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chineseyellowpages4310@gmail.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活動中心：activity@scdaily.com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網址：www.scdaily.com
亞特蘭大新聞 Atlanta GA ˙ 波士頓新聞 Boston MA ˙ 芝加哥時報 Chicago IL ˙ 波特蘭新聞 Portand OR ˙ 西雅圖新聞 Seattle WA ˙ 聖路易新聞 St. Louis MO ˙ 亞美新聞 Houston/Washington/Dallas

Tel:713-952-9898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www.pally-travel.com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11659

足療

9198 Bellaire Blvd #C, Housotn,TX 77036(@Ranchester Dr.)茶典子旁

由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坐診
跌打、扭傷、腰疼

肩周炎、腳跟骨刺等












足療
20元1小時
100元/6次
Open 7 day A Week
10:00am-10:00pm

713-272-8838

跌打足療
☆白色的硬木櫥櫃
☆不同類型的水龍頭
☆各種顏色和大小的花崗巖
☆各種廚房和浴室水槽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大理石品種最多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規模最大，，價格最低價格最低！！
批發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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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天天茶市天天茶市

7320 S.W. FWY #115, Houston, TX 77074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

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波士頓活帶子
西雅圖大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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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獨家推出獨家推出

服務休斯頓25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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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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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Monday-Friday 10:30am-3:00pm

Saturday, Sunday 10:00am-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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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川普27日頒行政命令後，國土
安全部官員表示，持有綠卡、即擁有美合法永久
居留證者，也包含在暫時禁令中。此舉導致全球
各地約300名持有綠卡旅客在機場遭拘留，為平
息眾怒，白宮官員28日表示，綠卡持有人可在登
機前申請個人豁免，經審查批准後便可搭機入境
美國。截至29日中午，計有170名在機場遭拘留
的綠卡持有者申請豁免獲准。

面對執政後首次危機，川普政府29日宣布放
寬門檻，往來這7個國家的綠卡持有人皆可獲得
豁免，不會被禁止回到美國。

外界指稱，美國總統川普不讓7個穆斯林國
家民眾入境的禁令引發美國各主要機場的抗議混
亂，不過川普今天再次駁拒這項指控，反怪罪示
威群眾以及達美航空（Delta Airlines）的電腦系統
當機，造成各主要機場的亂象。

川普27日簽署行政命令，中止7個穆斯林國家
民眾入境美國，以及暫停所有難民前來美國，此
舉引爆國內乃至全球公憤，也引來數以千計的美
國民眾群集全美各大機場示威抗議。

川普淡化抵達美國國門32萬5000人中有109人
遭到拘留的情形，並說，他的國土安全部部長凱
利（John Kelly）聲稱，禁止入境令執行成效很成功，沒有碰上什麼問題
。

川普兌現選舉支票，頒布行政命令，不料上任不過9天，就招致首

次執政危機，不僅民主黨對手炮轟，連共和黨人也不願相挺。共和黨籍
聯邦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柯克批評，川普簽署這項命令，執行面
有明顯缺失，尤其針對綠卡持有人這部分，建議川普政府應立刻調整。

7國被擋禁令放寬 持綠卡可入境

（（記者黃相慈／圖與文記者黃相慈／圖與文））美南新聞集團將於美南新聞集團將於
22月月44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下午時至下午55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
場舉辦場舉辦 「「第第21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Texas(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Festival)International & Lunar Festival)，，歡迎各族裔民歡迎各族裔民
眾共襄盛舉眾共襄盛舉。。

美南第美南第21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進入倒計時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進入倒計時

（（路透社路透社））



AA22要聞速讀2
星期二 2017年1月31日 Tuesday, January 31, 2017

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康復出院

英國超百萬人請願取消邀請川普訪英

（綜合報導）日本政府開始著手為預計於2月上旬
舉行的美日首腦會談制定應對方針，欲確認加強“新
時代同盟關系”，顧及高舉“美國第一主義”的總統
川普的意向。日本政府認為美日防衛合作有助於亞太
地區穩定，謀求就形勢分析取得共識。關於跨太平洋
伙伴關系協定（TPP），安倍計劃向決定退出的美國
傳達對其重新加入的期待。

日本共同社1月24日報道稱，鑒於川普在就職演
講中提到強化“很久以來的同盟”，日本政府采取了
此應對方式。日政府持“很久以來的同盟”也包括美
日同盟的觀點，認為可以在與川普之間找出基本立場
上的一致。作為穩固同盟的證明，日政府計劃確認美
國對釣魚島“防衛義務”。為使川普明確“釣魚島是
《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第5條的適用對像”，日本政府

將加快與美國協調。
安倍想給川普留下自己是有價值的伙伴的印像。

如何與優先美國利益的川普達成妥協、增進信賴關系
成為課題。此外還出現了副首相麻生太郎、外相岸田
文雄於同一時期訪美的方案。

介紹日本為強化同盟關系所采取的措施也是關鍵
對策之一。日本政府將說明美日合作的範圍因安保法
的通過而大幅擴大，謀求理解。此外，還將傳達通過
修改美日間的《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ACSA）盡
快完善兩國部隊相互通融物資環境的意向。

如果被迫就日本增加負擔駐日美軍駐留經費、美
日自由貿易協定（FTA）進行雙邊磋商，日政府正在
商討不予同意。但是，最終方針還未確定。

安倍訪美國尋求確認美對釣魚島防衛義務

（綜合報導）俄羅斯商業發射
的主力運載火箭“質子—M”日前
被曝出引擎缺陷，俄羅斯航天局為
此召回所有問題引擎。初步調查發
現，生產環節中，制造商在關鍵零
部件上有“偷梁換柱”、“以次充
好”的嫌疑。俄羅斯政府官員28日
敦促徹查這一航天工業的醜聞。

據今日俄羅斯電視台網站報道
，俄羅斯副總理德米特裡·羅戈津
當天視察了制造“質子—M”引擎
的沃羅涅日機械廠。他稍後在推特

上發文證實，該機械廠車間已經停
工，為查清真相，將拆除已經組裝
好的三枚新的“質子—M”火箭。

羅戈津說：“所有為偷換技術
和文件承擔責任的人將會受到嚴厲
處罰。我要求就此展開最嚴格的內
部調查。”

《生意人報》先前爆料，俄航
天局在對“質子—M”火箭進行測
試時發現引擎問題，技術人員跟進
調查後發現，制造商在引擎中使用
了某種“非液體物質”，這種成分

不耐極度高溫，容易導致發射失敗
。

“質子—M”火箭先前經歷多
次發射失敗。2013 年 7 月，一枚攜
載三枚“格洛納斯—M”導航系統
的“質子—M”運載火箭出現發動
機故障，升空後不久墜毀，造成超
過 2 億美元的損失。2014 年 5 月，
一枚搭載通信衛星的“質子—M”
發射後出現故障，未能到達預定軌
道。

俄俄““質子質子MM””火箭零件以次充好火箭零件以次充好 致多次發射失敗致多次發射失敗

（綜合報道） 英國議會請願網站統計數字顯示，截至當地時間30日上午，已有超過100萬人在請願書上簽
字，呼吁取消英國對美國總統川普發出的國事訪問邀請。

這份請願書稱，川普表現出的“對女性的厭惡與粗俗，讓他不配接受英國女王夫婦的邀請前來訪問”。
按照相關規定，一旦請願人數超過10萬，議會就應考慮對相關議題進行辯論。但英國首相府30日早些時候

表示，不會取消此前對川普的邀請。
本月27日，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在訪問美國時宣布，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正式邀請川普今年下半年對英

國進行國事訪問，川普接受了邀請。特雷莎·梅是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後到訪的首位外國領導人。

（綜合報道）此前因肺炎發作住進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的美國在世最年長前總
統老布什(George H. W. Bush)，經過兩周多的治療，於30日康復出院。其發言人說
，老布什對大家的關心和醫護人員的照顧表示感謝，並期待參加周末的“超級碗”
比賽。

老布什的發言人麥格拉思(Jim McGrath)30日發表聲明說，“高興地告訴大家，
布什前總統今天出院了。他對於在住院期間收到的無數祈禱和祝福表示感謝，也感
謝為他提供了世界級照顧的醫生和護士。”

現年92歲高齡的老布什，因肺炎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問題，於1月14日住進休斯
敦衛理公會醫院的重症監護室。而老布什的妻子、91歲的芭芭拉18日出現疲勞和
咳嗽症狀，也入住同一家醫院，後被診斷為病毒性支氣管炎。

這對美國歷史上結婚時間最長的總統夫婦，在醫院病房裡觀看了新任總統川普
的就職典禮。

在使用呼吸機、注射抗生素等一系列治療後，老布什的情況持續改善，1月23
日，他由重症監護室轉入普通病房。同一天，芭芭拉康復出院。

“如果他們中有一人在治療過程中缺乏耐心，他們會相互依靠，彼此照顧。”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醫生艾米·敏德斯(Amy Mynderse)說，芭芭拉大部分時間都陪在
丈夫身邊。醫生強調，相對於老布什的年齡來說，他是一個很強壯的男人。

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年度冠軍賽“超級碗”將於2月5日在休斯敦舉行。麥格
拉思此前曾表示，老布什夫婦“急切地期待及時回家”，他們希望去現場觀看新英
格蘭愛國者隊和亞特蘭大獵鷹隊的終極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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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29日發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首府魁北克市一所
伊斯蘭文化中心內的槍擊案令加拿大人感到震驚和悲痛。從魁北
克省到全國各地，都有自發的悼念活動。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形容這一事件是“卑劣的行徑”。當地時
間1月30日，他在國會眾議院表示，加拿大人不會被嚇倒。

但特魯多也強調，“我們不會以暴制暴”。他在社交網絡上
說，“我們的精神和團結只會加強。我們會共同哀悼，也會共同
治愈。”

特魯多和魁北克省長庫亞爾均將此次事件稱為“恐怖襲擊”。
庫亞爾30日上午對媒體表示，槍擊案深深傷害了魁北克人

。他說，“我們的社會是開放、包容、好客的。我們比以往時候
更為團結”。但他也坦承，排外、種族主義這樣的“惡魔”在這
個社會中仍然存在。

受襲的魁北克伊斯蘭文化中心一位負責人拉比迪說，這是個
巨大的悲劇，“我們的悲痛無以言表”。

伊斯蘭文化中心方面表示，已陸續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慰問
、捐助，他們深表感激。

30日下午，事發地附近仍未完全解除封鎖。電視畫面
顯示，有民眾在事發地點附近放置鮮花以示哀悼。

面對媒體鏡頭，來自魁北克市的穆斯林代表們均呼吁人
們在暴行面前更要保持團結。也有穆斯林機構表示，對事件
深感不安，呼吁執法部門加強各清真寺及伊斯蘭中心周圍的
安保。

30日晚，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的國會山，在蒙特利爾
、多倫多、埃德蒙頓、卡爾加裡等多地，都將有悼念活動舉
行。

不少加拿大網民對事件表示深感震驚。“今天我們都是
魁北克人”，有網民在社交網站留言，“今天我們為6個家
庭祈禱”，“我們支持魁北克的兄弟姐妹們，當我們站在一
起時，就能找到慰藉。”

當地時間1月29日晚，正在魁北克市一所伊斯蘭文化中
心的清真寺內做周日晚禱的人們突遭槍擊。事件已致6人喪生，
19人受傷。醫院方面30日上午表示，目前尚有五名傷者留醫，
其中兩人傷勢較重但狀態平穩。死傷者均為男性。

警方已拘捕一名嫌犯，但目前警方還沒有公布嫌犯及其作案

的詳情。警方透露，有一人在案發約一小時後打電話給警方自首
。

特魯多承諾，當局會徹查此次事件。

加拿大悼念魁北克槍擊案遇難者
總理：不會以暴制暴

（綜合報導）好萊塢頒獎禮明星雲集，吸
引全球目光無數。不過，從紅毯抗議、舞台演
說，到網絡發帖……29日晚在洛杉磯聖殿禮堂
舉行的第23屆美國演員公會獎頒獎典禮，儼然
已成為抨擊美國總統川普的一場政治集會。

在頒獎禮前的紅毯秀環節，就已聞到了
“火藥味”。美劇《生活大爆炸》演員西蒙·赫
爾伯格舉起“歡迎難民”的標語，以抗議川普
27日簽署的一項行政令。

這項行政令說，美國將在120天內暫停所有
難民入境；在90天內暫停伊朗、蘇丹、敘利亞
、利比亞、索馬裡、也門和伊拉克7國公民入境
；無限期禁止敘利亞難民進入美國。

頒獎典禮開始後，當晚第一位得獎者、獲
得電視劇喜劇類最佳女主角的朱莉婭·路易斯－
德賴弗斯在領獎時首先調侃去年美國大選。然
後，這名移民後裔戴上眼鏡，語氣轉為嚴肅，
開始抨擊川普的移民政策，稱其為“污點”和
“完全非美國”行為。她說：“我是一個移民
的女兒，我父親當年逃離納粹控制的法國，來
到美國。我是一個美國愛國者，我愛這個國家

，因此我才（為川普的主張
）感到恐懼。”

接著，她又宣讀了一份
美國編劇協會的抗議聲明。
美國編劇協會在聲明中說：
“歡迎來自世界各國、有不
同宗教信仰、願意在美國分
享他們創造力的人。我們對
他們心存感激，與他們同在
，也將為他們而戰。”

隨後，獲得電視劇喜劇
類最佳男主角的威廉姆·H·梅西諷刺地說道：
“我很願意和今晚的主流想法不一致，我感謝
川普總統，是他讓弗蘭克·加拉格爾（梅西在
《無恥之徒》中飾演的醉鬼）看起來像個正常
人。”

“我們代表多元化的群體，代表那些前來
美國尋求更好生活的家庭站在這裡。我們知道
，我們所有人將繼續講述團結比分裂更強大的
故事，”獲喜劇類最佳群戲獎的美劇《女子監
獄》的女演員泰勒·席林說。

美國男星馬赫沙拉·阿裡接過抗議川普的
“接力棒”。阿裡憑借講述非洲裔美國人故事
的影片《月光男孩》贏得最佳男配角獎。在上
台領獎時，他公開自己是穆斯林，指出人們應
戰勝迫害，摒棄差異，否則將會面對戰爭風險
。

獲劇情類最佳群戲獎的美劇《怪奇物語》
男演員大衛·哈伯在領獎時，呼吁演藝界人士能
通過藝術戰勝恐懼、自以為是和排外的行為，
成為能給予那些感到軟弱、害怕和疲憊的人們
強有力支持的群體。

頒獎季大熱影片《愛樂之城》的女主角艾
瑪·斯通當晚在贏得最佳女主角獎項後說：“我
們身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世界，很多發生在我
們國家的事讓人不可理解、讓人害怕，我們需
要行動去改變。”

近年來，包括演員公會獎在內的好萊塢頒
獎典禮上通常都是與頒獎相關的話題。可以說
，本屆演員公會獎頒獎典禮是好萊塢頒獎典禮
近年來罕見地集中“炮轟”美國總統簽署的行
政命令，更是近年來首次聚焦政治話題。

（綜合報導）這個春節，一則中國游客在馬來西亞乘船遇險的消息牽動著無數國人的心。最新的消息顯示，在
遇險的27名游客當中已經有20名獲救，有3人不幸遇難。另外，有4名游客和1名船員下落不明。目前搜救工作仍
然在緊張的進行。央視記者第一時間采訪到了一位獲救的游客。

24歲的楊曜如是江蘇人，平時工作忙，趁著春節假期帶著母親出國游玩，沒想到遇到了沉船事故，她回憶說，
當時船拋錨了，很快就進了水，差不多三分鐘船就翻了。大家在一名船員的幫助下連成一片，漂流待援。

楊曜如說，她也想過放棄，但想到母親和家人，心中就燃起了求生的信念。
抱著要把媽媽帶回家的信念，楊曜如一直托著媽媽堅持在海上漂浮了十幾個小時。
沉船事故發生後，中國駐哥打基納巴盧總領館在第一時間啟動應急機制，馬來西亞海事執法局的多艘船只，以

及空軍的空中力量參與搜救行動，臨近的文萊也派出直升機參與搜救。最終，楊曜如他們被一艘印度尼西亞漁船發
現並救起，隨後被送至沙巴州首府哥打基納巴盧的醫院接受治療，目前均無生命危險。

在這裡，我們要對在這次事故中不幸遇難的游客的親屬表達慰問。搜救還在進行，對仍然下落不明的游客我們
特別想說一聲：“請一定堅持，親人、祖國在盼著你們早點回家”。

接力抨擊川普
這還是好萊塢頒獎禮？

沙巴沉船幸存者：我們緊團一起 沒有一個人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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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奶農示威抗議
布魯塞爾高官不解

綜合報導 来自比利时、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奶农一早将大批

奶粉喷向欧盟委员会总部大楼，欧盟各成员国农业部长们当时正在这座

变成奶白色的大楼中召开2017年首次部长级会议。

欧盟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委员菲尔· 霍根不解地表示：“实

在很难理解这次示威抗议的初衷。由于欧盟委员会出台的一系列措施，

奶制品价格自2016年8月以来上升了25%。”

在过去的18个月时间里，有关奶制品价格管控的议题一直是欧盟委

员会农业部长们开会研讨的主题词。菲尔· 霍根透露，2017年的首次例

行部长会议也不例外，讨论了相关话题。

菲尔· 霍根指出，与会的各国农业部长们都承认奶制品市场的脆弱

性，但现在的情况较之以往有了相当的改善。“欧盟境内的平均价格处

于2015年1月以来的历史高位。”

此间媒体披露，2016年11月欧盟境内一升牛奶的价格大约为0.32欧

元，当年夏季相同产品的价格甚至不到0.26欧元。

据悉，随着欧盟奶制品市场出现复苏迹象，欧盟当局决定把存货释

放出来，此举遭到奶农反对直接导致了当天的抗议示威。策划此次抗议

活动的欧洲乳品局披露，目前的状况关乎欧盟境内奶农的生存问题。

近年来，由于欧盟和俄罗斯关系恶化，欧盟对俄罗斯的奶制品出口

受到极大影响。在外部需求减弱情况下，欧盟牛奶产量过剩一度导致价

格不断走低，多个成员国爆发抗议活动。

法國左翼初選殺出黑馬
無條件基本收入主張引熱議

綜合報導 在總統奧朗德不謀求連任

的背景下，法國左翼社會黨初選首輪上周

日揭曉。之前民調只有7%支持率的前教

育部長伯努瓦-阿蒙意外地以36.2%的選票

排名第壹，領先於前總理瓦爾斯和前經濟

部長蒙特布爾。法國《觀點報》以《無人

看到小伯已長大》為題稱，左翼初選出了

壹匹黑馬。在社會黨日趨分裂的情況下，

阿蒙憑借獨特的競選綱領，出其不意地獲

得了勝利。

據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介紹，阿蒙從

2012年開始擔任社會黨發言人。兩年後，

他出任教育部長，成功回避了前任教育部

長改革引發的政治風波。不過在任僅147

天，他就和前經濟部長蒙特布爾因政治理

念分歧被奧朗德和瓦爾斯“遣散”回家。

之後他和蒙特布爾聯合成為社會黨的另類

牽頭人。

阿蒙在結果公布後稱，生態和社會是

他捍衛的兩大主題。他表示若競選成功將

推出無條件基本收入。《世界報》說，無

條件基本收入的原則是，不分性別、年齡、

工作收入，無條件發給每個公民壹份工資。

阿蒙提議給年滿18周歲的公民無條件每

月發放750歐元工資。他希望每個人在擁

有基本生活基礎的前提下來選擇掙多掙少，

更加自由地跟雇主談判。這吸引了不少選

民，但也招致多方抨擊。有人擔心這將鼓

勵不勞而獲，削弱勞動價值，4000億歐元

的預算更是國家財政無力負擔的。

政論家認為，若阿蒙最後贏得初選，

難以接受其主張的社會黨改革派會投奔自

立門戶的最年輕候選人馬克龍。媒體稱雖

然馬克龍未就結果表態，但肯定已開始摩

拳擦掌。目前民調顯示，今年大選的熱門

排行次序是勒龐、菲永、馬克龍、梅郎雄，

社會黨處在第5。就在各媒體熱議社會黨

初選將如何影響總統大選時，遠在智利沙

漠考察的奧朗德未做任何評論，似乎已經

置身事外。

德國和奧地利分別逮捕恐襲嫌疑人
兩嫌犯共謀襲擊

綜合報導 德國警方日前在該國北威州諾伊斯（Neuss）逮捕了壹名

21歲的男子，法院對其正式簽發了逮捕令。對他的指控是“策劃嚴重危

害國家安全的刑事犯罪”。

調查人員認為，被捕者與上周末在維也納被捕的壹名嫌疑人有聯

系，後者也被懷疑計劃制造恐怖襲擊。

在維也納被捕的是壹名17歲的阿爾巴尼亞裔奧地利人，他被懷疑同

極端伊斯蘭主義組織有關聯。德國媒體報道，這名少年告訴調查人員，

他曾向“伊斯蘭國”宣誓效忠，並向他在德國的同夥提供了聯絡方式。

杜塞爾多夫檢察院壹名發言人表示，這名阿爾巴尼亞人去年12月曾

到諾伊斯，在上周六被捕的嫌疑人家中住了兩星期。其間兩人商討了襲

擊德國安全力量的可能性。

奧地利內政部發言人表示，這兩起逮捕之間關聯是很清楚的。安全

部門認為，這名阿爾巴尼亞人可能計劃在維也納地鐵制造爆炸襲擊。

德國媒體報道稱，警方在諾伊斯搜查了21歲被捕嫌疑人的住所，但

沒有發現武器或爆炸物。杜塞爾多夫檢察院發言人表示，搜查中沒有發

現“表明嫌疑人即將實施恐怖襲擊的證據”。

北威州調查人員認為，上述兩名嫌疑人是在社交媒體上結識的。在審

問中，在諾伊斯被捕的嫌疑人沒有否認自己接受了伊斯蘭主義思想，但否

認自己同“伊斯蘭國”有關系。檢方表示，將繼續調查此人的背景。調查

人員將檢索他的手機和電腦中的數據和信息，以其發現更多證據。

德國內政部壹名發言人表示，目前沒有跡象表明，此案與去年12月

柏林聖誕市場發生的恐怖襲擊有關。

意遇雪崩酒店挖出三只狗寶寶

救援人員又抱又親

綜合報導 意大利中部因

地震引發雪崩，致山區的壹度

假酒店被雪掩埋，30余人被困，

目前共有11人獲救，24人失

蹤。救援人員在沒有生命跡象

的情況下，仍繼續搜救，結果

有意外收獲。他們在酒店附近

救出三只被埋的狗寶寶，這壹

收獲令他們欣喜不已。

意大利救援人員在被雪掩

埋的酒店附近找到三只被埋的

狗寶寶。三個呆萌小家夥的獲

救讓工作人員喜出望外，熱情

地對它們又抱又親。

救援人員曾表示，雖然廢

墟已沒有任何生命跡象，但仍將

繼續搜救。消防員和山區救援專

家壹邊與極端天氣抗爭，壹邊試

圖在被大雪掩埋的酒店廢墟中定

位20多名失蹤者的位置。

救援行動小組的壹位發言

人表示：“我們還抱有希望。

即便沒有任何生命跡象，妳仍

可能在鑿開壹面墻時，突然發

現有奇跡。這也是發生在其他

幸存者身上的事情。”

報道稱，因為其中壹名獲

救的幸存者表示，有壹位30歲

的非洲男子在雪崩發生時正好

在酒店內。因此，失蹤人數從

23人上升到24人。

據悉，早在救援人員到達

被困酒店時，就很快救出了9

名被埋生還者。此前，還有兩

名遊客在雪崩發生時，因正處

在酒店外面而逃過壹劫。

此外，救援人員還發現了5

名遇難者遺體。

阿斯塔納和談推動敘利亞政治和解
敘利亞問題國際會議在哈薩克斯坦

首都阿斯塔納舉行。作為即將於2月召

開的日內瓦會談的補充，此次阿斯塔納

會談邀請了敘利亞政府和多個反對派

別，以及聯合國、俄羅斯、伊朗、土耳

其、美國等各方與會。國際輿論希望阿

斯塔納對話會為日內瓦和談奠定良好基

礎，推動敘政治進程盡快取得收獲。

敘利亞危機爆發後敘政府與反對派
首次“面對面”對話

此次會談的最大特點是敘利亞武裝

反對派取代流亡反對派參加會談，這也

是敘利亞政府與武裝反對派首次同時派

出代表參與的國際會談。雖然敘武裝反

對派此前曾表達了與敘政府直接對話的

意願，但在會後的新聞發布會上武裝反

對派代表團團長阿盧什表示，雙方尚未

在阿斯塔納進行直接談判。

據敘利亞通訊社報道，敘政府派出

了由敘常駐聯合國代表賈法裏率領的代

表團。賈法裏表示，本次和談將主要討

論建立停火機制、將被聯合國安理會認

定為極端組織的“伊斯蘭國”和“支持

陣線”與其他反對派組織分離，以及打

擊恐怖組織等問題。他還說，任何有助

於維護敘利亞民族團結和國家利益的會

議都具有重要意義。而敘利亞反對派有

50人參加和談，其中13人將直接參加與

敘政府的對話，其余的成員為政治和軍

事顧問。阿盧什近日表示，和談的主要

目的是盡快在敘利亞實現停火。

聯合國敘利亞問題特使德米斯圖拉

希望各方盡快落實聯合國就敘利亞問題

達成的壹系列協議，並認為只要沖突雙

方就全面停火監督機制達成壹致，敘利

亞和解的機會就會大大增加。敘利亞大

馬士革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巴薩姆在接

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認為，與以往相比，

本次和談吸納了部分擁有武裝力量的反

對派，因此其包容性也更廣。

在會談開始前，俄羅斯、伊朗和土

耳其代表在阿斯塔納舉行了長達數小時

的磋商。俄方代表團團長、俄總統敘利

亞問題特使拉甫連季耶夫表示，俄方正

在為拉近各方在敘問題上的立場而努

力，希望盡全力促使會談取得成果。土

耳其總統首席顧問托普楚將阿斯塔納會

談稱為“歷史性事件”，表示它將推動

並恢復在敘利亞和中東地區的和平穩定

進程。

敘利亞總理伊馬德· 哈米斯說，敘政

府對此次阿斯塔納和談的態度是嚴肅認

真的。阿斯塔納和談將是敘利亞危機爆

發近六年來雙方首次“面對面”的直接

對話。他說，敘政府歡迎任何對恢復敘

利亞和平穩定具有建設性的倡議。

為啟動敘利亞問題政治解決進程創
造良好氛圍

雖然與敘利亞問題相關的沙特、歐

盟等方面並未派出代表參加阿斯塔納會

談，美國也僅派出了美國駐哈大使克洛

爾作為代表出席，但哈薩克斯坦外交部

副部長瓦西連科表示，阿斯塔納會談成

果並不會受到影響。哈總統納紮爾巴耶

夫在會見德米斯圖拉時表示哈方將為會

談順利舉行創造條件，並希望和談取得

圓滿成功。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紮哈羅娃此前

對媒體說，在阿斯塔納舉行的敘利亞和

談將是專家級會談，希望此次和談能為

啟動敘問題政治解決進程創造良好氛

圍。俄外交部官網援引紮哈羅娃的表態

報道說，和談的核心議題是如何促使敘

各派保持停火。

敘總統巴沙爾· 阿薩德日前接受媒體

采訪時說，此次和談主要涉及軍事層

面，其首要目的是完善停火機制、保護平

民，以保障人道救援物資進入敘各地。

在敘利亞戰場上，敘政府軍和反對

派之間、反對派內部的武裝沖突仍然在

持續。有分析指出，此次會談的重點在

於軍事方面，這也是為日內瓦會談中將

開展的政治對話奠定基礎。從各方在會

談期間的表態來看，各方立場均在於保

證剛剛達成的停火協議得到執行。賈法

裏指出，敘政府將盡力保證阿斯塔納會

談取得成果，而阿盧什則希望鞏固2015

年底生效的停火機制，並準備進壹步就

其他問題展開談判。

從當地媒體披露的會談成果文件內

容來看，各方將為保證停火得到貫徹執

行建立三方監督機制。拉甫連季耶夫

稱，各方聯合聲明正式宣布。他同時透

露，俄方對目前會談成果總體表示滿

意，但各方之間還需要加強互信。哈薩

克斯坦總統戰略研究所所長卡林認為，

由於談判涉及多個層次，現在談論成果

為時過早，但如果各方能夠找到合適的

妥協方式，他對會談成果抱有樂觀的態

度。巴薩姆表示，只有各方將敘利亞的

國家利益作為根本出發點，外部勢力盡

快停止幹涉敘國內問題，和談才能真正

取得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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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新政引抗議：
特朗普為自己辯解
多國表示遺憾

綜合報導 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壹項行政命令，暫停接收難

民及禁止七個國家的旅客入境，在全美引發大量抗議。特朗普政府29

日讓步，官員表示七國的綠卡持有人將不受禁令影響。

據報道，這項行政令禁止來自七個國家的難民和公民進入美國。除

了對伊拉克、伊朗、敘利亞、蘇丹、利比亞、索馬裏和也門民眾實施

90天的禁令，特朗普的行政令還永久性的禁止接收敘利亞難民，暫時

限制其他國家的難民進入美國，期限為120天。

特朗普在宣布這項禁令時說，“我們想要確保阻止那些對我們構成

威脅的人進入我們的國家，而我們的軍人正在海外與這些人做鬥爭。我

們只想讓那些支持我們的國家，深愛美國人民的人進入美國。”

【多地進行示威抗議】
行政命令發布後，375人受到影響，其中282人無法入境。全美多

個機場已經爆發抗議示威活動。美國廣播公司引用各地機場官方數據稱

，至少有7處機場逾66名乘客被拘留或遣返。

當地時間29日，數以千計的人在白宮附近舉行示威，抗議這項行

政令。示威者高喊“不要仇恨，不要恐懼，這裏歡迎難民。”

紐約炮臺公園也發生了抗議活動。從炮臺公園可以俯瞰美國象征性

燈塔—自由女神像。140多年來，這個燈塔迎接了無數來自世界各地的

移民。在洛杉磯、費城、休斯敦、波士頓、路易斯維爾和

底特律，也有人計劃要進行抗議活動。在紐約炮臺公園的

示威中，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說，他要求新的國土

安全部長凱利采取行動。舒默對群眾說：“我明確無疑地

告訴他，他有道義責任去見總統，告訴總統收回成命”。

舒默表示，特朗普的政令“讓我們減少了人道主義，減少

了安全，減少了美國人的特色”。

【美法官暫緩執行 持綠卡不受影響】
當地時間28日晚，紐約的壹個聯邦法官對特朗普的行

政命令頒布了暫緩執行令，批準全美範圍內所有持合法簽

證的公民都可以暫時留在美國。這意味著當前被拘留的7國

公民將暫時不會被驅逐。

另壹方面，白宮幕僚長普利巴斯說，七國的綠卡持有人返美不受影

響。參院民主黨領袖舒默也說，國土安全部長凱利告訴他，目前有42

人被扣留在機場，當局將根據紐約東區聯邦地區法院發布的緊急命令，

為這些人辦理入境手續。

此外，凱利表示，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不影響綠卡持有人。由於這說

法有別於禁令內容，顯示特朗普政府面對壓力，有所退讓。

【為自己辯解：無關宗教】
美國總統特朗普為自己的行政命令辯護說，這無關宗教，而是關系

到“恐怖行動和保持我們的國家安全”。

特朗普說：“美國是自豪的移民之國，我們將繼續同情那些逃避壓

迫的人，但我們這樣做的同時，也要保護我們的公民和邊界。”

特朗普表示，前總統歐巴馬已經指出了7個國家是恐怖行動的來源

，這些國家是伊朗、伊拉克、利比亞、索馬裏、蘇丹、敘利亞和也門。

特朗普還指出，有其他40多個國家沒有受到他的政令的影響，特

朗普抨擊媒體把他的命令誤解成具有針對性。

特朗普表示，他對於那些生活毀於敘利亞戰爭的人深有感受，他將

想辦法辦法幫助他們。但是特朗普也說，他的第壹要務是保護美國。

【各國反應】
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發言人近日說，默克爾“確信即使是必須堅決打

擊恐怖主義，也不能普遍懷疑來自特定出生地的人或者具有特定信仰的

人。”

英國首相特雷莎•梅說，“美國為美國的難民政策負責，英國為英

國的難民政策負責。”她表示，英國不同意特朗普的禁令，她還說，這

“不是我們要采取的方式。”

法國外長艾羅談到特朗普的禁令時說，“歡迎逃離戰火的難民屬於

我們的職責。”

印度尼西亞外長蕾特諾•馬爾蘇迪通過社交媒體說，“我們對這項

政策深表遺憾。”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說，“對那些逃離壓制、恐怖和戰爭的人們，加

拿大人歡迎妳們，不論妳們的信仰是什麽。多元化是我們的長處。加拿

大歡迎妳們。”

特朗普首度就移民新政發聲
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本月27日簽署的有關移民政策

的行政命令在全美多地引發示威遊行活動。近日，特朗普首

度就其移民新政發聲，他表示該行政命令並不是壹份針對穆

斯林的禁令。

特朗普近日下午發表聲明，正式就其移民新政做出說明

。他表示，美國是壹個移民國家，美國歡迎移民入境，但美

國必須保護本國公民和邊境安全。他表示，他所簽署的行政

命令與歐巴馬於2011年簽署的行政命令有相似之處。他說，

歐巴馬彼時曾發布為期6個月的禁令，禁止伊拉克難民入境。

此外，本次被列入禁令的其他6個國家也同樣被歐巴馬政府視

為恐怖分子的來源地。

特朗普表示，該行政命令並不是壹份針對穆斯林的禁令

，他批評媒體進行虛假報道。他說，該行政命令與宗教無關

，而是壹份事關恐怖威脅和國家安全的命令。他表示，全世

界40多個穆斯林國家並不在被禁止入境的名單中。

特朗普稱，未來90天內，美國將對入境審查程序進行評

估和更新。如果新的審查程序開始施行，美國將重新向所有

國家的申請者發放簽證。他說，他首要考慮的是美國人民的

安全，但他也非常同情身處敘利亞人道主義危機中的難民，

他將尋求解除他們痛苦的方法。

本月27日，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決定在未來120天內，

暫停所有難民入境，以便進行充分的背景審查；在未來90天

內，暫停向伊朗、蘇丹、敘利亞、利比亞、索馬裏、也門和

伊拉克七國公民發放簽證。

過去兩天，華盛頓、紐約、舊金山等地爆發示威遊行活

動。多數示威者認為，該行政命令帶有明顯的宗教歧視和種

族歧視色彩，他們要求特朗普立即取消這壹命令。

特朗普移民禁令遭大規模抗議
被指“背叛美國價值觀”

綜合報導 針對美國總統特朗普27日簽署的

有關難民和移民問題行政令的示威在全美持續發

酵，29日美國數十個城市舉行了抗議示威活動。

數千名紐約市民29日下午聚集在紐約炮臺公

園進行抗議。他們舉著各種標語牌，並高呼“不

要禁令，不要築墻，紐約是所有人的。”壹位名

叫傑克· 麥克納的示威者說，禁令是錯誤的，應

該立即停止。“美國是移民建立起來的國家。紐

約有唐人街、小意大利，這裏是壹座移民的城市

。”麥克納說，美國的領袖不應該是壹個反對移

民的人。

華盛頓當天

也爆發抗議示威

活動，數百名美

國民眾聚集在白宮附近，手舉標語，高喊反對禁

令、反對特朗普的口號。抗議人群還前往財政部

、國會大廈以及特朗普國際酒店附近進行抗議示

威。在特朗普國際酒店門前，抗議人群唱起歌曲

《這是屬於妳的土地》。華盛頓居民傑斯· 戴維

斯對記者表示，這是壹首愛國歌曲，“希望這首

歌能讓特朗普明白，美國是屬於全體美國人的，

我們歡迎各族裔的移民，我們絕不排斥難民。”

舊金山國際機場當天有600多名抗議者集會

。抗議者大多為少數族裔，在組織者的帶領下整

齊劃壹地喊口號“特朗普出去，移民難民進來！

”“美國是移民創建的，我們歡迎移民！”“不

要禁令，不要築墻！”“這片土地也是妳們的土

地！”舊金山市長李孟賢發表聲明說，作為中國

移民的兒子，他不能接受特朗普拒絕難民和7個

國家人士進入美國的決定，並稱這種行為背叛了

美國的價值觀。

據美國媒體報道，當天在波士頓、費城、西

雅圖、邁阿密等城市也發生了規模不壹的抗議示

威活動。根據特朗普27日簽署的行政命令，美國

將在120天內暫停所有難民入境；在90天內暫停

伊朗、蘇丹、敘利亞、利比亞、索馬裏、也門和

伊拉克七國公民入境；無限期禁止敘利亞難民進

入美國。這壹命令27日下午開始生效，隨後美國

多個機場都有入境者被扣留。

數千人聚集舊金山機場抗議特朗普行政令

綜合報導 從當地時間28日15時到29日淩晨2時，數千人
聚集在美國舊金山國際機場，這11個小時的堅守是為了抗議
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簽署的壹份行政命令，全球難民和西亞
北非7國公民被暫禁入境。

舊金山國際機場國際航站樓抵達廳內，最多時有將近
3000名示威者，他們堵住壹個海關出口，高呼口號、集體跺
腳、壹起鼓掌，地面為之震顫。

示威，緣起特朗普27日簽署了壹份行政令，規定美國將
在120天內禁止所有難民入境，在90天內暫停伊朗、蘇丹、敘
利亞、利比亞、索馬裏、也門和伊拉克7國公民入境，無限期
禁止敘利亞難民進入美國。這份行政令致使相關國家的壹些
公民28日抵達美國機場後遭遣返或拘押。盡管未獲得官方確
認，但有美國媒體報道，大約100人遭受了這類“待遇”。

示威者以年輕人為主，他們高喊口號，由近及遠、此起
彼伏傳遍全場；他們舉著手寫標語表達不滿：“我的祖父母
是(猶太人)大屠殺難民”“移民造就這個國家”。

現場示威秩序井然。壹些人後續趕到，帶來瓶裝水、咖
啡、披薩、沙拉、水果等，向陌生人發放；壹些人趴在地上
在紙板上書寫標語，然後投入人群、展示自己的主張。

壹位中年女性推著行李走出航站樓，先向壹位示威者致
謝，再用手機對他所持標語拍照，因為他幫她“發出了聲音
”。這位女士多年前從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度尼西亞移
民美國。“天知道，他們(白宮官員)以後會對印尼人說什麽、
做什麽，”她憂慮地對記者說。

示威全程沒有發生任何沖突，進出機場的航班也未受到
任何影響。壹批舊金山警官就近值守觀望，美國律師公會觀
察員現場監督。

人群快要散去時，壹名中年女警官與多名示威者閑聊時
說，她是拉丁美洲裔、又是女性，如果特朗普實行歧視政策
，她首當其沖是被歧視對象，如果脫下警服，她可以與示威
者站在同壹邊……

28日，同樣的示威還在美國紐約、洛杉磯等多座城市的
機場發生。

夜深了，人群漸漸散去，只有零星示威者還在堅守。壹
名歐洲裔女子獨自面對警方，遲遲不願離去。她手持壹頁紙
，上面寫著“停止禁止穆斯林入境！”

紐約時報廣場“中國屏”連播春節短片烘托節日氣氛
綜合報導 帝國大廈的燈光秀、哈得孫河的焰火表

演、法拉盛的新春廟會……美國紐約農歷春節慶祝活動

壹個接著壹個。時報廣場壹塊被稱作“中國屏”的電視

大屏幕上播出的《樂享春節》短片，更是給當地的喜慶

氣氛增添了新元素。

日前，剛剛在時報廣場參加了“中國畫家大拜年”

活動的江蘇省中國畫學會副會長翟優對新華社記者說：

“在紐約過春節，盡管與國內不同，但很愉快，因為中

國元素到處都是。這塊大屏上播放的片子，不僅讓我們

和華僑華人感受到濃濃的節日氣氛，也讓其他族裔的朋

友得以了解更多中國文化。”

與翟優壹同參加了大拜年活動的美國華裔書法家江

廣富表示，紐約春節每年都在變化，年味越來越濃，在

時報廣場、帝國大廈、麥迪遜大街等舉辦的春節慶祝活

動越來越多。

來自塞爾維亞的亞歷山德拉女士和她的3位朋友表示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農歷春節，慶祝這個節日的人也越

來越多，“我們去過中國，現在的中國和以前比太不壹

樣，太贊了”。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監制、五洲傳

播中心特別策劃制作的《樂享春節》短片27日起在

“中國屏”開播，展現精彩紛呈的中國春節文化。短片

將持續播放至2月3日。

“雪是春的序曲，花是節的顏色，歸途是家的風景

，美食是年的味道”，短片分東、西、南、北等篇章，

呈現了春節的喜慶與祥和。

從白雪皚皚的北國到繁花似錦的南方，從細膩雅致

的東部到熱情奔放的西部，《樂享春節》在短短3分鐘

內，展示了長城、鳥巢、水立方、天壇、臺北101大樓

、香港中銀大廈等中國地標建築，展示了冰糖葫蘆、餃

子、粽子、紹興老酒、年饃等中國傳統美食，展示了春

聯、年畫、剪紙、中國結、秧歌等中國春節民俗，如同

“中華文化符號的萬花筒”。

《樂享春節》將手繪年畫、中國民族舞蹈與三維投

影技術創造性結合。在手繪年畫的精美光影中，壹對年

輕舞者翩翩起舞，他們優美的舞姿仿佛在傾訴返鄉遊子

對故鄉的依戀，靈動的舞步仿佛人們在歸途中輕快的腳

步，他們的分分合合寓意著從分別到團圓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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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廟宇春節拜拜祈求平安華人廟宇春節拜拜祈求平安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2017金雞

年來臨，在農曆過年期間，許多篤信佛教
、道教的華人信眾，紛紛到休士頓各大廟
宇走春，祭拜祈求平安順利，尋求宗教信
仰的慰藉，這也讓休士頓香火鼎盛的廟宇
人潮洶湧，大年初一、初二兩天湧入大批
信眾。

揮別2016年，華人農曆過節傳統習俗
，除了全家團聚圍爐，拜訪親朋好友走春
外，有宗教信仰的華人必定前往廟宇求神
問卜，順變求籤試試運氣，不論籤勢好與
壞，不外乎求個心安。

許多休士頓地區各地廟宇也舉辦隆重
春節祈福和祭拜儀式與迎春活動，大批信

眾除在除夕當晚參加上年香、叩鐘、迎財
神等儀式，一直到初三，都可見到絡繹不
絕的信眾參加新春祈福法會，讓在異鄉的
移民遊子，也能感受傳統習俗。

休士頓香火鼎盛的天后廟在新春期間
十方信眾湧入，大多數為越棉寮華僑，不
過現場也可見到少數外籍人士，大家不分
族裔，唯有相同信仰，燒香拜佛祈求好運
，只希望來年都能順順利利。關帝廟也有
不少的信眾祈求平安，現場有高僧為民眾
掛上祈福項鍊，吸引善男信女排隊等候。

華人民眾 Elissa 與朋友連跑兩間廟，
她表示，希望在向供奉的的眾神明指引迷
津後，新的一年無論是婚姻和身體健康，

神明都能保佑；同行的友人Isabelle也說，
來廟裡拜拜以 「心誠則靈」為準則，就算
有民眾求到下籤，也當作是一種警惕，心
裡踏實最重要。

不只是佛道教寺廟湧進大批尋求保佑
的人們，華人教堂也是新年聚會的熱點，
大家新年團聚在一起，感受家人溫暖，也
可共同為新的一年祈禱。

除了宗教力量大，2017年雞年，不少
有關金雞的吉祥桌曆、飾品和周邊商品傾
巢而出，包括 「金雞報喜」、 「鶴立雞群
」、 「大吉（雞）大利」 「吉（雞）祥富
貴」等，無不與諧音有關，都希望為雞年
添好運。

【本報訊】2017年1月28日，農曆
正月初一，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和夫

人曾紅燕走訪慰問 97 歲高
齡的休斯敦老僑胞高如山夫
婦和已故知名僑領程進才之
子程滿意一家。
在高如山家，李總領事夫

婦向高老先生祝賀新年，向
他介紹了中國過去一年取得
的進步和 2017 年的美好展
望，祝愿高老先生夫婦健康
長壽。高老先生感謝李總領
事夫婦來訪，表示總領事多
年來每逢春節都來看望，讓
他感到十分高興，感謝祖籍
國的關心，相信祖籍國一定

會發展得越來越好。高老先生曾多次參
加美國老年奧運會及赫茨曼世界老年運

動會，在乒乓球、橋牌、競走等項目中
多次獲獎。

在程滿意家，李總領事夫婦祝程家
新的一年闔家幸福，讚揚已故僑領程進
才先生生前為太極拳在美國的推廣傳播
和大休斯敦和諧僑社建設做出的重要貢
獻，鼓勵程家繼承程進才先生的事業，
為中美文化交流再立新功。程滿意代表
家人感謝李總領事夫婦到訪，表示願繼
續致力於太極拳推廣事業，為華人社區
發展和中美友好多做貢獻。

受李強民總領事委託，劉紅梅副總
領事於1月29日走訪看望了休斯敦已故
知名僑領常湘濱的家人，向他們致以新
年問候。

李強民總領事春節走訪慰問僑胞

（今日美國記者楊笑編譯）前總統老布什今天（1月30日
）從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出院，兩個半星期前他因患有肺炎住
院。

前總統老布什（George H.W.）今年92歲，1月14日因肺
炎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問題而被送入衛理公會醫院的重症監護室
， 1月18日病情穩定被轉移到普通病房，留院觀察。布什總統
的妻子芭芭拉19日因為感到疲勞和咳嗽住進該醫院接受預防治

療。
布什家族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說：“他感謝在他住院期間收到
的許多祈禱和親切的信息，以及他們的醫生和護士提供的世界
級的護理。

老布什是美國在世的最年長前總統。近年來身體狀況欠佳
，這是5年內老布什第4次住院。

前總統老布什出院美國在世最年長前總統

天后廟香火鼎盛天后廟香火鼎盛。。((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許多人在關帝廟拜拜也擲筊求籤許多人在關帝廟拜拜也擲筊求籤。。((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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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美國記者陳松/休斯頓報導)根據美國媒體綜合報道：美
國總統川普1月27日簽署暫禁全球難民和西亞北非7國公民入境
的行政命令後，數十名飛抵美國機場的旅客被拘留或遣返。紐約
、洛杉磯等地機場出現抗議示威。禁令在美國和全球引發爭議。

據美國媒體28日報道：在費城國際機場，兩個帶孩子的敘

利亞家庭在從卡塔爾飛抵美國3小時後遭遣返；在紐約肯尼
迪國際機場，至少12人下飛機後被拘留，其中一名伊拉克男
子是駐伊拉克美軍的翻譯，另一名伊拉克男子於本月11日獲
得簽證後赴美與其擁有難民身份的妻子和7歲兒子團聚。

當天，美國一個民權組織代表這兩名伊拉克男子向紐約
州一家聯邦法庭申請人身保護令，獲頒緊急臨時居留許可，
兩人隨後被釋。美國媒體稱，這是針對川普行政命令的首次
成功的法律反擊。不過，這一許可有限定條件，需國務卿、
國土安全部長和國家情報總監經背景審查後認為“適當”。

據報道，禁令也適用於持有綠卡的美國永久居民，但來
自相關7國的留美學生何去何從，目前尚屬未知。加利福尼
亞州洛杉磯縣首席信息官員穆罕默德•拉維當天在社交網站
臉書上說，他71歲的父親當天在卡塔爾被拒登機，並被送回
伊拉克。
28日，數百名抗議者聚集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高喊“不

要憎恨、不要恐懼，這裏歡迎難民”等口號，抗議這一禁令。紐
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發表聲明，要求紐約州有關部門尋找法律
途徑向機場受阻旅客提供幫助。他說：“我從未想到有這麼一天
，美國將逃離戰亂地區的難民拒之國門之外。”

當天，美國首都華盛頓附近的杜勒斯國際機場也發生抗議示
威。弗吉尼亞州州長麥考利夫表示，該州正在考慮針對禁令采取
法律行動。國會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民主黨人舒默呼籲川普政府
收回命令。

在洛杉磯國際機場，數百名抗議者高呼“川普必須下臺”
“美國不要川普，不要三K黨，不要法西斯”等口號，呼籲抵制
和反對川普頒布的這一禁令。組織者當天還舉行了燭光祈禱儀式
，並計劃於29日在機場繼續舉行示威抗議。

當天晚些時候，洛杉磯市市長埃裏克•賈塞提通過市長辦公
室官方網頁發布消息支持示威者。他說：“洛杉磯將永遠是庇護
之所。”

面對批評和爭議，川普28日否認這一禁令針對穆斯林，堅
稱美國需要這類嚴格禁令，需要建立“極端審查”機制，且這樣
的審查機制應當持續多年。

根據川普27日簽署的行政命令，美國將在120天內暫停所有
難民入境；在90天內暫停伊朗、蘇丹、敘利亞、利比亞、索馬
裏、也門和伊拉克7國公民入境；無限期禁止敘利亞難民進入美
國。

川普移民政策引爭議 多個機場現示威抗議

參加抗議示威的民眾參加抗議示威的民眾（（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反對川普發佈行政命令的女孩反對川普發佈行政命令的女孩（（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川普發佈行政命令限制難民身份入境川普發佈行政命令限制難民身份入境（（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示威者聚集紐約肯尼迪機場表示抗議限制穆斯林國家的難民進入美國示威者聚集紐約肯尼迪機場表示抗議限制穆斯林國家的難民進入美國（（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等待肯尼迪機場外的被扣留難民的家屬焦急萬分等待肯尼迪機場外的被扣留難民的家屬焦急萬分（（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紐約湧現了大批的示威者紐約湧現了大批的示威者（（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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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士頓中國教會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305 S. Main, Houston, Texas 77025 
Tel: (713)663-7550   Fax: (713)663-6896 

網址：http://www.hcchome.org 
電郵：hccoffice@hcchome.org 
教牧同工：曹惠基、潘小玲 

譚聖欣、賴永敬、何金川、金恩秀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英語、粵語﹚ 
午堂崇拜：上午十一時正﹙國語﹚ 

梨城分堂崇拜：下午二時﹙國語﹚ 
牧師：鄭忠禎 

主日學：下午三時半至四時半﹙國語﹚ 
12005 County Road 59, Pearland, Tx, 77584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West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638 Hammerly Dr., Houston, Texas 77043 
Tel:(713)935-9422、935-9447 Fax: (713)935-9928 

電郵: whcc@whcchome.org 
主任牧師：許重一 

中文牧師：黃奕明、粵語牧師：施克健 
英語牧師：白安卓、李家德 

北區植堂牧師：祝華達 / 英語傳道：Ted Cox 
家庭事工：林徐玉仙 / 青少年：燕華欣、孫國軒 
兒童主任：陳秀女 / 粵語傳道：吳謝寶芳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卅分﹙國語/粵語﹚ 
 午堂崇拜(英)、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明湖中國教會 
Clear Lake Chinese Church 

503 N. Austin St., Webster, Texas 77598 
Tel: (281)338-1929    Fax:(281)338-0435 
電郵: clearlakecchurch@comcast.net 

網址:http://www.clearlakechinesechurch.org 
中文牧師：張友鴻牧師 
英語／青少年：林文平牧師 

英語崇拜：上午九時三十分 
中文崇拜：上午十時五十分﹙國語/粵語﹚ 

查經禱告會：禮拜三晚上八時 
禮拜五晚：中文查經、AWANA兒童節目 

           青少年團契 

 
  

7707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Tel: (281)499-2131  Fax: (281)499-5503 
網址：http://www.fbcchome.org 
電郵：office@fbcchome.org 

主任牧師：林永健 
行政主任：楊黃琳娜 
國語、粵語崇拜：上午九時卅分 

 英語、青少年、兒童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週四上午: 長輩活動和婦女聚會 

週五/六晚:兒童聚會 AWANA,青少年和成人團契 
主日下午:中文課和英語學習班 

凱地中國教會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24747 Roesner Road, Katy, TX 77494 
Tel. (832) 437-1998 

電郵：katyccc@katyccc.org 
網址: http://www.katyccc.org 

主任牧師：楊浩峰 
華語牧師：滕茂坤 / 英語牧師：林懷祖 
青少年事工：章迦恩/兒童事工：陳明佑 

關懷事工主任：王台妹 
        中文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 
      英文、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 

康福華人教會 
Comfort Community Church 

702 Smith Road.,  
Port Lavaca, Texas 77979 
電話：(361)553-6300 

 
主任牧師：趙德光 

 中文敬拜：主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English Worship：Sunday 9:30AM 
  禱  告  會：禮拜三晚上七時半 
  小      組：禮拜五晚上八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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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大年初三，高雄市長陳菊持續
宮廟參拜行程，祈祝風調雨順、平安無災，並
發送金雞年開運紅包，民眾一早大排長龍等候
領紅包好彩頭。

陳菊由黨籍立委劉世芳、林岱樺、陳其邁
及管碧玲等陪同，先到三民區義民廟參拜，為
高雄及市民祈福，祈求新的一年高雄風調雨順

、平安無災，台灣進步、社會幸福。
高雄地區上午艷陽高照，民眾一早就頂著

大太陽大排長龍等候領金雞年開運紅包，隊伍
在廟前廣場繞了好幾圈，領到紅包的民眾歡喜
表示開年好彩頭，也有民眾搶著要求與陳菊合
影留念，搶沾年節喜氣。

參拜發送開運紅包 陳菊祈祝風調雨順

（中央社）行政院今天表
示有關營運相關決定，支持台
鐵及交通部的立場。台鐵產業
工會理事長王傑則回應，行政
院立場反覆，不知道是怎麼回
事。

台鐵產業工會因不滿長期
過勞及勞工權益遭漠視，自除
夕起發起國定假日依法休假不
加班行動，年初一與初二各有
200 多人未到勤。對此，政院
發言人徐國勇指出，台鐵員工
當然應有合理休息及休假時間

，但公共運輸事業員工在年假
運輸需求高峰期間，也有滿足
大眾需求的社會責任，因此行
政院支持台鐵及交通部立場。
面對政院表態支持台鐵及交通
部，王傑說 「行政院立場反覆
」。他說，政務委員林萬億前
幾天才說工會是合法的行動，
應該要協調，結果政院今天卻
又說全力支持台鐵及交通部，
不知道行政院到底是怎麼回事
。

王傑指出，員工請假，但

台鐵卻一直阻擋，行政院又說
工會不按規定請假， 「員工請
了還是會被擋」，根本沒有用
。所以工會才用送連署書的方
式，但送給台鐵，台鐵卻又不
收、不同意，現在卻反過來說
員工沒有請假。

王傑說，合法的工會活動
表示成員都是依法休假，工會
會全力協助員工處理曠職單及
後續裁決訴訟途徑。

政院支持台鐵 台鐵工會批立場反覆

（中央社）新年樂透！一名幸運兒昨天在
基隆市信義區買了4組 「7連碰」大樂透，其
中1組中了春節大紅包，且一舉中了7注，獨
得獎金新台幣583萬3333元，成為今年大紅包
目前最高獎金得主。

每年農曆春節，台彩公司都會加開 「春節
大紅包」獎項，今年玩法不同以往，活動期間
大樂透每期會加開10個春節大紅包獎號，只
要對中當期10個春節大紅包獎號中的任6個，
即為中獎，共有630組中獎機會，每組總獎金
為100萬元，由該組所有中獎注數均分。其中
以任選 7 個號碼、單張彩券只要 350 元的 「7
連碰」玩法最受歡迎。

根據台彩統計，累計除夕（1／27）至初
二（1／29）止，已開出 309 組春節大紅包，
累計中獎注數為416注。中獎彩券張數累計為
397張，其中有66張為包牌投注中獎，等於平
均每6張對中春節大紅包彩券中，就有1張是
包牌投注，累計包括45張7連碰、11張8連碰
、5張9連碰、及5張10連碰。

昨天大樂透加開的210組春節大紅包獎項
，共有96組中獎，總中獎注數為117注，其中

有20張包牌、包括15張7連碰、3張8連碰、
及2張9連碰。

其中，位於基隆市信義區的 「明銓投注站
」售出1張中大紅包的大樂透彩券，該名幸運
兒自選4組7連碰，以及1組電腦選號，只花
了1450元，其中1組7連碰竟7個號碼全中，
中了7注大紅包，其中5注獨得100萬元、1注
50萬元，1注33萬3333元，總共獲得獎金583
萬3333元。

台彩公司表示，這是春節大紅包開獎至今
，單張彩券中獎金額最高的得主。

另外，苗栗縣後龍鎮的 「鴻吉彩券行」也
開出2張大紅包，1張為電選10注中1注，另1
張為電選 2 注中 1 注，中獎金額皆為獨得 100
萬元。

還有一家位於苗栗縣頭份鎮的 「山琦企業
行」則開出1張大紅包，購買方式為電選2注
中 1 注，中獎金額 33 萬 3333 元。值得一提的
是，山琦企業行今年除夕到初二每天都有開出
1注大紅包，累計第4屆（103年）以來，已經
開過4注春節大紅包，可說是風水寶地。

(綜合報道)行政院今天表示，有關營運相關
決定，行政院支持台鐵及交通部的立場；行政院
對台鐵工會在春節期間發揮台鐵人服務至上的精
神深感欣慰，但對部分員工未依規定辦理休假感
到遺憾。

台鐵產業工會不滿長期過勞及勞工權益遭漠
視，自除夕起發起國定假日依法休假不加班行動
，年初一與初二各有200多人未到勤。台鐵局總
動員，維持春節正常疏運。

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今天表示，1 月 27 日
（除夕）至1月29日（年初二）3天，台鐵列車
總共開行 2789 班次，共疏運旅客 190 萬 5000 人
次。有關營運相關決定，行政院支持台鐵及交通
部的立場；另，台鐵企業工會基於維護公共利益
及旅客權益，於春節期間堅守崗位，行政院特別
感謝相關同仁辛勞。

徐國勇指出，台鐵員工當然應有合理休息及
休假時間，但公共運輸事業員工在年假運輸需求

高峰期間，也有滿足大眾需求的社會責任，因此
行政院支持台鐵及交通部立場。

另外，對於媒體報導，台鐵賴姓見習車長祖
父病危卻未能請假一事，台鐵指出，當時因春節
疏運期間停止休假及無法確認賴員祖父實際病況
，因此車班幹部未准假。台鐵強調，春節期間同
仁因特殊情況請假，主管經確認後會核准。

台鐵表示，春節期間共184個車站派有人員
服務，除少數車站短暫時間無售票之外，並不影
響旅客乘車，旅客仍可於自動售票機購票或持電
子票卡乘車或上車補票。連續3天每日每一班車
皆按表定時刻正常開行，未受影響。

徐國勇強調，對台鐵企業工會在全國民眾歡
度春節之時，善盡職責發揮台鐵人服務至上的精
神深感欣慰，對部分員工未依規定辦理休假感到
遺憾。希望年初五收假時，台鐵全體員工能展現
台鐵人精神，讓每個國人都能幸福到站。

春節大紅包 幸運兒7星連珠獨得583萬

政院：支持台鐵及交通部立場

參拜發送開運紅包 陳菊祈祝風調雨順參拜發送開運紅包 陳菊祈祝風調雨順
大年初三大年初三，，高雄市長陳菊高雄市長陳菊（（前左前左33））持續宮廟參拜行程持續宮廟參拜行程，，祈祝風調雨順祈祝風調雨順、、平安無災平安無災，，並發送金並發送金
雞年開運紅包雞年開運紅包，，民眾一早大排長龍等候領紅包好彩頭民眾一早大排長龍等候領紅包好彩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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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關渡宮參拜 不談國民黨主席選舉

2017台北書展 回顧台灣閱讀史

（中央社）前總統馬英九今天到台北關渡
宮參拜，與信眾們玩起有獎問答，春聯當作獎
品，談媽祖、關公；國民黨主席選舉，他笑而
不答。

馬英九上午到關渡宮參拜，廟方在大門掛
起歡迎前總統馬英九蒞臨參拜的紅布條，民眾
排隊與馬英九握手致意、拍照，馬英九參拜後
致詞表示，祝福大家新年快樂，他在台北市服
務8年，每年都會到關渡宮祈求風調雨順。

馬英九說，看到這麼多信徒到關渡宮參拜
媽祖祈求風調雨順，他準備了一些春聯當作獎

品，與信徒們現場玩起有獎問答，他的問題包
括媽祖婆姓什麼？叫什麼？中國歷史上哪一個
朝代的人？媽祖高壽多少？

媽祖高壽一題，信眾從 860 歲、960 歲、
1500歲等等都沒答對，馬英九宣布答案1057歲
；馬英九再問關公與媽祖哪一位年輕？馬英九
說，關公比媽祖大。

結束參拜與有獎問答後，馬英九離開前沿
途信眾排隊爭相與馬英九握手，馬英九上車前
被問腳傷是否好點？他說，好多。記者再問國
民黨主席選舉支持誰？馬英九笑而不答。

馬英九關渡宮參拜馬英九關渡宮參拜
前總統馬英九前總統馬英九（（前中前中））3030日至北投關渡宮祈福參拜日至北投關渡宮祈福參拜，，向參拜民眾握手拜年向參拜民眾握手拜年。。

（綜合報道）國民黨主席
洪秀柱今天出席台北市寧波同
鄉會春節團拜活動。針對台南
有廟宇抽出的國運籤為 「下下
籤」；洪秀柱說，非常遺憾，
但人定勝天，只要努力，籤詩
作為參考跟警惕就好。

洪秀柱今天上午10時30分
，前往位在台北市寧波西街上
的寧波同鄉會，參加春節團拜
暨摸彩活動。活動前，洪秀柱
接受媒體聯訪。

記者問洪秀柱有何新年新
希望？對於台南市南鯤鯓代天
府，近日抽出的國運籤為下下
籤有何看法？為何她的拜年行
程多以眷村團拜為主，而非和
其他政治人物一樣，前往廟宇
祈福等問題。

洪秀柱說，自己的新年新
希望是希望國家風調雨順、國

泰民安，以及黨運昌隆、國民
黨再起；代天府抽到下下籤，
這令人非常遺憾，不過人定勝
天，只要努力，抽籤就作為參
考跟警惕就好，政府要特別加
油。

洪秀柱表示，自己很多行
程沒有公開，而且 「為什麼一
定要公開行程？」有時候是這
樣的，有些重要人物有這個行
程，正好她也要去，自己不公
開，就被媒體說是 「偷襲」，
這實在是很為難；所以，在迫
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公開行程
，但實際上，她是不大喜歡公
開的。

記者追問洪秀柱，前副總
統吳敦義下午將前往新北市中
和區壽德新城拜年，這會不會
讓她感受到被人拔樁？

洪秀柱笑說，大家不要這

樣想，每一個有意要參選（黨
主席選舉）的人，每個地方都
會去跑，爭取支持，所以沒有
什麼拔不拔樁的問題， 「那我
下次可不可以去南投？」

此外，記者也問洪秀柱，
是否有去藍營大老家中拜年，
討論黨主席選舉狀況？洪說，
過年拜年就是拜年，懷有目的
去的，就不夠誠意。

洪秀柱進入活動會場後，
受到在場民眾歡呼及支持，洪
也用寧波話跟大家拜年。

洪秀柱指出，自己當這個
黨主席，實在太辛苦了，不過
，雖然苦是苦，但這是走在歷
史的轉捩點上，而黨今天到這
個地步，大家要一起努力、反
省檢討。

（中央社）2017 年台北書展策劃 「回顧台
灣閱讀史」，由 「文訊雜誌」社長封德屏策展
，呈現台灣從1950年代至今的閱讀發展歷程。

2017年台北國際書展將從2月8日至13日在
台北世貿中心一館、三館舉行。

封德屏與台灣文學館合作，把 「回顧台灣
閱讀史」內容分為 「時間年表」、 「出版史料
」、 「珍貴作家物件」三個部分展覽。參觀者
將隨著不同年代的重要事件，看到各種創作的
演化，彷彿進入時光隧道，重走一遍台灣人共
同的閱讀史。

封德屏認為， 「閱讀，是個人青春成長的
回溯，也雋刻了時代的樣貌與風華，成為群體
的記憶」，閱讀內容及型態，與社會變遷、教
育普及、時代氛圍，以及圖書、雜誌出版及媒
介改變的交互影響，息息相關。

1949 年至今，台灣的社會經濟隨著世界潮
流推移，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閱讀的主體、
媒介、足以驚動大眾的明星作家或暢銷書類型
、事件、周邊效應，呈現出不同的樣貌。若以
十年為一個段落，或可看出閱讀行為的特色，
及此消彼長的趨向，既描繪了當時人們關注的
重點，也記錄了那個時代的特質和風氣。

1949年到1959年中國文藝協會、中國婦女
寫作協會成立，反共文學當道， 「文友通訊」
由台籍作家發聲， 「現代詩」、 「創世紀」、
「藍星」創刊， 「文壇」開辦函授學校帶動寫

作風潮，第一本圖文並茂的女作家創作合集
「海燕集」成為暢銷書單，開啟以後的選集出

版熱。本土漫畫先驅葉宏甲的 「諸葛四郎」，
攻占台灣兒童心房。

1960到1969年 「現代文學」、 「文學季刊
」創刊，引領純文學新航道。 「小說創作」與
日益茁壯的 「皇冠」雜誌，開啟大眾文學閱讀
浪潮， 「文星」雜誌標榜思想啟蒙，引發筆戰
， 「台灣文藝」、 「笠」詩刊以推動台灣本土
文藝為綱領，軍中文藝與國軍新文藝運動方興
未艾。學子除勤逛牯嶺街舊書攤，也捧讀租書
店的言情小說、武俠小說廢寢忘食。瓊瑤小說
大受歡迎，帶動其後影視改編熱，成為青少年
愛情教主。

1970至1979年志文的 「新潮文庫」大量譯
介西方人文思潮與文學經典，為年輕人奠定知

識基礎工程，國立編譯館中學課本開始收錄當
代作家創作，成為延伸閱讀之窗口；三毛與旅
行文學席捲全台，詩與民歌從校園延燒到大眾
，文學五小出版社為文學土壤播扎根。

「中國時報」 「聯合報」兩大副刊以內容
與話題互別苗頭， 「電視周刊」彰顯娛樂功能
， 「漢聲雜誌」、 「漢聲小百科」對兒童教育
付出高度熱情。

1980到1989年著作權法通過實施，鼓勵優
良圖書金鼎獎開始頒贈獎金，出版獎助條例施
行，推動 「書香社會」禮券，閱讀風氣大興。
「三三集刊」集結了文學熱血青年，帶動了後

來的張愛玲熱， 「人間」雜誌則關注本土、弱
勢，為報導文學注入新魂魄，連鎖書店金石堂
和誠品的設立，暢銷書排行榜的成為一時的閱
讀指標及風潮。

1990到1999年中美著作權保護協定即著作
權法修正案通過， 「612大限」成為分水嶺，西
書翻譯出版大轉型，村上春樹熱銷，幾米繪本
隨著兒童繪本的普及大熱門，成功勵志書高居
暢榜，圖文漫畫名家輩出，有聲書也搶佔閱聽
市場。

解嚴後的各式關注議題如環保、同志、性
別、原住民等亦耕耘小成。電視讀書節目 「談
笑書聲」、 「縱橫書海」興起，媒體、書店年
度十大好書、年度風雲人物獎項的鼓舞，帶來
一片榮景。城邦集團創立，著力類型分眾市場
開發，中國作家作品王安憶、莫言、余華等大
規模的引進，以及奇幻文學閱讀的開展，也在
此時大放異彩。

2000 年以後網路媒體崛起， 「明日報」新
聞台與部落格帶動 「自媒體」的氣候逐漸形成
。小說影視化大盛，網路書店市場占比越高，
實體書店沒落，獨立書店誕生，文學網路創作
閱讀平台促使中國原創小說高居暢榜，台灣本
土在地書寫亦越發蓬勃。書店年度報告解析多
元閱讀與出版市場，文學雜誌仍堅守理念撐持
，數位出版摸索商業模式、社群網媒當紅。

封德屏表示，綜觀台灣出版與閱讀市場六
個十年的進程，可說波瀾萬丈、高潮跌宕，閱
讀不僅侷限於文字、圖像，未來會以何種形貌
呈現，或許存在這脈絡的梳理當中，等待創造
另一波傳奇，迎向新智識系統的啟動。

同志伴侶也向霞海城隍求姻緣同志伴侶也向霞海城隍求姻緣
霞海城隍廟的月老聞名遐邇霞海城隍廟的月老聞名遐邇，，雖然不知道城隍廟是否會保佑同志雖然不知道城隍廟是否會保佑同志，，過年期間祈求愛情的同志仍過年期間祈求愛情的同志仍
帶著伴侶到廟裡獻花帶著伴侶到廟裡獻花，，期待有天能讓自己帶喜餅來還願期待有天能讓自己帶喜餅來還願。。

國運籤抽到下下籤 洪秀柱：人定勝天
洪秀柱發送小紅包洪秀柱發送小紅包
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左左22））今天參加台北市寧波同鄉會春節團拜活動暨摸彩活動今天參加台北市寧波同鄉會春節團拜活動暨摸彩活動，，並於現場發並於現場發
送小紅包送小紅包，，祝賀鄉親新年快樂祝賀鄉親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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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休士頓僑教中心1月29日舉
辦僑委會 「2017年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
」說明會，由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主
持，美南地區評審委員會召集人僑務諮詢委
員王敦正、客家會會長賴江椿均出席，另吸
引許多有興趣申請家長以及學生前往瞭解，
僑教中心莊主任雅淑表示，僑委會海外華裔
青年英語服務營深受海外青年喜愛，今年營
隊時間是7月1日至7月29日，內容豐富包含
第1週安排英語教學訓練課程，第2至3週則
前往台灣偏遠地區國中、國小實地從事英語
教學志願服務，第 4 週安排寶島參訪活動，
莊主任表示，舉辦該本活動目的是希望透由
連結海外華裔青年至臺灣偏遠地區中小學從
事英語教學服務，提供華裔青年學子深度認
識臺灣文化之機會，同時藉由志願服務培養
他們獨立自主的精神，今年美南地區將有35
個名額，其中5個為客籍青年，她呼籲17至
25歲之間的華裔青年積極報名參與選拔。美
南地區評審委員會召集人僑務諮詢委員王敦
正則針對選拔方式進行說明，他表示從以往
年經驗看，評審十分注重參選者的自我介紹

，認真撰寫者被選中的幾率很大，因為可以
證明他們有心前往台灣做志工，關於自我介
紹的內容，他推薦多寫與他人合作解決問題
、參與教學的經歷。

客家會會長賴江椿亦鼓勵華裔客籍青年
積極參與這項活動，到台灣客家偏遠鄉鎮從
事英語教學志願服務，提升人生的閱歷以及
機會，隨後僑教中心承辦同仁張瑞蓮詳細介
紹 「2017年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報名
資格以及報名注意事項。另記者會並邀請去
年參加 「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
營」同學哈婕琳、潘居鼎、吳凱
琳等分享在臺服務經驗，他們表
示透過教學服務、教案設計及與
學童們交流互動，讓他們親身體
驗志願服務與團隊合作，更讓他
們看到臺灣之美，感受到臺灣鄉
親的熱情。

「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
」錄取的學員僅需自行負擔來回
機票及提前報到或延後離營之膳
宿及其他費用，全程參與主辦單

位並將頒發80小時之中英文服務證明，活動
報名時間2月1日至2月29日止，採網路報名
，申請人須先於營隊專屬網站(http:/www.
aidsummer.net)完成線上報名後，印出 「網路
登錄確認單」，連同相關報名表件於3月1日
前寄（送）達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有
關活動的詳細信息，請上僑務委員會官網
www.ocac.gov.tw或活動官網www.aidsummer.
net 查詢，也可致電或親往僑教中心瞭解
(713-489-4995*113)。

（本報訊）2017年1月28日，農曆大年初一，美國國會議員Pete Olson和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受邀參加
美南山東同鄉會新年團拜活動，向山東同鄉會代表拜年。Pete Olson盛讚華人社區及中資企業為大休斯頓的經濟
繁榮、城市發展所做的貢獻。李強民總領事強調海外華人繼承發揚中華文化優良傳統，為中美兩國發展新型大
國關系作出新貢獻。著名僑領美南山東同鄉會終身會長豐建偉醫生感謝李總領事、Olson國會議員及華資企業的
負責人對休斯頓華人社團的大力支持，表示海外華人將發揮積極作用，促進中美兩國的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
促進海外華人融入主流社會，希望中國農曆新年成為美國的國家假日。最後，大家共同祝願海內外華人新春快
樂，幸福安康。

美國國會議員及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美國國會議員及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
給美南山東同鄉會拜年給美南山東同鄉會拜年

休士頓僑教中心鼓勵青年參與僑委會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選拔休士頓僑教中心鼓勵青年參與僑委會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選拔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立立))向家長學生說明英語服務向家長學生說明英語服務
營舉辦目的營舉辦目的，，右為美南地區評審委員會召集人僑務諮詢右為美南地區評審委員會召集人僑務諮詢
委員王敦正委員王敦正、、左為客家會會長賴江椿均出席左為客家會會長賴江椿均出席

去年參加去年參加 「「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 同學哈婕琳同學哈婕琳((左左))、、
潘居鼎潘居鼎((右右))、、吳凱琳吳凱琳((中中))等分享在臺服務經驗等分享在臺服務經驗。。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左左33))、、美南地區評審委員會美南地區評審委員會
召集人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召集人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右右33))、、客家會會長賴江椿客家會會長賴江椿((左左
22))、、分享同學哈婕琳分享同學哈婕琳((右右22))、、潘居鼎潘居鼎((左左11))、、吳凱琳吳凱琳((右右11))
以及與會家長等合影以及與會家長等合影。。

圖為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圖為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 前排中前排中 ）） 大年都初一大年都初一（（ 上周六上周六））到豐建偉醫生到豐建偉醫生
（（ 前排右二前排右二））家家，，向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群拜年向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群拜年，，在大門口合影在大門口合影。（。（ 左二左二）） 為美為美
南山東同鄉會現任會長馬欣南山東同鄉會現任會長馬欣，（，（二排右一二排右一）） 為美南山東同鄉會下任會長房文清為美南山東同鄉會下任會長房文清。（。（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美南山東同鄉會以來自中國的藝術品送給國會議員圖為美南山東同鄉會以來自中國的藝術品送給國會議員
Pete Olson(Pete Olson( 右六右六））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主人豐建偉醫生圖為主人豐建偉醫生（（ 右一右一 ），），招待客人招待客人（（左起李左起李
強民總領事強民總領事，，國會議員國會議員Pete Olson ,Pete Olson , 「「 新奧集團新奧集團」」 副副
總裁張亞東總裁張亞東））吃山東人過年必吃的元寶吃山東人過年必吃的元寶------ 水餃水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