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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貿易中心執行長鄧潤京接受主流電視台Fox
26頻道主持人Rashi Vats訪問﹐宣傳今年第22屆美南
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活動主旨與節目內容﹒他也說明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這22年來﹐如何慶祝華人最具傳統
的春節慶典﹒節目將於明天(2月4日)上午6時至8時
的晨間新聞播出採訪片段﹐歡迎準時鎖定﹒

●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仁濟中醫針灸 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中醫男女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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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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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職業傷害最多職業傷害！！在美國最致命的在美國最致命的2525個工作個工作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ABC新聞2月1日訊）一份新的報告

回顧了工作場所死亡率，揭示了在美國25個最致命的工作。
為了確定這25個最危險的工作，財經新聞和意見網站（24/7 Wall ）在

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的致命職業傷害普查中，對62個
職業的致命傷害率進行了評估。

根據這份報告，旅行相關行業是清單上許多工作中最危險的。2016年
，出租車司機、私家車司機、卡車司機和垃圾收集車至少占到所有工作死
亡人數的一半。

在其他幾份工作中，滑倒和墜落在致命事故中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大
型機械——如強力鋸和其他重型設備——也可能對工人構成致命威脅。

職業傷害排名第職業傷害排名第11為伐木工人為伐木工人。。 漁民和相關漁業的工人漁民和相關漁業的工人，，排名第排名第22。。

屋頂工人屋頂工人，，排名第排名第44。。 垃圾和可回收材料的收集工人垃圾和可回收材料的收集工人，，排名第排名第55。。 飛機駕駛員和飛行工程師飛機駕駛員和飛行工程師，，排名第排名第33。。

上銬槍擊員警嫌犯死於家中上銬槍擊員警嫌犯死於家中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KHOU德克

薩斯州哈里斯縣2月1日訊）據哈里斯縣警長辦公室
稱，周三深夜槍擊一名警員的嫌疑人在哈里斯縣北
部的家中被發現死亡。

這名嫌疑人的屍體是在2月1日（周四）淩晨12
點20分左右被警方突擊隊（SWAT）隊員發現的。

哈里斯縣警長辦公室周四早上舉行了新聞發布
會。

警方說，嫌犯在周三晚上9點40分左右對接到
報警並出警的警員射擊，擊中警員手臂。地點在
2500 block of Kiplands Way。

接著，警員們到該地點去調查，並在其家裡將

一名男子戴上手銬。
警方說，嫌疑人戴著手銬，從腰帶上拔出手槍

，並向警察開槍射擊。
警方說，子彈擊中了另一名警員的褲腿，但他

沒有被擊中。
警方說，嫌疑人在家中曾多次開槍射殺另一名

男子。那個人被直升機送往醫院。他的情況未知。
嫌疑犯仍戴著手銬把自己關在家裏。有關當局

說，嫌疑人的妻子也在家中，但她已經獲救並安然
無恙。

嫌疑犯的死因尚未公布。

警方突擊隊抵達現場警方突擊隊抵達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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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連日下跌引擔憂美股連日下跌引擔憂 恐誘發美股低迷波動恐誘發美股低迷波動
投資者需要對未來的投資保持謹慎和耐心投資者需要對未來的投資保持謹慎和耐心

Jennifer Chiang擁有豐富的社區服務和縣法院判案經驗
請投票給她選 Fort Bend 縣法院第3號法官服務縣人民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2 月 2 日，
道指跌 191.42 點，報 25，995.29 點；
標 普 500 指 數 跌 15.52 點 ， 報 2，
806.46 點；納指跌 36.50 點，報 7，
349.37點。蘋果與亞馬遜公佈了強勁
財報，但未能推動主要股指攀升。美
股週五大幅低開，道指跌破 26000 點
心裡關口。全球國債收益率延續最近
上漲趨勢令市場承壓。美國1月非農
就業人口增加20萬人超出預期，失業
率為4.1%。

第一標準金融公司首席市場經濟
學家 Peter Cardillo 表示：“市場正在
為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即將達到 3%至
3.25%這個問題而感到苦惱。總而言

之，國債收益率的提高將會繼續令股
市承受壓力。”電子商務巨頭亞馬遜
股價攀升，此前該公司宣佈第四財季
盈利與營收均超出市場預期。蘋果公
司宣佈盈利增長，但低於市場預期。
此外，該公司同時還表示計劃動用其
巨額現金的一部分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GOOGL）股價走低，此前
該公司的第四財季盈利低於預期。玩
具生產商美泰（MAT）股價大幅下跌
，該公司宣佈在重要的節假日期間的
銷售大幅下降。在美國上市的德意誌
銀行（DB）股價走低，此前這家德國
的銀行宣佈虧損27億美元。Merck小
幅攀升，此前該公司宣佈第四財季盈

利超出預期，但營收低於預期。Am-
gen 股價走低，此前該公司宣佈第四
財季虧損 42.6 億美元，合每股虧損
5.89美元。

反之，全球最大的飛機製造商昨
日公佈四季度財報，當季凈利潤同比
翻倍，全年經營現金流、訂單交付量
均創新高，對2018年的盈利展望也遠
超華爾街預期。波音也已經超過通用
電氣，成為美國市值最大的上市工業
企業。去年，波音是道指成分股中表
現最好的個股，累漲90%。卡特彼勒
漲 70%位居第二，蘋果以 47%的漲幅
排在第三。1 月，波音累漲 20.16%，
略遜於亞馬遜的24%，但好於被大肆

唱空的蘋果，遭遇增長瓶頸的 Face-
book，以及微軟。

美股收盤漲跌不一，投資者繼續
關注財報與國債。週四美國10年期國
債收益率一度突破 2.79%，30 年期國
債收益率突破3%，令美股市場承壓。
本週美股遭遇了兩天重大打擊。同時
美國勞工部將去年12月非農就業人口
修正為16.0萬人，初值14.8萬人；將
去年11月非農就業人口修正為21.6萬
人，初值 25.2 萬人。此外，美國 1 月
份平均時薪同比增長2.9%，預期2.6%
，創2009年以來最大增幅；美國1月
失業率為4.1%，預期4.1%；美國1月
勞動力參與率為 62.7%。黃金期貨價

格基本持平。原油期貨價格小幅攀升
。

美股波動性低的原因包括主要央
行多年來大規模注入流動性，以及這
種情況對投資者行為和買入心態產生
的反射性影響。一些投資者將認為股
市可能出現突然調整，意味着許多人
可能會遭遇巨大損失。近幾日來，美
國股市連續下跌，恐慌指數 VIX 在 1
月30日一度觸及五個月高位。與此同
時，債券市場的收益率已接近3%的水
平，這加劇了市場可能出現調整的擔
憂。

請投票給Jennifer Chiang選 Fort Bend 縣法院第3號法官服務縣人民，Jennifer
Chiang 與Fort Bend 縣長法官，Robert Hebert，在法院辦公室合影。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Jennifer (詹妮弗) 是一
個堅強，聰明的律師。 詹妮弗是少數從事民事
訴訟，房地產，遺囑檢驗/監護，少年法和刑法
辯護的律師之一，囊括縣法院所有執行的法律
主要執業領域。 無論是被指控犯罪的少年，或
是一個試圖解決親人遺產的家庭，Jennifer將為
所有出現在她面前的人采用同樣的智慧，深度
的經驗和精力，公平地處理和判斷他們的案件
。

詹妮弗是一個偉大的法官。 2015年，詹妮
弗被糖城市市長和議會一致任命為糖城市法院
副法官，迄今她仍然繼續擔任這一職務。 她經
常主持糖城市法院議會，並主持了數十個陪審
團的審判案件和法官審判案件。 作為市法院法
官，詹妮弗也明白處理大量法庭案件的挑戰。
作為一個小企業主和財政保守派，詹妮弗將會
充分利用技術來降低成本，减少法庭聽證的等
待時間。

詹妮弗理解Fort Bend價值觀。 作為一名終
身保守的法官，詹妮弗堅決主張維護法律和憲
法。從她擔任 Fort Bend 縣共和黨的秘書，到
2014年被授予共和黨Fort Bend縣年度最佳分區
主席，到將近30年許多共和黨俱樂部和助手的

領導人的成員，珍妮弗將成為了解Fort Bend價
值觀的法官，詹妮弗在保守的激進主義方面也
有著良好的服務熱忱和貢獻經驗。

詹妮弗明白投資她的社區的重要性。 詹妮
弗在糖城 Fort Bend 郡長大。 她畢業於 Fort
Bend ISD公立學校，獲得聖托馬斯大學經濟學
學士學位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在休斯頓大
學法律中心獲得法律學位。 在法學院畢業後，
她回到了Fort Bend郡，並從此成為社區中的強
大助力一員。 從德州州長Greg Abbott任命為州
長婦女委員會委員，糖城委員會成員，擔任糖
城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Skeeters基金會和Fort
Bend歷史協會 董事（前身為Fort Bend縣博物館
協會），Jennifer相信投資社區的最佳方式就是
為社區投入時間和精力，建設社區成為一個富
有生活活力的地方。

當選後，Jennifer Chiang將努力做出有利於
Fort Bend縣糖城的變革，使法院更高效，更具
成本效益，更好地使用人員和技術為法院和更
多的人服務。有關Jennifer Chiang競選Fort Bend
縣法院第 3 號法官候選人的更多信息，請聯繫
Jennifer Chiang： www.JenniferChiangforJudge.
com或致電（281）222-4888。

2017歲末祝福感恩會
（本報訊）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將於二月十日下午一時至

四時舉行2017歲末祝福感恩會，歡迎社區民眾及社會賢達一
起到靜思堂迎接新年。

下午一時舉行靜態人文佈展導覽，歡迎會眾參觀。慈濟志
工以恭敬心感恩會眾這一年來的付出。

感恩會將在下午二時準時舉行，會中將回顧2017年慈濟
人在全球的足跡、德州分會平日與社區互動，以及在災難時的
即時協助等足跡。

新春時節，生機復甦，萬物繁盛；要讓 「心春」永駐，日
日都如此時一般法喜充滿。

我們生活在天地之間，需要人人匯聚大愛，人間祥和，有
情天地才能和諧有序，人人平安；

要匯聚大愛，人人在生活上做改變，勤行善、做環保、多
素食，人人守護好自己的愛心，

再點點滴滴互相地付出，不斷連綿下去，寸步連接，就可
以鋪出愛護生命、疼惜大地的道路。

感恩您一同關心我們的社區，祈願更加美好。
邀請您及家人、好鄰居、好朋友一同來靜思堂，以法相會

過 「心」年，以誠意之真情互動: 大愛共伴有情天‧寸步鋪路
護大地。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舉行
李元鐘主講美國老人醫療保險(Medicare)講座

五大洲-萬人快閃德州休士頓分會籌備中,將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與總會長黎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與總會長黎
淑瑛淑瑛、、榮譽總會長施郭鳳珠於世華年會榮譽總會長施郭鳳珠於世華年會20172017牽手獎與各牽手獎與各
分會分會1919對得獎伉儷合影對得獎伉儷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
會李迎霞會長於1月28日下午2時至下午5時，
在10303Westoffice Dr.,Houston,TX.77042的僑教
中心203室特邀淡江大學畢業李元鐘主講 「美國
老人醫療保險（Medicare)」釋題，免費入場，
備有茶點。許多僑界人士踴躍參加，座無虛席

，增加老人醫療相關資訊，以備不時之需
。

淡江大學畢業李元鐘保險專員為與會
人士主講 「美國老人醫療保險（Medicare)
」，涵蓋主要內容有：聯邦政府醫療保險
：Madicare篇；低收入戶政府醫療補助：
Medicaid篇；政府補助老人保險優惠計畫
：Part C 篇；處方藥計畫：Part D 篇，及
老人補充醫療保險計畫：Supplement篇，
李元鐘深入淺出說明，使與會人士獲益良
多。

美國的老人多數通過參加聯邦政府管
理的Medicare老年人醫療保險得到醫療保
險。參加Medicare老年人醫療保險需要年

滿65周歲，並且在美國工作並納稅至少十年以
上。獲得美國綠卡的老人在移民美國滿五年後
也可以自費購買 Medicare 醫療保險。美國醫療
法要求在美國公民、永久移民和合法居住的外
國居民都需參加醫療保險，不然會得到罰款。
參加聯邦政府的老年人 Medicare 醫療保險可滿

足平價醫療法的要求，如果不能參加 Medicare
保險，可通過醫療保險市場申請個人/家庭醫療
保險。

「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其內容分為
兩大部分，Part A提供 「住院」，而Part B則以
「門 診 」 為 主 ， 此 保 險 計 畫 必 須 要 註 冊

（Sign-Up),它不是自動生效，在您滿65歲的前
三個月，要特別留意是否有收到社會安全局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歡迎信（Wel-
come Letter,此信的內容是恭喜您快滿65歲，你
可以獲得美國政府的福利），共有七個月（前3
個月、後3個月、生日當月）可加入此計畫，不
管您有沒有收到此歡迎，李元鐘建議您絕對要
走一趟社會安全局，確定您的福利不受影響，
千萬別讓權利睡著了。而生效日是在您滿65歲
的那個月份的1日開始，例如您是今年10月31
日才滿65歲，但是早在10月1日您就符合享有
此福利。

李元鐘提到，在美國接觸到一些長輩，聽
他們訴說生病了不敢告訴孩子，不敢去看醫生

，只因為美國的醫療實在太昂貴，無力負擔，
自己聽了很不捨。他強調，老人們不應該害怕
去看醫生，如果已經65歲，可以加入美國政府
醫療補助 「德政計畫-零元計畫」，不需要支付
任何費用就可以加入醫療保險。

對於無身分或不知道如何加入政府無收入
戶補助，或一直被拒絕者。李元鐘表示，也可
以通過保險機構辦理相關業務，諮詢完全免費
。李元鐘認為，長輩們辛苦大半輩子，都希望
能在退休後的歲月裡生活得自在快樂，免於為
生病恐懼。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賴李迎霞會長致詞
，他們日後將會繼續舉行類似的公益講座，使
社區僑界人士有機會了解更多和自己相關的資
訊，賴李迎霞會長呼籲僑界人士加入休士頓台
灣同鄉聯誼會的行列，為凝聚僑心貢獻一份心
力，有關資訊請聯絡賴李迎霞832-643- 5830或
gulfsouthinvestments@gmail.com、 羅 秀 娟
832-607- 5038或julienews09@gmail.com。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賴李迎霞會長於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賴李迎霞會長於11月月2828日日
在僑教中心在僑教中心203203室贈送感謝禮物給李元鐘主講人室贈送感謝禮物給李元鐘主講人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訊）2018年元旦已經來臨,中國傳統新年也跟随着春
天的脚步向我們走來.

(五大洲萬人快閃(Flash Mob)-唱響中國)大型新年快閃活動即
將在休士頓展開.

我們誠邀休士頓地區的各行各業的華人,華僑組織,企業及個
人参與我們這次新年大型快閃活動.

此次錄影節目是由中國中央電视台第七頻道CCTV7,中國中
央電视台海外頻道 CCTV4，以及美國 ICN 國際衛視聯合舉辦(
“温暖中國”-全球華人故鄉情大聯歡晚會).

這是中央電視台繼在2017年春節聯合國快閃活動後,再度和
美國ICN國際衛視電視台攜手合作聯合轉播走向世界,展示中國
傳統文化,並是推動中外文化與世界交流的活動.

此次五大洲快閃.唱響中國活動己在南半球澳洲 -墨爾本,巴
西-聖保羅,美國-西雅圖,維基尼亞州-漢普頓市區,美國-紐約,芝
加哥,洛杉磯,密西根州等地展開.

此次新年快閃節目歡迎有意一起參加錄影節目休士頓快閃活
動的中美朋友們:不分國籍, 種族,不分男女老少,各種年齡間段的
人.

將有二首歌曲:1.老家在中國2.龍的傳人. 大家一起大合唱.
2–17-2018星期六,大年初二,以及2–24-2018星期六,大年

初九將由中國中央電视台第七頻道CCTV7，中國中央電视台海
外頻道CCTV4，以及美國ICN國際衛視聯合舉辦並向全球轉播.

有興趣参加的朋友請盡快和我們聯絡.拍攝地點將會盡快通
告.

聯絡人：傅曉薇 Kate Fu
聯絡電話：手機(Cell) 832-876-0898 Office: 281-495-5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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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喝的花旗參方便好吸收用喝的花旗參方便好吸收
許氏參活力元氣飲新登場許氏參活力元氣飲新登場 即日起至即日起至22//99網上試飲優惠網上試飲優惠

【2018年1月22日洛杉磯訊】國泰銀行適逢狗年到來，於2018年1月22日至2月28日推出高達2.22%年利率的定存優惠。
國泰銀行帶來雙重新春喜慶，客人只需在優惠期間以$20,000至$249,999.99的新資金開設12、24或36個月期的個人或商業定存帳戶，即可獲享收藏版旺財鍍金金犬

及優惠年利率。

頂級萃取成分，喝的花旗參
花旗參一直被認為是最佳的天然食補聖品，不僅補元氣，更

可以補脾益肺、生津、安神、益智等，非常適合男女老少長期服
用。*根據世界各國學者研究結果顯示，花旗參中含有多種成分
，如皂苷類、揮發油類、多醣類、氨基酸和多肽類、微量元素等
，其中人參皂苷是主要的活性成分，包括Rb1、Rb2、Rc、Rd、
Rg3、F2等。許氏經過多年研究，終於把眾多花旗參精華集於一
身的花旗參元氣飲，讓您可以用”喝的方式”來飲用花旗參。

元氣飲的稀有獨特成分
Compound K

花旗參中所含絕大部分都是大分子的
人參皂苷，人體不易吸收，必須透過腸
道內微生物分解代謝為小分子的人參皂
苷人體才可有效吸收利用。而稀有人參
皂苷Compound K具有極佳的小分子生
物活性，是天然的人參皂苷在人體腸道
內的主要代謝產物，也是人參皂苷在人
體主要的最終吸收形式，可說就是人參
皂苷最重要的功效成份，是花旗參在體
內發揮活性的實體。由於稀有人參皂苷
Compound K複雜的特殊化學結構，目
前主要採用溫和專一的微生物轉化法製
造。微生物轉化即利用微生物代謝過程

中產生的酶對花旗參進行催化反應，增加活性產物含量或產生新
的結構化合物。生物活性研究證實稀有人參皂苷Compound K是
一個多靶點，高活性化合物，其不但在抗腫瘤，抗發炎，保肝、
抗過敏、抗衰老和平衡血糖血壓方面體現了良好的活性，更可提
昇精力和緩解老年癡呆，而且在神經系統及免疫系統方面也具有
很好的調節作用。稀有人參皂苷Compound K比人參皂苷更加珍
貴，目前，全世界具有Compound K量產技術的公司數量極少，
這可由其零售單價換算將近每公斤35萬美金可見端倪，亦可知

生物轉換的技術多麼困難，而Compound K是多麼的極其珍貴！

每日一瓶，一年到頭好元氣
許氏 『參活力元氣飲』 是一款方便的、隨身攜帶的、喝的花

旗參飲品，特別添加了花旗參精華、稀有人參皂苷Compound K
及多種草本複方成份，花旗參口感濃郁、原味自然，特別適合朝
九晚五的上班族，要隨時保持敏銳的思考及維持充沛的活力，就
來瓶許氏 『參活力元氣飲』 吧！每日一瓶，讓您一年到頭好元氣
。

許氏參活力元氣飲試飲活動
即日起至2/9只要上許氏官網訂購參活力元氣飲，輸入促銷

碼TRY1080*即可購買參活力元氣飲單項產品免郵費(折扣標準運
費$8美元)。時間有限，想試飲體驗元氣飲風味的顧客要把握時
間喔!詳情請洽1-800-826-1577或上網hsuginseng.com

要獲享上述年利率，定存帳戶的最低結餘需與開戶
金額相同。費用會影響帳戶收益。提前取款將會或可能
會被收取罰款。上述年利率於2018年1月22日生效。

現有定存客人有可能符合條件獲享此優惠年利率及
鍍金金犬；詳情請瀏覽www.cathaybank.com、致電
1-800-9CATHAY（1-800-922-8429）或親臨國泰銀
行分行查詢。

每個合資格的定存帳戶及每個家庭僅限獲一份鍍金
金犬。獲贈禮品之價值會在開戶後的首年視為收入課稅
，客戶需要作出申報。本行將核發列明禮品價值（含稅
）的1099-INT表。

所有優惠受條件及條款限制，國泰銀行保留隨時終
止此優惠的權利。

關於國泰銀行
國泰銀行為國泰萬通金控公司（那斯達克代碼：CATY
）。的附屬機構國泰銀行成立於1962年，提供全面的
商業及個人銀行產品及服務國泰銀行的總部設於洛杉磯
，並在美國本土的加州，紐約州，伊利諾州，華盛頓州
分行，德州，馬里蘭州，麻州，內華達州及新澤西州設
有超過六十間分行。國泰銀行另在香港設有分行，及於
台北及 上海設有代表處，服務大中華市場。國泰銀行
網站www.cathaybank.com。FDIC保險的限制提供予
國泰銀行美國境內分行的存款帳戶。

定存開戶金額 12 個月期 24 個月期 36 個月期 
$20,000 - $99,999.99 1.51%年利率 1.81%年利率 2.01%年利率 
$100,000 - $249,999.99  1.61%年利率 2.01%年利率 2.22%年利率 

國泰銀行與您喜迎新春國泰銀行與您喜迎新春
推出限時定存優惠及旺財鍍金金犬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皇帝蟹堪稱海鮮類的 「 皇帝 」
！您只要看它盤據在魚缸裡的盛況，一整隻皇帝蟹幾乎
佔滿了整個魚缸，您就了解它的價值不菲其來有自。很
多酒樓只放一，兩隻在魚缸裡，作為鎮店之寶，有誰像
「 鳳城海鮮酒家」 馮海老闆的大氣魄，一口氣進了三
十多隻，隻隻又肥又大，令人嘆為觀止。並為了這位
「 皇帝蟹 」 ，新開創了一套 「 皇帝蟹套餐」 ，將這個
「渾身是寶 」 的皇帝蟹作成一盤盤令人嘆為觀止的人
間美食。

「 皇帝蟹套餐 」 （ 6 人份 ） 內容包括： 金湯蟹
肉蘆筍羮、香檳鵪鶉、蒜蓉皇帝蟹腳、金沙皇帝蟹身、
細爪扒豆苗、皇帝蟹軟殼炒飯、椰汁糕，共$388 元。

另外， 「 鳳城海鮮酒家 」 也為大家準備了應節的
「 龍蝦套餐」 ，道道菜精緻，夠份量。 如：

龍蝦套餐（ 8 人 ）包括： 鳳城鱸魚羹、椒鹽焗中
蝦、豉椒紅花蚌、蟹肉扒菜苗、湖南斑塊、薑蔥雙龍蝦
煎麵、精美糖水。

龍蝦套餐（ 5 人 ） 包括： 鳳城鱸魚羮、姜蔥焗雙
龍蝦、蟹肉扒菜膽、招牌秘制骨、湖南斑塊、香滑椰子
糕。

象拔蚌龍蝦套餐（ 10 人 ）包括： 鳳城鱸魚羮、北
京烤鴨、宮保焗雙龍蝦、特式泰皇雞、韭菜花炒象拔蚌
、招牌秘製骨、清蒸龍利及香芒布丁。

龍蝦套餐 （ 6 人 ） 包括： 鳳城鱸魚羮、宮保焗
雙龍蝦、蟹肉扒菜膽、鳳城精巧骨、湖南斑塊、精美甜
品。

「 鳳城海鮮酒家 」 除了上述的皇帝蟹套餐及龍蝦
套餐外，也推出春節酒席及新年發財小菜如下：

「 鳳城海鮮酒家」 新推出 「 皇帝蟹套餐 」
並隆重推出春節酒席及新年發財小菜

「鳳城 」 為迎接即將來臨的春節，推出
春節酒席（ A ) 及（ B ) 兩種，每一道菜都配
上吉祥喜氣的 「好意頭 」 的代表詞。如 「春
節酒席 」（A ) 包括：年年有餘（ 菊花鱸魚
羮），人人蜜運（ 雀巢蜜桃蝦球 ），萬事勝
意（ 生菜蠔豉鬆 ），富甲天下（ 北京烤鴨
），金枝玉葉（ 蟹肉扒豆苗），喜氣洋洋
（鐵板牛柳 ），大吉大利（ 清蒸龍利），黃
金滿屋（揚州炒飯），甜甜蜜蜜（ 賀年糕點
）。 「春節酒席」（B ) 包括： 滿堂吉慶
（四式冷盤），喜鵲報喜（茶壺竹絲鷄靈芝
湯 ），富甲天下（北京烤鴨），萬事勝意
（生菜蠔豉鬆 ），包你有餘（ 鮑魚片白菜苗
），金枝玉葉（蟹肉扒豆苗 ），龍馬精神
（薑蔥焗雙龍蝦 ），大吉大利（ 清蒸龍利）
，黃金滿屋（ 揚州炒飯），甜甜蜜蜜（賀年
糕點 ）。

「鳳城 」 還為春節推出 「發財鮑魚盤菜
」，用鮑魚，花膠，瑤柱，海參等名貴食材
20 種精製而成，每份足夠 五人食用，歡迎預

定。另外， 「鳳城」也推出新年發財小菜，
陪您過年，每道菜皆有一吉祥名，如： 風生
水起（撈起），發財好市（ 髮菜蠔豉 ），富
甲天下（北京鴨），萬事勝意（ 生菜蠔豉鬆
），鴻運當頭（ 蒜子魚頭煲 ），包羅萬象（
日式響螺貴妃鷄 ），金磚玉砌（ 玉子豆腐 ）
，金銀滿載（粟米魚肚羮 ），嘻哈大笑（ 椒
鹽大蝦 ），玉龍賀歲（ 鳳城玉龍卷 ），年年

有餘（ 湖南斑塊 ），喜氣洋洋（ 枝竹羊腩
煲 ），一本萬利（清蒸龍利 ），龍馬精神
（薑蔥龍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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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沙皇帝蟹身 皇帝蟹軟殼炒飯蒜蓉皇帝蟹腳

魚缸中的 「皇帝」--- 皇帝蟹

圖為 「鳳城海鮮酒家」東主馮海先生（右
），與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先生（左），與來自紐約的齊飛龍大師
（中）合影於 「鳳城超級盛宴」上。（記
者秦鴻鈞攝）

圖為 「鳳城海鮮酒家」專為過年推出的
「發財鮑魚盤菜」。

圖為 「鳳城」獨家新推出的 「乾宮保龍
蝦」。（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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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
禍怎麼辦？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
如腦部CT、胸腔CT、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
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
肉或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這時候，找李
醫生，他可以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保險
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汽
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也有人雖然車
禍後很快去看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

天曬網。這些對於車
禍賠償都是不利的，
對自己身體更是有害
。對於沒有傷筋動骨
的小車禍，2--3個月
的推按摩康復治療之
後，大多數人都會感
覺好了；對於大小手
術 治 療 後 的 傷 員 ，
1--2年之後，也會慢
慢好轉，這個時候，
絕大多數人都會忘記
車禍這檔子事兒，繼
續開車。遺憾的是，5
年、10年，甚至20年
之後，大多數人（尤
其是老年時期）就開
始出現了病癥。一般
是頭部、視力、手腕
、肩部、腰部以及骨

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這
就是車禍後遺癥。腦震蕩是比較容易查出來的，但軟組織受傷是
很難查出來的，CT、超聲波都不行，最多是核磁共振（NMR）
可能會發現一些問題（醫學檢查稱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但如果自己記得當年的車禍，發
生的部位，便可很容易聯想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進行腦部、背部、骨關節和軟
組織恢復治療與保養，千萬不要等到10年20年之後才想起來，
那就晚了。建議您去找李醫生，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他會幫您設
計治療方案，保險公司支付您全部的費用，經過精心治療之後，
您不會有任何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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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硬膜囊而引起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患者常常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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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痛加重等癥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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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醫生治車禍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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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射、器材和營養
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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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炎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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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上午。

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皮膚瘙癢~尤其是老年人（2）
（接上期）治療：皮膚瘙癢在治療上要雙

管齊下，以中醫內調為主，祛風補氣血。兼用
外用藥物。專家指出，如果出現瘙癢又忍不住
用手搔抓，可引起皮膚抓痕、血痂或者色素沉
著等繼發性損害。因此對大多數皮膚乾燥、輕
度瘙癢者，塗抹潤膚液可適當止癢。如果瘙癢
難耐，皮膚出現乾燥、破皮，可用外用止癢藥
。市面上大部分止癢藥都是激素類藥物，長時
間使用會導致皮膚萎縮、變薄，更為敏感，醫
生都會建議少用。目前加拿大市場上暢銷的
“劍牌”皮膚病霜，對各種原因引起的皮膚瘙
癢有奇效，90%左右的瘙癢症一次見效。而且對
各種類型的皮膚病療效也很好。它的特點：溫

和、細膩、無刺激、無激素。活血化瘀、軟堅
散痂，改善肌膚微循環，促進細胞再生和修復
病變細胞。從根本上解決你的皮膚問題。請聽
聽患者使用後的感受：

我叫王向，有一個90多歲的老母親在唐人
街老人院。我母親一生沒什麼大病，就是經常
皮膚瘙癢。到了晚年更為嚴重，尤其是頭皮。
我每天去老人院看媽媽都要為她抓癢。之前，
我給媽媽買了很多止癢藥。用藥時能止癢，藥
效過後瘙癢加劇。自從在報紙上看到了“劍牌
”皮膚病霜廣告，說是純中藥的，沒有激素，
有加拿大政府的認證。還說止癢效果奇佳，我
心裏非常高興。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無激素止

癢藥。下班後，我趕緊跑到唐人街藥店買了一
盒給媽媽使用。媽媽說，感覺和以前用過的藥
是有不同。接下來的日子，我給媽媽塗藥止癢
的時間間隔越來越長，而且瘙癢的程度也逐漸
減輕，這是與以前媽媽用過的藥的最大不同之
處。今年五月份我媽媽與世長辭了。雖然我很
悲傷，但是在我媽媽最後的日子裏，能讓我媽
媽從常年的瘙癢折磨中解脫出來，過上幾天輕
鬆的日子，這是我作兒子的最大欣慰。感謝
“劍牌”皮膚病霜幫助我盡了我最滿意的孝道
，讓我媽媽最終含笑九泉！（完）

小貼士 ：給皮膚補水
平時足跟容易開裂的人最好不穿純棉襪子

。足跟開裂，說明足跟皮膚很乾燥，急需外界
補充水分和營養。此時，穿純棉襪子，反而把
皮膚內部緊俏的水分吸走。足跟開裂的人可以
穿尼龍襪子。如果腳底出汗，對開裂的足跟皮
膚有補水作用，對治療和防止足跟開裂有好處
。還有，身體皮膚乾燥的人，每天無論是否洗
澡都需要塗抹保濕露，補充皮膚水分，減少皮
膚瘙癢。

其他皮膚病的治療還將陸續報導。可告知
：美國，加拿大的所有城市的朋友在當地均有
銷售。統一零售價$38。廣告圖片及銷售網站見
第（ ）版。
誠征代理商。 免費電話：1-800-640-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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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書等法律文書認證程序委托書等法律文書認證程序
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有許多在美華人需要在中國處理一些事務。如
: 需要委托國內的親屬或朋友處理自己在中國的房
產，銀行賬戶，商業文件，法律訴訟文件，需要辦
理單身證明去中國辦理結婚手續，或到中國辦理收
養手續等等。通常這些文件需要經過領事認證程序
。
領事認證是一國的外交、領事機關在公證文書上證
明公證機關或認證機關的最後一個簽名和印章屬實
。辦理領事認證的目的是使一國出具的公證文書能
為另一國有關當局所承認，不致因懷疑文件上的簽
名或印章是否屬實而影響文書的域外法律效力。

領事認證制度是世界各國為了相互便利文書往
來而在外交領事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國際慣例。國際
交往的發展伴隨著各類文書在世界各國間的大量流
動，但各國關於出具公證書、商業證明等的形式和
要求卻不盡相同。領事認證制度通過一環扣一環的
連鎖認證方式，由一國駐外外交或領事機構確認最
後環節的印章和簽字屬實，使相關文書能為該國國
內有關部門和機構接受，不致因有關機構懷疑文書
本身的真實性而影響其在當地的使用，從而涉外文
書能夠在各國間順利流轉和使用。

對於法律文件，如委托書、聲明書、法律訴訟
文件、健在（生存）證明、無配偶聲明書、近照證
明、護照復印件與原件相符公證通常需要先由公證
員（地保官）公證，再到州政府取得證明公證員公
證資格的文件，最後拿到領事館進行認證。整個過
程需要兩到三個星期的時間。

辦理委托書公證需提供：1、委托書文本；2、
與委托事項相關的權利證明原件或復印件(如存折、
股票開戶憑證等)；2、涉及夫妻共同財產的，還應
提交結婚證等相關文書原件及復印件。3、涉及房
產轉讓的，應提交房產證原件或復印件。 4、本人
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辦理寄養委托書公證需提供1、委托書文本；2
、親屬關系證明等(證明父母和子女關系，如兒童出
生證)。3、父母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

辦理聲明書公證1、聲明書文本；2、與聲明事
項有關的權利證明等。3、辦理放棄繼承權聲明書
公證的，應提交被繼承人死亡證明和申請人與被繼
承人親屬關系證明，以及所放棄房產或財產證明。
4、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辦理無配偶聲明書公證1、聲明書文本；2、有
婚史的，應提交離婚證或離婚調解書或離婚判決書
原件及復印件；喪偶的，應提供原配偶死亡證明原
件及復印件; 3、本人的護照和在美合法身份的證明
.

最新移民消息
1. 自從新總統川普就職以來，美國移民政策全

面緊縮。包括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在內的職業移民
排期日趨冗長。所有類別的親屬移民排期和審理時
間都明顯延長。移民局加大人力物力對現有非移民
簽證持有人加強審查力度。派專人去學校，工作簽
證的任職單位調查申請人的就讀情況和就職情況是
否與移民局的申請信息完全一致。一旦發現有任何
不實情況，馬上取消簽證。公民申請父母和公民申
請兄弟姐妹的移民類別也面臨被取消的風險。此外
，美國移民局還大大增加了對親屬移民申請人的信
息要求和審查力度。

2. 越來越多的H-1B工作簽證申請也面臨著前
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據最新統計數據，截止到8月
31日，今年美國移民局發出了超過85,000份Re-
quests for Additional Evidence，（補件通知，也
被簡稱為RFEs） ，較去年同期增長了45%左右。

補件要求也出現了往年從未要求過的新內容。
與川普總統一直呼籲的“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相
呼應，美國移民局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與H1B一級工
資相關的質疑。移民局指出，鑒於H-1B申請中所
描述職責的復雜程度, LCA中提交的“一級”工資
不符合要求。 “一級”工資標準適用的情況是初級
工作的內容。而申請的工作復雜程度超過了勞工部
規定的“一級”工資標準中提到的“初級”工作內
容。而如果工作不夠復雜，移民局又會以不夠“專
業職位”而予以否決。移民局是借機向申請人發出
一個明確的訊息，往後的H-1B簽證申請最好還是
以二級工資或二級以上工資來申請。

3. 移民局於10月 23號公布新的舉措，推翻
2004年以來一直延續的申請政策，即日起以審查新
申請的方式嚴格審查身份延期。根據以前的政策，
在審理H-1B工作簽證身份延期時，如果和初次申
請沒有實質變化，可以繼續批準申請。移民官只有
發現重大錯誤，或者延期申請新問題的情況下，才
可以作出不同的決定。因此H1B延期相對而言比較
容易。而在新政策下，所有的延期申請，必須重新
嚴格審查，和初次申請的標準一樣。

4. 美國移民局10月12日宣布，對I-129申請
的受理中心進行調整。申請人必須將申請提交至對
其公司總部所在州具有管轄權的移民服務中心。這
個改變將主要影響到H-1B及L-1工作簽證。在此
之前，I-129申請的提交地點取決於受益人的實際
工作地點。另外，弗羅裏達州、喬治亞州、北卡羅
來納州和德克薩斯州的I-129申請轉到加州服務中
心處理。

5. 美國移民局於10月3日宣布，恢復所有類別
H-1B申請的加急處理服務。
加急處理服務（premium processing）指的是，申
請人需要繳納額外的1,225美元的加急處理費用，
移民局承諾在申請遞交後的15日內給出處理結果。

處理結果可能是直接批準也可能是需要補件。直接
拒絕的情況鮮有發生。

6. 2018年2月份的排期表，親屬移民申請人可
以用快表(Adjustment of Status Dates for Filing
chart)遞交最後一步的移民申請,而職業移民申請人
只可以用慢表(Adjustment of Status Final Action
Dates chart)遞交最後一步的移民申請。美國移民
局每個月會在www.uscis.gov/visabulletininfo網頁
上公布是否可以用快表 (Adjustment of Status
Dates for Filing chart)遞交身份調整申請。

7.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和領事官員，必須
確保外籍人士在獲得簽證入境美國後的三個月內保
持他們原定的計劃，即不得在入境美國三個月內延
期或轉換身份，改變婚姻狀況，或上學或找工作。
一旦有上述情況出現，移民官便可以推定他們蓄意
做了虛假陳述, 從而對申請人以後簽證，入境或在
美國轉身份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8. 美國移民局於2017年8月28日宣布，自10
月1日起，職業移民申請身份調整（I-485）將需
要面談。

9. 川普總統8月2日周三發表正式聲明，支持
由阿肯色州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和喬治亞州
參議員普度（David Perdue）提出的“加強就業改
革美國移民”法案，Reforming American Immi-
gration for Strong Employment，簡稱 RAISE。）
其主要條款如下：為了減少低技能移民與美國勞工
搶飯碗，該法案提出將美國合法移民名額在十年內
刪減一半，由每年100萬人減為50萬人。取消兄弟
姐妹和成年子女的親屬移民類別。取消子女申請父
母的親屬移民類別。取消綠卡抽簽計劃。采取類似
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積分制”，註重申請人的語
言能力、教育程度、工作技能、年齡、經濟實力、
過往成就及創業主動性來考慮綠卡申請。

10. 4月3日.移民局在官網上宣布，將嚴格采取
措施來打擊H-1B簽證的欺詐行為。移民局特別設
立舉報電子郵箱，鼓勵美國勞工和H-1B簽證持有
人舉報可能存在的H-1B欺詐行為。此外，移民局
還宣布，將加強其對H-1B申請的實地核查。重點
將針對雇傭H-1B員工較多的雇主，以及工作地點
和公司地點不同的H-1B。3月31日，移民局取消
了計算機程序員（Computer Programmer）的
H-1B申請資格。移民局表示，計算機程序員這一
職位將不再被自動認定為專業職位，為計算機等相
關專業的申請人申請H-1B工作簽證設立更高門檻
。新總統在競選期間就對H-1B工作簽證的現狀頗
有微詞，上任100天內即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想必
這還只是一個開始。今後的H-1B工作簽證的難度
估計會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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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視個人具體情況咨詢專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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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臺調頻AM1050時代華語廣
播電臺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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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法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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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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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系電話是：713-779-4416，
傳 真:713-583-9749。 網 址:http://solisyanlaw.
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anlaw.com周一到周
五:9:00AM-5:00PM, 周六:10:0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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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9bUlEu-
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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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華文寫作協會上周六舉行會員大會美南華文寫作協會上周六舉行會員大會，，會長選舉會長選舉
楊艾俐女士專題演講楊艾俐女士專題演講 「「 我寫故我在我寫故我在：：寫作的樂趣寫作的樂趣 」」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出席演講會會友在演講前與主講人楊艾俐出席演講會會友在演講前與主講人楊艾俐（（ 立立
者左六者左六）） 合影合影。（。（ 立者左五立者左五）） 為會長錢莉為會長錢莉，，
（（ 立者右六立者右六 ）） 為出席貴賓為出席貴賓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教教
育組的周組長育組的周組長。。

會長錢莉在會上致詞會長錢莉在會上致詞。。

「「 選務小組選務小組」」 （（ 左起左起 ）） 謝淑娟謝淑娟、、
劉緯劉緯，，謝霖頒發謝霖頒發 「「 當選證書當選證書 」」 給給
新任會長秦鴻鈞新任會長秦鴻鈞（（右二右二）。）。

會長錢莉會長錢莉（（左左 ）） 在演講後頒贈剛出版在演講後頒贈剛出版
的作協會員作品的作協會員作品 「「南軒集南軒集」」 給演講人楊給演講人楊
艾俐女士艾俐女士（（右右））留念留念。。

楊艾俐女士演講的神情楊艾俐女士演講的神情。。

出席演講會的會友在演講前與主出席演講會的會友在演講前與主
講人楊艾俐女士講人楊艾俐女士（（ 前排中前排中 ）） 合合
影影。。

出席大會的貴賓出席大會的貴賓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教育組周慧宜教育組周慧宜
組長組長（（ 左二左二 ），）， 「「 台聯會台聯會」」 會長李迎霞會長李迎霞（（ 右右
二二 ）） 與作協會長錢莉與作協會長錢莉（（ 左一左一 ），），前會長石麗東前會長石麗東
（（右右一一））合影合影。。

理事會召集人姚嘉為理事會召集人姚嘉為（（ 右右 ））頒發頒發 「「 領導群倫領導群倫，，
振興文風振興文風」」 獎牌給卸任會長錢莉獎牌給卸任會長錢莉（（左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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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20182018年休斯頓春節聯歡晚宴年休斯頓春節聯歡晚宴
兩岸三地一家親兩岸三地一家親

11月月2828日晚在休士頓中國城珍寶樓舉行日晚在休士頓中國城珍寶樓舉行 600600餘名來自兩岸三地的僑胞餘名來自兩岸三地的僑胞，，共同歡慶農曆狗年新春的到共同歡慶農曆狗年新春的到
來來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美國國會眾議員美國國會眾議員Al GreenAl Green、、福遍縣縣長赫伯特福遍縣縣長赫伯特（（Robert E.Robert E.
HebertHebert）、）、德州眾議員吳元之德州眾議員吳元之、、哈瑞斯縣華裔法官張文華哈瑞斯縣華裔法官張文華、、 美國梁氏文化交流基金會梁成運美國梁氏文化交流基金會梁成運 、、 北美北美
台灣鄉親聯誼會總會長梁義大等參加盛會台灣鄉親聯誼會總會長梁義大等參加盛會

梁成運梁成運、、浦浩德浦浩德、、劉志恆劉志恆、、鄧潤京鄧潤京、、喬鳳祥喬鳳祥、、鄭長鄭長
祥祥、、謝忠熱烈歡迎謝忠熱烈歡迎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
使與會同慶使與會同慶

美國梁氏文化交流基金會梁成運主席美國梁氏文化交流基金會梁成運主席 、、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
民大使民大使、、 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鄭長祥理事長鄭長祥理事長 以以 積極傳承中華積極傳承中華
文化文化，，堅定擁護中國和平統一大業堅定擁護中國和平統一大業，，反對反對 「「台獨台獨」」 分裂活動分裂活動，，團結團結
協作協作，，推動構建和諧僑社推動構建和諧僑社，，促進中美友好與合作促進中美友好與合作。。

美國梁氏文化交流基金會梁成運主席美國梁氏文化交流基金會梁成運主席 在在
20182018年休斯頓春節聯歡晚宴年休斯頓春節聯歡晚宴 致詞致詞、、 喬鳳喬鳳
祥祥、、 浦浩德浦浩德、、 謝忠謝忠 、、 鄭長祥鄭長祥、、鄧潤京鄧潤京
、、 劉志恆劉志恆觀禮觀禮

美國梁氏文化交流基金會梁成運主席接受美國梁氏文化交流基金會梁成運主席接受 美美
國國會眾議員國國會眾議員Al GreenAl Green帶來的賀狀帶來的賀狀

黃孔威黃孔威、、易川僑務領事易川僑務領事、、梁義大梁義大、、房振群僑務組房振群僑務組
長長、、梁成運梁成運、、浦浩德浦浩德、、劉志恆劉志恆、、鄧潤京鄧潤京、、喬鳳祥喬鳳祥
、、鄭長祥鄭長祥、、陳文舉杯賀新歲陳文舉杯賀新歲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大使贈送五糧液給幸運得獎者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大使贈送五糧液給幸運得獎者、、主持主持
人馬健人馬健、、劉金璐劉金璐、、喬鳳祥喬鳳祥、、梁成運觀禮梁成運觀禮

江蘇同鄉會陳韻梅會長江蘇同鄉會陳韻梅會長、、 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會 梁成運主席梁成運主席、、 鄭長祥理事長鄭長祥理事長、、浦浩德會長浦浩德會長、、
鄧潤京鄧潤京 前會長前會長、、劉志恒劉志恒 向旅美的華人華僑朋友致向旅美的華人華僑朋友致
以新年的祝賀以新年的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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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讓顧客告別千店壹面
網絡巨頭為何爭奪實體店網絡巨頭為何爭奪實體店？？

日前，當當網全國首家旗艦店當當

書店落地山城重慶，總面積約2500平方

米，有圖書近4萬冊。依托當當網線上

積累的用戶數據，當當書店為讀者打造

了壹個融閱讀、展覽、文創、沙龍等為

壹體的復合文化實體空間。

像當當網這樣依托互聯網，將線上

線下服務進行深度融合的業態模式，被

業內統稱為“新零售”。從線下體驗店

到無人購物店，從生鮮超市到智能倉

配……在“互聯網+”催生的新業態壹

浪高過壹浪，“新零售”也踏浪而來。

消費場景創新
如今，雖然網上零售風頭正勁，但

電商巨頭們並不滿足，開始爭奪線下零

售市場。

去年以來，阿裏相繼與三江購物、

百聯集團、銀泰商業、高鑫零售等達成

合作；騰訊聯手永輝超市，開始“新零

售”試驗；京東牽手永輝、沃爾瑪等開

設零售體驗店；蘇寧推出“蘇鮮生”精

品超市……

2017 年被業內稱為“新零售”元

年。整個零售行業以遠超預期的速度迅

速捧起了這個“風口”，各商家順應消

費升級趨勢，紛紛加大布局，連接線上

線下的“新零售”模式不斷湧現。

何為新零售？這壹概念最早可以追

溯到2016年10月。在當年的雲棲大會演

講中，阿裏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第

壹次提出“新零售”壹詞。他當時說，

阿裏巴巴將不再提“電子商務”，因為

電子商務只是壹艘擺渡的船，取而代之

的是發展新零售。

“它像商場又不是傳統商場，像購

物中心又不是傳統購物中心。它是壹

個吃喝玩樂的中心，又是壹個新的社

區、社群，真正達到消費多場景。”

阿裏巴巴集團首席執行官張勇如此形

容新零售。

告別“千店壹面”
新零售將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呢？

對商家而言，新零售的線上線下數

據融合讓商家更容易“猜”出顧客的喜

好。

在銀泰百貨杭州下沙工廠店，“淘

品牌”商品與天貓商城同款同價，每個

商品都自帶二維碼，線下掃碼線上付

款，店內的花費可實現“有跡可循”，

不再需要店長每個月清算盤貨去揣度熱

銷產品品類和趨勢；成都凱德廣場的壹

家買手商店，通過對周邊5公裏人群網

購大數據進行分析，確定了服裝占20%、

鞋子配飾占50%、洗護家居等占30%的

業態配比。對顧客而言，新零售的業態

創新和精準服務讓顧客告別“千店壹

面”的購物體驗。

在當當書店，設置了約200平方米

的沙龍活動區，可以開展民謠音樂會、

油畫拍賣、手作體驗、讀書分享、舊書

交換等活動，為讀者提供壹個多元化的

文化體驗空間；在盒馬鮮生，前壹刻還

在挑選活蹦亂跳的海鮮，後壹刻就能享

用烹飪好的海鮮美食，既能買配好的食

材帶回家做，也可以下單後30分鐘免費

送達，購物方式更自由。

百聯集團總裁徐子瑛表示，隨著商

業零售行業的不斷發展，價格型消費正

在向價值型消費轉變，消費者不再需要

“千店壹面”，而是更青睞個性化、品

質化、場景化的體驗式消費。

好體驗是關鍵
資本對“新零售”的熱情，與相關

政策的引導密切相關。2016年，國務院

辦公廳印發《關於推動實體零售創新轉

型的意見》，針對近年來實體零售面臨

的經營成本不斷上漲、網絡零售發展沖

擊和消費需求結構調整等挑戰，對實體

零售企業加快結構調整、創新發展方

式、實現跨界融合、推動實體零售創新

轉型作出部署。

如今，新零售正在風口上。未來，

新零售又將何去何從？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認

為，未來新零售就是“線上+線下+物

流”，其核心是以消費者為中心的會

員、支付、庫存、服務等方面數據的全

面打通。

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合夥人劉星認為，

“新零售”意味著新人群、新業態、新

品牌、新技術，以消費者為中心，依托

大數據構建多維交互的人、貨、場新關

系。當然，新零售的關鍵是為消費者帶

來美好的體驗，消費者體驗好了，才願

意買單。

去年進口消費類商品累計抽查5291批 不合格率28.3%
綜合報導 國家質檢總局今日舉行例行新聞發

布會。質檢總局新聞發言人李靜表示，2017年，質

檢總局組織全國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對法定檢驗商

品目錄以外的進出口商品實施了監督抽查。從整體

看，與消費者密切相關的進口商品質量狀況不容樂

觀，家用電器、服裝、家用紡織品、牙刷、濕巾、

學生用品等進口消費類商品累計抽查5,291批，不

合格率達28.3%。

李靜通報了2017年度目錄外進出口商品監督抽

查情況。李靜介紹，2017年，質檢總局組織全國出

入境檢驗檢疫部門對法定檢驗商品目錄以外的進出

口商品實施了監督抽查。各級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

在全國口岸、國內市場、跨境電商、出口生產企業

和貨物集散地實施抽查，抽查環節上做到了進出口

商品主要流通渠道的全覆蓋。針對近年來質量問題

頻發、消費者普遍關註的高風險商品，加大了抽查

力度，嚴格依據國家標準實施檢驗。抽查結果達到

了預期目標，實施重點布控的進出口不合格商品得

到充分暴露，為下壹步集中優勢行政資源實施嚴格

監管和精確打擊提供了重要依據，檢驗檢疫系統守

護國門、維護消費者權益的能力得到進壹步錘煉和

提升。

她指出，此次抽查商品涉及機電、輕紡和化工

三大類別，主要包括：電飯鍋、空氣凈化器、電子

坐便器、汽車用制動器襯片、鋰電池、充電寶、兩

輪摩托車、電動平衡車、安全套、功能性服裝、嬰

童服裝、嬰童紡織用品、童鞋、太陽鏡、兒童

牙刷、口罩、箱包、玩具等。經統計，全國共計抽

查進出口商品6,769批次，檢出不合格1,891批次，

不合格檢出率27.9%。其中，進口商品不合格檢出

率28.2%，出口商品不合格檢出率27.0%。

她明確，抽查的重點商品中，進口方面：電

飯鍋不合格率 13.5%，空氣凈化器不合格率

38.4%，電子坐便器不合格率34.9%，汽車用制動

器襯片不合格率46.6%，嬰童服裝不合格率15.2%，

嬰童紡織用品不合格率15.5%，童鞋不合格率4.3%，

兒童牙刷不合格率47.0%，太陽鏡不合格率30.1%；

出口方面：鋰電池不合格率0.9%，充電寶不合格

率65.1%，兩輪摩托車不合格率20.8%，玩具不合

格率24.6%。

此外，對於尚無國家強制性標準的部分商品，

質檢總局按照我國非強制性標準進行了檢驗，抽查

結果如下：進口箱包不符合國家標準的比率為

27.9%，進口吸濕速幹服裝不符合國家標準的比率

為44.8%，進口抗紫外線服裝不符合國家標準的比

率為20.8%，進口抗菌性服裝不符合國家標準的比

率為15.4%，進口防水性服裝不符合國家標準的比

率為7.7%，進口安全套不符合國家標準的比率為

25.0%。

她強調，從整體看，在全部抽查商品中，與消

費者密切相關的進口商品質量狀況不容樂觀。家用

電器、服裝、家用紡織品、牙刷、濕巾、學生用品

等進口消費類商品累計抽查5,291批，不合格率達

28.3%。

她進壹步指出，對於以上監督抽查發現的不合

格商品，質檢總局按照相關規定進行處理。壹是責

令不合格商品生產經營者進行整改復查，對存在質

量問題的商品依法查處，加強對同類商品共性問題

的跟蹤抽查；二是將監督抽查結果通報地方政府和

相關部門，為有關政府部門掌握進出口商品質量狀

況、制定相關政策措施提供參考；三是發布監督抽

查結果，讓消費者知曉商品質量信息，便於公眾監

督和選購，切實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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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之星人類之星””全身主要由碳纖維制成全身主要由碳纖維制成，，直徑超過直徑超過11米米，，外邊鑲上外邊鑲上6565片片
三角形鏡面三角形鏡面，，可以不同角度高度反射太陽光至地球可以不同角度高度反射太陽光至地球，，看起來就像壹顆在高看起來就像壹顆在高
空閃爍不停的迪斯可球空閃爍不停的迪斯可球。。該公司稱該公司稱，，它將是它將是““夜空中最亮的物體夜空中最亮的物體”，”，由於由於
部署在低地軌道上部署在低地軌道上，，所以每隔所以每隔9090分鐘妳就能看見它如同壹顆流星劃過天分鐘妳就能看見它如同壹顆流星劃過天
際際。。圖為圖為““火箭實驗室火箭實驗室””始創人始創人Peter BeckPeter Beck與與 ““人性之星人性之星””衛星合影衛星合影。。

俄羅斯舉辦雪橇犬錦標賽俄羅斯舉辦雪橇犬錦標賽
壹大波二哈貢獻表情包壹大波二哈貢獻表情包

5050只狒狒集體只狒狒集體““越獄越獄””
巴黎壹動物園緊急關閉巴黎壹動物園緊急關閉

園內工作人員在辦公區走廊上發現了壹只狒狒。隨後遊客被立即疏散，動物園當天全天閉館。據報道，三名
員工攜麻醉劑趕到現場。安保人員也在動物園周邊就位。博物館副館長費雷拉·勒莫爾萬告訴記者，動物園出動
全部工作人員，再加上趕來增援的60名消防隊員和20名警察，所有人“萬眾壹心”捉回大部分狒狒，還有3只
狒狒在逃，貌似是壹只上年紀的“奶奶級”狒狒以及壹只年輕媽媽和它的幼仔。勒莫爾萬說，抓到這3只狒狒後
，這家位於巴黎市中心的動物園才會重新開放，暫不清楚狒狒到底怎麽“越獄”的，所幸狒狒逃出後所在的區域
是不對遊客開放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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