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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駱駝交易盛會繼續進行印度駱駝交易盛會繼續進行 ““沙漠之舟沙漠之舟””大匯聚大匯聚

印度普什卡爾印度普什卡爾，，駱駝交易市場火熱進行中駱駝交易市場火熱進行中。。據悉據悉，，普什卡爾市場每年舉行壹次普什卡爾市場每年舉行壹次
駱駝交易盛會駱駝交易盛會，，持續五天持續五天，，這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駱駝交易盛會之壹這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駱駝交易盛會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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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英國倫敦英國倫敦，，英國八哥犬專屬咖啡館內主人和狗狗們壹起玩耍英國八哥犬專屬咖啡館內主人和狗狗們壹起玩耍，，享受享受
下午茶下午茶。。在英國在英國，，巴哥犬成為壹種新的時尚必備單品巴哥犬成為壹種新的時尚必備單品，，主人們喜歡它們的下垂主人們喜歡它們的下垂
的臉和大大的眼睛的臉和大大的眼睛，，甚至還會陪著它們在專門的咖啡館裏喝雞尾酒和下午茶甚至還會陪著它們在專門的咖啡館裏喝雞尾酒和下午茶。。

英動物園誕生罕見英動物園誕生罕見““指尖指尖””變色龍變色龍

身長僅身長僅55厘米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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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宣布 提名鮑爾接任聯準會主席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
川普2日在白宮玫瑰花園正
式提名傑伊‧鮑威爾（Jay
Powell）為美聯儲（Fed）
下任主席，接替現任主席葉
倫明年2月結束第一任主席
任期。美聯儲主席的職位須
經美國參議院批准。

川普在提名會上盛贊鮑
威爾的經驗與能力，稱鮑爾
聰明、勇敢，認為他的領導
力，對美國的經濟繁榮至關
重要。當然演說中川普也不
忘感謝葉倫過去 10 個月合

作的傑出表現，更讚美她是
優秀女性，並感謝葉倫的服
務和貢獻。白宮主要官員和
幕僚，以及鮑威爾的妻子和
三名子女都在場參與了這項
提名佈達。

川普3日即將啟程前往
亞洲，2日這項宣布提前結
束各界猜測。

律師出身的鮑威爾自
2012 年起擔任美聯儲理事
，對貨幣政策持中間立場，
具政府和私營部門經驗。
1990 年代老布什政府時代

在財政部任職，後任股凱雷
（Carlyle）股份公司合夥人
。

鮑威爾為人平和，共和
黨希望他能比葉倫通情達理
，減輕金融監管負擔。

一般認為，川普選擇鮑
威爾，等同支持維持美聯儲
的穩定，拒絕了共和黨內呼
籲顛覆性的改革。這項決定
同時反映了白宮對與美國央
行間的共識，與川普在競選
期間對美聯儲的攻擊形成對
比。

（綜合報導）川普政府 「通俄門」效應持續擴大
。白宮 2 日宣布，川普競選團隊高級顧問克洛維斯
（Sam Clovis）退出參選農業部首席科學家提名。消
息來源指出，克洛維斯是在多名川普選競選團隊成員
捲入 「通俄門」事件做出前述決定。

來自愛荷華州的克洛維斯是川普競選團隊副主席
，曾任保守電台節目主持人，沒有任何自然科學方面
的經驗，但川普仍提名他過去多為在科學或醫學方面
有高學位的人擔任的農業部首席科學家。

這項提名公布以來受到廣泛爭議。克洛維斯在退
出提名信中說，白宮政治氣氛讓他感到不安，川普團
隊受到追殺指控，他不想捲入這種 「血腥」追擊，只
好選擇退出。

白宮發言人桑德斯表示， 「我們尊重克洛維斯退
出提名的決定。」

不過，美國媒體引述消息人士指出，調查 「通俄
門」事件的獨立檢察官米勒團隊發現，克洛維斯和川
普前外交顧問帕帕佐普洛斯曾晤面，談及改善美俄關
係，克洛維斯鼓勵帕帕多普洛斯和另一名競選團隊外
交政策顧問與俄羅斯官員會晤，且不要記錄。帕帕佐
普洛斯本周因向聯邦調查局作假口供認罪。

帕帕佐普洛斯外，川普前競選主任馬納福特也向
米勒自首。馬納福和他的生意夥伴蓋茲隨後被控包括
洗錢、叛國在內的12項罪名，惟兩人拒絕認罪。

民主黨參議員利希認為，克洛維斯退出提名是因
為他涉及 「通俄門」，不利於日後出席參議院農業委
員會提名聽證會。一名與克洛維斯熟識的共和黨人士
則告訴CNN，克洛維斯十分效忠川普，不會為了擔
任高官而為川普帶來麻煩。

「通俄門」 效應 川普農業部首席科學家提名人宣布退出

（綜合報導）繼紐約在萬聖節發生貨卡衝撞輾
壓行人的恐攻後，幾千里之遙的科羅拉多州丹佛市
郊一家沃爾瑪賣場1日晚間6時30分（台灣時間2日
上午8時30分）又驚傳槍擊案，歹徒隨機開槍濫射
顧客與店員，至少2男一女中彈身亡，警方目前仍在
全力追緝在逃嫌犯，這讓全美已夠緊繃的神經再度
受到嚴重刺激。

發生慘案的沃爾瑪賣場位於丹佛以北16公里的
桑頓市區，當地警局發言人艾維拉（Victor Avila）引
述目擊者的話，表示兇嫌是一名白人男子，穿著黑
外套、暗紅色襯衫與牛仔褲，冷靜地走進賣場，隨
即朝人群隨機開槍，當槍聲響起時，遠一點的人拔
腿就跑，近一點的人全都嚇得趴在地上或立刻用購
物車掩護，尖叫聲此起彼落。槍響多達30幾聲，事
後兇嫌面無表情地走出賣場，坐上紅色汽車逃逸。

艾維拉說，沒有跡象顯示槍擊是恐攻，也尚無

人出面宣稱犯案，也無人遭到拘留。警方已公布兇
嫌及車輛的照片，呼籲民眾提高警覺，若有消息盡
快聯絡警方。警方初步調查已排除槍擊與恐攻有關
，但警方呼籲民眾留意，稱歹徒攜帶武器，非常危
險。

在華府，總統川普回應紐約恐攻，批評29歲的
兇嫌塞波夫是禽獸，並要求國會立刻研議廢除抽籤
移民，並直稱兇手應該判處死刑。塞波夫是7年前通
過多元移民簽證也即綠卡抽籤計畫取得有效簽證進
入美國，川普有意終止該計畫，還表示考慮把塞波
夫列為 「敵方戰鬥人員」（enemy combatant）。這
意味可能拒絕為他請辯護律師，未起訴就無限期拘
留他，以及將他送進羈押恐怖疑犯的關塔那摩灣，
甚至讓他接受軍法審判。

塞波夫已恢復意識但毫無悔意。他1日接受偵訊
時自鳴得意，還要求在病房內掛上IS的旗幟。

槍手連開30幾槍沃爾瑪3死

（綜合報導）美國康乃狄克州哈特福德大學
(University of Hartford)一名 18 歲的白人女大學生布
里安娜‧R‧博初(Brianna R. Brochu)因在黑人室友
的個人用品上抹經血等髒污，還在網路上炫耀而遭
到逮捕。

警方以第三級毀損財物罪以及第二級妨害治安
的罪名將博初起訴，博初已承認她舔了黑人室友的
餐具、並將經血抹在她的背包上。

受害者香奈‧羅(Chennel Rowe)說，她過去幾
個月來喉嚨出現無法解釋的劇痛、無法入睡，最後
她幾乎失聲只能輕聲說話。這起事件是發生在她在
學校的安排之下，在8月底時住進和博初同一個間
的宿舍之後。

她說在入住後博初都忽視她，讓她覺得在房間
裡自己活像個鬼，但在身體不適到最後她決定換房

，在她搬東西時遇到博初，她突然問： 「你要搬家
了嗎?」，羅發現她回答是後就，博初拿出手機開始
打字。後來有人才給她看博初在自己的Instagram上
貼文和發影片，詳述自己是怎麼惡搞羅的個人物品
。

博初在IG上發文說： 「終於辦到了，呦女孩擺
脫了她的室友。在1又1/2個月的對她的椰子油吐口
水、在她的乳霜裡放發霉蛤蠣沾醬、把用過的衛生
棉條抹在她背包上、把她的牙刷放在太陽照不到的
地方，還有等等更多後，我終於可以跟牙買加芭比
娃娃說再見。」在事件曝光後，她已經把這條貼文
刪掉。羅也看到她在IG上放影片，顯示她打開羅的
椰子油。

這些貼文廣為流傳，最後才被羅的友人看到。
羅看到後立即向公共衛生部門舉發，最後警察也介

入並立案。一開始大學還跟羅說，這件事可能會沒
有下文，10月18日羅還被要求簽下一份同意書，保
證不跟博初有任何接觸。羅說學校還威脅她若公開
討論這件事，就要將她逐出學校。羅對此感到非常
挫敗，因此周一她上傳了一段影片到臉書上講述這
件、她說 「如同電影情節」的事，立即就在社群媒
體上被瘋傳、也在學校造成轟動。

許多人都質疑博初的動機是種族仇恨，雖然警
方未以此罪起訴博初，但校長Greg Woodward承認
的確會被指控是種族歧視。他發表聲明指出他了解
大家的憤怒和挫折，種族歧視、偏見、霸凌等各種
陋習在這個校園不會被容忍，他宣誓將盡可能和社
群合作解決這個問題。

經血抹背包 美白人女大生噁整黑人室友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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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休斯敦衛理公會
醫院上週六（10 月 28 日） 改到華人聚集的中
國城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 來舉行講座。由衛
理公會醫院健康中心家庭內科醫師Cristina Bo-
cirnea, MD. MS. FACP 主講 「健康生活之體驗
和疾病預防」。 Dr. Bocirnea 演講的要點，主要
包括： 了解個人習慣對健康的影響，了解體檢
和疾病預防的重要性，了解體檢檢查項目，了
解健康飲食和均衡營養，了解身體鍛鍊對健康
的影響，體檢和疾病預防的未來。

Dr. Bocirnea 首先介紹美國人口健康狀況，
如2014 年美國人口平均壽命為78.8 歲，其中以
心臟病和癌症是最主要的致死原因，其中 「中
風」 是排名第五的致死原因，而在亞裔和太平
洋島居民裡是排名第三的致死原因，而糖尿病
是排名第七的致死原因。

談到減壽和影響生活質量的因素，包括：
（ 一） 肥胖： 有超過1/3 美國成年人有肥胖症
（36.5% ), 其中17% 是美國兒童，11.7 % 是亞裔
男性（2011- 2014） ，以及 11.9% 的亞裔女性
。 （ 二） 吸毒： 2015 年因為吸毒死亡（ 包括
鴉片和海洛因） 為16.3/ 100,000, 其中亞裔男性
4.1/ 100,000 , 亞裔女性1.5/ 100,000, ( 三） 吸煙
，包括 18% 的 18 歲以上亞裔男性，及 4.4% 的
18 歲以上亞裔女性。 （ 四） 過度飲酒： 50%
18 歲以上的人有過豪飲，其中40% 為亞洲人群
，5- 10% 重度酗酒中，亞洲人群佔2.2%, 她建
議： 女性每天不超過一個drink ,男性每天不超
過兩個drinks 。

Dr. Bocirnea 指出慢性疾病跟生活方式相關
，包括： 冠心病、高血壓、糖尿病、高膽固醇
、肥胖（ 高體重/ 體脂 ）、中風、癌症。如慢
性疾病冠心病是發達國家致死的首要原因，在
所有致死原因中佔 23.5% , 在亞裔人群中佔
22.2%,冠心病可以通過以下方式改善： 運動耐
力、血脂水平、心理- 社會完好狀態，可減少
致死率。

慢性疾病： 高脂血症（ 高血脂 ） 是遺傳易
感性和生活方式（ 飲食和鍛鍊） 的結合。
32.8%的 34- 75 歲的華人膽固醇高於理想值；
19.2% 的華人成人高密度脂蛋白（ HDL )指標低
，亞裔美國人群需要更多的研究。

慢性疾病： 糖尿病，8.3% 美國人有糖尿病
，患糖尿病的人數被低估了，有大概七百萬的
糖尿病患者未被診斷； 2007 年- 2009 年全國調
查數據顯示8.4% 的亞裔美國人診斷患有糖尿病
。 Dr. Bocirnea 提到 「定期鍛煉」 的作用： 可
持續降低葡萄糖，提高胰島素的敏感性，並可
以降低罹患糖尿病的風險。

慢性疾病： 中風，中風致死存在種族差別
，在65 歲以下的亞裔人群中，每100，000 亞裔
中有20.5 例由中風導致死亡（ 白人是9.5 , 黑人
是27.8 ), 而經常鍛煉的人群發生缺血性腦中風
的風險比少活動的人群要低26%, 另外，鍛煉對
以前有過中風的人也有幫助。

慢性疾病: 高血壓，總人口中高血壓的人群
佔25%,亞裔人群中高血壓佔24.9%, 而鍛鍊應該
是非處方控制血壓的主要部份，不同類型的鍛
鍊都是有效的。

慢性疾病： 癌症，癌症是發達國家排名第
二的致死原因。鍛煉和以植物為主的膳食可減
少罹患某些癌症的風險，如結腸直腸癌、乳腺
癌、前列腺癌。

慢性疾病： 阿爾茲海默症，常見混合型癡
呆（ 血管性和阿爾茲海默），鍛煉可以在以後
的生活中提高認知功能，休閒活動也會有幫助
。

其他如骨質疏鬆，不同種族的婦女患骨質
疏鬆的風險不同。高加索人和亞裔婦女風險高
，大約20% 的50 歲及以上亞裔婦女估計患有骨
質疏鬆。超過一半以上的50 歲及以上亞裔婦女
估計有骨密度降低，意味著她們的骨頭正在變
弱，但是還沒有骨質疏鬆，大約90% 的亞裔美
國人對乳糖不耐受，使鈣的足量攝取比較困難
。

Dr. Bocirnea 提到了 「骨頭」 是健康身體的
根基，骨頭起了很多作用： 如提供構架、保護
器官、固定肌肉、儲存鈣質。而如何保持骨頭
的強壯？身體活動可以減少骨丟失，如承重鍛
鍊，力量訓練。而幫助骨健康的營養素包括：
鈣、微生素D、鎂、微生素K、維生素C.

談到我們如何保持健康？包括吃得健康、
鍛煉、篩查/ 預防。營養包括： 「宏量營養素
」 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 「微量營養
素」 礦物質、維生素。我們常見的飲食種類，
包括： 地中海飲食、原始人飲食、無澱粉飲食
、蛋奶素食/ 全素、低納飲食、健腦飲食、彈性
素食、蘋果醋、容量測定飲食、Ornish 飲食、
抗炎症飲食、南灘飲食。

食物種類如此多，什麼是對健康和減重最好
的飲食？而是： 對你有用的；不是節食，而是
要吃的健康； 植物為基礎，如蔬菜、水果、全
糓類、豆類； 真實食物； 控制食量。

而什麼樣的食物不要吃或少吃？如加工食物
、含糖量過高的食物、高熱量的食物、人工防
腐劑、人工甜味劑、加工肉製品、過多食用紅
肉。

演講中特別提到年齡18 - 64 歲身體活動指

南：
• 所有成年人都應

該避免不鍛鍊： 有身體
動比沒有要好，成人參
加任何身體活動都會在
健康方面得到益處。

• 至少每週150分鐘
（ 2 小時30 分鐘） 的中
等強度運動。

• 或者每週 75 分鐘
（ 1 小時 15 分鐘 ） 的
劇烈有氧運動。

• 或者等效結合的
中等強度和劇烈有氧活
動。

• 力量訓練： 對男
性、女性都是必需的，
可增加新陳代謝率，減
少體脂，預防肌肉流失
。

• 瑜伽和拉伸運動
： 有助於改變心血管危
險因素，並有助於放鬆
和放鬆冥想。

Dr. Bocirnea 表示：
為什麼要每年體檢？因
為（ 一 ） 心血管疾病和
癌症的篩查（ 二 ） 專家
對健康生活方式的指導
建議（ 三 ） 發現血壓、血脂水平、糖尿病前
期潛在問題，在麻煩變明顯之前就找到它。

談到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的體檢服務，包
括： 尊貴體檢套餐、全面行政體檢套餐、健康
生活方式計劃、旅行服務。檢查的項目包括：
身體檢查、血液檢查（ 包括細胞計數、腎功、
肝功、血糖、膽固醇水平和前列腺特異性抗原
）、胸部X光、心臟負荷測試、CT 或者超聲、
鉬靶、影像篩查檢查、CT 鈣化評分等等。

而體檢和預防的下一步是什麼？個體化的
預防策略，包括營養和鍛煉，遺傳學檢測（ 包
括攜帶狀態、食物不耐受、藥物的代謝、癌症
風險、心血管遺傳易感性 ）。而遺傳性腫瘤篩
查，確定多個基因突變意味著癌症的發生。癌
症檢查的種類： 乳腺，結直腸，子宮內膜，胰
腺，息肉病（ 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坐落於全世界最大的
醫學中心——德州醫學中心，90多年來由於精
湛的臨床技術和高病人預後率，受到廣泛認可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有6個優秀重點專科中心

，包括德貝基心血管中心、神經科學中心、癌
症中心、骨科和運動醫學中心、J.C.沃爾特移植
中心和安德伍德消化疾病中心。 2017年度的美
國新聞與世界報告的排行榜上，休斯頓衛理公
會醫院再次被評為全美最佳醫院，並連續6年被
評為德州第一的綜合性醫院。有8個專科名列前
茅並被評為全美“最佳醫院”，包括心臟、消
化、神經、骨科等；有9種手術操作和治療效果
被評為全美領先水平，包括腸癌手術、肺癌手
術、主動脈瓣膜手術、心臟衰竭、髖關節和膝
關節置換、慢性阻塞性肺病等。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全球醫療健康服務中
心（HMG）有母語為中文的專員為中國病人安
排預約、提供機場協助、提供住處和交通信息
、提供口譯、協調醫院各部門、提供醫療費用
估算、簽證所需材料等。 2016 年，HMG 給全
球來自86個國家的病人提供就診服務，就診人
次達 1 萬餘次。中國病人如需就診，請聯繫:
rchu@houstonmethodist.org 或 中 文 熱 線:
713-363-7093。

休斯敦衞理公會醫院上週六辦健康講座系列辦健康講座系列
健康生活之體驗和疾病預防健康生活之體驗和疾病預防

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上周六首度在中國城的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上周六首度在中國城的 「「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辦講座辦講座，，吸引了很多華人僑胞前往聽講吸引了很多華人僑胞前往聽講。（。（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健康中心家庭內科醫生圖為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健康中心家庭內科醫生Dr. Bocirnea (Dr. Bocirnea ( 左左））
擔任講座的主講人擔任講座的主講人。。旁為該醫院全球發展部及病人服務部負責人旁為該醫院全球發展部及病人服務部負責人
（（MPH ,MS )MPH ,MS ) 李苑苑李苑苑（（Wendy Li )(Wendy Li )( 右右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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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八月底造成德州休
士頓附近毀滅性和威脅生命的哈維颶
風洪水過後，金城銀行即刻發動對等
捐款！金城銀行董事會和全體員工熱
烈響應；吳光宜董事長、總裁暨執行
長黃國樑博士和所有董事率先捐款；
金城銀行董事會取消原訂十月舉辦的
銀行三十二周年行慶，將舉辦行慶所
需經費全數捐出。金城銀行員工並捐
出一日所得，此次募款連同金城銀行
相對捐款共集資伍萬美元。

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身兼北美
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總會長，吳總
會長和梁慶輝秘書長懷抱人溺己溺心
情，也以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
義發起募款活動，吳光宜總會長率先
捐出美金壹萬元，梁慶輝秘書長捐出

美金五仟元，以期拋磚引玉，為災民
籌募安家款項，希望能以台商會的愛
心對災民提供援助。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由美國
和加拿大共39個地區台灣商會聯合組
成，有超過5000家企業家會員。這次
德州水患，在吳總會長和梁慶輝秘書
長登高呼籲之下，超過二百位台商會
會員響應募款；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成功募得愛心捐款近二十萬美元
。

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亦兼任世
台聯合基金會董事，在吳董事長的穿
針引線以及所有世台聯合基金會董事
熱心響應下，基金會亦成功募得愛心
捐款超過二十六萬美元。世台聯合基
金會成立於2009年，連結全球資源，

在災難救助、教育文化、環境保育及
公共衛生四大領域推動國際慈善計劃
。這次休士頓水患，世台聯合基金會
也即刻發動募款，為災民點燃希望。

所有捐款逾五十萬美元全額於十
月三十一日直接捐送休士頓市政府，
並指定為哈維颶風災後專用帳戶。由
市長Sylvester Turner和 Greater Hous-
ton Community Foundation 執行長 Mr.
Stephen D. Maislin 代表接受捐款，金
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總裁暨執行長
黃國樑博士，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梁慶輝秘書長和世台聯合基金會姚
宏智執行長、邱仁宏財務長、陳柏宇
秘書長，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
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和西南管
理委員會李雄主席等均到場表示支持

。
吳光宜董事長特別感謝許多北美

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和世台聯合基金
會的先進朋友們以各種方式與德州的
台商朋友們聯繫並表達慰問；也感謝
金城銀行董事會的支持和員工捐出一
日所得，共襄盛舉。吳董事長表示：
「許多朋友們選擇在北美洲定居就是

因為在這個國家人們充滿愛心，不分
種族和膚色，當災難發生時，總有很
多志願者伸出援手，獻出愛心。身為
北美洲的居民，對於身陷洪水肆虐並
急需救援的德州災民，我們金城銀行
和台灣商會以及世台聯合基金會的捐
助將更顯意義。這是一個顯現人性互
助的機會，感謝金城銀行董事會、員
工和所有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以

及世台聯合基金會的先進朋友們，有
錢出錢，有力出力，讓我們攜手為災
民祈福，凝聚更多力量，以幫助災民
重建家園。」

金城銀行總裁暨執行長黃國樑博
士表示： 「金城銀行對於社區的關懷
從不間斷，賑災的努力更是不遺餘力
。我們的愛跨越國界，不分種族。感
謝大家對於此次募款活動的支持，希
望朋友能持續為遭遇水患的民眾祈福
，幫助他們度過難關，走出陰霾。金
城銀行也將持續關懷社區，祝福所有
客戶和朋友身體健康，闔家平安！」

德州休士頓百利總行地址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電話:713-777-3838。

哈維颶風水患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世台聯合基金會
金城銀行董事會和員工發揮大愛響應賑災金城銀行董事會和員工發揮大愛響應賑災！！捐款逾伍十萬美元捐款逾伍十萬美元！！

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以人溺己溺心情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以人溺己溺心情、、發動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義發起募款活動發動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義發起募款活動((記記
者黃麗珊攝者黃麗珊攝))

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與市長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與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高舉水災巨額捐款供現場英語及西語電視臺拍照高舉水災巨額捐款供現場英語及西語電視臺拍照
存證存證((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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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為了讓
有興趣想馳騁天空的青年男女能實際
感受一下飛行，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
行學院在 10 月 28 日舉行飛行體驗日
，消息傳開後，吸引來不少一直想要
學飛的民眾，在專業教練的陪同下，
不但實際飛上青天，在飛行平穩後，
還有親自操作的機會，讓他們開心不
已，總算圓了飛行之夢，有個開始了
。

飛行體驗日當天，天氣晴朗，湛
藍的天空點綴幾朵白雲。華裔民眾王
京、Erica Meng、廉集、陳敏醫生及
家人等來到飛虎隊飛行學院在北休斯
頓的機場校區，可以看的出來他們滿
懷興奮。在填好資料之後，飛行學院
以小組方式，為一批一批的飛行愛好
者講解注意事項、介紹飛行路線、以
及參觀設施。

王京是第一位上機飛行的華裔民
眾，他多年來一直希望有機會能學習
飛行，自己從事IT行業，常常在電腦
上模擬飛行，今日終於能坐上真正的
飛機，翱翔天際。王先生話不多，但
掩不住他臉上喜悅的表情，他表示，
等這一天好久了！在一切準備就緒後
，由專業飛行員帶著他，緩緩朝向藍
天飛去。

Erica Meng 是位活潑熱情的女子
，多才多藝、積極主動，她把生活安
排的多采多姿，前一陣子才參加國際
龍舟賽奪冠，她是隊裡的鼓手。她也
在網上參加寫作班學習寫作，把生活
中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這個群體要
求嚴格，每周要寫一篇文章， 「不寫
就出局」。她還學槍、學打網球、乒
乓球，讓人欣賞她的衝勁。Erica表示
，誰都喜歡多元的生活，在美國有這
樣的條件，能讓生活更豐富，就是要
勇於嘗試，行動力很重要。Erica曾在
阿拉斯加坐過小飛機飛行，感覺非常
棒，她想要飛行想很多年了，來這裡
，她才了解到，一般人覺得飛行似乎
很遙遠，但實際接觸，並非那麼遙不
可及。

廉集是位網球教練，他非常愛好
打網球，也訓練出不少優秀的網球弟
子，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兒子，學生們
拿到過17個各種級別的冠軍，可見其
實力之強。他學飛的心願，是希望能
用飛機帶著自己的兒子與學生們，去
參加網球比賽。在一整年之中，廉集
與他的學生要參加十個全美各地的比
賽，從加州、亞利桑那、到佛羅里達
、芝加哥，若是能用飛機帶他們參賽
，能省掉許多奔波，同時也一圓他想

飛的心願。
陳敏是休斯頓的眼科醫生

，他帶著父親與小孩，一同來
體驗飛行。陳敏表示，自己一
直想學飛行，休斯頓的環境、
天氣都非常適合飛，一年有將
近300天可以飛，這麼好的環境
，不利用太可惜了。陳敏有個
同事，每周開飛機到紐約郊區
看孩子，陳醫生希望他自己也
能拿到飛行執照，帶家人遨遊
各地。
每位體驗者約飛行 25 分鐘，王京、
Erica Meng、廉集等人飛回來之後，
都非常開心，不約而同的表示，飛行
體驗非常棒，開飛機比想像中容易，
飛機在天上相當平穩，操作起來也很
靈活，在飛到一千七百多呎的地方，
俯瞰大地，看到Conroe湖非常漂亮，
能見度很好，可以看的相當遠。沒想
到教練會讓他們操作，當教練確定他
們完全了解該如何操作後，就讓他們
親身體驗，實地開飛機，那一刻，感
覺超級過癮。
飛虎隊飛行學院培訓的飛行員分成兩
類：

第一類是專業飛行員，畢業的學
生若通過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

的考試，便可拿到FAA所發的證照，
未來可到各大航空公司就業，開大飛
機，走職業路線。
第二類是業餘飛行愛好者，想要一圓
飛行夢的人，在工作之餘，周末可以
到飛虎隊飛行學院上課，等到培訓完
成，拿到私人飛行執照，未來自己可
以開飛機。
飛行學院每期的課程是六個月，畢業
後授予證書，經過FAA考試，可獲頒
美國FAA商業飛行執照、與私人飛行
執照、商業直升機飛行執照，還包括
300小時的飛行時間。
學員只要18歲以上，不分男女，有高
中畢業證書，有志於朝向航空業發展
，都有機會可以申請進入，飛行員既

使有戴隱形眼鏡、或是助聽器，只要
達到標準，依然可以開飛機。學院與
Long Star College合作，半天在學校上
課，半天學習飛行，以求理論知識與
實際經驗同步發展。

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是由
陳納德將軍的孫女尼爾凱樂威(Nell
Chennault Calloway)、以及陳納德將
軍基金會理事成員共同發起成立的，
旨在延續飛虎隊精神，傳承精湛的飛
行技術，培育更多優秀的飛行人才。
歡迎有興趣飛行的青年男女加入，詳
情 請 電 713-228-7933( 中 文)、
877-423-8237( 英 文)。 地 址: 10013
Military Dr. Conroe, TX 77303。網站:
www.chennaultfta.com。

海闊從魚躍海闊從魚躍 天空任鳥飛天空任鳥飛
記飛虎隊飛行學院飛行體驗記飛虎隊飛行學院飛行體驗

王京是第一位體驗飛行的民眾王京是第一位體驗飛行的民眾，，多年來他一直希望有機會能學飛行多年來他一直希望有機會能學飛行

飛虎隊飛行學院希望能多培訓專業飛行員飛虎隊飛行學院希望能多培訓專業飛行員、、
與業餘飛行愛好者與業餘飛行愛好者

廉集廉集((左左))是網球教練是網球教練，，希望能用飛機帶著兒子希望能用飛機帶著兒子
與學生們去全美各地參加網球賽與學生們去全美各地參加網球賽

從天空往下看從天空往下看，，ConroeConroe湖非常美湖非常美 ((攝影攝影::
Erica Meng)Erica Meng)

Erica MengErica Meng勇於嘗試勇於嘗試，，把生活安排的多采多姿把生活安排的多采多姿，，學學
飛行是其中之一飛行是其中之一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聚會在金冠聚會在金冠
(本報訊)執筆此刻，偶看牆壁上的日歷，已是農歷九月初

一。也許有朋友看到這裡，會笑我食古不化，時代已進入廿一
世紀:今天不論是貧定富，應該都會有手機在手，又怎麼會需
要看牆壁上的日歷，來定斷定日子呢？此種想法對了一半，我
當然有手機，亦可以從手機上看到年月日，可惜這僅僅是西曆
，對於部分中國人所愛查看的農曆月日， 仍舊有所欠奉。我
尚不是古稀之年，但也是 「登六」之輩，且大半生鍾情中國歷
史文化，對於秋天尤有感情。以中國文化而言，時維九月序屬
三秋。中國多少詩人墨客，寫下千萬文字，來歌頌九秋天。

陶淵明《酬劉柴桑》謂“閭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住
在休士頓石屎森林的我，豈有閭庭，更遑論落葉了。不過其實
毋須看落葉，也不必看日曆，從晨昏的感覺中，已知夏日遠去
，三伏無蹤，借用王勃之句：“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正是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時節。

十月四日中秋佳節過後的一個週末，我夫妻二人乘坐飛機
，到美美國第五大城市、德州第二大城市的達拉斯（Dallas)去
，探望犬兒一家三口，當然更是順道欣賞一下當地達拉斯牛仔

隊（Dallas Cowboy)跟來訪的 Wisconsin
的 Green Bay 足球比賽。置身在十萬萬
人的球場內觀戰，其實不論賽果如何，
單是感受一下當地球迷的忠心守護熱愛自己城市的隊伍的氣氛
表現，就足以令我感動, 比賽過後，我們沒有留下在達拉斯晚
飯，而是馬上趕到當北的Lover 機塲，乘坐西南航空公司班機
，飛返休士頓南部的哈比機場，坐車駛入中國城的金冠大酒家
去，跟來自德州首府奧士丁的太太外家親眷食頓晚飯。本人前
大半生，也是經營飱館生意，按照餐館的老行尊的經驗來看，
遇上繁忙的一個假日之後，接連下來有一段時日，生意會走淡
一些，飲食界叫它做 「一節淡三墟」。在不久前的八月十五中
秋之夜，我們也曾相聚於金冠大酒家，享受一頓豐盛的晚餐。
當夜金冠大酒家之內，高朋滿座、勝友盈堂。才過一周的周日
晚上，我們再次光臨，一樣見它客流不斷，八位侍應、兩個知
客、一位經理，頻頻在大堂巾穿梭走動。目睹此情此景，亳無
疑問，金冠大酒家的生意，打破 「一節淡三墟」的舊習，隨時
隨地受到食客歡迎，業務已是穩步向前。

回頭再說當晚親友聚會，旨在聯絡親情，食之反是次要，所以
當夜所桌，多是家常便飯小菜，不過金冠出品，一樣是色澤均
勻、香噴如常。席間我把月前回澳探母時，曾光顧當地著名飯
店陶陶居，享受過它聲譽過百年歷史的 「欖仁煎禾蟲」的美味
。可惜美國沒有禾蟲出售，否則我一定會請求金冠大酒家的馮
老闆，為我們製作出來。我老襟Tony則笑我： 「得個講字。
你有文釆，不如寫幾句禾蟲來給大家欣賞一下吧。」
我愛接受挑戰。腦袋中馬上書成：
浣溪沙·撈禾蟲，詞句如下：

潮漲圍田一帶通，小舟如葉趁西風，輕雲淡月網禾蟲。米
酒新蒭黃似菊，盤餐初上彩如虹，尊前拼卻醉顏紅。

澳門一鉢禾蟲，味道甚佳，因而憶起兒童時，網禾蟲之樂
來

（ 本報斗* ）2017 年12月1號以後休斯敦出發特價機票
（兩人成行，同去同回，大小同價）
最長停留時間180天
休斯敦--上海/廣州/成都/昆明/桂林 $560（往返含稅）
休斯敦--台北 $450（往返含稅）
休斯敦--香港 $650 (往返含稅）
休斯敦--越南 $550 (往返含稅）
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12/12-12/25聖誕期間不享受此特價
2017聖誕特價機票
中國國際航空（AIR CHINA）
休斯頓-北京往返 $1399（含稅&直飛）
出發日期：12/22/2017
回程日期：01/07/2018
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文：楊楚楓

【全旅假期】賀休斯頓太空人奪冠！獨家推出特價機票！
含稅往返-中國最低$560,台北$450,越南$550! 特價機票，盡在全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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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銀行吳建民撰文詳述好萊塢該如何進一步開發中國市場
（ 本 報 訊 ）

一年一度的洛杉
磯影視界盛會於
本週拉開序幕，
中美兩地的資深
電影人和業內人
士也齊聚洛城，
就中美影視合作
的現狀與前景進
行探討。過去一
年，中國對美國
娛樂產業的直接

投資從繁榮走向了蕭條，許多人由此對未來產生了疑慮。華美銀
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Dominic Ng）近日特別撰文指出
，現在的基本面依然有利於中美娛樂產業之間更重要的合作。如
果方法得當，美國公司在現階段仍能藉由與中國投資人合作獲利
。

關於中國對美國娛樂產業直接投資的戲劇性轉變，吳建民解
釋道，中國政府引入的資本管制主要為了抑制目標不確定的海外
商業投資項目，即以商業上的套利和投機為投資動機，而其中關

涉到許多併購美國娛樂產業的交易，因此，海外娛樂收購案正面
臨更嚴密的審查。華而不實的項目、估值過高的收購、和以短期
財務考量為出發點的投資，都不能指望再獲得北京當局的批准。

但他對中美在影視和其他娛樂產業的合作依然保持樂觀，主
要原因有三個：

1) 中國對外宏觀經濟環境在2017年上半年逐漸好轉。資
金外流已經企穩，而中國政府也未再看到每個月數百億美元的資
金流出。

2) 中國政府已明確表示，將繼續支持增強投資方核心能
力的海外直接投資。

3) 中國參與美國娛樂產業的商業邏輯一直都很充分。美
國始終穩居生產高品質娛樂內容的龍頭。對任何中國投資人來說
，用美國的高品質內容和體驗來供應中國不斷增長的娛樂需求是
必然趨勢。

吳建民表示，隨著外部市場環境的改變，中國買家支付巨額
溢價收購美國娛樂公司的時代已經結束。那麼，在當前環境下，
尋找中國合夥人的美國投資人和公司該如何定位？吳建民提出四
項可行策略：

第一，如果美國公司尋找的是股權投資人，較小的策略項目
會比較適合。中國對於投機行為正採取更強硬的立場，投資人必

須依靠理性的商業邏輯來做策略性投資，而不是追求估值上的差
異。因此，在目前環境下，中國公司發展規模較小的策略性項目
會比較容易。

第二，授權、拼盤投資和其他渠道是股權投資的優質替代方
案。授權可以讓中國投資人根據本國市場的實際需求，在鎖定品
牌和內容方面做出明智的決定；被動的拼盤投資可以生產優質的
美國電影，並為中國片上帶來巨大商機；合拍片為中美雙方提供
了一個無需長期承諾的合作機會。

第三，美國娛樂公司應該重新評估擴張中國版圖的機會。儘
管中國對資本外流更加謹慎，但也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渴望吸引外
資。上海迪士尼樂園、華納兄弟與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的合作
案旗艦影業公司等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四，美國製片商需要了解中國市場並發展長期願景。美國
的企業高層必須了解中國的發行平台，特別是移動平台。與中國
科技公司合作，例如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對於觸及移動平台
用戶至關重要。實境節目是另一個在中國快速增長的領域。

文章末尾，吳建民總結道，美國企業的高層必須充分了解中
國市場的消費偏好和監管方向，包括有意地與中國公司和創投企
業接觸，好好利用直接投資和其他模式，中美娛樂合作依然有充
足的發展機會。

(本報訊)癌症治療過程中，放化療是最常用的
方法。放療是採用高能放射線殺死腫瘤，化療是
注射化學藥物來殺死腫瘤。放化療雖然能夠取得
一定療效，但在殺傷癌細胞的同時，也對正常組
織細胞無選擇性殺傷，通常會給患者帶來副作用
或不良反應。

巴西野花牌綠蜂膠精選Class A頂級野生綠蜂
膠為原料，採用當今國際無酒精超臨界專利萃取
技術。野花牌綠蜂膠在放化療聯合應用過程中有
著不可低估的價值，它能提高放化療的療效，有
效殺傷腫瘤細胞，抑制腫瘤復發轉移，延長癌症
患者的生存期。

放化療患者的保護傘。野花牌綠蜂膠含有獨
一無二的阿特匹林-C及400多種活性成分，給癌
症放化療遇到的艱難瓶頸帶來了全新突破。野花
牌綠蜂膠在保證放化療正常進行的同時，注重免
疫力提升，確保患者順利完成整個治療過程。在
放化療前後服用野花牌綠蜂膠，可以減少白細胞

降低、噁心、嘔吐、食欲減退、脫髮等副作用，
從而合理加大放化療藥物的劑量，以取得更好療
效。

1、消除機體疲勞感。野花牌綠蜂膠可以顯著
提高免疫力，修復受損的免疫系統，提高抗氧化
能力，清除有害自由基，消除機體疲勞感。

2、改善消化系統異常。野花牌綠蜂膠緩解噁
心、嘔吐，恢復正常的食欲和消化功能，能夠保
護胃黏膜，改善胃腸功能，增加食欲與飲食量，
明顯減輕放療導致的胃腸道不良反應和毒副作用
。

3、預防骨髓損傷。野花牌綠蜂膠能夠對抗放
療對外周血細胞造成的傷害，對骨髓造血功能也
具有明顯的保護和促進作用，預防放化療造成的
骨髓損傷，有利於放化療週期的完成與提高臨床
治療效果。

野花牌綠蜂膠保護癌症患者，安全度過放化
療週期。野花牌綠蜂膠可抗組織胺、保護心臟不

受放化療毒性損傷、對化療導致的肺和肝臟毒性
可直接或間接解毒、保護骨髓不受化療藥物損傷
，同時對放化療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野花牌綠
蜂膠適合接受過手術或正在進行放化療的癌症患
者，對自身免疫力和治療效果的提升有著重要作
用，為患者爭取更多治療機會的同時，也為進一
步治療提供了堅固的身體基礎。

加拿大衛生部天然品NPN#80006418·美國食
品藥品監管局FDA登記註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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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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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
放化療患者的保護傘放化療患者的保護傘

小朋友開心完成彩繪並領取流行感冒小朋友開心完成彩繪並領取流行感冒
教育彩色簿及色筆教育彩色簿及色筆

美南銀行10/28 社區服務講座----退休生涯漫談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攝

要如何面對退休後的生涯要如何面對退休後的生涯？？美南美南
銀行有鑑於此銀行有鑑於此，，特於特於 1010 月月 2828 日日
（（周六周六））上午邀請資深社會學專上午邀請資深社會學專
家周宏女士在美南銀行社區活動家周宏女士在美南銀行社區活動
中心舉辦一場專題講座中心舉辦一場專題講座 「「退休生退休生
涯漫談涯漫談」」 。。

美南銀行美南銀行 (Member FDIC)(Member FDIC) 1010
月月2828日社區活動健康講座吸日社區活動健康講座吸
引大批許多僑界人士參與引大批許多僑界人士參與

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向與會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向與會
人士介紹周宏女士人士介紹周宏女士、、國立台國立台
灣大學法律院社會學系學士灣大學法律院社會學系學士
、、萊斯大學行為科學研究所萊斯大學行為科學研究所
進修進修、、休士頓大學社會學系休士頓大學社會學系
碩士畢業碩士畢業。。在德州貝勒大學在德州貝勒大學
及休士頓大學社會工作研究及休士頓大學社會工作研究
所三校聯合舉辦的專案培訓所三校聯合舉辦的專案培訓
獲 ＂獲 ＂ Gerontology and SocialGerontology and Social
ServiceService〞結業證書〞結業證書

周 宏 女 士 以周 宏 女 士 以
『『老有所學老有所學，，

老有所為老有所為，，老老
有所養有所養，，老有老有
所樂所樂』』 該是一該是一
般老人家生活般老人家生活
的期望的期望。。

周宏周宏 （（現任休士頓老人現任休士頓老人
學學社及全美老人事務學學社及全美老人事務
學社會員學社會員））在美南銀行在美南銀行
社區服務講座主講老本社區服務講座主講老本
就是指退休金和健康就是指退休金和健康，，
再有便是及早規劃的退再有便是及早規劃的退
休生活與養身保健休生活與養身保健。。

周宏女士以自己多周宏女士以自己多
年的專業和生活經年的專業和生活經
驗驗，，與會大家分享與會大家分享
如何規劃退休後的如何規劃退休後的
生活生活，，提升退休後提升退休後
的生活品質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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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一行昨抵美南新聞訪問陳家彥處長一行昨抵美南新聞訪問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 右一右一）） 在美南印刷在美南印刷
廠向陳處長廠向陳處長（（ 右二右二 ）） 一行介紹印刷一行介紹印刷
品付印情形品付印情形。。

李蔚華董事李蔚華董事
長長 （（ 左 一左 一
）） 向陳處長向陳處長
介紹本報介紹本報 「「
今日美國今日美國 」」
網站的運作網站的運作
情形情形。。

（（ 左起左起 ）） 「「 美南新聞報業美南新聞報業
傳媒集團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
先生向來訪的先生向來訪的 「「 台北經文台北經文
處處」」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林映佐林映佐
副處長副處長，，僑教中心莊主任說僑教中心莊主任說
明現代的排版情形明現代的排版情形。。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 左左 ）） 向向
「「 美南報業集團美南報業集團」」 李李
蔚華董事長蔚華董事長（（ 右右 ）） 贈贈
送見面禮送見面禮。。

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 右右
一一 ）） 向來賓介紹向來賓介紹
印刷業務印刷業務。（。（ 右右
二二 起起 ）） 「「 台北經台北經
文處文處」」 處長陳家彥處長陳家彥
，，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
新聞組組長施建志新聞組組長施建志
，，及僑教中心主任及僑教中心主任
莊雅淑莊雅淑。。

陳處長一行赴美南電視攝影棚陳處長一行赴美南電視攝影棚
參觀參觀，，李蔚華先生李蔚華先生（（ 右一右一 ））
正為他們介紹他擔任區長的正為他們介紹他擔任區長的
「「休士頓國際區休士頓國際區」」 情形情形。。

圖為陳家彥處長圖為陳家彥處長（（ 右二右二 ）） 在座談在座談
會上談其觀感會上談其觀感。（。（ 右起右起 ）） 副處長副處長
林映佐林映佐，，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主任莊雅淑主任莊雅淑。。

陳處長一行與美南報系李蔚華董事長陳處長一行與美南報系李蔚華董事長（（
中中 ））合影合影。（。（ 左起左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
任任。。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林映林映
佐副處長佐副處長，，新聞組組長施建志新聞組組長施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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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be 21 or older to enter casino and to gamble. Know When To Stop Before You Start.® Gambling Problem? Call 1-800-522-4700. ©2017, Caesars License Company, LLC.

LUCKY BACCARAT SUNDAYS
Be one of our lucky baccarat seat winners for a chance to pick a red envelope from one of our prize trees, with gifts valued up to $300.

Swipe your Total Rewards card to receive more chances to win.

Seven Stars | 7 Entries
Diamond | 5 Entries

Platinum | 3 Entries
Gold | 1 Entry

Drawings | 7pm – 11pm
Baccarat Tables

幸運百家樂星期日
成為獲得我們幸運百家樂席位的得主，並有機會從發財樹挑選一個紅包，最高可獲得價值 $300 的禮物。

刷您的 Total Rewards 卡即可獲得更多得獎機會。

Seven Stars 級 | 7 次抽獎機會
鑽石級 | 5 次抽獎機會

白金級 | 3 次抽獎機會
金級 | 1 次抽獎機會

抽獎 | 晚上 7 時 – 晚上 11 時
百家樂遊戲桌

11/01/17 to 12/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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