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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對談宣傳兩大節慶
美南國際電視網15.3頻道脫口秀節目「多元對談」(Diver-
sity Talk) 日前在節目上邀請兩大族裔嘉賓宣傳即將到來
的活動﹐包括「休士頓克里奧傳統節」 (Houston Creole
Heritage Festival)及「第68屆印度共和黨日」(India's 68th
Republic Day)兩大節慶﹐豐富休士頓移民生活﹐增加多元
文化色彩﹒休士頓克里奧傳統節將於2月25日上午9時
至晚間9時在市中心的發現綠地公園舉辦﹐第68屆印度
共和黨日則將在1月21日下午1時至8時在史坦福(Staf-
ford Center)舉辦﹐歡迎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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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9889 Bellaire Blvd., #251-261, Houston, TX 77036
Tel: 281-201-1360Houston 店:

10901 North Lamar Blvd., #211, Austin, TX 78753
Tel: 512-387-3282Austin 店:

營業時間: 日-四 11am ~ 9pm        五,六 11am ~ 10pm

日用雜貨 廚房用品 和風工藝 保健用品

文具玩具 清潔用品 美妝飾品 旅行用品

因應季節和潮流變化, 本店隨時都有超過
20,000種商品供你選購. 每星期還有不同
推廣折扣活動, 總有合你心意的選擇. 

應有盡有    日用家居文具禮品總匯!
www.fitjpsto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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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東南部地區本周遭受惡劣天氣侵襲美國東南部地區本周遭受惡劣天氣侵襲
（本報訊）據美聯社和美國廣播公司3日報導，強大

的風暴系統48小時內從西德克薩斯州移動穿過阿拉巴馬州
、喬治亞州和佛羅裡達州狹長地帶，最糟糕的暴風雨3日
向東海岸移動。美國風暴預測中心指出，南部的密西西比
、阿拉巴馬和喬治亞州2日有13起龍捲風和幾十個大風報
告。

阿拉巴馬州多森休士頓縣應急管理部門發言人克裡斯
•懷特說，2日晚間龍捲風過境，一棵大樹砸到瑞合碧池

市（Rehobeth）的移動房屋上，造成4人死亡，3日部分地
區仍有洪災警報。

阿拉巴馬瑞合碧池市移動屋的7人，在災難臨頭做的
決定，判定了他們的生死，他們中的3人躲進浴室，另4
人奔向相反方向，躲到另一房間尋求掩蔽。

法醫柏德指出，躲在浴室的拉華娜？韓芮許等3人毫
髮未損，但一棟大樹傾倒，壓垮移動屋，致使另4人喪命
，其中包括韓芮許的女兒和妹妹。

佛羅裡達州沃爾頓縣警長辦公室發表聲明稱，一名70
歲老人或因車輛被洪水淹沒而喪生。密西西比州18個縣的
農場和住家被龍捲風損壞，路易斯安那和德克薩斯州部分
地區遭風災和閃電侵襲，8萬多居民因風暴失去電力，倒
下的樹木封阻了道路，阿肯色州東北部還有冰雹報告。

應急管理部門和天氣服務部門的工作人員3日正在龍
捲風和風暴途經路徑上調查和評估災害損失，開始清理程
序。天氣服務氣像學家帕特裏克•馬什表示，風暴系統正
在快速移動，預計最終進入大西洋，對美國東南部的威脅
應該在3日下午消失。

德州議員除夕夜被子彈擊中頭部
矢言立法禁止節慶鳴槍

（本報訊）德克薩斯州一名立法人員在新年除夕之
夜頭部被流彈擊中，遭受不幸的這位德州議員Armando
Martinez因此極力主張禁止各種鳴槍慶賀的做法，他在醫
院中接受了治療恢復後周一出院。

Armando 是來自德州Weslaco的一名民主黨議員，他
在去年11月份連續七年被選為議員，他受傷後在醫院裡
向德州當地媒體Texas Tribune表示，如果這項禁止鳴槍
慶賀的法律能夠通過，就可以挽救無數人的生命，因此
，這項提案意義重大。

Armando是在新年除夕之夜和家人一同在社區觀看
煙花時，頭部遭到子彈的襲擊。

Martinez向媒體稱，在當晚他受傷昏迷後，他的夫人
給了他擁抱和照顧，他在受傷的一剎那感到好像有一只

錘子擊中了他的後腦。
根據當地電視台KGBT-TV的報道，當時這位議員

的頭骨被子彈射入，醫院進行了45分鐘的手術後將子彈
取出，當地的警方正對這一事件進行進一步的調查。

警方的調查報告中顯示，這發集中醫院頭部的子彈
是有人向空中開槍後擊中的議員。

在當天的除夕之夜，Martinez曾經告訴他的家人，他
聽到了有人在慶賀活動中開槍的聲音。Martinez稱這種做
法一定要立法杜絕，我們都是從小在接觸槍支的環境中
長大的，我就是一名獵手，但是每個人都應該知道一個
道理，朝向空中發射的子彈一定會落下來。
目前這位議員仍然繼續咨詢警方，商討立法提案的細節
。

休斯頓獨立屋市場平均待售價格休斯頓獨立屋市場平均待售價格
上個月突破上個月突破3030萬元萬元

（本報訊）根據休斯頓地產協會每個月初的整理報
告，市場上的房屋供應量充足。

上個月市場上平均待售房屋的價格為30.5萬元，比
2015年同期的29萬元增長了4.7%。

新上市待售房屋數量也增加了2.5%達到6042個獨立

房屋，和2015年同期相比也提高了7.1%。
地產報告顯示，去年六月份休斯頓當地的房屋平均

價格為29.98萬元，十一月份的憑據價格為28.1萬元。
休斯頓地產協會將在本月11日公布最新的月銷售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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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福僑界慶祝中華民國開國106
年元旦升典禮，上周日假李察遜華人
活動中心前廣場舉行，逾二百五十本
地區華裔僑胞到場參加，估計是近兩
年出席升旗禮最踴躍的一年。

升旗禮仍由達福中華社團聯誼會
主辦，中華民國僑務委會協辦，駐休士
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副主任李
美姿應邀自休士頓出席。

升旗禮由新任會長張志榮主持，
達拉斯榮光會會長黃甫泉負責，中美
國旗在鄧祖慶教授主唱美中國歌聲中
冉冉升起。

聯誼會張志榮會長在升旗儀式後
致歡迎詞向各位貴賓、父老鄉親以及
達福地區僑胞們祝大家新年快樂，他
跟著稱，回顧歷史，1911年10月十日，
武昌盛起義成功，隔年 1912 年 1 月 1
日中華民國宣布正式成立，隨後歷經
北伐全國統一，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到
中央政府在1949年前往台灣。中華民
國在風風雨雨中仍然脚步穩定地走過
了105年，只要我們能够團結一致，中
華民國將繼續走下去，直到永遠。

張會長說，2016年1月16日台灣
民衆做出新的選擇，將國家托付給新
的執政黨並且是全面執政，並交付”改
革與復蘇”兩大重任。所有的改革有賴
穩定的內部以及穩定的區域環境。未
來一年政府將面對更多艱難的挑戰，

從 年 輕 人
的 低 薪 問
題，貧富差
距拉大，年
金改革，能
源 政 策 到
兩岸關係，
以 及 最 重
要 的 讓 經
濟好轉，每
一 個 項 目

都艱難的挑戰，他强調，唯有團結台灣
，和平兩岸，才能够將台灣慢慢帶出困
境。

張志榮引用了蔡英文總統在
2015年8月21日的競選文宣稱，團結
台灣是領導人的責任，
認同的衝突，一直是台
灣社會難以抹平的傷痛
。不同的族群，對於歷史
，有著截然不同的記憶。
但領導國家的人，要有
願景，要盡最大的能力，
來團結這個國家。

她說，現在台灣八、
九十歲的老人家，當他
們年輕的時候，有的人
是被迫成為日本人，有
的則是在身上刺著「殺
朱拔毛」，隨時準備跟著
政府反攻大陸。他們一
起在這塊土地上，共同
生活了五、六十年，身上
所累積的族群傷痛與歷
史認同，可說是南轅北
轍，但都是來自他們個
人親身的經驗，也都非
常真實。

蔡英文當時稱，我
們這一代的人，不應該
再為他們的個人認同，

彼此爭論，彼此攻擊。我們
的責任，是要促進雙方更
多的理解，是要把社會帶
向團結的未來，而且在團
結的過程中，不會遺漏任
何一個人，因為這是我們
共同的國家。所以，如果她
當選總統，要打造一個國
家。這個國家中，沒有人需
要為自己的認同感到自責
。也沒有人應該強迫別人

為自己的認同道歉。如果當選總統，要
打造一個國家。這個國家中的人民，不
用再學著當別人，而是，學著認識自己
，當自己。

她允諾會承擔這個國家的過去，
團結台灣是領導人的責任，這是臺灣
政治家的艱難任務，會盡一切努力，來
團結複雜、矛盾的記憶與情感，唯有如
此，我們才有辦法融合成為新的共同
體。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
處長林映佐致詞說，欣見達福地區華
僑熱愛中華民國熱情，他代表現任政
府向僑胞致謝，並本著過去不遺餘力
的服務華僑。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副主任

李美姿跟著致詞稱，多謝達福僑胞由
始至終對中華民國台灣的愛護與支持
。

達福地區僑務委員曹明宗，孟敏
寬;僑務諮詢委員谷祖光，牟呈華先後
向到場僑胞祝賀新年。

升旗典禮之後有中華社團聯誼會
及各僑團新舊會長交接、頒發中華民
國榮譽職人員證書、頒發2015年有功
人員團體獎及個人獎、頒發美國總統
志工服務獎給予青少年文化大使協會
(FASCA)志工並且安排了賀新年的餘
慶節目及豐
富美點。
表 演 有:1.
FASCA –
Formosa As-
sociation of
Student Cul-
tural Ambas-
sadors( 青 少
年文化大使
協會)
‧ 樂 團 表
演-四季紅
‧舞蹈表演:
幸福的臉

‧介紹FACA短片
2. 演唱-李建德
‧曠野寄情
‧花心
‧舞女

3. 小提琴表演/李文偉先生
‧ Liebesleid(with Keyboard by Mr.
Han Lee)
4. 達拉斯粵劇社粵曲表演：甘秀霞女
士、區卓年先生：
‧花好月圓
‧萬水千山總是情
5. May Lee dance group(Dancersare:
May Lee，Sumei Wu and Jessica Pao)
‧Country dance:Achy Breaky Heart
(中華社團聯誼會供稿)

慶祝中華民國106年升旗典禮
達福僑胞踴躍參加支持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僑務委中華民國僑務委
員員 -- 孟敏寬女士孟敏寬女士

中華民國僑務委中華民國僑務委
員員 -- 曹明宗先生曹明宗先生

駐休士頓臺北經駐休士頓臺北經
文處副處長文處副處長
林映佐先生林映佐先生

中華社團聯誼中華社團聯誼
會會 -- 張志榮會長張志榮會長

休士頓僑教中心休士頓僑教中心
副主任副主任 -- 李美姿李美姿

女士女士

中華民國僑務諮中華民國僑務諮
詢委員詢委員 --谷祖光谷祖光

先生先生

中華民國僑務諮中華民國僑務諮
詢委員詢委員 -- 牟呈牟呈

華先生華先生

青少年文化大使協會青少年文化大使協會(FASCA)(FASCA)志工及家長志工及家長 達拉斯榮光會達拉斯榮光會

達福地區熱情僑胞不畏風雨參加升旗典禮達福地區熱情僑胞不畏風雨參加升旗典禮

中華民國榮譽職人員及各僑團新舊會長中華民國榮譽職人員及各僑團新舊會長

QS170105B達福社區

12月31日是2016年的最後一天，達福台商
會在當日假李寶琴律師的李察遜國際商務中心
舉辦除夕跨年派對，商會的理事及家人親朋好
友七十餘人齊聚一堂迎新送舊；駐休士頓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夫婦、駐休士頓
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枝，以及大達拉斯捷運資
深副總裁 Jesse Oliver 夫婦也應邀參加。

達福台商會是一個活動力極强的商會，每
年所舉辦的大大小小活動不下數十個，因此在
年度盛事--2月3日即將來臨的新春聯歡晚宴
之前，會長李庭槐決定舉辦一場跨年派對，讓終
年辛苦的團隊及理事們好好的放鬆，快樂的聯

誼。該場派對由副會長陳文珊負責，另一位副會
長王嘉玲主持，秘書長樊秋霞、財務長曹利娜等
特別費心地安排豐盛的佳肴；由商會最有美感
天賦的谷任曼莉負責會場佈置，不僅在佈置上
搭配色彩，餐具及配戴的派對帽子、裝飾品也別
具特色；燈光音響請來了卡拉OK高手劉金紅負
責，副會長葛兆涵、于玉苓為摸彩準備的彩票工
作，前會長陳世修不但慷慨解囊捐出200元做為
部份抽獎紅包，更帶著他的二位公子下場幫忙，
除了陳會長的公子之外，場地佈置這項繁重的
工作就在秘書長樊秋霞、副會長陳文珊、前會長
朱勵及李會長等人的孩子們幫忙之下，很快地

完 成 佈
置。達福
台 商 會
秉 持 既
有 的 團
隊精神，
快速、合
作 無
間 。

在此也特別感謝商會的好朋友喻青先生，在
此次的派對場地上提供了大力的協助與幫
忙。

派對當晚好歌、好酒、好朋友，笑聲不斷
，大家忙著話家常，中西佳餚美食當前享用
不及，準備好的麻將桌、乒乓球等甚至來不
及上場呢!前會長林根喬、陳福榮、羅玉昭、曹
明宗、朱勵、鍾開瑞、輪番上場唱歌，方芸芸
前會長也帶領大家跳排舞，前會長谷祖光醫
師、洪德源夫婦，也忙不迭地招呼與會的來
賓。派對在紐約時間12時前開始倒數並開香

檳互道新年快樂!隨後李會長、和副會長們輪番
上陣抽獎，大家携帶的眾多禮品加上400多元的
紅包，試試誰的運氣最好，結果前會長朱勵拔得
頭籌，抽中紅包100元!

送走了 2016 年，達福台商會迎向 2017 年，
期望能有更好的表現，更多的收穫!(達福台商會
供稿)

達福台商會達福台商會舉行除夕歡樂派對舉行除夕歡樂派對，，理事家人理事家人
親友齊聚跨年親友齊聚跨年

Jesse OliverJesse Oliver，，朱勵及林根喬前會長朱勵及林根喬前會長

團體照團體照

林副處長致詞林副處長致詞

李副主任及曹明宗僑務委員李副主任及曹明宗僑務委員

李副主任與理事夫人們李副主任與理事夫人們Line danceLine dance

星期四 2017年1月5日 Thursday, January 5, 2017



BB55中美論壇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http://english.us-chinaforum.com/weekly-forum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中美論壇稿約
評論時政的利弊得失，伸張世界的正義

公平，良心知識分子的園地，歡迎來稿投
書和回響，作者文責自負，請留真實姓
名，地址，電話，不改稿，不退稿，不付
稿 酬 ， 所 有 稿 件 及 信 函 ， 請 email至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h

178

社務委員：張紹遷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立家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范湘濤 張文基兼社長

陳憲中

本期的中美論壇是 2017年的首
期 ， 在 此 祝 讀 者 朋 友 們 新 年 快
樂，萬事如意。 本期的主題是回
顧2016展望2017。 

2016是一個風雲激蕩，矛盾畢
現 的 一 年 ， 也 是 英 雄 揮 灑 的 一
年，數風流人物首推普金，川普
和習近平，因為他們以各自的方
式 詮 釋 了 什 麼 是 「 英 雄 改 變 時
代」。 展望2017年，國際博弈將
更為激烈，尤其是美中俄三權鼎
立之勢將更為顯著，三國的和平
穩定關係將面臨重新定位，三人
也必將是2017年的風雲人物。 

 過去兩年俄羅斯受到以美國為
首的 G7集團及歐洲，和部分阿拉
伯國家的全面軍事和經濟制裁，
烏 克 蘭 危 機 在 2014年 6月 加 速 惡
化:烏克蘭新總統就職,俄烏邊界衝
突加巨 ,美國對俄加大制裁,國際原
油 的 價 格 也 迅 速 下 降 ,以 標 竿
Brent油 為 例 ,從 6月 的 峰 值 每 桶
115美元下降到2015年初的 45美元
之後反彈到年中的60美元上下。 
而此時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搖搖
欲墜，眼看美國和沙特及土耳其
等的遜尼聯盟就要取得決定性的
勝利，就在這風雨飄搖的困難時
刻 普 金 乾 坤 一 擊 ， 於 2015年 9月
底，派出海空軍進駐敘利亞直接
支 援 和 穩 定 了 垂 危 的 阿 薩 德 政
權。 11月24日土耳其戰機打下了
俄羅斯的蘇-24戰機將俄土關係降
到冰點，也給土耳其帶來重大的

安全威脅及經濟損失。 Brent油價也
同步下降到2016年2月的27美元最低
值。此誠俄羅斯危急之秋。  

然而，之後中東局勢有戲劇性的
逆轉： 2016年 5 月在擊落俄機事件
中持強烈態度的首相 Davutoglu被迫
辭職，六月廿七日埃爾多安致函普
金表達對擊落俄機的歉意。 七月十
五夜土耳其部分軍人發動政變，造
成數百人死亡，據聞在政變前俄情
報機構通知埃爾多安可能的政變，
而美歐在政變期間沒有譴責政變，
土耳其甚至指控美國介入政變。 之
後，俄羅斯土耳其及伊朗迅速走近
成為准同盟關係。 同時在普金的支
援下阿薩德政權接連取得戰場上的
勝利，而沙特及俄羅斯的關係迅速
改善，導致2016年11月30日後的石
油生產國的減產協定，促成油價回
升到 55美元左右。 如今，俄羅斯主
導了中東的話語權，經濟形勢也大
為改善，川普接任後美俄的關係也
將回暖。 所以普金是當之無愧的風
雲人物。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是過去50年
最戲劇性和可能帶來最深沉影響的
選舉。川普以一個政治界的新手，
披荊斬棘衝破了美國兩黨的精英階
級的合力阻撓，眾多主流媒體的攻
擊和貶低，及民意調查的不利結果
而取得了最後勝利。 這個結果代表

了美國人民的覺醒，選擇了與過去
卅年不同的價值觀，嘗試走與過去
不同的道路。 他將對美國的內政，
經濟，外交，維安，國防和政府效
率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也將對世
界，中美關係和兩岸和平有顛覆性
的影響。 所以川普當然是風雲人
物。 

與二普相比，習近平的個性和外
交方式相對內斂和不那麼戲劇性，
然而他的成就和對將來世界和平發
展的貢獻可能更大，更深。 上任以
來，他以超凡的勇氣，毅力處置了
貪腐官員，打蒼蠅更打大老虎，重
振老百姓的向心力，並以對人類發
展的深邃理解，試圖建立和平發展
互利共贏一切為人民的，不同于美
蘇的新道路。他不僅得到大陸人民
的普遍支持，也透過「一帶一路」
建設的發展得到了世界許多國家的
共鳴。 所以習近平是風雲人物！

2017將是世界發展的關鍵年，方
向就在美中俄的領導人手中！ 美中
俄（或前蘇聯）的合縱連橫主導了
二戰後七十多年的全球關係，然而
這只能帶來短期的不穩定平衡並未
給全球大部分人民帶來幸福。 要追
求世界的和平和人民的長遠福祉，
三國須要有全新的思維，中國所倡
導的道路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普金
已基本認同習的倡議，川普和蔡英
文也須要選擇和平，合作共同塑造
一個新的「道」才是世界，美中，
及兩岸之福。

◎張文基

　Trump has become the President-elect to be the 45th President of the 
U.S. and to take office on 1/20/2017. This column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articles about the 2016 presidential race, the candidates, their 
campaigns, party conventions and 'A Citizen's Open Letter to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S.' in anticipation of the outcome of the election. 
Making prediction on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fun but not as useful as 
post-election analysis on the election process, the winning campaign, 
the voting and non-voting public and especially the possibility of 
improving our futur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s hundreds of post-
election analyses are surfacing in the media, I beg my readers' pardon 
for using a boastful title to catch your attention. I will try my best to live 
up to your expectation.
　In this space-limited column, it is a challenge to do justice to the title 
on why, how and what. Therefore, I must condense my comments to 
bullet form to convey maximum information and let readers mull them 
in their own mind under the following three headings on why, how and 
what. 
I. Why Trump represented a movement and a phenomenon?
1. Trump is smart, paid his tuitions in politics his way, donated to both 

parties, supported many campaigns and then ran for elections himself 
and learned plenty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Trump carefully 
studied the people and determined to represent them; hence his 
campaign for Presidency was a movement and the silent majority 
became his loyal followers and created a phenomenon.

2. Real Trump: Despite of his flaws and what the media's selective 
reporting, Trump was a handsome youth excelled well, a bold, 
shrewd and successful businessman, a best-seller writer and 
publisher, and a popular TV showman. Trump has a beautiful family 
with well groomed children. He is a doer (accomplished tough NY 
city projects). His political ambition developed after he amassed a 
fortune, unlike career politicians using solely political ambition to 
make a fortune. The real Trump is a loving, kind and generous 
individual and a frank, outspoken and fearless person. 

3. Trump recognized a few right things, anger and fear, stress and 
despair and disappointment in government in the people and listened 
to them on their frustrations; he improved his campaign as time 
progressed whereas Clinton ignored grass-root signals, kept up with 

the same message in synch with biased mainstream media and 
never improved her campaign tactics. Sh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rich and powerful than to the grassroots.

4. Trump's messages were continuous and consistent with personal 
follow-up in twits (a huge number of followers), even though not 
in eloquence.

5. Voting for Trump is voting against war. This notion emerged 
during and after the debates where Clinton appeared to defend the 
war and will have more military actions whereas Trump uttered 
tough stand on foreign issues without committing specific action. 
For example,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be in Asia for a long time 
and we will defeat ISIS. 

6. Yes, Trump created a movement, but it is not a revolution but a 
restoration to true American conservative capitalism, American 
first, which resonated with the common Americans, the slogan,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sounds more honest than Clinton's 
Together We Will Be Strong.

7. Clinton put fuels to Trump's movement and other Republican 
candidates failed to see the sign of silent anger especially the 
white middle class - feeling poor and neglected. The more the 
media and Clinton belittled Trump, the more they fueled the 
angry flame. Trump became the lone target and he reacted with 
his anger and earned a martyr image.

8. Even the usually subdued Chinese Americans got excited by the 
movement. Usually the young 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s 
identify with Democrats; their action will overwhelm their 
parents' votes. But this time more Chinese Americans broke 
silence and spoke. They identified with the Trump phenomenon. 
In the 2016 election, more Chinese Americans left the Democratic 
Party line they usually identified with.

9. California Democrats sponsored SCAS education bill (2013) 
limiting college entrance to be proportional to population in the 
state definitely benefitting White, Latino and Black over Asian 
Americans. The Race Data Disaggregation Bill (2016 CA 
Democrat introduced) further angered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Americans who were suspicious about the bill's motive.

10. Obama accepted 5 million illegal immigrants (interpreted, 
although incorrectly, as to get votes for Democrats) whereas 
Trump took a firm anti-illegal immigration stand and at the same 
time an anti-color bias position.

Trump Movement, Phenomenon and Victory 11. Trump received too many unfavorable media reporting in contrast to 
media being mute on anything negative about Clinton (plenty in her 30 
years of political career). An amusing phenomenon in this election: 
New York Times made biased reporting and apologized after the 
election.

12. America does not have a uniform value system despite of the American 
elite waving the flag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There are classes and 
different views clearly shown by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started two 
years ago. Trump's defying political correctness hit a chord. For 
example, Berkeley campus phenomenon and Harvard student's 
observation: no one can say anything opposing Clinton or supporting 
Trump, it would not be politically correct – this fueled the anger of the 
silent majority.

13. Politically correct attitude and arrogance exposed hypocrisy to people. 
For example, Peter Thiel, co-founder of PayPal, a gay, made a speech 
supporting Trump and got excommunicated by Clinton supporters 
denying him a gay. 

14. Old Democrats despised Clinton's past deeds and hawkish world view. 
Democrats became party of war opposite to the Kennedys' beliefs. For 
example, Adam Walinsky, former Assistant of the Kennedys, came out 
to denounce Clinton and support Trump: Trump dared to say the truth 
and not being afraid of generals or the activists.

15. Democratic Party is no longer a party of working class; it did nothing 
about wages, stood by free trade harming the blue collars, and focused 
on fund raising from the rich and powerful and painting a false 
economic picture. For example, former Secretary of Labor, Robert 
Reich's article: the public see the link of power and wealth and 
declining wages undermining democracy.

16. Online media 'trumped' (term in bridge game) traditional media. 
Despite of a fairly well orchestrated mass media behind Clinton, the 
Trump team outperformed in online media and twitter communication 
to voters and small donors, keeping them informed all the way to the 
finishing line. Also see below how Cambridge Analytica helped Trump 
to win.

17.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current administration dropped. (2007 UN 
study, over 40 years, developed democratic governments, trust in 
government continuously dropped, even Sweden and Norway is 
dropping since the 90's) Shown by US Gallop polls, since 70's trust 
drops in 12 out of 17 institutions, banks, congress, president, schools, 
media and church, this distrust and fear for the worse are the basic 
undercurrent that tilted the election towards the political outsider 
Trump. 

18. Trump phenomenon is the reaction of middle class Americans to 
attacks on their values by the 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Trump had the hunch how big the anger was there and he led and ride 
with the movement. 

　For Part II (Why and How Trump won the Election?) and III (How and 
What Does the Trump Victory Mean to the U.S. and the World?), please 
read our web site publication at www.uschinaforum.org è please read our 
web site publication at http://www.us-chinaforum.com/

2016 年由秋入冬，隨著秋葉的
飄落，不免讓人興起感傷檢討的
心情。一段時間以來，我與朋友
談起我關於寫作的意見；我一向
認為思想境界、關懷眾人是寫作
能有深度的基礎。因此，我想到
了寫一篇有關這方面的回憶的文
字。

這回憶是我多年前在舊居湖區
的一次深夜散步。深夜散步中，
突然飛來湖區一隻離群的大雁，
牠淒涼、急切、盤旋、尋找的叫
聲 ， 直 是 動 人 心 魄 。 那 晚 的 散
步，我思緒良多，也涉及人生萬
物等哲思。隨後，我就動筆寫出
了這段回憶。動筆時，不覺地、
自然地想起了於1993年邀請來我
舊居盤桓數日的陳映真兄（與政
論家王曉波兄同來）。陳兄是有
名的小說家、散文家，是一位關
心社會公平正義的知識分子，不
正是一位有理想的、具有深度寫
作基礎的作家麼。「孤雁」寫完
後數日，朋友傳來消息，多年不
見，在北京養病的陳映真兄幾日

前(2016年11月22日)病逝了。冥

冥中竟如此巧合，我回憶起舊居的
往 事 ， 正 是 關 於 思 想 文 學 方 面 的
事，而想起了多年未能聯繫的陳映
真，就在幾乎此同時，他過世了。
我勉力謹以此短文，來追憶我直接
接觸的陳映真兄。

陳 王 二 兄 是 應 「 華 夏 政 略 研 究
會」邀請來美訪問的，主要談兩岸
前途、中美關係。在華盛頓地區我
安排了演講會，如今我還能追憶一
些他演講的內容，還有不少私下的
交談，現將它們記錄在下面。

他此次來華府，文學方面談的不
多，主要談到的是有關哲學、思想
方面。我印象極為深刻的是他對知
識份子的定義。他說：「知識份子
必須關心社會人群的公平正義」，
等等。關於知識份子，綜合起來，
他認為應該包涵下面應幾個條件：

1） 主張社會的公平正義，同情
扶助弱勢人群，

2） 不應只為利益工作，為資本
家效命，

3）應致力和平。

我特別記得他說：「替軍火公司
研究開發新武器的人，不能算為知
識份子」。

在談到國際關係，或社會基本問
題時，陳映真往往從其基本的根源
談起；談到社會制度，談到階級等
許多思想、哲學的名詞時，有些聽
眾似乎並不習慣，也不了解，此
時，他都總是不慌不忙，娓娓道
來，確像一位有耐心、和善的學
者。總而言之，我對陳映真的感受
很深刻，他必是一位有理想，真誠
善良讓人喜歡的知識份子。我以為
陳映真應該是具有下列幾方面品格
的人而為人們所懷念。

‧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他是主張社會公平正義的人道

主義者
‧他是人所共知的成功的小說

家、散文家
我個人進一步感受到的是：陳映

真兄的為人氣質的本質是一位熱忱
的、善良的、喜歡思想、追求真理
的思想家，然後方才能造就出其他
各方面的成就。

- Post Election Analysis on Why, How and What

2016年的世界局勢，如果以煮水
為例，經過一整年的折騰，水溫大
約已經升到九十來攝氏度，如不降
溫估計就快沸騰了。從美洲到歐
洲、中東，到亞洲，一件件重大事
件在2016接踵而來，讓人幾乎目不
接暇。

2016一開年便目睹了台灣大選一
邊倒的結果，民進黨大勝，不但蔡
英文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立院也
由民進黨掌控。在五月二十日蔡就
職前，各方多次明示暗示：要維持
台海安定，蔡必須承認九二共識。
她沒理，上任至今七個月，閉口不
提九二共識。台灣島內則亂象叢
生，遊行抗議不斷，任憑你多用心
似乎也找不出一件蔡或民進黨做對
了的事。

蔡更須認識到韓國總統朴槿惠的
前車之鑑。朴槿惠七月同意美國在
韓部署薩德系統，雖然美韓稱此舉
乃是防禦朝鮮導彈，但大家心知肚
明這是劍指中國大陸。與大陸為敵
引發大陸的反制措施，韓國幾個大
財團轉而施壓朴槿惠，將原本就已
知曉的閨蜜干政事實巧妙的公之於
眾。最終在眾叛親離，民調狂瀉的
情況下朴槿惠自動請辭。蔡英文若
在2017年仍然一意孤行，堅決不認
同一中原則，朴槿惠的下場就是她
未來的寫照。

十二月二日蔡英文與特朗普在雙
方刻意安排下通了電話，此舉打破
了中美台之間37年來所遵循的外交
準則。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捩
點，美國和台灣拿"一中原則"來
玩，中國大陸就必定會強化武力統
一的部署，近日大陸的轟炸機與航
母編隊繞台便是有力的宣示與警
告。在2017這樣的行動將會更頻
繁。

十二月二十一日西非島國聖多美
和普林西比，宣布即時與台灣斷
交，是蔡英文政府上台後，首個與
台灣斷交的國家，台灣的邦交國目
前剩下21個,相信在2017年裏還會有
國家與台灣斷交。

七月的南海仲裁案後菲律賓總統
杜特爾特卻倒向了中國，讓背後操
作的美國著著實實的挨了一記耳
光。最讓世人看清此仲裁案的偏頗
是：有飲水、有雞羊、有農作物的
太平島被判為礁，而日本卻堅稱所
佔領只有兩三平米大的沖之鳥礁是
島（國際仲裁不承認為島），禁止
台灣漁民在"周圍兩百海哩的專屬
經濟區"的台灣傳統漁場作業。不
公平不合理的遊戲規則會讓本已不

平靜的水更趨近於沸騰。
經過一年多的競選，美國總統大

選在十二月十九日選舉人投票完
畢，確認川普得票超過270後，算
是塵埃落定。川普的當選絕不是偶
然，他適時的抓住了選民對現存社
會的不滿，求變心切的心理，贏得
了經濟較落後的中西部、南部的選
票。當選後不論是從部門負責人、
幕僚的人選上或對國際事物的處理
上，都做出一些超乎人們預期的舉
措。

川普的團隊可謂是美國歷史上億
萬富翁與將軍最多的組合。對原來
有政治影響力的菁英們有所抑制，
新自由主義思潮式微，代而興起的
是極端的保守主義與極端鷹派的對
外主張。他上台後會真的如此去
做，仰或是色厲內荏的叫囂？我們
尚得繼續觀察。

他的振興經濟政策首先是減低公
司所得稅率至15%，然後是減少管
制法規條例，包括環保要求，他個
人是不接受地球暖化的說法的。可
以明顯看出他會以犧牲自然環境來
發展經濟。關於減稅，除了那些高
度自動化生產的產業外，我不認為
減低公司最高所得稅稅率到15%能
夠吸引多少美國海外公司搬回美
國。若只是高度自動化工廠由海外
搬回美國，又能增加多少就業機
會？

特朗普還未上任我們已可感覺出
美國社會的種族、性別歧視成分在
增加，語言傾向粗俗，整個社會充
斥著不確定性，恰如八、九十攝氏
度還在繼續升溫的水。

值得一提的是十二月二十三日美
國在聯合國安理會關於譴責以色列
強佔巴勒斯坦土地做新拓居地提
案，投了棄權票，這是36年來首
次。該案以14票贊成，1票棄權通
過。算是奧巴馬在臨離任前對以色
列總理納坦雅胡的一記左勾拳吧
（奧巴馬是左撇子）！痛快！

世界其它地方也不平靜，英國脫
歐，義大利總理公投未過而辭職，
德國耶誕卡車撞擊恐怖襲擊，敘利
亞政府軍在俄軍協助之下攻克反對
派重鎮阿勒頗，以及隨後而來的俄
國駐土耳其大使遭刺殺，槍手高喊
"別 忘 記 阿 勒 頗 ！ " "別 忘 記 敘 利
亞！" 我們不禁要問從中東的亂局
中誰獲得了最多的利益？還想繼續
加溫嗎？如此以往怕是水是要開
了！

 2016（猴子）走了，2017 （金
雞）接踵而至。  在它們交接之
際，我瞻前顧後，有些感觸。 

2016年孫悟空大鬧天宮！ 整個
世界都被整得顛三倒四。 有臺灣

選岀第一位女領導人，大敗國民

黨 天 下 ， 全 盤 綠 化 ， 行 政 、 立
法、司法統吃。  無奈「維持現
狀」和「九二共識」撞車，習大
大和空心菜立場迥異，導致兩岸
關係和空心菜民望直線下降。 

英國脫歐的公投導致該國地區
之間的撕裂，但已勢在必行。 歐
盟恐將因此而失去其巨大的國際
話語權。 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國經
濟下滑，日子難過。

中東地區亂成一團伊拉克，伊
朗 ， 敘 利 西 ，  ISIS， 暴 亂 加 難

民，令人失望心煩，真不知道，他
們的劫亂何時能了。

俄羅斯的普金算得上是一號人
物。 他指揮若定，西方挑釁和制
裁，一概不放在眼裡，勇往直前向
恢復大俄羅斯昔日的光輝邁進。

最後言歸正傳，回到咱們美國。 
那就不能不說川普了。 此公可以說
是異數之最。 他是美國有史以來最
沒有從政經驗、沒有所屬政黨支
持，沒有主流媒體看妤的總統候選
人。 然而他卻異軍突起，贏了。 這
說明什麼？ 本壇張語人有一篇詳細
的分析（見us-chinaforum.org），我
不在此重複。

川普這張大嘴，一向是語不驚人
死不休。 但是他並不是一個說話不
經大腦的人。 就以「川菜」通電

回顧2016 展望2017 

古話光陰如箭，歲月如梭，真
是名言，一晃就是送舊迎新的時
刻，有人歡欣鼓舞，有人感嘆流
年，我中美論壇有知有覺到了年
關。自然感觸良多。首先同仁們知
道我們張文基社長范湘濤前社長去
年還是沒發大財，我們義工已三
年，今年又拿不到紅包了。紅包不
在厚薄，紅色表示喜敬慶，社長用
郵件代表紅包，說了那麼多好話，
我們同仁也都心領了。在此足下表
示對社長及各同仁的敬意，也就用
此文向諸位拜年不備年禮了。

社長年終郵件中婉轉的提醒各
位同仁社務委員不要忘記兩件事，
一是要大家寫一篇回憶展望的短
文，一是繳納明年的會費，第一件
事本來是我們的任務，當然義不容
辭，但年關煩忙，只好用此文一箭
數雕把回憶展望作為壓軸。第二件
事，幸虧本人子女多，軟硬兼施，
麻將唆哈，倒是可以弄出會費上
繳。（只要老婆不查私房錢， 不
懷疑（字人）把錢花在什麼'半夜
小三'上就天下太平，半夜寫文章
不睡確有小三嫌疑）再加上秉宇兄
推荐了一個貴人善仕樂捐的網站，
希望我們義工可以逐漸減繳會費。
在此說句多謝，阿利路亞，阿彌陀
佛！

言 歸 正 傳 主 軸 ， 回 顧 二〇一

六，展望二〇一七，不是聳人聽

聞，去年真是多事之年，就以選
舉，中國台灣，菲律賓，及美國總
統大選都使人跌破眼鏡，本論壇已
有多篇中英文報導，兩岸關係每況
愈下，台灣搞小動作，蔡英文搞陰

獨，民心擔憂，民調大跌，英文
想自救，中文躂伐文章可以卡車
裝。南海問題，揮不掉趕不走，
菲總統杜特爾地雖殺出黑馬不與
中國明爭，擱置控訴裁判不論，
但其人身體和腦筋都未必可靠，
以后變數難料，日本安倍更是使
盡渾身本事想搗亂南海，再加上
美國新總統特朗普，是菲國小特
的崇拜對象，出牌更難預測，這
南海航道和爭端能否太平還真不
好判斷。敘利亞美俄較勁，俄國
似佔上方，中東難民把歐洲弄得
德法英不寧，英國退出歐盟，更

是雪上加霜。二〇一六美國流年

並不利，內有動亂，外交不順，
始有大特當選之事，明年上任，
要立斷TPP，大改全國醫療保險，
又要與中俄博弈，大特並無國事
經驗，僅憑直覺智慧，這棋如何
下還真無法預判。

川普用人大半右傾保守，對中
政策必與奧巴馬思維不同，中國
已經在大力研判特朗普本人與其
智囊團的性向。明年中美論壇上
也 必 有 中 英 精 彩 報 導 和 評 論 文
章。敬請讀者每周閱覽。足下謹
在此以

一六一瀏一七一棋 為題寫打油
詩一首向各位讀者拜年

一年一年復一年，中美即將過
新年，流年多事難一瀏，一起觀

棋渡明年。（流 = 瀏 = ㈥ = liu， 

起 = 棋 =㈦ = qi）

一瀏一六，一七一棋，憶往迎新一瀏一六，一七一棋，憶往迎新
◎張一飛 (Wordman)

話，打破常規近四十年的慣例，以
及其後川普對一中政策的發言，在
在顯示他想紐轉過去一些美國外交
政策國際貿易政策方面所遭受的頹
勢。 於是先來一個漫天要價。 

總之， 2016給我的感覺是一個多
事 之 秋 。  真 是 「 山 雨 欲 來 風 滿
樓」。 2017會是怎樣的一年，是
「風調雨順」的太平日子？ 還是
「天下大亂，民不聊生」？ 我看大
概都不是。 而是在兩者之間的境
地。 

中國當政者該如何面對這些欲來
的山雨？我看是按自己既定的大政
方針堅持平等互利的睦鄰政策，大
力推進一帶一路的和平繁榮發展來
發展國際合作。

對台問題堅持和平統一原則，不
冒進不退讓。 對南海問題，謹守當
事雙方就爭議不斷努力協調商議，
最近中菲、中馬對南海爭端的協商
就是對付美國橫刀攪局的好例子。

猴去雞來猴去雞來

◎
陳
立
家

追憶思想家陳映真兄
◎印鐵林

不消停的2016
◎佟秉宇

2007年 ， 英 國 "經 濟 學 人 "雜
誌，對前一年（2006）世界上約
170個國家／政權，逐一評鑒其
民主化程度。它的評分標準分四
大 類 ， 即 1） 選 舉 是 否 自 由 公
正，2）投票人是否安全，3）政
府政策是否受外國影響，及4）
政府是否有高功能。這四大類之
下又細分為60小項，逐項由專家
或民調評分。這種評分雖帶點西
方偏見，但大致仍屬公允。該評
鑒發表後大受歡迎，被稱為"民
主成績單"。"經濟學人"後來又陸
續評鑒了2008年，2010年，及以
後每一年的世界各國民主成績，
最近的一次評分是2015年。

筆 者 分 析 了 近 五 年 （ 2011-
2015）的"民主成績單"，感到西

式民主在某種國家行之極有效，而
對另一類國家則格格不入。根據這
五年的平均成績，讓我們看看那些
國家是"民主優等生"：

1.挪威 2.冰島 3.瑞典 4.丹麥 5.新
西蘭  6.瑞士  7.澳大利亞  8.加拿大  
9.芬蘭 10.荷蘭 11.盧森堡 12.愛爾蘭 
13.奧地利 14.德國 15.馬爾他 16.英國 
17.烏拉圭 18.毛里求斯 19.美國 20.捷
克。

對上列的名單，筆者分析的結論
是：

1）"民主"在歐洲行之最有效，大
洋洲次之，美洲又次之，在亞非兩
洲，它是相當失敗的。這顯然是因
為民主發源於歐洲，大洋洲和澳洲

的居民又多為歐人後裔之故。
2）入圍的20國中，僅有美國是

人口大國（3.25億，世界第三），
其他19國人口均不過億。這也許便
是古人所云的"國小易治"吧？

3）國土的大小對施行民主關係
不大，名單中既有加美澳等大國，
亦有馬盧等小國。

4）民族性似乎深深影響民主制
度的成敗。試看20位"優等生"中，
竟有15國的主要語言屬日爾曼語系
（英語亦屬日爾曼語系）！另外五
國中，有兩國（馬毛）也通用英
語。真正與日爾曼語無關的僅有芬
（烏拉山語系），捷（斯拉夫語
系）和烏（拉丁語系）三國而已。
究竟為何民主特別適合日爾曼民
族，應該不是語言問題，更可能的
是日爾曼人比較有願賭服輸的傳
統。這個我們得請教社會學及人類
學專家。

5）教育普及，收入高，基尼指
數低的國家，民主化得程度較高。
理由甚明顯，不多言。

民主成績單
民主面面觀系列之三

◎張紹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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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北海道之旅的主要景點，是距離札幌
33公里的小樽。1872年，西蝦夷（北海道舊稱
）的第一個天然港口：手宮港，改名小樽港。小
樽位於北海道道央地區的玄關，躍進為日本重要
的貿易港。1899 年，被美國、歐洲指定為對外
通商口岸，成為世界主要航道之基地 ，長久以
來在國際貿易上佔有著重要的角色。（小樽【常
夜燈】銅牌解說）小樽市不大，重點是觀光一條
街（即【堺町本通】）和小樽運河。小樽，昔日
是煤炭輸出的重要商港，也是北海道經濟發展的
中心。小樽運河，花費9年時間建成，於1923年
完工，全長 1140 公尺，寬20公尺至40公尺。小
樽運河旁紅磚倉庫櫛比鱗次，如今都已改建成餐
廳、商店及博物館。2016 年小雪，妻子和我參
加旅遊團，團員加導遊大吉共33人。11月20日
晨，從桃園機場飛札幌，24 日晚從函館飛回桃
園，完成 「戀上北海道」五天四夜之旅。小樽是
我們遊覽北海道的第二個城市。

觀光一條街和北一硝子館
11月21日晨，札幌開始飄雪，我們從昨晚

下榻的鹿之湯旅館前往小樽。餐前漫步於旅館附
近的一片白茫茫的定山溪溫泉公園。走過月見橋
頭，站立一座戴皇冠、披戰袍的銅皮人像，就是
始建於慶應2年（1867）的溫泉公園。定山溪白
雪覆蓋著一顆顆圓石的河床，消失在遠方迷茫的
山林中。公園溫泉瀰漫著白煙，有四五個遊客在
小廟前膜拜，眼見斜坡積雪路滑，我們沒敢下去
。回到旅館後院，看到來自罕見下雪地區的旅客
興奮地在打雪球戰。司機乙部博史駕駛的大巴從
札幌到小樽，一路上白雪紛飛，大吉直誇司機，
雪地駕駛幹練一級棒。穿過二三個隧道就到小樽
市區，車繞行運河一週，淺草橋上的遊客熙熙攘

攘，身著白衣黑褲黑帽、背書 「小樽」的人力車
伕在橋頭招攬生意，遠看一輛人力車就停在出拔
小路巷子口。巴士在運河畔小停，讓我們欣賞晨
光輝映的斑瀾河面，搭配河畔老舊紅牆的倉庫，
真美！雪霽車停，大地陽光普照，海風吹來有些
涼。導遊大吉引領著我們過街，經過米白色五層
樓的北一威尼斯美術館和北海道海產店，然後穿
過北一硝子三號館， 「硝子」即玻璃。這棟建成
於1891年的木骨石造倉庫，外壁用小樽特產的
軟石砌築而成。這種軟石保溫性高，通氣性好，
是建造倉庫極好材料。基石部分是用非常堅硬的
石材砌築而成。木骨部分使用的是紅松和落葉松
，地板下部是用堅硬的檜木建造的。構造上最大
的特點是有寬敞的通道，這種內部通道建築是很
罕見的，且增加其耐久性，仍保持著原有的面貌
，佇立九十餘年。這條通道還殘存著伸向海岸的
鐵鬥車的軌道。此老倉庫是小樽市指定第21號
歷史建築，裡面陳列五彩繽紛的玻璃杯。出館，
轉入觀光一條街，就是有名的六花亭和北菓樓。
北菓樓和六花亭這兩間賣的是北海道著名伴手禮
，和 「童話十字路口」的人氣甜品店 LeTAO，
稱之為 「小樽三大天王」。特別是六花亭已經是
菓子甜點的代名詞之一，在後來行程中，走過的
城鎮裡隨處可見。

銀之鐘喝咖啡和小樽運河
十字路口街角有個小廣場，矗立一座常夜燈

。此燈原是小樽海關燈塔，於1871年由海關設
置，照亮了河川口成了過往船隻的地標。它將一
切寄託在未來，在此開發新天地的當地人，將它
命名為常夜燈。小樽的經濟磐石 、建設小樽港
，便是自此燈塔開始。現在燈塔的造型，是
1874 年燒毀後重建的樣子，當時的建築現在只

有留下常夜燈為紀念。（小樽【常夜燈】銅牌解
說）十字路口四周座落著一間間造型典雅的歐式
建築：小樽音樂盒堂、LeTAO、堺町郵便局、
銀之鐘。我們在銀之鐘二號樓，喝咖啡附送咖啡
杯。我們各加100日元換Hello Kitty 瓷杯，兩個
杯子將帶回美國送給較大的孫女。喝完咖啡沿著
來時路，經過一玻璃飾品店，小鳳買了三個玻璃
珠髮夾給孫女。北一威尼斯美術館的一樓，展示
戴安娜王妃生前乘坐過的國寶級鳳尾船。最後走
到運河的終點淺草橋看運河。扶著青銅橋欄看運
河，河水汩汩地流，一艘遊艇正巧在淺草橋回頭
，船上人不多，可能還早，搭船的人少。河道旁
立著一根根老煤油燈柱，海鷗停歇在路燈罩上，
等待魚群的來臨。驀然，看到河畔立一銅牌，刻
著1967年9月流行歌曲排行榜名歌，池田充男作
詞、鶴岡雅義作曲的【小樽的女人】。蒐尋網站
，找到歌詞中譯，修飾如下： 「想念你的心情，
真快要抑制不住。在很冷很遠的北方老街，小樽
站的大雪紛飛。唉！只留下你一個人，（你是）
我永遠忘不了的最愛。你還記得嗎？ 我們一起
走過的鹽穀海邊，懷念的古代文字。（環境）
使得不得不分開，我們一起哭了。唉！我想起
來你冰涼雪白手指的感覺，現在也留在我的手
裡。」小樽運河旅客中心斜對面就是【出拔小
路】。三層日式閣樓，最高層有【白色戀人
】巧克力夾心薄餅的標誌，第二層則是小樽
出拔小路，樓下是禮品店。我們沿著旋梯上
樓，俯瞰小樽運河，很美！一對虎頭魚身的
【屋簷之鯱】，突然在眼前出現。鯱，是防
火的避邪物，它是想像中的海魚，據說頭似
虎熊呼風喚雨，其勇敢強壯的姿勢很受歡迎
，從室町末期起成了城郭的屋脊裝飾。大巴
載我們到已逝歌手石原裕次郎（1934-1987）
紀念停車場附近的海鮮店吃北海道地道的火
鍋料理石狩鍋午餐。每個人都有好大一尾
【一夜幹】。【一夜幹】是北海道漁夫們保
存魚的方式，將鮮魚剖開，清除內臟，浸泡
過鹽水後風乾一夜，可以讓魚肉更緊實。魚
肉頗厚，也還十分細嫩。我們搭配了生魚片
和石狩火鍋，大塊朵頤。飯後大巴駛回札幌
市，結束小樽之旅。（全文完）

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小樽遊記 文文//呂克明呂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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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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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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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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D03

（接上週四B4版）劉姐歎了一聲氣，眉眼下壓，臉上湧
出?難的表情，柴蔚到底是她的恩人和主子，她不想看見莎莎
對她的憤怒聲討和幸災樂禍，她沈重地對莎莎說：“就這樣
吧，你自己多保重，以後做什麼事情都要小心謹慎，最好不
要讓華人知道。“ 臨走時，劉姐送了一包臘肉給莎莎，她說
：”上次聽你說想念老家的臘肉，這是我用瓦缸腌制的臘肉
，應該跟你奶奶做的一個味。”心暖腸熱，莎莎有流淚的衝
動，她說：”一個人做這麼多臘肉，要費多少精力啊。”劉
姐說：“沒事，我兒子幫我，他很聽話。”

人在異鄉，有親人一樣的朋友關心你，讓你心暖如春，
縱然塵世陰暗冰冷，人間也有天堂的美好，但是一想起柴蔚
那張算計的臉，她又回到傷感孤獨、愛恨分明的現實。

田春花愛炫耀，在她的微博裏曬她的美國醫生，白人；
美國房子，面朝大海的如詩如畫，完全是好萊塢的浪漫鏡頭
；這才是中國土豪孕婦們想要的環境。她們大都不懂英文，
只好委身於中國人代理的月子樓，到處是亂哄哄的人，華而
不實的廣告，精明算計的代理人，忙亂不堪的華人醫生和護
士...... 實在是她們不想進入的畫面。到處都在傳說一個恐怖的
故事，因?孕婦來得太多，洛杉磯的中國醫生應接不暇，有個
名聲赫赫的?科醫生，最忙的時候同時操刀五個刨腹?，五個孕
婦像豬一樣，一排攤開，只見他刀落刀起，一把刀搞定一個
，刀也不換，接著便對准第二個。縫線的時候也是如此，一
根針縫完了一個，緊跟著再縫下一個。

就算這個故事兌滿了誇張的湯湯水水，但聽起來已讓人
毛骨悚然了，更何況是孕婦，凡是條件優越的孕婦，都想上

白人的醫院，住白人的房子。莎莎現在越來越忙，最先只是
春花朋友圈的幾個土豪，她湊合著還可以應付，後來是滾雪
球一搬，大了，圓了，她一個人吃不消，雖然是幸福的吃不
消，但她不能壓垮自己。她幹脆拉咪咪入夥，兩人成立了一
個公司，尋找高檔房子先租下來，給源源不斷飛來的土豪孕
婦當基地。咪咪嘗了首戰告捷的甜頭後，願意跟莎莎齊心協
力幹下去。

走在金光閃閃的大路上，突然跳出了一頭大老虎，呲牙
咧嘴，對天狂嘯。不知是誰跑去移民局控告，說是莎莎沒有
身份，居然非法經營公司。莎莎知道是誰在搗她的鬼，誰對
她的來龍去脈無比了解，她心頭裝了大吊燈似的明亮，當初
她以瀟灑的姿態離開了柴蔚的診所，並沒有預感未來某一天
的危難。自從劉姐給她送臘肉的那個晚上，她一直心懷忐忑
。她很快采取行動，將公司的注冊人改成了咪咪，還去一家
野雞商學院注冊，以3千美元一年的代價維持身份。移民局找
她問話，她解釋是一門需要實習的營銷課程。

謝天謝地，莎莎作了防災准備，再加上咪咪有發達的朋
友關系，莎莎算是有驚無險躲過了一劫。但是這一折騰，元
氣大傷，讓咪咪萌生了退意，她是一個還算虔誠的基督教徒
，不願遊走在法律的灰色邊緣，幹一些違法亂紀的事，而莎
莎一個人又無法承擔下來，她只能暫停服務。

莎莎越想越氣，恨不得雇一個流氓，放一把火將柴蔚的
診所燒成骨灰，或者模仿電影《教父》，把她的寵物狗給殺
了。那樣做的結果是什麼？不是把自己逼上了絕路嗎？她不
幹，她不傻。她像一頭焦慮而憤怒的狼在房間裏彷惶，突然

尾巴一直，掉過身子，看見目
標了！她冥思苦相，花了半天
的時間，在電腦上寫了一封信
給 FBI，信中檢舉柴蔚的?科診
所，長期跟非法的月子樓合作
，利用現金交易，偷稅漏稅，
違章操作，還教唆孕婦喬裝成
旅行者，騙取簽證，進海關前
穿寬松衣服遮蓋肚子。等到孩
子出生時謊稱自己貧窮，騙取
各種福利......寫完後，她還請咪
咪幫她檢查了語法錯誤。

信發走了，莎莎像完成了
一件任務，然後思前慮後，?自
己的明天計劃。從土豪孕婦那
裏賺來的利潤雖然不夠肥大，
但也夠她撐過好幾年，她覺定
去護士學校讀書，出來後去美
國的正規醫院上班，當一個遵
紀守法的良民。護士的課程雖
然重，但對於有基礎的莎莎，

不過就是學英文的術語而已。
時間在悄無聲息中流遠。就在莎莎即將畢業的那個學期

，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在美國的土地上炸響：美國FBI大規模
掃蕩洛杉磯“月子中心” ，逾百中國孕婦護照被沒收。莎莎
從電視裏看見FBI執法隊浩浩蕩蕩開進月子中心，鏡頭還閃過
月子樓的老板們，賺得盆滿缽滿，面臨他們的將是監獄的鐵
絲網，還有重量級別的罰款，不把你罰得傾家蕩?，FBI就是豆
腐或著湯圓做的。

為了這次突襲，FBI足足備戰了兩年，幾個FBI女特警，
清一色的華裔，清一色能說流利中文，她們中有人喬裝成孕
婦，有人假裝找工，以各種身份混進了敵人的心髒。

搜集了第一手鮮活的證據，於是電閃雷鳴，FBI成功突襲
。

華人記者發了新聞也發出了感歎，FBI這一抓就是抓了群
大肥羊，活該樂了聯邦政府。最初對外國孕婦來美生子，政
府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你看墨西哥邊境上那些蜂擁而來
的偷渡人，警察都不會遣返孕婦，而是給她們提供特殊的
“緊急通道”。?什麼FBI偏要抓有錢的中國孕婦，吃飽了撐
得慌嗎？還不是華人自己不斷上遞黑材料，控告同胞的違法
行?。

BI端了月子中心，美國媒體也在議論紛紛，電視上的三
人脫口秀，主持人在驚歎：她們來美國生孩子，要花5萬到10
萬美元，據說手提箱裏全是現金。一個嘉賓馬上回應說，就
是美國的中?家庭，也不能隨意拿出五六萬的現金。另一個嘉
賓接口，這是一個多大的?業鏈，醫生、護士、管道工、 廚師
、快遞員、房地?商......看一看，想一想，能提供多少就業機會
，要想鼓勵當地經濟，就不能拒絕發展機會。主持人說，對
，只要他們遵法守紀，按時上稅，我們就不能賭路。

美國人的態度還算溫和寬厚，幸災樂禍的多是當地華人
。資源有限，他們確實不歡迎未來的競爭者，讓自己的下一
代走得坎坷緊迫，加州名校的門檻外，亞裔學子如雲，?名額
激烈廝殺，拼命爭鬥，那競爭讓人想起非洲原野上的群獅在
搶奪獵物。此景刺目，本地家長的心髒能不上竄下跳嗎？

唯有作家多情，在華文報紙上抒情：“本是同根生，相
煎何太急。”

“因為同根生，根根底底都看清楚，我知道你要開什麼
花，你知道我想結什麼果子。”莎莎自言自語，她希望那矯
情的作家能聽見她的話。晚飯的時間到了，她一邊就著劉姐
的臘肉下飯，一邊看著報紙，眼睛還時不時瞟一眼電視，眼
珠子突然凝住了，死死地定在電視屏幕上，臘肉抵在她的喉
嚨變成了骨頭。幾個虎背熊腰的警察，氣勢洶洶把一個上了
手銬的華人拽上車，那華人還穿著廚師的衣服，帶著廚師的
帽子，那不是劉姐的寶貝兒子嗎？莎莎見過他！據新聞報道
，當警察在月子樓准備帶走雇主時，裏面的廚師衝了出來，
掄起拳頭給了警察一拳。

莎莎頭暈眼花，感覺自己也被人打了一拳。

本是同根 文/孟悟（（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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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99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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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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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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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2017年仍面臨顛簸之路

預計中國經濟增6.2％

綜合報導 2016年，全球經濟在各種

出人意料中緩慢增長。2017年，英國脫

歐和美國大選的結果令金融市場陷入動

蕩，也令外界對全球經濟走勢的預期發

生巨大變化。2017年，這些事件的溢出

效應將繼續施加影響，國際政壇仍有可

能再次飛出壹只只“黑天鵝”，世界經

濟仍面臨巨大不確定性。

國際政壇2016年頻現“黑天鵝”事

件。2016年6月24日，英國全民公投結

果意外支持脫離歐盟，時任英國首相卡

梅倫宣布辭職，這引發市場動蕩，英鎊

開啟暴跌模式。國際三大評級機構均將

英國主權信用評級前景展望降為“負

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警

告這壹事件今後帶來的不確定性將拖累

英國、歐洲乃至全球經濟增長。

英國政府已經表示，2017年3月底

將正式啟動為期兩年的“脫歐”程序，

並與歐盟開始就重建雙方經貿等關系展

開談判。目前，歐盟和英國在移民和貿

易政策等關鍵問題上分歧難以彌合，相

關談判料將艱難，預計明年投資和貿易

等方面的不確定性陰影仍將籠罩歐洲。

2016年11月9日，共和黨總統候選

人唐納德· 特朗普意外贏得2016年美國

總統選舉。特朗普的減稅和財政措施令

外界憧景美國經濟增長將大大提速，並

且這也將惠及全球經濟增長。特朗普效

應隨即發酵，金融市場陷入動蕩，美股

創下新高，美元勢如破竹，全球債市普

遍大幅下滑。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

布的2016下半年經濟展望報告預期，在

特朗普政府的減稅及公

共支出計劃推動下，美

國經濟 2017 年將增長

2.3%，而 2016 年 9 月份

OECD預測美國經濟增

長僅為 2.1%。經合組織

認為，特朗普的減稅和

55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

投資計劃將幫助美國經

濟增長加速，這種促進

效應將在2018年尤為明

顯，2018年美國經濟增

速預計將達到3%。

但分析指出，特朗普的減稅和財政

政策將大大增加美國政府的債務負擔，能

否在國內得到足夠支持還存在不確定性，

明年美國經濟或面臨因政府換屆而導致

的政策磨合問題。因此，特朗普的政策

能在多大程度上提振美國經濟還有待觀察。

政局動蕩對市場的影響還不止於

此，從巴西總統羅塞夫遭彈核，到韓國

總統樸槿惠被迫下臺，從法國總統奧朗

德宣布放棄連任，到意大利總理倫齊因

憲法改革公投受挫而辭職，“黑天鵝”

事件頻發為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的穩定增

長蒙上陰影。2017年，法國和德國均面

臨大選，而民粹主義擡頭的趨勢或將令

“黑天鵝”再次飛起。

2017年，全球經濟預計將在低速增

長的主旋律中面臨進壹步放緩的威脅。

法國興業銀行認為，2017年可能會有4

只“黑天鵝”，對全球經濟產生沖擊，

分別是歐美等地產生的政治不確定性、

債券收益率大幅上揚、中國經濟硬著陸

以及主要經濟體之間爆發貿易戰。

在低增長態勢難改、風險因素仍存

的背景下，國際機構對2017年全球增長

形勢的態度總體來說仍屬樂觀，大多認

為世界經濟在現有基礎上將略有增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其最新壹

期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指出，2017

年全球經濟增速預計為3.4%。報告顯示，

發達經濟體2017年經濟增速預期為1.8%，

其中美國年經濟增速預測為2.2%，歐元區

經濟增速為1.5%。報告預計，新興市場和

發展中經濟體2017年經濟增速將達4.6%。

報告維持中國2016和2017兩年增速預期

不變，分別為6.6%和6.2%。

IMF首席經濟學家莫裏斯· 奧布斯特

費爾德表示，全球經濟仍面臨下行風險

。經濟持續低速增長，多數國家貧富差

距加大，這將加劇反貿易、反移民情緒

的升溫，進而拖累全球經濟增長。報告

呼籲發達經濟體央行繼續維持寬松貨幣

政策，並強調各國應加大對教育、技術、

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投資，推進結構性改

革以提高勞動參與率，降低市場準入門

檻，從而提高生產率和潛在經濟增長。

經合組織的報告預計，2017年全球

經濟增長率為 3.2%，美國經濟將增長

2.1%，歐元區增長預計為1.4%，日本經

濟2017年將迎來轉機，預計增長0.7%。

新興經濟體方面，預計中國經濟2017年

增長6.2%，印度經濟增速將達7.5%，巴

西增長0.3%。經合組織還預計，“脫歐”

對英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將在2017年顯現，

2017年英國經濟增長率預計僅為1.0%。

經合組織呼籲各國政府更好地利用

財政手段刺激全球經濟加速增長。經合

組織表示，要想走出“低增長”陷阱，

還需依靠貨幣政策以外的其他手段，即

財政手段和結構性改革，包括貿易政策

的調整，還有賴於有效地執行這些政策。

貿易保護主義和金融風險也是威脅全球

經濟持續較快增長的“攔路虎”，對此

應保持警惕。

而亞洲開發銀行（亞行）的最新預測

顯示，2017年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將“總體

保持平穩”，增長預期為5.7%。東亞地區

將增長5.6%，南亞地區增長7.3%，東南亞

地區將增長4.6%，中亞地區增長2.6%。亞

行副首席經濟學家莊巨忠說：“全球經濟

面臨著不確定性，在這種條件下，亞洲經

濟體依然保持強勁增長。該區域正在進行

的結構性改革會提升生產率，改善投資環

境，刺激國內需求，這有助於保持未來的

經濟發展勢頭。”

境內個人購匯申請單新增選項：需填用匯時間
外匯局有關負責人強調，個人購匯便利額度保持

5萬美元不變。盡管個人購匯的5萬美元便利化額度

沒有變，但近期有民眾發現，到銀行網點買賣外匯需

要填寫壹張新的《個人購匯申請單》（下稱《申請

單》），《申請單》對外匯申報內容較以往進行了細

化。專家指出，這是對不正常資本流出的管理，而有

投資者表示，換美元的主要用途還是保值。

申請單內容更詳細 手續較以往增多
此次《申請單》明確強調，境內個人辦理購匯

時，不得用於境外買房、證券投資、購買人壽保險

和投資性返還分紅類保險等尚未開放的資本項目。

在懲罰措施上，違者將列入“關註名單”，列

入名單的個人當年及之後兩年不享有個人便利化額

度，同時依法移送反洗錢調查。此外，違反規定辦

理個人購匯業務的，還可能被予以行政處罰，違法

信息納入個人征信記錄。

中金所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趙慶明對新京報記

者指出，這並非壹個新的政策，資本項目在我國壹

直以來受管制，“並不是說以前就允許購匯，境外

購買房地產。”

不過，據記者調查，《申請單》對居民需要填寫的項

目進行了細化。壹位美國加州大學的留學生告訴記者，以

往換匯只需要填寫購匯用途，現在還需要填寫學校名

稱、留學國家、年學費、年生活費，手續較以往增多。

此外，記者在銀行網點看到的《申請單》還顯

示，新增了“預計用匯時間”的選項。

壹位五大銀行之壹的人士對記者表示，以往為

了方便起見，很多客戶會選擇“旅遊”這壹選項來

省去很多麻煩，但現在還是建議客戶按照實際需要

填寫，包括近期的大額現金管理新政上，監管層對

信息采集有加強的趨勢。

此前，央行方面修訂了《金融機構大額交易和

可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對銀行等金融機構強化

了審核和報送信息的責任，但央行方面多次表示，

個人購匯5萬美元的便利化額度不變，大額現金管

理辦法對普通購匯者幾乎沒有影響。

投資者：買美元重在保值
為何美元換匯壹再觸及媒體的神經？專家指出，

這跟此前人民幣貶值，客戶多樣化的投資需求有關。

家住豐臺區的李先生就是購置美元的代表。李

先生告訴新京報記者，從幾年前人民幣位於高位的

時候，他每個月從工資裏劃出壹部分，通過定投的

方式購買數百美元。

“實際上，美元存款利息很低，幾年下來漲得

不多。”李先生坦言，主要還是出於資產保值增值

的考慮，而美元是歷來的強勢貨幣之壹。

記者查閱發現，美元的活期存款利率為0.05%，

而人民幣城鄉居民存款的活期掛牌利率達到了0.3%；

另壹方面，美元指數於近期創下了103的新高，則

帶動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走低。

對此，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也公開

指出，即使美元目前是強勢貨幣，未來還是存在不

確定性，受短期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波動影響而選

擇盲目跟風換匯並不壹定是明智之舉。

巴西聖保羅巴西聖保羅，，當地放飛超當地放飛超55萬只可生物降解的彩色氣球迎接新年萬只可生物降解的彩色氣球迎接新年，，
巨大的笑臉圖案綻放成彩色海洋巨大的笑臉圖案綻放成彩色海洋。。

巴西放飛巴西放飛55萬只氣球迎新萬只氣球迎新年 巨大笑臉綻放彩色海洋

伊拉克首都鬧市發生連環爆炸伊拉克首都鬧市發生連環爆炸
數十人傷亡數十人傷亡

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市中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市中
心壹處熱鬧市場發生兩起炸心壹處熱鬧市場發生兩起炸
彈爆炸彈爆炸，，伊拉克內政部官員伊拉克內政部官員
說說，，首都巴格達當天早晨發首都巴格達當天早晨發
生兩起爆炸襲擊事件生兩起爆炸襲擊事件，，目前目前
已造成至少已造成至少2828人死亡人死亡、、5353
人受傷人受傷。。據了解據了解，，襲擊者將襲擊者將
炸彈事先埋設在巴格達西納炸彈事先埋設在巴格達西納
克壹家汽車零配件商店和郵克壹家汽車零配件商店和郵
局附近局附近，，然後先後引爆炸彈然後先後引爆炸彈，，
造成大量人員傷亡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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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美國紐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其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其1010年任期最後壹個工作日發年任期最後壹個工作日發
表講話表講話，，與同事合影留念後揮手告別與同事合影留念後揮手告別。。



CHINESE CULTURE 
SHOULD STRIVE TO BUILD                                                              

COMMUNICATION SYSTEM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Zhou’s speeche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finding 
commonal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values, as well as developing Chinese cultural 
products that actually appeal to Western audiences.
Zhou said that when China attempts to introduce 
Chinese cultural products and literature worldwide, 
they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nections 
and common values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world cultures. In addition, China needs to spend more 
time understanding other cultures, especially thos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hinese culture “going out” 
strategy should adopt a systematic approach, instead 
of only entertaining domestic audiences. In order to 
better tell China’s story to the world, focusing on the 
market and tailoring cultural products to the audience 
is essential.

#
MEN HONGHUA [門洪華], Deputy Director,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CHINA'S SOFT POWER EVALUATION REPORT 
(I & II)
Men has listed five points on strengthening China’s 
soft power:

China has launched a number of "soft power" 
initiatives to expand its influence abroad, 
including other English-language media outlets.
The move is part of Beijing’s push to extend its 
global reach via “soft power” tactics and follows 
President Xi Jinping’s call for media to re-brand 
China by improving its image and narrative and 
expanding its reach to the global audience.
CGTN will have TV channels in English, Arabic, 
French, Spanish and Russian with production 
centers in Washington and Nairobi. It will also 
have a video 
newsletter 
agency and a 

new media agency.
On Dec. 30, CCTV 
unveiled several new 
mobile apps under 
the CGTN brand, and 
visitors to CCTV’s 
non-Chinese language websites were directed to a new 
Cgtn.com website.
The broadcaster published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from Xi on Dec. 31 in which the president urged the 
newly launched CGTN to “tell China’s story well, 
spread China’s voice well, let the world know a three-
dimensional, colorful China, and showcase China’s 
role as a builder of world peace.”
Xi said in February that “onshore portals must follow 
the party line and promote positive propaganda as the 
main theme”. (Courtesy http://www.worldtribune.
com)
Related

Scholars And Media On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CHINESE CULTURE'S "GOING 
OUT STRATEGY" NEEDS                                                                            

A SYSTEMATIC APPROACH AND TRUE 
FOREIGN APPEAL

--ZHOU MINGWEI [周明偉],  President,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 TELLING CHINA'S STORY, WE CAN'T 
SIMPLY ENTERTAIN OURSELVES
CHINESE CULTURE "GOING OUT" 

BROADENS THE PATHWAY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Beijing’s largest 
TV network, said it would launch a new global media 
platform on New Year’s Day to help re-brand China's 
image overseas.
The new multilingual operation will have six TV 
channels and a new media agency, the network said 
on its website on Friday night. Its CCTV News 
channel will be rebranded the 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it added.

China has launched a number of “soft power” 
initiatives to expand its influence abroad, including 
other English-language media outlet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urged the new network 
to “tell China stories well,”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ed on Saturday. 

1. Hard power is still fundamental. We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hard power and learn to better utilize it 
and consolidate its influence.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change how we use hard power by increasing 
support for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domestic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a 
material basis for soft power development.
2.We should do our best to promot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Le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irectly propel 
our concepts, 
development 
mode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image. 
Let this culture lead 
the advancement of 
soft power. In some 
sense, the discussion 
about Chinese soft 
power is about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3. Improve and optimize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To some degree,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can 
determine the success of China’s soft power appeal.
4. Increase eng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Firstly, enhance China’s ability to set agendas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events more proactively. Secondly, if China truly 
wants to be regionally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it 
needs to provide more public goods f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ird, China should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pushing forward innov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ast Asia.
5. Improve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by building 
a better domestic image. China needs to first be 
responsible to its own country and people. China 
shoul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build positiv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mages. (Courtesy www.wilsoncenter.org/scholars-
and-media-chinas-cultural-soft-power)

Related
England's Prince William Appealed For 
End To Ivory Trade In 2015 China Visit

Britain's Prince William highlighted his interest in 
wildlife conservation on the final stop of his China 
tour in March 2015, feeding baskets of carrots to 
an elephant in the country’s southwest.
The second in line to the British throne visited 
an elephant sanctuary, where he met Ran Ran,                       
a 13-year-old female elephant who was discovered 
in 2005 with a leg wound caused by an iron trap.
Handed carrots by the animal’s keeper, William 
passed them to Ran Ran, who reached for more 
with her trunk even while her mouth was crammed 
full.
The visit to Yunnan Province, a tropical region 
bordering Myanmar and Laos that has been the 
focus of government efforts to stop poaching and 
reduce conflicts between people and elephants 
who eat their crops, was organized for William 
to learn how Asian elephants are surviving in the 

wild in China.

There are about 250 wild Asian elephants in China, 
all in Yunnan, according to the province’s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The prince, who is patron and president of British 
charities that campaign against the illegal trade in ivory, 
also met villagers in Xishuangbanna Prefecture to hear 
how they are adapting to living in close proximity to 
wild elephants.
William, who regularly speaks out against wildlife 
trafficking, called for an end to the ivory trade.
“A powerful blow we can strike against traffickers 
is to reduce the demand for their products. Demand 
provides traffickers with their incentive. It fuels their 
greed and generates their vast profits,” William said in 
a speech released by Britain’s royal household.
“Ultimately, ending demand for ivory is down to 
citizens across the world,” he said, adding that he 
welcomes “the steps that China has already taken” to 

China announced on Friday that it was banning all 
commerce in ivory by the end of 2017, a move that 
would shut down the world’s largest ivory market and 
could deal a critical blow to the practice of elephant 
poaching in Africa.
The decision by China follows years of grow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ressure and gives 
wildlife protection advocates hope that the threatened 
extinction of certain elephant populations in Africa can 
be averted.
“China’s announcement is a game changer for elephant 
conservation,” Carter Roberts, the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 the World Wildlife Fund, said in a written 
stat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lso ending its 
domestic ivory trade earlier this year, two of the largest 
ivory markets have taken action that will reverberate 
around the world.”
According to some estimates, more than 100,000 
elephants have been wiped out in Africa over the past 
10 years in a ruthless scramble for ivory driven by 
Chinese demand. Some Chinese investors call ivory 
“white gold,” while carvers and collectors call it the 
“organic gemstone.”
Elly Pepper, a wildlife advocate with th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which is based in New 
York, wrote that China’s announcement“may be the 
biggest sign of hope for elephants since the current 
poaching crisis began.”
Wildlife advocates have said for year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step in putting poachers out of business 
would be shutting down the ivory industry in China.
The advocates have promoted long-running public 
campaigns to shame China and raise questions about 
its global responsibilities, at a time when China has 
been assuming a higher profile on the world stage. But 
the success of the new policy depends on how strictly 
it is enforced.

China Officially Bans Its Ivory Trade,
Moving Against Elephant Po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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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inese police officer watched over ivory products being 
prepared for destruction during a ceremony in Beijing in 2015. 
China’s ban announced on Friday would shut down the world’s 
largest domestic ivory market. (Photo/Associated Press)

Britain’s Prince William makes friends with a gentle 
pachydern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Asian Elephant Protection 
and Breeding Base in southwest China’s Yunnan Province. 
(Photo: CFP)

Prince William Joins Yao Ming And Others In The Fight 
Against Illegal Ivory Trafficking

Beijing's CCTV Towe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hina To Re-Brand Itself In New Year With 'Soft Power' Media Offensive

counter the trade.
The extinction of animals such as elephants, rhinos 
and pangolins would be an “immeasurable loss”  to 
humanity, he said.
In 2015, China banned ivory imports for a year in the 
hope it would help reduce the demand for African 
tusks and protect wild elephants.
China crushed 6.8 tons of confiscated ivory early last 
year in its first such public destruction of its stockpile. 
But the country still ranks as the world’s biggest end-
market for poached ivory, according to the World 
Wildlife Fund.
Beijing in 1981 
signed a pact 
banning the trade in 
ivory, but it got an 
exemption in 2008 
to buy 62 tons of 
ivory from several 
African nations. It 
releases a portion of 
that stockpile each 
year to government-
licensed ivory 
carving factories.
More than 20,000 
African elephants 
were killed for 
ivory in 2013, said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leaving a 
population of about 
500,000.
William told 
President Xi Jinping 
that he hopes 
China can become 
a world leader in 
the field of wildlife 
conservation,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ed.
During their 
meeting, Xi 
explained China’s 
policies and work 
protecting elephants 
and other wild 
animals and told 
the prince that he 
hopes to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Courtesy 
www.bbc.com/
news/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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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中華民國總統府發
言人黃重諺於台灣時間30日下午公
布總統蔡英文出訪中南美四友邦時
過境美國的行程。蔡英文去程將於
1月7、8日短暫過境休士頓；回程

將於13日晚上9時抵達舊金山國際
機場，14日下午4時離美返台，過
境期間也會依照以往慣例安排僑宴
。

據悉蔡英文休士頓行程將於 7

日上午 9 時半在下塌 Galleria Omni
酒店前有一場僑胞歡迎會、下午 5
時半同一地點舉行僑宴、8 日上午
11時在酒店前有一場僑胞歡送會。

丹青藝苑滿庭芳
王長宏美術學校2016年度 師生畫展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將於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將於11月月77、、
88日短暫過境休士頓日短暫過境休士頓
11月月 77 日日(SAT)(SAT)上午上午 99時時 3030 分在分在
Galleria OmniGalleria Omni酒店舉行僑胞歡迎酒店舉行僑胞歡迎
會會,,下午下午55時時3030分在分在Gallera OmniGallera Omni
酒店舉行僑宴及酒店舉行僑宴及11月月88日上午日上午1111
時舉行僑胞歡送會時舉行僑胞歡送會

王長宏美術學校王長宏美術學校20162016年度師生畫年度師生畫
展展
11月月77日日(SAT)(SAT)上午上午1010時時3030分至分至
下午下午44時時3030分分
97309730 Town Park Dr. #Town Park Dr. #116116,,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中醫粥的食療與時辰養生中醫粥的食療與時辰養生」」
主講主講：： 劉青川中醫師劉青川中醫師
11月月77日下午日下午22點到點到44點點
華人聖經教會華人聖經教會
6025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Sovereign Dr, Houston,
TXTX 7703677036

天后廟年尾酬神天后廟年尾酬神
11月月88日日(SUN)(SUN)中午中午1212時時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

15071507 Delano,Houston,TX.Delano,Houston,TX.7700377003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20162016年賽年賽
11月月88日日(SUN)(SUN)下午下午11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室室

[[擁抱春天擁抱春天]]大休士頓地區大休士頓地區
20172017年春節聯歡晚會年春節聯歡晚會
11月月88日日(SUN)(SUN)下午下午66時時
Stafford CenterStafford Center
1050510505 Cash Rd, Stafford,HousCash Rd, Stafford,Hous--
ton,TX.ton,TX.7747777477

候斯頓香港會館會員大會候斯頓香港會館會員大會
11月月88日日(SUN)(SUN)下午下午66時時
珍寶海鮮餐廳珍寶海鮮餐廳

美南山東同鄉會理事會美南山東同鄉會理事會
11 月月 77 日日 （（Sat. )Sat. ) 上午上午99：：3030
Hiltin Hotel (Hiltin Hotel ( 67806780 S. W. FWY ,S. W. FWY ,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7477074 ))

第七屆第七屆 「「建偉杯建偉杯」」 乒乓球單打比乒乓球單打比
賽賽
11 月月88 日日（（ Sun.)Sun.) 全天全天
中國人活動中心乒乓球俱樂部中國人活動中心乒乓球俱樂部

活
動
快
報

活
動
快
報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 轉眼 2016 年行
將結束，回顧一年來，學生努力學習，老師
精心耕耘，當收獲季節來臨的時候，滿園芬
芳，碩果累累。

首先， 該校學生們在全美著名的
Celebrating Art Contest 2016 美術大賽中成績
卓著。其中 7-9 年級組的 Tonyia Hu 和 4-6
年級組的 Amaris Shi 分別獲得最高獎 Top
Ten Winner, 10-12 年級組的 Sherry Hu 獲得
'High Merit'獎。11 年級組的 Olivia Zhang 已
宣布進人獲獎名列，具體獎項尚未公布。他
們的作品或拷貝將會展現在該校 2016 年度
師生聯合畫展中。

本屆畫展展出青少年學生作品60余幅，成
人學員作品30余幅。青少年的作品, 有素描
，彩鉛，卡通，Pastel， 油畫， Acrylic，等

眾多畫種。這些作品已顯示出學生們良好的
基本功訓練和非凡的藝術天賦。 有些作品充
滿童趣， 展現了他們的創作奇想。學生們雖
然學時短，初級班一年兩學期總共上課32 學
時，高級班才64 學時。在這樣短的時間裡，
能達到這樣的程度，家長們都非常興奮感慨
，贊不絕口。

成人學生的作品，和上屆相比，水平有
明顯提高。資深學員的油畫作品，畫法多樣
。有的不留筆觸，色彩和諧。有用調色刀的
，色彩飽滿。水彩畫作品畫面清新細膩，栩
栩如生，色彩輕快淋漓，淡雅優閑，展現了
作者追求完美的畫風。 初學者充滿熱情，大
膽嘗試不同畫種。年長學員更體會到學繪畫
不但學習藝術， 還是修心養性和以畫會友的
好辦法。

王老師展出的新疆組畫 10 幅， 是他暑
期親赴新疆采風之後的創作成果。天山南北
的壯麗山川，伊犁草原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場
景，是他這此創作的動力和源泉。在草原上
親歷哈薩克人‘刁羊’和‘姑娘追’等民俗
活動，更激起他喜愛畫馬的創作熱情。希望
觀眾能在他的作品中欣賞到新疆的大美及畫
家對生活的激情。

本屆畫展於 12 月 10 日，11 日以學生，
家長以及他們的親友為對像內部展出。並於
2017年1月7日 10:30 - 4:40， 8日11:30 - 4:
30 對外開放。 歡迎各界朋友參觀交流。

畫展在該校展出，地址：9730 Town
Park Dr. #116, Houston, TX 77036。聯絡電
話：281-969-8506 832-561-6451

候斯頓香港會館會員大會通告候斯頓香港會館會員大會通告
一年一度候斯頓香港會館會員大會將會於在二一年一度候斯頓香港會館會員大會將會於在二

零一七年一月八日零一七年一月八日((星期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在珍寶酒樓舉下午六時在珍寶酒樓舉
行行 ，，大會將會有豐富晚餐大會將會有豐富晚餐，，二零一六年會服務報告二零一六年會服務報告
，，幸運抽獎幸運抽獎,, 等等等等。。

會員晚餐收費是每位二十元會員晚餐收費是每位二十元,, 非會員收費是每位非會員收費是每位
二十八元二十八元。。敬請蒞臨敬請蒞臨,, 舊雨新知舊雨新知,, 無任歡迎無任歡迎

報名請來電報名請來電 譚陳苑儀譚陳苑儀((281281--788788--78707870)) 或或 沈巧沈巧
玲玲((713713--777777--17171717)) 或梁國堅或梁國堅((832832--860860--03370337))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將於將於11月月77、、88日短暫過境休士頓安排僑宴日短暫過境休士頓安排僑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