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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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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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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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獨家採訪國民黨主
席參選人韓國瑜3月16日播出
「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將於3月16日(周四)晚間7
時30分直播﹐這次討論重點將放在趨於白熱化的國民黨黨主席
選舉﹐節目也跨海連線﹐獨家採訪國民黨主席參選人韓國瑜﹐讓
他談談參選訴求﹑兩岸關係與選後黨內團結等議題﹒節目由常
中政﹑馬健和李堅強教授主持﹐精彩內容﹐請準時收看﹒



《《特別呈現特別呈現》》國產原創紀錄片展現立體中國國產原創紀錄片展現立體中國

BB22美南電視介紹

內容介紹內容介紹﹕《﹕《特別呈現特別呈現》》是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是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

（（CCTV-CCTV-99））推出的一個紀錄片放映時段推出的一個紀錄片放映時段﹐﹐主要播放國主要播放國

產原創紀錄片產原創紀錄片﹐﹐展現一個立體的中國展現一個立體的中國﹒﹒許多記錄片許多記錄片

包括包括《《舌尖上的中國舌尖上的中國》﹑《》﹑《春晚春晚》》紀錄片紀錄片﹑《﹑《我的抗戰我的抗戰》》3232

集大型歷史紀錄片集大型歷史紀錄片﹑《﹑《南海一號南海一號》》紀錄片紀錄片﹑《﹑《玄奘之路玄奘之路》》

和和《《同飲一江水同飲一江水》》等都是不同主題人文風情的生活故等都是不同主題人文風情的生活故

事事﹒﹒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周日下午周日下午22時至時至33時首播時首播﹐﹐周四下午周四下午44時至時至55時重播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報導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美國四個州挑戰川普新的旅行禁令美國四個州挑戰川普新的旅行禁令

【VOA】美國總統川普星期一簽署新的旅遊禁令﹐把伊
拉克移除﹐川普的新命令要求在三個月內禁止伊朗﹑利
比亞﹑索馬裏﹑蘇丹﹑敘利亞和也門等六個國家的公民
進入美國﹐美國四個州包括夏威夷州﹑華盛頓州﹑俄勒
岡和紐約州對川普總統修改了的禁止六國公民入境美
國的行政命令提出法律挑戰﹒
夏威夷州的律師們星期三晚上向位於首府檀香山的聯
邦法院遞交了訴訟狀﹐認為新的旅行限令傷害到本州
的穆斯林﹑旅遊業和外國學生﹒
與此同時﹐華盛頓州要求西雅圖的一名聯邦法官確認﹐
阻止實施川普最初禁令的現有法院命令也適用於總統

的新禁令﹒ 華盛頓州的州司法部長鮑勃·弗格森說﹐俄
勒岡州和紐約州也加入了華盛頓州的行動﹒
弗格森承認川普的新命令比原先的行政命令範圍要
窄﹐但是他說“這並不意味著新命令解決自身的憲法問
題”﹒
川普的新命令要求在三個月內禁止伊朗﹑利比亞﹑索馬
裏﹑蘇丹﹑敘利亞和也門等六個國家的公民進入美國﹐
而且停止接收難民四個月﹒命令不適用於在1月22日
之前獲得簽證或有永久合法居留權的人﹒
美國聯邦法官將在3月15日﹐也就是新禁令生效的前
一天對夏威夷的訴訟舉行聽證﹒

美國經濟強勁美國經濟強勁 就業增加二十三萬五千就業增加二十三萬五千

星期日 2017年3月12日 Sunday, March 12, 2017

反對川普總統旅行禁令的華盛頓州的州司法部長弗格森反對川普總統旅行禁令的華盛頓州的州司法部長弗格森（（資料照資料照））

【VOA】美國經濟二月份凈增就業職位二十三萬五千﹐
失業率下降百分之一﹐為百分之四點七﹒
美國勞工部星期五的報告比大多數經濟學家的預測更
好﹒有些專家說﹐就業機會每月必須增加大約十萬才
能滿足新增就業人數的需求﹒
就業機會增加在建築業﹑私立教育﹑制造業﹑健保業和
采礦業等領域﹒白宮新聞發言人斯賓塞在推特上指
出﹐這份報告是川普執政之後第一個好消息﹐也“是美
國工人的好消息”﹒
勞工緊俏意味著公司可能要被迫漲薪來吸引和留住員
工﹒星期五的報告說﹐工資過去一年上漲了百分之二
點八﹐比前一個月幅度更大﹐也超過通貨膨脹﹒

美國央行的高級官員說過﹐他們正在密切關註勞工市
場﹐就業強勁的報告可能讓他們加息﹒美聯儲將在下
星期開會﹐辯論利息政策﹐並預計下星期三公布結果﹒
許多經濟學家說﹐他們將讚成把利率提升百分之零點
二五﹒聯儲局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和對抗失業﹐在經濟
衰退期間曾把利率減到接近零﹒
不過﹐就業數據強於預期仍然顯示﹐還有七百五十萬美
國人失業﹒另有五百七十萬人需要全職工作但是卻只
能找到半工﹒這類政府數字把過去四星期在找工作的
人算作失業﹐但是沒有計入那些在家照顧在讀年幼子
女的非就業者﹒ 美國勞工部美國勞工部33月月1010日報告稱美國日報告稱美國22月份增加了月份增加了2323萬萬55千個就業職位千個就業職位﹒﹒

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的一家餐館豎立看板招募員工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的一家餐館豎立看板招募員工﹒（﹒（檔案圖片檔案圖片））



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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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特區華盛頓特區不得不去不得不去的旅遊景點大盤點的旅遊景點大盤點（（七七））——博物館篇
華盛頓特區除了作為美國的首都及政治文

化中心而廣受旅遊者青睞外，還有一個最大的
特點使這裡成為一處特別的旅遊勝地，那就是
豐富的博物館資源！特區的博物館中大多數都
隸屬于龐大的史密森尼學會體系，僅史密森尼
學會旗下在華盛頓的博物館數量就多達 16
家，館藏藝術珍品和各類珍奇標本、文物等近
兩億件，是世界最大的博物館群，並且這些博
物館全部常年免費對公眾開放，如果遊客想要

遍訪華府的這些博物館，恐怕都要待上至少半
個月。而更加有意思的是，可能是出於“將博
物館進行到底”的偉大構想，華盛頓還有一些
另類的私人開辦的博物館，也是吸引遊客們的
大好去處。這些博物館比起傳統的博物館來說
更加大膽有趣，也對某一領域的知識涵蓋得更
加具體。如鼎鼎有名的新聞博物館、犯罪博物
館、郵政博物館、間諜博物館等等，是不是聽
上去就已經令你蠢蠢欲動了呢？下面小編將分
幾期，將華盛頓特區的這些博物館為您一一道
來，請您跟隨小編的腳步，先來暢遊一番吧！

華盛頓國家美術館
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又稱國家藝廊、美國國

家藝術館，是史密森尼學會旗下最重要的一座
博物館之一，也是美國最值得參觀的美術館之
一。

國家美術館建於1937年，大概從1941年
開始陸續對外開放，分東西兩棟，西棟以歐洲
中世紀到19世紀的畫作和雕塑為主，東棟則
主要收藏現代藝術作品。兩棟都分別有名畫陳
列，哪個都不容錯過。東棟的設計還出自旅美
著名設計大師貝聿銘之手，且是他的得意之
作。

國家美術館的建築本
身就堪稱一件完美的藝術
品。這裡的古羅馬式中央
大廳簡直讓人仿若置身於
藝術聖殿，大理石鋪就的
地面和中央噴水銅像都帶
有濃厚的藝術色彩和歷史
氣息。兩側的展廳佈置則
十分鮮明且光線充足。館
內還有兩處精緻的過庭花
園，遊人可以在這裡休
息，偶爾還會有小型的音
樂會在這裡舉行，更增添
了博物館的藝術氛圍。

國家美術館不僅在全

美，乃至世界都堪稱藏品最為
豐富的美術館之一，館藏展品
約4萬件。在西棟，千萬不能
錯過的是一副達芬奇的畫作
《吉內夫拉·德本奇像》，這
幅畫是美洲唯一一副達芬奇的
作品；而在東棟，則陳列了畢
卡索、安迪·沃荷等知名藝術
家的作品。

國家美術館還經常會舉辦
一些特別的主題展覽，具體的
資訊您都可以登錄官網http://
www.nga.gov/content/ngaweb.
html進行查詢，從而更好地安
排您的行程。博物館並提供電子語音講解儀，
內有中文講解可供您租用。

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之前為您介紹過的
雕塑公園實則也屬於國家美術館的一部分，開
設於1999年，主要用於陳列一些適合放置於
戶外的雕塑藝術品。

配圖：國家美術館1、2 來源：網路圖片

美國國家航空航太博物館
美國國家航空航太博物館也是史密森尼學

會旗下最知名的博物館之一，主要收藏了反應
美國航空航太歷史的飛機、發動機、火箭、登

月車，以及一些著名的航空器物，並且結合航
空航太知識，寓教於樂，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最豐富、最著名的飛行博物館。

不得不說，航空航太博物館是小朋友們的
最愛，如果您是攜家眷一同來華盛頓旅遊，那
麼這裡的確很適合。博物館分24個展廳，各
展廳分別陳列著的各類飛機、火箭、導彈、太
空船展品絕大多數都是珍貴的原物或備用的實
物，包括中國古代的風箏和火箭模型、世界上
第一個熱氣球的複製品、1903 年萊特兄弟發
明的第一架飛機、人類第一枚火箭、第一顆人
造衛星、“阿波羅”登月艙、“哈勃”太空望

遠鏡、太空梭、國際空間站、月
球岩石標本等等。且許多陳列品
都允許遊客親自動手操作，來體
驗航空科學的魅力。

TIPS：
航空航太博物館內設有美食

廣場，恐怕是在國家廣場附近最
適合坐下來用餐的地方，所以建
議朋友們可以將午餐安排在這
裡，合理規劃時間。

配圖：航空航太博物館 1、
2 來源：網路圖片

隨著科技發展越來越迅猛，曾經人
類很多奢望靠機器人來代勞的事情如
今竟然已經不再是奢望，而最近，這
種“便利”甚至要深入到最普通人的
生活之中。送外賣就是最好的代表。

據美國媒體報導，近日，維吉尼亞
州州長正式簽署了一項全新法規，宣
佈從今年 7 月 1 日期，允許機器人承擔
快遞工作，在該州範圍內的人行道路
上行走。這也就意味著很多商家可以
“雇傭”機器人送外賣，屆時，您的
家門很可能會被一個送貨機器人扣
響。同時，維吉尼亞州也成為全美第
一個通過了機器人送快遞的州。

法規要求這些送貨機器人的時速不
能超過 10 英里，且重量需要在 50 磅之
內。法規沒有要求機器人必須處在控
制人員的視野下，商家可以遠端對機
器人進行監控和操作。機器人只能在
人行道路上行走，且過馬路必須走人
行橫道。州政府還將權利寬鬆下放到
各級市政議會，每個城市有權對這項
法規加以更加嚴格的限制措施和條
款，甚至禁止機器人上路。

據悉，這項法案是立法者Ron Vil-
lanueva 和 Bill DeSteph 在 機 器 人 公 司
Starship Technologies 的幫助下起草的，
而該公司的最新產品正是這樣一款適

合送快遞的機器人。亞馬遜和
美國送餐公司 Grubhub 也對維
州的率先立法表示祝賀和支
持。但也有一些反對者表示，
這項立法將牽扯到很多其他問
題，如“機器人運送的貨物價
值是否需要加以限制？”、
“如果有人打劫了機器人該如
何處置？”等等。

配圖：機器人送貨 來源：
網路圖片

美國是留學勝地，每年從世界各地前來美國
眾多大城市求學的遊子趨之若鶩，但是，究竟全
美哪些城市更適合留學呢？許多教育雜誌和網站
頻頻在每年的開學之際為大家指點迷津。近日，
一份“QS Best Student Cities 2017《2017 全球最
佳留學城市排行榜前100》”就為大家解決了這
一疑問。

據悉，這份榜單參考了以下六大評選標準：
University Rankings（大學排名）、Student Mix
（學生群體多樣性）、Desirability（城市吸引
力）、Employer Activity（雇主活躍程度）、Af-
fordability（城市生活負擔水準）和Student View
（學生觀點）。

在這份榜單中，共有12座美國的留學名城

入圍，首都華盛頓特區也赫
然在列。這 12 個美國城市
包括波士頓、紐約、三藩
市、華盛頓特區、芝加哥、
洛杉磯、費城、匹茲堡、亞
特蘭大、聖地牙哥、巴爾的
摩和休斯頓。其中，波士頓
是所有美國城市中排名最高
的，在總榜單上排在第 8
位。名校最為集中是波士頓
在榜單上脫穎而出的最主要
原因，而表現僅次於波士頓

的美國城市是紐約，大蘋果因為其獨特的多元而
廣受留學生青睞，在總榜單上排名第 19；三藩
市是美國西部表現最好的城市，在總榜單上排名
第28。

首都華盛頓特區是全美第四名入圍這一榜單
的城市，在總榜單上的位置為 37。另外巴爾的
摩也作為單獨的城市榜上有名，這主要歸功於約
翰·霍普金森大學的入駐，在總榜單上排名第87
位。

而在全球範圍內，加拿大的蒙特利爾擊敗去
年的冠軍法國巴黎成為最佳留學城市之首，法國
的巴黎位列第二名，英國的倫敦位列第三名。
配圖：華盛頓特區 來源：網路圖片

華盛頓特區入圍2017全球百佳留學城市 趣聞：維州機器人即將上街送快遞啦！

BB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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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府特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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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女性選民聯盟教育基金
會(League of Women Voters of Houston Education Fund, LWV)10
日於Junior League of Houston舉辦第16屆餐會，在會上表揚兩位
傑出貢獻人士，獲獎的兩名法官分別是哈瑞斯縣第二民事法庭庭
長張文華(Theresa Chang)與法官Phyllis Frye，接受艾美獎主持人

Ernie Manouse訪問其心路歷程，談及成功之道。
休士頓女性選民聯盟教育基金會，目的在於透過選舉幫

助婦女在公共事務上發揮更大影響力，並做好正確選務宣傳
，以及協助民間教育基金籌措。

休士頓女性選民聯盟會長Aimee Mobley Turney致歡迎詞
，感謝大家撥空參加午宴，感謝歷屆會長貢獻讓該會傳承
下去。她表示女性意識抬頭，選民聯盟會繼續協助成功女
性投入更多社區事務參與。
由榮獲八次艾美獎最佳主播、最佳製作人和最佳主持的

Ernie Manouse擔任主持人，以脫口秀輕鬆方式讓在場人
士了解兩位獲獎者成功心路歷程。
現任哈瑞斯縣第二民事法庭庭長的張文華，是哈瑞斯縣首位

亞裔法官，原畢業於德州農工大學化工碩士學位，但因緣際
會在接觸法律相關工作後，反而轉換人生跑道在法律道路上
闖出一片天。她笑說， 「如果一開始就知道法律帶來的成就
滿足，就不會繞這麼一大圈」。
提及大兒子是轉換職涯跑道的關鍵人物，張文華說，要平衡

法學業和家庭生活，對她來說是很艱難的過程，在她完成休
士頓南德州法學院(Sothern Texas College of Law)後，她給了
大兒子三個選擇，投入頂尖法律事務所、回歸家庭主婦和在
政府單位任職，大兒子毫不猶豫選擇第三選項，張文華笑說
， 「兒子成了我在法庭服務的推手」。

在面對法庭上辯論，如何作出正確判決？張文華驕傲的說，
法官的是非對錯判斷能力很重要，截至目前經手的案件中，高達
95%的案件中都是判決正確，她回憶起上法庭的初體驗，雖然緊
張，但她知道，一位好的法官，最重要就是 「聆聽」，要仔細聆
聽兩造說法，了解事情的原委和來龍去脈，才能作出最公正判決
。

另一位獲獎者則是哈瑞斯縣首位跨性別法官Phyllis Frye，職
業閱歷豐富，同樣擁有工程背景，更曾服務軍旅，也是轉換跑道
最後走入法律領域；Phyllis Frye獲獎無數，並致力於幫助跨性別
者(LGBT)爭取權益。兩人都說，最廉潔稱職的法官，就是 「做
該作的事」(Doing their jobs)，明辨是非，伸張正義。

張文華待人親切，在社區擁有好人緣，許多僑社好友都到場
為她祝賀，她的丈夫心臟專科醫師張少歐也陪同出席盛會。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休士頓論壇
」(Houston Asian Voice)將於 3 月 16 日(周四)晚
間7時30分直播，這次討論重點將放在趨於白
熱化的國民黨黨主席選舉，節目也跨海連線，
獨家採訪國民黨主席參選人韓國瑜，讓他談談
參選訴求、兩岸關係與選後黨內團結等議題。
節目由常中政、馬健和李堅強教授主持，精彩
內容，請準時收看。

國民黨主席選舉競爭激烈，目前已進入白
熱化階段，美南地區關注台灣家鄉大事，這次
特地海外連線獨家訪問國民黨主席參選人韓國
瑜，聊聊他的想法。本集節目看點包括 「回應

參選人同質性高，票源重疊」
、 「民進黨追殺，國民黨財務
挑戰」、 「兩岸關係有何主張
？對馬英九有所批判」、 「黨
主席如何帶領國民黨打贏 2018
九合一選舉」和 「主席選後黨
內團結」，這些議題都將在節目上有一番精闢
分析討論。

休士頓論壇去年5月底首播，節目主持陣
容堅強，由休士頓名嘴兼主持人常中政、馬健
與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教授李堅強聯手主持，
獲得社區廣大好評迴響。內容涵蓋社區、兩岸

、國際時事主題探討，三人針對不同的時事觀
點和立場切入，也視主題而定，邀請不同嘉賓
提出專業看法，帶觀眾掌握全球重大時事脈動
。

本集節目首播時間是3月16日周四晚7時
30 分，3 月 17 日周五下午 1 時至 2 時重播，敬
請準時收看休士頓論壇，帶您一起關心重點時

事新聞、勁爆話題和社區動態。
除鎖定美南國際電視台STV15.3外，也可

藉由網路直播，Youtube 搜尋 Houston Asian
Voice TV Forum (Live Stream)，或https://www.
youtube.com/channel/UCbk0l-YLidz0v0pRo-
jp3d-w/live，也可掃描報上直播網站二維碼，
手機收看。

法官張文華獲頒表揚法官張文華獲頒表揚
傑出貢獻榮譽獎傑出貢獻榮譽獎

艾美獎主持人艾美獎主持人Ernie Manouse(Ernie Manouse(左左))訪問獲獎人哈瑞斯縣首位跨性別法訪問獲獎人哈瑞斯縣首位跨性別法
官官Phyllis Frye(Phyllis Frye(中中))和首位亞裔法官張文華和首位亞裔法官張文華((右右))。。((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兩位獲獎人法官兩位獲獎人法官Phyllis Frye(Phyllis Frye(左左))與張文華與張文華((右右))。。((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休士頓論壇獨家連線韓國瑜休士頓論壇獨家連線韓國瑜
33月月1616日晚間日晚間77時時3030分播出分播出

上集節目討論二二八事件上集節目討論二二八事件，，主持人與嘉賓主持人與嘉賓
唇槍舌戰非常精彩唇槍舌戰非常精彩。。((截圖截圖))

本集看點將由主持人常中政本集看點將由主持人常中政((左左))獨家訪問國民黨主席參選獨家訪問國民黨主席參選
人韓國瑜人韓國瑜((右右))。。((截圖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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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為 Shamrock季節重新工程設計吸管
顛覆傳統的創新限量版設計讓顧客同時享受全新巧克力 Shamrock 奶昔的兩種口味

（是的，我們是真的請工程師設計的）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2017 年 3 月份會員通告

美國麥當勞今天通過由航太和機器人工程
師團隊設計的限量版吸管，顛覆了世人享用奶
昔的方式。

 麥當勞全新推出的 4 種季節性飲料之一：
巧克力 Shamrock 雙層奶昔，包含清爽順口的
上層 Shamrock 奶昔，和又濃又香的下層巧克
力奶昔。在麥當勞決心重建奶昔體驗的過程
中，這個獨特的口味對麥當勞深具挑戰性。
因為顧客如果使用傳統吸管，每一次吸吮只
能嚐到一種口味。要如何才能確保顧客每一
口都能喝到 50% 的巧克力和 50% 的薄荷呢？
麥當勞將這個任務交付給優質的專業工程師
團隊。JACE 和 NK 實驗室開發出可能比實際
需 要 更 具 革 命 性 的 Suction Tube for Reverse 
Axial Withdrawal（軸心逆向吸取裝置，縮寫為
STRAW，與英語‘吸管’同義）。形狀像英
文字母 J 的 STRAW 通過流體動力學成為享受
美味的最佳方式。

 “我們接到這個任務時雖然有點迷惑，但

I. 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每月的第二週。即 3 月 11 日、4 月 
8 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請到僑教中心 108 室辦理。註意
凡持有 2016 年及之前的會員證將不能參加本會所舉辦的任
何活動，也將停寄活動通告。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早辦理。
II. 誠徵願意為本會服務的義務英文老師。有興趣的人士請電
(713)784-9049。
III. 講座 : 年長者如何保護好自己的財務。3 月 9 日上午
10:00 僑教中心 102 室。我們邀請到專家為大家講解年長者如
何保護好自己的財務。美國老年人經濟壓力越來越大，醫療
保健和基本開支不斷上升。老人的退休金越來越少，社會保
障金的退休收入不足。此外，信用卡，債務，信用報告的錯
誤，身份盜竊等，也可以迅速搞垮了美國老人幾十年精心打
造的信用評分。通過講座可以使大家懂得保護好自己財務的
重要性，並了解相關的保護財務知識。請電徐先生登記以便
統計人數。
IV. 免費身體健康檢查 : 三月十四日、星期二早上九點半到
十二點半、地點在僑教中心。您知道您的血壓，血糖，和膽

固醇的指數嗎 ? 要保持身體健康、了解這些指數是非常重要
的。健康生活流動診所免費為您檢查血壓丶血糖和膽固醇。
膽固醇檢查當天早上需空腹驗出的指數才正確。
V.iPad 和 iPhone 第二級。將於 3 月 22 日至 4 月 21 日開班。
共五週每週三和週五上午 9:30 至 11:30 上課兩小時。需要有
初級班基礎。每班人數有限。有興趣的會員請速到僑教中心
102 室向徐先生繳費報名。
IV. 陳式太極班 : 由二十多年教學經驗的張可良老師指導。每
週六下午一點到三點有興趣的會員可到僑教中心 205 室向班
長繳費報名上課。
VI.2017 年 3 月 25 日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3 月 7 日星期二
開始接受報名收費。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限會員參加。 報
名請 於指定報名日期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憑有效會員証到
僑教中心102 室向徐先生報名繳費。或在指定報名日期之後、
如果還有名額、可電 (713)784-9049 預約報名繳費。費用含
早點、午餐、司機 午餐、小費 、瓶裝水、意外保險、和門票。
凡己報名、而改變主意不能參加者須繳交 l0 元註銷費、前一

是理解到這個任務的重大目標，” NK 實驗室
的首席工程師和管理合夥人 Seth Newburg 表
示。“從物理學的角度來看，每一口都要嚐到
相等比例的巧克力和薄荷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但是我們辦到了，這是流體動力學的極致。感
謝費布納西數列（Fibonacci sequence）。”

 麥當勞不斷在各方面求新求變。從運營的
方式（現在全日供應早餐），提供的餐飲內容
（不含防腐劑、色素和人工甘味的黃金雞塊），
到新的餐單選項（改變大麥克，供應全新大小
的麥克三明治）。最近推出的巧克力 Shamrock
奶昔和 STRAW 就是麥當勞隨時隨地以客為尊
的最新例證。

 “我們專心聆聽顧客的心聲，並且以創
新餐單作為回應，”麥當勞餐單創新資深總監
Darci Forrest 表示。“也許聽起來有點好笑，
但是重新設計最簡單的吸管，也是以客為尊的
一種體現。我們向全國最厲害的工程師求助，
創造出享受奶昔的最佳體驗。”

 由 於 STRAW 的 特 殊 設 計， 在 整 個
Shamrock 季 節 只 能 供 應 2000 根， 將 在 參 與
活動的精選麥當勞餐廳提供給購買巧克力
Shamrock 奶 昔 的 顧 客。 請 登 入 McDonald's 
Trending Now 查 看 能 夠 幸 運 領 到 吸 管 的 時
間 和 地 點。 而 且 就 和 McCafé 依 季 節 供 應
Shamrock 巧克力飲料一樣，STRAW 也是限期
供應。

 巧克力 Shamrock 奶昔是 McCafé 最新推
出的 4 種薄荷和巧克力口味飲料之一，已經在

全國麥當勞餐廳開始限期供應。上述新口味飲
料包括：

 * 巧克力 Shamrock 奶昔：在原來的薄荷
口味 Shamrock 奶昔下加一層香草霜淇淋和巧
克力口味糖漿，再撒上綠色糖粉、鮮奶油、並
以櫻桃點綴，是 Shamrock 的天作之合。 

* Shamrock Chocolate Chip Frappé：巧克
力碎片和少許咖啡的美味結合，撒上綠色糖
粉，鮮奶油，再淋上醉人的巧克力醬。

* Shamrock 摩卡：我們的經典熱摩卡現在
多了薄荷口味。使用符合環保，熱帶雨林聯盟
認證（Rainforest Alliance Certified）農場生產
的濃縮咖啡豆，熱的全脂或脫脂奶，薄荷和摩
卡口味糖漿，加上鮮奶油。再淋上醉人的巧克
力糖漿。

* Shamrock 熱可可：我們美味的熱可可現
在多了薄荷口味。使用熱的全脂或脫脂奶，薄
荷和摩卡口味糖漿，加上鮮奶油，再淋上醉人
的巧克力糖漿。

 在 Shamrock 季節中從 3 月 11-17 日，麥
當勞每賣出一杯 McCafé Shamrock 巧克力飲
料，就會捐出兩毛五美分給麥當勞叔叔之家
慈善基金（RMHC）。從 1974 年第一間麥當
勞叔叔之家開幕時起，具代表性的 Shamrock
奶昔就一直在 RMHC 募款活動中扮演主要角
色。

美國麥當勞簡介
McDonald's USA, LLC（美國麥當勞）每

天以高質量食材，選擇多樣化的餐單服務大

約 2 千 5 百萬顧客。全美 1 萬 4 千家麥當勞
中將近百分之 90 由男女企業家獨立擁有和運
營。顧客可在大約 1 萬 1 千 5 百家參與提供
Wi-Fi 的麥當勞免費上網。欲知詳情，請登
入 www.mcdonalds.com，或通過推特追踪我們 
Twitter@McDonalds，或參考臉書專頁 www.
facebook.com/mcdonalds。

週改變主意或當天缺席恕不退費。請隨身帶備 ID、健康
保險卡、穿舒適便鞋、或運動鞋、陽傘或帽子、別忘了
帶相機。
*** 收費 30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上午 8:30 ---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上午 8:45 ---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上午 --- 海豚遊船之旅。乘搭一艘有棚蓋的噴氣驅動
船 ( 沒有螺旋槳 ) 的海豚安全的旅遊船。這艘船將帶我們
沿著 Galveston 海上遊覧並到近距離觀看海豚在自然棲息
之地 , 拍攝海豚的生態。並參觀沿著海港的購物街商店。
•中午 --- 中式自助餐。
• 下 午 --- 觀 賞 春 天 萬 花 盛 開 時 期 德 州 象 徵 的
Bluebonnet。參觀海倫的花園 (Helen's Garden)。這是一個
華麗 , 設置有各種植物和花卉，和水池的花園。園林美
化保存良好，一年中不同時間盛開的花朵。是拍攝照片
美好的地方。
•  下午 5:30 --- 回到僑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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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聯合唱團音樂會歌曲介紹
一首動人的好歌-【願】

福遍中國教會 「信仰與錢財管理」 班
4月6日起連八週上課 3 月15日前報名

（程美華）美學家蔣勳的詩 『願』享譽文壇，感動了無數的
讀者，有人說文學性的語言叫做詩，語言是有聲和韻的，所以詩
不能只用眼睛看，她需要被念出來或唱出來。詩是一種愛和同理
心的傳遞，詩歌讓閱讀者有很多的聯想空間，讀者或歌者用自己
的生活經驗去對照，這正是詩歌在文學中最有力量的原因。這次
大專校聯合唱團演唱的曲目有很多是具有挑戰性的，譬如在作曲
的結構上相對複雜或從來沒有在僑社演唱過的曲目。 『願』這首
詩有兩位作曲者為其譜曲，其一是郭孟雍先生，音樂系畢業，留
學法國，長期為慈濟作曲，也編寫音樂劇。去年休士頓中華合唱

團演唱了他的版本，其中有一段朗誦，效果很好。
這次大專校聯合唱團要唱的版本，是由冉天豪作曲
，冉天豪是外文系畢業，學的是文學和語言，但他
很有音樂的天份。創作了上百首的合唱曲和音樂劇
，冉天豪說我們所講的無論是國語、台語、客語都
屬是聲調語言(tone language)只要照著聲調好好的講
，本身就很美。一個好的歌者會帶著情感和文學的
想像來唱歌，作曲者的創作動力應該是來自內心的
的感受，冉天豪被 『願』中的意境觸動了，唸著唸著就
想唱，語言、聲調 、意涵 、節奏、旋律、和聲，一個一
個進來，文學、音樂就融為一體，內容也更加鮮活了，
『願』這首合唱曲於焉誕生；詩原本就有畫面(蔣勳也是

畫家)，讀者、歌者、都進入化境，每一個人都在為摯愛而歌，
有人猜測蔣勳是寫給誰的，這不是重點，重點是生命有限，愛卻
是永恆。有一次蔣勳帶學生到戶外上課，那正是 『淡淡的三月天
杜鵑花開在山坡上』的時節，一個學生說，這杜鵑花像吐血一般
，當時蔣勳還認為學生說得太直白似乎沒有美感，再深思，可不
是嗎?這花一生就開這一次，要用盡生命，嘔心瀝血地，傾其全
力地綻放，杜鵑的紅正是血色的紅!筆者認定這是一首愛情的詩
，好優美的句子，卻讓人能感受愛的那樣赤裸，那樣奮不顧身；
最近也有一首歌曲網路傳唱很多，曲名 『當你老了』其中形容相

愛的兩個老人，有一句歌詞是 『當妳老了，走不動了，爐火畔取
暖回憶青春』，也是一幅溫馨動人的畫面。蔣勳寫的是 『當你埋
葬土中 ，我願是依伴你的青草。 你成灰， 我便成塵 ，如果啊!
如果…如果你對此生還有眷戀，我就再許一願，與你結來世的因
緣…』層次更深了。這愛是生生世世的，是永恆的。生命短暫，
在塵世誰都無法久留，多麼無奈和悲淒，只好把心中的所願寄託
來生了。最後一個樂句 『我願』男低音開始、女中音跟進，再男
高音切入，女高音延長一個字 『願』墊底，四個聲部以最飽滿，
最簡單的Do、Mi、So和弦點出了主題 『願』…美極了 !。歌者
、聽者盪氣迴腸久久不能自己。

愛樂的朋友這真是一場不容錯過的音樂會，4 月 22 日就在
Sugar Land Baptist Church (16755 Southwest Freeway, Sugar Land,
TX 77479)演出。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一項由福遍中國教會主辦的 「信仰
與錢財管理」 班，將於4 月 6 日起至 5 月 25 日連續八個週四晚間
七時至八時半在福遍中國教會（ 7707 Hwy 6 South, Missouri City ,
Tx 77459 ) 上課。大家一起來學習紮根於聖經的錢財管理，學習克
服財務困境，設立儲蓄目標，制定消費計劃及管理借貸等。

本課程限學員十二名，必需三月十五日前報名，註冊費10 元
（含茶點），出席連續八個週四之全勤者可以獲得五十元禮券。

詳情請洽： 郭麗明 Ming Ma, mingm @ fbcchome.org, 電話：
（832）539- 4846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一項由美南國建會主辦的台灣
年輕專業人士及留學生研討交誼會，於昨天（ 3 月 11 日，
星期六 ） 上午十時半起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共有來自
台灣年輕專業人士及留學生近百人參加。上午為 「自創領袖
發展過程」 研討會，由 Mr. Stephen Ming 及 Mr. Chuping
Huang 主講，Mr. Stephen Ming 期勉大家要全方位學習，一
定不要停止學習，在找工作之前一定要徹底了解這家公司
到底在做什麼，有事先的準備功夫，你的面談表現一定比
別人好。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也在中午趕到現場致詞，
他說： 「老三台」（ 後台，人台，舞台） 的時代已然結
束，現在是 「三歷」 （ 學歷，經歷，能力 ）的時代，美
南國建會辦了很多成功的職業講座都非常成功，他以 「哈
佛商學院沒有教給你的」 這本書為例，表示無論學生畢業
在美國找工作或是回國工作，此 「三歷」皆非常重要。
當天還介紹與會貴賓，其中多為美南國建會歷任會長，包
括現任會長顧寶鼎，及黃初平，明天，林欣慧，王國治，

閻寶印，黃壽萱，林國強，胡先葳，張天鵠，譚秋晴，梁慶
輝，朱辛為，王美智，廖文孜，李怡德，常台安等人。

當天下午午餐過後，仍延續上午未完的課程，由 Mr.
Stephen Ming 及Mr.Chuping Huang 主講，下午二點半後，為
年輕專業人士經驗分享及問答，由于方勻，林彥豪，谷玫儀
主持。

美南國建會2017 台灣留學生及專業人士
春季研討交誼會昨在僑教中心舉行

圖為圖為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 右三右三 ），），與國建會現任會長顧寶鼎與國建會現任會長顧寶鼎
（（ 左三左三 ），），前會長黃初平前會長黃初平（（ 右二右二 ），），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科技組組長游科技組組長游
慧光慧光（（ 左二左二）） 及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及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 右一右一 ）） 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 美南國建會美南國建會」」 台灣留學生及年輕專業人員春季研討交流台灣留學生及年輕專業人員春季研討交流
會上會上，， 主講人主講人Mr. Stephen MingMr. Stephen Ming （（ 立者立者 ）） 正在講話正在講話。（。（ 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校聯合唱團女聲部校聯合唱團女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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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頃含春綠，森風百萬竿。
翠竹報春早，鳥梧伴花香。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

群鶯亂飛。遠離故國的我，棲身德州的墨西哥灣畔，遠望
大洋彼岸的華北平原上的中國首都北京，心中另有一番感
受。每年三月初，是中國全國人大及全國政協 「兩會」在
北京召開之時。數以千計代表雲集人民大會堂，分組討論
至大會結束，明年重聚。這種會議形式，近年引發不少議
論：可否把代表的意見集中討論，抑或由得這是一年一次
「首都之行」。觀乎以前要開四、五個星期會議，壓縮到

如今的十來天，至低限度，效率是有改進的。
改革開放之初，中共撥亂反正，一九八五年 「兩會」

對海外傳媒開放。那次筆者移民美國之前在港澳媒體工作
的幾位同事，首次被派上京採訪，驚訝的不是人山人海的

現場，而是那些年的開放氛圍。當時中共領導人不少是第一代革命
家，對於改革開放，急不及待，且嫌步伐太慢。今天有人語帶譏諷
說當年對外 「太過讓步」雲雲，其實這幫人吃著改革開放紅利的甜
頭，倒過來說這甜頭真的是 「不夠純正」。

那次 「兩會」正值鄧小平全面掌權年代，經濟方向雖是投石問
路，可是與中國封閉社會說再見的意識極為強烈。胡耀邦、趙紫陽
二人十分活躍積極，兩會氣氛異常開放。當然，這並不等於中國大
陸自此就能迎來民主，可是那股求變的氛圍，與會者誰人都可以看
到感到：因為大家都有這種感覺：一個國家再這樣封鎖下去、再自
以為是下去，那就國將非國，中國必定完蛋。寫到這裏，我記起當

年北上採訪的友人曾有這樣子的報道說：文革末期，中國國庫外
匯少得可憐，以今天來說，過去幾年中紀委打下的貪官軍閥所涉
及的錢財，就已是當時中國國庫外匯的幾倍。看到這個數目，能
不叫人擔心中國當時的財務狀態？。

那時中英剛剛簽下《聯合聲明》，香港進入過渡期，《基本法
》還未起草，不時有港人上京見港澳辦官員。時間已經是30年的歷
史了，依然記得當年港澳辦的官員，均能講地道熟綀廣州話，例如
鄭偉榮、容康諸位。但今天負責港澳事務、甚至駐港主要官員，如
王光亞，張曉明、喬曉陽，都不諳廣州話，以當年的工作要求來說
，如果說是匪夷所思，不如說時代變遷，今時今日的京官，何需懂
得廣州話，應該是港人最宜識得聽國語（普通話）。因為北京為主
，港人為僕，僕聽主話，理所當然。

聞說香港回歸後，有京官在兩會上建議，準備更改香港的一些
街道名字，不要那些帶有英國殖民時代色彩的名字。例如彌敦道、
太子道, 軒尼詩道等。幸好當時尚有開明的港澳辦人員表示不宜，
「這可不成，我們以後很難做工作啊」 「牽一髮而動全身，其後外

國朋友再度來香港，將會寸步難行。更主要是我們向港人承諾，香
港是 「一國兩制」的社會，舊時代亍道的名字留存下來，可以體現
香港的國際形像。最後這一提議不了了之，亦有說該提案被送到
「上面」時，被狠斥了一頓。

有次 「兩會」予我最深印像是胡耀邦帶著喬石、胡啟立、李鵬
、田紀雲等接受採訪。精力充沛的胡耀邦，甚麼都可以討論的態度
，以及田紀雲隨口唸出各省巿的糧食產量，一個開放，一個幹練，
至今不忘。

令我想起好友談及一些陳年往事：是1976年大陸打倒 「四人幫
」前後一段日子。 「四人幫」倒台前半年，毛澤東 「你辦事，我放
心」手諭，讓華國鋒當接班人；不旋踵 「四人幫」倒台被捕，接班
之說更不具政治合法性。那時，整個中國大陸及海外華人，都知神

州大地前途未蔔，將會是軍閥四起抑或脫序失控？結果中共高層甚
麼都不搞，由得社會慢速回轉，鄧麗君的歌聲在硬幫幫的後革命年
代，成為八億人民放下 「階級鬥爭為綱」的心靈慰藉；人生不全是
政治掛帥，也有人性存在。1979年，我到廣州和杭州，物質不豐富
，老百姓來一瓶橙汁汽水 「北冰洋」已是最大享受，吃的是粗糙帶
砂的 「戰備米」，可是人們臉上笑意盎然，因為最壞的日子已成過
去。

那年夏天成為我的中國私相簿最難忘記憶。那年頭的中國人民
是心情舒暢的，連在廣州流花公園聽到幾個小孩粗口互罵，也覺得
只有政治寬鬆的氛圍，社會才能放下心魔。

時光流逝，轉眼又到了今年的兩會舉行時段。在我出生成長的
澳門市內，丄世紀六十年代時跟我一起 「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沈」
的 「同學少年」，陸波、李沛霖、黎振強、高開賢等諸好友，今天
搖身一變， 「風華正茂」，早已不是 「書生意氣」，而是貴為澳門
特別行政區域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委會會委員，北上國都，與來自全
國各地的數千名政協委員，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為國為民，
「到中流擊水，浪壓飛舟」。

當然，他們皆是澳門中堅分子，澳門“一國兩制”實踐正步入
“五十年不變”的中期發展階段，現階段需要認真總結澳門“一國
兩制”成功經驗，推進澳門“一國兩制”事業健康發展，此外，澳
門要融入國家開放格局，參加亞投行、“絲路基金”等金融平台的
財資活動；並調整赴澳旅遊簽註政策，恢復辦理三個月二次、一年
二次的赴澳旅遊簽註，允許赴澳內地遊客“當日單次”往返澳門與
橫琴。

我跟澳門鄉親皆有同感：國家正在不斷強大，話語權和決策權
增加，作為中國人自豪感增加。另一方面也很窩心，因有國家作為
澳門的強大後盾，制訂政策時不忘澳門，時刻為澳留有專門位置，
為澳發展添力。

北京兩會憶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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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韓交惡恐斷交
楊楚楓楊楚楓

近 日 ，
馬 來 西 亞 與
北 韓 雙 方 因
北 韓 領 袖 金

正恩兄長金正男在吉隆坡遇害案劍拔弩張，繼互
逐大使後，北韓更突然宣布，禁止身在當地的大
馬人離境，大馬總理納吉布召開國家安全緊急會
議，怒斥平壤無視國際法及外交常態，把平民當
成人質，宣布以同樣措施反制。大馬警方並認定
金正男案3名疑犯，仍藏身於北韓駐吉隆坡大使館
中，一度以封鎖線包圍使館及限制人員出入，矢
言就算要等5年，也要等到疑犯現身。兩國相爭相
吵，恐怕會走向斷交邊緣。

大馬早前把北韓駐當地大使姜哲列為不受歡
迎人物，並將其驅逐出境後，北韓前天以牙還牙
，勒令大馬駐平壤大使莫哈末尼占24時前離境，
但莫哈末尼占其實早於金正男案發生後，已被大
馬召回。至3 月7 日時，平壤再下令禁止所有大馬
公民出境，直至 「在大馬發生的案件」獲公平解
決、當地北韓官員及公民的安全，得到全面保證
為止，並聲稱大馬駐北韓外交官及公民， 「將在
一如往常的條件和環境下工作和生活」。納吉布
不甘示弱，強調大馬向來致力與各國友好相處，
「但保護公民是首要優先，一旦他們受威脅，將

毫不猶豫採取所有必要措施」，警告平壤立即放
人，以免反制行動升級，承諾會依法處理金正男
案。

大馬傳媒指，該國駐
北韓大使館前晚聞平壤下
「逐客令」後，即啟動應

急機制，銷毀館內文件及
收拾行李，把大馬國旗及東盟旗幟降下後，3輛車
徐徐駛走。其後，11人抵達平壤機場時遭留難，
無法登機，其中一人向大馬傳媒報平安稱暫時安
全，惟無法多談。大馬當局確認共有11名公民滯
留，包括3名大使館人員、2名聯合國世界糧食計
劃署人員及6名家屬，正受北韓外務省禮賓局 「監
護」。不過目前身在大馬的北韓人，多達1,000人
，多在地盤、礦場及IT公司等工作，是北韓其中
一個外匯來源，亦有人開設背景諱莫如深的北韓
餐館。

大馬及北韓互頒出境禁令後，大批警員即赴
北韓駐大馬使館外增援，把附近道路列為禁區及
架設封鎖線，一輛警車更直接擋在使館前，現場
又曾傳出，當局將截斷使館對外通訊的消息。大
使館參贊金宇宋其後與警官交涉，警方至下午才
解除封鎖。大馬警察總長卡立矢言 「有的是時間
」，稱不會強闖大使館，而會等待疑犯出來，
「就算要等5年，我們也會等到他們出來，他們一

定會出來。」被指藏身於使館內的疑犯，包括大
使館二等秘書玄光城，以及高麗航空公司職員金
旭日。

消息稱，大馬當局將研究是否關閉駐平壤大
使館，大馬外交部長阿尼法指，必要時將與北韓
結束四十多年邦交，但強調是最後一步，揚言大
馬邦交國之多，非北韓可比，斷交只是對方的損
失。至於早於上月27日抵達大馬、要求取回金正
男遺體的北韓代表團，無功而還，昨晨已離境，

而姜哲昨亦已飛抵北京，由警車護送離開，料稍
後返回平壤。

除了金正男案，北韓另一 「火頭」是周一趁
美韓軍演之際，發射4枚導彈示威，北韓官媒昨發
放照片稱金正恩親自指揮行動，任務乃是針對駐
日美軍基地。美軍消息指，平壤共發射了5枚導彈
，其中一枚失敗。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通電話討論事件，特朗普強調百分百支持
日本，而美國及南韓昨開始部署薩德系統，提升
防衛北韓導彈能力。

朝鮮流亡海外的皇太子金正男被暗殺死亡事
件，觸發馬來西亞和朝鮮的外交風波升級。俄羅
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主任研究員康斯坦丁·阿斯莫
洛夫認為，朝鮮和馬來西亞在一系列相互攻擊之
後激化的關係，看來近期不會恢復正常。

而雙方互扣他國國民，更為不明智。中國古
語有雲：兩國交鋒，不斬來使，更何況是平民百
姓呢？怎麼可以不讓大家自由出入往返呢？

對此，阿斯莫洛夫分析說，雙方近期顯然不
會和解。需要一定的時間來挽回局面。他認為，
委婉地說，扣留朝鮮境內的馬來西亞公民這一著
並不明智，因為這看起來像是脅持人質。他指出
：“如果他們像馬方一樣封鎖大使館，那麼這才
是對等的。鑒於朝鮮的聲譽，人們出於有罪推定
來解讀他們的任何行動。”

阿斯莫洛夫稱，該風波是兩國關係的重大裂
痕。他指出：“它將在多大程度上演變成徹底破
裂，我們拭目以待。這需要足夠長的時間，並且
不清楚這一裂痕能否修復。”

馬來西亞總理對今次外交風波表態強硬。為
的是馬來西亞國內開始有越來越多的聲音反抗朝

鮮，如果放任國內輿論不管，現政府可能會被批
判“軟弱”。因此，馬來西亞欲通過驅逐朝鮮大
使這種嚴厲的措施，來制止朝鮮的批判。而姜哲
接受驅逐的原因被認為是想避免馬來西亞正在准
備與朝鮮斷交的情況發生。據悉，馬來西亞總理
納吉布（Najib Razak）在5日傍晚對執政黨議員說
“不怕斷交”，如果姜哲拒絕接受驅逐，有可能
立即被宣告斷交。

朝鮮在金正男被殺前一直與馬來西亞保持友
好關系，把馬來西亞作為籌資和與國際社會接觸
的管道。如果與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友好國”關
系徹底決裂，朝鮮在國際社會上被“孤立”的情
況將進一步加劇。

馬來西亞正在重新審視包括斷交在內的雙邊
關系。之前已經取消兩國間的免簽政策，現在又
驅逐了朝鮮駐馬來西亞大使。有分析認為馬來西
亞目前正在觀察朝鮮的態度，然後決定是否斷交
。

平壤為實施報復，也驅逐了馬來西亞駐朝鮮
大使。不過，很難想像朝鮮會協助調查金正男遇
害案和停止批判馬來西亞。姜哲出境時也像以前
一樣批判了馬方，今後繼續挑釁馬來西亞的可能
性比較高。

為了實施報復，朝鮮外交部也將馬來西亞駐
朝鮮大使指定為“不受歡迎的人”，要求其在5日
上午10時起的48小時內離開朝鮮。朝鮮中央通訊
社6日報道了這一消息。馬來西亞駐朝鮮大使已經
被召回本國，此舉被認為是朝鮮對馬來西亞政府
采取的對抗措施。報道稱，預計馬來西亞將與國
際社會合作，確定對朝政策的下一個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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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國劇社京劇清唱會昨隆重登場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 休斯頓國劇社 」 社長姚欣植（ 右 ） 致詞。（ 左） 為主持人曹英泰。

京劇清唱會由郭楓（ 右 ），曹英泰（ 左 ） 友情主持。

「 休斯頓國劇社 」 人才濟濟的文，武場。

國劇社老票友石志浩演唱
「麒麟童派」 的名劇「 四
進士 」。

休士頓空前的唯一華人 當選「高
齡選美皇后」 的洪家鶴女士演唱
梅派名戲「洛神」，優美的唱腔，
恍若年輕人。

國劇社的新票友薛倩演唱梅
派名劇「 大登殿」。

擔任「 文場 」 二胡的李蔭泉，
也小試身手，演唱老生戲「 三家
店」。

郭楓演唱張派名劇「望江亭」，
一開口即技驚四座。

星期日 2017年3月12日 Sunday, March 12, 2017

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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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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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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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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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多家航企停飛赴韓航線
韓旅遊或失半壁江山

近年來，韓國已成為中國遊客第二

大出境目的國家。根據韓國旅遊部門的

數據，2016年前往韓國的中國遊客數量

達到了806.77萬人次，占韓國入境遊客

總量的46.8%。

然而，隨著“薩德事件”的持續發

酵，國內消費者赴韓國旅遊熱情銳減。

同時，航空公司也加入了“抗韓”隊

伍。記者了解到，寧波機場赴韓國多條

航線近期將全部停飛，同時各航空公司

也將根據市場情況對韓國航線進行相應

調整。

春秋航空稱影響中性
有投資者在上證E互動平臺上向春

秋航空求證：“薩德事件”將影響國人

赴韓旅遊，公司目前有幾條韓國航線？

如果赴韓旅遊人數斷崖式下降，對公司

業績影響幾何？公司有沒有應對方案？

對此，春秋航空方面稱，目前公司

國內各地赴韓航線不超過10條，班次每

周大約90架次-100架次，“薩德事件”

對於中韓航班的影響目前還不明朗，春

秋航空將根據實際預定情況調整飛機運

力及航線排班計劃。考慮到中韓遊較易

被中日遊及中泰遊等周邊目的地旅遊所

替代，預計該事件對公司業績影響偏中

性。

此前3月3日，攜程、途牛、同程等

網站已經下架了所有韓國遊的產品。途

牛同時表示，強烈抗議韓國部署“薩

德”系統及韓國樂天集團為“薩德”提

供部署地。對於前期已預訂相關產品

近日出遊團期的遊客可正常出行，如

涉及韓國樂天相關行程將對客溝通

進行調整；相關產品遠期出遊訂單途

牛將對客溝通取消並全額退款或轉至

其它目的地。

同日，國家旅遊局也在其官網發布

了韓國旅遊提示，提醒中國公民，清醒

認識出境旅行風險，慎重選擇旅遊目的

地。

由於客流劇減，國內多家航空公司

根據市場情況對韓國航線進行調整。

記者從寧波機場了解到，機場赴韓

航班將於近期全部停飛：東方航空寧波

至清州航線從3月15日開始停飛，寧波

至濟州航線從3月11日起停飛；春秋航

空寧波至濟州航線目前已取消3月16日

至3月26日的航班；奧凱航空寧波至濟

州航線於3月15日起停飛；易思達航空

寧波至清州航線於3月15日起停飛。

韓國旅遊或失“半壁江山”
據了解，目前中航航線共有22家航

空公司運營，中國國內航空公司主要包

括國航、東航、南航、山航、春秋、深

航、上航、奧凱、吉祥、廈航、天航、

川航、祥鵬、首都航空及海航。2月份

中國飛往韓國的總航班量為4433班，大

韓及韓亞航空各占19%，東航15%，南

航14%，國航8%。

繁忙的空中交通線帶火了韓國旅遊

產業。根據韓國旅遊部門的數據，2016

年前往韓國的中國遊客數量達到了

806.77萬人次，占韓國入境遊客總量的

46.8%。其中絕大多數是通過“飛機”往

返。

在中國旅遊市場的競爭中，韓國壹

些從大公司獨立出來的廉價航空公司，

如濟州航空、真航空等積極在夾縫中求

生存，對於像鹽城、無錫、麗江、黃山、

張家界這樣的中小城市也不放過，紛紛

開通不定期包機航班。而中國遊客的熱

情到訪，也為韓國地方機場扭虧為盈立

下功勞。

有業內人士稱，中韓之間最繁忙的

航線主要是上海、北京、青島、廣州、

大連出發飛往首爾或濟州島的航班，

44%以首爾為目的地，41%為濟州島。

“可以看出中韓之間航線設置與中國人

前往韓國旅遊目的地高度吻合。”

不過，由於“薩德”入韓問題造成

兩國關系趨緊，去年8月份中國赴韓遊

客增速達到峰值後，便壹路下滑。從10

月份開始，中國遊客量的增幅下降到了

4.7%，而 11月份的增幅進壹步降到了

1.85%。2017年1月份前往韓國的中國遊

客數量56.52萬人次，同比增長僅8%。

業內普遍認為，中韓兩國圍繞部署

“薩德”的紛爭若長期持續，中國政府

或進壹步升級“反制”行為，如果減少

中韓航線，從政策上控制中國遊客訪

韓，韓國航空及觀光產業將受到更大打

擊，或將遭遇“斷崖式”暴跌。

事實上，2016年隨著臺灣地區當局

新任領導人就任，內地赴臺人數就壹路

狂跌，兩岸航線客運量與客座率的急速

下滑，對航空公司生產經營造成了極大

影響，至今仍未有恢復的跡象。

上述人士對記者表示，考慮到民航即

將迎來夏秋航班換季，絕大多數航空公司

的韓國航班已逐步進入航班銷售系統。民

航局除了關註廣大旅客權益之外，也應積極

關註航空公司訴求，對由於旅客行程急劇

變化帶來的航線變化積極引導、調整，避

免航空公司航線生產經營的困難。

融資收緊樓市回調 2017年房地產企業並購機會增加
綜合報導 面對持續收緊的融資渠道和銷售市

場的逐步回調，業內分析人士認為，2017年房地產

企業將普遍面臨樓市下調後帶來的資金壓力，企業

或項目之間並購的機會將明顯增加。

截至3月9日，多家房企公布了1-2月份的銷售

業績，從數據來看，大部分企業業績同比依然上

漲。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統計數據顯示，受監測的16

家標桿房企1-2月合計銷售業績為2617.3億元，同

比2016年1-2月份的1511.9億元，上漲幅度達到了

73%。

“業績上漲的主要原因是因為2016年全年銷

售火爆，而企業預留結轉的銷售業績呈現在今年

前兩個月。”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認為，

整體來看，實際上1月大部分城市的銷售數據均處

於低位。

值得壹提的是，近日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

員會主席郭樹清指出，2017年，銀監會將堅決治

理各種金融亂象，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突

出的位置。郭樹清說，房地產市場地域性差別

巨大，不同城市、不同地方的房價漲幅所包含的

泡沫或者風險情況不壹樣，所以在金融調控方

面，希望銀行從自己的實際出發，穩健、審慎地

把握對房地產市場的資金投放，包括對開發商和

居民個人。

此外，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也表示，在房地產

信貸政策方面，將采取差別化的政策，對帶有泡沫

和投機性的房地產信貸需求加以限制；對於壹些房

地產庫存過大的三四線城市，在信貸上要給予

考慮；在城市化過程中，對基本的住房剛性需求，

應該給予信貸支持。

房地產融資持續收緊的信號已經十分明顯。

海通證券近日發布的研報指出，除了銀行貸款和

公司債外，地產企業股權融資、ABS、信托、資

管融資等各類渠道均有收緊，融資緊張未見改善

信號。

實際上，從近幾個月的地產債券發行量上也能

看出這壹跡象。2016年第四季度，地產債券發行量

和凈融資額僅為當年第三季度的30%，主要原因是

公司債的收緊；2017年2月份，地產債券處於“零

發行”狀態。據悉，自2016年11月以來申報的地

產公司債，至今無壹例獲準發行。

在債券融資收緊的同時，銀行向地產企業發

放的貸款也在下滑，包括個貸和開發貸的規模都

受到嚴格控制。張大偉告訴記者，預期後續房地

產市場信貸政策將明顯分化，壹二線城市的政策

有繼續收緊的可能，而三四線城市的政策可能有

所放寬，“銀行未來貸款額度收緊，放款放緩將

是常態。”

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春

節後，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等地的

房貸利率折扣都有所收緊。張大偉表示，“目前市

場的主流折扣已經從過去的 85 折提高到了 9折

左右，預計2017年大部分房企將面臨比較大的市

場回調壓力，尤其是2016年拿地較多的企業可能風

險將明顯增加。”

近日，泰禾集團董事長黃其森也明確表示，

“今年房地產市場將整體平穩，而有所調控、調整

的市場，也不會出現大起大落。但是，房地產企業

資金會比去年緊張，所以企業或項目並購的機會也

隨之增加。”

伊拉克摩蘇爾收復戰持續伊拉克摩蘇爾收復戰持續 難民攜家帶口逃離戰區難民攜家帶口逃離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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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蘭高地位於敘利亞西南部，約旦河谷地東側。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
爭期間被以色列占領至今，聯合國在邊界設置緩沖區。在戈蘭高地炮兵
營裏，有壹群長發飄飄的以色列女生，在這裏她們個個搶不離身，擒拿
格鬥樣樣在行。

泰國曼谷泰國曼谷，，泰國海關在素萬那普國際機場舉行發布會泰國海關在素萬那普國際機場舉行發布會，，展示查獲的展示查獲的
大量走私象牙大量走私象牙，，這些象牙來自非洲馬拉維這些象牙來自非洲馬拉維。。



"mercilessly." (Courtesy https://www.thesun.co.uk/
news/) 

The nuke-powered aircraft carrier will carry dozens of 
fighter jets, early warning aircraft and anti-sub craft.
It will be accompanied by the guided-missile cruiser 
USS Lake Champlain (CG-57) and two Arleigh Burke-
class guided-missile destroyers.
From the US Marine Corps in Japan, F-35B stealth 
fighters will be deployed to the peninsula for the first 
time.
"An F-35B is capable of evading anti-aircraft radar and 
making preemptive strikes," a military official said.
North Korea repeatedly protests that both Foal Eagle 
and Key Resolve are rehearsals for invasion.
Pyongyang's Korea Central News Agency reported 
that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has stressed "a 
need for preparation for a fight".
He listed guidelines to strike South Korea and the US 

to North Korea over its actions.
A military official said 300,000 South Korean troops 
and 15,000 US personnel are taking part in the 
operation.
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Mattis said the US 
“remains steadfast in its commitment” to the defence 
of the South, according to Pentagon spokesman Navy 
Capt Jeff Davis.
Capt David said: “He further emphasized that any 
attack on the United States or its allies will be defeated 
and any use of nuclear weapons will be met with a 
response that is effective and overwhelming.”
Washington is reportedly expected to deploy a series 
of strategic assets from the US as well as from military 
bases in Guam and Japan, reports the Daily Mail.

The USS Carl Vinson, a Nimitz-class supercarrier, will 
join the Foal Eagle exercise after departing from San 
Diego.

But that comfortable assumption has proved false, 
especially after Kim Jong-il died in 2011 and was 
replaced by his unpredictable, paranoid son, Kim Jong-
un. Kim has aggressively expanded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 programmes in defiance 
of the UN and global opin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impotent rage this week 
over Kim’s provocative launch of four missiles into the 
Sea of Japan underlined diplomacy’s bankruptcy.
Barack Obama told Donald Trump before he left office 
that North Korea was probably the gravest security 
risk he would face as president. The normally voluble 
Trump has remained largely silent on the subject. But 
the US is increasingly leaning on military solutions.
US Pacific Command announced on Tuesday that 
missile launchers and other equipment for the Thaad 
(Terminal High-Altitude Area Defence) missile system 
had arrived in South Korea. The US says Thaad is 
purely a defensive measure, but both China and Russia 
object, arguing that it upsets the regional strategic 
balance.

China has penalised South Korea for hosting Thaad. 
The authorities have closed dozens of South Korean-
owned retail outlets and Chinese tourism to South 
Korea may be curtailed.
Beijing has also been irked by US criticism of its 
refusal to take tougher action against North Korea.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said the 
US, South Korea and Japan, which is also deploying 
new missile capabilities, were exacerbating the danger 
of conflict.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are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They] should not keep 
going down the wrong path,” Geng said. “We will 
definitely be taking necessary measures to safeguard 
our own security interest.” (Courtesy https://www.
theguardian.com/world/2017/mar/07/) 

Earlier this week, trigger-happy Kim pushed his luck 
once more when he fired off four ballistic missiles into 
the seas near Japan.
Now US military chiefs are reportedly planning to 
fly in B-1 and B-52 bombers – built to carry nuclear 
bombs – to show America has had enough, according 
to the Korea Times.
Kim Jong-un has stressed ‘a need for preparation for 
a fight’
South Korea and the US have also started their annual 
Foal Eagle military exercise sending a strong warning 

US attempt to stifle its rise.
“They see it as part of a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 led by the US - where the US uses its military bases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allies, but also partners, 
to keep tightening the screws to build some kind of 
containment architecture as China rises … and they are 
trying to stop it,” said John Delury, a China and South 
Korea expert from Seoul’s Yonsei University.
Wang Yi urged South Korea to “cease and desist” from 
hosting Thaad and said it was teetering “on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Wang claimed only sanctions and diplomacy could halt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calling on Pyongyang 
to suspend its nuclear program in exchange for the end 
of US military drills. “Nuclear weapons will not bring 
security. The use of force is no solution. Talks deserve 
another chance. Peace is still within our grasp.”

Experts say Beijing feels increasingly frustrated with 
Kim Jong-un’s actions but Wang offered the dictator 
his support insisting China and North Korea remained 
as close as “lips and teeth” - an expression famously 
used by Mao Zedong.
Wang’s comments came after Beijing condemned 
Thaad’s deployment warning South Korea and the 
US would bear “all the consequences” for taking the 
“wrong path”.
State-run media went further with the Global Times, a 
nationalist tabloid, urging Beijing to boost its nuclear 
arsenal in response to the US’ bid “to establish global 
military hegemony”.
“The most essential task for China now is to boost 
its military power. The Thaad installation has offered 
China a crucial reason to increase and improve its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it said.
Xinhua, China’s official news agency, claimed Thaad 
would trigger an arms race. “More missile shields of 
one side inevitably bring more nuclear missiles of 
the opposing side that can break through the missi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 Korea are racing towards 
a catastrophic “head-on collision”,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has warned, amid Chinese fury at America’s 
deployment of a controversial anti-missile system.
Speaking in Beijing on Wednesday, Wang Yi said 
a “looming crisis” was brewing on the Korean 
peninsular.
Wang scolded Pyongyang for ignoring international 
opposition to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but 
also accused the US of stoking regional tensions by 
holding “military exercises of enormous scale” with 
South Korea.
“The two sides are like two accelerating trains coming 
towards each other with neither side willing to give 
way. The question is: are the two sides really ready for 
a head-on collision?” Wang told reporters, painting 
China as a signalman attempting avert the disaster.
Wang was speaking after the US angered Beijing by 
announcing it had begun delivering its controversial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system 
to South Korea on Monday night.

The deployment came one day after North Korea 
launched four ballistic missiles into the Sea of Japan 
in what its state media called a bid to “mercilessly 
retaliate against the warmongers” in Washington and 
Seoul.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ho has accused 
China of not doing enough to rein in North Korea, 
responded by warning that Pyongyang’s threat had 
entered a “new phase”.
Speaking at a state department briefing on Tuesday, 
after the first components of Thaad arrived at South 
Korea’s Osan air base, spokesperson Mark Toner said 
the system was a reaction to Pyongyang’s “provocative 
behaviour.”
“We’ve been very clear in our conversations with 
China that this is not meant to be a threat and is not a 
threat to them or any other power in the region.”
China, however, views the project as part of a broader 

shield,” it warned.
Paul Haenle,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s China 
director under George W Bush and Barack Obama, 
said Thaad’s deployment reflected growing US fears 
that Pyongyang would soon have the capability to hit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with a nuclear warhead 
mounted on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China continues to argue for talks, for diplomacy,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that alone is not going to get us to 
be able to convince North Korea to give up its nuclear 
program,” said Haenle, the director of Beijing’s 

Carnegie–Tsinghua Centre.
“The Chinese argue [Thaad] makes the situation worse 
but, frankly, the US and its allies have no other option 
but to defend itself and to try to deter North Korea as it 
ramps up very rapidly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
Beijing is attempting to dissuade Seoul from hosting 
Thaad by targeting South Korean companies and 
banning Chinese tour groups from visiting the country.
Haenle said such efforts would fail. “It’s hard to se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leaders make decisions to leave 
their citizens less secure in the face of this growing 
North Korean nuclear and missile threat.” (Courtesy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7/mar/08/)
Related

How Do You Solve A Problem
Like North Korea?

The chronic failure of diplomacy to resolve the 
long-running North Korea problem, dramatised by 
Tuesday’s tit-for-tat “hostage taking” by Malaysia and 
Kim Jong-un’s outlawed regime, is accelerating the 
militarisation of a conflict that threatens to suck in the 
US, China and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North Korea’s decision to prevent Malaysian diplomats 
and citizens leaving the country was condemned 
by Najib Razak, Malaysia’s prime minister. “This 
abhorrent act, effectively holding our citizens hostage, 
is in total disregard of all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plomatic norms,” he said.
Najib announced a retaliatory travel ban on North 
Korean nationals in Malaysia and warned Pyongyang 
against further escalation. But the row, sparked by the 
assassination in Kuala Lumpur of Kim’s half-brother, 
Kim Jong-nam, allegedly by North Korean agents, is 
emblematic of a bigger problem.
Since 2000, when Madeleine Albright, then US 
secretary of state, visited North Korea at Bill Clinton’s 
behest, Britain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have work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a mix of quiet diplomacy, 
limited sanctions, containment and incentives would 
eventually bring North Korea into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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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Korea (dark helmets) and the US troops have started 
their annual Foal Eagle military exercise.

B-52 bombers are built to carry payloads of nuclear bombs.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peaking Wednesday in 
Beijing. Wang stated that a “looming crisis” was brewing 
on the Korean peninsular.

North Korea's four ballistic missiles were  launched into 
the Sea of Japan.

A U-2 ultra-high-altitude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operated 
by the US Air Force lands at Osan airbase, south of Seoul, 
on Monday.

U.S. aircraft carrier USS Carl Vinson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Scolds Kim Jong-un’s Regime For Its Nuclear Ambitions
– Also Blames Washington For Regional Tensions

U.S. Defense Minister Mattis Says U.S. "Remains Steadfast In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Its Allies

China Warns Trump: “You're Facing A
'Head-On Collision' With North Korea

Donald Trump Set To Send B-52 Nuclear Bombers
To South Korea After North Fires Missiles At Japan

North Korean soldiers march during a 
massive military parade in Pyongyang. (Photo/
ChinaFotoPress/ChinaFotoPress via Getty Images)

U.S. Thaad missile launcher system established in 
South Korea this week.

Kim Jong-un on board a North Korean navy 
submarine. ‘Pyongyang’s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f not yet as impressive as it claims, are real and 
alarming.’  (Photo/KCNA/Reuters)

A woman in Seoul walks past a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a news report  on North Korea firing 
ballistic missiles. (Photo/Kim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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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ITE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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