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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年園遊會與國際足球節合作
邁向國際多元化
美南新聞第 21 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New Year Festival)將於明年2月4日(周六)上午10時至下午5時在美南
大樓前廣場盛大舉行﹐為擴大國際性效應﹐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及振
興社區組織共同創辦人Jan Taylor與國際足球節(The 2017 Internation-
al Soccer Festival)負責人Corey Mason合作﹐將擴大農曆新年範圍﹐融
合運動元素﹐增加可看性﹒三人並於節目上簡單談論合作契機及活動
內容﹐希望給社區朋友帶來不同凡響的國際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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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盡有    日用家居文具禮品總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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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美國當選總統川普挑選的俄克拉何馬州的
州司法部長斯科特·普魯特出任美國環保署署長﹒
普魯特一向猛烈抨擊環保署的工作﹐並大力批評奧
巴馬總統通過大幅減少美國電廠碳排放以應對氣
候變化的計劃﹒
普魯特是來自今年1月提起一項訴訟﹐尋求阻止清
潔能源計劃的27個州的官員之一﹒按照奧巴馬政

府的這項計劃﹐美國環保署要求各州提出辦法﹐到
2030年把總的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水平上減少百
分之32.
川普的高級顧問凱莉安妮·康韋對任何針對普魯特
環保記錄的抨擊不以為然﹒她說﹕“在川普的世界
裏﹐我們對否定派和批評派非常習慣了﹒我的意思
是說﹐有些人仍然沈浸在永久的競選之中﹒但是﹐

州司法部長普魯特非常合格﹐他在擔任俄克拉何馬
州司法部長期間有著良好的紀錄﹒當選總統面試
者當中有許多合格的候選人﹐他決定選擇普魯特部
長﹐我們期盼著參議院舉行確認這項任務的聽證
會﹒”
普魯特一貫懷疑氣候變化﹒他和阿拉巴馬州的司
法部長盧瑟·斯特蘭奇今年5月在保守派雜志《國家

評論》撰文﹐嚴厲抨擊了一些州的做法﹐那些州試圖
對不承認氣候變化科學的公司采取法律行動﹒
今年2月﹐美國最高法院發出命令﹐在法律糾紛尚未
解決之際﹐暫停實施環保署的減排規定﹒
起訴聯邦政府的各州在法院文件上稱“這是環保署
歷來做出的強迫各州實行的影響面最大﹑負擔最沈
重的規定﹒”

《《檔案檔案》》挖掘探索鮮為人知的事實真相挖掘探索鮮為人知的事實真相

BB22美南電視介紹

內容介紹內容介紹﹕《﹕《檔案檔案》》是北京電視台推出的紀實欄目是北京電視台推出的紀實欄目﹐﹐節目定位為演播節目定位為演播

室節目室節目﹐﹐由一個特定的由一個特定的﹐﹐極具個性化的講述者極具個性化的講述者（（主持人主持人））現場講述和現場講述和

展示為基本形態展示為基本形態﹐﹐節目形式以案件和事件現場實錄回放為線索節目形式以案件和事件現場實錄回放為線索﹐﹐首首

次披露國際國內大案要案次披露國際國內大案要案﹑﹑社會傳奇社會傳奇﹑﹑情感故事等情感故事等﹔﹔其內涵深外延其內涵深外延

廣廣﹒﹒

節目貼近百姓生活節目貼近百姓生活﹐﹐緊跟時代脈搏緊跟時代脈搏﹐﹐展現人生百態展現人生百態﹐﹐透視社會萬象透視社會萬象﹒﹒

百姓關心百姓關心﹑﹑關注的熱點是我們節目選題的目光指向關注的熱點是我們節目選題的目光指向﹔﹔更融合了國外更融合了國外

最新傳奇探索節目和國內欄目形式最新傳奇探索節目和國內欄目形式﹐﹐以前所未有的視覺沖擊力和以前所未有的視覺沖擊力和

““新奇特新奇特””角度探索世界角度探索世界﹐﹐找尋那曾經的真實所在和鮮為人知的事實找尋那曾經的真實所在和鮮為人知的事實

真相真相﹒﹒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周六上午周六上午88時時3030分至分至99時時3030分首播分首播﹐﹐周六晚間周六晚間1010時時3030

分至分至1111時時3030分重播分重播﹐﹐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報導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VOA】第一位環繞地球飛行的美國宇航員
約翰·格倫星期四逝世﹐享年95歲﹒
俄亥俄州立大學約翰·格倫公共事務學院
的官員說﹐格倫一個多星期前被送入俄亥
俄州立大學的詹姆斯癌症醫院﹒
格倫曾是“水星七君子”最後一位健在成
員﹒這七名軍隊試飛員在1959年被選中成
為美國第一批宇航員﹒
格倫做為軍隊飛行員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
戰和朝鮮戰爭﹐隨後成為美國海軍和海軍
陸戰隊噴氣式戰鬥機的飛行員﹐並在1958
年成為美國宇航局組建的第一支美國宇航
員隊伍的成員﹒
1962 年 2 月 20 日﹐格倫駕駛“友誼 7 號”飛
船﹐環繞世界將近5個小時﹐成為第一位環
繞地球的美國宇航員﹒
多年後﹐他在1998年作為美國航天飛機“發

現號”的機組人員重返太空﹐成為年齡最大
的太空飛行者﹒
格倫不僅心繫太空﹐還放眼政壇﹒1964年﹐
他做為民主黨人角逐代表俄亥俄州的聯邦
參議員席位但沒有成功﹒不過﹐10年之後﹐
他以著名的“金星母親”演說反擊對他的軍
旅生涯提出的攻擊﹐贏得了參議員席位﹒
1974年﹐在民主黨參議員初選期間﹐對手霍
華德·梅岑鮑姆指責職業軍人格倫從來沒
有做過一份真正的工作﹒格倫反駁說﹕“你
跟我一起到任何一位金星母親（孩子在美
軍服現役期間死亡的母親）面前﹐看著她的
眼睛﹐對她說﹐她的兒子從來沒有幹過一份
工作﹒”
這段講話據信讓格倫在初選中占據了上
風﹒他隨後贏得了參議員席位﹒他一直到
1999年才從參議院退休﹐在他逝世之前﹐是

美國仍然健在的年紀最大的前參議員﹒
1998年﹐當時仍是參議員的格倫進行了他
的最後一次太空之旅﹒他說服美國宇航局
派他參加航天飛機“發現號”歷時九天的一
次飛行﹒77歲高齡的格倫成為年紀最大的
太空飛行者﹒有些人批評宇航局批準格倫
參加這次太空飛行是亂來﹐但支持者說﹐這
為太空飛行對老年人有什麽影響提供了寶
貴數據﹐而且還提供了可以跟格倫三十年
前飛行時的情況做對比的數據﹒
離開參議院後﹐格倫幫助成立了俄亥俄州
立大學的公共服務學院﹐這所學院後來成
為約翰·格倫公共服務學院﹒
因為1962年的太空飛行而一舉成名的格倫
後來贏得了大量榮譽﹐包括一些大學的榮
譽學位﹑伍德羅·威爾遜公共服務獎﹑美國
參議院公共服務獎和總統自由勳章﹒

首位環繞地球飛行的美國宇航員格倫逝世首位環繞地球飛行的美國宇航員格倫逝世

奧巴馬總統在白宮把總統自由勳章授予前宇航員和參議員約翰奧巴馬總統在白宮把總統自由勳章授予前宇航員和參議員約翰··
格倫格倫﹒（﹒（20122012年年55月月2929日日））

川普挑選懷疑氣候變化人士出任環保署長川普挑選懷疑氣候變化人士出任環保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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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的招牌產品麥當勞的招牌產品““巨無霸巨無霸””現在還行銷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現在還行銷世界一百多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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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新聞第
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New Year Festival)將於明年2月4日(周六)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在美南大樓前廣場盛大舉
行，為擴大國際性效應，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
華及振興社區組織共同創辦人(Founder of Re-
vitalize Communities)Jan Taylor 與 國 際 足 球 節
(The 2017 International Soccer Festival) 負 責 人
Corey Mason 合作，將擴大農曆新年範圍，融
合運動元素，增加可看性。三人並於節目上簡
單談論合作契機，希望給社區朋友帶來不同凡
響的國際慶典。

國際足球節將於明年9月3日至9日為期一
周在休士頓BBVA Compass Stadium盛大舉行，
屆時將會搭配國際性的足球錦標賽，世界各國
隊伍將齊聚一堂在 Minute Maid Park 同場競技
，周邊也有Pan African第25屆電影節，將有熱
鬧的音樂、文化性和商業展覽，精采可期。

在此之前，為推廣宣傳活動，12月17日晚
間6時在Silver Street Studios將舉行國際足球節
名人晚會(The International Soccer Festival Ce-

lebrity Gala and Fundraiser)。現場將有德州州議
員Jarvis Johnson、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主席
李蔚華(Wea Lee)受邀出席，現場也有喜劇演員
與電視頻道總裁 Robert Townsend 和知名演員
與歌手 Leon Preston Robinson 到場。活動收益
將捐贈給Go Blue for Clean Water計劃，作為公
益活動的一部分。

為宣傳美南新聞第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
會結合運動元素，跨領域合作，三人7日於美
難國際電視15.3頻道講述合作契機，Jan Taylor
擔任主持橋樑，Corey Mason 說明晚會和國際
足球節的舉辦宗旨與流程；李蔚華也說明美南
國際貿易中心在本地的商業影響力，不只協助
在地數千中小企業發展，促進商業交流，也提
供多元族裔融合機會，李蔚華希望能擴大ITC
營運範圍，登上另一個層次，屆由多元文化平
台，讓大家能族群團結。

對該足球節有興趣的運動迷可至 http://
www.international-soccer-festival.com 官網查詢
進一步資訊，而有興趣參加新年園遊會的民眾
，也可隨時關注美南新聞有關活動資訊更新。

美南新年園遊會與國際足球節跨界合作 提昇多文化層次

國際足球節名人晚會宣傳海報國際足球節名人晚會宣傳海報。。(Jan(Jan
TaylorTaylor提供提供))

國際足球節負責人國際足球節負責人Corey Mason(Corey Mason(左起左起))、、振興社區組織共振興社區組織共
同創辦人同創辦人Jan TaylorJan Taylor與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於節目上分與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於節目上分
享合作契機享合作契機。。((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本周因為冷氣團來襲，氣溫驟降，休士頓各地寒風刺骨，白
天平均溫度都維持在華氏50度左右；不過好消息是，周日氣溫將回升至華氏75度，未來一周都
將維持溫暖的天氣。

明明是暖冬的12月天氣，突然氣溫下降，各地低溫冷冽，民眾披上厚外套。KHOU氣象專
家Brooks Garner表示，寒冷天氣將在周日回溫，氣溫可從華氏49度低溫回升至75度。雖然會有
降細雨的可能，但天氣基本上是溫暖適合外出的。

未來一周將持續好天氣，平均氣溫維持在70度上下，但天氣變化萬千，氣溫隨時都有可能
會突然驟降，提醒民眾還是要注意保暖。

今日回溫 未來一周溫暖天氣

【本報訊】美南國際電視 15.3 為
休斯敦的京劇戲迷們熱情洋溢地迎來
一位良師益友，他就是著名楊派老生
藝術家張克先生，8日下午作客由郭楓
主持的《楓雲休斯敦》，與休斯敦國
劇社姚新植先生和觀眾朋友一起談天
說戲。張克先生享譽菊壇，他是天津
市青年京劇團國家一級演員，工老生

，楊派。曾榮獲梅蘭芳金獎、白玉蘭
獎、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享受國務
院特殊津貼。中國京劇流派傳承班(楊
派)指導教師之一。喜愛國粹藝術的朋
友，精彩節目將在 12月13日(周二)晚
上 7 時 30 分至 8 時 30 分播出，敬請準
時收看。

張克作客張克作客《《楓雲休斯敦楓雲休斯敦》》
周二晚間周二晚間77時時3030分播出分播出

主持人郭楓主持人郭楓((左左
起起))、、 張 克 與 休張 克 與 休
斯敦國劇社姚新斯敦國劇社姚新
植一起和觀眾說植一起和觀眾說
京劇京劇。。((記者黃記者黃
相慈／攝影相慈／攝影))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休士頓華人愛心組織與休士頓警察局，休士頓消防局，PACT( 警察及義警
隊伍），西南區管理委員會，麥當勞，St.Luke's 聯合衛理公會教會，德州兒童健康計劃，St. Luke's日間學校
，休士頓J 區市議員Mike Laster, 以及德州州議員Gene Wu ( 吳元之） 等共17 個組織及個人所主辦的每年一
度聖誕佳節前 「寒冬送暖」 活動，於昨天（12 月 10 日，周六） 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二時，在 Southwest
Multi- service Center 舉行，共有休巿低收入戶父母，小孩共三百人前來享受這一年一度的節前聖誕大餐。

休士頓華人愛心組織由會長李正揚率領愛心成員陳瑩，翁定台，及虞定邦等十四人，從上午十時前就
開始作三百份食物的分配工作，購自虞定邦所主持的 「French's 」炸鷄店的炸雞，以及 「何處覓餐廳」 所
提供的炒麵、菜花、春捲及洋蔥炒豬排，滿滿的一大盤，十分具份量，再加上現場還有很多精彩的抽獎，
其中多為小孩子最喜歡的玩具。

休士頓J 區市議員Mike Laster 主持餐前的開幕式，並頒發巿府的獎狀給每個贊助社團的負責人。 「華
人愛心組織」 也由會長李正揚代表領獎。這是 「休士頓華人愛心組織 」第四次參加這份由休士頓市政府主
導的 「寒冬送暖」 活動。

愛心組織等愛心組織等1717 個社團昨舉辦個社團昨舉辦 「「寒冬送暖寒冬送暖」」 活動活動
現場供應三百位低收入戶大人兒童享受聖誕大餐現場供應三百位低收入戶大人兒童享受聖誕大餐

圖為圖為 「「寒冬送暖寒冬送暖」」 三百人大聚餐現場三百人大聚餐現場，， 「「愛心組織愛心組織」」 前會長陳瑩前會長陳瑩（（ 右立一右立一）） 正在正在
為小朋友贈送抽獎玩具為小朋友贈送抽獎玩具。（。（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 華人愛心組織華人愛心組織」」 昨天參加昨天參加 「「 寒冬送暖寒冬送暖」」 活動的所有義工合影活動的所有義工合影（（ 後排右三後排右三
）） 為現任會長李正揚為現任會長李正揚。（。（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於昨
天12 月10 日，星期六） 上午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今年第四季
度會員慶生會。有貴賓 「台北經文處」副處長林映佐，副領事
陳偉玲，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國泰銀行德州區資深總裁陳明華
女士，開發部專員王吟昭等人與會。

「老協」會長趙婉兒首先在大會上致歡迎詞，並期勉在座的
長輩吃東西注意，運動不缺，她特別提到該會自今年六月起，每
周六下午一時至三時加開的 「太極班 」，由張可良老師指導，

就是希望大家多注意身體。她還特別感
謝 「國泰銀行 」德州區總裁陳明華給該
會捐的五千元，以及僑教中心莊主任，
給予該會辦活動的各種方便。

「台北經文處」 也由副處長林映佐
代表致詞，他表示來此三個多月了，希
望長輩們多注意養生，維持健康的身體
。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表示： 「老人服務協會
」 自趙會長擔任會長以來
，新增了許多課程，謝謝
大家支持休士頓僑社的活
動，也祝所有壽星福如東
海，壽比南山。

國泰銀行德州區資深
總裁陳明華女士上台致詞
表示： 這是她個人第三次
來老協。國泰之所以捐款贊助老協，是抱著 「取
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銀行成長速度快，她
提供一些盈餘給老協，也是對老協的回饋，國泰
銀行對社區盡小小一份力量。她還表示，未來兩
年內，國泰銀行在糖城將再開一分行，希望國泰
銀行與大家一起成長。

當天除了舉行國泰基金頒贈儀式外，還請十，
十一，十二月份的老協壽星上台，由大家為他們

合唱生日快樂歌，切蛋糕，並拍攝壽星團體照。
下半場是 「聖誕聯歡 」 餘興節目，包括： 老協 「百齡合

唱團 」 演唱 「平安夜」及 「天上人間」，老協舞蹈班表演
「故鄉情」， 「良辰美景」，以及老協 「香香個人創作舞蹈班

」 表演 「水姑娘」， 「快樂崇拜」，老協 「春風粵曲社」 表
演 「紫釵記拾釵」 ，及老協 太極班表演 「王西安太極八式」
，由張可良老師指導。

會中還有許多精彩的抽獎節目，令全場皆大歡喜。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昨舉行本年第四季度慶生會
國泰銀行慨捐五千元，並切蛋糕與壽星合照

圖為老協第四季度會員慶生會上圖為老協第四季度會員慶生會上，，全體與會貴賓與壽星們唱生日快樂歌全體與會貴賓與壽星們唱生日快樂歌，，切切
蛋糕蛋糕，，合影的情景合影的情景。（。（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BB44休城工商

HCA 休斯敦華裔聯盟

12/11 周日 11am 新年派對

「海外僑胞返國自費體驗優質安心醫療服務」

許氏花旗參茶原參保證  香港視帝夏雨代言推薦

為了感謝一年以來各界華人朋友的參與， 支持與幫助，促進大家的交

流，並讓更多的華人了解 HCA 休斯敦華裔聯盟， HCA 將於 12 ／ 11 ／

2016 周日上午 11 點至 2 點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舉辦新年派對，華裔聯盟理事會將為聚會準備美味

的午餐、趣味橫生的互動環節、舞蹈，獨唱，葫蘆絲，揚琴，京劇，

功夫等節目，以及慶賀新年的抽獎獎品。並將為單身的朋友們單設一

桌聯誼。成人 $10， 5 － 9 歲兒童和 65 歲以上老人減半， 歡迎各界朋

友踴躍參加，歡聚一堂，暢所欲言，回顧 2016， 展望 2017，共商華人

社區遠景，為提升華人形象和地位，維護華人權益繼續努力。

報名請填寫 : https://goo.gl/forms/6fQZkQ3xwHdA9X3z1; 周日見！

僑務委員會目前正推動「海外僑胞返國自
費體驗優質安心醫療服務」，臺灣優質之醫療
服務及健保已獲得全球高度肯定，2000 年英國
經濟學人雜誌「世界健康排行榜」臺灣名列全
球第二；2007 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世界競爭
力評比」，臺灣醫療保健基礎建設列全世界第
13( 共 55 國受評 )。近三年來，包括國家地理

頻道、紐約時報、時代雜誌及 CNN 等國際媒
體專題介紹臺灣醫療成就，去年 The Richest 更
將臺灣評比為國際第一名的醫療照護。臺灣的
醫療成就具有最佳的國際聲譽及競爭力。臺灣
憑藉著先進設備，世界水準之上的醫療技術，
以及經年累月儲備的優質醫療人才與實力等優
勢，不論在整型、換肝、活體移植等領域，都

居全球領導地位，進而吸引許多病患前來，近
年意願來臺接受醫療服務或追求健康的之民眾
人數更不斷攀升。臺灣國際醫療現提供健康檢
查、美容醫學及特色醫療等項目，並在機場提
供服務中心，以提供國際旅客能即時瞭解來台
就醫資訊、取得醫療旅遊行程安排及後續醫療
服務。歡迎美南地區僑胞踴躍組團或自行返國

進行自費體驗台灣優質安心醫療服務，詳細資
訊可至臺灣國際醫療全球資訊網 http://www.
medicaltravel.org.tw/ 查 詢， 或 洽 國 際 醫 療 管
理工作中心陳怡玲經理 ( 電話 :=886-2-2885-
1528EXT12，email:nhca14@gmail.com) 或洽休士
頓僑教中心 (713-789-4995 分機 105 鄧小姐 )。

［本報訊］許氏參業集團自 1974 年創業以
來，向以［貨源純正、品質保證］深獲大眾信
賴。擁有北美華人唯一自營參場的許氏，以［自
產自銷一條龍］的方式行銷全美及世界五大洲，
被公認為花旗參的第一品牌。旗下的花旗參茶
一直深受廣大消費者的信賴與歡迎。而香港影
視紅星夏雨再度榮膺許氏花旗參茶的代言人。

多年以來仍受到全球華人觀眾喜愛的夏
雨，可說是實力才藝兼具的長青樹。許氏創業
四十二年，正好是夏雨入行資歷。對此，夏雨

有感而發的表示：任何企業或個人能在行業裡
經歷四十年屹立不倒，除了定有過人之處外，
認真誠心努力用心更是最堅實的基礎。此次再
度接拍許氏參茶的廣告代言，實在是深切感受
到許氏產品的信譽與品質。尤其他多年以來工
作忙碌，完全都以喝參茶來保持健康的體態與
充沛的活力。夏雨表示：喝過不同牌子的參茶，
只有許氏的口味地道精純，更有難得的回甘。
自己親身的體會，當然會更放心的推薦給大家
囉！

由於花旗參［補而不燥］的特性，民眾在
使用上亦有其打破傳統的方便性。以最受華人
歡迎的參茶包而言，一般都認為必須熱水沖泡
才能得其精髓，其實只要成分地道精純，冷泡
同樣可達回甘養身之效。而沖泡飲用達三四次
的參茶包，還可丟入煲湯鍋內烹煮，一樣可享
清香撲鼻爽口健康的風味。

全美唯一自營參場自產自銷的許氏參業集
團，創業四十餘年，向以最優質的產品，最誠
信的精神，獲得廣大消費者的支持。許氏更是
全美唯一合乎 GMP 標準生產的工廠，所有產品
必定通過美國 FDA 的檢測才會上市。許氏花旗
參茶，保證以自營農場生產的原枝花旗參製成，
品質道地精純，絕無任何添加物，所以不論熱
沖冷泡煲湯，茶色清澈，芳香正醇，更具有其
他品牌無法企及的獨特回甘味。不怕貨比貨，
就怕不識貨，消費大眾不妨親身體驗比較，就
知品質高下。許氏參業集團諮詢專線：1-800-
826-1577 網站 :www.hsugins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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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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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55廣告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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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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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66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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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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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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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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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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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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第二代
領導主帥鄧小平，為中國指出 「改
革開放」的道路，讓中國人民有了

一個大翻身的機會。在這個模式當中，應該承認日本這
個東洋國、一個曾經侵略中國國土的鄰國日本，在這個
歷史機遇當中，的確對中國的經貿事業，投下大量的投
資，使中國加添活力、動力。因此踏入21 世紀之後，
中國遂成飛騰之龍，經濟實力超日勝歐，直追美國。到
了這個新階段，日本國內右派勢力，不甘心落後於華，
且對華仍抱有狼子野心，因而近年所借釣魚臺作領土之
爭。作為日本首相之安倍晉三，對華態度也是講一套、
做一套，令中國人民，包括曾經受過日本侵港3 年8 個
月欺壓的香港市民的反感。不過日本人重禮儀、講規矩
，亦識審時度勢，因此上月有貴為為元首夫人的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的妻子安倍昭惠(Abe Akie)，乘坐民航客機，以 「自
由行」超低調、旋風式訪港，以平民方式暢遊港島，並無採用
任何官式方法。當日僅持普通旅遊簽證來港的日相夫人，既無
乘坐專機，亦無通知中國外交部，香港特區政府上下以至警方
，事前全都毫不知情。港日相夫人安倍昭惠，向來以不拘小節
著稱，她在中日關係陷入低谷之際，選擇以自己方式悄悄來港
，也不難理解。

安倍昭惠乃於上月13日中午，一身便服，棄坐官方專機抵
港，在其後短短三十多個小時內，出席了日本領事館舉辦的推
廣活動 「日本秋祭in香港」開幕儀式、PMQ元創坊舉行的日本
特產展銷活動開幕禮，以及香港日本文化協會講座等，並參觀

了本港最大日本農產品及原材料
進口商、香港日本人學校以及位
於利東街的某日本商戶等。
安倍昭惠的緊密行程包括多場

公開活動，而在 PMQ 舉行的儀
式上，香港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更同台剪綵，誰也想不到事前特
區政府對她到訪，原來毫無頭緒。故此安倍昭惠抵埗時，並無
港府官員接機，離開機場時也無警車開路。警方其後得悉日本
第一夫人 「忽然到訪」後，才急派G4人員(要員保護組)保障其
安全。

一直陪伴丈夫闖蕩政壇的安倍昭惠，素有 「日本版希拉莉
」之稱，屢為日本推動 「軟性外交」。她訪港雖然非為重大政
治議題，但也攸關當地經濟及漁農業。她直言為 「好奇」而來
——好奇為何本港會連續11年，成為日本農林水產品的全球最
大出口市場，去年佔日本農產品出口總金額的 24.1%，即約 1,
796億日圓(約134億港元)，大幅拋離隨後的美國(14.4%)。香港
進口的日本農產品，或有部分轉口至中國內地，但大多為本土
消耗，不得不說驚人，安倍昭惠透露， 「我很驚訝諸如 『香印
提子』、桃、番薯、蘿蔔及旺菜等，統統都受港人歡迎。」

安倍晉三政府近年強推新安保法等舉措，惹來外界擔心日
本軍國主義復辟，加上東海及南海的主權爭議，令中日人民隔
閡愈來愈深。消息人士說︰ 「安倍昭惠有感港人崇日力量龐大
，儘管中國人口多達13億，亦決定只訪問香港。」香港行政長
官梁振英原定出席日本秋祭開幕活動，其後突以需上京為由取
消。負責接待訪港政要的禮賓處向外宣稱，外國元首或其配偶
單獨到訪香港前，並無規定必須通知特區政府，若然外國元首
來港進行正式訪問，則會通知特區政府以作策劃及安排。

以 「自己方式」訪港，或許只是安倍昭惠不按牌理出牌性
格的其中一章。日本傳統婦女形像︰含蓄、內斂、寡言︰︰︰

向來與這名千金小姐無關，安倍昭惠本姓松崎，來自日本著名
食品公司森永製果家族，大專畢業後進入日本電通公司工作，
經熟人介紹認識年長8歲的安倍晉三，拍拖兩年多後於87年結
婚，迄今並無子女。她破格之處包括，婚後曾在山口縣一間電
台以 「Akki」之名擔任 DJ，又於 12 年被揭在東京開設居酒屋
「UZU」，親自傳菜、打掃及招呼醉酒客人，她本身亦酷愛杯

中物，素有 「酒豪」之稱，丈夫卻是滴酒不沾。而她則開居酒
屋 屢與丈夫唱反調。

另外，她曾屢次發表有異於丈夫的政見，包括在福島核災
後參加反核運動，甚至曾與反安倍示威者合照，被稱為 「家中
的在野黨」

安倍昭惠熱愛社交網站，在 「過戶」至Facebook(FB)之前，
已開設名為smile talk的個人博客，與極愛 「些牙」的港女無異(
除了不會有事無事狂po大頭照)，主要分享在國內外的訪問行程
，但最引起關注的貼文，往往是安倍晉三穿著睡衣、吃粥及餵
狗等生活照，替形像木訥的他，增添不少 「人味」。早前安倍
晉三啟程前往紐約，與候任美國總統特朗普首次會談時，陪伴
出訪的安倍昭惠，亦不忘上傳丈夫在專機上笑容滿面的照片至
FB。

安 倍 昭 惠 透 露 丈 夫 是 電 影 迷 ， 「他 閒 來 喜 歡 在 家 看
DVD……我則較為好動，以前尤愛 『動感運動』，如打網球及
高爾夫球等，現在則愛品嘗美食美酒。」她亦愛 「煲韓劇」，
更是裴勇俊及樸龍河的影迷，但坦言學不會韓語， 「我不擅長
學習外語，雖曾修讀韓語及英語，但都未能以此作交流應對，
至於學中文，我想應該更加困難吧！」她認為日語吸引外國人
學習之處，在於 「言靈」， 「日文不單是一種語言，我相信日
文有一種 『言靈』——神靈的力量，說話的時候會充滿動感和
力量，所有人的心裡都有 『言靈』。我說話時，都會想著它哩
。」這樣看來，日相夫人也有動情一面。

閑說日本第一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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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甲車中看中新關係
楊楚楓楊楚楓

12 月初，一艘從台灣高雄開往新
加坡的貨輪，在停靠香港期間，被查
出裝運了九輛裝甲運兵車，香港海關
以涉嫌走私軍火為由扣押，事件引發
國際社會關注。據報道，這些裝甲車
隸屬新加坡軍方“星光部隊”，赴台
訓練後準備運返新加坡的。 9輛在台
灣完成軍事訓練的裝甲車，在運返新
加坡途經香港時，遭香港海關扣查，
事件演變為中國與新加坡的外交風波
。新加坡國防部表示已展開程序, 向
港府取回裝甲車。新加坡發言人稱裝
甲車並沒有配備任何軍事設施，而透
過商業運載方式是正常做法。發言人
強調, 新加坡尊重一個中國原則，並
貫徹遵守這項政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回應事件
，稱中國已向新加坡方面提出交涉。
中國政府一貫堅決反對與中國建交的
國家與台灣地區開展任何形式的官方

往來，包括軍事交流與合作。“我們
要求新加坡政府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
則。嚴格遵守香港有關法律。”

據報道，承運裝甲車的公司, 沒
有按照法例, 向香港政府申請進出口
許可證。因此，香港海關扣留裝甲車
調查, 是否涉及軍火走私，完全是合
法合理。不過，新加坡有關方面己補
辦手續，甚至依法被罰不是問題。問
題是這件事，讓中國有機會提醒新加
坡政府，不能像以往般中台兩邊左右
逢源，要懂得尊重今非昔比的區內最
強之國中國的意思。

其實新加坡派軍人往台灣接受訓
練，是早已在由李光耀執政時便開始
的。新加坡與台灣偷偷進行的軍事訓
練——“星光計劃”，已有四十多年
歷史，新加坡軍事裝備也不時途經香
港，但被中方扣查還是首次，反映事
件不尋常。不過，隨著李光耀淡出政
壇，加上中國強勢崛起，新加坡的兩
岸政策，便愈來愈難保持平衡。根據
內地《環球時報》的社評，新加坡於

2012 年承諾會放棄跟
台灣之間的軍事合作
，而今次裝甲車事件
，則暴露了新加坡的

食言及它的 「虛偽」。
北京藉事件向新加坡抗議，同時

也是向台灣的蔡英文政府示威。此外
，在中美外交角力上，新加坡一向扮
演微妙的關鍵角色。一方面，它在東
盟有相當重要的協調能力。另一方面
，它其實是美國重返亞洲的忠實支持
者。有華人血統的李光耀，雖然與歷
任中國領導人都有交情，但他一向仕
很忌憚中國這個強國。他認為亞洲區
的和平穩定，須建基於中美日三方的
平衡。不過，承繼他執政的太子李顯
龍，無論是因為個人才能或客觀政治
環境，都不能像他父親般做到面面俱
圓。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又不得失
美國成為今天新加坡外交的最大挑戰
。說句笑話，移民新加坡的香港人，
也不能擺脫中國的強大影響力！

今次裝甲車掀起的政治風雲，全
因九輛新加坡的裝甲車在台灣進行軍
事交流後經過香港，被海關扣查。其
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稱，中國反對
任何邦交國跟台灣有任何官方往來；

對於任何形式的軍事接觸，更是需要
一刀切。

其後，有傳媒報道，其實運載裝
甲車的船隻，曾停泊中國福建省廈門
市，但中國內地政府故意不吭聲，待
貨船抵達香港後，才讓香港海關出手
。假如這消息屬實，那又說明甚麼問
題呢？

我看，首先說明的是，中國也不
想為此而破壞與新加坡的關係。試想
一下，如果今次扣走九輛新加坡的裝
甲車由中國政府直接出面，那麼中新
兩國回旋的空間，就會大大收窄；如
今由香港方面出手，然後再由北京出
口，要求新加坡恪守 「一個中國」原
則，這就不會太過分傷害兩國關係。
畢竟中國在一些問題上，仍然希望新
加坡配合，例如較早時候舉行的 「習
馬會」(習近平與馬英九的高峰會，就
選擇在新加坡舉行；1993年的 「汪辜
會談」，也在新加坡舉行)。

況且，此事公開後，新加坡馬上
派員來港善後，相信新加坡駐華大使
館也不斷努力。種種跡像顯示，新加
坡知道理虧，即使未有公開道歉，但
也會放下身段，尋求早日解決。所以
，中國犯不著強硬處理，彎弓但不搭

箭，已可以射出箭影。
此外，這也是給台灣的一個訊號

。其實，新加坡與台灣進行軍事交流
，早在1975年開始，只是大陸隻眼開
隻眼閉而已。大陸一直關注台灣的武
器來源，除了美國之外，其他國家都
不敢向台灣提供武器。不過，最近不
知哪裡傳出消息，意大利可以嘗試向
台灣出售武器(內容不詳)。當這些事
情還未成真之前，大陸當然十分關注
，以免成事之後陷於被動。所以，趁
著這次裝甲車事件向台灣和國際發出
訊號，讓大家有所警惕，也是自然之
舉。

不過，對香港來說，這不一定是
好事，顯示香港並非一個純經濟的城
市，而是國際各種力量經常利用或使
用的城市。以發現軍火為例，過去已
有多次；至於次數是否頻密，天曉得
，只知官方的態度可以因時因事而異
。回歸前，港英政府揭發過北韓軍火
過境，回歸後特區政府也有疑似發現
，但後來表示 「沒有可疑」。真相如
何，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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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角聲及希望之音合辦「癌友關懷聖誕音樂饗宴」

趙珮的長笛獨奏：「Melody by E. Noblo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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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望之音」 癌友關懷合唱團表演合唱「 活出愛 」。

當天有 170 多人出席聖誕音樂饗宴，現場反應良好。

「 希望之音」 共同創辦人 / 顧
問沈廖惠美女士最後致謝詞。  現場有摸彩活動，抽中者領取禮物。

女高音馬筱華（ 左 ）與男高音黃奕明牧師（ 右 ）
表演二重唱。  癌友欒桐華談其個人抗癌痊癒的心路歷程。

「 希望之音」團長蘇韻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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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壹家安保費令人咋舌

每天花200萬美元
綜合報導 紐約市長白思豪近日表示將致函總統奧巴馬和美國

國會，要求正式啟動針對當選總統特朗普壹家安保費用的支付程序

，預算為11月8日至1月20日總共3500萬美元。上個月，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CNN)“財經頻道”已經算了壹筆賬，認為“紐約市每

天為保護特朗普壹家人，需要花費逾100萬美元”。還有報道稱，

等特朗普搬到白宮後，安保費用可能更高，有可能每天超過200萬

美元。

據美國CNN報道，特朗普家人和過渡團隊的大本營位於紐約第

五大道的特朗普大廈，附近有許多地標式商業設施和旅遊熱點，又

布滿縱橫交錯的交通網，還有川流不息的觀光客。白思豪在給國會

的信中，羅列了蒂芙尼、路易威登、中央公園、聖帕特裏克大教堂

等特朗普大廈附近的重要地標，“現代史上沒有任何其他當選總統

會住在如此人口密集的市區”。他說，這壹高度密集、人口流動性

極大的城市環境“為潛在的恐怖活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

白思豪稱，這些安保費用目前由紐約市納稅人全部承擔，且不

能在現有聯邦法律或計劃內報銷，迫使他“不得不特別提出安保費

用問題”。白思豪還提到，更麻煩的是即便特朗普搬到白宮，紐約

支付的安保費用也不會明顯下降，特朗普妻子梅拉尼婭和10歲的兒

子巴倫將繼續留在特朗普大廈的家中，因為巴倫要在紐約完成學年

課程，梅拉尼婭要進行照顧，特朗普也要定期回家，特朗普的成年

子女以及他們的伴侶和孩子也有權接受特殊安保。所以，目前尚不

清楚特朗普就職後紐約安保費用將如何安排，紐約市警察局長奧尼

爾表示“尚無定論”。

據路透社報道，特朗普自選舉日起，大部分時間都待在特朗普

大廈，迫使紐約警察不得不和美國特勤局合作，在這個世界大都市

的最繁忙街區之壹提供強化安保措施。白思豪強調，“以往，紐約

市承擔了在本地舉行的國際重大活動期間保護世界各國領導人、外

國政要的安保費用，現在該輪到聯邦政府為紐約市分擔當選總統的

安保費用了”。

紐約市也有質疑聲，已有6名紐約市議員給市長和紐約州長寫

信，呼籲地方當局拒絕支付特朗普全家的安保費用，並抱怨特朗普

壹家自當選後給紐約制造了大量安保麻煩和交通擁堵。參與聯署的

市議員委拉茲表示，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請特朗普壹家早點搬

到華盛頓去"。

美國《政治》雜誌稱，白宮發言人目前沒有回應媒體的置評要

求。但參議員舒默表示，保護當選總統是聯邦政府的職責，應給予

地方當局和地方警局以必要的資金補償和幫助。

其實，紐約市承擔的安保費用只是冰山壹角。英國《每日郵報》

披露稱，11月感恩節期間，特朗普帶著妻子和小兒子巴倫到佛羅裏

達州度假，共有150名特工負責他們的安全。當特朗普明年1月正

式就任美國總統後，預計將有900多名特工和安全人員負責保護他

和他家人的安全。屆時，特朗普壹家17名家庭成員都將受到特工保

護，除了妻子梅拉尼婭與小兒子巴倫外，還包括特朗普的4名成年

子女以及他們的伴侶和孩子。

媒體分析，到時候花在特朗普及家人身上的安保費每天遠超

200萬美元。

對於美國總統的安保費用，前白宮助理布萊德利2010年在出版

的《服務總統》壹書中介紹稱，在小布什擔任美國總統期間，白宮

2008財政年度的預算接近16億美元，其中與保障總統壹家和白宮有

關的預算超過8億美元，接近白宮年度預算的57%，相當於每天花

費219萬美元保障小布什壹家的安全。

綜合報導 印度壹位高級官員近日表示

，印度正與俄羅斯進行天然氣談判，擬與

中國和緬甸交換天然氣，以代替之前架設

壹條從俄羅斯西伯利亞到印度的輸氣管道

的方案。

印度石油天然氣公司下屬的維德什子

公司常務董事納蘭德?維爾馬在石油技術會

議間隙對記者說：“緬甸現通過壹條已有

管道向中國輸送天然氣。如果俄羅斯能向

中國提供等量的天然氣的話，我們就能以

此作為交換獲得緬甸原本輸送給中國的天

然氣，將這些天然氣直接輸送到印度。”

印俄兩國曾於今年十月簽署了壹項初

步協議，擬從西伯利亞到印度建立壹條全

長4500公裏至6000公裏長的管道。

維爾馬表示他們正與俄羅斯國營天然

氣公司高茲普羅姆(Gazprom)公司進行談判

，商討交換天然氣的事宜，以替代此前的

方案。在替代方案中俄羅斯會向中國輸送

天然氣，作為交換，中國將原本緬甸輸送

給中國的那部分天然氣直接輸送到印度。

維爾馬說：“這樣我們只需要建壹條

從緬甸到印度的輸氣管道就行了。”

他補充說，這種交換是最佳方式，有

利於俄羅斯幫助解決印度的天然氣需求問

題，但是這需要中國和緬甸的合作。

報道說，印度81%的石油依賴從國外

進口，現正努力提高天然氣的消費量，向

以天然氣為基礎的經濟轉型。

印媒：印俄商討“曲線”輸氣方案 或從中國“借氣”

孫正義500億投資示好特朗普

富士康緊隨其後
軟銀擬在美投500億美元
創造5萬個新工作崗位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近日刊登《攜手

富士康· 軟銀承諾在美投資500億美元》的報

道稱，這500億美元的投資承諾並不是軟銀

的壹個全新舉動。實際上，這筆錢的計劃來

自於軟銀之前宣布推出的Vision基金，它擁

有1000億美元資金，用來投資全球各地的科

技公司，該基金壹直以來都打算把重點放在

對美國的投資上。孫正義6日稱，新工作崗

位將來自於他們對美國初創企業的投資。

報道稱，孫正義6日對曼哈頓特朗普大

廈的拜訪，是全球商業領袖對未來總統的最

新示好，壹些人認為特朗普對企業利益更加

有益。2日，特朗普過渡團隊宣布組建壹個

商業咨詢小組，由私募股權投資巨頭黑石集

團首席執行官蘇世民擔任領導，在特朗普任

內每月與白宮開展討論。咨詢小組裏沒有什

麽科技業大牌，孫正義可能是迄今為止與特

朗普見過面的最有名的科技高管。

軟銀雖然總部設在日本，但在美國有深

厚的根基。它擁有無線運營商斯普林特公司

（Sprint）的大多數股權，斯普林特兩年前試

圖收購美國移動電信公司（T-Mobile）未果

，奧巴馬政府以反托拉斯為由對收購進行了

阻攔。

據壹個了解內情的人說，沒人預計孫正

義在與特朗普會面的時候會討論的具體問題

，包括重啟斯普林特對美國移動電信公司的

收購。

“我只是來慶賀他獲得了新工作，”59

歲的孫正義告訴記者，“我說，‘這很棒，

美國將會再度偉大。’”

報道稱，在美國接受教育的孫正義很習

慣這種誇張的說法，他通過商業交易成為了

日本最大的富豪之壹，其中壹些交易很大膽

。像特朗普壹樣，孫正義有時也

表現得言語失當。他威脅要在日

本電信監管機構的辦公室裏自焚

的事情至少發生過壹次。

另據日本經濟新聞網近日報道，孫正義

在特朗普的IT（信息技術）政策上搶占了優

勢，此舉還被認為是為重新挑戰而做準備，

不過前景並不明朗。

“我們將再次積極在美國投資，”與特

朗普壹樣打著代表共和黨顏色紅色領帶的孫

正義這樣表示。特朗普也以昵稱“masa”稱

呼孫正義，強調雖然初次見面，但同為企業

家的二人意氣相投。

報道稱，之所以說“再次”也可以理解

為表達了重新挑戰收購T-Mobile的願望。為

了避免在特朗普政權下遭遇同樣的失敗，孫

正義首先通過“500億美元”投資搶占優勢

。這個計劃非常巧妙，雖然沒有公開500億

美元的詳情，但據估計Sprint的設備投資將

占壹半左右。另外，針對初創企業的投資等

將經由軟銀與沙特阿拉伯主權財富基金共同

成立的投資基金完成，孫正義制定了壹個幾

乎不用自掏腰包的計劃，並且打入了特朗普

內部。此外，孫正義給特朗普的企劃資料中

還提到了合作對象臺灣鴻海精密工業，鴻海

的投資很可能也計算在內。鴻海表示正在對

美國的投資機會進行初期判斷，將以互惠條

件為基礎，在與相關機構直接協商後發表詳

細計劃。

報道稱，不僅是特朗普，為了擴大業務

，孫正義與各國首腦接連舉行會談。不過，

特朗普在經濟政策中首先反對了《跨太平洋

夥伴關系協定》（TPP），並且攻擊了《自

由貿易協定》（FTA）等，“向內傾斜”感

強烈。在直接關系到安保的通信領域，是否

會忽視日本企業威脅美國兩強的事態，前景

並不明朗。

富士康也考慮在美投資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報道稱，6日與

特朗普壹起見記者的時候，孫正義似乎把會

議中的演示內容搬了出來，頁面上有軟銀和

富士康的標誌。富士康是臺灣制造業巨頭，

為蘋果公司裝配iPhone。頁面上用圓圈標出

了未來四年內在美國投資500億美元，創造5

萬個工作機會的承諾。

富士康在壹份聲明中說，它正在對在美

國的潛在擴張計劃進行初步討論，但其規模

尚無定論，富士康過去曾表示要擴大其在美

國的有限的業務。

富士康在美國進行的任何投資都不太可

能意味著有大量的工作崗位回流美國，該公

司壹直把資金投入到自動化領域，之前曾表

示要在賓夕法尼亞州投資壹家建造機器人的

工廠，這表明美國的新崗位可能會比較高端

，數量有限。

富士康在中國擁有約100萬名工人，但

是很多崗位對技能要求都很低，隨著中國工

資整體水平的上升，富士康的工資水平對中

國工人不太有吸引力。留住足夠多的員工來

滿足生產需求可能會是壹個挑戰。

另據美國之音電臺網站12月8日報道，

臺灣電信巨頭富士康7日證實，正在同美方

就擴大在美國投資和生產進行“初步磋商”

。富士康在聲明中說，有關同美國政府的磋

商完成後，將宣布有關細節。

報道稱，富士康在美投資動向，被認為

是迎合即將上任的美國特朗普政府新經濟政

策的行動。

非常自信、直言不諱的軟銀創始人日本
大亨孫正義壹向以雄心過人聞名，他曾與美
國最大的電信公司競爭，還創建了壹個1000
億美元的科技交易基金。6日，在與候任總
統唐納德·J·特朗普見面後，他又許下了壹
個重大承諾——在美國投資500億美元，他
稱此舉將創造約5萬個工作崗位。與此同時
，蘋果供應商富士康也考慮在美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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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12月7日，汽車維修工人楊海華純手工打造的跑車正式亮相廣西

防城港。據悉，楊海華從事汽車維修工作十余年，因非常熱愛汽車文化，他利

用空閑時間自主研發設計跑車，曆經3年時間花費8萬元終圓“跑車夢”。

綜合報道 英國《每日郵報》12月6日報道，英國有一個農場主叫科帕斯，他有一個大農場，農場裏養了24000只爲聖誕准備的

火雞，而看管這些火雞的新“保镖”卻是十只羊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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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s to the 
moon, but NASA 
gave him no 
encouragement.
“Yeah, I would 
have liked to go 
to the moon,” he 
said in later years. 
“But I didn’t want 
to stick around 
being the oldest astronaut in training just hoping to go to 
the moon. So I went on to other things, and that was a 
decision I lived with.”
After Robert Kennedy’s assassination in 1968, Mr. Glenn 
headed a bipartisan lobbying group called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for Gun Control. President Lyndon B. Johnson 
later signed the Gun Control Act of 1968, placing some 
restrictions on firearms.
In 1970, Mr. Glenn ran again for the Senate, but lost in 
the Democratic primary to Howard M. Metzenbaum. Mr. 
Glenn won the primary four years later and breezed to 
victory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beginning a 24-year Senate 
career.
Over the years, Mr. Glenn earned the respect of Senate 
colleagues as an upright, candid and diligent legislator. 
Senator Bob Graham, Democrat of Florida, described Mr. 
Glenn as a “workhorse” who was especially well informed 
and a forceful voice on defense issues. “When he speaks, 
you know he’s speaking on a subject of which he has a 
command and a reason for speaking,” Mr. Graham said 
shortly before Mr. Glenn’s return to space.
As a senator, Mr. Glenn developed an expertise in 
weapons systems, nuclear proliferation issues and most 
legislation related to technology and bureaucratic reform. 
He generally took moderate positions on most issues, 
though in his last two terms his voting record became more 
liberal. He was an enthusiastic supporter of President Bill 
Clinton.
He drew admiring audiences in his run for the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in 1984, but his wooden speaking 
style and lack of a cogent campaign message were blamed 
for his poor showing at 
the polls. After losses 
in several states, he 
dropped out of the 
race, which former 
Vice President Walter 
F. Mondale won before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overwhelmed 
him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The one blemish on 
Mr. Glenn’s squeaky-
clean political 
reputation came in the 
1980s, when he was 
one of five senators 
present at a meeting with federal regulators concerning 
accusations of savings and loan association fraud against 
Charles H. Keating Jr., a former Ohioan. The meeting 
smacked of impropriety and political pressure. Because 
Mr. Glenn had no further contact with Mr. Keating, who 
eventually was sent to prison, the Senate decided that he 
did nothing deserving discipline.
As a member of the Senate Special Committee on Aging, 
Mr. Glenn developed the medical rationale used in 
arguing his case for a return flight in space. He offered 
himself as a human guinea pig in tests of the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space weightlessness, like bone-mass loss and 
cardiovascular, muscular and immune system changes, 
and how they seem to be comparable to the usual effects 
of aging.
Mr. Glenn’s return 
to space in 1998 
drew criticism. 
But the new-old 
astronaut was not 
to be denied, and 
his heroic image, 
and reawakened 
memories of the 
early space age, 
attracted launching 
crowds on a scale 
not seen since 
astronauts were 
flying to the moon.
Still healthy and 
vigorous, though 
not as agile as in 1962, Mr. Glenn embarked on his second 
venture in space, as he said in an interview, to show the 
world that the lives of older people need not be dictated 
by the calendar.
A Flier Almost to the End
In recent years, honors continued to come his way: th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the Congressional Gold 
Medal and election to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The NASA Lewis Research Center in Cleveland 
was renamed the John H. Glenn Research Center.
In 2012, about a week befor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riendship 7 flight, a reporter found the 90-year-old Mr. 
Glenn in full voice and clear mind, but regretting that he 
had sold his airplane the month before. Their aging knees 
had made it difficult for him and his wife to climb on the 
wing to get into the cabin of their twin-engine Beechcraft 
Baron. For years they had flown it on vacations and back 
and forth to Washington. Though his airplane was gone, 
Mr. Glenn was pleased to say several times that he still 
had a valid pilot’s license.
In one of the interviews at this time, he was reminded that 
Mr. Wolfe, the author, had recently judged him “the last 
true national hero America has ever had.”
Mr. Glenn gave another of his dismissive aw-shucks 
responses: “I don’t think of myself that way,” he said. “I 
get up each day and have the same problems others have 
at my age. As far as trying to analyze all the attention I 
received, I will leave that to others.” (Courtesy The New 
York Times) 

John Glenn, American Hero Of The Space Age, Dies At 95
John Glenn, a freckle-faced son of Ohio who was hailed 
as a national hero and a symbol of the space age as the first 
American to orbit Earth, then became a national political 
figure for 24 years in the Senate, died on Thursday in 
Columbus, Ohio. He was 95.
Ohio State University announced his death. Mr. Glenn 
had recently been hospitalized at the university at the 
James Cancer Center, though Ohio State officials said at 
the time that admission there did not necessarily mean he 
had cancer. He had heart-valve replacement surgery in 
2014 and a stroke around that time.
He had kept an office at the John Glenn College of Public 
Affairs, which he helped found, and also had a home in 
Columbus.
The Making of a Hero
John Herschel Glenn Jr. was born on July 18, 1921, in 
Cambridge, Ohio, the only son of a railroad conductor 
who also owned a plumbing business, and the former 
Clara Sproat. A few years later, the Glenns moved to 
New Concord, a small town in southeastern Ohio with a 
population of little more than 1,000.
“It was small but had a lot of patriotic feeling and parades 

on all the national holidays,” 
Mr. Glenn once said. 
“Wanting to do something 
for the country was just 
natural, growing up in a 
place like New Concord.”
Like most everyone else 
there, the Glenns lived 
through the hard times of 
the Depression, instilling 
in their son a rigid moral 
code based on their own 
God-fearing example and 
saw him through an apple-
pie boyhood. He played 

trumpet, sang in the church choir, washed cars for pocket 
money and worked as a lifeguard. In high school (now 
named for him), he was an honor student and lettered in 
football, basketball and tennis.
He still had time to court his high school sweetheart, Anna 
Margaret Castor, the doctor’s daughter. It did not matter 
that she stammered; she was his girl, and he loved her. 
They married in April 1943, and he often called her “the 
real rock of the family.” From the time they came to public 
attention, and throughout the turbulence of spaceflight and 
politics, John and Anna Glenn each seemed the other’s 
center of gravity.
Not until much later did she undergo intensive therapy 
that virtually cured her stammer, enabling her even to give 
speeches in public.
Mr. Glenn is survived by his wife; two children, Carolyn 
Ann Glenn of St. Paul and John David Glenn of Berkeley, 
Calif.; and two grandsons, Daniel and Zach Glenn.
Journey To Fame
Mr. Glenn began his journey to fame in World War II. In 
1939, he enrolled at Muskingum College in his hometown 
to study chemistry, but he took flying lessons on the side. 
Shortly after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on Dec. 7, 1941, 
he signed up for the Naval Aviation cadet program and 
after pilot training opted to join the Marines. As a fighter 
pilot, he flew 59 combat missions in the Pacific, earning 
two 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es and other decorations.
Mr. Glenn saw more action in the Korean War, flying 

90 combat missions and 
winning more medals. He 
put his life on the line again 
as a military test pilot in the 
early days of supersonic 
flight. In 1957, just months 
before the Soviet Union 
launched its first Sputnik 
satellite, he made the first 
transcontinental supersonic 
flight, piloting an F8U-1 
Crusader from Los Angeles 
to New York in record time: 
3 hours 23 minutes 8.4 
seconds.

Then, in 1959, newly promoted to lieutenant colonel, he 
heeded a call for test pilots to apply to be astronauts for the 
fledgling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He and six other pilots were selected in April of that 
year. (The original Mercury 7 included Mr. Glenn, Mr. 
Shepard, Mr. Grissom, Walter Schirra, Gordon Cooper, 
Deke Slayton and Scott Carpenter. Mr. Glenn was the last 
surviving one.)
All seven men were eager, competitive and ambitious, 
but none more so than Mr. Glenn. Tom Miller, a retired 
Marine general and close friend since they were rookie 
pilots in World War II, recalled that Mr. Glenn was so 
determined to be an astronaut that he applied weight to 
his head to compress his height down to the 5-foot-11-
inch maximum for the first astronauts. “He wasn’t going 
to miss a trick,” Mr. Miller said. “He’d be sitting down 
reading with a big bunch of books sitting on his head.”
But his determination did not win him the assignment to 
be the first American astronaut to fly. He had to wait out 
the suborbital flights by Mr. Shepard and Mr. Grissom in 
1961 before his turn came.
In just five hours on Feb. 20, 1962, Mr. Glenn joined a 
select roster of Americans whose feats have seized the 
country’s imagination and come to embody a moment 
in its history, figures like Lewis and Clark, the Wright 
brothers and Charles Lindbergh.

To the America 
of the 1960s, 
Mr. Glenn was 
a clean-cut, 
good-natured, 
well-grounded 
Midwesterner, 
raised in 
Presbyterian 
rectitude, 
nurtured in 
patriotism and 
tested in war, 
who stepped 

forward to risk the unknown and 
succeeded spectacularly, lifting his 
country’s morale and restoring its 
self-confidence.
It was an anxious nation that 
watched and listened that February 
morning, as Mr. Glenn, 40 years 
old, a Marine Corps test pilot and 
one of the seven original American 
astronauts, climbed into Friendship 
7, the tiny Mercury capsule atop an 
Atlas rocket rising from the concrete 
flats of Cape Canaveral in Florida.
The Cold War had long stoked 
fears of nuclear destruction, and the 
Russians seemed to be winning the 
contest with their unsettling ascent 
into outer space. Two Russians, Yuri 
A. Gagarin and Gherman S. Titov, 
had already orbited Earth the year 
before, overshadowing the feats of 
two Americans, Alan B. Shepard 
and Virgil I. Grissom, who had 
been launched only to the fringes of 
space.
What, people asked with rising 
urgency, had happe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vaunted technology and can-
do spirit?
The answer came at 9:47 a.m. 
Eastern time, when after weeks of 
delays the rocket achieved liftoff. It 
was a short flight, just three orbits. 
But when Mr. Glenn was safely 
back, flashing the world a triumphant grin, doubts were 
replaced by a broad, new faith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indeed hold its own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and might someday prevail.
No flier since Lindbergh had received such a cheering 
welcome. Bands played. People cried with relief and joy. 
Mr. Glenn was invited to the White House by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and paraded up 
Broadway and 
across the land. 
A joint meeting 
of Congress stood 
and applauded 
vigorously as Mr. 
Glenn spoke at 
the Capitol.
In his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pace age, “…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the author Walter A. 
McDougall described Mr. Glenn’s space mission as a 
“national catharsis unparalleled.”
“It seemed that he had given Americans back their self-
respect,” Mr. McDougall added, “and more than that — it 
seemed Americans dared again to hope.”
Mr. Glenn was reluctant to talk about himself as a hero. “I 
figure I’m the same person who grew up in New Concord, 
Ohio, and went off through the years to participate in a 
lot of events of importance,” he said in an interview years 
later. “What got a lot of attention, I think, was the tenuous 
times we thought we were living in back in the Cold 
War. I don’t think it was about me. All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to anyone 
who happened to be 
selected for that flight.”
Mr. Glenn did not return 
to space for a long 
time. Kennedy thought 
him too valuable as a 
hero to risk losing in 
an accident. So Mr. 
Glenn resigned from the 
astronaut corps in 1964, 
became an executive 
in private industry 
and entered politics, 
serving four full terms 
as a Democratic senator 
from Ohio and in 1984 
running unsuccessfully 
for the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Finally, 36 years after his Mercury flight, in the last 
months of his final Senate term, he got his wish for a 
return to orbit. Despite some criticism that his presence 
on the mission was a political payoff, a waste of money 
and of doubtful scientific merit, the hero of yesteryear 
brought out the crowds again, cheering out of nostalgia 
and enduring respect as he was launched aboard the space 
shuttle Discovery on Oct. 29, 1998. At 77, he became the 
oldest person to go into space.
In retirement from the Senate, Mr. Glenn lived with his 
wife of 73 years, Anna (he always called her Annie), in 
a suburb of Washington in addition to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is the repository of papers from his space 
and political careers.
“John always had the right stuff,” President Obama said 
in a statement on Thursday, 
“inspiring generations of 
scientists, engineers and 
astronauts who will take us to 
Mars and beyond — not just to 
visit, but to stay.”
Patience, Then Liftoff
In his 1999 memoir, written 
with Nick Taylor, he admitted 
he was sorely disappointed 
when Mr. Shepard was tapped 
for the first flight. As the 
oldest and most articulate 
of the astronauts, Mr. Glenn 
had attracted a big share of 
the publicity. He said that 
he had “worked and studied 
hard dedicating myself to the 

program” and that he thought he 
had a “good shot” at being first. 
In a letter to a NASA official, Mr. 
Glenn wrote, “I thought I might 
have been penalized for speaking 
out for what I thought was the 
good of the program.”
At this time, as Mr. Glenn often 
recalled, he never anticipated that 
his orbital flight would be the 
one that most excited the public, 
satisfying the nation’s hunger for 
a hero.
John Glenn, Space and 
Hollywood
Tom Wolfe wrote of that time in the 
best-selling 1979 book “The Right 
Stuff,” a phrase for coolness in the 
face of danger that has passed into 
the idiom. He described Mr. Glenn 
as excessively pious, scolding his 
fellow astronauts about their after-
hours escapades while openly 
lobbying to be the first of them to 
fly.
“He looked like a balding and 
slightly tougher version of the 
cutest-looking freckle-faced 
country boy you ever saw,” Mr. 
Wolfe wrote. “He had a snub nose, 
light-hazel eyes, reddish-blond 
hair and a terrific smile.”
Mr. Glenn said he liked the book 
but not the 1983 movie based on 

it, in which he was portrayed by Ed Harris. “Most of his 
account was reasonably factual, although I was neither the 
pious saint nor the other guys the hellions he made them 
into,” he told Life magazine in 1998. “Hollywood made a 
charade out of the story and caricatures out of the people 
in it.”
The 1962 space mission came after two months of one 
postponement after another, sometimes for mechanical 
problems, often for bad weather. Once Mr. Glenn had to 
wait six hours, fully suited, in the cramped Friendship 
7 capsule before officials called off the launch. But he 
projected confidence. “You fear the least what you know 
the most about,” he said.
On the 11th scheduled time, all was “go,” and the rocket 
lifted off from Pad 14 at Cape Canaveral. The flight 
stopped the nation in its tracks; people watched on black-
and-white television, listened 
on the radio and prayed.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orbit, an 
automatic control mechanism 
failed, and Mr. Glenn took over 
manual control. He would see 
three sunsets in a brief time. 
He puzzled for a while about 
“fireflies” outside his window. 
NASA later determined that it 
was his urine and sweat, which 
was being dumped overboard 
and turned to frozen crystals 
glowing in sunlight.
A faulty warning light signaled 
that the capsule heat shield, 
designed to protect it in the 
fiery descent back to Earth, had 
come loose and might come off 
during re-entry. The signal was 
erroneous, but no one could 
be sure. Ground controllers 
ordered that a retrorocket 
unit attached under the heat 
shield by metal straps not be 
jettisoned after firing in order 
to give added protection and 
reduce the risk of premature 
detachment of the heat shield. 
This was Mr. Glenn’s first real 
clue that something was amiss.
As Friendship 7 plunged through the atmosphere, the 
astronaut’s recorded heartbeat raced as one of the metal 
straps came loose and banged on the side of the capsule.
“Right away, I could see flaming chunks flying by the 
window, and I thought the heat shield might be falling 
apart,” he wrote after the flight. “This was a bad moment. 
But I knew that if that was really happening, it would all 
be over shortly, and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do about it.”
The capsule splashed down in the Atlantic off the 
Bahamas, where a Navy destroyer was waiting. Mr. 
Glenn radioed, “My condition is good, but that was a real 
fireball, boy.”
In the flush of fame, Mr. Glenn toured the country 
publicizing the space program, visiting aerospace plants 
and waving to cheering crowds and signing autographs. 
But he always had his eye on another flight into space.
He kept asking NASA officials about a new flight 
assignment and was routinely stonewalled. Not yet, they 
said. Kennedy’s reservations about risking a hero’s life 
were disclosed years later.
Frustrated, Mr. Glenn resigned from NASA in early 1964. 
But an idea for a new career had been planted in his mind.
To the Senate, and Beyond
One night in December 1962, Attorney General Robert 
F. Kennedy invited the Glenns to dinner at his home in 
McLean, Va. In the course of the evening, the attorney 
general suggested that Mr. Glenn run for public office. 
With the backing of a powerful Kennedy, he might have 
a good chance at a Senate seat from Ohio in the 1964 
election.
Mr. Glenn’s parents happened to be among the few 
Democrats in New Concord, and Mr. Glenn once recalled 
that he had developed an abiding interest in political 
affairs from his high school civics teacher, Harford Steele.
Mr. Glenn eventually took the advice, but had to quit the 
race after being seriously injured in a bathroom fall. He 
spent the next decade working as an executive of the Royal 
Crown Cola Company. He still had the space itch, though, 
and inquired about a possible place on one of the Apo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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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Herschel Glenn Jr. flew into the history 
books on Feb. 20, 1962, when he became the 
first American to go into orbit. But his trajectory 
to greatness was set years earlier, as a Marine 
Corps pilot. Glenn flew 59 combat missions in 
World War II and 90 combat missions in the 
Korean War. Pictured above, Glenn climbs 
out of the cockpit of his F-8-UI Crusader jet at 
Brooklyn's Floyd Bennett Field in 1957, after 
making the first nonstop, supersonic flight 
from Los Angeles to New York. The flight was 
called "Project Bullet" because Glenn traveled 
faster than a bullet. The 3-hour, 23-minute trip 
set a transcontinental speed record, and put 
Glenn on the radar screen for selection as an 
astronaut a couple of years later. 

John Glenn with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and General 
Leighton I. Davis during a 
parade in Cocoa Beach, Fla., 
after his spaceflight. No flyer 
since Charles Lindbergh had 
received such a cheering 
welcome. (Photo/NASA)

Tom Wolfe wrote of that 
time in the best-selling 
1979 book “The Right 
Stuff.”

John Glenn and his wife Annie during 
ticker tape parade in New York City 
held in honor of Glenn and the shuttle 
Discovery astronauts in 1998. 

John Glenn Receiving th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From President Obama, May 29, 
2012.

In 1998, 36 years after his Mercury 
flight, Mr. Glenn got his wish for 
a return to orbit aboard the space 
shuttle Discovery. At 77, he became 
the oldest person to go into space. 
(Photo/NASA)

John Glenn with the Friendship 
7 in 1962. He was hailed as a 
national hero and a symbol 
of the space age as the first 
American to orbit Earth. (Photo/
NASA)

The seven Mercury 
astronauts pose for a 
photo in their spacesuits 
in 1962. Front row, left to 
right, are Wally Schirra, 
Deke Slayton, John Glenn 
and Scott Carpenter. 
Back row, from left, 
are Alan Shepard, Gus 
Grissom and Gordon 
Cooper. 

Senator John Glenn

Logo of the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 

John Glenn With President John 
F. Kenndy As They Look Over The 
Friendship Space Caps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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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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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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 $1.99 /呎＆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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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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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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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