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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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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淑英(Lily Lee) 女士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理事
休士頓客家會理事
國際領袖基金會顧問
保險與理財經紀
新世紀通訊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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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每年夏季的8月上
旬是休士頓莎士比亞節(Houston Shakespeare Festi-
val)熱鬧開演的盛大時刻，這對文藝戲劇迷來說可是
一大福音。今年邁入第42屆的莎士比亞節自7月29
日到8月7日在米勒露天劇院(Miller Outdoor The-
atre)演出期間，受到社區熱烈迴響，還沒感受古典史
詩戲劇魅力的民眾，不妨利用剩餘的場次，感受充滿
詩意的藝文世界。

休士頓莎士比亞節今年提前於7月29日至8月7
日舉行，因為活動具有意義又歷史悠久，已成為當地
頗負盛名的紀念性活動，去年吸引超過3萬7000人
共襄盛舉，今年連休士頓市政府都廣為宣傳。

每年這個時候，主辦單位都會上演兩部莎士比亞
劇作來紀念這位偉大文學家。今年米勒露天劇院將上
演莎士比亞廣受歡迎的喜劇 「無事生非」 (Much Ado
About Nothing)，劇情圍繞兩對歡喜冤家感情線發展
；另一部耳熟能詳的 「亨利五世」 (Henry V)，敘述英

國國王亨利五世在百年戰爭期間，阿金庫爾戰役前後
的故事，由於是向偉大劇作家莎翁致敬，戲劇演出會
忠於原著，但加入更多現代元素和人物的性格塑造、
心理描繪，用詼諧有趣的方式呈現，帶領觀眾進入莎
翁的戲劇世界。

除了戲劇表演，現場也有休士頓當地舞蹈、歌唱
表演團體助陣，活動免費入場，但需前往索票。無是
生非剩餘演出場次為8月4日與6日晚間8時15分；
亨利五世則在8月3日、5日和7日8時15分開演。
對藝文戲劇活動有興趣的民眾，可於上午10時30分
至下午1時期間前往售票亭索票入場，機會難得，民
眾不妨把握最後場次，三五好友一同共襄盛舉，沉醉
在古典西洋
戲劇世界，
陶冶性情。

休士頓莎士比亞節 莎翁曠世巨作免費看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德州自4月中旬起飽受洪患之苦，
為讓更多符合聯邦救助，提供5、6月受災戶獲得援助金申請，聯
邦緊急事物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簡
稱FEMA)延長截止日， 5月26至6月24日受災戶，截止日為8月
10日。

FEMA主要致力於改善所有災害危機的準備、防護和宣導響應
，並從中減少災害與協助災後重建。5月26至6月24日期間的受
災戶，居住在 Austin、Bastrop、Brazoria、Brazos、Burleson、
Eastland、Fayette、Fort Bend、Grimes、Harris、Hidalgo、Hood
、Kleberg、Lee、Liberty、Montgomery、Palo Pinto、Parker、
San Jacinto、Stephens、Travis、Tyler、Waller、Washington 等
24縣的受災居民，申請截止時間在8月10日，請盡快登記申請。

欲申請及登記者，方法很簡單，可撥打專線800-621-3362或
前往https://www.disasterassistance.gov/登記，不需擔心語言問
題，會有專人轉接熟悉語言替民眾服務，網站也有非常仔細得申請
步驟，帶著民眾完成程序；裡面也有豐富的防災計畫和最新資訊更
新，鼓勵民眾多加利用。

已登記者，FEMA會根據社安號碼發送認證碼，接著有FEMA
專員主動電話或郵件聯繫，申請人會進一步接到FEMA寄出的聲明
，告知下一步驟或需補交得申請文件。提醒民眾一定要與FEMA保
持聯繫，隨時撥打800-621-3362或至網站https://www.disas-
terassistance.gov/追蹤申請狀態和完整資訊。

2016年第五期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
即日起受理報名 請把握機會儘早申請

 











FEMA聯邦災害援助金
8月10日截止

【本報訊】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增進海外華裔青少年華
語文能力、認識傳統中華文化與臺灣多元文化，瞭解中華民國
進步發展現況，並促進海內外青年互動交流， 續辦理2016年
第5期 「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 活動，研習時間自12月5
日至2017年1月15日。凡年滿14足歲至未滿24歲(以護照所
載出生日期為憑)，居住於海外，身心健康、學行良好、有高
度學習華語文意願，並能適應團體生活之華裔青少年均可報名
參加。

報名表須檢附照片3張、醫生出具(僑委會統一格式)之健

康證明檢查項目表【未作 「檢驗室檢查項目」 者不予受理】、
就學同意書及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等資料送休士
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初審並轉僑務委員會複審合格後，即發給
入學同意函(可憑申辦入境簽證)，相關訊息及申請表件可至僑
務委員會網站 ( www.ocac.gov.tw/首頁/國內研習資訊/海外華
裔青年語文研習班 )下載運用，或洽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 ， 電 話 ：
713-789-4995，分機：113。

無事生非演出片段。亨利五世演出片段。

今年莎士比亞節宣傳海報。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 「 安穩保險 」 負責人楊德
清先生主持的 「 美麗家園 」 節目，將於今（ 八月三日） 晚間
七時半至八時半在美南電視 「 現場面對面」 時段開播，首集第
一砲，將訪問著名地板批發商 「 好運地板 」 負責人Danny 潘先
生。讓全休市觀眾在商業廣告的裝點迷思背後，認識地板，地磚
，地毯的本質，它們 「因地制宜」 的選擇技巧，及如何以專業的
立埸來佈置您的住家，Danny 潘將在節目中說明一般地板，地磚
商不會告訴您的 「 專業 」 細節，使您在一小時的節目中大開眼
界，茅塞頓開，獲益良多。

Danny 潘先生將在節目中告訴您許多連老師，父母也不會
教您的常識，這些都來自他在美國從事地板批發業20 年的經驗
累積。如木板，牆板對空氣品質的影響？那一種地磚吸水性高，
不易開裂？磁磚是選有縫隙的好,還是無縫隙的？以及進口的玄
關處是用地磚好？還是地板好？

Danny 潘表示： 儘管你具備了一般常識，如房子的玄關進
口處，廚房，廁所用瓷磚，臥房，樓梯，有老人，小孩家用地毯
，但還是要根據實際條件有所更變更，如家有寵物的，要選擇用
磁磚，中國來的移民，喜用 「 實木地板」 ，但淹水區或低窪區
不宜，會有潮氣，濕氣造成地板變形的風險。其他如地板標籤的
設計專利費，地板品質的認定及安裝； 如何正確的 「 保養」 地
毯，使地毯壽命更長，Danny 潘都有很詳盡的解說。歡迎準時收
看，必將獲益良多。

這是楊德清先生首度在 「 美南電視 」 主持節目，主持經驗
豐富的他，很懂得循循善誘，激發被訪問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他主持的 「 美麗家園」 節目，將一系列訪問與家園有關的熱
門話題，如房屋裝修，設計，修理，健康，美容，親子教育……
等一系列與我們開啟美好人生，建設美好家園的有益話題，歡迎
大家準時收看。該節目還將於次日（周四）中午一時至二時再重

播一次。歡迎對 「 美麗家園」 有問題或建議的觀眾，致電：
（713）952-5031 找楊德清，或是對地磚，地板，地毯有問題
的觀眾致電：（504）994-5117 找Danny 潘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在休士頓一提起
慈善老畫家蕭紀書老先生幾乎是無人不知，無
人不曉，這位從抗戰時即投入聖戰的鐵血男兒
，在去年（2015 年）還獲得中領館李強民總領
事為他佩戴上中國政府頒發的抗日戰爭勝利70

周年紀念 章。蕭老在台灣退役後，被一位神父
看中，把籌建教堂的事交給他，他從此投入台
灣的營建業創業，也開始了他一生扶貧濟困的
事業。

蕭老在台灣經營明華建築公司，也為弘揚
中華文化，創辦了 「 慈暉紀念畫
廊」 和 「 慈暉圖書館」 ，裡面供
奉著母親的塑像。並免費提供吃
住，為兩岸的畫家聯誼。在 「慈
暉招待所」 先後接待過六千多人
，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做文化事
業沒錢賺還要倒貼，蕭老先生卻
樂此不疲。記者曾於二十多年前
返台時，參觀過 「慈暉紀念畫廊
」 ，印像極為深刻。

蕭老在上世紀九0 年代初，賣
掉台灣的房產，開始大作善事，
如： 在老家河南上蔡縣捐建了紀
書小學，為兩所中學捐建了教室
和宿舍樓，又在蕭媽媽的老家江
蘇泰興捐獻了多所重點中學，
2005 年之前，蕭老在海峽兩岸

及美國休士頓捐贈了上百萬
冊圖書，和上千幅書畫作品
，並在中國資助了上百名貧
困學生，大學生每年每人
5000 元，高中學生每人每年
1000 元，而他經營貿易的大
女兒也追隨父親，每年資助
家鄉的貧困學生。

蕭老自2003 年起，在中
國人活動中心舊址舉辦義賣
畫展至今，達96 高齡的蕭老
，不能再自己開車出行，仍
惦念著家鄉貧困學子，才有
上周六在中國人活動中心的
義賣畫展，共六十幅山水，
花卉等畫作請人精心裝裱，
兩岸的人士出席踴躍，包括
中國駐休士頓副總領事劉紅
梅，休士頓美華天主堂徐卓
越神父，休大超導中心主任
朱唯幹，朱琨夫婦……等名人皆來捧場，美華
天主堂有發動，買畫的人不少，台灣的僑胞也

有不少人趕來捧場，一上午短短二小時義賣了
9600 元，（ 每幅畫僅售200 元 ），蕭老再補
足餘款，捐出萬元給上蔡縣的助學基金會。

96 歲老畫家蕭紀書仍不忘家鄉貧困學子
7 月 3 0日上午義賣畫作籌款萬元悉數捐獻

楊德清主持美南電視 「 現場面對面」 （ 美麗家園）節目
今晚七時半首次開播，首集訪問 「 好運地板」 負責人Danny 潘

圖為蕭老夫婦（前排坐者） 上周六在 「 蕭紀書助學義賣畫展 」 上
與中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後排右二）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
珂（後排右一） 及其子蕭冠英（後排左一） 等人合影。（記者秦
鴻鈞攝）

圖為中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 右一 ）在蕭冠英（ 右二 ），陳
珂（ 右三） 等人的陪同下觀賞蕭老畫作。（ 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由楊德清先生（ 左 ） 主持的 「 美麗家園 」 節目今晚正式
開播，首集訪問 「 好運地板 」 負責人Danny 潘先生（ 右 ）（
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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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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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S., M.S., Ph.D.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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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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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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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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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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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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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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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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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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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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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e Smile Dental
微 笑 牙 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拔牙，補牙，
根管治療，牙齒美容及兒童牙科，
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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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美南電視介紹

KVVV

「休士頓論壇」川普VS希拉蕊政見大比拼
周四晚間7時半直播

【本報訊】「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將於8月4日晚間7時半直播﹐適逢美國總統大選期間﹐

節目上將以「火爆狂人川普對決城府深沉希拉蕊﹑政見大比拼」為題﹐探討兩黨候選人民主黨希拉蕊與

共和黨川普的競選方向與美國未來前途動向﹒當集精彩內容將由休士頓名嘴兼主持人常中政﹑馬健

與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教授李堅強主持﹒

七月間﹐共和黨及民主黨先後舉行全國代表大會﹐確定提名川普及希拉蕊﹒兩黨訴求雖然南轅北

轍﹐但為候選人造勢造神的目的卻是一致﹒火爆狂人川普對上城府深沉的希拉蕊﹐支持群眾各擁其

主﹐聲勢不分軒輊﹒然而政治人物煽動人心的口號中﹐究竟有多少是真正可行的政見﹐對美國未來前

途又會有怎樣的影響﹐周四「休士頓論壇」將有精彩解析﹒

播出時間﹕8月4日周四晚7點30分至8點30分播出﹐隔天周五下午1點至2點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節目片頭﹒

主持人馬健(左起)﹑常中政與李堅強教授﹒

堅強主持陣容﹒

節目片頭﹒

主持人李堅強教授(左)與馬健(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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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黨總統候選人﹒

Researchers are one step closer to creating an approved 
Zika vaccine, with the first round of safety trials 
already underway.
Drug companies have shown success in preclinical 
trials, in which they have induced immunity in mice 
and monkeys, indicating a greater likelihood that the 
vaccine could prevent infection in humans.
“In the last couple decades with modern microbiology, 
there’s been an explosion [in how quickly we] test 
vaccines,” Dr. William Schaffner, an infectious-
diseases expert at 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told ABC News.
Two drug companies are leading the way in Phase 
1 vaccine trials, which involve a small number of 
volunteers. In Phase 1 trials, researchers test the 
safety of a drug or treatment before testing for 
effectiveness in large groups. Inovio Pharmaceuticals 

and GeneOne Life 
Science paired 
up and dosed 
their first human 
subject last week.
Currently 40 
healthy volunteers 

are taking part in the 
Inovio–Gene One study, 
which will examine the 
safety of the vaccine, 
called GLS-5700.
The vaccine is created 
by isolating the DNA 
sequence from the Zika 
virus and replicating parts 
of the DNA sequence in 
the lab and then adding 
it to a plasmid, a tubular 
form of DNA found in 
bacteria often used to 
grow and administer 
vaccines. The viral DNA gets added to the plasmid, 
which can then be used in a vaccine to hopefully prime 
the immune system to create antibodies to fight Zika.
Since just portions of viral DNA are used, the virus 
cannot be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vaccine.
In theory, when vaccinated people are exposed to the 
virus in the environment, their immune system will 
recognize and attack the virus.
“There’s reason to be optimistic that a vaccine will 

work ... It has to do with 
how the virus interacts 
with human host,” said 
Schaffner. “The vaccine 
is more an anticipation 
of things we hope to go 
well.”
If a Phase 1 trial is 
successful, it will be 
followed by a Phase 2 
trial, which involves 
many more volunteers to 
gauge the vaccine’s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At that 
stage, researchers will 

examine patients’ blood for antibodies, which signal 
whether the subjects could likely fend off a Zika virus 
infection.
The last step before approval is a Phase 3 trial, in 
which groups of people in areas affected by the Zika 
virus would be given either a vaccine or a placebo and 
researchers would determine how effective the vaccine 
is at providing protection.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AID) plans 
to initiate Phase 1 human 
trials for a different Zika 
vaccine in the fall of 
2016, perhaps as early as 
this month. In addition to 
a DNA vaccine, NIAID 
will pursue other types 
of vaccines, including:
Live-attenuated vaccine, which is a live but weakened 
form of the virus. This type of vaccine is used for 
diseases such as chickenpox. The vaccine introduces an 
inactivated, weakened version of the virus to the body, 
inducing immunity. Unfortunately, live-attenuated 
vaccines are not safe for people who are pregnant or 
have a weakened immune system.
Whole-particle inactivated vaccine, which is a virus 
that has been killed. Although it is safer than a live-
attenuated vaccine, an inactivated vaccine can create 
a weaker immune response, requiring subsequent 
booster shots.
Researchers anticipate that an effective vaccine will 
not be approved for public use for at least a year. 
(Courtesy abcnews.go.com/Health)

[Houston, TX, July 30, 2016] - Women’s Voice 
for Better America, a network of diverse women, 
is proud to invite wome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attend the Opportunity Fair on Saturday, 
August 27, 2016 from 1:00pm to 4:00pm at Star 
Learning, 3528 Texas 6, Sugar Land, TX 77478.
Women’s Voice for Better America has designed 
the Opportunity Fair to increase women’s 
access to quality healthcare, job pursuits, 
small business start-up assistance, wealth 
management,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voting. 
The Opportunity Fair will be a free admission 
event with free services for women offering a 
variety of resources. The event will have free 
parking, raffles and refreshments.
At the Opportunity Fair, sessions by MD 
Anderson will highlight cancer prevention 
diet, nutrition, health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activities. Also, presentations by Memorial 
Hermann-Southwest will highlight women’s 
access to healthcare. Ibn Sina Community 
Medical Center will provide well-women’s 
exams. In addition, Golden Years will introduce 
personal service assistance programs and 
medical provider information for women.
For women seeking jobs, Workforce Solutions 
will be available at the Opportunity Fair to offer 

sessions for job applications, resume writing, 
cover letters, interview techniques and making 
network connections. For women seeking help 
to start up small businesses, SCORE Houston 
will provide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tion at 
the Opportunity Fair. Also,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and Wealth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ill provide strategies for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To ensure women’s progress in voting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 will 
conduct voter registration at the Opportunity 
Fair. They will als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 
about the benefits of voting as well as the 
processes that open doors to citizenship. 
Star Learning, located near 99 Ranch Market 
on TX Hwy 6 between Williams Trace Blvd 
and Settlers Way in Sugar Land, has graciously 
offered this venue for the Opportunity Fair.
Women’s Voice for Better America is eager 
to involve more women for societal and 
individual advancement. To join the network or 
to pre-register for the Opportunity fair, please 
contact Neeta Sane at 832-279-8601or Fheryl 
Prestage at 713-562-4387.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initiative is onwww.NeetaSane.com/
Opportunity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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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raldo Carratala, a Miami-Dade 
County mosquito control inspector, 
looks at samples of mosquito larvae.

10 Additional Zika Cases Found In Florida Outbreak

Opportunity Fair For Women To Be Held In Sugar Land

First Round Of  Zika Vaccine Testing Starts Following 1st Local Outbreak In Florida

"Enhancing Healthcare, Career & Civic Engagement"
Women's Voice for Better America



B3海歸就業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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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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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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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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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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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 Best Vision

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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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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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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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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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270-0909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8:30am-2:00pm

可遠程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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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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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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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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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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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就

业难的问题突出，鼓励创新的热

潮下，创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

存，海归在就业和创业的过程中

也不免遭遇碰壁。海归的光环今

非昔比，面对就业难、创业难的

困境，向本土人才取长补短，或

许能在国内市场更好地立足。

海归有优势也有劣势

可向本土人才取长补短

蒯治任 2005 年从白俄罗斯

归国，在工作了 8年之后开始创

立自己的事业，在法律教育软

件和服务方面创业。他总结海

归有 4点鲜明优势：“第一，有

国外市场的参照优势；第二，

有先进的知识和理念；第三，

相对丰富的经历会给海归带来

不一样的创业和就业思路；第

四，由于海归在国外常常独立

面对困难和孤独，心理素质也

相对更过硬。”

虽然海归有着独特优势，但

短板同样突出。“国内外环境有

所差异，就业环境、行业发展状

况、市场规则等都有很大不同。

许多海归刚回到国内时，对于市

场、行业不了解，对国内的为人

做事方式也不太习惯，这都是其

劣势，并可能成为阻碍。”杜成

尧说，他在英国生活学习了 6

年，目前在国内成立了一家贸易

公司。他认为，本土人才在这些

方面反而有优势，在精神面貌和

意志品质上也有值得海归学习的

地方，因此海归大可以向本土人

才取经。

就业难时放低姿态

面对批评虚心接受

面对就业困难时，学习本土

人才放低姿态，有助于海归走出

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

宋立(化名)曾在美国留学，

回国之初，一直都找不到满意的

工作。海归的帽子不仅没有让他

感受到明显的优势，迟迟没有找

到理想工作职位反而让他心生挫

败感。他坦言自己用了不少时间

才把心态调整过来：“看到我在

国内的老同学，有的毕业之后找

不到理想的工作就退而求其次，

先从能做的工作做起。所以我后

来也学着放低要求和期望。”他

从小公司的财务做起，在经验积

累中寻求更好的机会，目前在国

内的一家银行工作。

海归一般有较高的自我定

位，许多海归因为难以找到与自

身期望的薪资、职位匹配的工作

而在就业过程中受挫。与之相

反，本土人才往往能够以更平和

的态度面对各种工作机会。“脚

踏实地，定位准确，心态平和。”

蒯治任如此评价本土人才。

“在就业的时候，海归不要

因为发达国家名校毕业的背景而

自视甚高，在薪资方面狮子大开

口，或是不接受基础工作。面对

上级或同事的批评和建议也要能

够做到虚心接受。”蒯治任说。

创业初要吃苦耐劳

团队中需个人奉献

海归和本土人才在行事作

风上各有千秋，往往海归注重

效率和权益，本土人才更能吃

苦和奉献。蒯治任也提到：

“国外可能更讲究规则和民主，

对自己的权益保护看得很重。

国内同事在就业或创业的时候，

更有奉献和学习精神。这些都值

得我们学习。”

蒯治任举例说，和他合作的

一个国内伙伴对财务知识不熟悉

就立刻展开学习，用 1个月的时

间就把财务的基础知识学明白

了；在他的创业项目进行中，需

要一门技术语言的支持，另一个

合作伙伴便从头开始学习。“他

们都不是专业出身，但是为了项

目，毅然决然地从头学起，牺牲

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天只睡三四

个小时，吃住都在公司。”蒯治

任说，这样的精神让人感动，更

值得学习。

“以前我总把自己定位于一

个专业型的人才，就像一颗螺丝

钉。但从他们身上，我学会承担

更多的责任和原本没有想过的任

务。”因此，为了项目，他也开

始主动地去学习没有接触过的设

计方面的知识，摸索工商、税务

等事务性的工作，在产品实现的

过程中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在国内职场，“洋墨水”早

已不再等于“金饭碗”。面对就

业和创业的艰难，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虚心学习本土人才精神，

有助于海归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

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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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就业一直是大家关注的

焦点。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快速

发展，人们对精神生活追求越来

越高，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出国

留学深造的人数也是不断增长。

同样，海归数量也是越来越多。

面对就业竞争压力加大，目前出

现了海归比国内本科毕业生更难

就业现象。然而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不妨来看看以下的分析：

现在国内有两个比较出名

的找工作电视节目，一个是天津

卫视的《非你莫属》，我还做过

一次 BOSS 团成员，另一个是中

国教育电视台的《职来职往》。

无论是《非你莫属》，还是《职

来职往》，对于海归来说，都是

一场考验甚至是煎熬，因为你会

发现只要是海归，尤其是“新鲜”

的海归，现场找到工作的可能性

比国内本科毕业生要低很多，甚

至会发生一些“事件“，例如著

名的“晕倒哥”，其实并不是这

些节目想故意往海归身上抹黑，

而是体现了海归，尤其是“新鲜”

海归在国内就业的实际情况。

学生和家长也许会比较困惑:

如果我留学 (课程)了，应该是

“高大上”才对啊，为什么反而

比不出国更难找工作啊? 4 月 11

日的《职来职往》中有一个王雨

佳，毕业于英国名校巴斯大学的

会计和金融专业，结果找了一年

工作，没找到工作，上了《职来

职往》也没有找到，但是她的陈

述值得研究,她说她和她同学们基

本都找不到工作，她无法理解为

什么。因为巴斯大学绝不是野鸡

大学，而会计和金融专业也是热

门专业。其实这个问题就像潘多

拉的盒子，没有人愿意打开或者

有足够的水平打开。我因为从事

管理和咨询工作多年，也面试无

数海归，或许有点资格将这个问

题讲透一些，希望对同学们和家

长们有所帮助。

我们不讨论靠关系进入政府

或者国有企业的人，因为这些人

只需要那张文凭即可，大部分海

归毕业后回国会进入到企业中，

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那

么，这些企业的 HR 们，在看到

你的简历或者面试的时候，因为

你是海归，他们会想到什么呢?

第一，因为你是自费留学，

意味着你家庭可能比较富裕，即

使不是官二代或者富二代，家境

应该也还不错。HR普遍会认为，

家庭富裕的人一般不能吃苦也不

够努力，尤其是对公司的激励机

制不敏感。对于家庭不富裕的人

或者有经济压力的人，会为了钱

而拼命工作，但对于那些家庭富

裕的人，涨 500元绩效远不够买

一个高档包的， 哪有什么激励

效果啊。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找

一个珍惜这份工作的人肯定比找

一个有没有这个工作都无所谓的

人合算。所以“新鲜”海归和国

内本科毕业生，国内本科毕业生

的优势更大一些。

第二，如果你是海归，则意

味着你的稳定性会差一些。当

然，这是应届生普遍面临的问

题。但是，海归更加不稳定。因

为你的同学更有钱，更有社会关

系，所以可能发展得更好。人之

所以产生不稳定是因为对比，所

以当你的海归同学们混得不错，

你则无法安心本职工作，换工作

的可能性更高。

第三，因为你是海归，意味

着你可能比较麻烦，在国外就读

本科的学生尤其如此。中国的商

业环境是灰色的，没有绝对的黑

与白，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社会。其实 90%的外资企业在中

国都亏损严重，主要的原因是外

国人无法牺牲自己的道德底线来

迎合中国的灰色商业环境。而在

国外学习过的人，接受到西方的

教育，比较容易变成“愤青”，

无法像“土鳖”一样在灰色环境

中生活得自由自在。因为海归是

“高大上“，所以面临一些问题，

例如劳资纠纷，则更加容易付诸

于法律或者仲裁，为企业造成更

多麻烦。所以即使一定要招没有

工作经验的，干脆找一个国内的

本科毕业生更省事。

企业以上的想法和联想并不

是一开始就有的，是多年经验和

教训重复和强化的结果，时间久

了，就形成一种惯性思维(英文叫

做 stereotype)，很难打破。当然，

以上的这些考虑基于一个考虑，

就是“新鲜“海归和国内重点大

学毕业生水平差不多。但如果

“新鲜”海归能为企业创造更大

的价值，“新鲜”海归还是更有

优势。但实际情况不是不是这样

呢?

首先，我们看看英文水平。

我面试过无数“新鲜“海归，英

文水平高的非常少，尤其是英文

的写作水平。现在出国留学的中

国人多了，尤其是读会计或者金

融专业的，一出国，就混中国人

的圈子，结果造成毕业的时候的

英文水平甚至不如刚来的时候。

你是海归，面试官会对你的英文

水平预期更高，结果”新鲜”海

归们的英文还不如“土鳖“。就

像如果我面试一个有 3年以上留

学咨询相关经验的人，我会问一

些很专业的问题，但如果没有相

关工作经验的人，即使是同样的

问题，我的预期会低很多。所以

如果是海归，但是英文却达不到

预期中的海归的英文水平，你肯

定比国内重点大

学的应届本科毕

业生难找工作。

其次，我们

看 看 专 业 的 问

题。有过多年工

作经验的人都知

道，其实本科或

者硕士读什么不

太重要(某些很专

业的内容除外，例如技术型专业，

研究类专业等)，实际上，无论是

“新鲜“海归，还是国内应届毕

业生，在工作实践中都要重新学

的。就拿王雨佳来说，虽然她在

英国学的是会计和金融，但实际

上国内的会计实务和制度和英国

的有比较大的差别，相对来说，

国内重点大学会计专业的毕业

生，可能更加容易上手。所以从

专业上来说，王雨佳根本就没有

优势可言。现在大部分学生出国

就读商科专业，都面临同样的问

题，回国从专业上来说，毫无优

势可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王雨

佳找不到工作是正常的，根本不

存在社会对海归们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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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聖保羅，民眾身穿奧運五環色彩的服裝，從一座橋上吊下繩
索，組成五環的形狀，場面十分壯觀。

科索沃舉辦高橋跳水比賽 場面驚險刺激

科索沃賈科維察，選手們參加一年一度的高橋跳水比賽。勇敢者們
從22米高的Ura e Shenjte橋上躍入Drini i Bardhe河中。

伊
拉
克
油
氣
田

遭
襲
致4

名
工
人
死
亡

伊拉克基爾庫克省，當地的兩處油氣田遭到
武裝分子襲擊，造成4名工人死亡。

民眾巴西空中吊五環炫技 場面壯觀

經濟復蘇尚未穩固 美聯儲加息路徑仍不明朗
最新數據顯示，美國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

（GDP）遠差于市場預期，使得業內分析師對美
聯儲再次加息時點的預期再度延後。然而具有永
久投票權的美聯儲三號人物杜德利1日表示，目
前排除美聯儲年內進一步收緊政策的可能性為時
尚早。

分析人士指出，略顯矛盾的表態和實際數
據進一步說明，美聯儲未來的加息路徑仍不
明朗，更多將取決於非農就業等重要經濟數
據表現。

未排除年內加息可能
杜德利表示，目前排除2016年收緊政策或

“為時尚早”。
他強調，預計美聯儲2017年底前將加息不止

一次，未來18個月美國GDP增速為2%左右。美

聯儲面臨的不利因素要求在加息方面保持謹慎，二
季度消費支出的增加或不可持續。美國經濟前景面
臨的風險偏向下行，美聯儲金融狀況仍支撐經濟發
展。英國“脫歐”公投構成的潛在衝擊形成下行風
險，美聯儲預期放慢收緊政策部分歸因于全球貨幣
寬鬆及美元升值。

他指出，全球發展對美國展望也很重要，金融
市場情況對制定政策有影響。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影
響不局限于美國，美聯儲希望避免2013年式的
“緊縮恐慌”。美聯儲必須將全球經濟納入考慮範
圍，目前多地財政政策已經轉向略帶有刺激性質。
大宗商品價格走低壓制新興經濟體發展。美國總統
選舉不會影響美聯儲政策，相信美國經濟將以合理
增速發展。

經濟數據成“指南針”

市場分析師表示，經濟數據無疑將成為影響美
聯儲貨幣政策的決定性因素。

美國商務部上週五公佈的初步數據顯示，今
年第二季度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年
率計算增長 1.2%，大幅低於市場預期的增長
2.6%。前值由 1.1%修正為 0.8%。美國商務部
在報告中指出，美國二季度報告住宅和商業支出
在內的民間固定投資下降3.2%，為七年來最大
降幅。分項指標，美國二季度庫存減少81億美
元，為2011年三季度以來首次出現庫存下滑，
對GDP帶來1.16個百分點的負面貢獻。

總體而言，對於近幾個月來一直存在於市
場上的美國經濟二季度回升的市場預期來說，
GDP報告非常令人感到意外和失望。數據公佈
後美元全線大跌，市場對聯儲加息預期再度延
後。

由於該數據表現不佳，市場對美國本週五將公
佈的7月非農就業數據預期也並不樂觀。彭博調查
顯示，美國7月非農就業人口料增加17.5萬，上月
為增加28.7萬；美國7月失業率料自4.9%下滑至
4.8%。

巴克萊銀行經濟學家Michael Gapen表示，
如果7月非農就業數據出現紮實的增長，且3個
月非農平均增量達到16.6 萬人，那麼美聯儲對
於勞動力市場的擔憂會進一步緩解，並會暗示
漸進加息。圍繞下次加息的溝通會在8月5日發
佈 7月非農就業數據後，通過美聯儲官員的公
開講話進行。

伯恩斯坦基金經理Arnab Nilim表示，美國
GDP數據的疲軟不足以造成恐慌，但足以讓美聯
儲不加息。如果非農就業數據強勁，美元可能回漲
；在那之前，美元將保持區間波動。

7月製造業PMI降至榮枯線下
積極因素仍在積累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中
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8月1日公佈，7
月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
為 49.9%，比上月下降 0.1 個百分點
。這是 3月以來製造業PMI 首次低於
榮枯線。專家分析，當前傳統製造行
業處於去產能進程中，市場需求較弱
，部分地區洪澇災害影響了企業生產
與物流運輸。

強降雨造成較大影響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

計師趙慶河表示，製造業PMI回落的主
要原因有三個：一是受超強厄爾尼諾現
象影響，強降雨席捲大部分省市，特別
是長江中下游部分地區洪澇災害嚴重，
對相關地區的生產、運輸等造成較大影
響；二是市場需求增速放緩，擴張動力
仍顯不足；三是一些傳統行業繼續化解
產能，壓縮生產。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
3月以來製造業PMI持續下降，表明傳
統製造行業處於去產能進程中，逐漸壓
縮產能，同時也反映出市場需求較疲弱
。近期製造業PMI整體運作平穩，近4
個月波幅都在0.1個百分點以內。

趙慶河表示，儘管 PMI 微幅回
落，但一些積極因素仍在不斷積累。
一是高技術製造業 PMI 為 53.2%，創
今年以來新高，高技術製造業在結構
轉型中的引領作用進一步增強；二是
反映資金緊張和勞動力成本上漲的企
業比重分別比上月下降0.7和 1.2個百
分點，企業融資難和勞動力成本上漲
的矛盾有所緩解；三是生產經營活動
預期指數為55.3%，比上月提高1.9個
百分點，表明企業對未來發展的信心
有所增強。

平安證券分析師魏偉表示，PMI數
據回落顯示製造業環比收縮，而近期工
業高頻數據有所改善，意味著7月工業
增加值同比仍有望進一步企穩。總體而
言，製造業PMI年初以來始終徘徊在榮
枯線附近，顯示工業生產整體持續弱

勢，下半年仍需政策穩增長。

中小企業PMI持續回落
7月製造業PMI數據顯示，分企業

規模看，大型企業PMI 為 51.2%，比
上月上升 0.2 個百分點，持續高於臨
界 點 ； 中 、 小 型 企 業 PMI 分 別 為
48.9%和 46.9%，比上月下降 0.2 和
0.5 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回落，這
是7月PMI回落的主要因素。

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表
示，大型企業狀況繼續改善主要受益於
投資帶來的刺激效應，同時PPI回升促
使上游煤炭、石油以及中游石化、鋼
鐵、有色行業回暖，直接體現在大型企
業的景氣度之上。民間投資意願持續下
行，中小型企業擴張傾向降低，下游消
費和外需疲軟，這些不利於中小企業經
營狀況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關注中小企業的財
新中國通用製造業 PMI（簡稱財新
PMI）7月份數據為50.6%，較上月上
行2個百分點，去年2月以來首次進入
擴張區間。莫尼塔宏觀研究主管鐘正生表

示，在財新PMI的分項中，產出、新訂
單和庫存指數均大幅躍升至枯榮線以上
。

進入下半年後，積極的財政政策陸
續落地，經濟企穩跡象初現端倪。

中金公司分析師陳健恒認為，歷史
上極少出現財新PMI環比上升2個百分
點以上的情況，以往較大幅度的上升都
對應經濟的擴張階段，同時官方PMI也
不弱。但此次二者出現背離，更傾向於
是因為財新PMI的統計樣本發生變化，
需進一步觀察。

潘向東表示，隨著一季度的投資
高峰漸行漸遠，短期刺激作用逐月消
減，二季度以來的政策基調趨於穩
健，貨幣環境穩中偏松，避免形成過
度寬鬆預期，同時財政政策“托底”
定位明確，力度上仍有所保留。預計
三季度製造業較二季度略為疲弱，但
不會遠離榮枯線。



B4移民資訊

美國亞裔人口持續增長！
移民美國的方式有哪些？

根据美国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 2000

年以来，亚裔已连续 16年成为美国成长最快速的

族裔。截止 2015 年 7 月，美国亚裔人口已高达

2100万人，年增长比率为 3.4%，而移民美国是亚

裔人口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那移民美国的方式

有哪些？

一、移民是美国亚裔增长主要原因

根据调查，在 2014 年 7 月到 2015 年 7 月期

间，美国亚裔人口增加了 3.4%，占美国移民增长

人口的大多数。目前，美国有 2100万亚洲人，而

夏威夷是全美唯一一个亚裔人占绝大多数的州。

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截止 2015年 7月

的过去一年，美国的拉美裔人口增加了 2.2%，在

美国的总人口达 5660万人，新墨西哥州是全美国

拉美裔最多的一州，占全州人口的 48%；而非洲

裔人口增加了 1.3%，总人口达 4630万人，密西西

比州非洲裔最多，占全州人口的38.3%。

而美国人口中，成长最少的应该是白人，在

2014到 2015年期间，只增加了 0.5%，目前总人口

数是 2亿 5500多万人。福蒙特是美国白人人口比

率最高的州，该州有97%的居民为白人。

另外，美国加州是包含不同族裔最多的一州，

有白人、拉美裔、亚裔及美国印地安人。

二、移民美国的方式有哪些？

据了解，美国移民涌入是亚裔人口增长的主

要原因。自从 2000年以来，亚裔一直是美国成长

最快的族裔。2013年，中国超越墨西哥，成为移

民美国人数最多的一国。那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方

式有哪些？澳臻移民（微信：aozhenyimin）大致

盘点如下：

1. 美国亲属移民

除了不受配额限制的美国公民配偶（美国结

婚移民）、未成年子女及父母移民外，美国亲属

移民的类型还包括：

1）美国 F1签证：美国公民 21岁以上的未婚

子女。

2）美国F2A签证：美国绿卡持有者的配偶及

21岁以下的未婚子女。

3）美国F2B签证：美国绿卡持有者21岁以上

的未婚子女。

4）美国F3签证：美国公民的已婚子女。

5）美国F4签证：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

2. 美国职业移民

1）美国 EB-1签证：杰出人才、杰出教授和

科研人员、跨国高管。

2）美国 EB-2签证：硕士学位及以上职业移

民（美国留学生大多申请此类型）。

3）美国 EB-3签证：本科学位职业移民（美

国留学生大多申请此类型）。

4）美国 EB-3非技术类移民签证：即美国雇

主担保移民。澳臻移民（微信：aozhenyimin）推

荐美国移民申请人选择 EB-3C，该移民项目没有

语言要求，没有资产要求，没有工作经验要求，

所以受众面很广，无需单独为技术工人匹配雇主。

5）美国EB-4签证：宗教移民。

6）美国EB-5签证：美国投资移民。

统计数据显示，2015财年签发的美国投资移

民EB-5签证共计 9764张，其中中国大陆的投资人

获批 8156张，占比高达 83.5%。不过，随着美国

EB-5投资移民排期的逐渐拉长，可能会打消部分

投资移民的意愿。

此外，还有美国非法移民、赴美产子和庇护

移民等之类不走寻常路的移民方式，这里就不再

讨论了。虽然移民美国的方式和其他移民国家比

较起来，似乎越来越难，但是美国亚裔移民的人

口还是在持续增长，这意味着成功移民美国的国

人也越来越多。

移民哪個國家最容易？
哪個國家移民門檻低？

移民哪个国家最容易？哪个

国家移民门槛低？据调查，世界

各地华侨华人总数约为 6000 万

人,中国国际移民群体是世界上

最大的海外移民群体。中国移民

主要目的地为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等国。除了传统的四大移

民国家，美国、澳洲、加拿大和

新西兰，现在有很多欧洲国家也

出台了移民政策。澳臻移民特此

盘点了主要移民国家的移民政

策，大家或许能对比出移民哪个

国家对自己来说最容易。

一、移民美国

自从 2000 年以来，亚裔一

直是美国成长最快的族裔。2013

年，中国超越墨西哥，成为移民

美国人数最多的一国。移民美国

的方式主要是亲属移民和职业移

民。

1. 美国亲属移民

除了不受配额限制的美国公

民配偶（美国结婚移民）、未成

年子女及父母移民外，美国亲属

移民的类型还包括：

1）美国 F1签证：美国公民

21岁以上的未婚子女。

2）美国 F2A 签证：美国绿

卡持有者的配偶及 21 岁以下的

未婚子女。

3）美国F2B签证：美国绿卡

持有者21岁以上的未婚子女。

4）美国 F3签证：美国公民

的已婚子女。

5）美国 F4签证：美国公民

的兄弟姐妹。

2. 美国职业移民

1）美国EB-1签证：杰出人

才、杰出教授和科研人员、跨国

高管。

2）美国EB-2签证：硕士学

位及以上职业移民（美国留学生

大多申请此类型）。

3）美国EB-3签证：本科学

位职业移民（美国留学生大多申

请此类型）。

4）美国EB-3非技术类移民

签证：即美国雇主担保移民。澳

臻移民推荐美国移民申请人选择

EB-3C，该移民项目没有语言要

求，没有资产要求，没有工作经

验要求，所以受众面很广，无需

单独为技术工人匹配雇主。

5）美国EB-4签证：宗教移民。

6）美国EB-5签证：美国投

资移民。

二、移民澳大利亚

根据统计数据，在 2014-15

财年，移民澳大利亚的人士中，

有 68%是通过技术移民的方式，

有 32%是通过家庭签证类别。细

分如下：

1. 技术移民：38%为澳洲雇

主担保移民；34%为独立技术移

民；22%为州、领地和地区提名，

还有6%为商业移民；

2. 家庭移民：79%是配偶团

聚移民；14%是父母移民；6%是

子女移民；1%是其他类别。

其中，2014-15 财年共计有

27872名中国人选择移民澳洲，

通过技术移民的方式移民澳洲的

中国人为 16834人，占总比例的

60.4%；通过家庭移民的方式移

民澳洲的中国人为 11025人，占

比为 39.6%。根据澳大利亚移民

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截止 2014

年 6月，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中国

出生的移民共计有447370人，与

2006年同期相比，短短八年间，

澳洲华人移民人数增长78%。

三、移民加拿大

自 2004 年至 2013 年间的过

去的 10 年间，移民加拿大人口

数最多的前三位国家均来自亚

洲，其中以来自中国逾 32 万的

移民居全国之冠。根据加拿大移

民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有超过

31000名中国人成功获得加拿大

快速通道移民邀请，包括主申请

人及其家属在内约有 1万人成功

移民加拿大。不过，值得注意的

是，在中国境内的申请人，2015

年仅有409人成功获批。

自加拿大联邦取消投资移

民，开始快速通道移民政策后，

中国移民将目光转向了加拿大魁

北克省。其中，加拿大魁省投资

移民、技术移民和加拿大魁省经

验类移民PEQ，都成了中国人移

民加拿大的捷径。

加拿大魁省经验类移民PEQ

的优势主要包括：

1. 申请速度快：留学+移民

仅需两年；

2. 零风险，成功率 100%：

无需打分，无需漫长等待，毕业

后 20 天即可拿到魁省提名证书

CSQ，100%获加拿大永居；

3. 学费低，性价比高；

4. 无工作经验、雅思要求：

毕业前 6 个月可申请移民加拿

大，无需提交雅思成绩；

5. 无配额、职业限制：申

请人只需满足学习 1800 学时课

程，法语达到B2即可申请；

6. 就业无烦恼：职业培训

课程结束后，推荐实习与就业；

7. 获永居后，可继续深

造：获得永居后，可继续读本

科、硕士。

四、移民新西兰

在 2015 年全球最佳移民目

的地报告中，新西兰位居“最适

合移民者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投

票榜第二位。无论是旅游者、留

学生还是居留权申请者，中国都

是新西兰最主要的来源地之

一 。截至 2013年 7月，新西兰

拥有人口 447万。其中，欧洲移

民 后 裔 占 67.6％ ， 毛 利 人 占

14.6％，亚裔占 9.2%（华人约 20

万），太平洋岛国裔占6.9％。

新西兰移民方式主要包括：

1. 新西兰技术移民：要求

年龄在 55 周岁以下，雅思平均

分 6.5分，为紧缺职业，满足移

民评分要求。

2. 新西兰投资移民：适用

于愿意在新西兰投资最少 150万

纽币至少四年，并想申请新西兰

居留权的申请人；新西兰高额投

资移民需要在新西兰投资最少

1000万纽币至少三年。

3. 新西兰创业移民：投资

资金不低于 10 万纽币（不包括

营运资本），综合打分不低于

120分，雅思平均分不低于4分，

有详细的商业计划书。

4. 新西兰留学移民：新西

兰快速通道留学移民项目，是指

拥有新西兰留学经验的申请人，

可在毕业之后获得新西兰当地雇

主的担保，直接申请新西兰居留

签证。新西兰快速通道留学移民

是最快速的留学移民项目之一，

申请人可轻松移民新西兰，无学

历、无雅思要求。

五、移民欧洲

近几年，欧洲各国相继推出

了买房移民政策，而房产投资一

向受中国投资者欢迎，在获得移

民身份之余，还可以获得投资收

益，是一举多得之选。

1. 西班牙投资居留签证

（50万欧元买房移民）；

2. 葡萄牙黄金居留许可签

证（50万欧元买房移民）；

3. 意大利购房移民（30 万

欧元买房移民）；

4. 希腊投资居留签证（25

万欧元买房移民）；

5. 塞浦路斯买房移民（30

万欧元买房产拿永居，250万欧

元起投资拿公民）等。

6. 匈牙利特别国债（30 万

欧元买国债）等。

可以移民的国家有很多选

择，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同，移民

哪个国家最容易？哪个国家移民

门槛低？这类问题见仁见智，恐

怕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澳

臻移民会根据移民申请人的不同

情况，为申请人定制最适合自己

的移民国家和移民方式，助移民

申请人成功获得海外第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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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述 ： 不管是准备移民还是要观望形势，

了解最新的移民政策，掌握移民趋势都会为成功

移民多增一层保障。2016年已过半，投资移民市

场依旧风云变幻，各国的投资移民政策也多有变

化，虽说不能以不动应万动，但至少要提前了解

一下各国的移民政策及趋势才能做好计划。

2016年上半年，美国EB-5投资移民法案延续

旧政至 9月 30日；加拿大自由党上台执政后开始

逐步放宽移民政策；欧洲各国移民政策稳步推

进，匈牙利国债移民 7 月可真正一步到位获永

居。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各国移民政策及趋势。

美国EB-5投资移民

自 2015 年开始，EB-5 投资移民在国内外掀

起阵阵浪潮，涨价、改革等消息不断传出，时

时撩拨着移民者的心。2016 年 9 月 30 日前，美

国 EB-5 投资移民，金额不变，要求不变，申请

难度不会增加，至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以后 EB-5

的走向，会不会受到大选、涨价等因素的影响

进行大改动，现在能做的除了 观望就是抓住最

后的机会。

进入到 2016年后，美国国会至今已经举办了

多场EB-5听证会，这也是史上绝无仅有的，也看

到了美国政府对于 EB-5 法案改革的决心十分坚

定，区域中心法案变革势在必行。内容或包括投

资金额上涨、申请人审核苛刻、加强诚信监管、

签证配额变动等等。

不管如何，去年 930和 1211已经有两大波递

件送达移民局，排上了一条长队，如果现在再犹

豫，这条队伍只会越来越长。随着930大限将至以

及项目的成熟和政府对项目的监管越来越严格等

多重因素作用之下，目前已成为EB-5美国投资移

民最关键时刻。

加拿大移民政策

向来以安全、稳定著称的加拿大投资移民项

目，依然是移民市场上的主力军。虽然联邦投资

移民关停，但 2016年 5月 30日魁省投资移民项目

重新开放，至 2017年 2月 28日关闭。然而，这也

有可能是现行政策的最后一次开放！

如果变革方案通过，将在 2017年带来实质性

的影响：涨价、投资方式变更、居住魁省政策要

求严格、面试地点或将统一。

欧洲投资移民

当前最常见的欧洲移民政策分两种：购房移

民和国债移民。其中购房移民有着操作简单，投

资房产稳定，办理周期时间短等特点；国债移民

门槛低审批快等热点，都备受投资人的青睐。

葡萄牙、西班牙：投资人在其境内购买 50万

欧元及其以上的房产，即可获得该国的身份

希腊：25万欧元购买当地房产，可获得居留

身份

匈牙利：30万欧元全款购买国债，5年期满之

后全额无息赎回，一步到位拿永居

2016年上半年欧洲各国的投资移民政策相对

稳定，只有匈牙利修改了移民法案，做到一步到

位拿永居，并且可携带孩子、父母，实现了一人

申请三代移民，新政在2016年7月1日以后实行。

下半年，欧洲各国的移民政策应该不会有太大的

变化。

移民目的地选择

2016 年，欧洲逐渐成为全球移民的热门地

区，有 7200万海外移民生活在欧洲，移民市场逐

渐火热。因此，这必然会带来各国移民饱和度的

逐渐上升，未来，各国不排除会提高门槛，增加

移民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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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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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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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95-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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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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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主
治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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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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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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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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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體檢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地
址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營業時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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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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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實文學

紀實文學：一個痞子的自我修養

（1）

那年夏天，我大学毕业，

跟谈了四年的女朋友约好，一

起去大城市闯荡。十月，我收

拾好行李，去接她。

一个人提着行李，来到约

定的地点，我等了很久，也不

见她的踪影。于是就去公用电

话亭给她打了电话，她在电话

那头小声地告诉我，她被父母

锁在家里,出不来……随后我就

听到有人训斥并强行挂断了她

的电话。

那时，我二十一岁。

我想我不能丢下我的女人一

个人走，那样她一定很伤心。根

据她在信中留下的地址，我找到

了她的家，却发现她家大门紧

锁。我站在门外向院内张望，只

见女友站在二楼的窗口向我招

手。对此，我表示很着急。

一对中年夫妻突然出现在

院子里，女的态度很不友好，

男的相对和蔼，两人劝我赶紧

离开，他们并不同意女儿跟我

远走高飞。当然，他们有他们

的道理，我可以理解。可我是

一个重感情的人，我想我不能

就这么放弃，为了爱情，我应

该鼓起勇气努力一把。

于是，双方发生了争执。

争执的结果是：我在门外游

荡，女友在楼上哭泣。

不一会儿，天已擦黑，然

而我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索

性就在院墙外的河边躺下，望

着二楼窗棂后那张女友的脸。

忽然，我看到有个人站在

河堤，离我两米左右。我迅速

起身，这才看清对方共有三人，

通过肌肉、气场、眼神，我立

刻就分辨出谁是“大哥”谁是

“马仔”。

他们是来“平事”的，——

对付我这样的文弱书生，三个

人足以。我心想，不好，是痞

子！但爱情总是充满正义的，

因此我不怕他们。

领头的“大哥”看起来比我

大几岁，他将手指掰得“喀嚓喀

嚓”直响，脖子上的粗铁项链在

晚霞的照耀下发出阵阵寒气，手

腕上刻着两个小学生狂草字体

“龙”、“忍”；沿着胳膊，我

看到了一条碧青的手绘“过肩

龙”从他的胸前蜿蜒而过，直达

后背。这些眼不见为净的图腾，

似乎都在向我宣战！

没等我开口，他就发话了：

“什么情况？”虽然是方言，

但我还能听懂。

“我来找我女朋友。”我

表现得非常纯情，那口气绝不

像一个上门闹事的无赖。

“你女朋友是谁？”

“她！”我指指二楼的窗

子。

“兄弟，给我个面子，”

他看看窗子，对我说，“有事

明天再说，现在跟我回去喝酒。”

光脚不怕穿鞋的，喝就

喝，我心想。

然后，我就背上画夹，提

起一只极其怀旧的破皮箱，坐

上了他的红色摩托车，身体紧

贴着他的后背，委屈的泪水随

着晚风飘向天边殷红的晚霞。

他在路边的卤菜摊上买了

几个凉菜，摊主没敢要钱，但

他还是摔过去几张钞票；他家

还有一些啤酒，两人喝到半夜。

突然，他问我是否可以满

足他一个要求，我说可以。然

后我就给他画了一张素描，送

给他。那天晚上，我们躺在了

一张床上……

第二天，他送我到桥头，

拦下一辆大巴，匆匆告别。

这就是我的兄弟，十八年

前，我们第一次相遇。他是痞

子，我是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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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手机也没有固

话，我们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

式，我们只是记住了彼此的姓

名。甚至，在我工作之后，就

渐渐忘记了这个人……五年过

去，杳无音讯。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路过

那个桥头，忽然想起那辆红色

的摩托车。沿着模糊的记忆，

我竟然找到了他的家。

五年未见，他还是那样的

壮实，铁链子没有了，而一身

的图腾与狂草还在，他依然保

持原有的肌肉、气场与眼神。

同时我也发现，他的肚子

有点大了，他笑笑说：“啤酒

喝多了。”

“那就不要喝啤酒了。”

那天中午，我们两人喝了

三斤白酒，直到傍晚的天空出

现殷红的晚霞。

我们发誓，从此以后，再

也不分开了。

于是我们就在同一座城市

打拼，我开了一家广告公司，

他继续给人“平事”。

那一年的冬天，有个客户

赖账，欠钱不给，我讨要了很

久也无果。他不知从哪儿得到

的消息，独自一人骑着摩托找

到对方，说：“兄弟，给我个

面子，付款吧，我请你喝酒。”

第二天，客户就把款付了。

这很神奇。

我们一起度过了三年的宝

贵时光，我们一起喝酒，一起

兜风，一起爬山，一起沾花惹

草，却从没有见过他干过什么

见不得人的勾当。除了没钱，

他没什么缺点。我们之间没有

任何经济往来，我们的关系纯

洁得超越了我曾经的爱情。

也许真正的朋友能够共处

的岁月总是短暂的。

有一天，我们终于又要分

开了。我走得很突然，没有来

得及向他道别。

十几年间，我辗转许多个

城市，电话号码换了又换。渐

渐地，我们联系少了，有时一

年也打不了一次电话，有时我

拿起电话又不知说什么好，于

是就放下了电话。我常常觉得

自己跟一个农村痞子没有共同

话题，没有必要继续联系，这

个痞子只是我在某段时间内的

一个普通玩伴罢了。

我扪心自问，我们算是朋

友吗？

（3）

前不久，我终于有了答案：

我们还是朋友。

于是我鼓足勇气，拨通了

他一直没有换过的电话号码，

电话那头传来了熟悉的声

音……

“兄弟，我在北京。”我

说，“你呢？”

“我还在老地方，不过我

在北京开了分公司。”

我心想他不会是吹牛吧，

开公司不是他的风格啊。

没几天他就来北京，带我

去五星级酒店旁听了一堂企业

管理课；他不想浪费一分一

秒，他希望每天跟我在一起，

搞得我的女友都有点吃醋了。

后来又去他分公司看了看，我

这才相信他的话：他现在已经

成了一家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我发现他的身边多了几名

助手——已不是当初的乡下

“马仔”，而是如我一般的城

市白领。只有他的肌肉、气场、

眼神，似乎从来就没有变过。

“纹身呢？”

“洗了。”

端起酒杯，我问“痞子

兄”：“十八年前的那天傍晚，

你为什么没有对我动粗？并且

还请我去你家喝酒？”

他抿了一口酒说：“因为

你是大学生，我欣赏你。”

“为什么？”

“因为我从小父母双亡，

念不起书，不识字。”

我突然怀恋起他手腕上的

那个蹩脚的“忍”字，那可是我

们这代人永恒不屈的记忆啊。

写到这里，我不禁流泪

了，因为十八年前命中注定的

一次相遇......

紀實文學：石頭憶
很小的时候，那时的我大概六

七岁，当然也可能是五六岁。

那时候我有两个哥哥，当然作

为遵纪守法的好家庭，他们不是我

的亲哥哥，他们是我的邻居，大人

们要我叫他们哥哥。

一个是学习好哥哥。学习好哥

哥学习成绩传说很好，并且很爱踢

球，这在当时我的眼里是一件非常

了不起的事情，并且因为学习好哥

哥经常挺身而出，当然大多数时候

是为了姐姐们挺身而出，所以我很

崇拜他。

另一个是游戏厅哥哥。游戏

厅哥哥并不是因为打游戏厉害而

得名，而是因为他在游戏厅卖币，

他曾经很自豪地向我们一干小孩

子炫耀他的梦想，那就是成为网

吧哥哥，在网吧当网管，当时我

们游戏厅都还没去过，而已经在

游戏厅的他梦想却是进网吧，这

让我们都发出了一个“啊！”的

声音，觉得他是一个有梦想的

人，非常了不起。

但是游戏厅哥哥跟我们玩打

弹珠却经常作弊，也就是弹溜溜。

当时我们的弹珠都是直径 1 厘米

的，把对方的弹珠打出圈就可以

赢得对方的弹珠。但是游戏厅哥

哥每次跟我们玩都能赢我们好多

弹珠，这让午饭省吃俭用不吃烤

地瓜的省下钱买弹珠的我们进一

步营养不良，尤其是我，更为伤

心难过。我本应多吃一些，长高

一些，因为当时被我爱上的姗姗

已经有 1 米 23 的样子，而当时的

我才 1 米左右，这一度让我很悲

伤，没有了表白的勇气。

其实游戏厅哥哥能赢得我们的

弹珠，并不是因为他打的多厉害，

而是他去过义乌，他在那里买了一

个直径 3厘米的铁弹珠，当我们打

他弹珠的时候，他就换上铁弹珠，

我们的玻璃的弹珠根本打不动铁弹

珠，更别提打出圈了，所以我们输

掉了很多弹珠。

于是我们规定弹珠不能换来换

去，但是游戏厅哥哥说《宪法》没

有规定不能临时换弹珠，我们说他

骗人，我们又没有看过《宪法》，

怎么就知道里面没有规定不能换弹

珠。

于是游戏厅哥哥从裤裆里掏出

一本《宪法》，当时我和我的小伙

伴都震惊了。

于是我们虽然认不全字，但是

一条条对下来，确实没有发现弹珠

二字，我们又一次败给了游戏厅哥

哥。

但是为了扭转不利局面，为了

我们的健康着想，尤其是为了我人

生幸福和爱情着想—我们决定商讨

对策。

当时我还有一个邻居，他不比

我大，也不比我小，他叫琪琪，但

是他却不让我们叫他琪琪，他让我

们叫他 7号，他说琪琪不像个男子

汉，7号像，我说 7号像宠物，他

顿时无言以为。

7号说，我们必须有一个人牺

牲才能换来和平稳定的局面，7号

说他决定牺牲。7号说着从书包里

掏出一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被抠

出一块。

7号问我，你们可知道这一块

少的是什么。

我们摇头。

7 号瞬间撩起衣服，露出肚

皮，上面用透明胶带贴着一个黑白

纸张，上面是一个姐姐，高举着双

臂。

7号问我们，你们知道她是谁

吗？

我们摇头。

7号说，她是我的精神，如果

没有了她，我将神经。

她就是！7号突然停顿了下来，

那一刻我真担心他会噎到。

她就是！刘！胡！兰！

我们哇了一声！小伙伴里有的

人说，刘胡兰是学校门口卖冰棒的

姐姐吗？

7号顿时怒不可遏，你们这群

人一看就没有看过高年级的课本！

刘胡兰是牺牲了的大英雄！为了你

们能不再被游戏厅哥哥欺负，我决

定做刘胡兰！

以后你们不许叫我 7号，要叫

我刘胡兰7号！

7号说着，模仿图片中刘胡兰

的动作高举双臂，当时夕阳西下，

正好一抹夕阳照在了 7号的背上，

从我的角度看过去，7号很光辉，

很伟岸，虽然很晃眼，但重要的

是，接下来我想知道刘胡兰 7号怎

么对付游戏厅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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