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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筱玲 (Angie Chen Button)    
德州眾議員 ( 第五任 )
德州眾議會經濟與小企業發展委員會主席
德州眾議會高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12/01/2017 to 12/31/2017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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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行                         糖城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508 Highway 6 South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713-771-9700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李察遜分行                        布蘭諾分行                 奧斯汀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1131 N. Jupiter Rd.              2304 Coit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TX 7508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600                      Suite A100
972-246-1277                                                                  Plano, TX 75075          Austin, TX 78753  
           
                                                                                         



BB22中美頭條

20182018年金球獎獲獎名單年金球獎獲獎名單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KHOU 一月 8 日

訊) 第75屆金球獎於週日晚間盛大登場，今年這場頒獎
典禮很不一樣，由於去年好萊塢頻爆性醜聞，因此一票
女星幾乎都已黑色禮服現身表達不滿，讓今年的紅毯黑
一片；在今年的第75屆金球獎頒獎典禮上，花落誰家？
看看獲獎者名單和被提名者的名單。
最佳影片——戲劇
《 三 個 廣 告 牌 》 ， （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
最佳影片——喜劇或音樂劇
《伯德小姐》，（Lady Bird）
最佳男主角獎----戲劇
加裏•奧德曼（Gary Oldman）《至暗時刻》（Darkest
Hour）
最佳女主角獎----戲劇
弗朗西絲•麥克道蒙德 （Frances McDormand），《三
個廣告牌》（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
最佳男主角獎——音樂或喜劇
詹姆斯•弗蘭科（James Franco），《災難藝術家》
（The Disaster Artist）
最佳女主角獎---音樂或喜劇
撒鷗絲•羅南（Saoirse Ronan），《柏德夫人》（Lady
Bird）

最佳男配角獎
山姆•洛克威爾（Sam Rockwell），《三個廣告牌》
最佳女配角獎
阿利森•簡尼（Allison Janney），《我，花樣女王》
最佳導演---電影
吉列爾莫•德爾•托羅（Guillermo del Toro），《水形
物語》
最佳劇本-電影
馬丁•麥克唐納（Martin McDonagh），《三個廣告牌》
最佳動畫電影
《尋夢環遊記》 （Coco）——獲獎者。
最佳外語電影
《褪色》（In the Fade）——獲獎者。
最佳原創配樂
《水的形狀》
最佳原創歌曲----電影
“這就是我，”（This Is Me）《馬戲之王》
最佳電視劇---戲劇
《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最佳電視連續劇-喜劇
《了不起的麥塞爾夫人》（The Marvelous Mrs. Maisel）
最佳電視短片
《大小謊言》（Big Little Lies）

空客將向中國出售至少空客將向中國出售至少100100架飛機架飛機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 路透社巴黎訊)——據知情

人士透露，空中客車(Airbus) 正在與法國總統埃馬紐埃• 馬克龍
(Emmanuel Macron) 建議，於本週訪華期間向中國出售100架或
更多的客機。

馬克龍計劃在今年1月8 到10日訪問中國，隨行的有50名公
司高管，包括空中客車公司的飛機製造官員。

一筆約100架飛機的交易價格將超過100億美元，價格會因
單通道客機或寬體客機而有所上浮。

出售飛機的總數還有待商定，歷史經驗表明，不到最後
一分鐘都不知道商務談判的結果。

中國的中央採購機構中國航空用品控股公司（China
Aviation Supplies Holding Company）並無置評。

空客在中國的一位發言人表示: “與客戶的討論一直在進行
，目前我們不評論、不猜測。”

去年，2017 年 11 月，波音(Boeing)公司在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在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向中國出售了價值
370億美元的300架飛機。

A380飛機當中的豪華頭等艙套房。 (Edgar Su/路透社)

20182018年年11月月77日日，，在加州比佛利山莊的比佛利希爾頓酒店舉行的第在加州比佛利山莊的比佛利希爾頓酒店舉行的第7575屆金球屆金球
獎獎（（7575th Annual Golden Globe Awardsth Annual Golden Globe Awards））頒獎典禮上頒獎典禮上，，導演吉爾莫導演吉爾莫••德爾德爾••
托羅托羅（（Guillermo del ToroGuillermo del Toro ））憑借憑借《《水行物語水行物語》（》（The Shape of WaterThe Shape of Water））獲得獲得
了本屆金球獎的最佳導演獎了本屆金球獎的最佳導演獎。。 (Kevin Winter/(Kevin Winter/ 20182018年蓋蒂圖片社年蓋蒂圖片社))

法國總統 埃馬紐埃• 馬克龍 (Emmanuel Macron) 的檔案
照片。 (1月5日，2018 Ludovic Marin/Pool /路透社)

空客客機內部商務艙佈局。 (12月 13日，
2017 Regis Duvignau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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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1月8日

上午，位於美國紐約

曼哈頓的特朗普大廈屋頂發生火災。有消息稱，目前並未導致人員受傷

，也沒有進行疏散。紐約警察局發言人說，在當地時間上午7時30分左

右，接到了有關這起火警的報告。消防部門前往了現場。該發言人稱，

目前沒有人員受傷的報告，也沒有進行疏散。

2018年1月8日報道（具體拍攝時間不詳），41

歲的攝影師Chad Rieder前往美國明尼蘇達州，拍攝冰

凍住的明尼哈哈瀑布靜態之美。Chad Rieder趕在日出

時分，拍攝到初陽照射下的冰瀑美景。陽光照在瀑布

上，將壹道深藍色的光投射到瀑布後面的巖石上，呈

現出絕美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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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事件1月7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

摩南郊壹地鐵站外發生爆炸事件，造成壹

人死亡、壹人受傷。目前警方尚未就爆炸

事件做出定性。圖為警方在發生爆炸的沃

爾村農莊地鐵站外進行檢查。紐約特朗普大廈屋頂發生火災紐約特朗普大廈屋頂發生火災
未導致人員受傷未導致人員受傷

攝影師拍冰凍瀑布靜態之美攝影師拍冰凍瀑布靜態之美
似壹道綠簾垂下似壹道綠簾垂下

瑞典首都地鐵站外發生爆炸事件瑞典首都地鐵站外發生爆炸事件

造成造成11死死11傷傷

近日，以色列特拉維夫市，
當地壹家餐館用壹種超小的黃色
和紅色小番茄（drop tomatoes）
作食材。這種番茄只有藍莓壹般
大小，據來自阿拉伯谷南部的以
色列 Kedma 公司介紹，這是以
色列培育出的最小的番茄，甚至
有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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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8日11時，壹列滿載

貨物的渝新歐班列從重慶果園港鐵路

專用線開出，駛向德國杜伊斯堡。班

列上，貨源除本地產品外，還包括從

華東、華南等地集中進港的“鐵水聯

運”貨物。

“這標誌著‘絲路與長江的交匯

’，‘亞歐大陸最後壹公裏’貫通。

”重慶港務物流集團董事長楊昌學稱

，此次班列開行實現了渝新歐國際鐵

路通道與長江黃金水道之間鐵路和水

路聯運無縫銜接。

多措並舉打造黃金水道

在沿江綜合立體交通走廊中，水

運相對其他運輸方式具有運能大、成

本低、排放低的優勢。建設長江黃金

水道，吸引更多適水貨源向水運轉移

，發展鐵水、公水、江海聯運，極大

促進了物流業降本增效。

中國交通運輸部長江航務管理局(

下稱，長航局)提供的數據顯示，2017

年長江幹線貨物通過量達到25億噸，

億噸大港數量達到14個，萬噸級泊位

581個，貨船平均噸位達到1630噸，

連續多年保持世界內河運量第壹。

為促進黃金水道功能與河流生態

功能和諧統壹，長航局的航道建設生

態理念也由“重補償”向“修復與補

償並重”轉變。

2017年 4月竣工的長江中遊荊江

航道整治工程，共安排2.6億元人民幣

建設保護資金，修復陸生、水生生境

218萬平方米，為避讓魚類的產卵期以

及中華鱘、豚類洄遊期，合理調整施

工方式和時間。

監測顯示，在該區域3個國家級

保護區內，國家壹級保護動物江豚數

量較開工前增加15頭，麋鹿增加207

頭。

長航局也在推進船舶標準化，淘

汰落後運力，推廣高能低耗示範船型

，並強化危險品船舶洗艙管理，打擊

危險化學品運輸的違法違規行為。

長航局介紹，2017年，長江江海

聯運量達到14.1億噸，約占長江幹線

貨物通過量的56%。下壹步將推進江

海聯運、多式聯運發展，提升長江航

運的綜合立體效果。

江海聯運串起節點城市

舟山，位於中國南北海運大通道

和長江黃金水道“T”型交匯地帶，是

江海聯運的重要樞紐。

2016年 4月，中國國務院批復同

意設立舟山江海聯運服務中心，就此

舟山港開始承擔起“點睛”長江黃金

水道，聯結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長

江經濟帶的重任。

今年3月，中國首艘江海直達2萬

噸級散貨船“江海1號”將投運，這

是江海聯運邁出的堅實壹步。“這艘

船適海、宜江，改變了以前海船跑不

進江，江船只能到江海口的缺陷”，

浙江增洲造船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旦

說，“江海1號”由海入江直接可開

到馬鞍山等內陸城市，對提升長江黃

金水道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長江經濟帶首先是條物流帶，

如果能把物流串起來，整個經濟帶建

設會得到很大推動。”舟山市副市長

許小月告訴記者，舟山港能夠讓貨物

“江出海、海進江”，把重慶、武漢

、南京等長江上中下遊節點城市串起

來。

在中國交通運輸部水運科學研究

院副院長劉占山看來，長江經濟帶建

設對交通提出更高要求，之前各地雖

有交通基礎，但與發展長江經濟帶並

不完全適應，應打造綜合立體交通走

廊，“相互配合，做活存量，提高效

率，降低成本”。

“不是再進行大規模建設，而是

要把原有多種交通形式高效銜接，並

且要建設平安綠色交通，著眼於港口

、產業、城市壹體化協同發展。”劉

占山認為，長江正由以前的西中東單

向開放轉為雙向開放、直通內陸、連

接世界，全方位的開放格局激活了整

個長江經濟帶。

長江經濟帶多式聯運現雛形雙向開放連接世界

這幾年，“香港經濟越來越差”

、“香港正在淪為二線城市”的聲音

不絕於耳。香港占中國經濟比重大幅

降低、競爭力和優勢不斷下降是其主

要“論據”。對於這些論調，多位接

受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采訪的專

家認為，這些說法是沒有道理的，也

是站不住腳的。香港依然具有獨特的

優勢和競爭力，未來發展也會更加美

好。

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

心教授毛艷華對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

記者表示，“香港正在淪為二線城市

”的說法是膚淺的，要正確看待香港

的核心競爭力。香港在國際化、營商

環境指數方面排名還是很靠前的。比

如，在營商環境方面，世界銀行2017

年10月31日發布《2018年營商環境報

告》顯示，香港特區在便利營商排名

榜位列全球第五，在開辦企業和繳納

稅款方面均高踞第三位。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

院長郭萬達也認為，“香港正在淪為二

線城市”的論調是沒有道理的，有炒作

的成分。香港依然具有獨特的優勢，其

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貿

易中心的作用依然是不可替代的。

2017年12月31日，香港特區政府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文表示，香港特

區2017年前三季經濟實質增長3.9%，

預計2017年全年增長達3.7%，將實現

近6年來最高增速。由於環球經濟整體

勢頭向好，美國、歐洲和日本經濟穩

步改善，內地也保持中高速增長，香

港2017年首10個月出口貨量增長6.5%

，增幅是2010年以來的高位，服務輸

出也持續改善。

香港回歸時GDP 占國家總量的

16%，盡管目前香港經濟體量占國家總

量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也都是正常的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2017年 6月

在接受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采訪

時說：“盡管香港GDP在國家占比減

少，但我們很高興，這是因為國家發

展得好、發展得快。在‘壹國兩制’

下，國家給香港創造了很多條件，給

予了很多政策支持，所以我們充滿信

心，香港的前景還是非常好的。”

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

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

、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

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

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毛艷華說，香

港的服務業占GDP比重超90%，已經

是成熟的服務經濟，這也是其高質量

發展的重要體現。

郭萬達對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

者說，這些年香港在發展過程中確確

實實碰到了壹些問題，比如香港房價

高、年輕人上升流動性差、收入差距

拉大……仔細看這些問題，很大程度

上是屬於“富貴病”，也就是發達經

濟體會碰到的問題。香港在發展過程

中還遇到另外壹些問題，比如產業發

展、科技創新相較於內地城市確實慢

了壹些，但這很重要的壹方面原因是

內地發展太快了。這些問題也在提示

香港在保持繁榮穩定的同時，要防止

滑向衰落。

對於香港未來的發展，香港特區

政府已經畫好藍圖。2017年12月15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表示，香港要把握機遇，更好地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香港要把握機遇，把

專業服務做得更好。希望香港的專業

服務團體、專業人士能抓住這個機遇

，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或“壹帶壹路”

沿線地區。

經濟界對香港的未來發展充滿信心

，他們相信香港明天還將更加美好。澳

洲會計師公會近日公布2018年香港經

濟前景調查數據，結果顯示，經濟界人

士對香港經濟前景與競爭力的信心較前

兩年顯著提升，達到三年以來最高水平

。受訪者預期香港在營商方面仍然是全

球最具競爭力的市場之壹。

“香港淪為二線城市”系炒作 未來會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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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常規賽：遼寧本鋼勝南京同曦

站位、搭箭、扣弦、預拉、開弓、瞄準、
脫弦。1月6日，世界射箭俱樂部聯合會中國賽
區冠軍杯邀請賽在蘇州問道射箭館舉行，來自
全國各地的“弓箭手”前來參加，相互交流切
磋射箭技藝。據悉，此次由蘇州高新區體育局
指導，蘇州偶動體育承辦的中國賽區冠軍杯邀
請賽拉開了2018年全年系列賽事的序幕。世界
射箭俱樂部聯合會中國區委員會將開展8場大
型賽事、數十場小型積分賽，有國際標準賽事
、有適合大眾的賽事，也有旨在促進青少年射
箭的賽事，讓各個層次的射箭愛好者和普通大
眾融入其中。

奧運冠軍林丹率青島隊全勝領跑中國羽超聯賽
2017-2018中國羽毛球俱樂部超級聯賽第九輪青島仁洲與湖南華萊的比賽6日在青島城陽體

育館開賽。由奧運冠軍林丹領銜的青島隊發揮出色，以總分5:0戰勝對手，取得聯賽九連勝的同

時，以不敗戰績暫居聯賽榜首。林丹用時40分鐘2:0輕取對手為青島隊奠定勝局。
11月月77日晚日晚，，在在20172017--20182018賽季賽季

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CBA)(CBA)第第2525

輪比賽中輪比賽中，，遼寧本鋼隊遼寧本鋼隊((白白))主場以主場以

117117比比114114戰勝南京同曦隊戰勝南京同曦隊。。
各地各地““箭客箭客””聚蘇州聚蘇州

扣弦彎弓爭冠軍扣弦彎弓爭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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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騰堡城米騰堡城
【米騰堡（Miltenberg）】是【維京河輪歐之旅】的第五站。此行

沿著名萊茵河、美茵河、多瑙河，經荷蘭、德國、奧地利、匈牙利以
及斯洛伐克等5國，穿梭湖泊水道，飽覽兩岸典雅古堡、教堂、葡萄
梯田的明媚風光；造訪多個世界文化遺產古蹟、歷史名城，探索各地
藝術人文精彩風華，實是人世間快事，特作文以誌之。

【洪峰標記】【天使廣場】
詩情畫意的【萊茵河】從瑞士出發緩緩的向西流入大西洋。滾滾

【多瑙河】也從瑞士出發向東直奔黑海，德國人就是硬將她們這兩條
東西流向的長河連結起來！連接的河流就是【美茵河（Main River)】
和【美茵河/多瑙河】運河。2017年10月31日晨，遊輪開始通過全程
67個運河閘門的第一個閘口，航行進入迷人的【美茵河】。八時半，
在一碼頭，船長親送參加【白雪公主故鄉一日遊】的八人上岸。這自
選一日遊，將遊覽兩個風格各異的特色城堡【梅斯佩布倫城堡
（Mespelbrunn）】，是最多德國遊客的湖上城堡，亦是該區域的地
標；另一為 Lowenstein 城堡。碼頭有兩座酷似Popeye的水手頭像。我
請求下船拍水手頭像近照，無奈礙於停靠碼頭的法規不得允許。於是
扶欄遠眺，紅黃秋景，水靜如鏡，戲水天鵝，無憂無慮。船續前行，
因為從【米騰堡】到【雷根斯堡】航行期間橋洞淨空低，為安全考
量，上層甲板不開放，我祇好在船艙內走動，有機會見識船艙內各層
的風光。上午11:00【節目總監】Joey主持【趣味問答】，34個問題，
竟然有人答對24題，題目包括【聖女貞德】幾歲被處死？華盛頓總統
與手下玩過什麼遊戲？小羅斯福總統搭潛水艇旅遊！林肯名言： 「要
能預測未來今天就必須創造」。節目結束後，扶欄欣賞【美茵河】河
岸風光，看！教堂、民居與葡萄梯田美不勝收；聽！教堂鐘聲悠揚。
河輪公司很貼心，在今天的節目單上，列出沿途城鎮的公裡數與介
紹。下午3:30，遊輪停泊【米騰堡】。跟隨43D解說員，她指山上白
色建築物就是鎮名【米騰堡】建於1200年。兩座巨塔建於1830年，而
教堂在文件記載在1237年已經與這個小鎮同時存在。烏茲堡塔在東，
美茵茲塔在西。橫過美茵河的石橋，建於1900年。而橋上這座橋塔便
要追溯多一百年前了。在中世紀時代，【米騰堡】是一個很重要的小
鎮，居民以小艇作運輸工具。隨後我們停在堤防缺口前，聽！生長在
【米騰堡】曾經生活在美國的她生動的講解。她指城門口【洪峰標
記】紀錄【米騰堡】經歷六次洪災，從洪峰最高的高度刻痕的年份往
下數，即1845、1882、1909、1970/1995、1870年。假如沒有這個紅砂
石堤防抵擋洪患，整個小鎮早就被淹在水面下。續前行，穿過紅砂石
橋的拱形橋洞。橋的盡頭，出現一座中世紀城門，很有特色。走上小
鎮街頭，小巷古色古香，充滿中世紀風情。解說員特別指出【爸爸-
那裡！（Vatter-Do ！）】立牌，即洗手間的指標，秀出德國人的幽
默。經過轉角的麵包店就到【天使廣場】。【市政廳】就座落在【天
使廣場】的一個角落。因為今天是假日，【市政廳】和商店均關門。
夕陽餘暉下，有八百年歷史、六百公尺長的【米騰堡】美極了。老街
上一整排的風土建築【半木造（Half Timber Framed）屋】保持的相當
的完整，而且看的出來，這些老舊民宅的主人定期有幫房子作粉刷，
靠觀光收入的【米騰堡】，這個投資是值得的。

【童話大道】【巨人酒店】【瑞典的莫札特】
走在老街石頭路上，看兩傍【半木造屋】，真感覺好像在讀童話

故事一般，所以這條街又稱為【童話大道】。【童話大道】連接【天
使廣場】與【市場廣場】。走在路上，解說員如數家珍細說每間【半
木造屋】的歷史。諸如釀酒店、最老的酒店、老市政廳、4711【古龍
水】香水店，肉舖、麵包店。說著說著，132號糖果店老闆拿著軟糖
給我們試吃，不知覺來到【巨人酒店（Gasthaus Zum Riesen）】。
【巨人酒店】是德國最老的酒店之一，可以追溯到1411年。住過此酒
店 的 著 名 人 物 有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的 皇 帝 ： 【 腓 特 烈 一 世
（1122-1190）】和【查理四世（1316-1378）】；【三十年戰爭
（1618-1648） 】 的 皇 帝 ： 【 約 翰. 蒂 利 （Johann Tserclaes，
1559-1632）】和【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1594-1632）】；
【拿破崙一世（1769-1821）】和 20 世紀的【貓王普利斯萊（Elvis
Presley，1935-1977）】。於1958-1960年間，【貓王普利斯萊】曾經
來過這裡。鎮中心，是一座美麗的【半木造屋】環繞的小廣場。【歐
洲】這類有歷史的城鎮幾乎都有這樣的廣場空間設計。廣場中間，以
紅砂岩建了一個八角形噴水池，在1583年由【米騰堡】著名的雕塑家
建造，是城中最著名的文藝復興紀念品。廣場上還有露天咖啡座、通
往後山的舊城門以及聖若望天主堂（Protestant Parish Chruch St. Jo-
hannes）。教堂建於1897年，被旁邊的【半木造屋】建築包圍著，這
座以砂岩砌成的教堂變得很突出。驀然在廣場的一個角落時，發現德
裔瑞典作曲家【克勞斯（Joseph Martin Kraus，1756-1792）】銅像。
他在【米騰堡】出生，21歲搬到瑞典，1777年為瑞典國王【古斯塔三
世 （Gustav III，
1746-1792） 】賞識，應邀
在瑞典宮廷工作。【克勞
斯 】 的 生 世 和 【 莫 札 特
（1756-1791）】很相近，
稱他為【瑞典的莫札特】。
其作品風格有與【莫札特】
近似之處，但感情色彩更為
豐富，織體較為豐滿充實。
近年來他的音樂作品正得到
廣泛的復興。1775 年 19 歲
的【克勞斯】寫下他的【安
魂曲（Requiem）】。他常
旅 遊 ， 認 識 【 格 魯 克
（Christoph Gluck，
1714-1787） 】 【 海 頓
（Franz Haydn，
1731-1809） 】 【 莫 札
特】。回程，夜幕下藍天襯
托出的城廓燈光點點，結束
兩小時【米騰堡】巡禮。
（全文完）

呂克明呂克明呂克明

【【米騰堡石橋米騰堡石橋】】【【米騰堡石橋米騰堡石橋】】上的城門上的城門

【【巨人酒店巨人酒店】】

【【巨人酒店巨人酒店】】招牌招牌,, 【【六角星六角星】】
代 表 啤 酒 業代 表 啤 酒 業 （（ 正 三 角 代 表正 三 角 代 表
【【火火】】反三角代表反三角代表【【水水】）】）

【【聖若望天主堂聖若望天主堂（（Protestant ParProtestant Par--
ish Chruch St. Johannesish Chruch St. Johannes）】）】

【【市場廣場市場廣場】】中間是一個八角形紅砂岩噴水池中間是一個八角形紅砂岩噴水池

德裔瑞典作曲家德裔瑞典作曲家【【克勞斯克勞斯（（JosephJoseph
Martin KrausMartin Kraus，，17561756--17921792）】）】銅像銅像

【【瑞典的莫札特瑞典的莫札特】【】【克勞斯克勞斯】】

【【米騰堡市政廳米騰堡市政廳】】

德國人的幽默德國人的幽默【【老爸老爸--在在
那裡那裡（（Vatter-DoVatter-Do））!!】】孩孩
童指的是洗手間的方向童指的是洗手間的方向【【47114711古龍水古龍水】】香水店香水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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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巿中國各省的口味餐廳林立
： 粵菜、川菜、湘菜、台菜、江浙菜、上海菜、潮州菜
、東江菜、北方菜----- 唯獨少了一味 「魯菜 」，直
到七，九年前，來自山東青島的徐洪濱，在敦煌廣場開
設 「友家」山東館，局勢才全盤改觀，休市人才真正體
驗中國 「八大菜系 」 之一 「魯菜」 的原貌。

跟多年前多由韓國華僑開設的山東餐館相比， 「友
家」 堪稱休市唯一正宗山東菜餐廳，與山東現在正流行
的新派 「魯菜 」 同步，不到 「友家」 你不知該餐廳對
「健康 」 的講究： 少油少鹽，不用味精，少了這些添

加的調味， 「友家 」 山東館端出來的菜，依舊賣有 「
賣相 」，口感滋味一流，令人幾天不吃就想著它。這就
是師傅的真本事了！ 「友家 」 的常客對他們的招牌菜
如數家珍。如口感十足的 「雞塊燒茄子」，山東大白菜
遇見大蝦，才益顯其風味的 「大蝦炒白菜」，口味濃冽
，口感一流的 「三鮮燒牛筋 」，還有山東人每頓飯不能少的 「
香辣魚片」，香麻蹄筋，青島扒雞，山東炸醬麵，山東手工水餃
，這都是別家做不過他們的獨家拿手絕活。

「友家 」 最近大受歡迎的還有乾鍋蹄花肚，山東辣大腸、
芫爆肚絲、上湯白菜、紅燜羊肉、肝腰合炒、水煮什錦、乾鍋雞
、蝦撈粉絲、三杯雞
------ 等等，道道口味十足，道道皆是極品。無論家常聚餐
，還是酒席聚會，皆是上的了枱面的名菜。

「友家 」 還承接酒席，豐儉隨意，適合在此舉行社團聚餐
，生日宴或公司聚餐， 「友家 」 從拼盤到各種出色菜色，一流
服務，絕對讓您賓主盡歡，留下難忘的回憶。

又到了年終聚餐時節，感恩節、聖誕節、新年將屆，請提前
向 「友家」 預約場地，或外賣訂餐， 「友家 」絕對讓您開懷
大吃，度過一個完美的年終假期。

「友家」 山東菜館，在 「敦煌廣場」 內，地址： 9889 Bel-
laire Blvd. #111,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771-8909

休巿唯一正宗山東菜餐廳--- 「 友家 」
新派 「魯菜 」 ，少油少鹽，不用味精

乾鍋蹄花肚乾鍋蹄花肚

上湯白菜上湯白菜

大蝦炒白菜大蝦炒白菜

「小廚娘」去年底在糖城正式開張
吃過的人無不嘆服「確有兩把刷子！」

（本報記者秦鴻鈞）在好餐廳屈指可數的糖城！
「小廚娘」的開張，為該巿的中餐館帶來新氣象。
抱著「 挑剔 」 心態去的客人，隨意點了幾道菜，無
不吃的心服口服 -----「 小廚娘 」 確有「兩把刷
子」！「小廚娘」挾著在 Montrose 一帶經營川菜館
的優勢，更雄心勃勃的要把他們獨家特色菜，推廣到
全美，而糖城新開張的「小廚娘」餐廳，就是他們決
心在美「遍地開花」 的第一步！

「小廚娘」 經典菜色甚多，最值得一提的莫過
於老闆娘羅莉最拿手的特色菜，如雙椒雞，小廚娘粉
蒸排骨，土雞湯，涼拌鯽魚……等菜。羅莉的手藝出
色，其作出菜色味道的層次感非旁人能及，只有真正
識貨的老饕們能查覺其真功夫。「小廚娘」的開設，
也為糖城原本不多的中餐館巿場，又打了一針強心
劑，糖城的居民又多了一個品賞佳餚，一飽口福的好
去處。

「小廚娘」在糖城六號公路與 59 交口往西行，
在 90 號公路之前的六號公路上。

地 址：636 hwy 6, suite #100, Sugar Land TX 
77478, 餐廳營業時間為每天上午 11 時至晚間 9：30，
餐廳電話：281-242-1131

智勝名師教學 SAT 成效高
寒冬已經漸漸離我們遠去，時至新春佳節，

智勝學院全體員工祝願各位學生和家長雞年大
吉，萬事如意。感謝大家對我們這一年的支持，
新一年也希望能與大家攜手，共同支持下一 代
的進步和成長。

很多高年級的同學都在認真準備幾個月之
後的 SAT 考試。SAT 是由美國大學委員會委
託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定期舉辦的測驗，做
為高中生們申請美國各大學的首要參考條件之
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現在國內國外各 種 
SAT 補習班層出不窮，更有一些培訓班教授各
種投機取巧的手段，提出“保證提高兩百三百
分”之類的 誤導口號，實際上對於長遠發展是
沒有任何好處的。即使通過一時沖刺得來的的
高分成績進入 大學，但沒有良好的基礎是沒辦
法適應難度更高的大學課程，

英文程度的提高非一時之功，不僅需要長
時間的不斷練習，更需要良師的指點教導。智

勝學院專門聘請了極富經驗的專業高中英文教
師 Ms. Nys 擔當我們 SAT 英文課程的教學。她
的課程形式新穎，內容豐富，在長達四個半月
的授課中用植根沃土的教法提升學生能力，讓
學生一邊紮實詞匯文法基礎，一邊提高寫作表
達能力，雙管齊下，英文成績自然不斷提高。
不少之前曾參加過智勝暑期和春季班的同學都
在她的幫助下取得了優異的 SAT 考試成績，進
入了理想的大學。

英 文 如 此， 數 學 也 是 一 樣。 從 pre-
Algebra，Algebra1&2，geometry 一 直 到 pre-
Calculus，Calculus；環環相扣，每一節都很重
要。智勝學院以 Mr. Lister 領頭的任課老師們都
是有著多年豐富教學經驗並熱愛教育的專業優
秀老師。秉承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運用靈活
多樣的教學手段，讓學生學得深，學得廣，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九層之臺，起於壘土，學習是一個循序漸

進的過程，需要不斷地鞏固練習。
只要有紮實的知識基礎和足夠的
試題練習再加上老師指點的一些
考試技巧，SAT 取得高分並不是
遙不可及的夢。

暑期就是個查遺補漏鞏固基
礎的大好機會。對於高年級的同
學，我們準備了英文數學科學等
各種豐富課程幫助大家全面提
高。針對小年級的同學們，則有
內容豐富有趣的全天 camp。暑期
班分為兩期，第一期從 6 月 5 號
到 6 月 30 號，第二期從 7 月 5 號
到 8 月 1 號。有意向的家長可參閱我們的網站
查看課程老師介紹，有問題也可來電或郵件咨
詢。

學 院 上 課 地 點 :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 公 室 地 址 :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詢電話 : 713-777-1688 
網站 :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家關註。

圖（右一）為智勝學院負責人徐華博士與該校教師合影。

（ 圖三） 為位於糖城六號公路近 90 號公路，HEB 超市旁棟購物中心內的「 小廚娘 」 正門口。

（圖一） 為「小廚娘」(Cooking girl ) 的特色菜
「 雙椒雞」。

（圖二）為「小廚娘」(Cooking girl ) 的特色菜
「小廚娘粉蒸排骨」。

為位於糖城六號公路近為位於糖城六號公路近9090 號公路號公路，，HEBHEB 超市旁棟購超市旁棟購
物中心內的物中心內的 「「小廚娘小廚娘 」」 正門口正門口。。「「小廚娘小廚娘」」 老闆羅莉老闆羅莉

「 小廚娘 」 成為糖城餐館界一顆耀眼的明星
去吃過的人無不嘆服 「 確有兩把刷子 ！」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前年底才在糖城地區新開
幕的餐館 「小廚娘 」 （Cooking Girl )在短短不到一年
的時間，就在糖城出類拔萃，成為糖城屈指可數的餐
館中一顆耀眼的明星，每至周末時間，更是餐館內外
人山人海，一位難求的盛況。這是 「小廚娘 」 繼在
Montrose 一帶經營川菜館成功後，再度成功的第一
步，這也是 「 小廚娘」 負責人羅莉雄心勃勃的要把
他們的獨家特色菜，推廣到全美，在全美 「 遍地開
花 」 的第一步。

「小廚娘 」 的菜色之所以受各界肯定，在於他們
選料嚴格，注重質量，儘量用 「 有機 」 食材，如牛
肉（ 安格斯牛肉），雞肉（走地雞），豬肉（ 黑毛
豬） 。

「 小廚娘 」 的經典菜色眾多，最值得一提的莫
過於老闆娘羅莉最拿手的特色招牌菜，如： 金針菇

肥牛、粉蒸排骨、香爆牛腱子、梅菜扣肉、茄角之戀
、麻辣燙、涼拌吳郭魚、雙椒雞、跳水魚、彩椒牛肉
丁、口味蝦、水煮牛肉 /肉片等等，近期到該餐館吃
飯，又新推出海鮮玉子豆腐、酸豆角牛肉、剁椒全魚
等新菜，道道菜只要嚐一口，立即舌尖一亮，好久沒
吃到這麼獨特口味的菜色， 「 小廚娘 」 羅莉手藝出
眾，她作菜的層次感非旁人能及，只有真正識貨的老
饕能察覺其真功夫。 「 小廚娘 」 的開設，為糖城地
區原本不多的中餐館市場，又打了一針強心針，糖城
的居民又多了一個品嘗佳肴，一飽口福的好去處。

「 小廚娘」 在糖城六號公路與University 路交口
，（ 近90 號公路 ） 地址：636 Highway 6, Suite #
100 , Sugar Land TX 77478, 餐廳營業時間每天上午
11 時至晚間9：30 ，餐廳電話：281-242-1131

圖為圖為::
陳惠芳教授與她的團隊積極探索千度高溫高性能碳纖維技術科技創新陳惠芳教授與她的團隊積極探索千度高溫高性能碳纖維技術科技創新。。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財務規劃師蕭雲祥上週六
（一月六日）在他的辦公
室舉行投資座談會，吸引
了大批人士前往聽講,會場
內外擠得水泄不通，一位
難求，足見該講題受到民
眾關注的程度。

由於股票巿場最近已
連續上漲九年，民眾們買
氣激昂。就拿S&P 500 來
說，去年賺了$125 元，預
計今年要賺$145 元，比過
去的14~15 ，現在18~19，
比過去大約貴了 20% 左右
。因此，今年的投資主調
，是看好 2018，但在看好
中仍需抱持警戒。

蕭雲祥先生分析： 投

資巿場的三隻腳，分別是
公司獲利、本益比（P/E
Ratio ) 和利率，在公司獲
利 報 酬 部 份 ， 去 年 賺 了
125 元，預計 2018 可望再
向上提升 15% 至 145 的獲
利，顯示大公司預期獲利
表現將比去年更加亮眼。
但股票本益比有 18.6, 比
過去的14，15 偏高，顯示
兩個投資訊號並不一致的
狀況。

第三影響判斷的因素
是 「利率 」，預計利率在
2018 會漲三次，增加成本
，對股票上市不利。但從
長期角度看，目前利率在
歷史上仍偏低，綜合以上
分析，蕭雲祥認為： 2018

的股票市場走勢將為平衡
向多，看漲，但民眾要保
持警戒。

另外，他也提到剛剛
通過的新稅法，公司稅率
將從29% 降到21%,很多公
司會有淨收入的花費，該
稅法也將造成 15% 的現金
及 8% 的設備從海外回來
，使公司獲利率增加，買
回來，對股票市場是正面
的。，

蕭雲祥分析： 如今全
世界最大的問題，仍是美
國債務，依照Trump 的性
格，他預測中國與美國的
貿易戰會日益嚴重，最終
造成 「兩敗俱傷 」。
（ 美國的債物已高達 20

兆6000 億元），其他因素
還包括歐洲經濟， 「歐盟
」 是不建全組織，經濟脆
弱。他說： 股票市場從
09 年 3 月迄今，賺到的錢
不要讓它走，要把你的利
潤鎖定---- 這是股票市
場的基本策略。譬如： 開
發 中 國 家 過 去 一 年 漲 了
39% ,材料漲 25% ,生化漲
20%,金融漲 23%,而能源卻
賠錢，美金跌20%,巿場經
常往大家預測的反方向走
，對的資產配置與錯誤的
配置往往差了30%~40%,作
股票市場除了努力，也要
有方法，應作 「正確」 的
「資產的配置」。要選一

個適應風險的承擔程度。

如：（ 一） 明白現代經濟
的走勢（ 二 ） 新的稅法
對投資市塲的影響及投資
策略。（ 三） 買沒有風險
，沒有費用的 IRA, ( 四）
用繳過稅的錢去買（ 五）
「混合型」的退休計劃。

蕭雲祥也回答許多現
場觀眾的提 問。他說： 中
國股票是政府在控制，你
不知中國那些大公司踩到
政府的紅線，中國股票不
可預測性多，而中國在美
國上市的公司更危險。罝
股票，是買指數，買基金
，有保本的。

財務規劃師蕭雲祥，上週六舉行投資座談會
預測今年股市看好中抱持警戒，必須攻中帶守

中國千度高溫高性能碳纖維技術打破國際長期壟斷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從1982年至今，對於高科技國家來說

，高性能碳纖維技術總是一項有吸引力的技術，因為它有許多優
於已知金屬材料的優點。高性能碳纖維技術的主要特點包括能耐
腐蝕，重量輕，高強度和高溫存活能力，可用於工業，軍事，飛
機，汽車等領域和高溫能源相關非常昂貴的產品。當時，美國正
在努力為井下測井電纜裝甲設計開展研究工作，因為重量輕，機
械強度高，便於為許多深井和高溫測井應用製造超過10公里的
測井電纜; 輕重量的電纜裝甲可以減輕測井車的負擔，使測井工
作更加靈活和經濟。 Schlumberger曾經與美國的碳纖維供應商密
切合作，其中包括United Carbide公司。 為此，中國之前派出技
術研究專家前往Schlumberger測井電纜公司訪問，並於1985年在
得克薩斯州休斯頓市了解碳纖維測井電纜的研究現狀。

一根高性能碳纖維僅有頭髮絲十分之一的粗細，拉伸強度是
鋼的7至9倍，而比重僅有鋼的四分之一；在幾千度的高溫下，
別的纖維早已化為灰燼，它卻能保持其機械性能不變，這種神奇
的纖維，已成為當今航空航天、國防軍用、建築、交通、體育休
閒等領域的最珍貴的候選材料。東華大學材料學院陳惠芳科研團
隊聯合中復神鷹碳纖維有限責任公司完成的“幹噴濕紡千噸級高
強/百噸級中模碳纖維產業化關鍵技術及應用” 項目，在一月8
日獲得2017年度中國科技進步一等獎。陳惠芳教授帶領團隊開
展研究該項目突破幹噴濕紡千噸級高強/百噸級中模碳纖維產業
化關鍵技術，實現了中國碳纖維的批量供應，填補了中國以乾噴
濕紡工藝為代表的高性能碳纖維生產技術的空白，打破了國外高

性能碳纖維企業在中國市場的長期壟斷。中國碳纖維市場
長期處於進口產品壟斷狀態，高昂的進口價格和嚴苛的技
術封鎖嚴重製約著中國碳纖維的發展。

從1982年畢業留校工作至今，陳惠芳數十年如
一日，全身心投入到高性能碳纖維研究這件事上去。她將
目光投向了乾噴濕紡工藝，這一被認為是今後碳纖維生產
的主流工藝，但也是碳纖維行業公認的難以突破的紡絲技
術，目前在國際上僅有日本的個別公司掌握這一工藝。研
究初期硬件條件有限，陳惠芳和團隊成員利用一台廢舊的
單絲強力儀的螺桿改造出一台單孔紡絲機，便在這台看似
簡易的紡絲機上開始摸索實踐幹噴濕紡技術。為了實現幹
噴濕紡工藝中的高倍拉伸，團隊自行設計、研製了高壓蒸
汽拉伸機，達到最優的實驗結果，不斷地調整革新機器，
單單只是高壓蒸汽拉伸機就革新了四代。

通過不斷摸索、反複試驗，陳惠芳科研團隊與合作企業
終於突破這種製備高性能碳纖維的先進技術。這一關鍵技術的突
破使得紡絲速度變為傳統濕法紡絲的5倍，而同時開發出的干噴
濕紡原絲快速預氧化技術，也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取得乾噴濕
紡關鍵技術突破後，研究團隊開發了均質聚合系統、高效環保脫
單、穩定乾噴濕紡、節能預氧化的成套技術，最終中國首個採用
乾噴濕紡工藝的千噸級碳纖維生產線正式投產，製備出能與國際
同類產品性能相當的碳纖維產品。

如今，該條生產線每年能生產近5000噸原絲和2000噸碳絲

，產品實現了產業化並批量供應市場，極大促進了中國碳纖維複
合材料產業的發展。在關鍵技術產業化的過程中，陳惠芳帶著科
研團隊經常往返於上海、連雲港兩地，在連雲港企業車間的生產
線上緊盯每一道工序。整個碳纖維的生產，從前到後，中間控制
的有三千多個工藝點，每一個工藝點都要進行嚴格穩定的控制。
雖然科研過程中難免遇到不少瓶頸問題，但是陳惠芳始終堅信一
定能夠克服這些高性能碳纖維研製的問題。陳惠芳表示，未來高
性能碳纖維在大飛機、新能源汽車等領域都有著很大的應用前景
，她和她的團隊對高性能碳纖維的研究不會止步，而高性能碳纖
維要實現完全自主國產化依舊需要不斷地技術攻關，她希望能用
畢生精力去圓她的中國夢——讓中國高性能碳纖維更“強”。

圖為財務規劃師蕭雲祥表示圖為財務規劃師蕭雲祥表示：：今年股市看好中保持警今年股市看好中保持警
戒戒，，必須攻中帶守必須攻中帶守。（。（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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