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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特別節目
張亞中作客談一中同表

為持續跟進中華民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並關注兩岸政

治脈動﹐「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25日(周二)晚間

播出特別節目﹐邀請孫文學校總校長與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張

亞中(右)及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常務委員唐心琴(左)擔

任嘉賓﹐由常中政(中)主持﹐針對孫文學校使命﹑一中同表與

一中各表差別﹑國民黨的走向作探討﹒(報導請詳見A12休城

社區)

吳因潮出任美南浙江同鄉會新會長
5 月28 日﹐美南浙江同鄉會在珍寶樓舉行了

年會暨新舊會長交接儀式﹐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董
事長吳因潮出任新會長﹒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趙
宇敏副總領事﹑美國國會議員Pete Olson代表張晶
晶等貴賓應邀出席﹐休斯頓各個社團的負責人﹑各
個企業的負責人以及浙江老鄉們都參加了年會﹒

社社 區區 剪 影剪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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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舒適的生活，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兒。

據商業內幕報道，一對夫妻2014年在泰國、
緬甸、老撾、柬埔寨、越南游歷了一年，又在新加
坡玩兒了4天，僅花費26,209元，平均每天約72

元，約合每人36元。
而另一對年薪50萬的夫妻卻

在紐約過得捉襟見肘，他們將每月
的賬單公布在了網上，目的是向大家證明再高
的薪水在紐約這樣的高成本城市生活也可以月

光。
美國人最佳生活應該遵循50-30-20原則，

也 就 是 說，收 入 的
50%用于生活必需品
（如住房、食物等），
30%用于隨意性消費
（如旅游、娛樂等），
20%存入銀行。

不過，不同城市
生活成本和收入差异
巨大，在許多城市，按

照 50-30-20 準則，收
入中位數很難滿足舒
適生活所需的花費。

GOBankingRates
依據房租、食物、交通
費用、公用事業以及醫保等5項消費指標，最新
公布了全美50個大城市舒適生活所需的收入。

依據這份報告，商業內幕列出了全美25個
最大城市舒適生活所需的收入，一起隨僑報網
看看究竟是怎樣一種情况。
(取材網路)

納什維爾（Nashville）
人口：644,014

所需收入：$70,150
收入中位數：$47,621

波士頓（Boston）
人口：655,884

所需收入：$79,277
收入中位數：$55,777

孟菲斯（Memphis）
人口：656,861

所需收入：$48,467
收入中位數：$36,445

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人口：658,893
所需收入：$80,273

收入中位數：$70,848

丹佛（Denver）
人口：663,862

所需收入：$62,561
收入中位數：$53,637

西雅圖（Seattle）
人口：668,342

所需收入：$75,283
收入中位數：$70,594

埃爾帕索（El Paso）
人口：679,036

所需收入：$40,393
收入中位數：$42,772

底特律（Detroit）
人口：680,250

所需收入：$42,161
收入中位數：$25,764

沃思堡（Fort Worth）
人口：812,238

所需收入：$53,026
收入中位數：$53,214

夏洛特（Charlotte）
人口：809,958

所需收入：$64,009
收入中位數：$53,637

哥倫布（Columbus）
人口：835,957

所需收入：$44,852
收入中位數：$45,659

印第安納波利斯
（Indianapolis）

人口：848,788
所需收入：$47,127

收入中位數：$41,987

舊金山（San Francisco）
人口：852,469

所需收入：$110,357

收入中位數：$81,294

杰克遜維爾
（Jacksonville）

人口：853,382
所需收入：$51,938

收入中位數：$46,764

奧斯汀（Austin）
人口：912,791

所需收入：$54,631
收入中位數：$57,689

聖荷西（San Jose）
人口：1,015,785

所需收入：$87,153
收入中位數：$84,647

達拉斯（Dallas）
人口：1,281,047

所需收入：$57,984
收入中位數：$43,781

聖迪亞哥（San Diego）
人口：1,381,069

所需收入：$69,958
收入中位數：$66,116

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

人口：1,436,697
所需收入：$46,154

收入中位數：$46,744

鳳凰城（Phoenix）
人口：1,537,058

所需收入：$53,212
收入中位數：$47,326

費城（Philadelphia）
人口：1,560,297

所需收入：$61,974
收入中位數：$38,253

休斯頓（Houston）
人口：2,239,558

所需收入：$56,223
收入中位數：$46,187

芝加哥（Chicago）
人口：2,722,389

所需收入：$66,162
收入中位數：$48,522

洛杉磯（Los Angeles）
人口：3,928,864

所需收入：$76,047
收入中位數：$50,205

紐約（New York）
人口：8,491,079

所需收入：$86,446
收入中位數：$53,373

在美國舒適生活收入得達到這個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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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聲合唱團將要在六月三日晚上七點半，
在布蘭諾市 Custer Rd 上的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隆重舉行我們第三十四周年年度公演，
我們將以大合唱，獨唱，女聲和男聲小組等方式
演出，另外位於Coppell 的VoxDecorus兒童合唱
團，也會加入我們為大家演唱四首好聽悅耳的
合唱曲，所以今年的音樂演唱會包羅這麽多好
聽的歌曲，一定不會讓我們的聽眾朋友失望。

華聲合唱團是在一九八三年由一群年青，
喜歡歌唱的朋友們所創立。華聲的宗旨很簡單
只不過是要以歌會友，另外想要對僑界有點貢
獻，為盡一點海外華人的義務，做好國民外交，
我們可以藉著歌聲，來促進文化交流。做為一個
音樂團體，華聲必須在聲音的質量上，藝術水平
有所提昇。在這一點，我相信愛護我們的達福地
區的聽眾朋友都感覺到我們年年在進步。音樂
上的進步要接受挑戰，唱難度較高的曲子，我們
想藉著年度公演向我們的聽衆朋友交這一年的
成績單。說起提昇水平，我們不得不歸功於我們
的指揮楊顯基博士，和我們的伴奏姜魯意先生。

楊顯基指揮從事合唱指揮和教會音樂已二
十多年。他畢業于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並於北
德州大學音樂系完成合唱指揮碩士及博士學位
。楊博士早年於美西南浸會神學院 (Southwest-
ern Baptist TheologicalSeminary) 修習聖樂碩士
課程，他現在正攻讀美學與崇拜學博士課程。

從 2011 至 2016 年，楊 博 士 任 教 於 Fort
Worth Academy of Fine Arts，並 成 為 Singing
Girls of Texas的音樂總監，帶領這隊聲望出衆的
女聲合唱團在不同地方作巡迴演出。前年，2015
年，他帶的這個合唱團更在美國合唱指揮協會
(ACDA)中脫穎而出，於兩年一度該協會的全國
會議（猶他州鹽湖城）中被邀演出。在 2001 至
2011 這十年間，他曾任教於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North Lake College 以及 Vernon Col-
lege等三所大學院校。

他在2011成為華聲合唱團的音樂總監和指
揮，他也曾擔任達拉斯亞裔青年交響樂團
(DAAYO) 的指揮。在2008年十月，他在德州的
Vernon鎮創立了Vernon Choral Society，並成為
其音樂總監。當中團員包括有大專及高中學生、
教授及當地音樂家。楊博士的音樂才華及指揮
的技巧也在不同的音樂節被肯定。在2001年，他
於 Dennis Keene Festival 被挑選為 Conducting
Fellow。在次年 Oregon Bach Festival，他再次成
為Conducting Fellow，隨指揮大師HelmuthRill-
ing修習指揮。

此外，楊博士早在十六嵗時已開始參與教
會音樂事工，在香港及美國不同的教會，擔任管
風琴及鋼琴伴奏，以及帶領崇拜。最近，他更被
邀請成為貝勒大學 (Baylor University) 基督教音
樂學院的董事會成員。除指揮合唱團及樂團外，

他也是鍵盤樂手。他曾為多個樂團的鋼琴，風琴
及古鍵琴伴奏如：UNT A Cappella，Canticum-
Novum， Concert Choir， Collegium， Recital
Choir 及 Denton Bach Society。

姜魯易( John Lewis)擔任華聲伴奏多年，他
是一位職業鋼琴家，他平易近人，彬彬有禮，所
以我替他取了一個和禮樂有關係的中國名字。
談到禮樂就要和周公，孔子扯上關係，周公封魯
，姜太公封齊，孔子也是魯國人，如今齊魯都算
是禮樂的發祥地，另外易經也算在六經裏面和
薑、魯、孔子和周公可以扯上關係。姜的音樂修
養和鋼琴的造詣都是一流，他自己也是一位出
色的男高音，記得有一年，他以男高音身份加入
我們唱無伴奏混聲四重唱。如果你有音樂上的
問題，他決不吝嗇地給予幫助，如是曲調不熟，
他會幫你彈你的聲部，如果是唱歌技巧，他會示
範教你兩招。所以他不但是伴奏，也是華聲的助
理指揮。經常楊指揮有事沒辦法來練唱，就由薑
來帶我們。他對華聲另一個貢獻就是把我們在
台灣常唱的通俗的流行歌曲，甚至兒歌，加上和
聲伴奏，改造成混聲合唱曲。經常我們連譜子都
沒有，只有憑記憶，用手寫的簡譜，或者頂多聽
我們哼過，他却能改編成十分好聽的樂曲，如

《月亮代表我的心》，《綠島小夜曲》和今年的演
唱會，我們要唱他改編的：《天天天藍》，保証您
會喜歡。

我們今年演唱會有一個驚喜，那就是歌聲
美妙的VoxDecorus兒童合唱團來參加我們的演
出。他們是德州科佩爾城 (Coppell)來的新成立
的兒童合唱團。VoxDecorus 由楊顯基博士於
2016年創立，宗旨為發掘有才華的小歌手並提
供優質的歌唱和表演訓練，以達到高水平的合
唱音樂藝術水準。在過去一年中，VoxDecorus合
唱團已經參加了多次合作演出，如和Coppell社
區合唱團和西南國際兒童合唱團同台演出。

今年華聲合唱團的年度公演的主題定調為
音韵頌詩，”音韵”的部份包括很多中國的民謠，
和中外當代的名曲：它們是《踏雪尋梅》，《黑霧》
，《對花》，《花非花》，《鳳陽歌舞》，《天天天藍》
，《日出日落》，《月光曲》，《海韻》，《森林阿綠
色的海洋》，《土地之戀》；而”頌詩”是英國現代
的名作曲家約翰盧特(John Milford Rutter)所作
的《詩篇禮讚(PsalmFest) 》- -聖經裏九首聖咏
詩篇所合成的組曲。我已經在前幾個星期給大
家陸陸續續介紹了不少歌如《踏雪尋梅》，《鳳陽
歌舞》，《天天天藍》，《海韻》，《土地之戀》，和

《詩篇禮讚 (PsalmFest)》，在這裡我就不再贅述。
《黑霧》是我高三那年唱的歌，那是五十六

年前的事了，那年我的音樂老師鄧漢錦先生(後
來他榮任台灣省交響樂團團長)辦了一個合唱團
，把我們幾個學生都拉進去唱。《黑霧》就是那次
演唱會的曲目之一。回想起我這一生不也是好

多次黑霧茫茫，最終雨過天晴，「親切的影子，笑
立在我的心上」我參加華聲也有三十三個年頭，
也遇過幾個黑霧，終究挺了過去，我有信心，慶
祝華聲四十周年甚至五十周年團慶的日子就會
到來。

《森林啊，綠色的海洋》是我國名作曲家陳
田鶴(1911-1955)作曲。這首曲子是陳先生在黑
龍江大興安嶺住了一陣子得到的靈感，您聽了
這首歌就像置身浩瀚的林海，氣勢磅礴。陳田鶴
是浙江永嘉人，1930年入上海國立音專，從師黃
自學習理論作曲，作品有百餘首以歌曲為主，有
名的如《采桑曲》，《巷戰歌》，《清平樂-春歸何處
》和《江城子-西城楊柳弄春柔》。這首歌完成後
六十一年，很令人沮喪的是今年春天沙塵暴又
肆虐，據報導今年五月四日，中國北部多個省區
受今年範圍最廣、强度最强的沙塵暴侵襲，面積
達到163萬平方公里，波及逾380個縣市，有的
地方甚至出現罕見的强沙塵暴。同時，不僅黃沙
漫天，多地甚至出現空氣重度污染，有的地方能
見度僅達300米。

根據研究顯示，沙漠地區的沙塵為
地球中懸浮粒子的主要來源，單是撒哈
拉沙漠的沙塵即占了全球大氣中25%的
懸浮微粒量。中國西北地區則位於中亞
沙漠區中，排名世界四大沙漠區的第二
位僅次於北非的撒哈拉沙漠。因此中國
西北區沙塵對東亞的大氣環境的影響亦
不容忽視。沙塵暴發生的條件為：
(1)地表性質：土質鬆軟、乾燥、無植被或
草木生長及沒有積雪。
(2)氣象條件：强烈的地面風、垂直不穩定
的氣象條件及沒有降雨降雪天氣現象。

冬季(十一月至五月)為東亞地區易
發生沙塵的季節，在地表乾燥的大漠地
區，一旦在强烈高壓系統中，移入或因地
形伴生誘導性或低壓形成時，易于局部
地區產生强烈氣壓梯度導致地表出現大
風，因而造成沙塵暴發生。沙塵還飄洋過
到達了日本韓國，連台灣也感受來自祖
國的沙塵。防治沙塵最有效的莫過于造
林，這首歌雖作於六十一年前，今天問題
還是在那兒，而藥方伊然有效。就如歌詞
唱到：
「讓那風沙滾滾的荒地，
讓那赤裸著身體的禿山，
都像你一樣波浪翻翻。
讓我們的大地，
到處都變成山青水綠的花園。
山青水綠，
到處都變成山青水綠的花園。」希望下一
個五、六十年我們能看到沙塵暴被遏止
住。

《日出日落(Sun Rise Sun Set)》
是一部電影”屋頂上的小提琴手
(The Fiddler on the Roof)”中的主題
曲。在 1972 它入圍奧斯卡金像獎。
是描述在沙皇末期俄國大革命的前
夕，一位居住在烏克蘭的一個猶太

人，本來和五個女兒過著和樂的生活，但時代大
環境的變遷，他的三個女兒卻陸續突破傳統甚
至宗教種族的歧異追求婚姻自由。最後由於政
治和社會的大環境的蘧變，老人必須帶著家人
背井離鄉。每當老人碰到困惑，挫折和沮喪時，
有一位小提琴手一定會在屋頂上拉小提琴給他
心靈撫慰，並給他自信，使他繼續生活下去，就
像他的信仰一樣，縱使在流離巔沛之際，他沒有
一絲的懷疑。

最為人們念念不忘的就是電影中的一首主
題曲《日出日落(Sun Rise Sun Set)》，它是這對老
夫婦在女兒的婚禮中唱的歌。歌詞中充分表現
父母對兒女的親情：驕傲，不捨和祝福，但看的
到女兒的離去驚覺時光的飛逝而感到的無奈。
「四季像迴輪不斷轉變。載滿著幸福和眼泪。
我又能給予他們什麼？願他們彼此相照顧？」

希望您會喜歡我們的演出，也希望我們的
歌聲會給您帶來一個美好的夜晚。敬請在六月
三日星期六晚上七點半，光臨華聲合唱團的
2017年度演唱會，地點是布蘭諾Custer Road的
United Methodist Church，6601 Custer Road,
Plano, Tx 75023，音樂會是免費的，但請勿攜帶
六歲以下小朋友入場。

華聲合唱團的2017年度公演專輯之六

演出的話 甘智岡

楊顯基指揮

伴奏姜魯易

QS170601C達福社區

在亞裔美國婦女中，乳腺癌是主要癌症之
一。儘管很少有關于亞裔美國乳腺癌幸存者的
研究，這些婦女肩負不必要的乳腺癌負擔，由于
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和信念，語言障礙，他們很少
抱怨症狀或疼痛，延遲尋求幫助，很少要求或得
到支持。這表明這個特定人群肯定需要支持。然
而，因快速的臨床環境的壓力使得醫療保健提
供者幾乎沒有時間來提供信息和輔導/支持、無
法按照這些女性患者的文化背景為她們提供最
新的信息指導或支持、癌症中心設立的幸存者
計畫越來越受到阻礙等，這就需要一個革命性

和創造性的信息指導和支持的方法為美國亞裔
乳腺癌婦女提供支持。

基于技術的方法，使用計算機和移動設備
（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由于其高靈活性和可訪
問性能够滿足這種需要，並且在繁忙的醫療保
健環境中能使得幹預成本最小化。此外，基于技
術的幹預，不涉及面對面的互動可以更好地為
許多認為乳腺癌是一個耻辱的婦女提供文化支
持。

因此，基于初步研究，研究團隊已經開發和
試驗了一個理論驅動的技術信息和輔導/支持

計劃，結合早期研究中亞裔美國乳腺癌幸存者
對乳腺癌的態度，制定具有文化指導意義的個
人亞種族群體。

Eun-Ok Im, 博士，公共衛生碩士，注冊護
士，臨床護理專家和美國護理學院院士和她杜
克大學護理學院的同事正在進行一項研究，來
測試運用科技提供資訊的輔導/支持計劃對美
國亞裔乳癌婦女的有效性。

同意加入這項研究的合格參與者將被隨機
分配到兩組，在不同組中，每個參與者將被要求
使用教育信息，或加入網上論壇和一對一指導

參與者會需要完成三次的
調查問卷，為期三個月。合
格的參與者:
‧21歲及以上的美國亞裔

女性
‧在過去五年內被診斷為乳癌
‧可以讀寫英文、中文、韓文或日文
‧可以使用網路
‧確定自己昰中國、韓國或日本裔

若您想報名，或有任何疑問，請致電亞美健
康關懷服務 (469) 358-7239 ; (972) 638-0808，
或Email 至 asiancancercare@yahoo.com.

想獲取更多訊息, 請上網https://ticaa.nurs-
ing.duke.edu/?locale=zh-TW(亞美供稿)

招募美國亞裔乳腺癌婦女研究參與者，
完成三次問卷將可獲得$50美元

講題: 如何在工作中經歷神
講員: 孔毅弟兄
時間: 六月十六日晚8時

孔毅在高科技領域工作 40 多年，
有管理、創業、領導者的經驗。
他將與我們分享如何在職場中實踐大
使命，在工作上榮耀神。

孔毅弟兄將通過他的親身經歷，
與我們分享他如何在生命低谷時，找
到人生下半場的意義，即神所托付他
的使命：職場宣教。

他也將幫助我們瞭解如何尋求神
設立在我們裏面的生命密碼，即我們
被造的目的。歡迎教內外朋友參加！

孔弟兄上海出生，台灣長大。曾任
摩托羅拉「Motorola」總公司資深副總
裁兼個人通訊事業部亞太區總裁、扮
演英特爾（In tel）經理人與領導者的角

色，擁有四十多年實戰、管理和創業經
驗。

英特爾授予他「iRAM 之父」稱號、
摩托羅拉稱他「手機中文化之父」，
Linuxdev ice則稱他為「Linux 智能手機
之父」；他並曾獲「交大杰出校友」榮銜
。

布蘭諾華人宣道會堂址：5025
Custer Road, Plano TX 75023。坐落於
Spring Creek Pkwy和Custer Road的西
南角，在 Schimelpfenig 圖書館對面。
Tel/Fax：
972-867-2990
網 址 ： www.
pcactexas.org
(布蘭諾華人宣
道會供稿)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
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箴言四:23

聖經有許多談到人的心的經文，
比方說：「心中喜樂，面帶笑容；心裡憂
愁，靈被損傷。」(箴言15:13)又屢次說
道「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愛
心」「清潔的心」，「忍耐的心」，「謙讓的
心」和「飢渴慕義的心」等等，還說到
「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
」（傳道書10:2）;然而至終智慧書箴言
卻特特叮嚀囑咐要人「保守你心，勝過
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
出。」

在這世代，網路發達，資訊繁多。
菁菁學子就學學科技，學生物，學電腦
，學生意，學經算，學環境工程，學太空
科學，學雲端尖端科技，學奈米高科技
，還有學舞蹈，音樂，哲學的，應有盡有
，學成之後就業，忙忙碌碌，為了一個
職位，夫妻也可以乖隔兩地，兒女成長
之後也追隨大都市的就業機會，遠離
了父母，家庭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因著
現實和理想而逐漸降低了!

然而父母親情和夫妻愛情真不重
要了嗎？當你年邁，當你面對在世人生
的句點的一剎那，你會肯定自己一生
真正值得擁有的是甚麼呢？你會追悔
的人事物又有那些呢?盼望你撥冗來

參加達城基督徒中國教會於六月 23
至25日舉辦的暑期成人班，在眾多招
引你的聲色夢影中，來靜思你的時間
和心力所投入的人事物之真正價值！

達城基督徒中國教會特邀「國際
真愛家庭協會 /Family Keepers 」會長
葉高芳牧師並師母李懷恩從加州到達
拉斯來，於六月23至25日主領教會暑
期成人班「將心歸家」講座。 這次講
座時間安排為: 六月23日(週五)晚堂
七點半：現代家庭危機的剖析與因應；
六月24日(週六)早堂上午九點半開始
(1) 屬天的召命－經營我們的家(2)
夫妻溝通有要領 ；下午一點鐘開始
繼續有兩堂：(1) 親子溝通有要訣
(2) 回憶的博物館，以上聚會將用國
語講道，粵語耳機翻譯。

六月 25 日主日證道將於粵語崇
拜（九點半）並國語崇拜（十一點）傳講
「將心歸家享最愛！」

看看講座的題目，就知道葉會長
不單有理論頗析和問題探討的時間，
甚至會落實到溝通的要領和要訣傳授
的貼切，希望大家預留時間，安靜主前
！

葉高芳牧師是推展專業家庭服務
的先驅者，全球華人著名的家庭教育
與協談專家。經常應邀到世界各地教
會主持講座、營會及培訓，也是官方、

大學及諮詢機構經常邀請的
講師，深受歡迎與肯定，享有
「心靈捕手」及「親情大師」的
美譽。

因曾在台灣草創亞洲第
一個器捐中心及器捐協會並
擔任創會理事長，致力推展器
捐運動有功，被譽為「器捐推
手」。曾任教會主任牧師、臺北
家庭協談中心主任、長庚醫院
社服處處長、台塑總管理中心
講師、關渡基督書院校長和愛
家協會會長等職。

葉牧師擁有化工學士(中
原)、道學碩士(台神)、神學碩
士 (Princeton)、家庭協談學博
士 (DMin, Claremont)、協 談
心理學博士(PhD, Claremont)及跨文
化協談心理學博士後研究員(Fellow,
Harvard)。此外，還獲有許多教育、學
術及臨床方面的督導、訓練員、研究員
和院士等專業資格。自1972年起委身
投入及推廣專業家庭事工，自2003年
起致力于裝備和培育家庭事工的專業
和領導人才，並積極幫助教會和神學
院與真愛學院合辦創新的家庭事工證
書班及碩士、博士課程。著有《家庭短
文集》、《婚前十大難題》、《婚前準備與
輔導》、《瞻望婚姻之 旅》、《愛情指南

針》《婚姻大補帖》、《性愛與婚姻》及葉
博士夫婦合著的《性福人生、性福婚姻
》等十餘本書籍。。近年來創新設計並
親自主持的eLink/e線牽網站，己嘉惠
了全球許多單身人士。

妻子李懷恩女士長期擔任真愛家
庭協會特約講師和真愛雜志的作者，
擁有化工學士、道學碩士學位。他們於
1972年結婚，夫妻經常一起主領家庭
講座、營會和研習會。他們閒暇最大的
享受就是與兩個孫子及孫女的歡聚。

報名費每位$10 (夫婦一起報名為

$15)，報名費含周六午膳，備有 0 -
11 歲孩童照顧。

達城基督徒中國教會的地址是：
1707 Campbell Trail, Richardson, TX
75082， 話 972-437-3466， 傳 真
972-437-3467，電郵: office@dcbcon-
line.org，報名表請點擊: https://docs.
google.com/forms/d/e/FAIpQLSe1fn-
sW7ZJhToVgr0GD9Ww_TgL6St-
nO7A3fNEuDGrxiJdxjPg/viewform
(DCBC供稿)

達城基督徒中國教會
暑期聖經成人班

保守你心，「將心歸家」享最愛!

布蘭諾華人宣道會
將舉辦【職場與信仰】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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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醒的半夜劳模

責任編輯：XX

熬夜行为

p.m.10:00，睡前先上网翻翻有趣的论坛。凌晨

了，关了论坛再转发几条微博吧。一看表，半夜两点

了，上了床手里还不忘拿个手机刷刷朋友圈。

刚醒的晚睡拖延症患者

1. 长时间对着电子屏幕，眼睛非常疲乏，布满

血丝，用眼过度后血液循环不好，一对大大的黑眼

圈跑出来了。

2.油脂分泌异常，两颊很干燥，额头和 T 字区

却浮现了粗大的毛孔。

3.梦境本身可以缓解白天的压力，你却会因为

睡前接纳太多垃圾信息而让思维过于混乱，一天工

作都昏昏沉沉。

熬夜狂后遗症
水肿痘痘思维乱

作为一名资深熬夜狂，我非常明白可以为晚

点睡觉找到 100个理由，总有一个原因让你拖到

凌晨之后才缓缓地爬上床。但当熬夜变成一种习

惯，疲倦感也变得如影随形，白天如同梦游，到了

晚上立马脱胎换骨高度亢奋。如此日积月累，我们

还可以将熬夜这种习惯拖多久？

晚睡拖延症患者，总有个不眠理由

拯救熬夜狂！

1没事做做倒八字抹

眼睛总是处于疲劳状态，建议没事就做做缓

解眼压的倒八字抹，让眼周的血液循环恢复正常

状态。方法很简单，将你的中指和无名指并拢，环

绕你的眼眶，从眉头到眉梢再到眼尾的方向推动

眼周。接着轻轻地用食指抹双眼睑，各 15遍。每天

上网的时候就抹几下，让眼周的血液再次循环起

来。而蓝莓也是熬夜好帮手，它所含的蓝色素———

花青素对眼睛有好处，可以促进眼部血液微循环，

维持正常眼压。

2可以晚睡，不能晚洗

有多少次，你困到脸也没洗就倒头睡下？对于

经常熬夜的人来说，这或许就是家常便饭。虽说男

人们每天不上妆没有卸妆的麻烦，但是对于熬夜

的人来说，油脂过度分泌，混合着浑浊的室内空

气，时间越久越让人堪忧。而洁面是可以减少皮肤

负担的，所以尽量在晚上 10点左右的时间，就把

清洁做好。推荐使用含有水杨酸的洁面产品，可以

促进角质的新陈代谢速度，即使晚睡，也能赢个好

脸色。

3给自己 10分钟放空

晚睡拖延症患者通常白天的思绪都很混乱，

并且到了夜晚也不能消化掉。于是你的大脑在不

知不觉中控制你的行为，让你“老觉得有点事没干

完，我不能睡……”最好的办法是睡前坐在椅子

上，什么都不要想，让你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没

有了干扰，你会发现自己很快就有了困意。

口头禅

再过 5分钟我就睡！

拯救熬夜狂！

拯救熬夜狂！

1解酒神器随时待命

喝酒且习惯性熬夜，多会让你的身体很难进入

深度睡眠，特别在喝多的情况下。但是酒局难免，最

好的办法是每喝一杯酒后喝一杯清水，让人体有更

多的时间来排解酒精，并且稀释毒素。如果是运动

饮料更好，可以补充你的电解质。而饮酒后的早餐

尤为重要，包括鸡蛋(补充半胱氨酸)、香蕉(补充钾)

和果汁(补充果糖)或运动饮料(补充电解质、糖分和

盐分)让身体快速恢复。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起床后不要为了提神喝咖

啡或茶，这些饮品会让饮酒的人进一步脱水。

2拒绝熬夜肿！

喝酒后最可怕的是醒来后，看着那一张浮肿的

脸无所适从，以下两个办法能帮你消除熬夜肿。

1.不管喝得多醉，都尽量忍住难受，把一块毛

巾垫在枕头下面，垫高枕头，避免水分积聚于面部

或眼部。

2.“呼气淋巴按摩法”是最快速帮你消除熬夜

肿的方法！先用你的手指按压在面颊上，由耳垂向

面中拨按，同时呼气，按压都要重重地按下，再轻轻

地提起。

刚醒的刷夜狂欢人士

口头禅

早着呢，这才几点就要回去？

刷夜狂欢人士 0点
才是夜的开始

熬夜行为

终于下班了，哥儿几个一定要先去簋街吃麻

小，顺带着宵夜，再找个地方喝一杯，几杯马天尼

下肚，意犹未尽，刚好有唱歌券，KTV通宵去！

刚醒的刷夜狂欢人士

1.又是夜宵又是喝酒，体内堆积废物，面部和

身上水肿，如果吃的又略重口，就跟长胖了一圈似

的。

2.睡眠时间不定，荷尔蒙高低随之浮动，细胞

代谢受到阻碍，容易迅速衰老，满脸倦容。

3.喝酒后身体脱水，很难进入深度睡眠，身体

好像有千斤重，醒来后头发油腻，眼皮沉得抬不起

来。

刚醒的刷夜狂欢
人士

半夜劳模
一到晚上就清醒
拯救熬夜狂！

1神采奕奕去上班

半夜劳模很容易长出大颗粒的痘痘，而这种

因为熬夜造成的痘痘通常都带有炎症，如果必须

去开会，最好用具有消炎成分的遮瑕笔，选择接近

肤色的色号，遮掩瑕疵。而如果没多久这个痘痘

“熟透了”，千万不要用手直接去挤它，维甲酸成分

的痘痘胶会派上用场。

2第二天偷偷补几个小觉

熬过夜，第二天尽量找机会偷偷地小睡 20分

钟。“昨晚没睡的那一觉是补不回来了，但是你还

可以再补一觉”，纽约西奈山医学院乔治亚·威特

金博士说，“当你精疲力竭时，会处于昏昏欲睡的

状态，短暂的小憩会有效减少这些‘微睡眠’的次

数。”至少让你在开会时不要一直打盹。

3熬夜神器不止是咖啡！

熬夜一直猛灌自己咖啡？这虽然能让你精神

一些，心脏却承受不了。其实在电脑旁放一把咖啡

豆也很好！美研究者发现，咖啡持续时间很短，真

正起到安抚神经作用的是咖啡豆的香气，闻咖啡

可健康多了！

刚醒的半夜劳模

口头禅

一定要在天亮之前把这些干完！

熬夜行为

又把工作带回家了，几杯咖啡下肚，一定要

在天亮之前做完，看着天空鱼肚发白，终于搞定

了，拖着疲惫的身体把自己扔到床上睡俩小时再

去上班。

刚醒的半夜劳模

1.压力大加上睡眠不足，额头和太阳穴附近

容易长出痘痘，大颗且有痛感。

2.早上才睡一两个小时，被闹钟吵醒时心跳

加快，脑供血不足，心脏容易受伤。

3.熬夜工作时，大量的提神饮料让你保持亢

奋，却在消耗体力，第二天早上脸色暗沉，开会都

没有自信了。

木质结构卡斯特罗的圣 -弗朗索瓦教堂是奇洛埃岛上的十六座教堂之

一，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之一

（时尚网）在草地上刚挖的洞里，火噼

噼啪啪地响着。巨大的蛤蜊、大如手

掌的贻贝、切成块状的猪肉以及鸡肉

叠放在加热到白热状态的卵石上面。

“再快点，再快点呀。”年轻的厨师跟

他的小学徒说道。这时，一缕白色的

浓烟从炉灶里缓缓升起。整个炉灶都

覆盖着一种名为“纳尔卡”的叶子以

及一些草块。瑞福吉亚（Refugia）酒店

面朝大海，充满艺术情调。就在这家

酒店傍边，一种名为“古兰多”的传统

菜肴正开始烹煮。今晚，宾客们将享

受这道由贝壳及肉类烹制而成、且略

带烟熏味的奇洛埃岛传统菜肴。这道

菜肴可能会质疑白令海峡移民理论，

因为它让人想到了复活节岛及新地

岛上的传统菜肴。另外，那种嵌在六

块木头之间的巨石也可以在波利尼

西亚找到原型。以前，乔诺斯群岛的

印第安人以及奇洛埃岛的惠伊切斯

人都曾使用过这种石头。

奇洛埃岛与科西嘉岛差不多大，

是一座漂浮在巴塔哥尼亚北部海面

上、远离智利本土的岛屿。泛美公路

是唯一穿越这座遗世独立的沿海岛

屿的柏油路，岛屿上其他的道路只是

一些沿着山脊蜿蜒迂回的土路。岛屿

有两面：一面朝着太平洋，荒无人烟

的热带原始森林，汹涌澎湃的无垠大

海；另一面朝着大陆，充满田园风光，

草地村庄与峡湾岛屿相得益彰，交相

辉映。

岛屿一直保留着自己的身份，居

民是土著人与西班牙人的混血后代。

在建筑风格与当地传说中无不体现

着这种独一无二的文化。耶稣会士与

方济各会修士先后来到此地传道。根

据传教士们带来的造船技术，当代人

修建了一些精美绝伦的木质结构教

堂，其中十六座教堂已被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不管是带有漆成淡黄色、粉

红色与深紫色的新哥特式尖顶的卡

斯特罗大教堂，还是特纳温渔村那座

让人联想到倒置船舱的蓝白相间的

美丽教堂，都体现了奇洛埃岛的混血

文化。除了天主教，殖民化也有助于

印第安神话与欧洲巫术的完美结合。

小妖精们、巫师们、幽灵船以及美人

鱼，这些都解释了岛屿的诞生与生

命，诱惑与禁忌。因此，不愿自己的儿

子变成守卫巫师洞穴的怪物，岛上的

居民便急忙让他们受洗。

事实上，只需在茂密的森林里漫

步一会儿便可激发自己的想象力。在

导游的陪伴下漫步至面朝太平洋的

彼鲁里尔岬角，真是惬意啊。根据传

说，就是在这个岬角上，亡者的灵魂

等着带他们去冥间的船舶。在海岸边

闲逛，在原始森林里散步，突然眼前

出现一片伸向大海的神圣草地。原始

森林里长满了竹子与一种马

普切人称为“Canelos（桂皮

树）”的圣树。被诗意盎然的风景深深

地吸引，我们继续前进，远处传来一

阵阵海狮的吼叫声与大海的咆哮声。

在这壮丽的景色之中，木制的灵魂之

桥延续着当地的传说。

随着智利的日益繁荣，奇洛埃岛

也开始发展起来：机场的修建，基础

设施的改善，尤其是对海岛魅力的肯

定。一片水上高脚屋竖立在大海边

上，那里的传统街区散发着灵气。在

涨潮的时候，建造在木桩上面的小木

屋酷似即将启航的船舶。近两年来，

位于卡斯特罗峡湾的甘博阿街区发

展得欣欣向荣，四处都是咖啡店、餐

馆、工艺品店及诸如“Palafito 1326”等

的迷人酒店。

近日，日兰半岛上新建了三间高

品质的旅店，四周一片田园风光。

Centro de Ocio的现代建筑体现了岛

上木工们的才华与大胆尝试精神。酒

店俯瞰狭长的卡斯特罗峡湾，完全展

现了海岛的全景、自然风光以及文化

情怀。此外，Refugia酒店也适合探险

旅游者们居住，设计师是一位年轻的

土木工程师，名叫安德烈·布拉瓦尔。

这位工程师已在奇洛埃岛居住了 10

年，曾参与过智利各大工程项目。自

然的力量、岛屿的身份以及乡村生活

的简单，都使他坚信奇洛埃岛将成为

智利时尚生活的下一目的地。Refu-

gia酒店的构思就这样诞生了，这座

具有当代风格的海岛小屋刚营业一

年，共有 12间客房。

酒店的浮桥边停靠着一只小木

船：坐在玻璃厅里，我们欣赏着奇洛

埃群岛的美景。群岛共由 36个有人

居住的小岛组成。在船头欢快起舞的

海豚的陪伴下，我们来到了马舒克小

岛：一片水上高脚屋、一些农庄以及

两间博物馆，使之近似奇洛埃岛的缩

影。就是在这座小岛上，著名作家伊

莎贝尔·阿连德完成了她的最近一部

小说《玛雅的记事本》。在这座时间仿

如停止的海岛上，这位历经沧桑的年

轻

美

国

人

重

拾

了

对

生

活

的

品

位。

奇洛埃岛孕育了不少的作家，其中包

括著名作家弗朗西斯科·科洛阿内。

科洛阿内是一位抒情历险作家，出生

于海岛北部一个名为“克姆智奇”的

小村庄。周游世界之后，探险作家戴

维·勒菲弗又来到奇洛埃岛开始他的

冒险之旅。他就在自己的小屋里完成

了《南方的独孤》一书，那是对奇洛埃

自然美景以及朴素情怀的赞歌。穿着

油布衣的渔民，在退潮时拾起的贝

壳，雨后的彩虹与洁净的天空，停靠

在沙滩上的拖网渔船，巫师的故事，

咸黄油……在这个位于陆地与大海

之间的海岛上生活着的居民，展现了

两个年代以前布列塔尼的风情。

最佳季节：

最佳旅游季节为南半球的夏季（12月

至 3月），避免在雨季（7、8月份）去奇

洛埃岛旅行。

精选酒店：

Refugia 酒店：对建筑痴迷、服务苛求

責任編輯：XX

奇洛埃岛 充满神秘气息的蜜月圣地

岛屿有两面：一面朝着大洋，荒无人烟；另一面朝着大陆，充满田园风

光，草地、农场与村庄面朝着那一片星罗棋布的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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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者平日如何锻炼

（荆楚养生网）骑自行车是一种比较

流行的运动, 现在参与这种活动的人

越来越多。不过骑自行车是一种有氧

运动, 主要锻炼的是身体的腿部和臀

部肌肉群, 通过这种锻炼可以强化心

脑功能,增大肌肉力量,增强身体素质,

同时能修身养性,陶冶情操,预防各种

疾病。但其实掌握一定的骑自行车方

法在健身的同时也能瘦身，训练得并

且长期能坚持减脂的效果是非常不

错的。那么下面小编就介绍五个骑自

行车的方法，通过不同的骑车方法让

你感受不同的瘦身效果。

以中等速度骑车，一般要连续不

间断骑行 40分钟以上，同时要注意

规律呼吸，对减脂很有效果。

首先要求以自己的 6成极限速度

骑行 5～7分钟，其次是用心率表测

自己的每分钟脉搏，使其处于心肺功

能训练区间内，这样可以达到锻炼心

血管的效果。

即根据不同的条件用力去骑行，

如上坡时调节齿轮大小(限 5速或 10

速可调速自行车)，此种方法可以提高

双腿的肌力或肌耐力素质，塑造腿

型，在不经意间腿部减肥成功了。

在骑车时，先以中慢速骑 1～2分

钟，再以 1.5～2倍速度骑两分钟，然

后再中慢速骑行，再回到快速，如此

交替循环锻炼，可以提高训练者对于

有氧运动的适应能力。

骑行过程中臀部离开车座，但又

不站直身体，同时核心部位(腰腹部)

发力控制身体平衡，运用此种方法可

训练核心部位肌群力量。

骑自行车减肥瘦身法

渊荆楚养生网冤高血压这一类的常见疾病袁如今
不再仅仅限于中老人好发袁 随着我们饮食的日
益丰富和精细袁不难发现袁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也加入到了高血压的群体中袁这应当值得警示遥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袁 病情的控制和治疗是十分
重要的遥面对血压一天天的不稳定袁除了药物控
制以外袁 心情的变化以及日常的锻炼也十分重
要遥很多高血压患者都有一个误区袁锻炼会加速
血压的升高袁更不利于日后的控制遥 针对这点袁
我们解析来我们就来看看平日高血压患者如何

锻炼为宜遥

高血压患者可每日做四肢伸屈运动袁 这种
锻炼的目的是通过伸屈四肢活动袁 使存留四肢
过多的血液迅速回流心脏袁 供给心脑系统足够
的氧与血袁可防急慢性心尧脑血管疾病袁并可增
强四肢大小关节的灵活性遥 仰卧以双足跟交替
蹬摩脚心袁使脚心感到温热遥

高血压患者日常休息时袁可两脚自然开立袁
左臂前举袁右臂侧举袁然后左臂经下向外绕环至
前举袁右臂经下向内绕环至侧举袁右臂和左臂重
复上述动作遥每日做十次左右袁或者经常甩手运
动都可以起到锻炼的效果遥

高血压患者每天起床后可将两手擦热袁擦
面数次袁然后自额前两侧颞部向后至枕部袁再沿
颈部向下分按两肩转至额前袁 再向下按摩至胸
部袁这种方法有降压作用和辅助治疗中风遥 \

通过上述的调理袁 希望对于平日高血压患
者如何锻炼为宜有着一定的帮助遥 于此同时患
者们也要懂得日常生活饮食上的控制袁 定期复
诊确定血压的持续稳定遥



BB88醫生專頁
星期四 2017年6月1日 Thursday, June 1, 2017



BB99醫生專頁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FRI 11/20 Noon-2 PM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休士頓診所休士頓診所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

醫生
（通國語）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星期四 2017年6月1日 Thursday, June 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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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懟穆迪這事
外媒和國際機構覺得誰占理？
穆迪（Moody’s）近30年來首次調

降了中國的信用評級。

憑什麽？

穆迪給出的主要理由是，預期隨著

經濟增長放緩和債務上升，未來幾年中

國的財政實力會“受到壹定程度的損

害”。

所以穆迪提出的風險點是壹直不為

外界所知的“驚天秘密”嗎？它是否足

以扭轉對壹個國家經濟走勢的判斷？

並非如此。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

（PIMCO）執掌亞洲組合的盧克· 斯帕吉

奇向英國《金融時報》指出，“穆迪強

調的風險之前就已被市場充分關註。”

該報同時引用了中國財政部的回

應：穆迪高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

難，低估了中國政府深化改革和擴大需

求的能力。

事實是，目前中國政府負債率低

於歐盟 60%的警戒線，也低於主要市

場經濟國家和新型市場國家水平。另

外，中國法律規定，政府不承擔國有

企業債務。

富達國際（Fidelity International）駐

香港的亞洲固定收益部門負責人盧克•

弗勒利希（Luc Froehlich）也表示，

“中國最近收緊監管，應該有助於為該

國信貸市場去泡沫，並有助於長期市場

穩定。”

《金融時報》還註意到，即使是在

業內對中國看法壹向更悲觀的惠譽

（Fitch Ratings），自2007年以來，壹直

維持著對中國的A+評級，展望為“穩

定”。而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

最近壹次下調中國評級還是在1999年。

惠譽主權評級總監安德魯· 芬內爾

（Andrew Fennell）在穆迪調降中國評級

後表示，中國經濟增速、主要經濟數據

表現良好，在考慮到債務問題的前提

下，惠譽才選擇維持評級現狀至今，不

然，應是上調評級的幾率增大。

“不認同”穆迪評級判定的並非只

中國內地。

穆迪以“與內地關系越來越緊密”

為由，同時將香港長期信用評級由

“Aa1”調低壹級至“Aa2”。

這壹邏輯隨即被香港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斥為“純屬臆測，缺乏理據支

持”。

新加坡《聯合早報》援引陳茂波的

聲明指出，內地經濟與香港關系非常密

切，但不認同穆迪“機械式”地評級下

調 。

聲明中舉例反駁說，香港參與的

“壹帶壹路”倡議將推進國際合作，

有助香港的企業和人才進軍沿線更

多國家，開拓新市場，令香港經濟整

體得益。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楊宇霆向《聯合早報》分析預測，這

次下調評級會令部分香港企業的借貸

成本上升，但對香港整體經濟影響不

大。

類似的事情還曾發生在美國。《華

爾街日報》回顧說，2011年8月，標準

普爾出於對美國壹份預算協議的擔憂決

定將美國信用評級從AAA下調至AA+，

那是 70年來美國首次遭遇此類評級下

調。標準普爾的此次行動震驚了市場，

批評人士紛紛抨擊該評級公司修訂後的

主權債務標準。時任美國財長蓋特納

（Timothy Geithner）指責標準普爾“嚴

重缺乏知識”。

到底誰占理？外媒壹貫的思路是：

去看看市場的真實反映。

在穆迪下調中國信用評級的消息公

布後，最初中國投資者感到了不安，股

市當日早盤壹度下跌，但隨後回升。5

年期國債收益率幾分鐘內從 3.8%升至

3.95%，但到了中午已經回落至之前的水

平。其他市場也未發生大的波動。

大多數投資者表示，此舉不太可能

產生重大影響。信用評級下調並不會改

變投資者看待中國市場的方式。

瑞士聯合銀行的經濟學家說的更直

接，“沒人為這件事著急”。

美國彭博信息研究公司分析師給出

的壹個理由是，它對中國造成的負面影

響，不像對非常依賴外資的國家那樣

大。目前中國的外資約占GDP的12%，

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是30%。

英國路透社等外媒分析認為，信評

調降會導致中國國有企業海外舉債為國

內投資融資的成本上升，並可能限制壹

些外資基金將中國資產納入自己投資組

合的能力，但這次下調並未真正擾亂中

國債市和股市與全球資本市場不可避免

的整合過程。

路透社還援引法國巴黎投資新興市

場固定收益副主管 Jean-Charles Sambor

的分析稱，鑒於投資者已將債務負擔不

斷加重的因素消化吸收，所以此次評級

調降目前不太可能影響到外資對境內債

的胃口。

外媒還註意到後來發生的壹個細

節：穆迪的態度已經悄悄發生“軟化”，

將對中國的展望評定從此前的“負面”

調整為“穩定”。

美國《華爾街日報》拋出另壹個問

題：被認為是“權威”的評級機構，有

沒有出現過誤判？

答案顯而易見。

“金融危機爆發前，三大評級機

構曾授予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樂觀

評級，後來這些證券成為不良資產，

引發了廣泛的損失”，《華爾街日報》

回顧說，金融危機過後，三大國際評

級機構的業務模式和評級行為飽受批

評，外界呼籲對評級機構的盈利模式

進行改革。

經歷過金融危機、歐債危機，評級

機構又壹度出現過度收緊姿態。

專業人士指出，評級市場“壟斷”、

仍采用著節奏緩慢的專門方法、缺少跟蹤

要素工具等原因，使得評級機構在評估

快速變化的全球經濟的潛在風險時，確

實存在缺陷和偏見。

不過話又說回來，兼聽則明。就

像《金融時報》引用的康奈爾大學經

濟學教授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

war Prasad）的說法，“迅速上漲的杠

桿所造成的風險，即使沒有導致金

融危機，也可能被證明是代價高昂

的。”這事兒，就當做是給正在轉

型、仍在成長中的中國經濟，壹個善

意的提醒，也好。

綜合報導 近日投資資產界的新“網紅”非比

特幣莫屬。這壹出現多年的電子貨幣在這個月突然

悄然走紅，然後幾乎每天都在刷新新高，在這個月

的25日更是壹度臨近2800美元大關。

今年以來，壹路狂飆的比特幣暴漲暴跌讓人瞠

目結舌，比特幣價格在5月25日曾攀至2760美元的

歷史高位，然而最近兩個交易日內，比特幣價格壹

度大跌900美元，跌幅逾30%，目前企穩於2200美

元附近。雖然經歷暴跌暴漲，但是目前比特幣的趨

勢還是看漲。要知道2009年比特幣剛出現時，1美

元差不多可以買到1300枚比特幣。但兩個月前，比

特幣價格超過壹盎司黃金的價格，有網友戲稱“比

特幣貴過黃金”。

為什麽比特幣能夠壹路瘋漲呢？有分析認為比

特幣瘋狂上漲的理由顯而易見。壹方面，越來越多

公司能夠接受比特幣作為壹種支付手段，同時越來

越多政府和監管機構也能接受它作為壹種合法的投

資產品。另壹方面，本月特朗普“通俄門”等事件

發酵引發了市場避險情緒，促使投資者將比特幣作

為新的避險品種。

在財經專欄作家葉檀看來影響比特幣的最大因

素是政策：“從總體上來說比特幣因為它主要是跟

美元之間的比價，如果紙幣購買力下降的話那麽比

特幣因為它的優勢，它的價格會上升。比如中國是

比特幣最大市場，中國對比特幣收緊或者是美聯儲

加減息對比特幣短期都有非常大的影響。”

隨著比特幣價格壹路上漲，市場上其他品種的

加密貨幣也出現聯動效應，包括萊特幣等在內的眾

多虛擬貨幣均迎來大幅上漲，吸引眾多社會資金投

向該領域。業界統計，隨著近期眾多資金湧入，當

前所有主要加密貨幣的總市值已經突破600億美元，

超過滴滴、小米等知名互聯網創業公司的估值。

比特幣本月悄然走紅 壹度臨近2800美元大關

秘魯舉行秘魯舉行““小醜日小醜日””大遊行大遊行 搞怪造型令人捧腹搞怪造型令人捧腹

秘魯利馬秘魯利馬，，民眾參加民眾參加““小醜日小醜日””遊行遊行。。在這壹天在這壹天，，當地當地
民眾將自己裝扮成各種搞怪的小醜民眾將自己裝扮成各種搞怪的小醜，，走上街頭走上街頭。。

法國大櫥的美味情緣法國大櫥的美味情緣

20062006年年，，格雷格來到廈門格雷格來到廈門，，在壹家法資在壹家法資
55星級酒店裏擔任行政總廚星級酒店裏擔任行政總廚。。20102010年年，，格雷格雷
格因為酒店集團事業的發展格因為酒店集團事業的發展，，被調到廣東虎被調到廣東虎
門的新店門的新店。。兩年後兩年後，，格雷格和朋友在廈門開格雷格和朋友在廈門開
起了屬於自己的法國餐廳起了屬於自己的法國餐廳。。如今如今，，定居廈門定居廈門
前後加起來已有前後加起來已有1010個年頭個年頭，，也在廈門組建了也在廈門組建了
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家庭，，妻子是壹名江西女子妻子是壹名江西女子，，他的兩他的兩
個兒子都是在廈門出生的個兒子都是在廈門出生的。。他說對記者他說對記者：：
““廈門已經就是我的第二故鄉廈門已經就是我的第二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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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高粱稭稈制作技藝高粱稭稈制作技藝””傳承人趙潤生正在工作室進傳承人趙潤生正在工作室進
行創作行創作。。圖為趙潤生講解作品圖為趙潤生講解作品《《故宮角樓故宮角樓》》的結構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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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Unveils Market Reform For Oil And Gas Industry

Today At ITC!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BEIJING, May 21 (Xinhua) -- Chinese authorities 
last Sunday announced a reform plan for the country's 
oil and gas industry, eyeing better efficiency and 
competitiveness by giving market a decisive role in the 
sector.
The plan was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the State 
Council, or the cabinet.
"Market should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role should be better 
played in order to safeguard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boost productivity and meet people's needs," according 
to the reform guideline.
The long-awaited reform of the sprawling state-
controlled sector is a priority for Chinese authorities 
a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s slowing amid 
cyclical and structural changes.
The reform is also a key plank of the country's 13th 
Five-Year Plan for 2016-2020.
The plan reaffirmed the leadership's commitment 
to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oil and 
gas companies, encouraging eligible enterprises to 
diversify their shareholder base and introduc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The prime goal of mixed-ownership reform is to create 
a flexible and efficient market-oriented mechanism 
with the incorporation of private shareholder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companies.
According to the plan,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advance reshuffling of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based 
on work specialization. Engineering companies and oil 
and gas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re encouraged to 
perform as independent enterprises.

State-owned oil and gas companies should "keep fit 
to stay healthy", free themselves from running social 
services, and explore ways to sort out problems left 
over from history.
China's oil and gas sector is dominated by three state-
owned heavyweights: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 
(CNPC), China Petrochemical Corp (Sinopec) and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
The trio of giants have long been accused of 
monopolizing the oil and gas resources with redundant 
workers and low efficiency.
The reform calls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eligible 
enterprises in the prospect and development of regular 
oil and gas resources which used to be dominated by 
state-owned companies.
Dong Xiucheng, with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said the reform will give competitive firms easier 
market access whether it is state-owned or private.
Gas companies are encouraged to split sales and 
pipeline businesses in a step by step manner in order 
to promote a market-based pricing mechanism. The 
pricing mechanism of fuel and diesel should also be 
more market-oriented, while government should step 
in when abnormal price fluctuations occur.
Private capital is welcomed to invest in and run oil and 
gas storage facilities.

Oil heavyweights have begun to take actions. Sinopec 
Group plans to cooperate with private companies in 
sales of refined oil, while the CNPC said it will allow 
private companies to hold no more than 49 percent of 
stake in oil exploration businesses.
China aims to increase domestic crude oil output to 
200 million tonnes by 2020, while supply capacity for 
natural gas should exceed 360 billion cubic meters,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plan published in January.
China will add 1 billion tonnes of proven oil reserves 

annually from 2016 to 2020, and the proven reserves 
of natural gas will reach 16 trillion cubic meters by 
2020. (Courtesy news.xinhuanet.com/english/) 

Related
China Opens Up To Foreign 

Investment In Oil Sector
China has said it will allow private companies to 
invest in the country’s oil and gas storage sector, the 
government said in a document laying out changes it 
plans to make to the energy sector.
In a document approved Sunday, the State Council 
said it plans to increase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the 
country’s oil storage facilities while also allowing non-
state firms to operate storage. It did not give further 
details.
China’s new energy plan that acts on earlier promises 
to reform the country’s oil and gas industry was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Sunday, 
according to China’s Global Times.
Beijing has been trying to reform its oil and gas 
industry for some time as the country looks for way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ts monopolized sector amid 
lower oil prices. The CPC has introduced a number 
of measures including so-called mixed ownership of 
state firms and permitting smaller “teapot” refiners to 
import crude oil in the pas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China said it would encourage 
private capital in oil and gas storage facilities,” Lin 
Boqiang, a specialist in energy at Xiamen University, 
told Reuters.
China has been working to expand its crude storage 
capacity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to capitalize on lower 
oil prices.

China Looks To Import More U.S. 
Natural Gas
As China continues to look at how best to meet the 
growing demand of its citizens and open its oil and gas 
industry, natural gas continues to be a major focus for 

the country as well.
Supplies of natural gas from the U.S. accounted for 
almost 7 percent of China’s LNG imports in March, 
customs data show, but all of it was supplied through 
intermediaries or spot deals, which China hopes to 
augment with larger, direct, import volumes, reports 
Bloomberg.
“The trade deal paves the way for Chinese support 
into U.S. LNG in both existing and potential future 
projects,” said Kerry Anne Shanks, an analyst at Wood 
Mackenzie. That includes immediate LNG sales or 
signing long-term contracts to underpin financing of 
new plants.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 (CNPC) Chairman 
Wang Yilin said earlier this month that the country’s 
biggest oil and gas company wants to import more 
U.S. supplies and will consider participating in 
projects. Sinopec’s trading unit, Unipec, is considering 
the U.S., among other producers, for possible long-
term LNG contracts for supply starting around 2022, 
Chen said Wednesday at the CWC China LNG & Gas 
International Summit & Exhibition. (Courtesy oilprice.
com/Energy/Natural-Gas/China) 

U.S. - Cuba Relations
DESCRIPTION - U.S. Cuba Relations Presentation

Luncheon Speaker: Felix Chevalier
The Chevalier Law Firm, PLLC and Member of Engage Cuba

Agenda:

11:30 Registration

12:00 Welcome Remarks by Val Thompson, President, Houston International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HITDC) Publisher, International Focus (iF) Magazine

12:15 “U.S.-Cuba Relations” Guest Speaker: Felix Chevalier

12:45 Q & A

12:50 Briefing for schedule Cuba Mission - July 15th to 18th

Registration: $20.00 includes lunch and program.

Seating is limited. RSVP: contact Val Thompson at: 832-448-0537

“FLY LIKE AN EAGLE”
Three Eagle Scouts (Boy Scouts of America) in one 
African American family is rare.  However, this rarity 
now resides in the family of Brian G. Smith, a father 
of two sons, Brian N. Smith and Micah E. Smith, who 
followed in his footsteps.
Brian, the father, owner and president of a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firm, Brian Smith Construction 
Inspection, Inc. (BSCI, Inc.), began his quest for the 
rank of Eagle Scout in First Grade at J. N. Dodson 
Elementary School.  After reaching Fifth Grade, 
he joined the legendary Troop 242 at Wheeler 
Avenue Baptist Church as a tenderfoot scout. This 
troop celebrates having turned out the most African 
American Eagle Scouts in the nation. To date, the count 
is currently 130 plus young men who have achieved 
this honor. Mr. Smith and the family are members of 
Wheeler Avenue Baptist Church, where he currently 
serves as a Deacon
Mr. Smith has remained close to the scouting world, 
assisting with local troops and serving on the Sam 
Houston Area Council of the Boy Scouts of America.  
He has received the Silver Beaver Service Award and 
the National Eagle Scouts Association’s Outstanding 
Eagle Scout Award.
Brian Nelson Stewart Smith, the elder son, is a student 
at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where he is majoring 
in Computer Science. He earned his Eagle Scout rank 

during his senior year at the Houston Academy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that time, he performed 
numerous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s and earned 
over 28 Merit Badges to fulfill his requirements.
Micah Edward Taylor Smith will receive his rank of 
Eagle Scout from Troop 212 at noon on November 
26, 2016 at Saint James Episcopal Church.  While 
pursuing his Eagle rank, he also performed numerous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s and earned 32 Merit 
Badges in the process. Micah received his high school 
diploma from the Houston Academy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n Associate Degree from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Currently, he is a student at 
Prairie View A&M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omputer 
Science.
Throughout the long journey towards the goal of Eagle 
Scout, the young men have been supported fully and 
unconditionally by their mother, Elizabeth S. S. Smith, 
an Engineer at the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Often overlooked by families seeking to engage their 
sons in meaningful, positive activities, the Boy Scouts 
have proven to be an old, but tried and true method 
that has not lost its effectiveness. The Smiths have 
taken full advantage of all that the scouting world has 
to offer. 

15th US-China Oil and Gas Industry Forum 
Opened in Chongqing, China, September 17, 
2015. 

A trade deal announced May 11 between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Xi Jinping encouraged China’s 
investment and purchase of American natural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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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Choctaw Rewards Club for details. All guests who are self-banned or 
casino banned are ineligible to earn entries or claim prizes for this promotion.
Management reserves all rights. Gambling Problem? Call 1.800.522.4700

HWY 69/75  |  CHOCTAWCASINOS.COM  |  888.652.4628

Free tickets will be distributed at Choctaw Casino & Resort Durant Player Rewards Club or Table Games Pit starting May 10, 2017. 
Contact 580.920.0160 ext:1069 for ticket information.

免費票在05/10/17可以在Choctaw 賭場兌換中心和賭桌服務中心索取
詳情請聯繫580-920-0160 分機1069

LIVE IN CONCERT

中國少林六合門掌門人李國忠大師首創的
，不給病員服藥、不注射針劑、不開刀、不使
用針灸，運用其中的武功秘籍（俗成內氣功）
，通過打通經絡使病症達到緩解和康復的方法
，事後不會產生醫源性疾病，安全可靠：走不
動路，抬不起腿，支架撐著走的，渾身疼痛，

手不能舉，不能獨立站的都可以改觀。凡是中
西醫難治的，久治不癒的，全癱的，高、低位
截癱，中風後遺症，手術後遺症，運動神經元
損傷引起的肌無力，關節炎，眼科、婦科雜症
，內分泌失調，美容整形等等，凡在“少林秘
功”範圍內的病症通過“少林秘功”的運作後

都可在原病症基礎上都有明顯改觀！男女老少
皆宜，歡迎光臨！謝謝。
聯繫電話：832-757-3787 李國忠
2017年5月28日

中國中國““少林秘功少林秘功””
的神奇作用的神奇作用

（本報記者秦鴻鈞）服務休斯頓28 年， 「鳳城海鮮酒家」
的東主馮海先生，以不斷推陳出新，創意鑽研的精神，使他的
著名港式粵菜，獨步休市，不僅在海內外的華人間享有盛名，
在美國的主流社區，也成為他們認識中國美食，品嚐中國點心
的殿堂。每至周末時間，鳳城門口的停車位，總是一位難求。
即便在門口大排長龍，這些食客們也開心雀躍，因為在裡面等
著他的正是他們夢迴多時的鳳城美食。

「鳳城」的菜好，不僅僅受華人青睞，能獲得老美及外國
人的認同，那才是真本事。 「鳳城」 東主馮海先生曾連續七年
榮獲十三臺 「藍帶獎」殊榮及連續在世界大賽中奪魁：曾於
2005 年榮獲中國武漢 「紅口袋」中外中餐烹飪技術比賽特金獎
外，並為法國廚皇會金牌會員 ，法國美食家協會金牌會員，近
年來， 「鳳城」更榮獲 Houston Press 選出 2015，2016 年最佳
中餐館獎，創華人中餐館最高的得獎紀錄。此外， 「鳳城」無
論點心或菜色，皆在全美中餐館百家排行榜之列。

「鳳城」的成功，在於他有一位求 「完美」心切，充滿創
意的馮老闆。馮老闆不
僅對食材極其講究，食
材與食材間的相生相克
亦瞭如指掌，因此，他
能獨創出許多 「獨家創
意菜」，至今要吃到這
些菜，非到 「鳳城」不
可，如日式響螺雞，木
瓜牛仔骨煲，特色牛仔
粒，秘製鹹豬手，鳳城
精巧骨------這些獨
家菜式，都來自馮老闆
對食材的創意和領會，

再加上人的味覺，口感，甚至連咀嚼的快感，都
在其計算範圍內，如著名的 「日式響螺雞」，是
響螺片配上貴妃雞，不僅外觀漂亮，吃到嘴裏，
簡直是人間絕配，口感非常相襯，令人齒頰留香
。而獨家特色菜 「澳門燒腩仔」，端上來像一盤
烤乳豬，但口感與一般的烤豬不同，原來馮老闆

用的是豬的肚皮那一塊肉，外皮脆脆的，底下的肉卻嫩的不得
了，入口即化，加上調味得當，每個吃過的人都忍不住驚叫：
「怎麼這麼好吃？」還有 「鳳城精巧骨」，馮老闆用的是豬身

上僅有的一塊脆骨，每一塊骨頭都可嚼的粉碎，滋味無窮，根
本不用吃鈣片補鈣，這就是最天然的 「鈣」！ 「鳳城」最獨特
的菜莫過於 「秘製鹹豬手」，這道菜堪稱 「色香味」三絕，不
僅賣相漂亮，吃到嘴裡，才知道這是 「獨家珍品」，是別家吃
不到的好口味，這也是 「鳳城」被點率最高的名菜之一。

「鳳城」新近推出的乾宮保龍蝦，是龍蝦除了薑蔥龍蝦，
椒鹽龍蝦外另一種新作法，在椒香四溢中，口口滋味十足，令
人十分難忘。 「鳳城」 的獨家特色菜還有特色牛仔粒，燒汁法
國鵝肝什菌，紅蔥頭走地雞，蜜汁燒豬頸肉，鳳城秘製骨，中
山魚頭煲，燒汁什菌鵝腸，木瓜牛仔骨煲，以及乾燒原子帶子
皇等名菜，不論食材和調味，製法，都是馮老闆精心研製的獨
家絕活，在別家吃不到的特色菜。

「鳳城」的點心，在休市一向叫座，以品種多，質地精緻
，製作用心著稱。近年來 「鳳城」的點心生意，更加火紅，尤
其周末，更是一位難求，只好將車交給 「代客泊車」服務。
「鳳城 」的點心，道道富創意，既精緻又好吃，使點心走出蝦

餃，燒賣，鳳爪的老套，看到了美食和健康。如美味健康的 「
酥皮杏仁茶」， 「特色雪山飽」， 「百花炸倆腸粉」， 「菠蘿
流沙包」， 「灌湯小籠包」， 「生煎翡翠煎飽」， 「金菇玉子
豆腐」， 「百花玉子豆腐」， 「瑤柱芋頭糕」， 「杞子桂花糕
」以及香酥火鴨卷，水晶翡翠餃，雪山杏仁撻------ 都是
「鳳城」 最燴炙人口的精彩名點。

「鳳城」有豪華禮堂，最大的可擺酒六十桌，還有多間
VIP 房可供預定年節酒席。 「鳳城海鮮酒家」的地址：7320 S.
W. FWY #115, Houston , TX 77074, 訂座電話：（ 713 ）779-
2288

（本報記者秦鴻鈞）服務休斯頓 28 年，「 
鳳城海鮮酒家」的東主馮海先生，以不斷推陳出
新，創意鑽研的精神，使他的著名港式粵菜，獨
步休市，不僅在海內外的華人間享有盛名，在美
國的主流社區，也成為他們認識中國美食，品嚐
中國點心的殿堂。每至周末時間，鳳城門口的停
車位，總是一位難求。即便在門口大排長龍，這
些食客們也開心雀躍，因為在裡面等著他的正是
他們夢迴多時的鳳城美食。

「鳳城」的菜好，不僅僅受華人青睞，能獲
得老美及外國人的認同，那才是真本事。「鳳城」 

東主馮海先生曾連續七年榮獲十三臺
「藍帶獎」殊榮及連續在世界大賽
中奪魁：曾於2005 年榮獲中國武漢
「紅口袋」中外中餐烹飪技術比賽特
金獎外，並為法國廚皇會金牌會員 
，法國美食家協會金牌會員，近年來， 
「 鳳城」更榮獲 Houston Press 選
出 2015，2016 年最佳中餐館獎，創
華人中餐館最高的得獎紀錄。此外，
「鳳城」無論點心或菜色，皆在全美
中餐館百家排行榜之列。

「鳳城」的成功，在於他有一位
求「完美」心切，充滿創意的馮老闆。
馮老闆不僅對食材極其講究，食材
與食材間的相生相克亦瞭如指掌，因
此，他能獨創出許多「獨家創意菜」，
至今要吃到這些菜，非到「鳳城」不
可，如日式響螺雞，木瓜牛仔骨煲，

特色牛仔粒，秘製鹹豬手，鳳城精巧骨 ------
這些獨家菜式，都來自馮老闆對食材的創意和
領會，再加上人的味覺，口感，甚至連咀嚼的快
感，都在其計算範圍內，如著名的「日式響螺雞」，
是響螺片配上貴妃雞，不僅外觀漂亮，吃到嘴裏，
簡直是人間絕配，口感非常相襯，令人齒頰留香。
而獨家特色菜「澳門燒腩仔」，端上來像一盤烤
乳豬，但口感與一般的烤豬不同，原來馮老闆用
的是豬的肚皮那一塊肉，外皮脆脆的，底下的肉
卻嫩的不得了，入口即化，加上調味得當，每個吃
過的人都忍不住驚叫：「怎麼這麼好吃？」還有「鳳

城精巧骨」，馮老闆用的是豬身上僅有的一塊脆
骨，每一塊骨頭都可嚼的粉碎，滋味無窮，根本
不用吃鈣片補鈣，這就是最天然的「鈣」！「鳳城」
最獨特的菜莫過於「秘製鹹豬手」，這道菜堪稱
「色香味」三絕，不僅賣相漂亮，吃到嘴裡，才知
道這是「獨家珍品」，是別家吃不到的好口味，
這也是「鳳城」被點率最高的名菜之一。

「鳳城」新近推出的乾宮保龍蝦，是龍蝦除
了薑蔥龍蝦，椒鹽龍蝦外另一種新作法，在椒香
四溢中，口口滋味十足，令人十分難忘。「鳳城」 
的獨家特色菜還有特色牛仔粒，燒汁法國鵝肝
什菌，紅蔥頭走地雞，蜜汁燒豬頸肉，鳳城秘製
骨，中山魚頭煲，燒汁什菌鵝腸，木瓜牛仔骨煲，
以及乾燒原子帶子皇等名菜，不論食材和調味，
製法，都是馮老闆精心研製的獨家絕活，在別家
吃不到的特色菜。

「鳳城」的點心，在休市一向叫座，以品種多，
質地精緻，製作用心著稱。近年來「鳳城」的點心
生意，更加火紅，尤其周末，更是一位難求，只好
將車交給「代客泊車」服務。「鳳城 」的點心，道
道富創意，既精緻又好吃，使點心走出蝦餃，燒賣，
鳳爪的老套，看到了美食和健康。如美味健康的
「 酥皮杏仁茶」，「特色雪山飽」，「百花炸倆腸
粉」，「菠蘿流沙包」，「灌湯小籠包」，「生煎翡
翠煎飽」，「金菇玉子豆腐」，「百花玉子豆腐」，
「瑤柱芋頭糕」，「杞子桂花糕」以及香酥火鴨卷，
水晶翡翠餃，雪山杏仁撻------ 都是「鳳城」 
最燴炙人口的精彩名點。

「鳳城」有豪華禮堂，最大的可擺酒六十桌，

還有多間 VIP 房可供預定年節酒席。「 鳳城海

鮮酒家」的地址：7320 S. W. FWY #115, Houston  
, TX 77074, 訂座電話：（ 713 ）779- 2288

鳳城海鮮酒家再度被 Houston Press評為
2015 & 2016 最佳中餐館獎

別讓您的權利睡著了 ! 「抗房地產稅」請找黃維芬 Vivian Huang

圖為「鳳城」最受中外人士歡迎的「北京鴨」。

圖為「鳳城」獨家新推出的「乾宮保龍蝦」。
（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鳳城海鮮酒家」東主馮海先生（右），與「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
事長李蔚華先生（左），與來自紐約的齊飛龍大師（中）合影於「 鳳城
超級盛宴」上。（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恭喜您！ 今年你的
房子比去年更值錢了。 但是，壞消息是你的財產
稅也在急劇的增加。因此，請務必在 4 月 30 日
前聲稱您符合資格的所有豁免財產稅的權利，並
在 5 月 31 日前抗議您不合理和過高的資產財產
稅。請注意，如果您在 2017 年 1 月 31 日之前未
支付物業財產稅，您可能無法抗議您過高的物業
評價。 請與縣評價區（CAD）核對您的納稅記
錄。

縣評價區 (CAD 的估價價值通知有兩個數
值：市場價值和估價價值。 您的房產稅是基於估
價值計算出來的。 抗議物業財產稅的目標是將市
場價值降低到評估價值以下，以減少您的財產稅
金額。

如果你在 1 月 1 日之前，住在你現在的房子
內，你可能符合家園房產稅的豁免。 如果您超過

65 歲，您可以獲得超過 65 歲的房產稅豁免，沒
有提交截止日期的時間限制。 為了節省您的稅金
到最大金額，請務必查看不同的豁免類別及其要
求。如果您正在考慮在 2017 年 5 月 31 日之前購
買房子，只要您在 5 月 31 日前提出抗議申請，
你仍然可以抗議您房子過高的物業評價價值。

為了幫助您準備您的抗議證據，您必須首先
在您的財產所在的 CAD 行政區完成在線註冊，
以獲得用於評估您的財產價值的證據的副本。 如
果您在的 CAD 行政區完成沒有在線註冊，您需
要寫信給 CAD，請求他們發送一份 CAD 證據申
請包給您。在您的信中，確保您標記所有的抗議
原因，特別是市場價值和不平等過高的價值。 如
果您不清楚標記抗議的原因，那麼您不能在這些
豁免類別下抗議。 再次，大多數房主抗議過高的
市場和不平等的估價價值。 即使你的物業的市場

價值很高，您仍然可以通過不平等的抗議減少評
估的價值金額。 不平等的價值金額意味著您的房
子價值與你的鄰居相比過高。 如果您的資產的價
值低於市場價值，則 CAD 必須將您的資產評估
價值設置為較低的資產價值為您減稅。 

您需要帶到資產價值聽證會的證據包括：資
產圖片和承包商維修資產的報價。 如果你剛買
了房子，只有在評估區的市場價值高於您支付的
市場價時，帶您過戶的 HUD 文件。 如果您有任
何房產價值低於 CAD 的評估價值的評估，將其
帶入聽證會。 對於新建房，市場價值應設置為 : 
至 2017 年 1 月 1 日建築完成百分比。 如果您正
在進行房地產過戶交易，請將您的購買價格與
CAD 的估價值進行比較。 如果您的購買價格高
於評估價值，您可以考慮不在 MLS 上披露。 

德克薩斯州是一個不披露購房價格的州，你

不需要披露的購房價格。 CAD 通常會向新業主
發出信件，要求他們提供購房信息。但 你不需要
回應。一些 CAD 提供在線抗議，您可以先嘗試，
但您可能不想要在線註冊簽名。 下一步是非正式
聽證會。 這意味著您會會見一個評估人討論您的
物業價值。 如果您不喜歡這個評估價值，那麼您
可以去評估審查委員會（ARB）的聽證會。ARB
的聽證會 將有 3 名 ARB 成員和一名 CAD 評估
員。 您和 CAD 都會提出您的證據。 ARB 聽證
會將決定一個值。 如果您還是不喜歡這個價值，
那麼您可以提起訴訟或仲裁。

有關德克薩斯州財產稅的更多信息和視頻，
請 訪 問：http://www.window.state.tx.us/taxinfo/
proptax/; 此外，CAD 網站還提供常見問題，程
序，以及如何抗議視頻。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問
題，請聯繫 Vivian Huang，電話：832-380-4588
或電子郵件：Vivian@RealStake.com。

鳳城海鮮酒家再度被
Houston Press評為

2015 & 2016最佳中餐館獎

（本報記者秦鴻鈞）服務休斯頓 28 年，「 
鳳城海鮮酒家」的東主馮海先生，以不斷推陳出
新，創意鑽研的精神，使他的著名港式粵菜，獨
步休市，不僅在海內外的華人間享有盛名，在美
國的主流社區，也成為他們認識中國美食，品嚐
中國點心的殿堂。每至周末時間，鳳城門口的停
車位，總是一位難求。即便在門口大排長龍，這
些食客們也開心雀躍，因為在裡面等著他的正是
他們夢迴多時的鳳城美食。

「鳳城」的菜好，不僅僅受華人青睞，能獲
得老美及外國人的認同，那才是真本事。「鳳城」 

東主馮海先生曾連續七年榮獲十三臺
「藍帶獎」殊榮及連續在世界大賽
中奪魁：曾於2005 年榮獲中國武漢
「紅口袋」中外中餐烹飪技術比賽特
金獎外，並為法國廚皇會金牌會員 
，法國美食家協會金牌會員，近年來， 
「 鳳城」更榮獲 Houston Press 選
出 2015，2016 年最佳中餐館獎，創
華人中餐館最高的得獎紀錄。此外，
「鳳城」無論點心或菜色，皆在全美
中餐館百家排行榜之列。

「鳳城」的成功，在於他有一位
求「完美」心切，充滿創意的馮老闆。
馮老闆不僅對食材極其講究，食材
與食材間的相生相克亦瞭如指掌，因
此，他能獨創出許多「獨家創意菜」，
至今要吃到這些菜，非到「鳳城」不
可，如日式響螺雞，木瓜牛仔骨煲，

特色牛仔粒，秘製鹹豬手，鳳城精巧骨 ------
這些獨家菜式，都來自馮老闆對食材的創意和
領會，再加上人的味覺，口感，甚至連咀嚼的快
感，都在其計算範圍內，如著名的「日式響螺雞」，
是響螺片配上貴妃雞，不僅外觀漂亮，吃到嘴裏，
簡直是人間絕配，口感非常相襯，令人齒頰留香。
而獨家特色菜「澳門燒腩仔」，端上來像一盤烤
乳豬，但口感與一般的烤豬不同，原來馮老闆用
的是豬的肚皮那一塊肉，外皮脆脆的，底下的肉
卻嫩的不得了，入口即化，加上調味得當，每個吃
過的人都忍不住驚叫：「怎麼這麼好吃？」還有「鳳

城精巧骨」，馮老闆用的是豬身上僅有的一塊脆
骨，每一塊骨頭都可嚼的粉碎，滋味無窮，根本
不用吃鈣片補鈣，這就是最天然的「鈣」！「鳳城」
最獨特的菜莫過於「秘製鹹豬手」，這道菜堪稱
「色香味」三絕，不僅賣相漂亮，吃到嘴裡，才知
道這是「獨家珍品」，是別家吃不到的好口味，
這也是「鳳城」被點率最高的名菜之一。

「鳳城」新近推出的乾宮保龍蝦，是龍蝦除
了薑蔥龍蝦，椒鹽龍蝦外另一種新作法，在椒香
四溢中，口口滋味十足，令人十分難忘。「鳳城」 
的獨家特色菜還有特色牛仔粒，燒汁法國鵝肝
什菌，紅蔥頭走地雞，蜜汁燒豬頸肉，鳳城秘製
骨，中山魚頭煲，燒汁什菌鵝腸，木瓜牛仔骨煲，
以及乾燒原子帶子皇等名菜，不論食材和調味，
製法，都是馮老闆精心研製的獨家絕活，在別家
吃不到的特色菜。

「鳳城」的點心，在休市一向叫座，以品種多，
質地精緻，製作用心著稱。近年來「鳳城」的點心
生意，更加火紅，尤其周末，更是一位難求，只好
將車交給「代客泊車」服務。「鳳城 」的點心，道
道富創意，既精緻又好吃，使點心走出蝦餃，燒賣，
鳳爪的老套，看到了美食和健康。如美味健康的
「 酥皮杏仁茶」，「特色雪山飽」，「百花炸倆腸
粉」，「菠蘿流沙包」，「灌湯小籠包」，「生煎翡
翠煎飽」，「金菇玉子豆腐」，「百花玉子豆腐」，
「瑤柱芋頭糕」，「杞子桂花糕」以及香酥火鴨卷，
水晶翡翠餃，雪山杏仁撻------ 都是「鳳城」 
最燴炙人口的精彩名點。

「鳳城」有豪華禮堂，最大的可擺酒六十桌，

還有多間 VIP 房可供預定年節酒席。「 鳳城海

鮮酒家」的地址：7320 S. W. FWY #115, Houston  
, TX 77074, 訂座電話：（ 713 ）779- 2288

鳳城海鮮酒家再度被 Houston Press評為
2015 & 2016 最佳中餐館獎

別讓您的權利睡著了 ! 「抗房地產稅」請找黃維芬 Vivian Huang

圖為「鳳城」最受中外人士歡迎的「北京鴨」。

圖為「鳳城」獨家新推出的「乾宮保龍蝦」。
（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鳳城海鮮酒家」東主馮海先生（右），與「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
事長李蔚華先生（左），與來自紐約的齊飛龍大師（中）合影於「 鳳城
超級盛宴」上。（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恭喜您！ 今年你的
房子比去年更值錢了。 但是，壞消息是你的財產
稅也在急劇的增加。因此，請務必在 4 月 30 日
前聲稱您符合資格的所有豁免財產稅的權利，並
在 5 月 31 日前抗議您不合理和過高的資產財產
稅。請注意，如果您在 2017 年 1 月 31 日之前未
支付物業財產稅，您可能無法抗議您過高的物業
評價。 請與縣評價區（CAD）核對您的納稅記
錄。

縣評價區 (CAD 的估價價值通知有兩個數
值：市場價值和估價價值。 您的房產稅是基於估
價值計算出來的。 抗議物業財產稅的目標是將市
場價值降低到評估價值以下，以減少您的財產稅
金額。

如果你在 1 月 1 日之前，住在你現在的房子
內，你可能符合家園房產稅的豁免。 如果您超過

65 歲，您可以獲得超過 65 歲的房產稅豁免，沒
有提交截止日期的時間限制。 為了節省您的稅金
到最大金額，請務必查看不同的豁免類別及其要
求。如果您正在考慮在 2017 年 5 月 31 日之前購
買房子，只要您在 5 月 31 日前提出抗議申請，
你仍然可以抗議您房子過高的物業評價價值。

為了幫助您準備您的抗議證據，您必須首先
在您的財產所在的 CAD 行政區完成在線註冊，
以獲得用於評估您的財產價值的證據的副本。 如
果您在的 CAD 行政區完成沒有在線註冊，您需
要寫信給 CAD，請求他們發送一份 CAD 證據申
請包給您。在您的信中，確保您標記所有的抗議
原因，特別是市場價值和不平等過高的價值。 如
果您不清楚標記抗議的原因，那麼您不能在這些
豁免類別下抗議。 再次，大多數房主抗議過高的
市場和不平等的估價價值。 即使你的物業的市場

價值很高，您仍然可以通過不平等的抗議減少評
估的價值金額。 不平等的價值金額意味著您的房
子價值與你的鄰居相比過高。 如果您的資產的價
值低於市場價值，則 CAD 必須將您的資產評估
價值設置為較低的資產價值為您減稅。 

您需要帶到資產價值聽證會的證據包括：資
產圖片和承包商維修資產的報價。 如果你剛買
了房子，只有在評估區的市場價值高於您支付的
市場價時，帶您過戶的 HUD 文件。 如果您有任
何房產價值低於 CAD 的評估價值的評估，將其
帶入聽證會。 對於新建房，市場價值應設置為 : 
至 2017 年 1 月 1 日建築完成百分比。 如果您正
在進行房地產過戶交易，請將您的購買價格與
CAD 的估價值進行比較。 如果您的購買價格高
於評估價值，您可以考慮不在 MLS 上披露。 

德克薩斯州是一個不披露購房價格的州，你

不需要披露的購房價格。 CAD 通常會向新業主
發出信件，要求他們提供購房信息。但 你不需要
回應。一些 CAD 提供在線抗議，您可以先嘗試，
但您可能不想要在線註冊簽名。 下一步是非正式
聽證會。 這意味著您會會見一個評估人討論您的
物業價值。 如果您不喜歡這個評估價值，那麼您
可以去評估審查委員會（ARB）的聽證會。ARB
的聽證會 將有 3 名 ARB 成員和一名 CAD 評估
員。 您和 CAD 都會提出您的證據。 ARB 聽證
會將決定一個值。 如果您還是不喜歡這個價值，
那麼您可以提起訴訟或仲裁。

有關德克薩斯州財產稅的更多信息和視頻，
請 訪 問：http://www.window.state.tx.us/taxinfo/
proptax/; 此外，CAD 網站還提供常見問題，程
序，以及如何抗議視頻。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問
題，請聯繫 Vivian Huang，電話：832-380-4588
或電子郵件：Vivian@RealStake.com。

（本報記者秦鴻鈞）服務休斯頓 28 年，「 
鳳城海鮮酒家」的東主馮海先生，以不斷推陳出
新，創意鑽研的精神，使他的著名港式粵菜，獨
步休市，不僅在海內外的華人間享有盛名，在美
國的主流社區，也成為他們認識中國美食，品嚐
中國點心的殿堂。每至周末時間，鳳城門口的停
車位，總是一位難求。即便在門口大排長龍，這
些食客們也開心雀躍，因為在裡面等著他的正是
他們夢迴多時的鳳城美食。

「鳳城」的菜好，不僅僅受華人青睞，能獲
得老美及外國人的認同，那才是真本事。「鳳城」 

東主馮海先生曾連續七年榮獲十三臺
「藍帶獎」殊榮及連續在世界大賽
中奪魁：曾於2005 年榮獲中國武漢
「紅口袋」中外中餐烹飪技術比賽特
金獎外，並為法國廚皇會金牌會員 
，法國美食家協會金牌會員，近年來， 
「 鳳城」更榮獲 Houston Press 選
出 2015，2016 年最佳中餐館獎，創
華人中餐館最高的得獎紀錄。此外，
「鳳城」無論點心或菜色，皆在全美
中餐館百家排行榜之列。

「鳳城」的成功，在於他有一位
求「完美」心切，充滿創意的馮老闆。
馮老闆不僅對食材極其講究，食材
與食材間的相生相克亦瞭如指掌，因
此，他能獨創出許多「獨家創意菜」，
至今要吃到這些菜，非到「鳳城」不
可，如日式響螺雞，木瓜牛仔骨煲，

特色牛仔粒，秘製鹹豬手，鳳城精巧骨 ------
這些獨家菜式，都來自馮老闆對食材的創意和
領會，再加上人的味覺，口感，甚至連咀嚼的快
感，都在其計算範圍內，如著名的「日式響螺雞」，
是響螺片配上貴妃雞，不僅外觀漂亮，吃到嘴裏，
簡直是人間絕配，口感非常相襯，令人齒頰留香。
而獨家特色菜「澳門燒腩仔」，端上來像一盤烤
乳豬，但口感與一般的烤豬不同，原來馮老闆用
的是豬的肚皮那一塊肉，外皮脆脆的，底下的肉
卻嫩的不得了，入口即化，加上調味得當，每個吃
過的人都忍不住驚叫：「怎麼這麼好吃？」還有「鳳

城精巧骨」，馮老闆用的是豬身上僅有的一塊脆
骨，每一塊骨頭都可嚼的粉碎，滋味無窮，根本
不用吃鈣片補鈣，這就是最天然的「鈣」！「鳳城」
最獨特的菜莫過於「秘製鹹豬手」，這道菜堪稱
「色香味」三絕，不僅賣相漂亮，吃到嘴裡，才知
道這是「獨家珍品」，是別家吃不到的好口味，
這也是「鳳城」被點率最高的名菜之一。

「鳳城」新近推出的乾宮保龍蝦，是龍蝦除
了薑蔥龍蝦，椒鹽龍蝦外另一種新作法，在椒香
四溢中，口口滋味十足，令人十分難忘。「鳳城」 
的獨家特色菜還有特色牛仔粒，燒汁法國鵝肝
什菌，紅蔥頭走地雞，蜜汁燒豬頸肉，鳳城秘製
骨，中山魚頭煲，燒汁什菌鵝腸，木瓜牛仔骨煲，
以及乾燒原子帶子皇等名菜，不論食材和調味，
製法，都是馮老闆精心研製的獨家絕活，在別家
吃不到的特色菜。

「鳳城」的點心，在休市一向叫座，以品種多，
質地精緻，製作用心著稱。近年來「鳳城」的點心
生意，更加火紅，尤其周末，更是一位難求，只好
將車交給「代客泊車」服務。「鳳城 」的點心，道
道富創意，既精緻又好吃，使點心走出蝦餃，燒賣，
鳳爪的老套，看到了美食和健康。如美味健康的
「 酥皮杏仁茶」，「特色雪山飽」，「百花炸倆腸
粉」，「菠蘿流沙包」，「灌湯小籠包」，「生煎翡
翠煎飽」，「金菇玉子豆腐」，「百花玉子豆腐」，
「瑤柱芋頭糕」，「杞子桂花糕」以及香酥火鴨卷，
水晶翡翠餃，雪山杏仁撻------ 都是「鳳城」 
最燴炙人口的精彩名點。

「鳳城」有豪華禮堂，最大的可擺酒六十桌，

還有多間 VIP 房可供預定年節酒席。「 鳳城海

鮮酒家」的地址：7320 S. W. FWY #115, Houston  
, TX 77074, 訂座電話：（ 713 ）779- 2288

鳳城海鮮酒家再度被 Houston Press評為
2015 & 2016 最佳中餐館獎

別讓您的權利睡著了 ! 「抗房地產稅」請找黃維芬 Vivian Huang

圖為「鳳城」最受中外人士歡迎的「北京鴨」。

圖為「鳳城」獨家新推出的「乾宮保龍蝦」。
（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鳳城海鮮酒家」東主馮海先生（右），與「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董
事長李蔚華先生（左），與來自紐約的齊飛龍大師（中）合影於「 鳳城
超級盛宴」上。（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恭喜您！ 今年你的
房子比去年更值錢了。 但是，壞消息是你的財產
稅也在急劇的增加。因此，請務必在 4 月 30 日
前聲稱您符合資格的所有豁免財產稅的權利，並
在 5 月 31 日前抗議您不合理和過高的資產財產
稅。請注意，如果您在 2017 年 1 月 31 日之前未
支付物業財產稅，您可能無法抗議您過高的物業
評價。 請與縣評價區（CAD）核對您的納稅記
錄。

縣評價區 (CAD 的估價價值通知有兩個數
值：市場價值和估價價值。 您的房產稅是基於估
價值計算出來的。 抗議物業財產稅的目標是將市
場價值降低到評估價值以下，以減少您的財產稅
金額。

如果你在 1 月 1 日之前，住在你現在的房子
內，你可能符合家園房產稅的豁免。 如果您超過

65 歲，您可以獲得超過 65 歲的房產稅豁免，沒
有提交截止日期的時間限制。 為了節省您的稅金
到最大金額，請務必查看不同的豁免類別及其要
求。如果您正在考慮在 2017 年 5 月 31 日之前購
買房子，只要您在 5 月 31 日前提出抗議申請，
你仍然可以抗議您房子過高的物業評價價值。

為了幫助您準備您的抗議證據，您必須首先
在您的財產所在的 CAD 行政區完成在線註冊，
以獲得用於評估您的財產價值的證據的副本。 如
果您在的 CAD 行政區完成沒有在線註冊，您需
要寫信給 CAD，請求他們發送一份 CAD 證據申
請包給您。在您的信中，確保您標記所有的抗議
原因，特別是市場價值和不平等過高的價值。 如
果您不清楚標記抗議的原因，那麼您不能在這些
豁免類別下抗議。 再次，大多數房主抗議過高的
市場和不平等的估價價值。 即使你的物業的市場

價值很高，您仍然可以通過不平等的抗議減少評
估的價值金額。 不平等的價值金額意味著您的房
子價值與你的鄰居相比過高。 如果您的資產的價
值低於市場價值，則 CAD 必須將您的資產評估
價值設置為較低的資產價值為您減稅。 

您需要帶到資產價值聽證會的證據包括：資
產圖片和承包商維修資產的報價。 如果你剛買
了房子，只有在評估區的市場價值高於您支付的
市場價時，帶您過戶的 HUD 文件。 如果您有任
何房產價值低於 CAD 的評估價值的評估，將其
帶入聽證會。 對於新建房，市場價值應設置為 : 
至 2017 年 1 月 1 日建築完成百分比。 如果您正
在進行房地產過戶交易，請將您的購買價格與
CAD 的估價值進行比較。 如果您的購買價格高
於評估價值，您可以考慮不在 MLS 上披露。 

德克薩斯州是一個不披露購房價格的州，你

不需要披露的購房價格。 CAD 通常會向新業主
發出信件，要求他們提供購房信息。但 你不需要
回應。一些 CAD 提供在線抗議，您可以先嘗試，
但您可能不想要在線註冊簽名。 下一步是非正式
聽證會。 這意味著您會會見一個評估人討論您的
物業價值。 如果您不喜歡這個評估價值，那麼您
可以去評估審查委員會（ARB）的聽證會。ARB
的聽證會 將有 3 名 ARB 成員和一名 CAD 評估
員。 您和 CAD 都會提出您的證據。 ARB 聽證
會將決定一個值。 如果您還是不喜歡這個價值，
那麼您可以提起訴訟或仲裁。

有關德克薩斯州財產稅的更多信息和視頻，
請 訪 問：http://www.window.state.tx.us/taxinfo/
proptax/; 此外，CAD 網站還提供常見問題，程
序，以及如何抗議視頻。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問
題，請聯繫 Vivian Huang，電話：832-380-4588
或電子郵件：Vivian@RealStak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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