數據之後,電
腦可能會取代部份醫生的工作.但是,人賴
。適應茇展之能力極強,不需要有任何心
理壓力!同時,有関UFO 現象,也可以透過
大數據來破解其真像,這也是可以期待的!

圖為UFO 學會會長亓國華（ 左 ），副會長李兆璿（ 右
）在三週年年會上共切蛋糕慶賀。（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UFO 學會所有出席成員在大會上合影。（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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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HCHCHC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溫馨舉辦感恩節聚餐聯誼溫馨舉辦感恩節聚餐聯誼

（本報訊）11月18日感恩節前夕，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簡
稱HCHC)舉辦了感恩節百家宴聚餐。大家精心製作了五六十道
各種拿手美食點心，會員及家屬們齊聚一堂，開心地分享！

HCHC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平日以微信群做為交流平台
，由熱心的俞希彥老師義務為大家解惑有關各種園藝方面的疑難
雜症。目前除了HCHC會員群及義工群外，設有兩個國際園藝
診所群、華人玫瑰協會群、HCHC沙漠玫瑰群以及HCHC美食
養生群等。

協會每個月定期舉辦園藝相關講座、種子花苖菜苖交換、苖
圃指導選購、大巴參觀郊遊以及聚餐聯誼等活動。

回顧2017年舉辦的月會及活動如下：
1月份～1月9日大巴Huntsville一日遊
1月28日下午 春節聚餐摸彩～TGCC
2月18日社區園藝講座～美南銀行
俞老師講：花卉果樹霜害預防及善後措施
2月25日 月會講座～TGCC
Baxter Williams 專家講玫瑰種植與春季修剪
2月28日Home Depot 俞老師現場實務教學

3/11 月會講座～TGCC
俞老師講：春季種植及示範果樹空中嫁接
3/31 大巴一日遊 參觀 Nacogdoches 鎮的 Ruby M. Mize

Azalea Garden及SFA校區。
4/8 月會講座～TGCC
俞老師講：淺談植物病蟲害(一)及雜草(一)
4/27 大巴一日遊 參觀Austin有機農場及植物園
4/29 俞老師Congo及扶桑花展 實務指導
5/13 月會講座～TGCC
黃旋舟講：種植矮牽牛花爆盆心得分享
Julie 黃：非洲堇栽培與繁殖儉驗分享
俞老師講：植物如何扦插繁殖及朱槿花介紹
5/25 大巴一日遊 參觀阿拉莫及San Antonio 植物園
6/10 社區園藝講座～恆豐銀行
David鄭及Julie黃兩位分享種植苦瓜的訣竅
6/20 大巴一日遊
參觀Beaumont Botanical Gardens植物園及Bun Mon Bud-

dhist Temple
7/15 社區園藝講座～美南銀行
May鍾主講改良土壤及種植雞蛋枇杷的訣竅
Julie黃分享多年種植沙漠玫瑰的經驗
7/27 大巴一日遊
Seabrook 參 觀 MAAS 苖 圃 、 Hester Garden Park 及 Kemah

Boardwalk

8/19月會講座～TGCC
Julie黃示範沙漠玫瑰的育苖要領及經驗分享
8/25 San Antonio 一日遊，因哈維風災取消
9/16(週六) 賑災植物義賣及社區園藝講座～美南銀行
俞老師講：草坪和庭院的災後修復及秋冬園藝
9月份因災後重整家園，取消一日遊及中秋節晚會
10/16 大巴一日遊 Antique Rose Emporium 及 Blue Bell Ice

Cream厰
10/28 月會講座～TGCC
May鍾主講：如何收穫洛神花果實及示範製作花茶及蜜餞

Julie黃：示範蟹爪蘭嫁接火龍果莖
俞老師講：適合秋冬栽植的花卉
11/4(週六) 協助會員Julie家災後庭院修繕
11/10(週五) 協助會員蘇蘇家災後庭院修繕
11/18(週六) TGCC～Pot Luck 感恩節百家宴聚餐
11/21(週二) 大巴一日遊 赴Winberley風味小鎮賞秋景
[十二月活動預告]
12/2(週六) 9:00am 開心農場沙漠玫瑰及雞蛋花移盆義務勞動
12/6(週三) 大巴一日遊 Moody Garden～賞＂熱帶雨林＂冰

雕
12/16(週六) 1:00～3:30 pm TGCC 歲末年終下午茶交誼
在 2017 年度裡，已經吸引了超過 100 位新會員加入組織。

HCHC歡迎各位真正喜愛花草園藝的同好加入協會，獨樂樂不
如眾樂樂！

入會請向周老師索取申請表，詳細填寫並交納年費20元(家
屬半價)，經審批後發給會員號並邀請加入會員群。聯繫微信號
：chouhwa

(本報訊)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委張天欽於11月間應邀休
士頓出席聖湯瑪士大學(University of St. Thomas) 所舉辦之美中
臺三邊關係研討會，期間為讓美南各地僑社瞭解兩岸議題與情
勢，11月16日上午在駐休士頓臺北經文處陳處長家彥、在休士
頓僑教中心莊主任雅淑、駐處何仁傑組長陪同下，先至路易斯
安那州貝特魯治 (Baton Rouge)、紐奧良(New Orleans)向當地僑
界說明政府的兩岸政策方向。

首站張天欽、陳家彥一行先與貝特魯治僑社座談，當地臺
灣同鄉會、華人聯誼會、中文學校以及路州臺塑廠負責人均參
與該座談會，陸委會副主委張天欽向僑社說明政府的兩岸政策

議題及情勢，增進貝特魯治僑社對政府兩岸政策瞭解，首次訪
問路州僑社之陳家彥處長，亦特別向僑界表達政府的關心，並
說明經文處以及僑教中心的服務。

晚間張天欽、陳家彥一行轉往紐奧良與僑界座談，紐奧良
臺灣同鄉會、臺灣商會、臺灣婦女會、臺福教會等僑界負責人
均參與，陳家彥向當地僑界熱情問候，並說明其抵任一是要行
銷臺灣，二是要做好服務，經文處以及僑教中心均全力為凝聚
僑心而努力，會中陸委會副主委張天欽亦藉機向與僑社說明政
府的兩岸政策議題及情勢，讓紐奧良僑社留下深刻印象。

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張天欽向路州僑界說明兩岸政策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張天欽向路州僑界說明兩岸政策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坐右坐右33))、、張天欽副主委張天欽副主委((坐右坐右44))、、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後排左後排左
44))與貝特魯治與貝特魯治(Baton Rouge)(Baton Rouge)僑社座談合影僑社座談合影。。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坐右坐右33))、、張天欽副主委張天欽副主委((坐右坐右44))、、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後排左後排左
11))與紐奧良與紐奧良(New Orleans)(New Orleans)僑社座談合影僑社座談合影。。

HCHCHCHC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於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於1111月月1818日在朱翠西社區活動中日在朱翠西社區活動中
心心，，溫馨舉辦感恩節聚餐聯誼溫馨舉辦感恩節聚餐聯誼,,周樺老師及會員們踴躍參加周樺老師及會員們踴躍參加.(.(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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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與疾病
潤元堂國醫館潤元堂國醫館

【本報訊】對很多人來講，壓力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
。熟悉，因為幾乎人人都有壓力；陌生，因為大部分人並不真正
了解壓力對人體的影響。我們先來聽一個故事。筆者曾經被一個
現象困惑了很久，那就是：一方面，中國人的平均壽命近年來有
了很大的提高（主要歸功於生活和醫療條件的改善）；另一方面
，當前社會上年輕人得重病（如惡性腫瘤）的越來越多，得病年
齡也越來越小。初看起來，這是個很難調和的矛盾：怎麼老頭老
太越活越長，年輕人越活越短了呢？同一片天空，同樣污染的水
源和土壤，怎麼就不一樣了呢？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很久。有一天
，我回國探親，無意中看著我年邁的父親，忽然我明白了為什麼
：因為老頭老太沒有壓力！也就是說，就算一個人生活在被污染
的環境中，如果沒有壓力，很多的環境毒素也不至於致病，因為
我們人體有很強的毒素代謝功能。但是，有了壓力，比如那些和
天鬥、和地鬥、甚至於恨不得和宇宙鬥的年輕人，他們的機體防
禦功能卻因為壓力而下降，最後就得病了。從中醫的理論來看，
壓力會引起“肝鬱氣滯”，從而引發一系列的病理反應，如血淤
，痰濁等病理產物的形成，極端情況下導致佔位性腫塊（如癌塊
）的積聚。肝鬱氣滯的另外一個惡果就是免疫力的下降，這也是
導致得病的一個主要原因。

現代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壓力對人的影響有兩種。一種是
急性的。如果你遇到一件突發的不愉快的事，壓力當然會陡增；

或者你快速跑了一圈，心跳
也會加快。這種急性的壓力
事件只要不是經常發生，對
人體的傷害不會太大。相反
，還有人認為適當的壓力對
人是有好處的。但是，另外一種慢性壓力，特別是慢性的精神壓
力，對人體就會有很大的傷害了。而且慢性壓力還有一個特點，
那就是不易被察覺。很多人長期處於一種壓抑狀態，反而自己感
覺不到了。問他有壓力嗎？他說還好吧；中醫師一切他的脈，很
弦，說明血管神經處於長期的緊張狀態。為什麼？壓力造成的。
正是這種慢性壓力，導致了許許多多的重大疾病。我們在臨床觀
察到幾乎所有的大病重病，發病前都有情緒變化史；患病期間，
病情也會隨病人的情緒變化而變化。比如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值和
情緒往往存在很大的關聯性；心髒病更和情緒相關聯。就連一向
被看成是遺傳病的癌症，其發病和發展也和情緒密切相關。

那麼我們怎麼才能消除不良情緒帶來的壓力的影響呢？除了
很多廣為人知的方法，如適當的體育運動，自我情緒調節，心理
諮詢等等，還有一個極為有效的辦法就是針灸。針灸對壓力的釋
放，尤其是消除慢性隱形壓力的危害，有著無與倫比的優勢。很
多工作壓力很大的白領，扎上幾根針以後，便會進入深度睡眠狀
態。如果沒有針，他們絕對不會在診所的床上躺下便睡。更重要

的是，這種深度睡眠和一般晚上的睡眠完全不同，它會給機體一
個非常強化的修復過程，從而消除很多精神和肉體的致病因素。

遺憾的是，大部分人不太拿自己身體當一回事，來看醫生也
是因為其他的問題（如疼痛），而不是來做排壓。人們總是要等
到身上有了什麼不能忍受的感覺時才去看醫生，殊不知壓力在傷
人的初期往往沒有任何的症狀。等症狀出來了，就已經太晚了。
否則也就不會有那麼多人生各種大病了。所以，我們鼓勵大家定
期的去找好的中醫師做針灸減壓治療。這絕對是給自己長期的最
合算的健康投資。中醫的“上工治未病”的大智慧也就在此！

在這篇小文裡，我們簡單闡述了壓力與健康的關係，以及中
醫針灸能夠有效減壓的知識，希望給讀者朋友帶來幫助。我們潤
元堂國醫館以病人為本，竭誠為廣大患者服務，診所位於Galle-
ria 附 近, 2000 Bering Dr., Suite 270, Houston,TX77057， 電 話
832-818- 0707。

(本報訊)百佳超市打造良好
購物環境，讓您輕鬆選擇購物。
我們希望可以讓各地僑胞輕鬆品
嘗家鄉味。更重要的是，在美國
這多元化社會大家能認識亞洲多
彩多姿的飲食文化。

百佳為客戶提供一個現代，
舒適的購物環境，在此您可以輕
鬆選購我們多元化的商品。為推
廣以客為尊的經營理念，百佳超
市推廣服務各地華人。

百佳超市滿足您的需求，提
供價格合理、新鮮及優良商品。

百佳超市提供合理的價格但高品
質的服務。週週提供特價商品。
百佳超市供應優良新鮮農產品，
肉類、海鮮類商品服務，冷凍食
品以及各式各類多元化日常商品
。

百佳超市地址.: 92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713-270-1658;
713-270-1659

傳真號碼.: 713-270-1661
Email.: jusgo9280@yahoo.

com

百佳超巿6週年慶中獎名單



BB55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17年11月25日 Saturday, November 25, 2017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20182018第一炮鉅獻第一炮鉅獻::
巴西阿根廷巴西阿根廷88天天 11//1414 -- 2121 $$33003300起起 （（包機票包機票））
更可後續南極更可後續南極1515天遊輪天遊輪 $$40004000起起

從從 「「 跌打足療中心跌打足療中心 」」 到到 「「 王朝珍珠古董王朝珍珠古董 」」
羅榮華讓您活得內外交融，盡享美好人生

2018 年 1 月 14 日，王朝旅遊董
事長將帶隊去南美洲8天，其中將去
熱辣狂野的巴西里約熱內盧、世界
上最寬最大的伊瓜蘇瀑布、及位於
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後大
家可以自由選擇繼續去南極遊輪或
者結束愉快的南美旅行回休斯頓。
選擇繼續南極遊輪的遊客，將遠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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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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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將乘坐纜車登上【糖麵包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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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欣賞傳統森巴歌舞表演。

之後我們將去伊瓜蘇感受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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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宜諾斯艾利斯: “南美的巴黎
”，我們將體驗它的美麗和神奇。
遊覽包括【9大街德胡里奧】【科隆
劇院】【五月廣場】【大都會大教
堂】和【香格里拉玫瑰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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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帶領大家坐上南極
之旅的遊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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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她離我們
的距離遙遠，更因她和最近的南美
大陸中間隔著一條德雷克海峽。冰
川、企鵝、海豹……遙遠的南極洲
是一個神秘而又令人神往的地方。
透著奇詭冰藍的冰山、凝固的冰川
、在這片土地上，百萬王企鵝與海
豹家族相依相生，造就著令人驚嘆
的奇幻天堂。

心動不如行動，與王朝旅遊暢
一起遊南美，入冷極，探仙境！
詳情請聯繫王朝旅遊

地址：中國城經營廣場內，敦
煌廣場側百利大道大通銀行後面地
舖#A14
All America Travel & Tours: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Phone：（713）981-8868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羅榮華
醫師在休士頓是一位家喻戶曉的 「
救星 」 級人物！不論年輕人，老人
家閃了腰，跌傷了腳，第一個想到
的就是羅榮華醫生，而非骨科大夫
！這除了證明中國數千年醫術有其
獨到之處，羅醫師個人 「濟世救人

」的信條，更是他在休士頓行醫八
年（2009 年開業至今），他廢寢忘
食，將中醫外科的絕技發揚光大的
有力佐證！

最近，羅醫生在中國城的中心
點---- 「王朝商場」 一樓，開設
了一家 「王朝珍珠古董」，這又是

雅愛藝術的羅醫師另一大貢獻，該
店標榜了-- -- 送給情人、愛人
、親人、父母親大人，最實際的禮
物就是珍珠！一顆顆閃亮圓潤的珍
珠，令人賞心悅目，內外交融。一
串串做工精美，設計獨特的珍珠項
鍊，令您立即出落的有如仙女下凡
，清新尊貴！

戴上它！記住你！
「王朝珍珠古董」 才開幕二個

多月，羅醫生各地的知交，好友都
來捧場，不僅買到外面買不到的好
價錢，每個拿到珍珠項鍊的人，都
驚喜異常，樂開懷。而這又是名醫
另外一個目的---- 讓您活得內外
交融，身心俱美！別看這一串串珍
珠，它不僅美得賞心悅目，更使每
個拿到它，戴上它的人，心情愉悅
，也具很好的身心療癒作用， 「
王朝珍珠古董」 讓您活得內外交
融，盡享美好人生。

過完了一年一度的感恩節，聖
誕節，新年即將來臨。 「王朝珍
珠古董 」 是您今年聖誕節、新年
購物的首選，包準讓您的禮物受歡
迎，令獲贈者刻骨銘心，終生難忘
。 「王朝珍珠古董」 的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128 , Houston
TX 77036 , 電 話 ： （713） 981-

8881

圖為圖為 「「 王朝珍珠古董王朝珍珠古董 」」 負責人羅榮華攝於該店負責人羅榮華攝於該店。（。（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犯罪記錄與入籍申請犯罪記錄與入籍申請
我們常常遇到一些客戶，由於種種原因，

在美國留下了犯罪記錄，困惑於自己是否還能
申請入籍。我們在以前的入籍專欄中介紹過，
入籍申請人必須具備“良好的道德品格”。

就入籍而言，需要具備“良好的道德品格
”的時間範圍通常是指普通入籍申請人在入籍
申請遞交前的五年，公民的配偶在入籍申請遞
交前的三年，服兵役的申請人在入籍申請遞交
前的一年內具備良好的道德品格才有資格提出
申請。有的時候，五年之外的行為也會在考量
之中。

從刑事法律的角度看，不具備“良好的道
德品格”的人通常包括：

1．提供虛假證詞者。
2．習慣性的酗酒者。
3．被判決入獄六個月以上的刑事犯罪人。

實際服刑時間不予考慮。
4．被判移民法所定義的“重罪”的人。
輕微犯罪，青少年犯罪及政治犯罪者仍可

以通過入籍申請。
其它未觸犯刑事法律，但不具備“良好的

道德品格”的情形包括：
1．拖欠小孩撫養費。
2．惡意逃稅。
3．未進行服役登記（selective service）。美

國移民法規定，年齡在18歲至26歲之間的男性
美國綠卡持有者，有義務向美國兵役註冊機構
(Selective Service) 註冊。

註冊並不意味著就立刻要服兵役。只有在
美國出現徵兵的情形下，才需要服役。如果是
2000 年以後申請的 I-485 或在海外使領館取得
移民簽證的人士，移民局在綠卡批准後將自動
為申請人進行兵役註冊. 註冊記錄將通過郵寄的
方式送到郵寄綠卡的地址。在申請入籍的時候
年齡在18歲至26歲之間的男性必須提供兵役註
冊紀錄。

4．謊稱自己的公民身份，不具備投票資格
進行投票者。但有如下例外：父母親中有一人
是公民，16歲之前就來美國定居者，合理誤認
為自己已經是公民者。

所以在美國有犯罪記錄，並不一定就不能
申請入籍。要拿到法院的詳細結案報告和警察
局的詳細逮捕紀錄，由專業律師分析評估是否
可以申請。

最新移民消息
1. 自從新總統川普就職以來，美國移民政

策全面緊縮。包括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在內的
職業移民排期日趨冗長。所有類別的親屬移民

排期和審理時間都明顯延長。移民局加大人力
物力對現有非移民簽證持有人加強審查力度。
派專人去學校，工作簽證的任職單位調查申請
人的就讀情況和就職情況是否與移民局的申請
信息完全一致。一旦發現有任何不實情況，馬
上取消簽證。公民申請父母和公民申請兄弟姐
妹的移民類別也面臨被取消的風險。此外，美
國移民局還大大增加了對親屬移民申請人的信
息要求和審查力度。

2. 越來越多的 H-1B 工作簽證申請也面臨
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據最新統計數據，截
止到8月31日，今年美國移民局發出了超過85,
000份Requests for AdditionalEvidence，（補件通
知，也被簡稱為 RFEs） ，較去年同期增長了
45%左右。

補件要求也出現了往年從未要求過的新內
容。與川普總統一直呼籲的“買美國貨，僱美
國人”相呼應，美國移民局提出了前所未有的
與H1B一級工資相關的質疑。移民局指出，鑑
於H-1B申請中所描述職責的複雜程度, LCA中
提交的“一級”工資不符合要求。 “一級”工
資標準適用的情況是初級工作的內容。而申請
的工作複雜程度超過了勞工部規定的“一級”
工資標準中提到的“初級”工作內容。而如果
工作不夠複雜，移民局又會以不夠“專業職位
”而予以否決。 移民局是藉機向申請人發出
一個明確的訊息，往後的 H-1B 簽證申請最好
還是以二級工資或二級以上工資來申請。迄今
為止，我們律師樓今年遞交的所有 H-1B 工作
簽證全部獲批。

3. 移民局於10月23號公佈新的舉措，推翻
2004年以來一直延續的申請政策，即日起以審
查新申請的方式嚴格審查身份延期。根據以前
的政策，在審理 H-1B 工作簽證身份延期時，
如果和初次申請沒有實質變化，可以繼續批准
申請。移民官只有發現重大錯誤，或者延期申
請新問題的情況下，才可以作出不同的決定。
因此H1B延期相對而言比較容易。而在新政策
下，所有的延期申請，必須重新嚴格審查，和
初次申請的標準一樣。

4. 美國移民局10月12日宣布，對I-129申
請的受理中心進行調整。申請人必須將申請提
交至對其公司總部所在州具有管轄權的移民服
務中心。這個改變將主要影響到H-1B及L-1工
作簽證。在此之前，I-129申請的提交地點取決
於受益人的實際工作地點。另外，弗羅里達州
、喬治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和德克薩斯州的
I-129申請轉到加州服務中心處理。

5. 美國移民局於10月3日宣布，恢復所有
類別 H-1B 申請的加急處理服務。加急處理服
務（premium processing）指的是，申請人需要
繳納額外的1,225美元的加急處理費用，移民局
承諾在申請遞交後的15日內給出處理結果。處
理結果可能是直接批准也可能是需要補件。直
接拒絕的情況鮮有發生。

6. 2017年11月份的排期表，親屬移民申請
人可以用快表(Adjustment of Status Datesfor Fil-
ing chart)遞交最後一步的移民申請,而職業移民
申請人只可以用慢表(Adjustment of Status Final
Action Dates chart)遞交最後一步的移民申請。

7.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和領事官員，
必須確保外籍人士在獲得簽證入境美國後的三
個月內保持他們原定的計劃，即不得在入境美
國三個月內延期或轉換身份，改變婚姻狀況，
或上學或找工作。一旦有上述情況出現，移民
官便可以推定他們蓄意做了虛假陳述, 從而對申
請人以後簽證，入境或在美國轉身份造成不可
挽回的後果。

8. 美國移民局於2017年8月28日宣布，自
10月1日起，職業移民申請身份調整（I-485）
將需要面談。

9. 川普總統8月2日週三發表正式聲明，支
持由阿肯色州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和喬
治亞州參議員普度（David Perdue）提出的“加
強就業改革美國移民”法案，Reforming Amer-
ican Immigration for Strong Employment， 簡 稱
RAISE。 ）其主要條款如下：為了減少低技能
移民與美國勞工搶飯碗，該法案提出將美國合
法移民名額在十年內刪減一半，由每年100萬人
減為50萬人。取消兄弟姐妹和成年子女的親屬
移民類別。取消子女申請父母的親屬移民類別
。取消綠卡抽籤計劃。採取類似加拿大和澳大
利亞的“積分制”，注重申請人的語言能力、
教育程度、工作技能、年齡、經濟實力、過往
成就及創業主動性來考慮綠卡申請。

10. 4月3日.移民局在官網上宣布，將嚴格
採取措施來打擊 H-1B 簽證的欺詐行為。移民
局特別設立舉報電子郵箱，鼓勵美國勞工和
H-1B簽證持有人舉報可能存在的H-1B欺詐行
為。此外，移民局還宣布，將加強其對 H-1B
申請的實地核查。重點將針對僱傭 H-1B 員工
較多的雇主，以及工作地點和公司地點不同的
H-1B。 3月31日，移民局取消了計算機程序員
（Computer Programmer）的 H-1B 申請資格。
移民局表示，計算機程序員這一職位將不再被
自動認定為專業職位，為計算機等相關專業的

申 請 人 申 請
H-1B工作簽
證 設 立 更 高
門 檻 。 新 總
統 在 競 選 期
間就對H-1B
工 作 簽 證 的
現 狀 頗 有 微
詞，上任100
天 內 即 大 刀
闊 斧 進 行 改
革 ， 想 必 這
還 只 是 一 個
開 始 。 今 後
的 H-1B 工
作簽證的難度估計會越來越高。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民法律知
識而作，並非針對個案，不可作為個案申請的
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情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amp;鄢旎律師事務所的主
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世
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連載。鄢旎律師
主講的移民路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
星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午 5 點)在電台調頻
AM1050時代華語廣播電台播出。提供最新的移
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
擔任美南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
律顧問。蘇力&amp;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
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各類簽證
，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
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委託
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囑等業務。

蘇力&amp;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大道旁
，惠康超市廣場內。地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 繫 電 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713-583- 9749。 網 址:
http://solisy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
anlaw.com 週一到週五:9:00AM-5:00PM, 週六:
10: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鏈接
中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9bU-
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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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耳濕疹與蛋白質食物外耳濕疹與蛋白質食物

LA SorellaLA Sorella歐洲風格華人百貨公司送大禮歐洲風格華人百貨公司送大禮，，
現場現場200200套服裝免費穿回家套服裝免費穿回家！！

（本報記者黃梅子）剛剛開業的LA Sorella歐洲
風格華人百貨公司位於sharpstown，是休斯敦第一家
由華人開辦的百貨公司，新張期間LA Sorella歐洲風
格華人百貨公司送大禮給顧客，每周六公司提供200
套意大利流行時裝，中午12點至2點現場報名走T臺
的顧客可以免費將衣服穿回家！機會難得，愛美的
朋友千萬不要錯過，不論男
女或兒童，都可以走上現場
T臺，一展您的風采！

LA Sorella歐洲風格華人
百貨公司是華人開辦的全球
連鎖百貨公司，總部位於歐
洲，在歐洲、美國和中國都
有連鎖店，公司擁有自己的
制造工廠，自家生產的產品
在自家的百貨公司裏銷售，
完全沒有中間商環節，最大
程 度 地 讓 利 給 顧 客 。 LA
Sorella 歐洲風格華人百貨公
司在sharpstown shopping mall
占有一棟樓，面積巨大，主
營各種男、女和兒童服裝，
從泳裝、內衣到晚禮服、休
閑服、大衣應有盡有，為滿
足華人的需求，還特意專辟

了一個意大利服裝區銷售流行服裝。各種配飾，如
皮包、皮帶、帽子、圍巾等也琳瑯滿目。

這家公司位於百利大道與59號高速交界處，非
常方便，開業期間送大禮，請不要錯過！

地址：100 sharpstown Center, Houston, TX77036
電話：832-426-3888

過敏食物多為富含蛋白質的食
物，如牛奶、蛋類及魚蝦等，進食這
些食物後引起過敏反應而發生外耳濕
疹。當吸入花粉、塵蟎、動物羽毛和
皮屑等物後，也會誘發外耳濕疹。

外耳濕疹是一種常見的皮膚病，好
發於嬰幼兒。外耳濕疹主要臨床表現
是患耳疼痛，在按壓耳屏軟骨、牽拉
耳廓時會使疼痛加重，有時在咀嚼和
張口時也會加重耳痛。多因挖耳損傷
外耳道皮膚、異物入耳或受到藥物刺

激、化膿性中耳炎的膿液刺激等等。
寶寶易患外耳濕疹，多為食用了富

含蛋白質的食物。引起致敏的物質多
為富含蛋白質的食物，如牛奶、蛋類
及魚蝦等，進食這些食物後引起過敏
反應而發生外耳濕疹。還有，吸入花
粉、塵蟎、動物羽毛和皮屑等物後，
也會誘發外耳濕疹。

此外，化學纖維、絲毛織物、消化
不良、營養過度（肥胖）、腸道寄生
蟲感染，預防接種以及局部應用肥皂

等都可誘發外耳濕疹。慢性化膿性中
耳炎流出的膿液、汗液或耳局部應用
藥物等刺激耳部皮膚，也可引起外耳
濕疹。

特別是嬰幼兒多以吃奶為主，其外
耳濕疹多由於對乳製品過敏引起。突
然改變奶粉的種類或添加魚肉、蛋黃
等輔食時，也常可誘發本病。而潮濕
、高溫也是引發外耳濕疹的外部因素
。

如何消除寶寶外耳濕疹 找到明確的

過敏源呢？
首先我們應明確兒童濕疹多與身體

過敏反應有關，如牛奶及魚、蝦等是
可能的過敏源，因此找到過敏源是治
療濕疹的關鍵。但在實際治療過程中
往往不易找到明確的過敏源。在小兒
外耳濕疹病因不明的情況下，治療前
首先應注意調整飲食，對哺乳期嬰兒
鼓勵母乳餵養，並在適當時候斷奶，
同時不要隨意更改服用的乳製品，以
減少對胃腸道的刺激。對大一點的兒
童應避免進食容易引起過敏的食品，
如魚、蝦、或其他動物性蛋白等。還
應避免搔抓，切忌用熱水，肥皂及酒
精等清洗，禁用刺激性藥物及激素藥
。
外耳濕疹症狀有幹、有濕（滲液）。

但無論你孩子的外耳濕疹是幹還是濕
，《劍牌》皮膚病霜都能很好地解決
外耳濕疹的問題。此藥膏是純天然中
草藥精製而成，溫和、細膩、無激素
，無刺激，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認可
，是目前治療濕疹及各種皮膚病的良
藥。一般情況，小孩塗抹一次就能看
見很好的效果，而且還是純中藥的。
一試便知，你一定會驚歎它的神奇！
其他皮膚病的治療還將陸續報導。可
告知：美國，加拿大的所有城市的朋
友在當地均有銷售。統一零售價$38
。廣告圖片及銷售網站見第C2版。
誠 征 代 理 商 。 免 費 電 話 ：
1-800-640-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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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美南山東同鄉會第一屆美南山東同鄉會第一屆（（博智創越博智創越））夠級大賽於夠級大賽於20172017年年1111月月
1111日在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日在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ITCITC））舉行舉行，，由老鄉們自發組成的由老鄉們自發組成的88
支隊伍捉對廝殺支隊伍捉對廝殺，，經過激烈的麓戰角逐經過激烈的麓戰角逐，，由韓偉忠由韓偉忠，，張玉健張玉健，，於海於海
泉泉，，張自成組成的無敵艦隊隊在強敵如林的戰鬥中殺出一條血路以張自成組成的無敵艦隊隊在強敵如林的戰鬥中殺出一條血路以
較明顯的優勢奪得第一名並獲得牌神的稱號較明顯的優勢奪得第一名並獲得牌神的稱號。。由由ChrisChris，，GouhuaGouhua
Zhang, Yan LiuZhang, Yan Liu，，李衛東組成的泰山隊也是一路過關斬將獲得亞軍李衛東組成的泰山隊也是一路過關斬將獲得亞軍
，，由由Frank LiFrank Li，，卜凡卜凡、、叢愛日叢愛日，，叢向日組成的泰安隊贏得季軍叢向日組成的泰安隊贏得季軍。。比比
賽結束後賽結束後，，大家意猶未盡大家意猶未盡，，繼續酣戰至下午繼續酣戰至下午44點點。。老鄉們說老鄉們說，，在美在美
國要湊齊人來打夠級是比較困難的國要湊齊人來打夠級是比較困難的，，感謝同鄉會組織這次大賽感謝同鄉會組織這次大賽，，使使
大家能一過牌癮大家能一過牌癮，，廣交朋友廣交朋友。。

前三名獲獎者與頒獎會長們合影前三名獲獎者與頒獎會長們合影。。

冠亞季軍隊與同鄉會義工們合影冠亞季軍隊與同鄉會義工們合影

所有參賽者與會長群所有參賽者與會長群（（ 前排前排 ）） 在賽前合影在賽前合影。。

夠級大賽夠級大賽（（ 撲克大賽撲克大賽）） 考驗賽者的智慧考驗賽者的智慧。。

現場比賽盛況現場比賽盛況。。

出席大賽的義工合影出席大賽的義工合影（（左起左起 ）） 全美山東全美山東
總會長孫鐵漢總會長孫鐵漢，，美南山東同鄉會副會長美南山東同鄉會副會長
秦鴻鈞秦鴻鈞，，陳文陳文，，全美山東總會長李莉穎全美山東總會長李莉穎
，，現任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現任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副副
會長張新業和副會長季維強會長張新業和副會長季維強

美南山東同鄉會前會長李莉穎美南山東同鄉會前會長李莉穎（（ 左左 ））
，，副會長陳文律師副會長陳文律師（（ 右右 ）） 也在現場幫也在現場幫
忙忙。。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1111 月月 1111 日舉辦日舉辦
博智創越博智創越------ 第一屆夠級大賽第一屆夠級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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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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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加速搶灘中國“新動能”產業
優惠政策或更多

外資正在加速搶灘中國經濟“新

動能”產業。商務部近日發布的數據

顯示，1至10月，我國吸引外資出現

較為顯著的結構性變化，高技術制造

業和服務業引資勢頭強勁。另有數據

顯示，除了高端制造業，具有明顯

“新動能”屬性的IT、環保和新能源

產業也將成為外資布局熱點。

有關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

示，隨著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向好，

加上壹系列促外資政策密集發布，

在提振外商投資信心的同時，也給其

帶來了更多投資機遇。未來我國將進

壹步降低準入門檻，拓寬對外資開放

領域，出臺更多符合中國產業升級轉

型的促外資優惠政策，智能制造、環

保等領域的發展也將再提速。

新轉向
“新動能”產業成外資布局熱點
商務部近日發布的數據顯示，1

至10月，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

26174家，同比增長15.9%；實際使

用外資金額6787億元人民幣，同比

增長1.9%。與此同時，吸引外資結

構性變化顯著，制造業吸引外資增速

是整體吸引外資增速的3倍，主要流

入技術密集型制造業。

1至10月，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

1959.1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1%，

占外資總量比重的28.9%。高技術制

造業實際使用外資566.5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22.9%，其中，電子及通信

設備制造業、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

業、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

同比增長26.4%、46.9%和28.8%。

作為吸引外資的重地，上海目前

外資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的工業總產

值占到全市的80%以上。廣東省從

2016年至今，新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

則主要集中在新材料、生物技術、智

能機器人、高端芯片、3D打印、無

人機和人工智能等方面。

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章俊在

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客觀地說，目

前外商對華投資在總量上沒有特別明

顯的變化，但結構層面卻發生了巨大

變化。“伴隨著中國制造業發展和升

級，以及近年來勞動力成本上升，部

分外商投資企業開始把制造業基地轉

移到東南亞、拉美等本地消費水平較

低且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國家。但同時，

更多的外資開始增加對中國新興制造

業和現代服務業的投資，這種投資的

增加本質上是順應中國經濟發展過程

中開始加速的結構性轉型和升級趨

勢。總體來看，中國吸引外資在從

數量向質量轉變。”章俊告訴記者。

“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初見成

效，制造業加速向科技化、信息化和

智能化方向發展。歐美日等外商投資

者借助自身技術優勢，充分抓住我國

制造業產業升級的關鍵機遇，加大了

對我國制造業、特別是高新技術制造

業的投資。”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

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龐超然在接受記

者采訪時表示。

雙引擎
產業升級激活發展潛力
專家表示，在中國經濟從高速增

長階段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背景

下，中國市場潛力依然巨大，這有

效提振了外商投資信心。

近日多家機構紛紛上調對中國

經濟增速預期。高盛稱，由於新技

術、新消費正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動

力，因此將中國2018年經濟增速預

期由6.3%提高至6.5%。路透社綜合

36位經濟學家的預估，將2017年中

國經濟增速上調 0.2 個百分點至

6.8%。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十

三五”期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速將保持

在6.5%以上，中國仍將是全球增長

最快的市場之壹。美歐對華投資中，

資金和技術密集的大項目不斷增多，

投資者中不乏壹些知名跨國公司，大

眾、BMW、Audi、西門子、BP、液

化空氣、宜家等公司都在大幅增加對

華投資。這顯示了跨國公司植根中

國、深耕發展的信心和決心。”龐

超然告訴記者。

匯豐銀行指出，在當前中國強調

經濟增長質量和產業升級背景下，預

計未來中國高端制造業、IT、環保和

新能源產業等部門將迎來產業升級發

展的新時期，這將為境外投資者帶來

投資機遇。

值得壹提的是，今年以來出臺的

壹系列促外資政策在進壹步釋放紅利

的同時，也給外商在華投資提供了領

域上的“前瞻指引”。譬如，國務院

印發《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

資若幹措施的通知》指出，外商投資

企業和內資企業同等適用“中國制造

2025”戰略政策措施，鼓勵外商投資

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綠色制造等。

商務部和國家發改委發布的2017年

版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

壹步擴大了鼓勵類政策範圍。

“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堅持繼

續鼓勵外資投向先進制造、高新技

術、節能環保、現代服務業等領域

的方向沒有變。限制類措施中制造業

重點取消了軌道交通設備、汽車電

子、新能源汽車電池、摩托車、食

用油脂、燃料乙醇等領域準入限制，

繼續鼓勵智能制造、環保等領域的開

放。這些也有望成為外商投資的新風

口。”龐超然指出。

專家分析稱，就外資布局的熱點

領域來看，既是今後中國經濟發展的

重點，也具有巨大的增長潛力。“我

國的產業升級方向是高端制造業和高

端服務業，尤其是制造業成為產業升

級的重要著力點，同時也是國際競爭

最激烈的領域。環保產業在當前對綠

色發展的訴求下也將獲得大發展。由

於對外依存度高，能源是中國經濟面

臨的瓶頸之壹，加上環境壓力下要求

能源升級，二者疊加也將形成新能源

行業發展的巨大動力。”北京大學經

濟學院教授蘇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

示。

再發力
更多政策助力結構性改革
專家表示，在促外資政策上，未

來將進壹步放寬外商投資準入限制。

繼續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讓外

資企業願意來、留得住、發展好。在

外資投資重點上，結構更加優化將是

未來吸收外資最主要的特點。

“我國的比較優勢在發生變化。

過去吸引外資的是低要素成本，現

在靠的是龐大的市場、受過良好教

育的勞動力等。這種比較優勢決定

了將來吸引的壹定是中高端制造業

和服務業。我們招商引資的政策也

在變，越來越強調與產業結構優化

升級、與供給側改革結合。所以我

們著重推動外資投向我們希望的中

高端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現代農

業等。”中國發改委宏觀院外經所

副研究員楊長勇表示。

章俊也認為，未來中國或將引

入更多的全球資本和先進技術來助

推結構性改革和轉型。“政策層面

壹方面是要降低準入門檻，拓寬對

外資開放的領域，為外資提供國民

待遇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另壹方面

就是對於符合中國產業升級轉型的

外資給予人才、融資和稅收等方面

提供更多優惠政策。”章俊說。

在龐超然看來，未來隨著我國經

濟繼續轉型升級，經濟結構重心調

整，智能制造、環保等領域將進壹

步煥發生命力。壹方面，外商投資者

會加大與傳統企業的合作，加大技術

合作力度。另壹方面，外資VC/PE等

機構投資者還會加大對初創企業投

資，幫助壹批有實力、有前景的中

國企業快速成長。

綜合報導 記者日前從工

信部獨家獲悉，為推動發展

高 端 再 制 造 、 智 能 再 制 造

（以下統稱“高端智能再制

造”），工信部於近期正式

出臺《高端智能再制造行動

計劃（2018－2020 年）》（以

下簡稱“《計劃》”）。根

據《計劃》，未來三年，我

國將聚焦醫療影像設備、重

型機床及油氣田裝備等關鍵

領域，以及增材制造、特種

材料、智能加工、無損檢測

等綠色基礎共性技術在再制

造領域的應用，進壹步促進

再制造產業不斷發展壯大。

根據《計劃》制定的發展目

標，到2020年，我國將突破壹

批制約高端智能再制造發展的拆

解、檢測、成形加工等關鍵共性

技術，智能檢測、成形加工技

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發布50

項高端智能再制造管理、技術、

裝備及評價等標準；初步建立

可復制推廣的再制造產品應用

市場化機制；推動建立100家高

端智能再制造示範企業、技術

研發中心 、 服務企業、信息

服務平臺、產業集聚區等，帶動我國再制造產

業規模達到2000億元。

工信部透露，為確保《計劃》順利實施，

未來三年我國還將實施壹系列相關工作，其中

包括：加強高端智能再制造關鍵技術創新與

產業化應用；推動智能化再制造裝備研發與

產業化應用；實施高端智能再制造示範工程；

培育高端智能再制造產業協同體系；加快高

端智能再制造標準研制；探索高端智能再制

造產品推廣應用新機制；建設高端智能再制

造產業公共信息服務平臺；構建高端智能再

制造金融服務新模式。

此外，《計劃》還提出了四項保障措施：

壹是充分利用綠色制造、技術改造專項及綠色

信貸等手段支持高端智能再制造技術與裝備研

發和產業化推廣應用。二是通過開展再制造產

品認定並建立健全再制造標準體系規範產業發

展。三是促進加強高端智能再制造領域的國際

交流合作，鼓勵高端智能再制造企業“走

出去”，服務“壹帶壹路”沿線國家工業綠

色發展。四是推動建立有利於高端智能再制造

產業發展的政策環境，促進形成政產學研用金

協同推進《計劃》的格局，提升行動計劃實施

的社會和產業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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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414中美論壇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亞洲五國行是他就任以來的頭等
大事，張一飛長期關注美國政治，看看他對這次訪問的
評價。

本特刊繼上（#220）期，登完下半篇吳章銓有關兩岸
如何和平相處的文章，兩岸關係是海內外眾多華人最關
心的事，這和中美、中日及其他中外關係不同，這是

「有衝突的內部關係」如何化解矛盾，如何由和平相處走向統一是最終目的。中國
大陸自然有不放棄武統的理由，那就是如果有外國勢力干預而促使台灣走向獨立。
日前有可能是這樣的「外國勢力」只有兩個，一個是美國，但近來它自顧不暇，很
多國際事務的處理上還需要跟中國合作，利弊得失，美國對這件事不可能也插不上
手。另一個就是日本，它可能聯合台灣有獨立傾向的人一起「反中」（或者說已經
在進行了）。這種情形該打的是日本，而不是包括很多並不主張獨立的台灣人民。
中國大陸有多種方法可以對付台獨，但武統不應該是選項之一，至少不應該是常常
掛在嘴上的選項。

王文軍是經常在本刊發表文章的大陸年輕保釣人士，已經到台灣5次，看看這個
年輕人在台灣和台灣人相處的情況，加上Dr. Wordman 從憲法談兩岸統一的文章，
還有必要武統嗎？

本期責任編輯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The Mainland-Taiwan Reunification issue is an internal affair left over by 
domestic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two political parties, CCP and KMT, 
resulting in today's split of two governments, one in Mainland and one in 
Taiwan. This fact is recognized by all Chinese citizens, by the two current 
domestic governments in China and by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UN 
members. Each government is upholding a version of Constitution crafted 
after the beliefs of a free, independent and modern Republic nation desir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The desired Republic and its constitution were earn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through their blood-shed revolution not only against a 
corrupt dynasty but also foreign interventions. 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contains the most salient principles that the Father of China, the revolution 
leader Dr. Sun Yat Sen, had prescribed in his famous book,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s the foundation of a 'Republic' China. Post WW II, the 
domestic conflict between two political parties, KMT and CCP, split China 
in two with the Mainland governed by CCP and Taiwan by KMT, each 
upholding a version of Constitution. The two versions have been revised to 
accommodate government services administered over Mainland and Taiwan, 
but the two constitutions however clearly proclaim China as one sovereign 
nation with her sovereignty defined over the land and seas including 
Mainland, Taiwan and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Taiwan's 1947 version of 
Constitution was revised in 2003 to allow the President to call for 
referendum in case of an imminent attack. The pro-independence political 
force in Taiwan (DPP Party) sought to inch towards independence through 
revision of Constitution but never could succeed. The Mainland's original 
1954 version of Constitution has been amended regulaly (1975, 1978, 1982, 
1988, 1993, 1999, and 2004) as needed; its current version is the 12th 
revision since 1911 with a clear definition of autonomous regions and how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may function under the One China governance 
and her Constitu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any political governance must have and must obey 
a constitution to be legitimate in governing its people. Any political 
movement violating its Constitution only invites bloodshed such as a 
revolution (if the bloodshed led to success of overthrowing a regime and its 
constitution) or rebellion (if the bloodshed led to a failure and treason 
sentence under the Constitution).  The former situation requires people's 
unyielding support willing to give their lives for the independence cause. 
The latter situation is often due to politicians' ambition ignoring people's 
ultimate welfare and desire of unity and peaceful governance under a 
Constitution. Take the most recent independence claim by Catalonia in Spain 
for example, we can understand what 'Independence' means in the modern 

world. Spain is a nation with a glorious long history evolved from an Imperial 
system to a nation governed by constitution. Spain's Constitution defines its 
federation of states with some given semi-autonomous authority of governance.

Catalonia is a rich state but has no independent taxing authority according to 
Spanish Constitution and laws. Some people in Catalonia felt unfair in paying 
more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an getting back in its state budget. Catalonia 
local government used a referendum to declare independence but received no 
recognition from the entire people of Spain nor from any major power of EU and 
the world. Catalonia did not have all its people supporting the independence 
claim, thus in the end, the Spanish central government applied its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remove the President of Catalonia, Carles Puigdemont, and charged him 
with treason. He had fled to Brussels but being extradited back to Spain to stand 
trial.

Catalonia's independence claim was based on selfish reason ignoring Spanish 
citizens' constitutional duties to Spain, hence no justification for declaring 
independence or launching a revolution. Spain provides national security to 
Catalonia and has obligation to govern the entire nation fulfilling its 
constitutional duties. So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independence issue in 
Catalonia is ultimately settled by the Constitution, apparently hono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aiwan's current ruling party, DPP, is pushing for 
independence but both Taiwan's Constitution (ROC) and Mainland's Constitution 
(PRC) prohibit such a split. Even if the entire people on the Taiwan island want 
to launch a revolution sacrificing blood-shed, the independence claim would fail. 
Therefore, the sensible political solution is to pursue reunification according to 
Constitution, Both ROC and PRC version of Constitution have no discrepancy in 
defining one China and her sovereignty. The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ians on 
both sides must accept this resolution according to constitution.

The two Constitutions prescribe a common definition of a republic nation 
belonging to its people and its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protecting and 
safeguarding its people's rights, freedom and duties. Although the two 
Constitutions describe two somewhat different governmental structure but their 
spirit of governance are identical, seeking security, freedom and economic 
welfare for the people, opposing any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ny group in their 
people and defending against any foreign aggression. In the PRC version, it 
explicitly states (Article 28), the State must maintain public order and suppress 
treasonable and other criminal activities endangering the State and its people. It 

further states in Article 31, the State may establish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e.g.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in Article 52-54, the duty of citizens to 
safeguard the unit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unity of all its nationalities, to abide 
Constitution and laws...) and to safeguard the security, honor, interests of 
motherland (and not commit any crime violating the above). Whereas the ROC 
Constitution states in Article 138, defense forces shall be above personal, 
regional, and party affiliations, shall be loyal to the State and shall protect the 
people and in Article 139, no political party and no individual shall make use of 
armed forces as an instrument in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power. 

Based on the above co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bviously the Mainland-Taiwan 
reunification issue should better be resolved peacefully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The pro-independence political faction in Taiwan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has been pushing towards the red line prescribed by the constitutions. It 
is acceptable to form opposition political parties but it is not acceptable to build 
forces (such as the military forces organized by Taiwan Democratic Nation). The 
DDP's persistent effort in whitewashing history to brain-wash the young 
generations may be interpreted as criminal acts to destroy the unity of the country 
and destruction of the security, honor and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both 
treasonable activities. Thus Lee Deng Hui, Chen shui bian and current President 
Tsai Ying Wen could be brought to charges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Similar to Catalonia, Taiwan cannot declare independenc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even with a referendum. If Taiwan declared independence, the 
PRC government could remove the Taiwan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by force if necessar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ould stand by 
PRC's position since it is justified by both Constitutions. Since China allows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to function under One China policy, Taiwan has no 
excuse to demand independence, especially with 193 States recognizing PRC and 
only 19 UN members recognizing ROC.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ould 
overwhelmingly side with PRC. 

The new Taiwan President, Tsai Ying Wen, has deliberately retreated from 
recognizing One China policy to a fuzzy "Maintaining Status Quo" position, 
wishfully hoping that the U.S. and Japan will come to Taiwan's defense in the 
event that China pushes reunification by force. Tsai is treading a dangerous line 
by conducting a pro-independence policy under the cover of 'Maintaining Status 
Quo'. The 'Justice' is clearly on the PRC side since PRC has given Taiwan a 
friendly most favorable trade status for decades to promot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one nation two systems' doctrine. In politics, one can 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if Tsai would not reign back her hypocritical "Maintaining 
Status Quo" Policy and work towards a peaceful reunification beneficial to all 
Chinese people, Tsai's political future would be far worse than Carles Puigdemont 
of Spain.

Ifay Chang. Ph.D. Producer/Host, Community Education - Scrammble 
Game Show, Weekly TV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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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陸的可與不可
大陸的目標理應是盡力深化兩岸和平

相處，社會、經濟、文化、交流完全猶如
一家，形成實質上的統一格局；政治問題
暫時放下不提。互相不批評，不催動，不
刺激。不揠苗助長，任其自然。使懷疑、
防範和仇恨慢慢消解，雙方日益密切，是
最快的統一辦法。

大陸不要逼台灣想方設法自保，不要
逼台灣對大陸反感，不要使得台灣人時時
感受到是受大陸的威脅和壓迫而不安。因
此，大陸理應公開宣布不以武力統一台
灣，和平統一沒有時間表，以兩岸和平同
意為原則。

經常警告不"和統"就"武統" ，必然產生
反效果：徒然刺激台灣內部的台獨勢力滋
長，促動台灣積極爭取國外援助。不利於
統一的前景。大陸不必經常把"和平統一" 
的口號掛在嘴上，也不必搞和統活動，令
人感覺到那是一種統戰，欲蓋彌彰。操縱
和統運動的是共產黨的統戰部。台灣怕的
不是"中國"，是共產黨，即使基於民族情
結願意統一的台灣人，對於接受共產黨統
治還是不安的。和平統一活動理應取消。

大 陸 把 飛 彈 瞄 準 台 灣 ， 純 粹 是 反 效
果。飛彈的進出和瞄準，只是舉手之勞，
何必每分每秒地保持這瞄準的威脅姿勢？
對爭取台灣的向心力有什麼助益？那些飛
彈理應撤出。

在外交上，大陸必須與美國保持友好
關係，否則台灣絕對不肯統一。保持傳統
中美友誼是中華民國對外關係的基礎，上
下有共識：台灣絕不願意與大陸統一而成
為美國的敵人。目前大陸官民對美國的態
度基本是友善的，出國讀書或工作、生
活、商貿來往，大多數是選擇美國。對美
國文化、社會、人文、人際關係等等能接
受的程度，比對其他國家的為高。這種情
況使台灣放心。如果大陸與美國轉為對
立，或台灣必然心驚，

統一的前景就暗淡了。
大陸對台、美關係，不必斤斤計較。

大陸越批評，台灣越要維持和加強與美國
的關係。台灣不可能放鬆與美國、日本的
關係，否則豈不是限於危險的孤立？台灣
不可能出此下策。大陸明顯知道台灣對大
陸毫無企圖，所以不必介意台美關係如
何。更不妨積極一點，鼓勵台灣與美國加
強聯繫，勢必有助於兩岸關係的緩解，大
陸毫無損失，還能夠提升中美友好。

同樣地，大陸可以放鬆並鼓勵台灣與
東南亞等國家的交往，台灣有國際空間，
就不必爭取獨立。爭取獨立的意義是爭取
國際空間，大陸阻擾的結果是引起所有人
的反感，有利於台獨宣傳。大陸給台灣一
定的國際空間，是釜底抽薪之計。大陸對
台灣寬容，有助於使東南亞國家放心，有
助於大陸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友好關係。
台灣基於中華民族自然的"一中"立場，在
與東南亞的來往上，對大陸是有益無損。

最後，兩岸要統一，大陸的體制（制

兩邊都不能幫，結
果

度）必須有所改革，以期能夠順利地被
接受。大陸已經在不斷改革，但是怎樣
對兩點"特色"進行相當大的改革，需要
極大的智慧和技巧。無人敢於猜測。改
革的目是達到一定的民主和平等。所謂
民主，各方面解釋大不相同。大陸官方
明確主張黨內民主，並說中國已經有了
真正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是假
民主。可見民主的概念是被基本接受
的，隱然是理想的政治目標。每個國家
的民主制度都不一樣：老牌的民主國家
如英、法、美，政治制度就大不一樣。
大陸官民都知道現在的體制並不民主，
有待改革。同時，有必要取消階級，全
民平等。 全國國民不分階級、
地域、黨派一律平等。尤其是讓佔國民
大多數的農民不再受困於農民階級的束
縛（蘇聯意識形態是犧牲農民階級，為
工 人 階 級 政 權 服 務 ） ， 不 再 受 困 於
1950年後新設計的封建束縛（身份被限
制在農村，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做什
麼工，永遠是封建農民，二等公民。大
陸藉此產生"人口紅利"），獲得憲法上
完全平等的公民地位和權利。當大陸的
制度能夠包容、容忍、平等的時候，大
中華民族的統一就順理成章的了。

6.台灣的可與不可
台灣由於面積和人口的關係，在兩岸

關係中只有較小的能動性。但是台灣的
一舉一動仍是舉足輕重。台灣不要觸動
大陸的緊張神經。最重要的是不再搞台
獨。台灣人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無論
從血緣、語言、文化、歷史記憶、地理
胸懷、風俗與生活習慣、信仰，都是和
大陸以及世界各地華族同胞屬於兄弟姐
妹 。兩岸開放後民間來往自然、密
切而融洽，沒有隔閡，證明中華民族是
血濃於水的一家人。台灣重視教育，培
植人才，傳承中華學術文化，保護文
物，保存傳統習俗，台灣人的中華情
結，對祖籍、祖先信仰、語言文字、歷
史、家庭觀念、社會習俗的保存，都比
大陸好得多。台灣比大陸"更中國"。中
華文化、習俗、觀念、信仰、胸襟，是
台灣人身上不可分割的靈魂與血肉，根
本不可能去除。否認是中華人而要自縮
為所謂台灣人，是違反天性的，沒有邏
輯的。

搞台獨的動作中，最惡劣的是"去中國
化"。所謂"去中國化"實質上是"去中華化
"。台灣沒有什麼現在大陸的東西可去。
要的去是與中華文化、歷史、地理、中
華觀念的聯繫，否認中華人的自我，使
台灣人在自我意識上孤立徬徨，從而嚮
往日本。台灣有不少日裔，有的已經完
全融入中華大家庭，有的仍然心存"故國
"，例如曾經任總統的李登輝。親日勢力
要去的不僅是大陸的"中國"，更是"中華
"。但是日裔是少數。中華血統的台灣人

務須做到

"關係

是絕大多數。"去中華化" 無異是自己否認
自己，否認自己的人格與尊嚴，拋棄了自
己與生俱來的中華光環。台灣人因為中華
光環而自豪，並得到世界的尊敬，獲得朋
友，在驚濤駭浪的國際政治中仍然能保持
各國的尊重和來往。搞去中華化，將失去
在國際上的朋友。也使海外千千萬萬華僑
失望，轉而傾向大陸，海內外恐懼產黨統
治的華人，往往傾向台灣，但反對"去中華
化"。台灣搞所謂去中國化，是自殘手足，
自我傷害，失去世界各地華僑和國際朋友
的敗筆。乃是大大的失策。"去中國化"當
然還觸怒大陸，是雙重的不智。因此台灣
不應當搞去中國化-去中華化。

另一方面，台灣須要通過提升教育實力
而自強。台灣雖然小，與大陸比較，多年
來擁有相當的優勢，

台灣的經貿社
會發展，相對於大陸頗有一日之長。大陸
改革開放後的成長，台灣和香港一樣，在
提出資金供應、技術引進、管理能力、市
場導引、國際合作各方面確有巨大貢獻。
港台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也被大陸接受。
大陸政府和人民對台灣都相當尊重，非常
歡迎，善意接待。

教育不僅在兩岸關係中重要，而且在整
個國際關係中重要。未來世界是知識經濟
時代，是國際大家庭時代，教育水平決定
在這大家庭中的生存和地位。台灣為鞏固
優勢，理應提升關於中華文化和現代科
技、社會、人文教育的教育建設，使台灣
成為兼長東西文化和尖端科技的國際教育
中心，吸引大陸和世界各地的優秀學生去
讀書和工作；到台灣留學的學生將來遍布
全世界，是軟實力。台灣理應引進外國最
優秀的教授、教學科目、科研項目、專科
院系，以期建立一些國際最優秀的院校。
引來大陸的學生，增進兩岸的認同和友
誼，獲得大陸同胞的尊敬。台灣有素質，
有信心，就不怕統一。

結語
時間是中國和中華最好的朋友，可以幫

助消除雙方的隔閡，使雙方創生統一的條
件。不要互相觸動、刺激、挑釁，引發完
全不必要的災難。一旦發生武攻，台灣必
然遭受最大的破壞、傷亡和災難。大陸也
會內外損失慘重，精疲力竭，還可能發生
意外事件。結果是兩敗俱傷；鷸蚌相爭，
漁翁得利。在民族"一中" 的共識下兩岸和
平地合作，有1+1>2的效果；反之，名義
上是1+1合併=1，實際上中華整體國力反
而受傷，1+1<2。

但願兩岸當政者和全體國民，以中華民
族、中華同胞的生命和子孫的幸福著想，
以無比的智慧和毅力，全力保持兩岸的和
平、合作、繁榮。將來順利地分久必合，
歷史必將讚揚這一代人的豐功偉業。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釣中
最早對美國歸還沖繩而產生的釣魚台歸屬
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後來的保釣運動
就是從他們的質疑開始的。

都是教育的成績。台
灣的自由精神和創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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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美國總統特朗普從十一月二日到十一
月十四日作首次亞洲之行，此行他訪問
五個國家，首站三日到夏威夷聽取美軍
太平洋司令簡報并訪問珍珠港及亞利桑
納紀念地，該紀念地為紀念日本偷襲珍
珠港（12-7-1941）亞利桑納戰鬥艦（BB-
39），艦上1177人中1102炸死的海軍和
陸戰隊官兵。 五日開始五國訪問，先抵
日本，與安培首相， 駐日美軍見面，七
日赴南韓與文在寅總統會唔及慰問美韓
聯軍，八日赴中國作國事訪問與習近平
總統會面，十日赴越南峴港參加亞太經
濟峰會（APEC）并致詞，十一日赴河內
訪問與越南總統陳德光會談， 十二日到
菲律賓馬尼拉參加東盟五十週年慶祝大
會，十三日參加美國東盟峰會四十週年
慶祝會并與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阿爾
特會談。特朗普臨行又決定在菲律賓停
留到十四日參加環太平洋領導人峰會。

美國總統作這樣長和緊湊的亞洲行當
然會引起國際間的關注，他的目的何在
呢？美國國內政情混亂, 民間，媒體，國
會都不停地與特朗普杯葛，以致其民調
支持率降至36%，中期選舉可能對共和
黨不利，特朗普現象，光環退色，許多
共和黨人放棄競選連任。去年支持特朗
普的維吉尼亞州出現了平常不投票的今
年出來投給民主黨以致民主黨人饒夫羅
森十一月七日贏了州長的選舉。雖然今
年的選舉結果不能斷定2020年的選舉，
可是當前的情勢對2018中期選舉顯出共
和黨可能失利。共和黨要如何布局選戰
策略是個大的問題，要換掉特朗普會有
很大的風險，特朗普能以個人的拼鬥當
選是不會輕易放棄連選求連任的。共和
黨領導階層該靜下心來仔細想想，倒底
特朗普現象是什麼回事？美國老百姓擔
憂的是什麼？共和黨能不能和願不願為
老百姓去憂解難？如果特朗普真能專注
在振作美國上，共和黨參眾議員應當全
力支持配合。特朗普上任十個月來以及
這次亞州行很明顯的是在為美國求利，
以美國利益為先。我們就來分析一下特
朗普此行倒底達到了什麼目的？美國老
百姓和其他國家是怎麼看的？

綜觀特朗普的五國行，他似乎把經貿
放在外交成果之上，雖然他的對手國有
不同的想法。先以日本來說，安培顯然
很在乎特朗普的訪問，盡力制造個人關

係，希望能得到他的表態和支持，解決
北韓核威脅，加強美日軍事同盟，和促
成美日印澳軍事聯盟。特朗普的表態并
無新意，倒是在乎達成售日數十億美元
軍火。訪日之前在珍珠港參觀亞利桑納
紀念地，似乎是對日本安排特朗普與北
韓俘虜日人家屬見面來個含蓄的對應。
日本人應當反思而不只顧打悲情牌。在
南韓，文在寅立場堅定，在外交軍事上
企求自主，對韓中韓美關係希望平衡，
且搬出慰安婦提醒特朗普日本軍閥二戰
罪行，不要把韓日當兩個小兄弟一樣看
待，特朗普自知無法強硬，只是給文也
來個幾十億美元的軍火售單。國內反特
朗普的說他給的都是已經在商談的售
單，沒有新的定單。其實高檔軍火買賣
複雜耗時，兩國元首同意的聲明總是有
助於最后成交的。

特朗普在中國受到超國事的接待， 用
中國皇帝的宮殿招待他像皇帝一樣， 換
得他一句，美中貿易逆差他不怪中國怪
美國前任的美國總統們。外交上的熱蕃
薯，南海問題，台灣關係，以及人權案
子，一概不提。經貿談判發出了一個兩
千五百億美元的買單， 不管多少是近期
多少是長期或是已經開始商討的買賣，
這個數字還是驚人的。特朗普拿到這個
定單， 其中中國在美能源投資項目如能
成功兌現，對美國經濟會有大的幫助，
就業機會是可以預期的。當然國會和地
方的配合還有些關坎要過，以特朗普上
任不到一年來說，他的表現是積極的。
最近股票市場的上漲像是投了特朗普的
贊成票。再加上他要減公司稅率， 股市
更會看好。特朗普對美國兩黨互相杯葛
習慣，能不能用'買賣'技巧（make deal) 
達成他的政策目標還有待觀望。

特朗普在越南和菲律賓的行程倒是以
外交為主，盡量想與東盟國家維持好的
關係。可是他的美國第一思想及雙邊貿
易強勢作風，不得不使東盟和其他亞洲
國家三思。所以從他們的立場來看， 特
朗普此行沒有讓大家放心，不按理出牌
的形象依然存在，他的外交政策在他幾
次演講裡沒有明顯的邏輯和明白的主
張。對北韓問題沒有拿出辦法，也沒有
跟中國一起提出任何方案，最緊張的日
韓只有打著一個問號，等著看以后的發
展。特朗普和習近平都不提台灣問題，
倒可能是讓問題有了解決的默契，那就
是特朗普不願把台灣當籌碼了，籌碼太
小沒什麼價值。新武器不能賣，舊武器
賣不了幾個錢。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
19大之后，已經老神定定，解決台灣問
題已早有腹稿，或許這個腹稿都已經用
哥兒們方式秘告特朗普，他還拍手贊
成。

綜觀特朗普五國行，中美互動是此行
主軸，可以看得出中國的外交成熟了，
亞太峰會的過招，顯然讓中國佔了上
風。美國的國內問題複雜不得不把注意
力向內，中國韜光養晦了幾十年，如今
可以在國際舞台上施展一下身手了，美
國強勢幾十年，耗了元氣，特朗普的美
國第一思維，倒是應當摻些韜光養晦的
想法。想崛起成為大國強國，韜光養
晦， 是必經階段，大國衰退想再強起
來，也必須韜光養晦。中國在崛起之
時， 切切不可忘記韜光養晦之功！

張一飛，畢業於台灣成功大學，來美
四十餘年，現已退休，仍致力於推動中
美文化及教育活動。

“試談兩岸問題：和平合作 分久必合"

1022 安倍晉三的自民党及其執政聯盟克服了新生對手的挑
戰，獲得了眾議院三分之二的席位，推進了他修改日本和平憲
法的希望。 

1027 朝鮮表示，遣返上周越過朝韓海上邊界的漁船是出於人
道主義。 近1個多月來，朝鮮沒有進行導彈試驗，分析人士審
慎樂觀地認為，半島局勢可能出現緩解。 

1030 韓國總統文在寅力爭在5年任內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 
並考慮打造自己的核武庫，最多可製造4300枚核彈頭。

1030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一年內二度訪日，為馬拉維重建尋
求幫助。 日本防衛省將向菲律賓無償轉讓自衛隊直升機零部

件，並且援菲5架丅C一90教練機。
1030 美國著力研發新型核武器，改變核武政策。 朗普政府力

挺增強與擴充核武庫。
1031 韓國和中國週二達成協議，結束有關在韓部署薩德系統

的爭端，恢復兩國的經濟關係和其他關係。 
1103 美國總統特朗普開啟就任以來第一次亞洲行，12天內將

訪問日、韓、中、越及菲律賓五國。
1108 特朗普總統抵達北京。 隨行的有包括波音、高盛、西屋

電氣及高通(Qualcomm)等美國幾家最具雄心、影響力最大的公
司領導人。 

對於上世紀  49年後出生的大陸人來
說，「中華民國」是個過去式，對於國際
社會來說上世紀72年後「中華民國」已經
不存在。 

從記事起，只知道孫中山先生宣導三
民主義，領導辛亥革命創立民國，與中共
一起創建黃埔軍校，開始北伐，統一中
國。 而孫中山先生去世以後，蔣介石繼
續北伐，開始清共，至此以後，大陸上大
部分書籍、報紙、廣播、電影電視敘述那
段政權為「蔣家王朝」、「蔣匪軍」，蔣
介石帶著「蔣家王朝」的殘兵敗將敗退臺
灣，中國還未統一，我們一定要解放臺
灣。  對民國往事的瞭解很多還是來自
《金陵春夢》一書。

隨著改革開，鄧麗君帶來不同的音樂
風，「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成為時
尚，短波收音機那時還是挺流行，主要是
學 BBC英語和聽小鄧的歌聲，也算是有
過收聽敵臺的經歷啦。 再後來劉文正、
費玉清、羅大佑的歌，瓊瑤、亦蘇的言情
小說伴隨著度過了青春期。 

成年後，聽說很多國民黨老兵回大陸
探親，回老家修房子、娶親、送禮物都是
百元大鈔，金戒指。 蔣經國先生去世後
一度以為很快就會統一，能到中國的寶島
臺灣去看看。

幾 十 年 過 去 了 ， 大 陸 與 臺 灣 不 再 陌
生，台商在大陸投資企業越來越多，台企
生產的產品，遍佈大陸各地，大陸人幾乎
都能說得出幾個台企品牌，比如龐然大物
富士康，智慧機先驅 HTC，人人必吃的
統一、康師傅速食麵，旺旺餅乾等等。 

國民黨開放黨禁，民進黨上臺執政，
終於有人打倒「國民黨反動派」，臺灣也
成為中國民主實踐的發源地和實踐地，卻
也從媒體看到一幕幕鬧劇，議會打架、選
舉槍擊案，賄選，陳水扁貪污入獄，台獨
問題等，感覺有趣卻也失望，蔣家從北伐
統一開始 ，從大陸到臺灣，反攻大陸喊
了幾十年，也玩了中國幾十年，留下分裂
分治的中國，卻又將歷史的包袱甩給後
人，不僅長歎梟雄一世也枉然。

再到大陸人也終於能到臺灣旅行，沒
想到頭一次踏上寶島臺灣，卻是因為「保
釣」的緣故，後又多次赴台旅行，逛過臺
北大街小巷，吃過夜市攤檔，也一人自行

車環島，走蘇花公路看清水斷崖，遙望太
平洋，去過寶島最北也到過寶島最南，  
去過綠島下海，也計畫登玉山，而因未成
團緣故而抱憾，看過奔流到海的淡水河，
上過101大廈，去看過電影《藍色大門》
中的中學，也坐著巴士，按谷歌地圖導航
找《第36個故事》 裡面桂綸鎂開的朵兒咖
啡館，去喝杯咖啡，找故事裡的感覺，記
得在花東縱谷渾身濕透到民宿，給我煮面
吃，幫我買煙的大叔，記得在台九線騎行
時在路邊小店買啤酒喝，遇到原住民聚會
請我吃面，走時擔心我沒吃飽，還讓我帶
一碗走， 避雨時請我去家中喝茶的台南
大哥，熱情到讓我感動，問路時遇到的國
軍老兵，一句「70年了，16歲抓壯丁來
的，回不去啦」讓人心酸。 

行走臺灣，曾是世界前十大港口的高
雄港、基隆港看不到幾艘貨輪，沿途的高
速公路沒有川流的集裝箱長車，停留在  
80年代的臺北建築，冷清的高雄六合夜
市，坐在青旅聚會廳，學生們有談畢業後
去大陸工作，廈門航空的待遇比長榮航空
高三倍，上海台企工作起薪能有5萬台

(下)

隔洋觀察特朗普亞洲五國行隔洋觀察特朗普亞洲五國行
◎張一飛

一個大陸人的《臺灣印象》◎王文軍

幣，下個旅行計畫想去張家界， 九寨溝地
震，我的一個夢想地去不成啦，我們下個
假期一起去西藏吧，嗲嗲的臺灣國語。 

也看到西門汀附近石牆上刻著的臺灣歷
史、發展，國民黨治下的民國成為與日占
時期的「外來政權」，青天白日滿地紅猶
在「總統府」飄揚，怎麼看都還是感覺借
殼上市的「總督府」。 「番薯」、「芋
頭」，很難能買到「中華民國地圖」，
「臺灣地圖」比較顯眼。

回大陸，朋友問我臺灣印象，我說穿越
的感覺，回到活著的歷史，仿佛遺跡空
間，溫馨美麗又帶有迷茫哀愁的臺灣，未
來不定的臺灣。 漸行漸遠的「中華民國」
終將隨著國民黨的沒落而被歷史所淘汰。

上周特朗普在韓國演講《歷史的實驗
室》描述南北朝鮮，同時二戰後遺留產
物，大陸與臺灣、朝鮮與韓國相似卻又不
同。

王文軍，1968生於重慶，1989年北京航
空學院三分校肄業。2007年參與保釣活
動。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創會會員。 

1108 菲律賓國防部高官表示，在中國提出抗議後，杜特
爾特已命令軍方停止在南海爭議地區一處沙洲上的建設工
作。

1109 中美雙方在兩國元首的見證下，簽訂了2535億美元
的貿易大單。

1110 中國政府將大範圍地放寬或取消對外資擁有銀行和
證券公司擁有權的限制。 此舉可能會給中國龐大的金融系
統注入一點外國實際經。 中國的金融系統對推動中國經濟
崛起有過說明，但近年來，債務、泡沫和低效率已成為這個
系統的沉重負擔。

1115 日本響應特朗普「號召」，決定引進兩套「陸基宙
斯盾」新反導系統。

1115 美國眾議院通過7000億美元的國防法案，此舉表明
美國核武重返亞太，志在必得。

1116 李克強訪菲律賓，中菲政府發表聯合聲明：兩國建
立了南海問題磋商機制。

1117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宋濤將于週五啟程前往平
壤。 宋濤將向朝鮮通報上個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19次代表
大會的情況。 

亞太4週大事記（2017.09.23～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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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be 21 or older to enter casino and to gamble. Know When To Stop Before You Start.® Gambling Problem? Call 1-800-522-4700. ©2017, Caesars License Company, LLC.

LUCKY BACCARAT SUNDAYS
Be one of our lucky baccarat seat winners for a chance to pick a red envelope from one of our prize trees, with gifts valued up to $300.

Swipe your Total Rewards card to receive more chances to win.

Seven Stars | 7 Entries
Diamond | 5 Entries

Platinum | 3 Entries
Gold | 1 Entry

Drawings | 7pm – 11pm
Baccarat Tables

幸運百家樂星期日
成為獲得我們幸運百家樂席位的得主，並有機會從發財樹挑選一個紅包，最高可獲得價值 $300 的禮物。

刷您的 Total Rewards 卡即可獲得更多得獎機會。

Seven Stars 級 | 7 次抽獎機會
鑽石級 | 5 次抽獎機會

白金級 | 3 次抽獎機會
金級 | 1 次抽獎機會

抽獎 | 晚上 7 時 – 晚上 11 時
百家樂遊戲桌

休城讀圖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成功主辦第四次職涯講座
年輕僑民及學子在僑教中心踴躍參與獲益良多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攝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劉美玲會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劉美玲會
長感謝享富盛名的光電半導體公長感謝享富盛名的光電半導體公
司司AOIAOI 的人資長的人資長 Johanna ChiJohanna Chi--
angang主講人主講人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
長長、、科技組游慧光組長科技組游慧光組長、、黃鈺程秘書黃鈺程秘書、、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列席指導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列席指導。。

亞洲化學的創辦人和董亞洲化學的創辦人和董 事長楊事長楊
朝諄博士提到朝諄博士提到,,每個行業很大競每個行業很大競
爭爭,,要永續經營靠團隊要永續經營靠團隊。。回台尋回台尋
找你的夢找你的夢,,也是一條路也是一條路..要注意要注意
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健康,,人生目標過程中好人生目標過程中好
好把握好把握,,享受自己生活享受自己生活

休士頓台灣大學休士頓台灣大學
校友會主辦第四校友會主辦第四
次海外青年職涯次海外青年職涯
講座講座 1111 月月 1919 日日
在僑教中心大批在僑教中心大批
德州台灣留學生德州台灣留學生
參與參與。。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會長劉美玲向講師世界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會長劉美玲向講師世界
最大陸地鑽油公司最大陸地鑽油公司NaborsNabors的副總裁暨財的副總裁暨財
務長蘇柏斌學長贈送感謝禮物務長蘇柏斌學長贈送感謝禮物。。

僑界著名的葉茂森公司法與僑界著名的葉茂森公司法與
移民律師講到當下移民律師講到當下HH11BB簽證簽證
形勢時表示形勢時表示，，川普保護美國川普保護美國
勞工的政策方向短時間內不勞工的政策方向短時間內不
會改變會改變，，這對這對HH11BB申請並不申請並不
是利多消息是利多消息；；20172017年移民局年移民局
對申請的審核嚴格程度明顯對申請的審核嚴格程度明顯
高於往年高於往年，，葉茂森律師預計葉茂森律師預計
明年的審核會更加嚴厲明年的審核會更加嚴厲。。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休士頓台大校友會1111月月1919日在僑教中心由劉美玲會長日在僑教中心由劉美玲會長、、郭原宏前會郭原宏前會
長長、、、、何友靜何友靜、、黃龍雄等理事黃龍雄等理事、、鐘惠盈主持人舉第四屆海外青年職涯鐘惠盈主持人舉第四屆海外青年職涯
講座講座，，邀請公司高管楊朝諄董事長邀請公司高管楊朝諄董事長、、蘇柏斌學長分享他們對創業蘇柏斌學長分享他們對創業、、企企
業經營等主題的見解業經營等主題的見解。。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僑教中心主僑教中心主
任莊雅淑等與會任莊雅淑等與會。。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理事陳著釧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理事陳著釧、、前會長徐小玲及義前會長徐小玲及義
工們參與一年一度的海外青年職涯講座學子們熱心服務工們參與一年一度的海外青年職涯講座學子們熱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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