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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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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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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鄉廣東

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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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美國突然於
本周二下令要在72小時之內﹐關閉駐休
斯頓中領館﹐21日晚間﹐從休斯頓中領
館傳出陣陣濃煙﹐據悉是因連夜焚燒機
密文件所致﹐將中美的緊張關係又推上
另一個高點﹐本台獨加邀請到專家﹐分析
美中關係未來局勢走向﹐以及華人可能
會面臨的狀況﹒
關閉休斯頓領館關閉休斯頓領館﹐﹐背後意義何在背後意義何在﹖﹖
休斯頓當地資深律師陳文指出﹐幾年前
休斯頓醫療中心有許多研究學者﹐因為

知識產權的問題﹐紛紛被解雇﹑起訴﹑或
停職﹐這類型事件層出不窮﹐也讓美方開
始注意到休斯頓﹒另外﹐中國前陣子也
宣布﹐要對美國四位政治人物做出制裁﹐
包括美國聯邦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馬可·盧比奧（ Marco Rubio）﹑美
國政府國際宗教無任所大使山姆·布朗
巴克（ Sam Brownback）﹑美國眾議員克
裡斯·史密斯（Chris Smith)﹒其中﹐克魯
茲﹑盧比奧分別作為德州與佛州議員﹐經
常發表反中言論﹐而這兩州都歸休斯頓

中領館管轄﹒再者﹐加上休斯頓作為美
中建交以來第一座領館﹐此次關閉休斯
頓中領館別具政治意義﹒
美中關係未來走向美中關係未來走向
旅美資深社會觀察家楊勁濤則提出另一
項解讀﹐中美關係惡化近來人人皆知﹐他
呼籲民眾應該冷靜看待此次事件﹐因為
未來中美之間的這類型衝突可能會變成
常態﹐可以預見的就
是雙方會交替做出回
應﹑彼此試探﹒他指
出﹐目前美國在中國
有五個領館﹐反之亦
然﹒此次領館關閉可
以說是一種突發的挑
釁﹐中方後續也可能採取對等行動﹐比如
也關閉一個美國領事館等等﹐但他提醒﹐
領事館畢竟與大使館不同﹐呼籲兩方民
眾應該要理性以對﹒
此外﹐在中美關係惡化下﹐雖然美方指出
關閉領館是為了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
但楊勁濤認為這只是一個名目﹐追根溯
源就是兩方關係變差了﹒
旅美華人處境尷尬旅美華人處境尷尬﹐﹐該如何因應該如何因應﹖﹖
楊勁濤最關注的一點﹐便是在這種美中

關係惡化下﹐旅美華人的生存處境﹒他
指出﹐即使同為亞裔﹐也有中﹑港﹑台﹑星﹑
馬﹑越等等的分別﹐每個族群都會有不同
的立場﹐此外﹐也有許多亞裔二代﹐已經
完全認為自己就是美國人﹒
陳文認為﹐川普政府近來又開始打中國
牌﹐通過這種方式來挽救低靡民調﹒陳
文指出不論國籍為何﹐在美國人眼中都

一樣是亞裔﹐一旦身在美
國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
自從疫情出現以來﹐就出
現了幾千起針對亞裔的攻
擊事件﹐加上目前政府的
態度﹐也會間接影響民間
的輿論﹐使得其他民眾對

華人有敵對態度﹒
陳文呼籲﹐華裔在外切記「謹言慎行」﹐少
出入公共場所﹑去白人多的餐館吃飯﹐以
免在外面受到言語攻擊﹑甚至肢體暴力﹐
雖然問心無愧但也不要自己去找麻煩﹒
此外﹐她也提醒﹐在網上發言﹑出入境時
要特別留意﹐特別是要刪除電子設備內
有爭議的內容﹒倘若真的出了比較嚴重
的事情﹐比如說進移民監﹐則要諮詢律師
協助﹒

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岭南民居、舞榭歌台，粤剧的韵律从位于广

州荔湾永庆坊内的广东粤剧艺术博物馆悠悠传

出；另一边，相隔 30 公里的佛山顺德水藤村红

基石党群服务中心，则传出了小小萌娃练习咏春

拳时发出的洪亮喝喊声…… 

近年来，广东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事业，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上两个场景，正

是广东系列振兴文化措施的缩影。广东高度重视

文化文艺事业发展，以走在全国前列为目标，把

文化强省建设作为工作部署的重要内容，实现了

文化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绣花”式微改造让文化延续 

逛传统民居，听粤剧韵律，观李小龙祖居，

周末的永庆坊游人如织、热闹非凡……经历微改

造之后的永庆坊，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永庆坊位于广州市最美骑楼街——荔湾区恩

宁路，东连上下九地标商业街，南衔 5A 级景区

沙面，是极具广州都市人文底蕴的西关旧址地域。

该区域有广州保存最为完整的骑楼建筑群和中西

合璧风格的民国建筑，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粤剧曲艺、武术医药、手工印章雕刻、剪纸、西

关打铜、广彩、广绣等传统文化和民间手工艺曾

在此集聚发展并发扬光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地块成为了广州

市危旧房最集中的辖区之一：辖内危破旧房密集，

公共基础设施薄弱……2015 年 8 月，永庆坊举行

了微改造试验区招标，根据“修旧如旧，建新如故”

原则，对其进行了“绣花”式的微改造。 

2016 年 10 月，永庆坊一期正式对外开放。

经过一年多的改造，永庆坊从一个危旧房集中的

片区，摇身一变成为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地标，

还采用市场化运营的方式，为老城发展注入了新

活力。 

改造后的永庆坊，实现了“西关风味”与“现

代艺术”有机结合，街区内的李小龙故居、粤剧

艺术博物馆、西关大屋、牙雕、广彩、广绣展示

店和潮流文创店、网红咖啡厅、时尚民宿错落有

致。游客在永庆坊内既可以体验纯正的“老广”

味道，探寻骑楼古屋，也可以打卡网红潮店。 

“最近几年，这里变靓了很多！”70 多岁的

永庆坊老街坊黄树清在谈及永庆坊改造时激动地

表示。他说：“改造之后，这里水变清了，房子

变整洁了，游客也多了，我看了心里高兴！” 

据了解，承接一期改造的成功经验，永庆坊

活化提升项目（二期）于 2018 年 12 月开展改造

工作，整体计划于 2021 年底前完成。 

“历史文化的传承需要人的延续，而不是说

仅仅保留建筑的风格。”荔湾区住房和建设局二

级调研员江伟辉认为，只有最大程度地保留原居

民，活生生的历史才能够在这里延续。 

村民追求文明生活新风尚 

“我从针织厂退休好多年了，现在每周都过

来上课，不仅厨艺越来越高，还交到了很多好朋

友，我们都很喜欢这个课程……”村民罗阿姨一

边包着粽子，一边开心地和记者分享她的开心事。 

这个让罗阿姨每周都过来的地方，是佛山市

顺德区乐从镇水藤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

基石党群服务中心。 

水藤村占地面积 5.56 平方公里，有住户 2717

户，户籍人口 9720 人和超过 30000 名流动人口，

人口规模已接近中型小镇的人口基数。 

面对如此稠密的人口，如何满足他们日益增

长的文化需求？这成了水藤村亟需解决的难题。

为了给村内各类文化协会提供活动空间，打通宣

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水藤村将村里敬老院旧址改造成党

群服务中心。 

红基石党群服务中心占地面积约为 5000 平

方米，虽然面积不是很大，但“麻雀虽小，五脏

俱全”。据介绍，它内设藤溪书画社、藤溪曲艺社、

水藤村龙舟协会总会、乐从镇黎时煖老人大学水

藤分校、水藤村秦氏咏春拳馆、水藤足球协会等

多个功能室。 

红基石党群服务中心二楼传出的粤韵声，引

起了记者的注意。二楼的粤韵坊是藤溪曲艺社的

驻点场室，曲艺社成立于 1996 年，由藤溪片区

一群粤曲爱好者组成，后来曲艺社逐渐壮大，在

20 多年时间里几经搬迁。 

2018 年 8 月，曲艺社响应水藤村委“党建引

领，融合创新”的发展号召，搬迁到红基石党群

服务中心，曲艺社发展由此上了一个新台阶。 

“（曲艺社搬到这里后）不仅场地变大了，

而且设备更好了，加入艺社的人也越来越多，现

在我们已经有 20 多个常驻社员！”粤韵坊常客、

水藤村村民梁伯说起这个变化时，脸上挂满了笑

容。 

这些协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举办的活动精

彩纷呈，很好地满足了村民多样化和高层次的文

化需求。多位村民表示，在这里，他们享受到了

更专业化和精细化的服务。2019 年以来，水藤村

实践站共举行 18 场次活动，参与人数达 47600 人，

开启了追求文明生活的新风尚。 

广东文化高质量发展结硕果 

近年来，广东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

于文化建设的部署要求，加快推动文化强省建设，

在繁荣文艺创作生产、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强化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取得了

新的进展。 

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广东文化及相关产

业增加值为 4817.17 亿元，约占全国总量的 1/7，

规模总量连续 16 年位居全国首位。同时，广东

注重鼓励社会资本发展文化产业，目前民营文化

企业数量和从业人员数量均占到全省的 90% 以

上。 

在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同时，广东推出一系

列“文化惠民”措施，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广东站在高起点谋划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崭

新格局，通过大力创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推动县级图书馆和文化馆总分馆制、扶持和培育

群众文化品牌、满足外来务工人员群体的文化需

求、以智慧服务实现升级等手段，大力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

公里”。在广东，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

达 1325.86 平方米。目前，全省建成县级以上公

共图书馆 143 个、文化馆 145 个、博物馆 227 个、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1610 个、村级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 25721 个（覆盖率达到 99.62%）。 

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的丰硕果实，化为全省百

姓可实实在在感知的身边事、寻常事，为群众提

供更丰富、更优质的精神食粮，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李志文 温建敏 张韬远 莫谨榕 陈强 张文 

姜雪媛） 

以文化滋润人心
让小康生活更有“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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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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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

休城工商

Ethnic Media Services 特 約 編 輯
SUNITA SOHRABJI報導

【舊金山訊】
隨著各州逐漸取消暫停逼遷的相

關法令，估計美國有約2800萬房客
正面臨未來三個月內遭逼遷的命運。

為了控制病毒的傳播，美國大部
分的州今年4月都採取了某種形式的
隔離措施，限制大部分的勞工留在家
中。根據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
bor Statistics）公布的數據，此舉造
成失業率激增至14.7%，全國多單位
家庭住房委員會（National Multifam-
ily Housing Council）的數據也顯示
，超過三分之一的房客當月交不出房
租。

因此，許多州制定了暫停逼遷令
，禁止房東逼遷交不出房租的房客。
威克森林大學法學院（Wake Forest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衛生司法
診所（Health Justice Clinic）客座教
授暨主任，同時也是普林斯頓大學
「新冠肺炎住房政策計分卡與逼遷實
驗室」 （COVID-19 Housing Policy
Scorecard with the Eviction Lab）共
同創辦人班佛（Emily Benfer）表示
，隨著暫停逼遷令將於8月20日到期
，美國2000萬到2800萬房客正面臨
被逼遷的危險。

由美國國會通過、提供房客120
天逼遷救濟的 「冠狀病毒援助紓困與
經濟安全法案」 （CARES Act），即
將於7月25日到期。

班佛在7月17日由少數族裔媒體
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
舉辦的說明會中表示： 「美國有約
5000萬房客的家庭，因為新冠肺炎導
致失業或收入損失。」

說明會請到的嘉賓還包括馬里蘭
州眾議員巴維（Kumar Barve）、舊
金山加大弱勢人口中心（Center for
Vulnerable Populations）主任喀修
（Margot Kushel）、西部法律與貧困
中心（Western Center for Law and
Poverty，簡稱WCLP）資深律師維亞
斯（Nisha Vyas）和卡利亞（Akash
Kalia），卡利亞2015年將父親位於
聖他羅莎（Santa Rosa）的汽車旅館
改建為收容所，提供給長期無家可歸
和退伍軍人居住。

班佛表示，因新冠肺炎失業和死
亡最嚴重的非裔和西語裔民眾，是無
力支付房租風險最高的房客。

喀修表示，兒童在逼遷中受到的
衝擊十分嚴重，她指出，突然失去住
所會導致兒童的教育受干擾，並產生
精神健康問題。

喀修預測，暫停逼遷令一旦解除
，遊民人口可能激增20%到40%。她
讚揚各州與聯邦針對無家可歸者提供
的援助，例如加州的 「住家鑰匙計劃
」 （Project Homekey），這項計劃
撥款6億美元購買飯店供無處容身的
民眾居住。

不過，喀修說： 「這項措施只能
救急，無法解決無家可歸者增加的問
題。」 她補充，要永久解決這個問題
，需要增加大量的可負擔住房，並擴
大租房支援。

聯邦遊民委員會（U.S. Inter-
agency Council on Homelessness）
2018年公布的數據顯示，加州的遊民
人口超過15萬人，佔全美遊民人口的
22%，而加州人口中有45%的人租屋
而住。

加州州長紐森（Gavin Newsom
）7月1日宣布，將暫停逼遷令的有
效期延長到9月30日。

現任馬里蘭州眾議會環境與交通
委員會（Environment and Transpor-
tation Committee）主席的巴維表示
，他已於7月7日去函馬里蘭州州長
，要求他將馬里蘭州的暫停逼遷令延
長到明年1月31日。他指出，馬里蘭
州每年通常只有一小部分人會面臨逼
遷的問題。

身為美國任職時間最長的印裔立
法議員，巴維說： 「如果面臨逼遷的
人口突然增加10%到15%，那就會產
生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面對的
是全面性的社會破壞。」

維亞斯提出欠缺房客一方正當程
序的問題。房客收到逼遷通知後，必
須在五天內做出回應，逼遷訴訟通常
進行得很快，75%以上的案件會在45
天內獲得解決，勝訴的大部分是有能
力聘請律師的房東，而絕大多數的房
客則沒有能力聘請律師。

維亞斯說： 「這個訴訟過程設計
得非常有效率，可以為房東提供一致

的結果，讓他們能夠驅逐房客，拿回
物業。這個過程很少會考慮到房客面
臨的結果。」

維亞斯還說： 「逼遷在加州的可
負擔住房危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她指出，一些收入極低的家庭，
他們90%的收入都用來交房租。

WCLP是加州AB 1436法案的共
同起草人，這項法案將制定一個房客
必須償還積欠房租的程序，讓房東透
過民事訴訟，而非使用逼遷的方式，
來追討房租。在房客收到逼遷通知後
，這項法案還會限制對房客的信用紀

錄留下不良影響。
維亞斯說： 「我們把逼遷危機形

容為海嘯，這個比喻是為了表達這個
危機的嚴重程度。但是，這個危機不
是自然災害，而是人為災害。為了防
止危機的發生，我們必須推動有意義
的政府干預。」

許多飯店業者因為新冠疫情生意
一落千丈，卡利亞為他們提供了一條
擺脫危機的前進道路。他指出，社區
每年為每一個遊民付出的社會成本約
8萬美元，但他提供住處給有需要的
人，每年只需花約1萬3000美元，包

含精神健康、藥物濫用和生理疾病的
援助服務。

卡利亞說： 「加州飯店業者如果
能接受這種經營模式，就能挽救他們
的生計。」 他指出，飯店業者可以利
用加州 「住家鑰匙計劃」 提供的資金
，將他們的飯店改為收容無家可歸者
的住房。

他說： 「沒有人知道，飯店業會
受疫情影響多久，這是飯店業者能夠
維持營運、並提供社會福利給弱勢人
口的一種方式。」

77月月2828日日 「「破解青春期密碼破解青春期密碼」」 與與
青少年談性說愛青少年談性說愛--禁慾禁慾&&純潔純潔

28002800萬美國房客面臨被逼遷命運萬美國房客面臨被逼遷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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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著名電視名人、名媛、演員、商
人及模特金·卡戴珊·韋斯特（Kim Kadashian West）在周叁的In-
stagram 帖子中承認，丈夫坎耶·韋斯特（ Kanye West) 已被診斷
出許多人所理解的“極其複雜和痛苦”的躁鬱症。

她寫道：“你們中許多人都知道，坎耶患有躁鬱症。任何一
個患有這種疾病的人和愛他的人，都能理解這種病是多麽令人難
以置信的複雜和痛苦。” “我從來沒有公開談論會對家庭為生
影響的這件事，因為我非常保護我們的孩子以及坎耶在其健康方
面的隱私權。 但是今天，我覺得我應該對此發表評論，消除因
為心理健康而蒙上汙名和誤解。”

她繼續稱自己的丈夫為“輝煌但複雜”的人，並指出他所面

對的掙紮，包括在2007年失去母親丹達·韋斯特（Donda West）
。

她繼續說：“我知道坎耶因提出競選總統而受到了批評，因
為是一個公眾人物，他的行為有時會引起強烈的意見和情感。
” “他是一個聰明而又複雜的人，除了作為藝術家和黑人的壓
力之外，還經曆了失去母親的痛苦，並且不得不應對因雙躁鬱症
而加劇的壓力和孤獨感。 那些與坎耶關系密切的人有時會知道
他的內心痛苦並理解他的話，這與他的意圖不符。”

金·卡戴珊·韋斯特的言論是在韋斯特在南卡羅來納州北查爾
斯頓舉行的總統競選集會叁天後發表的，她在那段感情上談到了
自己的信仰，已故母親和家人。她的露面使一些媒體名人和社交

媒體上的其他人推測到韋斯特有這位妻子的福祉。
韋斯特以前對自己的心理健康開誠佈公。他去年與戴
維·萊特曼（David Letterman）進行了交談，並說他被診
斷出患有躁鬱症，並討論了他在2016年接受的非自願精
神病治療。
他說：“他們有這一經曆，把你放進去，給你戴上手銬
，給你藥物，把你放到床上，然後把你和你認識的每個
人分開。” “這讓我感到很高興，因為我經曆了自己，
所以我可以從改變這一經曆開始。”
韋斯特當時解釋說：“當你處於這種狀態時，每個人對
一切都過於偏執。” “這是我的經曆，其他人則有不同
的經曆。現在每個人都是演員,一切都是陰謀。你覺得政
府正在把籌碼擺在頭上，你覺得自己被錄下來了，你覺
得所有這些事情。”
韋斯特之前曾說過，他不會根據自己的病情定期服用藥
物。他的妻子似乎在說她在沒有丈夫同意自己尋求幫助
的情況下，在幫助丈夫尋求幫助方面有些無能為力。
她寫道：“那些了解精神疾病甚至強迫行為的人都知道
，除非該成員是未成年人，否則家庭無能為力。” “對
這種經曆不了解或疏遠的人們可能不具有判斷力，他們

不知道無論家人和朋友多麽努力，個人都必須參與尋求幫助的過
程。”

她的丈夫韋斯特於週二晚間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系列自刪
除以來的推文，表明他已考慮與金·卡戴珊·韋斯特離婚，繼續競
選總統之路。

她在帖子中未提及丈夫的任何具體聲明。
她總結說：“作為一個社會，我們要談論從整體上給予精神

健康問題的恩惠，但是，我們也應該給予那些最需要精神健康的
人以寬容。” “我懇請媒體和公眾給予我們所需的同情和憐憫
，以便我們能夠克服這一困難。”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不能志同道合，金·卡戴珊和坎耶·韋斯特考慮離婚

競選總統也許是個玩笑
著名名媛模特卡戴珊承認丈夫坎耶·韋斯特患有躁鬱症並尋求同情憐憫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著名名媛模特
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和准備競選總統
的說唱歌手坎耶·韋斯特（Kanye West）早在本
周推特吵鬧之前就已經在考慮結束婚姻。

這位43歲的說唱歌手周一晚上在推特上發
出爆炸性的話題，令歌迷擔心他的心理健康，
因為他追隨妻子過去在《花花公子》雜志上的
經曆，並告知其嶽母克裏斯·詹納（Kris Jenner
）不再被允許接觸他們夫妻的孩子。

卡戴珊周叁發表聲明要求“同情”，並首
次承認韋斯特患有躁郁症。

韋斯特本人在一條現在被刪除的推文中聲
稱，自從卡戴珊到紐約參加監獄改革活動以來
，他一直在“試圖”離婚，說唱歌手米克·米爾
（Meek Mill）也參加了該活動。 現在，有消息

人士向《 人物》（People) 表示，這對夫妻討論
“離婚”已經幾周了。

另一位內部人士聲稱，KWK Beauty創始人
卡戴珊和說唱歌手韋斯特 “都覺得婚姻已經結
束”。

社交媒體在一次競選集會上激怒了韋斯特
和卡戴珊·詹納一家，韋斯特聲淚俱下的稱哈裏
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和卡戴珊在懷有
第一個孩子North的時候就考慮了墮胎。

自2014年現年39歲的卡戴珊和43歲的韋斯
特結婚以來，除了North外，他們還有4歲的兒
子Saint和1歲的兒子Psalm 及2歲的女兒Chicago
。

報道在本周早些時候表示，卡戴珊對丈夫
對兒子North 的言論感到“憤怒”。

《美國周刊》周叁還報道說，卡戴珊“一
直在與律師會面，探討和討論離婚問題”。消
息人士稱，卡戴珊想讓“離婚成真”，避免過
去“由于子女”而分居。

另一位內部人士告訴媒體，“與卡戴珊家
族保持聯系”的明星現在感到“無助”。

知情人士繼續說，卡戴珊“竭盡全力幫助
他（韋斯特），但是現在卡戴珊和家人覺得他
真的像在公開場合談論他們一樣，真的越界了
。”

韋斯特在周一晚上的一條推文中聲稱，卡
戴珊試圖與醫生一起飛往懷俄明州，就像在電
影《滾出》中那樣，將我隔離開來，因為我昨
日為挽救女兒的性命而哭泣。

韋斯特的其他推文抨擊了《 Vogue》編輯

安娜·溫圖爾（Anna Wintour），說他拒絕了與
蓋普（Gap）的最新設計，然後返回以親吻他的
a--。他還稱嶽母詹納為“ Kris Jung-Un”，據
說在現在已刪除的推文中稱詹納為白人至上主
義者。

卡戴珊在聲明中說，她意識到丈夫的話語
具有特殊的分量，並由于其身爲公衆人物而
“引起強烈的意見和情感”。但是，她說，她
發現韋斯特是一個“聰明而複雜”的人，有時
只是在努力應對自己的精神疾病。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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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獵手天生獵手！！
魚鷹俯沖入水捕魚演繹魚鷹俯沖入水捕魚演繹““快準狠快準狠””

近日近日，，在蘇格蘭阿維莫爾在蘇格蘭阿維莫爾，，來自愛丁堡的來自愛丁堡的Ross FyorsthRoss Fyorsth拍攝到壹拍攝到壹
系列魚鷹捕魚的精彩照片系列魚鷹捕魚的精彩照片。。畫面中畫面中，，魚鷹迅速俯沖入水捕魚魚鷹迅速俯沖入水捕魚，，在水面掠在水面掠
過的瞬間過的瞬間，，肥美的魚兒已牢牢攥在了利爪之間肥美的魚兒已牢牢攥在了利爪之間，，隨後飛走享用大餐隨後飛走享用大餐。。

澳大利亞海岸遭巨浪侵蝕澳大利亞海岸遭巨浪侵蝕 濱海住宅岌岌可危濱海住宅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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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CBA復賽復賽：：北京北京8484--7373四川四川 馬德裏競技馬德裏競技11--11皇家社會皇家社會

20202020FF11匈牙利站漢密爾頓奪冠匈牙利站漢密爾頓奪冠 領跑車手積分榜領跑車手積分榜

20202020賽季賽季FF11匈牙利站正賽在布達佩斯的亨格羅林賽道結束匈牙利站正賽在布達佩斯的亨格羅林賽道結束，，梅賽梅賽
德斯車隊漢密爾頓壹路領跑奪冠德斯車隊漢密爾頓壹路領跑奪冠，，積分反超隊友領跑車手積分榜積分反超隊友領跑車手積分榜。。紅牛紅牛
車隊維斯塔潘亞軍車隊維斯塔潘亞軍，，梅賽德斯車隊博塔斯季軍梅賽德斯車隊博塔斯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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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病毒侵襲美國足足
已有四個多月，造成各地傷亡慘
重、經濟蕭條。休士頓乃美國第
四大城市，近十年來的飛躍發展
，市內原是一片興旺昇平，唐人
街更名重花旗。誰知道被那天降
瘟神，搞得周天寒徹，一片愁雲
慘霧，眼下可見一些支持不住的
食肆，己告熄火結業。

不過中國人是嚇不倒的！尤
其是從事飲食行業的華人，具有
不屈不撓的旺盛鬥志，在疫情侵
襲的期間，仍然堅守自己的罔位
，時刻泡制精美餐點，為廣大民
眾供獻美味食材。在眾多店鋪中
，位於中國城百利大道與 Wil-
crest 交界之處的新榮記飯店，
就是個中的表表者。

新榮記乃由來自香港的資深

燒烤大師陳定泉兄妹、暨三位粵
菜廚師主理，開業至今己有兩年
。哪裡地方靜中帶旺，街口之百
利大道，日夜車水馬龍。新榮記
所位處的商場，有越菜酒家，也
有西式飲食店、台式㗎啡店。斜
對面的蛋撻王西餅店，有來自紐
約的梅先生精制的西餅蛋撻，香
遍休市，不少華人不時前來購買
品嚐，形成新榮記跟它成此處旺
點。

「屋雅何需大，花香不在多
。」 新榮記屬於中小型飯店，座
位七、八十而矣，但大, 中、細
枱均有，合一家大小、或三五知
己到來進食。舉步入內直看，便
是一座燒烤枱的聚腳地。不少熟
客及慕名到來品嚐陳師父的拿手
燒鴨、燒肉、义燒、鹵水豆腐、

鹵水鴨翅、豉油皇雞、貴妃雞等
的民眾，都會止步觀看。大家樂
見陳師父手起刀落，把各款燒味
，切得有條不紊。而笑容滿面的
嫦姐及三位女侍應，快手快腳地
代客打包外取，與此同時，亦逐
一送到大廳堂食客人面前，好來
個 「羅通掃北，」 大快朵頤。

當然，新榮記除了燒烤食品
引人垂涎之外，尚有海鮮、煲仔
、豬牛雞、素菜、炒飯、炒麵、
炒粉等各式其式的食物供應。新
榮記取價公道，的是價平味美。
他們一周開業六天，週二休息，
諸君光顧，堂食外賣，無任歡迎
。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味美莫如新榮記味美莫如新榮記 楊楚楓楊楚楓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疫情期間不打烊疫情期間不打烊
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 「「生生」」 之樂趣之樂趣

（本報記者秦鴻鈞 ）新
冠疫情讓全世界的人度過了一
個難忘的2020年 !

宅在家的日子，雖然可照
常工作，開會，上課（網上進
行），但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的
密切交流，總覺得日子缺少了

「 生 」 之樂趣，過得單調乏
味。而宅在家久了，卻也發覺
了過去忙亂生活中忽略的美好
～如 「美食」 的樂趣 !

美食，除了自己親自下㕑
外，更愉快的是 「外賣」 的樂
趣 ! 同樣是花錢採購，為什麼

不品嚐一些更專業的師傅的手
藝 ? 而在休士頓開業 二十年
的 「中美酒樓」 雖然位於休市
西南一隅，而不少的休市大老
闆們，下班時寧可忍受塞車之
不便，也要趕到 「中美酒樓
」 買幾道李老闆的拿手菜，再

趕回Sugar Land
的家，全家老小 「大塊朵頤」
一番，這是疫情期間最大的樂
趣， 「中美酒樓」 憑其地道的
粵菜絕活，讓這些宅在家悶壞
了的人又重拾 「生」 之樂趣 !

「中美酒樓 」 由李老闆
親自主㕑，所以他的成品，絕
對是 「真槍實彈」 ，絕不馬虎
，著名的招牌菜如：北京鴨、
鹹魚煎肉、南瓜芋頭炆臘味、
芹菜什菇炒臘味、玉子豆腐、
滑蛋蝦仁、菜膽靈芝菇、豉椒
或白灼桂花腸、節瓜粉絲蝦米
煲，以及特別推薦的菜色如：
干逼軟殼蟹、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西汁蝦球、羊腩煲等
等，該餐館還全天供應新推出
的超值特價菜，每道$5.5 元
，歡迎品嚐。

「中美酒樓」 位於 Bis-
sonnet 與 Leawood(Boone
Rd. 往西一條街）交口，地址
： 11317 Bissonnet ,Hous-
ton ,TX 77099, 電話：（281
）498-1280

(本報休斯頓報導) 律師為民眾爭取
權益，讓不公平的事件得到應有的賠償
。每一個法律抗爭案件背後都有故事，
有著讓人難忘的痛。具有豐富經驗的理
查德律師事務所(RICHARD H. COBB
ATTORNEYS AT LAW)曾為許許多多
民眾爭取應有的利益，並為意外事件發
生的民眾獲取賠償，安慰家屬，還獲得

德州州長授予 「德州執法法律辯護獎」
、及 「德州法律辯護兄弟勳章獎」，可
見理查德律師事務所受到的肯定與佳評
。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曾為各個行業的
企業和個人解決各類法律問題，無論在
談判桌上、或是在法庭上， 有了理查德
律師事務所的協助，很多難題都能迎刃

而解。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從1972年起陸續

獲得多項許可，德克薩斯州執業許可、
美國德州南部地區地區法院的執業許可
、美國第五巡迴上訴法院的執業許可、
美國最高法院的執業許可。

擔任數個警察公會法律顧問
理查德律師在德州哈里斯縣從1972

年到1977年曾擔任助理地區檢察官，他
還是前休斯頓警察巡邏隊聯盟總法律顧
問（1979-2012 年），擔任兄弟會警察
局E of Texas 前總法律顧問（2002-2015
）。理查德律師現任哈里斯縣的警察公
會法律顧問、兄弟勳章39警察公會代表

律師、蒙哥馬利縣的警察公會法律顧問
，連警察公會都邀請理查德律師做顧問
，可見他所受的信賴與尊重。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在刑事、民事、
和家庭法律案件中有廣泛的審判背景，
主要含括:

•勞資糾紛、國際收債、欺詐性貿
易行為、誤診、工作場所歧視、檢舉訴
訟，包括成功辯護100萬美元的誹謗訴
訟。

• 有子女或無子女離婚、收養子女
、孩子監護權問題

• 性侵犯、DWI、家庭暴力/毆打
、盜竊、致命行為的刑事辯護。
此外，理查德律師事務所同時也具有廣
泛的刑事和民事聯邦法律案件審判背景
，包括:

• 遺產規劃，特別是遺囑和信託的
法律案件。
• 人身傷害和不當死亡方面的成功的判
決，包括在不當死亡傷害訴訟中超過
120萬的裁決。在州和聯邦上訴法院辯
論許多刑事和民事的問題，在最高法院
面前辯論了許多刑事和民事問題。兩次
代表德克薩斯州聯邦在美國最高法院出
庭（勞工/民事問題）。

為車禍意外爭取賠償
舉例來說，大約12年前，理查德律

師曾經糾正一個被保險公司誤判的死亡
案件。當時，一位Precinct 5的副警員在
Westpark Tollway 上停車，在向違規車
輛寫超速罰單的過程中，被另一輛車側
面掃過路肩的停放車輛，而撞死這位副
警員。

通過律師仔細調查，發現撞死這名
副警的車輛，司機居然在講手機而沒有
注意，才會發生意外。經過對司機的財
務背景調查，知道他沒有隱藏的資產可
以追回，然而，律師發現他在事故發生
時駕駛的車輛，是屬於公司的車。同時
，律師進一步了解，司機過去曾有交通
違法的案件，因此律師起訴公司疏忽委
託，這是律師用來對抗保險公司的一項
重要依據，最後達成超過120萬美元的
法律賠償，那名副警員的遺孀因此獲得
超過80萬美元的賠償。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擁有豐富經驗的
律師團隊，擁有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
執照，是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
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公會法律顧問，有著
強大而資深的德州律師團隊，服務德州
達四十六年之久。

業務範圍
刑事： 保釋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 國際貿易、跨國追索、生意買
賣 、商業訴訟、地產買賣。
家庭： 離婚、監護、子女撫養費
意外： 車禍、意外傷害、醫生誤診、職
業傷害（不成功不收費）
請聯繫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樂先生，
直線電話：281-889-1886（中文）
精通國、粵、英、台山語，歡迎來電洽
詢。
地址：1035 Dair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爭取權益爭取權益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倍受肯定理查德律師事務所倍受肯定
曾獲州長授曾獲州長授 「「德州執法法律辯護獎德州執法法律辯護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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