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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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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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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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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燕 青年鋼琴演奏家

Email: yanshen.piano@gmail.com

鋼琴演奏博士學位和

演奏家文憑獲得者，

現招收有限名額的私人學生授課，

限周六日。有意者請郵件聯系面試。

M06-Shenyang 沈燕C_567_4

電話：832-380-9312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R01-REALM金太太246C_4

想賣掉自家住房？
金太太為您精心設計策略，
提供市場評估，精準訂價。 

想買房讓夢想放飛？
金太太助您圓夢，
為您爭取最高權益....

專業˙誠懇
負責的地產經紀人
snakejgk@gmail.com
www.har.com/janniesking

Facebook  請搜尋 Jannies King Real Estate

281-980-8989

金太太
Jannies King

金太太
Jannies King

本地高級珠寶店，專門定制設計珠寶。

●為您創造夢想中獨特的珠寶首飾！

●休斯頓最好的價格、最佳鑽石選擇！ 
（GIA和EGL認證鑽石）

●我們購買古董與高質量珠寶。

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te. E219B, Houston, TX. 77036
 (面對百利大道)

Bellaire Jewelry 百利珠寶

G03-BELLAIRE JEWELRY百C珠寶_C1357_4

電話: 713-636-2780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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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素養不僅是服從多數，
而且尊重少數及照顧弱者；

生活水準的提供不光是物質的追求，
而是包括人性尊嚴的維護；
社會正義不是霸權的強力延伸，
而是民權及自由的尊重。

美南新聞日報
Southern Chinese Daily News

電話：281-498-4310．傳真：281-498-2728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ad@scdaily.com
日報網址：www.SCDAILY.com

與美南報系所有讀者共勉！

韓國館 Hankook Kwan韓國館 Hankook Kwan

韓國人開的韓國館  正宗 地道 真材實料

happy hour:每周二、三、四下午5點至晚上8點，啤酒半價。

9140 Bellaire Blvd, suiteB, Houston, TX77036

R03-Hankook Kwan 韓國館1234567C_8

10% OFF
3月31日前有效

coupon

346-240-9696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位於 Memorial City Mall ( Outside of Apple Store and Tumi)

慶首家 OSIM3月31日盛大開幕

Coupon Valid Through 4 /15 / 2018 
Exclusion apply: uLove and 
uDeluxe Massage chair only.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超長的按摩軌道能針對更多的酸痛點按摩完

$200
      off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創新的V形手按摩“抓”走
肌肉深處的酸痛

T04-OSIM 傲勝國際_C5_16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憑此券兌換可以現場折抵$200的折扣 開幕當天 

憑此券也可現場參加抽獎 

我們將送出總價值高達$1290的獎品 還有小禮物免費放送

凡購買uLove白馬王子按摩椅或是

uDeluxe按摩椅的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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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預防講座校園安全預防講座
家長師生受益良多家長師生受益良多

光鹽健康園地下週二晚七時半播出
「 眼遺傳病的診斷與治療 」

美南國建會舉辦2018 台灣年輕專業
及學生就業諮詢會議

(本報訊)為應對近期校園
槍擊案頻發，在 Katy 各學區
的家長，學生及老師的要請
下，休士頓華人治安聯防自
衛隊 3 月 12 日在凱蒂（Katy
）華人聚居區，展開了第一
次也是大休斯頓地區規模最
大，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安
全預防講座。近七十名對校

園槍擊案及頻繁發
生的針對華人犯罪
抱著關切心態的家
長，在校學生和老
師們參加了活動！
都齊聲稱贊該講座
實用性高，可作為
家庭和校園安全防
範指南。聯防自衛
隊負責人 Hunter 表

示，如果效果好，還將在其
他華人聚居區和各學區舉辦
巡迴義務講座活動。

當天講座介紹了目前休
斯頓華人社區的各治安聯防
小組的義工活動和利用微信
等現代交際平台進行快速聯
絡，緊急訊息傳遞的方法。
具體探討了校園槍擊發生的

背景原因，包括校園內存在
的凌霸現象的產生和後果。
同時對目前網路上流傳的和
社區內存在的偽安全講習的
分 辨 ， 還 有 到 底 要 不 要 做
「英雄」的討論。同時教授

學生們在遇到極端危險情況
下如何保命。講座當中，主
講人 Hunter 強調了解校園地
形的重要性，並糾正網上一
些錯誤的逃生方法。此外，
他還現場演示一些可以就地
取材變為武器的物品，讓孩
子們在不得不面對壞人時拿
這些東西防身。

Hunter 表示，網上很多
安全攻略都是錯誤的，一旦
將這些錯誤的信息記到腦子
裡，並付諸實踐將非常危險

。不但自己會喪命，還可能
連累別人。他說， 「面對安
全問題一定不能馬虎，絲毫
錯誤將變成無法彌補的遺憾
。」

對於學生和家長共同參
與的形式，很多家長認為效
果很好。網名Ivy表示，自己
孩子們在參加安全講座之前
都是表現出牴觸態度，但聽
完之後卻很感興趣，認為通
過講座了解了很多之前不知
道的安全知識。

Hunter 說，一場講座不
能讓孩子們在面對危險時立
即脫胎換骨，但一定會提高
大家的安全意識，並在實力
不均等的危險情況下，選擇
正確的處理方式等待救援。

(本報訊)美南國建會為勉勵台灣留學生展現自己的優勢和價
值，與協助拓展台灣留學生就業出路，培育更多優秀台灣青年，
特於3月10日於休士頓慈濟休士頓分會舉辦2018台灣年輕專業
人士及學生就業諮詢會議，邀請名律師陳皇序主講移民法的1、2
、3，以及近二十位美南地區各領域傑出成功人士擔任精神導師

，提供青年學子交流平台並分享就業經驗。
本活動亦配合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積極宣導行政院

全球競才方案(Contact Taiwan)與五加二創新產業推動政策等，本
處陳家彥處長蒞臨會場致詞鼓勵大家，介紹辦事處各部及功能，
莊雅淑主任與周宜慧組長分別致詞，徐炳勳組長介紹海外人才歸

國橋接方案(LiFT) 興博士創新之星(LEAP)。有近百名年輕留學生
及專業人士與會，大會並邀請專業人士與大家共同分享職場成功
的關鍵，台上講師台下聽眾並熱烈充份溝通交流，與會者均受益
良多，再一次成功的辦理2018年台灣年輕專業人士及學生就業
諮詢會議。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南國際電視（STV 15.3 台） 將
於下周二晚間7：30 播出的 「光鹽健康園地 」 節目，將播出由
陳卓、藤羽菲眼科醫生主講： 「眼遺傳病的診斷與治療 」。陳
卓眼內科醫師，為眼視光學博士、醫學博士，美國眼視光學會資
深會員，美國眼視光學委員會資深證書會員，常年服務西北區和
北部的華人。歡迎大家準時收看。該節目也在Lsahouston- You-
Tube 網上直播，歡迎收看。

國建會黃初平會長演講國建會黃初平會長演講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陳家彥處長演講陳家彥處長演講 學生就業諮詢會議現場學生就業諮詢會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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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建清明法會通告
       本蓮社謹訂於國曆二○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六)至四月一日(星期日)(
農曆二月十五日至十六日)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舉行清明法會。恭誦
地藏菩薩本願經二永日。奉獻妙供加持早晚功課。仰仗諸佛菩薩威神力，超
薦先亡及歷代祖先。
敬請諸大護法，駕臨拈香，同崇孝思，共薦先靈為禱！凡在本蓮社設有祖先
、親友往生蓮位，或欲超渡祖先、冤親債主者，即日起，敬請諸位大德，儘
早與蓮社聯絡登記，以便設位超薦。
屆時敬請踴躍參與法延，同種菩提妙因共修成佛聖果！並有敬備素齋供眾。

休士頓華嚴蓮社     謹訂     
9369 Wilcrest Dr.,Houston, TX 77099-2128
Tel: (281) 495-9700 or (281) 879-4485 Fax: (281) 498-2984
E Mail : ablsbuddha@yahoo.com.tw

C03-AVATAMSAKA華嚴蓮社67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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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癌症康復中心
蛇精@桑黃抗癌膠囊 創造生命的奇跡
著名中醫腫瘤專家中醫內科權威王淑霞博士主診
本中心服務於來自世界各地的癌症病人，主要採取中醫自然療法，
主攻中晚期肺癌、淋巴癌、胃癌、腸癌、乳腺癌、子宮卵巢癌、
前列腺癌、白血病、紅斑狼瘡、骨癌等各種惡性腫瘤治癌名醫王淑霞
有著近50年中醫藥治療腫瘤的臨床經驗，她根據不同的癌症，採取
不同的靶向治療方法，扶正、調補氣血、增加食欲、增強體力，
同時調理治療化療後頭暈、惡心、口舌乾燥、四肢寒冷、不思飲食、
周身無力、白細胞低下，抵抗化療帶來的副作用，加強對癌細胞的
殺傷力，抑制癌細胞轉移。她的病人遍佈世界各地，她在國際醫學界
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兼治：腦梗、面癱、更年期月經不調、習慣性流產、風濕、類風濕，
神經元引起的周身癱瘓、吞咽困難，外傷或扭傷性疼痛。

International Cancer Rehabilitation Center

DR. SHUXIA WANG PH.D

王淑霞 醫學博士

 美國加州中醫藥大學

 博士生導師

7505 Fannin st, ste120, Houston, tx77054

預約電話：281-818-7928 / 702-526-6288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五) 9am - 5pm

珍寶樓 Ocean Palace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Saturday, March 24th, 2018, 6PM  
(5:30 PM 開放進場) 

 

VIP $50 | General $37 | Student $25 

請向班代表報名。 有問題請洽: Cathy (teng_cathy@hotmail.com) / Sophia (shaofeitsai@gmail.com) 

【本報訊】休士頓榮光聯誼會訂於中華民國一０七年（2018
年）三月二＋四日（星期六）上午十二時正 ，在姚餐廳;Yao
Restaurant, 9755 Westheimer, Houston, 77042, Tel. 832-251-2588 ,

舉辦金狗年春宴.餐券一張酌收成本三＋元,有意者煩洽本會常務
理事,禹道慶先生,713-774-2773,敦煌廣場內之山水眼鏡. 或直接
找會長董元慶,832-830-6588.節目精彩,抽獎,及美食.

休士頓台灣商會舉行稅法講座
會計師王舒及黃宜容主講嘉惠大家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台灣商會於3月10日上午10時
至中午12時，在僑教中心203室舉行稅法講座，陳志宏會長與休
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莊雅玲會長熱烈歡迎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李美姿副主任出席盛會。休士頓台灣商會邀請休士頓華人會計師
協會會計師王舒、黃宜容主講稅法，吸引60多位僑胞參加聆聽

，與會人士獲益良多。
休士頓台灣商會陳志宏會長首先歡迎大家

前來參加月會，接著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致詞表示感謝休士頓台灣商會提供如此實
用的講座，使僑胞增進對新稅法的了解，
另外僑委會配合政府五加二創新產業及投
資台灣政策，刻正結合僑台商力量，辦有
智慧機械、物聯網及新創產業等相關參訪
團，歡迎有興趣及具投資實力之僑台商返
台參訪，共同創造雙贏商機。

休士頓台灣商會邀請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
會兩位著名資深會計師王舒（Carol Wang,
CMCD,LLC)及黃宜容（Tina Huang, Shieh,
Lee&amp; Company)為民眾講解新稅法及
2018年報稅季注意事項.針對川普新稅法，
從房地產稅到購屋地產市場的影響，從家
庭信託到海外帳戶，個人及公司收入稅受
新稅法的影響及應對之策，幫助大家了解
和應對川普的2018新稅法，針對新稅法的
理財規劃作實際分析講解，使大家對財富
增長及省稅避稅有實際了解和概念，現場
還安排互動問答時間，使與會人士掌握重

點清楚了解新稅法。
會計師王舒、黃宜容說明，2018年報稅季和往年有部分區別

，由於2017年哈維颶風來襲，受水災侵襲的民眾可以獲得報稅
優惠，但必需保留損失證明文件。2018年報稅季仍在進行中，很

多與會人士關注報稅注意事項及省稅技巧。黃宜容會計師提到，
雖然2018年報稅季仍沿用舊稅法，因受哈維風影響，大休士頓
地區報稅相較往年有部分改變。

黃宜容會計師談到，哈維颶風的災民可以享受報稅優惠政策
，民眾在報稅時不能想當然的填寫哈維颶風損失金額，一定要有
足夠說服力的證明文件。民眾完成報稅工作後，請一定要保留損
失證明文件。

由於川普稅改細則仍未出爐，會計師王舒、黃宜容以宏觀角
度為與會人士分析新稅法的影響。王舒會計師說到，新稅法下，
個人所得稅仍保留七個稅率，可是整體稅率下降。慈善捐款、醫
療費用抵扣均發生改變，前者由之前的不能超過 「調整後總收入
」50%增加到60%；後者則由超過 「調整後總收入」10%的部分
下降到7.5%.

而搬家費用及2018年12月31日以後的離婚贍養費不能抵扣
稅款。會計師王舒、黃宜容認為，雖然新稅法在2019年報稅季
才會使用，現在正是做報稅計畫和打算最佳時機。民眾需重新審
視各項資料，再與有經驗會計師商量，達到最優省稅.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休士頓榮光聯誼會

成大校友會擴大舉辦創會50週年慶祝活動

主講人會計師王舒主講人會計師王舒（（二左二二左二）、）、黃宜容黃宜容（（二左三二左三），），休士頓台商會陳志宏會長休士頓台商會陳志宏會長
（（一右二一右二）、）、周政賢副會長周政賢副會長、、林飛虎前會長林飛虎前會長，，理事們理事們，，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會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會
長莊雅玲長莊雅玲，，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張世勳僑務委員及會計師江桂芝張世勳僑務委員及會計師江桂芝、、謝貴芬於謝貴芬於33
月月1010日在僑教中心日在僑教中心203203室舉行稅法講座上合影室舉行稅法講座上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訊】國立成功大學休士頓校友會將於5月12日,星期六
,擴大舉辦創會50週年慶祝活動。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母校,成大蘇
慧貞校長和前內政部部長也是成大水利系校友李鴻源教授遠道從
台灣來參加 我休士頓校友會50週年慶。

為慶祝本校友會成立50 週年將於5月12日下午2:00至5:00時
在豪華酒店Marriott Westchase舉辦專題講座、由蘇慧貞校長和李
鴻源教授主講。晚上6:00舉行慶祝晚宴, 很榮幸邀請到國際超導
體權威朱經武院士做有趣的專題演講、同時您將享受美味的食物

和 充 滿 樂 趣 與 燦 爛 的 娛 興 節 目 。 票 價 分, $60.00, $100.00 及
$200.00 三種, 希望校友及朋友們能參加這個宴會, 共襄盛舉. 謝謝.

詳情請聯繫
葉 宏 志 (William Yeh 713-662-2788), 趙 婉 兒 (Alice Hung

713-480-4885)
購票請連絡
趙婉兒(Alice Hung) 713-480-4885 Email: alice.hung1@hot-

mail.com



【本報訊】嚴選珍貴和多種重
要成分的許氏 『參活力元氣飲』 ，
甫上市即造成熱銷！經過十年的研
發，把地道的威州花旗參精純提煉
成［用喝的花旗參］，全方位養生
，效果顯著！即開即飲，省時便利
，迅速吸收，輕鬆幫你每天活力充
沛！

許氏 『參活力元氣飲』 真材實
料，富含滿滿珍貴10%人參皂苷以
及稀有皂苷Compound K。Com-
pound K是人參皂苷中最重要的成
份，它是在人體腸道內的主要降解

產物和最終吸收形式，具有很高的
生物活性。它能調節生理機能，滋
補強身，是維持健康的優良營養天
然活性成分。許氏 『參活力元氣飲
』 嚴選無農殘重金屬的許氏花旗參
原根材料，參味濃郁，入喉回甘，
清爽又順口。一天一瓶，即開即飲
，輕輕鬆鬆養生又補氣。產品符合
GMP標準生產規範，並且榮獲國
際Intertek重金屬檢驗合格，以及
Covance農殘零檢出，讓您喝出健
康也喝的安心。

現代人為了兼顧工作和家庭，

日夜操勞，經常處於工時過長、高
壓忙碌的生活形態，導致元氣不足
。所謂消耗元氣的漏氣族或虛弱族
，就是身體活力不足、抵抗力低下
，進而影響生理機能的正常運作，
繼而出現精神不濟、全身倦怠、欲
振乏力等無奈現象，若不善加保養
並鞏固元氣，則容易引發其他健康
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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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氏參業集團總裁許忠政強力
推薦的明星產品－許氏 『參活力元
氣飲』 ，源自中國傳統典籍《易經
》的哲學， 「周而復始，生生不息
」 ，也是品牌的核心精神。 「從花
旗參出發」 也一直是許先生引以自
豪的重點。許氏一直以客為尊，辛
勤耕種優質的原材料，並從生產以
至製造全程均符合國際食品安全
GMP標準，保證為客戶提供最優
質的花旗參產品。而集團副總裁許
恩偉更傳承企業誠信的精神，不僅
堅守傳統的優良品質，同時亦不斷
注入創新意念及最新科研製造，持
續打造多元化、全球化的品牌及產
品。查詢更多許氏 『參活力元氣飲
』 產品的相關訊息，請上網www.
hsuginseng.com 或 洽 訂 購 專 線
1-800-826-1577，或至各大中醫
參茸藥行購買。

Prevention of  Vegetable Disease & Pest Control  

蔬菜疾病及蟲害 –認知及預防 

Class size is limited                座位有限 

Classes are available at NO COST    課程不收取費用 

Registration is required      必須打電話報名參加 

  Call for Registration   報名專線: 713-486-5902 ( Ivy Weng)  

UT Physicians-Southwest  

10623 Bellaire Blvd. Suite C280 

Houston, TX 77072 | 713-486-5900 

www.utphysicians.com/clinic/southwest/ 

 Date: 03/24/2018 Saturday       日期 : 3 月 24 日  星期六 

 Time:  9:00AM-10:00AM            時間 : 早上  9:00-10:00  

十年研發許氏參活力元氣飲十年研發許氏參活力元氣飲

喝的花旗參健喝的花旗參健
康其實很簡單康其實很簡單

許氏參業集團副總郭振益推薦參活力元氣飲許氏參業集團副總郭振益推薦參活力元氣飲

許氏研發元氣飲十年的團隊許氏研發元氣飲十年的團隊

每人:$288/人(2人一房)

王朝旅遊推出：新奧爾良3天團
美國紀念日長假美國紀念日長假（（55//2626--2828），），和你逛新奧爾良和你逛新奧爾良

“美國紀
念日長假
帶您逛新
奧爾良”
，5 月 26

日-28日，帶您在美國鏡內領略法國
和西班牙風情。

我們王朝旅遊又推出：“美國紀
念日帶您走遍新奧爾良3天團”。與
王朝一起探索那些普通旅行團沒有走
過的行程，感受不一般的旅遊體驗！
深度體驗新奧爾良，這個曾經被法國
新貴殖民的地方。新奧爾良是多種文
化的集合體，坐著古老的街車沿聖查
爾斯大街從法國區向上城行駛，宛如

步入時光隧道，從歐
陸風情的法國區，到

典型美國商業區，再到宛如美國南卡
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橡樹大道，還有
20世紀初曾經普及的維多利亞式建築
。我們還將帶領大家參觀有南方哈佛
著稱的杜蘭大學，漁人碼頭，嘗盡新
奧爾良特色餐小龍蝦，生蠔等 。
這些曾經不同的語言、文化、時尚、
信仰如今都緊密交織在了一起，演變
出獨特的新奧爾良文化。

德州其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待您
去發現，我們組織了1-8天不等的德
州本地團，若親戚朋友這個暑假來德
州，您又沒有什麽好的想法，那就帶
他們來王朝旅遊預訂本地旅遊團。不
論德州本地，還是美東紐約遊，美西

或者黃石自然景觀、邁阿密，奧蘭多
主題公園，我們王朝旅遊都有應有盡
有， 不同種類旅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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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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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請聯系王朝旅遊
地 址 ：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81-8868 中國城精
英廣場內，敦煌廣場側，百利大道大
通銀行後面地鋪#A14
微信WeChat：aat713

鋼琴演奏博士鋼琴演奏博士、、青年鋼琴演奏家沈燕青年鋼琴演奏家沈燕
現招收有限名額的私人學生現招收有限名額的私人學生，，限周六限周六、、日授課日授課

（ 本報記者秦鴻鈞） 著
名青年鋼琴演奏家沈燕，她同
時也是鋼琴演奏博士學位和演
奏家文憑獲得者，繼今年年初
回國有三場大演出之後，沈燕
老師現招收有限名額的私人學
生，僅周六、周日兩天授課。
有意者請郵件聯繫面試。沈燕

（Yan Shen ) 老師的郵箱是：yanshen.piano@gmail.com。詢
問電話：832-380-9312

沈老師今年一月回國主要有三場演出：（ 一 ）12/30/17
在香港城市大會堂，受香港中西區政府邀請演奏＂拉赫馬尼諾
夫第二鋼琴奏鳴曲＂和香港作曲家何祟志博士的＂功夫狂想曲
＂，（ 二 ） 受湖南省演藝集團邀請，1 月 6 日在湖南省寧鄉
大劇院演奏鋼琴獨奏音樂會，以及1 月 12 日在長沙湖南音樂
廳舉辦獨奏音樂會。（ 二 ） 今年二月初，沈燕老師在休斯頓
跟她的三重奏組合演奏了柴可夫斯基鋼琴三重奏。沈老師近期
較大型的演出，將於今年六月，她在意大利有跟小提琴合作的
室內音樂會。

沈燕, 旅美鋼琴演奏家, Kawai藝術家，美國休斯頓大學音
樂學院演奏家文憑以及博士學位獲得者。在國內先後師從朱元
貞教授, 李楊教授, 趙曉生教授, 卡麗娜•波波娃教授，陳婉教
授。在美期間，沈燕師從 Timothy Hester，Abbey Simon。赴
美留學前，沈燕任教於廣州星海音樂學院，現任休斯頓大學音
樂學院客席講師，香港城市交響樂團駐團藝術家，休斯頓北方

交響樂團駐團藝術家，並任教於青島瓜奈裏國際音樂節。
沈燕以鋼琴獨奏家及室內樂演奏家的身份活躍在世界舞

臺上。她的演奏遍布了多個國家和地區， 其中包括紐約卡內
基音樂廳、摩爾斯歌劇院及室內樂演奏廳、萊斯大學室內樂演
奏廳、休斯頓沃爾澤姆中心、休斯頓龍星學院音樂廳、休斯頓
法國領事館、 休斯頓浸會大學音樂廳、香港大會堂、荃灣大
會堂、澳門演藝學院、廣州星海音樂廳等等。沈燕也曾多次在
各大音樂節上演奏，、哥倫比亞Bellas Artes 音樂節、 法國
Polyphony 音樂節、 瑞士巴塞爾音樂、 韓國奧林匹克音樂節
、加拿大Power River音樂節， 並長期受聘為美國德州音樂節
首席鋼琴。 她在國內外多所藝術院校受邀舉辦獨奏會及大師
課，包括 哥倫比亞 Bellas Artes 藝術學院，美國印第安納州
埃文斯韋爾大學，美國達拉斯西南浸會大學，中國蘭州師範大
學，廣州舒曼鋼琴學校及斯坦威鋼琴中心等等。她同時以藝術
指導的身份與各大樂團及歌劇院有密切合作，其中包括休斯頓
大歌劇院、當代歌劇院 Opera Vista、加拿大歌劇院Opera on
the Avalon，休斯頓交響樂團合唱團、休斯頓Aura現代樂團、
休斯頓芭蕾舞劇院交響樂團弦樂四重奏等等。

與沈燕合作演奏過室內樂的音樂家包括：俄羅斯大提琴教
授Vagram Sarajian 、加拿大大管演奏家 Eric Varner 、 英國
單簧管演奏家 David Campbell、 臺灣小號演奏家 葉樹涵、美
國長笛教授 Sydney Carlson 、 法國大提琴演奏家 Lou-
is-Maire Fardet， 小提琴大師Marie Pallot 等等。合作過的樂
團包括有香港城市交響樂團，休斯頓北方交響樂團，星海音樂
學院交響樂團等等。

2015年5月 沈燕
出版並發行古典鋼琴
獨 奏 專 輯 Fantasy |
Sonata | Elegy, 世界頂
級樂評雜誌《號角》
（《Fanfare》在2016
年發表了知名樂評人
Huntley Dent 和 Pe-
ter Burwasser 對這張
專輯的評論。這兩篇
樂評高度肯定了她對
拉赫馬尼諾夫等三位
作曲家的高難度曲目演奏的“清晰、準確、適度和遊刃有余”
，認為她演奏的美國當代作曲家Roger Sessions的第三鋼琴
奏鳴曲是“到目前為止演奏水平最高、音樂表達最完美的演奏
”， 並稱其為 “一位卓越而嚴肅的音樂家” 。

沈燕曾參加並獲獎的比賽包括：美國Protége國際鋼琴
協奏曲比賽、廣州貝多芬國際鋼琴公開賽、北京第一屆國際鋼
琴比賽、北京 "宏藝杯" 鋼琴大賽等等。

沈燕2017-18演出季的音樂會包括受邀於香港中西區政府
文化部， 在香港市政廳舉辦的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音樂會上
表演鋼琴獨奏； 與休斯頓北方交響樂團合作鋼琴協奏曲以及
與休斯頓交響樂團弦樂組合作多場鋼琴重奏音樂會，以及湖南
演藝集團主辦的“燕歸來”系列獨奏音樂會。

圖為青年鋼琴演奏家沈燕圖為青年鋼琴演奏家沈燕

圖為青年鋼琴演奏家沈燕老師彈奏的情景圖為青年鋼琴演奏家沈燕老師彈奏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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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每個人都是有個性有閱歷
的，而這些特質也會反映在你的穿著打扮上，反映
在你的談吐氣質裏，反映在你家的居家裝飾上。我
們到別人家做客，都會觀察人家的擺設、裝潢、家
具，從而判斷其經濟實力和藝術品位。對於愛好藝
術的人來說，家也是其展示自己藝術品位的最佳場
所。書畫人生，閑情雅致。也有愛好西方藝術的，
家裏掛上油畫，擺上雕塑，平添了許多浪漫色彩。
對於普通人來說，不能像博物館或世界首富那樣一
擲千金買下梵高、畢加索的原作，但可以購得一張
復制品，也能使滿室生輝。如果家中四壁都掛上藝

術油畫，就不用去畫廊和博物館了，坐在家中就能
時時欣賞，得到藝術熏陶，豈不是一大樂事？

房屋的各個空間對裝飾畫的需求不同，可以發
揮不同的功能。例如，從客廳到臥室的裝飾畫，抽
象的裝飾畫可以增強空間感，現代風格的裝飾畫與
簡單抽象畫，可以起到促進空間的作用。角落的裝
飾畫在空間上不是很嚴格，可以給人一種舒適的感
覺，角落裝飾畫改變了視線方向，讓空間立體感更
強烈。而在書房的墻上掛上中國書畫作品，無疑可
以增加文化品位，彰顯出主人深厚的國學修養。

位於好運大道的GMS大畫廊是休斯頓最大的油

畫裝飾畫商店，有幾萬張名畫復制
品，有油畫、裝飾畫、激光噴印等
各種品種，滿足您不同的需求。有
真正的古董油畫、當代著名畫家親
筆所畫的油畫、世界名畫復制品。
還能定制，將您的照片按照油畫效
果噴印出來並配好畫框，尺寸也能
按照您的要求隨心所欲，大到一扇
墻小到一本書，GMS都能做出您滿
意的效果。如果您有畫作和照片，
也可來GMS配相框，這裏的各種框
架一應俱全，有專業人員為您手工
制作，立等可取。

GMS還能裝裱中國書畫作品
，這在休斯頓是獨一無二的。

GMS大畫廊在好運大道上占
了整整一棟樓，二樓是休斯頓古董

拍賣行，一樓就是GMS大畫廊，這裏地方最大，品
種最全，價格卻是最低，對於開旅館和餐館的商家
來說，來GMS大畫廊買上一批裝飾畫是再劃算不過
的了。

春假期間，GMS 大畫廊大甩賣大酬賓，30%
OFF。您的家裏就缺這樣一幅畫，請移步GMS大畫
廊來看看吧！

GMS大畫廊
地址：9931 Harwin Dr, Houston,TX77036

電話：713-789-6767

你的家中就缺這樣一幅畫，
GMS大畫廊春假大甩賣！

紅紅的“酒糟鼻”
（接上期）一旦患上酒糟鼻，治癒過程會很

緩慢，一般只是通過治療加以控制，完全治癒的
嚴重患者很少。酒糟鼻在治療中最關鍵的一點就
是要避免誘發酒糟鼻症狀的出現。所以，改善飲
食和日常生活習慣至關重要，以防酒糟鼻的形成
和發展。

治療酒糟鼻，除了注意身體內部調理之外，
外敷也很重要。上期講過，大部分外敷消炎殺菌
藥都是激素藥，治標不治本。這裏向你推薦全加
拿大熱銷的“劍牌”皮膚病霜，治療酒糟鼻效果

很好。其特點是：不含“激素”，並且得到了加
拿大政府的認可，是純天然中草藥精製而成。它
溫和、細膩、無刺激、活血化瘀、軟堅散痂，能
改善肌膚微循環，還能促進細胞再生和修復病變
細胞。該產品已經進入了部分西人市場。一試便
知，你一定會驚呼它的神奇！

下麵請聽聽一個酒糟鼻患者治癒後的感言：
案例：我叫洪守義，今年37歲。因為有一個

紅紅的酒糟鼻，人稱外號：洪鼻頭。這難堪的紅
鼻頭已經伴隨我5年了。我是東北人，喜歡喝酒，

年輕的時候更是嗜酒如命。
而且我的面部皮膚粗糙，易
出油。從青春期一直到30多
歲，痤瘡（青春痘）不斷。

30 歲以後痤瘡減少了
，酒糟鼻出現了。一開始鼻

頭只是微紅，我沒在意。後來鼻頭上佈滿了血絲
，顏色也逐日由淺變深。我是一個愛面子的人，
喜歡交朋友。自從有了紅鼻頭我就很少與朋友喝
酒了，因為我羞於抬頭。為了治好我的紅鼻頭，
嘗試的藥一大堆，中國的、加拿大的、美國的都
有。一般是激素藥，但停藥就復發。激素藥不但
沒治好我的紅鼻頭，反而使我的鼻子越來越嚴重
。去3月，在報紙上看到了《劍牌》皮膚病霜，說
是能治療90%左右的皮膚病。由於急於治病，久病
亂投醫，所以買了一盒嘗試。三天后鼻頭上的丘

疹和膿包消失了，紅顏色也開始變淺。兩個星期
後紅色及血絲基本上消失。一個月後我的鼻子恢
復到了以前的模樣，這讓我非常興奮。自從停藥
到現在，我的鼻子再也沒有復發過。當然，我也
遵循了商家的意見沒有再喝酒了，同時改變了我
的飲食習慣。非常感謝《劍牌》皮膚病霜重新給
了我自信，讓我在朋友面前抬起了頭。而且還改
掉了我的生活惡習——嗜酒，讓我開始了新的人
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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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版
。
誠征代理商。 免費電話：1-800-640-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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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2018年4月移民排期
(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2012年01月01日
第二優先：2014年08月01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
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5年06月01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
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7年04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4年07月22日，第五優先為投資移
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的世界其
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B 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研
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5年02月01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
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6年01月01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
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8年06月01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4年09月01日，第五優先為投資移
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的世界其
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1年04月
08日中國大陸2011年04月08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6年05
月01日中國大陸2016年05月01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1年04月
08日中國大陸2011年04月08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6年01月08
日中國大陸2006年01月08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04年09月
15日中國大陸2004年09月15日
B 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2年01月
01日中國大陸2012年01月01日
第二A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7年09
月22日中國大陸2017年09月22日

第二B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1年09月
01日中國大陸2011年09月01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6年09月01
日中國大陸2006年09月01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5年03月
08日中國大陸2005年03月08日
註：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之21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二A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配偶與21歲以下未
婚子女
第二B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21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妹

國務院從2015年10月開始啟用了雙表排期。
申請人可以按照較快的排期表(Dates for Filing Ap-
plications)遞交 I-485調整身份的申請，等到較慢
的排期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排到取得
綠卡。2018年4月份的排期表能否都用快表，還需
要等移民局的進一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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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我們
律師樓今年遞交的所有H-1B工作簽證全部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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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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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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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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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
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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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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

與
全
美
僑
社
一
起
成
長

報業  黃頁  電視  網站   
印刷設計  國際貿易中心

SOUTHERN CHINESE DAILY NEWS
北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今日美國網站
Z形象總匯_推廣_34日報業務_HOUSTON_#05_C2

汝楨藝苑汝楨藝苑••
言雪芬戲曲之家敬老演出言雪芬戲曲之家敬老演出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報 導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報 導

((敬老敬老 同觀同觀 遞柬情遞柬情)) 演出完滿演出完滿
汝楨藝苑汝楨藝苑••言雪芬戲曲之家言雪芬戲曲之家••各師傅各師傅
及各成員經歷來的努力合作及各成員經歷來的努力合作••敬老節敬老節
目目••已於已於33月月1010日完滿結束了日完滿結束了."."藝苑藝苑""
多謝各界人士的支持鼓勵及贊助多謝各界人士的支持鼓勵及贊助••

得以演出成功得以演出成功••明年再見明年再見••

鄒麗芬鄒麗芬（（ 左左 ）、）、陳月媚陳月媚（（ 右右 ））演唱演唱 「「鶯鶯與紅娘之遞柬鶯鶯與紅娘之遞柬」」。。

全體演唱者與藝苑擊樂組成員合影全體演唱者與藝苑擊樂組成員合影。。

葉婉珍葉婉珍（（ 右右 ）、）、昌美蓮昌美蓮（（ 左左 ）） 演唱演唱 「「林冲之柳亭餞別林冲之柳亭餞別」」。。

鄒麗芬鄒麗芬（（ 左左 ）、）、陳月媚陳月媚（（ 右右 ）） 實景演唱實景演唱 「「鶯鶯與紅娘之遞鶯鶯與紅娘之遞
柬柬」」。。

全體演出者為演出成功切蛋糕慶祝全體演出者為演出成功切蛋糕慶祝。。

全體演出者為演出成功切蛋糕慶祝全體演出者為演出成功切蛋糕慶祝。。

藝苑擊樂組成員合影藝苑擊樂組成員合影。。

陳康妮陳康妮（（ 右右 ）、）、談順潔談順潔（（ 左左 ）） 演唱演唱 「「蘇三贈別蘇三贈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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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常中政應邀主講水災險常中政應邀主講水災險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
政於政於33月月1010日應邀在日應邀在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
座為大家主講水災險座為大家主講水災險

美南銀行於美南銀行於33月月1010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中午時至中午1212時時，，在該銀行社區服務中心舉行在該銀行社區服務中心舉行
「「水災險水災險」」 講座講座，，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應邀主講水災險有關知識和求償時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應邀主講水災險有關知識和求償時
應注意事項應注意事項

美南銀行大堂經理美南銀行大堂經理VickiVicki陳特別講解和介紹有關陳特別講解和介紹有關HSAHSA
節稅節稅、、儲蓄和如何運用於節省健保保費的相關資訊儲蓄和如何運用於節省健保保費的相關資訊
。。公關莊帷婷介紹美南銀行全方位的服務公關莊帷婷介紹美南銀行全方位的服務

美南銀行大堂經理美南銀行大堂經理VickiVicki陳在講座當天特別講解和介陳在講座當天特別講解和介
紹有關紹有關Health Saving Account(HSA)Health Saving Account(HSA)節稅節稅、、儲蓄和儲蓄和
如何運用於節省健保保費的相關資訊如何運用於節省健保保費的相關資訊。。

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於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於33月月1010日應邀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為大家日應邀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為大家
主講水災險主講水災險，，演講內容深受社區民眾歡迎演講內容深受社區民眾歡迎，，提供民眾及時和專業的訊息提供民眾及時和專業的訊息
。。美南銀行大堂經理美南銀行大堂經理VickiVicki陳特別講解和介紹有關陳特別講解和介紹有關HSAHSA節稅節稅、、儲蓄和如何儲蓄和如何
運用於節省健保保費的相關資訊運用於節省健保保費的相關資訊。。公關莊帷婷介紹美南銀行全方位的服公關莊帷婷介紹美南銀行全方位的服
務務

常中政資深保險財務專家強調常中政資深保險財務專家強調，，休士頓居民需購買水災險休士頓居民需購買水災險。。他說到他說到，，聯邦每年都聯邦每年都
會用納稅人的錢貼補水災險會用納稅人的錢貼補水災險，，納稅人如果放棄購買水災險納稅人如果放棄購買水災險，，從另一角度說從另一角度說，，就是就是
一直在幫他人買保險一直在幫他人買保險。。通常房屋保險不賠償水災傷害通常房屋保險不賠償水災傷害，，為了個人財產保險規劃完為了個人財產保險規劃完
整整，，就必需投保水災險就必需投保水災險

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於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於33月月1010日應邀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為大家主講日應邀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為大家主講
水災險水災險，，演講內容深受社區民眾歡迎演講內容深受社區民眾歡迎，，提供民眾及時和專業的訊息提供民眾及時和專業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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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國誠 醫學博士  David He, MD, PhD     
www.dr-hw.com 網絡咨詢， 免費登記， 網上預約候診。

ABMS Board Certified: ABPM, ABNM

皮膚病， 眼耳鼻喉， 呼吸道，泌尿道感染；各種常見慢性病的
藥物治療與監控，包括肥胖癥, 失眠, 維生素 D不足, 貧血，甲狀腺
疾病，胃食管反流，糖尿病, 高血壓，高膽固醇，慢性阻塞性肺
病, 前列腺疾病 和骨質疏松；健康體檢，體育體檢，疾病預防。

電話：832-640-6603
診室：10333 Harwin Dr. Ste 530 I, Houston, TX 77036

主 

治

D03FA-HE, DAVID 何國誠醫師6B_8

（ 受理Medicare，可接受信用卡，支票 和 Paypal付款方式。）

呂明中醫針炙師 (ACOO196)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A119
Houston, TX 77036

中醫全科 / 頭痛 / 偏頭痛 / 頸背腰痛 / 各種過敏症 / 氣喘咳嗽各
種胃病 / 男女不孕症 / 性功能障礙 / 月經不調 / 更年期綜合症
各種腸胃病 / 運動損傷 / 戒煙 / 神經性疾病 / 高血壓 / 中風偏癱
口眼歪斜 / 風濕關節炎 / 內分泌失調 / 肝病等...

A03_LU MING呂明中醫2456B_4

主
治

御醫
傳人

免費
諮詢

中國吉林長春中醫學院畢業
具有41余年臨床經驗

美國德州執照中醫針炙醫生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 科學中藥
           一次性針炙針~

713-271-0118
預 約 電 話 /

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門 診 時 間 /

門 診 地 址 /

探訪墨西哥國家人類學博物館探訪墨西哥國家人類學博物館 館藏館藏22萬余件人類骨骼萬余件人類骨骼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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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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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
美
人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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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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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師潛水遭頑皮小海豹攝影師潛水遭頑皮小海豹
搗亂扯咬氧氣管搗亂扯咬氧氣管

英國潛水員兼職海洋攝影師英國潛水員兼職海洋攝影師Leena RoyLeena Roy在墨西哥潛水在墨西哥潛水，，偶遇壹只頑皮小海豹偶遇壹只頑皮小海豹。。畫面中畫面中，，這只調這只調
皮的海豹壹會附在皮的海豹壹會附在LeenaLeena的氧氣筒上搭便車的氧氣筒上搭便車，，壹會又去扯咬壹會又去扯咬LeenaLeena的氧氣管的氧氣管，，玩夠了便自顧離開玩夠了便自顧離開，，畫畫
面甚是有趣面甚是有趣。。LeenaLeena的搭檔的搭檔、、攝影師攝影師Will ClarkWill Clark拍下了這些照片拍下了這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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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自去年寫入國務院政

府工作報告以來，主題持續升溫，備受

矚目和期待。值得關註的是，今年廣東

省政府工作報告也釋放出新的信號：今

年將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動廣深

港高鐵、港珠澳大橋建成通車，積極探

索建設自由貿易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將再提速。

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壹次會議廣東團開

放日上，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省長馬興瑞

透露，由廣東與香港、澳門配合黨中央、國

務院制定的粵港澳發展規劃方案將很快發

布，按照規劃，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建設將

是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的重中之重。

醞釀十余年，上升成為國家戰略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醞釀已逾10余年，

早在2005年，廣東省政府《珠江三角洲

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2004-2020)》明確

劃分“粵港澳跨界合作發展地區”。

2015年3月，“粵港澳大灣區”概念

首次被明確提出。2016年，“粵港澳大灣

區”被寫入國務院《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

域合作的指導意見》、國家“十三五”規

劃等，要求建設世界級城市群。2017年3

月，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出現“粵

港澳大灣區”，要求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

合作，編制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

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

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2017年7月1日上午，在國家主席習近

平的見證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峰、廣東

省省長馬興瑞在香港共同簽署了《深化粵

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按

照協議，粵港澳三地將在中央有關部門支

持下，完善創新合作機制，促進互利共贏

合作關系，共同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

更具活力的經濟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

生活圈和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範區，

打造國際壹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目標很遠大，對標國際壹流灣區
伴隨著世界經濟格局大調整，紐約灣

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等世界級灣區

相繼形成並掘起，分別以金融、科技創

新、先進制造為主要特點，三大灣區基

本處於服務經濟向創新型經濟的轉軌中。

當前珠三角制造業比較發達，整體

處於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過程中；

香港、深圳等部分城市已出現創新型經

濟特征。單純從經濟總量看，粵港澳大

灣區與紐約灣區相當，但在引領全球經

濟發展、主導全球資源配置、帶動全球

產業升級等方面差距明顯。隨著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進入國家戰略，未來有望成

為第四個國際壹流灣區。

廣東省綜合交通運輸“十三五”規劃

要求，到2020年，交通基礎設施總體達到

國內領先、世界先進水平，基本建成覆蓋

全省、輻射泛珠、服務全國、連通世界的

現代化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國際綜合交通

門戶地位基本確立，實現“12312”交通

圈，即廣州與珠三角各市1小時通達，珠

三角與粵東西北各市陸路2小時左右通達、

與周邊省會城市陸路3小時左右通達，廣

東與全球主要城市12小時通達。

未來更可期，資源有效集聚整合

隨著未來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和政策

落地，灣區經濟有望進壹步融合發展，

經濟地位進壹步提升。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接受采

訪時透露，下壹步將按照中央的決策部

署，務實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包

括要通過對相關的法律政策調整完善，

對有關的體制機制創新改革，來促進大

灣區裏面的人員、貨物、資金、信息更

便捷地流通，使大灣區的資源能夠得到

有效集聚整合，使粵港澳三方的優勢能

夠得到互補，產生壹種協同效應。

他還舉例說，香港在金融、教育、醫

療、服務業以及國際聯系方面有很多優勢，

可以把這些優勢和廣東的產業優勢有機結合

起來，在大灣區裏面打造世界科技創新中心，

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建成

惠及大灣區裏面的所有居民、包括港澳同胞

的優質生活圈。“假以時日，粵港澳大灣區

壹定能夠建成足以和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

東京灣區相媲美的國際大灣區。”

變廢為寶：垃圾分類是前提 技術成就綠色經濟
1噸廢紙可以造出850千克好紙，可節約木材

300千克，約等於少砍17棵成材大樹；1噸廢玻璃可

生產壹塊籃球場面積大小的平板玻璃，而回收再造

壹塊玻璃過程中所節省的能量，則可以使壹只60瓦

燈泡發光4小時……如今，變廢為寶成為壹個系統

工程，利用高科技處理垃圾，不僅能夠產生經濟效

益，倒推產業鏈前進，更重要的是減少了垃圾堆放

對環境的影響，實現了生態環保價值。現在，越來

越多相關企業和“黑科技”的誕生，給了社會更多

選擇，也讓人們看到了變廢為寶未來的發展前景。

垃圾分類是前提
垃圾是人類生活與生產的必然產物，但在高速

發展的現代社會，巨量垃圾已經成為地球生態不可

承受之重。根據《2017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

汙染環境防治年報》顯示，2016年我國大、中城市

垃圾產量呈高速增長態勢，如果不能妥善處理，人

類生存環境將面臨巨大壓力。

俗話說“垃圾是放錯地方的資源”。垃圾分為

很多種類，有著不同的成分、屬性與利用價值。變

廢為寶其實就是垃圾再資源化，即將垃圾直接作為

產品進行利用，或者采用適當措施實現垃圾中材料

及能源等資源的再利用。這樣壹方面可減少垃圾存量，

節省土地資源，避免潛在汙染；另壹方面，綜合利用

垃圾產生新產品，還可獲得更高的經濟利益，可謂是

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兼得。

從垃圾產生到回收利用的整個過程中，垃圾分

類是壹大前提。嚴格的垃圾分類制度，是對垃圾分

流並有效利用的重要保證。

從2000年起，我國就開始推廣垃圾分類制度。

但到目前為止，垃圾分類依舊是變廢為寶事業中的

壹項掣肘因素，其原因有多方面。當然，情況也在

改變。近年來，在新的發展理念下，各地政府將互

聯網技術與垃圾分類、可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相融合，

不同程度上發展出“互聯網+分類回收”模式。

比如說，銀川市已啟動了垃圾分類“互聯網+資

源垃圾”回收方式，開通垃圾分類微信公眾號，實行

“線上交易+線下物流”。廣州市、深圳市探索推行

“互聯網+分類回收”，建立了APP移動平臺，實現

垃圾分類信息化管理。2017年12月14日，青島首個智

慧垃圾分類回收箱在海倫路街道試點運行，通過積分

兌換制度，鼓勵民眾養成垃圾分類的良好習慣。而在

鄉村，垃圾隨意傾倒在門前的時代正在過去。每個村

子圈定幾處場地作為垃圾傾倒地，嚴禁垃圾焚燒，定

期清理垃圾，鄉村的垃圾處理情況也在改善中。

技術成就綠色經濟
垃圾“變廢為寶”的過程，其實就是利用相關技

術進行材料及能源再利用的過程，技術是其中壹大推

動力。在現階段，我國垃圾的處置主要以填埋、堆肥、

焚燒這三種方式為主，填埋仍然占據主要地位。但簡

單的填埋並不能徹底地解決“垃圾圍城”問題，不僅

占用寶貴的土地資源，還容易引起土地與地下水汙染，

對生態造成嚴重破壞。利用垃圾焚燒發電技術，不僅

可以有效地使垃圾減量縮容，還能產生可供利用的電

能，因而成為未來垃圾變廢為寶的壹種重要方式。

隨著國家的重視和社會投資的增加，很多科研團隊

也在進行垃圾處理技術的攻關，誕生了許多令人稱奇的

“黑科技”。“吃”進去垃圾，“吐”出來寶貝。在技

術的加持下，垃圾變廢為寶行業未來的發展潛力巨大。

建築垃圾可以達到相當高程度的重復利用率。因

此，眾多企業和科研團隊都在試圖解決這壹難題。深

圳市思力佳化工建材有限公司利用建築垃圾，制作出

免蒸壓輕質磚和免蒸壓超飽和液態混凝土現澆非承重

隔墻的產品，大大提高了建築垃圾的循環利用率。

城市裏的生活汙水經過汙水處理廠處理之後，

依舊會產生大量含有惡臭物質、病原菌、重金屬等

物質的汙泥。如今，利用高溫水解工藝和厭氧消化

等工藝，汙泥中的有機物得以消解和穩定，還能變

成寶貴的能源與肥料。

林間地頭常見的農作物稭稈和林木廢棄物，過

去往往焚燒了事，如今，利用生物質燃料發電技術，

這些物質經過充分燃燒後，不僅可以產生蒸汽推動

汽輪發電機發電，燃燒後產生的灰粉還能加工成鉀

肥返田。生物質燃料發電技術實現了農業廢料變廢

為寶，成就了生態農業經濟。

在信息時代，電子產品快速更叠導致電子垃圾快

速增長，對人類健康和環境保護是壹個嚴峻的挑戰，

但實際上，電子垃圾中有許多資源具有極高回收利用

價值。壹部廢舊電視機經過無害化加工處理後，拆解

的材料不僅能用於塑料制品、節能管的制造，還能用

於冶煉廠的原材料。更有甚者，電子垃圾中還能提煉

出“黃金”，儼然壹座值得開發的“礦山”。

實現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粵港澳大灣區對標世界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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