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鄔逸卉鄔逸卉 女士女士
休士頓世新大學校友會理事休士頓世新大學校友會理事
台灣傳奇龍舟舞龍隊理事台灣傳奇龍舟舞龍隊理事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理事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理事
專業房地產經紀人專業房地產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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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22廣 告

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 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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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ouston Area: 
M ain O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 arw in Branch  
713-273-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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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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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ar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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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vada Area:

www.afnb.com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Am 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Pahrum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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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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道路坑洞太“坑人”
市長上任一年重點治理

（本報訊）多年來，一旦提出休斯頓城市
發展中現有的問題，道路存在的坑洞問題始終
是高居榜首的市容負面硬傷。

由於這些長期存在的坑洞造成了交通行駛

（本報訊）居住在 Katy 的一位父親 Joe Axline 從孩童時
代起就一直有一個美好的夢想，那就是在一架飛機裏構建
自己的家。

Joe Axline 從小就喜歡看“魔術師”的表演，在這個演
出中，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魔術師居住在一架飛機裏，
並且在飛行中除暴安良。

Axline 雖然沒有像魔術師那樣自由自在的生活，但他從
2011 年開始就一直在致力一項被稱為是“自由”的工程。

在他的物業前後有兩架長度分別為 50 米和 60 米的飛
機，而且經過改裝，其中的一架 Mcdonnell Douglas MD-80
飛機於是成了 Axline 的家，他將飛機內部做了全面的裝修，

的惡劣，而且對車輛損毀嚴重，多年來一直有
市民抱怨，類似問題導致的車輛維修等額外費
用，休斯頓市政管理部門也有責任負擔其中的
一部分。

休斯頓市長特納在 2015 年競選上任後，
他把道路坑洞的修復作為其第一年任職的主要
任務。他當選休斯頓市長後，特納就發起了一
項休斯頓道路坑洞的維修計劃，並且從去年的
一月正式實施。

一年過去了，這方面都有了不少的改進和
提高，通過撥打市政電話 311，休斯頓市民可
以反映哪些路段存在道路坑洞需要維修，而且
休斯頓市政府通過收集材料，顯示在什麼時間
和地點，道路維修已經完成。

全美道路專業評估機構 TRIP 給予休斯頓

的高速公路、主要市內幹線道路狀況評估的結
果為“一般”（so-so），雖然休斯度未能進
入到全美道狀況評估前 20 個城市之列，在人
口超過 50 萬的 70 個美國城市道路評估中，休
斯頓排名第 34 位。

此外，根據統計，全美駕駛人員每年額外
用於車輛維修的平均費用 523 美元，主要是惡
劣的道路狀況帶來的損耗，因此這筆開支還被
稱之為“道路坑洞稅”。

鋪上了新地板、下水系統和防水的電路系統。
飛機之家一應俱全，包括客廳，小型辦公室，主臥室和

為他兩個孩子準備的臥室，他說孩子們都非常享受這個不
同尋常的家。

2012 年，Axline 正式搬進了這架飛機裏居住，盡管沒
有設置防寒的隔離設備，但是在冬季時間居住還是非常的
舒適。

他的第二架飛機為 McDonnell Douglas DC-9 也將進行
裝修，並計劃和第一架飛機連接起來，並裝上可供在地面
進入的通道。

父親圓夢  在飛機裏造一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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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秦鴻
鈞報導鈞報導 ））美國新總統美國新總統
特朗普將於一月二十特朗普將於一月二十
日宣誓就職日宣誓就職，，目前已目前已
知華人知華人 「「美中人民友美中人民友
協協」」 主席李娟將與其主席李娟將與其
先生＂和諧公立學校先生＂和諧公立學校
＂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創始人和首席執行
官薩納爾官薩納爾..特瑞穆博士特瑞穆博士
應邀出席宣誓就職儀應邀出席宣誓就職儀
式式。。屆時屆時 20142014 年諾年諾
貝爾和平獎得主巴基貝爾和平獎得主巴基
斯 坦 少 女斯 坦 少 女 MalalaMalala
YousafzaiYousafzai 也將出席也將出席，，
由李娟他們由李娟他們 HarmonyHarmony
學校學校 El PasoEl Paso分校八年分校八年
級學生級學生 AntonioAntonio 將代將代
表美國青少年頒獎給表美國青少年頒獎給
這位少女這位少女，，同時該校這位八年級少年也將有三分鐘在宣誓典禮上同時該校這位八年級少年也將有三分鐘在宣誓典禮上
演說演說，，這是李娟的先生薩納爾這是李娟的先生薩納爾.. 特瑞穆博士特瑞穆博士（（Dr. Soner Tarim )Dr. Soner Tarim )創創
辦的辦的HarmonyHarmony 教育集團莫大的榮幸教育集團莫大的榮幸、、鼓勵和驕傲鼓勵和驕傲！！也代表了＂也代表了＂
和諧特許教育集團＂已獲得美國官方的極度肯定和諧特許教育集團＂已獲得美國官方的極度肯定。。

薩納爾薩納爾..特瑞穆博士特瑞穆博士““和諧公立學校和諧公立學校””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
。。和諧公立學校體系強調工程和諧公立學校體系強調工程，，數學數學，，科學科學，，技術的技術的（（STEMSTEM））
新型學校體系新型學校體系，，特別注重準大學課程特別注重準大學課程，，他的學生擁有高中畢業和他的學生擁有高中畢業和
大學錄取率百分之百的全美最好成績佳績大學錄取率百分之百的全美最好成績佳績。。

作為這個龐大體系的領軍大師作為這個龐大體系的領軍大師，，特瑞穆博士的領導哲學是建特瑞穆博士的領導哲學是建
立有意義的合作關係立有意義的合作關係，，保持開放的溝通協作保持開放的溝通協作，，保持穩定與主流企保持穩定與主流企
業業、、立法和國際領導人溝通管道立法和國際領導人溝通管道，，讓各方在合作關係中提升學校讓各方在合作關係中提升學校
體係以完成其教育使命體係以完成其教育使命。。

在他在他2626年的職業生涯中年的職業生涯中，，特瑞穆博士開發出美國最著名創特瑞穆博士開發出美國最著名創
新面向小學到高中新面向小學到高中（（K-K-1212））整個基礎學校教育科目設置整個基礎學校教育科目設置。。作為作為
美國無與倫比的以發展和管理創新美國無與倫比的以發展和管理創新、、注重結果實效的著名教育家注重結果實效的著名教育家

和基礎教育代言人和基礎教育代言人，，特瑞穆備受追捧和擁戴特瑞穆備受追捧和擁戴。。
在特瑞穆博士的領導下在特瑞穆博士的領導下，“，“和諧教育體系和諧教育體系””在建立至今的在建立至今的1616

年時間裡年時間裡，，只在德克薩斯州就已發展到只在德克薩斯州就已發展到4848所學校和所學校和33萬萬55千多學千多學
生生，，另有另有55萬多人在排名等待進入學校萬多人在排名等待進入學校。。 ..和諧教育集團多所學和諧教育集團多所學
校已被確認為全國學術競爭力的學校校已被確認為全國學術競爭力的學校，，獲得了眾多傑出的榮譽和獲得了眾多傑出的榮譽和
獎項獎項，，包括繼續連續奪得包括繼續連續奪得20132013年科技年科技//數學教學成果鑑定美國第數學教學成果鑑定美國第
一名一名、、國家冠軍國家冠軍、、傑出學校獎一等獎傑出學校獎一等獎、、成績差距縮小提名獎成績差距縮小提名獎、、
20142014，，20152015 和和20162016年全美年全美STEMSTEM金帶獎等等金帶獎等等。。

特瑞穆博士持有德克薩斯大學的生物和環境科學博士學位特瑞穆博士持有德克薩斯大學的生物和環境科學博士學位，，
是一個訓練有素的生物學家和生態學家是一個訓練有素的生物學家和生態學家。。除了他在生物科學的背除了他在生物科學的背
景景，，他在大學他在大學、、研究生院和高中教授生物學研究生院和高中教授生物學、、生態學領域的許多生態學領域的許多
課程課程、、物理學物理學。。特瑞穆博士也是創立科學專題研討會特瑞穆博士也是創立科學專題研討會、、包括包括
ISWEEEPISWEEEP國際科學奧林匹克國際科學奧林匹克（（世界可持續發展能源世界可持續發展能源，，工程工程，，環環
境工程境工程）。）。 ISWEEEPISWEEEP國際科學奧林匹克大賽每年五月舉辦國際科學奧林匹克大賽每年五月舉辦，，有有
來自來自7070多個國家和美國本土多個國家和美國本土4343個州超過個州超過30003000個排名最高的高中個排名最高的高中

學生代表向學生代表向
世界呈現和世界呈現和
分享他們的分享他們的
創意創意、、經驗經驗
和知識和知識，，以以
促進維護全球可持續發展促進維護全球可持續發展，，是世界同類比賽最大規模的科學活動是世界同類比賽最大規模的科學活動
。。特瑞穆博士在課後課程開發和引導上也成功卓越特瑞穆博士在課後課程開發和引導上也成功卓越。。

特瑞穆博士就美國公利教育體系中招生特瑞穆博士就美國公利教育體系中招生、、管理管理、、人力資源等人力資源等
領域發表了大量有關政策領域發表了大量有關政策、、程序和指導方針的科學論文程序和指導方針的科學論文，，特瑞穆特瑞穆
博士還編寫出版了許多教材博士還編寫出版了許多教材，，包括對教育工作者和學生規則包括對教育工作者和學生規則、、法法
規等詳細指南規等詳細指南，，以及雙語教育以及雙語教育//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程序等等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程序等等。。

鑑於薩納爾鑑於薩納爾..特瑞穆博士卓越的教育成就和領袖才能特瑞穆博士卓越的教育成就和領袖才能，，他被他被
推選為德克薩斯州最大教區推選為德克薩斯州最大教區--第四教區董事第四教區董事，，區內超過區內超過5454個學區個學區
一百萬以上註冊學生和一百萬以上註冊學生和8383,,000000多名專業的教育工作者多名專業的教育工作者。。

李娟和先生將應邀出席特朗普總統宣誓就職儀式
該校學生將代表美國青少年頒獎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親愛的朋友們，為慶祝中華民族的傳統佳節－中國新年，太
空城中華文化中心（Space City Chinese Culture Center) 和美國山
西發展促進會(American Shanxi Development Association)將於1月
14日星期六在休斯頓大學明湖分校(UHCL) Bayou劇場聯合舉辦
2017年春節晚會。今年的春節聯歡晚會，除了繼續秉承以往歷年

春晚活動中所體現的“溶群眾性與娛樂性為一體”的傳統之外，
更注重了節目的多樣性和藝術觀賞性。演員隊伍陣容強大，節目
內容豐富多彩，有舞蹈表演，樂器合奏，民歌聯唱，戲曲聯唱，
獨唱，大合唱，兒童歌舞，相聲小品和曲藝等。主辦方熱烈歡迎
休斯頓地區的朋友們前來觀看。購票請聯繫下列售票人員。

James Cao: 832-704-5038, Timing Wang: 281-832-2658
Amy Li: 713-624-0070, Zhao Yu: 281-703-6199
Yiqin Zhang: 281-682-9916, Yezeng Cheng: 832-766-1595
Yehe Liao: 832-648-9636, Yuanlin Dong: 281-818-2690

太空城中華文化中心、美國山西發展促進會
聯合舉辦2 0 1 7 年中國新年晚會

圖為圖為 「「 美中人民友協美中人民友協」」 的主席李娟女士的主席李娟女士（（ 右右
）） 與其夫婿＂和諧公立學校與其夫婿＂和諧公立學校（（Harmony PublicHarmony Public
Schools )Schools )的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蕯納爾的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蕯納爾..特瑞穆特瑞穆
博士博士（（Dr. Soner Tarim )Dr. Soner Tarim )。。

（（ 由右至左由右至左））為為:: 11 ) Gonzalo Miranda,Tufts) Gonzalo Miranda,Tufts 大學大學，，Biomedical EngiBiomedical Engi--
neering,neering, 22) George Edward-Pinal,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eorge Edward-Pinal,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omputer ScienceComputer Science 33) Kassandra Rodriguez, UTEP, Electrical Engineering) Kassandra Rodriguez, UTEP, Electrical Engineering
44) Abraham Pardo, UTEP, Biological Sciences) Abraham Pardo, UTEP, Biological Sciences 55) CEO, Harmony Public) CEO, Harmony Public
Schools, Dr. Soner Tarim,Schools, Dr. Soner Tarim, 66) Henry Salvador, UTEP, Computer Informa) Henry Salvador, UTEP, Computer Informa--
tion Systemstion Systems 77) Chanel Silva Gomez, Wellesley College, Phycology) Chanel Silva Gomez, Wellesley College, Phycology 88))
Miguel Adan Mendoza, Brown University, Computer Science and MusicMiguel Adan Mendoza, Brown University, Computer Science and Music
99) Carolina Lopez, UTEP,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arolina Lopez, UTEP,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圖為將在美國特朗普總統就職典禮上頒獎及發圖為將在美國特朗普總統就職典禮上頒獎及發
表演講的表演講的 「「 Harmony Public SchoolHarmony Public School 」」 的八年的八年
級生級生Aldo SanchezAldo Sanchez 。。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
頓華人攝影學會於1月8日
下午1時至下午4時30分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TX.77042的僑
教中心 203 室舉行年賽，
評選年度十大優秀作品及
分類獎。比賽邀請三位評
委現場欣賞攝影作品及評
分，從近90幅曾獲月獎的
作品中，評選出十張年度
最美照片。活動吸引許多
會員及攝影愛好者共襄盛
舉。

一張張精美照片在展
示框中划過，與會人士都
傾聽評委給出的作品分數
；在出現較美的高分作品
時，會出現自發的驚嘆聲
。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
關本俊會長說明，今年比
賽的裁判由前會長許建章
醫師、李茅及 Tam Lee 組
成，他們將在近90幅2016

年月賽獲獎作品中，挑選
十張年度最美照片，獲得
年度十大優秀作品獎。除
此之外，當天的年賽還評
選分類獎；該獎項共分風
景、人物及電腦拼接等八
大類別，每項類別中挑選
三幅作品獲獎。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評
選，揭曉本年度十大優秀
作品的獲獎者為（排名不
分先後）張莉蓓、蔡保羅
、馮淑璽、房毅、馬海歌
、冀瑛、鐘宜秀、曾茵茵
、潘英俊及翁定台。
十大：（不分名次）
舞者–張莉蓓
山區晨霧- 蔡保羅
塞外賽馬- 馮淑璽
志在必得 - 房毅
紅衣退卻暗香殘–馬海歌
牛仔競技- 冀瑛
綿羊比賽- 鍾宜秀
天與地- 曾茵茵
白鷺母子- 潘英俊

白鷺哺食–翁定台
新秀獎：（不分名次）
紅蜻蜓 - 張雅萍
舞蹈–龔黛憶
成雙 - 沈國良

風景：（不分名次）
風雨中的彩虹- 曾茵茵
紅外樹- 張莉蓓
夢幻天穹- 馮淑璽

建築於靜物：（不分名次
）
鏡中的廣廈 - 曾茵茵
Pennzoil大樓 - 潘英俊
斑斕天梯 - 馮淑璽

運動/動態：（不分名次）
奔放 - 馮淑璽
動與靜 - 張莉蓓
跑牛於倒影- 曾茵茵

黑白：（不分名次）
西部風光 - 張莉蓓
紀念谷 - 鍾宜秀

雜技表演 - 翁定台

自然：（不分名次）
比翼雙飛–張莉蓓
空靈- 馮淑璽
大鵬擊水–房毅

人物：（不分名次）
哈薩克人家 - 張莉蓓
歲月流逝 - 曾茵茵
抽煙紳士 - 冀瑛

數碼創意：（不分名次）
夢遊 - 馮淑璽
太空夢 - 張雅萍
燈泡裡的女工- 曾茵茵

寬幅：（不分名次）
漁夫的工作日–曾茵茵
石头城-意大利 - 蔡保羅

漁舟唱晚 - 馮淑璽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在僑教中心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在僑教中心
舉行年賽評出年度十大優秀作品及分類獎舉行年賽評出年度十大優秀作品及分類獎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前會長許建章醫師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前會長許建章醫師、、李茅及李茅及Tam LeeTam Lee等三位評委認真評審等三位評委認真評審
每一幅作品每一幅作品((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評選經過兩個多小時的評選，，揭曉本年度十大優秀作品的獲獎者為揭曉本年度十大優秀作品的獲獎者為（（排名不分先排名不分先
後後））張莉蓓張莉蓓、、蔡保羅蔡保羅、、馮淑璽馮淑璽、、房毅房毅、、馬海歌馬海歌、、冀瑛冀瑛、、鐘宜秀鐘宜秀、、曾茵茵曾茵茵、、潘潘
英俊及翁定台英俊及翁定台,,與評審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前會長許建章醫師與評審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前會長許建章醫師、、李茅及李茅及TamTam
Lee,Lee,會長關本俊合影會長關本俊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繼名作家姚嘉為女士叫好又叫座的演講 「從鄉愁到越界」後，美南作協很榮幸又邀請到著名作家陳瑞琳女士來
為文友們分析及介紹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群及她們的作品。

關注及研究北美新移民作家多年並發表論文無數的陳瑞琳女士認為：北美新移民女性創作的突出特點，首先表
現在女作家們更看重“人”的本源意義，即“人”在這個世界所承擔的各種角色。其次是，在她們的創作中，有意
識地保持了自己所處的“邊緣地帶”的心理距離，攜帶著母體文化的深刻影響與異域體驗的激蕩與碰撞，從而構建
了一個獨特的寫作空間。她們的創作，除了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開對生命旅程的探討，同時也為世界華文文學
的發展前景尋找著與世界文壇接軌的表現方式和創作技巧。

陳瑞琳認為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特別貢獻：一是正面書寫異域生活的文化衝突；二是站在海外的新角度，進行
獨特的中國書寫；前者為“離散”的經驗，後者為“回歸”的反思。其共同的特質，是因為心靈自由和超越的想像
力，使她們的體驗可以深入到歷史和人性的深處。

陳瑞琳：美國華裔作家，評論家。現任美國王朝文化傳播公司負責人，國際新移民華文作家筆會會長，北美中
文作家協會副會長。兼任國內外多所大學客座教授。出版有域外散文集《走天涯》、《“蜜月”巴黎》、《家住墨
西哥灣》、《他鄉望月》等，編著北美新移民作家首部小說專輯《一代飛鴻》以及《當代海外作家精品選讀》，並
出版有學術專著《橫看成嶺側成峰》及《海外星星數不清》等。多次榮獲海內外文學創作及評論界大獎。

歡迎文友們踴躍參加這又一場，難得的文學饗宴！

離散與回歸--淺談北美新移民女作家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

葉明翰牧師佈道會
時間:20-22/01/2017(週五至主日)
1/20晚上7:30-9:00開運解厄平安來
1/21下午4:00-5:30輪迴與永生
1/22 上午 10:00-11:30 命運可以改變

嗎?
地 點:6515 Corporate Dr. #Q, Hous-
ton, TX 77036
基督教懷恩堂
連絡電話:832-800-1335

歡迎參加葉明翰牧師特別聚會



BB55休城工商

「東北人」迎春節，新推出色香味俱美的「雜糧煎餅」
並新增正宗淮陽菜，大師級主理的正宗川菜陪您過年

Tokyo One 日式海鮮自助餐
即日起至二月中，晚餐及周末一律八折優待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為了迎接即將來臨
的中國新年及「 超級盃」（Super Bowl ) 即將
在休士頓舉行，屆時數十萬人將湧入休士頓觀
球賽，休士頓 Tokyo One 日式海鮮自助餐，
將自即日起至二月中，中國新年和 Super Bowl 
期間，晚餐及周末的價格，在原來的價格上有
20% OFF,( 即原價 $ 25.95 ,  現在只要 $20.95，
兒童價格以此類推。（ 但除夕，初一，初二
不包含在此次活動之內 )。

Tokyo One 是最靠近中國城的日式海鮮自
助餐廳，交通方便，四通八達，菜色精美，口
味獨特，是附近上班族的最愛，也是華人全家
團聚，宴請親友的最佳去處，Tokyo One 是陪
您歡度終生難忘的春節假期，及與配偶，情人
歡度別具意義的「 情人節 」（ 二月十四日 ) 
的最佳去處。

TOKYO ONE 日式海鮮自助餐，以午餐
及晚餐自助餐，吃飽為止，陪您共度新年佳
節。

TOKYO ONE 午 餐 自 助 餐， 週 一 至 週
五（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三時四十五分）成人
12.95 元，兒童（三至十歲）每人 7.99 元，星
期六，日（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三時四十五分）

圖為「東北人」新推出的「雜糧煎餅」（記者秦鴻鈞攝）

成人每位 25.95 元，29.95 元（送龍蝦一支）兒
童（七至十歲）每人 12.99 元，兒童（三至六
歲）每人 8.99 元。

星期日至星期四晚餐（下午四時至九時
半）成人每人 25.95 元，兒童（七至十歲）每
人 12.99 元，兒童（三歲至六歲）每人 8.99 元。

星期五至星期六「晚餐自助餐」（下午四
時至十時）成人 29.95 元（送龍蝦一隻），兒
童（七至十歲）12.99 元，兒童（三至六歲）8.99
元。

TOKYO ONE 為了與您歡度即將來臨的
聖誕節及年節假期，推出特價如下：HAPPY 
HOUR:

所有啤酒，HOT SAKE, 紅酒（一杯）買
一送一所有紅酒（一瓶） 半價

10 人以上的聚會，請向店內經理咨詢特別
折扣。

Tokyo One 位 於 八 號 公 路 邊，（ 近
Westheimer )， 地 址：2938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 電 話：（713）
785- 8899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由王志平先生主持
的「 東北人」 餐廳，最近新推出王老闆新研
發的「雜糧煎餅」。該煎餅是由玉米，小米，
黃豆，高梁米等雜糧泡製磨成漿，再在大平鍋
內攤成餅，內裹炸醬肉末及一整棵的生菜，薄
薄的煎餅，配上露出的生菜，有紅，有綠，色
彩極美，口感十足，現已在「 東北人 」 正式
上市，今年二月四日，將在「 美南新聞春節
園遊會」 上，與休巿的廣大僑胞與各族裔人
士正式見面。

「 東北人 」自前年年底王老闆專業烹飪
學校培訓出身的兒子王博師傅加入陣容後，風
格丕變，在原有的「 東北菜」 基礎上，再推
出正宗「淮陽菜」，著名的菜色有淮陽獅子
頭，南京鹽水鴨，淮陽小炒，松鼠魚，桂花糯
米藕，全家福，芙蓉蓮篷，燙乾絲，大煮乾絲，
油爆蝦，葫蘆雞蝦，水晶肴肉，拆燴魚頭，蘇
式東坡肉 ------ 等名菜，同時，該餐館又
推出大師級主理的正宗川菜，如水煮魚，水煮
肉片，辣子雞，夫妻肺片，口水雞，麻辣腰片，

乾煸四季豆，麻婆豆腐 ----- 等等。
「東北人」的麵條，是王老闆花了很大的

功夫，自己精製而成，不買外面食品公司的現
貨，所以，到「東北人」來吃麵，內行的食家，
一定感覺「東北人」的麵條特棒，很有勁道，
有特殊的麵香。「東北人」的老北京炸醬麵，
不僅炸醬做的香，遠遠就聞到，拌上「東北人」
自製的麵條，那滋味，簡直口口都是珍饈，值
得你細細品嚐，細細回味 !

「東北人」的麵條，有各省的風味，如重
慶小麵，川味担担麵，川味雞絲涼麵，東北炸
醬麵，老北京炸醬麵，紅燒牛肉麵，清燉牛肉
麵，蘭州牛肉拉麵，川味麻辣牛肉麵，宜賓燃
麵，武漢熱乾麵，太和板麵，四季燴麵，一品
燴麵，羊肉燴麵，雞絲湯麵，雞腿麵…等等。

「東北人」的麵食，更是王老闆的拿手，
他是最擅長使用各種雜糧，瓜果，玉米，把它
製作成裹腹的口糧。吃慣了大白米，大白麵的
現代人，不妨來「東北人」見識一下「麵食」
的豐富與繽紛世界。如「東北人」新推出的

「鍋蒸饃」，全部來自五穀雜糧，綠色健康，
金黃油酥的底，配上柔嫩鬆軟的麵，加上創新
配方的餡料，特殊的工藝，成為健康粗糧食品
的領跑者，有特殊的風味，包括您吃一口就愛
上它，糖尿病人也不怕，多吃粗糧，身體好 !

「東北人」著名獨特的食品還有：正宗炭
火烤羊肉串，又大，又香，麻辣燙，涮毛肚，
正宗東北鍋包肉，東北亂燉，蘭州拉麵，乾鍋
鴨頭，粘豆包，東北大煎餅，玉米麵大餅子，
鍋貼饅頭，自製干腸，哈爾濱紅腸，以及一開
張即推出至今的著名東北菜，如李連貴燻肉大
餅，東北醬骨頭，油豆角燒排骨，地鍋雞，壇
肉，尖椒幹豆腐，醬扒茄子，刺老芽炒雞蛋，
小雞燉蘑菇粉，藥膳醺雞等，以及休士頓獨家
推出的「烤全羊」大餐，足夠十幾個人吃喝。

歡迎蒞臨位於「時代廣場」的「東北人」
品嚐獨特的東北家鄉味。「東北人」餐廳地
址：8400 Bellaire Blvd.Houston TX.77036 電話：
（713）-750-9222

休士頓台灣商會將於 2 月 2 日中國新年之際，
在國泰銀行大廳舉辦 After Hours Mixer

著名華僑領袖、成功企業家、
五邑同鄉會會長戴慧怡：中國自貢燈展
閃亮美利堅 美國人聖誕節找到好去處

休士頓台灣商會將於 2 月 2 日中國
新年之際，在國泰銀行大廳舉辦 Business 
After Hours Mixer，盛邀休士頓台商會會
員及親朋好友光臨，相聚國泰銀行歡慶
新年新春，共謀合作發展，通過交流，
增進友誼，攜手繁榮，探討 2017 發展
共贏的新機遇。

屆時台商會會長梁慶輝將主持並致
歡迎辭和介紹現場嘉賓。國泰銀行德州
區總裁陳明華將作特別發言：1、介紹商
業地產貸款詳情，與您面對面探討 2017 
商業地產新挑戰；2、外幣匯率變化對
美中貿易商機何在；3、如何獲取銀行

支持得到進出口貿易融資。歡迎現場提
問，交流互動。

為支持台商會的 Business After Hours 
Mixer ，國泰銀行除了提供場地，還特
別準備精美茶點招待現場嘉賓，同時，
現場嘉賓人人可獲國泰銀行精美禮品，
藉此機會感謝過去一年，台商會及親朋
好友給與國泰銀行的大力支持和厚愛。

2 月 2 日 晚 的 Business After Hours 
Mixer，時間：2 月 2 日週四晚 6 時 -8 
時； 地 址： 國 泰 銀 行 營 業 大 廳 9940 
Bellaire Blvd #118., Houston TX 77036；
報 名 信 箱 tcchouston@gmail.com 或 者 

text to 281-216-1889.
國泰銀行成立於 1962 年，其使命是

為逐漸成長華裔社區提供金融服務。座
右銘是：『為所有顧客敞開大門』。國
泰銀行是第一家在美成立和上市的華資
銀行，目前國泰總資產達 140 億美元。
其營業地區自西岸向東擴及到紐約州及
麻薩諸塞州東部、北邊到華盛頓州西雅
圖、南部則達德州；海外方面，銀行在
亞太區三個最重要的商業中心：香港、
台北及上海、北京設有開戶分行和辦事
處。

( 美南新聞實習記者王韻祺休斯敦報道 )2016 年 12 月 25 日
晚，美國休斯敦東南四十英裏的得克薩斯成 (City of Texas) 一
派燈火通明，45 號高速公路、FM2004 農夫市場路及海灣跑狗
場 (Gulf Gray Hourand Park) 四周的各條主大街在谷歌地圖上均
亮起紅線，原來，由 People Generation 公司主辦的中國著名四
川自貢大型燈展在聖誕節當日燈火輝煌、人影憧憧、仙樂飄飄、
大放異彩，休斯敦及周邊地區的美國市民們一改聖誕夜不出門
的習慣，攜家帶口走出家門，來一睹“冬季夢幻彩燈展 Magical 
Winter Lights”。

從 2016 年 11 月 18 日開始，橫跨聖誕佳節和元旦新年，
直到 2017 年 1 月 8 日，休斯頓人再次度過了平生第一次的“冬
季夢幻彩燈展 Magical Winter Lights”，數十萬大休斯敦地區
的家庭闔家團聚，挈朋帶友一起流連在夢幻般的彩燈世界裏，
每一個人都仿佛回到了童話的世界裏，你能想象到的休斯敦
冬季裏能看到、想看到的風景，冬季夢幻彩燈展裏都應有盡
有，不少人平生第一次有了看燈的經歷。

首次觀賞來自中國自貢冬季夢幻彩燈展的著名華僑領袖、
成功企業家、美國休斯敦五邑同鄉會會長戴慧怡說：之前每
年我和家人都會去看 River Oaks Country Club 的家庭聖誕燈、
Cypresswood 小區的社區聖誕燈，Scott 的家家戶戶的聖誕燈，
這次來看中國自貢的冬季夢幻彩燈展，數百個大型燈組壯觀
華美，綿遠不絕，不僅有聖誕燈，還有大型恐龍、環保樂園、
海底世界，休城的天際線，更有故宮天壇、中華龍燈，巴黎
鐵塔，比薩斜塔，埃及金字塔，川劇變臉，中國雜技，京劇
臉譜，美食和各式工藝表演……全世界風景應有盡有，一夜
之間盡覽眼底，看到美國人喜歡來自中國的燈展，我對中美
人民的友誼更有信心了。戴會長回憶 2015 年 6 月中國副總理
劉延東訪問休斯敦時鼓勵她多為中美交流做貢獻，現在看到
來自祖國的冬季夢幻燈展大放光芒，感覺自己作為中國人無
比自豪，非常開心。

據悉，今年的冬季夢幻彩燈展“Magical Winter Lights”，
仿 佛 是 一 個 奇 妙 的 夢 幻 樂 園！ 巨 大 精 美 的 彩 燈 由 People 
Generation 聯合四川品聚尚領文化貿易公司等，引進四川自貢

彩燈藝人歷時近兩個月精心設計制作完成。今年 60% 的燈組全
新設計 , 加上久負盛名的雜技團和多元化的文化演出、定會精
彩紛呈，原汁原味。今年與去年不同之處是，增加 mbx 了更有
趣的嘉年華樂園和更豐富的食品售賣點，遊客來了，一定會有
更加完美的體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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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收藏清倉，最后三天機會！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藏友們的特好消息！剛剛
過去的一個月裏，收藏家傅氏夫婦將他們在好運大
道的三十年藏品低價清倉，現在還有部分尾貨，本
周末最後三天以超低價繼續清倉甩貨，存貨不多，
對老東西有興趣的朋友請抓住這難得的最後機會。

傅氏夫婦因退休並移居奧斯丁，所以忍痛低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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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東西好價錢便宜，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很多
藏品就與愛好收藏的新的有緣人結緣了。目前，還
有少量尾貨以更便宜的價格清倉，基本上就是半賣
半送。

傅氏夫婦的收藏都是 30 年前在中國大陸淘來
的，那時候中國剛剛改革開放，很多人經歷了文革，
覺得家裏的老家具、老器物土氣，所以把老家具扔
掉或者賣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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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剛剛好趕上了
八十年代的大陸改革開放初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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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氏收藏有中式老家具、根雕、景泰藍、瓷器
等老物件；也有整片從墻上鑿下來的壁畫、字畫，
還有西藏的唐卡、轉經筒、紅花描金的藏傳佛教家
具和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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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 月 14、15、16 日為最後的尾貨清倉
時間，傅氏收藏品將全部超低價清倉，一件不留。
願有緣人盡快去與您喜愛的藏品結緣。這些藏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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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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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像 銅器 藏傳佛教家具 雕花屏風

木雕

根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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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華公所共同主席丁方印（左三）、陳慶輝（左四）與理事會成員陸忠 , 陳宛儀 , 閻寶印 ,
周圓，陳煥澤及 2016 年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泰生 ( 左六 )、林羅秀娟 ( 左五 ) 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
行例會共襄盛舉 .

陳慶輝 丁方印 當選 2017 年中華公所共同主席 

新任共同主席丁方印感謝各成員的
選票。丁方印說，會用行動說話，
讓中華公所越變越好 .

伍氏公所伍國活夫婦等出席中華公所例會 .

中華公所林國民以監票人核實 2017 年中華
公所共同主席票務 .

休士頓中華公所展開討論僑聯總會美南
分會申請加入中華公所事宜 .

2016 年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泰生、林羅秀娟 12
月 11 日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
行例會 .

僑聯總會前後兩任美南辦事處主任林國
煌、賴李迎霞在例會中表達加入中華公
所的意願 .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休士頓中華公所歷史悠久，在休士頓地區僑社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榮光會會長丁方印、同源
會劉秀美會長等出席盛會 .

.

王秀姿僑務咨詢委員展示休士頓中華公選舉規
則 .

新任 2017 共同主席陳慶輝表示，非常
榮幸獲得該職位，將盡全力努力工作，
為社區做出貢獻 .

賴李迎霞並介紹僑聯總會
的職能。她說明，僑聯總
會的宗旨是聯繫華僑， 維
護 中 華 民 國 的 生 存 與 發
展、維護華僑權益及獎助
傳揚中華文化等 .

星期六 2017年1月14日 Saturday, January 14, 2017

附中校友會會員大會現場。

附中校友會上周六舉行年度會員大會暨餐會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報
導

現場供應午餐美食。 「 香香舞蹈 」成員的精彩演出。

「美南電視」名政論節目主持
人常中政任大會司儀。

理事會成員合影。

校友陳意欣的精彩演出。

新舊會長交接儀式，由馬振銘會長（ 右 ）將會長重任交給新任
會長傅鶴山（ 左 ） 而由附中最年長校友（1947 年第一屆校友）
鈕先蔭（ 中 ） 監交。

校友（ 左起） 陳元華，陳意欣，傅鶴山，馬振銘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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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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once in a lifetime that a special dream comes true!!

為您創造夢想婚禮為您創造夢想婚禮 一個充滿甜蜜回憶的婚禮一個充滿甜蜜回憶的婚禮
完美婚禮何需煩惱完美婚禮何需煩惱 WedWed44YouYou為您籌謀一切為您籌謀一切

你在準備婚禮時你在準備婚禮時,, 有否遇到以下問題有否遇到以下問題??
11:: 千頭萬緒千頭萬緒,, 籌備不知從何入手籌備不知從何入手
22:: 大家都沒有時間打點一切大家都沒有時間打點一切,, 又不想馬虎了事又不想馬虎了事
33:: 想法太多想法太多,, 但預算有限但預算有限,, 不知如何有效運用金錢不知如何有效運用金錢
44:: 希望家長希望家長,, 賓客都開心賓客都開心,, 但不知應怎樣控制流程及細節但不知應怎樣控制流程及細節
55:: 家長意見影響事情發展家長意見影響事情發展,, 新人不知如何平衡家長意見新人不知如何平衡家長意見
66:: 與另一半太多不同意見與另一半太多不同意見,, 怕傷和氣怕傷和氣

Wed4You
Wechat and Facebook

2017年02月移民排期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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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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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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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01日。
第五優先：2014 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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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01日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16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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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02 月 22 日中國大
陸2010年02月22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15年04月15日中國
大陸2015年04月15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10 年 07 月 08 日中國
大陸2010年07月08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 2005年03月22日中國大
陸2005年03月22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台灣，
香港)2004 年 02 月 08 日中國大
陸2004年0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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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於12月23日大幅調漲申
請 費 。 綠 卡 延 期 的 申 請 費
（I-90）從$365 漲到$455，另
加指紋費。 H-1B， H-2B，
L-1，E, TN， O， P 等工作
簽證申請費從$325 漲到$460。
親屬移民(I-130)申請費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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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
還 提 出 一 項 新 的 收 費 ， 將
I-924A 的投資移民區域中心
年度登記費設為$3035。移民
申 請 費 上 一 次 調 整 費 用 是
201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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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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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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ianceMort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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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ss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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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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截肢小象初試水泰國截肢小象初試水 瞪大眼睛很呆萌瞪大眼睛很呆萌

泰國芭堤雅泰國芭堤雅，，Fah JamFah Jam是壹頭五個月大的小象是壹頭五個月大的小象，，三個月大時它因為三個月大時它因為
踩到捕獸夾踩到捕獸夾，，造成左前腳被截肢造成左前腳被截肢。。獸醫決定透過水療獸醫決定透過水療，，利用水的浮力幫利用水的浮力幫
助小象復健助小象復健。。第壹次試水第壹次試水，，小象眼睛瞪得大大的小象眼睛瞪得大大的，，有點害怕有點害怕。。

保加利亞慶祝保加利亞慶祝““主顯節主顯節””
民眾冰水中起舞民眾冰水中起舞

保加利亞卡洛費爾保加利亞卡洛費爾，，當地東正教徒在河中跳舞當地東正教徒在河中跳舞，，慶祝慶祝““主顯節主顯節”。”。
根據當地傳統習俗根據當地傳統習俗，，人們在河中跳舞時人們在河中跳舞時，，神父將向河中央投擲十字架神父將向河中央投擲十字架，，
獲得十字架的人將健康地度過新的壹年獲得十字架的人將健康地度過新的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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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撲選手在日本東京明治神宮前舉行進行壹年相撲選手在日本東京明治神宮前舉行進行壹年
壹度的相撲表演壹度的相撲表演，，迎接新年的到來迎接新年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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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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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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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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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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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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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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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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環境價改加快 市場化導向助推節能減排
綜合報導 日前，國務院印發《“十三五”

節能減排綜合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

明確了“十三五”節能減排工作的主要目標和重

點任務，對全國節能減排工作進行了全面部

署。《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全國萬元國

內生產總值能耗要比 2015 年下降 15%，能源消

費總量要控制在 50億噸標準煤以內。全國化學

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總

量分別控制在 2001 萬噸、207萬噸、1580萬噸、

1574 萬噸以內，比 2015年分別下降10%、10%、

15%和 15%。全國揮發性有機物排放總量比2015

年下降10%以上。

《方案》要求加快資源環境價格改革，健全

價格形成機制。督促各地落實差別電價和懲罰性

電價政策，嚴格清理地方違規出臺的高耗能企業

優惠電價政策。實行超定額用水累進加價制度。

督促各地嚴格落實水泥、電解鋁等行業階梯電價

政策，促進節能降耗。研究完善天然氣價格政

策。完善居民階梯電價（煤改電除外）制度，全

面推行居民階梯氣價（煤改氣除外）、水價制

度。深化供熱計量收費改革，完善脫硫、脫硝、

除塵和超低排放環保電價政策，加強運行監管，

嚴肅查處不執行環保電價政策的行為。鼓勵各地

制定差別化排汙收費政策。研究擴大揮發性有機

物排放行業排汙費征收範圍。實施環境保護費改

稅，推進開征環境保護稅。落實汙水處理費政

策，完善排汙權交易價格體系。加大垃圾處理費

收繳力度，提高收繳率。

“加快資源環境價格改革的目的在於進壹步激

勵高耗能企業進行節能減排。”華泰證券研究所環

保與公用事業團隊助理研究員武雲澤在接受《證券

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該政策的亮點在於，在設

計上側重邊際激勵的調控，給企業留下了正常生產

經營的空間。

武雲澤同時表示，壹方面《方案》對於高耗

能企業來說，多生產、多耗能、多排汙，就意味

著比以前付出更高的成本，無疑會抑制過度生產

的行為，最終達到以環保激勵促進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的效果，可謂壹舉多得。另壹方面，《方

案》以階梯價格、環保稅費等工具為主，同時鼓

勵各地制定差別化排汙收費政策，而並沒有說要

壹味以行政手段禁止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活動。

這就意味著不同地區、不同規模、不同成本承受

能力的企業受到的邊際激勵是存在調控空間的。

這樣壹來就能照顧到不同企業的差異性，並且給

企業在正常運轉的前提下提供了自主規劃生產規

模的空間。“《方案》市場化導向的思路非常值

得肯定。”

中信建投證券認為，“十三五”期間，環保工

作重點由“重數量”向“重質量”的轉變，減排工

作邊際難度將有所提高，專業化、精細化將成為行

業發展方向。

2016年 30城住宅成交同比增22%
機構預計2017年將跌10%

在房企年末沖刺業績驅動，12月份

房地產市場成交量有所反彈。盡管如此，

市場整體調控的效果在持續釋放，目前

已出現連續兩個月的同比負增長。

隨著政策趨向於推進房地產市場穩

健發展，有機構預計2017年住宅成交量

將有近壹成的下跌。

12月份住宅成交量環比上漲，同比
繼續負增長

據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監測的數據

顯示，12月份30個典型城市的新建商品

住宅成交面積環比有所反彈，但同比數

據方面，繼11月之後，近兩年已是第二

次出現了負增長。

30個城市12月份的新建商品住宅成

交面積約為 2299萬平方米，環比增長

15.6%，同比減少2.8%。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

進表示，11月受政策管控，市場交易量

環比同比都出現了下滑。12月份受年末

業績追趕等影響，交易量反彈屬正常現

象。在30個城市中，有25個城市的成交

量出現了環比增長。其中福州市場的環比

增幅為30個城市最高，

達到167.9%。而從環比

跌幅看，包括南京、

深圳和泉州的跌幅較

大，分別為 27.2%、

24.3%和14.6%。

2016 年 30 個典
型城市成交同比增長
22.2%

數據顯示，2016

年30個典型城市成交

面積為 25746 萬平方

米，同比增幅為22.2%，

成交量創新高。

嚴躍進對人民財

經表示，觀察2010年至2016年7年的樓

市成交狀況，可以看出，2012年市場開

始復蘇，成交面積同比增幅達到28.2%

。2013年成交量同比增幅達到 20.4%。

2014 年市場面臨降溫，但呈現出先抑

後揚的態勢。2015年在各類政策的驅動

下，市場交易持續活躍，符合市場預期

，為去庫存戰略的實施提供了較好的動

力。2016年房地產市場整體向好，成交

規模繼續攀升。

三類城市中，壹線成交年度數據總

體平穩，二線城市年度交易數據火爆，

三線城市的成交量則創下了歷史新高。

在易居研究院監測的30個典型城市

中，2016年全年4個壹線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成交面積為4066萬平方米，同比減

少 1.8%；15個二線城市的成交面積為

18014萬平方米，同比增幅為27.5%；11

個三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積為

3666萬平方米，同比增長31.3%，三線

城市和壹二線城市的走勢基本壹致，在

2012年和2013年的同比增幅較大，但在

2014年則出現較大的降溫。2015年基本

平穩，到了2016年則有明顯的上漲。

預計2017年成交量將有下降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

躍進提示，隨著多個城市限購限貸等

政策效應的持續釋放，以及其他相關

政策收緊的影響，2016 年購房者積極

入市成交數據明顯正增長的城市，在

2017 年市場成交數據會有降溫的態

勢。預計全國30個城市市場成交面積

將下跌 10%，但對比歷史數據，總體

上將依然處於高位水平。

回顧整年市場表現，政策的落地實

施對交易量影響明顯。2016年年初，去

庫存效果積極顯現，30個城市的住宅成

交量在3、4月份創造了歷史高點，後稍

有下滑，而8、9月份繼續攀升。10月份

受政策管控的影響，市場交易出現下滑。

11月份政策調控效應繼續顯現，成交量

繼續下滑。11月與12月也連續兩個月出

現了同比負增長。

而2017年房地產市場政策將持續為

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發力。

2016年12月份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強調，“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

的”，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

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

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

機制，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

大起大落。要在宏觀上管住貨幣，微觀

信貸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購房，嚴格限

制信貸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

會議還指出，要落實人地掛鉤政策，

根據人口流動情況分配建設用地指標。

要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房價上漲壓

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應，提高

住宅用地比例，盤活城市閑置和低效用

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

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發展。要加快住房租

賃市場立法，加快機構化、規模化租賃

企業發展。加強住房市場監管和整頓，

規範開發、銷售、中介等行為。

此後，各地為使住房回歸居住屬性繼續出

臺了各類措施。上海更是在上周五暫停了部分

商辦項目的網簽，進壹步整頓房地產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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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egal” building of islands and equipping 
them with military assets was “akin to 
Russia’s taking Crimea” from Ukraine.
“We’re going to have to send China a clear 
signal that, first, the island-building stops 
and, second, your access to those islands 
also is not going to be allowed,” he told 
the hearing.
In response, Wu Xinbo, head of American 
Studies at Shanghai’s Fudan University 
said “What’s been built has been buil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rising American 
military pressure could be used to justify 
China’s military deployment.”
Yuan Zheng, a researcher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said he did not think 
Tillerson would dares 
to implement what he 
suggested at the hearing.
“I don’t think the US 
will stop China from 
accessing its own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Yuan said.
“China is not Cub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s 
not the Caribbea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not 
under the US sphere of 
influence, it’s China’s 
territorial waters.”
China might set up an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if the US proceeded 

military deployment.”
The US cannot block 
Chinese access to the 
man-mad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 suggest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Rex Tillerson at 
Wednesday’s Senate 
confirmation hearing, 
Chinese experts said 
on Thursday.
Any attempt to do so 
would only prompt 
China to step up 
military build up 
and even set up 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 in the disputed 
waters, they added.
The former 
ExxonMobil CEO 
said that China’s 

The US cannot block Chinese access to the man-mad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 suggested by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Rex Tillerson at last 
Wednesday’s Senate confirmation hearing, Chinese 
experts said last Thursday.
Any attempt to do so would only prompt China to 
step up military build up and even set up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in the disputed waters, they added.
Trump’s 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Tillerson 
wants to deny Beijing access to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The former ExxonMobil CEO said that China’s 
“illegal” building of islands and equipping them with 
military assets was “akin to Russia’s taking Crimea” 
from Ukraine.
“We’re going to have to send China a clear signal that, 
first, the island-building stops and, second, your access 
to those islands also is not going to be allowed,” he 
told the hearing.
In response, Wu Xinbo, head of American Studies at 
Shanghai’s Fudan University said “What’s been built 
has been buil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rising American 
military pressure could be used to justify China’s 

to try blocking China’s access to the islands, Yuan 
added.
Wu said the US had few options other than continuing 
or intensifying its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with their warships in the waters, which are disputed 
by six countries, rather than to deny China’s access. 
Because the US is not one of the claimants, it would 
have very limited legal grounds to proceed further than 
that, Yuan said.
Both Yuan and Wu believe that Tillerson took a hardline 
stance against Beijing at his confirmation hearing 
before the U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to 
make up for his lack of diplomatic experience.
“Such tough talk can only negatively impact Sino-US 
relations,” Yuan said. “But he’s saying what Congress 
loves to hear.”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
diplomacy-defence/article)

is to come next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hile no 
sane policymaker will favor a trade war, especially if 
it's between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t seems that 
all of Trump's policies lead to that road.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cles)
Related

Why America Would Lose a Trade War
With China

Donald Trump’s recent comments raise the specter of 
a trade war with China. With every move that’s made 
concerning U.S. – China relations, a growing number 
of experts are weighing in on the possibility of a trade 
war, most deeming it all but inevitable. . The real 
question is to what degree?
If Trump were to impose the 35% to 45% tariffs that 
he talked about in his campaign, the situation could 
evolve quickly into a total rupture. But there are a 
number of intermediate stages that might be painful 
to both the Chinese and to American companies, 
but would still leave open trade in certain areas that 
both sides consider critical. What is certain is that a 
complete rupture would hurt American companies and 
China as well, though America will likely be the bigger 
loser.
For the moment, 
the Chinese are 
still taking a 
“wait and see” 
approach. Trump 
won’t officially 
become president 
until after the 
inauguration 
on January 20, 
and his policy 
towards China could then become quite different from 
his campaign rhetoric. Since the president-elect often 
contradicts himself in public, it is difficult to get a 
clear picture of what his real intentions are, and the 
fact that most of his communications regarding China 
so far have either been Tweets or casual remarks to 
the media, makes it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re he 
is actually headed. For onc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Washington promises to be almost as 
opaque as the one in Beijing.
But Trump is entering uncharted waters. The danger 
is in thinking that talking tough to China will produce 

With the recent issue on Trump's handling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paired with the country's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analysts say that a trade war will 
only result in both countries suffering in the end.
Once inaugurated into office, Trump will be making 
big changes in U.S.-China relations. From his line-
up of trade officials to threatening to abando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rump is making a more 
aggressive stance against the world's largest exporter.
Since the election campaign, Trump has been vocal 
about confronting China about its unfair trade policies. 
Analysts estimate that the President-elect will try to 
pressure China to sit down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and 
win concessions. This method might have worked with 
Japan in the 1980s, but Trump forgets that China is not 
like its neighbor.
Japan became a leading exporter in the 1980s with 
brands such as Toyota and Sony. Trade terms from the 
U.S., its biggest patron, also did not hurt. But tables 
were quickly turned after the U.S. suffered trade 
deficits, which prompted the U.S. to enforce import 
quotas on Japanese products, which in turn demand 
greater access for U.S. companies.

"We think China will push back against threatened 
trade restrictions," said Helen Qiao, China and Asia 
economist at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will likely 
be more hostile and detrimental to both sides.
China has been trying to shore up the renminbi, to 
save it from continuing depreciation and maintain its 
current value against the dollar. Investors believe that 
the efforts to increase the value of the renminbi will 
ultimately fail, making devaluation inevitable.
But contrary to Trump's prediction, the devaluation 
will result in an increase of Chinese imports, not a 
decrease. Given the current politics in Washington, 
this makes an outright trade war with China inevitable.
As Jan. 20 nears, everyone is on the lookout on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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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to R)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and French 
businessman Bernard Arnault,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LVMH, emerge from the elevators to speak to reporters at 
Trump Tower, Jan. 9, 2017, in NY.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China President Xi 
Jinping have agreed to tariff cuts with China. Photo 
from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meeting at 
China's Yanqi Lake November 2014. (Courtesy/AFP/GETTY 
IMAGES) 

Apple CEO Tim Cook visited a 
Chinese iPhone factory in October.

A satellite photo shows Chinese military installations on Hughes Reef in 
the disputed Spratly Islands. 

(Photo: Handout)

Photo taken from a Philippine military aircraft of 
reclamation by China on Mischief Reef in the disputed 

Spratly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st of Palawan, 
Philippines, in May, 2015. (Photo: Reuters)

US 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former ExxonMobil CEO 
Rex Tillerson says US should deny Beijing access to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d Territory

U.S. 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Rex Tillerson Suggests Denying China Access To South China Sea

positive results. It won’t. From Beijing’s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trade takes a second seat to internal 
politic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top priority is 
to maintain political stability. He cannot lose face in 
his relations with a new administration in Washington 
and hope to retain power at home. He especially cannot 
deal with an American president who the Chinese feel 
fails to show proper respect for China itself. And, now 
that China has emerged as the world’s second most 
powerful economy, he really doesn’t have to.
A trade war would be problematic, but it would not 
be a disaster for China, mainly because the U.S. 
needs China more than vice versa. Twenty years ago, 
the situation might have been different. China was 
dramatically underdeveloped, and it wanted access to 
Western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China has most of what it needs now, and what it 
doesn’t have it can easily obtain from vendors outside 
the U.S. While the American market looked enticing a 
few decades ago, it is relatively mature, and today the 
newer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have become much 
more interesting to Beijing.
Although a good 
deal of American 
high tech equipment 
is manufactured in 
China, the lion’s share 
of the profits go to the 
American companies 
that designed the 
equipment. If that 
were to stop, American 
companies would be 
hurt more than Chinese 
manufacturers.
The fastest growing 
markets for the best 
items China produces, 
like laptop computers 
and cell phones, are 
in developing regions 
such as India,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In 
contrast, China itself is a 
market that the U.S. can 
hardly ignore. By the 
end of 2015, Chinese 
consumers bought 
131 million iPhones. 
The total sales to U.S. 
customer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stood at 
only 110 million. And 
iPhones are only a small 
part of U.S. exports. 
Boeing, which employs 
150,000 workers in the 
U.S., estimates that 
China will buy some 
6,810 airplanes over 
the next 20 years, and 
that market alone will 
be worth more than $1 

trillion.
Were Trump to start a trade war, the most immediate 
effects would probably be felt by companies like 
Walmart, which import billions of dollars of cheap 
goods. The prices on almost all of these items would 
quickly skyrocket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lower 
economic brackets—not because of manufacturing 
costs, but because of the tariffs. The result would be an 
economic war of attrition that China is infinitely better 
positioned to win.
Trump’s abandonment of existing U.S. trade 
agreements would accelerate China’s displacement 
of America as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power. 
Both China leading economic experts hope that won’t 
happen. (Courtesy http://fortu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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