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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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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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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德州新聞
星期二 2017年2月14日 Tuesday, February 14, 2017

（本報訊）由於德州本月流感肆虐，目前已導致九所
學校停課一天或更長時間。

根據德州健康機構發言人的聲明，盡管在聖安東尼奧
附近的Medina ISD and Hunt ISD都出現了嚴重的流感病情
，但是今年的流感病源主要是在Bexar County。

官方表示在這個地區已經做了分散式的調查實驗，已
經發現流感病毒的病源所在。

從去年的十月份開始到今年的五月份，都屬於流感季

節。
而此次流感季節，受到傳染的病人數量明顯增多。
位於聖安東尼奧西北部的 Kerr County，Hunt 獨立學

區由於有超過50名學生被流感傳染，因此該學區上周關閉
了校園，經過衛生部門的清理後才又重新使用。

截止目前，該校已經有169名小學和初中學生被流感
傳染，學校的情人節舞會也被迫取消。

針對流感季節，醫生提出的防範建議，包括接種流感

疫苗。洗手是最簡單，最有效，最便宜的避免流感病毒傳
播的方法，一定要養成不隨便揉眼睛，擦鼻子，含手指的
習慣。不要過份接近防止傳染所謂鍛煉身體，增強免疫力
，醫生建議上小學的孩子們每天最好要有十小時的睡眠時
間以保證健康。生病的孩子則需要更多的休息時間，恢復
體力和免疫力。蔬菜和水果裡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質和各
類維生素，對提高身體的免疫力非常有幫助。

流感季節來臨 德州九所學校關閉

美流感患者急劇增加 已有20名兒童死亡
（本報訊）美國聯邦衛生官員日前表示，美國日前流

感患者人數急劇增加。
據報導，美國聯邦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流行

病學家布拉姆日前指出，近期與流感相關的死亡和住院人
數持續增加，大部分是65歲以上和4歲以下患者，到目前
為止，已有20名兒童死於流感。

他表示，截至目前死於流感的兒童比去年同期大幅上
升，而今年死於流感的總人數恐將超過去年。據悉，去年
共有128名兒童死於流感相關的並發症。此外，CDC報告
還稱，五、六十歲的住院患者也在增加，並可能將超過兒

童人數。
衛生官員指出，現在注射流感疫苗還為時不晚，對那

些體弱的年輕人、老年人、孕婦和慢性病患者尤其重要。
布拉姆表示，最佳的疫苗注射期是在十月，但為了以后及
來年的預防，現在仍可以接種疫苗。

根據CDC數據顯示，在南部和中西部一些州和東部
流感活動尤其嚴重，尤其在賓夕法尼亞、紐約和康涅狄格
州最嚴重。布拉姆預測，本月底將會看到流感活動的高峰
期，但感染人數會持續增加至3月，但何時為高峰期直到
發生幾個星期后才可以確定。

她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流感病毒仍然是H3N2，對年
老者和兒童影響最大，此外，H1N1和B病毒也有感染病
例。而今年的疫苗將針對所有的病毒。她還對為65歲以上
老人接種超效疫苗的做法表示了贊同，超效疫苗有兩種類
型：高劑量疫苗和佐劑疫苗。

CDC建議，任何年齡在6個月以上的人都應接種流感
疫苗，除了老人、慢性病患者，孕婦也屬於感染高危人群
，需要及時接種疫苗。同樣，新生兒母親也需要注射流感
疫苗來保護他們的嬰兒，直到孩子6個月大的時候在為孩
子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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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診所地址：：96009600 BellaireBellaire 211211室室((王朝商場二樓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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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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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Tang HoTang Ho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時事圖片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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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罕見的家夥叫這罕見的家夥叫““Ayam CemaniAyam Cemani”，”，原產於印度尼西亞原產於印度尼西亞。。
讓人不可思議的是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這種雞不僅外表烏黑這種雞不僅外表烏黑，，甚至連五臟六腑都甚至連五臟六腑都
是全黑的是全黑的。。它之所以能黑的如此徹底它之所以能黑的如此徹底，，是有壹種名叫是有壹種名叫fibromelfibromel--
anosisanosis的黑肉基因形成的的黑肉基因形成的，，不過專家表示不過專家表示，，這種基因突變是無這種基因突變是無
害的害的。。網友網友：：這是雞中的這是雞中的““蘭博基尼蘭博基尼”，”，噢耶噢耶！！

俄羅斯少年參加軍訓俄羅斯少年參加軍訓 格鬥武裝突襲樣樣精通格鬥武裝突襲樣樣精通

俄羅斯少年在位於斯塔夫羅波爾郊外的葉爾莫洛夫軍校壹處營地參俄羅斯少年在位於斯塔夫羅波爾郊外的葉爾莫洛夫軍校壹處營地參
加軍事訓練加軍事訓練。。圖為參加軍訓的少年正在進行武裝突襲訓練圖為參加軍訓的少年正在進行武裝突襲訓練。。

菲律賓國際熱氣球節開幕菲律賓國際熱氣球節開幕
各色熱氣球畫風清奇各色熱氣球畫風清奇

國際熱氣球節在菲律賓邦板牙舉行國際熱氣球節在菲律賓邦板牙舉行。。各色熱氣球逐個升空各色熱氣球逐個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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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 動 傷 專 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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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物流費用率降至約7%

商務部聯合發改委等四部門發布

《商貿物流發展“十三五”規劃》（以

下間稱《規劃》）提出，“十三五”期

間，基本形成城鄉協調、區域協同、國

內外有效銜接的商貿物流網酪；商貿物

流標準化、信息化、集約化和國際化水

平顯著提高，標準托盤使用率達到30%

左右，批發零售企業物流費用率降低到

7%左右。

專家認為，當前，我國商貿物流面

臨的最大問題是集約化程度不高。今

後，我國商貿物流行業要培育綜合實力

強的大型物流企業，應鼓勵建物流信息

平臺、聯盟，再從平臺過渡到大型運輸

集團，鼓勵無車承運人，把品牌做大，

提高滿載率，提高物流效率。

鼓勵商貿物流企業進行資產重組

外賣、買衣服、訂鮮花……如

今，這些服務都可以在智能手機上輕

松完成。近年來，智能手機的普及和

移動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大大便

利了人們的生活，與之配套的各類物

流服務也成為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組

成部分。

“在新經濟、新業態不斷出現的

時代，物流行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越

來越重要，甚至可以說起到了引領作

用。”中國快遞咨詢網首席顧問徐勇

告訴記者。

“批發、零售、住宿、餐飲、居民服

務等商貿服務業及貨物貿易迅速發展，

對商貿物流服務需求不斷擴大。”《規

劃》稱。

壹直以來，我國物流費用居高不

下，成為企業運行的沈重負擔。根據中

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上月發布的《中

國物流業 2016年發展回顧與 2017年展

望》中提到，2016 年物流總費用約 11

萬億元，增長3%左右，與GDP的比率

有望降至15%以內，這是該數值連續4

年下降。

但從全球來看，這壹比率仍然高於

世界平均水平。可與之比對的是，發達

國家這壹比率在8%—9%，其中美國物

流成本約為當年GDP的8%；日本物流成

本約為當年GDP的11%。

《規劃》提到，“十三五”期間，

商貿物流成本明顯下降，批發零售企業

物流費用率降低到7%左右，服務質量和

效率明顯提升，基本建立起高效集約、

協同共享、融合開放、綠色環保的商貿

物流體系。

“到2020年物流費用率降低到7%

左右。”徐勇表示，但這個目標不

易完成，原因在於我國物流產業集

中度太低，空駛率太高，東西部經濟

發展的差距導致東西往返的配載不匹

配等。

“比如，從東部到西部，物流車還

是滿車運輸的，但從西部到東部返程

時，這些車都是空的，導致物流運輸效

率比較低。”徐勇介紹，另外與其他國

家相比，我國油費、路橋費等費用高

企，都使得降成本異常艱難。

在他看來，從種種現實因素來看，

目前降低空駛率仍然比較困難，鐵路和

公路運輸分配不合理，而由於“兩頭”

費用太高，我國鐵路運力還在下降。另

外，不同於美國有七大物流企業，在我

國尚未有大型物流企業，導致空駛率這

個問題難以解抉。

對此，《規劃》也做了相關安

排。按照要求，鼓勵商貿物流企業進

行資產重組、業務融合和流程再造，

形成壹批技術水平先進、主營業務突

出、核心競爭力強的大型現代物流企

業集團。鼓勵中小企業通過聯盟、聯

合等方式，實現資源整合優化，提升

集約化發展水平。鼓勵大企業通過平

臺集聚帶動中小企業的組織化和信息

化水平提高。

廣深被列為全國性商貿物流節點
城市

此外，《規劃》還要求，“十三

五”期間，商貿物流標準化、信息化和

國際化水平顯著提高，商貿流通領域托

盤標準化水平大幅提升，標準托盤使用

率達到30%左右，先進信息技術應用取

得明顯成效，商貿物流企業競爭力持續

增強。

“標準托盤的使用能夠大大提高

物流企業的裝卸效率，並且降低裝

卸費用，進而降低物流成本。”徐勇

解釋，從國際上來看，標準托盤使用

率 30%不是很高，但考慮到我國實際

情況，30%這個目標的設定還是比較合

理的。

《規劃》還提出，要構建多層次商

貿物流網酪。按照要求，服務於“壹帶

壹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

濟帶發展等國家戰略，構建具有國際競

爭力、區域帶動力的全國性商貿物流節

點城市和具有地區輻射能力的區域性商

貿物流節點城市。

值得關註的是，根據《規劃》提供

的名單，廣州、深圳等39個城市被列為

全國性商貿物流節點城市，東莞、佛山

等64個城市被列為區域性商貿物流節點

城市。

此外，《規劃》還要求，推進物

流員區轉型升級，加強員區水、電、

路、網酪、通信、熱力等基礎設施建

設，提升倉儲、運輸、配送、信息等

公共服務水平；加強城市配送中心建

設，支持具有公益性的城市配送公共

服務設施建設，推動位於城市或城鄉

接合部的貨運場站轉型為社會化配送

中心。加強末端配送網點建設，提升

末端配送網點覆蓋率。

《規劃》也要求，加強商貿物流

標準化建設，以標準托盤循環共用為

切入點，推廣包裝基礎模數和集裝器

具，帶動上下遊物流標準化水平提

高。構建多層次物流信息服務平臺，

發展經營範圍廣、輻射能力強的綜合

信息平臺、公共數據平臺和信息交易

平臺。

中企並購歐司朗照明業務獲德美兩國批準
綜合報導 德國歐司朗（OSRAM）公司發言人

表示，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已批準歐司

朗向中資財團出售其照明業務。由於德國經濟部今

年1月已對此亮出綠燈，這樁收購目前只待中國監

管部門最終批準即可完成。

總部位於德國慕尼黑的歐司朗是壹家擁有超過

110年歷史的著名企業，其產品涵蓋民用照明設備

到紅外線和激光等高科技照明設備，被廣泛應用於

虛擬現實、自動駕駛、智能手機和建築以及智慧城

市等。

此次歐司朗擬出售的為單獨拆分之子公司、

主營家用照明燈具的朗德萬斯（Ledvance）。自

2016年中旬朗德萬斯從歐司朗中完成拆分以來，

已有多家中國企業表達了並購意願。同年7月26

日，歐司朗監事會決定將朗德萬斯出售給由木林

森、IDG資本和義烏國有資產運營中心組成的中

國財團。

歐司朗向中企出售照明業務與美的並購德國著

名機器人制造商庫卡、中企洽購德國半導體企業愛

思強三起並購在2016年引發媒體關註。

其中，美的並購庫卡在遭到德國時任經濟部長

表態反對後，壹度被認為將“擱淺”。但此項並購

最終仍於2016年8月順利通過德方審查。

同年10月，德國經濟部出人意料地撤回了對

中企並購愛思強的許可並重新啟動審查。12月，時

任美國總統奧巴馬下令禁止愛思強將美國業務售予

中企。福建宏芯投資基金最終放棄了對愛思強的並

購。

德國經濟部在宣布重審愛思強並購案時曾

表示，將會進壹步深入調查中企對歐司朗的收購

計劃。

不過，到今年1月30日，歐司朗發言人證實，

德國經濟部已批準歐司朗出售朗德萬斯給中企。

本月11日，歐司朗發言人向德國《商報》表

示，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也已放行此項

收購。分析認為，至此理論上只需中國監管部門批

準，中資財團即可如期於2017財年完成對歐司朗照

明業務的收購。

歐司朗在汽車照明領域具有全球市場和技術領

導者的地位。德國《明鏡》在線指出，出售其朗德

萬斯將使歐司朗剝離其擁有20億歐元銷售額和1.25

萬雇員的面向終端客戶的照明業務。今後，歐司朗

料將告別傳統的燈泡、鹵素燈等產品，改為專註於

LED技術和利潤豐厚的汽車專用照明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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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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設 備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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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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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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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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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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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副 刊

THE ORIGIN OF VALENTINE’S DAY                         情人節的來歷 
                                                                                           陳少明/文                                                            

Valentine’s Day, also called Lover’s Day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is to commemorate  Valentine of Terni, a 

widely recognized third-century Roman priest, who 

was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and executed by Roman 

Emperor Claudius II on Feb 14, 269 A.D.   

瓦倫丁節在許多其他國家，也被稱為情人節。其實這個
節日是為了紀念﹐廣為人知﹐第三世紀羅馬的教長特爾
尼的瓦倫丁。他因皈依基督教而被羅馬皇帝克勞迪烏斯
二世在公元269 年2月14日處死。 

A popular saying is that he was arrested and 

imprisoned upon being caught marrying Christian 

couples and otherwise aiding Christians who were at 

the time being persecuted by Claudius II, and helping 

Christians was considered a crime at the time. 

Claudius at first took a liking to his prisoner. However, 

when Valentinus tried to convert the Emperor, he was 

condemned to death. He was beaten with clubs and 

stones; when that all failed to kill him, he was 

beheaded outside the Flaminian Gate of ancient 

Rome. 

一個普遍的說法是，當時他被發現為基督徒夫婦証婚並
幫助其他被克勞迪烏斯二世迫害的基督徒時，他遭到逮
捕和監禁。當時在羅馬，幫助基督徒被認為是一種罪行。
克勞迪斯起初對他的這個囚犯有點好感。 然而，當瓦
倫丁試圖改變皇帝的信仰時，他被判處了死刑。他先是
被亂棍和石頭擊打; 可是均未能置他於死，他最終是被
斬首在古羅馬的弗拉明安門外。 

In Ancient Rome, the ”traditional” way of marriage was  

to have polygamy partners, and against all odds, St.  

 

 

 

 

 

 

 

 

Valentine wanted to keep marriages in a Christian way,  

that is ”one man and one woman relationship,” and that 

was also considered a sin at the time.  

有一個傳說﹐在第三世紀古羅馬，“傳統”的婚姻是一
夫多妻制，可是聖.瓦倫丁卻不以為然，他要以基督教
的方式來對待婚姻，那就是“一男一女的關係”，這在
當時被認為是一種 罪行。 

St. Valentine was also imprisoned for performing 

marriage ceremonies for young soldiers against 

command of Emperor Claudius II. This ban was 

because Claudius believes that unmarried soldiers 

fought better than married soldiers, because married 

soldiers might be afraid of something unexpected 

might happen to their wives or families if they died. 

聖.瓦倫丁曾因反對克勞迪斯二世命令﹐為年輕戰士舉
行婚禮而被監禁。 這個禁令是因為克勞迪斯認為未婚
士兵比已婚士兵的戰斗力更強，因為已婚士兵可能會擔
心他們如果戰死，他們的妻子或家庭可能會發生什麼預
料不到之事。 

Another legend says when Valentine was in the prison, 

he cured the warden’s daughter blind eyes through 

prayers. When Claudius heard this miracle, he was 

very afraid of Valentine's extraordinary powers, and 

thought it might shake his regime. As a result, he 

ordered to execute Valentine. On the morning of 

Valentine's execution, he wrote an affectionate farewell 

letter to the warden’s daughter. The letter's inscription 

is "From your Valentine". After his death, the re-see 

again girl, planted a red flower apricot tree on his tomb,  

 

 

 

 

 

 

 

 

in the memories of their emotions. This day was  

Feb 14. 

另一個傳說是，瓦倫丁在牢獄中以禱告治癒了典獄長女
兒失明的雙眼。當克勞迪烏斯二世聽到這一奇蹟後，非
常害怕瓦倫丁的這種超然能力，認為這可能動搖他的政
權。於是下令將瓦倫丁處死。傳說在瓦倫丁被行刑的那
一天早晨，他給典獄長女兒寫了一封情意綿綿的告別信。
信的落款是：「你的瓦倫丁」。這一位重見光明的少女，
後來在他的墓前種了一棵開紅花的杏樹，借此來追念他
們的這段情思。而這一天﹐正好是2月14日。 

The feast of St. Valentine of February 14 was first 

established in 496 by Pope Gelasius I. Since then, time 

has passed so long, facts about his life seems not all 

reliable and some of them might come from different 

persons with the same name.  In 1969 the Catholic 

Church removed his name from the General Roman 

Calendar, leaving his liturgical celebration to local 

calendars﹒ However, the final Saint Valentine's Day, 

was retained in the local people's calendar, and 

pass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celebrated 

worldwide until today﹒ 

         教皇格拉西烏斯一世將公元496年2月14日正式訂
為第一個聖.瓦倫丁節。此後，因為過往歲月的久遠，
關於他生活的事蹟似乎有些不十分可靠了，其中有些可
能來自同一名字的不同人, 因此1969年天主教會便從通
用羅馬日曆中刪除他的名字。但是﹐最終這個聖瓦倫丁
節﹐仍被保留在老百姓的地方日曆中﹐代代相傳﹐並在
世界范圍內加以慶祝﹐直到今天。 

星期二 2017年2月14日 Tuesday, February 1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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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年多異常熱烈的選舉過程，終於在上週看到川普
總統的就職盛典。這也是離開華府後，第一次由電視上看
到國會大廈內部和廣場前那些熟悉的景點，令人好懷念以
前在那兒親身參與過的種種活動。因為川普的背景和個性
，這個新總統會帶來與歷來美國總統完全不同的經驗，也
可能會帶領我們，甚至全世界，走向一個不同的境界。

首先，由他那那簡單明瞭，包括了許多”民粹主義“內
涵的就職演說裡（圖一），我們可以體會到他如何以“讓
美國再偉大”的口號贏得了美國中西部城郊選民的支持。
如果他也能在他那大多是華府政壇新人的團隊支持下，贏
得國會和聯邦政府員工們的合作，他的“反全球化“政策

可能會改變美國工商業的作為，為美國本土產生更多的工
作機會。在川普就職和成為“反全球化”代言人的同時，
中國的習近平出席了今年在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
”，高舉“經濟全球化”的大旗，要取代美國繼續推動全
球化。所以我們必須選擇一個更包容，將先進國家和新興
市場結合在一起的經濟制度。

如果包括川普在內的新領導們能更進一步，瞭解當下科
技發展的程度已經像無人汽車（圖二）那樣要改變美國的
交通，甚至客貨車駕駛員工的飯碗，他們就能理解美國不
能用保護工作的老方法來解決它基層草根的失業問題。同
樣地，如果中國不能改進它的教育和經濟制度，它那由

“經濟全球化”所得到的繁榮也無法抵擋所謂人工智慧化
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對社會，特別是勞工們要帶來的變
動。除非中國的政經領導們瞭解現代科技發展的情形，中
國遲早也會步上英美後塵，在環保問題之外，面臨廣大失
業大軍和百姓們的痛苦呻吟。

生活在這個科技發展中心的矽穀，瞭解到新科技能為我
們帶來的變動，包括財富不均等社會問題。希望我們這位
第一次由億萬富翁出身的新總統能在他民粹主義的旗海裡
找到一條帶領我們走向新世界的方向。

新人新政新人新政新世界新世界

友email來一段智慧之言： 「遇到困難有因緣果報觀，
面對境界容易心開意解，這就是解脫。」期能共勉之。但，
這 「智慧之言」說的對嗎？說的好嗎？有智慧嗎？能共勉嗎
？

那是證嚴法師所說的靜思語。
一直以來，我就認為證嚴法師的中文怪怪的。當然，她

不是學文學的，志向也不在中文，我如此說她的中文，並不
會減損她早已建立的不朽志業，她濟世救人的成就，在華人
中，很難有人能夠超越她吧？！

本文只是小評名人所說所寫，就文論文，例如這句，
「遇到困難有因緣果報觀」，遇到困難就分析困難、解決困

難、放下困難，就完事了，有必要扯到因緣果報觀嗎？第二
句 「面對境界容易心開意解」，這就更不通了，面對境界，
是面對什麼境界？若照王國維所說，人生有三境界，第一境

界（立大志、下決心）、第二境界（執著地追求、忘我地奮
鬥)、第三境界（豁然領悟、功到事成），是要面對第幾個
境界呢？若依儒林外史．第十七回： 「同一個年、月、日、
時，一個是這般境界，一個是那般境界，判然不合。」境界
有這般、有那般，種類繁多呢。 「面對境界」為什麼就 「容
易心開意解」？這句話由我看來，真是不知所云。

再看看整句話： 「遇到困難有因緣果報觀，面對境界容
易心開意解，這就是解脫。」我懷疑有多少人懂得證嚴法師
所說的 「解脫」。

解脫，就是不受束縛，不受任何限制、委屈、壓抑、慾
望、名利等等等等的束縛。人死了，就是解脫。簡簡單單的
一個 「解脫」，卻要複雜化、高深化、抽象化、不知所云化
，何苦呀？如何解脫呀

若按照佛教所所， 「解脫」是指修行者的心已完全息滅

貪、瞋、癡、疑等一切煩惱的境界。大佛頂首楞嚴經．卷六
： 「若諸眾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塵，欲身清淨，我於彼前
，現梵王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

這些都比證嚴法師所說的 「解脫」更加淺顯易懂吧。
名人所說所寫，偶有狗屁不通之處，不可盲從，畢竟名

人也是人。

文/金大俠

圖一。川普總統

文/蔡老師

名人名人所說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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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週四 B4 版） 網路詩友們將冰花稱
為“情詩皇后”、詩壇“一號玫瑰”，皆因她
的愛情詩和鄉愁詩都寫得非常出色，哲理詩也
頗有趣味。詩友們將冰花的詩歌體裁定義為
“冰花體”，那麼，冰花詩歌到底有何風格
特色？我帶著這個問題開始進入冰花的詩歌
世界。

冰花的詩歌語言清新流暢，沒有任何晦澀
難懂的詞語，語境也比較明朗，絕不“朦朧”
；文字語境表達的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生靈和
景物，詩歌意象鮮明生動，並且使用了大量的
傳統詩歌經典的語境或意象，讓讀者很容易理
解，所以，冰花的詩歌不可能“先瘋”；冰花
的詩歌語言極其精練，惜字如金，具有音樂旋
律的美感！這也是她的詩歌被雅俗共賞迅速走
紅的根本原因。

在讀了幾十首冰花詩歌之後，筆者認為她
內心崇尚的是自然主義哲學，創作的是自然主
義詩歌，延續的是傳統詩歌的創作方法，詩歌
意象源自現代語境，體裁則是現代自由詩體，
有適度的韻律成分，其詩歌風格具有以下幾點
特色：
一、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詩抒懷

冰花說：我寫詩是以自然為首選, 寧肯少點
韻也要自然。我的詩觀是“以自然之眼觀物，
以自然之詩抒懷”（改晚清國學大師王國維評
價納蘭性德的“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
言情”）。詩歌，寫得自然就是最高境界。我
認為“自然”也是所有文學藝術的最高境界。

“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詩抒懷”是冰
花詩歌創作中始終堅持的兩項基本原則，也是
讀懂冰花詩歌的關鍵鑰匙。

“以自然之眼觀物”，看到的落葉、扇子、
浪花、荷葉、驚鳥等草木生靈，都被冰花寫進
詩中，均能向讀者傳達出韻味悠長的語境意象
；冰花詩歌的語境意象因為源于自然，這就必
然與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詩歌中的語境意象有
深厚的傳承關係。

冰花的詩歌總讓我想起以李白為首的唐詩風
格。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
月，低頭思故鄉”，詩中的“明月光” 、“地
上霜”這樣的語境意象誰會不懂？隨之而來的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意境立刻就浸
入肺腑。冰花的詩歌也具備這樣的特點，比較
典型的是《不是輕浮不是漂》和《雙面扇》，
都是以十分尋常的語境意象把讀者聽眾引入不
同尋常的意境世界之中。

“以自然之詩抒懷”，寫“自然”的詩，要
把詩歌寫得自然，就絕對不能矯情，就必須拋
棄“朦朧”、“先瘋”、“口水”及其“下半

身”。冰花的詩歌力求自然，其實並非是她的
首創，古今中外的優秀詩歌絕大多數都是“以
自然之詩抒懷”的，這才是詩歌創作的正途，
冰花的詩歌創作是回歸了詩歌的正途，是對矯
情和庸俗化的所謂詩歌的撥亂反正。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鮑勃狄倫的詩歌，
實際上也是“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詩抒
懷”，他的第一首成名作《答案在風中飄揚》
，歌中的語境意象“男人”、“白鴿”、“山
”、“大海”、“天空”都源于自然，也是
“以自然之眼觀物”，詩歌結尾定格的意境
“在風中飄揚”同樣是“以自然之詩抒懷”。
這首歌的歌詞簡單明白又充滿哲學思考，無論
雅俗聽眾都能從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答案，因而
極大的增強了歌詞內容的傳播性。反觀那些矯
情詩歌，雖然可以孤芳自賞，卻難以獲得廣泛
的認可。從現代傳播學的角度來看，矯情、庸
俗的所謂詩歌實在是自掘墳墓。
二、用真情動人心弦，抒大我無我層界

冰花認為：詩歌是文學藝術, 作者既是演員
又是觀眾, 做演員時 (寫詩時) 要入戲, 寫後自個
看戲時 (讀詩時) 看看是不是讓自己感動？要先
感動自己才有可能感動讀者。寫完要自拔, 不可
沉醉不醒。

詩人瘂弦曾把詩歌分作三個層界︰“抒小我
之情的層界，抒大我之情的層界，和抒無我之
情的層界”。詩歌作品不管是屬於那個層界，
都必然通過一個“情” 字，而這個“情”字，
便是詩歌的本質。

冰花的詩歌在用情方面正是沿著“小我——
大我——無我”這條詩路在前行，無論是她的
愛情詩還是鄉愁詩，看似在吟唱“小我”情懷
的喜怒哀樂，實則是抒發了大眾人生的悲歡離
合。《荷的心事》吟唱的不是一株荷花的心事
，《心碎》絕不是述說的冰花自己一人的護照
被剪掉一角時的無奈哀傷，《父親的淚水》豈
止是她自己父親一人的淚水，她的許許多多詩
歌的文字語境表述的是詩人自己一人的角度，
但這個“小我”的情感正是千萬個讀者聽眾的
內心情感，從而引發無數人的心靈共鳴，詩人
的歡笑成了讀者聽眾的歡笑，詩人的眼淚同時
成了大眾的眼淚，這樣的作品中的主體人物，
早就不是詩人這個“小我”，而是天下所有人
之“大我”，詩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進入“無
我”之境界。

詩人之“真情”是一種藝術化的內心體驗，

它可以是自己的親身體驗，也可以是對他人的
情感生活的“善解人意”的藝術感悟。猶如演
員入戲：本色演員只能演好與自己極其相似的
角色，也就是說只能演好自己，本色演員遇上
了好導演時，可以輕易演好與自己類似的角色
，可以一戲走紅；但本色演員常常是曇花一現
，總演自己會讓觀眾審美疲勞；性格演員則可
以演好各種角色，其內在秘訣在於這種演員能
夠感悟各種角色的內心情感。詩人也是如此，
本色詩人只能寫自己這個“小我”，這種詩人
的作品即使走紅也不過是過眼雲煙；性格詩人
則能感悟許許多多不同類型人物的喜怒哀樂之
情，能夠持續不斷的寫出感人肺腑的好詩歌。
所有的名家詩人都是感悟能力極強的藝術家，
冰花也是如此！她寫愛情詩，並非她要不停地
談戀愛，如果說她一直在戀愛的話，她始終不
渝戀愛的對象是詩歌藝術本身！正如著名畫家
黃永玉所說：普通人寫愛情詩是為了求愛，詩
人寫愛情詩是為了詩歌本身。冰花就是一個為
藝術不斷地用深情與詩歌談戀愛的詩人。

談到詩歌創作，冰花說：要想感動別人，就
必須要用真情創作，說真話，寫自己最真切的
感受和情懷。寫個體“小我”的真感受， “小
我”寫好了才能代表“大我”群體，才能得到
讀者的共鳴，從而達到“無我”的層界之境。
三、唯語境意象優美、求意境韻味悠遠

“以自然之詩抒懷”、“抒大我無我層界”
，這兩點無疑是詩歌創作的重要原則和方向，
但僅僅做到這兩點是不夠的，即便完全做到了
這兩點，寫出的作品不一定就能受到歡迎，因
為詩歌是一種藝術體裁，它需要給人美的愉悅
，需要精美的語境，傳情的意象和空靈、飄逸
、悠遠的意境！所以，詩人必須要有深厚的文
化底蘊、獨特的審美情趣和雕塑家那樣的藝術
功力。

冰花的文化底蘊來自於從小熟讀唐詩宋詞和
所受的文化教育，她的詩歌題材來源於生活中
的各種感悟，她的詩歌風格來自於她的審美情
趣和藝術天賦。她的很多作品都是空靈飄逸的
，但並不是每一首好詩都可以信手拈來。特別
是她的短詩，很少的幾個語境意象要承載一首
詩歌，構建深邃夢幻的意境，這當中有極大的
難度，這必須要有藝術家的“匠心”。

《不是輕浮 不是漂》這首獲獎詩歌短小精巧
，深受廣大詩友喜愛，但如果瞭解了這首詩發
表前的創作過程，就會知道一首好詩絕不是詩

人瞬間的靈光一閃。該詩的初稿是這樣的:

那難言的滋味/何時生何時亡/不該有的奢望/夢
裡為何又見/那縷春陽
又獨自行走/又悄悄淚流/眼看那玫瑰色的雲朵/
縮回了頭
行走卻無止無休/街頭的人都在笑/一個雲霧中/
不可救藥
河水溢出堤岸/柳枝搖點水跳/不是輕浮 不是漂
海水溢濕沙灘/浪花拍打石礁/不是輕浮 不是漂
下過雨刮過風/莫名的渴望是不能/雨風中/難收
的激流是鋒痛
求過觀音/再求觀音/願順風飄來的溫馨/交融 升
騰
河水溢出堤岸/柳枝搖點水跳/不是輕浮 不是漂
海水溢濕沙灘/浪花拍打石礁/不是輕浮 不是漂
最後定稿修改為:
河水溢出堤岸
柳枝搖點水面
不是輕浮 不是漂
海水擁抱沙灘
浪花撫摸石礁
不是輕浮 不是漂

上面這首《不是輕浮 不是漂》，改動前後的
效果很不一樣。改動前，這首詩歌也算過得去
，也具備了較高的水準，語境意象清晰，意境
指向明確，讀者可以按照詩人的暗示理解這首
詩歌；改動後，不僅語境意象少，意象的外延
也少，再加上流暢的節奏和語音韻律，這首詩
歌立刻就有了空靈的飄逸之美，有了藝術的翅
膀，可以展翅高飛了！

詩歌是唯美的藝術，真正的詩人都是唯美主
義者！冰花對詩歌的語境意象有嚴格的唯美追
求，她的所有優秀詩歌都是這樣反復推敲、精
雕細刻出來的，如何取捨，這就要考驗詩人的
天賦和靈性。冰花說：去掉那麼多, 我也很心
痛。 我覺得應該這樣, 因為詩歌作品, 不在於
長與短, 也不在於多與少。重要的是你寫沒寫
出自己的特色，寫沒寫出好的作品。再好的詩
人也寫過差的作品, 我就寫過一些不太好的作
品。徐志摩也這樣說過自己的作品。 我這樣
說, 不是效仿他，是真心話。知道自己的不足
, 才會有提高的階梯。

詩歌的文字確定了語境，語境承載的象徵
意義成為意象，意象的組合結構產生了詩歌意
境，而對意境的理解對讀者來說需要想像的空
間，詩人的作品越空靈，讀者的藝術想像空間
就越豐富多彩。正因為冰花對詩歌語境意象的
精雕細琢，才讓她的詩歌能夠產生空靈飄逸的
意境。（未完待續）

作者：李詩信走進馬里蘭華裔冰花的詩歌世界（四）

冰花詩歌的風格特色冰花詩歌的風格特色((上上))



two or three years to train carrier-based pilots.”
Professor Jin Yinan, a former director of the strategic 
research institute at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said in December that 
construction of the Type 002 started at the Jiangnan 
Changxingdao shipyard in Shanghai in March 2015.
Hong Kong-based military expert Liang Guoliang said 
China planned to produce two Type 002 carriers, each 
with a displacement of 85,000 tonnes, which would 

Abe said that the test was "absolutely intolerable," 
while President Trump sai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behind Japan, its great ally, 100%."
Japan's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Yoshihide Suga, said 
the fact the launch came as Abe met with Trump made 
it "a clear provocation to Japan and the region." Tokyo 
has already lodged protests against North Korea via its 
embassy in Beijing, he said.
What can the Pukguksong-2 do?
Sunday's test has stoked concerns that Pyongyang 
may be getting closer to a long-range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The Pukguksong-2 is nuclear-capable, state media 
claims, and can travel from 3,000 to 5,500 kilometers 
(1,864 to 3,417 miles).
A US official said the missile tested traveled 500 
kilometers (310 miles) before landing in the Sea of 
Japan and that it was launched from North Pyongan 
province.
It is believed to have used a solid-fuel propelled engine 
which enables faster launch and increases the mobility 
of the launch process, according to a spokesman of the 
South Korean Joint Chiefs of Staff spokesman.
The Joint Chiefs also believe that Pyongyang employed 
a cold-launching system, in which the missile is lifted 
off the ground using pressure and then ignited mid-
flight, as opposed to igniting it on the ground -- which 
is said to be less stable, the spokesman said.
Kim expressed satisfaction over "the possession of 
another powerful nuclear attack means, which adds 
to the tremendous might of the country," state media 
reported. (Courtesy http://www.cnn.com/2017/02/12)

China will not adopt highly advanced electromagnetic 
take-off technology on its second domestically built 
aircraft carrier but instead rely on a conventional 
system, naval experts say.
The Type 002 vessel – the country’s third aircraft 
carrier after the Liaoning and the Type 001A carrier 
under construction in Dalian – would be equipped with 
at least three conventional steam launch catapults, a 
source close to the navy told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But it would be the first Chinese aircraft carrier to use 
this type of launch system.
“There are still some technical problems applying 
nuclear propulsion to the carrier platform, so the Type 
002 will still use steam catapults,” the source said.
“But this is still a breakthrough compared with 
Liaoning and the Type 001A carrier, both of which are 
equipped with ski-jump ramps.
“It will [also] take a couple of years for the newest 
carrier to enter full service after its launch, as it takes 

The two leaders 
further urged North 
Korea “to abandon 
its nuclear and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s and not 
to take any further 
provocative actions.”
So far, howev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not put forward a 
plan on dealing with 
North Korea.
North Korea is 
prohibited from 
carrying out ballistic missile launches under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aimed in part at curbing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Meanwhile, military leaders in South Korea are 
reportedly engaged in analyzing the data from the 
projectile.
In local reports, military heads in Seoul were quoted 
as saying that the projectile appeared to be a medium-
range Musudan missile.
The South Korean military said in its statement, “We see 
this as part of an attempt by the North to grab attention 
by demonstrating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capabilities 
and to counter the new United States administration’s 
strong policy line against North Korea.”
Pentagon officials too said that they were still assessing 
whether the missile was an intercontinental-range 
system or a shorter-range missile.
Last year, North Korea vowed to build a ballistic 

Hong Kong (CNN) China has voiced opposition to 
North Korea's test of a reported new ballistic missile 
more than 24 hours after reports of the launch emerged.
But China shrugged off suggestions it should be doing 
more to intervene in the rogue state's military affairs, 
pinning the test down to Pyongyang's testy relations 
with Washington and Seoul.
North Korean state media hailed the Sunday test as a 
success, claiming a previously unpublicized part of the 
country's arsenal -- a Pukguksong-2, an intermediate-
range missile -- was launch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The missile 
reportedly flew over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into the 
Sea of Japan, officials confirmed.
The launch of the missile comes a day after Trump held 
a very warm meeting with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nd reiterated America’s long-standing 
security alliance with Japan. The missile test has posed 
yet another challenge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a significant threat facing Washington.
Trump and Abe issued a statement in a brief joint 
appearance after reports of the missile test came to 
light.
Abe called on Pyongyang to “fully comply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lashing 
out at the missile test which he called “absolutely 
intolerable.”
The Japanese PM further added that in his summit with 
Trump at the White House on Friday, the president 
“assured m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lways stand with 
Japan 100 percent.”
Trump, acknowledging the same, said, “I just want 
everybody to understand and fully kn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ands behind Japan, its great 
ally, 100 percent.”

missile arsenal with 
nuclear weapons, 
and carried out two 
hugely controversial 
nuclear weapons 
tests, making 
constant ‘war’ threats 
to its neighbour 
South Korea and the 
West.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that his 
country was opposed 
to launch activities 
in violation of the 
resolutions.

"Under current circumstances, relevant sides should 
not provoke each other or take actions that would 
escalate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said at a regular press 
briefing Monday.
"As I have pointed out repeatedly in the past, the root 
cause to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missile issue is the 
conflicts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Korea."
North Korea'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 its most 
important ally -- has kept Pyongyang afloat as sanctions 
have crippled and isolated it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Bu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taken a tougher line o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program, voting in favor 
of UN sanctions and issuing condemnations when it 
conducts provocative military tests.
Russia's Foreign Ministry also spoke out against the 
test, the first sinc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inauguration, saying in a statement that it was in 
"defiant disregard" of UN resolutions.
Russia and China were both members of the Six Party 
Talks -- a diplomatic attempt to curb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that started in 2003 -- along with the 
US, Japan, and North and South Korea.
'Clear provocation to Japa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said it plans 
to hold consultations on an "urgent basis" Monday 
afternoon regarding North Korea, according to the US 
Mission to the UN.
The meeting was requested by the US, South Korea 
and Japan -- who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was 
visiting President Trump in the US when the missile 
was fired and landed in the Sea of Japan, also known 
as the East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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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n watches the news showing file footage of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at a railway station in Seoul 
on February 12, 2017. North Korea fired a ballistic missile 
on February 12 in an apparent provocation to test the 
response from new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he South 
Korean defense ministry said.

China,  R  ussia, Japan Condemn North Korea's Missile Launch 

Experts: No Advanced Jet Launch
System For China’s Third Aircraft Carrier

Trump May Turn To China For Help On North Korea

Conventional Steam Catapults To Launch Aircraft
On Its Second Domestically Made 'Flat-Top,'  Say Military Specialist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 and Japan's PM 
Abe issue joint statement on North Korea's missile 
launch.

China’s first aircraft carrier, the Liaoning, is a 
refurbished Soviet design. (Photo: Handout)

How China's 2nd Aircraft Carrier Will Look

China's second 
aircraft carrier, 
currently called 
the 001A, is under 
construction in the 
port city of Dalian in 
Liaoning province. 
It will be based near 
South China Sea, 
as tensions with 
Washington rise. 
(Photo: Newscom)

This photo from North Korean state media shows 
the firing of the Pukguksong-2 on Sunday. The split 
image appears to show the cold-launching system 
i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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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them the biggest Chinese carriers. The Liaoning 
is about 55,000 tonnes while the Type 001A will be 
70,000 tonnes.
The first Type 002 carrier was expected to be launched 
in about 2021, Liang added.
There had been speculation that the Type 002 could 
be a nuclear-powered vessel with an electromagnetic 
take-off system. (Courtesy http://www.scmp.com/
news/china/article/207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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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易工作坊主辦、一年一度的風水格局班、將於
2 月 26 日，3 月 5 日兩個星期天，下午 2 點到 6 點在
中華文化中心上課。今年特別開放網路報名，可以到
FengshuiProfessor.com 上面登記，也可以電話報名：
832-202-5751。

只要是華人，大概都聽過「風水」兩個字；但是
對於風水的真正內涵究竟是什麽，恐怕很多人都不能
說得清楚。知名風水家衍易老師在休士頓開的風水格
局班，專門談住宅裡所有眼睛看得見的風水問題，是
風水的入門課程，由衍易老師親自授課，運用現代思
維，演繹古人智慧。各種風水問題都有圖片說明，簡
單易懂，人人都能馬上學，馬上用，了解正確的風水
理念。

朋友，您對風水有興趣嗎？想要知道自己住宅的風水是吉還是凶嗎？趕緊來參加衍易老師
的風水格局班，可以幫助您認識自己的住宅有哪些問題，如何改進，如何趨吉避凶。風水是我
們的老祖宗留下來的智慧結晶，我們不但有權利享用它的好處，更有責任把正確的思想觀念發
揚光大，留傳給我們的下一代。

2017 年風水格局班的上課時間是 2 月 26 日，3 月 5 日兩個星期天，下午 2 點到 6 點。想要
報名，請上 FengshuiProfessor.com 網站登記，或者打 832-202-5751 電話報名。這門課，一年
只開一班，想要上課的朋友，請把握機會，趕緊報名。

2017 佛光山中美寺上燈法會周日上午舉行
祈以心燈一盞，智能增長，平安吉祥

（ 本報記者秦鴻鈞 ）2017 佛光山中美寺
今年的新春活動，自 1 月 1 日的圓燈法會，
1 月 27 日（ 除夕 ）的延生普佛，傳燈祈福，
上年香，1 月 29 日的新春禮千佛，至周日（ 2 
月 12 日） 上燈法會正式圓滿。希藉心燈一盞，
智能增長，平安吉祥； 佛心一顆，相互輝映，
光明無量。，

在完成禮佛誦經所有儀式後，中美寺覺安
法師帶領現場 160 位信眾逐字逐句恭誦星雲大
師所著的「 上燈祈願文」 作為法會的圓滿終
結：

慈悲偉大的佛陀！
請您接受我呈獻的一盞心燈，
遠古的人類因發明火炬而走出洪荒，
夜航的船隻因燈塔照亮而認清方向。
燈，實在是太重要了！
然而世間上千萬盞的燈光，
都不及佛陀您的千萬分之一，
由於您降誕於世間，示教利喜，
點亮了真理的明燈，
從此，
苦海裡的眾生有了得度的希望，
娑婆界的有情喜獲得救的未來；
多少人從痛苦的牢籠中解脫，

多少人從熱惱的火宅中超拔。
慈悲偉大的佛陀！
我現在奉獻給您的心燈，
無形無相，
它是從我法身慧命裡點亮的火炬，
它是從我法身真如裡燃燒的心情。
希望能夠得到佛陀您的加持，
祈求我這盞心燈，
能夠照徹恆河沙數的世界，
能夠庇護三界九有的眾生。
慈悲偉大的佛陀！
難陀女所布施的貧女一燈，
承蒙您為她授記：
將來成佛的名號為燈光如來；
比叡山上的不滅之燈，
多少年來也一直燃放著光明。
今天我奉獻此燈，不為自求，
只希望大家都有光明燦爛的未來，
只希望大家都有共成佛道的一日。
我要再一次祈求佛陀您的加被，
讓我這盞燈能夠化為無盡燈，
燈燈相映，
為人類點燃明日的希望。
慈悲偉大的佛陀！
在這個世界裡，
還有許多人需要您
賜給他們信心堅強的明燈。
祈求您的慈光加被，
讓大家都能早日點亮心靈的明燈，
讓大家都能及時找到自我的本性。
慈悲偉大的佛陀！
請求您接受我至誠的祈願。

覺安法師開示表示： 今天大家到中美寺來
祈求平安、健康，有心就是一「 燈 」 在綻放。
所以我們要常常點亮你的燈，你自己的心燈。
你的心內有愛心的燈，在佛光山中美寺點了一
盞光明燈，健康、事業、所有的一切都會圓滿。
今天 160 位來點燈的，點這盞燈就會點亮你的
心。

覺安法師又以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阿那律
尊者為例，阿那律原為一小偷，晚上到道場來
偷東西，那時佛前的燈芯快熄滅了，他看到佛
像那麼莊嚴、喜悅，小偷當下很感動，一個好
的念頭，他不但在佛陀時出家，還證得「 阿
羅漢果 」，這麼一線光明帶給一個人生生世
世的改變。佛教講的是「 平等 」的思想，也
就是美國注重的「 包容、尊重、平等 」，這
就是佛法。而佛光山奉行的「 做好事 」、「 
說好話 」、「 存好心 」，就是來自他的念頭，

就是「 受記成佛 」。
覺安法師又說了一個故事： 有一位老和

尚他下面有一位小沙彌，和尚算出來他活不過
七天，不如讓他回家去和父母團聚。第八天，
小沙彌活著回來了，老和尚很驚訝，仔細盤問
他這幾天做了何事？他說，他在路上遇到一灘
水，一群螞蟻過不去，有的已掉到水𥚃死掉
了。小和尚去撿葉子，放在那邊讓螞蟻可攀越

佛光山中美寺覺安法師在上燈法會上開示。
（記者秦鴻鈞攝）

 一百六十多位信眾，周日在佛光山中美寺參加「 上燈法會」（ 記者秦鴻鈞攝 ）

衍易老師2017年「風水格局班」
2/26，3/5 下午 2-6 上課

是學習風水的入門課程，購屋置產的必修課程

圖為衍易老師

葉子，過水。小和尚長大後，成為弘法者。因
此，存好心，做好事，就像在菩薩前點了一盞
光明燈，「 點燈 」的功德殊勝。因此，日行「 
三好」（ 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今天
來這裡，大家學會「 觀照 」，帶「 幸福、平
安、智慧 」回去！ ----- 所謂「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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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中山學術研究會
年會在僑教中心舉行被拒事件，在僑界引起群
情大譁，二月十二日經本報批露後， 「台北經
文處」 黃敏境處長立即在第一時間作申明，解
釋如下：

黃處長說：中山學術研究會在僑教中心舉
辦會務或學術活動，基本上本事件的緣由，倘
有完整瞭解與報導，方不致有誤會。
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在僑教中心舉辦會務或學術
活動，只要符合政府長期以來訂定的僑教中心
場地借用要點規範，不涉及任何政黨黨務活動
，都沒有任何問題且受歡迎的。

由於該會甘會長事先向僑教中心申請是以

舉辦 「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年會改選理事」為理
由而核准，但提供給世界日報的週末活動看板
卻登出為在僑教中心舉行 「中國國民黨美國休
士頓分部年會」，屬於黨務活動，與僑教中心
場地借用要點規定不符，且非原申請理由。甘
會長在申請表上已簽字表示遵守該要點，應知
之甚詳。

另該會甘會長供稿而獲世界名人網刊登之
內容明確陳述以下屬於純黨務內容：
1、 「2月18日星期六上午10：00時舉辦一年一
度的年會，會中將代表中央黨部轉頒資深同志
獎章及獎狀。」
2、 「併辦理報到繳交年度黨費十元。」

3、 「請各同志介紹新黨員加入本
黨。」
4、 「如知道有尚未歸隊的失聯黨
員同志，請邀請他們歸隊，失聯
黨員同志只要將姓名、出生年月
日等相關資料，就可以向黨部提出查詢，辦理
恢復黨籍，歡迎同志歸隊。」

由於上述黨務活動明確違反僑教中心場地
借用要點三（二）及（八）：舉辦活動如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使用；已核准者，如
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中心得命其停止使
用，並停止借用場地權利六個月。
（2）涉及政黨或選舉造勢或其他政治活動。，

基於依法行政，不得不告知。此依法行政原則
，近二年半以來皆始終如一，一以貫之，與政
黨輪替毫無關聯，對各政黨皆然。

中華民國民主法治的落實，依法行政是對
公務員最基本的要求，有待大家持續對公務員
嚴格監督，期待大家一起努力為我們深愛的國
家共同努力。

（本報訊）本處將於本（2017）年2月20日（星期一
）美國總統日（Presidents’ Day）放假乙日，領務收發件
亦暫停，另將於2月21日（星期二）恢復上班及領務收發
件。

倘於前述假日遇有重大急難事件需緊急協助，請撥打
本處緊急聯絡電話: 832-654-6041求助。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敬上

經文處美國總統日休假公告經文處美國總統日休假公告

(本報訊)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在二
月十一日晚上，成功於珍寶樓二樓宴
會廳舉辦了第三十九週年年會暨新舊
會長、理事交接典禮。現場席開32桌
，並募集了七千美元捐款回饋母校，
充分展現了休士頓台大校友的向心力
。2017年新會長劉美玲和2016年舊會
長郭原宏都發表感言，期待休士頓台
大校友會能夠越來越好。

當晚的特別來賓，台大現任副校
長李書行教授，是專程從台灣來參加
休士頓台大校友的晚會；李副校長除
了監交會長的交接外，並發表了演說
，讓休士頓台大校友了解母校的近況
。副校長表示，在全球高等教育機構
的高度競爭下，台大需要校友們的支
持與贊助，來讓台大持續的保持在華
人社會領先的地位；同時，母校也很

重視海外的校友，設立了校友中心來
服務全球的校友，並鼓勵校友多多回
母校拜訪，或是到溪頭校區遊憩。

在嘉賓的恭賀，舊任理事的致詞
，和新任理事的有趣影片介紹後，晚
會表演由快閃合唱團拉開序曲，他們
出其不意地演唱了綠島小夜曲、一支
小雨傘、春風吻上我的臉、站在高崗
上等歌曲，讓現場嘉賓十分驚喜。隨
後張永綱校友主持了有趣的月曆猜謎
，台大熱舞社帶來了動感有勁的 Hip
Hop舞蹈，彭彥敦校友主持了元宵燈
謎，台大K歌社帶來的高凌風組曲更
讓現場觀眾的情緒達到沸騰。晚會在
校友同唱校歌和抽獎活動後畫下了句
點，圓滿的結束了休士頓台大校友會
一年一度的盛會。

2017年3月4日 (六)
下午2點至4點
地點：Chinese Bible Church華人聖經教會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exas 77036)

題目：睡眠的秘密：如何選擇適當的床墊？
講師：劉雲山 博士
良好的睡眠就像是讓身心重新充電一般，最重要也最常被

忽略的其實是就是挑選一張最適合自己的床墊。市面上販售的
床墊百百種，民眾又該如何挑選一張最適合自己的呢？本次光
鹽社健康講座邀請到劉雲山博士來教導民眾如何分辨不同的床
墊與挑選一張最適合自己的床

劉雲山博士於中國南開大學(Nankai University)取得化學碩

士學位，並於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取得有機化學博士學
位，從事化工研發、技術支持和技術管理近20年。先後任職於
世界 500 大的伊斯曼化工公司 (Eastman Chemical) 和亨斯曼公
司 (Huntsman Corporation) 。劉雲山博士擁有近10項美國授權
專利，現任職於亨斯曼公司擔任聚氨酯部門技術經理。

如 有 任 何 問 題 ， 歡 迎 致 電 光 鹽 社 詢 問 。 電 話 ：
713-988-4724

中山學術研究會在僑教中心開年會被拒事件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正式提出說明

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第休士頓台大校友會第3939屆年會屆年會

圖為台大校友會新舊會長交接圖為台大校友會新舊會長交接，，由會長郭原宏由會長郭原宏（（ 右右 ）） 將將
會長重任交給新任會長劉美玲會長重任交給新任會長劉美玲（（ 左左 ），），而由台大現任副校而由台大現任副校
長李書行教授長李書行教授（（ 中中 ）） 監交監交。（。（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 右二右二 ）） 及僑教中心及僑教中心
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 右一右一 ））頒發僑委會獎狀給會長郭原宏頒發僑委會獎狀給會長郭原宏（（ 左左
二二））及新任會長劉美玲及新任會長劉美玲（（左一左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