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物 風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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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 & Remodel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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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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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瑞 (Sean Wong) 先生
專業保險經紀﹐提供個人化量身訂作保險服務
State Farm保險經紀人
電話﹕832-259-0122
Email﹕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8休城僑社

休城僑社

星期三 2016年9月7日 Wednesday, September 7, 2016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慶祝印尼國慶日，
印尼駐休士頓領事館9月2日上周五在該外館舉辦71周
年國慶晚宴(71st Anniversary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政商、僑學界人士雲集，為
展現印尼傳統特色文化，現場也有民俗音樂和舞蹈表演
，熱鬧非凡。

8月17日是印尼建國獨立紀念日，為延續節慶，讓
海外人士也可感受歡樂氣氛，印尼駐休士頓領事館大張
旗鼓舉辦慶祝晚宴，許多中外嘉賓政商名流都踴躍出席
，一起慶賀這具國家意義代表性的紀念活動。

許多嘉賓政要輪番上台致詞，印尼駐休士頓領事館
總領事Henk Saroinsong致詞時表示歡迎大家熱情參與
，祝賀國家發展越來越興盛，領事館也會做好印尼美國
國民外交，促進經濟繁榮。現場邀請從印尼來的舞蹈表
演團，帶來熱情洋溢的印尼舞蹈，精采的演出，讓全場
驚艷。

國慶晚宴過後，隔日還舉辦印尼文化活動，現場除
熱情南洋音樂舞蹈助陣，也有傳統美食佳餚，讓印尼人
一解鄉愁，休士頓當地也可感受南洋多元文化。

印尼71周年國慶晚宴
南洋風情熱鬧非凡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貫徹
綠色環保生活，近年來以原產地直送的農
夫市集越來越普遍，也大受當地民眾歡迎
。秋季即將來臨，民眾可趁好天氣，全家
大小到市集走走逛逛，邊逛邊買，挑選新
鮮蔬果，為生活增添樂趣。

農夫市場起源，主要鼓勵農民將新鮮
蔬果、海鮮、肉類和麵包直送社區，少了
中間商緩解，產品更為低廉新鮮。因產地

直銷，可確保新鮮與優質，消費者能可安
心購買，深受民眾歡迎，同時有助於農產
品推廣。

在休士頓地區，各地都有不同風格的
農夫市集，有的會隨季節暫時性歇業，但
大部分的農夫市集，為了讓民眾一年四季
都可採購新鮮蔬果，加上休士頓市政府強
調健康環保，提倡綠化生活，大力擴大農
夫市場展銷時間，多處農夫市集營業時間

不一，大多周末
假日全年開放，
少數則在平常日
營業，提供民眾
品嘗本地新鮮蔬
果特產機會，藉
由展售會，協助
本地農產品永續
經營，市民可享
有物美價廉的優

質選擇。
大休士頓地區有幾處綠色農夫市集受

消費者歡迎，包括萊斯大學附近的Rice
University Farmers Market、鄰近市政府的
City Hall Farmers Market、位於休士頓社
區大學(HCC)西南校區的 Urban Harvest
Farmers Market 以及南邊明湖區 (Clear
Lake)的農夫市場。

其中，市政府贊助支持且永久承辦的
農夫市集規模大，夏季歇業，秋季市集將
在9月14日至12月21日期間開張，每年
都有超過30個展銷攤位，提供當令新鮮蔬
果、精緻甜點、美味自製乳酪果醬、剛出
爐熱騰騰的麵包、燒烤肉類和琳瑯滿目具
獨創性的手工藝品等產品，營業時間為每
周三的上午11時30分至1時30分，開張
當天將有盛大的開幕式表演活動，為秋季
拉開序幕。

其他農夫市集則是全年無休，位於萊
斯大學西側停車場的農夫市場，每周二的
下午3時30分至晚間6時30分營業，規模
較小，但交通便利。休士頓社區大學(HCC)
西南校區的Urban Harvest Farmers Marke
與明湖區農夫市集都是均為周末上午8時起
至12時營業，歡迎民眾前往走動，感受新
鮮農產品的特殊魅力。

印尼傳統舞蹈表演。(記者黃相慈／攝影)

市政府農夫市場深受當地民眾喜愛。(市政府網站)

秋季農夫市集開張
感受新鮮農產品魅力

新鮮蔬果販售，有助推廣農產品。(取自網站)

印尼駐休士頓領事館總領事Henk Saroinsong(左五)與嘉賓合
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騎腳踏車環
遊世界的 「地球人」 賴立坤，與他們拍檔
張慧，於上週五自加州途經死亡谷高達攝
氏55 度的高溫抵達休士頓。並於昨（9
月 6 日，週二）晚間七時在敦煌廣場 「

友家魯菜館 」 舉行
新聞發佈會與僑胞
見面會。共有休市
媒體人及社團代表
二十多人參加。
賴立坤在席間介紹
： 環遊世界一直是
他自幼至長的夢想
。他自 2009 年 11
月 28 日，僅帶了
130 元人民幣及一
面五星紅旗出發，
至今共跑了53 個國
家及五大洲的艱辛
壯舉。其間包括他
在沙哈拉沙漠迷路
，驚動到廣東省公
安廳都要出面援救
，以及他一路上被

打劫，被狼追，及五次昏迷（ 連續騎車
24 小時沒有睡眠） 的經過，這些將來都
將寫進他的書裏及拍成電影。另一位在
2014年加入他騎單車壯舉的北京著名大
學體育系學生張慧，也在會上表示： 二

年多前她是看到國內對賴立坤的報導，心
嚮往之，也加入這場艱辛的騎單車環遊世
界之旅。以及他們在國外受到外國警方的
照顧，給予特別關注的情形。

賴立坤在會上感性的說，他之有今天
多虧海外僑胞發揮血濃於水的同胞愛才有
今天），他也沿路作慈善，幫助孤兒及無
依老人。如今已作了41 次慈善，他打算
在2018 年結束全程前，能做到一百次慈
善。昨晚出席該會的媒體及黃氏宗親會長
黃孔威，江蘇同鄉會
會長俞曉春，山東同
鄉會楊俊義，國會議
員助理張晶晶，Co-
pus Christi 湯 亞
麗------ 等多人無
不慷慨解囊，連 「 友
家 」 的老闆徐洪濱
也大氣的每桌（ 共二
桌） 贈送三瓶紅酒，
現場一片感人溫馨情
景。

（休士頓/ 秦鴻鈞 報導 ）由休士頓觀音堂文化中心主辦的2016 盧軍宏台長＜
玄藝綜述 ＞ 大型現場解答會，將於本周六（ 9 月10 日）下午一點半至五點在
Bayou City Event Center （9401 Knight Rd. Houston TX 77045) 舉行。為方便無
法開車前往的觀眾，觀音堂特別訂了多部巴士在中國城接送，巴士上車的時間及地
點如下：

上午11 點德州觀音堂，11 點王朝商場華美銀行，11 點30 分僑教中心，請事
先打電話預定座位：832-736-1897。屆時會有穿紅色義工服的義工在上車地點等
待，多謝合作！

盧軍宏台長＜ 玄藝綜述>大型現場解答會
免費巴士上車時間及地點公佈

楊德清主持 「 美麗家園」 節目，今晚七時半訪問黃孔威立主席
談九月十日舉行的＂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並現場送入場券

騎單車環遊世界 「 地球人」 賴立坤與拍檔張慧
上周五騎抵休市，昨晚會晤新聞界及熱心僑胞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由楊德清先生主持的 「 美麗家園 」
節目，今晚將介紹一個別開生面的主題，介紹黃氏宗親會，並由會
長黃孔威介紹炎黃堂，以及在本周六（ 九月十日）即將舉行的＂
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自2005 年起，年年主辦中秋節晚會，
為了慶祝今年的中秋佳節，＂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將於
2016 年9 月10 日（ 星期六） 晚間七時在休士頓史丹佛，藝術中
心劇院隆重舉行。由休士頓炎黃堂和休士頓黃氏宗親會主辦。並由
世界黃氏總商會，新鄭黃帝故里文化研究會，河南省黃氏文化研究
會等十餘社團協辦，晚會主席，總策劃黃孔威等多人，主要演出單
位有炎黃堂炎黃歌舞團，金孔雀舞蹈學校，東方藝術中心，紅扇舞
蹈團，＂文化中國，華星藝術團＂，明星演藝團，愛樂合唱團等，
並將特邀一些著名的中國演員同台演出。普通票$20，$30，贊助
票$50，$100，晚會地址：Stafford Center Performing Arts The-
atre, 10505

Cash Rd., Stafford, TX 77477,聯繫電話： 黃孔威281-917-0504
黃孔威在節目中也介紹＂炎黃堂＂的由來，鑒於炎黃二帝是中

華人文始祖，是華夏民族智慧與力量的象徵和化身，是中華文明源
遠流長的標志。炎黃精神永遠與日月同輝，與山河共存。炎黃脊梁
遍列九州，姓氏血脈揚輝全球。因此，他們聯合各界民間機構各姓
氏社團一起來籌建一座海外＂炎黃堂＂來紀念炎黃二帝以來的歷代
祖先。使之成為一種民族氣節的象徵，成為加強團結世界各族人民
之間的友好往來的窗口和平台。

最後，黃孔威會長還介紹黃氏宗親會一年所辦的幾次活動，
如端午，中秋，春節，花市及迎春演唱。

「 美麗家園」 將在今晚的節目中送出二十張＂炎黃中秋大型
綜藝晚會＂的入場券，請注意節目細節，另外購票者可電
832-859-5790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或至黃金廣場長城書局，頂
好廣場的亞美文具及中國人活動中心等地購票。

圖為由楊德清（ 左） 主持的 15.3 台 「 美麗家園 」
節目，今晚將訪問黃氏宗親會會長黃孔威（ 右 ），談
＂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 「 地球人」 賴立坤，張慧（ 立者右一，右二） 昨晚在新
聞發佈會上介紹他們騎單車，環遊世界多年的經過。（ 記者
秦鴻鈞攝）

圖為賴立坤（ 立者中），張慧（ 立者左三） 與贊助者在會上
合影。（記者秦鴻鈞攝）



劇情介紹﹕《夜幕下的哈爾濱》﹐改編自作家陳玙的同名長篇小

說﹐是由北京鑫寶源影視投資有限公司出品的一部33集的紅色

年代劇﹒由趙寶剛執導﹐高光編劇﹐陸毅﹑李小冉﹑周傑﹑隋俊波﹑

許還幻﹑樊志起﹑三浦研一聯袂主演﹒該劇講述的是抗日戰爭時

期發生在哈爾濱市的地下工作者們和日本人鬥智鬥勇的故事﹒

哈爾濱中共省委聯絡員關靜嫻和省委秘密負責人29號接

頭﹒29號告訴關靜嫻﹐哈爾濱特別市委出了叛徒﹐導致市委書記

老羅被日本關東軍特務頭子中村次郎殺害﹐還有五名愛國志士

也被處決﹒而這個叛徒﹐一定出在能接觸到老羅的四個人身上﹐

他們是哈爾濱市委特工部長王一民﹐團市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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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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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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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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電視介紹

《美國之音》全球重點要聞報導
在全球最大的二十個經濟體在中國歷史名城

杭州舉行的峰會上﹐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國務卿克里

同各個與會國領導人和外長舉行會談﹐尋求解決諸

多全球重大問題的方案﹐包括氣候變化問題﹐以及

中東動蕩問題﹒奧巴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達

成減少汙染的協議﹒他與其他領導人的會談聚焦

於敘利亞沖突以及美國跟主要盟友的關系﹒另外﹐

克里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舉行會談﹐試圖達成敘

利亞停火協議﹒

二十國峰會星期天的開幕式跟2008年北京奧

運會的開幕式一樣令人眼花繚亂﹒這種景象順理

成章﹐因為中國政府再度請出著名電影導演張藝謀

來策劃這次重大國際會議的場面﹒在開幕式上有

音樂﹑舞蹈﹑水上燈光效果﹐背景是西湖的自然風

光﹒那些表演者並非可以在水上行走的仙人﹒在

她們的腳下﹐在水面之下有舞台﹒但水上舞蹈的場

面還是令人驚奇﹒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出席星期天歌舞晚宴

的人表示歡迎﹒

奧巴馬利用20國峰會的機會與世界大國的領

導人分別舉行會談﹒在跟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會

談時﹐奧巴馬承諾美國會向土耳其提供協助﹐追蹤

捉拿土耳其未遂軍事政變的肇事者﹐但他沒有說這

種協助將包括引渡埃爾多安聲言策劃政變的一位

土耳其伊斯蘭教士﹒兩位領導人也討論了敘利亞

問題﹒

美國總統奧巴馬說﹕“埃爾多安總統和我還同

意繼續爭取在敘利亞實現和平的政治過渡﹐這是結

束這場可怕內戰的唯一持久的途徑﹒我們將共同

努力緩解人道危機﹐確保敘利亞平民能夠再一次在

安全中生活﹐確保我們可以在整體上穩定那裡的局

勢﹒”

敘利亞

局 勢 覆 雜 ﹐

因為這場沖

突有多方參

與﹒美國和

土耳其合作

打擊伊斯蘭

國 ﹐兩 國 都

反對阿薩德

政權﹒但跟

土耳其不同

的是﹐美國也支持在敘利亞打擊恐怖分子的庫爾德

人﹒阿薩德得到俄羅斯和伊朗的支持﹒敘利亞平

民遭受池魚之殃﹒

在二十國峰會上﹐克里與俄羅斯外長會談﹐商

討敘利亞停火協議﹒他說﹐還需要再舉行會談﹐以

解決剩余的“難題”﹒

美國國務卿克里說﹕“我們只會利用合法機會

可以讓我們做出努力﹐解決問題﹒任何除此之外的

事情我們都不會做﹒”

奧巴馬總統星期一的議程包括會晤俄羅斯總

統普京﹒

美國在G20峰會期間與多方磋商棘手國際問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席在中國歷史名城杭州舉行的G20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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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夜幕下的哈爾濱》
鬥智鬥勇年代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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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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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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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歸，妳拿什么打動國內企業？
近期，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联合北京海威时代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发布《2016 年中国海归

就业调查报告》 (后文称“报

告”)，报告显示：三成的被调

查者认为缺乏完善的职业规划

是求职路上的拦路虎，而另外

一项关于“海归是否具有清晰

的职业规划”的调查结果显

示，将近 52.4%的被调查者缺乏

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个人定

位不准确、对国内就业形势和

企业需求的不了解，导致海归

回国就业，很容易陷入“高不

成低不就”的尴尬处境。

与此同时，近年来大批海归

“着陆”，也让海归间的就业竞

争愈发激烈。根据《中国留学生

回国就业蓝皮书 2015》，截至

2015年底，我国累计留学回国人

数达 221.86万人。相比去年，中

国人才回流明显。在这个背景

下，海归如何最大限度发挥留学

价值，为社会输入需求型人才变

得十分重要。海归光环不再，拿

什么打动国内企业？

优势

高新技术产业竞争

力强
毋庸置疑的是，在“一带一

路”的背景下，国内对国际人才

的需求热度不减。伴随着海归人

数的逐年递增，国内对国际化人

才要求也在逐年提高。中国与全

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表

示：“在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

中，具备高素质、高技能的海归

的价值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在高

科技领域，海归的优势展现得更

为明显。此前，海归回国带回来

的是技术，之后是模式，如今带

来的是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模式。

从实际案例来看，海归有非常强

的创新思维和专业技能，更容易

就业成功。”

而在服务业等本土化领域，

相比于本土人才，“接地气儿”

的工作并不适合海归群体。海归

由于一段时间生活在海外，对国

内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了解不透

彻，导致海归群体在该类工作中

缺乏足够竞争力。智联招聘规划

师郝建认为：“市场营销、助理、

顾问等岗位，需要求职者对国内

的市场环境有所了解，涉足这类

本地化领域时，海归发挥的作用

相对有限。”

问题

专业选择不够重视

国家需求
然而，并非所有的海归求职

者都能准确地回应国内市场的人

才需求。报告显示，近半数被调

查者专业领域仍为商科，留学生

扎堆现象依旧明显。

实际上，国家的引才政策早

已为海归择业释放信号。参考从

中央到地方的海归引才政策不难

发现，金融、管理、人力资源等

专业并非国家及地方发展的首要

稀缺人才。

在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

《2015-2017留学工作行动计划》

中，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国际

组织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

才、拔尖创新人才等需求强烈。

以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为例，国

家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覆盖

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 40余

种官方语言，而国内授课的语种

不超过 30种。“对于学习‘小语

种’留学生而言，利用自身语言

优势，未来进入大学授课或成为

国际会议翻译的几率要远大于只

会英语的留学生。”在西班牙就

读西语的Gong十分看好个人就业

前景。

落地到北京、上海、天津、

青海、宁夏、山西等省市的海外

人才引进计划上来，不难发现，

各省市对海归人才需求其实已经

细化到小的学科分支。据了解，

生物科技、新材料新能源、机械

装备制造等专业出现的频率最

高，这也为留学生选择专业提供

了指导。留学生们在选择专业、

学校时，不妨观察近 5年内国家

人才需求，再结合个人的特长和

兴趣做好个人职业生涯规划。

服务

招聘模型重匹配度
为了响应市场需求，不少招

聘平台纷纷开辟了海归招聘通

道。“与国内企业合作，在国外

组织海归招聘专场会，搭建企业

与海归互通的桥梁。”

但令人尴尬的是，拥有海

归学历的求职者虽然很多，但

真正具备实践经验的人屈指可

数。“从用人单位来看，海归

素质模型与岗位素质模型的不

匹配是企业在招聘海归时面临

的主要问题。”海威时代招聘

事业部总监齐彬说道。“希望

通过建立评测系统，帮助求职

者搭建个人求职自画像，并通

过企业岗位素质模型的比对，

匹配双方的结合点，提升人才

与岗位匹配成功率。”

郝建同时建议，留学生在利

用招聘平台时，应学会利用关键

词索引功能，提升成功率。

出国

职业规划教育刻不容

缓
提及中国学生的生涯规划教

育，北京科技大学大学生就业指

导中心副处长孙长林坦言：“近

半数的中国留学生不清楚个人生

涯规划，跟国内相关教育没有做

好是有关系的。”

长期以来，有观点认为，

学生升入大学之后才会面临找

工作的问题，所以职业生涯教

育应当在大学进行。实际上不

然，美国、英国、日本等一些

国家早已开始涉水职业生涯教

育。据了解，早在 1989 年，美

国政府就颁布了《国家职业发

展指导方针》，明确规定职业

生涯教育要从 6 岁开始。而中

国的职业生涯教育仅仅进入初

步发展阶段。

孙长林介绍，“高考改革

要求直接招录到专业后，职

业生涯教育愈发重要。目前，

北京科技大学的职业生涯指

导课程作为学校的必修课，

贯穿大一到大四的教学工作

中。除了第一课堂教学外，

学校将职业生涯指导教育带

到了第二课堂，教育形势更

加多样，但没法覆盖到所有

学生。” 对此，孙长林表达了

担忧：“参加第二课堂的都是

相对积极主动的学生，反而

倒是那些不太愿意参与或意

识不到参与重要性的学生，

更加需要职业生涯教育。”

孙长林建议：“职业生涯规

划宜早不宜迟。考虑到目前发展

情况，高中介入职业生涯教育相

对合适，此时学生的个人三观逐

渐成熟，也具备了较强的判断

力，加上高考改革直接招录到专

业的新政出台，该阶段的职业生

涯教育可以推上日程。”

建议
留学前

只求一纸文凭难获市场认可

智联招聘规划师郝建

诚然，“海归”身份只是一

种海外教育经历的代表，真正的

“光环”需要留学生自己创造。

在海归面试求职时，招聘企业最

常问到的问题是：你为何要出去

留学？为什么决定回国？建议准

备留学的学生想清楚了这一点再

出国。只追求一纸文凭，忽略自

身能力提升的海归人群，很难得

到市场认可。

留学中

海外工作经验就业增色加分

悉尼大学 研二学生 王婷

企业需要的是能力与学历相

结合的人才。如果留学生能够提

前进行角色体验，在留学期间有

意识地培养自己的社会实践能

力，多参与创业有关的校园活

动，多进行海外实习，即使回国

时没有相应专业领域的工作经

验，丰富的实习背景也会令招聘

方眼前一亮。

对我而言，实习带给我的帮

助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以让

我跳出舒适圈，加强与当地人的

语言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帮

助学生尽快熟悉自身专业的就业

市场，完成正式求职时的顺利过

渡。建议留学生在海外找实习工

作时，不要把眼光局限在餐厅洗

碗工、超市售货员等一些基础服

务的岗位，多参与到与专业相关

的一线工作中去。对于那些对实

习没有方向的留学生，每一个学

校都会专门设立职业生涯规划中

心，学生可向校职业规划中心老

师寻求帮助。

留学后

不怕专业不匹配鼓励多尝试

拉勾网创始人/CMO 鲍艾乐

海归在回国就业时，比起

全方面认识自己、了解自身的

职位需求，其他都不重要。十

年后，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

人 ？ 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什

么样的工作画面最让你满意？

求职者不妨按照这个思路去选

择你的职业。同时，要学会扬

长避短。

在求职时，遇到与专业不

匹配的岗位没有关系，鼓励求

职者通过不断尝试，找到合适

的职业方向。当你进入新的领

域后，需要构建自己的体系，

并在实践中优化观点和体系，

这是一个有益的过程。因此，

在工作中选择一个全新的专业

也不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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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來臨，位於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月亮山梯田水稻成熟，為大地披上金裝。

近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健康所所長丁鋼強在活動現場代表主辦方發布報告。
當日，在北京舉行的2016中國慢性病大會“新媒體時代下的健康傳播”分會場上，中華預防醫學會健康傳播

分會發布《中國居民果蔬關註度大數據報告》，呼籲公眾關註果蔬攝取與身體健康的關聯程度，倡導膳食平衡的生
活理念。

意大利總理倫
齊（左）和阿裏巴
巴集團董事局主席
馬雲共同舉杯，品
嘗來自倫齊家鄉托
斯卡納大區的壹款
葡萄酒。

當日，來華出
席二十國集團領導
人杭州峰會的意大
利總理倫齊訪問阿
裏巴巴集團杭州西
溪園區，為天貓全
球酒水節意大利專
場助威。

近日，在加拿大

多倫多，加拿大“雪

鳥”飛行表演隊進行

表演。當日，為期 3

天的2016年加拿大國

際飛行表演節在多倫

多開幕，來自美國、

法國和加拿大等國家

的飛行隊為觀眾獻上

精彩的特技飛行表演

。

秋
染
月
亮
山

梯
田
美
如
畫

《中國居民果蔬關註度大數據報告》在京發布

意大利總理倫齊訪問阿裏巴巴

2016年加拿大國際飛行
表演節在多倫多舉行

負利率“毒癮”全球蔓延
本應由改革解決的問題都沒解決

目前，全球已經有日本、丹
麥、瑞士、瑞典及歐洲央行實施
了負利率政策。盡管有經濟學家
不斷陳述著負利率之害，但在次
貸危機爆發後，經濟增長日益疲
軟、貨幣政策效力微弱，“黔驢
技窮”之下，壹些經濟體不得不
動用負利率政策來為經濟註射
“強心劑”。

“負利率”猶如壹朵既“魔
幻”又“罪惡”的“罌粟花”，
“明知有害卻無力拒絕”是不少
經濟體實行負利率政策的切實感
受。

那麼，負利率到底對銀行業
有多大“破壞力”？哪些產業在
偷著樂？國內普通投資者又該如
何跑贏CPI？
負利率正蔓延

全球發達經濟體正壹個接壹
個地滑向負利率深淵。

“負利率當前已經從壹開始
的極少數國家，向更多的國家蔓
延。並且，從過去僅僅出現在
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中，開始
從商業銀行向公眾、儲戶，包
括金融市場開始蔓延。”近日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楊長
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毫不諱言
地指出，“總體而言，負利率
這壹違背金融常識的事情已經
在世界上蔓延開了。”

“負利率形成的原因，根本
在於經濟增長遇到困難，而壹些
革命性的技術進步沒有出現，所
以全球經濟處於壹個停滯的周期
。”楊長江向記者指出了負利率
形成的背景。

實際上，全球主要經濟體的
貨幣政策制定機構也有著“難言
的苦衷”。尤其在次貸危機爆發
之後，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日益疲
弱，而貨幣政策在邊際上對經濟
的刺激作用越來越不明顯。負利
率政策是不得已而為之。

“危機出現之後，世界各國
改革停滯，結構性改革緩慢。”
楊長江指出，應該由改革解決的
矛盾和問題都沒有解決，“而貨
幣政策相對而言更容易推出，損
失的既得利益少，所以當時這壹
提振經濟的重擔就交給貨幣政策
，於是演變成後來出現負利率這
種非常規的事情”。
效果並不理想

那麼，目前已經實施負利率
政策的幾個主要國家，效果是否
真的“如其所願”呢？

中金公司分析師陳健恒指出
，以北歐三國為例，瑞典、丹麥
和瑞士均為經濟發達程度較高而
體量相對較小的國家，受歐元區
影響大。在歐元區實施負利率政
策的大環境下，這三國出於避免
匯率升值、刺激通脹等原因“被
動”實行負利率政策。

從瑞典和丹麥的經驗來看，
負利率加上貨幣寬松政策，對股
市和房地產等資產價格起到了較
明顯的抬升作用。

歐元區2014年 6月實施負
利率。貨幣寬松和負利率對歐元
區整體信貸投放有壹定刺激作用
，且明顯推高了股市和房地產價
格。但歐元區人口老齡化，割裂
的政治格局和銀行體系困境等因
素依然制約著歐元區經濟，經濟
的復蘇力度較弱，通脹預期處於
低位。

而另壹個實施負利率的國家
日本，在實施QQE政策後，大
量資金以超儲形式淤積在央行，
國內經濟和通脹未能得到提振，
日本最終選擇三級負利率政策，
試圖通過“QQE+負利率”的超
寬松政策組合刺激經濟。從近半
年負利率實施情況看，負利率對
激勵金融機構放貸效果有限，也
未能明顯刺激居民消費和企業投
資。

“到目前為止，負利率政策
的實施效果並不理想，以日本、

歐洲為例，本來是期望負利率能
刺激消費，刺激投資，刺激出口
，但顯然目前的狀態沒有想象中
的那麼好。”楊長江表示。
副作用極大

負利率如今已經成為央行固
定項目，這真的能成為經濟救命
稻草？對此，楊長江的回答是
“顯然不可能”。“對央行而言
，啟動負利率意味著十八般武藝
基本已經用盡了。”楊長江指出
，雖然負利率對日本的經濟提振
稍許有所貢獻，但這壹效果是非
常有限的，可能只是能緩解局勢
的惡化，但無法真正有效地解決
問題。“負利率本身有很多副作
用，屬於貨幣政策當中‘死馬當
作活馬醫’。”陳健恒認為，
“全球各主要發達國家的財政刺
激空間和力度可能不像想象中的
那麼大。往前看，全球經濟的壹
個隱憂也正在於這壹輪貨幣政策
刺激下，資金脫實向虛，股市和
房價漲幅背離基本面，房價過高
又反過來擠壓實體經濟，風險資
產高處不勝寒。”

楊長江強調，“負利率本身
是壹個不正常的刺激，經濟當中
正常的投資是需要有利率的，負
利率就是讓投資者認為當前的投
資成本非常低了才出手進行投資
。這雖然有助於度過目前經濟衰
退的局面，但是這樣形成的投資
，肯定有相當壹部分不是那麼健
康，因為它是在壹個人為操縱的
價格信號下誘導發生的。對於發
放這些貸款的銀行來說，形成的
資產也有可能是不健康的，無疑
這會加大整個金融系統的風險，
很可能在未來集中爆發。”
【名詞解釋】

負利率內涵包括負實際利率
以及負名義利率。根據費雪方程
，實際利率=名義利率-通貨膨
脹率。當通貨膨脹率大於名義利
率時，實際利率便為負。

實際上自2015年10月開始
，中國便可以說進入了實際負利
率的時代。但是近來全球出現的
負利率特指負名義利率。負名義
利率在國際舞臺上亮相時間雖短
，但已掀起了較大波瀾，甚至引
發全球陷入“流動性陷阱”的擔
憂。

美聯儲年內加息概率下降

全球匯市延續震蕩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日

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報94.53，較前壹周上漲
0.47；參考BIS貨幣籃子和SDR貨幣籃子的兩個人
民幣匯率指數分別報95.22和95.10；按周分別上
漲0.49和0.13。

9月5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6873
，較前壹交易日下調146個基點。上周五，由於非
農就業數據不佳對美聯儲年內加息的預期利空效果
有限，美元上周五對主要貨幣上漲，同時令人民幣
承壓；不過，市場經過周末對有關數據的再次消化
，美元指數5日開盤後走低，美元對主要貨幣匯率
普遍下跌。專家認為，美元短期難現明顯的趨勢性
上漲行情，全球匯市未來較長壹段時間內將延續震
蕩格局。
美聯儲挺美元數據不支持

美國2日公布的8月非農就業數據不及預期，
不過美元指數短暫下跌後反升。部分市場人士認
為，美聯儲9月加息幾率較小，但12月加息機會
仍存。業內人士表示，美元較難出現明顯的趨勢
性上漲行情，匯市未來較長壹段時間內或將延續
震蕩格局。

美國勞工部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8月新
增非農人數為15.1萬，不及預期的18萬，但前值
從25.5萬向上修正至27.5萬。8月失業率持平於
4.9%，高於預期的4.8%。數據公布後美元迅速下
跌後反彈，非美貨幣沖高回落。

在非農數據公布之前，包括美聯儲主席耶倫和
副主席費舍爾在內的數位美聯儲高管表示美國正接
近實現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目標，耶倫還表示“最
近數月的加息概率增強”，刺激美聯儲9月加息預
期飆升。然而，8月非農公布後加息概率有所下降
，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顯示，9月加息概率從
34%降至 22%，12 月加息概率從 59.8%降至
55.4%。

FXTM富拓中國市場分析師鐘越表示，目前幾
乎可以排除美聯儲在9月份加息的可能，但12月
加息的可能性較大。因為美國大選結果出爐後政治

不確定性消除和經濟穩步復蘇
將為美聯儲加息提供良好環境
。這意味著未來數月美元仍將
受到加息前景的支持。美元仍
沒有擺脫在100—93區間震蕩
的格局，目前處於區間中部96

關口附近，在美聯儲發出強烈的加息前瞻性指引之
前，美元難現明顯的趨勢性上漲行情，這也使得匯
市未來較長壹段時間內將延續震蕩格局。
美元對壹籃子貨幣下跌

經過上周末市場對美國經濟數據的消化和整理
，本周壹，美元指數開盤後走低。截至5日17時
，美元指數報95.6000，跌幅約0.27%。在岸和離
岸人民幣實盤匯率對美元上漲，其中，在岸人民幣
對美元匯率報6.6760，微升0.04%；離岸人民幣
報6.6904，漲幅約0.09%。

當天，外匯市場主要非美貨幣均對美元出現上
漲，英鎊、日元在消息面和數據面支撐下領漲非美
貨幣。周壹公布的英國8月服務業PMI及綜合PMI
表現靚麗，分別錄得52.9和53.6，好於預期，英
鎊對美元匯率壹度上探至1.3370關口。截至17時
，英鎊對美元匯率上漲0.59%至1.3367，歐元上
漲約0.11%至1.1166。

鐘越表示，英國經濟指標意外走強，英鎊的表
現十分突出，美國8月非農就業數據發布後非美貨
幣表現為沖高回落行情，但英鎊對美元匯率仍接近
壹個月高位，守住1.3300關口。由於英鎊凈空頭
規模仍處於高位，任何利好消息都將加速英鎊的空
頭回補，但在突破1.35關口之前匯價仍沒有擺脫
區間震蕩行情，短線英鎊交叉盤或仍有交易的機會
和空間，如英鎊對日元。

日元方面，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5日強調，
日本將采取額外寬松政策，只要其整體對日本經濟
而言利大於弊，但不考慮“直升機撒錢”的激進做
法。在其發言刺激下，日元對美元錄得0.59%的漲
幅，報103.3500。

中信銀行廣州分行金融市場部負責人梅治信在
接受南方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近期國際外匯市場
的主要貨幣仍在區間震蕩階段，市場短期內缺乏帶
領各貨幣突破當前區間的動能。日元對美元匯率在
100-105區間波動，歐元則徘徊於1.09-1.13區間
，投資者可在區間高位賣出貨幣，低位買進。

據央行公告，9月6日，央行以利率招
標的方式開展了300億元逆回購操作，包
括200億元7天逆回購和100億元14天逆
回購，中標利率分別持平於 2.25%和
2.40%。

今日逆回購操作總量與昨日持平。鑒於
今日有600億元逆回購到期，故今日公開市
場實現資金凈回籠300億元，延續了此前的

單日凈回籠格局。
9月 6日，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

（Shibor）僅隔夜和 1年期利率上漲，其
余品種利率均下跌。隔夜 Shibor 利率漲
幅 最 大 ， 今 日 上 漲 了 0.70 個 基 點 至
2.0770%。

華創證券固定收益部指出，近日短期資
金面寬松，主要是由於資金成本的上升，機

構不斷去杠桿導致對資金的需求下降。為了
防止機構重新加杠桿，央行不斷通過公開市
場凈回籠資金，來收回多余的流動性，由於
央行采取這樣壹種溫和去杠桿的方式，故後
期資金面可能會再次面臨緊張。此外，目前
人民幣匯率依舊面臨較大的貶值壓力，外匯
占款的持續流出，也會加大國內資金面的波
動。

央行周二開展300億逆回購 量價持平



B4移民資訊

美移民局全新推出“創業簽證”——
留美創業五年後直接拿綠卡！

大家都知道，每个总统卸任前都会

做一些疯狂的举动，奥巴马这次不但大

赦了很多涉及毒品死刑犯，而且还把好

消息给那些准备移民的人！

2016硅谷创业节余音未落，美国移

民局重磅推出一项新的法规——符合条

件的外国创业者可以在美初始取得两年

的合法停留，来运作其在美设立的创业

公司。并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再申请

三年延期。这是奥巴马在卸任前送上的

大礼！这是美国向国际创业者正式敞开

大门的标志，“创业者签证”时代已然

到来！这项法规的实施可以使外国创业

者最长合法停留时间多达5年！

美国作为移民国家，从来不拒绝外

国优秀人才

美国财富 500公司当中 40%的公司

由移民或移民的孩子创立，大公司如

AT&T、辉瑞、高盛等皆是如此。而在

硅谷，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一半。 对

有约 150年移民历史的美国而言，移民

不仅仅成为人口组成的重要部分，他们

还为美国产生了不少经济价值。哈佛商

学院公布了一项关于移民创业者的研究

显示，移民创业者更有上进心，而他们

创立公司的人员增长率也比本土企业更

高。《福布斯》曾报道过，在美国87家

估值 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里就有 44

家的创始人是外来移民，这些明星公司

中有 70%的高管和产品团队里有外来移

民者。大家熟知的特斯拉创始人马斯

克、Uber创始人Garrett Camp，以及谷

歌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都是移民创

业者中的典型。

PayPal 创始人 Max Levchin 曾经说

过：“我相信，来自全世界那些最优秀

的创业者，应该和我享有同样的机会，

在美国造福他人，成就自己。

美国作为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移民

国家，移民政策随时代发展而变化自然

而然，无论奥巴马政府能否在任期内完

成这一迈进，亦无论大选结果如何，开

放包容的移民政策，打开国门广纳英才

的策略，始终是大势所趋。

什么是创业者签证？

8月 26日，奥巴马政府给创业者们

派发大红包了！为推动美国国土安全部

下属机构安全局，提出一项“国际企业

家 规 则 ”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

Rule）的新方案。

奥巴马政府一直希望能为创业者发

“创业签证”，却因美国国会的反对屡

屡胎死腹中。其实，从2013年起，美国

总统奥巴马就呼吁国会新增一个护照分

类——创业签证，从而允许海外创业者

能够长期留在美国境内。奥巴马认为，

美国需要给这些创业者一个相对宽松的

移民政策环境，从而使他们更加“安心”

地留在美国。2014年，奥巴马政府提出

的移民改革法案就包含“创业签证”这

一条，它获得了参议院通过但最终被众

议院截住，没能得到批准。

目前这项新规仍在意见采纳阶段，

还未正式实施。45天公示之后，将无需

经过美国参众两院的审核即可实行。这

一新方案的目标是：为创业者们发“创

业签证”（Startup Visa），欢迎能促进

美国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的创业者

们扎根美国，发展事业。严格讲，“创

业签证”是由移民局向创业者颁发一张

“入境许可”（parole），入境后可申

请工卡，其作用类似于E-2签证。

新法案对于申请3年延期的创业人，

明细了以下要求：

1. 申请人必须在企业中占有至少

15%的股份，并是企业运营的核心人物

2. 公司在近3年内成立

3. 初创企业显示出实质性的商业发

展以及就业创造潜力，这一条可以通过

以下几点来反映:

i. 企业获得了至少 34.5万美元来

自美国投资人的资本投资，并且这个美

国投资人要有之前投资成功的先例；

ii. 获得来自联邦、州、或本地政

府至少10万美元的奖励或者拨款

iii. 以上两点需要至少满足一点，

以及其它任何可以证明有时候自行商业

发展和就业创造潜力的其它类似证据。

这对于留学生和对于不具备跨国公

司高管条件的中小企业家和创业者是绝

对绝对的特大利好消息！这项规定的作

用和优势在于，不需要在现行政体下通

过参众两院通过，移民局可以使用现有

的行政权力，准许外籍创业者更轻松地

进入美国，停留更长的时间。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张许移民局的

许可证并非签证。从法律文书来看，移

民局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向能够为

美国带来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创业者颁发

一张“入境许可”（parole），但显然

这也给创业者们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只要创业者能够利用新规成功入

境，就可以申请工卡，身份地位和

H-1B 签证、绿卡等长期居留的身份。

这么看来，美国政府已经用实际行动告

诉所以创业者们，你们所期盼的创业签

证时代已然到来！

什么是美國EAD工卡 ？
什么是 EAD 工卡？美国 EAD 工卡

是发放给外籍者的允许持卡人在美国境

内爲任意雇主工作一定时间的许可，通

常有效期为一年。EAD工卡有时候也被

叫做工作许可，OPT、J-2 身份的申请

人，或已递交 I-485身份调整申请正处

於等待处理状态中的申请人可以申请

EAD工卡。

（ OPT 全称为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是美国移民局授予持 F-1签证

的学生在校外的工作许可,学生可以利

用 OPT 的合法身份进行合法的实习工

作，这也是中国留学生毕业后申请留在

美国的常用方式，有效期通常为一年，

看所学专业决定停留期的长短，理工科

时间更长

I － 485 申请是指调整为绿卡身

份，俗称“拿绿卡” ,意思是无论亲

属移民还是职业移民过去美国的，

需要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后，就应

申请 I－ 485 调整身份，即成为美国

永久性居民，申请人具有在美国永

久居留权）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EAD 申请

的审理期限是 90 天，也就是说，移民

局要在收到申请後的 90 天内对申请做

出批准、拒绝或要求补充材料证明的

处理。

移民局对 EAD 申请处理已经超过

90天的申请人提供了以下建议。

申请人要明确表示，自己的 EAD

申请已经提交超过了 90 天，要求客

户服务代表向申请提交的服务中心

发送“服务要求（Service request）”。

此外，申请人还可以要求一个临时

的工卡。根据最新的文件，申请人

在一周内将会收到查询结果或临时

的工卡。

或者，申请人还可以通过预定到

当地的移民局办公室进行查询。首

先，可以先通过移民局的网站进行预

定。在到当地办公室时，申请人可以

要求申请临时的工卡。当地移民局办

公室会对申请人

的申请以及资格

进行审查，但是

，当地办公室并

没有权利发放临

时工卡。申请人

的申请会被转到

移民局服务中心

，申请人在一周

内将会收到查询

结果或临时的工

卡。

要提醒的是，

2010年2月25日，移民局宣布 I-765 EAD

工卡申请地址有所改变。从 2010 年 2

月 24 日起，所有种类的移民申请人，

其工卡申请必须递交至移民局指定的

申请邮递中心（Lockbox Facilities）或

者Vermont中心。亲属移民的工卡申请

必须寄往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申请邮

递中心，而职业移民按照申请人居住

地址不同，则寄往其归属的申请邮递

中心，如居住在加州的职业移民申请

人需要递交工卡延期申请至亚利桑那

Phoenix 的申请邮递中心；如果是居住

在纽约的职业移民申请人，其工卡延

期申请需递交至德州 Dallas 的申请邮

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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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近期向好，未来两年经

济增长超预期

英国官方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

示，英国就业、国内消费、旅游业近

期普遍出现向好迹象。英国国家统计

局本月中旬公布的数字显示，英国失

业率在脱欧公投前夕和公投一个月后

出现下跌，6月底达到 4.9%的低点，

是 2005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

时，英国零售业出现强劲增长，7月

份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5.8%。另外，

数据还显示，英镑的下跌大大推动了

本国旅游业的发展，外国游客数量迅

猛增长。面对这些向好迹象，一些英

国经济学家乐观地认为英国经济今明

两年增长将超过预期。英国财政部最

新调研显示，伦敦金融城的经济学家

们目前相信，英国经济 2016年增长将

达到 1.6%，2017年增长将达到 0.7%，

这好于一个月前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分

别为1.5%和0.5%的预测。

路透评德国 8 月制造业 PMI 数

据，预期德国经济稳固增长的势头将

继续。

路透评德国 8月制造业 PMI数据

德国 8月私营部门扩张速度放缓，但

总体仍很强劲，暗示德国经济增速在

第二季度高于预期后，第三季度仍有

望录得良好表现。Markit经济学家Oli-

ver Kolodseike称，PMI数据表明德国

经济持续复苏，但产品、新订单和就

业增速略微放缓，8月德国商业环境较

上月或更面临更大挑战；另外，服务

业不仅商业活动增速降至 2015年 5月

来最低，且对未来一年的信心也降至

两年低位；德国经济稳固增长的长期

势头仍在继续，基于可得数据预期第

三季度GDP增速不会重复开年的颓势。

墨尔本连续 6年位居全球宜居指

数排名世界榜首

近期《经济学人》智库（EIU）

公布了 2016年度全球宜居指数排名，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从全

球 140个城市中脱颖而出，以综合得

分 97.5分的优势位居第一名，连续第

六年蝉联全球最宜居城市榜首。此项

评比依据城市稳定、医疗保健、文化

与环境、教育、基础设施等五大类，

涉及三十多项独立指标进行定量和定

性评分。

维多利亚州州长表示：“今年评

选中，墨尔本在医疗、教育和基础设

施等方面再获高分，其在艺术、饮食、

体育和活动等方面的造诣以及维多利

亚州首府墨尔本独特的休闲宜居与多

元文化的交融，令墨尔本成为实至名

归的全球第一个连续六年获此殊荣的

城市。”

西班牙 7月份房价续上涨，各地

首府及大城市较明显。

据西班牙相关部门月统计报告

（TINSA IMIE）显示，2016年 7月份

西班牙新房和二手房价都继续上涨，

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为 0.3%。7月

份房价上涨较快的地区多集中在各地

的首府或是其他一些大城市。与 2015

年 7月相比，这些主要城市房价的涨

幅达到了1%，在Baleares和Canarias两

地涨幅甚至达到了1.7%，在2015年前

七个月的时间内，西班牙房价涨幅为

0.5%。而今年，在同样的时间内，西

班牙房价涨幅继续提升：与今年 1月

相比， 7 月份放假的涨幅达到了

1.6%。其中，西班牙境内的多个岛屿

地区的房价涨幅最快，与去年同期相

比达到了 4.9%。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各

个首府城市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房价

涨幅紧跟其后，都达到了 1.5%。另

外，一些海滨城市的放假上涨也较快，

约为1.1%。

2016年匈牙利 15万融资名额已售

罄！

最新消息，截至 8月 17日，2016

年匈牙利15万欧元国债投资名额已经

售罄！而本年度共计 1500个名额在匈

牙利的一系列新政颁布后，如今也仅

剩几十席，只针对30万欧元全款模式

和13.5万欧元银行融资模式！

亚太环球温馨提醒您：2016年 3

月以来，匈牙利国债移民陆续放出大

招，进一步强化、完善了申请程序，

从“国债季度返款”、“直接申请永

居”、“三代移民”到对附属申请人

条件放宽，使匈牙利移民从欧洲众多

的移民项目中脱颖而出。最快30天获

得欧盟申根绿卡这一无可匹敌的速

度，使匈牙利当之无愧地成为移民欧

洲的首选。

德、法、意首脑会晤，意大利锁

定欧盟核心主导地位。

德国总理默尔克、法国总统奥朗

德定于当地时间22日前往意大利小岛

文托泰内，与东道主意大利总理伦齐

举行会谈。三国领导人将就英国“脱

欧”后的欧洲政治经济格局交换意

见，并未下月举行的欧盟非正式峰会

协调立场，三国领导人强调了欧元区

国家将尊重英国民众的意愿，同时表

示欧盟有能力应对英国“脱欧”对其

造成的冲击。如果说在英国“脱欧”

前，由英法德占据欧盟的主导地位，

那么在英国“脱欧”后，意大利已经

跻身前三位排名，一跃成为欧盟的政

治主导核心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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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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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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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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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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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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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實文學

母親的救贖
我采访这样一位吸毒者的母

亲时，她十分乐意地应承下来。

她健谈，不搞遮遮掩掩的。她说

她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如

果我把她家的事情写进书里，一

定不要用真实姓名。我知道这是

个起码的常识，但还是刻意问她

为什么？她说怕自己的孙女儿看

到，在心里埋下阴影。如果传到

她们学校，她会抬不起头来

。——采访笔记

一

皮腊秀以前在斗阵街办事处上

班，为人做事都特别在乎别人的

评价。年纪大了就退下来休息，

但是左邻右舍还是叫她“皮主任”。

皮腊秀原来希望自己的儿子

出人头地，像隔壁的何家儿子一

样有房有车，有一大班子有钱人

模样的朋友，何家的夫妇在大院

里风光无限。那时皮腊秀教育儿

子就是一句话：“要争气，要给

爸爸妈妈增光添彩。”她要大儿

子郭雄学画画，希望他成为中国

画家的领军人物。要小儿子郭龙

学唱歌，只想他能够成为阎维文

第二。可是，后来两个儿子都没

有按照母亲的意愿来做。

大儿子在每个周日学画画的

时间，坐在少年宫的大门口，看

着大街上风驰电掣的汽车，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就邀同伴到他爸

爸的单位去撬开车库门，偷开别

人的汽车。那时，他只有 14岁。

一个晚上，他和几个少年就把一

辆车开到马路上，被单位的职工

发现，举报到领导那里。领导当

然不是一般见识，对喜欢车的人

情有独钟，喊过郭雄的爸爸，说：

“你的儿子去学什么鬼画落，干

脆，你教他学开车得了。”这样，郭

雄与汽车结下不解之缘，高中没

毕业就开始了在运输公司的工作。

小儿子郭龙竟然喜欢上了烹

饪，对于老师在唱歌方面教的气

息、发声、节奏等技巧没有兴趣。

放学回到家里，他最喜欢的就是在

厨房里找出所有能够吃的东西搭

配，吃出色彩，吃出花样。有时皮

腊秀下班回到家里，桌子上面还摆

满了儿子吃剩后的各色菜肴，厨房

里的锅碗瓢盆也是一溜铺开。

皮腊秀专心培养儿子的目标

遭到了打击，但是，他们毕竟还

是有自己喜欢去做的事情，所以，

她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还是要

求严格，希望他们有所成就。只

要儿子快乐，她也就听水流舟了。

皮腊秀的丈夫和大儿子是开

大货车的，常年在外跑长途运输。

郭雄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他

媳妇在市里医院上班。皮腊秀就

帮助他们带带孙子，过着自由自

在的日子。

这一年，郭龙要闯世界，就

跟着叔叔去广东。在家人的嘱托

下，他信心满满的走上了打拼之

路。他从开始帮助叔叔打理店子生

意做起，到后来自己开了一家湘菜

馆。几年的时间过去，他开始有了

积蓄，又找了一个外地的女朋友。

谁也没有料到，正在皮腊秀

对于郭龙的婚事正进行紧锣密鼓

的准备的时候，远在广东的小叔

子的一个电话破坏了她的喜悦心

情，打乱了她关于儿子婚事的整

个部署。电话的内容十分简单：

郭龙吸毒了！

皮腊秀对于郭龙犯这样的错

是怎么也想不到的。从此以后，

她与儿子一道与毒魔进行了整整

十年的抗争。

二

皮腊秀接到小叔子的电话

后，没有告诉已经出车到了辽宁

的丈夫和大儿子，也没有惊动邻

居。她一个人连夜风风火火地赶

到了深圳。小叔子告诉皮腊秀，

他感觉郭龙的反常已经有好几个

月了，听员工说他找了这个女孩

子以后，经常几天不去店里，有

人见到他和一帮人在一家夜总会

包厢里吞云吐雾。后来小叔子打

听了，郭龙找的这个女孩吸毒，

郭龙跟着她吸毒有几个月时间了。

这天，郭龙见到母亲，只是

低声说：“我没有吸毒，是几个

朋友在一起玩，他们在吸，我在

旁边看着他们吸。”皮腊秀厉声

说道：“不管你吸没有吸，你跟

我先回家！”小叔子问：“你一

个人能够把他带回去吗？”皮腊

秀说：“我不相信我的儿子会不

听我的话！”。

把店子交给小叔子暂时打理，

皮腊秀就押着儿子上了火车。临

行前，她要儿子把钱包交给她。

一路上她一直紧紧抓住儿子的手。

夜深了，皮腊秀太疲倦了，

感觉到睡意像夏天的蚊子那般袭

来，但她还是强打精神坐好看着

儿子。不一会儿，儿子说要上卫

生间。她让出一个空，迷迷糊糊

的让儿子起身走出去了。一阵尖

锐刺耳的刹车声响起，把皮腊秀

惊醒过来。她见儿子不在了，记

得说是上卫生间去了，马上起身

赶了过去。列车这是在一个站停

了，郭龙混入人流之中，消失得

无影无踪。皮腊秀气的咬牙切齿，

却又无可奈何，只得眼泪汪汪的

下车，坐上回程车，到小叔子那

里等待郭龙。住了十多天，郭龙

根本没有露面，她只好回家了。

郭龙这一跑就是大半年。后来

听人说他在厦门，还在吸毒。

这一次，皮腊秀叫上丈夫和大儿

子，说：“现在再多的钱你们也

不要去赚，没有比救人更大的事

情了。你们两个人和我一起去厦

门！”临行前，她特地找了一个

老铁匠，打了一副脚镣。

三人共同行动，第二天就到

了厦门。经过提供信息的人肯定，

郭龙住在厦门湖里区的一个出租

的房子里。他们扑进房间中，一

下就抓住了郭龙，郭龙爸爸二话

不说，用脚镣把他铐上了。然后，

三人严密看管，驱车飞快奔回家中。

趁着夜色，四人神秘地进了

家门，皮腊秀不管三七二十一，

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麻绳，就将

郭龙五花大绑，捆到里间床上。

皮腊秀从床底抽出一根竹枝，朝

着儿子劈头盖脑的抽下去。她一

边哭，一边压低声音骂道：“你

是一个好狠心的崽！你的父亲在

外面风风雨雨的跑，为的是能让

你有出息。我一世讲的是名声，

你让我讲不起话。我看你还从火

车上跑掉，我看你还吸毒！不学

好样，我今天不教训你，就对不

起郭家的祖宗！”一米七八高的

儿子在床上缩成一团，任凭母亲

抽打，他知道自己已经铸成无法

弥补的大错，从来不打他的母亲

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在一旁的孙子见了，胆怯的小声

的问：“奶奶，叔叔才回来，你

为什么要把他捆起来?”皮腊秀抹

一把眼泪，狠心的回答：“你叔

叔在外面得了一种怪病，如果不

捆住他，他就会跑出去害人的。

你不要告诉别人哦。”

郭龙被关在了家里。到了晚

上，躺在床上的他毒瘾发了，在

床上来回的翻滚，不停的喊叫

着。皮腊秀怕邻居听见，连忙把

电视机声音调到最大。皮腊秀看

着他痛苦的样子，一步不离的守

在床前，不停的为他擦去脸上的

汗珠，端来蛋汤，喂他喝一点点。

郭龙最难受的时候，用头使劲去

撞床沿，直到撞到额头出血。母

亲望着儿子这般惨状，绝不心软，

她说：“崽呀，你现在受的苦，

是为了以后的幸福。你要坚持，

妈妈相信你。”郭龙忍住呻吟，

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儿子又

开始了痛苦的嚎叫，又不停的呻

吟，皮腊秀手足无措，只好不停

地抚摸着他的额头。

皮腊秀绞尽脑汁她不断的变换

花样为儿子做好吃的，每个白天晚上

都守在床前，一点点的喂点东西。

最痛苦的一周过去了，十天

过去了，郭龙熬过了最初的体瘾

戒断期。后来他的毒瘾慢慢的退

去，开始有了一点胃口，能够吃

一点饭，皮腊秀站在床前，她给

仍然被捆住了手脚的郭龙一勺勺

的喂饭。她心里想儿子现在要是

只有两岁、三岁多好啊，她不用

为儿子吸毒担惊受怕。她最担心

郭龙此次戒毒以后，还不能够再

经受外界的诱惑。

那天晚上，郭龙正常了许

多，坐在床沿告诉母亲他开始吸

毒的经过。

他在广东时，偶然认识了一

个女孩子。女孩经常到店子里去

吃饭，两人谈得很投机。一次，

这个女孩子拿出一包东西，邀请

郭龙吸食，郭龙觉感觉不好，有

些恐惧，但是女孩子在旁边说：

“没有问题，你试一次不会上瘾

的。”就这样，他在吸毒的路上

迈出了第一步。吸食后郭龙感到

亢奋，以前的烦恼仿佛真的离他

而去了。几个小时后，随着药力

消逝，郭龙逐渐清醒过来，想到

自己怎么会吸食毒品，不禁感到

了深深的后悔和恐惧。但是，毒

品暂时兴奋获得的享受使他难以

抗拒，以后和她在一起时，经过

她的挑逗，他就会吸食毒品。

“最关键的是，在第一次时，我没

能拒绝我的所谓的女朋友递来的

毒品，后来就是她为我提供毒品，

想来我自己好愚蠢，当了别人卖

毒品的下线。”郭龙悔恨地说。

三

一个月过去了，郭龙开始有

了常人的一样的亮色。他的精神

也开始恢复，一个英俊帅气的儿

子又站在了皮腊秀的面前。

别人经过家门前，只要看到

郭龙的身影，皮腊秀就说：“儿

子在外面累了，回家休息一段时

间。”说过心里就像打鼓一样，

总觉得有些掩耳盗铃的味道。

皮腊秀苦口婆心的劝导着儿

子，白天在家看管他，就是出去

买菜，也将门反锁，不让一些不

熟悉的外人接近他。晚上皮腊秀

就睡在客厅沙发上，守住大门边，

不让儿子深夜外出，因为她知

道，如果他一旦接触吸毒者就会

前功尽弃。儿子就生活在母亲的

眼皮底下，像带两岁三岁的孩子

一样的看管着。她虽然工资不

高，还是尽好的买回家来做给儿

子吃。郭龙倒也听话，在家不出

门，皮腊秀放心起来。

有一天郭龙对皮腊秀说：“妈

妈，你让我出去做一点事情，我还是

喜欢做餐饮方面的生意。”皮腊秀

说：“你要为我争气，我不能看你

一辈子，你今后的路要自己走。”

郭龙说：“我记得妈妈对我的嘱

咐，我会管住自己的。您放心吧。”

春节过后，郭龙到了江州市做

生意，凭着他对餐饮行业的熟悉和

他的吃苦的精神，他的湘菜馆的名

气很快又在一个新的地方做起来了。

那天，郭龙去参加一个朋友

的生日宴会，晚上在一家宾馆里，

那些朋友躲在包厢里吸毒。郭龙

原来经常出入这些地方，觉得危

险，想起妈妈的话，就准备回家。

正要动身时，那个叫丽姐的

拖住他，说：“郭老板，你看不

起我们吧？”

刚在这谋生，又有了一些名

气，郭龙输不起这口气，便说：

“哎呀，别这么说，我害怕你们

这班大哥大姐看不起我哩。”

丽姐扭着腰，直把柔软的乳

房往他身上贴，抓着他说：“来，

来，我们到那个小包厢喝茶去。”

郭龙一进那屋，就闻到了那

熟悉的气味，心里直说不好，一

双脚却不愿离开了。

丽姐脱掉外衣，那性感就充

分暴露出来。她用不了几个回合，

就让郭龙乖乖的吸毒了。

谁知那天派出所早就动用了

线人，一个吆喝，把他们全部堵

在包厢里。

这个郭龙，因为曾经吸毒，

在电脑网络里记录在案，这回他

被送进了劳教所。

皮腊秀要去劳教所看儿子，丈

夫说：“这次我们不管他了，要死

要活随他自己吧。”皮腊秀说：

“自己的崽，我不救谁会去救？我

不管，他会一步步发展去祸害别人。”

在劳教所，母亲隔着接见室

的玻璃嚎啕大哭，说：“别人喂

一条狗，还知道感恩主人。我养

大了你，不说你孝顺父母，你为

何连自己都管不好，发过的誓说

过的话你都忘记了吗，你真的让

我好失望。”郭龙看着母亲千里

迢迢来探望自己，羞愧难当，说：

“妈妈，我让你伤心了，我郭龙

没有下次了。如果我还沾染那个

东西，我真的不配做人了！”儿

子说完这句话，泪如泉涌。皮腊

秀说：“只要有你这句话，我就

还认你这个儿子，你在这里要好

好听干警的话，要争取早点回家。”

皮腊秀一步一回头离开了戒

毒所。回到家里，丈夫整天唉声

叹气，再也没有心思去跑长途运

输。他说：“赚再多的钱也是被

不争气的儿子吸毒烧了。大儿子

郭雄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我不

想做事了。”皮腊秀说：“你年

纪也是一天天大了，不做事可以。

但是郭龙戒毒离不开你的支持和

信任，如果你都放弃儿子了，没

有信心，那他就更容易放弃自己。

我们要给他鼓励，我不相信这个

世界上没有戒不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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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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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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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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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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