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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剪 影

ITC 舉行美國與古巴關係講座
休士頓國際貿易發展協會(Houston interna休士頓國際貿易發展協會(Houston
international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和
Council)和 The
Chevalier律師事務所聯合主辦
Chevalier
律師事務所聯合主辦﹐
﹐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ITC)場地贊助
(ITC)
場地贊助﹐
﹐
1 日舉行
日舉行「
「美國與古巴關係
美國與古巴關係」
」(U.
S. - Cuba Relations)座談會
Relations)座談會﹐
﹐
邀請該律師事務所
合夥人﹐
合夥人
﹐
商業﹑
商業
﹑
企業及政府律師Felix
企業及政府律師
Felix Chevalier主
Chevalier主
講﹐
吸引許多各領域人士出席參與﹒
吸引許多各領域人士出席參與
﹒圖為
圖為ITC
ITC創始
創始
人李蔚華((左)﹑
人李蔚華
律師Felix
律師
Felix Chevalier(中
Chevalier(中)和休士頓國
際貿易發展協會會長Val
際貿易發展協會會長
Val Thompson(右
Thompson(右)合影
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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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以無瞋為自在，
做人以無痴為清涼；
用心以無相為淨土，
修行以無得為涅槃。

休城社區

星期六

2017 年 6 月 3 日

B4
The Merit Times
Orlando

佛光山光明寺 FGS Guang Ming Temple

Saturday, June 3,
2017
6555 Hoffner Road, Orlando, FL 32822 U.S.A.
Tel:1(407)281-8482 Fax:1(407)281-8488
E-mail:orlando @ibps.org
佛光山光明寺 FGS Guang Ming Temple
www.orlandobuddhism.org

交友以無瞋為自在，
做人以無痴為清涼；
用心以無相為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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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安法師率眾返國參加
千載一時
星雲大師全集發布
千載一時
星雲大師全集發布
星雲大師全集發佈會
星雲大師全集發佈
會
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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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佛光山休士頓中
扌佛光山上月十六日在藏經樓舉行《星雲大
美寺覺安法師，率信眾多人返國參加五月十六
師全集》發表會，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在掌
日在高雄佛光山舉行的
「星雲大師全集」 的新
書發表會。該全集共三百六十五冊、十二大類
聲中微笑入場，親切揮手致意。圖／劉學聖
、三千餘萬字、五萬篇條目，這是大師終其一
生，秉持人間佛教的精神理念，以各種善巧方
便，萬千法門，帶領僧信四眾把佛法帶回人間
佛光山光明寺六月份活動
，因此成就了這套種類豐富，論述多元的 「全
時間 活動名稱
集」。
在 「全集 」 裡，大師有系統的闡述人間
周三
瑜伽 （6：30 pm ）
佛教的思想、學說、理論，以及實踐結果。內
容分成十二大類：
分別是：
經義、人間佛教論
瑜伽（6：30
pm ）
叢、教科書、講演集、文叢、傳記、書信、日
禪修（7：00 pm ）
記、佛光山系列、佛光山行事圖影、書法及附
周四 英語佛學班（7：30 pm ）
錄等，在在閃耀人間佛教慈悲與智慧的火
花，
西語佛學班（7：30 pm ）
提供世人在生活中實踐佛法，解脫悟道的指南
。
中文佛學班（7：30 pm ）
這套 「全集」，是一代大師內修實證的現
周六 瑜伽 （11：30 am ）
身說法。它示現了大師內心自悟的佛學，哲學
，文學，管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圓融真
中文佛學課（9：30 am） 「全集
俗二諦，是一位悟道者的本來面目。
英語佛學班 （9：30 am）
」 讓我們認識星雲大師，經由大師，也引領我
周日
們認識人間佛教。
星期兒童班（10：30 am）
根據 「人間福報 」 的報導，當天千載一時
共修法會（11：00 am ）
的 「星雲大師全集」 發佈會如在眼前：
佛教史上第一套！完整收錄佛光山開山星
中文學校秋季班（兒童、成人8/20開學）
雲大師一生著作的《星雲大師全集》日前正式
發表，這套多達三百六十五冊、重一百五十公

斤的巨作，不只是華人作家中著作最長
、文類最廣全集，還詳實記錄人間佛教
發展現況，堪稱佛教百科全書。星雲大
師並接受香港中文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
位，三千多位信眾見證。發表會上貴賓
雲集，包括高雄市長陳菊、國際佛光會
中華總會榮譽總會長吳伯雄、鳳凰衛視
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劉長樂、香港中
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國際佛光會中華總
會總會長趙麗雲、三好體育協會會長賴
維正、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
壽、天主教高雄地區總主教劉振忠、長
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
（左六
左六）
）親自頒贈
親自頒贈《
《星雲大師全集
星雲大師全集》
》典藏證書給多位大學校長與各界代表
典藏證書給多位大學校長與各界代表。
。
庚醫院名譽院長陳肇隆、北京大學教授
達對人世的關懷。與大師結緣數十年的樓宇烈
多位大學校長與各界代表。
樓宇烈、前文化部長洪孟啟、佛光大學校長楊
【記者羅智華大樹報導】佛教史上
天主教高雄地區總主教劉振忠以「
扌星雲大師（左六）親自頒贈《星雲大師全
扌佛光山上月十六日在藏經樓舉行《星雲大
讚歎全集的出版是教界與學界盛事，更是弟子
星雲大師還穿上博士服，接受沈祖堯頒授
第一套！完整收錄佛光山開山星雲大
立德、立功、立言」形容星雲大師，
集》典藏證書給多位大學校長與各界代表。
師全集》發表會，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在掌
朝祥、南華大學校長林聰明等。
修持戒、定、慧的依歸。 表示敬佩大師筆耕不輟，就像一盞明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博士學位。沈祖堯
師一生著作的《星雲大師全集》上月

圖／人間社記者慧延
聲中微笑入場，親切揮手致意。圖／劉學聖
發表會
「當天是佛光山開山五十週年圓滿
十六日正式發表，這套多達三百六十
燈引導大眾走向真、善、美之路。
去年手術後休養近兩百天的星雲大師首度
盛讚大師一生著作等身，在文化、慈善領域貢
的日子，也是法喜的一天。」佛光山寺住持心
談到，在他心中星雲大師是「一代宗
五冊、重一百五十公斤的巨作，不只
現身，在掌聲中微笑入場、親切揮手，並頒贈
獻有目共睹。典禮最後，全體合唱〈佛光山之
佛光山光明寺六月份活動
保和尚表示，五十年前星雲大師帶領徒眾將荒
用生命寫千萬言 引眾行真善美
是華人作家中著作最長、文類最廣全
《星雲大師全集》典藏證書給吳伯雄、陳菊及 歌〉，為這場 師」，總以身示現傳達對人世的關懷
「千載一時」的盛會圓滿。
時間 活動名稱
山建設成佛國淨土；大師一生弘揚人間佛教，
集，還詳實記錄人間佛教發展現況，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榮譽總會長吳

。北京大學教授樓宇烈讚歎全集的出

《星雲大師全集》共三千餘萬字，
周三 瑜伽 （6：30 pm ）
版是教界與學界盛事，更是弟子修持
伯雄代表星雲大師宣讀大師全集自序
堪稱佛教百科全書。星雲大師並接受
【記者羅智華大樹報導】佛教史上
天主教高雄地區總主教劉振忠以「
扌星雲大師（左六）親自頒贈《星雲大師全
分十二大類，不僅是弘法理念集結
戒、定、慧的依歸。
，一度哽咽流淚，令人動容。大師在
香港中文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三
瑜伽（6：30 pm ）
第一套！完整收錄佛光山開山星雲大
立德、立功、立言」形容星雲大師，
集》典藏證書給多位大學校長與各界代表。
去年手術後休養近兩百天的星雲
自序提及非常慶幸成為出家僧侶，許
千多位信眾見證。
，更可說是人間佛教百科全書。
禪修（7：00 pm ）
大師首度現身，在掌聲中微笑入場、
師一生著作的《星雲大師全集》上月
表示敬佩大師筆耕不輟，就像一盞明
下來生再做和尚的宏願。
「今天是佛光山開山五十周年圓滿

圖／人間社記者慧延
用生命寫千萬言
引眾行真善美
周四 英語佛學班（7：30
pm ）
親切揮手，並頒贈《星雲大師全集》
高雄市長陳菊表示，佛光山是各國
的日子，也是法喜的一天。」佛光山
發表會中播放星雲大師影片，大師
西語佛學班（7：30 pm ）
十六日正式發表，這套多達三百六十
燈引導大眾走向真、善、美之路。
典藏證書給多位大學校長與各界代表
旅客到高雄最常造訪的佛教重鎮，更
寺住持心保和尚表示，五十年前星雲
中文佛學班（7：30 pm ）
說他一生沒離開過群眾，撰寫的幾
談到，在他心中星雲大師是「一代宗
五冊、重一百五十公斤的巨作，不只
。大師還穿上博士服，接受香港中文
長年推動國際文化交流與公益慈善，
大師帶領徒眾將荒山建設成佛國淨土
用生命寫千萬言令人敬佩，她很高興見證這一刻。
引眾行真善美
千萬文字都是用生命積累的成果。
周六 瑜伽 （11：30 am ）
大學校長沈祖堯沈祖堯頒授香港中文
；大師一生弘揚人間佛教，《星雲大
師」，總以身示現傳達對人世的關懷
是華人作家中著作最長、文類最廣全
劉振忠以中文佛學課（9：30
「立德、立功、立言
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博士學位。沈祖堯
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
師全集》共三千餘萬字，分十二大類
am）
。北京大學教授樓宇烈讚歎全集的出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榮譽總會長吳
集，還詳實記錄人間佛教發展現況，
盛讚大師一生著作等身，在文化、慈
表示，他自認為是「為書而生」的書
，不僅是弘法理念集結，更可說是人
」形容星雲大師，表示敬佩大師筆
英語佛學班 （9：30 am）
圖文：
秦鴻鈞
周日
善領域貢獻有目共睹。
生，認識星雲大師後才明白大師才是
間佛教百科全書。
版是教界與學界盛事，更是弟子修持
耕不輟，就像一盞明燈引導大眾走
伯雄代表星雲大師宣讀大師全集自序
堪稱佛教百科全書。星雲大師並接受
星期兒童班（10：30 am）
在典禮最後，全體合唱〈佛光山之
最偉大的書生，推動的人間佛教改變
發表會中播放星雲大師影片，大師
共修法會（11：00 am ）
向真、善、美之路。
，一度哽咽流淚，令人動容。大師在
香港中文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三
圖戒、定、慧的依歸。
（左） 圖為
賴清陽，
賴清陽
，李迎霞夫婦
李迎霞夫婦（
（後
歌〉，為這場「千載一時」的盛會圓
宗教與世界。
說他一生沒離開過群眾，撰寫的幾千
信徒總代表吳伯雄代表星雲大
中文學校秋季班（兒童、成人8/20開學）
排右三、
排右三
、
右二）
右二
）
與
（
前排右起）
前排右起
）
李達曾，
李達曾
，唐
滿。
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
萬文字都是用生命積累的成果。
去年手術後休養近兩百天的星雲
自序提及非常慶幸成為出家僧侶，許
千多位信眾見證。
師宣讀大師全集自序，一度哽咽流
心琴夫婦，
心琴夫婦
， 黃亞靜會計師
黃亞靜會計師，
， 宋伯母 及 （ 後排
大師首度現身，在掌聲中微笑入場、
下來生再做和尚的宏願。
「今天是佛光山開山五十周年圓滿
淚，令人動容。大師在自序提及很
右起 ） 黃泰生
黃泰生，
，宋秉穎律師
宋秉穎律師。
。黃亞靜會計師
蔬食園地
又如國父孫中山先生說，佛教乃
親切揮手，並頒贈《星雲大師全集》
高雄市長陳菊表示，佛光山是各國
的日子，也是法喜的一天。」佛光山
慶幸成為出家僧侶，許下來生再做
先生，
先生
，本報記者秦鴻鈞 在婚筵上合影
在婚筵上合影。
。
救世之仁，佛學是哲學之母，研究
和尚的宏願。
典藏證書給多位大學校長與各界代表
旅客到高雄最常造訪的佛教重鎮，更
寺住持心保和尚表示，五十年前星雲
佛教可佐科學之偏。佛法可以補法
高雄市長陳菊表示，佛光山是
佛陀本懷
律之不足，法律防患於已然，佛法
。大師還穿上博士服，接受香港中文
長年推動國際文化交流與公益慈善，
大師帶領徒眾將荒山建設成佛國淨土
各國旅客到高雄最常造訪的佛教重
防患於未然。
文 ／星雲大師
大學校長沈祖堯沈祖堯頒授香港中文
令人敬佩，她很高興見證這一刻。
；大師一生弘揚人間佛教，《星雲大
文與圖／張子筑
就是毛澤東，他的母親也是虔誠
鎮，更長年推動國際文化交流與公
的佛教徒，他也說要發揚佛教優良
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博士學位。沈祖堯
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
師全集》共三千餘萬字，分十二大類
益慈善，令人敬佩，她很高興見證
瓜皮小菜
營養可口的果肉入肚後，我幾次思
如你所說，既是人間的佛陀，
傳統，將宗教視為一種文化，而非
這一刻。
考著那些剩下的果皮，它們有的也是
盛讚大師一生著作等身，在文化、慈
表示，他自認為是「為書而生」的書
，不僅是弘法理念集結，更可說是人
他現在住在人間什麼地方呢？
一般的迷信。甚至，近代偉大的科
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
營養滿滿。於是，化腐朽為神奇，我
乾，過程中要攪拌，好讓每片柑桔皮
「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
善領域貢獻有目共睹。
學家愛因斯坦曾說，如果世界上有
生，認識星雲大師後才明白大師才是
間佛教百科全書。
把果皮變身了，成為一道道能食用的
都吸到黑糖汁。當看到柑桔皮片片都
希均表示，他自認為是
「
為書而生
清淨身」，佛陀的法身融入宇宙
一個宗教不但不與科學相違，每一
在典禮最後，全體合唱〈佛光山之
最偉大的書生，推動的人間佛教改變
發表會中播放星雲大師影片，大師
料理！
乾爽時就完成了「柑桔陳皮」。
」的書生，認識星雲大師後才明白
大化之中，哪裡沒有佛陀？甚至
次的科學新發現都能夠驗證它的觀
圖（右）為賴清陽大律師
為賴清陽大律師，
，李迎霞夫婦
李迎霞夫婦（
（ 右一
吃完柑桔後，我看著黃橙果皮，想
炎炎夏日大家喜歡吃西瓜消暑，而
佛陀是住在信仰裡，你信仰佛陀
歌〉，為這場「千載一時」的盛會圓
宗教與世界。
說他一生沒離開過群眾，撰寫的幾千
大師才是最偉大的書生，推動的人
點，這就是佛教。也表示若要選擇
，
右二
）
與子賴賢安（
與子賴賢安
（
左一
），新娘阮孟可
），
新娘阮孟可
到柑桔皮能止咳、化痰，也能解膩。
西瓜皮也可變成開胃小菜喔！
，實踐他的教法，他就住在你的
信仰，他願意成為佛教徒。
間佛教改變宗教與世界。
滿。
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
萬文字都是用生命積累的成果。
將西瓜皮硬綠的外皮除去，然後切
小姐（
小姐
（ 左二
） 合影於婚禮現場
合影於婚禮現場。
。先用湯匙刮去果皮白色的內皮，再
心中，住在你的行住坐臥之中。
所以，時代潮流發展到現在，有
嚴長壽談到，在他心中星雲大
切成條狀，取適量的鹽醃出苦味，然
片，放些許鹽巴醃半小時，再用清水
信仰人間佛教有什麼利益嗎？
識之士的共同結論就是要弘揚人間
師是 「一代宗師」，總以身示現傳
後擰乾備用。以適量的黑糖用溫火炒
洗淨擰乾。接著依個人喜好調味，加

賴清陽大律師，李迎霞之子
賴賢安與阮孟可小姐婚禮

惜福的果皮料理

序

你信仰了人間佛教，跟著身心

佛教。以人間佛教造福人間，解決

至微焦，逼點香氣，然後加水溶解，
檸檬汁和糖拌勻，少許辣椒提味，就
蔬食園地
淨化，思想昇華，超越人我對待
又如國父孫中山先生說，佛教乃
人的問題。人的問題解決了，世間
再放入柑桔皮，水量淹過一公分高。
是酸辣的泰式口味，爽口下飯的「瓜
，跟人和合無諍，不對立、不執
還會有什麼問題呢？
（待續）
救世之仁，佛學是哲學之母，研究
大火滾開後，小火熬煮，直到水分收
皮小菜」就可上桌了。
著、不幻想、不煩惱，心無罣礙
佛教可佐科學之偏。佛法可以補法
，享受著禪悅、法喜，那不是在
現實上就可以得到人間佛教的利
佛陀本懷
參禪參纏
文與圖／尤俠
律之不足，法律防患於已然，佛法
益嗎？
防患於未然。
人間佛教是佛陀本懷，還有什
文 ／星雲大師
麼人士的說法嗎？
文與圖／張子筑
就是毛澤東，他的母親也是虔誠
國學大師章太炎曾說，佛教的
的佛教徒，他也說要發揚佛教優良
理論，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
瓜皮小菜
營養可口的果肉入肚後，我幾次思
如你所說，既是人間的佛陀，
因果業報，通徹上下，普羅大眾
傳統，將宗教視為一種文化，而非
考著那些剩下的果皮，它們有的也是
不能不信，這是最可貴的。
他現在住在人間什麼地方呢？
一般的迷信。甚至，近代偉大的科
頗孚眾望的梁啟超也說，佛教
營養滿滿。於是，化腐朽為神奇，我
乾，過程中要攪拌，好讓每片柑桔皮
「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
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
學家愛因斯坦曾說，如果世界上有
把果皮變身了，成為一道道能食用的
都吸到黑糖汁。當看到柑桔皮片片都
而非獨善，乃入世而非厭世。
清淨身」，佛陀的法身融入宇宙
一個宗教不但不與科學相違，每一
"團結奉獻傳承三十" 2017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三十週年年會暨獎學金之夜
料理！
乾爽時就完成了「柑桔陳皮」。
大化之中，哪裡沒有佛陀？甚至
次的科學新發現都能夠驗證它的觀
將於六月二十四曰晚上六時十五分舉行
吃完柑桔後，我看著黃橙果皮，想
炎炎夏日大家喜歡吃西瓜消暑，而
佛陀是住在信仰裡，你信仰佛陀
地點在 Houston Marriott Westchase Hotel (2900 點，這就是佛教。也表示若要選擇
Briarpark Dr., Houston, TX 77042)
到柑桔皮能止咳、化痰，也能解膩。
西瓜皮也可變成開胃小菜喔！
當晚在華麗的大廳中欣賞美食,大家可以看到台灣各大專院校的校旗走上臺去,看
，實踐他的教法，他就住在你的
信仰，他願意成為佛教徒。
先用湯匙刮去果皮白色的內皮，再
將西瓜皮硬綠的外皮除去，然後切
到我們優秀的下一代領取獎學金,,觀賞校聯會合唱團再一次的演出以及超水準歌舞及
心中，住在你的行住坐臥之中。
所以，時代潮流發展到現在，有
服裝 Show, 票價$100& $200 請再度支持以及贊助，購票請電洽前會長 洪良冰 Nancy
切成條狀，取適量的鹽醃出苦味，然
片，放些許鹽巴醃半小時，再用清水
信仰人間佛教有什麼利益嗎？
識之士的共同結論就是要弘揚人間
Chen 832-818-6688 或 email:nancygri@aol.com
後擰乾備用。以適量的黑糖用溫火炒
洗淨擰乾。接著依個人喜好調味，加
你信仰了人間佛教，跟著身心
佛教。以人間佛教造福人間，解決
在當今忙碌的社會中，人人皆難免感到或經歷到 等等。陳醫師夫婦也將進一步談論如何處理壓力, 以
至微焦，逼點香氣，然後加水溶解，
檸檬汁和糖拌勻，少許辣椒提味，就
各種不同的壓力。你知道壓力會造成什麼症狀嗎？你 及減少或舒緩因為壓力而引起的種種症狀。
淨化，思想昇華，超越人我對待
人的問題。人的問題解決了，世間
再放入柑桔皮，水量淹過一公分高。
是酸辣的泰式口味，爽口下飯的「瓜
知道如何適當地處理或預防壓力，促進生活的品質，
陳康元醫師是邁阿密大學醫學博士，曾任安德生
，跟人和合無諍，不對立、不執
還會有什麼問題呢？
（待續）
過著身心健康及平衡的生活嗎？
腫瘤醫學中心放射科住院醫師，Victoria
大火滾開後，小火熬煮，直到水分收
皮小菜」就可上桌了。Kathryn O’
著、不幻想、不煩惱，心無罣礙
我們很榮幸地邀請到兩位資深台大校友，擁有豐 Connor 癌症中心的放療科主任。且曾任休士頓華裔
，享受著禪悅、法喜，那不是在
富專業知識及經驗,又熱心的陳康元醫師及王琳博士 醫師學會理事,美南國建協進會理事多年，並獲頒贈
，主講 "壓力管理全方位" (Everything You Need to 傑出服務獎。王 琳博士是德州女子大學護理學博士
(本報記者黃麗珊)
黃梅嬌會長、
十個事項"。
現實上就可以得到人間佛教的利
參禪參纏
文與圖／尤俠
詹怡副會長表示,台灣師範大學美南校友
活動時間十一點半至二時半， 演講 Know about Stress Management)。此講座會將於 6 月 11 。並且擁有多項放療、化療、和重症病房的專業訓練
益嗎？
會為慶祝母校七十一周年校慶， 將於六 於十二時半開始， 約一小時。另備有獎 日星期天下午 2 點到 4 點，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
人間佛教是佛陀本懷，還有什
此講座由休士頓台大校友會主辦，休士頓建中校
月 10 日星期六舉辦聚餐及專題演講。 地 猜謎， 比手畫腳遊戲等節目。 需要預約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麼人士的說法嗎？
陳醫師夫婦將論述何謂壓力, 以及各種不同類型 友會，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及
點在
"China Bear" Buffet, 地址 12755 SW 報名， 請電話 281 236 6931。 餐費有優
Fwy 國學大師章太炎曾說，佛教的
59, Stafford, Tx 77477 （tel: 惠，每人$15 元。 歡迎社區僑胞大家共襄 的壓力。有益的壓力 (beneficial stress) 有助於提高工 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共同協辦。 免費入場， 備有
281-240-8383）.並請到徐慕平老師來淺
理論，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 盛舉， 一起學習風水及如何運用趨吉避 作效率，使我們樂觀而進取，以至於有最佳的表現。 簡單的點心飲料， 歡迎朋友踴躍參加。座位有限，
但是負面壓力或長期壓力 (chronic or harmful stress) 可 First come first serve。有任何需要諮詢者，請聯絡 黃
談風水, 題目是 "選擇居家住屋宜避免的 邪。
因果業報，通徹上下，普羅大眾
導致各種疾病和病症,例如：失眠，情緒低潮，中風 龍雄 lhwang2237@aol.com
不能不信，這是最可貴的。
和高血壓，胃炎，脫髮，肥胖和飲食失調，疲勞,…
頗孚眾望的梁啟超也說，佛教
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
而非獨善，乃入世而非厭世。 日期：06/03/2017 (Saturday)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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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管理全方位"健康講座
壓力管理全方位"
6 月 11
11日星期天下午
日星期天下午22 點到
點到44 點, 僑教中心展覽室

徐慕平老師淺談風水
題目：： "選擇居家住屋宜避免的十個事項
題目
選擇居家住屋宜避免的十個事項""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光鹽社健康日

時間：早上 10:00~下午 2 點
光鹽社與華人聖經教會將聯合舉辦 「健康
日」活動，訂 6 月 3 日（周六）上午 10 時至
下午 2 時舉行，地點在華人聖經教會，屆時
將提供社區各界人士免費諮詢，項目包括
醫療及營養諮詢、 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Medicaid 及 CHIP 等保險申請諮詢、C 型肝
炎快速篩檢、發放糞便潛血篩檢、登記乳
房攝影及子宮經抹片檢查。
健康日將由數位內科、專科醫師及藥劑師
提供一般醫療健康諮詢。同時也有專業營
養師提供營養諮詢。
健康日設有護理站，將替民眾量測身高、
體重、BMI。Christus Mobile Clinic 將提供
民眾測量血糖以及膽固醇。當天光鹽社也
提供 C 型肝炎快速篩檢，並發放大腸癌篩
檢包，同時提供乳房攝影及子宮頸抹片檢
查登記，乳房攝影及子宮頸抹片檢查非當

死的不明不白，為什麼？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本年第二季度
即 4,5,6 月慶生將於
月慶生將於66 月 3 日下午
日下午11 時在晚晴公寓大廳舉行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本年第二季度、即 4,5,6 月慶生
會謹定於 6 月 3 日(星期六)下午 1:00 假晚晴公寓大廳舉
行。 當天有兩個主要的專題講座。入場劵分有三種:壽
星劵(含免費晚餐餐盒),自費餐券(每張酌收五元),和免費
參加劵。可憑有效會員証領取壽星劵。或領取免費參
加劵。屆時還有豐富的獎品抽獎助興。以上入場劵皆
可參加抽獎。請於 5 月 9 至 5 月 30 日,每週一到週五上午
十點到十二點半到僑教中心 102 室營養午餐部向徐驊先
生登記領取或購買餐券。
1）醫學講座：心房顫動與中風的防治。主講：全
美知名心臟科華人醫生豐建偉。
心房顫動是最常見的一種心律不整。除了容易發
生在年紀較大的病人外,其他如有高血壓,心衰竭,糖尿病
.甲狀腺機能亢進等病人,也是心房顫動好發族群。病人

日，報名後會再另行通知檢查日期。
這項健康日活動免費參加，藉此宣導社區注意自我健康維護及早期篩檢的重要性。大多數
服務項目皆採用現場掛號登記方式，掛滿為止。
欲量測血糖的民眾，請務必空腹。

可能有心悸,胸悶,呼吸困難,喘,頭暈等症狀出現、也可
能發生昏厥的現象。心房顫動發生時,因心房組織快速
不正常放電、無法正常且有效的收縮,容易造成器官的
栓塞,而導致中風。心房顫動的病人發生腦中風的機會
是正常人的四倍以上。我們邀請到全美知名心臟科醫
生豐建偉為你講解心房顫動的症狀，如何預防和治療
。請勿錯失良機。
2）專題講座：如何建立和保持好的信用。主講：
國泰銀行的信用專員。
許多亞裔美國人為了不`負債而用現金付款。他們
認為沒有信用與良好信用可以劃上等號。他們認為這
是正確的觀念嗎?一旦建立了良好的信用,能享受到許多
優惠,像是汽車保險或是房屋保險的保費會比較低。為
此國泰銀行的信用專員特為大家講解其重要性。

健康日當天提供藥劑師諮詢，如欲諮詢藥劑師請攜帶個人藥物。
乳房攝影及子宮頸抹片檢查非當日，報名後會再另行通知檢查日期。
華人聖經教會地址：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其他相關詢問請電光鹽社 713-988- 4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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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冠海鮮酒家慶祝開業一周年，
雙龍蝦每盤折扣十元，每桌限一盤

半打
$11.99 元，一打
$21.99 元，2，維吉尼亞 蝦、薑椒焗大蟹、雙耳扒海參、九層塔炒蜆、
家」為答謝各界
主，其七天茶巿，週一至週四上午十
不出來的菜色。
紅蟹（
蒜蓉蒸或沙茶粉絲煲
），每客 $9.99 XO 小炒王、雙菇玉子豆腐、鐵板黑椒牛柳、
，於日前新推出
一時至晚間十時，週五、六上午十時
「金冠海鮮酒家」佔地寬敝，停
蟹肉扒豆苗、馬拉盞
A 菜……等一百廿餘種拿
元，以及「
金冠」
最著名的特價雙龍蝦，一
二項特價海鮮：1 半至晚間十一時，週日上午十一時半 車位多，省卻了您吃飯找停車位的煩
手菜，任憑您點，沒有做不出來的菜色。
個
Order
是
$26.99
元，過去第二盤就要恢復原
，德州生蠔（蒜 至晚間十時。同時間七天供應特價午 惱，內部場地寬敞，佔地一萬一千呎
價，如今特價期間，不論你買多少個「
特價
蓉或豉汁 ），半 餐（年節、假日除外）每道菜
6.25「金冠海鮮酒家」佔地寬敝，停車位多，
元 ，使在這裡吃飯成為莫大的享受，該
省卻了您吃飯找停車位的煩惱，內部場地寬
雙龍蝦」
，
一律給予每個
order
都是
$26.99
元，
打 $11.99 元 ， 一 起，包括貴妃雞、涼瓜牛肉、椒鹽排 酒家還設有屏風，如果是團體訂餐，
這對大量來買外賣（To
go ) 的客人是天大的 敞，佔地一萬一千呎，使在這裡吃飯成為莫大
打$21.99 元，2， 骨、京都焗肉排、沙律合桃蝦球、干
可以屏風隔開，保持隱私。
的享受，該酒家還設有屏風，如果是團體訂
好消息。
維吉尼亞紅蟹（ 煸四季豆，干炒牛河、星洲炒米、鴨
「金冠海鮮酒家」從老闆、經理
「金冠海鮮酒家」以港式粵菜為主，其七 餐，可以屏風隔開，保持隱私。
蒜蓉蒸或沙茶粉 絲煎麵……等粵菜。
、到所有服務人員，都招待周到，以
「金冠海鮮酒家」從老闆、經理、到所有
天茶巿，週一至週四上午十一時至晚間十時，
絲煲 ），每客
另 「金冠」在午、晚間還推出名 客為尊，無論添酒加茶，照顧的無為
週五、六上午十時半至晚間十一時，週日上午 服務人員，都招待周到，以客為尊，無論添酒
$9.99 元 ， 以 及 師特色菜、包括： 「頭抬」炸蝦丸、 不至，使您在這裡用餐，有 「賓至如
十一時半至晚間十時。同時間七天供應特價午 加茶，照顧的無為不至，使您在這裡用餐，有
「金 冠 」 最 著 涼拌海蜇絲、佛山札蹄、玉龍卷、酥 歸」之感。
餐（年節、假日除外）每道菜 6.25 元起，包 「賓至如歸」之感。
名的特價雙龍蝦 炸鵪鶉……等，其特色菜包括：紅燒
「金冠海鮮酒家」已備妥了各項名菜
佳節期間， 「金冠海鮮酒家」已備妥了各
括貴妃雞、涼瓜牛肉、椒鹽排骨、京都焗肉排、
， 一 個 Order 是 乳鴿、北京片皮鴨、明爐烤鴨、金冠 餉客，也歡迎外賣（TO GO），他們
沙律合桃蝦球、干煸四季豆，干炒牛河、星洲 項名菜餉客，也歡迎外賣（TO GO），他們
$26.99 元 ， 過 去 貴妃雞、中式牛柳、蜜椒牛仔骨、椒 已備好各式菜餚，歡迎電話點菜，拿
已備好各式菜餚，歡迎電話點菜，拿了就走，
炒米、鴨絲煎麵……等粵菜。
第二盤就要恢復
鹽焗排骨、蘭遠滑牛肉，脆皮炸大腸
了就走，作家庭
Party 或公司 Party 使
作家庭 Party
或公司 Party 使用。
另「金冠」在午、晚間還推出名師特色菜、
(本報記者 秦鴻鈞)已於前年底開 $16.99 元，每桌限一碟。
、清蒸游水魚、焗龍蝦、薑椒焗大蟹
原價，如今特價期間，不論你買多少
用。
「金冠海鮮酒家」，經過近一年多來的努
( 本報記者 秦鴻鈞 ) 已於前年底開幕的「
「 金冠海鮮酒家」 地址：10796 Bellaire
包括： 「頭抬」炸蝦丸、涼拌海蜇絲、佛山
幕的 「金冠海鮮酒家 」為了慶祝開
「金冠海鮮酒家」，經過近一年 個 「特價雙龍蝦」 ，一律給予每個 、雙耳扒海參、九層塔炒蜆、XO 小
「金冠海鮮酒家」
地址：10796
金冠海鮮酒家 」為了慶祝開業一周年，特舉 力，磨合，生意愈來愈好，每至周末和佳節
TX 77072 , 電話：
（281）
札蹄、玉龍卷、酥炸鵪鶉……等，其特色菜包 Blvd.Suite C, Houston
業一周年，特舉辦
「龍蝦大優惠」， 多來的努力，磨合，生意愈來愈好，
order 都是$26.99 元，這對大量來買外
炒王、雙菇玉子豆腐、鐵板黑椒牛柳
Bellaire
Blvd.Suite
C,
Houston
TX
午，晚餐時間，更是高朋滿座，大排長龍。「
辦「 龍蝦大優惠」，凡在該店惠顧四十元，
括：紅燒乳鴿、北京片皮鴨、明爐烤鴨、金冠 575- 1768，Fax:(281) 575- 1763
凡在該店惠顧四十元，即可享用十元
賣（To go ) 的客人是天大的好消息。
、蟹肉扒豆苗、馬拉盞
A
菜……等一
77072
,
電
話
：
（281）
5751768，
即可享用十元雙龍蝦折扣，原價 $26.99 每至周末和佳節午，晚餐時間，更是
元減至 金冠海鮮酒家」為答謝各界，於日前新推出二
貴妃雞、中式牛柳、蜜椒牛仔骨、椒鹽焗排骨、
雙
龍 蝦元，每桌限一碟。
折 扣 ， 原 價 $26.99 元 減 至 高朋滿座，大排長龍。
「金冠海鮮酒
「金冠海鮮酒家」以港式粵菜為
百廿餘種拿手菜，任憑您點，沒有做 Fax:(281) 575- 1763
項特價海鮮：1，德州生蠔（蒜蓉或豉汁
）， 蘭遠滑牛肉，脆皮炸大腸、清蒸游水魚、焗龍
$16.99

中國少林六合門掌門人
【全旅假期獨家】中國東方快車
「麵麵聚道 」令您難以忘懷的好味道
“少林秘功＂創始人李國忠
外賓豪華專列 --- 絲綢之路！
勾魂麵，
勾魂麵
，
雲南汽鍋鷄，
雲南汽鍋鷄
，
魔芋燒仔鴨遠近馳名
大師舉行義診
10 天暢遊西安—寶雞—天水—嘉峪關—敦煌—吐魯番—烏魯木齊！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位於 「敦 特色炒菜，麵，各類砂鍋，麵，米線 火鍋食材，浸在令人食指大動的紅油 這 麼 好 吃 的 紅 燒 肉 ， 稱
煌廣場 」 以川菜聞名的 「麵麵聚道 ，林林總總的菜單，令人目不暇接， 燉湯內，說不完的好滋味。
之 為 「極 品 」 ， 實 無 過
」 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為您帶來驚 百吃不厭。如滋味無窮的油燜大蝦，
香辣大蝦，椒鹽大蝦，香辣靚蛤
譽 。 「麵 麵 聚 道 」 的
電話：713-568-8889
2009 年國際豪華火車旅遊者協會（IRT）公佈
喜，如他近期推出的魔芋燒鴨，利用 濃冽的滋味，具份量的大蝦，以燜功 ，豉椒靚蛤，椒香肥牛，鐵板川椒蝦
「新 增 麵 類 」 有 ： 怪 味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了全球 25 條最佳火車旅遊線路，中國東方快車（又
魔芋和燒鴨截然不同的口感，創造出 燒出這麼精彩的大蝦，令人拍案叫絕 ，荷包豆腐，鮮溜魚片，醬爆雞丁，
麵，勾魂麵，渣渣麵，
( 美南銀行後棟大樓 )www.chinatourus.com
稱香格裏拉號）名列第十位。上榜者必須符合服務、
十分榮幸萬分激動美南日報在 2017
年春節特刊上報道了“中國國際報告文
令人驚喜不已的絕妙美味，尤其魔芋
，愛不忍釋。口水雞不知其名由來，
杏鮑菇小炒肉，風味饞嘴骨，雙椒燴
豆湯麵，還來不及逐個
Wechat: chinatourus
食宿、風景、線路、旅遊者體驗等眾多苛求標準，
學研究會”經四選五審選中國少林六合門掌門人、“少林秘功”創始人李國忠大
中有鴨香，鴨肉因魔芋的搭配，格外
但只要嚐上一口，任何時間回味起， 魚片，麻辣牛肉乾，火鍋雞，及火鍋
品嘗，一碗勾魂麵，已
所以極具參考性。
師為即將出版的“踐行者——時代楷模”大型紀實書籍的封面人物及名譽顧問，
可口動人。還有蟹黃蝦仁豆腐，更是
總令人忍不住饞蟲大動，鮮嫩的雞塊 兔------等等。
將您的魂魄勾去了大半
中國東方快車——絲綢之路將帶您遊覽：
這是對本人的鼓勵和鞭策。中國的中醫藥學為我中華兒女繁衍生息作出了不可
人間極品。將蟹黃和蝦仁的鮮美，全
，浸在微辣的紅油內，真是人間絕配
「麵麵聚道」還新推出很多大家
，勾魂麵不僅賣相漂亮
→西 安：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絲路起點，
日前推出的招牌菜：
： 「 雲南
磨滅的貢獻，也是我中華兒女健康的重要保障。一滴滴熬出來的藥湯，一粒粒
融入這一鍋入口即化的嫩豆腐丁中，
。 「香鍋饞嘴兔」，是廚師另一精彩 從未吃過的特色新菜及麵，如重慶小
， 在 色 澤 的 搭 配 和 口 味 圖為 「 麵麵聚道 」 日前推出的招牌菜
盡顯大唐風韻。
幽香的藥丸，一片片奇特的膏藥都造就了中華醫藥的神奇。我只是和你們一樣
是極下飯的一道名菜。還有
「火爆草 的創意，香脆無比的兔肉，燒在滋味 麵，毛血旺，
極品紅燒肉（砂鍋），
的 抉 取 上 名 廚 也 發 揮 創 汽鍋雞 」 。
→寶
雞：世界第九大奇跡——東漢古剎法門寺
是其中的一員。為不負眾望，為了擴大“少林秘功”的宣傳決定在春節年初六、
原肚」，是休市首見的極品，將過去
無窮的鐵鍋內，香噴噴的口感，該菜 小炒田雞，蒜泥白肉，夫妻肺片，鮮
意，將雞茸末，豬肉末
，由於價錢公道，是上班族午，晚餐
及地宮中“釋迦牟尼佛指骨”舍利。
年初七（2 月 2 號、3 號）兩天的上午九點到下午六點全天為各階層人士忠心服
只知滷來吃的牛肚，用熱鍋洋蔥爆炒
色獨樹一幟的賣相，是絕美豐盛之作 椒魚片， 麵麵聚道，
涼拌燈影絲，
和花生碎末，再配上剁椒，紅油的麻
及家庭聚餐最理想的去處。該餐廳營
→天 水：中國四大石窟之 - 麥積山石窟，海內
，嚼勁口感一流，令人吃了之後停不
。 「金牌粉蒸肉」更是一絕，將粉蒸 怪味雞，香鍋牛柳，青花椒水煮魚，
辣，一碗鮮香的乾麵就呈現在您面前 業時間為每天上午十一點起營業。週
務，希望病者和向往健康長壽的人士踴躍前來參加，體會一下“少林秘功”的
外華人尋根問祖的聖地。
下筷子。還有成都風味的
「四川烤魚 肉作成一金牌形狀，四周圍以綠菜葉 香辣鍋巴蝦，
燴涼粉， 血旺燒大腸 。 「勾魂麵」，麵如其名，即令不常 日至週四至晚間九點半，週五，週六
→嘉峪關：世界八奇跡之一萬裏長城的西起點。
神奇效果。請事先來電預約，聯系手機：832-757-3787
」，入味的烤魚，配上滿漢全席般的
，美如一幅圖畫，其入口即化的粉蒸 ， 冷鍋系列（如冷鍋牛柳，冷鍋肥牛
吃川味麵的人來上一碗，也個個大呼 至 晚 間 十 時 。 地 址 ： 9889 Bellaire
→敦 煌：始建於前秦時期的莫高窟，被譽為“20
“少林秘功”對您的操作，完全是在不服藥物、不註射針劑、不開刀、不使
豐富配料，是一場豐盛宴席的主角，
肉，配上軟嫩適口的南瓜，令人口口 ， 冷鍋魚片）每道菜皆令人心喜不已
過癮，因為它味美的極有層次，值得 Blvd #C305 ,Houston TX 77036，電話
世紀最有價值的發現”。
用針灸的前提下，完成康復的目的。李國忠頓首
最後出場，引來的讚嘆和激賞也最高 都是珍饈，回味無窮。 「江湖一鍋端 。 如 「極品紅燒肉」，在燒的滾熱的
細細回味。
：（832）831-3038
→吐魯番：世界聞名的葡萄和瓜果之鄉。
。
」更是一道大菜，鐵鍋內盛滿了大蝦
砂鍋裡，底下襯的油豆腐，紅燒肉香
「
麵麵聚道」在敦煌廣場
C
棟，
→烏魯木齊：世界上離海洋最遠的城市，西域
2017 年 1 月 29 日星期日
古國經濟文化重鎮。
「麵麵聚道」 還有各式小炒， ，墨魚，豆腐，雞血，菇類等精彩的 酥肥美，十分入味，休市很少能吃到
位於 「豆腐村」和 「歡樂小棧」中間

僅 2 月 2 日、3 日（年初六、初七）
兩整天， 機會難得，莫失良機

全程 5 星級豪華住宿，讓您免受風塵之苦！

休城工商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美南分會的商業管理講座

即將在六月十七日星期六下午兩點半至五點
於糖城 Marriott Town Square 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 黃春蘭會長表示,世界華
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是 『美南國建協
進會 2017 年年會暨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協辦
組織之一。6 月 17 日(星期六)將於糖城 Marriott
旅館舉辦一場商業管理講座，時間是下午 2:30
至 5:00，主題是 『如何經營一個成功的企業』.

黃春蘭會長說明，今年我們很榮幸邀請到
四位講員, 都是一時之選,各來自不同的行業，有
從銀行和保險業的楊明耕副董,談如何進軍銀行
和保險行業, 有從食品製造業的余惠順, 談如何
在食品製造業中茁壯成長, 有從光電產業的成凡
, 談光電產業的未來, 以及從醫療器材業的陳逸

休士頓僑教中心
數位華語文教學示範點
免費數位教學培訓
休士頓僑教中心數位華語文教學示範點於 5
月 6 日在僑教中心開設本年度首場 「任務設計與
評量方式」數位課程，本年度將陸續開設 6 堂精
彩(免費)課程。
6/10,10:00-12:00AM-華語文化詞彙探索與
教學:講座-陳玉明(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
研究所碩士)
7/8,10:00-12:00AM -結合學生語言程度的校外
教學設計:講座-陳慧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
教學研究所碩士)
9/23,14:00-16:00-Google Classroom 中 文 教 學 的
運用:講座-翟伊和(主流高中中文教師)
10/7,14:00-16:00-運用數位工具在華語文的教學:
講座-邱林貴美(主流高中中文教師)
10/28,14:00-16:00-電子媒體與翻轉教育:講座李玉珍(翰林中文學校中文教師)
11/11,13:00-17:00-數位華語文教學觀摩會: 梁甄
芸、姜丁允、王星允、戴壽美 4 位中文教師分享
近年來數位華語文教學已蔚為趨勢，透過數
位技巧進行華語文教授，有效增進學習互動，達
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增進僑校以及主流學校
老師教學能力，共同在海外推展華語文。報名請
洽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李孟華小姐(電話:
713-789-4995#106 或 E-mail:marinal@houstonocac.org)

玲, 談如何成為一個合格的女強人.
黃春蘭會長強調，四位講員都是他們行業
的專家, 都有深厚的研究及經驗. 為我們講當初
他們是如何起家創業的, 分享從業以來的心路歷
程，以他們親身的經驗鼓勵和開啟在海外的人
士創業, 分享他們成功的要領 , 也引導和幫助我

們年輕的下一代如何選擇行業以及如何經營一
個成功的企業.
黃春蘭會長提到，當天講座將免費開放給
社區有興趣人士參加(註明:僅此商業講座是免
費),華裔會計師協會會員參加此講座可抵在職教
育學分,請踴躍參加,千萬不要錯過喔！

一個人的命運好不好，
一個人的命運好不好，
從他有沒有口德就看的出來
一個人的命運好不好，從他有沒有口德就看的出來。
一般人最容易犯的是口業。一個人的命運好不好，從他有沒有
口德就看的出來。所以口業很重要，人一輩子缺德事不會天天做，
但是缺德的話，難聽的話，不正經的話可能會天天說。日積月累，
福報都從這張嘴裡跑光了，所以，說話沒口德的人，這輩子也是坎
坎坷坷很淒涼的。
1. 嘴有多賤，命就有多賤。
所以我明白了，這樣的一個人，福報早就從他那張嘴跑光了。
嘴有多賤，命就有多賤。為什麼婚姻不順至今打光棍？表面看是有
種種原因，在因果上看就是他沒有福報，根本托不住婚姻。因為只
有福報一樣的人才會生活到一起，沒有福報的人是不會遇到好姻緣
的。有一點福氣的女人都不會跟他生活在一起。
2. 福報早就從他那張嘴跑光了。
口德對任何人都是這樣，許多福報都是通過嘴巴給損了。有的
人說，我什麼壞事都沒有做啊。要知道，這個口業不好，損福報是
很厲害的。
古人講的，言由心生。如果嘴巴一直講不好的話，說別人是非
，以及說一些詛咒的話，這樣子損福報很快。不僅是說是非，哪怕
說我們長輩的不好的話，這也是損福報。有些女人很喜歡抱怨丈夫
，說丈夫這不好那也不好，吵起架來連對方父母、祖宗八輩都敢罵
，什麼難聽說什麼。這樣造口業是很嚴重的。這樣家境只會越來越
窮，因為福報都被你罵光了。所以這個口業關，一定要注意。
3. 嘴巴要留德，不要尖酸刻薄，這樣子就能留住福報。
嘴巴要留德，不要尖酸刻薄，這樣子就能留住福報。為什麼嘴
巴能損福報呢。要知道，福報是緣起法，是因緣和合的，也是一種

能量場的體現。比如說，你去寺院做義工，你掃地的動作給你帶來
福報，還是擦桌子的動作給你帶來福報。都不是的。是心念給你帶
來福報。我們發出利益眾生的心，去掃地，去整理衛生，和眾生結
歡喜緣。這個心念發射出去，感應了宇宙的慈悲正能量，這時就得
到正能量的加持，就創造了福報的緣起。福報是這麼產生的。
4. 怨天尤人，損福就很快。
那損掉福報的，也是用心去損的。心中趨向自私，趨向抱怨，
趨向嫉妒，慳貪，浪費。這時就損掉福報啦。福報也是用心，然後
配合行動來損的。人怨天尤人，不珍惜當下所擁有的，一直抱怨，
又通過嘴巴來喋喋不休。這時損福報就很快了。這也是薄命人，好
比林黛玉，伶牙俐齒，這樣不好，福報就很小。
5. 嘴巴要說好話，心要存好心。
佛經說，佛說話，言辭柔軟，悅可眾心。十法界的眾生，聽了
佛講話，都很歡喜，都被佛的語言所攝受。這也是佛累世修行，嘴
巴說愛語的原因。嘴巴要說好話，心存好心，那像宇宙就會發射出
好的磁場。得到的也是好的回報。什麼叫做好心，首先要知足和感
恩。知足是一種成就相。一個人越修行，一定要越自足，對外在任
何環境都很知足感恩，這才代表有進步。
6. 留些口德與己。
知人不必言盡，留三分餘地與人，留些口德與己。
責人不必苛盡，留三分餘地與人，留些肚量與己。
才能不必傲盡，留三分餘地與人，留些內涵與己。
鋒芒不必露盡，留三分餘地與人，留些深斂與己。
有功不必邀盡，留三分餘地與人，留些謙讓與己。

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17 年 6 月 3 日

Saturday, June 3, 2017

B6

您的手機上網速度夠快嗎？
您的手機上網速度夠快嗎？
您的手機月費多付了嗎？
您的手機月費多付了嗎
？
--新世紀通訊
-新世紀通訊 MetroPCS 全美連鎖專營店
全美連鎖專營店：
：
幫您省錢，
幫您省錢
，替您省心

（本報訊）一、兩臺手機每月只需$50，即
可整月無限流量上網：

全美最好最便宜的手機無限流量上網計劃
，每臺手機每月只需$30，2-5 臺手機的家庭計
劃套餐，每月每臺手
機只需$25，即可無限
通話、無限短訊、無
限流量上網，（其中
每線有 2GB 的高速流
量）
二、兩臺手機每
月只需$80，即可整月
無限高速流量上網：
全美最便宜的手
機整月無限高速流量
上網計劃，每臺手機
每月只需$50，2-5 臺
手機的家庭計劃套餐
，每臺只需$40，即可
無限通話、無限短信
、無限整月高速上網
，看電視、看電影、

聽音樂、導航、視訊通話等等...都沒有
問題。
三、免費手機，全美統一配送，保
質期一年：
MetroPCS 全美專業連鎖店,統一配送
十幾款各種名牌手機包括 Samsung（三
星）、LG、ZTE(中興）、HTC 等各種 6
寸、5.7 寸、5 寸半、5 寸寬屏幕 4G L TE
智能手機免費或特優價供您選擇。所以
新世紀通訊經理 Lily
Lily（
（左）和 Judy
Judy（
（右）。
要用微信、中文手寫、翻譯軟件等等...
都沒問題。
們用的是本專業系統配送的手機已經滿三個月
四、免簽合約，還可保留原號碼
了，系統已經自動解鎖了，您可以用任何國家
新世紀通訊，MetroPCS 全美最大的預付計劃 任何公司的 GSM 電話卡了；而且只要您是 Me專業連鎖機構，免簽合約，免開臺、轉臺費， troPCS 的用戶，每隔三個月，都有資格享受特
還可以保留原來的手機號碼，想要了解更多詳 價或免費配送的新款手機！
情，請光臨位於百利大道上王朝廣場的專營店
新世紀通訊，MetroPCS 專營店在休斯頓中
，或關註每天各大中、英文電視臺的廣告，以 國城的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Ste 132,Houston
及各大中、英文報紙，世界名人網網站上都有 TX 77036（王朝廣場）
詳細報道。
聯系電話：832-266-8368
新世紀通訊，MetroPCS 的用戶朋友們，如果你

各種腳氣（
各種腳氣
（香港腳
香港腳），
），一網打盡
一網打盡（
（2）

休城工商

（接上期）腳氣反復發作，是因
為：1）治療不徹底，2）重新被傳染
1. 治療不徹底。分兩種：一.是腳氣藥不夠好
。沒有好的腳氣藥，當然無法根治腳氣。這
裏向你推薦《劍牌》皮膚病霜，純中藥煉製
，無激素，無刺激，治療腳氣效果最好。但
是，即使有好藥，使用方法不正確或提早停
藥也會引起復發，這就是第二種——治療不
徹底。這種情況往往是患者只塗有明顯症狀
的患處，而一些潛在無症狀的患處被遺漏。
條件成熟時，這些病灶就會發作。
正確的方法是：洗澡或用熱水洗腳。將患處
，尤其是有厚皮的腳跟用熱水多泡幾分鐘，
因為熱水可以軟化厚皮。清洗過程中儘量搓
洗患處，把患處的爛皮膚或水泡搓掉，為上

藥作準備。熱水洗腳是為了達到汗毛孔擴張
，使塗抹的藥膏有良好的滲透性，達到“藥
到病除“的效果。患者洗完澡或洗完腳後，
擦幹腳上的水汽就可以趁著腳的餘熱抹藥了
。這時的汗毛孔都是張開的，藥物吸收最好
。抹藥時，均勻塗抹患處及周邊，反復按摩
幾次就行了。看上去治好了的腳氣馬上停藥
，也會導致復發。是因為患處的症狀消失了
，細菌還沒有完全消滅，少數細菌還在“垂
死掙紮”。如果不持續用藥十天以上，細菌
還會“死灰復燃”。所以腳氣治療一定要徹
底。
2. 重新被傳染。 一個人治癒了，其他家庭成
員沒治癒，仍然共用毛巾、拖鞋等，治好了
的腳氣又會被重新感染。家庭成員中有兩人

以上患腳氣的，一定要同時進行治療
。即使全家人都治好了腳氣，每個人
的腳部還是要繼續保持衛生。雖然我
們向你推薦的《劍牌》皮膚病霜，治
療腳氣效果很好。但是，腳氣是傳染
病，注意個人衛生，預防腳部不被再
次傳染才是關鍵。（完）
小貼士：1）鞋子要有兩雙，甚至三雙換著
穿，確保鞋內乾燥。2）襪子每天換乾淨的
。3）身上常備可以套鞋子的塑膠袋。去朋
友家必須換鞋時，要告訴主人你有腳氣，易
傳染，不能換主人家的公用拖鞋，只能套上
自備的塑膠袋，取得主人的諒解，避免腳氣
再度被傳染。
其他皮膚病的治療還將陸續報導。可告知：
美國，加拿大的所有城市的朋友在當地均有
銷售。統一零售價$38。廣告圖片及銷售網站
見第 C2 版。
誠征代理商。 免費電話：1-800-640-2088

Choice! Energy Services 提供業界能源管理服務
為客戶節省能源費用 找到最實惠的價格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無論是餐館的老
闆、或是企業的業主，在經營上，能夠節約的
花費總是盡量要省，而電費、瓦斯費始終是一
筆不小的支出。拜能源反壟斷法之賜，市場上
出現多家電力公司，民眾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能夠節省不少支出。
在市場上，有多家電力公司，就會有競爭
，有競爭自然就會有更好的價格出現。然而，
即使業主們可以上網搜尋不同的電力公司有什
麼優惠，畢竟需要一個一個公司去比價，往往
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應運網路發達與
創新，一家結合市場專長和技術的公司 Choice!
Energy Services 提供業主能源管理服務，為客戶
在市場上找尋最便宜、與最好的服務，讓業主
能專心在自己的公司經營之上。
Choice! Energy Services 成立於 2002 年，就
是在德州能源反壟斷法通過之後，藉著能源放
鬆管制，與多家電力公司協同合作，為各種商
業團體做能源諮詢與管理服務，自成立以來，
規模不斷擴大，服務範圍也不斷擴張，通過技

術支持的能源管理解決方案，來讓企業更
省能源費用。
如同 Uber 是全球最大的出租車公司，
但是自己不擁有車，Choice! Energy Services 自己也不擁有電力公司，只是與不同
電力公司配合，由於 Choice! Energy Services 服務的客戶量非常大，所以有實力可
與不同的電力公司議價，好比批發價格總
是優於零售價格，Choice! Energy Services
能夠得到更好的價格，這也就意味著，客
戶們能夠得到更佳的電費費率，這是一般
業主自己在網上搜尋所無法取得的價格。
Choice! Energy Services 會給所有的客
戶一份報表，讓客戶知道自己能節省的費 Choice! Energy Services 會給
率有多少。一般業主如果自己在網上搜尋 客戶一份報表
客戶一份報表，
， 讓客戶知
，很容易忽略電力公司的隱藏收費，而 道自己能節省多少
能源反壟斷法之後，
能源反壟斷法之後
，市場上出現多家電力公司
市場上出現多家電力公司，
，民眾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Choice!Energy Services 深解箇中之道，會幫
心在自己的主要業務
客戶找到最實惠的價格。
之上。為嘉惠本報讀者，凡是詢問 Choice! En- 可洽 713-358- 5401。
Choice! Energy Services 提供業界全面的能源
ergy Services 提及本報者，會有特殊優待，詳情
管理服務，引導客戶節省能源費用，讓客戶專

《蕩寇風雲》的戰爭場面氣勢非常磅
今年最值得期待的古裝歷史動作鉅片
礴，全景展現冷兵器時代不動如山、動
電影《蕩寇風雲 God Of War》全美豪情上演 如雷霆的兵法最高境界，生猛直接的古
代戰場形成巨大的視覺衝擊，不管是
(本報訊)以全新 影片，是今年必看的佳片。”

的角度，為觀眾

影片中超燃的戰爭動作場面，吸引大

打造能文善武、 批男性觀眾，其中關於抗倭英雄戚繼光將
驍勇無畏的民族 軍與戚夫人的感情戲份，也受到了廣大女
英雄戚繼光，電 性的喜愛，不少觀眾表示：“戚夫人更像
影 《 蕩 寇 風 雲 是一位現代女性，鮮活而富有個性，角色
God Of War》 內涵豐富” 。而萬茜在片中除了是一位
是今年度難得的 “馭夫有術”的賢妻之外，更是一位不讓
鉅片，此片已於 鬚眉的巾幗英雄，有大量精彩的動作戲，
五 月 27 日 在 中 與趙文卓譜寫戰場上的伉儷情深。
國上映，獲得相當好的口碑，並於六月 2 日

導演陳嘉上表示：“與好萊塢電影美

在全美熱映，讓美國的觀眾一睹大氣的中 國隊長、鋼鐵俠等人物相比，我們的民族
國豪情。

英雄不僅有血有肉，更有歷史事蹟可尋。

由陳嘉上導演，鄭振邦監製，趙文卓 ”為了用最貼合歷史的視角講述戚繼光與
、洪金寶、萬茜、小出惠介、倉田保昭等 戚家軍的故事，陳嘉上導演潛心研究數十
人領銜主演的古裝動作大戲《蕩寇風雲》 年，研讀明朝歷史，跑遍戚家軍當年作戰
，在中國上演後，以其極具史詩質感的大 的所有戰場，並走訪相關紀念館，獲得了
製 作 而 獲 得 觀 眾 佳 評 。 有 影 評 人 表 示 ： 大量第一手的材料，打造最真實的戚繼光
“電影在很大的程度上還原了明朝倭寇侵 及戚家軍，讓觀眾實際體會戚繼光及戚家
擾沿海地區的真實歷史，有別於同類型的 軍保家國、抵外侮的熱血激昂。

主題，日本人並未掩飾自己的失敗，而是
打從心底佩服戚繼光這位“三千破兩萬”
的真英雄，所以才能招集這些日本實力派
演員的加盟。”在電影中，倉田保昭不懼

“狼筅”、“三眼銃”、“虎蹲炮”等先 高齡，挑戰高難度動作戲，片中與趙文卓
進武器，還是“鴛鴦陣”等戚家軍獨創的 的打戲均為實打實的肉搏，其力量、技巧
陣法，都得到了完美還原，讓觀眾大飽眼 都展示得相當真實。
福，而戰爭場面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

歡迎民眾到戲院觀看。休斯頓、達拉
斯、首府華盛頓、紐約、洛杉磯、波士頓

本片集合趙文卓、洪金寶兩大功夫巨 、芝加哥、邁阿密、拉斯維加斯、費城、
星，趙文卓飾演戚繼光，洪金寶飾演俞大 鳳凰城、舊金山、亞特蘭大、聖地牙哥、
猷，雙強聯合，並稱“俞龍戚虎”，在多 西雅圖、加拿大多倫多、溫哥華、渥太華
場戰役中取得勝利，掃平倭患。趙文卓被 於六月二日全美同步上映。
導演稱為“最適合飾演戚繼光的人選。”

休斯頓地區民眾可到 AMC Studio 30,

因為在歷史上，戚繼光不僅擁有超強的作 2949 Dunvale Rd, Houston, TX 77063。
戰能力，同時兼具文人學識修養，可謂文

達拉斯地區民眾可到 Cinemark Legacy,

韜武略。而趙文卓身上擁有習武之人難得 7201 North Central Expressway, Plano, TX
一見的文雅氣質，與戚繼光的特質很相符 75025。
。對於片中的打戲，趙文卓直言有著“前
所未有的爆發力。”

大華府地區地區民眾可到 Regal Cinemas Rockville Center 13, 199 E Montgomery

此外，更有日本著名演員倉田保昭、 Ave, Rockville, MD 20850。 AMC Loews
小 出 惠 介 的 傾 力 演 出 。 陳 嘉 上 導 演 說 ： Rio Cinemas 18, 9811 Washingtonian Ctr,
“戚家軍在日本也是一個研究得很透徹的 Gaithersburg, MD 2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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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陽大律師，李迎霞之子
賴清陽大律師，
賴賢安與阮孟可小姐婚禮

圖為當天晚間在阿斯托宴會廳的喜宴豐盛場面。
圖為當天晚間在阿斯托宴會廳的喜宴豐盛場面
。

譚秋晴女士（ 左 6 ） 代表國會議員 Al Green 給
譚秋晴女士（
新人頒贈賀函。
新人頒贈賀函
。

賴清陽大律師（ 左 6 ） 向來賓介紹雙方家庭親
賴清陽大律師（
人。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李迎霞（
李迎霞
（ 中 ） 與來賓合影
與來賓合影。
。

李迎霞 （ 後立者 ） 與欒桐華夫婦
李迎霞（
與欒桐華夫婦（
（ 左二
左二，
，左
一 ） 等來賓合影
等來賓合影。
。

李迎霞（
李迎霞
（ 右一 ） 與來賓合影
與來賓合影。
。

新郎賴賢安，
新郎賴賢安
，新娘阮孟可
新娘阮孟可。
。

李迎霞（ 右立者 ） 與 「 台塑 」 副總吳堯明
李迎霞（
副總吳堯明，
，
周照照夫婦合影。
周照照夫婦合影
。

李迎霞（
李迎霞
（ 中 ） 與來賓羅伯文
與來賓羅伯文（
（ 右 ） 等人合影
等人合影。
。

休城讀圖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組委會舉行新聞發佈會

宣佈6月4日、9月9日將舉行 「食品安全座談會」 及 「健康日」 活動
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會長施惠德醫師說明，
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會長施惠德醫師說明
，月 4 日座談會還邀請
環保專家陳天生博士、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
環保專家陳天生博士、
常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
、休士頓衛生局檢
察官徐俊義、
察官徐俊義
、亞裔地產協會榮譽會長李雄及美而廉蛋糕店東主王
明為民眾講解 「 資源回收
資源回收」」 、 「 購買飲食業安全保險條件
購買飲食業安全保險條件」」 、
「衛生局對食品安全檢查標準
衛生局對食品安全檢查標準」」 、 「房地產業者及社區對食品安
全看法」」 及 「食物設施
全看法
食物設施」」 五大主題
五大主題。
。會長施惠德表示
會長施惠德表示，
，歡迎感興
趣的民眾 6 月 4 日下午 2 時前往僑教中心 203 室與會
室與會。
。
9 月 9 日健康日主要關注心理健康
日健康日主要關注心理健康。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組委會
施惠德會長說明，
施惠德會長說明
，項目包括小孩心智發育
項目包括小孩心智發育、
、學校適應
學校適應，
，成人工作
、家庭等議題
家庭等議題，
，將邀請專家進行宣講並回答聽眾提問
將邀請專家進行宣講並回答聽眾提問。
。心理健康
對現代人來說越發重要，
對現代人來說越發重要
，了解及學習心理相關知識能獲得更好生
活質量，
活質量
，請把握良機
請把握良機。
。

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會長施惠德醫師（後排左
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會長施惠德醫師（
後排左）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前會
長趙耿偉醫師((後排右
長趙耿偉醫師
後排右))與組委會成員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
長黃春蘭、
長黃春蘭
、 光鹽社前理事長鄧福真
光鹽社前理事長鄧福真,, 趙婉兒秘書長及財務吳筑君
趙婉兒秘書長及財務吳筑君,, 護士聯
誼會饒美婷出席新聞發佈會合影。
誼會饒美婷出席新聞發佈會合影
。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護士聯誼會饒美婷、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前會長趙耿偉醫師參加 4 月 30
護士聯誼會饒美婷、
日下午 2 時在光鹽社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組委會舉行新聞發佈會
時在光鹽社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組委會舉行新聞發佈會。
。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成員.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黃春蘭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組委會成員.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會長黃春蘭、
、財務吳筑君
財務吳筑君,,中華老
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出席新聞發佈會。
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出席新聞發佈會
。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
會前會長趙耿偉醫
師參與 6 月 4 日、9
月 9 日將於僑教中
心舉行 「食品安全
座談會」」 及 「健康
座談會
日」 活動。6 月 4
日[食品安全座談
會] 將 探 討 部 分 中
餐館衛生誤點被曝
光後的影響及如何
改善，
改善
，9 月 9 日[健
康 日]
日] 為 民 眾 進 行
心理健康答疑及諮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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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瑤是否有權決定重病丈夫平鑫濤插不插管

最近，台灣著名作家瓊瑤和繼子
在臉書上直播了一場家庭大戰。引發
此大戰的導火索是瓊瑤的重病丈夫平
鑫濤是否應該插管。
在瓊瑤看來，生命的尊嚴大於生
命本身。她在給繼子的公開信中寫道
：你們不論多麼不捨，不論面對什麼
壓力，都不能勉強留住我的軀殼，讓
我變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臥床老
人！那樣，你們才是大不孝。她請晚
輩務必在她彌留之際，別聯合醫生來
凌遲我；甚至高調支持病人無需聽從
醫師意見，就能憑藉個人意願選擇安
樂死，用決絕的辦法結束生命。
但平鑫濤的子女卻覺得，活著本
身更為重要，並在一封公開信中質問
瓊瑤：如果您說一個人沒有權利決定
另一個人該如何生、如何死，那麼豈
不更沒有權利決定另一個人該不該生
、該不該死？對於他們而言，即使父
親得了失智症，不記得我們也沒有關
係，只要他在自己的世界裡好好活著
就足夠。
生存還是死亡，在生命的最後時
刻選擇人的尊嚴還是生命本身，最有
發言權的，還是本人。完備的法律文
件可以協助家人和醫務人員及時準確
地作出醫療決定和財產處理。沒有完
備的法律文件，會讓親人在承受巨大
精神上痛苦的同時，面對醫療決定和
財產處理手足無措。以下四份文件必
不可少，而且必須是在當事人神誌清
醒，有受益人之外的兩個證人在場的
情形下簽署。
委託書 (Power of Attorney)
委託書是指委託他人行使自己合
法權益的法律文件。委託書的處理事
項可以包括不動產交易; 有形的動產
交易; 股票和債券交易; 商品和期權交
易; 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賬戶管理
和交易; 企業的經營事務; 保險及養老
金事務; 遺產，信託，和其他受益人
的交易和事務管理; 索賠和訴訟; 個人
和家庭的維護及管理; 社會保障，退
休工資，醫療保險，醫療補助，或其
他政府福利的領取及賬戶管理; 退休
計劃;和稅務事宜。
醫 療 委 託 書 (Medical Power of
Attorney)
醫療委託書是指委託人指定自己
信任的家庭成員或朋友，在自己失去

行為能力時，為其作
出醫療的決定。醫療機構或醫務
人員必須依照受託人的決定行事。委
託人可以授予受託人全部或部分決定
權。
遺囑 (Will)
遺囑主要是指定由誰來繼承自己
的遺產。如果沒有預立遺囑，只能依
據法律分配遺產，未必契合自己的心
意。比如一些字畫收藏，希望留給熱
愛藝術品的孩子，高科技公司的股票
，更適合留給有金融頭腦的孩子，而
家中的名貴首飾，給追求時尚的孩子
更為妥帖。如果沒有遺囑，財產很可
能會失去其原有的商業價值和更重要
的情感價值。
遺囑還有一個重要作用，是可以
指定未成年小孩的監護人（Guardian
）。指定時需要考慮監護人的財務狀
況、健康、年齡、和照顧小孩能力等
。
遺囑還可以指定 「遺產執行人」
(Executor)，如果沒有預立遺囑，配偶
和子女都有權擔任執行人，若有不同
意見，容易發生矛盾和爭執。
生前遺囑 (Living Will)
生前遺囑是個人對於其醫療治療
意願的聲明。當生命處於休克、昏迷
狀態時，醫療機構和
醫務人員遵照患者在生前遺囑中
指示而執行其意願。在著名的 Terri
Schiavo 一案中，Terri 因為意外大腦
受傷成為植物人。經歷了八年的漫長
治療後，醫院表示從醫學概率上來說
，Terri 幾乎沒有甦醒的可能。 Terri
的丈夫請求法院批准，讓醫院拔去一
直支撐 Terri 生命的輸液管，讓 Terri
不再忍受病痛的折磨，體面地離世。
可是 Terrri 的父母愛女心切，他們認
為 Terri 仍有知覺，堅決反對 Michael
拔掉輸液管的請求。 Terri 的案子從
佛羅里達州的基層法院一直打到最高
法院，涉及了十餘次上訴，無數次法
庭聽證，數百萬字的調查報告，更是
耗費了雙方數百萬的財力。如果 Terri
有生前遺囑，這一切的爭端都可以避
免。
由此可見，預先準備好完善的法
律文件，是對親人最體貼的關愛。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本月不接受快表排期.

國務院從 2015 年 10 月開始啟用了雙
表排期。申請人可以按照較快的排期
表 (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 遞 交
I-485 調整身份的申請，等到較慢的
排期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
排到取得綠卡。但是由於最近名額緊
張，移民局明確表示，即使國務院依
舊實行雙表排期，但是移民局不接受
快表排期排到的申請，只按照慢表接
受申請。
2. 移民局於 2017 年 4 月 7 日星期
五在官網正式宣布，已經收到超過 65,
000 個 H-1B 常規名額和 20,000 個留給
在美國獲得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
H-1B 申請。換句話說，今年 H-1B
申請的名額已被全部用完。移民局會
先抽取留給在美國獲得碩士或碩士以
上學位的兩萬個名額，沒有被抽中的
在美國獲得碩士或以上學位的申請將
會被放到常規申請中，繼續參與第二
次抽籤。移民局將拒絕那些沒有被抽
中的申請，並退回申請費和所有申請
材料，並會附上一封解釋信。
3. 4 月 3 日.移民局在官網上宣布
，將嚴格採取措施來打擊 H-1B 簽證
的欺詐行為。移民局特別設立舉報電
子郵箱，鼓勵美國勞工和 H-1B 簽證
持有人舉報可能存在的 H-1B 欺詐行
為。此外，移民局還宣布，將加強其
對 H-1B 申請的實地核查。重點將針
對僱傭 H-1B 員工較多的雇主，以及
工作地點和公司地點不同的 H-1B。
4. 3 月 31 日，移民局取消了計算
機程序員（Computer Programmer）的
H-1B 申請資格。移民局表示，計算
機程序員這一職位將不再被自動認定
為專業職位，為計算機等相關專業的
申請人申請 H-1B 工作簽證設立更高
門檻。新總統在競選期間就對 H-1B
工作簽證的現狀頗有微詞，上任 100
天內即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想必這還
只是一個開始。今後的 H-1B 工作簽
證的難度估計會越來越高。
5. 移民局 3 月 3 日表示，因 H-1B
案件積壓嚴重，移民局將於 4 月 3 日
起，暫停加急服務。加急服務可能暫
停 6 個月左右。這意味著今年所有新
的 H-1B 簽證都不能使用加急程序。
而延期或者換雇主，從 4 月 3 日起也
不能申請加急服務。
6. 移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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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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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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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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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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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
人具體情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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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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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
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囑
等業務。蘇力&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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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x 77036 聯 繫 電 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713-583- 9749
。 網 址:http://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
五:9:00AM-5:00PM,
週
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
在該鏈接中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cJ9bUlE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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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偏方
偏方”
” 巴西壹醫院用魚皮治療燒傷

近日，
近日
，巴西壹家醫院嘗試使用壹種新的方法治療燒傷
巴西壹家醫院嘗試使用壹種新的方法治療燒傷，
，醫療人
員使用消毒後的羅非魚皮敷在傷者患處，之後再用繃帶包紮
員使用消毒後的羅非魚皮敷在傷者患處，
之後再用繃帶包紮。
。圖為
醫生將羅非魚皮敷在壹名被燒傷的嬰兒患處。
醫生將羅非魚皮敷在壹名被燒傷的嬰兒患處
。

獲獲 最強壯男人 稱號
英國大力士拖動 噸
8 半卡車

英國首屆寵物攝影大賽
動物滑稽瞬間被定格

﹁

﹂

英國，
英國
， 英國大力士艾迪
英國大力士艾迪·
·霍爾
霍爾(Eddie
(Eddie Hall)綽號
Hall) 綽號“
“ 野獸
野獸”，
”，是
是
第壹個獲得贏得“最強壯男人
第壹個獲得贏得“
最強壯男人”
”稱號的英國人
稱號的英國人。
。圖為艾迪·霍爾參
加“歐洲最強男人
歐洲最強男人”
”比賽
比賽，
，正在拖動壹輛 8 噸半重的車
噸半重的車。
。

日前，英國首屆寵物滑稽
攝影獎拉開帷幕。此次比賽的
發起者是 2015 年曾開設過野生
動物滑稽攝影獎的野生動物攝
影 家 保 羅·喬 伊 森·希 克 斯
（Paul Joynson-Hicks） 和 非
洲 風 景 攝 影 師 湯 姆·蘇 拉 姆
（Tom Sul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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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官方透露，這件事列入中歐高層磋商表
“中歐旅遊年”被列
入磋商議程。
“（中歐旅遊年）
具體的活動安排歐盟
方面已經在著手準備，
將包括歐中雙方的商
務推介、高級別會晤
等與文化、旅遊內容
的對接。”歐盟駐華
代表團向記者透露
跟著總理的腳步去歐洲。
2018 中歐旅遊年的活動重點安排稱，歐
李克強總理已啟程前往歐洲，我們聽 盟旅遊委員會將策劃壹系列面向中國遊客
說有個惠及妳我的“大禮包”，還去向歐 的歐洲旅行目的推介活動，中國遊客屆時
盟問了個究竟。妳準備好查收了嗎？
可通過官方網站Visit Europe獲取信息。
旅遊列入中歐高級別領導人會晤議程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旅遊消
費國和全球第二大出境遊市場”，歐洲
聯盟駐華代表團對國是直通車記者表示，
“歐洲眾多旅遊目的地國都渴望加強在
中國市場的存在。”
中國旅遊研究院等機構聯合發布的
《2017 年中國赴歐洲旅遊趨勢報告》顯
示，壹季度歐洲旅遊增長超過 100%，報
告預計，今年全年中國赴歐旅遊規模有
望達到 550 萬人次。
作為第十八次中歐領導人會晤成果
之壹，中國和歐盟決定在 2018 年舉辦中
歐旅遊年。記者從歐洲聯盟駐華代表團
處獲悉，即將於 6 月 2 日在比利時布魯塞
爾舉行的第十九次中歐領導人峰會上，

行多個國家，她仔細制定了旅遊計劃，
包括去法國南部的普羅旺斯看薰衣草花
田、到意大利的羅馬和佛羅倫薩參觀博
物館、再南下前往西班牙巴塞羅那感受
海濱城市的熱情……近壹個月的行程，
她只安排了四個國家作為目的地，“不
想走馬觀花，到了自己喜歡的城市，就
多待上壹段時間深入當地人的生活”，
她說，這已經是身邊不少朋友的旅行新
觀念。
年輕人更青睞“自由行走歐洲”，
傳統的跟團遊也迎來新的客戶群，比如
“銀發壹族”。對希望走出國門看看的
老年人來說，跟團遊更省心、也相對安
全，曾經屬於“奢侈品”的歐洲遊價格
中國人赴歐洲旅行方式出現“結構 越來越親民，也讓它成為更多普通中國
性變化”
遊客的旅行目的地。
歐洲長久以來都是中國中高端出境
遊的重要目的地，眼下，越來越多的普
中國遊客拯救世界經濟，互聯互通
通民眾也樂於到歐洲觀光。
成為經貿“新引擎”
“我們從在線數據上可以清晰的感
歐盟委員會發給國是直通車記者的
受到，中國人出境遊已經發生了結構性 航空業數據顯示，2015 年，超過 800 萬
的變化”，在線旅遊平臺螞蜂窩的 CEO 旅客往來於中歐之間。對歐盟而言，中
陳罡向記者舉例說，以前歐洲遊多是傳 國是全球第三大航空運輸市場，並預期
統的“九天十國”跟團線路，現在大家 在 2015 年至 2034 年保持 7%的高速增長。
的要求更加深度化、個性化，在線平臺 現在，中歐間已開設 150 多條航線，每
的數據顯示，在海外旅行時有 62.5%的 月有超過2500架次航班穿梭於中歐之間。
中國遊客選擇了自由行。
歐盟民航部門的統計數據還顯示，
劉女士告訴記者，她保持著每年壹 由中國出發前往歐洲的航班，80%的座
次海外旅行的習慣，去年暑期的目的地 位預定來自被北京和上海，歐洲最熱門
就選在歐洲，因為壹張申根簽證可以通 的兩個目的地則是法蘭克福和巴黎，占

到 40%，倫敦、阿姆斯特丹、羅馬、赫
爾辛基、慕尼黑和馬德裏也受到歡迎。
“互聯互通是貿易和旅遊業的引擎，
將直接帶動經濟增長和就業”，歐盟委
員會方面告訴國是直通車記者， 根據歐
盟的估算，2018 到 2025 年間，僅中歐航
空業間的合作就有望貢獻 35 億歐元的經
濟價值，帶來 11000 個新的工作崗位。
“除了傳統的購物消費以外，中國
遊客正更深入的參與到當地的風俗文化
中。”陳罡也指出，“尤其是最近幾年，
我們在國外旅行發現，中國人的英文比
很多國家的都要好，特別是年輕人，還
可以借助手機翻譯軟件，可以在當地如
魚得水的旅行，這樣的出行方式可以把
旅遊消費和當地的日常消費深度融合，
帶動產業鏈上全行業的發展”，甚至可
以說，“中國遊客，正在拯救低迷的世
界經濟”。
歐洲多國各顯奇招吸引中國遊客
在兩國高層交往和民眾需求的共同推
動下，歐洲各國集中出招吸引中國遊客。
簽證越來越便利是中國人選擇到歐洲
旅行的重要前提。本來，辦壹個申根簽證
可以遊玩多個歐盟國家就使得歐洲遊在中
高端旅遊市場中受到青睞，近幾年，不少
歐盟國家還在簽證上實現不同程度的簡化。
比如法國和西班牙把出簽時間從 48
小時至 4 個工作日改為“不超過 48 小
時”，團隊赴法國旅遊的簽證時限更縮

短至24小時；德國向更多經常旅行的商務
人士發放了5年期申根簽證，探親訪友度
假事由的赴德簽證申請時間也進壹步縮
短，材料更加簡化；比利時推出和英國可
共用壹套材料進行簽證的“打包申請”；
芬蘭則推出“簽證快遞到家”服務。
航空方面，自 1999 年來，中國和歐
盟已先後開展了兩期中歐民航合作項目，
最新壹期“中歐民航合作夥伴項目備忘
錄”由雙方民航部門在 2016 年簽署，首
次由中國民用航空局和歐洲航空安全局
共同實施。
這項航空合作不僅將拓展雙方市場，
更有希望促成更多商業機會。對乘客而言，
還將意味著更靈活的選擇和更滿意的票
價。比如在不久的將來，妳可能搭乘意大
利航空公司的航班，由德國飛往中國，在
羅馬中轉時，借空遊覽千年古城。
除了簽證和航班，翻譯服務、消費
支付、急救安保服務等也出現不少針對
中國遊客的“福利”。未來中國遊客在
法國、德國、意大利、瑞士等歐洲國家
旅遊時，都有望使用支付寶消費。再比
如巴黎警方為解決曾被中國遊客詬病的
“埃菲爾鐵塔下小偷多”問題，甚至專
門出動警力保護中國遊客。
“歐洲不像其他旅遊目的地，她太
豐富，多去幾次也不會膩”，劉女士告
訴記者，期待原來“高冷”的歐洲遊更
“親民”、產品更“有個性”，她當然
還會再去。

中越邊境憑祥依托區位優勢 架起連接東盟歐洲陸路便捷之橋
綜合報導 “（中國）友誼關-（越南）友誼口
岸國際貨物運輸專用通道目前已完成銜接工作，貫
通後將極大地緩解友誼關現存的堵車問題，推動憑
祥形成壹條貫穿南北，連通東盟與歐洲的陸路便捷
之橋。”廣西憑祥市委書記邱明宏近日在接受中新
網記者采訪時表示。
位於中越邊境的憑祥市，往北，高速公路連通
中國內地；往南，通過越南 1 號公路可直達 170 公
裏外的河內，進而通達老撾、泰國，是中國連接東
南亞距離最短、最為便捷的陸路國際通道之壹。
5月底正是東南亞國家的西瓜、芒果、火龍果、
山竹等水果的收獲旺季。記者 31 日在憑祥口岸看
到，數百輛滿載著水果的越南貨車通過該處開往中
國各地。

憑祥海關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 2016 年底，憑
祥水果進出口占到全國四分之壹、邊境小額貿易占
全國二成，憑祥還是中國最大的紅木家具進口口岸
和展銷集散地。
目前，友誼關人車共用的通道已無法滿足中國
—東盟雙邊貿易急速發展的需求。
“新建的國際貨物運輸專用通道全長 845 米，
其中越方段約 700 米，中方段 145 米，通道實現
（中國）友誼關——（越南）友誼口岸人貨分離，
大大提高貨物通關速度。”邱明宏告訴記者，越南
方面對該通道的建設也信心十足，兩邊的基礎設施
已基本具備，年內將正式啟用。
為了提高通關效率，2016 年底，中國首個出
入境驗檢疫試驗區——中國—東盟(憑祥)邊境貿

易國檢試驗區已在憑祥投入使用。憑祥出入境檢
驗檢疫局綜合業務科科長閆小兵介紹，如今出入
境貨物申報 時 間 已 由 原 來 的 10 到 20 分 鐘 ， 縮
短 為 20 秒 左 右 ，貨物普遍的通關速度提高了將
近 60%。
而隨著（中國）友誼關-（越南）友誼口岸，
（中國）浦寨-（越南）新清兩條國際貨運專用通
道的啟動，憑祥還將率先在全國推行“兩國壹檢”
政策。
“‘兩國壹檢’就是中越兩國海關通過實現聯
合查驗，然後通過建立電子口岸，實現信息共享，
最終實現貿易便利化的目的，通關時間將會大大壓
縮。”憑祥海關關長彭程表示。
正是看中了憑祥口岸經濟迅猛發展勢頭以及日

益顯著的通道地位，越來越多的國際物流品牌進駐
憑祥市。馬來西亞的國際物流品牌“捷遞”，今年
初就把中國總部從深圳搬到了憑祥綜合保稅區。該
公司負責人李傳仁告訴記者，過去海運產品，從泰
國工廠到中國上海大約需要 10 天。現在經憑祥陸
運只需 5 天，成本節約了 60%左右。“我們相信憑
祥今後將成為整個中國和東盟之間的集散中心，所
以我們來了。”
據悉，憑祥綜合保稅區自 2011 年 9 月封關運營
以來，已先後開發出通往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
等地的物流線路。“未來我們將重點致力於參與建
設從憑祥綜合保稅區經由西安國際港務區和重慶公
路物流基地連通到歐洲的物流線路，使憑祥真正成
為壹條黃金大通道。”邱明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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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U Strengthen Commitment To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In Rebuff To Trump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olitical will and mutual trust, multilateralism can
succeed in building fair and effective solutions to the
most critical global problems of our time. The EU and
China underline their highest political commitment to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is Agreement in
all its aspects."
The EU's climate commissioner, Miguel Arias Cañete,
told the Guardian, "No one should be left behind, but
the EU and China have decided to move forward. Our

China and the EU will forge an alliance to take a
leading role in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in response to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expected decision to pull the
US out of the historic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Amid growing fears that the US will soon join
Nicaragua and Syria on the small list of countries
refusing to back the climate accord, signed in 2015,
Chinese and EU leaders are to agree 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saying it is "an
imperative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being prepared before an EUChina summit in Brussels on Thursday and Friday, the
new alliance will say that they are determined to "lead
the energy transition" toward a low-carbon economy.
For more than a year, Chinese and EU officials have
been working behind the scenes to agree a joint
statement on climate change and clean energy.
The document highlights the dangers posed by
rising temperatures "as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and
multiplying facto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fragility,"
while pointing out that the transition to clean energy
creates job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EU and China consider the Paris agreement
as an historic achievement further accelerating the
irreversible global low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nd
climate resilient development," the draft document
says.
"The Paris Agreement is proof that with shared

website, and other US media outlets have reported that
Trump has decided that the US should withdraw from
the accord.
Trump's advisers are deeply split over whether he
should follow through on his campaign pledge to quit
the Paris accord. Steve Bannon, his chief strategist
who leads the economic nationalist camp, has been
the leading advocate for withdrawal along with a big
group of Republican senators. But Gary Cohn, head
of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Rex
Tillerson, secretary of state, and Trump's daughter
Ivanka, are trying to persuade the president not to
withdraw.
Business figures are also urging Trump to stay in
the accord. Elon Musk, the Tesla cofounder, tweeted
on Wednesday that he would "have no choice but
to depart" the president's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advisory councils if the US pulled out of Paris. And
Apple chief executive Tim Cook called the president
earlier this week to try to persuade him not to abandon
the agreement.

successful cooperation on issues like emissions trading
and clean technologies are bearing fruit. Now is the
time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se ties to keep the wheels
turning for ambitious global climate action."
"The Americans can't just exit this climate protection
treaty," EU Commission President Jean-Claude
Juncker said in a speech in Berlin on Wednesday. "I'm
opposed to behaving like vassals of the Americans. It's
Europe's obligation to say: You can't do that."

Divergence
Trump tweeted on Wednesday, "I will be announcing
my decision on the Paris Accord over the next few
day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xios, the

Apple is among the Silicon Valley signatories to
a letter urging Trump to "keep the US in the Paris
Agreement". The letter, which is running as a full-page
ad in several US newspapers in May and June, is also
signed by Google, Facebook, Microsoft and Intel, as
well as Unilever, Gap and Morgan Stanley.

China's Leading Role
The expected announcement in Brussels illustrates
China's determination to take a leadership role in the
world as Trump turns the US inwards and prepares to
shun its commitments under a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Barack Obama had described as a "turning point for
our planet" and a "major leap for mankind".
The joint EU-China statement will offer a high level
of detail on how they intend to make real the promises
they made when they agreed to limit global warming
to well below 2C (3.6F).
The EU, which has pioneered a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has agreed to provide China with $11.2 million
to support its plan to roll out its own program this year.
Both sides will also promise to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reduce their carbon footprint, and the EU
will increasingly share its technological knowhow.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and reforming our energy
systems are significant drivers of job creation,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joint statement is expected to say.
Li Shuo, the climate policy adviser of Greenpeace East
Asia, said that it was crucial for the largest emitters
of carbon to fill the vacuum left by the US’s likely
decision.
He said, "The rapid backlash of US climate action
requires enhanced leadership from all other countries.
At the upcoming EU-China summit, Beijing and
Brussels need to demonstrate they are putting new and
collective leadership into concrete terms. If US-China
climate cooperation gave birth to the Paris agreement,
now it is up to EU and China to defend and enhance it."
(Courtesy sino-us.com/)

China's Permanent Residents
Can Now Get New ID Card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Related
China To Issue Upgraded Permanent
Residency Cards For Expats
Foreigners Say Threshold To Get A Chinese
Green Card Remains Too High

China will upgrade identity cards for foreigners with
permanent residency status to make them usable on
a wider range of service platforms, a step welcomed
by the expat community that also ur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further loosen its regulations of issuing
green cards and make them available to more people.
China's public security authorities announced Saturday
that from June 16, it will launch new versions of
machine-readable identity cards with greater usability
for foreigners who have permanent residency status.
The new version of foreign permanent resident ID
cards, based on the desig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identity card for Chinese citizens, will contain chips
embedded with foreigners'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ir names, gender, date of birth, registration agencies
and ID numbers, according to a notice released by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rvice (MPS).
Holders of Chinese green cards can apply for “foreign
permanent resident ID cards” starting from June 1,
2017,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announced this
week.
The new machine-readable cards with embedded chips
are similar to Chinese citizens’ identity cards and will
replace the current permanent residence cards.
The new cards can be used to access finance, education,
hospital, transport, telecommunications, tax, social
insurance, property registration and legal services in
China with no other personal documents required,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It earlier demanded accelerated upgrading of Internet
systems of the railway, airlines, banks, insurance
agencies and banks to facilitate use of cards held by
foreigners.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said foreigners can buy air
tickets from the company with the new cards, though
they can still use the current cards as long as they are
valid.
The new cards will be issued nationwide from June 16.
Applicants will receive the cards within 20 days from
the date of application, and the documents required are
the same as those needed to apply for the old cards, the
ministry said.
Green card holders who live in Shanghai can apply
to the issuers of the original cards — the Exit-Entry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the Shanghai Public Security
Bureau and its branch offices, the bureau said.
Shanghai applicants can call 2895-1900 if they have
any problems regarding the process.
There were 175,931 foreigners living in Shanghai at
the end of 2015, with 2,404 of them green card holders,
according to the city’s statistics bureau. (Courtesy
sino-us.com/4)

anything else, a Latvian anchor who has worked at
broadcasting companies in Beijing and Tianjin for
years, told the Global Times on Tuesday, requesting
anonymity.
"If you have such an ID card, you don't have to carry
your passport with you all the time. And passports are
bigger, and I do not feel [it's] safe to carry it around.
The ID card on the other hand is smaller and more
convenient, and it will give me reasonable access to
almost everything I need in life and work," she said.
However, several foreigners living and working in
Beijing revealed a lack of interest when approached by
the Global Times on Tuesday, saying that the threshold
to get permanent residency status is incredibly high,
and many view it as a "mission impossible."

The new ID cards will be machine-readable, allowing
holders to get services from a range of agencies in
sectors including finance, education, transportation,
the courts and social insurance. Green cards currently
cannot be recognized by machines in railways, airline,
insurance agencies, hotels and banks, giving foreigners
problems in accessing these services.
Foreigners can apply for the new version of the
permanent residence ID card at the original issuing
authority from June 1, while the old version will stay
valid until the expiration date.
To streamline the process, all a card holder needs to do
is hand in the old card, fill in a form, and the new card
should be issued within 20 days.
The reform plan serves the nation's tal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which is to attract more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 and is a response to social
concerns, an MPS official was quoted as saying in an
earlier report by the Xinhua News Agency.

'Mission impossible'

I think it [the ID card] would be much better than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Permanent residency does not really bring many
benefits and to those who already have such status,
the reform may bring about a little convenience, but
it has little impact on those who have not," said one
respondent from the US, who asked for anonymity.
Turkish national Noyan Rona, chief representative
of Turkish Garanti Bank Shanghai, who received his
permanent residence card in Shanghai in 2012, told the
Global Times that he welcomes the new ID card as it
makes him feel he will be treated almost the same as a
Chinese citizen. He added that he hoped he would get
a new 10-year period of validity from the date the new
card is issued, and that there will be no information
about his passport embedded in the new ID card.
Jonathan, an American man who has been in China
for over 20 years and received his Chinese green card
three years ago, told Xinhua that he feared that even
for those who have a green card, it would not be very
useful in day-to-day life. "What's inconvenient is that
so few foreigners have them, and people do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it," he said.
In 2016, 1,576 foreigners became permanent residents
in China, an increase of 163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according to the MPS. China began to allow
permanent residency in 2004, but from 2008 to
2014, only 7,356 foreigners were granted permanent
residence cards, based on recommendations from
ministries or provincial governments.
There are some 600,000 foreigners living and working
in China, Xinhua reported in April 2017. (Courtesy
www.globaltim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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