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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童年Skoolbo唱跳學中英文

美南國際電視網15.3台﹐娟子策劃擔綱主持的兒童節目﹐

將在 4月1日晚間8時播出﹐本集主題將邀請Skoolbo的

台前幕後工作人員上節目﹐聊聊他們製作學齡前兒童中

英雙語唱跳節目的趣事﹐精彩內容﹐請準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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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0,
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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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承办 : 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

服务邮箱： qxgd2011@tom.com   广东侨网： http://gocn.southcn.com 

“广东侨务”新浪微博：http://weibo.com/gocn2011

       广东是全国重点侨乡，海外粤籍侨胞

有 3000 多万，约占全国的一半以上；省

内有归侨侨眷 3000 多万，占全国三分之

二；全省现有侨资企业 6.18 万家，占全

省外资企业总数的六成以上；在粤海外

留学回国人员和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约 5.8

万人，是广东省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的主

体。广东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把侨务

法治建设、依法维护侨益作为法治广东

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先行先试开展华

侨权益保护立法，着力推进依法行政、

依法护侨，推进全省侨务法治建设迈出

坚实步伐。

先行 先 试
建立健全依法护侨政策法规体系

      自 2011 年起，广东立足新形势新侨情

开展华侨权益保护立法工作，2015 年 10

月正式实施《广东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这是国内第一部关于

华侨权益保护的省级综合性地方法规，为

广东依法保护华侨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近 10 多年来，广东还先后出台涉侨政策

法规 30 多项，涵盖华侨农村宅基地权益、

回国定居、捐赠权益、子女回国接受教育

等多个方面。去年，公安部正式批复同意

广东省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支持广

东自贸区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 16 项出

入境政策，推动多项便利外籍高层次人才

和创新创业人才出入境和停居留等有关

政策在广东落地先行。

统筹联 动
推进涉侨政策法规的贯彻实施

       广东狠抓各项涉侨政策法规的落实，

努力维护和强化侨法权威。政府各部门对

照省人大、省政协提出的问题认真整改，

推动涉侨政策法规落到实处，切实保护好

侨胞的合法权益。如省公安厅与省侨办联

合出台了 16 项出入境便利政策相关操作

细则；省教育厅、人社厅、工商局等部门

也根据职能认真落实《条例》的相关规

定，省侨办联合相关部门先后制定了《关

于华侨回国定居办理工作的实施办法》、

《关于华侨学生在我省接受高中阶段教育

的实施办法》等具有较强操作性的规范性

文件。全省各部门紧密配合，在依法护侨

工作上形成了合力。

以 人 为本
为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
提供公平可及的服务

       广东着力加强各级政府侨务等相关部

门依法行政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政府依法

护侨工作水平。通过开展培训教育，提升

基层干部执行落实涉侨政策法规的能力。

将华侨回国定居办理、“三侨生”证明

办理、归侨侨眷身份证明办理以及华侨、

外籍华人省内国际性联谊活动申报等涉

侨行政服务事项统一纳入各级政府和部

门网上办事大厅建设，公开办事政策和要

求，简化办事流程，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和

侨胞办事。部分地区和部门还专门开通了

涉侨手机终端、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拓宽

了为侨办事服务渠道。重视依法开展侨务

信访工作，完善工作制度和办事流程，加

强网上咨询服务。去年全年，广东办理华

侨回国定居 848 人，办理报考普通高校入

学考试的“三侨生”证明 418 分，受理信

访 9246 件（次），办结率达 93%。

        广东积极推进建设为侨公共服务体系。

一是在基层政府办事平台设立涉侨事务窗

口，河源成立了外事侨务服务中心，江门

创建了全球华侨华人“邑门式”服务平台；

在回国创业创新人士和归侨侨眷集中的地

方建设“侨之家”活动平台和为侨法律服

务工作站，为归侨侨眷和在粤侨胞提供更

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和必要的法律援助。

二是着力建设涉侨法律服务专业队伍，先

后成立了广东省侨办“为侨资企业服务法

律顾问团”和“广东省侨资企业律师服务

团”，举办“侨资企业法律咨询服务活动日”、

全省侨资企业发展座谈会等活动，为在粤

侨商提供法律、政策咨询和维权服务。三

是在地级市建立为侨法律服务工作站，目

前全省已建立起13个为侨法律服务工作站，

为侨界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服务。

普 法 宣传
形成依法护侨的浓厚社会氛围

       广东把侨法宣传作为普法宣传教育的

重要内容，纳入全省“六五”普法工作规

划，每年举办侨法普法宣传月、涉侨法规

政策咨询等活动，通过新闻媒体和全省

各地侨乡村镇的 60 多个侨法宣传角等平

台，开展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的侨法宣

传宣讲，推动侨法进机关、进社区、进

园区、进侨场、进企业，形成了知侨爱侨、

依法护侨的浓厚社会氛围。我们还多层

次组织侨务信访团、侨情调研团到海外

为侨胞上门送侨法、讲侨法，通过华文

媒体、各级侨务网站和侨刊乡讯持续开

展侨法宣传解读，推动侨胞依法保护自

身合法权益。

   前言：侨务资源

是中国的独特国情

和重要资源，在近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中国政府都对

侨胞给予重要关注，

同时制定了一系列

惠及广大侨胞的侨

务政策。在刚结束

的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上，李克强总

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及，“要认真

落实侨务政策，保

障海外侨胞和归侨

侨眷合法权益，充

分发挥他们的独特

优势和重要作用，

海内外中华儿女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必

将不断增强。”

▲“为侨资企业服务法律
顾问团”律师深入侨资企
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为侨服务依法维护侨胞权益”
咨询活动现场。

▲《广东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暨
涉侨法规政策宣传咨询活动现场。

 广东加强侨务法治建设 
依法维护侨胞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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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o 亞裔文化協會及達拉斯中華書畫協
會即將在Plano Courtyard Theater歌劇院畫廊舉
辦書畫協會成立20周年美術慶典展覽，展出書
法、國畫、油畫、水彩藝術作品。主辦單位及各贊
助單位即將在4月13日禮拜四晚間5:30到7:00
舉辦開幕式，安排書畫名家當場揮毫(備有禮品)
。邀請來賓觀衆欣賞本地書畫名家作品為開幕
式主題，同時穿插旗袍、時裝美女招待與觀禮及

古 箏 演 奏
與 點 心 招
待。本次開
幕 式 將 邀
請 美 國 主
流 社 會 藝

術名人參加，也有許多華人藝
術大師前來，請大家把握機會
。本次開幕式以藝術實質內容
為主，致詞簡短有序，同時邀
請 Plano 市議員前來觀禮。我
們衷心感謝亞裔文化節以及

市政府對書畫協會兩年來的贊助。
10年前書畫協會林伊文會長在歌劇院舉辦

個人國畫展，開幕之前畫還沒有挂完，就有剛好
前往聽歌劇看表演的美國醫生當場認購了幾幅
畫。更早之前，沈鳳、謝鳳蓉、陳啓雄在歌劇院舉
辦聯展，深受當時的市長與美國藝術界好評，
謝鳳蓉並接受電視臺采訪。

依照3月26號收件為主，本次展出藝術家
有: 張毓□教授、范宇、謝鳳蓉、林伊文、李秀芳、
陳啓雄、何嘉雄、晏靜、周丹青、雷麗、鄧衛平、姚
依群等多人(不一一列出)約三十件書畫作品。作
品有各體書畫與油畫水彩等。展期從4月10日
一直延續到5月15日，與每年五月第一個禮拜
六在Haggard公園舉辦的Plano亞裔文化節互相

配合，推廣亞洲各國文
化藝術于美國主流社
會。達拉斯書畫協會近
年來致力于將書畫國
粹與本地的油畫水彩
家的作品推向美國主
流社會，本著藝術多元
化不分國界、種族、區
域的理念，俾使在美國
的各族裔都可享有機
會前來欣賞中國藝術
作品。這次的活動並不
只是華人社區的活動，

而是屬於主流社會與亞洲各國多元文化的活動
，歡迎所有人來參加。

這次的開幕式跟以往不同，除了有僑界其
他社團、單位前來支持之外，有本地的華人藝術
家們、亞洲各國藝術家，還有美國主流社會的藝
術家、畫廊老闆等等。達拉斯書畫協會以及本地
來自世界各地的中外藝術家，真的可說是臥虎
藏龍。我們希望舉辦這次的活動能够開啓一扇
藝術大門，以中國優秀的文化藝術與世界各族
裔做良好的交流與對話。本次活動將由華人各
大媒體共同報導，以多元文化藝術元素邁向主

流社會，以共同推廣中國藝術。北德州彙集不少
中國書法國畫大師的傳人，風格流派多元化，不
勝枚舉，加上本地文房四寶供應源源不斷，為書
畫傳承提供了非常優良的條件與環境。參展作
品與作者下周再做更詳盡的報導。

失物招領：我們在2月4日舉辦第一場紀念
展覽開幕時，承蒙中文學校張安琪校長携帶
1997年書畫協會成立時剪彩的中文剪報，却意
外的將那本筆記簿在華人活動中心遺失。如有
找到，請與何會長 (972) 571-5672 聯絡。(何嘉
雄供稿)

亞裔文化節及達拉斯書畫協會成立20周年
紀念展開幕式

楷書範例楷書範例

范宇范宇

事由：舉辦第七
届書畫習作聯合
展出。
日 期：2017 年 4

月15日至28日。
地點：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大廳。
開幕：2017年4月15日（週六）上午10時30分。
團體照：開幕典禮完畢，舉行團體合照。
書畫示範表演：由張毓琇老師、陳啟雄老師、及晏
靜老師擔任。
辦法：
資格：無任何資格限制，凡作品稍具基礎者（由主
辦單位認定）皆可參展。
尺寸：不宜過大或過小（4尺宣紙整張、對開、三開、
四開為宜）。

篇幅：每人以三幅為限（對聯上下聯為一幅，視參
展情況調整），且以直幅為宜。
張掛：4月14日（週五）中午12時至下午1時收件，1
時至4時張掛。
卸下：4月28日 (週五)中午 12時後開始取下作品
，各自帶回。
附註：
此項展覽每年舉辦一次，所需經費由主辦單位共
同分擔。
所有工作人員均為義務職。
希望大家共同協力使展出更加完滿。
主辦單位： 美南中華書畫藝術學會

中美文化交流協會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

事由：舉辦2017年1-4月份慶生會。
時間：2017年4月8日（週六）中午12時。11時開始入場。
地點：理查遜市光華老人公寓大廳。

（2129 E. Arapaho Dr. Richardson, TX 75081）。
說明：
1. 美味午餐。
2. 生日大蛋糕。
3. 卡拉OK娛樂節目。

歡迎本會會員踴躍參加，共襄盛舉。
會長： 趙友安 972-235-8838

第七屆書畫習作展
公告

達拉斯中華
老人協會公告

QS170330A達福社區

QS170330B達福社區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恊會北德州分會，
緊接著在圓滿結束三月份迎接春天，接近自然

的活動，包括園藝學習和 達拉斯植物園踏青之
後，即將積極的參與理查遜成人英文教育慈善

活動。
理查遜成人英文

教育是一個不為營利
事業的社會組織，致
力於移民成人英語教
學已有二十五年的歷
史。所有教學都是由
一群有愛心且熱心公
益的人士捐助私人的
時間來幫助 新移民
學習英文。世華北德
州分會在五年前開始
參與這個社團，會員
們貢獻時間參與義工
活動並參與募款活動
。

四月一日（星期
六）下午六點是理查
遜成人英語教育組織
一年三度幕款活動之
一。活動在理查遜圖

書館舉辦。活動主題為''謀殺
懸疑推理''，是由當地演員和
義工編出的一個短劇。充滿
戲劇性的幽默。參加者經過
幾個現埸查詢，推理，沿途品
嚐各式餐點，最後聚集一起
來推理出謀殺者。是一個興
奮有趣的活動。門票 US$50/
一位。包括入場費，食物和飲
料。場中並有當地人事樂捐
的禮物供silent auction 使用。

有興趣者，請 Email 到：
GFCBWNT@gmail.com 或
電：214-808-7780.

若您想支持此幕款活動
但未能參與活動，您可以郵
寄支票( Payable to RALC) 至：
Ms. Rose Young C/O RALC
2316 Greenpark Drive,
Richardson, TX 75082

世華華人工商婦女企管恊會北德州分會自
2011年復會以來，每月都會舉辦會員活動，不論
是專業性講座，身心靈的健康講座，公司參訪或

是娛樂性活動等，均為本地區職業及工商婦女
提供了有益於身心健康的提昇，並為會員們在
職場打拼之餘創造了溫馨的女性互動。有興趣
加入本會會員的女性，請連絡本會。
電 話：972-530-6106 ; Email:gfcbwnt1@gmail.
com
(婦女會供稿)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
四月份活動-支持理查遜成人英語教育慈善活動 ''謀殺懸疑推理''

金城銀行於三月十八日邀請曾李黛華
女士與金城銀行營業部游秀寶助理副總裁
舉辦一場「個人所得稅申報要點暨退休帳戶
解析」稅務講座，現場有任職于國稅局的潘
莉蕙女士和多名會計師與會；金城銀行達拉

斯分行亦邀請民眾經由視訊參加講座。與會民眾
踴躍提問，氣氛熱烈。

金城銀行總經理黃國樑博士於講座前先歡
迎社區民眾參加，他先簡略報告2016年之營運狀
況；金城銀行在2016年稅後純利、總資產額、總貸
款額、總存款額以及股東權益均達到創行31年以
來的歷史新高點。他表示金城銀行全體行員將携
手同心，以〝深、速、實、簡〞的企業文化，〝用心
、誠懇、專業、周密〞的服務態度，擴大服務社區
的層面，並達到二、三年內總資產額突破十億美
元的目標。

講座由李黛華女士先介紹個人所得稅申報
要點，李女士曾參與各種社會服務計劃，幫助許
多社區民眾申請醫療卡及財政援助，糧食券和其
他服務。李女士對於國稅局志工所得稅申報協助
（VITA）計劃，為低收入家庭免費申報個人所得
稅更是熱心參與持續多年。黛華女士在講座針對
民眾關心的所得稅申報理由、好處以及各項福利
優惠詳細說明，更對於自營所得的稅賦加以解析
；她還介紹社區服務中心免費報稅需知。

游秀寶助理副總
裁現任金城銀行存款
部及客戶服務部助理
副總裁，對於各項商
業和個人金融以及客
戶服務有著豐富的專
業知識與經驗。她針
對退休帳戶的種類、
購買符合資格、提領
限制、常犯錯誤等詳
加介紹，民眾提出許
多個人案例詢問；與
會主講者及貴賓均加
以解析。

二位資深專家和
經理為社區朋友以深
入淺出的方式，介紹
所得稅申報重點以及
如何正確選擇適合自
己的退休帳戶，與會
民眾獲得更多稅務資
訊，講座在輕鬆氣氛
中結束。

有關本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 www.gold-
enbank-na.com。金城銀達拉斯區域 Richardson

分行電話：972-889-3838 請洽 Judith Lee，Tra-
cy Kok(貸款部)，Maggie Fan(營業部)，Legacy 分
行電話：972-517-4538 請洽 Jenny Bradley。(金
城銀行供稿)

金城銀行暨中華文化中心聯合稅務講座
圓滿成功

休士頓總行主講者及協辦同仁們休士頓總行主講者及協辦同仁們

達拉斯社區民眾熱情參與討論達拉斯社區民眾熱情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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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歷史上，王安石有 「中國十一世紀
的改革家」的美譽。他的管理思想，依然值得
重新發掘。他所創立的 「荊公新學」和主持的
「熙寧變法」，在儒家管理思想的發展演變上

是管理思想史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熙寧變法
王安石（1021－1086），臨川鹽阜嶺（今

江西省撫州市東鄉縣）人，北宋慶曆二年
（1042）壬午科進士第四名。王安石任宰相時
曾發動改革，史稱 「熙寧變法」，又稱王安石
變法，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著名的變法改革。熙
寧二年（1069）二月，初拜參知政事、同平章
事，設 「制置三司條例司」，主導 「熙寧變法
」；四月，遣程顥（1032-1085）等八人察諸
路農田、水利、賦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
「均輸法」；九月，立 「青苗法」；十一月，

頒 「農田水利條約」。原本宋朝的財政由三司
（ 「鹽鐵」、 「度支」、 「戶部」）掌握，王
安石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來作為三司的上級機
構，統籌財政，是當時最高的財政機關，此機
關即類似現代的財政部，並將之地位提升。
「均輸法」是為了供應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費

又要避免商人屯積，在淮、浙、江、湖六路設
置發運使，按照 「徙貴就賤，用近易遠」、
「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的原則，負責督

運各地 「上供」物質。意在省勞費、去重斂，
減少人民稅捐負擔。青苗法針對 「民間高利貸
」趁農民青黃不接時發放高利貸，從中盤剝的
狀況。由各縣政府每年分夏秋兩次貸款或糧食
給農村主戶（自耕農），按戶等高低規定借貸
數額，半年後加利息二分（20%）歸還。出發
點是企圖以政府高利貸抵制民間高利貸，但措

施過於簡單化，帶有強制性，對不想借貸的農
戶來講，無形是多了一種變相的稅收，可謂利
弊參半。 「農田水利條約」規定各地興修水利
工程，用工的材料由當地居民照每戶等高下分
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興修的，其不足部分可
向政府貸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縣不能勝任
的，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熙寧六年
（1073），光州（今河南光山縣）蝗災、大旱
，居民流入京城，汴京安上門的門監鄭俠
（1041-1119）畫《流民圖》假冒邊關急報，
呈獻皇帝，圖中流民或身背鎖械，或口食草根
，告訴皇上說旱災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
刺激，對變法產生重大懷疑。王安石認為 「水
旱 常 數 ， 堯 、 湯 所 不 免 」 ， 司 馬 光
（1019-1086）又上《應詔言朝廷闕失狀》。
熙寧七年（1074），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知
江寧府。變法運動由呂惠卿等人繼續執行，呂
惠卿師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滿。熙寧八
年（1075）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復職，封為舒
國公，繼續執行新法。入京途中，王安石夜泊
瓜洲（在長江的北岸，揚州的南面），作《泊
船瓜洲》詩：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
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譯文：和暖的春風吹來，江南岸又變得一片碧
綠；可是天上的一輪明月呀，什麼時候才能照
著我再返回家鄉呢？同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現於
天，彗星被當時的人們聯想成災星，與災禍聯
繫在一起，曹太皇太後與高太後哭勸神宗帝不
能用王安石。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愛子
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潛心學問，不問
世事。元豐三年（1080），改封荊國公。元豐
八年（1085），支持變法的神宗病逝。哲宗元
祐元年（1086）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蘇軾
（1037-1101）等人皆曰不可，溫公執意而行
， 「熙寧變法」以司馬光的 「元祐更化」結束
。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馬光
病逝。歐陽修稱讚王安石： 「翰林風月三千首
，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
與子爭先。」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
》等存世。

王安石的六言詩
王安石亦擅長詩詞，流傳最著名的莫過於

前述的《泊船瓜洲》詩： 「春風又綠江南岸，
明月何時照我還。」王安石巧用一個形容詞
「綠」字，變成動詞，尤為人津津樂道。他的

六言詩，長於敘事寫景，從句與句之間的轉折
來表達意涵。六言詩的結構有兩種：二二二句
法和三三句法。王安石二二二句法的代表作是
《題西太一宮壁》的兩首六言絕句詩，是王安
石重遊 「西太一宮」時即興吟成，題寫在牆上

的題壁詩。西太一宮在北宋首都汴京八角鎮，
在汴京（今河南開封）東南的蘇村還有東太一
宮。北宋景祐三年（1036），王安石隨父親王
益（993-1039）和長兄王安仁（1015 一 1051
）來到汴京，曾遊 「西太一宮」。王安石當時
是十六歲的青年，滿懷壯志豪情。三十二年後
，北宋熙寧元年（1068），王安石奉宋神宗之
召入汴京，準備變法，重遊 「西太一宮」。此
時，王安石已經四十八歲，快到了五十而知天
命的年齡。在這初遊與重遊的漫長歲月裡，父
母雙亡，家庭變故，國事難為，觸景生情，感
觸很深。《題西太一宮壁》詩，其一： 「柳葉
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
頭想見江南。 」其二： 「三十年前此地，父
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跡都迷
。 」譯文：柳葉與鳴叫的蟬顯出暗綠的顏色
，落日的紅光映在荷塘上，使那一池紅蓮更加
紅艷奪目。望見了池塘中的春水，讓已經白頭
的我回想起了江南。三十年前父親兄長帶我一
同來到這裡。今天故地重遊而頭髮早已花白，
想尋找從前見過的景色，不禁令人迷茫。王安
石三三句法六言詩的代表作有兩首絕句。天柱
山（位於安徽省安慶市）摩崖石刻群中，存兩
塊王安石手書題刻六言詩，就是三三句法。
《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石壁》： 「水泠泠而北
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
空歸。」皇祐三年（1051）九月十六日，三十
歲的王安石，自州之太湖，過懷寧縣山谷乾元
寺宿。與道人文銳、弟王安國（1028-1074）
擁火 「夜遊」石牛洞，見李翱（774-836，字
習之）書，聽泉久之。明日復遊，乃刻李習之
後。上聯寫：水流無限，其源難窮。下聯：至
寶山而空歸，沐法雨而未悟，自然惆悵無比。
此篇語調閒淡，餘味深長，古人讚之有《楚辭
》遺風，甚至將其編入《楚辭》後續一類的著
作中。另一首距此不遠。《題舒州山谷寺山谷
石壁》： 「水無心而宛轉，山有色而環圍。窮
幽深而不盡，坐石上以忘歸。」這是王安石晚
年被封荊公後，又迭舒州石牛古洞前韻所作捎
來刊在崖上的，從 「悵望空歸」到 「坐石忘歸
」，王安石已從悵惘與沉鬱的 「古洞情結」步
入歸隱後的閒適雋永。 「熙寧變法」失敗後的
王安石篤信禪宗，在江寧半山園（今南京市）
居住的六年中，最相信平常心才是道，策杖遊
園、小睡尋夢，悟透了養生的道理。

王安石七兄弟
王益有七子：安仁，安道，安石，安國，

安世，安禮，安上。其中王安石有兩個同父異
母哥哥安仁，安道。吳氏生王安石和四個弟弟
安國，安世，安禮，安上。王安仁，王安石長

兄，字常甫，皇裕元年（1049）中進士下科，
皇褚三年初始補宣州司戶參軍，到任三月，轉
運使復命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而卒，即是年
十月間，享年三十七，皇裕四年（1052）葬於
江寧牛首山其父王益墓旁。王安道，王安石二
哥。《三公王氏族譜》有雲: 「安道，字仁甫
，娶邢氏， 生天禧丁巳(1017)，段皇裕辛卯
（1051），享年三十五歲，續娶劉氏，俱葬七
十四都塘阪坪」。王安國（1028－1074），字
平甫。王益第四子，王安石同母長弟。神宗熙
寧初年，韓絳（1012-1088）推薦召試，賜進
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西京國子教授。
安國的政見與其兄王安石不合，又質責曾布
（1036-1107）誤其兄，所謂 「恨知人不明，
聚斂太急耳」，召爲崇文院校書，改秘閣校理
。呂惠卿爲相時，因與鄭俠獄牽連，被舉發與
馮京（1021-1094）、鄭俠 「交通有跡」，奪
官放歸，安石聞知，對使者泣下。王安國亦能
詩，作品有些誤入其兄王安石集本。有《王校
理集》。《宋史》卷三百二十七有傳。王安石
《平甫墓誌》雲： 「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
著作佐郎、秘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
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垂，年止於四十七。以
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
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
十六步。」故據安石此文，安國當生於天聖六
年（1028），卒於熙寧七年（1074），享年四
十七歲。王安禮（1035-1096），字和甫，其
生年在景裕二年（1035），其卒年在紹聖三年
（1096），享年六十二。王安世，即生於景枯
元年（1034），卒於嘉裕四年（1059），享年
二十六歲。王安世比王安禮年長一歲。另外據
《三公王氏族譜》譜中的《總傳》有雲: 「慶
甫，舜良子，諱安世。生景裕乙亥，卒嘉枯己
亥，葬和州歷陽縣張家莊。娶張氏，葬盡安鄉
戰坪。子元汲，傳八世子祥、子若淵，居淮西
。」和州歷陽縣，早先王安石叔祖王貫之安葬
於此。而王安世依附於叔祖王貫之，於和州歷
陽縣置家，故死後安葬於此地。娶張氏，葬盡
安鄉戰坪。盡安鄉戰坪，就是現在的撫州市臨
川區展坪鄉(以前叫做戰坪後改為展坪)。並且
王安世子孫都定居於臨川縣展坪鄉。王安上，
字純甫，王安石幼弟。生於景禱四年（1037）
，卒於崇寧二年（1103），享年六十七歲。
（全文完）

王安石變法與六言詩

王安石王安石《《泊船瓜洲泊船瓜洲》》詩意圖詩意圖

丞相王荊國公安石畫像丞相王荊國公安石畫像

豐子愷豐子愷((18981898--19751975))畫中詩畫中詩::《《題西太一題西太一
宮壁宮壁》【》【宋代宋代】】王安石王安石

柳葉鳴蜩綠暗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荷花落日紅酣。。三十三十
六陂煙水六陂煙水，，白頭想見江南白頭想見江南。【。【譯文譯文】】濃郁濃郁
的柳葉的柳葉，，深綠如煙深綠如煙，，傳來了陣陣知了的鳴傳來了陣陣知了的鳴
叫叫。。落日照射著荷花落日照射著荷花，，增添了幾分紅暈增添了幾分紅暈，，
一段柔嬌一段柔嬌。。這三十六陂無盡的綠水這三十六陂無盡的綠水，，籠罩籠罩
著淡淡的煙霧著淡淡的煙霧，，使我這個白髮人使我這個白髮人，，不由得不由得
想起了江南的風貌想起了江南的風貌。。

明代畫家周臣明代畫家周臣（（14601460--15351535）《）《流民圖流民圖》》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

王安石王安石《《題舒州山谷寺山谷石壁題舒州山谷寺山谷石壁》》
：： 「「水無心而宛轉水無心而宛轉，，山有色而環圍山有色而環圍。。窮窮
幽深而不盡幽深而不盡，，坐石上以忘歸坐石上以忘歸。。」」

清乾隆劉墉清乾隆劉墉//黎簡行書黎簡行書
劉墉劉墉（（17191719--18041804））王安石王安石《《題舒州山谷題舒州山谷

寺石牛洞石壁寺石牛洞石壁》：》： 「「水泠泠而北出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山靡靡
以旁圍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竟悵望以空歸。。」」
註註：：王安石詩王安石詩 「「山靡靡以旁圍山靡靡以旁圍」」 劉墉書作劉墉書作
「「山靡靡以長圍山靡靡以長圍」」 。。

黎簡黎簡（（17481748--17991799））王安石王安石《《梅花梅花》：》：
「「牆角數枝梅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遙知不是雪，，

為有暗香來為有暗香來。。」」

呂克明呂克明

星期四 2017年3月30日 Thursday, March 30, 2017



BB77副 刊
0309D05

如果說青春是光，那麼詩歌就是光的黑洞
！

一位朋友在整理舊物時，無意間發現了
自己30多年前的一首詩歌舊作《湖光岩之戀
》，這是一首詩人自己早已忘卻的詩歌，可是
一經閱讀，即刻就心潮澎拜，猶如青年時代的
情感再次如火山般爆發。如果說詩歌是光的黑
洞，進入這個黑洞就看到了曾經的青春之光！
於是，一首詩歌舊作《湖光岩之戀》就從故紙
堆中抖下塵埃，像一只涅槃的鳳凰展翅飛翔，
不經意間飛到了我的眼前，讓我也回到了美麗
的湖光岩，勾起了我對湖光岩的深切懷念，許
多年前我也曾與家人一起游覽過湖光岩。

湖光岩在哪裡？ 它位於廣東省湛江市西
南部，是雷州半島上山清水秀，風景奇特的游
覽勝地，千百年來，文人騷客、流放官員和佛
教僧侶等，都留下許多珍貴遺跡。經聯合國地
質勘探專家組鑒定，湖光岩是距今16至14萬
年間經多次平地火山爆炸深陷而形成的瑪珥湖
。瑪珥(Maar)湖定義為一種火山類型，它區別
於其它火山口湖的特點是平地爆發，蒸汽、泥
石同時噴發後形成火山口。全世界最典型的兩
處瑪珥湖在德國和中國，也可以說全世界最大
的瑪珥湖就是中國的湖光岩。

湖光岩名稱的來歷，可以追溯到宋建炎三
年，宋丞相李綱被貶海南而至雷州，因李綱受
湖光岩"楞嚴寺"當時的長老釋琮之邀（兩人既
是福建同鄉，又是京師同窗）到湖光岩一游。
當晚，明月懸空，秋高氣爽，兩人在岩崖上促
膝而談。這時，湖面上折射的月光映照在獅子
嶺的峭壁上，展現出一幅美麗的水光山色風景
畫。李綱的心情大好，把被貶的郁悶全拋腦後
，欣然提筆寫下"湖光岩"三個大字，沿用至今
。

關於《湖光岩之戀》，詩人滿懷深情地
說：“當年在此附近念書，湖光岩是我生命的
成長地、棲息地，是詩和愛的源泉，我是從湖
光岩楊帆的”。這是一份對生養自己的土地的
感恩之情，情到深處，寫詩就成了最好的抒情
渠道：

一、哦，我思念著的湖光岩
綿長的夢旅放飛的信鴿又回
楞嚴寺的木魚清韻專揀瓦藍瓦藍的靜夜
像三月沒有顏色的氤氳繚繞我潺響的枕畔
那銅鑼的傳說那白牛的故事那李綱的足跡
被雜亂無章的記憶剝奪蝕成白色的珊瑚叢
被濕流流的雨季淋成濃綠的橄欖枝
太陽鳥銜著睡眠
於是，便有吉它便有藍窗戶上的風鈴

彈奏我的歡笑我的眼淚我的淺淺孤獨
便有月光便有蟋蟀便有馥郁的夜來香
在我凝思的瞳仁反復改寫
關於藍瑩瑩的愛戀藍瑩瑩的詩行
哦，我思念著的湖光岩
行雲流水般的詩句從夢境中飄來，猶如天

上的信鴿飛到了窗前，楞嚴寺的木魚清韻又在
耳畔回響，那銅鑼的傳說，那白牛仙姑的故事
，還有那流放的宋朝丞相李綱欣然揮毫的風雅
場景都幻影般呈現在眼前；這所有的人文遺跡
都與這片土地融為一體，雷州半島的季風雨林
氣候孕育了濃綠的橄欖枝，燦爛的陽光和豐沛
的雨水，讓這塊全由火山灰覆蓋的大地極其富
饒，也讓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能夠詩意地棲居，
“便有吉它便有藍窗戶上的風鈴”，“便有月
光便有蟋蟀便有馥郁的夜來香”，便有了“關
於藍瑩瑩的愛戀藍瑩瑩的詩行”。

這“藍瑩瑩的詩行”，吟唱的是感恩這片
土地及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哦，我思念著
的湖光岩”。

二、哦，我慈母般的湖光岩
曾記得那個山裡來的男孩嗎
在曝光的沙灘敝開野性的身心
像接受耶酥的洗禮讓心靈淨化
狹隘的靈魂被湖水洗成五月蔚藍的天空
幻想的輕翅上滿是瑩潔的白露

曾記得那個自詡詩人的少年嗎
從水中那輪月亮譯出一首沒有月亮的小詩
在長滿相思樹的山頂上風信子一遍遍打印
散發野花給古藤給那個轉游的禿子

曾記得那個情竇初開的小青年嗎
說在藍湖上捕捉到了巢居憂郁的灰羽鶴
他寶石般的十八歲，青春的全部陽光
只屬於那朵黃菊花那件沒有紐扣的紅襯衫

白茫茫的雨季在門前栽棵蒲化公英吧
向心中的聖母求恕那場早來的潮汛
我們都有沒錯只是那進還年輕
哦，我慈母般的湖光岩
山裡的少年來到湖光岩附近的學府念書

，閑暇時間拜謁湖光岩，一經看見美麗的湖水
、沙灘，那原本“野性的身心”即刻得到淨化
，“狹隘的靈魂被湖水洗成五月蔚藍的天空”
。湖光岩的景色和它的人文遺跡都成了這個曾
經的野性少年豐富的精神食糧，讓他一天天成
長為有深厚文化底蘊的詩人：“從水中那輪月
亮譯出一首沒有月亮的小詩，在長滿相思樹的

山頂上風信子一遍遍打印”。
湖光岩不僅養育了詩人的成長，還見證了

他的青春和初戀：“他寶石般的十八歲，青春
的全部陽光，只屬於那朵黃菊花那件沒有紐扣
的紅襯衫”。30年前的中國大專院校裡，是不
允許學生談戀愛的，而這個“野孩子”卻情不
由己地爆發了“那場早來的潮汛”，這種甜蜜
的苦悶向誰敘說呢？當然是湖光岩：“哦，我
慈母般的湖光岩”。

三、哦，使我成熟的湖光岩
我僥幸曾經有個不幸和眼淚的秋天
一場風暴使我的思考像青草遍地生長
鋒利的觸角透過淚光促向沒有謎底的火山

口
在美若西施的鏡湖與醜陋不堪的山岩之間
在穿三點式戲水的姑娘的笑聲與
白衣庵的幽洞裡單調寂寞的誦經之間
在人與自然，古色古香與現代色彩之間
我佇立成山崖佇立成沉默
淚水結晶成鹽生命面滯重啊

蝌蚪終會甩掉尾巴的童話蛻變成青蛙
我在某一瞬間長大成人
使在深邃的額際糾正我有奶味的世界
哦，使我成熟的湖光岩
一個山野少年要成長為頂天立地的男子

漢，必須經歷的絕不僅僅是春花秋月和吉他風
鈴，成長的道路上必定會遇到挫折與坎坷，成
長的過程有歡笑也有眼淚：“一場風暴使我的
思考像青草遍地生長，鋒利的觸角透過淚光促
向沒有謎底的火山口”。思考讓人成熟，苦難
使人成長：“我佇立成山崖佇立成沉默，淚水
結晶成鹽生命面滯重啊”，只有經歷了這樣的
過程，蠶蛹才能蛻變成蝴蝶，蝌蚪才能長大成
青蛙！

在湖光岩附近學校讀書幾年，“蝌蚪”終
於甩掉尾巴的童話蛻變成了“青蛙”，似乎在
“某一瞬間長大成人”，擁有了“深邃的額際
”，拋棄了“有奶味的世界”，“哦，使我成
熟的湖光岩”！

四、哦，催我奮發的湖光岩
我的夢是湖吻藍的我的詩句是湖吻藍的
我的苦戀是湖吻藍的我的根呵
來自湖水的細語叮嚀潺潺喧響
我透明的心靈盛滿香醇的瓊液玉漿
我多麼貧窮多麼富有
我心中擁有的諾亞方舟永遠不會消失
富有靈性的聖湖呵

像繆斯在我艱難的涉程種植蘋果樹祖母綠
所有氣餒的喘息自傲的呼吸所有的渾濁
全被那近似天籟的呼喚淹沒澄清
我重又吹響詩人的箶笛放飛拴在湖上的風

箏
哦，催我奮發的湖光岩
湖光岩成就了這個青春少年的人生夢想夢

，成了他詩歌的靈感源泉，見證了他的人生苦
戀，湖光岩成了他靈魂的組成部分，是他的文
化底蘊之根。湖光岩成了他心中永遠的聖地，
湖水的潺潺喧響讓他透明的心靈盛滿香醇的瓊
液玉漿，湖光岩的文化遺跡成了他熟記在心的
聖經，無論是貧窮還是富有，“心中擁有的諾
亞方舟永遠不會消失”。

心中擁有永遠碧綠清澈的湖水，繆斯也就
常駐心中，無論經歷何種挫折失敗，“全被那
近似天籟的呼喚淹沒澄清，我重又吹響詩人的
箶笛放飛拴在湖上的風箏。哦，催我奮發的湖
光岩！”美麗的湖光岩成就了這個青春少年的
詩人之路，寫詩讓他在文壇嶄露頭角，催促他
永遠奮發向上。

五、遠去的桅杆
海歐在我出征的帆上宣讀黎明的旗語
我的行船不管順流逆流漂駛哪裡
海浪和貝殼告訴我 愛永遠真實
像平靜的港灣曾停泊過我的小船一樣真實
像美麗的天鵝湖曾孵過我醜小鴨的夢一樣

真實
像我的履歷曾注滿藍湖沉重的囑托一樣真

實
於是我一千次一萬次祈願
火山口把我赤裸裸燃燒成岩石
望海樓把我望成 遠去的桅杆
藍瑩瑩的湖光岩喲
經過幾年的學業努力，在海鷗宣讀的旗語

聲中，這個長大成人的青年開始揚起了人生的
風帆，要啟程遠航了！年輕的詩人向聖潔的湖
光岩告別，向慈母般的湖光岩承諾：我心中的
“愛永遠真實，像平靜的港灣曾停泊過我的小
船一樣真實、像美麗的天鵝湖曾孵過我醜小鴨
的夢一樣真實、像我的履歷曾注滿藍湖沉重的
囑托一樣真實”！

年輕的浪漫詩人幻想“火山口把我赤裸
裸燃燒成岩石”，讓自己與神聖的湖光岩融為
一體；而現實人生中的青年學子則必須走向社
會，需要努力拼搏成為對國家、社會、家庭有
用的人才，所以，他必須告別無限深愛的湖光
岩，“望海樓把我望成 遠去的桅杆，藍瑩瑩
的湖光岩喲”。

聖潔的湖光岩，揚起詩意人生的風帆！
——讀三原先生的詩歌《湖光岩之戀》 作者作者：：李詩信李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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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中國南方航空與美國航

空在廣州正式簽署《框架協議》、

《股份認購協議》及系列商務合作

協議。根據相關協議，美航將向南航

投資 2億美元，用於認購南航擬增發

的H股股份。

同時，雙方將以此為起點，逐步建

立長期、全面的戰略合作夥伴關系，將

航線網絡延伸至中國和美國境內更多城

市，為旅客提供更便利和多樣化的旅行

選擇。

南航集團總經理譚萬庚、美航總裁

艾羅德分別代表南航、美航簽署了有關

合作協議。

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出席簽約儀式。

他表示，南航與美航戰略合作協議的簽

署，是雙方在更寬領域、更高層次上進

壹步加強合作，共同提升在全球航空市

場競爭力的新起點，對南航加快打造世

界壹流航空產業集團、增強廣州航空樞

紐國際輻射效應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廣東省委、省政府將全力支持南航和美

航戰略合作，努力提供更加良好的發展

環境。

南航集團董事長王昌順表示，南航

和美航的合作，是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

與全球最大的航空公司的合作，也是中

美兩大經濟體之間在航空領域的交流與

合作，將連接全球最大的兩個航空市

場。這是南航著眼於服務中美關系發

展、“壹帶壹路”建設，探索國有企業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大舉措，同時也是

加快南航國際化進程，打造廣州、北京

雙樞紐戰略布局的重大舉措。

“中國南方航空在中國擁有全方位

的航線網絡，全面覆蓋了中國所有核心

市場，同時中國南方航空還擁有卓越的

品牌聲譽和安全紀錄。”美航總裁艾羅

德說：“雙方網絡具有很強的互補性，

我們的合作將致力於為雙方從商務到休

閑旅遊等各個細分市場的客戶提供無與

倫比的目的地選擇。”

據悉，作為促進雙

方戰略合作夥伴關系

的壹部分，南航與美

航簽署了壹份附條件

生 效 的 股 權 認 購 協

議 ，美航將投資 2 億

美元認購南航擬增發

的 H 股股份，本次增

發完成後，美航取得

的 H 股股份預計占南

航在香港上市 H 股股

份的約 8.8%以及總股

本的 2.7%，而南航董

事會將委任美航的壹

名人士作為董事會觀察員。

未來南航和美航將持續加強合作，

通過更深層地利用相互之間的航線網絡

並持續提升旅客體驗，實現在整個中美

市場上的相互支持。內容包括雙方實施

代碼共享合作，將航線網絡延伸至中國

和美國境內更多的城市，為旅客提供更

加完善的網絡通達性以及更加多樣化的

旅行選擇。

根據雙方壹致協商，雙方還將在代

碼共享、聯運協議、人員/經驗交流、銷

售、旅客忠誠度計劃、機場設施共享等

領域開展深入合作，逐步建立起長期、

全面的戰略合作夥伴關系。

據悉，中美航線被全球航空業界視

為盈利前景最好的航線之壹。2010年到

2016 年間，中美航線運力投入增長了

180%。2016年 1至8月，中國公民赴美

達216.5萬人次，同比增長15.5%，全年

連同美國訪中旅客合計市場規模突破

500萬人次。

探索智能咨詢 中源數聚發布管理大數據業務
“運籌帷幄，全球共享”中源數聚管理大數據

（RBD）發布會在北京舉行。來自管理咨詢行業、

互聯網領域、創投界、政商界的人士齊聚壹堂，見

證中源數聚管理大數據（RBD）的正式發布。

“這是大數據戰略在管理學研究、管理咨詢與

培訓領域的融合。”北京仁達方略管理咨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中源數聚（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執行董事王吉鵬表示。

探索“互聯網+”轉型 定義管理大數據
據悉，仁達方略是國內大型管理研究與咨詢機

構，成立近二十年來，已為許多大企業大集團提供

過專業的管理咨詢與培訓服務，在企業轉型升級、

兼並重組、戰略規劃、組織變革等領域創建了諸多

引領性的管理理論與方法論，積累和沈澱了大量企

業管理數據，涵蓋發展戰略、法人治理、集團管

控、 流程與組織、人力資源管理、風險控制、企

業文化等多個領域。

為適應近年來互聯網的發展，推動管理咨

詢行業“互聯網+”轉型，滿足企業客戶對管理

咨詢的新需求、新變化，仁達方略從 2011 年開

始探索企業管理咨詢與互聯網的融合路徑，並

將管理數據業務從咨詢業務中獨立出來，投資

成立中源數聚（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專

門負責管理數據業務，打造大數據專業團隊，

進行管理數據挖掘與分析，搭建管理數據雲體

系，為咨詢服務提供更加專業、可靠的數據支

撐。經過不斷探索，中源數聚已打造管理數據

倉庫，積累了管理大數據應用經驗，提出“管

理大數據”（RBD）概念和定義，並完整構建

了管理大數據體系架構。

王吉鵬在發布會上指出，管理大數據（RBD）

是企業發展過程中不斷積累的，涉及戰略、法人

治理、組織、人力資源、企業文化等專業領域的

各項管理數據。眾多企業的管理數據整合到壹

起，可以形成多生態、跨產業鏈的垂直整合、橫

向共享的完整生態體系，具有“海量”的特征，

輔以智慧與人工智能，管理大數據可以為企業的

組織變革提供及時有效的支撐。據介紹，中源數

聚管理大數據的數據來源包括互聯網、行業協會

和專家學者咨詢師、高校、券商、投行、咨詢同

行、企業、合作站點和數據公司等，構建“管理

大數據平臺+專家會客廳+青藤俱樂部+研究平臺+

培訓直播”的基本構架，中源數聚對獲取到的

“海量”管理數據進行系統分析和處理，使數據

產生價值，並以較低的成本為企業客戶、研究機

構、商學院、咨詢同行等創造財富。

挖掘數據價值 構築“智能咨詢”新模式
基於中源數聚管理大數據業務，企業客戶可

以直接購買管理數據或定制研究報告、專項數

據分析，可在線定制企業管理咨詢服務。基於大

數據分析、雲平臺和人工智能，還可以為企業提

供智能化咨詢以及在線培訓等，從而重構傳統管

理咨詢業務形態，升級管理咨詢模式，使管理咨

詢業務具有小型化、專業化、個性化和智能化的

特征。

由此，仁達方略將完成兩個轉型：壹是由過去

的“以管理咨詢為主”向以管理大數據為核心、結

合“互聯網+”與“人工智能“ 的“平臺+內容+定

制”模式轉型，實現管理大數據、研發、咨詢、培

訓的互相融合、互為支撐。隨著人工智能的應用，

可以實現客戶“半自助咨詢”以至“自助咨詢”。

二是盈利模式的轉型，從過去“以咨詢費為主”，

轉向“會員費+數據產品銷售+定制服務費”的新模

式。換句話說，未來的企業咨詢服務會減少對咨詢

師的依賴，由管理大數據這個“雲腦”便可識別、

分析和服務。

據王吉鵬介紹，中源數聚借助大小數據結合

的采集、分析、處理技術，可以通過整合客戶內

部、外部多重數據源，利用多層次數據分析、處

理技術，為客戶提供多層級、多維度、全方位的

管理決策支持。中源數聚管理大數據的數據解決

方案，將率先在煤炭、電力、機械等行業內客戶

開展應用，並在各行業協會、高校、券商、投行

等機構進行大力推廣。“RBD將傾力打造大數據

領域的‘雲平臺’戰略，用開放共享的互聯網精

神匯聚長尾大數據，打通管理數據孤島，實現跨

企業的異構數據共享，最大化變現數據的商業價

值。”王吉鵬強調。

美國航空2億美元入股中國南方航空國南方航空

達成戰略合作合作

泰國曼谷辦泰國曼谷辦““新娘跑新娘跑””活動活動 新娘街頭提裙狂奔新娘街頭提裙狂奔

泰國曼谷泰國曼谷，，當地舉辦當地舉辦““新娘賽跑新娘賽跑””比賽比賽。。新娘們穿著婚紗新娘們穿著婚紗，，腳踩運動鞋在路上奔跑腳踩運動鞋在路上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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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groups of university researchers in the southern 
mega-city of Guangzhou. One of these groups recently 
reported conducting a leading-edge experiment, but 
with only limited success, in editing the genomes of 
human embryos 
to confer genetic 
resistance to 
HIV infections. 
A similar paper 
published in 2015 
by researchers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ignited 
a global debate over whether this type of research 
should be conducted on human embryos because of its 
potential to trigger genetic changes that ripple across 
future generations.
Since then, leader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academ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hina 
have met and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while this type 
of research could continue, any applications should be 
prohibited. The lead organizer of the summit involving 
the three science academies was David Baltimore, 
president emeritus of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 adds that Chinese researchers can 
move forward with embryonic genome editing studies 
as long as “experiments are limited to 14 days of in 
vitro growth and no implantation is attempted.”
The genomics teams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at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says Baltimore, 
represent “an effort of two labs to move into the 
forefront of the research.”
Some scholars suggest that China’s support for these 
studies, in view of the U.S. Congressional ban on 
federal funding for research involving modifying the 
genomes of human embryos, could help scientists 
across Chinese universities move ahead in this realm 
of gene editing.
Reversing “Brain Drain”
In another region of south 
China, at th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Jing Yang has been 
conducting research with 
colleagues at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on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brain that 
occur when students begin 
studying a second language.
Yang, formerly a postdoctoral fellow at Penn State, 
says she joined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because the school “is well known for 
cultivating international talent.” She says she aims to 
help transform the university’s language center into 
“a leading research center for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add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providing 
large-scale grant support to reach that goal.
China’s economic ascent and the increasingly attractive 
recruitment packages offered by its universities are 
becoming extremely appealing to Chinese scholars 
who have studied in the West, Yang says, and are 
beginning to help reverse a decades-long brain drain, 
during which scholars left the country to pursue their 
careers elsewhere.
While many Chinese scientists still opt to stay in 
Europe or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obtaining an advanced 
degree there, Yang observes that “some scholars, like 
me, chose to go home to work for a brighter future for 
ourselves and also for our country.” These scholars, she 
adds, are helping create clusters of excellent scientific 
research across China.
“The rise of China definitely is not limited to the 
economy,” Yang explains. “We hope our country can 
excel in science, culture, and technology too. It is a 
double win for China and the world.” (Courtesy http://
www.sciencemag.org/careers/features/)

the earliest galaxies, and the solar system. 
Planetary scientist Yuan Li,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t Rice University in Houston, says he was persuaded 
to accept a position at the CAS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 through a Global Youth Experts award. 
Li is the lead author of a recent Nature Geoscience 
study, cowritten with colleagues at Rice, which posited 
that the life-enabling carbon in the Earth’s crust might 
be the result of a collision between the proto-Earth and 
a Mercury-like planet about 4.4 billion years ago. That 
collision was distinct from the interplanetary smashup 
that scientists believe gave birth to the Moon during 
the early formation of the solar system.
“During the accretion of our Earth, there were probably 
numerous collisions between the proto-Earth and 
small planetary embryos,” says Li. This early period 
in the solar system’s evolution, he adds, might have 
resembled a massive billiards game involving the inner 
protoplanets crashing into each other before entering 
stabilized orbits around the sun.
Li’s paper is part of a steady rise of articles written 
by Chinese scholars and published in the world’s 
leading academic journals. He says China’s expanding 
constellation of incentives for scientists is a powerful 
attraction for scholars trained in the West.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ousands of young scientists like me have 
returned to China,” he says.
Particle Physics Breakthroughs
China is interested not only in the macroworld, it is also 
keen on the microworld. Scientists with an advanced 
degree in physics who have accepted positions at south 
China universities are helping track and explain how 
neutrinos morph into different types, or generations, 
as they fly through space at nearly the speed of light.
These physicists have joined an international team of 
scientists who are studying nuclear reactor–produced 
neutrinos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seaside resort 
of Daya Bay. Collaboration on these experiments 
involves universities and physicists stretching across 
four continents, says Kam-Biu Luk, a professor of 
phys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nd 
a distinguished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uk, who heads the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ject, says this exploration of the long-shrouded 
world of neutrinos i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experiments in particle physics ever conducted by joint 
groups of universities based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hysicist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University,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Sun Yat-sen University have joined counterparts 
at Yale, Princeton, and other laboratories in this 
expanding experiment.
Chinese scientists involved in these neutrino 
observations, alo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eam headed 
by Luk, were awarded the prestigious Breakthrough 
Prize in Fundamental Physics in 2016, for outlining 
how neutrinos transform as they speed through the 
cosmos. They won, according to the prize citation, 
for “revealing a new frontier beyond, and possibly far 
beyond, the standard model of particle physics.”
Due to the rapidly growing neutrino physics programs 
in China, Jiajie Ling,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who is now a professor in physics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opted to take a position 
there with start-up funding support from th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 He 
is helping to guide a new series of experiments at Daya 
Bay: the search for the hypothesized “sterile neutrino.” 
This proposed fourth type of neutrino could be a form 
of the elusive dark matter that scientists have been 
searching for since the last century, says Ling.
Future Home Of Particle Colliders
According to Ling, the massive neutrino study he is 
working on is helping China move closer to realizing 
its plans to host an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elite 

Overview
After emerging as a trade superpower, China aims 
to become a leading forc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ranging from cosmology and spaceflight 
to genomics and medicine. Universities across south 
China are stepping up the recruitment of scientists 
with advanced degrees gained in Europe or the United 
States. This strategy has yielded prestigious science 
prizes and papers, and generated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lusters in the region.

#
When China’s leaders decided a generation ago to 
experiment with open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to 
global market forces, they created an archipelago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 along the nation’s 
southern coast. South China’s resulting transformation 
into an export powerhouse has helped make the 
country a world trade titan. Now the region is part of a 
new round of reforms aimed at reshaping China into a 
globally connected pioneer in the sciences.
China’s universities, along with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have created award schemes aimed 
at attracting scientists train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Europe to take positions across southern China and to 
help spur the next stage of the region’s metamorphosis. 
These strategies are helping power research 
breakthroughs in the spheres of space science, physics, 
genomics, and medicine.
“Shenzhen has repositioned itself a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centers for genetics 
research.”

--Bicheng Yang
From Rice Paddies To Space Stations
The drive to transmute the country’s burgeoning 
economic might into scientific prowess is evident 
across southern China. Shenzhen, crisscrossed by rice 
paddies when it was designated an SEZ, is now one 
of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cities and hosts one 
of China’s leading genomics outfits. Similarly, the 
tropical island of Hainan, ringed by fishing villages 
when it too became an SEZ, opened its new space 
launch center this summer. Thousands of visitors 
watched the premier liftoff of the new Long March 7 
rocket, along with the prototype of a next-generation 
human space capsule that it carried into orbit.
CAS leaders say spaceflight is a high-priority sector 
for heighten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hina 
recently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outlining Beijing’s 
pledge “to enable United Nations member states, 
particularly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conduct space 
experiments onboard China’s space station, as well 
as to provide flight opportunities for astronauts and 
payload engineers.”

CAS is stepping up 
its twin drives to 
boost collaboration on 
transborder science 
projects and to increase 
its standing in worldwide 
science. One area in which 
it has made headway is in 
studies encompass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verse, 

physicists around its proposed supercollider projects. 
China’s top-echelon physicists, in tandem with 
leading scientists worldwide, are designing a ringed 
particle smasher measuring up to 100 kilometers in 
circumference that would initially be configured as an 
electron–positron collider, and would later also host a 
proton–proton accelerator.
“After so many years of preparation and joining 
world-wide experiments, now is a fantastic time for 
China to host the Circular Electron–Positron Collider 
and the Super Proton–Proton Collider,” Ling says. 
“More importantly, it is also China’s responsibility 
to contribute to advancing high-energy physics and 
humanity’s knowledge about the universe.”
Jie Gao,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twin circular collider 
projects at the CAS Institute of High Energy Physics, 
says southern Guangdong Province is a leading 
contender to host the ringed accelerators. Chinese and 
American scientists who are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what would be the largest and most sophisticated 
particle physics lab in history predict it could attract 
thousands of the world’s experimental physicists to 
take up positions in China’s planned “collider city.”
Alain Blondel, one of the primary shapers of the 
Future Circular Collider being mapped out by CERN 
(the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in 
Switzerland, says “it would be fantastic” if the leaders 
of CERN and of the Chinese supercollider program 
wind up competing to attract the globe’s foremost 
physicists.
Tao Liu, a physicist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hoes this sentiment. He 
says China’s planned collider project is the most 
exciting ever to capture the attention of leading physics 
professors and science students across Hong Kong.
The supercolliders, Liu adds, will “boost development 
i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the coming decades, [and] will 
inspire young talents of this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exploration of basic science.”
Mining The Genome
Just across the border from 
Hong Kong, universitie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Shenzhen are channeling 
their expanding funds into 
making globally recognized 
advances in life scien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Shenzhen has repositioned 
itself a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centers for genetics research,” says Bicheng 
Yang,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at the genomics outfit 
BGI, which is moving forward with plans to create a 
specialized life science college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UT) and the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Four years ago, BGI signed a cooperation pact with the 
Gates Foundation to set up joint training programs with 
the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SCUT. “The aim is to integrate the new college 
more and more into scientific research that stretches 
across the continents,” she explains.
Xin Jin, a genomics expert with dual research positions 
at BGI and at the SCUT, says,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projects we are working on is the Chinese 
Million-ome Project, aimed at decoding one million 
Chinese genomes across the entire country.”
The university and BGI are also exploring the use 
of genomics to map the genetic evolution of current 
populations dating back to the early modern humans 
who trekked to Asia more than 40,000 years ago, and 
their admixture with more archaic species, adds Jin, 
who coauthored a study on this topic published in 
Nature.
At The Frontier Of Human Genome Editing
The potential use of genomic engineering to eradicate 
the genetic bases for diseases is also being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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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will hold on-site recruit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ITC) and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The Advanced Institute provides high-level talent 
with attractive 
compensation 
packages to 
provide a the best 
of employment 
conditions. Those 
accepted into the 
program will receive 
one million RMB 
annual salary, three 
million RMB in 
housing subsidies, as well compensation for their 
children and support for their annual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professional employment recruitment will be 
held at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from 6:00 to 8:00 
on Friday, April 7th. For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call 832-808-3826, or contact David Yang, CEO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at 832-213-6513.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Advanced Institute, 
please refer to its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siat.cas.
cn/xwzx/mtbd/
Interested parties are encouraged to register as soon as 
possible due to meeting time constraints.

meet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Shenzhen Advanced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a 
world-class 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
After ten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Advanced 
Institute has adopted a set of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industry, capital four-in-one development 
model. Gradually, the Advanced Institute has formed 
a graduate student, postdoctoral, visiting scholar 
base composed of a high-level of mobile personnel. 
Its advanced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system and a 
sound scientific research has resulted in an effective 
transfer mechanism with the resulting research 
sharing results with the top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and experts in the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to the “real world” are widely 
accepted and applied by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bodies worldwide. The Advanced Institute body of 
talent has become known as first-class professional 
working in first-class scientific research under first-
class management of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urdue 

postdoctoral, academic project leaders are encouraged 
to attend the event.
The Shenzhen Institut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SIAT)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as jointly 
establish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and the Shenzhen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2006. Over the past 10 years, SIAT has earned an 
outstanding reputation for translating findings from 
basic research into industrial application under the 
efforts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teams of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e wide-ranging expertise drawing 
from technical, engineering and scientific professions 
has now positioned SIAT at the interface between 
technologies (B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T)  
for the highest levels of 21st century innovation.    
Overview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with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great strategy of 
China's "all the way," attitude, the demand for high-
level and international talen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nse. This demand now focuses on Houston’s local 
professional talent and provides a rare opportunity to 

Shenzhen Institut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SIAT) 
will hold a professional employment recruitment event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at 11110 Bellaire 
Blvd. in southwest Houston on April 7, 2017, from 6-8 
PM.
Professionals in the research fields shown below are 
encouraged to attend.
Research Fie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Advanced Electronics and Energy Materials;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Biomedical Imaging; 
Biomedic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tibody drugs, 
macromolecular 
drugs; 
Marine Biomedical 
Materials; 
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 as well 
as other fields.
Recruitment will 
include the main 
academic areas, 
including biological, 
pharmaceutical, 
computer, chemical, 
etc. Outstanding 
graduate students, 
doctoral students, 

Dr. Yao, Yi-Ming (shown above) 
has been elected by SIAT to 
attend the German General 
Assembly Nobel Prize Conference 
meeting. The picture shows Dr. 
Yao working on his experiment.

The Shenzhen Institut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enzhen Institut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SIAT) Will                                                                                             
Hold A Recruitment Event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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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在 2017 年 4 月 15 日之前， 國稅局允許你通過 IRA，SEP 等方法抵掉 2016 年的稅。 
例如你的稅率是 25%，開一個 $6,500 的 IRA， 就可合法省下 $1,625 的稅款。對於做生意的
老板， 可以通過 SEP 抵掉高達 $53,000 的收入， 那能合法省下上萬元的稅款呀。對於高收入
人士來說， 還可以通過特別的 Defined Benefit 計劃，每年可以合法抵掉高達 21 萬美元的收入， 
那能省下多少稅呀！可惜的是，我們許多華人， 不會利用這些政府給我們的好處，白白浪費了
這些年度配額。
至於 IRA 的賬戶也有多種選擇，有些可以給 7% 的開戶獎勵， 有些退休值可以按 7% 的復利
增長，想知道你是否夠資格開戶嗎？ 想知道哪家公司的產品能給你們家帶來最大利益嗎？
2000 年股市大跌，8 年後 2008 年股市又大跌， 現在又過了 9 年了，擔心你的 401k 縮水成
201k 嗎？ 想知道今後市場的走勢嗎？
你會老嗎？在沒有老之前想了解一下如何最佳地在美國養老嗎？
安心理財代理多家金融公司，能給您的退休規劃提供最佳的方案。 安心理財熱心休斯頓華人社
區服務， 冠名贊助了 4 月 8 日開始的 2017“美中之星”歌唱大賽。
安心理財省稅講座時間：3 月 31 日周五下午 2 點 / 3 月 31 日周五下午 6 點 / 4 月 1 日周六上午
10 點 / 4 月 1 日周六下午 2 點
講座地點：
6901 Corporate Dr #225,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中國城美南銀行二樓 225
講座不收任何費用，由於座位有限，請事先訂座，先訂先得， 客滿為止。
辦公室電話： 832-268-6688
Email： nina@geowebhr.com
微信： nina981818

（ 本報記者秦鴻鈞 ）青島麵食一把手
王老闆，自從他的中式麵食燒餅，油條，包
子，饅頭，花捲，芝蔴餅在中國城打開知
名度後，應很多專程從糖城，密蘇里巿專
程來買饅頭，包子的「粉絲團」要求，王
老闆在現在糖城，密蘇里巿最繁華的地段，
位於六號公路與 River Stone 交口附近，讓
附近的華人可就近購買大家心儀不已的中
式麵食。

王 老 闆 這 家 麵 食 店 叫「 DAWN 
KOLACHES 」，是一家美式 Donut 店，專
賣各種美式甜鹹 Donut, 是早餐及下午茶的
名點，再配上該店供應的香醇咖啡，真是
再完美不過。該店又有 一中文店名「 又一
村 」，專賣大家心儀不已，華人最愛的中
式麵食，如燒餅、油條、包子、饅頭、花捲、
芝蔴餅，是中式早餐的主角，華人將趨之
若鶩。

「 又一村」 的地址在：6302 Highway 
6, Unit L, Missouri City , TX 77459, 電話：
（832） 987- 1496

青島麵食一把手王老闆主持，專為糖城，密蘇里市民服務
「 又一村」 DAWN KOLACHES 新開張，供應中式麵食

安心理財將於本周末
在休斯頓中國城舉辦

省稅及退休計劃免費知識講座

全旅假期 *休士頓旅遊權威 *
雪域西藏 -- 世界屋脊之巔珠峰大本營 15 天 $2998 / 人（不含國際機票）5/1 號前報名，立
減 $100/ 人    2017 年 9 月 12 日 出發
西寧 - 青藏鐵路 - 拉薩 - 江孜 - 定日 - 珠峰大本營 - 日喀則 - 巴松措 - 林芝 - 成都
* 獨家搭乘【青藏鐵路 - 全程供氧旅遊觀光列車】西寧 - 拉薩。中國大陸最難購買的列車票。
* 獨家探秘參觀世界最高的營地【珠峰大本營】海拔 5200 米 /17060 英呎。
 * 特別升級拉薩 / 成都【香格里拉酒店】。
新奧爾良 3 日遊  5/27-5/29(memorial day 長周末 ) 驚人特價 usd210/ 人 (2 人一房 )

公司網站 : www.chinatourus.com 公司微信 : chinatourus 電郵 : debbie@chinatourusa.com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 ( 所在大樓位於美南銀行後棟 ) 

圖為「 又一村」 DAWN KOLACHES 供應的各式美式 Donut 及中式麵食。
圖為位於密蘇里市新開張的「 又一村 」

店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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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僑灣社於
上周六（ 3 月 25 日 ） 中午，在糖城
圖書館內集會，由德州共和黨亞裔主
任Stephen Wong 介紹德州亞裔共和黨
的結構，以及共和黨與亞裔相同的理
念，相同的原則及價值觀，即便沒有
政黨傾向的人，也透過 Stephen Wong
的共和黨的結構介紹，了解一個政黨
的運作的全過程，相當引人入勝。

在與會的僑灣社會長和共和黨糖
城市委員浦浩德博士及幾位共和黨代
表及與會觀眾（ 大部份為糖城市民 ）
作簡短的自我介 紹後，研討會正式開

始，Stephen 介紹了共和黨從全國至各
州的組織，以及在州正副主席之下的
62 位執行委員會成員（SREC ), 這包
括州參議員31 個區（ 每區男，女各一
位執委會成員）； 以及每個郡的委員
會組織（CEC ),其各組織主席是如何
形成的，他們主要執行那些目標？如
何參與黨務？其中包括選舉最重要的
選票，選民登記，步行至每家面對面
拉票，以及電話銀行---- 等種種與
選舉有關的事務，其中最重要鄰里小
組的成立，以及通過一對一的面談，
從中選出領袖來，讓我們看清共和黨

選務的運作，是一步一腳印，從個人
到家庭到鄰里，通過選民登記，挨家
挨戶拜訪，傳遞選舉信息，真正做到
了 「水滴石穿」的境界。

當天的集會上也分發一些宣傳品
，說明共和黨與亞裔，有相同的理念
，相同的原則。其相同的理念包括：
高質量的教育、低價的醫保、優質高
收入的工作、經得起考驗的家庭理念
、強大國防、自由實現美國夢----
等等，使出席人士對共和黨的價值觀
有更深入的了解。

(本報訊)由駐休士頓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舉辦的休士
頓 地 區 華 語 能 力 測 驗 (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簡
稱 TOCFL）於 2017 年 3 月 21 日
及 25 日在休士頓大學城中分校
(University of Houston – Down-
town)舉行。休士頓地區自 2009
年開始辦理華語能力測驗，今年已是第九屆，共計有
96名考生報名參加，93人應考，到考率達97%。

華語能力測驗是專為母語非華語人士所設計，採
電腦化測驗方式，分聽力與閱讀兩個部分。由休士頓
大學城中分校協辦，使用該校電腦測驗中心進行考試
，並由測驗中心專業人員主持及監考，流程嚴謹。考
生經由線上報名、線上測驗，全程使用電腦作答，無
須手寫文字，考試結束，考生可立即於電腦螢幕獲知
成績。

測驗分為入門基礎級、進階高階級和流利精通級
，依據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 公布之中文預修
課 程 說 明 (Advanced Placement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學生修習AP課程後的程度，接近於全美外語

教學協會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CTFL)語言能力指標的中高級程度，對應
於華語能力測驗則相當於 「進階級(Level 3)」程度。意
即學生通過華語能力測驗進階級，其程度相當於可通
過中文AP考試。
華語能力測驗從2003年12月開辦後已在全球超過33個
國家推廣，通過者即可取得中華民國教育部的正式證
書，可作為申請臺灣獎學金、到臺灣或華語地區入學
、應徵工作時的華語能力證明。 此外，華語能力測驗
更逐步與臺灣企業合作，協助招募海外優秀華語人才
。目前寶成集團、崇越貿易、宏全國際與鴻海集團等
公司，皆透過華語能力測驗於美國、印尼、泰國、馬
來西亞、越南與臺灣等地徵聘通曉華語的優秀人才。

僑灣社上周六舉辦免費午餐研討會
德州共和黨亞裔主任介紹德州共和黨結構

20172017休士頓地區華語能力測驗休士頓地區華語能力測驗
近百考生測實力近百考生測實力 （本報訊）實踐大學餐飲管理系系主任高秋英教授率九人團於四月初

訪問休士頓，休士頓實踐大學校友會會長楊文珍表示將於四月二日在中國
餐廳設歡迎晚宴，每人費用三十元，歡迎校友踊躍參加；四月三日拜會經
文處；四月六日參訪糖城Methodist醫院；四月八日至糖城星座棒球場 ( 1
Stadium Dr. Sugar Land, TX 77498 )參與葡萄酒與美食節(Wine & Food Af-
fair at Constellation Field)展示茶道與酥餅類參展，詳情請聯絡會長楊文珍
(713)382-5986。

實踐大學餐飲管理系來美訪問團

圖為德州共和黨亞裔主任圖為德州共和黨亞裔主任Mr. Stephen Wong (Mr. Stephen Wong ( 前排左四前排左四），），與出席研討會的與出席研討會的
僑灣社代表合影僑灣社代表合影，（，（前排左二前排左二））為僑灣社會長浦浩德為僑灣社會長浦浩德。（。（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城工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