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中國城地王全新裝潢公寓，位於敦煌，陽光和王朝廣場旁，幾分
鐘可走路去中國城各個超市，銀行及餐廳！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272-8100

百
樂
公
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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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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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春晚央視春晚 美南電視美南電視1515..33頻道全程同步直播頻道全程同步直播

【VOA】美國總統川普要求調查去年11月
總統選舉的選民舞弊現象﹐他越來越認為
千百萬非法移民參加投票﹐導致他沒有贏
得全國大選的普選票多數﹒
星期二﹐白宮發言人斯派塞向記者重申有
揭露的消息稱﹐3到5百萬非法移民投票支
持川普的民主黨對手希拉裏·克林頓﹒此
前一天﹐新總統在為國會領導人舉行的招
待會上再次談到了去年的大選﹒
白宮發言人肖恩·斯派塞說﹕“總統相信如

此﹒他以前曾經表示過自己的看法﹒我認
為他表達了對大選中選民登記舞弊以及非
法投票的擔憂﹐基於研究和人們提交給他
的證據﹐他仍然繼續保持這種看法﹒”
川普星期三在推特上宣布了對此進行調查
的計劃﹒
星期二在白宮的新聞簡報會上﹐幾位記者
向斯派塞提問﹐詢問如果川普總統認為存
在大規模選舉舞弊﹐他的行政當局為什麽
不對此進行調查﹒

分析了去年 11 月 8 日大選的選舉官員表
示﹐幾乎沒有跡象顯示存在選民舞弊﹐肯定
不是川普所稱的那種規模﹒
在被記者不斷問及選民舞弊的問題之後﹐
斯派塞表示未來可能對此進行調查﹒
國會共和黨籍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告訴
記者說﹐他在2016年的選舉中沒有看到嚴
重選民舞弊的證據﹒共和黨參議院多數黨
領袖麥康奈爾告訴記者說﹐他認為發生了
選民舞弊現象﹒

美南電視介紹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要求調查大選選民登記舞弊川普要求調查大選選民登記舞弊

內容介紹﹕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每年的傳統新年除了
全家一起包餃子團年﹐還有一項重要的習俗就是全家一
起看春晚﹗無論你是久居美國的華僑﹐還是獨自來美留
學工作的遊子﹐美南電視15.3頻道今年將全程同步直播
央視春晚﹐讓您在異鄉也能和國內的家人朋友實時交
流﹐同步跨年﹐切身感受濃濃的新年氣氛﹐一解思鄉之
情﹒另外﹐凡購買或擁有Sun TV盒子的朋友還可通過
Sun TV搜索美南電視台﹐收看相關節目﹒

播出時間﹕美南電視（STV）15.3頻道將於美國中部時間
1月27日星期五（美中時間除夕當天）早上6點至上午
10點半進行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全程同步直播﹒除此
之外﹐還將於美中時間1月27日星期五晚（美中時間除
夕夜）和1月28日星期六（美中時間農歷大年初一）進行
重播﹒

具體重播時間﹕1月27日（星期五）晚間8點半 與1月26
日（星期六）晚間8點半﹒

【VOA】媒體星期三晚間報道說﹐如果川普
行政當局把白宮的計劃付諸實施﹐聯合國
可能面臨嚴重的經費削減﹒
紐約時報星期三報道說﹐已經獲得兩份與
川普總統可能采取的行動有關的命令草
案﹒其中一份草案會中止美國政府對任何
允許巴勒斯坦當局獲得正式成員資格﹑資
助墮胎或者繞開對伊朗或者朝鮮制裁的聯
合國附屬機構的資助﹒
紐約時報報道說﹐命令草案還要求美國把
現有的針對國際組織的資助金額“至少總
體減少百分之40”﹒
第二份草擬的命令要求重新審查美國簽訂
的多邊協定﹐其中包括與伊朗達成的旨在
結束其核武開發活動的多邊協定﹒川普總

統過去譴責伊核協定是一項“極為糟糕”的
安排﹒草擬的第二份總統行政命令還涉及
控制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這項協定也遭
到川普總統的抨擊﹒
新近任命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尼基•黑利
表示﹐在對她的批準任命聽證期間﹐她認為
美國對聯合國的活動和項目一直做著不成
比例﹑過度的貢獻﹒黑利問道﹐美國的付出
是否得到相應的回報﹒
美國目前支付聯合國百分之22的日常預算
以及用於維和使命的百分之 28 的經費﹒
2016 到 2017 年度聯合國的普通預算大約
為 55 億美元﹐維和使命耗資大約 80 億美
元﹒

川普表示可能準備削減聯合國經費川普表示可能準備削減聯合國經費

聯合國的標徽聯合國的標徽﹒﹒

星期五 2017年1月27日 Friday, January 27, 2017

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會見汽車工業領導人的時候講話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會見汽車工業領導人的時候講話
（（20172017年年11月月2424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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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國際
區(International District) 1 月 26 日中午召開董事
會議，會上除討論例行會務議程，這次會議也
著重在今後預算分配，如何妥善運用經費，提
升國際區各項活動、安全維護和觀光。此會議
開放給民眾參加，聽取公眾意見，歡迎民眾踴
躍參與。

會議當天，討論議題流程包括聽取公共意
見、財務狀況說明、更新回報區內商業經貿、
治安維護等議題。

這次特別討論經費預算運用，出席的董事
負責作最新財務報告，針對許多區內公共建設

、服務計劃和治安維護作未來經費的討論。國
際區區長李蔚華說，經費一定要妥善處理，要
想方設法看如何提升國際區的最大效益。

另外，大家也對國際區的會務交換意見，
希望能和市政府配合，改善降低犯罪率，S.E.A.
L. Security也到場參與會議，希望能協助提升社
區治安。

董事會每個月第四周的星期四中午12時在
11360 Bellaire Blvd, Suite 960, Houston, TX
77072 國際區管委會辦公室舉行，下次會議將
在 2月23日(周四)舉行。此會議開放公眾參加
，歡迎民眾參與討論，意見交流。

國際區 1月董事會議 討論預算分配

國際區召開例行董事會討論各項政策國際區召開例行董事會討論各項政策。。((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本報訊
】對於我們中
國人來說，每
年的傳統新年
除了全家一起
包餃子團年，
還有一項重要
的習俗就是全
家一起看春晚
！無論你是久
居美國的華僑
，還是獨自來
美留學工作的
遊子，美南電
視15.3頻道今
年將全程同步
直播央視春晚，讓您在異鄉也能和國內的家人
朋友實時交流，同步跨年，切身感受濃濃的新
年氣氛，一解思鄉之情！

美南電視（STV）15.3 頻道將於美國中部
時間1月27日星期五（美中時間除夕當天）早
上6點至上午10點半進行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
全程同步直播。除此之外，還將於美中時間1

月27日星期五晚（美中時間除夕夜）和1月28
日星期六（美中時間農歷大年初一）進行重播
。
具體重播時間：
1月27日（星期五）8:30 p.m.
1月26日（星期六）8:30 p.m.

另，凡購買或擁有Sun TV盒子的朋友還可
通過Sun TV搜索美南電視台，收看相關節目。

央視春晚 美南電視15.3頻道全程同步直播

圖圖：：20172017央視春節晚會央視春節晚會。。((圖片來源網絡圖片來源網絡))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
導）今天就是農曆除夕，對華
人來說是全家團聚圍爐的溫馨
時刻，周末正好迎接超級盃嘉
年華來臨，趁著休士頓歡喜
「雙節」氣氛，適合全家大小

一起歡慶周末。
超 級 盃 慶 祝 活 動 (Super Bowl
Live)：

全美運動迷引頸期盼，第
51 屆超級盃將於 2 月 5 日在休
士頓 NRG Stadium 舉行，可謂
是全球一年中最受關注的體育
盛事之一了，尤其在美國，超
級盃在周日已連續多年成為全
年收視冠軍。為讓場內場外都
炒熱氣氛，從 1 月 28 日(周六)
上午 10 時起一直到 2 月 4 日下
周六，發現綠地公園(Discov-
ery Green)將舉行超級盃慶祝活
動，屆時將有很多橄欖球互動
遊戲、展覽、現場音樂、食物

餐車和家庭活動。所有民眾都
可免費入場。
2017 農歷新年活動(2017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迎接農曆新年到來，休士
頓中華文化服務中心(Chinese
Community Center)將於美國時
間大年初一(周六)上午 10 時至
下午 4 時為大家帶來雞年農歷
新年慶祝活動。屆時將有來自
中國、越南、韓國、印度等多
個亞洲國家的表演團隊帶來精
彩歌舞表演和文化展示，還有
各國特色年間美食、手工藝品
、中國傳統書法展示、燈籠制
作等多種有趣活動，活動免費
入場，歡迎全家大小到場慶新
年。
博物館體驗日(Museum Experi-
ence Day)：

為慶祝休士頓博物館區協
會 (Houston Museum District

Association) 的 博 物 館 體 驗 ，
Rothko Chapel將於這周六全天
舉辦體驗活動。屆時將可以免
費參觀著名的曼尼爾收藏館和
欣賞休斯頓城市的攝影作品，
下午還將有現場音樂演奏，活
動同樣免費入場，歡迎到場參
觀。
與童話故事中的角色一起滑冰
(Skate with the Storybook Stars)
：

THE ICE 是坐落在休士頓
發現綠地公園(Discovery Green)
的著名室外滑冰場，它經常會
舉辦各種活動，通常每天晚上
的主題也各不相同。這周六下
午5時至6時將會有一些童話故
事中的人物來到冰場和大家一
起滑冰，家裡有小朋友的家長
帶上相機和小朋友們出發吧，
保證有個愉快的夢幻經驗，每
人入場費14元。

周末農曆新年周末農曆新年++超級盃超級盃 雙節熱鬧加倍雙節熱鬧加倍

發現綠地公園室外滑冰場本周六將舉辦特別活動發現綠地公園室外滑冰場本周六將舉辦特別活動。。((取自官網取自官網))

2017年2月2 日，由姚明球迷俱樂部主辦、休斯頓市政
府和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協辦，將在休斯頓皇冠酒店為
著名籃球明星姚明舉辦鐵桿球迷見面答謝宴會。

據姚明球迷俱樂部介紹，此次活動以鐵桿球迷的參與
為主，是真正球迷和姚明的互動，姚明會向球迷一一敬酒
，面對面地表達感謝。這次見面會的時間點特別重要，見
面的次日，姚明的11號球衣將掛起，姚明的職業籃球生涯
將劃上完美的句號。

這次見面宴會會有些傷感，但更多的將會是姚明和球
迷的歡慶。晚宴主題定為：“與YAO 同歡”。姚明和球迷
們將一起回顧過去，重溫往日的“歡慶與榮譽”。同時，
更將展望未來，提倡“關愛和奉獻”。作為中國人在海外
奮鬥的典型，也是中國人在海外成功的代表，姚明不光在
過去，也在將來，會一直成為我們海外華人奮鬥的動力。
會一直激勵著我們炎黃子孫生生不息的拼搏精神。這次晚
宴是為姚明在休斯頓和籃球生涯的成功而歡慶，也是我們

海外華人借助這個平台，表達我們作為中國人，走向世界
的決心和動力。

“奉獻”一直是姚明個人的意願，也是姚明最近幾年
正在中國身體力行的事業。本次晚宴中產生的讚助盈餘將
全部用於休斯頓市政府指定的教育機構，資助休斯敦弱勢
群體中的中學生走出去，走進中國，走向世界。就像當年
姚明走出中國，走向世界一樣。這也是作為休斯敦市政府
形像大使的姚明一直在努力的。我們期望，將來會有更多
的姚明們從休斯頓的舞台上走到世界的舞台上。我們期望
美中關係將更加牢固和美好。希望通過這次晚宴所傳遞的
精神，能夠幫助到更多的休斯頓人了解中國、了解世界，
搭建起一座休斯頓和中國、和世界的橋樑。

為保證活動的安全順利進行，參加這次宴會的，都將
是受到特別邀請的真正鐵桿球迷和少數媒體朋友。主辦者
將嚴格控制入場，憑特製的入場券和採訪證進場。謝絕沒
有接到邀請的朋友參加。敬請各界朋友諒解。

歡慶與榮譽 關愛和奉獻
二月二日姚明將答謝長期支持他的鐵桿球迷並繼續致力於中美友好

(記者黃麗珊)位於中國城的頂好廣場為了迎接2017年農曆新年的來
臨、將在1月29號星期日大年初二中午12時在該廣場舉行醒獅匯演及幸
運大抽獎、抽獎時間中午12時至12時30分、地點在9160 百利大道、歡
迎闔府統請、共同歡聚新年的到來.

頂好廣場在華埠中提供500多個停車位、商場內有休士頓警察局派
出所、每天都有數名警察輪值、場外聘有保全公司巡邏、讓購物或消費
者安心、頂好廣場地址：9100 Bellaire Blvd. (at Ranchester) Houston, TX
77036，洽詢電話：713-826-3388李雄，或281-772-6459王慧娟

頂好廣場將於1月29號
舉辦幸運大抽獎及醒獅匯演

為慶祝雞年來臨, 休士頓香港會館
茲定於2/11/2017 (星期六)上午十一點
在珍寶大洒樓舉行麻將大賽.
入場費每位參加者 $15 包括獎金,獎杯.

午餐.下午茶等等.
如欲想報名, 請聯絡:
譚 陳 苑 儀 Lisa Tam (281)

788-7870, Peter Leung 梁 國 堅

281-778-6842, 或 Anita Sham 沈 巧 玲
832-788-3121.
Connie Lai 713-480-9988

香港會館雞年 麻將大賽
將於2月11日星期六上午11時舉行過江龍奪勝

金鷄賀歲
＜本報訊＞15.3 美南電視之《粵語天地》節目，主持

人黎瓊芳和鄧潤京邀請了休斯頓僑界名人物與觀眾拜年
，同慶新春，分享關於鷄的故事，亦用"多咀街"的型式，
用粵語帶出如何用鷄字形容人的性格和廣東文化特點，
內容輕鬆有趣，各人"鷄啄唔斷"，喋喋不休，字字珠璣。

廣東人在日常用語中對“雞”是情有獨鍾。具體應用中分為有關和無關兩大類。有關的例如，白斬雞，豉油雞，海南雞飯，都不用
解釋。而無關的這一類其實對雞是很不公平的。例如：“偷雞”，意思是偷懶、偷姦耍滑。真要偷鄰居家的雞回來煮著吃，那是需要
動手的力氣活，靠懶是不行的。再例如，“一蚊雞”，“兩蚊雞”，意思是一塊錢，兩塊錢。作為貨幣的計量單位，跟雞半毛錢的關
係都沒有。雞招誰惹誰啦。還有，“靜雞雞”，意思是靜悄悄。雞很安靜嗎？母雞下蛋會哦哦啼，公雞會打鳴，沒有一個是安靜的。
梁毓熙教授在節目中說，雞年是個有好兆頭的年份，因為公雞天不亮就打鳴，召喚大家晨練，聞雞起舞。在校學生早起會更加努力，
在工作崗位的早起會更加勤奮。每人盡到自己的一份力量，年景怎會不好。

《粵語天地》於1月29日(週日，大年初二)下午三時播出，下週二上午十時重播。若對此集內容有提問，可電郵conniekflai@hotmail.
com 或monitcheung@gmail.com。

美南電視美南電視《《粵語天地粵語天地》》金鷄賀歲金鷄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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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美國記者陳松/休斯頓報道
（信息來源http://news.sina.com.cn/）
在美國，有句俗話：世界上最不靠譜
的話，就是男人婚前的承諾，和政客
競選前的誓言。看來特朗普（以下簡
稱川普）是個例外：言必行，信必果
，說到的就要做到，承諾的就要兌現
。高築墻，多罵娘，川普王，蔚然成
為美國一道新景觀。上臺沒幾天，他
已連燒了十來把火，除了牛彈琴（微
信：bullpiano）《特朗普已連放了七
把火，給中國送上做夢也想不到的厚
禮》文章中提到的七把火外，這兩天
，又燒了至少五把火。

1、美墨邊境築高墻
這個競選時被很多人認為是開玩

笑的口號，川普真付諸實施了。1 月
25日，他特意到美國國土安全部簽署
了行政命令，聲稱建墻是為了“重建
法律秩序”。

他的車軲轆話是這樣說的：一個
沒有邊境的國家不是國家, 美利堅合
眾國重獲邊境就必須重新掌控邊境。

看來，以前美國都不是美國。而
在當代世界，大張旗鼓建墻的，只有
三個國家。一個是東德，當然柏林墻
已經倒了。還有兩個，一個是以色列
，另一個是美利堅，果然是一對好兄
弟。

2、限制穆斯林移民
川普在國土安全部簽署的第二個行政
令，就是暫時限制7個中東穆斯林國
家的移民入境，直到建立起更嚴苛的
入境審查制度。這七個國家是：伊朗
、伊拉克、利比亞、索馬裏、蘇丹、
敘利亞、也門。什麽人道主義，統統
見鬼去吧。這也符合川普對穆斯林一

貫的另眼相看。但這種近乎赤裸裸的
歧視，會否引發中東國家的劇烈反彈
，就看川普的雷霆功夫了。
3、開建石油管道

奧巴馬還頗為歐洲人稱道，一個
重要原因，是他在氣候變化上的合作
態度。作為一個招牌性政策，奧巴馬
終止了兩條石油管道的建設。但川普
上臺後，三下五除二，下令推動管道
建設。按照他的說法：“我們將修建
我們自己的管道，就像我們過去曾經
做的那樣。”

其中一條 Keystone XL 管道，運
輸加拿大油砂到美國煉油廠，最具爭
議性。2015年巴黎全球氣候談判前，
奧巴馬徹底否決建設。但川普現在又
完全反轉，也符合他對氣候變化的認
知，他曾攻擊氣候變化是中國人炮制
的陰謀，宣稱還要退出《巴黎協定》
。

4、徹查舞弊選票
川普聲稱，在去年的大選中，存

在一人在兩個州登記投票，以及冒用
死者身份登記投票等“投票欺詐”行
為。這也是為什麽他盡管贏得了大選
，但如果按照一人一票的投票結果，
希拉裏選票比他還要多的原因。為此
，他決定下令就此展開調查。

但很多州認為，川普指控完全缺
乏證據；當時確實是更多選民支持希
拉裏，只是美國特殊的選舉人制度，
才讓川普當上了總統。贏得大選本應
彌合分歧，川普卻還要撕裂傷口，真
是讓人搖頭。但這就是川普。

5、不許妄議川普
按照美國媒體的報道，包括環保

署、農業部等多個美國聯邦機構接到

來自白宮的命令，官員禁止和國會還
有媒體交流，並且不得在官方推特或
臉譜上分享信息。簡言之，不得妄議
川普。原來很活躍的環保署推特已三
緘其口。 環保署的新聞官說，收到了
簡報通知他們：“任何的社交網絡都
不可以發言，一個電訊策略師將會被
派遣來監督這方面的事務。未來發布
到網絡的信息需要經過謹慎的審查。
”雷厲風行，令行禁止，擼起袖子加
油幹，川普你真有一套。
川普大帝不一般，上臺還不到一個星
期，就已經把美國折騰得天翻地覆。
尤其是退出TPP和修建邊境墻，當真
是石破天驚，驚世駭俗。TPP被認為
是奧巴馬深入西太平洋、遏制中國的
最大籌碼。退出TPP，意味著美國與
11個亞洲夥伴間也築起了一道高墻。
美國一些政客就痛心疾首：川普你真
是不知好歹，完全是自廢武功。

至於美墨邊境墻，耗資預計200億
美元，川普聲稱，最後必須是墨西哥
來掏錢。 墨西哥總統涅托也明
確回應，這是“做夢”。但按照川普
顧問的說法，可以美國墊付，但羊毛
出在羊身上，最後將通過增加關稅等
“讓墨西哥人埋單”。反正，面對川
普這個混世魔王，好鄰居、好朋友、
好夥伴，美墨是不可能了。然後，就
是罵娘了。 川普罵中國、罵日本
、罵伊朗、罵德國，反正環顧世界，
除了俄羅斯和以色列，川普幾乎沒有
不罵的國家。罵娘，其實也是一種策
略。禁不住嚇，馬上就趴下。正是在
川普的高壓之下，福特汽車立刻表示
，終止在墨西哥建廠，新廠址改在美
國本土。豐田則嚇得趕緊宣布，未來

五年將在美國投資100 億美元，用於
擴張美國工廠。

但讓日本人心驚膽戰的是，用
《日本經濟新聞》的一則報道說，盡
管豐田強調了在美國投資額的巨大，
“但並沒有獲得川普的一句感謝。也
不知道川普還會在推特上說些什麽，
投資者也戰戰兢兢”。天威莫測，翻
雲覆雨。但川普王的權威，由此確立
無疑。估計很多人正感嘆，川普真能
幹，美國將王者歸來，不容小覷。小
覷肯定不能小覷，瘦死駱駝比馬大，
更何況美國這只大洋馬。但川普的折
騰，尤其是走上第一線，直接對企業
施壓，真有效果嗎？

看到有一個在美國的網友的神點
評，觀點未必都對，但讀來很有意思
，摘錄如下：川普就是領著一群工業
革命時代的棺材瓤子，發動了一次資
本主義復辟，面對互聯網不過是一次
新的砸機器運動。美國的紅脖子（泛
指美國普通勞動者）既不學習，也不
接受互聯網，下班上酒館喝一晚上，
周末喝啤酒看球賽。在美國搞制造業
，美元還猛升值，東西賣給誰？美國
人自己都不願意買。當初美國人願意
買美國貨就沒有我們了。我在美國買
過一件美國本土名牌西裝，所有的扣
都掉了一遍。一個連紐扣都釘不好的
國家，說30美元一小時的活不幹了，
幹一小時3美元的活，質量還不保，
這不是扯淡嗎？

說搞智能制造，紅脖子們還是沒
活幹。川普就是一個臉都不要了的富
二代，根本不了解美國的根本問題，
忽悠可以，兌現難。還是馬雲說得對
，美國對自己的問題沒有反省。華爾

街這些年掙了19萬億美元，不肯和紅
脖子們分享，繼續玩吹泡沫遊戲，太
貪婪了，把錢吹飛了。軍工集團捅著
美國政府到處打仗，已經花了14萬億
，結果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
信全打沒了。

就剩下一個好萊塢的文化自信，
還要靠中國市場撐著半邊天。現在聯
邦政府還欠了20萬億，川普再減稅，
這債更沒法兒還了。不用擔心這幫子
老幫菜的，讓他們輪王八拳。小時候
都打過架，等丫輪累了，上去給丫一
腳就踹飛了……。對中國來說，我們
也不必有幻想，川普磨刀霍霍，中國
是最大對手，肯定不能掉以輕心。但
川普猶如王莽般的改革，自認為是天
命所歸、他在重塑輝煌，但實際是一
通亂搞，到最後必定是一地雞毛，搬
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不管是你是什麽樣的狂人或偉人
，逆世界潮流，結果是必然的。川普
的戰鬥，仍在繼續。在美國國內，城
市精英正在與他死磕，美國媒體更不
是善茬，看吧，未來四年，各種紙牌
屋遊戲將沒完沒了。在國際上，美墨
反目已經是必然，美國與德法關系也
將陷入低潮，甚至美日也談不上和睦
。

另外，從川普對聯合國、WTO
、巴黎協定的憤怒看，他正成為當前
整個世界秩序的一個麻煩制造者，甚
至就是一個摧毀者。川普的美國，越
來越自私自利，結果是眾叛親離。他
可能不再輸出顏色革命，而必然輸出
民粹主義革命。也難怪，有美國人沖
他女兒怒吼：你老爸正在摧毀美國。
所以，去年才有了那個堪稱經典的段
子：菲德爾•卡斯特羅曾說：在美國
毀滅前，我是不會死的。 美國人：
我們現在選出了新總統特朗普。 卡
斯特羅說：那好吧……。在特朗普當
選後，卡斯特羅去世了。高築墻、多
罵娘、川普王，看似很風光也很狂妄
，但實際是一個沒落帝國的走向。美
國人選出了川普王，未來四年，自己
釀的酒還必須自己含淚喝下去。在中
國崛起的關鍵時期，這樣的美國，難
道是天意嗎？ 但其中的民粹主義教
訓，更值得其他國家深思、警醒！

川普正在摧毀美國的路上狂奔

前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前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右一右一））克林頓克林頓（（右三右三））奧巴馬奧巴馬（（前排左一前排左一））在在
川普就職典禮中川普就職典禮中（（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川普在就職典禮演講川普在就職典禮演講（（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華美易經學社於上周六（1 月
21 日 ） 上午在恆豐大樓12 樓
社區服務中心舉行本年度第一
次講座，邀請易經學社榮譽會
長，也是旅居休士頓的專業風
水諮詢師衍易女史主講 「2017
丁酉年的流年風水」。衍易老
師首先談什麼是流年風水？她
說：

中國人都聽過 「十年風水
輪流轉」這句話。風水的對象
，本來應該是空間，為何居然
與時間發生關聯？

原來，風水包含了三個界
面：人的風水、地的風水、天
的風水。（中國人的哲學，永
遠把 「人」包含在 「天」 「地
」之中，完成 「天人合一」的
最高境界。風水也不例外。）

地的風水，是空間風水，
也就是房子的風水。人的風水
，是每個不同的人所需要的不
同風水。天的風水，就是時間
的風水；天時改變，風水氣場
也就跟著轉換。

衍易老師特別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輕視時間風水。時間
風水所代表的，其實是風水上
最關鍵的問題：Timing。 「好
風水有好報，惡風水有惡報；
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時間

風水，就是這個發生的 「時辰
」。因為時辰到來，使好風水
有機會發出好的影響力，也會
使壞風水有機會發出破壞殺傷
的力量！

火藥的爆炸力再大，沒有
引爆，就不能發生作用。流年
風水，就是發生引爆作用的那
個力量。

衍易老師每一年都精心撰
寫當年度的流年風水，為我們
分析各方位的利弊。不但有圖
為例，還為我們講解原由，讓
我們可以舉一反三，正確佈置
自己的住宅，為家人及自己趨
吉避凶。

在圖文並茂的2017年流年
風水電子書裡，讀者應該能按
圖索驥，輕而易舉的找到正確
調整風水的方法與用品。

俗話說： 「藥補不如食補
」，衍易老師在本書中提出的
調整風水的物件，絕大多數都
是日常用品，讓風水融入大家
的日常生活之中，持久不斷的
給大家帶來好運氣。

這本 125 頁的 eBook 衍易
女史2017年流年風水電子書，
全方位的教您2017年居家佈置
的重點，希望您有幸福快樂的
一年!
2017年流年風水的特色

首先談到中宮。中宮是住
宅氣場的發動地帶，在居家風
水中佔有主導地位。這一年，
如果中宮佈置得當，有可能人
財兩得，愛情與財運雙雙同時
呈現佳績，讓人艷羨。

東北方雖然有文曲星進駐
，但是因為空間本身土氣太強
，容易讓人生病。家中如果有
正在讀書或者準備應考的人，
這一年必須注意東北方的風水
佈局，保持身體健康，才能在
學業方面有好的表現。

北方的氣場，使年度貴人
星有機會一展所長。東四命的
讀者如果能善用這個方位，讀
書/應考/創作都容易有好成果
。衍易老師特別在本書中提出
，想要在2017年創業的朋友，
尤其不要忽視這個方位。

正東方氣場，在2017年呈
現混亂糾結的情狀。想要在這
一年賺錢，應該先確保住宅東
方的風水不要出問題。衍易老
師在本書中提出調整東方氣場
的各種方法，讀者可以依照自
己的需要，選擇處理。

東南方的氣場，是2017年
迎進喜氣的最佳方位。希望趕
緊添丁進口的人，期待愛神早
日降臨的人，以及盼望早日締
結良緣的人，都應該要充分利

用這個方位。衍易老師特別
在本書中提出2017年佈置東
南方的重點與注意事項，請
讀者不要輕忽這個章節。

西北方的氣場有年度病
符星進駐，不利健康。幸而
這裡有喜慶之氣，可以沖散
災病禍害種種惡氣。只要佈
置得宜，吉氣能夠蓋過凶氣
。不過，目前健康情況不佳
的人，還是避之為吉。

2017 年有機會談戀愛的
朋友，要特別注意這一年住
宅的正西方。假如這裡的風
水有瑕疵，特別容易因為愛情
而招來口舌糾紛。

南方本年度氣場混亂。衍
易老師提醒大家，要注意今年
南方的忌禁。衍易老師特別強
調：已經懷孕的婦女，應該盡
可能避開這個方位。

凡是住宅大門朝向西南的
讀者，2017年一定要小心門戶
，同時牢牢記取 『財不露白』
的古訓，以免遭到宵小覬覦。
衍易老師特別在本書中提出
2017年佈置西南方的重點與注
意事項，請讀者不要輕忽這個
章節。
居家風水DIY：

我們無法改變自己的出生
時間，也不能經常為了滿足風

水的需要而搬家換房子，但是
人人都有能力按照流年風水的
變化，做一些風水上的調整。

這本書裏不但處處可以看
到衍易老師的細心叮嚀與說明
，同時對每個調整風水的辦法
，都讓讀者能按圖索驥，輕而
易舉的找到可以用來調整風水
的物品。

所謂 「藥補不如食補」，
衍易老師在本書中提出的調整
風水的物件，絕大多數都是日
常用品，讓風水融入大家的日
常生活之中，持續不斷的給大
家帶來好運氣。
特別說明：
一、2017年流年風水所涵蓋的
時段

本書有關流年風水的影響

，只發生在丁酉 2017 年 (西元
2017年2月4日 ～ 西元 2018年
2 月 4 日)，所以介紹的催運與
化煞的方法，也只在這一年之
中有效果。
二、流年風水的提醒事項

這裡介紹的只是流年風水
。想要長期收到風水帶來的吉
祥氣， 還是需要配合屋主的命
卦，以及房屋的坐向來調整。
三、流年風水所能影響的人

居家風水對家人的影響，
以住在家裡的人為限;已經搬出
去的子女，即使偶爾回來小住
，受到的影響不大。我們這裡
談的流 年風水，也屬於居家風
水的範疇，所以只影響到住在
同一棟住宅裡面的人，與已經
不住在家裡的家人關係不大。

為提供臺灣留學生企業觀摩交流機會，讓同學能實地走訪
休士頓本地企業，並與優秀企業人士座談，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教育組於1月20日(星期五) 上午10時特別安排臺灣
同學參訪 Academy Bio-Medical Company, Inc. 及 亞洲化學公
司 (Asia Chemical Corporation, Inc.)，由兩位企業創辦人楊朝諭
教授、楊朝諄董事長分享創業經驗，吸引了來自大休士頓地區
、奧斯汀及大學城8所學校，30餘名臺灣同學報名參加。

楊朝諭教授及楊朝諄董事長及公司重要主管親自歡迎台灣
同學的到來，除了詳細介紹了公司的產品及發展，也與同學們

分享在美創業的心路歷程。與
會同學在聽完兩位創辦人的分
享後，也紛紛展現的對創業的
興趣，頻頻舉手發問，向兩位
前輩請教在美創業的訣竅。駐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

敏境處長也十分重視這項活動，親自到場對兩位創辦人為臺灣
學生們熱誠地分享個人成功經驗表達感謝。

座談結束後，同學們也難得地有機會實地參觀亞洲化學的
倉儲及Academy Bio-Medical Company的實驗室的運作。楊朝
諭教授及楊朝諄董事長更貼心地準備了臺灣味的食物，招待同
學在員工餐廳享用午餐。同學們紛紛表示此次參訪受益良多，
感謝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的安排，更感謝兩位創辦人的無私
分享經驗，擴展了同學未來在美發展的視野。

臺灣留學生企業觀摩收穫豐碩臺灣留學生企業觀摩收穫豐碩

華美易經學社上周六辦專題講座
衍易女史主講衍易女史主講：：＂＂20172017 流年風水＂流年風水＂

圖為衍易女史上週六在恆豐銀行開講＂圖為衍易女史上週六在恆豐銀行開講＂20172017 流年風水＂吸引流年風水＂吸引
多人前往聽講多人前往聽講，，現場客滿現場客滿，，一位難求一位難求。。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來自德州八所大學來自德州八所大學，，3030 名台灣留學生名台灣留學生11 月月 2020 日參訪日參訪 「「 亞洲化學亞洲化學
公司公司」」 ，，與該企業創辦人楊朝諭教授與該企業創辦人楊朝諭教授（（ 前排右九前排右九），），楊朝諄董楊朝諄董
事長事長（（ 前排右七前排右七），），及陪同前往的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及陪同前往的經文處黃敏境處長（（ 前排右前排右
八八），），教育組周組長教育組周組長（（前排右前排右66））合影合影。。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BB55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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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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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7年1月27日 Friday, January 27, 2017



BB66廣 告 BB66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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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7年1月27日 Friday, January 2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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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281.359.6468 www.themintbank.com

銀行總部：1213 Kingwood Drive, Kingwood, TX 77339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281-568-8888 ext.1118
Tinghui Zhang Executive Assistant 281-568-8888 ext.1117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630, Houston, TX 77036

Come Grow With US !

1.35

休城工商

第三屆休斯頓花果樹木盆栽評選活動圓滿結束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六號以來休斯頓地區連
續的陰雨天氣，二十一日早上依然是陰雲密
布，細雨絲絲。而由亞美園藝協會、休斯頓炎
黃堂、黃氏宗親會和休斯頓廣州聯誼會聯合舉
辦的“第三屆休斯頓花果樹木盆栽評選活動”
依然如期在黃氏宗親會所進行。

參加此次活動的評委有：邵啟明、李守棟、
李滿榮、李英、刁立平、劉曉慧、傅紹文、宗
琳、周紅奕、朱桂梅、王強。

評委們熱情飽滿，全部提前到場；參展者
也是不畏困難，準時提供參展作品。大家都沒
有在意天氣如何，積極地做著評比前的各種準
備工作。生機勃勃、美麗的花草樹木總是給人
以愉悅的心情，好像老天也似乎與人的喜好一
樣，在不知不覺中久違的太陽出來了，與我們
共同欣賞著瑰麗的各種參選作品。

此次參選的作品有：假性小葉榕、柳山桂
花、南天竹、水仙花、橘子、黃洋木、山楂花、
枸杞、鴨掌藤等九個品種，共計十四件作品。
評委們將十四件作品依次由一號排到十四號，
再由十一位評委根據：1. 果樹樹型和花草株型；
2. 葉、花、果的大小，形狀與顏色；3. 樹冠、

花冠和葉冠形狀；4. 花果盆栽與盆的整體感官
等四大項進行評比打分。每項滿分十分，共計
四百四十分。以或最高分者獲獎。

評委們與觀眾在暖陽之下欣賞著、全面
的、反復的、認真的進行者評比。最終評選出
了一等獎作品一件；二等獎作品一件；三等獎
作品一件。它們是：一等獎十四號作品：鴨掌
藤；二等獎十二號作品：山茶花；三等獎十三
號作品：枸杞。

有趣的是當大家祝賀獲獎者時，發現三件
作品出自一人：路春英女士。她好厲害，園藝

深入北極圈頒發證書、乘北極號觀光列車、宿品牌酒店

7001 Corporate Dr. STE 303,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772.7570  Email: 1000trip@gmail.com
website: www.tmttravel.com    weChat ( 微信）名：行千里  号： pekiah03

水平了得！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暖暖的太陽下，欣賞著美麗的生機盎然的

佳作，我們感到春天就在眼前，就在身邊。我
們的亞美園藝協會、休斯頓炎黃堂、黃氏宗親

會和休斯頓廣州聯誼會聯合就像這春天一樣，
在二零一七年裏會越來越好，越來越壯大、生
機勃勃。

由亞美園藝協會、休斯頓炎黃堂、黃氏宗親會和休斯頓廣州聯誼會聯合舉辦的“第三屆休斯頓
花果樹木盆栽評選活動”1月21日上午10時在黃氏宗親會所進行。黃孔威前會長、邵啟明會長 ,
李守棟等評委們、獲獎前三名及觀眾們共襄盛舉。( 記者黃麗珊攝 )

亞美園藝協會黃孔威前會長、邵啟明會長與獲
獎前三名在第三屆休斯頓花果樹木盆栽評選活
動上合影。( 記者黃麗珊攝 )

評委們認真地評比

一等獎十四號作品：鴨掌藤

二等獎十二號作品：山茶花
三等獎十三號作品：枸杞

千里行旅遊 - 2017
一生一次幸福北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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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99休城工商

明湖踢踏舞隊表演《Nowadays》

太空城中華文化中心歡歌樂舞迎新年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明湖合唱團在太空城中華文化中心晚會上演唱《將進酒》和《春曉》

太空城中華文化中心董事長張玉明（右二），美國山西發展促進會會長張亦勤（右一）
和休斯敦華星藝術團代表鐘玲（左二）共同為晚會致新年賀詞，祝大家新年快樂！明星演藝團《歌曲聯唱》

明湖旗袍表演隊旗袍表演，虞曉梅演唱
《故鄉是北京》 紅扇舞蹈團表演《鬥笠舞》 紅扇舞蹈團表演《紅扇舞》 明星演藝團京劇聯唱《戲說臉譜》

明星演藝團表演《天女散花》 清泉小集演唱《外婆的澎湖灣》

「Lucky Land」金雞報喜迎春節，送幸運銅錢擲許願池
中西文化的薈萃，今年二月份正式開幕前“免費＂進場

佛光山中美寺
慶祝中國新年活動

「東海海鮮酒家」迎春節推出
「恭喜發財」特價酒席 $199.80 元

時光飛馳，猴年轉眼已過，馬上就要迎接農曆雞年的到來，佛光山中美寺和往年
一樣，在大雄寶殿內張燈結綵，紅紅燈籠高高掛起， 洋溢濃濃的過年氣氛，準備要和
信眾一起熱鬧慶祝春節了。

新春期間，中美寺舉辦慶祝法會，法師將帶領大眾於佛前祈福，辭歲拜年上年香。
心香一瓣禮敬諸佛，期望新的一年每個家庭闔家康樂事事順遂，國泰民安世界和平。

今年星雲大師送給信徒的新春賀辭 [ 名聲天曉 ]- 唐詩有云雄雞一聲天下曉 . 祝福
您 人生奮起，聲譽遠播。

佛光山中美寺竭誠歡迎您攜家帶眷回寺共襄盛舉，同樂歡慶
聯絡電話：281-495-3100
地    址：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中國城中心
點「 黄金廣場 」H Mart 超巿旁的「 東海
海鮮酒家 」，無論天天茶巿，還是午，晚
餐，酒席菜，都是休巿各地僑胞及附近上
班族的最愛。「 東海海鮮酒家 」經常高朋
滿座，一位難求。

「 東海海鮮酒家」 為與大家一起歡度
春節，今年春節時期，特推出 { 恭喜發財 
} 特價酒席，原特價 $288 元，現春節特價
$199.80 元，共十位用，內容包括：椒鹽軟
殼蟹、蟹肉魚肚羹、蜜椒牛柳粒、北京片
皮鴨、薑蔥雙龍蝦、大紅脆皮雞、東海素
什錦、鮮果松子魚、及魚子炒飯。該酒席
只限家庭聚會，不作酒席用途，每天供應
五席，請事先來電預定。

「東海海鮮酒家」的營業時間為：周一
至周四上午十時半至晚間十時，周五上午
十時半至晚間十一時，周六上午十時至晚
間十一時，周日上午十時至晚間十時。

「東海海鮮酒家」的地址：9896 Bellaire 
Blvd. ,Suite #K, Houston TX 77036 , 

電話：（713 ）774- 2888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經常到「 Lucky Land 」來的遊客，
會驚喜的發現，每隔一段時間，「Lucky Land」 總會增加許
多動人的風貌。如為了迎接元月廿八日農曆春節的來臨，
「Lucky Land」 在門口進口處放置了巨大的金鷄報喜，以迎
接雞年的來臨。還將在春節時免費供應遊客銅錢，按照中國
的習俗，將銅錢丟入面前的許願池許願，以求來年風調雨
順，事事順利，幸福安樂。「Lucky Land」 現雖仍在試營業

期間，中外遊客前往者甚眾，不論周末，周日，總見大批的
遊客全家出動， 它儼然已成了大休士頓地區中西文化的薈
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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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449-0605（中文專線）

「Lucky Land 」將自即日起至二月份正式開幕前 " 免費
＂招待大家入內參觀，遊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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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ucky Land 」進口處的許願池因為春節的即將來臨，佈置的美崙美奐，
充溢了喜慶佳節氣氛。（ 記者秦鴻鈞攝）

「Lucky Land」 負責人李太太（左三） 與亞裔代表Steven梁（ 
左二），著名功夫大師王雲洋（右三）等人合影。（記者秦鴻
鈞攝）

圖為「 東海海鮮酒家 」位於百利大道黃金廣場內，H Mart 
旁門面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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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讀圖

西南管委會在歡迎休士頓警察局長 Art Acevedo 餐會上贈送精美花卉給亞裔警察人員 休士頓警察局長 Art Acevedo 及副局長贈送紀念品給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李成純如、
國際區管委會主席李蔚華等

西南區管委會於 1 月 25 日下午 6 時至 9 時
在珍寶海鮮餐廳舉行熱烈歡迎休士頓警察局長

Art Acevedo 餐會 ,480 人共襄盛舉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亞裔地產協會陳宛儀、譚梓康等贊助歡迎
休士頓警察局長 Art Acevedo 餐會

國際區管委會主席李蔚華及董事於
1 月 25 日下午 6 時至 9 時在珍寶
海鮮餐廳邀請休士頓警察局長 Art 
Acevedo 參加盛會

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董事王敦正等負責召開歡
迎休士頓警察局長 Art Acevedo 餐會

金城銀行總經理黃國樑夫婦、副總裁游秀寶、公
關侯秀宜等贊助歡迎休士頓警察局長 Art Acevedo
餐會

恆豐銀行總裁張永男、副總裁徐朗、公關周明潔
等參與歡迎休士頓警察局長 Art Acevedo 餐會

世華婦女工商企管協會美南分會黃春蘭、
吳展瑩、陳美雪、林琬真、蘇莉莉、何真、
高嫚璘、李莉穎、陳月燕等參加歡迎休士頓
警察局長 Art Acevedo 餐會

美南銀行董事洪恭儀、黃泰生、公關莊幃
婷、副總裁郭子彬等出席休士頓警察局長
Art Acevedo 餐會

休士頓同源會陳慶輝、劉秀美、丁方印、周
偉立、敖錦賜夫婦等親臨歡迎休士頓警察局
長 Art Acevedo 餐會

旅館公會嚴杰夫婦、吳國寶父子、葉德
雲、謝坤增夫婦、黎淑瑛等熱烈歡迎及參
加休士頓警察局長 Art Acevedo 餐會

 美華協會林琬真、陳綺玲、王秀姿等支
持歡迎休士頓警察局長 Art Acevedo 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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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達沃斯發聲：
全球化需向普惠目標優化

綜合報導 阿裏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

馬雲在達沃斯論壇特別對話環節再次發

聲對全球化的支持。他在接受專欄作家

安德魯· 羅斯· 索爾金采訪時表示，自己

認為全球化是好的，但全球化需要優

化。全球化應該是普惠的。

對話伊始，就外界關註的其與美國

侯任總統唐納德· 特朗普的會面，馬雲也

進行了相應介紹。馬雲稱：“這次會面

富有成效，比我預期好得多。”

“我們討論了中小企業、農產品、

中美貿易，特別是聚焦讓美國企業通過

我們的網絡面向亞洲銷售，而這將為他

們創造大量的就業。我對於談話的成果

非常高興，他主動提出要送我下樓，我

想他對此次會面的成果應該也非常高

興。”馬雲說。

而對於當下出現的“反全球化”聲

音，馬雲此次也重申了其對全球化的支

持，並提出了他的優化路徑。

他表示：“我認為全球化是好的，

但全球化需要優化，我認為全球化應該

是普惠的全球化。過去30年，全球化由

6萬家大企業控制；100年之前，是由

幾位國王控制。如果未來30年我們能

夠支持600萬家企業跨境運營呢？如果

未來30年我們能夠支持2,000萬家中小

企跨境運營呢？我們相信全球化應該是

普惠的。”

這種普惠如何實現？在馬雲看來，

eWTP便是路徑之壹。

“WTO很偉大，但它主要是為發達

國家及其企業所設計的，對中小企業而

言沒有機會。我們希望建立eWTP——

ElectronicWorldTradePlatform，來支持年

輕人和中小企業，他們可以通過手機和

互聯網在網上進行跨境買賣。”他說，

WTO使20國政府走到壹起、就壹件事達

成共識，但商業應該由商人決定，eWTP

應是商界人士們坐下來討論、談判、達

成共識，而後獲得政府支持的事物。

馬雲在采訪中，也回答了“阿裏巴

巴與亞馬遜的比較”這壹問題。

他說：“我希望雙方都是正確的，

因為世界不是只有壹種商業模式，如果

世界只有壹種‘正確’的商業模式，這

個世界將非常乏味。我們需要各種各樣

的模式。至於和亞馬遜的不同，亞馬遜

更像是壹個帝國，自己控制所有環節，

從買到賣；我們的哲學則是希望打造生

態系統，我們的哲學是賦能其他人，協

助他們去銷售、去服務，確保他們能夠

比我們更有力量，確保我們的夥伴、10

萬個品牌和中小企業能因為我們的科技

創新，而擁有與微軟、IBM

競爭的力量。我們相信通

過互聯網技術，我們能夠

讓每壹家企業都成為亞馬

遜。”

“我們所驕傲的，不

是我們掙了多少錢，而是

我們具有多大的能量。我

們可以使科技變得更有包

容性，每壹個小企業都可

以使用，這是我的夢想。

今天隨著科技的發展，我

們可以做到賦能，這是我

想做的事情。”馬雲坦言。

在這次采訪上，馬雲也正面回應了

阿裏巴巴被持續批評的侵權問題。

在此問題上，馬雲強調，在過去17

年，阿裏巴巴在打假和知識產權保護方

面壹直是領軍者。同時，用大數據來監

測誰在買、誰在制造、誰在售賣、地址

在哪兒。數據顯示，阿裏巴巴每年投入

2000名專職人員，10億元人民幣進行打

假，2016年，共將400名涉假分子送進

監獄，下架了3.7億件假貨。

大數據不僅在打假領域，也被廣泛

應用到了信用體系——芝麻信用。這壹

體系如今在服務中小企業方面已“顯山

露水”，究其原因，在於其抓住了行業

痛點——沒有適合中國中小企業的信用

體系。

據悉，在過去5年，芝麻信用為500

萬個中小企業提供商業貸款，3分鐘可

以決定是否放貸，給多少錢，1秒鐘到

賬。

“芝麻信用也可以做談戀愛的資

本，丈母娘對未來女婿說，妳要和我女

兒談戀愛，給我看看妳的芝麻信用評

分。如果人們要去租車，也會被要求看

芝麻信用評分，如果他們不還錢，信用

評分將會降低，可能無法租房。這是我

們想要打造的系統。”馬雲如此說。

在訪談的最後，馬雲還主動“請

纓”，向與會者建言，他說，未來30年

對世界而言很重要。每次科技革命都需

要50年，前20年科技公司出現、後30

年科技得以應用。所以讓我們關註未來

30年，在此前的20年中出現了ebay、亞

馬遜、Facebook、阿裏巴巴、谷歌……

很好，但最重要的是讓科技具有包容性、

改變世界，這是未來30年。讓我們留意

那些30歲的人們，因為他們是互聯網世

代，他們會改變世界、會成為世界的建

造者。第三，讓我們留意那些雇員可能

尚不足30人的小企業。30歲的人們、30

人組成的企業，將會讓世界更加美好。

北京房價快漲勢頭被初步遏制 市場需求漸回歸理性
綜合報導 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北京

市統計局昨天發布消息稱，最新數據顯示，

房地產市場調控效果初步顯現，北京市房價

快速上漲勢頭得到初步遏制，去年本市新建

商品住宅、二手住宅環比價格指數的變化均

呈現“M”型走勢；預計今年本市房價有望保

持平穩。

市住建委數據顯示，去年12月，全市新建商

品住宅銷售4813套，環比增長44.9%，同比下降

52.9%。二手住宅成交近1.8萬套，環比下降6.6%，

同比下降21.4%。在調控政策的影響下，本市房地

產市場需求逐漸回歸理性。

去年數據 住宅環比價格指數呈“M”
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北京市統計局

的數據顯示，2016 年，本市新建商品住宅、二

手住宅環比價格指數的變化均呈現“M”型走

勢——壹季度沖高，二季度回落，三季度再次

沖高；隨著“9· 30”房市新政出臺，房價過快

上漲勢頭得到初步遏制，四季度呈現價穩量跌

的局面。其中，去年壹季度沖高的原因是，年

初契稅減免等壹系列利好政策的出臺，對房地

產市場產生了積極影響。

去年12月，本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下降

0.1%，為2015年3月份以來首次下降。全國70個大

中城市中，本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漲幅進入下

遊，處於第51位。

二手住宅方面，作為市場主體的二手住宅價格

漲幅明顯減弱。12月份，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上

漲0.2%，比調控前9月份低5.5%。在全國70個大中

城市中環比漲幅居第35位，較11月下降了兩位。

今年預測 北京房價有望保持平穩
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北京市統計局有關

負責人稱，雖然房地產市場依然面臨較大的壓力，

預計今年本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價格走勢仍

將保持平穩，房地產調控和住房保障工作將取得進

壹步實效。

該負責人稱，從市場後續發展看，隨著調控措

施的深入落實，預計過熱的房地產市場將逐步趨於

冷靜，買賣雙方均會進入壹定時期的觀望期，價格

持續上漲的態勢將有所抑制。但庫存降低，供需矛

盾的進壹步加大，仍是影響未來房價走勢的重要因

素。

該負責人表示，“加大普通商品住房供給力

度”和“合理增加住宅用地供應”，特別是加大自

住型商品房的供應，將是本市房地產市場保持平穩

發展的重要基本面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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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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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年春節賀歲紅包亮相
Hmart 超市 27 日除夕起免費贈送

慶祝雞年，首要戒煙

2017 年農曆春節將至，Hmart 超市為店鋪
張貼起了吉祥的春聯，過年氣氛濃郁，一片喜
氣洋洋的氣氛；為迎接「雞」年到來，並傳達
Hmart 超市對顧客的新春祝福，Hmart 超市今
年特別印製賀歲紅包袋，於元月 27 日（除夕）
起開始贈送，祝福喜愛 Hmart 超市的朋友們新
春迎瑞，雞年吉祥。

Hmart 超市表示，雞年紅包袋上印有代表

中國傳統的「福」字及「年年有餘」賀詞，圖
樣設計是以金魚為發想，以魚兒優游水中悠然
自得的情態來傳達「長年大貴」的吉祥寓意，
此外，今年紅包袋的封口採用插槽式圓口設
計，則有財源廣進、百業興旺、閤家富足豐饒
之意，象徵了「完整」與「和樂」，新的一年「大
小機 ( 雞 ) 會，源源 ( 圓圓 ) 不斷」。Hmart 超
市藉此向各界賀歲拜年，願大家新年自在歡

喜，跟親愛的人團聚，過一個幸福好年。
雞年紅包袋將配合 Hmart 各分店新春年貨

活動，自元月 27 日除夕起至 2 月 10 日止，顧
客在指定店鋪消費，結賬即可免費獲贈一個；
Hmart 超市表示，數量有限，有興趣的顧客請
把握機會。客戶服務熱綫：877-427-7386。

〔本報訊〕紅紅火火的雞年為勤勞、自信
和勇於迎接新挑戰的人們喝彩、歡呼。要思考
未來目標，並計劃為自己及家人實現的理想，
今年就是完美的時間。

在你制定任何計劃之前，戒煙是首要任務。
吸煙不但傷害你身體所有的器官，也傷害你家
裡的每一個人。雖然吸煙仍然是導致死亡的首
要原因，但這是完全可以預防的。中國男士特
別容易傾向於吸煙，因為在中國文化中，男士
們在社交和商業聚會期間吸煙已經是習以為常
的事；而新年期間的家庭聚會正是吸煙者習慣
性地一起吸煙的時候。

吸煙不但傷害吸煙者的健康，也傷害他們
身邊所有人的健康。二手煙含有七千多種有毒
的化學物質，對不吸煙者的傷害與吸煙者同
等。吸烟者的家人會更容易患感冒、耳朵發炎，
及哮喘。更糟糕的是，孩子們在成長的過程中
每天看著家長吸煙也更容易染上煙癮。

由 Asian Smokers’ Quitline（ASQ） 提 供
服務的《華語戒煙專線》可以帮助你打破周而
復始的煙癮。

「要成功戒煙，你必須保持動力，不斷嘗
試。」Asian Smokers’ Quitline(ASQ) 策劃經理
陳博士 (Dr. Caroline Chen) 這樣說，「找出你
想戒煙的明確理由～無論是為保障您的健康、
保護您的家人的健康、節省金錢，或實現你理
想中的模範角色～這些都可以給你戒烟的動
力。你的工作包括：定一個戒煙日、打造一個
計劃、培養代替吸煙的新習慣。如果你破戒了，
必須再接再厲。ASQ《華語戒煙專線》的戒煙
顧問可以幫助你完成這個工作並全力支持你。
我們同時為吸煙者提供兩個星期免費的尼古丁
貼片並郵寄到您府上。」

在正確的途徑上邁出新年的第一步。
先戒煙，讓你和你的家人更健康快樂，那
會令你實現其他目標變得更容易。今天就
打電話到《華語戒煙專線》！

有關《華語戒煙專線》
《華語戒煙專線》由 Asian Smokers’ 

Quitline(ASQ) 所 提 供。Asia Smokers’ 
Quitline (ASQ) 為居住在美國，說粵語、
國語、韓語和越南語的亞裔提供免費、容
易獲取的而且有效的戒菸服務。ASQ 已
經被證實能夠倍增戒煙的成功率。吸煙者
的朋友和家人也可以報名，使用這個服務
來幫助吸煙者戒煙。服務由受過戒煙專業
訓練，並說流利國、粵語的顧問提供。合
格的來電者將會收到兩週免費的尼古丁貼
片。

我們鼓勵服務於華人社區的醫護人員及各
界人士，推薦說粵語或國語的吸煙人士打電話
到《華語戒煙專線》。如欲獲取更多有關轉介
服務的資料，請電郵到：asq@ucsd.edu 或觀看
網 上 轉 介 鏈 接 鍵 www.asiansmokersquitline.org 
免費的 ASQ 宣傳資料可以在 www.asq-shop.org 
索取。

吸煙者也可以直接打電話到 ASQ 或者自己
在網上報名 www.asq-chinese.org。

ASQ 是 由 美 國 疾 病 控 制 及 預 防 中 心

（CDC）所資助，自 2012 年成立以來，已為
超過 10,000 名來電者提供服務。

ASQ 的服務時間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美國
西岸時間早上 7:00am 至 晚上 9:00pm。（美國
東岸時間早上 7:00am 至 晚上 12:00am）

• 國語和粵語 1-800-838-8917  
www.asq-chinese.org
• 韓語 1-800-556-5564 
www.asq-korean.org
• 越南語 1-800-778-8440  
www.asq-viet.org

To learn more about ASQ (in English), visit: 
www.asiansmokersquitl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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