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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掃描二維碼
關注今晚直播
「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將於2月2日(周

四)晚間7時30分直播﹐過去兩周發生的國際重點時

事﹐包括7國旅遊禁令﹑築美墨邊境高牆﹑廢歐記健

保﹑超級盃登場都將在節目中討論分析﹒節目由常中

政﹑馬健和李堅強教授主持﹐精彩內容﹐請準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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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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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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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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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意駕駛安全
休斯頓交通事故高發區街區統計曝光

（本報訊）本周休斯頓正迎來數萬名來自全美乃至全世界的超級碗球迷，同
時，不少球迷是駕車前來，因此最新的一份德州交通部的報告提醒駕駛人註意駕駛
安全，同時還提示了休斯頓市區路面交通的事故多發街道。

這份報告統計了從 2012 年到 2015 年休斯頓出現的超過 200 萬的交通事故。
事故多發區通常發生在交通十字路口，並且多為交流道出口，主要和駕駛人的

駕車習慣和控車能力有關。
休斯頓最危險事故發生率最高的交通路口位於 Bissonnet 和 West Sam Houston 

Parkway 交接路口。
死 亡 率 最 高 的 交 通 路 口 位 於 Bammel North Houston 路 和 the Sam Houston 

Parkway 交界，有三起嚴重死亡事故。
德州最危險的交通路口位於明湖區的 NASA Parkway 和 Interstate 45 , 發生了 

341 起交通事故和 83 起傷亡事件 .

以下是交通事故率最高的十個街區：
1. 交通路口 : Bissonnet St 和 Sam Houston Parkway
事故數量 (2012-2015): 335
2. 交通路口 : Hardy Rd 和 Sam Houston Parkway
事故數量 (2012-2015): 280 
3 交通路口 : Sam Houston Parkway 和 Westheimer 
事故數量 (2012-2015): 233
4. 交通路口 : Main St. 和 South Loop
事故數量 (2012-2015): 206 
5. 交通路口 : Beechnut 和 Sam Houston Parkway
事故數量 (2012-2015): 189 
6. 交通路口 : Greens Rd 和 IH 45 
事故數量 (2012-2015): 176 
7. 交通路口 : Sam Houston Parkway 和 Veterans Memorial Dr. 
事故數量 (2012-2015): 174
8. 交通路口 : Main St. 和 Sam Houston Parkway
事故數量 (2012-2015): 166 
9. 交通路口 : IH 45 and Sam Houston Parkway
事故數量 (2012-2015): 156 
10. 交通路口 : Bellaire Blvd 和 Sam Houston Parkway
事故數量 (2012-2015): 155

休斯敦訊——休斯敦火箭今日
宣布老板亞歷山大將於美國中部時
間 2017 年 2 月 3 日周五對陣公牛
的比賽中場時間退役姚明姚老板的
11 號球衣。退役儀式原本計劃於
2 月 2 日周四對陣老鷹的比賽時進
行，但由於網絡，電視等原因，2
月 3 日周五將會為本場退役儀式提
供更多的便利。

姚明，今年 9 月份成功入住名
人堂，將成為火箭隊史上第六個退
役球衣號碼的球員。其他五人分別
是 22 號克萊德•德雷克斯勒，24
號摩西•馬龍，23 號凱爾文•墨菲，
34 號哈基姆•奧拉朱旺，45 號魯迪•
湯姆賈科維奇。

休斯敦火箭將舉行
姚明球衣退役儀式

圖片取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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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系達拉斯訊】李察遜市達福中國城與達
拉斯華人活動中心於1月28日聯合舉辦盛大慶祝
新年活動，現場舞龍、舞獅，鑼鼓喧天，遊客在充滿
新年氣氛下歡渡中國新年。

上星期六正逢今年春節新年大年初一，因此
達福中國城更是熱鬧萬分，許多遊客大人帶著小
孩，都前來感受一下中國春節的歡樂氣氛。

中國城走廊上裝飾滿滿的燈籠及彩球，別有
過年喜氣洋洋的味道。中午中國城外場有邀請王
國強武術團演出精彩舞龍舞獅表演，華人活動中
心義工裝扮財神、黃帝、珍妃、漢大臣、楊貴妃，周
貴婦，宋仕女等歷代民俗服裝表演與商家及美國
人士一起過新年。

達福中國城特別邀請李察遜市府政現任市長
PAUL VOELKER、副市長 MARK SOLOMON、
市議員SCOTT DUNN以及駐休士頓辦事處林映
佐副處長夫婦均前來與參加新春活動，向民眾賀
年。

達福中國城1月28日歡天喜地過新年

李察遜市副市長李察遜市副市長MARK SOLOMONMARK SOLOMON 參加新春活動參加新春活動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向民眾賀年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向民眾賀年

王國強武術團小朋友武術表演王國強武術團小朋友武術表演
活動中心義工裝扮財神活動中心義工裝扮財神、、黃帝黃帝、、珍妃珍妃、、漢大臣漢大臣、、楊貴妃楊貴妃，，

周貴婦周貴婦，，宋仕女歷代民俗服裝表演宋仕女歷代民俗服裝表演

王國強武術團精彩舞龍舞獅表演王國強武術團精彩舞龍舞獅表演 美國朋友與三太子人偶照相美國朋友與三太子人偶照相
QS170202B綜合

【本報系達拉斯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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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自我介紹的內容，他推薦多寫與他
人合作解决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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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綫上報名後，
印出「網路登錄確認單」，連同相關報名表件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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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
summer.net 查詢，也可致電或親往僑教中心
瞭解(713-489-499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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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家長學生說明英語服
務營舉辦目的務營舉辦目的，，右為美南地區評審委員會召集人僑務諮右為美南地區評審委員會召集人僑務諮

詢委員王敦正詢委員王敦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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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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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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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哈同學哈
婕琳婕琳((左左))、、潘居鼎潘居鼎((右右))、、吳凱琳吳凱琳((中中))等分享在臺服等分享在臺服

務經驗務經驗

【本報系達拉斯訊】達
拉斯華人活動中心於 1/28
應邀參加由達拉斯 Crow

Collection of Asian
Art 舉辦的慶祝春節
新年活動，活動中心
理事們及 CYC 夏令
營小朋友均踴躍參
與，我們的攤位有寫
書法，歷代民俗服裝
及僑委會贈與的三
太子人偶，並由達福
中國城提供裝有餐

廳折扣卷的新年紅包袋贈
送大家一起歡度新年。

Crow Collection of Asian Art
舉辦春節新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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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一種“作家”，是生活“逼”他
（她）非要成為“作家”。他（她）如果不寫
，對不起那刻骨銘心的“生活”，對不起那腥
風苦雨的“時代”，更對不起自己飽經憂患的
血肉之軀。於是，他（她）拿起了筆，既沒有
《詩經》《楚辭》的滋育，也沒有“形象思維
”的牽引，有的只是他（她）灌注在胸膛裡的
飽滿血淚，有的是她（他）對世界的深情熱愛
與幡然感悟，他（她）需要噴發，需要為春秋
作證，需要把揉碎的生命在文字裡鍛造出自己
的風華。就這樣，他（她）從碾作塵泥的暗香
中站起，沿著陡峭的文壇懸崖步步攀登，終於
，他（她）開始在野火燎原的地平線上冉冉升
起，人們看見了他（她），看見了他（她）手
中那一路擎舉的斑駁滄桑的文學旗幟。蒼穹之
下，一首長歌當哭的旋律由遠及近，那唱歌的
人早已風幹了臉上的淚水，超越了生命苦難的
表情竟溢滿了靈魂重塑的歡喜。北美資深的移
民小說家宋曉亮，正是這樣一位超越了生命苦
難、一路被“逼”上文壇的奇女子。

宋曉亮，出生於中國山東膠東境內昆崳山
的正南方。少年時親眼目睹政治風暴在中國鄉
村基層的肆虐，手足情深的胞姊自殺，全家人
遭受迫害。 “文革”時她陪母親赴京治病，
與北京梨園被打成“黑幫”的著名琴師相識相
戀，後衝破重重險阻成婚，卻被自己的家鄉以
“賣身投敵”為由註銷了戶口，從此在京城開
始了長達十六年的“黑人”、“黑戶”的流亡
生涯。她不僅喪失了工作的權力，且長期生活
在被盤查和隨時被轟出家門的恐懼威脅之中。
在黎明前的黑暗裡，她冒用別人的名字，咬牙
忍受著分娩的劇痛，生下了自己沒有戶口的兒
子，一家三口，靠著丈夫一月三十三斤糧票和
四十多元的生活費，一熬就是十五年。為了能
讓孩子正當地讀書，為了全家人能“合法身份
”地生活在一起，丈夫奮力獨闖美利堅新大陸
。

四年後，母子赴美終得團聚。在新生活的
挑戰中，面對著陌生嚴峻但充滿自由坦蕩的天
空，宋曉亮開始湧起創作的衝動，以往過去的
歲月悲情都化作了她生命裡最真切的財富。於
是，她的彙集生命血淚的第一部作品《無言的
吶喊》甫一問世，就引起強烈反響，1990 年
在台灣《中央日報》副刊一口氣連載89天，
繼而又在該報的海外版續載仨月之多。

《無言的吶喊》，可謂是吶喊出當代中國
最底層百姓的苦難史，她所表現的個人悲愴其

實折射的是一個時代的悲歌。由此，一個在婚
後居無定所的流浪“黑人”，一個赤手空拳闖
蕩美國相夫教子的東方婦女，硬是靠著她對生
活的勇氣、毅力、信念和對生命本身的摯愛，
成為當今北美華文文壇上一位閃爍著樸素光芒
的著名作家。

作為北美起步甚早的新移民小說家，曾經
的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副會長，北美華文作家
協會華盛頓分會的創會會員，宋曉亮自 1988
年即開始執筆創作，著有中篇寫實小說《無言
的吶喊》（台灣發表）、長篇小說《湧進新大
陸》（山東友誼出版社出版）、《切割痛苦》
（華夏出版社出版）、《夢想與噩夢的撕扯》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等，與此同時，她的大
量散文隨筆文章也多見於海內外各大報刊。

解讀宋曉亮的小說世界，無論是表現北美
新移民的生存艱辛，還是狀寫“文革”中國的
傷痕苦難，就感覺到她的筆墨飽蘸著生活的熱
浪源頭，抑不住地噴發而出，其情感之濃烈深
深地感染著讀者。可以想見，她自己是曾經怎
樣地浸泡在生活的悲情之中，而她的迷人文字
又是展現在她所獨有的幽默灑脫當中。用她自
己的話說，就是“經歷了生命大悲痛的人，才
能面對人生如此無畏、如此豁然”。她的天性
裡似乎永遠蘊藏著樂觀的因數，因為她走過了
苦難，並且戰勝了苦難，珍惜與感恩，悲情與
豁達正構成宋曉亮的立體人格的豐富內涵，同
時也成為她創作的靈魂基調。

長篇《湧進新大陸》出版於 1994 年，是
宋曉亮早期的小說作品。與大多數新移民小說
家的起步相同，此部作品充滿了自傳性的紀實
色彩，但其中的生活底蘊卻是一代尋找夢想的
新移民完成生存掙紮的縮影寫照。小說採用第
一人稱，開篇從闖進“龍騰酒樓”寫起，把一
個剛到美國不足一月的中年女子在生活重壓面
前一籌莫展、背水一戰的膽怯又無畏的心態淋
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餐館的人心叵測、欺弱怕強、等級庸俗，
把一個剛剛走出社會主義國門又飽受世態炎涼
摧殘的中國女子，再一次投進了人生的冷酷煉
獄。移民局的突襲抓人，儼若警匪小說的驚險
；劫後餘生的瑪麗為綠卡鋌而走險，結果是賠
了夫君又折女；出生於臺北平板車上的彼特鄭
，被刁客威逼神經失常，離妻別母後上吊自殺
；歷盡艱辛全家團圓在紐約的顧亞美，卻在異
國他鄉陷入了無可自拔的婚姻泥沼。小說表現
的好像是一群蒲公英的種子，撒落在異國他鄉

的淒風苦雨之中，搖曳呼嚎而無助掙紮。書中
的故事可謂驚險離奇，卻真實得驚心動魄，展
現出作者洞察生活的目光銳利和文字表達的充
沛激情。尤其是作品中的“我”的形象的成功
塑造，勇於吃苦，炎黃子孫的氣節不倒，硬是
用自己的善良和智慧，戰勝了一個個的困難，
在異國他鄉，終於獲得了自己的一線天空。這
部作品所具有的原生態意義可視為早期新移民
文學的代表性作品。

長篇《切割痛苦》則描寫的是一個飽經情
感折磨的母親對遠在大洋彼岸兒子的愛。這位
出身窮苦頑強不惜的母親，硬是在命運的掙紮
中為自己創造了一片藍天。小說一面表現這位
東方的女性堅貞聖潔的愛情，一面把筆觸伸向
大洋那邊物慾橫流的汙濁世界，形成了兩條相
互關聯又相互對照的情節線索，共同交響出善
與惡的道德文化主題。小說在結構上的層層懸
念，把讀者引入曲徑通幽的悲歡離合，筆觸從
山東到北京、又從北京到美國，最後謎底徹底
揭開，頗具有深意。此部作品比起上部《湧進
新大陸》，更顯示出作者在藝術結構上的卓然
努力。

另一部長篇《夢想與噩夢的撕扯》，寫的
是一位懷抱夢想、毅然離鄉、一頭栽進陌生國
度的年輕女子孟皓月在新大陸求生存的坎坷故
事。小說從皓月的“海關遇難”寫起，先就經
歷了來美國的第一個“下馬威”。正在讀者慶
幸著這位女主人公在美國有至親的舅爺前來接
應的時候，作者忽然筆鋒一轉，把個天真單純
的皓月又重重地拋入冷酷勢利的舅奶奶所設
的貪婪獄井之中。作為美東地區中餐業的台
灣富商千斤，這位舅奶奶先是對出身大陸的
皓月充滿挑剔和鄙視，然後是企圖從這個一
無所有的弱女子身上榨取到最大限度的勞動
力。可憐的皓月，住地下室，幹下人活，機
器般晝夜旋轉，身體累病，求學無望。但是
，作品中的皓月並沒有因此倒下，她在險惡
的環境中學會了自立，開始一步步從泥沼中
站了起來。她在朋友的幫助下獲得了經濟上
的獨立，在一次次的痛心疾首中找尋自己的
感情依託，最令人欣慰的是她平生第一次拿
起了筆，完成了自己血淚鑄成的文學作品。
這是一個東西方撞擊的故事，是一個生命重
新發現的故事，是一個鮮活的“人”由弱到
強的故事。

讀曉亮的小說，被感染的首先是情，其
奔騰如瀉的激情，又是飽蘸著生活的源頭。

她喜歡講色彩斑斕的故事，由故事塑造出人
物，再由人物的性格帶動情節的發展，故事
講完之時，人物也即完成。如《夢想與噩夢
的撕扯》裡面的台灣“舅奶奶”，刻劃得真
是栩栩如生，可謂入木三分。

曉亮著文，其文字生動得不能忍俊，又
樸實得令人流淚，那鮮活的說唱韻律，口語
化的藝術效果很容易就捕獲了讀者的心。如
《夢想與噩夢的撕扯》中寫到皓月在教會面
前的掙紮心態：“孤寂的生活，像是個被捅
破了的苦膽，那份粘在心底層的漂泊感常驅
她怕晴天，怕雨夜，就連夕陽下的一抹黑雲
，都會使她生出一種化不開的茫然和無措的
惶恐。”再如《切割痛苦》中寫那含辛茹苦
的母親想到兒子難言的身世：“一種錐心的
傷感，慢慢地陷入了六十歲的皺紋裡”，真
是簡約而力透紙背。

懷想 1998 年，中國文壇第一次將她關注
的目光投向了北美大地，開始全面“搜索”
北美耕耘的華文作家。由中國作家協會外聯
部主辦，在福建華文文學研究重地泉州大規
模舉行北美華文作家作品研討會。同年，第
一部關於北美作家作品的專集《美國華文作
家作品百人集》出版。在那部厚厚的文字集錦
中，宋曉亮的名字首次閃亮登場，被學壇所廣
泛矚目。她的短篇小說《擺地攤兒的安老師》
，儼然是一副大家手筆，其中蘊藏的生活能量
，讓人為之驚嘆。

待我第一次見到這位把筆墨看作自己第二
生命的北美文壇“俠女”已經是2003年的深秋
，我們應邀同赴中國雲南參加“四海作家采風
團”。在昆明寬闊的接待大廳裡，就見一白裡
透紅的山東女子迎面走來，頭髮烏亮，衣著光
鮮，步履堅實，嗓音脆響，真宛若是戲劇裡的
青衣！她，正是我踏破鐵鞋要尋覓的宋曉亮。

曉亮的讓人感動，除了她傾力而為的小說
，還有她泉水般奔流不息的散文，或洞察世事
，針砭時弊，或書寫人間深情，溫暖人心。無
論寫人、寫景，其中的赤子心腸都讓人讀來心
顫，凝聚著“她”愛憎分明的濃鬱風格。

過去的中國雖然讓宋曉亮飽嘗了許多的時
代悲情，但她永遠是那樣深深地摯愛著自己的
故土。在異國漂泊的不眠日子裡，她曾經為國
內的水災、地震和貧困母親慷慨解囊捐款，曾
經為獻身“非典”的戰士流淚撰文。二十多年
過去， 她用自己的筆，用自己的心，在海外
證明瞭一個華夏兒女莊嚴赤誠的風采。

來自昆崳山的小說家來自昆崳山的小說家：：宋曉亮宋曉亮
文/陳瑞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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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手瓜、香櫞瓜 (Chayote，學名 Sechium
edule) ，葫蘆科 (Pumpkin family，Cucurbita-
ceae)、佛手瓜屬 (Genus Schium) 之多年生宿根
蔓性植物，可緣樹攀爬至12公尺(40英呎) 高
。原產於中美洲高冷山間，最初由阿玆特克
人 (Aztecs) 所培育。目前廣植於熱帶、亞熱帶
地區，USDA Zones 8 - 11，而食用其嫩芽、
果實、及富含澱粉的地下莖 (Tuber)。1 台灣
於1935年自日本引進種植。

其瓜形底部有數道凹進的紋路，乍看有似
佛像手腕微彎的樣子，而得 「佛手瓜」之名。
「香櫞瓜」為台語，因它形似 「佛手香櫞」

(Buddha’s hand，學名 Citrus medica var. sar-
codactylis)，果實在成熟時各心皮 (Carpel) 分離
，而有細長彎曲的果瓣，狀如手指，特別是
「合指」(Closed fingers) 的品種，故名。台語
「香櫞手」則指天生殘廢的手，狀似合指 「佛

手香櫞」果實；如以 「香櫞手」罵人，則因小
孩常不小心，使該拿好的事物、食物掉落地上
，猶似長有天生殘廢的 「香櫞手」一般。

英文 Chayote 這字源自納瓦特爾 (Na-
huatl) 語 ”chayotli”，意為 「帶刺南瓜」
(Prickly squash--美洲南瓜統稱 Squash)。在墨
西哥市場，常可見到三種佛手瓜：綠皮佛手
瓜 (Common chayote，chayote)、刺猬佛手瓜
(Hedgehog or Hawthorn chayote)、及白、黃、
或淡綠佛手瓜 (White, yellow, light green cha-
yote)。綠皮佛手瓜皮深綠色，梨形，皮薄，

肉綠白色，風味佳；刺猬佛手瓜皮厚、深綠色
，全果覆有細刺，有如刺猬，果肉深綠；白或
黃佛手瓜皮白黃色或淺綠色，果肉白色。 台
灣或美國亞洲超市常見者為淡綠色。

佛手瓜需長而溫暖、約五至六個月的生長
季節，才會結實。屬短日照植物，在長日照季
節，只長蔓、不開花。雄花成簇，雌花則單一
。如種兩棵以上，則可增進它的授粉、結果率
。1 它喜全陽、潮濕、排水良好、富含有機質
、及 pH 5 至 6 壤土。無霜害地區，冬天時，
可把枝藤剪至約2公尺 (6英呎) 高，明春可再
發芽生長。霜害地區，地面上枝藤會凍壞枯死
，但可加護根 (Mulch)，以保護根部。較寒冷
地區，它則常做一年生作物。

台灣栽培品種以無刺、淡綠色種較多。以
南投縣、嘉義縣、高雄縣、屏東縣、及花蓮縣
等一些鄉鎮淺坡山地生產較多。盛產期為4月
至10月。定植後50天、與75—90天(約開花後
2至3星期)即可分別採收嫩梢 (即 「龍鬚菜」)
、及幼果。嫩梢營養成份較幼果多。2龍鬚菜
為其莖蔓前端約15至20公分的幼莖，因外貌
纖細捲曲，有似傳說中龍的觸鬚而得名。龍鬚
菜含有許多營養成份，例如維他命、硒、膳食
纖維、及天門冬醯胺，據說也可阻止癌細胞的
生長。佛手瓜含熱量低、微量元素高、含鈉量
低、鉀量高，為良好的低熱量、低鈉食品。

人們通常食用其果實 (內含一粒種子)、及
嫩葉、嫩莖，可煮熟或生食，富含氨基酸、及

維他命C。它的地下莖亦可食用，如要採收富
含澱粉的地下莖，至少需種植兩年以上。1嫩
葉、嫩莖可作沙拉、炒食、或燒湯；地下莖可
煮食、或烘烤，有似馬鈴薯。葉及果實有利尿
作用；依據香港浸會大學，3 佛手瓜亦可作藥
用：葉--瘡瘍腫毒、創傷；果實--胃痛、消
化不良。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國克里奧爾
語 (French Creole) 則稱佛手瓜為 ”Mirliton”
， 常作為節日，例如感恩節，的特別佳餚。

佛手瓜果實有時在藤上就會萌芽，把它剪
下種植，就會長成一棵新株。如從超市購買，
可選擇較成熟、表皮較粗硬者，置於明亮、溫
暖房間的桌、櫃上；或把種瓜裝入塑料袋、或
埋在濕沙裡，溫度控制在攝氏15-20度 (華氏
60 至 68度)，等它長出約6至8吋長的新芽時
，以45度角度，把萌芽的一端向下，另一端
約與地面齊、或至三分之一露出地面。種植地
點挖掘約二呎深、二至三呎寬、高於地面、避
免積水 (否則易得根腐病)、混有堆肥或腐植土
，但芽尖需露出土外。生長季節亦可用插枝法
繁殖，剪取6至8吋長新芽，除去下半部葉子
，塗上生根賀爾蒙，把3至4吋長插入潮濕、
由等量的泥炭 (Peat)、珍珠岩 (Perlite)、及粗砂
混成栽土內，並以保鮮膜覆蓋，置於溫暖光亮
處所，生根後再定植。

「自然的木乃伊化」(Spontaneous mum-
mification) 是指在 「某種自然環境」下，例如
低溫、酸性、高盬份、或極乾燥等等，而能長

久保存屍體。2015 年 9 月 30 日，美國 The
Wall Street Journal報導，2哥倫比亞人口3,200
的小鎮 San Bernardo，百年來約有一半埋葬於
鎮裡用混凝土板做格牆、高於地面墳場的屍體
，五、六年後都變成了 「自然的木乃伊」。

根據上述的 「某種自然環境」，均無法解
釋其原因。但這城鎮的居民，平時均食用大量
佛手瓜，有人因此猜測，佛手瓜不祗保護這些
人生前的身體健康，也幫助保存這些人的遺體
。這城鎮的居民，平時也攝食較稀有的 「可食
用刺桐」 (Balu，Chachafruto，學名 Erythrina
edulis) 果莢裡的豆實。

「可食用刺桐」是種豆科樹木 ( 「刺桐」
請見拙作《刺桐 (Coral Tree) 》http://blog.
xuite.net/cshuang2/twblog/140173356)，所生豆
子煮熟後可食用，所含蛋白質乾重 18至23%
，比富含蛋白質的 「藜麥」 (Quinoa，學名
Chenopodium quinoa)，還多出 50% (請見拙作
《 藜 麥 (Quinoa) 》 ， http://blog.xuite.net/
cshuang2/twblog/209921203)。因此有人猜測，
除了食用大量佛手瓜外，食用 「可食用刺桐」
豆實，也可能幫助這種 「自然的木乃伊化」現
象。目前哥倫比亞這小鎮墳場邊，有個博物館
，裡面存有11具以玻璃棺展示的 「自然木乃
伊」，供遊客觀賞。

佛手瓜、香櫞瓜 (Chayote)
黃慶三 (01/0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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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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刊0119D10

記得2016年12月3日中午，我隨同
俞小源女士參加馬里蘭彩虹老人日間護
理中心成立九周年慶典活動。在聯歡會
上，俞女士和幾位搭檔應邀表演兩個節
目，一是口琴小組合奏《友誼地久天長
》，二是陳元彬先生手風琴自彈自唱
《鴿子》。期間，陳先生邀請我加盟他
們的口琴合奏節目（俞女士事先為我準
備了一個嶄新的口琴），但我考慮到自
己未曾跟他們一起排練過，若貿然摻和
，恐怕影響演奏效果，於是就婉言謝絕
參演，老老實實當個觀眾。他們準備充
分，表演認真，兩個節目都頗具特色，
令人耳目一新。在回來的路上，俞女士
對我說，他們幾人是華盛頓中國知青協
會（以下簡稱為知青協會）會員，最近
醞釀成立口琴之友協會，她知道我也會
口琴，就邀請我參加，我欣然應允。

幾天後，俞女士發微信給我介紹說
：知青協會成立于 2006 年，是非政治
、非宗教、非營利社團，絕大部分成員
來自中國各地曾經上山下鄉的老三屆知
青，至今會員已有200多人。知青協會
的宗旨是你樂、我樂、大家樂。她還說
，會員興趣廣泛，自發組織了唱歌、交
誼舞、民族舞、書友會、籃球、攝影、
乒乓球、詩朗誦、種植養花、點心烹調
、旅遊登山等多個興趣小組，還有扶助
貧困山區教育的助學小組。大家都很活
躍，積極參與自己喜歡的活動。除了小
組活動以外，協會還定期或不定期組織
舉辦一些大集體活動，如春遊、夏令營
、中秋聯歡晚會、春節聯歡晚會以及各
種研討會、座談會等。末了，俞女士將
協會的網址發給我。“有空上網看看吧
。”她說。

於是我就抽空登陸華盛頓中國知青
協會網（以下簡稱為知青網），逐篇逐
頁的拜讀，果真獲益匪淺，感慨良多。
知青網欄目清新，內容豐富，圖文並茂
，情景交融。其中《知青文學》、《知
青四十年》、《高考三十年》等專欄，
刊登了不少散文、隨筆、回憶錄、評論
等文學作品。知青們以細膩的筆觸、流
暢的文字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回顧幾十
年前那段驚天動地的崢嶸歲月，抒發懷

舊圖新、愛恨交織的百般情懷，表達對
歷史、對社會、對人生的冷靜思考和重
新審視，字字句句如泣如訴，篇篇章章
如詩如畫，讀罷令人唏噓不已。譬如，
俞小源女士在《老照片新朋友，新照片
老朋友》一文中，以自己的親身經歷，
寫出了與知青生活有關的一段奇緣。不
但文章標題耐人尋味，所講述的故事也
很有戲劇性。1968年11月，還是花季少
女的她，就別無選擇地“選擇”了上山
下鄉，被分配到貧困落後的海南東部黎
族群居的老虎山下某師一團，一直在墾
植橡膠的勞動中吃大苦、耐大勞。1975
年,她作為知青先進典型, 被推薦參加兵
團召開的知青先進集體和積極分子代表
大會。在那裡, 她第一次認識了另一師
團的知青先進典型丹穗，並在會後的一
次巡迴講用中, 和其他代表一起照了一
張紀念照。此後, 她倆就各自回到自己
的生活軌道，再也不曾謀面，也沒有任
何聯繫。不承想，25年後的2000年, 她
們竟在華盛頓相遇，並在白宮後門前的
草坪上合影留念。新舊兩張照片對比，
讓人不禁感概。

文革期間的1968年12月22日，《人
民日報》發表文章《我們也有兩隻手，
不在城裡吃閒飯》，並在編者按中引述
了毛澤東的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
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
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
來一個總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
迎他們去。”這以後，就在全國範圍內
掀起一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以
“老三屆”為主的初中、高中畢業或沒
畢業的學生近兩千萬人，先後陸續離開
城市，到農村、邊疆、農場插隊落戶，
進行勞動鍛煉。這場空前絕後的知識青
年上山下鄉運動，經歷了 10 年左右的
時間，以悲劇告終。在知青網上有一篇
題為《知青在美國》的文章，作者建安
（jianan）先生對知青上山下鄉的境況
作了如下的評述：

“在那動亂歲月裡，將近兩千萬城
市中學生，最小的只有十三四歲，中斷
了正常教育，無奈遠離父母家庭，落戶

窮鄉僻壤，度過了人生最重要的心智和
身體發育時期。廣袤的山川土地擁抱了
他們，純樸寬厚的鄉親接納了他們。他
們腳踏黃土背朝天，對未來不抱奢望，
但是依然憧憬；他們正值青春萌動，卻
不知歸屬何方；一代人落入社會底層，
卻也孕育了一顆顆蒼涼而高貴的心靈。
”

而對“蒼涼”與“高貴”的解讀，
另一位作者雨林女士在《讀知青在美國
一文有感》中如是說：

“何謂‘蒼涼’？那是滄桑、坷坎
、磨難、無奈、茫然、困惑、苦澀、辛
酸等等知青生活中的種種境遇提煉出來
的意境。這種意境是當過知青的人所特
有的情愫，沒有當過知青的人也許很難
體會其中的滋味。知青們在 16 歲左右
青春綻放的花樣年華，就過早地經受了
影響他們一生一世的兩個轉變：一個是
由正在接受中等教育的城市中學生突然
中斷學業而轉變成為一個必須自食其力
整天與泥巴糞土打交道的鄉下農民；另
一個是從一個有父母百般呵護、溫暖舒
適的生活環境轉變為每天都必須承受繁
重的體力勞動，而物質生活又極度匱乏
的貧窮困頓的生存環境。這種幾乎在瞬
間就直線落入社會底層的經歷是那樣刻
骨銘心。它就像一個抹也抹不掉的烙印
，永遠留在了知青們的心靈深處。歲月
的長河可以塵封它，卻不可能讓它消失
。好一個‘蒼涼’二字，活生生的刻畫
了知青們從黑暗中走出來，從苦難中走
出來，從貧困中走出來，卻從不怨天尤
人，而始終憧憬未來，奮發向上的心境
。

“何謂‘高貴’？那就是知青們
在逆境中從未頹廢沉淪，從未自暴自
棄，從未自甘墮落，從未放棄希望。
他們是飽受磨難但從未被打垮的堅強
的一代人，是自強不息的真正勇者。
特別是，這種‘高貴’不是來自世襲
傳承，不是來自豐功偉業，而是來自
磨難，來自滄桑，才顯得更加彌足珍貴
。正因為他們經受了社會最底層的各種
磨礪，他們才會對未來有更多的追求，
對人生有更多的感悟，對友情有更多的
理解，對幸福有更多的渴望。因此他們
才會普遍具有那種對社會滿腔的責任感
，對弱者充滿人性的同情心，對父母長
者的孝順與尊敬，對事業的執著追求，
對工作的兢兢業業，對朋友的肝膽相照
。這種意境又是何等的高貴！”

我覺得，建安先生和雨林女士的這

幾段文字，是對知青這一特殊群體的人
生遭遇、心路歷程和精神風貌的非常恰
切的詮釋。觸文生情，我思潮翻湧，浮
想聯翩。那時候，因為我家在農村，加
之一些可以推想的原因，當城市的學生
們高呼著“農村是廣闊的天地，在那裡
大有作為”，豪情滿懷地“到農村去，
到邊疆區，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
時候，我則是卷起鋪蓋，無奈的離開校
園，回到農村的老家，紮根於窮鄉僻壤
，和村民一起戰天鬥地，在階級鬥爭和
學大寨的狂熱中“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
育”。犁田插秧，除草施肥；上山砍柴
，出海捕魚；聞雞即起，披星戴月；風
裡來，雨裡去；吃不飽，穿不暖。名副
其實的“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唯一
聊以自慰的，就是在身心俱疲之時，在
清幽的月光下，用口琴吹奏一曲《心中
的玫瑰》。數十年來，那標語和口號，
那狂風和暴雨，那淚滴和汗水，還有那
瘦骨嶙峋的老黃牛和風雨飄搖的小漁船
，都一直難以忘懷；那伴隨我走過人生
最悲傷的一段歲月的“英雄牌”口琴，
始終是不離不棄……雖然我當年沒有嘗
過離鄉背井的辛酸，但“同是天涯淪落
人”，對當時知青們的人生境遇及其七
情六欲，我亦感同身受。

令人欣慰的是，上山下鄉運動結束
後，這些從社會底層甚至從死亡線上掙
扎過來的知青們，重拾自尊、自愛，再
立自信、自強，緊緊的抓住恢復高考、
改革開放等機遇，從頭再來，頑強拼搏
，開拓了事業，創造了財富，安定了家
庭，收穫了愛情親情友情，用勤勞的雙
手撐出一片豔陽天，最大限度地實現了
自己的人生價值。他們的理想、信念和
責任擔當，在鳳凰涅磐中不斷得以昇華
；他們當中大批優秀人才脫穎而出，成
為國家棟樑、社會精英，成為各部門、
各領域的領軍人物，成為改革開放和現
代化建設的中堅力量甚至是中流砥柱。
有的即便身處平凡，也不忘初衷，實實
在在地生活，實實在在地工作，不同程
度的有所作為、有所建樹，為國家和人
民作出或大或小的貢獻。當改革開放的
春風把國門吹開之後，不少人還走出國
門，走向世界，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
步充分發揮正能量。往年的“土插隊”
華麗轉身，成為當今的“洋插隊”。世
事滄桑，何以評說？

在知青網上，除了文學類的幾個專
欄外，還有《協會活動》、《寄情熱土
》、《藝術天地》、《美食共用》、

《知識講座》等多個專欄，以詩文、圖
片、影像等多種形式和現代科技手段，
展示知青們豐富多彩的晚年生活，報效
祖國、饋贈社會的善行義舉，以及不一
般的人文素質和藝術潛能。其中幾場大
型文藝晚會的視頻和照片，著實令人耳
目一新。前不久，知青協會的陳元彬先
生等人又積極籌建口琴之友協會，致力
打造一支高素質的口琴樂隊，進一步充
實和豐富知青們的文化生活。

去年耶誕節前，陳先生在微信“口
琴之友”群公佈了《口琴之友協會章程
》，表示：口琴之友協會不收會費，不
設門檻，不用考試，包教包會，不定期
組織排練，積極參與社區演出活動。幾
天後，他發微信打招呼，某月某日某時
在某地集中，舉行首批口琴之友見面會
暨口琴之友協會成立典禮。俞女士則通
過微信給我發來幾首口琴練習曲，並告
訴我，2017 知青春晚籌備會議擬定口
琴合奏節目上舞臺……我初來乍到，
跟陳先生、俞女士等人相識時間不長
，還不很熟稔。但他們的語行舉止、
音容笑貌，都透視著老知青的坦誠、
歷練以及對生活的熱愛和對朋友對工
作的熱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2017 年 1 月 14 日中午，十多位口
琴愛好者齊聚于美京華人活動中心
（CCACC）。大家歡天喜地，又是握
手又是問好。君不見，四十年前風雨
中噴薄而出的旭日，如今已成了晚霞
璀璨的夕陽！夕陽無限好，人老心不
老；不老五件寶，彈唱舞打笑。落座
後，琴友們逐個介紹各自的“口琴史
”。有的說，50 年前曾玩過口琴，文
革開始後就不玩了；有的說，讀小學
的時候很喜歡吹口琴，上山下鄉後就
沒有了心情，很少吹了；也有個別的
說，從來沒吹過口琴，但很神往，希
望通過練習，能獨立吹出自己喜歡的曲
子；等等。負責人陳元彬先生宣佈“華
盛頓中國知青口琴之友協會成立”之後
，大家就互相交流經驗，共同切磋琴藝
，並很快就投入到春晚曲目的排練中。
《大地回春》、《嘻嘻哈哈過新年
》……老知青們以優美的旋律和歡快的
節奏，吹出了春回大地的喜悅，奏響了
新年新歲的新樂章……

口琴之友，知青情懷；吹吹打打，
善哉善哉！

（2017.01.15 於華盛頓）

文/錢 錚

口琴之友口琴之友 知青情懷知青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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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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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空氣凈化器毛利達70%新國標落地難 監管亟待加強

為抵禦霧霾，空氣凈化器（下簡稱

“空凈產品”）成為“香餑餑”。各種凈

化器生產廠商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空氣凈

化器品牌眾多，行業規範亟待整頓。

記者近日對空凈產品市場展開深度

調查發現，早在去年12月底前，空凈產

品廠商已經悄然展開了壹輪調價，空凈

產品價格普漲幾百元，而即便是如此，

部分線上商家預售的暢銷型號空凈產品

的發貨時間已經排到了今年2月底。

業內人士認為，空氣凈化器市場近

年來發展迅速但仍未沈澱出清晰的品牌

格局，新國標落地到位仍需時間。

空氣凈化器年前普漲百元
價格嚴重虛高？
記者近日在國美、蘇寧等賣場調查

時發現，目前大部分暢銷空凈產品處於

斷貨狀態，而有相當壹部分產品沒有現

貨，消費者如購買也需要賣場在全國調

貨。很多不知名的國產空凈產品品牌出

現，樣品大多標有“新國標”的字樣。

壹位空凈產品廠商負責人告訴記者：

“的確，很多知名品牌廠商早在半年前

就在產品設計和產品結構上進行改良，

在新國標實施之時推出符合新國標的產

品。不過，很多中小廠商並未將此標準

落實到位，目前市場上真正符合新國標

的空凈產品是少之又少。”

而記者在調查中也發現，現在賣場

和網上在賣的空凈產品中，很多“智能

空凈”也成為商家宣傳主打內容，自動

識別WiFi、與手機進行綁定、通過遠程

操作等功能成為宣傳的重點，而這些功

能也吸引年輕消費者的眼球。

不過這些五花八門的空凈產品，價

格卻著實不菲。記者看到，空凈產品從

幾十元到上萬元不等。

“壹入冬天，在全國迎來連續幾天霧

霾的時候，空凈產品突然銷量暴漲，增長

近十倍，很多暢銷型號都斷貨了。很多廠

商正在努力生產，但之前幾百元的促銷優

惠已經沒有了，相當於變相漲價，以後這

幾個型號不生產之後，廠商推出的新品價

格還要漲，市場需求大。”壹位空凈品牌

天貓旗艦店的客戶人員對記者說。

家電業觀察家劉步塵表示：“凈化

器產品利潤率差別較大，部分廠商的產

品毛利可高達70%，而部分小規模廠商

則處於微利狀態。”

動輒幾千元的售價，在空凈市場已是

稀松平常。對此，產業經濟觀察家梁振鵬

認為：“空凈產品目前價格虛高現象較為

嚴重，空凈產品普遍均價在三四千元，知

名品牌可達五六千元甚至上萬元，但其成

本壹般不會超過壹千元。空凈產品主要由

風機、風道、傳感器、濾芯、外殼等構

成，而濾芯是主要成本所在，但就目前技

術而言，濾芯成本也僅在幾百元，且濾芯

後期更換需要消費者買單。”

奧維咨詢研究院院長張彥斌認為：

“空氣凈化器的技術含量較低，幾乎沒

有什麽技術門檻。核心的技術材料就是

過濾網。凈化效果的好壞，就在於用了

什麽樣的過材料。車載過濾器更是如此，

特別是體積小，過濾網的使用壽命極短。

所以就得頻繁更換過濾網。不過對於濾網

質量的好壞，壹般消費者很難分辨。”

張彥斌表示：“價格高企應該是有很

大的虛高成分。原因在於空氣凈化器是外

資品牌率先在國內推廣的，在具有品牌、

產品領先的市場情況下，他們可以把價格

定得很高。同時，中國企業還沒有模仿學

習到核心技術之前，要通過高定價把產品

的研發、推廣等成本拿回來；三是這個市

場還沒有真正實現充分競爭，壹旦經過充

分競爭，價格自然就會下來。”

新國標實施9個多月
落地困難重重？
目前需求旺盛、市場火爆，讓凈化器

品牌層出不窮，空凈產品除了成為各家電

廠商標配之外，其他中小品牌也冒出來。

然而從目前各地各部門對此類產品的檢查

結果來看，情況不容樂觀。市場產品良秀

不齊，品牌雜亂，標準落地也困難重重。

據了解，目前我國空凈市場品牌數

量就已多達700多個，它們的生產制造

企業包括專業廠商、家電廠商、互聯網

廠商還有眾多不知名的中小企業。與此

同時，空凈市場目前處於爆發增長，線

上的比重在逐步擴大，有調查公司數據

顯示線上空凈銷售已經占到了70%。

在我國空凈產品大規模爆發的同時，

新標準也在陸續出臺。

2015年9月份，國家標準委批準發

布新修訂的《空氣凈化器》國家標準，

明確了評價空氣凈化器的基本技術指標

與空氣凈化器產品的標誌和標註，新標

準於2016年 3月1日正式實施。這壹標

準的實施，加速了市場洗牌，部分廠商

開始調整生產。在空凈產品新國標實施

9個月後，今年1月1日，首部空凈產品

環境標誌標準也正式實施。

上述新標準規定，空氣凈化器去除

細顆粒物的凈化能效不小於5立方米每

瓦特小時，去除甲醛或甲苯的凈化能效

不小於1立方米每瓦特小時。標準實施

後，消費者可以根據凈化器產品上是否

貼有中國環境標誌作為購買產品的重要

依據之壹。

不過，上述標準實施已有數月，市場

存在的凈化器良秀不齊現象依舊存在。

梁振鵬認為。“現在市場上很多空

凈廠商沒有按照2016年實施的新標準執

行生產，產品大多是不合格的。目前很

多號稱自己能夠達到標準的品牌，在各

地質檢中仍頻頻存在不合格情況。這說

明目前我國空凈產品質量普遍較低。而造

成這壹現象出現的主因是消費者很難直觀

判斷空凈產品效果，致使廠商虛假宣傳嚴

重，存投機取巧心理。國家有關部門和行

業機構應該盡快行動起來，在空凈市場爆

發的今天，嚴格把控質量體系、加強監

管，將新國標真正落實到位。”

企業爭相跑馬圈地
空凈產品市場逐漸飽和？
在空凈產品市場火爆之際，眾多空

凈產品廠商也借勢展開新壹輪布局。

國內外家電企業都紛紛加大了空氣

凈化器的產業布局欲分得壹杯羹。三星、

LG、TCL、海爾、海信、長虹等家電廠

商都對空凈展開更廣泛的布局，發布了

智慧健康系統，並推出了由空調、空氣

凈化器、加濕器等家電單品搭建的智慧

空氣生態圈。而部分專業空凈廠商也開

始將觸手伸向了汽車等產業。近日，亞

都也與滴滴出行宣布合作，欲借最新車

載空氣凈化器Towerplus打造無霾專車。

在劉步塵看來，空氣凈化器市場近年

來發展迅速但仍未沈澱出清晰的品牌格

局，消費者在選購時也較為迷茫。“從

中國的空氣環境來看，空凈市場在未來若

幹年需求仍然很大，這對於相關企業來說

是個機會，但企業必須突破兩大瓶頸：品

牌的瓶頸，如何實現自己品牌的脫穎而

出；技術的瓶頸，如何讓產品切實有效地

改善用戶家庭空氣環境。”

張彥斌則認為，實際上凈化器市

場已經有幾年的時間了，國內中小企

業數量已經上來，在線上渠道已經成為

規模，但這個市場很快就會飽和。

“雖然，我們看室內空氣凈化器在霧

霾催生下火爆，但是空凈產是壹個封

閉空間的空氣自我循環，不具有換新

風的功能。最終是要被新風系統所取

代。目前，只是壹個過渡型的產品而

已。外資品牌依靠品牌優勢，還能夠

持續壹段時間，但當用戶逐步了解其

原理、新風系統的掘起，空凈產品器

的市場會受到挑戰。”

捷豹路虎（中國）召回
部分進口捷豹XF系列汽車

綜合報導 據國家質檢總局網站消息，質檢總局近日收到捷豹路虎(中國)

投資有限公司報告，稱其進口的2013-2015年款部分捷豹汽車的車輛燃油供油

管與車輛底部護板及車身之間沒有保持足夠的間隙，可能導致燃油管磨損，

極端情況下會造成汽油泄漏，存在可能引發火災的重大安全隱患。據該公司

統計，此缺陷汽車涉及進口2013-2015年款部分捷豹XF系列汽車，車輛生產日

期為2013年5月1日至2015年6月15日，共計22338輛。

為保護中國消費者安全，根據《進出口商品檢驗法》和《進出口工業產

品風險預警及快速反應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的規定，現發布風險警示通告

如下：

壹、請相關消費者盡快聯系授權經銷商進行確認。如在使用過程中發現

有汽油泄漏或在車內聞到汽油味，應停止使用車輛並聯系經銷商進行處置。

建議在車輛安全隱患消除前盡量避免靠近點火源或者高溫區域，由此缺陷造

成傷害的消費者可向當地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提供有關信息。

二、捷豹路虎(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應盡快組織實施缺陷召回相關工作。相

關授權經銷商應配合所在地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的調查監管工作，並及時報

告召回實施情況。

三、各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要加強後續監管。督促轄區內進口捷豹汽車

經銷商認真履行召回職責。各進口汽車口岸檢驗檢疫機構要嚴格類似進口車

型檢驗監管，發現問題及時報告。

質檢總局將高度關註該缺陷處置進展，視情況采取進壹步措施。

德國巴伐利亞舉辦雪橇大賽德國巴伐利亞舉辦雪橇大賽
參賽者斜坡飄飛驚險刺激參賽者斜坡飄飛驚險刺激

德國巴伐利亞德國巴伐利亞GaissbachGaissbach，，
當地舉辦傳統雪橇比賽當地舉辦傳統雪橇比賽，，參賽參賽
者在者在11..55公裏長的斜道上駕雪公裏長的斜道上駕雪
橇進行比賽橇進行比賽，，飛躍壹個個自然飛躍壹個個自然
障礙障礙。。據悉據悉，，當地的雪橇比賽當地的雪橇比賽
可以追溯至可以追溯至19281928年年，，起源於起源於
壹個打賭比賽壹個打賭比賽。。

巴西納塔爾再次暴動巴西納塔爾再次暴動 囚犯房頂打電話玩自拍囚犯房頂打電話玩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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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亞內羅畢肯尼亞內羅畢，，肯尼亞野生動物機構在內羅畢國家公園為獅子佩戴肯尼亞野生動物機構在內羅畢國家公園為獅子佩戴
壹個衛星無線電項圈壹個衛星無線電項圈，，以便對獅子的行蹤進行監控以便對獅子的行蹤進行監控。。



the Peace Corps and CEO of United Way of America. 
(Courtesy www.usatoday.com/story/news/2017/01/31/
senate-confirms-chao-do)

of roads, bridges and airports. But McConnell has 
discouraged talk of a trillion-dollar stimulus.
Trump has also proposed that tax credits could spur 
private investment on public projects, which airline 
executives support for airports. Another facet of that 
debate is whether to increase the $4.50 cap on local 
fees on plane tickets for construction, which airports 
support and airlines opposed.
Chao noted at her confirmation that the highway trust 
fund spends $10 billion each year more than it collects, 
with 90% coming from the gas tax that lawmakers 
have been reluctant to raise.
“The highway trust fund is in bad shape,” Chao told 
senators Jan. 11. “This is a huge issue.”
Another urgent subject on her desk is 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s authorizing 
legislation, which expires Sept. 30. The 
debate will feature a proposal to shift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to a private corporation 
for more predictable funding from the 
industry than from Congress.
Chao must also confront competition from 
foreign airlines.
American, Delta and United airlines have 
asked the department to block additional 
flights from state-owned airlin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U.S. airlines allege that 
Emirates, Etihad and Qatar airlines received 
$50 billion in unfair subsidies during the 
last decade.
But the foreign airlines denied receiving 
subsidie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didn’t 
block flights after informal meetings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Qatar.
Airline unions have also challenged in 
federal appeals court the department’s 
approval of Norwegian Air International 
to serve the U.S. The unions contend the 
airline headquartered in Ireland is skirting 
labor laws, an allegation the airline strongly 
denies.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if confirmed,” Chao told 
senators.
Born in Taiwan, Chao came to the U.S. with 
her parents when she was 8. She graduated 
from Mount Holyoke College and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She was earlier director of 

that working with China will be better for the U.S. in 
many ways.
He wrote, "A sustained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could produce new restrictions on the flow 
of money and people, with devastating results for 
California."
He added: "Our public universities rely both on federal 
funds from D.C.--and top-dollar, out-of-state tuition 
fees from Chinese students to subsidize the education 
of Californians. So any Trump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visitors--or retaliatory Chinese limits on overseas 
study and travel--could blow up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 business model."
Matthews suggested that President Trump should take 
more precaution when dealing with China.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cles/187573/20170119) 
Related
California Governor Jerry Brown's trade mission to 
China in April 2013 intersected with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of his governorship: California's 
$68-billion bullet train.
The governor has staked part of his legacy on the rail 
network, a centerpiece of his vision for California. 
Brown hopes that China, which is enjoying an 
economic boom and spent $77.6 billion on overseas 
investments last year, according to official figures, will 
pump some of its cash into the troubled project.
During the visit, Brown's top economic advisor and 
rail commission appointee, Mike Rossi, met in Beijing 
with Chinese investors eager for an update on its 
progress. And China's vice minister of commerce told a 
hotel ballroom packed with California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officials that his country wanted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investment in the high-speed rail 
project in California."
A few potential vendors have already expressed 
interest. California rail board chief Dan Richard has 
met with the 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Corp., 
the country's second-largest government-owned 
construction concern.
Later, Brown, Richard and representatives of 
California-based railroad companies rode China's 
sleek bullet train to this bustling port city from Beijing, 
a five-hour trip that covered about 750 miles, roughly 
the distance from San Diego to the Oregon border. 
Strolling the aisles, shaking hands with Chinese 
passengers, Brown extolled the nation's 5,000-mile 
complex of high-speed rail, built in the last seven 
years.
"People here do stuff," the governor said. "They don't 
sit around and mope and process and navel-gaze.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moving at Mach speed."
The Chinese interest in California's project is a 
welcome boost for Brown. Although state voters 
approved $10 billion in bonds for a high-speed railway 
in 2008, they have soured on it as cost estimates have 
ballooned by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The governor, 

who has vowed repeatedly to see the train system 
built, needs at least an additional $55 billion to make 
it happen.
Republicans in Congress have threatened to cut off 
funding from Washington, saying the bullet train is 
unnecessary and too costly. Much of the money will 
have to come from elsewhere.
"We are very interested in California," said rail car 
designer and engineer Jiang Lay, as the train to 
Shanghai zoomed along Thursday, without the jerky 
stops familiar to Amtrak riders. His company, Tangshan 
Vehicle Co., built the model Brown was riding. "We 
are very confident that our Chinese technology can be 
successful in America," he said.

The firm has formed a partnership with a U.S.-based 
company, Sun Group USA, to compete for California 
business. The company, which has significant Chinese 
financing, is exploring construction of a plant in 
Oakland.
California official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already made preliminary agreements to work together 
on construction of the bullet train,
State leaders, in fact, have long been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Chinese investment. In 2010, Gov. 
Arnold Schwarzenegger led a delegation to Shanghai, 
where California's rail chief held discussions with 
leaders of the China Investment Corp.
The state-owned company has assets worth an 
estimated $480 billion, according to the Las Vegas-
based 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 which monitors 
large global investors.

American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aised controversy 
over his recent dealings with the Taiwanese president 
and his comments on the One China policy. However, 
California Governor Jerry Brown is not likely to 
follow suit.
The Californian leader released several statements 
pertaining to his continue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especially on the environment.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with China," he said. 
"Whatever little differences we have, or whatever big 
differences, the fact is, we have one world. We have 
one space we're all connected by."
Brown was referring to the ongo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California government and China on 
developing new approaches on renewable energy. 
The studies that are done with China could help 
the state deal with its challenges on 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s resources.
Brown recently spoke at the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at the Chinese embassy. He stated that 
working with China was at the "state's great interest."
"There will be a few side arguments in Washington," 
Brown said. "Don't worry. When it comes to California 
and China, we're on the right track, and we're going to 
stay there."
Joe Matthews, a writer for the San Diego Tribune, said 

Participants in the 2010 meetings said China was 
represented in some discussions by Kathleen Brown, 
sister of the current governor, who ran the West Coast 
municipal finance team for Goldman Sachs. No deals 
were inked, but nearly three years after those meetings,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in California say they now have 
a more compelling story to tell the Chines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chipped in $3 billion for 
the project, and last year state lawmakers approved the 
sale of $4.5 billion in bonds to help fund the first stage 
of construction. This summer, work is set to begin on 
the first segment of the network, which will connect 
the Central Valley towns of Madera and Bakersfield.
Plans call for the train to reach the San Fernando 
Valley by 2022.
Still, "there will probably have to be more up-front 
investment from the state before they get to the point 
where it's really ripe for Chinese or any other outside 
investment," said Sean Randolph, president of the Bay 
Area Council Economic Institute, part of the group 
that organized the China trip for Brown and dozens of 
California business and political leaders.
"A lot of progress has been made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Randolph said, but the project is "still 
speculative."
Brown's traveling party boarded the Chinese train, 
named Harmony, Thursday after a private meeting 
with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Earlier in the 
day, the governor had addressed Chinese officials, 
academics and others at prestigious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ing for policies that limi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n Wednesday, he and Chinese leaders 
signed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As the train raced through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a 
digital speedometer flashed speeds of 180 mph in the 
first-class cabin where Brown and his wife, Anne Gust 
Brown, had seats. Attendants offered snacks of salted 
dried plums and wasabi-coated peas.
The governor had plenty of reading material for the 
journey: a copy of China's five-year plan.
(Courtesy http://www.latimes.com/local/la-me-brown-
china-train-20130412-story.html)

to Chao about the confusion at airports during the 
weekend stemming from President Trump's executive 
order to temporarily suspend travel into the U.S. by 
citizens from seven countries. He said the transition 
team did not pass them along.
Nelson said Chao told him when they talked Monday 
night that she hadn't been consulted about the order 
beforehand or during its implementation. Nelson said 
Chao would provide needed government experience to 
the administration.
“I think we need Secretary Chao as someone who has 
the experience and who has common sense and that 
will be in the position to offer level-headed, good 
experience-based advice to the government going 
forward," Nelson said.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swore in Chao at 5:21 p.m. 
in his ceremonial office at the Eisenhower Executive 
Office Building. "It's been used before," Chao said of 
the Bible that her father Dr. James Chao held for the 
oath.
Chao was joined for the ceremony by her husband, 
Senate Majori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R-Ky., and 
several of her sisters and their husbands and children.
“President Trump and I are appreciative that once 
again you have answered the call to serve America and 
adv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Pence said. “Your leadership and your experience 
will serve us well as the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overseeing what we anticipate will be historic 
investment in our nation's roads, bridges airports and 
above all in our future.”

Chao will be busy her first year. Trump has proposed 
$1 trillion during the next decade for construction 

WASHINGTON – Elaine Chao was sworn in Tuesday 
as Transportation secretary, hours after the Senate 
confirmed her with a 93-6 vote.
Chao, a former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Labor secretary, won praise from bo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in the divided Senate.
Sen. John Thune, R-S.D., who heads the committee 
that reviewed Chao's nomination, said she has a 
momentous opportunity to improve safety and 
innovation, expand the freight network and advance 
improvements for infrastructure so that rural and urban 
communities all benefit.
“It would be hard to come up with a more qualified 
nominee than Secretary Chao for this important role,” 
Thune said. “Secretary Chao has repeatedly proven 
her willingness to roll up her sleeve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facing our nation.”
The top Democrat on the panel, Sen. Bill Nelson of 
Florida, said he submitted questions late Sunday 

Elaine Chao Takes Oath As New U.S. Transportation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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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 Governor Jerry Brown Rides A Bullet Train In 
China

California Governor Jerry Brown wants to build a bullet 
train system in his state.

California Governor Jerry Brown Speaking In Beijing In 
2013

Elaine Chao (2nd from right) was sworn in last Tuesday 
as U.S. Transportation Secretary by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Chao was joined by her husband, Senate Majori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R-Ky. (l), and her father, Dr. James 
Chao who held the Bible for the oath.

Elaine Chao during her Senate confirmation hearing for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Following the swearing-in ceremony, Vice President Pence 
expressed how proud he and President Trump are of Chao 
and her new role in government.

American, Delta and United airlines have asked the 
department to block additional flights from state-owned 
airlin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2010, Gov. Arnold Schwarzenegger led a delegation to 
Shanghai, where California's rail chief held discussions 
with leaders of the China Investment Corp.

California Governor Jerry Brown wants to continue working 
with China even if President Trump doesn't. (Photo/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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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銀行再度躋身《富比士》全美百大銀行前十五位

花開花不落－推遲更年期的來臨

近日，《富比士》（Forbes）發佈「2017 全美百大銀行榜」，
華美銀行再度榮登前十五位，也是前十五家銀行中唯一一家以
華裔客戶和企業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商業銀行。這份榜單自 2009
年起由《富比士》雜誌整理發佈，統計數據由標普（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提供，旨在評估全美百大銀行的財務狀況，
而華美銀行也自 2010 年以來始終榮居前十五位。

此次評選基於十項指標，包括：平均有形權益回報率、平

許多愛美的女性都知道，
女性護膚要從 25 歲左右開始，
但是很少知道女人除了護膚，
35 歲之後更該“護宮”。而
且隨著社會以及家庭壓力的增
加，首次生育年齡推遲化，以
及哺乳期的縮短使現代女性卵
巢子宮功能衰退普遍提前，因

此滋養子宮和卵巢更是刻不容緩。
卵巢主要有兩項職能，一是促進排卵，二

是分泌雌激素。卵巢功能衰退會使荷爾蒙失
調，雌激素水平降，另一方面也會降低女性受
孕的機率。因為卵巢功能衰退會出現促黃體
素、促卵泡激素增高、性激素降低。很多女性
過了 30, 就較難受孕，或者生完小孩，就會明
顯感覺到身體和精神狀態大不如前，皮膚開始
失去原有的彈性和光澤，乏力頭暈，腰酸背
痛，性生活質量降低，部分人還會出現經期不
正常，不穩定。其實這些都是子宮和卵巢功能
開始走下坡路的征兆。由於卵巢及子宮功衰
退，女性自己就會感到自己“老了”，這對心
理而言是一種很大的壓力。而且，隨著體內雌
激素水平的下降，中年女性皮膚的彈性和外貌

均資產回報率、淨利差、效益比率、呆帳消除比率、非獲利資
產佔總資產比率、風險資本及儲備佔非獲利資產總額的比率。
同時，原先的「總收入增長」由「年營業收入增長」取代；「第
一類風險資本比率（CET I）」替代「第一類普通資本比率」。
每項指標在最終排名中佔有相同權重。

據《富比士》介紹，自 2007-08 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銀
行業的整體經營狀況已有大幅度好轉，銀行資本充足，信貸品
質優良。但由於利率仍處於低位，貸款額的增長及獲利能力依
舊充滿挑戰性。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 EWBC 在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 交易。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為主要市場
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 3 百 48 億美元，在美國和大
中華地區共有超過 130 處服務網絡，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
喬治亞州、內華達州、紐約、麻薩諸塞州、德州以及華盛頓州；
在大中華地區，我們在香港、上海、汕頭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
服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廣州、台北及廈門亦設有辦事處。
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銀行服務，位於大華超級市場
的超市分行，七天營業，週間營業到下午七時。此外，華美銀
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天
24 小時的銀行服務。有關華美銀行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www.eastwestbank.com 查閱。

都有所改變，骨質容易疏松，血脂代謝部分出
現異常，心血管病發病率亦明顯升高。等到進
入更年期，就會有更多不適癥狀，包括潮熱汗
出、失眠、容易激動、抑郁、愛疑心、眩暈、
疲乏、頭痛、心悸、骨關節痛等等，這些對中
年女性的生活質量都有著嚴重的影響，也一定
程度影響了家庭的和睦和安定。

所以，與其等到更年期來臨的時候才“亡
羊補牢”，為什麼不在此之前就呵護好您的卵
巢和子宮，防止進一步的功能衰退，盡可能的
恢復女性生殖器管生育前和年輕時期的活力，
這樣就可以盡可能的推遲更年期的來臨，讓自
己的青春延長，也給家人和親人更多美滿生
活。

加拿大 VIKER 公司長期致力於女性保健
品的研制，經過多年研究和臨床試驗，改良和
提升，克服了中藥非標準化的缺點，並采用現
代化提取分離技術，去除了雜質和非有效成
分，從紅花，當歸，人參，茯苓等多種天然植
物中提取出的精華素的復合物 -- 紅人歸膠囊
（Sangel）。紅人歸膠囊（Sangel）是目前市
場上唯一一種通過給卵巢和子宮“進補”，來
幫助人體分泌自體荷爾蒙的純天然保健品，

無副作用。經過大量的藥理毒性
實驗和臨床觀察研究表明，紅人
歸膠囊（Sangel）膠囊能夠活化
卵巢微循環網，增強微循環攜帶
養分和代謝能力，保證充足的營
養供給，滋潤和營養開始萎縮的
卵巢，使卵巢重新產生圓潤的卵
泡，恢復旺盛的雌激素分泌能
力，從而使更年期延遲。通常在
服用了若幹療程（一般 3 到 6 個月）後，原來
的月經周期紊亂、忽來忽隱、經量不一，情緒
急躁、心慌意亂、思想不集中、喜怒無常，易
疲勞，易激動；面部潮紅、經常出汗、頭痛、
心悸，失眠，血壓升高、關節酸痛等癥狀基本
改善或消失。

紅人歸膠囊（Sangel）是加拿大衛生部唯
一批準的用於女性更年期的產品，加拿大衛生
研究院十四年質量療效追蹤確認紅人歸膠囊
（Sangel）是目前世界範圍內最安全、最有效、
最科學的產品。

紅人歸膠囊（Sangel）針對以下症狀最有
效

閉經、痛經、月經不調等經期綜合症；頭

暈目眩、註意力不集中、失眠健忘、情緒緊張
等症狀；潮熱、出汗、胸悶、心悸、氣短等症狀；
皮膚幹燥、彈性減退、光澤消失、皺紋增多等
症狀；脫發、色斑、老年斑等癥狀；性欲衰退，
陰道分泌物減少，性交時出現疼痛感等症狀

擁有紅人歸膠囊（Sangel），不僅讓您做
個人人羨慕的魅力女人，更是對您一生的精心
呵護！

加拿大 VIKER 公司榮譽出品
女性更年期保健手冊”花開花落話更年”  

免費資料索取網址 www.vikerm.com
加拿大 VIKER 公司 北美免費咨詢電話 1—888—
518—7778 全球女性更年期保健免費咨詢電話 1—
604—518—7778 傳真 :1-604-303-7720

十分榮幸萬分激動美南日報在 2017 年春節特刊上報道了
“中國國際報告文學研究會”經四選五審選中國少林六合門掌
門人、“少林秘功”創始人李國忠大師為即將出版的“踐行
者——時代楷模”大型紀實書籍的封面人物及名譽顧問，這是
對本人的鼓勵和鞭策。中國的中醫藥學為我中華兒女繁衍生息
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是我中華兒女健康的重要保障。一
滴滴熬出來的藥湯，一粒粒幽香的藥丸，一片片奇特的膏藥都
造就了中華醫藥的神奇。我只是和你們一樣是其中的一員。為
不負眾望，為了擴大“少林秘功”的宣傳決定在春節年初六、
年初七（2 月 2 號、3 號）兩天的上午九點到下午六點全天為
各階層人士忠心服務，希望病者和向往健康長壽的人士踴躍前
來參加，體會一下“少林秘功”的神奇效果。請事先來電預約，
聯系手機：832-757-3787

“少林秘功”對您的操作，完全是在不服藥物、不註射針
劑、不開刀、不使用針灸的前提下，完成康復的目的。李國忠
頓首

2017 年 1 月 29 日星期日

中國少林六合門掌門人“少林秘功＂創始人
李國忠大師舉行義診 僅 2 月 2 日、3 日（年
初六、初七）兩整天 , 機會難得 , 莫失良機

圖為「華美銀行」中國城總行於大年初一上午十一時，邀請「 李氏金
龍醒獅團」前往作舞龍舞獅表演，圖為「華美銀行」德州區總監 Steve 
LaFredo ( 右二）及副總裁， 貸款部經理邵曉梅（Tracy Shao)( 右一）正
在為舞龍者送紅包。（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華美銀行副總裁，SBA loan 負責人張凱旋（左三）正在舞龍舞獅
現場向往觀社區民眾贈送紅包。（記者秦鴻鈞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