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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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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德州本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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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申請費大漲移民申請費大漲移民申請費大漲移民申請費大漲20202020%%%%﹑﹑﹑﹑面試遭刁難面試遭刁難面試遭刁難面試遭刁難﹐﹐﹐﹐華人移民怎麼避開陷阱題華人移民怎麼避開陷阱題華人移民怎麼避開陷阱題華人移民怎麼避開陷阱題﹖﹖﹖﹖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之下
移民局面臨大幅停工問題﹐各項移民申
請費平均大漲了20%﹐本台今天獨家邀
請到德州資深移民律師田方中﹐針對移
民現況做出商討﹐並分享近來移民面試
經常出現的「陷阱題」﹐讓民眾可以提前
做好心理建設﹒
哪些項目大幅漲價哪些項目大幅漲價﹖﹖
田方中指出﹐目前移民局大幅漲價從10
月2日生效﹐漲價項目主要針對目前在
海外﹑尚未入境美國者﹐比如說回美紙﹐
從575元漲到了1010元﹐將近一倍﹒

而已經在美國境內的﹐漲幅不大﹐甚至還
出現降低﹒比如申請綠卡費用﹐如果人
在美國﹐I-140申請費用比過去便宜了十
塊﹐從這之中就可以看清美國政府的意
圖﹐是為了要保護美國本地公民﹐並加強
美國國土安全﹒
另一方面﹐負責非移民與移民簽證US-
CIS財政來源並不是靠美國政府的財政
撥款﹐而是靠移民申請人的申請費用﹐目
前一年平均虧空10億多﹐無法負擔運營
成本﹐因此是調價的主要原因﹒
他提醒﹐目前婚姻移民或投資移民除了

大幅漲價以外﹐審核標準也越
來越嚴格﹐包括綠卡也是﹐過
去條文只有6頁﹐如今增加到
20多頁﹐若稍不認真對待﹐申
請綠卡表格遞交之後﹐就可能
被拒絕﹒
移民局簽證審核標準趨嚴移民局簽證審核標準趨嚴﹐﹐可可
能被這麼刁難能被這麼刁難......
田方中指出﹐目前移民局面試
難度日益增加﹐過去通常是友

好的聊天﹐但今非昔比﹒他也提出了﹐移
民局在以下各方面的面談難度增加﹐甚
至還會設下「陷阱題」刁難﹒

第一﹐在申請綠卡的過程中﹐所有申請者
過往所填過的表格﹐比如簽證申請表格
DS160﹐都會匯總到移民官手中﹐甚至在
中國填寫過的表格﹐在移民官手上都有
底﹐因此田方中呼籲﹐民眾從今天開始務
必記得每個表格都需
要留底﹐內容上也必
須一致﹒許多人可能
因為結婚﹑搬家﹑有犯
罪紀錄等原因﹐導致
表格內容前後矛盾﹐
可能使得綠卡申請遭
到拒絕﹐甚至被驅逐
出境﹒
第二﹐移民官也經常
拷問申請者的收入來
源﹐除了在美國如何
養活自己﹑不成為公
共負擔外﹐報稅上的
收入也要誠實申報﹐
特別是未誠實申報海
外收入﹐一旦被移民
局發覺﹐是違反移民
法的行為﹐一定驅逐
出境﹒
另外﹐過去工作崗位

與學經歷的契合度也是考量的一個重點
﹐特別是針對H1B﹑L1等職業移民的申
請人﹐是移民關嚴格把關的地方﹒
有時候﹐移民官甚至會設置一些陷阱題﹐
比如告訴申請人「某月有去過夏威夷﹑住
過哪間酒店﹑見過哪些人的紀錄」﹐並請
申請人解釋﹒事實上申請人可能從未去
過﹐面對這樣的問題必須穩下心﹐請移民
官提供證據﹐並詢問是否有同名同姓者
的可能性﹐一步步核實清楚﹐有必要時甚
至可以挑戰移民官資料有誤﹐不要漏出
膽怯神情﹒
田方中提醒﹐目前針對婚姻與庇護移民
更是設置了許多的問題﹐許多伴侶間生
活的隱私細節﹐比如愛好﹑宗教信仰﹑飲
食習慣﹑甚至性生活習慣﹐都可能被盤問
﹐民眾務必特別留意﹒

（圖源﹕Fragomen）

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世界名人網供圖

Photo Provided By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network
www.famehall.comwww.famehall.com

www.zzi.netwww.zzi.net

20202020年年88月月55日日，，闊別闊別2020多年的世界名人網的老朋友多年的世界名人網的老朋友Rick CarterRick Carter與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在疫情與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在疫情
期間意外相逢期間意外相逢。。瑞克卡特現在是瑞克卡特現在是Successful Srewardship MinistriesSuccessful Srewardship Ministries的牧師兼傳教士的牧師兼傳教士。。

20202020年年88月月22日日，，世界名人網隆重推出全明星地產王飛雪世界名人網隆重推出全明星地產王飛雪Fay WangFay Wang專題介紹專題介紹
。。在休斯敦明星經紀人中在休斯敦明星經紀人中，，FayWangFayWang不僅商業住家房地產買賣不僅商業住家房地產買賣、、投資投資、、管管
理均是全美最大地產公司糖城的銷售冠軍理均是全美最大地產公司糖城的銷售冠軍，，而且在宅裝而且在宅裝、、裝修裝修、、海外買家海外買家
服務方面經驗豐富服務方面經驗豐富。。圖為疫情期間不打烊的全明星地產經紀人王飛雪圖為疫情期間不打烊的全明星地產經紀人王飛雪FayFay
WangWang接受記者專訪時的靚照接受記者專訪時的靚照

20202020年年88月月55日日，，得州在美國以地大物博得州在美國以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為特色人口稀少為特色，，休斯敦的郊外一步一景休斯敦的郊外一步一景，，廣漠無邊廣漠無邊
。。圖為休斯敦電影節副主席圖為休斯敦電影節副主席、、媒體人媒體人Jenifer WuJenifer Wu在羅森伯格的紅高粱地裡考察外景在羅森伯格的紅高粱地裡考察外景。。

20202020年年77月月3131日日，，剛剛慶祝剛剛慶祝77月月2929日愛健康日愛健康iHealthiHealth雲平台正式上線雲平台正式上線
的一靜的一靜NancyNancy來到墨西哥灣休閒勝地渡假來到墨西哥灣休閒勝地渡假，，展現進入逆齡產品展現進入逆齡產品NMNNMN
事業後的健康心態和青春激情事業後的健康心態和青春激情，，她在世界名人網推出的專欄也將上她在世界名人網推出的專欄也將上
線線，，敬請期待敬請期待。。

20202020年年77月月2828日日，，世華婦女工商企管協會與世華婦女工商企管協會與UCAUCA休斯敦聯合舉辦網上講座休斯敦聯合舉辦網上講座，，邀請世華理事邀請世華理事
印心堂身心靈健康專家印心堂身心靈健康專家AliceAlice蕭老師與心理學家施慧倫蕭老師與心理學家施慧倫Helen ShihHelen Shih博士主講在疫情之下遇到欺博士主講在疫情之下遇到欺
辱辱、、仇恨仇恨、、歧視時該如何面對和處理歧視時該如何面對和處理，，世華會長世華會長Nancy ChenNancy Chen、、總會長黎淑英總會長黎淑英、、律師林富貴律師林富貴
等均上線參加這一媽媽孩子論壇等均上線參加這一媽媽孩子論壇，，為廣大民眾支招為廣大民眾支招，，指點迷津指點迷津。。

20202020年年66月月1313日日，“，“快樂童年快樂童年，，
放飛希望放飛希望””20202020盛夏晚會小小代盛夏晚會小小代
言人陳永瀚言人陳永瀚、、陳蔚陳蔚、、陳永曦參加陳永曦參加
中華兒童文化藝術促進會教育發中華兒童文化藝術促進會教育發
展委員會主辦的展委員會主辦的““跨洋攜手跨洋攜手，，共共
克時艱克時艱””為海外華僑戰疫鼓勁活為海外華僑戰疫鼓勁活
動動。。圖為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圖為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
生生、、Winnie WangWinnie Wang 將兒促會教發將兒促會教發
委通過中國郵政委通過中國郵政EMSEMS快遞來的抗快遞來的抗
疫物資捐贈給戰疫在第一線的糖疫物資捐贈給戰疫在第一線的糖
城 康 樂 兒 科 診 所城 康 樂 兒 科 診 所 (Colony Well(Colony Well
Care Center)Care Center)於群陶醫生用於緊急於群陶醫生用於緊急
救治兒童患者和家長用於防範保救治兒童患者和家長用於防範保
護護。。

20202020年年77月月2525日日，，休斯敦本地華裔時尚達人休斯敦本地華裔時尚達人、、電影明星電影明星Nancy XieNancy Xie來到位於北得州向日來到位於北得州向日
葵產地的葵產地的EnnisEnnis小鎮邊的一望無際的花田中拍攝外景小鎮邊的一望無際的花田中拍攝外景，，ViolinViolin上流出的壯美樂章與大自然上流出的壯美樂章與大自然
的風雲流響融為一體的風雲流響融為一體，，使得人們在抗疫戰鬥中更多了一份自信和頑強使得人們在抗疫戰鬥中更多了一份自信和頑強。。

20202020年年77月月2727日日，，馬里蘭州州長亞太事務委員會委員馬里蘭州州長亞太事務委員會委員、、華蓮公共關係公司華蓮公共關係公司TransPaTransPa--
cific Communicationscific Communications創始人創始人，，跨文化成功導師李鐵君跨文化成功導師李鐵君Dottie LiDottie Li再次榮獲有美國主流再次榮獲有美國主流
每日記錄每日記錄Daily RecordDaily Record雜誌舉辦的第雜誌舉辦的第2525屆馬里蘭州百強女性稱號屆馬里蘭州百強女性稱號。。她專業謙遜她專業謙遜，，耐耐
心幽默心幽默，，領導社區前行領導社區前行，，取得了耀眼的成功取得了耀眼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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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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訊】美南銀行控股公司(SWNBK)日
前宣佈聘請馬克•西蒙斯(Mark Simmons) 為該公
司旗下美南銀行擔任首席執行長（CEO）一職，
全權負責美南銀行營運各相關決策事宜。與此同
時，馬克•西蒙斯 (Mark Simmons) 也成為美南銀

行的董事會成員。
職業生涯資歷豐富的馬克•西蒙斯（Mark

Simmons），日前在接受《休斯頓商業雜誌》採
訪時表示，在他加入美南銀行之前，曾擔任科梅
里卡銀行（Comerica Bank）國際商業部銀行總監
、阿瓦隆集團（The Avalon Group）常務董事、
Extreme International 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長、
Apple Rock Group Inc.常務董事, 以及Home Fed
Bank、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和第一城市
國家銀行（First City National Bank）等銀行的擔
任貸款部決策負責人等職務。也由於自己大部份
的職業生涯均與商業貸款、房地產和中小企業貸
款方面有關。因此，當他決定加入美南銀行團隊
時，感到非常適合和興奮。他表示，美南銀行在
董事會的營運策略和全體員工團隊努力下奠定了
非常好的基礎，未來他將會在此基石上繼續發展
壯大，帶領銀行更上一層樓。

美南銀行（Member FDIC）目前在德州休士
頓、糖城、奧斯汀、達拉斯布誼諾市、李察遜等
區域共有6家分行，加州安那罕和企業市分別設置

分行和貸款辦事處。銀行董事會目前正在考慮將
在休士頓和達拉斯二處將再新增分行，馬克表示
，對於此事發展計劃他將會仔細評估分行地點和
增聘商業貸款專員，凡有意加入美南團隊都歡迎
和我們聯絡。

由於受到疫情沖擊，美國中小企業管理局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為幫助工商企
業主推出薪資保護計劃(Paycheck Protection Pro-
gram，簡稱PPP)方案，美南銀行積極參與配合該
計劃。馬克表示，至目前為止，美南銀行已經批
准超過750筆PPP貸款，金額總計4千5百萬美元
左右。貸款額度平均在5,000美元至50,000美元
之間，幫助了大多數本地企業和商家。馬克也很
坦白表示，代辦處理這些小額貸款銀行的利潤並
不多，但對於需要幫忙的商家和銀行客戶卻都是
非常重要。銀行覺得，這是我們的責任和義務為
客戶提供服務和幫助，重點是我們也做到了。

馬克強調: 「疫情經濟，對我而言己經不是重
點。因為我不清楚它是什麼時候開始，發展且影
響到我們生活。但是我希望能在此時準備好並把
握這個機會點，為銀行未來帶來更好的規劃。」

擁有Le Tourneau大學金融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和Brigham Young大學金融學士學位的馬克•西
蒙斯(Mark Simmons) 數十年來一直熱心公益、關

心社區，積極參與深入休士頓商業和非營利性社
區等各類活動，並擔任多個社團、公益組織重要
策劃委員職務。目前是德克薩斯州東南部初級成
就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並曾擔任大休斯頓夥伴關
係（Houston Partnership’s Public Policy Com-
mittee）公共政策委員會成員，以及休士頓食物銀
行（Houston Food Bank）、Houston March of
Dimes和福遍學區（Fort Bend ISD） 發言人等志
工成員。

20202020年年66月月2222日在黎巴嫩貝魯特大爆炸日在黎巴嫩貝魯特大爆炸

美南銀行控股公司美南銀行控股公司(SWNBK)(SWNBK)宣佈聘請宣佈聘請
Mark SimmonsMark Simmons為美南銀行任首席執行長為美南銀行任首席執行長

李大村
2020年8月4日當地時間下午6點

左右，黎巴嫩貝魯特港口發生了巨大爆
炸。爆炸前後的現場衛星圖像對比顯示
出了很大的破壞（來源：CNN）。根據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對衛星圖
像的分析，周二爆炸產生的貝魯特巨坑
的直徑約為124米-或約為405英尺，
長度完全可以超過壹個足球場。爆炸造
成130多人死亡，數百人失蹤，5000人
受傷，30萬人無家可歸。國家通訊社
NNA周三援引黎巴嫩旅遊業酒店聯合會
主席皮埃爾•阿赫卡爾的話說，貝魯特
港口周二發生的爆炸破壞了黎巴嫩首都
90％的酒店。損失估計高達50億美元

。（來源：CNN）
據認為，爆炸是由2750噸硝酸銨

儲存了六年而沒有在港口采取安全措施
引起的。這些化學物質是被沒收的。黎
巴嫩海關總署署長巴德裏•達赫爾
（Badri Daher）表示，他多次就儲存在
貝魯特港口的危險物質警告該國司法機
構。根據黎巴嫩LBC頻道，達赫爾說，
他向司法官員發送了六份備忘錄，警告
該物質對公眾構成危險。LBC沒有報告
備忘錄的發送日期。黎巴嫩流離失所者
部長加達•史萊姆（Ghada Shreim）
稱，黎巴嫩內閣已下令“在未來幾天內
”將涉嫌貝魯特港口爆炸的“官員”軟
禁。

黎巴嫩衛生部長說，黎巴嫩的衛生
部門正遭受兩次危機，即新的冠狀病毒
和爆炸後果。自7月1日該國唯壹的機
場重新開放以來，新冠病毒病例總數已
增加了兩倍。此外，自2019年10月以
來，該國壹直處於嚴重的經濟危機中。

壹名美國公民死亡，其他幾人受傷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最深切的同情並
將向黎巴嫩提供援助。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就黎巴嫩貝魯特發生重大爆炸事件
向黎巴嫩總統奧恩致慰問電。習近平在
慰問電中指出:“驚悉貴國首都貝魯特發
生重大爆炸事件，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我謹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並以我
個人的名義，對遇難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傷者和遇難者家屬致以誠摯的慰問
，祝願傷者早日康復。”根據黎巴嫩總
統府的官方Twitter帳戶，在發生災難性
爆炸後，法國表示“與黎巴嫩人民在壹
起”。法國將向黎巴嫩派遣兩架軍用飛
機和15噸裝備，55名人員，15噸設備
和壹個能夠照顧500名受傷人員的流動
診所。據中東國家通訊社報道，卡塔爾
，伊拉克和科威特計劃向黎巴嫩提供醫
療援助。黎巴嫩NNA通訊社報道，卡
塔爾將在周三向兩家500張病床的野戰
醫院運送物資。

NNA還報告說，伊拉克將派遣野戰
醫院和石油。此外，有10名緊急醫療

保健專業人員將嘗試盡快到達貝魯特，
以協助黎巴嫩首都的醫院。英國外交大
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周
三告訴記者，英國將向黎巴嫩提供500
萬英鎊（約合660萬美元）的援助，還
將提供醫療，搜索和救援專家，以幫助
貝魯特。拉布說，他已經與黎巴嫩總理
哈桑•迪亞布（Hassan Diab）進行了
交談，壹艘英國海軍艦船正在“該地區
”並準備提供幫助。

作者簡介: 李大村博士, 1985年福
建省漳平市高考理科狀元。被選錄
2011 和 2020 年版的《美國名人錄》
（Who's Who in America)，2017 年 6
月榮獲阿爾伯特•尼爾森•馬奎斯終身
成就獎。現任大村國際有限公司顧問、
中國僑聯新僑創新創業聯盟海外委員、
福建省618虛擬研究院專家、國際石油
工程師學會編輯委員會委員、福建省新
僑人才聯誼會海外理事、美國龍巖同鄉
會副會長。曾任國際石油界的權威雜誌
之壹《石油科學與工程雜誌》副主編、

美中友好促進會副會長、美國德州中國
和平統壹促進會副會長。他酷愛旅遊，
足跡已經遍及21個國家，包括美國、
英國、加拿大、阿聯酋、印度、日本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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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目前美國冠狀病毒大流行有所緩
解，全美各州無論是冠狀病毒感染率還是死亡率都有顯著的下降
，這歸功於人們外出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以及關閉某些酒巴和
娛樂場所。但是經濟仍然需要發展，人們仍然需要生活，因此，
美國人民從申請失業領取救濟金的場所逐漸走向申請就業的場所
。

美國上週申請失業救濟的人數有所減少，盡管總人數仍超過
100萬。

美國勞工部周四（8月6日）表示，在截至8月1日的一周中
，近120萬人申請了失業救濟。這比前一周的140萬下降了20萬
。

另外655,000人申請了大流行性失業援助，這是一個針對自

僱和零工的新聯邦計劃，這個數字比前一周下降了25萬人。
最新的失業救濟人數數字是3月份以來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

數低於200萬。
高頻經濟學的魯貝拉·法魯奇（Rubeela Farooqi）稱最新數

字“隨著上週失業人數下降，朝著正確的方向邁進了一步”。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福西博士說，他的家人繼續受到死亡威脅，他的女兒們需要安全保障

美國申請失業救濟的人數減少
經濟朝著正確的方向邁進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白宮健康顧問安東尼·福
西博士（Anthony Fauci）週叁（8 月 5 日）表示，面對人
們對他對冠狀病毒大流行的指導感到憤怒，叁個女兒被騷
擾和收到死亡的威脅，他和他的家人要求繼續提供安全保
障。

福西博士在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網站上接受美國有
線電視新聞網（CNN）的桑傑·古普塔（Sanjay Gupta）博
士採訪時表示：“危機所帶來的難於預測的事件似乎在這
個世界上出現了，它展現了最優秀的人們和最糟糕的人們
，並給我的家庭帶來了死亡的威脅，並騷擾我的女兒們，
到我必須獲得安全的地步，這真是令人驚訝。 ” 該訪談
已在Facebook中進行了直播。

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西至少從4月初起就
被安排加強安全保護，此前他和他的家人在減輕其病毒傳

播的工作方面受到嚴重威脅。
福西說：“在我最瘋狂的夢想中，我想像不到那些反

對純粹的公共衛生原則的人們如此反對我，不喜歡我所說
的話。即在科學界，他們實際上威脅著你。”

他說：“我的意思是，這對我來說很奇怪。”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彙編的數據，福西和特朗普

政府官員經常就如何最好地控制冠狀病毒感染方面持反對
意見，該冠狀病毒已在美國感染了約480萬人。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和避免人群擁擠等公共安全準
則已成美國的爭論焦點，並阻礙了減緩感染傳播的努力。

福西說：“這個國家有一定程度的反科學感覺。”
他說：“我認這不僅與科學有關，而且還與權威和對

權威的不信任感有關，因在某些方面，由於科學家試圖提
供數據，科學家可能被視……公眾權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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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NBA[NBA復賽復賽]]
鵜鶘鵜鶘103103--126126快船快船

[[意甲意甲]AC]AC米蘭米蘭33--00卡利亞裏卡利亞裏

意甲末輪意甲末輪，，ACAC米蘭主場米蘭主場33比比00完勝卡利亞裏完勝卡利亞裏，，重啟以來重啟以來1212輪不敗輪不敗
收官收官。。萊昂造成克拉萬烏龍萊昂造成克拉萬烏龍，，伊布點球被撲出伊布點球被撲出，，隨後將功補過成為意甲隨後將功補過成為意甲
單賽季進球達到兩位數的最年長球員單賽季進球達到兩位數的最年長球員（（3838歲歲302302天天）。）。

世錦賽首輪賓漢姆世錦賽首輪賓漢姆1010--77卡蒂卡蒂

2727萬余塊樂高積木打造的萬余塊樂高積木打造的““蘭博基尼蘭博基尼””亮相蘭州亮相蘭州

由樂高積木顆粒打造的由樂高積木顆粒打造的““蘭博基尼蘭博基尼””在蘭州中心展出在蘭州中心展出，，吸引民眾圍吸引民眾圍
觀觀。。據介紹據介紹，，這輛樂高版蘭博基尼是按照實車這輛樂高版蘭博基尼是按照實車33：：44的比例打造的比例打造，，樂高樂高
集團使用了總計超集團使用了總計超100100人的設計制作團隊人的設計制作團隊，，耗時耗時13501350個小時個小時，，耗費耗費
274396274396個顆粒個顆粒，，最終實物的重量達到最終實物的重量達到660660公斤公斤。。

夏日最佳觀影姿勢來了夏日最佳觀影姿勢來了！！
威尼斯開設首家威尼斯開設首家““駁船駁船””影院影院

意大利威尼斯意大利威尼斯““阿森納碼頭阿森納碼頭””的水上影院舉行首映的水上影院舉行首映。。據悉據悉，，該活動該活動
從從77月月2828日持續至日持續至88月月11日日，，每天晚上最多允許每天晚上最多允許5050艘船和艘船和200200人參加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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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動物園新加坡動物園，，新生古氏樹袋鼠寶寶亮相新生古氏樹袋鼠寶寶亮相，，從育兒袋中探從育兒袋中探
頭探腦頭探腦。。據悉據悉，，這只袋鼠寶寶出生於這只袋鼠寶寶出生於22月月44日日，，是世界上受人類照顧的是世界上受人類照顧的
5858只樹袋鼠之壹只樹袋鼠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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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散播遍花旗，官方無力抗
瘟神，冀求上天來拯救，冠毒消除百
業生。」

近日一個週一的早上，受多月來
疫情困擾， 「百無了賴」 家中閒思之
下，為香港一家報紙副刊寫下上開小
詩乙首寄返，簡單講述美國受新冠病
毒侵襲的苦況，刊登出來後，好讓港
人知曉。

停筆下來，隨即但覺飢感驟至，
在這半年家中休業的時候，很是奇怪
，即使剛剛吃過早餐，但過不了多久
，又似覺飢餓又來。我跟休市、美國
各地以至港澳諸親友談起，大家異口
同聲，都有這樣的感覺，我估計是受
到疫情侵襲下，打亂了大家的生理時
鐘，才有時飢的困擾。一念至此，我
夫妻二人對望一下， 「不要難為自己
，」 馬上從城外駕車來到中國城中的
金冠大酒樓內， 「櫈其枱腳」 ，嘆其
一盎兩味，即使在災情擾攘之下，亦
要享受人生！

行行重行行，經過50 分鐘車程

後，踏入金冠酒家，放眼望去，大堂
之上, 有大小食枱12 張，依此時此刻
疫情壓境來看，週一有此環境，應是
不俗。金冠侍應指引我們隔離而坐，
又有洗手液給我們消毒後，開過香茶
、才讓我們點菜。我倆試過3 咪精美
的點心後，才叫上 「乾炒牛河」 、
「星洲炒米」 來作午餐。如果說 「乾

炒牛河」 的牛肉夠香夠滑；那麼 「星
洲炒米」 的㗎喱味跟印度㗎喱十分相
似，濃郁香醇，米粉中的芽菜夠新鮮
，而那一條條的雞蛋絲，熟得恰到好
處，不會太老，可見金冠廚房頭廚的
佳哥，確是領導有方也。

午餐尾聲時，手機突然響起，一
聽之下，來電者原來是從澳門移居到
美國東岸 「大萍果」 紐約市，從事唐
餐館的書友。他透過手機上的What-
sApp, 跟我電話談心。帶笑邀請我到
紐約市一行，一聚友情。我詫異地問
他： 「這個午餐時刻，你不用在餐廳
管理，反而有空來跟我這位南方學友
通話？」

「一個酸梅兩個核，今時不同往
日。」 書友幽幽地回答。現今紐約的
中國城，遊客稀少，華人也似乎絕跡
。不堪疫情重創，不少酒家老闆感到
前景無望 ，華埠多家老店宣布永久關
門，這包括著名的新文華閣、篁上篁
酒家、合誠茶樓等多家華埠老店。

聽他這樣講來，我禁不住關心起
他的店舖又如何？ 「我們是家爺仔乸
的小店，做一天和尚，敲一天經，能
夠守得多久便多久，難得房東體察民
情，減我店租，我才可以支持至今。
還是你這位 「為食書生」 好彩，早已
跳出飲食行業，手握一支筆，寫盡天
下事，何其灑脫！

「非也，非也。我以天下為己任
，民間有苦，我感同身受，所以疫情
之下，我仍口罩攜身，外出而行，細
看民情，寫下文字，報導出來，相互
鼓勵，共抗病魔！」

「兄台好嘢！」 書友一聲讚頌，
結束了我倆電談。而我夫妻二人，滿
嘴香味，也暫別金冠。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金冠樓頭有所思金冠樓頭有所思 楊楚楓楊楚楓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已於已於（（55//2929））起正常營業起正常營業
已全面作好抗疫準備已全面作好抗疫準備，，請大家告訴大家請大家告訴大家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
「敦煌廣場」 內的 「山水眼鏡
」 因為疫情而歇業多時。已於
（5月29日）開始正常營業，
每天中午12時至下午3時（週
三公休），值此新冠疫情尚未
完全絕跡之際，為確保該店員
工及廣大客戶的健康安全，
「山水眼鏡」 請所有蒞臨客戶
遵守下列規定：

1，入內客人請戴上口罩，
並使用乾洗手消毒。

2，只允許四名客人同時在
店內，並保持六尺安全距離，
每位客人只能有壹位陪同。

3，如須選新鏡框最多只能
試戴五付，碰過的鏡框請放在

事先交給您的盒內，我們要進
而消毒。

4， 如鏡框需調整服務，目
前我們只能作標準調整，請諒
解無法作細部調整減少碰觸。

5， 如需花費時間修理，請
交待後於店外等候，完工後我
們會拿出去給您。

6， 請在最短時間完成您的
交易。

7， 每位客人離開後我們會
消毒。
「山水眼鏡」 由領有德州配鏡
師執照的禹道慶主持，專精無
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接受Medicaid和Medicare配
鏡。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

另收費。為正牌擋藍光鏡片，
徹底保護黃斑部。

「山水眼鏡」 服務項目包
括：配鏡，隱形眼鏡販賣，鏡
框修理，免費調整，免費清洗
，可舊片配新框或新片配舊框
，內設全套工廠設備，自己研
磨，壹貫作業，品質保證，壹
小時可取，上千副各種名牌鏡
框，任君選擇。

「山水眼鏡」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252,Hous-
ton ,TX 77036 (位於敦煌廣場
「歡樂小棧」 對面 ），電話：
713-774-2773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的的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外觀外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休士頓報導】無論是個人或
是公司，當需要搬家的時候，因為面臨
全面性的變動，就需要找個可靠而專業
的搬遷團隊來協助，能夠省掉許多不必
要的麻煩，不用那麼操心。休士頓地區
的 四 季 搬 家 與 倉 儲 公 司 (All Seasons
Moving＆Storage)，在業界擁有三十五
年的搬家經歷，秉持一貫專業原則及可
靠的態度，在糖城和大休士頓地區贏得
良好的聲譽。

無論是家庭個人搬家、或是公司行
號、乃至於大企業喬遷，或者特殊搬遷
如：鋼琴、展場、繪畫等，四季搬家都
能圓滿的達成客戶的期待。在搬家過程
中雖然有諸多細節要注意，而四季搬家
訓練有素、專業的搬運工都會努力做到
，讓客戶盡可能減少搬遷過程的壓力。
四季搬家領有政府認證執照，提供免費
估價。公司有各種大小貨車，專門長短
途搬運，對需頻繁搬運的公司或個人還
有特別優待，同時，也優惠前往Austin,
San Antonio, Dallas的搬運。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提供當天服務
，當天打電話，當天搬家，可以隨機應
變。當然，一般人都會事先準備，不會
當天才聯絡，不過，仍可看出四季搬家
與倉儲公司的調度能力強，可以彈性配
合客戶的需要。如果搬運的貨物暫時需
要儲存空間，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也有
倉儲服務，安全的保存客戶的物品。

此外，有些民眾可能會需要一些特
殊的搬運，例如大型美術繪畫作品、各

類鋼琴、古董或其它需要額外保護的物
品，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也提供服務，
幫助客戶安全地將鋼琴移至新的地點。
在過去，已經為許多個人、學校、大學
、教會、或專業鋼琴家等進行鋼琴的搬
遷。工作人員攜帶特別的設備和襯墊，
確保客戶的珍貴財產搬遷無損。
搬家應該注意的事項:

1.所有東西事先規劃、打包，小東
西不要零零散散的放著。

2.在所有的箱子上貼標籤，標明內
容物，最好分區，例如主臥室、主衛生

間、客房、書房、廚房等，標明¬一、
二、三、四等數字，等搬過去之後要歸
位會節省很多時間。

3.不用的東西趁機清掉，減少要搬
運的東西，把多餘或不用的捐出去，或
是來個車庫大拍賣(garage sale)，新家就
要有新的開始。

4.使用品質好的箱子包裝，不要隨
便包裝。質量好的包裝箱對物品的保護
有很大幫助，最終省的還是您的荷包。

5.使用旅行行李箱，把個人幾天之
內要用的東西放行李箱裡，搬過去後，

一方面會節省找貼身用品的時間，同時
也節省空間，節省運費。

6.不要忘了小閣樓和車庫裡的東西
，有些人常忘了要收拾自己的閒雜物品
，到最後反而花了更多的時間和金錢。

7.準備充足的箱子，會幫助您在打
包過程中更輕鬆，同時預留幾個箱子，
以備搬家當天最後一分鐘還有東西沒收
到。

8.用顏色色標分區。將您的新居的
每個房間指定一種顏色，例如廚房用黃
色，餐廳用橘色等，將顏色貼紙貼在包

裝箱子上，然後在新居中，把匹配的顏
色貼紙貼在每個房間的門上。這樣，搬
運人員就知道應該把東西放在哪裡，提
高搬運的效率。

9.同類的東西放在一起。
10.如果有含易碎物品，要在箱子上清楚
地標明，工作人員會額外謹慎的搬運。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All Seasons
Moving ＆ Storage) 連 絡 電 話:(281)
903-7688、 832-867-5467， 或 上 網:
www.allseasonsmove.com。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提供個人家庭搬家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提供個人家庭搬家、、或是公司行號喬遷或是公司行號喬遷、、鋼琴搬遷等服務鋼琴搬遷等服務

四季搬家公司四季搬家公司 品質有保證品質有保證 價格實惠價格實惠
讓搬家更省心讓搬家更省心 提供一流的搬家服務提供一流的搬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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