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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德州新聞

樹立投票意識和責任 HISD 從高中生開始做起

太陽能產業發展勢頭強勁  
未來 5 年前景樂觀

川普新版旅遊禁令
最快 21 日發布

（ 本 報 訊 ） 為 了
減少和杜絕在選舉中
出現的虛假投票和不
當行為，休斯頓獨立
學區最近發起了一個
“投票註冊周”活動，
目的是讓更多的符合
投票年齡和資格的學
區學生能夠了解投票
選舉的流程，同時教
育學生投票的義務和
責任。

投 票 註 冊 周 推 廣
活動在休斯頓獨立學區的十幾所高中廣泛舉行，學校老師將幫助學生進行投
票註冊，根據德州法律，所有休斯頓獨立學區的高中校長都將被指派到各個
高中為投票學生服務。

同時要求高中校長在學生上學期間，要向符合選舉條件的學生至少兩次
發出註冊選舉登記的表格。

所有的學區高中都會在校園擺放登記註冊卡，以方便學生註冊。
由於此次總統選舉中，川普不止一次強調，有些州的選民有投票舞弊的

現象，而選民違反規定的現象屢屢發生。
本周 37 歲的 Fort Worth 居民 Rosa Maria Ortega 被指控違法進行選舉投票，

她在 2005 和 2014 年期間，參與投票次數達 5 次之多，被處以二級重罪。
此外，在選舉中還發現有墨西哥公民違法涉及投票舞弊的行為，被判 8 年

入獄的案例。

（本報訊）過去七年中，由於對清潔能源的
需求增加，美國太陽能工業出現了快速發展，

同時也帶動了相關的加工業，銷售也以及安
裝業的需求量。

據統計，美國產生的 50 個新的工作當中，
就有一個來自於太陽能產業，目前該行業的從

美 國 國 土 安 全 部 長 凱 利（John 

Kelly）表示，川普執政團隊新版旅遊禁

令，將不會阻擋綠卡居留證持有人和已經

在飛機上的旅客入境美國。據傳更新版行

政命令最快 21 日發布。

路透社報導，凱利在慕尼黑安全會議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表示，

「總統在思忖推出 1 個比原先（命令）

更周全、更有效率的版本。我將有機會參

與發布計畫，尤其是確保民眾從海外進入

美國機場時，不會有種被困在系統之中的

感覺。」

當被問及綠卡居留許可證持有人是否

將獲準入境，凱利說：「這是好的假設，

業人數已經超過 26 萬人，這個數字比 2015 年提
高了 25%，也是自該行業 2010 年開始發展以來
最大的增幅。

一些行業公司包括 SunPower Corp., Sunrun 
Inc. Canadian Solar Inc 今年都期待有 29% 的新員
工增長，並且隨著成本進一步下降，使太陽能
產品更加高效可行。

業內人士稱，該行業回報率高，工作持續穩
定，並且行業入門比較容易。

盡管如此，太陽能產品的安裝業的發展目前
相對緩慢，由於嚴格的各州的規定要求，並且
當地政策的改變也對消費者屋頂安裝的需求產
生影響。

去年，平均的太陽能安裝工作的小時報酬為
26 元，根據預測，該行業未來的工作需求將不
斷加大。

就簽證而言 ... 如果他們動身從遠地前來

美國，他們抵達時將獲準入境。」

他承諾「1 個短暫的引導期，確保另

一端的民眾無法上機。但如果他們已經上

機來到美國，他們將獲準入境。」

「華爾街日報」引述國務院內部備忘

錄報導說，川普行政命令更新版草案顯

示，川普團隊旅遊禁令對象仍鎖定原先行

政命令所涵蓋的 7 個人口主要為穆斯林

國家的公民，即伊朗、伊拉克、利比亞、

索馬利亞、蘇丹、叙利亞和葉門。

華爾街日報引述美國政府官員說，更

新版行政命令最快 21 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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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山火蔓延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山火蔓延 進入緊急狀態進入緊急狀態

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新西蘭南島第壹大城市克賴斯特徹奇當天宣新西蘭南島第壹大城市克賴斯特徹奇當天宣
布布，，由於山火蔓延由於山火蔓延，，克賴斯特徹奇及周邊地區進入緊急狀態克賴斯特徹奇及周邊地區進入緊急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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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塞赫萬地區壹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塞赫萬地區壹
處宗教場所遭自殺式爆炸襲擊處宗教場所遭自殺式爆炸襲擊，，目前已目前已
經造成兩百余人傷亡經造成兩百余人傷亡。。

襲擊造成的死傷人數仍在統計中襲擊造成的死傷人數仍在統計中，，襲擊襲擊
已已造成造成5757人死亡人死亡；；路透社援引巴官員的話路透社援引巴官員的話
說說，，襲擊造成的死亡人數已達襲擊造成的死亡人數已達7272人人。。死者中死者中
包括至少包括至少44名兒童和名兒童和1212名婦女名婦女。。另外襲擊造另外襲擊造
成的受傷者人數約為成的受傷者人數約為150150人到人到200200人人。。

伊拉克情侶逃離摩蘇爾伊拉克情侶逃離摩蘇爾 難民營旁舉行婚禮難民營旁舉行婚禮

伊拉克伊拉克 KhazerKhazer 難民營附近難民營附近，，2626 歲的歲的
Hussain Zeeno ZannunHussain Zeeno Zannun與與1616歲的歲的ChahadChahad
舉行婚禮舉行婚禮。。新人從摩蘇爾逃離後在新人從摩蘇爾逃離後在KhazerKhazer
難民營附近壹餐館舉行婚禮難民營附近壹餐館舉行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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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總額2166億美元
中國成拉美外貿“穩定器”

2016年中國同拉美國家和地區的貿易

總額達2166億美元，其中，拉美對中國的

出口總體保持穩定，中國多年來壹直是拉

美能礦產品和大豆、食糖等產品的最大進

口國。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

會國際貿易與壹體化司司長羅薩雷斯在接

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市場在拉美地區

的對外貿易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穩定

器”角色。在拉美發展的重大轉折時刻，

同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中國將成為拉美地區

的重要合作夥伴。

中拉貿易已進入深度調整期
新世紀以來，中拉貿易呈現出前所

未有的高速增長勢態。2016年中拉貿易

額比2000年提高了16倍，占中國外貿總

額的比例也由2.7%上升到約6%。中國已

成為很多拉美國家的第壹大貿易夥伴。

厄瓜多爾前副外長馬塞洛· 費爾南德斯認

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經濟

的重要引擎，中國的發展為拉美發展提

供了機會。中國現在已經成為拉美重要

的能源合作夥伴和經貿夥伴，中國的融

投資正在拉美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等領

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統計顯示，去年中國對拉美國家和地

區的出口額為1139億美元，比上年下降

13.8%；從拉美進口額為1027億美元，比

上年下降1.1%。巴西中國問題研究所所長

羅尼· 林斯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經過持續10余年的高速增長周期後，拉中

貿易已進入深度調整期，從超高水平上開

始下降，這完全符合市場規律。

林斯認為，從大環境來看，拉中雙

方經濟降速也使得市場需求有所下降。

近年來，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

速增長，拉美經濟也連續兩年陷入停滯。

受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大宗商品價格持

續低迷、國際金融市場動蕩、部分拉美

國家政局不穩等諸多因素影響，拉美自

身發展遭遇瓶頸，社會需求不足。作為

發展中國家，拉美出口貿易比較單壹，

主要是礦石、石油、農副產品等低附加

值產品，進出口貿易明顯受到抑制。

中國商務部日前出臺的報告顯示，

中國對拉投資方式日益多元，領域更加

寬廣。據商務部初步統計，2016年，中

國對拉美非金融類直接投資298億美元，

同比增長39%，大型並購項目不斷湧現的

同時，投資領域從傳統的能源礦產、基礎

設施領域開始向農業、制造業、信息產業、

服務業、電子商務、航空運輸等諸多領域

擴展。從這壹角度而言，在中國調整經濟

結構、拉美多國提出要重塑制造業的背景

下，中拉經貿將同步調整，優化升級。

為中拉貿易增長註入正能量
在中拉總體貿易中，也存在“逆勢”增

長的情況。如秘魯與中國貿易額2016年同

比增長4%；智利2016年出口到中國的傳

統商品金額達82.21億美元，比2015年增

長14.51%。

從長遠來看，多種因素聯手為中拉

貿易增長註入新的動力。

自貿區建設合作直接提升了雙邊貿

易。在壹些歐美國家出現反全球化逆流

的背景下，中國自2006年以來先後與智

利、秘魯、哥斯達黎加簽署了自貿協定，

直接帶動中拉貿易額的快速增長。目前，

與哥倫比亞的自貿協定可行性聯合調研

工作正在積極推進中，烏拉圭也向中國

提出開展自貿區合作的意願。

中拉論壇、雙邊經貿磋商機制和中

國新的對拉政策文件等，在提升中拉貿

易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巴西裏約天主教

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羅貝爾在接受記者

采訪時表示，近年來，中拉雙方“動作

不斷”：2014年成立中拉論壇；2016年

以來中國同烏拉圭、阿根廷、古巴、厄

瓜多爾等拉美國家的經貿混委會會議及

中國和墨西哥的第七次高層工作組會議

先後召開，並公布新的對拉政策文件。

這些舉措對經貿合作中出現的問題進行

了探討和溝通，對加強經貿合作提出了

新的設想和安排，無疑將有益於未來雙

邊貿易的發展。羅貝爾認為，中國提出

的建設亞太自貿區、加強區域全面經濟

合作和推動“壹帶壹路”建設等，對拉

美也都是重大利好消息。

世界銀行最新發布的壹季度大宗商品

展望報告預計，需求的回升以及供應的受

限將惠及從石油到金屬鋅等工業大宗商

品，尤其是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能源燃

料類商品。這對於拉美而言，無疑是好消

息。巴西國家發展銀行經濟學家布裏馬維

拉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受益於大

宗商品價格上漲，作為高度依賴大宗商品

出口的新興市場國家，巴西和阿根廷經濟

很可能在2017年終止衰退，哥倫比亞、秘

魯等國則將從油價和礦價的反彈中大大受

益。正因如此，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經濟委員會日前發布的報告預測稱，2017

年拉美有望擺脫衰退，實現1.3%的增長，

這又為拉美貿易以及中拉貿易的增長提供

了有利的大環境。

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不可替代
中國對拉美投資數額的不斷提升，直

接促進了雙邊貿易的擴大，改善了雙邊貿易

結構，也提升了中國對拉美貿易的競爭力。

受巴西經濟危機影響，近年來中巴

兩國貿易額有所下降，但中國市場的重

要性不可替代。巴西農業部近日公布的

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從巴西進口農產

品總額為208.3億美元，繼續成為巴西農

產品最大進口國。根據目前掌握的巴西

官方統計數據，2016年巴西對中國的投

資額已達1900萬美元，比2015年實現小

幅增長；同期，中國企業對巴西的投資

則迅猛增長，年度投資額超過100億美

元，投資存量超過300億美元。

中國駐巴西大使館公使銜經濟商務參

贊夏曉玲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

2009年開始，中國已持續多年成為巴西最

大貿易夥伴。目前有超過200家中資企業

進入巴西，涉及石油、采礦、電力、制造

業、金融、農業、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等

領域。即便是在巴西經濟低迷期間，中資

企業投資巴西的步伐也沒有減速。中巴兩

國經貿關系已經擺脫單壹的商品貿易關

系，正以更大規模向貿易和投資並駕齊驅

的方向發展，相互投資將成為兩國經貿合

作關系發展的重要動力。

中國國家電網巴西控股公司總經理

蔡鴻賢告訴記者，通過多個大型項目投

資，國網巴西已采購南瑞集團、中電普

瑞等國產設備約1億美元，帶動更多的

企業及裝備“走出去”。

羅貝爾表示，巴西政府非常看重外

資尤其是中國投資對巴西經濟發展的推

動，特梅爾總統就任以來大力推動“投

資夥伴計劃”，不斷優化招投標等政

策，巴西的營商環境逐漸向好，這將直

接推動巴中雙邊貿易再上臺階。

廈門自貿片區率先全國試點建設工程保險制度
綜合報導 記者從廈門自貿區管委會了解到，

近日，由廈門自貿區管委會聯合市建設局、市金融

辦及廈門保監局發布《建設工程保險制度試點暫行

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以保險為敲門

磚，率先全國運用保險機制對工程管理制度進行全

面創新。

此次《暫行辦法》試點險種包括建設工程

合同保證保險（包含建設工程投標保證保險、

建設工程農民工工資保證保險、建設工程合同

履約保證保險）、建設工程質量保證保險、建

設工程職業責任保險（包含建設工程勘察責任

保險、建設工程設計責任保險、建設工程監理

責任保險）三個大類七個險種，全面接軌國際

慣例。

管委會相關人士告訴記者，以建設工程合同保

證保險為例，此前在工程建設領域主要的保證方式

是采用保證金或銀行保函。引入保險機制後，保險

費用與現金、銀行保函相比具有優勢，且不占用企

業的銀行授信額度，降低企業的資金成本。

廈門自貿片區管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如此壹

來，可以把政府從保證金“管理員”的身份中解放

出來，集中資源開展事中事後監管，提升社會治理

水平。同時，該制度也可以減輕企業負擔，激發市

場活力，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建設工程保險制度，發

揮保險在事前風險預防、事中風險控制、事後理賠

服務等方面的功能優勢，打造壹流營商環境。

同樣，在建設工程質量領域，《暫行辦法》明

確引入保險機制。就像為車購買保險壹樣，由施工

承包人就其建設工程向保險公司投保，廣大業主成

為保險受益人。壹旦建設工程發生質量問題，可以

直接向保險公司報案，有保險公司提供資金並介入

後續維修處置。

此外，《暫行辦法》還明確了建設工程職業責

任保險，參與工程建設的勘察、設計、監理單位若

由於疏忽行為、錯誤或過失行為而引發工程質量事

故造成物質損失，依法應由其承擔的經濟賠償責

任，可由保險公司按照合同約定負責賠償。

記者了解到，《暫行辦法》在廈門自貿片區內

先行試點，下壹步將發揮自貿區溢出效應，逐步推

廣到廈門全市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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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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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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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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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下))四、冰花詩歌——向詩歌本質
回歸的一個標志

冰花詩歌“以自然之詩抒懷”、“抒大我
無我層界”的真情唯美主義詩歌作品感動了許
多讀者和聽眾，她的清麗、優雅、飄逸的詩風
在當今的詩壇獨樹一幟。

詩歌與音樂是孿生姐妹，都是一種空靈化
的藝術，要給讀者聽眾的藝術想像空間，須要
有豐富的思想文化內涵和盡善盡美的藝術形式
，才能給人以美輪美奐的藝術享受，並抵達人
的心靈深處。詩人要把作品打造成空靈飄逸的
藝術品，除了天才的靈光閃現，更多的時候是
需要逐字酌句的反復推敲，唐朝的賈島是著名
的苦吟派詩人，賈島的“推敲”則是中國古代
一個名聲頗顯的的故事，反映了創作詩歌過程
中對字句的凝練。刪減多余的文字，去掉不必
要的語句，只留下必須的語境意像，外延越少
，讀者的想像空間越大；詩歌越輕靈飄逸，飛
翔的翅膀就越有力，傳播的景域就越寬廣。但
詩歌的短小精干也要有度，沒有適度的語境意
像構築外延之牆，這座詩歌房子就建不起來，
太抽像太玄乎了就是故弄玄虛，也會遭人唾棄
。如果把《不是輕浮 不是漂》前面構築的語
境意像全都刪除，只剩下一句“不是輕浮 不
是漂”，這樣的句子就沒有任何意義。

冰花的詩歌作品能夠在詩歌網絡上持續走
紅，實際上是今天的讀者早就對“矯情詩”、
“庸俗詩”和“口水詩”極端反感，詩友們尋
尋覓覓要找回心中真正的詩歌，這才讓冰花的
詩歌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地廣泛獲得讀者的喜
愛。中國詩歌經上世紀80 年代“朦朧詩”繁
榮大約10 年之後，“先鋒詩”喧囂一時就銷
聲匿跡，之後的“下半身”“口水詩”簡直就
把詩歌引入了死胡同，人們一看到這些所謂的
“詩歌”就倒胃口，出版社甚至將出版詩歌集
看作是“票房毒藥”。

鮑勃‧迪倫獲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是
世界詩歌向大眾回歸的一個標志。換句話說，
冰花詩歌的持續走紅，也是漢語詩歌向詩歌本
質回歸的一個標志。

冰花雖然有個英文筆名叫ROSE LU，
然而,不是因為她名字叫 ROSE (玫瑰),人們叫
她“一號玫瑰”、“玫瑰詩人”、和“詩壇玫
瑰”,而是因為她的詩歌深深地贏得了海內外
讀者的喜愛,尤其是她的愛情詩,打動了無數讀
者的心。

冰花的詩歌作品, 不僅受到網友和文友的
推崇和好評, 更得到了文壇資深作家和評論家

的高度評價。
著名詩人、評論家阿紅評論道：冰花的詩

流暢、自然、清新。真摯——向你傾訴對生活
的哲思。她的傾訴，用心靈傾訴，不僅傾訴她
對客觀事物的感受，對客體的情緒，而且包含
她對客體的所啟發出來的、她得到的對生活的
哲思。她的詩很少簡單的描寫對像，沒有，我
看很好，這很好。我很喜歡冰花這種詩。

美華著名藝術家、詩人非馬：據說 20 年
前，冰花的朋友曾把她的詩拿給了中國一個出
版社的編輯看，那位編輯說詩雖好，但書的主
題不易得到批准。如果當時那位編輯開放一點
膽大一點，說不定冰花早就成為大陸的席慕蓉
了呢。好在緊跟著而來的網絡時代，作者無需
經過編輯這個瓶頸就能直接同讀者打交道，於
是她的詩便破網而出了。冰花善於將復雜而纏
綿的情愫寓於大自然的景物中，來抒發情懷。
她的詩清純亮麗、空靈雋永、婉約典雅。

著名詩人、書畫家王耀東：我為漢語詩壇
出了一個國際詩人冰花感到很自豪! 現在的冰
花，不僅僅是她自己，而是一種像征，是一種
文本，漢語詩並沒有沉默，而是正崛起在世界
詩壇上。縱觀冰花所詩，我用一句話給定位：
意像新穎，境界深邃，美的高格。

美華著名散文家、詩人劉荒田：在詩壇一
片死寂的年代，冰花的玫瑰獨自吐芳，何等叫
人驚訝的奇跡! 她的成功之作，都是以愛情的
“最大公約數”為依據的。冰花是有獨特美學
追求的卓越詩人，她的詩路，比起網上一抓一
大把的詩人來，艱難得多，寂寞得多。

美華著名評論家陳瑞琳：文學的殿堂，詩
為皇冠。古希腊有戲劇，歐洲有小說，中國有
詩。然而，今天的華語文壇，英雄不在，理想
消退，眾生喧嘩之中，古老的漢字竟看不到
“詩”的光芒。就在這“無詩”的年代，一聲
清脆美妙的“蘆笛”在海外悄然吹響，吹醒了
自然，吹綠了生命，吹出了愛與美，吹進了多
少人干渴的心田。她，就是冰花，一位在異國
的月光下栽種玫瑰的詩人，一位多次榮獲國際
華語詩歌大賽的金獎得主。她用【這就是愛】
，告訴我們“生命需要詩，人類需要愛”！

加拿大著名評論家、作家林楠：謳歌生命
之愛和情感之美，是冰花詩作的核心意向。作
家以非常出色的詩句，營造出一個又一個充滿
活力的美妙境界，把女性特有的溫柔、溫暖和

愛的情懷，用她自已特有的情緒方式、語言方
式和節奏方式，酣暢通透地傳達到讀者的心靈
深處。詩人在“花園裡”，在“溪水邊”，乃
至在自己整個生命的原野上，為人們，為未來
，為理想，精心培育著馥郁的玫瑰花香，也培
育著美好。多年來，詩壇已少見冰花這種震顫
靈魂的童貞般的純潔與坦率。作者跨文化的詩
歌創作，必將受到不同民族，不同膚色，不同
語種讀者的共同喜愛。

香港詩評家協會會長夏智定：作為一個女
性，本來有一顆敏感的心，但正因敏感，許多
女詩人的愛情詩便易失之鋪陳而少了深度，而
冰花的愛情詩，卻能在平實中透出一絲絲晶瑩
的情和愛，有時忽有凄美之境，如寒冷的火焰
般竟有另一種熾烈，令人感動。

新加坡著名評論家懷鷹：喜歡冰花的詩，
是因為她的詩常有峰回路轉的奇奧，原本直露
的感情的流向，因為沿途的風光，因為曲折的
奔流，使這感情的流勢看來更有奇特的景觀
——平淡的文字，未必不能造出絢爛的圖景。

《中國詩賦網》站站長、著名作家孫五郎
：冰花，一位心地善良、文筆卓越、勤奮而謙
和的詩人！冰花的詩，往往從細膩的傾訴中道
出元妙的哲理，從日常不經意的現像中抓拍出
一幀幀令人感動的瞬間圖像，再以其純尚的心
靈進行思索、感悟、辨析，告訴人們美好與良
善、光明與高尚的東西。時如一泓清泉，汩汩
流淌過你的心田；時如一首小夜曲，輕輕叩擊
著你的心扉；時又如一支畫筆，徐徐勾勒著人
間百態......

美華作家胡渙：讀冰花的詩，感受那田野
裡吹來的一股清新的風。讀冰花的詩，領略那
湖面上迎來的一股清新的風。讀冰花的詩，體
味那花叢中飄來的一股清新的風。——旅美作
家主持冰花就是兼有這兩個素質的詩人。作為
觀眾和記錄者的她，與讀者站在一起，以同一
個視角來欣賞作為表演者的她。我相信，這就
是她的詩能引起讀者共鳴的原因。冰花的詩不
是純色調的，而是復色調的。卻從來都是情感
的准確再現。她眼中的愛，不是海枯石爛、欲
仙欲死、花瓶般美麗而易碎的愛，而是有深度
、“帶著缺陷”、收放自如、期待而不把自己
托付於回報的愛。

加拿大女作家文章：冰花的詩句樸實中透
著華美，很少見到晦澀、生冷的詞語，非常適

合我這樣的讀者。我對冰花說，每次讀你的詩
，我就會想到舒婷、北島、顧城和海子，你一
定會紅起來的。我相信，冰花的詩集成為白領
小資的床頭必備也是指日可待的事。

著名評論家文刀：首先我覺得冰花的詩好
, 好在一個‘真’字, 真情真實真摯, 映出冰花
的詩樸實的美。冰花的詩大部分是情詩,這些
情詩都是平凡生活的情, 是我們都能實在感受
的情, 是大眾化的情, 能引起我們共鳴, 讓我們
內心一笑,這就是好詩。這些好詩在冰花的詩
集中比比皆是,我就不一一列舉。——美國詩
人慈林都說：汗水大於天分，“天才在於勤奮
”。然而，當我讀過冰花的幾首愛情短詩以後
，我又不得不地把“天賦”的位置擺正。博爾
赫斯說：對於一個詩人來說，他所經歷的一切
都是詩，他就是為詩而存在的。我認為，冰花
就是這樣的一位詩人。

冰花‧中國當代詩人檔案：冰花女士的詩
歌把外在的對像世界和自身的情緒世界有機的
拓展和體察，意識和審美在詩歌中凝為一種自
我生命的晶體，以內在情感的起伏波動為詩歌
的旋律，不再束縛於整齊的節奏和韻腳，純粹
是借助一種力量而引發，從而觸及了她的理想
化的心理。她的詩句雖有些神秘朦朧，但飄逸
美麗，於無價值物質中體現生命價值，於虛無
中顯露實在，展現了一種隨意的、閑適的、超
然的、也是積極入世的思想感情，詩意境界清
逸淡泊，溫婉大氣，沉靜幽雅，冷峻超然地寄
托著自己的清高之品格。

附 冰花簡介：本名魯麗華,現居在美國馬
裡蘭州。為前中國航空油料公司首任財長。其
作品散見僑報等海內外多種報刊及多種合集、
年鑒, 並有百余首詩作被譯成英文在美國、法
國、加拿大、印度、泰國等國發表。有數十首
詩歌被制作成中英文朗誦視頻廣為流傳。著有
詩集《這就是愛》 (THIS IS LOVE)、《溪水
邊的玫瑰》 (ROSES BY THE STREAM) 、
《 朝 露 與 落 英 》 (MORNING DEW AND
DRIFTING PETALS) (合著) 。冰花的詩歌作
品曾在海內外多次獲獎。如：詩歌《荷的心事
》2010年獲首屆“梁祝杯”全球華語愛情詩大
賽金獎;2011 年 詩歌《不是輕浮 不是漂》和
《雙面扇》榮獲第31屆世界詩人大會"相信愛
情（Belief in Love）"獎。2013年3月20日央視
四台“華人世界”特別播出“冰花，為愛行走
天涯”專訪節目。詩歌《過年》《辭舊迎新》
《穿旗袍的女子》等登上美國大華府 2014、
2016年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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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塔基州路易維爾（Louisville），經常被認為是美國南部
最 北 邊 和 北 部 最 南 邊 的 城 市 。 該 市 由 George Clark
（1752-1818）建立於 1778 年，得名於法國國王路易十六
（1754-1793）派遣士兵參與 1775 至 1783 年的美國獨立戰爭
。路易維爾以三冠賽的首場肯塔基德比（Derby）大賽而著名
，暱稱 「德比城」。?三冠賽每年五月第一個星期六開始，在
美國三地按序舉行：Kentucky Derby（Louisville,?Kentucky）
、 Preakness Stake （Baltimore, Maryland） 和 Belmount Stakes
（Element, New York）。1872 年探險家 William Clark 的孫子
Meriwether Clark（1846-1899）觀看英法兩國的賽馬後，於
1875年在自己的家鄉路易維爾成立 「肯塔基德比」。1896年
開始將 「玫瑰花毯」鋪蓋在冠軍馬背，於是從1904年起 「奔
向玫瑰（Run for the Roses）」成為 「肯塔基德比」的代名詞
。路易維爾位於肯塔基州中北部，與印第安納州只有一條俄
亥俄（Ohio）河之隔，又稱 「河城」、 「南方門檻」和 「瀑
布城」。有趣的是，因為俄亥俄河，目前該市與世界各地有
大河的城市建立姐妹城，如中國九江（長江）、阿根廷拉普
拉 塔 （LaPlata） 、 德 國 美 茲 （Mainz） 、 法 國 蒙 彼 利 埃
（Montpellier）和俄羅斯彼爾姆（Perm）。

河濱公園和球棒博物館
2017年1月16日清晨，搭機從華盛頓IAD機場出發，經

由北卡 Charlotte轉機前往 Louisville。按路易維爾當地居民的
習慣，該城名稱Louisville中的 「s」字母，因其源於法語不發
音。在Charlotte登機，機長廣播目的地，發音似 「路佛」，
我以為搭錯飛機了。Louisville機場很大，在機場大廳就看到
賽馬像和火烤標誌的 「路易士球棒（Louisville Slugger）」。
因為離入住的時間下午3時還早，我們驅車前往Louisville老城
區。我們把車停在甘迺迪科學中心附近，步行到河濱公園。
俄亥俄河是密西西比河最東的支流，發源於匹茲堡，初向西
北流，在賓州、西維州和俄亥俄州的邊界以下轉向西南方，

並流經肯塔基州北界（同時是印地安那州和伊利諾州南界）
，在肯塔基州與田納西河匯合，最後在開羅與密西西比河匯
合。它是歷史上西北領地的南界，也是美國南北的分界。
（維基百科）佇立在俄亥俄河畔，遙望俄亥俄瀑布。此瀑布
是一系列沿著2.5英里俄亥俄河26英尺落差的急灘群，也是全
長981哩（1,579公里）唯一河運航行的阻礙，行旅在此停留
補貨補水，久而久之，造就了肯塔基州路易維爾和對岸印地
安那州的 Clarksville 城。此地是 1803 年美國總統 Thomas Jef-
ferson 剛買下 Louisiana 地，派遣陸軍中尉 Meriwether Lewis?
(1774 – 1809) 和其摯友 William Clark?（1770-1820）征西會
合地點。遙見連接路易維爾和Clarksville城的14街公路橋，以
及Big Four步行橋。Big Four橋，原是連接路易維爾和印地安
那州 Jeffersonville 城的鐵路橋。Big Four 指的是 Cleveland、
Cincinnati、Chicago 和 St. Louis 鐵路公司。2013 年 2 月 7 日該
橋改為步行橋。回程路上，看到1890年3月27日 「空中旋轉
虎（the whirling tiger of the air）」旋風紀念柱，我們竟然可以
將它與球棒博物館（800 West Main Street, Louisville, KY 40202
）的五層樓高的巨大球棒（Giant bat）同時入鏡。這Slugger博
物館還真的是MLB（美國職棒大聯盟）的指定球棒廠商之一
，而且館內展示從古之今，多位MLB球員的簽名牆，以及其
專用的球棒。我們沒有參觀展館內部，在店裡買了火烤Lou-
isville Slugger棒球和女子軟式棒球各一個。出大門，讀告示牌
，才知巨大球棒是2010年一個十歲學生Jack Kelly的學校作業
，在他的父親幫助下花了五個月的時間，做出的Slugger模型
。博物館的館外牆壁旁立了許多知名的球員的專屬球棒。

第四街步行街和聖母升天大教堂
路易維爾老城餐飲娛樂街，位於Liberty和Muhammad Ali

大街間的第四街步行街。還沒到就看到， 「硬石餐廳（Hard
Rock Cafe）」的紅字橘底 「硬石」標誌和暗紅色電吉他的霓
虹大招牌。Hard Rock Cafe始於1971年6月14日，由兩位居

於英國倫敦的兩名美國青年人Peter Morton和Issac Tigrett創辦
，起因於極思念如漢堡包等的美式食品。第一家 Hard Rock
Cafe位於倫敦海德公園。每次旅遊到各地的Hard Rock Cafe，
就想買印有城市名稱的汗衫，現在家中空間小，沒興趣囤積
了！我還看到溫娣漢堡（Wendy's）速食連鎖店。1969年11月
15 日，R. David Thomas於美國俄亥俄州開設第一間Wendy's
漢堡包速食店。店名叫 Wendy's，是因為他次女 Melinda Lou
Thomas 的乳名叫 Wendy。到了 1985 年，分店數目達到 3,000
間，而創辦人戴夫·湯瑪斯亦於1986年退休，之後只是偶爾幫
幫手拍廣告，直至他2002年逝世為止。1984年，Wendy's推出
經典廣告 －Where's the beef。這句廣告詞後來演變成 「質問
概念、事件與產品的內涵」的通用名詞。我們來到聖母升天
大教堂（Cathedral of the Assumption，433 South Fifth Street,
Louisville, KY 40202），推門而入，迎面而來的是一座浸禮池
。繞過浸禮池，就是一個可以容納966位信眾的中殿。值得看
的有：祭壇、加冕窗和風琴。祭壇前鑲一橢圓形銅羊，銅羊
代表耶穌；神壇桌右方雕刻一本書與幾把鑰匙，左方是主教
的法冠和牧杖。書代表神的話語；鑰匙提醒基督對彼得的話
語：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賜給你，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
上將是已經被捆綁了的；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將是被
釋放了的。」（馬太16:19）牧杖像是說： 「你餵養我的羊，
你牧養我的羊。」（約翰21:15-17）聖母加冕窗是1883年由
路易維爾的Blum Art Company設計與安裝。它是美國最古老
的拼花玻璃窗。位居大門入口的上方的管風琴，是1983年路
易維爾Steiner-Reck, Inc. 所建造。管風琴在西方宗教，尤其
是基督宗教的彌撒儀式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最早出現於
西元前250年前後。因為管風琴的結構是直接依附在建築結構
之上，所以一般與教堂同時建造。但此教堂的管風琴，是
1983年安裝上去的。1994年補加一組32英呎全功能樂器數位
介面（MIDI）列和獨奏小號。路易維爾之旅，受益良多，期
盼不久的將來，可以再作一次南方門檻的深度旅遊。（全文
完）

南方門檻路易維爾
文/呂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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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游勞動湖
輕輕彩舫載游人，笑看龍沙處處春。
擊水頻頻何處去？欣欣一片杏花林。

生查子·兩游勞動湖
昔游勞動湖，蓓蕾嫣然笑。
未覺景怡人，惟盼花開早。
今游勞動湖，霜染叢林俏。
驀見葉飄零，恍悟韶光妙。

憶王孫·雪
一花怒放百花衰，
蓋地鋪天朵朵皚。
勇鬥人間千裡埃。
九霄來，
織女牛郎妙手栽。

搗練子·《登珠峰》觀後
冰嶂峭，雪山寒。鐵翅雄鷹上九天。

莫道前程無路徑，珠峰絕頂可登攀。

漁歌子·瓜農
一道清溪一座崖，一間新舍一園花。
晨打杈，暮除蚜。更深囈語賣甜瓜。

西江月·爭
眾蝶爭風花側，群芳鬥艷枝頭。
星移物換到深秋，爭得腊黃枯瘦。
爭利爭權爭寵，無才無義無羞。
人生轉眼百般休，何必腦筋傷透？

七律·雅趣
颯颯金風入小園，銀須白發聚歡顏。
葡萄架下填新調，李子枝旁改舊篇。
酌字斟章多靜默，揮毫弄墨少安閑。
問君何不嘗鮮果？笑謂詩香勝蜜甜。

七律·陣雪

北嶺斑斕秋日驕，彤雲忽至降鵝毛。
有情玉蝶枝頭落，無際銀蜂霧裡遨。
俄頃芳叢蟲語脆，須臾碧宇雁飛高。
風光尤勝先前色，浴後羞花分外嬌。

七律·喇嘛山
人間仙境喇嘛山，秀險奇靈勾畫難。
硌怪峰危藏妙洞，花?果美淌神泉。
溪清氣爽佛家地，卉異林幽道界園。
撥霧丹霞輝碧野，眾生雀躍北陲天。

七律·游喇嘛山
嬌鶯迎客戲芳枝，綠水攜花彙碧池。
洞畔蟲鳴聲促促，岩旁蝶舞影遲遲。
泉醇似酒天工釀，霧淡如紗仙女織。
揮汗游觀千頃畫，回眸眷戀滿山詩。

西江月·人生感懷
未送秋風悄去，不迎冬雪匆來。

梨花飄落若徘徊，彈指銀紗覆蓋。
皆慕神龜長壽，安逃老驥終衰？
披荊斬棘做賢才，笑對人生百載。

哲理楹聯二副
其一、
人有憂煩，忘憂煩，憂煩少，身心康
健；
世存樂趣，尋樂趣，樂趣多，福壽綿
長。

其二、
百載人生，想想終局，定會豁達，何
必斤斤計較；
千樁事務，推推後果，自然謹慎，須
當處處經心。

前言
筆 者 現 為 馬 州 蒙 郡 之 義 工 園 藝 大 師

（Master Gardener）。每月有一個星期六從上
午十點到下午一點，在 Brookside 花園的植物
診所 （Plant Clinic）服務。義工園藝大師組織
的宗旨，主要是推廣如何使園藝工作遵循環保
原則，並能保護海灣和湖泊之清潔，而維護各
地的生態系統，並傳遞最新園藝訊息。

在 Brookside 花園的植物診所服務時，花
友們會問到各種各樣的問題，他們可能拿來一
些枯萎的花草來請教對策。我們作義工的要靠
自己的經驗、或當場查參考書、或上網站查詢
資料，來解答他們的問題。所以平時特別關注
園藝界的動態及最新詢息。近年來有關園藝方
面發生了兩件大事，值得告訴愛好園藝的朋友
們。

1. 氣溫變化
影響植物的生長有許多因素：氣溫、日照

的時間、土壤的含水量、空氣的濕度、和地上
結霜的天數等，其中氣溫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
素。

美國農業部將全國從北到南，從冷到熱，
分 為 從 0 到 13， 共 有 十 四 個 植 物 抗 寒 區
（USDA Plant Hardiness Zone）。每個抗寒區
有其冬天平均最低溫度的範圍，每區又再分
為 a b 兩個小區。例如：6b 區（－5 到 0 度 F
），7a 區 （0 到 5 度 F）。又例如: Fairbanks,

Alaska 為 2a 區，Washington, D.C. 為 7b/8a 區
，San Juan, Puerto Rico 為 12b/13a 區。

根據二 0 一二年美國農業部的報告，
Maryland 州 Montgomery 郡年平均最低溫度(
華氏 0 到 5 度)，要比一九九 0 年的報告（華
氏 －5 到 0 度）高出華氏五度。[一九九0年
的報告是根據一九七四到一九八六年的氣像數
據，而二0一二年的報告則根據一九七六到二
??五年的氣像數據。]

所以 Montgomery 郡多年來，因氣溫增加
了華氏五度，就從植物抗寒區 第 6b 區，變為
第 7a 區。雖然平均最低氣溫只增加了區區五
度，但是確使得那些以前勉強可以存活的植物
現在可以長得茂盛。例如：camellia（山茶花
），gardenia（梔子花），Indian hawthorn（山
楂樹），magnolia（木蘭），oleander（夾竹桃
），spruce（雲杉）。所以這些較適宜溫帶的
植物也漸漸出現在這裡的苖圃。

2. 植物命名及描述
為了要使一個新發現的植物之訊息能通過

國際植物大會（International Botanical Congress
）的審批，植物學家須準備包括學名（scien-
tific name）及仔細描述（diagnosis or descrip-
tion）的申請資料。

早自一七五三年，瑞典的植物學家 Carl
Linnaeus 就採用了植物二進制命名法 (Binomi-
al Nomenclature)。此命名法是將學名分為兩部
分：第一部分是“屬”（genus)，都為斜寫，

而其第一個拉丁字母須大寫，例如：Nandina
；第二部分是“屬”下許多特定的名字（epi-
thet）中的一個，都為斜寫和小寫，例如：
domestica ，是 Nandina“屬“下之一的 epithet
。兩部分併起來成為一個物種（species）的名
字：Nandina domestica。

從一九0八年起，植物的學名及描述，必
須用拉丁文，學名仍沿用二進制命名法。但二
0一一年七月第十八屆的國際植物大會，將此
國際藻類、菌物、和植物命名法規（Interna-
tional Code of Nomenclature of algae， fungi，
and plants）作了重大的改變，並於二0一二年
一月一日正式生效。

新的法規規定新發現的植物其學名還是須
用拉丁文，但是對此新植物的正式描述除用拉
丁文外，現在也可以用英文。近年來很少植物
學家能夠用很通順而準確的拉丁文來描述新品
種，硬要他們這樣作是讓他們很費力費時的。
因為擔心因環境的關係，有些新品種沒等到正
式批准就滅種了，所以新法規的目的主要是要
加快命名新品種的程序。

這項改變可真是園藝界百年來的大事。對
植物學家來說提交新發現的文件要方便得多，
而可以加速國際植物大會審批日漸增多新發現
的植物。同時另外一項改變是：除了印刷書之
外，在電子書上?登的文件也承認是正式文件
，更增加了傳播最新訊息的速度。

當然除了正式的學名之外，在美國也有英

文俗名（common name）供喜愛園藝的大衆使
用。例如： 我家後花園中有天竺，其拉丁學
名是以前提到的 Nandina domestica， 而其英
文俗名則是（heavenly bamboo）；另外在冬天
結小小可愛紅果子的冬青，學名是 Ilex verti-
cillata ，俗名為（winterberry）；淡黃色小花
而醇香的月桂，學名 Laurus nobilis， 俗名
（laurel）；有漂亮淡紫色的丁香，學名 Sy-
ringa vulgaris， 俗名（lilac）；我們最珍貴的
梅花，學名 Prumus cerasifera， 俗名（flower-
ing plum）。

後語：
作為義工園藝大師轉眼已七年多，雖然每

次到花園植物診所來回一小時及服務四小時，
費時又費力，但得益良多，樂趣無窮。一來是
退休後還有機會講英文，不會連 ABC 都給忘
了。二是可以從我的mentor 藍 Len 師父及其
他資深義工處，學到許多園藝方面的經驗及回
答問題的方法。另外我還可以遇到從各處來的
花友。有華裔花友來訪之時，我可以用中文為
他們回答問題。他們沒想到在植物診所中，會
巧遇會說中文的義工園藝大師，格外驚喜。我
們義工們每年都須選修有關課程，以增進園藝
智識，用以應付花友的各種問題。這種腦力的
訓練對我身心的健康幫助很大，怪不得至今興
趣仍有增無減。

（2017.02）

有關園藝的兩件大事有關園藝的兩件大事 作者作者：：夏勁戈夏勁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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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as saying.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increase mutual trust, 
deepen cooperation and ensure that under Trump they 
make even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peace and 
prosperity, Wang added.
The two also had a "deep exchange of views" o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the statement said, 
without giving details.

Tillerson on Friday urged China to 
do all it could to moderate North 
Korea's destabilizing behavior after 
Sunday's ballistic missile test by 
Pyongyang, Tillerson's spokesman 
Mark Toner said after the Wang 
meeting.
Meeting On Sidelines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on Friday assured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of Washington's 
stance to abide by the "One China" 
policy.
While meet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of the Group of Twenty 
(G20) to exchange views on bilateral ties and issues of 
mutual concerns, Tillerson reiterated the U.S. stance to 
abide by the "One China" policy, which carries specific 
significance, not only to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ut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it.
In a phone call with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last 
week, Trump changed tack and agreed to honor the 
"one China" policy, a major diplomatic boost for 
Beijing, which brooks no criticism of its claim to self-
ruled Taiwan.
However, several areas of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uch as currency, 
trade,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North Korea, were not mentioned in 
public statements on the telephone 
conversation.
A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tatement released after Wang 
met Tillerson on the sidelines of a 
meeting of foreign ministers of the 

G20 top economies in the German 
city of Bonn, made no specific 
mention of where the two disagree.
Wang said the Xi-Trump call was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that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promote even better relation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joint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global stability and promote global 
prosperity, and both sides' joint interests are far greater 
than their differences," the statement paraphrased 

North Korean economist Ri Gi Song, a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t th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id the coal ban would not have a big effect.
"We have been exporting some good quantities of coal, 
but we didn't export very much," he said. "(Therefore) 
we don't feel very much affected by the so-called 
restrictions."
He said the export of other raw materials -- such as 
magnesite and graphite, used in smartphone production 
-- is "very important" for major world economies. 
North Korea sits on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ld's 
deposit of those two raw materials, Ri said.
North Korea claimed success in its February 12 test 
of a new medium long-range ballistic missile, the 
Pukguksong-2. China voiced its opposition to the 
launch and joined other members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n condemning Pyongyang's action.
When reports first surfaced last week that authorities 
in an eastern Chinese port rejected a large shipment of 
coal from North Korea, 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ial declined to confirm the story but reiterated 
Beijing's long-held position.
"China fully, earnestly and faithfully enforces relevant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which include clear 
provisions on North Korea's coal exports," said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last Wednesday. 
(Courtesy http://www.cnn.com/2017/02/19/asia and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BEIJING (Reuters) - The common interes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ar outweigh their 
differences,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told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on Friday in their 
first face-to-face meeting since Tillerson took up his 
job.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gered Beijing in 
December by talking to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and 
saying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have to stick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under which Washington acknowledges 

opposed the launch of the missile
The move also comes immediately aft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met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appointment at the 
G20 ministerial conference.
In the meeting on Friday, Tillerson had discussed the 
the growing threat posed by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with Yi in detail.
Acting U.S. State Department spokesman Mark Toner 
had said in a statement after the meeting that Tillerson 
urged China to "use all available tools to moderate 
North Korea's destabilizing behavior.”
Speaking to the media in Germany, Yi pledged to 
strictly implement UN-imposed sanctions and said that 
there is still hope to resolve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issue through diplomacy.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further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Beijing is willing to facilitate multilateral talks.
Earlier last month, some Chinese ministries had jointly 
issued a statement, providing a list of prohibited items 
for export to North Korea in compliance of Resolution 

BEIJING, China - In a bid to comply with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that China participated in 
drafting in November last year, the country has now 
decided to ban all coal imports from North Korea.
China’s decision also comes in light of the recent 
missile test conducted by North Korea.
The country announced the decision in a public notice 
that was issued by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along with the country's customs agency.
China said in the notice that was posted on the 
ministry's website, “Imports of coal produced in North 
Korea - including shipments already declared to the 
customs but yet to be released - will be suspended for 
the remainder of this year.”
Last year, North Korea, after the launch of a nuclear 
warhead in September 2016 disregarded an earlier 
UN ban which led to the imposition of the Resolution 
2321, some of the toughest sanctions against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Pyongyang’s recent missile test on February 12 has 
further increased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North Korea had claimed the success of a new medium 
long-range ballistic missile, the Pukguksong-2.
U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including China 

2321.
The list included articles related to military-civilian 
dual-use, related to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t 
included chemicals and weapons technologies, and 
design software, high-speed cameras and truck chassis.
China is North Korea’s only regional ally and its 
biggest trade partner.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made the 
announcement in a public notice jointly issued with 
the country's customs agency Saturday and stated that 
the decision was made to comply with a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that China helped draft and pass 
last November.
Resolution 2321 imposed some of the toughest 
sanctions yet against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after it 
disregarded an earlier UN ban to test what it said was a 
nuclear warhead in September 2016.

Coal is North Korea's main export and an important 
source of foreign currencies for its fragile economy. 
Most of North Korea's exported coal is shipped to 
China, its only major ally on the global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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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issued a joint public notice 
Saturday with the country's customs agency banning coal 
imports from North Korea in compliance with a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James Mattis reviews the guard of honour prior to a meeting 
with Japanese defense minister Tomomi Inada in Tokyo on 
Saturday. (Photo/EPA)

Tillerson urged China to do all it could 
to moderate North Korea's destabiliz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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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to region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reports 
Xinhua.
Meanwhile, Wang said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oth shoulder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securing 
world stability and enhancing global prosperity, had 
more common interests than disputes.
He added that China is ready to work with the U.S. 
side to implement the consensus reached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mov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forward in the direction 
that features no conflict, no confrontation, mutual 
respec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Wang said.
He said the two sides should increase communication, 
enhance trust, handle differences properly, and deepen 
cooperation in a bid to ensure greater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during Trump's presidency, bring 
tangible interests to the two countries' peoples, and 
make more contributions to world peace and prosperity.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said the U.S. side looked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China to conduct high-level 
exchanges, facilitate understanding, and maintain, 
improve and consolidate mutual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 all fields. (Courtesy http://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and http://www.metro.
us/news/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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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期心血管疾病是以心血管系統的症狀
為主要表現的一種更年期綜合征。因為女性到
中年以後，會發生一個生理的變化，特別是在
絕經期前後，女性激素的水平會突然下降，全
身器官相應改變。40 歲以後的女性，代謝能
力下降，容易發胖；再加上現在生活水平較高，
吃的比較豐富，就可能會產生高血脂。另外，
45 歲以後，糖尿病的發病率逐年增加，如果
這個時候血脂高、血壓高，極容易發生冠狀動
脈粥樣硬化。特別是現在很多女性，只關心家
庭，不太關心自己，很有可能出現健康問題。

“更年心”主要表現為心悸，病人自覺心
慌，心跳，常要長出氣，嘆氣樣呼吸 ; 胸悶，
心前區疼痛 ; 部分病人血壓增高，血壓常不穩
定，心律不齊等。常伴有失眠、多夢、潮熱、
頭痛、頭暈及月經紊亂等症狀。“更年心”約
占更年期綜合症的 50% 左右。

更年期女性停經後由於雌激素分泌量的逐
漸減少，對心血管失去其保護作用，而使心血
管疾病的發生率提高。雌激素的分泌可使高

佛光山中美寺佛學座談上周六舉行
依宏法師講「 圓覺經」-- 開啓圓滿心智的方法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佛光山中美寺長久
以來弘揚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今年開春以來首
場佛學講座，於上周六（ 2 月 18 日） 上午舉
行，由佛光山夏威夷道場的住持依宏法師前來
主講「圓覺經 」--- 開啟圓滿心智的方法，
也是教我們成佛的十二堂課。

成佛的十二堂課，包括： 第一課 -- 文殊
章（ 永斷無明 ），第二課 -- 普賢章（ 知幻
離幻 ），第三課 -- 普眼章（ 滅除汚垢 ），
第四課 -- 金剛藏章（ 斷除輪迴 ），第五課 -- 
彌勒章（ 勤斷二障 ），第六課 -- 清淨慧章（ 
（ 隨順覺性 ），第七課 -- 威德自在章（ 三
種修法 ），第八課 -- 辨音章（ 廿五定輪 ），
第九課 -- 淨諸業障章（ 破除四相 ），第十
課 -- 普覺章 （ 離四種病 ），第十一課 -- 
圓覺章 （ 安居初修 ），第十二課 -- 賢善首
章 （ 無上修持 ）。

依宏法師演講的要點：
（ 一 ）一切眾生本來就是佛：＂譬如銷

金礦，金非銷故有。＂＂平凡的礦石就是眾
生，熠熠金光子就是成佛後的狀態。＂依宏法
師說： 金子本來就有、內𥚃固定不變的金性
就是圓覺妙心。迷惑的眾生以為礦石是礦石，

金子是另類品。礦石就算變成金子，也是練成
的，而不是本來具有的。

（ 二 ） 修行的漸次：知幻 離幻＞ 以幻
修幻＞ 知幻即離 ~（普賢章）＂知幻離幻＂知
幻： 無名就是妄想生滅的心，它讓我們常住
在一種幻化境界之中。＂不知幻＂： 凡夫執
著很深、完全誤以為真。以為一切快樂、痛苦、
喜悅、煩惱都是真實。我們常所謂的「 心 」，
其實是妄想幻化的。＂離幻＂： 就是修行。
還要用空性來觀照它（ 幻 ）。＂知幻離幻＂
即＂十二因緣的還滅門＂。＂以幻修幻＂依宏
法師用＂鑽木取火＂作比諭。＂知幻即離＂： 
虛幻本身並沒實體，所以不可取著。虛幻本身
並無自性，無性也是圓覺。幻即是真，真即是
幻。知道是幻，覺性即起。只不過是迷或悟的
差別，所以沒有了方便和漸次。

（ 三 ） 隨順覺性： 有四種：1. 凡天隨順
覺性，2. 未入地菩薩隨順覺性，3. 入地菩薩隨
順覺性，4. 如來隨順覺性。依宏法師說：1. 凡
天隨順覺性，最大的障礙是＂我執＂，我見，
我愛，我恨、而我痴，我慢、我所以為 -----
要知道凡所種種的都是假相 / " 幻＂，要以幻
修 幻，如 1，修行，2，親近善知識，3，了了

分明念頭的生滅相，原來
全部都是自己的分別心所
致。

 2： 未入地菩薩隨順
覺性，其障礙： ＂執清淨
＂（ 清淨的潔癖 ）＂時時
勤拂拭  莫使惹麈埃 ＂，
除去有所得的心＂以無所
得故，菩提薩埵＂

3： 入地菩薩隨順覺
性： 標 月 指， 種 種 的 經
教 及 法 門 --- 手 指， 圓
覺 --- 月亮，見到月亮就
了解手指不是月亮，不要
把種種的經教及法門當成
是實相本身 。

4： 三種修法，隨順覺性的三法門：1，奢
摩他 / 止，，2，三摩鉢提 / 定，3，禪那。奢
摩他 / 止，「 以淨覺心，取靜為行，由澄諸念、
覺識煩動。」，而淨覺心就是遠離一切幻和執
待、在行、住，坐，臥當中都保持清淨、覺知
一切無可執著，而自然寂靜。三摩鉢提 / 定： 
以幻止幻： 建立在＂止＂淨覺心上，即了知

圖為佛光山中美寺佛學講座現場，依宏法師（ 立者） 正在主講「 圓覺經」。

更年期女性 留神“更年心”

十八界不是真實的、都是從圓覺妙心幻化而
有。在定中觀照自己的心，來滅除一切幻相。
（禪那） 即「 直証體性 」： 直接用本性去了
悟身和心都是掛礙，超出一切相對的境界。

5： 破除四相：我相、人相、眾生相、壽
者相。離四種病： 作、任、止、滅。

密度脂蛋白 (HDL) 提高，而使低密度脂蛋白
（LDL）降低，並對 LDL 有抗氧化作用，雌
激素可抑制血小板或巨噬細胞沾粘於血管內膜
層，減少氧化過的 LDL 與膽固醇沈澱於血管
壁，而延緩血管動脈粥樣硬化的形成，並可增
加冠狀動脈的血流量，以促進血管擴張或減少
纖維蛋白原。因此，保持正常的雌激素分泌能
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

由加拿大 VIKER 公司推出的紅人歸膠囊
（Sangel）是一個陰陽雙補、全方面溫和調理
的百年漢方，經現代技術科學組方，無毒、無
副作用。它可以通過滋潤營養卵巢，恢復自身
的雌激素分泌，使雌激素正常分泌，預防心血
管病的發生，延緩卵巢早衰。不僅如此還可以
全面調節女性內分泌，氣血雙補，堅持長時間
服用可以延緩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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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院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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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下癥狀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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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癥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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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斑等症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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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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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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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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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秦鴻鈞
老人服務協會於上周日（ 2 月 12 日 ）中午在 「姚餐廳 」 舉辦農曆新年感謝義
工春宴。會長趙婉兒（ 前排左五） 在會中表達對義工平日工作辛勞的感激與敬
意。趙婉兒表示： 她擔任老人服務協會會長五年，使該會從一百多人到至今一千
三百多人，她逐一介紹該會理事徐華，黃秀峰，袁先生等多人。而老協的義工王
清香（ 香香舞蹈班）、呂瑛老師，以及來自 「晚晴公寓」 的James 苗，康介魯
，於韶等多人也一一被介紹。趙婉兒會長也準備了大量的禮品在餐會上摸獎。當
天出席的貴賓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 前排右四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 前排左四） 也帶來禮品抽獎，並期勉義工多作些有益老人及社稷的服務工作
，當天四十餘人出席春宴，幾乎人人有獎，場面極為熱烈。

(本報訊)德州中文教師劉瑞華榮獲“2016年美國中文教
師學會行動研究獎”。劉瑞華老師是目前唯一一位中小學
中文教師獲得該獎。往年的獲獎者都在大學工作。

該獎由美國中文教師學會於2013年設立，每年在全國
範圍內授予一位教學研究突出的中文教師以支持其行動研
究。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不像實證研究 (Empirical
Research) 那樣實驗新的教學方法或提出新的理論，而是基
於真實的課堂教學進行的研究，著重提高每天的教學效果
。行動研究在中小學其它學科很常見，可是在中文教學中
卻還不常見。

劉瑞華老師是德州國際領袖人才學校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的一名小學中文教師，有多年大學和中

小學中英文教學研究經驗。她深感教學研究是中小學中文
教學中的薄弱環節。中小學中文教師有第一手的教學經驗
，可是由於沒有自己的研究作指導，老師們只得跟風走。

劉老師身先士卒用自己的中文課堂做教學研究，明辨
各種理論及方法，不跟風，走獨立自主的中文教學路。教
學研究對中小學中文教師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可是目前各
大中文教師暑期培訓研習班（如各地星談暑期項目 STAR-
TALK Chinese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s）還很少把教學研
究列入其培訓計劃。劉老師因此呼吁暑期中文教師培訓加
入這一重要環節，或設立專門的教學研究培訓項目，以培
養中小學中文教師獨立自主進行教學研究的意識和能力。

（本報訊）建校47年，休士頓歷史
最悠久的中文學校中華文化學院於 2 月
18日假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大禮堂
舉辦今年的農曆新年春節聯歡活動。全
校師生家長，歷任校長、副校長，董事
會成員及來賓們共 500 多人齊聚一堂觀
賞學生們的表演熱鬧歡度新年。當天的
表演節目都是各班的老師和學生們自行
設計排練的成果。駐休士頓辦事處林映
佐副處長及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也應邀
到場參加盛會。文化學院也請到了具有
多年專業經驗的舞臺總監左大為和燈光
音效戴啟智來設計指導整個節目的流程
。

今年中華文化學院決定將每年例行
的春節聯歡做些變化，希望今年辦得比
較隆重與正式。所以將每年於校內舉行
的春節聯歡移師到僑教中心的大禮堂舉
行。學校的每一位老師都完全投入使出
了渾身解數籌備今年的表演節目，師生
們一共準備了15個精彩的表演並由15位
學主持群。以及3位老師主持人串連整
個的演出，向觀眾們一一介紹節目的內
容。在學生表演之後全校老師上臺表演
「浪花一朵朵」，老師們除了又唱又跳

以外也邀請現場家長和來賓觀眾一起動
起來。這個臺上臺下家長和老師的互動

為當天的表演節目high到最高點。在表
演結束後所有的師生及歷任校長們都上
臺拍攝了一個全校大合照。隨後家長會
提供簡便午餐，並由美國味全公司贊助
點心和飲料分享參加活動的來賓。青年
成就社的學生也在餐後表演舞獅助興，
為當天的聯歡會劃下了完美的休止符。

註：中華文化學院中文學校是僑委
會重點電腦教學的種子學校，採用美洲
華語教材。教授正體、簡體字，注音符
號和漢語拼音，並有文化課，重要中華
傳統節慶美食、書法、象棋、剪紙、國
畫等等，有幼兒班、學前班至12年級。

中華文化學院中文學校春節聯歡首次在僑教中心舉行
全校師生家長齊聚一堂節目精彩氣氛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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