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17年3月15日 星期三
Wednesday, March 15, 2017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佛光山中美寺音樂會

向City of Stafford警消人員致敬
佛光山中美寺與City of Stafford上周六晚間在Stafford

Center 聯合舉辦一場「青年為世界傳遞希望和尊重」現場音

樂會﹐這也是僑界難得的一場由青年主打﹐青年演出﹐傳遞年

輕人的夢想和希望的一場音樂會﹐並藉由此活動鼓勵更多的

年輕朋友一起來實行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現

場也舉辦捐款儀式﹐由主辦單位接贈﹒

社 區 剪 影社 區 剪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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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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美國總統川普本周將公布預算方案﹐預計這個方案將會大幅
度提高軍費開支﹐大幅度削減聯邦政府其它項目的經費﹒預算公布

時間定於星期四﹒這個方案將給人們了解川普如何落實
“美國優先”政策的具體細節﹒
這個預算很可能會在國會遇到強烈的反對﹒國會議員們
對重新審查醫保項目的計劃的爭論已經非常激烈﹒
共和黨內有許多人支持川普增加軍費的計劃﹐但是﹐與川
普不同的是﹐有些人希望在增加軍費的同時削減社保和醫
保這兩項最大的聯邦項目的開支﹒
民主黨對整個預算案﹐特別是對削減環保和扶貧方面國內
政府項目的計劃保持高度警惕﹒
兩黨議員還表示﹐他們還對川普提議的削減國務院和對外
援助預算的計劃感到關切﹐他們擔心這樣會減弱美國在國
際上的影響力﹒
白宮官員指出﹐總統的建議只是一個藍圖﹐最終的預算方
案必須得到國會同意﹒不過﹐他們堅持認為﹐必須做出艱
難的抉擇﹒
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加裏·科恩周六對福克斯新聞
說﹐“不幸的是﹐除了增加我們的軍費使我們再次成為軍事
強國﹐我們沒有其它選擇﹒”

科恩說﹐“這和每一個美國家庭一樣﹐你要在某一方面花錢﹐就得做出
艱難的決定﹐就必須在另一方面減少開支﹒”

在上個月公布的一個計劃中﹐白宮官員說﹐川普打算增加軍費540億
美元﹐這是國防開支增幅最大的一次﹒本周公布的方案將列出總統
關於這筆資金從哪裏出的具體安排﹒
根據媒體了解的預算案的部分內容﹐川普將全面削減聯邦政府自由
支配開支的部分﹒
據報道﹐川普準備削減環保署預算多達25%﹐能源部30%﹐國務院和
外援預算37%﹒
如果預算案獲得通過﹐這個削減幅度將意味著聯邦政府人員會大大
減少﹒川普和共和黨一直認為﹐聯邦政府人浮於事﹐效率太低﹒不
過﹐現在還不清楚川普是否會兌現他在競選中做出的關於削減美國
債務的承諾﹒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要等到五月份﹒屆時白宮會公布稅法改革方案
和強制性開支計劃﹒強制性開支包括醫保和社保項目的開支﹒
川普曾經表示﹐削減醫保和社保開支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這兩項
開支占聯邦預算比例將近40%﹒川普還打算投入一萬億美元用於基
礎設施建設﹐更新美國的公路﹑機場和鐵路﹒
大多數分析人士認為﹐這就意味著川普可能會繼續保持預算赤字﹒
今後十年﹐國會預算辦公室最近預計﹐聯邦債務預計會增加約十萬億
美元﹒

內容介紹內容介紹﹕《﹕《牛鐵漢和他的兒女們牛鐵漢和他的兒女們》》是鄭是鄭

泉寶執導的農村題材電視劇泉寶執導的農村題材電視劇﹐﹐姚晨主演姚晨主演﹐﹐

該劇講述了牛村村主任牛鐵漢引咎辭該劇講述了牛村村主任牛鐵漢引咎辭

職職﹐﹐讓位副手谷滿堂讓位副手谷滿堂﹐﹐而此時村主任在外而此時村主任在外

闖蕩的大兒子牛天意回鄉帶領鄉親們共闖蕩的大兒子牛天意回鄉帶領鄉親們共

同致富的故事同致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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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首播時首播﹐﹐周二至周六凌晨周二至周六凌晨44時至時至55時時

重播重播﹐﹐敬請準時收看敬請準時收看﹒﹒

《《牛鐵漢和他的兒女們牛鐵漢和他的兒女們》》農村勵志故事農村勵志故事

《《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整理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VOA】據中國官方媒體星期一報道﹐美國飛機巨頭波音

公司在中國浙江舟山的首家海外工廠定於三月底正式

開工建設﹐預計2018年底交付首架飛機﹐目標是每年交

付100架波音737飛機﹒

據報道﹐波音在海外的首家工廠由波音和中國商用飛機

公司（COMAC）合資的737完工中心和波音獨資的737

交付中心兩部分組成﹒完工中心負責飛機上的娛樂系

統等內飾安裝﹐以及飛機的維修和維護﹒完工的飛機將

通過交付中心交付給波音的中國客戶﹒

據波音預測﹐中國未來20年內需要6,810架新飛機﹐估計

總售價為1萬億美元﹒

波音首家海外工廠三月底在浙江開工建設波音首家海外工廠三月底在浙江開工建設

20172017年年22月月2222日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聯邦預算會議上講話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聯邦預算會議上講話﹒﹒ 財政部長努財政部長努
欽欽（（右右））在座在座﹒﹒

BB22美南電視介紹

在華盛頓州的波音工廠在華盛頓州的波音工廠﹐﹐工人坐吊車在波音工人坐吊車在波音787787--88客機的尾部施工客機的尾部施工﹒﹒
（（20142014年年88月月77日日））

川普預算案本周公布 國務院經費似被砍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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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移民資訊

匈牙利國債移民五大優勢
近年来，欧洲投资移民大热。其中，投资门

槛仅为30万欧元且5年后返还的匈牙利国债移民

项目凭借着投资额低、审批快、无任何登陆要求、

一步到位获得永居身份等优势成为了欧洲投资移

民市场的焦点。为什么匈牙利能够迅速占领投资

移民市场较高份额，成为投资人获取欧盟身份抢

手的移民项目之一呢？匈牙利国债移民如此受投

资人青睐，选择它的优势到底有哪些呢？和中移

民在此做了简要解析。

申请简单：

匈牙利国债移民操作十分简单，只要申请人

无犯罪记录，满18周岁，拥有购买国债的30万欧

元的资金即可，提供的材料也相对简单，不需要

复杂的程序，无语言、经商背景、资产来源审计

等要求。最快3个月拿5年非永居，获得非永居6

个月之后就可以申请永居，一步到位，且不需要

登陆匈牙利境内。

性价比高：

拥有匈牙利的绿卡，可以自由通行欧洲26个

国家，享受欧盟待遇，在欧洲工作、学习都非常

便利。30万欧元投资，相对来说，费用较低。对

于钟情欧洲的投资人来说，匈牙利移民确实算是

划算的移民项目了。

投资安全：

唯一写入移民法的移民项目，官方发布、官

方监管、官方背书，匈牙利驻华使领馆官网介绍，

投资国债资金保障无风险。而且5年无息返还，是

法律规定的条款，投资者没有投资的风险担忧，

可以说是非常安心的移民途径。

绿卡高性价比：

拿到匈牙利绿卡，那不只是匈牙利身份的象

征，更是欧洲游、学习、教育的绿卡。

时机黄金：

欧元汇率变动，可以说是投资欧洲的良好时

机。从本身经济发展来看，匈牙利整体经济水平

一直稳步增长，是欧洲稳固发展的国家。由此匈

牙利投资款增加，名额缩减，移民门槛的慢慢升

高，很鲜明的反应了匈牙利经济的上升趋势。

附加阅读——利好新政：国债按季度发放，

先买先还为进一步优化国债项目，匈牙利经济部

国债发行司经各级审批后，将原有的一年发行一

次的移民国债改为每季度发行一次，由2016年3

月份开始执行。新发行制度下的移民国债最长投

资期变为5年零3个月，比原移民国债最长投资期

（6年）减少了9个月，最短投资期仍保持5年不

变。匈牙利政府此次对项目结构的优化调整，正

是匈牙利国家特别债券基金在过去一年多向政府

各部门积极建言和推动的有效成果，同时显示出

政府支持项目的力度以及对项目投资者及其利益

的高度重视。

加拿大研究放寬快速移民
吸引國際學生成永久居民

据加拿大《明报》报道，加拿大联

邦移民部长麦家廉(John McCallum)表示，

会就“快速移民”(Express Entry)的劳动

力市场影响评估(LIMA)必要性及其获分

比重进行研究，包括对已获得聘书的申

请人是否需要给予现时多达 600分，下

周并会与经济专家等会面咨询。

麦家廉近日在温哥华与本地传媒进

行圆桌会议，其妻子及数名国会议员亦

有出席。并讲及移民部的各项措施及工

作进展。继日前公开肯定国际学生为本

国最完美及最应吸纳的移民类别后，他

再度强调这一方向，并说：“他们(国际

学生)这一类别，是我们最应欢迎和接纳

的。本国面对人口老化问题，而在移民

方面，亦要与其他国家如澳洲及美国竞

争。”

麦家廉说，移民部锐意让更多国际

学生成为本国永久居民，而要令学生更

易移民本国，现时的“快速移民”制度

有必要改善。

对于要求申请人取得劳动力市场影

响评估这一点，麦家廉坦承，是移民部

考虑改革的重点。他说：“对于通过快

速移民申请的人，我们是否应该有此要

求，这是值得商榷的，不少商界代表都

向我们反映过这一点。”

麦家廉说：“我们亦在研究快速移

民系统的给分制度，已获得聘书的人，

应否获得这么多分数？这是其中一个导

致国际学生难以符合移民资格的原因，

因为学生毕业后，要找到合适并符合条

件的职位，是非常困难。”

移民部将听取经济师意见
他说：“我们是否需要劳动力市场

影响评估呢？有职位的申请人应否获加

如此多分呢？”麦家廉表示，现时尚未

知道下一步会是怎样，但移民部正积极进

行讨论、研究及咨询，下周并会与一些经

济师会面，听取他们的专业意见。“我们

已经有些关于快速移民系统的改革建议

在讨论中，但我们实际会采取什么行动则

仍有待决定。”

麦家廉亦在会议中，被问到父母及

祖父母签证与超级签证。他说，两类签

证的对象不完全相同，他认为超级签证

是个很好的项目。他并预期，随着父母

及祖父母申请的积压个案减少，在未来

一两年，这一类别的申请审批时间，将

会缩短。

此外，麦家廉说，前朝政府推出的

投资创业移民计划仅收到6份申请，证

明该计划非常失败。至于已被保守党中

断、以前中国移民热爱的投资移民计划

，他说，联邦政府没有对发展投资移民

立下任何承诺，但如有需要仍会考虑。

他指出，投资移民有好有坏，投资移民

既能带动就业及经济效益，但有人亦会

认为，不应这样“出售”加国国籍。

明年增加省推荐移民名额
在省级层面上，麦家廉表示，各

个省份都希望能增加省推荐移民的名

额，并明言明年的名额将会增加，但

未有透露增幅会是多少。他说，省推

荐及联邦推荐是经济类别移民的两个

分流，并期望移民部能继续提升联邦

推荐项目的效率及吸引力，让两个分流

都能有效并行。

麦家廉说，移民部在处理难民申请

的工作效率很高，并相信这一部分的经

验，能用于移民部的其他项目，进一步

改善整体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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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加拿大《星岛日报》报道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顾问公司美

世(Mercer)近日发表最新外企雇员

生活费调查报告，温哥华全球排

名142位，但高居全加拿大的榜

首。大温居民倍感生活费用高，

有年轻人要做两份工，方可维持

日常开支。

美世这份最新年度报告指，

香港外企雇员生活费全球最高，

纽约位列11，在北美居首。

加国温哥华、多伦多和蒙特

利尔三大城市分别名列142、143

和155位。

美世发言人弗罗斯特(Gor-

don Frost)表示，今年加拿大城市

生活费排名显著下调，得益于

加元贬值，使得外国企业进驻温

哥华的费用降低，但这也意味着

加国公司外派员工的负担增加。

月入7千加元 四口之家仅够

开支

尽管外企雇员在温哥华的生

活费，在全球仅排列第142位，

但大温居民就明显感到生活压力

大。素里居民林太一家四口，从

中国移民来加超过10年，在弗里

特伍德地区(Fleetwood)拥有一间

独立屋，任职水电工的林先生有

一份月入 7000 加元稳定收入，

不过，林太向《星岛日报》记者

细细道来，称每月也仅能勉强维

持，她说：“最大开支是付房屋

贷款，每月供款3300元，再加上

汽车供款1200元，日常饮食1500

元，以及两个孩子的课余兴趣班

费用，每月仅余不到500元用于

应急开支。”

林太表示，由于生活费用昂

贵，令她的丈夫一天也不能停工

。来自中国山东省的25岁郭姓青

年，3年前大学毕业后，一直要

靠打两份工，才能应付生活开支

。他对记者表示，每月实际拿到

近4000加元，付掉房租1800元，

供车600元，以及伙食费等，所

剩无几。女友家人希望他买了房

才结婚，他苦笑称：“看来只能

在梦中。”

多数受访者均表示，在大温

居住，最大的负担是住房开支。

据意大利华人街报道，意大利位

于欧洲南部，主要由靴子型的亚平宁

半岛和两个位于地中海中的大岛组成

，因其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为数众

多的人类文化遗产而被称为美丽的国

度。

意大利国土的90%都是山地和丘

陵，南北风光绝然不同，北部的阿尔

卑斯山区终年积雪、风姿绰约，南部

的西西里岛阳光充足而又清爽宜人，

一年四季，意大利的任何角落，都不

会令你失望。

作息时间

意大利人习惯晚睡晚起，上班的

时间也较晚，早上大概9点上班。10

点多回去吃点点心喝咖啡。午餐时间

一般是从下午2点开始，经过一个漫

长的午休，正常4点才开始上下午班

，所以下午也是7、8点才结束。

意大利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午

餐和晚餐之间进食。 也就是我们常

提到的下午茶。

大部分意大利商场关门比较早

，一般为晚8点。大型商场和购物中

心一般能开到晚上9点，周末甚至到

晚10点。但街边小店关门时间较自由

，经常早于晚8点，节假日也可能自

行放假。

饮食习惯

意大利人早餐吃的不多，早餐种

类包括咖啡，酸奶，水果，谷物，面

包等，很多人早上只习惯喝一杯咖啡

。意大利家庭的晚饭一般吃得都比较

晚并且丰盛。

社交礼仪

意大利人的见面礼节一般包括

：握手，亲吻和拥抱三种方式。

如果是第一次别人介绍认识，男女或

女女之间要拥抱并行贴面礼，贴面礼

是脸颊两侧都要贴的。男男之间就是

握手，再寒暄一番，做下自我介绍。

小费问题就全靠个人意愿了。不

管餐厅收费是否包含服务费，客人都

可以自行选择是否支付小费。

习惯动作

意大利是一个手语很发达的国家

，最普遍的就是手指弯曲指尖指向自

己，代表的是“你想要干嘛？！”如

果这个时候，游客就需要注意，态度

变谦和、耐心一些重复解释下，直到

理解。

在意大利如果有人向你吹口哨，

不要生气，这代表你的外貌受到认可

，一般是男生对女生做的比较多。

节日习俗

每逢各大节日，大部分商店都会

关门，如果想要购物的话，需提前采

购。意大利人在圣诞之夜全家团聚

，25号意大利南方人会从中午11点一

直举行宴会到晚上5、6点钟，和家人

朋友一起狂欢！每年的元旦前夜12月

31号晚上，意大利的年轻人都会外出

去舞厅，大家聚在一起举办“Danc-

ing Night”，会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晚

餐叫 “cenone”（意大利语：大型晚

餐），一定会吃蹄髈和象征金币的小

扁豆，吃得越多，代表来年会越有钱

！

风俗禁忌

意大利人视家庭问题及个人工

作问题为私人秘密，在与意大利

人交谈时，最好避开此类话题。

足球是意大利的普遍体育活动

，他们都有各自所喜欢的球队，每逢

球赛开始的时候，就会看到支持不同

俱乐部的球迷在一起看比赛、唱歌。

意大利人最忌讳“13”和“星期

五”，认为这些数字及日期都是很不

吉利的，遇其会有厄运或灾难临头。

如果遇到13号又是星期五，那么宁可

不要出门！

去教堂穿着一定要得体，不能穿

背心和短裤，一定要注意手机调成静

音或震动模式，注意不要大声喧哗。

相机拍照一定要关掉闪光灯。

不要随意扔垃圾，会有处罚。只

允许在室外抽烟。

意大利生活妳不得不知的小貼士

美國真的”美”嗎？
記我爲何移民加拿大

在移民这类重大的事情上，我都

会用别人的脑子。素有“超人”之称

的李嘉诚和两个儿子的脑子一定不错

，他们就毫不犹豫地移民加拿大。平

民百姓会认为美国移民门槛高历时长

，有可能办不成或者金钱精力上不值

得。可是李嘉诚的儿子们不是一般的

平民，他们当年也做出了和你我一样

的选择。

加拿大和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相

像的一对“孪生姐妹”，无论政治制

度还是生活环境。很多美国电影都在

加拿大拍摄，只需把街名和国旗更换

一下就可以开机了。在老百姓眼里，

加拿大没有的是“美元”，“美军

”，还有“航天局”和“好莱坞”等

优势。但加拿大是立国以来从未向任

何国家宣战，也从来没有经历政变。

社会稳定包容，个族裔和睦相处，幅

员辽阔，资源丰富。无论你喜欢与否

，今天它很多地方已经走到世界之前

列，比如同性婚姻，大麻合法化和医

助自杀等等。

当年在我眼里移民加拿

大优胜过美国之处主要还有

：

1）没有强制兵役：因

此永远不会看到自己儿子在

未来可能的战争中攻打他的爷爷或我

的爸爸所居住的城市；

2）没有全球纳税：那些做生意

的，或上市公司打工的加国公民（如

李嘉诚小儿子）作为非居民公民无需

缴纳加拿大税项；

3）没有做“大哥大”：除了不

用分担做“世界警察”带来的沉重经

济负担，也不用担心成为恐怖主义的

袭击对象。

以下两个小故事，令我当年先迷

恋而后抛弃那不“美”的美国，最后

成了今天的加拿大人。

1984年自助游去夏威夷，在飞机

上认识了一带台湾纱厂股东的导游并

决定参加他们的旅游项目。在飞机抵

达后第一次自助午餐时就出了问题

了 ，原来是一穿西装打领带的老年

台湾同胞(这个岛上太热，就没见过

穿西装打领带的)中暑晕倒。我本认为

是一件小事，但眼前却出现了一大群

身穿制服的：有警察，保安，急救和

医疗人员，我也居然成了现场翻译。

当导游随救护车陪着该团友去医院时

，我却被在场包括记者的人们团团围

住。有慈善机构的人给我名片表示愿

意支付该事故涉及的医疗费用，更多

的人关心那位老先生的情况。此时此

刻，我想到在北京看到被汽车撞死躺

在苏联大使馆门前好几个小时的骑自

行车少女，又想到海南省公路上成千

上万汽车碾过后像灯影牛肉一样行人

尸体。

1998年开车路过纽约水牛城，我

决定在哪里酒吧里度过“欢乐时光”

。刚走进去后我非常吃惊的发现，酒吧

客人拥挤骚动和疯狂欢呼。我问其中的

几个酒客，今天是什么节日要放烟火

庆祝？ 其中一个人答：“笨蛋，我们

正在开战！” 原来克林顿总统因莱温斯

基案困扰，他突然下令以巡航式导弹对

在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基地狂轰滥炸。

我当时十分气愤，面对酒客们我高喊

“房子在燃烧，人群在死亡，有哪一

点值得你们庆祝的！” 我是这么与他

们辨论：“如恐怖主义是苍蝇，那么

你们因为我脸上有苍蝇就可以对我扇

耳光了吗？”我认为起码在坐的美国

人心目中是没有主权概念的。当然我

们的争论是没有结局的，最后几乎大家

拳脚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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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休斯頓作為一個多元化的都市，其飲食文化也充滿多樣，而出

自名店的主廚在為饕餮之徒提供美味餐飲的同時，也讓更多的美食客學會如何

在自己家中設計自己的美食廚房，烹飪出和飯店一樣的美味餐飲。

休斯頓一家餐廳 House Restaurants 的主廚 Carlito Jocson 最近和地產界著名

網站 Zillow 合作，羅列出休斯頓當地著名社區豪宅當中別具一格的廚房設計，

作為參考，將對喜愛烹飪的美食客將大有裨益，同時，美食廚房的實用和華麗

不僅僅適合這些豪宅，同時，小型住宅一樣可以設計成爽心悅目的家庭小廚房，

只要有心，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有型有料的大廚。

休斯頓主廚 Carlito Jocson 通過餐廳廚房的從業經驗，和美食客分享如何打

造自己的家庭廚房，他提出了自己的四個經驗之談，即在設計中需要考慮的方

面。

首先是冰箱的分層抽屜必不可少。

酒窖的設計，方便餐飲前當中對酒品的選擇。

盤子和碗的收納位置，便於烹飪後直接上盤。

餐飲品嘗臺面要寬大舒適，能產生良好的視覺效果。

一些高大上的豪宅還可以考慮室外的夏季廚房。

以下是休斯頓部分社區豪宅的廚房設計。

打造家庭廚房 人人都可以成為主廚 

25 Greyton Lane in Memorial

238 Maple Valley Road
in Tanglewood

43 Grand Regency 
in The Woodlands

2201 Kingston 
in the River Oaks Area 休斯度名廚 Chef Hugo Ortega 和他的妻子在自家廚房

11510 Quail Hollow Lane 
in Memorial

11503 Wendover Lane 
in Memorial

酒窖設計

3540 Maranatha Drive in Sugar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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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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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伯明翰英國伯明翰，，克魯弗茲狗展開克魯弗茲狗展開
幕幕。。克魯弗茲狗展始創於克魯弗茲狗展始創於18911891年年，，
創始人是知名企業家查爾斯創始人是知名企業家查爾斯..科盧弗科盧弗
茨茨（（Charles CruftCharles Cruft），），目前已成為目前已成為
全球最大的寵物狗展全球最大的寵物狗展。。

法國尼姆市空軍基地落成法國尼姆市空軍基地落成 開幕式呈現飛行表演開幕式呈現飛行表演

法國尼姆市法國尼姆市，，Nimes-GaronsNimes-Garons民事安全空軍基地落民事安全空軍基地落
成典禮舉行成典禮舉行，，呈現精彩飛行表演呈現精彩飛行表演。。

京東與騰訊的安全團隊聯手協助公安
部近日破獲了壹起特大竊取販賣公民個人信
息案。根據公安部透露的信息，該案共抓獲
涉案嫌疑人96名，其中涉及交通、物流、
醫療、社交、銀行等個人信息50億條。

京東試用期員工為黑產團夥成員
據京東介紹，在騰訊與京東聯合打擊

信息安全地下黑色產業鏈的日常行動中，
發現2016年6月底入職京東、尚處於試
用期的網絡工程師鄭某鵬系黑產團夥的重
要成員。

經了解，鄭某鵬在加入京東之前曾
在國內多家知名互聯網公司工作，長期
與盜賣個人信息的犯罪團隊合作，將從
所供職公司盜取的個人信息數據進行交
換，並通過各種方式在互聯網上販賣。
京東方面立即向公安機關提供了線索。

據悉，鄭某鵬因為學歷較高，先後到
國內壹些知名網站進行應聘。“鄭某鵬技
術水平較高，基本都會被錄用。”據警方
介紹，鄭某鵬在工作壹段時間獲取信任
後，利用工作之便竊取網站的核心數據。
在信息竊取成功後，則離開該公司，繼續
到下壹知名網站應聘、竊取信息。

犯罪團夥公司化運作
據公安部刑偵局介紹，去年9月，

公安機關在工作中發現，壹犯罪團夥侵
入國內多家互聯網公司服務器，瘋狂竊
取公民個人信息，並從事網絡賭博、出
售公民個人信息等不法活動。公安部對
此高度重視，成立專案組徹查該案，並
專門召開案件協調會研判分析案情，指
定安徽省蚌埠市公安局對該案依法立案
偵查，其他涉案地公安機關密切配合。

實際上，京東員工鄭某鵬是該案的技
術人員之壹，該團夥是以韓某亮為組織核

心，翁某和鄭某鵬為技術支撐。翁某主要
是通過黑客的方式入侵網站服務器獲取公
民信息，之後把信息數據給韓某亮等進行
變現分贓。蚌埠市公安局刑警支隊支隊長
楊慶說，“翁某是湖北黃岡人，雖然僅高
中畢業，但技術很高。審訊時，同夥和翁
某自己交代，他還曾是網絡病毒‘熊貓燒
香’制作參與人之壹。”

韓某亮曾經因為買賣公民個人信息
被當地公安機關依法處理過。壹次偶然
的機會他認識了翁某，覺得他有入侵服
務器的能力，就把翁某聘請為自己的技
術顧問，由翁某組織了壹個黑客圈子，
竊取大量的公民信息。韓某亮再組織壹
幫人馬成立公司，通過公司化的運作給犯
罪披上貌似合法的外衣。該團夥自2015年
以來便通過黑客手段入侵多家公司的網絡
服務器，從中盜取公民個人信息。

涉案團夥近百人成黑灰產業鏈條
經過4個月走訪摸排和縝密偵查，

蚌埠警方查明這是壹個入侵互聯網公司
服務器竊取出售公民個人信息的犯罪團
夥，涉及安徽、北京、遼寧、河南等全
國14個省、市，涉案人員近百人。

在這個組織中，有人專門負責竊取
公民個人信息，有人通過技術手段把這
些公民個人信息進行整理建庫，還有壹
部分人會把這些整理建庫完成的數據直
接拿出來使用，有出售的，有交換的，
有數據變現的……“這個犯罪團夥已經
形成了互聯網黑灰產業鏈條，可以說像
盜搶銷壹條龍。”楊慶介紹。

個人信息多種途徑變現
該團夥通過黑客手段入侵多家公司的

網絡服務器，從中盜取網絡賬號、密碼、
身份證號、電話號碼、物流地址等公民個

人信息。那麼這些個人信息如何變現呢？
據警方介紹，在竊取信息後，該團

夥首先將壹批QQ號和遊戲賬號裏的Q
幣及遊戲裝備變賣變現。另外，韓某亮
還成立了壹些遊戲賭博網站，他通過侵
入其他賭博網站的服務器盜取來的公民
個人信息，進行精準化推廣，這就相當
於把別人的客戶給挖過來。

據警方介紹，韓某亮利用盜取的信
息數據十分“精準”，“不是所有被盜
取信息者都會受到推銷、邀賭，而是專
門針對有壹定社會活動能力人士。”韓
某亮還會給玩家壹些優惠，比如說同樣
的壹款遊戲，操作起來的感覺都差不多，
或者是返還的報酬都差不多，韓某亮的
遊戲賭博網站就會更加便宜壹些，免費
試玩的時間更長壹些。同時，韓某亮還
會通過翁某竊取同類網站、平臺信息，
進而精準推廣，把這些遊戲網站的會員
招攬到自己的網站裏來。

此外，該團夥通過QQ群、論壇等
將以上信息渠道在互聯網上出售。“有
些是賣給黑廣播、偽基站或者從事電信
詐騙的犯罪團夥，有些則是有特殊數據
需求的人群，比如推銷廣告等。”同時，
韓某亮夥同王某、方某，利用從互聯網
竊取的各類註冊信息復制銀行卡，實施
盜刷銀行卡等違法犯罪活動。

這些被盜取的公民個人信息被韓某
亮以多種形式變現後，先後獲得利潤數
百萬元。同時位於遼寧的黑客王某、方
某也大肆盜取公民銀行卡信息提供給韓
某亮，韓某亮以販賣網絡虛擬貨幣的形
式變現，然後分贓。

目前，該案正在進壹步審理中。

行業失信員工信息將互通
該案中盜竊個人信息的鄭某鵬曾在

多家知名互聯網公司的安全部門工作，
並利用職務之便，竊取用戶個人信息，
實際上是壹種職務犯罪。對此，近日京
東、騰訊、百度、沃爾瑪中國、寶潔、
聯想、美的、小米、美團點評、唯品會、
李寧、永輝超市、佳沃鑫榮懋等知名企
業，以及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
究中心共同發起“陽光誠信聯盟”。

該聯盟旨在通過互聯網手段共同構

築反腐敗、反欺詐、反假冒偽劣、打擊
信息安全犯罪的安全長城，共同提升聯
盟成員內控部門的履職能力和員工的職
業道德建設，共同打造誠信經營、放心
消費的商業環境，引領中國商業文明的
發展，打造陽光、透明的商業環境。

根據約定，“陽光誠信聯盟”以
“誠信經營”為使命，以開放的心態吸
納各行業成員共同推廣廉潔自律、奉公
守法的經營理念。聯盟將建立信息共享
機制，設立專屬網站，實現聯盟成員之
間在反腐敗等方面的信息互通，並向公
眾公開聯盟工作成果。京東將建立失信
員工的查詢通道，其他聯盟成員在招錄
員工時可重點關註，並在法律法規允許

的範圍內對涉案人員可采取拒不招錄。
聯盟將以堅定的決心、堅決的舉措打擊
腐敗行為，這既是對失信員工的約束和
懲戒，也是讓員工在職場發展中獲得陽
光透明、公平競爭的機會。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中國
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時
延安表示，誠信建設任重道遠，不是壹
家企業或者壹個行業的單打獨鬥，需要
全行業、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和努力。中
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會做
到信息資源和學術資源的分享，助力聯
盟切實發揮共同監督、攜手拒腐的作用，
共同打造壹個良好的商業環境，推動整
個社會的誠信建設步伐。

解密50億條個人信息如何被盜的：
信息多途徑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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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中美經貿關系未來將有哪些變化？“中國
的地位在上升，我們要對未來充滿信心。”中國國際經
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在其《大轉型：探尋中國
經濟發展新路徑》新書發布會上分享了自己的觀點：美
國對中國市場依賴性較強，中美之間不會出現全面的貿
易戰。

商務部部長鐘山透露的數據顯示，2016年中美雙邊
貨物貿易達到5196億美元。而2015年中美貿易額達
5583.9億美元，中國首次超過加拿大成為美國最大貿易
夥伴。

徐洪才表示，中美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系，中美
雙方的貿易金額已經大到不能互相傷害的程度。
“中國經濟總量超過 70萬億，中美之間的貿易順差
就是 2.4 萬億。中國物美價廉的商品到美國以後，美
國的消費者是受益的。過去的十年，美國的消費者
享受了中國物美價廉的商品和服務，壓低了美國的
通貨膨脹水平。中國購買美國的國債，也平衡了美國
的財政收支。”

他指出，美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性非常強，不會
出現全面的貿易戰。不僅美國是這樣，韓國同樣是如
此。韓國產業結構也有壹定的問題。在汽車領域，打
不過競爭對手日本和德國。在電子信息行業，打不過
蘋果和華為。

徐洪才還表示，未來中美之間仍有很大的合作
前景，因為美國現在要招商引資，中國願意對其投資，中國在加大
對美的基礎設施投資的同時，從美國進口壹些高科技產品，有利於
改善中美之間的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問題、貿易不平衡的問題。“總
而言之，現在中國的地位在上升，大家要對未來滿信心。”徐洪才
說。



through electromagnetic technology, he said.
Yue said an ideal place to install the Chinese equipment 
was on the Shandong peninsula on the country’s east 
coast, opposite South Korea. (Courtesy www.scmp.
com/news/china/diplomacy)
Related

China vows ‘resolute’ measures as US 
deploys first parts of THAAD missile system 

to South Korea
The plans to deploy the missile system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have angered not only North Korea, but also 
China and Russia, which see the system’s powerful 
radars as a security threat.
China said Tuesday it 
would “resolutely” defend 
its security interests as the 
US began deploying the 
THAAD missile-defense 
system in South Korea 
that Beijing fears will 
undermine its own military 
capabilities.
“We are firmly opposed 
to the deployment of 
THAAD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by the US and 
the ROK,”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told reporters at a regular press briefing in Beijing.
“China will resolutely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to 
defend our own security interests. All consequences 
entailed from this will be borne by the US and the 

macroeconomic analyst at Everbright Securities.
Poverty reduction was an important focal point of the 
CPPCC session this year. China brought 12.4 million 
people in rural areas out of poverty in 2016, although 
there were still 43.35 million people living below the 
poverty line at the end of 2016, officials sai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showed that China's 
development is people-centered, which is the essence 
of economic growth," Li Zhongjie, a member of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told Xinhua. (Courtesy 
http://www.chinadaily.com.cn/) 

China knew it might not be able to stop Seoul 
deploying a US anti-missile system and was prepared 
to counter with its own anti-radar equipment, a retired 
PLA general said on Monday.
The comments by Wang Hongguang came as a South 
Korean court’s decision to uphold the impeachment of 
Park Geun-hye, the country’s former president, fanned 
hopes Seoul might put plans for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system on hold.
Park supported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system to help 
protect South Korea against threats from North Korea, 
which Beijing says can peer through China’s defenses.
Wang, former deputy commander of the Nanjing 
Military Region, said China could not take the chance 
the next South Korean president would change policy 
and roll back the deployment.
The first THAAD components arrived at the Osan Air 
Base in South Korea last week.
Wang said Beijing had measures in place to neutralize 
THAAD’s radars. “We will complete our deployment 
before THAAD begins operations. There is no need to 
wait for two months [before the election of the next 
South Korean president],” he said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political sessions in Beijing. “We already have 
such equipment in place. We just have to move it to 
the right spot.”

Yue Gang, a military commentator and former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olonel, said China could either 
destroy THAAD or neutralise it.
“Destroying [THAAD] should only be an option 
during wartime,” Yue said.
But China could interfere with the system’s functions 

responsibilities, making valuabl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Yu Zhengsheng, chairman of the advisory 
body,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Yu spoke at the closure of the 12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PPCC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Proposals made by the members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economics, politics, cultur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conomic issues were the focus of 34.7 percent, down 
from 42 percent in 2016.
Proposals on politics, cultur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rose by different proportions 
compared with a year ago.

China's top political advisory body concluded its 
annual session on Monday, with more than 2,000 
memb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11-day session having 
provided 5,210 proposals for policymakers.
Members have done a good job carrying out their 

Last year,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members 
submitted 5,375 proposals. Although the number 
fell this year, "the quality of proposals has risen 
significantly", according to a CPPCC document.
Proposals addressed such important issues as energy 
consumption, poverty reduc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safe, quality goods,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
"It does not mean that we do not care about the 
economy," said Zhang Lianqi,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PPCC. "But our proposals 
have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and more of our focus 
has been put on areas that can raise 
people's 'sense of gain', such a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air pollution,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s." Zhang is a senior consultant 
with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a Beijing-based think 
tank.
It is natural for China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such topics 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fter becoming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analysts said.
"China has obviously intensified 
efforts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ince 2016, which 
is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appeals of the people after they 
have seen improvement in their 
living standards," said Xie 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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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sition to the Thaad missile system in South Korea has 
been strong.

Equipment for the US-backed missile defense shield arrives 
at Osan Air Base, south of Seoul, last week. Photo: Xinhua

U.S. Military personnel in front of a Thaad system unit in 
South Korea.

The US-mad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system 
is being deployed in the Seongju region, southeast of 
Seoul. (Photo/Reuters)

Proposals from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economics, politics, cultur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ovt. Sessions Conclude – Proposals On Issues Including Alleviating Poverty
And Reducing Smog Brought Before National Policymakers

China's Military Will Deploy Its Own System Before Seoul Sets Up American Units

CPPCC Advances 'Social, Economic' Progress

China Ready To Neutralize THAAD, Retired PLA General Says

Yu Zhengsheng, chairman of the 12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addresses members                            
at the closing session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on Monday. (Photo/Xi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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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K.”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greed last year 
to install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system, which China has repeatedly 
denounced as a threat to its security.
The US military began deploying the first elements of 
the missile system to South Korea after nuclear-armed 
North Korea on Monday launched four missiles which 
it said waspart of training for a strike on US bases in 
Japan. Three of the missiles came down provocatively 
close to Japan.
Deployment of the THAAD system “contributes to a 
layered missile defence system and enhances the US-

ROK Alliance’s defense 
against North Korean 
missile threats,” the US 
Pacific Command said in a 
statement.
“North Korea’s accelerating 
program of nuclear 
weapons tests and ballistic 
missile launches constitute 
a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are in violation of multipl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Some South Korean liberal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have said that the security 
benefits of having THAAD would be curtailed by 
worsened relations with neighbors China and Russia.
China’s condemnation of South Korean plans to 

deploy THAAD has triggered protests against South 
Korean retail giant, Lotte, which agreed to provide one 
of its golf courses in southern South Korea as the site 
of THAAD.
South Korean news agency Yonhap reported Tuesday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had shut down 39 of Lotte’s 
retail outlets in the country, citing fire-safety concerns.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also raised worries 
about a reported ban on Chinese tour groups visiting 
the country.
An official from South Korea’s Defense Ministry, who 
didn’t want to be named, citing office rules, said that 
the equipment that arrived in South Korea included 
launchers, but didn’t confirm how many. (Courtesy 
www.scmp.com/news/asia/east-asia/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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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休士頓論壇」
(Houston Asian Voice)將於3月16日(周四)晚間7時30
分直播，這次討論重點將放在趨於白熱化的國民黨黨主
席選舉和朴槿惠彈劾下台給台灣的啟示，節目也跨海連
線，獨家採訪國民黨主席參選人韓國瑜，讓他談談參選
訴求、兩岸關係與選後黨內團結等議題。節目由常中政
、馬健和李堅強教授主持，再度邀請國民黨海外黨代表
陳煥澤擔任嘉賓，精彩內容，請準時收看。

國民黨主席選舉競爭激烈，目前已進入白熱化階段
，美南地區關注台灣家鄉大事，這次特地海外連線獨家
訪問國民黨主席參選人韓國瑜，他毫不留情評論國民兩
黨，並談他個人的看法。

本集節目看點包括 「回應參選人同質性高，票源重
疊」 、 「民進黨追殺，國民黨財務挑戰」 、 「兩岸關係
有何主張？對馬英九有所批判」 、 「黨主席如何帶領國
民黨打贏2018 九合一選舉」 和 「主席選後黨內團結」
以及，首位遭彈劾下來的南韓總統朴槿惠，她的下來給台灣
帶來的啟示，這些議題都將在節目上有一番精闢分析討論。

本集節目首播時間是3月16日周四晚7時30分，3月17
日周五下午1時至2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休士頓論壇，帶您
一起關心重點時事新聞、勁爆話題和社區動態。

除鎖定美南國際電視台STV15.3外，也可藉由網路直播
， Youtube 搜 尋 Houston Asian Voice TV Forum (Live
Stream)， 或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
UCbk0l-YLidz0v0pRojp3d-w/live，也可掃描報上直播網站
二維碼，手機收看。

（記者楊笑/休斯頓報道）全明星&DPM無人機公司與大
休斯頓地區北美大學戰略聯盟簽約儀式於2017年3月10日在
北美大學舉行。合作項目包括英語語言，iTEP國際英語水平測
試，體育教育培訓及無人機等項目。Forest Hill 副市長Pro
Tem Ken Matthews、Stafford市議員AJ Honore，董事會成
員以及當地政商界人士出席了簽約儀式。

北美大學（NAU）位於德州Stafford市，是一所發展迅速
的新興大學。北美大學教務長John Topuz博士宣布全明星文
化體育有限責任公司（“全明星”）成為學校戰略聯盟計劃的
成員。這個戰略聯盟擴大了兩個組織之間的合作，北美大學現
在正式成為iTEP測試中心, 所有來自全明星聯盟的中國學生和
其他外國學生進入海灣語言學校之前需先參加iTEP考試。通
過iTEP測試的學生還能夠修讀其他4年制學位課程。

iTEP英語考試是托福、雅思以外的新選擇。美國現有274
所高中及375所大學接受國際申請者以 iTEP 成績取代雅思及
托福。iTEP考試內容涵蓋語法，聽力，閱讀，寫作及口語五種
英語技能。iTEP代表Mark Miyaoka先生介紹說， iTEP 是唯一

能夠按照報考者的要求，隨時提供全面精
確、以及適合高中程度的英語能力測試。
能讓學生更好的瞭解自身強弱項，進行更
有效的針對性學習。同時，iTEP 具有很
大的靈活性，及考試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安
全的環境下請求操作進行。考試費用也相
對實惠，而及時快速的考試成績反饋，也
能為學生節約時間成本。

本次簽約儀式上，北美大學還與全明
星的姐妹公司DPM簽署了推進無人機項目的合作協議。DPM
無人機公司管理人Mark Miyaoka先生介紹說，現在無人機的
發展仍然處在起步階段，對於低空領域的無人機應用仍然有很
多可以探尋的空間。

在軟件開發領域，北美大學在美國排名前十的大學名列第
八，享有盛名。北美大學無人機項目教授Kemal Aydin博士及
Can Dogan博士看好無人機作為工具的價值及廣闊前景，比如
農業、建築行業的公司，他們需要通過無人機對工作場地進行

掃描和分析，通過獲取到的數據來指導下一步的工作。這也是
目前商用無人機領域比較多的使用場景。雙方希望藉由此合作
加強北美大學的無人機實驗室計劃，讓學生發揮創意和專長，
更好的利q用無人機在低空領域的優勢，來做更多的事情。

簽約儀式上，北美大學學生Mabast Ahmad現場操作無人
機，讓與會者親身體驗無人機拍攝及運作的過程。最後由北美
大學教務長John Topuz博士、海灣語言學校主任Margaret
Combs、全明星文化體育公司創辦人Rick Saga和DPM無人
機公司代表Mark Miyaoka共同簽字，開啟此次合作計畫。

本集看點將由主持人常中政本集看點將由主持人常中政((左左))獨家訪問國民黨主席參選人韓國獨家訪問國民黨主席參選人韓國
瑜瑜((右右))。。((截圖截圖))

休士頓論壇獨家連線韓國瑜 明晚7時半準時收看

簽約儀式現場簽約儀式現場。。((楊笑／攝影楊笑／攝影))

企業學界策略結盟
開發無人機推廣語言課程

節目主持陣容有馬健節目主持陣容有馬健((左起左起))、、常中政和李堅強常中政和李堅強。。((截圖截圖))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斯頓國劇社於上周六（ 三月十
一日）在中華文化中心舉行2017 新春京劇演唱會，在大雨傾盆
中仍將大廳擠的滿滿的，在文武場的鑼鼓喧天中，掩蓋了室外的
雨聲，全場沈浸在各家各派唱腔和皮黃曲調之美中，久久無法自
已。

國劇社今年的演唱會相當齊全，流派紛呈，不僅有老一代
的票友展示他們多年票戲的深厚底蘊，如洪家鶴，石志浩； 更
有年輕的新秀閃亮登場，以青春的活力演繹古老的藝術形式。這
場演唱會文武場陣容強大，特邀中國湖南省京劇團國家一級琴師
萬家歡老師蒞臨場指導，與國劇社社長姚欣植共同擔綱文場的
「 京胡 」 ，自是氣勢不凡，令全場大飽耳福。

京劇清唱會由兩位年齡資深的票友曹英泰，郭楓主持，曹英

泰建築師是休斯頓資深票友，是年年國劇社的著名主持人
，郭楓出身戲劇世家，母親是中國的豫劇名角，現雖活躍
於地產職場，仍不忘祖傳絕學，前二年還專程返國參加戲
劇大賽，載譽而歸。當天一開場郭楓首先登台，演唱 「張
派 」 名劇 「望江亭 」 ，甫一開口，即技驚四座，渾厚的
嗓音，對戲曲的演繹能力，令人讚嘆！主持人曹英泰演唱
裘派 「 花臉戲 」 --- 「鍘美案 」 ，宏亮，渾厚的嗓音，
唱活了義薄雲天，稟公辦案，不畏權勢的包拯的心路歷程
。

曹英泰也現場對大家解說生旦淨醜對唱，調門要一樣
，像郭楓是C,D 調，他是B 調，降調可能，升調不行，這
與卡拉OK 不同。

接著介紹國劇社的資深老票友鐵大鵬，洪家鶴夫婦。
洪家鶴曾在2001 年當選 「 德州地區高齡選美」 皇後，
她也是華人空前唯一榮獲該殊榮的，當年她就是以演唱
「 京劇 」 的才藝獲獎的。在上周六的舞台上，洪女士

演唱的是梅派名戲 「 洛神 」 ，寫曹丕與曹植當年爭奪
一個甄後， 「 洛神」 就是寫曹植夢見甄後的情景。才
短短的四句，被洪家鶴唱來，這麼扣人心弦，洪女士唱

腔優美，恍若年輕人，這也是她自2010年唱過該戲後，一直
到上周以前從未再唱過，果然一曲驚人。

國劇社的文武場，也個個十八般武藝。在文場擔任 「二胡
」 演奏的李蔭泉，也一展所長，演唱老生戲 「 三家店 」 ，這
出自 「 隋唐英雄傳」 一段 ，在 「 夜店 」 內所唱，無論戲詞
，唱腔，皆引人入勝。其他還有新票友薛倩演唱梅派名劇 「
大登殿」 王寶釧，薛平貴登基的故事，以及國劇社老票友石
志浩演唱 「麒麟童」 派的 「 四進士」 ； 藍育青演唱 「 太真外
傳」 ； 林瑋庭演唱 「 珠簾寨」 ；陸曦演唱 「 太真外傳 」 ；
來麗華演唱 「 搜孤救孤」 ； 王玉梅演唱 「 彩樓記 」 。下午半
場則有張玉仙演唱 「 白蛇傳」 及特邀嘉賓劉山川演唱 「 白門
樓」 ； 秦再錚演唱 「 玉堂春 」 ； 姚寧鋼演唱 「 西廂記 」 ；

李竑鋒演唱 「 西廂記 」 ； 程明芳演唱 「 西施 」 ；
韓坪演唱 「 野豬林」 ； 丁秦生演唱 「 白帝城 」 ； 廖霞演唱 「
鎖麟囊 」 ；孔曉臨演唱 「 三娘教子 」 ； 彭靜演唱 「 黛玉葬花
」 等。

中國京劇藝術博大精深， 近三百年來，皮黃曲調風行神州
大地，以國粹魅力廣為流傳至兩岸三地及全世界各地僑鄉。休斯
頓國劇社成立三十年多年，多少名角走過休巿舞台，以宣揚和傳
播國劇精華，弘揚華夏藝術文化為己任，凝聚海內外同行，戲迷
和知音，與僑胞共同鑽研，學習，共享中華文化神韻。

休斯頓國劇社在息演七年之後，於2015 年再次公演，在僑
界引起巨大迴想，不僅休斯頓的戲迷，票友群日益擴大，票友的
隊伍中還出現美國和其他族裔的面孔，足見中華文化，藝術博大
精深，已深入北美僑團和社區的文化生活當中。

休斯頓國劇社2017 新春演唱會上周六隆重登場
雅愛京劇者歡聚一堂，台上台下共享京劇藝術之美

CAPA學術講座 18日談頁岩油
（本報訊）美國華人石油協會（Chinese American

Petroleum Association, 簡稱CAPA）3月18日(周六)舉辦石
油學術講座，活動主題是 「Introduction to Unconventional
Reservoir Characterization」 。特別邀請到前雪佛龍公司資
深地球科學家Mamdouh A. Shebl博士，為大家講授有關頁
岩油和頁岩氣儲層地質、岩石地球物理和化學性質及其與流
體相互作用方面的問題，並討論如何與其他非常規資源開發
團隊成員共同合作。

時間：上午10時至12時；地點：休士頓恆豐銀行大樓

12樓會議室(the 12th Floor Conference Room,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需借助保安乘電梯進入12樓。費用：每位五元，
提供午餐，請預先在CAPA網站上登記。預約登記截止日期
是3月17日晚上12時。CAPA註冊和網上付費網站（Reg-
ister and pay online at）: http://www.capaus.org。活動詳
情 請 與 王 淼 博 士 聯 繫 ： miaowang82@yahoo.com，
469-288-1785。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休斯頓象棋協會主辦，Cung Le 及徐
建勛律師，鄭守賢會長共同贊助的 「2017 休斯頓春季象球賽 」 將於
本周六（3 月18 月） 上午九時至晚間七時在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
二樓舉行。報名請聯系謝文川，832-858-7442，gmtse888@yahoo.
com, 或Yogi Do,832- 740-3966, yogido7@sbcglobal.net, 報名費：
團體A $15 元， 團體B $10 元，，並提供午餐和飲水。

獎金：Group A :$400, $275, $175, $100 ( 第一至四名）
Group B : $250，$150，$75，$50 ( 第一至四名）

2017 休斯頓春季象棋賽
本周六（3 月 18 日） 在 ITC 舉行

圖為圖為（（ 右起右起）） 主持人曹英泰主持人曹英泰、、郭楓介紹著名的資深票友郭楓介紹著名的資深票友-------- 德州空德州空
前唯一華人當選前唯一華人當選 「「 高齡選美皇后高齡選美皇后」」 的洪家鶴女士的洪家鶴女士（（ 左左 ）。（）。（ 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由國劇社社長姚欣植由國劇社社長姚欣植（（ 左二左二）） 領導的國劇社人才濟濟的文領導的國劇社人才濟濟的文，，武武
場場。（。（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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