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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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5日社區安全研討會
鼓勵民眾參與

美南山東同鄉會等十餘個社團共同舉辦的安全
講座和社區大會將於本週六（8 月5 日）下午三時至
六時在文化中心舉行﹒為了鼓勵更多的社區人士參
加﹐美南山東同鄉會由會長房文清及陳文律師率領﹐
動員僑界義工在華人超市散發傳單﹐提醒僑胞們的危
機意識﹒

社 區 剪 影社 區 剪 影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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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
動商機

到未來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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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2017 年 4 月 29 日，何
筵開在紐約席開50桌，500多各界社團
負責人與各地親朋好友、網友歡聚一
堂，舉行盛大何啟新的《紐約蝦老順
口溜》新書首發式。何啟新日前也應
邀出席休斯頓僑界慶祝香港回歸二十
周年座談會。

《紐約蝦老順口溜》500首一書，
是何啟新用五年時間精心創作，由四
句順口溜創作到四十句連成一氣的順
口溜，此書除了個別需要重疊外，每
首字句基本不重疊，每句多數壓韻尾
。以正能量為主題，順口為趣味，引

導人們向善為衣托，教育意義頗大。
其內容豐富，包括了中國和美國

的各個節日，描述精妙；家庭、父母
恩情，古今結合，用創新獨特的順口
溜編廣告，正反題材，教育小孩從小
學乖；遠離毒品、賭博害人、遵守交
通規則…，警示人們自律；夫妻恩愛
、男女情感，人生向往，聯誼活動等
。內容豐富多彩，老少鹹宜，令人捧
腹。

可以作一本有趣的教科書來讀，
也可以當作休閑讀本。總之，這是一
本警世，鞭策人們性向善之作。

《紐約蝦老順口溜》一書作者何啟新休斯頓行

何啟新的何啟新的《《紐約蝦老順口溜紐約蝦老順口溜》》新書首發新書首發
式式。。

何啟新何啟新（（中中））為美國飛龍傳媒公共事務部總監利婭萁為美國飛龍傳媒公共事務部總監利婭萁、、
世界名人網總編王福生簽名世界名人網總編王福生簽名。。

何啟新先生與休斯頓五邑同鄉會會長戴慧怡何啟新先生與休斯頓五邑同鄉會會長戴慧怡。。

何啟新應邀出席休斯頓僑界慶祝香港回歸二何啟新應邀出席休斯頓僑界慶祝香港回歸二
十周年座談會十周年座談會，，並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並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
民總領事合影民總領事合影。。

何啟新接受電視台的採訪何啟新接受電視台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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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類如何改變百姓生活 智慧分類“變廢為寶”
今年3月份我國公布《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

案》，垃圾分類制度在各地加速試點和推行，垃圾分

類正在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逐漸喚醒人們的環境

保護意識，改變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消費習慣。

垃圾分類點燃環保熱情
在福建福州市晉安區的果嶺小區裏，柯文灃家的

陽臺上，西紅柿、黃瓜等各種時令蔬果掛滿枝頭。這濃濃

綠意的“秘訣”裝在旁邊的兩個帶蓋塑料桶裏——蛋

殼、果皮、菜葉等廚余垃圾正在漚制有機肥料。

“把非葷菜類廚余垃圾放裏面，堆到四五公分

後在上面撒壹層普通粗紅糖去味和加速發酵，新廚

余也可以隨時添加。”老柯說，經過三個月充分發

酵，廚余垃圾就變成了營養豐富的有機肥。

老柯的實踐帶動了小區800戶居民中的100戶

像他壹樣堅持垃圾幹濕分類，自主將廚余垃圾進行

漚肥處理。“很多小區的居民都跑來向我請教，我

們也正在努力把這個行動向全市推廣，讓更多人在

生活中踐行環保。”

老柯是我國眾多環保熱心人士之壹。隨著日益

嚴峻的“垃圾圍城”壓力，我國很多城市和居民們

正不斷推進垃圾分類處理。我國廚余餐余垃圾占生

活垃圾60%至70%，幹濕垃圾分類是生活垃圾分類

中最需要做的事情。

根據我國今年3月份公布的《生活垃圾分類制

度實施方案》，包括福州、杭州等全國46個城市

於6月初開始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2020年

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達35%以上。

“垃圾分類可以引導居民養成綠色生活、綠色

消費的習慣，埋下環境保護的種子。”清華大學環

境學院教授劉建國說，垃圾分類是社會進步和生態

文明的標誌，是人人均可參與其中來保護環境和改

善環境的方式。

智慧垃圾分類“變廢為寶”
在北京朝陽區惠新北裏社區藍玨苑小區，居民

劉大媽正在往裝有自己收集的塑料瓶垃圾袋上貼二

維碼，然後把垃圾袋扔進旁邊的智能廢品回收機裏。

隨後，她的個人賬戶裏增加了50個積分。

劉大媽告訴記者，以前小區裏有好幾個廢品回收攤，

廢品到處擺放，影響小區環境。去年底小區引入垃圾智

能分類平臺，居民將貼有專屬二維碼的垃圾袋投入資源

回收機，獲得相應積分，還能用積分兌換生活用品。

類似將信息技術與垃圾分類、可再生資源回收

利用融合起來的“互聯網＋分類回收”模式在江蘇、

四川、浙江等地的許多城市都有試點。通過“互聯

網＋分類回收”，可同步實現再生資源的自助投放、

在線預約、上門回收、積分獎勵、商品兌換、增值

服務等服務。

垃圾分類難在居民分類意識和習慣的培養，生

活垃圾產生量多、分類難度大的居民環節是垃圾分

類制度實施的難點所在。住建部城建司副司長楊海

英說，垃圾分類工作目前全國已自上而下開展起來，

但在實踐過程中也發現不少問題，如百姓源頭分類

質量不高等，論及根本原因還是缺乏強制手段。

垃圾源頭減量是減少垃圾總量的首要任務，而

垃圾分類是垃圾減量的重要措施。業內專家表示，

通過互聯網信息技術創新垃圾分類方法，完善配套

設施，結合獎懲手段，可以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

逐步化解居民垃圾分類“困境”。

源頭垃圾分類美化人居環境
位於錢塘江源頭的浙江衢州開化縣村頭鎮，河

道沿途樹枝上、河流中不見往日的瓶瓶罐罐或塑料

袋等生活垃圾，河道變得清澈見底，這得益於河岸

源頭的垃圾分類。

為實現垃圾源頭“無害化、減量化”處理，以村

頭鎮為代表的錢江源各村采取低成本可復制的垃圾分

類處理舉措：設立垃圾兌換超市，將可回收廢棄物兌

換成日用品；定時定點投放，給垃圾制定“行程表”；

定期督促檢查，為農戶立下“清潔榜”……

農村邊角變幹凈了，“壹場大雨，壹河垃圾”

的現象正在消失。據了解，開化全縣累計兌換商品

已超過4萬件，已設垃圾兌換超市的村莊回收垃圾

量減少近1／2。

實際上，全國已公布100個縣推行農村生活垃

圾分類和資源化利用示範試點，在農村地區推行垃

圾分類減量工作。目前，我國所有省份都提出了到

2020年前完成農村生活垃圾治理目標的計劃。

“農村垃圾治理目標的完成，將是我國農村人

居環境改善的重要標誌。”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總經

濟師趙暉說。農村垃圾分類處理可以有力推動美麗

鄉村建設，還能帶動古村落觀光、休閑農業、民宿

經濟等鄉村旅遊業的快速發展。

人民幣創下近九個半月新高！
下半年走勢值得關註

近期，人民幣漲勢如虹。8月1日，

人民幣美元即期開盤升破6.72元關口，

報6.7170，較昨日收盤漲約120點，創逾

九個半月新高。而與此同時，壹些聲音

指出，人民幣過快升值同樣也隱含巨大

風險，當下應該采取措施來抑制此輪人

民幣的升值趨勢。

三因素助推人民幣上漲
近期，受美國國內政治形勢影響，

美元走勢保持守勢。市場分析壹致認

為，這是近期人民幣匯率走高的主要原

因之壹。

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也

認為近期人民幣匯率升值的主要原因和

美元指數不無關系。在接受采訪時，譚

雅玲表示：“美元是全球價格的風向

標，我們在談論人民幣匯率時也主要是

指對美元匯率，而非壹籃子貨幣。近期

美元指數處於下跌趨勢中，人民幣和其

他貨幣就相對升值了。”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向

記者指出，自五月份引入逆周期因子

後，對於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可以用

“三因素框架”來分析：“第壹是逆周

期因子的因素，從目前來看，它對匯率

至少是有推升作用的；第二是壹籃子貨

幣的走勢，而這又可以用美元的走勢來

指代；第三則是市場供求，從六月份來

看，外匯供求的狀況是是小幅逆差，較

之前大幅逆差的狀況是有改善的。”

人民幣升值影響幾何？
譚雅玲的擔心是，如果人民幣升值

過快，將對中國經濟帶來更多負面影

響。“人民幣過度升值同樣是壹個特別

大的風險，對第三季度的經濟指標穩定

也是壹個特別大的沖擊，外貿制造業現

在已經開始有所顯現。”譚雅玲說。

譚雅玲認為當下應該采取措施來有

效抑制此輪人民幣的升值：“首先，要

強化壹籃子貨幣的概念；其次，在岸人

民幣要引導離岸人民幣，也就是說，商

業銀行作為做市商在報匯價的時候要負

起責任來。”

不過，也有些專家並不完全贊同這

壹觀點。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劉春生向

記者表示：“我認為暫時不必擔心人民

幣升值過快和其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外

貿形勢改善壹方面是因為國外的環境得

到了改善，另壹方面也是和中國在外貿

領域的供給側改革分不開的。因此我認

為，下半年人民幣如果升值比較緩和或

者保持穩定，對外貿進出口影響不會有

過大影響，對中國經濟局勢也不會產生

根本性的負面影響。”

謝亞軒也指出，壹方面，市場是千

千萬萬的投資者用真金白銀投票出來的

結果，具有壹定的合理性；另壹方面，

目前人民幣走勢受制於美元，如果要遏

制人民幣升值，也就意味著要遏制美元

貶值，而這顯然難度很大。

分析稱下半年走勢樂觀
對於下半年的走勢，目前市場人士

基本持樂觀態度。

中國人民銀行參事盛松成近期撰文

指出，人民幣匯率已經趨於穩定，預計

下半年匯率依然會維持穩定，甚至有所

升值。

劉春生也指出，目前，國家層面對

於人民幣匯率目標和調控手段來說都比

較成熟，因此人民幣下半年不會有特別

大的波動，走勢應該還是以穩定為主。

謝亞軒則認為，下半年無論是美元

走勢還是市場供求都存在變數，因此他

預計下半年人民幣還是會雙向波動。

申萬宏源分析師孟祥娟對下半年持

樂觀態度：“壹方面是基於美元難脫離

當前弱勢走勢，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支

撐；另壹方面，中國在經歷2015-2016年

匯率和國際收支的大幅調整之後，抵禦

外部沖擊的能力已有大幅提升，因而在

2017年下半年的全球流動性形勢中，中

國或可能在壹定意義上與英、歐共同抵

禦美國貨幣政策持續緊縮路徑帶來的流

動性沖擊。”

怪物來襲怪物來襲！！巨型機械蜘蛛亮相加拿大聖母大教堂巨型機械蜘蛛亮相加拿大聖母大教堂

倫敦重啟地下郵局鐵路倫敦重啟地下郵局鐵路
袖珍小火車地底隧道穿梭袖珍小火車地底隧道穿梭

在倫敦地下的金屬管內快速前進並不在倫敦地下的金屬管內快速前進並不
是什麽新鮮事是什麽新鮮事，，因為倫敦人從因為倫敦人從18631863年開通年開通
第壹條地下鐵路之後就開始這麽做了第壹條地下鐵路之後就開始這麽做了。。由由
於使用率的不斷下降問題於使用率的不斷下降問題，，這條為郵政事這條為郵政事
業服務的鐵路在業服務的鐵路在20032003年被完全遺棄年被完全遺棄。。不過不過
等到今年等到今年99月月44日日，，這條這條““郵局鐵路郵局鐵路””將重將重
新開放新開放，，但它不會像原來那麽長了但它不會像原來那麽長了。。

尼泊爾迎接神線節 民眾沐浴清洗

尼泊爾加德滿都尼泊爾加德滿都，，印度教徒在神聖的印度教徒在神聖的PashupathinathPashupathinath廟神線節上進廟神線節上進
行祈禱行祈禱。。人們相信戴人們相信戴““神線神線””沐浴可以祛除皮膚病沐浴可以祛除皮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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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170803C達福社區

達福廣東同鄉會與長風話劇社决定于
八月十九日，聯合舉辦慶生同樂會，此次同
樂餐會是為八、九月份生日的會員慶生。

負責此次活動的兩會負責人表示，希望
借此擴大達褔僑社間合作互動，建構一座平
臺，大家可以此平臺來互通有無。

餐會是公開給僑社，歡迎大家來參與,將
會安排多項表演節目，邀請有表演經驗的個
人及團體支援，預估精彩可期。另有卡拉OK
讓參加晚會喜愛唱歌嘉賓餘慶演出。晚會將
有抽獎，會為大家帶進另一高潮。

慶生晚會在八月十九日（周六）下午六
點，假李察遜金華燒臘飯店舉行，地址1475
Belt Line Rd., #260, Richardson, Tx 75081。

費用：團體$150（十人一桌）或個人$15。歡迎
本地廣東鄉親，華亞裔個別僑民及團體報名
參 加 請 電 ： 972-930-9452 許 靜 宜;
972-523-8209 李小姐；214-435-9730 蕭小
姐；214-676-1393 莫先生

廣東同鄉會于上周六（七月廿九日）的
退休安排講座，得到良好回應，出席超過二
十人，與會者都認為從座談會中得到了很有
用的退休安排資訊，他們希望該會往後多辦
有關生活資訊的講座，造福此間僑民。

同鄉會自年初成立以來，已先後舉辦了
三次座談會，漸受歡迎，參加人數都有增加，
該會計劃往後會定期邀請有關專家，就不同
的生活議題辦理座談會。(廣東同鄉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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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問題有困難；3.完成熟悉的
工作有困難；4.對時間或地點

感到困惑；5.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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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取的步驟

廣東同鄉會長風話劇社
八月將合辦慶生同樂會

天主教「耶穌聖心堂」將於暑假期間，推出系列
專業之講座，服務僑社。第二輪為「健康講座–糖尿
病的預防與保健」認識自己」，將於八月六日(主日)
，下午一時半，由黃林森醫生(Dr Liem Som Oei，
MD)主講，講座完全免費,備有簡單茶點,竭誠歡迎
僑學各界朋友參加。講座地點為天主教「耶穌聖心
堂」。位于東布蘭諾區，地址為：4201 14th Street，
Plano,TX 75074，詳細地圖請見本報宗教版廣告欄
。

繼首輪「心靈健康講座-認識自己」之後，「耶
穌聖心堂」第二輪之專業講座，有幸邀請到行醫40
餘年的黃林森醫生主講「糖尿病的預防與保健」。黃
林森醫生(Dr Liem Som Oei，Md)畢業於印尼Padj-

adjaran 大學，後
赴 比 利 時 天 主
教 Leuven 大 學
獲醫學博士，先
後 約 六 年 於 比

利時的醫院，完成實習及住院醫師後，轉赴美國紐
約州(NY)及愛荷華州(Iowa)的數家醫院內科部門
服務，專精腎臟病。高血壓等症，1979 年除了繼續
服務於愛荷華州之各大醫院，也成立了黃醫生自己
的私人診所直至2013年。曾獲得比利時之國家獎
及愛荷華州之腎臟研究基金，黃醫生的公開醫學論
文及研究的刊物至少20餘篇。退而不休的黃醫生，
願奉獻他個人時間，分享他寶貴的醫學專業知識及
經驗，來服務僑學各界朋友。講座將以英語進行，但
有中文及時翻譯。

歡迎僑學各界來參加完全免費的「糖尿病的預
防與保健」健康講座，若有任何疑問，請電楊韓琦姊
妹(972-618-1023)。

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暑假期間提供系列免費健康講座
八月六日舉辦「糖尿病的預防與 保健」

直接促使我信基督的，是發生在出國前的
1996年十二月。有天夜裏，父親在過馬路時，被
後面車子撞傷。整整昏迷了七天，醫生用盡辦法
，最後要我們準備後事。在離開醫院回家的公共
汽車上，我求告神來幫助。我把自己所知道的神
想了一遍：佛祖、太上老君、觀音菩薩，覺得這些
似乎太假了，于是有個聲音在我心裏說話，讓我
求告耶穌。我想總得許個願，不能白使喚神。我
有什麼呢？這時候我看見自己真正一無所有，實
在沒有什麼可以用來跟神講價。我所有的只有
自己的信仰。我就說：“神啊，如果你能在這樣的
情况下挽救我的父親，我就把自己的信仰交給
你。”那是我第一次求告神，神也真的聽了我的
禱告。第二天，奇迹發生，父親居然醒過來了，並
且很快康復。但那向耶穌許的願，我很快就忘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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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禱告神說：“神啊，什麼時候到你裡
邊看看多好”。現在我好像被神帶到了耶路撒冷
的城門外邊，祂讓我走進去瞻仰聖殿的華美。我
的心情既興奮又害怕。一如當年使徒彼得看見
耶穌大能彰顯時的情景，“主啊，離開我，我是個
罪人。”可是主偏偏抓住我這個罪惡愚頑的人不
放。我終于明白，除了把自己完全交托之外，再
沒有其他選擇。

最後蒙召成為全職傳道人，是在我們生老
三以後。2004年五月，我太太生第三個小孩時，
由于醫生疏忽，導致產後大出血，情况非常危急
。我們急切禱告神，整個教會為我們禱告，牧師

也來醫院為我們
禱告。神賜給我
們出乎意料的平
安，我太太平平
安安的出院。

從此在讀經
禱告時，有一節
經文一直在提醒

我：“主的靈在我身上，因
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
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
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
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
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
年。”（路四 18、19）我知道
是聖靈催逼我做傳道人。
還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印證
，也是非常清楚。我再同太
太商量，沒有想到她非常
支持我。我便申請 Gordon-Conwell 神學院，事
情又是異乎尋常的順利。神的信實讓我歡欣。

2009年神學院畢業後，我加入了基督使者
協會（Amabassadors for Christ），成為校園傳道。
2010年被基督使者協會差派，到俄亥俄州的克

利夫蘭地區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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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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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S170803E達福社區

廣東家庭希望孩子能說廣東話，又懂普通
話，怎樣實行呢？

可以跟爸媽祖父母說廣東話、懂得傳統文
化和道德觀念，例如孝順父母、尊敬師長等都是
一般廣東家庭希望子女能做到的。美德中文學
校為僑友提供優良的學習環境，每週六早上兩
小時的中文課，小朋友學習怎樣說和寫中文，還
結識到其他廣東家庭的小朋友，一起學習和成
長。廣東話班包括兩年幼稚園和五年小學。幼稚
園選用香港教材。老師以有趣兒歌、故事和遊戲
，教授簡單字詞和筆順。小學選用加拿大多倫多
中文學校課本，用詞簡單，內容包括北美生活題
材和傳統文化，適合華僑子弟。小朋友在美德學
校成長，會循序漸進地學習到怎樣聽、講、寫和
讀廣東話。

中秋節快到了！美德學校將會在九月份與
各位同學一同歡渡中秋佳節，我們會吃月餅和
玩花燈。晚上還會在布蘭諾市公園舉行中秋賞
月晚會，讓美德家庭聯誼聚歡。小朋友在吃月餅
和玩花燈同時學習到節日傳統。

美德學校推廣粵語文化，提倡『國粵語並重
』的課程。從小學二年班開始，廣東話小學部附
加每週半小時免費普通話拼音和會話基礎課程
，由國內老師任教。廣東話小學畢業後，學生可
因應個人興趣，選擇學習廣東話或普通話。

每個粵語家庭的情况和需要都不一樣，有
些家庭喜歡小朋友在小學時學好廣東話，認識
母語，小五畢業後才進修普通話。由於美德小學
的課程加入了普通話拼音部分，學生日後進修
普通話並不困難，因為基礎已經打好了。

有些家庭喜歡孩子從小學習普通話，美德
學校也有照顧這方面的需要。學校開辦漢語拼
音班、一冊班、二冊班等，小班形式，由經驗國內
老師任教，課程進度特別迎合家裏說廣東話的
兒童。

布蘭諾校區的學生，從九年班開始可以選
擇中文為外語科。為了照顧廣東同學的需要，美
德學校亦開辦了預備班，為現在是六年班或以
上，將來打算在布市校區選讀中文（一）的同學
作好預備。課程是根據布市校區中文科的教材，
目標是培養同學聽、說、讀和寫的能力。過去美
德同學都能成功考過公校中文（一）的進級試，
直接進入公校較高分數的中文（二）班。

學校一年一度的『開放日』將於八月十二日
舉行，有興趣報讀的家庭請於當天惠臨參觀和
報名，新學年將於八月廿六日正式開始。廣東話
『秋季班』學費一百六十元，包括十五課，普通話
班需另付書費。由于學校乃非牟利機構，名額有
限，報名請從促。學校每週六早上授課，歡迎四
歲或以上小孩報名。

中文課之前開辦『陳啟雄老師中文書法班』
。陳老師桃李滿門，希望通過書法班宏揚中文書
法，薪火相傳。

美德粵語學校創校於一九八七年，服務華
人三十年，一直以非牟利精神，為僑友提供高質
素中文教育。學生來自達拉斯不同城市和不同
華僑背景，包括香港、越南、廣州、澳門和星馬泰
華僑等。只要有興趣學習中文，學校都歡迎大家
來參加。學校重視培養小朋友良好的學習態度，
勤學精神，和友愛積極的人生觀。經濟有需要家
庭如欲子女學習中文，學校會盡力協助，請與校

長聯絡。
學校位于布蘭諾市懷恩浸信教會內 1108

W. Parker, Plano, TX 75075（Alma 夾Parker西南
角）。感謝懷恩浸信教會十多年來對中文教育的
鼎力支持，歡迎小朋友在懷恩堂友愛的環境下
學 習 和 生 長。報 名 詳 情 請 聯 絡 方 秘 書
972-400-0801、蒲老師214-495-7954或梁校長
214-477-3946。歡迎電郵校長：principal@mer-
itchineseschool.org 和瀏覽學校網頁 www.mer-
itchineseschool.org。(美德粵語學校供稿)

美德粵語中文學校適合『廣東家庭』的廣東話班和普通話班
下周六8月12日『開放日』，現在招生

【本報系達拉斯訊】每年中心的募款餐會
總會為達福僑社帶來一陣熱潮，今年也不例
外。理事會正緊鑼密鼓籌備中：日期已訂於九
月十六日舉行，地點則在 Renaissance Hotel，
届時將舉辦一場新娘、花童服裝秀與卡拉ok

表演，希望僑胞僑社禀持對中心的認同繼續
大力支持。
為此活動中心將在八月十二日(週六)上午十
點卅分，于中心大廳舉行公開徵選新娘及花
童模特兒活動，歡迎報名，請先至活動中心填

妥報名表。獲選者經集訓後，即可參加
中心於九月十六日在Renaissance Hotel
舉行的募款餐會上演出。當晚之演出舞

臺將配合高水準的音響燈光效果。活動中心
募款餐會場面盛大、佳賓貴客雲集、若欲共襄
盛舉，請盡早報名，以免向隅。
獲選上的每位成員均需認購二張時裝秀餐會
券，以示對中心的支持(每張$50)。所有參選的

模特兒均須自備表演服：應為西式新娘禮服、
花童公主裝等。通過甄選後將有專人免費指
導訓練，對于培養個人氣質，學習舞臺經驗，
都是不可多得的機會。
詳情請洽詢活動中心電話: 972-480-0311
活動中心地址: 400 N. Greenville Ave., suite#
12 Richardson, TX 75081 網址: www.dal-
lasccc.org Email: info@dallasccc.org

八月十二日公開徵選新娘及花童服裝秀模特兒
將于九月十六日募款餐會登臺表演

【本報系達拉斯訊】今年即邁入第
十五屆--令人矚目的達拉斯華人活
動中心卡拉 OK 歌唱比賽，即日起開
始受理報名，首獎獎金$500 + iPad。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這兩屆的比

賽，為了吸引更多的參賽者及更加提
升人選的質素，主辦單位特請贊助商
額外贊助iPad一台。

今年卡拉 ok 比賽日期訂在 8 月
19 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在達拉斯華

人活動中心大廳舉行初賽、複賽部分，
決賽則於9月16日（星期日）在李察遜
市 Renaissance Hotel的活動中心年度
募款晚宴時舉行。報名費用為 20.00，
參賽資格無年齡限制，每位初賽者須
備一首自選曲參賽，之後由評審選取
10-12 位進入複賽。複賽入圍者則將

再演唱二首自選曲（歌曲不可重複），
所有參賽者需自備碟片(LD、VCD、
DVD)。

由於今年比賽獎金大放送，冠軍
獎金$500 + iPad一台，亞軍獎金$300
，季軍獎金$100。亦歡迎歷屆參賽得獎
者共襄盛舉一齊來參加比賽，希望新

舊選手能碰撞出火花，讓大家一
飽耳福！

即日開始接受報名，至 8 月
13日截止，歡迎有興趣參加者請

至活動中心領取表格或至活動中心網
站下載，填寫後連同報名表及報名費
郵寄至中心。活動中心地址: 400 N.
Greenville Ave., suite#12 Richardson,
TX 75081 網 址: www.dallasccc.org
Email: info@dallasccc.org 電 話:
972-480-0311。

卡拉OK 大賽現在開始接受參賽報名！
獎金 + iPad！報名從速

華
人
活
動
中
心

【本報系達拉斯訊】華人活動中心開班多年
的太極拳班，一直引領達拉斯眾多僑界朋友學
習正宗「楊氏太極拳老架」一百零八式，曾學習

者受益非淺，祗要持之以恆絕對日子有功，必練
就成好腿力、靈活腳腕、吐納氣均.....不勝枚舉，
可早日預防中老年未老先衰的身體退化現象。

多 年 來 太
極 拳 班 排 在 每
星 期 一 晚 上 七
時 至 八 時 三 十

分上課，很適合上班族下班之後來運動，但亦有
甚多本地朋友希望周末的日間亦能開班授課。
在有空檔的場地條件下活動中心得以商榷老師

們決於八月加開一班太極太極
拳拳課：於每星期曰下午四
時至五時半至五時半，，由傅碧珠老由傅碧珠老
師授課師授課，，杜重慶老師指導杜重慶老師指導。。
費用費用：：每月每月$$4040（（共共44次次）。）。

希望有興趣者早日報名希望有興趣者早日報名，，額滿十人開課額滿十人開課，，請請
輿華人活動中心輿華人活動中心LilyLily連絡連絡。（。（Tel:Tel: 972972--480480--03110311))

八月份將增開週日太極拳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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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虛齡百歲的劉緣子老人是華府作家協會
（作協）的長青會員。不少熟悉劉老的華府朋友都
知道這位年高望重的老人不僅活得健康長壽，而且
活得充實瀟灑。她的秘密到底是什麼呢？帶著這個
大大的疑問，華府作協正副會長金慶松、陳小青，
寫作工坊班長賈明文和高霞一行四人,日前訪問了
劉老。

走進劉老一室一廳的老年公寓，給人的第一印
像就是書香滿室。客廳茶幾上擺放著書籍，沙發旁
邊有半人高的《世界日報》、《世界週刊》和其它
報刊。沙發對面的長櫃上擺放著大小各異的鏡框，
框裡鑲嵌著老人少女時代、她父親和兄姐及其他親
友的老照片。牆上掛著一些她的近照，還有社團頒
發的獎狀和學生親筆繪製題贈的書畫。不大的臥室
裡除了一張床，一張書桌，一把椅子，就是兩個放
得滿滿的書櫃。

老人一直很獨立，多年來堅持獨住，生活自
理，直到最近才請了護工每日陪伴幾小時，但凡能
力所及之事仍親力親為。只見她精神矍鑠，耳聰目
明，口齒清晰，頭腦敏捷，著實讓晚輩佩服，讚嘆
不已。今天老人身穿一件素雅的藍底白點襯衫，交
談中獲知還是老人自己親手縫製的呢。老人指著身
邊一架老式縫紉機，說到： 「這架機器比我還老，
是女兒和女婿送的一件寶貝」。原來，老人在戰亂
時就學會了織布、繡花、做鞋、養蠶、種菜等。老
人不僅知書達理，還心靈手巧，這是何等難能可
貴！

劉老於1918年11月8日出生在浙江杭州。因父
親在辛亥革命後參加反袁鬥爭，為逃避袁世凱通緝
流亡日本和南洋等地，女兒們均取了日文名。她的
父親劉大白就是五四時期著名的新文化運動先驅、
詩人、文學家、文學史家和教育家，曾任復旦中文
系主任，與蔣夢麟先生一起創辦浙大，並在蔣任教
育部長期間任副職，曾為中國早期的教育改革做過
重要貢獻。

劉老幼年失母,少年喪父，前半生命運多舛，
荊棘滿途。青年時代，與她同時代的大多數人一
樣，飽受戰亂與流離之苦痛。1939 年，她與《圍
城》裡的學生們一樣，經長途跋涉，輾轉月餘才到
達大後方昆明。1940年到1943在<西南聯合大學>
西方語言文學系學習了英國文學和英法日三種外
語。劉老回憶到： 「七•七事變前，蔣介石邀請國
內知名人士在廬山舉行 「國是談話會」，討論應對
日本侵華之策略，清華、北大、南開三位校長均在
座。事變後，政府決定將三所大學合併內遷。最初
在長沙成立<臨時聯合大學>，後因局勢動盪，時
局變化，又長途遷移到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
>。那時候，除了上課，還要跑警報。教授們的生
活都很清苦。記得當時大學梅貽琦校長的夫人和一
些教授太太還做了點心<定勝糕>到冠生園寄售，
以貼補家用。」老人驕傲地拿出文革抄家時沒被燒
掉倖存下來的<西南聯合大學>頒發給她的畢業證

書給大家看，上面有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三位
校長的印章和文學院長馮友蘭的簽名。

當我們都很驚訝，甚至覺得有點不可思議問到
老人如何在<西南聯大>同時學習三門外語時，老
人極為淡定地說到： 「在<西南聯大>學習外語，
是以英語為主，第二外國語是法語，因小時候父親
教過我日語，所以又加修一門第三外語。」解放
後，英、法、日語均無用武之地，老人又自學了俄
語，翻譯了很多文章與書籍。

中年時代,劉老雖備嘗精神與肉體之磨難，卻
頑強地活了下來。文革之後，她在天津外國語學院
學報做編輯，編輯了百多期<文化譯叢>雜誌，向
全國讀者介紹世界文化。她還主編翻譯了不少書
籍:例如《人類的故事》(房龍著)，《外國文學小百
科》,《中學生英漢對照讀物》,《和總統一起釣
魚》和《育兒寶典》等等。

劉老畢生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一生讀書無
數，特別是各種原文和漢譯的世界文學名著。如今
她百歲高齡，仍每日手不釋卷。讀過的書報頁邊
上，經常會有她的紅筆評註，例如與史實不符、引
典不確、用詞不當，甚至還會替作者改正錯別字
呢！她幽默地自嘲是多年當編輯留下的職業病。

周遊世界是劉老從小的夢想。80年代末期，國
門剛剛開放,年過六旬的她就沖向新、馬、泰。後
來趁到歐洲探親之際，周遊包括瑞士、德國、奧地
利、列支敦士登、法國、比利時、盧森堡、意大
利、梵蒂崗在內的歐洲列國。觀光歸來，她用風趣
妙筆書寫遊記與讀者分享，文章分別刊登在天津日
報的<歐洲散記>系列和羊城晚報《瑞士面面觀》
系列。90年代初，劉老退休移居華府，和女兒、女
婿一家三口，三架像機，繼續周遊：美國和加拿大
各地、巴哈馬、西班牙、葡萄牙、……樂此不疲。
她在八十歲高齡與學生和長青社朋友重遊歐洲，這
次除了當年去過的英法德等國，還補上了數個一直
神往的東歐國家。更讓人嘖嘖稱奇的是，老人竟在
八十五高齡時，攀上了秘魯的印加古蹟馬丘-皮
丘！

早在 60 年代，劉老就在中國熱心從事義務工
作。人到老年的她在美國也 「寶刀不老」，同樣熱
心義工服務。她曾在華盛頓市聯合火車站旅客服務
中心問訊處做義工，為旅行者指點迷津，幫助無家
可歸的窮人尋找住處；在馬裡蘭州的復健中心陪伴
患者，給她們寂寞的病房生活帶去關愛。而她服務
最多的是在美京華人中心，長青社，及其它多個社
區中心義務教授英文和中文，長達近二十年。最多
時，一周五天授課。她教過的學生多達數百人，其
中最年幼的九歲，最年長的九十歲，真可謂桃李滿
天下。

在為她慶祝九十大壽的宴會上，不太擅長言辭
比較內向的劉老看到前來祝壽的滿堂親朋好友學生

嘉賓，道出的唯一一句心聲是： 「應當感謝的是你
們，是你們讓我覺得活得有意義！」

緣子老人與書為友，與人為善，愛心助人，並
樂在其中。訪談將近尾聲時，老人向我們總結了她
的<三樂主義>生活哲學: 「知足常樂,自得其樂,助人
為樂」。這不就是對大家初來時的疑問 「如何保持
健康長壽，如何活得充實、瀟灑」的最好答案嗎！

訪談後，我們與劉老共進午餐，看到老人胃口
也很好。了解到老人最愛吃梅干菜紅燒肉，平時愛
喝點雞湯，早餐則是自己煮加黑芝麻和蜂蜜的麥片
粥。老人從未染過頭髮，仍舊青絲多於白髮，她笑
說這是常年吃黑芝麻的功效。

此次活動是通過劉媽媽的獨生女劉嫄做的細心
安排。女兒一定是受到母親的言傳身教，做事情也
非常認真細心。也一定遺傳了母親的愛書基因，學
識豐富，文筆優美流暢。臨別時，劉嫄還補充了她
從母親的 「三樂主義」演化出來的 「三點主義」：
「每天學習一點點，創造一點點，分享一點點。爭

取讓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提升一點點。這樣積少成
多，滴水成河，生命之河就能長流不息。」

臨別時，我們與老人相約，2017年11月8日我
們將再相聚，共慶這位世紀老人的百歲大壽。到時
當一起舉杯，暢飲老人最愛的紹興酒。

（高霞撰稿）

走近世紀老人－－劉緣子走近世紀老人－－劉緣子

<<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合大學>>19431943 年頒年頒
發給劉緣子的畢業證書發給劉緣子的畢業證書

金慶松金慶松、、陳小青陳小青、、賈明文和高霞訪談賈明文和高霞訪談
世紀老人劉緣子世紀老人劉緣子（（左二左二））

劉緣子和劉嫄母女劉緣子和劉嫄母女

接受採訪的劉緣子老人精神氣爽接受採訪的劉緣子老人精神氣爽

從左到右從左到右：：金慶松金慶松、、陳小青陳小青、、賈明文賈明文、、
劉緣子劉緣子、、劉嫄劉嫄、、高霞高霞0803D09

前幾日，林淑姐約我喝咖啡，說老城區明
年要全面翻新了知道不？我空瞪兩眼，搖頭。
林淑姐已在一家證券所入職三年，一身職場套
服外加精緻的妝容，談笑間巾幗不讓鬚眉，稚
氣全脫。她又問最近在忙啥？我自嘲，無業游
民一個，備研聊以自娛罷了。落地窗映出兩個
成熟女孩的倒影，裊裊咖啡香裏，記憶飄回到
住在老城區的童年時代。

窗外，幾株合抱粗的梧桐無言靜立，似是
時光老人的使者。

1
九十年代末，老城區不似今日頹喪，正是

一派人聲鼎沸的鬧市景像。城區最有名的一條
街，新街，川流不息，貫通南北。我家就在新
街邊上，檢察院家屬大院內。那時候，改革開
放的春風還沒吹進我們這座閉塞的北方小城，
家家戶戶還是紅墻灰瓦的平房：前廳、堂屋、
灶屋、儲藏五穀的隔間，圍成一個小小院子。
種上幾盆芍藥月季，架上絲瓜架抑或薔薇架，
墻角曬太陽的黑狗、樹下打群架的花貓，倒也
有幾分老北京四合院的味道。

4歲那年，我上了幼兒園小班，雖是扎著
沖天羊角辮、蹦蹦跳跳最不諳世事的年紀。還
是覺察到改革開放的春風到來使得新街比從前
更熱鬧了，這裏突然冒出許多新店鋪，明星海
報貼的到處都是，尤其服裝店、髮廊、餐館走
幾步就是一家。街對面張二嫂的音像店，不分
晝夜地唱“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兒
開在春風裏，開在春風裏……”甜甜的歌聲在
新街上空傳揚，讓人們情不自禁感到生活充滿
了夢想和喜氣。

不過，新街於我而言，最誘人的地方並非
這些新鮮玩意兒，而是一門可愛的“老手
藝”。我現在還記得那“老神仙”的樣子：大
腦門，長白鬍鬚，不合年齡的矯健身段，一身
藍布衫、黑布鞋，總像彌勒佛似的眯眯笑。他
是個“吹糖人兒”的高手，每次他一到新街
上，擔挑子還未放穩，我們這群毛頭孩子就圍
堵他，比過節還開心。他拿出一個畫有花鳥獸
蟲的圓盤，笑道：“不急啊不急啊，慢慢兒
挑。”一邊用爐具加熱糖稀，空氣中漸漸彌散
開濃稠的香甜味道。而後，只要每人交3分錢
就能拿到自己想要的“小動物”。

“老神仙”吹糖人兒的功夫出神入化，比
如我們說豬八戒的肚皮要滾圓的、大黃牛的牛
角要頂尖兒的、小狗要伸出舌頭尾巴要翹翹

的，他一概點頭，吹出的成品裹著一層晶瑩的
薑黃色糖稀，惟妙惟肖，讓大夥兒一疊聲叫
好，竟捨不得吃了。“老神仙”還是一個很有
意思的小老頭兒，有一回我讓他吹米老鼠，這
可難倒了他。後來，他居然送了我一對米老鼠
糖人兒（米奇和米妮），樂呵呵地連連擺手不
收錢，說我幫助他與時俱進，這是獎勵。

可惜等我搬離了新街，就再沒遇見“老神
仙”。他仿佛是一個坐標，暗喻著一段純真歲
月終究是逝去了。

2
新街上，我們居住的檢察院家屬大院其樂

融融，備受周圍居民羨慕和稱贊。那時候的我
們，總能時刻感到照拂與溫情。而不像如今的
單元樓、格子間，鋼筋水泥無情切斷了人們的
情感紐帶。

猶記得最先發家致富的林淑姐家，曾是咱
小孩子的樂園。林淑姐的父母是頭幾批“下
海”珠三角的“弄潮兒”，短短幾年，家中就
添置了紅木沙發、彩電和冰箱。常常是一吃完
晚飯，林家就擠了一屋子小孩，一起看風靡全
國的電視劇《還珠格格》。林奶奶常從冰箱裏
端出早已煮好的綠豆湯、酸梅湯或冰糖銀耳
湯，盛在足量的碗裏挨個兒遞給我們。有時
候，林爺爺還會從飯店買一大盆麻辣龍蝦或蒜
泥龍蝦，甚至好幾斤螃蟹回來，讓我們盡情飽
餐一頓。

除了每晚在林家的聚會，每年棗子成熟的
季節，也是我們小孩子間的“大事”。大院東
頭的徐嬸子家，栽了兩棵大棗樹，每到八月暮
夏時分，胖墩兒就會號召我們拿好“傢伙”去
他家“打棗”。提著竹籃，攜著木杆，邊聊天
邊逗趣兒，撥弄著一顆顆棗子應聲而落，仿佛
一場洋洋灑灑的“紅花雨”。忙活了一下午的
“打棗”,自是滿載而歸——下傍晚，徐嬸子便
洗好紅棗，調出個兒大滾圓兒的，裝上滿滿一
木桶，挨家挨戶分發。每家都能收到足足一瓷
盆紅棗，空氣中都浸透了喜慶的棗香。樂在心
裏，甜在心裏。

說來也巧，有一年“打棗”正逢八月十五
中秋節。胖墩兒一大清早就吆喝著我們出動，
猴急的了不得。大夥兒雖嘀咕著為啥改早上上
工了，但也盡心盡責地完成了任務。日下三
杆，也不見徐嬸子登門分棗。咦，這就怪了。
晚上，與往常一樣，左鄰右舍紛紛帶著板凳、
蒲扇、涼席，還有痱子粉和六神花露水，到自

行 車 廠
前 的 大
空 地 上
乘 涼 。
一 輪 碩
大 的 、
橙 黃 的

月亮高懸天際，好像把人們的心也照的澄明、
通透一片。甚至有家長教小孩子念起了應景的
唐詩：“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
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落誰家。”我想起
林淑姐的爸媽忙於生意沒回來過節，便拉她去
草叢裏捉蛐蛐兒，免得她偷偷難過。

等到我們捉了兩隻瘸腿蛐蛐兒，正碰上胖
墩兒和徐嬸子端著兩口大鋁鍋，往大夥兒乘涼
的空地上走呢。“我媽忙活了一下午，瞧，”
胖墩兒抬了抬沉甸甸的大鋁鍋，一臉詭異的
笑，“可新鮮了，保準兒饞死你。”沒錯，那
晚不僅僅是我，全大院的男女老少，都被徐嬸
子的紅棗糯米桂花糕，迷的“七葷八素”：粘
稠絲滑的糯米香、去核加蜂蜜的大紅棗、撒上
冰糖屑的幹桂、鑲嵌其中的黑芝麻，還有衆人
交口稱贊間，徐嬸子紅著臉不願透露的獨家秘
方……時至今日，甚至只想想當年那難忘的味
道，我的口腔裏就會悄悄積上一層口水呢。

3
難忘大院裏那戶“明星家庭”，西南角水

庫旁的張老師家。那時候，張老師已年過花
甲，從師範學院中文系退休。她常操著一口字
正腔圓的京片子，跟我們小孩說：“得，叫
‘張奶奶’吧，聽著親熱。”可是，全大院兒
上上下下都畢恭畢敬管叫她“張老師”。聽長
輩們說，張老師年輕時候，是京城土生土長的
高材生，後來下鄉插隊到我們這座小城，和
“窮小子”張爺爺談起了戀愛。後來知青返城
大潮，張老師竟留下來，陪張爺爺溫書，一塊
兒參加了1978年高考，雙雙考取省城的南京大
學。

後來，畢業分配時，夫妻倆回鄉一個做了
檢察官，一個做了大學老師。據說，張老師憑
著在北京的人脈，幫咱大學爭取到不少學術交
流機會，自己作為中文系系主任，更是鞠躬盡
瘁，業績斐然。當然，對張老師的這些瞭解都
是後話。那時，在幼小的我眼裏，她就是一位
鄰家奶奶，白髮蒼蒼、和藹可親、溫柔又美
麗。說張老師“美麗”絕非誇張之辭，至今我
仍記得她梳著一絲不苟的髮髻、身著米黃色絲
綢襯衫，珍珠白涼鞋，在街角的二手書店裏，
戴著老花鏡翻閱書籍的樣子。那一份恬靜與安
然，沉澱在小城悠深的歲月裏，讓一個玩泥巴
的瘋丫頭肅然起敬。

張老師的影響力在我們大院是巨大的。在
她的帶領下，那個經濟並不寬裕的年代裏，大

院的家家戶戶，至少都為孩子訂了兩份報紙或
雜志。記得我爸給我訂的是《小朋友》和《中
國兒童畫報》，徐嬸子給胖墩兒訂的是《看圖
說話》和《小主人報》，後街牛牛家訂了《小
百科》和《數學故事系列》，林淑姐家訂的多
一點，《我們愛科學》《小哥白尼》《小學生
閱讀寫作》《淘氣包知識畫報》……總之，大
夥兒盡可能不重樣，然後走家串戶地輪換著
看，用張老師的話說叫“資源共享，共同進
步”。

由於大院裏的家長們都在檢察院供職，或
乾脆就是坐辦公室的文職人員，肚子裏多多少
少存點墨水，所以我們小孩子自發成立的“寫
作接龍”活動，一問世就受到了大力支持。他
們還“三顧茅廬”請張老師出山，做我們的總
顧問。一共九個小孩，每人三天交一篇四百字
左右的小故事，結尾留下懸念，讓下一個小孩
接著來寫。因此一輪傳下來，竟能每月出產一
篇像模像樣的“塗鴉小說”。月底，這“小
說”的九個章節，張老師會逐一點評，選出
“最佳選手”，做下一篇作品的“領頭羊”。
後來，在張老師的修改、潤色和引薦下，我們
那篇《游樂場奇遇記》，署名“同舟”（同舟
共濟之意），竟登上了區政府辦的《兒童新
苗》雜志。為此，大院上下歡欣鼓舞了好一陣
子。家長們出份子錢，請張老師和我們小孩，
去市中心的“醉笑天”酒店狠搓了一頓。也
許，熱愛文學的種子，便是在那時悄然埋藏在
我心底的吧。

2001年初，林淑姐家第一個搬走，我們的
“兒童小說”已寫滿厚厚五本。後來，因為政
府實施房地產開，檢察院家屬院的院墻上一個
大大的“拆”字，宣告我們大家居住在一起的
多年的大院成為一去不復返的歷史。令人欣慰
的是如今居住進單元房甚至小洋樓裏那些昔日
的老鄰裡還時常聯繫著，常會串門問候，但
是，地理空間的阻斷，還是讓美好的往昔定
格，注定停留在惆悵與懷念裏了。

走出“咖啡人”，已是華燈初上。與林淑
姐告別後，我向公交站踱去。道路擁堵，正是
下班晚高峰。“咖啡人”門前的兩株梧桐，在
微風裏颯颯地響著，城市的霓虹燈反射在碩大
的樹冠上，嫣紅、絳紫交錯著銹綠，編織成一
種做作且畸形的美艶。是嘆息，還是哭泣？整
個下午，我隱遁在童年的時空維度上，突然再
被拋入現實，一種猝不及防的失落與刺痛。

城市的繁華風景在車窗外飛逝而過。
而那條街、那份情、那些人，那一份童年

的原風景，則被我從記憶深潭裏打撈上來，永
遠安放在了內心最柔軟的地方——不悔夢歸
處，只恨太匆匆。

那條街那條街••那份情那份情••那些人那些人
董玥董玥董玥///國立臺南大學交換生國立臺南大學交換生國立臺南大學交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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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年暑期打工完畢，我於九月六日
回到馬州。一位在臺與我交往頗密的學友，是
他當年引領我信奉天主教，亦是我領洗的教父
(God Father)。他來美深造較我早，一九六〇
年時已獲有碩士學位，有全職本行的工作，尚
未成家。我為了未雨綢繆，是年十月初，致該
學友專函，說明我當時的近況與困境，徵詢他
能否救急，月借美金五十元，從十二月份開
始，為期六個月，共週轉美金三百元，定明年
（一九六一）暑期打工，奉還全部借款。約時
隔兩週後，我收到他的回音說，我們在美國生
活，銀行裏不能沒有存款，所以難能借我週轉
金等語。當時我失望極了，心頭之難過，難以
言喻。所以，我有一個多月沒有心情給臺北雙
親稟報，讓家人記掛逾恆，尤其母親更是因此
影響健康，真是罪過！罪過！人在外，為了父
母安心，我有“報喜不報憂”的傳統觀念，故
一直未將此段實情函告家人。雙親已安息九泉
多年，不孝之子的我，在此附註那段陳年往
事，不覺眼眶盈淚！

當年我在馬大選的課程是，航空工程和數
學方面各半。課餘在物理系做臨工，跟有一位
粵籍,土木系 Undergraduate 謝同學（Norman
Tse），兩人一起工作，相處甚為愉快。那時
該系不限制學生打多少小時的工，你有空就去
做，這正合我當時的需要。所以那時我半工半
讀非常忙。現已時隔半個多世紀了，回頭想
想，還蠻有意思的。任何的艱辛或困難的閱
歷，均會成為很有意義與美好的回憶。

哪 一 新 學 年 ， 我 跟 鮑 永 平
（1935-1987）、靳潤生、張子賢三位同學合
租一個公寓。我們都是臺大同屆畢業，張是物
理系，我們三個是機械系同班。因作息時間的
各異，所以我們是自行處理自己的伙食。雖然
平日各自忙於課業，但也有輕鬆交談的時刻。
回憶在臺大四年，我跟飽、靳兩位，可以說沒
有什麼交往，遠遠不及在馬大這段時間來得接
近與親切，同窗友誼更邁進一步。這也可稱之
為緣分。永平是一位很有才華、傑出的學者。
但英年早逝，甚為痛惜。潤生與我在美曾共患
難，成為我今生的一位益友與至友。

大哥於一九六一年元月七日在臺北結婚。
這是家中大事，真是舉家歡樂，包括遠適海外
的我。婚事不足的費用，是由父親向幾位老債
主(亦係親友）籌借的。父親不時會來諭，示

知家債的新額。以下是我節錄在馬大第二個學
期所收到的家書。

第22封家書（1960年9月10日收到，在
馬州）

父諭（節錄）： 「六日寄航函暨附美鈔二
百元，十二日早晨收到。你與申一紡織公司總
經理劉文騰老師及同事王正一不失聯絡，至
慰。阿東高二下學期得“全勤”及“學業品德
兼優” 兩張獎狀，暑期作文廿篇，頗有進
步。你大哥月入除自己零用及送禮外，可交母
親新臺幣約三百元。我很愁他婚後，自己家庭
收支之平衡。至於我、你母親、阿東三人，無
論如何會依量入為出之原則生活。」

第23封家書（1960年10月12日收到，
在馬州）

父諭（節錄）： 「九月廿六夜具稟，十月
三日下午收悉，家人至以為慰。希真表姐信已
收到，當轉告之，並代言謝。各親友處當分別
趁機轉達你之概況，並代候好。前次來款二百
元美鈔，換來新臺幣八千五百元，留家五百
元，餘數余囑交陳樂善（你準大嫂）處理
（註）。你從師擇友，應選其品格高尚，志識
遠大，而能公而忘私者。但自己勿自高，須平
易近人，切勿與不良者同流合汙為要。」

大哥附筆（節錄）： 「九月六日來信時，
我正在宜蘭受訓。關於陳小姐家種植漆樹一
事，爸已將詳情告訴你，一切由她父親辦理
中，以後續告進行情形。現每天我在辦理結婚
手續，甚麻煩。此刻媽帶著老花眼睛，正坐在
窗口縫補舊衣，要你保重身體，常來信。」

註：我大嫂令尊當年計劃從事種植漆樹。
我是因父親與大哥之囑，於困境中特寄此款應
急。

第24封家書（1960年11月15日收到，
在馬州）

父諭（節錄）： 「你九月廿六夜寄家信
後，迄今月餘未見繼續來信（註），母親天天
注意郵差路過，未見其投遞你的信，竟使她眠
食難安。你應知道，你是出門人，等於軍人之
出征，應對大本營（老家）隨時勤報軍情戰
果。我知道你功課忙、工作忙、燒飯忙、住所
與學校間往返費時，所以就用這種情形安慰你

母親。關於你大哥婚事必需費
用之來源，又是去年支援你出
國的哪幾位熱心親友。樂善已
表示同意你大哥意見，將本三
室宿舍加以整修為其新房，我
與你母自然均樂將廚房稍加擴
大擡高整修，劃出三、五個榻

榻米的地位，隔成房間，暫供自己棲身。如此
穩扎穩打，才是我家各人總體戰的必勝戰術。
阿東這學期第一次月考成績是國文 86、英文
95、幾何 100、理化 100。本月廿二日是你抵
達波城受王恩深神父及僑領黃潤錦先生接待週
年日，你應去函申謝及附報一年來經歷概況為
要。」

大哥附筆（節錄）： 「我結婚日期原定十
一月廿五日，現改為明年元月七日。」

註：家書提及月餘未見我稟告。所指的就
是學友覆我函後（見本文之首），我心情最壞
的那段日子。

第26封家書（1960年12月19日收到，
在馬州）

父諭（節錄）： 「你十二月八日付寄郵
簡，十三日上午由母手收，正慰家人懷念。為
你大哥婚事籌借款項，我近來先後收到胡龍舅
父新臺幣三千元、大眾母親三千元、葉國星五
千元、楊紹裘伯伯五千元；我已陸續付給你大
哥五千元，家中挪用了一千元，餘暫存郵局備
用。余僅告知你大哥以節約、切合實用為原
則、應求心安理得、精神愉快、減少後顧之負
擔為要點。他近來工暇忙聽天主教道義（因樂
善係天主教徒）與籌辦結婚事宜。樂善找工
作，我認為甚難，因她父親已不是台面上人，
我們又無能為力；目前例如法院中有二、三個
最基層雇員之類的缺，就有一百封以上的介紹
信，被介紹的又都是屈就者，由此可知一般情
形矣！據報載美國東部大風雪成災，母親念
甚，問你有生凍瘡否？防止長凍瘡，應注意驟
冷驟暖之溫度。母親日常除買菜做飯外，就是
為修補衣襪絨衫忙。國父曾說“樂觀者，成功
之原；悲觀者，失敗之因。”你應體驗之。阿
東第二次月考成績是國文 90、英文 96、幾何
100、理化88、公民87、歷史89、地理94。」

第27封家書（1960年12月31日收到，
在馬州）

父諭（節錄）： 「向人借貸財物，誠屬難
為情。向人請求教益是尊重對方，只要你求之
有禮，求之適時，但要虛心，辭色態度要恭
敬。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擴而
充之，所謂禮節為治事之本，求學當然是治事
之本，希望你成為“孺子可教也”。則名師良

友均以為你是“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
“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
言道之致”。你能得人人樂予教導之環境，必
可力學求進步矣。你大哥的婚宴來賓估計我方
親友六桌，女方親友六桌，大哥師友同學六
桌，共十八桌；婚宴費用約一萬五千元左右，
希望能以所收入之人情禮金抵支，力求收支平
衡為原則。余給你的信，付郵前都給你大哥與
阿東過目，讓他們亦得知一點求學與做人之
道。」

第28封家書（1961年1月18日收到，在
馬州）

父諭（節錄）： 「你大哥與樂善於元月七
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在臺北市中正路樺山天主
教堂，由毛振翔與張希伯等數位神父舉行大彌
撒婚禮。儀式隆重，天候晴暖，親友觀禮濟濟
一堂，六時禮畢。即赴上海路南京飯店舉行婚
宴，共十八席。一切尚稱滿意，賓主歡欣熱鬧
一場，誠屬人生一大紀念事也。這次婚禮金我
方收約新臺幣兩萬元，足見各方之熱誠；一切
開銷共一萬三千元，尚餘七千多元，可作修繕
廚房之用。你大哥結婚購置新床衣服及一切必
需用物等，共計一萬四千元；母親購大衣及
鞋、阿東添衣鞋，加上平時家用貼補，共四千
五百元；總共費用一萬八千五百元，均屬必
需，毫無糜費，可稱符合節約原則。這就是家
裏目前新債額。俗眼看現實，軍人本不易物色
配偶；你大哥能順利成功，家人慰甚，母親更
喜悅，你當然甚欣慰。現在我政府最注重教育
及增產，我覺得是很對的，此乃自力自助根本
之圖。」

第29封家書（1961年2月1日收到，在
馬州）

父諭（節錄）： 「元月廿一日夜稟復，廿
六夜收悉。對於意氣不相投的人，應處之以
“百忍”。我生平希望與其長期相聚的人，偏
偏不得如願，而對於不想與之久共者，偏偏無
法距離；我要以此經驗告訴你，望你行你道之
外，多多尊重他人，不能行孔子“時中”之
道，行柳下惠之道，可以合於時勢也。」

大哥附筆（節錄）： 「婚後暫時住岳家，
希望自家房子快修好，搬回家。媽病了幾天，
現已好了，勿念。大家均盼望你的來信。」

阿東附筆（節錄）： 「校方為使升學率增
高，特為我們初中畢業班安排寒假補習。考期
快到了，大哥對我非常關心，並把他自己的手
錶借我，好讓我在時間上有所控制。」

2017年7月31日 於 馬州 （待續）

家書抵萬金家書抵萬金（（四四）） 季蕉森季蕉森季蕉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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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專頁 B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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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i-China Sanctions: The U.S. Aim
In Asia – How Can Beijing Respond?

This Panda Bear Is Actually A
Solar Farm And It's Sav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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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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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August 03, 2017  ׀ John T. Robbins, Editor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NEWS & REVIEW

The US media recently reported that Washington 
is “crafting a set of economic measures meant to 
punish China” for its inaction in stopping North 
Korea from building a nuclear weapon. Russian 
political analysts, however, explained what the 
real aim of the US is and how China could re-
spond.
On Monday, the US-based magazine Politico 
reported that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top ad-
visers are huddling behind the scenes in a bid to 
craft a set of economic measures meant to punish 
China” for “not doing enough to stop North Ko-
rea from building a nuclear weapon.”
Citing sources from the US administration, the 
outlet suggested that a final decision on the pos-
sible punitive measures, including trade restric-
tions, is “expected as soon as this week.”
President Trump had tweeted earlier that he is 
“very disappointed in China.”
“Our foolish past leaders have allowed them to 
make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 year in 
trade, yet,” said one of his tweets, while another 
lamented that China is doing “NOTHING for us 
with North Korea, just talk[s]. We will no longer 
allow this to continue. China could easily solve 
this problem!”
Also on Monday, China called on the US to re-
frain from discussing the settlement of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
nese-US bilateral trade.
“We believe that the nuclear issu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China-US trade relations are the 
issues that are in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do-
mains, it is inappropriate to discuss them togeth-
er,” Chinese Vice Minister of Commerce Qian 
Keming said at a press briefing.
Qian noted the significant benefits that both Chi-
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ain from bilateral trade.
“China is ready to coopera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the 
Vice Minister pointed out.
Russian political analysts reviewed what the real 
aim of the US is in Asia, what it is able to do to 
harm the “world’s factory” and how China is able 
to respond to it.
“I am sure that the US worked out a set of pu-
nitive anti-China measures long ago, however it 
still remains to be seen if Washington is ready 
to introduce them,” Alexei Maslov, head of the 
School for Oriental Studies at the Russian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told Sputnik.
He further explained that with President Trump 
in power, the US has no stable and well thought-
out strategy regarding China. This strategy has 

been “skipping from side to side”: from the fierc-
est criticism of China and blaming it for all US 
troubles to a rather friendly meeting between 
Donald Trump and Xi Jinping.
“Current Trump’s accusations of Beijing of ‘not 
doing enough to stop North Korea from building 
a nuclear weapon’ resemble a childish grudge,” 
the political analyst told Sputnik.
Alexei Maslov nevertheless suggested what mea-
sures the US could undertake.

Sanctions vote at the United Nations.
“First of all, this could be a standard trade em-
bargo on the supply of certain goods. It is hard 
to name the exact types of goods, but it could be 
up to seven or eight basic positions,” the political 
analyst told Russia’s online newspaper Vzglyad.
An embargo or trade duties could be introduced 
on any import from China, from textiles to any 
equipment, he specified.
He also did not rule out the possible freezing of 
Chinese transaction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US 
and cutting off of financing of joint economic 
programs.
However, China, he said, is able to respond to the 
US.
“We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e economies of 
China and US are very intertwined and China has 
quite a large variety of measures to respond with. 
It could cut off supplies of important goods or 
squeeze the US capital out of Asian markets,” he 

said.
China, he noted, is gradually developing an-
ti-American propaganda and is eager to demon-
strate to its partners in One Belt, One Road proj-
ect that the US is an unreliable partner which is 
not acting through negotiations and discussions 
but purely by using different threats.
His view was echoed by Fyodor Lukyanov, chair-
man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an influential Russian NGO, 
who said that the American business has vast in-
terests in China while Beijing has invested a lot 
in US securities.
“China could sell out some of them to send a 
message to the US that it could easily rain down 
on the system,” he told the newspaper.

Alexei Maslov meanwhile explained to Sputnik 
what might be the real aim of the US.
“I think that the politicians in Washington, who 
are well awa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understand only too well that 
they are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from Beijing. 
However they are using this situation to exert 
pressure on China to demonstrate that it can’t 
solve such problems. In other words, they want 
to diminish China’s role in the region,” he con-
cluded. (Courtesy sputniknews.com/world) 

China’s 250-acre giant panda-shaped so-
lar farm will replace burning one million 
tons of coal in the next 25 years 
As the country’s national animal, pandas are ev-
erywhere in China. They appear on fuzzy slip-
pers, crackers, and coins.
And now, the beloved bear will make an appear-
ance in a new field, quite literally: solar energy 
farms.
The Chinese energy company Panda Green En-
ergy Group is building 100 panda-shaped solar 
energy farms across the country. From above,  the 
assortment of panels will look like a cartoon pan-
da smiling up at the sky.
The group has already build one in Datong, 

Shanxi province and is currently working on an-
other. Still, one-fourth of China’s coal reserves 
come from Shanxi, making the northern province 
a key area for the country’s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e first farm in Shanxi spans 250 acres and pro-
duces 50 MW of solar energy. Once completed, 
the two 50 MW solar farms in the province will 
supply enough energy to power 10,000 houses 
annually.
According to Panda Green Energy Group, one 
panda-shaped solar farm will prevent the equiv-
alent of 1.06 million tons of coal from being 
burned and 2.75 million tons of greenhouse gas 
being emitted in the next 25 years.
China is not alone in building adorable solar 
farms. The island nation of Fijiannounced its 
plan in May to build a panda-shaped solar farm.
The plan to build 100 panda-adorned farms is 
part of a larger effor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open new trade, energy, and business opportu-
nities. Titl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plan to create a 21st century trade route across 
the Eastern Hemisphere follows the ancient Silk 
Road path.
Since the initiative’s launch in 2013, 68 countries 
have signed up to participate. China continues to 
spearhead the project and is investing $150 bil-
lion per yeartoward the program.
Infamous for its smog-filled cities, China is one 

of the world’s worst offenders forpollution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More recently, the 
country has put together a PR campaign to show 
China as a leader in renewable energy produc-
tion.
China is quickly catching up to the world’s top 
solar energy producers. According to a 2017 re-
port, China ranks third in the world for countries 
that use the most solar power (8,300 MW). Ger-
many and Italy rank first and second, respective-
ly.
With the installment of its smiling panda farms, 
China is taking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Courtesy https://www.globalcitizen.org)

Related

China Is Building A Magical ‘Forest City’ 
China is planning to build a “Forest City” with 
40,000 trees and over 100 different species of 
plants to bring healthier fresh air to southern Chi-
na. 
Italian architect Stefano Boeri has designed what 
he calls China’s first “Forest City,” according to 
his architecture firm, Stefano Boeri Architetti’s 
(SBA) website. 

Boeri plans for the city to host 30,000 people ad-
jacent to Liuzhou, a city of 3 million that experi-
ences unhealthy levels of smog and air pollution. 
The new city, Liuzhou Forest City, would be 
nestled in the mountain region of Guangxi along 
the Liujiang river. One building in the forest city 
could counteract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five cars, Business Insider reports. 
The project is being commissioned by Liuzhou 
Municipality Urban Planning and com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China has committed to the Paris 
Agreement, a global pact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combat climate change. 
The green city will run completely on solar and 
geothermal power, making it completely self-suf-
ficient in terms of energy, according to SBA. 
Relying on the power of 1 million plants, the for-
est city will pump out 900 tons of fresh oxygen 
and filter 10,000 tons of carbon dioxide and 57 
tons of pollutantsper year to counteract the nega-
tive effects of global warming and air pollution.
According to ArchDaily, a digital architecture 
publication, the forest city will also act as a bio-
diversity hub for species of birds, animals, and 
insects as it will provide more natural habitat for 
wildlife around Liuzhou. 
While the project is ambitious, designing and 
building futuristic green cities is Boeri’s special-
ty. 

In 2009, Boeri built an actual vertical forest which 
doubles as a residential building in his hometown 
of Milan. After five years of additional planning, 
the building was completed in 2014. The building 
includes 20,900 shrubs, plants, and trees weaved 
onto the outer layers of the building. It also re-
quires gardening maintenance, which bypassers 
can see in Milan today. 
(Courtesy https://www.globalcitiz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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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旅假期美東5天經典經濟遊
十年內參團人數最多，最

短時間內遊覽美東經典景點最
全。

天天出發、買二送一、買
二送二、個性化接機、Wood-
bury 購物 8 小時，登頂北美第
一高樓–新世貿中心一號大樓

暢遊：紐約，費城，華盛
頓特別行政區，尼加拉瓜大瀑
布，波士頓。

行程:
1： 家園 – 紐約市（法拉

盛特色遊或直接回酒店休息後
自由行曼哈頓）– 紐約夜遊

2： 紐約市區遊覽（全天
） NEW YORK CITY FULL

DAY TOUR
3： 費城 – 華盛頓特區

PHILADELPHIA—WASH-
INGTON D.C

4： 華盛頓特區 – 康寧
– 尼亞加拉瀑布 WASHING-
TON D.C.- CORNING
CENTER – NIAGARA FALL

5： 紐約上州 – 波士頓/
家園 UPSTAE NEW YORK –
BOSTON/HOME

景點說明：
（1）行程中的景點，參觀

的先後順序或因實際情況而有
所調整。

（2）參團行程中的活動時

間和路程距離因實際情
況有所差異，公司享有
最終解釋權。

（3）如遇景點關門或
節假日休息，導遊會依據實際
情況而調整行程。
退費說明：

（1）如遇天氣、戰爭、罷
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無法參
觀景點，本公司將有權利更改
行程，團費恕不能退。

（2）遊客因個人原因臨時
自願放棄遊覽，酒店住宿、交
通等費用均不退還。

另外全旅假期也推薦坐長
榮，回台灣，遊大陸！ 【長榮
航空團票】$299 (含稅,含機票,
含旅遊)

預定2017夏秋季 (8月6號

以後出發) 長榮回台灣, 順道遊
江南.可最多停留台灣90天
只需$299/人(含稅，含團費，
含機票） . 座位有限, 欲購從速
299包含:
*休斯頓 -上海 - 台北 - 休斯
頓機票 (含稅金，可停留台北
，90天往返）
*江南7日暢遊上海，蘇州，無
錫，南京，杭州
*全程5星級豪華酒店
*豪華旅遊大巴士，全天接送
機服務
*全程國語全陪及地陪
*每日三餐及當地美食

水鄉風味美食——傣家村
歌舞宴+上海本幫風味西湖魚
頭宴+錢塘江小吃+無錫乾隆
宴+太湖風味南京全鴨宴+淮揚

風味姑蘇風味+吳門家宴
***此價格未含，小費（$70）
及部分景點門票（$90), 中國大
陸簽證 ($170)***
【休斯敦回上海特價機票旅遊
團套餐】
$1/人（含國際機票,稅金,團費
）
2017 年 7/8/9/10/11 月出發休
斯敦出發

含：休斯敦-上海往返國
際機票！ （兩人成行，同去同
回）

含：機場稅！
含：江南七天順道遊及五

星級吃住玩！
含：可免費停留探親！

（最多可停留180天）
此價格未含：

簽證, 部分景點門票（$90
），小費（$70)!

全旅假期
Address/地 址: 7001 Cor-

porate Dr. STE210 Houston
TX77036 (美南銀行後棟)
Tel/電 話: 713-568-8889
1-800-988-6543
Fax/傳真: 713-988-8046
Email/電子郵箱: info@china-
tourusa.com

Wechat/微信號: Chinatou-
rus
Houston Travel Center

營業時間
MON(週一)-FRI(週五): 9:

00 Am - 6:00 Pm
SAT(週六): 10:00 Am - 1:

00 Pm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南報業電視
傳媒集團為提升廣電新媒體領域層次，邁向
全面網路光纖化，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先
生於今年六月與休士頓知名光聲電信集團
(Phonoscope Global)董事長 Mr. Lee Cook 簽
約，雙方正式簽署籌組 「美南光聲電信傳
媒 集 團 」 (Phonoscope-Southern News
Group Telecom Media Group), 以期通過兩大
企業聯手合作，擴大網路電視服務範圍，打
造國際光纖網路區(International Fiber Zone),
為該區的企業及家庭服務，引領時代先驅。

自從 「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 」 成立
以來，引領時代先驅，尤其是休士頓西南區
中國城國際光纖網路區問世以來，本報電話
不斷，不論企業或家庭，各方反應熱烈。
「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 」 的兩位負責人

李蔚華先生 及Mr. Cook 昨天走訪了本區兩
個 「地標性 」 的企業--- 恆豐銀行及香
港城，受到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 先生的
親自接待，並與該行IT 部門負責人Regina
Tunchez 座談，由光聲電信集團資深業務工
程師Troy A. Butaud 一一回答各種問題。昨
天並走訪香港城、香港超市，由負責人Ha-
na 女士親自接待，座談，對美南光聲電信
的光纖互聯網，最快可比其他電信業者快上
一千倍，無論銀行與各地分行的視頻會議，
亦或超市迅速的結算時間，可免顧客排隊久
候，都提供了在地的立即服務，被認為是最
尖端的科技電信網路提供者。

光聲電信集團的負責人 Mr. Lee Cook ,
投身電信業已有61 年的歷史。該集團首先
在 1962 年於蓋文斯頓獨立學區(Galveston

ISD)建立雙向影像電話系統，1989 年在休
士頓的主要核心商業區，完成用乙太網傳輸
的大規模光纖環工程。Phonoscope 並繼續
與當地學校區合作，自2014 年成功投票以
向Cypress Fairbackks 獨立學區(Cypress Fair-
bacnks ISD)提供暗光纖和 10 千兆乙太網服
務。該公司在休士頓地區提供大眾乙太網光
纖網路服務，並為休士頓公司行號、機場和
住宅區提供有現數位電視、高速互聯網和數
位電話服務，且目前該公司先進設備都符合
適應互聯網通訊協定第六版(IPV6)規格。

光聲電信集團表示： 傳統的銅製同軸
電纜技術容易遭受干擾，不夠可靠，速度不
夠快，已經過時了。日新又新的信息科技設
備，各種應用程式和發展，都增加對寬頻的
需求性，造成光纖技術正引領時代潮流。

目前該公司光纖網路的客戶遍及大休士
頓地區，包括： 萊斯大學（ Rice Universi-
ty ),休士頓醫療中心（ Medical Center )、
Greenway plaza、休士頓超過38 個學區、機
場系統及諸多企業都選擇使用，評價極高。

現在美南新聞與光聲電信集團聯手成立
了 「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提供真正
的上下對稱的光纖上網連接，目前已經有超
過23000 英哩的純光纖幹線，為您提供最快
速和最可靠的互聯網服務，滿足您高速數據
的需求。

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服務的對象包括
:( 一)企業：為各型企業提供無與倫比的通
信方案，光速寬頻上網，更迅速、更可靠的
通訊連接，毫秒之間傳送大量信息，讓您的
公司掌握成功的先機。(二 )家庭： 使用 「

光纖到你家 Fiber-To-The-Home」連接，
您將開闢無限可能的新世界，體驗 Gigabit
的生活方式，以光的速度享受網路世界，更
火速，更清晰！

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是最尖端的科技
電信網路提供者，服務項目包括：1，光速
互聯網（ Light speed Internet ),可高速下載
或上傳資料、視頻、音樂。2，IPTV 寬頻電
視提供超過 400 個 高清頻道，享有清晰的
畫質與聲音。與朋友玩線上遊戲。IPTV
provide more than 400 channel.3, 家庭專業級
的Wi-Fi , 4, 經由網際網路通訊Voice Over
IP : 人與人之間的創新互動。5，專業的個
人視頻會議。6，遠距醫療、遠距學習。7，
立即線上備份Instant Online Backup.

走過37 年，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形
成立體式全方位的媒體傳播平台，成為美南
地區最具影響力的華文媒體，加上光聲電信
集團提供人性化的網路用戶體驗，把光纖網
路的便利性讓更多用戶受惠。

我們的光纖互聯網，最快可比其他電信
業者快上一千倍，並依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
價格，請與本報相關業務人員聯繫。

心動了嗎？現在就訂我們的光纖互聯網
，最快可比其他電信業者快上千倍，依不同
的需求有不同價格。有任何需要，詳情可洽
： 韋 霓 Winnie(301)509-1137、 秦 鴻 鈞
Christi(713)306-6808、 黃 麗 珊 Nancy(713)
818-0511、黃梅子Jenny (832)260-8466、朱
幼楨Emerson (713)828-2689。

「「 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 兩位負責人李蔚華先生及兩位負責人李蔚華先生及Mr. Lee CookMr. Lee Cook
昨訪問西南區中國城國際光纖網路區兩大地標恆豐銀行及香港城昨訪問西南區中國城國際光纖網路區兩大地標恆豐銀行及香港城

圖為圖為 「「 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 昨訪問昨訪問 「「香港城香港城」」 ，，與負與負
責人責人HanaHana 女士女士（（ 左二左二））合影合影。（。（ 左起左起 ）） 為為 「「美南光聲電美南光聲電
信傳媒集團信傳媒集團」」 負責人李蔚華先生負責人李蔚華先生，，Mr.Lee Cook ,Mr.Lee Cook , 及資深業及資深業
務工程師務工程師Mr. Troy A. Butaud.(Mr. Troy A. Butaud.(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 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美南光聲電信傳媒集團 」」 一行一行，，包括負責人包括負責人 Mr.Mr.
Lee Cook(Lee Cook( 中中）） ，，李蔚華先生李蔚華先生（（ 左二左二 ）） 資深業務工程師資深業務工程師
Troy A. Butaud (Troy A. Butaud ( 左一左一 ）） 昨訪問昨訪問 恆豐銀行與該行董事長吳恆豐銀行與該行董事長吳
文龍文龍（（ 右二右二 ），），資深資深SVP / CIO Regina Tunchez (SVP / CIO Regina Tunchez ( 右一右一
））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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