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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多元族裔選舉拉力活動
呼籲選民參與政治
為鼓勵選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由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員會
(Diversity Political Coalition)﹑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與振興社
區組織(Revitalize Communities)聯合舉辦的「慶祝多元族裔融
合拉力活動 (Celebrate Diversity Rally Featuring Voter Regis-
tration, Voting Information and Employment Empowerment)﹐
昨日在美南新聞大樓前廣場舉行﹐現場協助選民登記及提供
多樣化選舉資訊﹐也有超級盃工作招募﹐聯邦眾議員Al Green
應邀出席﹐吸引各族裔代表參與支持﹒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
席李蔚華呼籲民眾踴躍參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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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信貸決定都須經信貸批准。© 2016 Wells Fargo Bank, N.A. 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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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讓我們攜手為您的企業找出適合的信貸選擇，向您的業務 
目標加速前進。有了我們的網上資源、信用查詢工具和經驗 
豐富的華語專員，我們能夠齊心協助您的企業慎選信貸， 
持續往前邁進拓展業務。

瞭解您的信貸選擇，請上網 
wellsfargoworks.com/credit 
 （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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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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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訊）上週六在糖城舉行的第十三屆墨西哥灣國際龍舟
節龍舟大賽，台灣傳奇龍舟隊今年再度贏得佳績，從廿多組隊伍

中脫穎而出拿下第二名，全體成員感到無比興奮。
台灣傳奇龍舟隊僅以半秒之差，奪得亞軍，但

是全隊都感到十分高興，因為第
一名 Houston Hydra，成員有半
數是專業級的划龍船教練， 整
年集訓，實力堅強。第三名的隊
伍是華裔聯盟。在第二輪複賽和
決賽都相當激烈，贏和輸的距離
都極相近，船划過終點，選手都
不確定勝負，等到獲得証實才能
確認。

龍舟社會長金俊家表示，台灣傳奇龍舟隊
是一個完全單純獨立的組織，經費來自理事
會成員捐助，以及社區熱心人士贊助，費用
有限，但是整隊和恊愉快，在有限的經 費下
今年和去年都拿到第二名，今年成績比去年
進步，僅以些微之差輸給冠軍，可以說雖敗
猶榮，她感到驕傲，並以選手表現為榮。

今年台灣傳奇龍舟隊在比賽前集訓五週，
每週兩小時，這種持續練習達到了最佳效果
。德州龍舟恊會執行長大衛，稱讚團隊領導
能力佳，因為每次集 訓時出席人數整齊、守
時，而且隊員平均年齡年輕，體力好，在集
訓期間培養出合作默契和比賽技巧。

隊長趙善昌說，隊員有一半是去年的老隊員，今年加入的新
手許多是他們邀來的朋友、同學，每週的訓練時間相處，使大家
成為好朋友，他們覺得參加比賽是在做件好玩的事，沒有嚴重得
失心，因為有了集訓，比賽當天，他們心情輕鬆，等待比賽時，
他們先玩了一場排球，坐在樹蔭下打撲克牌。但是一坐上龍舟，
各就各位，他們立即進入比賽狀況，全力以赴。

台灣傳奇龍舟隊在今年的賽程中，每次都排在最近岸邊的水
道，划起來特別費力，因為離岸邊近水較淺，操槳特別需要力道
。

龍舟社會長金俊家一貫的態度就是提供選手最佳後援，比賽
當天提供豐富餐點，有早餐、午餐、點心、水果、飲料，帳篷下
的桌上總是不同食物出現，一如平時集訓練習，累了有東西吃，
渴了有水喝。不過吃的食品由隊長趙善昌她和仔細研究過，使選
手在參賽一整天處在最佳狀況。

糖城國際龍舟大賽
台灣傳奇再度拿下第二名

台灣同鄉聯誼會主辦
國慶健行活動
10月15日（Sat)上午7時30分至上午10時
糖城蠔溪公園

光鹽社營養課
10月15日（Sat)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9800 Town Park Dr.#255, Houston,TX.77036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主辦
國慶醫學講座
主題 「煙火傷害，燒燙傷及塵爆」
10月15日（Sat)下午2時至下午4時

僑教中心203室

「反暴力，要安全」 大遊行活動
10月15日（Sat)下午2時
Houston Galleria Westheimer

觀世音菩蕯寶旦
10月16日(Sun)上午11時
本頭公廟
10600 Turtlewood Ct. Houston,TX.77072

觀世音菩薩出家日寶旦
10月16日（Sun)中午12時

德州天后廟
1507 Delano, Houston,TX77003

紀念孫中山先生150周年誕辰研討會
大休斯頓地區中國聯合校友會與全美華人協會主辦
10月16日（Sun)上午11時至下午1時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TX. 77072

中華公所例會
10月16日（Sun）下午2時至下午4時
僑教中心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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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傳奇龍舟隊就位，即將開始第一回合初賽。

燦爛的笑容，一如清晨的朝陽，洒落在每一個人臉上。

【休斯敦全旅假期】
聖誕節去哪里？全旅假期聖誕專輯！

玩轉邁阿密：邁阿密、西礁
島、羅德岱堡、沼澤公園，只
要$325！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價格：$325/人（3人房）

行程特色：
1. 南佛州精華遊：邁阿密，西礁島，羅德岱堡等度假勝地，
豐富行程，省時省錢。
2. 兩大碼頭，兩大機場均免費接送。
聖誕假期去看雪！6/7天加拿大冬季洛磯山尊貴(溫泉)之旅！

Winter Splendid Canadian Rockies (Hot Springs)
價格：$449起
暢遊：基隆那 、維農市、三文灣、班芙、露易斯湖、甘露

市、溫哥華、維多利亞
冬季 Winter : Oct 17, 2016 – Apr 11, 2017

出發日期： 6天團 – 星期一、三、五；加開12/17, 20, 22,
24, 26

7天團 – 天天出發（星期六除外）；加開12/16, 17, 19, 20,
21, 22, 23, 24, 26, 27

保證住宿班芙市中心：
班芙國際酒店 Banff International Hotel
聖誕節暢遊夏威夷！夏威夷雙島五日遊 A / B
價格：$432起
出發日期：天天 (09/1- 12/22/2016)
夏威夷團費會因季節，假日有所調漲，請詢問業務人員
聖誕節我們去黃刀鎮看極光！
魔幻黃刀極光3-5日遊
2016/11/01至2017/04/30
保證天天開團
3天團價格：$39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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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現代化新屋社區，不一定要在Katy ,
Missouri City, 在離您上班地點最近的西南區的國際區即可找到。不僅
省下您大把的通勤時間，汽車的損耗，尤其交通尖峰時間的塞車損耗
時間，精力，由蘇點勇先生所開發的 「Ashford Terrace GatedCom-
munity 」是您住家的首選。這個 「有安全大門的Ashford 陽臺式社區
」僅 41 戶，已賣掉31 戶，只剩10 戶，現有特價到11月止，預購從
速。社區佔地3.63 英畝，2014 年蓋的新屋。最小的為三房，有1912

呎 ，另有2137 呎及2378 呎兩種有隔局的四房建築，充份利用的空間，更增加住家的實用性。這坐落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
（Dairy & Beechnut ), 具備安全大門的美麗社區，使您可以在短短幾分鐘內到達休士頓任何地方。屋子裏面配有各種不銹鋼家
用電器，定制的櫥櫃和花崗巖檯面，成為您和您家人的完美的家。社區內有專人打理庭院，幾乎不需要做維修院子的工作，社
區內有24 小時安全門和充足的私人停車位，讓我們的房子之一部份，成為您的家-----Ashford 陽臺式社區！

這有安全大門的Ashford 陽臺式社區，僅為22 萬元起價！2378呎為24,8880元！現有特價到11月止，預購從速。是人人都
買得起的高級現代化住宅。請聯繫經紀人 Keith Galloway (832)987-3066, 講中文的可直撥中文專線蘇點勇（Jeff D. Suh ) : (281)
774 -8999

TEL:713-568-8889

休斯頓旅遊權威
全旅假期特別提醒！

由於國航取消航班，凡是在我社購買中國國際航空 
Air China 機票，

7 月 26 日 CA995 北京 - 休斯頓
7 月 27 日 CA996 休斯頓 - 北京
出發及返回的乘客，請盡快與我社聯繫，以確認你

的航班時間！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漂亮
的現代化新屋社區，不一定要
在 Katy ,Missouri City, 在 離 您
上班地點最近的西南區的國際
區即可找到。不僅省下您大把
的通勤時間，汽車的損耗，尤
其交通尖峰時間的塞車損耗時
間，精力，由蘇點勇先生所開
發 的「 Ashford Terrace Gated 
Community 」是您住家的首選。

這 個「 有 安 全 大 門 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僅 41 戶，已賣掉 21 戶，只剩 20 戶，
社區佔地 3.63 英畝，2014 年蓋的新屋。最小的為三房，有

（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百佳商場」內，百佳超巿旁的
「來來餃子館」自今年三月四日推出北方特色早點後，於日前
更新推出台灣特色小炒，由休巿著名的台菜名師葉師傅主理。

「來來餃子館」的台灣特色小炒，有三杯雞，三杯小卷，
熏雞，熏鴨，韭菜豬紅，老酒鎮蝦，糟溜魚片，水煮魚片，生
炒魚片，豬耳朵拌黃瓜，香辣魚片，椒鹽大腸，三杯大腸，九
層塔炒蜆，九層塔炒螺肉，紅燒三文魚頭，客家小炒，鹹蛋苦
瓜，蝦卷，豆瓣魚，五更腸旺等等，都是葉師傅的拿手名菜。

「來來餃子館」將於今年 6 月 1 日起，每天早上八點起即
推出早點，內容包括：油條，煎餅果子，油炸糕，蔥油餅，麵條，
水餃，鍋貼，爐包，雞湯餛飩，特色鍋巴菜，甜沫，甜、鹹豆腦，
煎蛋，茶葉蛋，牛肉夾餅 ------ 等等，為休士頓中國城的「早
起一族」， 「上班族」更增添生命的色彩。讓您從每天的開始，
就吃的開開心心，營養健康，累積一整天工作的能量！

「來來餃子館」除了以麵點馳名外，他們所推出的新鮮石

1912 呎 ，另有 2137 呎及 2378 呎兩種
隔局的四房建築，充份利用的空間，
更增加住家的實用性。這坐落在國際
區的心臟位置 （Dairy & Beechnut ), 具
備安全大門的美麗社區，使您可以在
短短幾分鐘內到達休士頓任何地方。
屋子裏面配有各種不銹鋼家用電器，
定制的櫥櫃和花崗巖檯面，成為您和
您家人的完美的家。社區內有專人打
理庭院，幾乎不需要做維修院子的工作，社區內有 24 小時安
全門和充足的私人停車位，讓我們的房子之一部份，成為您
的家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這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僅為 22 萬元起價！

地產開發商蘇點勇 
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為您推出

「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台式社區」

是人人都
買 得 起 的 高 級 現 代 化 住 宅。 請 聯 繫 經 紀 人 Keith 

Galloway (832)987-3066, 講中文的可直撥中文專綫蘇點勇（ 
Jeff D. Suh ) : (281) 774 -8999

來來餃子館新推台灣特色小炒
葉師傅主理
三杯大腸，三杯小卷，五更腸旺，百吃不厭

斑魚丸，魚皮，魚臉肉，魚排，大鍋貼，手抓餅也遠近馳名，是
僑胞們的最愛，每週

必要報到之處。尤其他們的「新鮮石斑魚丸」更是休市獨家青
島「斉海魚聖」連鎖店的美國第一家分店，值得大家一吃再吃，
細細品味。

「來來餃子館」
在「百佳商場」內， 
地址： 
9262 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36, 
電話：
713-271-0080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漂亮
的現代化新屋社區，不一定要
在 Katy ,Missouri City, 在 離 您
上班地點最近的西南區的國際
區即可找到。不僅省下您大把
的通勤時間，汽車的損耗，尤
其交通尖峰時間的塞車損耗時
間，精力，由蘇點勇先生所開
發 的「 Ashford Terrace Gated 
Community 」是您住家的首選。

這 個「 有 安 全 大 門 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僅 41 戶，已賣掉 21 戶，只剩 20 戶，
社區佔地 3.63 英畝，2014 年蓋的新屋。最小的為三房，有

（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百佳商場」內，百佳超巿旁的
「來來餃子館」自今年三月四日推出北方特色早點後，於日前
更新推出台灣特色小炒，由休巿著名的台菜名師葉師傅主理。

「來來餃子館」的台灣特色小炒，有三杯雞，三杯小卷，
熏雞，熏鴨，韭菜豬紅，老酒鎮蝦，糟溜魚片，水煮魚片，生
炒魚片，豬耳朵拌黃瓜，香辣魚片，椒鹽大腸，三杯大腸，九
層塔炒蜆，九層塔炒螺肉，紅燒三文魚頭，客家小炒，鹹蛋苦
瓜，蝦卷，豆瓣魚，五更腸旺等等，都是葉師傅的拿手名菜。

「來來餃子館」將於今年 6 月 1 日起，每天早上八點起即
推出早點，內容包括：油條，煎餅果子，油炸糕，蔥油餅，麵條，
水餃，鍋貼，爐包，雞湯餛飩，特色鍋巴菜，甜沫，甜、鹹豆腦，
煎蛋，茶葉蛋，牛肉夾餅 ------ 等等，為休士頓中國城的「早
起一族」， 「上班族」更增添生命的色彩。讓您從每天的開始，
就吃的開開心心，營養健康，累積一整天工作的能量！

「來來餃子館」除了以麵點馳名外，他們所推出的新鮮石

1912 呎 ，另有 2137 呎及 2378 呎兩種
隔局的四房建築，充份利用的空間，
更增加住家的實用性。這坐落在國際
區的心臟位置 （Dairy & Beechnut ), 具
備安全大門的美麗社區，使您可以在
短短幾分鐘內到達休士頓任何地方。
屋子裏面配有各種不銹鋼家用電器，
定制的櫥櫃和花崗巖檯面，成為您和
您家人的完美的家。社區內有專人打
理庭院，幾乎不需要做維修院子的工作，社區內有 24 小時安
全門和充足的私人停車位，讓我們的房子之一部份，成為您
的家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這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僅為 22 萬元起價！

地產開發商蘇點勇 
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為您推出

「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台式社區」

是人人都
買 得 起 的 高 級 現 代 化 住 宅。 請 聯 繫 經 紀 人 Keith 

Galloway (832)987-3066, 講中文的可直撥中文專綫蘇點勇（ 
Jeff D. Suh ) : (281) 774 -8999

來來餃子館新推台灣特色小炒
葉師傅主理
三杯大腸，三杯小卷，五更腸旺，百吃不厭

斑魚丸，魚皮，魚臉肉，魚排，大鍋貼，手抓餅也遠近馳名，是
僑胞們的最愛，每週

必要報到之處。尤其他們的「新鮮石斑魚丸」更是休市獨家青
島「斉海魚聖」連鎖店的美國第一家分店，值得大家一吃再吃，
細細品味。

「來來餃子館」
在「百佳商場」內， 
地址： 
9262 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36, 
電話：
713-271-0080

華美易經學社會費
感謝各位會友的支持 , 讓我們在 2016 年 6 月 18 日召開的第一次會員大會非常圓

滿成功 . 我們最近收到一些來信 , 表示 6 月 18 日當天因故無法出席 , 但仍希望加入
華美易經學社 , 同時詢問如何繳交會費 . 對於這些 6 月 18 日無法出席 , 但仍希望加
入華美易經學社或已填表加入 , 但尚未繳交會費的朋友 , 煩請您將 $20 支票 , 抬頭寫 
( pay to the order) : Meiling Wang, 寄至 14107 Ragus Lake Dr., Sugar Land, TX 77498, 並
在支票 memo 處 , 註明 " 華美易經學社 ", 即完成入會手續 .

謹此  順祝暑安  並謝合作

華美易經學社  謹啟

地產開發商蘇點勇 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為您推出

「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台式社區」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漂亮的現代化新屋社區，不一定要在 Katy ,Missouri City, 在離您上班地

點最近的西南區的國際區即可找到。不僅省下您大把的通勤時間，汽車的損耗，尤其交通尖峰時
間的塞車損耗時間，精力，由蘇點勇先生所開發的「 Ashford Terrace GatedCommunity 」是您住
家的首選。這個「 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僅 41 戶，已賣掉 21 戶，只剩 20 戶，社
區佔地 3.63 英畝，2014 年蓋的新屋。最小的為三房，有 1912 呎 ，另有 2137 呎及 2378 呎兩種有
隔局的四房建築，充份利用的空間，更增加住家的實用性。這坐落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 （Dairy 
& Beechnut ), 具備安全大門的美麗社區，使您可以在短短幾分鐘內到達休士頓任何地方。屋子裏
面配有各種不銹鋼家用電器，定制的櫥櫃和花崗巖檯面，成為您和您家人的完美的家。社區內有
專人打理庭院，幾乎不需要做維修院子的工作，社區內有 24 小時安全門和充足的私人停車位，
讓我們的房子之一部份，成為您的家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這有安全大門的Ashford 陽臺式社區，僅為22 萬元起價！是人人都買得起的高級現代化住宅。
請聯繫經紀人 Keith Galloway (832)987-3066, 講中文的可直撥中文專綫蘇點勇（Jeff D. Suh ) : (281) 
774 -8999

地產開發商蘇點勇 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為您推出
「有安全大門的Ashford陽台式社區」 現僅餘十戶，預購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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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屆年度 Conroe 大美味鯰
魚節10月14日至16日隆重登場，
和往年一樣，今年的節日將繼續推
出精彩的大美味和德州音樂表演，
並且在周末的三個舞台上展示。

這項以親朋好友為主題參加的
節日將有當地，全美著名的音樂家
現場不中斷演出，美味的食品攤位
將提供各種美味的節日美食食品的
類似更是豐富多樣，同時參加者還
可以買到藝術和手工作品，專業的
嘉年華會，教育展等等，以及選出
今年的節日佳麗。

此外，在兒童專區周末還推出
各種適合兒童的活動和特別的舞台演出。 更多活動信息請查看節日網站：

http://conroecajuncatfishfestival.com/info/

NBA火箭隊球鮑比•布朗
曬“長城刻字”照片 遭質疑後道歉

（本報訊） NBA火箭隊球員鮑比•布朗
日前和其他隊員在中國北京游覽長城後於微博
上傳了一張照片，照片中他展示了自己在長城
磚上刻下的名字和自己的球衣號碼。微博發布
後引發網友的極大不滿，許多網友譴責鮑比•
布朗破壞文物。

鮑比•布朗已經公開道歉，希望能得到批
評者的原諒。

負責景區的管理人員稱“不管是中國人還
是外國人，在長城上亂塗亂畫是禁止的。作為
世界文化遺產，長城不光需要中國人保護，國
外游客也應該共同保護。”

這位負責人表示，《長城保護條例》在第
十八條“禁止在長城上從事下列活動”中明確
規定，刻劃、塗污長城是被禁止的。

據報道，鮑比所在的火箭隊隊員和鵜鶘隊
兩支球隊的球員再參加北京世界環球賽期間到
慕田峪長城游覽。興奮之余竟在具有2221年悠

久歷史的長城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和球
衣號碼，之後並穿上微博，“今日中
國長城歡快之旅”。

這一做法迅速遭到中國網友的不
滿，一名網友尖銳的指出：你還以此
為傲嗎？這是世界歷史遺跡，不是你
家的廁所”，鮑比•布朗隨後刪除了
這段信息。

32歲的布朗在隨後的道歉信中寫
道：“我們對長城充滿了興奮，這是
我第一次這樣做，我犯了一個錯誤，
將不會重復這種做法，我在中國打球
已經三年，對中國文化非常敬重，周
圍所有的朋友對我都非常好，我也真
心對自己的過失表示歉意。

出生於1984年的鮑比•布朗身高1.84米，
體重84公斤，現效力於休斯敦火箭隊，是火箭
隊的控球後衛。

2016美國總統大選進入衝刺階段
美南日報開設“我看总统大選”周末專欄

（本報訊）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進入最後衝刺階段，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果被稱做是預測
難度最大的一屆，截止目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裡已完成本月9日
的第二場辯論，雙方激烈角逐，難分高下。

此次大選也引起僑社各界的高度關注，本報編輯部近日接到不少讀者的電話和來信，紛紛發
表對今年大選的看法，本報已在周末特別開設“我看总统大選”周末專欄，歡迎讀者踊躍投稿，
各抒己見。

來稿請用電子郵件傳至 scdailynewsroom@gmail.com 字數不超過800字，要求觀點明確，言
簡意賅。

Conroe大美味鯰魚節
10月14日至16日隆重登場

concerns about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me.
But Yue Gang, a military commentator and retired 
PLA colonel, said: “THAAD is a common threat to 
both China and Russia. This joint exercise will serve 
as a warning to the US and also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two countries’ 
military cooperation 
following their 
diplomatic 
consensus [over the 
missile system].”
He said the two 
nations’ combined 
military strength 
would enable them 
to defend each other 
in the event of a 
missile attack.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and his Russian counterpart, Sergey Lavrov, 
last week said the missile system posed a direct threat 
to the strategic security of China and Russia.
Song Zhongping, a Beijing-based analyst, said: “For 
China, the air force and the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may join the exercise due to their focus on aerospace 
and defensive strategy.”
The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formed in December 
as part of military reforms, is at the core of China’s 
information and cyberwarfare forces, and also covers 
aerospace reconnaissance.
Russia and China have not entered into a formal 
military alliance, but the two countries have stepped 
up cooperation between their armed forces in recent 
years.
Russian Defence Minister Sergei Shoigu said on 
Friday that the countries would increase joint military 
drills this year, conducting ground and naval exercises.
Shoigu’s Chinese counterpart, Chang Wanquan, said 
both nations faced a “more complicated situation”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at required them to cooperate 
more fully.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
diplomacy-defence/article)

Yao Ming Appointed As China’s Ambassador To Mars
ice, as well as the planet's internal structure and search 
for possible signs of life.
The mission will launch on a Long March 5 rocket 
from the new Wenchang spaceport on the island 
province of Hainan 
in summer 2020.
After around 
seven months and 
400m kilometres, 
the mission will 
attempt to enter 
Mars orbit and 
achieve the 
orbiting, landing 
and roving aspects 
of the mission.
Dr Wu Ji,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Space Science Centre 
in Beijing which develops space science payloads, 
revealed to gbtimes in February that the orbiter will 
have on board space particle detectors and cameras 
capable of detecting methane – the presence of which 
may indicate biological processes occurring on Mars.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for National Defence (SASTIND) has also 

opened a public 
competition for 
a name and an 
iconic logo for the 
mission.
While China's 
2020 mission 
is ambitious, 
Zhang said that 
it will also be a 
demonstration of 
technology needed for an unprecented Mars sample 
return mission around 2030.
The same instrument allowed China’s Yutu rover to 
image around 400m below the lunar surface, making 
intriguing discoveries about the composition and 
history of the Moon, such as evidence of volcanic 

Planet with Yinghuo-1 on the back of Russia’s exciting 
Phobos-Grunt mission to return samples from one of 
the moons of Mars in 2011, but the spacecraft failed to 
leave Earth orbit.  (Courtesy http://gbtimes.com/china)

com)
Related

China Unveils Its Mars 2020 Probe 
And Science Goals

China has released 
images of its orbiter, 
lander and rover for 
its ambitious 2020 
Mars mission, along 
with details of the 

to be sent to the Red 
Planet.
Chief architect 
of the mission, 
Zhang Rongqiao, told a press conference in Beijing 
on Tuesday that the mission will be complex and 
ambitious, including an orbiter, lander and rover.
The lander will carry a gasbag, a parachute and reverse 
thrust engines in order to achieve a safe landing, while 
factors such as the long-distance data transmission 
delay means that the rover will have a high autonomy.
The science goals include studying the Martian 
topography, soil, environment, atmosphere and water 

China has appointed basketball star and Internet 
celebrity Yao Ming as the country's ambassador to 
Mars, an article published by rt.com said.
Ming however will be carrying out his duties on Earth 

2020, the report said.
With the help of the 2.29-meter-tall (7ft 6 in) athlete, 
the government hopes to generate interest and support 
for its effort to send a rover to Mars. China's rover will 
join NASA's Curiosity spacecraft on the planet.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hina has recruited eleven ambassadors who 

Ping, coach of the women's Olympic volleyball team. 
The Boyband TFBOYS were also nominated as 
ambassadors.
The report however, said that China has no plans to put 
a man on Mars but aims to build a base on the moon.

China can take 
advantage of Yao 
Ming's popularity, 
not only as a 
sportsman who 
played in the NBA 
for the Houston 
Rockets, but also 
as an Internet 
sensation with his 
famous laughing 

face which is now a popular online meme. These could 
help enhance support for the costly mission, the report 
said.
Despite an injury in 2008, Yao Ming led the opening 
ceremony at the Beijing Olympics and showed his 
support for the country by playing in the tournament.
In 2020, China plans to send a mission to Mars to 
study the atmosphere and the planet's soil through a 
solar-powered 200-kg rover. A campaign was already 
initiated by the National Space Administration to 
gather public support by soliciting submissions for the 
mission's name and logo.
If the mission succeeds, China will become the second 
country to send a rover to Mars. In 2003, China has 
successfully placed a man in space,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the U.S. and Russia. (Courtesy en.yibada.

blasted Washington’s plans to deploy a missile defence 
system, saying it would prompt a new arms race.

another joint computer-simulated missile-defence 
exercise next year in 
response to proposed US 
deployments in Northeast 
Asia and Europe. The two 

such drill in May.
Chinese deputy chief of 
the Joint Staff Department, 
Admiral Sun Jianguo, and 
Russian Deputy Defence 
Minister Anatoly Antonov 
spoke to the media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Xiangshan 
Forum in Beijing. It is 
China’s alternative to the 
annual Asian Security 
Summit, or Shangri-La 
Dialogue, in Singapore.

countries used the press 
conference to argue that Beijing and Moscow would 
be harmed by the American defence systems in Europe 
and Asia.
Major General Cai Jun criticised plans by Washington 

and Seoul to deploy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ce (THAAD) system in South Korea.
Cai said the deployment would “further strengthen 
unilateralism and the tendency to use or threaten to 

countries to adapt to the risks and thus “causing a 
vicious circle”.
“[This] will not only jeopardise regional stability, 
but also spark an arms race and even expand to outer 
space.”
Russia’s Lieutenant General Viktor Poznikhir said US 
plans for missile defence systems in Europe and South 
Korea were presumptuous and arrogant.
“The US uses other countries’ territory to protect its 
national security, as all [missile defence] systems 
are controlled by the Pentagon, which has the right 
to decide who needs to be defended, and when to 
defend,” he said.

becoming a human shield for the unpredictable US 
missile defence moves.”
Both sides criticised 
Washington for 
withdrawing from the Anti-
Ballistic Missile (ABM) 
Treaty in 2002, to allow the 
US to further develop its 
ABM systems, and said this 
decision had forced China 
and Russia to launch their 
joint computer-simulated 
drills.
“The Sino-Russia joint anti-
missile drill has enhanced 
our armies’ joint operational 
combat capability,” Cai 
said, adding that both sides 
were still studying the issue 
as well as the level of their 
second round of joint drills.

Beijing-based analyst Li Jie said China and Russia 
had been forced to cooperate by aggressive US 
missile-defence expansion.
“The deployment of THAAD in South Korea means 

Washington is 
going to use China 
as its front line for 
its missile defence 
system,” he said.
US plans for a 
European missile 
defence shield 
would similarly turn 
Russia’s neighbours, 
Poland and Romania, 
into US defence 
bases, he said.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
diplomacy-defence/article)
Related
China, Russia to hold missile defence drills, 

amid opposition to US plans to deploy 
missile shield in South Korea

Moscow and Beijing say exercises not focused on a 
third party, but analysts believe the drills are clearly 
aimed at deterring the US deployment of the missile 
system

simulated missile defence exercises this month.
Analysts said the move was a response to US proposals 
to deploy an anti-missile shiel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hich China and Russia strongly oppose.
Beijing and Moscow say the plans to set up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ce system, or 
THAAD, in South Korea pose a threat to their security.
The decision to hold the missile defence exercises 
in Russia was announced by both nations’ defence 
ministries.
The drills would use “the combined operations of 
Russian and Chinese air and missile defence task 
forces” to provide protection “from sudden or 
provocative ¬ballistic or cruise missile attacks”, the 
Russian ministry said.
China and Russia said the drills did not target a third 
party, but analysts said they were clearly aimed at 
deterring the United States from deploying the missile 
system in South Korea.
The US says it is still discussing the deployment with 
South Korea and that it is responding to growin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Yao Ming, in front of a photo of the planet Mars, waves to 
the crowd as he watches the game between the Houston 
Rockets, his former team, and the New Orleans Pelicans. 
(Photo/Getty Images)

A newly released image of China's 
Mars 2020 orbiter, lander, rover 
mission leaving Earth. (Photo: 
Xinhua)

China's Mars 2020 lander using 
thrusters for landing on Mars. 
(Photo/Xinhua).

The rover will carry a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that could reveal a 
much about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Mars. (Photo/Xinhua)

Artist's Depiction Of First Humans 
On Mars

Former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Bob Hawke speaks                                                                                                 
at the Xiangshan Forum in Beijing. (Photo/ImagineChina)

Chinese missile batteries pictured 
during the huge military parade 
held in Beijing last September. 

(Photo/Reuters)

A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interceptor is 
launched during a successful 
intercept test in this undated 
handout photo provid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ce, Missile 
Defence Agency. Photo: Reuters

China And Russia Close Ranks Against
U.S. Missile-Defence Systems



B10時事圖片

綜合經濟

星期四 2016年10月13日 Thursday, October 13, 2016

阿根廷舉辦燒烤錦標賽
各式烤肉看著就饞

印度民眾跳傳統民間舞蹈慶祝九夜節

近日，印度蘇拉特，印度教信徒表演壹種傳統民間舞蹈Garba，慶祝九夜節。

當地時間10月10日，薩爾瓦多聖薩爾瓦多市，薩爾瓦多舉行全國地

震演習，並以此紀念1986年大地震30周年。

當地時間2016年10月9日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來

自全國各地的代表們參加燒烤

比賽。活動上各式各樣的烤肉

讓人看了就流口水。

乾隆禦用獵槍將於倫敦拍賣
估價超千萬人民幣

10月11日消息，中國清代乾隆皇帝的壹支禦用獵槍將於11月在英國倫敦蘇富比拍賣行拍賣，估價150

萬英鎊（約合1243萬元人民幣）。

薩爾瓦多舉行全國地震演習
紀念1986年大地震

綜合報道 據路透社消息，當地時間

10月 7日，美國聯邦法院判決三星侵犯

了蘋果手機外觀專利，三星需賠償1.2億

美元。

此次判決圍繞

的專利涉及“滑動

解鎖＂、“拼寫自

動糾正＂和“快速

連接＂等，産品範

圍包括了兩家公司

地手機和平板産品

。其中，大多數賠

償 金 —— 約 9870

萬美元都是針對手

機號探測專利的，

此前三星被裁定並

未侵犯該專利。另

外，美國聯邦巡回

上訴法庭還在今年 2月月裁定其他兩項

專利是無效的，但 10月 7日的判決則基

于此前從未在上訴中提出的問題，或庭

審記錄以外的信息，而將其判定爲錯誤

裁決。

公開報道顯示，蘋果和三星的官司

是一場曆時五年的持久戰。

2011 年，蘋果起訴三星抄襲了

iPhone 的外觀專利，利用蘋果的品牌以

及與消費者的關聯獲利。

2012年，當時法院一審判決蘋果獲

得 10.05億美元的專利賠償。但三星對賠

償數額提出異議。2014年，蘋果一度勝

訴，法庭判決三星應向蘋果賠償9.3億美

元。當時陪審團認爲，三星侵犯了蘋果

的多項專利，包括與 iPhone設計和外觀

相關的專利。蘋果雖然獲得賠款，但其

要求禁止三星侵權産品銷售的請求被法

院駁回。

但沒過多久，蘋果勝訴的裁定又被

駁回，因爲法院認爲蘋果起訴三星案例

並不在商業外觀法律保護範圍內，因爲

它涉及的是産品的功能。

上訴法院表示，商業外觀是針對産

品包裝或呈現方式的法律術語，如果給

予蘋果這樣的保護，那麽蘋果將永久壟

斷這些功能。所以，“駁回＂2012年的

判決，對其中部分判決進行了改判，即

在9.3億美元的賠償中，上訴法院要求聖

何塞地方法院重新考慮與商業外觀侵權

相關的3.82億美元賠償。

不過，目前在最新版 iOS 10操作系

統中，蘋果公司已不再使用“滑動解鎖

＂功能，而是改爲讓用戶“按下Home鍵

＂以解鎖手機。

蘋果公司和三星之間另一樁備受矚

目的訴訟案，將于下周二（北京時間 10

月 13日）繼續在美國最高法庭受審。去

年 12月，三星曾承諾就設計專利糾紛向

蘋果支付 5.48 億美元。據彭博社報道，

此案的結果將判定三星因其侵犯 iPhone

設計專利而向蘋果公司作出多少賠償。

裏士滿大學法學院教授詹姆斯· 吉布

森在給路透社的一封郵件中表示，10月7

日判決對那些希望獲得專利保護的人來

說是一個重要的先例，這也是蘋果的重

大勝利。

事實上，蘋果與三星的專利戰爭在

喬布斯時代就已經埋下引線。“蘋果之

父＂喬布斯在世時，曾于 2010年 3月向

自己的傳記作者沃爾特· 艾薩克森明確表

達了自己對Android陣營的態度：“我會

用盡最後一口氣和蘋果200億現金儲備中

的每一分錢來糾正這個錯誤。我要摧毀

Android，因爲這是偷來的産品。我要對

它發動一場熱核戰爭。＂不過當時喬布

斯主要針對的是HTC的觸屏手機。

美聯邦法院裁定滑動解鎖專利
屬于蘋果 要三星賠償1.2億美元

中國首富王健林最近麻煩不斷，

先是和迪士尼的口水仗讓他備受爭議

，又是收購派拉蒙遇到阻礙，近日又

爆出萬達涉嫌賄賂 30萬的醜聞。這一

系列麻煩事兒都將王健林和他的萬達

帝國推向了風口浪尖。

隨著上海迪士尼的開幕，王健林

與迪士尼之間的恩恩怨怨就此開始。

2016年 5月，王健林在一次公司內部

講話上放出豪言，要讓迪士尼在 20年

之內無法盈利。王健林說：迪士尼的

高昂成本是他完全不能理解的，客戶

的流失是必然性的。另外，迪士尼在

內地必須面對萬達的阻擊。萬達在大

陸擁有15-20個主題樂園，在數量上大

大超越了迪士尼的數量。這使得王健

林對迪士尼的未來極爲看衰，而迪士

尼一方似乎並沒打算給首富留面子，

緊接著就做出了還擊。

迪士尼先就萬達樂園的侵權事件

做出質疑，又發表言論稱王健林先生

在損害迪士尼樂園的業務，對此感到

不解。萬達同天做出回應，稱侵權行

爲與萬達無關。

王健林對迪士尼的強勢態度並非

子虛烏有，萬達與迪士尼的對抗並沒

僅限于國內，王健林一早就開始著手

自己的大計劃了。據外媒報道，早在

今年 2月，萬達集團就與法國歐尚集

團簽約，雙方共同合作開發巴黎的大

型文化旅遊商業綜合項目。該項目是

中法最大投資項目，也創造了歐洲曆

史上最大的投資項目。有分析人士透

露，王健林將主題樂園概念複制到海

外，其真實目的就是與迪士尼進行正

面交鋒。據易讀財經查閱外媒報道，

王健林在英國也有類似的投資項目，

也在建立一個超大型主題樂園。

這場萬達與迪士尼的大戰，戰火

已經蔓延全球。而王健林也早已透露

，未來萬達集團的三成收入將來自海

外業務。

然而首富的大計劃進行的並不順

利，問題接踵而來。有日本媒體報道

稱，萬達在國內建設的大型主題樂園

中出現山寨和突然關停的現象。日本

媒體在報道中指出，由于沒有自己的

動畫形象做支撐，萬達主題樂園涉嫌

抄襲的形象比比皆是，園內

的娛樂設施還經常出現突然

關停的現象。這一次對抗迪

士尼的計劃，恐怕充滿了未

知。

日本經濟新聞報道稱，

萬達耗資 240億元在合肥、無

錫、南昌等地開設主題樂園

。在地域上對迪士尼進行包

圍，到 2020 年，萬達還將在

廣州、重慶、黑龍江等地開

設樂園。有業內人士分析稱

：王健林此舉意在通過數量

壓制迪士尼樂園，但是過多

在二三線城市投入巨大的成本，未來

盈利狀況並不理想。

由于經濟增長和物質文化生活的

需求，中國人的消費開始向海外轉移

。每年有大約 1億人選擇海外旅遊，

國內市場的萎縮已經有目共睹。萬達

此時大規模籌建主題樂園，是不是爲

時已晚呢？

國內媒體調查萬達樂園經營現

狀，報道中寫到：武漢的主題樂園

于今年 7月突然關閉，南昌的萬達城

又由于山寨惹禍上身，合肥的萬達

城中充滿了山寨動漫角色。樂園中

的項目幾乎沒有人排隊，200 多元的

票價定位似乎偏高，遊客們正在加

速流失。

王健林眼中的萬達樂園將是世

界級的超級旅遊項目，而轉回現實

，在首富面前的問題似乎比期許多

了一些。

中國首富超級計劃被打臉迪士尼偷笑 非洲乍得要罰
美國石油公司
740億美元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 10月 5日，在乍得首都恩

賈梅納，乍得最高法院宣布了對美國石油公司埃

克森美孚的訴訟判決，埃克森美孚公司在過去 15

年時間裏未能盡到自己的交稅義務，需交罰款740

億美元，外加8.19億美元的稅款。

乍得政府給埃克森美孚開出的罰單，超過了

2010年英國石油公司在深水地平線災難後面臨的

616億美元罰款。同時，這也是埃克森美孚1989年

阿拉斯加石油泄漏所交罰款的70多倍。

世界銀行評估乍得的GDP爲130億美元，換句

話說，乍得要求埃克森美孚交的罰款幾乎是本國

GDP的5倍多。

“乍得政府不可能收回這麽多的罰款。這相

當于讓埃克森美孚損失了在乍得的所有資産。我

不認爲他們在乍得的資産能抵消掉如此巨額的罰

款。＂洛杉矶洛約拉法學院國際法教師在接受彭

博社采訪時說。

埃克森美孚是全球範圍內最大的石油生産商

，從 2001年開始在乍得展開業務，2003年開始生

産石油。此外，埃克森美孚還經營乍得到喀麥隆

碼頭的石油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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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槍擊案』 造成三人死亡
一8歲男孩順利脫險

（記者陳松編譯/信息來源 www.abc13.com）10 月 11 日晚 9 時許，在德州 Fort Bent 郡（Aliso
Canyon Lane）靠近Beechnut街的一處民宅內發生一起特大槍擊致人死亡案件，共造成三人死亡。
其中一名年僅8歲的男孩死裡逃生。

據警方表示：當警方到達現場時，發現兩名成年人死於家中。經初步調查，受害人分別是丈夫
Ali Edris，男性，58歲。妻子Sofya Ali，33 歲。兒子Edris，24歲。已經確認Sofya Ali及Edris 在案發
現場當場死亡。Ali Edris 也遭受槍傷，在送往Herman Memorial 醫院搶救.

初步的調查結果顯示 Edris 和 Sofya Ali 被致命槍擊。Ali Edris 曾調轉槍口對準自己，沒有找到
其他的嫌疑人, 三個人被槍殺是在其家中發生的。

據說，槍手身受重傷，已經即時送往位於市中心的醫院進行搶救，但隨後被宣布死亡。
據鄰居Annie Mendoza 回憶：她聽到三，四聲槍聲，接著有人在按門鈴，一個小男孩帶著尖叫

聲求救，並要求鄰居們幫助撥打“911”電話。這家人是從Ethisopia 搬來的。他們家人都非常的友
善，發生這樣的事情非
常的震驚，幸虧那個小
男孩還倖存。

一位自稱是被害者
家 屬 的 朋 友 介 紹 說 ：
“這是個非常和睦的家
庭，一個溫和的男人、
妻子和兒子們。我們不
知道到底發生了，我們
非常的愛他們”。

目前警方正在調查
誰是此案真正的槍手。

（記者陳松/休斯頓報導）由麥當勞餐飲有
限公司贊助，美南新聞報業電視集團承辦的大型
教育展於2016年10月8日在Sharpstown Interna-
tional School盛大舉行。

主辦方邀請了社會各界名人、教育界專家、
美國著名大學，以及來自台灣的著名高等院校招
生代表也應邀參加了此次的教育展覽會。

在開幕式上美南新聞報業電視集團的董事長
（創始人）李蔚華先生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美南報業電視集團非常榮幸的成為麥當勞餐飲
公司的合作夥伴並聯合舉行第六屆升學教育展
。 感謝美國當地政府和各個企業界、教育界的
鼎力支持 。在全世界範圍內，教育是非常重要
議題。讓我們的孩子們接受全球最好的教育，創
造更加輝煌的未來，我們的國家才會充滿希望
。 為了給孩子們提供更加廣泛的受高等教育的
機會，選擇正確的學校是我們每年舉辦教育展覽
會的初衷”。

來自台灣的實踐大學、國立大學、中醫大學
的校方代表們也發表了演講，詳細介紹了台灣的
生態地理環境，以及到台灣留學深造的優勢。

此次活動的亮點是來自西點軍校的招生攤位
特別引人注意，很多學生諮詢有關入學的要求和

在校學習的科目。
來自休斯頓本土的一些多元化的語言學校也

倍受矚目。春藤國際學校的展位圍滿了很多來此
諮詢的家長和學生。據該校總裁藍大衛先生介紹
，春藤國際學校是擁有 23年歷史的私立全日制
學校。 建立於1993年，是美國教育部認可的私
立學校，同時還是移民局核准辦發國際學生入學
通知書1-20的國際語言學校。所有的教師都擁
有教育局認證的資格證書。目前，特設了美國前
10名大學的衝刺班、國際學士預科班。晚間還有
英文的基礎班ESL課程。

互動技術學院也是本次活動的亮點. 據參加
展覽的校方招生代表Ann Choy介紹, 該校提供英
語作為第二語言為主的教學項目。經過移民局認
證的，具有招收國際留學生資質的語言學院。已
經成功經營了20多年，為各種緊缺行業培養了
近4萬人。目前，ESL 教學項目已經招收了來自
世界各地130多個國家的國際留學生。

參展的各個教育機構和學生家長們都非常感
謝主辦方提供這樣的機會。為孩子們提早規劃未
來，選擇更適合的學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創造了
良好的開端。希望此類的教育展覽會越辦越好。

提早規劃智慧選擇 讓您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

美南新聞報業集團懂事長李蔚華先生接受越
南電視台記者採訪-陳松攝

開幕式現場-齊唱美國國歌-陳松攝

美南新聞報業電視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與
校方代表合影-陳松攝

美南新聞報業電視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與來
賓合影-陳松攝

美南新聞報業電視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與來
賓合影

案發現場-（圖片來自網絡）
警員Troy Nehls 介紹案情（圖片來自網絡）

槍擊案死亡男子-Ali Edris（圖片
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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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劉昭宏】
達福地區僑社慶祝中華
民國 105 年雙十國慶升
旗典禮，於 10 月 8 日〈週
六〉早上在李察遜中國城
舉行，雙十國慶書畫展也
於同日在華人活動中心
開展、展期兩週〈至10/21
〉。中華民國駐休士頓經
文處副處長林映佐專程
前來參加升旗以及國慶
書畫展開幕典禮。當天活
動由榮光會、同心會和雙
十國慶籌備會共同主辦，
有數百位達福地區僑社
人士參加。

雙十國慶籌備會總召集人、僑務委員孟敏
寬於升旗典禮致詞，感謝僑界能踴躍前來參加
升旗典禮慶祝中華民國國慶，大家共同緬懷革
命先烈的犧牲而創建自由、平等、博愛的中華民
國，強調大家認同的國家是中華民國，認同的國

旗只有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青天白日滿
地紅國旗。

駐休士頓經文處副處長林映佐致詞表示，
他是今年就任後首次到達拉斯，很榮幸這第一
次參加的是升旗典禮，每次在國外看到國旗都
令人感動，提到前一天在休士頓舉行的升旗典
禮相當成功，並有多位美國政要出席參加，他代

表政府感謝達拉斯
僑界舉行雙十國慶
升旗典禮，表達對
中華民國的支持展
現對國家的向心力
。

僑務諮詢委員
牟呈華致詞表示，
只要中華民國還在
、青天白日滿地紅
國旗還在，就一定
會每年持續來舉行
升旗典禮。當天升
旗典禮由熱心僑胞

組成的藍天使合唱團領唱中美國歌、國旗歌等
歌曲，並由馬文援伯伯帶領大家呼中華民國萬
歲口號聲中結束。

雙十國慶書畫展
開幕典禮於升旗典禮
結束後在華人活動中
心禮堂舉行。國慶籌
備會總召孟敏寬致詞
表示，這是國慶籌備
會今年舉辦的第七項
慶祝活動，由美南中
華書畫藝術協會鼎力
承辦，所展出的作品
是此地的華人書畫藝
術同好的收藏及作品
，活動舉辦的目的旨
在文化的傳承。美南
中華書畫藝術協會會
長李中華將軍致詞表
示，他們是以不居功
的心態，純粹是為了

響應國慶籌備會的力邀而承辦這項有意義的活
動。歡迎僑界同胞利用時間帶子女前來觀賞展
出。

達福僑社105雙十國慶升旗典禮8日舉行
雙十國慶書畫展同日活動中心開展為期兩週

達福地區慶祝中華民國105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10月8日
〈週六〉早上在李察遜中國城舉行

雙十國慶籌備會總召集
人孟敏寬升旗典禮致詞

中華民國駐休士頓經文處副
處長林映佐致詞 僑務委員曹明宗致詞 僑務諮詢委員牟呈華致詞 僑務諮詢委員羅玉昭致詞

美南中華書畫藝術協會會長
李中華將軍書畫展開幕致詞

馬文援伯伯帶領呼中華民國萬
歲口號

由熱心僑胞組成的藍天使合唱團升旗典禮領唱 活動結束大家共享餐點 經文處副處長林映佐率眾僑務幹部切國慶蛋糕

林映佐副處長、李中華將軍和書畫協會人員

【本報記者劉昭宏】達福地區慶祝中華民國105年雙十
國慶酒會，於十月九日〈週日〉晚上在美心大酒樓熱烈舉行，
達福地區三百多位僑社人士及政商嘉賓齊聚，共同慶祝中
華民國105年國慶。中華民國駐休士頓經濟文化處副處長林
映佐及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專程遠來參加酒會，酒會貴賓
還有德州州眾議員陳筱玲、李察遜市市長 Paul Voelker、副
市長 Mark Solomon 及布蘭諾市議員 Rick Grady 等人。本
活動由達福地區雙十國慶籌備會主辦、中華民國僑務委員
會協辦。

國慶酒會主席莫錦強致詞，歡迎大家參加酒會慶祝中
華民國國慶，請大家能記得中華民國創立於1911年，並在台灣實現了一人
一票的民主選舉、完成了兩次政黨輪替，寄望大家無論海內外不分彼此一
起為中華民國再造輝煌。雙十國慶籌備會總召集人孟敏寬致詞，從9月3日
的國慶杯高球賽開始，國慶酒會是籌備會今年所主辦的第八項活動，非常
感謝大家的熱情參與，感謝所有的工作團隊，也感謝每一位支持及參加各
項活動的朋友。

中華民國駐休士頓經濟文化處副處長林映佐致詞，代表中華民國政府
和經文處感謝達拉斯地區僑社舉辦這場活動共同慶祝中華民國國慶，表示
中華民國目前在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推動國際關係的發展，感謝海外僑社長
期以來對國家在外交和各種交流上的支持和貢獻。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致
詞，表示中華民國的建立海外僑胞貢獻卓著，僑教中心一定會持續努力服
務僑胞，扮演好國家和僑界間橋樑的角色。

酒會貴賓李察遜市市長 Paul Voelker 致詞，表示很榮幸這場慶祝活動
是在李察遜市舉辦，推崇在李察遜市有很多的臺灣人和亞裔，對這裡的繁
榮發展以及多元文化帶來了很多貢獻。德州州
眾議員陳筱玲致詞，再次宣示她以身為臺灣人
為榮，呼籲大家今年11月8日要踴躍出來投票
，有投票才能有聲音。陳筱玲也表示，李察遜市
是她的州眾議員選區，很感謝這裡的僑社長期
以來對她的支持並懇請大家繼續惠予支持。

酒會上林副處長和莊主任代表僑委會，頒
發僑務職聘書、臺灣美食餐廳授證以及慶祝國
慶球類比賽頒獎。當晚的節目有青少年文化大
使的舞蹈、師大附中校友會、甘秀霞女士、鄧祖
慶教授和台大校友會的演唱、排舞、李文偉先
生小提琴演奏和模仿貓王 Ned E. Spencer 的
演唱，並有長榮、華航機票大獎的摸彩活動。

達福僑界慶祝中華民國105年雙十國慶酒會
週日熱烈舉行

國慶酒會主席莫錦強致詞
國慶籌備會總召孟敏寬

致詞
中華民國駐休士頓經濟文
化處副處長林映佐致詞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
雅淑致詞

僑務委員曹明宗致詞 僑務諮詢委員牟呈華致詞 僑務諮詢委員谷祖光致詞

德州州眾議員陳筱玲致詞
李察遜市市長 Paul Voelker

致詞
李察遜市副市長 Mark

Solomon 致詞
布蘭諾市議員 Rick Grady

致詞

國慶籌備會總召孟敏寬國慶球類比賽頒獎
林副處長和莊主任頒發臺灣美食餐廳授證給五福樓

和美心林副處長和莊主任代表僑委會頒發僑務職聘書

師大附中校友會校歌演唱
莊主任頒發僑委會感謝狀予英語志工營

洪逸琳同學莊主任頒發僑委會感謝狀予今年國慶活動主辦人

QS161013B達福社區

唱中美國歌開場 青少年文化大使的舞蹈表演

排舞表演

林副處長、莊主任和酒會主辦人員及眾貴賓 北德州台商會參加酒會人員

甘秀霞女士粵曲
演唱 鄧祖慶教授演唱

Ned E. Spencer 和莊主任的模仿貓王
演唱 台大校友會史上首度演唱

李文偉先生小提琴演奏 酒會主持人吳玫瑤和張志榮

達福台商會參加酒會人員 酒會貴賓馬文援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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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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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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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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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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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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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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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克明
去過幾次安提坦（Antietam），這次的感

受非常特別。安提坦源自美洲原住民 Algon-
quian 語，意為 「急流」。安提坦溪發源於賓
州，東、西安提坦溪匯流後行 41.7 英哩，在
Sharpsburg鎮南流入波多馬克河。安提坦之役
，又稱Sharpsburg之役，於1862年9月17日晨
5時至午5時30分，是南北戰爭第一次發生在
政府軍的領土上，也是美國歷史上最血腥的一
天。此役和兩份重要文件有重要的關係，一是
李將軍的《191號令》，另一是林肯總統頒佈
的《解放奴隸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

遺失的《191號令》
1862年9月南北戰事變得更加複雜，這一

切與兩頁軍令有關。此時李將軍軍力在馬州
Frederick鎮，估計有四萬到五萬兵力。他的對
手 George B. McClellan 將軍有 85000 名與 Na-
thaniel Banks 將軍在華盛頓的 72500 名。李將
軍知道華盛頓軍力強大不能正面直接攻擊，希
望引誘McClellan到北軍土地結束這場戰爭。
他 要 實 現 這 個 目 標 ， 必 須 向 西 進 入 維 州
Shenandoah 河谷，然後進入賓州 Cumberland
河谷，同時避免被山巔和稜線敵軍的監測。為
此，他必須殲滅駐守在哈珀渡口（Harper
Ferry），可能切斷補給線的12000名政府軍。
於是 9 月 9 日李將軍下達《191 號令》。此命
令分兩部分，9月10日Thomas Jackson石牆將
軍將率領2/3的主力攻下哈珀渡口，李將軍率
領剩下的部隊拿下賓州邊境的馬州Hagerstown
。Jackson 將軍麾下，依哈珀渡口 Shenandoah
河和Potomac河會流的三角地形，又分成三軍

團。9 月 13 日晨，印地安那第 27 師 Barton
Mitchell下士在南軍紮營的地點，發現一個笨
重的包裹信函，裡面有一信紙包著三根雪茄。
文件是李將軍的命令，由R.H. Chilton簽署。
這封信立馬傳到軍團司令部，由 Samuel Pit-
man 上校參謀認定 Chilton 簽名，判斷這是李
將軍遺失的《191 號令》。 當日中午信傳達
McClellan將軍，他很自信地說：根據這封信
，假使不能給李將軍致命一擊，我回家吃老米
。（“Here is a paper by which if I am unable
to whip Bobby Lee, I will be willing to go home.
”）? （摘錄 9/12/2012 紐約時報 Phil Leigh）
McClellan將軍的兵力佔上峰，他可能逮到李
將軍，一步一步地消滅他。然而，於9月14日
晨由於McClellan將軍的過度謹慎，部隊的啟
動並沒有給予李將軍的主力部隊立即攻擊。直
到9月17日安提坦之役才全力出擊，這三天的
時間讓李將軍有充分的時間結集安提坦溪畔，
才造成這麼慘烈的戰役。9月22日林肯總統頒
佈《解放奴隸宣言》。此宣言主張所有邦聯叛
亂下的領土之黑奴應享有自由，然而未脫離聯
邦的邊境州（密蘇裡、肯德基、馬裡蘭或德拉
瓦州），以及聯邦掌控下的諸州依然可以使用
奴隸。此宣言僅立即解放少部分奴隸，但實質
上強化聯邦軍掌控邦聯的領土後這些黑奴自由
的權威性，並為最終廢除全美奴隸制度預先鋪
路。（維基百科）10月1日林肯總統花四天的
時間訪問McClellan將軍，11月7日McClellan
將軍被解職。

紀念碑亭、騎馬像與Newcomer莊園
8 月 13 日午，童心夏令營團員 16 人參觀

完哈珀渡口後，驅車前往安提坦國家戰場公園
。第一站遊客中心。艷陽下，步入中心，護林
員查驗我們四人的耆老證後，進入博物館參觀
。每次來安提坦均有收獲，這次特別多。除了
前述李將軍遺失的191號特令複印本，還有立
牌列出曾經來此走訪過的八位總統：林肯
（10/1-4/1862） 、 Andrew Johnson （9/17/
1867）、McKinley（5/30/1900）、Theodore
Roosevelt （9/17/1903） 、 Franklin Roosevelt
（9/17/1937） 、 Dwight Eisenhower (9/3/
1961)、 John Kennedy （4/7/1963） 、 Jimmy
Carter （7/6/1978）。立牌掛著攝影記者 Al-
exander Gardner拍下南北戰爭的相片。每張黑
白的照片均有標題，如 「德國教堂前的屍體」
、 「淒涼的墓地」、 「Hagerstown路木欄旁邦
聯軍的屍體」和 「聯邦軍埋葬，邦聯軍曝屍」
等。快速埋葬是一件很嚇人的工作。到了
1864年3月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墓地，風雨與動
物使淺埋的墓地曝露。1877 年 6 月 15 日李將
軍的侄子Fitzhugh Lee將軍為華盛頓邦聯軍墓
園紀念碑啟幕。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9月3
日 Dwight Eisenhower 被邀位於馬州 Hager-
stown的華盛頓邦聯軍墓園紀念儀式的演講者
，這位二戰歐洲戰場名將，曾說過："I’m
just a Kansas farm boy who did his duty."隨後參
觀安提坦戰場。第二站是安提坦鐘。雖然此鐘
是插花在遊客中心前，卻是公園於2009年5月
3日設立的重要景點之一。安提坦航母CV-36
，見證過韓戰，1963 年除役。第三站紐約州
紀念碑。南北戰爭中紐約州的軍力佔聯邦軍的
四分之一，此碑高58英呎，公園最高之碑。

第四站馬州紀念亭。它位於德國教堂東北 80
碼處，是公園10個州碑中，唯一代表南北雙
方的碑亭。四石英石碑立於拱門內。撰刻參戰
的八個軍團，其中聯邦軍6個單位，邦聯軍2
個單位。在碑亭前，等待張彬煜伉儷到齊合照
。接著驅車前往戰場的第五站戰場瞭望塔。我
們上去過好幾回了，受不了廣闊的玉米田，那
天的慘烈戰況，沒上去，倒是黃教授夫婦在塔
頂為在塔底的我們拍照。第六站愛爾蘭營紀念
碑。此碑位於瞭望塔底，從愛爾蘭Wicklow運
來的十英呎高15噸重德石英石。正面銅牌雕
刻的是愛爾蘭營在安提坦的衝刺場景。背面是
此營的Thomas Francis Meagher（1823-1867）
將軍。銅版雕刻是Ron Tunison的作品。安提
坦戰場有11座莊園，每個均有戰爭的故事，
由美國國家公園局維護。其中Newcomer莊園
和Pry戰場醫院博物館開放給民眾，其他九個
包括Piper農莊對外不開放。我在離開安提坦
公園之前的第七站就是Joshua Newcomer的莊
園。它位於 18422 Shepherdstown Pike 路上，
離安提坦溪上的 Middle 橋很近。此戰役在莊
園造成很大的破壞，戰後 Joshua 提供財產
$1441.95和房子$445的損失，但政府僅對聯邦
軍所造成的破壞的$145 予以賠償。在無法獲
得足夠補償損失的情況下，他於 1866 年 3 月
27日公開拍賣他的房產。離Newcomer房子很
近矗立一座巨大的李將軍騎馬像。護林員說它
是美國國家公園局買下前的地主設立的。此像
與史實不符，首先它朝著錯的南軍行進方向，
而且在安提坦之役前李將軍手腕受傷無法握住
韁繩，在此役時已經很少騎馬。（全文完）

又見安提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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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百合近照
冰川百合 (Glacier Lily，學名Erythronium grandiflorum)，百

合科 (Lily family，Liliaceae)，豬牙花屬 (Genus Erythronium)，花
為黃色。它原產於北美洲，從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和亞伯
達省以南，至新墨西哥州及加州，4,000至5,500英呎高之山間
。豬牙花屬有 20 至 30 個品種，屬名 Erythronium 源由希臘文
erythros，意為紅色，指犬牙羅蘭 (Dogtooth’s violet，學名 E.
dens-canis) 的紫紅色花朵。這屬為多年生，耐寒、春季開花，
細長花梗長著懸垂的花朵、但向上彎曲的六個 「花瓣 」(事實
上是三個花瓣、及三個相似的萼片)，每個花瓣1至1-1/2英吋
長。種名 Grandiflorum意為大花朵，因其花為豬牙花屬中最大
者之一。俗名冰川百合則因春夏時，它 「追逐」著逐漸消融的
冰川、或雪線生長、開花而來。

劉易斯與克拉克遠征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或稱
Corps Discovery Expedition，1804至1806年) 時，劉易斯於June
15, 1806在愛達荷州的 Clearwater River岸邊 Lolo Trail，觀察、
記載、及採集了冰川百合標本，1,,2 植物學家Frederick Traugott
Pursh 於 1814把它命名。2

冰川百合有長、齒形、3至5公分寬、長得頗深 (約10公分
深) 的地下球莖。它有兩張綠色、波狀葉緣、約20公分長的葉子
。四月末梢至六月間，當雪融化後就開花。細長、無葉的花梗
，約30公分高，通常長著一朵、但可至三朵亮麗、檸檬黃、芳
香的花朵。花梗在頂端向下彎曲，而使花朵向下懸垂，別具豐
姿。花有6 個白色的雄蕊，一個大的白色、黃色、或紅色的雌
蕊，以及白色的花柱。冰川百合由大黃蜂及其他的蜂類傳粉。

它的地下莖為灰熊 (Grizzly bear) 重要、偏愛的食物。灰熊
會把成片的冰川百合花床，挖掘至球莖深度，翻轉過來，而後
食用露出的根莖。這過程所 「翻出」的野田鼠 (Vole)、地松鼠
(Ground squirrel)、蠐螬或雞母蟲 (Grub)、及其他昆蟲的幼蟲等
，也變成灰熊的開胃食品或 「頭檯」。這片被灰熊翻轉、鬆動
、通過氣 (有如庭院草坪，每幾年需經過 “Aeration” 的手續)
的土壤，因而增加氮肥的含量，又去除了一些害物、蟲患，使
明年能長出數目更多、顆粒更大、更富營養的球莖。3於是灰
熊明、後年會再回來附近的 (同個) 地點，繼續 「耕作」這片冰
川百合花圃。所以看來長得較茂盛的地區，大概是曾經灰熊的
「拜訪」或 「耕作」。

造物真奇妙，灰熊把冰川百合花床從根挖掘、倒翻，並嗜
食其根莖。原以為這些 「遭殃」的百合 「永不超生」，沒想到
這被鬆土、充氣、去蟲後的園地，由餘留的小球莖，明春會長
成更繁茂、花朵更豔麗、根莖更富營養的一片。這些根莖想是
長得更大、更味美，所以灰熊會再回去同個地點，攝食這重要
、偏愛的食物。佛家說一飲一啄都有前因，良有以也；而上帝
造物的神奇及安排，更非常人所能叵測。

葉子則常作黑尾鹿 (Mule deer) 的食料。其他動物，諸如麋
鹿、巨角野羊也會食用其地下莖及嫩豆莢；地松鼠及其他鼠類
會挖取其地下莖，儲存為冬天的食物。過去美國原住民生吃或
熟食地下莖；冬季時，則食用乾燥地下莖磨成粉所作的食品。
它的地下莖可生吃或熟食，但熟食味較甜，也較易消化。葉子
、花、及花梗亦可食用，惟地下莖比較味美及營養。有些美國
原住民搗碎或嚼咀地下莖，敷在疔上或皮膚潰傷，也有用地下

莖來治療感冒、及上呼吸道的感染等。4
它生長在肥沃潮濕的溪岸、遮陰的林邊、或高地的草原。

追隨著融雪線緣，由谷地至高原，它常一大群的生長在一齊。
映著雪光，金黃亮麗的花朵，一望無垠。2016年六月底，就在
冰川國家公園 (Glacier National Park, MT) 的 Logan Pass，豔陽
高照，筆者和七、八位同遊的伙伴，拎著相機，或躺或臥，扒
在地上，為的是想把這不到一呎高的金黃小家碧玉，融入超過
9,125 呎高的 Reynolds Mountain 冰川高峰、及雲彩的背景。
「家後」過後笑著說，她該把我們這群 「姿態可笑但也可愛」

瘋子似的攝影者，拍照下來，留下難忘的記憶。
繁殖可用根莖旁邊長出的小根莖分殖，或以種子播種。五

、六月當葉子枯萎後，可挖出根莖，以利分殖。如以種子繁殖
，種子需播約 ?英吋深。明春萌芽時，先會長出單一葉子；小
苗需保持潮濕、及部份遮陰，秋天時再移植。4 實生苗約需一
年半至二年才會成熟、開花。5 開花授粉後，會結橢圓形、三
面、綠色子莢，可食用，味似四季豆 (String bean)。6 約兩個月
後，種子成熟，每個子莢約一英吋長，含有60 粒種子。除非立
即播種，種子需先經3至4個月、華氏40度的冷積層處理。7

(筆者註：除非野外求生，可食用、藥用的資訊僅作參考
，而非鼓勵讀者採集、使用，特別是稀有、受到威脅、或濱
臨絕種的物種。)

冰 川 百 合 ( 攝 於 Glacier Nat’ l Park - Logan Pass)
冰川百合植株

(背景為 9,125呎高 Reynolds Mountain)

冰川百合 (Glacier Lily)
黃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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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城西南方有一個名字可愛的社區，豬
鎮（Pigtown）。在18及19世紀，大量活豬從
支持聯邦的北方各州運到此區，卸下的豬群經
過區內的Ostend Street及 Cross Street，到達南
巴爾的摩的屠宰場，屠宰場範圍涵蓋現在的
M&T銀行體育場（M&T Bank Stadium）。一
群豬穿越社區，場面極壯觀，故得名。

「我從沒觀看現場賽豬，看到第 15 屆豬
鎮嘉年華的宣傳海報，立即記下8/10（週六）
這個比賽日子，十分期待。」巴城華裔居民屈
太太觀賽前表示。每年豬鎮都在主要大街
Washington Boulevard 舉辦社區嘉年華，與其
他社區活動不同的是加插向歷史致敬的 「現場
賽豬」。
賽豬 賽鴨 氣氛熱烈

「我們要大聲為小豬打氣，否則只有賽道
上的曲奇餅碎，是不足夠激勵小豬全速前進！
」馬州農場 Southern Barnyard Runners 的女主
人Gail Hatfield熟練地帶動全場氣氛，將在場
觀眾分成四組，分別代表賽道上的四隻幼豬，
每組又邀請一位在場青年、小朋友越過觀眾線
，近距離打氣。

當日分別於下午12:30、2:00、4:00及6:00
進行四場賽事，並有抽獎券售賣。每場賽事，
設兩輪賽豬，每輪四隻，以及一輪七隻的賽鴨
。Gail Hatfield 向筆者表示： 「今年七月開始
，我們在馬州和維州各地表演賽豬和賽鴨。比
賽前，我們用三至四個星期訓練及挑選八隻適
齡的幼豬。」農場男主人 Bill Hatfield 補充：
「六星期大的幼豬便可以參賽，直到五個月大

。我們今天帶來的八隻豬，約四個月大。」
10歲陳小朋友與家人最近才搬來豬鎮，興

奮地說： 「我喜歡賽鴨，因為牠們跑的時候好
像會飛，很可愛。」來自貴州的留學生周先生
也是豬鎮的居民， 「今年是我第二次觀看賽豬
，我還是很享受，至於賽鴨我和室友沒有什麼
興趣，沒有看便離開了。」在巴城工作的香港
人詹小姐，曾於其他州份觀賞賽豬約四次，最
欣賞豬鎮的賽事， 「主持人與觀眾有很好的互
動，讓我們更投入比賽。」
吃南瓜派比賽

「南瓜派還挺好吃的，但我要休息一會兒
，才可以把它吃掉。」外型高瘦的華裔美籍張
小姐不想浪費食物，賽後沒有扔掉南瓜派，選
擇放慢速度繼續進吃。張小姐是學生，居於豬

鎮，與非裔友人一同參加下午2:30的 「吃南瓜
派比賽」，該場比賽由非裔友人最快吃完南瓜
派，贏得一個價值$30的十吋甜餡餅。

主辦單位Pigtown Main Street的宣傳委員
會主席Debbie Ally-Dickerson說： 「如果你是
棒球迷，大概曾經看過巴爾的摩金鶯隊賽後的
擲餡餅場面，棒球賽的餡餅是巴城知名餡餅店
Dangerously Delicious Pies提供的，而我們每一
年的豬鎮嘉年華也有吃餡餅比賽（Pie Eating
Contest），最近幾年成功找到他們贊助，讓
活動更能代表巴城。」當天共設五場競賽，於
下午 1:00、2:30、3:00、4:30 及 5:30 舉行，每
場參數人數為四人，最快吃下四分之一的南瓜
派獲勝。 文：鄧彩欣

現場賽豬及吃南瓜派比賽巴城豬鎮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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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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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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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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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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