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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7時30分美南國際電視STV15.3《三個女人一台
戲》﹐主持人黃梅子（中）與前花樣游泳全國冠軍李靖
（左）﹑模特笑琳（右）暢談中美職業生涯的異同﹐精彩
內容請不要錯過﹒《三個女人一台戲》這期首播12月9
日(周六)晚7時30分﹐12月11日(周一)晚間8時及12
月12日(周二)下午1時30分重播﹐歡迎準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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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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繡山河映落霞錦繡山河映落霞 英雄豪傑謀江山英雄豪傑謀江山
是非成敗有天意是非成敗有天意 智可謀人難謀天智可謀人難謀天

冬衣助人
雪中送炭

（本報訊）休士頓地區之慈善機構 – 希望之
星( Star of Hope)的兩位工作人員， 賴瑞和吉米在
12月5號及6 號開著白色大卡車在本市 11 個華人
教會，機構及銀行收集冬衣，滿載而歸。他們把衣
物送到希望之星倉庫後，分類整理，幫助休士頓地
區失業, 無家可歸的成人與孩童。

今年哈維水災後，衣物需求激增，華人朋友適
時幫助，可謂雪中送炭。

今年冬令捐衣濟貧活動,自11月初開始至12月
3日結束。在中國城附近百利大道金城銀行和光鹽
社(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內)以及曉士頓中國教會,
西區中國教會,西南國語教會，凱蒂中國教會,明湖
中國會,西北華人浸信會, 休斯頓北區華人教会,救恩
堂，福遍中國教會等及諸地點收集衣物。今年一共
收集約六千磅。光鹽社再次向華人朋友們致謝。

希望之星工作人員賴瑞和吉米與光鹽社服務人員孫威令希望之星工作人員賴瑞和吉米與光鹽社服務人員孫威令（（左一左一））在光鹽社收送衣物在光鹽社收送衣物

(休士頓/梅路村) 蘇軾的《念奴
嬌》(大江東去) 宋詞是一個非凡的天
才藝術作品，千百年來深受千百萬人
的喜愛和傳誦。經過比較他的另一個
優雅傑作 - 前赤壁賦，蘇軾似乎認為
千古風流人物中間最卓越的關鍵英雄
豪傑是曹操，因為他詳細描述了曹孟
德的出色成就和勝利力量的表現。“'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
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
繆，鬱乎蒼蒼，方其破荊州，下江陵
，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
，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
也。

曹操 (155 年-220 年)，東漢末年
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書法
家。三國中曹魏政權的締造者，挾天
子以令諸侯，先為東漢大將軍、丞相
，後為魏王。曹操以漢朝丞相的名義
征討四方割據政權，鎮壓黃巾軍，削
平呂布，官渡之戰大破袁紹，為統一
中國北方做出重大貢獻，同時在北方
屯田，對農業生產和恢復有很大作用
。曹操的詩作具有創新精神，開啟並
繁榮了建安文學。魯迅評價其為“改
造文章的祖師”。曹操是一個多元化
的人才，為穩定中國做出了重大貢獻
。子曹丕稱帝后，追尊曹操為武帝。

赤壁大戰前，曹操完成了非凡而
流行的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
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這段話描述他那豐富的生活經驗和
他急需有聰明才幹的人來幫助他管理
國家。 他用喝杜康酒來減輕和忘記他
的痛苦和擔心。）青青子衿，悠悠我
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
，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
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
談讌，心念舊恩。（這段話描述他對
人才的迫切需求; 來助他實現統一和
治理國家的雄心; 他擔心和迫切地尋
找人才，就像他需要有明月一般有才
能的人一樣。）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
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他不敢稱帝，但他想像周公一樣管
理整個國家。） 建安十三年，曹操
率軍南下，被孫權和劉備的聯軍擊敗
於赤壁。赤壁大戰前，軍事上曹操有
巨大的優勢，為什麼他恰恰相反的失
敗了？除了他有驕兵，不熟悉水上戰
爭，遭受反間戰，失去水軍將領，最
糟糕的是他不被上天祝福: 當季的西
北風變為東南風，東南風助周瑜使用
火攻摧毀和消滅曹操的百萬大軍。 如
果沒有東南風，周瑜很難與他作戰;
反之，因為在西北風之下，火攻將摧
毀孫權和劉備的聯軍，根本不能打贏

赤壁大戰。
赤壁戰大敗後，曹操痛定思痛，

更加努力地尋找有賢能的人才; 他終
於找到了司馬懿。司馬懿被曹操強行
徵闢為官和治理國家。最終，司馬懿
不可避免地介入曹家暗流洶湧的奪嫡
之爭，運用謀略幫助曹丕通過曹操的
多次考驗，登上世子位。司馬懿盡心
竭力輔佐曹丕篡奪漢朝成為魏朝開國
明主之後，開創新政，扶持士族，抑
制宗室；司馬懿如履薄冰、機智謀冠
天下。諸葛亮10年北伐，6出祁山，
與司馬懿爭戰激烈。諸葛亮最後一戰
誘使司馬懿父子和他的大軍陷入上方
谷，用大火攻幾乎擊殺了司馬懿父子
和他的大軍。不幸的是，當諸葛亮聲
稱自己能成功北伐的時候，一場傾盆
大雨挽救了司馬懿父子的生命。諸葛
亮嘆氣吐血說，九個月沒下雨，突然
下傾盆大雨，說明上天助曹而不助漢
。 儘管諸葛亮比司馬懿聰明，但是司
馬懿贏得了戰爭，而諸葛亮由於工作
時間過長，心血耗盡，筋疲力盡而死
亡; 留下無限的遺憾和悲傷。岳飛在
重新收複舊山河之前遇害，是另一個
令人悲傷的歷史慘劇，但沒有人能扭
轉局面。從歷史事實來看，人才是人
生成功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但上天
似乎有自己的意志來管控制世界。在
二千多年前的西方世界裡，聖經但以

理書也多次重複說： 至 高 的 神 在
人 的 國 中 掌 權 ， 憑 自 己 的 意
旨 立 人 治 國 。因此，古人說：是非
成敗有天意，不以成敗論英雄。

因此， 明代方孝孺的的深慮論
說：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
為此，方孝孺用千年歷史的事實來說
明天道：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
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
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
於不足疑之事。蓋慮之所能及者，人
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
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諸侯，變封
建而為郡縣。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
，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
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
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弒
之謀。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
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
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蓋出於所
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
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
五代方鎮之足以製其君，盡釋其兵權
，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此其人皆
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
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
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
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因此
，從整個中國的歷史來看，從皇帝到
平民，人人都敬天拜神。

經過仔細的推測和比較，我們可
以意識到人的智力和努力有其侷限性
; 此外，方孝孺的深慮論也可以應用
在治理國事和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古
聖人的遠慮結論是: 知天下後世之變
，非智慮之所能週，非法術之所能製
，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
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
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無獨有偶，
聖經也說上帝大有憐憫，看顧從心底
敬拜祂的人和他的後代。故其子孫，
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
忍遽亡之。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
“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
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義而已矣。” 這是聖人之大
智慧和遠慮。此外，聖經還宣告另一
個大智慧：尋找上帝，如尋找銀子，
搜求他，如搜求隱藏的珍寶，你就明
白敬畏耶和華，得以認識神。因為，
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他
口而出。他給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給
行為純正的人作盾牌，為要保守公平
人的路，護庇虔敬人的道。 所羅門王
只求智慧，上帝不僅給了他非凡的智
慧，而且賜給他極大的財富和強盛的
國家。古聖先賢已經給我們留下了智
慧和建議，我們應該認真思考，聽從
他們的指示和訓誨，從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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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為了更好地服務糖城社區，滿足家長和學生不同層次的需求，解決家長的後顧之憂
，我們創辦了糖城新興的春藤課後學校，包括了全年的課後班，冬令營和周五晚上的中文班。學
校位於糖城六號和Lexington Blvd交界處，交通便利，環境優雅，校舍明亮，設備先進。春藤課後
學校師資力量雄厚。管理團隊積累了多年的海外中文辦學經驗，擁有優良的口碑。教師隊伍具有
深厚的中美教育背景，教學經驗豐富，教學態度嚴謹務實，教學方法生動靈活，教學內容深入淺
出。以學生為中心，致力於培養學生自信進取的精神，以興趣為主導，快樂學習為教學根本，以
高質量的教學為生命線，欣賞、尊重、引導學生，對未來充滿期待！在資訊發達和時代發展的今
天，除了正規的學校教育之外，望子成龍的家長希望有更多的課後輔導班的選擇。因此春藤課後
學校的課程設置各科兼顧，豐富多彩。

冬令營（12月26日- 29日，1月2日- 5日7:30am-7:00pm）寒假即將到來，春藤課後學校隆
重推出兩週(分兩期)的中華文化特色冬令營，讓孩子們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冬令營特別設計
了 中華尋源主題活動。包括京劇文 、春節習俗、詩情畫意、中華大家庭。每個主題中，孩子們不
僅能了解文化知識，更能開啟豐富的想像力，動手動腦，創作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作品。除了
中華傳統文化課程以外，我們還設置了;S.T.E.M課程。分別為不同年齡的孩子們推出;動手動腦、
科學探秘的不同課程。孩子們不僅要有豐富的知識，還要有健康的體魄。老師們將帶領孩子們一
起重溫他們童年的經典遊戲，如跳皮筋，踢毽子、扔沙袋等等。師生互動，其樂融融。 Field Trip
Day 將帶領孩子們走出校園，開闊眼界，增長見識！

冬令營活動豐富多彩，中華文化、繪畫手工、GT數學、英文閱讀寫作、科學探秘、健身益智
、唱歌跳舞、運動挑戰、中華麵點，天天精彩！孩子們將會度過一個個收穫滿滿又快樂無限的寒
假！

課後班（1月8日-6月1日7:30am-7:00pm）

課後班課程設置各科兼顧，異彩紛呈，在中文學習中貫穿中華文化，歷史、藝術、科學等各
方面知識，感受中文的魅力以及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才藝課程更是豐富多彩，有GT預備、小學
英文閱讀與寫作、心算速算、新加坡數學、創意手工、水彩繪畫、國際象棋等。特色才藝班有繪
畫藝術課，小提琴課等。我們還將開設演講課，功夫課。力求讓孩子們開闊眼界，培養興趣，啟
發和開拓學生內在的智能和潛力。

特色才藝課程有李矛老師繪畫藝術課（週二或週五 5:00pm-6:30pm），李老師畢業於四川美
術學院美術教育專業，重慶大學藝術碩士，具有多年豐富的美術教學經驗，並且獲得全國優秀教
師稱號。教學特色注重基礎繪畫教學，培養學生的藝術素養及對事物的觀察能力和開放性思維，
開啟學生的創造性思維，針對不同學生的性格特點和接受能力，採取個性化教學法和個性化課程
，給予學生自由創作的空間，吸取藝術的營養和養分。我們還設有一對一或者集體小提琴課程
（週二或週五5:00pm-5:45pm，5:45pm -6:30pm），王老師自六歲習藝，師從著名的小提琴家、
教育家董季亭先生學習，王老師教授小提琴近四十年，有著豐富的教學經驗和經歷，培養出大批
學生每年都獲得National或Regional 不同的獎項。

週五晚中文班（1月12日- 5月11日每週五晚6：30pm - 8:30pm）鑑於家長的熱心建議，也
為了給家長多一種選擇，我們還開設了週五晚上的中文班，從學前班到八年級的全新中文教學課
程，採用體字和漢語拼音授課，中文班從課程內容到形式，都貫徹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
培養言語交際能力，聽說讀寫全面發展的
教學理念，堅持科學、嚴謹、生動活潑的
教學方法，以學以致用為教學目的。教學
方法科學嚴謹、生動活潑，適合不同年齡
段學生的心理和認知特點。配套教材多樣
化，取眾教材之長，體現海外中文教學的
特殊性，讓孩子們了解中華文化的博大精
深，感受中國文字的無窮魅力。教師具有
豐富的語言教學經驗，有愛心、耐心，責
任心強。注重學校和家庭的互動，使家長
及時了解情況，共同促進學生健康成長。

舒適的教學環境，多彩的課程設置，
資深的教職團隊，春藤課後學校期待您的
到來！我們將提供免費中文、基本才藝課
程，以及課後班的免費接送服務，歡迎大
家踴躍諮詢報名！我們竭誠為您服務！

諮詢電話：馬英 281-848- 8288 孟靜
346-702- 0323

學 校 郵 箱 ： Sugarlandafter-
school@gmail.com

學 校 地 址 ： 2553 Cordes Dr. Sugar
Land, TX 77479

（位於糖城6號和Lexington Blvd交界
處）

春藤課後學校春藤課後學校---- 冬令營和春季課後班開始招生啦冬令營和春季課後班開始招生啦！！

春藤課后学校校址春藤課后学校校址

寬敞明亮的教室寬敞明亮的教室

春藤繪畫藝術室春藤繪畫藝術室

今天就加入一份今天就加入一份20182018年的健康保險計劃年的健康保險計劃!!

您能夠為自己和家人的
長壽健康做的五件事情

【本報訊】1.1.高昂醫療費用•治療斷腿費
可花上$7,500 •三天住院費可達$30,000 •癌症
治療費可達數十萬美元2.可讓您及您的家人獲
得醫療護理，例如: •免費的預防保健護理，如
每年醫生定期檢查， 流感疫苗，及癌症篩查•
您孩子所需的健康護理•您在生孩子前後的護
理

3.心安理得，免除擔心 如果任何意外發生

，您可以得到您 需要的健康護理。
4.如果您沒有健康保險，您將要 付罰款 如

果在2018年度您沒有健康保險，您將會支付 高
達 $2,085的罰款。您知道您可以獲得支付健康
保險費的幫助嗎 去年，10個加入健康保險的人
中有8個獲得了幫助支付健康保 險的經濟資助
大部分人可以獲得一份月費少於 $100的保險計
劃。上healthcare.gov網，看您可以省多少錢。

2017年國際基督徒華商協會年會

(本報訊)今天就加入一份2018年的健康保險計劃! 移民可在healthcare.gov網上申請健康保險有
合法身份的移民及難民可以通過健康保險市場，在healthcare. gov網站上申請他們的健康保險。這
是一個網上的健康保險市場，您可以申請私人公司提供的健康保險或申請公立 的保險項目，例如
政府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健康保險能幫您支付醫療費用，就是您生病或受傷時無需您支付高
昂的醫療費用。如果家庭成員有的有合法身份，有的沒有，申請健保是否安全? 安全。強制性的隱
私法案保護申請健保的家庭們，即使您或其他家人是無身份移民： 您遞交給健康保險Market-
place的資料不能被用於移民法案的執行– 它只會被用來決定您是否能獲得健康保險 如果您是無
身份移民，您可為其他家人申請健康保險，但是您自己不能申請。當您填寫申請表時，填寫 或選
擇“我自己不申請健康保險”即可。 您不需要社會安全卡(SSN)才能申請健保，而且您的申請不
會因為您沒有社安號碼而被拒絕或延遲。不會，您不會因為獲得健康保險市場的經濟支助而被認

定為“對社會造成負擔的人” (指依靠美國政府來支付例如食物，住屋，或看護的人） - 所以它
不會影響您成為永久居民或公民的機會。我們可以獲得支付健康保險的經濟資助嗎？有很大可能
。像其他健康保險一樣，健康保險Marketplace也是要看您的家庭收入及家庭人口數來確定您是 否
會得到經濟支助來幫助您支付保險費用。有些移民可能有資格獲得政府的醫療補助Medicaid，這
是一項政府為低收入或殘障人群準備的醫保項目。有些移民必須在符合政府醫療補助計劃前等待5
年時間。如果您在等待期間，您可以申請一份市場健康保險 計劃Marketplace， 因為您可能會獲得
經濟支助支付醫保費用。健康保險市場的經濟支助會不會影響我申請成為永久居民或公民的機會?
開放申請時間是2017年11月1日至12月15日不要等待! 今天就預約吧! 光鹽社提供免費申請服務電
話:713-988-4724 地址: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5 5

需要健康保险的4大理由

【本報訊】"2017年國際基督徒華商協會年
會” 將於12月9日（週六10:00am-3:30pm）在
永生神基督教會(Church of the Living God) 5855
Sovereign Dr., Suite D, Houston, Tx. 77036 舉行
。屆時懇請ICCBA全體會員務必出席，並邀請
所有關心和支持職場事工牧者、顧問及朋友們
踴躍參加。

年會亮點
1、 特別邀請徐永澤牧師出席並主講〝一帶

一路和職場宣教〞。
午餐後他將分享〝中國家庭教會的近況及

展望〞。
徐牧師是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創始人之一

。他生長於基督徒家庭，是第四代基督徒。他
25歲蒙神呼召至今，與其同工們一道培養了中
國數十萬的全職福音使者，他帶領的家庭教會
有超過千萬人，親眼看見和親身經歷主在中國
近代的大復興，成為中國最大的家庭教會體系
之一。神向中國伸出施恩的手，拯救的角，大
能的膀臂。藉著神跡奇事，百般異能，聖靈恩
賜及他活潑長存的道，帶領人歸向基督，使一
個無神論國家成為世界基督徒人口最多國家之
一。

因為福音的緣故，他曾多次坐監。他說：
「感謝主的恩典，他使我在他的患難，國度，

忍耐裡得與眾聖徒一同有份。」 （啟示錄1:9）
。 1997年3月再次被捕，美國國會47名國會議

員聯名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徐牧師。世界基督
徒因此也開始了 「世界為基督徒逼迫禱告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Prayer for the Perse-
cuted Church, IDOP)。 2000年5月刑滿出獄
。 2001 年主帶領來美國。

徐牧師現在是 「歸回耶路撒冷」運動的
發起人之一。他的異像是讓中西方教會聯合
起來，把福音沿著古代的絲綢之路傳回耶路
撒冷。徐牧師被人稱為 「中國的葛培理」
Billy Graham of China ；和 「家庭教會之父
」。更多人稱他 「我是神的僕人」。

2、 2017年國際基督徒華商協會主要工
作進展匯總

推廣休斯敦各華人教會的職場事工
舉辦孔毅〝職場講座系列〞及〝職場事

工導師培訓〞
與休斯敦浸會大學商學院 Houston Bap-

tist University 合辦〝企業高管培訓班〞
參與休斯敦浸會大學商學院 Center for

Christianity in Business 及 McNair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Free Enterprise 的各項講
座及活動。

會議時間：12月9日（周六，上午10點
至下午3點半）

會議地址：永生神基督教會 (Church of
the Living God) 5855 Sovereign Dr., Suite
D, Houston, Texas 77036 ）

午餐安排 : 敬備簡單午餐, 茶水。 會員免費
, 非會員每人$10元。懇請會友及非會友於12月

5日前回電報名。davidyliu@outlook.com 屆時憑
餐券領用，以免準備不足之憾！

【本報訊】1. 遠離任何形式
的煙草和二手煙。

2. 平日保持正常體重，勤做
運動。

3. 適當的飲食習慣： 每
天攝取至少兩杯半的蔬菜和水果
。 選擇全穀類的米、麵包、
通心粉或麵條、和未經加工的穀
類食品，並不吃 加工（精製 的

）穀物。 控制加工肉（如冷
切肉、臘肉、和熱狗）和紅肉的
攝取量。 如果您有飲酒習慣
，控制您的酒量。

4. 即使陰天，也做好防曬措
施。

5. 定期檢查身體，包括癌症
篩檢服務。我們渴望幫助您早日
康復並保持健康。如果您有任何

疑問，或者您愛的人已罹患癌症
， 請 隨 時 聯 絡 美 國 癌 症 協 會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尋
求有關諮詢及支援。此外，本協
會亦通過志願性的倡議活動與服
務， 協助您參與抗癌、挽救生
命。您能夠為自 己和家人的 長
壽健康做 的五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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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入籍簡介公民入籍簡介(Path to Citizenship)(Path to Citizenship)之二和最新移民消息之二和最新移民消息
上一周為大家介紹了通過出生獲

得公民資格的情形。從本週開始，將
陸續介紹成為美國公民的要求。

1、年齡。移民法規定，入籍申
請人必須年滿十八周歲。不過，有兩
項例外。一，服役的軍人，可以不受
年齡的限制。二，未成年子女的父母
若一方或雙方是美國公民，可以通過
父母申請入籍。詳情請參見上一章節
的介紹。

2, 合法取得永久居留權。申請人
必須是通過合法的途徑取得綠卡的。
如果取得綠卡的方式非法的話，就不
具備申請公民的資格。有的人取得公
民身份後被移民局發現其綠卡申請有
欺詐情形，結果導致公民身份被取消
。

3、滿足連續居住的要求。申請
人必須在遞交入籍申請前在美國連續
居住滿五年。“連續居住”指的是居
住的五年內沒有中斷。 “居住”是指
在美國生活、工作、擁有動產和不動
產，名下有汽車，報稅，等等。不過
，如果申請人的配偶是美國公民，申
請人只需滿足在美國連續居住滿三年
的條件。如果在三年期滿前離婚，或
美國公民配偶死亡，三年連續居住的
特殊規定將不適用。而如果申請人是
根據反虐待婦女法的規定獲得綠卡的
，無論是否離婚，仍然可以按照三年
連續居住的特殊規定申請入籍。移民
法允許連續居住期滿前三個月提出入
籍申請。因此，申請人可以在連續居
住滿四年九個月後或兩年九個月後提
出入籍申請。按照法律規定，離開美
國不超過六個月一般不被看作中斷連
續居住期限。如果離開美國超過半年
但不到一年就有可能會被移民局假定
為中斷連續居住，除非申請人有足夠
的證據證明並無放棄連續居住的意圖
。而離開美國連續一年以上將中斷連
續居住。

如果申請人是美國政府部門，美
國公司或美國加入的國際組織的海外
僱員，海外居住的時間將不被認定為
連續居住的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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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
cess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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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s for F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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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forming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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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an-
ni@solisyanl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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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9bUlEuSOk

李娜療痛中心李娜療痛中心：：
通絡止痛通絡止痛 熱敷藥貼熱敷藥貼
為病人帶來福音為病人帶來福音

（本報訊）國際佛光會休
士頓協會謹訂於西元 2017 年
12 月 10 日(星期日) 上午十時
三十分,假佛光山中美寺，舉
辦一年一度會員大會。

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
師，也是國際佛光會的創辦
人。一生弘法以 『佛光普照
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
為目標，並於 1992 年 5 月 16

日成立國際佛光會，這是一
個國際性的人民團體，自成
立以來，於全球五大洲的六
十餘國家，已成立了一百七
十餘協會，一千多個分會，

擁有上百萬名會員。
[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年度
會員大會]
時間：12/10/2017 (星期日)，
上午10:30至 下午12:00 (10 點

報到)
地點：佛光山中美寺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電
話： 281-495-3100
當天活動備有美味的
素齋跟大家結緣，還

有抽獎活動，歡迎您及佛光
之友闔府共襄盛舉！敬請於
活動之前回覆報名，以利行
政作業。

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會
員大會是讓大家知道佛光會
今年辦的活動，做的事情，
及來年的活動，一方面讓會
員了解，可對佛光會提出建
議，讓佛光會更加成長。有
興趣的佛光之友，請聯繫我
們。提醒佛光會會員 2018 年

的會費$24隨即可繳交。歡迎
會員隨喜打齋。
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
佛光山休士頓中美寺 謹啟
地址：12550 Jebbia Lane, Staf-
ford, TX 77477
Tel : 281-495-3100
Fax: 281-495-6622
http://www.houstonbuddhism.
org/

（本報訊）馬上就要聖誕節了，小夥伴們，親朋好友們，你們還在等
什麼？
王朝旅遊最新聖誕促銷：

國航機票回中國：兩人同去同回$560（起，已含稅）；$0上海江南團
7天：兩人同去同回，景區門票 + 小費$160。

出發時間：2017年12月26日至4月30日
休斯頓往返：上海、廣州、福州、成都、桂林、昆明
旅行日期：最長停留期6個月
限量搶購：經濟艙 $560 起，抓緊搶購吧！
除了中國五大城市之外，王朝旅遊給廣大福州老鄉帶來了福音，此次

國航特價機票新增福建機票。除此之外，王朝旅遊還提供國航往返越南和
台灣特價機票。

國航休斯頓往返越南：兩人同去同回$550（含稅）；國航休斯頓往返
台灣：兩人同去同回$450（含稅）；活動溫馨提示：

頁面顯示價格均為往返含稅價格。限量搶購機票售完即止，預購從速
。早春週末特惠活動不能與其它任何票價優惠或附加服務同享，
並且僅限票價優惠、不能累計會員里程及航段。

本活動最終解釋權歸王朝旅遊所有。

中藥外敷是運用中藥歸
經原則，以氣味具厚、藥物
為引導率領群藥，開結行滯
直達病灶。固可透入皮膚產
生活血化淤，通經走絡，開
竅透骨，祛風散寒等功效。
敷於體表的中藥刺激神經末
梢，通過反射，擴張血管，
促進局部血液循環，改善周
圍組織營養，達到消腫，消
炎和鎮痛的目的。同時藥物
在患處通過皮膚滲透達皮下
組織，在局部產生藥物濃度
的相對優勢，從而發揮較強
的藥理作用。
療效特點：

1. 以通經活絡為主，
快速打通因寒濕而淤塞的經
絡通道。中醫認為，痛則不
通，打通經絡通道，讓患者
首先解除疼痛之苦，樹立治
療信心，調動自身主動的心
理因素。也為後面的給藥，
掃通路障，讓藥直入病灶。

2. 以消除痹症為主。
中醫將所有的經絡骨病皆歸
結為痹症。這一組的藥力是
直指病灶，像靶向給藥一樣

，直接作用在
痹症上，使痹
症軟化，消融
，使變形的骨
骼得以修復歸
位。

3. 以 除
根固本為主。
由於患者得病
之前的機體就
出現了虧損，
腎精不足，元
氣耗損，外邪

乘虛而入。所以，當完成祛
除了“痹”症以後，還要進
一步補充腎元精氣，正氣內
存，不讓外邪入侵，這樣治
好的病就不會復發了。

李娜醫生將家傳秘方研
製成純天然中藥外敷系列藥
貼，針對腰椎間盤突出、頸
椎病、關節炎、肩周炎、腰
肌勞損、滑膜炎、腰椎管狹
窄、風濕腰腿痛、坐骨神經
痛、膝蓋腫痛等骨關節和軟
組織類疾病。有溫陽通絡、
活血散瘀、通利關節、軟堅
生肌、消炎止痛的奇效。

冬季寒濕是疼痛和骨關
節病的高發季節， 李娜療痛
中心推出中藥外敷結合科學
先進的運動醫學康復療法，
針對性強療效快，一次/敷
$60， 或 一 個 療 程 6 次/敷
$300。

李 娜 療 痛 中 心 地 址 ：
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聯 絡 電 話:
832-863-8003，
713-492-0686

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
十二月十日舉辦年度會員大會

【聖誕促銷】
國航大特價$560，
就在王朝旅遊

李楠醫生

李娜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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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容真菌毀容真菌““桃花癬桃花癬””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謹誠會計師事務所趙廣華會計師 專欄專欄
參眾兩院稅法提案和現行稅法比較參眾兩院稅法提案和現行稅法比較（（一一））
11 月 9 日，眾議院的稅法提案被表決通過

。 12月2日，參議院的稅法提案被表決通過。
今年的稅制改革將是自1986年以來變化最大的
。好事情還是壞事情？讓我們先看看它們和我
們現行的稅法有何不同?
個人稅率：

單身報稅

眾議院法案四個等級扣稅，簡化了扣稅等
級。但它還有一個額外規定，clawback. 單身稅
前收入超過1,000,000, 家庭聯合報稅稅前收入超
過 1,200,000 的納稅人的 12%的稅率級別取消並
按最高稅率39.6稅率來算。這一規定使得單身

納稅人又增加了$12,420, 家庭聯合報稅的納稅人
增加了$24,840的稅負，使得最高稅率增加到了
45.6%。

參議院的稅級分為七等 。最高級別為
38.5%, 比現行稅法有所降低， 但從表中可以看
出對一些中產階層參議院的稅率比眾議院高。

同時，從以上表中應該注意到參議院保留
了現有稅法中婚姻略勢的特點。比如對32.5%的
稅率，單身的扣稅起始點是$170,000, 而夫妻聯
合報稅的起始點是$290,000 (本應該從 340,000
起)。

資產增值稅率和分紅稅率（Capital Gain/
Dividend Rates）

現行稅法：納稅人納稅級別在10%和15%的
，Capital Gain / Qualified Dividend 的稅率為 0%
。

納稅人納稅級別在 25% 到35%期間，Capi-
tal Gain / Qualified Dividend 的稅率為 15%。 納
稅 人 納 稅 級 別 觸 及 到 39.6% ， Capital Gain /
Qualified Dividend 的稅率為23.8% 。

參眾兩院保留了現有的條款:
單身納稅人：

稅前收入 / 現行稅率 / 眾議院提案 /
參議院提案
$0 - $9,525 0% 0% 0%
9,525-38,700 / 0% / 0% / 0%
38,700-45,000 / 15% / 15% / 15%
45,000-93,700 / 15% / 15% / 15%

93,700-195,450 / 15% / 15% / 15%
195,450-200,000 / 15% / 15% / 15%
200,000-424,950 / 15% / 15% / 15%
424,950-426,700 / 15% / 15% / 15%
426,700-500,000 / 23.8% / 23.8% /
23.8%
>500,000 / 23.8% / 23.8% / 23.8%
家庭聯合報稅
稅前收入 / 現行稅率 / 眾議院提案 /
參議院提案
$0-$19,050 / 0% / 0% / 0%
19,050-77,400 / 0% / 0% / 0%
77,400-90,000 / 15% / 15% / 15%
90,000-156,150 / 15% / 15% / 15%
156,150-237,950 / 15% / 15% / 15%
237,950-260,000 / 15% / 15% / 15%
260,000-424,950 / 15% / 15% / 15%
424,950-480,050 / 15% / 15% / 15%
424,950-1,000,000 / 23.8% / 23.8% /
23.8%
>500,000 / 23.8% / 23.8% / 23.8%
（未完待續）
趙廣華（CPA註冊會計師）
謹誠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713-589-5875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 D249, Houston,
TX 77036
網址：www.zhaocpapc.com。

“桃花癬”又稱：單純糠疹，即：
白色糠疹，是常見的皮膚病。８０％
以上發生於兒童。臉部為多發部位，
少數見於頸部、軀幹、四肢，不會累
及全身。白色糠疹的顏色蒼白，表面
乾燥，附有細薄灰白色鱗屑，邊界清
楚，可融合成片。病人一般無自覺病
症。當天氣炎熱或面部出汗時，可呈
淡紅色並出現癢感。一年四季都可能
發生。

白色糠疹病因尚無定論。通常認
為：1，與感染有關,。如病毒或真菌
（糠秕孢子菌）。2，與特異體質有
關。即患兒有易患此病的遺傳因素。
3，皮膚乾燥、不潔，或營養失衡所
致。

一旦孩子臉上出現花白斑，媽媽
總擔心是否與白癜風有關。白色糠疹
與白癜風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皮膚
病。白癜風：皮膚有明顯色素脫失現

象，其白斑呈純乳白色，十分醒目。
白斑上的皮膚光滑，沒有鱗屑，其上
的毳毛亦變白，白斑周圍往往有一圈
色素加深的褐黑斑。白癜風無固定的
好發部位，可見於身體的各個部位及
各種年齡的人。而白色糠疹則不同。

如何防治白色糠疹呢？首先要注
意保持面部清潔，及時洗淨臉上的灰
塵、汗漬、油污。勿使用強鹼肥皂。
平時飲食要注意營養均衡，糾正偏食
。搽藥，切忌用刺激性和激素類藥物
。應塗搽具有滋潤、保護皮膚作用的
製劑。《劍牌》皮膚病霜就是你需要
的好藥。他在北美市場上已經暢銷三
年了。

案例：我叫美娟，有一個身體看

上去不錯的兒子。只是兒子臉上從兒
子出生不久就總是出現一些小白斑。
當時沒在意，之後反復過幾次。時而
症狀明顯，時而減輕。我媽說，這種
白斑是因為孩子肚子裏有蟲子所致。
可現在的孩子，誰聽說哪個孩子肚子
裏有蟲子呀？我母乳孩子的時候，兒
子臉上就有斑，莫非兒子生下來肚子
裏就有蟲子？

一次我們出去旅遊，回來發現兒
子臉上的白斑變得很明顯，胳膊上也
出現了小斑點，我開始擔心是白癜風
，趕緊帶孩子去看醫生。診斷結果是
：單純糠疹，即“白色糠疹”。醫生
說此病成因很多，比如挑食，日曬等
都有可能引發，是一種兒童常見的皮

膚病。現在看來，白斑的加重是旅遊
暴曬所致。

我知道，大部分治療皮膚病的西
藥都是激素藥。我不敢要求醫生開藥
，便四處打聽無激素藥，得知，《劍
牌》皮膚病霜正是我想要的藥。他是
純天然藥膏，溫和、細膩、無激素，
無刺激。我趕緊買了一支給孩子塗抹
，果然效果明顯，真的很神奇，一試
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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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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 to 12/17

美國德州安徽同鄉會成立五周年大會美國德州安徽同鄉會成立五周年大會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新任會長張經坤發表就職宣言新任會長張經坤發表就職宣言。。

新任會長張經坤新任會長張經坤（（右二右二））介紹新一屆理事會成員並頒發聘書介紹新一屆理事會成員並頒發聘書。。

德州安徽同鄉會理事會成員上台與貴賓李強民大使德州安徽同鄉會理事會成員上台與貴賓李強民大使（（右八右八），），哈瑞斯郡張文華法官哈瑞斯郡張文華法官（（右七右七 ），），領館僑務組房振群組長領館僑務組房振群組長（（左一左一 ））合影合影。。

德州安徽同鄉會新舊任會長合影德州安徽同鄉會新舊任會長合影
。。老會長方勝老會長方勝（（ 左左 ）） 及新任會及新任會
長張經坤長張經坤（（右右）。）。 （（右起右起））安徽同鄉會歷任會長范玉新安徽同鄉會歷任會長范玉新、、

方勝方勝、、執行副會長張同艷執行副會長張同艷、、現任會長張現任會長張
經坤經坤，，副會長趙美萍合影副會長趙美萍合影。。

出席該會的社團代表出席該會的社團代表（（ 二排右起二排右起 ）） 天津同鄉會會長陳亭天津同鄉會會長陳亭、、華夏學人協會華夏學人協會
會長羅雪梅會長羅雪梅、、趙美萍等人與貴賓桌趙美萍等人與貴賓桌（（ 一排右起一排右起 ））領館僑務組組長房振群領館僑務組組長房振群
、、會長方勝會長方勝、、中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中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新任會長張經坤合影新任會長張經坤合影。。

（（ 右右11起起）） 房振群組長房振群組長、、方勝會長方勝會長、、李強民大使李強民大使、、張張
經坤新任會長在大會上經坤新任會長在大會上。。

（（ 右起右起 ））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
上海聯誼會理事長王紹安上海聯誼會理事長王紹安、、僑務組組長房振僑務組組長房振
群群、、新任會長張經坤新任會長張經坤、、副會長趙美萍在大會副會長趙美萍在大會
上合影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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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公共事務聯盟休士頓分會成立
在國際貿易中心隆重舉行開幕儀式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攝

亞太公共事務聯盟創始人尹集成亞太公共事務聯盟創始人尹集成（（C.C.C.C.
Yin)Yin)致詞致詞，，說明亞太公共事務聯盟說明亞太公共事務聯盟
（（Asian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Asian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Public Affairs)Public Affairs)成立的任務成立的任務，，期望加強全期望加強全
美各地亞太族裔的投票觀念美各地亞太族裔的投票觀念，，使大家重使大家重
視且積極參加主流選舉視且積極參加主流選舉，，同時訓練年輕同時訓練年輕
人關心國際事務人關心國際事務，，安排進入政府機構實安排進入政府機構實
習習，，成為未來優秀領導人才成為未來優秀領導人才

亞太公共事務聯盟休士頓分會於亞太公共事務聯盟休士頓分會於 1212 月月 22日在日在
1111011110 Bellaire Blvd.Houston,TX.Bellaire Blvd.Houston,TX.7707277072 的國際的國際
貿易中心隆重舉行開幕儀式貿易中心隆重舉行開幕儀式，，中外人士踴躍參與中外人士踴躍參與

亞太公共事務聯盟休士頓分會張懷平會長接受聯邦眾議員亞太公共事務聯盟休士頓分會張懷平會長接受聯邦眾議員AlAl
GreenGreen代表與會致贈賀狀代表與會致贈賀狀、、亞太公共事務聯盟創始人尹集成亞太公共事務聯盟創始人尹集成、、總總
裁黎志一裁黎志一、、休士頓市議員休士頓市議員Steve LeSteve Le觀禮觀禮

聯邦眾議員聯邦眾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派代表張晶晶與會致贈賀狀派代表張晶晶與會致贈賀狀，，由由
亞太公共事務聯盟休士頓分會張懷平會長代表接受亞太公共事務聯盟休士頓分會張懷平會長代表接受、、亞亞
太公共事務聯盟創始人尹集成太公共事務聯盟創始人尹集成（（C.C.Yin)C.C.Yin)、、總裁黎志一總裁黎志一
（（Victoria Li)Victoria Li)等參與盛會等參與盛會

亞太公共事務聯盟總裁黎志一亞太公共事務聯盟總裁黎志一（（Victoria Li)Victoria Li)專程飛抵休士專程飛抵休士
頓主持亞太公共事務聯盟休士頓分會成立頓主持亞太公共事務聯盟休士頓分會成立、、休士頓分會張休士頓分會張
懷平會長與會懷平會長與會

亞太公共事務聯盟創始人尹集成亞太公共事務聯盟創始人尹集成((右七右七）、）、總裁黎志一總裁黎志一
（（右四右四））主持休士頓分會成立大會主持休士頓分會成立大會，，會長張懷平會長張懷平（（左五左五））
接受聯邦眾議員接受聯邦眾議員Sheila Jackson LeeSheila Jackson Lee（（左六左六））賀狀賀狀，，休士休士
頓市議員頓市議員Steve LeSteve Le（（左四左四））在儀式後作主題演講在儀式後作主題演講。。

聯邦眾議員聯邦眾議員Sheila Jackson LeeSheila Jackson Lee於於 1212
月月22日表彰亞太公共事務聯盟創始人尹日表彰亞太公共事務聯盟創始人尹
集成為亞太裔做出的貢獻集成為亞太裔做出的貢獻。。

Steve LeSteve Le市議員歡迎亞太公共事務聯盟市議員歡迎亞太公共事務聯盟
休士頓分會培訓的年輕世代休士頓分會培訓的年輕世代，，到休士頓到休士頓
市議會實習市議會實習，，當他的助理當他的助理、、並以並以 「「TheThe
Importance of Civic LeadershipImportance of Civic Leadership」」 為主為主
題鼓勵大家題鼓勵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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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下壹代火星漫遊車“蓄勢待發”

直搗火星地下

據報道，盡管“好奇號”火星車目前仍不

舍晝夜地梭巡於火星表面，但該機構新壹代

火星漫遊車已“蓄勢待發”。新火星車是

NASA“火星 2020”（Mars 2020）項目的關鍵

部分。

如果壹切按計劃進行，NASA將於2020年7月

將其送上紅色星球，尋找遠古生命存在的“蛛絲馬

跡”。盡管火星現在是寸草不生的莽荒之地，但在

大約35億年前，這裏也曾有湖泊和河流，或也曾

水波蕩漾，孕育過生命。

為省錢“舊瓶裝新酒”
乍看起來，新款火星漫遊車與

“前輩”“好奇號”並無二致。但毫

無疑問，它更先進：它擁有7臺新設

備、車輪也經過重新設計，且自動化

程度更高。

壹個鉆頭將捕獲巖心，而壹套帶

有微型機器臂的緩存系統會把這些樣

本封住，然後再將它們置於火星表

面，為將來可能的樣本回收任務做好

返回準備。返回地球上的實驗室後，

研究人員就可以對其進行分析，從而

判斷火星上是否曾存在過生命，同時

也能了解火星上的環境對將來的人工

作業任務是否存在威脅。

新硬件裝置目前正在NASA的噴

氣推進實驗室（JPL）緊鑼密鼓地研

制，“火星2020”任務也由JPL進行

管理。新裝置包括“火星2020”任務

的巡航階段和下降階段。巡航階段把

漫遊車送入太空；下降階段則是壹臺裝有火箭發動

機的“空中起重機”，它會把漫遊車送至火星

表面。這兩階段最近已移交至JPL的宇宙飛船裝配

設備內。

“火星 2020”任務很大程度上依賴火星科

學實驗室（MSL）此前為“好奇號”漫遊車打

造的系統設計和備用硬件，新漫遊車 85%的重

量源於“好奇號”火星漫遊車，真可謂是“舊

瓶裝新酒”。

NASA火星探測計劃主任吉姆· 沃特茲就直言

不諱地表示：“有如此多硬件已經被設計甚至制造

出來，是新項目的主要優勢，這不僅省時間、

省錢，最重要的是降低了風險。”

高科技“伴身”捕捉生命“蛛絲馬跡”
盡管與“好奇號”有相似之處，但“火星2020”

的目標卻大相徑庭。“火星2020”的各種設備將通

過研究火星現在的地形，尋找古老生命的“蛛絲馬

跡”。

為了實現這些新目標，新漫遊車配備有壹套尖

端科學儀器。它將在微生物層面尋找生物印記。X

射線光譜儀會瞄準食鹽大小的位置探測；紫外線激

光器將檢測碳原子激光環散發出的“輝光”；透地

雷達將成為首個探測火星表面之下情況的儀器，繪

制火星表面之下10米深處巖層、水層和冰層的圖像。

新漫遊車的智能硬件也得到升級，包括彩色攝像

機、變焦鏡頭和可以蒸發巖石和土壤以分析其化學性

質的激光器。“火星2020”項目負責人喬治·塔胡說：

“新設備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收集科學數據。”

這些工具還將進行馬拉松式的采樣：漫遊車會

至少鉆20個甚至多達40個巖芯，為將來返回地球

做好準備。

“火星2020”項目科學家肯·法利說：“地球以外

是否存在生命是人類渴望想要回答的重大問題之壹，

我們從這次任務中收集的樣本中學到的東西，有可能

回答我們在宇宙中是否孤獨這壹終極難題。”

到“好奇號”沒去的地方看看
此外，為了讓漫遊車更安全地著陸，JPL正在

開發壹種名為“地形相關導航”的新型著陸技術。

當下降階段接近火星表面時，它將使用計算機視覺

系統，將真實景觀與預先加載的地形圖進行比較，

引導下降階段到達安全的著陸點。與之相關的名為

“範圍觸發器”的相關技術將借助位置和速度數據，

確定何時打開航天器的降落傘，借助這兩項技術，

漫遊車的著陸範圍會縮小50%。

“火星2020”項目進入、下降以及著陸負責人

陳艾（音譯）表示：“地形相關導航著陸技術使我

們能安全到達對‘好奇號’火星車來說太危險而沒

有進行探測的地點；範圍觸發器讓我們著陸更接近

對科學有用的區域。最新方法能最大程度地降低著

陸錯誤，對於未來致力於取回‘火星2020’樣本的

探測任務來說也至關重要。”

著陸地點三選壹
選址是這壹使命的又壹個裏程碑。今年2月份，

科學界將“火星2020”任務潛在的著陸點從八個縮

小到三個，這三個地方代表了可能孕育原始生命的

不同環境：名為“耶澤洛隕石坑”的古老湖床、東

北流沙帶(此處的溫暖水域可能與地下巖石有化學

作用)以及哥倫比亞丘陵（此處可能有溫泉）。

《科學》雜誌官網今年5月中旬報道稱，前兩個地

點靠近古老的火山巖石，有助於同時執行另壹重要

任務——收集火星樣本；而哥倫比亞丘陵曾被“勇

氣號”火星車探測過。

除了這三個地點都擁有豐富的地質條件，可能

潛藏過往生命的“蛛絲馬跡”外，研究人員還兼顧

了候選地點的著陸難度。最終著陸地點將於未來壹

年內確定。

法利說：“在未來幾年裏，‘火星2020’科學

團隊將會衡量每個地點的優勢和劣勢，這是我們面

臨的最重要的決定。”

綜合報導 每小時16萬罐、每秒45罐次，位於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濱海新城的百威英博雪津世界級

工廠投產。百威英博啤酒集團全球CEO薄睿拓

表示，未來將加大在福建投入，在項目壹期建成達

產成為亞洲地區單體最大啤酒工廠的基礎上，進壹

步建設全球單體最大的啤酒生產基地。

百威英博啤酒集團總部位於比利時魯汶。位於

莆田的百威英博雪津啤酒公司，前身是福建雪津啤

酒有限公司，2006年被英博集團並購。2011年，百

威啤酒在莆田落地生產。

2015年12月，百威英博雪津有限公司斥資20

億元人民幣在莆田涵江動建年產300萬噸的新廠。

次年11月，項目壹期第壹階段60萬噸生產線投

產。至6日項目壹期的150噸生產線全部投產，整

個工期比原計劃提前6個月。

這個世界級的工廠為何選擇落戶莆田？百威英

博祭出“環保、高科技和工業旅遊”的三個亮點，

與福建追求綠色產業、莆田當地正在打造“美麗中

國示範區”及千億產業夢想的追求不謀而合。

此前壹天，福建省委書記、省長於偉國在福州

會見百威英博啤酒集團全球CEO薄睿拓壹行時

表示，百威英博與福建省、莆田市有著良好的合作

基礎，成為政企協作的壹個成功範例。

當前，莆田提出打造三個千億支柱產業：化工

（紡織化纖）新材料、食品加工、工藝美術。其

中，當天投產的新廠即是莆田食品加工千億支柱產

業的龍頭項目。在該廠周邊，莆田規劃建設國家級

特色啤酒小鎮和以百威英博為龍頭的食品產業園，

開展全產業鏈招商引資，著力引進國內壹流的食品

飲料企業，建設產業鏈配套項目，打造壹個年產值

超過300億元的食品加工產業園區。

如今，該廠運轉良好，配套工業旅遊項目

將於 2018 年營運。數據顯示，今年 1 至 9 月，

百威英博（福建）公司出口啤酒 1802.14 萬升、

貨值 1675.07 萬元美元，分別同比增長 55.02%、

32.92%。

亞洲最大啤酒單體工廠百威英博雪津福建莆田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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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只在法出生大熊貓首只在法出生大熊貓““微笑微笑””出鏡出鏡 取名取名““圓夢圓夢””

法國博瓦爾動物園法國博瓦爾動物園，，法國為法國為
首只在法國出生的大熊貓舉行命首只在法國出生的大熊貓舉行命
名儀式名儀式，，法國第壹夫人布裏吉特法國第壹夫人布裏吉特
出席出席。。該只該只44個月大的熊貓取名個月大的熊貓取名
為為““圓夢圓夢”，”，意思為實現夢想意思為實現夢想。。

11..55萬多名考生參加萬多名考生參加
20172017年印尼全國漢語考試年印尼全國漢語考試

2017年度第三次印尼漢語考試12月3日在雅加達、普禾格多、瑪瑯三地落幕。今年
全年共有15627人考生參加印尼全國漢語考試，考生人數創下歷年新高。圖為雅加
達-HSK3級考試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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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as a defeated nation in WW II, recovered and rebuilt its 
economy to be the second largest in the world in the 1980's weakened 
the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aken a greater share of the 
consumer market. The U.S. auto industry basically collapsed under the 
Japanese car imports and Japanese brands assembled in the U.S. 
Americans and people world-wide buy Japanese cars because they 
believe Japanese products are of higher quality. This belief was 
established partly by the Japanese manufacturers' attention to details in 
manufacturing and partly by Japanese companies' strong belief in 
product packaging,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Japanese product 
packaging is usually impressive, even a piece of candy can be presented 
in elaborate wrappings and pretty boxes. We also note that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Japanese car advertising on American television. In 
Japanese business philosophy,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lead their 
businesses; even R&D pays more attention to elements that help 
marketing and sales and not enough on risky intrinsic or revolutionary 
inventions. This philosophy may have roots in the West, but it works so 
differently in Japan and in Japanese enterprises which may explain the 
recent damaging reports on Japanese product quality fraud. This article 
is written for Japanese manufacturers to reflect on the 'trust' issue in 
products and for American consumers to step back from TV ads and get 
'Internet wise' to compare Asian products. Consumers should realize 
that business world is very competitive.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can 
open the door but can never sustain any product if it is outperformed by 
a competitor's product.

Recently, NY Times (10-10-2017) exposed that Kobe Steel had 
been falsifying its steel product's strength and dimension precision. 
Kobe's steel products have impact on U.S. aircraft and car 
manufacturing, for example, Boeing imports materials and parts from 
Kobe Steel for its aircraft wings. Apparently, this fraud has been going 
on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The high level managers must have known 
it. As Japanese customs, the top leaders of Kobe Steel bowed and 
apologized to the public. CNN reported in June 2017, the big Japanese 
car airbag manufacturer, Takada, declared bankruptcy. Their airbags are 
unsafe. When they are released, sometimes, they break and spit out 
sharp objects like knifes cutting drivers' face and throat. Apparently, the 

company knew this problem fifteen years ago but they continued to sell 
their products. Sad thing is Takada's cover-up and dishonesty has resulted 
in more than 200 deaths over the years. CNBC (4-20-2016) reported, the 
giant Japanese enterprise, Mitsubishi Motors, was exposed in its falsifying 
test data on combustion efficiency, known as "fuelgate" or 'firegate' in 
remembering the legendary 'Watergate'. Mitsubishi Motors had made false 
fuel efficiency data on their cars sold since 1991, nearly 20 years cheating 
practice. For such a long period, the top managers of the company must 
have known the practice.

Why the Japanese manufactures cheat on their product quality, test data 
and product safety, you may ask? When these big companies commit fraud, 
it cannot be brushed away as a small incidence. Looking deeper into 
Japanese business culture and philosophy, the above cases may be 
explainable. First, Japanese businesses strongly believe in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to the point that R&D and manufacturing pays acute attention 
to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The Japanese consumers are very receptive to 
advertising. The Japanese industry and businesses seem to believe that if 
you keep saying Japanese products are higher quality than other Asian 
products enough times; people will accept this claim as gospel. However, 
when non-Japanese competitors became capable of competing in product 
quality, innovation and price, the Japanese manufacturers sometimes just 
cannot cope with the competition. The above incidences are results of this 
competitive pressure.

How can Japanese corporations commit such sinful cove-up for 
decades, you may ask? Again, a number of Japanese business cultures may 
be the culprit. The first is that the Japanese employees tend to have a blind 
royalty to their employers. Hence, whistle blowing especially in and to the 
public is considered as a shameful act. When reported to the management 
in the company, the matter can be handled in a different manner from 
Western companies. Workers in a Japanese company are different from 
western style employer and employee or manager and staff relation but 
more like father and son or master and apprentice relationship. This 
personal bond and loyalty and fear of admitting mistakes in public are 

likely responsible for the above cover-up of fraud and keeping them as 
company secrets. Notoriously, the Japanese cannot honestly admit the war 
crimes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committed in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Emperor Hirohito is a testimony to this Japanese culture – feel more 
shameful by admitting committed a shameful act.

Another Japanese culture which has both merits and faults is that the 
society expects the top leader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any mistake or fraud 
made by any subordinate even when the leader may not be aware of or 
involved in the fraud. Thus, the top leaders are tempted to take the cover-up 
or denial route. This decision may be kept and passed on to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who are typically picked by the previous leaders. This can explain 
why Mitsubishi Motors, Takada and Kobe Steel have kept the fraud for so 
long. Perhaps, they were hoping to improve their products to live up to the 
false claims, but covering it up for decades endangering people's lives are 
definitely not acceptable.

We do have to give credit to the Japanese workers as diligent, good 
learners; with the help of the U.S. they recovered from the WW II first in 
Asia possibly first in the world. However,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enables 
many countries to have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if no external interference 
blocks the process. So the South Korea emerged along with three other little 
dragons as competitors to Japan with very similar business models. The 
Asian four little dragons did put a pressure on Japan but Japan was not 
threatened seriously until China had risen to be a major manufacturer. 
Particularly, in the recent decade, the Chinese has placed such importance 
on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the Chinese people not only are diligent good 
learners but they are more creative people. Thus, the Chinese products not 
only elevated in quality, remained competitive in price but also enriched 
with advanced technologies enabling her to move up in high-tech industries 
threatening Japan. 

China has nearly cornered the home market in consumer products;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and robotics are advancing rapidly 
making Japan worried. The high-speed rail, used to be Japan's pride now is 
outshined by the Chinese in all aspects from construction, manufacturing to 
system control. Projecting into the future, the wisdom seems to lie in 
cooperation rather than blind competition. Globalization is not stoppable 
unless invoking war. Nations must optimize for their people with realistic 
policies based on demographics. With limited natural resources and an aging 
population, Japan must find beneficial and complementary cooperation 
with China rather than spend on costly military build-up and wish to derive 
advantages from military alliances. Japan must reflect on its business 
practices to develop a sustainable and independent Japanese business 
strategy with China and the U.S. as partners.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世界正進入一個關鍵性的結構重
組期，為了維護這期間世界的和平
及發展美中兩國須要合作，而維繫
兩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的必要條
件是重建彼此互信和相互尊重。

自 1990 年代以來，美國的精英階
級彌漫著對實行不同政治經濟制度
的國家的藐視和打壓， 而中國是最
主要的打擊對象之一。 近卅年來美
國及世界的所有問題很大程度都源
于這個錯誤的世界觀和它所導致的
災難性政策。 2016年川普的勝利當
選代表了美國人民的反思。 

川普 11 月初的 12 天東亞之行已
經圓滿結束，他也很滿意此行的成
就，特別是他非常珍惜與習近平基
於彼此尊重下的良好關係，川普認
為這種互敬關係是比私人友誼更重
要的！ 這次川習的密切會晤將為未
來數十年的中美合作關係奠定良好
的基礎嗎？ 川普的中國之行肯定是
個良好的開始，然而中美合作的穩
定成長首先必須打破華爾街金融寡
頭所控制的西方精英階級長期所經
營的，醜化中國的迷思。 

這些迷思常以下列的質疑方式蠱
惑人心：中國的制度違反自由民主
的普世價值，習近平是一個獨裁
者，靠高壓違反人權的手段鞏固政
權，一帶一路是中國企圖控制世界
建立霸權的手段，等等。

自由民主公平法治是具有普世吸
引力的觀念，然而在實際政治運作
層面歷史已經證明沒有一個放諸四
海皆准的模式。美國的制度長期以
來都是世界各國模仿的對象，然而
就像世間萬物都會經歷興盛衰亡的
循環，美國的民主制度在過去幾十
年也蛻變異化成為金融寡頭集團斂
財的工具，這是美國社會矛盾及整
體國力下滑的根本原因。 

2008 年金融危機讓 一般百姓有機
會看到當今美國民主制度的本質： 
主導美國政治最有權勢的力量不是
總統或其他的民選官員而是金融力
量。 記得當時通用汽車公司和克萊
斯勒公司面臨破產，這是關係美國
幾百萬相關產業工人和汽車銷售業
界人士生計的大事件，小布希總統

幾經艱難終於在2009 年離任前得到
國會的授權撥款249億美元挽救了瀕
危的汽車產業。 當時大多數人都欽
佩美國政府和國會間的相互制衡能
力。 金融海嘯後，感謝當時的眾議
員Ron Paul利用危機領導國會通過
對聯儲會自1913年成立以來的首次
查帳，發現從 2007 年 12 月 1 日到 
2010 年 7 月 21 日期間，聯儲會總
共向世界廿家以上的大銀行撥款  
16.115 兆（萬億）美元挽救它們免
於破產。在此我們不討論這個天文
數字撥款的必要性，但是，我們必
須知道這個相當於美國國家年度預
算4 倍的撥款決定是沒有經過任何
民選官員授權及沒有經過任何公開
討論和辯論的暗箱操作的結果。這
難道就是美式民主的典範？ 

中華文明自西元前 500 年逐漸高
速發展並逐漸領先世界直到 16 世
紀 西 方 因 文 藝 復 興 （  14 世 紀 開
始）所帶來的成果而重新興起。 在
這段漫長的時間中國發展出一套獨
特的基於仁義禮智信，也就是共
享，合作，互利，和平的價值觀，
它的核心就是以民為本。 然而自從
歐洲產業革命以後，中國因為固步
自封，導至過去近180年的恥辱和喪
失民族自信。 在這段歲月裏中華文
明面臨兩千多年未有的衝擊，一直
尋找新的自救自新方式，期間嘗試
過各種思潮和制度，也造成激烈的
上下震盪和許多悲劇。 

近年來中國大陸終於接近完成了
一個新的「 道」, 它融合了中國傳
統精神，西方的科學方法，社會主
義理想和市場經濟理論建立新的思
想、制度和政策。 中共十九大所展
示的為全民謀幸福的理念和林肯總
統及中山先生的「民有、民治和民
享」社會的偉大理想沒有本質上的
差異。 

過去卅多年金融寡頭所主導的西
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背叛了美國
的建國理想，走了一個以金融炒作
為主的錯誤道路，它犧牲了廣大美
國中產階級和勞工的利益只為少於 
1% 的資產階級服務，造成了世界
的動蕩和兩極分化。 

中國的發展理念是以科技創新為
驅動力，以發展實體經濟為基礎來
促進經濟增長，為全民而非少數精
英階級謀福利。 中國正在探索一條
新的道路，中間會有曲折但是大方
向是正確的，它不僅不會威脅美國
更可能幫助美國重新回到建國時的
正確道路！

中國在法治建設和民主實踐方面
肯定需要繼續改進，這也是習近平
在 19 大演講中所提到的重要任務之
一。 但是，實踐證明完全照搬西方
的一套是不可行的，如今，川普也
一再強調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發展
歷史和文化傳承，沒有所謂的普世
價值和一成不變的民主法治模式。 

西方媒體和智庫長期的對大陸法
治和民主的批評有些可能是真誠
的，但是也有許多是懐有不可告人
的用心。 很多的批評是違反客觀的
調察數據的，擧例言之最近法國民
意調查機構Ipsos在世界各國做了民
意調查發現87% 的中國人對中國所
走的道路及中國的未來最有信心，
高於世界所有國家人民的 47% 平均
值，更遠高於美國人民的 43% 。 如
果中國人民滿意，其他國家或地區
的"專家"又有什麼資格說三道四？ 

西方一些人士散佈「一帶一路」
是中國擴張霸權的工具，然而，我
們不要低估發展中國家和人民的智
慧，如果中國拋棄了和平發展共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承諾，他們不可
能甘心做為中國的工具。 事實上中
國的「共贏」理念正得到許多國家
的支持，其中之一就是希臘，它已
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獲利
者和積極代言人。 為美國計應拋棄
成見積極參與和中國一起共謀發
展。 

過去幾年習近平展示了無以倫比
的勇氣和智慧消除貪腐勢力和許多
不正觀念，將國家帶入正途，獲得
了大陸人民的衷心支持，在這過程
中也掌握了極大的權力。歷史告訴
我們沒有強大的領袖是不可能進行
偉大的改革與復興，放眼將來習近
平的歷史定位將是他如何建立長遠
的民主法治制度。

上世紀英國名相邱吉爾，1947年
在下院發言曾說過下面的話："民主
是一個很糟的政體，但它卻優於其
他政體"。邱翁以寓譽於貶的手法贊
揚民主制度，確是高招。事後他說
此語非他所創，但他已不記得誰是
始創者，同時他也沒說明民主糟在
那裏。

依筆者的愚見，民主制度在理論
上的確勝於其他政治制度，但實行
起來，便完全變味了。姑不論那些
缺少民主傳統的中東，非洲國家，
即令老牌民主國家英國和美國，這
兩年的表現也不高明 －－英國在年
輕選民民粹思想推動下，草率地退
出歐盟，而美國選民則僅能在兩個
爛蘋果中挑一個他們認為較不爛的
當他們的總統！這兩年在國內及國
際上表現最亮眼的，反而是民主評

分不高的中國！
我有一個大膽的結論：現代西式

民主最大的問題出在它的選舉制度
上。在目前的政治氛圍下，一位有
抱負，有才能但不特別富有的政治
人物，能口心如一地兢選，不隨意
承諾，不投靠金主，而能逐步爬升
到聯邦眾議員職位者，其機率幾為
0。原因很明顯，選舉太花錢，選
民們又習慣了選舉語言，對政客們
的實現承諾，不抱太大希望。

現在的政風是，一個人一旦當
選，他任內首要任務，通常不會是
為選民服務，而是籌劃如何連任，
或如何更上層樓。他能實現所有兢
選承諾的機率也幾為0！

甚至可以這樣說：現行的選舉制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Why Do Japanese Manufactures Cheat on Product Quality? 民主政治最大難點 － 選舉民主政治最大難點 － 選舉

◎張紹遷

民主面面觀系列之七

奈克薩斯思想者大會今年首度邀
請大陸學者與會，復旦大學教授張
維為與歐美頂尖意見領袖就當今國
際大勢和大陸發展模式展開辯論。
張維為是大陸活躍的意見領袖，他
認為大陸崛起的背後有其文化、制
度的優勢，也有能力不斷修正國家
治理過程中的錯誤，這場辯論是近
年來中西治理模式之辯的縮影。

長期以來西方世界只看到大陸的
發展成就，但並不認同大陸的發展
方式，近年來隨著西方國家不斷陷
入治理危機，全球化趨勢也接連受
到「黑天鵝」事件衝擊而逆轉，西
方國家開始探討大陸的發展理念乃
至發展模式。對台灣來說，也同樣
身處變局。

兩岸政治社會制度不同，但同屬
中華文化，面對大陸快速的發展，
更需要翻轉過去的視角，不能再以
「民主的傲慢」對大陸發展經驗不
屑一顧，而應正視自己出現的種種
問題，學習借鑑大陸的經驗。

兩岸之間雖有制度之爭，但爭論
並不是為了展現所謂的優越感，更
不是貶抑乃至仇視對方，而是為自
己的發展道路尋找參照，檢視自己
發展經驗的利弊得失，並加以修
正，這才是理性務實的治理態度。
大陸既然取得巨大的發展成就，顯
然有其合理性，台灣當然不能視而
不見。

一個顯而易見的對比，在大陸能
不斷透過改革解決面對的新舊問
題，正如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所言，
「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
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
沒有辦成的大事。」台灣民主化近
30年，卻仍然深陷不斷製造問題的
惡性循環中，舊的問題未解決而新
的問題卻層出不窮，每一屆新政府
上任後都高喊改革，卸任之後卻都
留下爛攤子給下一屆政府。如此循
環往復，台灣的競爭力也在虛耗中
不斷沉淪。

當然，大陸的所謂「中國模式」
不盡然是永世典範，「中國模式」
是現在進行式，其本身也在不斷修
正之中，對此，大陸也應該有清醒
的認知，不要因為目前的成績而驕
傲自滿，甚至認為已經能夠與美國
乃至整個西方式發展模式平起平
坐，甚至能夠取而代之。過去百年
時間，曾出現許多成功的發展模
式，蘇聯曾與美國平起平坐，成為
全球兩霸之一，最終卻落得崩解的
結局；日本也曾一度急起直追，大
有趕超美國之勢，日本經驗也曾風
靡全球，但在廣場協議之後卻隨之
迎來「失去的20年」，到現在還未
恢復元氣，鑑往知今，值得大陸警
惕。

中央研究院朱雲漢院士對當前的
逆全球化潮流和全球治理改革有深
刻的洞見，他認同美國學者約瑟
夫‧奈伊的見解，中美兩大國陷入
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乃至兵戎相
見的概率其實並不大，而更可能出
現的局面是「金德爾伯格陷阱」，
意即當美國拋棄國際公共財提供者
角色的時候，中國大陸是否有能力
和意願來填補這個真空。二戰結束
以來特別是冷戰以來，美國主導了
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同時也
扮演著規則制定者和秩序維護者的
角色，但在朱院士看來，美國在此
過程中也不盡然扮演著完全正面的
角色。

事實上，許多紛爭以及當前的許
多困境恰恰是因美國而起，舊秩序
的根基在眾多衝突中也已經開始動
搖，國際體系進入了秩序重組時
期，人類正從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
秩序，過渡到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階
段。與此同時，美國主導的全球化
模式，也漸漸轉軌中國推進的全球
化方案，大陸的「一帶一路」就是
中國推進的全球化方案代表作。朱
雲漢提醒，舊秩序不是一夕之間崩
解的，新秩序也不是馬上就能確立
的，新舊秩序還會並存很長時間，
形成一個漫長的過渡期。

這正是大陸當前所必須審慎面對
的現實，好在我們也看到，大陸並
不急於取而代之，而更傾向於與美
國擴大合作，共同解決當前世界面
對的諸多問題。針對區域糾紛，大
陸也抱持有限參與的原則。

大陸務必要保持戰略定力，冷靜
面對當前國際局勢的發展變化，並
對自身的問題保持謙卑的態度，不
斷自省。也只有這樣，中國模式才
能漸趨發展成熟，才能真正為各國
所學習借鑑。

台灣面對國際新秩序的重新建
構，必須誠實面對制度劣勢問題，
並重新確立台灣與大陸及世界的關
係，若繼續與大陸為敵、仇視中
國、否定大陸的制度與模式，台灣
將加速沒落。（本文轉載自2017年
11月30日 中時社論）

2

美中互利合作之道(1)：美中互利合作之道 1)：(
打破醜化中國的迷思

◎張文基

中國模式崛起與臺灣民主傲慢
◎臺灣中國時報主筆室

度，是為有充份財源，懂得作隨意
承諾，兌現不了也不羞愧的政治人
物設計的。它是一面篩子，不合條
件者，很快在政治路途上被淘汰。

如果上述論點正確，現行的選舉
制度，使真正有才有德之士難以出
頭，有補救方案嗎？我的"方案"更
為大膽。讓我們放棄選舉制度，試
用抽籤方式來產生民意代表。我的
邏輯是，抽籤比選舉更易找到有才
有德之人！

筆者效法邱吉爾，不掠人之美，
首先聲明，由抽籤產生民意代表之
法非我所創。與邱翁不同之處是，
我知道始創者是誰，他們是古代希
臘人，他們在公元前第六到第五世
紀，便曾使用過這個方法。

眾所週知，古希臘是由很多小城
邦所組成。其中最大，最有名的城
邦當屬雅典。雅典從公元前507年起
放棄君主政體，到公元前338年亡於
馬其頓，其間采用民主政體長達
169年之久。他們的經驗，值得後人
借鑒。

公元前第五世紀初雅典的人口約
為二十多萬，其中十萬左右為雅典
人，一萬左右為自由外鄉人，十五

萬左右為奴隸。當時規定唯20歲以
上的男性雅典人方有公民權。當時
的雅典政府基本上由下列三個機構
組成：

1.公民大會，只有公民可參加，
發表意見。

2.議會，真正的權力機構，由四
大部落（家族）組成，每部落以抽
籤方式挑出100人，共400人，任期
一年。 

3.公民法庭，由30歲以上公民中
抽籤挑出500名審員，由他們處理
民眾間的爭執。審員的任期僅有一
日。

史書上說，上述抽籤式的民主，
實際只施行約50年，以後便為"精
英政體"取代了。但它能存活半個
世紀，說明它有可取之處。也許現
代人可用一些小中型城市試一試，
看看由抽籤產生的代表，能否比得
過民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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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購買， 全家人受益！ 《美國ZK靈芝孢子三萜油》聖誕大
饋贈開始了！

無論你是《美國ZK靈芝孢子三萜油》的新客戶還是老客戶，只
要購買該產品，就可免費獲得中科牌特供北美市場的《美國ZK
靈芝精粉膠囊》！

饋贈數量：“買2 送1”。即買2瓶《美國ZK靈芝孢子三萜油》
（特供北美包裝），即可免費獲得１瓶價值３０美元的《靈芝
精粉膠囊》。可謂, 一人購買，全家免費吃靈芝，人人強化免
疫 ！

凡購買1-4個季度的數量，不僅可獲得免費贈送的靈芝製品，同

時還可享受9-7折會員優惠價格
。

《美國ZK靈芝孢子三萜油》是
目前世界靈芝類產品三萜含最
高的產品之一。“靈芝三萜類
濃度高達40%以上”。連續10年
獲中國3.15保護消費者協會 “
產品信得過獎”。

《美國ZK靈芝孢子三萜油》聯
合醫生手術、放化療，爲病人
接受醫院放化療保駕護航: 

1）全面恢複免疫力，迅速消除
器官疲勞， 加快創口愈合，減少痛苦。

2）迅速緩解放化療副作用：惡心嘔吐，水腫，黃疸，出血等。

3）迅速緩解晚期癌症的骨痛和癌疼，減輕患者痛苦，積極延緩
患者生命。                                         

4）有效清除細胞炎症，減少並發症。

5）激活人體自我調整，降低複發轉移率。 

6）健康、亞健康人士：迅速平衡身體酸堿，緩解無名酸痛疲勞
；調和氣血，緩解內分泌失調，解毒肝髒，抗過敏；強心健腦
，烏發潤膚,抗早衰。

本產品特供歐美包裝、法國進口膠囊、FDA正式註冊 。

有關詳情，
請直電直播：832-5887516
北美免費諮詢 1-877-704-7117
[ 德州獨家代理 ] 
東方盧林中醫：713-774-5558
官方網站 www.chinesemiracleherb.com                                                                                                                                                                                                                         

輔助抗癌極品
《美國ZK靈芝孢子三萜油》

[聖誕大饋贈]
饋 贈 起 1 2 月 1 號 _ _ _ 止 1 2 月 3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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