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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 Al Green呼籲美國國會眾議員彈劾川普總統
國會議員Al
Green 呼籲美國國會眾議員彈劾川普總統
使用Comey
使用
Comey先生的證詞
先生的證詞 證實了他的聲明是不爭的事實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美國國會德克薩斯州第九選區的國會
議員阿爾·格林（Al Green）在眾議院演講時稱，美國現任總統
必須被彈劾。特朗普或步尼克森的後塵，被迫辭去總統職務。
國會議員 AlGreen（TX-9）於 2017 年 6 月 8 日發表了一篇關於前
聯邦調查局局長 James B. Comey 先生的聽證會的聲明如下所述:
因為前聯邦調查局局長 Comey 已經驗證了需要推翻總統特朗普
的事實。Al Green 先生的聲明說: Comey 多次提到他相信他因為
調查俄羅斯干涉美國總統大選而被解雇了。 Comey 先生的言論
在證詞證實了我已經說了將近一個月的事實。再次，事實依然是
簡單而不爭的事實。 總統解僱聯邦調查局局長，因為該局長正
在調查總統與俄羅斯干涉 2016 年總統選舉的競選活動。 特朗普
的行為是妨礙司法正義的表現。 此外，特朗普將繼續妨礙司法
正義。 無論調查結果如何，這將阻礙司法公正。
Comey 先生表示，他在與總統會面後發表了講話，因為他害

怕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會說謊。 我今天像我在美國眾議院發表講
話一樣的堅定。總統阻撓正義，總統應該被彈劾。出於這樣的原
因，德克薩斯州國會議員阿爾·格林在美國國會上發言時呼籲開
始彈劾特朗普的程序。並表示， 「沒有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
包括總統。」另據外媒 5 月 17 日報道，美國眾議院監督和政府改
革委員會與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所有民主黨人此前要求立即對美
國總統特朗普、司法部長塞申斯和一系列白宮高官進行調查。
Al Green 的彈劾講話要點如下：彈劾程序並不意味著總統是
有罪的；彈劾僅表示國會要對總統發起指控；一旦總統被彈劾，
參議員就可以進行判決來決定總統有罪還是無罪。其他包括加州
國會議員 Maxine Waters 在內的民主黨議員，已經討論過彈劾特
朗普的可能性，很多人將特朗普目前處境和導致尼克森總統辭職
的 「水門」事件相提並論。但只要共和黨還控制著美國眾議院，
任何彈劾總統的努力可能都將會不了了之。

Al Green 週二表示，他計劃在周三對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提
出彈劾草案，儘管他說多次受到死亡的恐怖威脅。Al Green 計劃
星期三正式公佈，他堅持認為，特朗普 5 月 9 日發布的聯邦調查
局 局 長 詹 姆 斯·科 梅 （James Comey） 的 工 作 正 在 阻 撓 正 義 。
Green 周二在一份聲明中說：“事實是簡單和無可爭辯的。”
“總統解僱聯邦調查局局長，因為局長正在調查總統與俄羅斯干
涉總統大選的競選活動。”Green 說，科美星期四的國會見證是
無關緊要的 - 總統的行為，不是科美，是問題。Green 代表的區
域包括休斯敦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區，自從他在 5 月 15 日發表火熱
的講話以來，一直是引發彈劾特朗普的主要聲音。他說：“無論
調查結果如何，這將阻礙司法公正。我在曠野是一個聲音，但我
保證，歷史將證明我是對的。”

盧林中醫針灸師昨在永生神基督教會
主講中醫養生及三高症、
主講中醫養生及三高症
、海默症
海默症（
（ 癡呆
癡呆）
）

（ 休士頓
休士頓// 秦鴻鈞報
導 ） 盧林中醫針灸師
昨 天 上 午 在 「永 生 神
基督教會 」從中醫養
生的理論看三高症及海
默症。
默症
。盧林中醫師表示
： 在世紀前的數個世
紀的 「黃帝內經
黃帝內經」
」中
就建立了養生體系，
就建立了養生體系
，以
達
「
有
病
治
病
，
無
病
圖為盧林醫師演講三高症的症狀。
圖為盧林醫師演講三高症的症狀
。
防病」
防病
」
（
治未病）
治未病
）
疏
（ 記者秦鴻鈞攝 ）
通經絡，
通經絡
，補虛瀉實
補虛瀉實，
，扶
正祛邪，
正祛邪
，建立精
建立精、
、氣、神，以達健康長壽的目的
以達健康長壽的目的。
。
盧醫生首先介紹 「三高症 」 高血壓
高血壓、
、高血脂
高血脂、
、高血糖
高血糖。
。
（ 一 ） 高血壓
高血壓：
： 正常血壓應在 120
120//80
80mmHg,
mmHg, 如血壓超過
140 / 90
90mmHg
mmHg 就算高血壓了
就算高血壓了。
。血壓也隨年齡變化
血壓也隨年齡變化，
，年歲越大血
壓相對高一些，
壓相對高一些
，一般 65
65- 70 歲的人收縮壓可達 150 mmHg, 但舒
張壓不能超過 90 mmHg. 引起血壓高的原因
引起血壓高的原因：
： 心火亢盛
心火亢盛、
、肝陽亢
進、血壓高
血壓高，
，血管硬化
血管硬化。
。
（ 二 ）高血脂
高血脂（
（ 膽固醇
膽固醇、
、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
）： 膽固醇正常值
膽固醇正常值：
：
135135
-199
199mg/Dl,
mg/Dl, 總量超過 250 mg/Dl 須治療
須治療。
。膽固醇有好壞之別
。好的膽固醇
好的膽固醇（
（HDL cholesterol ) 正常為 30
30-85 mg/Dl, 它是一種
高密度脂蛋白，
高密度脂蛋白
，它與血中游離膽固醇
它與血中游離膽固醇，
，結合後回肝臟利用
結合後回肝臟利用。
。壞膽
固醇（
固醇
（LDL cholesterol )是低密度脂蛋白
)是低密度脂蛋白，
，正常值 130
130mg/Dl,
mg/Dl, 它與
血中膽固醇結合後沈積於血管壁，
血中膽固醇結合後沈積於血管壁
，形成硬化
形成硬化，
，堵塞血管
堵塞血管。
。

三酸甘油脂 ： 正常值 35
三酸甘油脂：
35-160 mg/Dl, 如果超過 200
200mg/Dl
mg/Dl 以 歲以前
歲以前。
。
上，則有硬化
則有硬化，
，高血壓
高血壓，
，糖尿病等
糖尿病等，
，需進一步檢查
需進一步檢查，
，若不足
若不足，
，營
治療：
治療
： 無特效治療
無特效治療，
，可能把人治得更儍
可能把人治得更儍，
，對狂躁期的病人
養不良症。
養不良症
。
有好處。
有好處
。 中醫療法
中醫療法：
： a, 中醫可調理
中醫可調理，
， 有一定幫助
有一定幫助，
， 可延長壽命
（ 三 ）高血糖
高血糖（
（High Glucose ), 血糖正常值 70
70-110
110/DL
/DL 是空 。b, 針灸療法
針灸療法,, 效果較好
效果較好，
，能增加腦內膽鹼能物質的生成
能增加腦內膽鹼能物質的生成。
。c, 中
腹，如果餐後超過 120
120mg/DL
mg/DL 就不正常了
就不正常了，
，超過 140
140mg/DL,
mg/DL, 可以 西醫結合療法或中醫綜合調理治療是個方向
西醫結合療法或中醫綜合調理治療是個方向，
，用針灸加中藥堅持
診斷為糖尿病，
診斷為糖尿病
，但甲狀腺功能亢進者的血糖也會超過這個數字
但甲狀腺功能亢進者的血糖也會超過這個數字。
。 治療
治療，
，是值得提倡的
是值得提倡的。
。盧醫師也呼籲美國政府重視中醫的醫療作
糖尿病的治療，
糖尿病的治療
，中西醫都在研究尋找治療糖尿病的特效藥
中西醫都在研究尋找治療糖尿病的特效藥。
。西醫 用。
在控制血糖很快，
在控制血糖很快
，尤其是胰島素
尤其是胰島素，
，其它藥也比中藥快
，但不能治癒
但不能治癒，
，中醫
中醫、
、針灸能達到一部份人的治癒
針灸能達到一部份人的治癒，
，
但很慢要有耐心。
但很慢要有耐心
。
三高症的治療：
三高症的治療
： 都很慢
都很慢，
， 關鍵在於預防
關鍵在於預防：（
：（ 1
） 管住嘴
管住嘴，
， 少吃肉食
少吃肉食、
、 油膩類和甜食類
油膩類和甜食類。（
。（ 2 ） 多
運動，
運動
， 生命在運動中
生命在運動中，
， 運動讓你健康長壽
運動讓你健康長壽。（
。（ 3 ）
適應自然，
適應自然
， 外避邪氣六淫
外避邪氣六淫（
（ 風寒暑濕火躁
風寒暑濕火躁）（
）（44 ）
調攝精神，
調攝精神
，保養正氣
保養正氣。
。情志保持安靜
情志保持安靜，
，是重要的養生
法。
癡呆：
癡呆
：它分為老年前期癡呆和老年性癡呆
它分為老年前期癡呆和老年性癡呆，
，外國
人稱為阿耳茨海默氏病。
人稱為阿耳茨海默氏病
。此病原因不清
此病原因不清，
，特點是
特點是：
：1
，是中樞神經退化性變
是中樞神經退化性變，
，使大腦退化進行性嚴重
使大腦退化進行性嚴重，
，但
大多死於繼發感染。
大多死於繼發感染
。一般病程五年
一般病程五年。
。2，早期症狀為
遺忘，
遺忘
，尤其記憶力的減退突出
尤其記憶力的減退突出，
，智能減退
智能減退，
，反應遲鈍
，判斷力和理解力下降
判斷力和理解力下降，
，重覆的自言自語
重覆的自言自語，
，有的產生
重覆動作，
重覆動作
，進展成嚴重癡呆
進展成嚴重癡呆，
，失去活動力
失去活動力，
，臥床不起
圖為盧林中醫針灸師（
圖為盧林中醫針灸師
（ 前立者 ） 昨在永生神基督教會談中醫養生及三
。3，另一種癡呆叫 皮克病
皮克病，
，與其他癡呆病相似
與其他癡呆病相似，
，但
高症，
高症
，海默症
海默症。（
。（ 記者秦鴻鈞攝 ）
病呈更長一些，
病呈更長一些
，該病女性多於男性
該病女性多於男性，
，發病年都在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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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中美寺88 月 12 日舉辦三皈五戒典禮及佛學講座
佛光山中美寺
並將於8 月12 日起舉辦兩天一夜＂三好兒童夏令營＂

8/12（六）欣逢佛光山退居和
尚心定和尚法駕休士頓，佛光山中
美寺特別禮請定和尚主持甘露灌頂
三皈五戒典禮及佛學講座。下午 2
點佛學講座（講題;行為決定自己的
一切）。下午 3 點半三皈五戒典禮
。皈依三寶是信佛、學佛的基礎，
而受持五戒，奉行十善，是一切戒
的根本。藉由受持三皈五戒，得三
寶的加持，淨化身心，認識自我的
清淨本性，找回生命的價值。歡迎
大衆珍惜因緣，報名參加，同霑法
益。
典 禮 日 期 ︰ 2017/8/12 ( 星 期 六)

Refuge Date: Aug 12, 2017 (Sat) 2:
00pm
三皈五戒講習：2017/8/6 (星期日)
Refuge Date: Aug 5, 2017 (Sun) 2:
00pm
五戒報名截止日期：2017/8/5(星期
六) 截止
另外在 8/12 -13 日兩天一夜舉
辦“三好兒童夏令營”。讓兒童學
習三好，透過學習三好、四給，認
識生命的美好，培養尊重自己與他
人，建立慈悲、樂觀、進取、健全
的人生觀，擁有包容宇宙萬物的胸
懷。人生的成就，除了學習世間知

識，更重要的是提升良好品德。佛
光 山 中 美 寺 每 星 期 日 早 上 10:30am
有佛光三好兒童班。5-12 嵗的兒童
歡迎報名參加。
日期︰ 8/12-8/13/2017 (星期六、
日)
報名費用$100：6/30/2017(前報名，
優惠費)
地 點 ： 佛 光 山 中 美 寺 Chung Mei
Buddhist Temple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Tel：281-495-3100 傳真 Fax
：281-495-6622

豪克車體修復廠，
豪克車體修復廠
，齊全先進的設備
齊全先進的設備，
，多位嫻熟的修復技師
一條龍式專業服務，
一條龍式專業服務
，從保險到修車
從保險到修車，
，修復後完美如新終生保證

圖為位於百利大道與 Kirkwood 交口上的 「 豪克車體修復廠」 外觀
。（ 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百利大道
與 Kirkwood 交口上的 「豪克車體修護
廠」 是您愛車完美如新，恢復舊觀最有
力的保證的修車廠。
寬敞乾淨的廠房，令您一走進豪
克即心情開朗，信心十足，待您看到豪
克齊全先進的設備： 全新的烤漆房，全
新電腦調漆設備，多位嫻熟，經驗豐富
的修復技師，您放心的把車交給他們，
待您再次見到您的愛車時，
您將會驚喜的發現就像您當年買車時初

客 到 Lake Charles ,
上車地點多，北邊
在 Spring (Little
York ), 南 邊 在 45
號公路與 610 交口
上 的 Gulfgate Mall
，西南區中國城則
在 八 號 公 路 邊
WalMart 旁邊的 Parkway Center ( 富達
廣場」的 「Foodtown 」上車，每天
載您到 Lake Charles 四大賭場：L'auberge Casino resort, Golden Nugget ,
Coushatta Casino Resort, 及 Isle of Ca-

迎接暑假巨大旅遊潮，渡假潮
八達旅遊每天載客到 Lake Charles 賭場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一年一度的
暑假旅遊潮又來臨，無論您是外地遊
客還是本地遊客，有的吃，又有的玩
的 Lake Charles 賭場，絕對是您消暑
度假的好去處，五星級酒店，一流的
海鮮自助餐，戶外游泳池，讓您盡情

享受藍天碧海的美景，當然，最大的
快樂,莫過於坐上賭桌，一試手氣的驚
喜剎那。
從 1998 年即開始投入旅遊業的
「八達旅遊」 巴士站，每周七天，
天天開車。天天從休士頓各地載運旅

見它的樣貌。現代科技的鬼斧扇神工，
的確令人嘆為觀 止。
「豪克車體修復廠」讓您一踏進該
廠就可享受 「一條龍 」 式的專業服務
： 有專人為您精辦各大小保險公司的保
險理理賠員來承接無論大小事故車輛，
並可讓您減或免自付款，並保證您的愛
車在修護後完美如新，終生保證！
「豪克車體修護廠 」 老闆林華光
，原為 Mercedes Benz 車廠資深優秀技師
，技術精湛，處事合理，誠信，他率領

的技師團隊，個個技術精湛，經驗豐富
，以一當百，他們以最短的時效（ 絕不
拖延），來處理您的愛車，在交車的那
一刻，將令您驚喜異常，有如當年購車
時您初見它的樣貌！
「豪克車體修護廠 」位於百利大
道與 Kirkwood 的交口之北，就在 Kirkwood 的 路 口 上 ， 地 址 ： 4716 S.Kirkwood ST. TX 77072, 電 話 ： ： （281）
988-5993，手機：（832）319-0557

pri Casino 等四大賭場。每天早，晚
開 車 ， Lauberge 及 Golden Nugget 兩
賭場還每二小時開一班車。有賭場卡
的人每人只收$16 元，坐豪華大巴士
養精蓄銳，遠勝自己開車前往，既耗
油耗車，一路又需全神貫注，無法休
息。 「八達旅遊」 一流豪華大巴士
，有專業的司機開車，因此， 「八達
」說： 我們開車，你儘可 放心去賭!
L'auberge 及 Golden Nugget 賭場
25 號出口，還送$5 元或$10 元餐券，
Coushatta 賭場，44 號出口，送$10 元
或$12 元餐券，Isle Capri 賭場 27 號出

口，送十元。另外 Delta Downs 賭場
，4 號出口，送$5 元或$10 元餐券。
所有賭場需 21 歲以上者才可上車，
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八達旅遊 」 還有租車（ 包車
） 服務。專接大型團體，旅行團，上
香團，可租車，每部巴士有 56 個座
位，還有專業的司機，帶您無遠弗至
。
請盡情享受 「八達旅遊 」 的租車服
務。
請今天就打訂座電話：
713-777-9988，確定您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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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懷大笑 樂活長壽更健康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暨亞裔青商會共同主辦
由服務長者為宗旨的中華保健中心和以專業青年及青年企業
家為主的休士頓亞裔青商會聯合舉辦一整天以 『長輩樂活生活諮
詢及健康講座』為主題的活動，將於六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十
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在雅苑舉行。(6968 Howell Sugar Land Road
Houston, Texas 77083 Tel: 713-541- 1000)
中華保健中心常務監事王秀姿簡介此次活動談及，去年中華
保健中心第一次和主流社團德州青年總會及休士頓亞裔青商會共
同主辦的 『長輩樂活生涯講習營』，將近有三百五十位各族裔
的人士參與取得相當熱烈的回響。今年再次取得德州青商總會、
Centerpoint Energy 及 Shell Oil 等贊助公司及社團的支持，於六月
二十四日星期六在雅苑舉辦第二屆的活動。
上午由十時至十二時將有免費活動，內容包括有光鹽社所提
供免費 C 型肝癌快速篩檢、乳房攝影檢驗登記、子宮頸抹片檢查
登記並發放糞便潛血篩檢包、家庭醫科趙耿偉醫生、Dr.Yen Vu
、心理醫師 Dr.Liz Tran, 及 Dennis Dinh, PA 將於現場提供一般醫
學問題解答、日常藥物服用注意事項的諮詢、鄭帥帥先生提供
Medicare 及 Medicaid 的諮詢、義務律師免費簡易遺囑書寫、園藝
相關知識問答、鄭麗娟老師倫巴活樂筋骨健康動活動，同時還提
供免費遊樂遊戲供您等待時不覺得無聊。
如您有興趣參與午餐及下午的課程則需購票入場，凡休士頓
中華保健中心會員票價每位$15.00 非會員$20.00 或當日購票一律
$20.00。 我們將提供三場課程：第一場特別邀請到休士頓著名牙
科醫生，宋建章醫學博士。第二場將由 Centerpoint Energy 專家
到場主講 「颶風季節住屋及人身安全性的防範」第三場則由休士
頓亞裔青商基金會現任會長 Derek Wong 主講有關 「年長者在颶
風季節開車時應注意事項及汽車保險事宜」。課程結束後，凡購
票前來聽講者超過五十五歲以上的長者包括五十五歲者〈請攜帶
有照片年齡證明證件〉將贈予由德州青商總會所捐贈購買的血壓
測量計或汽車急救箱送完為止。年紀未達五十五歲者也將有其他
紀念禮品。
中華保健中心鄭雅文會長提到，非常榮幸能邀請休士頓植牙
權威，宋建章醫學博士來為我們講解長者牙齒的保健及重要性。
她特別提到當您未到七老八十，就咬不動蘋果、嚼不爛青菜，生
活將變得索然無味。不只不美觀、講話漏風、不能吃美食，尤其
是有愈來愈多研究發現，牙齒不好與心血管疾病、血糖控制有關

，甚至影響未來是否失智與失能。健康長壽
的祕密就藏在 「咀嚼力」。顧好牙齒，能攝
取真食物、刺激大腦，讓人開懷大笑、身心
滿足。其實，想要有一口好牙並不難，現在
就加入護牙行列，嚼出幸福人生。她還說：
吃、享受美食不應只是年輕人的專利，而是
到老都能享有的基本權利，前提在於維持一
口好牙、訓練咀嚼力。保護牙齒是一生的功
課，更是下半輩子逆齡的關鍵。
誠如宋建章醫師，休士頓植牙權威，近
四十年的行醫生涯中，僅為患者植牙就超過
萬例，所遵循的原則就是， 「我是醫生，我
要把你醫好，為你免除後患」宋醫生說 「擁
有一口健康的牙不僅讓人更自信，更重要的
是生活品質的提高」最新的醫學研究證實，
缺牙、咀嚼不好，是造成老年失智的主要原
因之一。請不要錯過宋建章醫師精采的講座
。
中華保健中心會長鄭雅文也提到，此次
活動除了有關健康的講座我們也提供長者生
活上知識的傳達，以達到協助長者們有個安
全舒適的晚年。非常感謝休士頓亞裔青商基
金會現任會長 Derek Wong 將在當天主講有
關長輩開車如何減低事故的發生。Derek 任職於 AAA 十幾年來所
見所聞有關汽車事故的發生將會成為我們最好的範例。Derek 從
事保險業超過十年，他也非常樂意為長輩們提供有關任何汽車保
險的事宜。
此次活動將同時也是保健中心第二季的會員慶生，保健中心
副會長甘幼蘋僑務委員說，凡是中華保健中心第二季生日的會員
皆可參加上午免費的活動和午餐的慶生活動，當然也可領取保健
中心特別準備的生日禮物。但如要加入下午的課程則須購票入場
。甘幼蘋副會長也提到，感謝 Sandy Diep 葉曉華，一位充滿愛心
，
溫柔可親的護士，不但精於她專業的知識與技能，最難能可
貴的是她不吝於奉獻她所學於人群。在此特別謝謝葉曉華數次捐

贈了血糖測試器（每個測試器都附加有十片測試紙）以供休士頓
保健中心的長者索取。如您有此需要還請您撥打副會長甘幼蘋的
電話 281-620- 5557 登記，送完為止。
休士頓亞裔青商會會長 Phuong Tran 提到，此次活動動員大
量的人力，不論是亞裔青商會或是保健中心的理事們或是熱心的
義工都將會全力以赴。除了感謝所有的贊助社團、公司及個人的
捐助外，更感謝德州青商總會、Centerpoint Energy、Shell Oil 歷
年來對此項活動的全力支持。如您有興趣參與此次活動，購票請
與亞裔青商會副會長鄭雅如 832-226- 7771、中華保健中心常務
監事王秀姿 713-858-8781、張錦娟 832-236- 5048 或任何一位保
健中心理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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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末現代汽車新車免費試駕活動
送您 $20
20超值禮卡
超值禮卡 ！
（本報訊）周末假日何處去?
現代汽車邀請您一同來試駕 2017 全
新油電混和車款 IONIQ 和 2017 全
新 SUV 車款 Santa Fe。為了讓更多
華人民眾體驗、感受現代新車的絕
佳性能，先進科技配備，及舒適的
車室空間，現代汽車將於 6 月 10 日(
星期六) 和 11 日(星期日)早上十點至
下午五點，在位於 Houston 的頂好
廣場惠康超市旁停車場舉行試駕活
動。您可以免費試駕全新上市的
2017 IONIQ 和 SUV 車款 2017 Santa
Fe，凡參加就贈送 $20 超市購物禮
卡和精美購物袋。禮卡數量有限，

送完為止。
活動現場當天，除了$20 超市
禮卡外，現代汽車還將提供$500 新
車折價券，方便意向車主在未來購
買或租賃現代汽車時，享有額外
$500 的優惠。另外，只要在活動現
場，加入現代汽車臉書粉絲團，就
有機會得到限量好禮。這麼好的活
動，千萬不要錯過!
更多車款配備及性能請上現代
汽 車 網 站 查 詢: www.HyundaiUSA.
com/Chinese/
2017 現代汽車新車試駕活動
Houston, TX

時 間: 6/10 ( 星 期 六) ~ 6/11 ( 星 期
日) 10:00am-5:00pm
地點: Diho Square 頂好廣場 惠康超
市 旁 停 車 場 (91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北 美 現 代 汽 車 (HYUNDAI MOTOR AMERICA)
位於南加州的北美現代汽車總
部，是韓國現代汽車集團的分公司
。現代全車系由北美現代汽車
(Hyundai Motor America) 在 美 國 市
場的超過八百三十家現代經銷商進
行分銷。此外，這些車行還提供相
關汽車保養和維修服務。所有在美

國銷售的現代汽車都享有 「全美最
佳保固計畫」，包含新車有限保固
5 年 6 萬哩，動力系統有限保固 10
年 10 萬哩，以及 5 年不限哩數的路
邊緊急救援服務。此外，擁有 Blue
Link 遠程信息主哩系統的現代車主
還能享受現代汽車提供的 Blue Link
連接管理服務，加入的話能享受一
年免費。這些管理服務包含自動碰
撞通知、加強道路救援、車輛診斷
警報、每月車輛健康報告，以及車
載調度服務。

神經性皮炎會傳染嗎？
神經性皮炎會傳染嗎
？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因為很多皮膚病會傳染，譬如：腳氣
所以自然有人也會問：神經性皮炎會不會
傳染針對這個問題，我們給大家做個詳細
的介紹？
神經性皮炎，是一種局限性皮膚神經
功能障礙性皮膚病，又叫慢性單純苔蘚。
是以陣發性瘙癢和皮膚苔蘚化為特徵的慢
性皮膚炎症。病因尚不明確，一般認為與
長期搔抓，摩擦和神經精神因素及某些外
在刺激因素有關。一般在青壯年中多見。
症狀：神經性皮炎病情初起，一般表
現為輕度瘙癢，但是沒有皮膚受損，隨著
病情的發展，皮膚會逐漸出現大小不一的
扁平丘疹，呈分散趨勢，而且隨著丘疹的
增多，還會發生苔蘚樣變，“慢性苔”也
由此得名。其好發於頸部，肘窩，腕部，
踝部，腰背，四肢以及外陰等部位，而病
發全身者則被稱為泛發性神經性皮炎。
病因：神經性皮炎的發病大多是由於
精神因素所致，過度緊張或者情緒波動太
大都有可能誘發此病，而且此病的病程長
，容易反复發作其自覺症狀的表現為陣發
性巨癢，若病情得不到及時有效地控制，
常常還會由於抓癢產生一些病發症，如：
毛囊炎和淋巴炎。
治療：通過上面的介紹，大家可以看
出神經性皮炎是不會傳染的，但是也不能
掉以輕心，一旦患上神經性皮炎，首先應

該放鬆心情，生活力求規律，避免過度緊
張和精神刺激，限制酒類，濃茶，咖啡和
辛辣食品等。避免日曬，搔抓，摩擦等熱
物理和機械性刺激，防止局部多汗。增強
體育鍛煉，提高自身身體機能，注意個人
衛生，做好個人物品的清潔。只要積極採
取合理的預防措施，也是可以治愈的。
另外，合理的藥物治療也是必不可少
的：利用中醫中藥治療是目前很多醫生推
薦的方法目前，在加拿大上市的純天然中
草藥膏 - “劍牌”皮膚病霜，就是你的不
二之選。它是祖傳秘方，純天然中草藥精
製而成，溫和，細膩，無激素，無刺激，
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認可，是目前治療各
種皮膚病的良藥。該產品自去年七月在蒙
特利爾上市以來，銷售量逐日遞增，口碑
很好，還得到了本地西方人皮膚病患者的
認可，在部分西人藥店也有銷售，一試便
知！你一定會驚嘆它的神奇功效，並且你
還會興奮地把這好消息告送你的親朋好友
，讓更多的皮膚病患者分享你擺脫皮膚病
痛苦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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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人長
期腰痛背痛頸痛，這個病不能輕視
，很有可能是椎間盤突出。椎間盤
突出分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間盤
突出。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腿痛常
見原因之一，其主要癥狀為腰痛及
下肢痛。腰椎間盤突出又名腰椎間
盤纖維環破裂癥或腰椎間盤髓核突
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腰脫”或
“腰突”。它是指人體隨著年齡的
增長或急性外傷和積累性外傷等原
因，使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
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出壓迫
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的坐骨神經
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的骨科常見
病、多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底
部疼痛，下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
經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前行
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
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
減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
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
加重等。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外
傷史，造成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
髓核向後或後外側突出，壓迫脊神
經根引起腰腿痛，坐骨神經痛是腰
間盤突出癥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有
明顯的頸部外傷史或有長時間低頭
位工作的職業史。神經根受壓者，
出現頸部、肩部、上背部劇烈疼痛
，伴上肢放射性神經痛；頸部運動
和睡眠時，疼痛加重。肌力下降，
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臂叢神經牽拉
試驗陽性。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
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
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療椎
間盤突出有 20 多年的經驗，李醫
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
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
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腰椎、頸
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
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
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
手術治療時的 copay 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
診斷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
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
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
水程度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
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
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
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 80%。李醫

生還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
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 所 地 址 ： 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 療 時 間 ： 週 一 至 週 五
（8am -6pm）

休城社區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商業管理講座
於6/17下午二時至五時在Sugar Land Marriott Hotel舉行

親愛的世華姊妹們，
我們有一個演講者因需要在 6/17
出城, 所以我們有 2 個新的演講者. 他
們是施惠德醫師和葉德雲博士. 共計
五位講員: 陳逸玲, 成凡,余惠順, 葉德
雲博士, 和施惠德醫師.
施醫師是心臟科醫師, 他要跟我

們 講 “Who wants to be a Doctor?” (
誰想成為一名醫生?). 由於醫療保健
結構發生變化, 你或你的孩子或朋友
想要從事醫學行業的, 請不要錯過施
醫師的經驗之談.
葉德雲博士本行資訊工程,曾任教
於四所大學. 退休後, 從學界轉到商界

。他對休士頓辨公大樓及旅館有很深
入的分析. 休士頓旅館業因為石油價
格的跌落, 造成旅館業空閒率增加, 他
將分享予我們如何在此情形下, 投資
休士頓旅館業. 對投資地產有興趣的
人士, 有福了!
詳情請看附件. 報名請點擊以下

鏈接:
https://www.eventbrite.com/e/
34988324019
註冊後，邀請卡和票證將會通過
電子郵件發送給您.
前 50 位在網上報名者，當天現塲
憑票證可領取小禮物, 請大家告訴大

"壓力管理全方位
壓力管理全方位"
"健康講座
6 月 11 日星期天下午 2 點到 4 點, 僑教中心展覽室

在當今忙碌的社會中，人人皆難免感到
或經歷到各種不同的壓力。你知道壓力會造

成什麼症狀嗎？你知道如何適當地處理或預
防壓力，促進生活的品質，過著身心健康及
平衡的生活嗎？
我們很榮幸地邀請到兩位資深台大
校友，擁有豐富專業知識及經驗,又
熱心的陳康元醫師及王琳博士，主
講 " 壓 力 管 理 全 方 位 "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Stress Management)。此講座會將於 6 月 11 日星
期天下午 2 點到 4 點，在僑教中心展
覽 室 舉 行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陳醫師夫婦將論述何謂壓
力, 以及各種不同類型的壓力
。 有 益 的 壓 力 (beneficial
stress) 有助於提高工作效率，
使我們樂觀而進取，以至於
有最佳的表現。但是負面壓
力 或 長 期 壓 力 (chronic or
harmful stress) 可導致各種疾
病和病症,例如：失眠，情緒
低潮，中風和高血壓，胃炎
，脫髮，肥胖和飲食失調，
疲勞,… 等等。陳醫師夫婦也
將進一步談論如何處理壓力,
以及減少或舒緩因為壓力而
引起的種種症狀。
陳康元醫師是邁阿密大學
醫學博士，曾任安德生腫瘤
醫學中心放射科住院醫師，
Victoria Kathryn O’ Connor
癌症中心的放療科主任。且
曾任休士頓華裔醫師學會理
事,美南國建協進會理事多年

美南作協演講會
秀威作家北美巡迴講座
時間 2017-6-18 下午 2 時
地點 中華文化中心

，並獲頒贈傑出服務獎。王 琳博士是德州女
子大學護理學博士。並且擁有多項放療、化
療、和重症病房的專業訓練。
此講座由休士頓台大校友會主辦，休士
頓建中校友會，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美南
中山女高校友會及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共
同協辦。 免費入場， 備有簡單的點心飲料
， 歡 迎 朋 友 踴 躍 參 加 。 座 位 有 限 ， First
come first serve。有任何需要諮詢者，請聯
絡 黃龍雄 lhwang2237@aol.com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敬邀

家，踴躍相約來參加，謝謝！
日期: 星期六, 6/17/2017
時間: 2:30pm – 5:30pm
地 點: Sugar Land Marriott Town
Square, 16090 City Walk, Sugar Land,
TX, 77479
會長 黃春蘭 敬邀

2017 年 5 月進修班
導 師: 道
2017年 5月
一法師
課 程: 大
進修班
乘經典導
導師：道一法師
讀
課程：大乘經典導讀
日 期:5/
日期：5/18 ～ 6/16
（每週四、週五）
18 ~ 6/16
時間：7:30pm ～ 9:30pm
(每週四
地點：玉佛寺五觀堂
、週五)
簡介：本課程將分別節錄《般若經》、
時 間:7:
《華嚴經》及《法華經》之內容，
30pm ~ 9:
與大家共讀的同時，一探其各自的
思想特色與修持重心。
30pm
請至辦公室登記報名。.
地 點: 玉
佛寺五觀
法師簡介：1997年 大 馬 醫 藥 檢 驗 學 院 畢 業 ， 並 在 同 年 下
旬 出 家 。 2002年 台 灣 福 嚴 佛 學 院 畢 業 。 2013年 台 灣 福
堂
嚴研究所畢業。彼岸法音基金會及士拉央佛教會宗教顧
問。檳城真光佛殿及北海華嚴講堂監院。廣餘長老佛教
簡 介: 本
教育基金會總務。馬來西亞寂靜禪林長老團成員。曾任
馬來西亞佛學院、台灣福嚴佛學院及壹同佛學院教員。除了馬來西
課程將分
亞以外，更講學於新港台及歐美各佛教團體。
別 節 錄
6969 West Branch Drive, Houston, TX 77072 (：281-498-1616 :：www.JadeBuddha.org
《般若經
》、《華
嚴經》及《法華經》之內 2002 年 台 灣 福 嚴 佛 學
容,與大家共讀的同時,一探 院 畢 業 。 2013 年 台 灣
其各自的思想特色與修持 福 嚴研究所畢業。彼岸法
音基金會及士拉央佛教會
重心。
請 至 辦 公 室 登 記 報 名 宗教顧問。檳城真光佛殿
及北海華嚴講堂監院。廣
。.
餘長老佛教教育基金會總
務。馬來西亞寂靜禪林長
道一法師 大殿弘法
-5 月 14 日 11:00am ~ 12: 老團成員。曾任馬來西亞
佛學院、台灣福嚴佛學院
00pm
及壹同佛學院教員。
佛教之正能量來源
除了馬來西亞以外,更
-6 月 11 日 11:00am ~ 12:
講學於新港台及歐美各佛
00pm
教團體。請把握機會參加,
如何擺脫惡性循環
法師簡介:1997 年 大 馬 醫 使生活安樂自在!
藥 檢 驗 學 院 畢 業 , 並 6969 West Branch Drive,
在 同 年 下 旬 出 家 。 Houston, TX 77072 電 話:
281-498-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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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y Meyers 受頒台灣教育獎章 美國第一人

( 左至右
左至右)) HISD 學區總監 Richard Carranza；
Carranza； 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黃敏
境；休士頓台商會會長伉儷陳美雲女士及梁慶輝先生

前 HISD 教育委員 Greg Meyers(左六
Meyers(左六))；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黃敏境
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黃敏境((中)；休士頓市議員 Jack Christi(右六
Christi(右六))；休士
頓台商會會長梁慶輝及陳美雲女士((右五及四
頓台商會會長梁慶輝及陳美雲女士
右五及四))；華語老師陸燕琪
華語老師陸燕琪((右三
右三))；駐休士頓教育組組長周慧宜
駐休士頓教育組組長周慧宜((右二
右二))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攝\影
黃敏境處長頒贈教育獎章給 Greg Meyers

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左)；前 HISD
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黃敏境(
教育委員 Greg Meyers

HISD 教 育 委 員 Anna Eastman( 左) 代
表 德 州 州 長 Greg Abbot 頒 發 賀 狀 給
Greg Meyers

Greg Meyers 與 德 州 州 長
Greg Abbot 賀狀合影

徐慕平大師在文化大學校友會談 「命理風水
命理風水」
」

圖為徐慕平大師演講的神情。
圖為徐慕平大師演講的神情
。

徐慕平大師在文化大學校友會演講現場。
徐慕平大師在文化大學校友會演講現場
。

徐大師（
徐大師
（ 中間持獎狀者
中間持獎狀者）
） 演講後與文化大學校友合影
演講後與文化大學校友合影。
。

休城讀圖

光鹽社與華人聖經教會將聯合舉辦 「健康日」 活動
C 型肝炎快
速篩檢團
隊饒美婷
、 Steve 葉
等為需要
僑胞服務

光鹽社鄧福真前理事長、
光鹽社鄧福真前理事長
、Peggy 等義工在 「健康日
健康日」」 活動服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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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潤元堂國醫館中醫師馬劍鵬教授應邀於
華人聖經教會參加光鹽社組織的健康公
益活動
潤元堂國醫館中
醫師何巧莎醫生
應邀於華人聖經
教會參加光鹽社
組織的健康公益
活動

健康日設有護理站 ， 替民眾量測身高
健康日設有護理站，
替民眾量測身高、
、 體重
體重、
、 BMI
BMI。
。 Christus
Mobile Clinic 提供民眾測量血糖以及膽固醇

內科趙耿偉醫師提供一般醫療健康諮詢

光鹽社與華人聖
經教會聯合舉辦
「健康日
健康日」」 活動
，於 6 月 3 日
（周六
周六）
）上午 10
時至下午 2 時 ，
在華人聖經教會
舉行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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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的綠卡申請和最新移民消息

根據最高法院 2013 年 6 月 26 日的
判決， 同性婚姻目前可以作為申請綠
卡的理由。由於移民法是聯邦法，在
認可同性婚姻的州結婚的同性伴侶，
即使住在不認可同性婚姻的州，只要
能證明婚姻是真實的,也可以享受移民
權益。我所已經為數十對同性婚姻的
伴侶成功申請美國綠卡。
美國移民法為了防止申請人通過
假結婚取得美國綠卡，對於婚姻綠卡
的申請有很具體的規定。婚姻綠卡與
職業移民的綠卡相比，需準備的文件
更多，需注意的問題更複雜。
申請方主要需要準備的文件有：
美國護照或公民紙，結婚證，以前的
離婚證明。申請人如果是出生在美國
，則需要提供出生證。申請人和被申
請人一定要真實的列出以前所有的婚
姻，並提供過去每一次婚姻結束的證
明。發生在美國境外的婚姻也無一例
外，需要一一列出。
被申請方主要需要準備的文件有
：以前的離婚證明，護照複印件，出
生公證，無犯罪記錄。
申請人還需要提供可證明婚姻關
係真實的證明，主要是指夫妻聯名的
重要法律文件。如:聯合報稅表，共同
的銀行賬戶，車輛保險，受益人為配
偶的人壽保險，健康保險，車的所有
權證明，房屋所有權證明，共同貸款
證明，租房證明，水電費單， 電話單
，酒店賬單，信用卡，買家具收據，
不同背景的合照，信件等。申請人所
提供的所有文件必須是真實的。一旦
有任何虛假，申請人將面臨嚴重的刑
事法律責任。
為了證明被申請人不會成為美國
的負擔，申請方還需要提供經濟擔保
書（Affidavits of Support）。經濟擔保
書（Affidavits of Support）由擔保人為
被擔保的移民申請人遞交，保證該移
民申請人不會成為美國社會的經濟負
擔（如申請聯邦政府，州政府或地方
政府的福利）。如果被擔保人向政府

申請福利，政府有權向擔保人要求補
償。通常擔保人必須證明有貧困線
125%以上的收入。如果擔保人的收入
不夠，可以有其他有美國公民或美國
綠卡身份的人提供共同擔保。
擔保人需提供過去一年的稅表，
W2, 工作證明，最近６個月的工資單
。經濟擔保人的責任在以下條件下解
除：被擔保人成為美國公民；被擔保
人在美國工作時間達到四十個季度；
被擔保人永遠的離開美國；被擔保人
去世。
面談是取得綠卡關鍵的一步。
通過婚姻申請的綠卡必須通過面談。
面談時移民官將從各個方面考量婚姻
關係的真實性，提出的問題包羅萬象
。主要包括，夫妻雙方認識的過程，
是否有介紹人，是否有訂婚，婚禮，
蜜月，雙方的生活習慣，雙方親友的
情況，家庭環境，甚至具體到夫妻生
活等非常私密的話題。如果婚姻關係
不是真實的，很難順利地通過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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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具體情況諮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
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
在美南新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
每星期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
路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

德寶房地產
Broker toprorealty.com

713-303-8123
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304
Missouri City, TX 77459

|

6260 Westpark Dr.
Suite 300-O
Houston, TX 77057

蔡毓深會計師事務所
FRANCIS Y CHOY PLLC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鄢旎律師
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午 5 點)在電
台調頻 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播
出。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
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
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
律顧問。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
移民:包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
術移民,各類簽證，身份轉換,親屬移
民,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委
託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
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
於百利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
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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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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囚犯參加夜校期末考試 獄警教室內監考

搭建各種造型
河北農民酷愛硬幣搭建藝術
在河北石家莊高邑縣東富村，村民眭立國
在河北石家莊高邑縣東富村，
村民眭立國（
（右）在
家中用硬幣搭建作品。
家中用硬幣搭建作品
。目前
目前，
，眭立國已用逾 3 萬枚硬幣
創作出“
創作出
“天壇
天壇、
、航天運載火箭
航天運載火箭”
”等作品
等作品。
。

甘肅肅南上演“
甘肅肅南上演
“民族服裝秀
民族服裝秀”
” 展示古老裕固族文化

“水的頭是泉源
水的頭是泉源，
，衣服的頭是領子
衣服的頭是領子，
，帽無纓子不好看
帽無纓子不好看，
，衣無領子不能穿
衣無領子不能穿”，
”，在甘肅肅南裕固族自治縣
在甘肅肅南裕固族自治縣，
，流傳著這樣壹首民間歌
謠。六月初
六月初，
，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特色村寨
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特色村寨，
，裕固族人身著民族服裝
裕固族人身著民族服裝，
，載歌載舞
載歌載舞，
，向前來遊玩觀賞的人們展示了古老的裕固族文化
向前來遊玩觀賞的人們展示了古老的裕固族文化。
。
裕固族傳統服飾，
裕固族傳統服飾
，衣領高
衣領高、
、帽有纓
帽有纓，
，多為紅
多為紅、
、藍、黑、白等對比強烈的色彩
白等對比強烈的色彩。
。2008 年 6 月 7 日，裕固族服飾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名錄。
質文化遺產名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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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碼支付大戰移師海外
支付寶已接入 25 個國家
“不可思議”的表情。
劉先生後來得知，他
是這家商店第壹個
成功使用支付寶消
費的遊客。
據介紹，摩納哥
已有多家商戶接入了
支付寶，包括F1紀念
品 店 、 Chanel 專 賣
店、直升機售票、遊
艇俱樂部以及曼廷凱
洛濱海度假集團旗下
的十多家高級酒店和
餐廳等，占該國商戶
的十分之壹。
“現在起航班上消費可以使用支付
寶了！”上周，乘坐芬蘭航空去赫爾辛
基的王先生在首都機場的登機口看到了
壹張大幅廣告。飛行中，選購好免稅
品 的 王 先 生 ，用手機上的支付寶掃描
空乘拿來的支付寶收款碼。不到兩秒，
手機就顯示出支付成功的信息。商品的
歐元價格、人民幣價格和當日匯率壹目
了然。
從現在開始，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
遊客在境外享受到支付寶的便捷服務。
芬蘭航空已開通所有往來中國航班的支
付寶服務，相關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
西安、廣州和重慶。除了“上天”，支
付寶也可以“入海”。嘉年華郵輪已宣
布 6 月 5 日起部分航線可以海上使用支付
寶結算每日消費。

摩納哥十分之壹商戶接入支付寶
摩納哥首相（國務大臣）塞齊· 泰爾與
螞蟻金服負責國際業務的資深副總裁道格拉
斯· 費根簽訂戰略合作協議。摩納哥就此成
為第12個接入支付寶的歐洲國家。未來，
摩納哥全國商戶均能使用支付寶支付。
同壹天，在摩納哥旅遊的北京遊客
劉先生逛到了蒙特卡洛大賭場邊上的紀
念品商店。他驚喜地發現，收銀臺上已
經出現了熟悉的支付寶藍色標誌。劉先
生挑選了壹個 F1 賽車模型的鑰匙扣，當
他向外國收銀員說明要用“alipay”付款
時，對方叫來了另壹個同事，兩人商量
了幾句，從櫃臺下拿出壹個掃碼機，小
心翼翼地對準劉先生手機上的付款碼掃
過去。機器吐出小票，兩位店員露出

國外用 Uber 打車可“刷”支付寶
記者昨天從支付寶獲悉，支付寶的跨
境線下業務是螞蟻金服全球化業務之壹，
聚焦於為中國出境遊客提供移動支付以及
連接周邊吃喝玩樂購和出行的服務，讓中
國用戶在海外也能享受到和國內日常壹樣
的便捷消費體驗。目前，在歐美、日韓、
東南亞、港澳臺等25個國家和地區，支付
寶已經接入了 12 萬多家海外線下商戶門
店，範圍涵蓋餐飲、超市、百貨、便利
店、免稅店、主題樂園、海外機場、退
稅等幾乎所有吃喝玩樂消費場景。
同時，支付寶在全球 70 個國家和地
區支持Uber打車服務，在東南亞部分國家
支持 Grab 打車，並且在 24 國家提供消費
退稅服務。其中Global Blue在歐洲部分國

家以及韓國推出了即時退稅到支付寶的服
務，用戶當場可收到人民幣退稅。
通過與境內外金融機構的合作，支
付寶已可支持18種外幣結算：包括美元、
港元、英鎊、歐元、日元、加拿大元、
澳大利亞元、新加坡元、新西蘭元、瑞
士法郎、瑞典克朗、丹麥克朗、挪威克
朗、泰銖、韓幣、澳門元、馬來西亞林
吉特和離岸人民幣。
海外推廣先給老外“掃盲”
“我們在海外拓展遇到的最大困難
是對商戶的教育。”道格拉斯· 費根告訴
北青報記者。很多海外商戶現在還習慣
於刷卡等傳統方式操作，所以支付寶需
要告訴他們二維碼可以做什麽，需要跟
他們壹個壹個去解釋。支付寶負責意大
利業務的經理 Piero Raffaele Candela 介紹
說，在支付寶進入以前，意大利只有壹
家銀行推出 ApplePay 業務。由於需要簽
合同以及收費，使用的消費者非常少。
雖然意大利也有壹些小型創業公司推出
自己的移動支付方式，但是規模小，區
域性強，沒有壹家形成氣候。
幾周前芬蘭央行與歐洲央行聯合舉
辦年度支付論壇，支付寶當地合作夥伴
ePassi 的 CFO 尹偉在論壇上作了主題演
講。尹偉告訴北青報記者，芬蘭央行對
推動國家的無現金化壹直很開放且走在
世界前列。即便如此，芬蘭央行和歐洲
央行的領導人也公開承認，中國的移動
支付遙遙領先於歐洲。

海南省三亞市核查出疑似閑置土地逾 430 公頃
綜合報導 海南省三亞市國土資源局介紹，該
市已完成國有建設用地權屬證書的宗地核查工作，
核查出疑似閑置土地 430.34 公頃。
此次三亞市完成自 1988 年海南建省以來已核發
國有建設用地權屬證書的宗地核查工作，共核查宗
地 9392 宗 、 7004.52 公 頃 ， 其 中 已 完 全 開 發 建 設
8695 宗、4485.62 公頃，疑似低效利用建設用地 269
宗、1402.39 公頃，已開發建設用地 215 宗、484.69
公頃，農墾用地 52 宗、201.46 公頃。
三亞作為熱帶濱海旅遊城市，土地資源尤為稀
缺。近年來該市在清理處置的同時，采取多種措施

促進項目開發建設，力求從源頭上預防土地閑置。
壹方面按照海南省投資項目百日大會戰、服務社會
投資百日大行動的部署，結合“多規合壹”改革，
完善審批平臺建設，努力提高項目審批服務效率，
推進園區“極簡審批”，提高項目開工率。另壹方
面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實行“壹企壹策”，精準定
向招商，引進壹批旅遊、醫療、教育、互聯網等產
業項目，積極消化“批而未供”土地。
三亞市是全國最早壹批實行“房地合壹”登
記制度的城市，三亞市國土資源局依托“壹張圖
”數據庫開發移動核查系統，綜合利用 GPS、4G

移動通訊、數據交換等技術，實現巡查定位、查
詢等功能，為建設用地批後監管提供高效的技術
支持。同時，通過無人航拍器與衛星影像圖相結
合的方式，準確高效判定地塊開發利用情況，提
升工作效率和精度。
據悉，自 2013 年起三亞市已開展兩輪閑置土地
專項處置工作，共處置閑置土地47宗、334.5公頃，
促進22個項目開發建設，帶動項目投資23億元。
截止目前，三亞市對除法院查封宗地以外的
148 宗、413.59 公頃疑似閑置土地已全部啟動調查，
現已完成調查進入處置程序的宗地共 57 宗、182 公

微信支付和銀聯加快海外布局
為了讓中國遊客在海外旅遊時享受到
在國內壹樣的便捷支付體驗，中國的移動
支付公司也在積極出海。除了支付寶，銀
聯和微信支付也都加快進軍海外的步伐。
截至2017年5月，微信支付已經對19
個國家和地區進行合規化接入評估，現在
已正式落地15個國家，最新壹個進入的國
家是美國，支持超過12種外幣直接結算。
三年前，中國銀聯因為政策監管等
多種因素錯失二維碼支付的先機。現在
銀聯正努力逆襲支付寶和微信。繼銀聯
推出雲閃付二維碼支付後，銀聯國際宣
布，這壹服務率先在香港和新加坡數個
商戶迅速落地。下壹步，銀聯雲閃付二
維碼支付還將在泰國、印尼、澳洲等中
國遊客雲集之處陸續推出。此前，銀聯
雲閃付支持的 NFC 非接支付，已在港澳
臺、新加坡、馬來西亞、澳大利亞、加
拿大、俄羅斯、阿聯酋等境外市場的近
50 萬臺 POS 終端實現受理，消費者可直
接“揮”手機支付。
二維碼是中國互聯網壹大創新
“ 印 度 版 ” 支 付 寶 Paytm 的 CFO
Amit Sinha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二維碼
在印度已經相當普及。二維碼是中國互聯
網壹大創新，沒有壹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把
二維碼運用到這個程度。Paytm 的二維碼
使用的就是支付寶的技術，支付寶的二維
碼跟別的公司的不壹樣，辨識度更加高。

頃，對剩余 91 宗閑置土地，三亞市國土資源局正
在會同屬地區政府、規劃、建設等部門共同開展調
查，繼續加大調查和處置工作。
三亞對 269 宗疑似低效利用建設用地由住建局
牽頭調查，已基本摸清情況，將采取分批處置的策
略逐宗落實處置。目前，三亞市政府已審定處置方
案的低效利用建設用地 8 宗、47.42 公頃，將分別采
取有償收回和限期開發的方式處置。
三亞市國土資源局局長高富宅說，該市將加強
建設用地批後日常監管工作，依托土地市場動態監
測與監管系統，對全市已供土地進行掛牌施工和跟
蹤管理，自 2014 年以來已在新供應國有建設用地在
現場設立信息公示牌 80 塊，對已供土地形成有效監
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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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robes Ivanka Factory Investigators
For 'Selling Industrial Secret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offensive language, including language that insulted
women," he said.
"They also used corporal punishment on workers," he
said.
Li said the factory had also falsified its payroll
information, and accused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a
cover-up.
He said Hua is being held in a cell alongside more than
20 other prisoners, all of whom have been ordered not
to speak to him.
No official notification
Meanwhile, the family of Li Zhao has yet to receive
any official notification of detention, he said.
Ivanka Trump
"I have already received a notification, and it isn't
convenient for me to give an interview," Wen said.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they are all three in the detention
center."
He said Su Heng's family had also engaged a lawyer,
who was able to meet with his client on Tuesday.
Workers in a factory known for supplying
shoes to the Ivanka Trump brand.
China's state-controlled media on Wednesday accused
three labor investigators of industrial espionage after
they carried out an undercover probe of conditions
at factories supplying the Ivanka Trump brand with
shoes.
Hua Haifeng, Li Zhao and Su Heng were detained
last week on suspicion of "illegal use of monitoring
equipment" and are currently being held in the
Ganzhou Detention Center in Jiangxi's Ganzhou city.
But they have now also been accused of "supplying
relevant overseas organizations with industrial secrets"
relating to production processes, hiring practices and
pay and conditions, The Paper, which is back by 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reported.
"Police found the three were carrying special
eavesdropping equipment, including watches ... so
they placed the three under coercive measures," the
report said.
"They provided information on labor practices, wage
standards and other internal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running of the factory to overseas institutions, with the
purpose of obtaining funding from these institutions,"
it said.

pending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e report comes after Wen Yu, a lawyer hired by Hua's
family was denied access to his client by detention
center officials, said he had "met with an accident" in
his cell.
However, Wen Yu was reluctant to comment when
approached by RFA on Tuesday.

“My husband does nothing to harm
the society and even benefits the
workers. Why was he arrested?”
---Wife of Hua Haifeng
It said the three are currently being held under criminal
detention for illegal use of eavesdropping equipment

Hua Haifeng is being accused of "illegal
surveillance," according to his wife. (Photo/
AP)

Labor law violations
The New York-based group China Labor Watch said
Hua and Li had worked covertly at a shoe factory
owned by the Huajian Group in the city of Dongguan,
while Su had worked at a factory in Ganzhou. Both
factories make Ivanka Trump-branded shoes, it said.
Rights activist Li Qiang, who heads the group, said the
three investigators had amassed considerable evidence
of widespread violations of labor laws by the factory.
"I think that the real reason that the authorities have
placed them under criminal detention is that they want
to prevent the material they gathered from being made
public," he said.
Asked if he believes the detentions are linked to the
factory's status as a supplier to the Ivanka Trump
brand, he replied: "I think this whole affair is extremely
embarrassing [for the government]."
Li said his organization works to undercover labor
abuses in the Chinese supply chains of U.S. companies.
"We wanted to investigate U.S. companies over the
abuse of Chinese workers' rights, and now people have
wound up getting detained; and I think this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mindset," he said.
Li said the three activists had uncovered ample
evidence of abuses of workers by the factory on behalf
of his group.
"We discovered that the longest shifts there would
last from 7.10 a.m. through to 1.30 a.m. the following
morning," Li told RFA.
"We also saw managers in the factory being verbally
abusive to workers and humiliating them, using very

Screenshot Of Online Website That Sells
Ivanka Trump Shoes.
Deng Guilian, Hua's wife, told Reuters she was not
aware of the specifics of the case, though said her
husband had told her he was not being mistreated.
Wen Yu told RFA that Deng had been allowed to
transfer money to Hua's account, so he could buy
daily necessities and extra food to supplement meager
rations.
China on Tuesday rejected a call from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for the release of the activists, saying
they are being investigated on suspicion of interfering
with a company's "normal operation and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the illegal use of "professional
surveillance equipment."
"The case will be handled according to law,"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told a regular
news briefing in Beijing on Tuesday. "No country has
the right to interfere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The Ivanka Trump brand, the White House, and Ivanka
Trump's lawyer Jamie Gorelick have not responded to
requests for comment on the case, Reuters reported on
Wednesday.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
com/)

California Governor Says President’s Decision To Pull The US
Out Of The Paris Agreement Will Be Only A Temporary Setback

China And California Sign Deal To Work
On Climate Change Without Trump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also struggled to integrate its sprawling wind and solar
facilities into an electricity grid still dominated by
coal-fueled power plants.

California Governor Jerry Brown with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China and California have signed an agreement to
work together on reducing emissions, as the state’s
governor warned that “disaster still looms” without
urgent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The governor of California, Jerry Brown, spoke to
reporters at an international clean energy conference in
Beijing about Donald Trump’s decision to pull the US
out of the Paris agreement, saying it would ultimately
prove to be only a temporary setback.
For now, he said, China, European countries and
individual US states would fill the gap left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abdicate leadership
on the issue.
“Nobody can stay on the sidelines. We can’t afford any
dropouts in the tremendous human challenge to make
the transition to a sustainable future,” Brown said.
“Disaster still looms and we’ve got to make the turn.”

Brown later held a closed-door meeting with th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during which the two
pledged to expand trade between California and China
with an emphasis on so-called green technologies
that could help address climate change, Brown said.
Trump’s announcement last week that he wanted to
pull out of the Paris accord did not come up, according
to the governor.
“Xi spoke in very positive terms,” Brown told reporters
after the meeting.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desire to
get into verbal battles with President Trump.”
Trump’s decision drew heavy criticism within the
US and internationally, including in China, which
swiftly recommitted itself to the agreement forg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ormer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rump argued that the Paris agreement
favoured emerging economies such as China’s and
India’s at the expense of US workers.
Tuesday’s agreement between California and China’s

California Gov. Jerry Brown, left, shakes
hands with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er Wan Gang after signing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f Clean
Technology at a hotel in Beijing, Tuesday,
June 6, 2017. (Photo/AP)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ffectively
sidestepped Trump’s move, bringing about alignment
on an issue of rising global importance between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 China — and
California, whose economy is the largest of any U.S.
state and the sixth largest in the world.
Brown signed similar collaboration agreements over
the past several days with leaders in two Chinese
provinces, Jiangsu and Sichuan.
Like the Paris accord, the deals are all non-binding.
They call for investments in low-carbon energy
sources, cooperation on climate research and 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cleaner technologies. The
agreements do not establish new emission reduction
goals.
The US has long been a major player in the clean
energy arena, driving innovations in electric cars,
renewable power and other sectors of the industry.
California, with some of the strictest climate controls
in the nation,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sector.
China in recent years overtook the US as the world
leader in renewable power development. But it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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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ifornia Governor Jerry Brown has fought
for environmental issues for many years.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leaders face growing public
pressure at home to reduce the health-damaging smog
that blankets many urban areas.
China is by far the world’s largest user of coal, which
accounts for almost two-thirds of its energy use and
has made it the No 1 emitter of climate-changing
greenhouse gases.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pledged tha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ould peak no later than 2030 under
the Paris pact, and start to fall after that. They have
cancelled the planned construction of more than 100
new coal-fired power plants and plan to invest at least
$360bn in green energy projects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The nation’s consumption of coal fell in 2016 for a
third consecutive year, but rebounded slightly in 2017.
It could meet its 2030 target a decade early. (Courtesy
https://www.theguard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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