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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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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舉行同志驕傲大遊行 市長特納參與
（本報訊）6 月 24 日下午，

休斯頓市中心舉行了休斯頓同志
驕傲大遊行，參加的人數超過數
万人。

今年的休斯頓同志驕傲大遊
行和往年一樣，其規模不亞於紐
約和加州的同志活動，參加的人

群當中有市政官員、警務人員、
消防人員、政商人物，學生、青
少年、演藝人員等各個同志組織
以及個人。休斯頓市市長特納和
市議員也出現在活動現場。

當天的活動呈現出絢爛的色
彩，但都是圍繞著一個共同的基

調，六色彩虹，這也是同性組織
的象徵。參加者載歌載舞，奇裝
異服，共同慶賀這個通過努力爭
取才獲得的平等成果。今年的這
個活動由Bud light 特別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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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炎熱動物獲得新福利天氣炎熱動物獲得新福利 吃冰塊玩淋浴好不痛快吃冰塊玩淋浴好不痛快

英國英國《《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死忠粉死忠粉 鐘愛穿長袍持魔杖鐘愛穿長袍持魔杖

身著黑色長袍身著黑色長袍，，手執魔杖手執魔杖———這是—這是2727歲的英國人喬治歲的英國人喬治··馬辛厄姆最馬辛厄姆最
喜愛的裝扮喜愛的裝扮。。他希望能通過這樣的裝束來表明自己他希望能通過這樣的裝束來表明自己《《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死忠粉死忠粉
的身份的身份，，他最喜歡扮演成斯內普教授的模樣他最喜歡扮演成斯內普教授的模樣，，偶爾也會客串成偶爾也會客串成JKJK··羅琳羅琳
書中其他巫師的樣子書中其他巫師的樣子。。圖為馬辛厄姆圖為馬辛厄姆（（左壹左壹））與兩個朋友與兩個朋友coscos成成《《哈利哈利
波特波特》》書中人物書中人物，，乘坐地鐵乘坐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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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申辦正在申辦20242024年奧運會的巴黎市政府以塞納河和著名的亞歷山大年奧運會的巴黎市政府以塞納河和著名的亞歷山大
三世橋為三世橋為““舞臺舞臺””舉行舉行““奧林匹克日奧林匹克日””活動活動，，向民眾推廣奧運會體育項向民眾推廣奧運會體育項
目目，，並組織市民參加運動體驗並組織市民參加運動體驗。。圖為塞納河上搭建的田徑跑道圖為塞納河上搭建的田徑跑道。。



BB44綜合經濟
星期二 2017年6月27日 Tuesday, June 27, 2017

綜合報導 中國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

新聞發言人余滿和稱，西北油田正在發

揮信息化優勢推動轉型升級，探索打造

智能油田。通過提質增效，1-5月，在低

油從的大環境下，實現盈利4.5億元人民

幣，壹舉結束了連續兩年的虧損，率先

在中石化油田板塊實現盈利。

西北油田分公司是中國石化上遊第

二大原油生產企業，油田主體位於新疆

南部的阿克蘇地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和田地區境內。所屬塔河油田2006

年躋身中國陸上十大油田之列，2007年

成為中國石化國內第二大油田。2016

年，西北油田分公司生產原油594.3萬

噸，天然氣14億立方米。

在當日舉行的“安全 · 效益 · 責

任”媒休記者見面會上，余滿和說，

西北油田通過發揮信息化優勢推動轉

型升級，探索打造智能油田。目前在

部分區塊已經實現了摻稀自動化、

註水流程自動化、抽油機自動化控

制等功能。

據了解，西北油田采取可視化、自

動化和智能化的信息化管理系統提升勞

動生產率，在各油氣生產單位設立信息

化安全生產監管平臺，通過數字化，

把實體油田“裝”進了計算機，1870

口油井的數據采集全覆蓋，600多口重

點井和125座站點實現了工藝參數自動

采集和視頻監控，19座站庫實現了無

人值守。

采油三廠是中國石化智能油田試點

單位。該廠副廠長羅輝說，該廠采用高

壓自控流量儀，實現了58口井摻稀井稀

油量遠程調控和12口註水井遠程控制，

調節時間由4小時縮短至5分鐘，減少了

因摻稀不穩定造成的生產異常。此外，

該廠在探索加熱爐智能溫控、原油含水

在線監測、油井液面自動監測、無人值

守站改造試點等現場智能建設等方面也

取得了新的突破，為油田整體信息化升

級提供了經驗。

自2012年以來的5年間，西北油田

逐步實現了從“人工操作為主、數據人

工采集、定時例行巡檢、報表人工錄

入”為主要形式的手工階段，到信息化

感知階段的全面轉變。

據介紹，通過信息化建設廣泛深入

推進，西北油田油氣井數在比2011年增

加600多口的情況下，外部用工總量減

少1000多人。

加快應用信息化技術，僅僅是西北

油田在提質增效升級中的壹個著力點。

2017年，西北油田在提質增效升級中采

取了新的舉措，並取得成果，1-5月，西

北油田實現盈利4.5億元，壹舉結束了連

續兩年虧損的歷史，率先在中石化油田

板塊實現盈利。

註意了！如果妳家中有“沈睡”銀行卡，或將

被銀行清理。去年底央行關於“沈睡”卡的相關規

定，終於有銀行出臺了具體的執行方案。

近日，招商銀行公告顯示，為了保護賬戶安

全，將從今年7月15日開始，對不符合條件的長期

未使用且余額為零的個人賬戶進行銷戶處理。而實

際上，記者查閱多家銀行公告，去年底，建行、民

生、浦發、平安等多家銀行已發布類似公告。可以

預見，數億張的沈睡卡將得到有效的清理，或被暫

停使用或被降低賬戶類別。

半年內無交易賬戶無法核實的將被撤銷
關於“沈睡”卡的規定，是央行去年9月底

發布的《關於加強支付結算管理 防範電信網絡

新型違法犯罪有關事項的通知》（以下簡稱《通

知》）中的壹項要求。《通知》規定：自2016年

12月 1日起，同壹個人在同壹家銀行只能開立壹

個Ⅰ類戶。需要強調的是，此次施行壹人壹戶，

主要針對新增賬戶實施，現有賬戶仍可正常使用

。也就是說，2016年 12月 1日起，個人在同壹家

銀行已經開立Ⅰ類戶的，不再新開Ⅰ類戶，只能

開立Ⅱ、Ⅲ類戶；個人在2016年 12月1日前已經

開立的Ⅰ類戶不受此次規定影響，仍然保持正常

使用。

對於“沈睡卡”，央行也要求銀行進行清理。

《通知》規定，對於半年內無交易記錄的賬戶，銀

行會對其暫停非櫃面業務。同時，銀行會對存款人

賬戶進行摸排清理並要求作出說明，對於無法核實

的，銀行會引導存款人撤銷或歸並賬戶，保留壹個

Ⅰ類戶。

央行解釋，公安機關在偵辦電信網絡新型違

法犯罪案件過程中發現，不法分子通常以壹個身

份證在同壹家銀行開立幾十個甚至上百個賬戶進

行作案，大大超出了個人對賬戶數量的正常

需求。同時，銀行也反映目前銀行系統中存在大

量長期閑置不用的賬戶。根據中國銀行業協會數

據，截至 2016 年底，銀行卡累計發卡量達到了

63.7億張，按照2016年末內地總人口13.8億人計

算，每人持有的銀行卡數量將近5張，而累計活

卡量只有41.8億張，也就是說，每人持有的“沈

睡卡”基本達到2張。

如不想被銷戶持卡人需對卡片進行啟用處理
招行公告稱，如果持卡人不想“沈睡卡”被銷

戶，還希望繼續使用，建議持卡人在7月15日之前

對卡片進行啟用處理，包括通過銀行櫃面、手機銀

行、自助設備等渠道任意辦理壹筆存取現或轉賬交

易，或者在任意商戶發生壹筆刷卡消費。也就是

說，如果持卡人想持有多張銀行卡，只要進行壹筆

交易即可。

而其他銀行雖然沒有明確銷戶期限，不過，多

家銀行相關人士表示，根據監管要求，銀行機構早

已開始進行排查，並要制定開戶數量較多的標準、

涉及的個人數量和賬戶數量、摸查清理計劃和完成

時間等。

有銀行人士向記者坦言，如果單靠銀行逐個客

戶溝通，工作量是非常大的，進展也會很緩慢。該

人士還表示，對於“沈睡”卡，如果客戶想要

保留，最好主動到銀行說明情況。

央行相關人士也提出，希望儲戶根據自己的實

際情況，將壹些閑置不用或用得較少的賬戶銷戶，

將壹些主要用於網絡支付或小額高頻支付的賬戶降

級為Ⅱ類或Ⅲ類戶。這樣既可以實現個人資金的集

中管理，又可以通過Ⅱ、Ⅲ類戶來防範網絡支付風

險，更好地保護自身的資金安全。

“當然，如果個人希望按現有方式繼續使用已

開立的各個Ⅰ類戶，仍然可以繼續使用，不受

影響，但如果數量較多的，應根據銀行要求說明

情況。”上述人士表示。

哪些卡或將被清理？
那麽，什麽是沈睡卡呢？《通知》規定為6個

月內沒有主動使用過的銀行卡。記者對比了幾家銀

行，招行的處置方式是最果斷最狠的。招行稱，將

從今年7月15日開始，對不符合條件的長期未使用

且余額為零的個人賬戶進行銷戶處理。

此外，招行的公告還明確了或被銷戶的七類卡

範圍，包括：

1.卡片等級為 “壹卡通”普通卡，且持卡人

未持有“壹卡通”普通卡以上級別的、未銷戶的借

記卡、存折、存單；

2.“壹卡通”普通卡賬戶余額為零，且不存在

任何未結清利息，同時持卡人兩年內(含兩年)未使

用該卡主動發起任何交易；

3.未處於掛失、換卡、凍結、預警等狀態，未

關聯Ⅱ類戶或“壹閃通”；

4.未關聯該行信用卡還款或個貸還款，也未簽

訂代發協議或無有效保險保單；

5.非該行住房公積金卡、企業年金卡、社保卡；

6.不存在關戶限制；

7.未持有該行有效的或者未激活的信用卡，且

在該行系統中不存在在途的信用卡申請。

“沈睡”銀行卡或將被銷戶 已有銀行出臺執行方案

中石化西北油田創建智能化油田
提質增效助盈利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FRI 11/20 Noon-2 PM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休士頓診所休士頓診所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

醫生
（通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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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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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MALL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世界最小的國家
陳少明/文 郭樹植/修改

The world's smallest country is the Vatican, also known as the 
Holy See. It is the smallest country no matter by its population 
(approximately 800) or by its land area (109 acres.) This 
country is surrounded by four sides in the Italian capital city of 
Rome, and is the center of the Catholic Church, which has 1.2 
billion members around the world.  Its income comes from the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of the members of Roman Catholic 
churches around the world. The remainder of its economy 
comes from the sales of postage stamps, tourist mementos, 
and admission fees of museums.

世界上最小的國家是梵蒂岡，也叫為天主教廷。不管按其
人口（大約800人）或其土地面積（109英畝）。它都是最

小的國家，這個國家被意大利首都羅馬四麵包圍，是天主
教會的中心，它在世界各地有12億會員。其收入來自世界

各地羅馬天主教教會成員的自願捐款。其它收入來自郵票，
旅遊紀念品和博物館的入場費。
It is a sacerdotal-monarchical state ruled by the Bishop of 
Rome – the Pope. The highest state functionaries are all 
Catholic clergy of various national origins. The Pope exercises 
supreme executive and judicial power over the State of the 
Vatican City, but it is a non-hereditary monarchial country. The 
Pope gives the executive authority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Pontifical Commission, who is also the President of the 
Governorate of Vatican City. Vatican City has diplomatic 
relationships with almost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它是由羅馬主教 - 教皇統治的一個神聖君主國家。最高的
國家工作人員都是各種國籍的天主教神職人員。教皇對梵

蒂岡行使最高的行政和司法權，但它卻是一個非世襲的君
主國家。教皇將行政權力賜予羅馬教廷委員會主席也就是
梵蒂岡總統。梵蒂岡與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都有外交關係。
The Pontifical Swiss Guard is a small elite force maintained by 
the Holy See to protect the Pope and the Apostolic Palace. It 
was established in 1506 AD, and is one of the oldest military 
units still under operation. The Pontifical Swiss Guards are 
dressed in red, blue, orange and yellow, which is a distinctive 
Renaissance appearance.
羅馬教皇的瑞士衛隊是教廷工擁有的一個小型精英部隊，
它是用來保護教皇和使徒宮的。該部隊成立於公元1506年，

是仍在運行的最古老的軍事單位之一。教皇的瑞士衛隊穿
著紅色，藍色，橙色和黃色搭配的制服，它具有一種獨特
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表徵。
Although the Vatican is the small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it 
contains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precious architecture and 
artworks. The St. Peter’s Basilica is the biggest church in the 
world. The St. Peter’s Square in front of the Bacilica is actually 
a piece of art by its own. It was built in between 1656 and 
1667, and is enclosed by two colonnades which create a 

circular space in the middle. This peculiar shape is unique and 
stands for the open arms of the Church, which are extended to 
both the Christians and non-Christians.
雖然梵蒂岡是世界上最小的國家; 它卻在擁有一些世界上最
珍貴的建築物和藝術品。聖彼得大教堂便是世界上最大的

教堂。教堂前聖彼得廣場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它建於
1656年和1667年之間，並由兩個柱廊所環繞，在中間創造
一個圓形的空間。這種特殊的形狀是獨一無二的，像徵著
教會擁抱的雙臂，向基督教教徒和非基督教徒同時開放。
Vatican City also has some of the most jaw-droopingly 
artworks in the world, such as Michelangelo’s depiction of the 

nine central stories from the book of Genesis displayed in the 
Sistine Chapel, Raphael’s masterpieces： ‘The School of 
Athens’  in the Apostolic Palace and his final work 
‘Transfiguration’ in the Pinacoteca Vaticana, etc.
梵蒂岡也有著一些世界上最惹人矚目的藝術品。例如西斯

廷教堂中展示的米開朗基羅對創世記中的九個中心故事的
描繪, ：拉斐爾在使徒宮中的傑作“雅典學派”和他在梵蒂
岡博物馆中，他的最後作品“主顯聖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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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一起床，怎地想到了我的爸爸。
這一想，一發不可收拾，滿腦子都是爸爸生前的影像，生前和我們歡聚的笑

容。
爸爸走後那幾年，我常常哭，常常寫文章想念他，後來，一想到爸爸，情緒

起伏久久無法平息，也就不敢再去想了。這幾年思父之情也就較能釋懷。爸爸生
前，我未承歡膝下，爸爸生病，我未盡人子之孝，未侍奉湯藥，這是我終身的遺
憾。

這幾年，我頻頻藉機返台，也就是想多陪陪媽媽，多和姐妹親友相聚，不想
啊！再造成遺憾！

早年，爸爸隨著老蔣到台灣，媽媽在鳳
山生大姐的時候，爸爸是憲兵，時常騎著馬
執勤，媽媽生我的時候，爸爸已転黨職，直
到生三妺小妺平弟，直到爸爸去逝，爸爸都
在為黨部為百姓服務。

我傳承了爸爸服務民眾的犧牲奉獻精
神，我們姐妹也都傳承了爸爸勤儉樸實，一
生清廉的個性。我尤其想到父親的忠黨愛
國，父親的端正品行，尤其想到在我成長過
程中，大家稱呼父親；陳書記時的尊重與敬
佩的態度，直到我也擔任了 「美京分部的書
記」時，我以 「陳書記的女兒也當了書記」
為榮為樂，書記工作十八年不厭倦。

親愛的爸爸，您在天之靈可有知，我們
是多麼的多麼的愛您想念您！

今天是美國的父親節，小孩子們在歡慶
父親節的同時，我卻突然地想到您。這個時
刻，我真想擁抱著您，緊緊抱住您不讓您
走！一刻也不想讓您離開我們。

陳惠青陳惠青陳惠青
陳書記的女兒陳書記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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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有張有馳，忙完稅季，小兒子也放假
了，加上一直想看看在亞馬遜總部工作的大兒
子和兒子結婚後的家。於是，我們決定，全家
五口人度一次假。從西雅圖坐郵輪，順便看看
大兒子和兒媳。帶他們一起去阿拉斯加州看冰
川去。細心的老公安排一切，我們只要跟老公
走就行啦。郵輪，老公選的是Holland Ameri-
ca Line荷美郵輪。

阿拉斯加這詞來自於阿留申語，意思是
“很大的陸地”。阿拉斯加本是俄國的土地，
1853 年歐洲爆發了克裡米亞戰爭，俄國害怕
阿拉斯加殖民地被英國奪走，才提議將阿拉斯
加賣給美國。最後在1867年，美俄雙方同意
以720萬美元成交。這筆土地交易成為世界土
地交易史上面積最大的一筆交易，且平均單價
每英畝才二分錢（每平方千米 4.74 美元）。
阿拉斯加州是第49個州，是面積最大、地理
位置最高的州，州府為朱諾（JUNEAU），近
三分之一的面積位於北極圈內。全世界冰川總
數的一半也在阿拉斯加。

據說，當時負責此購地案的美國國務卿威
廉•西華德，曾被揶揄這是“西華德的蠢事”
或“西華德的冰箱”等。可是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現在我把它買下來，也許多少年以
後，我們的子孫因為買到這塊地，而得到好
處。”可見他是有遠見的。這裡不僅是戰略要
地，地下儲有大量石油。

一上郵輪，熱情的服務員就告知我們，入
住後，請到九樓用餐。還沒走到餐廳前，就看
見用來消毒手的消毒液。哇，這是一個很大的
自助餐廳，兩邊都是大海景窗。食物品種那是
相當的豐富，三文魚、牛排、火腿等應有盡
有。黃金瓜、西瓜，藍莓等水果和冷熱飲料自
由選用。這裡，大部分時間都開放著。餐間會
有短時間的關閉，但會開放位於游泳池邊的酒
巴和快餐廳。還有加收 15%服務費的送餐服
務。自助餐廳是真正的流水席，服務人員穿梭
其間，隨時收拾清理餐桌，確保游客就餐環境
的清潔。

每個飯桌上都有一盆新鮮蝴蝶蘭花。坐在
蝴蝶蘭花邊靠窗的座位，邊吃邊看窗外的風光

真是太愜意啦！除自助餐廳外，還有兩處點菜
的用餐處，裡邊環境更為講究。我們的晚餐定
在那裡，裡邊有我們固定的桌子。如果沒有固
定桌子的話，趕上高峰，需要排隊。這裡不僅
環境很高檔，吃的也很正視。有開胃的小菜，
主食，和甜點。如你要喝酒要另外加錢。在郵
輪上，所有花費都刷在房卡裡。房卡綁定信用
卡。吃與住，自動加收小費。

電梯裡的地毯天天換，上邊寫著是星期
幾，好像在提醒樂不思蜀的客人在郵輪上呆了
幾天，今天是何日？景觀玻璃電梯裡邊還有花
枝點綴。想想，這一周，每天睡到自然醒，不
用做飯，不用出門買菜，每頓都吃現成的美
食，真是太幸福啦！想到這心裡就甜滋滋的，
打心眼兒充滿了感恩！感謝上帝！感恩老公！
感謝家人！感恩關愛我的所有人！

吃完午飯，我們就各處轉轉。下午 3：
00，全員集合，搞一次安全演習。這是他們必
須的常規演習和做法。 郵輪的每個房間門旁
有個“信箱”，裡邊有當天郵輪上各時段的活
動安排。每個房間都有電視，可看到郵輪的各
方面介紹。我們這趟郵輪承載2054人游客，
有797名工作人員。11層高的郵輪，分有高中
低檔次的房間。在郵輪的兩頭看風景最好的地
方，有高級海景房，據說裡面非常豪華，價錢
也很貴。其次，是帶有陽台的房間，再有是只
有窗沒陽台的，再次是連窗也沒有的房間。條
件不同，價錢差的很大。我們訂的是帶有陽台
的房間，房間裡的沙發是可以拉出來當床用，
我們一家五口，訂兩個房間。郵輪在公海上，
沒有網絡信號，WIFI 只能看郵輪公司的網
站。在郵輪上，微信有時沒有，度假期間真是
要與親們失聯幾日。

這碩大的郵輪，堪比五星級大賓館，設施
齊全。游泳池，電影院，免稅商店，禮品店，
賭場、球場、健身房、圖書館等都有應有盡
有。感覺這郵輪如是一個小社會，裡邊做生意
的醫生、美容師、古懂商、針灸師都有。美容
講座、攝影班、瑜珈班等的時間安排都在每日
的活動安排裡。郵輪乘客都是他們的服務對
像。換句話說，郵輪乘客的消費養活著他們。

這豪華的郵輪，每層樓的裝潢都有特別的風
光。櫥窗的藝術品，過道的蹬子、角落的大花
瓶，及裝飾的鮮花，都非常講究。處處是藝
術，處處是景觀。

郵輪航行中間在朱諾，原俄屬的名城
SITKA, 阿 拉 斯 加 最 南 端 鷹 之 城 凱 奇 坎
（KETCHIKAN），和維多利亞島（VICTO-
RIA）停四次。乘客可下去參加當地的旅游項
目。如看動物表演、坐過山車、乘直升機看冰
川、觀光三文魚回游路線、城市觀光、乘水陸
兩用車、看城堡等。 期間，我們下船吃了阿
拉斯加大龍蝦，乘直升機看了冰川，去SITKA
看了俄時建的東正教堂，去維多利亞島參觀了
城堡等。 周二和周五晚有兩次 GALA AT-
TIRE晚宴，要求穿正規裝，但並沒有要求穿
正規的晚禮服。只是不准穿短褲、牛仔褲和拖
鞋等。這兩個晚上，我都用心著裝了一下。

此次，玩得最開心，感覺最HIGH的是乘
直升機去看冰川，那感覺太酷了！那天，天氣
預報說有雨，老公還擔心會下雨。我說“不
會，有我來，天就不會下雨了。” 哈，真讓
俺說對了，那天，天空晴朗。我們全家五人正
好一個直升飛機。我稱那是俺家的“專包機”
呀！哈，咱也坐過“專包機”了！這專包機讓
你體會到“自駕”升空遨游冰川的壯美！讓你
感到與飛機共起伏的神奇與刺激！沒上直升機
前，心裡還真有點害怕和擔心。可一飛起來，
景觀的美麗，感覺的美妙，把那點害怕和擔心
都趕跑了。那感覺是我一下變成了巨大的蜻
蜓，不，是天使，我好像有了一雙天使的翅
膀，可以在高空上自由飛翔！飛機在冰川著
陸。冰川白裡透藍，那真叫冰清玉潔呀！像電
影童話裡的畫面，不，比電影童話還酷。在冰
川間，有一條細長的冰川融水，那水也是藍色
的。 我們從直升機下來，大家爭著喝幾口萬
年 冰 川 融 水 。 我 一 嘗 ， 脫 口 而 出 “ 哇 ，
SWEET（甜的）！” 好清爽的甜水！導游也
說那水是甜的！我又喝了幾口那既清撤又甘甜
冰川融水！我管那藍色的冰川融水叫“聖
水”！還是千載難逢的“聖水”！

回來了，我們想想還興奮！心中暗喜，幸
虧坐直升機了，才使此次假日別有趣味！要是
不坐，那該多遺憾呀。這感覺真的比想像的
好，比預期的好！太值了。

另外，郵輪上的藝術家給我留下了很深的
印像。郵輪上，每晚都歌舞升平。那些能歌善
舞的人和郵輪上其他服務人員一樣多是合同
工。他們大多都有文憑，是學藝術的，也有是
學別的，自已愛歌唱藝術來郵輪施展才華，或
說以藝謀生。他們和客人互動，給人們留下了
美好的回憶。回來後，他們的歌聲和美麗還會
常浮現在我的腦海。比如，每晚在賭場邊放兩
架鋼琴的地方，有一對男女搭檔，每晚7到11
點邊彈邊唱。來聽的人很多，聽眾可以點歌。
尤其那位女士很漂亮，很可愛。她的琴聲、歌
聲和身體語言都給人留下了美好。

順便說一小花絮，這次在郵輪上，我還做
了一次“雷鋒”。一天晚上，我在走廊逛。路
過廁所門口，看見一個推輪椅的老先生連人帶
椅倒在門口地上爬不起來了。我一看，馬上過
去用力拉他。可那個人很重，我拉得很吃力也
沒拉起來。這時過來一女子，見後，問我需要
幫助嗎？我說他需要幫助。她馬上去叫來兩個
服務員。我們四人一起把輪椅和老人家扶起，
小心地把老人扶坐在輪椅上。老人家對我說好
幾句“THANK YOU！”。服務員把他安頓
好後，還特地回來再次感謝我。 第二天，我
又看見那個摔倒的坐輪椅老人了。我遠遠地望
著他，他可能已經認不出來我了，但我看他挺
好的，心裡感到很欣慰，臉上露出了微笑！

這次是我第三次坐郵輪，前兩次是坐的是
Princess Cruises（公主郵輪）。和前兩次比，
我們這次玩得最開心！許多照片和錄相紀念了
這次旅行。而最美好的回憶已深深地刻在了我
們的記憶裡。這無疑既是一次溫馨的家庭聚
會，又是一次很好的休閑假期。

阿拉斯加郵輪七日游阿拉斯加郵輪七日游 冰花冰花冰花

荷美郵輪內荷美郵輪內阿拉斯加冰川阿拉斯加冰川冰花荷美郵輪自助餐廳冰花荷美郵輪自助餐廳 坐直升幾看窗外坐直升幾看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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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s First Visit To The City As National Leader Will Include Overseeing Carrie Lam’s
Swearing-In As Chief Executive, But Will Not Involve Visit With Ordinary Resident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Visit           
Hong Kong For Handover Anniversary

China Anxious Over Deepening India-U.S. Ties

All of Asia Set To Watch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s First Meeting With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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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his wife 
Peng Liyuan arrive for a four-day state visit 
in the U.K. on October 19, 2015. Xi Jinping 
is expected to land at Hong Kong airport on 
Thursday. (Photo: AP)
Hong Kong is making final preparations and 
unprecedented security arrangements for President Xi 
Jinping’s visit, which has been confirmed for Thursday 
to Saturday, to mark the20th anniversary of the city’s 
handover from British to Chinese rule and swear in a 
new administration.
The president would also “inspect” the city,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announced on Sunday, confirming 
aPost report on Friday that Xi would visit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becoming China’s leader in 2013.
Xi’s packed itinerary includes overseeing the 
swearing-in of the new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and her cabinet on July 1. Before 
flying out later that day, he is expected to make visits 
to one of the city’s two biggest and most controversy-
plagued infrastructure project sites – either the Hong 
Kong-Zhuhai-Macau bridge or the high-speed rail link 
to Guangzhou.
Sources said Xi’s tight schedule would leave him no 
time to visit a local family or neighbourhood, as his 
predecessors had in the past.
But his wife, Peng Liyuan, will pick up the charm 
offensive by meeting residents of an elderly home on 
Friday.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itinerary the president and his 
wife will land a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Thursday.
Xi is scheduled to attend a banquet that evening with 
Chief Executive Leung Chun-ying at Government 
House.
On Friday, he will inspect the local garrison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commander of China’s 

armed forces, before attending functions at the 
convention centre in Wan Chai.
Both incoming and exiting chief executives expressed 
their “deepest gratitude” to Xi on Sunday for the 
coming visit. Leung said it showed the importance 
Beijing attached to Hong Kong, while his incoming 
successor noted Beijing’s support for the city since the 
handover.
Lawmaker Starry Lee Wai-king, who heads the 
city’s biggest pro-establishment party, echoed their 

sentiments, urging different political groups to grasp 
the opportunity and meet the president.
Hong Kong independence ‘never going to happen’: 
former governors tell city’s youth to focus on 
democracy
Ahead of the Xinhua announcement, security minister 
Lai Tung-kwok said the government would remain 
vigilant against the threat of terror attacks, and that 
the city’s police force had enough staff to handle any 
emergencies during the president’s visit. He said the 
authorities we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lone 
wolf” terrorists who have been responsible for attacks 
overseas.
“Law and order in Hong Kong is well maintained, but 
that does not mean we do not need to take corresponding 
actions to get prepared,” Lai said, adding that police 
had been closely monitoring terrorist incidents around 
the world.
Activists are also gearing up to mark Xi’s visit with 
protests. Democrat Au Nok-hin, convenor of the Civil 
Human Rights Front, said the group was planning 
another march on top of the annual July 1 rally to 
ensure the president heard their voices.
Xi last visited Hong Kong in 2008 as vice-president, 
but he has a long history of contact with the city well 
before that.  (Courtesy www.scmp.com/news/hong-
kong/politics/article)

Related

Hong Kong Activists Hold China 
Protest Before Xi Trip

Protesters drape black flag over a symbolic 
statue days before visit by Xi Jinping marking 
20 years  since the handover. The statue 
symbolises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a by 
Britain. (Photo/Reuters)
Hong Kong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have draped a 
black flag over a statue symbolising the city's return to 
China by Britain, just days before a visit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mark 20 years since the handover.
Joshua Wong, a prominent student campaigner, and 
a dozen demonstrators attached the black cloth to 
the giant golden bauhinia flower on Hong Kong's 
harbourfront in an early morning protest on Monday 
as security tried to stop them climbing on the famous 
tourist attraction.
"The black-cloaked statue symbolises the hard-line 
rule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the protesters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sculpture of the bauhinia, which became the 
emblem of Hong Kong after the handover, was a 
present to the city from China in 1997 and stands 
outside the convention centre where Xi will attend 
anniversary events during a three-day visit starting on 
Thursday.
Police were called to take the flag down while the 
protesters chanted "democratic self-determination for 
Hong Kong's future" an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as been a lie for 20 years", referring to Hong Kong's 
semi-autonomous status.
A guard shouted at them: "You are insulting our 
country! You are Chinese!"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deal made when 
Britain handed Hong Kong back to China in 1997 
allows the city rights denied on the mainland, 

including freedom 
of speech.
But there are 
increasing 
concerns China 
is trampling the 
agreement by 
interfering in a 
range of areas, 
from politics to 
education and 
media.
Campaigners like 

Wong are calling for democratic reforms, promised in 
the handover deal, to change a system where the city 
leader is still chosen by a pro-China committee and the 
legislature is weighted towards Beijing.
Wong led mass Umbrella Movement rallies calling for 
fully free leadership elections in 2014, but they failed 
to win concessions.
Since then calls for self-determination or even full 
independence from China have emerged for the first 
time.
Wong's party Demosisto wants a public referendum 
on Hong Kong's future in 2047, the year the handover 
agreement guaranteeing the city's way of life and 
liberties expires.

"The protest 
action aims 
to express 
our anger and 
disappointment 
against the 
administration 
for the major 
political 
blunders 
since 1997," 

Demosisto said in a statement.
It accused China of failing to honour promises made 
in the handover agreement, "depriving Hong Kong 
people of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free elections 
and democracy".
Xi's visit will be his first since becoming president in 
2013 and will culminate with the inauguration of Hong 
Kong's new leader, Carrie Lam, on Saturday.
Protesters say they are preparing to gather during the 
handover celebrations and Xi's visit will be shrouded 
in a huge security operation.
(Courtesy www.aljazeera.com/news/2017/06)

Modi is expected to seek assurances 
from Trump on the Defense Technology                                          
and Trade Initiative. Modi is also likely 
to lobby Trump on visas for technology 
workers.
WASHINGTON, U.S. - As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 who once touted his special friendship 
with former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 now sets 
out to meet Donald Trump, all of Asia has its eyes and 
ears hooked on this meeting.
With a lot on the agenda that will define the new nature 
of Indo-U.S. ties, Modi and Trump exchanged warm 
tweets ahead of their meeting scheduled on Monday, 
even as the growing anxiety in China was revealed 
in the form of warnings to both India and the U.S. to 
stay away from contentious issues inclu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While the White House visit allows leaders to build 
personal rapport - it is less certain to produce significant 
progress on issues such as immigration.
On Saturday, Trump tweeted from his presidential 
Twitter account,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India's 
PM Modi to @WhiteHouse on Monday. Important 
strategic issues to discuss with a true friend!"
The Indian leader responded after he landed in 
Washington, thanked Trump on Twitter for "the warm 
personal welcome.”
Modi said, “Greatly look forward to my meeting and 
discussions with you."
During the White House visit, Indian Prime Minister 
Modi is expected to seek assurances from Trump on the 
defense technology and trade initiative that facilitates 
U.S. arms technology transfers to India.

He is also likely to lobby Trump on visas for technology 
workers in a bid to addres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on issues including the H-1B 
visas that is used by many Indian IT companies.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which India supports and 
Trump has withdrawn the U.S. from is also likely to 
come up.
Earlier this month,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Sean 
Spicer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rump was looking 
forward to advancing common priorities on fighting 
terrorism,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expand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Recently, Eurasia Group analysts Shailesh Kumar and 
Sasha Riser-Kositsky warned in a note, “There is a 
palpable fear in New Delhi that the new U.S. president's 
lack of focus on India, and limited appointment of 
South Asia focused advisers, has resulted in India 
falling off the radar in Washington.”
Analysts said that the two leaders are also likely to 
discuss Pakistan and regional terrorism as Trump's 
administration is formulating a new South Asia policy 
and the U.S. President could take a tougher stance 
on giving military aid to Pakistan as he eyes broader 
budget cuts.
Eurasia analysts wrote, "However, contrary to India's 
long-held desire, the U.S. will not label Pakistan a state 
sponsor of terror.”
Indian defense ministry sources have said that the 
Indian leader will attempt to advance discussions on 
buying 100 armed Predator drones made by California-
based General Atomics, and getting U.S. help with 
India's plans for a nuclear-powered aircraft carrier. 
Separately, a General Atomics official confirmed that 
a sale of unarmed patrol drones has been approved 

ahead of Modi's arrival.
Officials from both the countries also believe that the 
two leaders may pledge deeper defense cooperation, 
while also discussing a harder line on Pakistan, 
terrorism in South Asia, and China's role in the region.
On Saturday, reports quoted a White House official 
as saying that the U.S. seeks to treat India as a major 
defense partner, like other close allies.
The official said that Trump and Modi have spoken 
twice on the phone, insisting that the new president 
has not ignored India. He added that Monday's meeting 
will help deepen Trump's strateg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ntry.
Meanwhile, Dhruva Jaishankar, a foreign policy 
fellow at Brookings India said, “I would expect a brief, 
friendly meeting that sets the right tone, but without a 
lot of detail or substance.”
Other experts meanwhile believe that despite a $66 
billion trading relationship - that is India's second-
largest - Trump's "America First" rhetoric may make 
it difficult for him to find common ground with a 
prime minister prioritising a parallel "Make in India" 
campaign.

Both leaders are trying to boost domestic manufacturing 
in order to create jobs.
Ian Hall, acting director of the Griffith Asia Institute in 
Australia explained, "You've got a clash of economic 
nationalisms going on. It's very hard to see Modi and 
Trump having much in common, other than having the 
desire to appear strong to domestic audiences."
Reports in the U.S. meanwhile stated that the country’s 
lawmakers from both parties were urging Trump to 
push India to drop restrictions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A letter to Trump signed by 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Chairman Kevin Brady, the ranking 

Democrat on the committee Richard Neal,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Chairman Orrin Hatch, and 
the panel's top Democrat Ron Wyden read, “Only 
through concrete actions that remove actual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can the U.S.-India economic 
relationship flourish.”
Trump's other priorities, from Syria, China and Russia 
to domestic issues including immigration, health care 
and investigations into his administration, have fueled 
the impression among India-watchers that New Delhi 
is not on Trump's radar.
In what came as the first sign of nervousness from China 
about how the dynamics of India-U.S. relationship will 
change under Trump - China asked India and the U.S. 
to stay away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Beijing said that it was closely watching the 
developments around the first Modi-Trump meeting 
and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Geng 
Shuang warned India and the U.S. not to disturb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huang said, "With concerted efforts of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the situation there is cooling down. 
We hope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non-regional 
countries can respect the efforts by the regional 
countries to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can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this 
Regard."
Meanwhile, last week, Washington unofficially 
signalled that top Trump economic aide Kenneth 
Juster would replace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India 
Richard Verma, who stepped down before Trump's 
inauguration.
Modi is also expected to meet with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Defense Secretary James Mattis and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as well as Commerce Secretary 
Wilbur Ross and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Hong Kong Lawmaker Starry Lee Wai-king.

The “Umbrella Revoution” In 
Hong Kong - On September 
26t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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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
會三十週年年會暨獎學金之夜活動，於上周六晚間六時半起
，在Marriott Westchase Houston 大旅館舉行，席開四十五桌，
還有工作人員及表演者三百多人，他們大多不在餐會現場，
為了 「大專校聯會」三十週年年會這歷史性的一刻，逾七百
人投入工作，無論幕前幕後，為了鼓勵莘莘學子們百尺竿頭
，在1987 年成立的大專校聯會（JCCAA ), 從1991 年頒發第一
屆獎學金，至今已27 個年頭了，從最初的五個名額，到今年
（2017 年 ） 獎學金的總額已達到六萬一千五百元，獎學金得
主共卅一名，而且獎學金種類趨於多元化，包括了學業成績
、領導才能、課外活動、社區服務、音樂、華裔參政以及助
學金等等。獎學金委員會召集人鄭大展在頒獎前作詳細介紹
。他並表示： 獎學金頒發的對象包括高中應屆畢業生、大學
及研究所學生。獎助學金得主也不限於亞裔子弟，使JCCAA
能真正達到回饋社會的目標。

大會上並逐一介紹獎學金贊助人，包括： 「鑽石贊助」
Crown Mark Inc. 蕭素薰女士、RLC 基金助學金、張東朝先生
及夫人紀念獎學金、 「林瑞發先生贊助獎學金」 林宗生，劉
旭強； 「劉楊秀鶴女士紀念獎學金」 林宗生，劉旭強； 「
朱鎔堅先生夫人及朱喜賢先生紀念獎學金」 朱比南； 「馬驥
驃博士紀念獎學金 」 胡小蓮； 「范增瑩女士紀念獎學金」
蔡亞麟； 「凌坤女士紀念獎學金」 陳碧雲； 謝文治教授及
夫人音樂紀念獎學金」林子模，謝家鳳； 「石山地產音樂獎
學金」 莊麗香； 「夏元治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 夏慧芸
、樓一中、夏尚權； 「樓迪善將軍及夫人紀念獎學金」樓一
中、夏慧芸； 「王財興先生及夫人王袁杏月女士紀念獎學金
」 王慧娟； 「張玉瑩女士紀念獎學金」 黃登陸。 「黃金贊
助」 為 「S.Ku Foundation 」K Chen, 朱鵬飛。 「銀質贊助」
： 台北經文處/ 僑委會、朱唯幹、朱琨，范增璞、林宏正、

鄭大展、齊士林、宋狄，許國麗、楊渝慶，P & D Travel , 以
及贊助人林婉珍，林國強等人。

當天獎學金得主也逐一上台領獎。包括： 「學業成績獎
」馬杰茜、洪文尼、徐能能、李孝芸。 「領導才能獎 」彭惠
玲， 「課外活動獎」 萬詩嘉，蕭可昀， 「張玉瑩女士紀念獎
學金」（ 社區服務獎）： 哈媫琳。 「樓迪善將軍及夫人紀念
獎學金」（ 學業成績獎）： 繞凱文， 「夏元治先生及夫人紀
念獎學金」（ 領導才能獎）： 楊元劭，（ 學業成績獎） 劉
雲鵬。 「范增瑩女士紀念獎學金」 姚亞立； 「張東朝先生
及夫人紀念獎學金」 宋翊維、王敏菲、范安琪； 「林瑞發先
生紀念獎學金」 何品萱； 「凌坤女士紀念獎學金」 Juana
Gamarras Zambrano, Ludguin Ruiz Garcia; 「朱鎔堅先生孫蘊玉
女士及朱喜賢先生紀念獎學金」 家田怜； 「馬驥驃博士紀念
獎學金」 李景強； 「王財興先生王袁杏月女士紀念獎學金
」 蘇淑凌； 「RLC 紀念基金 」 家田怜、談建亨、何品萱；
「劉楊秀鶴女士紀念獎學金」 Anthony Gomez; 「謝文治教

授及夫人音樂紀念獎學金」 郭苿泥、張峻嘉; 「石山地產音
樂獎學金」 張典、譚佳韻； 「華裔青年從政獎學金」 姚漫
林。

當天並舉行新舊會長交接儀式，由會長葉宏志將會長重
任交給新任會長謝家鳳，而由 「大專校聯會 」理事長黃初平
監交。謝家鳳會長隨即舉行就職儀式並致詞及介紹她的
2017 - 2018 年幹部。

當晚後半場有長達一個半小時的晚會節目，由大專校聯
會合唱團表演歌曲，並結合了精彩的 「我們的三十年 Our
Dream 」 服裝走秀節目，分為： 夢想、成長、茁壯、傳承、
綻放、輝煌六個段落。尤其最後一段 「輝煌」 連僑教中心主
任莊雅淑，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及夫人也參與了 「走
秀」節目，為全場帶來高潮。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上周六舉行
三十週年年會暨獎學金之夜三十週年年會暨獎學金之夜

當電話另一端接獲受獎消息的學
生發出雀躍的歡呼聲時，駐休士頓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在電話這頭
，又再次深刻感受到教育部獎學金為
經濟條件不佳的優秀學生所帶來的無
限希望。今(2017)年全球將有超過850
名教育部受獎生赴台攻讀學位及就讀
華語訓練課程，來自全世界各地的菁
英將齊聚台灣，展開他們的海外留學
之旅。

對許多未曾踏足台灣的學生而言
，這將是一場全新的語言、文化及生
活經驗，為了讓他們對在台生活與學
習相關規定有更充足的了解，駐休士

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特於
本(2017)年 6 月 23 日為台灣
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受獎
生舉辦赴台行前說明會，並
且由黄敏境處長親自主持會
議。

會議中，黃處長透過輕鬆幽默的
談話內容，讓受獎生從中了解台灣在
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優
異實力，幫助學生對台灣有更全面性
及完整的認識。教育組則於會中說明
獎學金相關規定、學生在台生活須知
及提供實用網站資訊供學生查詢。簽
證組講解申辦簽證相關事項與台美駕
照替換規定，同時於會後協助受獎生
辦理簽證申請事宜。

受獎生說明會除讓學生了解各類
規定外，日前甫獲教育部頒授專業教
育獎章的Greg Meyers先生也受邀到會
中分享他的台灣經驗。Meyers 先生除

曾到台訪問過之外，幼年時期也曾隨
駐紮於亞洲地區的空軍父親多次到訪
台灣，因此他對台灣抱持著一份特殊
的情感。除了與學生分享他的台灣所
見所聞外，他也鼓勵學生利用這個留
學機會，體驗台灣生活，同時了解世
界局勢、美國與亞洲地區間國際關係
，進而融合所學，為美國及台灣創造
更多促進社會進步的機會，進而造福
我們社會中需要幫助的人。

說明會的尾聲，教育組周慧宜組
長除恭喜獲獎學生，鼓勵他們努力向
學，發揮獎學金最大效益外，她也提
到德州什麼都很大，而什麼都小小的
台灣，卻有其獨到之處，因此她建議
學生利用課餘閒暇到處走走看看，體
驗台灣的山海之美，探訪各地區不同
風俗民情，他們會發現台灣雖然地理
上很小，卻是個可以讓夢想無限遨遊
的地方。

台華獎生夢想起飛台華獎生夢想起飛 遨遊台灣遨遊台灣

圖為大專校聯會年會上新舊任會長交接圖為大專校聯會年會上新舊任會長交接。。由會長葉宏志由會長葉宏志（（ 右右 ））將將
會長重任交給新任會長謝家鳳會長重任交給新任會長謝家鳳（（ 左左 ）） 而由理事長黃初平而由理事長黃初平（（ 中中 ））
監交監交。（。（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今年的獎學金得主與大專校聯會獎學金贊助人合影圖為今年的獎學金得主與大專校聯會獎學金贊助人合影。（。（ 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

鳳城海鮮酒家再度被鳳城海鮮酒家再度被Houston PressHouston Press評為評為
20152015 && 20162016 最佳中餐館獎最佳中餐館獎

（本報記者秦鴻鈞）服務休斯頓28 年， 「鳳城海鮮酒家」的東主馮海先生，以不斷推陳出新
，創意鑽研的精神，使他的著名港式粵菜，獨步休市，不僅在海內外的華人間享有盛名，在美國
的主流社區，也成為他們認識中國美食，品嚐中國點心的殿堂。每至週末時間，鳳城門口的停車
位，總是一位難求。即便在門口大排長龍，這些食客們也開心雀躍，因為在裡面等著他的正是他
們夢迴多時的鳳城美食。

「鳳城」的菜好，不僅僅受華人青睞，能獲得老美及外國人的認同，那才是真本事。 「鳳城
」 東主馮海先生曾連續七年榮獲十三臺 「藍帶獎」殊榮及連續在世界大賽中奪魁：曾於2005 年榮
獲中國武漢 「紅口袋」中外中餐烹飪技術比賽特金獎外，並為法國廚皇會金牌會員，法國美食家
協會金牌會員，近年來， 「鳳城」更榮獲Houston Press 選出2015，2016 年最佳中餐館獎，創華
人中餐館最高的得獎紀錄。此外， 「鳳城」無論點心或菜色，皆在全美中餐館百家排行榜之列。

「鳳城」的成功，在於他有一位求 「完美」心切，充滿創意的馮老闆。馮老闆不僅對食材極
其講究，食材與食材間的相生相剋亦瞭如指掌，因此，他能獨創出許多 「獨家創意菜」，至今要
吃到這些菜，非到 「鳳城」不可，如日式響螺雞，木瓜牛仔骨煲，特色牛仔粒，秘製鹹豬手，鳳
城精巧骨------這些獨家菜式，都來自馮老闆對食材的創意和領會，再加上人的味覺，口感，
甚至連咀嚼的快感，都在其計算範圍內，如著名的 「日式響螺雞」，是響螺片配上貴妃雞，不僅
外觀漂亮，吃到嘴裏，簡直是人間絕配，口感非常相襯，令人齒頰留香。而獨家特色菜 「澳門燒
腩仔」，端上來像一盤烤乳豬，但口感與一般的烤豬不同，原來馮老闆用的是豬的肚皮那一塊肉
，外皮脆脆的，底下的肉卻嫩的不得了，入口即化，加上調味得當，每個吃過的人都忍不住驚叫

： 「怎麼這麼好吃？」還有 「鳳城
精巧骨」，馮老闆用的是豬身上僅
有的一塊脆骨，每一塊骨頭都可嚼
的粉碎，滋味無窮，根本不用吃鈣
片補鈣，這就是最天然的 「鈣」！
「鳳城」最獨特的菜莫過於 「秘製

鹹豬手」，這道菜堪稱 「色香味」
三絕，不僅賣相漂亮，吃到嘴裡，
才知道這是 「獨家珍品」，是別家
吃不到的好口味，這也是 「鳳城」
被點率最高的名菜之一。

「鳳城」新近推出的乾宮保龍
蝦，是龍蝦除了薑蔥龍蝦，椒鹽龍
蝦外另一種新作法，在椒香四溢中
，口口滋味十足，令人十分難忘。
「鳳城」 的獨家特色菜還有特色牛

仔粒，燒汁法國鵝肝什菌，紅蔥頭走地雞，蜜汁燒豬頸肉，鳳城秘製骨，中山魚頭煲，燒汁什菌
鵝腸，木瓜牛仔骨煲，以及乾燒原子帶子皇等名菜，不論食材和調味，製法，都是馮老闆精心研
製的獨家絕活，在別家吃不到的特色菜。

「鳳城」的點心，在休市一向叫座，以品種多，質地精緻，製作用心著稱。近年來 「鳳城」
的點心生意，更加火紅，尤其周末，更是一位難求，只好將車交給 「代客泊車」服務。 「鳳城 」
的點心，道道富創意，既精緻又好吃，使點心走出蝦餃，燒賣，鳳爪的老套，看到了美食和健康
。如美味健康的 「酥皮杏仁茶」， 「特色雪山飽」， 「百花炸倆腸粉」， 「菠蘿流沙包」， 「灌
湯小籠包」， 「生煎翡翠煎飽」， 「金菇玉子豆腐」， 「百花玉子豆腐」， 「瑤柱芋頭糕」，
「杞子桂花糕」以及香酥火鴨卷，水晶翡翠餃，雪山杏仁撻------ 都是 「鳳城」 最燴炙人口的

精彩名點。
「鳳城」有豪華禮堂，最大的可擺酒六十桌，還有多間VIP 房可供預定年節酒席。 「鳳城海

鮮酒家」的地址：7320 S. W. FWY #115, Houston , TX 77074, 訂座電話：（ 713 ）779- 2288

（本報訊）休斯敦旅遊權威 - 全旅假期特別推出：
美東 美西 黃石 (原價再 減 30% , 再買2送2 or 買2送1 )美東系列行程、美西系列行程、黃石

公園系列行程。9/12,9/19,9/26,10/3,10/10 (僅5團)
**波士頓 海陸空賞楓6天團 特惠價 $565/人
2017戀戀楓情 **波士頓 賞楓6日** 請點擊。11/6-11/18, 日本,韓國 13天 秋季賞楓團 $1699(

含機票)
日本韓國賞楓13天團 詳細行程，6-8月 墨西哥坎昆 4-6天 特惠價 $399起。
暑期墨西哥坎昆遊 詳細行程，9/3-9/14 新疆古絲路12天 $2799(含機票)。
新疆古絲綢之路12天 詳細行程，12/8 以色列 約旦 聖地9天遊 $1898。
以色列 約旦9天 詳細行程，7/1, 7/4 國慶日 聖馬克斯奧特萊斯。
（San Marcos Outlets）血拼一日遊$38/人，聖馬克斯奧特萊斯 血拼一日遊。
德州 : 休士頓, 奧斯丁, 達拉斯, 聖安東尼奧, 紐奧良1-7天，(原價再減 15% , 買2送1 )
美南德州團系列 行程，【休斯敦回上海特價機票旅遊團套餐】$1/人（含國際機票,稅金,團費

）2017年7月14日後出發休斯敦出發。含：休斯敦-上海往返國際機票！ （兩人成行，同去同回
）（注：美國其它城市出發請來電諮詢！也有特價！）含：機場稅！含：江南七天順道遊及五星
級吃住玩！含：可免費停留探親！ （最多可停留180天）此價格未含：簽證, 部分景點門票（$90
），小費（$70)!注：需美國護照或綠卡者華僑成人享有此特價！速電：TEL:713-568-8889

【長榮航空團票】$399 (含稅,含機票,含旅遊)坐長榮，回台灣，遊大陸！預定2017秋季 長榮回
台灣, 順道遊江南.可最多停留90天,只需$399/人(含稅，含團費，含機票） . 座位有限, 欲購從速。

399包含:
*休斯頓 -上海 - 台北 - 休斯頓機票 (含稅金，可停留台北，90天往返）
*江南7日暢遊上海，蘇州，無錫，南京，杭州
*全程5星級豪華酒店
*豪華旅遊大巴士，全天接送機服務
*全程國語全陪及地陪
*每日三餐及當地美食
水鄉風味美食——傣家村歌舞宴+上海本幫風味西湖魚頭宴+錢塘江小吃+無錫乾隆宴+太湖風

味南京全鴨宴+淮揚風味姑蘇風味+吳門家宴
***此價格未含，小費（$70）及部分景點門票（$90), 中國大陸簽證 ($170)***
江南團詳細行程
休斯頓出發往返機票 $650/人 (純機票/經北京, 兩人同行, 同去同回)
休斯頓 - 上海 / 廣州 / 成都 / 昆明 / 桂林
代辦10年中國簽證 -- $170.00 請點擊 獲取更詳細訊息
休斯頓 全旅假期
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大樓)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 chinatourus

休斯敦旅遊權威 - 全旅假期特別推出2017 下半年大特價

圖為圖為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東主馮海先生東主馮海先生（（右右），），與與 「「美南報美南報
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左左），），與來自紐約的齊飛與來自紐約的齊飛
龍大師龍大師（（中中））合影於合影於 「「鳳城超級盛宴鳳城超級盛宴」」上上。。 （（記者秦鴻鈞記者秦鴻鈞
攝攝））

圖為圖為 「「鳳城鳳城」」獨家新推出的獨家新推出的 「「乾宮保龍蝦乾宮保龍蝦」」。。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鳳城鳳城」」最受中外人士歡迎的最受中外人士歡迎的 「「北京鴨北京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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