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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談天下事常談天下事

關懷弱勢關懷弱勢,, 關心社區關心社區,, 關注時事關注時事
糖城居民抗議市府放水糖城居民抗議市府放水、、反對興建大型公寓反對興建大型公寓

方芳博士電賀導師方芳博士電賀導師----日本科學家大村智榮獲日本科學家大村智榮獲2015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北京時間2015年10月5日17時30分，瑞典卡羅琳醫學院宣布，

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三位藥學科學家，他們分別是愛
爾蘭科學家威廉•坎貝爾、日本科學家大村智、中國科學家屠呦呦
。其中日本北里大學的大村智教授是加拿大Viker公司總裁方芳博士
的導師。因而，作為Viker公司員工無不從內心額外感到興奮與榮幸
。加拿大Viker公司第一時間向大村智教授發去賀電錶示祝賀。

迄今大村智教授已經發表了800篇科學論文，編輯了7本專著，
參編了30部其它書籍。獲得日本紫綬褒章獎、法國國家功勳獎;獲得
了全球主要發達國家微生物學會的各種最高獎賞。先後被評定為美
國微生物學士院會員、德國自然科學院院士、美國國立科學院外籍
院士、日本學士院院士、法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2005年當選為
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 2015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諾貝
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頒獎詞中寫道，寄生蟲病已經影響了人類幾個
世紀，這不僅是全球健康問題，它也阻礙了世界文明的進程。 “他
們三人(編者註：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美國威廉坎貝
爾、日本大村智以及中國女藥學家屠呦呦)改寫了人類遭受肆虐寄生

蟲病的歷史，由於他們提出的革命性治療方法，人類有望永遠根除
這些蟲媒傳染病，這也是人類醫學歷史上的一次重要勝利。”

方芳博士1994年就師從導師大村 智。並獲得導師大村智親自頒
發的博士證書。這期間，在導師的指導下，方芳博士在多家國際刊
物上發表了多篇高水平的論文。並發現和提純了兩個從未被人發現
的全新化和物，其成果得到了大村智導師的高度平價。 2000年，方
芳博士受命於恩師來到北美開發研究天然植物提取物，先後開發出
“紅人歸”“來力士”“酷鈣”等多個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健康品
，這一切都是在導師—大村智的指導下完成的。其中，紅人歸膠囊
更是暢銷15年，給千萬女性朋友帶來福音。今天導師大村智獲得諾
貝爾獎，也是對方芳博士研究開發成果的肯定，是對加拿大Viker公
司的產品的肯定，因為公司所做的一切都是按導師的嚴謹的科學方
法進行的。公司全體員工也會加倍努力，研究、開發出更多更好的
健康產品，為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做出更多的貢獻。

加拿大VIKER公司北美免費諮詢電話1—888—518—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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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播:10 月 15 日(週四) 晚間 7:30~8:30(
德州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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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網 路 直 播: https://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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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常中政 (福遍華
裔選民協會會長)，評論員
浦浩德(僑灣社社長) ，張晶
晶(社區義工)

今年七月間，糖城市議
會修改建地開發法規，放

寬市內興建公寓戶數的限制，並將批
准建商在 59 號公路及 University Blvd
交口土地上興建900 戶的高密集公寓

群。消息一出，引起社區居民強烈的
反彈，並自發性發起陳情連署。

此次行動是糖城建市以來最大的
居民草根運動，福遍華裔選民協會也
呼籲華裔居民踴躍參與連署，保衛家
園的清靜，並展現華人對社區的關注
及影響力。

『常談天下事』話題鎖定最新發
生的新聞時事及大家關心的社區事務

。主持人常中政為常安保險負責人，
他熱心社區事務，曾榮獲聯邦國會議
員社區服務獎及糖城義工獎等多項表
揚。觀眾們如希望發表意見，可利用
電 郵 benefitmax@aol.com 或 傳 真
832-550-2881 分享您的看法。網友
們也可以在網上同步收看，網址是
www.itvhouston.com

中國國家一級演員武巍峰應邀出席亞美舞蹈團舉辦的中國國家一級演員武巍峰應邀出席亞美舞蹈團舉辦的
第十屆第十屆““錦繡中華錦繡中華”” 演出演出。。

亞美舞蹈團舉辦第十屆大型舞蹈晚會亞美舞蹈團舉辦第十屆大型舞蹈晚會 ““錦繡中華錦繡中華””
本週五本週五、、六晚間七時半在米勒露天劇場隆重登場六晚間七時半在米勒露天劇場隆重登場

（本報訊）由亞美舞蹈團主辦, 並邀請中
國學者舞蹈團和沈敏生舞蹈學校的第十屆“錦
繡中華”（Splendid China X）將於十月十六
日，十七日晚間七時半在休斯頓著名的米勒露
天劇場 (Miller Outdoor Theatre) 隆重上演。廣
大觀眾都期盼著這場飽含濃郁中國民族特色的
舞蹈盛會。

本次應邀前來演出的有中國國家一級演
員、編導武巍峰；國家青年優秀演員蔔瑞；還
有參加“中國好舞蹈”備受關注的，被觀眾譽
為旗袍美女的優秀舞蹈演員周麗君，他們都是
國內屈指可數的傑出舞蹈家。此次奉獻給觀眾
的既有國內外舞蹈大賽獲獎作品，也有原創新
作。獨舞《李白》、桃李杯獲獎作品《春江花
月夜》、《曾經走過》，還有榮獲新加坡國際
比賽金獎節目《浮》以及雙人舞《和韻吟月》
，內容豐富、風格多樣，將令觀眾耳目一新。

亞美舞蹈團和沈敏生舞蹈學校師生也將
推出雙人舞《紅月》和《傣家的女兒傣家的情

》，四人舞《詠荷》以及集體舞《唐古拉風》
，《雨中花》，《旋旋旋》等優秀作品讓觀眾
一飽眼福。演出中場休息時，沈敏生舞蹈學校
中小班學生也將登台表演，不僅給家長和觀眾
帶來歡笑，活躍現場氣氛，更重要的是讓學生
從小就有機會在米勒這樣的大舞台演出，積累
經驗，提高技巧，增強自信，陶冶情操，同時
亦為亞美舞蹈團培養後備人才。

本次是舉辦“錦繡中華”舞蹈盛宴的第
十年，十年來亞美舞蹈團在團長葉繼瑩的帶領
下 “錦繡中華” 不斷的注入中國舞蹈發展的
全新動態，十年之間我們不斷用汗水鑄就著榮
耀，一步一個腳印的將中國舞蹈引進美國的主
流社會，也讓這個異國的土地，了解、接受與
喜歡中國舞蹈和文化。我們將不斷的努力與創
新，創造下一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作為休斯頓市政府特約的主辦單位，同時
在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的關心支持下，亞美舞
蹈團已成為中美文化藝術交流和兩國人民友誼

的橋梁。自2006年起，由團長兼藝術總監葉
繼瑩親自擔任總制作，亞美舞蹈團一年兩度攜
手優秀中美藝術團體在米勒劇場舉辦舞展，交
流舞藝，擴展視野，節目高水准，內容多樣化
，已深得民眾擁戴和喜愛。每場演出，各族裔
觀眾扶老攜幼，從高篷下的數千座席到米勒劇
場獨有的土坡草坪，處處歡樂人海，一派熱烈
和諧！

亞美舞蹈團，在此秋高氣爽之季竭誠相邀
各界友人嘉賓光臨舞展，共享“錦繡中華”，
並預祝舞展圓滿成功！

（演出時間：星期五和星期六，十月十六
，十七日晚間七時半。請於演出當天上午10
點半至下午1點或晚上7點在劇場票房領取免
費入場券
Miller Outdoor Theatre 地 址: 6000 Hermann
Park Dr. Houston Texas 77030. 電 話
832-487-7102。）

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104104年雙十國慶餐會年雙十國慶餐會
十月十一日晚盛大舉行，為國慶系列活動劃下一個完美句點

州議員州議員 Gene WuGene Wu（（吳元之吳元之））與社區居民討論歧視問題與社區居民討論歧視問題

（本報記者秦鴻鈞）慶祝中華民
國104 年雙十國慶餐會，於十月十一
日（週日）晚間七時起，在 Marriott
Westchase大旅館盛大舉行，近七百位
嘉賓與會，為今年共十五項國慶系列
活動劃下一個美麗的句點。

餐會會場的門口，佈置成台灣的
景點背景，還有聞名於世的 「101 大
樓」，引得這些盛裝而來的紳士淑女
忍不住在景點前合影留念，不久，台
灣民間信仰的象徵——二位三太子出
現，大家忍不住又跟三太子歡樂合影
，三太子還現場表演 「保庇保庇」舞
，為大家帶來吉祥盛運。

晚宴在大家合唱中華民國國歌 及
王永昌演唱美國國歌後揭開序幕，
「國慶籌備會」主委黎淑瑛首先致詞

，感謝其團隊大家一起團結努力，不
眠不休，才有今年十五項活動的圓滿
成功。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在感
謝各位嘉賓蒞臨，也不忘提及國父在
104 年前推翻中國數千年的帝制，就
是要打造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
主共和國。而革命之母的華僑，之所
以支持中華民國，就在於支持中華民
國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

黃處長說：今年是二戰結束，中
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七十
週年，在這場中華民族歷史上犠性最
大，影響最深遠的民族保衛戰中，中
華民國軍民同胞以懸殊實力浴血苦戰
，犠牲了268位將領，320萬軍人，以
及 2000 萬平民，阻斷了 80 萬日軍與
德軍將亞洲與歐洲戰場連成一線。今

年我們舉辦了一系列的抗戰勝利70週
年紀念活動，也頒贈紀念章給中緬印
戰場中華民國與美國軍人。我們向美
國主流社會展示中華民國對日抗戰的
史實，以及中華民國與美國傳統堅實
之友誼與合作關係。

黃處長說：過去一年來，台美關
係在經濟，貿易及安全合作方面有多
項正面的發展，美國前後任國務卿均
表示台灣是美國 「重要的安全與經濟
夥伴」，也肯定目前的台美關係處於
最佳狀態。去年，台美貿易達674 億
美元，台灣成為美國第十大貿易夥伴
，並尋求美國支持台灣加入 「跨太平
洋夥伴協定（TPP），而兩岸關係，
因各方交流頻繁，也達到66年來最佳
的狀態。

在拓展國際空間方面，不僅美國
已給我國人免簽証，自2009年起，我
已連續七年參加睽違38年的 「世界衛
生大會」，並於2013年9月，參加睽
違 42 年的 「國際民航組織（ICAO）
年會。

其他如馬總統提出的 「東海和平
倡議」，以及2013年與日本簽署 「台
日漁業協會」，解決雙方40年的漁業
糾紛，以及 「南海和平倡議」均獲美
方讚賞。

黃處長說：繼今年長榮開闢台北
——休士頓直航後，休巿巿長Annise
Parker 並接著到台灣訪問，台灣與美
南地區的雙邊貿易及投資關係更為豐
富。

黃處長表示：台灣不僅有16個原
住民族群，客家族群，閩南族群，更

有 1949 年來到台灣的
大陸同胞，以及近年
來東南亞的新移民，
都構成今天台灣中華
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
。在明年 1 月 16 日即
將舉行的總統及立法
委員選舉中，中華民
國將再次向世人証明
，民主在華人社會是
切實可行的制度。

會中還安排政要
頒發祝賀文告包括：
美南報系董事長，休
士頓 「國際區」區長
李蔚華先生，及州議
員吳元之，代表德州
州長 Greg Abbott 頒發
賀 狀 ， 國 會 議 員 Al
Green也親臨現場頒佈
賀狀，還有國會議會
席拉．傑克森，李的
代 表 Audrey Nativitad
，以及張文華法官帶
來哈瑞斯郡長賀函，
以及百利巿巿長 Phil
Nauert 親臨餐會現場
，帶來賀狀，所有的
政要在舞台上一字排
開，與黃處長伉儷共
同舉杯，祝賀中華民國國慶。

當天，還有一系列的精彩節目，
包括蔡新浩主持的 「東風樂團」在現
場作精彩的演奏及演唱，有榮光會大
合唱 「黃埔軍校校歌」，以及馨韻合

唱團演唱， 「客家會」演唱 「客家本
色」，花許梨美舞蹈學校的 「山地竹
節舞」，以及皮梅仙，王永昌，宋秉
穎等人開唱經典歌曲，最後主持人，
現場全體貴賓登台，大合唱 「明天會

更好」。
會中還舉行頒獎，頒獎給翡翠贊

助，鑽石贊助，以及總統義工獎等多
人。

（本報記者秦鴻鈞）上週六 10
月 10 日下午 2 時，州議員 Gene Wu
（吳元之）走進休斯頓社區, 在中國
文化中心舉行一個社區會議, 與社區
居民討論歧視問題, 會議專注於基於
國籍出身，種族，宗教等原因所導
致謂的歧視問題。除了Gene Wu 介
紹關於歧視問題的背景資料及原因
，還有一個討論小組，在現場和即
時回答觀眾的問題。

Gene Wu 說每個人，不論其種
族或性別, 在公共場所都應該被公平
地對待。但是，它不像人們期望的
那樣會發生。Gene Wu 說選舉很快
即將來到，有一個直接關係到每個
人的日常生活的主題, 休斯頓市1號

議題。雖然有反對歧視的聯邦法律
，但它通常需要3年訴訟等待期，訴
訟聘請律師和法庭費用也非常昂貴
。為了減少訴訟文件提交的時間和
等待期; 擺脫昂貴的訴訟費, 休斯頓
市1號議題的目的是讓市民可以在休
斯頓政府提交歧視投訴。Gene Wu
提醒每一個選民把票投給休斯頓市1
號議題。在休斯頓市政府提交歧視
投訴需要等待2至3個月獲得市政府
審查和保護。如果市政府無法解決
歧視的問題，投訴雙方則應當將案
件送交聯邦法院。

2014 年 5 月 28 日，休斯頓市議
會通過了平等權利條例, 該條例針對
住房，就業以及公共環境等歧視提

供保護，包括性別，種族，膚色，
民族，國籍，年齡，家庭狀況，婚
姻狀況，軍人身份，宗教信仰，殘
疾，性取向，一般信息，性別認同
和妊娠等範圍。

在休斯頓最關鍵的歧視包括種
族（56％），性別（17％）和家族
性狀態（13％）。觀眾提問關於因
為孩子不太成熟的英語表達技巧被
嘲笑，蔑視和因為種族問題，買房
子或是租房子被拒絕或被要求支付
額外的費用來看表演等不公平對待,
人們可以在休斯頓市1號議題通過之
後在休斯頓市政府要求反歧視保護
。Gene WuGene Wu州議員州議員（（右立者右立者））與討論小組成員關振鵬律師與討論小組成員關振鵬律師（（坐坐，，右右），），教育家教育家

Anne SungAnne Sung（（中中））與律師與律師Manpreet SinghManpreet Singh（（左左）。（）。（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與會貴賓登台頒發祝賀文告後共同舉杯圖為與會貴賓登台頒發祝賀文告後共同舉杯，，賀中華民國國慶賀中華民國國慶，（，（左起左起））州長代表李蔚華州長代表李蔚華，，
百利巿巿長百利巿巿長Phil NauertPhil Nauert，，國會議員席拉國會議員席拉．．傑克森傑克森，，李的代表李的代表Audrey NativitadAudrey Nativitad，，譚秋晴譚秋晴，，國會議國會議
員員Al GreenAl Green，，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夫婦黃敏境處長夫婦，，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黎淑瑛主委黎淑瑛，，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主主
任莊雅淑任莊雅淑，，副主委陸忠副主委陸忠，，張文華法官張文華法官，，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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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孫雯報道

（本報記者孫雯訊）由美南新聞主辦，休斯頓11月7日4萬2千觀眾參與的世界和平盛會大型系列項目正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中。這將是第一次以【聆聽世界的聲
音，多元族裔共同譜和平序曲】為主導思想，由華人主持，來自不同族裔熱愛世界和平的社區領導人，政府要員，國會議員，退伍老兵，社區領袖與社團群眾等參
與的國際性盛會。

開幕式將於6：30 pm正式開始，以【威風鑼鼓】拉開靜場序幕, 引出主持人. 儀仗隊, 同盟國護旗隊. 大會主席李蔚華，市長及政要致辭, 政要為二戰老兵主要代
表頒發榮譽勛章等儀式。7：00 pm 演出正式開始。

近日，在國際貿易中心舉辦的國際社團午餐會上，來自各個國家的駐美代表和政要紛紛參與了本次盛會的動員活動，並表示將全力支持美南新聞主辦的本次國
際盛會，代表各自的民族，會員，社區為這次極具意義的歷史性活動貢獻自己的力量。

本次盛會主席本次盛會主席，，主辦方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先生發表講話主辦方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先生發表講話。。
向世界各族裔愛好和平向世界各族裔愛好和平，，支持本次盛會的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謝支持本次盛會的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謝
和感激和感激。。

休斯頓中華總商會主席休斯頓中華總商會主席C C LeeC C Lee在在
會上發表支持講話會上發表支持講話。。

休斯頓議員辦公室休斯頓議員辦公室，，非洲族裔負責人代表非裔美國人對本非洲族裔負責人代表非裔美國人對本
次盛會表示全力支持次盛會表示全力支持。。

從西雅圖前來的哥倫比亞商會代表在會上表達從西雅圖前來的哥倫比亞商會代表在會上表達
了對休斯頓這樣一個多元文化豐富多彩且共榮了對休斯頓這樣一個多元文化豐富多彩且共榮
的全美第四大城市的極大驚喜的全美第四大城市的極大驚喜。。哥倫比亞商會哥倫比亞商會
也會全力支持本次活動也會全力支持本次活動。。

菲律賓商會代表在講話中提到菲律賓商會代表在講話中提到，，二戰對於菲律賓以及二戰對於菲律賓以及
整個東南亞地區的人民都是不可磨滅的悲痛歷史整個東南亞地區的人民都是不可磨滅的悲痛歷史，，並並
對主辦方表達了由衷的感謝對主辦方表達了由衷的感謝。。情到深處情到深處，，幾次哽咽幾次哽咽。。

在各個族裔代表發表過講話後在各個族裔代表發表過講話後，，由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先生由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為退伍老兵為退伍老兵，，曾經參加抗戰的華裔老兵路易斯叔叔頒發了全世曾經參加抗戰的華裔老兵路易斯叔叔頒發了全世
界第一枚本次國際盛會的紀念獎章界第一枚本次國際盛會的紀念獎章。。在在1111月月77日當天日當天，，將會有將會有
更多的像路易斯叔叔一樣的英雄老兵在國會更多的像路易斯叔叔一樣的英雄老兵在國會，，州政府州政府，，市政府市政府
，，議會議會，，兩岸三地等多方見證下授勛兩岸三地等多方見證下授勛。。場面將宏大場面將宏大，，極具教育極具教育
和歷史意義和歷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