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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前國王火葬將舉行泰國前國王火葬將舉行 精美靈柩車亮相精美靈柩車亮相

泰國曼谷泰國曼谷，，壹輛造型精美的壹輛造型精美的““戰車戰車””亮相亮相，，該車將用於泰國已故國該車將用於泰國已故國
王普密蓬火化儀式時的靈柩運送王普密蓬火化儀式時的靈柩運送。。火化儀式定於火化儀式定於1010月月2626日舉行日舉行，，包括包括
精心準備的宮廷儀式以及佛教儀式精心準備的宮廷儀式以及佛教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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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文縣發現千年摩崖石窟甘肅文縣發現千年摩崖石窟
初步認定北魏時期開鑿初步認定北魏時期開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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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女婿又成焦點 被爆選民登記為女性

（中央社）美國加州州長布朗（Jerry Brown）今
天簽署法案，把加州總統初選日期從6月挪前到3月
。這將能讓人口眾多又是經濟重鎮的加州，在美國選
舉新總統時，提前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法新社報導，加州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支持這
項法案。

根據這項法案，現在加州初選將挪前到3月第一
個星期一舉行。

這或許將有利於有意角逐 2020年總統大選加州
初選的洛杉磯市長賈西迪（Eric Garcetti）、聯邦參議
員哈里斯（Kamala Harris）等人。

（綜合報導）美國今天提議將明年入境難民上限限縮至4萬
5000人，為數十年來新低。官員表示有必要確保國家安全，不過
民主黨和人權團體痛批此舉讓美國道德權威掃地。

法新社報導，這項決定將讓難民維權人士與聯合國大失所望
。聯合國相關機構正奮力安置因多場大規模戰事流離失所的數百
萬民眾。

美國於2016財政年度期間接收全球8萬4995名難民，今年
則將按計畫接收約5萬人。

美國仍是全球難民最大目的地，但抵美人數比1980 年高峰
20多萬人減少了許多。

總統川普從不掩飾他對難民安置計畫的不滿，不僅下令暫緩

接收新難民，還要求更嚴格的背景調查
。

官員表示，他們準備下個月完成審
查移民的安檢程序檢討工作，但明年抵美難民人數將會減少。

一名美國高階官員說： 「美國人民的安全是我們首要考量。
」

「我們必須確保將安置機會留給符合這類保護的難民，留給
對我國不構成維安風險的難民。」

路透社報導，美國提議限縮難民人數，代表前總統歐巴馬去
年設下的難民上限將減少超過一半，比難民維權人士今年建議的
7萬5000人上限低了許多，也比川普1 月上任後不久發布行政命

令中所設的5萬人限制還低。
民主黨聯邦眾議員柯尼爾斯（John Conyers）與洛福格林

（Zoe Lofgren）表示，政府這項決定讓 「我們道德權威掃地，也
捨棄了造就美國偉大的價值觀」。

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眾院司法委員會移民小組委員會主席拉
布拉多爾（Raul Labrador）則發表聲明說，下修人數上限讓難民
入境申請 「更易於管理」。

今天的報告指出，截至 2016 年底，全球難民人數估計達
2250萬人，一年便增加了110萬人。

加州州長簽法案 2020總統初選提前到3月

（綜合報導）聯大總辯論落幕，美
國學者今天稱許總統蔡英文對入聯議題
的務實作法，同時也質疑聯合國總部拒
絕持台灣護照者進入參觀。

駐紐約辦事處與費城外交政策研究
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舉
辦 「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研討會。邀請
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主任戴傑（Jacques
deLisle）、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
）亞洲資深顧問葛來儀（Bonnie Glaser）
及紐約綺色佳學院（Ithaca College）文理
學院院長王維正與談。

戴傑明白指出，台灣無法有效參與
國際社會完全與中國有關，中國擋在台
灣參與國際組織，包括非政府組織、政
府間組織的門前。

戴傑贊同葛來儀所說，台灣以觀察
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是
非常成功的案例，可惜因兩岸關係無法
繼續維持。

對於剛結束的聯大會議，葛來儀稱
許蔡總統十分務實的作法，相信川普主
導的美國行政部門，或其他國家政府也
都不樂見台灣追求聯合國會員身分。

美國國務院一貫的立場是，支持台
灣在不需要以主權國家為參與資格的國
際組織中成為會員；對需以主權國家才
能獲得會員資格的國際組織中，美國則
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與。

葛來儀建議台灣 「參與」不以主權
國家為要件的組織，至於聯合國及其相
關專門機構，則以 「有意義或實質參與
」為主。

葛來儀舉例民調數字，大部分台灣

民眾認為，中方阻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或拓展國際空間，蔡總統也嚴肅看待兩
岸關係 「維持現狀」的承諾，不必要為
了參加聯合國引發爭端。

但她質疑，台灣民眾為何不能持護
照參觀聯合國總部，或到聯合國出席非
政府組織的會議。

葛來儀強調，以衝撞政策參與聯合
國不但沒有助益，也不符合台灣自身利
益。

王維正認為，蔡總統是務實派，不
會建議台灣尋求加入聯合國成為會員，
宜繼續尋求實質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與
機制。事實上許多非邦交國對台灣處境
相當同情，也都認為應可找到更有效的
方法讓台灣參與。

王維正指出，香港、澳門、波多黎
各都不是國家主體，卻可以參與許多國
際性組織，反倒台灣是主權國家卻不能
，相當不公平。

他 也 提 及 ， 包 括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HO）、國際民航組織（ICAO）、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等國際
組織中，許多幕僚官員都是中國籍，無
形中增加台灣參與的難度。

談到美國總統川普的對外政策，戴
傑與王維正都認為，川普的商人交易個
性及政策充滿不確定性，美台或台灣議
題皆不宜站在最前線，免遭池魚之殃。

戴傑表示，台灣亟欲加入跨太平洋
夥伴協定（TPP）第2輪談判，只可惜美
國退出，還好當初美台未簽署自由貿易
協定，否則可能要重新來過。

（綜合報導）美國媒體
報導，總統川普的女婿兼幕
僚庫許納（Jared Kushner）
8年來登記的選民性別一直
是女性。

法新社引述美媒報導，
紐約的選民資料顯示，庫許
納登記為 「女性」。 「連線
」（Wired）雜誌刊登庫許
納選民登記表格的截圖，但
這不是這位年輕政治人物第
一次違反行政系統規定。

哥 倫 比 亞 廣 播 公 司
（CBS）報導，娶了川普女
兒伊凡卡（Ivanka Trump）
的庫許納，也曾填錯白宮安

全權限表格，必須一再重填
。

根據 「國會山莊報」
（The Hill）網站，2009 年
之前，庫許納的新澤西州選
民登記性別欄顯示 「不明」
。

「華盛頓郵報」報導，
川普核心圈成員先前被抓包
於去年大選中，不只在一州
登記投票，出身房地產豪門
的庫許納是其中之一，還有
前 白 宮 新 聞 秘 書 史 派 瑟
（Sean Spicer）和前白宮首
席策士巴農（Steve Bannon
）等人。

川普曾表示，選民在多
州登記投票，為去年大選疑
似廣泛的選民舞弊跡象之一
。川普宣稱希拉蕊‧柯林頓
（Hillary Clinton） 獲 得 的
非法選票有數百萬張，但從
來沒有提供證據。

與俄羅斯介入美國大選
案調查有關的庫許納，近來
也被控利用私人電郵帳號執
行公務。

英國廣播公司（BBC）
網站也報導，此舉引人側目
，因為川普去年競選期間，
時常攻擊希拉蕊於國務卿任
內利用私人電郵辦公。

美學者稱許蔡總統對入聯議題作法務實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28 日
無異議表決通過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
）決議案，這項決議案將再送眾院全院表決。根據決
議案，美國國務卿應在世衛大會前提出協助台灣取得
世衛觀察員身分的策略報告。

決議案提及，台灣從1997年開始爭取參與世衛組
織（WHO），2009年終於在美國全力支持台灣應該
適當並有意義地參與國際組織情況下，得以觀察員身

分出席世衛大會。不過，台灣2016年收到與會邀請的
時間延遲；2017年在蔡英文政府執政後則未能與會。
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伊斯（Ed Royce）
26 日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幹事長泰德羅斯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會面時強調，台灣
是世界衛生的典範，為全球公衛提供了財政和技術援
助，排斥台灣只會傷害全球健康。

挺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美眾院外委會無異議通過

（綜合報導）美國財政部長馬鈕金、運輸部長
趙小蘭和衛生部長普萊斯近日傳出濫用政府專機，
其中以普萊斯的情形最嚴重。總統川普昨天更說對
他的這種行為感到 「不高興」，讓人不禁懷疑普萊
斯是否烏紗帽不保。為免丟官，普萊斯今天發聲明
道歉，並表示會付清所有費用。

據《Politico》，普萊斯從5月至今使用政府專機
超過24次，累積費用最少40萬美元（約1,216萬元台
幣），全都由納稅人買單。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的總
督察長已經對這些行程展開調查，外界亦呼籲普萊
斯辭職負責。

川普昨天被媒體問到數位閣員疑似濫用專機時
，除了先為馬鈕金護航外，對於普萊斯，他則表示
「覺得不太高興」，被在場記者進一步追問是否會

因此吵了普萊斯時，川普則意味深長的說 「走著瞧
」。

普萊斯今天火速發聲明，強調他全力配合總督
察長的調查，並稱他對搭乘專機花的是稅金這件事
「不夠敏感」，他會在今天開私人支票給財政部，

付清所有專機費用，絕不會花納稅人一毛錢，他也
說往後不會再使用政府專機。

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發言人亦透過聲明表示，
「部長的所有行程皆經過司法部及本部的允許，他

聽到了納稅人的擔憂並想給予回應，因此他將史無
前例的向政府付清他的行程費用。普萊斯部長將會
開一張金額5,1887.31美元（約157.7萬元台幣）的支
票給財政部，納稅人不需要替他的專機費用買單。
」

濫用專機惹川普不爽 美衛生部長道歉賠錢

（綜合報導）北韓試爆氫彈後，南韓隨即與美
國洽談，在朝鮮半島部署美國戰略資產。青瓦台國
家安保室長鄭義溶表示，美國已承諾最快今年底，
將在半島周圍擴大部署戰略資產。

南韓 「朝鮮日報」今天在頭版頭條報導，南韓
總統文在寅27日在青瓦台常春齋與朝野政黨領袖餐
敘時，作陪的鄭義溶作上述表示。所謂 「戰略資產
」指的是隱形轟炸機、航空母艦等。

文在寅並和朝野4黨代表簽署5個專案共識。
5個專案內容包括：譴責北韓的核武器和飛彈挑

釁，敦促實現無核化；徹底履行聯合國制裁，加強
韓美同盟，強化對北韓的遏制力；朝鮮半島不可爆
發戰爭，應和平解決安全問題；為緩和半島緊張局
勢，國會應發揮的超黨派作用；盡早設立 「朝野政
黨常設國政協議體」等。

美國戰略資產最快年底部署南韓

美難民收容人數砍半 遭批道德權威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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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8 周年，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於9 月 27 日（ 星
期三 ） 晚在總領館大廳舉行國慶招待會，中外嘉賓近五百人
與會，包括美國政要Bush 家族代表Nril Bush , 美國聯邦眾議員
希拉• 傑克森 • 李代表; 和Al Green 代表； 休巿市長代表，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及各國駐休斯敦總領事及美南政商學僑界
代表熱烈與會。

李強民總領事首先在大會上致詞表示：建國68年來，中華
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
起來的歷史性飛躍。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
黨中央科學把握國際國內發展大勢，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
取得一個又一個重大成就。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將於下個月召開，這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一次
十分重要的會議，將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和對外關係提出全局性
、戰略性的行動綱領。海內外中國人正團結一心，在實現“兩
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闊步前行。

李總領事表示，今年以來，中美兩國元首通過會晤、通信、電話
等方式保持密切溝通，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特朗普總統將於
年內對華進行國事訪問。一個穩定發展的中美關係不僅符合兩國的根
本利益，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一年來，中方與美南各界合作也
不斷取得重要進展，雙方應繼續增進交流與合作，努力共創更加美好
的明天。李總領事在致詞時也特別提到，這次休斯敦和德州遭遇＂哈
維＂風災期間，人們遭遇了災難，也遇到了大愛。總領館提供了毛毯
和食品，亞特蘭大和達拉斯華人也踴躍捐款，救助受災家庭，再加上

中國殘疾人藝術團和天津民樂團前來演出，支持災後重建，也讓我們
看到了休斯敦的活力和能量。看到了＂堅強休斯敦＂。

休斯敦市政議員格拉戈斯、得州眾議員吳元之、布什家族代表尼
爾·布什，以及聯邦眾議員希拉·傑克遜-李、阿爾·格林和皮特·奧爾森
的代表先後致辭，盛讚中國改革發展成就和總領館一年來的工作，並
向李強民總領事遞交了賀狀。

招待會現場氣氛友好、熱烈，賓主互動頻繁，來賓紛紛對中國國
慶表示祝賀，對中國改革發展成就和今年成功舉辦“一帶一路”國際
合作高峰論壇和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峰會表示讚賞與欽佩，並表示願
繼續從自身角度推動中美關係向前發展。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舉行建國68 周年國慶招待會 嘉賓雲集
對中國改革發展成就及＂一帶一路＂等高峰論壇表欽佩對中國改革發展成就及＂一帶一路＂等高峰論壇表欽佩

（本報訊）2017 年 8 月至 9 月，
大休斯敦地區遭遇數百年不遇的“哈
維”颶風侵襲，當地民眾受災嚴重。
在抗洪救災過程中，休斯敦中國人社
區湧現出一批先進典型個人和團體，
為救助受困民眾和開展災後重建作出
了貢獻。為表彰先進，弘揚正氣，休
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
美南報業集團、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聯合舉辦評選表彰休斯敦中國人社區
抗洪救災先進典型活動。現就有關事
項公告如下：

一、評選範圍、名額和條件：
（一）評選範圍：在大休斯敦地區直
接投入 2017 年 8 月至 9 月“哈維”颶
風抗洪救災搶險及災後重建的華僑華

人個人和團體。
（二）評選名額：在推薦、自薦基礎
上，經三家主辦單位評議，評選出抗
洪救災先進典型個人和團體總共20名
（每個團體作為一個評選名額），進
行表彰。
（三）評選條件：
在應對此次“哈維”颶風抗洪救災任
務中，奮勇當先，不畏艱險，指揮得
當，排險有功，在緊急關鍵時刻，提
供救災物資和工具，為救助受困民眾
、排除險情作出突出貢獻的個人和團
體。支持災後重建，積極組織募捐，
踴躍捐款捐物，幫助受災家庭，為中
國人社區災後重建作出貢獻的個人和
團體。

以團體名義參加評選的，原則上團
體成員不再以個人名義參加評選。
二、推薦評選程序
堅持自薦與推薦相結合，堅持公開、
公平、公正的原則進行。
（一）符合條件的個人、團體，可自
薦參加評選。
（二）大休斯敦地區各華僑華人團體
、企業、機構和個人，均可推薦符合
條件的其他個人、團體參加評選。
（三）自薦或推薦，均須填寫《評選
表彰休斯敦中國人社區抗洪救災先進
典型自薦/推薦表》（含事蹟材料約
300-500 字）。表格可在休斯敦中國
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網站下載：
http://chineseciviccenter.org/。

（四）自薦/推薦表填
畢後，請以電子郵件方
式，提交至休斯敦中國
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或美南報
業集團任何一個報名郵箱即可：
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ccc.
houston95@gmail.com
美南報業集團 scdailynewsroom@gmail.
com
4、報名截止日期 10 月 5 日（星期四
）。報名截止後，三家主辦單位將對
自薦/推薦材料進行審核，並開展必
要的核實、徵求意見工作，在此基礎
上確定入選對象。
三、表彰辦法：
評選出的先進典型個人及團體，將受

邀出席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10月中旬
舉行的表彰座談會，由總領館頒發獎
杯。
評選出的先進典型個人及團體，還將
受邀出席休斯敦國際區舉辦的“哈維
颶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由國
際區予以表彰。

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
心）

美南報業集團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2017年9月20日

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美南報業集團、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關於

評選表彰休斯敦中國人社區抗洪救災先進典型的公告

休巿各政要休巿各政要，，各國駐休斯敦總領事及美南政商學僑界代表近各國駐休斯敦總領事及美南政商學僑界代表近
五百人出席國慶招待會五百人出席國慶招待會。（。（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總領事李強民大使首先在招待會上致詞總領事李強民大使首先在招待會上致詞，，介紹介紹
中國發展現況中國發展現況。（。（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出席的政要及代表們與主人李強民大使夫婦圖為出席的政要及代表們與主人李強民大使夫婦（（左五左五，，左左
四四）） 在招待會上合影在招待會上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BB55休城社區
星期五 2017年9月29日 Friday, September 29, 2017

本週國慶活動
國慶小花博（9/30/17 11:30AM－4:30PM）

由三民主義大同盟主辦的國慶小花博活動從
九月三十日(星期六)早上十一時三十分開始到下
午四時三十分結束。活動內容豐富，包括三大部
份：1.茶具展示：茶道式範，認識茶文化並增送
好茶回家試飲。2. 有機蔬果講座：從如何開始種
植蔬果到如何製作有機肥料及如何防治病蟲害。
並免費贈送蔬菜種子及木瓜，火龍果苖大抽獎。
3. 由名書法家江震遠老師講解展示文房四寶，並
當衆書寫正楷特大毛筆字。

歡迎僑胞朋友們踴躍參加，如需進一步資料
, 請洽黃以法會長，電話:(281)923-3660.
國慶中秋募款賑災晚會（9/30/17 6:00PM）

為慶祝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及雙十國慶，同時
募款幫助哈維受災者度過難關。休士頓台大校友
會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星期六晚間在 休士
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Culture Center of TECOH)

舉辦國慶中秋募款賑災晚會。此活動不僅歡迎校
友及家人，也歡迎僑界友人們來共襄盛舉。校友
會將把晚會的盈餘全部捐給受災者。晚會中另有
藝術畫無聲拍賣，此項目的盈餘也將捐給受災者
。

晚會五點三十分入場，活動六點開始。內容
有年輕校友創新組成的樂隊及話劇，首次在台大
中秋晚會公演。除此之外，還有可口的晚餐， 水
果，月餅及豐富的娛興節目。其中包括鋼琴演奏
、古典名歌、熱舞 、華爾滋、趣味性遊戲及帶動
跳等。請大家告訴大家，踴躍報名參加。在共慶
佳節同時，也體恤受災者的 心情及重建家園的迫
切需要，伸出援手，慷慨解囊，捐款幫助哈維受
災者。詳情請參考休士頓台大校友會網站(http ://
www.ntuaahouston.org) 。購票請連絡: 謝元傑lei-
fhsieh@gmail.com ， 于 方 勻 katyyuyuyu@gmail.
com，劉美玲mkaster321@gmail.com

本週國慶活動 國慶小花博、國慶中秋募款賑災晚會

中華民國政府為提供全球僑胞優質服務，多年來借重各地僑界賢達人士的服務熱忱與專業長才，
並依相關規定審慎遴聘僑務委員暨僑務諮詢委員、僑務顧問、僑務促進委員等僑務榮譽職人士，為無
給職，擔任政府與海外僑胞間溝通橋梁，積極協助僑民於僑居國參與公共事務、政經活動及推廣國民
外交工作。鑒於美南地區部分僑務諮詢委員、僑務顧問、僑務促進委員任期屆滿，中華民國僑務委員
會依僑務榮譽職人員遴聘要點規定，經綜合考量遴聘，日前公布續任僑務諮詢委員名單有：鍾桂堂(
休士頓)、牟呈華(達拉斯)、谷祖光(達拉斯)等3人;續任僑務顧問有:湯亞麗(古柏市)、莊興亞(紐奧良)、
管光明(休士頓)等3人;續任僑務促進委員有:戴啟智(休士頓)、黃福安(休士頓)、黃以法(休士頓)、王曉
明(休士頓)等4人;新任僑務顧問:楊朝詔(休士頓)1人;新任僑務促進委員:嚴杰(休士頓)、顧寶鼎(休士頓)
、劉杏芳(達拉斯)、劉芝伶(奧斯汀)等4人，以上各榮譽職人員任期均自2017年7 月1日起至2019年6
月30日止。駐休士頓辦事處及休士頓僑教中心將於9月30日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辦頒授聘書
儀式，同時期許新續任僑務榮譽職人員繼續秉持服務熱誠，共同為僑社為國家服務。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發布美南地區新續任僑務榮譽職人員名單

俗語說：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當身體
不舒服時，健康出現異常時，許多人常常不
知道應該尋找那一類的醫生，或是看什麼樣
專科診治。這種情況常令人內心的焦慮或身
體的不適，應該如何是好呢? 喜愛運動或年長
者，可能因一個動作或姿勢造關節不適或老
損 ? 應該如何避免此類傷害或適度保護呢?
美南銀行有鑑於此，特別邀請德州第一診療
中心負責人陶慶麟醫生於9月30日(周六)上午
10點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舉辦一場有關
「痛症根源及關節損傷」的免費健康講座。

在當日講座中，陶慶麟醫生將與會眾們分享
他個人專業醫療領域，教導大家如何有效提
升器官的功能，保健進而恢復身體健康。

陶慶麟醫生簡介，貝勒醫學院學士畢業
，聖路易斯大學醫療管理碩士學位，洛根大
學整脊博士學位。陶慶麟醫生曾多年一直擔任醫療保健顧問，並在休士頓第一家創立結合
中西醫專家團隊診療方式的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運用 「幹細胞」療法不用開刀診療就能
治療各種身體疼痛，包括關節炎，成功地為許多病人解除疼痛，幫助病人修復器官、恢復
機體功能，提供身體機能全方位的醫療服務與診療，造福許多患者。

當日講座入場免費，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及社區民眾踴躍參加。因礙於座位有限，現場
並備茶點招待，請提早報名，以免向隅。美南銀行連絡電話： 713-771-9700 Fenny To，
713-272-5045 Ling Chuang (中/英文)，或email : ling.chuang@swnbk.com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 1997 年，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 6901 Corporate
Dr. 合作路和百利大道交口處。分行經營據點在休士頓糖城、達拉斯Plano、Richardson和奧
斯汀等地區，以中、英、越、韓、拉丁等多國語言，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的銀行服務。
在加州亦設立貸款服務辦事處。

美南銀行24小時提供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話銀行等服務。將於2017年10月，在
達拉斯地區再新增設分行以提供更完善便利服務。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
www.swnbk.com。 美 南 銀 行 總 行 地 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713-771-9700

時間: 2017年9 月30日 (周六)，上午10:00am-12:00pm
地點: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 社區活動中心
主講人: 陶慶麟醫學博士 (德州第一診療中心負責人)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健康講座─《痛症根源及關節損傷》

（本報訊） 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和休士頓亞裔耆英學社將
於2017年9月30日（星期六）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在10303
Westoffice Drive,Houston,TX.77042 的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203室聯合舉辦一場演講會。由旅遊達人姚鳳北博士演講，主題
「旅遊的樂趣-萬物靜觀皆自得」。

姚鳳北博士筆名卜一。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學士，又獲普
渡Purdue大學博士學位。從事石油業工作30餘年，喜好史地，
旅遊，足跡遍七大洲，百餘國，觀山川海宇，體民俗風情；覓古
今軼事曾發表過專文兩百餘篇及出版了許多書籍如：走不遍的天
下，古道拾遺，行遠無涯，笑談江月，----及新作 山海搽穹；

另與禽獸魚鰲為伍 付梓中。
旅遊是對世界的好奇，對生

活的熱愛。通過旅遊與省思可獲
取一些有趣的談資，充實生命，
使我們更加瞭解人生與宇宙，領
會到先賢所言 「萬物靜觀皆自得」- 天、地、人之道。由於休士
頓最近遭哈維颶風侵襲造成嚴重水災損失，此次演講中，姚博士
，首先，會追懷臺北瑠公圳灌溉，防洪及開發台北的貢獻。繼之
，將與聽眾分享他與愛妻林肖娟女士旅遊中的經驗與觀感。略分
二部份：一、山海搽穹：（1）歷覧烽火 以色列，緬甸，亞丁稻

城，極光，亞瑪遜，大溪地，騰衝---等。（2）訪問莎士比亞
，邱吉爾，毛澤東，蔣介石，鄧小平，披頭四等故居的學習與領
悟。二、橫跨西伯利亞9288公里，內容精彩可期，望把握良機
前來聆聽。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和休士頓亞裔耆英學社聯合舉辦演講會
旅遊達人姚鳳北博士將主講 「旅遊的樂趣-萬物靜觀皆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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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笑聲連
連，掌聲不斷，這是電影《縫
紉機樂隊-CITY OF ROCK》
在中國大陸路演的現場實況，
這部勵志喜劇即將在10月6日
於全美同步上映，帶給觀眾朋
友們熱情、歡笑、與溫暖。

電影《縫紉機樂隊》由大
鵬（董成鵬）導演，喬杉、娜
扎、李鴻其、韓童生、曲雋希
主演，于謙、岳雲鵬聯合出演
。電影內容講述了一幫背景各
不同的小人物們，通過共同的
興趣組織搖滾樂隊，追逐音樂
夢想，實現人生完美價值以及
熱血的故事。

《縫紉機樂隊》是音樂類
型的國產喜劇片，在國內並不
多見，重點是很接地氣，題材
也讓演出此片的演員有寬廣的
發揮空間。這支銀幕中的樂隊
，不僅在現實中出單曲，還參
加綜藝節目表演，甚至原班人
馬直接在北京三里屯真實現場
開唱。

在導演大鵬看來，電影裡
的對嘴、假彈都是不可接受的
，有著搖滾歌手夢的他，雖然
在現實中可能很難再度圓夢，
但他要求電影中的樂隊必須進
行真彈真唱真演出，“這是我
的自我要求”。

事實上，電影《縫紉機樂

隊》不僅從另一個方面完成
了大鵬對自己青少年時期夢
想的寄託，附帶的也有他作
為《縫紉機樂隊》主要投資
方“上海他城影業”董事長
兼總經理的商業“理想”。
影片選擇在國慶檔上映，自
然看中該檔期的票房潛力，
不管是喜劇片《夏洛特煩惱
》、《港囧》，還是帶有喜
劇元素的《從你的全世界路
過》、《心花路放》，都證
明了喜劇類型在國慶檔具有衝
擊較高票房的能力。大鵬表示
：我和馮小剛導演曾經一起討
論過，我覺得《縫紉機樂隊》
和《芳華》有點兒相近，馮導
拍的是他的青春，我拍的是我
的青春。為了表現不同時代下
的青春，我們都用了一種載體
去表現，就是表演，當然我們
用的是不同的表達，他是文工
團，我是搖滾樂。

這部電影，中國大陸是於
9月29日上映，並在全國近50
座城市開展為期一個月的路演
活動。在觀影現場，有觀眾表
示，看完《縫紉機樂隊》整部
電影，可以感覺電影質量非常
紮實，帶給她很多驚喜，從作
品能看出大鵬這幾年在不斷鑽
研和努力。
劇情簡介

小城集安“搖滾公園”將
被拆除，搖滾青年胡亮（喬杉
飾）為了保衛公園，散盡家財
請來了失敗的樂隊經紀人程宮
（董成鵬飾），組建“縫紉機
樂隊”，試圖保住“搖滾公園
”。執著的青年胡亮，拜金的
程宮，將要如何完成這看似不
可能的任務呢?

導演大鵬攜主創曲雋希、
趙英俊，在路演第一站長春，
正式啟動了“縫紉機爆笑首映
月”活動，一路走來均備受好
評！

長春第一場觀影開始後，
為深切感受現場影迷對影片的
直觀反應，導演大鵬站在通道
看完了整場放映，影片結尾，
當熟悉的搖滾人面孔逐一呈現
，經典的歌聲響起，觀眾情緒
被層層點燃，爆發陣陣歡呼與

掌聲。在場影迷表示，電
影歡笑連連，淚點十足，
117 分鐘的電影人均歡笑
次數高達 120 次。更有人
興奮表示，影片越靠近結
尾越是高潮迭起，血管內
的靈魂被層層點爆，一度
沸騰到熱淚盈眶，現場被
點燃激情的近 300 名觀眾
，還與主創即興合唱了一
首搖滾金曲《不再猶豫》
，將現場氣氛開心到最高
點。

You Tube發布“開噪預告
，“小人物”歡笑組合: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_sUNOOUZldE

騰訊視頻《縫紉機樂隊》
終極預告:

https://v.qq.com/x/cover/
q36vxbd95odijk1/z0552eamsa1.

html
電影由 WELL GO USA 全

北美獨家代理發行娛樂影視、
院線主流市場。

歡迎民眾到戲院觀看。查
詢 上 映 城 市 及 電 影 院 可 至
WELL GO USA 官方網站: http:
//www.wellgousa.com/theatri-
cal/city-of-rock

達拉斯地區民眾可到Cin-
emark Legacy, 7201 North Cen-
tral Expressway, Plano, TX
75025。

休 斯 頓 地 區 民 眾 可 到
AMC Studio 30 , 2949 Dunvale,
Houston, TX 77063。 (713)
977-4431。

勵志喜劇佳評如潮 歡笑中夾帶最真誠的溫暖
用音樂牽動我的愛《縫紉機樂隊》北美10月6日歡唱熱映

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講座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講座：：在天災人禍不斷的今天在天災人禍不斷的今天，，我們如何保護好自己我們如何保護好自己
(本報訊)我是休斯頓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的佛

友，名字叫張寅松（汪太太），感謝大家來參加
這個講座。各位師兄好。感恩有機會可以分享這
次水災我們家的情況。真是有驚無險。菩薩保佑
。 8月26日星期六。我們那裡下了一天的雨。到了下午門前
的馬路已經積水了。於是趕快把東西搬到桌上。一會草地上也
有積水了。水一直在逼近我的家。到了晚上9點左右時。眼看
著水就要進屋了。全家大小慌忙的用毛巾，木板把大門堵住，
連籃球架底座內的沙子也都倒了出來，裝在袋子裡，擋在大門
口。讓我們手忙腳亂。我女兒非常緊張的說，每個人都把自己

重要的東西包好。我們可能隨時準備要離開。等一切忙完了。
我突然想到現在只有菩薩可以救我們了，趕緊叫大家來佛台前
，我們家一共6個人，只有我和先生二人在學佛念經，女兒，
女婿和二個孫女，只知道我們拜觀世音菩薩，對佛菩薩的慈悲
一點也不了解，我叫他們過來拜，他們也都跟著跪了下來，我
們上香祈求，祈求聞聲救苦的觀世音菩薩幫助我們度過難關。

上完香後我就跪在佛台前念大悲咒。直到
念完一炷香才去睡覺。看看外面還差2尺
水就進來了，心裡真的是很害怕，根本就
睡不著，不時的起來看看外面。天哪，水

一直在退。到早上6點時，水已經退到了大門口的人行道。我
哭著跪在佛台前感恩觀世音菩薩的慈悲，是大慈大悲的觀世音
菩薩媽媽，聽到了我們的求救，他不忍心他的孩子受這個苦難
。是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媽媽救了我們。真是非常的感恩。
今後只有更加努力修心學佛，以報佛恩。今天分享如有不如理
不如法的地方請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原諒。請各位師兄原諒。

王朝旅遊2018年1月旅遊第一炮
董事長親自帶隊去南美，巴西，阿根廷和南極

(本報訊)旅行團線路 價格 行程日期
巴西，伊瓜蘇瀑布，阿根廷 $2999/人

（包機票） 1/14 – 1/21/2018
後續南極遊輪 15 天 $3200 起 1/21 – 2/

4/2018 王朝旅遊董事長將帶隊去南美洲 8 天
，這個冬天與王朝旅遊一起去南美過夏天，釋放我們的熱情，
燃燒我們的青春！行程中，我們將帶您去熱辣狂野的巴西里約
熱內盧、世界上最寬最大的伊瓜蘇瀑布、以及位於阿根廷的布
宜諾斯艾利斯。感受過南美的熱情之後，若大家有興趣，可以
跟著王朝旅遊董事長去南極過夏天，遠赴地球的最南端，感受
地磁南極的魅力，探訪南極的主人企鵝。

2014年世界杯，2016年奧運會，里約熱內盧這個受上帝
眷顧的美妙城市越來越顯露出國際範。我們將乘坐纜車登上
【糖麵包山】和【耶穌山】，遠眺著名的科帕卡瓦納海灘、瓜
納巴拉灣以及浩瀚的大西洋。期間我們還將欣賞傳統桑巴歌舞
表演。隨後我們將去伊瓜蘇感受自然的魅力，遊覽由275個瀑
布組成的伊瓜蘇瀑布群，沿著河邊山間小路，漫步全程景區，
接著進入水上棧橋，置於氣勢磅礡的瀑布之前，享受天然絕妙
景觀。

觀賞過震撼人心的伊瓜蘇瀑布之後，我們將飛往“南美的
巴黎”——布宜諾斯艾利斯，體驗它的美麗和神奇。遊覽包括
【9大街德胡里奧】【科隆劇院】【五月廣場】【大都會大教
堂】和【香格里拉玫瑰宮】，我們也將參觀在傳統的聖德摩附
近的【探戈街】，然後穿過萊薩馬公園地區，前往意大利移民
到阿根廷後的根據地【博卡】，如今的博卡已是許多藝術家的
聚集地，別具藝術氣息。

豐富多彩的8天南美洲行程結束之後，我們將帶領大家坐
上南極之旅的遊輪，遠赴這個被人們稱為第七大陸，地球上最
後一個被人們發現、唯一沒有人定居的大陸——南極。這個終
年被冰雪覆蓋的神秘之地即使在今天也是難以輕易接近的。除
了她離我們的距離遙遠，更因她和最近的南美大陸中間隔著一
條德雷克海峽。

透著奇詭碧藍的冰山、凝固的冰川、在這片土地上，百萬

帝王企鵝與海豹家族相依相生，造就
著令人驚嘆的奇幻天堂。冰川、企鵝
、海豹……遙遠的南極洲是一個神秘
而又令人神往的地方。近幾年來，南
極大陸以其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越

來越多旅遊者前往一睹其風采。南極的生命自由而存在，無所
畏懼並活潑積極！在世界其他地方，野生動物都是躲人的，而
在南極，動物皆不避人，巨鯨、企鵝、海豹、海鳥，全部如此
。

這個冬天，跟著王朝旅遊一起，逛南美，盡享它的熱情與
浪漫；闖南極，感受它的自由自在與神秘天堂！

詳情請聯繫王朝旅遊
地址：中國城精英廣場內，敦煌廣場側百利大道大通銀行

後面地舖#A14
All America Travel &amp; Tours: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Phone：（713）981-8868
微信WeChat：aat713

（本報記者秦鴻鈞 ） 每
年的中秋佳節，是品嚐月餅
、品茗，賞月的絕佳時節。
雖然一個哈維颶風，把大家
的生活方式，生活秩序全打
亂了，在忙碌於救災，整理

家園之餘，忽然驚覺
： 中秋節就要來了！
雖然休市各大超市，糕
餅店，餐館也推出各式
應景的令人眼花撩亂的
品牌月餅，但都不及
「東北人 」 餐廳推出

的自製 「京式提漿月
餅 」及 「蘇式月餅」
來的特殊，獨樹一幟，
風味絕佳。

「東北人」 推出
的 「京式提漿月餅 」，今年
是第二年推出，去年甫一推
出，即驚艷休巿。麵皮乾香
夠味，不油膩，充溢了北方
豪邁風格。內餡有豆沙、棗
泥、五仁、黑芝麻四種口味

，還有特殊的 「鮮肉月餅 」
，少油，少糖，非常可口，
不像一般的月餅，因為太油
，太甜，太膩，一次只能吃
四分之一個。 「東北人 」 今
年還新推出 「蘇式月餅 」，
很獲江南一帶人的喜愛，其
純淨的口感，令人回味無窮
。 「東北人 」 無論 「京式
提漿月餅」 、 「蘇式月餅」
或 「鮮肉月餅」，價格相當
公道，四個十元，恁誰都吃
得起，不像有些餐館，餅店
，一個月餅要價七、八元，
甚至十幾塊錢一個。 「東北
人 」 的 「京式提漿月餅」
或 「蘇式月餅」，如果你去
的巧，剛出爐，吃到時還是

熱的，那種新鮮的快感，絕
非從冷凍櫃 保鮮盒出來的所
可比。

「東北人」 除了可吃到地
道的東北家鄉菜，烤全羊，
燒烤羊肉串等東北口味。他
們還推出科班師傅主理的 「
淮陽菜 」，是今年中秋節闔
家歡聚的最佳去處。

「東北人 」位於百利大
道與Gessner 交口附近的 「時
代 廣 場 」 內 ， 地 址 ： 840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 （ 713）
750-9222

「東北人 」推出的 「京
式提漿月餅 」，麵皮乾香夠
味，不油膩，充溢了北方豪

邁風格。內餡有豆沙，棗泥
，五仁，黑芝麻四種口味，
少油，少糖，非常可口，不
像一般的月餅，因為太油太
膩，一次只能吃四分之一個
。 「東北人」 這種 「京式提
漿月餅 」，價格相當公道，
四個十元，恁誰都吃的起，
不像有些餐館，餅店，一個
月餅就要價七，八塊錢，甚
至十幾元一個， 「東北人」
的 「京式提漿月餅 」 ，如果
你去的巧，剛出爐，吃到時
還是熱的，那種新鮮的快感
，並非從冷凍櫃保鮮盒出來
的所可比。

「東北人」 除了可吃到
地道的東北家鄉菜，蘭州拉

麵，烤全羊，燒烤羊肉串等
東北口味的名菜，他們還推
出 「淮陽菜 」，由科班師傅
主理，是中秋佳節，闔家歡
聚的最佳去處， 「東北人 」
位於百利大道與 Gessner 交界
的 「時代廣場 」 內，地址：
840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 （713）
750-9222

休士頓今年最特殊的風味月餅，送禮最佳禮品
「 東北人」 餐廳自製 「 京式提漿月餅」 及 「 蘇式月餅」

圖為圖為 「「東北人東北人 」」餐廳今年中秋節餐廳今年中秋節
首度推出的休巿獨家口味的首度推出的休巿獨家口味的 「「京京
式提漿月餅式提漿月餅」」。（。（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東北人東北人 」」 新推出新推出
的的 「「中秋月餅中秋月餅」」 禮盒禮盒。（。（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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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僑胞機場歡送黃敏境處長榮調華府

婦女工商宋秉穎婦女工商宋秉穎、、科技組長游慧科技組長游慧
光光、、秘書俞欣嫻秘書俞欣嫻、、林映佐夫人林映佐夫人、、
教育組長周慧宜教育組長周慧宜、、施建志夫人祝施建志夫人祝
福黃敏境處長及夫人更上一層樓福黃敏境處長及夫人更上一層樓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攝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僑教中心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僑教中心、、科技部科技部、、文文
化部化部、、教育部教育部、、外交部等及眷屬代表於休士外交部等及眷屬代表於休士
頓國際機場歡送黃敏境處長頓國際機場歡送黃敏境處長、、夫人邱瓊慧榮夫人邱瓊慧榮
調華府調華府

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委員劉秀美、、黎淑瑛黎淑瑛
、、葉宏志葉宏志、、甘幼蘋休士頓甘幼蘋休士頓
國際機場歡送黃敏境處長國際機場歡送黃敏境處長
、、夫人邱瓊慧夫人邱瓊慧、、贈送全套贈送全套
CDCD留念留念

106106 年國慶籌備會主委陳美芬年國慶籌備會主委陳美芬、、副主委副主委
嚴杰嚴杰、、中華公所主席丁方印中華公所主席丁方印、、僑務委員僑務委員
劉秀美劉秀美、、黎淑瑛黎淑瑛、、葉宏志葉宏志、、甘幼蘋甘幼蘋、、僑僑
務顧問張世勳務顧問張世勳、、旅館公會陳清亮旅館公會陳清亮、、僑教僑教
中心莊雅淑主任中心莊雅淑主任、、婦女工商宋秉穎於婦女工商宋秉穎於 99
月月2424日親赴機場歡送黃敏境處長及夫人日親赴機場歡送黃敏境處長及夫人
邱瓊慧榮調華府邱瓊慧榮調華府

旅館公會陳清亮旅館公會陳清亮、、陳美芬陳美芬、、黎淑瑛黎淑瑛
、、葉宏志葉宏志、、嚴杰嚴杰、、宋秉穎於休士頓宋秉穎於休士頓
國際機場與黃敏境處長國際機場與黃敏境處長、、夫人邱瓊夫人邱瓊
慧道別慧道別

106106 年國慶籌備會主委陳美年國慶籌備會主委陳美
芬芬、、旅館公會陳清亮旅館公會陳清亮、、科技科技
組長游慧光組長游慧光、、邱女士與夫人邱女士與夫人
邱瓊慧離別依依不捨邱瓊慧離別依依不捨

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委員劉秀美、、黎淑瑛黎淑瑛、、葉宏志葉宏志、、甘甘
幼蘋休士頓國際機場歡送黃敏境處長幼蘋休士頓國際機場歡送黃敏境處長、、
夫人邱瓊慧夫人邱瓊慧

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106106年雙十國慶年雙十國慶
醫學講座醫學講座:: 眼睛的疾病和保健眼睛的疾病和保健
（本報訊）眼睛是靈魂之窗，

對每個人都是很重要！要如何注
重日常的保健, 要了解眼部有那些
疾病, 要如何防止和治療。為了令
大家更注重眼睛健康，在慶祝中
華民國106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中
, 休士頓老人服務協會和休士頓龍
岡親義公所共同主辦醫學講座, 眼
睛的疾病和保健。特別邀請到眼
科專科醫生鍾矅聰醫生和陳敏為
大家講解常見的眼睛疾病,包括白
內障和青光眼的成因、症狀、及

治療以及日常眼睛的保健。白內
障是眼科最常見的疾病之一, 患者
視力逐漸模糊，會影響生活品質
，甚至無法應付日常生活，而且
嚴重的白內障可能會併發青光眼
或虹彩炎，若治療後仍有可能會
失明。呼籲大家應及早關注眼疾
問題。

日期: 10/14/2017星期六
時間: 2:00 p.m. ~ 4:00 p.m.
地 點: 僑 教 中 心 203 室 ,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
主題: 眼睛護理、白內障、青

光眼的成因、症狀、及治療
主講人: 眼科專科醫生鍾矅聰,

眼疾與手術專家. 醫生陳敏, 臨床
研究科學家.

鍾醫師和陳醫師將為您解答
眼疾的疑問。

免費講座, 敬邀各僑社人士踴
躍參加, 備有荼點招待. 座位有限
報名請電 (713)784-9049 或 Email:
csa.houston1@gmail.com

現場樂隊，一個非凡之夜

（本報訊）把星期二晚間帶到一個
新的極端，為慶祝全國打擊犯罪夜八週
年活動, 我們邀請 SVK BAND 進行現場
音樂會。 他們曾與著名的藝術家 Ray
Charles，Jackson 5，James Brown，Chi-
cago等等同一舞台上演出。

活動將於10月三日下午六時至八時
舉行。今年活動特別及時和有意義, 拉
近警民關係共同打擊罪行, 同時還幫助
最近遭受洪水苦難的居民。

免費入場。 歡迎參與一個非凡之夜
: 現場音樂, 共建友誼, 和平, 人民力量!

在Eventbrite註冊預訂您的珍珠奶茶

券（憑券可用 1美元購買泡沫奶茶）.
日期：2017年10月3日 下午6時至

晚上8時。晚上七點和晚上八點幸運抽
獎。

位置：914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主辦單位：Diho Square。 西南管理
區。

成本：免費。
網 站 ： https://www.eventbrite.

com/e/live-band-an-extraordinary-na-
tional-night-out-tickets-38095373287

(本報訊)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敦將於2017年10
月 12 日（週四）在休斯敦 Marriott Westchase 酒店召
開 2017 年年會暨會員選舉大會。依據休斯敦商會
2015年通過的章程，本次會員大會上將進行會長、
副會長、財務長、常務理事和理事選舉。

會議時間：2017 年 10 月 12 日，週四，14:00 –
20:30

會議地點：2900 Briarpark Dr, Salone D at Grand
Ballroom, Westchase Marriott, Houston, TX 77042

會議擬定流程：
13:30 簽到
14:00 會議開始 （工作報告及財務總結）
15:00 選舉
17:00 美國中國總商會向州政府官員捐贈賑災款

項

休斯敦總領館領導，商務參贊，總商會會長
及新一屆領導班子分別發言

18:00 合照
18:30 晚餐
如有任何問題請與會務劉凌毅小姐聯繫。
Lingyi Liu I 劉凌毅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Houston
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敦
2000 West Sam Houston Parkway South, Suite

1300 Houston TX 77042
Email: lingyi.liu@cgccusa-houston.org
Tel: +1 (585)-281-4706
Office: +1 (832)-325-7783
Fax: +1 (832)-325-7819

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敦2017年年會暨會員選舉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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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舉行建國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舉行建國6868周年國慶招待會周年國慶招待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 AlAl
GreenGreen 代 表代 表
譚秋晴譚秋晴（（ 左左
）） 與布希家與布希家
族代表族代表 NeilNeil
Bush (Bush ( 右右
）） 在招待會在招待會
上上。。

（（ 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 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夫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夫婦，，
副總領事劉紅梅在國慶招待會上副總領事劉紅梅在國慶招待會上。。

女高音歌唱家宋海燕女高音歌唱家宋海燕
演唱中演唱中、、美國歌美國歌。。

招待會主人李強民大使招待會主人李強民大使（（ 左左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
Pete OlsonPete Olson 的代表的代表Mr. Ty Petty (Mr. Ty Petty ( 中中 ）） 及及
張晶晶張晶晶（（ 右右 ）） 合影合影。。

休巿市議員休巿市議員Mr.Robert Gallegos (Mr.Robert Gallegos ( 右右 ））代表代表
TurnerTurner 市長頒贈賀狀市長頒贈賀狀，，由總領事李強民大使由總領事李強民大使
（（ 左左 ））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 公關經公關經
理周明潔理周明潔（（ JenniferJennifer
Zhou )Zhou ) 代表銀行出席代表銀行出席
招待會招待會。。

圖為著名華裔明星陳燁圖為著名華裔明星陳燁（（ 左左
）） 及其夫婿及其夫婿Charles FosterCharles Foster 律律
師在招待會上師在招待會上。。

圖為著名舞蹈家沈敏生圖為著名舞蹈家沈敏生（（ 右二右二 ），），企業家徐企業家徐
維椿維椿（（ 右一右一 ）） 參加招待會參加招待會，，與站在門口迎賓與站在門口迎賓
的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夫婦的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夫婦（（ 中中 )) 與副總領事劉與副總領事劉
紅梅紅梅（（ 左一左一 ），），王昱王昱（（ 左二左二 ））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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