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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樂情深愛樂情深--暢享三十暢享三十」」
音樂會音樂會44月月2222日登場日登場

美南大專校聯會為慶祝成立30周年﹐將於4月22日在糖城
Baptist Church舉辦「愛樂情深-暢享三十」音樂會﹐並為該
社團音樂獎學金募款﹒為讓更多人了解音樂會演出資訊﹐
由美南知名主持人程美華(左一)﹐邀請大專校聯合唱團團
長林宏正(右二)﹑美南大專校聯會會長與音樂會共同主席
謝家鳳(右一)與名音樂家與指揮家張廖莉娜老師(右三)上
節目﹐暢談該會的成立宗旨及30年經歷﹐並宣傳演出內容﹐
同時預告10月將回台灣進行3場巡演﹒節目於30日休士
頓論壇特別節目中已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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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 Anderson
Date: 12/20/2016

裁員 : 1,000

（本報訊）擁有 Baylor St. Luke's 醫療中心的休斯頓健康醫療機構（Catholic 
Health Initiatives' Texas division）周四對外宣布，將在其所屬的三家德州系統繼
續裁員 459 名員工。

這也是該機構自去年的 8 月份以來最大規模的裁員，並且裁員總數已經達
810 人。

這家機構通過裁員、離職等方式已經裁去 620 個工作職位，並且裁員的比
例占現有員工的 4%。

該理療機構稱，由於醫療環境的變化，CHI Texas 和德州乃至全美的醫療系
統一樣，對系統結構進行調整，盡管我們在過去的幾個月已經做了大量努力，
但財政狀況依然沒有改觀，裁員不可避免。

這家機構 CHI 從去年開始就采取了頻頻裁員的方式，去年 8 月減少 230 個
工作職位，今年一月，減少 346 個職位，今年二月裁員 89 人。

CHI 在休斯頓擁有 8 家醫院，另有 9 家醫院該位於 Bryan-College Station 地
點和德州東部。

2016 年，裁員潮開始波及休斯頓醫療系統，以下是醫療機構的裁員狀況。

最新消息，福遍（Fort 
Bend ） 警 方 正 在 位 於
Katy 的 Cinco Ranch 的一
處 商 業 中 心 La Centerra 
進行調查，據警方在昨日
中午 12:30 在臉書上發布
的消息稱，該商業中心目
前有可能存在炸彈威脅。

警方稱，受到該威脅
的附近的商家目前已經全
部撤離。

La Centerra 商 業 中
心 位 於 Katy， 具 體 地 址
為 23501 Cinco Ranch 
Boulevard 

附近的居民請做好安
全防範，迅速撤離，更多
的相關新聞，將不斷更新
報道。

裁員風續刮 休斯頓醫療機構 CHI 本周現最大規模裁員

最新安全提醒： Katy 一商業中心或存在炸彈威脅

Triumph Hosptial of E. Houston, LP dba 
Kindred Hospital

Date: Oct. 3, 2016
裁員 :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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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2017春宴暨2016十
大優秀攝影作品及分類獎頒獎典禮，於2017年3月25日（周六
）下午7時在10603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的百利大道
金山餐廳（Kim Son restaurant）溫馨舉行,由馮淑璽主持。休士頓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應邀出席，越南藝術攝影協會會長武文盛等
到場以及近百位攝影愛好者攜家眷前來參加同樂。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2016年度十大優秀攝影作品評選，共
選出十幅年度最佳攝影作品，此外，還就風景、人物、電腦創意
、黑白、靜物與建築、寬幅、人像以及新秀等八大類別，最終共
有24人的作品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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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蔡
保羅、會長關本俊分別致歡迎詞，
感謝僑教中心多年支持；僑教中心
莊雅淑主任致詞,讚許休士頓華人
攝影學會於國慶期間舉辦 「台灣之
美」攝影展，以及感謝學會對於僑
務工作支持，並為該學會 2016 年
度十大優秀攝影作品評選得獎攝影
家頒獎，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自
1990年創建以來，參與舉辦各種攝
影活動與交流，並前往世界各地進
行攝影創作及交流，舉辦的十大優
秀攝影作品評選更為當地華人社區
及攝影愛好者一大盛事，對於推動
華人攝影事業的發展有積極作用。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會長關本俊表示，要拍出好的攝影作品
，一定要用敏銳的心去構思及眼睛去觀察環境，再配合天時地利
外在因素，就能拍出賞心悅目的感人作品。此次春宴除了頒獎。
當天還舉行盛大的抽獎活動，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董事長蔡保羅

、董事及資深會員提供抽獎物品，為晚宴增添樂趣。今年一舉拿
下七個獎項的馮淑璽提到，她最喜歡在日常生活中尋找題材，希
望在平凡中找出不平凡的事物，是令她最興奮的時刻。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創建25年，每個月的第二個周日下午2
時-5時在僑教中心203室舉行月會，並進行當月的攝影月賽評比
及攝影講座。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2017年春宴暨 2016年十大優秀作品及分類獎頒獎典禮
在百利金山餐廳溫馨舉行

頒獎人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頒獎人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關本俊會長與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關本俊會長與20162016年十大優秀作品及分年十大優秀作品及分
類獎得獎人類獎得獎人 張雅萍張雅萍、、蔡保羅蔡保羅、、潘英俊潘英俊、、翁定台翁定台、、馮淑璽馮淑璽、、房毅房毅、、曾茵茵曾茵茵、、冀瑛冀瑛、、馬海歌在馬海歌在
20172017年春節聯歡合影年春節聯歡合影。。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斯頓炎黃堂拜祭軒轅黃帝典禮將在休斯頓黃氏宗親會大廳舉行，4月1日（星期六）
下午6時舉行拜祖，6:30pm聚餐，7pm後炎黃歌舞團活動。免費，歡迎炎黃堂發起人，炎黃
歌舞團成員，社團朋友參加。聯繫：832-859-5790， khuang7038@hotmail.com。地址：
6925 Turtlewood Dr.，TX 77072

張清泉牧師是位帶著火的使徒，所到之處都
能點燃起信徒對耶穌的熱情。三年前開始學習希
伯來語和吹號角(Shofar)，並被聖靈膏抹在全地吹
號，宣告神的禧年。經常被邀請至各地傳講號角
的意義以及對末世的重要性，信息充滿了啓示性

的恩膏。張牧師的生命曾經歷聖靈極大的觸摸與
翻轉，從日本料理店的老闆/大廚，走上全職服
事之路，目前是 「以色列萬王之王彌賽亞事工」
亞洲禱告殿以及華人新皮袋教會的建堂牧師。

機會難得，歡迎參加！
詳 情 請 洽 莫 思 危 牧 師
(281)433-0517，www.rol-
cc-houston.net， 電 郵 ：
rolccgh@gmail.com。
2017年4 月2日(主日)
第一場 上午 10:00 「輸贏
之間，一生的抉擇」
第二場 上午 11:30 「從廚
師到牧師，從美國到以色
列」
靈糧堂新址：4440 Lex-
ington Blvd., Missouri City,
TX 77459 (Lexington
Blvd 和 Dulles Ave 交會處
，Walgreens後方之教堂)

糖城靈糧堂遷堂特會 4/2 以色列事工張清泉牧師主講 休斯頓炎黃堂拜祭軒轅黃帝典禮將在休斯頓黃氏宗親會大廳舉行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2017年暑期,將開
辦 「青少年英文閱讀與寫作、鋼琴、扯鈴」及
「成人中文及有氧舞蹈」等課程，自6月3日起至

8月12日止,每週六上課， 本校師資優良，設備齊
全，歡迎報名參加學習。

校址: 9800 Town Park, Houston Texas 77036。
詳細課程資訊可上網查詢www.ccchouston.org

或逕洽文化中心中文學校713-271-6100 ext. 160或
163。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黃彧女士是新
航 空 能 源 合 作 夥 伴 (New Voyage Energy
Prtner) 的創始人，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EPCI）“工程，採購和施工整合” 是一
些行業中使用的特殊形式的承包安排，EP-
CI承包商負責從項目的設計，採購，施工
，調試和移交完成的所有活動 -給用戶或所
有者。黃彧女士在石油和天然氣EPCI行業
擁有10年以上經驗10年。 在成立新航能源
合作夥伴之前，黃彧女士曾是Bechtel的離
岸業務 (Offshore Business) 部門的業務開發
，市場營銷和戰略負責人。 此前，黃彧女
士在 TechnipFMC（紐約證券交易所：FTI
），McDermott（紐約證券交易所：MDR
），Noble Corp.（NYSE：NE）和Harri 負
責在戰略，企業發展和財務上的工作。

黃女士對國內外石油天然氣，液化天
然氣和 FLNG 市場 (FLNG 是浮動液化天然
氣的縮寫，指液化天然氣（LNG）的浮動
生產單位。)的EPCI行業有深入的了解，重
點是中國和其他亞洲造船廠和模塊製造商
。黃彧女士與幾乎所有國內和國際主要
EPC公司的C- Suite和執行管理團隊以及幾
個多國能源公司的某些項目團隊有廣泛的
關係。 此外，黃女士在中國擁有廣泛的銀
行和融資渠道網絡。黃女士最近擔任的工
作為BOMESC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的獨家代

表，該公司是一家領先的公共中國模塊製
造公司。 黃女士為BOMESC的10多名主要
潛在客戶提供培育，包括O＆G運營商和主
要 EPC 承包商。黃女士從 LNG，FLNG，
FPSO，FPU和石油化工行業的16個項目中
獲得了28億美元的收入機會。 另一家客戶
，一家全球性的 EPC 公司，黃女士提供了
在中海油 (CNOOC) 追求項目的當地知識
和關係。

黃女士的母語是普通話和英文。 黃彧
女士畢業於北京國際商務與經濟大學，獲
得國際貿易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 她擁有
德克薩斯州休斯敦萊斯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MBA）學位。
關鍵業務記錄

跨境業務發展：黃彧女士擔任北美
BOMESC的獨家代理，創造了26億美元的
項目收益機會

愛立信跨國合資公司：黃彧女士在青
島建立了合資公司。 中國，麥克德莫特和
CSIC 之間關注 FPSO 整合浮式液化天然氣
：在黃彧女士的業務發展領導下，柏克德
公司簽署了其首個FLNG項目。融資及交易
：黃彧女士已收購9億多元資產，包含眾多
公司收購，銷售子公司資產或投資的行為
或程序及合夥交易。

新航空能源合作夥伴總經理兼首席執行官黃彧
成功創造了石油和天然氣業務的巨大商業交易

文化中心暑期課程現開始報名

汝楨藝苑．言雪芬戲
曲之家，為一志願藝術組
織及非牟利業餘團體，純
粹是促進廣東粵劇曲藝，
並向中外人士介紹及推廣
中國文化藝術。

藝苑訂於 4 月 8 日星
期六，下午二時，在曉士
頓中國人活動中心禮堂，
舉辦”敬老 同賞花田會
”粵劇粵曲節目，免費招
待各界及社區長者。 連
日來由音樂領導容健民，
和各音樂師傅伍元勳,徐
松煥,王漫雲,李兆光,容華
清及藝苑成員們積極的排
練，務求以最好的演出獻
給觀衆。 ”藝苑”亦多
謝各界商號及善長們，支
持這極有意義的活動。

未有登記索取入場券
的長者朋友們，請速致電
聯絡索取入埸券。
聯絡查詢電話 :昌美蓮 (713-259-1170)

葉婉珍 (832-613-2828)

汝楨藝苑汝楨藝苑．．言雪芬戲曲之家言雪芬戲曲之家 敬老敬老 同賞同賞 花田會花田會

為服務居住在奧斯丁地區鄉親，駐休士頓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訂於2017年6月3日(星期
六)下午 2 時至 4 時在佛光山奧斯丁香雲寺（I.
B. P. S. Austin； 地 址 ： 6720 N. Capital of Tx
Hwy, Austin, TX 78731）辦理行動領務服務。奧
斯丁地區鄉親倘需申請換（補）發護照、赴臺

灣簽證或辦理文件證明業務等，敬請事
先填妥申請書及相關表格，並備妥相關
證件及填妥地址之回郵信封後到現場遞
件。本處將攜回申請案件，並於辦理完
畢後依據所附之回郵信封郵寄申請人。

申請相關規定及所需文件與表格，敬請自 本處網站 （http://roc-taiwan.org/ushou）領務
組 項 下 查 詢 與 下 載 ， 或 電 話 詢 問

（1-713-626-7445）。另關於服務地點查詢，
請洽奧斯丁香雲寺（電話:512-346-6789）。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將於2017年6月3日在德州首府奧斯丁市辦理行動領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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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您的權利睡著了 !
「抗房地產稅」 請找黃維芬 Vivian Huang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恭喜您！ 今年你的
房子比去年更值錢了。 但是，壞消息是你的財產
稅也在急劇的增加。因此，請務必在 4 月 30 日
前聲稱您符合資格的所有豁免財產稅的權利，並
在 5 月 31 日前抗議您不合理和過高的資產財產
稅。請注意，如果您在 2017 年 1 月 31 日之前未
支付物業財產稅，您可能無法抗議您過高的物業
評價。 請與縣評價區（CAD）核對您的納稅記
錄。

縣評價區 (CAD 的估價價值通知有兩個數
值：市場價值和估價價值。 您的房產稅是基於估
價值計算出來的。 抗議物業財產稅的目標是將市
場價值降低到評估價值以下，以減少您的財產稅
金額。

如果你在 1 月 1 日之前，住在你現在的房子
內，你可能符合家園房產稅的豁免。 如果您超過
65 歲，您可以獲得超過 65 歲的房產稅豁免，沒

有提交截止日期的時間限制。 為了節省您的稅
金到最大金額，請務必查看不同的豁免類別及其
要求。如果您正在考慮在 2017 年 5 月 31 日之前
購買房子，只要您在 5 月 31 日前提出抗議申請，
你仍然可以抗議您房子過高的物業評價價值。

為了幫助您準備您的抗議證據，您必須首先
在您的財產所在的 CAD 行政區完成在線註冊，
以獲得用於評估您的財產價值的證據的副本。 如
果您在的 CAD 行政區完成沒有在線註冊，您需
要寫信給 CAD，請求他們發送一份 CAD 證據申
請包給您。在您的信中，確保您標記所有的抗議
原因，特別是市場價值和不平等過高的價值。 如
果您不清楚標記抗議的原因，那麼您不能在這些
豁免類別下抗議。 再次，大多數房主抗議過高的
市場和不平等的估價價值。 即使你的物業的市場
價值很高，您仍然可以通過不平等的抗議減少評
估的價值金額。 不平等的價值金額意味著您的房

女人不老的密碼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 : 
新奧爾良 3 天團

美國紀念日長假（5/27-29），和你逛新奧爾良
每人： $209/人 （2 人一房）

王朝旅遊繼 45 人杜鵑賞花團之後，再推
出：“美國紀念日長假帶您逛新奧爾良”，
5 月 27 日 -29 日，帶您在美國鏡內領略法國
和西班牙風情。

王朝旅遊今年從年初到現在業已帶了兩
隊賞花團，包括北德州郁金香花團和東德州
杜鵑賞花團。遊覽了美國最大的郁金香花城
和東德州的歷史小鎮得到了廣大德州群眾的
歡迎和追捧。與大家一起溫習了南北戰爭歷
史，還進入印第安保護區體驗印第安人民的
日常生活起居。

這一次，我們王朝旅遊又推出：“美國
紀念日帶您走遍新奧爾良 3 天團”。與王朝
一起探索那些普通旅行團沒有走過的行程，
感受不一般的旅遊體驗！深度體驗新奧爾
良，這個曾經被法國新貴殖民的地方。新奧
爾良是多種文化的集合體，坐著古老的街車
沿聖查爾斯大街從法國區向上城行駛，宛如
步入時光隧道，從歐陸風情的法國區，到典
型美國商業區，再到宛如美國南卡羅來納州
查爾斯頓的橡樹大道，還有 20 世紀初曾經普
及的維多利亞式建築。我們還將帶領大家參
觀有南方哈佛著稱的杜蘭大學，漁人碼頭，
嘗盡新奧爾良特色餐小龍蝦，生蠔等 。

這些曾經不同的語言、文化、時尚、信
仰如今都緊密交織在了一起，演變出獨特的
新奧爾良文化。

德州其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待您去發現，
我們組織了 1-8 天不等的德州本地團，若親
戚朋友這個暑假來德州，您又沒有什麼好的
想法，那就帶他們來王朝旅遊預訂本地旅遊
團。不論德州本地，還是美東紐約遊，美西
或者黃石自然景觀、邁阿密，奧蘭多主題公
園，我們王朝旅遊都有應有盡有， 不同種類
旅遊團！

王朝旅遊是一家有旅遊工會牌照的旅行
社，有旅遊工會制約並規範著我們，對您的
安全和旅遊有絕對的保障。

王朝旅遊推出的旅遊行程不斷推陳出新，
讓您以最優惠的價格，玩遍美國，走遍全世
界！

詳細請聯系王朝旅遊
地址：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81-8868 中國城精英
廣場內，敦煌廣場側，百利大道大通銀行後
面地鋪 #A14 微信 WeChat：aat713

子價值與你的鄰居相比過高。 如果您的資產的價
值低於市場價值，則 CAD 必須將您的資產評估
價值設置為較低的資產價值為您減稅。 

您需要帶到資產價值聽證會的證據包括：資
產圖片和承包商維修資產的報價。 如果你剛買
了房子，只有在評估區的市場價值高於您支付的
市場價時，帶您過戶的 HUD 文件。 如果您有任
何房產價值低於 CAD 的評估價值的評估，將其
帶入聽證會。 對於新建房，市場價值應設置為 : 
至 2017 年 1 月 1 日建築完成百分比。 如果您正
在進行房地產過戶交易，請將您的購買價格與
CAD 的估價值進行比較。 如果您的購買價格高
於評估價值，您可以考慮不在 MLS 上披露。 

德克薩斯州是一個不披露購房價格的州，你
不需要披露的購房價格。 CAD 通常會向新業主
發出信件，要求他們提供購房信息。但 你不需要
回應。一些 CAD 提供在線抗議，您可以先嘗試，

但您可能不想要在線註冊簽名。 下一步是非正式
聽證會。 這意味著您會會見一個評估人討論您的
物業價值。 如果您不喜歡這個評估價值，那麼您
可以去評估審查委員會（ARB）的聽證會。ARB
的聽證會 將有 3 名 ARB 成員和一名 CAD 評估
員。 您和 CAD 都會提出您的證據。 ARB 聽證
會將決定一個值。 如果您還是不喜歡這個價值，
那麼您可以提起訴訟或仲裁。

有關德克薩斯州財產稅的更多信息和視頻，
請 訪 問：http://www.window.state.tx.us/taxinfo/
proptax/; 此外，CAD 網站還提供常見問題，程
序，以及如何抗議視頻。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問
題，請聯繫 Vivian Huang，電話：832-380-4588
或電子郵件：Vivian@RealStake.com。

歲月悄悄地流逝，不知不覺中，皺紋躡手躡腳地爬
上了你的面龐，這是多麼令人苦惱。42歲的葛薇在朋友
的眼中竟然跟50、60歲的大媽一樣 ! 年輕時溫柔美麗
的她現在完全變了, 臉色暗黃 ,皺紋越來越明顯 ,而且
從去年開始就出現了明顯的更年期癥狀 ,心煩意亂 , 脾
氣也漸長 , 臉上的斑也越來越明顯 ,月經也不正常了,
而且天天喊累 ,渾身沒勁 ,真跟個老太太似的 , 朋友們
看著都替她著急。後來到醫院檢查才知道她不但提前
進入更年期，忙問醫生自己該怎麼辦 ?醫生說女人老的
快罪魁禍首是體內雌激素分泌不足，女人要是想永葆青
春的話，就得想法保住漸漸減少乃至消失的雌激素，月
經停止得越晚越好。

雌激素賦予女人第二性征，比如乳房的豐滿，月經
按時來潮等等。也就是說，雌激素可以使皮膚中的水分
保持一定含量，使皮膚看上去柔嫩、細膩。所謂更年期，
就是雌激素的分泌量漸漸減少，到月經終止時降到最
低，這個時候大約是女性50歲左右，此時的女性完全
失去了生育功能。

事實上，從45歲開始，女人就進入了更年前期，
卵巢機能逐漸下降，雌激素分泌減少，皮膚的含水量也
隨之遞減，皺紋慢慢出現，皮膚失去以往光澤和彈性。   
更年期來臨前後，還有一點最常見的變化是臉面一陣陣
轟熱潮紅，情緒激動，不能控制，種種這些都是卵巢分
泌雌激素減少的緣故。這個時候，補充雌激素是當務之
急。人為的補充雌激素可能誘發一些癌癥。比如乳腺癌
和子宮內膜癌等。西方醫學的先父希波克拉底說：人類
離自然越遠離疾病就越近，離自然越近離健康也就越
近。他的這一古訓已經體現在現代人回歸自然的健康準
則之中。

緩解更年期的各種癥狀可以通過天然草本補充療
法來加以改善。天然草本補充療法是以天然草本為主

要原料，提取有效成分，直接作用於卵巢和身體各系統、
器官組織細胞，作用溫和、安全無毒。由加拿大VIKER
公司推出的紅人歸膠囊（SANGEL），是由多種名貴中藥
組成的純天然保健產品，可以修復和營養萎縮的卵巢，
改善卵巢微循環網，使卵巢重新產生圓潤的卵泡，恢復
子宮機能保持旺盛的雌激素分泌能力。恢復體內旺盛的
雌激素分泌水平，從而緩解更年期的多種癥狀。服用紅
人歸，改善更年期癥狀屬於天然草本補充療法，可以避
免由於雌激素替代療法帶來的患癌癥的風險，消費者
可以放心選用的。

服用紅人歸膠囊（SANGEL）吧，一種天然草本補充
療法，它會讓您的卵巢恢復到年輕時的狀態，永葆青春！

紅人歸膠囊（SANGEL）是加拿大衛生部唯一批準
的用於女性更年期的產品，加拿大衛生研究院十六年質
量療效追蹤確認紅人歸膠囊（SANGEL）是目前世界範圍
內最安全、最有效、最科學的產品。

紅人歸膠囊（SANGEL）針對以下癥狀最有效
閉經、痛經、月經不調等經期綜合癥；頭暈目眩、註

意力不集中、失眠健忘、情緒緊張等癥狀；潮熱、出汗、
胸悶、心悸、氣短等癥狀；皮膚幹燥、彈性減退、光澤消失、
皺紋增多等癥狀；脫發、色斑、老年斑等癥狀；性欲衰退，
陰道分泌物減少，性交時出現疼痛感等癥狀

擁有紅人歸膠囊（SANGEL），不僅讓您做個人人羨
慕的魅力女人，更是對您一生的精心呵護！
加拿大VIKER公司榮譽出品
女性更年期保健手冊”花開花落話更年”  免費資料
索取網址 www.vikerm.com
加拿大 VIKER 公司 北美免費咨詢電話1—888—
518—7778
全球女性更年期保健免費咨詢電話1—604—518—
7778 傳真 :1-604-303-7720

美國麥當勞今天宣布，將在 2018 年中開始
在大部分餐廳供應使用新鮮牛肉，隨點隨做的
Quarter Pounder 漢堡。使用新鮮牛肉，在顧客點
餐時精心烹調的漢堡是麥當勞為滿足顧客不斷
變化之期待所採取的最新步驟。麥當勞出售的所
有漢堡都使用百分之百純牛肉，絕無填充物、添
加物或防腐劑。

「過去兩年來，我們為顧客做出了大膽且實
質的系列性改變，」麥當勞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Steve Easterbrook 表示。「供應全日早餐，
改用自由放牧的雞蛋，測試送餐服務等都是我們
承諾要讓麥當勞變得更好的證明。我們也全心全
意要進行更多方面的企業轉型，包括提供更現代
化和舒適愉悅的用餐體驗，增添更進步的便利和
科技，和對供應的食物做出更積極的改變。」

供應使用新鮮牛肉，在顧客點餐時精心烹調
的 Quarter Pounder 漢堡是麥當勞根據顧客建議
推出的最新變革方案，這個方案是以麥當勞最近
推出的其他幾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改變為基礎，

讓麥當勞變得更好的最新步驟就是在 2018 年中推出使用新鮮牛肉，隨點隨做的 Quarter Pounder 漢堡
還在後頭，敬請期待。」

「這項宣布代表了麥當勞、Lopez Foods 和
其他牛肉供應商之間堅強的夥伴關係，共同支持
這個方案並落實麥當勞的高質量標準，」Lopez 
Foods的總裁兼首席執行長Ed Sanchez表示。「我
們非常榮幸參與這項測試，也期待在 2018 年將
新鮮牛肉帶給更多麥當勞的顧客。」

使用新鮮牛肉，在顧客點餐時進行烹調的
Quarter Pounder 漢堡曾在橫跨德州達福市的
325 家麥當勞餐廳和奧克拉荷馬州 Tulsa 的 77
家麥當勞餐廳進行測試。Quarter Pounder 漢
堡包括 Quarter Pounder、帶起司的 Quarter 
Pounder、雙層帶起司的 Quarter Pounder、豪
華型帶起司的 Quarter Pounder 和 Signature 
Crafted Recipe 漢堡。

「顧客和員工都對測試結果給予高度評價。
這是在麥當勞歷史上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一項測
試，能夠參與其中，我們深感榮幸，」達福市麥
當勞加盟店東主 Joe Jasper 表示。「這項測試

的動力來自本地區的加盟店東主和顧客前來麥
當勞用餐時的期望。」

麥當勞簡介
McDonald's USA, LLC（美國麥當勞）每天以

高質量食材，選擇多樣化的餐單服務大約 2 千
5 百萬顧客。全美1萬 4 千家麥當勞餐廳中將
近百分之 90 由男女企業家獨立擁有和經營。
顧客可在大約1萬 1千 5 百家參與提供 Wi-Fi
的麥當勞免費上網。欲知詳情，請登入 www.
mcdonalds.com,，或通過推特追踪我們 Twitter 
@McDonalds，或參考臉書專頁 www.facebook.
com/mcdonalds。

###
* 雞農仍然使用ionophores（離子載體）類

的抗生素來維護雞群的健康，但這種抗生素並
不通過處方使用於人體。

美國麥當勞宣布下一步重大變革：
                      用新鮮牛肉做的 Quarter Pounder

包括：
• 麥當勞在 2015 年宣布數項與服務方式

和食材來源有關的改變，包括供應全日早餐，承
諾在 2025 年前全面換用自由放牧的雞蛋，和承
諾只供應未曾施打對人體醫療 * 有重要作用之
抗生素的雞肉，並在 2016 年完成，比預期提早了
將近1年。

• 麥當勞在去年針對包括黃金雞塊
（Chicken McNuggets）在內的數個餐單選項停
用人造防腐劑，而大麥克（Big Mac）、Quarter 
Pounder、漢堡、起司漢堡、麥香魚（Filet-O-Fish）
和麥香雞（McChicken）三明治所使用的麵包也
不再含有高果糖玉米糖漿.

「今天的宣布是麥當勞持續不斷的食
物旅程的一部分，」美國麥當勞總裁 Chris 
Kempczinski 表示。「過去兩年來我們對食材來
源和服務方式的變革加快了腳步。為顧客提供新
鮮牛肉並在顧客點餐時精心烹調的食物只是我
們更上一層樓的例證。我們才剛起步，更精彩的

肺癌患者選用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 的理由
根據研究調查發現：晚期肺癌患者服用巴

西野生綠蜂膠後一個月內好轉；日本、中國和
美國等醫學家同樣證實巴西綠蜂膠使肺癌患者
腫塊縮小、症狀減輕、體重增加。患者述說道：
“咳喘減緩”、“疼痛消失”、“食欲增加”、
“信心倍增”等。讓我們來看一看最新的科學

研究，綠蜂膠是如何防治肺癌的。
綠蜂膠對肺癌細胞有抑殺作用，而對正常

細胞有保護的效果：美國等科學家發現，蜂膠
中的 CAPE 具有選擇性殺傷肺癌細胞和抑制癌
生長的作用。英國等科學家也研究發現，蜂膠
中的 Artepillin- C 能直接殺傷肺癌細胞，抗癌

效果不亞于常規
的化療藥物 5 －
氟 尿 嘧 啶。 中
國、日本和歐洲
等科學家的最新
研究均證實，蜂
膠中的多種活性
物質能夠直接殺
傷癌細胞，從而
有效輔助治療肺
癌，抑制腫瘤的
轉移或復發。而
且，作為天然抗
癌之極品，綠蜂
膠在殺傷癌細胞
的同時不損害正

常細胞，避免了放化療的不分敵我的劣勢。
天然 COX-2 抑制劑，抑制癌基因表達，

抑制肺癌的復發與轉移：紐約大學 Gaynor 博
士發現巴西綠蜂膠是最好的天然 COX-2 抑制
劑，可以抑制肺癌組織中癌基因的表達，起到
防治肺癌的作用。藥物 COX-2 抑制劑雖然能
起到預防肺癌復發的作用，但由於顯著的副作
用如心臟毒性等而被美國 FDA 禁止使用，天
然 COX-2 抑制劑綠蜂膠理所當然的成為醫學
家的新寵。

綠蜂膠強化免疫功能，清除微小病竈：肺
癌之所以復發和轉移是由於微小病竈的存在，
而人體免疫功能低下，不能清除癌細胞所致。
肺癌病人由於自身免疫力下降，加之放療 / 化
療等毀害了人體抗病能力，因此急需免疫功能
的提高。蜂膠在增強免疫力有兩個神奇之處。
一是其能刺激免疫機能，增加抗體生成量，增
強免疫活性細胞（包括 T 細胞、殺傷細胞、吞
噬細胞等），是一種天然的高效免疫增強劑；
二是癌細胞能隱蔽其抗原性而逃禦人體免疫防
禦，從蜂膠中提取的 PRCA 超級抗原，使癌
基因死亡密碼被破解。PRCA 被世界衛生組織

稱為“誘導癌細胞凋亡反應因子”，使癌細胞
失去活性。

野花牌綠蜂膠 (Apiario Silvestre)，蜂膠中
的王者，巴西第一品牌，世界公認最佳品質：
野花牌綠蜂膠 (Apiario Silvestre)，字 1982 年以
來最悠久的生產歷史，採用當今先進萃取技術 , 
常溫下提取綠蜂膠中活性物質，有效成分含量
業內最高，不含酒精、甲醇等有機溶劑，不含
任何重金屬有害元素，巴西乃至全球銷量最大
之極品綠蜂膠。

加拿大 NPN#80006418•美國 FDA 食品藥品
監管局註冊 #10328566522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
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 美 免 費 長 途：1-866-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
網站：www.royalnatural.ca ，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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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如果我現在告訴你，
有這樣一個機遇，只要你夠努力，只要學習
3-6 個月，就能成為 Cisco 網絡工程師，年薪
達到 10 萬美金！你會相信嗎？說實在的，剛
開始我也不信，但我去 LaneCert 電腦工程師培
訓學校采訪了劉校長以後，我徹底地信了！為
什麽？因為劉校長自己就是受益於這個項目，
現在為 AT&T 工作，年薪二十多萬。在工作
之余，他也將這個項目推廣到華人社區，希望
有更多人受益。
    劉校長是東北人，小時候家裏窮，他最大
的夢想就是每天都能吃上飽飯，所以他拼命學
習，希望通過知識改變命運。事實證明，知識
確實能夠改變命運！ 1983 年他考上成都電子
科技大學，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沈陽百花電器集
團設計電視機。一邊工作，劉校長堅持一邊學
習進修，在遼寧大學讀 MBA 課程。1998 年的
一天，他在遼大的校園裏遇見了梁先生，當
時梁先生在推廣 Cisco 互聯網專家培訓，劉校
長剛開始不相信世界上有這麽好的事兒，只要
學習 800 個小時，就能找到年薪 10 萬人民幣
的工作！要知道，那個時候全國的月平均工資

才一兩千塊人民幣！ Too Good 
To Be True!（太好了以至於不像
真的！）可他轉念一想，多學點
東西有什麽不好呢？於是，劉校
長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參加了梁
先生的互聯網專家培訓課程，幾
個月以後他順利通過考試拿到了
Cisco 互聯網專家證書，馬上就
被一家深圳公司錄取，年薪十萬
人民幣！
    嘗到了甜頭的劉校長一直在不

停地學習、挑戰自我，他的 Cisco 互聯網專家
證書越考越高級，從初級的工程師到現在的專
業技術架構師，他的人生也一次次地攀上新的
高峰，2004 年他技術移民加拿大獲得免試通
過。從沈陽到深圳，從深圳到北京，從北京到
加拿大，從加拿大到美國，劉校長說他受益
於 Cisco 互聯網專家培訓項目，把不可能變成
了可能！這個項目如此之好，卻沒有幾個人知
道。美國人有做這個培訓的，但他們采用全英
語教學，並且不懂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所以去
華人去美國學校很難學出來拿到證書。劉校長
說，學會了這門技術，有了 Cisco 互聯網專家
證書，那可真是一技傍身，走遍天下都不怕！
劉校長開辦的 Lanecert.com 電腦工程師培訓學
校，總部位於達拉斯，目前剛剛進駐休斯敦。
如果你曾經選錯了專業，或者讀書時 GPA 不
夠理想，一直沒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又或者屢
次被各公司以沒有工作經驗拒絕。在了解了
LaneCert.com 的 Cisco 網絡工程師培訓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一切都不會再是問題！
LaneCert 培訓機構的導師都有十至十五年的
工作及教學經驗，培養出大量計算機類精英

人才。實際上，電子高新技術區域一直人才
短缺，技術人員供不應求。而在其中 CCIE 這
種職業人員更為突出。全美統計，Cisco 互聯
網專家 CCIE 只有 1 萬人，而這種高新技術人
員正為各大公司所急需。Lanecert 培訓機構作
為一個專業 CCIE 培訓機構，可以指導你進行
Cisco 專家培訓，在短時間內突破技術障礙，
考過專業證書，十萬年薪不再是夢！
　　說到成為電腦工程師，很多人可能要打退
堂鼓了，認為這是高科技，很難學。其實，
事實完全相反！這也正是 LaneCert 最大的優
勢！零基礎，任何人都可以學，而且包學會！
其一，Cisco 互聯網程序相對獨立，對於知識
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要求，任何人只要想要
改變便都能達成目的！其二便是速成但是保
質，幫助你在 3 到 6 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現在到
Cisco 專家的轉變，並且保證了你的知識框架
技能完全勝任這個工作！其三，LaneCert 的導
師曾在中國任教，比之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學
習思維方法更為了解，也研究出了有一套獨有
的教學方法，教學效率極高！其四，教學時采
用小班教學的方法，保證每一個學員都有被充
分的關註，及時解決學習上的困惑，教學質量
得到保障！其五，如果實在擔心自己考試發揮
失常，LaneCert 承諾免費重修課程直到考到執
照為止！而且 LaneCert 承諾幫助找到年薪十萬
的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LaneCert 雇傭你！
很多人想要過好日子，但是卻妥協於懶惰、安
於現狀，不想努力。失敗了就抱怨自己命不
好，其實，不是你命不好，是你不夠努力，不
夠勇於挑戰自我。打敗我們的不是事物本身，
而是我們自己。同樣的，成就我們的，也是我
們自己！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發奮努力，永不嫌
遲！所以，趕快行動吧，朋友們！
　　也許這就是上帝送給你的改變命運的機
會，你，能抓住嗎？ Cisco 互聯網專家培訓
CCIE，隨到隨學，試聽免費。
LaneCert 是經美國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
失業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休斯敦分校即將開
學，如果你沒有工作、留學生要找到工作辦身
份、或者對現有工作不滿意，請來 LaneCert，
給世界一個證明自己能力和價值的機會，世界
將回報給你十萬以上年薪！

LaneCert 休斯敦分校
地 址：12989 Bellaire Blvd #4, Houston, 
TX77072
電話：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把不可能變成可能，十萬年薪不是夢！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人長期腰痛背痛

頸痛，這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椎間盤突
出。椎間盤突出分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間盤
突出。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腿痛常見原因之
一，其主要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椎間盤突
出又名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症或腰椎間盤髓核
突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腰脫”或“腰突”。
它是指人體隨著年齡的增長或急性外傷和積累
性外傷等原因，使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
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
膜囊而引起的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症狀
的骨科常見病、多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底部疼痛，下
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
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
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
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

過久後疼痛加重等。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外
傷史，造成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髓核向後或
後外側突出，壓迫脊神經根引起腰腿痛，坐骨
神經痛是腰間盤突出症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有明顯的頸
部外傷史或有長時間低頭位工作的職業史。神
經根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上背部劇烈疼
痛，伴上肢放射性神經痛；頸部運動和睡眠時，
疼痛加重。肌力下降，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臂
叢神經牽拉試驗陽性。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
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
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療椎間盤突
出有 20 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
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
法，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

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
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 copay 還
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 診斷治療，
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
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症、缺水程度
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
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
下來疼痛馬上減輕 80%。李醫生還專精車禍
後的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
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8am -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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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群出席晚宴。 中國人活動中心代表在餐會上合影。（ 左三 ） 為該中心現任執行長范玉新。

抽中大獎的五人出列，最後由吳曉萍校長（ 右
二 ）獲得當天晚會的最大獎： 50 吋 LED 電
視機。（ 右一 ） 為主持人許涓涓。

德州東北同鄉會成立27周年暨2017春季聯誼會 （下）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右） 恭賀豐建偉醫生（左） 
代表美國出席兩會，為德州爭光。

主持人張黎波（右）訪問旅美男高音歌唱家唐繼肖
（左）。

藍玉青的京劇表演「 太真外傳 」
蔡毅的男聲獨唱「 新不了情」，

轟動全場。
李秀嵐會長（ 左二） 及德州東北同鄉會榮譽會長鄒雅莉博
士（中） 與眾老鄉在晚宴上。

休士頓國際電影節全景中國 4 月 21 日開幕
展映 33 部中國電影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休士頓國際電影節由影展主席 Hunter Todd 於 1968 年創辦，堪稱世
界上歷史最悠久的獨立電影節，僅次於舊金山獨立電影節和紐約電影
節，不少國際大導演包括史蒂芬史匹柏 (Steven Spielberg)、喬治盧
卡斯 (George Walton Lucas Jr.) 與李安等首次獲獎作品均出自該電影
節，因而有「明星導演搖籃」的美譽。

全景中國主席蔣銳則說，休士頓國際電影節是明星導演的搖籃，而發
展越趨成熟的全景中國意義在於讓世界看中國，讓世界了解中國，讓
世界理解中國的平台，也為擁有電影夢想的人提供最好的平台。

休士頓國際電影節由影展主席 Hunter Todd、全景中國主席蔣銳、休士頓國際電影節項目總監 Kathleen Haney、休士頓
國際電影節中國區總監齊丹、24 日「全景中國」組委會於 Marriott Westchase Hotel 舉辦新聞發布會，說明今年影展內
容與介紹參賽電影，推廣中國電影藝術。

萊斯大學校長夫人孫月萍上台致詞。

國際區區長，美南報業傳媒董事長李蔚華表
示，休士頓是一個有趣且偉大的城市，感謝電
影節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貢獻及建立堅實平台
基礎，身為美籍華人這是非常重要的活動，希
望大家都一起支持。

旅 居 休 士 頓 著 名 影
星，同時也是休士頓
國際電影節榮譽主席
陳燁表示，看到昔日
一同演戲的演員即將
受 邀 參 展 她 感 到 興
奮，她建議應該要將
電影節列入休士頓指
標之一。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文化
組參贊解飛受邀到現場，
他感謝休士頓國際電影節
對中美文化的推動，也感
謝全景中國負責人將該項
目越辦越好。他說，美國
人民對了解中國的興趣越
來越濃，全景中國適應這
種需求，而每一個中國電
影都會講一個中國故事，
通過電影放映，是一個最
好方式讓更多人了解中國。

休士頓國際電影節中國區總監齊丹報告電影節為
期十天，今年將放映 88 部來自超過 30 個國家的劇
情長片和 100 多部短片，全景中國電影作品有 33
部，其中包括 8 部世界首映，20 多部北美首映，
預計超過 800 名電影人會出席本次電影節系列活
動。 全景中國主席蔣銳歡迎休大教授鄒雅莉致詞。

休士頓國際電影節由影展主席 Hunter Todd、休士頓國際電影節項目總監 Kathleen Haney、國際電影節榮譽主席陳燁、
休士頓國際電影節中國區總監齊丹、全景中國主席蔣銳、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與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中國駐休士
頓總領館文化組參贊解飛、休大教授鄒雅莉均支持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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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O簽證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H1b工作簽證最近幾年總是供不

應求，符合條件的申請人也可以考慮
O簽證。

O1 簽證適合在美國從事工作的
專業人士，如運動員、文學藝術人才
、工程師、律師、會計、研究員、高
科技人才以及電腦專業人士等。在此
期間並可變換雇主，轉換成其他簽證
，或申請永久居留（綠卡）身份。

O1 簽證的配偶與子女，可以申
請 O3 簽證陪同入境及居留美國，也
可以申請入學，但是不可以在美國工
作。
O簽證申請條件

如果曾獲得著名的國際性獎項,如

諾貝爾獎,奧斯卡獎,則可申請O1簽證.
如果沒有獲得過國際性的獎項，

也可以從下列十項中提出三項來證明
其才能、貢獻及社會影響：
曾在其專業領域內獲得國際或國家級
獎項；
曾是其本行中專業組織的會員，並且
該組織是經過同領域專家所認可的；
申請人在該行的傑出成就，曾被專業
刊物或重要媒體報導過；
申請人曾對其本行中其他人員的成就
擔任過評審工作；
曾在學術研究、藝術、運動或商業等
相關領域有重大貢獻；
曾在專業期刊或重要媒體發表過專業

學術論文；
成果曾在藝術展
覽會上展出過；
曾在聲譽卓著的
組織或機構擔任
過關鍵職務；
申請人薪資遠高
於其他同儕之證
明；
在表演藝術方面
曾獲極大成功，
並反映在票房、
唱片、錄音帶、
及錄影帶等商業
產品上。
O 簽證申請所需
材料
1． 專 業 協 會 的
推薦信。
2． 推 薦 信 ， 申
請人盡量提供獨
立推薦信。所謂
獨立推薦信是指
與自己沒有工作
關係或共同的學
習經歷的專家所
出具的推薦信。
比如在學術會議
上因為學術討論
而認識的專家。
或因為導師的原
因有過學術交流
的專家。
3． 由 美 國 政 府
機構或享有盛名
的組織出具的推

薦信。比如美國國家實驗室。
4．申請人的文章是否被同行引用的
證明文件。如果有來自世界不同國家
同行的引用會是很好的證明。
5．對學術作品要求再版的證明。
6．已被批准的專利已經得到應用或
已經出售給企業。
7．申請人為重要科研項目的負責人
或主要研究人員。
8．媒體報導，對導師和申請人共同
參與項目的報導對申請也有幫助。
9．對成員有學術成就要求的協會會
員證明。
10．曾任專業論文評審的經歷證明。
11．領取高薪，特殊津貼的證明。
12．學位證明。
O簽證期限

O簽證由雇主申請，受益人如果
申請批准，第一次可獲得三年在美國
的停留機會.

三年到期後，可以一年一年的續
期，續期沒有時間限制，可以無限期
延期。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3月3日表示，因H-1B案件
積壓嚴重，移民局將於四月三日起，
暫停加急服務。這意味著今年所有新
的H-1B簽證都不能使用加急程序。
加急服務可能暫停6個月左右。
2. 從 2017 年 4 月 1 日開始就可以提出
開始工作日期為2017年10月1日或以
後的H1B申請。從過去幾年H1B工作
簽證的名額使用情況和就業形勢看，
2017年的名額馬上告罄幾乎是肯定的
。而且，這兩年移民局對H1B工作簽
證的審理有變嚴的趨勢。所以在準備
材料上要做好充分的工作。另外，從
程序上看，勞工部要求在遞交勞工條
件申請前，必須先遞交雇主的稅號證
明。而且勞工條件申請也通常需要一
個星期左右的時間才能批准，這些無
疑給H1B工作簽證的申請在時間上和
程序上都增加了難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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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自 2016 年 12
月15日起，全面實行辦理護照、旅行
證網上預約制度。 申請人需要提前
登錄“中國公民海外申請護照在線預
約 ” 網 站 （http://ppt.mfa.gov.cn/ap-
po/）在線填寫資料並預約辦證時間
。預約成功後，需依照網頁提示打印
出所需文件，在約定時間攜帶相關資
料（含紙質護照照片）由本人來館遞
交申請。除遺失護照急於回國的臨時
訪美人員申辦旅行證或申請人有其他
極特殊情況無法在線預約的情況外，
總領館不再受理未經預約的護照、旅
行證申請。
5. 自 2016 年 11 月起獲得 十年有效
期 B1/B2、B1 或 B2簽證的申請者，
必須在首次前往美國旅行前登記。所
有申請者的登記維持兩年有效，若旅
客的簽證或護照兩者中有任何一者過
期，EVUS 登記的信息便失效。登記
內容包含簽證持有者的姓名、出生日
期和護照及其他個人資料和工作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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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an-
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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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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馬裏旱災持續索馬裏旱災持續 民眾暫居難民營排長隊取水民眾暫居難民營排長隊取水

索馬裏首都摩加迪沙以西的拜多阿地區索馬裏首都摩加迪沙以西的拜多阿地區，，從幹旱地區從幹旱地區
逃離到此的索馬裏婦女們排隊取水逃離到此的索馬裏婦女們排隊取水。。

伊拉克戰火致大批動物無人照料伊拉克戰火致大批動物無人照料
福利機構加緊轉移福利機構加緊轉移

伊拉克摩蘇爾伊拉克摩蘇爾，，國際動物福利組織國際動物福利組織““四只爪四只爪””將摩蘇爾將摩蘇爾
Muntazah al-NourMuntazah al-Nour 動物園中的動物轉移至阿比爾動物園中的動物轉移至阿比爾。。MuntazahMuntazah
al-Noural-Nour動物園中的動物因為戰爭無人照料動物園中的動物因為戰爭無人照料，，多數死於饑餓多數死於饑餓。。

英
國
新
硬
幣
開
始
流
通

英
國
新
硬
幣
開
始
流
通

被
稱
為

被
稱
為

﹁﹁世
界
上
最
安
全
的
硬
幣

世
界
上
最
安
全
的
硬
幣
﹂﹂

新發行的硬幣是1英鎊硬幣，采用不同以往的12邊形設計和雙金屬
結構，使它進入流通，可以減少假冒產品在流通環節中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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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壹家中西部內陸畜產品

加工中小企業如何走出國門？如何三

年實現三級跳？公司董事長張遠坡將

其歸功於中國銀行“全球跨境撮合服

務平臺”。

在河南省會鄭州，中國銀行與河南

省政府、工業和信息化部共同舉辦的

2017年河南工商企業跨境投資與貿易對

接會，為“張遠坡們”又壹次搭建了壹

座連接中外的企業合作橋梁。

當日的對接會，共有來自全球39個

國家和地區、近400位海外企業家，與

1000多位河南企業家進行“面對面”的

對接洽談。參會企業行業分布主要涵蓋

種植業、養殖業、農副產品加工業、食

品加工業、裝備制造業、新能源、新材

料、綠色環保、信息科技等方面。

作為活動主辦方之壹的中國銀行，

近年來壹直以“紅娘”的身份牽線跨境

撮合，幫企業尋找“相親對象”。中國

銀行的海內外客戶聯誼“相親會”，此

前在全球各地已舉辦29場。

當日的對接會現場座無虛席，氣氛

熱烈。在現場客戶經理與翻譯的幫助

下，河南省內企業與海外客商按規定次

序進行了6輪1000余場“壹對壹”會談。

記者在現場看到，除“壹對壹”洽

談外，中國銀行河南省分行還安排自由

洽談環節，供企業自由選擇洽談對象。

對不能現場對接的企業，該行專門搭建

遠程視頻洽談平臺，通過網絡進行洽談

對接。

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長陳潤兒在致辭

中說，河南具有明顯的區位優勢，居於

中國大陸中心，境內有聯南貫北、承東

啟西的鐵路、公路、航空綜合交通樞

紐。這次對接會的舉辦，既為境外企業

“走進河南”打開了壹扇窗戶，也為河

南企業“走出國門”架起了壹座橋梁，

將有力推動中外企業精準對接、合作發

展、互利共贏。

中國銀行行長陳四清在對接會上表

示，中國銀行自2013年在全球首創推出

跨境撮合服務，通過搭建信息庫、客戶

配對、網上“相親”、對接面談、現場

考察、金融服務等“六步走”流程，幫

助海內外企業打破地理、語言和文化的

隔閡，實現市場、技術、人才和資金的

互聯互通。目前，中國銀行已成功舉辦

29場跨境撮合活動，吸引了來自五大洲

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2萬余家企業參

加，幫助企業實現貿易、投資、技術引

進等壹系列跨境合作，很多企業都因此

而獲益。

河南南陽鵬遠腸衣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遠坡告訴記者，他的企業2016年5月

份在中國銀行於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組織

的“中小企業跨境投資撮合洽談對接會”

上，分別與澳大利亞的VG等三家企業

進行了對接，與新西蘭的聖佳利那等三

家企業實現成功簽約，極大地幫助了企

業的海外業務拓展。今年參加這次對接

會，他準備進壹步拓展海外市場。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年底，

河南共有中小微企業45.9萬家，這是壹

個龐大的市場主體。“國之交在於民相

親”，擴大對外開放的深度與廣度，離

不開中小微企業的跨境合作交流。無疑，

這樣的對接會，為河南眾多工商企業在

全球範圍內尋找合作夥伴，開拓國際市

場、引入先進技術、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幫助企業做大做強提供了巨大的幫助。

近日，上海快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已

完成B輪融資，此輪融資金額近2億元，由菜鳥網

絡和軟銀中國投資。在群雄逐鹿的智能倉儲機器人

行業中，備受資本青睞的快倉發展尤為迅速，快倉

在此前於2014年8月份完成1000萬元天使輪融資及

2015年10月份完成4000萬元A輪融資。

此輪融資過後，快倉公司創造了智能倉儲機器

人行業單筆最高融資紀錄，同時也成為智能倉儲行

業估值最高的獨角獸公司。

快倉CEO楊威表示，此輪融資後，資金將主

要用在公司發展方面：1、增強研發能力，在軟硬

件方面；2、建設生產中心；3、拓展商業模式。同

時快倉加快團隊建設，更好的服務倉儲物流行業用

戶，提升品牌影響力，快倉智能科技已成為物流行

業智能倉儲機器人領域的標桿。

我們是誰？
快倉公司成立於2014年，專註於提供具有世

界級水平的智能倉儲解決方案，該方案由壹系列的

移動機器人、可移動貨架、補貨，揀貨工作站等硬

件系統組成，以人工智能算法的軟件系統為核心，

來完成完整的訂單智能履行系統。涉及數據挖掘、

機器學習、人機協作、節拍控制，資源控制等軟件

技術，和多主體系統技術(多機器人調度)。

快倉作為機器人智能倉儲最佳踐行者，始終堅

持為客戶提供專業、科技、可靠的產品及服務，擁

有經驗豐富的研發團隊近百人，占整體員工數的

80%，公司團隊壹直積極吸收新的人才。

目前，快倉已經具備機器人領域最強的研發能

力，擁有多個倉庫及復雜應用場景的成功案例。此

次融資之後，將成為國內最大，全球第二的機器人

智能倉儲公司。快倉將帶領國內以研發生產“機器

人智能系統”為核心的公司，齊心協力打造良好的

機器人智能倉儲市場。

快倉優勢
快倉自主研發的以機器人系統為核心的智能

倉儲機器人系統解決方案，是基於自動運輸機器

人與調度軟件、資源管理軟件等的有機結合，具

備持續學習能力和性能優化能力，並通過挖掘客

戶深層次需求，利用小模塊化，使系統更具

柔性。主要優勢體現在技術研發和行業積累方面。

在實際應用中具備以下特點：第壹，柔性高，適

應性強；第二，接地氣、本土化；第三，自主決

策能力強。

根據快倉大數據分析平臺顯示：傳統倉庫中分

揀人員處理訂單的人效約為150單/天，在使用了快

倉智能倉儲機器人後，機器人將貨架運送至操作人

員面前，避免了人員在貨架區域內揀選的時間，極

大的提高了揀選效率，訂單處理能力可提升至350

單/天。再加之機器人可以跑不停-7*24小時連續工

作，機器人的工作量相當於翻了3-4倍，並且出錯

率僅為萬分之0.5，遠遠低於傳統人工作業。

應用場景
復雜又充滿挑戰的場景應用模式顯然是智能倉

儲機器人公司需要面對的問題，例如 SKU 品

類多、客戶多、場景復雜、人工成本高、不靈

活，管理難等問題。快倉智能科技作為壹家成功的

機器人智能科技公司，提出“超越需求”，依靠自

身研發能力及持續創新的能力，通過不斷與客戶磨

合，不斷進行產品研發測試和運用，以創造價值為

導向，抽取復雜的場景特征，形成模塊化可復制的

產品級解決方案。針對垂直、平臺、閃購、4PL、

制造業、工業 4.0、零售等行業用戶的促銷、日

常、JIT等業務模式提供符合中國國情的快倉系統

產品級解決方案。

行業認可
2016年，快倉助力百世供應鏈利用“智能機器

人物流技術”來降低成本、提升品牌美譽度，通過

提升供應鏈的效率為中國品牌保駕護航。

2016年至今，快倉智能科技連續兩次獲得物流

奧斯卡LT-創新產品獎、最佳產品解決方案等專業

獎項。並持續獲得業內創業媒體及投資圈的青睞。

目前，快倉在唯品會單倉部署過上百臺機器

人，用頂尖技術倒逼行業發展，成為國內首家滿倉

度過2016年雙十壹的優秀企業。

應用快倉機器人系統的單倉超過100臺，日出

貨量達4-5萬單，單倉最大日出貨能力超過了100,

000件。單區峰值通量超過50000件。

快倉現已合作客戶包括百世物流（快倉天使投

資人）、京東、唯品會、中國郵政、Paul Frank、

聯合利華、壹健康等。隨著市場發展的良好勢頭，

快倉預計2017年全年的機器人出貨量將實現4-5倍

的增長。

獲得菜鳥的戰略投資後，快倉的智能機器人有

望與中國最大的物流應用場景相結合，成為菜鳥引

領智慧物流升級的重要力量。

合作共贏
在公司主營業務不斷快速增長的同時，快倉已

經與國內眾多資深物流企業友商相互協作，充分發

揮各自優勢，幫助客戶優化管理，提高行業競爭

力，共同打造良好的智能倉儲環境。

中國智能系統市場將在這壹兩年迎來爆發式增

長，行業趨勢已越發明朗，快倉此次融資之後，將

會加深對應用場景的研究和對智能系統的完善，勢

必會進壹步推動行業進程，成為極具創新和變革意

義的裏程碑。

紅娘”牽線跨境合作
1000多家河南企業“相親”找“對象”

快倉獲近2億元B輪融資，由菜鳥網絡、軟銀中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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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6. Trump-Xi meetings will take place the next 
day.
Spicer said the two leaders have only spoken by phone, 
and the summit is "an opportunity for President Trump 
to develop a relationship in person with President Xi."
Spicer added: "We have big problems ... I mean, 
everything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to trade to North 
Korea. There are big issues of nation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that need to get addressed."
Mira Rapp-Hooper, senior fellow with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Program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said Trump meets Xi at a time when the new 
administration is still seeking to define its Asia policy. 
She noted that Trump advisers appear to be divided 
on the subject: "Some favor a hard-line approach on 
economic and military issues; others are looking to cut 
deals with Beijing."
Trump is likely to pressure Xi over North Korea, while 
Xi will likely stress the "One China" policy, Rapp-
Hooper said.
"Overall, however, we should expect the results to be 
limited: with few concrete objectives and without a 
coherent approach," she said. "The biggest takeaway 
from the Trump-Xi meeting may be that it was 
premature." (Courtesy www.usatoday.com/story/
news/world) 

manipulation. The president has threatened to slap new 
import taxes on Chinese goods.
China, meanwhile, has denounced Trump's bellicose 
rhetoric as a threat to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oth side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make the cake 
of mutual interest bigger and not simply seek fairer 
distribution,"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u Kang told reporters in Beijing in announcing the 
Trump-Xi summit.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lso protested Trump's post-
election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which China continues to claim as its own 
territory.
Trump eventually reaffirmed the long-standing "One 
China" policy during a February phone call with 
Xi. The 1979 policy obligates the United States to 
recognize Beijing as the true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to maintain only unofficial ties with Taiwan.
The new American president has also called on China 
to rein in North Korea's nuclear missile programs. 
China, meanwhile, opposes deployment of a missile 
defense system in South Korea, an American ally.
Another likely meeting topic: China's 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o be used as 
military bases. Surrounding countries have expressed 
alarm at what they see as Chinese military expansion 

WASHINGTON — President Trump said Thursday 
he faces tough meetings with Chinese counterpart Xi 
Jinping at a Florida summit next week, one with a full 
agenda that ranges from Trump's attacks on Chinese 
trade practices to concern about North Korean nukes.
"The meeting next week with China will be a very 
difficult one in that we can no longer have massive 
trade deficits and job losses," the president said in a 
pair of tweets. "American companies must be prepared 
to look at other alternatives."
======================================
Trump's Tweets
Donald J. Trump
@realDonaldTrump
The meeting next week with China will be a very 
difficult one in that we can no longer have massive 
trade deficits...
 Follow
Donald J. Trump
@realDonaldTrump
...and job losses. American companies must be 
prepared to look at other alternatives.
5:16 PM - 30 Mar 2017
6,0506,050 Retweets
31,71931,719 likes
======================================
Climate change and Chinese military maneuv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also potential topics as Trump 
and Xi hold what figures to be a get-to-know-you set 
of meetings April 6-7 at Trump's Mar-a-Lago estate in 
Palm Beach, Fla.
"The two leaders will discuss global, regional, and 
bilateral issues of mutual concern," White House 
spokesman Sean Spicer said in announcing the first 
face-to-face meetings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The long-planned summit comes after months 
of criticism by Trump over what he calls unfair 
Chinese trade practices, including claims of currency 

in key shipping lanes.
Climate change is also likely to surface at the Trump-
Xi summit. Trump, who has described climate change 
as a hoax perpetrated by China, enters the meeting 
after making moves to roll back President Obama's 
program to restrict the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imperiling a climate change deal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struck with China.
This will be the second time Trump has used Mar-a-
Lago for a diplomatic summit. He hosted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t the golf resort last 
month.
The White House also announced the president and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will host President Xi and 
Madame Peng Liyuan at a dinner on the even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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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Korea's nuclear missile programs will be on the 
agenda for Trump and Xi's talks.

Meeting With China’s Xi Will Be "Tough":Trump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eft)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right)

Aerial view of Mar-a-Lago. (Photo/Getty Images)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Sean Spicer

Afte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first telephone 
conversation with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he told the American leader that cooperation 
was crucial to maintain furth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hoto taken on May 5, 2016, shows crew members 
of China's South Sea Fleet taking part in a drill in the 
Xisha Islands, also called the Paracel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hoto/AFP)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The members of the Mar-a-Lago Club are mostly 
powerful and wealthy, local people said. The 
membership fee has increased to $200,000 from 
$100,000 since Trump was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A receptionist at a local Hilton hotel situated opposite 
the Mar-a-Lago resort said that the Mar-a-Lago Club 
offers the best services for spa, accommodation, 
wedding and charity party, compared with other clubs 
in Palm Beach.
Another staff at the tourism division of the Hilton 
hotel said that the Mar-a-Lago Club does not provide 
services to ordinary consumers and the only way to 
get into the resort is to become the club's members. 
In addition, one should pass a strict background check 
before he or she could become a member, the staff 
noted.
A worker in Palm Beach revealed that many of her 
customers who are bankers and tycoons are the 
members of the Mar-a-Lago Club. (Courtesy sino-us.
com) 

resort in Florida and the lavish surroundings should set 
the tone for the long-awaited coming together of the 
two world leaders.
It will be the first summit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and 
Xi will be the second head of state to be hosted by 
Trump after he assumed office in January.
The Mar-a-Lago resort, described by the media as 
"luxurious" and "covert", stands out among many 
other resorts and clubs in Palm Peach, Florida. There 
is a light pink-painted, red brown-roofed villa in the 
resort, where Trump and his family members live 
during the weekends. From the top of the villa, visitors 
can have a panoramic view of Palm Peach and the 
beautiful coastline.
Trump bought the Mar-a-Lago estate from the Post 
heirs for $9 million in 1985 when he was in his late 
30s. The wedding reception of Trump and his third 
wife Melania Trump was held there.
In 1995, Trump started to rebuild part of the Mar-a-
Lago resort into a private club named the Mar-a-Lago 
Club, which is opened to the public, mostly rich people.
According to a local taxi driver, Trump and his family 
members always fly to the Mar-a-Lago resort during 
weekends by Air Force One, which is parked in the 
West Palm Beach Airport that is four miles away from 
the resort.
Tightened Security
The taxi driver said that the security of the Mar-a-
Lago resort was obviously tightened after Trump 
was nominated as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last summer. When Trump hosted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in February 
at his Mar-a-Lago home, policemen could be seen 
everywhere and people were prohibited to access areas 
close to the resort, the taxi driver recalled.
The notable members of the Mar-a-Lago Club are 
allowed to enter the resort even when Trump and his 
family members are in the resort, a local policeman 
said.
Symbol Of Power And Wealth

Peng Liyuan at a dinner on the evening of April 6," 
Spicer said.
This would be the first in-person meeting between 
Trump and Xi, amidst the heightened tensions in 
the region, particularly the increasing North Korean 
nuclear threat.
Trump had accused Beijing for not helping with efforts 
to contain North Korea.
China had then said that its efforts and contributions for 

the same are internationally acknowledged, adding all 
sides should avoid actions that may result in escalation 
of tensions.
During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Trump repeatedly 
railed against the trade imbala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e even promised to formally label China as a currency 
manipulator on his first day in office, but is yet to do 
so.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during his recent 
China visit, met President Xi and both agreed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for greate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while acknowledging that there are, and will be 
in the futu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I)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Related
Xi-Trump Meeting: Mar-a-Lago Sets The Ton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ill meet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next week at his Mar-a-Lago 

"At the invitations of President Sauli Niinisto of the 
Republic of Finland an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ill pay a state visit to Finland from April 4 to 
6, and will meet with President Trump in Mar-a-lago, 
Florida, from April 6 to 7,"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Lu Kang's said in a press conference on 
Friday.
Lu said, over the past 38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 
two countrie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have 
grown exponentially, bringing tangible benefits to the 
business circles and consumers.
"We are willing to work with the US to expand areas of 
cooperation and to properly handle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through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so 
as to ensure the healthy and steady growth of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he added.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Sean Spicer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President Trump will host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Xi Jinping at Mar-a-Lago from April 6 to 
7.
"The two leaders will discuss global, regional, and 
bilateral issues of mutual concern. The President and 
the First Lady will also host President Xi and Madame 

Chinese President To Meet Trump Next Week In Florid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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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y years before.

On the way back to Grandpap's old house we passed a 
beautiful state highway. Mom pointed her finger to a 
place in a rice field and said to me that that was the site 
where  three horses had waited for us to take us away. 
I was silent and reflected on how life  may have been if 
we hadn't passed safely through the mountains.

Three years ago Mom's health has worsened we 
moved her to Washington, DC. to my young sister-
in-law Ray and Jing's house where my elder sister 
Lily and Shin took care of her around the clock. Even 
in her wheelchair, they were able to take her to visit 
New York, Boston and other nearby cities. They went 
to the best restaurants around town wherever they 
went. Every time she ate dinner she always asked my 
sister how much did you pay? This was because mom 
experienced so much hardship in her young life she 
wanted us to still be so frugal.

Then, a couple years of ago, Ray and Jing bought a 
Villa with four acres of land in suburban D.C. on the 
Potomac River. It was a beautiful city where many 
senators, congressmen and high-rank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live. Mom visited with friends there and spent 
joyful times with her grandkids.

One night I recall on the bay of the Potomac river there 
were bright lights with snow everywhere. I remember 
that I was with my brother Dan who had delivered our 
newspaper to Washington, DC Chinatown. Suddenly, 
a heavy snow started falling on the ground. I told Dan 
that no matter how hard we need to finish our work, 
mom always told us that    WE WILL NEVER GIVE 
UP. Today we are very proud to be in this great land and 
to be able to create a media and financial business and 
to be part of great society. Our publication and media 
service now reach millions of readers and viewers. 
And we also represent a new chapter of diversity  in 
our community. This fruitful business has been created 
through hard work of diligent family members along 
with the ever-present spirit of my mom.

I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hosted 
the Celebration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t Houston's 
Minute Maid Park. With more than 25,000 attendees 
that huge event represented our nation's diverse 
community  and was attended by many veterans, 
politicians, elected officials and members of Congress. 
Regrettably, Mom couldn't make it to the event. After 
the event, we received a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from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President 
Obama. I brought the golden frame award to my Mom's 
bedside. She touched it and gazed at the award. My 
tears just dropped down my face. We are so thankful 
for my mom's brave and courageous decision so many 
years ago. Otherwise, all of our family's life would be 
so much different.

Today, 49 days after Mom has left us, my extraordinary 
brother Congressman Al Green presented us with a 
U.S. flag that had flown over the United States capital,   
and the governor of Maryland, Larry Hogan and U.S. 
senator Van Holden sent condolence messages along 
with proclamations.

Mom, please keep your happy life in heaven. All of us 
remember you. You are an honored citizen of the great 
n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cepting U.S. aid. When our whole family settled 
down in a Taipei suburb town of Hsing Dian my parent 
did not speak the Taiwanese language. Still facing 
the language barrier, Brother Tien suggested that we 
move to the town of Chung Li where there were a lot 
of residents who had moved there from our home town 
in Yunnan province. My dad wanted to find a job in the 
government or school, but he was out of luck simply 
because of his age and background couldn't go through 
the exam or pass the security check for employment. 
He was very depressed. He remembered the old days 
when he was just 24 years old when he became the head 
of a township and was provided with a bodyguard. Dad 
was also very talented in both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literature and he felt his life didn't fit well in the local 
society. This caused him to never smile again. In the 
meantime, my mom's thinking was very different. She 
started a small book store in our small house's living 
room. Facing the family's living problem, she was very 
strong in finding ways to survive.

By that time I was a freshman at the local university. 
One day I told my mom that we should have a picnic at 
the Sherman reservoir which was not too far from our 
home. She suggested that we get stewed chicken legs 
for the party, but I strongly refused because I knew the 
family's poor situation and we couldn't afford such a 
luxurious dish. Without my knowledge, mom sent the 
food to the picnic anyway. The whole  class enjoyed 
her cooking. The reason she did it was because she 
didn't want my classmates to look down on me as 
being a poor family kid. On that day when I returned 
home we were sitting in our small family room, and I 
told her, "Mom, we  really can't be poor." I hugged her 
and we both shed our tears together.

When the summer time came, I immediately applied 
for a summer job. Very fortunately, I accepted a job at 
the China Broadcasting company as an intern. I made  
a strong decision that day to start to make money for 
myself and support my whole family. At that time, a 
radio station was a highly respected place to work. On 
my first day I was instructed to work with a reporter 
to get news from around the town. Right off I saw 
that the reporters had a very heavy tape recorder so I 
volunteered to carry it for them. When we came back 
to the radio station, I also volunteered to join the news 
room and try to learn how to translate English wire 
news into Chinese. Very soon a lot of people knew that 
I was bearing hardships and was still a hard working 
young man.

When the summer that year was almost over, the 
timing was just right for me when the company 
wanted to expand the news department into a bigger 
organization. Without a doubt, my time had come. One 
afternoon I walked in the General Manager's office and 
asked to see him, but the secretary told me that I didn't 
have an appointment. I told her that I was an intern and 
because this was his final day, I wanted to say good bye 
to him. She replied coolly to me and said, “You might 
want to wait.” So I decided to stay in the waiting room. 
About one hour later, the General Manager walked 
into the office. He looked at me and said, “Hello young 
man, what do you need?” I told the General Manger 
that I wanted to have job in the news department if 
possible. He replied to me, “You are so young - you 
are not even a college graduate. How can we hire you? 
But some colleague has told me you are a very diligent 
young man. Let's do it this way- can you translate this 
English paper into Chinese? Let me give you this test.” 
One half hour later I presented him the translation. 
He looked at it and smiled and told the secretary to 

Mom you are sleeping at the bay of Potomac river
under nation star flag

You are watching blue sky and colorful rainbow
Your life accomplishment in ordinary 

with extraordinary
We will cheerful eulogized your journey

and celebrating your full life
Dear Mom please keep you smile 

Mom passed away on the last day of the 2017 Chinese 
Lunar New Year in Washington, D.C. at my sister's 
house. All of our six sisters and brother were at her 
bedside. It was a chilly cold day in D.C. with snow on 
the door with the chanting of Buddhist music in the 
air. We all cried. We were so grateful that in last three 
years of mom's life my sister had taken such good care 
of her.

Our Mom was born on March 2, 1919, in our hometown 
of Yunan, China. Her life took her through World War 
II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She moved from our 
hometown and went to Burma and Taiwan until she 
settled down in America. Because of her strong will 
and never give up attitude, she became our role model.

When the Chinese civil war started in China, my 
dad went to the neighboring country of Burma and 
left mom and us small kids at home. After two years 
my mom made an excuse to leave a school music 
performance early for which she was teacher. In the 
dark of one evening there were three horses and a 
keeper waiting for us in a rice field.

My two sisters and I were able to ride on the horse 
with our young mother and traveled through the high 
mountains and rivers between the China and Burma 
border. After  one week of a difficult journey, we finally 
arrived at a small town at the Chinese border and held 
a joyful reunion with our father who had already been 
gone two years earlier.

For many years of our early teenage times we lived 
in a small town without running water or electricity. 
Because my parents were teachers in China, they 
started to organize a local Chinese school to teach all 
the local refugee Chinese kids Chinese. One of their 
goals was to be sure the kids didn't forget that we were 
of Chinese decent. When we joined the local school 
my sister told me that I was so brave to get up on the 
stage to make a speech when I was just 11 year old. 
I also believe that I learned that kind of performance 
from my mom. She was such a great teacher and could 
always talk in front of large crowds.

When we were young kids we had many happy times 
and never even thought about the impact for our parents 
as they were fac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challenges in 
a different country.

Once the Vietnam war started in Southeast Asia, the 
situation in Burma worsened.

One day my parents received a letter from my father's 
former bodyguard. My brother Tien had followed 
Chiang Kai-shek and had gone to Taiwan. He insisted 
on applying for an entry permit for us to go to Taiwan 
because the situation was getting bad in the region. 
When we got his message, my parents were facing 
another big challenge in their lives. After a family 
meeting we decided to accept Brother Tien's invitation 
to move to Taiwan.

In the late 1960's, Taiwan was under military rule and 

let me work in the news room as 
an assistant to the copy editor for 
six months as a temporarily job. I 
bowed my head at 90 degrees and 
ran to a phone  booth in the street 
to report this big and exciting 
news to my mom. I immediately 
picked up the telephone and 
called my parents with the great 
news. I cried into the phone, 
”This is my first money making 
job and it feels like I am getting 
a boat ride into the big ocean.” 
They just couldn't believe that I 
was only 19-years old and could 
get a job with a radio station. 

I started my work on the night 
shift which was from eight to 
one o'clock in the morning. By 
the time I got off work, I really 
couldn't go back to the university 
because it was too far away. So 
I stayed at my sister's home in 
Taipei City. When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many times it 
was too late to attend class but 
I was fortunate to have had a 
classmate who help me take her 
class notes and let me copy it. In 
such difficult times, I was very 
lucky to pass the exam, but in the 

meantime because the salary I received improved the 
whole situation for myself as well as for my family. 
Because of my news reporter status, I was able to 
join a lot of Taipei high society activities such like 
Legislative Yuan (Taiwan's Congress). I loved my job 
not because of financial reasons, but because of the 
people I met in my life. 

Almost every month my parents came to Taipei to 
visit me with delicious home cooked meal. When they 
returned, I always sent them to the Taipei rail station. 
Seeing them get on the train and looking at the blue 
sky, I felt the times had changed for us. My parents also 
felt there was a brighter future for the Lee family. The 
neighbors also changed their attitudes and now looked 
up to our family. My sister and brother were also 
performing well in school. There was hope now that 
our lives were changing for the better. And we wanted 
to show appreciation to our half brother Tien who gave 
us his assistance so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treat 
our family as overseas Chinese while giving us all kind 
of benefits. After five years of working for the radio 
station, I decided to go to America. But before I left, I 
went to see my boss, president Lee, to say good bye. He 
held my arm and said to me, "Young man you should 
go to America. Your hard-working spirit will make 
you a success." He knew how much I appreciated his 
assistance which really changed my whole life. I gave 
him another deep bow, and with tears I walked through 
the beautiful Taipei streets. This was the place I had 
build my dreams upon and so many people had helped 
me in my struggling times.

In the early 70's when I arrived at my first American 
city, San Francisco, I started another big journey in 
my life. My parents' weekly letter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forts" to me. No matter how busy, 
I always replied them and told them how beautiful of 
this land was. In 1979, we started a newspaper business 
with my wife and brother and sister. Today, our media 
business includes newspapers, television, yellow pages 
and new media that are published in 10 cities cross 
America. My mom left Taiwan after my dad passed 
away and came to the U.S. and lived in Dallas,
Houston. Chicago, and Washington, DC with the 
family for 20 years. When my old friend Ted Hsieh 
and I visited Dallas to look for Southwestern Bank's 
new site, Mom cooked very delicious home cooking 
meals for us. She paid very close attention to our daily 
newspaper published in the Dallas area and she kept all 
the news clippings about me and my brother and sister 
going back ten years. She was very fortunate to have 
passed the exam to become U S citizen. One day when 
we were visiting her friend in the seniors apartment 
in Houston, Texas, we met a resident in the hallway. 
She asked my Mom, “Is he your son?” She replied, 
“Yes.” The elder lady raised her thumb and said, “Very 
good.” Mom smiled and look at me with that smile 
that represented the past huge, bitter and miserable 
mellifluous times of our lives.

In the early 1990's, we made a journey back to our 
hometown of Yunnan Long Ling China.

My grandpap was a Ju.ren Scholar. This was a very 
educated and prestigious family. When we arrived at 
the big family compound, hundreds of relatives and 
Mom's former  student were lined up to welcome us. 
Mom was so moved, she hugged everybody. With tears 
in her eyes, she pointed to her teenage bedroom. In the 
main yard in the evening, there was a welcoming party 
for us. The local mayor introduced my mom as the 
most beautiful and talented teacher going back in time 

My Mother
Wea Lee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in Houston

Wea H. Lee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in Houston, 
Texas, started his publishing business in 1979. 
Mr Lee oversees a diverse media business with 
an international presence that includes print, 
radio, TV, and internet services. His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cludes work with the United Way, 
the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the 
Houston Better Business Bureau, the Asian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the Alief International Parade 
and the George Bush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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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懼降 挑戰艱難
大學一年級我在學校登記暑假工讀生，非常幸運分配到中

國廣播公司新聞組實習，我當時已經下定決心要全心努力抓住
機會，不論是和老記者們出去採訪或在編譯室𥚃學習翻譯外電
新聞，都苦下功夫，當年記者們的錄音設備非常重 ，我一定
是馬上去背起來絕不讓老記者們擔心，每天除了做老記者的跟
班，就在編譯室學譯稿。公司內外都非常驚訝為何來了一位勤
奮的小子，就在中廣新聞組改組為新聞部時， 我立即自告奮勇
地向黎董事長自我推薦在暑期實習過後留任 ，他當時看我一
眼， 說：“你大學未畢業，這和人事制度不敷，不過我覺得你
這年輕人十分勤勞勇敢”，他隨手把一張英文報之新聞要我當
場翻譯，半小時內我把英文新聞立即譯成中文。黎董大感吃驚，
他笑著對我說，我們破例試用你半年，以編輯助理資格任用，
當時這個天大的喜訊讓我喜極而泣，就如汪洋大海中找到一支
獨舟。 

我立即把這項喜訊報告遠在中壢的父母親，他們真不敢相
信當年未滿二十歲的我能進入廣播公司工作，以後的日子我被
分派在晚班工作，每晚下班已在午夜一點之後，也無法回到木
柵政大宿舍，數年間都借宿在二姐夫家，由於晚上入睡已近清
晨，大早之課程也經常遲到或曠課，多虧同班女同學之拔刀相
助借抄筆記勉強通過各科考試，對我而言經濟問題之改善，讓
我更加體會到週遭環境之大變化，由於新聞工作上之機會，我
也能成為臺北上流政經社會之常客，常常到立法院去參加許多
國民外交活動，對於這份天賜我也之工作更是加倍努力，遠住
中壢的父母常常在傍晚帶著我最愛的家鄉辣椒來公司探望我。

我總是堅持把她們送到臺北車站，在月臺上目睹她們步行
在擁擠的月臺上，不斷回頭找尋我的身影，此情此景已成蹤影，
母親的廚藝深烙在我心坎，其中父母最感欣慰的是她們逐漸從
失落不安之新環境得到新希望，弟妹們也逐漸在各方面表現優
異，李家的孩子被同鄉隣居另眼相看，時至今日，我們全家能
夠遷至臺灣首先感恩田三哥之安排，更感謝政府對僑民之優惠
及照顧。

大學畢業後我繼續在中廣公司工作了近二年，最後還是決
定出國留學，有天我走進董事長辦公室向他辭行，他拍了我的
肩膀微笑地說：“小夥子，你是應該到美國去學習，以你吃苦
耐勞之精神會成功的。”董事長之溢美鼓勵我向這位提攜後進
的恩人鞠躬致謝告辭後走出仁愛路三段的紅磚道上，我拭去淚
水，這塊曾經是我築夢的土地，有太多我要感恩的人。

美國公民 安享晚年
七十年代初期，我首先踏上征途來到美國舊金山，又是人

生另一重大轉折，父母親每週之家書成為我精神最大支柱，不
論環境如何艱難，我都是定期回報平安，多年後， 我在美國重
操舊業回到媒體之路，先後和姐弟妺們在全美創建美南新聞媒
體集團發行遍及全美十大城市包括報業、電視、黃頁、網站、
新媒體，母親在父親過世之後遷居美國， 先後在達拉斯、休斯
敦、華盛頓、芝加哥等地居住在姐弟妹家中。二十年前，我和
好友謝坤增兄到達拉斯為新成立之美南銀行覓新行址，母親還
親自下廚為我們準備了一桌雲南家鄉佳餚，至今難忘，她也是
達拉斯日報之最忠實讀者，尤其是有關我們弟妹們之新聞圖片
都剪下收藏，十年前，年逾八旬的她幸運地通過公民考試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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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國飄泊 孩童歲月
慈母菊英女士於農歷丙申猴二零一六年的最後一天在美國

華府小妹家中安詳離世，我們姐妹六人及家屬皆侍候在側送走
她最後一程，首都華盛頓寒意逼人，院裡還微飄雪花，沈靜的
床前親友們在佛經哀樂聲中哭泣，尤其大姐二姐在近三年日子
中日夜陪伴母親，在芳妹及妹夫瑞禮家中照顧得無微不至。

母親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生於故鄉雲南，在她將近一百
年之歲月中歷經抗日內戰，遷至緬甸、臺灣，直到移居美國，
她胸懷大誌永不認輸之堅忍不拔的精神是她一生之縮影，也是
我們姐弟妹永遠效法之精神支柱。

由於國內戰亂父親已先離鄉，就在一個漆黑之夜晚，母親
先早離開她參加的文藝晚會演出，帶著大姐二姐及剛滿週歲的
我，從家鄉的稻田中由三位待命中的馬夫帶路出發，在那叢林
高山人煙稀少的滇緬邊境中徒行，三匹馬力架上的馬鞍，我們
姐弟三人被挾在竹籃中，歴經千山萬水扺達在中緬邊境小鎮，
和兩年未見的父親重逢。在我有記憶的童年歲月中，我們姐妹
是在沒有自來水和電力供應的緬北小鎮中長大 ，由於父母對教
育事業之執著，由她們一手草創之華文學校總算讓這群流離異
邦的孩童仍然綁繫在華夏文化的煙火中，不忘記我們的根。大
姐還常提起我在十一歲時就能勇敢的走上講臺發表演說，這些
都出自母親之不斷鼓勵，也證實她的教學生涯善於表達和面對
群眾的天生特質 。

海外流落異鄉之生活在我們童年生活中記憶仍然是幸福
的，我們生活在父母的溺愛中，無法體會到她們在年輕歲月重
新面對生活之挑戰，語言環境、文化衝擊印證了父母之堅強面
對艱難生存之毅力。

隨著越戰之掀起，中南半島情勢急轉直下，父親聯繫上了
早年跟隨他的隨護兵，後來跟隨國軍部隊撤到臺灣的田三哥，
他非常堅持要我們遷到寶島臺灣。這項突如其來的邀請震撼了
我們全家，對父母而言，已到中年又要轉移人生陣地絕對是件
無比重大之抉擇，經過多次“家庭會議”，我們決定在田三哥
之努力安排下順利回到臺灣。

逃難求生 寶島生活
六〇年代的臺灣，我們全家住在臺北近郊的新店，隣居左

右多半說臺語，父母同樣面臨語言障礙無法溝通，經田三哥之
安排我們搬到中壢，和大部分從家鄉雲南回到臺灣的鄉親住在
一起，父母早年曾任公職及教師，也曾多次想在公家及學校謀
職但皆未成功，尤其父親年輕時已少年得志，不但善於書法，
並且學富五車，此時又遷移新境，甚感有志難伸，心情之鬱悶
可想而知，但是母親卻可放下身段，每天穿梭在百尺見方的小
客廳𥚃做起小生意，為這個新家撐起半邊天。當年我已經在大
學上一年級，記得當年大一新生到桃園石門水庫郊遊，母親烹
調了一鍋紅燒雞腿要我帶去和同學共享，我堅持不肯，我深切
了解家境困苦，這鍋美食會增加許多負擔，但是母親還是把這
鍋佳餚親自送來，雖然此事離今已久，我始終就可體認媽媽要
為我在同學面前爭面子，不管如何艱難，她都要給子女們得到
別人的尊重，不要讓別人認為我們是窮孩子。母親的這鍋紅燒
雞腿給予我巨大的衝擊，回家後我們母子坐在窄小的客廳𥚃，
我對媽說：“媽，我們真的不能窮。”我們激動的相擁而泣 。

美國公民，有次我陪她到休斯敦華裔老人公寓拜訪，走在公寓
的長廊上，我牽著媽手，迎面來了一位長輩，她問母親“這是
妳兒子？”她說“是啊。”那位老人翹起大姆指，當時媽媽對
著我露出非常滿足的微笑，事隔多年，這幕親情傳遞代表了多
少歲月累積的辛酸和甜美。

書香門第 重訪故里
九五年秋天， 母親和我們姐妹回到了云南龍陵縣龍山鎮外

婆老家 ，由於外公是清代舉人 書香門第之家， 大院𥚃仍然住
着表哥全家 ，當我們的座車抵達時， 近百位鄉親已齊集在外
婆家的大院𥚃 ，許多年長白髮人是當年媽媽的學生， 都說趙
老師回來了。

母親回家後見到四十年未見的立國表兄，激動得相擁而
泣， 表哥指著大院左角上的閣樓說 ：“這就是老孃 ( 即母親 ) 
住過的卧室。”  媽媽凝視著這间外公外婆留下的祖產， 多少
令人難予置信的青春歲月已經淹沒在歷史之洪流中。 在當晚龍
陵縣長的歡迎晚宴上， 他向在座鄉親們介紹說：“這是當年我
們縣城𥚃多才多藝的趙老師 ，和她同行的是當年我們龍山鎮鎮
長李仁先生也是趙老師長公子， 美國美南傳媒集團老總李蔚華
先生。”  母親在當晚宴席上不斷詢問昔日老友學生近況， 泰
半她同輩的都已去世， 她的許多學生也是年過古稀 。她的談
話充滿了惋傷，也流露了近鄉情𨚫的感情 。

回到外婆家的路上，我們的座車行經當年的滇緬公路，如
今已成廣闊的國道， 母親指著旁邊的山丘說：“ 那裡就是我
們當年馬夫等我們的地點。”

我注視著母親的表情 無言以對 .......
人生之路  了無憾矣

三年前母親福體漸弱，走動不易，大妹把她送到華盛頓小
妹家療養，大姐更是全天侯侍候在旁，二姐、姐夫、小妹 、妹
夫、弟弟們都經常探訪，並常在座輪椅上遊遍東部各大城市，
也嗜盡中西美食，每當弟妹們付賬單時，她總會問多少錢，也
是她早年曾經面臨生活之拮據養成的節省美德之表現 。 

小妹夫婦近年在華府近郊 Potomac 市購置四英畝大之莊
園，該地位處華盛頓首都郊區，是眾多參眾議員及部會首長官
邸在地，母親經常到訪，在若大的綠地樹䕃下含飴弄孫。 

今天波多碼河畔之細雨，讓我想起二十五年前我和著弟走
在華府中國城送報之日子，當天大雪紛飛聚雪甚深，我們在無
比艱辛的環境中不斷奮力前進，這股力量來自母親給予的精神
感動及支持，我們不能窮，童年時之窘境造就我們不向命運低
頭之毅力，今天我們在美國這個偉大的土地上有幸在媒體及金
融事業上創造一番事業，成為多元族裔對國家做出貢獻，涵蓋
全美十大城市之讀者，觀眾和我們溝通交流，這份神聖的媒體
事業，姐妹弟兄及家人之共同努力，讓我們在海外發光，也為
海外傳媒事業留下歷史的一頁。

最高獎章 共享榮耀
2015 年十一月七日，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在美國德州休斯敦

太空體育舘舉辦了紀念二戰結束七十週年大會，超過二萬五千
名各族裔及各國政要退役老兵參加，會後得到美國總統奧巴馬
及國會眾議院頒發獎狀，非常遺憾母親已不良於行無法參加盛
會。接獲獎狀後 我把它裱框後帶到華府大妹家𥚃，送到母親床
前，和她分享這份極高之榮譽，她凝視並不斷撫摸這份鑲金邊
的獎狀，此時我又再次俯在她身上哭了。 這個至高榮譽是因為
母親間接賜予的，如果不是她當年英勇的決定，相信我們家人
之命運一定會被改寫。 

今夜是母親走後的頭七，她走過無數的平凡中的不平凡，
包括好友國會議員格林，馬利蘭州州長 美國參議員都頒發褒揚
令，並將一面曾在國會飄揚過的美國國旗覆蓋棺上。

母親請妳好走，我們永遠銘記妳的音容，因為妳是那麼偉
大……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悼念母親
李蔚華 現任美南新聞电視多媒體集團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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