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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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新聞結盟馬丁路德金恩遊行宣傳國際新
年園遊會
為緬懷記念美國民權運動最重要領袖人物馬丁路德金恩﹐16
日在休士頓市中心鄰近休士頓社區學院(HCC)交口﹐舉辦一
場「第23屆年度馬丁路德金恩遊行」(23 rd MLK Grande Pa-
rade)﹐參與遊行隊伍眾多﹐大家精神抖擻﹐齊心協力展現創
意﹐擔任贊助合作的美南新聞集團也參與遊行﹐融合中華文
化元素﹐到場宣傳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藝術節與農曆新年﹐
並合作慶祝超級盃活動﹐熱情支持文化融合﹒

社 區 剪 影社 區 剪 影



【VOA】整齊的步伐﹑鏗鏘有力

的音樂﹐美國空軍在為 1 月 20

日的美國45任總統就職典禮演

練﹒

這次的總統就職典禮﹐空軍總共派出包括現役軍人﹑預備役軍人

和軍校學生在內的大約1300人﹐參加前期準備工作及儀式當天

的演奏和遊行﹐也為隨時可能發生的突發狀況做準備﹒

華盛頓空軍戰區指揮官戴裏爾·波爾克少將說﹕

"我覺得這個過程中最大的收獲是能夠參與到這個歷史性時刻的

機會﹒我們政府的權利和平交接﹐這是你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

都看不到的﹒所以﹐我們所有的空軍官兵都為能夠參與其中而非

常驕傲 ﹒”

就職儀式當天的重頭戲當然是總統宣誓之後的遊行﹐美國空軍方

隊中的亮點是99人的軍樂隊和131人組成的儀仗隊﹒

空軍軍樂隊為就職儀式演奏的正式排練時間一共只有大約兩周﹐

但樂隊的指揮拉裏·蘭上校說﹐他們已經準備好了﹒

“這些都是空軍為軍樂隊項目雇傭的專業樂手﹒實際上這是軍樂

隊的75周年紀念﹐你知道嗎﹖我們1941年成立﹐比美國空軍成立

還早﹒我們軍樂隊從杜魯門總統開始就在就職典禮上演奏﹐並且

我們經常在這樣的活動上表演﹐所以我們準備好了﹗”

他說﹐軍樂隊會在儀式當天演奏包括《華盛頓郵報進行曲》和美國

空軍軍歌在內的四首曲子﹒

“我們嘗試每一首曲子都加入新的熱情﹑新的活力﹒當然﹐我們有

一位新總統﹐我們為第一次代表美國空軍向他致敬而激動﹒”

技術軍士薩拉·裏斯（Sara Reese）在樂隊裏吹單簧管﹐這是她第二

次在總統就職典禮上演奏﹒

“我為能代表第11聯隊﹐能代表世界各地的美軍空軍官兵感到非

常激動﹒”

雖然華盛頓特區警察和國民警衛隊主要負責儀式當天的安保工

作﹐但空軍還是做好準備﹐一旦有需要﹐就會協助處理突發事件﹒

這個機器人可以協助拆除炸彈﹒

而軍人的好朋友﹐軍犬也會隨時待命﹐準備甄別可疑目標﹒

1949年﹐美國空軍軍樂隊開始在總統就職儀式上演奏﹒今年的1

月20日﹐新總統宣誓就職之後﹐美國海陸空三軍﹑海岸警備隊和

海軍陸戰隊各自的軍樂隊和儀仗隊會從國會山遊行至白宮﹒

內容介紹內容介紹﹕《﹕《幸福里九號幸福里九號》》是北京盛世凱是北京盛世凱

華文化投資有限公司出品的情感劇華文化投資有限公司出品的情感劇﹐﹐由由

王小康執導王小康執導﹐﹐李宗翰李宗翰﹑﹑楊雪楊雪﹑﹑鄭萍及孫大鄭萍及孫大

川川 共同主演共同主演﹒﹒該劇講述了改革開放該劇講述了改革開放 3030

年北京兩個普通家庭之間的故事年北京兩個普通家庭之間的故事﹐﹐通過通過

家長里短反映一個時代的變遷和大時代家長里短反映一個時代的變遷和大時代

裡個人命運沈浮的故事裡個人命運沈浮的故事﹒﹒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周四至周五下午周四至周五下午22時至時至33時首播時首播﹐﹐周五至周六凌晨周五至周六凌晨44時至時至55時重時重

播播﹐﹐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BB22美南電視介紹

《《幸福里九號幸福里九號》》大時代變遷家庭倫理劇大時代變遷家庭倫理劇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空軍為總統就職儀式做準備

【VOA】在美國﹐總統就職典禮通常是一個政治團結事件﹐但是今
年﹐創紀錄的美國議員打算在川普1月20日上任之際公開斥責
這位當選總統﹒
在美國國會535名當選議員中﹐至少有26名民主黨籍議員記錄
在案地表示﹐他們打算抵制星期五的川普就職儀式﹒
川普的撕裂式的政治風格﹐讓他在大選中獲勝﹐但隨著他成為總
統﹐他的政治風格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一項新的美國民意調
查結果表明﹐51%的美國人不讚成他在權力過渡期間的表現﹒川
普目前的民眾支持率為40%﹐低於他之前的三位總統上台時的支
持率﹒

這項民調是在川普在推特上攻擊受人尊重的美國國會眾議員﹑
著名民權領袖約翰·劉易斯之前進行的﹒ 劉易斯議員說﹐他不認
為川普是合法總統﹒川普上星期六在推特上回擊說﹐“劉易斯應
當多花時間幫助他的選民而不是無中生有地對選舉結果進行抱
怨”﹒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分析人士約翰·哈達克說﹐這次大選的爭奪
和對立異常激烈﹐再加上外國幹預威脅的陰影﹐創造了抵制就職
大典的氛圍﹒
他說﹐傳統上﹐即便是本黨候選人敗選或是有爭議﹐反對黨議員
都會出席總統就職儀式﹒

美美2020多名民主黨議員宣布多名民主黨議員宣布
抵制川普就職儀式抵制川普就職儀式

為川普總統就職大典搭起台子的國會大廈為川普總統就職大典搭起台子的國會大廈﹒﹒

美空軍為總統就職儀式做準備美空軍為總統就職儀式做準備﹒﹒

星期三 2017年1月18日 Wednesday, January 18, 2017



BB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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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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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移民資訊

美媒：百余中國人“綠卡夢”碎 華人移民必須警惕
近日，《美国侨报》报道

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对加州一名律师提起诉讼，指控

他欺诈意向移民到美国的中国投

资者办理EB-5绿卡。声明说，来

自南加新港滩的律师弗朗西斯科

和他的“PDC资本”公司4年来

诈骗131名中国投资人超过7200

万美元，把资金从一个项目挪到

另一个项目，其中950万美元以

上未照约定开咖啡馆或疗养院，

而是拿来经营自己的投资公司与

买游艇。

事件频发引关注

从留学求职转换身份，到投

资移民取得绿卡，都是一些中国

人实现“美国梦”的途径。据美

国《世界日报》报道，近年随着

美国H-1B签证(特殊专业人员/临

时工作签证)的配额限制，投资移

民项目中的EB-5成了许多中国人

的寻求目标。EB-5是美国移民法

中针对海外投资移民者所设立的

移民签证类别，旨在通过外国投

资者的投资和就业职位的创造刺

激美国经济的发展。

美国证监会的诉状指出，从

2013年至2016年9月，弗朗西斯

科以投资EB-5项目的名义向主要

为中国人的投资客户吸金，并挪

用大量投资金作为PDC投资集团

营运费，或用作个人开销。美国

证监会请求法官制止弗朗西斯科

与PDC投资公司继续以EB-5签证

投资移民名义吸金，并把资金退

还投资人，同时请法官冻结弗朗

西斯科资产。

自EB-5投资移民签证面向中

国以来，类似被骗案件便不断发

生。最大的一次丑闻当属2013年

曝光的“芝加哥会议中心”项

目。在该案件中，商人塞思涉嫌

布下投资移民骗局，受害人多达

294名，其中有250人来自中国，

涉案金额包括1.45亿美元的投资

费用和 1100 万美元管理费用。

“由于区域中心投资的项目越做

越大，越来越多的投资人被诈

骗，因此引起了美国证监会的重

视。”美国政治法律学者张军律

师说，“用不实的承诺让投资人

看到一个办理绿卡的捷径，或者

办理无风险的说法，这些年在美

国是有增无减的。”

华人在海外屡遭诈骗已经成

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受骗方式也

“五花八门”。微总部创新基地

董事长徐德清表示，“除了投资

移民绿卡诈骗以外，现在对中国

大陆来说，包括网络代购、月子

中心也存在诈骗现象，但投资移

民和留学中介诈骗现象是比较严

重的。”“我所了解的纽约诈骗

有一批男人钓鱼式地找中国女

人，以‘绿卡’为诱饵明码标价

进行‘假结婚’，再反过来实施

一系列诈骗；还有一些‘保媒拉

纤’的犯罪集团，例如所谓的婚

介公司、网络单身俱乐部，这里

产生了很多以绿卡为目的的假结

婚，美国已经加大了打击力度。”

纽约罗斯李根律师楼合伙人、法

学博士孙澜涛律师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这样说。

屡遭诈骗须自省

通过中介申请达到海外移民

目的是大多移民申请者的首选。

“我看过很多中国大陆移民机构

的广告，感觉夸大其词，把美国

的愿景描述得跟天堂一样。”孙

澜涛表示，“多读读负面的东西

是有好处的，中介往往有水分地

进行宣传。要多了解实际移民的

标准，最好到当地切实去了解相

关律师机构是否可信，一定要提

高警惕。”

市面上的投资移民项目鱼龙

混杂，并没有机构专门统计过真

正的数量，也很难获知成功率。

然而，移民对于获取签证的迫切

和盲目，往往是其遭受诈骗最为

主观的原因。对此，徐德清表

示，“受诈骗最根本的原因是我

们爱走捷径、想占小便宜，希望多

快好省地办好移民、留学名校。”

张军解释说，“美国是一个

多民族国家，确实存在一部分专

门针对移民牟利的群体。不少移

民想在美国尽快找到生存的途

径，‘致富心理’也比较重。因

此，这些针对移民的群体便利用

其语言不通、不了解当地文化等

特点下手。加之中国移民的构成

也在变化，有钱人很多，对这一

批人行骗的性价比也比较高。”

以EB-5的设计而言，盖旅馆、商

场、医疗院所、投资连锁店等，

都是可行项目，然而，有太多不

法分子抓住中国人急于拿到绿卡

的心理，并利用有钱人的特点，

预设陷阱、存心诈骗。中国人因

此往往成了盲目投资的“冤大

头”。

在美国，移民的两个主要途

径是家属移民和职业移民。这两

种移民方式对大部分移民申请者

来说并非易事。除去这两种方式

以外，能够让移民申请者再次燃

起“希望”的就是美国的政治庇

护和难民绿卡。孙澜涛把它称之

为移民申请者的“一线天”。

“不法律师往往利用这‘一线天’

把他们转变成商机，乱用法律为

自己谋取利益，这违背律师的职

业道德。”孙澜涛说道，“另一

方面，中国很多移民申请者为求

美国绿卡，编造寻求政治庇护的

谎言，这种不当行为应当受到谴

责。”

规避“地雷”要防备

“很多人通过中介机构办理

移民事务的时候，盲目相信对方

的项目和律师。殊不知，这个项

目和律师实际上是移民项目的合

作方，这种律师实际上并非专门

为移民服务。作为移民来说，他

应当为自己的移民项目单独请一

个律师。”上海刘和王律师事务

所创始合伙人、美国耶鲁大学法

学博士刘南平表示说，“必须由

本人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必须

要有自己的律师，这个观念要扭

过来。政府、律师和项目机构等

文件的签发要向本人所聘请的律

师征求意见，这样，风险控制就

会更加有效。”

在谈到如何有效避免华人

遭受诈骗时，张军表示说：

“关键就是不要有先入为主的

观念。”他解释说，“由于国

家法治环境的不同，从众心理

和找捷径的心理是各国新移民

的普遍心理。在一个国家发展，

你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法

律和风土人情，这个本身也是

对移民本身的一个要求。再就

是不要迷信所谓权威。美国是

一个联邦制国家，移民由联邦

政府管理，州长和市长并没有

处理移民的权利，因此，移民

公司邀请权威等社交活动并不

说明什么。”张军说，“无论

是办理移民或是其他法律事务，

一定要货比三家，在了解的过

程里，申请者会有比较公正的

判断。”

为避免欺诈，华人要选择具

有资质的专业团队来帮助鉴别，

有资质、可信赖的律师所和移民

公司的正规申请程序都会受到法

律的保护。EB-5的骗局过去有、

现在有、未来也一定还会有，因

此，选择有经验和信誉的中介代

理机构来帮助申请者在各方面进

行审核管控，才能尽可能把投资

风险降到最低。

澳洲技術移民滿意度低：
多數對工作不滿

据澳洲网报道，澳洲科廷大

学近日面向在澳海外技术劳工开

展了一项代表性样本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来澳工作定居的海外

技术劳工普遍对自己的工作表示

不满，他们最终从事的工作都不

是自己想要做的。

澳洲论坛当地时间17日报道

称，据了解，该份调查旨在检验

技术移民及澳洲本地劳工的工作

安全感及技能使用情况，从而了

解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在调查报

告中，海外技术移民与本地劳工

对自己的工作看法有着明显的不

同。其中，比起澳洲本地劳工，

技能使用情况更易影响到移民对

工作的满意度。

对科廷大学而言，其着手

此项调查研究的原因在于，此

前的研究只关注到技术移民比

澳洲本地劳工更容易对工作不

满，但没有人了解差异为何会

存在。

科廷大学管理学院的艾米·

田（音译）表示：“我们发现，

对技术移民而言，工作安全感和

工作满意度与高水平的技能使用

情况成正比。然而，工作安全感

及满意度与低水平的技能使用情

况却无明显联系。”

她继续称：“另一方面，技

能使用情况并不影响澳洲本地劳

工的工作安全感及满意度。”艾

米· 田还补充道，由于全球对技

能短缺问题的担忧日渐增加，技

术移民本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受聘

于与自己技能、资历及经验相称

的工作，但来到澳洲情况却恰好

相反。

她表示，技术移民常常抱有

的态度是，他们应接受所有眼前

的机会，但最终，他们发现自己

的工作表现与自己的技能并不相

匹配。因此，一旦技术移民拥有

较高水平的技术使用程度及较高

的工作安全感，他们就会尤其感

激自己的雇主，并对自己的工作

表示特别的满意。

江苏高职院校—东盟

中学校长对话会8日在江

苏无锡举行。会上，已率

先试水“两地校际共建”

的江苏多所职校校长与东

南亚各国中学校长和学生

代表就联合办学和各种形

式的留学交流进行了深入

探讨。

“在柬埔寨西哈努克

港经济特区，会中文的当

地员工收入比不会中文的

高出一倍多。”无锡商业

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

院院长李传彬告诉记者，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

中国职校，早在2011年，

该校就在西哈努克港经济

特区设立了中国境外园区

中的第一个人才培训中

心，“五年来，越来越多

的当地人为了更好的收入

和职业发展前景，在培训

中心学习中文和中国的职

业技术。”

2008年正式奠基的西

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经过

8年多的建设，已成为在

柬建设最大、就业人口最

多的经济特区，成为中柬

两国合作的样板工程。

“由于发展迅猛，特

区对中柬两国的人才需求

都极为迫切，特别是当

地员工的中文和职业培

训，成为特区发展的痛

点。”李传彬说，基于

这样的需求，今年9月

该校与西岗特区有限公

司签约，在已有培训中

心的基础上，共建以普

通高等学历教育和职业技

术培训为目标的西哈努克

大学，“这将是一所四年

制本科大学。”

作为中缅职教留学生

合作项目的中方学校之

一，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从2015年开始接收缅甸

留学生，该院海外教育学

院副院长杨丽表示，在经

过一年多的“试水”后，

“今年7月底，报名到我

校留学的学生人数已增至

200人。这让我们有信心

继续扩大留学合作项目，

甚至于考虑境外办学。”

据杨丽介绍，商科、化工

和机械管理等科目成为东

南亚留学生的首选，“当

然，优质的中文教育也是

学生关注的重点，学好

中文可以有更多的职业

选择。”

23岁的印度尼西亚学

生洪晶晶，从去年起在扬

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习

中文，她坦言，“在中国

的学习为我打开了一扇新

的大门，同学和老师对我

们都很热情。现在，中国

和印尼的商业往来很频繁，

希望毕业后，能够成为一名

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

“會說中文收入翻倍”：

中文職業教育
東南亞獲熱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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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超級碗臨近
維克多利亞秘密超級晚會將提前登場

（ 本 報 綜 合 報 道 ） 全 美 乃 至 全 球 矚 目
的 2017 第 51 屆 橄 欖 球 超 級 腕 比 賽（Super 
Bowl）2 月 5 日在休斯頓即將登場，休斯頓將
人滿為患，一票難求。

同時，伴隨著這場被稱為“美國春晚”
的重大體育賽事，一場最火熱性感的超級碗
娛樂活動 --- 維克多利亞秘密超級碗派對
(Victoria's Secret Super Bowl party) 也將在 2 月 3
日和 4 日兩晚亮相。

維克多利亞秘密超級碗派對伴隨著超級碗
已經舉辦了 14 屆，上一次在休斯頓首次舉辦
的時間是 2004 年的超級碗，每年的“皮草 -
蕾絲”超級派對，都有超級明星雲集並大放異
彩。

今 年 的 主 持 人 Jenny McCarthy 和 明 星
Donnie Wahlberg 將主持 2 月 3 日周五的晚會，
維 克 多 利 亞 秘 密 Angels Adriana Lima ，Sara 
Sampiao 兩人將主持 2 月 4 日的派對，地點位

於 Hughes Manor （ 位 於 Washington Ave），
目前的票價更是熱炒飆高至 2.5 萬美元。

過去 14 屆期間的主持人可謂匯聚了演
藝，體育以及娛樂屆的超級大腕，包括 Kim 
Kardasian, Kevin Dillon, Jeremy Pivon ， 模
特 Alessandra Ambrosio, Nicole Scherzinger 和
Emily Rtjkowski. 等。

除此之外，今年休斯頓舉辦的超級碗的
一 大 亮 點 是 中 場 的 女 神 LADY GAGA 的 表

演，2016 年她在中場時間，在 Coldplay, Bruno 
Mars 一連串的明星表演後，演唱了美國國歌，
今年她為十幾億觀眾帶來的將是舞蹈的表演。

LADY GAGA 在 Instagram 最新發布的信
息稱，她正在和團隊緊張熱身，全力準備這場
賽事，讓我們也期待著各路大腕在今年的休斯
頓主場能上演精彩絕倫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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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亞虎崽被人類家庭撫養西伯利亞虎崽被人類家庭撫養 畫面好有愛畫面好有愛

德國石勒蘇益格德國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荷爾斯泰因州DassowDassow，，44個月大的西個月大的西
伯利亞虎崽伯利亞虎崽ElsaElsa出生在壹個馬戲團出生在壹個馬戲團，，因被它的媽媽所拋棄因被它的媽媽所拋棄，，
所以來自呂貝克的所以來自呂貝克的FarellFarell壹家壹直親手撫養它壹家壹直親手撫養它。。

率先報道二戰爆發率先報道二戰爆發
英國女記者霍林沃思逝世英國女記者霍林沃思逝世

率先報道二戰爆發的英國老牌女戰地記者克萊爾率先報道二戰爆發的英國老牌女戰地記者克萊爾··霍林沃思在香港去世霍林沃思在香港去世，，
享年享年105105歲歲。。圖為圖為20162016年年1010月月1010日日，，霍林沃思在香港慶祝霍林沃思在香港慶祝105105歲生日歲生日。。

探訪世界上海拔最高首都的探訪世界上海拔最高首都的
空中通勤車空中通勤車

在玻利維亞首都拉巴斯市，綠線纜車在運行中。玻利維亞首都拉巴斯海拔約3600米，是世界上海拔
最高的首都，整座城市依山而建，公路依山環繞。為了緩解日益增加的交通壓力，當地政府建起了連接拉
巴斯市和埃爾阿爾托市的空中纜車通勤線路，成為獨特的公共交通網絡。目前已有紅、黃、綠三條空中纜
車線投入運營，為當地市民出行提供便利。

綜合報導 知乎網友爆料支付寶存
在致命漏洞。爆料稱，陌生人有五分之
壹的機會能登錄妳的支付寶，而熟人更
是可以100%登錄妳的支付寶。該消息
壹出，引起不少支付寶用戶的恐慌。這
已經不是支付寶第壹次引發社會輿論大
討論了，此前校園日記及白領日記平臺
，支付寶看似為這兩個群體提供了另
壹個社交平臺，卻不料引發了壹場內
容低俗化的圈子事件，而這壹切都被
不少網民歸咎於壹個金融平臺逐漸遺忘
了它的初心。

這次支付寶的安全漏洞是，雖然登
入支付寶後臺後，在不知道該支付寶用
戶支付密碼的前提下，無法進行轉賬、
提現等操作，但卻可以通過第三方掃描
支付二維碼，進行無密碼付款操作，且
操作記錄在支付賬單中可刪除。在操作
步驟中，看似私密性很強的兩道驗證防
線：淘寶購買記錄9選1，支付寶好友9
選1，其實早已稱不上個人隱私。支付

寶好友幾乎均為同事朋友，因此對方買
過什麼商品，有可能被選中。就算陌生
人，也有可能蒙對。該方法被不少網友
在朋友圈發布實操記錄的截圖後，引發
壹陣不小的輿論波動。

中青輿情監測室共監測到該話題的
相關輿情信息7317條（網民跟帖除外）
，其中新聞1276條，論壇及博客269篇
，微博原創 950 篇、轉發 851 篇，微
信67篇，其它3904條。

在該信息不斷發酵時，支付寶團隊
對此進行了回應，“為了更好提升用戶
的安全感，在接到網友反映後，我們於
今日上午提高了風控系統的安全等級。
目前僅在用戶自己的手機上，才能通過
識別近期購買商品以及識別本人好友來
找回登錄密碼，通過其他手機設備是無
法應用這壹方式找回登錄密碼的。”

中青輿情分析師根據爆料信息及支
付寶最新回應中提供的方法進行了測試。
經驗證，用戶在自己的移動設備上，在

忘記密碼的情況下，仍可通過識別購買
商品及好友進入到支付寶，但在他人的
移動設備上，已無法通過該方法進入到
自己的支付寶。即便支付寶對此事進行
了及時回應並修復了該漏洞，且縱觀輿
論並未見有重大經濟損失的報道，然而
依舊引起網友的不滿，這份不滿來自三
個字：安全感。

微信公號“槽邊往事”發表《支付
寶，妳就不能好好做個錢包嗎》，文章
認為：支付寶就是壹個錢包，這壹切的
風險，都源自支付寶做社交的野心。用
戶之間如果沒有好友關系，重置密碼如
果無需好友驗證，哪裏會出這樣的問題？
數億用戶出於信任，把自己的財產托付
給支付寶保管，這樣的做法對得起他們
的信任麼……大家要的是壹個安全、穩
定、可靠、簡便的網絡錢包。支付寶做
到了，大家就用支付寶。微信能做到，
大家就去用微信。用戶對於工具產品沒
有多大忠誠度，這是工具類型產品的命
運。加不加社交功能，根本不會影響用
戶的決策。目前，該文章點擊量已超過
10萬。

在較多的認同聲下，也有網友表示
不贊同此類觀點。網民 jeehead留言稱
：“壹家企業參與市場競爭永遠沒有錯誤
，策略的問題想必當事人支付寶肯定是
思考過的，簡簡單單的不要做社交的
結論，滿大街都是。”

有人說，做不做社交是支付寶自己

的事，這是市場行為，他人沒必要加以
幹涉，更何況互聯網時代，新事物不斷
出現，必然被舊觀念反撲，這是必然現
象，沒必要大驚小怪。

2013年6月13日，支付寶上線了
“余額寶”服務系統，這項可為用戶提
供余額增值服務的功能，在起初也備
受質疑。在股票、基金等金融業務低迷
期，能為用戶提供高於銀行存款業務利
息的余額寶，讓人歡喜讓人疑。但最終
，支付寶團隊用資金安全與快捷之間
的平衡，獲得用戶的信任，給予用戶滿
滿的安全感。據螞蟻金服公布的余額寶
年度數據顯示，2016年天弘余額寶的管
理人天弘基金，以8449.67億元的管理
規模，穩坐公募基金管理人規模榜首位
，較2015年規模增長了25.38%。在龐
大的數據背後，是用戶給予支付寶的
巨大信任，這份信任便是基於這個金融
平臺所能帶給用戶的安全感。但工具總歸
是壹個工具，它可被替代，其可替代性便
是源於用戶對資金安全與隱私安全的需求
。

也許正如網民說的那樣，“我覺得
作為壹個金融類的軟件，能把安全和快
捷這兩點的平衡做好了，妳就贏了九
成，它很難。安全意味著更多繁復的手
續，而便捷則是跟它相對的。這就是當
初妳們跑贏四大行，勝者為王的基礎。
但這幾年，妳們玩了命的開始做別的，
這不是丟西瓜撿芝麻是什麼？我身邊多

數人支付寶賬單的數額都是微信的10倍
，我們為什麼不把錢都轉到微信去，是
因為怕麻煩嗎？不是，是因為沒有安全
感，我們不信任壹個做社交出身的App
，而壹個金融體系，核心就是安全感。
安全感的欠缺總是通過壹個小事而爆發
出來的，壹但發生擠兌提取，那就是金
融災難，巴林銀行當年的風波還不遠，
望君好自為之。”

在兩種觀點交鋒之外，另有少數網
友在旁邊慶幸自己不用支付寶，或者支
付寶裏沒有熟人。

網易廣東省茂名市壹網友表示：
從不網購，註銷銀行卡很久，從不使
用網銀、電銀、手銀、閃付，只有存
折！每次看到那些銀行卡、網銀、電
銀、手銀、閃付客戶的錢被騙子轉
走，我就想笑！我只有存折，壓根不
擔心有騙子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將
我存折上的錢轉走！

據支付寶發布的2016年中國人全民
賬單顯示，目前已有4.5億實名用戶使
用了支付寶。作為金融信息平臺用戶人
數已達世界人口6%左右。互聯網金融
領域競爭激烈，互聯網金融公司在不斷
探索的同時，也應有肩負數億人幸福
的自覺。否則，信任鏈壹旦發生斷裂，就
不只是消費者“用腳投票”的事了。

“支付寶，知托付”，願這份初心
永不忘。

支付寶曝安全漏洞：
丟了安全感 江湖何以穩坐？

綜合報導 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在今天召
開的中央企業、地方國資委負責人會議上透露，
2016年中央企業總體運營超出預期，實現恢復性
增長。中央企業全年累計營業收入23.4萬億元，
實現利潤總額12326.7億元，同比增長0.5%，扣
除政策性降價減利因素外同比增長16.5%，盈利企
業達到96家；上交稅費總額2.1萬億元。

中央企業成本費用持續下降，2016年中央企
業百元收入負擔的成本費用同比下降0.5元，寶武
集團、中煤集團等14家企業成本費用同比下降超

過10%。中央企業加大降杠桿和風險管控力度，
2016年平均資產負債率同比降低0.1個百分點，利
息支出同比降低1.9%，實現匯兌收益140.1億元
；同時，利用股票市場、產權市場進行股權融資
1976.2億元，充實了企業資本金。

化解產能過剩、處置僵屍企業是中央企業當前
的重要任務之壹。2016年中央企業化解鋼鐵過剩
產能1019萬噸，分流安置職工33126人；化解煤
炭過剩產能3497萬噸，分流安置職工41945人；
完成398戶“僵屍企業”和特困企業的處置和治

理工作，安置富余人員11萬人。肖亞慶表示，今
年將繼續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化解過剩產
能，提升盈利能力。2017年中央企業要化解鋼鐵
過剩產能595萬噸、化解煤炭過剩產能2473萬噸
，在有色金屬、船舶制造、煉化、建材和電力等產
能過剩行業開展去產能工作。此外，2017年還將
完成300戶“僵屍企業”處置任務，完成500戶特
困企業專項治理。

2016年中儲糧與中儲棉、港中旅與國旅、中
糧與中紡、中國建材與中材集團、寶鋼與武鋼等5

對10家中央企業重組，成立了中國航發集團，國
資委監管企業戶數減少到102家。今年，國資委將
圍繞做強做優做大目標，穩步推動企業集團層面兼
並重組，加快推進鋼鐵、煤炭、電力業務整合，探
索海外資產整合。

肖亞慶透露，今年國資委將深入推進中央企業
公司制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集團層面股
權多元化改革，力求包括集團層面在內的混合所有
制改革有所突破，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
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

2016年央企利潤實現12326億元 成本費用持續下降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s. Other 
countries that have 
made similar changes 
have shown that more 
transparency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helps to 
rally opinions, and does 
not bring instability.
More importantly, 
Chinese leaders must 
stick their own necks 
out by leading the charge against air pollution. In this 
country’s rigid bureaucracy, leading by example has 
always been the best way to move things forward. 
For a start, the mainland government could set up a 
national special committee to declare war on smog and 
kick start the national debate.
Surely, enabl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breathe fresh air 
is a key part of the Chinese dream.

generation. It has 
also committed 
2.5 trillion yuan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to shift the 
country away 
from coal power 
and onto cleaner 
fuels. Meanwhile, 
Xi is pushing 
ahead with hi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to reduce excess capacity in high-polluting industries.
While those efforts sound grand and may eventually 
bear fruit, the everyday mainland citizen is yet to see 
or feel an impact, particularly after the return of heavy 
smog this winter.
What has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at helpless feeling 
is a lack of effective monitoring or enforcement on 
the ground – local officials 
are widely known to assist 
polluters to skirt regulations 
and ward off investigators.
It was only in recent year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tarted encouraging closer 
regional cooperation to 
combat air pollution, whereas 
previously and ineffectively, 
it was up to each individual 
city to take their own action.
WHY CHINA SHOULD 
FOLLOW TRUMP’S 
EXAMPLE AND CUT 
TAXES
To help turn around this 
dire situation, the mainland 
leadership must learn from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Britain and Japan. First 
and foremost, it should 
pass tougher laws to make 
polluters truly pay. Last year, 
environmental watchdogs 
reportedly collected fines 
totaling 4.25 billion yuan, 
with each fine averaging less 
than 44,000 yuan, which was 
pitiful.
Secondl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ust lift 
restrictions on the media 
and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to boost 
monitoring, encourage 
public debate on health 
and regulation, and ensure 

clearly visible to all this time round.
Jinping, made the opening plenary address on Tuesday 
to political and business leaders, a speech that was 
highly anticipated, where he was expected to outline 
China's approach to global issues and talk about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His vision of China's role in the evolving global 
geopolitical structure is, in particular, evincing much 
interest.
There was speculation on whether Jinping will mention 
Donald Trump who will be sworn in later this week, 
especially in the backdrop of a possible trade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upled with 
a strengthening dollar, which are among the biggest 
threats to a brightening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Prior to the event, Steve Tsang, director of SOAS China 
Institute in London, said, “People will be asking, 'Will 
he say anything about Trump?' He would want to play 
his cards close to his chest at this stage. It would not 
make sense for him to say anything about Trump at the 
moment."
Speaking at the summit, Jinping said tha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powered worldwide growth and 
should not be blamed for the world's problems.
He said, “It is true tha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reated 
new problems but this is no justification to write of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ltogether. Rather we should 
adapt to and guid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ushion 

its negative impacts and deliver its benefits for all 
countries."

Attacking the anti-globalization rhetoric that brought 
about Brexit and Trump’s victory in the U.S., he 
warned that tit-for-tat trade controls would benefit no 
one, stating "no one would emerge as a winner in a 
global trade war."
He added, “Pursuing protectionism is just like locking 
one's self in a dark room. Wind and rain might be kept 
outside but so are light and air.”
Not just in China, worldwide there is a sense of 
uncertainty surrounding the presidency of Donald 
Trump, who will be inaugurated on the final day of the 
forum, whose victory was a slap at the principles that 
elites in Davos have long held dear, from globalization 
and free trade to multilateralism.
"Regardless of how you view Trump and his positions, 
his election has led to a deep, deep sense of uncertainty 
and that will cast a long shadow over Davos," said 
Jean-Marie Guehenno, CEO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 conflict resolution think-tank.
Moises Naim of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DAVOS, Switzerland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leading a Chinese delegation of over 100 officials and 
several business executives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Switzerland, which commences 
Tuesday.
Some 3,000 member of the business and political elite 
- chief executives, investors, bankers, consultants, 
central bankers, politicians and celebrities - will be in 
Davos this week for the elite event which is themed 
"Responsive and Responsible Leadership."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has this year proposed 
a shift in policymaking to "respond more effectively 
to the insecurity and inequality accompany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globalization."
Its main recommendation is that governments make 
improving living standards one of their key goals.
It says most countries are "missing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to raise economic growth and reduce 
ine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going on to say that 
measurements such as life expectancy, productivity 
and poverty rates should be priorities.
Marking a major shift at an event gathering the world's 
elite that started nearly a half-century ago among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the power of China is 

International Peace was even more direct, "There is a 
consensus that something huge is going on, global and 
in many respects unprecedented. But we don't know 
what the causes are, nor how to deal with it."

Meanwhile, besides powerhouse China, Russia will 
also be represented by two deputy prime ministers and 
dozens of business leaders attending the gathering.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heresa May will also be 
present. But Germany's Angela Merkel, a Davos 
regular, will not.
On Monday, WEF Founder Klaus Schwab noted this 
year's event is "not just a Western meeting." One-third 
of the participants are from the emerging world — 
including the largest-ever delegations from China and 
India, Schwab said.
Besides political leaders, pop songstress Shakira will 
be present, follow in the footsteps of previous attendee 
Bono to be recognised for her work promoting early 
childhood learning in Colombia.
Actor Matt Damon will also launch a new clean water 
campaign with Stella Artois. (Courtesy http://www.
chinanationalnews.com) 

been reticent to speak publicly on the issue. This could 
partly be attributed to concerns that their otherwise rapt 
attention might raise public expectations on an issue 
for which the government cannot provide immediate 
solutions. Worse still, it could stoke social unrest.
Indeed, reports suggest it took London and Los 
Angeles some 30 years to clean up their air pollution. 
And for China, the most optimistic forecast has been 
that the country would see air pollution ease by 2030 
at the earliest. But procrastination is making things 
worse.
Anecdotal evidence shows that concerns about air 
pollution have contributed to overseas migration of the 
elites and, more recently, middle class families, thus 
worsening the massive outflow of capital.
Even more 
ominous is the lack 
of a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ategy or 
determination from 
top leaders to curb 
air pollution, which 
has contributed to 
widespread anger 
among mainlanders 
whose patience with 
smog is wearing 
thin. Online petitions for more drastic government 
action have been growing, especially among middle 
class residents who often travel overseas and make 
easy comparisons. It is these mounting frustrations 
that could potentially contribute to the very social 
unrest that officials are trying to avoid.
To be fair, the mainland’s leadership under President 
Xi Jinping (習近平) has shown greater zeal in tackl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by mak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 national priority and by promising to 
ratify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With much of China’s air pollution caused by the 
large-scale burning of coal and inefficient industries 
such as cement, iron and steel, the government has 
invested trillions of yuan into renewable power 

As the saying goes, to solve a problem, one must 
realise the problem exists. Therefore, to overcome 
procrastination, one must first realise they are 
procrastinating.
But watching the mainland government dawdle, delay 
and even avoid dealing with the increasingly toxic 
smog that often blankets vast areas of the country, 
affect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proves that 
this very simple problem-solving technique has eluded 
Chinese officials.
Back in March 2005, then premier Wen Jiabao (溫
家寶) declared in his annual work report that the 
government’s goal was to enable people to breathe 
fresh air and drink clean water. Attracting thunderous 
applause from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and 
broadcast live on national television, it was the first 
time in recent decades that a Chinese leader had made 
such a pledge in a key document.
WHY OBSESSING OVER GDP IS NO LONGER 
IN CHINA’S BEST INTERESTS

That promise, 
however, proved 
to be a one-off, 
not the least 
because by the 
end of 2005, there 
was already a 
massive chemical 
contamination 
of the rivers in 
th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of Jilin ( 吉林 ), Heilongjiang (黑龍江) and 
Guangdong, affecting millions of people. Also since 
then, that pledge – particularly the part about enabling 
people to breathe fresh air – has been conspicuously 
missing from annual government work reports.
Whenever there were natural disasters or industrial 
accidents that caused fatalities in the mainland, state 
media would waste no time in playing up top leaders’ 
swift reactions. More often, leaders themselves would 
rush to the scenes to show they put the people first.
TOP CHINA ISSUES TO WATCH IN 2017
But as air pollution has intensified across the country, 
contributing to the deaths of about one million people 
each year (about 3,000 people a day), according to 
various credible studies, top Chinese leaders have 

Beijing Needs To Declare  "War"  On Smog
And Learn From Other Countries’

Chinese President Makes Opening Plenary Address At WEF,                                                 
Warns No One Will Benefit From Tit-For-Tat Trade 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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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ical Street Scene In Many Of China's Major Cities Today

A Man Walks In Ritan Park In Beijing 
Wearing A Full Facemask For 

Protection Against Toxic Smog

A woman walks through Beijing 
wearing a face mask as pollution 

and a toxic smog descends on the 
city. Photo: AP

Face masks sold alongside food and 
beverages near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as the capital is blanketed by 
heavy smog last week. (Photo: AP)

A Chinese policeman wearing 
a protective face mask in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as thick toxic smog hits the 

city. Photo: AP

Vehicles move along a highway in Beijing, China, as a 
toxic haze descends on the city, shrouding buildings and 
triggering an exodus of residents who seek to avoid the 

smog. Photo: Bloomberg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peaking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Switzerland

3,000 MemberS Of The Global Business And Political Elite Attend Summit

With A Middle Class Demanding Action, It’s Time For Harsher Penalties For Polluters, 
More Public Debate And Government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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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慶祝中華民族傳統春節，宣揚
原汁原味內蒙古舞蹈音樂，應德州美中文化基金會與內蒙古同鄉
會邀請，中國文化部 「歡樂春節」 擬派內蒙古民族藝術劇院藝術
團，將於2月15日在休士頓Stafford Centre舉行大型文藝演出
，活動包括內蒙古族舞蹈、長調、呼麥、馬頭琴和雜技等，精彩
可期。組委會17日下午於周潔曉慧學校舉行新聞發佈會，說明
活動宗旨與內容。

歡樂春節文化品牌，以不斷創新的國際藝文表演方式，結合
主流社會、海外僑胞共同歡慶中國農曆新春，宣揚中華文化。這
次由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館特別支持，國際華裔女企業家及專家
協會與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共同承辦，大休士頓地區各社團組織和
工商協會協辦下，將帶給海外觀眾一場極具蒙古民族和草原文化
特色的視聽盛宴。

活動上組委會主席高曉慧、共同主席宋蕾和鄭直出席及總協
調王麗媛參與外，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館文化組參贊解飛、文化
領事張莉莉、休士頓內蒙古同鄉會會長郭玉祥與秘書長劉貴明皆
出席。

解飛表示，自有印象以來，這是休士頓從2015年開始第三
次同型態的春節文化匯演， 歡樂春節從2001年開始，用不同形
式的各個類別擔任文化傳遞品牌，尤其，春節活動在國外影響很
大，春節活動本身蘊含豐富的中國文化元素，成為外國人了解中
華文化最好的平台，為讓海外僑胞欣賞最高品質和高水準的演出

，文化部都會指派國內最優秀的文藝團體到海外演
出。解飛說，歡樂春節規模盛大，已在 200多個國
家，500多個城市舉辦。

高曉慧表示，由於自己學校的舞展都在Staf-
ford Centre舉辦，對工作人員和表演場地的設備比
較熟悉，仔細評估後，Stafford Centre的場地大小
和設備來說都比較理想。這次演出劇團共23人，除
安頓好住宿外，也會善盡地主之誼，根據需求，帶
領劇團團員參觀休士頓，了解休士頓風土民情，扮
演好接待角色。

另外，提到節目表演，高曉慧也說，當天不僅
內蒙古民族藝術劇院藝術團帶來國家級演出，在不
佔用演出時間的情況下，希望增加舞台上的合作，
讓休士頓當地的表演藝術家更有參與感。

內蒙古同鄉會會長郭玉祥說，感謝媒體朋友抽
空到場採訪，除了新聞報導外，也希望能幫忙推票
和提供贊助。歡樂春節選休士頓作為演出點，感謝
文化部對休士頓的關照和關懷。他強調，會把爭取
來的節目接待好，組織好，有能力把節目做好，希望讓休士頓僑
胞享受一場高規格的文化薈萃。

內蒙古民族藝術劇院是內蒙古自治區最大的藝術表演團體，
負責推廣具有草原文化特色的藝術作品，此次出訪的團員都是一

時之選，將會把精彩絕倫的技藝獻給海外觀眾。有興趣的朋友，
演出時間為2月15日晚間7時在Stafford Centre，票價分為15
元、25元、30元、50元及100元，惠康超市、中國城郵局、華
夏中文學校、長城書店、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和世界名人網皆可購
票，歡迎共襄盛舉。

歡樂春節慶新年
內蒙古草原文化視聽盛宴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緬懷記念美國民權運動最重要
領袖人物馬丁路德金恩，16日在休士頓市中心鄰近休士頓社區
學院(HCC)交口，舉辦一場 「第23屆年度馬丁路德金恩遊行」
(23 rd MLK Grande Parade)，參與遊行隊伍眾多，大家精神抖擻
，齊心協力展現創意，擔任贊助合作的美南新聞集團也參與遊行
，融合中華文化元素，熱情支持文化融合。

馬丁路德金恩以非暴力抗議對抗不公平人權成名，一生致力
於終止種族隔離法令，倡導 「人生而平等」 真諦，1964年榮獲
諾貝爾和平獎，卻不幸在年僅39歲時於田納西州遭刺殺，人們
為了紀念他的奉獻，每年一月的第三個周一為馬丁路德金恩紀念
日。

這場遊行由馬丁路德金恩遊行基金會(MLK Parade Founda-
tion)主辦，活動宗旨在於透過教育性質方式，推廣族群融合概念
和想法，倡導多元文化。活動上有許多各族裔贊助商支持，加上
當地移民社區、學校和各類組織結合，每年活動都能展現多樣性
文化特色，增進彼此間交流互動。

馬丁路德金恩遊行基金會表示，今年的遊行主題以 「傑出社
區服務」 (Committed to Excellence in Community Service)為主
，希望不只展現自身獨特的傳統文化外，也能藉由文化融合，讓
社區的面貌更多采多姿。

因為參加人數眾多，出動警力封街維持秩序，遊行隊伍豐富
多彩，以年輕學生和各校的儲備軍官學生(ROTC)為主，休士頓
學區的各級學校啦啦隊及軍樂隊展現自己的才華，呈現精采表演
，現場充滿軍樂聲和歡呼聲，大家都卯足全力，勁歌熱舞，非常

熱鬧。
美南新聞集團也與該遊行結盟，到場宣傳國際農曆新年園遊

會、藝術節與農曆新年，並合作慶祝超級盃活動，由裝扮舞獅模
樣的學生和花車，希望到時大家共襄盛舉。

其他參加隊伍也有消防局、休士頓公共圖書館(Houston
public library)等宣傳花車，大家步行約2個多小時結束，充分展
現族群向心力和多元性。

馬丁路德金恩遊行 美南結盟宣揚農曆新年

中領館文化組參贊解飛中領館文化組參贊解飛((右四右四))與組委會主席高曉慧與組委會主席高曉慧((右三右三))、、共同主席宋蕾共同主席宋蕾((左二左二))
與鄭直與鄭直((左三左三))及內蒙古同鄉會會長郭玉祥及內蒙古同鄉會會長郭玉祥((左四左四))等人合影等人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學校啦啦隊勁歌熱舞學校啦啦隊勁歌熱舞。。((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學生穿戴舞獅宣揚中華文化學生穿戴舞獅宣揚中華文化。。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美國梁氏文化交流基金會，北美
台灣鄉親聯誼會主辦，中國人活動中心，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美中友協，僑灣社，青年救國團之友------等35 個社團
協辦的 「2017 大休斯頓地區華人春節聯歡晚宴，於周日（ 1 月
15 日 ）晚間六時起，在珍寶樓舉行。席開35 桌，近四百人歡
聚一堂，這也是休士頓有史以來，首度兩岸華人攜手共辦春節晚
宴，席間大陸的歌曲 「 天邊 」 ， 「 七月的草原」 ，和台灣的歌
曲 「 高山青 」 ，及葉佳修作詞譜曲的 「 鄉間的小路 」 ，互相
交錯其間， 令人有時空錯亂之感。

晚宴在七時左右開始，由陸峻、馬健、趙金、譚陵娜四位主
持人出場，宣佈晚宴開始。光看四位主持人的陣容，也是兩岸精

英。大會主席梁成運首先致歡迎詞。梁成運現為 「 北美洲
台灣鄉親聯誼會」 總會顧問，亦為休斯頓分會的名譽主席
，他在開場時多謝各社團的鼎力支持，尤其這次是大陸，
台灣社團第一次以社團名義辦春宴，頗具劃時代的意義，
兩岸一家親，大家都是華夏炎黃子孫，血濃於水，理應合
作，攜手並進。

而該晚宴的副主席劉志恆及共同主席謝忠、喬鳳祥、
鄧潤金、浦浩德、陳珂、陳家杰也一起上台，各自向台下
的觀眾拜年，祝大家身體健康，新年快樂！華人永遠是一
家人！現任 「 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 會長鄧潤京表示
: 這是僑社有史以來第一次大陸，台灣社團以社團名義辦春

節晚宴，這也是第一次有二千瓦的音響為大家服務，他
還透露，當晚將有大陸來的酒及台灣來的酒在現場拍賣
，並還有很多抽獎獎品。

當晚出席的貴賓，包括： 中國駐休斯敦副總領事
劉紅梅致詞，代表總領館對僑胞的問候，以及概述國家
的發展方向及中美關係的前景。另外還有越南駐休斯敦
總領館Binh Lai Thai 總領事，及德州州議員Jim Wu ( 吳元之
），都上台致詞，表達對大家佳節的問候，而美國國會議員
Pete Olson也由代表張晶晶帶來賀信，由晚宴主席梁成運等
人代表接受。而德州共和黨的區委浦浩德也帶來德州共和黨
主席湯姆.邁克勒（Tom Mechler )向大家祝賀中國新年的賀
函，由浦浩德翻譯成中文後，親自在現場宣讀。
當晚節目的後半段，還為大家呈現了兩岸僑胞攜手上演的一

台精彩的文藝節目。包括： 「 心之韻歌唱藝術團」 的組唱：
「我為祖國獻石油」 ， 「 節日歡歌」 ，周洁曉慧舞蹈學校，

由高曉慧老師編導的舞蹈 「 花腰女」 ； 張絲華演唱，紅扇舞蹈
團表演舞蹈的歌舞 「 愛在天地間 」 ； 亮亮吉他演唱 「 Billionri-
re」 （ 億萬富翁 ）；以及由來自台灣的皮梅仙，徐朗，劉志恆
，浦浩德合唱的 「 高山青 」 ；歌友村--- 華夏藝術團劉春池、
石雪梅、王飛雪演唱的女生聯唱 「 蘆花 天路 最真的夢 」 等歌
曲，其他還有侯菲女聲獨唱 「 七月的草原 」 ，紅扇舞蹈團的 「
斗笠舞 」 ，侯春明、郁銘民的男生二重唱 「 鄉間的小路」 ，以
及民歌對唱，陳式太極--- 中華有神功，以及壓軸的譚陵娜女
聲獨唱 「 我的祝福你聽見了嗎？」 整晚精彩好歌好舞不斷，現
場一片融合氣氛，其樂融融！

休士頓首度兩岸華人攜手共辦春節晚宴
2017 休士頓華人春節聯歡晚宴周日舉行

《擁抱春天》大休斯敦2017春晚答謝宴成功舉行
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主辦的《擁抱春天》大休斯敦

2017春晚答謝晚宴於2017年1月15日在中國熊餐館成功舉行。
參加宴會的嘉賓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僑務領事易川先生，中國
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陳珂先生，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範玉新
博士，春晚主席楊萬青博士，春晚秘書長方一川博士，春晚總導
演季家錦先生，春晚藝術總監王維國先生，和其他春晚義工、藝
術委員會、獨奏/唱演員，以及協辦單位會長，一共近100人。
大家舉杯言歡，共同慶祝《擁抱春天》春晚的成功舉行。

執行長範玉新主持了這個宴會，一開場就道出宴會主題是
“春晚答謝”。他代表中心執委會感謝所有的春晚義工，表示
“今晚這個簡單的答謝宴只能代表中心的一點心意，並不能報答
所有義工們的艱辛付出”，並介紹了到場的貴賓和義工。易川領
事贊這次春晚非常成功，來源於各位義工的共同努力，並代表中
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感謝各位義工的付出。中心董事會主席陳珂感
嘆這次春晚比以往都成功，並感謝所有義工的另一半（配偶）的
幕後支持。接下來，春晚主席楊萬青致答謝詞，感謝各個部門義

工和演職人員的無私奉獻和
高效合作。楊主席簡明扼要
，幾乎如數家珍地介紹了到
場每個義工的絕活，個個都
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很是
讓人感動。春晚總導演季家
錦總結了節目花絮，並表達
了對兩位藝術總監高曉慧和
王維國老師的敬意，有了這
兩位藝術家的鼎力幫助才得
以把休斯敦及周邊的舞蹈和
聲樂界的高手整合起來，形
成一個強大的春晚陣容，演
職人員超150人。

整個晚宴沉浸在感恩、答謝、慶祝的氛圍中。晚宴結束，嘉
賓們以合影來紀念成功，留戀2017《擁抱春天》的精誠合作，

展望2018《擁抱春天》的更大成功。

全體大合影全體大合影

20172017 休斯頓華人春節聯歡晚宴開始休斯頓華人春節聯歡晚宴開始，，晚宴主席梁成運晚宴主席梁成運（（ 前排前排）） 致詞致詞
，，後為副主席劉志恆後為副主席劉志恆（（ 二排右四二排右四）） 及共同主席及共同主席。（。（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德州共和黨區委浦浩德德州共和黨區委浦浩德（（ 中中 ）） 代表德州共和黨主席湯姆邁克勒送來賀代表德州共和黨主席湯姆邁克勒送來賀
狀狀，，由晚宴主席梁成運由晚宴主席梁成運（（ 左二左二））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左起左起）） 為共同主席謝忠為共同主席謝忠
，，副主席劉志恆副主席劉志恆，，共同主席喬鳳祥共同主席喬鳳祥。。((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