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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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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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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大中華超市
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Bulilding B,
Houston Texas 77036
電話: 281.501.1820
營業時間早上8時至晚上1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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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美國總統川普
有爭議的言行引起投資人擔
憂。繼美國股市、美元和政
府債券星期三下跌後，歐洲
和亞洲股市星期四下挫。
美國主要股指星期三下跌
1.8%，道瓊斯工業指數平均
下跌372點。
川普有爭議性的言行包括：
解雇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
被爆向俄羅斯高級官員透露
機密，並且可能試圖阻止針對一名已被解職的
高級幕僚的調查。
投資者認為川普減免稅賦和監管的承諾將促進
經濟增長、提高企業利潤，所以川普當選後美
元堅挺，股市也漲至歷史新高。

而現在，美國國會廢除和取代奧巴馬醫保的努
力處於停滯狀態，減稅議程也在政治較量中舉
步維艱，投資人可能不再那麽樂觀。
就連川普總統的共和黨盟友也說，要求對川普
政府的行為進行國會調查或其它調查干擾注意
力並引發擔憂，影響面臨民主黨人頑強反對的

共和黨議員推行川普總統的主張。

川普執政下
美移民被捕
人數增加
【VOA】據星期三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
局提供的數據，從奧巴馬時代優先逮
捕並遣返那些有刑事犯罪背景移民的
政策後退的做法，已經收到了預期的
效果。
那些已知或者被懷疑非法居留美國，
因民事移民指控被捕的人數，在1月24
日到4月30日期間，也就是川普總統執
政後的頭三個月內，攀升到4萬1千3百
18人，而2016年的同期被捕人數為3
萬零28人。
據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星期三提供

給美國之音的附加數據，在美國非法居留的非
刑事犯罪者，也就是沒有受到犯罪指控和犯罪
的被捕人數，從川普總統上任的第一天到4月
底，從去年同期的4372人，猛增到今年的1萬
零934人。
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代理局長托馬斯•霍曼
在該局提供一份聲明中說，“這些統計數據反
映出川普總統公平並全面執行我們移民法律的
決心” 。今年1月川普總統上任後的第一批行
政命令中就有改變移民執法。

KVVV

︱美國總統川普。

︱2017年2月17日，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執行逮捕行
     動。

《傳說》大型神話電視連續劇

中國指環王之稱
精彩
節目介紹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劇情介紹：

《傳說》是一部描述上古時期華夏文明浪漫
列傳的大型神話電視連續劇，主要講的是盤古
開天後，人間部落因爭鬥產生瘟疫，為尋求戰
勝瘟疫的辦法，玉帝之妹花神和炎帝經歷千難
萬險，遠走五岳天池，尋求凈土真水，最終用
天庭的種子讓鮮花開滿人間、解救蒼生的故事
。全劇融合了中華民族的上古傳說，比如“女
媧補天”、“后羿射日”等神話融為一體。同時加入了大量電腦特技，有中國版《指環王》之稱。

播出時間：每周五晚間8時半至9時半首播，每周六凌晨5時至6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投資人擔心川普有爭議言行
全球股市下挫 

▲《傳說》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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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
17日舉辦5月商業午宴，建立中美商業聯誼合作交流平台
，活動上，邀請NOWW Media 創辦人和執行長Pam Terry
擔任主講人，針對公開演說(Public Speaking)和行銷(Mar-
keting)分享經驗與傳授技巧。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每個月定期舉辦午餐月會，固定由
共 同 主 辦 商 Small Business Today 雜 誌 執 行 出 版 人 Steve
Levine邀請企業傑出人士，現場針對不同商業、創業領域
發表演講，提供企業人士交流合作機會。

這次活動由行銷創意網站 「adit」贊助，由美南國際貿
易中心執行長鄧潤京作介紹及歡迎詞，Steve Levine作引言
人，邀請 NOWW Media 創辦人和執行長 Pam Terry 主講
「公開演說奧妙」(Mastery of Public Speaking)，Terry 不僅

是媒體負責人，也同時專門提供公開演說技巧與企業及個
人行銷策略；她也是該雜誌的董事會成員和作嘉，擁有自
己的專欄。

Terry表示，公開演說是門藝術，訓練說化能力不只可
誘發信心，也可成功說服他人，

是企業人士及領導階級需要具備的能力之一。Pam
Terry說，公開演說最重要的是準備(Preparation)，要先演練
自己要說的話，切忌看稿說話，才能讓人覺得演說流暢自然

。
Terry闡述許多她個人的經驗與公開演說的訣竅分享，

演講豐富實用，獲得全場鼓掌，她也與現場中小企業嘉賓互
動，回答各種問題。

共同主辦商共同主辦商Small Business TodaySmall Business Today雜誌執行出版人雜誌執行出版人Steve LevineSteve Levine。。((記者記者
黃相慈／攝影黃相慈／攝影))

午餐會現場午餐會現場。。((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主講人主講人Pam TerryPam Terry。。((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高思／休士頓報導
）時間在繁忙的工作和學習中
悄然而逝，美好的周末轉瞬即
來。這周的活動有糖城舞蹈、
著名音樂劇、女性博覽會、草
莓節和小龍蝦派對。周末部分
地區或許有降雨，讀者出門記
得備好雨具哦。周末愉快。
1. 星空下舞蹈（Dancing Un-
der the Stars）

Sugar Land Town Square 常
年舉辦各類逸民活動，比如星
空下一起看電影或是星空下一
起 舞 蹈 。 這 周 五 來 自 Fred
Astaire 舞蹈工作室的舞蹈老師
將會在這裏免費教大家健康時
尚的新舞步，和廣大民眾一起
快樂地學起來吧！

時間：5 月 19 日（星期五
）7:30 p.m.- 9:00 p.m.

地 址 ： 15958 City Walk,
Sugar Land, TX 77479

票價：免費
2. Fun Home 音 樂 劇 （Fun
Home at The Hobby Center）

曾獲得五次托尼獎，其中
包括最佳音樂劇的作品《Fun
Home》近日正在Hobby Center
火熱上演。這部作品改編自
Alison Bechdel的暢銷圖表回憶
錄，主要講述了主人公 Alison
在三個不同年齡階段與她獨特
的家庭成員之間發生的有趣故
事。

時間：即日起至5月28日
5 月 18 日（星期四）7:30

p.m.
5 月 19 日（星期五）8:00

p.m.
5 月 20 日（星期六）8:00

p.m.
5 月 21 日（星期天）7:30

p.m.
地址：Sarofim Hall, Hob-

by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800 Bagby St. #300，

Houston, TX 77002
票價：$38.50起

3. 草莓節（Pasadena
Strawberry Festival）

在這陽光充足的
美好夏季，和家人好
友一起沈浸在一片甜
甜的草莓氛圍中吧！
這周末連續三天將在休斯頓東
南部小城 La Porte 舉辦盛大的
草莓節，屆時你將可以看到全
世界最大的草莓脆餅，還有現
場樂隊、燒烤派對、兒童娛樂
區等多種表演和活動。

時間：5 月 19 日（星期五
）3:00 p.m.- 11:55 p.m.

5月20 日（星期六）10:00
a.m.

5月21 日（星期天）10:00
a.m.

地 址 ： Pasadena Fair-
grounds,7603 Red Bluff Road,
La Porte, TX 77507

票價：$5
4. 休斯頓女性博覽會（Hous-
ton Ultimate Women’s Expo

）
休斯頓的女性博覽會旨在

為女性生活提供更多便利，鼓
勵更多的女性為自己發聲，為
女性發聲。屆時除了有一些傑
出女性帶來主題演講，還有超
過 500 個展攤提供各類時尚、
彩妝、健康、廚藝等商品和課
程展示。具體演講時間和研討
會時間請參官網哦。

時間：5 月 20 日（星期六
）10:00 a.m.- 5:00 p.m.

5月21 日（星期天）11:00
a.m.- 5:00 p.m.

地 址 ： NRG Center,One
NRG Park,Houston, TX 77054

票價：$10
官 網 ： http://www.hous-

tonwomensexpo.com
5. 小龍蝦狂歡派對（Bayou
Jamboree & Crawfish Boil）

想嘗到最正宗的路易斯安
納口味的小龍蝦，這周六就來
國 家 歷 史 地 （Market Square
Park） 吧 ！ 屆 時 將 供 應 大 量
Cajun 口味小龍蝦和特色美食
，還有免費音樂會、兩步舞、
法式長號角表演及家庭娛樂區
等有趣活動。

時間：5 月 20 日（星期六
）3:00 p.m.- 7:00 p.m.

地址：Market Square Park,
301 Milam St,Houston, TX
77002

票價：免費，吃小龍蝦另
算哦

周末享藝文 星空下舞蹈逛草莓節看托尼獎音樂劇

55月月ITCITC商業午餐會商業午餐會 傳授公開演說訣竅傳授公開演說訣竅

休斯頓女性博覽會休斯頓女性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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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中國地
大物博，在不同的地理環境中，醞釀
出各具地域特色的菜餚，風味迥異，
讓喜愛美食的饕客們大過其癮。其中
，新疆菜是好吃出了名的，而近日在
休斯頓，就有一家新疆菜餐廳新開幕
，就是新疆阿凡提特色餐廳。

新疆菜以清真菜系為主，喜歡採
用烤、涮、燒、爆、醬、扒、蒸等製
作方式，其用料頗為豐富，包括有羊
肉、牛肉、雞肉、各種蔬菜、瓜果、
蛋等，有其獨特的烹調習慣和講究，
尤其使用新疆天然的香料，味道更是
獨樹一格。

來到新疆阿凡提特色餐廳，就可
以感受到新疆的異國風情。這個餐廳
不用味精、雞精，只用來自新疆的天
然植物香料與鹽，便造就一盤一盤令
人垂涎的佳肴，健康又讓人回味無窮
。老闆買吾蘭先生對肉的品質有獨到
的要求，每天到市場買肉，只用新鮮
的羊肉、牛肉、雞肉，不用冷凍肉，
確保最好的肉質。而雞肉均採用有機
的雞，在業界甚為少見。

一位去過新疆的顧客表示，阿凡
提特色餐廳的菜做的非常道地，就好
像真正坐在新疆的餐廳吃飯一樣，風

味很棒。筆者實際嚐過阿凡提特色餐
廳的過油肉拌麵，覺得羊肉的味道特
別香，細膩少膻味，麵也特別爽口，
細問之下才知道，原來拌麵裡面還加
了秘製熬煮出來的羊肉湯，難怪味道
這麼好。

新疆阿凡提特色餐廳的大廚是專
門從新疆延請而來的名廚，已經有三
十多年經驗，廚藝高超，拿手菜包括
手工拌麵、羊肉抓飯、羊肉串、羊肉
湯、特色燙飯、特色辣子雞、特色干
煸炒麵、特色丁丁炒麵、特色羊肉餅
、特色烤包子、新疆大盤雞，都是正
宗的新疆佳餚。

這裡的羊肉串色澤焦黃油亮，味
道稍微辣又帶著鮮香，肉質可口、不
膩也不膻。羊肉抓飯是由具有五十五
年經驗的老師傅特製而成的，使用健
康的植物油、特色米，油亮生輝，味
美可口。同時，來此用餐的客人還可
品嘗到特色秘製茶，由紅棗、紅茶、
與密秘植物搭配而成，是別的地方所
沒有的特色飲料。

新疆阿凡提特色餐廳就位於中國
城惠康超市旁邊，地址是 9126 Bel-
laire Blvd, Houston, TX77036。詢問電
話: 832-658-9911。

新疆阿凡提特色餐廳新開幕新疆阿凡提特色餐廳新開幕!! 口味道地口味道地
彷彿置身新疆一般彷彿置身新疆一般 品嚐最自然的好味道品嚐最自然的好味道

新疆大盤雞採用有機的雞肉新疆大盤雞採用有機的雞肉，，在業界甚為少見在業界甚為少見 特色烤包子讓人回味無窮特色烤包子讓人回味無窮

過油肉拌麵裡羊肉的味道特別香過油肉拌麵裡羊肉的味道特別香，，還加了秘製熬還加了秘製熬
煮出來的羊肉湯煮出來的羊肉湯

特色羊肉餅特色羊肉餅，，只用新鮮的羊肉只用新鮮的羊肉，，不用冷凍肉不用冷凍肉

新疆阿凡提特色餐廳不用味精新疆阿凡提特色餐廳不用味精、、雞精雞精，，只用來自新疆的天然植物香料與鹽只用來自新疆的天然植物香料與鹽，，便造就一盤一盤令人垂涎的佳肴便造就一盤一盤令人垂涎的佳肴

新疆阿凡提特色餐廳新開幕新疆阿凡提特色餐廳新開幕，，專做道地的新疆特色菜專做道地的新疆特色菜

休斯敦舉辦2017 年＂文化中國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
休斯敦分賽區新聞發佈會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2017 年＂文化中
國 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歌大賽休斯敦分賽
區新聞發佈會，於5月17 日（ 週三 ） 上午在
恆豐大樓12 樓舉行。由主辦方美國 「華夏時報
」 發行人於建一介紹2017 年＂文化中國水立方
杯＂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的宗旨，休斯敦分
賽區歌手報名及篩選規則，以及由 「中國新歌
聲」海外專業評委、聲樂藝術家樊豫珍介紹了
評委會對休斯敦分賽區歌手的海選方式等等。

休斯敦分賽區 6 月 9 日截止報名，報名費
$20，初賽現場現金支付。

初賽：6月10日 上午10時在恆豐銀行大廈
9樓張哲瑞律師事務所舉辦。

地 址 ：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決 賽 ： 6 月 24 日 下 午 2 時 （1:30pm
Check-in）在福遍音樂中心（Fort Bend Music
Center ）舉行。

地址：12919 Southwest Fwy, 160, Stafford,
TX 77477

專業評委：張昕偉、王維國、樊豫珍（錢
護壯、武菁、毛欣、宋海燕因出差、探親不能

出席）
初賽內容：選擇一首自己喜愛的中文歌曲

，或者自己的原創歌曲，清唱。專業評委老師
根據評分選拔20名選手進入複賽。

複賽內容：參選者選唱一首中文歌曲，鋼
琴或其它樂器伴奏。

獎項設置：青少年組（12歲至18歲）和成
人組各設一、二、三等獎及人氣獎，頒發獎牌
。青少年組前兩名和成人組第一名將獲得北京
水立方杯參賽資格（青年組第3, 4名，成人組第
2名作為後補待定選手）。參加北京水立方杯參
賽的選手將獲得部分國際機票贊助。

報名方式：（參賽者向所在社團或歌唱學
校報名）

美南江蘇總會楊家驊：713-539-2144
美南山東同鄉會馬欣：832-423-0137
德州安徽同鄉會方勝：832-818-3176

休斯敦國劇社姚新植：713-302-9436
德州東北同鄉會李秀嵐：832-858-5899
張哲瑞律師事務所李耕：360-224-1459
北大校友會趙鳴堃：832-729-7229
河南同鄉會楊德清：713-818-3507

黃氏宗親會朱全勝
：281-917-0504
山西同鄉會賈忠：
832-868-3569
石油協會陳家傑：
713-992-2988
專家協會吳德元：
832-766-6253
華人聯盟孫盈盈：
281-804-2983
樊豫珍音樂教師：
832-858-8212
RE/MAX 飛雪團隊
王 飛 雪:
832-858-4838
王維國音樂教室：
張昕偉音樂教室：
錢護壯音樂教室：
宋海燕音樂教室：
武菁音樂教室：
毛欣音樂教室：
婦女讀書會陳霞微信群

北京皇城根微信群主劉洋
美國同城網中國城報名地址：5905 Sover-

eign Dr., Suite101，Houston TX 77036
贊助單位；豐建偉基金會、張哲瑞聯合律

師事務所、 恆豐銀行
贊助聯繫人王飛雪：832-858-4838
承辦單位：美國《華夏時報》
合作和支持單位：美國同城網等60餘家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國會議
員 Al Green 將於明天（5 月20 日，星
期 六 ） 上 午 十 時 至 十 一 時 半 ， 在
Fountain Life Center ( 14083 Main St.
@Hilcroft Ave. Houston , Texas 77035
), 舉行里民大會，繼續談他們33 位民
主黨籍國會議員在十六日提出的彈劾
川普總統的後續消息。包括要求啟動

調查，查明川普及其政府官員是否 「
妨礙司法調查」。歡迎休市關心此事
件的僑胞踴躍前往聽講。

雖然國會眾院議長萊恩（ Paul
Ryan ) 呼籲對於身陷風波的川普總統
不要 「驟下判斷 」，但從共和黨眾院
監督委員會主席查飛兹函請 FBI 代局
長，交出柯米和川普之間所有談話紀

錄，包括備忘錄、筆記、摘要和錄音
，共和黨籍軍事委員會主席馬侃甚至
說： 事件已發展到 「水門案件的規模
」。

在美國歷史上，總統的彈劾程序
共啓動過三次，即約翰遜案、尼克森
案和柯林頓案。

國會議員Al Green 明舉行里民大會
談調查川普涉嫌妨礙司法獨立事件

師大校友會慶校慶 6月10 日辦聚餐及專題演講
徐慕平主講： 「 選擇居家住屋宜避免的十個事項」

台灣師範大學美南校友會為慶祝母校七十一周年校慶， 將於六月10 日星期六舉辦聚餐及專題

演講。 地點在 "China Bear" Buffet, 地址12755 SW Fwy 59, Stafford, Tx 77477. 並

請到徐慕平老師來淺談風水, 題目是 "選擇居家住屋宜避免的十個事項"。

活動時間十一點半至二時半， 演講於十二時半開始， 約一小時。另備有獎

猜謎， 比手畫腳遊戲等節目。 需要預約報名， 請電話 281 236 6931。 餐費

有優惠，每人$15元。 歡迎社區僑胞大家共襄盛舉， 一起學習風水及如何運

用趨吉避邪。

圖為圖為20172017 年＂文化中國年＂文化中國 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承辦人美國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承辦人美國
「「 華夏時報華夏時報」」 于建一于建一，，陸鋼陸鋼（（ 右四右四、、右五右五）） 評委樊豫珍評委樊豫珍（（ 左五左五 ）） 及及

贊助單位恆豐銀行公關經理周明潔贊助單位恆豐銀行公關經理周明潔（（ 右三右三 ））等工作人員一行合影於新等工作人員一行合影於新
聞發佈會上聞發佈會上。（。（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僑灣社將於5 月 20 日中午12 時至下午二
時，在糖城 First Colony Branch Library ( 2121 Austin Parkway, Sugar Land,
Texas 77479 )舉行免費輕便午餐研討會，介紹德州共和黨美國總統Trump
的新的政策。華裔朋友可以互動提出您的問題，並邀請朋友們參加，成為
美國社區更有效的聲音！

這次研討會的主題包括：
（ 一 ） 德州共和黨的結構介紹，華裔如何關注共和黨和華裔相同的

價值觀，華裔如何關注美國政治和發出更有效的聲音。
（ 二 ）Trump 當選總統後，關注美國新的政策： 經貿，移民，邊境

，醫改，槍支----- 等影響華裔的未來。
此研討會是由德州共和黨亞裔主任Mr. Stephen Wong, 及僑灣社社長

& 共和黨糖城市委員浦浩德博士贊助的，歡迎各界踴躍與會。

僑灣社僑灣社55 月月2020 日辦午餐研討會日辦午餐研討會
介紹共和黨美國總統介紹共和黨美國總統TrumpTrump 新的政策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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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海關截獲數百只走私瀕危陸龜馬來西亞海關截獲數百只走私瀕危陸龜

馬來西亞雪邦馬來西亞雪邦，，馬來西亞海關官員阻止了壹起瀕危陸馬來西亞海關官員阻止了壹起瀕危陸
龜走私入境龜走私入境，，截獲數百只陸龜截獲數百只陸龜

拳王阿裏冠軍手套將拍賣拳王阿裏冠軍手套將拍賣
估價估價44到到66萬英鎊萬英鎊

英國倫敦，蘇富比拍賣行展覽並拍賣拳王阿裏的壹雙拳擊手套，初步估價在4-6萬英鎊
之間。1975年，阿裏曾戴它與Joe Bugner在吉隆坡大戰，並拿下當年的世界重量級拳王冠軍。

波蘭文化節亮相昆明波蘭文化節亮相昆明

雲南首屆波蘭文化節在昆明舉辦雲南首屆波蘭文化節在昆明舉辦，，波蘭駐成都總領事館向民眾波蘭駐成都總領事館向民眾
發出發出““邀請函邀請函”，”，介紹波蘭旅遊亮點和歷史文化介紹波蘭旅遊亮點和歷史文化。。圖為波蘭駐成都圖為波蘭駐成都
總領事館總領事卡夏總領事館總領事卡夏（（中中））介紹波蘭的民族文化介紹波蘭的民族文化。。

王朝旅游 美麗浪漫之南歐

(本報訊)我中華民族傳統武術文化5000年歷史博大精深，眾
所周知的，中國少林六合門之“少林秘功”在對神經系統疑難雜
症患者的運作所起到的神奇療效，早已見諸於各報的報道。為了

滿足患者的要求，“少林秘功”康復部每天正常接待患者服務外
，為充分發揮“少林秘功”神奇療效；特決定在2017年5月22
日開始在康復部為在美國休斯頓的華人、美國人和各外國僑民患

有“運動神經元損傷引起的肌無力”（要有醫生證明）的患者免
費服務兩星期，這一操作都是在“少林秘功”創始人親自負責給
患者以希望！創始人有五、六十年國內外的臨床成功經驗。同時
運作“少林秘功”從開始到結束都不會給您服藥、不注射針劑、
不開刀、不使用針灸。盡管放心，在安全可靠的環境下為您服務
！歡迎光臨。

資訊電話：832-757-3787
中國少林六合門掌門人
中國少林秘功創始人
李國忠敬上

（ 本報記者秦鴻鈞 ）近期由李兆瓊先生
主持的 「世大國際建築師事務所」不斷 在
僑界捷報頻傳，不僅剛推出首座 「中國城
」高檔老人住宅 「祥瑞花園」 令休市人嚮
往期待外，該公司在國內外連連告捷後，
今年又拿下休斯頓國際機場 D 航站樓的設
計，這是唯一亞裔公司能拿到此案子的，
是華人之光。

世大國際建築師事務（STOA Interna-
tional Architects）所是由李兆瓊先生與1983
年在休斯敦成立的。自成立以來，李先生
及其合作伙伴致力於不斷發展事務所，於
2001年並購了休斯敦另一家歷史悠久的事
務所，使得公司有了進一步的擴展成為全
美最大規模的華人建築師事務所。 同時，

李先生不斷擴展海外市場， 到目前為止已
經有包括中國、越南、非洲等地區在內的
15家分公司， 旗下員工200人， 並且涉及
到不同設計領域。

值此公司成立35周年之際， 我們很榮
幸將要參與休斯頓國際機場 D航站樓的設
計。該設計總建築預算 500 萬美金， 為休
斯頓國際機場設計全新的航站樓，包括了
建築設計、室內設計在內的十幾項設計任
務。 這是在華人建築師事務所少有的成績
。

如今世大國際建築師事務所，在總裁/
首席執行官李兆瓊建築師的領導下，已成
功的運營了美國和海外13 個建築事務所，
公司的設計多樣化，屢獲大獎，獲獎項目

，包括住宅、商業、政府、醫療、高校教
育和公立學校。李兆瓊建築師，也是著名
的風水大師，至今仍是美國萊斯大學風水
課程的教授。

李兆瓊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獲建築
學士學位，又獲美國華興盛頓大學建築碩
士學位及美國哈佛大學高級房地產專精班
結業。他在東方文化基礎上長大，又有美
國生活體驗。他設計建築，不以 「特殊 」
外型吸引人，尤其住家，他的設計更追求
「和諧」。這也是中國文化基本上 「儒家

」 哲學。如他最近在休士頓新推出的高檔
亞裔老人住宅 「祥瑞花園」 即其一例。

給患“運動神經元損傷引起的肌無力”病者的福音
李國忠大師自5 月 22 日起給該病患者免費義診兩週

(本報訊)王朝旅游推出：葡萄牙，西班牙
7-11天團$788起
葡萄牙，西班牙豪華遊11天團 $1,899 ； 葡萄牙
，西班牙經濟遊7天游 $788

歐洲面積第三大的國家-西班牙，藝術光芒
照耀著每一吋土地，熱情洋溢的民族性更是讓
人如沐春風。 每年吸引大批觀光客。廣場文化
最能代表西班牙城巿的特徵和旅遊風情，來到
馬德裡，怎能不入境隨俗，好好體驗一番。太
陽門廣場是馬德裡的地標，位於老城的心臟地
區，道路呈放射狀展開，滿目盡是歷史、藝術
、文化及建築的寶藏，另外西班牙廣場:中央豎
立著唐．吉訶德的騎馬銅雕，比真人還大，栩
栩如生，附近一座山崗是欣賞王宮和巿區景色
的最佳據點！還有哥倫布廣場，是為紀念哥倫

布發現美洲新大陸而建，哥倫布雕像矗立其中
。還有，絕不可錯過的西班牙的國粹-鬥牛及佛
朗明哥舞。

裡斯本-葡萄牙的首都，四季如春，遊客不
斷，遊覽著名景點包括：十六世紀建造的精巧
堡壘:貝倫塔、近代設計的航海紀念碑，以及高
聳優雅的吉隆尼摩斯教堂，是晚期歌德式建築
，為紀念達伽瑪在印度探險成功，如今則為聯
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所在地。既探究了裡
斯本的輝煌過往，也享受當地活潑的文化洗禮
。最吸引遊客的就是壯麗的葡國皇族古城～奧
比都斯。此地為中世紀遺蹟，昔日歷代王妃的
領土。城堡城牆和巴洛克式的大教堂，保存得
極為完善。繼而前往天主教朝聖聖地～花地瑪
。由於此處是聖母瑪利亞多次顯聖之地及於

1917年大約七萬群眾面前顯現神蹟。顯
聖之處在1928年建成大教堂。從此教徒
絡繹不絕從各地到來朝拜。

11天行程特色
參觀【馬德里大皇宮】及【塞維爾

大教堂】
• 進城參觀【米哈斯白色山城】
• 里斯本、馬德里及巴塞隆拿各住宿
兩晚，行程最舒適，成本最高
• 天主教聖母瑪利亞顯聖之地-花地
瑪
• 歐洲大陸最西端欣賞大西洋風景-大石角
• 特別安排入城參觀英屬直布羅陀的【聖米
高鐘乳石洞】
• 阿拉伯回教文化十四世紀建宮殿-阿爾布拉

宮
• 西班牙古都杜麗多城參觀主教堂及名畫(奧
爾加斯伯爵的葬禮)
• 參觀古羅馬水道及英雄古堡內之武器-塞哥
維亞古城

李兆瓊主持世大國際建築師事務所35年有成
參與休斯頓國際機場D 航站樓設計，創華人業界少有的成績

圖為圖為 「「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 的開發團隊李兆瓊建築師的開發團隊李兆瓊建築師（（左一左一），），李如李如
強先生強先生（（右一右一））及銷售團隊及銷售團隊 Anna Wang (Anna Wang ( 王秀玲王秀玲）（）（左二左二））
，，Yun Thuong (Yun Thuong ( 張雲張雲）（）（右二右二））在記者會上合影在記者會上合影。（。（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休城讀圖 BB99星期五 2017年5月19日 Friday, May 19, 2017

天后廟熱烈慶祝呂祖先師純陽寶旦

本
報
記
者

黃
麗
珊
攝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 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桂松元老楊桂松元老、、陳作堅陳作堅、、許華章許華章、、經生班準備豐富祭品在呂祖先師純陽寶旦上與信眾同沾經生班準備豐富祭品在呂祖先師純陽寶旦上與信眾同沾
聖蔭聖蔭、、共沐神恩共沐神恩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 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
楊桂松元老楊桂松元老、、陳作堅為呂祖先師純陽寶旦獻金豬陳作堅為呂祖先師純陽寶旦獻金豬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 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
楊桂松元老楊桂松元老、、陳作堅陳作堅、、許華章許華章、、經生班為慶祝呂祖經生班為慶祝呂祖
先師純陽寶旦獻上生果先師純陽寶旦獻上生果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 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桂松元老楊桂松元老、、陳作堅陳作堅、、許許
華章華章、、經生班及信眾在慶祝呂祖先師純陽寶旦經生班及信眾在慶祝呂祖先師純陽寶旦、、先向天后娘娘上香先向天后娘娘上香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 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桂松元老楊桂松元老
、、陳作堅陳作堅、、許華章為呂祖先師純陽寶旦獻生日蛋糕許華章為呂祖先師純陽寶旦獻生日蛋糕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 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
楊桂松元老楊桂松元老、、陳作堅陳作堅、、許華章許華章、、經生班為慶祝呂經生班為慶祝呂
祖先師純陽寶旦獻上酒水祖先師純陽寶旦獻上酒水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 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桂松元楊桂松元
老老、、陳作堅為呂祖先師獻壽桃陳作堅為呂祖先師獻壽桃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 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桂松元楊桂松元
老老、、陳作堅陳作堅、、許華章許華章、、經生班及信眾為呂祖先師純陽寶旦唱經生班及信眾為呂祖先師純陽寶旦唱
生日快樂頌生日快樂頌

20172017年年55月月77日天后廟馬小卿堂主率經生團向呂祖先日天后廟馬小卿堂主率經生團向呂祖先
師上香祈福師上香祈福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中美創新投資對接峰會周日起連三日休巿舉行中美創新投資對接峰會周日起連三日休巿舉行
多位政要出席大會並舉行頒獎及合作簽約儀式多位政要出席大會並舉行頒獎及合作簽約儀式

出席大會開幕式上午主題演講及專題討論的主講人出席大會開幕式上午主題演講及專題討論的主講人。。

圖為昨天上午出席圖為昨天上午出席 「「 中美創新投資對接峰會中美創新投資對接峰會」」 大會開幕式的貴賓大會開幕式的貴賓
（（ 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休斯敦巿長休斯敦巿長Sylvester Turner ,Sylvester Turner ,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
,,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會主講人大會主講人Walter UlrichWalter Ulrich（（TurnTurn--
around & Interim CEO ), Jon Nordbyaround & Interim CEO ), Jon Nordby等人等人。（。（ 記者奏鴻鈞攝記者奏鴻鈞攝））

＂創之星＂中美創新創業大賽獲獎者合影＂創之星＂中美創新創業大賽獲獎者合影（（ 左起左起）） 「「 可再生能源和環保科技組可再生能源和環保科技組
」」 Benjamin Blumenthal ,Benjamin Blumenthal , 「「 農業科技和食品安全組農業科技和食品安全組」」 Andrew Dewey ,Andrew Dewey , 「「 先進先進
製造與新材料製造與新材料 」」 Walter Void ,Walter Void , 「「 醫療保健與生物技術醫療保健與生物技術」」 Mike Marad ,Mike Marad , 「「 信息信息
和通信技術和通信技術」」 ApostolosLeroisApostolosLerois 的代表的代表。（。（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科技參贊陳宏生介紹休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科技參贊陳宏生介紹休
市科技商機市科技商機。。

（（ 頭排右起頭排右起））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河南省副省河南省副省
長徐濟超等人在大會上長徐濟超等人在大會上。。

美中創新聯盟美中創新聯盟（（UCIA )UCIA )理事理事Seth WilSeth Wil--
liamsliams 主持＂創之星＂中美創新創業大主持＂創之星＂中美創新創業大
賽頒獎儀式賽頒獎儀式。。

「「 信息和通信技術信息和通信技術 」」 的獲獎人的獲獎人
Apostolos LeroisApostolos Lerois

「「 美中創新聯盟美中創新聯盟」」 55 月月1414 日起舉行河南省科技項目對接座談會現日起舉行河南省科技項目對接座談會現
場場。。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科技參贊陳宏生正在講話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科技參贊陳宏生正在講話。。 出席大會開幕式的貴賓及主講人出席大會開幕式的貴賓及主講人。。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said that China may 
not be able to completely halt crude production despite 
efforts by its oil giants to increase their spending while 
the country shifts to natural gas. In the first quarter, 
production fell 6.8 percent, while imports increased 
more than 12 percent in the first four months.
 "We need to speed up our cooperation with resource 
countries to develop assets to meet China's growing 
need for oil and gas," Wang said. "By doing this, we 
can balance the higher reliance on imports with better 
use of foreign assets."

CNPC said that the $20 billion worth of deals that will 
be signed in the forum include giving Saudi Arabian 
Oil Co. a stake in the company's Yunnan refinery, a $4 
billion agreement for a natural gas processing plant in 
Azerbaijan with the State Oil Co. of Azerbaijan, gas 
storage and gas-fired power projects with Russia's 
Gazprom PJSC, and a geothermal project in Kenya.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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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Commerce Secretary Unveils Trade Agreement In Which China Will Allow
US Beef Imports And The US Will Allow The Import Of Cooked Poultry From China

US Hails China Trade Deal As Sign
Relations Are 'Hitting A New High'

China's Exports Fall More Than Forecast; Imports Increas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Relations betwee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have improved since Trump                       
described Beijing as an ‘enemy’ of the US 
during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Photo/AFP/
Getty Images)
Relations between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have hit “a new high”, Donald Trump’s commerce 
secretary has claimed, announcing a “herculean” trade 
deal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in the latest sign 
of warming ties.
Trump frequently lashed out at China on the campaign 
trail, describing Beijing as an “enemy”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ties have warmed following the Mar-a-Lago 
summit between Trump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April, with the Republican president this week 
describing his Communist party counterpart as “a great 
guy”.
On Thursday evening the US commerce secretary, 
Wilbur Ross, announced the latest phase of that 
tentative rapprochement, unveiling a 10-part trade 
agreement with China that he hailed as “very big 

news”.
“US-China relationships are now hitting a new high, 
especially in trade,” Ross told reporters.
“This was pretty much a herculean accomplishment to 
get this done,” he added. “This is more than has been 
done in the whol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 on 
trade.”

In a statement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aid top 
American and Chinese officials, including the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unchin, and China’s vice-premier 
Wang Yang, had “negotiated intensively to make 
progress on key issues”.
Under the agreement China will allow imports of US 

beef, while the US will allow the import of cooked 
poultry from China. Beijing will also permit foreign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ies to provide credit-rating 
services in China.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aid Washington had also 
agreed to recognise the importance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 
ambitious infrastructure 
campaign that some 
say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the greatest 
development plan in 
history.
Officials including 
Matthew Pottinger, 
Trump’s top Asia 
adviser, will travel to 
Beijing this weekend 
for a two-day summit 
about Xi’s signature 
foreign policy, although 
the US president, like 
many western leaders, 
will not attend.

Christopher Balding, a Peking University finance 
professor, described the deal as a “positive stepping 
stone” towards better US-China ties. 
Balding said the agreement showed how Trump’s 
pre-election China-bashing had given him some 
“leverage” over Beijing and highlighted his focus on 
economic issues. “This was the kind of deal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probably could have secured. 
But I don’t think these kinds of issues were the priority 
for them.”
However, Balding said China had made no earth-
shattering concessions. “This is not an irrelevant deal 
announcement of market open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most definitely not a major announcement … 
There is nothing really expensive here for the Chinese 
and in some cases they are even things that they want 
… They are probably essentially trying to set Trump 
up for a win.”
Balding said it was hard to tell if US-China relations 
were genuinely at a new high, as Ross claimed.
“[Trump] is such a high variance president. This could 
just as easily hit an enormous roadblock tomorrow. For 
the next 24 hours I would say US-China relations are at 
a high point.” (Courtesy The Guardian) 

China exports declined more-than-expected at the end 
of the year on subdued global demand, while imports 
growth exceeded expectations, official data recently 
revealed.
Exports fell 6.1 percent annually in December, data 
from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revealed, 
which was much faster than the 3.8 percent decline 
economists had expected.
At the same time, imports climbed 3.1 percent, slightly 
faster than the forecast of 3 percent.
As a result, the trade surplus dropped unexpectedly to 
$40.8 billion in December from around $44.6 billion 
in November. The surplus was forecast to increase to 
$47.5 billion.
In yuan terms, exports climbed 0.6 percent and imports 
advanced 10.8 percent.
For the full year of 2016, exports slid 2 percent, while 
imports climbed 0.6 percent. Consequently, the trade 
surplus narrowed to $486 billion.

The drop back in trade growth is still concerning 
given that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of rising prices and 
relatively buoyant global manufacturing growth ought 
to have been supportive of Chinese trade values, Julian 
Evans-Pritchard, an economist at Capital Economics, 
said.
The economist said further upside to economic 
activity,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is probably now 
limited given declines in trend growth.
Instead, the risks to trade lie to the downside - the 
likelihood of a damaging trade spa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has risen in recent weeks following Trump's 
appointment of hardliners to lead US trade policy, the 
economist added. (Courtesy www.rttnews.com)
Related

China to Import More US 
Oil, Gas With Plans To                                                        

Sign $20 Billion Worth Of Deals With 
Other Countries

China is now interested in importing more U.S. crude 
oil and natural gas as well as join in the U.S.'s growing 
liquefied natural gas export industry, according to 
Wang Yilin, chairman of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 (CNPC).
Wang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Bloomberg on Sunday, 
May 14, that the country is also set to sign deals worth 
$20 bill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during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in Beijing.
"The U.S. has very rich o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as 
China pursues a diversification of its crude supply, the 
U.S. will, of course, be one of the sources," Wang said. 

"We will consider exploring cooperation in areas such 
as jointly developing liquefied natural gas facilities 
and gas transport."
Wang said that the country's move to tap into U.S. 
energy is a step beyond plans in Xi'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U.S. announced on Thursday, May 
11, that it welcomes China to engage in long-term 
contracts with American LNG suppliers.

LNG gas storage tanks
Wang added that CNPC has more than 50 joint projects 
with 19 countries currently participating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ompany is focused on natural 
gas in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while in African and 
Middle East countries most of its projects involved oil.
China is now the largest buyer of U.S. crude and the 
world's biggest oil importer. Oil production dropped as 
state-owned companies reduced their spending, which 
drove China to increase reliance on crude imports.

China’s Vice-Premier Wang Yang  Exports of US beef to China will resume after years of not being all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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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海外版總編輯王樹成會見美南集團董事長李蔚華人民日報海外版總編輯王樹成會見美南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夏遠祥）人民日報海外版與美國《美南新聞日報》合作簽
約儀式今天（17日）上午在北京舉行。簽約之前，人民日報社編
委、人民日報海外版總編輯王樹成會見美國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
團董事長李蔚華，並希望精誠合作，共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
中國聲音。

根據合作協議，從2017年起，美國《美南新聞日報》每周
刊登海外版兩個版的授權內容，以休斯頓為中心，服務整個美國
四百多萬華僑華人和留學生。

據悉，《美南新聞日報》是休斯頓地區最具影響力發行量最
大的華文日報，其分報包括達拉斯日報、華盛頓新聞日報、芝加
哥時報、亞特蘭大新聞、波士頓新聞，發行遍及全美十大城市，
除了日報之處，各個城市同步發行的黃頁電話薄和觀光指南，服
務工商客戶，為全美各地華人提供快捷第一手新聞資訊。

本報副總編輯李建興和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分別在簽約儀式上致辭，雙方表示將堅持為華僑華人服務的共同
目標，推動互利共贏，緊跟時代發展，加強本土傳播，拓展合作
內容，提高傳播力影響力。

本報副總編輯李建興在致辭中說，“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
成功舉辦，為國際合作描繪出了一個嶄新的畫卷。為貫徹落實習
近平總書記“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努力成為增信
釋疑、凝心聚力的橋梁紐帶作用”的重要指示精神，人民日報海
外版積極拓展與海外華媒合作，拓寬海外傳播渠道，增大海外傳
播的覆蓋面，進一步提高海外版的傳播力和影響力。今天，海外
版與美南新聞日報合作，就是海外版海外拓展的重要一步。

美南新聞日報總部位於美國休斯敦，是美國最具影響發行量
最大的華文日報，發行遍及全美十大城市，服務當地工商客戶，
為全美各地華人提供全面快捷第一手新聞資訊。美南新聞日報為
了因應網絡新媒體時代的發展要求，秉持開放包容的辦報理念，
還推出美南電子報、走進美國網、簡體中文報，並且與全球知名
媒體路透社、新華社、香港文彙報等展開合作，形成涵蓋全球的
新聞采編網路，成為海外華人獲取新聞資訊的重要平台。

30多年前，在改革開放的時
代大潮中，海外版應運而生。人
民日報海外版見證了中國由大國
走向強國的探索實踐，參與了中
華民族大踏步走向世界的歷史進
程，它以海外6000萬華僑華人、
500萬留學生和7000萬學習中文
的外國人為目標讀者群，傳遞中
國好聲音，反映中國改革日新月
異的變化，闡述中國傳統文化的
獨特魅力，在海外讀者中積累了
良好的口碑，被稱為“來自故鄉
的無價家書”。

2016年2月19日，習近平總
書記主持召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
座談會，全面闡述黨的新聞輿論
工作要旨，提出新時代下黨的新
聞輿論工作的職責和使命。人民
日報海外版始終堅定不移貫徹中

央精神，以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新聞
輿論工作重要講話精神為基本遵循
，銳意改革進取，不斷提高黨的新
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
公信力。眼下的時代，媒介格局不
同以往，輿論生態紛繁多變，媒體
改革使命當前。牢牢把握正確的輿
論導向、堅定不移深化媒體改革，
不斷提高主流媒體的外宣傳播影響
——這是中央的要求，也是我們的
責任。堅持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優
勢互補、融合發展，通過信息傳播
、增進互信、凝聚共識等方面的媒
體合作，壯大主流聲音，澄清誤讀
偏見，致力激濁揚清，精心打造華
人的精神家園。

今天的簽約儀式，標志著海外
版與美南深化合作的開始。希望雙
方的合作秉承“資源共享，互動雙
贏”的精神，在以下方面進一步深
耕細作，拓寬渠道：

第一，堅持共同目標，推動互利共贏。
服務於海外華人華僑，成為華人華僑與祖（籍）國的橋梁與

紐帶，是海外版與海外華媒共同的目標，海外版將與美南新聞日
報共同攜手，堅持共同目標，通過資源共享、務實合作，推動互
利共贏，及時傳遞祖（籍）國的聲音和信息，幫助廣大華人華僑
參與中國的發展，實現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第二，緊跟時代發展，加強本土化傳播。
媒體融合是時代發展的趨勢，海外版將與美南新聞日報在傳

統媒體合作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新媒體以及媒體融合方面的探
索與交流，推動雙方緊跟時代發展步伐，加快本土化傳播，開拓

對外合作的新格局。
第三，拓展合作內容，提高外宣影響力。
如今的海外版已經成為擁有一份主報、一個新聞網站、一個

移動客戶端，多個微博賬號和微信公眾號以及30多家海外華文
媒體合作伙伴和海外網17家國別頻道的外宣媒體集群。美南傳
媒集團擁有美南新聞日報、美南國際電視等媒體和相關企業，成
為多元一體的大型傳媒集團。希望雙方以此合作簽約為契機，拓
展合作內容，充分發揮各自的資源優勢，破解“分眾化”“差異
化”國際傳播難題，提升雙方的傳播力、影響力。在互信中建共
識，在合作中求發展，在互動中增感情，在雙贏中謀長久。

本報副總編輯鄭劍主持合作簽約儀式。本報編委鄭紅深等參
加儀式。

人民日報海外版拓展發行美南地區

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致辭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致辭

簽約現場簽約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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