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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藝達  女士  
房地產專家
業界經驗豐富
擁有專業團隊負責投資管理諮詢
商鋪買賣招租項目及土地開發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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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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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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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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大熊貓還珍貴比大熊貓還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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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壹家豪華酒店地的壹家豪華酒店————
維爾德豪斯酒店內展出維爾德豪斯酒店內展出
的壹杯的壹杯18781878年的麥卡倫年的麥卡倫
蘇格蘭威士忌蘇格蘭威士忌。。上周上周，，
壹個中國人花了壹個中國人花了99999999瑞瑞
士法郎士法郎（（約合約合6924369243元元
人民幣人民幣））買了這樣壹杯買了這樣壹杯
酒酒。。該酒店的該酒店的““魔鬼之魔鬼之
家家””威士忌酒吧因其威士忌酒吧因其
25002500 瓶藏品而備受贊瓶藏品而備受贊
譽譽，，其中有些藏品還入其中有些藏品還入
選了吉尼斯世界紀錄選了吉尼斯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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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智慧物流倉庫：
最強揀貨員是個機器人
最近，菜鳥網絡科技有限公司開放了

位於廣東惠陽的智慧物流倉庫，裏面那些

2米多高的貨架自己做著高速漂移、旋

轉，兩個貨架如果碰頭了，壹方還會主動

讓道，就如同兩個人壹樣。在浙江海寧的

智慧倉庫裏，碩大的機械臂站在高高的紅

色貨箱包圍圈裏挑選著貨物，帶著吸盤的

小機器臂則站在流水線旁，壹低頭，就啄

起壹件貨物，放進身邊的快遞箱。

這不是童話裏施了魔咒的現場。如

果彎下腰，就會發現貨架的底下有壹群

寫著“快倉”字樣的藍色方塊，外形很

像超大號家用掃地機器人——它們就是

菜鳥自主研發的AGV自動搬運機器人。

很像機器臂的則是緩存機器人、帶著吸

盤是播種機器人。它們與AGV自動搬運

機器人壹起，正在逐漸取代傳統倉庫裏

腳步匆匆、手持掃描槍的揀貨員。

緩存機器人站在高高的紅色貨箱包

圍圈裏挑選著貨物。

最強揀貨員——
托舉500公斤、速度每秒2米
如果信號可以被看見，那惠陽智慧倉

將比早高峰的北京東二環還堵。這裏是信號

的高速公路、數據的汪洋大海。中國最大網

上超市——天貓超市的部分訂單，源源不斷

湧入這裏，通過WIFI信號，搬運機器人隨

即被告知該去哪個貨架、搬什麽貨。

這邊，009004號機器人接到了壹條新

指令。它立即動身，用每秒2米的小滑步，

平移向壹個貨架。貨架分8層，四面都有

開口，放著牙膏、毛巾、洗衣皂、面巾紙

等各種貨物。009004號直直地鉆入貨架底

下，升起托舉盤，將重達500公斤的貨架

舉離地面，又快速向著倉庫門平移。

那邊，分揀員樊盼龍正站在壹堆黃

色的分揀箱裏等著它。根據面前電腦屏

幕上的空間圖提示，樊盼龍伸手從正面

第三格取出壹盒佳潔士牙膏，在略低壹

點的第五格取了壹包佳潔士牙刷，又等

著009004號托舉著貨架原地旋轉90度，

將貨架左側轉到樊盼龍面前，好讓他取

出這壹面第二格裏的面巾紙。

取完貨物，樊盼龍按下壹個綠色按鈕，

表示取貨完畢，009004號便默默托著貨架，

漂向了下壹個目的地。它離開後，樊盼龍

又等來了壹個貨架，揀出幾件商品。

“有了這些機器人，打包可比以前快

多了。”樊盼龍壹邊把貨物放進購物箱裏打

包，壹邊告訴記者，以前消費者下單後，他

這樣的揀貨員需要自己到貨架前找貨物，

“揀貨員是計件制，揀貨越多收入越高，年

輕人都會多跑步、多揀貨。”由於壹個訂單

往往含有幾件、幾十件貨物，樊盼龍需要在

倉庫內來來回回跑動，“最多時，我壹天要

走六七萬步，相當於壹個馬拉松，3個月工

作下來瘦了20斤。”樊盼龍說。

可就算用100米沖刺的速度奔跑，壹

個小時，樊盼龍也只能揀100多件貨。

到了菜鳥的智慧倉工作後，有了搬運機器

人搭檔，他只要站在原地，等著機器人把

貨物送到跟前，壹個小時的揀貨數量比過

去多了3倍還不止。“現在壹天下來，算

上中午吃飯、中途上衛生間，我的步數只

在2000步左右。”樊盼龍說。

的確，與不知疲倦、永不出錯的機器

人相比，人類很難抗衡。有第三方做過測

試，在菜鳥網絡智慧倉與傳統倉內同時揀

貨。7個半小時裏，壹個傳統倉內，揀貨

員行走了27924步，揀貨1500件，已接近

體力極限；而壹個智慧倉內，揀貨員僅

行走了2563步，揀貨已達3000件。這壹

數值還不是智慧倉的最高值。

引入這些自動搬運工後，倉庫也節

省了空間。由於它們能托舉貨架360度

旋轉，智慧倉裏的貨架，4個面都能存

儲商品，倉庫儲量翻了壹倍。

在浙江海寧智慧倉，分揀員已經被

機器完全取代。360度運行的揀選機械

臂會從500個緩存箱位中把周轉箱放到

流水線上。在流水線兩邊，分布著播種

機器人，通過真空吸盤，把周轉箱裏的

貨品轉移到消費者的快遞箱內。快遞箱

會走向自動包裝區域——在這裏貼上電子

面單，就可以出庫發貨了。整個過程，

連打醬油的機會都沒有留給人類分揀員。

算法優先——
機器看似贏在體力，其實贏在“腦力”
菜鳥惠陽倉基本聽不見人的聲音，

只有嗡嗡的電流聲。這裏有超過100臺

009004號同款機器人同時工作。這群小

夥伴沈默又靈活地在倉庫裏鉆來鉆去，

構成了全國最大的機器人物流倉。

有意思的是，同樣在地上跑，它們經

常也會碰頭，但每次總會有壹方主動禮

讓，從未出現過“撞車”。

“不是機器人懂禮貌，是菜鳥人工

智能的算法在判斷優先級別。如果壹個

機器人托著的貨架上有當日達訂單，其

他機器人托著的是次日達訂單，次日達

就要讓路。訂單下單時間早晚，也會影

響優先通過級別。”菜鳥網絡高級算法

專家胡浩源說。

智能倉、搬運機器人，其實並不是新

鮮事物了，目前國內物流企業都有，但此

前智能倉內的搬運機器人大多只有十幾、

二十臺。而看似高大上的機械臂，在汽車

生產領域也已經應用多年。從硬件的角度

看，它們並沒有什麽特別，真正的難點

是——讓這些搬運機器人知道自己要去哪

裏，讓機械臂知道自己要把手伸到哪裏。

“以搬運機器人為例，幾十臺和上百

臺機器人在壹起的難度是大不壹樣的。”

站在技術的角度，胡浩源表示，更多機器

人意味著要將任務合理分配給對應的機器

人，100臺機器人意味著計算難度呈指數級

上升，“如果給出的指令不合理，機器人

之間就會出現碰撞、擁堵，有時候它們還

會‘懵’，因為不知道到底該執行哪個指

令了，機器人就會死鎖。”這些問題，最

終靠菜鳥的人工智能算法來解決。

實際上，在智慧倉裏，算法不只決

定讓哪個機器人先走，從貨物的排放、

貨架的分布、機器人的軌跡、機械臂的

落點，全都是算法。比如，根據此前的

訂單情況，菜鳥大數據顯示，消費者經常

壹起下單的是佳潔士牙膏和牙刷，或者三

只松鼠不同口味的商品，在貨物上架時，

這些商品就會盡量放在同壹個貨架的鄰近

位置，方便機器人搬動、取用。

在貨物自動包裝平臺，由於阿裏巴巴

電商積累了海量的商品數據、訂單數據，

菜鳥知道每壹個倉庫發貨時，用戶喜歡同

時購買什麽東西，壹個訂單裏面的商品外

包裝長寬高各是什麽，就可以從數據角度，

反推最優的快遞箱大小、形狀，節省包裝

成本，提高包裝效率，讓機器比最有經驗

的打包員幹得還快、還好。

所以，機器人取代分揀員，看似是因

為它們體力更強，其實是“腦力”更強。

機器換人——
智慧物流提質增效的中國速度，讓

全球消費者受益
機器現在比人工貴，但從長遠來

看，機器取代人工是物流行業的必然。

電子商務興起後，小包裝、多頻次

的包裹快遞需求持續擴大，物流碎片化

特征開始顯現。據阿裏研究院預測，到

2020年，我國網絡零售額將超過10萬億

元人民幣，未來5年左右，全年包裹量

有望超過1000億件。按目前勞動效率推

算，電商物流從業人員需求將超過600

萬人。而我國勞動力人口已連續5年下

降，分揀、快遞這種重復體力勞動的職

業很難吸引足夠勞動力。只有智慧物流，

才能解決未來天量包裹難題。

2016年7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

持召開了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推進互

聯網+物流。這標誌著以互聯網、大數

據、雲計算等現代信息技術為引導的智

慧物流上升到國家層面。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近年來各大物

流企業普遍發力無人駕駛、自動倉儲、自

動配送、物流機器人等人工智能的前沿

領域。壹旦出現新的技術落地，往往帶

來巨大商業契機。

最近爆紅的盒馬鮮生，核心競爭力並

不是99元壹只的波士頓龍蝦，而是“3公

裏範圍，30分鐘送達”的精準配送。它的

秘密不在超市頂部自動傳輸帶上飛來飛去

的包裹，而在從不對外示人的後倉，阿裏

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到訪時，也僅讓

他待了10分鐘。盒馬的說法是，後倉是他

們最神秘的地方，算法決定了不同訂單的

商品如何交叉移動。他們的算法甚至不進

行訂單壹壹匹配，而是等配送員送到消費

者家門口，打開配送箱時，才會最終區分

不同的訂單。

菜鳥的探索也在進行中。他們自主研發

了壹臺可以在陸地上行走的機器人小G。它

會規劃最優配送路徑，將物品送到指定位

置，用戶可通過電子掃描簽收。強大的算法

讓小G會觀察周邊的復雜環境，並在系統中

建立自己所看到的多維世界。它能動態識別

環境變化，包括行人、車輛等，還可以自己

乘坐電梯。等到它成熟的那壹天，中國的物

流行業可能會出現大變化。

不過好消息是，揀貨員暫時還不會

下崗。在大部分智慧倉，機器人都是在

配合人類工作，提高分揀效率。菜鳥網

絡物流專家遊育泉表示，菜鳥網絡與合

作夥伴將會在多個倉庫內復制惠陽模式，

機器人陸續上崗後，預計今年消費者收

貨時間還將進壹步縮短。

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當日達”已

經成為配送領域新航標。這背後，科技是

主要推動力。30分鐘3公裏必達、當日達、

次日達，全球72小時必達，中國物流的速

度、中國速度的願景讓全球驚訝。2015年，

中國發達地區平均快遞時效已經達到了1.9

天，與前壹年相比，每天節省快遞等待時

間1.6億個小時。以“雙11”為例，發送1億

件包裹的時間，2013年用了兩天，2014年

只用了24個小時，到2015年提速到16個小

時。這就是讓海外消費者驚嘆的“中國物流

速度”。而隨著中國電商、物流企業出

海，最終受益的將是全球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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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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進博士年金及退休投資策略講座張文進博士年金及退休投資策略講座

【華府新聞日報訊】美京華裔青年社
於7月28日晚間，假馬州新財神大酒樓舉
辦 2017 年度聚首餐會，出席貴賓包括僑
界先進李達平、美京中華會館主席李燦
民、僑務委員李治瑞、僑務諮詢委員張和
成、駐美代表處領務組組長吳文齡、華府
僑教中主任陳世池以及大華府地區各僑團
代表近500人。

會長許夢華致詞歡迎所有的貴賓，並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對華裔青年社的支持與

鼓勵。美京華裔青年社讓這些年輕人在周
末的時間訓練培養排球、籃球等運動技
能，同時學習舞龍舞獅等文化傳承，既能
結合彼此的向心力，又能提升對華裔的認
同感，是華府地區具代表性的華人社團。

餐會由各才藝青少年上台表演，最後
頒發各式獎學金，每個節目都受到熱烈的
歡呼和掌聲，晚會在充滿年輕朝氣的熱情
氣氛中畫下句點。

美京華裔青年社舉辦美京華裔青年社舉辦20172017年度聚首餐會年度聚首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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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新聞日報訊】正昇財務顧問公司總裁張
文進博士，將於8月份舉辦3場講座，8月12日及
19 日，從上午10 時30 分至12 時30 分止，地址是
15245 Shady Grove Rd.(North lobby), Rockville,
MD 20850。8月26日從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止，地址是1753 Pinnacle Dr., McLean VA 22102。
報 名 請 洽 240-479-2688 分 機 110 或 admin@up-
rightplanning.com。

8月12日及26日將探討 『年金』。人一輩子
靠以維持家計的那份薪水，在退休後即消失，而
人的壽命越來越長，通貨膨脹又是無法避免的，
如何建立一輩子都有收入，以保障您的退休生
活，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年金的基本目標就是提供一輩子都有收入，
張博士將討論:1)如何克服長壽和通貨膨脹的問題;
2)如何獲得穩定的收入;3)為什麼終身收入福利對退
休收入規劃至關重要;及4)如何在有限的資產情況
下仍能留下可觀的遺產。

「終生收入年金」提供終生收入，並能參與
股市的投資。當投資上漲時，您的終生收入會跟
著升高。當投資下跌時，您的收入絕對不會下
跌；只要你活著保險公司就會持續的提供收入，
即使您的年金價值已為零。

年金的主要設計是給自己用的，但某些年金
產品也可以做資產轉移， 「自用並可轉移年金」
提供您終生收入，但當人過世時，受益人將可領
回本金或最高值。這種可自己用，且不降低留給

受益人的投資方式，非常適合亞裔人士的理財觀
念。

8月19日將探討 『退休投資策略』。張博士將
解說如何善用 「年金」及 「商業房地產投資信
託」及 「資產管理投資策略」，達成安穩退休的
投資目標。

投資的目的是賺錢，銀行雖能保本，但因利
率太低，跟本抵不過通貨膨脹的速度，因此並不
能保值。利率預計將持續上升，債券投資者應小
心，您可能會賺了利息賠了本。現今投資環境，
很難找到有足夠收入的投資產品，張文進博士將
討論利息比銀行高(5%)，時限比定存短（3個月即
可）的投資項目，這些投資的回報率絕對可以抵
抗通貨膨脹，甚至有超過史坦普五百的成績，讓
您能安穩退休。

房地產的價值及房租，皆會因利率上揚而上
昇，應是您保本保值及穩定收入的好投資。超過
半數的美國富人是靠房地產致富的，房地產的成
長潛力不容忽視。但是，並非每個人都善於管理
房地產或租戶。商業房地產投資信託允許個人用
少量的資本，就可參與大型的商業房地產投資。

股市投資就是會上下起伏，若能將股市投資
定位於長期投資的標的，那麼股市波動反而是機
會而非危機。股市投資要是不賺錢，怎麼會有那
麼多人力及資金投入在股市？但不見得每個人都
一定要用股市投資才能賺到錢。

眾貴賓合影眾貴賓合影

【華府新聞日報訊】華府
地區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
學員抵華府第四及第五天，
前往馬裡蘭州西部山區Frost-
burg State University 體驗中文
學校聯誼會夏令營活動，晚
間並與華裔青少年小朋友入
住營區。

大華府地區中文學校聯
誼會夏令營近 20 年來在華府
地區素具盛名，今年僑委會
並遴派民俗文化教師前來配
合 教 學 ， 整 體 活 動 規 劃 完
善，對於此間青少年極具吸
引力。本年計有168位學生參
加，在營長、義工家長及輔

導員的輔導下，學習團體生
活及民俗文化，如手工藝、
舞蹈、扯鈴及歌曲等，並在
僑教中心舉辦結業式，發表
學習一週之成果。

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
大華府地區學員參與夏令營
其中2日行程，從旁貼身觀察
海外華裔青少年中文學習及
傳承臺灣文化的過程，並透
過交流互動，對美國教育有
更進一步的瞭解與認識，並
對海外僑校在推動華語文教
育及傳承臺灣文化，有更深
一層的體認。

大華府地區搭僑學員體驗中文學校聯誼會夏令營大華府地區搭僑學員體驗中文學校聯誼會夏令營

學員與夏令營師生合影學員與夏令營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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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新聞日報訊】大華府
地區中文學校聯誼會於 7 月 22
日至 29 日在馬裡蘭州西部山區
Frostburg State University 舉 行
「2017 年海外華裔青少年夏令

營」活動，計有來自大華府地
區近170位學員參加。僑務委員
會並特別遴派陳希玲及劉佳雯2
位文化老師前來教學，學員們
在營長王麗萍、40 餘位義工家
長及輔導員的帶領下，學習團
體生活及研習各項民俗技藝。

夏令營結業式暨成果展於7

月 29 日下午假華府僑教中心舉
行，計有學員、家長及老師近
400人出席，僑教中心主任陳世
池亦應邀參加。陳主任於致詞
時，特別感謝聯誼會舉辦本項
活動傳承中華文化，同時也期
勉夏令營學員們能賡續研習文
化課程，成為傳播中華文化及
台灣民俗技藝的青年文化大
使。結業式上，學員們認真展
演營隊期間所學習的舞蹈、陀
螺、扯鈴、跳繩等民俗技藝，
充分展現夏令營的學習成果。

華府華裔青少年夏令營歡慶結業華府華裔青少年夏令營歡慶結業

學員的扯鈴表演學員的扯鈴表演，，與會來賓掌聲不斷與會來賓掌聲不斷。。

學員們充滿活力朝氣的舞蹈表演學員們充滿活力朝氣的舞蹈表演。。

學員展現營隊期間學習的花式跳學員展現營隊期間學習的花式跳
繩技巧繩技巧，，展現團隊合作的默契展現團隊合作的默契。。

桌上陳列學員們自製的各式手工藝品桌上陳列學員們自製的各式手工藝品。。

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大華府地區學員結業心得分享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大華府地區學員結業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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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新聞日報訊】華府地區臺灣
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學員在華府的最後一
天依舊行程滿檔，一大早從中文學校聯
誼會夏令營活動營區和學員們一起下山
後，在僑教中心同仁陪同下參訪喬治城
大 學 (DCGeorgetown University)， 由 該
校臺灣學生會會長王炳璿導覽校園並分
享學習點滴，學員們對於古色古香的校
園以及學習環境充滿了驚嘆和無限的憧
憬。

午後在僑教中心進行學員心得分享
發表會，由僑教中心主任陳世池主持，

4 個僑界接待家庭成員，包含僑務促進
委員廖美琳、臺灣合唱團團長陳美鈴、
蔡幸哲伉儷、沈同先生以及僑務委員李
治瑞、僑務諮詢委員張和成、僑務顧問
白越珠、馬州台美協會會長汪良元、中
文學校聯誼會夏令營營長王麗萍、台美
警消之友協會會長馮芝琪等貴賓及
FASCA成員共同出席與會。

10個學員們一一向大家分享這幾天
在華府見習的心得，包含國會山莊及國
會圖書館和航太博物館因為透過僑領的
引見及導覽，方能深入一探寶藏；雙橡

園及駐美代表處參訪，深入瞭解外交全
方位的運作及駐外工作的辛勞及使命
感，令部份學員心生嚮往；參訪美京華
人活動中心對年老者的照護及終生教育
的經驗，可作為日後臺灣長照的借鏡；
見習中文學校聯誼會夏令營活動，對於
海外致力推動華文教育及傳承臺灣文化
之用心，有更深一層的感動，此外透過
與華裔青少年交流互動也對東西方教育
方式有更近一步的省思；而多次與僑領
們及寄宿家庭之互動交流，可瞭解僑胞
們遠離家鄉在異地打拼的辛苦歷程，卻

仍保持愛國愛鄉的情懷，並義無反顧地
投入僑界活動，這股為鄉親服務的熱誠
情意深深打動學員們的心，並期許日後
效學。

隨後在中心舉辦惜別餐會，由中文
學校聯誼會及僑教中心精心準備最受歡
迎的家鄉味—炒米粉及滷肉飯等菜餚。
學員們除感謝僑教中心精緻安排及溫馨
陪伴，以及所有參與本計畫之僑界朋友
的幫助，讓他們個個滿載而歸，並互道
珍重，相約保持聯繫，期待下次再相
見。

學員和貴賓在僑教中心門前合影學員和貴賓在僑教中心門前合影 學員和僑教中心主任合影學員和僑教中心主任合影

學員參訪學員參訪Georgetown UniversityGeorgetown University結業心得分享會結業心得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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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 REVIEW

By Guest Writer You Dongxiao
China has stepped up its rhetoric in 
an increasingly tense border row with 
India, hinting at the possibility of mil-
itary action in a propaganda push that 
analysts are calling “genuinely trou-
bling.”
For more than a month, Indian and 
Chinese troops have been locked in a 
standoff on a remote but strategical-
ly important Himalayan plateau near 
where Tibet, India and Bhutan meet.
On Thursday, Chinese defense minis-
try spokesman Ren Guoqiang warned 
that Beijing had shown restraint but 
had a “bottom line.”
“No country should underestimate the 
Chinese forces’... resolve and will-
power to defend national sovereignty,” 
he said in a post on the ministry web-
site.
It is a line that has been echoed almost 
word for word this week by the for-
eign ministry,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mouthpiece the People’s Daily, the of-
ficial military news website of the Chi-
nese armed forces, and other outlets.
On Wednesday, the foreign minis-
try released a 15-page document of 
“facts” about the border dispute, which 
included a map of alleged intrusions 
and photographs of what it stated were 
Indian troops and military vehicles on 
China’s side of the frontier.
Calling for the “immediate and uncon-
ditional” withdrawal of Indian troops, 
it warned Beijing would “take all nec-
essary measures” to safeguard its in-
terests.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said Thursday that In-
dia was building roads, hoarding sup-
plies and deploying a large number of 
troops in the area.
“This is by no means for peace,” Geng 
said.

Genuinely Troubling
Mistrust between the giant neighbours 
goes back centuries and the pair fought 
a brief war in 1962 in India’s border 

state of Arunachal Pradesh.
The recent escalation of China’s rhet-
oric was “genuinely troubling,” Rory 
Medcalf, head of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s National Security Col-
lege, told AFP.
“It suggests that diplomatic conver-
sations, including among high-level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s, are failing 
to find a face-saving way for the two 
powers to withdraw their forces,” he 
said.

The plateau is 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as it gives China access to the so-called 
“chicken neck” -- a thin strip of land 
connecting India’s northeastern states 
with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Despite the heated war of words, other 
analysts played down the possibility of 
an armed clash.
“The point of these statements isn’t 
that war is imminent; rather, they’re an 
attempt to figure out how to not go to 
war without losing face,” Shen Dingli, 
vice dean of Fudan University’s Insti-
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old AFP.
“Neither side wants to go to war, but 
China and India are acting like two un-
happy little children.”
China has rolled out a massive new 
global infrastructure programme 
known as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which it presents as a peace-

ful development policy to connect 
Chinese companies to new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Critics see it as a geopolitical power-
play.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set to meet In-
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at 
a summit of BRICS nations in the Chi-
nese city of Xiamen in early Septem-
ber and has said he hopes for greater 
cooperation within the bloc.
But he is also gearing up for a key par-
ty congress later this year, at which he 
is expected to further consolidate his 
grip on power -- making him unwilling 
to appear weak by backing down in the 
current dispute, said politics professor 
Yvonne Chiu, who researches China’s 
military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Chiu said China was testing “how 
much they can get away with, in a 
region that is unlikely to draw the in-
volvement of other major powers such 
as the US.” (Courtesy http://www.dai-
lymail.co.uk/wires/)

Related

Why China Cannot Back 
Down In The Doklam Standoff
BEIJING, August 2017 (Xinhua) -- 
The military standoff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n the Doklam region has 
lasted for almost two months now, and 
there is still no end in sight.
China has made it clear that there is 
no room for negotiation and the only 
solution is the unconditional and im-
mediate withdrawal of Indian troops 
from the region.
The situation boils down to three main 
reasons why China will not, and can-
not, back down.
Firstly, Doklam is Chinese territory 
and there is no doubt or dispute about 
it. The Doklam standoff differs from 
previous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along 
the China-India boundary in that it is 
the first intrusion into the Chinese side 
of the mutually recognized boundary.
The Doklam region belongs to China 
and has under Chinese rule for a very 
long time. This part of the boundary 
betwee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India’s Sikkim State is clearly 
delineated in the 1890 Convention be-
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Relat-
ing to Sikkim and Tibet.
Every Indian government since inde-
pendence has confirmed the boundary 
as it stands. It is hard to understand 
why India has decided to abandon its 

previous position and challenge the 
Convention at this time.
If China backs down now, India may 
be emboldened to make more trouble 
in the future. Beijing and New Del-
hi still have a number of differences 
over undefined sections of frontier, but 
Doklam is not one of them.
Secondly, it is simply illegal for India 
to send military personnel into Chi-
nese territory, even under the pretext 
of “security concerns” or “protection” 
of Bhutan. This is not a grey area. In-
dia has not provided any legal basis at 
all for its action.
India contends that the building of 
some roads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change of the status quo with serious 
security implications and, in coordina-
tion with Bhutan, the Indian military 
attempted to stop the work in progress.
India attempts to justify its action in 
the name of protecting Bhutan, argu-
ing that Doklam is Bhutanese territo-
ry, but even if that were the case, how 
does that entitle India to send troops 
there?
Although India and Bhutan have tra-
ditionally close relations, India recog-
nizes Bhutan as an independent sover-
eign state. This raises the questions of 
when and why Thimphu invited India 
to protect its interests there. So far,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any such invi-
tation was ever made.

Doklam is of huge strategic signifi-
cance to India, due to its proximity to 
the Siliguri Corridor -- India’s sensi-
tive “chicken’s neck” -- connecting 
seven northeastern states with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India’s own security concerns cannot 
possibly warrant a military occupation 
of a neighboring country.  If they did, 
then any country could send its mili-
tary forces unbidden into any neigh-
boring country over purely internal 
security concerns.
Finally, the border line is the bottom 
line. China has relentlessly stated that 
it will never allow any people, orga-
nization or political party to split any 
part of Chinese territory away from the 
country at any time, in any form. Chi-
na’s position on such matters is crystal 
clear and unwavering.
Some Indian strategists and policy-
makers may be laboring under the 
misapprehension that China will back 
down sooner or later, citing resistance 
from vested interests in China’s ongo-
ing reform; that reform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remains unfinished; 
and that India could play a key role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containment 
strategy.

China has absolutely no reason or de-
sire to enter into a war with its neigh-
bor. After all, a peaceful and stable 
environment is crucial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current reform 
drive, but it is ridiculous to conclude 
that China will allow it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to be compro-
mised. China will never back down in 
the face of foreign military pressure 
and will defend its native soil at all 
costs.
In summary, the only option is for 
India to unconditionally withdraw its 
troops from China and prevent any es-
calation of the crisis. Continued peace 
and tranquility in the China-India bor-
der areas is undeniably in the funda-
mental interests of all.
(Editor’s Note: You Dongxiao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with the In-
ternational College of Defense at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our-
tesy http://news.xinhuanet.com/en-
glish/2017) 

Representative Shawn Thierry 
(shown above) is a Democrat 
representing House District 146, 
which includes greater South-
east and Southwest Houston. 
Representative Thierry is 
Vice-Chair of the Harris County 
Delegation and serves on the 
House Committees on County 
Affairs and Juvenile Justice & 
Family Issues.  She was born 
and raised in her district, and 
has been a practicing attorney 
for 20 years.

 (Austin, Texas):  On Monday, July 31, 
2017, Representative  Shawn Thierry 
successfully passed her premier piece 
of legislation, “HB 11, The Texas 
Moms Matter Act” at second reading 
with an unanimous vote in the House. 
Rep. Thierry gave a heartfelt account 
of her own near death experience 
while giving birth to her daughter in 
2012, further solidifying the human 
cost of this state-wide crisis.

 While addressing a noticeably quiet 
and somber House floor, Rep. Thierry 
remarked, “This bill was written to tell 
the stories of the many women across 
our state whose stories go untold.”
Before closing, Rep. Thierry dedicat-
ed “The Texas Moms Matter Act” to 
mothers who died from giving birth 
and read many of their names aloud 
to her colleagues. She urged her col-
leagues to join her in a bi-partisan 

effort to tackle this 
women’s health cri-
sis by  passing HB 
11.
 “I’ve said it before, 
and until this crisis 
is resolved, I will 
continue to declare 
that ‘No woman 
who chooses to bear 
life should do so in 
exchange for her 
own.’”
Representative Thi-
erry is available for 
comment.
The Texas Moms 
Matter Act (HB 11) 

takes an innovative “bottom-up” ver-
sus “top-down” approach to solving 
the alarming women’s health crisis. 
Beyond extending the statutory au-
thority of the maternal mortality task 
force, the bill specifically directs that 
the task force prioritize their research 
towards African American mothers 
given that they are three time more 
likely to die than all other groups. 

Rep. Thierry remarked, “In order to 
reduce the high rate of maternal mor-
tality in Texas, it’s only logical that we 
first focus on the women who are dy-
ing in the greatest numbers.
Simultaneously, we will be able to ef-
fectively find better policies to reduce 
pregnancy-related deaths for all Texas 
mothers.”
“The Texas Moms Matter Act” will 
examine treatment options for postpar-
tum depression,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methods and systems that are 
utilized in other states which have re-
duced their rates of maternal mortality, 
and submit new data to the legislature 
on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status 
of the mother on the pregnancy-related 
moralities.
On Wednesday, July 26th, 2017, Rep-
resentative Thierry, along with House 
colleagues, the Afiya Center, and other 
vested stakeholders, held a press con-
ference in the Speaker’s Committee 
Room (Rm 2W.6) to update the pub-
lic on the issue of the maternal death 
disparities in Texas. (Courtesy of the 
office of State Representative Shawn 
Thierry.)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L)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met in 2016 at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
zation (SCO) in Tashkent.

Mountain temple in the Bhutan 
Region

State  Representative Shawn 
Thierry is a Democrat represent-
ing House District 146, which 
includes greater Southeast and 
Southwest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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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雖然 「治安」
的陰影成為中國城家家戶戶見面的熱門話
題，而大家也很驚喜的發現，無論惠康廣
場、黃金廣場，王朝商場，無論白天晚上
，都可看到駕著車的巡警巡邏，一刻也不
敢鬆懈。因為如此，位於 「黃金廣場」 的
「津津有味」 （ 原 「小瀋陽」 舊址）開

出滿堂彩，週一中午，全店客滿，因為中
國城再也找不出第二家，像他們這麼 「平
價」 ，平均六塊錢一道菜，道道菜都是 「
極品」，吃的大夥人仰馬翻，意猶未盡。
景況更勝當年 「小瀋陽 」 時代。

「津津有味」 的菜色強調純正、美
味、健康，該店東主劉汝成先生在廚房親
自掌舵，嚴格控制師傅們每一道出爐的菜
，因此 「津津有味」 端出來的每道菜亦如
其名，無論是小炒或麵食，總會令人驚艷
不已，而大塊朵頤。

「津津有味」 的特色招牌菜包括：
特色烤魚、八珍豆腐、黑蒜子牛肉粒、冰
糖肘子、麻婆茄子龍、麻辣香鍋、尖椒肥
腸、乾扁尤魚絲、鹹蛋黃焗南瓜- ----
道道菜無論賣相和滋味皆可圈可點，令人
吃來齒頰留香。而且他們極懂食材與調味
，火候的奇妙組合，更相得益彰。如 「鹹
蛋黃焗南瓜」，南瓜是糖尿病患者之寶，
一般人只知蒸煮，而它們配以鹹蛋黃去焗
，果然大受各界歡迎，無論口感或食物的
營養都是一流！還有尖椒肥腸更是該店的

「特色 」 之一，因為這些肥腸都是經過
高壓洗滌，不留一絲肥油，再加上尖椒的
搭配，更加鮮香可口。

「津津有味」的劉老闆，從過去在
Katy 開設 「Cafe Asia 」 的經驗，視顧客
如親人，為了慶祝在中國城黃金廣場新張
，特舉辦新開業酬賓，凡顧客消費滿三十
元者，送鹵鳳爪壹份； 凡消費滿四十元者
，送皮凍壹份； 凡消費滿五十元者，送孜
然雞架或肝尖壹份；凡消費滿六十元者，
送鹹蛋黃焗南瓜一份。同時，週末還推出
特價乾鍋鴨頭，每份才8.99 元，讓大家吃
的盡興，物超所值。

「津津有味」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特
價午餐，從週一至週五，每天上午十點半
至下午三點，三十道名菜饗客，除了紅燒
吳郭魚，豆瓣吳郭魚、蔥爆牛、椒鹽蝦四
道菜是$6.99 外，其它菜色一律 5.99 元，
如尖椒肉絲、左宗鷄、尖椒肥腸、火爆腰
花、溜肝尖、香辣魚片、魚香茄子、乾煸
四季豆等二十多道菜，吃的人不異樂乎。
而他們的紅燒吳郭魚更值得一提，無論中
午，晚上，大大的一大盤，才6.99 元，實
在是物超所值。

「津津有味」 每週七天營業，從上午
十時至晚間九時半，該店地址： 9888 Bel-
laire Blvd. # 158，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 995- 9982

純正美味健康純正美味健康 地道家鄉美味地道家鄉美味
「「 津津有味津津有味 」」 知名北方菜及各式麵食知名北方菜及各式麵食，，令人驚艷令人驚艷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黃金廣場黃金廣場」」 原原 「「小瀋陽小瀋陽 」」舊址的舊址的，，新開張餐館新開張餐館 「「津津有味津津有味」」。。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尖椒肥腸尖椒肥腸 炒蜆炒蜆 八珍豆腐八珍豆腐魚香雞絲魚香雞絲 乾煸魷魚絲乾煸魷魚絲（（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
頓僑界慶祝雙十國慶籌備會於上周
六（ 8 月 5 日 ）下午召開記者會，
介紹今年即將主辦的24 項精彩系列
活動 ， 以及將於9 月16 日晚間七
時即將在 Stafford Center 登場的 「
九天民俗技藝團」 的精彩演出。

雙十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陳美
芬在記者會上表示： 今年僑界慶賀
雙十系列活動多達24 項，其中國慶
升旗典禮及茶會將於十月七日上午
十時在僑教中心舉行，會後並播放
齊柏林導演的 「看見臺灣 」 電影
欣賞，以表達對大師的崇敬，而最
大的重頭戲 「國慶餐會 」則將於
十月廿一日晚在 Marriott Westchase
Hotel 舉行，歡迎僑界共同參與。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表示：
這次僑委會為宣慰海外僑胞，宣揚
優質台灣文化，特別遴派 「九天民
俗技藝團 」 前來，他們將擔任今

年的國慶綜藝團巡迴中美洲及北美
14 個城市，進行 14 場表演，休士
頓是第四站。九月十六日晚間在
Stafford Center , 「九天民俗技藝團
」將以＜ 鼓嗚旗飛慶雙十＞ 為主
題，來慶賀中華民國國慶，透過鼓
陣、官將首、電音神偶等演出，讓
海外僑胞回味故鄉特有的風土人情
，也期盼透過專業精緻的藝陣饗宴
，讓世界看見台灣優美的民俗文化
，莊主任也鼓勵大家多邀請外國友
人前往觀賞。

負責此次 「僑委會國慶綜藝訪
問團---- 九天民俗技藝團」 接待
作業的僑務諮詢委員駱健明表示：
九天民俗技藝團原為傳統廟會陣頭
團體，後來轉型提升成為劇場藝術
，九天民俗技藝團許振榮團長召募
中輟青少年擔任團員，藉由陣頭表
演的魅力，觸動這些中輟青少年對
表演藝術的熱忱因子，協助他們建

立自信，成為專業表演者，成功感
化許多中輟青少年。他們的故事在
2012 年被改編成電影 「陣頭 」，
在台灣帶動一股激勵人心，感動大
眾的熱潮。九天民俗技藝團九月十
六 日 晚 間 七 時 來 到 休 市 Stafford
Center 演出，是一場不容錯過的表
演。

今年的國慶系列活動除上述的
升旗及國慶餐會外，還包括動態的
：國慶遊行、國慶韻律舞、國慶眷
村美食、國慶標準舞觀摩、國慶歌
唱大賽到靜態的如： 台灣之美攝影
展、國慶各類講座、國慶水彩西畫
展、國慶小花博等，活動多元精彩
，還另有專為青少年設計的國慶壁
報展、國慶盃發現台灣之美多媒體
競賽，預期將吸引更多老中青少僑
胞共同歡慶中華民國國慶，為中華
民國國慶帶來諸多亮點。

休士頓全僑賀中華民國國慶24項活動接力登場
僑委會 「九天民俗技藝團 」」 99月月 1616 日將掀高潮日將掀高潮

圖為圖為 「「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任委員陳美芬主任委員陳美芬（（ 中中 ）） 在記者會上致詞在記者會上致詞。（。（右右）） 為僑教為僑教
中心主任莊雅淑中心主任莊雅淑，（，（左左）） 為為 「「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 副主委嚴杰副主委嚴杰。（。（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僑務諮詢委員駱健明僑務諮詢委員駱健明（（ 立者立者 ）） 在記者會上介紹在記者會上介紹 「「 九天民俗技藝團九天民俗技藝團」」 背景背景，，旁旁
為為（（ 左起左起 ）） 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促進委員趙婉兒僑務促進委員趙婉兒。（。（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今夏七月紐約聖約翰大學亞洲研究所在李
又寧所長的主持之下舉辦了兩個與中國近

代史和華夏藝術有關的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近四十篇，與
會者除紐約地區的哥倫比亞和聖約翰大學，還有來自兩岸的學者
及藝術工作者近五十人，使令今年七月紐約的天空格外多元多采
多姿！

首先揭開序幕的是七月十七、八日假聖約翰大學皇后
Queens校區舉辦的 「留美與中國教育」，兩日宣讀廿五篇論文
，講員來自：哥倫比亞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北大、南京大學、

台北文化大學、交通大學、南開大學、浙江大學、山東大學、上
海師範大學和聖約翰大學。論文題目包括： 「宋美齡與新生活運
動：西方文化與宗教結合下的改造」、 「胡適與五四時期中西文
化交、 「隽才回流、造福華夏：當代留美學生四個報效母國的實
例」、 「留美與中國近代政治學發展」…

第二個研討會是在七月廿八、九日舉行，是以 「華族華人對
世界藝術與文化的貢獻」為主題，集古今音樂、書法、宗教、茶
道、繪畫、瓷器、園林于一講堂，共有論文十餘篇，論文題目如
： 「周易與人生」、 「中國文化中的道與藝」、 「西方視角中的

中國園林」、 「中國茶道與世界茶文化」、 「楊先讓教授與黃河
十四走」…等，最後以漢服設計師鄭清兒的 「清一品牌」，展示
中國禪服的審美和哲學觀的服飾。早先一日，紐約華美藝術學會
行政總監周龍章，講述年少時自台轉往香港邵氏公司從影，後移
民美國，自1975年起擔任華美藝術總監，以世界最大的舞台做
人生舞台，協助華人在美國從事藝術工作。

這兩個學術討論會的主辦單位是：紐約聖約翰大學亞洲研究
所、復旦大學，協辦單位：華僑協會總會、華美族研究會、天外
文化集團及宋氏研究計畫等團體。

硯青

今夏七月紐約舉行的兩個盛會今夏七月紐約舉行的兩個盛會

大會主席李又寧教授大會主席李又寧教授。。硯青攝硯青攝漢服設計師鄭清兒介紹中國襌服的審美觀漢服設計師鄭清兒介紹中國襌服的審美觀。。 硯青攝硯青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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