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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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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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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 昨日盛大舉行大型商業午宴﹐
特別邀請重量級大來賓﹐休士頓市長透納(Sylvester
Turner)擔任午宴主講人﹐以「休士頓商業貿易」(Trade
and Business in Houston)為題演講﹐探討休士頓經濟發
展﹐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與各國總領事﹑
政商名流及僑界人士近百人出席﹒協辦人Small Busi-
ness Today雜誌負責人Steve Levine(右)贈禮給透納(中)
與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左)合影﹒

RideMETRO.org

我在市區的HPD（休斯敦警察局）上
班，我乘坐244路線到達那裡。我乘坐
Metro因為它有助於減輕我的壓力

MONROE PARK & R IDE

-Martina  

244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

$14.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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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8月25日在賴清陽律師事務所召開
理事會，會長陳煥澤、副會長賴李迎霞及多位理事均出席討論
，為9月17日即將登場的國慶系列 「百善孝為先」進行暖身。

會長陳煥澤說， 本次活動的主軸將以為母親洗腳、給母
親寫信、為母親唱歌、幼童蒙眼認母親等孝道的行動來展現兒
女對母親敬愛，並且準備了豐富的禮物供大家摸彩，他呼籲全
僑都能扶老攜幼來此溫馨又別具意義的活動。

副會長賴李迎霞為了配合慶祝105年中華民國的國慶，特
別精心設計具有充滿濃濃台灣味的夜市小吃攤，以解鄉親們對
故鄉美食的 思念，非常感謝平時熱心服務僑社的數個重量級
社團，如元極舞協會，保健中心，光鹽社，僑聯總會美南分會
，均熱烈 參與此次的活動，希望能協助台灣 同鄉聯誼會完成
此普天同慶的活動。目前已有台灣小吃炒米粉，波霸奶茶，油
飯，蚵仔麵線，烤香腸等等，希望身懷技藝的大師們前來共享

盛事。我們還剩數個小吃攤位供您大展身手，相信您會有驚人
的收穫。

另外為慶祝國慶並祝僑胞們事業成功，特地設立供商家，
推廣產品宣傳區，介紹貴寶號的產品，服務僑社。現在已有國
泰銀行、美南銀行、Italk BB、Tara Energy能源公司，壹通訊
，均分別設立服務台，為僑胞提供完整的資訊，加強對商家的
信任，目前還有數個服務台，歡迎有興趣參展的商家，可以和
副會長賴李迎霞聯絡。

誠摯地要求 僑界朋友們共襄盛舉，大家歡聚一堂共享天
倫之樂，享用美食，吸收最新的商機和資訊， 充滿正能量且
有意義的難忘時光；如欲參與活動的朋友，請儘早與會長 陳
煥澤 （832）-282-2828 或者副會長李迎霞 (832) 643-5830 聯
絡， 感恩再感恩。

休士頓僑界瘋台灣美食
美南台灣美食示範教學夯

（本報訊） 「2016年美南地區臺
灣美食㕑藝巡迴講座」9月11日在休
士頓登場，這項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
會指導，休士頓華商經貿學員聯誼會
、Campbell Learning Center 廚藝教室
聯合主辦活動，吸引近百位僑界熱愛
烹飪僑胞參與。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
莊雅淑表示，休士頓是全美六個城市
巡迴活動的首站，今年僑委會特地邀

請台灣知名花蓮美侖大飯店餐飲顧問
，亦是臺灣廚藝美食協會副會長何育
任以及臺北深坑假日飯店的中餐主廚
郭家宇示範台灣料理，要讓僑胞帶著
家鄉味與拿手菜烹飪技巧滿載而歸。
主辦僑團休士頓華商經貿學員聯誼會
劉佳音會長、Campbell Learning Cen-
ter廚藝教室Elaine 亦分別致歡迎詞及
介紹兩位主廚，旋即由何育任、郭家

宇兩位主廚聯手示範教學，從適合職
業婦女，結合大同電鍋快速料理之菜
餚，粉蒸肉、瓜子肉、珍珠丸，到台
灣代表名菜，進階版的三杯雞及糖醋
魚等作法，與會僑胞仔細記下名廚提
點的關鍵技巧，紛紛表示感謝僑委會
舉辦這項活動，讓大家可以在異鄉傳
承記憶味道，大家相互交流廚藝，氣
氛熱絡溫馨。

迎中秋慶團圓金城銀行總行暨各分行與客戶歡慶
佳節
9月15日（THUR)上午10時至下午3時
金城銀行總行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36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舉辦中秋聯歡晚會及會員大會
9月15日（Thur)下午6時
Hilton Garden Inn.
6855 W. Sam Houston Parkway S. Houston,
TX.77072

僑灣中秋賞月
9月16日（Fri)下午6時30分
Safari Texas Ranch
11627 FM 1464, Richmond

美南銀行社區健康講座 「骨質疏鬆」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執業護師周晶主講
9月17日（Sat)上午10時

美南銀行總行一樓社區會議中心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TX.77036

「國慶化僑力為國力講座，規劃企業未來座談會
」
成功大學校友會主辦，國泰銀行協辦
9月17日（Sat)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僑教中心203室

「國慶孝親活動」 台灣同鄉聯誼會主辦
9月17日（Sat)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

「國慶返國致敬團授旗典禮」
休士頓亞裔退休人協會及僑聯總會美南分會籌組
9月17日（Sat)下午2時
僑教中心203室

生命不要留白給自己第二次機會
資深藝人施心慧見證分享晚會

9月17日（Sat)下午6時聚餐，下午7時30分聚
會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
River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3527 Highway 6,#190,Sugar Land,TX.77478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中秋晚會
9月17日（Sat)下午6時30分
僑教中心大禮堂

休士頓客家會舉辦卡拉OK會員鄉親聯誼活動
9月17日（Sat)下午6時30分至下午11時
6968 Howell Sugar Land Rd. Houston,
TX.77083

大休斯頓地區僑學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
週年
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文藝晚會
9月17日（Sat)下午7時
Stafford Center

10505 Cash Road, Stafford, TX.77477

台灣伊甸盲人喜樂合唱團演唱
9月18日（Sun)上午9時20分
西南國語教會
12143 Bellaire Blvd.Houston,TX.77072

「105年先期僑務工作座談會議」
9月18日（Sun)上午10時30分
僑教中心203會議室

師大附中校友會，常中政 「2017 聯邦醫療保險
」 講座
9 月 17 日（Sat.) 上午10：00 至12：00
「恆豐銀行」 第12 樓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七周年綜藝晚會
9 月 17 日 （ Sat. )晚間7:00
stafford Centre (10505 Cash Rd. Stafford,
TX774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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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
為9月17日即將登場的國慶系列 「百善孝為先」 進行暖身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右5)、休士頓華商經貿學員聯誼會會長劉佳音(右
6)、Campbell Learning Center廚藝教室負責人Elain(右4)、僑務諮詢委員王
秀姿(右1)、僑務委員劉秀美(左1)、休士頓華商經貿學員聯誼會副會長周宏(
右3)、僑務促進委員王美華(右2)及何育任(左2)、郭家宇(後排)兩位主廚合影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陳煥澤（後排左三）、副會長賴李迎霞（前
排左三）率所有理事比讚！並呼籲各界踴躍參與此項有意義的活動

運用“少林秘功”後，病員朱劍簃尿毒症洗腎前後的重大變化

【休斯敦全旅假期】推出亞洲風情游系列
報名立減$50!詳情請電731-568-8889！

黄石公園 4-12天 (買二送一) 按原價 20% off 大甩賣
總統巨石、北大峽谷。 黄石公園、羚羊彩穴、玲瓏拱門、西峽谷
美東 4-9天 (買二送二) 按原價 20% off 大甩賣
紐約、費城、華盛頓特區、康寧、尼加拉瀑布、波士頓、 羅德島

、康州、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耶魯大學
美西團 (買二送一) 按原價 20% off 大甩賣
洛杉磯、舊金山、拉斯維加斯、 迪士尼樂園 、好萊塢環球影城、

聖地亞哥海洋公園 、洛杉磯市區遊、大峽谷、玻璃橋 、 胡佛水壩 、大
峽谷西緣、 巧克力工廠、仙人掌庭院 、舊金山大橋、漁人碼頭、優勝
美地國家公園 。

美加東 豪華遊 8天暢遊:11 大名城 (買二送二) 按原價 20% off 大甩
賣

紐約、費城、華盛頓特區、康寧、尼加拉瀑布、多倫多、千島湖、
渥太華、蒙特利爾、魁北克、波士頓。

邁阿密 5天 (買二送一) 奧蘭多 4-9天 (買二送二)
沼澤國家公園、西鎖島、西棕櫚灘。迪士尼未來世界、魔術王國、

美高梅影城、水上樂園、冒險島樂園、環球影城、甘迺迪太空中心、海
洋世界。

亞特蘭大-新奧爾良-芝加哥 6天
亞特蘭大、蒙哥馬利、新奧爾良、傑克遜、 孟菲斯、聖路易斯、

春田市、芝加哥

中國大陸 ：特價旅遊團
$49 & $99

江南、黃山、北京、西安、
雲南、香格里拉、珠三角、澳門
、桂林、廣州、 張家界、九寨溝

歐洲: (西歐 南歐 東歐 北歐 )
名人假期、翠明假期、天寶旅遊

豪華郵輪 : 加勒比海、阿拉
斯加、墨西哥、地中海、歐洲、
夏威夷、巴哈馬、加拿大、 New England

東南亞：日本、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香港。
澳洲、紐西蘭、黃金海岸大堡礁、埃及尼羅河、杜拜、印度金三角。

中南美州 ：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魯、厄瓜多巨龜島、南極冰
川、瓜地馬拉、哥斯大黎加。

其他業務: 中國簽證、各地廉價機票、 酒店、 租車、機場接送。
休斯頓全旅假期
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後棟大樓)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 chinatourus

（本報記者秦鴻鈞 ）中風病員朱劍簃在李國忠大師運用內氣功後，除他能使原來壞死的右手能拿小紙片、能握拳、放開五指、還
能握筆、拎重大提包、右腿能有力的踢出去、兩手可以甩動、蹲馬步、不用雙拐可以走一長段路，特別是他能用原來報廢的右手寫字了
外，因他還有尿毒症，每星期三次洗腎，前後也有明顯變化；被朱劍簃稱之為活神仙的李國忠大師在用功前，洗腎時從頭到腳全身每個
部位都有可能抽筋，抽筋時生不如死，全身無力像個半死人，特別是腿部抽筋，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痛苦萬分，苦不堪言！

以前洗腎是我的噩夢，那時腦袋是昏昏沉沉，如坐針氈，整個人像昏死一般。現在洗腎後，腦袋很清爽還會熟睡，躺在洗腎椅子上
心定氣和，毫不煩躁。現在洗腎時，抽筋大大減少，偶爾手指和腳趾抽一下，很輕微。在半年前，（用“少林秘功”前）發現左手食指
和中指不能自如的彎曲和伸直，動作逐步困難，左腿外側和左肩頭也有明顯的痛感，渾身無力，這些都是洗腎後的不良病症，這些都由
李大師在積極康復。

朱劍簃病員原來是帶著試一試的半信半疑的心情，通過實在的體會和康復的快速，現在是百分之百的相信“少林秘功”發功下的神
力，絕無虛假。李國忠手機： 832-757-3787。

康復中用右手在寫字右手寫的字 右腿準備踢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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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鄰中國城西部辦公區待售 哈裡伯頓公司裁員後又要賣地

（華盛頓十三日電）每一次，社會安
全局都會收到數以億計的薪資稅（ Social
Security payroll tax），但並不知道是誰在支
付這些稅款。當雇主寄進W-2表，社會安
全號碼並不符合在紀錄上的個人資料，該
局就把這些列入 「盈利懸疑檔案」（Earn-
ings Suspense File），這些資料就維持如此
狀態，直到這些名義上的納稅者能證明薪
資真是他們的，有一天才能領取社安退休
金。

「盈利懸疑檔案」的檔案可以追溯到
1937年，它與總額達1.3兆元薪資有關。有
些W-2表格上是屬於一些人因結婚而改變
名字，但卻沒有向社安局通報。其他則是
因為填寫表格有誤。以2014年來說，致力
追尋這些納稅人，國稅局必須要比對 1.71
億份報稅表。

但是，至今累計約有達3.4億無主稅表
，和十年前的2.7億項無主稅表，增加不少
。其中有很多人是他們最后是不能領取社

安給付的無證移民。事實上，非法
移民應該是這些無主稅表的 「主人
」，他們付了數十億元稅金，但他
們將永遠不可能在退休時領到社安
退休金。

會出現這種情況，譬如是: 許多無證移
民並沒有資格在美國工作，他們買到一些
假的社會安全卡，拿它報給雇主，雇主或
是不知道它是假的，或是根本沒有注意及
其真偽。當雇主在每年年初將過去一年員
工的W-2表和稅款呈交國稅局，即使這些
社會安全號碼並不能連結任何一個人，聯
邦政府仍獲取這些薪資稅。然后，大筆薪
資稅存入社會安全信託基金，這個基金是
用來對勞工年老后，給付退休金給他們。

社會安全系統就是靠這個龐大的 「收
入流」挹注退休給付，近年逐漸進入開始
退休的 「嬰兒潮」就是依賴社安退休金。
社會安全局首席精算師高斯（Stephen Goss
）估計，2010年，大約有180萬名移民是以
假的或偷來的社安卡打工賺錢，他預期
2040年之前，用假證件或偷來的社安卡打
工的人數，可能達到340萬名。

高斯估計，2010年無證移民付了130億
元，繳款進入社安信託基金，但他們只獲
得10億元福利。他說， 「我們估算無證移
民對社安基金的財政是有正面效用的，以
2010年繳納社安薪資稅，扣除領取福利，
凈貢獻金額為120億元。

無證移民 美稅賦貢獻大

本周三上午，休斯頓獨立學區的學校因出現特
殊氣味，校方采取了緊急的撤離措施。

當天該學區位於Grissom 小學和Lawson中學的師
生迅速轉移至靠近 Hillcroft，位於 1375 S. Main 街區
的體育場。

休斯頓獨立學區發言人表示，目前仍在對不良

的氣味進行調查，結果尚未公布。
之前有懷疑是煤氣泄漏，休斯頓消防局還在做

最後的鑒定。據報道，此事事件讓休斯頓獨立學區
的學生聽課時間長達三個小時，並且中心電力公司
也迅速對現場的煤氣漏氣疑點進行了排查。

懷疑煤氣泄漏
休斯頓獨立學區兩校師生撤離

（本報訊）根據休斯頓
商業地產業的報告，緊鄰中
國城，被稱為 Oak Park 辦公
區的能源業巨頭哈裡伯頓公
司在休斯頓的西部辦公地點
目前正在銷售。這個位於
10200 百利大道占地 48 畝，
包括56萬平方英尺的辦公大
樓，1.75 萬平方英尺的健身
房和兒童看護中心，中心廠
房和五層樓的停車場。

這個大樓建於 1979 年，
2013 年大樓做了多方面的裝
修，該公司這個位於西區的
辦公區位於百利大道和 Sam
Houston收費公路的交接，歸

屬Westchase行政區域。
哈利波頓公司在兩年前

因石油價格暴跌中遭受了嚴
重打擊，在經歷了連續的裁
員之後，這家位於休斯頓的
能源服務公司在全世界的員
工從2014年的8.5萬名員工削
減至目前的5萬名員工。

今年的第二個季度，哈
裡伯頓公司的報道顯示嚴重
虧損，特別是和能源業對手
Baker Hughes 的兼並案沒能
實現之後，需要支付巨額的
合同費用，公司狀況可謂雪
上加霜。

Today, some of the 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 and 
Tower’s most iconic features are the result of the 
counsel Pun-Yin provided at the time. The metal globe 
that stands before the building was intended to deflect 
the negative energy produced by the oncoming traffic 
in Columbus Circle. And the tower’s tea-colored 
glassy exterior, which reflects the surrounding sky, 
was said to absorb the negative energy caused by the 
wind’s sway upon the building.
Pun-Yin also insisted that the entrance of the building 
face Central Park, which she refers to as the “green 
dragon of New York City”, instead of its original 
orientation, which faced Columbus Circle.
“The instability of energy caused by traffic coming at 
the building – it’s almost like bullets flying at you all 
the time. It’s not stable. It’s not calm,” she said.
In fact, Pun-Yin 
attributes the 
success Trump 
found in that 
project to some 
seriously good feng 
shui, made possible 
by her and her 
dad. “That’s why 
the press started 
coming to talk 
about this project,” she said. “And then a few years 
later, with the grand opening, it was the same thing. 
There were 10 years of international media coming to 
me and talking about his project.”
She added, “That’s why he became the most profitable 
real estate developer.”
To be clear, Trump is neither the most profitable real 
estate developer, nor is he the largest. But the flurry 
of media attention from Trump’s tower not only made 
a name for Pun-Yin, it also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feng shui into the mainstream.
Soon after the project broke ground, the discipline – 
previously a foreign concept in the west – became a 
household name. A New Yorker cartoon from 1995 
depicts a broker, who stands on the balcony of an 
apartment building with two prospective buyers and 
says, “A million two does seem a bit heavy for a one-

bedroom at first, but this unit has the best feng shui in 
the building.”
In the late 1990s, interior designers began appropriating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for a western audience, 
while publishers put out accessible feng shui books 
with titles like “Dorm Room Feng Shui” to provide 
college students with “quick and inexpensive feng 
shui fixes” like putting a pink seashell in the corner 
of the room to attract true love. But, Pun-Yin insists, 
much of the true meaning of feng shui has been lost on 
commercialized gimmicks.
Nowadays, Bill Seto, a veteran New York broker who 
specializes in the Asian-majority market in Flushing, 
Queens, said that while it was once regarded as an 
obscure philosophy, feng shui is now a tool of the 
trade. “It’s heavily practiced in Manhattan. Brokers are 
starting to take courses in feng shui because it helps 
them market their property better,” he said.
As for Pun-Yin, she has established a robust business 
for herself with a wide array of clients and projects, 
ranging from the CEO of fashion label Theory, 
Andrew Rosen, to projects commission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When I contacted her again – my first interview with 
her was two years ago – to divine her thoughts on the 
impend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 I caught her between 
feng shui consultations.
“I’d have to consult with my lawyers to comment on 
my client,” she said. “And my plate is too full to take 
this on.” (Courtesy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
news/2016)

But his reasons were hardly spiritual. 
Beginning in 1995, Trump hired Pun-Yin 
and her father to assess the energy of his Int’l 
Hotel & Tower development project and 
make the necessary changes to its design, in 
a calculated move to tap into the burgeoning 
market of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in US real 
estate from China and Hong Kong. For such 
respected clients, a building lacking in feng 
shui could be a dealbreaker.
And it seems the famously bullheaded real 
estate developer met his match in Pun-Yin. 
An apprentice to her father for 15 years, 
Pun-Yin made a name for herself when 
she took on the project, for which Trump 
invested $230m in revamping the building.
“Until I did this project and took off, it was 
not a female industry at all,” Pun-Yin said, 
referring to the cult of mostly male feng shui 

masters. “As a woman, you have to be 50 to 60 years 
old. So I broke rank not only as a female but also as a 
young female.”
When Pun-Yin saw the Trump Int’l Hotel & Tower, 
the energy was so bad, she insisted that it had to be her 
way or the highway. She said, “By the time we went 
there and saw it, we said, ‘We’re not going to do this 
project with you unless you follow us completely.’”
Not one to miss out on a potential financial opportunity, 

Trump complied. “It’s just another 
element in which you can have the 
advantage over your competitors,” 
Trump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for 
an article about feng shui in 1994. 
“Asians are becoming a big part of 
our market and this is something we 
can’t ignore.”
Keep in mind this is the same man 
who recently blamed China for 
“the greatest theft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who perpetually 
accuses the country of manipulating 

its currency. Yet few have capitalized on the potential 
investment opportunity that China represents more 
than Trump.

The offices of feng shui masters Pun-Yin and her father 
Tin-Sun inhabit a dimly lit basement space, replete 
with lush plants and gurgling fountains, deep in New 
York City’s Chinatown.
Inside, framed photos decorate the walls, including 
one taken some 20 years ago. In it, the then 27-year-
old Pun-Yin stood front-and-center before a group of 
people – among them a young socialite called Marla 
Maples, and a slightly less orange Donald Trump.
The caption beneath it reads: “Photo 
taken at the Trump Int’l Hotel & 
Tower groundbreaking and blessing 
Ceremony on June 1995.”
Trump, the zealous and sometimes 
erratic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nominee, hardly seems to embody 
the principle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that aims to 
harmonize people with their physical 
surroundings. And yet, according to 
Pun-Yin, for decades, incorporating 
those principles into his real estate 
holdings was one of Trump’s foremost priorities.
For Trump's respected clients, a building lacking in 
feng shui could be a dealbreaker.

BEIJING, Sept. 12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aid the country is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other countries on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China will proactively implement 
a strategy on standardization to 
make standards drive innovative, 
coordinated, green, open and 
shared development, Xi said 
in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the 
39th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meeting was held in Beijing on 
Monday, Sept. 12.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provide specifications for 
products, services and systems to ensure quality, safety 
and efficiency.
Xi said that amid deepening glob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facilitating trade, boost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mproving social 
governance.
China is willing to deepe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enhance exchanges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system, he 
noted.
Founded in 1947, ISO is the world's 
largest developer and publisher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t has 
published over 21,000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covering almost 
every aspect of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Xi sai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m 
the technological basis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s the world's most authoritative 
organization for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SO's publications have global recognition.
He called on the meeting participants to consider 
how standardization shoul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global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39th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ISO is being held 
in Beijing from Sept. 9 to 14. Nearly 700 delegates 
from 163 ISO members and more than 20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e attending the meeting. 
(Courtesy http://en.peopl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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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Tower in New York City 
Photograph: Mark Lennihan/AP

Pictured: A compass for feng shui. Can feng shui declutter 
the digital world? (Photo/Lawrence Manning/Corbis)

Zhi Shuping, director of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AQSIQ) of 
China, reads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the 39th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Sept. 12, 2016.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meeting 
was held in Beijing on Monday. (Photo/Xinhua)

Kevin McKinley, acting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speaks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39th ISO General Assembly in 
Beijing. (Photo/Xinhua) 

Participants atten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39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General Assembly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Sept. 12, 
2016. (Photo/Xinhua) 

Pun-Yin, Donald Trump’s feng shui master: ‘Until I did this [Trump Tower] 
project and took off, it was not a female industry at all.’ (Photo/Sasha von 
Oldershausen)

Pun-Yin and Donald Trump in 1995.

China Is Ready To Work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Xi 

Meet Donald Trump's Feng Shui Master
The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Nominee Years Ago Adopted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That Promises To Harmonize People With Their Surrou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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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國老虎園失蹤的中國女遊客已找到

在泰國春武裏府，警方找到失蹤的中國籍女遊客（左）。日前在泰國春武裏府壹老虎園失蹤的中國山西

籍女遊客 13日晨已被找到。中國駐泰國大使館領保組組長錢蓉 13日向新華社記者確認，這名女遊客已被找

到且通過醫生檢查，她身體狀況良好。但“走失”細節尚不能確認，具體情況仍在調查中。

荷蘭警方訓練老鷹抓無人機

荷蘭歐森德雷特警方正在訓練老鷹捕捉無人機。據外媒體報道稱，在各國對空中激增亂飛的無

人機束手無策時，荷蘭警方成為世界首家通過招募鳥類來解決這壹棘手問題的國家。盡管荷蘭警方

的這壹做法讓壹些動物保護組織感到擔憂，但警方稱，老鷹在執行任務期間沒有危險。據報道，荷

蘭警方從1月起開始試用老鷹抓獲無人機。在嘗試成功後，當地警方決定將老鷹抓小雞的故事運用

到實戰，即正式聘用老鷹來抓空中的非法無人機。此外，警方還將訓練約100名警察以便能同老鷹

壹起工作。荷蘭警方發言人對外稱，“這是用低技術含量來對付高技術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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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首都巴西利

亞，前眾議長愛德華

多 · 庫尼亞在眾議院全

會上發言。巴西眾議院

12日晚舉行投票，剝奪

了涉嫌腐敗的前眾議長

愛德華多 · 庫尼亞眾議

員資格。

當地時間 2016年 9月 10日，印

度東部西孟加拉國，有壹頭小象被

電線纏住後，母象趕緊前往救援，

卻雙雙被電死，當地居民前往哀悼

致意，更有民眾哭倒在大象身旁。

印度東部西孟加拉國國國邦大吉嶺

(Darjeeling)官員表示，西孟加拉國

國國邦近日不斷下雨，就讓壹群大

約 30頭大象在雨中遷徒避雨，沒想

到在過程中，有壹頭小象誤觸電線

桿，母象企圖將它推開，卻也慘遭

電死，雙雙身亡。當地居民得知此

事後，紛紛前往現場，圍繞在大象

身旁，以鮮花致意哀悼，送大象最

後壹程。

印度小象被電線纏住母象心急營救
雙雙觸電而死

美國網球公開賽

男子單打決賽中，美

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特朗普的女兒伊萬卡

現身觀看了比賽。與

他們壹同觀看比賽的

，還有英國王室成員

、俄羅斯超級富翁妻

子、美國億萬富豪等

社會名流。圖為兩位

觀眾發現了坐在場邊

的這壹行人，與他們

壹起自拍。

特朗普女兒看網球賽
身邊名流富豪環繞

綜合報道 13日，人口普查局披露與

了一組數據，數據表明 2015年美國貧困

人口減少 350萬。中等收入者家庭年收

入在 2015 年上升至 55416 元，比前年相

比增長 5.2%。這個數字是自 2007年之後

，也就是經濟危機出現的前一年，首次

創新高。

美國宏觀經濟複興研究院（ U.S.

economics at Renaissance Macro Research

）院長Neil Dutta分析，數據表明當社會

運行良好，人口就業率不斷上升，經濟

增長帶來的效應就會波及更多的人。這

就像可持續性的貨物補給或者商業投資

一樣，周期循環會留給可持續增長以更

多的空間。

中等收入階層擴大的背後是就業率

的增長。人口普查局目前公布，約有

330 萬名美國民衆目前處于全職，全年

的工作狀態，這部分人群推動了美國中

等收入階層的的收入上漲。中等收入者

家庭年收入在 2015 年上升至 5，5416 元

，依然比 2000 年下降了 1.6%，比 1999

年頂峰時期下降約 2.4%。去年一年中，

多于 140萬男性，100萬女性獲得了工作

。女性薪資增長速度也高于男性，增速

分別爲 2.7%和 1.5%。此增長速度，也縮

小了女性與男性在最低工資上的差距。

非公民階層在去年一年的年收入也面臨

增長，收入中位數上漲了 10.5%，至 45

，100元。

其它數據方面，人口貧困率達到自

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最低點。去年仍大

約 4300 萬美國民衆處于貧困水平，比

2014 年減少 350 萬人。貧困率在去年下

降至 13.5%，比 2014 年下降 1.2%。在

2014 年 此 數 據 爲 14.8% 。 這 也 是 從

1998-1999年度以來最大降幅。此前只有

1965-1966年間的貧困率下降速度大于當

前水平。

人口普查局也相應公布了另一組貧

困率測量方法，此測量方法參考了不同

的政府福利和花費。這組名叫補充貧困

率測量方法（Supplemental Poverty Mea-

sure）表示有 14.3%的美國民衆在去年處

于貧困水平。數據表明非現金性的公共

援助，例如食品救濟券，房屋補助，和

退稅可以幫助美國民衆擺脫貧困，同時

公共交通，育兒，和醫療和稅務方面的

消費則會增加貧困率。而醫療保險方面

，去年約有 2900萬民衆沒有醫療保險，

人數下降至 9.1%。在 2014年奧巴馬醫療

改革和增加醫療補助計劃初期這個數字

則爲10.4%。

這組最近的數據顯示近些年來就

業率的上升使得美國更多的民衆有機

會享有更加廣泛，進步的生活水平。

數據調查覆蓋了所有年齡層，家庭類

型，地域和種族。可惜的一點就是此

次家庭收入增長並不包含非大度都會

地區的民衆。而這組數據也會成爲即

將開展的總統大選辯論的重點。川普

（Donald Trump）此前猛烈攻擊目前的

家庭年收入爲 40000 元，不及 2000 年的

水平。通過最新的這組數據來看，目

前狀況並不是如此。

Jason Furman，白宮經濟顧問團

（White House Council of Economic Ad-

visers）主席對于這組數據表示很樂觀，

他用“前所未有的，絕對的勝利”來形

容。這也側面表示了在奧巴馬執政期間

，美國民衆家庭年收入出現增長，經濟

穩定，並且表示很有可能在他退任的一

年裏經濟增長將要持續。

《紐約時報》評論道，這是在意料

之中的。因爲來自其他方面的數據的迹

象都表明去年的家庭年收入出現了強勁

的增長。並表示這是從 2008年經濟大衰

退，造成廣泛的經濟影響以來的一個經

濟增長拐點。《華盛頓郵報》評論到，

這正是兩個因素影響下的産物，強勁的

勞動力終于促進了中低收入者家庭的生

活水平，並且奧巴馬醫改也廣泛的普及

到普通民衆。由此說明充足的勞動力市

場和政策因素雙管齊下就能大大的減少

社會的不平等因素。

人口普查局披露數據
去年中產階級年收入衝曆史紀錄

綜合報道 7日對于蘋果(Apple Inc.)

粉來說可是個大節日，蘋果公司在舊金

山的比爾格雷厄姆市政禮堂舉行了蘋果

秋季新品發布會，除了即將上市的

iphone7 以外，蘋果還發布了全新的 Ap-

ple Watch2 智能防水手表。今日蘋果股

價下跌0.26%，報107.39元。

截止到目前我們得到的來自發布會

的消息是，新一代的 iphone將會采用全

新的攝像頭，具有防水和防灰塵性能，

取消了耳機插口，以AirPod藍牙耳機代

替。具有更長時間的電池續航壽命。與

此同時，在發布會上新的蘋果手表也隨

即亮相，Apple Watch將于Nike+合作，

推出 Apple Watch Nike Plus，新一代的

蘋果手表具有 50米內的防水性能，內置

GPS，同時比此前的蘋果手表顯著提升

了屏幕亮度。並且玩家也可以在手表上

玩近日大火的遊戲 Pokemon Go。Apple

Watch 二代 將會已369元的價格發售，9

月 9日起將會開始預購。防水性能成了

本次發布會的兩點，但是這並表示

iphone7可以像Apple watch那樣拿去潛水

，不過如果你的新手機意外落水，也許

這次將沒有拿到米袋裏風幹的煩惱了。

按照大家普遍的邏輯，蘋果發售當

日股價應該是大幅上漲才對，但是數據卻

並不是這樣說，一貫以來，數據顯示蘋果

手機發布的當日，股價都有一定的回落。

比如在 iphone6 及 6 plus， iphone6s 和 6s

plus，和 iphone SE發布首日蘋果股價分

別跌落0.38%，1.92%和0.01%，但在次日

又出現了 3.07%，2.2%和 0.76%的上漲。

如果此次依然符合曆史的規律，那麽蘋果

的股價預計在幾日內將出現明顯上漲。這

對于擅長短線投資者來說，是個充滿了風

險的誘惑。那麽對于長線投資者來說呢，

蘋果的股價由今年年初的每股105元維持

在上周的每股107元，可以說是相當成績

平平的一個漲幅。在道指和斯坦普500已

經分別高于6%的漲幅的背景下，而科技

股亞馬遜和Facebook都已經獲得了15%和

20%的漲幅。蘋果近幾個月的業績可以說

是不太盡如人意。

蘋果股價自2015年已經下跌了約5%

，即使 7日的發布會幫助蘋果提升股價

，它還是不能恢複 2014年末的輝煌。特

別是目前與蘋果股價曆史高點 2015年四

月相比，降幅已經跌破將近 20%。投資

者預計今年的蘋果業績依然不會很好，

因爲明年是蘋果十周年，研究公司 Jack-

daw Research分析師賈恩· 道森(Jan Daw-

son)稱：“今年 iPhone 7在外觀設計上沒

有太大變化的部分原因是，明年的

iPhone 8將有更大的變化。” 今年，

iPhone銷量已經兩個季度出現下滑。這

也是自 2007年今年推出一代産品以來，

iPhone銷量首次出現下滑。華爾街已經

預計此次蘋果手機銷量將不會超過4%，

而業績也不會超過8%/的漲幅。

道森預計，由于許多 iPhone 6 和 6

Plus 用戶將選擇升級，相信今年的

iPhone 7銷量將出現一位數的漲幅。盡管

市場普遍不太看好今年蘋果手機的銷量，

但 BMO Capital Markets 分 析 師 Tim

Long給我們呈上另外一些組數據，Tim表

示，iphone7的銷量將是要迎來一個巨大

的增長，這是因爲大多數的 iphone用戶在

兩年前購買 Iphone6，此後 iphone的産品

並沒有什麽顯著的在質的方面的提升，而

數據顯示58%的 iphone用戶選擇隔代升級

，這就表示遇過您現在用的是 iphone6，

那麽在經過去年一年的使用以後，也許覺

得多一年的等待時間實在是有些長。Tim

還分析，2014年 iphone6上市，使用時間

兩年以上的 iphone用戶升級手機幾率爲

23%，2015年爲19%，而憑次推測，今年

的升級幾率爲26%。

Iphone7手機發布股票反跌
綜合報道 中國人財富的不斷增長以

及在美華人數目的不斷增多，令美國旅

遊業早已發現巨大商機，現在，“賭城

”拉斯維加斯也不甘落後想要分得一杯

羹。據美聯社 8月 30日報道，爲更好地

吸引中國遊客以及在美華人消費，當地

有數個“亞洲主題”的賭場即將開業，

目的就是迎合這些客人的胃口。此外，

從中國直飛拉斯維加斯的航班也在籌劃

之中。

報道說，幾十年來，中國遊客都是

該旅遊勝地的常客，現在，希望更好發

掘中國遊客及在美華人財富的當地官員

及開發商們正試圖用一種主要的方式迎

合他們。當地有兩座新的亞洲主題的賭

場正在開發中：“祥龍酒店賭場”(The

Lucky Dragon)將于今年秋季開業，與此

同時，“拉斯維加斯名勝世界” (Re-

sorts World Las Vegas)也將于今年年末

開建。

同米高梅大酒店、永利酒店及威尼

斯人酒店(Venetian)已經在做的一樣，新

賭場在招攬顧客上也有著特殊的規劃。

在這裏，顧客可吃到中國風味美食，同

時酒店也有會說中文的服務員，也有多

種桌牌遊戲可供選擇。

惠譽評級公司的博彩業分析師亞曆

克斯•布曼茲尼 (Alex Bumazhny)稱：

“中國遊客熱衷于中國式的體驗。他們

更傾向于亞洲特色的服務設施。在澳門

的永利大酒店內，酒店的餐廳是中式的

，菜單也爲中文”。

祥龍酒店的管理人員稱，他們賭場

旨在招徕諸如居住在本地的拉斯維加斯

人、到賭城來過周末的加州遊客以及來

自于美國西北部及東海岸的華人遊客。

該酒店將這個群體視爲尚未被完全開發

的商機;正在開發的“拉斯維加斯名勝世

界”將于 2019年開業，到那時，預計繁

盛的中國人旅遊業的發展將給該賭場帶

來利好。該賭場規劃有 3100個房間，有

10萬英尺的博彩區域。周圍還有餐館和

商店配套。

拉斯維加斯旅遊局發言人貝瑟尼

•德雷斯代爾 (Bethany Drysdale)也稱：

“市場增長的潛力十分巨大。對于拉

斯維加斯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由于賭城又是通往內華達的門戶，

因而這對于內華達州來說也是一個重

大機遇。”

賭城拉斯維加斯瞄准
中國人及在美華人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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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9600 Bellaire 211室(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 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週一至週六˙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6
Houston, TX 77036(王朝超級市場后)

YI ZHOU, M.D.

周藝

通中﹑英﹑粵

713-981-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Dr. Bright Chen, DPM, AACFAS
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伯克利大學學士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前UTMB心臟科副教授•St.Luke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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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浮潛經驗，終生難忘！法國海
洋學家 Jacques Cousteau（1910-1997）於 1961
年抵達墨西哥Cozumel海岸，宣稱此島是地球
上最壯觀的浮潛去處之一。Cozumel 在馬雅語
是 「燕子之島」，因為當地人建廟宇供奉一位
古代瑪雅女神，而她用喜愛的燕子為當地取名
。燕子島位於墨西哥國境最東邊，距離墨西哥
本土大約二十幾公里，是該國在加勒比海上的
第一大島，也是墨西哥的第三大島，南北長53
公里，寬14公里 。燕子島本來是瑪雅人的海島
，1518年西班牙人帶來了天花和殺戮，瑪雅人
幾乎滅絕。Cozumel整個島嶼是由石灰岩構成
，經過海水長期的沖刷，海底下形成很多巨大
的洞穴，也是美麗的熱帶魚的棲息地。1996年
墨西哥政府在島的南端成立Cozumel珊瑚礁國
家海洋公園加以保護，其它部分仍然開放。燕
子島的沙灘綿長海水清澈，幾乎所有的遊輪都
會在此上岸停留，現在海島已經成為旅遊勝地
，或是游泳、玩水、潛水、浮潛，感受加勒比
海的溫暖清淨的海水。浮潛英文是 Snorkeling
，是指使用一根呼吸管在水面上游泳。浮潛者
所需的裝備包括潛水鏡、蛙鞋、呼吸管和泳衣
。Scuba diving不同於浮潛，是那種背著水肺的
潛水方式，水肺是一種類似氧氣筒的東西，可
以提供潛水者在水中呼吸，其實就是潛水伕所
使用的氣瓶。2016年5月16日Disney郵輪第一
站就是浮潛天堂墨西哥燕子島。

闔家歡式的海上遊輪

2016年立夏與小滿之交，妻子與我和大女
兒一家以及親家相約，闔家參加5月14日到21
日的迪士尼七夜的西加勒比海遊輪之旅。5月
13 日午，我們從華盛頓杜勒斯機場搭乘聯航
778號班機直飛Orlando。下午3時的佛州天氣
並不熱，在A航站出口四號巴士站等Coco海灘
運輸公司的小巴送我們到Coco海灘旅店和大女
兒一家會面。旅店前臺告知還有大女兒的朋友
兩家人一起 「眾樂樂」出遊。翌晨，女婿七人
座的廂車分兩次將我們送到Canaveral碼頭。迪
士尼幻想號（Fantasy）是迪士尼郵輪的第四艘
郵輪，它和姊妹船迪士尼夢想號一樣大。迪士
尼幻想號在2012年1月8日浮出Meyer Werft船
廠，2月9日在德國Bremerhaven交付給迪士尼
郵輪公司。2月16日離開Bremerhaven，同月28
日抵達美國紐約。幻想號於3月1日在曼哈頓接
受洗禮。當日，美國女歌手Mariah Carey為新
船進行命名禮及成為其教母。因為已經作好線
上報名，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完成註冊手續
。迪士尼幻想號有很多特色，但我最喜歡的是
The Tube和三個主題餐廳：Royal Court、An-
imator Palatte和Enchanted Garden。我們兩對爺
奶和兒孫共九人，有七個夜晚輪流在這三個之
一的餐廳共進晚餐，多幸福呀！

浮潛三個珊瑚礁海岸
5月15日幻想號在海上，經過晨暉與晚霞

，大女兒親家傾盡一生之經驗，教我如何攝影
，受益匪淺。翌日，我們和親家每人花55美元

參加 Disney 舉辦的 「三珊瑚礁浮潛」行程
CZ-46。其說明書列出祖哈（Dzul Ha）、矮
天堂（Paraiso Bajo）和深天堂（Paraiso Profun-
do）等三個珊瑚礁海岸。幻想號遊輪一停靠燕
子島，我們四人跟著工作人員到達岸邊小船碼
頭，登上 「征服海洋號」。此木造船有兩層甲
板，船上僅有一個比飛機上的衛生間還小的洗
手間。CZ-46共有浮潛客22人，最小的女孩8
歲，我們算是年紀最大的，還有船員5人，全
部27人需要使用這個洗手間，是有點不夠，還
好我們在遊輪上已經將泳衣換好，省事多了。坐
在底層的兩位中年婦人除了蛙鞋，浮潛的道具攜
帶齊全，還帶了一個500美元郵購的潛水相機。
言談中知道她們是浮潛行家，游遍了世界浮潛勝
地，宣稱此行是老墨最愛的浮潛天堂。因為親家
母不諳游泳，在旁的我們三人躍躍欲試。船家派
一個英語流利的小夥子充當教練，教導我們如何
穿上蛙鞋、戴潛水鏡以及如何使用呼吸管，最重
要的是浮潛的安全，要求我們全程緊跟著小夥子
浮潛教練。船30分鐘後駛達第一個珊瑚礁浮潛點
祖哈。淡藍色的海面，已經有一條船先到達，為
了不和他船的浮潛客混在一起，船離開他們有段
距離。小夥子率先跳下水，兩位女行家接著下去
，小鳳是第五個，我看了親家安全下水後，我才
下去。中午時分，晴天無雲，加勒比海的水溫很
暖，海水無敵清澈，水不深，這是我第一次可以
近距離瞰到珊瑚礁和熱帶魚。我很興奮，細數著
五彩繽紛的珊瑚礁和熱帶魚。珊瑚礁的種類，依

外型有鹿角珊瑚、蘑菇珊瑚、腦狀珊瑚和手指珊
瑚。熱帶魚的種類不多，有一群群黑色的小熱帶
魚、橘色的小丑魚和趴在海底的三角魚。我興奮
地用手去摸，魚群很敏捷地閃開根本碰不到。海
水很鹹，吃了幾口水，沒興趣觀賞就登梯上船。
等待中，船長給了我們零食包、可樂或礦泉水當
午餐。女行家並不是最後上船的，我問她們為什
麼？她們說沒有想像中美，拿相機證明給我們看
，但對我這生平第一回浮潛已經很美了。第二個
浮潛點矮天堂，比祖哈的珊瑚礁小，但我瞰到了
一群群黃黑相間條紋的小熱帶魚，很是興奮。後
來女行家告知這是士官長魚，黃黑相間如士官長
臂章故名。可能是沒有經驗，我喝了幾口水，小
夥子就讓我上來。上頂層，扶欄遠眺，晴空朗朗
，海水碧綠，水面停泊兩三艘浮潛船，每艘船不
遠均有一兩位領隊帶領一群浮潛人順著洋流，背
臀朝上，埋頭觀賞海底景觀，可愛極了。第三個
浮潛點深天堂，我沒有下去。三十分鐘後暈海的
親家上船，暈暈眩眩直往衛生間嘔吐。肚子清空
了，他告訴我們，剛才在海裡發生的趣事，他一
輩子從來沒有看到這麼多美麗的熱帶魚在圍繞著
他，追逐嘔吐物。他不忍弄髒了浮潛點，趕緊
上船。晚餐親家又把這趣事用越南話與女婿說
，大家笑得眼淚都笑出來了。

（全文完）

墨西哥燕子島浮潛
呂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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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週四B9版）
懷揣IT博士學位的庫馬爾回到孟買，當他

滿懷喜悅找到戀人麗達時，看見麗達卻是身披
印度新娘妝，並告訴庫馬爾自己今天要與另一
個男人結婚，庫馬爾當場就被刺激的暈眩倒地
。麗達淚流滿面地急忙附身扶起庫馬爾，囑咐
身邊的女傭立即找車送庫馬爾去醫院救治。麗
達也要隨車去醫院，卻被父親發現並制止了。
婚禮現場上，麗達一直悄悄流淚，但她知道命
運就是這樣安排的，她無法抗拒，如果選擇了
與“賤民”庫馬爾結婚，她和父親的“?帝利”
種姓就不會讓他們活下去，自己和庫馬爾很可
能都會被“榮譽處決”，孤獨絕望的父親也不
可能會獨自活下去，離開庫馬爾，是給彼此都
留下一條生路。

庫馬爾並無大礙，救護車到醫院門口時他
正好神智恢復過來，車門開啟後他掙脫醫護人
員，馬上打車去麗達的婚禮現場。他沒有闖進
婚禮大廳，只在遠處觀望，他不打算破壞麗達
的婚禮，能夠理解麗達的苦衷。麗達與他是真
心相愛的，單是這一點就讓庫馬爾對麗達心懷
感激了！但是跨種姓婚姻，對低種姓的賤民來
說，那只是一種奢望，橫隔在他們之間那條萬
惡的種姓鴻溝，誰敢跨越？掉下去就是萬丈深
淵！理智清醒的庫馬爾只好在心底祝福麗達婚
姻幸福！

闊別故鄉5年多了，庫馬爾回家與家人團聚
，大哥已經是專為底層平民服務的律師，因為
是“賤民”出身的律師，很少有高種姓的客戶
聘請他處理法律糾紛。幾年前大哥與同村的一
個姑娘結了婚，他們的大兒子也已經上小學一
年級了，除了最小的妹妹還在上大學外，另外
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都有了的工作，父母也早
不做苦工，也沒住破爛的房子，而是與大哥大
嫂住進了在市郊租住的公寓樓。不僅如此，他
們老家的村莊環境衛生和村民的精神狀態都有
了很大的改變和提升。村裡所有的孩子都願意
上學讀書了，學校不僅學費全免，還免費提供
午餐。村小的教育品質也不斷提高，考進高品
質免費教育中學Jawahar Navodaya Vidyalayas的
學生越來越多。隨著印度免費醫療的推廣實施
，村民的健康狀態也得到很大的改善。 看到故

鄉的進步與變化，庫馬爾很想留在印度幹一番
事業，印度是軟體大國，號稱“世界辦公室”
，自己所學專業正好可以在印度施展才能。可
是，他的心裡很難忘卻與麗達的愛情，大哥知
道他的煩惱，就奉勸他還是去美國找工作，如
果在美國遇到了心儀的女孩，也就不至於再有
什麼“種姓”問題，更不會受到“榮譽處決”
。思前想後，庫馬爾再次去了美國。 紐約是世
界金融中心，他認為在那裡工作可以大有作為
。他往紐約各大IT公司寄送簡歷和求職信。短
短幾星期內，他先後面試了8家公司，最後進入
曼哈頓中城一家金融軟體發展公司。全公司有
1000多人，他在研發部工作。研發部有90多人
，華人與印度人各占15%，俄羅斯、中東裔同事
有好幾個，其他多為美國白人。 庫馬爾對資
訊技術興趣濃厚，他的電腦專業功底紮實，具
有很強的學習能力和分析資訊能力。IT工作的
專業性強而嚴謹，一個編碼沒編好，一個程式
沒設計好，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會受影響，甚至
要推倒重來。庫馬爾用心鑽研，拼命工作，每
晚加班，他不斷豐富和加強自己的資訊知識和
技術能力，每項研究都做得很好。一年後，他
跳槽到另一家大型軟體公司，年薪12萬美元。
有了這樣高的收入，他決定把父母都接到美國
來看看這個最繁華的世界，因此還可以減輕大
哥的經濟負擔。 大哥替父母辦理好了入美簽證
，買好機票並送父母登上了去美國的飛機，在
印度的幾個兄弟姐妹都同大哥一起到孟買機場
送行。當地報社記者還做了跟蹤報導，新聞標
題是《一個了不起的“賤民”家庭》，這篇報
導給予了底層社會人士極好的示範鼓勵。

父母乘坐的飛機經歷了近20個小時的飛行
後，庫馬爾在甘迺迪機場接到了他們。父母激
動地對兒子說：能夠坐上飛機在天上飛，還飛
到美國來同兒子一起生活，我們總覺得是在做
夢！雖然是“賤民”，但我們也活出了體面的
人生，今生無悔了！庫馬爾也很高興地贊同父
母的說法：對！我們都今生無悔了！

來美之前庫馬爾的父親就有頭痛症，在紐
約住了4個月後，父親感覺頭痛不適越來越嚴重
，庫馬爾立即準備聯繫去醫院，可是，怎樣聯
繫醫院？庫馬爾全然不知道。到美國後這麼多

年來，雖然他工作的公司為他買了醫保，他從
未生過病，絲毫不懂得該怎樣聯繫看醫生。父
母來美後他沒想到為父母買醫保，幾經周折後
他才知道沒有醫保就不能夠預約到醫生，如果
現在才申請購買醫保，還不知道能否批准，也
不知道何時能夠批准。有人告訴他說，沒買醫
保就只能夠看急診。急診就急診，庫馬爾以為
在美國看醫生會是像印度那麼簡單，就急忙帶
父親去了一家急診所。醫生瞭解他父親的病症
後認為問題比較嚴重，因此讓他做了CT腦部掃
描，診斷為腦癌晚期，這個消息讓庫馬爾五雷
轟頂。醫生知道他父親沒有醫保，治療費用會
貴得驚人，因此建議不必治療了。不治療？庫
馬爾無法接受這樣的事情，父親為全家人辛苦
一輩子，生病了卻不治療等死？“要治療！只
要有一線希望也要竭盡全力把我父親治好！”
醫生告訴庫馬爾，老人身體虛弱，不能開顱做
切除手術，可以做化療和質子刀放療，但對於
晚期腦癌病人來說，治癒的希望也非常渺茫。

遵循朋友指點，庫馬爾立即向醫保公司為
父親申請了醫保，20天后獲得了批准，每月繳
費300美元醫療保險費就可以享受醫療優惠福利
，患者治療自費部分就可以大幅度減少。他費
盡心力終於為父親辦理了治療手續，他父親開
始做化療。到醫院化療無須住院，每次化療幾十
分鐘就回家休息，間隔21天再做下一次化療。做
了四次化療之後開始質子刀放療，可是在第二次
放療後，父親的身體已經極度虛弱了，醫生再次
告訴庫馬爾治療已經毫無意義了... ... ?一個月後
父親去了另一個世界。庫馬爾父親幾次看醫生和
做化療，醫院給出的帳單自費部分還是讓庫馬爾
大吃一驚——18萬6千美元！若是沒買醫保，這
筆治療費將近100萬美元！

父親走了，庫馬爾背上了沉重的債務。母親
深陷喪失老伴的巨大悲痛之中不能自拔，神思恍
惚，也不想繼續留在美國，庫馬爾只好送母親回
印度，自己則必須繼續留在美國工作掙錢還債。

為了多掙錢，庫馬爾和幾個同行一起創業
搞網站設計公司，他們幾個分工合作，有人負責
設計圖形，確定網站格局和外表，有人負責編寫
網站運行程式，有人負責測試網站的穩定性，查
找和修補漏洞。他們用HTML和CSS做總編碼

，必要時配合使用PHP和Java等編緝語言。庫馬
爾負責測試網站。網站模式建立起來後，他要做
多種測試，看它是否可以在多種電腦平臺上正常
運作，是否可以使用多種流覽器，還要保證在對
網站做出調整和更改後，保證網站在任何電腦平
臺上都可以正常運行。網站模型經測試運作優良
後，他們開始接手網站專案了，他和夥伴們在如
何保存資訊方面花費了大量的時間。每一個專案
他們都反復測試幾種不同的方案。每個方案都各
有利弊，最後他們從為用戶提供方便的角度選定
方案，而不是採用他們這些軟體專家們認為更完
美的程式。

他們為律師、會計師、餐館、婚慶公司、超
市等眾多中小公司和個人設計網站，幫助他們推
廣生意。他們還設計了一個印度人交友網站，通
過網路聯絡平臺把紐約甚至全美的印度人聯繫起
來，為大家提供一個交流聯絡、交友約會、結伴
出遊、分享遊記和生活經驗的網站。使用這個交
友網站的人越來越多，點擊率也越來越高，吸引
了越來越多的商家在網站上做廣告。庫馬爾和朋
友們的工作既服務方便了紐約印度人的交往聯誼
，又增加了網站設計公司的額外收入。

他們開發設計這些網站，都是在不耽誤白
天工作的業餘時間裡做的，充分發揮了他們的技
術特長，也掙到了“外快”。現在，庫馬爾已經
還清了為父親治病欠下的債務，並且開始有了存
款。

有朋友問庫馬爾：“你人生的下一個目標是
什麼？”

他回答說：“籌集資金為印度孟買市建立
一家高水準的慈善醫院，專為底層的窮苦大眾治
病。”

“婚姻是如何考慮的？難道婚姻不是你人
生的下一個目標？”

“婚姻就隨緣吧！婚姻不是人生目標，只
是一種人生過程，我也期待擁有美好婚姻的人
生過程。我已經在印度人交友網站上公佈了個
人資訊，並且公示了自己的賤民身份，我相信
那個真正適合我的女人自然會到來。”

（全文完）李詩信

庫馬爾人生的下一個目標（三）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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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人工植牙 (Dental Implant)
根管治療 (Root Canal Treatment)
烤瓷牙冠,烤瓷嵌體當天一次完成(One Visit)
牙齒美容矯正(隱形牙箍)及一小時漂白(One Visit)
固定牙橋
全口假牙
部份假牙含或不含鉤子(Attachment)
各類牙齒拔除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成人及兒童牙科
全口口腔重建
牙周病治療
一般及深部洗牙
各類牙周病(牙槽骨及牙齦)修補手術

Steven Xue, D.D.S.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醫博士(USC)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博士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281-988-5930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

營業時間(七天)﹕Mon-Fri 9:30AM-6:30PM Sat. & Sun 10:00AM-6:00PM

時代牙醫中心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Medicaid under 21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薛志剛牙醫博士

We Smile Dental
微 笑 牙 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拔牙，補牙，
根管治療，牙齒美容及兒童牙科，
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副 刊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0915B01

“入境問俗”這是每個海外華人來到美國
的必修課。不同的文化交流和碰撞，產生了彼
此之間同情和理解，提升了社會進一步的和諧
與融合。我們華美老年協會正是搭建起了一個
來到美國華人與美國社會文化不斷溝通和交流
的社會平臺，長樂社就是其中之一。通常在每
年的暑假休會期間，很少組織大家聚在一起活
動，但是，長樂社根據會員自發的興趣和願望
，打破慣例，克服暑期聯繫不便的種種困難，
別開生面地組織了幾次深度的文化旅遊活動，
每次活動都吸引了眾多的參與者，每次活動都
是一場歷史文化的洗禮，也是一種美國各地自
然文明環境的薰陶。

說到馬里蘭州，就不能不瞭解馬里蘭州的
首府，安納波利斯（Annapolis）。我們這些新

移民，雖然來美國 MD 居
住多年，卻很少前往這個
首府所在地，道聽途說地
知道美國海軍學院，不知
道的它原來曾是 1783 年至
1784 年美國的臨時首都，
更少人知道它作為 MD 的
首府，已經度過了300多年

的歲月。她的名字來源於當時的英國王位繼承
人安妮公主，也就是英國歷史上有名的安妮女
王。當時的安納波利斯是一個比較富裕的地區
，那是就有了報紙和戲院，商業和航海業也相
當發達。只不過當巴爾的摩開通深水港後，才
有了海運重點的轉移。

我們要參觀的馬里蘭州文藝復興節就在這
個首府的一個小鎮上舉行。今年是整整40年
了。年復一年，形式都是傳承歷史，但今年更
有多元文化的融合與包容特色。我們長樂社發
起這次活動的組織者，別具匠心地選擇了勞動
節對老人免費開放的這一天，人員翻來覆去強
調符合老人標準和身體無恙，就連我這樣的身
體，也被再三盤問了幾次，可見安全第一和遵
規守法已經成為我們長樂社辦事的規矩。這就

是保證我們一路旅行路上放心，玩
的開心，家人省心。

這次我們會員又是滿滿一車人
“高歌猛進”，在介紹了安全注意
事項以後，開心果張明文，帶領我
們先學了一首簡單的“開心曲”，
女生唱完，男生唱，很快就熟悉了
。接著，又學了一首歌“鴻雁”，
反復播送，不知不覺才一個多小時
，就到了安納波利斯古香古色的文
化小鎮。十點鐘一般開場，進場之
前，我們就被濃濃的歐洲文藝復興
文化氣氛所感染了。我們好奇的與
那些身穿中世紀傳統服裝的遊客合
影拍照，而那些美麗燦爛的窈窕淑
女以及古靈精怪的男士們也欣然願
意與我們交流一展他們的濃墨重彩
和奇裝異服。

開場是在城堡上演的莎士比亞
20分鐘話劇中展開，接著就是英國
亨利國王和皇后的入城儀式，這些
演員的著裝都非常地道，演員的表
情唯肖微妙，十分到位。在這種中
世紀文化氛圍下，我們簇擁著走進
小鎮面積27英畝的森林和空曠古戰
場構成的城堡。第一個吸引我們駐

足的是欣賞宮廷舞蹈（Court &Peasant Dances
）。文藝復興音樂和舞蹈是最喜歡的消遣文化
，也是當時上層社會交際和運動的優雅形態。
接著我們又在不同的景點欣賞到了各種反映當
時社會故事的音樂，舞蹈，話劇，雜耍，和幽
默的啞劇，還有很多趣味性很強別開生面的互
動參與節目，基本上都是第一次欣賞到這樣精
彩刺激的表演。

除了眼睛觀賞表演之外就是用嘴巴品嚐吃
的文化，喝的文化，服裝的文化，紋身和臉譜
的文化，手工藝品製作的文化。足有一磅左右
的燒烤火雞大腿，成為我們每人贊不絕口的亮
點，隨處可見的烤肉片，賣花姑娘，新鮮的歐
式生啤酒也成為我們男男女女逢場作戲重歸文
藝復興時代品嚐生活趣味的美好記憶。加上小
鎮到處都是中世紀建築風格而建成的景點和商
舖，特色美食，古典藝術，迴盪的蘇格蘭風笛
，路邊拍打銅盆發出的優美音樂，大象漫步，
肩膀上鸚鵡怪獸向你頻頻點頭，身邊失之交臂
的國王和皇后以及那些令人眼花繚亂，不敢直
視的妖艷美女，直到看到我麼自己長樂社的會
員，彷彿才知道雖然漫步在中世紀歐洲歷史畫
卷里，那些盤頭修飾，皮膚紋花，目不暇接的
妙齡少女，舞臺上中世紀長河里的故事，台下
座無虛席的觀眾，在旋轉的高空轉輪外行走如
常的高人，悠揚的鄉村歌聲，如詩如畫的盔甲
頭飾，海盜妝素，豐滿俏麗的多情少女，神奇
的女巫，長袍加身的神父，這種種視覺的衝擊
，看得見摸得著的風土人情，讓我們領略到了
古樸純真的原汁原味文藝復興文化歡快氛圍，
似乎忘記了現在是21世紀的入秋時節。

最精彩的要數在寬闊的看臺上觀看身穿古
典馬甲長靴，佩戴閃閃頭盔的騎士的馬上表演
。我們耐心地坐在驕陽似火的烈日下，連鞋扣
都會變得燙手，何況是那些全副武裝的騎士，
他們肯定比蒸籠還更加難熬。但是，他們卻要
做一場面對面的搏鬥和競技較量。感謝我們的
會友關心和照顧，避免了烈日的暴曬，把我們
帶進了鼓角爭鳴，刀光劍影的古戰場。那些膘
肥體壯的戰馬，一個個真的賽過三國英雄呂布
和關羽用的“赤兔馬”，也勝過常山趙子龍大
戰長阪坡的“白龍馬”，看得殺聲四起，刀槍
折戟，心驚肉跳，想不到還是老將出馬，一個
頂倆，最後勝出的竟然是一個威風凜凜的“老
將黃忠”。我們也為這樣的結果感到欣慰！也
應驗中國人中世紀的文化“老驥伏櫪，志在千
里”！

下午四點，我們餘興未盡地相約踏上歸途
。雖然我們是第一次領略馬里蘭州文藝復興節

的風光，但也展示出我們不一樣的風采，遊園
里基本上只有我們華美長樂社一家是抱團行動
的，自始自終我們的特點就是“在一起照相，
在一起大口吃肉，在一起大杯喝酒，在一起觀
賞騎士表演”，雖然陸陸續續擦肩而過還有很
多，亞裔面孔，別具特色的是我們“在一起”
相互關心和照顧，充滿了人情和團隊的溫馨。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是私家旅遊
所難以感受的老有所樂，相輔相成，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的氛圍。“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
娟”。正應驗了“長樂社”潛移默化的華美文化。

有比較就能有鑑別。與在美國和中國其他
很多文化節相比，馬里蘭州文藝復興文化節的
特點就公眾的積極參與，很多遊客自己租借道
具和服裝，自己出資參與表演，有的表演一連
很多場，他們不辭辛苦，樂在其中，享受其中
。他和她們的演出很具有觀賞性和歷史的文化
底蘊。在這里，幾乎看不到組織者的影子和權
威，看得到就是節目單和小鎮的地圖。迷路時
問問身邊人，隨即可以得到熱情的幫助和指點
，沒有嘉賓，沒有當地官員，演員忘情的投入
表演，普通民眾自覺地參與融入，都表現了較
高尚的文化素養和演藝水準，門票收益應該是
比較合情合理的。這種展望自己文化歷史的活
動，我過去在美國並不多見，尤其是美國是個
偏好創新，善於忘記歷史創傷，“化敵為友”
的國家，而在這里使我們都感受到了強烈的一
種對於文藝復興文化繁榮的追求。正如中國文
化所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
之者”，我們這些新美國華人身在其中“樂不
思蜀”，就要有學習這種對於文化和文明有一
種“好之樂之”的精神。

撰稿者：大江大海里的一滴水。

感受2016馬裡蘭州文藝復興文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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