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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暑期聖經學校
奇異威力體驗營

( 本 報 訊) 休 士 頓 台 灣 基 督 長 老 教 會 (Formosan Presbyterian
Church)2015 暑期聖經學校, 今年的主題是[奇異威力體驗營-探索
神, 經歷愛, 發現生命中的奇異威力] 即將在 6 月 14 日(星期日) 開
始上課,6 月 15 日(星期一) 至 6 月 18 日(星期四) 晚上 6 時 30 分-9 時
晚餐與上課.6 月 20 日(星期六) 將在教會戶外活動(提供午餐); 再
一次體驗一周來所學習的, 是如何的奧妙與奇異. 在每天 2-3 小時
的課程裡教導好聽的歌, 好玩的遊戲, 奧妙的聖經故事和活動.6 月
21 日(星期日)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教會禮拜/結業典禮.

課程分幼童班,1-2 年級,3-4 年級,5 年級和成
人班(提供保姆服務. 報名費(5 月 10 日之前報名
$5.00;5 月 10 日之後報名,$10.00) 包括晚餐,VBS 運
動衫, 教材與工藝材料. 詳細報名資料可上網查詢
www.fpcinhouston.org. 欲知進一步詳情或報名, 請
電 281-229-4496 曾 琴 Mrs. Chin Tsen 電 子 郵 件
chintsen@msn.com 洽. 上課地點-休士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Formos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Greater Houston)2401 Dairy Ashford,

休城社區

Houston,TX.77077(Just a block North of Westheimer), 電 話 (281)
589-9795.

舞台, 在當時對剛出校門的他來說, 這願
望的確相當困難, 多才多藝的吳大軫為
了生活,就以第二專長攝影, 找到商業攝
影師工作, 來維持他的音樂生涯.
關於攝影方面, 吳大軫談到, 五歲曾
經與母親三天三夜搭火車前往探望在外
地工作的父親, 只顧到一路上觀賞窗外
風景, 連飯都不吃, 我以天生旅行家為榮
. 攝影支持吳大軫生活的工作, 更是讓他
與音樂相輔相成的技能. 吳大軫提到, 他
常常可以從攝影裡面體會音樂, 甚至從
音樂方面體會到攝影, 二者中間是連結
的.
為了再次走訪中國許多壯麗景觀,
吳大軫回到中國定居, 藉著在中國時間,

他完成,[ 詩評中國百大景觀] 與[中美春
秋] 兩本著作. 這次他從中國回到美國休
士頓省親的機會, 將於五月九日(星期六)
向大家介紹這兩本書.
[詩評中國百大景觀] 正是吳大軫遊
覽中國著名景點時所拍攝 200 多張照片,
且搭配詩詞創作.[ 中美春秋] 以人物攝影
為主,1980 年到現在吳大軫所拍攝照片集
中,200 張傑出照片編撰成的.
吳大軫表示,[ 詩評中國百大景觀] 與
[中美春秋] 兩本著作完成主要是希望能
夠將文化與攝影做結合, 並且藉著他鏡
頭所捕捉到的景物, 讓更多人認識中國
美景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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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親自偕同夫人前來觀畫，
「中領館」文化參贊楊松特別
在畫展上提到張要武曾將工作
室作 「休士頓交響樂團」獲獎
選手的招待會，令他們對他印
象深刻。
楊松參贊表示：張要
武和劉隼畫作，風格具多樣性
，有超寫實，有表現中國傳統
主題的，如佛教的壁畫，有歐
洲風的，充分表現中國畫家深
厚的功力，結合中西藝術家之
長，此高水準的畫作，更具傳
播中華文化的深遠意義。
當天出席畫展有各社
團代表，有藝術界人士，如雕
塑家王維力等人及 「東北同鄉
會」會長李秀嵐及 「大連劉寧
圖為 「中領館
中領館」」 李強民大使
李強民大使（
（左二
左二）
）在畫家張要武
在畫家張要武（
（左一
左一）
）的陪同
鋼琴學校」校長吳曉萍等人。
下觀畫。（
下觀畫
。（右一
右一）
）為 「中領館
中領館」」 參贊楊松
參贊楊松。（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畫展將至今天（五月
（休士頓/秦鴻鈞）由休士 一日）晚間舉行開幕式，嘉賓 三日）下午結束，歡迎還未觀
頓著名畫家張要武與畫家劉隼 雲集，場面熱烈。剛結束休假 賞的僑胞把握最後時機
舉行的油畫展，於週五（五月 返美的 「中領館」李強民總領



（本報訊）尼泊爾強震，慈濟基金會 「勘災醫療團」一行十五人，台灣時間四月
廿七日啟程趕往災區 ，除提供緊急醫療外，第一階段將評估災區所需物資及後續援
助，希望用最短的時間，傳 送台灣民眾的關懷與大愛。 十五人的 「勘災醫療團」，
由台中慈濟醫院院長簡守信擔任領隊，副領隊新店慈濟醫院院 長趙有誠，大林慈濟
醫院急診科主任李宜恭、慈濟醫學中心主任王健興等人，結合內科、 外科、急診援
助。 成員除了台灣十人之外，賑災團也要及五位國際賑災經驗豐富的團員，分別從
馬來西亞、 泰國、印度、菲律賓、美國趕抵吉隆坡會合，可提供尼泊爾語的翻譯及
援助資源的評估 。 尼泊爾強震後，慈濟基金會於台灣時間四月廿六日上午七點，在
花蓮成立 「慈濟賑災協調 中心」，彙整各方傳來的訊息，迅速啟動賑災行動。協調
中心已清點相關物資，包括：災區最需要的可攜式折疊床 「福慧床」、快速沖泡的
「香積飯」、環保毛毯…等物資。均已 備妥，隨時可以運送至災區，安頓災民身心
。 勘災醫療團廿七日抵達後，先就醫療、物資提供協助，也將評估短、中、長期的
各項援 助。 ㄧ方有難，十方馳援，佛教慈濟基金會將於全美各區自 4/25 日至 5/31 日
期間社會善心大德 捐出的賑災基金款項，協助尼泊爾災區援助災民。



休斯頓華人社團與休斯頓警察局
聯合舉行《
聯合舉行
《警民聯歡
警民聯歡》
》盛大活動

黃石/羚羊彩穴 7 天團
買二送一 $286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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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界，三峽等
▲美東$175 起、美加東 $303 起（買二送二）
▲黃石公園、美西 $215 起 (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脈$566 起、歐洲、中國

Sean Wong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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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llwininsurance.com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

且致辭。
且致辭
。

長麥克.. 安南在
長麥克
安南在《
《警

警長加西亞致辭。
警長加西亞致辭
。

民聯歡》
民聯歡
》會致辭
會致辭。
。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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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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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hsu@aarealtytx.com

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大使，
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大使
，副總領事
趙宇敏，
趙宇敏
，警民聯歡會主席陳灼剛
警民聯歡會主席陳灼剛，
，休斯
頓各界僑領，
頓各界僑領
，及來自中國浙江的警察學
校培訓班學員一千多人參加了聯歡會。
校培訓班學員一千多人參加了聯歡會
。
（圖片
圖片：
：警察局儀仗隊
警察局儀仗隊）
）

我們的信念

CLU

竭盡所能﹐
為您提供誠信﹐

中華人民共和國

呂振益 J.Eric Lu
保險師

熱心﹐
省錢﹐
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李強民大使夫婦

❷您的房子

偉夫婦合影。
偉夫婦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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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❸您的銀行帳戶
$763

Steve Yang, Agent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警民聯歡會主席陳灼剛（
警民聯歡會主席陳灼剛
（ 左三
左三），
），警民聯歡會共
警民聯歡會共

Bus: 832-999-4966

同主席李雄（
同主席李雄
（ 右四
右四），
），警民聯歡會共同主席丁昭
警民聯歡會共同主席丁昭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信（左三
左三）
）為資深亞裔警察頒獎
為資深亞裔警察頒獎。
。

我們說你的語言

平均節省$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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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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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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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905023TX

2010

xiannen_g@yahoo.com

713-550-6373(專線)

德州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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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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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
左起
：來自山東的黃詠梅女士
來自山東的黃詠梅女士，
，李強民大使與山東女企業家高瑩女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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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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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TOR, G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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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休斯頓地區海瑞斯郡警長加西亞與來自中國山
東代表團合影留念。
東代表團合影留念
。

5855 Sovereign,Unit F Houston,TX 77036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❶您的車子

與著名僑領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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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

保護：

駐休斯頓總領館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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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s Associate

楊凱智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道

另代訂酒店租車﹑簽證及 Package Tour.

www.farmersagent.com/jlu

聯歡》
聯歡
》盛大活動
盛大活動。
。大休斯頓地區警察局
，各縣市警察局局長
各縣市警察局局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

773-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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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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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斯頓警察局在珍寶樓聯合舉行《
休斯頓警察局在珍寶樓聯合舉行
《警民

天 James Berry 小學將派代表
出席並由該校學生參與表演
，介時還有茶點招待， 敬請
各社團擁躍出席。
今年愛心組織理事會成
員有會長趙婉兒， 副會長翁
定台( 公關， 文宣)， 副會長
李正揚(募款)， 副會長黃登
陸 (規劃)， 祕書長傅達莉，
財務長徐小玲， 副財務長黃
宜容， 編史梁薇， 網路劉昕
。

cousintravel_tou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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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HAR Client Experence Rating A 4.99* Realtor

5 月 1 日晚
日晚，
， 大休斯頓地區華人社團與

教學用品，深得僑社和主流
社會的肯定。今年己邁進第
二十三年、在四月四日先由
三十多社團挑選出三所學校
，經過順序的拜訪後，今年
愛心組織己選出一所高達
95% 低收入貧窮家庭的 James
Berry 小 學 ， 準 備 捐 贈 該 校
850 位學生的全年教學用品。
愛心組織將於二零一五
年五月十七日星期日下午二
時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多功
能 教室舉行新聞發佈會。當

→
→
→
→世界各大城市特價機票
休士頓 ←
←
←
←

以二十年經驗，為您做完整服務

大休斯頓警察局局
大休斯頓地區海瑞斯郡

愛心組織為非營利機構
、聯合許多休士頓中華組織
、包括有各僑社組織，宗教
團體和商家等共同籌劃、策
劃推動我們共同的宗旨為目
標。我們的宗旨是增強在美
華人社團的團結，幫助休斯
頓地區民族弱勢和貧困社群
以及地區民族之間的溝通與
和諧。
愛心組織在過去二十多
年，每年都挑選在休斯頓貧
窮的學校捐贈該校學生全年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楊德清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愛心組織將於五月十七日下午二時
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舉行新聞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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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瑞

安穩保險

（本報訊）休士頓華僑協會訂于 2015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於僑教中心展覽室舉
辦 『紀念抗戰勝 利七十週年座談會』談論有關美國飛虎隊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抗日軍侵
華事件勇敢事蹟。
我們很高興邀請張光樂先生講述這段歷史事件。張光樂先生為緬甸華僑，經歷過日本
侵華時期的迫害更親眼目睹美軍飛虎隊的英勇事蹟。
歡迎踴躍參加。請聯絡會長黃泰生, 832-788-5885。

Cousin
Cousin Travel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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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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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警民聯歡
警民聯歡》
》會，並

時起為尼泊爾賑災籌款。
Green 議員做了災情現況的報告後，
也邀請與會的朋友們，自我介紹並做了一
個簡短的講話，讓會眾們及講員們有緊密
的互動，大家都希望能為災區的朋友們做
一點事，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們一同參與此
事。
因為救災是一項漫長的過程，在世界
各國捐贈物資與金援給災區民眾之時，
Green 議員也呼籲華人社區的朋友們一齊
來為災民盡一份力，共襄此善舉。若您有
任何捐贈或意見，請與 Green 議員的助理
Rachael Rodriguez 或 Crystal Webster 聯 絡
， 電 話 ： 713-383-9234； 傳 真 ：
713-383-9202， 電 郵 ： crystal.Webster@mail.house.gov。 聯 絡 地 址 ： 3003
South Loop West， Suite 460， Houston，
TX77054。

福達旅行社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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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頓總領館李強民大使出

區主席 Ghmirey 共同向社區民眾講話。呼
籲社會大眾共同來關心及支持災區及其重
建。
在美南新聞會議開始之前，Green 議
員帶領大家為災區的民眾祈福，並為罹難
與受傷的民眾默哀及靜思，對此一大地震
的災民及尼泊爾政府表達衷心的慰問之情
。Green 議員也對李蔚華先生支持此會議
的熱忱表示感謝。
由於 Green 議員與其助理們的力邀，
會議當中可以看到東南亞多國的僑領及代
表們和 Green 議員的好朋友們一同支持這
個會議。除了尼泊爾社區及僑民，印度，
巴基斯坦，菲律賓，東南亞多國的朋友都
來到會場，華人僑社也來了許多人，包括
李雄，譚秋晴，林富桂，玉佛寺修慧法師
及 「玉佛寺」慈善組呂振益等多人，和其
他宗教的朋友們。玉佛寺將於今天上午十

休士頓華僑協會55 月 1616日舉辦
日舉辦 「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座談會
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座談會」」
張要武劉隼油畫展 週五開幕 畫展至週日止 休士頓華僑協會

王朝旅遊



星期日

（ 休 士 頓/秦 鴻 鈞 ） 國 會 議 員 Al
Green 在尼泊爾受到 8.1 級大地震之後積極
的多方努力及奔走，希望為尼泊爾災區的
民眾及留在美國的尼泊爾朋友們盡心盡力
的照顧他們。為此，Green 議員安排了一
個支援尼泊爾災區的特別會議，於昨天
（五月二日）下午 2 點起，在美南新聞一
樓的會議室舉行救災研討會。此外，
Green 議 員 （TX-107） 與 Mike Honda
（CA-17）議員發起一項 「臨時保護身份
」（TPS）的法案，幫助滯留在美國的尼
泊爾公民可以自 4 月 25 日地震的那一天起
，可以合法的在美國居留十八個月，為重
整家園做相關的配合工作。
在過去這一周內，Green 議員也積極
圖為國會議員 Al Green（
Green（中立者
中立者）
）昨在 「美南新聞
美南新聞」」 他所召集的 的參加休市尼泊爾社區支援災區的會議，
座談會上致詞（
座談會上致詞
（左三
左三）
）為 「玉佛寺
玉佛寺」」 代表修慧法師。（
代表修慧法師。（記者秦鴻
記者秦鴻 他與前休市尼泊爾社區主席 Amatya，美國
鈞攝）
鈞攝
）
國際援助代表 Marty Mcvey 及現尼泊爾社

慈濟勘災醫療團抵尼泊爾廿九日投入緊急醫療 尼泊爾強震-慈濟基金會動員救災
慈濟勘災醫療團十五人中，包括領隊台中慈濟醫
院院長簡守信、副領隊台北慈濟醫院院長趙有誠、大
林慈濟醫院急診部主任李宜恭、花蓮慈濟醫院創傷小
組主任王健興等人，在通關之後，隨即向設立於機場
的醫療組織聯繫，預計明天投入外科、急診及內科的
醫療行列，隨行六十五箱、重達一噸的醫療用品，也
可以派上用場，估預這批醫藥可提供一千人使用。
勘災團中，從馬來西亞、泰國、印度、菲律賓、
美國趕抵尼泊爾的團員，都具有豐富的國際賑災經驗
，廿九日將深入災區展開勘查，初步規劃糧食運送、
保暖的毛毯和多功能折疊床提供等，逐一進行評估後
，回報台灣的協調中心，再由台灣啟動運輸作業，希
望及早膚慰受災的災民。
撰文者：秘書處簡東源、秘書處顏福江
報導：總志業中心秘書處

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國會議員Al Green為尼泊爾震災 昨在美南新聞舉行救災研討會



紀錄:顏福江於 2015/04/28PM07:36
尼泊爾強震，慈濟勘災醫療團今天（28 日）台灣
時間下午 4 點 02 分（當地時間下午 2 點 02 分）抵達加
德滿都，一噸重、一千人使用量緊急藥品也隨團運抵
達，預計明天（29 日）投入義診。
慈濟勘災醫療團廿七日從台灣出發後，抵達曼谷
，原計當晚飛抵加德滿都。因班機取消，延至廿八日
中午改搭乘泰航 THA319 班機，飛往加德滿都，班機
在空中盤旋近兩小時，終於在下午 4 點 02 分（台灣時
間）順利降落加德滿都機場。
據團員回報，加德滿都機場空間有限，同一時間
有三架次班機降落，包括美國、新加坡、以色列、巴
基斯坦等救援團隊同時抵達，機場大廳擠滿人，現場
有點混亂，每個團隊都擠在大廳等候領取行李及救援
裝備。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德州分公司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http://www.luckymoving.com

281-265-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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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大軫詩詞攝影與音樂
將於五月九日下午二時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 聞名中外的吳大
軫知名攝影家將於五月九日下午二時在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00,
HOUSTON, TX. 77072 的美南國際貿易
中 心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美南新聞隔壁)舉行詩詞攝影
與音樂發表會, 同時吳大軫知名音樂家
屆時他將演奏黑管以娛佳賓, 並將最近
完成[詩評中國百大景觀] 與[中美春秋]
兩本著作發表, 介紹新書給僑界人士, 歡
迎大家踴躍參加共襄盛舉.
吳大軫從小學習音樂,1962 年就考進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中國中央音樂學院, 正統科班出身. 他回
多才多藝吳大軫將於五月九日下午二時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介紹其著 憶到,1980 年前往美國繼續深造. 畢業後,
作[詩評中國百大景觀與
詩評中國百大景觀與[[中美春秋
中美春秋].(
].(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開始積極去尋找能讓他獨奏專長黑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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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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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讀圖

星期日

2015 年 5 月 3 日

Sunday, May 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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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要武劉隼油畫作品展

各地僑社

星期日

0501B04

2015 年 5 月 3 日

【本報華府訊】美國華人生物科學學會 (CBA)、華人生物科學學會
(SCBA) 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IH) 於 2015 年 4 月 25 號在 Johns
Hopkins 大學的 shady grove 校區隆重舉行了第十八屆的職業發展研
討會。參加了近兩百名的大學學生、研究生、年輕專業人士及對生物
和事業發展極有興趣的民眾們。
此次到場的特別來賓均為中美著名博士學者以及商界精英。早
上九點四十分，曾經身任美國聯邦勞工部副部長級財務總長、並且
現任美國康道國際諮詢公司執行總裁、中美研究會主席莫天成先
生 (Honorable Mr. Samuel T. Mok)正式向期盼已久的學生與專業人
士們透露了華人如何在美國突破所謂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而
出人頭地的訣竅。
莫天成先生以他個人三十幾年的商業經歷開啟一個令人提心
吊膽可是非常現實的話題，並把他的演講題目定為 "你的父母與老
師告訴你如何成功的謊言"。這種典型的路徑：賣命的唸完書拿到一
個好學位，這樣會帶來一份好工作是一個天大的謊言，然而許多中
國人都是以這份思想為主軸。我們必須瞭解的是工作保障不代表就
業保障；我們必須無形的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增進個人管理技能、有
效的溝通與真誠的表達自我。
讓我們從問題的根本說起，很多中國人的父母都跟他們說你必
須在高中時拿到好成績，這樣才能進到好大學，從頭大學畢業後才
能拿到一份好工作。然後呢？大家開始不斷地攀登那段像往成功的
企業階梯，而便視工作為機械化的任務，然後被動的工作。而這種現
像為什?會發生呢？那是因為年輕的學士們不事先設定一個長期的
就業目標，而按部就班的任由父母影響了一生的事業，也局限了一
生成功的領域。因為環境的變化快，所以父母與老師的經歷不適於
用在我們的時代，猶如一個騎馬的人教你如何駕駛。

畫家張要武（
畫家張要武
（左一
左一）
）陪同貴賓觀畫
陪同貴賓觀畫，（
，（左二
左二）
）為 「中領館
中領館」」 總領事李強民
總領事李強民（
（左三
左三）
）為文化參贊楊松

5\7 陳宏宇教授聲樂講座
畫展開幕式（
畫展開幕式
（左三
左三）
）為張要武
為張要武，（
，（右一
右一）
）為畫家劉隼

中領館文化參贊楊松（
中領館文化參贊楊松
（左）在油畫展開幕式上致詞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畫展現場盛況

張要武（
張要武
（左一
左一）
）介紹他的人像畫

B15

中國人在美國如何出人頭地？
中國人在美國如何出人頭地
？

著名雕塑家王維力（
著名雕塑家王維力
（左二
左二）
）與友人在畫展上合影

（左起
左起）
）畫家張要武
畫家張要武，
，李強民大使
李強民大使，
，楊松參贊在畫展上

Sunday, May 3, 2015

【本報華府訊】應華盛頓中國合唱團邀請，女高音歌唱家陳宏宇教授將參演五月
十日華盛頓中國合唱團音樂會，並演唱《黃河大合唱》中的經典曲目《黃河怨》
。
借此華府之行，陳教授欣然答允於五月七日舉辦一場聲樂講座，為喜愛唱歌的
朋友們釋疑解惑。
陳宏宇是一位元學貫中西的女高音歌唱家、作曲家、聲樂教育家。她畢業於
中央音樂學院，曾師從中國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教授。後赴美國紐約州立
大學攻讀聲樂表演碩士學位及該校音樂藝術博士學位，畢業後在紐約大學音樂
系任教。作為女高音歌唱家，她曾在芬蘭、義大利、羅馬尼亞等世界著名音樂節
演出，並與 Isabelle Williams、Gorkino Lombardino 等著名音樂家合作舉辦音樂會
。曾先後受邀與 Ruth Schonthal、陳怡、周龍等當代著名作曲家合作首演獨唱作
品，並與著名指揮家鄭小英指揮的北京室內樂團共同錄製了女高音歌劇詠歎調
個人專輯等音樂唱片。在 2013 年擔任全美音樂院校年度聲樂大賽主評委。紐約
時報曾對她的演唱會做過如下評述：
“中國女高音歌唱家陳宏宇在卡內基演唱
會上給人留下鮮明的印像，鮮活的音樂個性精彩綻放，動情的演唱引人入勝。”
歡迎華府地區愛樂的朋友們屆時前來共續“音緣”
。
時間：Thursday, 5/7/2015, 7:30pm
地點：16 Kent Gardens Cir, Gaithersburg, MD 20878

人到中年的危機和轉機

【本報工商訊】媽媽，其實一點都不過份。我有三個孩子，分別是 8 歲，10 歲，15 歲。
我在國內大學畢業，工作了幾年後隨著先生一起來到了美國。美國並不是想像中的遍地黃金。這麼多年
來，一直都是先生工作養家，我在家裡操持家務，照顧孩子。
先生的收入並不高，這使得五口之家的開銷經常顯得捉襟見肘。而我根本沒有辦法法再去做兼職貼補家
用。再說我己人到中年，重新讀書，或找份工作的希望也變得越來越渺茫。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清浤資訊的 SAS 證書班招生簡章，這讓我看到了希望。我在國內大學畢業，基礎知識
還是有的。但是對現實的總總顧慮，總讓我很猶豫。我最終鼓起勇氣，來到清浤資訊，想問些詳細情況。沒想到
清浤資訊的負責人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幫我分析事實，鼓勵我試試看，走出第一步。
我報名參加了 SAS 的初級證書班，我在忙完家事，安頓好孩子後，來到清浤資訊上課。老師的講課結合實
際，深入淺出，讓人很容易聽明白。在這樣上了幾堂課後，我開始對自己有點信心，也對 SAS 產生興趣。
可是因為外在的種種原因，我停止了學習。足足過了半年，我才回重新回到清浤資訊，沒想老師還記得我
，很熱心地幫我回想以前所學的知識，鼓勵我堅持下去。幾經努力，我終於考出了 SAS 初級證書。在整個過程
中，清浤資訊的老師一直在做耐心細緻的講解，提供完善的技術支援。
在找工作的過程中，最讓我驚奇的是，公司面試的問題，都是課堂上提到過，分析過的。經過幾次面試，我
終於憑著手中那份 SAS 初級證書，而得到一份正式的工作。
我在美國，人到中年，從來沒有讀過書，也沒有工作經驗，現在能找到這份滿意的正式工作，回首走過的
路，我真的滿心感激清浤資訊為我所作的鼓勵和支持。
（張媽媽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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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糖城 Clements H，獨立一家庭 3 房 2 浴房 1700 呎地 7000 呎$19 萬余。
2.糖城 2001 年建，獨立一家庭 3/4 房 2 浴房 2400 呎地 9000 呎$22 萬余。
3.糖城 Colony Bend 獨立一家庭 5 房 2.5 浴房 2800 呎地 7500 呎$31 萬余。
4.糖城 Riverstone 2009 年建獨立一家庭 4 房 2.5 浴 3000 呎地 9000 呎$35 萬。
5.糖城 Telfair 2008 年建獨立一家庭 3/4 房 2400 呎地 9000 呎$38 萬。
6.休士頓賺錢旅館 Hilton 120 房$28M，La Quinta 78 房年營$250 萬售$10M，Holiday Inn 109 房年營$350 萬售 15M，
Best Western 80 房年營$160 萬售$6.5M,America's Best Value 117 房 9 成住房率售$5M，
獨立 105 房 7 成住房率售$300 萬，獨立 114 房年營 70 萬售$250 萬。
7.德州賺錢旅館，連鎖 99 房年營$1.1M，售$300 萬，獨立 96 房年營 70 萬售$240 萬，獨立 40 房售 150 萬，
獨立 70 房$175 萬，獨立 60 房$165 萬。
8.路州獨立旅館 144 房$210 萬，獨立 166 房年營$130 萬售$425 萬。

大中小型
打印，復印，掃描
三合一(雷射)

9720 Town Park Dr., Suite #2
Houston, TX 77036

熱心為家庭、公司、
企業全面服務！

集廿五年經驗 幫您德州投資 助您鴻圖大展 助您永續基業

專精 Copiers, Printers, Scanner

經銷: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掃描機等
新舊影印機從小型到大型任選
精修: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等
提供長期保養合同及售后服務
各種影印機,碳粉(Toner)印表機
廉售:
耗材等,歡迎比價。

在美國，大家都以為在聯邦政府裡工作是很具保障性的，但這
並不反映真正的現況。根據過去幾年的紀錄，聯邦政府裡的員工們
不再享有往年的工作保障及利益。事實上，這世界上並沒有工作保
障這種東西。否則你如果把你一生的幸福鎖定在為了老闆與工作賣
命，那你就實現了他們利用你的意圖。如果你要開創就業保障，那你
必須不斷的增進社會上所需的技能與學識。有了雄厚的技能，無論
發生任何經濟危機，你都能保持一份穩定的工作且持續朝夢想工作
前進。如果有兩個人在尋找同一份工作，而你的技能與學術又更勝
一籌，這便是你找工作的"最佳時機"。但得到這個職位後，也切記不
可鬆懈，要不斷累積經驗。就算在一個職位上工作了五年，如果每年
都是做同樣的事物，那你不僅沒學到新的功夫，你在履歷上的五年
經歷其實才等於一年。
美國有一個非常特殊、不容忽視的特點。它是一個熔爐，有許多
來自不同背景與文化傳統的民族。許多來自亞洲的華人發展常受到
限制，因為他們只傾向僅在亞洲圈子活動而不懂得善用美國不同族
群人脈的資源來得到優勢。莫天成先生再次跟中國學士們強調融入
美國主流社會的重要性；大家必須清楚意識到自己對其他文化的認
知不足，並試著瞭解以便揭開這層薄紗。
莫天成先生以個人所創的"兩人六通"的理論作為結尾。當兩個
人在溝通時，雖然只有兩個人的身體在房間裡但是總共有六個不同
的實體在對話。怎?會呢？因為每個人其實有三個自我：一個是我想
要別人怎?看待我，一個真實的我，一個別人看到的我。當六個不同
的實體全都試著傳達訊息，加上文化和語言上的障礙，誤會可能就
這?產生了。身為一個專業人士一定要避免誤會的產生並且熟悉如
何處理及應對。最後，千萬別忘了莫天成先生所說的："在美國，我們
才是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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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ays U.S. Is Welcome To Use Civilian Facilities In South China Se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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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s strengthening its offshore law enforcement capacity, with
three provinces and one autonomous region launching their first joint
patrol.
BEIJING (Reuter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will be welcome to use civilian facilities China is
buil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or
search and rescue and weather forecasting "when conditions are right",
China's navy chief has told a senior U.
S. officer.
China claims 90 percen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rich in oil and gas, with overlapping
claims from Brunei,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and Taiwan.
Recent satellite images show China
has made rapid progress in building
an airstrip suitable for military use in
the disputed Spratly Islands and may

be planning another.
Those moves, along with other reclamations, have caused alarm around
the region and in Washington too,
with the issue dominating a summit of
Southeast Asian leaders this week, to
China's displeasure.
In a teleconference with the U.S.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Jonathan
Greenert, China's navy chief Wu
Shengli said China's building work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ould not affect
freedom of navigation or overflight.
"Instead, it will improve the ability in
these seas of public services like
weather forecasting and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fulfilling interna-

Disputed: China has built the airstrip
(pictured) on Fiery Cross Reef in the
Spratly Islands without consulting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Malaysia,
Brunei and Taiwan who all claim the
region.
tional obligations to maintain the security of international seas," Wu said, according to a Chinese Defence Ministry statement released late on Thursday.
"(We) welco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levant
countries to use these facilities in the
future when conditions are right, to
have cooperation on humanitarian
search and rescue and disaster relief,
" Wu added.
The statement cited Greenert as saying he hoped China could explain to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in a timely
manner the aim of the building work.
It would also be good for maintaining
stability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f
other countries could use such facilities for joint humanitarian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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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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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CEO Tim Cook

周六照常服務

Apple’ s investments in China are paying off. The
iPhone maker reported today that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set a new sales record, surpassing Europe in revenue last quarter and making it the company’ s second biggest market behind the Americas.
CEO Tim Cook attributed much of the region’ s
growth to the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 which
took place in February, and a rising middle class.
At $16.82 billion, revenue for Greater China, which
includes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grew
71% in the second quarter compared with the
same quarter last year.
The iPhone “ led the way,” Cook said,
but he also highlighted rising Mac and
iPad sales, even as PC and tablet sales
contracted in Greater China. Mac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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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哈佛大學法學院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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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reme Court of Texas. .

移民

were up 31% in the region, and Cook said the
iPad had its “ best quarter” in China.
Of its Chinese clientele, Cook said almost 70%
are customers buying smartphones for the first
time, compared with 40% in the US.
“ So really and truly, sort of everything you look
at in China was extremely good,” Cook told investors. “ I’ ve never seen as many people
coming into the middle class as they are in China.”
App Store revenue in Greater China also doubled last quarter. Apple has paid out close to
$5 billion to developers in the region, more
than half of that in the last year, said Cook.
Apple has been aggressively expanding into
China in recent years. It currently has 21 retail locations—six of them opened in the last quarter—and
the company plans to have 40 stores total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by mid-2016. The expansion
is happening online as well. Apple expects to ship
to 365 Chinese cities by the end of this quarter, up
from 319 currently.
China is still trailing the Americas, but that might
not be for long. Cook has said in the past that it’ s
only a matter of time until China overtakes the US
in Apple sales. (Courtesy q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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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have worked hard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there is still deep mistrust. In
2013, a U.S. guided missile cruiser
narrowly avoided a collision with a
Chinese warship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u said U.S. surveillance operations
were "totally out of step" with efforts
to improve their military relations.
(Courtesy news.yahoo.com)

Apple Sets A New Sales Recor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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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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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said.
Disputes over how to tackle an increasingly assertive stance by China an ally of several Southeast Asian
states - in the strategic South China
Sea make the issue the region's biggest potential military flashpoint.
China this week accused Vietnam,
the Philippines and others of carrying
out their own illegal building work.
While the militaries of China and the

iPhone Sales "Have led the way"--Tim Cook Apple CEO

6200 Savoy Drive,suite 520.Houston,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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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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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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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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菌抽油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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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投資移民EB-5計劃
◇特殊人才綠卡申請

◇B-1 / B-2延長及轉身份
◇H / L / E簽證及綠卡申請

婚 姻 ◇各類離婚、監護案件 ◇婚姻財產協議及訴訟
家 庭 ◇遺囑信托及財務安排 ◇小孩哺育費追索償還

肖沃特 律師**
D. Showalter
(of Counsel)

三十年商業訴訟經驗
德州及最高法院執照

11110 Bellaire Blvd #231,HOUSTON TX 77072
(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內二樓）

Tel: 713-772-2400 Fax: 800-887-7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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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談史鐵生：雖坐在輪椅上 但思想遨游太空

人物簡介

史鐵生

2015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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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中國著名小説家袁散文家遥 曾任北京作家協會副

史鐵生袁

主席尧駐會作家袁中國作家協會第五尧六尧七屆全

年輕時即癱瘓袁自

文學評論家解璽璋認爲袁 史鐵生之所以能夠達到這種精神上的

史鐵生生前數十年與疾病頑強抗爭袁在病榻

稱野職業爲生病袁業

境界袁正是由於他身體的殘疾遥 野我記得袁史鐵生自己也曾説過袁就是

上創作出了大量優秀的尧 廣爲人知的文學作品遥

餘是寫作冶袁遭遇着

要慶幸上帝給了他這個身體殘疾的條件袁他要感恩遥 因爲這個條件把

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説集 叶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曳

常人幾乎不可忍受

他逼到一個絶境袁使得他可以把自己的思想提高到這樣的高度遥 冶

叶禮拜日曳叶舞臺效果曳叶命若琴絃曳等袁散文集叶病

的絶境遥 但在這種

解璽璋也強調袁在這種令人絶望的條件下袁還能把自己的思想提

隙碎筆曳叶我與地壇曳等袁長篇小説叶務虛筆記曳等遥

生命狀態下袁 他仍

陞上去袁正是史鐵生最爲獨特的地方遥 野他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袁其

曾先後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説奬尧魯迅文學奬以及

然不斷寫出至今被

實也是他這個人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有一種良知袁有一顆赤子之心遥 而

多種全國文學刋物奬袁一些作品被譯成英尧法尧日

人推崇的作品遥

國委員會委員袁中國殘疾人作家協會副主席袁一級作家職稱遥

如今史鐵生已

野所以他在以這種生命狀態去關照自身的時候袁他不是用眼睛袁

經離開這個世界三

他是用心在關照自己袁而自己的內心本身就是很純凈的遥 而我們達不

年有餘了遥 然而他的文字以及其中所反映出的思想卻遠沒有淡出人

到這種狀態就

們的記憶遥

是因爲我們的

等文字袁單篇或結集在海外出版遥

生平經歷
史鐵生袁1951 年 1 月 4 日出生於北京袁河北涿縣渊今涿州市冤人袁.是
中國電影編劇袁著名小説家袁文學家遥 生前曾任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尧駐

心已經被 耶污

會作家袁中國作家協會第五尧六尧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袁中國殘疾人作家
協會副主席遥 1958 年入北京東城區王大人衚衕小學讀書袁1967 年畢業于
北京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遥 1969 年到陝西延川揷隊落戶遥 1972 年回北京袁
1974要1981 年在北京新橋街道

他的這種赤子之心並沒有在我們的社會中受到耶污染爷遥 冶

染爷了遥 冶

在歷史學者章立凡眼中袁史鐵生的文字反映出一種獨特的思想遥
野史鐵生的思考或許很多都是有關人生的終極問題袁這大概和我們很
多人都不在一個平台上遥 他可能更多想的是我們這些生靈在宇宙中
的定位尧自然界和人的關係等等袁都是些終極的思考遥 冶

工厰做工袁 後因癱瘓而停薪留

談及此袁章立凡坦言袁史鐵生的思想是沒有野底線冶的遥 他説院野思

職袁回家養病遥

想是可以升天入地的東西遥 史鐵生雖然坐在輪椅上袁但他的思想是遨

1979 年發表第一篇小説叶法

游太空的遥 你不可能用一個輪椅去限制他遥 冶

學敎授及其夫人曳袁 以後陸續發
表中尧 短篇小説多篇袁1983 年他
參加中國作家協會遥 從 1986 年

我曾想過當和尙袁羨慕和尙可以住進幽然清靜的寺廟里去遥 但對

住進那廟里去這心才能落穩遥 爲什么呢钥 又回

起袁即爲北京作家協會合同製作

佛學不甚了了袁又自知受不住佛門的種種戒律袁想一想也就作罷遥 何

頭去看月下小廟的身影袁忽有所悟院那廟的形

家袁 後爲北京作家協會駐會作

况出家爲僧的手續也不知如何辦理袁估計不會比出國留學容易遥

式原就是一份渴望理解的申明袁它的清疏簡淡
樸拙幽深恰是一種無聲的宣吿袁吿訴自己也吿

家袁一級作家職稱遥 1996 年 11 月袁短篇小説叶老屋小記曳獲得叶東海曳文學

那時我正度着最惶茫潦倒的時光遥 揷隊回來雙腿殘廢了袁搖着輪

月刋野三十萬東海文學巨奬冶金奬遥 小説叶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曳尧叶奶奶的星

椅去四處求職很像是無聊之徒的一場惡作劇袁 令一切正規單位的招

訴別人袁這不是落荒而逃袁這是自由的選擇袁因

星曳分獲 1983尧1984 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奬袁作品風格清新袁溫馨袁富有

工人員退避三舍遥 幸

得一家街道小作坊不

而才得坦然遥 我不知道那廟中的僧徒有幾位沒

哲理和幽默感袁在表現方法上追求現實主義和象徵手法的結合袁在眞實

嫌棄袁這才有一份口

糧錢可掙遥 小作坊總

有説謊袁單知道自己離佛境還差得遙遠袁我恰

反映生活的基礎上注意吸收現代小説的表現技巧袁從成名作叶我的遙遠

共三間低矮歪斜的

老屋袁 八九個老太太

是落荒而逃袁卻又想披一件脫凡入聖的外衣遥

的清平灣曳到叶揷隊的故事曳袁作品從內容到形式技巧都顯出異乎尋常平

之外袁幾個小伙子都

跟我差不多袁 腳上或

淡而拙樸袁屬意藴深沉的野散文化冶作品遥

輕或重各備一份殘

疾遥 我們的手可以勞

作袁嗓子年輕袁夢 想

也都紛繁袁 每天不停

另外袁他還創作了電影劇本叶多夢時節曳叶與人合作曳尧叶死神與少女曳
要詩電影袁這爲電影類型的
等袁叶死神與少女曳屬於一種新的電影類型要要

地唱歌袁和不停地在仿古傢具上畫下美麗的圖案遥 在那兒一干七年遥

發展作出了新的貢獻袁這兩部影片都由林洪洞執導袁叶多夢時節曳以其新

十幾年後我偶然在一家星級飯店里見過我們的作品遥

穎的視角獲第九屆金鷄奬最佳兒童片奬袁廣電部 1988 年優秀影片奬袁第

小作坊附近袁曲曲彎彎的小巷深處有座小廟袁廢棄已久袁僧人早

三屆兒童電影童牛奬藝術追求特別奬袁叶死神與少女曳以其對人生價値的

都四散袁被某個機關佔據着遥 後來時代有所變遷袁小廟修葺一新袁又有

探索于 1989 年獲保加利亞第十三屆瓦爾納國際紅十字會與健康電影節

老少幾位僧徒出入了袁且唱經之聲隔墻可聞遥 傍晩袁我常搖了輪椅到

人可能捨棄一切，
卻無法捨棄被理解
的渴望

這小廟墻下閑坐袁看着它袁覺得很有一種安慰遥 單是那廟門尧廟堂尧廟

榮譽奬遥
史鐵生多年來與疾病頑強抗爭袁 在病榻上創作出了大量優秀的尧廣

院的建築形式就很能讓人鎮定下來袁忘記失學的怨憤袁忘記失業的威

爲人知的文學作品遥 他的作品多次獲得國內外重要文學奬項袁多部作品

脅袁忘記失戀的折磨袁似乎塵世的一切牽挂與煩惱都容易忘記了噎噎

被譯爲日尧英尧法尧德等文字在海外出版遥 他爲人低調袁嚴于律己袁品德高

晩風中袁孩子們鳥兒一樣地喊叫着遊戲袁在深巷里蕩起回聲袁廟院中

尙袁是作家中的楷模遥

的老樹沙啦沙啦搖動枝葉仿彿平靜地看這人間袁然後一輪孤月升起袁

史鐵生在 2010 年 12 月 30 日凌晨 3 點 46 分袁 史鐵生因突發腦溢
血在北京宣武醫院搶救無效去世遥 根據其生前遺願袁他的脊椎尧大腦將捐

挂在廟堂檐頭袁世界便像是在這小廟的撫慰下放心地安睡了遥 我想這
和尙眞作得袁粗茶淡飯暮鼓晨鍾袁與世無爭地了此一生遥
搖了輪椅回家袁一路上卻想袁旣然願意與世無爭地度此一生袁又

給醫學硏究曰他的肝臟將捐給需要的患者遥

何必一定要在那廟里钥 在我那小作坊里不行么钥 好像不行袁好像只有

富 國 地 產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ASSOCIATES

STANLEY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Top USA Investment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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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mond City，近 Westpark Tollway & Fwy 99，交通便利，3 房 2.5 浴，二層樓，售$179,000
◆西北區近 290 位 Lake Jersey Village 社區，原 Darling Homes 建商，稀有硬瓦屋頂，3 房 3 浴，一層樓，
售$289,000
◆休斯頓北邊位 45 號，投資良機，50 個單位公寓 / Motel 混合出售，100%出租，超高報酬 12%，售$1,500,000
◆Missouri City，兩棟獨棟商業樓出售，位 6 號邊 & Sienna Parkway，100%出租，佔地 38,115 呎，室內使用
8,040 呎，售$3,370,000
◆西北區，近 290 成熟區 Shopping Center，100%出租，佔地 58,370 呎，建築 Building 58,370SF，高酬率約
8.25%，售$1,4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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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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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erbell

★

Honeywell

Bissonnet

9330 Summerbell

Beltwa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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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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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肖玉霞
˙商業法:租賃約,各種商業合同,公司成立

廣告天地

星期日

2015 年 5 月 3 日

Sunday, May 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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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藝

星期日

醫師

YI ZHOU, M.D.

醫學博士

713--981
713
981--8898
˙週一至週六˙

通中﹑
英﹑
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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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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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高血壓﹑腸胃﹑主治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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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濕關節炎

灰指甲

腳趾縮變形

雞眼骨
甲溝炎

6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82

百利大道近 6 號公路

健強牙科
何繼強

713-773-1115

D.D.S.

25 年 牙科臨床經驗

7500 Beechnut #225
Houston, TX 77074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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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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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iesta

中國城
百利牙科
百利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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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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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

李東方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悅來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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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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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李娜

百 利 牙 科 Bellaire Dental 李

Bin S. Sung, M.D., FAAP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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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

周一至周五 9AM-5PM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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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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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

Sunday, May 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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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肢麻痺

2015 年 5 月 3 日

Lexington

平板腳

號公路

骨刺

中國城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
甲溝炎根除手術

醫生本人通國﹑
粵﹑
英語

Gessner

Sunday, May 3, 2015

8 號公路

2015 年 5 月 3 日

專專專 科科科

星期日

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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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 兒兒兒

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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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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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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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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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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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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聲朱立倫上海相見歡
香港文匯報訊 朱立倫在結束首站復旦大學
行程後，隨即驅車前往虹橋迎賓館和全國政協主
席俞正聲會面。
據中央社報道，朱立倫參觀並在復旦大學演
講後，下午 5 時左右離開校區，在警車開道下前

往虹橋迎賓館。最初排定晚間 6 時展開的會見行
程，因朱立倫一行提早抵達，下午 5 時 30 分不到
就展開。朱立倫抵達會晤場地後，與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握手合影，俞正
聲帶着笑容說：“歡迎你啊。”

朱立倫與俞正聲就座後寒暄，俞正聲詢問朱
立倫：“聽說你是（浙江省）義烏人？”朱立倫
點頭說“是”。俞正聲接着說自己也是浙江人，
並表示“台灣的絕大部分人籍貫都在大陸”，所
以就是“兩岸一家親”。
■ 朱立倫會後受到學生熱烈歡
迎，並要求合照
並要求合照。
。
中央社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
（右）2 日在上海會見國民黨主席
朱立倫。
朱立倫
。
中新社

立
朱 倫：
兩岸交流應增多

影視娛樂

星期日

綜合報導 如今國內的電影市場就
如同北京的天氣一樣，高溫不下。當然
，其中最火熱的電影莫過於《速度與激
情 7》。據貓眼網數據顯示，截至北京
商報記者發稿前，《速度與激情 7》的
票房已達 19.64 億元，突破 20 億元指日
可待。這也意味著該片將成為首部在華
票房破 20 億元的電影。

《速度與激情7》在國內上映後，屢
次打破國內電影紀錄。不僅在首日午夜場
奪得4600萬元票房，是當初《變形金剛4
》首日午夜場票房的兩倍，創造午夜場票
房新紀錄，同時還以3.91億元的票房打破
國內電影首日最高票房紀錄，上映3天就
獲得 7 億元的票房，5 天破 10 億元。儘管
目前《速度與激情7》已經上映15天，但

進行了交流。在會上，朱立倫表示，雖然網絡日益發達，但是兩岸人民面對
面的交流和接觸仍很重要。他同時強調，非常重視推動兩岸關係，而兩岸合
作可以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平台，所以兩岸之間的交流應該延續，冀未來可
以有更多的交流發展計劃。

青年議題備受關注
國共論壇揭幕

■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2 日在上
海復旦大學演講。
海復旦大學演講
。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第十屆兩岸經貿文化論
壇”（國共論壇）3 日在上海揭幕。
根據 2 日公佈的最新議程，開幕儀式
後，兩岸與會代表將分成中小企業、
青年與基層、經貿科技、文化教育四
個專題研討組，聚焦 12 個議題，獻
計獻策。其中，青年議題備受關注。

俞正聲朱立倫致辭

本屆論壇為期一天，分為開幕
式、專題研討和論壇小結三個部分。
論壇開幕式定於早間 9 點舉行，由中
共中央台辦主任張志軍與國民黨副主
席黃敏惠共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國民黨
主席朱立倫將分別致辭，其後則是專
題研討。傍晚，張志軍與國民黨政策
會執行長賴士葆對論壇成果進行簡要
小結，新黨主席郁慕明、親民黨秘書
長秦金生、無黨團結聯盟主席林炳坤
將分別致辭。
是次“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進一
步確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前景，也

更加注重惠及台灣基層利益。開幕式
後，兩岸與會代表將分成中小企業、
青年與基層、經貿科技、文化教育四
個 專 題 研 討 組 ， 12 項 議 題 則 涵 蓋
“促進兩岸產業分工合作，建立兩岸
供應鏈合作體系”、“兩岸經貿合作
與區域經濟整合之回顧與展望”、
“兩岸文化產業交流的回顧與展
望”、“兩岸金融合作之回顧與展
望”等領域。

確認兩岸關係前景
其中，“兩岸合作，共創青年
就業與創業機會”、“兩岸青年學
生交流之回顧與展望”等議題均涉
及青年，且朱立倫短短三日大陸之
行，即包含復旦大學、北京大學兩
所高校，顯示兩岸青年議題備受重
視。根據論壇組委會披露的名單，
國民黨國發院院長吳肇銘，廈門大
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國民黨
中常委、青工總會前總會長曾文
培，國民黨青年團總團長林家興
等，將共同就青年議題進行研討。

大優惠！
大優惠
！開台即送
.99

能力越強 責任越大
談及兩岸交流的問題，朱立
倫強調，在這個全球化的世代，
就是應該彼此認識，交流合作，
希望兩岸學子之間能有更多的交

美媒：
“習朱會”傳遞兩黨關係牢固訊息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民黨主
席朱立倫 2 日率團抵達中國大陸訪
問。美媒報道，此行“習朱會”將
是國共兩黨 2009 年以來最高層級
會晤，也向外界傳遞兩黨關係強
勁、牢固的訊息。
據中央社報道，《華爾街日
報》日前報道朱立倫此行雖不會達
成任何協議，但卻是國共兩黨 6 年
來最高層級會晤。觀察家分析，儘
管國民黨去年“九合一”選舉挫
敗，今年 3 月又有反服貿協議抗
議，但朱立倫此行向外界傳遞了兩
黨關係仍牢固的訊息。報道同時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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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研究員嚴震生說，“習朱會”也凸
顯國民黨依舊是北京較信賴能處理
兩岸事務的首選夥伴。
報道指出，接任國民黨主席不
到 4 個月的朱立倫剛好趁此行為未
來與中國大陸交往定調。而習近
平在兩人會晤時的任何談話，也
將被外界拿來分析及解讀其背後
意涵。
《紐約時報》也曾提及，
2005 年，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錦
濤與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在北
京舉行的“
京舉行的
“胡連會
胡連會”，
”，是兩黨負
是兩黨負

責人 1945 年以來首次對話，之後
兩黨高層也有若干次會晤，但自
2009年後未曾再有。
■學生在座談會上提
問。
記者倪夢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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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個英文台 $26.98/月
˙6 個中文台

中天頻道+CCTV4+鳳凰衛視＋鳳凰資訊台＋江蘇衛視＋華夏娛樂

$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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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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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簫默》票房大賣”。
在映前映後見面會上，均被觀眾提
問“與黃先生演兄妹跳戲麼”等問題的
baby 調皮回應：“其實我還好，不知道
他怎麼樣”。更提示觀眾和黃先生對手
戲並不多“其實我跟冪冪對手戲是最多
的，雖然我總共才三場戲”。早前 baby
也表示“因為知道電影籌備期的波折，
很感謝冪冪，他們真的很辛苦，希望大
家喜歡何以笙簫默呀”

在觀眾互動環節中，還未等主持人
發問，baby 便自我介紹道“大家好，我
是何以枚，今天我是為我哥友情來站臺
的，請大家多多支援”。雖然只是“為
愛”客串片中角色，但賣力宣傳的架勢
讓所有人為之感動。baby 更是向觀眾解
釋到“演你妹”的由來，原來黃老闆親
自電話邀約 baby 參演此部電影中“何以
枚”的角色，baby 第一反應便是“何你
妹？”引來現場的陣陣笑聲。

韓媒分析李敏鎬走紅原因
因與趙子龍一樣五官端正
綜合報導 韓國媒體分析李敏鎬在
中國人氣無人能及的原因，引發網友
熱議。
雖然李敏鎬在韓國也享有極高的
人氣，但是中國人為什麼如此鍾愛李
敏鎬，對於很多韓國人來說一直是個
不解之謎。對此，韓國某媒體進行了
大膽的猜測。
該媒體指出，李敏鎬顏值相當高，
且與中國三國時代趙子龍的容貌相似。
趙子龍不但勇猛善戰，且相當講義氣，
是中國人心中最完美的男人形象。李敏
鎬同趙子龍一樣，五官極為端正，濃眉
大眼，具有極強的男性魅力，因此受到

眾多中國人的喜愛。
對此，經紀公司表示：“之前就有很
多人說李敏鎬的長相與趙子龍相近，大家
能夠這麼喜歡李敏鎬我們非常感謝。”
網友紛紛表示：“應該讓李敏鎬飾
演趙子龍”、“真的是這個原因嗎”、
“這個原因很有趣”。
另外，韓流巨星李敏鎬因 2009 年
出演電視劇《花樣男子》，而被中國地
區的觀眾所熟知。此後他又出演了《城
市獵人》、《繼承者們》、《信義》等
眾多影視作品，人氣直線飆升。目前，
李敏鎬的微博粉絲數達到 2742.695 萬人
，位居韓流明星榜首。

綜合報導 美國
R&B 天后蕾哈娜日前參
加其助理的婚禮並擔任
伴娘後，正在夏威夷享
受度假。只見她身穿捆
帶式比基尼與好友在火
奴魯魯乘船遊玩，下午
漫步沙灘沐浴陽光。
她先是在暗礁上與
好友歡笑跳舞，隨後又
一起跳上游艇乘船遊玩
。她還分享了釣魚時的
照片，照片上她親吻釣
到的大鲯鰍魚。
作為時尚達人，無
論是走紅毯還是在白色
的沙灘上，蕾哈娜總能
耀眼出鏡。27 歲的她身
穿透明薄紗熱褲，佩戴
寶石肚臍鏈漫步沙灘。
她用絲巾包起紅色卷髮
，脖子上戴著銀質項鍊
，再用鑲寶石的耳環和
時髦的白色復古太陽鏡
完成時尚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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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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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週期延長”，中國科學院科學藝術研
究中心副主任張之益表示。
此外，《速度與激情 7》還選擇和
微信電影票合作進行聯合推廣，其中在
微信朋友圈發出的廣告，在引起人們熱
議的同時還提供了便捷的購票渠道，直
接將社交平臺的用戶引入到影院裏，推
動票房快速增長。

夏威夷度假
夏威夷度假
秀性感身材

$10,000 以上

免費三個月 HBO，STARZ，SHOWTIME，電影台

賣的核心因素。好萊塢的類型片模式在
糅合電影藝術的可看性和商業性方面做
到了極致，《速度與激情 7》作為典型
的動作奇觀片，正是通過視覺奇觀為觀
眾營造了心理奇觀的極致體驗。另外，
電影產品的生命週期一般較短，而系列
化的運作方式可以使電影產品形成持續
的品牌積累，使《速度與激情 7》的生

蕾哈娜為助理
婚禮當伴娘
婚禮當
伴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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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立倫還幽默地說，台灣許
多小朋友稱他“朱朱倫”，聽起
來像是蜘蛛人，這讓他想起電影
中《蜘蛛俠》所說的“能力越
強，責任越大”這句話，他期勉
年輕學子，應該要有更高、更廣
的責任，為一個公義與公益的社
會共同努力，希望能夠“天下為
公 ” 。 他 還 引 述 《21 世 紀 資 本
論》說，經濟成長不一定造成全
民幸福，可能造成貧富懸殊、分
配不均的問題，這也是海峽兩岸
青年都要面臨的挑戰。
在提問環節，有同學問朱立

倫，此行訪陸，台灣內部有不同
聲音，甚至扣帽子，是什麼力量
促成他願意訪問？朱立倫回應，
台灣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被批
評、攻擊並不為奇，他還以革命
先行者孫中山為例，表示在革命
過程中，孫中山亦曾被扣過帽
子，或者遭遇負面攻擊，但是只
要堅持自己的理念，保持“要做
就做最好”的想法，就能夠在批
評中進步。他還表示，兩岸合作
能夠為下一代創造更好的條件，
所以無論是兩岸合作交流，還是
國共兩黨相關的訪問及論壇，都
應延續。
會後，來自台灣的林同學
說，在大陸學習的日子裡，與同
學相處非常開心，而自己的大陸
同學亦非常喜歡台灣，她非常贊
同朱立倫的看法，兩地之間應多
多交流。大陸學生張曼菲也表
示，非常喜歡朱立倫的演講，希
望未來有機會可以去台灣參觀、
遊玩。

Comcast Xfinity

最 佳
中英文電視台
長城平台 22 個頻道

堅持理念 做到最好

仍位居每日票房首位，排片場次也很難有
其他電影與之相比，與《變形金剛4》只
有微小的差距，票房破 20 億元指日可待
，從而成為國內票房最高的電影。
“該影片從商業角度來講具備了多
方面的成功要素，如導演、演員、行銷
、檔期等等，但是系列化的品牌積累與
動作奇觀營造的觀賞體驗是該片票房大

綜合報導 昨晚，導演黃斌，楊文
軍攜黃曉明，angelababy，佟大為等主
演為電影《何以笙簫默》舉行新片見
面會。當晚，baby 身穿一襲白色蕾絲
公主裙靚麗登場，還未進入紅毯區，
便引來無數粉絲尖叫，人氣可見一斑。
不過，baby 右手肘處白色紗布顯眼，
應是之前網友路透的跑男長城錄製運
動太過激烈所致。主持人見此誇“baby 真是又有愛，又敬業，望《何以笙

啟訪陸行程。2 日下午，朱立倫來到“登陸”首站上海復旦大學，與眾多學子

學光華樓 13 樓的會議
室裡，近 200 名學生已按
序坐好，翹首以待。大約
20 分鐘後，朱立倫微笑着出現
在眾人眼前，以演講向年輕學
子闡述了自己的“人生哲
學”。
為了拉近與同學們的關係，
消除距離感，朱立倫在開場即表
示，不希望以國民黨主席或者新
北市市長的身份與同學們交流，
並且特意囑咐主辦方直接用“朱
立倫”三個字來做背板，以個人
身份與青年朋友有約。他提到，
距 離 前 次 來 上 海 已 有 20 年 時
間，上海的變化無不讓他感慨。

B11

Angelababy 現身手肘受傷
調皮喊黃曉明“我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正式開

流機會。他認為，雖然現在網絡
非常發達，也許有些問題都可以
在網絡上搜查到，但是人與人之
間面對面的交流、接觸都是非常
重要的，只有多增加交流，相互
之間才能更為了解透徹，他並歡
迎大陸的朋友去到台灣，了解台
灣。

Sunday, May 3, 2015

《速度與激情 7》成首部
內地票房破 20 億電影

到訪復旦演講 勉學子追求公義與公益

午 3 時左
2日下右，復旦大

2015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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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www.drmeizh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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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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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Tel: (713) 978-7504

主 治

713-795-5343

內科診所

醫學博士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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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
聽器

S 碼助
DI限購買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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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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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79-3355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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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73-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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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要將這隱藏在大山深處的“藝術”復興起來，讓“滇國古陶”回歸到老百姓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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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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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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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項目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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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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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 Medicaid 免費配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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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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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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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電話:713.777.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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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Y 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骨質疏鬆
★婦科病
★憂鬱症
★兒科病
★老年癡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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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檢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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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診所自 2014 年起，週四公休
週一至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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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

中國城診所

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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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Jennifer Chen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及老人醫療卡(MEDICARE)

康樂活動中心

急 症

牙週
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侯 大 任 臉部整形
糖城復健聯合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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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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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每週二、五)

腳

9440 Bellaire Blvd, #102
Houston TX 77036
(每週一、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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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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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16659 S.W. Frwy, # 215
Sugar Land, TX 77479

中國城

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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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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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式營商”現場暗標交易會
聯辦單位: DFW少數族裔供應商發展委員會 ACCESS 2015

地點：
Irving Convention Center at Las Colinas | 500 West Las Colinas Blvd. | Irving, TX

2015年5月11日(星期一) 下午1:30–5:00
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 上午9:15–11:30 及下午 1:30–3:00

免費參加現場暗標交易會!
小型、少數族裔擁有及在歷史上未被充分利用的企業(HUB)可藉此難得的機會競投
各項目，並與州及高等教育機構建立聯繫。暗標必須交給在現場的機構工作人員。

詳情聯絡:
Tiffany Dockery: (512) 471-2863 或 tiffany.dockery@austin.utexas.edu
Dominik Mendoza: (512) 389-4538 或 dominik.mendoza@tpwd.state.tx.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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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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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心臟學會院士
F.A.C.C.

德州樂透委員會邀請您參加:

查看及下載投標項目請訪問:
http://www.tpwd.state.tx.us/business/bidops/current_bid_opportunities/index.phtml

車禍、工作意外、術後復健、物理治療

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

STEVEN

“予我三天．還你千年”第二屆重慶酉陽桃
花源大型傳統漢式集體婚典，近日在桃花源景區
盛大啟幕。99對新人穿漢服、執古禮，在秦晉遺
跡“世外桃源”結髮束情，共許百年盟約，領略
傳承千年華夏傳統婚儀之美，鐫刻下獨一無二的
愛情記憶。
著名文化學者于丹教授親臨現場為 99 對新
人證婚祝福，賀新人們“舉案齊眉同歲老，相
濡以沫共白頭”。新人在桃花源廊橋繫姻緣牌
後，轉場至扎啤廣場參加婚宴。
另外，據中新社報道，來自中國 10 個城市
的 10 對夫婦 1 日也在四川都江堰景區夫妻橋，
進行漢族婚嫁。
■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李岳樺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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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0”

院

蓋個章沒什麼複雜的。”彭煜翔說，結果四處碰
機械夢
壁。
海南省歌舞團辦公室主任周克剛說，有些部門
領導出差或者開會，工作人員就置之不理。周克剛
跑了整整一個星期，只蓋了兩個部門的章。眼看着
只剩半天時間，彭煜翔心想只能放棄當全國勞模
了，但轉念一想，當晚他給省領導秘書打電話反映
情況。結果第二天省委一位處長就打來電話，說
“全國勞模不僅是你個人的榮譽，是對海南整個文
35 歲的青年路鵬兒時對變形金剛有着濃厚
化戰線的肯定，不能放棄。”然後，這位處長就領
的情結，他去年辭去白領職位，和四個師傅在天
着他一個單位一個單位跑。直到中午12時許，最後
一個章終於蓋了，這最後一份材料趕上飛往北京的 津周邊一處舊廠房中，正式開啟了他的“機械
夢”。他們用回收的各種廢舊零件，製造出“擎
航班。
“把表交上後，心裡五味雜陳，就忍不住哭 天柱”、“威震天”、“大力神”等巨型“汽車
中新社
了。”彭煜翔說。
■新華網T:11.5”人”軍團。

■中國 10 個城市的 10 對夫婦在四川都江堰景
區進行漢族婚嫁。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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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陳志堅

最新 E4D 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活。”沒怎麼上過學的李自軒在 50 年
的製陶歷程中，悟出這樣一個道理。
在華寧縣，如今還有許多家庭像
李自軒家一樣在製陶。2012 年，全縣
製陶企業（作坊）就多達 29 戶，各類
窯 100 餘座。產品發展至 700 多個品
種，年產陶600餘萬件，遠銷日本、泰
國、新加坡、美國等國家。

近百對新人重慶行漢式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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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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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
MD, PhD, FA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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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被
評為全國
勞模的海
南省歌舞
團董事長
彭煜翔差
點因蓋不
了章而錯失這份榮譽。海南省委主要負責人日前在
海南省全國勞模座談會上講述了這個小故事：報送
全國總工會的材料要蓋 8 個章，結果省歌舞團的人
跑了幾天也沒蓋上。他得知此事後，指定專人和彭
煜翔一起跑稅務、工商、環保、計劃生育等部門蓋
章，在截止日期的最後一刻蓋齊了所有章，彭煜翔
當場就哭了。
“既然省總工會都推薦了，剛開始以為評勞模
■彭煜翔蓋
完最後一個
章後百感交
集。
網上圖片

高速雷人標語語：你若酒駕我就改嫁
高速雷人標

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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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rry Tsao,M.D.

(713)772-8885

作為雲南著名的陶器生產窯場之
■雲南華寧縣是著名的古陶產 一，華寧陶是明代景德鎮以外青花瓷
地。
網上圖片 的重要窯場——雲南玉溪窯重要的組

成部分，也是玉溪古
生物、古陶、古青銅
三大古文化遺產中唯
一還在傳承、發展的
古陶活化石。
“祖上做陶，姐妹做陶、兒女做
陶、孫子孫女也做陶，我們的生活就
離不開‘陶’。”李自軒說，“我是
個農村人，卻一輩子為做陶而生”。
相比陶製的花瓶、文武財神、觀音
等，李自軒更喜歡燒做擁有生活氣息
的碗、盤、杯、碟、花盆等日用器
皿。“藝術源於生活，總要回歸生

為評全國勞模 “跑章男”
累哭

郭艾詩醫師

接受 CHIP MCNA 保險

(713)272-9800

“一輩子為做陶而生”

電話﹕281-988-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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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有餘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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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建窯燒陶，開創華寧製陶的先河。清
代一句順口溜“興興姑娘河西布，寧州
陶器祿豐醋”，佐證了華寧陶在當時擁
有極高的知名度。然而，隨着歷史的更
迭，曾經興盛的陶產業卻長期被埋沒、
被忽視。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薛志剛牙醫博士 Steven Xue, D.D.S.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中新社

據史料記載，華寧陶興於明洪武年
間，景德鎮窯工車朋到華寧碗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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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博士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軒這裡，已經是第 27 代了。如今，李自軒帶領着 180 多名工人日夜燒做華寧陶，誓
常生活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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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山西交警曬出雷人
一”小長
標語。
網上圖片
假首日，
中國多地
高速公路
迎來客流
高峰。為
提醒司機安全行車，各地交通部門便出台各種
極具創意的安全標語，如山西高速交警曬出雷
人安全標語“你若酒駕，我就改嫁” 、“汽車
開得快，閻王最喜愛”等。
不過，市民對雷人安全標語褒貶不一。去
年 12 月，四川樂山被曝雷人交通安全標語“下
坡敞放，勝過火葬”。據悉該路下坡路段有900
米長，近三年連續發生 20 多宗交通事故，交警
稱就是要用這種看起來“不舒服”的標語提醒
司機減速慢行。
■新華網

始學習製陶，深得公婆喜愛，將歷代傳承的家族技藝悉數傳給她，華寧陶傳到李自

艾瑞牙科 Aria Dental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李自軒在雲南華寧縣掌管着傳承
了二十七代的製陶家族。
了二十七代的製陶家族
。網上圖片

陶家族，和眼前的一排排整齊劃一的製陶工廠。她 17 歲時嫁入製陶世家，18 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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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科診所

Sunday, May 3, 2015

現已 68 歲的李自軒在雲南華寧縣郊白塔山上告訴記者，她掌管着很大一個製

時代牙醫中心

惠康醫療中心

ALLCARE
MEDICAL CENTER

(BOARD Certified，ABIM)

Head and Neck Surgery

00 T
$4C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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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5 月 3 日

美南版

讓藝術回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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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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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滇製陶廿七代傳人：

Tel：713-665-0700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主治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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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和政府計劃，歡迎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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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RICHARD T. HUNG,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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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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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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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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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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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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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珍牙科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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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B10

Sunday, May 3, 2015

黃金醫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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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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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5 月 3 日

■責任編輯：徐曉明 2015 年 5 月 4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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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德州教育
及退伍軍人

© 2015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保留所有權利。

廣告天地

神州大地 2
大陸新聞

中國新聞

2

台灣新聞

星期日

2015 年 5 月 3 日

Sunday, May 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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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統：做好準備不用怕人口老化
也不能掉以輕心，除了樂齡學習中心外，也要
有其他做法，讓老人能健康的老化。
教育部簡報表示，從民國 97 年起，教育部
整合地方資源在各縣市成立樂齡學習中心，並
以 55 歲以上國民為對象，提供各式創新多元課
程，讓一般民眾從 55 歲開始慢慢學習老化，到
今年已成立 315 所樂齡學習中心。
屏東縣副縣長吳麗雪表示，到民國 107 年
台灣已是標準老人國家，114 年是超高齡國家
，有 7 個縣市包括屏東在內老人人口達 14%，
已是高齡社會，資源應放在預防失能，而不是
照顧失能，但偏鄉資源卻沒有到位。

也就是電腦兵推，採防衛作戰
「全程推演」方式，除演練聯
合防空、截擊與國土防衛等作
戰階段外，今年重點是 「應急
作戰」，演練如何把部隊平日
訓練迅速轉化成作戰狀態，以
及演練物資和後備人力動員。
內容包括平戰轉換、戰力
保存、後備動員、後勤支援、
離島應援、電戰及網路攻防等
課目推演與重大戰備議題探討
，以強化整體戰備整備作為、
磨練指參作業能力，並驗證作
戰計畫適切性。
電腦兵推從 5 月 4 日至 8
日，採自由統裁、階段管制方
式，以 「聯合戰區模擬系統
（JTLS）」為推演平臺，按攻
、防兩軍指揮官決策指導及戰

術運用作為，實施合理、仿真
的兵棋推演。
9 月的實兵演練則將採計
畫統裁，在本、外島各作戰區
及海、空域，由攻擊軍模擬共
軍對臺作戰行動，誘導防衛軍
依固安作戰計畫，以 「分區、
同時」及 「實兵、局部實彈」
方式，實施 5 天 4 夜的攻防對
抗演練。
國防部聯戰處長鍾樹明說
，國軍已於 103 年底完成 「精
粹案」組織調整，國防部希望
藉由今年漢光 31 號演習，檢
視國防組織轉型後之防衛戰力
、驗證固安作戰計畫適切性，
進而提升聯合作戰效能。

文森）“五一小長假”訪港過夜旅客下跌

10%，香港旅遊業進入寒冬。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表示，東南亞地
區放寬內地遊客簽證，令內地客外遊選擇增多，而在早前反水貨客激
進示威陰影夾擊之下，嚴重影響旅客訪港留宿意欲。他認為旅遊業已
經處於寒冬期，有需要開拓新的客源，希望中央考慮增加內地個人遊
城市以挽回香港旅遊業劣勢。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則擔心赴港的
內地旅行團會持續減少，酒店降價促銷情況會更激烈，希望當局盡快
提升香港對外形象。

昔

■同一間名店昔日顧客
大排長龍。
大排長龍
。 資料圖片

馬總統參訪屏東樂齡中心

總統馬英九（左）2 日下午參訪屏東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馬總統表示，做好準備，不用怕人口
老化。

典試法開放閱卷 考選部修訂27子法規
（中央社）立法院日前三讀通過讓國考應考
人在放榜後申請閱覽試卷，考選部將修訂相關 27
項子法規，讓法律架構更完整。
立法院日前三讀通過典試法修正案，應考人
在放榜後，可依法申請複查成績或閱覽試卷。應
考人閱覽試卷不得有抄寫、複印、攝影、讀誦錄
音或其他各種複製行為。
不過，有考試委員擔心應考人申請閱覽試卷
，會影響學者和專家參與命題、閱卷的意願，考
選部組成專案小組，將新增子法規 7 項，包括應
考人申請閱覽試卷辦法、國家考試採行分數轉換

辦法、考選部國家闈場安全及管理辦法等。
考選部並將修正現行子法規 20 項，包括應考
人申請複查成績辦法，增加收費規定；題庫建立
和運用辦法，增加徵求、交換和購置題目等規定
。
考選部規劃第一批優先訂定或修正的法規包
括應考人申請閱覽試卷辦法、國家考試採行分數
轉換辦法、試場規則修正草案、監場規則修正、
國家考試報名及申請案件傳真或電子送達實施辦
法、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辦法修正草案以及典試
法施行細則等 7 個修正草案。

四技二專統測登場

由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主辦的 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2 日舉行
日舉行，
，今年共有 13
萬 6340 人報考
人報考，
，創歷史新低
創歷史新低。
。

2 日接受電
胡兆英
台訪問表示，今

年香港“五一小長
假”市道大為失色，
訪港過夜旅客、酒店
入住率，及訪港內地
團，同樣較去年同期
胡兆英 減少 10%。他表示，
現時內地旅客入境的跌幅，較 3 月時跌
近兩成的高峰已經收窄，希望內地旅客
克服早前暴力趕客的心理關口後，香港
仍然有吸引力。

胡兆英：亟需開拓新興市場
胡兆英形容香港旅遊業處於寒冬，
近年旅行社面對營運成本不斷上升，仍
要“減價搶客”，認為成本及服務價錢
的比例不合理；加上客源受限制，希望
中央考慮開放更多內地個人遊城市，讓
更多內地旅客能訪港，而旅遊業界亦應
開拓更多東南亞地區新興市場。
另外，胡兆英指“一周一行”政策
的效果，暫時仍未浮現，不會影響今年
“五一小長假”訪港旅客數字。對於早
前有導遊對訪港遊客不禮貌，胡兆英指
旅遊業議會將加強對導遊的監管罰則，
亦會多做培訓工作。

林志豪
林志豪
律

師

Alfred Valdez
律 師

Manal Tellawi
律 師

兩岸和平繁榮發展的 「超穩定
現狀」。
府方人士強調，兩岸今天
能有和平穩定現狀，是在中華
民國憲法架構下，以 「九二共
識、一中各表」為基礎，台灣
海峽所維持 「不統、不獨、不
武」的和平繁榮現狀，而這個
「現狀」得來不易，絕對不是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更不
是蔡英文隨口說要 「維持現狀
」，就能輕易維持得住的，所
有人都應該要用心珍惜、好好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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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石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里廠製售的 「3 點 1 刻直火烏龍玫瑰茶」 ，經由台中市衛生局
檢出含有 DDT 農藥殘留。

LIN & VALDEZ L.L.P

商務移民法律權威

超群記錄﹐鐵的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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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點 1 刻烏龍玫瑰茶 驗出農藥

與包德士律師事務所

Andrew Whang
律 師
(of Coun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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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佔中”行動，令香港交通嚴重受
阻，已經影響內地遊客赴港意欲，只
是多數旅客已訂好機票及酒店才繼續
訪港，但隨後旅客人數增幅一直減
少。他續指，3 月發生的暴力趕客事
件屬於轉捩點，“示威者踢向遊客的
行李箱，同時一腳踢倒香港的旅遊
業。”
林和忠提到曾接觸不少廣州旅行
社業者，指他們知悉香港發生激進暴
徒針對內地旅客事件，不禁問他“香
港究竟發生甚麼事情？”他指暴力趕
客事件於內地網上瘋傳起碼一個星
期，使不少內地同胞基於感同身受，
影響赴港意欲。

姚思榮：多國放寬簽證搶客

同場接受訪問的香港入境旅遊接
待協會主席林和忠則認為，去年發生

姚思榮 2 日接受電視台訪問表示，
四月份是傳統商務旺季，但今年三、四
月，酒店入住率平均跌 6 至 10%，賓館
更跌 3 至 5 成。他指由於很多國家或地
區放寬對內地旅客的簽證安排，加上歐
洲、日本及韓國等地的貨幣較便宜，令
內地旅客選擇不赴港旅遊。他預計，未
來訪港旅客數字將會持續下跌。姚思榮
斥責去年的“驅蝗行動”及反水貨客示
威，對香港影響相當大。他擔心未來兩
個月香港的旅遊業會面對更大困難，認
為香港要逐步提升對外整體形象，並希
望特區政府盡快同內地傾談，開放更多
外省城市居民赴港個人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五
一”黃金周香港市面冷清，內地客熙來
攘往的情況不復見。不過，香港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 2 日表示，黃金
周首日內地訪港旅客人數，較去年同日
上升 24%，而非內地客則上升 14.7%。
對於數據與市況出現如此大的反差，旅
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分析指，由於廣州
飛往日韓機位有限，不少內地旅客轉經
香港機場去外地旅遊，有關數字未能反
映訪港客減少的事實。
旅遊業界看淡“五一”假期市
道，但入境處 2 日公布前日訪港旅客
人數，共錄得近 44.8 萬人次，較去年
同日增加約 16%。其中，1 日入境香
港的內地訪客約 17.7 萬人次，較去年
同日的 14.2 萬人次增加 24%。
蘇錦樑強調，不能只靠單日旅客
數字，判斷整體“五一”假期旅遊業
表現，認為需要用更多時間分析連串

數字，才能掌握真正情況。對於有不
少商戶大嘆生意冷清，他回應指零售
業前線人員最能掌握具體銷售情況，
當局會密切與業界聯絡了解，稍後再
評估旅客數字與消費額的關係。
由優質旅遊協會推出的“開心著數
大行動”被指初見成效，蘇錦樑指項目
短時間內已獲逾萬商戶支持，認為反應
踴躍。但他同意僅一次的推廣計畫並不
足夠，指政府下一輪將推出“香港分享
夏日禮”，透過大抽獎及大型優惠活
動，帶動旅客消費，以刺激零售市道。
蘇錦樑呼籲大家共同努力，傳遞香港開
心、舒服、多優惠的形象。
胡兆英則表示，日本、韓國成為內
地人的旅遊熱門地，根據當地旅行社反
映，指相關機票早於一個月前爆滿。他
指，由於廣州飛往日韓機位有限，不少
內地旅客赴港，只是利用香港機場去外
地旅遊，並沒有留在香港過夜消費。

內地訪客增24% 因多經港轉機

府方人士：無九二共識就無超穩定現狀
二共識、一中各表」，李登輝
現在說的話，明顯和以前說的
話不一樣， 「蔡主席會不會有
樣學樣，現在針對九二共識所
說的話，和她以前說過的話不
一樣呢？」
至於李登輝說 「沒有九二
共識」，府方人士說，如果當
年沒有 「九二共識」，就不會
有 1993 年的辜汪會談，更不
會有 2008 年總統馬英九上任
後，美國總統小布希與大陸領
導人胡錦濤通電承認 「九二共
識」，更不會促成其後 7 年來

美南版

過夜客跌
過夜客
跌10
10%
% 業界籲增內地個人遊城
業界籲增內地個人遊城市
市“救亡
救亡”
”

林和忠：暴徒影響遊港意欲

（中央社）總統府人士昨
天表示，如果當年沒有九二共
識，就不會有 1993 年辜汪會
談，更不會促成過去 7 年來兩
岸和平繁榮發展的 「超穩定現
狀」。
府方人士下午說，前總統
李登輝今天公開重申 「兩國論
」立場，強調 「台灣就台灣，
中國就中國，兩者沒有關係」
，同為 「兩國論」推手的民主
進步黨主席蔡英文，是否仍和
李登輝看法相同？
府方人士指出，對於 「九

2015 年 5 月 4 日（星期一）

趕客惡果發酵 港旅業入寒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漢光電腦兵推 4日起連5天實施

（中央社） 「漢光 31 號
」演習的電腦兵棋推演將在 4
日至 8 日一連 5 天不分晝夜實
施，以共軍犯台為假想，今年
重點是 「應急作戰」。
國防部規劃漢光 31 號演
習，5 月和 9 月分別實施 「電
腦輔助指揮所演習」和 「實兵
演練」，以 2016 年中共軍力
威脅為想定架構，敵我軍力發
展、精粹案組織調整及新式武
器成軍為基礎，策擬演習想定
與驗證重點。
軍方希望藉演習務實驗證
防衛作戰計畫適切性與戰訓整
備周延性，以肆應防衛作戰需
求，強化臺澎防衛聯合戰力，
捍衛國土安全。
今年電腦輔助指揮所演習

■責任編輯：徐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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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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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
☆協議離婚﹐爭議離婚訴訟
☆跨國離婚﹐單方離婚
☆婚前與婚後財產協議
☆收養﹐監護﹐改名
☆兒童撫養費

☆遺囑﹐保險與避稅信托
☆遺產規劃與處理遺囑認證
☆法定與醫療授權書﹐醫師指令
☆財產保護規劃﹐諮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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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沙咀廣東道名店外近
日人龍不復見。 文森 攝

旺區商戶生意減 名店人龍不復見

（中央社）總統馬英九昨天下午參訪屏東
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總統表示，做好準備，
不用怕人口老化。
馬總統參訪在屏東市區的樂齡學習中心，
參觀老人們的棉紙撕畫創作，也聆聽樂齡二胡
班，對於樂齡二胡班精彩的表演，他用 「感到
驚豔」來形容。
馬總統表示，從 1950 年到 1980 年，台灣
每年以 8%的速度在成長，發展速度很快，因
此累積比較大的能量，人口老化的速度也快，
但是只要做好準備，就不用怕老化。
馬總統表示，雖然不必太過害怕老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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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五．一”小長假接近尾
聲，零售業續吹淡風
零售業續吹淡風。
。名店林
立的尖沙咀廣東道，
立的尖沙咀廣東道
，
名店外的
&
排隊人龍不復見，
排隊人龍不復見
，有旺區商戶
坦言生意大減。
坦言生意大減
。雖有不少旅客理解早前激烈
■劉小姐(右)：多
的“反水貨客
反水貨客”
”示威只屬個別事件
示威只屬個別事件，
，但坦言
說英文掩身份。
赴港前確對在港安全有所顧慮，
赴港前確對在港安全有所顧慮
，身邊不少朋
友至今仍未敢赴港旅遊。
友至今仍未敢赴港旅遊
。



內地客說外語掩身份

尖沙咀廣東道一直是零售業市況的指
■周小姐：趕客 標。過往不少內地旅客都鍾情名牌手袋
過往不少內地旅客都鍾情名牌手袋，
，即
示威場面嚇人。 使在平日周末
使在平日周末，
，名店外都大排長龍
名店外都大排長龍；
；但 2 日
雖為假期，
雖為假期
，但名店外的人龍已不復再
但名店外的人龍已不復再，
，顧客
可直接進入店內購物。
可直接進入店內購物
。在海防道售賣香港曲
奇和鞋的張先生坦言，
奇和鞋的張先生坦言
，過往一天都可售出 20
多盒曲奇，
多盒曲奇
，現時一天只能售出幾盒
現時一天只能售出幾盒，
，生意至
■李先生：身邊 少跌一半
少跌一半。
。
朋友不敢赴港。
與日本友人一同到香港旅遊 5 天的劉小
姐表示，
姐表示
，因應早前香港發生過
因應早前香港發生過“
“反水貨客
反水貨客”
”
示威，
示威
，網絡上也鬧得很火
網絡上也鬧得很火，
，甚至登上一些日
本網站的“
本網站的
“頭條
頭條”。
”。她坦言
她坦言，
，初時對來香港
都有一些顧慮，
都有一些顧慮
，一些朋友也建議她多說日語
和英文，
， 免得讓人知道自己是內地人
免得讓人知道自己是內地人。
。不
■盧先生：逗留 和英文
過
，
她到埗後發現港人還是蠻熱情的，
她到埗後發現港人還是蠻熱情的
，
亦很
縮短消費減。
樂於助人，
樂於助人
，
例如乘巴士時也有人主動幫助放
文森 攝
行李，
行李
，情況沒想像般嚴重
情況沒想像般嚴重。
。
在日本工作達 4 年的劉小姐又指
年的劉小姐又指，
，到當
地旅遊的內地人亦急劇增加，
地旅遊的內地人亦急劇增加
，的確會對當地

居民造成影響，“我在銀座逛街時
居民造成影響，“
我在銀座逛街時，
，基本上
聽到的都是普通話，
聽到的都是普通話
，所以理解到香港人的感
受。”
。”同行的日本旅客則樂見內地旅客前往
同行的日本旅客則樂見內地旅客前往
購物，
購物
，稱可對日本經濟有推動作用
稱可對日本經濟有推動作用。
。

暴力陰影下同裹足
在深圳工作的周小姐，
在深圳工作的周小姐
，每月都會赴港一
次，在港逗留約
在港逗留約22 至 3 天。她認為
她認為，
，早前
早前“
“反
水貨客”
水貨客
”示威只是個別事件
示威只是個別事件，
，不會因為有關事
件而不來香港。
件而不來香港
。不過
不過，
，她身邊不少朋友對香港
的看法就很不一樣，
的看法就很不一樣
，會詢問她為何還去香港
會詢問她為何還去香港，
，
叫她暫時不要去香港之類，“
叫她暫時不要去香港之類
，“畢竟之前相關示
畢竟之前相關示
威的場面，
威的場面
，的確很嚇人嘛
的確很嚇人嘛。”
。”
來自內蒙古的李先生表示，
來自內蒙古的李先生表示
，平均每年都
來香港 2 次，今次到港也發現市面的人流比
過往少。
過往少
。 他稱
他稱，
， 之前香港發生
之前香港發生“
“ 佔領
佔領”
”行
動，加上
加上“
“反水貨客
反水貨客”
”示威
示威，
，身邊部分朋友
看了相關消息後，
看了相關消息後
， 都不敢來香港了
都不敢來香港了。
。 他認
為，港人可以反對
港人可以反對“
“水貨客
水貨客”，
”，但不應該反
但不應該反
對旅客來香港。
對旅客來香港
。

逗留越短消費“縮水”
北京盧先生已是第三次赴港觀光，
北京盧先生已是第三次赴港觀光
，第一
次赴港時都有留港 5 天，消費達 3 萬元
萬元，
，但
今次只在港逗留 3 天，消費約 1 萬元
萬元。
。他表
示，赴港之前看過一些
赴港之前看過一些“
“反水貨客
反水貨客”
”示威的
短片，
短片
，動作也較為激烈
動作也較為激烈，
，初時對在香港的安
全有點顧慮，
全有點顧慮
， 赴港之後就發覺情況沒那麼
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業界籲政府 加強宣傳消誤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香
港文匯報記者 2 日
在尖沙咀訪問多名
內地遊客，不少受
訪者都直言赴港旅
遊需要好大決心，
因為擔心遇上所謂
的“反水貨客”示
姚思榮
威而無辜捱罵，他
們又說身邊有很多朋友都誤以為“反
水貨客”示威仍然持續，香港仍是一
個很危險的地方，所以不敢赴港旅
行。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表示，
情況反映有部分內地旅客被滯後資訊
所誤導，呼籲政府加強宣傳以消除他
們的誤解，重建香港的好客形象。他
又說，港府應盡快依法懲處以“反水

貨客”為名騷擾旅客的暴徒，否則會
令內地旅客誤以為當局是“默許”他
們的暴行。

港府應盡快調查，依法懲處涉事者，
否則會令內地旅客以為當局在姑息養
奸，“默許”他們的暴行。

依法懲處涉事者

推更多優惠吸客

姚思榮表示，由多名內地遊客的
回應可見，早前的“反水貨客”示威對
香港的好客之都形象帶來極負面的影
響，令不少內地遊客都誤以為港人不歡
迎他們赴港旅遊。他指，所謂的“反水
貨客”示威已消失了一段日子，但內地
旅客仍有如此誤解，反映港府有必要加
強對內地旅客的宣傳，以消除他們的誤
解，重建香港的好客形象。
姚思榮續說，“反水貨客”示威
者明顯涉及多種違法行為，如參與未
有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示威活
動、以腳踢途人的手拉車等。他促請

被問及應如何重塑香港好客之都
的形象，姚思榮指短期措施，除了
“ 開心著數大行動”，當局可以再
加碼，推出更多對旅客的優惠，吸引
旅客赴港親自感受一下香港並非一個
危險的地方；中期應開放更多個人遊
城巿，“只落實‘一周一行’其實對
內地旅客發放一個負面訊息，但如果
開放更多個人遊城巿，一收一放，大
家就會覺得是一個政策調整。”長遠
而言，港府應做好規劃，檢視香港的
旅遊資源是否足以吸引、應付未來的
旅遊增長。

成，情況並不理想，惟隨着“五一”
假期逼近，訂房數字才不斷上升，甚至
部分酒店在4月30日晚，訂房才增加。
過往每逢黃金周，香港酒店房價貴
得驚人，近年市道轉差，價格稍為回
落。李漢城表示，房價較去年同期平均
下滑一成，高檔酒店平均是1,600元至2,

000元（港幣，下同）一晚，三星級酒店
平均約1,000元左右。另外，他指以入住
率計，今年“五一”與去年相差不遠，
平均達8至9成，個別酒店甚至爆滿。
隨着韓國放寬內地人簽證限制及
日圓下跌，令內地客轉投日韓巿場。
李漢城指出，暫時難以評估“五一假
期”酒店業的收益，一般要一整季
看，相信在 3 至 4 月，酒店業收益較往
年下滑約兩成。

酒店訂房遲 銷情放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五
一黃金周”向來是香港酒店業旺季，一
般吸引相當多內地旅客到來觀光，然而
今年酒店銷情明顯放緩。香港酒店業主
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城表示，內地旅客
特別是個人遊，傾向很遲才訂酒店房
間，因此 4 月中的訂房數字只有 4 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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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約代理商
通用傳訊：Tel:281-983-00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床墊世界：Tel:713-777-1188 6121 Hillcroft ST. Suite#M Houston, TX 77081
家樂超市：Welfresh Market 4635 Highway 6. Sugarland, TX 77478
帝國健康器材：ComfortCity Inc. Inside Hongkong Market 11209 Bellaire Blvd, S# C-13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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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不銹鋼隱藏式油杯
·美國及加拿大電檢處註冊
·美國專利註冊電機熱清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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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