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中國城地王全新裝潢公寓，位於敦煌，陽光和王朝廣場旁，幾分
鐘可走路去中國城各個超市，銀行及餐廳！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272-8100

百
樂
公
寓

BB11

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商家名店

2017年2月3日 星期五
Friday, February 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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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糖城老字號粵菜館－皇寶樓
12月12日於敦煌廣場盛大開業
地址位於糖城鬧市區六公路與Dulles交叉口﹐
惠康超市商場的鄰街﹐
電話281-403-2222﹒
网址﹕www.kingbosugar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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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童年快樂童年》》追風少年追風少年 明晚明晚88時播出時播出

【VOA】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和
非洲裔美國人團體的代表在白宮
舉行一次“傾聽會”﹐啟動了“黑人
歷史月”活動﹐列出一系列處理非
洲裔美國社區和內城區面臨的問
題優先考慮方面﹒
川普在白宮的內閣室裏主持這次
會議﹒參與會議的人大多數都曾
幫忙過川普競選總統﹒川普提名
的住房與城市發展部部長人選
本·卡森也出席了會議﹒
在會談中﹐川普總統列出了一系

列在處理非洲裔美國社區和內城
區要面臨的問題時﹐他會優先考
慮的方面﹒
他說﹕“我們急需更好的學校﹒我
們需要更多的工作機會﹐需要好
得多的薪水﹒我們還需要為改進
內城區下更多的功夫﹒本·卡森
會大幹一番的﹒我們需要執法部
分來建立更安全的社區﹒我們會
讓社區變得安全﹐比現在好得
多﹒現在太糟糕了﹒”
來自克利夫蘭的達洛爾·斯科特

牧師也出席了這次會談﹐他一直
都很積極支持川普﹒
斯科特說﹐芝加哥街頭幫派團夥
的一個代表曾經來找過他﹐並說
他想要坐下來和川普政府的代表
談談街頭暴力的問題﹒
川普頻繁地把芝加哥的街頭暴力
作為一個例子來闡述自己所說的
美國內城區發生的“大屠殺”(car-
nage)﹒

美南電視介紹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會見非裔美國人代表川普會見非裔美國人代表 啟動啟動““黑人歷史月黑人歷史月””

內容介紹﹕美南國際電視網15.3台﹐娟子策劃擔綱主持的兒
童節目「快樂童年」﹐將在2月4日初八晚間8時將﹐播出「追
風少年」主題﹐延續春節氣氛﹐邀請擅長寫書法的9歲杜沙海
闊上節目揮毫﹐寫下「快樂童年」和符合節慶的「福」與「龍」
字﹐精彩內容﹐觀眾請準時收看﹒
播出時間﹕想看小朋友在節目上的精彩表演﹐本集播出時間
是2月4日晚上8點到8點半﹐2月8日周三上午9點半到10
點重播﹐每月兩次﹐隔周播出﹒精彩內容﹐敬請準時關注﹒
節目也誠招贊助商﹐歡迎有興趣的商家踴躍贊助支持﹒

【VOA】美國智庫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周三
公布一份評估報告﹐告誡新政府警惕中國
崛起﹐在未來的一段時間保證美國的全球
領導地位﹐並且在亞太地區采取前進防禦
的戰略﹒
這份名為“重樹前線——美國防禦戰略與
中國的崛起”的報告中表示﹐在亞太地區乃
至全球範圍內﹐重大的力量變化正在上
演﹒中國崛起給地緣政治帶來挑戰﹐而美
國及其盟友如何應對將對亞太及全球戰略
平衡產生重大影響﹒
報告指出﹐在歐洲﹑中東和東亞這三個重要
的關系到美國利益的地區﹐新政府應當將
東亞放在首位﹒這不僅僅因為那裏正在演
變成為全球經濟的中心﹐更是因為中國的
崛起所帶來的不確定因素﹒華盛頓仍然需
要依靠區域夥伴的幫助來制衡一個更加有
野心的中國﹒
報告中著墨分析中國不斷崛起的軍事能
力﹐並強調美國需要積極對任何可能的敵

意行為第一時間做出回應﹒其中指出﹐北
京目前正在提升其核武庫﹐改善常規部隊
的裝備﹐加強民兵組織並挑戰現行的區域
內力量平衡﹒對於美國來說﹐反介入和區
域拒止武器（A2/AD）對美國維持亞太地區
穩定的關鍵戰略目標構成重要挑戰﹒這些
武器包括先進潛艇﹑地對空導彈﹑反衛星武
器以及計算機網絡戰等武器和技術﹒
報告表示﹐為了應對中國日益精良的 A2/
AD系統﹐美國應當維持目前在亞太地區采
取的前進防禦戰略﹐特別是要建立陸基導
彈部隊﹐這樣一則可以給中國設置美國面
對的作戰難度﹐二來可以向美國的區域盟
友發出清楚的信號﹐表明美國不會撤離這
個地區﹒
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
公共政策研究機構﹐註重國家安全﹐國防計
劃與支出的研究﹒

美智庫諫言新政府美智庫諫言新政府﹕﹕將亞太防禦放在首位將亞太防禦放在首位

中國海軍益陽號導彈護衛艦靠岸美國海軍美波特港中國海軍益陽號導彈護衛艦靠岸美國海軍美波特港(( 美國之音方冰拍攝美國之音方冰拍攝))

川普總統在白宮會晤非洲裔美國人代表川普總統在白宮會晤非洲裔美國人代表﹐﹐啟動啟動““黑人歷史月黑人歷史月””活動活動﹒（﹒（20172017年年22月月11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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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第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暨國際藝術節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Festival)將
於2月4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場舉辦，規模
多元盛大，現場超過50個展攤，舞台活動也多達33個，豐富精
彩，活動免費入場，歡迎民眾踴躍參加，抽獎贏大獎。

有著 「規模最盛大的亞裔新年慶典」(The Largest Asian New
Year Celebration)美譽，每年都受到眾多當地機構和商家贊助，獲
得社區一致好評。今年美南新年園遊會將搭配第51屆超級盃美
式足球賽(Super Bowl)，並且加入更多藝術文化表演元素，更名
為 「國際藝術節」，以國際性的歌舞文化表演，一起慶祝農曆春
節，整個各族裔社區全員動員，比以往更加倍盛大。

今年展攤多元豐富，不僅各國美食攤位超過11個，其他更
有手工藝品、國際服飾、生活用品和資訊互動攤位等，33個表演
節目也精彩絕倫，舞台表演分為兩大區塊，分為中華文化與國際
兩大性質，目前舞台表演節目大致定案，約有33個精彩歌舞文
化與時尚秀演出，包括舞龍舞獅、護旗儀式、開場舞、菲律賓竹
舞、少林功夫組合、傣族舞蹈、Rocko's表演、弦樂合奏、兒童
舞、民樂合奏、旗袍舞、越南功夫、印度巴基斯坦傳統舞蹈、辣
媽走秀、女聲獨唱、藏族舞蹈、時裝炫秀、南美舞蹈、陳氏太極
表演、傘舞、街舞、印尼舞蹈、漢族斗笠舞、草原歌曲聯唱、韓
國傳動舞蹈、巴西森巴舞、魔術表演、芭雷舞、沈敏生舞蹈學校
、廣場舞。

每位民眾可憑票免費入場
，在入口處剪票後，可享百佳2
元購物折價，最重要的是，即
日起，民眾需在當天先關注微
信公眾號(微信ID:today-ameri-
ca)，才能參加抽獎，凡關注今
日美南微信公眾號都將自動參
加抽獎。獎品豐富如下：

SUN TV 贊助 SUN TV 電
視盒(2個)、美南新聞傳媒集團
贊助豪華時尚折疊燒烤爐(4個)
、金百利修車廠贊助的高級紅
酒(12 瓶)、五邑同鄉會會長戴
慧怡贊助的500元現金 (現金將
會被分為38個價值不等的紅包，最大內含100元，最小內含5元)
、夢河視覺藝術贊助 「大鬧天竺」電影票6張(將抽取3個人，每
人2張)、HEB第8號店花鋪贊助大盆蘭花(1個)，另外，長榮航空
公司(EVA Air)還將送出一份神秘大禮，當天揭曉。

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舉辦的新年園遊會暨國際藝術節已走過20
個年頭，從Alief Amity Park到市政府前廣場，今年在回到自己主
場，每年都吸引成千上萬遊客前來參加，熱鬧歡聚一堂，這次加
入超級盃元素，歡迎一起感受年節氣氛。

國際藝術節春節園遊會好禮大方送

今日美南微信號關注可參加今日美南微信號關注可參加
抽獎抽獎。。

國際藝術節海報國際藝術節海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網15.3台，娟子
策劃擔綱主持的兒童節目 「快樂童年」，將在2月4日初八晚間8
時將，播出 「追風少年」主題，延續春節氣氛，邀請擅長寫書法
的 9 歲杜沙海闊上節目揮毫，寫下 「快樂童年」和符合節慶的

「福」與 「龍」字，精彩內容，觀眾請準時收看。
延續過年氣氛，給休士頓的孩子們在春節期間帶來精彩的兒

童節目，快樂童年邀請曾得過全國兒童舞蹈大賽金獎，多才多藝
，對學習書法有高度興趣的杜沙海闊，在媽媽的教導下，每天堅

持固定兩小時練習書法，寫下
「僑胞之家」四個大字，並在節

目上揮毫潑墨寫下 「快樂童年」
，並祝賀兒童節目觀眾，寫了大
大的 「福」和 「龍」，希望大家
新年好運順利，主持人娟子也盛
讚他小小年紀滿懷大志，運筆充
滿力量，祝福他有自己的快樂童
年，本集還有另兩位李昊月、邊
韋溪一起參與錄影，給觀眾拜晚
年。

有興趣的觀眾，想看小朋友在
節目上的精彩表演，本集播出時
間是2月4日晚上8點到8點半，2
月8日周三上午9點半到10點重播
，每月兩次，隔周播出。精彩內
容，敬請準時關注。節目也誠招
贊助商，歡迎有興趣的商家踴躍
冠名贊助支持。

快樂童年追風少年揮毫 給觀眾拜晚年

節目合影節目合影。。((娟子提供娟子提供)) 杜沙海闊杜沙海闊((左左))認真揮毫中認真揮毫中。。((娟子提供娟子提供))
杜沙海闊杜沙海闊((左左))拿著揮毫寫下的快樂童年拿著揮毫寫下的快樂童年，，右為主持人娟子右為主持人娟子。。((
娟子提供娟子提供))

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暨國際藝術節（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Festival）將於 2
月4日（這週六）上午10點至下午5點在美南新聞
大樓廣場舉辦，屆時將有功夫表演、舞獅、傳統
中國藝術、巴西舞蹈、越南武術、魔術、時裝秀
等多種表演，還有豐富的各國年節小吃和抽獎活
動，歡迎廣大民眾積極參與。

即日起，凡關註今日美南微信公眾號（微信
ID:today-america）的朋友都將自動參與抽獎，獲
獎名單將於2月6日（下週一）於本微信號公佈。
具體獎品如下：

SUN TV贊助的SUN TV電視盒（2個）
美南傳媒集團贊助的豪華時尚折疊燒烤爐（4

個）
金百利修車廠贊助的高級紅酒（12瓶）
五邑同鄉會戴慧怡會長贊助的500美元現金。 （現

金將會被分為38個價值不等的紅包，最大內含100美元,
最小內含5美元。）

夢河視覺藝術贊助的《大鬧天竺》電影票 6 張。
（將抽取3個人，每人2張。）

H． E． B．第8號店花鋪贊助的大盆蘭花（1個）
長榮航空公司（EVA）還將送出一份神秘大禮。大

禮只有到2月4日園遊會那天才會揭曉，敬請期待哦！

除此之外，凡進場便會獲得免費門票一張，門票自
帶百佳超市Coupon $2,但需當場打孔後才生效哦。

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舉辦的新年園遊會暨國際藝術節
已走過20個年頭，從埃麗芙公園到休斯頓市政府廣場，
再到今年回到我們自己的場地，每年都吸引眾多遊客前
來參加，熱熱鬧鬧歡聚一堂。下面是部分往期園遊會的
照片，帶大家先感受下氛圍，預熱一把!

今年將會更加精彩，不容錯過哦！

2121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獎品公佈及往期回顧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獎品公佈及往期回顧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訂
於 2017 年 3 月 25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假
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 【University of Hous-
ton – Downtown, 地 址: One Main Street,
Suite GSB311 (3F, Girard Street Building),
Houston, TX 77002】 舉辦 2017 年休士頓電
腦化華語文能力測驗 (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簡稱TOCFL」。

為對應 「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
同參考架構 (CEFR)」，華語測驗共分為三
等六級。三等分別為入門基礎級、進階高階
級及流利精通級，而每一等又可再依據測驗
成績細分為兩級，分別為入門級、基礎級、
進階級、高階級、流利級、精通級，共六級
。依據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 公布

關於中文預修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
ture)的課程說明，學生接受AP課程結束後的
程度，接近全美外語教學協會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CTFL) 語 言 能 力 指 標 (Proficiency Guide-
lines) 的中高級程度(Intermediate high)，對應
於華語測驗考試進階級(Level 3)。意即若學
生能通過華語測驗的進階級，其程度相當於
可通過中文AP考試。請參閱對照表。

華語文能力測驗採用線上報名及電腦化
施測。測驗分有正體與簡體版本，全程使用
電腦作答，無須手寫文字。測驗完畢螢幕可
立即顯示測驗成績。通過測驗者將獲頒華語
文能力證明書，可做為申請 「臺灣獎學金」
與 「教育部華語獎學金」等語文能力證明用

途，具有就學及就業優勢。亦可以做為中文
AP考試的模擬測驗。歡迎大休士頓地區想瞭
解自己華語文能力者報名參加。

休士頓地區華語能力測驗報名費為40元
，為推廣正體字，報考正體字版本的考生可
享優惠價30元。報名日期自2017年2月1日
至 2 月 25 日止。請至線上報名網站: https://
usa.sc-top.org.tw/ 註冊並列印出報名表，於
本年2月28日前將報名表及報名費支票（支
票抬頭為Education Division, TECO in Hous-
ton）郵寄達休士頓臺北經文處教育組：11
Greenway Plaza, Suite 2012, Houston, TX
77046。請務必於本年2月28日前繳費方完成
報名手續。考生可自行上華測會網站瞭解各
報 考 等 級 所 需 字 彙 （ 網 址 ： http://www.
sc-top.org.tw），或進行線上模擬試題測試
。有意辦理團體考試的各機構，歡迎以電郵
houcul@houstoncul.org 或電話 713-840-3854
與駐休士頓教育組連絡。

2017休士頓地區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 開始接受報名！

由中國旅美專家協會 - 法律分會主辦的特邀律師與您
面對面：談知識產權講座將於2月4日在休市舉辦，歡迎大
中小型企業高管、技術研發人員，創業創新人才出席講座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
法律分會特邀律師與您面對面：談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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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士 頓 中 華 學 人 聯 誼 會
(Chinese Professional Club) 將於二
零一七年 三月四日 (週六) 假座休
士頓市 The Royal Sonesta Hotel,
舉行第六十三屆獎學金頒獎典禮
。晚會將於下午六時半開始雞尾
酒會。晚宴將於七時開始。當晚
有傳统舞獅, 學生才藝表演, 抽獎
, 頒發獎學金 及表揚獎項。

中華學人聯誼會成立於一九
五零年, 一向以 “專業”, “社區
服務” 和 “聯誼” 為宗旨。自
一九五三年開始, 頒發獎學金給
大休士頓地區的高中應屆畢業生
。到目前為止, 已頒發出四百多
名獎學及助學金。獎金的總數已
超越四十五萬元。今屆將會頒發
十五個學術及助學獎學金, 總額

達三萬五千元 。
中華學人聯誼會現任主席是

陳德萊先生 (Mr. Terry Chen) 。
餐會主席及副主席是陳美仙女士
(Ms. Faye Chin) 和 江 麗 梨 女 士
(Ms. Peggy Lum)。 大 會 司 儀 是
(Ms. Rogene Gee Calvert) 。

是晚大會除頒發2017年度獎
學金及助學金外, 亦會表揚多位
熱心社區公益的企業及人士, 包
括:

Titian Management 獲頒“企
業 影 響 獎 ” (Corporate Impact
Award);

蔡宜忠先生及夫人 獲頒“金
榜 服 務 獎 ” (Golden Service
Award);

Mrs. Judy Gee Chung 獲 頒

“社區服務獎”(Community Ser-
vice Award) 。
餐桌贊助(每桌 10人):
黄金桌 (Gold Level Table) $5,000;
白 銀 桌 (Silver Level Table) $2,
500;
青 銅 桌 (Bronze Level Table) $1,
500;
中華學人聯誼會之友 (Supporters
Level Table) $1,000;
個人餐券 (Individual Ticket) $125
。
有興趣参加人仕, 請以電郵聯絡:
Mrs. Faye Chin: fayejchin@gmail.
com 或 Mrs. Peggy Lum: peggy-
lum@aol.com

休士頓中華學人聯誼會 (Chinese Professional Club)
第六十三屆獎學金頒獎典禮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互聯網的盛行加速
了網絡銷售趨勢，取代了傳統百貨公司的銷售
。美國互聯網銷售公司正以免費送貨策略競爭
來抓住零售市場。 許多大型百貨公司，包括梅
西，西爾斯和許多其他舊時尚商店被迫關閉其
在美國的分支機構。出於這樣的原因， 美國肯
塔基州(Kentucky)官員已經確認，亞馬遜將投資
14.9億美元在該州建立一座航空貨運中心。 將
來，亞馬遜很可能直接與聯合包裹服務公司
(UPS)和聯邦快遞(FedEx)展開競爭。

根據報告，為了加快運輸效率，以及在節
日期間支援貨物伙伴，解決貨運負擔; 亞馬遜已
同意從肯塔基州辛辛那提/北肯塔基國際機場
(Cincinnati/Northern Kentucky International Air-
port)租用約 900 英畝的土地，租期 50 年建立其

航空貨運中心。亞馬遜將從當地政府獲得4000
萬美元的稅收激勵。亞馬遜表示，該航空貨運
中心正式落成后，將創造2000多個就業機會。
全球最大的物流中轉中心 UPS 世界港和 FedEx
最大的包裹分檢中心均設在肯塔基州境內。亞
馬遜此舉將減少對 UPS 和 FedEx 等傳統貨運巨
頭的依賴，將成為他們的直接競爭對手。亞馬
遜去年曾與兩家航空公司達成協議，租賃40架
專用貨機，以增強其貨運能力，其中16架飛機
已經交付並投入使用。

同時，這一決定使沃爾瑪作出了重大決定
：沃爾瑪放棄了與亞馬遜競爭的會員項目，轉
而提供免費的兩日送達服務。從現在開始，沃
爾瑪為不低於35美元的訂單提供免費的兩日送
達服務，參與這項服務的商品超過200萬件，主

要集中在最受消費者歡迎的嬰兒產品、食品、
寵物產品、美妝產品和電子產品上。所有的沃
爾瑪顧客都可以享受這項服務，不需要任何額
外費用或注冊會員。

與沃爾瑪相比，亞馬遜只對Prime會員提供
免費的兩日送達服務，每年的會費是99美元。
但是亞馬遜Prime會員計劃還包括了許多增值服
務，其中包括，供Prime會員收看的在綫電影、
電視劇和亞馬遜自製節目; 所有在亞馬遜上的消
費都能得到 5%的返現，Prime 會員還可以免費
下載部分電子書。

免費兩日送達是非常昂貴的服務，提供這
項服務將會擠壓零售商的利潤空間。但沃爾瑪
不會提高價格來抵消這項新服務的成本。“這
個服務完全不會影響我們的定價。事實上，我

們還打算在定價方面更加讓消費者滿意”。沃
爾瑪電商正在以初創企業般的勢頭快速前進。
沃爾瑪未來的變革都將着力於幫消費者節省時
間和金錢。沃爾瑪電商組建了高度以消費者為
中心的領導團隊和組織結構，力量集中在“調
用獨特的資本和網絡”來以沃爾瑪獨特的方式
服務消費者。

沃爾瑪收購Jet.com的意圖是幫助加速發展
沃爾瑪的在綫銷售。目前沃爾瑪的在綫銷售遠
不及亞馬遜，而且增長的速度連續減緩八個季
度。2016年，沃爾瑪開展了網上下單實體店免
費取貨的服務，幫助Walmart.com的銷售在第三
季度提升20.6%，回到正軌。

亞馬遜在肯塔基州投資15億元 建航空貨運中心解決貨運負擔
沃爾瑪推免費兩日送達服務集中力量發展沃爾瑪在美的在綫銷售

為拓展學生國際視野，深入了解異國文化，培育具國家認同
、國際素養、全球競合力及責任感的國際化人才，屏東縣立東港
高中師生一行19人在郝靜宜校長率領之下，於2017年2月1日深
夜抵達休士頓喬治布希國際機場。計畫與德州福遍郡姊妹校佛斯
特高中(Forster High School)進行為期2週的教育交流活動。佛斯
特高中齊平(Gerard Kipping)校長、麥道威(Leslie Lynn McDowell)
副校長，以及全力促成這項交流的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周慧宜
組長、鍾慧秘書都親自到機場迎接，東港高中師生馬上感受到歡
迎的熱情。

這項教育交流計畫源自於2015年4月，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
組安排協助德州福遍郡拉瑪聯合獨立學區（Lamar Consolidated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總監藍道
博 士 （Dr. Thomas
Randle）訪問臺灣
，與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簽署教育合作備忘錄，經教育組持續追蹤
聯繫，雙方選定佛斯特高中（Foster High School）及東港高中作
為雙邊教育交流的姐妹學校。拉瑪學區主管中學教育的赫克
(Leslie Jo Haack)主任也在去(2016)年9月專程拜訪東港高中，親自
研商合作細節。

東港高中15名學生在到訪德州之前，便透過社群媒體與佛
斯特高中接待家庭展開聯繫。學生對於即將見面、共同參與高中

課程，充滿期待。此行接待家庭將提供東港高中學生住宿及交通
協助，並介紹德州特色，如：農莊生活、牛仔文化、太空中心及
休士頓運動、石油、醫療等產業。由於時值農曆春節期間，接待
家庭也藉此機會與東港高中學生深入瞭解台灣年節習俗文化。這
項教育交流深具意義，並將持續推廣，預計喬治農莊高中
(George Ranch High School)在明(2018)年1月間將加入佛斯特高中
行列，共同組團前往屏東縣東港高中訪問。

東港高中夜抵休士頓機場倍感歡迎熱情東港高中夜抵休士頓機場倍感歡迎熱情

右一右一::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周慧宜組長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右二右二：：東港高中陳貞吟秘書東港高中陳貞吟秘書、、左四左四：：佛佛
斯特高中麥道威斯特高中麥道威(Leslie Lynn McDowell)(Leslie Lynn McDowell)副校長副校長、、左五左五：：東港高中郝靜宜校長東港高中郝靜宜校長、、後後
排中立排中立：：佛斯特高中齊平佛斯特高中齊平(Gerard Kipping)(Gerard Kipping)校長校長

（今日美國記者陳松/休斯頓報道）準備好了嗎？最
大的Performance Party在休斯頓即將開始了！Nomadic夜
總會即將在休斯頓拉開帷幕。為迎接第51屆超級碗杯在
休斯頓隆重舉行，展現樂音的魅力，Nomadic夜總會正
式開業將在2月2日晚7時在休斯頓的市中心舉辦。目前
，所有的工作人員正在夜以繼日的加班搭建舞台、燈光
、音響設備。屆時，這個地方將會聚集大批的音樂愛好
者。Sam Hunt 和 Chain Smoker 也已經準備好了到時來現
場表演。

Nomadic Club主辦方也宣佈此次盛會將邀請到了一
批世界頂級的表演精英。承辦方娛樂公司也表示：星期
二的晚上 Sam Hunt 和 Chain Smoker 將會到場演出。
Club Nomadic 已經在倒計時波不急待的等待超級杯的到

來，並且在各大主要媒體發佈了演出的時間安排表。另
外一名著名的音樂人Bruno Mars 將會在2月3日參加演出
，Taylor Swift 將在2月4日參加演出。

同時，夜總會的主辦方也發佈了一些參加觀看演出
的觀眾的衣服著裝的一些嚴格的規定：請來賓穿著時尚
高雅的衣著，不允許穿著運動裝、T恤衫、短褲、帶有
冒犯語言logo的服飾。

此次的演出盛宴估計將會有90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
遊客參加。

售票工作已經開始了，請登錄：www.Ticketmaster.
com 前往購票。演出地址：2121 Edwards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07.

為迎接第51屆超級碗杯橄欖球賽
頂級夜總會Nomadic在市中心盛大開幕

夜總會世界頂級的音響設備夜總會世界頂級的音響設備（（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邀請世界頂級的邀請世界頂級的DJDJ調音大師為來賓表演調音大師為來賓表演（（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著名的歌手為來賓獻藝著名的歌手為來賓獻藝（（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夜總會二樓貴賓區域夜總會二樓貴賓區域（（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工作人員在緊張的安裝演出燈光工作人員在緊張的安裝演出燈光（（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著名的歌手為來賓獻藝著名的歌手為來賓獻藝--22（（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夜總會演出現場舞台外景夜總會演出現場舞台外景（（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著名的歌手為來賓獻藝著名的歌手為來賓獻藝--11（（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BB55廣 告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598

惠康超市

頂
好
超
市

王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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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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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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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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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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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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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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休城工商

《文化中國 華星閃耀》休斯頓 2017 春節慶典
在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成功舉行

《文化中國 華星閃耀》休斯頓春節慶典於
2017 年農歷正月初一在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成功
舉辦，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
及夫人，趙宇敏副總領事等出席了活動，並代
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全體同仁，向所有華人
華僑、中國留學生、中資機構人員以及國際友
好人仕們致以最誠摯的問候和最良好的祝願！
祝願中美關系在 2017 得到健康穩定的發展，
祝願朋友們在新的一年裏取得更大的成就。

 為了弘揚中華文化， 促進中美人文交
流，休斯頓華星藝術團（Huaxing Arts Group 
Houston） 與 亞 洲 協 會 德 州 中 心（The 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 ) 聯合舉辦一場以民俗節
慶、傳統文化為主體，集觀賞、參與、體驗為
一體的文化展演活動 -《文化中國 華星閃耀》
休斯頓 2017 春節慶典。這是全球華星藝術團
以春節節慶為契機，發揮本土資源優勢，從不
同國家，以各種規模和形式在春節期間以《文
化中國•華星閃耀》同一品牌開展的系列中華

文化傳播活動之一，旨在通過豐富多彩的中華
文化打開在美各族裔了解中國的窗口，增進中
美之間的友誼。慶典活動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得
到了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和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
的高度贊賞和大力支持。

大年初一的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張燈結彩，
熱鬧非凡。紅紅的燈籠，喜慶的窗花，五彩的
花傘，和噴泉池中的朵朵蓮花將濃濃的中國
“年味兒”帶到了休斯頓市區。來自世界不同
的國家，不同的民族的美國觀眾， 偕老攜幼，
興致勃勃地觀看了精彩文藝演出，玩手絹，剪
窗花，體驗中國傳統節慶文化。

休斯頓華星藝術團帶來的主題為《中國
風》的精品文藝表演，包括《紅燈籠》，《孔
雀飛來》，《月下長情》，民樂聯奏 -《中國
風情》，《走在山水間》，《酥油飄香》等精
彩節目深受歡迎。 觀眾在優雅多姿的舞蹈和
各種竹制樂器演奏的美妙樂聲中領略中國各地

風情。文藝演出結束後，李強民總領事攜夫人
為全體參加春節慶典活動的孩子們送上新年紅
包和祝福。來自多個亞洲國家的僑團也帶來各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大使及夫人 趙宇敏副總領事和亞洲協會負責人祝賀《文化中國 華星閃
耀》休斯頓 2017 春節慶典成功舉辦。

具特色的春節風俗，休斯頓的各族裔社團代
表、駐休斯頓使節，和數以千記的各族裔家庭
在這裏共度農歷新春佳節。

漢族舞蹈 - 紅燈籠 傣族舞蹈 - 孔雀飛來

壯族舞蹈 - 走在山水間

李強民總領事攜夫人為孩子們發紅包 送祝福

獨舞 - 月下長情 藏族舞蹈 - 酥油飄香 民族器樂聯奏 - 中國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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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佛教會玉佛寺周日舉行農曆丁酉年 
新春團拜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 菩提合唱團」 在法會上演唱「 摩尼珠」 ，「 晨」。

玉佛寺兒童佛學班演唱「 心經 」。

出席團拜的法師們一字排開，向大眾賀年。

圖為出席貴賓國會議員 Al Green 代表譚秋晴女
士（ 右二 ） 贈送祝賀文告，由玉佛寺宏意法
師（ 左二 ） 代表接受，旁為與會貴賓張文華
法官（ 右一），及德州州議員吳元之（ Gene 
Wu )( 左一 ）

美國國會眾議員席拉 ‧ 傑克森 ‧ 李的顧問兼
代表羅玲女士（ 右 ）帶來賀狀，由「 德州佛
教會」 會長淨海法師（ 左 ）代表接受。

最後，由法師向與會者逐一分發紅包。

上千位信眾出席新春團拜法會。 上千位信眾出席法會，現場客滿，座無虛席。

金冠海鮮酒家慶祝開業一周年，
雙龍蝦每盤折扣十元，每桌限一盤

【全旅假期獨家】中國東方快車
外賓豪華專列 --- 絲綢之路！

2009 年國際豪華火車旅遊者協會（IRT）公佈
了全球 25 條最佳火車旅遊線路，中國東方快車（又
稱香格裏拉號）名列第十位。上榜者必須符合服務、
食宿、風景、線路、旅遊者體驗等眾多苛求標準，
所以極具參考性。

中國東方快車——絲綢之路將帶您遊覽：
→西 安：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絲路起點，

盡顯大唐風韻。
→寶 雞：世界第九大奇跡——東漢古剎法門寺

及地宮中“釋迦牟尼佛指骨”舍利。
→天 水：中國四大石窟之 - 麥積山石窟，海內

外華人尋根問祖的聖地。
→嘉峪關：世界八奇跡之一萬裏長城的西起點。
→敦 煌：始建於前秦時期的莫高窟，被譽為“20 

世紀最有價值的發現”。
→吐魯番：世界聞名的葡萄和瓜果之鄉。
→烏魯木齊：世界上離海洋最遠的城市，西域

古國經濟文化重鎮。

電話：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 美南銀行後棟大樓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 chinatourus

( 本報記者  秦鴻鈞 ) 已於前年底開幕的「 
金冠海鮮酒家 」為了慶祝開業一周年，特舉
辦「 龍蝦大優惠」，凡在該店惠顧四十元，
即可享用十元雙龍蝦折扣，原價 $26.99 元減至
$16.99 元，每桌限一碟。

「金冠海鮮酒家」，經過近一年多來的努
力，磨合，生意愈來愈好，每至周末和佳節
午，晚餐時間，更是高朋滿座，大排長龍。「 
金冠海鮮酒家」為答謝各界，於日前新推出二
項特價海鮮：1，德州生蠔（蒜蓉或豉汁 ），

半打 $11.99 元，一打 $21.99 元，2，維吉尼亞
紅蟹（ 蒜蓉蒸或沙茶粉絲煲 ），每客 $9.99 
元，以及「 金冠」 最著名的特價雙龍蝦，一
個 Order 是 $26.99 元，過去第二盤就要恢復原
價，如今特價期間，不論你買多少個「 特價
雙龍蝦」 ，一律給予每個order 都是$26.99 元，
這對大量來買外賣（To go ) 的客人是天大的
好消息。

「金冠海鮮酒家」以港式粵菜為主，其七
天茶巿，週一至週四上午十一時至晚間十時，
週五、六上午十時半至晚間十一時，週日上午
十一時半至晚間十時。同時間七天供應特價午
餐（年節、假日除外）每道菜 6.25 元起，包
括貴妃雞、涼瓜牛肉、椒鹽排骨、京都焗肉排、
沙律合桃蝦球、干煸四季豆，干炒牛河、星洲
炒米、鴨絲煎麵……等粵菜。

另「金冠」在午、晚間還推出名師特色菜、
包括： 「頭抬」炸蝦丸、涼拌海蜇絲、佛山
札蹄、玉龍卷、酥炸鵪鶉……等，其特色菜包
括：紅燒乳鴿、北京片皮鴨、明爐烤鴨、金冠
貴妃雞、中式牛柳、蜜椒牛仔骨、椒鹽焗排骨、
蘭遠滑牛肉，脆皮炸大腸、清蒸游水魚、焗龍

蝦、薑椒焗大蟹、雙耳扒海參、九層塔炒蜆、
XO 小炒王、雙菇玉子豆腐、鐵板黑椒牛柳、
蟹肉扒豆苗、馬拉盞 A 菜……等一百廿餘種拿
手菜，任憑您點，沒有做不出來的菜色。

「金冠海鮮酒家」佔地寬敝，停車位多，
省卻了您吃飯找停車位的煩惱，內部場地寬
敞，佔地一萬一千呎，使在這裡吃飯成為莫大
的享受，該酒家還設有屏風，如果是團體訂
餐，可以屏風隔開，保持隱私。

「金冠海鮮酒家」從老闆、經理、到所有
服務人員，都招待周到，以客為尊，無論添酒
加茶，照顧的無為不至，使您在這裡用餐，有
「賓至如歸」之感。

佳節期間， 「金冠海鮮酒家」已備妥了各
項名菜餉客，也歡迎外賣（TO GO），他們
已備好各式菜餚，歡迎電話點菜，拿了就走，
作家庭 Party 或公司 Party 使用。

「 金冠海鮮酒家」 地址：10796 Bellaire 
Blvd.Suite C, Houston TX 77072 , 電話：（281）
575- 1768，Fax:(281) 575- 1763

十分榮幸萬分激動美南日報在 2017 年春節特刊上報道了“中國國際報告文
學研究會”經四選五審選中國少林六合門掌門人、“少林秘功”創始人李國忠大
師為即將出版的“踐行者——時代楷模”大型紀實書籍的封面人物及名譽顧問，
這是對本人的鼓勵和鞭策。中國的中醫藥學為我中華兒女繁衍生息作出了不可
磨滅的貢獻，也是我中華兒女健康的重要保障。一滴滴熬出來的藥湯，一粒粒
幽香的藥丸，一片片奇特的膏藥都造就了中華醫藥的神奇。我只是和你們一樣
是其中的一員。為不負眾望，為了擴大“少林秘功”的宣傳決定在春節年初六、
年初七（2 月 2 號、3 號）兩天的上午九點到下午六點全天為各階層人士忠心服
務，希望病者和向往健康長壽的人士踴躍前來參加，體會一下“少林秘功”的
神奇效果。請事先來電預約，聯系手機：832-757-3787

“少林秘功”對您的操作，完全是在不服藥物、不註射針劑、不開刀、不使
用針灸的前提下，完成康復的目的。李國忠頓首

2017 年 1 月 29 日星期日

中國少林六合門掌門人
“少林秘功＂創始人李國忠

大師舉行義診
僅 2 月 2 日、3 日（年初六、初七）

兩整天， 機會難得，莫失良機

10 天暢遊西安—寶雞—天水—嘉峪關—敦煌—吐魯番—烏魯木齊！
全程 5 星級豪華住宿，讓您免受風塵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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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2017年新年伊始，中國

便頻繁遭遇“雙反”（反傾銷、反補

貼）措施。中國商務部近來接連發

聲，反對美、歐等對華貿易保護主義

舉措。

歐盟委員會對原產於中國的不銹

鋼管件產品做出反傾銷調查終裁，決

定實施為期5年的反傾銷措施。中國

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局長王賀軍就

此發表談話，“對歐委會裁定高稅率

的方法和決定嚴重質疑”，並表示

“對歐盟在鋼鐵領域表現出的貿易保

護主義傾向高度關註”。

這是三天內中國商務部第三次

對貿易保護主義提出抗議，也是

2017 年 1 月第六次就“雙反”案件

發表談話。

王賀軍分別就歐盟延長對華鋁輪轂

反傾銷措施和美國卡客車輪胎反傾銷反

補貼調查終裁披露發表針對性談話。

在上述兩宗案件中，歐委會決定

對華鋁輪轂有關反傾銷措施實施期限

延長5年，反傾銷稅率維持原來22.3%

的水平；美國商務部對華卡客車輪胎

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作出的終裁認

定：反傾銷稅率為9%和22.57%，反補

貼稅率為38.61%、52.04%和65.46%。

在之前的1月9日、1月13日和1

月20日，中國商務部還分別就美國對

華雙向土工格柵反傾銷反補貼終裁、

美國在世貿組織起訴中國對原鋁相關

補貼措施、美國對華非晶織物等三起

反傾銷反補貼調查終裁發表談話。

普遍認為，隨著美國在全球化問

題上態度的轉變和逆全球化趨勢的進

壹步蔓延，貿易保護主義或將成為

2017年全球經濟的最大風險。在本月

早些時候舉行的達沃斯論壇上，包括

中國在內的諸多國家的領導人和商

界、學界人士都表達了對貿易保護主

義卷土重來的擔憂。

中國是近年全球遭遇“雙反”措

施最多的國家。2016年年中，中國商

務部表示，中國已連續21年成為全球

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連續10

年成為全球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

家。從開年來看，2017年，中國可能

仍會是貿易救濟調查的主要目標國。

記者查閱中國商務部貿易救濟調

查局官網，1月以來，僅該網頁上公

布的就有多達近十起貿易救濟調查相

關案件，包括美國對華液晶電子手寫

板、弓形刀片箭頭產品以及籃板組件

和產品提起的三起337調查申請；美

國商務部就非晶織物、普碳與合金鋼

板和硫酸銨三起對華反傾銷和反補貼

調查做出終裁；澳大利亞對華合金鋼

圓棒材發起反傾銷調查；印度對自中

國進口的聚酯或玻璃纖維土工格柵等

發起的四起反傾銷日落復審調查等。

中國商務部在上述壹系列談話中

認為，美、歐等在調查中無視中國企

業的積極配合及提交的事實材料和合

理抗辯意見，繼續使用不公平、不合

理的“替代國”方法，裁出高額稅率，

嚴重損害了中國企業利益。

中國政府希望美、歐履行反對貿

易保護主義的承諾，審慎、合理和有

節制地采取貿易救濟措施，切實維護

開放與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中方並

表示，針對美、歐有違世貿組織規則

的錯誤做法，中方將采取必要措施，

維護企業公平權利。

2016年12月12日，中國商務部就

美國、歐盟對華反傾銷“替代國”做

法提出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下的磋

商請求，正式啟動世貿組織爭端解決

程序，捍衛自身權益。

微信、支付寶今年無“紅包大戰” 望換親情陪伴
綜合報導 據報道，自 2014 年開始，用手機

搶紅包如同除夕看春晚壹樣，變成了春節的新年

俗。微信紅包和支付寶紅包在春節期間激戰三

年，騰訊和阿裏巴巴兩家互聯網企業短兵相接、

競爭愈演愈烈的同時，春節紅包新玩法也不斷推

陳出新。

不過，2017 年，微信和支付寶異口同聲地

表示，今年沒有“紅包大戰”！微信方面首先

宣布取消今年的春節紅包營銷，理由是春節搖

紅包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而支付寶方面則推

出了春節“AR實景紅包”，也表示希望更多地

與家人互動。沒有紅包大戰的春節，能否換來

親情陪伴？

來自安徽六安的壹對父子，上高二的李方

宇教爸爸李勇玩“AR 實景紅包”。捉迷藏壹

樣的藏紅包、找紅包讓這個五口之家其樂融

融，李方宇的媽媽高紅在壹旁做年夜飯也跟

著笑出了聲，“去年年三十，壹大桌子人吃

飯都在忙著搶紅包，像我們還能去湊個熱

鬧，但是家裏還有老人，他們哪懂這些，就

幹巴巴看著小孩們玩，今早他起來就跑到他

奶奶房間藏紅包要我們找，還帶著他奶奶壹

塊玩。奶奶好高興。”

支付寶推出的“AR實景紅包”，在支付寶

“紅包”上選擇“AR實景紅包”，再選擇“藏紅

包”，設置完位置、線索圖、領取人後，就能生成

實景紅包。領紅包時用戶只要走到離紅包500米的

範圍內，找到線索圖中的物體，打開支付寶紅包掃

壹掃，就可以獲得紅包。

除此以外，支付寶延續去年“集五福”的概

念，用戶可以通過“掃壹掃”生活裏或者屏幕上

出現的“福”字，獲取福卡。河南許昌市民張政

超說：“必須要找到福字，像在家裏，要找到對

聯，或者門封上面的福，可以增加跟家人的壹部

分互動，像之前搖壹搖紅包這些活動，爸爸媽媽

都不是很熱衷參加，今年AR掃福，可能會加強壹

些跟他們的溝通。”

經過多年推廣，用戶已經習慣了春節期間，微

信和支付寶上演春節紅包大戰，甚至期待新玩法，

然而微信今年“退賽”了。騰訊公司高級副總裁、

微信事業群總裁張小龍說，現在，微信春節搖紅包

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因為我們覺得用戶在過年

的時候可以花更多的時間跟家裏人相處，可能也會

很開心。”

除了微信支付已經大面積被用戶所使用，

事實上，這次微信春節紅包的退賽也和微信這

款產品的自身定位有關。張小龍將微信定位為

壹個工具，好的工具應該是用完即走，而不是

長時間黏住使用者耗費大量時間。張小龍表

示：“微信的目的是幫助用戶用最高效的方法

完成任務。用最短時間完成任務，壹旦用戶完

成任務，就應該去做別的事情，不會停留在產

品裏面。”

很顯然，無論從用戶個人體驗，還是從微信

方面發布的數據，目前微信還沒有達到讓用戶用

完即走的程度。數據顯示，微信2016年 9月平均

日登錄用戶達到7.68億，50%的用戶每天使用微

信時長達90分鐘。北京市民朱先生仍然在自己的

家庭群裏給親戚們發了微信紅包，“微信只是取

消搖壹搖紅包，不是取消發紅包功能。我已經習

慣用微信轉賬和發紅包。三十兒，我給家庭群發

了個199的紅包。兩分鐘就搶完了。大家圖個樂

，我們在全國各地，不在壹個城市，發個小紅包

就像做個小遊戲壹樣。”

在摒棄了燒錢為主的“紅包大戰”後，微信

和支付寶或將在產品方面挖掘出更多創意，用互

聯網創新科技給春節增添新的樂趣。互聯網專家

王越表示：“相信以後會有其他企業也參與進

來，不壹定是互聯網企業，可能是有別的玩法或

者新的競爭對手出來。不然，今年是搖壹搖，明

年是刷壹刷，很無趣。今年支付寶弄了壹個所謂

實景（AR），算是搶了壹個先，因為這是未來

的大方向。”

雖然微信退出春節紅包營銷大戰，但日常的發

紅包功能並沒有取消。很多父母盼來了回家過年的

子女，結果子女卻始終抱著手機，沈浸在搶紅包遊

戲中樂不思蜀。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樊平建

議，春節是家人團聚的節日，應該和家人多交流、

多陪伴，“並不會因為搶紅包的熱鬧，就顯得更親

密壹些，還是要珍惜‘眼前人’，註重手邊的事

情，社會交往中強調的‘面對面’，是別的替代不

了的。最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間的互動，不但是強調

了關系和親情，而且真正能夠感受到人和人之間的

溫暖、扶助、關系、邊界和禁忌。”

開年頻遭“雙反”
中國商務部接連發聲反對貿易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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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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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除夕夜本頭公廟燒頭柱香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僑教
中心主任莊雅淑、僑務委員劉秀美、黎
淑瑛 . 贈送香油錢由本頭公廟會長孫偉
根、財務高永年、理事長徐耀德、秘書
長林國雄代表接受。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贈送香油錢由本頭
公廟會長孫偉根、財務高永年、理事長徐耀德、秘
書長林國雄代表接受。

本頭公廟柯文孝、林國興等理事、余光華副會
長、理事長徐耀德歡迎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
敏境處長除夕夜到訪。

本頭公廟會長孫偉根在除夕夜與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黃敏境處長、何仁傑組長、俞欣嫻秘
書、董凱峰主事、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副主
任李美姿、僑務委員劉秀美、黎淑瑛互動。

金百利胡先生率全家除夕夜本頭公廟燒香。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高興能與如此多的
同胞共同歡慶春節、黃處長代表經文處，向民眾致
以最誠摯的問候與祝福，並希望民眾在新的一年
裡，繼續給予經文處支持。

本頭公廟會長孫偉根、秘書長林國雄陪同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上天官賜福
爐頭柱香。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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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 

攝

1 月 27 日除夕夜本頭公廟善男信女熱烈慶祝農曆雞年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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