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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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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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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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小肥羊」火鍋舉行春夏大酬賓
任點任食一周七天﹐午晚餐皆有優惠
喜歡吃火鍋的人天大的好消息﹗內蒙古「 小肥羊」 火鍋店即日起舉
行春夏大酬賓﹐任點任食一周七天﹐原價$21.99 元﹐現特價午餐（周
一至周五）僅$15.99 元﹐晚餐及周末﹐一律$19.99 元﹐另外老人及小
孩還可另享優惠﹐凡9 -12 歲兒童和65 歲或以上老人﹐工作日午餐﹐
每位$12.99 元﹐晚餐及周末每位$15.99 元（須出示ID ), 限時一個半
小時進食時間﹒這項活動自即日起至10 月 31 日止﹒
這項特價優恵﹐僅限「 小肥羊 」
休士頓二家門店﹕848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 位於中國
城）電話﹕（713）771- 1153
及Westheimer 店﹕5901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X 77057,
電話﹕（713）975-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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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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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豬歪歪小豬歪歪》》兩隻小豬學習向上卡通故事兩隻小豬學習向上卡通故事

【VOA】一份最新民調顯示﹐美國不喜歡總統川普的人略多
於對他持正面看法的人﹐但他的支持度仍高於國會﹑兩個主
要政黨﹑川普的前競爭者希拉裏·克林頓以及媒體﹒
這份民調是由《今日美國》於上周統計的﹐顯示45%的美國
人對川普持正面看法﹐而47%的人對總統持負面看法﹒
民調顯示﹐對國會持肯定態度的參與調查者占26%﹐否定態
度的占52%﹔喜愛共和黨的參與調查者占37%﹐不喜愛的占
48%﹒
對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裏·克林頓持正面態度的參調
者占36%﹐持負面態度者占55%﹒
而經常遭到川普攻擊的媒體﹐受訪人中有37%持正面看法﹐
但有50%不喜愛他們﹒在被調查者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

人同意川普最近將媒體歸為“美國人民的敵人”的說法﹐同
時有42%的人認為媒體對川普不公平﹑有偏見﹒
川普是當代第一位在執政初期就為大多數人所否定的總
統﹒這份民調指出﹐川普的個性和溝通方式會影響他的受
歡迎程度﹒
根據民調﹐60%的參調者不認同川普的性格﹒另外59%的人
（其中包括40%的共和黨人）表示﹐他們認為川普應該停止
如此頻繁的發推﹒僅有28%的人認為推特對於川普來說是
一個良好的溝通媒介﹒
盡管很多美國人不認同川普本人﹐但他們似乎對川普任期
下的美國未來更為樂觀﹒46%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發展的方
向是正確的﹐而另有43%的人認為美國已誤入歧途﹒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內容介紹﹕土豆和歪歪都是小豬學校的學生﹒土豆
家境貧寒﹐但從小養成積極向上﹑努力刻苦的習慣﹒
歪歪養尊處優﹐覺得凡事都可以用錢來解決﹒兩隻
小豬在生活﹑學習和社交中﹐發生了許多富有意義的
故事﹒

播出時間﹕周二至周五下午3點至3點半首播﹐敬請
準時收看﹒

【VOA】美國主要的技術公司表示﹐它們將對
操作系統存在的薄弱環節進行修補﹒星期
二﹐維基解密公布了有關美國中央情報局黑
客武器庫的文件﹒文件說﹐中情局可以通過
手機上的麥克風和其它電子裝置﹐比如智能
電視﹐對目標進行跟蹤﹒
蘋果公司星期三發表聲明說﹐維基解密文件
中所列的問題中有許多已經被蘋果公司解決
了﹒
但是﹐該公司還表示﹐“一旦發現任何薄弱之
處﹐（蘋果公司）將繼續努力﹐盡快予以解決﹒”
蘋果公司說﹐“我們總是敦促客戶下載最新版
的iOS﹐以保證他們能夠得到最新版本的安全
預防措施﹒”
韓國三星公司也發表了類似的評論﹒三星表
示﹐它知道這些報告﹐並“對此事展開緊急調
查﹒”
這家韓國大型電子公司說﹐“保護消費者的隱
私和我們裝置的安全是三星的最高優先﹒”
根據維基解密公布的文件﹐中情局發現了蘋
果﹑谷歌﹑微軟和其它幾家美國公司所使用的

軟件中有一些安全漏洞﹒但是﹐中情局沒有
把發現的問題通知相關公司﹐而是“把這些漏
洞保留起來”﹐讓人們繼續置身於黑客攻擊的
風險之中﹒
維基解密在公布這些文件的時候也發表了一
份聲明﹒聲明說﹐“中情局不讓蘋果﹑谷歌等
制造商知道它們軟件中存在的安全缺陷﹐目
的是為了自己能夠利用這些漏洞對目標進行
跟蹤﹐其代價就是讓所有人都受到黑客的威
脅﹒”
中情局對這些文件的真偽不置可否﹒而維基
解密肯定地表示﹐它有完整的記錄來證明所
公布的文件是真實的﹒
白宮發言人斯派塞星期三下午在記者招待會
上把維基解密公布文件一事與最近白宮內部
情報不斷泄露相比﹒他說﹐這應該成為所有
美國人“擔心的一個原因”﹒
斯派塞說﹐“我認為我們的國家安全和機密不
斷被泄露的情況在我們的國家應當成為大家
憤怒的目標﹒”“這種泄密對我們的國家﹑我們
的安全和我們的福祉造成了破壞﹒”

科技巨頭著手修補中情局秘密掌握的安全漏洞科技巨頭著手修補中情局秘密掌握的安全漏洞

20172017年年22月月11日日﹐﹐蘋果手機蘋果手機77系列和公司標誌系列和公司標誌﹒﹒

BB22美南電視介紹

民調稱川普受喜愛程度偏低民調稱川普受喜愛程度偏低 但仍高於媒體和國會但仍高於媒體和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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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美國總統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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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圖與文）德州一年一度的畜牧盛事，2017 年休士頓第 85 屆牛仔節(Houston Livestock
Show and Rodeo)於3月7日至3月26日為期三周在NRG體育場盛大登場，現場有牲畜展、牛仔競技和賽後的
演場會，室外則有大型遊樂場，美食攤和遊樂設施一應俱全，適合全家大小同歡，民眾可把握時間，到場體
驗西部風情牛仔文化，感受德州畜牧業發達。

休士頓牛仔節始於1932年，為德州特有老字號的嘉年華活動，主要在紀念西部牛仔的拓荒冒險精神。每
到3月初春的季節，民眾可在室內一次欣賞表演性極強的牛仔競技比賽與牲畜展，室外則宛如大型戶外遊樂
場，每年都可吸引數以萬計慕名而來的居民和遊客，熱鬧非凡。

今年賽後演唱會也是大牌雲集，今年休士頓場由創作歌手Aaron Watson打頭陣，接著有節奏藍調天后艾
莉西亞凱斯(Alicia Keys)、新銳紐約電子老菸槍雙人組(The Chainsmokers)、搖滾女歌手黛咪洛瓦托(Demi Lova-
to)、流行女子團體Fifth Harmony等助陣演出，為牛仔節注入音樂氣息。有興趣的民眾，可參考官網http://
www.rodeohouston.com/。

西部精神！休士頓牛仔節盛大登場

牲畜展內有牛隻交易或牛仔選拔等活動牲畜展內有牛隻交易或牛仔選拔等活動，，牛仔們帥氣與自家牛隻露面牛仔們帥氣與自家牛隻露面，，場面壯觀場面壯觀。。

牲畜展可見到各式各樣的動物齊聚一堂牲畜展可見到各式各樣的動物齊聚一堂。。

可愛動物區有許多羊駝可愛動物區有許多羊駝、、小羊小羊、、小鹿等著近距離互動小鹿等著近距離互動，，免費入場免費入場，，可購買飼料可購買飼料
餵食餵食，，與牠們親近與牠們親近，，非常受小朋友歡迎非常受小朋友歡迎。。

室外宛如大型遊樂場室外宛如大型遊樂場，，各種遊樂設施一應俱全各種遊樂設施一應俱全。。 遊樂場內也有許多美食攤位遊樂場內也有許多美食攤位，，德州風味德州風味BBQBBQ最受遊客歡迎最受遊客歡迎。。

（本報訊）2016年稅務年
度報稅截止日期是2017年四月
十八日，每年國稅局對個人所
得稅申報均有詳細規定，並做
部份修改；此外因為歐記健保
所帶來的罰款與相關疑問，也
使一般民眾在報稅時特別感到
困擾。

金城銀行為服務社區，特
別邀請曾經在中華文化中心服
務超過三十年的李黛華女士於
三月十八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在
金城銀行百利總行舉辦一場
「個人所得稅申報要點暨退休

帳戶解析」稅務講座，針對民
眾關心的稅務問題及經常發生
的錯誤加以討論。講座也邀請
到現任職於國稅局的謝女士和
多名會計師與會，現場回答民
眾問題。

金城銀行營業部游秀寶助
理副總裁也將在講座中介紹傳
統退休帳戶﹝Traditional IRA﹞
與羅斯退休帳戶﹝Roth IRA﹞
的區別，幫助社區民眾瞭解退
休帳戶特色並做正確選擇。

甫自中華文化中心退休的
李黛華女士曾參與各種服務計
劃。 過去幾年的工作一直著重
於老年人和低收入家庭，幫助
社區民眾根據其需求申請醫療

卡及財政援助，糧食券和其他
服務。自2003年以來，李女士
持續參與國稅局志工所得稅申
報協助（VITA）計劃，為低收
入家庭免費申報個人所得稅。
黛華女士是經過國稅局認證的
稅務代理人。李女士認為，社
會工作者必須擁有兩個基本特
質：熱情和耐心。 她的座右銘
即為中國諺語：助人為快樂之
本。

游秀寶助理副總裁在金城
銀行服務至今己有14年，秉持
著客戶至上以及團隊合作的精
神，熱誠發掘、解決客戶金融
專業需要問題。對於各項商業
和個人金融以及客戶服務有著
豐富的專業知識與經驗。游女
士現任金城銀行存款部及客戶
服務部助理副總裁。

本次講座，二位資深專家
和經理將為社區朋友以深入淺
出的方式，介紹所得稅申報重
點以及如何正確選擇適合自己
的退休帳戶，相信將為朋友們
提供更多稅務資訊，幫助大家
瞭解如何申報個人所得稅。金
城銀行與中華文化中心誠摯邀
請朋友們參加在金城銀行百利
總行舉辦的主題講座，因坐位
有限，請預約登計以利準備材

料 。 電 話 ：
713-596-6848。

中華文化中
心是一個為所有
休斯頓人服務的
多族裔非營利組
織。他們的使命
是通過豐富家庭
的教育，文化和
社會服務計劃，
架起連接東西方
的橋樑。中華文
化中心服務不同
文化，和不同世
代的不同需求。
中華文化中心並
接受國稅局委託
承辦志工所得稅
申報協助(VITA）計劃，為低
收入家庭免費申報個人所得稅
，十多年來已經為數萬家庭提
供報稅服務，節省數千萬美元
。2016年報稅截止日為2017年
4 月 18 日，中華文化中心在每
星期一，星期四及星期六下午
均有提供報稅服務，歡迎有需
要的民眾多加利用。

依據投資銀行 Sheshunoff
& Co. 報告，金城銀行 2016 年
的平均資產投資報酬率居所有
總行位於休士頓的華資銀行之

冠。而依據聯邦金融管理機構
之銀行表現報告(Uniform Bank
Performance Report)，金城銀行
2016年的股東投資報酬率於德
州的華資銀行中亦是名列第一
。金城銀行在2016年的表現傑
出，在稅後純利、總資產額、
總貸款額、總存款額甚至股東
權益均達到創行31年以來的歷
史新高點。金城銀行全體行員
將秉持創行宗旨，以專業為本
，待客如己，繼續為服務社區
和客戶盡力，並達到二、三年
內總資產額突破十億美元的目

標。有關本行最
新資訊請參閱網
站 www.golden-
bank-na.com 金城
銀行休士頓百利
總 行 的 地 址 是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歡迎光臨
。

時間：星期六, 3月18日上
午10點

地點：金城銀行總行二樓
會 議 室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講題： 「個人所得稅申報

要點暨退休存款帳戶(IRA) 解
析」

金城銀行暨中華文化中心聯合稅務講座
講題為 「個人所得稅申報要點暨退休存款帳戶(IRA) 解析」

【休士頓報導】美南銀行(Mem-
ber FDIC) 2017 年 「美南獎學金」申
請活動己於2017年2月初起開始接受
報名申請，並將於2017年4月30日截
止申請。 「美南獎學金」的申請 不局
限于美南銀行客戶,舉凡應屆高中畢業
生、清寒優秀學子已拿到入學許可者
均可申請。獎學金學子獲獎名單將於
2017年5月初公佈，同時以郵寄通知
。頒獎活動將在2017年5月底前舉行
。相關具體申請方式及資格要求,請洽
美南銀行公關 Ling Chuang (莊幃婷)
713-272-5045 ， 或 email: ling.ch-

uang@swnbk.com
作為社區銀行，美南銀行為盡應

有之社會責任，自2005年起，每年都
舉辦針對應屆高中畢業生的獎學金活
動。至2017年底美南銀行獎學金發放
進入第12個年頭。此獎學金設置的主
要目的，表彰成績優秀學生,獎助弱勢
族群學子，資助他們部分大學費用,爭
取大學優先錄取資格和成為所有學生
取得優異成績的動力，為社會培養未
來專業人才。10多年來獲得本地商界
僑團人士肯定與支持。

2017年度“美南獎學金”即日起

開始接受報名，該活動共設立5名獎
學金，每名一千美金。主辦方美南銀
行將根據學生的課業成績、課外社區
活動、教師推薦信，及學生本人在校
期間參加各種活動情況選取獎學金獲
得者。各種在校期間活動例如：演講
比賽、運動比賽、學校樂團、書畫比
賽，以及社區活動參與情況等等。

本獎學金的申請及發放，將不侷
限於美南銀行的客戶。凡應屆高中畢
業生並已拿到入學許可者均可申請。
申請截止日期為 2017 年 4 月 30 日(以
郵戳為憑)。得獎人將於2017年5月中

旬收到通知，頒獎活動將於2017年5
月底舉行。
申請表格可於美南銀行各分行索取:

休 士 頓 總 行 電 話 ：
713-771-9700,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糖城分行電話：713-272-5028,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布蘭諾分行電話: 972-673-0188,
2304 Coit Road, #600, Plano, TX

75075
李察遜分行電話: 972-301-5988,

1131 North Jupiter Road, Richardson,
TX 75081

奧斯汀分行電話: 512-834-8886,
11220 N. Lamar Blvd , Ste. A -100,
Austin TX 78753

相關具體申請方式，資格要求及
表格，請洽美南銀行公關 Ling Ch-
uang, 713-272-5045 或 Fanny To
713-272-5004， 郵 件 ling.ch-
uang@swnbk.com

「2017年美南獎學金」 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

中華文化中心李黛華女士中華文化中心李黛華女士

金城銀行游秀寶助理副總裁金城銀行游秀寶助理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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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夏天就要到了，怎樣才能讓孩子度過一個
有意義的暑假呢。這時，一個優秀的課外教育
機構組織的優秀夏令營就 會對孩子大有幫助
了！休斯敦名校智勝學院就是這麼一個可以讓
孩子充實暑期生活、提高各項能力的地方。

暑期的課程與平時稍有不同，課時上暑期
是一周五天，一期四周的強化課程，內容上暑
期是包含了下一學年的知識點，所以老師也會
相應調整授課方式。既讓孩子在短時間內對新
知識的重點難點有一個大致的了解，也會布置
適量的聯系幫助孩子鞏固吸收，中間還會穿插
一些隨堂小測驗隨時檢驗孩子的學習進度。

智勝學院一向以高質量的英語教學聞名，
本學期英語班級都將繼續被重點推薦。同時還
有多樣化、 全方位的數學科目，相信完全能
夠滿足孩子數學學習的需求。SAT 課程是智
勝學院另一重點 推薦課程。英文和數學各由
優先專業老師分別教學，幫助學生全面提高成

智勝特色課程全面發展

Houston Gold Exchange  鑽石及珠寶品質一流
差價折扣可以高達 30-40% 以上，並提供華語服務

績。
除去這些學校的經典科目，暑期學院增設

了美術象棋，西語中文，時事政治，科學機械
等課程，這也是智勝學院暑期的一大亮點。畢
竟美式教育並不只看重學習成績，更看重品德
的健全和個人發展的自由，一味死板的學習是
很難融入美國的課堂的。對於將來有意當工程
師的同學，可以來嘗試一下我們的機器人課
程，在組裝屬於自己的機器人過程中了解機械
工程的魅力。同時學校還開設法醫鑒證等社會
科學課程通過探索大腦如何工作 , 研究 社會發
展和挑戰化學實驗等等超越傳統的知識涵蓋，
進行開放式的 問題解決活動，幫助孩子開闊
視野、提高知識水平，使孩子在調查實驗中充
分調動積極性，進行主動地分析和思考。除去
社科類課程之外，我們還開設了語言類課程。
本期開設的西班牙語課程和中文課程希望帶領
大家體驗不同的語言文化，歡迎各位學生踴躍

圖（右一）為智勝學院負責人徐華博士與該校教
師合影。

參加。
今年的暑假班依舊分為兩期，每四星期為

一 期，每星期周一到周五。第一期 課程 於 6 
月 5 日開始到 6 月 30 日結束，第二期於 7 月 
5 日開始到 8 月 1 日 結束。此外，智勝學院暑
期班 說明會（Open House）將於 4 月 1 日 早
上 11 時在智勝學院上課地 點舉行。屆時各位
暑期班的授課老師會到場，為大家就暑期教學
大綱流程做簡 單的講解，說明會對師生溝通
以及學生選擇合適的課程至關重要，歡迎家長
和 學生一同前往。

詳細內容和老師介紹請至我們的網站查
詢。如果有任何課程方面的問題 也可電話或
郵件咨詢。暑期班學生名額有限，希望廣大學
生家長盡早報名。另外智勝現已開通網上註冊
平臺，方便各位學生家長報名。
學 院 上 課 地 點 :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 公 室 地 址 :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詢電話 : 713-777-1688 
網站 :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家關註。

【休士頓報導】「女人要有錢」? 常聽
人道，女人要為自己留些好的珠寶，或女人
一生一定要擁有一顆好「鑽」。因為它不僅
僅是一個飾品，更是一個有價的投資。而要
如何才能讓收藏和投資能夠「鑽」到呢？ 
「Houston Gold Exchange」 負 責 人 Brad 
Schweiss 表示「一顆切割、淨度和成色好的
鑽石不僅僅代表鑽石本身的價值，更是值得
傳家和投資的收藏品。」

「任何投資都有風險，但鑽石比基金、
股票好的是，鑽石一直在你的手上。只要不
丟掉，它就是有價值」Brad 解釋，要想投

資鑽石做為保值理財的方式，首先必須確定
所要購買的鑽石的等級是否正確，然後再挑
選自己能力適合投資的鑽石規格。當然還要
考慮到「鑽石」的流通和變現性，如何依據
4C 準則挑選市場容易接受的鑽石，這就是
投資輸贏的重要關鍵。

Brad 說，目前世界公認鑽石的基礎鑑定
標準是根據美國 GIA 寶石研究院鑽石評級
的 4C 為標準。所謂的 4C 標準包括：成色
(Color)、淨度 (Clarity)、切工 (Cut) 和克拉重
量 (Carat)。因此，所有 GIA 鑽石證書，均需
列明 GIA 證書號碼，那顆鑽石的重要資料，

包括：形狀、尺寸，克拉，顏色，淨度，
切割，打磨和對稱度等。一卡拉以上
的證書，均附有鑽石“凈度素描圖”，
列明鑽石裏面的雜質。GIA 證書清楚
列明鑽石的質量，令客人可以安心購
買。

「Houston Gold Exchange」的每
顆「鑽石」均有鑑定的證書。Brad 特
別強調，每一顆鑽石在認證後都有
GIA 證書號碼，這就是鑽石的身份證。
透過「Houston Gold Exchange」店內
設置的專業的儀器，透過儀器可以看
到每顆有價鑽石上的數字，當你想轉
讓或出售時可以透過這個數字了解到
這顆「鑽石」在市場上的平均價值。

選購寶石除了要考慮 4C
外，GIA 認 證。「Houston 
Gold Exchange」負責人 Brad
也非常客觀的建議說，消費
者應考量自己的消費能力，
選 擇 合 適 的 鑽 石 等 級 與 尺
寸。若能瞭解鑽石評級以及
報價原則，就可以根據自己
的需求選擇鑽石，這樣才稱
的上是聰明的鑽石投資者。

「Houston Gold 
Exchange」位於休士頓
Westheimer 和 Daily Ashford 
交口處的 12513 Westheimer 
Road，電話 281-531-070
是一家擁有超過 40 年以上經營歷史老字號
信譽珠寶名錶公司。專營代理世界品牌如
Rolex 等男女手錶和寶石飾品和有價金銀收
購和買賣，網羅國際頂級腕錶品牌的商品而
馳名，更特設珠寶專櫃，以美鑽和寶石等鑲
配珠寶首飾列，款式設計新穎、從簡約典雅
至高貴爾雅提供客戶欣賞。專業執照珠寶設
計師，隨時可為客人提供個人量身打造的首
飾設計，婚戒等優質專業的服務。

Houston Gold Exchange 珠 寶 的 價 格、
品質和服務並不比知名廠牌略低或差異。
因為擁有自己的地產沒有所謂高租金的考

量，所以將部份利潤可以直接回饋給客戶。
因此在同等級的珠寶價格上，Houston Gold 
Exchange 差價折扣可以高達 30-40% 以上。
如果和所謂名牌珠寶價格差距就更大了

40 年來一直擁有不錯的信譽和口碑的
Houston Gold Exchange 除了珠寶鐘錶外，也
專業買賣銷售金銀貨幣，和二手名牌手錶。
Houston Gold Exchange 為了供更完善的服務
品質，特別提供了華語及預約服務，歡迎致
電 : 281-531-0700 Brad  或 Amy ( 中文 )
Houston Gold Exchange 地 址 12513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X 77077

圖為「Houston Gold Exchange」內各式令人心動的名錶與首飾，
珠寶。（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位於 Westheimer Rd. 大道上，近 Dairy Ashford ( 以東）購物中
心前方 的「Houston Gold Exchange 」外觀。地址：12513 Westheimer 
Rd.Houston TX 77077。（記者秦鴻鈞攝）

（本報訊）休斯敦國劇社
將於 2017 年 3 月 11 日星期六下
午1時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多功
能廳舉行 2017 年新春京劇演唱
會。今年的演唱會行當齊全，
流派紛呈，不僅有老一代的票
友展示他們多年票戲的深厚底
蘊，更有年輕的新秀閃亮登場
，以青春的活力演繹古老的藝
術形式。演唱會文武場面陣容
强大，特邀中國湖南省京劇團
國家一級琴師万家歡老師蒞臨
指導，屆時各位愛好京劇國粹
的朋友和僑胞們將一飽耳福。

中國京劇藝術博大精深，
近三百年來，皮黃曲調風行神
州大地，以國粹的魅力廣為流
傳全世界各地僑鄉。休斯敦國
劇社成立三十余載，以宣揚和
傳播國劇精華，弘揚華夏藝術
文化為宗旨和己任。聚海內外
同行、戲迷和知音，與僑社百
姓同習、共享中華神韻。成功
舉辦多次京劇公演和每年一度
的新春演唱會，廣受僑界好評
。

2015 年休斯敦國劇社在息
演七年之後首次公演，以《狀
元媒》、《二進宮》、《四郎
探母》之《坐宮》和《見娘》
四折傳統京劇在休斯敦僑界亮
相，引起巨大反響。隨著中華
文化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休
斯敦的戲迷和票友群日益擴大
。除了旅居海外的華人，票友
的隊伍裏也出現了美國其他族
裔的面孔。休斯敦國劇社一如
既往把國粹精華努力推向北美
僑團和社區的文化生活當中。

此次演唱會免費入場，並
備有茶點。現場有唱詞投影字
幕。歡迎各界同胞、朋友光臨
、指教、贊助和支持。

地點：休斯頓中華文化服
務 中 心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時間：2017 年 3 月 11 日，
下午1時至5時
聯系電話：
社長 姚欣植（713）302-9436
理事 曹英泰（281）460-7979

休斯敦國劇社2017年新春演唱會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林西河堂於周日（ 3 月 5 日 ）晚間在珍寶樓舉行五十週年慶
，共有三百多位嘉賓蒞臨，場面熱烈隆重，遠在台灣的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都送來了 「尊親祟德
」的巨大牌匾及賀函祝賀，本地的聯邦國會議員，郡長，巿長，州長也都派州議員或代表到場祝賀
，場面極為隆重。

休士頓 「林西河堂 」 共同主席林羅秀娟首先在晚宴上致歡迎詞。她說休士頓林西河堂已在美
南走過半個世紀，今日見證了五十載辛勤汗水結碩果，跨世紀美南鄉親攜手行，我們都在變化和改
革中成長，五十載的春夏秋冬紀錄著我們每一刻共同走過的路。

林羅秀娟說： 因為有五十年曾經共同的努力，讓我們看到了明日的輝煌。我們要珍惜彼此的相
聚，把所有美好的事都烙印在內心深處。本會對於照顧弱勢族群從來就是義不容辭，尤其要引導林
氏宗族年輕世代致力於為僑社做更多的服務與貢獻。林羅秀娟還特別介紹休士頓林西河堂五十週年
慶特刊封面照片由賈忠攝影提供。賈忠在 「第四屆國際遙感考古會議」展示的30 幅攝影作品中三
幅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永久收藏。

「台北經文處 」 黃敏境處長也帶來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新興的巨幅牌匾及賀函，由黃處長與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頒發，由 「林西河堂」 兩位共同主席林羅秀娟，葉林素芬代表接受。

黃處長在致詞時提到林姓在近代優秀人物比比皆是，如黃花崗革命先烈林覺民，台灣的板橋林
家及霧峯林家，台灣的五大家族就佔了兩家，還有現在中華民國政府的行政院長林全，休士頓的
「林氏花舖 」都是林姓宗族中的佼佼者。

當天出席的政要，貴賓也一一上台致贈祝賀文告，包括余素馨代表
糖城國會議員Pete Olson, 僑務諮詢委員駱健明代表休士頓巿長Sylves-
ter Turner, 州議員Gene Wu ( 吳元之 ） 親臨現場，與代表達拉斯州議
員陳筱玲的黃登陸共同代表德州州長頒發賀狀，其他還有譚秋晴代表
國會議員Al Green, 以及張文華法官代表哈里斯縣縣長Ed Emmett 頒發
賀狀, 當晚，並頒獎給創始人林宏灼及林春榮，而 「林西河堂 」歷任
會長林炳才，林慰嚴，林國民，林國煌，林振寬，林黃瑞怡，林章棋
，林白小英，林玉偉，林有振，林余錦棠，林國廉，林百允等人，也
一一上台接受歷史性的頒獎。

當晚出席的貴賓在會中被介紹的還有 「台北經文處 」 林映佐副
處長暨夫人，甘幼蘋，劉秀美僑務委員，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陳慶輝，
丁方印，賴清陽律師，台聯會會長李迎霞，大同盟主委張錦娟，國建
會會長顧寶鼎，客家會會長劉志忠，休巿市議員Mike Laster, 宋蕾，文
化中心執行長華啟梅，世界廣東同鄉會會長王煒蘭等人。

休士頓林西河堂周日舉行成立五十週年慶休士頓林西河堂周日舉行成立五十週年慶
國內外紛致賀函國內外紛致賀函，，牌匾慶賀五十年的輝煌牌匾慶賀五十年的輝煌

歷屆有功會長林國民歷屆有功會長林國民（（ 左四左四 ）） 等人接受頒獎後合影等人接受頒獎後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 右二右二），），僑教中心莊雅淑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
任任（（ 右一右一 ）） 代表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頒發牌匾祝賀代表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頒發牌匾祝賀。。由由 「「 林西林西
河堂河堂」」 兩位共同主席林羅秀娟兩位共同主席林羅秀娟（（ 左二左二 ），），葉林素芬葉林素芬（（ 左一左一 ）） 代代
表接受表接受。（。（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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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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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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工商

休斯敦浸會大學商學院與休斯敦基督徒華商協會聯合主辦

[ 企業高管培訓班 ] 隆重舉行開學儀式
( 本報記者黃麗珊 ) 由休斯敦浸會大學商

學 院（Business School of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和休斯敦基督徒華商協會 Houston 

Chinese Christian Business Association) 聯合

主辦的“企業高管培訓班”（Business Executive 

Training Program）於 3 月 3 日晚上 6 時至晚

上 7 時 30 分 在 浸 會 大 學（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隆重舉行「企業高管培訓班」開學儀

式 , 由劉於獲聯絡人主持。企業高管培訓班於3

月4日起開課至2017年5月13日止，為期10周。

每逢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中午12 時上課（早餐聯

誼 8 時15 分至 9 時 )。在為期十周的授課中，學

員主要學習公司管理和團隊帶領、營銷戰略及

商業計畫、銷售管理、財務管理及預算制定 、

銀行融資安排 、商業談判、就業法律和人力資

源管理、僕人式領導 、 SBA-如何贏得聯邦合

同、美國企業文化及創業精神等課程。 

休士頓基督徒華商協會理事長曹松表示，企

業高管的重要性在於他們決定著公司的戰略和

發展前景，他們是公司資源的管理者和企業成

功的決策者 , 該培訓班針對不同層次企業管理

人員而精心設計，使學員不但從理論和實務中得

到良好裝備，更從僕人領袖所主導的企業文化中, 

掌握美國主流企業文化與經營法規，學習成為

職場和商場的才智雙全的實戰家和企業高管精

英。同時，10 周的培訓還將與學員們共享企業和

人際資源，打造互惠雙贏的新商圈！

授課地點在休斯敦浸會大學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的 Hinton Center 

(Executive Conference Room H113 or 

Auditorium)，7502 Fondren road, Houston 該校

將組織專業師資授課，每位學員須付該校商學

院註冊學費 500 美元 。課程以理論為本 , 實務

為重。順利完成各項學業者 , 休斯敦浸會大學商

學院將頒發正式結業證書。

授課的講師陣容包括國泰銀行德州區總裁

陳明華、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及RIverstone

及地產開發商 Rocky Lai 等。
教師簡介 :       
Dr. Carrie Belsito, Assistant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Ming Burdett ( 陳 明 華 ), S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Texas Reg. Mgr. of Cathay Bank  

休斯敦浸會大學商學院與休斯敦基督徒華商協會聯合主辦企業高管培訓班全體學員及部分講師於 3 月 3 日晚在浸會大
學隆重舉行開學儀式上合影 .( 記者黃麗珊攝 )

Dr. Robert Bush, Associate Dean 
of Archie W. Dunham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rofessor of 
Marke t ing ,  Hous ton  Bap t i s t 
University
Fan Chen ( 陳 帆 ), Co-Founder 
and Managing Partner of Nguyen 
& Chen, LLP
Donna Fujimoto Cole, President/
CEO/Owner of Cole Chemical & 
Distributing, Inc., Hall of Fame 
by Greater Houston Women’s 
Chamber of Commerce in 2009, 
American Leadership Forum’s 
Joseph Jaworski Leadership Award 
in 2013, Houston Chronicle’s 
Distinguished Women of Houston 
in 2016
John Howell, Founder/President of 
Tekmanna, LLC, Adjunct Professor 
of Archie W. Dunham College 
of Business,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Roger I. Kung ( 孔 毅 ), Global 
General Manager of Motorola, 
SRAM (1990-1994)
President of Asian Communication Service, 
Motorola (1995-2002)
Chairman of the Board and CEO of E28 Limited 
(2003-2013), Member of Advisory Board of 
Houston Chinese Christian Business Association
Rocky Lai, President of Rocky Lai & Associates 
Ltd., Principal Investor in Master Planned 
Communities (Sienna/Riverstone)
Nancy Li ,  President  of  Easto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c., The first lady ofHarmony 
Public Schools serving 35,000 students in the 
nation.
Kenneth Li ( 李雄 ), Broker/Owner of Southwest 
Realty Group, Chairman of the Southwest 
Management District, Chairman of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Former City of Houston 
Planning  Commissioner

David Liu ( 劉於獲 ), Vice President of Atlantic 
and Gulf Regions, Yang Ming (America) Corp.
(1982-2016),  Board Director of HCCBA, 
Advisory Board of  CCB
Dr. Yongli Luo ( 羅永立 ), Assistant Professor of 
Finance, Houston Baptist Univ.
David Oakes, Owner & Operator of Chick-fil-A 
at Cypress Towne Lake & Copperfield
Michael W. Player, Adm. Director of McNair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Free Enterprise,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Pin Tai ( 戴 斌 ), CEO, President of Cathay 
General Bancorp and CEO of Cathay Bank
Dr. Soner Tarim, Founder and CEO of Harmony 
Public Schools, Board member of Texas Charter 
School Association
Don J. Wang ( 王 敦 正 ), Chairman of New 

Era Insurance Company, Former Chairman 
of  Metrobank, Board Member of the Greater 
Houston Partnership
Dr. Michael R. Weeks, Dean of Archie W. 
Dunham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Daniel Wong ( 黃 安 祥 ), President and CEO of 
Tolunay-Wong Engineers, Inc., At-Large City 
Councilman in the City of Sugar Land (2002-
2008), Trustee of the Ford Be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Zhisu Yang, Founder, Owner and President of 
Sutong Tire Resources, Inc.  

聯絡人劉於獲提到，主辦單位特別感謝國泰

銀行及Rainbow Ceramics 的贊助支持及 Chick-

fil-A 早餐 和 Ken’s Produce Inc. 水果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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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於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辦
長春會會員大會以及 3 月份慶生會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理事謝文山、會長柯志佳、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祝賀三月份
壽星洪張靜 , 陳俊榮 , 張錦屏 , 楊朝詔 , 蔡炳傭 , 鄧張翠梅 , 賴惠美 , 張麗姬 , 林文峰 , 尤文芳 [ 生日快樂、
身體健康、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柯嫚妮前顧問，張闕桃女士與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
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互相交流。

柯嫚妮前顧問與許碧珠副會長熱烈歡迎駐休士頓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參加休士頓台灣長
春會 3 月份月會。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會員們於 3 月 4 日在月會上 , 精
神抖擻作運動。

參加長春會，輕鬆愉快，元氣活潑。老朋友相見叙
歡，認識新朋友益喜樂。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俞欣嫻秘書為休士頓
台灣長春會會員們辦理行動領務。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向休士頓台灣
長春會會員們介紹了近期僑委會所
舉辦的各項服務，如返台健檢安心
醫療服務、暑期夏令營、英語服務
營等，讓海外僑胞能夠感受到僑委
會的用心與照顧。

趙偉宏律師分享歷年來到美國各地
國家公園的觀感及心得，該活動吸
引休士頓長春會會員百人參與，場
面熱烈。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 3 月份月會開始
柯志佳會長在台灣人活動中心首先
歡迎所有與會嘉賓並作會務報告。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
佐副處長致詞分享了一個以迅速蹲
下，讓從背後想要偷搶包包的歹徒
瞬間失去重心而跌倒的反制方式，
並且現場親自示範。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休士頓林西河堂五十週年慶晚宴

出席晚宴貴賓晚宴前合影（ 左起 ）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務委員甘幼蘋，黃邱瓊慧處
長夫人，「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 林西河堂」 共同主席林羅秀娟，國會議員 Al 
Green 代表譚秋晴，「 林西河堂」 共同主席葉林素芬，國會議員 Pete Olson 代表余素馨，
僑務委員劉秀美，中華公所主席丁方印，陳慶輝。

出席晚宴貴賓（ 左起）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國
會議員 Al Green 代表譚秋晴，「 台北經文處」 副
處長林映佐，僑務促進委員王姸霞。

駱健明（ 中 ） 代表糖城市長 Joe Zimmerman 頒發
賀狀，由「 林西河堂」 共同主席林羅秀娟（ 左 ），
葉林素芬（ 右 ） 代表接受。

譚秋晴（ 中 ） 代表國會議員 Al Green 頒發賀狀，
由「 林西河堂」 共同主席林羅秀娟（ 右 ），葉林
素芬（ 左 ） 代表接受。

張文華法官（ 中 ） 代表哈里斯縣長 Ed Emmett 頒
發賀狀，由「 林西河堂 」 共同主席林羅秀娟（左），
葉林素芬（ 右 ） 代表接受。

州議員 Gene Wu ( 右一 ), 及黃登陸（ 左一 ） 代表
達拉斯州議員陳筱玲頒發州政府賀狀，由「 林西河
堂」 共同主席林羅秀娟（ 左二 ），葉林素芬（ 右
二 ） 代表接受。

「 台 北 經 文 處 」 黃
敏境處長及夫人（左
三， 右 三 ）， 林 映
佐副處長（右一），
僑教中心莊雅淑（左
一 ）， 與「 林 西 河
堂」共同主席林羅秀
娟（左二），葉林素
芬（右二）共切林西
河 堂 五 十 週 年 慶 大
蛋糕。

林西河堂歷屆會長在儀式上接受頒獎後合影。



Another of them, Lu Tingge, who filed the Hebei case, 
said his mother suffers respiratory illnesses and the 
pollution makes it difficult for her to breathe.
He’s asking for 10 yuan ($1.50) in compensation for 
masks, 5,000 yuan ($730) for “spiritual damage” and 
an official apology for the harm to his life and work.
“I know my chances of winning are small,” said Lu, 
47. “But I just want to make people understand that the 
government bears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for dealing 
with smog and air pollution.”   (Courtesy http://www.
voanews.com/a/china-smog/) 

associated with smog, the declaration of a “war on 
pollution” a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2014 
resulted in measures to reduce pollutants in the air, 
including capping coal consumption. However, a 
particularly heavy bout of smog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still triggered pollution “red alerts” in more 
than 20 cities.
Beijing plans to spend $2.7 billion on fighting air 
pollution this year, part of which would be used to close 
or upgrade more than 3,000 polluting factories, replace 
the use of coal with clean energy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city and phase out 300,000 high-polluting older 
vehicles, according to the city’s acting mayor, Cai Qi.
Despite efforts to enlist the public in the anti-pollution 
struggle, China’s authoritarian Communist government 
heavily discourages protests and other forms of 
independent action, and at least one of the initial five 
lawyers in the case appears to have withdrawn his 
lawsuit under pressure from local authorities.
The Beijing press office said the government hadn’t 
received any notices about the lawsuits and was unable 
to comment. The governments of Hebei and Tianjin 
didn’t respond to requests for comment.
Link Tough To Prove
Wang Canfa, the director of a center that helps people 
bring lawsuits relating to pollution, said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the plaintiffs to 
establish a link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actions and the 
harm they have suffered.
“In this circumstance, the 
governments are not the 
ones that inflict harm, rather 
it is the companies that 
discharge emissions, and 
individuals who drive cars, 
who are the polluters,” said 
Wang, who teaches at th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till, the lawyers appear to 
feel it’s worth the risks and 
frustrations to make their 
point.

matter PM2.5, considered a good gauge of air 
pollution, is still seven times wha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nsiders safe.

“We are the victims of smog and we are entitled 
to ask for an apology and compens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said another of the lawyers, Yu 
Wensheng, 50, from Beijing.
Rule Of Law
The suits, which accuse authorities of failing to deal 
effectively with the smog, are important to show that 
the government is not above the law, Yu said.
“If the government is not restricted by law, then what 
else can restrict it?” said Yu, who has spent time in 
detention accused of supporting Hong Kong pro-
democracy protests in 2014 and for speaking up in 
support of detained rights lawyers.
Along with Beijing, the group has attempted to sue 
the neighboring province of Hebei and the port city 
of Tianjin. The region generally suffers the worst 
pollution in China and forms a front line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battle against the scourge.
The lawyers say their cases are more about drawing 
attention to government inaction rather than winning 
a settlement.
Decades Of Growth
China is grappling with serious pollution resulting 
from three decades of breakneck growth that vastly 
improved living standards for many, but took a 
disastrous toll on the environment.
As people became more aware of the health issues 

Another long-term Beijing resident told Caixin that 
she felt air quality has deteriorated because toxic spells 
had become more frequent and lasted longer in 2016 
than it did in 2015. She said she was depressed by the 
foul air during New Year’s. “You almost couldn’t see 
your fingers when you stretched out your arms in front 
of your face,” she said.
The two rounds of smog in late December and earlier 
January were as severe as the levels of air pollution 
recorded in January 2013 and February 2014 and 
again in December 2015 and lasted as long as those 
previous bouts, said Dr. Wang Yuesi from the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lthough air in Beijing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has 
notably improved for most of a year, “it’s no wonder 
the public don’t feel the change given the ghastly 
choking spells in winter,” he said.
Unfavorable weather conditions in recent years 
including warmer winters and the lack strong winds to 
blow out pollutants have also made the battle against 
smog even harder to win, Chen said.

The average wind speed in December was 19% lower 
than the 30-year average between 1981 and 2010, said 
Wang from the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Some residents who are frustrated over the slow 
progress are going the extra mile to hold the 
government accountable.
Sun Hongbin, an activist from Hebei, is suing the 
city government in Zhengzhou, the provincial capital, 
demanding 32 yuan for the anti-smog mask he bought 
to protect himself from toxic air while on business trip 
to the city on Nov. 20.
The 25-year-old claimed that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high level of toxins on 
the day rates as “heavily polluted.” The lawsuit, which 
caused a public stir when it was filed on Nov. 25, is 
still ongoing.
This lawsuit is not just a random outburst, but a sign 
that the public was now ready to hold authorities 
accountable for the poor air, said Ma Zhong, dean of 
Renmin University’s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Even on days with a “red alert” for smog, factories 
continue with business as usual, despite orders to cut 
production and some cities light tons of fireworks 
during the Lunar New Year, he said.
“The failure to rein in smog in China lies in the lack 
of an effec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he added. 
(Courtesy http://www.caixinglobal.com/2017-02-28/) 

BEIJING - Lawyer Cheng Hai has an itemized list of 
compensation demands from Beijing authorities over 
the city’s smog: 65 yuan ($9) for having to buy face 
masks, 100 yuan ($15) for seeing a doctor for a sore 
throat and 9,999 yuan ($1,500) for emotional distress.
Fed up with what they consider halfhearted efforts to 
fight air pollution, Cheng and like-minded lawyers are 
putting China’s legal system to the test by suing the 
governments of the capital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s.
“Some people might think that air pollution is 
inevitable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y are 
wrong,” said Cheng, 64. “We have laws to protect air 
quality, and major pollution can be avoided if they are 
fully enforced.”
Deep Frustration
The lawsuits demonstrate the mounting frustration 
of China’s middle class at the country’s notoriously 
bad air, a topic that is expected to be discussed at the 
upcoming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untry’s parliament 
three years after Premier Li Keqiang declared a “war 
on pollution” at the same event.
The dissatisfaction comes even as authorities in the 
capital are closing factories, getting rid of coal-fired 
boilers and taking older, heavier-polluting vehicles off 
the road.
Official data show those measures are having 
some effect, with Beijing showing year-on-year 
improvements since 2013.
Yet the city’s average reading of the tiny particulate 

A short time-lapse video, shot by a one-time Beijing 
resident, that showed a mass of brown-colored air on 
Jan. 02, 2017, assaulting Beijing, went viral.
There aren’t any official figures in China about people 
relocating due to pollution, and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to say whether residents' relocation is part of a larger 
trend. But 41% of those living in the country’s smog-
stricken north said they frequently thought about 
leaving for a place with cleaner air, a recent China 
Youth Daily survey found. Another 14% have already 
left.
“Many of my neighbors still head back to Beijing 
and Hebei to work for most of the year while they 
leave their elderly parents and children behind in 
Xishaungbanna,” a resident said.
The ‘smog-bowl’ states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re home to nearly 10% 
of China’s 1.4 billion people — about six tim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New York City metropolitan area. 
And despite government efforts to cut emissions — 
including phasing out polluting industries, retiring old 
vehicles and replacing dirty coal with cleaner natural 
gas — the region is frequently smothered by chronic 
air pollution in winter.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fine, cancer-causing 
PM2.5 in the air in the Jing-Jin-Ji area in November 
has not dropped in the past four years, hovering at 
around 100 micrograms per cubic meter, data from the 
Ministe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ow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inister Chen Jining 
blamed the problem on the huge amount of coal used 
to power winter heating systems in the area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heavy industries that are high emitters.
Six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northern China — 
Beijing, Tianjin, Hebei, Henan, Shanxi and Shandong 
— account for only 7.2% of the country’s total area but 
consume one-third of the coal, Chen said.
The six also accounted for 43% of the country’s steel 
production, half of the coke output and 20% of cement 
manufacturing,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statistics.
The amount of toxic pollutants usually goes up by 30% 
in the Jing-Jin-Ji area when citywide heating systems 
are turned on, according to an estimate by the ministry.
Private homes, small restaurants and hotels in the area 
add to the woes by burning 40 million tons of low-

Smog blanketed Beijing and many cities in northern 
China for nine consecutive days from Dec. 30 to 
Jan. 7. Kunming, the provincial capital of Yunnan, is 
one of the top 10 cities in terms of the cleanest air in 
China. Xishuangbanna is not one of the cities whose 
air quality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monitoring.
Many residents have fled the filthy air in northeast 
China’s “Jing-Jin-Ji” — shorthand for Beijing-Tianjin-
Hebei. (“Ji” is a one-character abbreviation often used 
for Hebei province.)
Policymakers have proposed integrating these three 
areas into an immense megalopolis to rival any other 
in the world. Despite coordinated efforts to tackle 
pollution and congestion in this region, families like 
the Huangs are leaving because they say years of 
government efforts have done little to improve air 
quality, particularly in winter.
Northern China was choked by two serious spells of 
smog in the winter of 2016-17, triggering the highest 
government warning for foul air, in dozens of cities, 
where schools were shut, highways closed and flights 
canceled due to poor visibility. One-fifth of the country 
was engulfed by toxic air for a week in mid-December, 
and just two weeks later, 60 northern cities, including 
Beijing, rang in New Year’s amid a red alert when the 
foul air lasted for nine days. Huang left the capital just 
weeks after purchasing her apartment in Yunnan in late 
December.

quality coal each year, the ministry said. That’s one-
fifth of the annual national consumption. Low-quality 
coal emits 10 times the pollutants of industry-grade 
coal used by power generators.
So have government efforts to clean up air in and 
around the capital failed, or does progress require more 
time?
China rolled out a national clean-air action plan in 
September 2012. The government pledged 10 billion 
yuan ($1.5 billion) to a smog-fighting fund in 2014, 
with the money distributed to nine provincial-level 
government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the Yangtze and Pearl River deltas.
Under that plan, about 800,000 households in the 
Jing-Jin-Ji area were told to switch from using coal to 
natural gas or electricity to power their heating systems 
in 2016. This has cut the consumption of low-quality 
coal by 2 million tons. But that’s just a 5% reduction 
compared to the total.
Nearly 4 million old clunkers spewing carbon and 
sulfur dioxide were also removed from roads in the area 
in the last four years, said Liu Binjiang, a department 
head overseeing air pollution control at the ministry.
In Beijing alone, such initiatives cost the city 
government 16.54 billion yuan last year.
In the Chinese capital, the average annual PM2.5 
concentration level dropped 18% to 73 micrograms per 
cubic meter of air from 2013 to 2016. In the entire Jing-
Jin-Ji area, it has dropped by a third, to 71 micrograms 
per cubic meter of air over the same period.
But the gray pall hanging over Beijing and its two 
sister regions in winter hasn’t lifted.
The level of PM2.5 particles shot up to 135 micrograms 
per cubic meter from Nov. 15 to Dec. 31, which was 
2.4 times the average during the other three seasons, 
data from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owed. Five bouts of smog were recorded in 
December alone.

Winter blues
Ji Tao, a postgraduate student who has lived in Beijing 
for seven years, said he did not feel any improvement. 
“Smog last year was just as bad as it was in 2015, and 
it smells the same,”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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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ir China passenger plane prepares to land at the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as the capital of China 
through heavy smog on Wednesday, Dec. 21, 2016. Chinese lawyer Yu Wensheng checks on his lawsuits at his 

office in Beijing, Feb. 24, 2107. A group of Chinese lawyers 
is suing the governments of Beijing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for not doing enough to get rid of the smog.

Is China Succeeding In Its Efforts To Curb Smog?

Fed Up With Smog, Chinese Lawyers Sue For Damages

A mural depicting a blue sky day is seen on a 
smoggy day in Beijing in December 2015. (Photo: 
IC)

Hundreds of flights were grounded by smog at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Dec. 25, 
2015. (Photo: Visu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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