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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事 剪 影
姚明返休獲榮譽證書

休士頓火箭隊前球星「移動長城」姚明於休士頓參加11號球衣退
役儀式﹐2日市長透納(Sylvester Turner)2日在市政府為他舉行
招待會﹐授予他親善大使的榮譽證書﹐感謝他為休士頓無論是體
育﹑外交或觀光方面所作的重要貢獻﹐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總領
事李強民也出席致詞﹔當晚休士頓球迷協會也於Crown Plaza
舉辦「與Yao同歡」晚宴﹐受到大批球迷熱烈歡迎﹒

9889 Bellaire Blvd., #251-261, Houston, TX 77036
Tel: 281-201-1360Houston 店:

10901 North Lamar Blvd., #211, Austin, TX 78753
Tel: 512-387-3282Austin 店:

營業時間: 日-四 11am ~ 9pm        五,六 11am ~ 10pm

日用雜貨 廚房用品 和風工藝 保健用品

文具玩具 清潔用品 美妝飾品 旅行用品

因應季節和潮流變化, 本店隨時都有超過
20,000種商品供你選購. 每星期還有不同
推廣折扣活動, 總有合你心意的選擇. 

應有盡有    日用家居文具禮品總匯!
www.fitjpstore.com



【VOA】農曆新年期間﹐一段美國總統川普的外孫
女唱中文歌拜年的視頻受到中國網民歡迎﹐她演
唱新年好﹐非常符合年節氣氛﹐迅速走紅﹒
視頻中川普的外孫女﹑5歲的阿拉貝拉·庫什納手
拿中國傳統的牽線獅子玩偶﹐唱中文兒歌《新年
好》﹐最後還對著鏡頭鞠了一躬﹒
阿拉貝拉是川普女兒伊萬卡和女婿賈裏德·庫什

納的女兒﹒這段拜年視頻由伊萬卡上傳推特後
迅速走紅﹒新浪微博上也有很多網友對阿拉貝
拉拜年的視頻點讚﹒
這已不是阿拉貝拉第一次在中文網絡上“圈
粉”﹒此前伊萬卡還上傳過阿拉貝拉朗誦唐詩和
唱兒歌的視頻﹒
日前﹐伊萬卡還帶著阿拉貝拉在美國首都華盛頓

的中國大使館參加了農歷新年慶典﹐一些中國網
友戲稱這是“女兒外交”﹒
不過川普總統本人目前並未對農曆新年有任何
表示﹐而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馬等前任美國總
統在任期內都曾送出農歷新年祝福﹒有分析人
士認為﹐川普總統可能意在保持競選以來建立的

“對華強硬派”的形象﹒

《《幸福里九號幸福里九號》》大時代變遷家庭倫理情感劇大時代變遷家庭倫理情感劇

BB22美南電視介紹

內容介紹內容介紹﹕《﹕《幸福里九號幸福里九號》》是北京盛世凱是北京盛世凱

華文化投資有限公司出品的情感劇華文化投資有限公司出品的情感劇﹐﹐由由

王小康執導王小康執導﹐﹐李宗翰李宗翰﹑﹑楊雪楊雪﹑﹑鄭萍及孫大鄭萍及孫大

川川 共同主演共同主演﹒﹒該劇講述了改革開放該劇講述了改革開放3030

年北京兩個普通家庭之間的故事年北京兩個普通家庭之間的故事﹐﹐通過通過

家長里短反映一個時代的變遷和大時家長里短反映一個時代的變遷和大時

代裡個人命運沈浮的故事代裡個人命運沈浮的故事﹒﹒

播出時間播出時間﹕﹕周一至周五下午周一至周五下午22時至時至33時時

首播首播﹐﹐周二至周六凌晨周二至周六凌晨44時至時至55時重播時重播﹐﹐

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報導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VOA】美國新任駐聯合國大使周四對俄
羅斯在烏克蘭東部的軍事行動表達了堅
定立場﹐譴責莫斯科的“侵略行徑”﹐並稱
美國因俄羅斯吞並克裏米亞而實施的相
關制裁將繼續下去﹒
尼基•黑利擔任川普總統的駐聯合國大
使的提名自上周得到確認後﹐首次在聯
合國安理會的公開會上發言﹐她說﹕“我
必須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徑﹒”
黑利說﹕“我們希望與俄羅斯有更好的關
系……但是﹐鑒於烏克蘭東部的惡劣局
勢﹐必須對俄羅斯提出明確和強烈的譴
責﹒”
她還說﹐美國針對俄羅斯吞並烏克蘭克
裏米亞半島實施的制裁也將繼續有效﹐
直到該領土的控制權歸還基輔﹒

在長達數個月的總統競選期間﹐川普對
俄羅斯總統普京的領導能力表示欽佩﹐
同時也有人懷疑俄羅斯為了破壞民主黨
候選人希拉裏•克林頓的競選而可能對
美國選舉進行了幹預﹒這些讓許多外交
政策觀察人士想知道川普政府能否會對
莫斯科采取強硬立場﹒ 黑利的言論似乎
表明﹐新政府不會不顧一切代價謀求與
莫斯科改善關系﹒
周四早些時候﹐美國財政部宣布放寬對
與俄羅斯安全局（FSB）的商業交易的一
些限制﹐盡管前總統奧巴馬進行了網絡
制裁﹒
白宮發言人肖恩•斯派塞說﹐這並不意
味著美國正在放松對俄羅斯的制裁﹒
最近幾天﹐烏克蘭東部的親俄分離主義

民兵和烏克蘭安全部隊之間升級的戰鬥
升級﹒數以千計的平民在零度以下的天
氣裏沒有水﹑電和取暖﹐當地人道主義局
勢更為惡化﹒
聯合國安理會成員星期四呼籲雙方立即
停火﹐執行明斯克協定﹐並允許歐安組織
監察員在該地區不受阻礙地進行考察﹒
烏克蘭駐聯合國大使沃洛基米爾•耶爾
琴科表示﹐烏克蘭政府致力於全面實施
兩年前簽署的明斯克和平協議﹐他表示
烏克蘭部隊有嚴格的命令﹐只有在親俄
民兵開火的時候才能開火還擊﹒
耶爾琴科呼籲向烏克蘭東部增派國際安
全地面部隊﹐以防止他所說的俄羅斯的
挑釁﹒

美國譴責俄羅斯在烏東地區的侵略行徑美國譴責俄羅斯在烏東地區的侵略行徑

川普外孫女中文拜年視頻火爆中國網絡川普外孫女中文拜年視頻火爆中國網絡

美國新任駐聯合國大使尼基美國新任駐聯合國大使尼基••黑利在安理會會議上首次發言黑利在安理會會議上首次發言（（２０１２０１
７年２月２日７年２月２日））

星期日 2017年2月5日 Sunday, February 5, 2017

美國當選總統川普美國當選總統川普,,女兒伊萬卡和外孫女阿拉貝拉女兒伊萬卡和外孫女阿拉貝拉··庫什涅爾庫什涅爾
（（Arabella KushnerArabella Kush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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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號球衣成為第六位隊史上退役球員號球衣成為第六位隊史上退役球員。。((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火箭隊3日於
主場豐田中心(Toyota Center)迎戰芝加哥公牛隊，在
中場休息時舉行中國球星 「移動長城」姚明的11號
球衣退役儀式，向這位亞洲巨人球星致敬，姚明出
場受到全場球迷英雄式的歡呼。

為表達姚明對休士頓和火箭隊的貢獻，球場每一個
座位都鋪上姚明11號榮耀球衣，大螢幕上不時播放姚明過往精采場上與隊友奮戰的
畫面和球場花絮，場邊不時傳來球迷呼喊 「Yao Ming」，這次姚明球衣退役，吸引
不少退休球員包括麥葛雷迪(Tracy McGrady)等一起共享榮耀，可見他在隊上的好人
緣。

退休儀式上，姚明與姚明父母、妻子葉莉、女兒姚沁蕾和好友姚安鴻(AndyYao)並
列而坐，火箭老闆亞歷山大、昔日戰友和教練等也一同參加退役儀式。

姚明先向在場球迷拜晚年，祝賀萬事如意。他致詞時強調，這退役儀式是至高無
上的榮耀，他從沒想過會有今天。正逢中國農曆春節，他提及隊上曾為了讓他感受

過年習俗，發給他兩元紅包，他當場笑說 「錢太少」，但至今他仍將這幸運的兩元紅包帶在身上。姚明也分享許多過往花絮，妙語
如珠，逗得在場人哈哈大笑。

姚明說，以前在休士頓打球時不覺得休士頓與其他城市有什麼分別，但離開球場後才發現令人懷念的人、事、物和永遠給予後
盾支持的球迷，讓他覺得休士頓就是一個大家庭，他希望自己的貢獻能永遠被人記得。

球迷起立鼓掌，給予最大的歡呼，最終，火箭倒數將姚明11號球衣高掛球場，與另五位退役球星並列，成為華人傳奇。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火箭隊3日於主場豐田
中心(Toyota Center)迎戰芝加哥公牛隊比賽時，舉行中國球星
「移動長城」姚明的11號球衣退役儀式；賽前，火箭老闆亞歷

山大(Leslie Alexander)偕姚明召開記者會，面對媒體五花八門的
提問，姚明說， 「如果有機會重來，還是會選擇休士頓」。

記者會現場吸引爆滿的主流和華裔媒體關注姚明球衣退役儀
式，媒體也針對姚明退役一事感想及過去場上英勇奮戰的事蹟提
問，姚明有問必答，過程中與媒體談笑風生，問到貼近心情的問
題，也露出靦腆笑容。

其實，姚明在去年以入選籃球名人堂，儘管離開NBA舞台
已有六年，但姚明對休士頓所作的重要貢獻，意義深遠，仍然讓
人充滿敬意。

姚明表示，球衣高掛球場退役和入選名人堂一樣榮耀，球衣
退役別具意義，代表球員對球隊貢獻的最高榮耀；他常問自己，
這背後的涵義？他說，希望人們看到他的球衣會記得那個故事，
不只是他一個人的故事，而是整個火箭團隊、對手一起在場上奮
戰的模樣。姚明說，感謝這樣的贈予回饋， 「如果有機會重來，
我還是會選擇休士頓」。

回顧過往，姚明說，他從來沒想到能站上這個舞台，他只是
想打好籃球，在這個球場上作值得做的事。姚明回憶，2002年他
第一場主場球賽，火箭退役歐拉朱萬(Hakeem Olajuwon)，大家
在休息室看著他發表演說，球迷為他歡呼，那真的是充滿動力的
時刻。

被問題最喜愛的時刻，姚明說，當他第一個走進火箭前主場

Compaq Center時，看到他的背號和名字在球衣上，他終於理解
到，他開始一場非常特別的旅程。姚明充滿感激，他認為火箭就
像個大家庭，他感到自己是受歡迎的，非常特別的感覺。

姚明將成為火箭隊史上第六位球衣退役球員，先前獲得火箭
隊球衣退役殊榮的球員，分別是崔斯勒(Clyde Drexler，22號)、
墨菲(Calvin Murphy，23 號)、馬龍(Moses Malone，24 號)、歐拉
朱萬(Hakeem Olajuwon，34號)、與湯加諾維奇(Rudy Tomjanov-
ich，45號)。

姚明姚明：：有機會重來還是會選休士頓有機會重來還是會選休士頓

姚明訴說自己心情姚明訴說自己心情。。((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火箭高掛姚明球衣火箭高掛姚明球衣
姚明姚明：：希望能被人記得希望能被人記得

在家人陪伴下在家人陪伴下，，姚明姚明((左六左六))參加退役儀式參加退役儀式。。((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姚明致詞姚明致詞。。((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姚明姚明((左左))與火箭老闆亞歷山大與火箭老闆亞歷山大((右右))。。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本報訊）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教育組（以下簡稱教育組）應休士頓城區大學
(University of Houston Downtown, UHD)邀請於
本(2017)年2月1日赴該校擺設教育展攤位，向
該校學生宣傳留學臺灣以及教育部提供的獎學
金機會。

其他參展教育機構來自全美各地，有總部
辦公室位於紐約的kei Study & Intern Abroad、位
於麻薩諸塞州的 CISabroad (Center for Interna-
tional Studies)、內華達州大學海外留學辦公室、
美國國務院通過實施的The Benjamin A. Gilman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計畫辦公室、德州奧斯
汀的 Sol Education Abroad、Academic Programs
International (API)、 International Studies Abroad

(ISA)以及位於德州聖安東尼奧的聖道大學(Uni-
versity of the Incarnate Word)留學歐洲中心等，
計有14個攤位，駐休士頓教育組是唯一前來設
攤的使領館單位。

根據休士頓城區大學留學海外辦公室主任
Elizabeth Huskin 指出，Study Abroad Fair UHD
每學期舉辦一次，因頗受學生好評，所以本次
活動已是第5屆。該活動提供給該校學生更多海
外留學、實習、打工、擔任志工以及吸收國際
經驗的機會。估計活動大約有300至500人參加
。

此次許多學生前來教育組攤位詢問留學臺
灣的機會，當得知刻正值教育部獎學金申請期
間，學生對此均感到非常興奮並希望有機會取

得獎學金，利用暑假期間赴臺研
習，以一圓海外留學夢想。

日前剛受邀至臺中國家歌劇
院表演，甫返回休士頓的休士頓
城區大學戲劇系教授 Luke 特地到
教育組攤位，分享他受邀到臺灣
做藝術表演的經驗，Luke 教授表
示他非常喜歡臺灣，也很期待未
來有更多赴臺訪演機會，同時他
也希望他的學生都能有機會到臺
灣交流學習，感受當地的風俗民
情特色，因此他將積極協助傳遞留臺訊息與獎
學金機會給他的學生。活動的尾聲，該校電腦
與數學科學院副院長程永夏教授，也特地偕其

他教授到教育組攤位加油打氣，並且很高興得
到許多留學臺灣資訊，他也將與其系所的學生
分享這些難得的好機會。

新年欣喜 留學海外新希望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祝您新年身
體健康，萬事如意。

休士頓知名合唱團----中華合唱
團即將要開始開學練唱了，新的一季將
於 2 月 19 日(週日)下午 2:00 開學，中華
合唱團不僅團員們熱烈喜愛音樂熱衷於
合唱外，多年來還經過好些位優秀的指
揮老師帶領與指導，在美南地區已經是
具有相當知名度的業餘合唱團，他們特
別情商邀請到施彥伃老師來作本學年度
的指揮。

施彥伃博士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音樂
家，次女高音，畢業於國立台北師院
（現台北教育大學）音樂教育系，後赴
美深造，2003年取得邁阿密國際大學表
演藝術行政碩 士，在校期間曾多次參與
校內外音樂季和藝術季活動策畫，舞台
管理 和製作工作，其經歷包括 Miami
New Music Festival, FIU Music Festival,
Miam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Mi-
ami-Dade Fair, and Japanese Cultural Fes-

tival。 後 任 職 Arizona Lyric
Opera 舞台總監並進入美國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賀伯格藝
術學院攻讀聲樂表演碩士，
在校期間曾多次獲選傑出學
術成就研究生，並獲得全額
獎學金攻讀博士學位，2006
年取得音樂藝術博士學位。
在學期間，施彥伃致力於聲
樂室內樂的表演和推廣，曾
和不同的室內樂組合和ASU
巴洛克室內樂團合作多場室

內樂音樂會，演出巴洛克 清唱劇，後期
浪漫和現代聲樂室內樂作品，或得好評
。取得學位後，任教於Sierra音樂藝術學
校，致力於聲樂及音樂劇場教學，並幫
助社區，學校和教會成立合唱團和音樂
劇團。

鋼琴伴奏仍請Yvonne張瑀
宸擔任，年輕的她才華洋溢琴
藝精湛，目前在休士頓大學攻
讀鋼琴演奏碩士學位，是指揮
和團員們的好幫手。

目前施老師所選的十首歌
曲有：雪花的快樂，聽泉，忘
了我是誰，再別康橋(施老師的
譜)，大海啊故鄉，茶山情歌，
在銀色的月光下，乘著歌聲的
翅膀，問鶯燕，綠島小夜曲。
大多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
希望大家可以放鬆的享受同好
好友一起放聲高歌，共度愉快
時光。

由於施老師有個人事務得先交待安
排，施老師從 3 月 12 日才會正式開
始領軍中華合唱團。在此之前非常
感激王佳雯老師願意2/19, 2/26, 3/5
先來代課三次。中華合唱團團員們

更感謝王老師這幾年來，為中華合唱團
的付出奉獻，深感獲益良多也盼望王老
師記得常回家看看。

新年度練唱將改為兩小時(2:30~4:
30pm) 。團費將下調到每人$120。贊助
會員仍維持每人$20。2月19日(週日)下
午 2:00 起辦理團員報名登記，今年是
「中華音樂協會」成立45周年，希望舊

雨新知的團員能踴躍参加，也寄望在施
老師的領軍下，能吸收一些年輕愛唱歌
的朋友加入中華合唱團。

中華合唱團練唱時間：每週日下午
2:30~4:30pm

練 唱 地 點 ： 休 士 頓 僑 教 中 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中華合唱團 即將開學練唱 中央社前後期同事相遇休士頓中央社前後期同事相遇休士頓

照片照片（（右至左右至左）：）：駐休士頓教育組周慧宜組長駐休士頓教育組周慧宜組長、、UHDUHD電腦與電腦與
數學科學院副院長程永夏教授及其教職員同仁於教育組攤位數學科學院副院長程永夏教授及其教職員同仁於教育組攤位
前合影前合影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教育組組長周慧宜教育組組長周慧宜（（ 後排右二後排右二）） 的夫婿谷澄先的夫婿谷澄先

生生（（ 前排左一前排左一））為中央社副總編輯為中央社副總編輯，，於日前抵休休假於日前抵休休假，，探親探親，，全家團全家團
聚聚，，碰巧中央社老前輩碰巧中央社老前輩-------- 前前 「「 中央社中央社」」 駐休士頓特派員馬寧先生駐休士頓特派員馬寧先生
（ 前排中）也來休士頓探親，大家歡聚一堂，有說不完的當年事。
（後排右一）為馬寧先生長子馬健，現為美南電視政論節目主持人。
（ 後排左二至左四） 為周組長三位千金，（ 前排右一） 為梅路村博
士，（後排左一）為本報記者秦鴻鈞。

僑界久違的僑選立委關沃暖
親自從紐奧良開車來休巿見老友馬寧

圖文：秦鴻鈞
老休士頓人對紐奧良的僑領，曾返台擔任二

屆八年的 「 僑選立委」 的關沃暖不陌生，關委員
的熱誠，坦直，直言不諱的問政作風，在國內外
華人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現在紐奧良經營
「Kwan Enterprises, Inc. 」 ，這是他從1986 年一
直經營至今的國際貿易公司。

圖為前中央社特派員馬寧（ 前排左三） 對關
委員（ 前排右三）一直念念不忘，逢人就打聽關
委員，本月一日（本周二 ）晚間終於得償宿願，
在馬寧老鄰居李雄（前排左二） 作東的 「 錦江酒
家 」 的餐宴上，所有的好朋友都見到了。（左一
，前，後排） 為前 「 利達行」 東主道格拉斯及
Annie 夫婦，（ 前排右二） 為關夫人，及馬寧之
子馬健（後排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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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美南獎學金」

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

美南銀行 2017 年 2 月
社區服務講座

『歐記健保何去何從?』
【休士頓報導】美南銀行 2017 年「美南獎學金」

申請活動己於 2017 年 2 月初起開始接受報名申請，並
將於 2017 年 4 月 30 日截止申請。「美南獎學金」的
申請 不局限于美南銀行客戶 , 舉凡應屆高中畢業生、
清寒優秀學子已拿到入學許可者均可申請。獎學金學
子獲獎名單將於 2017 年 5 月初公佈，同時以郵寄通知。
頒獎活動將在 2017 年 5 月底前舉行。相關具體申請方
式及資格要求 , 請洽美南銀行公關 Ling Chuang ( 莊幃
婷 )713-272-5045 ，或 email: ling.chuang@swnbk.com

「美南獎學金」自 2005 年起由美南銀行特別設立
和主辦，主要獎勵對象以應屆高中畢業生為主，期許
借此獎學金設立目的表彰成績優秀學生 , 獎助弱勢族
群學子，資助他們部分大學費用 , 爭取大學優先錄取
資格和成為所有學生取得優異成績的動力，為社會培

養未來專業人才。10 多年來獲得本地商界僑團人士肯
定與支持。

「美南獎學金」名額共設五位 , 每位獎金美金
1000 元，由美南銀行獎學金評審委員負責，在每年的
申請者中根據所提供的在校課學業成績、課外社區服
務相關證明資料、其他活動比賽的得獎資料、兩封介
紹信教師推薦信、學生自我介紹信兩頁、及學生本人
在校期間曾參加各種活動情況，例如：演講比賽，運
動比賽，學校樂團等、和家庭經濟狀況財務證明 ( 收
入 ) 等。評選資格獲獎學子，於 2017 年 5 月初公佈。

成立於 1997 年的美南銀行 (Member FDIC) 多年來
以專業的知識、優質的服務品質，提供客戶多元化的
理財需求。作為一家社區銀行 , 美南銀行擁有高度多
元化的族群客戶和豐富的文化資源，為盡應有之社會
責任，回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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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一 :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右二：東
港高中陳貞吟秘書、左四：佛斯特高中麥道威 (Leslie 
Lynn McDowell) 副校長、左五：東港高中郝靜宜校長、
後排中立：佛斯特高中齊平 (Gerard Kipping) 校長

東港高中夜抵休士頓機場
倍感歡迎熱情

【休士頓報導】美南銀行（Member FDIC）有鑒於美國新任總統川普就任後，
對於健保制度將有重大變革。因此，邀請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先生 ( 常安保險負
責人、美南國際電視台『常談天下事』主持人 )，於 2017 年 2 月 11 日 ( 星期六 )
上午 10 時在美南銀行總行社區會議中心，地址 :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為民眾解惑說明 1. 川普新政下的健保制度 。2. 如何運用 Health 
Saving Account (HSA) 節稅、儲蓄並省保費。常中政是位資深保險財務專家，平
時熱心社區公益活動、義務為民眾提供保險專業知識，演講內容多年來深受社區民
眾歡迎。

隨著歐巴馬卸任 , 在他任內引以為傲的『歐記健保』也面臨重大挑戰。川普
上任將廢除歐記 健保列位首要施政重點，全美上千萬已獲得政府補貼民眾的健保
將有何變動？美國未來 健保制度又將有何新的面貌？ 同時，醫療儲蓄帳戶 (HSA) 
一向是共和黨極力推行的政策，這項兼具節稅、儲蓄及省保 費的組合，值得中、
高收入者靈活運用。 

美南銀行（Member FDIC）創行至今，一向以服務社區為宗旨，對於攸關民
眾切身福利的各類資訊，本行隨時舉辦各種多元化資訊免費講座，如稅務、生活健
康保健等的專業演講等。提供民眾最及時及專業的訊息。此次講座入場免費，現場
備有茶點招待，並開放民眾提問，歡迎商家企業及社區民眾踴躍參加。講座相關資
訊查詢電話，請洽：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 ( Ling Chuang) 713-272-5045，或常中
政 George Chang713-975-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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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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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66醫生專頁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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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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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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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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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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年己逝，雞歲來臨，今年是大雞
之年。俗話說雞年： 「大雞大利」，
諧音 「大吉大利」的意思。中國古人

過年謝家禽家畜，把新年第一天定為 「雞日」。除了金雞
報曉、金雞報喜之外，為何中國文化中這麼看重 「雞」呢
？說雞為 「五德之禽」，從何時起雞就得到尊榮呢？
古來中國人把 「五德之禽」的尊號給了雞。在十二生肖的
年支動物中， 「雞」被視為 「五德之禽」，可以說是榮光
煥煥。
《韓詩外傳》卷二，春秋時代魯國哀公（約公元前508年
—前468年）在位時，懷才欲展抱負的政治家田饒，投效
魯國卻不得重用。等待了良久的田饒，決定訣別魯哀公，
改效燕國，告別時，他用心良苦地再次想要喚醒哀公。
田饒以 「雞」比喻忠心報國、文武雙全的忠臣勇士，勸告

魯哀公不要捨近求遠，要珍惜近在身邊的人才，田饒說： 「君獨不
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
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

田饒以雞取譬，淋漓盡致的描述了雞的特性：雞的頭上有冠，
展現文質彬彬的文德；腳上有利爪能鬥，有武德；強敵在前也敢搏
戰不退縮，是勇德；有食物不獨佔、招朋引伴來同享，是仁德；守
夜待明，天明準時報曉，不失信於人，是信德。在歷史上，文武雙
全的忠臣勇士可求，而在其中，能不失信於人、不求取自身的滿足
、功成名就而能成大我的，可真是難能可貴。田饒對雞的觀察真是
入微入理！也難怪雞披 「五德之禽」的讚頌一直流傳至今，真名符
其實也！

當此新歲伊始，公雞便成為人們感興趣的話題。尤其那些天真
的孩子們，對雞年更是充滿好奇，一打開新年年曆，便指着上面的
大公雞問： 「為什麼今年是雞年？」 「因為在禽鳥中，雞的品德好

，貢獻大，深孚眾望，古人便把十二生肖中的 『酉』給了牠。今
年是農曆酉年，輪到雞來 『當家做主』了，所以今年就是雞年。
」

我這樣說，並非信口杜撰。因為不管史書記載，還是民間傳說
，都對雞給予很高評價。就拿反映動物崇拜的十二生肖來說，萬

千動物中，只有十二種動物被選中，而雞又是其中唯一的禽類，確
乎出類拔萃。不僅如此，人們還把牠跟道德掛鈎，稱牠為 「德禽」
，說牠有 「五德」，這更提升了牠的聲譽和價值。

正因為雞具有這麼多美德，所以在古人生活中佔有重要位置，
也為人類作出很大貢獻；同時，古人對牠也寄予厚望，並賦予牠重
要使命。在古人看來，雞是吉祥之鳥，象徵吉祥如意，能給人帶來
福祉。這是因為，雞跟鳳凰有着不解之緣。古書《山海經》上說，
鳳凰 「其狀如雞」；《列子新論》稱 「楚之鳳凰，乃是山雞」；而
《太平御覽》則說 「黃帝之時，以鳳為雞」。

由此可見，雞跟鳳凰不但形貌相似，同根同族，有時還是鳳凰
的化身。既然鳳凰是鳥中之王，被譽為吉祥之鳥，雞當然也不例外
。有了如此身份，牠也便有了賜福於人的資本。因此在我國許多地
方，春節都貼畫有雞的年畫，以求大吉大利。清代周亮工在《書影
》中說： 「正月初一，貼畫雞。今都門剪以插首，中州畫以懸堂。
尤好畫大雞於石，元旦張之。蓋北地類呼吉為雞，俗云室上大吉也
。」在陝西神木，還流行《大吉有餘》的傳統年畫，畫一對馱着搖
錢樹的大公雞，預示着雞能給帶來滾滾財源。還有些地方，流傳以
雞為飾物的習俗。如在陝西、魯西南和魯北一帶，年輕的母親常用
彩色的碎布縫製成 「春公雞」等小玩具，佩戴在孩子身上，象徵吉
祥如意。

雞的另一重要使命，就是驅妖辟邪，守衛家園。大約魏晉之時
，雞開始成為守門辟邪的神物。晉代《拾遺記》上說，雞能辟邪，
「使妖災群惡不能為害」， 「魑魅丑類，自然伏退」；記當時風俗

︰ 「今人每歲元旦，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為雞，置於門窗上」。晉
代郭璞在《玄中記》中寫得更為具體：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
，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雞。日初出，光照此木，天
雞則鳴，群雞皆隨之鳴。下有二神，左名隆，右名突，並執葦索，
伺不樣之鬼，得而煞之。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以雄雞毛置索

中，蓋遺像也。」在這裡， 「天雞」代替了原來的老虎，成了新的
驅鬼的 「門神」。

雞何以能辟邪？民間認為雞能逐陰導陽，喚來太陽，帶來光明
。那些只能在夜間活動的鬼怪一見到光明，便逃之夭夭了。

雞還有啄食蠍子、蟲蛇，不畏劇毒的本領，由此又演化出用雞
鎮宅的習俗。如在陝西一帶，每年榖雨前後，家家都貼雞王鎮宅圖
。這鎮宅圖的畫法很不一般：榖雨這天，人們一早起來收集露水，
再用露水研成墨汁，在紙上畫一紅冠公雞，嘴叼一毒蠍，毒蠍身上
塗上紅色，表示被殺得斑斑血跡。在牆上貼此圖，據說可以驅鬼鎮
惡辟邪毒，保佑一家平安。

雞對人類的貢獻，還表現在公雞的打鳴報曉上。公雞有信德，
打鳴報曉及時準確，盡職盡責，從不延誤，從不失信。這對沒有鐘
錶報時的古人來說，非常重要。牠不但使人們能夠較好地掌握時間
，按時勞作、休息，還起到了振奮人心、鼓舞鬥志的作用。這方面
例子不勝枚舉。如《詩經》裡的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一語，就
比喻在漫漫黑夜中，君子以雞鳴勵志，不改變自己的氣節，為爭取
美好的明天而奮鬥。此語廣為流傳，已成為天下仁人志士恪盡職守
、鞠躬盡瘁的精神寫照。而雞的這種精神，也被歷代文人墨客詠讚
。如唐代詩人李頻詩云： 「不為風雨變，雞德一何貞」；另一位唐
代詩人徐寅詩云： 「守信催朝日，能鳴送曉陰」，都是對雞鳴的高
度讚美。

雞鳴的鼓舞作用，還被寫進成語， 「聞雞起舞」就是很好的範
例。據《晉書·祖逖傳》記載：晉代范陽人祖逖年輕時就有大志。
他和好友劉琨同為司州主簿，住在一個寢室，經常在一起談論時局
，慷慨激昂，立志報國。每當夜半聽到雞鳴時，祖逖就踢醒劉琨說
： 「這雞啼聲多麼振奮人心！咱們趕快起來舞劍吧！」於是趕忙披
衣起床，拔劍起舞，刻苦練功。這一故事後世廣為流傳，成為人們
發奮圖強的楷模。後世許多大家、名人，也將這一成語寫進詩詞裡
，自勵和勵人。如愛國詞人辛棄疾在《菩薩蠻》中寫道： 「功名君
自許，少日聞雞舞」。老革命家董必武的 「未因愛石心隨轉，每值
聞雞夢輒醒」；魯迅的 「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都
深化了 「聞雞起舞」的內涵，將其提高到憂國憂民的更高思想境界
。

又到聞雞起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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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退出TPP 中國頓成地區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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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在1 月20 日的就職演說
中向3 億美國國民強調，他的治國理念
，就是一切均是 「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提倡貿易保護主義，他上任首
天的周一，立即大筆一揮，簽署行政命
令，退出上屆總統奧巴馬為美國重返亞
洲及抗衡中國崛起，而大力推動的12國
貿易協議《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特朗普
稱此舉 「對美國工人是好事」，但有評
論指特朗普此舉，如同割地給中國。協
議國之一的澳洲和新西蘭昨稱，打算邀
請中國等亞洲國家加入，分析認為特朗
普此舉有助中國成為區內貿易領導者。

TPP是歷來最大的地區性貿易協議
，由美國與加拿大、智利、墨西哥、馬
來西亞、汶萊、越南、澳洲和日本等11
國成立一個自由貿易區，佔全球經濟約

四成，目的是降低關稅、為調解貿易紛
爭定立規則、制定專利及保護知識產權
，奧巴馬將中國排拒在外，希望趕在北
京政府前為亞洲定立貿易規則，建立美
國在區內的經濟領導地位，並與東亞建
立永久聯繫，形成經濟壁壘抗衡中國崛
起。特朗普退出該協議，不但摧毀奧巴
馬的貿易政績，更影響亞洲地緣政治。
替奧巴馬政府談判TPP的貿易代表費羅
曼稱：特朗普退出TPP，毫無疑問被視
為 「中國的巨大勝利」，將區內領導地
位拱手交給中國，破壞地區戰略。共和
黨參議員麥凱恩，形容特朗普的決定是
「嚴重錯誤」，損害美國利益，發出美

國脫離亞太區的訊息。
特朗普在競選時以反對TPP爭取勞

工階層選民支持，認為退出該協議可保
護美國工人，免被越南和馬來西亞等低
薪國家搶去飯碗。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
退出 TPP 後與工會領袖會晤，宣布此
「好消息」獲滿堂掌聲，他接著說：

「我們將阻止那些搶走我們人才和公司
的荒謬貿易協議，情況將逆轉」，並指
美國今後只會與個別盟友簽署貿易協議
， 「很多公司將返回我們國家」。

今次特朗普雖兌現競選承諾，但同
時亦令美國疏遠亞洲區盟友。澳洲總理
特恩布爾宣稱，已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新西蘭總理英格利希及新加坡總理李
顯龍通電話，討論在沒有美國下繼續推
動TPP，他指TPP少了美國是重大損失
，但他們沒有打算放棄，認為可邀請中
國加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對加
入TPP的可能性沒有正面回應，指中國
將繼續致力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和亞太自由貿易建設。
RCEP由中國主導，成員包括東盟10國
、日本和南韓，被視為抗衡TPP。英格
利希認為美國正將影響力讓給中國，指
若TPP最終失敗，RCEP雖進展緩慢，
但在政治因素下，各國或加入RCEP。
分析指，如果RCEP成功，中國將控制

這個自由貿易區的規則和標準。
西方不少國家的經濟分析師有

這樣的看法： 即使美國退出
TPP ，中國也成不了全球商業領

袖，中國也無法取代美國的貿易地位，
因為它的貿易壁壘和缺乏完善的法律保
護，將扼殺它領導全球商業的意念。

即使美國退出了TPP，中國也無法
取代美國的貿易地位，因為它的貿易壁
壘和缺乏法律保護，將扼殺它領導全球
商業的企圖。上月美國《華爾街日報》
報導說，月前習近平在達沃斯強烈捍衛
全球化，暗示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
意欲顛覆幾十年的全球秩序，中國有意
取代華盛頓的地位。特朗普週一（1月
23日）宣布退出TPP，首次證實了美國
的看法。然而中國領導全球貿易的豪言
壯語，不大可能變成現實。貿易專家說
，這是因為中國仍然是由國家主導的中
國經濟，仍然充斥著貿易壁壘，受制於
模糊的政策，缺乏產權保護。

署名文章 「華爾街日報」的作者這
樣說法： 「我感到困惑，在中共行為如
此離譜的時候，習近平卻在達沃斯揮舞
著自由貿易的旗幟。」前澳大利亞貿易

代表Alan Oxley告訴《華爾街日報》。
「大多數了解市場的商界人士都不會說

，中國代表著市場開放的下一步。」
中國美國商會1月發布的民調顯示

，將中國作為投資目標前三名的公司比
例，下降到56%，是2009年以來的最低
水平。80%的公司感到它們不如以前受
歡迎。上週，中國推出一項計劃，以吸
引更多外國投資和改善20多個行業的市
場准入。

中國人對貿易自由化的藍圖以及應
對TPP的方案是RCEP（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關係），它將在東南亞國家之間建
立起貿易集團。但是專家指出，RCEP
缺乏強制機制，可能削減中國的貿易領
導地位。如果RCEP成員國沒有遵守協
議，它們不會受到太多制裁，因此成員
國在違規方面有很大的自由度。

美國官員說，RCEP跟TPP相比還
有其它的弱點。RCEP不會提高勞工和
環境標準，不會對國企實施紀律，不會
加強知識產權執法，不會維持一個自由
開放的互聯網。Oxley 說： 「RCEP 在
開放服務和投資方面無法跟TPP同日而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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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
李強民大使除夕夜走訪天后廟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天后廟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事長、江鎮煖、李明德副理事長、創會會長許華章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及夫人曾紅燕除夕夜蒞臨天后廟與信眾共沐神恩。

天后廟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事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
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及夫人曾紅燕話家常。

天后廟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事長、江鎮煖、李明德副理
事長鞭炮仗陣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
李強民大使及夫人曾紅燕。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贈送香
油錢、由天后廟會長翁作華、理事長周滿洪代表接受。

天后廟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事長、江鎮煖、李明德副理
事長、創會會長許華章、王煒蘭秘書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及夫人曾紅燕、副總領
事劉紅梅在 2017 年除夕夜一起慶祝農曆新年。

天后廟王煒蘭秘書長主持除夕夜天后廟慶典、並介紹天后
廟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事長、財務盧禮順、江鎮煖、李
明德副理事長、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
強民大使及夫人曾紅燕、副總領事劉紅梅給與會信眾。

天后廟王煒蘭秘書長、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事長、江鎮
煖副理事長安排李強民大使蓋平安符大印。

天后廟王煒蘭秘書長主持除夕夜天后廟慶典、由經生班馬小卿堂主司禮、天
后廟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事長、江鎮煖、李明德副理事長等與總領館總領
事李強民大使及夫人曾紅燕、副總領事劉紅梅共同向天后娘娘上香。

中臺禪寺普德精舍 2017 年
新春祈福法會隆重舉行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報
導

1 月 28 日，年初二，周日，中臺禪寺普德精舍新春祈福法會隆重舉行，在住持見曇法師的帶領下，有
200 多人參加盛會。

牌位在超薦壇

為親人焚燒牌位，寄托思念與做功德 200 多人參加盛會
「 台北經文處」代表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中右） 參加法
會，並與法師共用午餐。

大眾在住持見曇法師帶領下擊鐘 供 燈

1 月 28 日，年初二，周日，中臺禪寺普德精舍新春祈福法會隆重舉行，在
住持見曇法師的帶領下，有 200 多人參加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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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1月27日
周五下午，川普總統在上任一周之際
，簽署了禁止七個穆斯林國家公民直
接入境的總統令（executive order），
內容包括凍結難民項目120 天，禁止
中東七國國籍人士入境90天，中東七
國包括敘利亞、伊朗、伊拉克、蘇丹
、索馬裡、也門和利比亞。而被禁止
入境美國的中東七國人士中，也包括
持有美國綠卡的人士。許多人對此表
示費解。其實並不奇怪。擁有美國綠
卡而不擁有美國國籍，對於美國而言
，依舊是外國人。如果該綠卡持有者
觸犯美國法律，依然面臨被驅逐出境
的危險。比如綠卡持有者有嚴重的酒
醉駕駛肇事行為，或嚴重的家庭暴力
或其他犯罪行為，都有可能被美國政
府遞解出境。如果綠卡持有者在美國
境外停留的時間連續超過一年，將被
假定為放棄綠卡，除非有充足的證據
證明其滯留美國境外是由於不得已的
原因。通過政治庇護獲得美國綠卡的
申請人如果回到尋求庇護時逃離的國
家，也可能面臨不能入境的風險。而
美國公民則不會面臨被驅逐出境的風
險。

成為美國公民有如下要求。
1、年齡。移民法規定，公民申請

人必須年滿十八周歲。未成年子女的
父母若一方或雙方是美國公民，可以
通過父母申請入籍。

2, 合法取得永久居民身份。
3、滿足連續居住時間的要求。申請

人必須在遞交入籍申請前在美國連續
居住滿五年。如果申請人的配偶是美
國公民，申請人只需在美國連續居住
滿三年。移民法允許連續居住期滿前

三個月提出入籍申請。離開美國每次
不超過六個月一般不被看作中斷連續
居住期限。如果一次離開美國超過半
年但不到一年就有可能會被移民局認
定為中斷連續性居住，除非申請人舉
證說明並無放棄連續性居住的意圖,離
開美國一年以上將中斷連續性居住。

4、滿足實際居住的時間和要求。
入籍申請人需要證明在美國的累計居
住時間沒有低於30個月。美國公民的
配偶需要證明在美國累計居住時間沒
有低於18個月。

5、必須在遞交入籍申請的地區居
住。移民法規定，入籍申請人必須在
遞交表格的地區居住滿三個月後才能
在該地區參加入籍考試。如果入籍申
請人在一個以上的州居住,需出示稅表
證明居住地。

6、必須具備良好的道德品格。法
律規定入籍申請人在取得綠卡後的五
年或三年內具備良好的道德品格才有
資格提出申請，不具備“良好的道德
品格”的人通常包括：習慣性酗酒者
，有特定刑事逮捕及定罪記錄的人，
被判移民法所定義的“重罪”的人。
未登記選擇服役（selective service），
在入籍申請時也會遇到麻煩。美國
“選擇服役”登記制度規定 18 至 26
歲的所有男子必須登記。

7、具備基本的英語水平。入籍申
請人必須通過考試，證明具備用英文
聽、說、讀、寫的能力。移民官員通
常用英語向申請人提問並要求申請人
寫出簡單的英文詞句。申請人年滿50
歲，並以綠卡身份居住美國達20年，
或年滿55歲，並以綠卡身份居住美國
達15年，可以不需要通過英文水平測

試，而用母語考試美國的歷史、地理
和政府組成。

8、必須宣誓效忠美國。所有入籍
申請人在入籍考試通過後必須參加宣
誓儀式才能獲得美國公民身份。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於 2016 年 12 月 23 日大幅調
漲申請費。綠卡延期的申請費（I-90
）從$365 漲到$455，另加指紋費。
H-1B， H-2B， L-1，E, TN， O，
P 等工作簽證申請費從$325漲到$460
。親屬移民(I-130)申請費從$420調到
$535。 遞交調整身份之後的回美證
（I-131）申請費也從$360 調到每份
申 請 $575。 職 業 ( 勞 工) 移 民 申 請
(I-140)申請費從$580 調到每份申請
$700。申請綠卡調整身份申請(I-485)
的申請費從$985 漲到每份申請$1140(
不包括指紋費)。拿到婚姻臨時綠卡後
申請轉成正式綠卡，申請費則從$505
漲到 595(不包括指紋費)。 工作許可
申請從每份申請$380漲到$410。 指紋
費$85 不變。公民入籍的申請費由
$595漲到$640（不包括指紋費)。投資
移民申請費 I-526 從$1500 漲到$3675
。投資移民臨時綠卡轉成正式綠卡，
I-829申請費$3750不變。投資移民區
域中心 I-924 申請費從$6230 調漲到
$17,795。移民局還提出一項新的收費
，將I-924A的投資移民區域中心年度
登記費設為$3035。移民申請費上一次
調整費用是2010年11月。
2.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自2016年12
月15日起，全面實行辦理護照、旅行
證網上預約制度。 申請人需要提
前登錄“中國公民海外申請護照在線
預 約 ” 網 站 （http://ppt.mfa.gov.cn/

appo/）在線填寫資料並預約辦證
時間。預約成功後，需依照網頁提
示打印出所需文件，在約定時間攜
帶相關資料（含紙質護照照片）由
本人來館遞交申請。除遺失護照急
於回國的臨時訪美人員申辦旅行證
或申請人有其他極特殊情況無法在
線預約的情況外，總領館不再受理
未經預約的護照、旅行證申請。
3. 自 2016 年 11 月起獲得 十年
有效期 B1/B2、B1 或 B2簽證的申
請者，必須在首次前往美國旅行前
登記。所有申請者的登記維持兩年
有效，若旅客的簽證或護照兩者中有
任何一者過期，EVUS 登記的信息便
失效。登記內容包含簽證持有者的姓
名、出生日期和護照及其他個人資料
和工作信息。
4. 2016 年 11 月 18 日，美國移民局
在聯邦公告上宣布，對於已獲 I-140
申請批准，但還在等待簽證名額的外
籍員工，可以申請為期一年的工作許
可，並且可以延期。如果失去工作，
最多有60天的寬限期。正式法案將於
2017年1月17日生效。
5. 移民局於2016年4月份前五個工
作日內共收到236,000份的H-1B工作
簽證申請，通過抽簽選出了65,000個
常規申請和20,000個留給在美國獲得
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申請。移民局
將從2017年4月1日起接受新的H-1B
工作簽證申請。估計名額依然會很快
用罄。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
民法律知識而作，並非針對個案，不
可作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
人具體情況咨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
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
在美南新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
每星期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
路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
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午 5 點)在電
台調頻 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播
出。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
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
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
律顧問。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
移民: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
術移民,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
民,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委
托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
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
於百利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
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
ton Tx 77036 聯 系 電 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713-583-9749
。網址:http://solisyanlaw.com/電子郵
箱：yanni@solisyanlaw.com 周一到周
五:9:00AM-5:00PM, 周 六:10:
00AM-1:00PM.

公民入籍介紹和最新移民消息

(本報訊)春節是華人一年裡最盛大的節日
，其隆重程度不亞於西方的聖誕節。為了慶
祝中華民族這一傳統節日，位於休斯敦地區
糖城的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中國分會，將
於二月四日晚上五點至八點舉辦一年一度的
春節團聚饗宴！這也是該教會的一大特色，
每年都吸引數百人歡聚一堂。為了更好地辦
好這個活動，教會的慶祝活動組特地安排了
六大區域具有代表性的美食，分別是北方料
理、南方佳肴、香港美食、南洋燒烤以及美

式餐點。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是特別講究飲食
的民族，從“民以食為天”足以證明這一點
。在我們綿長的五千年的文化歷史長河裡，
不容忽視的各色食物也得到了極致的發揚和
光大。中華民族美食的獨具魅力也同它的地
大物博息息相關，各地氣候、物產以及風俗
習慣的差異，造就出不同地區的民族和自己
的特色食物，配合不同節令也應時調配出了
一道道令人垂涎三尺的美味佳肴。

《回家看看》是今年晚會的主題，也對

應了教會崇尚家庭為第一位的原則，“事業
上的任何成功也彌補不了家庭的失敗”，是
的家庭是社會的一份子，家庭安穩了社會才
會平靜。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每周的聚會時間
是周日12:15 到3:15，如果有興趣歡迎帶您的
家人來參加崇拜。地址是 14555 Lexington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聯 系 電 話 ：
713-371-8879。每周都有免費的英文班，敬
請查詢。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中文糖城分會春節晚會在即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中文糖城分會春節晚會在即

互聯網投資回歸理性：
品牌消費升級 智能安防換代

由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原工信部

電信研究院）發布的《互聯網發展趨勢

報告（2017）》顯示，2016年前三季度，

全球互聯網投資項目數量較2015年同期

下降12%，投資金額總計791億美元，較

2015年同期下降23%。同期，中國互聯

網風險投資數量也出現下降。

值得註意的是，2016年中國互聯網

領域的大額投資數量有所增加，其中超

過10億美元的投資有8起。隨著互聯網

領域投資逐漸回歸理性，哪些產業將在

2017年進入快速發展期呢？

智能硬件領域：
技術創新開拓新市場
經歷了前些年的大肆鼓吹之後，作為

智能硬件領域的重點，虛擬現實（VR）、增

強現實（AR）等產業在過去的壹年迎來

了難得的“冷靜期”。壹方面，更多的業

內人士意識到，智能設備的良秀不齊和內

容的匱乏正在使消費者的熱情消磨殆盡；

另壹方面，很多智能硬件制造企業開始將

重心放在技術上，更加註意VR/AR配合場

景使用方面的技術創新。

另外，人工智能會是大趨勢。2016

年，從谷歌公司以圍棋人機大戰掀起的

人工智能熱潮，到微軟公司發布名為

Tay的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再到阿裏

雲人工智能成功預測了《我是歌手》決

賽的總冠軍，研究者似乎終於憑借深度

學習、語義/語音識別、大數據分析等創

新找到了人工智能的方向。另外，無人

機也將迎來普及期。根據艾媒咨詢權威

發布的《2016年中國無人機行業研究報

告》預計，2016年中國民用消費級無人

機市場規模預計將達32億元。

隨著相關技術創新、內容制造進入高

發展期，智能硬件領域將在2017年開始進

入真正的市場消費期。而據多個第三方機

構預測，擁有萬億元未來市場規模的智能

硬件行業預計在至少兩年後迎來賺錢效

應，但之前會有很多公司成為“先烈”。

品牌消費領域：
消費升級成為新商機
隨著相當數量的中國消費者開始具

備消費升級的能力，過去的壹年，人們

開始願意通過“買買買”為情緒和精神

上的滿足買單。

具體來說，壹些追求時尚潮流的創

業品牌，母嬰、運動等垂直領域會迎來

巨大市場空間，相當壹部分具有更高品

質的本地品牌將會加速進入人們視野。

此外，在內容娛樂行業方面，針對類細

分垂直人群的內容、渠道以及服務提供

商也會迎來發展期。

英諾天使基金合夥人李小麗建議，

創投人群應找準相關品牌的垂直人群，

選對品類，用具有社交元素的、扁平的、

媒體化（例如社群）的方式引導消費，形

成品牌，輔以快速的供應鏈以及合理的

成本控制，這樣的項目會在2017年獲得

更快發展。

特別的是，“分享”帶來的互聯網

產業創新正成為新的投資熱點，例如裝

修領域的愛空間，聯合辦公的WE＋、

長租公寓YOU＋等。“2017年的行業聚

焦重點，並不局限在所謂的‘互聯網＋’

或者‘＋互聯網’概念，而是在移動互

聯網的生態環境下，符合新壹代主流消

費群體需求的商業元素創新組合。”分

享投資管理合夥人崔欣欣說。

產業融合領域：
實體經濟創造新價值
隨著中國在人工紅利、流量紅利和

第壹代互聯網技術紅利上的優勢逐漸喪

失，中國傳統產業將重新關註核心技術

創新代來的價值。2016年12月舉行的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以推進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為主線，著力振興實體經濟。

加快互聯網與傳統產業的融合，被看作

傳統產業在移動互聯時代重新掘起的重

要契機，而這將給工業自動化、高端制

造、智能制造方向的公司創造出壹個巨

大的市場。

根據中國互聯網協會發布的《2016

年中國互聯網產業綜述與2017年發展趨

勢》預計，制造業方面，數字化生產、

個性化定制、網絡化協同、服務化制造

等“互聯網+”協同制造新模式將取得

明顯進展。農業現代化方面，現代信息

技術在農業生產、經營、管理、服務各

環節和農村經濟社會各領域將會深度融

合，也將是壹片藍海。

移動互聯領域：
走向全球謀劃新布局
2016年，國內移動互聯網激烈而險

峻的競爭環境讓很多創業者們或主動或

被動地走向了海外。漂洋過海之後，很

多項目在海外打開的大市場。

谷歌公司聯合兩家中企發布了首期

“中國出海品牌30強”排行榜和報告。智

明星通、獵豹移動等移動遊戲、互聯網服

務企業名列前茅。相關數據顯示，去年進

入海外前1000名的中國移動應用App有

119個，比去年初增加了近30個，類型主

要以工具類、攝影類、遊戲類為主。

相關專家認為，從全球視野上看，

各個細分領域的移動互聯網在國內是存

量市場，在海外卻是增量市場，遊戲、

電商、社交等領域在新興市場如印度、

東南亞、巴西、俄羅斯等新興市場仍然

存在巨大商機。

網絡安全領域：
智能安防換代新升級
根據美國信息技術研究與分析公司高

德納最近發布的壹項報告，到2018年，超

過半數的物聯網設備制造商將由於薄弱的

驗證實踐方案而無法保障產品安全。這意

味著，物聯網產業界將會在2017年積極采

取整體措施增強安全態勢。

而隨著雲計算逐漸成熟，很多企業

會傾向於利用加密、標記或其他解決方

案來確保敏感數據或機密信息，強大的

身份驗證措施供應商將會因此獲益。市

場人士預計，以雲從科技、商湯科技、

依圖科技和曠世科技等為代表的人臉識

別應用行業，以海康威視為代表的安防

視頻分析行業，都將迎來較快的發展期。

記者從國家旅遊局獲悉，2017年春節期間，全

國共接待遊客3.44億人次，實現旅遊總收入4233億

元。中國公民出境旅遊總量約615萬人，同比增幅

近7%。

旅遊活動豐富多彩 綜合收入持續增加
根據春節假日七天旅遊市場的情況看，假日旅

遊消費需求增勢明顯，旅遊活動豐富多彩，各地民

眾出遊熱情高漲，出遊人數、旅遊收入雙雙走高，

旅遊過年漸成時尚。

根據國家旅遊局數據中心綜合測算，2017年

春節期間，全國共接待遊客3.44億人次，同比增

長13.8%，實現旅遊總收入4233億元，同比增長

15.9%。

2022年冬奧會花落中國，冰雪旅遊受到青睞，

北方大部分地區呈現兩位數增長。與此同時，南方

大部分地區氣象條件適宜出行，避寒旅遊從海南向

西南各省區擴展。

舉家出行旅遊過年 除夕首日即迎高峰
舉家出遊成為不少群眾過年的的新選擇。除夕

當天，全國即迎來出遊高峰，旅遊接待總人數5050

萬人次，同比增長 10.4%，實現旅遊收入 590 億

元，同比增長13.3%。

各地景區壹改往年春節假期首日冷清的景象，

實現了開門紅。1月27日當天，甘肅省接待國內外

遊客86.05萬人次，實現旅遊收入5.2億元，兩項指

標分別比上年同期增長22.1%和25.9%；湖南省納入

全省假日監測的 72個重點景區（點）接待遊客

56.04萬人次，實現旅遊收入4666萬元，同比分別

增長48.5%和66.49%。海南省當天全省進港15萬人

次，同比增長25%。

帶上家人看世界 全球迎來中國周
根據“全國旅遊團隊服務管理系統”顯示，春

節期間，中國公民出境旅遊總量約615萬人，同比

增幅近7%，其中團隊遊人數37.4萬人，同比上漲

2.5%。

據香港入境事務處公布數據顯示，春節期

間 訪 港 內 地 遊 客 人 數 69.7 萬 人 ， 同 比 上 升

3.7%。據澳門旅遊局公布的入境遊客統計數據

顯示，春節期間訪澳內地遊客 53.3 萬人，同比

增加8.5%。

出境遊散客和自由行人數增加，高端出境遊增

長迅速。客源方面，出境市場從沿海發達地區和北

上廣深等壹線市場向二三線城市的內陸地區延伸，

如廣西出境的人數增加明顯，在出境遊客源省份中

排名提升。

春節期間全國接待遊客3.44億人次 收入4233億元



The Soviet Union was the last nation to attempt a lunar 
sample return through the Luna 24 mission back in 
1976.
Chang'e-5 will be equipped with high-end technology, 
some of which can be used for a Mars sample return 
mission and eventual crewed journeys to the moon by 
China.

"The lunar probe is comprised of four parts: an orbiter, 
a return module, an ascender, and a lander," Ye Peijian, 
one of the country's leading aerospace experts, said in 
a report by state media Xinhua.
Once Chang'e-5 has landed on the chosen spot, it 
will drill holes into the soil and collect samples. An 
ascent module, together with an orbiter, will then 
perform an automated docking around the lunar orbit 
approximately 380,000 kilometers away from Earth.
Once the automated docking is complete, the orbiter 
will start its journey back home. The return module 
will detach itself once close to the Earth for a 'skip' 
reentry. The orbiter is planned to land in Siziwang 
Banner, Inner Mongolia.

"Once the samples are back, we can begin our analysis 
right away," Ouyang Ziyuan told the press back in 
October. Ouyang is one of China's Lunar Exploration 
Project's (CLEP) cosmochemists and chief scientists.
Although Chang'e-5 is not the first orbiter to fly the 
moon, it will be the first one to land, rove, and retrieve 
samples from the lunar surface. The mission marks the 
third phase of a Chinese project that began nearly 10 
years ago.
China is also planning two other ambitious missions. 
In late December, its space agency announced that it 
may land a probe on the moon's far side by late 2018 
— and that it plans to launch a Mars probe by 2020. 
Related
China Plans On Making Major Breakthroughs 

In Space Science
China plans to make major discoveries and 
breakthroughs in frontier areas of space science, said a 
recently released government white paper.
The white paper revealed China will implement a 
series of new space science satellite program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The paper titled "China's Space Activities in 2016" 
also detailed China's key achievements over the past 

China has set its sights on the moon. The nation just 
recently announced the country's first sampling and 
return mission, slated for launch late Nov. 2017, 
according to an article bygbtimes.com.
Chang'e-5, an 8.2-tonne probe, will embark on the 
momentous journey. It will be launched on a Long 
March 5 rocket situated on Hainan Island's Wenchang 
Satellite Launch Centre.
Two years after putting its first rover on the moon, 
China says it will launch a mission to bring lunar 
samples back to Earth late this year. As it plans that 
mission, China's space agency is also preparing a 
separate trip to the moon's far side, possibly in 2018.
In late 2013, China became the third country to land a 
rover on the moon's surface, joining the U.S. and Russia 
in that elite club. Named the Jade Rabbit, China's rover 
ran into a slew of early technical problems, as the Two-
Way reported. But it overcame many of those issues 
and continued operations until August of 2016.
The mission to return lunar samples to Earth will be 
even more complex. 

five years and its plans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Chinese scientists will seek evidence proving the 
existence of dark matter. They intend to use dark 
matter particle exploration satellites to detect high-
energy electrons and high-energy gamma rays in the 
Universe.
China also plans to launch a hard X-ray modulation 
telescope to study the matter dynamics and high-
energy radiation processes in the strong gravitational 
field of compact celestial bodies and black holes.
Chinese scientists will also study large-scale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 models of solar wind and the 
magnetosphere, and the response to magnetospheric 
substorm change process.
Chinese scientists will use the Shijian-10 recoverable 
satellite; Chang'e lunar probes; Shenzhou spacecraft; 
the Tiangong-2 space laboratory and Tianzhou-1 
cargo spacecraft to implement scientific experiments 
and research in biology, life sciences, medicine and 
materials in space.
China will also carry out experiments in space, said 
the white paper.
China will conduct basic research into sun-earth space 
environment; space climate and solar activity and its 
impact on space climate. It will also implement space-
relate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 white paper said China will perform experiments on 
new space technologies to provide solid technological 
support for its space industry.
The 11,000-word white paper noted China's 
achievements in space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These 
achievements include the successful debut of the 
heavy-lift rocket Long March 5; a new coastal launch 
site; a dark matter-hunting satellite and a quantum 
science satellite.
China is now preparing for Moon and Mars missions. 
It's once again aiming for the Moon, with planned 
lunar missions in 2017 and 2018.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cles)

Director for Southern News Group.
An official proclamation was presented from 
Congressman Al Green to Southern News Group 
Chairman Wea H. Lee that officially recognized the 
2017 Lunar Festival and its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Houston community.
Congressman Al Green congratulated Chairman Lee 
on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unity and his efforts 
to organize many activities to bring the community 
together into a more united and multi-community. 
He was honored with "Happy New Year" and 
"Congratulations to Fortune" in standard Chinese. 
Congressman Green urged everyone to recognize 
Chairman Lee for his dedication to community service.
Activities to celebrate the arrival of the Lunar New 
Year also included a prepared a roast suckling pig by 
Deng Runjing (David Tang) presented to Chairman 
Lee and together with the crowd as the roast suckling 
pig was carved. The roast suckling pig is a symbol of 
Lucky Po and a good sign for a good New Year ahead. 
Guest ate the New Year pork together, exchanging 
views and networking in the lively and warm scene.

A Kickoff Reception was held for the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on Thursday, 
January 6th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TC) 
from 5PM - 8PM. The Festival is planned for Saturday 
February 4, 2017, and will be held on the square in 
front of Southern News Group offices located at 11122 
Bellaire Blvd in southwest Houston.
A group numbering almost 80 participants attended the 
Kickoff Reception and included U.S. Congressman Al 
Green and Texas State Representative Hubert Vo and 
the Consul General of Japan
In his opening remarks, Chairman Lee thanked 
everyone for attending and also announced that the 
Lunar Festival would be called the International Arts 
and Cultural Festival in the future with a total of more 
than 13 countries to join the ranks of planning future 
events to show the variety of cultural performances 
these countries have to offer. There will be more 
international celebrations, rich with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activities, Lee said.
Chairman Lee also announced that David Tang would 
be the new CEO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and 
that Anna Wang would be the new Public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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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 From The Reception For The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val

China's Chang'e-5 craft, seen here at an exhibition in 
2014, will carry out a lunar soft landing, according to the 
country's space agency.

China's quantum satellite. (Photo : CNSA)

Figure 1: U.S. Congressman Al Green (fifth from left), Southern News Group Chairman (sixth from left),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members of the event Planning Committee. (Photo/ Huang Xiangci / photography)

Figure 2: U.S. Congressman Al Green 
(left) presented a Proclamation 
recognizing the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by his 
office for outstanding community 
service to Wea H. Lee (right),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Photo/ Huang Xiangci / photography)

Figure 3: Everyone enjoyed the cutting of the roast suckling pig.  (Photo/ Huang 
Xiangci / photography)

Although Chang'e-5 is not the first orbiter to fly to the moon, 
it will be the first one to land, rove, and retrieve samples 
from the lunar surface. (Photo : Getty Images)



The Soviet Union was the last nation to attempt a lunar 
sample return through the Luna 24 mission back in 
1976.
Chang'e-5 will be equipped with high-end technology, 
some of which can be used for a Mars sample return 
mission and eventual crewed journeys to the moon by 
China.

"The lunar probe is comprised of four parts: an orbiter, 
a return module, an ascender, and a lander," Ye Peijian, 
one of the country's leading aerospace experts, said in 
a report by state media Xinhua.
Once Chang'e-5 has landed on the chosen spot, it 
will drill holes into the soil and collect samples. An 
ascent module, together with an orbiter, will then 
perform an automated docking around the lunar orbit 
approximately 380,000 kilometers away from Earth.
Once the automated docking is complete, the orbiter 
will start its journey back home. The return module 
will detach itself once close to the Earth for a 'skip' 
reentry. The orbiter is planned to land in Siziwang 
Banner, Inner Mongolia.

"Once the samples are back, we can begin our analysis 
right away," Ouyang Ziyuan told the press back in 
October. Ouyang is one of China's Lunar Exploration 
Project's (CLEP) cosmochemists and chief scientists.
Although Chang'e-5 is not the first orbiter to fly the 
moon, it will be the first one to land, rove, and retrieve 
samples from the lunar surface. The mission marks the 
third phase of a Chinese project that began nearly 10 
years ago.
China is also planning two other ambitious missions. 
In late December, its space agency announced that it 
may land a probe on the moon's far side by late 2018 
— and that it plans to launch a Mars probe by 2020. 
Related
China Plans On Making Major Breakthroughs 

In Space Science
China plans to make major discoveries and 
breakthroughs in frontier areas of space science, said a 
recently released government white paper.
The white paper revealed China will implement a 
series of new space science satellite program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The paper titled "China's Space Activities in 2016" 
also detailed China's key achievements over the past 

China has set its sights on the moon. The nation just 
recently announced the country's first sampling and 
return mission, slated for launch late Nov. 2017, 
according to an article bygbtimes.com.
Chang'e-5, an 8.2-tonne probe, will embark on the 
momentous journey. It will be launched on a Long 
March 5 rocket situated on Hainan Island's Wenchang 
Satellite Launch Centre.
Two years after putting its first rover on the moon, 
China says it will launch a mission to bring lunar 
samples back to Earth late this year. As it plans that 
mission, China's space agency is also preparing a 
separate trip to the moon's far side, possibly in 2018.
In late 2013, China became the third country to land a 
rover on the moon's surface, joining the U.S. and Russia 
in that elite club. Named the Jade Rabbit, China's rover 
ran into a slew of early technical problems, as the Two-
Way reported. But it overcame many of those issues 
and continued operations until August of 2016.
The mission to return lunar samples to Earth will be 
even more complex. 

five years and its plans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Chinese scientists will seek evidence proving the 
existence of dark matter. They intend to use dark 
matter particle exploration satellites to detect high-
energy electrons and high-energy gamma rays in the 
Universe.
China also plans to launch a hard X-ray modulation 
telescope to study the matter dynamics and high-
energy radiation processes in the strong gravitational 
field of compact celestial bodies and black holes.
Chinese scientists will also study large-scale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 models of solar wind and the 
magnetosphere, and the response to magnetospheric 
substorm change process.
Chinese scientists will use the Shijian-10 recoverable 
satellite; Chang'e lunar probes; Shenzhou spacecraft; 
the Tiangong-2 space laboratory and Tianzhou-1 
cargo spacecraft to implement scientific experiments 
and research in biology, life sciences, medicine and 
materials in space.
China will also carry out experiments in space, said 
the white paper.
China will conduct basic research into sun-earth space 
environment; space climate and solar activity and its 
impact on space climate. It will also implement space-
relate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 white paper said China will perform experiments on 
new space technologies to provide solid technological 
support for its space industry.
The 11,000-word white paper noted China's 
achievements in space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These 
achievements include the successful debut of the 
heavy-lift rocket Long March 5; a new coastal launch 
site; a dark matter-hunting satellite and a quantum 
science satellite.
China is now preparing for Moon and Mars missions. 
It's once again aiming for the Moon, with planned 
lunar missions in 2017 and 2018.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cles)

Director for Southern News Group.
An official proclamation was presented from 
Congressman Al Green to Southern News Group 
Chairman Wea H. Lee that officially recognized the 
2017 Lunar Festival and its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Houston community.
Congressman Al Green congratulated Chairman Lee 
on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unity and his efforts 
to organize many activities to bring the community 
together into a more united and multi-community. 
He was honored with "Happy New Year" and 
"Congratulations to Fortune" in standard Chinese. 
Congressman Green urged everyone to recognize 
Chairman Lee for his dedication to community service.
Activities to celebrate the arrival of the Lunar New 
Year also included a prepared a roast suckling pig by 
Deng Runjing (David Tang) presented to Chairman 
Lee and together with the crowd as the roast suckling 
pig was carved. The roast suckling pig is a symbol of 
Lucky Po and a good sign for a good New Year ahead. 
Guest ate the New Year pork together, exchanging 
views and networking in the lively and warm scene.

A Kickoff Reception was held for the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on Thursday, 
January 6th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TC) 
from 5PM - 8PM. The Festival is planned for Saturday 
February 4, 2017, and will be held on the square in 
front of Southern News Group offices located at 11122 
Bellaire Blvd in southwest Houston.
A group numbering almost 80 participants attended the 
Kickoff Reception and included U.S. Congressman Al 
Green and Texas State Representative Hubert Vo and 
the Consul General of Japan
In his opening remarks, Chairman Lee thanked 
everyone for attending and also announced that the 
Lunar Festival would be called the International Arts 
and Cultural Festival in the future with a total of more 
than 13 countries to join the ranks of planning future 
events to show the variety of cultural performances 
these countries have to offer. There will be more 
international celebrations, rich with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activities, Lee said.
Chairman Lee also announced that David Tang would 
be the new CEO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and 
that Anna Wang would be the new Public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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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 From The Reception For The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val

China's Chang'e-5 craft, seen here at an exhibition in 
2014, will carry out a lunar soft landing, according to the 
country's space agency.

China's quantum satellite. (Photo : CNSA)

Figure 1: U.S. Congressman Al Green (fifth from left), Southern News Group Chairman (sixth from left),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members of the event Planning Committee. (Photo/ Huang Xiangci / photography)

Figure 2: U.S. Congressman Al Green 
(left) presented a Proclamation 
recognizing the  21st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 by his 
office for outstanding community 
service to Wea H. Lee (right),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Photo/ Huang Xiangci / photography)

Figure 3: Everyone enjoyed the cutting of the roast suckling pig.  (Photo/ Huang 
Xiangci / photography)

Although Chang'e-5 is not the first orbiter to fly to the moon, 
it will be the first one to land, rove, and retrieve samples 
from the lunar surface. (Photo : Getty Images)



廣 告 BB1212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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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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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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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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