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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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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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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新聞

多元文化縮影「國際藝術節」搭建各族裔歡樂大舞臺
（休斯頓 / 蓋軍）由美南報

業電視集團舉辦的「國際藝術
節」暨中國新年園遊會今天登
場，和往年一樣，這項盛大的社
區活動吸引了大量的不同族裔的
社區民眾參加，120 家贊助商對
此次活動給予了大力的支持。

中國新年園遊會從 1997 年開
始舉辦，到今年已經是第二十一
屆，從初創的小規模到今天的大
場面，從開始的只是為了一解休
斯頓當地華人節日的思鄉之愁，
到今天多族裔共享中國文化，一
路走來，風雨無阻。

休斯頓市長特納、美國議員
Al Green 和州議員吳元之、中國
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參加了開
幕儀式。

當天的舞臺表演分為中華文
化與國際兩大性質，有 33 個精彩
歌舞文化與時尚秀登臺亮相。

參加此次活動的飲食攤位特
受歡迎，民眾可以品嘗到不同國
家，不同風格的食品，一邊看精
彩節目，一邊大快朵頤，十分愜
意。

( 圖 / 文 蓋軍）

「國際藝術節」總導演高曉慧接受本臺記者采訪。 「國際藝術節」主持人馬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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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診所地址：：96009600 BellaireBellaire 211211室室((王朝商場二樓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Tang HoTang Ho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時事圖片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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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刮起強風巨浪英國倫敦刮起強風巨浪 火車穿浪而出火車穿浪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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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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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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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馬德裏西班牙馬德裏，“，“全球機器人展全球機器人展””舉行舉行。。展會展會
上上，，呆萌的機器人造型吸引了大批觀眾呆萌的機器人造型吸引了大批觀眾。。

烏拉圭海神節獻祭烏拉圭海神節獻祭 民眾供奉鮮花祈求健康民眾供奉鮮花祈求健康

烏拉圭民眾在蒙得維的亞的海烏拉圭民眾在蒙得維的亞的海
灘紀念海神節灘紀念海神節，，並下海向海之女神並下海向海之女神
獻祭獻祭，，祈求健康和好運祈求健康和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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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 動 傷 專 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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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總部位於日內瓦的聯合國貿易和發

展會議（貿發會議）發布報告稱，2016年全球外國

直接投資（FDI）流入量大幅下滑，與此形成鮮明

對照的是，中國吸引外資較2015年增加2.3%，達

1390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三位。

該報告顯示，受全球經濟增長疲軟以及世界貿

易增長乏力等因素影響，2016年全球FDI流入量下

降13%，至1.52萬億美元。流入發達經濟體的FDI

總量從2015年的歷史高位下降了9%，至8720億美

元；經濟增長放緩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則對流入發

展中經濟體的FDI造成較大影響，發展中經濟體

FDI流入量總體減少了20%，至6000億美元。貿發

會議投資和企業司司長詹曉寧表示，去年中國外資

流入量除創下歷史新高外，所利用的外資結構也繼

續優化，質量提高。外資持續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

產業以及高附加值領域傾斜，並繼續從勞動密集型

產業轉移出去。

國際上很多機構的調查報告都顯示，外企對中

國投資的熱情不但不減，反而與日俱增。如貿發會

議發表的《2016世界投資報告》稱，中國仍然是全

世界第二受歡迎的投資目的地。中國美國商會調查

顯示，其會員中有60%以上的企業把中國作為全球

三大投資目的地之壹。中國歐盟商會調查也發現，

歐盟在華企業50%左右要在中國擴大投資。“相關

數據再次證明，中國依然是吸引FDI的地方。”歐

洲學院歐盟國際關系與外交系、中歐研究院資深研

究員鄧肯· 弗裏曼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前

不久西方有媒體稱中國不再是FDI的主要目的地，

這種說法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中國經濟的快速發

展態勢和巨大市場就像磁鐵壹洋吸引著外國投資。

詹曉寧對機構調查報告的結果表示認可，在他

看來，2017年中國仍將是全球對外資最具吸引力的

目的地之壹，中國吸引外資也將繼續保持高水平。

他表示，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繼續在全球處於較高

水平，產業結構也將持續升級，市場導向型外國投

資有望保持增長。同時，隨著中國外資管理體制改

革不斷深化，中國對外資開放的領域將進壹步拓

寬，這都將為外資流入註入新動力。

貿發會議警告，目前全球政治領域的壹些新動

向，如英國退出歐盟，美國新壹屆政府宣布將重新

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

定，以及歐洲主要國家即將舉行大選等，都可能加

居未來FDI流動的不確定性。“在世界上壹些主要

經濟體動用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而動的關鍵時

刻，中國力挺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註入

活力。”法國尼斯歐洲研究所學者橋治· 佐戈普魯

斯對本報記者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在世

界經濟論壇年會開幕式上發表重要演講，向世界發

出壹個強烈的信號：中國熱情擁抱全球化，全力推

動世界經濟的復蘇和增長，中國的大門始終向世界

敞開。佐戈普魯斯說：“與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相

比，中國在吸引外資方面是穩定可期的。”

有分析認為，未來五年，中國的國內市場需

求將達到10萬億美元，中國經濟的活力和潛力都

很大，這將給外國投資者帶來巨大機會。而且中

國開放的步伐越來越大，中國國務院最近審議通

過了《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幹措施

的通知》，這些措施把以前對外資限制的領域進壹

步放開、放寬或有序開放，將為外資帶來很好的投

資機遇。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報告：中國吸引外資逆勢增長

新春拉開雞年就業“大戰”
國外鼓勵政策有哪些

春節剛過，不少人離開家鄉，奔向

工作崗位。日前，國家統計局發布中國

采購經理指數，其中，從業人員指數為

49.2%，仍處於收縮區間，但比上月回升

0.3個百分點。這表明制造業企業用工量

有所減少，但降幅收窄。

專家指出，近年來，中國每年實現

1000多萬新增城鎮就業崗位，雖然結構

性問題依然存在，但總體表現不錯，今

年就業形勢總體穩定的基本面沒有變。

我國就業政策措施日趨完善
據國家統計局對全國16萬城鄉居民

家庭的抽樣調查，2016年，全國居民人

均工資性收入13455元，比上年名義增

長8.0%，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改善也體

現出了國家對於就業問題的重視。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盧

愛紅在新聞發布會上說，2016年，全國城

鎮新增就業1314萬人，城鎮失業人員再就

業554萬人，就業困難人員實現就業169

萬人，超額完成全年目標任務。

他強調，促進就業也有許多積極因

素和有利條件，經濟發展向好的基本面

沒有變，就業政策措施日趨完善。這些

都將為保持2017年就業局勢總體穩定奠

定堅實的基礎。

各國重視就業問題 措施存在差異
百姓就業是國家穩定發展的基礎，

當前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增加，就業問題

已成為各國關註的焦點議題。

美國
“讓就業機會回家”是美國新上任

總統特朗普壹直以來呼籲的口號，2016

年12月27日，老牌企業斯普林特電信集

團（SN）和新興企業OneWeb宣布，將

在“特朗普時代”為美國總計帶來8000

個新的就業崗位。

2017年初，特朗普會見了中國企業

家馬雲。阿裏巴巴在聲明中稱：“阿裏

巴巴將幫助100萬美國小公司和農場主

通過其平臺向中國和亞洲客戶出售商品，

來創造100萬個美國就業。”對此，特

朗普表示十分歡迎。

但是，特朗普對於就業問題的重視，

也攜帶了“貿易保護主義”的弊端。究

竟應當怎樣平衡美國國內就業率與跨國

經貿交易，將會是特朗普未來面臨的主

要問題之壹。

韓國
據日本Livedoor新聞網報道，“韓

國就業形勢嚴峻，請支持韓國青年去日

本就業吧！”隨著韓國年輕人就業形勢

愈發嚴峻，韓國貿易協會制定了以上方

針。

韓國統計廳調查顯示，2015年韓國

的失業率為3.6%，嚴峻形勢僅次於2010

年（3.7%）。其中，年輕人階層（15-29

歲）的失業率高達9.2%，同比去年高出

了0.2%，達到了自1999年變更統計標準

後的最高值。

2016年，韓國貿易協會與日本就業

信息公司“每日就業導航”及韓國招聘

信息網站“韓國招聘（Jobkorea）”簽署

合約，並在首爾召開“日本就業成功戰

略說明會”。該協會壹直致力於對想去

日本工作的求職者進行教育輔導。

印度
2016年，匯豐銀行經濟學家預計稱，

印度需要在2025年前創造8000萬個工作

崗位的目標，以滿足該國日益膨脹的青

年人口就業需求。經濟學家認為，印度

要實現該目標應從中國的電子商務熱潮

中吸取經驗。

當前，印度仍然是以現金為基礎的

經濟體，但政府正在大力幫助窮人建立

銀行業務，過去兩年已新開通2.2億個新

賬號。新科技正受到越來越多年輕人的

推崇，移動錢包業務也迅速發展。

雖然印度政府正大力推動制造業發

展，但由於服務業還是難以創造足夠崗

位，仍將有2400萬崗位缺失。匯豐銀行

的經濟學家班達裏（Pranjul Bhandari）

和斯裏尼瓦斯（Prithviraj Srinivas）認為，

如果印度能夠復制中國網上購物的熱潮，

電子商務將填補壹半的崗位空白。

就業關系國計民生的發展
由於每個國家國情不同，百姓需求也

有差別，因此會制定出獨特的引導就業政

策。但是，就業促進國家穩定已成為共識，

並將是未來發展的主要因素之壹。

當前，我國各地推行多類型實用措

施，促進提升就業率。2月3日，安徽阜

陽、江蘇鹽城、浙江寧波等地同時啟動了

上百場招聘會。傳統勞務輸出地向本地外

出務工人員發出“強力召喚”，希望挽留

務工返鄉人員在家鄉就業、創業，經濟發

達地區也使出渾身解數吸引人才。

事實上，就業歷來是關系國計民生

的大事，政府建立健全就業政策、提高

薪酬待遇、提供崗前培訓，為務工人員

在就醫、子女就學、廉租房等方面提供

保障，才能讓勞動力更好地發揮作用，

為建設國家作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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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Dr. Bright Chen, DPM, AACFAS
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伯克利大學學士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設 備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副 刊0126D03

當“一帶一路 ”新絲綢之路正逐步實施之際，我們卻重
返古絲綢之路的道上。古代由長安出發，沿渭水西行，經咸陽
翻秦嶺，抵蘭州後渡黃河，越鳥峭嶺，過甘肅河西四郡，終抵
廣大的西域。

我們這次反向由西往東行。先從新疆烏魯木齊( 原迪化 )
出發，車子在茫茫戈壁中馳騁于兩旁滿布高架風力電扇的高速
公路上。登上塔里木和準噶爾兩盆地之間的天山山脈上之天池
，通過王若賓歌曲中的達阪城前往吐魯番，參觀了交河故城、
坎兒井、葡萄溝以及因孫悟空大鬧天宮而落入凡間的火炭-火
焰山。

經過哈密遊覽了回王墳，到達敦煌。這兒有王維“ 渭城
曲 ”中的陽關，名聞遐邇的莫高窟、鳴沙山、月牙泉、玉門
關、魔鬼城、嘉峪關及山上的懸臂長城。再經酒泉遊覽張掖的
彩色丹霞地貌及西夏的大佛寺、武威的雷台漢墓、景泰的黃河
石林等。

離開河西走廊後，經蘭州前往小西藏 -甘南藏族自治州：
夏河世界藏學府拉蔔愕寺及桑科草原、碌曲的朵海湖、川甘二
省分治的東方瑞士郎木寺鎮、唐克黃河九曲第一灣及若爾蓋大

草原、州府合作市的米拉日巴佛圖、卓尼的夢幻大峪溝等。
出了藏區，經天水伏羲廟及麥積山石窟進入陝西。參觀了

寶雞法門寺、乾縣武則天乾陵及永泰公主墓、咸陽漢武帝茂陵
及霍去病墓等。之後抵達古城牆保存完好的現代大都市西安。
兵馬俑、碑林、大雁塔、鐘鼓樓與樓後回民街、博物館林立。
。的確為名副其實的歷史名城。

經過三星期的跋涉，沿途沙漠、河海、草原、濕地、等天
然美景；寺廟、城堡、驛站等歷史遺跡；石窟的雕刻和佛像；
博物館中歷史文物。秦始皇、漢武武...甚至孫悟空一個個都鮮
活起來, 仿佛回到漢唐盛世。雄關巍峨，駝鈴悠悠，商旅絡繹
不絕，眾人完全沉醉在神奇的歷史時空中。

緬懷古人，再看今朝。開發大西北，公路，鐵道，高樓。
。均由中央出資興建，但人民無法承受，地方無力承擔，已面
臨被掃除命運，使人惋惜。沿途外觀豪華旅館，多因設計不當
，引發諸多後遺症。而甘南如合作等新興城市，建築水準令人
刮目相看。

此外，餐巾，廁紙珍貴如金，旅館房間煙味刺鼻，公廁缺
乏維護。另外新疆嚴密反恐措施，印象深刻。中國地廣人稀，

治理不易，如今國力冉冉升起，除了國勢日強，也願人民均富
。

此次旅遊為華美年度逍遙遊主辦。臥虎藏龍，人才濟濟。
除攝影劉源(女字旁), 書法黃秉驥，文靜的文雪貞，開朗的夏
愛珍,歌王茅裕華與夫人林素貞，奧勒崗州旅遊達人黃道剛，
加州灣區平易近人的吳豔芳等，都頗具超水準架勢。

此外，團員還有儒雅的倪泉，公正的杜明，興高的梁欣欣
，快語的馮菁，能幹的翁淑娟, 活潑的潘小薇，正直的董鐵柱
及夫人甄鳳琴，新州太極高手蔡居易，自半山腰滑沙而下的超
齡大姐吳煥文。核子工程的地產名人張伊立，與來自臺灣，同
樣和藹誠懇的蔡義方一路相互扶持，為兩岸科技學者留下佳話
。

杜泓海，這位年輕幹練的旅遊業老總，當年與張淩等人設
計出這套行程方段可挑，景點隨意可選的模式，為逍遙遊獨到
特色。

小杜耶誕前來美公幹，與大家相聚甚歡。今年將去哪逍遙
？

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逍遙絲綢路 故國懷古行
文/丘小蜀

1、七絕·美國民居一瞥
路吻修竹竹吻山，花偎瑞草草偎潭。
樓堂別致如積木，隱在參天綺樹間。

2、鷓鴣天·大興安嶺四季
北嶺風光四季紛，秋分寒葉落無垠。
冰凝霜降澄溪碧，雪舞清明沃野銀。
逾立夏，燕飛臨。山青柳翠杏花芬。
驕陽芒種狂噴焰，急換輕紗不待人。

3、五律·登蛇洞山頂峰
為賞金秋景，登臨蛇洞山。
雲疏天愈淨，霜重葉尤丹。
路險游人少，峰高視野寬。
攀援尋妙境，自得苦中甜。

4、搗練子·春

描柳翠，染桃紅。喚醒山花綻笑容。
孟夏南江無倩影，悄臨北嶺送蔥蘢。

5、七絕·中秋宴後
花亦芬芳果亦鮮，風尤清爽月尤圓。
杜康為我添雙翼，夜色朦朧赴廣寒。
6、七絕·洪災
暴雨滂沱注大江，狂濤惡浪彙汪洋。
洪魔肆虐無人懼，緣有灘頭橄欖裝。

7、蔔算子·佳節思家
今日又元宵，獨做濱江客。
不惑之年又寒窗，雖苦猶歡樂。
若見小山城，月籠溫馨舍。
此刻妻兒得空閑，電視機前座。

8、七絕·野花

姹紫嫣紅四野開，天生地育不須栽。
隆冬笑臥千重雪，春雨瀟瀟夢醒來。

9、七絕二首·兩訪光棍兒村

一、昔訪
日上三竿未上工，良田片片草苗同。
支書侃侃談優越，農戶悄悄述困窮。

二、今訪
滿地鮮蔬滿地金，花間新舍俱溫馨。
忽聞喜鵲傳佳訊，靚女托媒至小村。
10、北陲大雪聯
隆冬時節，瓊蕊溢清新，乘風漫漫飛來，彈指千
山成玉嶺；
塞外風光，梨花含俏麗，踏霧茫茫飄至，須臾萬
樹現銀枝。

作
者
：
楊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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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2017年為丁酉雞年。值此“新桃換舊
符”之際，首先向真善美中心的全體老年朋友
、中心的領導、全體員工，以及我所有的親朋
好友恭賀雞年！恭祝各位：雞年大吉大利，萬
事吉祥如意！

雞年當評說雞的功德。
“雞”在十二生肖中是唯一的禽類。中國歷

史上曾把雞稱為“德禽”。《爾雅翼》中說，
雞有五德：歸納為文、武、勇、仁、信“五德
”。 頭戴冠者——文也； 足搏距者——武也
； 遇敵敢鬥者——勇也； 見食相呼者——仁
也； 守夜不失時者——信也。

“雞有五德”，語出漢代韓嬰所作《韓詩
外傳》。

雞的五德為：
一德——文也：頭頂紅冠，鮮亮吉祥。公

雞華冠高聳，火紅豔麗。“冠”與“官”諧音
，古代以此比喻文星高照，必獲官帽，寓意鴻
運當頭，青雲直上，步步高升。因為“公雞會
鳴叫”，故取其漢字諧音相關之義則是“功名
”，以示祝福對方一定獲得官職而“功名顯赫
”。

二德——武也：雄雞足趾之上長一隻尖利
的似足趾之物，名曰“距”，有如“匕首”，
是與敵搏鬥的武器，令雞有趾高氣揚之雄姿。
腳踏鬥距，虎步生風，威風凜凜， 勇武剛健，

是“武將”的象徵。
傳說，古代家居王屋山的劉生，炎熱盛夏

與妻趙氏納涼於庭院之中，突然一隻公雞振翅
飛入趙氏懷中，其妻從此竟身懷六甲，生下男
嬰。劉生為愛子取名“武周”。長大後，曾事
朝廷，驍勇善戰，屢建奇功。因此，流行於我
國民間的“鬥雞紋圖”便成了“驍勇善戰”的
代名詞，“公雞”便成了“威武英雄”的象徵
。

三德——勇也：見敵來襲，奮勇應戰，錚
錚鐵骨，寧死不屈。雞對牠的兒女百般呵護，
遇到天敵鷂鷹或狐狸、黃鼠狼之類，母雞就會
立即把小雞掩護在翅膀底下，捨身保護兒女。
公雞就會挺身而出，威風凜凜，羽毛倒豎，鳴
叫著迎敵奮戰，不怕流血犧牲，直至把天敵趕
走為止。但狡猾的狐狸和黃鼠狼會在夜晚趁雞
“雀蒙眼（什麼都看不見）”時，鑽進雞窩偷
襲，造成雞家族的流血慘案。

雄雞與同類爭鬥，也會使出渾身解數，奮
勇拼殺，即使殺得頭破血流，也要一決雌雄。
這就是勇武公雞的英雄氣概。

四德——仁也：遇食分享，共品美餐。在
動物世界中，雞家族的摯愛堪稱楷模。公雞發
現食物，絕不自己獨享，牠會“咕……咕”地
叫著呼喚夥伴過來一起分享。母雞發現小蟲或
米粒，自己不忍吞食，立即叼到小雞面前餵食

兒女。
傳說，公雞乃是玉衡星的化身，是陽氣的

象徵。每當捕捉獵物或發現食物，決不獨自吞
食而不顧其它。故有“雞頌”五絕贊曰：“紅
冠頭上戴，彩袍合體裁，古頌有五德，得食呼
伴來。”

五德——信也：公雞司晨，守信按時，唱
點報曉。民間傳說，在桃都山上長有一棵參天
大桃木，盤曲三千里，桃木上屹立一隻大公雞
，名曰“天雞”。每當“日神”出巡，金光四
射，照耀著大桃木，此時，“天雞”唱曉，普
天之下男女老幼便起床更衣，各就各位，開始
新的一天的勞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從
此，便有了“天雞報曉天下知”的傳說。

更有“聞雞起舞”的典故流傳。據晉書記
載，“東晉雙雄”祖逖、劉琨少年時，面對強
悍的匈奴入侵，造成晉王朝國土淪喪，“江
山半壁”，就立志消滅入侵的匈奴，收復失
土，報效國家。於是白天讀書、學習兵法，
晚上議論國事，討論滅敵之策。每天半夜過
後一聽見雞鳴，便奮發起身習武練劍，日復
一日，年復一年，終於練就一身文武雙全的
本領。後來雙雙成了東晉赫赫有名的抗敵將
領，終於驅逐了匈奴，收復了大片失土。
“聞雞起舞”的典故從此萬古流傳。這則典
故歌頌的是東晉雙雄，也是讚美報曉的雄雞

！
雞是人類的朋友。 自古以來，雞就與人

類朝夕相處，密不可分。冬去春來，寒來暑
往，雞無時不與我們的勞動、學習和生活相
隨相伴，忠誠地獻出牠的一切。故此贏得
“德禽”的美譽。

忽而冥想，覺得人類實在有負於雞。對
於雞我們總是“殺”字當頭——“殺雞儆猴
”、“殺雞取卵”、“殺雞待客”、“殺雞
焉用牛刀”……。不論公雞、母雞，每個都
死於人們的屠刀之下，成為餐桌上的佳餚美
餐。但想到上帝造萬物，原本就都是為人類
服務的。因此，雞被宰殺也就無可厚非，這
是雞對人類做出最後的也是最完全徹底的奉
獻。

由“雞有五德”：文、武、勇、仁、信
。不禁想到古之君子亦有五德：“仁、義、
禮、智、信”；君子立身處世亦有五德：“溫
、良、恭、儉、讓”。國學經典之一的“三字
經”有“犬守夜，雞司晨，苟不教，曷為人？
”的警言。竊以為，我們今天的教育，不妨先
從學學“雞的五德”，學學“古人的五德”做
起，做一個品德高尚、人格完美、樂於奉獻
的有益於國家和人民的人。

文/劉大為

雞年說雞
恭賀雞年恭賀雞年，，吉祥如意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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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館市，舊稱箱館，是一個位於北海道南部（道南）龜田半島
上的沿海城市，為北海道連接本州的大門。函館是北海道人口第三
多的城市，僅次於札幌與旭川，是道南區域的行政、經濟、文化中
心。函館因為三面環海，漁業相當發達，自古以來就是優良的漁港
，因此漁業和水產加工業一直是當地的主要產業，其中烏賊更是主
要的特產。同時因為函館港是日本最早和外國通商的港口之一，從
幕府末期就開始有西方文化傳入，因此許多遺留至今的史跡帶動了
觀光產業的發展。2016年小雪，妻子和我參加旅遊團，團員加導遊
大吉共33人。11月20日晨，從桃園機場飛札幌，24日晚從函館飛回
桃園，完成 「戀上北海道」五天四夜之旅。函館是我們遊覽北海道
的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城市。

五稜郭、函館夜景與女子修道院
11月23日午二時，參觀完大沼國立公園，大巴載我們向南行駛

30公里的函館市。11月底的北海道太陽很早就下山，4:45天就黑了
！還好到達五稜郭3:45，我們還有一個鐘頭日光時間參觀。五稜郭
是日本最後的內戰 「箱館戰爭」的舞臺。公園配置了獨特的 「棱堡
」設施，外觀有5個突出的角，呈星狀五角形，因此被稱為 「五棱
郭」。五棱郭是日本第一座西式城堡，花了7年的歲月，於1864年
完工。日本在締結了美日親善條約之後，開放箱館港，為了強化防
衛同時解決政府機關的遷移問題，江戶幕府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定
（1824-1858）下令建造五棱郭，並由西洋軍事學者武田斐三郎負責
設計。武田斐三郎採用了歐洲 「棱堡式」築城格式，以大炮作為戰
鬥的主力，因此將城堡配置為星型。五棱城郭作為蝦夷地的中心地
帶，地位十分重要；但1868年10月，被榎本武揚等率領的舊幕府軍

佔據，成了箱館戰爭的舞臺後，失去了政府機關的功能。直到1987
年，五棱城郭由明治政府陸軍省接手管理；1914年以 「五稜郭公園
」對一般民眾開放；1952年日本指定為 「五棱城郭遺跡」。午四時
，走出五稜郭大門，雪下得更大了。到纜車停車場，路滑難行。搭
乘纜車到山頂，一片霧濛濛。入夜後，景色仍然不清不楚。看臺風
大又冷，我們躲進玻璃窗內，函館夜景註定是全然失敗。回到飯店
，飽食一頓，洗個溫泉澡，上床睡覺，期待明天天氣會更好。11月
24日晨，我們來到女子修道院。女子修道院是明治31年（1898）由
法國派遣來日的8位修女在日本設立的第一間女子修道院。充滿了
歐洲中世紀的羅馬風格及哥德風格摻雜的紅磚建築群、泰莉西雅
(Theresia)、貞德(Jehanne Darc)、天使長米迦勒(Michael)等雕像及資
料館等，值得一看。道路兩旁有廣闊的草原，並以完全沒使用添加
物的甜點及餅乾聞名於日本。女子修道院的正式名稱為 「嚴規熙篤
會天使的聖母特拉普派修道院」。目前大約有70名修女在此自力更
生，內部謝絕外人，只開放庭院供民眾參觀。目前大部分的建築是
大正14年（1925）火災後，於昭和2年（1927）重建。目前本院在
兵庫縣西宮、佐賀縣伊萬裡、栃木縣那須、沖繩縣宮古島等地設立
分院。導遊大吉指著立牌解說後，帶領我們入大門就離開到女子修
道院前的小木屋市民之森買霜淇淋，請我們吃。我們則進入修道院
拱門，入口處矗立一座天使長米迦勒屠龍雕像。院內遊客眾多，拍
照不易。出院門，市民之森門外，有兩個NISSEI（日世）霜淇淋的
企業形象小娃娃。一個是NI君，另外一個是SEI醬，合起來就是
NISSEI。市民之森後院一片白樺樹林，是攝影最佳景點。

函館朝市、小丑漢堡與金森倉庫
我們在摩周丸停車場下，步行到函館朝市。函館朝市位於JR

北海道函館站旁，是一區聚集400家水產店的晨間市集，團員中不

少饕客，看到愛吃的北海道三大名蟹：毛蟹、雪蟹和雪場蟹以及生
鮮海膽等美味料理，坐下來就點來吃。我們對這幾天的海鮮魚蝦吃
怕了，在朝市閒逛，看到北海道哈密瓜和柿子，尤其是柿子，又便
宜又好吃的樣子，我們沒買，但買了幾包烏賊幹絲，等集合到下一
站金森倉庫。巴士停在明治館前，導遊大吉帶領我們前往金森倉庫和
小丑漢堡（Lucky Pierrot）。安政6年（1859），函館與橫濱、長崎
一起作為日本最初國際貿易港而開港。1863年，24歲的渡邊熊四郎
（ 創辦人）從長崎來到函館，在這裡開設了首個營業倉庫，開始從事
倉儲業務。 此後，其於1869年開設金森洋物店和金森船具店，開始
從事進口雜貨及船具銷售等多項業務，身為函館四天王之一，為建設
時期的函館創下了不少業績。 他尤其在社會、文化事業方面做出了很
大貢獻，用自己財產推進學校、醫院的建設，以及公園和自來水設施
的整備等多項公共事業。 熊四郎於1887年在此處開始從事倉儲業務
。現存的倉庫是於1909年重新修建而成。大吉指出金森倉庫最夯的起
士蛋糕後，便領我們到小丑漢堡的第一間創始店。1987年創立的小丑
漢堡灣區本店。小丑漢堡的創始者社長很有趣讓每一間店都有不同的
主題，灣區本店的店鋪的主題是 「森林中的旋轉木馬」。客人可以坐
在盪鞦韆上吃漢堡，頗得小孩的喜愛！小丑漢堡的菜單選擇很多，不
過最受歡迎的，也大吉買給我們的中國風漢堡套餐（350日圓），要
價3美元，的確很貴，但銷量大。川上徹也新作【故事銷售】第二
章成功法則一：如何找出自己的故事？──挖掘故事的種子。提到
「有了特殊體驗加持，產品就可以變貴」。作者提出一個 「案例」

就是北海道函館的 「幸運小丑漢堡」。業者讓你體驗新鮮、現做、
分量大的特色。取餐時不是叫號碼牌而是叫姓名，讓顧客有獨一無
二的感受與款待。吃完了小丑漢堡，沿著回頭路到金森倉庫逛街。
（全文完）

函館遊記函館遊記
文/呂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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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法盧（Ｃefalu）簡介
琪法盧位於西西里島北海岸線中部的一個岬角上，背倚

一列崎嶇陡峭的山巒。它在首府帕勒莫市之東約81公里，濱
泰冷寧（Tyrrhenian）海。這原是一個建於鋸齒形邊的懸崖與
細砂海灘之間的一個漁村小鎮，現已發展為一個區內主要的
旅遊重點。

琪法盧鎮建於希臘時代，其名來自一座像是從海面伸起
的巨型人頭狀的岩石（Rocca），便稱此處為“Kephalos”。
歷史上，“琪法盧”（Cefalu）之名首見於公元前 396 年,由
Himilco 帶領的迦太基人（Carthaginian）的遠征期間。公元
858年阿拉伯人入統，命名為“Gafludi”。1063年落入諾曼人
之手，1131年西西里國王羅杰二世（Roger II）將小鎮遷至那
塊巨石的腳下，並開始建造今日的諾曼大教堂。從13世紀至
15世紀中葉，琪法盧一直是在幾個封建家族手中，後來成為
琪法盧主教的財產。1861年琪法盧成為意大利王國的一部分
，今日是帕勒莫省下的一個城鎮。琪法盧見証了希臘、羅馬
、阿拉伯、諾曼、西班牙等民族的入侵，洗禮，鎮內也留下
了一個接一個統治者文化的痕跡。

早上從酒店出發，車子從帕勒莫往東沿泰冷寧海岸線而
行。公路彎曲狹窄，風景奇佳。在快到琪法盧的時候，遠遠
就看見海面上一座像小山一樣的帽狀巨石，上面有城堡的殘
餘，半山有燈塔。車子緩緩沿山而下至巨石下面的海灣平地
，進入了今日的琪法盧小鎮的外圍。鎮內街道狹窄，旅遊車
是無法入內的。本團全體在一間禮品店內品嘗了一小杯杏仁
葡萄酒與小片巧克力，兼用該店的洗手間並購物後，開始沿
著海灣的人行道步行至琪法盧的鎮中心。艷陽天下，這條濱

海路真是美極了。進入市區後，先去參觀該鎮的主要景點：
琪法盧大教堂（Duomo di Cefalu）

琪法盧大教堂 (Duomo di Cefalu)
琪法盧大教堂坐落在鎮中心的廣場上，教堂始建於1131

年。據說是在西西里王國的國王羅杰二世從一次險些喪命的
海上風暴平安踏上琪法盧岸上後，便下令築建此大教堂。有
點像中國廟宇的“還願”。築建工程一直延續至1240年始竣
工。大教堂是諾曼式的建築物，形狀有點像一座碉堡。外牆
保存得很好，飾以交錯的尖弧形圖案，窗戶也是尖弧形的式
樣。教堂的兩邊是兩個高達四層樓的柱形方塔，成為西法盧
的鎮標。教堂內部於1559年曾經全面翻修，祗有那異常精工
的馬賽克小瓷磚拼圖，是原來1148年左右的拜占庭原物。

琪法盧教堂頂上的十字架是一個有雙橫的十字架，經領
隊解釋才知道，原來這種有雙橫十字架的教堂表示這是一所
有“主教”主持的教堂，單十字架則為普通教堂。意大利文
的“教堂”在這裡是兩個不同的字：有主教的教堂為“Duo-
mo”，沒有主教的教堂，普通教堂為“Chiesa”，特別大的
教堂為“Catterdrale”。經領隊解釋後，果然看到指標牌上皆
是用“Duomo”這個字指這座市中心廣場的大教堂。

今天是周日，又是母親節。小鎮的廣場上滿是遊客。大
教堂面對著廣場，高高地坐落在需登上數十級石階的高地上
。石階上有許多為母親節出售的鮮花，憑添了不少生趣。我
們來到教堂大門的時候，裡面正好有崇拜儀式，後來也看到
好些個穿戴整齊的男女老幼一個個家庭成員從教堂裡出來。
西西里北海岸居民的祖先多是來自意大利中部，天主教徒佔

絕大部分。
我們參觀畢大教堂後，領隊領我們在琪法盧小鎮內高低

彎曲的中古街道上慢慢行走。由於每人發了一個遙聽器，儘
管隊伍拖得很長，仍然可聽得見她的解說，這倒是給團友們
以極大的方便。在一條小街上我們還去參觀了一個很小的曼
德拉斯卡博物館（Museo Mandralisca）。這其實是 一所曼德
拉斯卡男爵披拉諾（Enrico Piraino，1809-64）的私人收藏展
覽室。它的鎮館之寶是一幅 1465 年安東尼友（Antonello da
Messina ）所畫的一幅《無名氏的畫像》（《Ritratto di un
Uomo Ignoto》）。展廳內還有一個公元前四世紀的古董花瓶
，上面有一名魚販與買主爭辯的圖案，可見在兩千多年前，
西西里已經有了捕魚業與相關的商業行為。

大家在鎮內的一間庭院式的餐館內享用了一頓西西里餐
後，在往遊覽琪法盧海灘的途中，經過鎮內一處中古時期鎮
民的公共洗衣坊（Lavatorio Medievale）內有三四塊用來洗衣
的大石板，洗衣的溪水依舊潺潺清澈。

琪法盧新月形的海灘是西西里北海岸上最佳的海灘之一
。碧綠色的海水，細細的沙灘，相信必為暑期遊人群集之地
。晴空萬里無雲，我們一面欣賞著藍天碧水，一面沿著棕櫚
搖曳的人行道往回走向旅遊車的停車場。多舒服的地中海氣
候，多美麗的自然景觀。想到性喜旅遊的母親，前二三十年
若有這份能力帶她來此一遊，該有多好！“子欲養而親不在
”當是多少人的憾事吧！母親節更是一個特別懷念慈母的日
子。

西西里行之三：琪法盧
文/夏曙芳



dignitaries opened the festival with a ribbon cutting.
Taking the podium, Congressman Al Green (9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welcomed the many visitors, 
invited guests and VIPs declaring that the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was the greatest coming 
together of the many diverse cultures in the Houston 
community and that it was the culmination of a 
longtime dream of Southern News Group's chairman, 
Wea H. Lee. Green presented Lee with a formal 
proclamation from his office marking the occasion.
In his opening remarks, Chairman Wea Lee said that 
“we are here today not just to welcom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but also to celebrate the Super Ball coming 
to our city!!!”
Lee stressed that America had given himself and 

The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opened its doors at 10 am on Saturday, Feb 4th after 
weeks of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for what turned 
out to be a spectacular display of international 
foods, entertainment and speeches by dignitaries and 
attendance by VIPs from across the business and 
political spectrum.
The slight chill in the air was not enough to deter the 
crowds that continued to visit the festival throughout 
the day.
The celebration began with a VIP reception host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Chairman Wea H. Lee and 
proceeded to the main stage set up in front of the 
company's corporate offices.
The Consul General of China Li Qiangmin and other 

many others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successful 
and emphasiz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s 
been built by immigra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Lee went on to say that today in Houston we have more 
than 20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including 
Chinese, Vietnamese, Indian, Pakistani, Caribbean, 
African and Latino in our International District. 
Lee also announced that in the future that the name 
of the Lunar Festival celebration will change its name 
to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Arts and Cultural Festival 
and will be dedicated to celebrating not just the Asian 
Lunar New Year, but also many other international 
cultures as well.
 -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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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 From The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TV Houston presented Beauty Quee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on the festival stage to showcase Houston's diversity. Consul General of China Li Qiangmin (5th from left) and other dignitaries, Wea 
Lee (c), Congressman Al Green and others perform the official ribbon cutting. 

Sky view of the festival. Attorney Gordon Quan (L), Congressman Al Green,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Chairman Wea H. Lee and China 
Consul General in Houston  Li Qiangmin

Congressman Green presents toy rooster to SNG Chairman Wea Lee.

Colorful Chinese dancers performed.

Festival guest shows New Year spirit. Festival guest get playful with dragon dancer as Congressman Green, 
Mayor Turner and Chairman Lee look on.

Good thoughts for the new year.

 Food service at the festival was 2nd to none.  Festival vendors also had a good time.

Appreciation to the sponsors

 International Beauties Reflected Community 
Diversity.

VIPs enjoy the performers.

Congressman Green presents Congressional proclamation to SNG Chairman 
Wea Lee. (L, Neeta Sane, HCC, R, TX state Rep Gene Wu)

Philippine performers brought beauty and skill.

 Chairman Lee Delivers his message to festival guests. Beaut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reflected diversity of the 
community.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Combined Cultural Diversity With Perfect “Lunar Landing”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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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風水是古人智慧的
精華，是中華文化的基礎之一，衍易老師的「 
風水格局班 」課程掀開民俗風水的神秘面紗，
全方位介紹住宅風水中房屋格局的部份。從住
宅的外在環境，內部結構中找出可能存在的風
水問題，並深入探討解決方法，讓大家從學習
風水中得到趨吉避凶的實用效果。

這是衍易風水命理研習班中最容易入手的
課程，全程圖片教學，舉例詳盡，簡單易懂，
即學即用！對從來沒有學過風水的朋友，風水
格局班是最佳切入點。

第一段課程（四小時）： 探討住宅的外
在環境、所處地勢、大門朝向、門外來路，房
屋外型等等，對住宅所發生的影響；找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風水問題，並深入探討解決方法。

第二段課程（四小時）： 了解房屋的內部結構，動線佈局，以及客廳、臥室、廚房、飯廳、書
房等主要房間的位置，與需要注意的重點事項。

上課時間：02/26，03/05 ( 星期日 ) 2:00pm - 6:00pm
上課地點：中華文化服務中心（9800 Town Park, Houston TX 77036）。

聯絡電話：832-202-5751，832-417-8168
新班預告：三月份實用面相班

美國報稅六大常見問題
常有客人問我們報稅的問題，常見的問題

可以歸為六類：
（1）我真的需要申報聯邦稅嗎？
一般說，在美國有收入，你都需要報稅，

但也有例外。唯一例外的情況是，如果你的收
入低於個人標準或特殊減免的額度，這兩項減
免都與你的年齡和婚姻狀況有關。就 2016 年
的情況，如 65 歲以下單身，年收入在 10,350
美元以下，或夫妻二人收入在 20,700 美元以
下，你可以不報稅。但有些情況，即便你的收
入並未達到報稅額度，你仍需要申報，是因為
根據不同的情況，你也許還能獲得一定的退稅
款。

（2）我要等多久才能拿到退稅款？
大多數人可以在報稅後的 21 天之內拿到

退稅款。
（3）稅務局（IRS）有可能會扣押我的退

稅款嗎？
有可能。有四種情況稅務局可能會扣押你

的全部或部分退稅：未付清聯邦學生貸款、未
繳清子女撫養稅、未付清州所得稅、或者你從
聯邦或州醫療保險那裡享用了過多的政府補
貼。

（4）如果我沒有錢去支付我所欠的稅怎
麼辦？

首先，無論什麼情況都要及時報稅，否則
你可能會面臨因未報稅所帶來的巨額罰款。其
次，你可以與稅務局協商使用分期付款的繳稅
方案。如果欠稅過多，或者情況比較複雜，
你最好聘請一位有經驗的會計師或稅務師來處
理。

（5）今年（2016 年收入稅）報稅截止日
期是哪一天？

今年的截止日期是 4 月 18 日（星期二），

而通常的截止日期為 4 月 15 日。
如果你無法及時報稅，可以申請 6 個月的

延長期。但延期報稅並不等同於延期繳稅，所
有 2016 年的稅款都應在 4 月 18 日之前付清，
否則需要另外支付所欠稅款的利息，還要繳納
罰款。

（6）我會被審計嗎？
可能不會。近年來被審計的概率很低，尤

其收入低的人群，這歸功於稅務局的預算縮
減。但這並不等於你的退稅不會被審查，尤其
是一些十分離譜的情況。

你必須確定你申報了所有收入。稅務局保
存著你的所有稅務文檔——來自雇主、銀行、
理財代理人、各級稅務機構、教育機構或者商
業合夥人等。稅務局會使用自動對比系統來交
叉對照文檔紀錄與退稅申報材料，如果兩者有
任何不符都可能引發被審計和調查。

你還應該註意避免申報不符合條件的減稅
項目。例如，試圖通過並不存在的家庭辦公室
來扣除全部住房支出，或者將僅屬於個人愛好
的買賣行為誇大成商業生意損失。

關於報稅的任何問題，請聯絡以下會計師
事務所：

衍易老師2017年「風水格局班」
新班 2 月 26 日起上課

是學習風水的入門課程，購屋置產的必修課程

防治糖尿病万蜂牌巴西极品蜂
（Multiflowers）三效合一保健康

糖尿病是一組以高血糖為特征的代謝性疾
病。高血糖則是由於胰島素分泌缺陷或其生物
作用受損，或兩者兼有引起。糖尿病時長期存
在的高血糖，導致各種組織，特別是眼、腎、
心臟、血管、神經的慢性損害、功能障礙。嚴
重威脅人類健康。中華本草》中詳細介紹，蜂
膠對糖尿病並發癥有綜合防治功能。

研 究 發 現， 萬 蜂 牌 巴 西 極 品 蜂 膠
（Multiflowers）富含 300 多種有效成分，且十
分精妙，具備對人體血管、神經、免疫系統同
時修復的綜合功效。臨床顯示，服用萬蜂牌巴
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六個月後，患者血
糖平穩、正常；一年後，手腳麻木、四肢冰涼、
失眠、多汗、乏力等並發癥均可有望消除。被
譽為糖尿病患者的保護神！萬蜂牌巴西極品蜂
膠（Multiflowers）三效合一保健康。

一、激活胰島 β 細胞、修復胰島功能
胰島損傷是造成糖尿病患者血糖不穩的根

源，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中黃
酮類、萜烯類化合物具有促進外源葡萄糖合成
肝原糖，並對胰島細胞起保護作用；其所含梓
醇蝶芪等物質具有明顯的降低血糖作用；萬蜂
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中鉻、鈣鋅鎂
鉀等微量元素有激活胰島素，改善糖耐量，參
與胰腺細胞功能調節等功效，讓胰島 β 細胞
逐漸恢復自身分泌功能，從根本上阻斷胰島衰
竭。

二、改善四系統病變，逆轉消除並發癥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並發癥，萬蜂牌

圖為衍易老師

洪微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Hwang & Associates CPA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05, Houston, 

TX 77036 ( 與希望診所同一樓 )
辦公電話：832-308-0499
手機電話：713-256-8682
稅季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9：30AM-5：

30PM；週六：11AM-3PM
Email: cpatx100@gmail.com 或 者

service@hwangcpallc.com
網址：http://hwangcpallc.com/

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能強化免疫系
統，增強免疫細胞活力，在病人體內形成一道
保護血管、神經、代謝、免疫的立體防治體系。

三、減少藥毒傷害，保護肝臟、腎臟
長期服用降糖藥會引發低血糖、酸中毒、

刺激腸胃、肝腎功能受損等很多副作用；萬蜂
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天然無任何毒
副作用，清除血液毒素垃圾，可保護肝腎，通
過尿液排出體內毒素，增強藥效，減少藥物的
傷害作用。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最
大的優勢在於綜合功效，能同時作用血管、
神經、代謝、免疫四大系統；單用萬蜂蜂膠
（Multiflowers）就可同時解決並發癥、穩定
血糖、保肝護腎、祛除耐藥性多種難題！避免
了多藥同服的花費，就能有效控制住並發癥、
不用住院，省去了大筆醫療費，而且越久越實
惠！

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是大
自然賜予人類最好的禮物，是您健康的保護
神！
電 話：1-888-518-
7778
網 址：www.vikerm.
com  
電 郵 ： v i k e r m .
com@gmail.com
加 拿 大 viker 公 司 出
品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如果說華人狂歡慶祝中國農曆新年
是千年不變的傳統，在上周六（ 二月四日 ）在美南新聞報業大
樓前廣場舉行的 「第21 屆德州農曆新年園遊會」，則在 「傳
統 」 中注入了新元素，顯示20 年來這項傳統文化活動已突破族
裔和語言的限制，成為休巿各族裔多元文化活動的一環。這從世
界各國的選美皇后競相參與大會及 「麥當勞」攤位前的巨大人龍
即可見一斑。當天共有二萬多人與會。

在美南新聞廣場上到處可見張燈結綵，高大石獅坐在高高的
紅台上，使每一個路過門口的車陣，人流皆感染了濃濃的年節喜
氣。美南報業大樓前架起了壯觀舞台，及台前喜氣洋洋的觀眾席
，一整天歌舞不歇，各國家，各族裔的藝術家們在舞台上奔放的
演繹了 「新年」 的喜慶和歡樂。

開幕式從上午十點半開始，由釋延禪（ 劉根明 ）師父率領
的 「少林寺文化中心」 率領的舞龍舞獅隊伍，以精湛的舞龍舞
獅絕技，點燃了全場的氣氛，只見他們從舞台上舞到台下，台上
的貴賓包括休士頓巿長Sylvester Turner, 國會議員Al Green, 中國
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德州州議員吳元之（ Gene Wu ),他們也
都遵循中國習俗，給巨龍和舞獅的表演者送紅包，現場一片喜氣
洋洋。

園遊會的主辦人，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的董事長李蔚華先生首
先在開幕式上致詞，給在場的人士拜年，新年恭喜！他說：今天
我們來自海峽兩岸三地的中華兒女聚集在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敦
美南新聞廣場，透過SUNTV

電視直播，要向全球華人拜年了，我們成為這個偉大國家的
一份子，除了努力取得在各自崗位的成就外，更應成為中美兩大
偉大民族的橋樑，今天在此美好佳節的到來，我們和休斯敦市長
泰勒，國會議員Al Green, Sheila Jackson Lee, Steve Stockman 共同
慶祝中國農曆新年之到來，也驗證美國人民熱愛我們中華文化。

休士頓巿巿長Sylvester Turner 也在開幕式上致詞表示： 農
曆新春佳節，是眾多亞裔社區的重要傳統節日，表示對過去一年
辛勤收穫後的慶賀和對新的一年的祈福，凝結著亞裔傳統文化的
精華，闔家團聚，共享天倫，勤勉仁愛。Turner 巿長也不忘提到

美南報業集團憑藉專業的媒體平台和全面
的社區影響力在推廣多元文化意識，促進
美國社會族裔和諧作出了突出貢獻，享有
極高的聲譽。他並代表巿政府恭賀第二十
一屆春節園遊會的組織者，和美南報業集
團的所有參與者，春節園遊會圓滿成長，
泰勒市長並正式宣佈2017年 2 月 4 日為 「
美南報業集團第21 屆農曆新年日 」。

而國會議員 Al Green 在開幕式上表示
： 很高興祝賀美南新聞集團第卄一屆德州
農曆新年。他代表德州第九國會區的成員
，向所有公司和社區領導和訪客致敬，他
們致力於使這個假期成為一個難忘的日子
。Green 國會議員說： 我非常熱情地歡迎
美南新聞集團及其支持者致力於慶祝來自
大休斯頓大都巿區各個社區的亞洲文化的
豐富多樣性。我期待著繼續與美南新聞集
團合作，為未來的工作，以及為您和國會
服務。我真誠地表示我最好的祝願，祝願
所有人都有一個非常快樂和繁榮的新年。
他並當場致贈祝賀文告，由園遊會主辦人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華
代表接受。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也在開幕式上祝大家新年好，恭
喜發財。他說很高興來到這與大家共賀新年。他說：2016 年是
中國成立67 年來最非凡的一年，中國無論經濟的成長，航太科
技，都有非凡的成就。中美關係 亦然，中美兩國 「合作共贏」
的新型大國關係逐步推進，這些，兩國的政府和人民都有貢獻。
他也提到休斯頓火箭隊在前一日（ 三曰晚間） 為姚明11 號球衣
舉行隆重退役儀式，他更指出姚明是中國和休斯敦之間，城市友
好交往的一個民間的使者，他同時也預祝明日（ 二月五日） 的
休士頓＂Super Bowl " 成功！

開幕式結束，表演節目正式開始，由 Rhedonda Cox Rod-

abaugh, Bruce Johnson, 良子與馬健四人主持，而由周潔曉慧舞蹈
學校的開場舞 「開門紅 」 正式揭開序幕一直到下午五時，有中
國的傣族舞蹈，兒童舞，旗袍舞，藏族舞蹈，漢族舞蹈（ 紅扇
舞團） 以及 「潘立平舞蹈隊」 以及 「沈敏生舞蹈學校 」以及
少林功夫組合，弦樂合奏，民樂合奏，女聲獨唱，國際陳氏太極
拳推廣中心，以及菲律賓竹舞，越南功夫，印度舞蹈，印尼，韓
國舞蹈，巴西桑巴熱舞等等，最後以東北同鄉會的廣場舞 「開
門紅」 壓軸，圓滿結束。

當天的五十餘攤位，更是家家生意興隆。舞台正前方的 「
東北人」 以及舞台東側的 「麥當勞 」 更是大排長龍，相當壯觀
。主辦人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的董事長李蔚華夫婦，更親自到每一
個攤位去送紅包，拜年，合照，全場一片喜氣洋洋。

代表了二十年來時代的變遷和族群的融合代表了二十年來時代的變遷和族群的融合
第第2121 屆德州農曆新年園遊會上周六在美南新聞前廣場隆重舉行屆德州農曆新年園遊會上周六在美南新聞前廣場隆重舉行

全體貴賓被請上舞台全體貴賓被請上舞台，，為園遊會主持揭幕剪綵儀式為園遊會主持揭幕剪綵儀式（（ 前排中左起前排中左起）） 為中國駐休士頓李為中國駐休士頓李
強民大使強民大使，，休市市長休市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園遊會主辦人園遊會主辦人 「「美南報業傳媒美南報業傳媒」」 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
先生先生，，及國會議員及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等人等人。（。（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右起右起）） 中領館僑務組組長房振群中領館僑務組組長房振群，，李強民大使李強民大使，，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
，，休市市長休市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正在為祥獅發紅正在為祥獅發紅
包包。（。（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由由 「「 少林寺文化中心少林寺文化中心」」 演出的舞龍神技演出的舞龍神技，，風靡了全場觀眾風靡了全場觀眾。。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由由 「「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周潔曉慧舞蹈學校」」 表演的開場舞組合表演的開場舞組合：： 「「 開門紅開門紅」」 （（ 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