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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f區國際大遊行精彩花絮
由Alief社區協會(Alief CommunityAssociation, Inc.)舉辦﹐
一年一度的Alief區國際大遊行(Alief International Parade)
上周末盛大舉行﹐今年遊行隊伍眾多﹐高達85組不同組
織參與﹐數百名遊行隊伍從美南新聞前廣場集合出發﹐參
加隊伍包括學校﹑商家和各族裔社區組織﹒大家發揮創
意﹐精心布置遊行花車﹐展現多元族群融合概念﹐現場熱
鬧有活力﹒圖為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前五)與越南社
區代表合影﹒

Tel:713-952-9898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詢問有關本校$10,000的獎學金的詳情

˙中外中醫名流授課
˙中西醫學多元化教學
˙學科及臨床並重
˙全時或半時上課
˙日班或夜班課程

˙美國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認准

˙美國中醫院校評鑑會認准

˙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准頒授碩士學位

˙中醫專業碩士學位

˙綜合保健管理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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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GEST
E L E C T I O N  S A L E  E V E R  

Now that is something we all can agree on!

r e m e m b e r  o u r
v e t e r a n s EVERY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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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irchina.us

Air China 诚聘地服人员
诚挚邀请喜爱航空事业、有责任心、勇于担当的朋友加入到
国航的机场团队。负责国航在休斯敦机场的地面服务，要求
具备熟练的中文（简体）和英文听、说、读、写能力。能按
照工作排班在早、晚、周末、假日上班，有航空公司工作经
验者优先。请发中英文简历至 apcaiah@gmail.com。

2016年金秋特价，
休斯敦至中国往返票价,

11月出发 经济舱$785含税起,
商务舱$3325含税起

感谢各界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详情请致电各大旅行社, 国航官网及北美订票热线
(800)-882-8122

促销最低价有7到45天预购要求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在 11月30日前出票

从8月1日（出票日）起国航北美出发前往中国大陆行李政策有变化，

详情请查询国航官网或呼叫中心

安全的保证, 温馨的服务, 
舒适的飞行体验！
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
国航永远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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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 9: 00 — 下午 5: 00 

      週五：上午 9: 00 — 下午 5: 30 

      週六：上午 9: 00 — 下午 1: 00 

Houston Area: 
Main O�ce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arwin Branch 
713-273-1888 

 
Katy Branch
281-762-6688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972-348-3488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Harry-Hines Branch 
972-348-3433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Legacy Branch 
972-348-3466 
Plano Branch 
469-429-2422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evada Area:

www.afnb.com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Pahrump Branch
775-751-1773 
 
 

恆豐銀行總分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帳戶 

          個人定期存款帳戶 

        個人貸款 

  

  商業: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商業
貸款商業

定期存款帳戶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Alhambra Branch
626-893-1980

California Area: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626-667-3988

Call: 877- 473-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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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Unveils Three Major Decisions Within Three Minutes
 1. China Names New Finance Minister
 2. Passes Cybersecurity Law
	 3.	China	Bars	Elected	‘Localists’	From	Taking	Office

“Trump’s victory has a direct impact on our trade 
relationship,” says Shen Minggao, an economist at 
the Caixin think-tank. “Brexit and Trump’s win show 
a clear trend of de-globalization and Trump’s election 
will serve as a huge blow to China’s economy.”
Some Chinese academics aren’t as worried. They 
regard Trump as a businessmen who has also profited 
from economic cross-pollination. “Trump is against 
TPP but he’s not against globalization,” says Fudan 
University’s Shen. “TPP is 12 countries selected by 
America, and it expels other countries. That’s not free 
trade. WTO is globalization, and Trump has never said 
he’s against the WTO.”

That may be. But Trump has said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at a lot of different times. That leads to another 
worry for China’s leadership. Without electorates to 
upend local politics, China’s ruling Communists value 
stability—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Chinese are 
always worried about uncertainty,” says Haenle. “Even 
though they like that America is probably going to be 
pulling back from Asia, they also don’t like surprises. 
Trump is not predictable.”
In the end, Trump’s victory has not prompted the kind 
of existential worries in China that it ha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For some countries, the election of an 
isolationist populist as the American President carries 
troubling messages for loc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or regional security. China, though, sees itself a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just as America still does.
“China is rising,” says deputy dean Shen. “China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when Barack Obama became 
president eight years ago. The U.S. has far fewer 
resources to force China to do something. China 
should not worry about Trump coercing us.” (Courtesy 
http://time.com/)

As the world digested the reality of U.S. President-
elect Donald Trump, the glee among China’s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was hard to contain. “China is feeling 
a little bit delighted,” says Shen Dingli, deputy dean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The giddiness comes in various forms. First, what 
better advertisement for the stable, technocratic 
authoritarianism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an 
an America so divided that half the electorate failed to 
recognize how disenfranchised the rest of the nation 
felt?
“Trump’s election shows the problem of American 
democracy,” says Yu Tiejun,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Beijing.
The Global Times, a Chinese Communist Party-linked 
tabloid, opined that the U.S. president-elect “was 
known for being a blowhard and an egomaniac. But 
if such a person can be president,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existing political order.”
“There is a lot of Chinese schadenfreude about 
the lowly nature of the debate in the U.S. election 
campaign,” says Paul Haenle, director of the Carnegie-
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in Beijing. “It’s a 
total gift to Chinese propaganda.”

Second, Trump has shown little interest in holding 
China accountable for its human-rights record, even 
as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tightened control on free-
thinkers who speak out against the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campaign, Trump even 
lauded the steeliness of the Chinese leadership for 
ordering the 1989 massacre of Tiananmen democracy 
protesters.
“Trump doesn’t care about whether China is an 

a u t h o r i t a r i a n 
state,” says Qiao 
Mu, media-studies 
professor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who is 
no longer allowed 
to teach because of 
his outspokenness 
on political issues.
Compare that to 
Hillary Clinton, 
whose public 
objections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o back decades, from her 
critical speech at the 1995 U.N. Women’s Conference 
in Beijing to her tenure as U.S. Secretary of State.
“Trump is not going to be as harsh on human rights as 
Hillary Clinton would have been,” says Zhang Ming, a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at Renmin 
University in Beijing.
Third, while Barack Obama talked about pivoting 
toward Asia—a foreign-policy maneuver that the 
Chinese saw as little more than containment—
Trump campaigned on isolationism. He has scorned 
the proposed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the 
12-nation trading bloc that was supposed to add 
economic ballast to Obama’s Asia pivot. Trump 
has also threatened to tear up defense treaties with 
America’s Asian allies, such as Japan and South Korea.
“The Chinese like 
that Trump talks 
about America 
growing inward, 
that the U.S. is 
overreached in the 
Middle East, that 
he’s ripping up TPP, 
that he’s not paying 
much attention in 
Asia,” says Haenle. 
“Trump says we 
need to pull back. All 
that sounds great to the Chinese.”
An increasingly assertiv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urned disputed isle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to 

de-facto military 
bases. At the same 
time, Beijing 
has unleashed a 
charm offensive 
on Asian leaders 
whose countries 
are embroiled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vast 
waterway, such as 
the Philippines’ 
Rodrigo Duterte and 
Malaysia’s Najib 

Razak. After decades in which the U.S. Navy prided 
itself on keep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 could China 
capitalize on American inattention in the region?
“In term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rump’s 
conservatism 
and 
isolationism 
mean he will 
intervene 
less,” says 
Zhang. “There 
will be less 
troubl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t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annot depend solely on expectations 
of American insularity. With exports flagging 
and growth slowing, Chinese rulers must attend 
to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hip. As a candidate, Trump talked tough on 
China trade. 
He vowed to name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He spoke of a 45% tariff on Chinese imports. Whil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perennially denounce China 
only to moderate their positions when they take office, 
Trump rode to power on a wave of protectionist 
sentiment. The voters who swept Trump to victory 
think that China has stolen their jobs through unfair 
competition. That’s sobering news for a country that 
has profited more from free markets than almost any 
other economic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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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Dialogue At Carnegie-Tsinghua Center In Beijing 

With Many Unknowns About Him, 
Donald Trump Remains Popular 

In China.

China is the 'Worst Abuser' and 'Currency 
Manipulator' and they (Chinese) have 
no respect for our country (US)," says 
Donald Trump.

“WTO is globalization, and Trump has never said he’s 
against the WTO.”

Donald Trump’s Victory Could Be The Best Foreign News 
China Could Have Hoped For

Election Win Could Be Propaganda Coup for Beijing

As the world focuses on the race for the White House, 
China unveiled three major decisions within three 
minutes of each other on Monday.
Among a raft of statements issued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Beijing 
named a new finance minister, effectively barred a 
pair of elected Hong Kong “localists” from office, and 
passed a cybersecurity law that may hamstring foreign 
companies in Asia’s biggest economy.
The news from the nation’s top legislative body 
followed a plenum of top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last month, where President Xi Jinping was declared 
the “core” leader of China -- a designation that boosted 
his authority.
Here’s a look at the three decisions:
Finance Chief

Little more than three years into the job,veteran 
reformer Lou Jiwei was replaced as finance minister 
in favor of Xiao Jie, a former senior aide to Premier 
Li Keqiang who has spent more than two decades at 
the ministry. 
Xiao, the former head of China’s tax administration, 
will be tasked with juggling fiscal stimulus and efforts 
to rein in excess leverage. He’ll also have to get to 
know a new U.S. treasury secretary as protectionist 
sentiment increasingly grips the global economy. Lou 
had overseen a restructuring of local-government 
finances that helped cut the cost of a record 
accumulation of debt by cities and provinces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ith monetary policy shifting to a more neutral stance, 
the Finance Ministry has been playing a bigger role in 
maintaining economic momentum, using tools such as 
funding projects and expanding the fiscal deficit. There 
was no announcement on the fate of central bank chief 
Zhou Xiachuan, who has worked with multiple finance 
ministers since entering office in 2002.
Localists Barred
The Standing Committee also ruled that Hong Kong 
people who advocate independence from Beijing 
can’t hold public office -- a rare intervention aimed at 
stopping two elected localists from taking their posts.
The decision was only Beijing’s second unilate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in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since it was returned to China almost two decades ago. 
It came before a Hong Kong court ruling over whether 
the pro-independence activists voted into the city’s 
legislature in September could serve in the chamber 

after insulting China in their oaths of office.
The intervention threatens to spark further unrest 
after thousands of protesters gathered Sunday outside 
Hong Kong’s highest court to oppose the widely 
anticipated move. Democracy 
advocates and lawyers said 
the intervention would firm up 
opposition to the government 
and risked damaging 
international confidence in a 
city known as an enclave of 
political freedom.
For an explainer on Hong 
Kong democracy, click here
Cybersecurity Law
Beijing also gave the green-light to controversial 
legislation that may grant China unprecedented access 
to the technology of foreign companies operating in 
the country.

The Cyber Security Law, which will take effect in June, 
requires Internet operators to cooperate with probes 
involving crime and national security. Companies will 
face mandatory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of computer 

equipment and will have to 
give investigators full access 
to data if misconduct is 
suspected.
China’s safeguarding of 
its IT systems has grown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along 
with its policing of cyberspace 
as public discourse shifts 
to online forums. Foreign 

companies are concerned that requirements to store 
data locally and only employ technology deemed 
“secure” means local companies will gain yet another 
edge over them. (Courtesy www.bloomberg.com/
news/article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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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根據KHOU地方電視台的報導，休
斯頓市政大樓內飲水機的水質經過檢驗，發現有嚴
重超量的鉛含量。

KHOU電視台首先報導了市政大樓以及緊鄰的
位於Bagby街道的建築裡的三個飲水機的鉛含量都嚴
重超過聯邦政府的標準，之後的測試也證實了這個
問題。

本週四晚，有關機構已經向市議會工作人員和
他們的僱員發出通知，所有飲水機將停止使用，製
冰機器也將全部清空。

大樓服務的負責人表示，根據檢測報告的內容
，目前的水質只能允許沖刷廁所馬桶，或者用來洗
手，但不能做別的用途。

今後還將對水質做進一步的測試，並告知所有
大樓裡的工作人員何時才能夠恢復正常的供水。

由於昨天是美國老兵節，維修工作暫時受到影
響。

市政府已經將大樓的維修列入議事日程，休斯
頓5年的工程項目計劃就包括投入75.5萬元來替換輔
助建築的飲水系統，替換市政大樓供水系統的投資
為120萬元。

兩項工程計劃到2021年才開始正式動工，這項
計劃的資金要在債券發行項目中通過投票通過後才
能投入施工，也就是市長特納希望的計劃工期時間
為2017年11月。

休斯頓市政大樓水質含鉛量嚴重超標 暫時停水檢測

美國多處連日
來發生反特朗普示
威，休斯頓市中心
抗議川普當選總統
的遊行規模加大，
一共有 5 人被捕，
超過百人受傷。

其中在明尼蘇
達 州 ， 近 4000 名
示威者於當地時間
週四晚上聚集。他
們手持標語，一邊
遊行，一邊高喊口
號。在俄勒岡州波
特蘭市，示威更演
變為騷亂，眾人打
破商店玻璃，並在
市中心縱火，警方
以橡膠子彈及震眩
彈驅散示威者，較
早時表示拘捕了29人，其後把人數修正至26人。

外媒報導稱，11日，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有
近4000名示威者在建築物噴上反對特朗普的標語及
塗鴉，有人打破商店及辦公室的玻璃;亦有示威者在
市中心點起火堆，高舉“革命”(revolt)的標語及大
喊反特朗普的口號。

波特蘭警方以示威者作出“大規模犯罪及危險

行為”為由，在晚上8時半將示威行動定性為騷亂
，派出多名警員到場。騷亂的情況在晚上11時半升
級，警方開始向人群推進，並用胡椒噴霧、橡膠子
彈及震眩彈驅散示威者，有示威者向警員投擲雜物
，多人被捕。警方警告，市內的破壞及襲擊報告不
斷上升，有19架汽車遭示威者破壞。俄勒岡運輸部
門官員暫時封閉多條公路及橋樑，當地政府亦呼籲
旅客要注意安全，避免捲入騷亂。

美警方用催淚彈驅散反川普抗議者
稱遊行已演變為暴動

幼兒組一等獎 王臻真
張素翡

幼 兒 組 二 等 獎 Albert
Zhao, 楊潺寧 付家宜 俞文菲

幼兒組三等獎 康曜峸
唐苒 吳悠 郭可欣 趙容毅 石
玥Vivian Stone,

幼兒組優秀獎 陳凱文
張涵秋 胡舒陽 臧啟宣 陳悅
童 Lena Lai 孫家文 鄭鎧沅
李樂雲 Daniel Pan

初 級 組 一 等 獎 Amelia
Xu, 姚柳銥 樂陶然

初級組二等獎 李天航
王嘉彤 齊伯倫 肖楚彤 陳思
琦 鍾琳

初級組三等獎 趙樂文
陳望童 董欣悅 王佳蕊 李瑞
雅 Anna Chen， Liao,Xiran
，金雨萱 計寶琪

初級組優秀獎李昀昀張
德君薛墨涵遊世恩張凱昕
Qinwen Zhu, 周琳涵黃聞達

徐涵深陳麒聿孫若然桑漢娜
Austin Wang， 李銘張知遙
羅恩妮封吉晴陳睿衡 Emily
Ji，袁恩波Liao,Xiyou，辛宇
恬馬宇航黃鼎茗易笑婷歐天
愉

中級組一等獎 蔡瑞德
中級組二等獎 趙玄文

趙姍姍
中級組三等獎 張琬雲

王犇 Michelle Sun
中級組優秀獎 魏天 魏

樂 週 棣 棣 林 祺 涵 Zixuan
Ren，麥毓欣，Emily Chen
，黃敬良

高級組一等獎 何筱
高級組二等獎 王鈺堯
高級組三等獎 李喬 彭

之翼
高級組優秀獎 黃逸良
非 華 裔 一 等 獎 Igor

Borracini，Joey Dunkin 當喬
益 ， Nolan Hall 黃 小 博 ，

Kara Fields 付 凱 瑞 ， Hen-
derson C. 王 尚 霖 ， Sandy
Frieden，

非 華 裔 二 等 獎 Jacob
Chow， Abigail Partridge 珍
珍 ， Yesenia Ibarra， Juan
Venancio，Adam Fields 艾丹
，Tyler J. Heyward 海天，

非 華 裔 三 等 獎 Luis
Long Bedolla， Kabir Samlal
科平，Jackson Meyer傑生，
Priscella Carreon， Belen
Fajardo， Guillermo Córdoba
，

非華裔優秀獎 Baldwin
Brown，Alfredo Bolado Co-
rona，Renata Bolado Corona
， Tina Mai， Katharine
Linnartz 凱 靈 ， Samantha
Rothkop， Esther Akoma，
Annie Quan ，Max Paul馬珂
， Isha Rathod， Samantha
Pena ，Cristian Guevara

第十五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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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第 1 大報、全美第 9 大報、
擁有紙本訂戶及網路讀者群超過 100
萬 人 之 「休 士 頓 紀 事 報 (Houston
Chronicle)」，本(11)月 9 日在該報社
論版以 「為台灣敞開大門(Open door
for Taiwan)」為標題，刊出駐休士頓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籲請

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UNFCCC)的投書。

黃處長投書表示，關於該報上週
五(11 月 4 日)所刊登 「聯合國警告需
要大幅減排氣體(U.N. warns big cuts
needed in emissions)」的報導，對於氣
候惡化之威脅，全球應採取共同一致

之行動。不論你住在德州或台灣，氣
候變遷乃不分國界的議題。

黃處長指出，沒有國家可免於氣
候變遷的肆虐，我們應共同致力於防
範地球再遭受無法挽救的傷害。

黃處長強調，在此一議題上，台
灣已準備就緒，台灣多年來尋求有意

義參與 UNFCCC，擬以其環保署的
名義成為 UNFCCC 觀察員。雖然台
灣仍被排除在 UNFCCC 之外，台灣
仍自願承諾於2030年前將溫室氣體排
放量減至2005年之50%，此一積極減
排氣體目標符合 「巴黎協定」的精神
。

黃處長並表示，排除台灣此一擁
有2,300萬人民的民主國家參與UN-
FCCC令人費解，況且台灣是世界上
第22大經濟體，在發展綠色能源科技
上擁有傑出的專業能力。世界各國應
超越政治考量並為台灣敞開大門的時
候到了。

「休士頓紀事報」 以 「為台灣敞開大門」 為標
題刊登駐休士頓辦事處黃敏境處長投書籲請支持台灣
有意義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之專文

國父孫中山先生（名孫文，號逸仙）出生於
1866年11月12日，今年適逢中山先生150歲誕辰
紀念日，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發起集合休士
頓地區僑社其它社團，將一起在11月12日舉辦一
紀念致敬的活動，紀念活動是上午10點在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的前廳中山先生銅像前舉行，儀式將
包括宣讀紀念文，各團體或個人向國父銅像獻花
致敬，合唱“國父”英文“致敬”英文“致敬”
英文“致敬”英文

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同時蒐集一些關於國父
孫中山先生宣導三民主義，發起歷次革命活動的
圖片，將佈置在僑教中心大廳，走廊，12號當天
歡迎參加致敬儀式和學術座談的僑胞們，同時參
觀圖片展，回顧史蹟，緬懷國父，先賢先烈們當
年的革命歷史。

國父民生為國家民族發展奮鬥犧牲的精神，
值得我們省思效法，今年又逢是他的150歲誕辰紀
念日，主辦單位將在紀念儀式，在僑教中心二樓
203會議室，作一個淺顯的學術座談，題目是“中
山先生的政治理想與世界其他政治制度的比較”
，主講者是中山學會的資深委員黃膺超，將會用
一些簡單明顯的道理與事實，來闡述中山先生的
政治理想;主辦單位中山學術研究學會並準備了一
些茶點，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一起來座談交流。

日期：2016年11月12日（週六）上午10點
地點：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TX 77042
主辦單位：中山學術研究學會，
協辦單位：中華公所，榮光會，台灣同鄉聯誼會，

林西河堂，同源會，中華保健中心，香港會館，三民主
大同盟，華僑協會，安良工商會，黃埔四海同心會，老
人服務中心，休士頓客家會，華人福利會，至德三德公
所，等社團。

全僑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150歲誕辰
致敬獻花儀式及學術座談 國父革命歷史圖片展

德州州眾議員Hubert Vo平日勤走僑社,於11月8日大選中,以領先競爭對手
Bryan Chu 1萬多票成績再度高票連任.休士頓台灣商會周政賢副會長表示,看到
德州州眾議員Hubert Vo再度成功當選,令人高興.德州州眾議員Hubert Vo於11
月8日晚上8時在休士頓越裔活動中心舉行慶功宴上致詞,感謝休士頓台灣商會
陳志宏前會長,李雄,張世勳前會長、周政賢副會長,王明,徐世鋼等理事,呂明雪秘
書,王伯母,H-E-B花部謝碧蓮經理，榮光會丁方印會長,張連佑前會長,劉秀美
僑務委員,張瑞蓮,白先生,休士頓味全辦事處李樂罡經理,潮州會許振城最高顧問
等大力支持.

圖與文: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中華文化中心周四於星期四上午
11:30 - 下午1點在橡樹河鄉村俱樂部，舉行新視野午餐餐會
。新視野擴建項目的目標是提高對休斯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殘疾人家庭服務的能力，也包括對兒童，家庭和成年人的服
務。 因為這個工程項目在德州和休士頓市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在過去幾個月, 在中華文化中心理事會主席李雄的主持下，
休斯頓市政府，國會議員Al Green， 州議員Gene Wu，法官
張文華 ，Sharpstown市議員 Mike Laster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許多社區領導和社區協會都共同
贊助，支持和慷慨捐助資金支持這個項目。前來參加這個有
意義的公益活動; 共同慶祝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新視野擴建工程
午餐籌款會。 當這個項目成功獲得數百萬美元的資金支持時
，所有的市政府和政治代表，社區領袖，贊助嘉賓和社區歡
聚在一起慶祝這個公益活動計劃的進展。

這次午餐會議由KHOU 11新聞主播Shern-Min Chow主
持，新視野項目主席Ruei-Fong Tuo，遠程規劃委員會主席方
宏泰, 首席執行官華啟梅和理事會主席李雄共同主持。國會議
員Al Green說, 這個服務計劃對兒童，家庭，老年人和成年人
，休斯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殘疾人家庭都非常有幫助，感謝

所有的社區和朋友們一起贊助和支持這項偉大的工程。國會
議員Al Green發表演講後，周璇明介紹，認可和讚美 「聯邦」
透過休斯頓市政府150萬美元捐款，黃敏境處長，李強民大使
和所有的贊助嘉賓做出的傑出貢獻 。首席執行官華啟梅介紹
磚牆籌資計劃，計劃有250美元 (正常磚尺寸)和500美元 (雙磚
尺寸) 的捐贈，捐贈者的姓名將永久標記在磚上。當天在場的
來賓捐了六十塊磚頭。

關於該工程項目，李雄主席說，這個擴建計劃包括下述
項目：在中華文化中心土地上構建20,000平方英尺 的兩層樓
，包括下列設施：1)德州州政府授權的成人護理中心，為關照
老年人和成年殘疾人; 和提供一個多用途和多功能的禮堂，可
供公眾作為提供會議/辦公房間使用; 2)轉換現有的存儲倉庫
成為一個娛樂中心，將來有助於對風險青年的看護和作為救
災庇護所雙層功能; 和3)通過在近正門入口區增加一個圓形的
車道和把兒童遊樂場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改善同時也提高中
華文化中心前門入口區各年齡段行人的行走安全。 4)擴建項
目新設施將使中華文化中心每年能夠服務5000多人。

午餐會議非常成功，有350多位客人參加了午餐會。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周四舉行長者活動中心籌款午餐會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依稀還記
得樂友和明湖合唱團2014 年＜ 遠風送歌
＞ 令人驚艷的歌聲，事隔二年半，兩團
再推出一場合作默契好，各有所長，各
有默契的演出，再度震驚全場。

上 週 六 的 下 午 ， 在 糖 城 的 Sugar
Creek Baptist Church，觀眾有幸聽到兩
個合唱團，在各自沈澱了兩年多之後的
驚人之作： 「古往今來 」 音樂會。
「古」字涵蓋了六首由明湖指揮陳莉貞

老師作曲及指揮的懷古詩詞：包括蘇軾
念奴嬌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孟浩然
五言絕句 「春曉」、文天祥七言律詩 「
過零丁洋」、崔顥及李白的詩 「黃鶴樓
」、蔣捷詞虞美人 「聽雨」、以及李白
七言樂府 「將進酒」，每首歌曲的意境
不凡，古意盎然，令人幽然神往，發思
古之幽情，尤其得知作曲，指揮陳莉貞
是來自台灣，出生於台灣，對中國古詩
詞的意境的體會及詮釋，不論是磅礡高

歌或悠揚低吟，每首曲子都曲調優美，
充滿詩情畫意，讓人隨著音樂感受昔日
文人的情懷，再次品味中國古典文學的
真善美。

而古往今來的 「今」 字則包括由蕭
楫指揮當今六首動聽的現代合唱曲：貝
多芬作曲的 「天空晴朗春風蕩漾」，選
自歌劇鄉村騎士的 「村民合唱」、耳熟
能詳的美國民歌 「The Yellow Rose of
Texas 」、榮獲中國音樂金鐘獎第一名的
「大漠之夜」、徐志摩詩作 「雪花的快

樂」、以及 「春風在大地上行走」。令
人不得不佩服 「樂友」 指揮蕭楫老師選
曲的高明，每支歌曲都好聽的不得了。
作曲係出身的蕭楫老師，不僅發表了 「
中華頌」、 「佛陀頌 」， 「度人舟 」
、 「川江流 」----- 等等精彩作品。
打1990 年起就指揮了美南地區首次雙鋼
琴伴奏的 「黃河大合唱」，去年（2015
年）又在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英烈

頌＂音樂會上第四次指揮了全場管弦樂
團與150人合唱隊的 「黃河大合唱」，
予休巿人留下深刻的
印象。

當天演出的節目中還穿插男生及女
生小組合唱，青年鋼琴家沈燕獨奏李斯
特名曲 「Ballade No. 2 in B Minor 」和蔣
靜 遠 夫 婦 ， 婦 唱 夫 彈 兩 首 世 界 名 曲
「Widmung」 by Robert Shumann, 和 「

Ave Maria 」 by Gounod。尤其女高音
Rini 蔣的演唱，非常出色，一聽即聽出
是聲樂的專業水平，而指揮蕭楫，也在
樂友，明湖合唱團的男生小組合唱中，
以手風琴為他們伴奏，也有很好的效果
。

樂友合唱團團長胡宗雄在音樂會開
場時感謝音樂會工作團隊無私的奉獻，
以及各位團員努力背誦十幾首歌曲。以
及特別感謝兩位老師的指導，以及司琴
蔡鈞穎，劉佳育的伴奏。

樂友、明湖合唱團 「 古往今來」 聯合音樂會
以良好合作默契獻給全場懷古幽情，及現代中外名曲

圖為國會議員Al Green （ 右三 ） 在募款午宴上頒發獎狀，由文化
中心理事會主席李雄（ 右二 ），執行長華啟梅（ 左三 ） 代表接受
。（ 右一） 為新視野項目午宴主席Ruei-Fong Tuo, 以及捐款人代
表 「 南丁格爾基金會」 的鍾桂堂及Philip K. Chung 父子（ 左二，
左一）。（ 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樂友及明湖合唱團成員，在陳莉貞老師的指揮下，演唱蘇軾
詞，陳莉貞作曲的 「 大江東去 」 。（ 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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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延續和傳承的載體，是中華民族的根基和見證。
歷史的塵埃淹沒了無數人類文明，戰亂歲月和
天災人禍致使無數的華夏瑰寶、國之重器流失
散落，成千上萬的古董雖然靜靜地“躺”在身
份各異的民居裏，但這些古老文物的光芒，卻
吸引了遠在美國的傅氏夫婦，他們循著這些光
芒，來到了大陸收購文物古董。傅先生夫婦是
臺灣人，非常熱愛中華文化，本身就是古董收
藏家。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大陸剛剛改革
開放，時代造就的機緣巧合，他們有緣從國營
的北京、上海等文物商店花很低的價錢買到了
很多真正的古董。1989 年他們買下了休斯敦中
國工藝品公司，生意擴大，那些年傅先生夫婦
每年都在大陸各地跑，收購了很多老貨，每個
月都要從中國發一個貨櫃到美國，把這些中國
古董銷售到美國的波士頓、洛杉磯、西雅圖等
地的美國百貨公司、古董店，傳播中華文化。

傅先生說，購買古董文物，並不能簡單地
看作是一種投資手段，更重要的是文物和美學
價值，文物是需要被展示、閱讀和研究交流 的，
其本身給人帶來的精神力量才是其真正價值的
體現。收藏的關鍵在於了解歷史、理解藝術。
收藏是一個學習研究的過程， 只有平衡得了心
態，經受得起時間，才會有真正的收獲。

傅太太說，古董從收藏到再次問世，對於
藏家來說，往往不是經年累月坐等升值的過程，
而多是喜悅與辛酸糾葛並存的過程。比如有些
作品未得善存，在購藏之前已面目全非，痛心

神仙眷侶退休環遊世界 忍痛割愛三十年收藏！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本報記者黃梅子）藏友們的特好消息！

從今天起，傅氏夫婦將打開他們在好運大道塵
封已久的倉庫，忍痛低價出售他們三十年精心
收藏的各種瓷器、景泰藍、木雕、根雕、竹雕、
中式家具、玉器等上萬件收藏品，打算只用一
個月的時間清倉，讓所有的藏品都結緣有緣人。
然後，這一對神仙眷侶就要輕裝上路，環遊世
界，寄情於山水之間了。

走進傅氏夫婦的收藏倉庫，一股 30 年前的
味道撲面而來，時間仿佛在這裏凝固。只見滿
坑滿谷的中式家具、巨大的根雕、景泰藍等器
物層層碼放在一起，3500 尺的地方塞了個滿滿
當當，整個倉庫擺放五行，每行第一層都擺放
著厚重的中式家具，家具上擺滿了根雕、竹雕
和景泰藍、瓷器。穿行在這些古舊的器物之間，
驀然抬頭，高高聳立的的紅木雕花宮燈上孤獨
的盤龍仿佛在訴說著那曾經的宮怨；櫃頂上的
民國青花冬瓜罐裏也盛滿了過去的故事；墻上
的唐卡、紅花描金的轉經筒帶我們穿越到了西
藏靈山腳下，展開了一幅絕美的雪山之巔誦經
圖。

傅太太不舍地看著滿屋子的藏品，就像看
著自己的孩子一樣，她輕輕地撫摸著藏品，每
一件藏品她都清楚地記得在哪裏收的，每一件
藏品都有故事。

什麼是文物？文為一個國家的人文，物為
時代工藝烙印的物品，即一個國家的文化載體
和沈澱之物。中國古代文物作為中華民族文化

於此，他們總會傾盡全力將其修復裝潢；有些
作品則是讓人尋覓良久、魂牽夢縈，即便囊中
羞澀，他們也要節衣縮食將其入篋，以免相思
之苦。在傅氏夫婦看來，再華美的生活不過是
一日三餐飯，所謂“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對
於他們來說，收藏並不完全是一種生意，而是
一種理想和情懷。過了六十耳順之年後，他們
的心態有了很大的改變，不像過去那樣執念，
而是開始學會放下。全美國幾處古董生意讓他
們感覺到心力交瘁，精力也大不如前。所以決
定拋售休斯敦的古董倉庫， 低價出匣換手，忍
痛割愛，只願每一樣器物都能得其所，與有緣
人結緣。

從 11 月 12 日至 12 月 23 日期間，傅氏收
藏品將全部超低價清倉，願有緣人盡快去與您
喜愛的藏品結緣。這些藏品計有瓷器，年代從
清中葉的古董到新中國 70 年代不等；景泰藍，
全是大型器，全部是晚清民國時期的精品；中
式家具尤其值得推薦，件件都是硬木：紅木、
酸枝、花梨、紫檀、綠檀、黃楊木等名貴木料；
大型根雕、木雕、石刻等文物都是從福建、河
北等地三十年前收購來的真品。每件藏品都是
唯一的，早到早得。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地 址：9931 Harwin Dr, suite 178, Houston, 
TX77036 ( 自 9931 鐵門進入直行到底，在 Floral 
Mirage 旁邊 )

電話：512-865-0068; 626_818-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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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諾州Oak Brook （2016年11
月 3 日） -- 佳節將至，意味著慷慨
解囊，扶貧助弱的時候到了。就在家
人們無論距離遠近都設法在佳節期間
團圓慶祝的同時，麥當勞（McDonald
’s）的顧客們也可以藉此機會幫幫那
些為了給孩子治病長途跋涉的家庭，
讓他們不須被迫和親人分開。

麥當勞將自11月1日星期二開始
到 11 月 13 日星期天為止，在全美各
地參與活動的餐廳展開第14屆麥當勞
叔叔之家慈善基金（Ronald McDon-
ald House Charities，RMHC）年度全
國募款活動。在這段期間光顧麥當勞
的顧客可以捐款$1, $3,或$5，幫助暫
時寄宿在麥當勞叔叔之家的家庭。為
了感謝顧客的慷慨解囊，麥當勞會贈
送一張小包薯條或薯餅的免費兌換卷
，顧客在 11 月 30 日前再度光臨麥當

勞時，不須消費就可兌換。
所有捐款撥歸麥當勞叔叔之家慈

善基金，用來幫助當地社區患病兒童
的家人團聚，並提供他們所需的照顧
和資源。募款活動的負責人希望今年
能為基金募到5百萬美元。

過去42年來，由於麥當勞餐廳、
顧客、和其他組織不懈的支持，麥當
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的經費不僅來自
全國募款活動，也包括顧客投入麥當
勞餐廳 RMHC 捐獻箱的捐款，來自
Happy Meal（開心樂園餐）和Mighty
Kids Meal的持續捐款，和許多其他計
劃和組織。麥當勞的顧客在一年中任
何時候都可找到設置在參與餐廳前台
和得來速的 RMHC 捐獻箱。捐款數
額永不嫌少，而且無論多少都會發生
作用。在2010到2015年之間，美國麥
當 勞 通 過 每 一 份 Happy Meal 和

Mighty Kids Meal 1美分的捐款，全國
募款活動和設置在餐廳的捐獻箱，總
共為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募集超
過2億2千萬美元。

麥當勞歡迎顧客在一年當中的任
何一天將零錢放入 RMHC 捐獻箱，
尤其是10月15日RMHC全球零錢日
。選擇這個日期是為了紀念1974年第
一家麥當勞叔叔之家開幕的日子。

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在美國
運營180間麥當勞叔叔之家，124間麥
當勞叔叔家庭活動室，和38部麥當勞
叔叔愛心專車。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
基金靠著收到的捐款，已在今年新增
5間麥當勞叔叔之家，9間麥當勞叔叔
家庭活動室，和1部麥當勞叔叔愛心
專車。

歡迎善心人士登入 rmhc.org/do-
nate 捐款給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

。
美國麥當勞簡介

McDonald's USA,
LLC（美國麥當勞）每天以高質量食
材，選擇多樣化的餐單服務大約2千5
百萬顧客。全美 1 萬 4 千家麥當勞中
將近百分之90由男女企業家獨立擁有
和經營。顧客可在大約1萬1千5百家
參與提供Wi-Fi的麥當勞免費上網。
欲知詳情，請登入 www.mcdonalds.
com,，或通過推特追踪我們 Twit-
ter@McDonalds， 或 參 考 臉 書 專 頁
www.facebook.com/mcdonalds。
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簡介

麥 當 勞 叔 叔 之 家 慈 善 基 金
（Ronald McDonald House Chari-
ties® ， RMHC®) 是 一 間 501 （c）
（3）非營利公司，創建、尋找並支
援能夠直接改善兒童和家人健康福祉

的計劃。通過全球63餘國290多個分
部結合而成的網絡，其3大核心計劃
：麥當勞叔叔之家（Ronald McDon-
ald House®）；麥當勞叔叔家庭活動
室（Ronald McDonald Family Room®
）；和麥當勞叔叔愛心專車（Ronald
McDonald Care Mobile®），以及數
百萬用來支援全球兒童計劃的補助款
，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為接受世
界各地頂級醫院醫療服務的兒童和家
人提供富同情心的照顧和資源。麥當
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的計劃成就以家
庭為中心的照顧，提供通往高品質醫
療照顧的橋樑，確保家庭得到全面支
援，並且積極參與患病兒童的照護。
欲知詳情，請登入rmhc.org.

麥當勞和顧客幫助兒童和家庭在最需要彼此的時候緊緊相伴
盼能通過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的年度募款活動募集5百萬美元

（本報訊）由美國永年楊式太極
拳中心主辦“休斯頓楊式太極拳健康
日”活動於 10/29/16 星期 6 上午 9 時
至 10 時半，在休斯頓 Arthur Storeg
Park 7400 W,Sam Houston Parkway
TX 77036公園成功舉行。

亞瑟。斯托雷公園又叫太極公園
，位於休斯頓中國城中心8號公路邊
，百利大道以南。太極公園原是海瑞
斯郡的一個巨大的蓄水池，經過多年
的整治維修為山清水秀、鳥語花香的
活動樂園，晨跑和暮色蒼茫的景色成
為休斯頓一景。 29日世界功夫週報社
長、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院長29日上
午活動現場休斯頓武術界名流薈萃。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院長釋行浩大師
、中國楊式太極拳第5代傳人楊俊義
、鄭可達大師、著名武術大師胡粼、
宏武協會會長吳而立和余道慶師傅、
休斯頓楊式太極拳大師路才達、跌打
師傅、七星螳螂拳傳人羅榮華，休斯
頓世界功夫報公關總監桃姐、休斯頓
盆景協會老會長楊式85式太極拳愛好

者蔡和森博士，世界功夫報總經理、
瀋陽同鄉會會長劉濤等嘉賓蒞臨活動
現場。中國總領事館僑務組易川領事
、葛明東領事代表總領事館對這一次
休斯頓楊式太極拳健康日活動做了精
彩演講，美國陳式太極拳總會會長、
世界功夫週報發行人發來賀詞，由金
仲賢宣讀。全場 100 余愛好楊式太極
拳健身的華裔同胞共同參與了楊式太
極拳健身活動。當日休斯頓各楊式太
極拳的中心、輔導站、培訓班的師生
及諸位大師進行了楊式太極拳、械的
表演，在休斯頓特有的太極八卦圖場
地上，表演精彩紛呈、高潮迭起，掌
聲此起彼伏。

當日不到上午 8 點，楊俊義老師
的弟子們已經來到現場做準備活動。
健康日特邀《世界名人網》副總裁、
江蘇同鄉會會長陳韻梅女士任主持，
楊老師的助手金仲賢先生協助主持。
陳韻梅在開場辭中介紹，2015年的今
天休斯頓市長命名為休斯頓楊式太極
拳健康日，以表彰楊俊義大師在美國

休斯頓為弘揚楊式太極拳養生文化所
作出的積極貢獻，為此今日舉行此健
康日活動，更好地弘揚楊式太極拳此
一優秀的中華文化。

中國總領事館僑務組易川領事致
辭表示楊式太極拳是中華優秀的健身
文化、是中國的國粹，盛讚休斯頓永
年楊式太極拳中心和眾多華人華僑共
同努力，使這一優秀中華文化，能在
美國發揚光大，你們是美中友好的使
者、和平的使者。我代表中國總領事
館祝賀這一次休斯頓楊式太極拳健康
日活動開幕，並預祝健康日活動圓滿
成功。

美國陳式太極拳總會會長、世界
功夫週報發行人程進才發來賀詞，由
金仲賢宣讀，賀詞表示：楊俊義為楊
式太極拳在美國的傳播和發展，做了
大量的工作，受到武術界一致好評，
受到市政府的嘉獎和表彰，我預祝此
次楊式太極拳健康日活動圓滿成功。

世界功夫週報社長、釋行浩少林
功夫學院院長釋行浩大師致辭說：中
華武術源遠流長，太極功夫名揚世界
！太極拳是中華武術文化中最重要的
組成部分，太極-合於技擊為拳，和
於陰陽為修煉、和於四時為風水、和
於五行為醫藥、和於性命為其刀！這

就是太極的魅力！楊俊義在休斯頓開
創永年楊式太極的傳承與教學多年，
做了大量的工作，一路走來的執著與
艱辛、歷歷在目、我非常欽佩！很高
興參加楊式太極拳健康日、見證本地
楊式太極大家庭的再一次互動，！希
望通過這一平台更好的發揚及傳承我
們的太極文化，使更多的人受益。謹
代表美國少林禪武總會及世界功夫報
表示衷心的祝賀！

表演由楊俊義大師帶領學生和李
生、倪鈺銑師傅及學生演示了楊太極
熱身5式拳開幕，動作簡單易行，舒
展大方。深受觀眾歡迎。緊接由楊俊
義永年太極拳中心的金仲賢、胥帆、
梁揚燕、林小島、、陳朝暉表演了楊
式太極拳37式，此為傳統楊式太極拳
的精華簡化套路，為練習永年楊太極
拳的基礎套路。然後由楊俊義大師的
女弟子梁揚燕表演了楊式太極劍，她
是美國中華武術錦標賽劍術金牌獲得
者，基本功扎實，身械合一，劍如飛
鳳，飄逸自然。 ELDRIDGR park 楊
式太極拳版李升師傅表演了24式太極
拳，她動作舒展大方，舉手投足見功
夫，運手如行雲、行步如流水，僕步
胯腿鋪地，蹬足過肩，展示了良好的
功底。凱蒂楊式太極拳輔導站倪鈺銑

師傅師生5人演示了楊太極功夫扇，
體現了楊太極在現代的運用與發展，
既有楊太極舒展大方、連綿不斷、剛
柔相濟的傳統功夫，又有時代感的功
夫扇時尚、優美的風格，令人眼睛一
亮，深受歡迎。楊俊義大師的高徒美
國中華武術錦標賽金牌獲得者胥帆表
演了楊太極13刀，刀開明月環，雖是
太極刀，仍可見刀如猛虎的氣勢，刀
法清晰、人刀合一，步伐穩健、抱刀
收勢，一氣哈成。頗得楊太極刀的真
傳。然後由大師們示範表演，首先由
楊式太極拳帝代傳人、台灣楊太極宗
師、五絕老人鄭曼青之女、鄭子太極
37式掌門人鄭可達大師演示鄭子太極
拳37式太極拳，鄭大師松靜自然、行
雲流水的氣勢，顯示出功力深厚，健
美的形態證明了太極功夫是通往健康
長壽、健美之路。休斯頓胡粼功夫協
會胡粼大師演示了楊太極秘傳的拳法
，使人大開眼界，胡粼大師老當益壯
，古稀之年仍然滿面紅光、身材矯健
，步伐靈活，動作敏捷，靜如山岳、
動如波濤，令人嘆為觀止！休斯頓宏
武協會會長、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
賽主辦者吳而立大師和余道慶師傅演
示了另一流派的楊式太極拳沉穩中見
功力，松靜裡蓄勁力。

休斯頓楊式太極拳健康日圓滿成功
武術界名流薈萃 楊太極展示精彩紛呈

喜歡Big Mac（大麥克）的粉絲
們有福了，因為麥當勞（McDonald
’s）即將於2017年初在富傳奇色彩
的 Big Mac 全 國 餐 單 上 限 時 添 加
Grand Mac 和 Mac Jr.。這兩款新增
的美味是根據夾在芝麻麵包裡的雙
份全牛肉漢堡肉片，特製醬料，萵
苣，起司奶酪，醃黃瓜和洋蔥組成
，令人垂涎欲滴的著名三明治變化
而來，也是麥當勞以顧客喜好為依
據的新創菜單選項。

Grand Mac 包括兩片合起來三
分之一磅*的全牛肉漢堡肉片，兩片
半融化的美式起司奶酪，招牌特製
醬料，夾在大號芝麻麵包裡，加上

香脆萵苣，產自加州的碎洋蔥和酸
黃瓜。每一片大麥克漢堡肉片都經
過麥當勞用鹽和胡椒完美醃製。
Mac Jr.是單層的大麥克，在忙碌時
食用更為方便。儘管沒有中層麵包
，更大的全牛肉漢堡肉片飽滿的滋
味完全不輸大麥克。

“大麥克伴隨著淡淡的醃黃瓜
，芥末，大蒜和洋蔥的美味，令人
食指大動，更是漢堡界的傳奇，”
麥當勞主廚Mike Haracz表示。“我
們聽從顧客想以不同的方式享受獨
一無二大麥克美味的意見，保留經
典配方，讓全世界的顧客能夠繼續
享用我們的招牌美味。”

今年稍早俄亥俄州中部和達福
市舉辦了新口味漢堡的試吃活動，
目的在收集消費者的寶貴反饋。在
向全國消費者推出之前，佛羅里達
和匹茲堡的顧客也將有機會在11月
中搶先其他各州嘗試新款三明治。

麥當勞位於賓夕凡尼亞州的特
許經營者 Jim Delligatti 在 1967 年首
度推出大麥克，次年大麥克進軍全
美。麥當勞不斷嘗試和創新餐點選
項，滿足顧客的需求。最近推出的
地區性創新項目包括蛋白和火雞香
腸早餐，炒蛋和Chorizo早餐，龍蝦
捲和Gilroy大蒜薯條。

*烹煮前平均重量。

美國麥當勞將在全國推出
根據BIG MAC（大麥克）變化而來的兩款新口味漢堡

Grand Mac 和Mac Jr. 將在2017年初加入大麥克全國餐單

隨著年齡的增長，人體血管不斷發生退行性改變，可導致血
管腔隙狹窄、血管變脆，造成腦出血、腦梗塞、冠心病、高血壓
等危險。注重血管彈性的保養，積極採取預防保健措施，可有效
降低心腦血管疾病發生的風險。

巴西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極其複雜的成分裡富含多
種功能因子和大量活性物質，特別是黃酮、萜烯類等，成就了它
廣譜的藥理特性和別具一格的防治心腦血管病的顯著療效，對於
維護血管健康，保持血管年輕化效果顯著。

1、強化整體免疫功能。野花牌綠蜂膠是一種天然的高效免
疫增強劑，能刺激機體的免疫機能，增強巨噬細胞的活力。這是

綠蜂膠防病抗病的基礎
，有助降低心腦血管疾
病的發生率。
2、抗氧化清除自由基

。人體代謝產物自由基
可使脂類物質變成過氧
化物沉積在血管壁上，
導致血管變硬、通道變
窄，容易形成堵塞，引
起血管破裂。過剩的自
由基還會作用於DNA，
使細胞癌變或死亡。
野花牌綠蜂膠中的黃酮

類、萜烯類等物質，具有很強的抗氧
化性，能有效清除過剩自由基，同時
還能顯著提高機體內的超氧化物歧化
酶(SOD)的活性，阻止脂質過氧化。

3、保護和維持血管年輕化。野
花牌綠蜂膠對輔助治療心腦血管疾病
有明顯效果，它能有效改善毛細血管
的通透性，遏制血管硬化，改善微循
環，並有明顯降血脂、降血糖、降血
壓的作用，從而防治多種心腦血管疾
病。

野花牌綠蜂膠保護血管生理功能
年輕化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淨化血液
，二是維護血管健康。野花牌綠蜂膠
中眾多功能因子協同作用，能有效抑
制自由基對血管的侵害；遏止血液中
的脂質形成氧化物沉積在血管壁上；防止血小板和紅細胞的聚焦
，有效保護心腦血管。由於野花牌綠蜂膠能淨化血液，再加上其
抗氧化、抗菌消炎的作用，從而增強血管彈性，有效遏制心腦血
管病變的發生和發展，讓老化的血管恢復年輕活力，為健康長壽
注入了無窮的動力源泉。

加拿大 NPN#80006418·美國 FDA 食品藥品監管局註冊#
10328566522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

ural.ca
訂購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
保持血管“年輕態”

總統大選做選務工作人員的心聲
11-8-2016 這一天美國總統大選,我非常

榮幸有這個機會去做在我們德州休士頓

Harris County 的選務工作一天,也是非常忙

碌的一天,從早上 6:AM報到開始 set up一直

忙到 8:30 PM才離開 投票所,我個人學到很

多很寶貴的經驗,同時因我這一區我是唯一

一個說中文,英文双語的中國漢語的翻譯人,

大選投票所請我成為双語翻譯工作人員,因

為今年大選人手不夠多!有請西語裔工作人

員但她在忙登記,查 ID也分不開身, 投票所

的法官請我去做翻譯,我沒想到第一位帮助

的選民是 西班牙語裔的投票人,Harris Coun-

ty投票所機器上有 4種不同國家語言:1. 英

文 2.西班牙文 3.越南文 4.中國漢語. 所有的

說明己先貼好在每一台投票所機器上, 但投

票人都非常緊張,有說明却沒花時間去了解,

我的工作就是慢慢教導她(們)如何去投下

他神聖的一票,有第二位韓國人,第三位 越

南人 2次帮忙,第四位是中國人,很多人都是

第一次投票,我也是第一次做選務工作的人

員哩!‧和每一位作選務的工作人員大家都

相處的非常愉快,大家有說有笑的過了又忙

又累的一天. 令一天中我學到很多寶貴的知

識! 太值得了!

在此我也要向所有在 11-8-2016 這一天

美國總統大選這一天全美國 50州的選務工

作的人員說句:謝謝你們!

你們每一位工作人員都非常辛苦的把

這麼複雜選務工作能做的這麼好,所累計的

經驗值得很多中,美二國的人,及世界其他國

家去學習!謝謝!

以後有機會我會再為你們服務!

選務工作人員傅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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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近期公布的多

項重要經濟指

標顯示中國經

濟增長勢頭良

好，穩增長政

策持續發力，

經濟增長動能

正在改善。外

媒和多家外資

機構相繼上調

對中國經濟增

長的預期，分

析人士指出，

隨著中國經濟

結構持續優化

，中國經濟發

展前景向好。

英國巴克

萊資本公司指

出，鑒於中國

經濟活動指標

全面改善，上

調對中國國內

生產總值(GDP)

下半年增速預

期。巴克萊認

為，整體來看

，中國二季度

到四季度的經

濟增長勢頭明

顯改善，且英

國“脫歐”後

外部增長環境好於前期判斷。

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不

斷提升，動力結構、產業結構與需

求結構持續優化。分析人士指出，

服務業和工業增加值穩定增長，服

務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度上升，成

為驅動增長的動能所在。消費作為

經濟穩定器的作用也在不斷增強。

渣打銀行預計，今年下半年中

國 GDP 增速將回升至 6.9%，全年

經濟增速達6.8%。渣打銀行說，從

支撐全年經濟增速回升的動力來看

，消費作為中國經濟穩定器的作用

日益明顯，下半年凈出口也會對經

濟增長做出正面貢獻；同時服務業

增長和工業增加值都持續保持穩定

；積極財政政策將繼續發力。因此

，渣打認為，四季度中國經濟指標

將繼續改善，有望實現全年增長目

標。高盛認為，中國經濟正從投資

、制造和出口型為主的“舊經濟”

向消費與服務型為主的“新經濟”

轉型，在全球經濟“價值鏈”中的

地位顯示出升級趨勢。

路透社說，今年前三季度，消

費對中國經濟貢獻達 71%，這顯示

出中國政府致力於轉變過於依賴投

資驅動增長的經濟再平衡努力取得

了壹定成功。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經

濟學家羅奇也發文駁斥了“中國經

濟崩潰論”。他認為中國有戰略、

財力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將發展成

為以服務業為主的消費型社會，同

時能規避周期性危機。彭博社亞洲

經濟學家陳世淵和歐樂鷹在壹份報

告中說，彭博中國月度GDP追蹤數

據顯示，過去幾個月中國經濟增長

保持在接近政府制定的 6.5%－7%

預期目標區間上限的水平。

報告說，中國經濟步入四季度

之後增長勢頭增強，這使得中國政

府可以繼續將政策重點轉向控制信

貸風險和抑制房價過快上漲。中共

中央政治局會議近期也提出貨幣政

策要註重抑制資產泡沫和防範經濟

金融風險。《華爾街日報》說，現

在中國致力於降杠桿和去產能，債

轉股、資產證券化、關停落後產能

、推動企業整合等手段已經啟動，

壹旦降杠桿和去產能目標完成，企

業將又有加杠桿的空間和投資擴張

的動力，屆時會迎來新壹輪的經濟

向上周期。

俄學者稱贊中國助力亞太經合組織取得顯著成果
綜合報導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

四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本月將在秘魯首都

利馬舉行。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副教授季

莫費耶夫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

示，中國壹直積極支持亞太經合組織的建

設和發展，在中國支持下亞太經合組織取

得了顯著成果。

季莫費耶夫說，中國舉辦過的亞太經

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對亞太經合組織

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中

國領導人和相關專家非常重視亞太經合組

織在解決本地區經貿問題方面的作用，從

來不將這壹平臺與壹些棘手的政治問題掛

鉤。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第26屆部長級會

議就《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

北京路線圖》達成共識。季莫費耶夫說，

這邁出了亞太自貿區建設的歷史性壹步，

中國提出的這壹方案為亞太經合組織未來

的發展規劃了方向。

季莫費耶夫表示，中國擁有足夠的影

響力和實力吸引亞太地區所有國家和地區

參與亞太自貿區建設，而且中國在亞太自

貿區建設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符合亞太地

區所有國家和地區的根本利益。

他說，中國和俄羅斯都是亞太地區的

重要國家，兩國支持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

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中俄兩國

專家也正在積極研討相關自貿區的建設問

題，建設自貿區將大力推動雙邊和多邊合

作。

俄媒瘋傳中企投100億美元開發貝加爾湖
打造周邊旅遊項目

綜合報導 俄羅斯媒體 10月底瘋傳壹

則消息——“中國公司向貝加爾湖旅遊業

投資 110億美元”。消息源是伊爾庫茨克

的貝加爾湖旅遊公司，該公司與中國的中

景信旅遊投資開發有限公司簽署了合作意

向備忘錄，打造帶有貝加爾湖周邊基礎設

施的旅遊工程項目。

幾乎沒有壹家新聞機構發問：“這樣

的投資數字現實嗎？這些投資者是誰？”

索契冬奧會斥資3250億盧布——按2014年

的匯率將近 100億美元。其中旅遊投資的

份額不到30億美元。

專家認為，向貝加爾湖旅遊業投入

110億美元——從投資回報率來說是最離

奇和最具風險的投資項目。貝加爾湖旅遊

公司在新聞通稿中稱，110億美元是中國

分析師給出的數字。公司領導層同時對媒

體表示，投資者當中也有俄羅斯公司，但

究竟是誰且投資多大規模——這是商業機

密。貝加爾湖旅遊公司屬於俄富豪德裏帕

斯卡的產業。看來，德裏帕斯卡與中國人

決定聯手獻給俄羅斯人和全世界壹場旅遊

業的奧運盛典。不過用的是自己的錢，而

非國家資金。世界投資界尚未遇到過如此

慷慨之舉。

報道稱，傳統上中國投資者更願意投

資能源和金融市場。2016年起開始積極收

購歐美化工和 IT技術公司的股份。但中國

人從未在海外對旅遊業進行過巨額投資。

不過中國居民對購買俄產品和貝加爾湖水

的濃厚興趣已顯現多年。中國樂視公司從

2013年起計劃在貝加爾湖畔建廠生產瓶裝

水並對中國銷售。這在梅德韋傑夫 2013年

簽署放開貝加爾湖水配額的決定後成為可

能。給中國商人的配額是 350萬立方米的

湖水。2016年 9月底樂視公司的在俄代表

宣布，樂視將在今年秋開始供水——水的

商標已註冊。樂視近幾年將開采 200萬立

方米水。俄分析人士則懷疑俄中旅遊項目

的規模只是公關噱頭。貝加爾湖需要旅遊

業和投資，但不是這樣的規模。大集團可

以用這種備忘錄就獲得各種國家補助和稅

收減免與官員商談。貝加爾湖旅遊公司拒

絕回答本網站關於投資金額和建設計劃的

問題。

報道稱，不過，開發貝加爾湖旅遊業

的迫切性是事實，並非憑空虛構。根據伊

爾庫茨克州旅遊局的數據，從2013年起每

年遊客流量為 120萬-130萬人，其中外國

遊客占 13萬-14萬人，東西伯利亞的遊客

人數每年增長 20%-25%。即便在 2014年歐

美遊客人數開始減少後依然保持增長，取

代歐美遊客的是中國人。觀光貝加爾湖的

中國遊客增速驚人，2015年在近15萬外國

遊客當中中國人占 45%-50%。由於盧布匯

率下降和飛行距離近，對中國人而言這是

劃算的旅遊方向。旅行社面臨的任務是將

旅遊季從 2個月到 3個月的夏季擴展到全

年。能在冬季吸引遊客的山地滑雪區可發

揮作用。所有這些因素和分析人士的評估

表明貝加爾湖旅遊業具有投資必要性。不

過應當理解的是，伊爾庫茨克的旅遊業將

只是中國的。市場參與者認為，中國客人

紛紛湧向各個度假區，壹下“淘汰”了其

他遊客，後者在尋找更安靜的地方。分析

師認為，為回收 110億美元投資的成本，

每年需要 500萬-700萬名遊客。這與羅馬

的旅遊客流量相當。不過，中國人壹貫選

擇最便宜的航線和酒店。甚至由於中國人

的忠誠度高，貝加爾湖也將難以與羅馬競

爭。對西伯利亞療養地更現實的投資額或

為 10億-30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來自中

國公司。在投資地區基礎設施時，中國人

想要的不僅是開中國咖啡館、餐館和商場

，還想開采貝加爾湖水。貝加爾湖的中國

旅遊還是向中國推廣貝加爾湖瓶裝水的營

銷方式。近些年中國市場準備將水需求量

增至每年 500萬-1000萬立方米。貝加爾湖

是最近且最大的境外淡水源。

今年秋中國樂視集團領導層與伊爾庫

茨克州州長謝爾蓋· 列夫琴科就出口飲用

水和建廠達成壹致，盡管尚未簽署協議。

可以推測的是，110億美元投資的備忘錄

能令俄官員在各個方面都變得好商量，包

括在貝加爾湖畔建廠。據悉，俄方堅持遵

守所有生態準則和從湖內抽水並制作瓶裝

水的配額。與此同時，中國公司習慣為了

實惠的價格節省工序。這壹事實正是中國

發展生產的河流、水庫和土壤遭大面積汙

染的原因。近些年貝加爾湖水的指標降低

，附近村莊的水井幹涸。俄布裏亞特共和

國相信，中國生產商取水不會對地區生態

造成損失。根據共和國地區發展基金的數

據，每年貝加爾湖可開采最多 4億噸水而

不傷害該湖的生態系統。

目前中方正在設計引水建築物和生產

工作間，為運輸瓶裝水解決建設鐵路線的

問題。整個項目預計耗資16億盧布。將有

500人參與工作，其中70%將是本地居民。

報道稱，目前在貝加爾湖已有壹些小

企業從事水開采和銷售。其中最有名的企

業之壹是“貝加爾湖海”集團，其合作夥

伴就是貝加爾湖旅遊公司。“貝加爾湖海

”集團的自身定位是有自己經銷公司和礦

泉瓶裝水工廠的大型生產商和供應商。該

公司已攜帶貝加爾湖水進入莫斯科及其他

地區的市場。不過公司的所有者是外國的

ESW投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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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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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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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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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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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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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城國際龍舟大賽 台灣傳奇再度拿下第二名

燦爛的笑容，一如清晨的朝陽，洒落在每一個人臉上。

台 灣 傳 奇
龍 舟 隊 別
樹 一 格 的
圖 案 ， 在
會 場 中 十
分搶眼。

本
報
記
者

黃
麗
珊
報
導

龍舟比賽頒獎典禮，右一為德
州龍舟恊會執行長大衛，右二
為台灣傳奇龍舟隊隊長趙善昌
，手上拿著全選手的獎牌，和
其他四名選手代表領獎。

坐在 船頭的吳恪霖是最佳鼓手，沈著穩定
，清晰的擊鼓點，帶領選手的速度，整齊
、 劃一、 奮力、前行。

龍舟比賽已成為糖城地方倍受矚目的活動
，每年有兩天賽程，參加隊伍繁多，有的
隊只抱著參加就好的心態。

比賽前，選手們在作熱身運動。

台灣傳奇龍舟隊就位，即將開始第一回合初賽。

樹蔭下，碧波盪漾， 龍舟划過，我們同心恊力，揚起無比歡樂。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

報導

＂感知中國 • 西部文化美國行 ＂活動在休士頓啟動

有200 多位休士頓各界中美人士出席了當天的開幕式及觀賞四川阿垻州歌舞團
的精彩演出。

當晚的四位表演者登台謝幕。

楊萬青表演吹葫蘆絲。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 右 ）在致詞表
示：＂感知中國＂活動，讓美國民眾感受到
了中國多民族文化的魅力。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
民 （ 中 ） 與 國 會 議 員
Pet Olson 的華人代表張晶
晶（ 右 ） 在晚會現場。

全場觀眾全神貫注的
觀賞演出。

西藏舞蹈演出。 四川阿埧州歌舞團員卓依表演藏族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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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 有 一 個
畢生難忘的婚禮，必定是每對新人夢
寐以求的事情。要籌備一個完美的婚
禮，除了考慮所花的時間金錢之外，
用真誠的心去配合新人的預算要求更
是一個非常重要因素。

為您創造一個夢想婚禮是本公司
一貫的服務宗旨。 既然您的終身伴侶
已找到，就讓餘下的工作交給我們，
為您諦造一個心目中完美而充滿甜蜜
回憶的婚禮。

我們擁有專業的服務團隊，協助
新人籌備婚紗禮服造型、新娘化妝及

髮型造型、專業司儀、專業婚禮統籌
服務、全面攝影錄像、婚紗攝影、証
婚服務等... 由您選用我們服務開始起
，必定令你得到最窩心及全面服務！

籌備一個完美的婚禮，何需煩惱
。

就讓我們為您預備！
我們重視細節, 因為細節就是決定

婚禮成功的關鍵。
如有的話, 或許你是時候跟我們聯

絡, 看看我們的專業團隊能否為你解決?
恭喜你們已經準備好進入人生另

一階段，接下來就是要為大喜日子好

好籌備。婚宴場地，婚宴膳食，新人
禮服，花卉擺設等等… 假如你毫無頭
緒怎樣去籌備自己的大日子又或你們
無瑕去計劃一切? 作為你的婚禮統籌，
我們都可以在你指定的資源給你最好
的專業意見和安排。 我們明白彈性對
新人來說十分重要，所以我們具備了
不同服務以供選擇

立即就聯絡我們作進一步了解吧!
我們樂意提供免費諮詢服務給你。

Contact: Kachun Lee
Phone: 832-618-6262
Email: Wed4You2016@gmail.com

Only once in a lifetime that a special dream comes true!!

為您創造夢想婚禮 一個充滿甜蜜回憶的婚禮
完美婚禮何需煩惱 Wed4You為您籌謀一切

未知你在準備婚禮時, 有否遇到以下問題?
1: 千頭萬緒, 籌備不知從何入手
2: 大家都沒有時間打點一切, 又不想馬虎了事
3: 想法太多, 但預算有限, 不知如何有效運用金錢
4: 希望家長, 賓客都開心, 但不知應怎樣控制流程及細節
5: 家長意見影響事情發展, 新人不知如何平衡家長意見
6: 與另一半太多不同意見, 怕傷和氣

Wed4You
Wechat and Facebook

A 表為最終綠卡排期表，
B 表為綠卡遞交排期表。
(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
為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
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2 年 09 月 22 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
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3 年 07 月 01 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
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5 年 11 月
01日。
第五優先：2014 年 03 月 22 日
，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
菲律賓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
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2016年07月01日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6 年 07 月
01日
B 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
為傑出人才，優秀研究人員和

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3 年 03 月 01 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士或碩士以
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4 年 05 月 01 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工人，專業
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9 年 08 月
01日
第五優先：2014年6月15日，
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
哥和菲律賓之外的世界其他地
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09 年 12 月 01 日中國大
陸2009年10月01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15年02月22日中國
大陸2015年02月22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0 年 05 月 08 日中國
大陸2010年05月08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05年02月15日中國大
陸2005年02月15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03 年 12 月 22 日中國大
陸2003年10月01日
B 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1 年 01 月 01 日中國大
陸2011年01月01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15年11月22日中國
大陸2015年11月22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1 年 02 月 08 日中國
大陸2011年02月08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05年08月22日中國大
陸2005年08月22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04年07月01日中國大
陸2004年07月01日
注：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之21
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二A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
配偶與21歲以下未婚子女
第二 B 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
21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

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
妹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將於12月23日大幅調漲
申請費。聯邦公告10月24日公
佈，將於12月23日正式調漲移
民申請費用。綠卡延期的申請
費（I-90）將從$365 漲到$455
， 另 加 指 紋 費 。 H-1B，
H-2B， L-1，E, TN， O， P
等工作簽證申請費將從現在
$325 漲 到 $460。 親 屬 移 民
(I-130)申請費將從$420 調到
$535。遞交調整身份之後的回
美證（I-131）申請費也從$360
調到每份申請$575。職業(勞
工)移民申請(I-140)申請費將從
$580 調到每份申請$700。申請
綠卡調整身份申請(I-485)的申
請費將從$985 漲到每份申請
$1140(不包括指紋費)。拿到婚
姻臨時綠卡後申請轉成正式綠
卡，申請費則從$505 漲到 595(
不包括指紋費)。工作許可申請
從每份申請$380 漲到$410。指
紋費$85 不變。公民入籍的申
請費由$595 漲到$640（不包括
指 紋 費)。 投 資 移 民 申 請 費

I-526 從$1500 漲到$3675。投
資移民臨時綠卡轉成正式綠卡
，I-829申請費$3750不變。投
資移民區域中心I-924申請費
從$6230調漲到$17,795。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
宣傳移民法律知識而作，並非
針對個案，不可作為個案申請
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情
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
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
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世
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
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
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
個星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
午 5 點)在電台調頻 AM1050 時
代華語廣播電台播出。提供最
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
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
南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
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鄢旎
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
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
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民
,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
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
意買賣,委託書。取消罰單，公

證認證,翻譯，遺囑等業務。蘇
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
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
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繫電話是
： 713-779-4416， 傳 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五:9:00AM-5:00PM, 週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
可 在 該 鏈 接 中 收 看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
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cJ9bUlEuSOk

2016年12月移民排期
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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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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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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598

惠康超市

頂
好
超
市

王
朝

Ranchester

Gessner

↑
N

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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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 ）還記得中國西安最令人印象
深刻的古蹟 「兵馬俑」 嗎？千年前的文物湧現眼前，
還不必出國就可看見，的確是令人嘆為觀止。在休士頓
心臟地帶的Airline Dr. 路上的 「Lucky Land 」，是一家
籌劃多時的古蹟遊樂園，也是休士頓新推出的旅遊景點
之一。

在 「Lucky Land」 內，您可看到與西安幾乎完全
一樣的 「兵馬俑 」 全景，令人竚足再三，遙想當年秦
皇陵寢的陪葬情形，園內還有少林十八銅人，中國的大
熊貓，以及中國式的噴泉，亭台樓閣，花卉園林，是值
得您細細品味，賞玩的旅遊勝地。

「Lucky Land 」 還推出二十個中國風味設計的攤
位，供大家周末到此設攤，不論是賣食品還是玩具，文
物，遊人如織中將商機無限。每次周末（ 周六，周日
） 兩天，僅收$75 元，歡迎大家把握良機，洽詢電話：
（281）795- 2255

「Lucky Land 」將自即日起至元旦前＂免費＂招
待大家入內參觀，遊覽，（ 過了元旦就要買門票進場
），歡迎大家把握時機，利用節、假日全家到此一遊，
享受中西文化薈萃的喜悅。

「Lucky Land 」 地址：8705 Airline Dr. Houston
TX 77037

觀賞千年前 「兵馬俑 」 古蹟，中西文化的薈萃
「Lucky Land 」 即日起至元旦前＂免費＂進場

圖為 「Lucky Land 」 最令人震驚的古蹟---- 秦始皇的 「 兵馬俑」 。（ 記者
秦鴻鈞攝 ）

圖為Lucky Land 歡迎您現在即可 「 免費 」 入內參觀，賞玩奇景。（ 記者秦
鴻鈞攝 ）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在糖城市政府同一條街上
開 設 珠 寶 店 五 年 的 「GEM AND BEAD GAL-
LERY 」，日前因租約即將到期，不再續約，現
正舉行大規模的結束營業大拍賣，所有的珠寶一律
40% off 大減價，華人憑本報廣告前往者，還另有
優惠。

「GEM AND BEAD GALLERY 」珠寶店，位於糖城市府前
廣場（ 同一條街） 是在著名的 「Charming Charlie 」 名店隔壁
，在糖城開設五年，是該區居民和遊客最喜愛前往的所在，平時
該店內還開設 「珠寶設計班」，是糖城區喜愛珠寶的婦女並不陌
生的所在。該店內的珠寶包括： 鑽石、K 金、紅寶、藍寶、綠寶
、松石、珊瑚----- 等等多種珠寶，應有盡有，還有專為正式場
合，大型Party 所設計的各式珠寶項練。每一串項練，皆匠心獨運
，你在這世界上找不到另一串雷同者，每一串項練，都是精密打
造，精心設計，美得令您目不暫捨。是仕女們穿著禮服必不可少
的配 件，出席晚宴，令您立即艷冠群芳，成為全場的焦點。
「GEM AND BEAD GALLERY 」所設計的項練，值得您多買幾

套起來收藏，搭配不同的禮服，洋裝，將使您成為 「美 」 的代
言人，走出來 「美」 得時尚， 「美」 得經典。

每年一度的大節 感恩節，聖誕節，新年即將來臨，更是仕女
們每年一度大肆採購的季節， 「GEM AND BEAD GALLERY 」
所推出的各式珠寶，項練，不論是自用，還是作為聖誕禮物贈送
親友，都是最受歡迎的禮品。還有很多來自中國的遊客，光是該
店內的 「松石 」，就一口氣買了二公斤，只花了$14500 元，還直
喊便宜。還有觀光客最喜愛的珊瑚（ 現在珠寶市場是論克拉在賣
），在該店內就有多套珊瑚項練，都是美得令人不敢逼視，堪稱
珠寶市場的傳世之作。

該店主還表示： 所有該店的珠寶都有鑑定書，你不怕買到假
貨。現該店正舉辦年終前結束營業大減價，所有珠寶一律40% off
大減價，華人看本報廣告前來的，還另有優惠，請牢牢抓住這千
載難逢的良機，為您的珠寶箱再添稀世珍品。

「GEM AND BEAD GALLERY 」 的 地 址 在 ： 16230 City
Walk, Sugar Land , TX 77479, 電話：（ 281） 265- 0993

糖城 「GEM AND BEAD GALLERY 」 ，開設五年，租約到期
現正舉辦40% off 結束營業大減價，華人憑本報廣告前往，另有優惠

圖為 「GEM AND BEAD GALLERY 」 店內所陳列的各式
精美珠寶及精心打造的項鍊。（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 「GEM AND BEAD GALLERY 」 店內所陳列的各
式精美珠寶及精心打造的項鍊。（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 「GEM AND BEAD GALLERY 」 店內所陳
列的各式精美珠寶及精心打造的項鍊。（ 記者秦
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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