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敏境與夫人邱瓊慧
走秀贏得滿堂彩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30周年年會暨
獎學金之夜活動﹐上周六在 Marriott Westchase
Houston 大旅館舉行﹐席開四十五桌﹒最後橋段﹐駐
休士頓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右)及夫人邱瓊慧(左)也參
與了走秀節目﹐為全場帶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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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最近的人口普查
數據顯示，美國人口正在
老齡化，同時也越來越多
元。德克薩斯的休斯頓是
變化最明顯的地區，那裏
的少數族裔社區急劇擴張
，已經成為整個國家未來
人口結構變化的一個典型
代表。
休斯頓的居民曾經以白人
和拉美人為主，如今卻擁
有美國“最多元”城市的
稱號。這座城市曾是保守
的得克薩斯人的“大本營
”。對於一些當地人來說
，這種變化令他們感到驕
傲。
居民妮基·瓦斯克斯說：
”我是白種人，我的丈夫是拉美裔，我們有幾個美麗的混血
寶寶。我想我們在這裏是受歡迎的，也是被認可的。“
居民丹恩·沃森說：“所有人在這裏都有家，這裏是你應該
來的地方。”
2016年大選後，休斯頓的民主黨籍市長宣布休斯頓是移民和
難民群體的“友好城市”。第一浸信會教堂的牧師李夏（Lee 
Hsia，音譯）是一名中國移民，7歲時搬來休斯頓。他說這座
城市雖然在地理位置上被保守的“聖經帶”環繞，但近年來
，“變得友好開放了”。
他說：“聖經中也談到了歡迎移民、外國人和難民，所以我
想這只是休斯頓居民的第二天性。我認為我們確實比德克薩
斯的其他城市更加好客，可能只是因為我們城市的多元化吧

。”
一份新的美國人口普查數
據揭示了全美的白人群體
正在老齡化。休斯頓所在
的哈裏斯郡也不例外。
金德城市研究所斯蒂芬·
克林伯格說：“63歲的白
人不能再生更多孩子了。
所以可以非常確定的是：
隨著21世紀不斷向前邁進
，這個世界上沒有力量能
夠阻止休斯頓或德克薩斯
甚或美國出現更多非裔美
國人、亞洲人和拉美人，
更少的白種人。世界上沒
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止這一
點。”
但是克林伯格承認，人口
結構的變化對於老齡化的
白人人口來說難以接受，
特別是那些受教育水平較
低的失業人群。
他說：“每個社區都看到

兩股正在同時擴大的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下層階級對於休
斯頓和美國在21世紀的可持續性來說，是個大問題。”
但是跨越種族的邊界，休斯頓更年輕的一代通常以不同的視
角來看待這座城市的多元化。
居民阿卜杜拉·庫得拉斯說：“這裏的人們習慣於看到各種
變化和多樣性。如果我去更小的德克薩斯城鎮，，當地的多
樣性比較少，衣著方式的也沒什麽變化，那我就可能被歧視
。”
居民薩曼莎·格萊莎說：“我們從不真正的劃分區域，比如
這裏只有拉美裔居住，所以我們總是組合在一起。”
根據人口普查報告，哈裏斯郡是全美單年拉美裔和非裔人口
增長最多的地區。

︱美國駐布魯塞爾大使館，川普總統與法國總統馬克龍握手。
   （2017年5月25日）。

︱德克薩斯大學校園中各族裔學生聚在一起。                              

花絮。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接受邀請 將赴
巴黎參加法國國慶

節目介紹：
《開講啦》是中國首檔青年電視公開課。節目邀請“中國青年心中的榜樣”作為演講嘉
賓，分享他們對於生活和生命的感悟，給予中國青年現實的討論和心靈的滋養。每期節
目由一位名人傾情演講、與十位新銳青年代表進行交流對話，300位大學生作為觀眾現
場分享這場有思考、有疑問、有價值觀、有鋒芒的思想碰撞。現已播出第三季。

播出時間：
周六晚間9時30分至10時30分首播，周日凌晨1時至2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VOA】白宮發布聲明說，川普總統7月14日將赴巴黎參加攻破巴
士底獄日、也就是法國國慶日的慶祝活動。
川普星期三接受了法國總統馬克龍發來的邀請，表示“期待重申美
國與法國的堅固友誼”。
兩國領導人星期二通電話時，法國總統馬克龍向川普發出了邀請。
白宮稱，在通話中，“兩位領導人還討論了當前的中東局勢，並重
新審視了即將在德國漢堡開幕的G20峰會的議程”。
兩位總統上一次會面是在5月，當時他們在布魯塞爾出席一場北約的
峰會。

從休斯頓一窺
美國人口結構變化

KVVV

精彩
節目介紹

《開講啦》名人開講分享心路歷程

砥礪人心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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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
頓報導）休士頓第一棟摩
天大樓，同時也是市中心
唯一一棟具義大利文藝復
興風格的建築大樓，目前
正在出售中，市價超過
7000萬，這一來也引起世
人好奇，該棟大樓的歷史
由來。

這 棟 著 名 且 顯 眼 的
Niels Esperson 大 樓 ， 在
1927 年 由 Mellie Esperson
建造，用來紀念她的已故
的丈夫；第二棟建築緊連
在一起，則在1941年建造
。

這棟摩天大樓的主大
樓有32樓，高度有410英
呎，第二棟大樓僅連在一

起，共有19樓層。當這棟
大樓蓋好時，它是當時西
密西西比河最高的建築物
。

這棟搶眼且具時代意
義的建築，位於808Travis
街上，最有名的就是它標
誌性的尖圓頂，是受到義
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名建築
師 多 納 托 ‧ 伯 拉 孟 特
(Bramante)在羅馬的蒙托
里奧聖伯多祿堂(Tempi-
etto)設計概念所啟發。

目 前 物 業 評 估 公 司
Holliday Fenoglio Fowler
代表業主販售這棟具歷史
性的建築，這棟建讀初估
市價約7000萬。

休城第一棟摩天大樓出售休城第一棟摩天大樓出售 市價逾市價逾70007000萬萬

休士頓第一棟摩天大樓出售中休士頓第一棟摩天大樓出售中，，市價約市價約70007000萬萬。。((取自取自Houston Chronicle)Houston Chronicle)

這座大樓建築獨特這座大樓建築獨特，，具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具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
。。((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休士頓/高思）下
周二就是美國的國慶節
了，整個休士頓目前都
沈浸在一片喜慶祥和的
氛圍中。商家打折，遊
行，煙花等各類慶祝活
動已蓄勢待發，照例先
為大家推薦本周末的5個
精選活動，國慶特輯的
文章也將陸續在平台推
出，敬請期待。
1. City Centre 國慶慶祝
活動(4th of July Weekend
at City Centre)
Centre Centre早已成為休
斯頓舉辦國慶節活動的
標誌性地點之一，每年
的國慶假期都人滿為患
。這裡將會連續四天舉
辦免費的露天音樂會，
每晚的樂隊風格各不相
同，於國慶節當日（7月
4日）晚9:30還將燃放絢
麗煙火。具體演出樂隊
請參官網。
時間：7 月 1 日（星期六
）7:00 p.m.- 10:00 p.m.

7 月 2 日（星期天）7:00
p.m. - 10:00 p.m.
7 月 3 日（星期一）7:00
p.m. - 10:00 p.m.
7 月 4 日（星期二）7:00
p.m. - 10:00 p.m.
地址：CityCentre Hous-
ton， 800 Town and
Country Blvd， Houston,
TX

票價：免費
官 網 ： http://city-

centrehouston.com/events
停車：下午4點後為

$10。由於人潮眾多，建
議多留一些停車的時間
或選擇 Uber。第一次註
冊 Uber 的朋友可用折扣
碼"CCJuly417"，可獲得
最多$20的免費乘坐。
2. 夏季交響樂之夜(Sum-
mer Symphony Nights)

這周五晚上，柴可
夫斯基鋼琴大賽的銀牌
獲 得 者 George Li 將 與
BBC 交響樂團的新任首
席客座指揮 Ben Gernon

在米勒戶外中心共同傾
情演繹柴可夫斯基的降b
小調第一鋼琴協奏曲。
此曲是被演奏得最多的
一首協奏曲，充滿俄式
風格，喜歡古典樂的朋
友千萬不要錯過。

時間：6月30日（星
期五）8:30 p.m.

地 址 ： 6000 Her-
mann Park Dr,Houston,
TX 77030

票價：免費
3. Curt Miller魔術喜劇秀
(The Curt Miller Magic &
Comedy Show 2017)
Curt Miller的年度魔術喜
劇秀今年已是第九年舉
辦了，每年都為上萬觀
眾 帶 來 驚 艷 與 歡 笑 。
Miller善於將音樂、舞蹈
、脫口秀和魔術巧妙的
結合在一起，時時牽動
觀眾的心。今年的魔術
秀將從本周六（7 月 1 日
）開始，每天兩場，一
直到7月9日（下周天）

結束。
時間：7 月 1 日（星期六
）1:00 p.m. - 7:00 p.m.
7 月 2 日（星期天）1:00
p.m. - 7:00 p.m.
7 月 3 日（星期一）1:00
p.m. - 7:00 p.m.
7 月 4 日（星期二）1:00
p.m. - 7:00 p.m.

地址：Moody Gar-
dens Hotel,Seven Hope
Boulevard,Galveston, TX
77554

票 價 ： $23/成 人 ；
$16/3-12歲
4. 藝術集市(First Satur-
day Arts Market)
休士頓的城市中心地帶
Heights 地區每個月的第
一個周六都會舉辦免費
的藝術集市。屆時將有
現場音樂和食物餐車，
你可以在一片熱鬧祥和
的音樂氛圍中四處逛逛
，挑選喜歡的畫作、手
工製品或電子用品。

時間：7 月 1 日（星

期 六 ） 6:00 p.m.- 10:00
p.m.

地 址 ： 540 West
19th St,Houston, TX
77008

票價：免費
5. 國慶嘻哈餐(The Holi-
day Hip Hop Brunch)

隨著國內綜藝節目
《中國有嘻哈》的播出
，嘻哈歌舞再次捕獲了
眾多華人朋友的心。這
周六下午在休斯頓 Up &
Down Lounge 將 上 演 一
場嘻哈的盛會。傑出的
DJ 和眾多嘻哈愛好者們
將演繹80年代和90年代
的說唱和Hip-hop，你可
以邊享用美食邊觀看表
演，也可以加入大家一
起跳舞。
時間：7 月 1 日（星期六
）12:00 p.m.- 4:00 p.m.

地址：Up & Down,
4105 Washington Ave,
Houston , TX 77007

票價：$7起

休士頓周末繽紛休士頓周末繽紛 歡度國慶周歡度國慶周

（本報記者黃麗珊） 陸達江先生追思會於6月26日上午9時
，在8514 Tybor Drive, Houston,TX.77074的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
,近200位中外人士參加。首先家祭，家屬上香，獻花，獻果。接
著恭請德州佛教會玉佛寺融通法師誦經及恭請玉佛寺融通法師開
示。孝長子陸揚作陸達江先生生平介紹。

陸達江先生生於1939年5月26日（農曆4月8日）出生。祖
籍江蘇省江陽市北漍鎮。父親陸周良，母親張荷娣，家中兄弟二
人，排行老大。陸達江先生自幼聰明好學，寫得一手好字、好書
法。在村裏家喻戶曉，逢年過節，鄉親都紛紛請他提字，寫對聯
。村裏的宣傳資料，牆報，基本都由他書寫。他還是文藝愛好者
，喜歡唱京劇、錫劇，並多次在當地公演中上台表演。 1961年
與湯玉英女士認識並結為夫妻。膝下育有二子：長子陸揚，次子
陸軍。退休後隨兒子長住美國休斯頓二十年，他十分享受在美國
的安逸晚年生活。陸達江先生一生品德高尚，光明磊落，愛憎分
明，忠厚善良，勤勞儉樸，任勞任怨。他謙虛隨和，平易近人，
關愛家人。他熱愛旅遊，曾隨家人遊玩美國各地，遊船到過許多
國家。對去歐洲之旅特別高興.他也曾在兒子開的公司裏幫忙，
貢獻他的一份力量。他在二年前查出得了胃癌晚期，經開刀後又
與病魔搏鬥了二年，但因癌細胞已擴散到肺、肝，最後終於不敵
，於2017年6月18日上午9時45分仙逝。享年78歲。陸達江勇
士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家屬追思
悼 詞

敬愛的玉英舅媽，陸揚、陸軍哥哥全家，各位親朋好友：
今天，我謹代表達江舅舅江陰陸家全體親人和親朋好友懷著

無比悲痛的心情在此悼念他，追憶他的生平，寄託我們的哀思。
達江舅舅因病醫治無效，於公元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八日上午

九點四十五分與世長辭，享年七十八歲，他停止了在世間的艱難
跋涉，長久地閉上了慈愛的雙眼，舍下他的親人，靜靜地走了，
走的是那樣的從容，走的是那樣的平靜，走的是那樣的匆忙。

其實您的親人知道，您不想走，因為您有太多的牽掛和期盼
，因為您眷戀著三世同堂、其樂融融的美好時光，總想著您的子
孫後代更加興旺發達，幸福長久，你更無時無刻不在想念著遠隔

萬水千山家鄉的親人，時刻盼望著再回到老家來走一
走看一看，可是無情的病魔奪走了您的一切，永遠地
離開了大家。

從此，兒女們再也得不到您無私的父愛，再也牽
不到您溫暖的雙手，親友們再也看不到您慈祥的笑臉!

達江舅舅，出生於公元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江陰市朝陽村陸家宕生產隊，16歲就獨自外出謀生，
被招工至無錫，1961年與舅媽湯玉英成婚，1962年8月
27日生長子陸揚，1966年6月26日生次子陸軍,1966年
9月被下放回村，在村宣傳隊工作並兼任生產隊會計,
1969年被招工至靖江市西來綜合廠工作，1973年又被
招到揚州江都市勞保皮件廠工作直至退休，1998年與
舅媽赴美國與兒子們共同生活。

達江舅舅的一生，光明磊落，品德高尚。從十六
歲獨自外出打工開始起，他艱苦樸素，勤勞樸實，任
勞任怨，努力開創一番新天地；他團結同事，關愛他
人，愛憎分明，嫉惡如仇，重情重義，深受同事和朋
友們的敬重和愛戴；他為人仗義，樂於助人，在親友
和同事困難時總是及時伸出援手慷慨相助；他為人師
表，關愛家人，為了孩子的成長和家庭幸福竭盡全力
……

達江舅舅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是普通的一生
，但也是偉大的一生，在我們親人的眼中，他的人格
是偉大的，胸懷是寬廣的，心地是善良的，目光是慈
祥的，精神是崇高的。達江舅舅走了，留給我們的是
無限的悲痛和無盡的思念。

慈顏已逝，德澤梓里。我們在淚花中銘記您慈祥
的笑容，我們在夢中期待聆聽您親切的教誨。您平凡
而偉大的人格魅力將永遠地激勵後人，成為我們前進
路上的強大動力。

讓我們一起為達江舅舅祝福和祈禱，祝福舅舅一
路走好！祝舅舅在九泉之下安息！

親友曹瀾致哀敬，融通法師好，感恩法師和玉佛
寺的師兄師姐們前來幫忙念佛。我和陸伯伯在我
們老家無錫就認識了。記得當十幾年前，我被邀
請去參加陸伯父的外甥的婚禮，那是在他江陽的
老家。陸伯父為人豪爽，看他喝酒就知道了。他
是長輩，但任何人來敬酒，他都是高高興興一飲
而盡，從不推託。後來我來到美國，和陸伯伯、
陸伯母同住在一個屋簷下有兩年多的時間。陸伯
伯經常幫我們做飯，他做的燉雞蛋特別好吃，到
今天我都做不出這樣的味道來。休斯頓天氣很熱，所以有
時候我們也陪他老人家喝點啤酒，陸伯伯就是喜歡有人陪
他喝酒，聊聊天。陸伯伯還是一個種菜的高手，無論種什
麼菜，都會是大豐收。我們吃過他老人家種的冬瓜、絲瓜
，豆，青崗菜，蝸矩。有一年陸伯伯散完蝸矩的種子，剛
出苗，他要回中國去了，拜託我照看蝸矩，結果那一年的
蝸矩被我照看的又細又小。我搬走後，又好幾次回去看望
過兩位老人家，每一次看到陸伯伯的身體不如前一次好，
最後一次是在老人院，陸伯伯躺在床上，人很瘦弱。陸伯
伯是一個很健壯，身材高大，魁悟的人，病痛的折磨讓他

這樣的瘦弱，讓我非常的心痛。也讓我深深感受到生命的無常，
欣慰的是，陸伯伯床頭有一個念佛機，阿彌陀佛的佛號不斷地播
放出來。我們的一生就是一天一天地這樣平凡的日常生活所組成
，願我們在這平常的生活中愛我們身邊的師長、親人、朋友，也
願陸伯伯乘著阿彌陀佛的大願船，在聲聲佛號的陪伴下，往生西
方極樂淨土.

家屬致答謝詞 ，未亡人湯玉英，孝長子陸揚，孝次子陸軍
致謝。衷心感謝玉佛寺各位法師，各位師兄師姐親臨誦經、開示
、超渡，及諸親好友的關懷慰問，在陸達江生前對他的照顧，以
及致送花圈，且在百忙中親臨弔唁。隨後親友們致哀敬，禮成。
擇吉移靈回中國江蘇省。

陸達江先生品德高尚光明磊落謙虛隨和關愛家人

陸達江先生追思會於陸達江先生追思會於66月月2626日上午日上午99時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時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德州佛教德州佛教
會玉佛寺融通法師誦經及恭請玉佛寺融通法師開示會玉佛寺融通法師誦經及恭請玉佛寺融通法師開示.(.(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妻湯玉英妻湯玉英,,長子陸揚長子陸揚,,媳楊羽紅全家媳楊羽紅全家，，次子陸軍向親朋好友致謝次子陸軍向親朋好友致謝。。 ((記者黃記者黃
麗珊攝麗珊攝))

親友曹瀾致詞親友曹瀾致詞,,陸達江伯父為人豪爽陸達江伯父為人豪爽，，看他喝酒就知道了看他喝酒就知道了。。他做的他做的
燉雞蛋特別好吃燉雞蛋特別好吃。。陸伯伯還是一個種菜的高手陸伯伯還是一個種菜的高手，，無論種什麼菜無論種什麼菜，，
都會是大豐收都會是大豐收。。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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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Sylvester Turner市長高度讚揚“休斯頓旅遊購物指南”
希望遊客舒適的享受他們在休斯頓的旅遊並欣賞休斯頓的活力希望遊客舒適的享受他們在休斯頓的旅遊並欣賞休斯頓的活力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
由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
出版發行的第四期（ 2017
年 ） 「休士頓旅遊購物
指南 」即將問世。為此休
士頓巿長透納特來信高度
讚揚＂休士頓旅遊購物指
南＂多年來對社區的貢獻
，希望經由它的指引下，
所有蒞臨休士頓的旅客都
能盡情的，舒適的享受他
們在休士頓的旅遊，並欣
賞休士頓的活力。

透納巿長的來信如下
：
市長問候大家好:

作為休斯頓市市長，
我祝賀“休斯頓旅遊購物

指南”完成和出版今年的
旅遊購物指南特刊作品。

我相信這個有用的工
具將會使每年數以千計來
休斯頓旅遊的中國客人受
益，，體驗這座城市所提
供的一切產品，文化和生
活方式。 休斯頓是一個國
際中心，不僅通過其優越
性市場吸引客人，也通過
其酒店的款待，世界一流
的餐廳，吸引人的博物館
，市政和文化地標等許多
首要景點吸引客人。

作為一個充滿多樣性
的友善城市，我們充滿活
力的亞裔族群社區對於休
斯頓的多樣文化和各個信

仰的展示大有貢獻; 此外
，亞裔族群社區也豐富我
們的城市與他們的傳統和
獨特的觀點。團隊創造的
這個寶貴資源的信息; 因
為 “休斯頓旅遊購物指南
” 使休斯頓成展示為一個
在每一方面都成為偉大的
訪問地點。我真誠希望我
們的遊客享受他們在休斯
頓的旅遊，帶著令他們印
象深刻的舒適感， 充分享
受我們城市的活力和傳統
。
此致
休斯頓市長西爾維斯特透
納 (Sylvester Turner)

徵求插國旗義工徵求插國旗義工
7月1號星期六早上7點半。需要義工

幫忙在Bellaire Blvd.插300面美國大旗慶祝
美國國慶,工作大約兩個小時集合地點是王
朝商場的停車場。假如是高中生，可以填
寫社區服務時間。插國旗路線東自59 高速
路，西至 Synott Road 的百利大道上。

當然，最重要的是你幫忙插完
旗以後，你更會覺得你是休斯頓的
一份子？
聯絡人：黃登陸 （281 ）441- 8400

休斯頓市長西爾維斯特透納休斯頓市長西爾維斯特透納 (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Council Members:  Brenda Stardig   Jerry Davis   Ellen R. Cohen   Dwight A. Boykins   Dave Martin   Steve Le   Greg Travis   Karla Cisneros 

Robert Gallegos   Mike Laster   Larry V. Green   Mike Knox   David W. Robinson   Michael Kubosh   Amanda Edwards   Jack Chris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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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Box 1562  
Houston, Texas 77251-1562 
 
Telephone – Dial 311 
www.houstontx.gov 

 

 
 
Greetings, 
 
As Mayor of the City of Houston, I congratulate the Houston Travel Shopping Guide on 
the completion of this year’s publication. 
 
I am confident that this helpful tool will benefit the thousands of Chinese guests who 
travel to Houston annually looking to experience all that this city has to offer. Houston is 
an international hub, attracting guests not only through its preeminence in the 
marketplace, but also through its hotel hospitality, world-class restaurants, appealing 
museums, civic and cultural landmarks and many other premiere attractions.  
 
As a welcoming city filled with diversity, our vibrant Asian community greatly contributes 
to Houston’s tapestry of cultures and beliefs, enriching our city with their traditions and 
unique perspectives.  
 
I commend the Houston Travel Shopping Guide team for creating this invaluable source 
of information, showcasing every aspect that makes Houston a great place to visit. I 
hope that our visitors enjoy their stay, taking with them lasting impressions of the spirit, 
vitality and tradition that characterize our city. 
 
 
Sincerely, 
 
 

 

 
Sylvester Turner 
Mayor 

 
 
 
 
  
  

愛心組織將於七月四日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舉行美國國慶日風味小吃募款園遊會

愛心組織的宗旨是增強在美華人社團的團
結， 幫助休士頓地區民族弱勢和貧困社群以及
地區民族之間的溝通與和諧。愛心組織為非營
利機構、聯合許多休士頓中華組織、包括有各
僑社組織、 宗教團體和商家等共同籌款、策劃
推動我們共同的宗旨為目標。愛心組織在過去
二十四年每年都挑選在休士頓貧窮的小學，捐
贈該校學生全年教學用品，己捐出超過二萬伍
仟份全年學生的教學用品，深得僑社和主流社
會的肯定。

2017 年己邁進第二十五年，今年愛心組織
理事會成員有九位 : 會長徐小玲、理事黃登陸
、翁定台、馬健、黃龍雄、劉昕、Isabelle Liu、
Daniel Wang、Deborah Chen。四月裡、經由各
社團代表的開會討論， 精心挑選和比較，選出

William Sutton小學，該校有 高達90%的低收入
貧窮家庭學童清寒小學生。

愛心組織己於六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 在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會議室開理事會會。討論七
月四日美國國慶日園遊會的細節、 募款贊助單
位、 愛心券、食物券的推售、以及園遊會表演
的節目與食物攤位的準備等事誼。
到今日為止、有三十七社團參加，募款方面有

鑽 石 募 款 贊 助 單 位 : Community Health
Choice、蕭紀書

金 牌 募 款 贊 助 單 位 : Crown Mark Inc、
Southwest Management District、台北駐休士頓經
文處/僑務委員會、黃龍雄、陳婉兒、徐小玲、
陳瑩、李秀麥/洪良冰

銀牌募款贊助單位 : ．台塑、中華航空公
司、百佳超市、美南銀行、Empowering Com-
munities Initiative、高嫚璘、翁定台、李迎霞、
李正揚、張南庭

銅牌募款贊助單位 :
恆豐銀行、金城銀行、東南大學美南校友

會、王敦正、李純如、吳米崧
如蒙更多熱心人事的贊助、請寄支票到

Chinese American Relief Effort 1002 Mockingbird
Way Sugarland , TX 77478. 支票抬頭 :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會長徐小玲的聯絡電話 :
281-491-6877

為達到傳送愛心、使貧困學
童順利完成學業、愛心組織將於
七月四日(星期二) 由上午十一時
到下午二時半、在中華文化服務
中 心 （96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舉辦募款遊
園會、使大家有機會在欣賞歌舞
和品賞風味小吃時、同時貢獻出
自己的一份愛心。

節目表演: 七月四日美國國慶
日國慶園遊會的是由馬健主持、
早上十一時開始唱美國國歌、由
北一女校友儀隊進場打開序幕、
愛心組織將會邀請州議員 Gene
Wu、Hubert Vo、HISD 校董 Anne Sung、市議
員Stephen Le、Mike Laster 、張文華法官等長官
出席致詞。當天表演的節目的團體有 William
Sutton小學、吳長璐琵琶表演、舞獅團、休士頓
華埠小姐、週潔曉慧舞蹈學校、紅扇舞蹈團、
新疆舞、中華老人服務協會、夕陽紅、莉敏老
師舞蹈學校: 傣族舞、華夏歌舞團等； 更有許
多大獎的抽獎。

攤位小吃: 風味小吃包括炒米粉、星州米粉
、炒飯、泰式咖哩飯、麻醬涼麵、油飯、 酸辣
湯、百葉豆腐、豆乾、春捲，杏仁酥、韓國泡
菜、茶葉蛋、豆花、掛包、麻辣雞胗、麻辣串

、肉餅、傳統風味煎餅果子、五香蛋、蛋黃酥
、春捲、杏仁酥、紅豆煉奶雪花冰、珍珠奶茶
、柑橘綠茶、冰茶、 檸檬汽水、 波霸奶茶、瓶
裝水、 乾冰汽水、銀耳蓮子湯、西瓜汁、烤台
灣香腸、紅燒肉等。
各項贊助的善款、 愛心券、食物券、 抽獎券和
園遊會所有的收入、將用以購買William Sutton
小學1000多位學生的全年教學用品。愛心組織
將於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六在William Sutton小學
(7402 Albacore Dr, Houston, TX 77074)舉行捐贈
學生教學用品的儀式、 並發送文具、願在美華
人社團僑社一起來共襄盛舉!

愛心組織理事於理事會後愛心組織理事於理事會後，，穿了塹新的穿了塹新的
ＴＴ-shirt ,-shirt , 照了集體照照了集體照,, 迎接美國國慶日的來臨迎接美國國慶日的來臨
.. ７月４日當天會有塹新的Ｔ７月４日當天會有塹新的Ｔ-shirt For Sale.-shirt For Sale.

【本報綜合報導】由成龍監製、導演尹
鴻承執導的科幻動作電影《逆時營救》，原
來的電影名是《致命倒數》，後來，成龍在
看過全片之後，便提出 「逆時營救」的想法
，他表示： 「電影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母親
為了救自己的孩子，回到過去的平行時空裡
，和反派鬥智鬥勇的戲。逆時，是時間回到
過去，營救，就是媽媽生死搏命。」所以電
影就在成龍的建議之下，改名為《逆時營救
》。

《逆時營救》由楊冪、霍建華、金士傑
、劉暢、張藝瀚等主演。描述單親媽媽夏天
，為了拯救被崔琥綁架的兒子，不斷返回1
小時50分鐘前，每次冒險返回過去，卻讓事
情變得越來越複雜，母親與綁匪之間的動作
對抗與智力角逐，也越發激烈。

夏天是個單親媽媽，也是物理研究所的
高級研究員，她多年致力於能回到過去的粒
子技術研究，在研究即將要成功的時刻，夏
天發現兒子豆豆被神秘綁匪崔琥綁架，綁匪
以豆豆性命威脅夏天，命她交出粒子技術，
為了挽救兒子的生命，夏天冒險用未完成的
粒子技術返回1小時50分鐘前。

電影的故事發生在未來的2025年，楊冪
為了救被綁架的兒子，不斷返回過去，展開
一場又一場的生死決鬥。在預告片中，“三
個楊冪”出現同一時空的奇觀令人印象深刻
，楊冪驚恐地問：“你是誰？”時，一個長
得和她一模一樣的人回答“我就是你！”。

電影中三個楊冪來自不同的平行時空，
無論是打扮或是性格都各不相同，一個是愛
子心切的“楊小慫”，一個是冷靜沉著的
“楊機智”，另一個是身著黑衣、冷酷凌厲
的“楊大膽”，三個楊冪要合力與“綁匪”
霍建華鬥智鬥勇，究竟三個楊冪要如何協同
作戰，與霍建華對抗，讓人格外好奇。

在預告片裡，楊冪被鎖在車中，目睹兒
子豆豆被霍建華挾持注射炸彈，因而情緒失
控，用力拍打車窗玻璃，想要阻止綁匪卻無
能為力的那一幕，看了令人相當心痛。據悉
，在拍攝這場戲時，楊冪 「一不小心」真的
將車窗玻璃給拍裂了， 「那場戲我被困在車
裡，看到豆豆被挾持，只能不斷拍打車的擋
風玻璃，拍的時候，整個人在那個崩潰的狀
態裡，結果用力大，真的給拍裂了。」

預告片中，霍建華飾演綁匪崔琥，他每
一次出場都讓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在廢校拿

斧頭追殺楊冪的片段，觀眾看得心驚膽戰，
為了找出躲藏在櫃子中的楊冪和豆豆，
霍建華揮動斧頭，不停砸向櫃門，那近
乎發狂的狀態令人膽寒，眼神中露出層
層殺氣，令人不寒而栗。楊冪被發現後
，用自己牽制住綁匪，聲嘶力竭地喊著
「豆豆快跑」，豆豆因為害怕，無助地

放聲大哭，看了令人揪心，同時也對綁
匪恨得牙癢癢的。

崔琥雖然在電影裡做了極端的壞事
，但他其實是另一場悲劇的受害者。說
到這位異常凶狠的綁匪，霍建華表示，
他內心的崔琥，是一個每次出場都很有
亮點、也很有挑戰性的角色，不僅和以
往演出的形像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
被崔琥複雜的內心情感所吸引，他表示:
「當初看到劇本時，讀到這個人物，心

中很快就有了強烈的畫面感，才毫不猶
豫地決定演出，所以我覺得自己和崔琥
之間是有一種緣分的。」
《逆時營救》全北美院線詳情：http://
www.wellgousa.com/theatrical/reset。

Well Go USA引領，全北美6月30日
最新鉅獻歡迎民眾到戲院觀看。休斯頓
、達拉斯、首府華盛頓、紐約、洛杉磯
、波士頓、芝加哥、費城、舊金山、亞
特蘭大、聖地牙哥、尤金(Eugene)、西雅
圖、加拿大
多倫多、溫
哥華。全北
美同步上映
。

休 斯 頓
地區民眾可
到 AMC
Studio 30,
2949 Dun-
vale Rd,
Houston,
TX 77063。
電 話:(713)
977-4431。
達拉斯地區
民 眾 可 到
Cinemark
Legacy, 7201
North Cen-

tral Expressway, Plano, TX 75025。

時間回到過去 媽媽搏命救子
《逆時營救》全美六月30日上映

母親為了兒子需要不斷超越自己母親為了兒子需要不斷超越自己

《《逆時營救逆時營救》》全北美全北美66月月3030日同步上映日同步上映 異常凶狠的綁匪其實是另一場悲劇的受害者異常凶狠的綁匪其實是另一場悲劇的受害者

楊冪為了救被綁架的兒子楊冪為了救被綁架的兒子，，不斷與霍建華展開一場又不斷與霍建華展開一場又
一場的生死決鬥一場的生死決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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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患者選用野花牌綠蜂膠肺癌患者選用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Apiario Silvestre的理由的理由

「千手牽手、愛灑美南」慈善音樂會

根據研究調查發現：晚期肺癌患者服用巴西野生綠蜂膠後一
個月內好轉；日本、中國和美國等醫學家同樣證實巴西綠蜂膠使
肺癌患者腫塊縮小、症狀減輕、體重增加。患者述說道：“咳喘
減緩”、“疼痛消失”、“食慾增加”、“信心倍增”等。讓我
們來看一看最新的科學研究，綠蜂膠是如何防治肺癌的。

綠蜂膠對肺癌細胞有抑殺作用，而對正常細胞有保護的效果
：美國等科學家發現，蜂膠中的CAPE具有選擇性殺傷肺癌細胞
和抑制癌生長的作用。英國等科學家也研究發現，蜂膠中的Art-
epillin- C能直接殺傷肺癌細胞，抗癌效果不亞於常規的化療藥
物5－氟尿嘧啶。中國、日本和歐洲等科學家的最新研究均證實
，蜂膠中的多種活性物質能夠直接殺傷癌細胞，從而有效輔助治
療肺癌，抑制腫瘤的轉移或復發。而且，作為天然抗癌之極品，
綠蜂膠在殺傷癌細胞的同時不損害正常細胞，避免了放化療的不
分敵我的劣勢。
天然COX-2抑制劑，抑制癌基因表達，抑制肺癌的復發與轉移
：紐約大學Gaynor博士發現巴西綠蜂膠是最好的天然COX-2抑
制劑，可以抑制肺癌組織中癌基因的表達，起到防治肺癌的作用
。藥物COX-2抑制劑雖然能起到預防肺癌復發的作用，但由於
顯著的副作用如心臟毒性等而被美國 FDA 禁止使用，天然
COX-2抑制劑綠蜂膠理所當然的成為醫學家的新寵。

綠蜂膠強化免疫功能，清除微小病竈：肺癌之所以復發和轉
移是由於微小病竈的存在，而人體免疫功能低下，不能清除癌細
胞所致。肺癌病人由於自身免疫力下降，加之放療/化療等毀害
了人體抗病能力，因此急需免疫功能的提高。蜂膠在增強免疫力

有兩個神奇之處。一是其能刺激免疫機能，增加抗體生成量，增
強免疫活性細胞（包括T細胞、殺傷細胞、吞噬細胞等），是一
種天然的高效免疫增強劑；二是癌細胞能隱蔽其抗原性而逃禦人
體免疫防禦，從蜂膠中提取的PRCA超級抗原，使癌基因死亡密
碼被破解。 PRCA被世界衛生組織稱為“誘導癌細胞凋亡反應
因子”，使癌細胞失去活性。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蜂膠中的王者，巴西第一品
牌，世界公認最佳品質：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字
1982年以來最悠久的生認歷史，採用當今先進萃取技術,常溫下
提取綠蜂膠中活性物質，有效成分含量業內最高，不含酒精、甲
醇等有機溶劑，不含任何重金屬有害元素，巴西乃至全球銷量最
大之極品綠蜂膠。

加拿大 NPN#80006418·美國 FDA 食品藥品監管局註冊#
10328566522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ca
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本報訊］繼2016年中國殘疾人藝術團與
慈濟志工於紐約林肯中心攜手成功演出 「千手
牽手」 慈善音樂會，2017 年9 月中國殘疾人藝
術團將再度與慈濟基金會一起在德州休士頓
（Houston）的哈比劇院(Hobby Center)為近年
來頻傳的天災人禍籌募善款，隆重上演 「千手
牽手、愛灑美南」慈善音樂會！中國殘疾人藝
術團手語老師李穎說： 「藝術團和慈濟一直有
這種合作，我們傳遞的精神都是大愛的精神，

慈濟是用行動來傳遞這精神，而我們是用我們
的演出。我們是有共鳴的！」

● 《千手觀音》：佛教通常以 42 隻手代
表千手。聾人姑娘邰麗華與 20 位夥伴化為 一
身千手，以千手觀音的形象立於蓮花台上。他
們以慈祥的眼神、繽紛的手姿與聖 潔的舞蹈演
繹著千手觀音的仁愛，將您帶入天人合一、大
地生輝的意境。購票地點： 中國城區： • 慈
濟基金會德州分會：6200 Corporate Dr. Hous-

ton, TX 77036 • 喜富來台菜館：9600 Bellaire
Blvd # 105, Houston, TX 77036 (王朝超市廣場)
• 金荷中醫針灸健康食品: 9110 BELLAIRE
BLVD., SUITE B,HOUSTON,TX 77036 (惠康超
市廣場) 糖城區： • 騰龍教育學院： 4555
Highway 6,Suite W, Sugar Land,TX 77478 (家樂
超 市 廣 場) Memorial 區 ： • 金 萱 茶 ： 1041
Blalock Rd. Houston, TX 77055 (大華超市廣場)

第二屆休斯敦第二屆休斯敦““國學杯國學杯””業餘圍棋邀請賽將開幕業餘圍棋邀請賽將開幕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又到了暑假旅遊季節，
家家戶戶接待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佳賓，如果有幾樣
夠檔次的傢俱，將使您的家更加高貴典雅，親朋相
聚，更加具有團圓，喜氣的氣氛。

休士頓最具格調的高檔家具公司---- 「上海
紅木家具公司」，在年中時節，特別推出餐台，紅
木床，寫字台，書櫃，沙發，神台，屏風大特價，
每種特價品都是原價打對折（ 半價 ） 以後再打八
折，您所拿到的價格幾乎只有原價的三分之一。如
其新推出的特價品如下：

1. 54 寸紫檀圓餐檯及椅：原價 $5,300 半價：
$2,650 再8折：$2,150

2. 光身Queen size 紅木床：原價: $4,800 半價：
$2,400 再8折：$1,900

3. 腰型寫字枱：原價: $7,000 半價: $3,500 再 8
折:$2,800

4. 40寸書櫃： 原價: $2,990 半價: $1,495 再8折
: $1,195

5。雙鴻泰沙發：原價: $9,000 半價: $4,500 再8
折: $3,600

6. 60寸壽字神枱： 原價: $5,000 半價: $2,495 再
8折: $1,995

7. 四頁金底鶴屏風：原價: $1,600 半價: $795 再
8折: $650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10:00 am -7:00 pm
該 公 司 地 址 ： 3020 Fondren Rd.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75-8605
網址：www.rosewoodfurniture.us

上海紅木傢俱公司推出年中大特價上海紅木傢俱公司推出年中大特價
所有餐枱所有餐枱、、寫字枱寫字枱、、書櫃書櫃，，沙發只有原價沙發只有原價3030%%

第一屆北京·休斯敦“國學
杯”圍棋邀請賽

由國學網、休斯敦圍棋協會
(Houston Go Club)共同主辦，
美國智勝學院、美國東方藝術
教育中心、美國休斯敦華星藝
術團協辦的第二屆休斯敦“國
學杯”業餘圍棋邀請賽，定於

2017年8月12日——13日，在美國德州休斯敦美國東方藝術教
育中心舉行。

自即日起至7月15日為報名時間，報名時請選擇低段組或高
段組，並註明證件號碼和出生日期，以及聯繫方式(手機號碼)，
以便組委會聯繫。

報名條件：
凡具有業餘初段以上資格的棋手，均可報名參賽。
競賽辦法：

1、執行中國圍棋協會審定的最新圍棋競賽規則；
2、比賽設低段組(業餘初段至3段)和高段組(業餘4段至6段)

；
3、比賽進行7輪積分編排。報名時應提供段位證書或相應

棋力證明。
4、比賽每局每方用時45分鐘，超時判負。
賽程安排：
8月12日(星期六)
9:30-10:00 開幕式
10:00-11:30 第一輪
14:00-15:30 第二輪
16:00-17:30 第三輪
8月13日(星期日)
8:30-10:00 第四輪
10:15-11:45 第五輪
14:00-15:30 第六輪

16:30-17:30頒獎典禮、閉幕式
聯繫方式：
聯繫人：Howard Xu (徐老師)
電話：281-797-9218
休斯敦圍棋協會介紹
休斯敦圍棋協會(Houston GO Club，縮寫HGC)於2015年2

月27日，在美國德克薩斯州註冊，為一家非盈利社會團體組織
。由尹小林擔任協會會長。

HGC旨在推廣圍棋的普及和發展，並藉助圍棋活動弘揚國
學文化，為中美民間的文化交往搭建友誼的橋樑。

第一屆北京·休斯敦“國學杯”圍棋邀請賽
第一屆北京·休斯敦“國學杯”圍棋邀請賽
2015年8月，HGC在休斯敦成功舉辦了第一屆北京·休斯敦

“國學杯”邀請賽。該賽事除中國越洋參賽的選手外，還吸引了
德州當地眾多圍棋愛好者的關注和響應，有10餘名選手報名參
賽。

5454寸紫檀圓餐檯及椅寸紫檀圓餐檯及椅：：原價原價 $$55,,300300 半價半價：：
$$22,,650650 再再88折折：：$$22,,150150

腰型寫字枱腰型寫字枱：：原價原價: $: $77,,000000 半價半價: $: $33,,500500 再再88
折折:$:$22,,800800

55雙鴻泰沙發雙鴻泰沙發：：原價原價: $: $99,,000000 半價半價: $: $44,,500500 再再
88折折: $: $33,,600600

光身光身Queen sizeQueen size 紅木床紅木床：：原價原價: $: $44,,800800 半價半價
：：$$22,,400400 再再88折折：：$$11,,9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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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佛教會玉佛寺融通法師誦經德州佛教會玉佛寺融通法師誦經

品德高尚光明磊落謙虛隨和關愛家人陸達江先生追思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妻湯玉英妻湯玉英,,長子陸揚長子陸揚,,媳楊羽紅全家媳楊羽紅全家，，次子次子
陸軍向親朋好友致謝陸軍向親朋好友致謝

66月月2626日上午日上午99時在永福殯儀館時在永福殯儀館、、親朋好友親朋好友
懷著無比悲痛的心情在此悼念陸達江先生懷著無比悲痛的心情在此悼念陸達江先生

陸達江先生追思會於陸達江先生追思會於66月月2626日上午日上午99時時
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在永福殯儀館隆重舉行,,德州佛教會玉德州佛教會玉
佛寺融通法師誦經及恭請玉佛寺融通法佛寺融通法師誦經及恭請玉佛寺融通法
師開示師開示..

親友曹瀾致詞親友曹瀾致詞,,陸達陸達
江伯父為人豪爽江伯父為人豪爽，，
看他喝酒就知道了看他喝酒就知道了
。。他做的燉雞蛋特他做的燉雞蛋特
別好吃別好吃。。陸伯伯還陸伯伯還
是一個種菜的高手是一個種菜的高手
，，無論種什麼菜無論種什麼菜，，
都會是大豐收都會是大豐收

陸達江先生追思會陸達江先生追思會、、孝長子陸揚家屬追思孝長子陸揚家屬追思

長子陸揚長子陸揚,,媳楊羽紅代表家屬致悼詞媳楊羽紅代表家屬致悼詞

恒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暨全體董事恒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暨全體董事
。。員工致敬花圈悼念陸達江先生員工致敬花圈悼念陸達江先生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三十週年年會暨獎學金之夜三十週年年會暨獎學金之夜 （（ 中中 ））

本
報
記
者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秦
鴻
鈞
攝

各校友會旗隊代表等候進場各校友會旗隊代表等候進場。。 二十二所各大專院校的旗隊代表逐一登場後合影二十二所各大專院校的旗隊代表逐一登場後合影。。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黄敏境處長黄敏境處長（（ 右右 ）） 代表僑委會頒獎給代表僑委會頒獎給 「「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會長會長 葉葉
宏志宏志（（左左）。）。

會長葉宏志會長葉宏志（（ 左左 ）） 頒獎給頒獎給
獎學金捐款人朱唯幹獎學金捐款人朱唯幹（（ 右右
））朱琨朱琨（（中中））夫婦夫婦。。

大專校聯會合唱團演唱大專校聯會合唱團演唱 「「上山上山 」」 ，， 「「十八姑娘十八姑娘 」」 等曲目等曲目。。

圖為圖為 「「
大專校大專校
聯會聯會 」」
卅週年卅週年
年會上年會上
餘興節餘興節
目的目的 精精
彩走秀彩走秀
演出演出。。

圖為圖為 「「 大大
專校聯會專校聯會
」」 卅週年卅週年
年會上餘年會上餘
興節目的興節目的
精彩走秀精彩走秀
演出演出。。

圖為圖為 「「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 新任會長謝家鳳新任會長謝家鳳（（ 左一左一 ）） 在就在就
職後介紹她的職後介紹她的20172017 ----20182018 幹部團隊幹部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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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Economic Forum to Hold Inaug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mpact Summit

In New York Sept. 18-19 

Detained In China For Over Two Years

Released Houston Businesswoman                                                                
Expresses Appreciation To Medi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17-20, 2017, 
Davos-Klosters, Switzerland 

By Fon Mathuros, Head of Media, Public 
Engagement, World Economic Forum
Beijing and Geneva, 28 June 2017 –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ill convene its firs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mpact Summit in New York on 
18-19 September 2017. The Summit is dedicated 
to accelerating progress toward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 and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through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inaugural meeting will convene over 500 
stakeholders and constituents from Forum communities 
including global business, government, civil society, 
Young Global Leaders, Social Entrepreneurs, Global 
Shapers, Young Scientists, academia and the arts in 
addition to world leaders already in New York for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Building on conversations at the Forum’s Annual 
Meeting 2017 in Davos, Switzerland, the goal of 
the Summit is to identify scalable solutions that can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The Summit programme will include a 
special focus on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developing solutions 
originating in the Forum’s Annual Meeting of the New 
Champions 2017, currently taking place in Dalia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have the ability to shape a future around common 
objectives and values, where human development 
is at the very centr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rather 

than threatened by it. 
We need to remind the 
global community of 
this when address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climate change 
in the context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said 
Klaus Schwab, Founder 
and Executive Chairman,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can 
only be achieved with 
effective policies, action 
at all levels, and through a 
strong global partnership. 
Political leaders carry a 

responsibility to implement the 2030 Agenda but will 
only succeed if they mobilize jointly with different 
actors across our societies. I urge other leaders to join 
me in exploring key partnerships at the upcoming 
World Economic Foru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mpact Summit,” said Stefan Löfven, Prime Minister 
of Sweden, Founder of the Informal High-Level Group 
suppor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DGs 2030 
Agenda (Brazil, Colombia, Germany, Liberia, South 
Africa, Sweden, Tanzania, Timor-Leste, Tunisia). 
The Summit will leverage the Forum’s 14 System 
Initiatives to highlight and support public-private 
initiatives that:
• Are multistakeholder, including alliances, partnerships 
and coalitions mobilizing to advance the SDGs 
•  Focus on system change at scale 
•  Harness the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Have strong geographic and generational diversity 
•  Have material and measureable objectives 

Outcomes from the Summit will be taken forward 
within the Forum’s System Initiatives and through the 
Forum’s Center for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San Francisco, which opened this year. The Center 
is a hub for global, multistakeholder cooperation 
to develop policy principles and frameworks that 
accelerate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global public interest.
Related
Premier Li: China Is Promoting Inclusive                                                                
Growth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By Vivian Yang, World Economic Forum

“We need to firmly uphol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remier Li Keqiang said.
Dalia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7 June 2017 – In 
his opening address at the 11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New Champions, Li Keqiang, Premi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cknowledged the widespread 
impact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cross all 
economies, sectors and business models. H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pursuing strategies for inclusive 
growth to ensure tha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re limited.
  “The world is making continued progres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is new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remier Li told participants. “Never before have we 
human beings been presented with such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Yet the global economy is not yet 
strong. But if we are committed, we will prevail.” 
Warned Li: “If inadequate measures are taken, this can 
create the problem of a lack of inclusive growth and the 
challenge of achieving fairness. The lack of inclusive 
growth will lead to idle workforces and resources.”
 Li was positive about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presents 
greater opportunities for inclusive growth than ever.” 
He noted that small farmers are now able to connect 
to markets in big cities. China’s concept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has led to 14,000 newly registered 
daily. “We have fostered an open platform for mass 
entrepreneurship,” Li explained. This has not only 
created an unimaginable number of tailor-made new 
jobs, but it has also given people the opportunity to 
change their lives.”

 Historical Global Industrial Revolutions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of China’s opening, 
Chinese consumers have been given greater choice,” 
Li observe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bringing 
benefits to all countries, but countries have to be able 
to harness the benefits.” Reckoned Li: “Free trade can 
be the foundation for fair trade. W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each other’s nati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which would allow us to find win-win solutions.”
 The Chinese Premier underscored the importance of 
China’s contribution to address global warming. “Our 
climate change fight is required for our ow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job creation. “We take employment 
as a key indicator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Reporting that China is currently growing 
at 6.9%, Premier Li asserted that “there will not be 
a hard landing for the economy.” China has been 
successful in rebalancing its economy, Li explained. 
Consumption now contributes 4.6% to economic 
growth, while the services sector accounts for 1.6%. 
“Domestic demand has now become a robust pillar of 
the Chinese economy,” he stated.
   Earlier, Chen Qiufa, Governor of Liaoning Provi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poke of how technology 
and addressing inequality could significantly drive 
new growth. “Technological change will provide a 
long-lasting growth driver. By pursuing inclusive 
growth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we will achieve 
greater progress together.”

Klaus Schwab, Founder and Executive 
Chairman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introducing Premier Li, Klaus Schwab, Founder and 
Executive Chairman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dentified recent events that have highlighted China as 
a responsive and responsible leader in the world. He 
noted China’s resolute leadership at the G20 Summit 
in Hangzhou, President Xi Jinping’s landmark opening 
address at this year’s 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 in Davos-Klosters, when the president 
articulated his support for the global world order, 
China’s convening of the May forum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finally Premier Li’s recent 
reiteration of China’s deep commitment to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Schwab also observed that, while many questioned the 
resilienc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ll the doubters 
have been proven wrong.” China has shown the ability 
to be a leader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Schwab remarked. He concluded: “In future, it will not 
be the large fish that eats the small fish, but the fast fish 
that will eat the slow ones.”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s 11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New Champions took place on 27-29 June in 
Dalia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vening under 
the theme Achieving Inclusive Growth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arly 2,000 business leaders, 
policy-makers and experts from over 80 countries will 
explore more than 200 sessions over the three days of 
the meeting.

Sandy Phan-Gillis 
P.O. Box 35768 
Houston, Texas 77235-0768 
June 28, 2017 

To: Media Who Covered the Case of Sandy Phan-Gillis 

It has been a very difficult two years and a rocky part 
of my life during my detention in China, Guangxi 
Province, Nanning City. 
Today, I am able to breathe the air of freedom, and 
to be reunited with my family. It is because of your 
care, hard work, and your willingness to strive for my 
release and fight for me until the end. 
I am so grateful and appreciative of what you did 
for me. You touched my life and made a difference. 
Without your help and assistance, I believe that I am 
still in China, unable to come home. You wrote articles 
about my story, and raised the profile of my case. 
You were a force for my release, and helped gain my 

freedom. 
You have proven to me and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you help individual U.S. citizens. It does not matter 
what their race, gender or religion is, or how small the 
case is, you care. You made a decision to help, and it 
was a noble thing to do. 
My husband and I believe that " United we win, 
divided we lose." In my case, we win! 
I owe an enormous debt of gratitude to you for your 
kindness and thoughtfulness. You helped save my life. 
Thank you again for what you did for me. God bless 
you. 

Sincerely, 

Sandy Phan-Gillis

Letter Of Concern And Support  
From Congressman Al Green

Letter to Media From Sandy Phan-Gillis In 
Mandarin Chinese (Via Google Translate)
谢谢桑迪•藩吉利斯
2017年6月28日
以：媒体谁覆盖了梵蒂冈的案例在我在中国的拘
留期间，这是两年艰苦的一生，广西省南宁市。
今天，我能够呼吸自由的空气，并与我的家人团
聚。它是因为你的关心，努力工作，你愿意为我
的释放而努力，为我而战直到最后。
我非常感谢你对我所做的一切。你触动我的生
活，并做出了一个区别。没有你的帮助和帮助，
我相信我还在中国，不能来家。你写了关于我的
故事的文章，并提出了我的情况。你是一个力量
为了我的释放，并帮助获得了我的自由。
你已经向我和美国人证明你帮助美国的个人公
民。它不管他们的种族，性别或宗教是什么，或
者你的情况是多么的小小。您做出决定，这是一
件高贵的事情。
我丈夫和我相信“联合我们赢了，分裂我们输
了”。在我的情况下，我们赢了！
为了你的善意和周到，我感到非常感激。你帮了
拯救我的人生，再次谢谢你为我做了什么上帝祝
福你。
此致

United Nations Working Group Statement-
Initial Remarks And Findings,           

Re: Sandy Phan-Gi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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