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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

$14.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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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星期日 2016年11月20日 Sunday, November 20, 2016 B1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2016年11月20日 星期日
Sunday, November 20, 2016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節目預告
憂鬱症與高血壓防範資訊提供

為提供社區醫療保健知識﹐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區家庭診所
(UT Physicians Community Health & Wellness Center- Southwest)社
區活動負責人翁珮珊(左)﹑韓少杰醫師(右)與華裔專科護理師周晶(中)
18日來到美南國際電視15.3錄製節目﹐分別由韓少杰醫師講解憂鬱症
症狀﹑預防和治療方式﹐因應季節性變化的危險期﹐憂鬱症是否會併發
其它疾病與周遭家人朋友如何給予照顧﹔另外﹐護理師周晶則針對高血
壓定義﹑症狀和治療方式座解說﹐並說明預防高血壓和飲食方式的控
管﹒節目近期將播出﹐播出前會作預告﹐如欲取得詳細資訊的觀眾敬請
準時收看﹒



《中國文藝》傳揚中華傳統藝術文化

B2美南電視介紹

節目介紹﹕《中國文藝》是中文國際頻道(CCTV4)唯一一檔

日播的綜藝欄目﹒自1996年開播以來﹐已陪伴海內外觀

眾走過數載﹒節目致力於將中華藝術精品文化介紹給

海內外華人﹐傾力打造中國傳統和現代藝術的電視傳播

平台﹒

平常日播出的的文藝專題﹐綜合了節目欣賞和幕後解

讀﹒而周末版是《中國文藝》欄目致力打造的原創品牌﹐

是一檔兼具民族化和國際化特徵的大型演播室綜藝節

目﹒通過現場表演﹑嘉賓訪談﹑紀錄短片和觀眾互動等

方式﹐多角度觀察和發掘藝術家精品﹐體現中國文化藝

術自身的博大精深和擁抱世界文化的胸襟﹒

播出時間﹕周六晚間8時30分至9時30分首播﹐周一凌

晨12時至1時﹑周三下午4時至5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VOA】星期四﹐美國總統奧巴馬把美國持續不變
的團結與合作這一信息帶到了歐洲的中心﹐他向
德國和所有歐洲民眾強調﹐美國會繼續參與世界

事務﹒
奧巴馬將德國定為
他任內最後一次出
國訪問之旅的主要
目的地﹒德國是歐
洲經濟最發達的國
家﹐也是美國的貿易
夥伴﹒作為北約成
員國﹐德國也駐紮著
上萬美軍﹒
觀察人士也指出﹐在
民族主義運動力量
越來越大的歐洲﹐德
國總理默克爾可能
成為歐洲最重要的
自由主義聲音﹒
這是奧巴馬總統在
這次作為總統的最
後 出 訪 中 來 到 德
國﹒這是他第六次
訪問德國﹒在星期
三抵達柏林前﹐奧巴
馬發出了強有力的
信息﹐重申美國會繼
續與歐洲合作﹑參與

歐洲事務﹒
奧巴馬抵達德國前與默克爾在德國《商業周刊》上
聯合發表文章﹐其中寫道﹕“世界不會倒退回全球

化之前的模樣﹒”
文章還寫道﹕“民主﹑正義和自由這些精神是我們
經濟成功的基石﹒為了我們的工業﹑我們的人民﹐
也為了全球社會﹐我們應拓寬並加深我們的合
作﹒”
美國候任總統唐納德•川普在競選中的言論使一
些歐洲領導人擔心美國會轉向孤立主義﹐奧巴馬
的文章是為了安撫這些領導人﹒
川普質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重要性﹐讚揚英國
脫歐的決定﹐批評默克爾大量接納移民——其中
大部分是穆斯林——到歐洲的政策﹒
有分析人士認為﹐默克爾給歐盟成員國設立接納
難民指標的呼籲﹐刺激了歐洲全境包括德國國內
的民族主義運動﹐也是英國六月投票退出歐盟的
重要因素之一﹒
星期三﹐奧巴馬到達柏林後馬上與默克爾舉行了
會面﹐兩人在周四還將再次見面﹒
希臘是美國總統奧巴馬此行的第一站﹒他星期三
在希臘演講﹐重申美國致力於在全世界推動民主
的立場﹒早些時候﹐他參觀了西方民主的象征
——雅典衛城﹒
奧巴馬讚揚了希臘人民在債務危機造成的困境中
下以人道主義精神應對難民湧入﹒
星期五﹐奧巴馬將與英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
的領導人會晤﹐之後會前往秘魯參加亞太經濟合
作APEC峰會﹒

奧巴馬在歐洲為全球化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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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11月16日抵達柏林

most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groups have been left with the daunting 
prospect that, with a climate skeptic in the White 
House, they will need to look directly to corporations to 
assume the mantle of leading the country’s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But without strict regulatory standards 
or oversight, companies will be left freer to pick and 
choose which climate-friendly policies to pursue, and 
which they will choose to ignore or abandon.
Still, some American corporations have already made 
significant efforts to reduce their environmental 
footprints. So reversing them now would be disruptive 

not just for the 
environment, 
but for their 
bottom line. 
And even with 
a move away 
from climate-
f r i e n d l y 
p o l i c i e s 
back home, 
A m e r i c a n 
corporat ions 
face tightening 
r e g u l a t i o n s 
overseas.
“Now more 
than ever, 

Levi Strauss believes it is important to re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by supporting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said Michael Kobori, 
the company’s vice president for sustainability.
“Building an energy-efficient economy in the U.S. 
will ensure our nation’s competitiveness,” he said, 
“and position U.S. companies as leaders in the global 
market — all while doing the right thing for our 
planet.” (Courtesy www.nytimes.com)

Bitterly contested fossil fuel projects such as the 
Keystone development and the Dakota Access pipeline, 
which has caused unprecedented uproar among native 
American tribes, would likely be waved through, 
with Trump promising to “lift the Obama-Clinton 
roadblocks to allow these vital energy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o go ahead”.
Environmentalists are already aghast at Trump’s 
presidential preparations. He has appointed Myron 
Ebell, director at a conservative think tank, to oversee 
transition plans for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which Trump has casually earmarked for 
abolition. Ebell has said global warming i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and that the Clean Power Plan is 
“illegal”.
Shortlists drawn up for key Trump administration posts 
have also raised alarm. Oil billionaire Harold Hamm 
is being touted as energy secretary, while former 
v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Sarah Palin could make a 
stunning comeback as interior secretary, putting her 
in charge of US public lands, including treasures such 
as Yellowstone and Yosemite national parks. Palin 
is an enthusiastic proponent of oil and gas drilling, 
describing the fossil fuels as “things that God has 
dumped on this part of the Earth for mankind’s use”.
Republicans have already used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to hound climate scientists and green 
groups and this badgering may escalate once climate 
denial is official White House doctrine. It’s understood 
that scientists at Nasa are already bracing themselves 
for cuts to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s.
Predicting Trump’s plans, however, largely relies upon 
reading the results of his discursive policy speeches, 
which regularly included diatribes mocking climate 
change while on the campaign trail.

What Is The Paris Agreement?
The Paris Agreement is a climate change accord 
agreed by nearly 200 countries in December 2015, 
which came into force on November 4, 2016. The 
agreement commits world leaders to keeping global 
warming below 2C, seen as the threshold for safety by 
scientists, and pursuing a tougher target of 1.5C. The 
carbon emission curbs put forward by countries under 
Paris are not legally-binding but the framework of the 
accord, which includes a mechanism for periodically 
cranking those pledges up, is binding. The agreement 
also has a long-term goal for net zero emissions which 
would effectively phase out fossil fuels.

At the heart of Trump's energy and climate thinking 
is an “America first” policy where “draconian climate 
rules” are repealed and the U.S. escalates its production 
of coal, oil and natural gas. In May, Trump sported 
a coal miner’s helmet at a rally in West Virginia, a 
state with a long history of mining, to underscore his 
message that the “war on coal” is over and that jobs 
will flow back to the stricken industry.
“Under my administration,” Trump said, “we’ll 
accomplish complete American energy independence. 
Complete. Imagine a world in which our foes, and the 
oil cartels, can no longer use energy as a weapon. It 
will happen. We’re going to win.”
These bromides to American industrial strength helped 
propel Trump to the White House but aren’t tethered 
to reality. U.S. coal production slumped 10% last year, 
with mining jobs shrinking by 12%. Over the same 
12-month period, the US oil industry lost $67bn. These 
woes have been caused by market forces, rather than 
onerous regulation, and even Trump’s authoritarianism 
doesn’t extend far enough to change that.
“A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ill pretend climate 

The ripples from a new American president are far-
reaching, but never before has the arrival of a White 
House administration placed the livability of Earth at 
stake. Beyond his bluster and sometimes crude taunts, 
Donald Trump’s climate denialism could prove to be 
the lasting imprint of his presidency.
“A Trump presidency might be game over for the 
climate,” said Michael Mann, a prominent climate 
researcher. “It might make it impossible to stabilize 
planetary warming below dangerous levels.”
Kevin Trenberth, senior scientist at the US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added: “This is an 
unmitigated disaster for the planet.”
Trump has vowed to sweep away the climate 
framework painstakingly built over Barack Obama’s 
two terms. At risk is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which 
only came into force last week, and Obama’s linchpin 
emissions reduction policy, the Clean Power Plan.
At a pivotal moment when the planet’s nations have 
belatedly banded together to confront an existential 
threat, a political novice who calls global warming a 
“BS” Chinese-invented hoax is taking the helm at the 
world’s foremost superpower.
“Millions of Americans voted for a coal-loving climate 
denier willing to condemn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to 
poverty, famine and death from climate change,” said 
Benjamin Schreiber, climate director     at Friends of 
the Earth US. “It seems undeniabl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come a rogue state on climate change.”
U.S. conservatives are already rubbing their hands in 
glee at the prospect of a bonfire of regulation. Trump 
wants the US to exit the Paris deal, which commits 
nations to keeping the global temperature rise below 
a 2C threshold, potentially setting off a cataclysmic 
domino effect where other countries also drop out or 
ease off efforts to decarbonize. The 2C limit, which 
was already a stern challenge, now appears perilous.
The Clean Power Plan, the main tool to cut American 
emissions, is also targeted for elimination, along with 
billions of dollars in clean energy funding. Republicans 
will also turn off the tap of aid flowing to developing 
nations already struggling with climate change-driven 
sea level rise, heatwaves and dr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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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U.S. Presidency A 'Disaster For The Planet', 
Warn Top Climate Scientists While Trump Calls   

Global Warming A “Chinese-Invented Hoax”

U.S. Companies To President-Elect Trump:
 “Don’t Abandon Global Climate Deal”

Experts Say Denial Of Climate Change 
Could Mean ‘Game Over' For The Climate

change does not exist,” said Prof Tom Ly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s business school. “This is an 
increasingly untenable position, even for committed 
climate skeptics.
“His energy policy will encourage investment in 
high-carbon energy sources that will look foolish in 
retrospect. And he will anger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by reneging on policies designed to address 
global challenges.”
U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ave started to taper off 
in recent years but a Trump presidency would see a 
resurgence, with an analysis by Lux Research finding 
that carbon dioxide output would be 16% higher than 
the current trajectory should the real estate magnate 
complete a second term.
This would give the world a hefty shove towards 
climate disaster and fatally wound the US’s reputation 
as a global leader. Should other major emitters such 
as China, Ind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fail to make 
compensatory emissions cuts the planet will likely 
spiral into runaway climate change where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are displaced by rising seas, food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leading to an unprecedente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disaster.w
Major US cities including New York, Miami and Boston 
would face inundation. California, already suffering its 
worst dry spell in 1,200 years, may stage ‘megadroughts’ 
that last 20 or even 30 years. The Pentagon has 
warned climate change poses a “threat multiplier”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to hoots of derision from 

Republicans.
The shift to 
a low-carbon 
e c o n o m y 
a l r e a d y 
has its own 
m o m e n t u m , 
h o w e v e r , 
with the cost 
of solar and 
wind power 
tumbling in 

recent years. Nearly 100 coal power plants were retired 
in 2015, with renewables accounting for two-thirds of 
all new electricity generation.
New York and California both have their own 
ambitious emission reduction plans, conservative 
states such as Iowa are embracing wind energy, and 
innovations from companies such as Tesla, in solar 
panels and battery storage, are being snapped up by 
homeowners.
Stunned environment groups, faced with triumphant 
climate denialism in all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re 
trying to muster defiance. “This could be devastating 
for our climate and our future,” admitted Michael 
Brun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Sierra Club. “But 
Trump must choose wisely or we guarantee him the 
hardest fight of his political life. We won’t be in a 
defensive crouch for the next four years, licking our 
wounds.
“If he tries to go backwards on climate change he’ll 
run headlong into an organized mass of people who 
will fight him in the courts, in Congress and on the 
streets.”
Others are more conciliatory, with former vice 
president Al Gore proffering an olive branch along 
with an enormous dollop of optimism. “Last night 
President-elect Trump said he wanted to be a president 
for all Americans,” Gore said on Wednesday. “In that 
spirit, I hope that he will work with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us who believe that the climate crisis is the 
greatest threat we face as a nation.”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Whether or not Trump becomes a belated convert to 
the reality of climate change, the physics of global 
warming will remain unchanged.
2016 will be the warmest year on record, beating a 
mark set only last year. These extremes, where India 
experiences a temperature of 51C (123F) and the 
Arctic is robbed of almost all of its winter snowfall, 
are set to become the norm within a decade. American 
citizens, from Alaska to Louisiana, are already being 
uprooted due to the rising seas, a situation that will 
become commonplace.
Trump knows enough of the gargantuan shifts 
underway to build a seawall for his golf course in 
County Clare, Ireland. His Mar-a-Lago club in Florida 
may have to be next. Whether he extends his concern 
from beyond his own business interest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remains to be seen. (Courtesy https://www.
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 
 a long-term goal for net zero emissions which would 
effectively phase out fossil fuels.
Related
Trump Has Called Global Warming A “Chinese-Invented                                                                         
Hoax” And Wants The U.S. To Exit The Paris Climate Deal
China's View On Donald Trump's Climate Agenda

The U.S. would be the main victim if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s administration moves to back out of 
the climate change accord and would in the process hurt 
the U.S. global standing and diplomatic ties around the 
world said a Chinese official in early November.
It was the second rare comment related to a foreign 
election made by a Chinese official in a week, 
condemning Trump's threat to spurn the Paris 
Agreement, made by nearly 200 governments, which 
takes effect three weeks ago.
"If Trump insists on doing things his own way, 
then he will pay a heavy price both politically and 
diplomatically," said Zou Ji, deputy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Strategy, which is 
a part of China's state planner.
"The U.S. would suffer the greatest harm and of 
course, the rest of the world would also be implicated," 
he told reporters.
Earlier, China's top climate change negotiator had 
rejected Trump's plan to back out of the accord, saying 
a wise political leader should make policy in line with 
global trends.

C h i n e s e 
officials are 
often hesitant 
to weigh in 
on foreign 
elections and 
their results, 
although they 
will defend 
C h i n e s e 
policies when 
attacked in 
candida tes ' 
p o l i c y 
platforms.

Regardless of the decision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China will continue to be a 
"guardian, advocate and strong implementer of the 
Paris Accord," Zou said.
"We are a responsible country and we will do our 
utmost to ensure the Paris Accord is upheld and 
implemented."
Accord signatories had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U.S. political system when negotiating and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for Trump to back out on it, he added.

Hundreds of American companies, including Mars, 
Nike, Levi Strauss and Starbucks, have urged 
President-elect Donald J. Trump not to abandon the 
Paris climate deal, saying a failure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build a clean economy endangers American 
prosperity.
In a plea addressed to Mr. Trump — as well as 
President Obama and members of Congress — 365 
companies and major investors emphasized their 
“deep commitment to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and demanded that he leave in place low-emissions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ailure to build a low-carbon economy puts American 
prosperity at risk,” the companies said in a joint letter 
announced on Wednesday in Marrakesh, Morocco, 
where global leaders are determining the next steps for 
the Paris deal. “But the right action now will create 
jobs and boost U.S. competitiveness.”
The companies also said that they would push ahead 

with their own targets to reduce their carbon footprints 
regardless of steps taken by Mr. Trump once he is 
in office. During his campaign, Mr. Trump, whohas 
called climate change a hoax, pledged to leave the 
Paris accord, dismantl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nd undo Mr. Obama’s climate change 
policies.
“This doesn’t change 
our commitments,” said 
Kevin Rabinovitch, global 
sustainability director at Mars, 
which has pledged to eliminate 
100 percent of it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its factories 
and offices by 2040. “We’re 
doing this because we see a real 
business risk. We see a real business problem.”
Short Answers to Hard Questions About Climate Change
Businesses large and small have scrambled in the days 
since Mr. Trump’s victory to chart their next moves in an 
uncertain regulatory situation. Mr. Trump’s campaign 
pledges and musings have been driven by the belief 
that the economy will grow faster if businesses are 
freed from cumbersome federal regulations, especially 
those that limit carbon emissions.
The president-elect has heightened environmentalists’ 
fears that his administration will take on an anti-
climate, anti-environment bent by appointing the 
climate contrarian Myron Ebell to lead the E.P.A. 
transition. Climate change activists have denounced 
Mr. Ebell, whose 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 has 
received funding from oil and gas interest groups.ww
Some corporations, like the country’s largest 
automakers, have already seized on a potential upside 
to the president-elect’s leanings, urging a rethinking of 
stringent federal auto emissions standards. An easing 
of federal standards for passenger cars,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rest of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emit more 

carbon dioxide than any other part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could have immense implications for overall 
emissions.
Others, like solar and wind power companies, have 
raced to find common ground with Mr. Trump, pressing 
for reassurances that his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slash 

i n v e s t m e n t 
in renewable 
energy or 
alter federal 
tax credits 
on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Mr. Trump 
talks about 
infrastructure, 
he talks about 
jobs,” said 
Michael Skelly,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Clean Line 
Energy Partners, 
a company based 
in Houston 
that builds 
t r a n s m i s s i o n 

lines for renewable energy.
“What we’re creating are welding jobs, steel 
manufacturing jobs, in Kansas, Oklahoma, Iowa,” 
he said. “These are projects that create income for 
landowners, create jobs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ntry.”
The stakes are high. Damage from climate change 
— especially from extreme weather events like 
hurricanes, flooding and drought — could shave as 
much as 5 percent off annual glob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2100, according to a study commission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at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A worker checks masks of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at Jinhua Partytime. Latex Art and Crafts Factory 
in Jinhua,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Photo/REUTERS)

Trump want to repeal ‘draconian climate rules’ and 
increase US production of coal, oil and natural gas. 
(Photo AFP/Getty Images)

Delegates at the opening session of climate talks 
in Marrakesh, Morocco, last week. On Wednesday, 
hundreds of American companies released a joint letter 
urging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not to abandon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Photo/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COP22 President and Morocco’s Foreign 
Minister Salaheddine Mezouar (left) with 
COP 21 President and France’s environment 
Minister in charge of climate-relat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égolène Royal 
at the opening of COP 22 in Marrakesh, 
Morocco. Organizers and participants 
opened the latest round of global climate 
talks in Marrakech on November 7th. The 
implementation-focused conference will run 
for two weeks. (Photo/UNFCCC)

A worker at Xinyi 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 
in Songxi, China. China will lead the world for 
growth in renewable power, the IEA has predicted. 
(Photo Feature China / Barcroft Images)

U.N. climate chief Patricia Espinosa, 2nd left, 
and Morocco's Foreign Minister Salaheddine 
Mezouar, centre, celebrate after the 
proclamation of Marrakech, at the COP22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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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將啟動的英國脫歐談判中，歐盟方面準備
向英國索要最多600億英鎊（約合5124億元人民幣
），被英國媒體調侃為“史上最貴離婚贍養費”。

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歐盟談判團隊的多名核
心成員，初步估算出歐盟需要向英國索要的賬單總
額為400億英鎊（3416億元人民幣）至600億英鎊
。這筆“離婚贍養費”涵蓋的內容極廣，例如英國
先前承諾支付的歐盟預算份額、各種貸款擔保、歐
盟花費於英國境內的各種項目、英國先前承諾承擔
的歐盟員工和歐洲議會議員養老金份額等。

英國《每日郵報》報道，歐盟的英國脫歐事務
談判團隊將由前歐盟委員會內部市場與服務委員、

法國人米歇爾·巴尼耶帶隊，預計將與英國方面就
這份高昂賬單展開壹番“激烈談判”。

根據巴尼耶的時間表，英國政府應於明年3月
底之前啟動《裏斯本條約》第50條；歐盟與英國最
遲於2018年秋季擬定壹份脫歐草案，2019年4月
完成脫歐程序。巴尼耶談判團隊目前設想的是“硬
脫歐”，即英國退出歐盟統壹市場、今後能夠單獨
達成各類貿易協定。不過，英國前副首相尼克·克
萊格曾表示，他和其他“留歐”派議員將爭取修改
法律，力爭實現“軟脫歐”。
英國脫歐很難壹帆風順 “脫歐”人手嚴重不足
英國媒體披露的壹份政府文件顯示，英國“脫

歐”程序冗長復雜，面臨3萬名處理人手缺口，而
內閣中“脫歐派”與“留歐派”間始終存在分歧。
《泰晤士報》獲得的這份備忘錄顯示，英國政府目
前正處理超過500個“脫歐”相關項目，面臨嚴重
的人手缺口，有的政府部門需要增加40％的人手來
應對“脫歐”程序帶來的巨大工作量。

“脫歐”主導權爭奪戰
英國反對黨工黨領袖傑裏米·科爾賓提出“脫

歐”底線，包括保證英國出口商的歐盟單壹市場準
入權、持續保護勞工權益等條件，否則工黨會反對
“脫歐”進程。他同時表示，不排除提前舉行大選
的可能性。此前，英國高等法院裁定，英國政府在
正式啟動“脫歐”程序前需經議會批準。這為“脫
歐”進程增添了新變數。

600億英鎊！英國脫歐或面臨史上最貴“分手費”

美元創13年半新高
金價跌至五個半月新低

綜合報導 周四，美聯儲主席耶

倫發表講話稱，加息可能“相對快”

到來，等待太久有危險，美股、美債

收益率普遍上揚，美元指數觸及13年

半新高。美聯儲主席耶倫今日將出席

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聽證會。早些時

候，先披露了耶倫聽證會上的演講稿

。耶倫稱，相對快的加息可能是合適

的，維持利率不變可能刺激過度冒險

，暗示在特朗普勝選後經濟前景並未

有太大變化。

此外，周四發布的壹系列美國經

濟數據向好。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

美國上周申請失業補助的人數下降

19000 人，至 23.5 萬人，創下自 1973

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美國商務部數據

顯示，10月份新屋開工數飆升 25%，

超過九年來的高位 132.3 萬戶。美國

10月消費者物價增幅創下六個月的新

高，預示通脹上企。根據 CME 的

Fed Watch 工具，聯邦基金期貨市場

顯示交易員當前定價美聯儲今年12月

加息的概率超過了90%。

股市
標普 500指數收漲 10.18點，漲幅

0.47%，報2187.12點，金融股領漲。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漲 35.68

點，漲幅 0.19%，報 18903.82 點，逼

近 11 月 15 日所創收盤紀錄高位

18925.26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收漲

39.39點，漲幅0.74%，報5333.97點。

恐慌指數VIX收跌2.7%，報13.35

，創 10 月 24 日以來收盤新低。油價

上漲，歐洲股市收盤創3周新高。

外匯
美聯儲主席耶倫表示，加息可能

較快到來，任期內不會

辭職。耶倫講話，以及

美國壹系列經濟數據向

好，提振美元走勢。截

至北京時間 6:20，美元

指數漲至 100.94，創下

13年半新高。

商品
加息預期提升、美元走強對金價

形成壓力，COMEX 期金創五個月收

盤新低。COMEX 12月黃金期貨收跌

7.00 美元，跌幅 0.6%，報 1216.90 美

元/盎司，創 6月 2日以來收盤新低。

油市今日小幅收跌。市場雖然對

OPEC在 11月 30日就限產達成協議保

持積極預期，但美元走強對油價形成

壓力。 WTI 12月原油期貨收跌 0.15

美元，報 45.01 美元/桶。布倫特 1 月

原油期貨收跌 0.14 美元，報 46.49 美

元/桶。

債市
美國經濟數據向好，暗示勞動力

收緊、通脹開始上企，美債收益率曲

線變陡峭。美債收益率在周四普遍上

揚，10年期美債收益率升至2.276%。

耶倫：加息或較快到來
任期結束前不辭職

綜合報導 周四，美聯儲主席耶倫在聽

證會上稱，經濟取得進壹步進展，總統大選

不改加息進程，加息或相對快地到來；任期

結束前不會辭職；建議特朗普政府在推行財

政刺激時謹慎。耶倫認為相關政策存很大不

確定性。

周四早些時候，先公布了耶倫聽證會上

的演講稿。北京時間 23:00，耶倫正式出席

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聽證會，作證詞並回答

提問。這是美國總統大選塵埃落定之後，耶

倫首次公開講話。

耶倫在證詞中稱，加息可能相對快地到

來，維持利率在低位太久鼓勵過度冒險，到

未來某個時候為了防止經濟過熱，可能不得

不突然加息，這最終會傷害金融穩定性。

耶倫對經濟給予肯定。今年經濟取得了

進壹步的進展，朝著美聯儲就業和通脹的雙

重目標繼續前進。特別地，近期經濟增速回

升，自年初有明顯改善。此前 11 月 FOMC

會議上，美聯儲維持利率不變，稱等待經濟

朝目標繼續前進的“壹些證據”。美聯儲同

時表示通脹上行使得加息概率進壹步增加。

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未知，被認為是美聯儲

11月按兵不動的重要原因。

耶倫在聽證會上解釋道，11月不加息

並非因為對經濟缺乏信心，相反地，美聯儲

看到許多積極信號。耶倫列舉了勞動力市場

諸多改善，如薪資增速有上升跡象，勞動力

參與率提升。耶倫認為市場還有進壹步改善

空間，預計新增就業人數繼續增長會推動勞

動力參與率進壹步走高、提升工資水平。不

過她對各種族間薪資差距大，有些擔心。

耶倫被問及，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是否可

能讓加息推遲到明年1月。她表示，美聯儲

官員們沒有改變對未來的評判，與 11月會

議時壹致，他們認為未來加息的概率在增加

。數據與他們此前預期壹致：經濟增長加強

、勞動力市場改善、通脹上行。

與此前立場壹致，耶倫預計未來經濟將

只能允許美聯儲緩慢加息，部分是由於中性

利率水平非常低。

對於人們關註的特朗普上臺後，耶倫是

否卸任問題，耶倫表示，任期結束前不會辭

職。此前在競選期間，特朗普多次高調攻擊

耶倫，質疑美聯儲的獨立性。甚至稱如果他

當選，那麽肯定要換掉耶倫。不過特朗普競

選成功後，立場緩和下來，其團隊稱不會敦

促耶倫辭職，但在耶倫於2018年2月任期期

滿後，特朗普不會提名耶倫續任，而是提名

其他候選人。

議員們問耶倫，特朗普基礎設施建設、

減稅計劃等財政政策，對經濟和利率意味著

什麽。對此，耶倫表示，這些政策還有很大

的不確定性。未來美聯儲會考慮這些計劃對

失業率、經濟增長、通脹、經濟前景的影響

。耶倫建議特朗普政府推行財政刺激時，應

該謹慎。耶倫承認總統大選後，市場出現明

顯的波動，這主要是由於投資者預計財政刺

激計劃能夠推升通脹，導致美聯儲比預期更

快速加息。對此耶倫警告稱，政策有很大的

不確定性，將密切關註相關政策，並在未來

做決策時考慮它們的影響。

盡管美國總統大選的最終結果出人意料

，但股市在經歷短暫的下挫後迅速上漲，道

指連創新高，主要是由於投資者看好特朗普

的經濟政策。由於擔心通脹會走高，債券價

格下挫。

美聯儲在2008年底將利率降至近0水平

，此後維持了大約 7年的超低利率。去年12

月，美聯儲上調聯邦基金利率 25個基點，

官員們表示今年將繼續加息，預計會有四次

加息。然而年初金融市場出現大幅震蕩、海

外經濟形勢不穩、美國勞動力市場報告壹度

變糟、英國退歐、美國總統大選等因素，令

美聯儲今年壹直未加息。

《華爾街日報》評論稱，耶倫聽證會正

值美國經濟數據壹片大好之際：房地產、首

次申請失業救濟金、通脹等數據都很強勁。

美聯儲在接近下壹次加息。

CNBC稱耶倫就加息給出了目前最為鷹

派的言論。周四耶倫講話推升了市場對於

12月加息的預期。當前，市場預測美聯儲

12月加息概率超過 90%。美聯儲將於 12月

13~14日召開 FOMC會議。市場表現方面，

美股、美債收益率上揚，美元指數再創 13

年多新高。

英國將被歐盟索600億磅分手費
綜合報導 在即將啟動的英國脫

歐談判中，歐盟方面準備向英國索要

最多 600億英鎊（約合 5124億元人民

幣），被英國媒體調侃為“史上最貴

離婚贍養費”。

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歐盟談判

團隊的多名核心成員，初步估算出歐

盟需要向英國索要的賬單總額為 400

億英鎊（3416億元人民幣）至 600億

英鎊。這筆“離婚贍養費”涵蓋的內

容極廣，例如英國先前承諾支付的歐

盟預算份額、各種貸款擔保、歐盟花

費於英國境內的各種項目、英國先前

承諾承擔的歐盟員工和歐洲議會議員

養老金份額等。

英國《每日郵報》報道，歐盟的

英國脫歐事務談判團隊將由前歐盟委

員會內部市場與服務委員、法國人米

歇爾· 巴尼耶帶隊，預計將與英國方

面就這份高昂賬單展開壹番“激烈談

判”。根據巴尼耶的時間表，英國政

府應於明年 3月底之前啟動《裏斯本

條約》第 50 條；歐盟與英國最遲於

2018年秋季擬定壹份脫歐草案，2019

年 4月完成脫歐程序。巴尼耶談判團

隊目前設想的是“硬脫歐”，即英國

退出歐盟統壹市場、今後能夠單獨達

成各類貿易協定。不過，英國前副首

相尼克 · 克萊格曾表示，他和其他

“留歐”派議員將爭取修改法律，力

爭實現“軟脫歐”。今年 6月 23日，

英國舉行公投。24日公布結果：脫歐

陣營鎖定最終勝利。

綜合報道 據《每日郵報》報道 ，特朗普即使入主了白宮，可能還是想住在自己位于紐約、價值1億美元的特朗普大廈頂層

套房裏，選擇每天搭乘1個半小時的直升機飛去白宮。《紐約時報》披露，特朗普已經和幕僚們討論過，自己究竟需要多少天住

在白宮，並希望能“什麽時候想在紐約，就待在紐約。”與此同時，特朗普位于紐約第五大道的超豪華大樓內景曝光。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11月17日，韓國一年一度的高考（韓文名爲大學修學能

力考試，簡稱“修能”）拉開帷幕，考生的家長及學妹學弟在考場外爲考生助威

加油。

綜合報道 11月16日，“美國航空航天局：一場人類冒險”航天展在新加坡藝術科學博物館舉行推介活動。本次展覽將于11

月19日至2017年3月19日舉行，展示一系列太空探索的科技創舉以及美國航空航天局的科技成就。圖爲11月16日在新加坡藝術

科學博物館的推介活動上拍攝的“太空人吉祥物”。

綜合報道 2016 年 11 月 16 日消息（具體拍攝時間不詳），英國劍橋大學

一年一度的“美臀大賽”開始評選，在校的男女學生紛紛在網上曬出自己的

臀部照片。

休城社區

B3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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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中文沉
浸學校(Mandarin Immersion Magnet School, MIMS)
與休士頓市政府合作，加入 SPARK Park 計劃社
區夥伴關係，將在新校區建設全新SPARK Park，
提供社區服務。為慶祝動工儀式順利進行，學校
於18日下午舉行破土典禮，休士頓市政府、社區
及休士頓獨立學區(HISD)代表皆出席參加。

休士頓中文沉浸學校於2012年開辦，由學區
教育委員會撥款補助及監督管理，學校沉浸式教
法各佔對半比例，希望學生能自然而然成為雙語
通，並尊重接納多元文化。該校也是全德州第一
所沉浸式中文學校，成為休士頓教育界楷模，今
年8月更進駐位於Galleria的全新校區，給予優質
教學環境。

破土典禮由副校長 Dane Roberts主持，對於與 SPARK Park
計劃建立社區合作，Dane Robert 表示學校與社區密不可分，
SPARK Park可讓學校社區化，對學生、家長、教職員和社區居
民來說都是互惠關係；而中文更是重要的語言，在良好的環境下
，可幫助學生學習，新校區地處國際化社區，可促進多元文化交
流。

Dane Roberts介紹與會嘉賓，州眾議員吳元之(Gene Wu)、
休士頓市議員Mike Laster、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

周慧宜與休士頓獨立學區教委等人都受邀出席，並輪流
致詞。 J選區市議員Mike Laster表示，SPARK Park不只
是多元文化的展現，也是教育的前進，並表示今天是J選
區的 「SPARK Day」。吳元之鼓勵多語言學習，讓自身
更強壯。休士頓市長透納(Sylvester Turner)則派代表致贈賀函，
嘉獎社區貢獻。

活動上，由學生與教師聯合展現精彩舞龍表演，Pre-K幼兒
園可愛小朋友也在中文老師指導下，演唱 「我的朋友在哪裡」及
「顏色歌」兩首中文兒歌，標準的中文和逗趣演出讓現場拍手叫

好。接著重頭戲登場，所有受邀嘉賓與小朋友參加室內破土典禮
，眾人一起剷土，預祝社區公園興建順利。

「SPARK Park」是休士頓市政府一項非營利計劃，在過去
30年，已經在休士頓地區建設超過200座社區公園。每一座公園
具獨特性，根據社區需求所建造。公園落成後將在課餘時間和周
末時間供市民使用。

中文沉浸學校SPARK Park破土典禮 簡單隆重

破土典禮上學生和教師精采的舞龍表演。 (記者黃相慈／攝影)

與會嘉賓、學校高層和小朋友一起完成破土儀式。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新年園
遊會有著 「規模最盛大的亞裔新年慶典」美譽
，每年都受到眾多當地機構和商家贊助，獲得
社區好評。明年美南新年園遊會將在美南新聞
大樓廣場，搭配第51屆超級盃美式足球賽(Su-
per Bowl)擴大舉行，董事長李蔚華17日召開首

次會議，討論籌備會、宣傳設計、贊助
商與各項活動事宜，預計讓各族裔都能
感受國際性的嘉年華歡樂氣氛。

為迎接第51屆超級盃美式足球賽將在休士
頓舉行，讓更多不同族裔社區都能感受超級盃
嘉年華慶典，國際區將舉行超級盃慶祝活動，
結合農曆新年過年氣氛，美南新年園遊會預計2
月4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場
盛大舉辦，整個各族裔社區全員動員，讓民眾

體驗不同以往的多元文化盛
宴。

李蔚華說，農曆新年慶
典是美南運行 20 年的傳統，
今年為超級盃做前導，不只增添節慶氣氛，更
能吸引眾多遊客前來國際區遊玩，促進觀光發
展，相信活動會豐富多彩，希望各社區都能一
起加入，慶祝兩個具代表性的慶典。

明年第21屆新年園遊會活動細節仍在籌劃

中，籌委會將涵蓋超過50 位各族裔領域人士，
園遊會前也預計在2月2日晚間舉辦Kick-off晚
會，屆時內容將精采可期，請民眾隨時注意活
動更新。

美南新年園遊會融合超級盃元素 各族裔全體總動員

超級盃明年將在休士頓舉行。(取自官網)

今年園遊會上百位嘉賓政要上台參與剪綵。(本報資料照片)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左)與振興社區組織共同創辦人Jan Tay-
lor(右)等人召開首次新年園遊會會議。(記者黃相慈／攝影)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德

州佛教會第 36 屆年度義賣園遊會

於昨天（11 月 19 日） 上午十時起

，在玉佛寺觀音殿前廣場熱閙舉

行。來自四面八方的信眾，排隊

購買玉佛寺準備的各種可口的素

食小吃，如壽司，麵點，蛋餅，

米粉，滷味，粥飯，甜品，燒

烤-----等等佳餚，有的攤位因排隊

的人太多（ 有些食品必須現做）

，造成搶購的情況，其他攤位如

佛教精品，手工藝品，日用品，

花卉，果樹幼苗，有機蔬果，也

吸引了很多信眾前往採購。

玉佛寺觀音殿前的天井，也擠

滿了食客，大家歡聚一起，大塊

朵頤。前面的高台處。成了自然

的義唱舞台，由江叔芳，齊士林

負責的「 義唱」，更是一整天歌

聲不歇，連前來的貴賓--- 「 台北

經文處」 副處長林映佐也被請上

台去高歌一曲「 愛拼才會贏 」，

那天玉佛寺的唱將逐一上台，如

江叔芳，許瑞慶，林仁傑---- 等人

，每人都有不少的贊助者，為佛

寺募集了不少的善款。還有其他

的佛教團體，如「 慈濟基金會」

也由執行長黃濟恩夫人率領大隊

人馬前來助陣，顯示休市各佛教

團體間的和諧，互助。

摸彩也是每年義賣會的重點。

賣出的義賣抽獎券逐一抽出，如

「 特獎」一千元現金，頭獎： 蘋

果 iPhone 7 32GB 手機； 二獎： 美

國國內來回機票； 三獎：Vitamix

果汁機； 四獎： 蘋果平板電腦；

五獎：Fitbit 運動腕帶------等上百

種豐富的獎品，逐一抽出。很多

抽中的得獎者也在現場，如抽中

二獎機票的徐小玲，也在人群中

被找到，上台喜悅的接受法師頒

獎。

玉佛寺舉辦園遊會的目的，除

了年度義賣外，更藉此機會與僑

社結緣，提供社會各界認識佛教

會的機會。義賣所得之善款，將

用於道場平日弘法利生和慈善濟

貧之需。

德州佛教會年度義賣園遊會
於昨天上午在玉佛寺熱鬧舉行

圖為玉佛寺昨天義賣會的現場（ 前排左起） 「 台北經文處」 副處長林映佐，玉佛
寺宏意法師，淨海法師，玉佛寺義賣會總幹事林三江。（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 秦鴻

鈞報導）第六屆食品

募捐活動於昨天（11

月 19 日） 上午十時起

在夏普斯坦社區活動

中 心 （Sharpstown

Community Center ) 舉

行，共有休士頓老人

服務協會，中華文化

中心，石山地產，環

宇舞蹈社，幸福舞蹈

社，休士頓晨功會，

夏普斯堂健身舞蹈班

，中定太極學院，夏

普斯堂武術班，美洲

太極學院，香香創作

舞 蹈 ， Sharpstown

Community Center,

Thien Sinh Hoi- Zeno-

bics Society 等社團主

辦，他們當天作愛心

捐款及捐獻乾糧，一

早上即籌到$3802 元，

光是「 石山地產 」 的莊麗香個人即捐出$600 元。

當天的活動由著名電視，電台主持人陳瑩主持，

由主辦單位逐一表演舞蹈,養生運動，太極劍/ 掌/ 刀

，及武術等共十三個節目助興。

第六屆食品募捐活動
昨天上午在休士頓夏普斯坦社區活動中心舉行

圖為第六屆食品募款的所有主辦社團代表合影於活動上。（ 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 秦
鴻鈞報導 ）美南電
視節目主持人，電
台主持人，僑社社
團的骨幹人物--
張 紹 華 女 士 ， 於
11 月 9 日（ 上周
三） 猝然離世，她
的逝世給僑社極大
的震撼，很多人至
今還無法自這場驚
慟中清醒過來。

昨天上午在美華天主堂，坐的滿滿的
人，大家趕著來送紹華最後一程，包括美
南報業傳媒集團的董事長李蔚華先生，美
南新聞及美南電視的同事， 「美南大專校
聯會」 的所有成員（ 她是該會第二副會
長），以及紹華的老闆美齊，紹華在休士
頓所有好朋友們，大家無言的坐著，反倒
來休市才三週，美華天主堂的白神父說出
大家的心聲：

她準備好了與生命相遇，她好打抱不
平，有 「俠女 」 的性格，很多人是帶著

「面具 」活在這世界上，紹華是清澈的
做人，沒有虛偽。紹華用她的堅忍，耐心
，擔當活著，沒有訴苦，每一個想到紹華
的人都是她快樂的樣子，但她走了，我相
信她能做的更多，她一定活生生的人的生
命才是天主的光榮。

紹華是活生生的生命，她是個活動家
，對各種樣的事都充滿熱愛。白神父說：
我們的生命不會結束，它永垂不朽，我們
要慶祝 「生命」，她的笑容，歌聲，舞
蹈----- 「生命 」 是要慶祝的。

張紹華女士追思彌撒
昨天上午在美華天主堂舉行

圖為昨天的美華天主堂紹華追思彌撒現場。（ 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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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佛教會第36 屆年度義賣園遊會昨熱鬧舉行

義唱舞台前擠滿了觀眾。

宏意法師（ 右）抽出二獎飛機票，
結果被玉佛寺多年傑出義工徐小玲
（ 左） 獲得，真是實至名歸。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許瑞慶義唱的神情。

慧度師（ 右） 率領的 「 香積組 」 推出各式美食貢獻最大。林仁傑高歌一曲義唱。

各美食攤位前擠滿了食客。

觀音殿前天井
擠滿了爭嚐美
食的信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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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16 日，休士頓訊
– 近百年前從中國的一家小型保險
公司到如今成為全球性保險公司，
AIG 美國國際集團(美亞) (NYSE:
AIG) 今天宣布，開始在大休士頓地
區尋求人才加入該公司的壽險年金
代理銷售事業。公司誠徵能講流利
國語、粵語或雙語的人才加入團隊
，並來了解AIG為理財專員提供的
全方位中文支援系統。

亞裔市場副總裁兼首席營銷官
Elaine Liu表示： 「AIG承諾為休士
頓地區乃至全美正在不斷成長的美
國華裔客戶族群提供服務。」她說
： 「過去一年，我們全面性地協助
理財專員拓展他們的事業，並取得
了巨大的成效。我們積極聘請有經
驗、有才華的理財專員，同時也樂
意幫助有意在金融理財領域發展事
業的新進理財專員。」

AIG致力於推廣亞裔市場，除

了加強了公司的多語言專案管理及
核保能力，打造一個尊重多元文化
的工作環境，還持續招聘精通華語
的優秀理財專員，在全新的以客為
尊的客服中心來為客戶及保單持有
人提供服務。

大休士頓地區分行總經理Jim-
my Woo (胡炯洪)表示： 「AIG Fi-
nancial Network 已經成為眾多理財
專員的事業發展平台，並且幫助他
們實現收入豐厚且時間靈活的生活
方式。而我的目標就是憑藉我在這
個領域三十年的經驗，以及AIG廣
泛的資源，培養並給予我們理財專
員最佳的培訓與資源，協助他們在
這個領域內獲得成功。」

AIG Financial Network 藉 由
AIG 國際保險集團既有的悠久歷史
與豐富資源，讓理財專員以豐富的
專業經驗滿足客戶的終身需求。
AIG團隊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可

以讓客戶應變人生中的突發情況，
也能滿足他們的理財及退休目標。

若您想了解更多關於 AIG Fi-
nancial Network 的就業機會，請上
網 www.aig.com/chinese，或與當地
分 行 直 接 聯 絡 ， 電 話 是
917-405-6410。有關AIG更多詳情
，請上網www.aig.com。

AIG美國國際集團（美亞）是
全球保險業界的領導品牌。成立於
1919年，如今我們的業務遍及全球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為各地消費
者提供多樣化的服務，包括財產意
外險，人壽保險，退休規劃，房貸
保險以及其他的理財服務。同時，
我們的產品及服務還幫助企業及個
人進行資產保護，風險管理以及退
休金保障。 AIG普通股上市於紐約
證券交易所和東京證券交易所。

更多的AIG資訊將可以在AIG
官網 www.aig.com 查詢。 | You-

Tube: www.youtube.com/aig |
Twitter: @aiginsurance | LinkedIn: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
aig 。為了方便起見，AIG提供以上
資源作為參考。這些在網站上關於
AIG的補充資料，並沒有包含在這
份新聞稿當中。

AIG 是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的全球化財產保險、人
壽、退休，和一般保險業務的營銷
品牌。有關更多信息，請訪問我們
的網站 www.aig.com。所有產品和
服務將由書面或由美國國際集團的
子公司或相關公司提供。產品或服
務可能並非在所有國家或地區提供
，並取決於實際條約語言。非保險
產品和服務可能由獨立第三方提供
。特定財產/傷亡保險涵蓋可能由
溢額保險公司提供。溢額保險公司
一般不參與國家保證基金，因此受
保人並不受此類基金的保護。

AIG招聘理財專員 以服務休士頓華裔客戶

奧巴馬總統簽署的“病人保護和合理醫療
照護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針對美國健康醫
療體系提出幾項重大改革，其中一項是2014 年
1 月開始實施的 「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 or Exchange)。此保險市場
機制將使醫療保險更實惠(免費預防醫療服務)
並提供財務補助(Tax Credits)，降低您的保費。
2014 年起，除了低收入、原住民、非法移民和
監獄服刑者，所有人都需購買健康保險。不購
買者將繳付罰款，金額： 2016 年成人$695，小
孩 $347.5 或2.5%家庭收入。然而每年健康保險
交易市場都有規定的開放申請期限，2017 年交
易市場從 11/1 起開放申請至 1/31/2018 截止，
僅僅三個月的開放申請期間，請民眾把握。
2018 年則可能縮減為一個月的開放申請期限。
誰有資格申請？

1) 該州 「交易市場」的居民

2) 美國公民或合法居留的非美國公民
3) 不在監獄服刑者
大家都知道，進行癌症篩檢和注射疫苗等

預防保健是維持健康的重要方法之一。但在過
去，很多人都沒有接受預防保健服務，因為他
們的保險公司並不承保，或需要昂貴的自付額
。在選擇用 50 美元支付乳房 X 光檢查還是用
50 美元購買食品時，許多女性不得不犧牲預防
保健服務。如今，她們不必再冒這樣的風險。
由於有了醫療照護法案(ACA)，所有的新計劃都
免費提供各種不同的預防保健服務。僅在2011
年，有5400 萬美國人透過他們的個人醫療保險
計劃接受過至少一項免費的預防保健服務。
關於健康保險的其他重要應知事項
1. 不同的健康保險單可提供不同福利，其中一
些會對您可使用的醫生、醫院或其他服務提供
方做出限制。

2. 在您的保險公司開始為您獲取的保健服務進
行支付之前，您在每個計畫年度都需支付一筆
自付額。例如，我們假設您的自付額為 200 美
元。您在急診室接受治 療，共計花費 1250 美元
。您首先需要支付 200 美元 的自付額，然後您
的保險才開始支付其應付的份額。
3. 在您獲取一項醫療服務時，如醫生隨訪、醫
院門診就診或處方，您可能需要支付費用中屬
於您的份額的共同保險或共付額。共同保險通
常按百分比計算（例 如：總費用的20%）。共
付額通常為固定金額（例 如：您在開具處方或
醫生隨訪時可能需要支付 10 或 20 美元）。
4. 健康保險計畫與分佈廣泛的醫院、醫生、藥
店和醫療 保健提供方網路訂立合約以為計畫內
人群提供保健服務。根據您購買的保單類型，
可能只有當您從計畫網內的提供方處獲取醫療
服務時，才能得到保險支付份額，否則您可能

需要支付較大比例的帳單費用。
5.您可能會遇到看上去和聽起來都像健康保險的
產品，但那些無法為您提供全面健康保險帶來
的同等保護。一些保單僅能覆蓋某些疾病或意
外傷害。一些僅能讓您享受健康服務方面的折
扣。不要將類似保險的產品 誤以為充分全面的
保險保護。

光鹽社提供免費協助申辦或更新個人醫療
保險和政府保費補助，以及低收入孩童和懷孕
婦女的 Medicaid/CHIP 醫療補助，有任何問題
歡迎致電光鹽社713-988-4724。

CMS Product No. 11631-C 翻譯 林莉婷
關於2017年健康保險的重要應知事項
2017年交易市場從11/1/2016起開放申請至

1/31/2017截止

關於2017年健康保險應該注意事項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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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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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星期日 2016年11月20日 Sunday, November 20, 2016
休城工商 B8星期日 2016年11月20日 Sunday, November 20, 2016

(

美
南
人
語
）

活到今時今日，自己早已升級為 「登陸
之年」多時，不過有一件心事，自己一
直戒懷，那就是對國父孫中山先生生平

的的著作，所讀有限。這都是因為自己喜愛博覽群書，不愛局
限於一家一席。幸好還是有看過 1897 年先生所寫的英文版
《倫敦被難 記》（Kidnapped in London)及中山先生在《河濱
雜誌》中的文章中所寫的中文版《我的回憶》革命記憶。
在今天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之際，從 中國北京到法蘭克福
、從美國紐約到台灣台北、從香港到夏威夷，在他生前為籌謀
革命而奔走呼告的世界各地，人們出於對中山先生的景仰，、
正不約而同地舉辦各種活動，來紀念這位革命家。而作為中山
先生第二故鄉的澳門 各界人仕，也正以不同視角，審視孫中
山與澳門的關係，為緬懷這位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以孫中的革
命啟蒙原點而自豪。

1894 年離開澳門後，孫中山以革命推翻清王朝統治的決心已定，
當年十一月，他就開始從包括自己哥哥孫眉在內的檀香山華僑群體中,
匯聚人力財力，為1895 年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做準起義作准備。

起義失敗後，時年廿九歲的孫中山遭清廷通緝，在澳門葡人友人飛
南第的協助下，經澳門流亡海流亡海外，輾轉至倫敦，投奔其在香港西
醫書院時的老師康得黎。

1896 年10 月11 日，清朝駐倫敦公使拘禁了身處使館的孫中山。孫
中山設法向康得黎求救，康得黎等人將此事公諸於眾，利用輿論壓力和
英國政府干涉，令孫中山獲釋。這段經歷的詳情隨即被寫成英文自傳
Kidnapped in London：being the story of my capture by, detention at, and
release from the Chinese legation, London（1912 年首次漢譯為《倫敦被
難記》），1897 年在英國印行，後譯為俄、日等多國語言，孫中山因
此聞名於西方世界，成為中國革命的像徵。

這本奠定了孫中山國際地位的自述，開篇便是澳門。他寫道：“我

於1892 年在澳門這個珠江口小島住下，開始行醫
，那時無論如何，也料不到四年後，在倫敦被囚於
清廷駐英使館, 不意間引致政界嘩然，又竟由英國
政府出面方得脫身。然而，正是蔔居澳門那年，正

因置身澳門城中，我初涉政治，革命事業起步，這是我今日為英國人所
知的由來。”

在簡短介紹香港求學經歷後，他再次談及澳門：“澳門為葡萄牙所
據有360年，政事歐人做主，居者則以華人為多，以葡人自居者，多為
世代延續的歐亞混血之人。”其後兩個段落陳述他在澳門行醫狀況，隨
即點出在離開澳門前所經歷的革命啓蒙：“也是在澳門，我初次得知一
政治活動正在進行，恰當地來說，一個名為‘少年中國’的黨(
“Young China”Party) 得到組建，其宗旨如此英明、計劃如此穩健、
前途如此樂觀，令我心有慼慼，隨即加入，以圖加入，報效國家。該黨
旨在實現和平變革，我們希望通過向朝廷請願，以漸進、平穩的方式，
構建趨向現代之政府。此政治運動之首要目的，乃推行憲政，取代舊式
、腐敗且不合時宜之現行中國體中國中國體制。”

對這本脫險陳情回首澳門的自述，歷來史學家各有解讀，有認為康
得黎捉刀，或顧及英人觀點而曲筆，但孫中山在澳門經歷政治啓蒙並公
開宣稱由此起步，是事實。這段生死攸關，與澳攸關，跟澳門有關的經
歷，透過孫中山的親身回憶，更顯真實生動。
除《倫敦被難記》外，孫中山的另一次回顧，也提到了他在澳門接觸革
命的過程，且更加詳細。1911 年10 月11 日武昌起義勝利，各省紛紛響
應，在美國奔走籌款的孫中山，隨即決定從外交入手、尋求支持、組建
政府，於11 月10 日抵達倫敦，尋求與英國外相接觸，結為聯盟。

此時，英方判斷清政府大勢已去，但在主政北京的袁世凱與南方革
命起家的孫中山之間，傾向支持前者。頗具影響力的英國《泰晤士報》
，刋載了對袁世凱評價極高的文章，隨後連續宣傳袁世凱在革命中的作
用。在此種不利情勢之下，孫中山也希望通過媒體爭取輿論，保護革命
果實。他選擇了當時銷量極高的月刊《河濱雜誌》(The Strand Maga-
zine)，於抵英當日接受訪問，澄清原委、維護革命正義性。 在是次
訪談中，孫中山再次提及澳門往事：“……1892 年，我取得等同於內
、外科執業資格的學位，於資格的學位，於是四下尋覓一些可資安頓的

去向，最終決定去葡萄牙人轄下的澳門，碰碰運氣。當時我對政治都還
沒有甚麼興趣，在澳門，葡籍醫生的偏見, 令我寸步難行，但在那段艱
難時期的某段艱難時刻的一個夜晚，一位與我年齡相仿的年輕商人找到
我，問我是否聽到來自北京的風聲，說日本人打過來了。我說從英國人
那兒略有耳聞，其餘知之甚少。

我又說：‘我們都被蒙蔽著，這是非常不幸的，皇帝應該更信任人
民。’

那位朋友說：‘天命無常’。（意思是，天賦的權力不會永存。）
‘極是’，我又道，‘《尚書》有載‘天聽自我民聽’’。
當晚，我加入了少年中國黨。”
隨後段落中，在述及離開澳門一節之前，孫中山說與歐西人士

(Europeans)常相往來，令他體會到他們的自由，更加無法忍受清政府對
人民的蒙蔽。這裡的歐西人士，除了對他影響深刻的英國人，應當也包
含在澳門所接觸的葡萄牙社群。另外，當提到一八九五年起義失敗遭通
緝經澳門逃亡的遭遇時，他回憶道：“在澳門祇有數小時的停留之際，
我與舊同志匆匆會面，他對我說：‘孫，你已無法抽身。’我答道‘是
，我已走上此路。記得你說過：天命無常！’”

《河濱雜誌》是以銷量為目的的通俗讀物，既連載“福爾摩斯探案
集”，也報道如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等的歐洲政治人物，趣味與真實兼顧
。孫中山的《我的回憶》逐條列舉推翻滿清的理由、分析局勢、預期革
命成功並呼籲支持，政治意味強烈，但在簡短的幾個段落中，將在澳門
與組建革命黨有關的經歷以一種頗具傳奇色彩的方式呈現，與其他革命
生涯軼事一同點綴在嚴肅的行文之間。這說明，這段被屢屢提及的澳門
往事，在他的革命生涯和個人經歷中，都是重要的部分，亦是珍藏的記
憶。

澳門引以為豪的歷史城區，濃縮了幾個世紀的風雨興衰，見證過無
數英雄豪傑意氣風發，觸動文人墨客詩情畫意。漫步舊城老巷，也許不
經意間就踏過先賢留下的足印，步入他曾拜訪過的院落。然而，有形的
遺跡往往更易隨著城市的變遷而遠去，在偉人的回憶和著述中，澳門在
歷史劇變中的形影更加清晰，不容懷疑。孫中山對澳門的回憶，是澳門
一項珍貴的歷史遺產。

孫中山 回憶中的澳門
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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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莉自滿輕敵失江山
楊楚楓 整個地

球 ， 都
為 特 朗
普 成 功

當選美國總統而驚愕，包括筆者。特朗普這個人，口
沒遮攔、自大、瘋狂，而且參政、公職、外交、黨務
的經驗，都幾乎是零，是個素人總統，但大多數美國
人選了他，而落敗的，卻是上述四方面都經驗豐富的
希拉莉。希拉莉今年六十九歲，她跟隨丈夫克林頓入
主白宮，是二十四年前的事，克林頓卸任後，她一直
活躍於美國政壇，美國人很熟悉她，選她應該沒有甚
麼意外，一個老政客，好穩陣。

按常理，各位讀者可能都會想：選個正正常常的
老政客，無謂搏。特朗普自黨內初選以來，一路過關
斬將，很多美國人其實並不這麼想。情況一如英國脫
歐公投，英國加入歐盟、歐共體幾十年了，脫歐是禍
福難料，如果以大局來看，也是沒有理由讓國家冒這
個險。英美都是老牌民主國家，制度成熟，選民也成
熟，為甚麼選民有這樣的選擇？今次美國總統選舉翻
盤 ，瘋狂幼稚也可貴。

希拉莉為甚麼會輸給特朗普？關於這個問題，連
贏兩次總統大選的奧巴馬應當最有發言權。十四日，
奧巴馬在希拉莉敗選後首次回答記者問，他暗示希拉
莉輕敵，指她不應當對手四處遊說時, 放鬆懈怠。

當天下午，奧巴馬暗示，在競選民調中遙遙領先

的希拉莉, 有些輕視對手。他說，今年夏天和秋天的
大部分時間，特朗普都在全國各地奔走、上山下鄉,
發表競選演說，同一時間，希拉莉卻選擇放鬆休息。

八年前，奧巴馬曾在艾奧瓦州大獲全勝，那裡絕
大多數居民都是白人，他能贏“, 不是人口統計結構
所決定的”，而是因為他花了整整八十七天，“親自
走遍每一個鄉鎮、每一個市集”，讓盡可能多的選民
，可以聽到他的聲音。

奧巴馬說，他可能以微小的差距, 輸掉了某些縣
市，因為他是順道拜訪那些地方，而他在其他縣市出
奇制勝，原因在於，他在那裡，花費了大量時間、物
力、人力。

不過奧巴馬認為希拉莉今次敗選，能讓民主黨自
我反思一下。“如何深耕基層，如何讓選民了解你們
堅持的理念，這是一個國家政黨面臨的挑戰。”奧巴
馬稱，在民主黨內部展開了關於基層工作和構建自下
而上政黨的對話，“未來將會產出更加強有力的結果
，我樂觀相信，這將會發生。”

奧巴馬勉勵民主黨同仁, 不要因大選落敗而“完
全氣餒”，應當記住“世事變化迅速”。

奧巴馬認為，希拉莉落敗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
她未能像特朗普一樣, 激發支持者的熱情。奧巴馬說
：“我想從這個方面來說，他（特朗普）能跟支持者
建立起一種緊密的聯繫。這種力量非常強大。”愛信
不信，特朗普才是民意！

在大選活動中，特朗普的每次 rally, 都是幾萬人
把一個體育館塞得滿滿的，還幾千人外面進不去。而
希拉莉的 rally，一個州才 100 人，很多還是關係戶
……FB 之前也是民主黨的擁護者，有段時間還刪特
朗普的帖子，引起爭議。但突然facebook態度完全變
了……Facebook上不但有廣告，還存儲了大多數美國
人發表的和轉發的關於總統選舉的文章和評論，照片
，視頻等。這些就是美國人最真實的想法……通過分
析 facebook 的數據，發現已經有 90%以上的人支持
Trump……特朗普的執政理念都是通過 youtube、
facebook、twitter 這些互聯網管道進行傳播的……
youtube的特朗普每一個視頻, 都輕鬆達到上千萬的瀏
覽量。特朗普的支持者在youtube、facebook論壇上針
鋒相對的跟希拉莉的槍手們做鬥爭，一個視頻評論數
往往達到了5、6位數。

不管你願不願意相信，特朗普贏出真的是民意；
不管你怎麼質疑美國票選制度的漏洞，至少在互聯網
上，特朗普就是絕對優勢。實在不想再比較傳統媒體
和互聯網新媒體對民意表達的分野，或者所代表的是
甚麼階層和年齡段，美國傳統媒體在這次大選中，被
打臉程度真是前所未有。

也許傳統媒體自覺肩負著歷史使命，就像奧巴馬
幾個月前在白宮傳媒宴上調侃：共和黨人力阻特朗普
成為總統候選人，卻終是無法成功。 如果還是傳統
媒體的天下，也許美國主流媒體不會那麼尷尬，一覺
醒來, 發現自己站在民意的對立面。如果沒有自媒體
的碎片化、非專業描述，人們不會知道, 民意早就反
映在特朗普和希拉莉的競選集會中。

另一位分析師利安斯說，希拉莉其實也克服了自

滿問題，全程兢兢業業。她聲稱對手根本不夠斤両擔
起總統職務的講法，在社媒上觀察到，是很有效的攻
擊。 另外一間社交媒體分析公司，得州奧斯汀的
spredfast，在投票日追蹤七個關鍵州的人對候選人有
何感覺，結果發現，從推特信息，可以追蹤到投票的
情況。 社媒能否告訴大家關於投票情緒的實況，是
不少高等學府都想研究和追蹤的。加州理工學院就開
了一個名為“推特選舉”(Tweeting the Election)的網
址，把推特按寫的人所在地理位置及政治背景來細分
。加州理工專門研究議論選舉日投票、缺席投票及投
票地點等話題的推特。

說社交媒體在這次歷史性選舉中舉足輕重，還嫌
低估了其威力。事實上，特朗普就是用推特來競選的
，他迫使對手要對他的一百四十字攻擊作回應。推特
是個無王管的世界，特朗普的助手在上面不停發砲，
直至最後幾天才收手。

希拉莉亦用社媒為己服務，起動了一個西班牙語
推特平台twitter feed及網址，但她顯然沒有特朗普那
樣對推特有足夠重視，用起來亦不及他得心應手。7
月，在民主黨大會上，希拉莉就曾譏諷特朗普依賴社
媒。

有分析說，特朗普之所以能當選美國總統，實得
力於美國的白人藍領階層。這個階層的知識水平普遍
低下，幹藍領工作的社會地位也不高，而社會上的福
利好處又多數傾向於精英類的中產階層，於是這些白
人藍領階層，長期對執政者有所不滿，當有一個不知
所謂而亂說一通的人出來選總統，雖未必是理想人選
，但能把原來的統治階級踢下台，實是大快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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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
亮 珍 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宋檳生 醫學博士
Bin S. Sung, M.D., FAAP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德州大學小兒專科畢業

美國小兒專科院士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及

Methodist Health Center, Sugar Land主治醫師
精通﹕國﹐粵,台﹐英語﹐接收醫療保險

4610 Sweetwater Blvd, Suite 130,
Sugar Land, TX 7747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門 診 時 間
週一至五 11:00am-7:00pm

小
兒

專
科

281-565-7337
Sweetwater Blvd.

Hwy 6

59

Lexington

★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
藥，不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
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 Best Vision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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