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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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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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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今天上午美南電視今天上午99::3030 及晚間及晚間1010::3030
播出郭小莊女士專訪特別節目播出郭小莊女士專訪特別節目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暨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蔡偉總領事到任招待會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於本周四（10 月 12 日）晚在 Hilton Houston Post
Oak 舉行國慶招待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七十周年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舘蔡偉總領事到任
。共有六百餘位中外佳賓與會。大家除了在開場
前到前面側廳觀賞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中美關係進
程的電子圖片展覽，暨聆聽蔡偉總領事講話，得
知總領館推出微信公眾號，及一位休士頓醫生，
在2018年秋天，奇蹟式救活新疆一位急症患者的
好消息。

蔡偉總領事在演講中指出：今年的十月一日
，我們將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70歲華誕，美國卡
特前總統專門致信習近平主席祝賀。這也代表了
中國人民用辛勤的汗水和無窮的智慧投身建設，
澈底改變了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積貧積弱的歷
史面貌，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
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蔡偉總領事也介紹了幾個當代中國之“最”
。如70年間，中國經濟總量，從新中國成立之初
的300億美元到2018年突破13·6萬億美元，增加
450多倍，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世界第一
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和第一大外匯儲
備國。新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7·4億貧
困人口擺脫貧國，成為最早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的
發展中國家；中國還形成了4億多人的世界最大
規模中等收入群體，建成分別覆蓋超過9億人和
13億人的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體系。中國也
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的主要出資國之一。1990年以
來累計參加24項聯合國維和行動，派出維和軍事
人員3·9萬餘人次。中國也積極參與全球治理，
堅決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習近平主席提出
“一帶一路”，倡議和推動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
理念，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2018中國關稅
總水平已降至7·5%，已接近發達國家，發達市場
對外開放水平。
蔡偉總領事也提到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40年
來，中美關係歷經風雨，總體向前發展。中美建
交以來，兩國人員往來增加了500多倍，中雙方
平均每天有1.4 萬人往返，兩國現有，50對友好
省州和227對友好城市。他特別提到當天在招待
會現場的一位休士頓醫生，於去年（2018 年)秋天
在中國新疆自治區作學術交流時，以手術救活了

一位急症患者，這是中
美合作與友誼的縮影。

蔡總同時也提到中
美貿易磨擦比雙邊經貿
合作帶來嚴重負面影晌
，他認為：只有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是確保中
美關係穩定發展的前提
。他同時也提到 「香港
問題」，任何妄想在香
港製造動亂、破壞香港
繁榮穩定和“一國兩制
”的圖謀都注定不會得
逞。香港事務純屬中國
內政，不容外國政府，
、國會或其他任何形式
的外部勢力干預，香港
的繁榮穩定不僅符合中
國的利益，也有利於包
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
。

蔡總領事說：中美關係的發展也離不開廣大
僑胞艱辛的付出和努力。廣大的旅美僑胞不僅為
美國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也是推動中美民間友
好的使者。當前，中美關係正處於重要的十字路
口，機遇與挑戰並存。作為第14任中國駐休斯敦
總領事，他將與同事與美方各界一道，共同促進
領區各界對華交流合作。他也特別宣佈：當天正
式開通總領館微信公眾號，以便更好地踐行外交
為民理念，維護中國公民和企業合法權益，做好
領事服務。

當晚出席的貴賓包括了：亞洲/ 太平洋地區
總督辦公室區域主持人 James Chene; 喬治亞州經
濟發展部中國倡議部主任Stella Xu, 衛裕學院院長
Vivia Fowler, 航 空 博 物 館 館 首 席 執 行 官 Nell
Chennault ,陳納德航空博物館代表，陳納德孫女
等三人；國會議員 Pete Olson 代表代表 Christian
Bionate, 及張晶晶； 休士頓市首席發展官 Andy
Lckene; 美中合作委員會董事 Charles Foster, 萊斯
大學校長David Leebron 和夫人孫月萍女士等多人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
了歡迎台灣京劇國寶- 郭小莊女
士於明天（9 月 15 日）下午二時
至五時在僑教中心主講 「開創台
灣京劇新紀元 」，美南電視於今
天，（9 月 14 日，星期六，）上
午9:30及晚間10:30 提前播出郭小
莊女士的專訪，由陳瑩主持，歡
迎各界準時收看，並參加本周日
下午二時至五時在僑教中心大禮
堂與小莊小姐的面對面歡敍。

圖為蔡偉總領事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圖為蔡偉總領事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國成立7070周年暨到任招待會上講話周年暨到任招待會上講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蔡敏總領事蔡敏總領事（（左四左四 ））在招待會上與僑在招待會上與僑
胞代表合影胞代表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台灣京劇國寶圖為台灣京劇國寶-- 郭小莊女士郭小莊女士（（中中 ））接受美南電視主持人陳瑩接受美南電視主持人陳瑩
（（右右 ））的訪問的訪問。（。（左左 ））為講座主辦人為講座主辦人 「「美南作協美南作協」」會長秦鴻鈞會長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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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台灣傳奇龍舟隊上週日展開今年第一次訓練。
德州的九月天依然是炎夏，艷陽下的樹蔭裡，隊友先 展開暖

身動作，和基本划槳演練，隨後在教練指導下在水上作了近兩小時
訓練。

今年有好幾位好手加入，他們都是有經驗的划船選手或是運動
健將，年輕力壯，和原有隊員組合成一組十分出色的隊伍。

一連四年，台灣傳奇都在糖城的龍舟比賽都是名列前三名之內
，戰鬥力旺盛和團隊同心恊力， 是比賽得名的因素。

整個集訓還有四次，比賽將在十月十二日， 糖城舉行。
台灣傳奇龍舟隊是參加男女混合組，今年女生隊員尚有名額，

歡 迎 有 興 趣 人 士 加 入 。 有 意 加 入 者 請 與 會 長 羅 茜 莉 連 絡
832-655-7598

美南銀行有三喜美南銀行有三喜
慶週年、業績創新高、開定存送好禮

2019年國慶盃高爾夫球比賽

台灣傳奇龍舟隊開始訓練

【休士頓訊】2019年，美南銀行在執行
長李敏通先生管理和帶領下，銀行業績表現
優異，獲利成長茁越，一再創造建行以來佳
績，獲得董事會和股東們支持與肯定。

現適逢美南銀行創行22週年行慶之際，
除了推出己全面提昇更健全的銀行軟硬體系
統及服務品質和更新網路銀行和增加手機版
銀 行 功 能 ， 加: 如 存 支 票 (MOBILE CAP-
TURE) 手機FACE ID跟 fingerprint ID等外
，更特別推出好禮相隨+ 優惠定存專案。自
即日起至2019年11月18日止，凡在美南銀

行各分行開立9個月定期存款帳戶，存款額
度不低於2萬5000美元，即可獲享2%的優惠
年利率，同時可獲贈LED 野營燈一個以答謝
回饋客戶多年來的支持和愛護。

LED 野營燈是美南銀行特別在 22 週年
前夕貼心挑選堪稱今年最受歡迎的禮品，適
用闔家和喜愛野外活動朋友，特別適於颶風
季節使用只要輕輕拉開就可以照亮整個房間
或黑暗地方的最佳備用品以回饋答應客戶多
年對於美南銀行的支持與愛護。因數量有限
，送完為止。敬請把握時機。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 1997 年
，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內，在休士頓
糖城、奧斯汀、達拉斯Plano和Richardson等
地區均設有分行，。在加州亦設有貸款辦事
處。以提供全面位的商業及個人銀行業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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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休士頓國慶盃網球賽
【本報訊】Date: Sat-

urday, September 21
Time: 8am – 12pm

noon
Location: Memorial

Park Tennis Center , 1500
E Memorial Loop Drive,
Houston, TX 77007

比賽類別: 男子雙打,
男女混合雙打

報 名: double.ten.ten-
nis@gmail.com

報名費: 每人 $5 元或
每隊$10 元. 報名費包括
了飲料，零食，午餐，及
free 國慶 T-shirt.

報名截止日期: 9 月
19 日

中央大學校友會
會長 黃春蘭 敬邀

【本報訊】休士頓客家會及休士頓清閒俱樂部為慶祝中華民國108年雙十國慶，將主辦2019
年國慶盃高爾夫球賽，比賽時間、埸地, 資訊如下：

時間：10月19日，星期六，中午11時30報到 (12時45正 Shotgun Start)
場地：El Dorado Golf Course at Quail Valley，2880 La Quinta Dr, Missouri City, TX 77459，

(281-403-5910)。
獎項：比賽將分A、B兩組進行，以個人成績決定優勝，獎項包括：
• 淨桿總分冠、亞、季軍

• 最長發球獎
• 最近球洞獎
• 幸運抽獎多名
報名費：每名球員$70, 費用包括球場費,獎杯,抽獎和晚餐.
歡迎各界高爾夫球愛好者踴躍參加。有關球賽事宜請與 CH Chen @832-758-8244 或 Jim

Hsu @832-818-8942 連絡。

中國吸收外資的壹連串“第壹”：投資者用腳投票
中國吸收外資穩定增長。據官方數據，今年前

7個月中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超過2.4萬家，相當於

每天都有100多家外企來華掘金；吸收外資額接近

800億美元。2018年，中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

規模已達1983年的151倍，連續兩年成為全球第二

大外資流入國，連續27年成為外資流入最多的發

展中經濟體。

這壹“成績單”和壹個個敢於率先“吃螃蟹”

的企業分不開。

第壹家中外合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1980年5月1日，新中國第壹家中外合資企業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正式開業。這家公司由

內地和香港共同投資創辦。按合同規定，內地占投

資總額的51%，港方占49%。

曾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在其《突圍

——國門初開的歲月》壹書中回憶說，當時中國民

航飛機上的配餐種類少，口感也不好，面包吃起來

硬還不斷掉渣。在此情況下，香港以經營食品聞名

的伍沾德便向民航總局提議，在北京合資創辦航空

食品公司。

合資後，港方不僅帶來了三文魚、牛柳等當

時內地廚師“聽都沒聽說過”的配餐材料，以及

先進的生產工藝和操作方法，還在公司內推行上

班打卡等國際通行管理制度，很快改變了中國航

空食品落後的局面。合資前，北京航空食品公司

的日配餐量只有640份，而2007年底每日配餐量

已達6萬份。

第壹家外商獨資企業：正大康地集團
隨著改革開放走向深入，外商投資方式也從單

壹的中外合資向外商獨資、外商投資股份制等方式

拓展。

在深圳蛇口自貿區坐落著壹家占地面積兩萬多

平米、以生產加工為主體的公司：正大康地集團。

該公司是由泰國正大集團(蔔蜂集團)和美國大陸谷

物有限公司共同投資興建的大型綜合性畜牧企業，

也是改革開放後在深圳經濟特區註冊成立的第壹家

外商獨資企業。

該公司老員工回憶說，因為當年深圳生活水

平與香港和泰國差距很大，公司有些從香港派來

的員工壹到深圳就打了退堂鼓。為留住外籍人才

，公司專門進口了壹臺 21寸彩電，放在露天給

員工觀看。

如今，正大康地集團已為中國飼料工業培養了

大批優秀人才，被稱為飼料工業的“黃埔軍校”。

截至目前，正大集團在中國設立企業超過400家，

總投資額超1200億元人民幣。

第壹批在華設研發中心的外企
近年來，因中國創新實力不斷增強以及經濟結構持

續升級，越來越多的外企開始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

1995年IBM公司成立IBM中國研究院後，在中

國加大研發投入的IT企業越來越多。微軟1998年

在北京設立微軟中國研究院，這是其除英國劍橋在

本土外設立的第二家全球研發機構。此後，大眾等

壹批制造業企業也在中國設立了研發中心。世界壹

流跨國公司在中國開展研發活動，對推動中國科技

進步和創新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顧幾十年間中國吸收外資發展之路，每個重

要裏程碑既源於深化改革開放的努力，又推動開放

達到更高水平。隨著中國進壹步擴大高水平開放，

越來越多投資者或將來華興業，用腳投出對中國的

“信任票”。

跨國公司的選擇：留下來 紮下根

綜合報導 當前，世界經濟局勢錯綜

復雜，跨國公司的發展思路引人關註。

跨國公司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

？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擡頭的趨勢

下，跨國公司的全球布局將如何推進？

近日在北京舉行的2019中國發展高

層論壇專題研討會，給了大家壹個傾聽

、了解跨國公司想法的機會。會議上，

眾多跨國公司高管先後表達了他們的態

度：將堅定不移擴大在華投資，並將致

力於促進中國與世界建立更加緊密的聯

系。

記者從中看到了跨國公司堅持在華

發展的決心，也堅定了經濟全球化必定

難以阻擋的信心。

堅定不移擴大在華投資，緣於跨國

公司普遍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持有信心

。寶馬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寶馬大中

華區總裁高樂表示，包括寶馬在內的很

多外資企業受益於中國的改革開放，自

2013年以來，中國就壹直是寶馬最大的

單壹國家市場。“今年前7個月，我們

向中國客戶交付了超過40.4萬輛汽車，

同比增長16.6%，這讓寶馬對繼續擴大

在中國的業務充滿信心，也增強了我們

與中國壹起發展的信心。”

新西蘭乳企恒天然也十分看好中國

大市場。恒天然大中華區總裁朱曉靜說

，公司中國業務占整個恒天然業務的

25%。毫無疑問，中國是恒天然最大的

市場，也是發展最快的市場，更是恒天

然最具戰略重要性的市場。

能讓跨國公司如此堅定地留下來，

紮下根，不僅是因為中國近14億人口龐

大的消費潛力，還因為在壹些國家貿易

保護主義“逆風”下，中國繼續以開放

姿態面向世界，不斷推出壹系列擴大開

放新舉措，不斷優化外資的營商環境。

出臺外商投資法，縮減外資準入負

面清單，自貿試驗區再添 6個新成員

……壹系列舉措讓跨國公司明白，中國

將全力給他們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可口可樂公司全球副總裁馬修· 埃科

斯說：“我們很高興地看到外商投資法

得以實施，還有更多自由貿易試驗區的

建立。盡管前路仍有挑戰，但我們還是

想強調，我們致力於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科技創新能力的不斷增強、創新

人才供給水平的不斷提升，讓跨國公司

的在華業務體量不斷加碼的同時，也出

現了不少角色的變化。

目前，寶馬在北京、上海和沈陽

的研發中心都已經全面升級，成為寶

馬集團在德國以外最大的研發網絡，

涵蓋所有的研發職能。超過 1000名在

華專業研發人員中，近 80%是中國人

。高樂說，對於寶馬而言，中國不僅

僅是壹個消費市場，而且也是壹個非

常重要的創新源泉，以及產業價值鏈

的核心樞紐。

持有同樣戰略思維的還有著名藥企

阿斯利康。目前，阿斯利康在上海和江

蘇都有投資。該集團全球首席執行官蘇

博科表示，阿斯利康在無錫的創新中心

已經成為其全球創新網絡的重要組成部

分，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特別是人工

智能領域科技水平的不斷提升，正是公

司這壹布局的重要因素。

市場是資源優化配置的最好方式。

無論外部環境風風雨雨，留在中國，紮

根中國，對於跨國公司來說都是最優解

。

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

也是經濟全球化的構建者。人才、資金

、產品和技術，通過跨國公司完成了全

球流動，造福於世界。正因如此，促進

中國與世界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系，成為

不少跨國公司的明智選擇。

蘇博科認為，要實現更好的創新成

果，就必須加強世界各地的科技交流，

阿斯利康從自身做起，推動其在中國的

創新成果與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創新成果

加強合作，互相激發靈感。

英特爾公司全球副總裁傑夫· 裏特納

認為，對於半導體行業來說，只有加快

合作，才能讓數據更快流動，讓技術創

新的步伐越來越快。英特爾80%的業務

都在美國之外，其中很大壹部分來自中

國。今天，亞洲許多國家及地區已成為

世界半導體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條

全球價值鏈也促進了行業夥伴之間的重

要合作，以幫助整個行業成功部署新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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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所有穀類、豆類和堅果都可
催芽嗎？您可知為何要催芽? 答案是芽
菜苗在成長的過程中，會從沖澆的水中
吸收礦物質與微量元素。芽菜苗含有非
常豐富的礦物質與維生素，以小麥發芽
72小時後，與種子未發芽時的營養價值
相比，綜合性維生素B和維生素C的含
量，在發芽後達到原來含量的六倍，維
他命Ｅ的含量也增加了3倍。食用芽菜

苗等於在吃一種營養價值正值高峰的植
物，種子在此時釋放所有儲存的能量，
以便逐漸長成一株完整的植物，而幼芽
所含有的，正是植物賴以生長的重要激
素，這種激素就是一種酵素。芽菜苗最
可貴的就是充滿豐富的酵素，是人體維
持健康避免早衰最重要的營養素。酵素

有多少，生命力就有多少。
種子在發芽過程中會產生植化素

(Phytochemical)等多種新營養素，植化
素是植物用來繁衍、保護自己的保命要
素。植化素對人體的貢獻：1. 強力的抗
氧化功能2. 提升免疫力3. 抗癌4. 抗發
炎。此外，植化素可激發體內解毒酵素
的活性、調節體內荷爾蒙的分泌，並促

進細胞代謝。種植芽菜苗方法有水耕,
土耕法, 各適用於不同種類的種子。

校友林秀英一直大力提倡製作酵素
, 曾在僑社公開演講；現在又致力研究
催芽技術, 她將介紹示範一些簡易催芽
法, 提醒各種訣竅, 注意事宜。校友會也
將提供詳細講義, 講解催芽步驟和各種

芽菜營養與功效, 如綠, 黄, 黑豆芽, 苜蓿
芽, 綠花椰, 碗豆芽, 小麥草, 葵花芽, 篙
麥芽, 紅, 綠扁豆芽, 甜菜根, 葫蘆巴芽等
。還有回春水的製作, 水壺發豆芽菜的
改良簡單方法。

園藝專家黃以法教授將淺談各種蔬
果的營養和種植, 並當場贈送火籠果苗,
生菜, 百香果, 豌豆等種子, 還可幫忙解
決植花蒔果的疑難雜症。

您若關心自己的身體保養, 希望活
得健康長壽, 朝氣蓬勃, 歡迎來聆聽兩位
專家的心得與經驗分享。日期時間九月
二十八日下午1:30pm 到3:30pm, 地點華
僑文教服務中心展覽室。10303 West
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校友會屆
時敬備茶點接待。

詢問演講電話 2819233660

師大校友會主辦國慶小花博師大校友會主辦國慶小花博
""保健養生話催芽保健養生話催芽””和和”” 淺談蔬果營養及種植淺談蔬果營養及種植”” 兩個健康講座兩個健康講座

角聲社區中心主辦角聲社區中心主辦 心理健康講座心理健康講座
個人安全管理個人安全管理 講員講員::王曉明教授王曉明教授

黄府黄府 火龍果花盛放火龍果花盛放

黄府黄府 綠油油肥碩的青菜綠油油肥碩的青菜

黄府黄府 傍水斜坡式庭院傍水斜坡式庭院

人們知道如何管理財產-投資理財
，但是在這時時發生犯罪的世界，您知
道如何管理自身的安全嗎？王教授將從
犯罪學的角度和他10多年執法實務經驗
，來談個人安全管理，如何減少犯罪受
害機率。

9/14 2019（星期六） 早上十時到
十二時

講員:王曉明教授
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UHD)刑事司

法教授

地點：角聲社區中心
7001 Corporate Dr. #379 Houston

TX 77036
網上報名： www.cchchouston.org
報名： 713-270-8660
免費參加，座位有限，從速報名
參加者請來電或網上報名，若講座

調動或更改方便通知

免費課程
陪我走過哀傷路

— 哀傷課程及支持小組
8/10 ~10/26 2019（星期六）
早上十時到十二時
連續十一週的課程內容包括認識哀

傷，哀傷過程，哀傷與家庭，關係重整
丶生活重整，面對節日，新生活丶新盼
望等內容。這課程幫助失去親友者面對
哀傷及走出哀傷的失落。

地點：角聲社區中心
7001 Corporate Dr. #379 Houston

TX 77036
網上報名： www.cchchouston.org
報名： 713-270-8660

免費參加，座位有限，從速報名
參加者請來電或網上報名，若講座調動
或更改方便通知
角聲社區中心和光鹽社合辦

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喃嘸地藏王菩薩寶旦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喃嘸地藏王菩薩寶旦、、
太歲星軍及財神爺爺寶旦太歲星軍及財神爺爺寶旦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88月月2525日為農曆己亥年日為農曆己亥年77月月2525日日、、
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財神爺爺寶旦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財神爺爺寶旦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陳作堅陳作堅、、元元
老雲偉嘉老雲偉嘉、、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信眾向財神爺爺上香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信眾向財神爺爺上香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
、、陳作堅陳作堅、、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馬小卿堂主率經生馬小卿堂主率經生

班及信眾向觀世音菩薩上香班及信眾向觀世音菩薩上香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
陳作堅陳作堅、、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

信眾向太歲星軍敬酒信眾向太歲星軍敬酒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
陳作堅陳作堅、、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

信眾向太歲星軍上香信眾向太歲星軍上香 88月月2525日太歲星軍寶旦日太歲星軍寶旦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陳作陳作
堅堅、、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信眾向太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信眾向太

歲星軍上香歲星軍上香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陳作陳作
堅堅、、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信眾先向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信眾先向

天后娘娘敬拜天后娘娘敬拜

農曆己亥年農曆己亥年77月月2525日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喃嘸日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喃嘸
地藏王菩薩寶旦地藏王菩薩寶旦、、太歲星軍及財神爺爺寶旦太歲星軍及財神爺爺寶旦,,理理
事長周滿洪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陳作堅陳作堅、、元老元老
雲偉嘉雲偉嘉、、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信眾先向天后及信眾先向天后

娘娘上香娘娘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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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 new concrete & repair concrete. 
We do driveways, backyard patio, & sidewalks.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修復水泥地＆新水泥地
我們做停車道
後院和人行道
支持商業和住家Our Sample

COnCrete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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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的地方，就是天下。有人的地

方，就是江湖。在职场的江湖上，有能

力的你是桀骜不驯还是顺应潮流，取决

于你对规则的理解和敬意。每个行业都

有自己的规则，如果你不尊重这些规则

，老板就会让你滚蛋，不需要理由！刚

入职场的小鲜肉们，这些规则你必须懂

！！！

规则一：从团队角度，尊敬和服从

上级

之所以会有上下级，是为了保证团

队工作的开展。

上级掌握了一定的资源和权力，考

虑问题是从团队角度而可能难以兼顾到

个体。尊敬和服从上级是确保团队完成

目标的重要条件。

员工如果不站在团队的高度来思考

问题，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找上级的麻

烦甚至恃才傲物，很难生存，更奢谈走

得好走得远。

规则二：如果你的工作不能达到上

级的要求，一定要及时和上级沟通，要

让他知道你的进度和方向。

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你的工作还没有

让别人看到显著成绩，这时不要和你的

上级距离太远，要创造条件去沟通，让

他知道你的进度、计划和要取得的成绩

。你这样做了上级不会责备你，他还会

利用所掌握的资源给你帮助，让你提前

取得业绩。

然而，有的职场新手甚至老手容易

犯的错误却是，越是没有成绩越是不愿

去找上级沟通，认为自己没有面子，对

上级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样的风险

很大， 因为你业绩低迷上级本身就不

会满意，会对你的工作能力产生怀疑;

如果再不了解工作状况和进度，还会认

为你没有努力工作。时间一长，你就可

能进入要被淘汰的 黑名单。其实在每

次的淘汰名单中，并不全是业绩最差的

人，但不会主动找上级沟通的人却会占

很大比例。

那位被辞退的员工还有一个重要原

因，就在于他近期工作业绩并不明显，

我得到的反馈只是正在进行中。至于是

如何进行、进行情况如何，一直得不到

明确答复。“用人不疑”是一条原则，

但这是需要有不被怀疑的行动。

规则三：对于团队依照程序所作出

的决定如果认为不合理，要通过正常的

途径与方式去反馈，并给上级留出时间

，同时要执行决定。

一个团队的决定有可能是对的，也

有可能不太合理。但决定具备一定的权

威性和强制力，也是保障一个团队正常

运转的必要条件，是从大局和整体的角

度出发 的。员工先换位思考，如果对

团队的利益有保障就要服从。

如果有不尽完善的地方，要选择正

常的程序和方式提出建议等待回复，只

要决定没有触犯法规，员工应该无条件

服从。如果采取消极方式对团队的决定

进行对抗，受伤害的只会是员工自己。

规则四：切忌煽动同事与团队对抗

，一个正常运转的团队都会对带头闹事

的人“杀无赦”。

职场中受委屈甚至不公平的事情都

是正常的，员工可以选择合适的方式提

出，也可以选择到执法部门寻求帮助。

但是采取煽动闹事的方式解决问题

，往往把自己推到一个更加不利的境地

，因为这种方式是团队是绝对不能容忍

的。

规则五：如果你不能为一个团队创

造一定的价值，起码不要成为制造麻烦

的因素。

团队里成员形形色色个性各异，难

免有喜欢用小手腕制造麻烦来达到一些

目的。

一个人的为人和能力在团队成员的

长期合作中，大家都会有判断。小手腕

只能让一个人得到短期利益，一旦其他

成员了解以后，他便很难立足。要在组

织里长期生存下去，大聪明是必要的。

规则六：对于上级安排的临时性工

作，一定要及时反馈。

有时上级会安排临时性工作给你，

这些工作可能非常紧急，上级会要求随

时反馈完成期限，这也是让上级增进对

你信任度的机会。

我遭遇过这样的员工：

公司送货发生了车祸，导致货物大

量破损，经销商拒绝接货。为避免更多

损失，我告诉负责该市场的业务代表，

让他亲自参与这次事件 的处理，并随

时跟我保持联系。但我等到夜里十点也

没有消息，打电话居然关机了。最后送

货司机只得把产品又拉回了工厂，公司

多付出了上万元的损失。第二天联 系

上他时，他居然说和朋友去喝酒给忘了

。从此，我对他的工作能力与态度充满

了质疑。

规则七：成就上级从而成就自己。

工作使大家走到了一起，同事

首先就是一种合作关系。上级所掌

握的资源和影响力，对人在职场中

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职场上

快速发展的人无疑都是善 于和上级

合作的，他们在做好份内事的同时

，会积极帮助上级排忧解难。上级

也会把更多的锻炼机会提供给他们

，把自己的真经传授给他们。他们

会逐步熟悉上级的 工作内容和技巧

，而这些都是一个人得到快速发展

的重要条件。

成就上级从而成就自己绝对是一条

重要的原则。当你在为上级偏心而抱怨

时，是否该认真反思一下自己遵循了这

个原则。机会真的不会从天而降的，更

多时候要靠自己去争取。

规则八：把事做好的同时把人做好

。

从进入职场开始，就要把塑造自

己的品牌作为一项重要的事来做。而

把事做好是基本的，同时也要把人做

好。

把人做好更是一个人品牌塑造的重

要条件，你在职场上的声誉会决定职场

的长度和宽度。你的人品是需要大家通

过与你共事看出来的，也是一个长期积

累的过程。不仅要在单位内、还要在行

业内、在业界树立你良好形象。

留学生小白进入职场必知八大规则

常常一说起投资银行，就给人以高

大上、高逼格的职业范。对于摩根士丹

利、JP摩根、高盛、黑石这样如雷贯耳

的顶尖企业，如果身边有同学进入这样

的外资投资银行，背后都会引来一群赞

叹之声，仿佛已经看到白花花的美钞和

七位数起的薪酬数字。可是想进入高大

上的外资投行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学历 众所周知外资投行是欢迎本科

生的，但如果你是本科生，则必须是顶级

名校，内地最好是清北、最多或许可以放

宽到复交。香港地区的话只能是港、中、

科三所大学。如果你不是目标学校的学生

的话，还是老老实实读研为好，如果能拿

下金融和统计双背景的硕士学位，这个部

门的大门就向你敞开了一半。

实习 外资投行非常看重实习经历

。最后拿到投行offer的很多人许多都有

暑假在投行实习的经历。如果你拿不到

summer intern的offer，那么可以考虑去

相关的公司实习，如知名券商、基金、

咨询公司等等。没有投行实习经历，确

实会缺乏竞争力些，但是如果你在实习

中作过诸如IPO，M&A项目，抑或确实

做出很大贡献，学到或培养了很多投行

看重的知识和品质，那么还是具备一定

的说服力的。

关键在于如何找实习，如果有师兄

师姐、父母、老师、同学、朋友、bf/gf

推荐到很好的公司那当然省力，如果没

有广泛的人际关系，那么多关注job版

和parttime版和求职网站，或者说通过

有投行实习内推资源的机构。尽可能找

能提升个人竞争力且公司看重的实习。

证书 虽然在招聘公告上不会明确

写明有证书要求，但FRM证书事实上

是进入这个部门实习、工作的必备。笔

者实习的二线外资投行中，进入终面的

16个小伙伴人人都有FRM。而瑞银最

新发布的暑期实习招聘公告上，明确写

明要通过FRM考试才可以应聘风险管

理部门实习生。如果能通过至少CFA一

级考试，同样会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朋友、学长、校友资源 多向有相

关经验的朋友、学长、校友请教，他们

会提供你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机会。举个

例子，牛人大多数在这方面人缘很广、

很深，所以他们对各家投行非常了解，

甚至能打听到这次招多少人，待遇如何

，面试官的偏好等等。每个人交友的原

则不一样，不能苛求，大家自己把握吧

。另外，关键时刻谁是真正的朋友就会

体现出来，此所谓“患难见真情”。幸

运的是，这次找工作我有两个非常好的

朋友一直和我并肩作战，郁闷的时候大

家互相安慰，有人拿到面试机会，大家

会替他高兴并帮忙出主意。现在其中一

个已经找到了很中意的公司，另一个也

将很快拿到非常好的offer。对了，不得

不提我的室友。虽然我们寝室找工作的

氛围不是非常好，但是大家关系很融洽

。期间，大家彼此鼓励，分担彼此的悲

伤和喜悦。

定位和方向、计划、总结 除非你

是真正的牛人，否则永远不要以为一定

能拿到投行的offer。我这次找工作犯的

一个错误，就是当初对自己的定位太高

，以为即使投行、咨询不行，至少很多

公司的mt还是有机会的，甚至不屑于

投四大的audit。但事实证明，找工作的

过程远比自己预想的要坎坷很多，很多

公司的mt竞争甚至比投行激烈的多，

所以无论如何，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所谓方向，就是求职得有重点。比

如，有些人的background比较适合金融

行业，有些人的background则更适合咨

询，其他人就可能适合industry等。另

外，根据自己的英语能力和特长，在外

企、国企和民企和自己创业中做个权衡

，扬长避短，发掘自己的优势。成功的

路有很多，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所

谓计划，或长或短，就是无论在前期准

备还是找工作进程中，都要合理安排自

己的精力和时间，有计划、有目的的行

动。每次面试回来，都要及时总结。找

到自己的薄弱环节，在面试中不断提高

，这点这里不详述，但是其重要性怎么

强调都不过分。切记！

推荐做的事 寻找好的社交平台，

兄弟会也好其他社团也好，能让你接触

优质校友。

学会与人沟通技巧，磨练语言，知

道如何与人相处。

有跟金融相关的经历，club也好，

实习也好，以便在面试时让面试方知道

你对金融是一直有兴趣的。

要有leadership，有能告诉人你自己

很优秀的Resume。

有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经历，可以

让自己与众不同，抓人眼球。

面试前的秋天多network，多跟行

业里的人了解各个投行的区别，各个部

门的区别，同时做笔记，这样面试的时

候有东西可以聊，知道怎么回答why

our firm这种问题。 锻炼身体。

留学生秋招求职想进外资投行？
来看看你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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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國家利益豁免”，是指具有碩
士或碩士以上學位或具有特殊才能的申請
人，如能證明其移民申請符合美國“國家
利益”，則可以免去雇主的支持由自己提
出申請,並豁免其勞工證程序的移民類別
。

絕大部分職業移民的申請人均需雇主
的支持，且需要繁冗的勞工證程序。勞工
證的存在是美國為了防止外國勞工沖擊美
國的就業市場而設立。勞工證程序需要雇
主公開招聘，以證明沒有美國人符合條件
。一旦找到符合條件的人，即使申請人實
際上更適合這個職位，勞工證申請也會被
拒絕。

美國移民局行政上訴辦公室（AAO）
針對國家利益豁免公布新案例(Matter of
Dhanasar, 26 I&N Dec. 884 (AAO 2016)
，在2016年末提出了國家利益豁免申請
三項新的要求。舊案例的要求是：第一，
申請人所從事的工作與國家利益具有內在
的聯系; 第二，申請人的工作會對美國國
家利益在全國範圍內具有影響；第三，申
請人如果被要求按照勞工證程序申請綠卡
, 將會對美國利益帶來負面影響.

新案例的要求是：第一，申請人的專
業成就有重要價值和國家性的重要意義
（that the foreign national’ s proposed
endeavor has both substantial merit and
national importance;）。這一條包括了
“舊案例”中的第一、第二條。

第二，申請人將對某領域起到良好的
推動作用（that he or she is well posi-
tioned to advance the proposed endeav-
or）。第三，綜合而言，申請人被豁免工
作要求和勞工證程序將對美國的國家利益
有幫助（on balance, it would be benefi-
cial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waive the job
offer and labor certification requirements.
）。

根據我們律師事務所多年的經驗，我
們為讀者總結了準備國家利益豁免申請的
以下要點：

1． 申請人盡量提供獨立推薦信。所
謂獨立推薦信是指與自己沒有工作關系或
共同的學習經歷的專家所出具的推薦信。
比如在學術會議上因為學術討論而認識的
專家。或因為導師的原因有過學術交流的
專家。

2． 由美國政府機構或享有盛名的組
織出具的推薦信。比如美國國家實驗室。

3． 申請人的文章是否被同行引用的
證明文件。如果有來自世界不同國家同行
的引用會是很好的證明。

4． 已被批準的專利已經得到應用或
已經出售給企業。

5． 申請人為重要科研項目的負責人
或主要研究人員。

6． 媒體報道。對導師和申請人共同
參與的項目的報道對申請也有幫助。

7． 申請人可參照第一優先的要求準備材
料，比如所獲獎項，媒體報道，對成員有
學術成就要求的協會會員證明，專業論文
評審和領取高薪，特殊津貼等。

最新移民消息
1. 特朗普政府8月12日宣布，將從

10月15號開始，縮緊合法移民的資格與
條件。未來申請綠卡以及轉公民的難度將
提高，而申請訪美簽證的難度也將提高。
美國移民局發言人8月12日上午在白宮發
表聲明，要求想移民的申請人，必須有足
以工作的英語程度。若是親屬移民，則在
美國的親屬必須收入在貧窮線125%以上
。如果是已經在美國境內的綠卡或公民申
請人，但曾經使用過美國的社會福利，如
醫療補助、住房補助等等，則會被拒絕綠
卡申請。除了食物券，國土安全部（DHS
）將一系列非現金類的社會福利, 如讓美
國出生的子女進入公立學前教育項目，煤
水電費補助，和Medicaid等都列入了“政
府補助”的範疇。

2.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布的九月份移
民排期，親屬移民第二優先（即美國綠卡
持有者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不需等排期，
可以同時遞交I-130（親屬移民申請） 和
I-485 （調整身份申請）。這種情形幾年
才出現一次。現在不確定十月份是否會持
續這個排期情況。

一般而言，美國綠卡持有者只能為自
己的外籍配偶遞交綠卡申請的第一步
（I-130），等移民排期排到後才能遞交
綠卡申請的第二步。但是在今年8月份，
美國綠卡持有者可以為自己的外籍配偶將
兩步同時遞交。

這個政策有兩個巨大的優勢。第一：
在遞交I-485 （調整身份申請）的同時，
可以遞交工作許可和回美證的申請。一旦
拿到工作許可，就可以為任何雇主工作。
而一旦拿到回美證，入境美國不再需要申
請赴美簽證。第二：在遞交I-485 （調整
身份申請）之後，外籍配偶可以不繼續維
持他們的其他非移民身份。

3. 今年5月13日，ICE表示已經對
休斯頓的206起婚姻欺詐案件立案，已有
96人被刑事起訴，50人被逮捕。此舉顯
示了美國國土安全局打擊婚姻欺詐案件的
決心。

4. 今年H1B抽簽於4月10號正式結
束。移民局共收到201,011份申請，比去
年略有上升。

H1B工作簽證改變抽簽順序：2019
年起，所有的申請將一起先進入第一輪抽
簽，其中包括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碩士以
上學位的申請。第一輪抽簽共有六萬五千
個名額。

第一輪沒有抽中，但是擁有美國碩士
或美國碩士以上學位的申請進入第二輪抽
簽，這一輪抽簽有兩萬個名額。抽簽順序
的變更讓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碩士以上學

位的申請增加16%（5340個中簽）的中
簽機會。對於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碩士以
上學位的申請人來講是好消息。

H1B工作簽證恢復快速申請：移民局
從2019年3月12日星期二起，全面恢復
H1B工作簽證申請的加急服務。移民局自
2001年7月30日起開辦了快速審理服務
。申請人在自願的情況下可以多付出$1,
410美元的“加急費”， 並要求移民局加
速審理案件，移民局會在15天內決定是
否批準,補件或否決該申請。 如果移民局
在15天之內沒有作出決定，移民局承諾
退回加急費，並仍然加急處理該案件。從
2018年9月11日開始，移民局暫停了絕
大部分類別H1B工作簽證的加急服務。今
年年初恢復了部分類別H1B工作簽證的加
急服務。

移民局在聲明中特別強調，如果您的
H1B工作簽證申請被要求補交文件（RFE
），申請人應在要求加速處理的同時遞交
補充文件的回復 (RFE Response)。

對於被轉移至其它審理中心的申請，
申請人應將案件加速處理的要求遞交到正
在審理該申請的審理中心，並同時附上移
民局的案件轉移的通知 (Transfer Notice)
。

電子抽簽程序推遲至明年：美國移民
局在2018年12月3日公布新的H1B申請
程序草案：“電子註冊”申請程序。 這個
新程序要求H1B申請方在移民局規定的時
間內進行電子註冊。移民局會在有效的註
冊申請中進行隨機抽取，被抽中的雇主會
收到移民局的通知，將有至少60天的時
間遞交H-1B申請。 由於系統調試沒有
最後結束，電子抽簽程序推遲至明年。

5. 美國移民局發布備忘錄：於2018
年9月11日開始實施對於某些移民和非移
民申請采取省
略發出RFE（要求補充文件）或者 NOID
（意圖否決）通知， 而直接否決的審理政
策。
該備忘錄提供了兩類省略補件程序的申請
：第一類是沒有按照移民法的規定提供符
合移民法對特定類別的證據要求而提交的
申請。 第二類是在提交申請的證據中沒有
提供足夠的特定類別支持證據。 備忘錄指
出可以直接拒絕的理由包括在家庭移民的
I-485 申 請 中 沒 有 提 供 經 濟 擔 保 表
（I-864），或者豁免申請中沒有提供所
要求的支持證據。 備忘錄提別指出，移民
官省略補件程序的範圍不局限於所舉出的
例證。

6. 川普總統於8月20日成立特別辦
公室，專門調查在申請綠卡和公民過程中
有撒謊行為的申請人，一旦發現撒謊，立
刻撤銷公民資格。

7. 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ICE)2018
年的人手是去年的三倍，逮捕的人數是去
年同期的五倍。

8. 美國移民局於2018年5月11日
發布的關於“計算持有F、J和M非移民
簽證的學生和訪問學者非法滯留時間規則
”的備忘錄將於8月9日生效。自2018年
8月9日起（包括8月9日當天），未能繼
續保留其居留身份的F、J和M簽證持有
人的非法滯留時間將在以下情況下開始累
積：1 學業或經允許的工作結束後的第二
天，或其參加未經允許的工作的第二天；
2學業或項目完成的第二天，包括任何經
允許的實踐培訓以及任何經授權的寬限期
限；3 I-94身份過期的第二天；4 移民法
官或在某些情況下，移民上訴委員會發布
除外、驅逐或移除命令的第二天。
非法滯留時間180天以上，3年不得入境
美國。非法滯留時間1年以上, 10年不得
入境美國。有遞解令，在未經允許或假釋
的情況下再次進入美國境內者，終身不得
入境美國。

9. 美國國務院於2018年3月30號
公布新規定：非移民簽證申請人需要提供
社交軟件用戶信息。幾乎所有申請美國入
境簽證的人都將被要求提交他們在過去五
年裏使用的社交媒體信息。2017年9月，
特朗普政府曾宣布，申請移民簽證的人將
被要求提供社交媒體數據，受這個計劃影
響的人約為71萬。新提議將更大地擴大
這條命令的覆蓋範圍，把每年約1400萬
申請非移民簽證的人包括進來。該提議涉
及20個的社交媒體平臺大部分是美國的
：Facebook、Flickr、Google +、 Insta-
gram、LinkedIn、Myspace、Pinterest、
Reddit、 Tumblr、 Twitter、 Vine 以 及
YouTube。也有一些是美國以外的：中國
的網站豆瓣、QQ、新浪微博、騰訊微博
和優酷；俄羅斯的社交網絡VK；創建於比
利時的Twoo；以及拉脫維亞的一個問答
平臺Ask.f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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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11. 移民局於公布新的舉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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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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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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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sy-
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an-
l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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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9bUlEuSOk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國家利益豁免國家利益豁免(NIW)(NIW)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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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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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70周年暨周年暨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蔡偉總領事到任招待會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蔡偉總領事到任招待會

休市各行業各社團代表休市各行業各社團代表，，中外貴賓熱烈出中外貴賓熱烈出
席招待會席招待會。。

「「梁氏基金會梁氏基金會」」 主席梁成運主席梁成運（（右右 ））
專程從外州趕來參加盛會專程從外州趕來參加盛會，，與副總與副總
領事劉紅梅領事劉紅梅（（左左））在招待會上合影在招待會上合影

。。

蔡偉總領事蔡偉總領事（（中中）） 與與 「「安徽同鄉會安徽同鄉會」」 出席招出席招
待會代表合影待會代表合影。。

二戰時二戰時 「「飛虎隊飛虎隊」」 名將陳納德孫女名將陳納德孫女
（（左二左二 ））及其家人與蔡偉總領事及其家人與蔡偉總領事

（（右二右二 ））合影合影。。

出席貴賓與副總領事劉紅梅出席貴賓與副總領事劉紅梅（（左二左二 ））在招待會在招待會
上合影上合影。（。（左起左起 ））俞曉春校長俞曉春校長、、李娟會長李娟會長，，鮑鮑

玲校長玲校長，，本報記者秦鴻鈞合影本報記者秦鴻鈞合影。。

招待會開場前主廳的電子圖片展招待會開場前主廳的電子圖片展，，介紹介紹
中美兩國過去互動歷史中美兩國過去互動歷史，，引人觀瞻引人觀瞻。。

德州州長辦公室代表陳中德州州長辦公室代表陳中（（左左
））代表德州州長向蔡偉總領事代表德州州長向蔡偉總領事

（（右右 ））致贈賀狀致贈賀狀。。

蔡偉總領事蔡偉總領事（（右四右四））及與會貴賓共切國慶大蛋糕及與會貴賓共切國慶大蛋糕。。

張晶晶張晶晶（（左左））等人代表國會議員等人代表國會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
，，向總領事蔡偉向總領事蔡偉（（中中））贈送賀狀贈送賀狀。。

蔡偉總領事蔡偉總領事（（左左 ））特別介紹洛達托特別介紹洛達托
（（Robert Lodato )Robert Lodato )醫生醫生（（右右 ），），他去年在新他去年在新
疆自治區作醫學交流時疆自治區作醫學交流時，，以手術救活了一位以手術救活了一位
急症患者急症患者，，這是中美合作與友誼的縮影這是中美合作與友誼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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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 ）水與空氣是我們的
生命之源，每天生命存活離不開這兩樣，而
如何得到乾淨的飲水和空氣，更是我們生活
指標的 「重中之重」 。要成為一個健康的人
，寧可少買兩套衣服，少下二次館子，但清
潔，乾淨的水與空氣，卻是一刻也馬虎不得
。

韓國第一品牌COWAY 淨水器，於近期
登陸休士頓，而且一登陸即造成轟動。不論
男女老少個個趨之若鶩。無論出租或購買，
價格最優，光是出租，每日租金僅一至二元
，買斷更一勞永逸，每枱售價僅$699 至
$1999元。且同時供應冷，熱水，有的還有
製冰功能，讓您同時能享用冷，熱，冰水及

鹼性水。如他們 「大容量立式冷熱淨水器」
為大容量，時尚設計，能同時享用常溫水，
冷水，熱水。 「超薄型立式冷熱淨水器」 簡
潔、時尚，超薄型設計，每天租金還不到2
元。還有一種 「立式冷熱/ 制冰淨水器」 ，
可同時供應常溫水、冷水、熱水、冰塊，算
是最高檔的立式冷熱/ 製冰淨水器，一次買
斷，也不過$1999元，月付$69.99元。其他
又如 「台式冷+ 常溫淨水器」 一鍵功能，冷
水更充足，每月租金僮$40.99 元；更有一種
操作簡便的 「實用型淨水器」 推出常溫水，
每月租金$30.99 元，平均一天才一元左右。

另外，該公司也推出空氣淨化器，有大
型空氣淨化器，三種循環模式空氣淨化器，

超微抗菌Plasma 濾網空氣淨化器，小型空
氣淨化器，超薄型空氣淨化器，加濕空氣淨
化器等等，每天僅花費1至2元，給大家一
個清新，潔淨的空氣空間，何樂不為?

COWAY 還推出智能便座/ 軟水機，有
瞬間加熱智能便座及三階段清潔智能便座，
平均每天租金不到一元，還有小型超薄軟水
機，每天租金不到2元。

COWAY 還有最貼心的服務，包括：更
換濾芯服務，免費保修及最好的基礎設施，
請今天馬上就找華人總代理米娜女士（346
）218-6051

韓國第一品牌韓國第一品牌ConwayConway 淨水器風光上市淨水器風光上市
並推出空氣淨化器並推出空氣淨化器、、軟水機軟水機、、清潔加熱智能便座清潔加熱智能便座

（本報記者秦鴻鈞 ）自中美貿
易戰開打，最令人觸目驚心的莫過
於股票族，常一天內掉了3、500點
，令所有投資人膽顫心驚，而 「如
何在美中貿易戰中投資理財，保本
獲利?」 ， 「退休計劃如何合理避稅
? 」 就成了一般民眾最關心的話題
。為了使更多關切投資的民眾了解
其門奧，蕭雲祥投資顧問將在下周
六（ 9月21日 ）上10:30 am至12:
00pm,在該公司位於中國城美南銀
行同棟大樓一樓（6901 Corporate
Dr. #128 Houston TX 77036 ) 舉行
投資座談會，由蕭雲祥先生主講。
因現場座位有限，請事先電話預約
。電話：713-988-3888。

蕭雲祥先生談如何算是一個完
善的退休計劃？主要是要使一般人
退休後可以吃得好、睡得好、高枕
無憂，因此必須包含幾個重要的安
排：

1，足夠的Cash-flow (現金流
），夠終身使用。

2，萬一有意外發生時，有緊急
活用基金備用。

3, 老邁時有預先安排的長期看
護基金及重大疾病保險，醫療保險
。

4，合理風險管理，具保本的功
能，兼具增值的作用。

5，容易管理，不用擔心，不用
傷腦筋。

6，很低的成本和維持費。
最好在保本，增值的安排外，

加上減稅/緩稅/免稅的功能。
理財代表顏琦表示：在財務規

劃中，人壽保險是您人生中建立的
大樓的基石。您努力工作確保可以
給家庭和心愛之人提供想要的生活
，而人壽保險既是為這份現有的生
活提供保障，當不可預測的事故發
生時，能夠讓您的家庭和事業不會
因為突然的經濟來源損失或額外大
筆開銷而背負重擔。

人壽保險分為兩類，定期人壽
和終身人壽，也與人壽保險的兩大

功能相呼應。人壽保險的一大功能
為保障，也是定期人壽保險唯一提
供的功能，當受保人過世，或者得
到重大疾病及慢性疾病（需長期護
理）時，保險公司會提供一筆免稅
的賠償金給受益人，受益人可以是
您的心愛之人，也可以是您的事業
，而這筆賠償金可以彌補這些事故
所引起的財務損失，無論是支付房
貸也好，還是還清債務，支付孩子
的學費，維持生意的運行等等需要
用錢的地方，這份及時的保障能夠
為您的心愛之人在面對新的人生時
保駕護航。

人壽保險的另一大功能為免稅
增值。這項功能也只有終身人壽可
提供。定期人壽到期後即會失效，
而終身人壽則可維持到您過世為止
，只要您繼續付保險費、自掏腰包
或者由壽險內的現金值支付都可以
，而何為壽險內的現金值呢？這就
是終身人壽的增值功能，終身人壽
最新的產品為指數型人壽保險，您

付的本金扣除保險費用後,多出的本
金會隨著指數的表現而成長，這筆
一直成長的本金及為您壽險內的小
金庫，可供選擇的指數包括SP500,
DOW JONES, NASDAQ 等耳熟能
詳的大盤指數，我們不能預測股市
未來的走向，但可以參考歷史，根
據這些指數過去的表現，長期回報
率平均值大約在7%左右，除了增值
之外，您的本金同時有保本鎖利的
功能。保本即為本金不會變少，鎖
利即為之前轉的利潤不會跑掉。當
指數表現為負時，您的本金最多就
不會有增長，但不會變少，除了增
值，保本鎖利外，您的小金庫還可
以隨時使用，完全免稅，指數型壽
險的這些功能適合幫助自己和孩子
養成儲蓄的習慣，當然，其費用相
對應定期險也會高很多，該選哪類
人壽，還要取決於每人不同的財務
情況及規劃。在財務規劃及資產配
置中，需考慮的要素方方面面。

蕭雲祥投資顧問蕭雲祥投資顧問99月月2121日上午舉行投資座談會談日上午舉行投資座談會談
（（一一））如何在美中貿易戰中投資理財如何在美中貿易戰中投資理財，，保本獲利保本獲利

（（二二））退休計劃如何合理避稅退休計劃如何合理避稅

著名投資顧問蕭雲祥先生著名投資顧問蕭雲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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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專頁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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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懷 念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
號角月報同工）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筆者近兩周

的 周 六 參 加 了

林 華 光 弟 兄 的

父親林良飛老伯暨陳光樂弟兄的追思

禮拜，他們也都是西南國語教會的教

友，本期「思牡札記」會刊出華光弟

兄撰寫“懷念我的父親林良飛”與福

音版刊出Lisa Chen/Jack Liu撰寫“懷念

我的父親陳光樂” 。
“懷念我的父親林良飛”

  我的父親林良飛，1928年4月21
日出於福州馬尾，成長在一個極其貧

窮的家庭，上有三個姐姐三個哥哥下

有兩個妺妹，從小就要為三餐奔波勞

累。 雖然生活環境艱苦，但他好學上

進，抓住機會到福州長樂縣教會聖經

學校讀書。在那裏認識我媽柯敏恵倆

人相識、相戀並結婚，婚後雙親倆不

得不回到馬尾高山開始艱苦的生活。

  為了養家糊口，父親十分努力，

歷經磨難學會了很多手藝；最後選擇

了制作皮鞋這一行，他領著毌親一起

從事皮鞋制作，兩人一幹就是三十多

年。他們倆養育了三個子女， 大女兒

林瓊、 二女兒林淑華，最小的是我，

父親給我取名為林華光，乃是取意於

“耶和華的光”。

  後因遠在美國的姑媽幫忙申請親

屬移民，父母親來到了陌生的國度--美
國。那時候的父親年紀已過六十，一

切要從頭開始。

 林良飛老伯(92歲)全家福
他們要付出比平常人，不知要多多

少倍的努力，才能維持生活。但既使

是這樣，他們倆還是靠神的恩典堅持

了下來。感謝主，後來三個孩子也陸

續來到了美國。雖然生活艱難不易，

但父親從不懼怕，他毎天禱告、每禮

拜天去教會敬拜上帝，從不忘記告誡

我們一定要信主耶穌。

  父親半年前檢查身體，醫生說他

肺功能失喪，每天靠呼吸器維持，幾

天前在家因不慎摔傷骨折需要住院動

手術。就在他老人家離開我們的前一

天，我問父親「要是醫生給你動手術

不成功您怕嗎？」他的回答確實出乎

我的意料，他說：『我是基督徒，我

走了，就去了天家，況且你們也都成

家立業了，沒有什麼讓我操心的，你

媽有三個孩子照顧，我沒有什麼不放

心。』

  第二天即2019年8月24日上午11點
25分，他就靜靜地離開我們回到了天

林良飛伯伯
家，他老人家享年92歲。雖然是離

別，但我相信絕不是永別，有朝一日我

們一定會在天家相聚。(林華光)

●醜橘雖醜‧但它很甜

燒傷孩子小鳳年幼時遭遇家中一場

無情大火，致全身嚴重燒傷疤痕累累，

面目全非，三年前她首次來美時，她怕

人看到她會受驚嚇，故戴個大帽子遮

醜，自卑的心也很重，筆者偕同愛心天

使去Galveston島上Shriners兒童燒傷醫

院探望她時，曾送她們燒傷孩子當季水

果醜橘，我說「醜橘雖醜，但它很甜，

你們雖然遭燒傷，皮膚疤痕有如醜橘的

外表，但你們仍可以活出內在美，讓人

看到你的良善、愛心、喜樂…」小鳳聽

後受感流淚。

爾後，在醫院也感受到醫護人員的

愛心與擁抱，也看到其他國家來的燒傷

童活得自在喜樂，漸漸小鳳走吃自卑，

Galveston島上海灣華人教會愛心接送

她們父女去教會享用中國美食，協助翻

譯，愛心天使送她們父女衣服、背包、

紅包等。

小鳳(20歲)由父親愛心陪伴今年六

月自中國山東二度來美三個多月作皮膚

重建手術，此次小鳳來作整型鼻子，她

很高興臉型也呈現出不一樣了，有模有

樣了，頭髮也長長了，像個美少女了，

看到我們小鳳會主動伸出手來愛的擁

抱。

三年前小鳳信耶穌基督後，活得喜

樂，有自信，此次來我們愛心天使看見

小鳳都感到她變得愈來愈漂亮了，她長

大了！

9-12(周四)晚6PM海灣華人教會韓

松弟兄送小鳳和趙爸來中國城珍寶樓

餐廳，愛心天使Raymond,Anita,Tina,安
琪、韓松、潘思牡我們為小鳳趙爸餞

行，小鳳、趙爸我們誠心祝福你們一路

平安回國！願天父慈愛永遠長存！

我的父親陳光樂 1952 年 9 月 17 日
出生在北京的一個音樂世家，祖父陳韶
軒是著名傳統樂器製作家，他製作了北
京第一把小提琴。

1969 年響應國家號召上山下鄉到
雲南西雙版納景洪農場，在農場生活 7
年，期間跟隨雲南著名醫師李紹東學習
醫術，學習嚴謹仔細很快就擔任農場衛
生員，拯救了很多生命和家庭，深受鄉
親們的愛戴。

1976 年返城回到北京，在北京衛生
學校繼續學習和工作。1984 年為了國家
的提琴製作能在國際上有一席之地也為
了家族的榮譽，毅然決然的辭去了衛生
學校的工作，跟隨哥哥專註研究提琴製
作，勤奮學習刻苦鑽研在短短 3 年時間
裏

就製作出有國際領先水平的小提
琴，在 1987 年榮獲全國提琴製作音質
金獎。

在接下來的兩年裏無數的優質提琴
銷往國內外，精湛的技藝得到了美國德
克薩斯州農工大學生物化學系教授約瑟
夫 ‧ 納吉瓦裏 Dr. Joseph Nagyvary 的
賞識，於是在 1989 年以邀請學者的身

份來到德州農工大學生物化學系從事提
琴研究和製作。在這裏研究了 3 年提琴
的製作和木製材料技術使提琴的製作有
了飛躍式的發展，期間研究製作的小提
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被使用在美國和
歐洲的各大交響樂團。

他們的研究成果分別在 1990 年的
ABC 電視臺《世界新聞》欄目和 1990
年第十期《史密斯化學會雜誌》上被
報導，1993 年 6 月德國《樂器》《Das 
Musikinstrument》雜誌中也有長篇報
導。

陳光樂全家在西南國語教會與英文
部金牧師

懷念我的父親陳光樂？
Lisa Chen /Jack Liu

值得驕傲的是設在 TEXAS A&M
大學的布什總統圖書館有收藏陳光樂
製作的小提琴作為長期陳列品。

為了兼顧家庭和事業，於是在
1993 年全家從 Texas A&M 大學城搬到
了休斯頓定居，開設了自己的琴行“富
聲琴行” 。爾後，有機會和妻小參加
休士頓信義會西南國語教會劉東崑牧
師研經培靈會暨主日禮拜，1995 年 6
月 18 日受洗歸入主耶穌基督名下。

1998 年參加美國第十三屆世界提
琴製作比賽獲得小提琴最佳音質獎。

父親他很享受退休之後的時光，寫
作詩歌贊美生活，他酷愛釣魚是個不
折不扣的釣魚發燒友，可是最讓他割
捨不下的是他的人生傳記《版納情》
這本書，他廢寢忘食歷時 4 年完成了
這本 30 萬字的自傳小說，可就在將要
出版的時候他卻病倒了。

在病床上的這段日子裏家人一直守
在身邊，朋友們也經常來看望他，最
終病情惡化，很快的離開了我們。我
們悲痛不已。

   2019 年 8 月 29 日晚上 8 點，他
永遠的閉上了雙眼，與世長辭，享年
68 歲。

1995 年 6月 18日受洗後作見證   
雖然是離別，但我相信絕不是永

從戲曲到神曲
郭小莊 活出美好生命的見證

郭小莊的人生精采紛呈，首推 1979 
年成立「雅音 小集」，帶領京劇走向現
代化。「當年自己一頭鑽 入國劇，沉醉
萬分，並未查覺觀眾群的老化」，直到
她在文化大學就讀戲劇系時，同窗張晨
光坦承看不懂京戲，郭小莊意識到要京
劇傳承，必須能吸引年輕一代的觀眾。

她創辦「雅音小集」，將西方劇場
的元素融入京戲 ，邀請聶光炎擔任舞台
設計、燈光，將傳統的伴奏樂師改變為 
50 人以上國樂團，增加服裝的現代美
感，並擔任導演和演員，賦予京戲新生
命，徹頭徹 尾改變了京劇傳統的「一桌
兩椅」，需以想像力觀 賞的抽象京劇。

 第一部戲「白蛇與許仙」在國父紀
念館上演一砲而紅，而後以一年一齣新
劇的速度，「王魁負桂英」、「感天動
地竇娥冤」、「梁祝」、「韓夫人」、「劉
蘭芝與焦仲卿」、「孔雀膽」等，年年
轟動，賦予京戲新生命，成功地將京戲
轉型。

郭小莊以其成就，曾獲選十大傑出
女青年、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獎等，她
的人生故事列入台灣的國小與高中教
材。

郭小莊和京劇的緣起源自父親。因
父親為京劇戲迷，在父親的鼓勵下，她
小學二年級進入空軍大鵬劇隊附設的學
生班 (「小大鵬」劇校 ) 學京劇表演藝
術，也因喜愛京劇，除學校教導外，課
餘勤練功不輟，深刻體會「台上一分
鐘，台下十年功」的血淚，她的才華和
努力得到肯定，很快在京劇界嶄露頭
角。

對戲劇如此，對體重的控制也是一
絲不茍，郭小莊七歲半入行，九歲初次
粉墨登場，飾演一名宮女，興奮之情不

言而喻，當年的她有著可愛的嬰兒肥，
卻被學姐女主角嫌「太胖太醜」，要求
換角，年幼的她委屈得淚流滿面，父親
告誡她要化淚水為汗水，奮發圖強。自
此，為和旦角的扮相相稱，她一直沒有
發胖過，郭小莊迄今體態輕盈，維持少
女身材，「每天上磅秤，自我控制」。

對郭小莊來說，京戲中忠孝節義的
歷史人物豐富，京戲中自有文學，京戲
中自有人生。

  郭小莊「活出美好生命見證」，
矢志傳揚京劇和福音。

「我的人生就是喜樂的人生，今日
的我已走入人生的下半場，以傳揚神的
愛與京劇經驗為志」，專程從加拿大來
德州主講「從戲曲到神曲生命見證」。

1994 年郭小莊淡出舞台，陪伴逐漸
年邁的父母，2005 年她摯愛的母親因
心肌梗塞驟逝，她受洗成為基督徒，重
尋喜樂，並開始積極傳福音，富創意的
郭小莊還以京戲唱詩歌，她在台北小巨
蛋以京戲演唱她最喜愛的詩篇 23 篇，
為戲迷留下佳話。

追求完美的個性流淌在郭小莊的血
液中，成為基督徒後每天靈修讀經七至
八小時，也因學戲背戲訓練出的好記
憶，她熟悉聖經，生活活出聖經的教
導，喜樂滿足，希望和大家分享，也因
這 一信念，她於 9 月 13 日至 22 日間，
在休士頓、達拉斯有九場見證會，分享
她由“戲曲人生到恩典神曲”的心路歷
程。( 本文由郭玉瑜提供 )

別，有朝一日我們一定會在天家相聚。

陳光樂喜愛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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颶風季節戒慎虔誠  凝聚善與愛的力量 
撰文：錢美臻

二十一世紀人類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氣候變遷、環境

問題，劇烈的天氣變化造成極端氣候，形成破壞力強

大的自然災害。近年來，每到六月至十一月的大西洋颶風季

（Atlantic Hurricane Season）時期，屢屢發生強大的颶風

成形，造成嚴重災情。

 因此每當時序入秋，進入颶風頻仍的季節，持續關注氣

候變化的慈濟美國德州分會，每當得知有熱帶風暴出現，便

會密切關注風暴發展狀態，並預備著馳援颶風災區，幫助受

到重創的社區與災民。

多利安（Hurricane Dorian）是今年第一個破壞力強大

的颶風，在9月1日演變為五級颶風規模後，直撲大西

洋島國巴哈馬（Bahamas），許多人在颶風多利安登陸時，

失去了家中財物、房舍，甚至再也見不到親愛的家人......。

 颶風多利安在登陸巴哈馬緩慢穿越的三日中，在巴國北

部的阿巴科群島（Abaco Islands）及大巴哈馬島造成毀滅

性的破壞，強風、豪雨加上颶風衝擊的巨浪，幾乎淹沒了島

嶼；颶風破壞摧毀民居，洪水衝垮島上的道路，許多居民被

困在瓦礫泥石中，還有人直接被洪水吞噬。

 巴哈馬官方公開指出，目前颶風多利安造成巴國四十多

人死亡、上千人失蹤，颶風帶來的豪大雨，損毀或嚴重破壞

颶風侵襲過後，經常帶來嚴重毀壞，而撤離家園前往收

容所的居民，已是一無所有，急需食物、衣物和乾淨

祈福會開始時志工們莊嚴列隊，在《佛在靈山》的音樂

中緩緩入場。志工及民眾以簡單隆重儀式進行祈福

會，供燈燭是提醒大家要隨時照亮自己的心燈；供果是祈願

人人都能種善因，也都能得善果；供花香是期望大地都能圓

滿吉祥。

 今年主題是希望人人從生活中學習改變，做到一起齋戒

茹素做環保，共同保護地球資源，為減少垃圾污染而努力。

佛教認為七月是孝親報恩、祈福修善的「吉祥月」、「報恩

月」、「孝道月」，祈福會中也安排有相關節目，闡揚吉祥

月感恩父母養育之恩之意。

 藉由祈福會也期盼民眾能深刻反思，時代不同社會進

步越來越快，人們慾望物質享受的要求也愈來愈高，人與人

的相處從過去直接面對，改變成都仰賴電訊產品來溝通，人

際間那一份溫情愈來愈薄弱，但如果人人心寬念純、生活簡

單，那份自在就會不一樣。

每週固定練唱的德州分會大愛合唱團，演唱《跪羊圖》

，期許人人可以善用父母賜與我們的健康身體，多為

社會人群付出，這就是報答親恩最好的回報。

 手語志工演出《感恩的心》，提醒民眾只要時時有一顆

感恩的心，互相尊重生命的愛，人與人之間多結善緣，共同

做好事，世間就能多一份溫情。

 慈濟志工黃希涵及楊修碧表演《蔬食生活短劇》，呼籲

大家減少欲望，即可找回更多的快樂。

 祈福會表演的節目，透過演出者唱作俱佳的肢體動作，

搭配輕快曼妙的歌曲，帶動著讓台上台下都動了起來，傳遞

著行善不能等、孝親敬長、感念眾生恩的正知正見。

活動中也和公眾分享了大愛感恩科技的產品，展示由環

保紗製成的多樣化製品，期待有更多人一同來認同與

支持。

 這些產品結合慈濟環保志工的愛心，以及實業志工的良

能，將民眾日常生活隨手丟棄的寶特瓶，再生製造成為化纖

發揮更大用處。

 大愛感恩科技所研發的產品非常生活化，並且能有利人

群，減少資源浪費，這項產業科技的盈餘全數再捐回慈濟，

做為人道救援的大愛項目資源。

最終全體與會者以虔誠心願點亮心燈，唱出我們心中的

《祈禱》。

 為了饗應七月齋戒月，祈福會後慈濟志工們準備的簡單

美味蔬食餐登場，精緻的素食擺滿桌，色香味俱全讓人停不

下筷子，現場也有志工教導民眾如何居家烹煮蔬食，希望大

家不只是此刻吃素，而是能做到天天茹素敬天愛地。

每一場賑災發放的過程中，慈濟志工都會向災民解釋善

款與資源，是來自於全球的慈濟竹筒撲滿，因為許多

人每天投入一點零錢的累積，得以讓點滴匯聚的善心，成為

慈濟用於急難救助等慈善工作的資源。

為颶風季做好賑災準備！您所捐助的每一分、每一元，

都會化為充滿愛的關懷，帶給有需要的人正向的支持能

量。請至慈濟美國中文網tzuchi.us/zh，進一步了解如

何能把愛心化為救援力量。

◎被淹沒的島嶼 

◎持續的關懷 

◎吉祥月、孝親月

◎傳揚正知正念

◎變廢為寶做大愛

◎茹素敬天愛地

◎點滴匯聚成大愛 

從9月4日的衛星圖片看到颶風多利安侵襲後，巴哈馬阿巴科群
島幾乎泡在水中。圖片來源／美國太空總署（NASA）

9月2日在太空站可清晰觀察到颶風多利安的規模。
圖片來源／美國太空總署（NASA）

2017年哈維颶風侵襲德州造成的損失達1,250億美元。
攝影/門海梅

的飲用水，甚至會因為社區整個停擺無法工作，而失去收入

後，家庭生計都會出現問題。

 就如同2017年四級颶風哈維（Hurricane Harvey），在

墨西哥灣處登陸後，慈濟美國德州分會結合全美志工力量，

深入遭嚴重破壞的社區，把民眾急需的資源，帶入最需要

的角落，並給予貼近的膚慰。哈維風災後，慈濟志工在大

吉祥月孝道月
蔬食減碳救地球
撰文：林書賢、李樂罡、許維真、湯佳慧

宣導正知正見，慈濟美國德州分會於8月24日舉辦七月吉祥

月祈福會活動，凝聚眾人虔誠心念共同為人間祈福，為世界

祈求平安。

 人要活動才會更健康：要活就要動，活動中也邀請所有

現場的民眾一起來做《愛地球》健康操，希望大家正視目前

地球面臨的全球暖化危機，一起響應蔬食，減碳救地球。

 祈福會表演的節目，透過演出者唱作俱佳的肢體動作，

搭配輕快曼妙的歌曲，帶動著讓台上台下都動了起來，傳遞

著行善不能等、孝親敬長、感念眾生恩的正知正見。

休士頓地區（Houston）迪克森市（Dickinson）、華頓市

（Wharton）、梅薩市（Mesa）、亞瑟港（Port Arthur）、

波蒙特市（Beaumount）、洛克港（Rockport）等地區，針

對38,247人發出737萬美金的現值卡，關懷一萬多個家庭，

並在發放現場進行義診，安頓災民的身心。

 迄今，慈濟志工仍持續投入哈維風災的中長期復原計畫 

C.O.R.E.（Community Outreach Recovery Education Pro-

gram），落實「招募當地志工投入災區重建」、「社區家訪

找出需要家庭」、以及「推廣社區資訊建立互助系統」等三

大項目。

每一人 每一天 每一餐 從我蔬醒

慈濟手語志工演出《感恩的心》。攝影／吳育宗

小朋友們隨著家長參與祈福會吸收正
知正見。攝影／吳世昌

祈福會後與會者一同享用美味蔬食。
攝影／吳育宗

美國慈濟人推動「 111世界蔬醒日」，在全英文網站，用事實說明為什麼要素食。

「每一人」從自己開始影響周遭的人

「每一天」都能愛護地球、改變世界

「每一餐」達成蔬食減碳少暖化目標

慈濟基金會結合志工力量，持續推展「一個人·一天素·一起愛地球」的行動，慈

濟人善用地方特色與創意，透過網路、活動、走上街頭、深入社區來宣導素食，

展現佛教的慈悲理念，化為應世能行的生活實踐。進一步了解「111世界蔬醒日」
請連結網站earth111.org，或掃描QR Code。

9
178

巴國數千戶民宅，造成居民財產的重大損失，在美國的北卡

羅來納州也有兩人罹難。

 颶風多利安在行進過程中，因一度達到薩菲爾－辛普

森颶風風力等級（SSHWS）最高等的五級颶風規模，成為

今年颶風季開始以來，北大西洋地區所出現規模最強大的颶

風。

2019TX_newspaper_178_v1.indd   1 2019/9/11   2:5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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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本，自由藝術家，名曉鷹，字
本，號青城散仙，先輩張伯駒先生賜
齋名“逢雁樓”。1957年出生於甘肅
蘭州，祖籍四川內江。1982年畢業於
西北師範大學音樂系。他溫雅灑脫，
率真幽默，曲折豐富的人生閱歷賦予
了他獨有藝術氣息；他所摯愛的中華
文化孕育了他的人文情懷和藝術創作
。

他的音樂家父親張梟（張心玉）
，讓他體驗到音樂的神奇與悠長；他
的畫家祖父張大千，讓他感知到色彩
的奇幻與迷人......

作為作曲家，他曾創作過數百首
形式格各異的作品，並多次榮膺大獎
。

1989年，歌曲《夕照嘉峪關》獲
全國廣播新歌金獎，四川省廣播新歌

優秀獎。1990年，歌曲《篝火，燃燒
的花朵》獲全國廣播新歌金獎。1991
年，歌曲《山路上亮起一顆星》再獲
全國廣播新歌金獎，並於1995年榮
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1996年被
中央廣播電視選為全國推薦的十五首
歌曲之一，並編選於中外100首優秀
兒童歌曲集中；1991年，歌曲《來吧
！我的朋友》或91年四川國際電視
節二等獎，並擔任該電視節大型閉幕
式音樂總監；1992年，歌曲《今天我
們走來》獲92中國首屆國際絲綢之
路節節歌；1993年，創作歌曲榮獲首
屆四川國際熊貓節三等獎......

作為廣播電視節目主持人和制作
人，他曾訪談過無數職業不同、背景
不同的各界人士；並錄制了廣播劇、
長篇小說等數量頗豐的語音節目，深

得聽眾的贊譽。
作為愛詩的人，他創作各類詩詞

二百余首，其中六十首匯編成《張本
詩詞集》。2016年在張伯駒先生仙逝
三十五周年之際，《百年巨匠》和
《今日頭條》等刊登了他特別撰寫的
文章《看故宮，先要認識他—憶張伯
駒先生》，並獻上一首《踏莎行》以
表追思與緬懷：

後海冰封，殘檐雪駐，氣寒霜重
梅花顧。晨煙深巷舊門推，院寧屋靜
疑人住。

老叟扶簾，素妻並步，京城公子
神情穆。稀玄絕楮調皮黃，好翁詞骨
誰人誤？

而作為畫家，他是大千先生嫡孫
中唯一拿起畫筆的人。他曾先後得到
張伯駒、葉淺予、黃苗子、慕淩飛、

謝稚柳、龍國屏、張心慶、張葆羅以
及張心印等前輩的啟迪與教誨。

祖父張大千姿態萬千、婀娜豪放
的寫意荷花讓他癡迷。他沈醉在萬花
叢中默默地潛心研習，滿懷摯情地揮
灑筆墨；終於，“大千荷”的神韻在
他的筆下慢慢地綻放開來，流暢的線
條，多姿的神態，雅致的氣韻，豐富
的墨與色的交融中講述著祖孫二人繪
畫藝事的隔世情緣。從他的作品中不
僅可以感受到血脈的親情，更看到了
藝術上的傳承；同時，他對張大千生
平及書畫藝術的研究與鑒賞也頗具心
得。如今，愈來愈多的人們開始了解
張本的繪畫藝術，作品亦得到被眾多
的藝術愛好者們喜愛和珍藏。

藝術家張本藝術家張本

看張本寫意看張本寫意““大千荷大千荷”，”，今朝誰可及今朝誰可及

作為一名畫家，張本儒雅的氣質總給
人一種溫和謙卑的印象；而作為畫家張大
千的嫡孫他卻常常三緘其口。了解他的人
說他才華出眾，他卻總覺得自己才學疏淺
。他酷愛祖父筆下婀娜多姿、隨風搖曳、
氣勢磅礴的荷花；大師的藝術血脈和長年
的潛心研習讓他從祖輩的繪畫藝術中汲取

了豐富的養分，使得他成為“大千荷”的
真正繼承者。

這幅效仿大千先生的荷花用花青掃出
荷葉，好似一位風中翩翩起舞的少女，旁
邊一支嬌紅的花蕾相互呼應；畫面簡潔明
快，給人以清新愉悅之感。

大千先生認為，畫荷最難的部分不是

花，而是荷花的荷梗；因為這一筆下去是
回不得頭的，如果重描的話，那就不成樣
子了。看張本這幅立軸墨荷，荷梗從上至
下，筆筆有力，完美的體現了荷花出汙泥
而不染的高潔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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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C助您攀升
高科技生涯

Cybersecurity 網絡安全

Digital Gaming and Simulation 數碼遊戲及模擬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GIS) 
地理信息科學 

App Development 程序編寫（與蘋果公司合作） 

Commercial Drone Pilot Training 商業無人機操作

今天就註冊

713.718.2000 | 713.718.2277 
hccs.edu/apply

3D Printing/AutoCAD 三維打印/AutoCAD製圖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製造業工程技術

Machining Technology 機械技術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CNC) Operations 
計算機數控操作

選擇您的理想課程 

信息技術

高級製造業

713.718.2183 | hccs.edu/manufacturing

在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休斯頓社區
大學，最快六至八個月就能獲取文憑證
書，立刻在信息技術或高級製造業贏得
高薪火熱的好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
士學位，轉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
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713.718.2728 | hccs.edu/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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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WJ 2019 /  ZZT0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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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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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今天上午美南電視今天上午99::3030 及晚間及晚間1010::3030
播出郭小莊女士專訪特別節目播出郭小莊女士專訪特別節目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暨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蔡偉總領事到任招待會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於本周四（10 月 12 日）晚在 Hilton Houston Post
Oak 舉行國慶招待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七十周年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舘蔡偉總領事到任
。共有六百餘位中外佳賓與會。大家除了在開場
前到前面側廳觀賞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中美關係進
程的電子圖片展覽，暨聆聽蔡偉總領事講話，得
知總領館推出微信公眾號，及一位休士頓醫生，
在2018年秋天，奇蹟式救活新疆一位急症患者的
好消息。

蔡偉總領事在演講中指出：今年的十月一日
，我們將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70歲華誕，美國卡
特前總統專門致信習近平主席祝賀。這也代表了
中國人民用辛勤的汗水和無窮的智慧投身建設，
澈底改變了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積貧積弱的歷
史面貌，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
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蔡偉總領事也介紹了幾個當代中國之“最”
。如70年間，中國經濟總量，從新中國成立之初
的300億美元到2018年突破13·6萬億美元，增加
450多倍，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世界第一
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和第一大外匯儲
備國。新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7·4億貧
困人口擺脫貧國，成為最早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的
發展中國家；中國還形成了4億多人的世界最大
規模中等收入群體，建成分別覆蓋超過9億人和
13億人的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體系。中國也
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的主要出資國之一。1990年以
來累計參加24項聯合國維和行動，派出維和軍事
人員3·9萬餘人次。中國也積極參與全球治理，
堅決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習近平主席提出
“一帶一路”，倡議和推動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
理念，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2018中國關稅
總水平已降至7·5%，已接近發達國家，發達市場
對外開放水平。
蔡偉總領事也提到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40年
來，中美關係歷經風雨，總體向前發展。中美建
交以來，兩國人員往來增加了500多倍，中雙方
平均每天有1.4 萬人往返，兩國現有，50對友好
省州和227對友好城市。他特別提到當天在招待
會現場的一位休士頓醫生，於去年（2018 年)秋天
在中國新疆自治區作學術交流時，以手術救活了

一位急症患者，這是中
美合作與友誼的縮影。

蔡總同時也提到中
美貿易磨擦比雙邊經貿
合作帶來嚴重負面影晌
，他認為：只有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是確保中
美關係穩定發展的前提
。他同時也提到 「香港
問題」，任何妄想在香
港製造動亂、破壞香港
繁榮穩定和“一國兩制
”的圖謀都注定不會得
逞。香港事務純屬中國
內政，不容外國政府，
、國會或其他任何形式
的外部勢力干預，香港
的繁榮穩定不僅符合中
國的利益，也有利於包
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
。

蔡總領事說：中美關係的發展也離不開廣大
僑胞艱辛的付出和努力。廣大的旅美僑胞不僅為
美國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也是推動中美民間友
好的使者。當前，中美關係正處於重要的十字路
口，機遇與挑戰並存。作為第14任中國駐休斯敦
總領事，他將與同事與美方各界一道，共同促進
領區各界對華交流合作。他也特別宣佈：當天正
式開通總領館微信公眾號，以便更好地踐行外交
為民理念，維護中國公民和企業合法權益，做好
領事服務。

當晚出席的貴賓包括了：亞洲/ 太平洋地區
總督辦公室區域主持人 James Chene; 喬治亞州經
濟發展部中國倡議部主任Stella Xu, 衛裕學院院長
Vivia Fowler, 航 空 博 物 館 館 首 席 執 行 官 Nell
Chennault ,陳納德航空博物館代表，陳納德孫女
等三人；國會議員 Pete Olson 代表代表 Christian
Bionate, 及張晶晶； 休士頓市首席發展官 Andy
Lckene; 美中合作委員會董事 Charles Foster, 萊斯
大學校長David Leebron 和夫人孫月萍女士等多人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
了歡迎台灣京劇國寶- 郭小莊女
士於明天（9 月 15 日）下午二時
至五時在僑教中心主講 「開創台
灣京劇新紀元 」，美南電視於今
天，（9 月 14 日，星期六，）上
午9:30及晚間10:30 提前播出郭小
莊女士的專訪，由陳瑩主持，歡
迎各界準時收看，並參加本周日
下午二時至五時在僑教中心大禮
堂與小莊小姐的面對面歡敍。

圖為蔡偉總領事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圖為蔡偉總領事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國成立7070周年暨到任招待會上講話周年暨到任招待會上講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蔡敏總領事蔡敏總領事（（左四左四 ））在招待會上與僑在招待會上與僑
胞代表合影胞代表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台灣京劇國寶圖為台灣京劇國寶-- 郭小莊女士郭小莊女士（（中中 ））接受美南電視主持人陳瑩接受美南電視主持人陳瑩
（（右右 ））的訪問的訪問。（。（左左 ））為講座主辦人為講座主辦人 「「美南作協美南作協」」會長秦鴻鈞會長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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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台灣傳奇龍舟隊上週日展開今年第一次訓練。
德州的九月天依然是炎夏，艷陽下的樹蔭裡，隊友先 展開暖

身動作，和基本划槳演練，隨後在教練指導下在水上作了近兩小時
訓練。

今年有好幾位好手加入，他們都是有經驗的划船選手或是運動
健將，年輕力壯，和原有隊員組合成一組十分出色的隊伍。

一連四年，台灣傳奇都在糖城的龍舟比賽都是名列前三名之內
，戰鬥力旺盛和團隊同心恊力， 是比賽得名的因素。

整個集訓還有四次，比賽將在十月十二日， 糖城舉行。
台灣傳奇龍舟隊是參加男女混合組，今年女生隊員尚有名額，

歡 迎 有 興 趣 人 士 加 入 。 有 意 加 入 者 請 與 會 長 羅 茜 莉 連 絡
832-655-7598

美南銀行有三喜美南銀行有三喜
慶週年、業績創新高、開定存送好禮

2019年國慶盃高爾夫球比賽

台灣傳奇龍舟隊開始訓練

【休士頓訊】2019年，美南銀行在執行
長李敏通先生管理和帶領下，銀行業績表現
優異，獲利成長茁越，一再創造建行以來佳
績，獲得董事會和股東們支持與肯定。

現適逢美南銀行創行22週年行慶之際，
除了推出己全面提昇更健全的銀行軟硬體系
統及服務品質和更新網路銀行和增加手機版
銀 行 功 能 ， 加: 如 存 支 票 (MOBILE CAP-
TURE) 手機FACE ID跟 fingerprint ID等外
，更特別推出好禮相隨+ 優惠定存專案。自
即日起至2019年11月18日止，凡在美南銀

行各分行開立9個月定期存款帳戶，存款額
度不低於2萬5000美元，即可獲享2%的優惠
年利率，同時可獲贈LED 野營燈一個以答謝
回饋客戶多年來的支持和愛護。

LED 野營燈是美南銀行特別在 22 週年
前夕貼心挑選堪稱今年最受歡迎的禮品，適
用闔家和喜愛野外活動朋友，特別適於颶風
季節使用只要輕輕拉開就可以照亮整個房間
或黑暗地方的最佳備用品以回饋答應客戶多
年對於美南銀行的支持與愛護。因數量有限
，送完為止。敬請把握時機。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 1997 年
，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內，在休士頓
糖城、奧斯汀、達拉斯Plano和Richardson等
地區均設有分行，。在加州亦設有貸款辦事
處。以提供全面位的商業及個人銀行業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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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休士頓國慶盃網球賽
【本報訊】Date: Sat-

urday, September 21
Time: 8am – 12pm

noon
Location: Memorial

Park Tennis Center , 1500
E Memorial Loop Drive,
Houston, TX 77007

比賽類別: 男子雙打,
男女混合雙打

報 名: double.ten.ten-
nis@gmail.com

報名費: 每人 $5 元或
每隊$10 元. 報名費包括
了飲料，零食，午餐，及
free 國慶 T-shirt.

報名截止日期: 9 月
19 日

中央大學校友會
會長 黃春蘭 敬邀

【本報訊】休士頓客家會及休士頓清閒俱樂部為慶祝中華民國108年雙十國慶，將主辦2019
年國慶盃高爾夫球賽，比賽時間、埸地, 資訊如下：

時間：10月19日，星期六，中午11時30報到 (12時45正 Shotgun Start)
場地：El Dorado Golf Course at Quail Valley，2880 La Quinta Dr, Missouri City, TX 77459，

(281-403-5910)。
獎項：比賽將分A、B兩組進行，以個人成績決定優勝，獎項包括：
• 淨桿總分冠、亞、季軍

• 最長發球獎
• 最近球洞獎
• 幸運抽獎多名
報名費：每名球員$70, 費用包括球場費,獎杯,抽獎和晚餐.
歡迎各界高爾夫球愛好者踴躍參加。有關球賽事宜請與 CH Chen @832-758-8244 或 Jim

Hsu @832-818-8942 連絡。

中國吸收外資的壹連串“第壹”：投資者用腳投票
中國吸收外資穩定增長。據官方數據，今年前

7個月中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超過2.4萬家，相當於

每天都有100多家外企來華掘金；吸收外資額接近

800億美元。2018年，中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

規模已達1983年的151倍，連續兩年成為全球第二

大外資流入國，連續27年成為外資流入最多的發

展中經濟體。

這壹“成績單”和壹個個敢於率先“吃螃蟹”

的企業分不開。

第壹家中外合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1980年5月1日，新中國第壹家中外合資企業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正式開業。這家公司由

內地和香港共同投資創辦。按合同規定，內地占投

資總額的51%，港方占49%。

曾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在其《突圍

——國門初開的歲月》壹書中回憶說，當時中國民

航飛機上的配餐種類少，口感也不好，面包吃起來

硬還不斷掉渣。在此情況下，香港以經營食品聞名

的伍沾德便向民航總局提議，在北京合資創辦航空

食品公司。

合資後，港方不僅帶來了三文魚、牛柳等當

時內地廚師“聽都沒聽說過”的配餐材料，以及

先進的生產工藝和操作方法，還在公司內推行上

班打卡等國際通行管理制度，很快改變了中國航

空食品落後的局面。合資前，北京航空食品公司

的日配餐量只有640份，而2007年底每日配餐量

已達6萬份。

第壹家外商獨資企業：正大康地集團
隨著改革開放走向深入，外商投資方式也從單

壹的中外合資向外商獨資、外商投資股份制等方式

拓展。

在深圳蛇口自貿區坐落著壹家占地面積兩萬多

平米、以生產加工為主體的公司：正大康地集團。

該公司是由泰國正大集團(蔔蜂集團)和美國大陸谷

物有限公司共同投資興建的大型綜合性畜牧企業，

也是改革開放後在深圳經濟特區註冊成立的第壹家

外商獨資企業。

該公司老員工回憶說，因為當年深圳生活水

平與香港和泰國差距很大，公司有些從香港派來

的員工壹到深圳就打了退堂鼓。為留住外籍人才

，公司專門進口了壹臺 21寸彩電，放在露天給

員工觀看。

如今，正大康地集團已為中國飼料工業培養了

大批優秀人才，被稱為飼料工業的“黃埔軍校”。

截至目前，正大集團在中國設立企業超過400家，

總投資額超1200億元人民幣。

第壹批在華設研發中心的外企
近年來，因中國創新實力不斷增強以及經濟結構持

續升級，越來越多的外企開始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

1995年IBM公司成立IBM中國研究院後，在中

國加大研發投入的IT企業越來越多。微軟1998年

在北京設立微軟中國研究院，這是其除英國劍橋在

本土外設立的第二家全球研發機構。此後，大眾等

壹批制造業企業也在中國設立了研發中心。世界壹

流跨國公司在中國開展研發活動，對推動中國科技

進步和創新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顧幾十年間中國吸收外資發展之路，每個重

要裏程碑既源於深化改革開放的努力，又推動開放

達到更高水平。隨著中國進壹步擴大高水平開放，

越來越多投資者或將來華興業，用腳投出對中國的

“信任票”。

跨國公司的選擇：留下來 紮下根

綜合報導 當前，世界經濟局勢錯綜

復雜，跨國公司的發展思路引人關註。

跨國公司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

？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擡頭的趨勢

下，跨國公司的全球布局將如何推進？

近日在北京舉行的2019中國發展高

層論壇專題研討會，給了大家壹個傾聽

、了解跨國公司想法的機會。會議上，

眾多跨國公司高管先後表達了他們的態

度：將堅定不移擴大在華投資，並將致

力於促進中國與世界建立更加緊密的聯

系。

記者從中看到了跨國公司堅持在華

發展的決心，也堅定了經濟全球化必定

難以阻擋的信心。

堅定不移擴大在華投資，緣於跨國

公司普遍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持有信心

。寶馬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寶馬大中

華區總裁高樂表示，包括寶馬在內的很

多外資企業受益於中國的改革開放，自

2013年以來，中國就壹直是寶馬最大的

單壹國家市場。“今年前7個月，我們

向中國客戶交付了超過40.4萬輛汽車，

同比增長16.6%，這讓寶馬對繼續擴大

在中國的業務充滿信心，也增強了我們

與中國壹起發展的信心。”

新西蘭乳企恒天然也十分看好中國

大市場。恒天然大中華區總裁朱曉靜說

，公司中國業務占整個恒天然業務的

25%。毫無疑問，中國是恒天然最大的

市場，也是發展最快的市場，更是恒天

然最具戰略重要性的市場。

能讓跨國公司如此堅定地留下來，

紮下根，不僅是因為中國近14億人口龐

大的消費潛力，還因為在壹些國家貿易

保護主義“逆風”下，中國繼續以開放

姿態面向世界，不斷推出壹系列擴大開

放新舉措，不斷優化外資的營商環境。

出臺外商投資法，縮減外資準入負

面清單，自貿試驗區再添 6個新成員

……壹系列舉措讓跨國公司明白，中國

將全力給他們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可口可樂公司全球副總裁馬修· 埃科

斯說：“我們很高興地看到外商投資法

得以實施，還有更多自由貿易試驗區的

建立。盡管前路仍有挑戰，但我們還是

想強調，我們致力於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科技創新能力的不斷增強、創新

人才供給水平的不斷提升，讓跨國公司

的在華業務體量不斷加碼的同時，也出

現了不少角色的變化。

目前，寶馬在北京、上海和沈陽

的研發中心都已經全面升級，成為寶

馬集團在德國以外最大的研發網絡，

涵蓋所有的研發職能。超過 1000名在

華專業研發人員中，近 80%是中國人

。高樂說，對於寶馬而言，中國不僅

僅是壹個消費市場，而且也是壹個非

常重要的創新源泉，以及產業價值鏈

的核心樞紐。

持有同樣戰略思維的還有著名藥企

阿斯利康。目前，阿斯利康在上海和江

蘇都有投資。該集團全球首席執行官蘇

博科表示，阿斯利康在無錫的創新中心

已經成為其全球創新網絡的重要組成部

分，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特別是人工

智能領域科技水平的不斷提升，正是公

司這壹布局的重要因素。

市場是資源優化配置的最好方式。

無論外部環境風風雨雨，留在中國，紮

根中國，對於跨國公司來說都是最優解

。

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

也是經濟全球化的構建者。人才、資金

、產品和技術，通過跨國公司完成了全

球流動，造福於世界。正因如此，促進

中國與世界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系，成為

不少跨國公司的明智選擇。

蘇博科認為，要實現更好的創新成

果，就必須加強世界各地的科技交流，

阿斯利康從自身做起，推動其在中國的

創新成果與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創新成果

加強合作，互相激發靈感。

英特爾公司全球副總裁傑夫· 裏特納

認為，對於半導體行業來說，只有加快

合作，才能讓數據更快流動，讓技術創

新的步伐越來越快。英特爾80%的業務

都在美國之外，其中很大壹部分來自中

國。今天，亞洲許多國家及地區已成為

世界半導體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條

全球價值鏈也促進了行業夥伴之間的重

要合作，以幫助整個行業成功部署新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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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所有穀類、豆類和堅果都可
催芽嗎？您可知為何要催芽? 答案是芽
菜苗在成長的過程中，會從沖澆的水中
吸收礦物質與微量元素。芽菜苗含有非
常豐富的礦物質與維生素，以小麥發芽
72小時後，與種子未發芽時的營養價值
相比，綜合性維生素B和維生素C的含
量，在發芽後達到原來含量的六倍，維
他命Ｅ的含量也增加了3倍。食用芽菜

苗等於在吃一種營養價值正值高峰的植
物，種子在此時釋放所有儲存的能量，
以便逐漸長成一株完整的植物，而幼芽
所含有的，正是植物賴以生長的重要激
素，這種激素就是一種酵素。芽菜苗最
可貴的就是充滿豐富的酵素，是人體維
持健康避免早衰最重要的營養素。酵素

有多少，生命力就有多少。
種子在發芽過程中會產生植化素

(Phytochemical)等多種新營養素，植化
素是植物用來繁衍、保護自己的保命要
素。植化素對人體的貢獻：1. 強力的抗
氧化功能2. 提升免疫力3. 抗癌4. 抗發
炎。此外，植化素可激發體內解毒酵素
的活性、調節體內荷爾蒙的分泌，並促

進細胞代謝。種植芽菜苗方法有水耕,
土耕法, 各適用於不同種類的種子。

校友林秀英一直大力提倡製作酵素
, 曾在僑社公開演講；現在又致力研究
催芽技術, 她將介紹示範一些簡易催芽
法, 提醒各種訣竅, 注意事宜。校友會也
將提供詳細講義, 講解催芽步驟和各種

芽菜營養與功效, 如綠, 黄, 黑豆芽, 苜蓿
芽, 綠花椰, 碗豆芽, 小麥草, 葵花芽, 篙
麥芽, 紅, 綠扁豆芽, 甜菜根, 葫蘆巴芽等
。還有回春水的製作, 水壺發豆芽菜的
改良簡單方法。

園藝專家黃以法教授將淺談各種蔬
果的營養和種植, 並當場贈送火籠果苗,
生菜, 百香果, 豌豆等種子, 還可幫忙解
決植花蒔果的疑難雜症。

您若關心自己的身體保養, 希望活
得健康長壽, 朝氣蓬勃, 歡迎來聆聽兩位
專家的心得與經驗分享。日期時間九月
二十八日下午1:30pm 到3:30pm, 地點華
僑文教服務中心展覽室。10303 West
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校友會屆
時敬備茶點接待。

詢問演講電話 2819233660

師大校友會主辦國慶小花博師大校友會主辦國慶小花博
""保健養生話催芽保健養生話催芽””和和”” 淺談蔬果營養及種植淺談蔬果營養及種植”” 兩個健康講座兩個健康講座

角聲社區中心主辦角聲社區中心主辦 心理健康講座心理健康講座
個人安全管理個人安全管理 講員講員::王曉明教授王曉明教授

黄府黄府 火龍果花盛放火龍果花盛放

黄府黄府 綠油油肥碩的青菜綠油油肥碩的青菜

黄府黄府 傍水斜坡式庭院傍水斜坡式庭院

人們知道如何管理財產-投資理財
，但是在這時時發生犯罪的世界，您知
道如何管理自身的安全嗎？王教授將從
犯罪學的角度和他10多年執法實務經驗
，來談個人安全管理，如何減少犯罪受
害機率。

9/14 2019（星期六） 早上十時到
十二時

講員:王曉明教授
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UHD)刑事司

法教授

地點：角聲社區中心
7001 Corporate Dr. #379 Houston

TX 77036
網上報名： www.cchchouston.org
報名： 713-270-8660
免費參加，座位有限，從速報名
參加者請來電或網上報名，若講座

調動或更改方便通知

免費課程
陪我走過哀傷路

— 哀傷課程及支持小組
8/10 ~10/26 2019（星期六）
早上十時到十二時
連續十一週的課程內容包括認識哀

傷，哀傷過程，哀傷與家庭，關係重整
丶生活重整，面對節日，新生活丶新盼
望等內容。這課程幫助失去親友者面對
哀傷及走出哀傷的失落。

地點：角聲社區中心
7001 Corporate Dr. #379 Houston

TX 77036
網上報名： www.cchchouston.org
報名： 713-270-8660

免費參加，座位有限，從速報名
參加者請來電或網上報名，若講座調動
或更改方便通知
角聲社區中心和光鹽社合辦

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喃嘸地藏王菩薩寶旦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喃嘸地藏王菩薩寶旦、、
太歲星軍及財神爺爺寶旦太歲星軍及財神爺爺寶旦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88月月2525日為農曆己亥年日為農曆己亥年77月月2525日日、、
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財神爺爺寶旦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財神爺爺寶旦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陳作堅陳作堅、、元元
老雲偉嘉老雲偉嘉、、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信眾向財神爺爺上香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信眾向財神爺爺上香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
、、陳作堅陳作堅、、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馬小卿堂主率經生馬小卿堂主率經生

班及信眾向觀世音菩薩上香班及信眾向觀世音菩薩上香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
陳作堅陳作堅、、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

信眾向太歲星軍敬酒信眾向太歲星軍敬酒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
陳作堅陳作堅、、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

信眾向太歲星軍上香信眾向太歲星軍上香 88月月2525日太歲星軍寶旦日太歲星軍寶旦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陳作陳作
堅堅、、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信眾向太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信眾向太

歲星軍上香歲星軍上香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陳作陳作
堅堅、、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信眾先向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信眾先向

天后娘娘敬拜天后娘娘敬拜

農曆己亥年農曆己亥年77月月2525日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喃嘸日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喃嘸
地藏王菩薩寶旦地藏王菩薩寶旦、、太歲星軍及財神爺爺寶旦太歲星軍及財神爺爺寶旦,,理理
事長周滿洪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陳作堅陳作堅、、元老元老
雲偉嘉雲偉嘉、、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及信眾先向天后及信眾先向天后

娘娘上香娘娘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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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 new concrete & repair concrete. 
We do driveways, backyard patio, & sidewalks.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修復水泥地＆新水泥地
我們做停車道
後院和人行道
支持商業和住家Our Sample

COnCrete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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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的地方，就是天下。有人的地

方，就是江湖。在职场的江湖上，有能

力的你是桀骜不驯还是顺应潮流，取决

于你对规则的理解和敬意。每个行业都

有自己的规则，如果你不尊重这些规则

，老板就会让你滚蛋，不需要理由！刚

入职场的小鲜肉们，这些规则你必须懂

！！！

规则一：从团队角度，尊敬和服从

上级

之所以会有上下级，是为了保证团

队工作的开展。

上级掌握了一定的资源和权力，考

虑问题是从团队角度而可能难以兼顾到

个体。尊敬和服从上级是确保团队完成

目标的重要条件。

员工如果不站在团队的高度来思考

问题，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找上级的麻

烦甚至恃才傲物，很难生存，更奢谈走

得好走得远。

规则二：如果你的工作不能达到上

级的要求，一定要及时和上级沟通，要

让他知道你的进度和方向。

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你的工作还没有

让别人看到显著成绩，这时不要和你的

上级距离太远，要创造条件去沟通，让

他知道你的进度、计划和要取得的成绩

。你这样做了上级不会责备你，他还会

利用所掌握的资源给你帮助，让你提前

取得业绩。

然而，有的职场新手甚至老手容易

犯的错误却是，越是没有成绩越是不愿

去找上级沟通，认为自己没有面子，对

上级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样的风险

很大， 因为你业绩低迷上级本身就不

会满意，会对你的工作能力产生怀疑;

如果再不了解工作状况和进度，还会认

为你没有努力工作。时间一长，你就可

能进入要被淘汰的 黑名单。其实在每

次的淘汰名单中，并不全是业绩最差的

人，但不会主动找上级沟通的人却会占

很大比例。

那位被辞退的员工还有一个重要原

因，就在于他近期工作业绩并不明显，

我得到的反馈只是正在进行中。至于是

如何进行、进行情况如何，一直得不到

明确答复。“用人不疑”是一条原则，

但这是需要有不被怀疑的行动。

规则三：对于团队依照程序所作出

的决定如果认为不合理，要通过正常的

途径与方式去反馈，并给上级留出时间

，同时要执行决定。

一个团队的决定有可能是对的，也

有可能不太合理。但决定具备一定的权

威性和强制力，也是保障一个团队正常

运转的必要条件，是从大局和整体的角

度出发 的。员工先换位思考，如果对

团队的利益有保障就要服从。

如果有不尽完善的地方，要选择正

常的程序和方式提出建议等待回复，只

要决定没有触犯法规，员工应该无条件

服从。如果采取消极方式对团队的决定

进行对抗，受伤害的只会是员工自己。

规则四：切忌煽动同事与团队对抗

，一个正常运转的团队都会对带头闹事

的人“杀无赦”。

职场中受委屈甚至不公平的事情都

是正常的，员工可以选择合适的方式提

出，也可以选择到执法部门寻求帮助。

但是采取煽动闹事的方式解决问题

，往往把自己推到一个更加不利的境地

，因为这种方式是团队是绝对不能容忍

的。

规则五：如果你不能为一个团队创

造一定的价值，起码不要成为制造麻烦

的因素。

团队里成员形形色色个性各异，难

免有喜欢用小手腕制造麻烦来达到一些

目的。

一个人的为人和能力在团队成员的

长期合作中，大家都会有判断。小手腕

只能让一个人得到短期利益，一旦其他

成员了解以后，他便很难立足。要在组

织里长期生存下去，大聪明是必要的。

规则六：对于上级安排的临时性工

作，一定要及时反馈。

有时上级会安排临时性工作给你，

这些工作可能非常紧急，上级会要求随

时反馈完成期限，这也是让上级增进对

你信任度的机会。

我遭遇过这样的员工：

公司送货发生了车祸，导致货物大

量破损，经销商拒绝接货。为避免更多

损失，我告诉负责该市场的业务代表，

让他亲自参与这次事件 的处理，并随

时跟我保持联系。但我等到夜里十点也

没有消息，打电话居然关机了。最后送

货司机只得把产品又拉回了工厂，公司

多付出了上万元的损失。第二天联 系

上他时，他居然说和朋友去喝酒给忘了

。从此，我对他的工作能力与态度充满

了质疑。

规则七：成就上级从而成就自己。

工作使大家走到了一起，同事

首先就是一种合作关系。上级所掌

握的资源和影响力，对人在职场中

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职场上

快速发展的人无疑都是善 于和上级

合作的，他们在做好份内事的同时

，会积极帮助上级排忧解难。上级

也会把更多的锻炼机会提供给他们

，把自己的真经传授给他们。他们

会逐步熟悉上级的 工作内容和技巧

，而这些都是一个人得到快速发展

的重要条件。

成就上级从而成就自己绝对是一条

重要的原则。当你在为上级偏心而抱怨

时，是否该认真反思一下自己遵循了这

个原则。机会真的不会从天而降的，更

多时候要靠自己去争取。

规则八：把事做好的同时把人做好

。

从进入职场开始，就要把塑造自

己的品牌作为一项重要的事来做。而

把事做好是基本的，同时也要把人做

好。

把人做好更是一个人品牌塑造的重

要条件，你在职场上的声誉会决定职场

的长度和宽度。你的人品是需要大家通

过与你共事看出来的，也是一个长期积

累的过程。不仅要在单位内、还要在行

业内、在业界树立你良好形象。

留学生小白进入职场必知八大规则

常常一说起投资银行，就给人以高

大上、高逼格的职业范。对于摩根士丹

利、JP摩根、高盛、黑石这样如雷贯耳

的顶尖企业，如果身边有同学进入这样

的外资投资银行，背后都会引来一群赞

叹之声，仿佛已经看到白花花的美钞和

七位数起的薪酬数字。可是想进入高大

上的外资投行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学历 众所周知外资投行是欢迎本科

生的，但如果你是本科生，则必须是顶级

名校，内地最好是清北、最多或许可以放

宽到复交。香港地区的话只能是港、中、

科三所大学。如果你不是目标学校的学生

的话，还是老老实实读研为好，如果能拿

下金融和统计双背景的硕士学位，这个部

门的大门就向你敞开了一半。

实习 外资投行非常看重实习经历

。最后拿到投行offer的很多人许多都有

暑假在投行实习的经历。如果你拿不到

summer intern的offer，那么可以考虑去

相关的公司实习，如知名券商、基金、

咨询公司等等。没有投行实习经历，确

实会缺乏竞争力些，但是如果你在实习

中作过诸如IPO，M&A项目，抑或确实

做出很大贡献，学到或培养了很多投行

看重的知识和品质，那么还是具备一定

的说服力的。

关键在于如何找实习，如果有师兄

师姐、父母、老师、同学、朋友、bf/gf

推荐到很好的公司那当然省力，如果没

有广泛的人际关系，那么多关注job版

和parttime版和求职网站，或者说通过

有投行实习内推资源的机构。尽可能找

能提升个人竞争力且公司看重的实习。

证书 虽然在招聘公告上不会明确

写明有证书要求，但FRM证书事实上

是进入这个部门实习、工作的必备。笔

者实习的二线外资投行中，进入终面的

16个小伙伴人人都有FRM。而瑞银最

新发布的暑期实习招聘公告上，明确写

明要通过FRM考试才可以应聘风险管

理部门实习生。如果能通过至少CFA一

级考试，同样会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朋友、学长、校友资源 多向有相

关经验的朋友、学长、校友请教，他们

会提供你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机会。举个

例子，牛人大多数在这方面人缘很广、

很深，所以他们对各家投行非常了解，

甚至能打听到这次招多少人，待遇如何

，面试官的偏好等等。每个人交友的原

则不一样，不能苛求，大家自己把握吧

。另外，关键时刻谁是真正的朋友就会

体现出来，此所谓“患难见真情”。幸

运的是，这次找工作我有两个非常好的

朋友一直和我并肩作战，郁闷的时候大

家互相安慰，有人拿到面试机会，大家

会替他高兴并帮忙出主意。现在其中一

个已经找到了很中意的公司，另一个也

将很快拿到非常好的offer。对了，不得

不提我的室友。虽然我们寝室找工作的

氛围不是非常好，但是大家关系很融洽

。期间，大家彼此鼓励，分担彼此的悲

伤和喜悦。

定位和方向、计划、总结 除非你

是真正的牛人，否则永远不要以为一定

能拿到投行的offer。我这次找工作犯的

一个错误，就是当初对自己的定位太高

，以为即使投行、咨询不行，至少很多

公司的mt还是有机会的，甚至不屑于

投四大的audit。但事实证明，找工作的

过程远比自己预想的要坎坷很多，很多

公司的mt竞争甚至比投行激烈的多，

所以无论如何，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所谓方向，就是求职得有重点。比

如，有些人的background比较适合金融

行业，有些人的background则更适合咨

询，其他人就可能适合industry等。另

外，根据自己的英语能力和特长，在外

企、国企和民企和自己创业中做个权衡

，扬长避短，发掘自己的优势。成功的

路有很多，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所

谓计划，或长或短，就是无论在前期准

备还是找工作进程中，都要合理安排自

己的精力和时间，有计划、有目的的行

动。每次面试回来，都要及时总结。找

到自己的薄弱环节，在面试中不断提高

，这点这里不详述，但是其重要性怎么

强调都不过分。切记！

推荐做的事 寻找好的社交平台，

兄弟会也好其他社团也好，能让你接触

优质校友。

学会与人沟通技巧，磨练语言，知

道如何与人相处。

有跟金融相关的经历，club也好，

实习也好，以便在面试时让面试方知道

你对金融是一直有兴趣的。

要有leadership，有能告诉人你自己

很优秀的Resume。

有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经历，可以

让自己与众不同，抓人眼球。

面试前的秋天多network，多跟行

业里的人了解各个投行的区别，各个部

门的区别，同时做笔记，这样面试的时

候有东西可以聊，知道怎么回答why

our firm这种问题。 锻炼身体。

留学生秋招求职想进外资投行？
来看看你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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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國家利益豁免”，是指具有碩
士或碩士以上學位或具有特殊才能的申請
人，如能證明其移民申請符合美國“國家
利益”，則可以免去雇主的支持由自己提
出申請,並豁免其勞工證程序的移民類別
。

絕大部分職業移民的申請人均需雇主
的支持，且需要繁冗的勞工證程序。勞工
證的存在是美國為了防止外國勞工沖擊美
國的就業市場而設立。勞工證程序需要雇
主公開招聘，以證明沒有美國人符合條件
。一旦找到符合條件的人，即使申請人實
際上更適合這個職位，勞工證申請也會被
拒絕。

美國移民局行政上訴辦公室（AAO）
針對國家利益豁免公布新案例(Matter of
Dhanasar, 26 I&N Dec. 884 (AAO 2016)
，在2016年末提出了國家利益豁免申請
三項新的要求。舊案例的要求是：第一，
申請人所從事的工作與國家利益具有內在
的聯系; 第二，申請人的工作會對美國國
家利益在全國範圍內具有影響；第三，申
請人如果被要求按照勞工證程序申請綠卡
, 將會對美國利益帶來負面影響.

新案例的要求是：第一，申請人的專
業成就有重要價值和國家性的重要意義
（that the foreign national’ s proposed
endeavor has both substantial merit and
national importance;）。這一條包括了
“舊案例”中的第一、第二條。

第二，申請人將對某領域起到良好的
推動作用（that he or she is well posi-
tioned to advance the proposed endeav-
or）。第三，綜合而言，申請人被豁免工
作要求和勞工證程序將對美國的國家利益
有幫助（on balance, it would be benefi-
cial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waive the job
offer and labor certification requirements.
）。

根據我們律師事務所多年的經驗，我
們為讀者總結了準備國家利益豁免申請的
以下要點：

1． 申請人盡量提供獨立推薦信。所
謂獨立推薦信是指與自己沒有工作關系或
共同的學習經歷的專家所出具的推薦信。
比如在學術會議上因為學術討論而認識的
專家。或因為導師的原因有過學術交流的
專家。

2． 由美國政府機構或享有盛名的組
織出具的推薦信。比如美國國家實驗室。

3． 申請人的文章是否被同行引用的
證明文件。如果有來自世界不同國家同行
的引用會是很好的證明。

4． 已被批準的專利已經得到應用或
已經出售給企業。

5． 申請人為重要科研項目的負責人
或主要研究人員。

6． 媒體報道。對導師和申請人共同
參與的項目的報道對申請也有幫助。

7． 申請人可參照第一優先的要求準備材
料，比如所獲獎項，媒體報道，對成員有
學術成就要求的協會會員證明，專業論文
評審和領取高薪，特殊津貼等。

最新移民消息
1. 特朗普政府8月12日宣布，將從

10月15號開始，縮緊合法移民的資格與
條件。未來申請綠卡以及轉公民的難度將
提高，而申請訪美簽證的難度也將提高。
美國移民局發言人8月12日上午在白宮發
表聲明，要求想移民的申請人，必須有足
以工作的英語程度。若是親屬移民，則在
美國的親屬必須收入在貧窮線125%以上
。如果是已經在美國境內的綠卡或公民申
請人，但曾經使用過美國的社會福利，如
醫療補助、住房補助等等，則會被拒絕綠
卡申請。除了食物券，國土安全部（DHS
）將一系列非現金類的社會福利, 如讓美
國出生的子女進入公立學前教育項目，煤
水電費補助，和Medicaid等都列入了“政
府補助”的範疇。

2.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布的九月份移
民排期，親屬移民第二優先（即美國綠卡
持有者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不需等排期，
可以同時遞交I-130（親屬移民申請） 和
I-485 （調整身份申請）。這種情形幾年
才出現一次。現在不確定十月份是否會持
續這個排期情況。

一般而言，美國綠卡持有者只能為自
己的外籍配偶遞交綠卡申請的第一步
（I-130），等移民排期排到後才能遞交
綠卡申請的第二步。但是在今年8月份，
美國綠卡持有者可以為自己的外籍配偶將
兩步同時遞交。

這個政策有兩個巨大的優勢。第一：
在遞交I-485 （調整身份申請）的同時，
可以遞交工作許可和回美證的申請。一旦
拿到工作許可，就可以為任何雇主工作。
而一旦拿到回美證，入境美國不再需要申
請赴美簽證。第二：在遞交I-485 （調整
身份申請）之後，外籍配偶可以不繼續維
持他們的其他非移民身份。

3. 今年5月13日，ICE表示已經對
休斯頓的206起婚姻欺詐案件立案，已有
96人被刑事起訴，50人被逮捕。此舉顯
示了美國國土安全局打擊婚姻欺詐案件的
決心。

4. 今年H1B抽簽於4月10號正式結
束。移民局共收到201,011份申請，比去
年略有上升。

H1B工作簽證改變抽簽順序：2019
年起，所有的申請將一起先進入第一輪抽
簽，其中包括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碩士以
上學位的申請。第一輪抽簽共有六萬五千
個名額。

第一輪沒有抽中，但是擁有美國碩士
或美國碩士以上學位的申請進入第二輪抽
簽，這一輪抽簽有兩萬個名額。抽簽順序
的變更讓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碩士以上學

位的申請增加16%（5340個中簽）的中
簽機會。對於擁有美國碩士或美國碩士以
上學位的申請人來講是好消息。

H1B工作簽證恢復快速申請：移民局
從2019年3月12日星期二起，全面恢復
H1B工作簽證申請的加急服務。移民局自
2001年7月30日起開辦了快速審理服務
。申請人在自願的情況下可以多付出$1,
410美元的“加急費”， 並要求移民局加
速審理案件，移民局會在15天內決定是
否批準,補件或否決該申請。 如果移民局
在15天之內沒有作出決定，移民局承諾
退回加急費，並仍然加急處理該案件。從
2018年9月11日開始，移民局暫停了絕
大部分類別H1B工作簽證的加急服務。今
年年初恢復了部分類別H1B工作簽證的加
急服務。

移民局在聲明中特別強調，如果您的
H1B工作簽證申請被要求補交文件（RFE
），申請人應在要求加速處理的同時遞交
補充文件的回復 (RFE Response)。

對於被轉移至其它審理中心的申請，
申請人應將案件加速處理的要求遞交到正
在審理該申請的審理中心，並同時附上移
民局的案件轉移的通知 (Transfer Notice)
。

電子抽簽程序推遲至明年：美國移民
局在2018年12月3日公布新的H1B申請
程序草案：“電子註冊”申請程序。 這個
新程序要求H1B申請方在移民局規定的時
間內進行電子註冊。移民局會在有效的註
冊申請中進行隨機抽取，被抽中的雇主會
收到移民局的通知，將有至少60天的時
間遞交H-1B申請。 由於系統調試沒有
最後結束，電子抽簽程序推遲至明年。

5. 美國移民局發布備忘錄：於2018
年9月11日開始實施對於某些移民和非移
民申請采取省
略發出RFE（要求補充文件）或者 NOID
（意圖否決）通知， 而直接否決的審理政
策。
該備忘錄提供了兩類省略補件程序的申請
：第一類是沒有按照移民法的規定提供符
合移民法對特定類別的證據要求而提交的
申請。 第二類是在提交申請的證據中沒有
提供足夠的特定類別支持證據。 備忘錄指
出可以直接拒絕的理由包括在家庭移民的
I-485 申 請 中 沒 有 提 供 經 濟 擔 保 表
（I-864），或者豁免申請中沒有提供所
要求的支持證據。 備忘錄提別指出，移民
官省略補件程序的範圍不局限於所舉出的
例證。

6. 川普總統於8月20日成立特別辦
公室，專門調查在申請綠卡和公民過程中
有撒謊行為的申請人，一旦發現撒謊，立
刻撤銷公民資格。

7. 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ICE)2018
年的人手是去年的三倍，逮捕的人數是去
年同期的五倍。

8. 美國移民局於2018年5月11日
發布的關於“計算持有F、J和M非移民
簽證的學生和訪問學者非法滯留時間規則
”的備忘錄將於8月9日生效。自2018年
8月9日起（包括8月9日當天），未能繼
續保留其居留身份的F、J和M簽證持有
人的非法滯留時間將在以下情況下開始累
積：1 學業或經允許的工作結束後的第二
天，或其參加未經允許的工作的第二天；
2學業或項目完成的第二天，包括任何經
允許的實踐培訓以及任何經授權的寬限期
限；3 I-94身份過期的第二天；4 移民法
官或在某些情況下，移民上訴委員會發布
除外、驅逐或移除命令的第二天。
非法滯留時間180天以上，3年不得入境
美國。非法滯留時間1年以上, 10年不得
入境美國。有遞解令，在未經允許或假釋
的情況下再次進入美國境內者，終身不得
入境美國。

9. 美國國務院於2018年3月30號
公布新規定：非移民簽證申請人需要提供
社交軟件用戶信息。幾乎所有申請美國入
境簽證的人都將被要求提交他們在過去五
年裏使用的社交媒體信息。2017年9月，
特朗普政府曾宣布，申請移民簽證的人將
被要求提供社交媒體數據，受這個計劃影
響的人約為71萬。新提議將更大地擴大
這條命令的覆蓋範圍，把每年約1400萬
申請非移民簽證的人包括進來。該提議涉
及20個的社交媒體平臺大部分是美國的
：Facebook、Flickr、Google +、 Insta-
gram、LinkedIn、Myspace、Pinterest、
Reddit、 Tumblr、 Twitter、 Vine 以 及
YouTube。也有一些是美國以外的：中國
的網站豆瓣、QQ、新浪微博、騰訊微博
和優酷；俄羅斯的社交網絡VK；創建於比
利時的Twoo；以及拉脫維亞的一個問答
平臺Ask.f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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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11. 移民局於公布新的舉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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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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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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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sy-
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syan-
l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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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9bUlEuSOk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國家利益豁免國家利益豁免(NIW)(NIW)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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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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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70周年暨周年暨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蔡偉總領事到任招待會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蔡偉總領事到任招待會

休市各行業各社團代表休市各行業各社團代表，，中外貴賓熱烈出中外貴賓熱烈出
席招待會席招待會。。

「「梁氏基金會梁氏基金會」」 主席梁成運主席梁成運（（右右 ））
專程從外州趕來參加盛會專程從外州趕來參加盛會，，與副總與副總
領事劉紅梅領事劉紅梅（（左左））在招待會上合影在招待會上合影

。。

蔡偉總領事蔡偉總領事（（中中）） 與與 「「安徽同鄉會安徽同鄉會」」 出席招出席招
待會代表合影待會代表合影。。

二戰時二戰時 「「飛虎隊飛虎隊」」 名將陳納德孫女名將陳納德孫女
（（左二左二 ））及其家人與蔡偉總領事及其家人與蔡偉總領事

（（右二右二 ））合影合影。。

出席貴賓與副總領事劉紅梅出席貴賓與副總領事劉紅梅（（左二左二 ））在招待會在招待會
上合影上合影。（。（左起左起 ））俞曉春校長俞曉春校長、、李娟會長李娟會長，，鮑鮑

玲校長玲校長，，本報記者秦鴻鈞合影本報記者秦鴻鈞合影。。

招待會開場前主廳的電子圖片展招待會開場前主廳的電子圖片展，，介紹介紹
中美兩國過去互動歷史中美兩國過去互動歷史，，引人觀瞻引人觀瞻。。

德州州長辦公室代表陳中德州州長辦公室代表陳中（（左左
））代表德州州長向蔡偉總領事代表德州州長向蔡偉總領事

（（右右 ））致贈賀狀致贈賀狀。。

蔡偉總領事蔡偉總領事（（右四右四））及與會貴賓共切國慶大蛋糕及與會貴賓共切國慶大蛋糕。。

張晶晶張晶晶（（左左））等人代表國會議員等人代表國會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
，，向總領事蔡偉向總領事蔡偉（（中中））贈送賀狀贈送賀狀。。

蔡偉總領事蔡偉總領事（（左左 ））特別介紹洛達托特別介紹洛達托
（（Robert Lodato )Robert Lodato )醫生醫生（（右右 ），），他去年在新他去年在新
疆自治區作醫學交流時疆自治區作醫學交流時，，以手術救活了一位以手術救活了一位
急症患者急症患者，，這是中美合作與友誼的縮影這是中美合作與友誼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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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 ）水與空氣是我們的
生命之源，每天生命存活離不開這兩樣，而
如何得到乾淨的飲水和空氣，更是我們生活
指標的 「重中之重」 。要成為一個健康的人
，寧可少買兩套衣服，少下二次館子，但清
潔，乾淨的水與空氣，卻是一刻也馬虎不得
。

韓國第一品牌COWAY 淨水器，於近期
登陸休士頓，而且一登陸即造成轟動。不論
男女老少個個趨之若鶩。無論出租或購買，
價格最優，光是出租，每日租金僅一至二元
，買斷更一勞永逸，每枱售價僅$699 至
$1999元。且同時供應冷，熱水，有的還有
製冰功能，讓您同時能享用冷，熱，冰水及

鹼性水。如他們 「大容量立式冷熱淨水器」
為大容量，時尚設計，能同時享用常溫水，
冷水，熱水。 「超薄型立式冷熱淨水器」 簡
潔、時尚，超薄型設計，每天租金還不到2
元。還有一種 「立式冷熱/ 制冰淨水器」 ，
可同時供應常溫水、冷水、熱水、冰塊，算
是最高檔的立式冷熱/ 製冰淨水器，一次買
斷，也不過$1999元，月付$69.99元。其他
又如 「台式冷+ 常溫淨水器」 一鍵功能，冷
水更充足，每月租金僮$40.99 元；更有一種
操作簡便的 「實用型淨水器」 推出常溫水，
每月租金$30.99 元，平均一天才一元左右。

另外，該公司也推出空氣淨化器，有大
型空氣淨化器，三種循環模式空氣淨化器，

超微抗菌Plasma 濾網空氣淨化器，小型空
氣淨化器，超薄型空氣淨化器，加濕空氣淨
化器等等，每天僅花費1至2元，給大家一
個清新，潔淨的空氣空間，何樂不為?

COWAY 還推出智能便座/ 軟水機，有
瞬間加熱智能便座及三階段清潔智能便座，
平均每天租金不到一元，還有小型超薄軟水
機，每天租金不到2元。

COWAY 還有最貼心的服務，包括：更
換濾芯服務，免費保修及最好的基礎設施，
請今天馬上就找華人總代理米娜女士（346
）218-6051

韓國第一品牌韓國第一品牌ConwayConway 淨水器風光上市淨水器風光上市
並推出空氣淨化器並推出空氣淨化器、、軟水機軟水機、、清潔加熱智能便座清潔加熱智能便座

（本報記者秦鴻鈞 ）自中美貿
易戰開打，最令人觸目驚心的莫過
於股票族，常一天內掉了3、500點
，令所有投資人膽顫心驚，而 「如
何在美中貿易戰中投資理財，保本
獲利?」 ， 「退休計劃如何合理避稅
? 」 就成了一般民眾最關心的話題
。為了使更多關切投資的民眾了解
其門奧，蕭雲祥投資顧問將在下周
六（ 9月21日 ）上10:30 am至12:
00pm,在該公司位於中國城美南銀
行同棟大樓一樓（6901 Corporate
Dr. #128 Houston TX 77036 ) 舉行
投資座談會，由蕭雲祥先生主講。
因現場座位有限，請事先電話預約
。電話：713-988-3888。

蕭雲祥先生談如何算是一個完
善的退休計劃？主要是要使一般人
退休後可以吃得好、睡得好、高枕
無憂，因此必須包含幾個重要的安
排：

1，足夠的Cash-flow (現金流
），夠終身使用。

2，萬一有意外發生時，有緊急
活用基金備用。

3, 老邁時有預先安排的長期看
護基金及重大疾病保險，醫療保險
。

4，合理風險管理，具保本的功
能，兼具增值的作用。

5，容易管理，不用擔心，不用
傷腦筋。

6，很低的成本和維持費。
最好在保本，增值的安排外，

加上減稅/緩稅/免稅的功能。
理財代表顏琦表示：在財務規

劃中，人壽保險是您人生中建立的
大樓的基石。您努力工作確保可以
給家庭和心愛之人提供想要的生活
，而人壽保險既是為這份現有的生
活提供保障，當不可預測的事故發
生時，能夠讓您的家庭和事業不會
因為突然的經濟來源損失或額外大
筆開銷而背負重擔。

人壽保險分為兩類，定期人壽
和終身人壽，也與人壽保險的兩大

功能相呼應。人壽保險的一大功能
為保障，也是定期人壽保險唯一提
供的功能，當受保人過世，或者得
到重大疾病及慢性疾病（需長期護
理）時，保險公司會提供一筆免稅
的賠償金給受益人，受益人可以是
您的心愛之人，也可以是您的事業
，而這筆賠償金可以彌補這些事故
所引起的財務損失，無論是支付房
貸也好，還是還清債務，支付孩子
的學費，維持生意的運行等等需要
用錢的地方，這份及時的保障能夠
為您的心愛之人在面對新的人生時
保駕護航。

人壽保險的另一大功能為免稅
增值。這項功能也只有終身人壽可
提供。定期人壽到期後即會失效，
而終身人壽則可維持到您過世為止
，只要您繼續付保險費、自掏腰包
或者由壽險內的現金值支付都可以
，而何為壽險內的現金值呢？這就
是終身人壽的增值功能，終身人壽
最新的產品為指數型人壽保險，您

付的本金扣除保險費用後,多出的本
金會隨著指數的表現而成長，這筆
一直成長的本金及為您壽險內的小
金庫，可供選擇的指數包括SP500,
DOW JONES, NASDAQ 等耳熟能
詳的大盤指數，我們不能預測股市
未來的走向，但可以參考歷史，根
據這些指數過去的表現，長期回報
率平均值大約在7%左右，除了增值
之外，您的本金同時有保本鎖利的
功能。保本即為本金不會變少，鎖
利即為之前轉的利潤不會跑掉。當
指數表現為負時，您的本金最多就
不會有增長，但不會變少，除了增
值，保本鎖利外，您的小金庫還可
以隨時使用，完全免稅，指數型壽
險的這些功能適合幫助自己和孩子
養成儲蓄的習慣，當然，其費用相
對應定期險也會高很多，該選哪類
人壽，還要取決於每人不同的財務
情況及規劃。在財務規劃及資產配
置中，需考慮的要素方方面面。

蕭雲祥投資顧問蕭雲祥投資顧問99月月2121日上午舉行投資座談會談日上午舉行投資座談會談
（（一一））如何在美中貿易戰中投資理財如何在美中貿易戰中投資理財，，保本獲利保本獲利

（（二二））退休計劃如何合理避稅退休計劃如何合理避稅

著名投資顧問蕭雲祥先生著名投資顧問蕭雲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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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專頁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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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牡札記～

懷 念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
號角月報同工）

美南福音版
每週六出版

德州基督教文宣部

主編

筆者近兩周

的 周 六 參 加 了

林 華 光 弟 兄 的

父親林良飛老伯暨陳光樂弟兄的追思

禮拜，他們也都是西南國語教會的教

友，本期「思牡札記」會刊出華光弟

兄撰寫“懷念我的父親林良飛”與福

音版刊出Lisa Chen/Jack Liu撰寫“懷念

我的父親陳光樂” 。
“懷念我的父親林良飛”

  我的父親林良飛，1928年4月21
日出於福州馬尾，成長在一個極其貧

窮的家庭，上有三個姐姐三個哥哥下

有兩個妺妹，從小就要為三餐奔波勞

累。 雖然生活環境艱苦，但他好學上

進，抓住機會到福州長樂縣教會聖經

學校讀書。在那裏認識我媽柯敏恵倆

人相識、相戀並結婚，婚後雙親倆不

得不回到馬尾高山開始艱苦的生活。

  為了養家糊口，父親十分努力，

歷經磨難學會了很多手藝；最後選擇

了制作皮鞋這一行，他領著毌親一起

從事皮鞋制作，兩人一幹就是三十多

年。他們倆養育了三個子女， 大女兒

林瓊、 二女兒林淑華，最小的是我，

父親給我取名為林華光，乃是取意於

“耶和華的光”。

  後因遠在美國的姑媽幫忙申請親

屬移民，父母親來到了陌生的國度--美
國。那時候的父親年紀已過六十，一

切要從頭開始。

 林良飛老伯(92歲)全家福
他們要付出比平常人，不知要多多

少倍的努力，才能維持生活。但既使

是這樣，他們倆還是靠神的恩典堅持

了下來。感謝主，後來三個孩子也陸

續來到了美國。雖然生活艱難不易，

但父親從不懼怕，他毎天禱告、每禮

拜天去教會敬拜上帝，從不忘記告誡

我們一定要信主耶穌。

  父親半年前檢查身體，醫生說他

肺功能失喪，每天靠呼吸器維持，幾

天前在家因不慎摔傷骨折需要住院動

手術。就在他老人家離開我們的前一

天，我問父親「要是醫生給你動手術

不成功您怕嗎？」他的回答確實出乎

我的意料，他說：『我是基督徒，我

走了，就去了天家，況且你們也都成

家立業了，沒有什麼讓我操心的，你

媽有三個孩子照顧，我沒有什麼不放

心。』

  第二天即2019年8月24日上午11點
25分，他就靜靜地離開我們回到了天

林良飛伯伯
家，他老人家享年92歲。雖然是離

別，但我相信絕不是永別，有朝一日我

們一定會在天家相聚。(林華光)

●醜橘雖醜‧但它很甜

燒傷孩子小鳳年幼時遭遇家中一場

無情大火，致全身嚴重燒傷疤痕累累，

面目全非，三年前她首次來美時，她怕

人看到她會受驚嚇，故戴個大帽子遮

醜，自卑的心也很重，筆者偕同愛心天

使去Galveston島上Shriners兒童燒傷醫

院探望她時，曾送她們燒傷孩子當季水

果醜橘，我說「醜橘雖醜，但它很甜，

你們雖然遭燒傷，皮膚疤痕有如醜橘的

外表，但你們仍可以活出內在美，讓人

看到你的良善、愛心、喜樂…」小鳳聽

後受感流淚。

爾後，在醫院也感受到醫護人員的

愛心與擁抱，也看到其他國家來的燒傷

童活得自在喜樂，漸漸小鳳走吃自卑，

Galveston島上海灣華人教會愛心接送

她們父女去教會享用中國美食，協助翻

譯，愛心天使送她們父女衣服、背包、

紅包等。

小鳳(20歲)由父親愛心陪伴今年六

月自中國山東二度來美三個多月作皮膚

重建手術，此次小鳳來作整型鼻子，她

很高興臉型也呈現出不一樣了，有模有

樣了，頭髮也長長了，像個美少女了，

看到我們小鳳會主動伸出手來愛的擁

抱。

三年前小鳳信耶穌基督後，活得喜

樂，有自信，此次來我們愛心天使看見

小鳳都感到她變得愈來愈漂亮了，她長

大了！

9-12(周四)晚6PM海灣華人教會韓

松弟兄送小鳳和趙爸來中國城珍寶樓

餐廳，愛心天使Raymond,Anita,Tina,安
琪、韓松、潘思牡我們為小鳳趙爸餞

行，小鳳、趙爸我們誠心祝福你們一路

平安回國！願天父慈愛永遠長存！

我的父親陳光樂 1952 年 9 月 17 日
出生在北京的一個音樂世家，祖父陳韶
軒是著名傳統樂器製作家，他製作了北
京第一把小提琴。

1969 年響應國家號召上山下鄉到
雲南西雙版納景洪農場，在農場生活 7
年，期間跟隨雲南著名醫師李紹東學習
醫術，學習嚴謹仔細很快就擔任農場衛
生員，拯救了很多生命和家庭，深受鄉
親們的愛戴。

1976 年返城回到北京，在北京衛生
學校繼續學習和工作。1984 年為了國家
的提琴製作能在國際上有一席之地也為
了家族的榮譽，毅然決然的辭去了衛生
學校的工作，跟隨哥哥專註研究提琴製
作，勤奮學習刻苦鑽研在短短 3 年時間
裏

就製作出有國際領先水平的小提
琴，在 1987 年榮獲全國提琴製作音質
金獎。

在接下來的兩年裏無數的優質提琴
銷往國內外，精湛的技藝得到了美國德
克薩斯州農工大學生物化學系教授約瑟
夫 ‧ 納吉瓦裏 Dr. Joseph Nagyvary 的
賞識，於是在 1989 年以邀請學者的身

份來到德州農工大學生物化學系從事提
琴研究和製作。在這裏研究了 3 年提琴
的製作和木製材料技術使提琴的製作有
了飛躍式的發展，期間研究製作的小提
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被使用在美國和
歐洲的各大交響樂團。

他們的研究成果分別在 1990 年的
ABC 電視臺《世界新聞》欄目和 1990
年第十期《史密斯化學會雜誌》上被
報導，1993 年 6 月德國《樂器》《Das 
Musikinstrument》雜誌中也有長篇報
導。

陳光樂全家在西南國語教會與英文
部金牧師

懷念我的父親陳光樂？
Lisa Chen /Jack Liu

值得驕傲的是設在 TEXAS A&M
大學的布什總統圖書館有收藏陳光樂
製作的小提琴作為長期陳列品。

為了兼顧家庭和事業，於是在
1993 年全家從 Texas A&M 大學城搬到
了休斯頓定居，開設了自己的琴行“富
聲琴行” 。爾後，有機會和妻小參加
休士頓信義會西南國語教會劉東崑牧
師研經培靈會暨主日禮拜，1995 年 6
月 18 日受洗歸入主耶穌基督名下。

1998 年參加美國第十三屆世界提
琴製作比賽獲得小提琴最佳音質獎。

父親他很享受退休之後的時光，寫
作詩歌贊美生活，他酷愛釣魚是個不
折不扣的釣魚發燒友，可是最讓他割
捨不下的是他的人生傳記《版納情》
這本書，他廢寢忘食歷時 4 年完成了
這本 30 萬字的自傳小說，可就在將要
出版的時候他卻病倒了。

在病床上的這段日子裏家人一直守
在身邊，朋友們也經常來看望他，最
終病情惡化，很快的離開了我們。我
們悲痛不已。

   2019 年 8 月 29 日晚上 8 點，他
永遠的閉上了雙眼，與世長辭，享年
68 歲。

1995 年 6月 18日受洗後作見證   
雖然是離別，但我相信絕不是永

從戲曲到神曲
郭小莊 活出美好生命的見證

郭小莊的人生精采紛呈，首推 1979 
年成立「雅音 小集」，帶領京劇走向現
代化。「當年自己一頭鑽 入國劇，沉醉
萬分，並未查覺觀眾群的老化」，直到
她在文化大學就讀戲劇系時，同窗張晨
光坦承看不懂京戲，郭小莊意識到要京
劇傳承，必須能吸引年輕一代的觀眾。

她創辦「雅音小集」，將西方劇場
的元素融入京戲 ，邀請聶光炎擔任舞台
設計、燈光，將傳統的伴奏樂師改變為 
50 人以上國樂團，增加服裝的現代美
感，並擔任導演和演員，賦予京戲新生
命，徹頭徹 尾改變了京劇傳統的「一桌
兩椅」，需以想像力觀 賞的抽象京劇。

 第一部戲「白蛇與許仙」在國父紀
念館上演一砲而紅，而後以一年一齣新
劇的速度，「王魁負桂英」、「感天動
地竇娥冤」、「梁祝」、「韓夫人」、「劉
蘭芝與焦仲卿」、「孔雀膽」等，年年
轟動，賦予京戲新生命，成功地將京戲
轉型。

郭小莊以其成就，曾獲選十大傑出
女青年、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獎等，她
的人生故事列入台灣的國小與高中教
材。

郭小莊和京劇的緣起源自父親。因
父親為京劇戲迷，在父親的鼓勵下，她
小學二年級進入空軍大鵬劇隊附設的學
生班 (「小大鵬」劇校 ) 學京劇表演藝
術，也因喜愛京劇，除學校教導外，課
餘勤練功不輟，深刻體會「台上一分
鐘，台下十年功」的血淚，她的才華和
努力得到肯定，很快在京劇界嶄露頭
角。

對戲劇如此，對體重的控制也是一
絲不茍，郭小莊七歲半入行，九歲初次
粉墨登場，飾演一名宮女，興奮之情不

言而喻，當年的她有著可愛的嬰兒肥，
卻被學姐女主角嫌「太胖太醜」，要求
換角，年幼的她委屈得淚流滿面，父親
告誡她要化淚水為汗水，奮發圖強。自
此，為和旦角的扮相相稱，她一直沒有
發胖過，郭小莊迄今體態輕盈，維持少
女身材，「每天上磅秤，自我控制」。

對郭小莊來說，京戲中忠孝節義的
歷史人物豐富，京戲中自有文學，京戲
中自有人生。

  郭小莊「活出美好生命見證」，
矢志傳揚京劇和福音。

「我的人生就是喜樂的人生，今日
的我已走入人生的下半場，以傳揚神的
愛與京劇經驗為志」，專程從加拿大來
德州主講「從戲曲到神曲生命見證」。

1994 年郭小莊淡出舞台，陪伴逐漸
年邁的父母，2005 年她摯愛的母親因
心肌梗塞驟逝，她受洗成為基督徒，重
尋喜樂，並開始積極傳福音，富創意的
郭小莊還以京戲唱詩歌，她在台北小巨
蛋以京戲演唱她最喜愛的詩篇 23 篇，
為戲迷留下佳話。

追求完美的個性流淌在郭小莊的血
液中，成為基督徒後每天靈修讀經七至
八小時，也因學戲背戲訓練出的好記
憶，她熟悉聖經，生活活出聖經的教
導，喜樂滿足，希望和大家分享，也因
這 一信念，她於 9 月 13 日至 22 日間，
在休士頓、達拉斯有九場見證會，分享
她由“戲曲人生到恩典神曲”的心路歷
程。( 本文由郭玉瑜提供 )

別，有朝一日我們一定會在天家相聚。

陳光樂喜愛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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颶風季節戒慎虔誠  凝聚善與愛的力量 
撰文：錢美臻

二十一世紀人類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氣候變遷、環境

問題，劇烈的天氣變化造成極端氣候，形成破壞力強

大的自然災害。近年來，每到六月至十一月的大西洋颶風季

（Atlantic Hurricane Season）時期，屢屢發生強大的颶風

成形，造成嚴重災情。

 因此每當時序入秋，進入颶風頻仍的季節，持續關注氣

候變化的慈濟美國德州分會，每當得知有熱帶風暴出現，便

會密切關注風暴發展狀態，並預備著馳援颶風災區，幫助受

到重創的社區與災民。

多利安（Hurricane Dorian）是今年第一個破壞力強大

的颶風，在9月1日演變為五級颶風規模後，直撲大西

洋島國巴哈馬（Bahamas），許多人在颶風多利安登陸時，

失去了家中財物、房舍，甚至再也見不到親愛的家人......。

 颶風多利安在登陸巴哈馬緩慢穿越的三日中，在巴國北

部的阿巴科群島（Abaco Islands）及大巴哈馬島造成毀滅

性的破壞，強風、豪雨加上颶風衝擊的巨浪，幾乎淹沒了島

嶼；颶風破壞摧毀民居，洪水衝垮島上的道路，許多居民被

困在瓦礫泥石中，還有人直接被洪水吞噬。

 巴哈馬官方公開指出，目前颶風多利安造成巴國四十多

人死亡、上千人失蹤，颶風帶來的豪大雨，損毀或嚴重破壞

颶風侵襲過後，經常帶來嚴重毀壞，而撤離家園前往收

容所的居民，已是一無所有，急需食物、衣物和乾淨

祈福會開始時志工們莊嚴列隊，在《佛在靈山》的音樂

中緩緩入場。志工及民眾以簡單隆重儀式進行祈福

會，供燈燭是提醒大家要隨時照亮自己的心燈；供果是祈願

人人都能種善因，也都能得善果；供花香是期望大地都能圓

滿吉祥。

 今年主題是希望人人從生活中學習改變，做到一起齋戒

茹素做環保，共同保護地球資源，為減少垃圾污染而努力。

佛教認為七月是孝親報恩、祈福修善的「吉祥月」、「報恩

月」、「孝道月」，祈福會中也安排有相關節目，闡揚吉祥

月感恩父母養育之恩之意。

 藉由祈福會也期盼民眾能深刻反思，時代不同社會進

步越來越快，人們慾望物質享受的要求也愈來愈高，人與人

的相處從過去直接面對，改變成都仰賴電訊產品來溝通，人

際間那一份溫情愈來愈薄弱，但如果人人心寬念純、生活簡

單，那份自在就會不一樣。

每週固定練唱的德州分會大愛合唱團，演唱《跪羊圖》

，期許人人可以善用父母賜與我們的健康身體，多為

社會人群付出，這就是報答親恩最好的回報。

 手語志工演出《感恩的心》，提醒民眾只要時時有一顆

感恩的心，互相尊重生命的愛，人與人之間多結善緣，共同

做好事，世間就能多一份溫情。

 慈濟志工黃希涵及楊修碧表演《蔬食生活短劇》，呼籲

大家減少欲望，即可找回更多的快樂。

 祈福會表演的節目，透過演出者唱作俱佳的肢體動作，

搭配輕快曼妙的歌曲，帶動著讓台上台下都動了起來，傳遞

著行善不能等、孝親敬長、感念眾生恩的正知正見。

活動中也和公眾分享了大愛感恩科技的產品，展示由環

保紗製成的多樣化製品，期待有更多人一同來認同與

支持。

 這些產品結合慈濟環保志工的愛心，以及實業志工的良

能，將民眾日常生活隨手丟棄的寶特瓶，再生製造成為化纖

發揮更大用處。

 大愛感恩科技所研發的產品非常生活化，並且能有利人

群，減少資源浪費，這項產業科技的盈餘全數再捐回慈濟，

做為人道救援的大愛項目資源。

最終全體與會者以虔誠心願點亮心燈，唱出我們心中的

《祈禱》。

 為了饗應七月齋戒月，祈福會後慈濟志工們準備的簡單

美味蔬食餐登場，精緻的素食擺滿桌，色香味俱全讓人停不

下筷子，現場也有志工教導民眾如何居家烹煮蔬食，希望大

家不只是此刻吃素，而是能做到天天茹素敬天愛地。

每一場賑災發放的過程中，慈濟志工都會向災民解釋善

款與資源，是來自於全球的慈濟竹筒撲滿，因為許多

人每天投入一點零錢的累積，得以讓點滴匯聚的善心，成為

慈濟用於急難救助等慈善工作的資源。

為颶風季做好賑災準備！您所捐助的每一分、每一元，

都會化為充滿愛的關懷，帶給有需要的人正向的支持能

量。請至慈濟美國中文網tzuchi.us/zh，進一步了解如

何能把愛心化為救援力量。

◎被淹沒的島嶼 

◎持續的關懷 

◎吉祥月、孝親月

◎傳揚正知正念

◎變廢為寶做大愛

◎茹素敬天愛地

◎點滴匯聚成大愛 

從9月4日的衛星圖片看到颶風多利安侵襲後，巴哈馬阿巴科群
島幾乎泡在水中。圖片來源／美國太空總署（NASA）

9月2日在太空站可清晰觀察到颶風多利安的規模。
圖片來源／美國太空總署（NASA）

2017年哈維颶風侵襲德州造成的損失達1,250億美元。
攝影/門海梅

的飲用水，甚至會因為社區整個停擺無法工作，而失去收入

後，家庭生計都會出現問題。

 就如同2017年四級颶風哈維（Hurricane Harvey），在

墨西哥灣處登陸後，慈濟美國德州分會結合全美志工力量，

深入遭嚴重破壞的社區，把民眾急需的資源，帶入最需要

的角落，並給予貼近的膚慰。哈維風災後，慈濟志工在大

吉祥月孝道月
蔬食減碳救地球
撰文：林書賢、李樂罡、許維真、湯佳慧

宣導正知正見，慈濟美國德州分會於8月24日舉辦七月吉祥

月祈福會活動，凝聚眾人虔誠心念共同為人間祈福，為世界

祈求平安。

 人要活動才會更健康：要活就要動，活動中也邀請所有

現場的民眾一起來做《愛地球》健康操，希望大家正視目前

地球面臨的全球暖化危機，一起響應蔬食，減碳救地球。

 祈福會表演的節目，透過演出者唱作俱佳的肢體動作，

搭配輕快曼妙的歌曲，帶動著讓台上台下都動了起來，傳遞

著行善不能等、孝親敬長、感念眾生恩的正知正見。

休士頓地區（Houston）迪克森市（Dickinson）、華頓市

（Wharton）、梅薩市（Mesa）、亞瑟港（Port Arthur）、

波蒙特市（Beaumount）、洛克港（Rockport）等地區，針

對38,247人發出737萬美金的現值卡，關懷一萬多個家庭，

並在發放現場進行義診，安頓災民的身心。

 迄今，慈濟志工仍持續投入哈維風災的中長期復原計畫 

C.O.R.E.（Community Outreach Recovery Education Pro-

gram），落實「招募當地志工投入災區重建」、「社區家訪

找出需要家庭」、以及「推廣社區資訊建立互助系統」等三

大項目。

每一人 每一天 每一餐 從我蔬醒

慈濟手語志工演出《感恩的心》。攝影／吳育宗

小朋友們隨著家長參與祈福會吸收正
知正見。攝影／吳世昌

祈福會後與會者一同享用美味蔬食。
攝影／吳育宗

美國慈濟人推動「 111世界蔬醒日」，在全英文網站，用事實說明為什麼要素食。

「每一人」從自己開始影響周遭的人

「每一天」都能愛護地球、改變世界

「每一餐」達成蔬食減碳少暖化目標

慈濟基金會結合志工力量，持續推展「一個人·一天素·一起愛地球」的行動，慈

濟人善用地方特色與創意，透過網路、活動、走上街頭、深入社區來宣導素食，

展現佛教的慈悲理念，化為應世能行的生活實踐。進一步了解「111世界蔬醒日」
請連結網站earth111.org，或掃描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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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國數千戶民宅，造成居民財產的重大損失，在美國的北卡

羅來納州也有兩人罹難。

 颶風多利安在行進過程中，因一度達到薩菲爾－辛普

森颶風風力等級（SSHWS）最高等的五級颶風規模，成為

今年颶風季開始以來，北大西洋地區所出現規模最強大的颶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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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本，自由藝術家，名曉鷹，字
本，號青城散仙，先輩張伯駒先生賜
齋名“逢雁樓”。1957年出生於甘肅
蘭州，祖籍四川內江。1982年畢業於
西北師範大學音樂系。他溫雅灑脫，
率真幽默，曲折豐富的人生閱歷賦予
了他獨有藝術氣息；他所摯愛的中華
文化孕育了他的人文情懷和藝術創作
。

他的音樂家父親張梟（張心玉）
，讓他體驗到音樂的神奇與悠長；他
的畫家祖父張大千，讓他感知到色彩
的奇幻與迷人......

作為作曲家，他曾創作過數百首
形式格各異的作品，並多次榮膺大獎
。

1989年，歌曲《夕照嘉峪關》獲
全國廣播新歌金獎，四川省廣播新歌

優秀獎。1990年，歌曲《篝火，燃燒
的花朵》獲全國廣播新歌金獎。1991
年，歌曲《山路上亮起一顆星》再獲
全國廣播新歌金獎，並於1995年榮
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1996年被
中央廣播電視選為全國推薦的十五首
歌曲之一，並編選於中外100首優秀
兒童歌曲集中；1991年，歌曲《來吧
！我的朋友》或91年四川國際電視
節二等獎，並擔任該電視節大型閉幕
式音樂總監；1992年，歌曲《今天我
們走來》獲92中國首屆國際絲綢之
路節節歌；1993年，創作歌曲榮獲首
屆四川國際熊貓節三等獎......

作為廣播電視節目主持人和制作
人，他曾訪談過無數職業不同、背景
不同的各界人士；並錄制了廣播劇、
長篇小說等數量頗豐的語音節目，深

得聽眾的贊譽。
作為愛詩的人，他創作各類詩詞

二百余首，其中六十首匯編成《張本
詩詞集》。2016年在張伯駒先生仙逝
三十五周年之際，《百年巨匠》和
《今日頭條》等刊登了他特別撰寫的
文章《看故宮，先要認識他—憶張伯
駒先生》，並獻上一首《踏莎行》以
表追思與緬懷：

後海冰封，殘檐雪駐，氣寒霜重
梅花顧。晨煙深巷舊門推，院寧屋靜
疑人住。

老叟扶簾，素妻並步，京城公子
神情穆。稀玄絕楮調皮黃，好翁詞骨
誰人誤？

而作為畫家，他是大千先生嫡孫
中唯一拿起畫筆的人。他曾先後得到
張伯駒、葉淺予、黃苗子、慕淩飛、

謝稚柳、龍國屏、張心慶、張葆羅以
及張心印等前輩的啟迪與教誨。

祖父張大千姿態萬千、婀娜豪放
的寫意荷花讓他癡迷。他沈醉在萬花
叢中默默地潛心研習，滿懷摯情地揮
灑筆墨；終於，“大千荷”的神韻在
他的筆下慢慢地綻放開來，流暢的線
條，多姿的神態，雅致的氣韻，豐富
的墨與色的交融中講述著祖孫二人繪
畫藝事的隔世情緣。從他的作品中不
僅可以感受到血脈的親情，更看到了
藝術上的傳承；同時，他對張大千生
平及書畫藝術的研究與鑒賞也頗具心
得。如今，愈來愈多的人們開始了解
張本的繪畫藝術，作品亦得到被眾多
的藝術愛好者們喜愛和珍藏。

藝術家張本藝術家張本

看張本寫意看張本寫意““大千荷大千荷”，”，今朝誰可及今朝誰可及

作為一名畫家，張本儒雅的氣質總給
人一種溫和謙卑的印象；而作為畫家張大
千的嫡孫他卻常常三緘其口。了解他的人
說他才華出眾，他卻總覺得自己才學疏淺
。他酷愛祖父筆下婀娜多姿、隨風搖曳、
氣勢磅礴的荷花；大師的藝術血脈和長年
的潛心研習讓他從祖輩的繪畫藝術中汲取

了豐富的養分，使得他成為“大千荷”的
真正繼承者。

這幅效仿大千先生的荷花用花青掃出
荷葉，好似一位風中翩翩起舞的少女，旁
邊一支嬌紅的花蕾相互呼應；畫面簡潔明
快，給人以清新愉悅之感。

大千先生認為，畫荷最難的部分不是

花，而是荷花的荷梗；因為這一筆下去是
回不得頭的，如果重描的話，那就不成樣
子了。看張本這幅立軸墨荷，荷梗從上至
下，筆筆有力，完美的體現了荷花出汙泥
而不染的高潔品格。



BB1616廣告

HCC助您攀升
高科技生涯

Cybersecurity 網絡安全

Digital Gaming and Simulation 數碼遊戲及模擬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GIS) 
地理信息科學 

App Development 程序編寫（與蘋果公司合作） 

Commercial Drone Pilot Training 商業無人機操作

今天就註冊

713.718.2000 | 713.718.2277 
hccs.edu/apply

3D Printing/AutoCAD 三維打印/AutoCAD製圖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製造業工程技術

Machining Technology 機械技術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CNC) Operations 
計算機數控操作

選擇您的理想課程 

信息技術

高級製造業

713.718.2183 | hccs.edu/manufacturing

在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休斯頓社區
大學，最快六至八個月就能獲取文憑證
書，立刻在信息技術或高級製造業贏得
高薪火熱的好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
士學位，轉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
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713.718.2728 | hccs.edu/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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