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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特別節目
張亞中作客談一中同表

為持續跟進中華民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並關注兩岸政

治脈動﹐「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25日(周二)晚間

播出特別節目﹐邀請孫文學校總校長與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張

亞中(右)及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常務委員唐心琴(左)擔

任嘉賓﹐由常中政(中)主持﹐針對孫文學校使命﹑一中同表與

一中各表差別﹑國民黨的走向作探討﹒(報導請詳見A12休城

社區)

李兆瓊 先生
世大國際建築師事務所 負責人
世大國際置業開發公司 董事長
美國萊斯大學風水課程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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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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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達融創富力萬達融創富力637637億交億交易背後的博弈：誰賺了誰賠了？

萬達商業、融創中國（01918.HK）、

富力地產（02777.HK）的簽約儀式雖然

劇情百轉千回，結局終歸塵埃落定。

三家公司聯合發布公告稱，融創同意

收購萬達旗下位於中國的13個文化旅遊項

目公司（下稱“文旅項目公司”）91%的

權益，合計交易對價為438.44億元；而此

前雙方在框架協議中所提及的萬達旗下76

家（正式簽約時增加為77家）酒店資產

包，則由富力地產以199.06億元接手。兩

項交易總金額637.5億元。

這次簽約不但創造了中國房地產史

上最大規模交易紀錄，而且成為中國商

業史上最富有戲劇性的新聞發布會。

從最初的雙雄會變成三國殺，從原

定的16時到17時30分，富力地產的名

字在發布會背景板上出現又消失，最後

壹刻又神奇“回歸”，摔杯子的聲音、

打印機的出現、變動的交易價格……

記者在現場見證了這場中國房地產

史上最大規模的交易。

是誰打碎了酒杯
坐落於北京CBD的萬達索菲特大酒店，

是萬達旗下第壹家奢華酒店，這壹標簽令

前者壹直承載著後者眾多的歷史使命。

2017年7月19日下午，萬達與融創

此前達成的632億元交易簽約儀式定在

這裏舉行。

當《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到達現場

時，發現除了萬達商業和融創中國外，

富力地產的名字也出現在背景板上，富

力集團董事長李思廉也來到現場。有媒

體猜測，富力集團很可能介入這項交易，

並接手萬達旗下的酒店產業。

但是，戲劇性的場景接二連三地出

現了。

就在發布會按既定時間將要開始之

際，已經進入主會場落座的參會人員突

然被清場，工作人員稱要進行彩排和調

整，發布會推遲壹小時舉行。

記者在現場看到：壹名工作人員急匆

匆地抱著壹臺打印機，壹頭紮進旁邊的工

作間；十幾分鐘後，又壹名工作人員壹路

小跑拿著新打印好的文件走進王健林和孫

宏斌的休息室，走在他身後的另壹位工作

人員邊走邊把舊文件撕得粉碎。

此時，王健林、孫宏斌和李思廉均

已到場，進入了貴賓室。但突然貴賓室

裏傳出比較大的聲響，據壹位靠近的記

者說，其聽到了大聲爭吵和摔杯子的聲

音。同時，記者們發現會場裏的背景板

突然被包上了噴繪布，上面只剩下萬達

和融創兩家名字。與此同時，記者還看

到，現場PPT也被更換，“富力地產”

的名字被拿下。

特別令人關註的是，富力地產副總

裁張輝多次進出會議室和貴賓室，表情

凝重，拒絕回答任何問題。

在壹聲“進場了”的呼喊聲中，發

布會總算開始了，此時距離既定的時間

足足推遲了1小時30分鐘。與此同時，

所有人都發現噴繪布已被撤下，會場再

次成為萬達、融創、富力三家公司的主

場。富力又回來了！

王健林在隨後的發言中稱“爭吵摔杯

子”是謠言，三人在會議室談笑風生。

萬達融創富力真的是三贏嗎
“我們是三贏！” 王健林、孫宏斌和

李思廉在發布會上均這樣評價這次交易。

但是，仔細算算賬就會發現有人賠

有人賺。

把時間拉回到9天前仔細品味壹下。

7月10日，萬達宣布以註冊資本金

的91%即295.75億元，將哈爾濱萬達城

等13個文旅項目的91%股權轉讓給融創，

並由融創承擔項目的現有全部貸款；萬

達將旗下76個酒店以335.95億元轉讓給

融創。

7月10日到19日，短短9天內究竟

發生了什麽？

對比前後公告，會發現有兩處重大

變化：

第壹，萬達出售的酒店由76家變為77

家，總價由之前的335.95億元降為199.06

億元，並且收購方從融創變成了富力；

第二，融創收購萬達13個文旅項目91%

股權，價格從295.75億元變為438.44億元。

相同的標的，融創為何多花近150億

元？突然殺出來的富力是趁火打劫嗎？萬

達這次大甩賣又換了多少真金白銀呢？

孫宏斌為什麽願多付142.69億元甩
掉酒店

對於這次交易結構的調整，孫宏斌

說：“這個調整對融創而言比原來的交

易方案有了更好的流動性，降低了我們

負債水平，同時我們也承擔了原酒店交

易對價的折讓部分，對於我們和萬達合

作的文旅項目資產包這是可以接受的溢

價，這種交易安排三方都很滿意。我們

也相信富力承接的這部分酒店資產有壹

個非常合適的價格，未來也會有很好的

經營結果。”

如今的孫宏斌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

接盤俠，從鏈家、樂視再到萬達，孫宏

斌頻頻出手“買買買”。

地球人都知道，孫宏斌的心中只想

要地，酒店資產雖好但不好變現。

“我要那麽多酒店幹嗎？”孫宏斌

曾這麽說過。

孫宏斌在簽約儀式上表示，收購文旅

項目的價格高於此前框架協議時約定價格，

是融創對富力接盤酒店資產的補償。

對於外界質疑的融創負債問題，孫

宏斌表示，融創上半年的銷售額為1100

多億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融創賬

面有900多億元現金，7月份回款會超過

200億元，下半年其他月份回款都會超

過300億元，全年將有超過3000億元的

銷售額，會有充足的現金流。“我們也

會繼續控制好負債率，管理好現金流。”

孫宏斌說。

精明的首富王健林已經為孫宏斌算

好了賬：“表面看富力酒店折讓，融創

加了價，但放在4800萬平方米的銷售物

業上來分攤，每平方米只多200塊錢，

可以忽略不計。”

顯然，多花了錢甩掉自己不喜歡的

重資產酒店業，但是獲得了13個萬達文

化旅遊項目。據融創中國的公告，13個

文化旅遊項目總建築面積合計約5897萬

平方米。其中，自持面積約為924萬平

方米，可售面積約為4973萬平方米，可

售面積約占總建築面積的84%。

地產分析人士對記者表示，文旅項目

是融創所需要的，這些項目仍有很多商業

開發的空間，土地儲備非常充足，多花的

140多億元平均下來對土地單價影響不大。

而此次交易結構調整之後，600多億元的

交易對價下降到400多億元，也在壹定程

度上緩解了融創的資金壓力。

富力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
酒店對融創來說是雞肋，在富力手

中可能就是“蜜糖”。

富力董事長李思廉坦言：“這次壹

口氣拿到77個酒店，我們是贏家。”

資料顯示，富力地產在2016年地產

百強企業中排名第19位，在住宅地產、

商業地產和工業地產上都有廣泛布局。

截至目前，富力已在中國25個城市擁有

眾多高端酒店，包括柏悅酒店、君悅大

酒店、麗思卡爾頓酒店和假日酒店等。

萬達擬轉讓給融創的76家酒店作價

335.9526億元；7月 19日，77家酒店總

價才199.06億元，降價40.75%，相當於

六折掃貨從融創手中以較低價格接手77

家萬達酒店。目前，富力將持有超過

100家高端酒店，成為全球最大的五星

級酒店業主。

正如王健林所說，放眼全球，這樣

低價的收購機會百年難遇。

但是，富力能否吃得下接得住呢？
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在 2015 年至

2016 年中期，房企公司債發行規模

TOP10的排名中，富力地產以433億元

位居第壹，可謂“發債王”。

根據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數據，富

力地產在4月和7月發行了兩期的中期票

據，發行量皆為10億元，值得註意的是

同為三年期的債券7月發行的票面利率

為5.5%，比4月5.25%要高。

對於接手萬達酒店資產的初衷，李

思廉表示，富力本身經營17間酒店，另

有十幾間在建，此舉可以加強主業，讓

富力成為全國甚至全球最大的酒店資產

業主。另外，酒店資產本身有潛力，可

以改善公司的資產負債表。

萬達有錢還債了
顯然，孫宏斌、李思廉都已經達到

了自己目的，那麽，王健林呢？

“這次交易總計收回近680億元現

金，同時融創已經將150億元第壹期資

金打到萬達賬戶。”王健林特別將演講

稿拿給媒體看，“這是最新的，就是讓

在座的做個見證”。

近來關於萬達系資金外流受到監管

的傳言讓王健林壓力倍增，此次出售的

資產也被稱為是萬達要降低負債率的首

要目的。據王健林透露，本次轉讓後，

萬達商業的貸款加債券總計接近2000億

元。萬達商業的賬面現金1000億元（不

含13個文旅項目賬面現金300億元），

加上本次轉讓收回現金680億元（含回

收往來款），現金共計約1700億元。

對於該筆現金的用途，王健林稱，

萬達商業決定清償大部分銀行貸款。

看來，王首富的小目標算是完成了，

那大目標是什麽呢？

業內分析人士普遍認為，此次簽約

盡管三方的邏輯都很明確，但仍然難以

評估這筆交易的長期影響，此次交易被

視為中國房地產史上規模最大、條款最

復雜的壹筆。

據孫宏斌在前壹日接受媒體記者采

訪時透露，除了此番438.44億元的交易

價格，萬達13個文旅項目公司合計還有

負債約450億元。融創已經開始向各個

項目公司的債權人進行接觸，試圖順利

將萬達的該筆負債轉至融創身上。

但是，很多機構並不看好這樁買賣。

例如國際評級機構惠譽、標普日前

先後對融創和萬達兩家公司的相應評級

做了下調處理。

但更大的政策背景是，國家對金

融的監管已經從房地產、酒店，轉到

了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領域。

從MT系到復星，從安邦到萬達，從券

商和監管部門，再到蘇寧等企業，國

家的對金融業的監管再明白不過了：

杜絕非理性海外投資，保證國家的金

融安全。

也許，正如王健林說，要立字為證！

過段時間，大家再看，萬達商業負債究

竟高不高，究竟是好企業還是壞企業？

悠閑悠閑！！俄堪察加虎頭海獅巖石曬太陽俄堪察加虎頭海獅巖石曬太陽

俄羅斯堪察加半島俄羅斯堪察加半島，，海獅在海獅在AvachaAvacha海灣的巖石上休息海灣的巖石上休息。。堪察加半島位於堪察加半島位於
俄羅斯遠東地區俄羅斯遠東地區，，是俄羅斯最大的半島是俄羅斯最大的半島，，海獅是堪察加半島常見動物海獅是堪察加半島常見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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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170727A 達福社區

一、請問海外僑胞擬回國參加本年十月慶典，需要具備什麽資格
？
答：海外僑胞回國參加106年十月慶典活動，須符合下述資格：
（一）旅居國外僑胞，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持我國護照入境，並持有效之僑居國居留證明文件（如僑居國
護照、居留證等）或其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者。
2、持僑居國護照入境之國人或華裔人士。
（二）已取得僑居國護照或永久居留權之前項僑胞隨行配偶或子
女，並經許可入國者，得以僑眷身分辦理報到。
（三）香港、澳門居民組團回國，應向我駐香港、澳門機構申請，核
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辦理。個別回國者，不予受理。

二、請問香港、澳門居民可不可以個別報名參加慶典活動？
答：香港、澳門居民回國參加慶典，應事先組團，並向我駐香港、
澳門機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申請，經核轉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同意，函送本會受理報名；個別回國及自行組團者，均不受理。

三、請問外籍人士可不可以參加慶典活動？
答：平日友我、熱心參與僑社活動的外籍人士欲來臺參加十月慶
典活動，經我駐外館處或駐外人員報會並個案核准者，同意受理
報到，發給「參觀證」，俾持憑參加國慶晚會、國慶大會及國慶焰
火。

四、請問僑胞回國參加慶典有沒有入境日期的限制？
答：僑胞回國參加慶典活動，只要符合「歡迎海外僑胞回國參加
中華民國106年十月慶典活動須知」規定之參加資格者，並無入
境日期的限制；惟若欲申請慶典旅游補助，則須在106年8月1日
（含）以後入境者始得申請。

五、請問擬回國參加慶典的僑胞如何報名？
答：本年欲回國參加慶典的僑胞，請事先就「個別僑胞」或「僑團」
擇一報名登記（請勿重複報名），辦理方式如下：
個別僑胞：自106年7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可採網路、傳真或通
訊方式辦理。
網路登記：請至僑務委員會網站（www.ocac.gov.tw）十月慶典活
動專頁辦理。
傳真登記：請將填妥之僑胞登記表傳真至僑務委員會，傳真號碼
： + 886-2-23566323、 + 886-2-23566325； 聯 絡 電 話 ： +
886-2-23272929。
通訊登記：請將填妥之僑胞登記表以快遞或挂號（以郵戳為憑）
寄達僑務委員會。
（二）僑胞組團：

各駐外使領館處及各地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自106年7月1日
起受理僑胞組團報名作業。

請依組團方式填妥慶賀團團冊及團員清冊，於106年8月31
日前送交各駐外館處及各地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辦理團員資格初
審。

各駐外館處及各地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應於106年9月10日
前，將初審完成之僑團報名表件送達僑務委員會。
報名僑胞請勿重複登記，隨行之僑眷請於團員清冊備註欄註明。

六、請問已經事先採網路、傳真或通訊方式辦理報名登記的僑胞
是不是還需辦理報到手續？
答：僑胞即使已事先辦理報名登記，仍須在106年10月5日至10
月9日的報到時間，攜帶相關證件正本，到僑務委員會中華民國
106年十月慶典回國僑胞接待服務處(臺北市徐州路5號中央聯
合辦公大樓南棟1樓)辦理報到，經審核符合參加資格者，發給僑
胞證，才完成報到手續。

七、請問沒有事先在106年7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內辦理報名
登記的僑胞可不可以補報名？
答：僑胞如果沒有事先於106年7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辦理報
名登記，仍可於報到現場同時辦理報名及報到事宜。

八、請問要領取106年十月慶典活動「僑胞證」的報到時間是什麼
時候？
答：報到時間如下：
（一）106年10月5日（星期四）至10月8日（星期日），每日上午9
時至下午6時。
（二）106年10月9日（星期一），上午7時至晚上10時。

九、請問辦理報到要攜帶那些文件？
答：辦理報到要攜帶下列文件：
（一）蓋有本次入國查驗章戳之證件正本（如我國護照、入國許可
證或僑居國護照）；如係經由入出國自動查驗通關系統入境者，
應檢具航空公司搭機證明等文件。
（二）僑居國居留證明文件正本（持有效我國護照已辦理僑居身
分加簽者可免附）。
（三）以僑眷（僑胞隨行之配偶或子女
）身分申請者，應檢具親屬關係證明
文件。
註：未齊備證明文件者，恕無法受理
報到。

十、請問報到地點在那裡？
答：僑務委員會中華民國106年十月
慶典回國僑胞接待服務處（臺北市徐
州路5號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1樓
，位址圖表如圖）。

十一、請問個別僑胞可不可以併入僑
團辦理報到及參與僑團活動？
答：個別僑胞擬並入僑團報到並參與
僑團活動，可經由僑團團長書面同意
後，加入該僑團。

十二、請問僑胞組團是不是必須事先
申請？可不可以在慶典報到期間現場
組團？
答：各駐外館處及各地華僑文教服務
中心從106年7月1日起開始受理僑
團報名作業，請依組團方式填妥慶賀

團團冊及團員清冊，於106年8月31日前送交各駐外館處及各地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辦理團員資格初審。各駐外館處及各地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應於106年9月10日前，將初審完成之僑團報名表
件送達僑務委員會，慶典報到期間不受理現場組團。

十三、請問僑胞組團人數是否有規定？
答：僑胞組團回國參加十月慶典，每團以10人至40人為原則。

十四、請問申請慶典旅游補助的僑胞必須符合那些條件？
答：本會為歡迎僑胞返國參加十月慶典，並配合推動國內觀光，
特提供旅游補助。申請慶典旅遊補助限參加106年9月20日至
10月20日期間辦理之國內3天2夜（含）以上的旅游活動，並且
要符合下述的條件：
（一）106年8月1日（含）以後入境。
（二）自106年10月5日至10月9日於僑務委員會十月慶典回國
僑胞接待服務處完成報到手續，領得「僑胞證」（參觀證不得申請
旅游補助），並出席106年10月9日「國慶晚會」或10月10日「國
慶大會」或10月10日「國慶焰火」活動。
（三）於前述活動期間憑「僑胞證副聯」正本參加本會甄選旅行社
提供之國內3天2夜以上旅遊活動者始得申請補助。
註：「僑胞證」含正副聯兩部分，副聯供折抵慶典旅游費用使用，
遺失恕不補發。

十五、請問慶典旅遊補助的金額是多少？
答：慶典旅遊是以補助僑胞參加國內旅遊的方式辦理，每人至多
補助新臺幣2,400元（詳細規定請參閱「僑務委員會補助十月慶
典回國僑胞參加旅游活動作業要點」各項規定）。(僑委會供稿)

海外僑胞回國參加中華民國106年十月慶典活動
參加資格及報到事宜答客問

QS170727B 達福社區

目前美國有超過540萬名阿茲海默症患者
，到了2050年，阿茲海默症患者數目可能稱加
至1130萬到1600萬，年齡增長是阿茲海默症最
大的風險因素，在超過65歲的人裡八個人中有
一個人受到影響，超過85歲人裡有將近一半的
人受到影響。

得到阿茲海默症可能會有以下的病變:
1.日常生活的記憶力改變；
2.計劃事情與解决問題有困難；

3.完成熟悉的工作有困難；
4.對時間或地點感到困惑；5.對瞭解視覺影像和
空間關係有困難；
6.說話及寫作的用字出現新困難；
7.物件放錯地方而且失去回頭尋找和重做的能
力；
8.判斷力變差或減弱；
9.退出工作或是社交圈；
10.情緒上及個性上的改變。

所以安全對所有的人來說是很重要的，而
對失智症患者及其照護者來說，當涉及到創造
一個安全的環境時，採取特別的防範措施則更
為需要，任何時候採取確保安全的措施，可以避
免受傷，也可以幫助失智症患者放鬆心情及避
免過度的心理負擔。留意周圍環境是否有特別
危險的事物，隨時作適當的調整，滿足個人的需
要。

本次講座由亞美健康關懷服務主辦，愛茲

海默症協會的講員姚律師主講。
時間：八月五日星期六下午兩點
地點：華人活動中心，400 N Greenville Ave.，#
12，Richardson，TX 75080

有關上述活動資訊，請聯絡亞美健康關懷
服務，電話 469-358-7239 或 email asiancancer-
care@yahoo.com.(亞美供稿)

阿茲海默症講座－照顧失智症者可采取的步驟

我出生在河南省郟縣北部，童年是在文革
中 渡 過 的。我 的 祖 父 母 在 大 躍 進 期 間
（1958-1960）餓死，大伯父文革時，常常被拉出
去批鬥。父親因為有一技之長，在一家陶瓷工廠
上班，而免了文革的磨難。少年時代的經歷，使
我對人生充滿了悲觀失望。那個時候，人與人之
間是沒有信任的。

1984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學。畢業後繼續深
造，此後留校任教。我的專業是考古學。我曾經
花了很大力氣學習馬克思主義，受儒家的思想
影響也很深。

由於大量接觸古代文獻，耳濡目染，“側身
天地一儒冠”曾經是我的理想人格。文天祥被殺
以後，人們在他的衣縫裏發現了“孔曰成仁，孟
曰取義，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幾句話，讓我感動
得不得了。北宋大儒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
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我的
座右銘。修身齊家治國的願望是好的，可是行出
來實在是太困難。我常常處在靈與肉的交戰中，

沒有平安。
六四事件使我從馬克思主義的狂熱中清醒

過來。此後數年，我一直處于苦悶仿徨。人類的
希望到底在哪裡？“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
皆不見”。當時幻想自己有一天會長出翅膀，飛
出這個古老的土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1997年
，終於有機會來到美國，沒想到這一看就是二十
年。更沒想到自己會受洗歸信基督，成為基督徒
。在耶穌基督裏，我真正看見了人類的希望。

感謝神的奇妙帶領，1997年我因為學術交
流活動來美國，有機會到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
教會聆聽神的話語，參加「青草地」查經班。兩個
月下來，雖然對基督教的很多問題沒解决，但神
還是拯救了我，讓我信靠祂。我决志信主，成為
神國的一員。

成為基督徒以後，我在聖靈的引導下，重新
審視中國的歷史。中國不是沒有深刻的思想家，
其實他們不斷反思，企圖把中國文化帶領到一
個新的高度。然而他們的努力失敗了。我們列祖

列宗的楷模
是忠臣孝子
，幾 千 年 來
思維在這個
框架裏沒有
出 來，與 基
督 教 的“ 榮

神益人”相去太遠，
這是我們文化的病
根所在。

接受基督以後，神的
恩光常常照亮我，給
我力量，讓我看見自
己的罪。我是個容易
發怒的人。以前常會
無緣無故的發脾氣，
對太太發，有時候對
孩子也發，家裏沒有
平安。耶穌基督讓我看見祂才是世間萬有的主，
作為祂的僕人，我豈可在祂面前吆五喝六呢！我
求神赦免我的罪，神也真是幫助我，讓我有愛心
和忍耐對待妻子兒女。在大陸的時候，我們有一
個兒子，來美國以後，我太太又生了二兒一女，
現在六口之家，其樂融融。

福和市華人浸信會竭誠邀請您參加李民舉
牧師就職感恩禮拜。
2017年8月13日禮拜天下午二點
4625 Granbury, Fort Worth, TX 76133
817-927-5652/ cbcfw.org
(福和市華人浸信會供稿)

教會來了新牧師（上）
（李民舉牧師就任福和市華人浸信會主任牧師）

（李民舉牧師，劉愛儉姐妹，John，Roger，Grace，Zachariah）

按立郭秋華傳道為牧師感恩禮拜
時間：2017年8月12日週六下午二時

按牧團：
張練能牧師淩頌恩牧師
林加東牧師吳獻章牧師

恭請蒞臨同頌主恩
國際華神北美推廣中心敬邀

電話：972-918-0838；電郵：cwk3308@gmail.com
地點：布蘭諾華人宣道會

5025 Custer Rd., Plano, TX 75023

按立牧師聖職
感恩禮拜

普雷諾公共圖書館書友會
主辦第34届書市

由普雷諾公共圖書館書友會主辦的第34届書市將于8
月 4 – 6 日在 Plano Center (2000 E. Spring Creek Pkwy，
Plano) 舉行，大家可以挑選自己喜愛的圖書低價購買。書市

有大約100，000種精裝書，簡裝書
，DVD，CD 和唱片等，價格在 25
美分到2美元之間。

書市所有收益將全部用于支
持普雷諾公共圖書館。

書市時間：
• 8月4日（星期五）: 晚上6至10點，入場費：個人 $5 美元
，家庭 $10 美元。書友會成員在5點就可以免費入場，並全

程有10%减價。需要加入書友會的朋友們，可以在網
上入會：www.friendsofplanolibrary.org；也可以在書
市當場入會。
• 8月5日 (星期六)：上午 10點至下午6點, 免費入
場
• 8月6日 (星期日)：上午 11點至下午 3點, 免費入
場。周日有特價促銷，每包10美元（$10），包由書友
會提供。(書友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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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報 記 者 黃 政 傑 華 盛 頓 報 導 】 國 際 領 袖 基 金 會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第18屆年會暨年度頒獎
晚宴，七月 20 日（周四）晚間在華盛頓首都希爾頓大飯店
（Capital Hilton）舉行。有來自全美各地的政商領袖、青年菁
英500餘人齊聚一堂。除頒獎表彰在公共事務與社區服務領域
有傑出貢獻的全美各地政商領袖，也為基金會在暑假期間為全
美各大學菁英與所舉辦的 「公共事務實習計畫」舉行結業典
禮。基金會當日的活動滿檔，還包括了上午的 「崛起領袖政策
論壇」與 「政商菁英午餐演講會」等活動。

國際領袖基金會(ILF)本年度年會暨頒獎晚宴，特別邀請了
美國聯邦政府交通運輸部部長趙小蘭女士(Secretary Elaine
Chao)擔任晚宴主講人。趙部長以其父親趙錫成博士(Dr. James
S.C. Chao) 的傳記 「逆風無畏」為演講主軸，與在場數百位亞
裔菁英領袖與青年學子分享趙博士白手起家，在美國成就美國
夢的傳奇故事。

今年在頒獎晚宴中獲得 「公共服務獎」殊榮的是:
•猶他州檢察總長Mr. Sean D. Reyes,
21st Attorney General of Utah
獲得 「領袖服務獎」的則有:
•高敘加 Ms. Lily Mei,
Mayor of Fremont, California
•白越珠 Ms. Eugenia Bair Henry, Ph.D.
Founder of H2O Clinical Research
•林建中 Mr. John Lam,
Chairman & B CEO of Lam Group. New York, NY
•鄭樹華 Mr. Richard Cheng,
President of Merry Richards Jewelers. Chicago, IL
•李蔚華 Mr. Wea Hwa Lee,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Houston, TX
•馬勇 Mr. Yong Ma,
Executive VP of Bank of China. New York, NY
•Mr. Khalid Muneer,
President of Jupiter Properties Inc. Orlando, FL
• Mr. Matthew Lee,
CEO of FasTech Inc. Rockville, MD

他(她)們都是來自全美各地對社區服務有傑出貢獻的亞裔
菁英，今日獲頒獎表彰、實至名歸。

國際領袖基金會由董繼玲創立，是全美知名的青年領袖人

才培訓機構，基金會以培育下一代亞裔領袖人才為宗旨，創會
以來為促進亞裔年輕一代對公共事務的興趣，設立暑期實習計
畫，為來自全美的亞裔學生安排到聯邦政府實習的機會，受益
學生逾千。

當日參加晚宴的佳賓，每人都由主辦單位國際領袖基金會
贈送了一本趙小蘭部長尊翁趙錫成博士的傳記 「逆風無畏」一
書作為伴手禮。董繼玲表示： 「逆風無畏」一書呈現了趙博士
一生的核心價值，是一本值得華人同胞在教育子女、創業、為
人處世，以及在美國生活中學習如何融入主流社會的標竿讀
物。因此，該會願意將此書分享給更多華人朋友，讓大家能夠
細細品讀趙錫成博士一生逆風向前的奮鬥歷程與其成功之路的
經驗智慧。

ILF Awards Gala500人出席，其中包括有VIPs:
•Secretary Norman Mineta 峰田部長
•Congresswoman Amata Radewagen (R-American Samoa)
•Congresswoman Barbara Comstock (R-VA)
•Connecticut Senator Tony Hwang
•Cranston Mayor Allan Fung
•Maryland State Senator Susan Lee 李鳳遷
•Maryland Delegate Clarence Lam 林力圖
•ILF Civic Fellows
•15 ILF National Advisory Board

在美國的華人世界裡，趙錫成因為培育出了美國歷史上首
位亞裔女性內閣部長女兒趙小蘭而為人津津樂道；但是他本人
如何在歷經戰亂、輾轉來美奮鬥，堅持夢想、不畏困境，最終
在航運業拼搏出一片天，被冠以 「華人船王」的曲折一生卻鮮
為人知。

趙錫成的傳記 「逆風無畏」一書，從趙錫成的幼年成長環
境談起，一路溯及其就學經歷、在烽火中從上海到台灣，顛沛
流離中與當時一見鍾情的夫人朱木蘭女士重逢、結婚，乃至在
台灣生下長女小蘭、次女小琴、三女小美。為了給予妻女更好
的生活，他隻身赴美開展新局。在美國艱困的生活環境裡，趙
錫成以無畏的精神逆風前行，包括在中餐館打工，身兼數職仍
堅持苦讀，至獲得碩、博士學位。趙錫成創業，本著中國的儒
商精神，以人為本，將 「福茂集團」運營成業界首屈一指的航
運集團。

趙家遷美後，四女小甫、五女小婷及么女安吉又相繼出

生。趙錫成與妻子朱木蘭融合東西方教養哲學，以身作則，六
千金個個出類拔萃，使趙家成為全美唯一有四個女兒先後進入
哈佛求學的家庭。趙錫成曾經激勵人生藍圖尚為一張白紙的趙
小蘭， 「妳可以做任何妳想做的事；這個國家民主自由，給妳
無窮的機會。妳不是在美國本土出生的，當然不可能做總統，
但是妳可以做部長啊!」趙小蘭後來在政壇的成就，恰好應證
趙錫成的前瞻眼光。

趙氏夫婦深信教育為一切之本。兩人創建的 「福茂集團」
穩建後，便積極展開慈善事業，且為善不欲人知。早在1984
年設立木蘭獎學金於各大海事大學等，迄今受益學子多達三千
多人。從書中的點滴事蹟，皆能一窺趙錫成與朱木蘭牽手一
世、伉儷情深，兩人相互扶持，構築出一個不僅是華人，甚至
令老布希總統讚賞的典範家庭。美國華人博物館於2010年頒
給趙家 「傑出家庭傳承獎」，這是該館創立30餘年來，首次
將此榮譽頒給整個家族。

朱木蘭罹癌病逝後，趙錫成更以已故妻子之名，繼續推廣
「上海木蘭教育基金會」的發展，除資助上海交大母校興建
「木蘭船建大樓」及上海海事大學設建最新穎的 「木蘭航運仿

真紀念中心」，並分別設立獎學金，另在兩人的家鄉助學、興
學，作育英才無數，以實現妻子生前的願望。除此之外，趙錫
成捐贈哈佛大學4000萬美元興建的 「趙朱木蘭中心」於2016
年6月啟用，成為該校近400年的校史中，首座以女性及華裔
命名的大樓。

「人類因為夢想而偉大。」趙錫成雖年近九十，仍夢想世
界能夠更好，以及抱持作為世界公民的承擔與熱情。他希望能
夠擅用本身獨特的資源，為中美兩國之間更好的合作關係效
力，為促進世界的和平作貢獻。趙小蘭盛讚其父的膽識和勇
氣，認為他敢做那樣的美夢，需要很大的勇氣。她並深信，
「為了實現遠大的夢想，我的父親永遠無懼」。

***********************************************
「逆風無畏」一書呈現了趙錫成博士的核心價值，是一本

值得華人同胞在教育子女、創業、為人處世，以及在美國生活
中學習如何融入主流社會的標竿讀物。也因此，國際領袖基金
會特別將該書作為今年年會的伴手禮，贈送給二十日晚間每一
位出席佳賓人手一冊，讓大家能夠細細品讀趙錫成博士一生逆
風向前的奮鬥歷程及經驗智慧。
(更多照片，請上網查閱http://bit.ly/2eNRqWp)

國際領袖基金會第18屆年會暨頒獎晚宴
「逆風無畏」趙錫成博士的奮鬥人生

美南新聞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創辦人李蔚華與
國會議員劉雲平(Ted Lieu)合影

交通運輸部部長趙小蘭女士及以其父親趙錫成博士

領袖服務獎得主及交通運輸部部長趙小蘭女士、親趙錫成博士合影

國際領袖基金會主席Dr. Paul Hsu、交通部長趙小蘭、趙錫成博士及
基金會創辦人董繼玲夫婦合影

領袖服務獎得獎人白越珠博士 領袖服務獎得獎人
美南新聞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創辦人李蔚華

領袖服務獎得獎人合影

與會貴賓與國會議員趙美心(Judy Chu)、孟昭文(Grace Meng)及劉雲平(Ted Lieu)合影 休士頓代表團與國會議員劉雲平(Ted Lieu)及
基金會創辦人董繼玲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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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新聞日報訊】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總
會長梁義大很榮幸獲邀於7月19日日參加在墨西哥
蒂華納市Grand Hotel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墨西哥蒂
華納總領舘王堅總領事舉辦的辭行招待會，參加的
貴賓有蒂華納市長胡安• 馬努埃爾• 卡斯特龍伉
儷和當地政要及蒂華納中墨友好促進會、蒂華納華
人社團、僑界與許多台商約二百多人出席。

王堅總領事致詞，在任期三年兩個月中，感謝
墨國對總領舘的工作給予大力支持，非常重視且保
障中國僑胞在蒂華納安居樂業，積極推動"中國城"
的項目，也邀請蒂華納市長胡安•馬努埃爾•卡斯
特龍伉儷訪問中國，繼續推進中國地方政府和企業
界與蒂華納市的友好合作，並感謝華人華僑領袖、
社團、僑界的任內全力配合支持，尤其在照顧弱勢
族群的慈善工作做了很大的貢獻，增進中墨人民的
友誼。

蒂華納市長胡安•馬努埃爾•卡斯特龍致詞，
對王堅總領事行將離任深感不捨，很榮幸在上任之
初就與王堅總領事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関係和真摯的
友誼，希望與中國總領舘繼續促進雙方交流與合
作，重申蒂華納市政府對"中國城"的承諾，並祝王
堅總領事離任後一切順利！

梁義大總會長是在 2015 年 11 月中旬陪同中華
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梁國揚書記一行六人拜會蒂華
納總領舘時，得以榮幸認識王堅總領事，王總領事
很高興多了一個了解愛國台胞團體的渠道，對北美
洲台灣鄉親聯誼會長期致力於兩岸和平發展事業，
矢志不移，令人感佩！王堅總領事將於月底離開任
所，告老還鄉！梁義大會長致贈北美洲台灣鄉親聯
誼會會徽和宗旨的小會旗給王堅總領事並合影留
念。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供稿)

北美洲台親會獲邀參加蒂華納北美洲台親會獲邀參加蒂華納
總領館王堅總領事辭行招待會總領館王堅總領事辭行招待會

0727B05

梁義大會長梁義大會長((左左))致贈小會旗給王堅總領事致贈小會旗給王堅總領事((右右))

蒂華納市長胡安蒂華納市長胡安••馬努埃爾馬努埃爾••卡斯特龍卡斯特龍 致詞致詞

王堅總領事王堅總領事、、張慧芬副領事張慧芬副領事、、韓燁副領事韓燁副領事((左左33、、44、、55))與僑領合影與僑領合影

王堅總領事王堅總領事 致詞致詞 辭行招待會全景辭行招待會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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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FRI 11/20 Noon-2 PM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休士頓診所休士頓診所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

醫生
（通國語）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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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Next
METRO 計劃在本區製定新的交
通計劃. 想知道更多的訊息，
邀請您參加即將到來的開
放日

任何人如果需要語言口譯或特殊服務，請您聯繫METRO社區服務的電話713-739-4018, 或者發

送電子郵件至 METROPublicAffairs@ridemetro.org. 我們將盡力滿足您合理的要求

星期三, 七月十九號

下午6:00 – 晚上8:00 

Humble Civic Center  
Phillip Cezeaux Recreational Center
100 N. Houston Ave.
Humble, TX 77338

星期四, 七月二十號

早上10:00 – 中午12:00 

Acres Homes   
Multi-Service Center
6719 West Montgomery Rd. 
Houston, TX  77091

星期二, 七月二十五號 

下午6:00  - 晚上 8:00 

White Oak Conference Center
7603 Antoine Dr.                
Houston, TX 77088

星期三, 七月二十六號

下午6:30  - 晚上8:30 

Sagemont Park Community Center
11507 Hughes Rd.                         
Houston, TX  77089

星期四, 七月二十七號

下午6:00  - 晚上 8:00 

Quail Run Community Center
16748 Quail Park Dr.          
Missouri City, TX  77489

星期六, 七月二十九號

早上10:00  - 中午12:00 

Magnolia Multi-Service Center
7037 Capitol St.
Houston, TX 77011

星期二, 八月一號

下午6:00  - 晚上8:00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3599 Westcenter Dr. 
Houston, TX  77042

星期三, 八月二號

下午6:30 – 晚上8:30 

Metropolitan Multi-Service Center
1475 W. Gray St.                       
Houston, TX 77019

星期四, 八月三號 

下午6:00 – 晚上8:00

Third Ward Multi-Service Center
3611 Ennis St.                                      
Houston, TX 77004

星期一, 八月七號 

下午6:00 – 晚上8:00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Brays Oaks
8855 West Bellfort St.
Houston, TX 77031

星期二, 八月八號

下午6:00 – 晚上8:00 

Wyndham Houston West Energy Corridor
14703 Park Row Blvd.
Houston, TX  77079

星期三, 八月九號 

下午6:00  - 晚上 8:00 

Hiram Clarke  
Multi-Service Center
3810 W. Fuqua St.                                          
Houston, TX 77045

星期四, 八月十號 

下午6:30  - 晚上8:30 

Judson Robinson Senior Community Center
1422 Ledwicke                         
Houston, TX  77029

星期二, 八月十五號

下午6:00  - 晚上 8:00 

Katy ISD Board Room - Education Support 
Complex
6301 South Stadium Ln.
Katy, TX 77494

星期三, 八月十六號

下午6:00  - 晚上8:00 

Lone Star College -  
University Park
20515 SH 249, Building 11
Houston, TX 77070

星期四, 八月 十七號

下午6:00  - 晚上8:00 

Montie Beach  
Community Center
915 Northwood 
Houston, TX 77009

邀請您參加我們

的會議或者發

送您的意見到

METRONext.org.

社區開放日的時間表
請瀏覽METRONext.org查詢有關開放日的日期和METRO的路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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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CONFLICT
China Claims That Indian Soldiers Crossed Into China’s Donglang Region And Obstructed

Work On A Road. India And Bhutan Say The Land Belongs To The Small Himalayan Kingdom

China Warns India To 'Correct Mistake'  --
Talks Of Increased Deploy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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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July 27, 2017  ׀ John T. Robbins, Editor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NEWS & REVIEW

(New Delhi / Beijing):China’s defense ministry on 
Monday warned India not to harbour any illusions 
about the Chinese military’s ability to defend its ter-
ritory amid the simmering border dispute at Sikkim.
“Shaking a mountain is easy but shak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s hard,” ministry spokesman Wu 
Qian told a briefing, adding that its ability to defend 
China’s territory and sovereignty had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China claims that early in June, Indian soldiers crossed 
into China’s Donglang region and obstructed work on 
a road on the plateau. India and Bhutan, who refer to 
the area as Doklam, say the land belongs to the small 
Himalayan kingdom.
China claims that early in June, Indian soldiers crossed 
into China’s Donglang region and obstructed work on 
a road on the plateau. India and Bhutan, who refer to 
the area as Doklam, say the land belongs to the small 
Himalayan kingdom.

Last week, Foreign Minister Sushma Swaraj said that 
“both sides must pull back troops to discuss a solution” 
and added that all other countries back India’s action 
and feel China is trying to bully Bhutan into surrender-
ing a part of its territory. She also said that China was 
trying to change the delicate balance at the tri-junction 
which hosts the borders of Bhutan, India and China.
But China’s defence ministry today repeated that ahead 
of any dialogue, India must withdraw its soldiers. “In-
dia should not leave things to luck and not harbour any 
unrealistic illusions,” the spokesperson said, adding 
that its military had taken emergency measures in the 
region and would continue to increase focused deploy-
ments and drills.
For over a month, the countries’ troops have been 
confronting each other close to a valley controlled by 
China that separates India from close ally Bhutan and 
gives China access to the so-called Chicken’s Neck, a 
thin strip of land connecting India with its seven north-
eastern states.
Last week, China acknowledged India’s repeated 
claim of both sides using diplomatic contacts to find 
a solution.
Indian defence sources have told NDTV that the Chi-

nese army has not mobilized any additional troops 
for the stand-off and that military drills it conducted 
in Tibet are an annual feature and do not represent an 
escalation of the dispute.
India has said it had in advance warned China that con-
struction of the road near their common border would 
have serious security implications.
Indian officials say about 300 soldiers from either side 
are facing each other about 150 metres apart on the 
plateau.
Chinese state media have warned India of a fate worse 
than the defeat it suffered in their brief border war in 
1962. (Courtesy http://www.ndtv.
com/india-news/)

Related

Engage In Direct Dia-
logue, US Tells China, 

India Over Doklam 
Standoff

Chinese and Indian sol-
diers have been locked 
in a faceoff in Dokalam 
area in the southern-
most part of Tibet in 
an area also claimed 
by Indian ally Bhutan 
for over a month after 
Indian troops stopped 
the Chinese army from 
building a road in the 
disputed area.
(Washington): India and China 
should engage in direct dialogue 
free of any “coercive aspects” to 
reduce the tension over a military 
standoff in Dokalam, the Pentagon 
has said.
Chinese and Indian soldiers have 
been locked in a faceoff in Dokalam 
area in the southernmost part of Ti-
bet in an area also claimed by Indian 
ally Bhutan for over a month after 
Indian troops stopped the Chinese 
army from building a road in the 
disputed area.
“We encourage India and China to 
engage in direct dialogue aimed at 
reducing tensions and free of any 
coercive aspects,” Gary Ross, a De-
fence Department spokesman told 
PTI.
Mr Ross, however, refused to take 
sides on the issue.
“We refer you to the governments 
of India and China for further infor-
mation... We are not going to specu-
late on such matters,” Mr Ross said 
when asked if the Pentagon fears the 
tension may escalate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oo has 
made similar statements over the 
past week.
In recent years, almost all neigh-
bours of China have accused Bei-
jing of coercive tactics to settle bor-
der disputes.
The standoff in Dokalam is seen as 
part of the same tactic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in the area. India has taken a strong stand 
against the Chinese “unilateral acti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Ajit Doval is to head to Bei-
jing for a meeting of BRICS’ NSAs next week. He is 
expected to discuss the issue with his Chinese counter-
part Yang Jiechi.
Earlier this week, a top Pentagon Commander told 
US lawmakers that China was exploiting its economic 
leverage as a way to further its regional political ob-
jectives.
“As China’s military modernisation continu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and partners will continue 
to be challenged to balance China’s influence,” Gener-
al Paul Selva, USAF, said in written response to ques-

tions to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for his 
reconfirmation as Vic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Mr Selva said deterring war is an exercise in influenc-
ing China’s decision calculus, making diplomacy pref-
erable to conflict and managing crises in such a manner 
that they do not unintentionally escalate.
“To do this, the Joint Force will engage with the Chi-
nese military within Congressionally mandated limits, 
build alliance capacity through close cooperation, and 
uphold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appropriate oper-
ations,” he said. (Courtesy http://www.ndtv.com/in-
dia-news) 

There has been a standoff between the armies of India and China in the Sikkim sector since 
June 16.

Chinese and Indian soldiers have been 
locked in a faceoff in Dokalam for over a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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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 ）德州觀音堂
於周日（ 7月 23 日 ） 上午十時半舉
行心靈文化交流會，前往的信眾十分
踴躍，大家分享了該堂為大家預備的
講座，包括： 所供菩薩的含義及心靈
法門簡介，盧台長關於因果的開示，

同修感悟分享及精彩圖騰回放，最後
，所有與會信眾享受觀音堂準備的精
彩美味素餐，度過充實的一天並有所
開悟。

交流會首先介紹觀音堂所供奉的
菩薩，通過視頻解說開始。包括： 南

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南無南京菩
薩，太歲菩薩，及關帝菩薩，周倉菩
薩及關平菩薩三位大護法。

會中也介紹了 「心靈法門」 的
含義： 心靈是鎖，法門是鑰匙，用法
門打開我們的心靈即＂心靈法門＂。

＂心靈法門＂是讓我們運用許愿、放
生、念經三個法寶，解脫煩惱，讓自
己身體好，孩子身體好，精神沒毛病
，想的通。 「心靈法門 」 是觀世音
菩薩的心靈法門，由盧軍宏台長傳授
，屬大乘佛教，必須教度眾生，皈依

西方三聖。解決
人間的方法依止
的是禪宗，就是
修智慧。要修出
世法，依止的是
淨土宗。所以心
靈法門集各派的
精華，學習宗旨
就是慈悲喜捨。

會中也介紹
了心靈法門三大
法 寶： 許 愿，
放生，念經。許
愿就是在菩薩面
前默念或輕輕說
出要請菩薩保佑
或請菩薩顯靈，
解決你的什麼困
惑、煩惱、大災

、小禍，如許願不殺生，每天做幾件
善事，做功德、捐款印書等或發書、
CD 結緣給眾生。許願要適可而止，
要根據自己的愿力，要認定我做得到
。一定要懂得： 我做不到的事情，不
要隨便發心； 只有我做得到的事情，
我才能發心。

放生有什麼功德？放生是財布施
，無畏布施，三施皆具，功德無量。
三施當中，法布施功德最大。放生帶
給我們最大的益處是消災延壽，還有
就是放生放的是我們的慈悲心，放生
放生這些生命能逃脫人間的苦難。

而 「念經 」 經文都是菩薩說的
話，經文中包含著我們真心的懺悔，
更有佛菩薩和諸神的加持保佑，所以
念經既可以消除過去的業障，又可以
增長功德。念經時就會有菩薩聞聲光
臨將佛光化為好的氣場如影隨形的保
護我們。

會中還播放盧軍宏台長過去法會
上有關因果的開示，及多位同修的感
悟分享，及精彩圖騰回放，並由義工
們逐一發放會友們精心製作的美味素
餐，供與會信眾們享用。

德州觀音堂心靈文化交流會周日舉行德州觀音堂心靈文化交流會周日舉行
會中有心靈法門簡介會中有心靈法門簡介，，台長開示及美味素餐品嚐台長開示及美味素餐品嚐

參加王朝旅遊的黃石團，可以選
擇住宿黃石小木屋，與大自然更親密

拉斯維加斯出發： 黃石公園羚羊
谷，馬蹄灣7天團

丹佛出發：黃石公園，總統巨石
，魔鬼峰7天團

行程： 拉斯維加斯、羚羊彩穴、
包偉湖、布萊斯峽谷、鹽湖城、傑克
森小鎮、大提頓國家公園、黃石國家
公園、拉斯維加斯、胡佛水壩、西大
峽谷。

你是否也動心於美國電影中那些
史詩般壯闊迷人的生態畫卷？美國最
原始最古老的黃石國家公園能幫你實
現。在這裏，你將獲得形形色色的自
然體驗：賞心悅目的彩色間歇泉，令

人敬畏的火山、峽谷，以及寧靜悠遠
的森林和湖泊等等。這個絕對原始神
秘的地域中、你將親見所有的神奇和
不可能。王朝旅遊特意為你設計了這
樣一個不可思議的夏天：黃石公園加
羚羊谷旅行團，7天305元/人，特價
期間，買二送一，快快預定吧！服務
熱線：713-981-8868。

地熱噴泉是黃石的看點之一，世
上的地熱資源半數都在黃石。它是北
美最大且仍處於活躍狀態的超級火山
。

所謂黃石，地下源源不絕噴出礦
物質，把土地山坡染成了金黃色，染
成了五彩繽紛的美麗，神奇又自然。
油畫顏料中，許多漂亮顏色，都是礦

物質提練的。這裡，大盆小盆，大鍋
小鍋，到處都是率性的調色板。感嘆
大自然神奇美麗的同時，忍不住為白
白長流的溫泉輕吟輓歌。

若是黃石公園內黃石峽谷的氣魄
以及黃石湖的秀美沒看過癮的話，請
移步至南邊的峽谷群和包偉湖吧！布
萊斯峽谷滿目皆是怪石嶙峋的風化岩
，成群的風化岩一簇簇的巨大的階梯
式石林。位於其內的紅色、橙色與白
色的岩石，形成了奇特的自然景觀，
被譽為天然石俑的殿堂。

而位於布萊斯峽谷東南面的羚羊
彩穴則如同少女的身段般柔軟細膩。
羚羊彩穴被譽為 「世界七大地質攝影
奇觀」，是著名的狹縫型峽谷。百萬

年來洪流和大風的侵蝕，
形成世界地質史上最為獨
特洞穴。它具有讓人不可
思議的柔美曲線，加上巖
石本身含有多種礦物質，
在洞頂自然光線的照明下
，呈現出豐富的橘黃、紅
、紫等多種色彩，非常絢
麗。

在 「羚羊彩穴」，陽光照進峽谷
底部，在光和影的交織下，投射出一
片片絢麗的色彩。看上去一層層的如
沙般細膩的岩石，摸上去確堅實無比
，只能讚嘆宇宙滄海桑田和造物者的
神奇。

王朝旅遊， 在休斯頓已創業 20

年，推薦給旅客的特惠旅行團，一定
是'星級'旅遊行程。

需要了解詳情及製定旅遊計劃的
朋友們，請親臨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
ton TX 77036
服務專線：713-981-8868。網上查詢
www.aaplusvacation.com

王朝旅遊推出: 黃石公園6-9天團，
原價減 30％ $390/人，買2送1

圖為德州觀音堂周日的心靈文化交流會上介紹心靈法門影片圖為德州觀音堂周日的心靈文化交流會上介紹心靈法門影片。（。（ 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圖為法會上同修們感悟分享圖為法會上同修們感悟分享。（。（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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