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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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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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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新聞

休斯頓“反川普抗議遊行”周六和平落幕
（休斯頓報道）休斯頓市中心 Downtown 本周六出現大

規模的反川普抗議遊行，當天數萬名民眾走上街頭，高呼各
種口號，集中表達爭取女性權益和自由，要求獲得平等的薪
資待遇，司法公正，改善工薪族生存環境，要求川普公開交
稅單等等。

當天休斯頓大規模遊行活動也是呼應全美大城市“反川
普女性大遊行”的一部分，遊行隊伍中多是女性訴求者，遊
行主題也是以改善和提升女性權益為重點，遊行隊伍中也有
不少的青少年和兒童，一方面表達對新任總統川普的不滿，
另一方面，一些民眾打出的標語內容則是對剛剛離任的上一
屆總統歐巴馬的擁戴和不舍之情。

當天的遊行隊伍以和平方式表達訴求，整個活動沒有發
生重大暴力沖突，警方在現場出動大量警力，警車以及馬隊
巡警，負責現場秩序。 圖 / 文 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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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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地址診所地址：：96009600 BellaireBellaire 211211室室((王朝商場二樓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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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HoTang H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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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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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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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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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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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比拍照比““剪刀手剪刀手””需謹慎需謹慎
日本研究顯示此舉泄露指紋信息日本研究顯示此舉泄露指紋信息

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國立情報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警告日本國立情報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警告，，人們在照相時很喜歡比人們在照相時很喜歡比
的的““剪刀手剪刀手””要慎擺要慎擺，，因為指紋信息可能就因為這壹看似平常的姿勢而泄露因為指紋信息可能就因為這壹看似平常的姿勢而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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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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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遇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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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氣

樹
林
現
霧
凇
美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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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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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景

西班牙慶祝聖安東尼節西班牙慶祝聖安東尼節
民眾民眾““騎馬跳火騎馬跳火””

西 班 牙西 班 牙 San BartoSan Barto--
lome De Pinareslome De Pinares小鎮小鎮，，人人
們騎著馬穿越火海們騎著馬穿越火海，，這都這都
是為了紀念聖安東尼節是為了紀念聖安東尼節。。
人們會在節日的前壹天晚人們會在節日的前壹天晚
上就開始舉行騎馬活動上就開始舉行騎馬活動。。
這個西班牙傳統節日已有這個西班牙傳統節日已有
幾百年歷史幾百年歷史，，旨在紀念動旨在紀念動
物保護神聖安東尼物保護神聖安東尼，，同時同時
也有在新的壹年凈化和保也有在新的壹年凈化和保
護動物的意義護動物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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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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7年1月24日 Tuesday, January 24, 2017

綜合報導 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 特

朗普馬上就要走馬上任。近壹段時間以

來，外界對於特朗普上任後會在多大程

度上兌現其競選時拋出的“豪言”保持

高度關註。其中，中美之間爆發“貿易

戰”的潛在可能性是關註熱點之壹。

就任之前，特朗普在經貿領域對中

國的指責主要有兩項：壹是指責中國為

“匯率操縱國”，並稱美國財政部將在

4月發布的下壹個半年的外匯報告中宣

布中國為匯率操縱國；二是指責中國

“偷走美國的就業崗位”，威脅將對中

國商品征收45%的關稅。

已經有許多主流經濟學家和美國政

商界人士表示，特朗普對中國的指責並

不成立。盡管如此，特朗普的這些言

論，確實也讓壹場潛在的“中美貿易

戰”風險有浮出水面的可能。

在清華大學民生經濟研究院舉辦的

“2017中國與世界：不確定性的挑戰與

確定性的回應”論壇上，與會經濟學家

對中美之間爆發貿易戰的風險進行了分

析。

“壹般而言，如果兩國爆發貿易

戰，雙方都會受到損失，沒有哪壹方能

成為贏家。”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香港

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陳誌武說。但

論及壹旦爆發全面貿易戰哪壹方會更有

主動權、受損更少時，陳誌武認為“美

國的主導性還是會偏高”，因此不能輕

視相關風險。陳誌武分析說，中國政府

和企業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相較於

美國還是略高壹籌，“中國的金融體系

以銀行為主導，而美國的金融體系是以

資本市場為主導的，因而兩國對債務的

依賴度有所不同。”從這個分析角度

看，“如果貿易戰沖擊真的到來，中國

經濟更容易受攻擊壹些”。

陳誌武認為，美國的實力主要定位

在企業實力上，中國則以國家實力作為

基本的立足點，因而美國的企業實力不

容小覷。“從2008年金融危機到現在，

美國企業降杠桿是非常明顯的，但這些

年中國企業加杠桿程度顯著。這個反

差，將使得中美兩國的企業在面對貿易

戰時的應對能力存在差距”。

陳誌武還表示，與人們以往的想法

相比較而言，“美國企業對中國的依賴

度可能不是我們想象的那麽高”。

“2015年年底，美國500強公司直接與

中國有關的銷售收入大概只占2%左右。

德國和意大利公司對中國經濟的直接依

賴度，從銷售占比來看的話，大概是

10%左右”。此外，美國在基礎設施領

域的發展空間，可以作為壹個拉動力，

幫助美國應對因貿易戰而造成的經濟下

滑。

不過，許多人認為，中

國面對可能發生的貿易戰也

並非束手無策，並非完全處

於被動。俄羅斯衛星網曾援

引彭博社的報道稱，從國家

層面看，“壹旦發生貿易

戰，中國政府將比美國政府

擁有更多的優勢，因為中國

能夠更為自由地調配國家資

源，以幫助其出口商”。

美國知名新聞網站“每

日野獸”在壹篇文章中也指

出，中國仍然是美國最大的

債權國，如果中國人民銀行

拋售其持有的美國國債，將

導致全球經濟下滑，美國將面臨通貨膨

脹和國內消費下滑等問題。美國作為世

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受到的傷害將比其

競爭對手更大。

基於中美爆發全面貿易戰將給美國

自身帶來的巨大負面影響的判斷，中國

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

燕在1月15日的論壇上表示，中美在貿

易上發生全面對抗是不可能的。他說：

“2009年，奧巴馬政府對中國輪胎采取

了征稅措施，征稅措施的壹個結果是，

中國輪胎從出口美國1300萬條降到500

萬條。另壹個後果是，美國保住了1200

個就業崗位，但美國消費者為更高價格

的輪胎付出的代價近10億美元。也就是

說，每保留壹個工作崗位的平均花費至

少為90萬美元。”根據測算，“如果特

朗普全面實施他在貿易領域或者經濟領

域的所謂承諾，美國GDP將迅速下降約

1.2個百分點。如果其他國家采取報復措

施，美國的GDP將下降大約5.6個百分

點”。

張宇燕據此表示：“我認為，中美

之間爆發全面貿易戰是不可能的，這壹

點是確定的。而不確定的是，特朗普會

拿哪個領域、哪種產品來兌現他曾經的

承諾，他壹定要做點什麽事，否則他就

完全沒有信譽。而我認為他用來兌現承

諾的量會是很小的。”

“還有壹個可以確定的事情是，全

球化的整個進程還是要持續性推進的。

但是，全球化近二三十年壹直行進在壹

條筆直平坦的、路邊鋪滿了鮮花的大道

上，這種情況將會有所改變，以後的道

路，將會是壹個比較崎嶇泥濘的路段。”

張宇燕說。

“三桶油”改革路線圖浮出水面 著力整合重組混改
綜合報導 低油價時代，隨著油氣體制改革漸

近和國有企業改革提速，因壟斷而頗受外界詬病的

“三桶油”也行動起來。記者獲悉，近日中石油、

中石化、中海油相繼召開2017年工作會議，全面改

革路線圖浮出水面，整合重組和混改成為主要著力

點。

業內人士認為，深處“寒冬”的油氣行業2017

年將迎來巨大的變革，上遊、中遊將進壹步放開，

將持續有資本進入，混改被寄予厚望，民營油氣企

業迎來發展機會。同時，“三桶油”部分業務可能

實現分拆經營或上市，這將實現公司估值的提升。

2016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

善治理、強化激勵、突出主業、提高效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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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改委也表示，將在

電力、石油、天然氣等關系國計民生和經濟安全的

重要領域和關鍵行業加快推進混改，第壹批試點企

業實施方案正在討論。

記者了解到，謀劃近三年的油氣體制改革方案

有望在今年壹季度發布，將進壹步打破行政壟斷，

管住自然壟斷，放開競爭環節，最大看點是上遊放

開和管網獨立。

中石油董事長王宜林表示，2017年公司認真貫

撤中央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石油天然氣體制改

革等抉策部署，堅持問題導向、試點先行，堅持重

點突破、協調推進，這時推出新的改革舉措，充分

激發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壹要穩步推進管理體制

改革，二要持續推進業務整合重組和混合所有制改

革，三要加快推進市場化機制改革，四要有序推進

三項制度改革，五要紮實推進礦區業務改革，六要

積極推進黨建制度和監督機制改革。

在此之前，中石油已在油田、煉化、銷售等企

業試點實施經營自主權改革，天然氣銷售和管道業

務體制調整，裝備制造企業“五自”經營改革等。

並在去年12月20日，審議並原則通過《集團公司

市場化改革指導意見》《集團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

指導意見》。2017年以來改革步伐進壹步加快。在

過去十來天裏，中石油天然氣銷售南方分公司和北

方分公司相繼成立，標誌著其天然氣銷售管理體制

改革邁出實質性壹步。

2014年在銷售板塊打響油氣行業混改“第壹

槍”的中石化，也表態將全面深化改革。該集團董

事長王玉普表示，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發展規

劃的重要壹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

主要包括全力打好三大改革攻堅戰，推進三項制度

改革試點，圍繞主業發展積極穩妥推進混合所有制

改革，開展總部職能優化等。

據記者了解， 2015年中石化完成了對旗下油

田服務、油田機械資產的整合重組並上市。去年年

底，油氣管網混改也取得實質性進展，川氣東送管

道公司增資引進中國人壽和國投交通。

中海油的內部改革也在如火如荼進行，壓縮管

理層級、減少法人護數改革，同時推進中遊煉化產

業改革重組。中海油董事長楊華強調，2017年要著

力推動增儲上產，提升油氣主業核心競爭能力；著

力推進終端營銷體系建設，提升市場經營管理能力；

著力推進海外業務優化重組，提升海外資產創效能力

；著力推進改革創新措施落地，提升持續變革能力；

著力推進風險防控體系建設，提升風險防範能力。

安信國際分析師王煜認為，“三桶油”在經歷

了前幾年的並購高峰後，目前出海步伐較為謹慎，

仍以常規油氣為主，2017年的並購主角，將是民營

油企和向石油領域轉型的非油企業。同時，“三桶

油”部分業務可能實現分拆經營或上市。盡管改革

在短期內難以帶來業績上的增長，但改革方案的出

臺將提升市場信心，同時優質業務的分拆將實現公

司估值的提升。

經濟學家：中美不大可能發生全面貿易戰生全面貿易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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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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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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設 備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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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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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副 刊

帕勒莫(Palermo )簡介
帕勒莫位於西西里島的西北部，濱泰

冷寧（Tyrrhenian）海，是西西里島的首府與
第一大城，也是一個地形險要的天然良港。
帕勒莫土地遼闊富饒，氣候溫暖，風景秀麗
，盛產柑橘、檸檬、與橄欖。由於這裡有發
展農林業的良好自然環境，歷史上曾被稱之
為“金盆地”。

帕勒莫地區有人類居住的歷史可遠溯
自舊石器時代的上半段。城首建於西元前
7-6 世紀，是腓尼基人（Phoenician）的一塊
殖民地，命名為“Ziz”（意為“花朵”）這
座 兩千八百多年的古城，歷經腓尼基人、
希臘人、古羅馬人、拜占庭帝國、阿拉伯帝
國、諾曼人、神聖羅馬帝國、西班牙王國、
那不勒斯王國（Kingdom of Naples）、西西
里王國與義大利王國的統治，所承載的文化
積澱豐富深厚。

隨著統治者的改朝換代，帕勒莫經過
多種不同宗教文化的洗禮，市區建築呈現截
然不同的風貌。伊斯蘭風格的建築物處處可
見，圓形的紅色屋頂,是阿拉伯式的特色，而
厚實古樸的門牆,則屬於諾曼式的建築風格。
作為西西里自治區的首府，帕勒莫城內多阿
拉伯、羅馬、哥特式的古建築。這些古建築
沒有金碧輝煌的傲人外觀，其特色乃是諾曼
、拜占庭、及伊斯蘭三種風格的建築物並存
。

車子在通往大教堂的艾瑪紐大道(Cor-
so Vittorio Emanuele）上開始大大地擁擠起來
， 原 來 是 街 上 有 罷 工 示 威 的 隊 伍 。 今 年
（2011 年）是西西里併入義大利聯合王國
150周年。導遊說，遊行者是在抗議義大利中
央政府對學校與銀行的一些規定。當團友問
道西西里是否有獨立的期望時，地陪的回答
是,抱這種想法的人並不多。不過，西西里的
居民有時會覺得中央政府對南北的待遇頗有
差異，他們像是二等公民。
帕勒莫大教堂（Cattedrale dei Palermo）

大教堂始建於 1179-1185 年，後來被
阿拉伯人改建為清真寺，接下去又被基督教
的統治者反覆改建。偏堂上的幾個小型的圓
頂與正堂中間高聳的巴羅克式圓頂（Cupola
）是十八世紀時才加上去的。十八世紀的改
建，主要是以新古典風格作內部的裝潢。帕

勒莫大教堂以回教的土黃色為主體，有巴羅
克式的青綠洋蔥塔，加上兩翼歌德式的尖塔
與文藝復興式的華麗雕飾，石柱上留有可蘭
經的石刻，門廊則有西班牙的建築風格。它
相容了諾曼、巴羅克、歌德式的設計與新古
典的風格，可以說是一個綜合各種建築格式
的大混合。

大教堂圍牆內的大廣場裡有許多石雕
像，其中最顯目的是帕勒莫的守護神，聖女
羅莎莉亞 （St Rosalia）。17世紀黑死病肆虐
西西里島，據傳說，這裡的居民抬著聖女羅
莎莉亞的遺骸繞帕勒莫城一圈後，便出現了
奇跡：黑死病自此消失。從此以後，聖女羅
莎莉亞就成了帕勒莫的守護神。在大教堂正
堂右側的小禮拜堂內，有聖女羅莎莉亞的墓
，左側的小禮拜堂內，則為西西里島歷代帝
王的棺木遺骸之存放處。

我們入內參觀的時候，遊客很多。大
教堂的建築格式確實是有其至為特殊之處。
正堂的兩側有一座座天主教的聖人群像，也
有一根根清真寺原有的大圓柱。基督教的
“真神”與伊斯蘭教的“真主”，同一建築
從“大教堂”到“清真寺”，反反覆覆地改
來改去，全是在“唯我獨尊”信念下的產物
，同時更予以野心家作為政治鬥爭的本錢，
假宗教之名，達到一己之利益。這大概也是
我在大教堂內的感想了。

由於遊行的關係，一些街道被臨時關
閉。帕勒莫大教堂附近原本很狹窄的街道，
就更加擁塞不堪了。在這種街道上開小汽車
尚且不易，更何況是這麼長的旅遊大巴士。
從帕勒莫大教堂到蒙瑞爾（Monreale）大教
堂只有 5 公里，車子居然開了二十分鐘。在
車上，一位帕勒莫的地陪，除了介紹蒙瑞爾
大教堂的歷史與特點之外，還特別指出為什
麼在相距才五公里的地方，建造了兩座這麼
大的教堂。她說，這是一場國王與大主教之
間權力鬥爭下的產物。12 世紀下半葉，羅馬
教皇將原該給予帕勒莫大主教的一項尊稱，
給了西西里的國王，因為那時候，教皇正在
籌辦十字軍東征，需要西西里國王軍事上的
支持。此項決定使帕勒莫的大主教心裡非常
不痛快，於是便在他的帕勒莫轄區內，築建
了這座帕勒莫大教堂以壯聲威。在此同時，
西西里國王威廉二世亦不甘示弱，隨即在帕

勒莫郊區的蒙瑞爾築建了一座不相上下的蒙瑞
爾大教堂，同時還委派了另一名大主教與之分
庭抗禮。
蒙瑞爾大教堂（Duomo Monreale）

蒙瑞爾大教堂始建於西元 1174 年，由
西西里國王諾曼王朝的最後一位君主威廉二世
所建。當年，他曾下令要不惜任何成本建造一
座教堂，其堂內之華麗要超越他祖父羅傑二世
（RogerII）在帕勒莫所建的卡珀拉教堂（Ca-
pella Palatina）。

這是一座集阿拉伯與諾曼藝術之大成的精
美建築。大教堂的外表貌不驚人，但，一進入
教堂內，則會令人不由不發出驚訝與讚歎之聲
。教堂內，壁上的馬賽克（Mosaic）小瓷磚
（每片四分之一英寸）鑲嵌的壁畫數量之多，
面積之廣，為世界第二，僅次於伊斯坦堡的蘇
菲亞大教堂（Hagia Sofia），比威尼斯聖馬可
大教堂內的馬賽克壁畫還超出許多。這些馬賽
克瓷磚拼圖，不但是面積高達 6,000 平方米
（18,000平方英尺）而且是做工精湛，當年有
些工匠是從威尼斯請來的。

聖壇正中是一幅巨型的耶穌像。聖像周圍
的背景全是金葉。教堂的兩扇青銅大門是
1185 年由義大利名建築師與雕刻藝術家皮桑
諾（Bonanno Pisano）設計的。皮桑諾也是設
計義大利比薩（Pisa）斜塔的建築師。蒙瑞爾
大教堂是西西里是最美麗的一座諾曼大教堂，
被認為是中古時期建築界的奇葩。

車子在停車場停下後，地陪帶我們沿石階
往上爬，來到一個像是集市的廣場，看到一棟
長形土黃色兩三層樓高的建築。我起先還以為
是一座沒有陽台的公寓樓，原來我們已來到了
蒙瑞爾大教堂的側門。進入後，對那許多令人
目不暇給，不知該從哪裡看起的精美裝潢，不
由不發出驚嘆讚美之聲。大教堂內已有好幾隊
旅遊團在聽他們的導遊講解。本團在一個角落
坐下後，地陪特別指出這個教堂的格局。中間
有耶穌聖像的那部分是代表未來；牆上馬賽克
的聖經故事壁畫代表過去，而兩旁那些大理石
柱子則是代表現在。這些巨型石柱原是從羅馬
神殿內石柱的遺留，每一根石柱頂上的花式各
異。大教堂的屋頂則為木質樑木，真可謂是集
東西藝術之大成。

教堂內除了一隊隊的遊客外，還有一堆人
在為即將在教堂內舉行的婚禮忙碌。地陪說本

團的運氣真好。因為，若不是因為有婚禮的話
，教堂內平時是不會這麼明亮的。而這些照明
燈的費用則全是按例由女家負擔。我們幾人沒
有在教堂等著觀看婚禮，倒是在教堂正門的大
銅門前看到了三個穿得漂漂亮亮非常可愛的小
花童。有部分團友待看了新娘進來才下山。聽
地陪的口氣，好像是說新娘長得不漂亮。不過
，年輕就是美，怎麼會有不好看的新娘？

從蒙瑞爾大教堂下來，我們被帶去一間
當地的披薩餐廳吃披薩午餐。在美國我一直以
為“西西里披薩”是指那些麵皮特別厚的一種
，不意到了西西里，所吃的披薩卻是麵皮其薄
無比。多種葷素披薩配以紅酒白酒與沙拉，是
很有地方風味的一頓午餐。餐後前往參觀帕勒
莫市內的馬西莫（Massimo）歌劇院。
馬西莫歌劇院（Teatro Massimo）

馬西莫歌劇院是歐洲第三大的歌劇院，
僅次於巴黎與維也納的歌劇院。它始建於
1897 年，1997 年為慶祝歌劇院百年壽辰，曾
全面整修。歌劇院是新古典式的建築。正門的
左右有兩座巨型的青銅雄獅塑像，獅子背上騎
有兩人，分別象徵悲劇與抒情之主題。院側有
一座義大利歌劇之父Verdi的青銅頭像。世上
好些最有名的歌劇全是來自義大利。馬西莫歌
劇院更是義大利歌劇院的姣姣者，長年不斷有
現代的或經典的歌劇演出。

我們隨著馬西莫劇院內的導遊在歌劇院
裡樓上樓下地參觀了一圈，還在當年西西里統
治者包廂內的貴賓席上坐了一會。想起了電影
裡歐洲歌劇院包廂座的鏡頭。70 年代風靡一
時的好萊塢影片《教父》第三集內的歌劇院鏡
頭，就是在此實地拍攝的。在紐約居住的時候
，曾持有林肯中心大都會歌劇院季票多年的我
，對歌劇院並不陌生。就面積而論，這座歌劇
院自是不能與紐約林肯中心的大都會歌劇院相
較，然亦有其別樹一格的風味。帕勒莫市內除
馬西莫劇院外，還有一間加利巴爾迪劇院
（Le Theatre Politeama Garibaldi）它的大門上
面有一組四馬二輪戰車的塑像，至為特出。旅
遊車經過了好幾次，沒有下去參觀。據說這座
比馬西莫劇院早建30 年的加利巴爾迪劇院，
其音響還勝於前呢。

西西里行之一西西里行之一：：帕勒莫帕勒莫（（一一））
文/夏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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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立航太博物館在風景秀麗的杜洛斯國
際機場附近建立了一座新的航太展覽館。它是一
處以飛機文物為主體的世界最大的航空珍品薈萃
地。用壯麗和宏大來形容新的航太展覽館是貼切
的，這裡陳列著數百架飛機、宇宙飛行器、飛彈
、火箭以及與飛行有關的其他陳列，置身航空航
太展覽館，便有一種身臨其境參與航空航太技術
發展的感覺。這裡無數珍貴的飛機，可以大飽大
華府地區華人僑胞的眼福。

浩大的機棚式展覽館，讓遊客直觀地體會到
航空技術的演變；從夢想到現實，從第一次大戰
初試鋒芒的雙翼機，二次世界大戰叱吒風雲的戰
鬥機，到戰後的超音速飛機。展覽館展出的重要
航太飛行器，包括二次大戰時美國支援中華民國
的飛虎隊飛機，以及二次大戰期間的軍用珍品飛
機。這些展品真是一部生動的航太航空史。筆者
在該館擔任志工雙語解說員，僅就其中幾架震撼
歷史的名機介紹於下，供讀者參考：

P-40 戰斧神鷹戰機:：1937 年發生了震驚世
界的七七事變。美國飛行教官陳納德當年應宋美
齡之邀，來華擔任筧橋空軍軍官學校飛行教官。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空軍名義上有500架飛機
，但實際上真正具備空戰能力的只有91架。為了
讓裝備本來就比日軍差得多的中國陸軍不致在完
全失去空中掩護的條件下作戰，時任中國航空委
員會秘書長的宋美齡向陳納德提出組建一個外籍
空軍兵團的想法。陳納德回到美國後，積極替中
國政府招募飛行員。1940年11月，美日關係趨於
緊張，美國總統羅斯福終於採納陳納德的建議，
同意退役人員以志願航空隊的名義去中國協助抗
日戰爭。

B-29超級堡壘轟炸機：B-29是美國波音公
司設計生產的四引擎重型螺旋槳轟炸機，是第二
次世界大戰時美國陸軍航空兵在亞洲戰場的主力
戰略轟炸機。它不單是二次大戰時各國空軍中最
大型的飛機，同時亦是集各種新科技的先進武器
。B-29的嶄新設計包括有：加壓機艙，中央火控
、遙控機槍等等。原先B-29的設計構想是作為日
間高空精確轟炸機，但在戰場使用時B-29卻多數
在夜間出動，在低空進行燃燒轟炸。B-29是二次
大戰末期美軍對日本城市進行焦土空襲的主力。
向日本廣島及長崎投擲原子彈的任務亦是由B-29
完成。B-29在日本因此有 「地獄火鳥」之稱。

P-38閃電式戰鬥機：1943年4月16日，中國
政府軍技室破譯日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
十六大將出巡的行動密電。蔣介石即令將密電轉
告駐渝美方；美方人員於即日下午通報駐瓜烏韓
德遜機場的美軍指揮官。為了作戰能有絕對把握
，美軍指揮官選定P-38閃電式戰鬥機為參戰機型
。4月18日，美軍16架閃電式戰鬥機適時出擊。
山本五十六的座機被藍斐爾上尉準確擊中，同機
11人全部身亡。山本在飛機落地之前即因彈穿後
腦和左胸而喪命。

P-47雷霆式戰鬥機：回顧1940年，美國共和
飛機公司一舉撤銷了當時幾乎所有的戰機製造計
劃，並全力發展一種新式的大型戰機。剛開始設
計的雷霆式戰鬥機裝有液冷式的亞力生發動機，
不過後來決定換裝具有廢氣渦輪增壓器的R-2800
雙胡蜂發動機以提高戰機的性能。這種做法顯然
是預先為了對應日後陸航隊有可能對高性能戰機
所訂的高標準，在一連串的試驗後終於開發出日
後赫赫有名的P-47雷霆式戰鬥機。1950年，退到
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只能把襲擊大陸的希望，
暫時寄託在空軍之上。從1950年2月起，國府空
軍開始對大陸沿海城市和居民區進行轟炸和掃射
，中國最大的城市和港口上海及其周圍地區，均
受到攻擊。自1953年，美國將150架P-47雷電式
戰鬥機移轉給台灣後，中華民國空軍的建軍於焉
啟幕。在50年代中後期及60年代初期，中華民國
空軍曾經使用雷霆式戰鬥機進行大陸沿海的偵查
和攻擊集結船隊的任務，雷霆機並與解放軍戰鬥
機發生一連串小規模衝突。中共空軍這時剛剛組
建不久，尚不能給予國府空軍以有力的回擊，領
空等於不設防狀態，中華民國空軍擁有台海制空
權。

F-86 軍刀式戰機：二次大戰結束後，F-86
軍刀式戰機是美國的第一代噴氣式戰鬥機的代表
。F-86裝用雷達測距的瞄準器，加上飛機的穩定
性，空戰時的射擊準確度要比使用傳統光學瞄準
鏡的米格-15 好。在韓戰期間，F-86 共擊落 792
架米格-15。F-86軍刀型戰鬥機也曾於台海上空
戰役中先後擊落米格機31架，創下輝煌戰果。軍
刀式戰機的設計來自於北美人航空公司在1945年
向美國海軍提出的XFJ-1原型機的空軍改良版。
它活躍於整個韓戰，用以應付由蘇聯製造的米格
15。F-86在韓戰期間的最主要對手米格-15相較

之下，最大水準空速較低，最大升限較低，中低
空爬升率較低，但是他的高速性能下的控制性較
佳，運動敏捷性高，也是一個穩定的機槍平臺，
配合雷達瞄準儀，有效的壓制來自於蘇聯、東歐
、志願軍等國家空軍飛行的米格-15。它亦是美
國第一架裝設彈射椅的戰機。

米格-15殲擊機：米格-15殲擊機是前蘇聯米
高揚-格列維奇飛機設計局設計的，是前蘇聯第
一代噴氣式戰鬥機的代表。米格-15於1947年12
月首次試飛成功。次年6月投入生產，並成為前
蘇聯空軍的主力戰鬥機。米格-15是世界上第一
種實用的後掠翼飛機，已經具備了現代噴氣式飛
機的雛形。它安裝了一台6,000磅推力的發動機，
具有光滑的機身外形，最大平飛時速為525哩。
除了航程較短外，米格-15在當時擁有最先進的
性能指標，曾在朝鮮戰場上與美國的軍刀機進行
了較量，其機動性能令西方大為震驚，正是由於
它的出色表現才使在活塞飛機時代默默無聞的米
高揚設計局揚名世界。米格-15殲擊機也從此聞
名於世。據統計，米格-15各型飛機生產總數超
過了16,500架，是前蘇聯製造數量最大的噴氣式
飛機。

黑鳥隱形偵察機：世界上飛得最快的噴射機
，是洛克希德出品的 SR-71 隱形偵察機，因為
SR-71的外表烏黑光澤，所以又有 「黑鳥」的別
稱。 黑鳥是由美國洛克希德公司研製的高空高速
遠程戰略偵察機，於1964年首飛，1966年開始服
役。該機全長107呎，機高18呎，翼展55呎，機
翼面積1,795平方呎。機上有空中加油裝置，可以
長時間不著陸飛行。它是世界上第一架成功突破
熱障的實用型噴氣式飛機。由於其高空高速特性
，所以駕駛黑鳥的飛行員不僅技術要好，還要經
過類似太空人的訓練，並且飛行時要穿宇航服而
不是一般的飛行服。黑鳥隱形偵察機的機載設備
主要有：天文導航裝備、鐳射測距裝置、電子對
抗裝置、大氣數據計算機、自動飛行控制系統、
光學記錄等。黑鳥偵察機自1964年露面後，隨即
粉碎了世界9項飛行紀錄，以時速2,200哩的高速
飛行，創下噴射戰鬥機之最高飛行紀錄。

X-35聯合攻擊戰機：JSF聯合攻擊戰機是一
種兼備隱形性、高機動性、高生存性的低成本通
用型戰鬥機。據悉，整個研製費用需要190億美
元。JSF戰機係由美國海、空軍及陸戰隊，以及英

國皇家海軍共同提出需求，並由以美國洛克希德
公司為首的國防產業團隊，共同研製的超音速匿
蹤多功能戰機。五角大樓對聯合攻擊戰機提出的
要求很高，主要有：飛機的所有技術應該是成熟
和低風險的；飛機應能分別滿足空軍、海軍和海
軍陸戰隊的要求。這種新一代戰鬥機共有三種構
型，分別是傳統起降構型、艦載型，以及短場起
飛、垂直降落構型，由於它具有超音速及匿蹤的
特性，武器掛載上也可攜帶聯合直攻彈藥、聯合
距外武器及導引炸彈等武器，火力驚人，堪稱新
世紀的多功能先進戰機。將全面替代美國空軍、
海軍、海軍陸戰隊的F-16戰鬥機、A-10雷電攻
擊機、F/A-18 大黃蜂戰鬥機、AV-8B 鷂式攻擊
機，成為未來世界的主要攻擊平臺，目前被賦與
F-35的編號。

另外在世界民航的演進史之中，1935年第一
架首航成功的波音307型氣壓式民航機，1954年
首航成功的波音 367-80 型噴射客機，以及 1976
年誕生的超音速協和客機，可以說是最計具代表
性三架民航客機。這三架具有傳奇色彩的民航客
機也在航太展覽館展出，讓民眾深入瞭解民航機
的演進史的故事。

除了靜態展覽之外，也有不少互動的說明以
及模擬飛行器。比較起來，華盛頓市區主館的展
覽比較注重教育意義，各種說明與安排做得比較
精緻，航空器的展覽雖然也不少，但受限於場地
，能展出的都是小型的飛機，數量也比較有限。
新的航太展覽館的展覽比較靜態，但是展覽內容
豐富，也能夠展示大型的飛行器。對飛行科技發
展或是戰爭史有興趣的僑胞，來這裏一定不會失
望。博物館本身不收門票，但是自己開車來的要
付15元的停車費。這裡無數珍貴的飛機，可以大
飽大華府地區華人僑胞的眼福。

美國國家航空太空博物館為為擴大服務華人
，特約航太科學家提供免費中文導遊，全程中文
解說。新推出的預約中文導覽網站（ustour.wee-
bly.com）預約服務項目增加了，程式也簡化了。
歡迎僑胞組團前往參觀。美國國立航太展覽館地
址為：

Steven Udvar-Hazy Center, 14390 Air and
Space Museum Parkway, Chantilly, Virginia.

王福權

1、七律·雪
九霄仙女散花時，踏霧乘風展曼姿。
雲靄層層迷漫漫，瓊苞朵朵落遲遲。
群山彈指成銀嶺，眾樹須臾現玉枝。
莫道北陲春色少，寒冬冰蕊景藏詩。

2、搗練子·郊游
奇嶺洞，
怪石崖。
綺樹嬌鶯碧野花。
落日歸途飢渴腹，
芳園小舍脆甜瓜。

3、江南春·傳經
鮮果美，
壯枝彎。

林蔭人俱靜，
白發慢聲言：
三分聰慧七分汗，
春夏辛勞秋日甜。

4、七絕·北陲四月
北陲四月景觀奇，三日山川換綠衣。
春雨春風春日巧，織成萬匹翠羅綈。

5、七絕·《十面埋伏》觀後
人似金剛馬似風，烏江敗給弱書生。
六韜三略贏天下，一計堪敵百萬兵。

6、七律·古稀抒懷
幾度金風幾度寒，秋實香伴古稀年。
家庭和睦兒孫俊，學業拼搏路徑寬。
覽罷中華游北美，吟安舊句賦新篇。

一生坦蕩無憾事，何懼乘鴻回九天？

7、游喇嘛山景區楹聯一副
幾重峻嶺，蒼林漫漫如屏，掩奇岩怪洞，遮赤日藍
天。迷人景物，迎百業嘉賓，乘沁脾微風，沿險徑
，覽青山—欣穿淡霧晴嵐，驚賞危崖絕壁，聆聽雀
語蟲鳴。飄飄渺渺，仿佛足踏神仙境；
一道甘泉，秀水潺潺似乳，澤嫩果芳枝，哺肥禽壯
獸。勝畫風光，引八方雅士，伴撲鼻馥氣，順清流
，游翠谷—仰望祥雲瑞靄，細尋異卉珍花，笑看蜂
忙蝶戲。恍恍惚惚，宛若身臨夢幻中。
注：喇嘛山景區地處大興安嶺東南麓，位於內蒙牙
克石市巴林鎮北郊二千米處。系國家著名森林景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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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楊耀光在華盛頓國會廣場

震撼歷史精典名機在華府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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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film industry.
The current Hollywood acquisitions spree isn’t seen 
as slowing in the face of a crackdown by Chinese 
authorities to investigate deals outside companies’ 
core businesses (as is thought was an issue with 
Anhui Xinke’s proposed – and aborted — acquisition 
of Voltage Pictures last month). Says one industry 
observer: “The money is always going to be there… 
it’s a free market economy. In this period, China is 
always going to win.”
Wanda led the Hollywood charge by opening 2015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Legendary Entertainment 
in a deal for $3.5B cash. It is built on performance 
guarantees and was said to have provided no upfront 
cash to Legendary co-founder Thomas Tull. (Wanda 
decided later in the year to delay putting the company 
into its entertainment portfolio because of the tenuous 
state of China’s stock market).
Wanda Group chairman and CEO Wang Jianlin, one of 
China’s richest men and who heads the company that 
already bought AMC in a $2.6B deal in 2012, has made 
no bones about wanting to own a major Hollywood 
studio. He almost got his wish last year at Paramount 
under Rob Moore, the vice chairman who proposed to 
his Chinese girlfriend Betty Zhou (host of a Chinese 
TV show he co-created) just days before he was shown 
the door in September.
However, Paramount 
parent Viacom said no to 
a deal that would have 
allowed Wanda a 49% 
interest in the studio. 
Interestingly, Paramount’s 
Oscar contender Arrival 
shows the Chinese as the 
world’s aggressor and 
then peacemaker against aliens. One of the major 
concerns from American politicians is propagandized 
content.
Paramount had — and continues to — open its doors 
to Chinese investment. Alibaba Pictures made its 
first investment in Paramount/Skydance’s Mission: 
Impossible – Rogue Nation in 2014 and then invested 
in the studio’s 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 Out 
Of The Shadows, and Star Trek Beyond. Huahau 
Media has also increasingly been a marketing partner. 
Alibaba Digital Media & Entertainment Grouprecently 
said it is planning to invest another $7.2B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 (Courtesy http://deadline.com/2017/01/
paramount-pictures-china-shanghai-film-group)

The funding level makes 
it different than the 
pact Sony signed with 
Wanda in September that 
calls for China’s largest 
exhibition company to 
take minority stakes in 
some films; that deal was 
mostly done to facilitate 
entry into China for 
Sony’s tentpole fare. (Courtesy http://deadline.
com/2017/01/paramount-pictures-china-shanghai-
film-group)
Related

China & Hollywood: What Lies Beneath
& Ahead In 2017

With a very vocal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is 
appointments of trade policy maker Peter Navarro   
(who penned the book and subsequent documentary 
Death By China) and protectionist advocate Robert 
Lighthizer as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and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like questioning China’s 
moves in the U.S., the political climat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tense. It also means Chinese companies 
and their growing investments in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will face even greater scrutiny in 2017.
Not only are Chinese firms in general buying up 
farmland in the U.S. Midwest, hotels,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real estate in the biggest American 
cities, but in 2015 and 2016, Middle Kingdom movers 
also began descending on Hollywood in a big way. 
And maybe it’s because of Trump’s insight into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e U.S. real estate market that 
has led to his well-established and oft-stated negative 
views on China: Remember, Beijing-based real estate 
conglom Dalian Wanda Group’s U.S.-owned theaters 
via AMC and now Carmike (the latter in a just-closed 
$1.2B deal that creates the largest movie exhibitor 
in the U.S.) are sitting on prime real estate and have 
gathered up a fair share in the U.S.
Money talks in a capitalistic society, and as Stanley 
Rosen,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USC 
specializing in China, told Deadline this year: 
“Basically, Hollywood is cashing in and Hollywood is in 
the business of selling 
out.”
All of this comes as 
the USTR will begin 
negotiating a new 
contract with China 
in February on behalf 

an “absolutely upside down situation”
Kerry Brown, a China expert at King’s College 
in London, also drew parallels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Writing in the online magazine The 
Diplomat, Brown said both Mao and Trump 
disliked scholars, and Mao brutally retaliated 
against anyone who even “slightly opposed him”.
“Brutal attacks on the media, constant direct 
appeals to the public to support him in taking 
on the vested interests of the elite, and a 
policymaking ethos dominated by contradictions 
seems to be what America and the world can 
expect in the coming years,” Brown wrote, 
warning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see its own 
vers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wever, Daniel Rosen, founding partner of research 
company Rhodium Group who also attended the 
Asia Society event, argued that Mao believed in 
revolutionary moves as a core “political tactic”, 
and it was too early to know if Trump was “a real 
revolutionary”, given the discordant message coming 
out of his transition team.
But mainland-based Chinese experts said America’s 
complex system of governance would prevent Trump 
from carrying out any “significant subversive reform”.
Chen Daoying,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aid both 
Mao and Trump were skillful in using populism to 
bypass bureaucratic systems dominated by elites, to 
directly engage with the people. Mao us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canonise his image among the grass 
roots, while Trump solidified his popularity via Twitter.
Why China’s ‘Trump fever’ has cooled so quickly
But Zhang Yuquan, a researcher of American studies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said Mao 
and Trump were only similar in so far as both had 
subverted some traditions in their countries.“Trump’s 
businessman nature makes him believe that everything 
can be negotiated, even including human rights and 
ideology. Mao’s political sense is much more lofty 
than his.”
(Courtesy www.scmp.com/news/diplomacy-defence)
Related

Trump’s China Trademarks 
‘Risk A Constitutional Crisis’

Analysts say billionaire US president-elect could be 
violating rules against federal officials receiving gifts 
from foreign governments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has at least 45 trademark applications pending 

in China, AFP has learned, each of which could 
potentially violate the US constitution – underlining 
possible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his relations with the 
Asian giant.
Since his election, Trump has angered Beijing by 
reaching out to Taiwan, appointing China sceptics and 
threatening punitive tariffs on the country’s exports.
But that has not stopped him from quietly working to 
secure the rights to his name in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filing applications as recently as June.

The businessman turned politician already holds 
at least 72 marks in China, part of an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that forms a central pillar of his 
enormous wealth.
He filed for an additional 42 in April, almost a year after 
declaring his presidential run, Chinese government 
data shows, and three more around two months later, 
having effectively clinched the Republican nomination.
All were filed in his own name and registered at his 
Trump Tower address in New York.
The approval process typically takes 12 to 18 months, 
so Chinese authorities will only make their decision 
long after he takes office this month.

Grants of trademarks, permits, etc., 
could be deemed to be privileges                                       

bestowed by a foreign government that 
are covered by the clause.

--ROBERT PAINTER, WHITE HOUSE 
ETHICIST FOR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Experts from across the US political spectrum said 
the applications could put Trump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the US constitution: article 1, section 9, clause 
8 forbids federal officials from receiving a gift or 
“emolument” – a salary, fee or profit – from a foreign 
government.

As a political leader who knows how to overturn 
tradition and established order through populism,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could be the true heir 
of Mao Zedong, according to several China experts in 
the US who see many identical traits ¬between the two 
men.
Orville Schell, an old China hand and former dea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aid Trump bore many 
similarities to the late strongman.
“Mao Zedong was a revolutionary, he was a populist. 
He could take aim at anyone and turn over order,” 
Schell said.
Mao believed that you had to destroy the old before 
you could build the new, Schell told a workshop 
organised by the Asia Society in New York forecasting 
Trump’s China policy during his first 100 days in 
office. Schell pointed to Mao’s push to destroy China’s 
ideological system by stag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saw elites replaced by peasants and workers in 

“Grants of trademarks, permits, could be deemed to be 
privileges bestowed by a foreign government that are 
covered by the clause,” said Robert Painter, a White 
House ethicist for Republican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Barack Obama’s former ethics lawyer, Norman Eisen, 
agreed: “Each of these trademarks is a potential 
emolument.”

The “concern of the constitution is that flows of 
benefits to presidents from foreign sovereigns will 
distort their judgment, and trademarks are certainly 
capable of doing that”.
The constitution has no “specified remedy” for a 
breach, added Jay Wexler, a constitutional law scholar 
at Boston University.
However, he said “in my view, impeachment would be 
the proper remedy for a serious violation”.
During his White House bid, Trump frequently 
excoriated China, accusing it of “raping” the US with 
unfair trade and fiscal policies.
Donald Trump beats Macau’s Trump in trademark 
battle
The president-elect’s transition team did not reply to 
requests for comment by AFP. A lawyer for the Trump 
Organisation, Alan Garten, asked for a list of questions 
then did not respond to multiple emails.
Trump has claimed h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worth 
US$3.3 billion, roughly a third of the US$10 billion-
plus fortune he reported in a July 2015 statement.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
politics/article) 

began in November, right   after Dauman exited. 
It was approved by Shari Redstone, who late last 
year also decided not to fuse Viacom with CBS, 
and the deals with the China companies closed 
at year’s end. The size of funds to be devoted to 
Paramount films is one-fifth of what would have 
been realized in the Wanda deal, and it seemed 
likely that most of those funds probably would 
have gone toward curing the stock shortfall 
created by the erosion of shares in Dauman’s 
stock-buyback plan.
Paramount was hamstrung by poor picture 
choices and Dauman’s strategy of stock buybacks 
at the expense of growing Viacom’s core film and 

television businesses. That left Paramount unable to buy 
Marvel or DreamWorks Animation, when it released 
films for both. Markets share has been lower than most 
rivals, as annual output of films in some years dipped 
as low as eight titles. The studio experienced the worst 
performance of Grey’s 11-year tenure in 2016: While 
year-end films Fences, Arrival and Silence have been 
in the awards mix, the expensive pictures Allied and 
Monster Trucks failed to catch on with audiences.
With the Dauman fiscal constraints gone, Grey is 
moving as fast as possible to build the studio’s output 
up to 15-17 films per year. Covering the risk of one-
quarter or more of that certainly will help that effort, 
particularly as a deal with its most reliable co-financier, 
Skydance, moves toward expiration. Paramount will 
fill the 15-to 17-film slate with mostly homegrown 
fare, with some pre-buys and acquisition of a festival 
film.
Films in the Shanghai Film Group/Huahua Media 
slate deal include this weekend’s opener xXx: The 
Return of Xander Cage, for which both companies 
previously signed on as investors. The deal also 
encompasses funding of such upcoming films as the 
Darren Aronofsky-directed thriller with Jennifer 
Lawrence starring; the 2019 CGI animated family film 
Amusement Park; and the Rupert Sanders-directed 
Scarlett Johansson-starrer Ghost in the Shell, set for 
March release. It also encompasses Paramount’s 
franchises that include Mission: Impossible, 
Transformers, a new Top Gun and a World War Z 
sequel that’s expected to reunite Brad Pitt with director 
David Fincher.
The fit with Shanghai Film Group and Huahua Media 
was an easy one, as both previously have done business 
with Paramount, including a Huahua investment last 
year in Star Trek Beyond and Jack Reacher: Never Go 
Back, among other films.

Paramount Pictures has made its most significant 
long-term alliance in China since Viacom chief Shari 
Redstone nixed a 49% stake sale to Dalian Wanda for 
$4.9 billion last year. The studio has closed deals with 
Shanghai Film Group Corp and Beijing-based Huahua 
Media for those companies to fund 25% or more of the 
studio’s entire film slate for the next three years, with 
an option for a fourth.
The deal is worth a potential $1 billion in slate funds, 
which is retroactive to Par’s fourth-quarter films. It 
extend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udio and Chinese 
companies that already was growing. The deal also 
will help Paramount with the release and marketing 
of its films in China. Shanghai United, the country’s 
second-largest distributor, will be very involved in 
assisting Paramount with the dating and distribution 
of its movies in China going forward. The prospect of 
a team-up in co-productions of Chinese films also is 
being eyed.
This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move made by Brad Grey 
since Shari Redstone and her father Sumner Redstone 
fought the proposed stake sale to Dalian Wanda Group, 
leading to the ouster of Viacom chairman Philippe 
Dauman. Movement toward this slate-financing deal 

Paramount Pictures Gets China Infusion: $1 Billion, 3-Year Slate 
Co-Financing Deal With Shanghai Film Group & Huahua Media

Disruptive, Intolerant And Populist Icon: 
Why Trump Is Seen As An American 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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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ating Mao's 123rd birth anniversary in Shaoshan, Hunan 
province in December. (Photo/Reuters)

One analyst said that like Mao, Trump is bent on 
overturning the old order. (Photo/AP)

Paramount Pictures Chief Executive Brad Gray

Wanda Group chairman and 
CEO Wang Jianlin

Trump appoints son-in-law Jared Kushner as senior White 
House adviser, despite anti-nepotism law.

Several China Watchers In The U.S. Se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Incoming U.S. President And The Late Chinese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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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中國同胞們、海外華僑們大家好！ 
“張健”珠寶五行金幣值此新春佳節到來之際，
祝福全中國人民家家幸福安康！闔家團圓！萬
事順意！ 

當你得知“張健”珠寶五行金幣，是你今
生的莫大的榮幸，緣分，福氣，當你走近了五
行金幣，你就是捍衛祖國的英勇的衛士，五行
金幣是你明智的選擇，五行金幣帶你走進財富
的大門，五行金幣是你終身的保險，你還在懷
疑、觀望、猶豫、等待嗎……錯過了今天的五行幣，將會是終生的遺憾！ 
機會留給有準備的愛國勇士！《五行幣》邀請函 : 當五行幣已來到我們身
旁 . 請您不要不理 . 五行幣沒有你想的那麼復雜。五行幣就是一塊紀念幣，
一塊愛國幣，一塊經濟戰爭保衛幣！一塊實現中國夢的未來數字貨幣 . ！一
塊後期價值連城的財富幣！一塊愛心愛國的傳遞幣 .. 如果您在做直銷，每天
開會，賣貨，您累了，請來《五行幣》；如果您在做保險，每天開晨會，一
個保單服務十年，您累了，請來《五行幣》；如果您在上班，每天早出晚歸，
辛苦 365 天，收入十年還買不了一套房，請來《五行幣》；如果您是傳統行
業小老板，每天辛苦不知為誰忙，起的比雞早，睡的比狗晚，您累了，請來
《五行幣》；如果您曾經做過資金盤，互助盤，騙子盤，想賺回虧損的錢，
不用擔心，請來《五行幣》！

美國休斯敦五行幣工作室

金大碗成立十五年，各式美食僑界最愛
推出拿手粉麵，精美小菜與您共度春節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 王朝商塲」 
正對面的「金大碗」餐廳，一直是僑界人的最
愛，因為一踏入這裡，彷彿回到了香港，這
𥚃有港味十足的小食，三文治，粥，義大利
粉，炒粉麵，湯麵，還有精美小菜，洋洋灑灑
二百一十七種，讓每一位踏入這裡的客人，像
進入「 美食大觀園 」，從香煎蘿蔔糕，椒鹽
雞翅，公司三文治，港式魚柳包，鮮蝦帶子粥，
皮蛋瘦肉粥，免治牛肉粥，干炒海鮮意粉，干
炒牛河，星洲炒米，干炒大蝦河，「 金大碗 
」 師傅的炒功一流，每天一大批一大批的炒
粉，炒麵，炒河，炒飯外賣，讓市民吃到有如「 
大餐 」 一般的家常飯菜，這就是師傅的功力！

「 金大碗 」的精美小菜，也不含糊，不

輸大酒樓，各式馳名粵菜： 明爐火鴨，南乳
吊燒雞，豉椒桂花腸，蜜汁叉燒、咸魚雞粒豆
腐煲 ------- 等六，七十種馳名粵菜，這裡
一應俱全！

「金大碗」最美麗的風景是「人」，從上
到下濃濃的人情味，讓每位賓客，以此為家，
賓至如歸，那怕你只點一杯港式奶茶，二片三
文治，也待若上賓！「 金大碗」 農曆春節期
間照常營業！「 金大碗 」 以拿手的美食佳餚，
與您共度農曆春節！

「金大碗 」地址：6650 Corporate Dr. suite 
F, Houston Texas 77036 ,（王朝商場正對面 ) ,
電話：713-776-2288

張健珠寶五行金幣

給您拜年！

“康富＂長者服務機構鴻圖大展
今年秋＂康復＂長者康樂中心

即將開業

（圖文 / 秦鴻鈞）位於慈濟隔鄰的福祿大樓五樓的＂康富＂長者服務機構，多年來為具有白卡（Medicaid) 的
長者專門提供專業人員到府服務，作居家護理、清潔烹飪，造福了不少老人。該服務機構今年將再上一層樓，在
西南區八號邊上的「 Food Town Center 」 建＂康富＂長者康樂中心，專為具有白卡（Medicaid) 的長者服務。由
於地點適中，特聘名廚主理廚務，每天供應美味菜餚，將是長者的樂園！圖為＂康富＂長者服務機構的員工向您
拜年！（ 前排中） 為董事長陳康妮，旁為副董事長陳張彩霞（ 前排右二） 及行政主席陳富（ 前排左二）。

春節即將來臨，「金大碗」以精美家常美食，賓至如歸的服務，與您共度佳節！「金大碗」給您拜年啦！
（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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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UFO 學會於上周六上午
九點半至十二點在美南銀行會議廳舉行今年度首次集會，由
會長亓國華主講： 「研究UFO 意義何在？ 」，吸引了不少
人前往聽講。

亓國華會長說： 研究UFO 學的意義，簡而言之，可用
12 字包括，即＂促進科技進步，提升精神境界＂。他認為在
現代科技突飛猛進的發展過程中，隱藏了不少＂地外文明＂
的影子！1947 年之後，就有＂謠傳＂說某國政要就曾與外星
人達成某種協議，而獲得幫助，使得其軍事科技，得到了飛
躍式的發展！而在人文方面，由於UFO 現象的出現，也使得
人們了解更多的歷史真象，得以重新審視了一些陳舊的思想

與習慣，因而擴展了人類精神上的視野，提升了其境界！
亓國華說： 美國總統艾森豪，曾在 「安德魯空軍基地」

與外星人有一段交流，他說：宇宙沒有什麼神秘現象，只源
於人類無知，而宗教，只是暫時性的。無獨有偶，大哲學羅
素也說過： 宗教是暫時性的，它早晚會慢慢淡出人類文明，
人類知識開了，亓國華說： 都是因人的無知，精神文明不夠
，才需要法律，宗教。他甚至說： 遠古時代有外星人來過地
球，甚至耶穌，佛祖，都是上古時代外星人派來地球幫助人
類的。亓國華說：禱告，燒香等儀式都沒有用的，都是因為
人類無知，淨化不夠。甚至連 「易經」，八卦，也都是外星
人傳給我們的智慧。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著名藝術家，前 「美南華
文寫作協會」 會長劉昌漢，周日（1 月 22 日） 下午應邀在休士
頓北一女校友會與休士頓美術館合辦的講座中，主講 「從故宮藏
品談東西藝術美學」。他演講可分四大部份：（ 一 ） 故宮收藏
簡介 （ 二 ） 皇帝喜好的藝術（ 三）東西藝術美學比較及 （
四 ）故宮作品的當代展現。

談到故宮，劉昌漢指出包括： 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及瀋
陽故宮，其中所珍藏的寶物，因戰爭，動亂而一再遷徙。1931
年 「九一八 」事變，這些故宮寶物經北京，上海，而南京，

1937年瀘溝橋事變，又由南京轉運到重慶，
成都。1945 年至1947年運回南京，後因國共
內戰，1948年運回台灣。台北故宮博物院，
是在1961 年開放，展出新石器時代至今八千
年的重要收藏。包括青銅器，玉器，瓷器及
名家書畫等等。

談到皇帝喜好的藝術，首推詩詞，繪畫
非常好的李後主，又稱 「詞中帝王」。宋徽
宗以瘦金體的字馳名，他的繪畫也非常好。
他也提到帝王在藝術品上提字，蓋章的案例
，及黃公望的 「富春山居圖 」有真偽兩幅，
結果偽作被帝王蓋滿章及提字，真品反而少
被破壞。

談到東，西藝術美學的比較，劉昌漢認
為： 這只是程度的比較，而非絕對的結果。
西方繪畫強調人與自然是對立的，西方文明
從城巿公民演化而來，認為文明與秩序是相
對的，人必須控制自然。他以14 至16 世紀
繪畫為例，風景只是作為背景，如 「蒙娜莉
莎的畫像」，到18 世紀盧梭的回歸自然，英
，德畫家很多 「風景 」 成了很多獨自單一的主題。東方的藝術
受道家思想影響。西方繪畫的花卉多為剪枝，佛教主張眾生平等
，物我如一，所繪皆為整株植物，並無剪枝，中國重視生命和平
，雋永。西方藝術從寫實出發，透視，解剖，光線，西方作品注
重寫實，入世色彩濃厚，而東方藝術，注重感性，諸法皆空，自
由自在。中國繪畫，好的作品，是在 「是」 與 「不是 」 之間

，花卉是小中見大，十里荷塘，風吹簾動的情景。
最後談到故宮作品的當代展現，他列舉了用西方塞尚手法繪

製山水國畫，以及明沈周以梵谷手法所繪製的國畫。以及現代人
將古代的 「夜宴圖」 換成現代人物及背景，以及藝術家以現代
電腦方式，將古畫的圖章及提字洗掉，展現藝術家新的理念。

當天出席的觀眾相當踴躍，光是美術館大贊助商 「石山地
產」 莊麗香女士當天就動員旗下員工一百多人前往聽講。

藝術家劉昌漢周日在休士頓美術館演講藝術家劉昌漢周日在休士頓美術館演講
「「 從故宮藏品談東西藝術美學從故宮藏品談東西藝術美學」」

休士頓休士頓UFOUFO 學會上周六今年首次集會學會上周六今年首次集會
探討＂研究探討＂研究UFOUFO 之意義何在之意義何在？？＂＂

圖為主講人劉昌漢圖為主講人劉昌漢（（ 前排中前排中）） 現場英譯陳逸玲女士現場英譯陳逸玲女士（（ 前排左二前排左二
）） 與主辦單位合影於演講後會場與主辦單位合影於演講後會場。（。（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 石山地產石山地產 」」 周日動員上百員工及眷屬周日前往休士頓美術館看故宮九位帝周日動員上百員工及眷屬周日前往休士頓美術館看故宮九位帝
王收藏文物展王收藏文物展。。

圖為圖為 UFOUFO 學會會長亓國華上周六在美南銀行演講＂研究學會會長亓國華上周六在美南銀行演講＂研究UFOUFO 的意的意
義何在義何在？？＂＂（（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