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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美英端工商会举行2017春宴联欢晚会
								4月16日晚，由圣地亚哥英端工商会主办的全美英端工商会2017年
春宴联欢晚会，在圣地亚哥维哈酒店二楼宴会厅举办。驻洛杉矶总领
馆侨务领事孙卫东，朱涛、以及来自英端工商旧金山总会、洛杉矶分
会的代表和各侨社代表共约220人出席了联欢晚会。

							孙卫东代表总领馆慰问在座和在圣地亚哥的华人华侨，称赞英端工
商总会历史悠久、人才济济、会务兴盛，在全美华埠人脉广泛。长期
以来，总会与各地分会，一贯坚持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大家在努力

发展自身事业的同时，热心支
持祖国建设、积极参与侨社公
益事业、大力谋求侨胞福祉、
矢志弘扬中华文化、积极支持
总领馆各项工作。他表示相信
圣地亚哥分会在新会长和各位
会领导和会元老的带领下，一
定能够为大家办更多更好的事
情，再创佳绩。	（海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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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圣地亚哥博览会热闹开幕（Del Mar Fair)
	2017年圣地亚哥县博览会（San	Diego	County	
Fair	2017)于今日周五（6月2日）在黛尔玛展览
中心（Del	Mar	Fairgrounds）开幕。场面欢乐热
闹，约5万人参加了首日开馆（Open	House）
活动。

	今届为期26天的博览会主题被定为“西方乐趣
源泉”，美国印第安人文化集元的广告到处可
见，向游客表示致意和介绍印第安人文化和生
活概貌，根据博览会组织者的说法。

	开幕首夜的娱乐活动是【Laurent	Alaina】和
【Sundance	Head】音乐剧在博览会大舞台上的
精彩演出。

	今年安排的其它著名音乐剧包括：【Patti	La-
Belle，	6月7日】；【托比•基思，6月10日】；【Darius	Rucker，6月16日】；【弗兰基•瓦利和四季，6月22日】;【	Leann	Rimes，6月29
日】等。

	 专门为亚裔游客建立的一个【孔雀酒吧】休闲餐饮吧
房，四周以中国元素装扮。
	 传统节目仍如往年所提供的游乐设施，动物，比赛和
各类油炸食品。

	 配合博览会，星期六将有200只牛由40位牛仔扮演者

带领通过圣地亚哥市中心的Gaslamp	Quarter，庆祝圣地亚哥著名历史景
点Gaslamp	Quarter建立150周年。

	 票价：13至61岁者18美元，62岁及以上者11美元，12岁以下儿童11
美元。26天套票价26美元一人，每日有效。停车费$13美元。博览会将于
7月4日闭幕。

	 相关信息可查阅博览会网站：sdf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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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教育和对外合作  2017年SABPA生物医药年会隆重举行
	 2017年美中生物医学与制药专业协会（SABPA）生物医药年会于昨6月17日假圣地亚哥黛尔玛希尔
顿酒店召开，约550位美中各地生物医药、医疗器械、行业信息等领域的顶级大咖，业界精英齐聚
一堂。与会人数再次刷新纪录，显示了美中生药领域发展的蓬勃态势，SABPA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
力的日益增强。

	 凑的一天会议，围绕主 题，对合成生命，创新革命技术，
创意业务尖端研究模式和 战略决策，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
取得成功等方面的经验及 成果分享。与会者包括技术创新发
明者和出色的企业家、行 业专家，会上“毫不吝惜”地与大
家分享了切身体会和可喜 成果。

	 SABPA会长施涛博士（上 图）致热情洋溢的开幕辞。她介绍
了ＳＡＢＰＡ的发展和今 后任务，并诚挚感谢大家的积极参

与。“SABPA	将来会继续遵从15年前协会成立时的宗旨，全心全 意为南加州的生命科学产业和团体
服务，并更加注重教育和对外合作，进一步推动SABPA在社区内的 影响力。”	她表示。

	 上午的会议由SABPA生物医药部主席刘异博士主持，以令 人鼓舞的颁奖式开场，宣布本次大
会的获奖明星当属J.	Craig	Venter	研究院创始人	Craig	Venter	博 士。Craig	Venter	博士是美国生物
技术顶尖专家、生物化学家、遗传学家，是人类基因测序和组装 合成染色体转染细胞的首要参研
者。他创立了Celera基因组学，基因研究所（TIGR）和J.	Craig	Venter研究所（JCVI），同时是人类长寿公司（Human	Longevity	Inc.	简称
HLI）创始人之一。	2007和2008年他被列入时代杂志世界最有影响100人物，是美国科学与工程节顾问委员会成员。2013年，他与人合作创
建的HLI公司（HLI），一个以基因组学为基础的技术驱动型公司，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最全面的全基因组数据库，表型和临床数据。HLI
开发和应用大规模计算和机器学习，使新的发现彻底改变过去医学的实践。HLI的业务还包括HLI健康核基因组驱动的临床研究中心采用
全基因组序列分析，先进的临床影像学和创新的机器学习，随着策划个人健康信息，提供个人健康的最完整的图片。由于这些杰出成

就，Craig	Venter先生获得了本次大会颁发的圣地亚哥生物制药成就奖。

	 刘异博士和施涛博士向Craig	Venter	先生颁发了奖状以表彰他在推进圣地亚哥生物医药领
域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Craig	Venter	博士发表获奖者演讲，与大家分享他
研发过程中的经验体会，并进行有趣的技术探讨。

                        
	 上午的演讲嘉宾包括潜心于RNA（核糖核酸）离子
药物靶向治疗研究的Richard	Geary	博士（	Lonis	Phar-
maceucals）;	率领团队勇于克服客观困难，开拓创新药
物的Jeffrey	Stafford总裁（Jecure	Therapeutics）；中
国科伦公司总裁薛彤彤则介绍了科伦公司近年来的可喜
发展，包括非处方药物研发，科技项目成果等。

	 简短的午饭休息。下午的会议由SABPA徐江春和程
光两位博士共同主持，介绍和邀请首位演讲人郭明博
士。郭明博士是SABPA创始人之一，首届SABPA理事会主
席，十年前他海归，与同伴在上海共同创建了Ascent-
age医药公司，开发新公司的同时为美中两地生药领域
的交流和共荣积极牵线搭桥，致力于扩大SABPA的“人

气圈”。在他
的发言中详细
介绍了他们的
中国公司在创
建和发展经历
中可喜的发现，体会和经验、告诉大家如何“瞄准区
域VS全球市场”.

	 上台演讲者踊跃，一位紧接一位，内容丰富多
彩。Morrison	Foerster	专利律师所陈鹏律师、Chia	Tai	
Tianqing	医药公司徐彤博士、和	Forevery1	Capital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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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邓祥等分别畅所欲言，分享了有关产品专利保护、公司管理和股市交易等方面的知
识、实践经验与成果。BioCom主席兼总裁Joe	Panetta和辉瑞公司副总裁Robert	Popovian分别
向大家展示了加州生命科学产业的美好前景、医药和健康市场价格系统控制以及创新产业
的保护对策等。他们的演讲充分展示了业界首屈一指的专家领袖们所具备的远见卓识和精
明胆略。

	个人演讲完毕后，小组公开讨论开始。BioCom主席兼总裁Joe	Panetta任小组公开讨论主
持人。五位小组讨论者包括辉瑞公司副总裁Robert	Popovian，DLA	Piper律师Lisa	Haile博
士、Ernst	&	Young	合伙人Daniel	Kleeburg	
、ChinaBio	组合Greg	Scott、和中国南京先声
药业常务副总裁、制药总裁王永忠博士，他们
先给大家作自我介绍，然后就自己的专业领域
作主题发言并展开讨论。最后他们就听众提出
的有关企业所得利息税，	专利保护，专利市
场和有效期、产品价格管理和控制、投资中
国、药物审批中的各地评估杠杆要求、中国生
物医药领域人才需求市场、以及中国和日本的
竞争力比较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及回答
听众。

	水泄不通，人头攒动。会议厅外的长长走道
两旁摆满了赞助商的产品或信息展位，人们聚
集于此交流洽谈。

	在另外一个会议室里，“一对一”	或小组
洽谈交流在热烈进行。

SABPA	副会长黄琴华博士为本次论坛致闭幕
词。他感谢所有的报告人，赞助商和百余位
SABPA志愿者的支持贡献，使此次年会获得圆
满成功。

	 15年的发展过程，前任现任SABPA负责人列一行齐回忆，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左起：郭
明、蔡辉、贺耘、李辉、方向明、竺惠椿、张明珠、刘亚虎、施涛、欧阳辉、倪劲松、李

怀娜。

	 当晚，SABPA在同一酒店内举行了举行了 SABPA成立15周年纪念和庆祝活动，包括各位
前任现任SABPA负责人发表15周年回顾感言，然后 SABPA前任理事长竺惠椿代表SABPA主持一个特
别颁奖，并和现任理事长张明珠博士一起给长期为
SABPA甘当志愿者，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前会长
刘亚虎博士颁发SABPA荣誉奖。

	 接着大
家激动人
心地观赏
SABPA15年
发展回忆的
视频，多少
往事历历在
目。

	 在欢声笑
语、杯觥交
错中，还展
开了猜谜
助兴，兴

坚舞蹈学校的小美女学员们给大家表演了美轮美奂
的【鲤鱼跳龙门】等好几个获奖舞蹈。（San	Diego	
Chinese	Press	海黛报道	SABPA摄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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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才中文学校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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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徒步旅行的六条太浩湖路线
 六月旅行

	 徒步旅行是探索地形地貌最好的方式，当然也不乏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上涨河面。有这么多棒棒的景点，你不会感到无聊。下面
是让你开始今夏旅游徒步的六个最佳选择。

1。无与伦比的景色：天际线步道（Skyline	Trail	）

	 在滑雪度假村徒步南太浩湖天际线步道玩一天几乎能大大
提升你的滑雪乐趣，可以让你获得高海拔徒步试验而避开那些厌
倦的用劲。探索顶部Gondola各种各样的新奇。最喜欢的坐上以落
叶松升降椅高处眺望太浩湖。天际线步道的顶端一段能看到卡森
谷和太浩湖更多的风景。路途往返约2英里。位于加拿大东海岸
的新斯科舍省、布雷顿角高原国家公园(Cape	Breton	Highlands）.

2。友好家庭游：落叶湖（Fallen	Leaf	Lake）

	 需要结上几个友好家庭远足吗？落叶湖你去过吗？落叶湖
蜿蜒着许多温柔轮廓，湖周围具有美丽的Taylor	Creek，附近有
营地，爬到Tallac山上可观赏广袤无人烟的原野风光。如果你寻
找春天的野花，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沿着泰勒河一排的白杨
树，到了秋天，美丽不可挡。往返约1至3英里。位于加州與與與與州之與的
高山湖泊太浩湖附近。

3。迷你而甜美：卡斯凯德瀑布湖（Cascade	Falls）

	 在翡翠湾（Emerald	Bay）附近的这段短距离的徒步旅行，
尤其抵达卡斯卡德瀑布湖的山顶是最快乐的。沿着山上小路俯瞰
瀑布湖，太浩湖以及广袤的旷野。雄心勃勃的徒步旅行者可以
走到湾景Bayview，然后徒步走到Maggie’s	Saddle再到广袤的旷
野。往返约2英里。卡斯凯德瀑布公园（Cascasde	Falls	Regional	
Park）面积9.5公顷，位于加拿大西岸卑诗省MISSION市东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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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户外好去处：Van	Sickle	Trail

	 镰刀形的凡镰小径仅次于太浩湖天堂村、凡镰小径国家公
园内的路道，是公园最主要的路道。公园里首屈一指的踪迹，范
镰刀步道，连接国通的塔荷边缘小道（Tahoe	Rim	Trail），首个
英里就有极好的景观。你也会看到当地的景点如南莱克塔霍赌场
（South	Lake	Tahoe	casinos）。瀑布行路线约0.75英里；或继续走
到塔荷边缘小道加3.6英里。这是最好作为一个来回的路线，可以
看到整个风景。Van	Sickle	Trail	位于太浩湖以东。

5。华丽的眺望风景线：Rubicon	Trail

	 Rubicon	Trail	是沿着翡翠湾和太浩湖的西海岸的最佳徒步
路线，拥有很棒的全景塔，南沿适度的海岸，起伏如波的小路，
带你穿过悬崖，海湾，野花，瀑布，甚至是一个古老的灯塔，多
走一点可以抵达慕极乐翡翠湾州立公园。单程约6.6英里，往返
13.2英里。如果是想找一条特別针对欣赏湖光山色的步道，那就非	
Rubicon	Trail	莫属了。

6。挑战	Tallac	山：Tallac	Trail

	 一个最具挑战性的徒步是走太浩湖，这条路需要你达到
Tahoe盆地（(9,735英寸深)Tallac山的最高峰。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但是是值得的。大约往返距离为10英里，海拔高度为3255英尺。
注：登山许可证是该路线的要求，可在路口获得。Tallac	Trail	位
于南太浩湖。

 

	 对于徒步爱好者来说，远足时做好准备是很重要的。不管你打算走多久，随身携带一个包含以下内容的背包：水，休闲食品，地
图，防水夹克，防晒霜和润唇膏，防虫喷雾，小型急救包（包括急救毯），小口袋刀，一顶帽子，较温暖的保暖被（取决于你去的气候）
；相机和头灯。

（南柯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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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ne: 619.594.4791  孔子学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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纡子
摩洛哥之行

作者简介：纡子，南京人，现侨居美国，就职于美国圣地亚哥 RF INDUS-
TRIES。

·情迷卡萨布兰卡 Casablanca
      ·Ricky Cafe著名的北非谍影发生的地方

·大西洋边的哈桑二世清真寺
       

        ·充满葡萄牙风情的索维拉Essaouire

   		旅游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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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见葡萄牙海盗最后的辉煌
        ·拉喀什 Marrakesh四大皇城之一，
           充满了深厚文化底蕴的红城。

    ·黄昏西下的集市热闹非凡

           ·马约尔花园与马约尔蓝

 ·阿伊特本哈度筑垒村 Ait Benhaddou是最
  有代表性的柏柏尔人的村落，好莱坞的取
   景地。

·撒哈
拉沙漠 
Sahara 
我前世
今生的
梦幻世
界



14

                                     ·梅尔祖卡 Merzouga 广褒无边的北非风光

·菲斯 Fes 在一干零一夜般的城市里在九
千多条小巷子尽情的迷路，尽情的享受交识
着地中海文化和阿拉伯文明的这座老城。

                                                                                                                                             
                                                                                                         · 梅克内斯 Meknes 四大皇城之一，2干年前
 的古罗马遗址 瓦卢比利斯 Volubilis 是世界文化

遗产。

·大西洋分隔非洲与欧洲的丹吉尔 
Tangier与直布罗陀海峡

·艾西拉 Asilah 文艺清新的壁画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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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难忘的体验

             ·迷人的蓝色
                       山城舍夫沙万                            
                              Chefcha ouen

           ·撒哈拉我会再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