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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金立冬北京報導】中國進入一年一度的

兩會時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多

次提及房地產領域，最明顯的一個變化是，與往   年的

政府工作報告相比較，今年針對房地產的內容中，再未

提及“調控”二字。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政府工作報

告中有關房地產的定調相對平穩和積極，是近年來針對

房地產市場少有的“暖風”，2015 年樓市政策環境將

進一步放鬆。

穩定住房消費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穩定住房消費；堅持分類指

導，因地施策，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支持居民自住和

改善性住房需求，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這

再一次明確了本屆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思路是分

類指導、因地施策，強調地方政府的主體責任，全國

“一刀切”的樓市調控政策今後將難以看到。 由此，

部分樓市庫存量較大、市場低迷的城市，實施地方性的

樓市提振措施或將擁有更大空間。 

在提法上，同 2013 年相比，去掉了“抑制投機投資

性需求”的表述，將“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產

權住房供應”調整為“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同時將“穩定住房消費”作為六大消費支撐之

一。 可以預見，2015 年，各方特別是金融機構對穩定

住房消費需求提供支持，將是政策的主要著力點。 易

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楊紅旭認為，“支持改善型需

求”的提法在近幾年都沒有出現過，這預示著二套房貸

或將有放鬆的可能。 

政府工作報告還提出，住房保障逐步實行實物保障與

貨幣補貼並舉，把一些存量房轉為公租房和安置房。 

對居住特別困難的低保家庭，給予住房救助。 這是繼

2014 年底住建部開始推廣地方政府回購商品房用於保

障房的新模式後，本屆政府首次在政府報告中提出將一

些存量房轉為公租房和安置房。 該舉措既著眼於住房

保障，同時也兼顧了目前市場庫存量巨大的現實。 此

外，加大城鎮棚戶區和城鄉危房改造力度，也會對目前

商品房去庫存起到積極作用，不論是將存量商品房轉化

為安置房源，還是貨幣補貼轉化為商品房市場上的購買

力，都將有利於房地產市場的去庫存。 

房地產業界對政府工作報告中透露出的樓市政策風

向普遍看好。 北京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認為，

在整體經濟下滑明顯的情況下，房地產的作用將會比

2014 年更重要，信貸、限購、稅收等多個政策領域都

存在繼續放鬆的空間。 

申万宏源地產分析師陳天誠則表示，房地產在國民經

濟中仍有著不可取代的地位，今年樓市政策環境將更加

寬鬆和市場化，去行政化之後的房地產市場在產品、金

融、售後服務環節將有更多創新值得期待。 

此外，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推進新型

城鎮化取得新突破。 他表示，城鎮化是解決城鄉差距

的根本途徑，也是最大的內需所在。 要堅持以人為核

心，以解決三個 1 億人問題為著力點，發揮城鎮化對現

代化的支撐作用。 在提升城鎮化規划水平方面要製定

實施城市群規劃，有序推進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同

城化。 完善設市標準，實行特大鎮擴權增能試點，控

制大城市人口規模，提升地級市、縣城和中心鎮產業和

人口承載能力，方便農民就近城鎮化。

資本大時代到來

李克強報告短短 86 個字，讓資本市場重大改革和深

化路徑一目了然。 這是近 8 年來，政府工作報告中對

資本市場著墨最多的一次。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全面描繪了當下中國政治、經濟

以及社會發展的基本狀態。 憑藉在資源配置中獨有的

作用，中國資本市場在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推動大

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過程中，必將迎來更為重大的發展

機遇。 

這也是當下中國經濟所處的重要戰略期賦予資本市

場的歷史使命。 全國人大代表、深交所總經理宋麗萍

日前表示，現在是中國資本市場歷史上最能發揮作用的

時機。 

這樣的時機和當前的經濟發展環境密切相關。 李克

強表示，必須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全面深化改革，

統籌兼顧，真抓實幹，在牽動全局的改革上取得新突

破，增強發展新動能。 

實際上，對於中國全面深化改革所帶來的巨大紅利，

中國資本市場已經給予了充分的預期與反應。 2014 年

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在這一年，A 股總市值從

23.9 萬億元飆升至 37.39 萬億元，而反映改革預期最

為直接的藍籌股，更是演繹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行情。 

一個不斷加強發展的資本市場必然會有一個有質量

的牛市相隨。 

新常態蘊含新需求，新需求孕育新市場，也意味著投

資者將會找到新的投資機會。 

“適時啟動 " 深港通 " 試點。加強多層次資本市場體

系建設，實施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發展服務中小企業

的區域性股權市場，推進信貸資產證券化，擴大企業債

券發行規模，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對資本市場的表述在資本各個領

域迅速傳遞 。

【本報記者金立冬北京報導】在北京時間 3 月 6 日

16 點舉行的記者會上，中國農業部副部長余欣榮、農

業部總經濟師、新聞發言人畢美家就“推進改革創新，

加快建設現代農業”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

特別就本報記者提出的中美農業合作問題和由於城鎮

化問題農地被侵占的問題做了詳細回答。

當本報記者問及和中國和美國的農業合作和科技，最

近的合作進展問題時，農業部總經濟師畢美家認為，這

些年來中國與美國的農業合作，無論是密度還是質量，

是在不斷提升的。在農產品的進口上，美國是中國農產

品最大的來源地，中國加入 WTO 之後嚴格按照規則辦

事，中國政府既鼓勵中國的企業將中國的優質農產品出

口，同時也歡迎國外的優質農產品出口到中國來。這些

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大豆很多，現在有一個問題是美國

還想把他的牛肉推銷到中國，這些年來雙方進行了密切

的接觸，這個事最近還沒有完全突破。目前愛爾蘭的牛

肉進口中國已經批准了，中國希望美國牛肉進口的標準

應該和加拿大、澳大利亞一樣，能夠追溯到他的出生農

場。只要能夠做到這一點，相信美國的牛肉很快就會擺

上中國人的餐桌。希望中美雙方共同努力。

當記者問及中國城鎮化侵占了大量耕地時，同時農民

進城務工困難時，畢美家認為，現在隨著工業化、城鎮

化步伐的加快，一些地方把農民的耕地佔了，有的甚至

佔了還沒有用好，看了之後是很令人心痛的。作為農業

主管部門來講，農業部一直呼籲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

保護中國寶貴的耕地資源，農業部會積極推動各級政府

更好地落實好黨中央、國務院的政策，維護好農民的利

益，使用好農村的土地，包括進城務工農民的合法權

益，使進城務工農民得到很好的保護。包括在工業化、

城鎮化過程中，進城農民的合法權益也要保護好。去年

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關於土地流轉的、宅基地

的、承包地的政策，畢美家認為這些政策在基層得到很

好的貫徹後，農民的合法權益就會得到很好的保護。他

同時感謝本報記者提出如此好的問題。

暖風吹拂中國房地產與資本市場

Harrens Lab Inc.
海潤檢測實驗室
從事食品 ,飼料 ,保健品 ,化妝品 ,中藥材 ,農藥

獸藥和生物醫藥等的檢測 ,安全分析和功能評價.

電話: (510）887-8885 

地址:3860 Bay Center Pl Hayward, CA 94545  

E-mail: usainfo@harrens.com       

www.harrens.com

中國農業部副部長余欣榮回答本報記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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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海聞蒙市報導】3 月

1 日晚，在洛杉磯郡蒙特利公園市

NBC 海寶海鮮酒家，美國加州溫州

同鄉會（以下簡稱同鄉會）的三百

多位鄉親齊聚一堂，喜氣洋洋慶祝

同鄉會創會 20 週年和羊年新春。集

體創作的三幅對聯精確地表達了鄉

親們的心聲，其中在大廳長柱上張

貼的主題對聯寫道：時越幾輩，情

融新相識，後輩繼承先輩；地跨兩

州，愛聚老鄉親，加州連接溫州。

當天貴賓雲集，高朋滿座。中國

駐洛杉磯總領館副總領事王雷（右

圖）、僑務組組長余雄領事，加州

眾議員周本立，蒙特利公園市市長

梁僑漢、副市長陳讚新、市議員黃

維剛、市議員候選人林達堅，阿罕

布拉市市議員沈時康，亞凱迪亞市

市議員戴守真，聯邦眾議員羅伊斯

（Edward Royce）及加州參議員夏

樂柏（Bob Huff）的代表王天鼎等，

與加州僑界主要社團領袖及代表到

賀。因在外地無法到會的華裔聯邦

眾議員趙美心（Judy Chu）也提前為

同鄉會準備了賀狀。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副總領事王

雷致詞時表示，美國加州溫州同鄉

會成立二十年來，秉持愛國愛鄉的

精神，團結兩岸三地的溫州籍僑胞

們，在加深中美友誼、促進中美經濟

合作、促進僑社和諧等方面做了許

多的工作和努力。他說，“謹代表

總領館向加州溫州同鄉會成立二十

週年表示最熱烈祝賀，也對你們取

得的成績表示欽佩。希望加州僑界、

加州溫州同鄉會在發揚優良傳統的

同時，在促進中美關係上做出更新

的貢獻。預祝加州溫州同鄉會下一

個二十年更加輝煌。”

美國加州溫州同鄉會會長王曉群

介紹同鄉會概況與慶典籌備過程，

榮譽會長兼理事長謝巧玲總結了過

去二十年的會務業績，元老會主席

林德憲則宣讀了第 10 屆理監事會

所達成的決議：推選王曉群先生連

任第 11 屆會長，推選謝巧玲女士連

任第 11 屆理事長，繼續帶領骨幹團

隊為鄉親服務。

據介紹，美國加州溫州同鄉會成

立於 1995 年 2 月 26 日，是由來自

海峽兩岸的溫州鄉親組成的非營利

機構，創會會長為林成章先生。同

鄉會會自創會以來，一直極為重視

舉辦“三節”（春節、端午節和中秋

節）聯誼活動，並把“聚鄉情”、

“濃鄉情”、“溢鄉情”作為一條

主線貫徹始終，讓每個來自兩岸三

地的溫州籍人在加州都能感受到濃

濃的鄉情。隨著新會員的持續加入

以及會員年齡結構的年輕化，該會

不斷集思廣益，推出更多豐富多彩

的活動，包括以“愛我加州”為主

題的集體郊遊、各類專業服務諮詢

和專題講座等。

自 2008 年以來，同鄉會還根據

溫州鄉親的特長和年齡特點，先後

設立“青年交流部”、“留學生之

家”、“矽谷溫州青年聯絡群”以及

綜合接待服務部，注重發揮年輕會

員的創造力，把各類活動搞得有聲

有色，增強了整個團體的凝聚力。同

鄉會還多次組團回鄉訪問，特別是

在促進家鄉教育事業發展方面發揮

了積極作用。同鄉會現有會員 430

多人，其中包括最近幾年在北加州

發展的 60 多位新會員。

當晚的聯歡主題是“快樂與感

恩”。王曉群會長說，“我們由衷

感謝創會的林老會長、感謝老前輩

們，創立和發展了同鄉會，給每一

位鄉親帶來了快樂。同鄉會現在是

四代同堂，今天很高興看到經過多

年培養起來的團隊初長成，希望大

家齊心協力，建起一個移動的溫馨

大家庭。同鄉會也是我們與家鄉以

及台灣溫州鄉親的聯繫紐帶，除了

繼續資助溫州市特殊教育學校傳統

工藝項目之外，我們要與全美溫州

博士協會等兄弟社團攜手，在為家

鄉招才引智、為兩岸文化交流等方

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榮譽會長兼理事長謝巧玲表示，

在歷屆會長的努力耕耘下，同鄉會

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20 年來，

同鄉會匯集了大陸、台灣、香港兩岸

三地的溫州籍華人，在愛鄉的旗幟

下凝聚鄉誼，服務鄉親，成為加州

地區一支很有活力的僑團。今後，

同鄉會仍將一如既往地幫助從世界

各地來到加州發展的溫州鄉親，同

時為促進族裔團結和社區多元化貢

獻更多的力量。

來自北加州的骨干會員代表王秉

力、葉向向、徐浩在分享心得時表

示，近年來溫州的傳統產業面臨危

機和困境，身在加州的溫州同鄉更

有義務為家鄉經濟建設招商引資引

智，將加州的高科技產業和文化創

意產業移植到溫州，為促進溫州產

業轉型貢獻海外鄉親的力量。

現場展示的另外一幅對聯就彰顯

了這些海外溫州知識精英的赤子之

心：“欲為家鄉添暖意，應知海外

有溫情”。這兩幅對聯是由同鄉會

榮譽顧問方炯先生題寫的，這位著

名的海外溫州儒商長期關心同鄉會

年輕人的成長，注重傳統優秀文化

的傳承，去年還為同鄉會牽頭在溫

州市藝術學校設立獎學金。

在慶典上，民選官員和僑領代表

也都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廖大

明常務副會長宣讀浙江省僑聯的賀

信，王偉副會長宣讀溫州市僑辦的

賀信，張興隆秘書長宣讀台北市溫

州同鄉會的賀信，資深元老林德政

的女兒林欣怡代表父親宣讀美國紐

約溫州同鄉會的賀信，UCLA 留學生

代表蘇含露宣讀溫州市特殊教育學

校的賀信。

當晚，同鄉會為鄉親和嘉賓準備

了豐富的餘興節目：童叟賀歲，

古箏演奏，海

峽兩岸民謠對

唱，古典飛天

舞蹈，溫州話

童謠朗誦，即

興歌書，當然

還 有 幸 運 抽

獎，   可謂煞費

苦心。曾獲中

國職業拉丁舞

冠 軍 Linna 周

小姐和 Rick 孫

先生帶來了技

驚四座的國際標舞動感恰恰恰和倫

巴舞。現場氣氛熱烈，掌聲笑聲此

起彼伏，鄉親與來賓們都過一個和

諧愉快的良宵。

95歲高齡的高安鵬爺爺為同鄉會

題寫了當晚的迎賓對聯：“雁蕩雲

影關心久，甌江潮淙思念長”，還

向鄉親們展示了自己的畫作，並與

賈浩升爺爺、葉亮爺爺一起給現場

的孩子們發紅包。李百加（Rebecca 

Li）小朋友成為當晚的一顆小明星，

她演奏了頗有難度的古箏名曲《漁

舟唱晚》，一邊跳舞一邊演唱了膾

炙人口的兒童歌曲《採蘑菇的小姑

娘》，還參加了溫州話童謠比賽，

連幸運抽獎都有她的份，讓全家人

開心得不得了！

愛德華集團、林大衛保險、正泰

集團美國分公司、中華商報傳媒集

團、興華地產、ONBOAT 遊艇服務

公司、Star Dance 舞蹈學校等機構為

本次活動提供了贊助。

攝影：本報記者葉濤

2．專題報導

美國加州溫州同鄉會慶祝創會 20週年

請電 +1.626.677.6488
email:futeng@touziyimin.us

QQ / 微信   2475051295 微信公眾號 : meiguorealty

投資者擁有土地,建築物,設備,生意的股權;投資者可得綠卡,股權,紅利,出場時淨利

50萬投資移民 50萬投資移民 現在開放6家投資移民!現在開放6家投資移民!
歡迎詢價

土地面積36,710平方呎,已批准建設122住宅單位;計劃二層樓零售
商場,商住兩用開發項目,機會難得!可辦投資移民

加州洛杉磯市中心黃金地塊商住兩用加州洛杉磯市中心黃金地塊商住兩用

年營業額遠超麥當勞每家連鎖店可辦8個投資移民項目具有複製性 您的美國事業與綠卡一次完成

50萬投資移民 全美排名第一自助餐連鎖店招商50萬投資移民 全美排名第一自助餐連鎖店招商

位於北加州馬林縣(Petaluma）絕佳地段，地大7.13英畝，商場內現有許

多商家每年租金收入為1百多萬，附近多商業區及住宅區

最好的投資，老家族割愛，切勿錯失良機！ 要價2350萬

要價3100萬

北加州馬林縣最高檔地區商場北加州馬林縣最高檔地區商場

土地總面積420英畝，可興建60個獨立屋，8個莊園及240個公寓，
200個作為租賃的公寓，10英畝商業用地包括農夫市場，超市及零售
商店，附近有學校，交通便利，離機場只有五英里。

夏威夷可愛島420英畝綜合開發用地夏威夷可愛島420英畝綜合開發用地北加州莫德斯托市(MODESTO) 屠宰場冷庫出售 北加州莫德斯托市(MODESTO) 屠宰場冷庫出售 
土地面積6.57英畝 有冷藏室,冷凍室,大的倉庫區及大辦公室 還有2個金

屬建築倉庫 6個裝卸貨大門 有美國農業部認證.

業主急售

大降價

$888萬 $600萬

請電 +1 626 677 6488

北加州Petaluma市商業廣場出售北加州Petaluma市商業廣場出售

QQ / 微信  2475051295 微信公眾號 meiguorealty

北加州奧克利市開發項目土地出售

要價1,100萬

15個已批准的地塊和43個小地塊

，土地面積29英畝，屬於奧克利

聯合學區區域，位4號洲際公路

東南方向。可提供初步的產權及

土地用途審批報告。

請電

 +1 626 677 6488 
QQ / 微信  2475051295 微信公眾號 meiguorealty

 $888萬 $888萬

北加州莫德斯托市(MODESTO) 屠宰場冷庫出售 北加州莫德斯托市(MODESTO) 屠宰場冷庫出售 
土地面積6.57英畝

有冷藏室,冷凍室,大的倉庫區及

大辦公室還有2個金屬建築倉庫

6個裝卸貨大門

有美國農業部認證.

業主急售
大降價

 $600萬 $6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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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綜合要聞

藝術的最高境界
 我從小就喜歡藝術。朦朧的感覺

到藝術就是美，就是浪漫。一直到

五年前我還是認為藝術的最高境界

就是會畫一幅好畫，會彈一手好琴，

和會跳一個優美的舞蹈。但是直到2

年前，我對藝術的最高境界有了一

個嶄新的概念。我認為藝術的最高

境界是一種超越塵世與物質 ,   與

天地萬物溶為一體 , 能領悟天地萬

物的規律和韻律：一種精神上的至

善至美的完美狀態。達到這一境界

的人，他   / 她的內心一定是豐富，

平靜，純潔，和美好的。一定是淡

漠名利的人。光會畫一幅好畫，會

彈一手好琴，會跳一個優美的舞蹈

還不能說是到達了這一境界。在現

今中國的演藝界，很多的所謂的藝

術家其實遠沒有達到這一境界。他

們只能說是個出色的演員而已，即

使他們在國際上拿了大獎。因為他

們內心的浮噪和對金錢名利的追求

使他們遠離了這一境界。而古代的

中國就有幾位達到這一境界的人：

如老子和孔子，他們雖然並不是現

代定義上的藝術家。老子有一天坐

在水邊，靜靜地聽著水聲，看著水

的流向。他認為水聲就是大自然最

美的音樂，水有著高尚的情操：滋

養萬物而不傲，不在乎地位低微；

水有容納百川的胸襟；水還有著無

限的柔情，雖然它隱含著無窮的力

量。老子的智慧使他能從最普通的

自然現像中悟出人生深奧的哲理。

西方有很多藝術大師了，他們對藝

術的追求到了一種忘我的境界，甚

至忘記了孤獨，貧困，和痛苦如：

如貝多芬，莫扎特，達芬奇，梵高

等。他們才是真正的藝術家，才能

算到達了藝術的最高境界。這就是

為什麼他們的作品能夠打動世人的

緣故。

我對藝術的從感性到理性的認

識，從膚淺到深刻的認識是一個漫

長的過程。讀書和學習使我發現每

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都

有著很豐富的內涵而且隱藏著深奧

的哲理。要讀懂他們的作品，或者演

奏好它們，個人必須有豐富的知識

和內涵。音樂更是一門抽象的藝術，

它不是肉眼能看得到模的著的。但

它卻是對自然界美好事物最好的反

映。我們只能用心去感受它，去領悟

它。所以沒有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大

悟大切的靈魂，是無法領悟其中的

奧妙的。而我們就生活在一個充滿

藝術的世界裡。高山，流水，鮮花，

樹木，鳥語，花香都是最美的藝術。

但只有那些像老子一樣內心豐富而

平靜的人才能悟出它們真正的藝術

價值來，只有那些能耐得住孤獨，

貧困，失敗，與痛苦的人才能達到

藝術的最高境界。但現代人為了功

名利綠，因為內心的浮噪，因為每

天忙於生計已經無暇靜心去欣賞他

們周圍的藝術了。西方人在這方面

要比中國人更注重個人在各個方面

的知識和興趣的培養。我每個月都

要去斯丹佛大學的博物館 Cantor art 

center 去看畫展。在那裡，我發現百

分之九十的人都是白人和其它種族

的人，很少看到亞洲人的面孔。很多

美國人看上去已七八十歲了，但是

他們還在認真地欣賞著，記錄著。

難怪西方人在藝術上能取得如此大

的成就和有這麼多的藝術大師。我

非常幸運，在藝術探索的道路上曾

得到很多人的幫助和指點。而生活

的不幸和磨難又使我有一種尋求真

理和美好的渴望。我所追求的就是

這樣的一種藝術境界：里外的至善

至美。雖然離最高境界還有很長的

一段路。但是我內心已充滿了喜悅，

因為藝術使我看到了一個多姿多彩

的世界，一個豐富而充滿生機的世

界。我已準備好用我畢生的努力去

達到藝術的最高境界。

作者：夢笛

作者簡介

夢笛，在硅谷任高級工程師 21

年。現從事升學和心理輔導，喜愛藝

術，舞蹈，文學，心理學，哲學，和醫

學。如果你有興趣與我探討人生，哲

學，心理學，和藝術的話題，特別是

教 育和心理的問題，歡迎你直接留

言到我的地址：dsw11862@yahoo.

com。

個人網頁：

http://blog.creaders.net/dream_

life/

3 月 2 日，在中國全國政協十二

屆三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大會

新聞發言人呂新華的一句答問再

度引發輿論場熱議：“大家都支持

有老虎就拉出來……發現多少查

處多少，沒有查不出來的鐵帽子

王。”當天下午， 14 名軍級以上

乾部查處情況就被披露，其中最引

人關注的是原中央軍委副主席郭

伯雄之子浙江省軍區副政委郭正

鋼少將。反腐顯然是公眾和輿論關

注的焦點，反腐成為焦點折射出中

國民眾對改革和法治的期待。

2015 年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

關鍵一年。“關鍵”將體現在哪

裡？ 習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上講話指出，

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

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

感”。從 2013 年中共十八屆三中

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以來，

至今已有一年多的時間，在這個時

候，習近平提出讓群眾有更多的獲

得感，無疑是有深意的。

社會心理學研究表明，社會不公

是相對剝奪感產生的主要原因不

公平主要包括分配不公和程序不

公當一個人的收入低於參照個體

的收入數量時，容易產生分配不公

的消極心理；當決策制定或回報分

配的過程存在問題時，則容易導致

程序不公一、相對剝奪感產生的客

觀原因是不同個人或群體在經濟

收入、社會權力地位、社會聲望等

方面的實際差距；主觀原因是社會

比較、認知差異等。

民意期待不落空，也就是擁有相

應的“獲得感”，反之，就變成

“失落感”和“相對剝奪感”。改

革開放給中國經濟帶來經濟持續

多年的高速增長的同時，出現了

利益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社

會矛盾加劇等問題。處於中國改革

階段不同群體的社會成員，相對剝

奪感產生是其利益得失的變動所

導致。同一地區高收入者的畸形消

費行為和奢靡的生活作風，打破了

低收入群體脆弱的心理防線；與此

同時，在市場經濟發展對傳統社會

文化和價值觀的衝擊下，滿足需求

的標準大大提高了，體制內的人員

在對“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進行

比較後會產生相對剝奪感，原先公

務職位所能給予的物質和精神資

源已經不能完全滿足新的需求，原

本穩定的需求體係就會開始發生

紊亂，採取行動滿足新的需求成為

腐敗的原始動機。貪腐和“為官不

為”使底層社會利益訴求無從上

達，將導致執政黨和政府的決策產

生偏差以及下層社會被剝奪情形

的加劇，從而可能導致社會能量積

聚、社會下層激進化。

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曾

言：“財富如果長期為少數人所佔

有，而多數人處於貧困狀態，它是

不公平的，而且注定這個社會是

不穩定的。”真正決定民眾“獲得

感”的是改革的“最後一公里”。

無論改革多麼有針對性，多麼健全

完備，最終都要落到民眾得到更多

“獲得感”上來。改革方案的含金

量越足，民眾的獲得感越強。從民

眾最關心的問題入手，能夠讓更多

的人民群眾感受到改革所帶來的

實惠，有機會分享改革所帶來的成

果。要讓民眾真正成為改革的參與

者和勝利者，而不是旁觀者和犧牲

者。

近年來，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改善

民生，兩會上的民生話題也越來越

熱，而一大批民生實事也正是通過

兩會得到加速推進。“使城鄉居民

收入與經濟同步增長，廣大人民群

眾普遍感受到得實惠。”“讓每一

個身處困境者都能得到社會關愛

和溫暖。”“讓翹首以盼的住房困

難群眾早日遷入新居。”……去年

兩會上，這些承諾擲地有聲。一年

來，從推動公車改革，到打破城鄉

二元戶籍制度，從高考制度破冰，

到取消大量行政審批事項，這些承

諾正一一兌現。為群眾贏得“真金

白銀”的實惠，讓政府民風更加清

新，讓法治力量更加彰顯，讓民生

福祉更加豐厚。

多年來，民生問題始終牽動人

心，今年“兩會”當然也不例外。

如果說去年，民眾對改革更多的

是充滿期待，那麼今年，這種“期

待感”就更多地需要轉化為“獲得

感”。

十余天的兩會時間剛剛啟幕，中

國公眾期待代表委員們能夠為民

請命，為民眾福祉提出新議案，為

適應新常態拿出新思路，按照“四

個全面”戰略所勾畫的路線圖、時

間表，書寫深化改革“關鍵之年”

的精彩答卷。

2015 中國兩會：給民眾更多“獲得感”

在美國不是“考大學”而是“申

請大學”，程序上有些複雜性，是

需要些策略的，不能埋頭苦幹，得

抬頭苦幹。

很多人認為美國沒有升學壓力，

這句話一半對，一半不對。美國有

7,000所大學，有些大學的入學標準

可以說來者不拒。但如果學生想要

進學校名氣好，排名高的大學，遊

戲規則就不同了。

美國的大學申請其實讓學生壓力

更大，因為你高中四年各方面都要

很優秀，不能有任何誤差，而不是

只要把書讀好就可以。像台灣及中

國一考訂終身的方式，可能對某些

學生而言，反而好解決。

美國的大學申請要件大致分成 4

個部分：高中的平均成績及所選課

程難易程度，標準化測試成績，這

兩部分佔一半以上考量；其次是學

生的課外活動及個人才藝，最後就

是學生遞交的申請材料上個人的自

傳，面試還有師長的推薦信。以美國

的大學申請要件整體的準備來說，

在學生進入高中 9 年級前的暑假就

要開始按部就班的準備。8 年級一

結束，學生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列

入大學申請的資料中，最後的申請

材料是在學生 12 年級上學期一開

始不久後遞交給大學做審核，每一

所大學的申請截止日期都不同。認

真說起來如果家長與學生的目標是

頂尖名校，準備工作可能是從很小

就要開始了。就像很多在美國東岸

上流社會的白人或猶太人，從懷孕

就開始排隊為了要進入一些著名的

貴族私立中小學的幼兒園，然後每

年幾萬元私立貴族學校的學費一直

付，一付十幾年，加上各式家教，

升學顧問費付起來更是不手軟。聽

起來誇張，但這是美國傳統上進入

頂尖名校的起點，也是不二法門。

要注意的另一件事是在美國每個

高中生會同時申請好幾所大學，

申請材料會因每所大學要求有所不

同，學生要經過仔細的比較各校歷

年錄取數據和自己的申請條件之

後，依照自己的期望及錄取機率選

擇 8 至 10 所理想的學校辦理申請

手續。策略上不能全部選最好，最

難進的大學，要從不同錄取機率程

度的大學各選擇 3，4 所，要有一定

的分配。全部選最好的大學申請，

例如只選長春藤盟校及史丹福，有

時會造成因為高分落榜變成沒學校

讀。

以審核的過程而言，公立學校因

為申請人數非常多，審核人員只能

花 5 到 10 分鐘檢查每份申請文件，

所以分數非常重要，分數不夠的申

請人會先被刪掉，所以高中成績及

分數的部分比重較高。而私立大學

會希望有各式各樣不同背景的學

生，所以數字之外的考量會有一定

的影響。

在美國有 27,000 所高中，而每年

有超過 300 多萬高中畢業生申請大

學，真的是超級比一比。如果把每

個高中的前 3 名學生，加上主要社

團領導人和一些超級明星學生加在

一起，每年申請大學的超級頂尖學

生超過 10 萬人。長春藤 8 個盟校，

史丹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全部加

起來每年只有不到 30,000 個錄取

名額。有一部分超級學生會被好幾

家大學同時錄取，佔掉許多名額，

全世界來的外籍頂尖學生，也會佔

掉部分名額，有些私立貴族高中固

定每年送大量畢業生進入長春藤，

有些申請人的父母是長春藤盟校的

畢業生，他們被錄取的機會會高一

些。東扣西扣之下，如果你來自一

個普通的私人或公立的高中，即使

你是一個超級優等生，如果你又不

懂遊戲規則，你的機會絕不是十拿

九穩，而是看你的運氣了。

美國總統歐巴馬曾就讀過的西方

學院 (Occidental College) 的校長就說

過“當今大學申請的贏家，不是高

中裏的頂尖學生，體育明星或最才

華洋溢的藝術家。大學申請的最後

贏家，往往是知道遊戲規則的申請

人。”要拿到頂尖大學的錄取通知

書絕對來之不易，而且就美國的大

學申請而言，是全面化的考慮學生

是否適合申請的大學，不是只看分

數。華人的父母往往因為抓不到重

點乾著急，不得其門而入。

“ 要 如 何 才 能 進 入 美 國 的 名

校？”這個問題也許有幾百萬種模

擬答案，但卻沒有一個是標準答案。

美國的大學申請沒有一個方程式，

固定模式或具體錄取標準。大學也

不會告訴你“我們要的學生高中平

均成績及 SAT 要幾分，要做過校刊

總編輯，會彈鋼琴，打網球，跆拳道

黑帶等等…”。基本上，你要盡量

多做，挑戰自己到極限。美國人一

向崇拜領導者，所以領導才能的展

現很重要，學習上要有熱誠，不要

像讀書的機器人，對喜歡的科目，

要努力增加課外學習機會，對社會

弱勢團體，要心甘情願的持續給予

實質上的幫助，個人才藝不能只是

半調子，參加大型競賽來證明你的

出色，特長上要與眾不同，不要盲

目仿效他人，與別的申請人看起來

差不多是行不通的。

其實中國人培養出來的優秀學

生，有時不是很合美國頂尖大學的

胃口，他們多半會某些樂器，會某

些運動但只是一般般。雖然成績全

A，但沒有學習的熱情 ( 有些還討厭

學習，只是不想激怒父母 )。對世

界或社會事件不瞭解，也不關心，

對一些話題也沒特別的個人看法，

只想以後要賺大錢給自己花。生活

技能很差，在團體中很被動沉默寡

言，沒有幽默感。但絕對成績很頂

尖，分數很高，有很多數理科目很

強，文科稍差。這個結果與亞裔父

母非常保護子女，不要孩子麵對生

活中的難題及考驗，更不要讓孩子

跌倒或失敗有一定的關係，實際上

這也是很不健康的教育方式。

美國著名的購物網站亞馬遜的創

辦人才 30 歲，就變成在美國排名非

常高的富人，別人問他“你為什麼

這麼棒，這麼年輕就成就非凡？”他

說“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只

是很喜歡做這件事，我就努力地去

做，當我努力去做時，我真的沒有計

算我花了多少時間，多少精力，我

只是努力地去做這件事而已。”讓

學生努力奮鬥進一個好大學的過程

本身就是讓他們面對人生的每一個

挑戰都全力以赴態度的最佳訓練。

作者：哈佛全方位教育機構江主

任

必須弄清楚大學的申請要件

話說旗袍之美 
籽蘇看旗袍的含蓄之美，看點一：

旗袍的領子，好的旗袍領一定要緊

貼玉頸，這種不經意的束縛，讓穿

著者不自覺的就挺直脊背，微揚下

頦，從這個角度上看，視線也會變得

從容淡定。電影《花樣年華》中的

張曼玉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高高的旗袍領子顯示出了女主人公

的高貴與矜持。如果領子和脖子之

間有過多的活動空間，那“高貴冷

艷”的氣息就全從這裡跑掉了。正是

這種 " 束縛 " 成就了旗袍的典雅，含

蓄之美。人需要有約束，有節制的

生活，穿旗袍的女子更要端莊，內

斂。領子是旗袍審美的重要看點，但

是一般成品旗袍都會有一些空隙，

這就要求穿著者必須自己把脖子挺

直，即使要轉頭也須緩緩的，慢一

點兒也就離優雅近了一點兒。

旗袍的含蓄之美，看點之二：當

數那搖曳生姿的開衩了，沒有開衩

的改良短旗袍旗袍終究是差了一點

兒驚豔的效果。開衩是為了穿著長

旗袍有活動空間，並非展示美腿，

因此講究的是“隱而不露”。“隱”

字就是體現含蓄之美的關鍵，隱不

僅是隱藏，其實倒有一點兒“隱隱約

約”的意味，這就要求開衩不能讓

人一覽無餘，只能若隱若現罷了，

它展示的是那欲語還休的中國式性

感。做工好的旗袍開衩是人在站直

的時候，開衩的兩邊是併攏並垂直

於地面的，這就要求裁縫在腰部的

“歸拔”一定要處理得當。讓整個

腰部更加服帖人體的生理曲線，同

時使得旗袍的整個下擺開衩呈挺拔

下垂之勢。試想開衩如果呈“人”

字張開，實在有悖旗袍之 " 含蓄雅

韻”。

作者：Sunny Shen 沈籽蘇，中美

文化藝術協會副會長，傾城旗袍資

深版主，舊金山旗袍皇后，旗袍魅

力大賽的冠軍，東方麗人旗袍模特

隊隊長，雲南親善大使

三谷華人歡聚金羊賀歲春節晚會
共同慶祝第 12 屆三谷地區中華文化節

2 月 21 晚，當“同一首歌”的優

美旋律再次迴響在劇場舞台，當兩

位主持人深情地說出“難忘今宵，

難忘這歡樂的情景”，當衣著華麗

的演員們，各位傑出的指導老師和

貴賓們走上舞台時，掌聲與鮮花並

存，笑臉與淚花飛揚。舞台上下祝

賀聲和歡呼聲此起彼伏，大家都在

熱 烈 慶 祝 CACC (Chinese American 

Cooperation Council) 2015“金羊賀

歲”春節晚會在 Pleasanton Amador

劇場成功舉行。600 多人見證了這

一歷史時刻。網上網下好評如潮，

讚美聲一片。三谷華人歡聚一堂，

共同度過了一個美好的夜晚。

這是 CACC 成功舉辦的第 12 屆春

節晚會。為籌辦這台豐富多彩的晚

會， CACC 數月前就成立了專門的

Gala Committee，開始與 CACC 中文

學校的指導老師們溝通，策劃和挑

選節目，並現場觀摩了一些優秀節

目；同時組建晚會義工隊伍，以保

證帶給觀眾一台高質量的晚會。

工夫不負有心人。2 月 21 日晚，

在CACC理事會，中文學校和所有演

員，老師及義工們的全力合作下，第

12 屆三谷地區中華文化節：“金羊

賀歲”春節晚會如期順利舉行。兩

個多小時的晚會匯聚了合唱，中國

傳統舞蹈，印度傳統舞蹈 Bollywood

融合 Hiphop，拉丁舞，武術，古箏，

音樂短劇等眾多精彩的   節目，獲得

了觀眾們一陣又一陣熱烈的掌聲。

晚會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多位貴賓應邀出席了晚會並致

辭，他們包括加州眾議員代表， 

Alameda 郡和 Contra Costa 郡監事，

三谷地區城市的市長，中華婦女聯

合會會長何孔華女士， ICN 電視

台台長何一冰女士等。聯邦參議員

Dianne Feinstein 以及中國駐舊金山

總領事等也發來了賀信。

CACC(www.caccusa.org) 中文學校

位於東灣 Pleasanton 市，成立 12 年

來，在社區各界人士，學生，家長和

老師的大力支持下迅速發展，目前

開設了 100 多門課程，包括中文，

英文，數學，舞蹈，聲樂，古箏，

繪畫，攝影，國際象棋，武術，太

極，籃球，網球，排球，羽毛球等

課程。CACC 對三谷地區華人社區的

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最後，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裡 :

大吉大利，萬事如意 !

祝愿 CACC 沿著羊關大道，策馬

揚鞭，捷報頻傳 !

撰稿 : CACC 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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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很多名不見傳的創業公司卻做

著改寫歷史和改變世界的工作。2

月 26 日，本報社在北加州的報館辦

公室接待採訪了一家這樣的公司。

公司的團隊成員全部都是華人，在

美國的大公司積累了多年的寶貴經

驗。華人在美國公司工作，大都是勤

懇能幹，積極學習和積累大量知識。

在我們接觸採訪過的創業公司中，

他們是唯一在大型基礎軟件領域展

開基礎創新創業的華人團隊。他們

現在開發的產品是針對大數據的大

型數據倉庫，屬於基礎設施軟件。

此類軟件系統需要大量的專業知識

和經驗積累，而且系統非常複雜。

開發高質量的數據倉庫軟件有相當

的門檻高度，非是一般創業團隊能

勝任。這家中文名稱為速瑞 (Exeray) 

的公司, 是一家於2014年初在硅谷

成立，專注於創新型高速雲端大數

據倉庫研發的創業公司。創始團隊

成員來自於數據庫及大數據行業的

領頭公司，如 Oracle, Yahoo, SAP, 長

期從事 SQL 及 NoSQL 數據庫的研發

工作。ArrayDB 是他們開發出的首款

核心軟件產品。

革新性算法改變了沿用 40 年的

數據庫算法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電子商務，

社交，金融，政務及無線終端的迅

速普及，數據量呈爆發性增長，數

據庫逐步成為了大數據應用的瓶

頸。面對井噴式發展的大數據朝陽

行業，速瑞公司的核心產品 ArrayDB

採用了創新型的陣列算法，將數據

庫的寫入及查詢的速度提高了20到

50 倍，同時可以節省大量內存，可

支持各種硬件平台工作。速瑞公司

團隊創始成員 Jonathan Yue（岳戰

軍）擁有芝加哥伊利諾大學計算機

博士學位及超過 20 年的大數據及

數據庫開發和應用經驗。之前服務

於雅虎及美國銀行，十年前就曾創

建過大型網絡雲存儲系統。Jonathan

在談到他們為什麼要做這個項目時

說，“我們在美國大公司做技術工

作，遇到的數據問題越來越嚴重。

首先是數據量越來越大，公司用了

近 3000 台 Web 服務器，700 台數

據庫服務器。沒過多久，服務器增

加到上萬台服務器。面對大量的數

據，處理時間越來越長，以前很容易

完成的數據任務，現在要花幾十個

小時，甚至幾天時間。而大多情況

下，瓶頸就在於數據庫。面對大量

的數據，數據庫越發吃力，數據調

用查詢速度跟不上。如果我們想辦

法能讓數據庫的性能提高，將具有

非常大的商業價值。”Jonathan 於是

放棄雅虎公司優厚的待遇，於 2013

年 4 月毅然辭職，潛心鑽研數據庫

的快速存儲和查詢算法。花了近一

年的時間，終於研發出了一套很先

進的算法。但沒過多久，他又找到一

套更先進的算法。於是對先前的算

法重新改寫，重新開發軟件。“現

在我們採  用的技術就是這個最新的

算法，傳統數據庫用的數據查詢方

法是 40 年前發明的算法，現在我們

把這個算法整整向前跳躍了 40 年。

並且它可以支持更廣泛的的應用場

景。”Jonathan 跟我們解釋道。後來

Kevin 和 James 加入了速瑞公司一同

創業發展，為公司帶來了豐厚的經

驗和智慧。Kevin Wang 擁有卡內基

梅隆大學信息管理碩士及在 Oracle

多年的數據庫開發經驗。James Wang

擁有電子工程博士學位及美國西北

大學 Kellogg MBA 學位，SAP 超過 8

年以及總共超過 22 年的工作經驗。

2014 年硅谷高創會上，速瑞公司的

大數據數據庫項目在 100 多支參會

企業中脫穎而出，並成為前 25 名

唯一一支獲得大獎的企業軟件類公

司。速瑞公司的 ArrayDB 數據庫產

品於 2014 年 11 月正式發布。現在

公司有六個全職人員，八個兼職人

員。團隊成員都信心十足，腳踏實

地工作。

據了解，ArrayDB 主要使用了獨有

的創新算法，而不再使用傳統的平

衡樹算法，解決了大數據應用中的

數據關聯查詢的瓶頸問題，並且將

所需內存降低到其它數據庫的 20%

左右，從而不但實現了高速運算，

更可以大大降低大數據應用的硬件

成本。ArrayDB 著重於企業級市場，

SQL及NoSQL並存的應用場景，並為

此開發出接口支持目前市場上流行

的其它數據庫，使得企業用戶整合

企業應用，結構性數據與海量非結

構性大數據成為可能。並因為高速

及低硬件資源，在最大程度上降低

了企業的實施成本。目前為主要發

展的客戶包括政府、電信、金融、電

力、互聯網和醫藥等擁有海量業務

數據的行業提供大數據解決方案，

也為大數據行業內做數據分析，數

據智能及報表產品提供數據庫及數

據倉庫。

專注於大數據及雲端應用

ArrayDB 與現在市面上主流的數

據庫最大區別在於更專注於企業級

市場，並為此開發出創新的查詢索

引技術，該技術比目前主流數據庫

沿用了 40 年的平衡樹索引理論上

可以提高速度 50倍，並且節省內存

在 75% 左右。ArrayDB 可以在不同

的硬件環境下使用，不但可以提高

磁盤存貯數據庫的速度，也可以提

高 SSD 內存數據庫的速度。

雖然 ArrayDB 的第一個產品是關

係型數據倉庫，但速瑞公司也看到

了文本型數據庫市場的快速發展及

巨大的市場潛力，目前市場上有很

多優秀的 NoSQL 產品，例如 Redis, 

MongoDB, Cassandra, HBase 等，每個

產品都有其特性，但都有其明顯的

缺陷，特別是速度上不能滿足實時

企業級應用。因此速瑞公司將陣列

索引專利應用做成插件，支持這些

數據庫，使得用戶使用大數據應用

時可以通過這些插件提高數據庫的

速度。

快速服務市場與合作夥伴

自從 ArrayDB 於 2014 年 11 月發

布產品後，受到了市場的測試、驗

證，特別是行業內的很多專家，包

括圖靈獎得主 Donald Knuth 都給與

了指導。通過與市場份額佔 7 成的

數據庫主流產品比較測試，目前版

本的 ArrayDB 的數據寫入及查詢速

度可以提高 20 倍以上，所需內存為

25% 左右。目前兩個從事數據庫及

大數據平台的合作夥伴通過全面的

比較測試，驗證了陣列算法專利技

術的先進性及可行性。

速瑞公司目前積極發展大數據平

台的合作夥伴，提供整合了關係型

數據庫與文本型數據庫的解決方

案。隨著數據的海量增長，傳統數

據庫明顯有很多不適合的場景和技

術局限性，主要局限性表現在數據

模型僵硬、可擴   展性差、處理海量

數據時的性能瓶頸、缺乏處理半結

構和非結構化數據的能力上。在最

近幾年，隨著大量非結構化化與半

結構化數據進入企業，關係型數據

庫開始顯現了越來越多的局限性和

不足。而市場上現有的文本型數據

庫缺乏事務和 SQL 支持、與 Hadoop

系統的整合不緊密等，對企業客戶

現有的數據庫並不友好，包括在開

發人員技能的延續性、和現有的應

用程序對接等方面。因此速瑞公司

將陣列索引專利應用做成插件，整

合、支持這些數據庫，使得用戶使

用大數據應用時可以通過這些插件

提高數據庫的速度，實現大數據應

用的平穩實施。

大數據平台與應用的核心引擎在

於數據庫，解決了數據庫，就可以很

大程度上提高大數據平台的性能。

而數據庫產品的開發不但需要大量

的數據庫方面的資深開發人員，更

需要一個好的算法來革新引擎的性

能及靈活性。ArrayDB 的核心價值在

於陣列算法可以將數據庫的速度帶

來數量級的提高，為克服大數據的

難題打下基礎。

最近加入速瑞公司的清華大學博

士趙會超先生說，”我覺得速瑞公

司的技術潛力非常巨大，在解決很

多跟大數據有關的難題上都會帶來

相當大的突破。公司不但在技術革

新上起到標杆性的作用，而且在市

場開發運營方面也富有經驗。我對

速瑞公司充滿信心，也充滿希望”。

目前速銳公司在快速招聘人才，

並且在積極與各個早期投資者洽

談，進行 A 輪融資。公司的網站是

www.exeray.com。

據法國《世界報》報導，在 5 年

的時間裡，歐洲儘管在空氣和水的

質量以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上取得

了一些進步，但在許多方面，近來

的趨勢卻在走向“惡化”，而且今

後 20 年的情況有可能持續惡化。

生物多樣性持續惡化，水和空氣

質量令人擔憂，垃圾無法有效再生

利用……根據歐洲環境局 3 月 3 

日公佈的 2015 年報告（每五年一

次），總體情況很難讓人樂觀。這份

研究報告覆蓋的地理區域有 39 個

國家和地區，包括歐盟 28 個成員

國以及阿爾巴尼亞、波黑、冰島、

科索沃、列支敦士登、馬其頓、黑

山、挪威、塞爾維亞、瑞士和土耳

其。

該報告最後警告說，歐洲如果想

要達到自己的環境目標，就必須改

變其生產和消費方式。

在 2007 年至 2012 年間，大部

分種類的動植物（60%）及其棲息

地（77%）處於“一種保護不力的狀

態”。

至於海洋和沿海生態系統，歐盟

從現在起到 2020 年達到“良好環

境狀態”的目標受到了過度捕撈、

海底遭破壞、污染、外來物種入侵

和海水酸化的影響。總的來看，估

計只有 9% 的海洋棲息地和 7% 的

海洋物種處在“有力的”保護中。

城市化導致土壤狀況變差。以

“不可持續”的方式使用土地是生

物多樣化受損的主要因素，並且還

威脅到“生態系統服務”（如水儲

備，還有對污染物的過濾），並加

劇了歐洲面對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

的脆弱性。

水生生態系統狀況有所改善，

但旨在讓地表和地下所有水源在 

2015 年達到“良好生態狀態”的框

架指標遠未達到。其中只有半數水

源達到了這一標準。

農業依然是大規模污染的源頭，

化肥影響了超過 40% 的河流，並侵

入了地下含水層。

2012 年，工業依然佔二氧化硫排

放的 85%、一氧化氮排放的 40% 和

細微顆粒物排放的 20%。在 2008 

年至 2012 年間，歐洲 1.4 萬個

最污染環境的設施造成的衛生和

農業方面的損失估計在 3290 億至 

10530 億歐元之間。2012 年，在

道路交通為主要污染源的城市，近 

98% 人口身處的臭氧水平超出世界

衛生組織的建議；2011 年，近 43 

萬例過早死亡歸咎於 PM2.5 細微

顆粒物。

儘管對原材料的利用更加有效，

但歐洲的生活方式與世界標準相比

仍大量耗費自然資源。歐洲依然遠

算不上是一個“沒有浪費的循環

經濟體”。到 2010 年還有佔總量 

22% 的垃圾被擱置在垃圾場。焚燒

依然是許多國家優先考慮的解決辦

法。

實際上，歐洲對它以外的環境也

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生產歐洲消費

品所需土地的 56% 都在其境外；提

供給歐洲市場的約 30% 的原材料

都來自其他地區。

4．科技風雲

技術超前四十年的
顛覆性大數據倉庫ArrayDB

中華品牌閃耀 MWC 2015
【本報綜合報導】 3 月 2 日，

一年一度的 MWC（世界移動通信大

會）拉開帷幕，這也是大會連續第 

10 年在巴塞羅那舉行，今年大會的

主題為“邊緣創新”，近 2000 家

來自全球的參會企業將在這裡展示

他們最新產品、技術和解決方案，

預計將有 9 萬人參加，人數再次刷

新紀錄。三星、HTC、微軟等國際知

名品牌以及華為、中興、聯想等國

內廠商都設立了展台，每個展台都

有自己設計特色和想法。

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仍是各家智能

終端新品競相發布的最佳時機，三

星、中興、華為等各大品牌在大會開

幕前一天就召開發布會，亮出各自

近期將要上市的旗艦產品。智能手

機在經過五六年的高速發展之後，

硬件性能足以滿足絕大多數用戶日

常需求，以智能手錶為主導的可穿

戴智能設備成為各大廠商爭奪的新

領域。美國專業財經媒體《巴倫周

刊》稱，專注於手機、平板電腦及

其他網絡設備的巴塞羅那世界移動

通信大會今年已被多款智能穿戴設

備搶占風頭。

中國品牌的不俗表現也吸引了眾

多目光。中國廠商的展台，以領先的

技術、新穎的產品、高大的展室在

眾多展台中脫穎而出 , 吸引了大量

的參觀者駐足觀看，大放異彩搶足

風頭。其中，華為展台簡潔美觀，

中興展台奢華驚艷，中國移動高端

大氣，聯想外觀酷炫。

從展出商品上看，中國企業展示

了“雖然技術存在差距，但無所不

可以製造”的特質。此外，中國還

不乏在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引領世

界標準的商品。華為在本屆 MWC 上

提議制定對現有 LTE 進行改良的 

4.5G 移動通信標準。華為無線網絡

市場營銷副總裁 Bob Cai 表示，“通

過 4.5G 可以激活移動物聯網 (IoT) 

應用市場”。

華為力推泛智能化可穿戴設備

華為發布了三款即將上市的可穿

戴設備，智能手錶 HuaweiWatch、

智能手環 TalkBandB2、智能音樂運

動耳機 TalkBandN1 “三箭齊發”。

智能手環 TalkBandB2 是去年發布

的 B1 智能手環的升級產品，除了

常規的健身追踪功能之外，其主體

設備可以拆卸下來作為藍牙耳機使

用。N1 智能耳機實際上是一款擁

有活動跟踪功能的耳機產品。其所

內置的加速度計可以讓其進行步伐

跟踪，它擁有基本的防塵防水功能

和 4GB 音樂存儲空間。智能手錶 

HuaweiWatch 是今年最值得期待的

產品。當華為消費者業務 CEO 余承

東介紹說這款智能手錶上市時間將

在今年 6 月時，不少參觀者嘆息上

市時間太晚。

華為展台演示人員展示了首款

智能手錶—— Huawei Watch 超出 

Apple Watch、三星 Gear Live、Moto 

360 及 LG 的 G Watch R 的優勢，並

評價這四款智能手錶的通病是外觀

設計略顯笨拙。

與 Apple Watch 及 Gear Live 採用

的方形錶盤不同， Huawei Watch 遵

循傳統經典手錶風格，採用了藍寶

石玻璃的圓形錶盤設計，外圈也比 

G Watch R 更薄。Huawei Watch 運行

基於谷歌的 Android 系統，與 Moto 

360、G Watch R 相同。

華為 MediaPad X2 現身 MWC 大

展，該機仍舊採用 7 英寸大屏，外觀

看上去依舊犀利，作為華為榮耀 X1 

的升級之作，該機自然在配置方面

也更為出眾。該機成為了海思 Kirin 

930 八核處理器的“首秀場”，在性

能以及能耗控制方面都做的不錯，

在系統層次 EMUI 3.0 依舊是主角，

從下方的“三角、圓圈、方塊”也

能找到 Android 5.0 的影子。

華為 MediaPad X2 正面採用一

塊 7 英寸 LTPS 顯示屏，分辨率為 

1920X1080 像素的 FHD 級別，顯示

效果非常出色。核心方面內置一顆 

2.0GHz 海思 Kirin 930 八核芯處理

器，以及 2GB/3GB RAM+16GB/32GB 

ROM 的內存組合，內置 5000mAh 

容量不可拆卸式電池，整機厚度控

制在 7.3mm 以內。另外在機身背部

還設有一枚 1300 萬像素攝像頭，

包含單顆 LED 補光燈，及其對應的 

500 萬像素四鏡式鏡頭。

中興通訊立志擠入美國手機市場

前三

和華為在海外市場展開激烈競爭

的另一家中國廠商中興，這次展會

上發布了搭載眼球辨識技術的智能

手機 ZTEGrandS3，據稱比指紋辨識

更安全。中興之前推出的智慧語音

手機星星 2 號亮相 MWC2015，它

在語音技術和手勢操作領域都進行

了創新。

2014 年，中興通訊在世界上最

有競爭力的美國市場上紮穩腳跟，

智能手機銷售量位居第四，佔有 7% 

的市場份額，這一系列傲人結果僅

用了短短五年。中國智能手機廠商

中興通訊將繼續向前開拓。

中興通訊副總裁全球終端戰略與 

Marketing 部總經理毛謙在巴塞羅

那全球移動通信大會 (MWC 2015) 

表示：“我們有信心未來三年內在

美國達到 10% 的市場份額，成為第

三大智能手機廠商。”

目前，三星和蘋果之間你追我

趕，兩家手機製造巨頭佔約近半的

美國市場份額。而第三大品牌 LG，

每 100 台智能手機裡能售出約 12 

台。如果中興通訊在 2014 年繼續

穩步發展，就將超越 LG 公司，成

為世界第三。

中興通訊 1 月下旬宣布， 2014 

年該品牌智能手機銷售量漲幅超過 

50% 以上，大大超越全球 20% 的整

體增長。

中興通訊在美國的市場份額進一

步增強至 20%，僅漲幅僅次於三

星。其後付費智能手機銷方式的前

景很被看好。該品牌開始在國內零

售店和超市零售專   櫃銷售。

毛謙還表示，中興通訊預計在其

他市場取得更好的結果。如果一個

智能手機品牌想要在世界範圍內得

到發展，首先得在美國成功。中國

市場仍是銷售量最多的地區之一，

而在美國市場，人均花費 350 美元 

（折合人民幣 2195 元）購買手機，

為在世界消費的最高值。

中興通訊在美國面臨的挑戰並不

是產品本身，而是公眾的品牌意識。

公司致力於抹除低端手機製造商的

身份。其最新發布的智能手機，如 

Blade S6 和星星 2 號，採用智能傳

感和智能語音的先進技術。

聯想和宏達電等也有創新嘗試

收購了摩托羅拉之後，聯想在

本屆 MWC 展會上也有創新嘗試，

發布了智能手機與相機跨界產品 

VIBEShot，既可當作一台手機，也是

一台相機，隨時隨地分享照片聯網

社交。

HTC 在巴塞羅那正式發布 2015 

年度首款旗艦手機 OneM9 手機、

Grip 智能手環、Valve 虛擬現實眼鏡

等產品。HTC 非常看好虛擬現實設

備的未來，稱其會改變人類與世界

的互動方式，並在未來成為主流技

術。HTC 的可穿戴和虛擬現實設備

也比它的新手機更受關注。HTC One 

M9 並沒有跟風雙玻璃設計，不過採

用全金屬機身在拉風度方面並不輸

給三星 S6，反倒拉絲金屬背部更具

質感，而且此次 HTC One M9 銀色

版還採用了金色邊框，這多少還是

有點小意外，美觀程度也是不言而

喻。而談到配置， HTC One M9 還

是做了例行的升級，雖然並未拿到 

Qualcomm 最新發布的 64 位八核驍

龍 820，不過標配驍龍 810 的它也

已經超越了市面上 99% 的產品，

運行內存也跟進到 3GB RAM。HTC 

One M9 正面採用 5 英寸 1080p 顯

示屏，核心方面內置一顆 64 位驍

龍 810 八核處理器，以及 3GB RAM 

的運行內存，可流暢運行 Android 

5.0 系統。另外在機身背部還首次

使用了 2070 萬像素規格的後置鏡

頭，包含雙色溫閃光燈，及其對應

的專攻弱光拍照的 UltraPixel 前置

鏡頭，規格達到 400 萬像素。而在

續航方面，本機內置 2850mAh 容量

電池，而在用戶界面方面，全新的 

Sense 7.0 也是如期而至。

本次大會還將舉行關於 5G 網絡

的技術研討會。未來 5G 標準的設

立主要決定於中歐美三者之間。從 

1990 年至今， MWC 走過 25 年的

歷史。現在的 MWC 上，中國廠商已

成為一支不可輕視的力量，扮演越

來越重要的角色。在原有的手機業

務板塊基礎上，越來越多的中國廠

商進入可穿戴市場，投入大量資金

與技術，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情

況，這個市場或將迎來春天。

歐洲生態環境日趨惡化

訪談美國硅谷大型基礎軟件創業的華人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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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北京遇上西雅圖，不得不說

說說我這個故事《當北方遇上南

方》。我叫晉如，接觸媒體不知不

覺便 6，7 年了，現在是舊金山紅方

塊影視傳媒公司的創始人之一。有

時我在想，如果沒有出國，會不會

因為本科學播音與主持，去做一名

主播，也許還能大紅大紫。但當年

也不知道怎麼一個決定，意思就是

女孩子要見識多一點，就被中介送

出了國門。

混著混著，就到了即將畢業的倒

數第二個學期。這時，我的美女搭

檔就出現了。一個女孩就衝進來教

室，眼睛還大大的，看著確實是江

南水鄉一帶的女孩。性格呢，卻挺

北方的，說什麼都一個“好”字，

答應的蠻爽快的，她叫 Pingo，在我

看來，是執行能力超強的一個人，

和她性格一樣，背景是動畫專業，

也在國內獲不少獎，啥都會，你要

啥就能變出啥的感覺。出國也為了

見識見識，大家思想也蠻相近，有

的聊。反正，一來二去，生活從此

便有了交集，每天聽她念叨最多的

就是現在我們的男搭檔洋灝，她的

高中兼大學同學。攝像當年在我  們

研究生學院的水平堪稱一流，國內

也是紀錄片屢屢獲獎的人物，輕輕

鬆就讓人稱讚的大神級人物，至今

覺得有了他的藝術指導，我們的工

作室才越辦越輕鬆。第一次和他見

面呢，就一起吃了個甜品，這男生

性格也怪好，兩女生唧唧歪歪的，

他也是仔細聆聽，點頭示意的，後

來就被我們直接定義為男閨蜜角色

了。

轉眼間，時光就轉向了研究生的

最後一個學期，我們都進入了年級

所謂的“精英班”。大家普遍一致

認為，人生的最後一個學生生涯

階段了，最後一個大學視頻，挑

戰一下自己吧，找點難度吧？ 我

們各自找了舊金山有名的藝術家

Jeremy Sutton( 數碼繪畫藝術大師 )

和 Qinmin（美國最年輕的行為藝術

家）準備用他們的故事來重塑一下

自我。有人覺得這有什麼難的啊？ 

是，以我們當時的拍攝技巧以及領

悟能力來說，確實會拍出來可以讓

老師和同學滿意的片子。對於市面

的視頻拍攝和製作更是不在話下，

對我們而言，突破自己才算是難上

加難吧。怎麼我們也應該拿出一個

能說服自己的影片吧？ 我們想去創

新，不在是精準的採訪和乾淨的畫

面；我們想突破自己，給人不一樣

感覺的視覺效果；我們想為自己的

夢想留下點無悔的印跡，當我們在

其他行業工作的時候，還可以拿出

這個當年拍攝的片子和心愛的人看

一看，聊聊那些年  的故事。足足 3

個月吧，從燈光，佈景，採訪，討

論，拍攝，後期，能想到的，想不

到的，通通被我們折騰了個遍。完

美的畫了一個句號，畢業了！ 本係

有史以來最優秀的作品集。偶爾還

能聽到學弟學妹說，第一節課，教

授一定會先放我們的片子給他們當

範例，也挺榮幸的。

“咱三？就這麼散了？各回各

家？再也不碰這行了嗎？”三人

都有這同樣的疑問。“開工作室

吧？”“開工作室吧。”“開工作

室吧！”遊走在三個人腦子裡面的

是，人生就這麼一次，幹嘛不去創

造自我價值呢。甘心麼！ 前期的一

個月，基本三人就日日夜夜，早上 8

點多出門晚上 9，10 點回來還要討

論明天該怎麼做，今天有什麼失誤。

不斷的在總結再總結，也感覺不到

累，就是想幹，干好。來來回回宣傳

自己，我們定下來就叫 redcubestudio

（紅方塊影視傳媒公司）吧，還故

意設計了綠色的圓圈，就為了凸顯

自己與眾不同的特點，讓人們可以

一眼記得我們，紅色的方塊，卻是

綠色的圓圈，這貌似挺有意思的是

吧？ 我們就是要告訴別人，我們用

不同的角度講述一個故事，生動，另

類，有趣！ 接著我們就建網站，建

人脈，兩小女生頂著那深深的黑眼

圈，男生也鬍子拉渣的，就這樣，

工作室一天天就起來了。

做強做大，拼的不僅是實力，也

是腦力，我們視頻做的這麼好了，

口碑也好了，那傳媒公司的其他分

支，如果一直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恐怕不符合市場吧？ 應該要更專業

的人做更優秀的產品才對，這樣才

能視頻，攝影，設計相輔相成。俗

話說，貴圈貴圈，我們認識的很多

朋友自然也就優秀，也都活躍在 4A

廣告公司，可是優秀沒有工作樂趣，

我們也覺得這太可惜了吧，我們不

僅僅是為了生活不是？ 就這樣，他

們被我們一個個拉下水了，成為了

我們的 parttime，在未來，我們的

強大定會自然而然的吸引他們成為

我們的 fulltime。這就是我們要的精

緻，高端，接地氣的工作室。

其實生意做到這份上呢，說到底

還是要會做人，做好人，朋友倒是

結交了一堆。

每天聽著不同的故事，誰誰誰又

創業了，誰誰誰又乾了個什麼驚天

地的事情。我們也用鏡頭紀錄下來

了每一個人不一樣的故事，不僅僅

是他們的過去，還用故事講述了他

們的夢想和未來， 也許這也就是我

們三熱愛這份工作的理由，它絕不

是一個商業的工作室了，而是一個

充滿故事的家。

作者：晉如

5．創業投資

專業搬家 公司商舖 408-991-5921
各式鋼琴 加州長途 510-688-5208
港口提貨 清運雜物 415-706-6932

天泰搬運 快捷準時服務周到

政府執照:T-190764 貨物保險:92-BX-Y037-3

E-mail:heyi930@gmail.com

Tes 電 工
真正電工  加州執照
工商住宅  許可申請
冷暖水電  整棟裝修
電話:408-605-2297

Lic 779016

 夜班K经理(有英文,西班牙语者优先)
 货仓工人
 食品销售人员(有广东话,英文者优先)

湾地食品公司诚聘

联系电话:郑 626-926-9398

許氏搬運
誠信為本經驗豐富 T191226

大小家庭 長途搬運 公司商舖

取貨送貨 精搬鋼琴 清理雜物
415-503-8177 415-324-9784
510-813-0051 408-888-2717

(中文)

Lic #21494

415-680-8779 415-672-7958 510-566-3297

三藩市裝修油漆

內外油漆 廚浴翻新 瓷磚雲石 籬笆圍欄

工木改建 大小項目 免費估價 滿意付款

孫 氏 裝 修
年年經驗 5 年質保 整體裝修 廚浴設計

水電冷暖 地板油漆 改建加建 花園圍牆

10

電話:408-571-8030

政府註冊，有牌有保險，不通不收費。專業維
修一切漏水，马桶龙头，热水炉，除树根去油
污，疏通一切塞渠。定位查漏，高压水洗渠。
电脑探测，更换地下排水渠。

飛達通渠 Lic #968602 

408-667-1381        925-408-3155  
510-379-8898        415-659-2529 电话:

廚房浴室 十年經驗 質量保證 口碑佳

$3799 $3499

8’x 5’浴室包2料10’x10’廚房包2料

刮豆噴花油漆 門窗隔間 地板瓷磚理石 銅管電路

優惠期到2月30日止 聯繫電話:510-579-7835

亞太公共事物聯盟（APAPA)2015 農曆新年
慶祝三谷分會（Tri-Valley Chapter) 成立盛典
【本報訊】伴隨著春天生機盎

然的腳步，在經過了幾個月的周

密 籌 備 後， 亞 太 公 共 事 物 聯 盟

（APAPA)2015 農曆新年慶祝三谷

分會（Tri-Valley Chapter) 成立盛典

於2/28日在Wedgewood Center at San 

Ramon Golf Club 隆重拉開帷幕。

APAPA 三谷分會主要包括舊金

山灣區三谷地區以及 680 高速沿

線，包括的城市有 Dublin, Livermore, 

Pleasanton, San Ramon, Danville, 

Lafayette, Moraga, Orinda, Walnut 

Creek 等。在這個區域內，在美亞裔

佔近 20% 的人口。APAPA 三谷分會

與總部有著同樣的目標，致力於通

過 internship program 教育美籍亞裔

人，鼓勵他們參與社區及政治，提

高亞裔人在公共事務上的地位。

120 多位來賓，包括 26 名現任的

各個市，區，州級政府官員，APAPA

的創建人伊集成（CCYin）先生，

APAPA 舊金山彎曲及其他分部的代

表們一起見證了這個 APAPA 三谷

分會（Tri -Valley Chapter) 的成立盛

典。整個大廳被紅燈籠，中國福字，

臘梅裝   飾出濃濃的的新年味 , 11：

50，一隻披紅戴彩的獅子歡舞跳躍

著進入會場。在一片掌聲中,主持人

Robert宣布慶典正式開始。全體來賓

起立，由三谷高中生 Isabelle Yan 帶

領大家一起唱美國國歌。三谷分會

的會長 Andy Li 先生邀請 APAPA 的

創建人伊集成（CCYin）先生上台為

San Ramon 的市長 Bill Clarkson 先生

和 Danville 的市長 Newell Arneich 先

生頒發獎杯。

接下來，三谷分會的付會長和

APAPA 青 少 年 培 訓 項 目 負 責 人

Nancy Chen 女士，付會長 Min Tsao

先生分別上台向大家介紹 APAPA

青少年培訓的具體項目和感謝每一

位贊助著。

在 Alameda 縣現任大法官 Delbert 

Gee的引領和見證下，APAPA三谷分

會的董事會成員們隆重宣誓就職。

加州州財長 John Chiang 接著做

了主題演講“未來的領袖和多元

化的重要性”（ Future Leaders and 

Importance of Diversity) 強 調 了 培

養更多未來亞裔領袖的重要性。

國會議員 Eric Swalwell，州財務主

管 Betty Yee, 加州平等委員會董事 

Fiona Ma, 加州州眾議員 Catherine 

Baker, Evan Low 分別緻詞分享。

在嘉賓們享用午餐的同時，文藝

表演正式開始。古箏，女高音獨唱，

中國功夫，四重奏，中國古典舞蹈，

一個接一個精彩的   演出，一陣接一

陣的掌聲，把現場的氣氛帶到了高

潮。

APAPA 三 谷 分 會（Tri-Valley 

Chapter) 的成立盛典隆重莊嚴，又充

滿了新年的喜慶。三谷分會的成員

各個充滿了激情和信心，立志奉獻

於 APAPA 的目標：加強亞太裔的團

結，促進亞太裔在公共事務上的發

展，鼓勵更多的華人參政議政。

APAPA 成立於 2001 年，已經有

十幾年曆史，總部位於 Sacramento。

在 California，New York，Texas 和

Florida 州都有分部。APAPA 是一個

非政治非營利性 501（C）3 註冊組

織，致力於促進亞裔民眾參與社區，

政府部門建設，培養亞裔領導；通

過培訓，參與在公共事務方面的領

導，提升亞裔團體在美地位。下面

的鏈接是 APAPA 十週年慶時拍攝

的視頻： http://youtu.be/BHndvU9-9jI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以增進對

APAPA 的了解。

你不是也有一個夢想嗎 房地產交易常用詞彙（下）
Points: 也稱為 Discount Points，是

貸款人用於降低貸款利息，而向銀

行交納的費用。一個Point 即相當於

貸款額度的百分之一。

Preapproval: 貸款行的貸款意向

書，不是最終的貸款批准

Preliminary title report：產權認證

報告，也稱：產權報告。

Property tax：房地產稅

Purchase agreement：購買合同書

Realtor: 房地產經紀。注意：不

是指任何有執照的經紀，而必須是

“國家房地產經紀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的

成員，才能稱為 Realtor.

Record：交易完成後，在政府機關

存檔備案

REO: 全稱“Real Estate Owned”，

指銀行經過拍賣程序擁有的房地產

Rent Back: 反租。指房屋買賣交易

完成後，賣主以房客身份繼續在房

屋里居住一段時間。

Roof Inspection: 屋頂檢查

Short Sale: 短售屋，通常是指房

屋的賣價不能支付完銀行貸款的房

產，是銀行和屋主之間一種避免房

屋被拍賣時協商出售的形式。

Single House: 獨立屋，有獨立的地

的產權。

Tenancy in common：：（產權擁

有方式之一）共同持有產權

Termite inspection： 白 蟻 檢 查，

其實全稱應該是：Wood Destroying 

Pests and Organisms Inspection。

通常不光是檢查白蟻對木頭的損

害，也檢查木頭本身是否有因為其

他原因的損害，比如：霉變，腐爛，

等。

Termite repair：白蟻處理，也包括

木頭損害的修理

Title company：產權保險公司

Title insurance：產權保險

Townhouse: 連體公寓，一般有上

下樓，有獨立的地的產權。

Zero-Lot-Line: 指房子的一側或幾

側非常靠近甚至正處於房子的地界

線。例如：有些獨立屋只有一邊有

側院，甚至完全沒有側院。

（全文完）

* 此文章由舊金山灣區從事房地

產經紀十幾年的資深執牌房產顧

問 , 美國 A & J ( 安吉 ) 房產投資服

務公司的創辦人兼經紀人 John 吳

提供。

網站：www.AJBroker.com

美國舊金山灣區華裔子女
寫春聯迎羊年

蘋果公司總部所在地 Cupertino，

春節前後的中文課，在王倩老師的

課堂裡，孩子們正在認真地學習如

何寫作春聯。對生活在美國的華裔

子女來說，能夠寫春聯可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孩子們使用著並不嫻

熟的中文，用稚嫩的語言表達他們

對中國春節的感受和期盼。看著孩

子們在短短的一節課裡用中文寫出

的一幅幅精彩春聯，王老師開心極

了。

面對記者，王老師把學校網站 

wangacademy.com 刊登的往年學生

作品拿出來，一個一個如數家珍地

向記者講著這些寫作背後的有趣故

事。春節前後教孩子們寫作春聯，成

為了王老師多年中文教學中必不可

少的教學內容。正如王老師所說： 

“ 孩子們雖然在美國成長，但他們

的根在中國。中國文化的傳承一定

是由這些孩子們繼續下去。孩子們

多了解一些傳統文化，對他們的成

長會有非常有益的幫助。隨著中國

經濟的日益強盛，中國文化的國際

化也是勢在必行。做為華人後裔，孩

子們對中國文化了解得越多，對他

們將來走向成功之路越有幫助。”

曾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的王倩

老師正是秉承著這種信念，年復一

年，堅持不懈地教授學生寫作春聯。

寫作課快要結束了，每個學生都寫

出了自己的春聯。王老師拿出從中

國大陸專門買來的春聯用紙，發給

學生，讓他們把自己寫作的春聯一

筆一畫地寫在紅紙上。並囑咐他們，

回家後一定不要忘記將春聯貼在家

門上。

學生們寫的春聯： 

小花朵朵開得美   大家天天過得

好——馬夢遠（八年級） 

寒風吹去春天到   福祿金銀一起

來——楊天慧（八年級） 

入廟求平安   在家吃年糕——盧

紫恩（八年級） 

冬去融化一湖水   春來吹綠一片

山——熊雁來（九年級） 

春風吹來紅花開開   大家數錢人

人幸福——陳家媛（十年級） 

消災去難過得好   釣魚養豬吃得

飽——何嘉康（九年級） 

天上星星滿天亮   地下燈籠滿街

掛——董儀（九年級）

年年有魚 天天有喜——許司佳

（九年級） 

家 庭 幸 福 好 運   一 年 四 季 平

安——吳一鶴（十年級） 

新 年 到 人 們 樂   小 孩 來 紅 包

拿——梁家昌（十年級） 

家庭興旺萬事順   人人高興精神

爽——Erika Yang （九年級）

作者：行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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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土安全部（DHS）下屬的

移民與公民服務局（USCIS）昨天

宣布：從 2015 年 5 月 26 日開始，

將允許 H1B 配偶 H4 申請工作許可

（EAD）。

符合條件的 H1B 配偶 H-4 必須提

交 I-765 表，申請工作許可，還有與

之配套的證據和所需要的 380 美元

費用。

獲得工作許可後，可獲得表格

I-766，以及 EAD 。

USCIS 將於 5 月 26 日，接受申請。

一旦 USCIS 批准 I-765、收到 EAD，

H1B 配偶 H-4 就可以開始在美國工

作。

該消息一出，就被大家瘋狂轉發。

有的人不相信，直到看到 USCIS 的

官網消息；有的人很高興，但也有

人對此比較擔憂。

有人喜

最高興的莫過於一直受身份困擾

的 H4 簽證持有者了，終於可以合法

工作了。一是可以解決家庭負擔，二

是也可以讓自己的生活更加豐富多

彩。而且拿到 SSN 後，可以申請信

用卡，累積怨信用記錄，更可以貸

款買房買車。不僅如此，H4 似乎更

優於 H1B，不會因為申請綠卡的限

製而不能跳槽，可隨意更換公司。

再有就是想創業的小伙伴，有多

少人想創業卻苦於身不由已：合法

的身份問題。只能邊工作，維持

住 H1B 簽證，邊創業。如果配偶是

H1B，就有機會大膽創業了！

還有不少持有 H-1B 的單身漢們，

瞬間感覺自己身價暴漲，娶老婆有

希望了。

小編還是要友情提醒，這項舉措

可沒有造福所有的 H1B 工簽持有

人， H1B 簽證持有人需要符合以下

兩項條件之一：

• H1B 簽證持有人的移民資格申

請 I-140 已經被批准。

•H1B 簽證持有人已經處於 6 年 

H1B 簽證後的延期階段。

有人憂

據移民局預計，符合條件的 H4 身

份配偶將多達 17 萬 9600 人，而且

隨後每年還將有 5 萬 5000 人左右

能夠符合條件。

就今年，社會上將突然湧現出多

少將要找工作的人？ 以後每年遞

加，是否能夠有足夠的崗位似乎將

成為一個問題吧   ！ 這對就業市場

絕對是不小的衝擊。

某些崗位的小伙伴現在已經開始

擔心自己的工作將受到衝擊，一些

門檻略低的崗位肯定首當其衝。

還有不少人覺得這次政策的受益

人可能更多是印度裔的配偶。在

“三哥”逐步佔領各大科技公司後，

又將有哪些崗位成為“三嫂”們的

目標？

而且還有網友抱怨，如今拿工作

簽證 H1B 還得經過抽籤，按照這一

項政策，努力讀書，還不如找個 H1B

伴侶呢！ 

再有，還有人比較擔心會不會影

響到綠卡的排期。除了   這次的 H4

可合法工作外，這兩年在奧巴馬的

主導下推行了各種移民新法。相信

移民局的工作量不小吧！ 但是美國

政府肯定不會因此而增加預算，多

僱人手，可能直接影響到申請綠卡

的進度。最近早有不少網友抱怨，

遞交 485 後進度超級緩慢！

USCIS 的上級國土安全部恐要

“斷糧”！

先別說有沒有錢再僱傭人手了，

USCIS 的上級國土安全部恐怕都要

“斷糧”了！

最近美國的兩黨一直在僵持移民

問題，而最倒霉的就要算國土安全

部了。共和黨將在國土安全撥款上

採取強硬立場，而國土安全部卻極

有可能因現兩黨在移民政策上的分

歧而關閉。

本週末就是為國土安全部撥款的

截止日期了。據報導稱，參議院共

和黨領袖 Mitch McConnell 本週一宣

布了阻止去年行政令但不動 2012

年延緩遞解夢想者措施的法案，為

共和黨通過為國安部臨時撥款的措

施鋪平道路。

不過 USCIS 雖然是國土安全部的

下屬部門，但是其費用很大部分來

自於申請者所提交的費用。不知道

會不會受到牽連。

6．商海縱橫

祝良律師談美國專利保護
知 識 產 權（Intellectual Properties, 

IP)，亦稱智慧財產權，包括專利權、

商標權、版權、技術秘密、商業秘

密、域名、店面裝飾等。在國際、

國內的技術競爭領域，專利權被認

為是值得優先保護的知識產權。

專利權是指幾項排他權利的集

合，包括：未經專利權人書面授權，

任何他人不得在境內製造、銷售、

營銷包括其專利技術的產品（簡稱

專利產品），也不得從境外進口該

專利產品。

專利保護有地域性，僅限於授予

專利權的主權國家境內。如果你只

有美國專利，沒有越南專利，那麼

在越南製造、銷售你的專利產品就

不侵犯你的美國專利權。如果你只

有中國專利但沒有美國專利，在美

國製造、銷售你的專利產品也不侵

犯你的中國專利權。如果你既有美

國、墨西哥專利，也有中國專利，

但沒有其他國家專利保護，那麼在

蒙古生產、在歐洲銷售你的專利產

品，也不侵犯你在美、中、墨三個

國家的專利權。

獲取專利權的途徑有：一、發明

人就其發明申請了專利，並且被專

利局批准，那麼獲准的權利訴求，

就是對發明人專利權範圍的界定。

二、發明人的雇主依照合同受讓了

作為僱員的發明人的專利申請權或

專利權，即僱員把專利權中的經濟

權利轉讓給雇主，但保留其精神權

利，即發明人的名分，因為精神權

利是不可讓與的。三、依據合同或

法院判決，或經繼承，從專利權人

獲得其專利權的部分或全部。

美國專利，從申請到獲准，包括

下列幾個步驟包括： 

1. 申請人與專利律師簽約，正式

授權專利律師代表申請人準備專利

申請。申請人可以是發明人、技術受

讓人、發明人雇主或者技術受讓公

司。如果你是 Apple 或 Microsoft 等超

大 IT 公司的僱員，你有了創新、發

明，那麼針對該創新、發明申請專

利的權利，十有八九屬於公司（請

查閱你的僱傭合同）。

2. 發明人向專利律師披露發明內

容。即便專利申請人是雇主，作為

僱員的發明人也必須與專利律師配

合，把發明的細節告訴專利律師。

我喜歡與發明人面對面交談，一邊

聊、一邊畫圖，聊完了，專利圖也畫

完了。十多年前，我負責 AOL 的一

部分專利申請。每次有了新任務，

我就與發明人約好，利用其午飯時

間，到發明人的工作地點，聆聽發

明人詳細解說其技術方案。短則半

小時，長則一   小時，就把發明的核

心問題澄清了，效率很高。如果只

讀發明人寫的簡介，花十倍時間，

恐怕未必能理解其發明的核心。

3. 專利律師根據披露內容，起   草

專利申請。這是專利律師的任務。

不同律師，其風格也不同。我喜歡

簡潔、高效，一邊做專利檢索、一

邊起草；先界定權利訴求，後填補

發明的詳細描述。完成一個中等規

模的專利申請，一般需要 25-40 個

工作小時。

4. 發明人審閱初稿、二稿、三稿。

專利律師和發明人對同一項發明有

不同理解是很正常的。發明人必須

審閱專利律師的稿子，其意義在於

糾正專利律師的技術錯誤，通過互

動，刺激專利律師更精準地描述發

明，寫出最貼切的權利訴求。定稿

之後，律師向專利局遞件。

5. 大約 1 年後，專利審查員簽

發第一個審查意見。審查員的意見

書包括專利局的例行表格、針對該

專利申請的理由和審查員援引的在

先技術列表。專利審查員除了提出

某些形式、格式上的改動外，常見

的反駁意見主要是針對“新穎性”

和“非顯而易見性”。如果審查員

調出幾篇文獻，例如已經公佈的專

利申請或者發表的雜誌論文，並指

出現有技術（亦稱在先技術“Prior 

Arts”）已經披露了和你的發明實

質性相似的技術，那麼審查員就說

你的發明缺少“新穎性”。如果每

一篇文獻並沒有完整地披露和你的

發明實質性相似的技術方案，但只

是披露了某一部分，那麼如果在這

個技術領域裡的普通人（ordinary 

person in the art）能夠把多篇文獻

中披露的不同部分，湊成一個整體

上和你的發明實質性相似的技術方

案，那麼那麼審查員就說你的發明

是“顯而易見的”。

6. 專利律師代表專利申請人做出

妥當回應，其中包括：對發明描述

的修改，對專利圖的修改，對權利

訴求的修改，以及就權利訴求的辯

論等。大多數情況下，專利審查員

援引的在先技術未必都在點子上。

只要認真閱讀、比較，找出在先技

術與本發明的根本區別，就可以克

服審查員的反駁意見。

7. 申請人做出第一個回應幾個星

期後，專利局將簽發第二個審查意

見，即最終意見。在第二個意見中

專利審查員可能會全部接受、部分

接受、或者全部否定專利律師在第

一個回應中所做的辯論，也有可能

援引新的在先技術。

8. 申請人做出第二個回應後，專

利審查員會審閱申請人的回應，並

作出決定：批准或拒絕專利申請中

的全部權利訴求，或者只批准部分

專利訴求。如任何權利訴求被拒絕，

申請人可以上訴，或者要求復審。

以上 1-4 叫專利申請階段；5-8 叫

專利審查階段。一個專利申請，從遞

件到獲准（授權），少則半年，多

則三五年。一般說來，一旦獲准，

專利權自專利申請日起算。

收到專利證書後，發明人可以通

過三個途徑實現專利圈的價值。其

一，自行開發自己的專利產品，從市

場上獲取回報。其二，以發放“許可

證”的方式，讓別人去開發專利產

品，從被許可方收取專利許可費。其

三，什麼也不做，守株待兔，即等

到有人製造、銷售專利產品時，提

起侵權訴訟，讓侵權方賠償損失。

在專利侵權訴訟中，如果法院認定

侵權人是故意侵權的，法院可判侵

權人賠償專利權人損失的三倍。專

利權人的損失有多種算法，最簡單

的算法就是專利權人盈利的減少，

或者侵權人的盈利的增多。

作者：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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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良律師，大易律師事務所

美國最高法院出庭律師、美國註

冊專利律師。加州、紐約州、明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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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 可合法工作

在中國古代，有所謂的“四象”：

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分別代

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青龍”為

東方之神，“白虎”為西方之神，

“朱雀”為南方之神，“玄武”為北

方之神。所以，很多古代的建築，

會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來命

名大宅院內東、西、南、北的建築

物。

東漢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裡，

也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來命

名藥方，對應幾個非常重要的中藥

與理念。“青龍”代表“麻黃”，

“白虎”代表“石膏”，“玄武”

又名“真武”，代表“炮附子”，

“朱雀”已失傳，沒有那一個條文

提及“朱雀”。

在中國傳統文化及中醫裡，東南

西北不僅僅代表方向，也代表了

“春、夏、秋、冬”，以及“生、

長、收、藏”。換句話說，“青龍”

管“生”，“朱雀”管“長”，“白

虎”管“收”，“玄武”管“藏”。

我們以這個角度來研究張仲景為什

麼用青龍、白虎、玄武來代表麻黃、

石膏、炮附子，我們不但可以合理

的猜測什麼是“朱雀”，同時，我

們還可以澄清很多中醫師對麻黃及

炮附子的誤解。

我們先來談一談麻黃。現代很多

中醫師對麻黃的理解只有“發汗解

表、宣肺平喘、利水消腫”，很可

惜，這只是很膚淺的理解。麻黃真正

的意義在於“發陽”，在於“生”，

發汗解表等只是它外在的表現，麻

黃不僅僅用在太陽證，也用在少陰

證、厥陰證。“麻黃湯”又名“還

魂湯”，可以用在人之將絕時的急

救。“麻黃附子細辛湯”是少陰證的

代表方，在厥陰證到嚴重的上熱下

寒時，我們也有“麻黃升麻湯”，

加上許許多多的臨床病例，一再顯

示麻黃的真正內涵在“發陽”，端

看你用其它什麼藥來搭配，讓它發

表陽、發裡陽等等。

叫做“白虎”的石膏，主束降，

主收陽。用石膏來代表“白虎”的

“收”，比較沒有什麼爭議性。

把炮附子叫做“玄武”或“真

武”，大部分的醫家都認為是炮附

子性熱，助陽補火，所以適合於寒冷

的“冬天”，所以叫做“真武”。其

實，這也是一個比較膚淺的理解。

真正的重點在於“炮附子”與“生

附子”的差異，借用倪海廈老師的

比喻：“炮附子是把你的陽鎖住，

不讓陽外散，把陽收回到身體裡、

腎裡，所以，是從外向裡熱，是補

腎。生附子是強心，是從體內最深

處、骨頭裡向外熱出來，所以，救

急的四逆湯用的是生附子，不是炮

附子。”也就是說，炮附子真正的

精髓是“藏”，藏什麼？ 藏陽，就

像冬天時，陽氣藏在地表以下，溫

暖樹根，等待明年春天的“生”，

這才是把“炮附子”叫做“真武”

的原因，否則很多大熱的中藥都可

以叫做“真武”。臨床上，我治療

十歲小孩還在尿床，或者大人“無

緣無故”熱汗、冷汗，我常常用桂

枝湯加一點點炮附子，尿床、自汗

的現象馬上就停止，因為陽可藏，

陰就不外漏。或許有人會說，腎主

二便，炮附子補腎，所以可以治尿

床，那麼你可以試一試其它補腎的

中藥，看看能不能在一兩天之內解

決掉尿床的症狀？ 也或許有人把炮

附子等同於西藥的類固醇，那麼你

可以試一試給尿床或自汗的病人注

射西藥的類固醇，看看能不能止汗、

收尿？

了解了“青龍”、“白虎”、“玄

武”的意義，就不難推敲“朱雀”

是什麼。麻黃、石膏、炮附子，不

但展現了“生、收、藏”，藥材顏

色也符合“青、白、黑”，那麼我

們要找的“朱雀”也必須同時符合

“長”的特性及“赤”的顏色。整本

“傷寒雜病論”裡，最符合的中藥

是紅棗！ 紅棗外皮是紅色的，符合

“赤”的顏色要求，而且，紅棗外

皮紅色補心火，內肉黃色補脾土   。

火性上延，代表“長”，而脾胃為

後天之本，沒有脾胃的後援補給，

是無法“長”的。很多人小看了紅

棗的功能，殊不知“天下第一方”

桂枝湯裡也少不了紅棗，可見紅棗

的地位絕非小可，勝任“朱雀”是

絕對有可能的。

有了“麻黃青龍”、“紅棗朱

雀”、“石膏白虎”、“附子玄武”

這幾味管東西南北生長收藏的“四

方諸侯”，我們在“人體多維向量

空間”裡的變化就有了一個基本架

構。

（下集待續）

作者：李宗恩博士，中醫師，MBA

摘自：陽氣中醫診所李宗恩醫師

的博客 www.DrLee.US

作者簡介

李宗恩博士是世界著名中醫專家

倪海廈先生的主要嫡傳弟子。李宗

恩博士為了將現代科學管理理念和

中醫辨證智慧統合方便服務更多的

人而創辦了陽氣科技公司與陽氣中

醫診所。李宗恩博士是史丹佛大學

電機碩士和博士，柏克萊加大工商

管理碩士，國際醫藥大學中醫碩士，

台大物理學士，擁有加州中醫師執

照。

李醫師診療日誌——火星之旅，該帶那二十味中藥？（中）

目前有很多中國人想在美國註冊

公司，卻又不知從何開始。其實任

何人在美國都可以註冊公司，並無

身份限制。

何處設立公司？ 

假如公司不准備在美國設立辦公

室 (office)，可考慮在 Delaware 州或

Nevada 州成立公司。假如公司計

劃在紐約設立辦公室或聘請工作人

員，可以在紐約成立公司或者先在

Delaware 或 Nevada 成立公司，然後

在紐約註冊做生意。

如何選擇公司類型？ 

很多在美國的外國公司最常選擇

的是有限公司 (C Corporation，以下

簡稱 C-Corp). 原因在於這類公司相

對容易加入新的投資者，並且將來

公司可以上市。但是 C-Corp 的最大

劣勢在於雙重徵稅，即，C-Corp 本

身需要以公司身份報稅，同時，公

司成員在獲得公司分配的利潤之後

還需要以個人名義再次報稅。

另一個常見的公司類型是有限責

任 公 司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LLC). LLC允許所有人在個人退稅表

上報告公司的純收入。這類公司僅

需個人交稅，公司不需要納稅但有

可能要交州的保持費用。

S Corporation（以下簡稱 S-Corp）

常 常 被 稱 為“ 內 部 持 有 公 司 ”

（closely held corporation）。該類型

通常無法上市融資，更趨向於合伙

的形式。S -Corp的報稅和合夥類似，

直接以公司成員的個人名義報稅。

但是 S-Corp 的最大劣勢在於其股票

只能私人交易，不能上市，因而極

大地限制了發展規模。另外一個局

限則是，S-Corp 的股東只能是美國

稅法意義上的美國居民。

因此，是選擇股份有限公司，

S-Corp 還是 C-Corp ？ 這取決於投資

人的身份（即是否有資格成立 S 公

司）；投資人對未來商業的預期；

以及投資人的資金潛力。

供稿：黃鑫會計事務所

（Christopher Huang CPA）

網址：http://www.chrishcpa.com/

如何在美國成立公司

缺牙後的後果
及常見的三種修復方案

一、牙齒缺失可引起以下 5 種後

果：

1、對應的牙齒向缺牙區伸長，造

成合干擾以及咬合錯亂，嚴重者可

引起顳下頜關節疾病。

2、缺牙區兩旁的牙齒向缺牙區

傾斜移位，出現間隙，塞牙。咬合

系統紊亂。

3、尤其是缺牙區後面的孤立那

個牙齒應力集中，負擔過重，可能

導致提前鬆動。

4、牙齒缺失不利於食物攝取和

咀嚼，導致偏側咀嚼習慣。顳下頜

關節紊亂，對側牙負擔加重。

5、同時使食譜變窄，食物的粉

碎受到限制，易增加胃腸系統的負

擔，影響機體消化、吸收的功能和

效率。劉愛民牙醫提示牙列多顆牙

缺損、缺失可導致咀嚼功能極大降

低，從而減少對顱腦的生理刺激，因

而有可能使老年性癡呆提前來臨。

缺牙除影響咀嚼外還會加重餘留

牙的負擔，就像原本十顆牙的工作

現在由五顆牙承擔，這五顆牙就會

過度疲勞，可能出現鬆動、移位甚

至脫落，牙齒磨損速度也會加快。

全口無牙的老年人如果常用牙床咀

嚼，還會加快牙槽骨吸收速度，牙

槽骨被吸收後不能再生，還會明顯

影響日後的鑲牙質量。

所以，一般來說，除了智齒及正

畸拔牙外，其他牙齒缺失都建議要

及時修復！ 否則可能會影響咀嚼、

發音及面容美觀等，時間長了往往

還會影響周圍牙齒。

二、缺牙的常見 3 種原因：

1、慢性牙周炎，導致牙齦逐漸退

縮，牙根鬆動，最後被動拔  牙。

2、蛀牙，沒有及時修補導致被動

拔除。

3、牙外傷（包括牙隱裂、牙齒各

類磨損等）等。

三、缺牙的修復方式：

1，活動義齒修復，異物感明顯，

不適。咀嚼效率不高。

2，固定搭橋修復。需要利用缺

牙兩旁的牙齒做基礎，可能損傷鄰

牙。

3，種植牙，費用較高，但酷似天

然真牙，功能美觀接近理想，所以

又稱為人類的第三副牙齒。

不管是想要避免哪一種情況，都

需要我們從小開始愛護牙齒，除了

我們自己日常能做到的正確刷牙、

使用牙線、餐後漱口等，勿忘定期

到專業牙科診所進行口腔體檢並洗

牙，此外還需養成健康安全的飲食

習慣及生活習慣！

牙齒在缺失之前，都會有一些早

期症狀可以發現，比如牙痛、牙齦

出血等，這個時候需要及時就診，

逃避不是辦法，逃避了看牙逃不了

牙痛牙失，劉愛民牙醫提示別到牙

齒缺失，才追悔莫及！ 推遲就診將

導致症狀加重，治療過程會越複雜，

所花費的時間、金錢也會更多。提

倡大家早發現、早治療，防止損害

進一步發展而帶來更多的痛苦。對

牙齒的認知比什麼都重要，改變認

識才能改變行為方式。

作者：劉愛民

作者簡介

劉愛民醫生畢業於舊金山太平洋

牙醫學院並獲得牙科博士，曾獲得

北京大學口腔顎面外科博士，德國

波恩大學口腔外科博士後，曾赴荷

蘭埃因霍恩 BIOCOMP 種植牙中心

深造。在灣區工作 10 餘年，現在

灣區運營兩家診所，專精高難種植

牙，牙周病手術，診所並提供其他

全科牙科治療。

 有人喜？ 有人憂？ USCIS 的上級國土安全部恐要 “斷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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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社區繽紛

從辣椒引起的聯想
我從小在南方長大，不知道啥時

候開始就喜歡上了吃辣椒。每次吃

麵食，我總喜歡瓢上一勺辣椒放入

碗中，然後吃得眼淚鼻涕直流不在

話下。至於辣椒對人體有什么生理

上的作用我則一點也不理會。我的

這種辣椒情結可能是源自於我的一

位湖南鄰居。小時候，看她吃飯，碗

裡總是蓋著滿滿的紅色小天椒，然

後三口兩口地把一大碗的白米飯吃

下肚子，真是讓我羨慕不已，口水

直往肚子裡咽。前幾年，我因半年

腸胃不適，一直拉肚子而去看灣區

的一位有名的老中醫。她給我開了

一個療程的中藥，同時也給我進行

了一個月的針灸治療。結果，我的

病奇蹟般地痊癒了，再沒有重犯。

從此，我對中醫感產生了濃厚的興

趣。我請老中醫收我為徒，並願意業

餘無償為她診所服務。老中醫介紹

我看了些中醫的理論書籍如：《中

醫學理論》，《黃帝內經》，《傷

寒論》，《針灸學》，《400 百味》

等等，並讓我在旁邊觀察她如何診

治病人和業餘在她診所打雜。這些

中醫的書籍讓我對“陰陽”，“五

行”；食物的“寒熱”，“五味”，

及其它們對人體的“五臟六腑”的

影響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比如辣

椒味辛，性熱，屬於陽性食品，能

溫中健胃，散寒燥濕，發汗；西瓜

則味甘性寒，有清熱解毒，除煩止

渴，利小便的功效。從那以後，每當

我風寒感冒，著涼，打噴嚏，或者

身體發冷的時候，我總喜歡來一大

碗的辣椒面，吃得滿頭大汗。常常

我的感冒很快就好起來，發冷現像

也得到了緩和（當然病毒性感派除

外）；而每當我心煩意亂，喉嚨腫

痛，口乾舌燥的時候，我則會來幾杯

西瓜汁。我的心情很快也會平靜下

來。現在辣椒與西瓜成了我日常調

節身體陰陽平衡的食品。我也因此

很少得病，總是精力旺盛。我一直

好奇：為什麼中國歷史上很多的軍

政要人都來自湖南？ 如曾國藩，譚

嗣同，左宗棠，蔡鍔，耿飈，任弼

時，毛澤東，劉少奇，朱鎔基等；為

什麼日軍侵華時期多次進犯湖南，

但是始終無法將湖南拿下，而只能

是短暫地佔領一些城市？ 難道這都

跟湖南人吃辣椒有關？ 我的這些疑

團一直到了上星期天湖南商會的成

立盛典和湖南同鄉會的新春聯歡會

上才得到了一些解答。

上星期六下午，我應邀參加湖南

湖南商會的成立盛典和湖南同鄉會

的新春聯歡會。為了幫忙設立會場，

我早早就到了活動場地。恰好開門

的人還沒有到來，天又下起了毛毛

細雨，我只好躲在門口的一塊有遮

擋的地方。適逢旁邊站著兼任全美

湖南同鄉會主席，舊金山灣區湖南

同鄉會會長，Western Digital的Senior 

Staff Engineer 黃厚斌先生，還有天

下湘商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和湖南

商會的會長唐愛民先生。我呢歷來

好奇，見到兩位地道的湖南人，又

是這次商會的正副會長，自然也不

會放過這個學習的好機會，趕緊將

我腦子裡對湖南和湖南人的一大堆

未解答的問題向兩位專家請教。幸

好，兩位會長非常熱心健談，樂意

地回答了我的一些疑問。他們從湖

南的地理位置，歷史文化，到湖南

人的個性等給了我很多的信息。這

讓我在剩下的時間裡開始注意觀察

會場裡的一切活動和行為。黃會長

說：湖南歷史上在軍政領域有很多

重要的人物，而且他們都是離開本

土到外創業才成功的；日軍幾次想

佔領湖南，愣是被吃辣椒吃得渾身

是膽的湖南人給打跑了；現在中國

搞反貪運動，其實讀讀《曾國藩的家

書》就什麼都解決了。好有趣的評

論！ 唐會長則告訴我文藝界也有很

多有名的人物來自於湖南。如沈從

文，丁玲，李谷一，宋祖英等。剩

下的時間裡，我更加地體驗到湖南

人的那種辣椒效應。當天來到會場

的有大概三百多人，整個大廳燈籠

高掛，大家熱情高漲，笑逐顏開，

一派喜慶的景象。被邀請來的嘉賓

有飛達學院的校長 Vickie Zhang 和

創   始人 Shin Wei；中國駐舊金山領

事館參贊；華美半導體協會的主席

和陳偉強幹事；還有伯克萊的心理

學教授等各界成功人士。晚會開始

以前，湖南同鄉會的幾位組織者和

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參贊討論選出

了湖南商會的新任會長唐愛民，副

會長 Vickie Zhang，和商會主席黃

厚斌，並議定了商會的宗旨和規章

制度。湖南商會作為一個接通湖南

和美國加州兩地商務文化交流的平

台，宗旨是為了搭建一個橋樑，增

進中美兩地的文化，技術，和商業

等方面的交流，同時也旨在幫助湖

南家鄉的人民與世界先進的技術接

軌，和救濟貧困兒童。去年商會集資

三萬多用來資助湖南的貧困兒童，

今年他們會繼續資助湖南地區的貧

困的學生，並把美國學生的創意和

科研項目帶回到湖南。晚飯過後，

會長向全體同鄉們宣讀了商會的章

程，並介紹了以後的一些活動，然

後文藝表演正式開始。聽著這些激

動人心的講話，看著會場一個個激

動的笑臉，我第一次在海外感受到

了一種回家的感覺，雖然我不是湖

南人；另外我還感受到了積極的力

量，一股讓海外華人凝聚在一起的

力量。誰說我們中國人像一盤散沙？ 

誰說我們中國人只顧自己享樂，掙

錢？ 眼前的這些成功人士關心的正

是祖國的興旺，關心的正是家鄉人

的苦與樂和下一代的教育，並願意

拿出自己的資金和時間去幫助遠在

家鄉的人。不說愛國主義，這起碼

是人道主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湖

南人的熱情，一種辣椒的效應。

當晚回到家回裡，我趕緊打開地

圖查閱了一下湖南的地域結構和湖

南的歷史，希望找到湖南人的辣椒

情結和軍政情結。原來湖南獨特的

地貌，悠久的文化，還有豐富的資

源給了湖南人得天獨厚的條件，難

怪那裡出了個毛澤東了。這些將為

它日後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除此以外，湖南的物產豐富，湖南

素以“有色金屬之鄉”著稱。因湖

南魚和大米產量很大，號稱魚米之

鄉。現在中國的西部已經開發了，

廣東沿海一帶也已經開發了，而物

產豐富，氣候宜人，有著悠久歷史

的湖南有點落後於其他的地區。這

給海外的僑胞提供了一個投資的好

機會，也讓更多的有誌之士一個創

業的平台。我想在湖南同鄉會和商

會的影響下，將會有更多的民間團

體加入這個中美文化交流的行列。

特別是舊金山有獨特的地理位置，

先進的技術，大量的技術華僑和資

金將為新一輪的文化與商務交流體

提供了便利。這樣中美兩地的華人

都會因此而受益。當然，要想像湖

南人那麼成功，辣椒必不可少。

作者：夢笛，21 年資深工程師。

現從事大學升學輔導和心理輔導。

個人業餘喜愛音樂，舞蹈，藝術，

文學，心理學，哲學，和醫學。

我上輩子的情人一定是個浪漫

的西班牙人，所以這輩子跟西班

牙脫不了關係，因為每一次看到

喜歡的傢俱或是藝術品，剛好都來

自西班牙，最崇拜的建築大師“高

地”“Guadi”是西班牙人，最喜歡

的舞蹈是佛郎明哥舞。

一聽說柏克萊有家專賣西班牙食

物的店，我立刻驅車前往，80號高速

公路從大學路 University Ave. 出口

出去，一左轉聖帕布羅路 San Pablo 

Ave，左前方微風揚起一面紅、黃相

間的西班牙國旗，前方迴轉後就到

了“西班牙桌子”，店裡真的所有

商品全部來自西班牙還有葡萄牙，

各種食材香料和鍋俱，還有食譜書，

左側一排冰箱裝滿各種西班牙燻肉

和香腸，後牆上掛滿專門煮海鮮飯

的 Paella 平鍋，有一人份的，也有大

到可以餵二百人。

店裡的藏酒，最吸引我的是一排

骨董酒，它們是來自葡萄牙的馬

德拉 Madeira 和波特酒 Porte，一瓶

1883 年的 Madeira，比我曾爺爺還

要老。說起 Madeira 酒的釀製過程，

要經過高溫琢磨，因溫度高液體自

然就部份蒸發掉，陳放越久，所剩

餘的酒越少，自然蒸發掉的部份，

只好說是給天使分享掉的叫 Angel 

share，陳釀越久容量越少等級也越

高，自然就越貴。Madeira 酒就產於

同名的 Madeira 島，是葡萄牙屬地，

也是一塊種葡萄的好地，更因此成

為重要港口，Madeira 並不是一般的

紅酒，她是經過烈酒加強過已經完

成發酵的酒，也是所有的酒類中可

以存放最久的酒，她曾經貴如液體

黃金，海盜爭相搶奪，國家幾乎可以

為她發起戰爭，就像是 Helen of Troy

因為貌美可以招惹兩國的戰爭。據

說當年尋找新世界時戴運的雪莉酒

及 Madeira 比其他的生活必需品還

要昂貴，Madeira 酒也是因為船隻的

往返壓在船艙數月，經過酷熱潮濕

才發掘出她的天賦及美味。

這一瓶一百多年的酒外表蒙著一

層灰，我卻看的充滿遐思，誰會來

買這瓶酒 ? 知道她值得珍藏，儘管

已儲藏一百多年但是還是可以喝 ?

在 Madeira 的發源地葡萄牙，皇宮

裡甚至仍然藏有兩百多年前釀的

Madeira，嚐起來是名符其實的瓊漿

玉宇，她們像珍寶被儲藏著，這裡卻

有一瓶一百多年的，僅有的一瓶，

下一次我再來訪，她可能就不見芳

蹤了，有股衝動想要把她買下，但

是想到車裡已經採購的好幾瓶酒，

還有自己在各項美食上的投資，不

能如此沒有止境，就暫時放棄這個

妄想，拿起相機猛拍，其實旁邊的

酒也都比我父親的年紀大，就像發

現一個寶庫，真希望她在我有之年

都在這兒存放著，可以讓我偶而回

來瞻望，Kevin 是酒區的負責人，特

地跟我介紹，想要買她算算陳放的

歲月一年只花費 $2 美金，真是便

宜，很難不被買走，我的願望大概

是很難實現。

Madeira酒其實還是很多名廚的神

秘配方，加在西餐的醬汁 Gravy 中、

甜點裡，建議若要用在中式料理，

可以拿來炒肉，需要加糖和少許酒

的菜，都可以拿來試試。Madeira

酒一定要買葡萄牙釀製的，畢竟這

是一種用歷史釀造的酒，其他國家

是做不來的，絕對不要買烹飪用的

Madeira，拿來喝難以下口，再怎麼

煮也變不出美味，當你可以不惜成

本，在宴客時要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別忘了這個好招。

後記 : 這篇文章完成兩個月後，

一場品酒會裡遇見學長 Andy，Andy

畢業後，在西班牙做了幾年廚師，

現在已經不做這行了，我既興奮又

激動的跟他分享我在Berkeley“西班

牙桌子 '' 的發現，還問他有沒有去

過這家店，他的眼睛稍稍張大，唇

角微揚，幽幽的吐出幾個字“有阿 !

那家店是我跟我太太合開的”。這

震撼就像我有一回在搭地鐵時，請

教會講法文的陌生人一些法國酒莊

名的正確發音，結果我請教的這個

陌生人竟是 Livermore“酒莊 Wente”

的國際行銷總監。我想這大概是，

當你對一項嗜好充滿熱情時，老天

都會來幫忙。

作者：Miggi 廖若庭

作者 Miggi 廖若庭簡介

“人生常酒”葡  萄酒學苑主持

人，“Miggi 上菜”好酒好菜好時

光，跟著藍帶廚酒師世界辦桌。”

作者，“Miggi 的廚房”主廚及侍

酒師。

網站：660food.com

西班牙桌子的老酒 Spanish Table

Miggi的廚房 吃喝我最大Miggi的廚房 吃喝我最大吃喝我最大吃喝我最大吃喝我最大吃喝我最大吃喝我最大

羅丹的水彩畫，這家拍賣公司很

小，沒法對羅丹的作品真偽作鑑定，

所以，乾脆標一個 Rodin 就開賣，我

多個心眼：打電話到拍賣公司去：

請你用高倍放大鏡看有沒有鉅陣，

如果沒有，我就要，回复說：沒有

鉅陣。我心裡踏實了，一開拍，三

下五除二，拍跑所有競爭對手，把

羅丹收入囊中。

作者：張曉暢

作者簡介

張曉暢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繪畫

系，1995 年起旅居美國，職業畫

家。2007 年起任四川美術學院客座

教授。

羅丹的水彩
 

轉眼又是星期五了。大家過得都

好嗎？ 春節過得開心嗎？ 是不是搶

紅包搶到手軟？ 我也搶了幾個，卻

不知道放哪兒了。真是外行。還不

如留給那些微信專家們呢。我們教

會的餃子宴也特別成功。正像一位

弟兄說的，這輩子從來沒見過這麼

多的餃子，這麼多種不同的味道，

而且個個都好吃。那天真是太熱鬧

了，不管是包餃子的還是吃餃子的，

人人都非常賣力，個個發揮出了最

佳水平。看來春節的餃子宴要成為

我們教會的新傳統了。

這個星期稍微放鬆了一些，看了

幾本平時想看又沒時間看的書。結

果一不留神，整個星期就混過去了，

也沒覺得自己乾了些什麼。我想，是

不是大多數人，在大多數的時間裡，

都覺得自己的日子是很平淡的？ 同

樣的日子過久了，就麻木了，看不

到其中有什麼值得興奮，值得感恩

的地方。從前在美國南部有一個教

會，積攢了很多年，終於買了一個自

己的教堂，但卻沒有停車的地方。

剛好邊上有一個超級市場，星期天

不開門，有很多的停車位。牧師就

去找停車場的主人，主人就很爽快

地同意教會使用這個停車場。但有

一個條件，那就是一年之中有兩個

星期天，他們不可以停車在那裡。

牧師想，一年之中只有兩個主日不

能停車，這不是個問題。於是教會

開始了運做，一切都非常順利。可

是，那個不可停車的星期天到了的

時候，會眾們就要滿世界去找停車

的地方，還要走很遠才能到教會，

極不方便。再看那個停車場，只是

空在那裡，也沒什麼用途。牧師就

又去找停車場的主人，有點不高興

地問他：你為什麼這個星期天寧可

讓停車場空著，也不讓我們用呢？ 

這個業主說：這樣做的目的，就是

要提醒你們，這個停車場是我的，

不是你們的。

人們擁有的時候並不珍惜，直到

失去的時候才覺得寶貴。我們總覺

得，生命，健康，時間，財富，休

閒，享受，這一些都是我們的權力。

如果誰動了我的奶酪，我就有一百

個理由去抱怨。我們常常忘掉的一

個真相是，有一天這一切都會失去。

那時我們會面對鐵一般的現實，那

時候的抱怨也是沒有用的，因為不

能帶來絲毫的改變。與其那個時候

才夢醒，不如現在就開始珍惜我們

的每一天。你有認真地過好每一天

嗎？ 今天你有感恩嗎？ 有愛的奉獻

嗎？ 有付出鼓勵和關懷嗎？ 不如在

這中國新年的開始之際，我們再來

一個新年立志：要在每一天裡，都

做一個快樂，感恩，溫和，有愛，

不發怒，不抱怨的人 。這樣，你的

日子就會天天有目標，有動力，有

滿足，有收穫。你今年的日子就會

和去年不一樣了。

作者：韓珂

喜樂谷隨筆

莫雷諾谷莫雷諾谷莫雷諾谷莫雷諾谷莫雷諾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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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諾谷
鄉村高爾夫球俱樂部

PGA協會高爾夫球場

地大240英畝，27洞。其中26英畝的練習場可以改建成為180房酒店公寓，可做投資移

民，可成立投資移民區域中心，180房酒店，建好營運酒店市值2000萬，新增中國會員

創利，高球場市值1200萬，整體價值提升一共市值4000萬。地理位置極佳，近棕櫚泉

，距Ontario國際機場僅25分鐘車程，距橙縣和蒂梅拉市也不遠。附近有旅遊名勝，巴

黎斯湖，可開船，露營，打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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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廖冰分享了她自己的兒

子在大學裡失戀後主動打電話告訴

媽媽，讓她非常溫暖。她說兒子並

不是一個愛讀那種 self help 的書的

人，可是經過這次失戀，他聽了媽

媽的話希望更好的了解女性的想法

了，居然願意去讀那本“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了，也

讓她非常欣慰。

談到培養孩子的情商，廖冰還舉

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在帶她的“英

華在北京”暑期夏令營從美國到北

京期間，她和夏令營裡的孩子有事

先的規定 - 如果孩子有控制不好自

己的情緒說髒話，不管是身在何處，

立即就要趴到地上做 pushups，第一

次犯做 10 個，第二次 20 個，第三

次 30 個，以此類推。這 對那些孩

子其實是很大的挑戰，因為有的時

候可能他們並不在教室，而是在北

京的某個菜市場，地上比較髒，可

是即便如此，孩子也需要立即趴到

地上去做 pushups。這樣的後果讓孩

子，學會管理自己的情緒，三思而

後行。

* 關於讓孩子叫長輩

說 到和孩子的 relationship，有家

長提到自己的孩子到別人家做客不

肯叫人，很不禮貌。廖冰分享了她自

己的經驗 - 與其讓孩子沒有自主權

鸚鵡學舌地說“叔叔好阿姨好”，

可以換一種方式來對孩子來介紹長

輩，比如在孩子見到李阿姨的時候

不是逼他非要說，“石頭說李阿姨

好”，而是對雙方都做介紹說，“石

頭這是李阿姨”，這時候孩子一般

就會自然而然地說“李阿姨好”。

* 關於如何讓孩子才藝學習上願

意花時間練習和鑽研

不少家長提到自己的孩子學琴或

其他才藝但是不肯花時間練習。廖

冰的建議是：

1. Again，先要培養和孩子很好的 

relationship

2. 學習某樣才藝，要想辦法讓

孩子的 motivation 比自己還要大才

行。這樣他才會自己願意學，而不

會因為是一味的為了家長去學甚至

被逼著學而傷害 relationship。

3. 不要過於苛求完美。要為孩子

的進步和努力鼓掌喝彩，也允許他

們在學習的過程中跌倒，這樣才能

有效地保持孩子自己的 motivation。

* 關於培養孩子的獨立精神和自

我生活能力

廖冰對自己的孩子很早就說得很

清楚，等他們大學畢業之後父母就

不會再給他們錢了。在孩子很小的

時候，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就讓

他們做。她的孩子稍稍大一些的時 

候，就開始承擔部分家務。出門旅

行會自己打行李，自己洗衣服、準

備早餐。她的孩子在去上大學之前

都學會了做飯，到學校宿舍之後因

為會做飯而受到朋友們歡迎。大學

的時候回到家，孩子們是要給爸爸

媽媽做飯的，他們也很 enjoy 這樣。

廖冰的這一段讓我非常慚愧。在

我的家裡，我經常因著愛孩子的名

義而養成了他們衣來伸手飯來張口

的習慣。其實這樣不但不利於培養

他們的自我生活能力，也讓他們不

懂得 appreciate 父母的勞動，認為

自己的事情別人來幫忙做是理所當

然，而且自己還搞得很辛苦。

關於做家務，我經常會當著孩子

的面抱怨做飯洗碗多麼辛苦自己多

麼不情願。其實孩子是從父母身上

來感受的。如果我們覺得做家務是

痛苦，孩子也會跟著覺得是痛苦。如

果我們覺得做家務也可以說很 fun 

的，孩子也會跟著學習和體會做家

務中的樂趣。

這一點我還要好好改進。

* 關於 Gap Year

Gap Year 指的是從高中畢業到大

學一年級中間的一年，不少美國的

孩子會選擇遲一年去上大學，而用

這一年去旅遊或體驗社會。廖冰自

己的女兒就 17 歲高中畢業後自己

選擇 去約旦度過 gap year 的 6 個

月學習第五種語言，然後回北京服

務 homeless children 10 個星期。她

現在上大學一年級，告訴媽媽說很

感激 gap year，因為她不會像那些

剛從高中畢業的學生那樣為了成績

而 stressed out。經過了 gap year，她

知道保證睡眠的重要，因為已經了

解自己，知道怎樣可以避免把自己

整得 insane。

* 關於培養 self control 的重要性

廖 冰給大家介紹了 Paul Tough 

的 "How Children Succeed“ 一 書，

裡 面 講 到 seven highly predictive 

character strengths that are correlated 

to leading engaged，happy and 

successful lives，分別是：zest，grit，

optimism，self-control，gratitude，

social intelligence，and curiosity. 而這

個 self-control 是很多孩子到了大學

才發現沒有的，就是因為在家裡沒

有機會培養這個 character strength。

她覺得家長一定要介入，不能放任

自流，但是往往培養孩子是沒有捷

徑的，或者說捷徑對 long-term 不一

定就好。具體怎麼來做才是最 好，

也一定要根據自己家的情況和孩子

的情況來面對，而不是完全照抄別

人的經驗。

這 一點也讓我反思。我們家女兒 

13 歲了，總體來說還是相當自律的

孩子，把學校的功課和自己的課外

學習的芭蕾和小提琴等等時間都安

排得挺好的。但是過去一年裡 有時

候沉迷於和同學在網上聊天，會到

很晚才睡，我們和她講了很多次，她

嘴上答應了但是也還是會忍不住，

於是我們就採取了一到 10 點半就

把她的電腦斷網的措 施。一開始我

還覺得這招立竿見影非常好，但是

現在想來，是不是這個解決問題的

捷徑在 long term 來說並不利於培養

孩子的自控力呢？等到她以後上大

學離開了我們不再有人斷網，是不

是她反而會變本加厲地來熬夜網聊

呢？可是如果不這樣做，又應該怎

樣做才好？ Parenting 真是一門大學

問，要好好琢磨，在錯誤中學習成

長。

（未完待續）

整理：本報記者梅枚

10122 Bandley Dr. ,Cupertino, CA                                    永和超市

10983 N Wolfe Rd. ,Cupertino, CA                               大華99超市

1601 S. De Anza Blvd, Suite 100, Cupertino, CA 95014        飛達學院

250 Skyline Pl, Daly City, CA                                     大華 99 超市

1420 Southgate Ave., Daly City, CA                                  華美超市

6690 Amador Plaza, Suite 120, Dublin, CA 94568   張曉暢美術工作室

6129 Dublin Blvd., Suite B, Dublin, CA 94568            李金福牙醫診所

7333 Regional St. Dublin, CA                                      大華99超市

39111 Paseo Padre Pkwy, Suite 116, Fremont, CA 94538     飛達學院

34444 Fremont Blvd, Fremont, CA 94555                     大華99超市

46881 Warm Springs Blvd, Fremont, CA 94539             大華 99 超市

1070 Foster City Blvd, Foster City, CA 94404               大華 99 超市

1350 Grant Rd, Mountain View, CA 94040                   大華 99 超市

338 Barber Ln., Milpitas, CA                                       大華99超市

39055 Cedar Blvd Newark, CA 94560                           獅子城超市

35219 Newark Blvd, Newark, CA 94560                      大華 99 超市

5820 Stoneridge Mall Rd., Suite 108, Pleasanton, CA 94588  飛達學院

6678 Owens Dr., Pleasanton, CA 94588                       喜樂谷靈糧堂

1155 Santa Rita Rd., Pleasanton, CA 94566               CACC 中文學校

4299 Rosewood Dr. Pleasanton, CA                              大華 99 超市

2905 Stender Way, #82, Santa Clara, CA 95043            陽氣中醫診所

1015 El Camino Real, South San Francisco, CA 94080          華美市場

2900 Alemany Blvd San Francisco, CA 94112                    華美超市

1606 S De Anza Blvd., San Jose, CA                                  世界廣場

471 Saratoga Ave., San Jose, CA                                    獅子城超市

1710 Tully Rd., San Jose, CA 95122                              獅子城超市

1710 Hostetter Rd, San Jose, CA 95131                        大華99超市

1688 Hostetter Rd, San Jose, CA 95131                         新天地書局

2992 S Norfolk St, San Mateo, CA 94403                          永和超市

500 Bollinger Canyon Way, Suite A-1, San Ramon, CA 94582      鴻廚

2410 Camino Ramon, Suite105, San Ramon, CA 94583   

                                                        硅谷濰坊中美技術交流中心

12131 Alcosta Blvd., San Ramon, CA 94583                 愛心保健中心

1960 Lewelling Boulevard, San Leandro, CA                       富聯超市

1791 Decoto Rd, Union City, CA 94587                             永和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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