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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剪影

美南體育報導關注姚明超級盃
美南國際電視台 15.3 體育報導節目﹐本月由主持人鄭帥帥
(Andrew Cheng)與固定嘉賓周乃溟校長及 Chris Mouton 聯
手呈現﹐提供熱愛運動的球迷精準且詳實的體育報導﹒9 日
晚間 7 時 30 分現場直播﹐本集重點新聞著眼姚明 11 號球衣
退役儀式和第 51 屆超級盃完整賽事分析討論﹒鄭帥帥分享
親臨現場採訪的過程﹐並和兩位嘉賓討論姚明退役與超級
盃盛事帶來的社會影響﹒錯過這次播出的觀眾﹐體育報導
每個月的其中一個周四播出﹐請持續鎖定﹐為觀眾帶來最新
體育資訊﹒

黃永瑞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省下平均$480！＊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還有適合的保障
！

Sean Wong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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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更好邁進 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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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

12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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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用雜貨 廚房用品 和風工藝 保健用品
文具玩具 清潔用品 美妝飾品 旅行用品
因應季節和潮流變化,
本店隨時都有超過
20,
000種商品供你選購.
每星期還有不同
推廣折扣活動,
總有合你心意的選擇.

應有盡有 日用家居文具禮品總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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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柿子樹
老柿子樹》
》
尋常百姓挺身而出革命戰爭劇
話劇改編而成﹒
話劇改編而成
﹒ 該劇講述了在抗日戰
爭時期﹐
爭時期
﹐黃河邊上一戶李姓人家
黃河邊上一戶李姓人家﹐
﹐在全
國人民保衛黃河的大合唱中挺身而出﹐
國人民保衛黃河的大合唱中挺身而出
﹐
走進了不平靜的歲月的故事﹒
走進了不平靜的歲月的故事
﹒ 該劇於
2008 年 3 月 31 日在央視 8 套黃金檔首
播﹒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
﹕
《老柿子樹》
《老柿子樹
》是一部由谷錦雲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
﹕每周一至五晚間 8 時 30 分至

執導﹐
執導
﹐張明
張明﹑
﹑楊曉文編劇
楊曉文編劇﹐
﹐斯琴高娃
斯琴高娃﹑
﹑韓

9 時 30 分首播
分首播﹐
﹐每周二至六凌晨 5 時至

福利等主演的革命戰爭劇﹒
福利等主演的革命戰爭劇
﹒ 該劇根據

6 點重播
點重播﹒
﹒

甘肅省話劇院獲得全國文華獎的同名

《美國之音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好萊塢發聲﹕
好萊塢發聲
﹕
沒有自由交流就沒有美國

美國洛杉磯陳列的奧斯卡獎杯﹒
美國洛杉磯陳列的奧斯卡獎杯
﹒

【VOA】一家好萊塢頂級人才經紀公司取消了一次慶祝奧斯卡頒
獎派對﹐卻籌劃舉行一次為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和國際救援委員
會兩個組織提供捐款的集會﹒
聯合人才經紀公司星期三宣布了這個行動﹒它表示要給這兩家
促進公民權利和救助難民的組織提供 25 萬美元﹒聯合人才經紀
公司的慈善部門還設立了在線公眾捐款平台﹐
讓人們自願捐款﹒
國際救援委員會發推文感謝這家人才經紀公司的支持﹒
兒伊萬卡和外孫女阿拉貝拉
這次集會計劃在 2 月 ·
24庫什涅爾
日奧斯卡頒獎儀式前兩天在洛杉磯舉
行﹒該公司說﹐集會的名稱叫“團結之聲”﹐它歡迎所有希望向藝

術自由表達支持和“擔心反移 “我們和他們”的心態﹒
民情緒在我們國家蔓延﹐以及 法哈蒂說﹐
“ 多年來在大洋兩岸﹐強硬派團體在向他們自己國家
這 種 情 緒 給 全 球 帶 來 寒 心 效 的人民介紹其它國家和文化的時候總是極力描繪出一幅不真實
應”的人都來參加﹒
的和可怕的畫面﹐從而使雙方之間的不同變成分歧﹐把分歧變成
聯合人才經紀公司首席執行長 敵意﹐再把敵意變成恐懼﹒讓人們感到恐懼是心胸狹窄之人用
傑瑞米·齊莫在給公司員工的 來為自己極端而瘋狂的行為制造理由的一個重要工具﹒”
電郵中說﹐
“ 這是一個需要我們 聯合人才經紀公司表示﹐法哈蒂在得知這個集會通知的時候感
展示出我們的慷慨﹑覺悟和不 到“幸運並流下了眼淚”
﹒
安的時刻﹒”
“我們的世界是一 電影《銷售員》中的伊朗女演員塔拉尼·阿裏多斯蒂（Taraneh Ali個藝術家﹑思想和創造性表達 doosti）也表示﹐她將不參加頒獎儀式﹐以此抗議川普的行政令﹒
都可以自由交流的好地方﹒如 阿裏多斯蒂在推特上說﹐
“川普禁止給伊朗人發放簽證的做法是
果我們的國家不再是一個全球 種族主義行為﹒
”
的藝術家都能夠前來自由表達 川普說﹐這個禁令是履行自己保護美國公民的職責所必須的﹒
自己的地方﹐那麼﹐在我看來﹐ 他在總統競選期間多次提到有必要改進對入境美國的人進行的
我們也就不再是美國了﹒
”
調查﹐以確保他們不會構成恐怖威脅﹒奧巴馬總統領導的上屆
這個人才公司的一位客戶是伊 美國政府表示﹐現有的政策覆蓋範圍很廣﹐希望到美國來的難民
朗電影制片人阿斯哈·法哈蒂 往往需要兩年才能夠通過這個審查程序﹒
（Asghar Farhadi）﹒他拍攝的電 另外一家頂級人才公司 WME-IMG 本星期還宣布了成立政治行
影《銷售員》獲得最佳外語類電 動委員會的計劃﹒該委員會將負責籌款﹐用於支持或者反對政
影的提名﹒2012 年﹐他獲得了這個項目的奧斯卡獎﹒但是﹐他今 治候選人﹑投票措施或者立法行動﹒
年將不參加頒獎儀式﹒
這家公司的負責人在給公司員工的電郵中說﹐
“本公司的最大資
伊朗是美國總統川普頒布的行政令中列出的受到旅行限制的七 產是我們的背景和信仰的多元化﹒”
“要知道﹐我們將會盡我們的
個國家之一﹒根據禁令﹐這七個國家的公民在三個月內不得進 全部力量支持和保護這種多元化﹐不僅是現在﹐今後幾個月﹐將
入美國﹒
來很多年都要這樣做﹒”
法哈蒂在一份聲明中說﹐
“我在此對強加在我的一些同胞和其它 娛樂人才經紀公司 WME-IMG 的首席執行長阿裏·埃曼紐爾曾
六個國家希望合法進入美國的公民身上的不公正條件進行譴 經是川普的代表﹒他還是拉姆·埃曼紐爾的兄弟﹒拉姆·埃曼紐
責﹐並希望目前的局面不會進一步造成國家間的分歧﹒”
爾是芝加哥民主黨籍的現任市長﹒他曾經擔任奧巴馬的白宮辦
法哈蒂還批評強硬派﹐包括伊朗的強硬派﹐說他們試圖造成一種 公廳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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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21屆國際藝術節展攤多元
屆國際藝術節展攤多元
感謝贊助商大力支持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第 21 屆國際藝術節暨農曆
新年園遊會 2 月 4 日上周六在美南新聞大樓廣場圓滿落幕，除
百位政要、外交領事和政商名流出席剪綵儀式，現場超過 50
個展銷攤位更是吸引萬人民眾參與盛會的最佳關鍵，感謝眾多
贊助商每年大方支持，讓藝術節豐富多彩。
這場美南地區最受矚目的亞裔新年盛典，今年回到自己主
場，聲勢浩大，吸引眾多贊助商支持，包括超級盃籌備委員會
、State Farm、HEB、百佳超市、Fiesta、麥當勞、Bud Light、
Silver Eagles、石山地產、國際區管委會、Tara Energy、巴基斯
坦商會、菲律賓電視台、蓋亞納商會、Houston TV、菲
律賓商會、Apsara Beauty Training Center、周潔曉慧舞蹈
學校、緬甸商會、Small Business Today、Houston International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中華總商會等。
其中，主流社會大型贊助商，每年都大方贊助的 Fiesta 超級市場這次也帶來超大標誌充氣鸚鵡，並準備好禮
大方送，透過遊戲方式，吸引遊客排隊。Fiesta 說，每年
成為最大贊助商之一的理由就是 「回饋社區」，因為有許
多消費者來自中國城，所以很開心每年都參與這個活動，
一起慶祝農曆新年。
麥當勞也是最大贊助商之一，他們也利用遊戲方式，
融入今年超級盃概念，讓遊客不只用轉盤獲獎，美式足球
丟進洞還可得到小禮物，現場也大排長龍。麥當勞說，來
參與活動主要也是要 「回饋亞裔顧客」，他們同樣也參加
了中華文化服務中心的新年園遊會，喜歡農曆新年的氣氛

，和亞裔顧客一起同歡，希望每年都更好。
State Farm 也希望回饋來自各地不同族裔的客戶，搭配節
慶氣氛，讓客戶都可以排隊在年節背板前合影，展現闔家團圓
氣氛，並分享喜慶紅包。
其他攤位如 The Pink Company、Bubble Tea House、Junk
BBQ Sauce、波多黎各食物、德州理工大學(Texas Tech University)、心靈素食、中台禪寺、東北人餐廳、佛光山中美寺、
東北同鄉會等，都讓活動增色不少，在此感謝各贊助攤位的辛
勤奉獻。

State Farm 也是最大贊助商之一
也是最大贊助商之一。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麥當勞也相當支持藝術節活動。
麥當勞也相當支持藝術節活動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Fiesta 超市年年熱情贊助
超市年年熱情贊助。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2 月 17
17日
日《味全小廚房
味全小廚房》
》拍攝現場招募觀眾 贈送大禮包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味全小廚房》是
美南國際電視 15.3 的美食節目，由美國味全
食品公司冠名播出，從 2012 年開播，每月播
出一期，至今已有 5 年歷史，深受觀眾喜愛
。
2 月 17 日周五下午 2 點半，將在糖城家
樂超市家樂小廚錄製最新一期節目，現在開
始招募錄影觀眾，既能上電視，還能得獎品
，請大家千萬不要錯過這難得的機會，趕快
報名吧！
《味全小廚房》從開播以來一直在求新
求變，節目越做越好看。從去年 10 月起，
《味全小廚房》將拍攝場地從攝影棚移師到
糖城家樂超市的家樂小廚，更是人氣大增。

不少去家樂超市購物的顧客都駐足觀看，並
對現場跟丁師傅學做菜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有鑒於此，美南電視決定從 2 月起，每期
《味全小廚房》招募現場觀眾一起參與節目
，現場觀眾將在現場品菜，並且在節目中播
出。味全食品公司、家樂超市和丁師傅都將
贊助一份禮品給觀眾，拍攝結束時每位觀眾
將獲得裝有三個禮物的禮包。
《味全小廚房》由錦江酒家的丁師傅教
做菜，要吃正宗上海菜，手藝最讚丁師傅。
丁師傅來到休斯頓已經有幾十年了，從最開
始 downtown 的“洞庭”，到“丁師傅私房
菜”，再到“錦江酒家”和“豫園小吃”，
丁師傅在休斯頓飲食界聲譽卓著，手藝一級

棒！

《味全小廚房》的主持人翁大嘴通中、
英、日三種語言，而且擅長做日本料理。他
跟丁師傅搭檔，可謂珠聯璧合。
2 月 17 日錄制的這期《味全小廚房》節
目將於 2 月 25 日晚 7:30 首播，2 月 27 日晚 8
點重播，2 月 28 日下午 1:30 再次重播。既能
上電視，還能得獎品，請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這難得的機會，趕快報名吧！
拍攝時間是 2 月 17 日周五下午 2 點半，
在糖城家樂超市的家樂小廚，請有興趣參與
的朋友打電話：報名專線：832-260-8466 或
電 郵 meizihuang@yahoo.com 報 名 ， 限 20 名
觀眾，先報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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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比南戶外追思會，120 位至親好友參加
以歌聲懷念慶祝朱比南圓滿的一生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群合唱團和作
協 的 好 友 昨 天 上 午 聚 集 在 Sugerland Memorial
Park 參加朱比南女士的戶外追思會，懷念她圓
滿成功的一生。朱比南三位傑出的兒子鄭蔚德
，鄭蔚勳，鄭蔚崙，皆率其家人前來，大家共
同以懷念，祝福及歌聲，追思朱比南圓滿的一
生。在簽到簿的桌上，還放著朱比南的堂叔堂
嬸中國前總理朱鎔基的電文＂請代長叔長嬸轉
達對比南去世表示哀悼，對親屬表示慰問＂而
朱比南的胞弟朱喜善博士的談話更令人動
容----南姐要我們開開心心慶祝她圓滿的一生
，所以別逗我哭好嗎？
朱喜善說了許多大家所不知道的朱比南的
長處與一些光榮事蹟：他說今天應拍手謝謝朱
比南三個孝順而了不起的兒子。他說以朱比南
罹患四級胰腺癌能夠存活超過一年，在全世界
統計數字只有百分之一，並且在末期是極為痛
苦的，在她三個兒子努力下聯合美國第一把胰
腺癌名醫把朱比南的生命延續一年半，且其生

活情趣絲毫未減，而且很平安而沒有痛苦的走
了，這是個奇蹟，也是她三個兒子以及三個兒
媳婦的功勞。朱比南是最有成就的母親，她的
三個兒子，兩個去哈佛，一個去普林斯頓，三
個兒子都是佛羅里達州級游泳選手。
其次，她還是最有成就的老師，她在社區
大學鼓勵與幫助學習能力較低學生的熱心是眾
所共知的； 她常說她最 enjoy 的 是課外擔任導
師替學生補習。她了不起的是她在有機、無機
分析化學都能幫助學生，是她常以為自豪的。
朱喜善說： 以我一個有化工博士學位的弟弟來
說，我知道是如何不簡單。
朱喜善還提到朱比南是中國前總理，他們
的堂叔朱鎔基最鍾愛的姪女。在中國只有總統
總理是終生受秘密警察保護的，他們雖與長叔
與勞安嬸（ 朱鎔基夫婦） 很親，見他們還是不
容易的。朱比南曾單槍匹馬去西山見過他們三
次，朱比南過世，朱鎔基夫婦專程來電表示哀
悼。

朱喜善說： 我與南姐一齊長大
，在她來美國以前，她是朱家的寶，
爸媽的寶貝女兒。他們的父親朱鎔堅
是台灣的水利專家，他在台灣最後的
工作是曾文水庫管理局局長，在各方
應酬很多，在一些重要應酬上，朱比
南總是最出趟的，而他總是跟班的。
朱比南在中原理工學院讀書時曾被選
為救國團全國十大傑出青年，那是極
大的殊榮，受到蔣經國親自召見的。
朱喜善還提到一件大家都不知道的事
，那就是朱比南在唸小學時就曾得過
全高雄縣歌唱比賽第一名，她那天唱
圖為朱喜善（
（ 中 ）與朱比南的子女及家人合影於戶外追
的 ， 他 一 直 認 為 是 朱 比 南 專 屬 的 圖為朱喜善
思會上。（
思會上
。（ 記者秦鴻鈞攝 ）
歌---- 「長城謠」。
當天追思會上莫過於合唱團的好友們以歌 到初高中大學的詩書詞歌的＂背國文＂一段，
聲回憶永遠的朋友，他們一起合唱了 「長城謠 當年他曾在台大體育館當著千人表演，演完後
」， 「老黑爵 」，以及 「茶花女的飲酒歌」 數位前後校長與他握手，朱比南生前從未看過
，而朱喜善的一段＂數來寶來憶舊＂背從小學 ，朱喜善也一併在追思會上獻給他姐姐和親朋
好友看。

佛光山中美寺佛學座談
佛光山中美寺長久以來弘揚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今年開春
首場佛學講座將於 2/18（六）舉辦，禮請到佛光山夏威夷道場
住持依宏法師蒞臨休士頓中美寺與大衆做一場人間佛教佛學座
談。
依宏法師目前擔任佛光山夏威夷道場住持，秉持佛光山
的--文化、教育、慈悲、共修四大宗旨弘法，此次特地應中美
寺監寺覺安法師邀請遠道而來，希望利用佛學座談機會，大衆
可以來此參學廳經聞法-心地光明才能自在無礙，學習佛法增長

信心，心懷十方。
適逢如此難得機緣，中美寺竭誠歡迎十方大衆踴躍前來聆
聽佛法。
時間：2 月 18 日（星期六）10:30am-12:00noon
地點：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281-495-3100

州立農業保險公司資助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贊助資金將用於文化中心財務知識及購房輔導項目

2017 年 2 月 17 日下午 2 點，州立農業保險工資將頒發$13,000 的
“好鄰居好公民”特別獎金給中華文化服務中心的財務知識及購
房輔導項目。這些項目為休斯頓市民提供免費財務知識講座、購
房指導講座、個人信用輔導等多方服務。這些服務為休斯頓中低
收入的市民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幫助，促使他們實現自給自足和經

濟獨立。在 2017 年間，州立農業保險公司給予文化中心的獎金
將幫助到 600 名客戶。
許多參與財務知識及購房輔導項目的客戶由於不充足財務信息、
低收入、缺乏個人信用記錄、及語言障礙等因素，在過去時常被
排擠在主流財務服務的範圍之外。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致力於幫助

中山學術研究會年會將於本周六舉行
行前最後一周緊急通知更改開會場地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中山學術研究會將於 2 月 18 日（
本周六 ） 舉行的一年一度年會，原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舉行前的最後一週，會長甘幼蘋被告知被拒在僑教中心舉行，
匆 忙 中 只 好 改 在 ： 6968 Howell Sugar Land Rd.Houston TX
77083 舉行，令所有黨員皆十分錯愕，這是休士頓幾十年來從
未發生過的事，尤其年老的黨員開車前往不若僑教中心方便。
據僑教中心表示：這是中華民國駐外單位的最高官員所作
的裁決。這是 「依法行政 」！
這些客戶克服這些阻礙，獲取必要的知識和技能，累計財富，減
少借債，合理且有效的使用財務服務資源。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自 2004 年來累計受益於此項獎金總額達到
$95,300，並且自 2002 年來獲得實物捐贈。除為文化中心提供獎
金之外，州立農業保險公司同時提供市場專員為中心客戶介紹房
屋保險、安全等多方重要資訊。
如需了解有關由州立農業保險資助的財務知識及購房輔導項目，
請聯購房項目經理，Katherine Tong，713-271-6100 x 128 或郵
件 katherine@ccchouston.org

休城工商
星期日

2017 年 2 月 12 日

明道國小扯鈴隊新春
德州巡演可愛指數破表

後排立右三：明道國小吳麗秋主任、右四：明道國小陳顯榮校長、右五：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周慧宜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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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萬通金控公司
公佈 2016 年第四季
及全年業績
國泰銀行之控股公司國泰萬通金控公司（那斯達克代碼：
CATY）今日公佈 2016 年第四季盈利為四千八百萬元，每股淨利
達 0.60 元，2016 年全年淨盈餘為一億七千五百一十萬元，每股淨
利達 2.19 元。
業績摘要：
• 2016 年第四季稀釋後每股淨利為 0.60 元，較 2015 年同期
的稀釋後每股淨利 0.51 元增長 17.6%
•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除持有待售的貸款外，總體貸
款額在年內增至一百一十二億元，較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一百零
二億元增加十億元，增幅達 10.2%
•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總資產額增長至一百四十五億
元，較 2015 年的一百三十三億元增加十二億元
國泰銀行首席執行長兼總裁戴斌表示：「2016 年第四季期
間，除持有待售的貸款外，總貸款金額增加一億九千一百萬元至
一百一十二億元。2016 年的貸款增長額為十億元，全年增長率為
10.2%。2016 年第四季期間，總存款額增至一百一十七萬元，較第
三季增加七億三千六百萬元。2016 年全年總存款額增加 11.1% 至
十二億元。同時，我們於 2016 年 11 月增加股息由每股 0.18 元增
至每股 0.21 元，增幅為 16.7%。」
國泰萬通金控公司執行主席鄭家發表示：「我們正繼續進行
收購遠東國民銀行的母公司 SinoPac Bancorp 的交易，並預期於數
月內完成。」

台北市文山區明道國小扯鈴隊一行 16 人在陳顯榮校長的率領下於 2017
年 2 月 1 日抵達休士頓，展開為期 9 天的德州交流巡演之旅。
明道國小扯鈴隊成立已經將近 30 年，透過扯鈴隊的訓練，可以加強學
關於國泰銀行
童體能及手眼協調能力的訓練，專注力的培養及意志力的鍛鍊，更可以發
國泰銀行為國泰萬通金控公司（那斯達克代碼：CATY）的附屬機構。
揮團隊合作的精神與默契，是一項值得大力推廣的文化技藝活動。
國泰銀行成立於 1962 年，提供全面的商業及個人銀行產品及服務。國泰
此次明道國小巡演城市包含：達拉斯、奧斯汀、聖安東尼奧、以及休
銀行的總部設於洛杉磯，並在美國本土的加州、紐約州、伊利諾州、華盛
士頓。2 月 1 日深夜抵達休士頓當天，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周慧宜組長特
頓州分行、德州、馬里蘭州、麻州、內華達州及新澤西州設有超過五十間
別到機場歡迎這群小小嘉賓。小朋友天真稚嫩的臉龐，推著幾乎與身高差
分行。國泰銀行另在香港設有分行，及
不多的行李箱，還沒進行扯鈴表演，可愛指數已經破表。
於台北及上海設有代表處，服務大中華
在駐休士頓教育組安排下，明道國小扯鈴隊 2 月 7 日搭機離開休士頓當
市場。國泰銀行在福布斯雜誌 2016 年
天，仍把握僅有的機會與休士頓中文沉浸學校 (Mandarin Immersion Magnet 後排立右四：休士頓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右五：明道 美國最佳銀行排名中名列第十二位。國
School, MIMS) 進行示範教學及教育交流。當天晚上駐休士頓辦事處黃敏境 國小陳顯榮校長、右六：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周慧 泰 銀 行 網 站 www.cathaybank.com。FDIC
處長也特別安排德州 BBQ 風味餐招待這群明道國小鈴隊的同學作為鼓勵。 宜組長、右七：明道國小吳麗秋主任
保險的保障限於提供予國泰銀行美國境
內分行的存款帳戶

角聲『千金難買一好眠-睡眠健康』 僑委會 2017 年中華函授
學校轉型及遠距學習網
心理講座
曉士頓角聲社區中心主辦『華埠心理健康課程』，於二月十八日 ( 週
開放選讀事
六 ) 早上十時至十一時半，在角聲社區中心 7001 Corporate Dr. #379
Houston TX 77036 舉行，主題 : 『千金難買一好眠 - 睡眠健康』，
講員 : 袁南勇醫生，醫學院德州大學神經內科畢業，德州大學研究
生院藥理學博士。
免費參加，座位有限，從速報名，報名留言電話 : (713)270-8660。

僑務委員會中華函授學校自 106 年度開始轉型，自 1 月 10 日起至 3 月 31 日止將開
放「中華函授學校遠距學習網」(http://chcs-opencourse.org/index.ohp) 全部 119 門課程
免註冊隨選隨讀。使用者進入主頁後，點選右上角紅色「2017 年隨選隨讀」，即可選
取課程開始上課。自 4 月 1 日起「中華函授學校遠距學習網」之課程將上傳至僑委會
全球華文網 (http://www.huayuworld.org)，有意進修之教師或有自學僑民均可利用全球
華文網選讀相關課程，達到不受時空限制進修之目的。

廣告
星期日

2017 年 2 月 12 日

Mortgage Alliance

全通貸款

林臻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TX NMLS #290226

Sunday, February 12, 2017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www.mortgage-alliance.com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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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專頁
星期日

中興牙科

特色服務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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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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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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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美視學
週四休息

接受各類保險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

Sunday, February 12, 2017

JANE DENTAL
亮珍牙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D.D.S., M.S., Ph.D.

Best Vision

全新一流設備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本店推出
Dr.Rosanna Pun O.D.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713-271-6898 各類眼病

2017 年 2 月 12 日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
藥，不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
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 10% Off

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Tel：713-665-0700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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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星期日

美(南人語）））

四唱雄雞天下樂
楊楚楓

在此專欄里，自 1 月 18 號刊出 「時
光飛逝又一年」後，接連兩個周日，
我都交上有關雞年的內容，供讀者諸
位欣賞，不過似乎意猶未盡，為的是有關雞年的典故歷史
、坊間傳聞，實在太豐富，以至我手不息卷，今天再度為
雞隻放言高論。
首度要談的，便是中國締造者毛澤東主席。1950 年 10 月
初，在中國建政後的第一個國慶期間，於中南海懷仁堂舉
行少數民族文藝演出。演出後毛澤東邀請國民黨左派文人
柳亞子即席賦詩，柳亞子欣然下筆，寫下 「浣溪沙」詞。
原詞如下：
火樹銀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躚，歌聲唱徹月兒圓。
不是一人能領導，那容百族共駢闐？良宵盛會喜空前。
第二天毛和詩一首：
《浣溪沙 和柳亞子先生》
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人民五億不團圓
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詩人興會更無前
此詩乃毛澤東化用唐朝詩人李賀《致酒行》裡的詩句 「雄雞一
聲天下白」，而成 「一唱雄雞天下白」之句，後來被中國大文豪郭
沫若媚頌為： 「這點石成金的飛躍性點化，表現著時代的飛躍、思
想的飛躍、藝術的飛躍。」而 「一唱雄雞天下白」自此之後，成為
當代名句，而我這位海外文人，也向毛澤東偷師，為今次雞年，表
達出 「四唱雄雞天下樂 」的喜悅來。

2017 年 2 月 12 日

2017 年第 2 個月已過了 近半。新春也熱哄哄地走過了半個多月
。地球，這顆高懸在宇宙的星體，並不着意於你我的感覺，每天
就是這樣不停地滾動。日出日落是一天，轉三百六十五次是一年
，古人雖然對宇宙星體不了解，但對光陰流逝卻是很敏感的。唐
代大詩人李白曾感概地說：“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他明白
到依附在這塊大地上的生物，無論是權傾天下的君王、或是默默無
聞的百姓，都是大地上暫居的旅人，時間一到，便要拜拜。
在 2017 年來臨之際，海外內朋友圈立即貼上許多賀辭、賀卡，
我手機裡還留着一張賀卡，不忍刪去，因為心裡有點異樣的感覺。
賀卡圖像是懸崖邊有一個壯男，正舉腳把一個 6 字踢下懸崖，他的
身後是一個全新的 2017。送舊迎新本來沒有問題，但將那個 6 字像
仇人一樣踢下深淵，踢走舊年？總覺得有點那個。想到前年除夕迎
接 2016 年到來之際，人們是那樣歡欣雀躍，只是剛剛走完 365 個晝
夜，卻被人們視為藥渣一樣棄之不顧了。
無論是得意或失意，在過去的一年歲月天裡，我們哭笑俯仰其
間，有着許許多多的生活痕跡，臨別，真的沒有丁點眷戀嗎？時間
承托着你我向前奔走，那些學識淵博和勤於思考的人，會創造許多
新東西，但相信大多數人，都只會着重於生活。就算是這樣，在過
去的一年裡，生活中的喜怒哀樂，多多少少也會觸動我們的心魄。
。2016 年有着許多甜蜜，我不會把 6 字踢下懸崖，反而會把 2016 這
個年號，寫在那張全家福的照片上，留下永恆的記憶。
時間如流水，今年是雞年，朋友圈裡，與雞有關的話題自然多
了起來。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說來說去，無非是雞的美
味。
清代著名詩人袁枚的《雞》詩： 「養雞縱雞食，雞肥乃烹之。
主人計固佳，不可使雞知。」雞們養肥之日， 卻是將死之時，連商
量的餘地都沒有。縱然雞不知道牠的主人的養牠的目的是為了 「烹
之」，當牠們被屠宰的時候，也會恍然大悟。就算知道了主人的詭

政
政海
海 下任香港特首 北京立場揭盅？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香港特首選舉提名期將於 2 月 14 日
開始，現時各參選人陸續交代政綱，展
開選舉工程。迄今為至，包括原政務司
長林鄭月娥、原財政司長曾俊華、新民
黨主席葉劉淑儀、前法官胡國興，以及
剛表態參選的 「長毛」梁國雄等人有意
問鼎特首王座。正當特首選戰熱議不斷
時，報稱中國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和
統戰部長孫春蘭，日前南下深圳，會見
香港 5 大商會及建制陣營，席間還表示
林鄭是北京政府唯一支持人選。這個表
態在表面上不止令混沌的特首選戰漸見
明朗，更可能的是，北京對特首屬意人
選的底牌揭盅。
自北京支持林鄭月娥的消息傳出後
，馬上惹來香港政界揣測和討論：為何
北京這樣快宣布支持林鄭月娥呢？於是
有輿論和分析認為，雖然前年香港政改
破局，即將在 3 月舉行的香港特首選舉
仍然由約 1,200 名選委會委員選出，但
這不表示今屆特首選舉漸見明朗，相反
今屆特首選情堪，稱是歷年來最波譎雲
詭。隨著現任特首梁振英以“家庭理由
”不尋求連任，香港政壇便把新特首人

選的焦點，集中在其他參選人身上。一
時間謠言滿天飛，所謂北京對特首參選
人開“紅燈、綠燈”之說此起彼落，令
這屆特首選情撲塑迷離，加上泛民在這
屆選委會選舉至少奪得 325 席，使得這
新特首能否取得大多數的支持，仍是未
知之數。
報稱張德江南下為林鄭月娥參選特
首造勢，為林鄭造勢須妨反效果
因此，張德江和孫春蘭二人，在特
首選舉提名期展開前一星期南下放話，
不難估計是北京政府臨近投票日之際南
來拉票，希望能夠團結建制陣營，讓其
屬意的人選能以高票數強勢入閘，營造
聲勢，壓抑其他人參選人，特別是被指
林鄭的主要對手、現時民望高企的曾俊
華聲勢，影響其他建制派投票給曾俊華
的意欲。
盡管報稱張強調北京政府對香港特
首人選都有權表態，支持林鄭月娥並不
代表是“欽點”，但在客觀效果上是否
如此？或許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然而
筆者認為消息中，最應留意的是，林鄭
月娥的民望現時跑輸給主要對手曾俊華
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林鄭月娥已
被香港社會貼上“北京欽點”的標簽，
“支持林鄭”變成了“支持中央欽點”
的代名詞，使得香港市民的逆反心態進

一步擴散，阻礙林鄭的民意支持。好似
近年香港社會的氛圍，認為陸港利益是
對立的心態一樣，莫說中央欽點特首，
凡是香港跟內地的其他事情，均容易引
來軒然大波，近日西九故宮館的爭議便
是顯例。在此情況下，消息指張德江表
明林鄭月娥是北京唯一人選，對林鄭的
影響恐怕是好壞參半，即便她真的成功
掄元，其施政的認受性難免備受質疑，
可能甚至成為梁振英的再版。張德江南
下為林鄭月娥參選特首造勢，或許在某
些方面，為林鄭造勢造成反效果。
香港回歸近 20 年，選委會已替香港
人選了 3 位特首，間接掌控了香港 20 多
年的命運。可惜是 3 位特首無不面臨著
民望先天不足的問題，導致施政艱難。
應該說，除非咱們否定“一國兩制”，
否則陸港兩地都無法回避特首需要面對
北京和香港兩個“老板”的政治現實。
“兩制”不能回避港人意願所以，從長
遠目光看，為了香港繁榮和穩定，今屆
特首參選人，不應只得到某部分的選委
支持，而是要體現出香港社會的最大民
意，盡量爭取其他界別選委擁護，特別
是被重新定義為“愛國愛港”的泛民選
委支持，方能為香港政治困局撥開雲霧
。
隨著報稱張德江南下“宣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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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又能怎樣呢？牠們也無力反抗啊！詩人因此對雞不幸的命運深
表同情，同情不能改變雞的命運。雞的味道實在太鮮美，由不得人
們不去吃牠。
人們不但要吃雞，而且花樣翻新，研究出多種烹調方法來。早
在民國時期老上海的菜館裡，就有 「一雞五吃」的烹飪技術。一雞
五吃 ，我無緣得見，一次，在中國濟南一家川菜館裡，有個服務員
能說會道，她不但給我們推薦了一道宮保雞丁，還把宮保雞丁的來
龍去脈講得繪聲繪色。
筆者移民來美的前 38 年，乃從事唐餐生意。自己店中餐牌上
的菜色，以雞只為最多，計有：
磨菇雞、咖喱雞、白斬雞、香菇雞、 廣東燒雞、炸雞、烤雞、手撕
雞、口水雞、辣子雞、醬油雞、鹽焗雞、杏仁雞丁、左宗雞、芝麻
雞、 羌蔥雞、仲有貴氣哋嘅：霸王雞、貴妃雞、芙蓉雞、過年必食
的、當紅炸子雞、平民化的叫化雞、靠黐的有菠蘿雞、Sexy 哋有香
酥雞。雞只上枱，雞味四溢。
近年內地網絡流行引發段子潮的某句熱，當中粵語妙語連珠，
不缺創作材料，當中有“嘢”同“雞”——
什麼事叫乜嘢，看東西叫睇嘢，偷看叫索嘢，吃東西叫食嘢，
偷東西叫偷嘢，沒事叫無嘢，好東西叫好嘢，壞東西叫衰嘢，便宜
叫平嘢，假貨叫流嘢，沒好事叫無好嘢，裝腔作勢叫扮嘢，好掂就
唔洗講嘢！
有種失敗叫走雞，有種忙亂叫騰雞，有種懶惰叫偷雞，有種好
處叫撈雞，有種工具叫辣雞，有種指揮叫吹雞，有種食品叫糯米雞
，有種環境叫靜靜雞，有種結束叫謝雞，有種肯定叫耿雞，有種吻
印叫咖喱雞，有種辯才叫鐵嘴雞，有種扣板機叫捫雞，有種摩托叫
三腳雞，有種鹹魚叫海底雞，有種孤寒叫鐵公雞。
而我等爬格子動物寫作人仕，有個甘句專欄叫 「專執死雞」。

港特首選舉可謂進入另一階段，但最終
誰人會跑出當選，目前仍未知鹿死誰手
。現時獲得“祝福”的林鄭月娥或有一
定優勢，但同時也為她帶來政治包袱。
事實是，不止是林鄭月娥，其他特首參
選人甚至北京政府也是一樣，如果不能
在兩制下京港之間的關系中尋找到適當
位置，便無法真正成為香港的執政團隊
。在上屆的特首選舉，梁振英所以當選
便是因為民意因素，北京政府亦從善如
流，以香港民意為依歸。希望北京能再
接再厲，運用好自己的影響力，令這次
特首選舉公平、公正，選出高民望的特
首，讓處身於十字路的香港尋找正確的
出口。
今次張德江表中央立場， 明言特首
參選人林鄭月娥是中央唯一支持的人選
。對此，特首參選人之一的胡國興稱，
有關報道“可能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但認為消息對其選情影響不大，因為
“唯一支持不等於唯一會委任”，又指
香港不需要一個“不接地氣、令香港產
生更多矛盾”的新特首。綜合香港媒體
報道，胡國興表示，留意到國家主席習
近平近日公開說明，中央政治局委員必
須懷強烈的憂民、愛民、惠民之心，要
察民情、接地氣，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
題。他指出目前香港最大問題是政改停
滯不前，令社會撕裂，故相信中央會期
望香港選出一個可解決問題的特首，而
不是欽點一個“不接地氣及令香港產生

更多矛盾”的新行政長官。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等人發起
的“2017 特首民間全民投票”計劃已啟
動。市民 2 月 7 日起可透過指定網站或
手機程式，提名特首參選人。胡國興明
言不會透過此方式爭取選委提名，但不
反對對方或有選委藉此決定提名誰人參
選。胡亦未有透露現時手持多少提名。
本身是政協界選委的唐英年表示，最近
不同消息滿天飛，但有信心選委會作獨
立判斷。他強調，一場選舉最重要是公
開公正，尊重選委決定，認為選委會憑
良心投票。
對於參選人曾俊華的政綱，提出在
2020 年立法會換屆前，重啟政改及為
《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唐英年似相當
有保留，稱“好敬佩”曾俊華定下這個
時間表，認為他“非常樂觀”，質疑他
為何有信心可以做到。
至於曾俊華提出稅制改革，曾任財
政司司長的唐英年指，現時稅制已有一
部份是累進制，而政府會不定時檢討稅
制，他尊重曾俊華的想法，但要再了解
其詳細落實方法。
他又指，在香港房屋問題上，目前
最困難是覓地，雖然興建公屋、居屋是
重要。他認為，要突破現時框架的局限
去覓地，強調作為領導不是跟隨群眾的
尾巴，而是說服群眾所提出的政策是可
行。

休城讀圖
星期日

2017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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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友會第四十九屆校友會年會暨新春聯歡

成大校友會會長趙婉兒（ 右六 ） 頒發獎牌給 2016 年理事。

趙婉兒（ 後排右三）葉宏志（ 後排中 ） 敬酒至年輕校
友桌並合影。

（ 右二起） 趙婉兒、林宏正、葉宏志等人敬酒。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新任會長葉宏志（ 右） 頒發獎牌給會長趙婉兒（ 左 ）。

（ 立者，左起） 葉宏志，趙婉兒，廖瑞祥至許大明（ 坐
者右三） 桌敬酒。

成大校友相見歡（ 左起 ） 趙婉兒，梅路村，葉宏志，方
海妮，徐俊義及鄭麗如等人合影。

新舊任會長葉宏志，趙婉兒至校友高天，李再融（ 坐者
右二，右三） 桌敬酒。

敬酒至（ 坐者左起） 朱唯幹，朱琨夫婦，「 台北經文處」
副處長林映佐夫婦桌合影。

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
包括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綜合經濟

星期日

2017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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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受訪者最認可的
中國制造產品是通訊設備
覺得中國的制造業並不發達。這些年陸
續在電視上看到神七、神八到今年神州
十壹號的發射，她覺得很自豪，“雖然
並不懂航天知識，可是壹次又壹次的成
功往返，說明中國制造的航天產品杠杠
的”。

提起華為手機、聯想電腦、海爾電
器……大多數中國人都“如數家珍”。
這些中國制造的產品擺脫了以往“物美
價廉”的單壹標簽，以高科技高水平的
新面貌在大家面前亮相。
近日，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
通過問卷網對 2000 人進行的壹項調查顯
示，61.5%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制造和 10
年前相比進步非常大。當下最被受訪者
認可的中國制造產品是手機等通訊設備
（65.1%）、航天航空設備（55.4%）和
高鐵等交通設備（54.1%）。
受訪者中，男性占 49.8%，女性占
50.2%。00 後占 0.6%，90 後占 19.3%，80
後 占 52.2% ， 70 後 占 20.2% ， 60 後 占
6.5%。

“物美價廉”的標簽，開始擁有壹定的
科技含量。
在河南鄭州第九人民醫院工作的孫
雨，最近在考慮入手壹臺海爾洗衣機，
“海爾的名聲很響，已經走向國際，質
量肯定是信得過的。”在孫雨的認知
中，有壹些中國制造的產品已經是好東
西的代表，“華為手機、聯想電腦早已
走向國際，質量也是經過國際檢驗的，
絕對靠譜。”
調查中，41.4%的受訪者認可中國制
造，49.2%的受訪者對中國制造認可程度
壹般，7.2%的受訪者還不太認可中國制
造，僅 1.3%的受訪者完全不認可中國制
造。
61.5%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制造和 10
年前相比進步非常大，32.3%的受訪者認
61.5%受訪者認為中國制造和 10 年 為中國制造進步壹般，5.3%的受訪者認
前相比進步非常大
為中國制造進步不太大，僅 0.8%的受訪
談起現在的中國制造，清華大學博 者認為沒有進步。
士生吳振覺得最大的變化就是擺脫了
10 年前趙靜還在讀初中，那時的她

65.1%受訪者最認可中國制造的手
機等通訊設備
調查顯示，10 年前大家最認可的中
國制造產品，是玩具、打火機等小商品
（60.7%），衣服、鞋子等衣物（59.1%）
和各種工業設備的小零件（52.2%）。接
下來是家用電器（40.3%）和電子化工產
品（25.3%）。
10 年過去了，中國制造發生了翻
天覆地的變化。調查顯示，當下最被
受訪者認可的中國制造產品是手機等
通 訊 設 備 （65.1% ） 、 航 天 航 空 設 備
（55.4%）和高鐵等交通設備（54.1%）。
接下來是橋梁建築業設備（53.9%）、
家電（51.6%）、玩具等小商品（22.9%）。
在吳振的印象中，10 年前中國制造
的代表就是玩具、小商品。現在提到中
國制造，吳振的第壹反應就是電子產
品 ，比如華為、OPPO 手機，聯想電腦
等。吳振現在使用的就是國產手機，在
他看來這款手機質量不錯，硬件配置堪
稱完美。

前幾天趙靜和爸爸壹起看電視，中
國自主研制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北
鬥衛星導航系統又發射了壹顆衛星，已
經可以實現區域定位，未來全球定位指
日可待。“小時候提起中國制造，無非
就是成批的衣服和玩具，靠的是勞動力
的堆積。現在不壹樣了，我們能自主研
發很多高科技產品”。
孫雨覺得，壹方面中國制造的產品
質量有了很大的提升，另壹方面價格和
同等水平的世界品牌相比仍比較便宜，
“壹臺配置較高的華為手機價格不過在
4000 元左右，可是壹臺蘋果 7 就得六七
千元，這中間的差價都可以再買壹臺手
機了”。
調查中，受訪者認為中國制造的產
品具有價格相對低廉（52.3%）和質量過
硬（53.7%）的特點。其他特點包括：消
耗低，效率高（45.5%），工藝講究，設
計 人 性 化 （41.3% ） 和 科 技 含 量 高
（30.1%）等。
69.5%受訪者認為中國制造應重視
知識產權保護和核心技術研發
吳振在換國產手機之前，使用的是
進口手機，通過對比他發現，國產手機
雖然質量提升很快，但還是有缺陷，
“硬件設施跟上了，但細節處理得還不
夠完美。我的國產手機按鍵不太好用，

有時候按起來特別費勁，很影響使用體
驗”。
在他看來，提高中國制造產品在世
界上的地位，得從兩方面入手，“從態
度上說，要追求工匠精神，也就是把電
子產品當作藝術品來打造，在細節處也
做得完美；從硬件上說，要想提升核心
競爭力，就必須鼓勵創新，加強對知識
產權的保護”。
想要中國制造有更好的發展前
景 ， 69.5% 的 受 訪 者 建 議 重 視 知 識 產
權保護和核心技術研發；54.4%的受訪
者認為應鼓勵創新，為中國制造註入
活力；53.7%的受訪者認為應該摒棄粗
制濫造，追求精益求精；44.7%的受訪
者認為應提高中國制造業從業者的素
質；30.6%的受訪者認為應加大科研成
果的商業應用。
孫雨覺得中國制造的產品在局部質
量和特色方面做得還不夠好，會出現壹
些小問題，比如有的手機用時間長的話
會發熱，“比起整體質量，我更看重細
節的品質”。
“現在很多年輕人很註重外觀的設
計感，中國制造的產品壹定不能在這個
方面存在短板。”孫雨說，“如果能將
中華民族的特色文化融入新穎設計之中
，古典和創新相結合，這樣的中國制造
想不火都難。”

中國船廠首次為國外石油公司設計建造的生產儲卸油平臺完工開航
綜合報導 總部設在上海的中遠海運集團 9 日
宣布，集團所屬中遠海運重工有限公司旗下主力船
廠——南通中遠船務為英國 DANA 石油公司設計建
造的圓筒型浮式生產儲卸油平臺（FPSO）總包項
目“希望 6 號”（WESTERNISLES）當天在啟東宣
告完工開航。
這是中國船廠首次為國外石油公司完整建造的
FPSO 總包項目。標誌著中國海工裝備制造業實現
了從中端產品向高端產品設計建造的裏程碑式的重
大跨越。該平臺將拖航至英國北海區域投入作業，
為 DANA 石油公司發展北海業務和建立新生產線發

揮重要作用。
該 FPSO 平 臺 主 甲 板 直 徑 78 米 ， 高 度 36.5
米 ， 總 重 近 28000 噸 。 上 部 模 塊 主 要 由 原 油 分
離裝置、生產水處理裝置和氣體壓縮裝置(包
括 水 露 點 分 析 裝 置) 組 成 。 總 液 氣 處 理 能 力
50000 桶 / 天 ， 最 大 原 油 處 理 能 力 44000 桶 / 天 ，
最 大 原 油 存 儲 量 為 400000 桶 及 40MMscfd 的 氣 體
處理能力。
它滿足挪威 DNVGL 船級社規範和英國 IVB 獨
立第三方驗證的要求，參照挪威 NORSOK 標準，可
連續在海上服役 20 年。平臺自動化控制程度高、

安全可靠性強，報警點多達 17000 多個，符合 PED
壓力設備準則、ATEX 防爆要求、OSCR 安全規範
及 PUWER/FPEER/LOLER 等英國規範要求。不僅填
補了中國海工設計建造技術的多項空白，在全球
FPSO 市場也屬壹流水準。
據介紹，“希望 6 號”項目是中國海工裝備制
造企業從國外獲得的第壹個從設計、采購、建造、
調試到部分海上安裝和運輸的總包壹站式交鑰匙工
程（EPC）。在技術設計、模塊建造和平臺調試上
首次實現了中國 FPSO 項目的總體完成，多項技術
填補了國內海工空白，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DANA 公 司 全 球 項 目 總 監 EikoVanDalen 表
示 ，“該 FPSO 是設計卓越和工藝出眾的顯著典
範，體現了中遠海運員工壹流的的工藝和技能
水平。英國北海標準是世界上海工裝備的最高
標準，我們為交付了符合此標準的 FPSO 而感到
驕傲。”
在開航慶典儀式上，來自韓國國家石油公司、
英國 DANA 石油公司、伊藤忠商事石油勘探公司、
中國國家工信部、中遠海運重工有限公司等相關各
方的嘉賓共同為“希望 6 號”主禮，為 FPSO 平臺
開航送上祝福。

新聞圖片

晶瑩剔透！
晶瑩剔透
！世界首個
世界首個“
“冰”圖書館在俄羅斯落成

俄羅斯貝加爾斯克，
俄羅斯貝加爾斯克
，Gora Sobolinaya 滑雪勝地建立了壹個神奇冰
塊圖書館 ， 記錄了來自世界各地民眾的心願
塊圖書館，
記錄了來自世界各地民眾的心願。
。 這些冰塊都來自貝加
爾湖，
爾湖
，目的是為了迎接 2017 年 Zimniada
Zimniada。
。

世界最大帆船遊艇
俄富豪斥巨資打造
丹麥 Elsinore
Elsinore，
，世界上最大的超級帆船遊艇
世界上最大的超級帆船遊艇Sailing
Sailing Yacht A經過丹麥
A 經過丹麥，
，將前往挪威
將前往挪威。
。據了解
據了解，
，俄羅斯
大亨安德烈?梅爾尼琴科
大亨安德烈?
梅爾尼琴科（
（Andrey Igorevich Melnichenko）
Melnichenko）斥資 2.6 億英鎊
億英鎊（
（約合人民幣 25
25..67 億元
億元）
）
在德國建造了壹艘豪華遊艇，
在德國建造了壹艘豪華遊艇
，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壹艘帆船遊艇
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壹艘帆船遊艇。
。Sailing Yacht A 長約 143 米，高
約 91 米，以遊艇的角度來說絕對是當之無愧的巨物了
以遊艇的角度來說絕對是當之無愧的巨物了。
。除了尺寸
除了尺寸，
，它在設計上也有許多看點
它在設計上也有許多看點。
。Sailing
Yacht A 的桅桿以碳纖維所制
的桅桿以碳纖維所制，
，因此成為了世界上最高且強度最大的復合式獨立結構之壹
因此成為了世界上最高且強度最大的復合式獨立結構之壹。
。新遊艇采用
柴電發動機驅動，
柴電發動機驅動
，最高速度可達 20 節，巡航速度也能達到 15
15..6 節。它總共分為八層
它總共分為八層，
，可以容納 20
位客人和 54 位船員
位船員，
，甚至還有 3 個遊泳池以及壹個直升機停機坪
個遊泳池以及壹個直升機停機坪。
。

比利時進入狂歡季 民眾盛裝遊行

在比利時小城埃米訥，
在比利時小城埃米訥
，壹名小女孩乘坐花車參加狂歡節遊行
壹名小女孩乘坐花車參加狂歡節遊行。
。當日
當日，
，
為期 3 天的第 16 屆埃米訥狂歡節進入高潮
屆埃米訥狂歡節進入高潮。
。每年 2、3 月間
月間，
，比利時全
國各地都會舉行為數眾多的狂歡節，
國各地都會舉行為數眾多的狂歡節
，埃米訥狂歡節就是其中之壹
埃米訥狂歡節就是其中之壹。
。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February 12, 2016 | John T. Robbins, Editor

Trump, In Reversal, Tells Chinese Leader
He Will Honor 'One China' Polic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Had A Cordial Telephone
Discussion On Thursday.

In a major reversal,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ol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e will respect Beijing's
'One China' policy in a phone call on Thursday,
February 9, the White House said.
The United States for decades has recognized Beijing
as the only government of China but has maintained
unofficial ties with Taiwan. Beijing has refused to
recognize Taiwan, which has been ruled separately
since the two sides split in 1949 at the end of a civil
war.
Trump for months had taken a hard line toward
China, complaining about what he called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provoking Beijing's ire by accepting
calls from Taiwan's president in what was seen as a
breach of protocol.
But Trump signaled a change of heart on February
8 when he sent Xi a New Year's greeting saying he
sought 'to develop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that
benefits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Chinese president, who had asked Trump during
the lengthy phone call to honor the 'One China' policy,
afterwards expressed 'appreciation' for Trump's
affirmative response.
Xi called it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and said he hopes now to 'push bilateral
relations to a historic new high.'
The White House described the call as 'extremely
cordial' and said the two leaders had invited each other
to visit.
During the phone conversation, the two leaders
discussed "numerous topics," including Trump's
commitment to honoring the "One China" policy.
Trump’s questioning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has been
the source of escalating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ever since Trump was elected on November 8
last year.
Trump “agreed, at the request of President Xi,” to
honor the "One China" policy, the White House said.
The White House, in its statement also described
the phone call as "extremely cordial," adding tha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engage in discussions and negotiations on various
issues of mutual interest."
The two leaders also invited each other to meet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look forward to
further talks with very successful outcomes," the
statement read.
Since assuming power, Trump has accused Beijing of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a deliberately undervalued
currency.
Trump has,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repeatedly questioned the
"One China" policy, suggesting
he was open to negotiation.
He has also criticized China's
military buildup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has accused
Beijing of doing too little to
pressure neighbor North Korea

with several world leaders over the phone and in
person in the last two weeks; however, Xi’s name was
conspicuously absent.
During a daily press briefing,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Lu Kang confirmed that the President
had received the letter.
Kang said China "highly commended" Trump for the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wishing the Chinese people
greetings for the new year and the Lantern Festival.
He dismissed suggestions that Beijing took offense in
over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the timing.
His phone call with the Taiwanese president Tsai Kang said, “It is known to all that since President
Ing-wen, in particular, upset China with the country Trump took office, China and the U.S. have been in
lodging a diplomatic protest too.
close contact.”
In the course of the period since Trump’s ascension, Adding, “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China has decried the phone call but has rejected the develop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ther accusations.
He added, “China is ready to work with the U.S. to
The U.S. president has also threatened a 45 percent expand cooperation and manage any differences
tariff on Chinese imports and made some disconcerting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upholding non-conflict
statements about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non-confrontation, mutual respect and win-win
Earlier, the U.S. president sent a letter to Xi belatedly cooperation, so that bilateral ties develop in a healthy
wishing him a happy Lunar New Year.
and stable way.”
Reacting to the letter, China Daily said the letter He further said that “just as President Xi has said,
conveys the "reassuring message that bilateral relation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oth have a responsibility
are still on the right track despite suggestions that the to safeguard world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promote
Trump administration may abandon the One China glob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policy."
Adding, “Cooperation is the only right choice for
In the letter, Trump said he looked forward to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with Jinping "to develop
Meanwhile, Shi Yinhong, a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that
foreign affairs adviser to China’s
benefits both countries.
cabinet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This, after Trump became the only
on American Studies at Renmin
U.S. president in recent years to
University in Beijing, called
have failed to issue greetings to the
Trump's letter “better than nothing,
world's most populous nation on its
but it’s only a very small gesture.”
most important holiday on January
“Trump’s China policy hasn’t taken
28.
a clear shape yet, although all the
Speculation on whether it was an
signs so far point to a combative
U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oversight or an intentional slight
approach,” he added. (Courtesy
wished Chinese president Xi and
were rife post that.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
the Chinese people a very happy new
The U.S. president then spoke
com/index.php/sid/25162121)
year and Lantern Festival.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Downplays
Predictions Of War With U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Wang Yi with his Australian counterpart Julie Bishop at
Parliament House in Canberra last Tuesday. (Photo: AFP/
Getty Images)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has taken a swipe at
Steve Bannon, Donald Trump's chief strategist, for
predicting China and the US will eventually go to war.
He said that any "sober-minded politician" would
understand that both sides would lose from such a
conflict.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met with the
Australian foreign minister, Julie Bishop, in Canberra
on Tuesday to discuss trade and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 a press conference afterwards, he was asked if he
was concerned about a possible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give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signaled
that it wants to take a stronger and more aggressive
stance towards Beijing, and Bannon last year predicted
that the two nations would go to war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t emerged last week that Bannon, during a radio show
hosted on the far-right website Breitbart in March
2016, predicted that the US would go to wa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five to 10 years".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at," he said. "They're taking
their sandbars and making basically stationary aircraft
carriers and putting missiles on those. They come
her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front of our face – and
you understand how important face is – and say it's an
ancient territorial sea."

"Any sober-minded politician, they clearly recognize
that there cannot b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both will lose, and both sides
cannot afford that."
Chinese military officials and state media have also
raised the specter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major
powers since Trump's election.
Strategic analysts generally say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likely to take a firmer line against
China on issues such as its island-buil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an its predecessor. However, many also
say that Beijing has already achieved its main goal of
taking strategic control of the key trade rout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have soured
after Trump upset Beijing in December by taking a
telephone call from Taiwan's leader Tsai Ing-wen and
threatened to impose tariffs on Chinese imports.
Rex Tillerson, during his confirmation hearing in
January to become US secretary of state, said that
China should be barred from the artificial islands it had
buil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re going to have to send China a clear signal that,
first, the island-building stops and, second, your access
to those islands also is not going to be allowed," he
said. "They are taking territory or control or declaring
control of territories that are not rightfully China's."

Rex Tillerson, U.S. Secretary of State

His comments encouraged the former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Paul Keating to issue a public statement
castigating Tillerson for warmongering.
"Tillerson's claim that China's control of access to the
waters would be a threat to 'the entire global economy'
is simply ludicrous," Keating said. "No country would
be more badly affected than China if it moved to
impede navigation."
'Open World Economy'
Wang also downplayed any prospect of China's joining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rade deal, from which
the US has withdrawn under Trump but about which

Steve Bannon, chief strategist fo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ang dismissed concerns of war on Tuesday, saying
"irrational statements" had often been made about
China-US relations in the last four decades. "But such
statements aside,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has defied
all kinds of difficulties and has been moving forward
continuously," he said.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Australia remains enthusiastic.
He hinted that the standards had been set by a small
group of countries that did not serve the benefits of all
potential players.
Wang called on global leaders to reject protectionism,
which Trump has backed with his "America First"
economic plans.
"It is important to firmly commit to an open world
economy," Wang added. "It is important to ste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wards greater inclusiveness,
broader shared benefit in a more sustainable way."
Just days ahead of Trump taking offic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as in Switzerland as the keynote
speaker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offering a vigorous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 and
signaling Beijing's desire to play a bigger role on the
world stage.
As China called on nations to be open to offshore
investment, Wang said that Beijing would link its
"One Belt, One Road" policy with Australia's plan to
develop its remote northern region.
The program announced by Xi in 2013 envisages
investments by China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cluding railways and power grids in central, west and
southern Asia, as well as Africa and Europe. (Courtesy
http://sino-us.com/43/095520940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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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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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崗石廚房檯面 部分花崗石樣板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 6 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GRANITE MASTER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花崗石

NEW

櫥櫃
動
活
白色
15% OFF

平方呎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帶按裝費＊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32 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軟滑軌關閉抽屜

櫥櫃 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14
14..

95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

免費估價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

www.cmdgroupusa.com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Design & Remodel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832-353-6900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877-3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