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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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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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2016年9月21日 星期三
Wednesday, September 21, 2016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HSCACPAS) 上周六在珍寶海
鮮城舉辦年度午餐會﹐活動上理事會員除聯誼交流外﹐
也舉行新舊會長交接﹐由卸任會長辜淑芬(左一)交棒給
新任會長譚秋晴(左二)﹐並與新任理事團隊合影﹒休士
頓華人會計師協會成立於1983年﹐社團資歷已有33
年﹒譚秋晴接下新任會長﹐提到今年一系列活動規劃﹐
為迎接之後報稅季到來﹐11月19日將在華僑文教服務
中心舉辦省稅座談會﹐之後也會有一系列公司稅和個
人稅的報稅資訊﹐未來希望邀請美國主流和華人社區
一起為大家服務﹒

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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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擴大美南國際電
視網15.3服務範圍，提升廣電新媒體領域層次，美南
電視報業傳媒集團9月20日與Sun TV簽約，雙方簽署
合作協議，未來美南國際電視網15.3所有節目及新聞
，全天候在Sun TV放送，提高知名度和能見度，讓中
文電視服務佈局更廣。

Sun TV是全球領軍的互聯網新媒體平台，致力於
為全球華人提供高質量互聯網電視產品和新媒體服務
。Sun TV先後在美國和英國開設分公司與旗艦店，並
在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營銷策略，而Sun TV有的豐
富節目內容、人性化的用戶體驗，也獲得海外廣大華
人青睞。如今，美南國際電視網15.3的多元節目和新

聞正式進入Sun TV頻道，可讓更多海外華人受惠。
為展現簽約誠意，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親

自迎接Sun TV公司總裁伍若崙(Allen Wu)團隊到來，
熱情接待，雙方簽約洽談未來合作細節，李蔚華也帶
領眾人參觀電視台、印刷廠和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
，了解美南新聞集團運作模式和現況。

未來，美南新聞將進入新媒體時代，無論是Sun
TV的網頁、微信頻道和電視盒都可見到美南身影，美
南新聞也會盡全力提供在地僑社新聞、教育、政論、
經濟財經等優質節目，7天24小時節目全天候在Sun
TV播放，提高曝光率，提供更多華人中文電視服務。

美南國際電視網15.3與Sun TV簽約
全天候放送佈局更廣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美南國際電視頻道15.3熱門美食廚
藝節目 「美食美客」 第26集，這次
特別出外景到休士頓知名東北人餐
館拍攝，由主持人鄧潤京搭配大廚
王博秀廚藝，現場示範國宴級料裡
「雞湯蘿蔔菊」 和家常菜 「干煸四
季豆」 ，將觀眾做出家鄉菜餚，精
彩內容，將於9月26日晚間7時30
分播出，敬請準時收看。

有別於平常在棚內錄節目，這
次特別出外景，不只介紹休士頓知
名東北人餐館用餐環境和知名菜色
，身為揚州大學烹飪系高材生，該
餐館廚師王博也帶來國宴菜 「雞湯
蘿蔔菊」 和 「干煸四季豆」 ，不同
風格的菜系，在主持人鄧潤京的搭
配講解下，教導觀眾在家就可做出
頂級家鄉料裡。

其實，只要跟著廚師的步驟和
用對食材，G20國宴菜也能輕鬆做
。雞湯蘿蔔菊顧名思義就是將蘿蔔
雕成花，再將雞湯用小火慢燉，雞
湯原味搭配蘿蔔的天然食材熬煮下
，口味非常清淡爽口。這道菜講究
刀工，最費工的就是要花心思將蘿
蔔一刀一刀切成花朵形狀，王博說
，一般人若是沒有基礎刀工訓練下

，可就直接將蘿蔔切成塊狀簡單處
理。這道菜有形象、營養豐富，
「不只是菜也是道藝術」 ，詳細做
法可鎖定本節目。

與雞湯蘿蔔菊比起來，另一道
干煸四季豆簡單多了。將四季豆洗
淨，去頭尾，把筋處理，瀝乾水分
，不然下鍋炸時會有油濺出來。在
炸四季豆時，可搭配洋蔥、墨西哥
辣椒和蒜等爆香，喜歡吃辣可不去
籽，可做到提味作用，之後再將所
有配料和四季豆翻炒均勻即可起鍋
。

節目已於9月12日起恢復播出
正常時段播出，播出時間：周一晚
間7時30分至8時30分首播，隔日
周二下午1時至3時
重播，隔周播出，
敬請準時收看。對
東北菜和淮揚菜有
興趣的民眾，可前
往東北人餐館，東
北人有道地的濃濃
家鄉味，地址 40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 電 話
713-750-9222。

美食美客東北人餐館 端出國宴級料裡

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左)與Sun TV總裁伍若崙(右)完成簽約儀式。
(楊笑／攝影)

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右一)帶領Sun TV總裁伍若崙(左二)等人
參觀公司。(楊笑／攝影)

東北人餐館用餐環境乾淨舒適。(記者黃相慈／攝影)

主持人鄧潤京(左)和廚師王博(右)介紹品嘗當天做的菜色。(記者黃相
慈／攝影)

國宴級料裡雞湯蘿蔔菊(上)與家常干煸四
季豆(下)。(記者黃相慈／攝影)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了慶祝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六十七周年暨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誕
辰150 周年，一支來自四川 ，由四川省僑聯領
導組織的＂親情中華 ＂藝術團，於上周六（9
月 17 日 ） 晚在休士頓做了一場精彩的演出，
讓海外僑胞和美方人士，在這場兩小時的精彩
演出中，品味了原汁原味的四川文化，和漢族
，蒙古族的藝術精英演出，堪稱一場難得的世
紀盛宴。

晚會由本地 「華星藝術團 」 的小朋友表演
{ 攜手追夢 永不放棄} 開場，由 「 親情中華」

舞蹈團隨即登場，表演潑灑淋漓盡致，激動人
心的彩帶舞{ 春漫大地},舞蹈，節奏緊湊，畫面
狂放優美的令人擊節讚賞。全球華語唱片金獎
歌手林羽，隨即登場，這位形象俊朗音質高亢
的歌手，表演 「 新貴妃醉酒」 ，一展他的歌聲
中有男子的深沈，也有女子的委婉，，真假聲
結合的非常巧妙，令人嘆為觀止。

雜技，亦為當晚的一大特色，如表現足下
功夫的{ 蹬技 },不僅表現了
一人繞扇子，滾筒，旋轉雙紅巾的足下功夫，
還表演了雙人（ 一人頂起一人） 四腳共同表演

的旋轉紅巾的特技，令觀眾拍案叫絕。 另一雜
技{ 力量},更表現了高難度的兩人表現力感，挑
戰肢體極限的驚心畫面。{ 熊貓嬉戲} 也是 「 川
味 」 十足的一項演出，由一人演出兩隻熊貓 嬉
戲，難分難捨的萌態，令人忍俊不住。

音樂，亦為當晚的一大亮點，唐詩雨的琵
琶獨奏{霸王卸甲} 霸氣十足，聲勢動人。由成
吉思汗第37代傳人連鎖和山丹組合的 「 蒙古利
亞組合」 ，用馬頭琴和呼麥演奏蒙古風歌曲，
更把全場觀眾從山城的四川帶到一望無際的蒙
古大草原。尤其連鎖用＂呼麥＂又稱＂蒙古喉

音＂唱出一種藉由喉嚨緊縮而唱出＂雙聲＂的
泛音詠唱技法，更震攝全場，獲得如雷的激情
掌聲，原來 「呼麥」 是至今已有千年歷史，是
蒙古獨一無二國寶級的聲樂藝術。

如果說音樂是當晚的一大亮點，而舞蹈更令
人傾心。{ 霓裳戲韻} 將戲劇舞蹈化，細緻有如
詩句的水袖演出。而 「 花腰帶」 更是帶著川味
的 「 互動舞蹈」 ，{ 俏花旦 } 一舞細緻動人，風
情萬種，而揉和了李桃演唱及舞蹈演出的 { 四
川歡迎您 } 則使全場觀眾在意猶未盡中，再次
領會四川僑聯的心意。

幾千年來,中國的皇帝們被許多為了供他們賞玩而創作的稀世珍
寶所包圍; 國立故宮博物院將其所珍藏的一百六十件精品在休士頓美
術館於十月廿三日起展出。美術館代表Beatrice Chan將於佛光山中
美寺為民眾介紹休士頓前所未有, 相當難得一見的珍貴藝術品展覽。

歡迎十方大眾前來聆聽說明，認識中國珍寶。
時間: 九月廿五日（星期日）11:20AM – 12:30PM
地址: 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exas 77477
電話: 281-495-3100

佛光山中美寺
《故宮文物珍寶展說明會》

楊德清主持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 節目
今晚訪問 「 超群房屋檢驗公司」 負責人白釗明

一場融合歌唱，舞蹈，器樂，雜技，川劇變臉的世紀盛宴「 四川省僑聯親情中華藝術團」 向海外僑胞帶來家鄉的問候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由 「 安穩保險
」 負責人楊德清在美南電視的 「 美麗家園」
節目，開播兩個月，已引起各界的廣泛重視。
因為他們觸及了每個人內心深處最關心的問題
。如今晚七時半將訪問的 「 超群房屋檢驗公司
」 負責人白釗民，將談到大家最關心的問
題---德州住宅地基常見的問題。

白釗民是擁有德州專業房屋檢驗執照及德
州白蟻執照的驗屋專家，從1991 年即投入驗
屋行列，至今25 年，有一萬棟以上房屋的檢
驗經驗，以做事謹慎認真，鉅細靡遺，鐵面無
私，有不合規定的他還在書面報告附修理費用
之估計，是休市不可多得的驗屋人才，專精：

白蟻，地基、屋頂、結構、水電、空調等方面
。

白釗明指出，德州，尤其休士頓地區的房
屋地基出問題的機率明顯高於其他地區，這已
經成了本地居民普遍認為無法不接受的現實。
對於地基問題常見的成因，如：必須在建築前
先作土質測試，找出建築地點之穩定土壤的深
度，施工晾再以鋼筋混凝土之垂直柱子穩定土
壤，但往往建築商及購物者的省錢心態而忽略
之。其次，土壤流失，造成損壞地基，第三，
承載地基之土壤中的濕度不均勻，如地表排水
不良，地下水管漏水，植物離地基太近‧‧‧
‧‧‧ 等等。

例如： 外牆開裂，內牆開裂，天
花板開裂，地基開裂，地面傾斜，牆
面傾斜，門框變形，窗戶卡住而無法
開關，屋頂變形‧‧‧‧‧ 等等，非
常容易令屋主有不當解讀。其實，造
成地基裂縫的原因不只一種，其中多
半完全不影響地基的功能，如果沒有
其他結構上的損害，通常不必單單因
為 「 地基有裂縫 」 ，而考慮做任何
修理，同時，白釗民表示，如果沒有
其他結構受損的症狀在相關區域出現
，我們也大可不必由於一兩個門不好開關而去
擔心地基問題。

更多技術性的技巧和觀念，請今晚七時半
準時收看 「 美麗家園 」 ，明天（ 周四 ）下午
一時至二時重播。

圖為四川僑聯藝術團在演出結束謝幕時，拉開向海外僑胞問候的橫幅。
（ 記者秦鴻鈞攝）

舞蹈 「 霓裳戲韻」 ,將舞蹈 「 戲劇化」 精彩的水袖
演出，令全場嘆為觀止。（ 記者秦鴻鈞攝）

由楊德清（ 左 ） 主持的 「 美麗家園」 節目，今訪問房
屋檢驗專家 「 超群房屋檢驗公司」 的負責人白釗民先生
（右 ）。（記者秦鴻鈞攝）



【VOA】美國有關當局正在努力確定上星期六

在紐約市和新澤西州制造炸彈爆炸事件的嫌疑

人﹐是否跟外國恐怖組織有任何關聯以及襲擊的

動機﹒該場爆炸案有 29 人在

炸彈襲擊中受傷﹒

警方星期一逮捕了 28 歲的艾

哈邁德·拉哈米﹐據警方說﹐警

方先前將搜查的重點集中在拉

哈米身上﹐是因為警方在爆炸

現場和附近另外一處地點的監

控錄像畫面中發現了他﹒警方

在那處地點發現了類似的炸

彈﹐但是並沒有爆炸﹒調查人

員還說﹐他們發現指紋和DNA

證據﹒

拉哈米被控五項罪名﹐包

括在跟警方的交火中企圖謀殺﹒拉哈米在新澤西

州林頓市跟警方槍戰後被逮捕﹒而林頓市就在紐

約以西﹒林頓市一家酒吧的業主發現拉哈米睡在

他酒吧的前廳﹐於是電話報警﹒

聯邦檢察官還沒有對爆炸案本身提出任何指

控﹒

林頓市距離伊麗莎白鎮大約5公里﹐警方星期

天接到報警稱﹐有人在伊麗莎白鎮發現一個背包﹐

裏面有若幹爆炸裝置﹐其中一個裝置在機器人試

圖拆除它的引信時爆炸﹒發現這個背包的地點靠

近拉哈米家經營的一家餐館﹒

當局還懷疑拉哈米跟一個垃圾桶的爆炸有關

聯﹐那起就在新澤西海濱公園的一個慈善賽跑現

場附近﹐海濱公園在紐約市以南大約130公裏處﹒

沒有人在爆炸中受傷﹒

紐約市市長白思豪星期一說﹐拉哈米是目前發

現的唯一嫌疑人﹐還說﹐現在有足夠的理由相信﹐

這幾起爆炸是恐怖主義行為﹒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紐約表示﹐恐怖分子妄圖通

過傷害無辜﹐挑起恐懼﹐進而擾亂人們的正常生

活﹒奧巴馬等世界領導人在紐約出席今年的聯合

國大會﹒

他說﹐“我們必須保持警惕和鬥志﹐防止無謂的

暴力行為﹐並且確保我們能夠發現實施這類行為

的人﹐將他們繩之以法﹒作為公民我們都要扮演

一種角色﹐那就是絕不向恐懼低頭﹒”

炸彈爆炸嫌疑人拉哈米出生在阿富汗﹐是歸化

入籍的美國公民﹒

他家族餐館的有些顧客說﹐拉哈米是嫌疑人令

他們震驚﹐他們說拉哈米非常友善﹒他讓當地的

樂隊在餐館的後院練習﹐還給他們免費食物﹒

節目介紹﹕《車遊天下》（GETAWAY）是上海外語頻道推出的一檔人

氣雙語全球旅遊節目﹒作為 SMG 唯一一檔自制的旅遊節目﹐自

2003年3月1日正式開播以來﹐就以其鮮明的大都市風格與創新的

特質吸引了一批固定的收視群體﹒每個人都喜歡旅行﹐但是《車遊

天下》的旅行體驗卻非同一般﹒兩位主持安龍和楊貝貝青春亮麗﹑

活力四射﹐他們最了解年輕觀眾需要什麼﹒除了帶領大家遊山玩

水﹐還特別為大家介紹美食﹑住宿﹑娛樂﹑購物等各項旅遊小貼士﹒

播出時間﹕有興趣的觀眾﹐每周二至五凌晨2點至2點半首播﹐每周

日凌晨12點至12點半﹑每周四3點至3點半重播﹐敬請關注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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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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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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爆炸案動機和境外聯系為調查重點

雙語旅遊節目《車遊天下》
帶領大家遊山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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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音》全球重點要聞報導

調查人員在紐約爆炸現場收集證據﹒

【VOA】在美國過去幾天發生一系列襲擊

事件後﹐美國總統奧巴馬試圖再次向美國人

民保證﹐執法部門和反恐機構都在履行職責﹐

並敦促美國民眾不要向恐懼屈服﹒

正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參加聯合國大會的

奧巴馬表示﹐在這樣的時刻﹐重要的是要記得

恐怖分子實施類似在紐約﹑新澤西的爆炸以

及明尼蘇達州的刀刺等襲擊事件的時候﹐企

圖達到的目的﹒

他說﹕“他們企圖傷害無辜民眾﹐但是他

們也想激起我們所有人的恐懼﹐擾亂我們的

生活方式﹐破壞我們的價值觀﹒因此﹐我們雖

然必須保持警惕並主動進攻﹐既要

阻止毫無理性的暴力行為﹐也要確

保找到那些實施這種行動的人並

把他們繩之以法﹐但與此同時﹐我們都有作為

一名公民的職責﹐要確保我們不會向恐懼屈

服﹒”

奧巴馬表示﹐各層級的反恐和執法專業

人員正在夜以繼日地工作﹐防止恐怖襲擊﹐他

們已經挫敗了多起襲擊陰謀﹐並拯救了很多

人的生命﹒

他表示﹐美國繼續領導著全球打擊“伊斯

蘭國”激進組織的聯盟﹒該組織利用互聯網

煽動發起了很多襲擊事件﹒

執法官員表示﹐他們星期一拘押了與星

期六紐約和新澤西爆炸事件有關的男子﹐他

是現年28歲的艾哈邁德·拉哈米﹒警方說﹐在

與警察槍戰之後﹐他已經被拘押﹒

奧巴馬說﹐至於調查工作正在如何展開的

問題﹐將由聯邦調查局解答﹒

奧巴馬總統敦促媒體不要搶在調查人員

前頭得出結論或者報道尚不完整或未經證實

的消息

奧巴馬呼籲美國民眾不要陷入恐懼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美國國會黑人議員團基金會年度晚宴上致辭﹒ Influential San Francisco Activist Rose Pak Dies at 68

other officials "to continue to deepen a strong, more 
st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nada and China." The 
PMO said the two leaders would discuss trade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legal and 
judicial collaboratio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people 
to people ties.
The visit follows 
Trudeau's own 
official visit 
to China that 
concluded earlier 
this month. He 
visited Beijing 
and Shanghai 
ahead of the 
G20 heads of 
government 
meeting held 
in Hangzhou, 
China.
Following a meeting with Li on Aug. 31 in Beijing, 
Trudeau announced China had agreed to put off 
implementing new rules governing Canadian canola 
shipments that threatened billions of dollars in exports 
to the country.
China was set to impose new rules Sept. 1 on the level 
of "dockage" — foreign material such as weeds, other 
crops and detritus — deemed acceptable in imported 
canola shipments. Following Trudeau's announcement, 
International Trade Minister Chrystia Freeland said the 
two sides would continue negotiations in the hope of 
coming to a long-term solution around canola.
Li will also travel to Montreal to meet with political 
and business leaders and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anadian community, the PMO said in the release.
China is Canada's second-largest single-country 
trading partner and two-way merchandise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reached nearly $85.8 billion 
in 2015, up 10.1 per cent over 2014. (Courtesy http://
www.cbc.ca/news/politics)

her objections were overturned. According to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Pak "almost single-handedly 
persuaded the city to build" the $1.5 billion Central 
Subway project to compensate Chinatown for the 
demolition of the freeway.
In 2011, Pak was instrumental in obtaining consensus 
to nominate Edwin M. Lee as the first Asian American 
mayor of San Francisco. Pak said, "This was finally 
our moment to make the first Chinese mayor of a major 
city."
In 2015, Rose Pak and her ally Ed Lee had a fallout 
over Lee's choice of Julie Christensen as a replacement 
appointment to the Board of Supervisor instead of 
Pak's protege Cindy Wu. Pak went on to support her 
former longtime adversary Aaron Peskin against 
Christensen in the supervisor elections for District 3 
(which includes Chinatown) later that year. Peskin 
defeated Christensen.
Shortly before her death in 2016, Pak vehemently 
opposed a project to 
permanently convert 
parts of Stockton Street 
in the Union Square area 
outside of Chinatown 
into a pedestrian zone, 
arguing that Stockton 
Street was a "vital link" 
for Chinatown, and 
threatening to organize 
a blockade of City Hall 
by thousands of vehicles 
if the idea came to pass.
In May 2016, Pak 
returned to San 
Francisco after an 
extended medical stay 
in China where she 
had received a kidney transplant, announcing to a 
welcoming committee of Chinatown elders, local 
politicians and city officials that her health had been 
restored. Shortly beforehand, on occasion of the 
reopening of the Chinese hospital at the end of April 
2016, the city had renamed a Chinatown alleyway in 
her honor to "Rose Pak's Way 白蘭之道".[5] She died 

in San Francisco on September 18, 2016, aged 68. She 
was single all of her life, and had no children.
Political tie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k was an oversea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hina Overseas Exchange Association (COEA), an 
organization overseen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CAO)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various times she spoke out 
in favor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views, e.g. in 
2012 calling all "overseas 
Chinese" to "defend the 
homeland” in the conflict 
about the Diaoyu Islands, 
and in 2008 opposing 
a resolution of the SF 
Board of Supervisors 
that criticized China fo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and other 
repression measures, 
passed on occasion of the 
Beijing Summer Olympics 
torch relay reaching San 
Francisco.
Rose Pak was critical of 
the Falun Gong movement 
in San Francisco and, in 
2004, banned the group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city's annual Chinese New 
Year's Parade. The group 
and others, including San 
Francisco Supervisor Chris 
Daly, subsequently alleged that Pak had connections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ak consistently denied 
any ties with Beijing. In an August 2011 interview with 
the New Tang Dynasty Television and Epoch Times, 
former San Francisco Board of Supervisors President 
Aaron Peskin made similar allegations, claiming that 
Pak was "the real leader of San Francisco", and that 
she represented outside governmental interests that 
"includ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urtes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se_Pak)

over efforts to raise more than $100 million to rebuild 
the facility.
"I don't know if I'm the best person, but someone had 
to do it," she said, according to the newspaper.
Pak was such an institution that 300 people, including 
Lt. Gov. and former San Francisco Mayor Gavin 
Newsom, were on hand in May at San Francisco's 
airport to greet her when she returned from China.
She told the crowd that her doctor said she could live 
another 40 years.
Pak said she only needed 15, including 10 to rebuild a 
housing complex in Chinatown and five "to get even 
with the people who wished me dead."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has renamed the alley 
adjacent to Chinese Hospital: It’s now Rose Pak Way. 
It’s a fitting move. Over the years, Rose has led the 
charge and the fundraising for the hospital, shaking 
down half the town in the process.
The renaming was the idea of Supervisor Aaron Peskin, 
a onetime friend, then foe, then friend again whom Pak 
helped elect to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last year.
Related

Rose Pak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Early life
Pak was born in 
Hunan, China in 1947 
or 1948 and received 
a Catholic education 
while growing up  as a 
refugee in Macau and 
Hong Kong after her 
father, a businessman, 
had died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When she 
was 17, she received 
a scholarship to attend 
the San Francisco 
College for Women, 
and in 1972 earned a master degree at the Columbia 
School of Journalism. After a brief stint at The New 
York Times, she returned to San Francisco to work for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s its first female Asian 
American journalist), a job that she left after eight 
years to become a full-time social activist.
Political career
Pak's first objective as an activist was to organize a 
campaign to save the San Francisco Chinese Hospital 
from closure.Later she worked for decades to advocate 
for its replacement by a new, modern building, and 
for the Central Subway project that is set to improve 
Chinatown's connection to the rest of the Bay Area. 
Both projects broke ground in 2013.
Pak was a supporter of Art Agnos (the city's mayor 
from 1988 to 1992), but opposed his efforts to 
tear down the Embarcadero Freeway, arguing that 
Chinatown would suffer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if 
it would lose this fast crosstown connection. She won 
a ballot measure about the issue in 1987, but after the 
1989 Loma Prieta earthquake damaged the freeway, 

Rose Pak, the brash and lively community activist 
who helped transform San Francisco's growing Asian 
American population into a politically powerful 
constituency during an era when few women carried 
such clout, has died. She was 68.
Pak died of natural causes in her home Sunday 
morning. Friends and family said she seemed healthy 
after spending several months in China after a kidney 
transplant,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reported 
Monday (http://bit.ly/2d22ERE).
Pak never held elective office, but as the longtime 
consultant to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she helped raise money for preferred politicians and 
backed projects that benefited Chinatown's residents.
She hated being called a power broker. "If I was white, 
they'd call me a civic leader."
In 2011, Pak started a campaign that led to Ed Lee 
becoming the city's first Chinese American mayor. She 
would later call him an enormous disappointment.
"She was strong and fearless," Lee told The Chronicle. 
"Whether she was right or wrong, she grounded herself 
in representing the community. She really wanted to 
make sure Chinatown as a whole was respected."
Pak was born in Hunan, China, and fled to Hong Kong 
with her family as a child. She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in 1967, became a reporter for The Chronicle and 
covered the community she would later champion.
She was such an aggressive reporter that a lawyer 
ended up in court on battery charges after throwing a 

punch at Park during 
an interview.
The lawyer called 
her "an enormously 
pushy person." Pak 
countered that she 
"was trained to be 
persistent."
Pak became an 
advocate as she 
became immersed in 

issues concerning the neighborhood.
In the 1970s, she helped save Chinatown's Chinese 
Hospital, an underfunded medical center for 
Cantonese-speaking poor. A few years ago, she took 

NEW YORK, Sept. 18 (Xinhua) --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arrived here Sunday to attend the 71st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 General Assembly.
China is an active supporter of all causes of the UN, 
and strongly defends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the work 
of the UN as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Li said.
China is willing to work with all sides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better address global challenges and 
promote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e premier 
said upon his arrival.
Li, accompanied by his wife Cheng Hong and senior 
Chinese officials, arrived in New York as guest of UN 
Secretary-General Ban Ki-moon.
During his stay in the city, the premier will outline 
China's stance on major issue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global governance, and peace and development, 
while addressing the general debate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e premier is also expected to announce China's 
pragmatic measures to support the UN's endeavor and 
cope with global challenges.
Li is also scheduled to chair a symposium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tend the UN General 
Assembly's high level meeting o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mass movement of refugees and immigrants, and a 
leaders' summit on refugee issues.
The premier's attendance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is one of China's major diplomatic events in the 
multilateral arena this year and shows that China values 
the UN and multilateralism, Vice Foreign Minister Li 
Baodong said Wednesday in Beijing.

Chinese Premier Meets UN Chief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has met with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Ban 
Ki-moon, voicing 
support for the 
work of the UN.
China is 
committed to safeguard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with UN at the core and upholding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Li said.
"China will actively promote dispute settlement 
through peaceful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engag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and other global challenges and contribute to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Li said.
Praising Ban's contribution to UN-China relations, Li 
stressed China firmly supports the work of the UN, 
safeguards UN authority and will integrate its own 
development strategy with the UN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n expressed sympathies to Li over the floods in 
south China, saying he believes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overcome the disaster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UN appreciates China's contribution to preventing 
and mitigating disasters across the world and looks 
forward to China's important role in realizing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China hopes to take the premier's UN tour as an 
opportunity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sides and underline the basic norm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jointly 
establish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with cooperation 
and reciprocity at its core," Li Baodong told a press 
conference.
This year marks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restoration 
of China's seat in the United Nations.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UN conferences, the premier 
will meet with Ban and hold talks with some state 
leaders.
During his stay in New York, the premier is also 
expected to hold a bilateral meeting with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meet local figures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 finance, think tanks and media, and attend 
events held by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
After concluding his tour in New York, Li will leave 
for official visits to Canada and Cuba.
During the upcoming visit to Canada, the first by a 
Chinese premier in 13 years, Li and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will hold talks to promote 
bilateral relations.
Cuba, the first country in Latin America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ties with China, is the last stop of Li's visit. 
It will be the first official visit by a Chinese premier 
since the two countries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56 years ago. (Courtesy http://news.xinhuanet.com/
english/)
Related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To Visit Canada Sept. 21-24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will travel to Ottawa and 
Montreal for an official visit Sept. 21 to 24,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announced Wednesday.
A statement from the PMO said Li will meet in 
Ottawa with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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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eft, Mayor Ed Lee, Rose 
Pak, Academy of Art University 
President Elisa Stephens, City 
Attorney Dennis Herrera and 
Supervisor Aaron Peskin pose 
for a photo at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 after 
welcoming Pak back into 
the country after a trip to 
China. (Jessica Christian/S.F. 
Examiner)

A hale and hearty Rose Pak in 
October 2012.

Rose Pak was an oversea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hina Overseas Exchange 
Association (COEA). On 
September 22, 2013, the 
fifth Chinese Overseas 
Exchange Association 
(COEA) General Meeting 
was held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More than 
400 overseas Chinesse 
celebrities from over 80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five continents as well 
as the leaders of related 
domestic department 
attended the meeting. 
During the meeting, Leoch 
chairman, Mr. Dong Li was 
elected as the director of 
fifth council of COEA.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1st L) and his wife Cheng 
Hong (2nd L) arrive at 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New York, the United States, Sept. 18, 2016. Premier Li 
Keqiang will attend the 71st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Xinhua/Zhang Duo)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right, 
shakes hands with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during the prime 
minister's visit to China earlier this 
month. Li will visit Canada Sept. 21 to 
24. (Thomas Peter/Reuters)

A young Rose Pak in Macau: 
“I was very active and very 
naughty.”

Mayor Edwin M. Lee invited Rose Pak to speak a few 
words at the Chinatown's Ping Pong Tournament in San 
Francisco, Calif. on Sunday, Aug 26, 2012.

Chinese Premier Arrives In New York For UN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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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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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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留学生回国会发现如果只有

文凭而没有工作经历的话是很难锋芒毕

露。一份充实漂亮的简历对于工作的申请

都是十分有优势的。由此可见海归们想要

就业顺利那么光有文凭是不够的，一定要

重视海外实习。

其实大家不难发现，现在很多留学生

都会选择在海外实习，这一方面可以为自

己将来的就业或是继续深造打好基础，另

一方面也可以让自己收获更多的经验，让

自己的阅历更丰富，提高自己的就业竞争

力。

很多留学生会选择在上学的国家找实

习工作，因为他们发现相较于国内，国外

的实习经历含金量高，国外的实习能很好

的培养团队合作能力和领导力。国外的实

习工作注重应用而不是学术，因为没有当

地的实习经历的话，想要将来找到工作会

比较难。不过在国外实习，特别是有的国

家可能压力会有点大，大家会需要更加努

力才行哦!

根据相关人士分析：

当前一些院校的教育和就业脱轨，学

生步入职场后往往很难马上上手。如果在

工作前通过实习提前感受职场氛围，以后

就能够更容易融入工作环境中。许多雇主

在招聘时也更青睐有海外实习经历的留学

生。曾就读于美国天普大学的传媒专业的

王同学，留学期间在当地媒体实习了一

年，毕业回国后顺利地通过应聘获得了一

个国家级媒体的就业机会。

此外，多数企业里的实习岗位有转正

的机会。通常情况下，企业是很愿意给表

现优异的实习生一个正式岗位的，因为这

可以节省不少的培训成本。在英国留学的

中国女孩安妮毕业前获得了一个英国公司

的实习机会。在公司里，她勤奋学习先进

的经营理念，也积极地融入团队里。凭借

自身的努力，她的表现获得了领导的认

可。在实习期快结束时，她主动跟公司里

的领导交流，询问是否可以留在公司工

作，并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值得注意的是:

英国的研究生学制一般为一年，目前

多数学生交完论文后没有实习便开始找工

作。为此，如果学生打算在境外实习就

业，可以留意各类平台上的实习信息，广

交朋友，为未来实习积累人脉。此外，还

要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以此提升竞争

力。

通过上文的讲解，大家一定更加清楚

的了解到海归就业的一些实况。因此想要

回国后找工作更加顺利，一定要注重实

习，让自己变得更完善，让自己的竞争力

更强，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哦!

申論熱點：
海歸就業遇尷尬

【热点背景】

又是一年毕业季，面临求职大

军的茫茫人海，留学归国的学子再

次面临尴尬。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11月发布的《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

皮书》调查显示，八成海归月薪低

于 1万，高薪不再成为留学归国人

员面对的现实。

吉林长春市民王宏说，“花了

我们半辈子积蓄，如果只能有四五

千月薪，我宁可让我儿子在家待

业。”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人士指

出，在以能力为导向的就业环境

下，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回国人员

具有一定优势，但近年来，随着中

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进，留学回

国人员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在

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中国人

盲目的海外“镀金”降温。

【评析】

留学生就业遭遇尴尬，究其原

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海外留学“镀金热”回

归理性。一方面是不断壮大的出国

人群，一方面是日益加剧的海归就

业竞争压力。因为出国门槛降低

了，国内外教学质量差距的缩小也

导致海归的价值相对下降

第二，光环褪去，优势仍在。

高层次稀缺人才备受国内市场欢

迎，普通海归回国后也能享受到一

系列特殊待遇。例如：回国留学生

购车有免税政策，办理户口有优

势，可申请各种政府创业就业奖

金，在创业方面也有很多便利，很

多留学生创业园提供一条龙服务。

第三，中国人才的流动态势一

定是‘大出大进’。出国留学人员

与留学归国人员仍将长期保持在高

增长状态。这种情况下，海归们更

需要认清形势、调整心态，不是凭

借海归的身份而是凭借自己的真才

实学向市场“要价”。

[启示]

(一)从整体上看，海归回国就

业仍偏爱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2013年，有 41.6%的海归在北京就

业，14.2%在上海就业，8.7%在广东

就业，再加上江苏、浙江和山东，

这六个省市集聚了81.4%的海归。

(二)海归的就业领域也高度集

中。2013年，有 48.5%的海归进入

金融及相关服务业工作。其他吸纳

海归就业较多的行业包括：教育、

科研(9.1%)、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

(8.7%)、文化创意产业 (7.4%)、政

府和公共事业(6.9%)。

(三)从统计数字可见，海归的

求职期望仍然较高，并且反映出很

多留学生出国选择专业的盲目性。

有的单纯考虑来钱快或者热门的专

业，导致了回国就业的扎堆，对就

业不利。

[措施]

解决海归就业难问题可从以下

几方面着手：

第一、理性出国积极提高自身

的知识技能，理性选择专业不盲目

跟风，这样才不会被激烈的就业市

场淘汰;

第二、国家科学制定海外人才

引进管理办法，面向多层次海归，

建立多元化、针对性强的相关政

策，应成为国家未来人才引进工作

的重点;

第三、地方政府与企业落实就

业政策，不能有就业歧视现象出

现，一些用人单位看不起海归，认

为他们眼高手低，应该给予公平的

政策与环境。

2016海歸就業報告：
文化因素選擇回國是主因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 2016中国

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发布《2016中国

海归就业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显示，新生代海归就业

呈现多元化态势，情感与文化因素影响是

海归回国的主要因素。

《报告》发现，家庭因素尤其是父母

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出国发展具有重要影

响。海归人员的父母学历水平相对较高，

44.8%取得本科学历，17.7%取得研究生学

历，甚至有4.7%取得博士学位。

关于海归选择回国就业的主要原因，

排在首位的是“情感与文化因素的影

响”，占 43.7%。随后分别是“国内整体

经济前景好，政治稳定”“国外形势不利

于外国学生就业”，分别占37.1%、23.4%。

此外，国内的社会网络、海归政策、所学

专业的就业前景也是海归回国的主要原因

之一。

调查发现，大部分受访企业在招聘时

更倾向于使用海归，仅 39.5%的企业在招

聘时没有明显区别。调查显示，82.5%的

单位均在一定程度上对海归员工采取了倾

斜性待遇。在税后月收入方面，被调查者

的收入范围集中在 5000～10000 元，占

46.9%。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秘书长苗绿建议，

归国人员应当提早作好职业规划，提前了

解中国发展变化，才能在回归中国后尽快

融入环境，找到满意的工作。同时，海归

人士应有国际化人才的观念，找到职业生

涯的“旋转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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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壹名俄羅斯民眾正把選票投入投票箱。當天俄全境舉行第7屆國家杜馬選舉。

曼哈頓爆炸案後 紐約警方加強安保力度
當地時間

2016 年 9 月
18 日，美國
紐約曼哈頓街
頭和車站等公
共區域加強安
保措施，隨處
可見持槍警察
。紐約曼哈頓
區切爾西社區
9月17日發生
爆炸，目前已
造成 29 人受
傷，警察在現
場進行調查。

在索馬裏首都摩加迪沙，安全部隊人員在自殺式汽車炸彈襲擊現場調查。索馬裏政府壹名發言
人當日說，索馬裏高級軍官穆罕默德·吉馬勒將軍和他的7名保鏢當天在首都摩加迪沙遭自殺式汽
車炸彈襲擊身亡。

垃
圾
圍
城
！

黎
巴
嫩
首
都
路
邊
垃
圾
成
堆
逼
占
車
道

當地時間2016年9月17日，黎巴嫩貝魯特東部地區，
貝魯特遭“垃圾圍城”，垃圾堆成山逼占車道。

索馬裏壹高級軍官遭汽車炸彈襲擊身亡

俄民眾在投票站登記領取選票
投票選舉杜馬議員

當地時間
2016 年 9 月
18 日，希臘
雅典，當地舉
行“雅典飛行
周”航展，牛
人高空飛機上
耍特技。

希臘雅典舉辦航空展
牛人高空飛機上耍特技

紐
約
爆
炸
事
件
或
影
響
美
國
選
戰

綜合報導 刺耳的警
笛響徹紐約曼哈頓的夜空
；道路封鎖使得下城西區
幾近陷入癱瘓。“9·11”
十五周年紀念日後不到壹
周，當地時間9月17日晚
間發生在切爾西的爆炸再
次驚醒了紐約人敏感的神
經，而其難以規避的安全
議題更是踩在了美國大選
的命門之上。

爆炸事件發生在美國
東部時間周六晚21時前
，紐約最時尚鬧市區切爾
西的壹個垃圾桶爆炸，導
致29人在事件中受傷，
建築物受損。紐約警方隨
即迅速封鎖了附近至少十
個街區。更令人恐慌的是
，其後的幾小時內，在距
離爆炸現場不遠處，警方
發現了第二枚爆炸裝置，
不過這枚並未引爆的裝置
在數小時內危險被解除。
就在當日早些時候，毗鄰
的新澤西州海洋郡也發生
了壹起炸彈爆炸，壹枚自
制炸彈在慈善馬拉松起跑
前發生爆炸，未造成人員
傷亡，但促使當局取消活
動，撤離數十戶居民，並
對是否存在其他爆炸物展
開搜索。

當晚 23時，紐約市
長白思豪在現場的向記者表示，初
步跡象顯示這是蓄意實施（inten-
tional）的行為，但是目前尚無證據
表明爆炸與恐襲有關，也無明確證
據顯示新澤西和紐約曼哈頓爆炸事
件有關聯。

截至發稿時間，當地時間9月
18日上午，紐約封鎖區域大部分解
除，但官方調查進展卻沒有任何更
新。
紐約驚魂壹日

“爆炸發生在這個時候頗為引
人深思，當然也可能是巧合。”編
劇Jazzmyn Banks就住在爆炸發生
地旁邊的三個街區，爆炸發生之時
，在外用餐的她接到了很多家人朋
友的電話。“這樣的恐慌早上就來
了壹次，因為我的姐姐就住在新澤
西爆炸發生地點附近。”

與Jazzmyn Banks壹起被隔離
在警戒區外的還有中國留學生、從
爆炸現場逃出來的居民。根據21世
紀經濟報道記者得到的波多黎各裔
居民拍攝的現場視頻，爆炸後人們

四散奔逃，有壹名滿身血跡的非洲
裔婦女向鏡頭走來，可能被震出的
尖銳物紮傷了脖子。

壹對西班牙裔夫婦也被攔在警
戒線外，他們的孩子獨自壹人被留
在家，不知道現在是好好在房間裏
，還是像傳言說的那樣隨別的住戶
壹起被疏散了。

但更大的恐慌來自於當天12時
，隔離線外所有的記者的手機同時
發出警報，提示27街附近發現了可
疑爆炸裝置，警示附近居民離開窗
口。而根據現場人士透露，可疑爆
炸裝置竟是與壹臺手機相連的高壓
鍋。高壓鍋爆炸器曾經是波士頓恐
襲案中的裝置，這也讓這起爆炸顯
得更為可疑。

當天淩晨2點，上百名警察聚集
在27街五大道路口。壹小時後警報
解除，警察淩晨4點逐漸散去。
進壹步撕裂大選進程

紐約驚魂壹日顯然挑動了美國
的政治神經。八周以後，撲朔迷離
的選戰將最終揭曉。而本來就是焦
點的安全問題再次成為雙方的著重
點。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
呼籲進壹步強化安全措施。“我必
須告訴大家，就在我下飛機前，壹
枚炸彈在紐約爆炸，現在誰也不知
道確切情況。這是我們的世界以及
我們國家正在發生的可怕事件。我
們需要強硬、智慧和警惕。”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裏·克林
頓則堅持了其此前壹貫的態度。事
發後，她對記者表示，她接觸了紐
約市官員了解事態發展。

希拉裏說：“顯然我們得盡全
力支持應急人員，並為傷者祈禱。
”“等我們知道基本事實之後我會
進壹步評論。”

距11月8日美國大選日還有兩
個月，特朗普近期的選舉形勢卻有
點不太妙。壹項最新民調顯示，盡
管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裏·克
林頓11日突發身體不適、引發關於
她健康狀況的擔憂，但是其支持率
並未降低，目前仍領先共和黨對手
唐納德·特朗普4個百分點。

特朗普把美國大選沖刺階段的
第壹個著力點放在了國防政策上，
提出要大規模擴大陸軍、購買更多
的軍艦和戰鬥機，希望以此籠絡軍
人選民。

9月18日這起蓄意制造的爆炸
事件將如何影響美國大選選情還有
待進壹步觀察。

六地區醫保基金可支付不足半年

人社部近日公布的2015年社保數據顯
示，城鎮職工醫保基金運行平穩，基金收
入增長速度低於支出增長速度的趨勢得到
扭轉，不過，仍有6個地區的統籌基金可
支付月數不足6個月。不可否認的是，隨
著醫療服務需求的進壹步釋放和醫療費用
支出的壹路增長，醫保基金將面臨越來越
大的可持續性壓力。

記者從人社部得到的數據顯示，2015
年，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收入9084
億元，比上壹年增長13%。其中，統籌基
金收入5686億元，比上壹年增長15.8%。
2015年基金支出7532億元，比上壹年增
長12.5%，其中統籌基金支出4654億元，
增長11.9%。基金支出增幅略低於收入增
幅0.5個百分點。

這也扭轉了三年來基金收入增長速度
低於支出增長速度的傾向。2012年，城鎮
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總收入6939億元，支出
5544 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 25.3%和
25.1%，兩者基本持平。至2013年，城鎮
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總收入8248億元，支出
6801 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 18.9%和
22.7%，收入增幅開始低於支出增幅。
2014年全年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總
收入9687億元，支出8134億元，分別比
上年增長17.4%和19.6%，收入增幅明顯
低於支出增幅。

盡管年初以來關於醫保基金“穿底”
的擔憂和退休職工醫保是否繳費的爭論熱
度不減，但從2015年數據看，醫保基金當
期運行平穩。

根據《關於城鎮職工基本醫
療保險基金的管理意見》，統籌
地區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統籌

基金累計結余原則上應控制在6至9個月平
均支付水平。累計結余低於3個月平均支
付水平的，為結余不足狀態。關於這壹指
標，2015年統籌基金累計結存6568億元
，為當年支出4654億元的1.4倍，也就是
說，在收入為零的情況下，可以保障16.8
個月的支出。

同時，各地結存狀況存在明顯差異。
記者初步統計2015年各省份統籌基金結余
情況發現，32個地區全部實現當期基金收
大於支，但北京、天津、湖北、重慶、貴
州和新疆建設兵團六個地區統籌基金累計
結余不足6個月支出，比2014年多出壹個
地區。其中，天津當年基金支出204億元
，累計結存僅18億元；貴州支出97億元，
結存29億元。

但不可否認的是，從長期來看，醫療
費用持續增加是大概率事件，但醫保基金
收入卻很難提高。究其原因，壹方面年輕
人口比例下降趨勢和老齡化程度加深，導
致醫保基金繳納者變少、制度撫養比降低
，目前為“三個在職養壹個退休”。另壹
方面，目前醫保覆蓋面已達95%以上，進
壹步擴面的空間已非常有限，且我國勞動
者個人和企業的負擔已然較重，“五險壹
金”已經超過工資總額的30%左右，提高
繳費標準可能性極低。

社科院此前發布的《“十三五”中國
社會保障發展思路與政策建議》顯示，從
長遠看職工醫保基金潛伏著嚴重的支付危
機，全國多數地區的職工醫保基金將在
2020年前後出現缺口。

“如果這種態勢繼續發展下去，將會
給整個醫療體系的建設帶來很大風險。”
有專家表示，隨著基金支出壓力的增大，
改革醫保支付方式尤為迫切。同時要在穩
定職工醫保待遇水平的同時，建立有效的
機制，控制醫療費用不合理增長，杜絕醫
療保障資源的浪費。

“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要總額預
算管理，多種付費方式結合起來。”中國
醫療保險研究會會長王東進說：“如果說
敞開了花，再多的錢都不夠。病人和醫生
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體，因為他自己不花
錢，按照經濟學這是最沒有效率的。只有
自己花自己的錢，這個效率才會最高。”

事實上，本輪新醫改把醫療費用控制
和深化醫保支付方式改革擺上了顯要位置
。據悉，目前全國85%的統籌地區開展了
付費總額控制，並已納入基本醫保定點協
議進行管理。超過70%的統籌地區按病種
付費，35%的統籌地區按服務單元付費，
而24%的統籌地區正進行按人頭付費探索
。

從基金自身層面看，中央財經大學中
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靈對《經濟
參考報》記者表示，各地可通過壹些政策
措施化解基金“穿底”風險。“壹個是通
過調節基金。現在醫保都是省級調節，可
能有個別地區老齡化特別嚴重，但是通過
省級的調節，就能夠防範支付的風險。同
時還有戰略儲備基金，如果真是老齡化嚴
重，出現了基金支付的困難，我們還有戰
略儲備基金，現在也有壹萬多個億。”他
表示，除此之外，各級財政、各級政府還
應該加強預算調控，壹旦出現缺口，可以
預算來彌補相應的缺口。

可持續性壓力增大

中國運煤船“深能
1號”所屬公司——中
國深圳能源運輸有限公
司當天與澳方達成庭外
和解，同意支付2960
萬美元(約合1.97億元
人民幣)賠償。

2010年，“深能1
號”在大堡礁觸礁擱淺
，造成汙染和損害。但
中國公司和澳政府在這
起事故的責任和賠償數
額上壹直分歧嚴重。澳
大利亞政府要求中企賠
償9000萬美元，中企

則認為要價高得離譜，
表示只能承擔250萬美
元賠償。

對於 19日和解結
果，澳“綠色和平”
組織大堡礁保護人士
塔格質疑中國公司的
賠償“嚴重不足”。
大堡礁海洋公園管理
局主席賴歇爾特說，
盡管對耗費6年時間達
成的和解賠償十分不
滿，但對於大堡礁生
態系統來說，這筆賠款
也算是個好消息。

中企運煤船向澳賠償近2億
曾因擱淺汙染大堡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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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赴美前，不得不知的美國報稅常識
什么人需要报税？

美国纳税居民和非居民在美

国交税有很大的不同。对居民来

说，全球的收入都要在美国纳

税，对非居民来讲只有来自于美

国的收入，才在美国交税。

什么是美国纳税居民和非居

民？

居民：凡是美国公民、拥有

美国绿卡或者在美国居住超过

183 天就成为美国的纳税居民。

183 天加权计算方式：今年在美

国天数（至少 31天）+去年在美

国天数的 1/3+前一年在美国天数

的 1/6，计算结果超过 183天就成

为美国税务居民，你全球的收入

都要在美国纳税。

非居民：不满足以上条件，

但是有来自于美国的收入，那么

只有来自于美国的收入才需要在

美国纳税。

美国的税率是多少？

联邦税的税率分别为七档，

10%，15%，25%，28%，33%，

35%和39.6%。

所得税包括：第一，劳动所

得，例如工资、奖金、从事商业

和实业所得；第二，非劳动所

得，包括租金、投资收入、有限

合伙收益所得；第三，退休计划

的提领。

在投资收入中，又分成长期

投资和短期投资。超过12个月的

投资为长期投资，长期投资的税

率非别为0，15%，最高为20%。

12个月和12个月以下的投资

为短期投资，短期投资收入的税

率，和上面所得的税率相同，是

累进税制。

在美国如何报税？

报税需要填美国联邦税的税

表 1040，最前面部分是个人信

息，姓名、地址、社安号、报税

地位、被抚养人信息等。在美国

报税地位分为单身、夫妻联合申

报、夫妻分开申报、一家之主、

丧偶。不同的报税地位有不同的

抵扣和交税门坎，一般来说夫妻

联合申报是最省税的。

税表的前半部分，是各种收

入的汇总，包括工资、利息、分

红、离婚配偶接受的抚养费、个

体户的生意收入、投资收入、退

休金收入、租金收入、版权专利

权收入、合伙收益收入、公司收

入、信托收入、农业收入、社安

福利收入、失业金和其它收入。

什么是其它收入？比如说赌

博收入。如果是美国纳税居民来

自全国的所有收入，都会在这里

申报。 报税的另一部分是减免

和抵扣，即算出各种在受法律允

许的免税和抵扣额度，收入减去

对收入的减免和抵扣乘以相应的

税率，计算出当年在美国的税额。

1）外国工资收入的减免，

这对新移民来说也是最大的一

项。如果过去12个月之内，在美

国以外的地方工作了 330 天以

上，工资收入的 101,300 美元就

可以扣除。

2）个人扣减。在税表出现

的每一个人，每年可以扣减4,050

美元。

3）如果在美国有房产，房

产税和贷款的利息也可以抵扣。

夫妻联合申报时，如果收入在 0~

18,000 美元，税率是 10%， 18,

000~75,000 美元，税率是 15%，

以此类推，如果超过 466,950 美

元，税率就达到了最高的39.6%。

4）如果有孩子在美上大学

或者研究生，学费也是可以抵扣

的。

还有一些税的抵扣，比如外

国税抵扣，17岁以下被抚养人税

的抵扣，教育税的抵扣等等。

除了联邦税，如果你所在的

州有州税，也需要报。如果你是

某一州的居民，全球收入也需要

缴纳州税，同时如果有来自其他

州的投资收入，也需要在本州缴

纳其他州税。

例如EB-5投资移民，如果居

住在加州，有来自于纽约的投资

项目，项目的分红也就需要在纽

约州交税。

在中国已经交税，在美国会

重复交税吗？

这个问题涉及到的就是外国

税的减免。中国和美国在所得税

方面有条约，如果在中国已经交

了所得税，在美国就不会重复

交，可以抵扣。

赠与税和遗产税怎么收？

5,450,000美元，一个是每年

的免税额 14,000美元。如果某一

年赠与某一个人不超过 14,000美

元，不需要申报，也不会占用终

身免税额。超过就需要累计，如

果累计的金额超过了 5,450,000美

元，就要征收赠与税，税率是

40%。

美国的赠与税是赠出去的人

有交税的义务，接受的人没有。

中国则没有赠与税。所以如果中

国人赠与美国人钱财，两者都不

需要交税，额度也没有限制。所

以善用这个税法，新移民是可以

做很多事情的。

遗产税的免税额也是 5,450,

000 美元，与赠与税的免税额一

样，税率也一样。但两者不可以

叠加。比如生前赠与 2,000,000美

元，那么去世之后，能免税的额

度就只有3,450,000美元了。

非美国居民赠与美国绿卡持

有人，不需要征税，也没有额度

上的限制。

在美国怎么才能享受到退休

福利？

有时新移民会问，在美国究

竟可以享受哪方面的福利呢？除

了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

质的教育和良好的人文环境以

外，物质上的福利主要是62岁以

后可以从政府领取退休金，65岁

以后享受免费的老人医疗保险。

要享受这两个福利就需要在

退休之前缴纳社安税和医疗税，

每年最多可以积累四个点，需要

积累四十个点，也就是至少要积

累十年，退休的时候才可以享受

这两项福利。那新移民如何缴纳

社安税和医疗税呢？每年要交多

少税才可以积累四个点呢？

如果有 1,260 美元的净收

入，就可以积累一个点，所以有

5,000 多美元，就可以积累四个

点，税率是 15.3%，也就是说每

年缴纳 800多美元的税，就可以

积累四个点。这个对新移民是非

常重要的，因为老年人有一个免

费的医疗保险，对退休生活是至

关重要的。

新移民报税有哪些注意事项？

新移民第一天登录的日期，

就是绿卡的签发日期，因此一年

中只要有一天持有绿卡，就是美

国的纳税居民，就需要在第二年

的4月15号之前报前一年的税。

新移民的报税内容分为三部

分：

第一，收入的申报；

第二，海外银行帐户和海外

金融资产的申报，美国本土的银

行帐户是不需要申报的；

第三，如果在企业的股份达

到了 10%，企业的财务报表，也

就是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也要对

美国政府申报。

海外银行账户和金融资产的

申报，以及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的

申报,申报的都是过去一整年你的

账户曾经出现的最高额度，申报

并不是交税，因为这是资产，收

入才需要交税。

1、海外银行账户

海外银行帐户是包括在美国以外

的任何一个银行账户，也包括理

财产品。

新移民的问题可能是在中国

开了很多银行账户，而美国报税

的真正的意义是只要所有的账户

在过去一年的最高额度，加总起

来超过 10,000美元，每一个账户

都要申报。

2、海外金融资产

股票，基金，信托，PE和有现金

价值的人寿保险等，都是属于金

融资产申报的范围。

对于美国以外的大额人寿保

单，如大陆和香港的保单，这里

想跟大家提醒几点：

第一，美国对人寿保险有严

格规定，只有符合了对人寿保险

的规定，里面产生的收益才可能

不交税。但是大陆和香港的很多

保单，实际上是不满足美国对人

寿保险的定义的。所以最后增值

的部分还是要交税的。

另外，香港和大陆的保单，

杠杆作用非常小，回报也差强人

意。所以建议在移民之前，不要

急于去买香港和大陆的人寿保单。

第二，人寿保险实际相当于

投资，属于海外金融资产，那么

就需要每年给美国国税局申报。

如果这个保单是持有几十年，那

么每年都要申报，申报也是需要

费用的。

举一个例子，申报一个账

户，会计师事务所如果收三十

元，如果有二十个这样的保单，

你需要交多少钱呢？ 如果要申

报九十年，申报的费用是多少

呢？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新移民可以考虑哪些避税方

法？

第一，建议新移民拿到永久

绿卡时，要考虑交社安医疗税。

社安医疗税的作用和功效前面也

已经讲过，如果希望退休时可以

享受美国政府的退休金和免费的

医疗保险，那必须要通过积累十

年，积累四十个点才能享受。

第二，贷款买房。从两方面

来讲贷款是一件好事，因为是用

别人的钱来买了自己的房，这是

一个杠杆作用，另外贷款的利息

也可以抵税。但银行主要是看还

贷能力，贷款时银行通常会要你

的税表。而新移民通常收入都不

是很高，所以一旦你报过税以后，

税表上的收入比较低，通常银行

是会拒绝。如果想要贷到款，建

议在报税之前把款贷到，当然如

果现金买房就没有这个问题。

第三，终身寿险。因为美国

省税的地方很少，而人寿保险就

是其中之一。如果你想买的金额

比较大，保险公司核保的其中一

个原则就是你有足够的收入，收

入足够大了以后，保额是收入的

一个倍数，比如说20岁可能按你

的收入的 30 倍，30-40 岁可能是

收入的 25 倍，40-50 岁可能是 20

倍。或者你有足够的资产，保险

公司也会按你的资产的一倍给你

保额。

所以如果你的收入不够高，

又想买大额的保单，一定要在报

税之前做这件事，因为保险公司

也有可能会调你银行的税表。

买房写孩子的名字是不是可

以省税？

要看孩子的年龄多大，通常

孩子十八岁以下，他是没有签字

权利的，没有办法写孩子名字。

以孩子的名义买房，是不是

能够省税呢？这个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有可能要省税，但是对

资产的保护也许有损害，要进行

全面的分析。

“中國式聰明”把移民之路堵死！
美國暫停來自中國“傑出人才”移民申請，十年來首次！

近日，美国国务院宣布，从今年

8月 1日起，将暂停来自中国的EB-1

签证的受理。也就是说，中国人申请

EB-1杰出人才移民全部被搁置。

此前有报道指出，来自中国的

4000份“杰出人才”移民申请材料，

在短时间内涌入移民局，以致移民局

的审批量大大增加，不得不暂停关于

EB-1 杰出人才移民的受理。同时被

暂停申请 EB-1杰出人才移民的国家

还有印度。

4000份材料让堵塞移民通道

职业移民第一类优先（First

Preference Employment Based Immi-

gration，简称 EB-1）又称“杰出人

才”移民，是美国职业类移民申

请。满足“杰出人才”标准的外籍

人士，不需要申请劳工证，就可以

直接申请移民并获得绿卡。而且，

申请人无论身在美国丶中国或其它

国家皆可申请。

满足“杰出人才”的标准，除了

在国际上获得大奖的人员外（比如运

动员、演员等），还包括在国际性刊

物发表过论文的教授和研究员以及一

些得到国际主流承认的跨国公司主管

或者经理。

最近 10 年来，作为第一优先的

“杰出人才”申请美国绿卡，是不用

排期的，基本申请就有，6到 12个月

就可以获得美国绿卡。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今年上半

年，最近有近 4000件 EB-1的申请涌

入了移民局，审批量大幅增加，以致

不得不暂停来自中国和印度的 EB-1

申请。

中国策略把后来者的路堵死

根据不少移民中介的经验介绍，

之所以 EB-1申请的人增加，是因为

不少中国移民改变策略，先申请L1，

然后再转EB-1C，缩短申请时间。不

少人尝到甜头后更多人使用这一捷

径，于是乎申请增加，移民局忙不过

来，出现排期！

据了解，在这个财政年度，

EB-1 签证只有 40135 个名额，任何

一个国家的申请者不能超过总额的

7%，也就是说，今年来自中国的申

请者已经超过了 2809 个，所以只能

暂停来自中国的申请。印度也不例

外。

10月份以后或重新开放

联邦政府的财政年度是从 10月 1

日开始的。也就是说，10 月 1 日开

始，可以再度受理 2809 个来自中国

的 EB-1申请。但是，目前不知道排

期的还剩多少个名额，而且越来越多

中国人提交 EB-1的申请，所以配额

估计很快会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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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澳洲现在

已成为国人移民的首选之

一啦，据说每 2分半钟就有

一个新移民产生，而中国

是其中最大的来源国。澳

洲之所以对想要移民的人

们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绝

对依赖于它超完美的社会

福利制度。今天小编就给

大家科普一下澳大利亚这

个国家的福利制度。

人的一生中重要的阶

段以及最需要帮助的时期

在澳洲都是可以得到保障

的哦，比如下面八种情况

就都是可以享受到政府给

予的福利的：

1:生孩子
每生一个孩子，妈妈

可得到 18 周的带薪产假，

每周$657,也就是总共$11826

的补助。而爸爸可以得到 2

周的带薪产假。在澳洲，

是爸爸和妈妈共同的事情！

2:养孩子
所有年收入低

于 5万澳元的家庭

或只有一方有收入

的家庭，在拥有孩

子后，每个孩子

13岁以下每 2周可

以获得 176澳元的

补助； 13-19 岁则

每2周获得230澳元的补助

3:孩子上中小学
澳洲实行 12 年的免费

义务教育，孩子从小学到高

中学费全免。

4:孩子上大学
孩子上大学，可以自

己申请政府无息贷款，等

毕业找到工作再还，找不

到或工资不够花就不用还

。（可惜现在拿绿卡的移

民无法享受，只有入籍才

可以）。学生在大学期间

每两周有$330 澳元学生津

贴。

5:失业
从成年到退休期间，

如果你想工作但就是找不

到工作，可以领取每两周约

$330澳元/人（约1550元人民

币）。同时只要你愿意“动

一动”，政府为了鼓励和

支持你再就业，给你“找

工作补贴”、“重头再来

补贴”。

6:家庭困难
只要你拿绿卡 2年，孩

子 6岁以下，如果你家庭资

产低于一定限额，收入低

于一定标准，每 2周发放约

$380 澳元的 Parenting Pay-

ment补贴。

7:生病
澳洲穷人生病不用交

一分钱，就可在公立医院

白吃白住加疗养，还有漂

亮的护士美眉悉心照顾，

而这份美好都是建立在强

制富人缴纳医疗保险的基

础上，这个澳洲人已享受

了几十年的全民医疗保健

计划 (Medicare)其实正是美

国总统奥巴马想在任内推

行却阻力重重，最终迫使

美国政府"关门"的东东。

8:老了
澳洲男 65 岁，女 60 岁

以上领取养老金。雇主要

按员工工资的 6%为其缴纳

养老金。一直没有工作但

在澳居住 10 年以上的老人

领取政府养老金。领取养

老金的居民在医疗、生活

缴费等方方面面还有福利

和减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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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6年9月21日 Wednesday, September 21, 2016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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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

High
way

8

Beechnut

玉佛寺

High
way

6

Syn
ott

We
stB

ranc
h.

Leader St.

Dair
yA

shfo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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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骨》：揭示世紀尋找之謎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战火中

丢失，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了

艰苦卓绝的寻找，一直到当代，仍

不知所踪。

邬江和崔国民积 32 年的沉潜

之功，于 2016年 7月推出了洋洋七

十余万言的长篇纪实小说《龙骨》，

填补了文学描绘的这一历史性空

白。既还原了“考古新发现”的历

史现场，又揭示出了“北京人头盖

骨”出土的前世今生。

崔国民先生曾任“北京人头盖

骨”寻找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任，

邬江先生也对“北京人头盖骨”丢

失事件的亲历者——著名考古学家

贾兰坡进行了长达 18 年的跟踪采

访。两位作者是事件的推动者、参

与者，因而有很强的“北京人”情

结。他们以自觉的使命担当，倾情

投入写作，以惊人的毅力，攀登了

三座“大山”，即：现场勘查和当

事人寻访之山，史料搜寻、积累和

爬梳之山，进入情境、准确描绘之

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在场”的

写作，其文本翔实、生动，既引人

入胜，又堪可信任。

小说之所以命名《龙骨》，其

一，是因为北京人遗址所在地史称

龙骨山，所以北京人头盖骨又别称

“龙骨”；其二，是寓示着小说的

写作，要既见事也见人，戮力呈现

出中国几代地质工作者和人民群众

在头盖骨挖掘、保护和寻找过程中

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前仆后继、

永不放弃的奋斗意志、民族气节和

爱国情怀，即龙骨精神。

《龙骨》分为上、下两册，

共 30章。以 1900年庚子事变，第

一个发现“龙骨”（甲骨文）的

大学士王懿荣的遇害为开场，展

开了中国考古纪实的百年画卷。

上世纪 30 年代，在北京周口店的

龙骨山，中国考古学家和亲华的

外国考古学者友好合作，几经波

折，终于挖掘出北京人遗址和北

京人头盖骨，既证明了北京周口

店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又

使中国的考古事业进入国际视

野，走到世界前沿。这之后，日

本和西方列强觊觎之心陡升，不

断向头盖骨伸出魔爪，终于随着

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五枚珍贵

的“北京人头盖骨”在太平洋上

神秘失踪。就这个过程，作者展

开了波澜壮阔、扣人心弦的叙

述—— 既记录了在考古新发现

中，几代中国考古学家不畏艰难

勇于拼搏、终有所

得的心路历程，也

记录了为了捍卫国

家珍贵的历史文

物，中国的爱国人

士不屈不挠、奋

勇捍卫、不惜牺牲

生命的爱国壮举。

同时也以考古活动

为背景，描绘了梁

启超、胡适、翁文

灏、裴文中、贾兰

坡、梁思成、梁思

永、李济等历史

人物在民族求存

图强中的历史作

为。

因而小说具有

复合品质，有多维

度的叙事功能——

在考古方面，

它记述了北京人遗

址和“北京人头盖

骨”挖掘出土的全

过程，是历史纪实。在人物刻画

方面，他依托当事人的行为轨迹和

个人回忆，有来路有成因，有力地

回答了为什么这里是“中国地质学

家的摇篮”的学术命题，因而是地

质学家的奋斗史、心灵史。在社会

学方面，它揭示了北京人遗址的

挖掘和“北京人头盖骨”的跨世

纪寻找，不是孤立的考古事件，

而是有着时代潮流、历史变革、

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的深刻支撑，

因而是有着变革史、爱国史的精

神图谱。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研究员、著名的考古学家徐光冀

所说：“崔国民、邬江两位先生的

这部历史考古小说，围绕‘北京

人’周口店遗址的发现的艰苦探

索历程及取得的丰硕成果，展开详

细描述。描写了从北洋军阀时期、

北伐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到新

中国成立后，周口店‘北京人’遗

址取得的成果。展现了从中国近代

考古学发端、发展至今近百年的历

史，讴歌了几代科学家艰苦奋斗的

成果以及丁文江、翁文灏、杨钟健、

裴文中、贾兰坡、李济、梁思永等

地质、古生物、古人类、考古学家

的功绩……

由于小说把叙事放在了中国

历史的大范围之内，甚至是世界

重大事件的背景下，因而有力地

证明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走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无比正

确的。”

这部小说，在写作手法上，纪

实与想象混搭，学术与情感交融，

集科学性、知识性、文献性、纪实

性、思想性和文学性为一炉，既有

严谨求实的学术论证，又有生动细

腻的细节描绘；既有丝丝入扣的理

性追问，又有激情澎湃的感情抒

发。

它是一部真正的中国故事，是

一部依托考古事件形象阐释中国精

神的爱国主义教材，它的出版，必

将激起广大读者寻幽探古、走进历

史现场，自觉地继承和弘扬祖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情，同时也

会抚昔鉴今，以强烈的民族自豪

感，珍爱历史，热爱祖国，勇于担

当，效丹心之劳。

長篇紀實文學
《五百年來一大千》出版發行

日前，著名作家邓贤推

出的自己历时四年多创作的

长篇纪实文学《五百年来一

大千》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发行。该书以国画大师张

大千的传奇经历为主线，讲

述了他复杂和充满争议的一

生。

在历史上，张大千留下

了很多“公案”，在大量的

相关作品中，他有很多面

孔，也牵涉到了民国画家群

的很多历史掌故。他曾被迫

落草为寇，消极遁世做过和

尚，又大量伪造古人名画，

乐做“雅贼”。他也曾面壁

敦煌，将敦煌壁画传诸世

界，同时又造成关于文物保

护和国家文物外流的争议；

他性格豪爽侠肝义胆，即使

造伪画也毫不隐晦自曝家

丑 ； 他曾被齐白石拒之门

外，又被徐悲鸿称为“五百

年来第一人”；他与毕加索

论画拍照，颇受礼遇；他睥

睨世俗，却曾献毛泽东“荷

花”，亦为蒋介石绘“松下

高士”；1949 年，他选择去

台，最终又远赴巴西定居。

他挥金如土，情爱无数；他

当土匪却乐做“雅贼”；他

做和尚却拒绝受戒；他执教

鞭又拂袖而去……因为人放

浪不羁，被傅雷评价为“江

湖义气，可慨可憎”。

张大千，几乎穷尽了一

个艺术天才人生传奇的方方

面面，也几乎穷尽了文人无

行的方方面面。他变成了纪

实文学界和传记文学界说不

尽的话题，挖不尽的富矿。

该书作者邓贤的母亲与

张大千女儿张心庆是同学，

她们都曾在四十年代的成都

华英女中和华美女中同窗就

读。邓贤母亲还曾见过画家

本人。邓贤姐弟亦与大千孙

辈为中学同窗并一道下乡插

队，邓贤的写作得到张氏后

人支持并从海外获得大量第

一手珍贵史料。

邓贤虽以“抗战作家”

闻名，但却是个资深的艺术

爱好者，为了写作该书，他

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深入钻

研有关国画与西画的技法技

巧和创作理论，系统研读中

国美术史和西方美术史，大

量研读古今中外最优秀的经

典美术作品。在书中，作家

关于张大千艺术与人生的得

失，关于中西绘画之比较，

关于中国长期存在的“画师

画”与“文人画”之争、关于

“画谱”与“色经”的关系，

以及中国近现代绘画的得失与

进退、“诗书画印”四艺同体

与绘画功能消解等等，都有极

为精辟而独到的见解。用邓贤

自己的话说，他要“给画画的

人写本教科书”。

邓贤秉持不溢美不隐

恶，不仰视不差评的创作态

度，熔艺术、人生、争议于

一炉，纳历史、画派、人物

成一体，用一个张大千，牵

出了书画界乃至整个文化界

的丰富话题，书写了一本或

许可以充当“话题终结者”

的张大千传，一个传奇画家

的“精彩”一生。

核心提示：《工厂男孩》是打工

文学创作的一项新成果，是一部深入

生活的扎根之作，是对东莞国际制造

业名城的一次生动记录。

东莞作家丁燕创作的纪实文学

作品《工厂男孩》出版后，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由东莞市

文联、樟木头镇人民政府主办，东

莞文学艺术院、樟木头镇文联承办，

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作

家第一村”、铁葫芦图书公司协办

的“东莞作家丁燕纪实文学《工厂

男孩》作品研讨会”于 7 月 23 日下

午，在樟木头镇政府成功举办。全

国著名评论家李建军、温远辉、邢

小利和东莞评论家等发表了各自对

《工厂男孩》的研读看法。

紀實文學《工廠男孩》
作品研討會東莞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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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