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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僑界紀念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70週年系列8大多元活動
從2015年3月21日至10月陸續舉行歡迎僑界人士踴躍參與(中)
方的世界個個地區都在作一些慶
祝的一個活動, 也就是希望大家紀
取戰爭當中能夠犧牲最小, 能夠取
得最後一個和平, 但是中華民國在
對日本抗戰的 8 年當中, 我們犧牲
可以說非常慘烈, 這個歷史絕不容
忽視, 而且必需要證實, 今天的證
實, 主要是中華民國在對日抗戰當
中, 是扮演一個主要的一個角色,
絕對不容許篡改跟污滅, 所以我們
今天在僑界主辦了這些活動, 大家
等一下可以看到我們一系列的活
動, 可以說一整年的活動. 對於這
種活動, 其實已經讓我回想起我們
百年國慶的時候, 也將近一年的活
動. 在僑界活動有連續性, 將近一
年的活動也不多, 除了國慶以外,
國慶通常在 5 個月到 6 個月可以把
國慶辦完結束, 但是我們今年的 70
週年, 我們就已經從上個月開始,一
個活動開始, 一直要延續到大家都
知道九三軍人節, 也是我們對日抗
戰勝利的投降日, 一直做到 9 月份
去, 一個很冗長的系列活動. 在這
裡先跟大家報告我們僑界一些辦
理的活動籌備情形, 等一下我們要
開始報告各個活動. 我們在成立協
調會, 在上個月時候, 黃處長召開
了我們成立協調會的一個平台, 希
望在我們這個協調會各個社團在
辦理活動的當中, 能夠取得一個共
識, 然後時間上不要衝突, 活動也
不要有同時性的, 所以我們這些社
團, 僑社一些社團, 最後大家都安
排一系列的活動, 在這理我們協調
會的成立, 首先我們請我們這個協
調會的召集人王秀姿僑務委員為
我們講幾句話.
王秀姿僑務委員致詞, 一看就
可以知道, 我們僑界多麼的合作,
我們雖然開會時間不多, 我們在你
們各位到之前, 我們還作第三次的

開會, 可以說是很簡單,
而且大家怎麼樣作合作
就 能 夠 在 很 短 的 時 間,
我們可以把這個事情一
系列活動可以整理的很
好, 當然第一件事我們
已做了 3 月 21 日榮光會
的活動己經辦了. 我們
這 一 次 不 但 有 榮 光 會,
華僑協會美南分會, 中
山學術研究會, 休士頓
客家會也進來, 休士頓
中文學校聯誼會, 這個
都是非常不簡單, 大家
愛國愛心的表現, 可以
很容易從這個一系列活
動, 看得出來, 我就是希
望新聞媒體你們能夠多
多幫忙, 多多報導, 讓我
們僑胞知道我們的活動
, 希望他們來參加.
由僑務委員葉宏志主持休士頓僑界紀念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 70 週年系列活動記者會
週年系列活動記者會,, 駐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齊永強副處長
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齊永強副處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李美姿副主
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任,僑務委員 王秀姿
王秀姿,, 黎淑瑛
黎淑瑛,, 劉秀美同源會會長
劉秀美同源會會長,, 華僑協會休士頓分會黃泰生會長
華僑協會休士頓分會黃泰生會長,, 榮光聯
誼會丁方印副會長,, 中山學術研究會甘幼蘋會長
中山學術研究會甘幼蘋會長,,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謝蘭英前會長參加
應邀致詞, 僑界社團, 各 誼會丁方印副會長
盛會((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位領袖, 今天天氣很不 盛會
錯, 風光明媚, 打擾大家來這邊, 總 事實上從中華民國建國,1911 年辛 很多人做不到, 我們做到了, 這個
是為了一件重要事情來做努力, 那 亥革命一直到後來的對日抗戰, 經 自由民主制度的可貴就在這裡. 抗
麼今年的僑界的慶祝抗戰勝利 70 過幾個時期, 到後來回到, 中華民 戰勝利的意義, 在於延續一個國家
週年, 我們有很多精彩節目, 有包 國在台灣發展成為完全民主自由 的命脈, 延續一個國家人民共同追
括這個座談會, 英雄表揚大會, 老 的國家. 從大角度來看, 紀念抗戰 求建國精神的意義具體實現, 這一
兵表揚大會, 還有這個文物回顧展 勝利, 是對我們中華民國, 對全體 點對中共來講, 他不能去用這個記
, 音樂會, 還有休士頓中文學校聯 的華人是一個兆非常重要的事情, 錄, 他不能說抗戰是他打的, 他也
誼會壁報展, 所以我閱歷以來, 套 因為抗戰的勝利, 才能夠確保我們 不能說我, 因中國, 因為抗戰的勝
一句話今年辦的活動, 當年蔣公也 國家命脈的存在, 不用被外國所侵 利, 他對於中華民族的自由民主制
是講的一句話, 地不分東西南北, 略, 所佔領, 也促成台灣的光復, 中 度的發揚這個貢獻他沒有, 這貢獻
人不分男女老幼共同策劃這個活 華民國在台灣這個寶島, 我們能夠 是我們中華民國的貢獻, 是我們在
動, 連小朋友壁報展都有, 今年一 實施自由民主制度, 所以抗戰勝利 台灣這塊土地上共同努力成果. 抗
定是很有意義的紀念活動, 不分老 的意義, 在於上承國父建國的理念 戰的意義, 是我們歷史使命, 經由
幼, 各個社團來辦, 人不分男女以 , 緊接著勝利之後, 確保中華民族 這個活動, 大家更認識了解, 因為
及幼幼, 我們有這麼多社團負責人 這個命脈, 自由民主的命脈. 自由 中華民國努力浴血抗戰, 到今天民
好男好女共同來辦這件好事情. 抗 民主制度可以繼續延續, 今天的成 主成果, 民主命脈的延續, 華人的
戰這個意義來講, 從大角度來看, 就,60 幾年在台灣, 我們確實做到, 希望, 在此祝福今年這些活動都順
上承國父孫中山建國理念, 近年來 利成功, 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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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參與傳統濃厚的美國，華人社區或
社團隨著自身能力的增長以及對美國
社會文化的更深層次了參政議政意識
開始增強，各社團社區之間的聯系也
日益緊密。休斯敦市主流社會也日益
意識到華裔群體的重要作用，休斯敦

也親昵地稱休斯頓“休屯”。也就是
在這個低調親和、充滿機遇和潛力的
城市中，即將成立的浙江同鄉會希望
能通過與各社團社區之間的精誠合作
，進一步發揮浙江華人的開拓精神，
為在休斯頓生活工作的華人作出自己

江同鄉會的主要宗旨和核心成員的職 學金部、文娛部等相關部門，促進浙
能分配，另外確認了於 2015 年 5 月 23 江各行業與休斯敦的科技, 文化, 經貿
日將在休斯頓珍寶樓舉行盛大的美南 及人才等各方面的交流據統計，目前

市長帕克（ＡＮＮＩＳＥ ＰＡＲＫＥ 的一點綿薄貢獻。
Ｒ）也多次參與與華人相關的活動。
在籌備委員會會長王峻(Jeff Wang)
為此，浙江同鄉會將會設立公共關系 和委員會顧問 Kathy P. Qian 的組織下

浙江同鄉會成立大會。並且規劃了同
鄉會正式成立後近期的系列活動，並
且確立了“促進和增強華人參政議政
意識，攜手共創休斯敦華人的繁榮發
展”的長期目標。
浙江同鄉會籌備委員會會長王峻
(Jeff Wang)在會議開始時就提出浙江同
鄉會最根本的宗旨就是希望能努力促
進會員間的信息交流，共為鄉親, 增強
同鄉情誼，同時建立美南浙江同鄉通
訊錄，組織同鄉活動，為會員提供力
所能及的幫助和服務。美南浙江同鄉
總部休斯頓作為全美第四大城市，擁

休斯敦有 551 家公司有相關的中國分支
機構、中國大陸至少有 8 家大型企業
在大休斯敦地區設有分公司，其中包
括寶鋼、中化、天津鋼管、中機公司
等。另外香港和台灣還在休斯敦分別
有 7 家和 14 家分公司。隨著去年中國
國航開通北京直飛休斯頓的航線，休
斯敦和中國的經濟往來將會更加密切
。早在 2011 年 5 月，在義烏舉行的休
斯敦中國商品貿易中心招商會上，休
斯頓代表團一行就向浙江企業熱情
招商，並表示從聯邦政府到州政府
都對此很支持，休斯敦市將為中國

部，信息宣傳部等拓寬休斯頓本地的
社會政治網絡，舉行各種相關方面的
講座、組織浙江同鄉能夠增進彼此認
識的聯誼會和其他各種活動，希望能
夠切實為浙江同鄉們提供法律、經濟
、文化教育方面的各種信息和幫助。
作為世界著名的航天、石油、化
工、醫療之都的大休斯敦地區，是美
國最具有經濟活力的都會區之一。因
其相對低調而又面積廣袤，不少華人

有全美第二大的中國城。在大休斯頓
都會區，生活著約 25 萬的華僑。15 家
華人超市、近 200 家中餐館、25 所華
人學校、250 多位華人專科醫師、100
多位華人律師、40 多位華人會計師，
華人在休斯敦的勢力正越來越強大。
浙江人秉承著他們先祖的吃苦耐勞、
開拓進取的精神，也在這個欣欣向榮
的城市當中逐漸開拓了自己的一席之
地。然而，來自不同城市、不同地區
的浙江人也需要在這個經濟穩健增長
、文化逐漸多樣的城市中建立自己的
社會網絡。浙江同鄉會籌備委員會就
是在這個迫切需求中以及許多其他熱
心浙江公益的成員共同協商成立的。

企業提供全力、全面、全方位的服
務。這樣的舉措無疑在幾年間吸引
了大量浙江企業到休斯頓實地考察
或投資，其中個人移民和子女就學
的也不在少數。種種現像表明，浙
江人在休斯頓將會成為一股活躍的
社會力量，而浙江同鄉會就是希望
能夠最大地整合優化現有資源，為
來自浙江各地的華人做出自己的一
點貢獻。
同時，理事們通過討論，表示
還要努力促進社區各社團間的團結
協作，加強與其它種裔間的合作, 促
進和增強華人參政議政意識，攜手
共創休斯敦華人的繁榮發展。在政

，正式宣布美國美南浙江同鄉會籌備
組織活動正式啓動。會議上討論通過
了浙江同鄉會的主要宗旨和核心成員
的職能分配，另外確認了於 2015 年 5
月 23 日將在休斯頓珍寶樓舉行盛大的
美南浙江同鄉會成立大會。並且規劃
了同鄉會正式成立後近期的系列活動
，並且確立了“促進和增強華人參政
議政意識，攜手共創休斯敦華人的繁
榮發展”的長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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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屆 「中美石油企業合作論壇」 、 「中國企業赴美投 資研討會」
以及首屆 「與美國科學家面對面」 將於2015年5月4日至6日在休斯敦舉行

（本報訊）由世界華商石油行業協會、大休斯敦地區合作委
員會和休斯敦國際貿易中心共同主辦的第 5 屆《中美石油企業合
作論壇》、《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研討會》以及首屆《與美國科學
家面對面》將於 2015 年 5 月 4 日至 6 日在休斯敦隆重舉行。屆時
，將有五十多家中國企業組團前來參加。
休斯敦是全美第四大城市，因盛產石油與天然氣並作為世界
多家大型石油公司和石油服務公司的全球總部而一直享有“世界
能源之都”的美譽。休斯敦現有 3700 多家與能源相關的企業，
其中 500 多家石油勘探生產企業，700 多家化工廠和煉油廠以及
150 多家石油設備生產商。在美國近年的頁岩油氣革命中，休斯
敦一直是油氣開采新技術的研發和決策中心。
第五屆石油企業合作論壇以及赴美投資研討會等系列活動將
在全球最大的海洋石油科技展覽會 OTC（Offshore Technology
Conference)期間舉辦，旨在促進中美企業家在石油能源領域的信
息交流與務實合作，幫助企業開辟產品市場，開展技術交流與合
作，對接中美投融資項目，掌握世界石油能源領域的前沿市場，

了解美國的投資、稅務、法律、移民、財務、金融等最新政策，
構建國際石油領域特別是中美石油領域最具價值的行業人脈。此
次論壇也將為有意在美國投資石油開發、工程服務、設備銷售、
煉化生產及房地產等項目並建立中美經貿合作關系的中國企業家
、金融機構、投資集團等金融界、商界人士提供一個頂級的合作
平台。
自 2011 年至今，世界華商石油協會已經成功舉辦了四屆
《中美石油企業合作論壇》和《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研討會》，受
到了新華社、中新社、華夏時報、僑報、美南新聞日報、美中信
使報、世界名人網、中國商務部網站、美國同城網等各大中外媒
體的廣泛關注與報道，得到了中美政要、行業領袖、知名企業家
、金融集團、專家、學者等社會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熱情參與
和高度贊譽，知名度和影響力不斷擴大。在世界華商石油行業協
會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與美國石油公司、石油工程、
技術服務公司、石油設備公司及石油煉化企業等達成合作協議，
邁出了企業國際化戰略的重要一步。近期不斷下挫的石油天然氣

價格對石油企業家是一個的挑戰，但更是一個石油行業調整擴張
的巨大商機。2015 年第五屆論壇將會更加務實而卓有成效，為廣
大中國參會企業搭建進入美國石油能源行業的一座橋梁，為美國
的大中小石油生產商提供最適合的中國石油企業的合作伙伴。世
界華商石油行業協會期待並歡迎更多社會團體、金融機構、企業
家、有識之士等社會各界的積極參與，共謀合作與發展，共創中
美石油能源領域及其他各領域互惠共贏的新局面。
中國企業組團參會陣容龐大，機會難得，活動主辦方歡迎社會各
界企業家、知名人士報名參加相關活動，並將對贊助商給予本屆
活動的贊助情況給予安排主題演講、一對一項目對接等針對性需
求活動。
聯 系 人：呂先生 聯系電話：1-8326079397； 電子郵件：
luyang@tepp.us
協會官方網站： www.hssyxh.org 論壇官方網站： www.
gcpea-usa.org

如何保障您的資產及穩健的退休計劃
蕭雲祥昨天舉行投資座談會現場座無虛席
（休士頓/秦鴻鈞）由著名投資顧問蕭雲祥主持的 「投資座談會」，於昨天（四月四日，星期
六）上午十時半起，在該公司舉行，現場觀眾出席踴躍，座無虛席。蕭雲祥在座談會上介紹了退
休計劃，完美財務管理，根據現在退休金，IRA 利息，存款，銀行利率，股票上漲下降趨勢，以
及石油價格的漲跌，影響複雜，需找專家給予支持，幫忙。
蕭雲祥認為美股票再往上走的空間不大，因為：（一）歐洲也開始 QE1，自己印鈔票。（二
）聯邦政府移動利率的時間與步伐（美元強勢造成原材料價格往下掉，油價下跌影響經濟）。
（三）視公司獲利的情況，要注意每月賺的錢。
蕭雲祥指出，二個重要決定因素：（一）美股票市場今年不會太好；（二）去美國以外的地
方——歐洲或中國買，股票經常在短時間是沒理性的，房地產價格最近漲不上去，不如炒股票，
但如果中國經濟不能跟上來，全部還是會下來。
蕭雲祥認為股民要有 「居安思危」之心，任何一個往上走的市場 57 個月，繼續上升的僅 40%
，傳統上平均漲 14.5 年。如 2000 年至 2013 年 4 月，是標準熊市，2013 年 4 月起新的牛市開始。可

以說，牛市現在才開始，雖然股
票市場上仍有小的波動（波動理
論），最好只修正 38%。目前來
講，做一個小修正對大家來講是
健康的。
馬峻顧問也提到：去年油價 圖為著名投資顧問蕭雲祥
圖為著名投資顧問蕭雲祥（
（左一
左一，
，立者
立者）
）昨舉行投資座談會
昨舉行投資座談會，
，
下跌，對能源行業衝擊大，其根 現場座無虛席的盛況
現場座無虛席的盛況。（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本問題，是市場上有太多油了，
產能的增加，導致市場上有過多的原油，是很難反彈的，可能 16 至 17 年不會有很大的改變，從
「長期」來看，油價會反彈回升的，但過程漫長，現在好像 07，08 年那種下跌的類型，油價價格
再往下非常有限。但油價上，漲的原因是產能削減。

「風雅集」 4月19日藝文座談 丘宏義教授主講 「希臘神話與傳說」

（本報訊） 「
風雅集」2015 年 「
藝文座談」，將於 4 月 19 日
（Sunday）下午二時至四時，在僑教中心 105 室舉行，邀請丘宏
義教授主講 「
希臘神話與傳說」。
随着文明時代的開始，神話和傳說時代告別。但是作為一種
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學的希臘神話，卻為我們留下了全面而生動的
記 錄。它反映了階級社會前人纇生活的廣闊圖景，也以數以千
計的人物形象表現了當時的社會風貌和人纇童年時代的自尊、

黃石公園6天團，丹佛出發
買二送一 $338 起

休斯頓積極籌備成立《
休斯頓積極籌備成立
《美南浙江同鄉會
美南浙江同鄉會》
》
會議上，理事們紛紛表示，浙江
同鄉會將秉承著這樣的理念，進一步
加強與浙江省有關部門的聯系, 號召所
有浙江籍人士關心浙江，並為浙江的
發展作出貢獻。為此，美南浙江同鄉
會將會設立國際交流部、教育部、獎

1-877-308-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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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2015 年 3 月 29 日，美南
浙江同鄉會籌備委員會的十幾名成員
在籌備委員會會長王峻(Jeff Wang)和委
員會顧問 Kathy P. Qian 的組織下，正
式宣布美國美南浙江同鄉會籌備組織
活動正式啓動。會議上討論通過了浙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1-877-427-6066
16 Elkins Road,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德州分公司

專辦中國簽證 豪華游輪
▲中國特價團$49 起，江南，北京，雲南，
四川，山東，廣州，桂林，新疆等
▲美東、美加東（買二送二）
▲黃石公園、美西 (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脈、歐洲、中國

王朝旅遊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僑
界紀念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 70
週年系列活動記者會, 於 4 月 2 日
下 午 4 時 至 下 午 5 時, 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的僑教中心 203 室舉行, 由僑
務委員葉宏志主持, 駐休士頓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齊永
強副處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李美姿副主任,僑務委員 王秀姿,
黎淑瑛, 劉秀美同源會會長, 華僑
協會休士頓分會黃泰生會長, 榮光
聯誼會丁方印副會長, 中山學術研
究會甘幼蘋會長, 休士頓中文學校
聯誼會謝蘭英前會長參加盛會並
就他們主辦的休士頓僑界紀念中
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 70 週年辦理
紀念座談會, 抗戰圖片展,, 抗戰英
雄表揚大會, 休士頓僑胞赴中國大
陸戰場支援事蹟座談會, 休士頓二
戰老兵表揚大會, 紀念大會, 華美
空軍抗日歷史文物回顧展,音樂會
及壁報展等 8 大系列多元活動項目
宣佈活動項目, 辦理日期, 主辦僑
團, 辦理地點及加註說明. 與會人
士手持中華民國國防部印製{勇士
國魂}紀念月曆並宣佈系列活動起
跑。
主持人葉宏志僑務委員致詞, 今天
是休士頓全僑紀念中華民國對日
抗戰勝利 70 週年系列活動的記者
說明會, 也是第一次, 其實我們在
這個之前承黃處長召集我們, 也開
過一次的協調會. 在協調會當中我
們也作成了很多討論和決議, 慢慢
的, 我們就等一下還會有一系列活
動跟大家報告, 我們休士頓僑界在
紀念慶祝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
70 週年的一系列活動, 待會我們會
一樣跟大家作個簡報, 大家都知道
, 我們今年除了對日抗戰, 也是對
二次大戰結束的一個 70 週年, 在西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公正
、剛
强、
具有
着不朽的魅力， 以綺麗神幻的色彩，奔放不羈的想象力流傳了
幾千年，它是我們探索史前希臘社會的一把鑰匙， 也是我們了
解西方文化根源的一个窗口。 希臘神話不僅是西方人的精神財
富，也是全人類共同的文化瑰寶。那麼希臘神話究竟有什麼獨特
的魅力？我們又應該如何開始了解希臘神話呢？
學養豐富，學貫中西的丘宏義博士將有系統的述說希臘眾神之體
系 (一如在西遊記中天宮玉皇大帝朝中的體系)， 各神的大致功

福達旅行社 (713)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安穩保險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www.allwininsurance.com

楊德清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
→
→
→世界各大城市特價機票
休士頓 ←
←
←
←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ww.farmersagent.com/jlu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 2010 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 State Farm 後獲得節省的
、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
2010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房屋買賣，投資，管理
Sales Associate

sunny.hsu@aarealtytx.com

andy.hsu@aarealtytx.com

竭盡所能﹐
為您提供誠信﹐

保險師

熱心﹐
省錢﹐
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此保險單(及保險計劃書)
若有提供為僅有之正式
版本﹐且以英文為準﹒

5855 Sovereign,Unit F Houston,TX 77036

1. 敦煌商場，雙連體旺舖出售，每單位1600呎，地處Corner位置，價格
超好，機會難得，可以聯繫Gina或Shannon.
2. 福遍糖城二層獨立屋，4/2.5/2，近2800呎。地理位置極佳，近59，
DairyAshford，超低稅率，Corner位置後院方正寬大，配有游泳池及
花園平台，僅售$235,000。
3. 合作路/百利大道近敦煌超市，全新裝修獨立屋，3/2/2，近2300
呎。高屋頂，采光極好，新油漆，新地板，花崗岩台面。僅售$131,000
4. Richmond/Galleria區，兩單位出租：1 bedroom，包水電，$750/月；2
bedroom,包水電，僅$1000/月

專精各類商業地產之買賣投資
承租及管理…積 20 年之從業
經驗為您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Shannon Gao
高紅
Sales Associate

❸您的銀行帳戶
$763

楊凱智

Steve Yang, Agent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我們說你的語言

平均節省$825*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E-mail: helen@helengo.com
web site: www.helengo.com

0905023TX

2010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萬事達石業公司

713-981-6888

德州地產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 2012 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 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 A.
M.Best 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 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1) 湖景豪裝共渡屋 1600 尺 2 房
2 廁 近中国城，投資自住首選
僅售 7 萬 9
2) 英式建築獨立屋，好區交通
方便。1620 尺,2 房 2.5 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 11 萬 9
3) 獨立屋 1300 尺 ,2 房 2.5 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 9 萬 9

North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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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 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

xiannen_g@yahoo.com

713-550-6373(專線)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❶您的車子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1. 位於糖城 Riverstone，2008 年建房，總面積 2585
呎，一層四房二浴二車庫，前廳高挑寬敞，客廳落地
窗戶，全新裝修，島式廚房，大理石工作台面，超大
步入衣房，浴室廚房瓷磚地面。現價 26 萬 5
2. 位於 Richmond City，2007 年建房，總面積 2150
呎，一層三房二浴二車庫，高挑屋頂，超大主臥室，
衣房，硬木地板，花崗石島型廚房，軟水系統等，售
價 17 萬 9
3. 利和新村連體別墅，三房二衛，安全門，整潔豪
華，近各大超市、銀行、飯店，僅租$1100/月

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

保護：
❷您的房子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服務客戶逾 20 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外地（800）350-1078 Fax:713-988-6886

位於 HOUSTON 西區及醫學中心 4 家
連鎖三明治餐廳（WHICHWICH SUPERIOR SANDWICHES）出售，年營業額
一百七十萬。售９９萬９千９百元。新
投資移民創業最佳選擇。機會難得.

1) 近 8 號/Brain Forest Lake Side
Place，2,271 呎，一層樓 3/2/2，有游泳
池，新油漆，木板地，高屋頂，採光好，
情況良好，環境幽美，$274,900
2) Miss Bend 近 2500 呎，二層樓，3 房
3 衛，加遊戲間，原 Model Home，投資
自住皆宜，$152,000

我們的信念

CLU

呂振益 J.Eric Lu

以二十年經驗，為您做完整服務
HAR Client Experence Rating A 4.99* Realtor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713-988-0788 ˙人壽保險
˙汽車保險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員工保險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地產保險
負責人

＊

另代訂酒店租車﹑簽證及 Package Tour.

呂氏 J. Eric Lu ˙餐館及商業
保險 Insurance Agency ˙房屋及水災

向更好邁進 TM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Office:713-952-5031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Fax:713-952-5032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9889 Bellaire Blvd 2 ND. Fl Bldg A#121 Houston TX 77036

˙美東 5～8 天豪華遊
˙佛州奧蘭多迪士尼 4～9 天遊（四人一房）
˙美西 4～12 天精華遊
˙日本關東風情 6 日遊
˙黃石公園總統巨石/北大峽谷 7 天 6 夜 （買二送一） ˙日本關西風情 7 日遊
˙北京,蘇州,水鄉﹑同里﹑杭州,上海 8 天
˙加拿大洛磯山 6 天/7 天 特惠遊（買二送二）
˙夏威夷 4~7 天遊
˙加拿大東部 5 天遊（多侖多﹑屋太華﹑滿地可﹑魁北克﹑
˙歐洲（英﹑法﹑意﹑德﹑蘇俄）7～17 天經典之旅
京士頓﹑尼亞加拉大瀑布）（四人一房）
˙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等地機票連酒店套餐
˙超值雲南風情遊
˙蓋文斯頓港出發墨西哥 4～7 天遊輪
˙超值黃山江南風情遊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省下平均$480！＊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還有適合的保障
！

6918 Corporate Dr Ste.A-14, Houston,TX 77036

773-1243

cousintravel_tour@yahoo.com

Cousin
Cousin Travel
Travel

如果客戶找到本地零售價格

價格保證 相同的團，我們承諾價格匹配。
Tel:713-981-8868 網站﹕aaplusvacation.com

能， 其神話中各眾神的事蹟及寓意，及這些神話為甚麼成為西
方文化的骨幹的前因後果。還有這些神話和中國神話中人物，寓
意等的大致比較。
丘宏義慱士是美國康乃爾大學物理博士，前美國航空
總署知名天文物理及太空科學家。 退休後專事寫作與翻譯，並
創辦 漢世紀集團。 著有新封神榜-紂王與妲己，吳大猶-中國物
理學之父， 中西詩詞雙語賞析等書籍。 並譯有 The Golden Ratio-黄金比例，預約新宇宙，抓時間的人， 數學與頭腦相遇的地
方， 億萬又億萬等十大本譯本。丘慱士為人風趣而幽默將偏重
於欣賞性， 趣味性， 以及通俗且邏輯性清晰地描述， 古希臘奥
林匹斯神話故事及體系。 娓娓道來， 引人入勝。

Wendy Xu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wendyc21sw@gmail.com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反應迅速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專業施工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工廠直銷

花崗石廚房檯面 部分花崗石樣板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 6 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GRANITE MASTER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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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到休士頓服務大家!
臺北經文處經濟組黃立正組長,中華電信全球公司楊明賢總經理和赤坂餐廳東主黎淑
臺北經文處經濟組黃立正組長,
瑛歡聚
出席產品說明會有旅館公會宋秉穎,嚴杰
出席產品說明會有旅館公會宋秉穎,
嚴杰,,台商會周政賢
台商會周政賢,,臺北經文處經濟組黃立正組長
臺北經文處經濟組黃立正組長,,金城銀行楊明耕
金城銀行楊明耕,,希爾頓花園旅館黎淑瑛
,中華電信全球公司楊明賢總經理

簡介：即將步入 30 歲杜拉拉正式成為公司代理人力資源總監，事業蒸蒸日上，杜拉拉也希望能早日跟王偉結婚。離開公司後的王偉事業發展並不順利，他
對娶杜拉拉始終下不了決心，兩人感情漸亮紅燈……

美南國際電視節目表
中華電信全球公司楊明賢總經理在赤坂曰本餐廳宴請與會人士

中華電信全球公司楊總經理明賢率技術團隊來德州訪問 ，在德
中華電信全球公司楊總經理明賢率技術團隊來德州訪問，
州 休 士 頓 的 Hilton Garden Inn Houston Westbelt(6855
Westbelt(6855 West
Sam Houston Parkway South, Houston, Texas, 77072
77072,, USA)
舉辦產品說明會

中華電信全球公司楊明賢總經理和臺北經文處經濟組黃立正組
長主持新聞發佈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好消息！

你想看 Local 地方新聞電視
和美南 55.5 電視嗎？
DISH 提供室內數碼天線
詳情請洽通用傳訊
281-983-0088

DISH 提供室內數碼天線。詳情請洽通用傳訊 281-983-0088







中華電信全球公司楊總經理明賢介紹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為
台灣營運經驗最豐富、
台灣營運經驗最豐富
、規模最大之綜合電信業者
規模最大之綜合電信業者，
，擁有超過千
萬個人及企業用戶



王康,Kristy Chung,Yvonne Lin 說明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在北
王康,Kristy
美的轉投資公司主要業務包括固網通信、
美的轉投資公司主要業務包括固網通信
、行動通信
行動通信，
，以及數據通
信三大領域，
信三大領域
，提供語音服務
提供語音服務、
、專線電路
專線電路、
、網際網路
網際網路、
、寬頻上網
寬頻上網、
、
智慧型網路、
智慧型網路
、虛擬網路
虛擬網路、
、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
、企業整合服務
企業整合服務，
，以及各類加
值服務

首 播 14：00 - 15：00
重 播 04：00 - 05：00

中華電信全球公司王康,Kristy Chung,Yvonne Lin 和觀光局姚義
中華電信全球公司王康,Kristy
和觀光局姚義,,希爾頓花
園旅館黎淑瑛,Kathy
園旅館黎淑瑛
,Kathy 許,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何真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何真,,陳月燕
等互相交流

七天二十四小時免費收看
網上同步收看及手機上網收看
網址：www.itvhouston.com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55.5 覆蓋全大休士頓 44.6 覆蓋全洛杉
免費高清頻道●免費數位頻道●免費中、英文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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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延品聯合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S OF YANG & ASSOCIATES, PLLC
Email: info@yanglawus.com www.yanglawus.com
電話：（713）271-YANG (9264)
傳真：（713）271-9265

民： 勞工卡，傑出人才，國家利益獲免
技術移民，非移民申請，親屬移民
公民入籍，移民法庭出庭，拘留保釋
移民上訴
地 產： 地產買賣，商業租約，產權分析
貸款文件
王大可律師協助辦案
*楊延品律師
商
業
：
公司成立，生意買賣，合約起草
亞利桑那州律師執照
德州律師執照
北京大學法學學士
商業談判，合約審查，商標申請
聯邦南德州地區法院執照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碩士
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執照
版權註冊，企業並購，破產重組
北京大學法學學士
休士頓大學法學碩士
繼 承： 遺囑信托，遺囑執行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碩士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法學博士
家 事： 協議離婚，監護撫養
訴 訟： 商業，地產訴訟，民刑訴訟，保險賠償
地址：668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ite 302
Houston, TX 77072 (百利八號交界，SPARTAN 保安大樓內)

太平洋抽油煙機

鄧隆隆律師

Simon Tang, J.D., Ph.D.,
Attorney at Law

車禍
醫生誤診
不成功，不收費

商業訴訟

刑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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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Tech Firms Worry About Proposed Anti-Terror Law

殺菌抽油煙機

最新

把看見的油煙看不見的細菌統統一網打盡﹒
優質售後服務﹐
專業的安裝師傅﹐
馬達永久保證﹐
零件十年保證

2013

特價 大酬賓

訂購電話﹕281-530-1511

STAINLESS STEEL

10800 Bellaire Blvd Suite
Houston,TX.77036
Bellaire and Wilcrest

299.

C

713-772-9639 713-772-9622 713-277-8385

6200 Savoy Drive Suite #520, Houston, TX 77036

ohyan@ohyanlawgroup.com

雷允士律師

10080 Bellaire Blvd., Ste. 220, Houston, TX 77072 (中國城Home Depot的北邊馬路對面，百利大道上)
傳真：832-201-7733
e-mail: info@tang-law.com
Licensed to Practice Law by Texas Supreme Court; Not Certified by Texas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Kevin Chavez

歐陽婉貞律師
紐約及德州執照
聯邦德州南區

公司常年法律顧問，公司成立，各式契約簽訂：合伙契約、租約、投資契約、房地產契約，
營業牌照，轉讓變更登記；訴訟；商標，著作權，等等

商 業

移民簽証：投資、傑出人才、傑出學者教授，國家利益豁免、跨國公司主管、勞工紙、親屬

移民 / 入籍 移民；非移民簽証：專業工作（H1B），跨國公司主管或技術人才(L1），傑出人才（O），條
雇用
其它

約國家的投資者（E）
，學生（F）
，未婚夫妻（K）等等；強制遣返；公民入籍及面試陪同

僱傭契約, 僱傭手冊, 勞資糾紛協調, 保密協議, 不從事不公平競爭協議等等，僱用訴訟等等
遺囑、信託、財務或醫療授權書、收養，婚前協議，認證程序等

(誠信經營追求卓超品質&高效率)

專精

保羅‧牧迪 律師事務所

6200 Savoy Drive,suite 520.Houston,TX 77036

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
蘇力律師*

(Beijing) – The drafting of China's first anti-terror law has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from overseas because aspects related
to cyber security issues are expected to
have a big impact on foreign tech firms'
operations in the country.
A draft version published on the website
of the country's legislature,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law include articles that require telecom and Internet companies to
hand over encryption keys and install
backdoors to their software to aid counter-terror investigations.
These requirements have touched a
nerve at Western tech firms because it
would gra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cess to the companies' most sensitive data.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indicated
this was unacceptable to his government, telling reporters in early March:
"This is something they are going to
have to change if they are to do busines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response, the spokesman of the NPC,
Fu Ying, said at a new conference that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draft were in accordance with China's laws and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Fu also sai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have also required tech compa-

LAW OFFICE OF SOLIS & YAN
多年辦案經驗的律師事務所曾成功經辦數萬案件

10

LAW OFFICE OF PAUL N. MOODY, P.C.

離婚

•誠信經營
•追求卓越品質與高效率
德州執照、最高法院
聯邦德州東區，西區，南區，北區• 提 供 客 戶 及 員 工 合 理 報 酬
•關懷社會
•重視團隊運作
合夥人律師

主任律師

移民入籍

涉刑事之、疑難移民案件
公司登記註冊
刪除犯罪記錄、封存刑事案底
涉刑事之綠卡吊銷
稅務局審查及上訴
金融詐騙、非法集資、監獄保釋
涉刑事之公民入籍
地產稅減輕及上訴
青少年犯罪、偷竊、販毒、打架、持槍
移民扣押保釋、政治庇護
商業合同、民事糾紛談判和解
酒醉駕車、妓女罪、組織賣淫罪
移民法庭辯護、驅逐出境翻案
生意買賣、商業租約簽訂
無照按摩、無牌開店、足療服務違規
聯邦法院上訴
房地產買賣、過戶
代辦德州各類職業執照
遞解出境後重返美國
商標、專利申請
及營業牌照之申請
投資移民
遺囑、信託
性暴力、家庭暴力
親屬、工作、分公司經理移民
婚前協議、離婚
守行為期提早結束
旅遊、商務簽證及延期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掃除拆洗煩惱:
˙自動清洗 ﹐
。
首創蒸氣除油 | 融解油汙 免拆洗
最先進的技術﹐
只需一按 AUTO CLEAN 就會自動清洗扇 太平洋首創「全自動蒸氣洗」抽油煙機，獨家「130 C 超高溫蒸氣洗」
，以超高
葉油污﹐
操作簡單方便﹐
清除油污,掃除您清洗油污的煩惱﹒
溫蒸氣環繞去汙，再輔以熱水沖刷潔淨，全方位迅速除油，徹底殺菌，除臭，
自動清洗毫無死角，更配備全新「吸力霸靜音馬達」
，給您超強吸力與極靜
最低的噪音 :
˙最超強的吸力﹐
音。挑選油煙機，就該選擇解決您所有煩惱的太平洋「
蒸好洗」
抽油煙機!
專利設計Ｓ型排風系統﹐
形成強勁離心吸力﹐
全新流線
有名牌禮品贈送!!
內部結構﹐
使其吸力稱霸﹐
噪音最低﹒
覆蓋美式四個爐頭:
˙最先進的外型設計﹐
全新流線外型﹐
採用西歐無接口收邊技術﹐
完美造型﹐
雙吸風口﹐
覆蓋四個爐頭﹐
使您的廚房充滿高貴現代氣息﹒
00
PR 9630A

Jim Leavens, J.D.,
Of Counsel

意外受傷

NEWS & REVIEW

Bill Would Require Companies To Hand Over Encryption Keys And Put Backdoors In Their Equipment

鄧隆隆大律師
713-818-0707; 832-818-0707

( 台灣製造精品
台灣製造精品))
自動清洗系列抽油煙機

AC3100 3300, IT30,

移

*Board Certified Immigration & Nationality Law, Texas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榮獲德州法律專業委員會移民法律專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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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AM1050 每月第 2,4 週一 5:30PM 移民路路通 特約主持 最新資訊 現場解答
美南新聞周六移民專欄特約撰稿人

鄢旎律師**

不論對方不簽字,不在美,失蹤都可成功

破 產

專業執照出庭律師確保您能獲得最高賠償
不成功﹑
不收費﹒
總賠償金額累積超過千萬元
24 小時緊急事故華語專線

律師費調降為賠償金額之 25%
申辦個人破產(保證成功) 刑 事 案 件 曾有多次辯護謀殺案的刑事專業執照律師
為您出庭辯護各類刑事案件
申辦公司破產
移 民 案 件 專 精 各 種 庇 護 ﹐停 止 遞 解 出 境 並 於 移 民 法
保護個人資產
院出庭辯護,移民監獄保釋,職業移民﹑親屬
客人資訊保密
移民﹑L/E/H 簽證﹑未婚夫妻簽證﹑單身證明﹑受虐

電話︰ (713)977-9900

傳真︰(713)977-9941 ﹑配偶﹑自行申請綠卡

地址﹕6420 Richmond., Suite 215,
Houston, TX 77057

華語專線︰(713)977-1616
華人法律助理︰Amber Ling(SMU法學碩士)

Jaime 律師

Robert 律師 Andy 律師

Joe 律師

Sam 律師

Anal 律師

移 民 法 身份轉換,親屬移民,職業移民,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工卡,回

美證,入籍,更換地址﹒疑難案件查詢﹒我所的移民局常駐律師,親
自帶您與移民官面談﹒我所的移民法庭出庭律師,專辦遣返案件

精辦移民
精辦留學

家 庭 法 離婚,監護權,子女撫養費﹒
刑法,交通罰單 超速,酒後駕駛,及各類刑事辯護﹒
商 業 法 合同起草,成立公司,遺囑,信托及翻譯公證

★在洛杉磯,芝加哥,達拉斯等八處設有分所

www.solisyanlaw.com
地址:9188E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惠康超市廣場內)
Licensed

by

the

Not Cetified by the Texas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except as specifically indicated

Eva 律師

周六照常服務

電話: 713-779-4416
傳真: 713-583-9749

Texas Supreme Court Not Certified by Board of
*licensed in Texas
**Licensed in New York

Specialization.

宋 秉 穎 聯 合 律 師 事 務 所

Law Offices of Sung & Associates,P.C.
地產買賣﹑
地產過戶﹑
各式租約﹑
各類地產相關合約﹑
貸款文件
H-1 及 L-1 等各類工作簽證﹑
傑
移 民
出人才及國家利益獲免等各種
職業移民﹐
各類親屬移民﹐
生活
擔保書及公民入籍等﹒
跨國投資﹑
爭議解決﹑
商 業 成立公司﹑
生意買賣﹑
各式商業合約
授權書﹑
家庭信託﹑
遺囑﹑
信託 各類遺囑﹑
及其它 無爭議離婚
房地產

宋秉穎律師﹐法學博士
Amy P. Y. Sung

德州﹐紐約律師執照

通國、英、台、粵語

Tel:713-988-5995 Fax:713-988-7787

access; or comply with the government
Atkinson, who is also a tech policy advinies to disclose security-related
demands. He predicted that the first two
sor to the White House, said the draft andata in recent years.
choices are most likely.
ti-terror law might worsen trade tensions
The draft of the anti-terrorism law
Cyber Fight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undergone two readings, one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Many Internet experts also worry that inin October and another February.
States related to cyber security issues
stalling backdoors in software system
A third review is required for the
has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may weaken system security and create
law to be approved. However, at
ly after former U.S. National Security
openings for hackers.
this year's annual legislative meetAgency contractor Edward Snowden
Foreign tech firms have big eyes for the
ing, which ran from March 5 to 15,
disclosed U.S. cyber surveillance in
Chinese market. A recent report by the
the draft was not submitted to the
2013.
market research group International Data
NPC for its deliberation.
One of Snowden's many charges was
Corp. predicted China's spending on inThis could mean China is changington.
that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launched
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 proding its approach, said Douglas Paal, a
Then in May last year, after the U.S. De231 cyber attacks in 2011, and
ucts will reach US $ 465 billion in 2015.
former director of Asian affairs for the U.
partment of Justice indicted five Chinese
three-quarters of them targeted at China
The country could account for 43 percent
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curmilitary officers on charges of hacking U.
and Russia, including Chinese telecom
of the growth in the global market.
rent vice president for studies at the
S. companies, prompting China to end
companies like Huawei Technologies Co.
Paal said that if the draft of the anti-terro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the team's work.
Early in 2012, the U.S. government
law was enacted as it is, foreign firms will
Peace. "The NPC did not act on the legisFred Cate, a cyber security law professor
banned Huawei from any investment and
have three choices: exit the China marlation for this measure, so Beijing may
at Indiana University, said that if the curacquisitions in the country, citing national
ket; find a Chinese partner to share
be reshaping or reconsidering its derent intension escalates, the United
security concerns.
some but not all of the codes and tech
mands," he said.
States may adopt trade measures to reThe Sino-U.S. relationship in information
Paal said the draft law sought software
strict technology product exports to Chiand cyber security issues has been
source codes and assured backdoor enna while the Chinese may fight back with
thorny since 2011, with criticism going in
try to software for government observasimilar measures.
both directions. In June 2013, in a meettion, which amounts to asking companies
Microsoft's Jing said China and the Uniting betwee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to give away their commercial property
ed States should set up a dialogue mechping and Obama, efforts to improve mutuwithout compensation, likely meaning the
anism for handling cyber security issues
al understanding in cyber issues were
loss of the code to competitors in China.
in order to solve problems and seek muhigh on the agenda. A month later, the
Robert Atkinson, the president of the Intually beneficial solutions. (Courtesy http:
two sides set up a joint cyber security
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english.caixin.com/)
team that held its first meeting in WashFoundation, a public policy think tank
based in Washington, said
foreign companies are concern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be able to access to all of their information without going through
any legal review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Governments don't need the
stop with architecture. He also is a feng-shui
her we need to move to a 'sunshine place,'
Introduction
keys," he said. "They just
master and artist.
and that place was Houston, Texas.
need to be able to require For many years, Asians from many countries
Mr. Lee sees feng-shui as architecture and
So
at
the
age
of
31,
Lee
and
his
wife
moved
in
the
Far
East
have
migrated
to
the
United
firms in China to turn over inhas merged many of its principals into his arto Houston and in 1983 started his own busiStates in search of a better life with new and
formation."
chitecture projects.
ness.
challenging opportunities, to escape persecuMr. Lee explains: “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It was during this time that Lee had been
tion or to seek an education that was not availtween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Feng-Shui.
searching for the meaning of his life. He was a
able to them in their homelands.
Modern architecture deals mainly with visible
person who was independently minded and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dimensions. Feng-Shui not only
would rather “ give orders “
the Korean conflict and the thawing out of the
deals with visible dimensions but
rather than take the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so invisible dimensions. One of
“ I decided to just 'surprise
China in the 1970's, the number of Asians
these dimensions is called Chi,
myself' and welcome life's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staying on a
which stands for life's energy.
challenges.”
permanent basis, has risen greatly. Currently,
In other words, Feng-Shui "ex“ My life has really followed
there are many second and third generation
pands" the modern architectural
a 'normal process' of educaAsians who have never even set foo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space and
tion and work. And along the
lands of their grandparents.
time. Feng-Shui adds more diway I have learned that we
The purpose of Southern News Group's Asian
mensions to modern western ar(humans) are spiritual beWho's Who project is to recognize and highchitecture, and helps architects
ings … not human beings...
light the lives and many contributions that
to serve their clients better. It
rather, spiritual beings. I conhave been made by Asians in our community
raises our "moral responsibility"
sider myself spiritual and
while holding up their successes and contributo safeguard our clients' well beseek the essence of things
tions as inspirations to younger generations.
ing. With Feng-Shui knowledge
in human nature.” The goal
(Editor)
we can strive to serve our clients
is always to diminish our aniC. C. Le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sense of
mal instincts while increasArchitect, Businessman, Teacher And Artist
ing the divine within to a Horse Painting By C.C. Lee architectural services.”
Lee teaches an adult education
higher level.”
class at Rice University on feng shui, the anLee's first break came when he saw a sign ad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The class has been
vertising “ property for sale.” As it turned out,
popular among realtors, architects and HousLee and the real estate broker hit it off and the
ton residents building their custom homes.
firm became his first client.
Each quarter, Lee takes interested students
And as people say, “ the rest is history.” From
on a tour of a Houston home. The professor
this humble beginning, C.C. Lee's fledgling
goes through each room, pointing out good
firm went on to design many well-known puband bad feng shui designs, and suggests
lic landmarks in Houston including the George
ways to improv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the Warwick hoLee is also an accomplished artist and has
tel, Hilton and Westin Hotels, MD Anderson
After his college graduation in Taiwan, at the
been painting horses since he was a young
Hospital, Texas Commerce Bank, Bank One
age of 21 Chao-Chiung (C.C.) Lee emigrated
boy. So far, he has had 13 art gallery showand many other projects worldwide in coun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entered graduate
ings of his work in Taipei, St. Louis, Springtries including Nigeria, Vietnam and China.
school at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field, New York and Portland, and most recentIn his career, Chao-Chiung (C.C.) Lee has
Missouri.
ly at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on the West
managed a successful architectural practice
“ I remember being in class in grad school and
Loop in Houston, many of which have been
since 1983 with offices in Houston, Pensacoit was like being in a 'dreamland.' All my
one-man exhibitions. He still likes to paint usla, Mobile, and Shanghai. Under C.C.'s leaderdreams were coming true and it was like being the ancient Chinese system of brush paintship the firm has designed diverse projects ining in a movie.”
ing on rice paper.
cluding hundreds
After graduation, Lee was hired by
When asked about his thoughts of the future,
of classrooms, ofan architecture firm and by the age
he replied by stating that he was so fortunate
fices for higher
of 30 he says, “ I had reached all
to live in Houston which is a global “ melting
education, public
my life's goals...I had my degree, I
pot” with endless opportunities and possibilischools, commerowned my own home, a running
ties. He said he could not imagine living anycial, and residencan, but still felt 'stuck' in Springwhere else.
tial projects
field, Missouri.
The George R. Brown
Website: http://www.cclee.us/
But the talents
“ I told my wife, 'we need to move.'
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
My wife was not happy, but I told Convention Center, One Of C.C and interests of
Lee's Firm's Projects
watch?v=QjM__4Vj66g
C.C. Lee do not

E-mail:amysung@sunglawfirm.com
E-mail:sunglawye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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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广东侨务新常态新发展
■全省侨办主任 ( 局长 ) 会议召开

■ 2014 年广东侨务
十件大事

新一年全省侨务系统抓落实见成效创佳绩

广东省侨务办公室主任吴锐成

广东侨网讯 1 月 29 日下午，2015 年全省侨
办主任（局长）会议在广州召开，传达全国侨办
主任会议精神，总结交流 2014 年全省侨务工作，
研究部署 2015 年侨务工作主要任务。21 个地级
以上市和顺德区侨办（外侨局）主任（局长）、
分管侨务副职，省侨办领导及机关处室、下属单

位负责人等共 120 多人出席会议。
会前，广东省副省长招玉芳对全省侨务工作
做出批示，充分肯定过去一年侨务工作对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新的一年全省侨办
系统紧紧围绕全省发展战略，主动适应新常态，
积极把握新机遇，着力在推动与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南太平洋岛国、欧美
等国家交流合作、深化华侨农场改革发
展、依法护侨惠侨等方面抓落实、见成效、
创佳绩，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再立新功。
会议对过去一年全省侨务工作进行
了总结。据介绍，去年全省侨办系统以
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动
力，大力实施聚侨力、育侨菁、传乡情、
暖侨心、弘侨爱“五大行动”，在助力“海
丝”建设，推动和谐侨社建设，促进对
外人文交流，促进归侨侨眷民生发展，
加强依法护侨，推进《广东省华侨权益
保护条例》立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服务促进了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省侨办党组书记、主任吴锐成代表
省侨办做了工作报告，对 2015 年全省侨
务工作进行了部署。他要求全省侨办系
统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为引领，以全面落实侨务工作“五大行动”
为抓手，在服务大局上突出发挥侨力助
推“海丝”建设的重点，在为侨服务上
突出加强侨务法治建设的重点，在涵养
资源上突出强化华裔新生代工作的重点，
在队伍建设上突出持之以恒深化作风建
设的重点，全面提升为侨服务和为大局
服务的能力水平和工作成效，进一步推
动全省侨务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为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
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
新贡献。
会议还举行了大会交流和侨情专题
讲座。深圳、广州、汕头、佛山、惠州、
东莞、中山、茂名、清远市侨办（外侨局）
等 13 个地级以上市和顺德区侨办（外侨局）分
别介绍 2014 年工作情况和 2015 年工作思路，共
同分享当地实施开展“聚侨力、育侨菁、传乡情、
暖侨心、弘侨爱”等侨务工作“五大行动”的亮
点和做法。省侨办有关处室负责人分别做了广东
新侨情报告和全省侨务工作现状和特点报告。

富 國 地 產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E-mail: chentoby@ymail.com

■广东省侨务理论研究成
果报告会 促进工作创新
广东侨网讯 3 月 6 日上午，广东省侨办举行广
东省侨务理论研究成果报告会。国务院侨办侨务理
论研究广东基地（广东侨务理论研究中心）部分课
题负责人交流介绍有关侨务理论课题研究成果，内
容涉及海外华侨华人现状、侨务引智、侨资企业转
型升级、广东企业“走出去”战略等多个侨务工作
重点领域。
广东省侨办主任吴锐成在会上强调，加强侨务
理论研究是适应新常态的要求，今后要继续加强侨
务理论研究及研究成果的转化运用，推动广东侨务
工作创新发展。

＆ASSOCIATES

Top USA Investment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糖城 Clements 高中，稀有 Sweetwater 高級區一層樓，精裝修木板地,
格局方正，挑高屋頂，4 房 2 浴，自住投資均宜，僅售$315,000
◆新屋專家，糖城最好學區，最新屋熱賣中，數量有限。
◆近 8 號獨棟廠房，交通便利，17,500SF，2006 建新，3 個超高卸貨 Deck,售$1,975,000
◆位 Stafford City，住、商混合用地 1.5 英畝，售$300,000
◆投資良機，10 個單位公寓樓出售，100%出租，超高報酬 11% 售$595,000
◆中國城精華區，4 房 2.5 浴，2460 呎，1.5 層樓，售$235,000
◆休士頓南部，距離 Hobby 機場 1 Mile，2 萬呎倉庫出租，可分隔，短期可議，租 75￠/呎
◆westheimer 商業區成熟日本餐館出售，有意請洽 Grace.

广东侨网讯 广东省侨办通过广东侨网开
展了“2014 年广东侨务十件大事”评选活动，
得到各级侨务部门和广大网民的热烈响应。
1、广东省人大会议首次邀请十位海外华侨
列席。
2、广东省第十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隆重举行。
3、海外侨胞积极支持参与广东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
4、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召开第六次会员大会
产生新一届理事会。
5、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
作试验区 海外侨胞反响热烈。
6、千名海外华裔青少年集结参加“相约广
东·走进中山珠海”活动。
7、全国首家涉侨民间智库—深圳市侨商智库
研究院揭牌成立。
8、津通集团项目落户广州番禺 , 首届世界华
商 500 强广东（广州）圆桌会结硕果。
9、第六届潮商大会在珠海举行。
10、第四届世界江门青年大会硕果累累。

STANLEY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 832-235-5000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Cell: 713-459-2656

美聯鐵工

價格公道
質量保證
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 服務快捷

PLLC

勝利律師事務所
AARON M. STANLEY

陳德威律師
美國人,中國通,能說流利中文

(832
832)) 868
868--1090

95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金門爐頭廠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Bellaire
59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

Bissonnet

Summerbell

★

Honeywell

闻.indd 1

侨乡 广东

9330 Summerbell

Beltway 8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對商業糾紛及
人身傷害具有豐富經驗
9889 Bellaire Blvd. #117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二樓 101 樓上）

(281
281)) 766
766--7939
Kai@stanley-Lawfirm.com

˙車禍/人身傷害:讓您獲得高額賠償
陳德威律師曾為保險公司特聘律師,熟悉保險公司心理
和作業方式,不得賠償,不用付款
˙刑事辯護:酒後駕駛,吸毒,輕罪,重罪,家庭暴力,人身攻擊
˙訴訟:商業糾紛,商業訴訟,民事訴訟,意外傷害訴訟等
˙婚姻法:協議離婚,有爭議離婚,跨國家庭糾紛,監護權,
撫養費
˙移民法:結婚移民,親屬/工作移民(H1B),投資移民(EB5),
公民入籍
˙商業法:租賃約,各種商業合同,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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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被評為全美工作難度最高城市季軍

建築的環保認證，為獲得能源之星的認
證，參選城市的建築必須在能效上高於
全國範圍75%的建築。
往年以來，能源之星關於大都市認
證建築的評比始終是洛杉磯排在第一名
，而今年華盛頓大都會區則以擁有 480 座
通過能源之星認真的環保建築拔得頭籌
，成績令人興奮。洛杉磯以擁有 475 座認
證建築位列亞軍。

維州近期頻發中餐館老闆被竊案件

常都是選在屋主工作，家中無人的時候。
當地警方表示，盜賊對這些中餐館
從業者的生活習慣應該有一定瞭解，並
知道這些人家中什麼值錢，竊賊一般會
打破窗戶入戶，帶走現金、珠寶、高檔
皮包、大衣等財物，甚至還出現中國名
貴酒品被盜的情況。

馬州專家77 發現助孕婦保健
馬州專家

【本報華府訊】孕婦保健是許多華裔朋友普遍關注的問題，特別
是家有孕婦，更是需要對一些特殊的生活習慣加以注意，來保障
孕婦和胎兒的共同健康。近日，馬里蘭州及其他一些地區的相關
孕產婦專家給出了7個有關孕期保健的建議，助您順利度過孕期。
發現1，懷孕時最好滴酒不沾。專家們調查了 506名准媽媽
，並在她們的孩子長到 6～7 歲的時候對孩子的行為舉止進行了
測試。結果發現，在懷孕時平均每週喝一杯雞尾酒的准媽媽所
生的孩子存在行為問題的比例是那些從不喝酒准媽媽的3倍。
發現2，波士頓婦科醫院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稱，如果在剖
宮產後的18 個月內嘗試陰道分娩，因為剖宮產造成的子宮內壁
上的傷疤還沒有完全癒合，會有導致子宮破裂的危險性。
發現 3，通過對 9000 位准媽媽的調查，發現差不多有近 1/
10 的人受到孕期抑鬱症的困擾，所以專家建議如果一位准媽媽
情緒低落而且保持持續低落的狀態，就應該引起注意了，而且
孕期抑鬱症還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產後抑鬱症發生的幾率。
發現4，華盛頓的美國婦產科醫師學會發表了最新的關於孕

婦鍛煉的建議，鼓勵沒有任何高危症狀的准媽媽每天至少適當
鍛煉30 分鐘，即使不能做到每天鍛煉，也要儘量每週多鍛煉幾
次，鍛煉方式可以選擇散步、游泳、室內腳踏自行車等等。
發現5，馬里蘭州貝塞斯達國立衛生研究院對 577名女性進
行了跟蹤調查，發現那些在懷孕期間體重增加超過標準值的女
性，在生產一年之後成為胖子的可能性是那些將體重控制在標
準範圍內的准媽媽的 4 倍。所以孕婦如果不想產後成為胖子，
最好產前不要體重增加過多。
發現 6，調查還發現如果准媽媽超過 13 個小時沒有吃東西(
含睡覺時間)，那麼她們早產的機率會上升 30%，而包括早餐在
內的三頓正餐，加上上下午各一次的兩頓加餐，這樣的飲食結
構和規律才是對準媽媽最有好處的。
發現7，馬里蘭州貝塞斯達國立衛生統計中心稱，妊娠高血
壓綜合征在近年來有越來越頻繁的傾向，僅在過去的10 年中增
幅就高達 40%，所以提醒准媽媽們加以注意，如果出現視力模
糊、頭疼、嚴重嘔吐等相關症狀，應及時就醫採取措施。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6
Houston, TX 77036(王朝超級市場后)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專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即時Ｘ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光
檢
治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
甲溝炎根除手術

醫生本人通國﹑
粵﹑
英語
骨刺
平板腳
風濕關節炎

灰指甲

腳趾縮變形

雞眼骨
甲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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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82

下肢麻痺

何繼強

周一至周五 9AM-5PM

713-773-1115

D.D.S.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歡迎洽詢預約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713-272-8883

25 年 牙科臨床經驗

百利大道近 6 號公路

7500 Beechnut #225
Houston, TX 77074

Fellow of Orthokeratology Academy of America
Therapeutic Optometrist / Glaucoma Specialist
Pediatric Specialist / RGP and Soft Contact Lens
Tel: 713-270-9188
全新先進設備 醫術精湛周全 惠 Fax: 713-271-9188
Tel: 281-491-2199
康 營業時間: 星期一、三、四、五、六
Fax: 281-491-2332
診治各類眼疾 青光眼專執照 廣 11:00am-6:30pm
營業時間: 星期一 - 星期五
糖
星期日 12:00(noon)-5:00pm
9:00am-6:00pm
場 星期二 公休
（前達君視力眼鏡） 城 星期六 9:00-4:00
幼兒視力保健
斜視弱視矯正
鮑亞群 視學眼科博士
診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I Houston, TX 77036 診 星期日 公休
www.EagleEyeCtr.com
Dr Ya Chin Bao (O D) 控制預防近視 精配隱形眼鏡 所 網址:
所 1730 Williams Trace, Suite J
Email: eagle.eye.bellaire@gmail.com

Sugar Land, TX 77478
(Hwy 59 & Williams Trace)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center@gmail.com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收受各種牙科 PPO 以及政府保險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

悅來海鮮

Fiesta

中國城
百利牙科
百利大道

精通﹕
國﹐
粵,台﹐
英語﹐
接收醫療保險

專治: 各種牙患﹑
牙週病﹑
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
磁牙﹑
根管治療

門診時
間 一一
一一
一
一
週一至五 11:00am-7:00pm
一一
一281-565-7337
一一一
一一
一4610一
一
Sweetwater Blvd,
Suite 130, 一
Sugar Land, TX 77479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Hwy 6

大通銀

行

59

★

Sweetwater Blvd.

李娜療痛中心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 動 傷 專 科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位於 Fiesta 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電話：281-888-5955 地址：8880 百利大道﹐Ste F﹐Houston﹐TX 77036

李楠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832-863-8003
Tel:
713-492-0686 (英文） Fax： 713-534-11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Tel:
Tel: 832-818-2630
） TX (請預約)
832-863-8003
Fax: Tel:
713-534-11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中文
Houston,
77036 (黃金廣場）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群鷹視學眼科中心

˙原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院修複科副主任醫師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畢業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修複學博士
˙德州大學牙科材料學碩士
˙德州大學牙科學校修複專科住院醫師畢業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德州大學小兒專科畢業
美國小兒專科院士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及
Methodist Health Center, Sugar Land 主治醫師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李娜

百 利 牙 科 Bellaire Dental 李

Bin S. Sung, M.D., FAAP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Xiaodong Zhou, MD

附設多種名牌鏡框專欄, 最新款式 精通英語,國語及臺語,接受多種醫療保險及視力保險
VSP, Eyemed, Superior, VCP, Cigna Vision, etc.
優質服務，當天取貨

宋檳生 醫學博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婦產科醫生
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
毛迅
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
毛迅
兒科醫生
毛迅 兒科醫生
兒科醫生 周曉東
Xun Mao, MD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281-988-0088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 醫師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 Nephrology

Chun Xie
M.D.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 營業六天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糖城地址：16659 S.W.Freeway S#581, Sugar Land, TX77479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黃金心臟中心
黃金心臟中心
黃金心臟中心
JianWei Feng,

主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歡迎電話預約及查詢˙

設 備 齊全

中 國 城

MD, PHD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臟起搏器
心律監護器
運動走步機等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JianWei Feng,

MD, PhD

心臟專科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彭莉

﹑精心﹑盡心﹐願帶
給您美麗的微笑﹗
心﹑耐心
愛
矯正牙科博士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 Saint Louis 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通英﹑
國﹑
粵語

713-981-1888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許旭東 陳永芳
醫學博士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主治

【本報華府訊】據《華盛頓郵報》報導
，近幾個月以來，北維吉尼亞地區頻頻
出現中餐館老闆的家遭到盜竊的事件，
警方目前認為這是蓄意以中餐館老闆為

目標的系列入室行
竊案，並正在加以
緊密調查。
報導稱，類似的案件已發送數起，維
吉 尼 亞 州 美 橡 市 (Fair Oaks)、 赫 恩 登
(Herndon)及阿什本(Ashburn)等地區均出現
了中餐館老闆住宅被竊事件，作案時間通

此外，排在 2015 年全美能源之星頂
級城市前十名的城市還依次有：亞特蘭
大，328 座認證建築；紐約，299 座認證
建築；三藩市，292 座認證建築；芝加哥
，251 座認證建築；達拉斯-沃斯堡，248
座認證建築；休斯頓，235 座認證建築；
丹佛，195 座認證建築；波士頓，176 座
認證建築。

通中﹑
英﹑
粵

健強牙科

治

【本報華府訊】近日，美國環保局發佈
了全新一年度的“美國各大都市能源之
星認證建築排行榜”，其中，華盛頓大
都會區力挫歷年冠軍洛杉磯，成為今年
的冠軍得主。洛杉磯則屈居亞軍。
據悉，這項評比是從 2009 年由美國
環保局倡議並促成的，能源之星計畫
（The Energy Star program）旨在通過降
低能源消耗來保護環境。而其中包括對

【本報華府訊】大雁是在首都華盛頓地區最經常見到的鳥類，
它們同人類一起宜居在這片氣候宜人的土地上，且數量不少。
但是近日，華盛頓特區國家廣場卻在為越來越多遷徙並定居在
這裡的加拿大雁而發愁，因為這些大雁的排泄量實在大得驚人
，乃至已經造成了國家廣場的清潔困擾，所以國家廣場相關負
責人甚至正在考慮一項用“放狗”來驅趕大雁到別處排泄的計
畫。
據悉，這些加拿大雁主要活動區域在林肯紀念堂、景明湖
、華盛頓紀念碑空地和甘迺迪冰球場等景點，而隨著春季的逐
漸來臨，這些景點勢必也將迎來越來越多海內外遊客，如果讓
大雁的排泄物隨處可見，可不是國家公園管理局願意看到的情
景。
據國家公園服務處所發表的相關聲明稱，這些加拿大雁每只
每天排泄的糞便就可平均多達0.9至1.4公斤，這些排泄物無疑大
大降低了國家公園園區的遊覽品質，還有可能毀壞景明湖的泵和
過濾設備，更可能造成公眾衛生危害，必須想辦法控制和儘量清
除。所以他們正在考慮利用邊境牧羊犬來掃蕩越來越多的加拿大
雁，希望通過讓大雁掌握並認知到有牧羊犬存在的危險，讓這些
加拿大雁放棄這些草坪和水池，選擇到別處落腳。

˙週一至週六˙

糖尿病﹑高血壓﹑腸胃﹑主治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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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

大華府頂級節能建築冠壓全美
美

國家公園計畫
放狗驅趕加拿大雁

713--981
713
981--8898

2015 年 4 月 5 日

Lexington

裡是全美的政治中心，以聯邦政府的工作人員 斯、費城、聖安東尼奧和聖荷西等。
為上班主力群裡，所以在華盛頓特區，政
治人物們無疑是工作最辛苦的。
此外，亞軍三藩市的綜合成績為
48.58 小時（每週平均工作時數：44.01；
通勤時間：4.57）；休斯頓為 48.18 小時
（每週平均工作時數：43.44；通勤時間
：4.33）；沃斯堡為 48.01 小時（每週平
均工作時數：43.43；通勤時間：4.18）；
芝加哥為 48.01 小時（每週平均工作時數
：42.36；通勤時間：5.25）。另外其他一
些排名比較靠前的城市還有：波士頓、夏
洛特、巴爾的摩、西雅圖、奧斯丁、達拉

醫學博士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現任Memorial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Hermann Southwest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Hospital 主治醫師

號公路

時間來看，紐約以每週平均6.18小時最高，芝
加哥和費城的人們浪費在上班路上的時間也都
超過5 個小時；若單以工作時長來衡量，則以
三藩市的 44.01 小時最高。且在榜單的前 30 名
中，德克薩斯州共5 個城市上榜，數量最多，
加利福尼亞州也有4個城市榜上有名。
另外從綜合成績來看，紐約每週平均工作
與通勤時間為 49.08 小時，高居榜單首位，且
在紐約工作最難的職業為內外科醫生、州議員
及法律工作者。
首都華盛頓特區則以 48.39 的綜合成績位
列季軍，其中華府上班族每週平均工作時數為
43.5小時，通勤時間平均為4.49小時。由於這

醫師

YI ZHOU, M.D.

中國城

【本報華府訊】工作難、上班難幾乎是現在每
個上班族面臨的問題，據一份最新的研究發現
，如果將每週的工作時長和每日上下班的通勤
時間作為兩個最重要的因素加以考量，就可以
列出一個關於全美大都市“工作難度最高的城
市排行榜”，而根據這份榜單顯示，紐約市無
疑是全美工作難度最高的城市，其次是西海岸
的三藩市拔得亞軍之席，首都華盛頓特區也沒
好到哪裡去，“榮幸”地位列榜單第三名。
根據報告顯示，紐約、三藩市、華盛頓特
區、休斯頓、沃思堡以及芝加哥在榜單上依次
排在前六名，這些城市的每週平均工作時數與
通勤時間總時數均超過 48 小時。若單以通勤

周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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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 兒兒兒

各地僑社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edicare, Medicaid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門診時間：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隨到隨診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唯美視學
唯美視學Best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接受各類保險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

Vision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藥，不
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 10% Off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常規服務： 洗牙，補牙，拔牙，鑲牙。
特色服務： 低輻射數碼影像，無痛麻醉，

˙20 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 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 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微創智齒拔除，口腔功能重建，美容牙科，
精密植牙，根管治療，仿真假牙，隱形矯正，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口腔癌普查，口腔疑難雜症，口腔頜面及牙
(敦煌廣場面 Bellaire 入口）
Phone:281-501-0520
周手術。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劉興坤牙醫博士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XingKun George Liu
設備先進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D.D.S., M.S., Ph.D.
消毒嚴格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姜楠醫學博士 (Nan Jiang, MD) Jennifer Farrell, DO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 腿 疼, 關 節 炎,
手 腳 麻 木, 各 種 外 傷,
工傷, 車禍……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Local Magazine 2013 年度休斯頓最佳醫生
華人陣容最強大的醫療團隊
接收各種保險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Preminun”醫師認證
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
˙診所環境優良, 設備先進齊全, 治療方法可靠, 準確, 多樣化。開業十年無差錯，
獲得眾多好評。有更全面的檢查項目, 並有不同的專科醫生住診。
˙高血壓, 心臟病，甲狀腺疾病，糖尿病，肝/腎/胃腸疾病，皮膚病，過敏，哮喘，
婦科，小兒科，外科小手術，創傷, 腰腿疼, 關節炎, 我們都能給你最好最安全治療。
˙查體中心提供 VIP 全面檢查，血尿化驗，心電圖，超聲波，肌電圖，中風檢查，尿流
動力學，肺功能檢測，學生，工作查體。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週一至週六
電話:
8:30am-5:00pm
內設針灸診所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270-0909(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198, Houston, TX 77077 電話: 281-759-0200(Dairy Ashford)
2505 Park Ave #B, Pearland, TX 77581
電話: 281-485-0334(Pearlan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雖然你有很多選擇, 可是我們相信可以給你更滿意, 更可靠的治療。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六 8:30am-5:00pm

713-270-0909

大陸新聞 1

香港特區政府制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特許可在中國各地發行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 承印：美國美南新聞
電話：1-281-498-4310 傳真：1-281-498-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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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民眾祭3500萬抗戰亡靈 曾感覺死神就在不遠處
艾薇兒被蟲咬患病臥床 5 個月

南京航空“英烈碑”將新增990個中外烈士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悼念抗

綜合報導 去年 9 月剛過 30 歲生日的
艾薇兒（Avril Lavigne），年底卻在社交
網站上表示身體非常不舒服，基於隱私
未透露病情，但希望大家為她祈禱，隨
後也在鏡頭前消失 5 個月。
近日，她在接受採訪時報平安，
並坦言這幾個月感覺到了死神就在不
遠處。

戰期間犧牲的中國軍民，成為各地清明節紀
念活動的主題。據統計，從 1931 年“九·一
八事變”起，中國在長達 14 年的抗戰中犧
牲、死難的軍民人數高達 3,500 萬人。南京
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今年計劃完成第二批烈
士名單共 990 個姓名的補刻工作，屆時英烈

■江蘇省暨南京市各界在南京紫金山麓抗日
航空烈士紀念碑前舉行憑弔儀式。
新華社

碑上將共有 4,295 個中、美、韓等國的航空
合內地媒體報道，4月2日，山東棗莊鐵道游擊隊
綜紀念園內，1,000
多名師生，家長和群眾向鐵道

遊擊隊紀念碑敬獻花圈，默哀，為游擊隊員掃墓。同
日，廣州清明祭奠先烈活動在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
將士陵園舉行，吸引眾多市民前來祭奠。

因姐姐送小孩一條昂貴項鍊

專題展覽重現“駝峰空運”歷史

台兒莊戰役將士骸骨將獲安葬
在山東台兒莊古城大戰遺址公園，遊客和當地

群眾 4 日天自發來到山東台兒莊大戰紀念館、大戰遺
址公園彈孔牆及無名烈士墓前，敬獻鮮花，緬懷、
祭奠抗戰英烈。據山東當地媒體報道，葬身荒野的
486 名台兒莊戰役將士將在不久以後得到妥善安葬，
一座紀念碑和嶄新的陵園年內有望出現在將士們現
在的埋骨處。
“我們既要懷念浴血戰場的英雄們，也不能忘了
那些死於非命，遭受苦難的 普 通 人 。 ” 據 中 國 國 防
大學教授舒健統計，中國傷亡的 3,500 餘萬人中，
有3,000餘萬為平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霞 綜合報道）湖南省長
沙縣春華鎮，一位年近七旬老人為保護抗日陣亡將士墓
碑，堅守了半世紀的時間。

自掏腰包修建墓園
這位老人名叫劉金國。1965 年，年僅 18 歲的劉金國
被下放到金鼎山村。偶然的一天，他發現了一塊碑，碑上
刻着“中央陣亡將士”六個大字。劉金國很受觸動，“想
着這些都是抗日時期的民族英雄，怎麼能忍心看着它被別
人踐踏”。於是他便趁沒人的時候，偷偷地在碑石上覆蓋
上一層泥土，不讓它被別人發現。
到 2009 年，劉金國在自家承包的山嶺上收摘油茶
時，意外地翻出了一塊墓穴，他想起 44 年前被藏起來的
墓碑。於是他趕緊將那塊墓碑挖了出來，一放下去，墓碑
與墓穴剛好相合。緊挨着“中央陣亡將士”墓，還有一處
無名墓。而就在山包的另一側，同村人發現了刻有“邱世
宦之墓”的碑石，碑的大小與這塊無名碑吻合。

為了弄清楚墓地和碑石的歷史，劉金國決定把當時村
上八九十歲高齡的老人都走訪一遍。據當地老人的講述，
早在 1941 年農曆八月初六、七、八這三天，日寇瘋狂向
長沙進行攻擊。在春華山大隴口，包括武塘、高山、春
華、橫坑、高豐、大興、桂花，特別是白馬嶺（指現在的
政府和交通學院這個大山頭上）撈刀河兩岸，抗日英魂成
堆。他想，這可能就是經常聽說的那場春華抗日惡戰所留
下的遺碑。
劉金國自掏腰包，刊刻了“抗日英烈，永垂不朽”等
輔助碑，立在一旁，還修建了今天這個“中央陣亡將士”
墓園。

擔心百年後無人照料
據悉，去年清明節，劉金國自費組織祭奠活動，並常
年尋找是否存在新的墓地碑石和戰壕，劉金國表示自己還
會找下去，並憂慮的說，“就是擔心萬一我走了，這些墓
碑怎麼辦，這些烈士的英魂怎麼辦。”

兩岸名家書畫匯集西安祭黃帝

■連戰、宋楚瑜為書畫展所作題詞受到參觀者關注。
記者熊曉芳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曉芳 西安報道）清
明公祭軒轅黃帝第八屆海峽兩岸名家書畫展 4 日在
西安開幕，來自海峽兩岸以及美國的書畫名家 266
幅作品集中展示。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親
民黨主席宋楚瑜為書畫展題詞。
陝西省政協副主席李曉東表示，兩岸名家書
畫展自 2008 年舉辦以來，還成功舉辦了兩次赴台
展，見證了兩岸關係的歷史性轉折，見證了兩岸
同胞心靈契合，已經成為海峽兩岸書畫界交流合
作的重要平台。

大優惠！
大優惠
！開台即送
.99

$100

最新優惠$14.99

CCTV4、CCTV 娛樂、CCTV 英語、CCTV 戲曲、CCTV 西班牙語、中國電影、重慶國際、黃河國際、東方衛視、
福建海峽衛視、廣東南方衛視、湖南衛視、江蘇國際、體育台、華夏電視、鳳凰資訊、鳳凰衛視、深圳衛
視、廈門衛視、浙江衛視、安徽國際、亞洲電視、北京電視

台灣天王套裝 21 個頻道+TVBS

$29.99

TVBS、東森新聞、CHANNEL V、華視、大愛、東森中國、東森戲劇、東森財經、東森衛視、FOOD
NETWORK ASIA、民視、國際衛視、日本電視台、MOMO KIDS、體育台、三立國際、天下衛視、天下
衛視 2 台、衛視中文台、衛視電影台、台視、非凡美洲台、東森幼幼

香港翡翠電視九個頻道

$29.99

TVB1、TVB2、TVBE、TVBS、CCTV4、TVBHD、TVBpearl、TVBdrama、TVB8

梁玉鵬籲港青多了解中國歷史

黃帝陵基金會副理事長薛引娥講到，書畫展
是清明公祭軒轅黃帝的重要內容，旨在緬懷感恩
黃帝功德、傳承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推動兩
岸文化交流不斷走向深入。
該活動由陝西省台辦、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
會陝西省委員會和黃帝陵基金會主辦。承辦單位
陝西海峽台灣同鄉聯絡服務中心主任張詠華介紹
說，活動共收到 350 多幅作品，許多德高望重的書
畫大家帶頭奉獻墨寶，其中巨幅畫《紫氣東來》
創作時間長達2個月。

香港慈善總會名譽會長、香港地區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榮譽主席梁玉鵬表
示，拜祭先烈感覺很有意義，在國家有
難時他們英勇犧牲，香港的青年都應該
知道，他們為今天我們的安全、為國家
做出的努力。他呼籲香港青少年多了解
中國的歷史。
梁玉鵬指出，20 多年來看到整個中
國發生很大轉變，許多人的素質也逐漸
提升，對中國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深
厚的感情。他也希望香港的青少年多到
內地走一走，認識自己的國家。

快速上網無合約$39
39..99 /月

我們也有商家 Business
最優質的網路和電話、電視服務
餐館、辦公室、商場
商場......
......

超值

英文 120 個新聞、體育、娛樂頻道

（第一年）

送

老客人介紹新客戶，送$100

Tel:281-983-0088 www.generalcomm.com/ch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慈濟斜對面，世紀廣場內） Mon-Fri 9:30am-6:30pm Sat 9:30am-5:30pm

綜合報導 由黃磊、李雪健主演的
《嘿，老頭！》正在熱播，劇中他與
“老頭”李雪健的對手戲成了觀眾熱議
的話題。
採訪黃磊是一件圖文並茂的快樂
事兒，剛進微信群，黃磊就告訴大家
他正在自家小區遛小狗，賞花加鍛鍊
，一邊為記者拍攝沿途美景，一邊跟
大家聊天。

李雪健就是我“父親”
在《嘿，老頭！》中，黃磊飾演
能說會道的北京小爺劉海皮，他與李
雪健搭檔，將劇中父與子、彆扭與固
執、愛與責任等微妙的感情展現得淋
漓盡致，有不少人稱讚他演技大爆發
，對此黃磊謙虛地表示，正是因為有
了李雪健、宋佳這樣的搭檔，才讓他
有了發揮的餘地。
說到劇中的搭檔李雪健，黃磊套用
了當下的流行詞彙“萌萌噠”。“雪健
老師真的是一個萌老頭，我們倆在現場
永遠支一盤圍棋。下棋的時候，組裏喊

雪健老師拍戲，他就趕緊跑過去；一聽
導演說這條過了，又趕緊往這邊跑，問
我走哪了。我有時候跟他開玩笑說，你
是不是沒認真拍戲，腦子裏都想著棋啊
？他就回答說‘沒錯’,真是太可愛了。
”劇中李雪健和黃磊是父子，戲外兩人
也情如父子。“我和雪健老師沒有距離
感，拉著他的手一點都不覺得尷尬。有
一次開拍一場戲，導演在喊預備的時候
，我們倆竟然同時做了拉手的動作，那
一瞬間，我真的覺得他就是我父親。”
黃磊表示，一部戲合作下來，他對李雪
健從演戲到做人都十分敬佩，並坦言等
自己老了，如果能成為李雪健那樣的演
員、有他那樣的人生，還是挺幸福的。

“暖男”許孫莉一個婚禮
隨著觀眾對黃磊的了解，,不少人給
他貼上了“暖男”的標簽，對此，黃磊
來者不拒，“我覺得我應該算‘暖男’
吧，就是大白唄！反正我挺熱心的，喜
歡做飯，喜歡家人、朋友在一塊兒，所
以應該還挺暖的。”

黃磊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在事業
成功的同時，還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漂
亮懂事的女兒，相守 20 年的妻子孫莉。
黃磊透露，今年是他和孫莉結婚 20 年，
他會在今年“十一”左右，為孫莉補辦
一場遲到了 20 年的婚禮，外加一個蜜月
旅行，“我倆當初結婚的時候什麼都沒
辦，就是親戚朋友一起吃了頓飯，想趁
這個機會，為她補辦一場婚禮。”說到
在紛繁複雜的演藝圈兩人的愛情保鮮秘
訣，黃磊坦言：“沒什麼秘訣，這就是
緣分，我就是愛她。我覺得在一起 20 年
了才更有意思，有一種剛剛開始的感覺
。”
自從參加了《爸爸去哪兒 2》，黃磊
大女兒多多的人氣一路飆升，大有超過
爸爸的趨勢，越來越多的人願意稱“黃
磊老師”為“多多爸爸”，不少人調侃
他被女兒比下去了，“我一點都不失落
，被自家閨女比下去，高興還來不及呢
！多多能夠被大家喜歡，其實我挺驕傲
的！”黃磊稱，不願意讓女兒過多涉足
演藝圈，應該讓她過更有趣的童年。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高利率 ●本金安全無險 ●沒有手續費用 ●累積利息延稅作用

5 年年金計劃

1-866-772-0888

免費設備，免費基本安裝，即訂購 即安裝,所有優惠有條件限制
DISH Network，DIRECTV授權經銷商

岑氏保險公司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777-9111
Secure Choice

第一年利率 第二年利率

第三年利率 第四年利率 第五年利率

713

Sam's Insurance Agency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3.2%
3.2%
3.2%
3.2%
丌丌
丌丌
丌3.2%
丌丌
丌
丌
丌丌丌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丌丌
丌丌丌丌3
丌丌丌丌丌為
丌
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為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低解約費僅 5 年年限﹐
第一年至第五年是 5%﹐
5%﹐
5%﹐
5％﹐
5％

（第一年）

中天頻道+CCTV4+鳳凰衛視＋鳳凰資訊台＋江蘇衛視＋華夏娛樂

$29.99

示愛：我就是愛她

$10,000 以上

免費三個月 HBO，STARZ，SHOWTIME，電影台

˙120 個英文台 $26.98/月
˙6 個中文台

黃磊自曝將為孫莉補辦婚禮

年金金額

月
精選130個英文台 $19.99/
（第一年）

★以上中文套裝需加訂英文套裝或中文基本套裝 $10.00

˙永久免費 HD 高清頻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望賢 深圳報道）百名來自香
港、深圳和河南省的青年 4 日
上午前往深圳烈士陵園，拜祭
革命烈士，並緬懷原河南蘭考
縣委書記焦裕祿。烈士墓前，
他們默哀致意，並獻上鮮花寄
托哀思。香港慈善總會、香港
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以及
共青團河南省委駐深圳工委、
河南省青聯深圳分會、廣東省
河南志願者聯合會與南航深圳
分公司團委等組織一同參與。
焦裕祿幹部學院名譽副院長、
河南省焦裕祿精神研究會秘書
長、焦裕祿的女兒焦守雲分享
了焦裕祿的光榮事跡。
香港慈善總會主席、香港
地區和平統一促進會主席鄭蘇
薇致辭表示，自己從小就聽過
河南有一位受人敬仰的老書
記，為了使蘭考人民過上好生
活，帶病工作到最後一刻。焦
裕祿先生以他崇高的人格教育
影響了幾代人，包括港澳台同
胞。
當前中國已經不再一窮二
白，已經強大許多，但中國人
就是因為有焦裕祿這樣的高尚
人格和工作精神，才能更好實
現“中國夢”。她呼籲，兩岸
四地的青年要傳承焦裕祿式光
榮傳統，攜手合作，珍惜彼此
多年的努力，共同行動實現
“中國夢”。

Comcast Xfinity

最 佳
中英文電視台
長城平台 22 個頻道

百名港深豫青年拜祭革命烈士

■北京盧溝橋中學的學生在盧溝橋上點起蠟燭祭奠英烈。
完成第二批烈士名單共990個姓名的補刻工作。屆時英
烈碑上將共有 4,295 個中、美、蘇、韓國籍的航空烈士
姓名。據介紹，該館 2011 年與南京航空聯誼會共同編
製“抗日航空烈士名錄”，記錄了 4,295 位烈士的珍貴
資料；而名錄中已鐫刻在英烈碑上的烈士姓名為 3,305
個，包括中國烈士 870 名，前蘇聯烈士 236 名，美國烈
士2,197名，韓國烈士2名。

綜合報導 大小 S
最近同登雜誌封面，
小 S 爆料曾與姐姐大
S 吵架，只因為姐姐
曾送給孩子一條昂貴
的項鍊，小 S 認為那
太珍貴會影響小孩的
價值觀而不開心，但
事後兩人仍然維持親
密關係。大 S 的老公
汪小菲也分享該報道
，大讚兩人情誼。
大小 S 同登雜誌
封面的新聞一齣，
汪小菲隨即轉發分
享該則新聞，表示
：“姐妹情誼是老
公都無法替代的。
”大讚這對姐妹的
情誼非常動人。

■遼寧瀋陽東北抗日義勇軍紀念廣場，禮兵列
隊將花圈獻給民族先烈。中新社
新華社

湘老人守護抗戰烈士墓碑 50 載

■劉金國老人正在清除無名抗日烈士墓前的雜
草，為清明節祭掃做準備。
網上圖片

動彈不得，狀況嚴重時，曾整整一星期
全身無力，站都站不起來，“我覺得快
死掉了”，好在她的母親搬到她的家照
顧她，樂團主唱、老公查德· 克羅格
（Chad Kroeger）也趁巡演空檔盡可能陪
伴她，她才能重拾健康，對此，艾薇兒
感嘆道，“這是生命的警鐘，我希望未
來能好好享受人生”。

小 S 曾與大 S 吵架

烈士姓名。

大批北京市民3日自發來到盧溝橋、宛平城、抗戰
紀念館等地，用鮮花、點蠟燭等多種形式祭奠抗戰英
烈。同日上午，遼寧各界300餘人參與了東北抗日義勇
軍公祭活動，其中包括23名義勇軍後人。
江蘇省暨南京市各界代表、部分抗日航空烈士親
屬、抗戰老兵、學生、空軍官兵代表等 600 多人 3 日在
南京紫金山麓的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前舉行儀式，憑
弔抗戰期間在中國戰場上犧牲的中外航空烈士。
此外，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為紀念抗戰勝利
70 周年而舉辦的“駝峰空運”專題展覽在當天開幕。
展覽用 30 多塊展板、與“駝峰航線”相關的 30 多件
（套）珍貴文物、80 多張歷史照片，多角度介紹了抗
日戰爭中的“駝峰空運”歷史。“駝峰航線”是二戰
期間中印緬戰區一條連接中國昆明與印度阿薩姆邦的
航線，因形如駝峰而得名，大量抗戰物資由此航線空
運到中國境內。
從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獲悉，該館今年計劃

訪談中，艾薇兒表示，去年她跟朋
友們到賭城慶生，當天就感到不舒服，
最後甚至得丟下自己的派對，先回房臥
床休息，但事後就診醫生卻檢查不出問
題，花了很長時間才推測是因蟲咬染上
了傳染病“萊姆症”。
同時，艾薇兒也透露自己就此臥床 5
個月，常常覺得呼吸困難、無法說話，

Secure Choice

年年金計劃

年 金 金 額

第一年利率

第二年利率

第三年利率

$10,000 以上

2.35%

2.35%

2.35%

⊙低解約費僅 3 年年限﹐
第一年至第三年是 5%﹐
5%﹐
5%
⊙自 7/1/12 起如提早解約﹐
兩計劃另有 MVA﹐
市值調整額﹐
如提早解約
⊙二計劃可以提取利息﹐
每次必需高於$125
(有效日期利率自 2/1/15 起﹐
年金利率將隨市場利率變化和新年金金額做調整)

詳情歡迎來電洽詢 281-368-7257

11720 Katy Freeway #1700 Houston, TX 77079

廣告天地

星期日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www.drmeizhang.com

門診時間

電話﹕
281-242-6889
傳真﹕
281-884-6071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拉皮除皺技術-U1thera 和 Thermage：

▲不用開刀，給真皮層導入熱能，收緊肌膚，解決皮膚下垂問題；
▲通過高強度超聲波，去除皺紋，不會對皮膚表面造成任何傷害；
▲提昇肌肉筋膜，刺激膠原蛋白大量重生，恢複彈性；
▲一次治療，可持續 2-3 年。治療後立刻恢複日常生活；
▲貴族的享受，平民的價格。

1）肉毒杆菌 Botox 除皺瘦面,$8/單位
2）玻尿酸，微晶瓷袪皺，隆鼻，豐頰豐唇
3）鐳射激光永久脫毛
4）電波拉皮緊膚除皺
5）脈衝光嫩膚美白
6）鐳射激光袪色斑、黑痣、靜脈曲張、紋身
7）微晶磨皮換膚改善肌膚質地
8）美素溶脂去眼袋、雙下巴、腹部及身體多餘脂肪
9）高頻電刀治療皮膚腫瘤、黑痣、疣

Vision Source - TruVision

Center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Tel: (713) 978-7504

主 治

713-795-5343

OU
$I4
SC

服務項目

(BOARD

內科診所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D

一對

聽器

碼助

買數

高峰

713-779-3355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矯正牙科 ●美容牙科
●牙周病治療 ●人工植牙

(頂好廣場內)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周一到周五 8:30AM-5PM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時代牙醫中心
人工植牙 (Dental Implant)
根管治療 (Root Canal Treatment)
烤瓷牙冠,烤瓷嵌體當天一次完成(One Visit)
牙齒美容矯正(隱形牙箍)及一小時漂白(One Visit)
固定牙橋
全口假牙
部份假牙含或不含鉤子(Attachment)
各類牙齒拔除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成人及兒童牙科
全口口腔重建
牙周病治療
一般及深部洗牙
各類牙周病(牙槽骨及牙齦)修補手術

薛志剛牙醫博士 Steven Xue, D.D.S.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頂好廣場內)

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醫博士(USC)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博士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電話﹕281-988-5930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 Medicaid under 21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艾瑞牙科 Aria Dental
9889 Bellaire Blvd., #330,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內二樓)

★最新 CEREC 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
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
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713-773-9621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營業時間(七天)﹕Mon-Fri 9:30AM-6:30PM Sat. & Sun 10:00AM-6:00PM

限購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牙醫博士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Jane Zhu D.D.S.

新開張期間 特別優惠
接受各類保險

Tel：713-665-0700

牙科診所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師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和政府計劃，歡迎預約～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
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
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
實踐經驗，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惠康醫療中心

ALLCARE
MEDICAL CENTER
醫學博士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Certified，ABIM)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Head and Neck Surgery

00NT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姚聖坤

Ear, Nose and Throat

˙每一對助聽器 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各種內科，皮膚疾患，外傷及急診
各種體檢，血尿化驗
心電圖，高血壓，糖尿病
外科小手術，腰腿疼痛

牙醫博士

主治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主治：

★20 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
★北京醫科大學原教授
★Baylor College of Medical Instructor
★St. John's Episcopal Hospital 內科住院醫師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師

朱亮珍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RICHARD T. HUNG, MD

˙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栗懷廣醫生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華人專線:(713)978-5959

洪德生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營業時間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每週七天，方便病人就診！
看診時間：8:30AM-6:00PM
9750 Bellaire Blvd., #180
(黃金廣場內)
Houston,Texas 77036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醫療美容項目：

張玫 醫生 新增唯一 FDA 認證，最新最尖端抗衰老、聲波電波
Mei Zhang, MD

黃金醫療中心

地址：4645 Highway 6, Suite H,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內）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Sunday, April 5, 2015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 9AM~
4PM

郭瑞祥醫師
Ruixiang Guo, D.M.D
北京大學牙醫學士
北京大學牙醫碩士
新紐澤西醫科牙科大學牙醫博士
私立紐約大學植牙專科

主治項目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預約電話: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郭艾詩醫師

接受 CHIP MCNA 保險

(713)272-9800

Mon.-Sat. (10am-6pm)
Sun. by appointment

Estella Guo, D.D.S.
私立紐約大學 NYU 牙醫博士
美國全科牙醫學院會員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曹有餘醫師

設備齊全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週一至週五：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9:00am-5:30pm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歡迎電話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預約查詢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713)772-8885

請來電預約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 45.00 /副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起

電話﹕
713-774-2773
傳真﹕
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休士頓診所

電話:713.272.6688
傳真:713.271.6689

新增西醫家庭全科（通國、粵語）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風濕免疫內科

電話: 713 541-1112 傳真: 713 270-8784 診所時間: 9 AM - 5 PM (星期一至星期五)
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最新 E4D 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院

全新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9889 Bellaire Blvd., #322
3524 Hwy 6 South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特聘修复專家

Tel: 713-995-0086

侯大任

Tel: 281-565-0255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Tang Ho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歡迎事先預約

主治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外科專科醫師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通國、英語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動物抓、咬傷
★感冒
★腹瀉
清創縫合
★咽喉痛 ★尿路炎
★鼻竇炎 ★關節注射 ★角膜異物清除

車禍、工作意外、術後復健、物理治療

專治：肩頭痛、腰酸背痛、手麻腳麻、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士
-伊利諾州立大學生物力學碩士
坐骨神經痛、扁平足、扭傷、
-伊利諾州國家健康科學大學解剖學兼任教授
-美國脊骨神經醫學專科醫師(德州、伊利諾州執照)
運動傷害、關節炎。
免費諮詢，預約電話：
（281）302-6902 email:SugarlandDC@gmail.com

地址：3540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大華超市旁，Luby's 隔壁)

城

16659 S.W. Frwy, #331
Sugar Land, TX 77479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中國城

糖

西南區

★美國心臟專科特考文憑
Subspecialty Board of Cardiovascuiar
Disease.
★美國心臟超聲波學會特考文憑
National Board of Eohocardiography.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8200 Wednesbury, Suite 100,
Houston, TX 77074
(近西南醫院，2號電台旁)

腳

Y. YONG M.D., Ph. D., F.A.C.C.

Certification Board of Nuclear Cardiology.
◆休士頓貝勒醫學院心臟專科
Cardiology Fellowship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紐約州愛因斯坦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
Residency at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N.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生化博士

9440 Bellaire Blvd, #102
Houston TX 77036
(每週二全天看診)

容永騏醫學博士

Tel : 713-779-8148

歡迎電話預約查詢
通英、粵、國語、滬

Steven Y. Yong, M.D., Ph.D. F.A.C.C.

主治
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及高膽固醇血症

本診所自 2014 年起，週四公休
週一至週六

糖城復健聯合診所

★顯微手術
★平板足
趾 趾囊腫
★拇
★香港腳

治療項目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專科

STEVEN

體檢＋化驗：$95

❶+女性婦科、宮頸膜片＋$45
❷+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8：30am-7pm 顧瑛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週日
1pm-7pm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認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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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旁的廣場) Tel:832-433-7159

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

★美國心臟學會院士
F.A.C.C.

體檢特價

間

中國城診所

D.D.S.M.S

JY 家庭全科及急症
時

Jennifer Chen

Clarewood Suite A1, Houston, TX 77036（王朝中心後面）

★皮膚活檢 ★骨質疏鬆
★婦科病
★憂鬱症
★兒科病
★老年癡呆

李岳樺

Wednesbury Medical Building
8200 Wednesbury Lane,Suite 210
Houston, Texas 77074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星期日

美南版

2015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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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罰單
假罰單”
”博宣傳

準備上班時，看到自己的車玻璃上
貼了一張單子，心裡咯登一下，開

車主虛驚一場

始以為是罰單，走到跟前一看，標
題上面竟打着幾個大字—“洗車通
知單”，這才發現是小廣告。看着
這張“罰單”，張先生有些哭笑不
得，“商家為了掙錢什麼辦法都能

張先生回憶說，從太乙路一直到翠華路，所有
停在路邊的車都被貼了這樣的單子。遠處看

想出來，用這種方式做宣傳，也真
是太絕了。”

時，以為是被貼了罰單。誰知，走近後，看到單
子上面的字，就忍不住想笑。這張單子上面寫
■《西安晚報》 着：“尊敬的車主，您好！經現場勘察，你的愛
車停在這裡已被塵世污染不堪。請您用手
機掃描通知單上的二維碼……在全城都能
以會員價格享受在家排隊、到店即洗的尊
貴服務……”
張先生拍下“假罰單”發微博，引
來不少人的留言。“我也被貼
了”、“北郊到處都是”、
“朱雀路也到處都是”、
“東郊幸福路上停的車也都
貼了”，“假罰單”肆意張
貼，一時間引起網友熱議和共
鳴。“貼得還很結實，撕不掉。”另
一市民李女士說，前天她出門時，也
看到自己的車被貼了同樣的“假罰單”，她家樓
下的幾十輛車也沒能倖免。

■李女士的
車上被貼了
張廣告單，
從遠處看時
以為是張違
停罰單。
網上圖片

律師稱宣傳手段不妥
律師張富俊表示，《陝西省城市市容環境衛
生條例》第三十三條中規定，禁止在城市的建築
物、構築物、公共設施、路面和樹木等處刻畫、
塗寫、噴塗等影響市容的行為。針對在車輛上張
貼小廣告，還沒有專項規定。不過，“車輛是私
人的，不是公共物品。隨意在他人車輛上張貼廣
告，給車主造成不便，也容易誤導人，這種行為
顯然不妥。”

世界最長風箏重慶亮相
2015 年仙女山風箏節 4 日在重慶開
幕，6,000 米長的“中國夢”風箏登場。
這是目前世界上最長的風箏。
風箏節主辦方負責人李矗說，目前已
知最長的風箏是 5,000 米，放飛成功的是
4,000 多米，如果這次 6,000 米長的“中國
夢”風箏放飛成功，或考慮申報世界紀
錄。據悉，6,000 米的“中國夢”風箏屬
於串式風箏，花費 2 年時間逾一萬元製作
而成，有兩種圖樣：一種是紅白相間“中
國夢”圖樣，另一種是桃紅色的牡丹圖
樣，共2,000多片。
有26年風箏製作經驗的技術人員王東明
說，製作6,000米長的串式風箏，首先，竹子
必須選用3年以上、每個竹節35厘米至40厘
米的毛竹，因為串式風箏整體重量較大，竹
3片必須削得很薄，只有這樣的毛竹才有足夠

文匯財經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

新 推 出 雷射治療 『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www.advancedfootdocs.com

電話： 713-772-3338(FEET)通曉普通話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

榮獲 2005 H-Texas 雜誌
※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設有 X-RAY 復健設備

B7

機場當廣場 大媽跳舞解悶

陝西西安市民張先生日前早上

穿漢服賞櫻

過去幾年，由“中國大媽”發起的廣場
舞風靡內地。日前，深圳機場因為航班延誤，
廣場舞再次驚爆市民眼球，大媽們自發在航站
樓內跳起廣場舞。
據視頻中，共有十餘名舞者參與，不僅有大
媽，還包括幾名年輕男子，雖然沒有《小蘋果》
或《最炫民族風》等標配音樂，但這並不妨礙他
們的跳舞熱情。十幾人排成數排，動作輕快而又
統一。視頻拍攝者黃小姐表示，“我覺得挺正能量
的，可緩解乘客內心的焦躁情緒”。
■《南方都市報》
■大媽們
在機場跳
廣場舞視
頻截圖。
頻截圖
。
網上圖片

大熊貓
大熊
貓“房事
房事”
”全球首播
中國網絡電視台iPanda熊貓頻
道日前首次面向全球播出圈養大熊
貓自然交配實況。本次實況播出長
達 50 多分鐘，記錄了雌性大熊貓“林冰”與雄性
大熊貓“武崗”自然交配的全過程，為全球網友揭
開“熊貓繁育”的神秘面紗。
人工圈養大熊貓長期面臨授精難、懷孕難、育
幼成活難三大難題。熊貓頻道此次開展“首播大熊
貓交配實況”，將大熊貓發情時的反應、交配經
過、科研人員在大熊貓交配時常用的輔助手段等，
直現在全球觀眾面前。不過，“林冰”和“武崗”
的自然交配就未能成功。
另據財經網微博消息，當日上午，iPanda熊貓
頻道首次向全球播出了圈養大熊貓交配實況。大熊
貓“珍珍”和“蘆蘆”的交配時間更是長達 18 分
03秒，打破了今年的交配紀錄時長。外媒稱其耐力
“超過美國男性平均水平”。
■新華網

■重慶武隆 2015 國際風箏放飛節 4 日開
幕，巨型風箏飛上天空。
中新社
的韌性，能承受風的壓力，不易變形。其
次，製作風箏畫面的材料是一種無紡布，這
種布料不透氣，不容易破損。“越往後面風
箏承受的力量就越大，因此我們選用的是
4月4日是清明小長假首日，江蘇南京東南大學漢服愛
大力馬線，每隔1000米我們都會把風箏線
好者穿漢服走進當地有着
300 畝近萬株櫻花的江寧賞櫻盛
增粗。”王東明等三人負責放飛，要完全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5 年 4 月 6 日（星期一）
地秣陵杏花村裡，踏青遊玩感受春天。
■中新社
放飛需要6個多小時。
■《重慶晚報》

中國經濟

也門多數中企項目停工

■大熊貓交配視頻。
美南版

網上圖片

■ 京津冀協同發展，北京
現代首次在京外地區投建工
廠。圖為北京現代滄州工廠
3日正式開工。
新華社

恐怖活動肆虐 “做買賣”
風險大增

香港文匯報訊 3 月底以來，隨着沙特等國對胡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
報道）《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或於
4 月底下發。據新華網引述《京華時
報》報道，該規劃將明確區域整體定
位及三省市定位，並確定京津冀協同
發展近、中、遠期目標，疏解非首都
核心功能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點之
一。根據規劃，到2020年，北京市常
住 人 口 要 力 爭 控 制 在 2,300 萬 人 左
右，首都存在的突出問題得到緩解。

據，目前在也門開展投資合作的中國企業一共 14 家，

電話:713.777.5123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常見皮膚病

■責任編輯：侯 瑜 2015 年 4 月 6 日（星期一）

武裝的空襲，也門局勢陷入危機。據中國商務部數

★凡有 Medicaid 者即可申請。
★專車接送，包括送醫及購物。
★特設營養餐廳，供應早、午餐、點心、水果及飲料。
★免費中醫、針灸、診治。
★麻將、Bingo、中英文電視、英語學習。
電話:713.777.5123
★專業教授歌唱、舞蹈、繪畫、標準乒乓球、台球等健身器材。

急 症

牙週
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在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樓內)

康樂活動中心

主 治

陳志堅

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及老人醫療卡(MEDICARE)

現任休士頓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生
休士頓臨床研究中心研究員

★各類成人疾病﹐
傷風感冒﹐
過敏花粉症﹐
高血壓﹐
糖尿病﹐
肺炎﹐
支氣管炎﹐
腎病﹐
肝炎﹐
心臟病﹐
皮膚病﹐
貧血﹐
出血﹐
尿道發炎﹐
風濕關節痛及全身檢查﹒
接受各種保險
★超聲波﹐
神經測試﹐
心電圖﹐
肺功能﹐
骨質疏鬆檢查﹐
政府醫療卡
★物理治療﹐
中醫針炙推拿﹒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9630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MD, PhD, FACR

骨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 強直性脊柱炎, 牛皮
癬關節炎, 反應性關節炎, 感染性關節炎, 痛風, 網
球肘, 肩周炎, 腱鞘炎, 慢性背痛, 慢性肌痛, 骨
質疏鬆, 紅斑狼倉, 口眼乾燥綜合症, 硬皮病, 皮肌
炎, 血管炎等骨胳系統和免疫性系統的疾病。

大陸新聞
神州大地 2

中國新聞

人員約 460 人。3 月 30 日，包括中資企業人員在內
571 名中國公民撤離也門後，大多數中企項目停工。
新華國際報道，外交部數據顯示，目前已有 2 萬多家中資企
據業分佈在近
200 個國家和地區。在也門這樣一個具有地緣戰

略意義的國家進行開發投資當然有多重價值，但該國孱弱的中央
政府、當地複雜的部族武裝和“基地”組織等恐怖活動肆虐都讓
外國人在當地“做買賣”的風險大增。

津冀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

駐地日遭 30 多次炸彈襲擊
根據商務部的數據，在也門開展投資合作的中國企業一共 14
家，人員約460人，多分佈在首都薩那和亞丁附近。據悉，中國人
在也門從事石油開採、通訊技術、建築、路橋建設和漁業等。3月
30日，包括中資企業人員在內的需要撤出的571名中國公民已全部
安全撤離也門，在中資企業工作的8名外籍人士也一併撤離。
南通三建在也門負責中國援建也門國家大圖書館項目，也是
此次撤僑行動中規模最大的中資企業。空襲開始以來，地處兩個
軍火庫附近的南通三建駐地就成為高危地區。僅 3 月 28 日一天，
駐地附近便連續遭受30多次炸彈襲擊。
也門國家大圖書館項目總建築面積4.6萬平方米，建成後將成
為也門最大的綜合性科教文化服務中心。在籌建之初，圖書館項目
也曾因也門內亂中斷，2013年1月6日恢復開工，此後一直是在也
門政府軍的守衛下建設。到目前為止，項目已經完成總工程量
80%，本預計今年10月交付使用。
在大圖書館項目負責幕牆裝修工作的張洪兵來自北京華天幕
牆工程有限公司，在也門工作已經一年。他表示，等戰火平息
後，還是要回去把項目做完。

後續問題棘手 需懂保全財產
按慣例，央企在海外開展工程建設，外方會支付一部分預付
款。但項目會不會產生損失，還要視工程進度而定。如果項目在戰
火中遭到損毀，復工、索賠乃至合同的合法有效性都成為一個個擺
在企業前的難題。以 2011 年的利比亞動亂為例。據商務部數據顯
示，有至少 27 個中資企業的工地、營地遭到襲擊搶劫。在利中國
企業遭遇大量直接經濟損失，包括被搶、砸和燒燬的車輛、施工
機具、材料、辦公設備及現金等。
中資企業在撤離前都採取了一系列財產保全措施。比如，將
設備封存。對於一些重要票據和技術文件進行拷貝、拍照或錄
像，為日後索賠保留證據。有的企業還與當地管理委員會簽訂了
營地、設備和材料物資移交協議，最大限度保全資產。

京津冀規劃料月底出台 三領域率先突破

接受 Medicaid 免費配鏡

醫生

曾任耶魯大學醫學院免疫系博士後和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博士後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風濕免疫遺傳專科畢業
ABIM Board-Certified in Rheumatology
and Internal Medicine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9:30AM-12:30PM

‧家庭全科醫師
‧精通中﹑英語
7850 Parkwood Circle Drive,#A-6 Houston,TX 77036

陶翔

山水眼鏡 GLACIER OPTICAL

門診時間

主治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Jerry Tsao,M.D.

2

深圳

★北京醫科大學醫學系畢業
★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研究生院畢業
★貝勒醫學院住院醫師畢業
★原貝勒醫學院家庭醫學系助理教授
★二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2015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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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門國家大圖書館項目已經完成總工程量80%，本預計今年10月交付使用。
網上圖片

中企“走出去”應注重風險防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聰 北京報
道）也門戰亂升級，正在承建也門國家
大圖書館項目的 155 名南通三建海外公
司員日前從也門撤離，也是此次撤僑行
動中規模最大的中資企業。對此，商務
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
育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中國企業是
國際市場上的“後來者”，所投資市場
多在政治性風險較高的地區。針對如何
規避走出去時遇到的風險，梅新育表
示，在政治性風險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市
場固定資產投資前，中企要將風險控制
在一定範圍之內，同時在走出去時，中
企還應注意建立相應的保護措施，確保
在風險發生之後，能夠確保獲得正當的
賠償權利，並能夠讓中方員工及時撤
離。
梅新育指出，中國企業是國際市場上
的後來者，此前盈利豐厚、風險較小的市
場已經被西方企業瓜分，因此中國企

業想要走出去，就需要從西方企業不願意
去的那些利潤相對較低、風險較高的市場
打開出路。“因此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得不
承擔風險。”梅新育說，中國企業走出去
前，應當給予投資地區足夠關注，對政治
性風險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市場，固定資產
投資前要將風險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
同時，梅新育強調，中國企業還應該
建立相應的保護措施，確保在風險發生之
後，能夠確保中方企業的賠償權利；此
外，中企在走出去的時候，還應當建立適
當的撤僑保護能力，不要把撤僑救援任務
完全交給政府負責。梅新育表示，在中國
企業走出去時，政府應當給企業提供一些
建議，提醒中企盡量不要去那些政治風險
較高的國家或地區投資，對於那些執意前
去投資的企業，如果發生
風險，企業也應當承擔一
定成本，而不是完全讓政
13
府買單。

根 據 這 份 《 規 劃 》 ， 到 2017
年，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要取得明顯
進展，“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保護
和產業對接協作”三個重點領域，要
集中力量先行啟動並率先突破。疏解
非首都核心功能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
重點之一。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
表示，2014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經
達到2,151.6萬人，人口資源矛盾非常
突出，特別是中心城區功能過度集
中。疏解非首都功能首先要回答往哪
裡出，誰來承接的問題。河北、天津
是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天然最佳選
擇。

京常住人口控制 2300 萬人

權威人士表示，規劃制定的近期
目標是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到2017年
要取得明顯進展，協同發展的頂層設
計和工作機制要基本確立。中期目標
的時限在2020年，屆時北京市的常住
人口要力爭控制在 2,300 萬人左右，
首都存在的突出問題得到緩解；區域
交通網絡要基本形成，生態環境質量
要有效改善，產業聯動發展和公共服
務共建共享更是要有重大進展，協同
發展機制有效運轉，同時還要求明顯
縮小區域內的發展差距。遠期目標
是，到2030年，京津冀區域一體化格
局基本形成，京津冀成為具有較強國
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重要區域，甚至
能夠引領、支撐全國經濟社會發展。

台灣新聞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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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陸委會昨天表示，台灣上市櫃
公司近 6 年多來匯往大陸新台幣 1.08 兆元，主
因是銀行業赴大陸投資的設立資本較高，但投
資也帶動兩岸貿易，台灣享有巨額順差，無資
金失血問題。
根據最新數據，台灣上市櫃公司近 6 年多
來累計匯往中國大陸新台幣 1.08 兆元（約 360
億美元，平均每年匯出約 60 億美元），高於截
至 2008 年累計匯出的 0.88 兆元（約 293 億美元
）。
對此，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指出，上市櫃公
司匯往大陸金額增加，主因 「海峽兩岸金融合
作協議」2009 年簽署後，台灣銀行業可赴大陸
投資設立分行與子行，而且銀行業設立資本較

高，使匯出金額增加。
但陸委會強調，投資帶動產業內貿易，台
灣在 6 年多來的兩岸貿易中累計享有順差約
4422 億美元，平均每年順差逾 730 億美元，
「擴散效果遠大於投資金額的淨成長」。
數據顯示，台灣上市櫃公司 6 年多來從大
陸匯回新台幣 640.5 億元，不到匯出金額 6%。
陸委會對此指出，台資從大陸匯回金額較
少，是因以盈餘在大陸增資，以擴大事業規模
，未再從台灣增加匯出，且投資也帶動貿易金
額增加，並無資金失血的問題。
陸委會認為，整體而言，大陸已從世界工
廠轉變成為世界市場，台商在大陸發展有助台
灣產業發展，進而有利於台灣整體經濟發展。

，記者問她怎麼看待明星暢遊
軍事重地這件新聞，違反資安
規定和相關的刑法應該起訴什
麼法條或應該要有什麼懲處，
「我的想法就是依法辦理」。
她說，讓人難過的還在
於 「有關係 沒關係」的特權
問題， 「權勢名利在台灣是多
麼好用的東西！？能讓人帶你
直搗軍事重地，還能拍照上傳
，關係之好用真的是到了令人
瞠目結舌的地步」。

洪慈庸說，無權無勢的人
，就因為一支照相手機還沒帶
進營區就被處以最重的懲罰，
「這種神邏輯果然是我這一般
平民百姓所無法理解的」。
她說，雖然被國防部做
事的態度氣得半死，她從來都
沒有要刻意針對這個部會，但
是， 「能否做好貴單位人員的
教育和管理呢？難道搞死下屬
、帶貴婦參觀阿帕契這些事都
是常理下應該發生的事嗎」。

律

師

Alfred Valdez
律 師

必須走自己的道路，想自己的方案。

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昨晨舉行香港基本法頒
布25周年研討會，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中

聯辦主任張曉明、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等
出席。研討會由曾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梁振
英和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香港機場管理局總
裁林天福發表演講，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致開幕
辭。約500名來自香港與內地的法律界人士、專家學
者等出席。
梁振英在研討會上以《基本法的起草、憲制地
位與落實》為題，發表約 30 分鐘的演講。他表示，
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 25 周年，重溫香港基本法的起
草和諮詢過程，對正確理解“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的初衷和本意，包括做好政改工
作，很有現實意義和指導價值。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1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當地時間 4 日在巴西聖保羅世貿中心召開
，前副總統呂秀蓮
前副總統呂秀蓮（
（前排中
前排中）、
）、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
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
（前排右 1）出席
出席。
。

朱立倫玩童玩 兒童節笑開懷
媒體詢及玩過的東西哪項最好玩時，朱立倫
笑說，陀螺，環保觀念，用光碟片來做陀螺，不
僅環保，還很容易做還，轉得也比以前的陀螺更
快。
文化局表示，活動公布後便引起民眾廣大回
響，4 月份場次的 「小老闆市集」已募集超過 368
組小朋友報名設攤，並選在今天兒童節熱鬧開市
，現場有 15 位小老闆們在家長的陪同下參與市集
首賣活動，使出各種叫賣功力來吸引在場民眾目
光。
文化局表示，435 藝文特區到 6 日止，每天都
有精彩的兒童劇團演出、親子體驗藝術課程及假
日電影院等活動，歡迎家長們帶家中小寶貝一起
來同樂，度過一個溫馨難忘的兒童佳節。

09/09/14
09/04/14
08/22/14
08/06/14
07/30/14
07/16/14
06/09/14
05/27/14
05/21/14
03/28/14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B-1 跳過 L-1EB-1C 綠卡批准

03/04/14
12/16/14
11/18/14
11/04/14
10/04/14
10/04/14
09/11/13
09/05/13
08/23/13
08/12/13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傑出商業人才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另一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澎湖掃墓祭祖人潮

澎湖不少民眾趁著清明連假，提前至各公私納骨堂塔
澎湖不少民眾趁著清明連假，
提前至各公私納骨堂塔、
、生命紀念館追思及祭拜先人
生命紀念館追思及祭拜先人，
，表達慎終
追遠，
追遠
，緬懷先人遺德
緬懷先人遺德。
。

LIN & VALDEZ L.L.P

商務移民法律權威

07/19/13
07/01/13
05/23/13
05/20/13
04/22/13
03/29/13
02/13/13
12/10/12
12/03/12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梁振英指出，香港基本法有凌駕性的權威，不僅
中央和內地要依香港基本法辦事，香港也要依基本法辦
事；不僅特區政府要依基本法辦事，全香港社會也要依
基本法辦事。“依法辦事不能有選擇性，更不能輸打贏
要，今天的忽然初衷不是初衷，25年前頒布的基本法
才是初衷。”
近年不少造成社會內耗的爭論，包括中央和香
港特區的關係，以及普選特首的問題等，在香港基
本法起草期間都已經廣泛討論，在基本法都已經有
了結論，“今天我們要做的，不是憑空想像各自認
為理想的做法，而是（香港）依基本法辦事，落實
執行。”
他提到，相比其他主要社會的憲制性法律，香港
的基本法有兩大特點。一是現代性：相當一部分參與起
草、諮詢和其他相關人士仍然健在；二是集體記憶：4
年又8個月的起草過程，香港傳媒有密集式的報道、分
析和評論，而“由於以上兩大特點，只要我們願意，我
們就可以完全掌握立法原意，不必憑字面猜度，更不應
鑽文字空子，用今天的話來說，確實是‘毋忘初
衷’。”

☆跨國公司成立﹐併購﹐調查﹐文件審閱
☆L-1 跨國公司經理及專業人才身份證及綠卡
☆投資移民（直投及區域中心）規劃及申請
☆EB-5 審慎評估﹐風險調查﹐投資審查
☆E-2 投資簽證（臺灣﹑加拿大﹑新加坡適用）
☆H-1B 工作簽證﹐PERM 勞工證申請

移民辯護及其他
☆政治避難面談﹐上庭﹐移民法庭辯護﹐遞解程序
☆移民上訴﹐交保釋放﹐案件重開﹐翻案申請
☆212﹐601 及各種境內﹐境外﹐及法庭豁免申請
☆移民犯罪﹐非法居留﹐取消遞解出境
☆17 年經驗﹐數百成功案件

總統說，要繼續從各方面落實公約，創造親子友善的環境。
總統也祝所有小朋友 「兒童節快樂」，文末附上一張和小朋
友一起奔跑的照片。

Tel: (713) 339-4200
Fax:(713) 339-4299

9999 Bellaire, Suite 360,
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

網址: linlawfirmusa.com; Email: info@linlawfirmusa.com

車禍及醫事法律部
特別介紹部門主任：黃清濱醫師/法學博士/臺灣律師執照，畢業於陽明醫學
院，24 年的資深內科與家庭醫師資曆，臺灣及中國醫師執照。臺灣明德醫院副院長，
前臺灣醫事法律學會理事長，醫事法權威。臺灣東海大學法學博士以及法學碩士，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碩士。
歡迎臺灣醫事法權威黃清濱醫師/法學博士加入本所為廣大僑民服務。
黃醫師在臺灣有超過 2，000 件董事法代理案件的經驗與記錄。將以他專業的醫療
及法律眼光，協助本所律師辦理及辦認傷害與責任，為客戶尋求最高的賠償。辦理
案件包括：

☆車禍﹐工傷﹐人身傷害﹐醫療疏失﹐用藥錯誤
☆藥物以及醫療用品產品責任追償
☆醫療研究與專業的國家利益豁免（NIW)與傑出人才的申請

遺產規劃與信托

梁祖彝 攝

香港基本法徵求意見稿特首產生辦法 5 個主要方案
一、由 600 人組成的選舉團互選 20 人，組成提名委員會提名 3 名候選人，然後
經由選舉團全體成員選舉產生。
二、由不少於十分之一立法會議員提名，全港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產生。
三、由不超過600人的功能團體選舉產生。
四、首三屆特首由50人至100人顧問團協商產生，報中央任命，以後由顧問團提
名3名候選人經中央同意後，交由最多500人組成的選舉團產生。
五、由提名委員會經協商或協商後投票程序提名3人，全港一人一票普選產生。

起草五方案 無人提“公提”國際標準
他舉特首產生辦法為例：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初
期，由於有關特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方案眾多，
在草擬過程中未有一致意見，徵求意見稿有關的附
件臚列了 5 個主要方案，其中兩個是普選特首方
案，但都沒有“公民提名”，“沒有人說沒有‘公
民提名’的普選，就不是‘真普選’，更沒有人提
出甚麼‘國際標準’。”
梁振英強調，香港基本法的初衷十分清楚，就
是用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委會提名後普選產生，
並沒有“公民提名”成分，最近一些法律學者、律
師團體亦贊同提名權是專屬於提委會，而現時特區
政府提出的普選特首方案，已比當年草擬基本法時
的主流方案更民主、更寬鬆。
他說，在香港基本法頒布25年後的今日，不同政
見、立場的前“草委”和諮委，都緬懷當年齊心合力為
香港的光榮歲月，大家知道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
率先落實的責任落在香港人身上，“我們為國家、為香
港，義無反顧，遇上一個難題我們就去找十個解決辦
法，沒有人為了出難題而出難題。”
梁振英解釋，“一國兩制”是例外，不是常
規，常規就是“一國一制”；“一國兩制”沒有
“國際標準”，“國際標準”是“一國一制”，因
此沒有人用“國際標準”在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中
出難題，“大家知道因為中央額外授權，因此香港
這個地方政府才有高度自治，也因此在這種高度自
治而又屬非主權性地方選舉的問題上，香港必須走
自己的道路，想自己的方案。”

勿故意出難題 讓港政制向前發展

與包德士律師事務所

超群記錄﹐鐵的事證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4日出席研討會。

依法辦事 勿輸打贏要鑽文字空子

2015 年世界台商會聯席會議巴西召開

總統說， 「兒童權利公
約施行法」去年 11 月實施後
，政府已經修法改以 「年齡」而非 「身高」做為兒童票的標準；
另外也增訂 「禁丟包」的規定，防止家長把孩子丟在馬路上等危
險環境中。

Andrew Whang
律 師
(of Counsel)

美南版

25年前立法原意清晰 中央授港非主權性高度自治

調，中央額外授權讓香港有非主權性的高度自治，香港

並坦誠接受媒體及社會大眾指正。
陸軍指出，勞乃成跑趴違法部分，將併案增
列移請檢調單位調查，此外，陸軍也即刻追查
案發當時軍品繳交、清點管理、門禁管制等業
管人員及上級主官、主管失職責任，將嚴予記
過以上之懲處，事涉違法人員依法究辦。
陸軍司令邱國正上將也指示，對陸軍各單位
違法犯紀人員、案件，均秉不縱容、不包庇、
不輕忽的嚴正態度予以追查，並以源頭制止方
式落實軍紀安全。

Manal Tellawi
律 師

政長官梁振英 4 日指出，香港政制向前發展的難度，不

家庭

☆協議離婚﹐爭議離婚訴訟
☆遺囑﹐保險與避稅信托
☆跨國離婚﹐單方離婚
☆遺產規劃與處理遺囑認證
☆婚前與婚後財產協議
☆法定與醫療授權書﹐醫師指令
☆收養﹐監護﹐改名
☆財產保護規劃﹐諮詢顧問
☆兒童撫養費
☆生前信托﹐成人監護權申請
Licensed to practice in all Texas Cousts. Not Certified by TX Board of Specialization.

他強調，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讓政制向前
發展，難度不應大過當年拿着一張白紙寫香港基本
法，“除非我們故意要為香港為自己出難題。”香
港基本法已預留空間，讓香港的政制可以向前發
展，倘香港能按基本法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
决定，落實特首普選，令香港於 2017 年、即香港回
歸 20 周年可第一次普選產生在“一國兩制”下有高
度自治權力的特首，“我們香港社會將會是一個更
了不起的社會。”

港權力來自中央 權限由基本法定

林志豪

關鍵一年，適值香港基本法頒布 25 周年紀念。特區行

衷，25 年前頒布的（香港）基本法才是初衷。”他強

戴阿帕契頭盔跑趴 勞乃成移送檢調

林志豪

2015 年 4 月 6 日（星期一）

毋忘基本法初衷
凝聚港普選共識

鄭治祖）香港政制發展迎來

度，更不應鑽文字空子，……今天的忽然初衷不是初

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與法國里昂第 3 大學 3 日在里昂簽署合作備忘錄
日在里昂簽署合作備忘錄，
， 設立法國的第一個
「台灣漢學資源中心
台灣漢學資源中心」」 ，隨即揭牌啟用
隨即揭牌啟用。
。

（中央社）昨天是兒童節，總統馬英九在臉書發文表示，政
府已經修法改以 「年齡」而非 「身高」做為兒童票的標準，並增
訂 「禁丟包」的規定，創造親子友善的環境。
總統上午在社群網站（facebook）發文指出，給孩子一個安
全、愉快、健康的成長環境，是大人的共同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特點，“我們就可以完全掌握立法原意，不必憑字面猜

國圖赴法設漢學中心 推研究國際化

慶兒童節 總統：創造親子友善環境

紀 念 基 本 法 頒 布 25 周 年

香港出難題 ”，而基本法有現代性和集體記憶這兩大

（中央社）新北市政府昨天在板橋 435 藝文
特區舉辦 「小老闆市集」兒童節活動。市長朱立
倫也展現童心，與小朋友大玩陀螺及氣球。
朱立倫昨天一早來到活動現場和 OPEN 小將
、小朋友們一起同樂，體驗玩具 DIY 等活動，除
了用光碟片製作陀螺，還大玩折造型氣球，還逛
逛小老闆市集與小老闆們趣味互動，還買了些東
西捧場。
朱立倫表示，今天是兒童節邀請很多小朋友
來到 534 藝文特區，尤其是弱勢家庭兒童共渡兒
童節。
他表示， 「小老闆市集」就是讓很多小朋友
來學做小老闆 ，這個二手市集，就是讓他珍惜成
長過程用過的小玩具或物品。

（中央社）媒體報導，陸航 601 旅作戰隊
副隊長勞乃成戴阿帕契頭盔跑趴。陸軍司令部
今天聲明表示，經查屬實，將併案增列移請檢
調調查。
媒體報導，勞乃成不但帶親友進營區亂拍阿
帕契戰鬥直升機，去年萬聖節還穿飛行裝、戴
造價新台幣 200 萬元的阿帕契頭盔跑趴，把頭
盔當私人物品向在場的李蒨蓉等炫耀。
陸軍司令部中午發布聲明指出，勞乃成身著
飛行裝具參加私人聚會，經查屬實，陸軍感激

■責任編輯：周文超

應大過當年拿着白紙起草基本法，“除非故意為自己和

洪慈庸批特權：有關係就沒關係

（中央社）藝人李蒨蓉登
上阿帕契直升機炫照釀成風波
，洪仲丘姊姊洪慈庸昨天感嘆
，權勢名利在台灣是多麼好用
？ 「有關係 沒關係」的特權
問題，讓人難過。
前陸軍下士洪仲丘因攜帶
有照相功能手機進入營區，被
送往禁閉室後，疑操練過當，
送醫不治。
洪仲丘姊姊洪慈庸昨天透
過臉書（facebook）貼文指出

香港新聞 B9

梁振英：

陸委會：台資西進帶動貿易 無失血問題

4

特價酬賓傾銷
全自動清洗 AC
AC830
830 型號
包安裝只需$$595（限時供應
包安裝只需
限時供應）
）

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

832-919
832919-8338
批發熱線：732
732-694
694-3168
產品詢問：

■梁振英 4 日表示，
毋忘基本法初衷，香
港社會才能凝聚共
識，落實普選，推進
政治制度發展。
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陳庭
佳）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高度自治
權，但香港反對派卻借所謂“剩餘權力”
論，挑戰中央治港的權威。特首梁振英 4
日強調，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權力
來自中央，權力大小由香港基本法規定。

“剩餘權力”論曲解基本法
梁振英4日在研討會上，提到中央和香
港特區的權力來源問題，在香港基本法起草
期間曾廣泛討論，在基本法也有了結論，
“當時有由律師組成的論政團體，以為香港
回歸祖國，是香港人將英國人的全部權力接

收，然後交出權力的一部分給中國政府，香
港自己保留‘剩餘權力’，換句話說，中國
政府對香港的權力，源自香港。”
他強調，當年香港基本法諮委會經研究
後，結論是根據《中英聯合聲明》，中國政
府收回香港，英國政府將香港交還給中國政
府，中央政府然後根據由全國人大通過的香
港基本法向香港授予高度自治權。因此，香
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權力來自中央，權
力大小由香港基本法規定。

不少人誤解港自治範圍
梁振英續說，倘明白這一點，港人對

去年 6 月公布的白皮書就會有準確的理
解，但香港基本法頒布至今 25 年，不少人
仍然誤以為除國防和外交外，所有其他事
務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
他形容，“國防和外交以外”只是一個
高度概括的說法，因為即使在對外事務問題
上，特區經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都可以自行
處理一些對外事務。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關係，不僅在“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關係”的第二章內，而且在第一、第七、第
八章以及其他各章中均有規定，如行政長官
和主要官員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部分全國
性法律要在香港公布或立法實施等。

重申“8．31”決定不會撤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反
對派聲稱會否決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下的政改方案，特首梁振英 4 日重
申，人大“8．31”決定已考慮到香港的
實際情況，以循序漸進方式向前發展，中
央不會撤回或修改人大決定，“大家心中
有數。”事實上，越來越多人都呼籲立法
會議員投票通過政改方案。
梁振英4日在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研
討會後指出，香港基本法給予香港特區政制
發展的空間，是“實際情況”和“循序漸

進”：人大“8．31”決定是考慮到香港的
實際情況，及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向前發展。
他說，“現在我們面對一個最重要的
實際情況，就是人大‘8．31’的決定已經
作出，……大家今日都應該心中有數，就
是不會收回、不會修改。所以在這種情況
底下，這是一個重要的實際情況。”

通過政改方案呼聲越來越高
梁振英強調，香港社會上已有愈來愈
多人知道，中央不會撤回人大“8．31”決

定，未來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沿用舊有選
舉委員會方式產生行政長官，二就是按照
香港基本法，及人大包括“8．31”決定
下，讓香港市民在 2017 年有普選特首的權
利。所以，香港社會上越來越多人願意以
至呼籲立法會議員在特區政府提交政改方
案時，能夠投票贊成。
他並表示，香港基本法已預留空間，
讓香港政制可以繼續發展，“我希望行出
一大步後，我們仍然有機會可以繼續把我
們的政制向前發展。”

強力排油煙機
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
·全自動高溫熱水清洗
·輕觸式數碼控制板
·專利節能熱水清洗系統
特約代理商：
·全不銹鋼隱藏式油杯
通用傳訊：Tel:281-983-00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美國及加拿大電檢處註冊
世界床墊：Tel:713-777-1188
6121 Hillcroft ST. Suite#M Houston, TX 77081·美國專利註冊電機熱清洗系統

購買 家樂超市 Welfresh Market 4635 Highway 6. Sugarland, TX 77478
地點 帝國健康器材 ComfortCity Inc. Inside Hongkong Market 11209 Bellaire Blvd, S# C-13 Houston, TX 77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