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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剪 影社 區 剪 影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
武術錦標賽獲獎無數

由休士頓宏武協會承辦的「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於日前
在休士頓 Marriott Westchase Hotel盛大舉行﹐釋行浩少林功夫
學院的表演隊在錦標賽上大放異彩﹐先是舞獅團在開幕式表演﹐
接著 Master Show師傅級的演出和各項分組比賽都表現優異﹐
獲得無數獎牌﹐實力堅強﹐對於傳承中華武術文化不遺餘力﹒
(詳情請見周一C8版)



《《牛鐵漢和他的兒女們牛鐵漢和他的兒女們》》農村勵志故事農村勵志故事

BB22美南電視介紹

內容介紹內容介紹﹕《﹕《牛鐵漢和他的兒女們牛鐵漢和他的兒女們》》是鄭泉寶執導的農村題材電視劇是鄭泉寶執導的農村題材電視劇﹐﹐姚晨主演姚晨主演﹐﹐該劇該劇

講述了牛村村主任牛鐵漢引咎辭職講述了牛村村主任牛鐵漢引咎辭職﹐﹐讓位副手谷滿堂讓位副手谷滿堂﹐﹐而此時村主任在外闖蕩的大而此時村主任在外闖蕩的大

兒子牛天意回鄉帶領鄉親們共同致富的故事兒子牛天意回鄉帶領鄉親們共同致富的故事﹒﹒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周一至周五下午周一至周五下午22時至時至33時首播時首播﹐﹐周二至周六凌晨周二至周六凌晨44時至時至55時重播時重播﹐﹐敬請敬請

準時收看準時收看﹒﹒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報導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美國職業冰球聯盟尋求進入中國市場美國職業冰球聯盟尋求進入中國市場

美國經濟去年第四季度增長美國經濟去年第四季度增長22..11%%
【VOA】美國商務部星期四發表的更新報告說﹐美國經濟2016
年第四季度﹑即10﹑11﹑12三個月的增長速度是2.1%﹐消費帶
動了經濟增長﹒
美國PNC銀行的經濟師格斯·福切爾說﹐世界最大經濟體美
國經濟狀況良好﹐而且預計2017年比去年還要好﹒
川普總統在競選總統期間曾經承諾說﹐要讓美國經濟增長速
度達到4%或者更高﹐而且說要通過減稅﹑消除不必要的規定﹑
加大基礎設施投資等方式來達到這一目標﹒
不少私營部門的經濟學家都懷疑這一增長目標是否能實現﹐

其中一些人認為﹐川普的刺激措施不能克服生產力增長緩慢
導致的經濟阻力﹐以及隨著退休增加逐漸縮小的老齡化勞動
力﹒
美國勞工部的另一份報告說﹐美國上周申請失業補貼的人數
減少了三千﹐申請總數為 25.8 萬﹐這依然是比較健康的水
平﹒最近兩年多以來﹐這項數字一直保持在30萬以下﹒這是
自從1970年代以來﹐申請失業補貼人數停留在30萬以下時間
最長的一段﹒

溫哥華加人隊中鋒溫哥華加人隊中鋒﹑﹑來自瑞典的亨裏克來自瑞典的亨裏克··塞丁在洛杉磯對陣洛杉磯國王隊塞丁在洛杉磯對陣洛杉磯國王隊
的防守隊員德裏克的防守隊員德裏克··福伯爾特福伯爾特﹒﹒((20172017年年33月月44日日))

星期日 2017年4月2日 Sunday, April 2, 2017

亞特蘭大的一家勞氏商店亞特蘭大的一家勞氏商店(Lowe(Lowe’’s)s)﹒（﹒（資料照資料照））

【VOA】美國全國冰球聯盟（NHL）成為最近一個
努力進入中國獲利豐厚市場的美國主要體育聯
盟﹒
美國國家冰球聯盟宣布﹐將於今年9月21日和23
日分別在上海和北京舉行兩場季前賽﹒參賽的
兩支球隊分別是洛杉磯國王隊和溫哥華加人隊﹒
國家冰球聯盟總裁加裏·貝爾特曼在北京表示﹐

“這是國家冰球聯盟歷史性的一刻﹒我們期待我
們在中國的處女秀﹐一系列的籌劃將激發一代又
一代的中國冰球運動員和球迷欣賞我們的體育
賽事﹒我們意識到幫助中國建立一個強有力的
國家冰球項目的重要性﹐並決心盡所有可能支持
這個優先事項﹒”
北京將主辦2022年冬奧會﹒中國對冰球的興趣
不大﹐但是在持續增長過程中﹒北京出生﹑後來
移民加拿大的宋安東 2015 年被紐約島人隊選
中﹐成為國家冰球聯盟中首位在中國出生的球
員﹒
格利高裏·史密斯是中國冰球聯盟的主任和共同

創始人之一﹒他在曼谷對美國之音說﹐這兩場籌
劃中的展示比賽是把這一項目引入中國的非常
重要的部分﹒
他說﹕“中國人對冰球的興趣正在呈指數上升的
態勢﹒”
美國國家籃球協會9NBA)是進軍中國市場的先
鋒﹒中國也有自己的籃球聯盟﹒包括姚明在內
的一些中國球員都在美國國家籃球協會球隊中
效力﹒姚明是2002 年的選秀中成為選秀狀元﹒
姚明一直在休斯敦火箭隊效力﹐直到2011年﹒
2004年﹐美國國家籃球協會成為首個在中國舉行
比賽的美國體育聯盟﹒
另外﹐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NFL)也在尋求進入
中國市場的機會﹒去年12月﹐美國國家橄欖球
聯盟宣布了一項和中國社交媒體平台新浪微博
達成的協議﹐新浪微博將在線播出美國國家橄欖
球聯盟的比賽﹒
該聯盟表示﹐目前在中國每周已經擁有150多萬
在線觀眾﹒



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0331HF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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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博物館篇（4）

全美教育最佳州大排行全美教育最佳州大排行，，馬馬、、維均入圍前十維均入圍前十
華府地鐵近年來不斷興建，已經

越來越成為華府民眾出行必不可缺的
一個好選擇，雖然偶有事故和意外發
生，卻依然運營良好，每天承載著眾
多居民往返于市區和郊區之間，是人
們通勤的重要方式。

近日，華盛頓特區地鐵董事會卻
做出了與民眾希望相悖的決定，並宣
佈，將在今年夏天全面調漲華府的地
鐵票價，同時還將調整每班地鐵的間
隔時間和運營時間。

具體的調整如下：
高 峰 時 段 的 地 鐵 票 價 提 高 10 美

分，非高峰時段的地鐵票價上漲 25 美
分；

工作日停車費提高10美分；

普 通 和 快 速 巴 士 票 價 上 漲 25 美
分；

機場巴士票價提高到7.50美元；
在高峰時段，特區地鐵每條線路

將從現行的每隔6分鐘運行一班，改為
每隔8分鐘運行一班；

地鐵全線週一至週四將改在晚上
11 點半停止運行，週五至週六在淩晨
一點停運，周日僅從上午 8 點至晚上
11點運行；

與地鐵相關的巴士也將面臨線路
和時間調整。

華府地鐵的上述一系列變動將從
今夏 7 月 1 日起開始生效，更多具體的
調整細節或許還將陸續公佈。

配圖：華府地鐵 來源：網路圖片

史密森尼學會大廈
前三期博物館篇為大家介紹了眾多隸屬于

史密森尼學會旗下著名的博物館，而坐落於國
家廣場之上最顯眼的紅磚建築，正是史密森尼
學會的總部所在地——史密森尼學會大廈，它
本身，又何嘗不是一座擁有著悠久歷史的博物
館呢？況且，要想將華盛頓特區好博物館“一
網打盡”，從史密森尼學會大廈開始安排行程
似乎更佳。

史密森尼學會大廈又名史密森尼古堡，正
如它的名字那樣，它是一座紅磚建成的城堡型
建築，在大多為四四方方羅馬建築風格的國家
廣場兩側，這座古堡十分別具一格，幾乎是國
家廣場上的地
標性建築，甚
至擁有“國家
廣場之錨”的
美譽。這座建
築處於著名設
計師詹姆斯·
任威客之手，
竣 工 在 1855
年，直至今時
今日，這座紅

磚建築依然巍峨地聳立在國家廣場的中心
地帶，有著它特殊的歷史地位和意義。

眾所周知，史密森尼學會是美國一系
列博物館和研究機構的集合組織，囊括了
19 座博物館、9 座研究中心、美術館和國
家公園，全部藏品多達 1.365 億件。事實
上，史密森尼大廈就是全部史密森尼學會
旗下眾多博物館的“訪客中心”，這裡彙
集了關於各個博物館的基本介紹，可以說
明遊客根據自身不同的興趣指導遊覽行
程。當然，這裡也向人們細細講述了史密
森尼學會的創建歷史。簡單說來就是1828

年，英國科學家詹姆斯·史密森將一生價值
50.8萬美元的遺產捐贈給美國政府，旨在建立
一個增進和傳播人類知識的學會。隨後終於在
1846年，史密森尼學會正式成立，創建於美國
首都華盛頓，成為唯一一個由美國政府資助、
具備官方性質的博物館機構。也正因如此，史
密森尼學會旗下的博物館始終免費對公眾開
放，這秉承了史密森尼學會的創會宗旨。

參觀史密森尼學會大廈，最重要的就是不
能忘記到大廈北入口，瞻仰一下史密森尼學會
創始人詹姆斯·史密森的遺骸。據說這位偉大
的英國科學家一生未曾到訪過美國，卻為美國
乃至世界留下了如此寶貴的物質和文化遺產，

他渴望傳播知識的遺願影
響著世界上無數樂於求知
的人們，可謂為人類文明
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卓越貢
獻。

TIPS：
乘坐地鐵橙線或藍線

到史密森尼站下車，就可
以看到這位美麗的古堡正
在你的左手邊；

學會大廈常年對外開

放，除耶誕節當日外每天開到晚5點半；
如果您的時間充足，建議您在參觀所有博

物館前先到這裡“報到”，則更有助於您瞭解
自己所需，安排最佳行程。

配圖：史密森尼學會1、2 來源：網路圖
片

美國國立肖像畫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美國國立肖像館同樣隸屬于史密森尼學
會，但它並不在國家廣場兩側，而是在稍遠一
些的特區中國城附近。不過這並不影響它作為
史密森尼學會旗下博物館所應有的精彩度，並
且它全年免費對公眾開放，是美國最大的肖像
畫廊。

這座肖像畫廊開放於 1968 年，館藏了眾
多美國歷史人物和西方各界名流的肖像畫和雕
塑，包括詩人、總統、空想主義者、演員、社
會活動家等等。除肖像作品外，館內還展覽有
一些民俗畫作及現代色彩濃郁的藝術品、攝影
作品等等。

肖像館共有三層，建築本身就享譽盛名，
曾獲得了1970 年全國學院建築大獎。館內最
廣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是位於三層大廳的紅藍
黃相間的美麗玻璃落地窗，如果當日陽光明

媚，這裡的色彩和採光則極具藝術氣息，可謂
令人意亂情迷。

TIPS：
乘坐地鐵紅線或綠線或黃線到 Gallery

Place-Chinatown下車，從出口6th St.到向南到
達F街(F. St NW)再向西，步行約5分鐘便可到
達美國國家肖像畫廊；

肖像畫廊跟其他博物館比每天的開放時間
較長，可至晚上7點，所以建議您可以將參觀
安排在傍晚時分，先參觀國家廣場周邊的博物
館；

總統展館是這個肖像館裡最熱門的展區，
您不要錯過。

配圖：肖像館1、2 來源：網路圖片

教 育 是 人 們 普 遍 關 心 的
大問題，特別是在美的華裔
居民，都把對子女的教育作
為定居及購房的重點因素加
以考慮，所以，究竟全美哪
些地方的教育品質更高，哪
些州的教育系統更佳，就開
始廣受人們關注。近日，由
《 美 國 新 聞 與 世 界 報 導 》
（US News & World Report）
公佈的一項最新榜單就為人
們解決了這一問題，將全美
50 個州的教育品質進行了大
排名，供人們參考。其中，
馬里蘭州和維吉尼亞州都是
佼佼者，分列榜單第 5 和第
10 位。

據悉，《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在教育
品質的排名上主要考量了以下幾個因素：學
前教育、考試成績、師生比率、班級人數、
教師培訓、高中畢業率、大學學費等。

根據榜單顯示，排在全美教育品質最佳
的前十個州分別依次為：馬塞諸塞州、新澤
西州、新罕布什爾州、康涅狄格州、馬里蘭
州、內布拉斯加州、華盛頓州、愛荷華州、
猶他州和維吉尼亞州。

馬里蘭州在高等教育方面得到了 13 的分
數，而在 12 年級學生表現和高中畢業率方面
的得分為 7；維吉尼亞州在這兩方面的得分分

別為 10 和 13。而排在首位的馬塞諸塞州的得
分分別是 20 和 3。每一項的得分越高，則說
明該州在這一項上的表現越差。

而排在全美教育品質最差的十個州分別
依次為：南卡羅來納州、內華達州、新墨西
哥州、阿拉巴馬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
比州、西維吉尼亞州、阿利桑納州、密歇根
州和德克薩斯州。其中最差的南卡在高等教
育和 12 年級學生表現及畢業率方面的得分分
別高達 44 和 48。

t 此外，首都華盛頓特區並未在評比範圍
之內。

配圖：教育 來源：肖像館官網

生活資訊生活資訊：：華府地鐵今夏全面調漲票價和營運時間華府地鐵今夏全面調漲票價和營運時間

BB33華府特約版
星期日 2017年4月2日 Sunday, April 2, 2017



BB44休城社區
星期日 2017年4月2日 Sunday, April 2, 2017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大專校聯
會為慶祝成立 30 周年，將於 4 月 22 日在糖城
Baptist Church舉辦 「愛樂情深-暢享三十」音樂
會，並為該社團音樂獎學金募款。為讓更多人了
解音樂會演出資訊，由美南知名主持人程美華，
邀請大專校聯合唱團團長林宏正、美南大專校聯
會會長與音樂會共同主席謝家鳳與名音樂家與指
揮家張廖莉娜老師上節目，暢談該會的成立宗旨
及30年經歷，並宣傳演出內容，節目於30日休士頓論壇特別節目中
已播出。

此次演唱會演唱的曲目有： 「聽雨」、 「願」、 「上山」、
「Texas Medley」、 「You Raise me Up」、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豐年祭」、 「永遠的故鄉」、 「十八姑娘」、 「笑
之歌」、 「校園民歌組曲」、 「永遠的朋友」；另外還有男女聲獨
唱、弦樂演奏。除了本次的音樂會外，該合唱團10月將回台灣進行

3場巡演，回饋家鄉。
演出時間：2017年4月22日(星期六)晚上 七時
地點：Sugar Land Baptist Church (16755 Southwest Freeway, Sug-

ar Land, TX 77479)
贊助券聯絡電話：林宏正(713)669-9483， Wendy Lam(281)

370-9404，Aileen Teng (832)526-7373。

美商銀博物館日 本周末免費逛藝文

（記者楊笑/休斯頓報道）
長途旅行中難免會遇到飛機延誤
或長途轉機而滯留機場的情況，
在旅途的勞頓中，如何利用幾小
時的候機時間放鬆地小憩或專心
地 工 作 ， 分 鐘 套 房 （Minute
Suites）理念近幾年在美國興起，
自2009年在美國亞特蘭大哈茨菲
爾德—傑克遜國際機場問世以來
，相繼在費城國際機場和達拉斯
沃思堡國際機場提供服務，價格
經濟實惠，旅客可以在登機前幾
小時裡安全地儲存行李並放鬆地
小憩。

分 鐘 套 房 （Minute Suites）
成立於2008年，是北美第一家在
機場內提供私人套房的公司，旨
在為人們在旅行中提供更健康的
方式，讓長途飛行更舒適。旅客
可以在那裡休息，放鬆身心或工

作。該公司成立以來，已接待了
10萬多名乘客。分鐘套房聯合創
始人丹尼爾·所羅門（Daniel Sol-
omon）表示，旅行者可以通過使
用分鐘套房進行更好的睡眠，
2017年將會在更多機場開設門店
。

“分鐘套房” 提供體貼入微
的酒店式服務並為旅客提供身心
愉悅的體驗。每間獨立套房都有
降噪音處理，可以有效的消除來
自飛機場和其他聲音的干擾，設
計極其舒適，裝飾優雅，此外 還
配備了眾多便捷設施。在每間隔
音套房內都有一張沙發床和一張
拉出式彈簧床，可供兩個成年人
休息，還配有帶電腦功能的32英
寸平板電視，可收看 DirecTV 和
Netflix的節目，以及可自行調溫
的空調。如果需要，服務員會在

您需要趕飛機時來敲門叫醒您。
其他國家的國際機場也提供類似
的住宿服務，如日本國際機場，
但通常只提供簡單的床。

“分鐘套房”需提前預約，
其收費標準每小時 42美元，一小
時後每15分鐘增收10.5美元。如
果待8小時（白天），價格是160
美元，如果過夜（晚11點至早7
點），價格是 140 美元。在達拉
斯機場租套房可以洗淋浴，加收
20美元；只需淋浴服務，30分鐘
淋浴單價為30美元。

目前美國有三個國際機場內
設分鐘套房，分別位於美國亞特
蘭大哈茨菲爾德—傑克遜國際機
場B號大廳Gate 16，費城國際機
場A-B Link和達拉斯沃思堡國際
機場D號航站樓Gate 23和A號航
站樓Gate 38。

「「愛樂情深愛樂情深--暢享三十暢享三十」」 44月月2222日音樂饗宴日音樂饗宴

機場分鐘套房機場分鐘套房 旅途休憩辦公新理念旅途休憩辦公新理念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國商業銀行美國商業銀行(Bank of America)(Bank of America)推行已久的推行已久的 「「博博
物館日物館日」」 (Museums on us)(Museums on us)，，提供該行及美林公司提供該行及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Merrill Lynch)持卡人免費參觀博持卡人免費參觀博
物館物館；；免費入場活動在每月的第一個周末舉行免費入場活動在每月的第一個周末舉行，，消費者只要出示該行與美林公司信消費者只要出示該行與美林公司信
用卡用卡(credit card)(credit card)、、ATMATM提款卡提款卡(debit card)(debit card)以及駕照以及駕照、、學生證等照片證件學生證等照片證件，，就可免費就可免費
暢遊全美多達百家博物館及動物園暢遊全美多達百家博物館及動物園，，休士頓地區包括兒童博物館休士頓地區包括兒童博物館(Children(Children’’s Mus Mu--
seum of Houston)seum of Houston)與美術館與美術館(The Museum of Fine Arts)(The Museum of Fine Arts)等等，， 44月月11、、22日周末兩天為日周末兩天為
博物館日博物館日，，喜愛藝文活動的民眾可好好保握喜愛藝文活動的民眾可好好保握。。

機場分鐘套房漸成趨勢機場分鐘套房漸成趨勢。。

每間隔音套房內都配有帶有電腦功能的每間隔音套房內都配有帶有電腦功能的3232英寸英寸
平板電視平板電視，，辦公娛樂兼得辦公娛樂兼得。。((圖片取自官網圖片取自官網))

達拉斯國際機場分鐘套房提供淋浴服務達拉斯國際機場分鐘套房提供淋浴服務。。
((圖片取自官網圖片取自官網))

旅客可以在分鐘套房放鬆地小憩旅客可以在分鐘套房放鬆地小憩。。((圖片圖片
取自官網取自官網))

美南知名主持人程美華美南知名主持人程美華((左一左一))，，邀請大專校聯合唱團團長邀請大專校聯合唱團團長
林宏正林宏正((右二右二))、、美南大專校聯會會長與音樂會共同主席謝美南大專校聯會會長與音樂會共同主席謝
家鳳家鳳((右一右一))與名音樂家與指揮家張廖莉娜老師與名音樂家與指揮家張廖莉娜老師((右三右三))上節目上節目
宣傳音樂會細節宣傳音樂會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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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為為輔助僑胞研習適合於海外經營與創業之烘焙糕餅製作專業課程，以
培植相關專業技能及提升經營事業與創業實力，將於 2017 年 6 月 18 日至 6 月 29 日舉辦
「烘培製作班」，由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承辦，師資均為國內業界專業講座，實際研習日程
計 11 天，課程包括介紹各類烘焙糕點製作原理（方法）、技術及材料、設備等基本認識、
應用與選購等，並安排實地觀摩相關企業。

僑務委員會負擔學員研習期間之午餐（不含晚餐及 6 月 25 日自由活動日之午、晚
餐）、課程教材、師資、場地及材料等學雜費用，參加學員需自付由僑居地往返之機票費
用、返臺後機場至報到（研習）地點及活動結束後至機場之往返交通費、研習期間膳宿費
及其他個人費用。

凡 20 歲以上至 65 歲，通曉中文，目前在僑居地從事烘焙類事業從業人員或有意學
習烘焙糕點實作技術後在僑居地創業或開展新商機之海外僑胞均可報名 ( 以相關僑營事
業從業人員及近兩年未曾參加本會經貿研習班者優先 )。報名表件請逕自全球僑商服務網
（www.ocbn.org.tw 首頁 / 僑商培訓邀訪 / 最新預告）或僑務委員會網站（www.ocac.
gov.tw 首頁 / 公告事項 / 開班）下載。有意報名者請於 2017 年 4 月 8 日前將報名表件及
「確認書」以正楷填寫 ( 電腦繕打為佳 )，於簽名處親簽後，連同「護照影本」一併送交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址：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TX 77042 或電洽：
713-789-4995 轉 113 張小姐。

僑務委員會2017年烘培製作班開始招生

公民學校 (Citizen Schools) 為一全美性的非
營利組織，致力於與社區、企業、機構、組織
及個人等合作，為弱勢家庭學生開設課後輔導
課程，旨在提供這些孩童課餘時間進修機會，
縮短學習差距同時增加其學習力與信心，進而
展望未來。

該組織德州辦公室 (Citizen Schools Texas)
執行主任梅格烈 (Greg Meyers) 先生為協助休
士頓地區弱勢家庭學童，與向有良好教育夥伴
關係的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合
作，徵募來自台灣的陸燕琪及劉庭芳兩位義工
老師加入其行列。在教育組的協助下，德州公
民學校去 (2016) 年首度開設除了數學、科學
等課程以外的華語輔導班「WOW TAIWAN 
Mandarin Program」，提供學生學習外語機會。

教育組除幫助該課程延攬義工加入其教師
陣容外，亦獲得多位休士頓地區善心企業家：
E&M Foundation 王敦正董事長、休士頓台商
會會長梁慶輝先生、陳君鎮慈善基金會陳美雲

德州公民學校 WOW TAIWAN 華語班學生與貴賓合影。駐休士頓辦事處處
長黃敏境 (第三排右三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組長周慧宜 ( 第二排右一 )；
計畫贊助者王敦正先生 ( 第三排左一 )、李雄先生 ( 第二排右二 )、Susan 
Fong 女士 ( 第二排左二 )、梁慶輝先生 ( 第四排左一 ) 與陳美雲女士 ( 第二排
右三 )；休士頓社區大學媒體製作人 Laurence Payne ( 第四排右二 )；德州公
民學校執行主任 Greg Meyers ( 第三排右一 )；義工華語老師陸燕琪 ( 左二 )

德州公民學校 WOW TAIWAN 計畫學童用中文感謝台灣
女士、德州地產公司董
事 長 李 雄 先 生、Fongs 
Family 2014 Foundation 
Inc. 創 辦 人 方 台 生 與
Susan Fong 等人響應，
慷慨解囊贊助該計畫所
需經費，共同為推廣傳
統華語教育盡一份心
力，同時為弱勢家庭學
生提供認識不同國家的
機會。

去 年 9 月 底 開 課
的 WOW TAIWAN 
Mandarin Program， 在
兩位華語義工老師的用
心教導下，僅上了十週
華語課程的學生已能
用簡單的中文自我介
紹及基本問候。上課期
間學生分享他們的華
語學習心得，同時非常
感謝那些幫助他們的

善心人士，讓他們有機會認識另一個語言與文
化，同時對台灣有更深入的了解。

廣 受 德 州 公 民 學 校 學 生 喜 愛 的 WOW 
TAIWAN Mandarin Program 於 今 (2017) 年 1
月再度開課。德州公民學校特邀請駐休士頓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教育組組長周
慧宜以及該計畫所有的贊助者，於 3 月 28 日
前往課程開設地點 Sugar Grove Academy 參訪
學生上課情形，華語班的學生利用此機會致贈
感謝卡給這些幫助他們的人，同時用中文自我
介紹並朗誦李白的《靜夜思》，展示他們的學
習成果。

梅格烈先生除感謝計畫贊助者及駐休士頓
辦事處的協助與支持，也表示德州公民學校為
孩童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讓他們對未來有更
光明的期待。而休士頓的台灣社區在教育組的
居間協助下，為休士頓學區的經濟弱勢家庭孩
童創造了更多的教育機會，他相信那樣的合作
夥伴關係將為這個社會帶來諸多正面的影響，

進而帶動更多的成功教育典範。
黃敏境處長表示，教育是所有成功的基

礎，這些默默行善的台灣企業家與義工華語教
師的付出，提供給我們的孩童更多教育機會，
他也給予高度肯定。他說這些移居海外的台灣
善心企業家為休士頓貢獻了許多心力，對於提
升我們孩童的教育，更是不遺餘力。由台灣人
組成的休士頓愛心組織 C.A.R.E. 每年捐贈書
包及文具給弱勢家庭孩童，截至目前為止已捐
出超過 10 萬多個書包，幫助了許多的學童。
德 州 公 民 學 校 的 WOW TAIWAN Mandarin 
Program 以及 C.A.R.E. 書包捐贈活動，都是休

士頓學校與台灣社區攜手合作提供更多教育機
會給我們的孩童的優良實例。

黃處長很讚賞華語班學生能在短時間內有
非常豐碩的學習成果，他認為語言是通往更廣
闊世界的最佳工具，是突破文化隔核的利器，
因此他希望這些學生學習華語之餘，能夠進一
步了解台灣特色與文化，而一年一度的台灣夜
市 (Taiwan Yes Houston) 活 動 將 於 4 月 15 日
於休士頓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 Point West Dr, 
Houston, TX 77036) 舉辦，他也鼓勵學生利用
這個好機會，認識台灣的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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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及國際多次武術冠軍趙慶建教授
來訪休斯頓並在少林寺文化中心教學指導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來自中國，籍貫
山東，現任北京體育大學武術教授的趙慶建老
師，此次趁參加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之便
，於賽後在釋延禪（ 劉根明 ） 師父主持的少
林寺文化中心作教學指導，令在場的學子們大
開眼界，獲益良多。趙慶建老師，現年39 歲，
中國武術隊國際健將，體育大學本科，中國武
術協會會員。

趙慶建教授在國內主要成績如下：

國內主要成績：
1999-2009年全國武術套路錦標賽
中獲得多次單項冠軍。
200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九屆運
動會武術套路比賽獲得：長拳亞
軍。
2005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
國運動會武術套路比賽獲得：長
拳冠軍.刀、棍術全能亞軍。
200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
全國運動會武術套路比賽蟬聯：
長拳冠軍。

國際主要《冠軍成績》
2003 年第七屆世界武術錦標賽獲
得：長拳、對練兩項冠軍。
2005 年第四屆東亞運動會武術套
路比賽獲得刀、棍全能冠軍。
2007 年"好運北京"第九屆世界武
術錦標賽獲得刀術冠軍。
2008 年第七屆亞洲武術套路錦標

賽獲得：刀、棍全能冠軍。
2008年北京奧運會武術比賽獲得：刀術、棍術
全能冠軍。
2009年世界運動會武術比賽獲得：刀、棍術全
能冠軍。

社會榮譽：
2002 年出訪馬來西亞、奧林匹克會議）進行
2008武術申奧專場表演.

2003 年國家體育總
局頒發了"優秀運動
員獎章"。
2004 年國家體育總
局授予"國際運動健
將"稱號.
2005 年北京市體育
局授予個人"金牌貢
獻獎"，
2006 年任首都體育
學院武術表演學院
老師。
2008 年體育總局再
次頒發"優秀運動員獎章" 、中國奧委會授予
2008年北京奧運會"突出貢獻個人’。
2009年北京市體育局授予個人"金牌突出貢獻獎
"。
2010年習近平副主席任團長"中俄漢語年"中央
台大型晚會節目組，出訪俄羅斯中擔任導演.
2011—2012年期問出訪美國.受北加州華人體育
協會邀請參加國際武術、舞蹈大賽主要嘉賓。
2013年外派曰本進行兩年的學術指導和交流。
2014年大型舞台劇“功夫熊貓”的武術指導，
在美國拉斯維加斯駐演一年並得到高度評價。
2015年受國際禪武聯盟與匈牙利武術協會邀請
進行武術文化交流和幫助籌備匈牙利國家武術
隊建設。
2016年積極推廣武術文化，多次帶領首都體育

學院學生接受電視台、新聞媒體邀請進行武術
交流與表演，並多次代表孔子學院總部對歐洲
多國進行教學交流演出。

少林寺文化中心，是中國河南省嵩山寺是
中國河南省嵩山少林寺在海外推廣少林寺文化
唯一的直屬中心，部散世界各地推動中國文化
少林寺功夫 世界文化遺產 推廣正宗少林功夫
，
中心負責人：釋延禪（劉根明）師父 6歲習武
1998年來美 為推廣中國少林功夫做出巨大貢獻
以少林寺（禪拳歸一）， 為主題 培養出數千名
弟子 獲得美國功夫各種大賽數百個獎牌和幾十
個總冠軍 少林功夫主要以強身健體 防身自衛，
各種拳術， 18搬兵器 養生氣功 傳統教育 禮
儀 自律 自信 團結 使人的內涵與體能，達到更
高的境界。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角聲社區中心將於四月份主辦二場講座，包
括四月八日（ 星期六 ） 早上九點半至十二點在福遍中國教會二期157室
舉行 「大學專科抉擇 」 輔導講座，由前萊斯大學Office of Career Devel-
opment 副主任Ms. Jacqueline Hing 擔任講員。Hing 女士現已退休，用她
的經驗及訓練服務華人社區。該講座以英語主講，每人$25 ,名額限40 人
。報名地點： 角聲社區中心 713-270- 8660 ，www.cchchouston.org, 該活
動由中國教會輔導中心和角聲輔導中心合辦。

另一場 華埠心理健康課程 「照顧者的自我照顧 」，將於2017 年四
月廿二日（ 週六 ） 早上十時至十一時半，在角聲社區中心（ 7001 Cor-
porate Dr. #379, Houston TX 77036 , 電話：713-270-8660，） 舉行。由林
呂寧華師母主講。該講座免費參加，座位有限從速報名：www.cchchous-
ton.org

角聲社區中心講座預告：5 月 20 日 「認識焦慮憂鬱症 」，及6月17
日 「自殺預防 」。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為中國民黨即將舉行的黨主席選
舉暨海外黨代表選舉，國民黨休士頓分會將於今年四月十五日及
四月廿九日舉行兩場集會，都在文化中心 251 會議室（ 9800
Town Park , Houston TX 77036 ) 舉行。4 月15 日的集會，是為
選舉熱身，讓大家依序作三分鐘發言，申述自己的看法，言猶未
盡者可在現場再重覆登記發言，喚起同志的政治參與熱情。當天
並將舉行模擬黨主席不記名投票，算出投票結果% 率。並說明真

正4/29/2017 領票，投票，在同一地點，時間（ 下午2：00-4：
00 ），方式，及注意事項。若不克前來者可去唐心琴常委處領
票：4502 High way 6 South , Suite B, Sugar Land , Texas 77478,
(832) 651-2848

4月29 日（ 週六 ） 下午二時至四時，在文化中心251 會議
室舉行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暨海外黨代表選舉，凡繳交過2017 年
黨費者得本人簽字領票。黨主席選舉及黨代表選票各一張。

黨主席票自己回家貼郵票自己寄回台灣，實在不行者休士頓
分會或可代寄。海外黨代表的票當場投，當天下午3 ：45 開始
黨代表選舉計票，當場宣佈結果。若不克前來者可去唐心琴處領
票 ： 4502 Highway 6 South, Suite B, Sugar Land, Texas 77478,
832-651-2848 。黨代表選票四月十五日之後就有，黨主席選票
4月29 日才有。

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暨海外黨代表選舉
國民黨將於4月15 日及4月29 日舉行二場集會

角聲社區中心四月份主辦二場講座角聲社區中心四月份主辦二場講座
「「 大學專科抉擇大學專科抉擇」」 輔導及健康講座輔導及健康講座

圖為趙慶建老師圖為趙慶建老師（（ 中中 ），），來休市來休市 「「 少林寺文化中心少林寺文化中心 」」 作教學作教學
指導與指導與 「「 少林寺文化中心少林寺文化中心 」」 負責人釋延禪負責人釋延禪（（ 劉根明劉根明 ）） 師父師父
（（ 右右 ）） 及來自拉斯維加斯的武術大師侯軍偉及來自拉斯維加斯的武術大師侯軍偉（（ 左左 ））合影於合影於
「「少林寺文化中心少林寺文化中心 」」 門口門口。（。（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主辦人吳而立主辦人吳而立（（中中）、）、羅茜莉羅茜莉（（ 左二左二））夫婦與今年的年輕一代裁判合影夫婦與今年的年輕一代裁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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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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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總」是香港一位消防員的特別
稱號。他的正式名字叫邱少明，是香
港消防總隊目。在香港特首選舉前夕

的3 月22 日，到馬鞍山吊手岩處搜救兩名失蹤行山者期間
，疑不慎失足飛墮6至8米山坡之下，因當時濃濃霧障，能
見度異常低迷，雖然消防總隊馬上多次派出直升機進行低
谷飛行搶救，卻因現場環境惡劣，難以靠近低降，無功而
返。救援隊伍經過近11小時的努力，終於才發現傷者昏迷
倒在山谷低窪上，火速把傷重昏迷的明總救起送院，可惜
因為太晚送院，返魂無術，最後證實不治，終年50歲，香
港又一位出色的公職人員以身報港。消防處公佈會立即調
查事件。
今次出事原因，事緣有一男一女行山者，據悉分別為機場
特警及機場保安女隊長，於(21日)傍晚6時許，（注意，是

黃昏傍晚時份，真是神經質！）上山運動途中，在吊手岩迷路報警
求助，消防遂派員登山搜救。至當晚凌晨1時許，消防確定兩人位
置後，因黑夜關係，並要求增援，駐守九龍田心消防局的高空搜救
專隊到場協助搜救，但因現場環境惡劣，大霧有雨，直至昨晨5時
許，消防員才可游繩而下，至行山徑對開10米崖下救人。

屬於特種救援隊的邱少明，身先士卒，帶頭參與救援，期間天
正下著雨，疑因岩石地面濕滑，邱少明失足跌落6至8米山坡，頭

部重創昏迷。政府飛行服務隊遂奉召到
場，現場濃霧礙直升機救援，政府飛行
服務隊自昨晨6時起，曾五度派出直升
機欲救走邱少明，惟首4次因能見度僅
低至 2 至 3 公裡，直升機未能靠近山邊

，直至下午4時，天色好轉，終成功將邱接走，其後送往威爾斯親
王醫院搶救，送院時邱的手腳及面部多處擦傷，制服破爛，已陷於
昏迷，救護員持續為他進行心外壓急救，但延至4時17分，終證實
不治；據悉，尋回邱的地點，距離地面約300米，貼近雲層，致能
見度非常低，同袍需以擔架床、徒步走兩公裡，才將邱少明抬至山
腰較空曠位置，再由直升機送往醫院急救，可惜天攝英才，不幸殉
職。 「明總」魂飛天外。

邱的親屬、消防處長李建日亦趕赴醫院了解情況。兩名迷路行
山客亦獲救，32歲姓溫男子左手受傷，30歲姓劉女子則頭部及下巴
受傷，報稱被困期間發高燒，兩人昨經治理後已出院。據悉，邱少
明已婚，與太太育有一名正在就讀幼稚園的六歲兒子。

行政長官梁振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保安局長黎棟國、公務
員事務局長張雲正，以及消防處長李建日等政府官員，均對消防總
隊目邱少明救人遇難，同表哀悼，表示難過，並向其家屬致以深切
慰問。

張雲正表示，代表全體公務員，向邱少明總隊目表達崇高敬意
，並對他的家屬致以深切慰問。公務員事務局與消防處已維持緊密
聯絡，以期盡力協助邱少明總隊目的家人，度過這哀傷及困難的時
刻。

李建日表示，邱少明消防總隊目一直克盡厥職，表現英勇，對
於痛失這位盡忠職守的同事，感到非常難過和惋惜，部門上下均感

十分難過和痛心，已代表部門所有同事向邱少明的家屬致以最深切
慰問。李建日說，消防福利主任正與邱少明的家人保持緊密聯繫，
並會提供一切協助。部門將成立治喪委員會為他辦理身後事。

據了解，年約五十歲的消防總隊目邱少明，於一九八七年一月
加入消防處任職消防員，二○一○年四月晉升為消防總隊目，駐守
田心消防局約七年，曾參與多個大型事故的拯救行動，包括去年淘
大工業邨迷你倉四級大火。早於二○○五年已獲頒長期服務獎章，
二○一二年再獲長期服務獎章。邱少明生前體能極佳，並熱愛踏單
車，為香港消防單車會活躍隊員，與後輩建立亦師亦友關係，香港
消防單車會昨亦在Facebook哀悼， 「明哥，你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李建日將成立治喪委員會及協助家人。他又說，邱少明行動時有佩
戴頭盔及適當裝備，今次的攀山拯救按既定程序處理，做足風險評
估，安排妥當，會調查事件。。

事件發生後，專家鍾健民指，該處地勢較崎嶇及多泥沙，加上
昨日天氣潮濕及能見度低，認為行山新手不宜挑戰，建議行山者在
類似天氣時，要量力而為並帶同合適裝備。

山藝教練梁念豪稱，吊手岩部分位置，需綁著繩索而行，有攀
石經驗的人都要帶備行山繩。專家發言後，引起網上熱討，除哀悼
英勇殉職的明哥外，不少網民留言指斥涉事行山人士不顧天氣情況
，到崎嶇山崖行山，終連累施救的消防員。

走筆至此，我也加入網站，勸說那些冒險人仕，行山是良佳體
力與意志力鍛練，但一定要量力而為為，好像今次出事的外地點吊
手岩，高度有588米，而且吊手岩的路段，也豎立有 「危險」指示
牌。這兩位爬山人氏，又不是低學歷人士，為何會在如此惡劣天氣
下而強行攀山呢？他們為了一己私心、為了個人逞強，累及一位對
香港市民有所貢獻的消防要員而犧牲，真是令千萬巿民氣憤不已！

向香港 「明總」致敬
楊楚楓楊楚楓

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
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

香港特首選舉面面觀
楊楚楓楊楚楓

香 港 特
首 選 舉 最 終
塵 埃 落 定 ，
林 鄭 月 娥 以

七百七十七票當選。在投票前，包括公民黨、民
主黨等在內的“民主300＋”內不同政團和界別組
合，陸續上演“轉軚神劇”，聲稱要把票全投給
候選人曾俊華。他們聲稱，儘管曾的政綱未完全
符合要求，但這是“策略性”決定，目的是要阻
止林鄭月娥當選，要選擇“最能夠抵抗西環（指
中聯辦）”的人當特首。曾俊華作為反對派這種
撕裂策略的代理人，已經從根本上不符合愛國愛
港、中央信任兩個標準。

反對派一開始支持曾俊華，還試圖作出各種
掩飾，努力說曾俊華“也獲中央信任”、“中央
沒有理由不信任”，說曾俊華“獲得工商界廣泛
支持”，說曾俊華“九年財爺經驗豐富、熟悉財
經”，說曾俊華“能夠團結不同政治光譜”。但
到選戰的最後關頭，眼看支持者日漸減少，大勢
已去，他們終於公開自己的真正目的和曾俊華的
真正作用，希望以此作為綑綁反對派、選票可以
歸邊全投曾俊華的最後手段。

對反對派的“最後瘋狂”，首先受到損害的
，非另一候選人胡國興莫屬，因為提名階段支持
他入閘的反對派選委，絕大多數已經公開表示棄
他而去。對此，胡國興忿忿不平，質疑反對派是
否將他作為“棋子”，稱他們不應該叫“民主派
”，不如稱為“策略派”。反對派在最後關頭採
取“棄胡投曾”的策略，目的只有一個：“抗拒
北京和西環操控”，並以此主張把一部分人裹挾

、聚合起來
。

近 年 來
反對派在對

抗中央的道路上，已經越走越遠，從“佔中”、
反對“八·三一”、拉倒政改，到發動、縱容、
包庇“港獨”和激進暴力，加上肆意拉布阻礙施
政，無不加劇香港的政治對立和社會撕裂。對反
對派的這種政治劣行，越來越多香港市民已經逐
漸警覺，也逐漸厭倦甚至不滿，反對派的政治煽
動力因此逐漸減弱。那怕反對派如意算盤打得很
好，可惜最後關頭面對敗局，終於忍不住撕下偽
裝，盡露對抗中央的底牌。

今日，五十九歲的林鄭月娥在第五任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的選舉中，成功登上寶座，成為香港
特區首位女性行政長官。

查林鄭月娥生於基層家庭，父親是上海移民
，早年“行船”，後來做小生意。家中兄弟姐妹
五人，她排行第四，小時候一家住在香港島灣仔
告士打道一幢舊樓中。林鄭月娥曾介紹，當時五
、六伙二十多人合住在一個舊樓單位，沒有自來
水、電梯、熱水器，若要用熱水洗澡，都要花許
多工夫。放學回家後，她只能站在“碌架床”下
層，把上層用作書桌做功課。

七歲時，林鄭月娥遇上人生第一個轉捩點，
考進灣仔區內名校——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並
在這裡度過十三個年頭。在學校內，她是品學兼
優的模範學生，中學時期已參加學校組織的義工
，探訪老人院、孤兒院、盲童院等。中學七年級
的時候，林鄭月娥被一部電視劇《北鬥星》深深
感動，立志成為社工，幫助有需要的人。

一九七七年，林鄭月娥迎來人生第二個轉捩
點，考進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主修社會學，

希望更宏觀地探究社會問題的成因。大學時的她
參加了許多認識內地、關心社會的活動，對香港
社會問題也有進一步的了解。

一九八○年，林鄭月娥在香港大學取得社會
科學學士學位後，便加入香港政府政務職系，成
為一名公務員。她曾形容，加入政府是她人生另
外一個轉捩點，想讓她有機會服務市民，關顧基
層。

林鄭月娥曾在政府多個決策局和部門服務，
包括擔任社會福利署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
秘書長（規劃及地政）、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
事處處長、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發展局長等
。她曾說，最喜歡的工作是社會福利署長，讓她
深深體會到關愛互助、和諧共融是社會最大的資
產。

二○一二年七月一日，林鄭月娥獲委任為特
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在任期間，她身兼扶貧委員
會主席，負責扶貧、安老、助弱工作；又處理德
育及國民教育科、政改、“佔中”等爭議性事件
。在超過三十六年的公務生涯中，林鄭月娥展現
膽識、不畏懼，巾幗不讓鬚眉，有勇氣面對困難
，解決問題，令她獲得“好打得”的名號。

今年一月十二日，林鄭月娥向梁振英請辭。
四天後，國務院決定免去其政務司司長職務，她
便宣佈參選二○一七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並稱
參選是因為熱愛香港，關心七百多萬港人福祉，
願意繼續帶領十七萬公務員服務市民。

林鄭月娥的競選口號是“同行(We Connect)”
。在二月底，她公佈選舉政綱全稿，並承諾若當
選行政長官，首要任務是團結社會，與廣大市民
同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誠邀青年議政論政
參政，為下一代重燃希望。在兩個月的競選工作
中，林鄭月娥不時落區與市民熱情接觸，並與選

舉委員會委員和各界人士進行了超過一百場“心
談”會面。

另外，林鄭月娥曾於二○一六年獲香港特區
政府頒發大紫荊勳章。

林鄭月娥已婚，丈夫林兆波，育有兩子。
林鄭月娥高票當選第五屆行政長官，成為首

位女特首，人們希望林鄭上任後首要做到團結、
凝聚港人，修補撕裂的社會。如何帶領七百三十
萬港人走向新的未來，為香港創造新的局面，林
鄭任重道遠。

林鄭以“777”票勝選，面對香港社會現時怨
氣較高、問題高積、青年負面情緒高的“三高問
題”，“三七”正是治療“三高”的靈藥，可見
“777”不但是一個吉利數字，且帶有一定的寓意
，希望林鄭上任後，相關問題能迎刃而解。

選舉前，外界都認為林鄭贏票輸民心，然而
從林鄭當選後連續兩日落區謝票的受歡迎程度，
可見並非如一些傳媒報道的那樣。從林鄭當選的
感言及落區的言談可知，林鄭對香港未來充滿信
心，且把修補撕裂的社會放在第一位，以其超過
三十年的行政事務經驗及對香港的了解，相信會
有一套全新的管治理念，將香港帶向好的方向。

從整個特首選舉“泛民”的取態來看，林鄭
上任後，仍會面對“泛民”的全面追擊，面對各
項難題，林鄭壓力可想而知。日前範徐麗泰在祝
賀林鄭當選當日，已把醜話說在前頭，若“泛民
”拒絕與政府溝通，續令社會出現撕裂，則責任
全在於“泛民”。

多年從政生涯，林鄭月娥一路走來“好打得
”，許多人都寄以厚望。在選舉前，李嘉誠以

神話“女媧補天”來回應選舉，外界解讀為
支持林鄭。林鄭勝選，希望其發揮“女媧”的能
量，帶領香港邁入一個嶄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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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少林師傅們釋延峰二、釋延峰、釋行浩、趙慶建、釋延禪、釋延超、釋行偉與 ( 中立 ) 宏武協會會
長吳而立合影 。 羅茜莉、 吳而立、裁判吳恪霖、Trung、Scott、蔡崇宏、Brian 與女子組武術少年金牌得主。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
Westchase Marriott 盛大舉辦開幕式典禮

宏武協會會長吳而立 ( 中間站立者 ) 於 3 月 25 日在 Westchase Marriott 舉辦盛大世界之

星中華武術錦標賽開幕式典禮中致辭，歡迎貴賓與裁判們的鼎力支持。

宏武協會會長吳而立 ( 圖左 ) 和副會長羅茜莉 ( 圖右 ) 感謝美

國味全公司提供大會檸檬汁飲料，補足水份。

吳而立與羅茜莉 ( 圖中 ) 衷心地感謝 ( 圖左起 ) 曾

鴻文、曾凱莉、曾凱筠、張素美等一家人全心投

入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的比賽和義工工作。

羅茜莉、吳而立與 裁判 Danny、Blue、胡鄰、謝合超以及金仲賢。
羅茜莉 、吳而立與 45 歲以上太極組裁判 貝丹青、Bonnie 梁、廖

施仁、梁志光、Harris、潘紅玲與金銀銅獎牌得主。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開幕式中參賽學生穿著功夫服齊聚一堂

景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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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十萬元可開私人影院？
私人影院的“遍地開花”，“投10

萬元就可開家小型私人影院”的加盟連

鎖消息令投資者摩拳擦掌、準備“試

水”。然而，目前“非主流”的私人影

院真的能如加盟商所說的“低成本、高

回報”？看起來“小而美”的私人影院

行業存在什麽貓膩和陷阱？記者對私人

影院市場進行調查發現，私人影院行業

像壹股“流行風”，既沒有暴利空間，

也容易被加盟商“跑單”，業內人士認

為，該行業還處於“探索期”，投資者

入市需謹慎。

2014年9月，Raymond和兩個朋友看

到上海的私人影院市場很火，就投資30

萬元左右壹起在天河區石牌橋附近開了

第壹家私人影院，選擇這個地點的原因

是靠近崗頂商圈，這裏的人群有消費能

力和消費意願。影院運營第壹年效益很

好，不足壹年已經回本甚至有盈余，還

有投資者加盟，在北京路壹帶開了第二

家影院。

本地有創業者失敗告終
然而，由於私人影院的門檻太低，

市場競爭者快速增加，Raymond的店的

效益壹直下降，加上團隊自身經營不善

，最後只能“關門大吉”。回想起這次

創業的過程，Raymond告訴記者，他原

本預想廣州的消費群體和上海差不多，

會有持續消費意願，實際上這更像是壹

場流行風，刮過之後便開始淡出人們的

視野。另壹方面，他認為當時公司沒有

院線渠道，所以沒法跟上市場的節奏，

滿足不了客戶需求，也是經營商最大的

缺陷。

仍在堅持經營私人影院的李先生對

自己目前從事的行業並不樂觀：“如果

只是為了糊口還行，求大發展很難，畢

竟產業小，發展的速度也慢。”

調查：壹年營業額100萬元水分太大
記者在網絡上搜索私人影院信息時

發現，加盟連鎖信息眾多，加盟商各出

奇招進行宣傳，並不約而同以“低成

本、高回報”為噱頭進行招商。記者隨

機選取了多家私人影院加盟商，發現大

多數加盟店開在二、三線城市，對影院

面積、房間數量有壹定的要求，有的加

盟商除了收取每個房間的裝修成本費

外，還要收取壹定的加盟費用，而壹些

打著“0加盟費”口號的商家則聲稱要

收取運營管理費和電影版權費，這部分

的費用每年在萬元以上。

壹家私人影院加盟負責人廖先生告

訴記者，他們要求壹個包間最小面積要

達到10平方米以上，影院最少要設7個

房間，每個房間的成本在4萬～6萬元，

除此之外還要加上三年壹付的加盟費、

每壹年都要支付15000元的運營管理費

和20000元的電影版權費，即使最便宜

的加盟方案也需要40萬元左右，這其中

還不包括投資者在租金、裝修及用人成

本上的投入。

記者還發現，各個加盟商的要求不

同，費用混亂。有的加盟商甚至直接告

訴記者，具體費用要詢問開店地區的經

銷商，因為“價格都是他們定的”。

而加盟商承諾的回報十分“誘人”。

壹家私人影院的負責人王先生告訴記

者：“經營得好的話，7個房的影院壹

年的營業額可以達到100萬元。”而廖

先生則對記者坦言，私人影院壹年營業

額100萬元，水分太大。

記者走訪廣州的私人影院市場

發現，以加盟形式營業的仍為少數，

大多是經營者自己開設、獨此壹家的

私人影院，房間的數量、面積、裝修

風格都比較自由，店家可以自己控制成

本，也可省去壹些“五花八門”的管理

費、服務費。

業內 私人影院難有暴利
“投入30萬元回報100萬元，這種

低成本高回報的事情或是美麗的‘陷

阱’。”青檸微影科技市場總監韓晨告

訴記者，在進行市場推廣的時候最怕競

爭對手破壞市場環境：“有的競爭對手

主要目的是在壹個產業處於未成熟階

段、很多信息不透明的情況下，賺壹筆

錢就跑，他們並不會管整個產業今後會

如何發展，也不管最後埋單的可能是整

個產業。” 而Raymond認為，這個行業

未來的發展方向壹定是二級院線，才能

走上正規化並與市場接軌。

不過韓晨也清楚看到，私人影院畢

竟是壹個剛剛發展了3年的全新模式，

市場上所有的從業者都在努力探索，肯

定會存在大大小小的問題，只要它自己

具備發展存活的條件後，國家很可能會

出臺相應的政策去約束管理的，令其繼

續健康發展。

韓晨希望進入這個行業的投資者要

清楚認識這並不是壹個暴利的行業，如

果決心投入其中，加盟前壹定要親自到

品牌公司走訪，了解公司的規模和人員

架構，並到其線下門店實地考察參觀，

最好多走幾家門店：“如果加盟商連門

店都沒有，就肯定存在問題。”

3月制造業PMI繼續回升 非制造業PMI升至近三年高點
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消息，3月份中國制造業

PMI為51.8%，高於上月0.2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

上升，制造業持續保持穩中向好的態勢。3月份，

中國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55.1%，比上月上升

0.9個百分點，升至近三年的高點，非制造業擴張

步伐進壹步加快。

今日，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和中國物流

與采購聯合會發布了中國采購經理指數。對此，國

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進行了

解讀。

壹、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繼續回升
3月份，制造業PMI為51.8%，高於上月0.2個

百分點，連續兩個月上升，制造業持續保持穩中向

好的態勢。壹是生產和市場需求增速加快。生產指

數和新訂單指數為54.2%和53.3%，分別比上月上升

0.5和0.3個百分點。在生產和需求回暖的同時，企

業加大采購力度，采購量指數為53.4%，升幅較

大，高於上月2.0個百分點。二是高技術制造業

持續快速擴張，部分傳統行業生產經營狀況繼續

好轉。高技術制造業PMI為 54.2%，高於制造業

總體2.4個百分點。傳統行業中的石油加工及煉

焦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

加工業等行業PMI連續兩個月上升，本月均高於

制造業總體水平。三是進出口延續擴張態勢。新

出口訂單指數和進口指數分別為51.0%和50.5%，

均連續5個月位於擴張區間。四是原材料價格漲

勢趨緩。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和出廠價格指

數為59.3%和 53.2%，分別比上月回落4.9和 3.1個

百分點。

從調查結果看，本月反映資金緊張的企業比

重有所反彈，升至41.1%，特別是小型企業隨著

經營狀況的好轉，超過五成的企業反映融資難融

資貴的問題。另外，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

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和出廠價格指數繼續高

位攀升，分別為68.9%和73.5%，且出廠價格指數

連續兩個月高於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值得

進壹步關註。

分企業規模看，大型企業PMI為53.3%，與上

月持平，繼續保持平穩擴張；中型企業 PMI 為

50.4%，低於上月0.1個百分點，延續擴張態勢；小

型企業PMI為48.6%，比上月上升2.2個百分點，收

縮幅度明顯收窄。

二、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有所回升
3 月份，中國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

55.1%，比上月上升0.9個百分點，升至近三年的高

點，非制造業擴張步伐進壹步加快。

服務業繼續穩中有進。商務活動指數為

54.2%，分別高於上月和去年同期1.0和1.1個百分

點，服務業景氣度進壹步上升。新訂單指數為

51.7%，比上月上升1.2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回

升，市場需求持續向好。

在制造業經濟回穩的帶動下，生產性服務

業和物流業的增速連續兩個月加快，本月商務

活動指數升至 61.0%和 57.7%，均為今年以來的

高點。從行業大類看，零售、航空運輸、郵

政、互聯網及軟件信息技術服務、貨幣金融服

務、資本市場服務、保險等行業商務活動指數

均位於55.0%以上的較高景氣區間，業務總量增

長較快。道路運輸、餐飲、房地產、居民服務

及修理等行業商務活動指數位於臨界點以下，

業務總量有所回落。

建築業擴張速度有所加快。今年以來，隨著

我國重大建設項目的推進，基礎設施投資逐漸加

快，建築業生產總體保持較快增長。商務活動指

數為60.5%，比上月上升0.4個百分點。其中，房

屋建築業和土木工程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分別為

61.5%和 60.6%，均處在高位景氣區間。從市場預

期看，建築業業務活動預期指數為66.7%，連續

三個月上升，為2015年 7月以來的高點，企業對

未來市場信心繼續增強。

與死人為伴與死人為伴 探訪菲律賓活人居住的墓地探訪菲律賓活人居住的墓地

菲律賓宿霧市菲律賓宿霧市，，CarretaCarreta公墓公墓(Carreta Cemetery)(Carreta Cemetery)裏民眾的生活裏民眾的生活。。這座這座
墓地由教堂於墓地由教堂於19061906年修建年修建，，是當地最古老也是最大的墓地是當地最古老也是最大的墓地。。這裏不僅有去這裏不僅有去
世的人還有活著的人在此居住世的人還有活著的人在此居住。。CarretaCarreta公墓大約埋葬著公墓大約埋葬著1500015000人人，，另外還另外還
有有100100個家庭將這裏當作自己的家個家庭將這裏當作自己的家，，並且這壹數據還在不斷增長並且這壹數據還在不斷增長。。

實拍巴黎地下墓穴實拍巴黎地下墓穴
累累白骨累累白骨““屍滿為患屍滿為患””

巴黎地下墓穴巴黎地下墓穴（（又稱骷髏墓又稱骷髏墓））
是法國巴黎壹處著名的藏骨堂是法國巴黎壹處著名的藏骨堂。。
17861786年年，，巴黎爆發瘟疫巴黎爆發瘟疫，，為了為了
解決墓地不足和公眾衛生危機的解決墓地不足和公眾衛生危機的
問題問題，，人們將埋在市區所有公墓人們將埋在市區所有公墓
中的屍骨轉移至此中的屍骨轉移至此。。此後作為壹此後作為壹
個公墓壹直使用到個公墓壹直使用到18141814年年。。現現
已開辟為博物館已開辟為博物館，，有壹小部分墓有壹小部分墓
穴供公眾參觀穴供公眾參觀，，每日只接待參觀每日只接待參觀
者者200200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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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亞巴厘島登巴薩印度尼西亞巴厘島登巴薩，，當地舉行傳統接吻節當地舉行傳統接吻節““OmedOmed
OmedanOmedan”。”。情侶聚集在壹起彼此親吻情侶聚集在壹起彼此親吻，，而旁觀者則向激吻的青而旁觀者則向激吻的青
年潑水年潑水。。當地人認為接吻有益健康當地人認為接吻有益健康，，並可避免噩運並可避免噩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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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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