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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津有味（新開張）

專門推出知名北方菜及各式麵食
Open 7 Days a Week 10:00am - 9:30pm
電話﹕713-995-9982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58 Houston TX 77036
新開業特惠酬賓(僅限堂吃): 顧客凡消費
（ 1 ）滿$30 ,送滷鳳爪壹份
（ 2 ）滿$40 ,送皮凍壹份.
（ 3 ）滿$50﹐送孜然雞架或肝尖壹份.
* 周末 Special﹕乾鍋鴨頭$8.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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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 《黑狐》抗日時期中共特工
節目介紹

與日偽特務殊死較量故事

KVVV

節目介紹：《黑狐》是2011年一部諜戰題材類型的中國電視劇，是

《雪豹》的姊妹篇。該劇講訴了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潛伏在國民黨軍統
內部的中共特工經歷種種磨難，與日偽特務進行殊死較量的故事。

播出時間：周三至週五下午2時至3時首播，周四至周六凌晨4時至5

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

海報。
▲ 劇照。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黑客侵入HBO電腦

法拉第
未來電動車

勒索600萬美元的比特幣 轉赴加州生產
600萬美元的在線貨幣比特幣，否
則就會泄露更多資料。
在最新的泄漏之後，HBO重申它
不相信公司的整個郵件系統都被
侵入，但表示將繼續調查黑客入
侵事件。該公司之前承認有些“
專有信息”被盜。
許多被盜的HBO內部文件都有“
機密”的標記，其中有法律和人
事檔案。 人事檔案中有參加電視
︱HBO頻道的奇幻史詩電視劇《權力的遊戲》的主創人員在艾美獎 劇演出的影視明星的電話號碼和
電郵地址。
頒獎典禮上（2016年9月18日）。
七月初，黑客聲稱從HBO電腦系
統中竊取了1.5TB信息，並發布了電視劇《權
【VOA】入侵HBO頻道電腦系統的黑客星期一
力的遊戲》中一集的劇本大綱，以及HBO電視
在網上公布了更多的被盜內容，並要求HBO公
劇《好球天團》（Ballers）、《巴里》（
司支付數百萬美元的贖金，以防止黑客發布更
Barry）和《104室》（Room 104）的部分劇
多的被盜信息。
集。
以“史密斯先生”為名的黑客們泄露了HBO頻
到目前為止，與黑客聲稱擁有的信息量相比，
道的奇幻史詩電視劇《權力的遊戲》的部分腳
黑客所泄露的信息是有限的，但他們要求HBO
本以及一名公司高層主管的電子郵件。黑客們
在三天內付款，否則就要面對可能是好萊塢歷
還上傳了一段視頻，要求HBO首席執行官理查
史上最嚴重的黑客入侵。
德·普列普勒（Richard Plepler）支付價值

汽車業的觀
察家在賈躍亭因為貸款問題被中國當局凍結兩
億美元資產，而對法拉第未來的前途產生疑問
。賈躍亭已辭去樂視網上市公司執行長和董事
長等職務。
在過去一個周末，法拉第未來大約有三百多員
工在工廠進行初步的清理工作，該公司的制造
部門副總裁雷克霍恩表示，這個工廠有許多我
們需要的東西，它鄰近鐵路，有天然氣、水、
電供應和空間，在汽車制造業，這些都是必要
條件，否則還沒開工就會遭遇瓶頸。
法拉第未來表示，在既有的場地生產，可縮短
建設周期，提早新車上市的時間。該公司計劃
年產一萬輛汽車，根據市場對電動車的需求，
在2019年以前雇用多達1300個員工，在2018
年底以前開始出售FF91型號的豪華電動車。
FF91車型是一千馬力的四門轎車，價格尚未
公布。但根據該公司並不龐大的年產量來判斷
，應該不會便宜。法拉第未來難以忽視的對手
特斯拉目前在加州舊金山灣區的弗裏蒙特量產
，S和X型號的電動車年產大約10萬輛，該公
司還計劃未來一年左右增加生產3S型號的電動
車50萬輛。

【VOA】電動車初創企業法拉第未來(Faraday
Future)宣布，將在加州中部租用一個既有工廠
設施進行生產該公司的豪華汽車。
由中國綜合企業集團樂視的前董事長賈躍亭在
美國投資的法拉第未來，不久前剛宣布基本上
放棄在加州東部內華達州從頭打造一個10億美
元的汽車制造廠的計劃。
法拉第未來星期一宣布，已經在加州中部的漢
福德市的商業園區簽訂新制造場地的租約，這
是一家已經停產的輪胎廠，面積100萬平方英
尺（約9萬3千平方米），比原計劃在內華達州
建造的工廠面積稍小，可提供1300個工
作機會。漢福德位於加州中部谷地的農
業地帶，距北面的加州首府薩克拉門托
和南面的加州第一大城市各200英裏（
320公裏）。
法拉第未來7月11日宣布無限期延後在
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北部的建廠工程
，盡管已經投資一億兩千萬美元的經費
，但在建築施工期間，數次傳出未按時
支付工程款，並積欠包商巨額款項等不
利消息。賈躍亭是這家美國汽車企業已
知的唯一投資者，早些時候，分析家和 ︱法拉第未來FF91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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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市長帕克亞裔商會主講 分析移民
分析移民、、難民及城市角色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亞
裔商會(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CC)10
日於 The Hess 俱樂部舉行 8 月商務午餐月會
， 當天除董事會成員與商會會員熱烈出席
外，前休士頓市長帕克(Annise Parker)受邀擔
任該月會主講人，以 「移民、難民及城市扮
演的角色」三者關係為題，談論全球城市現
況、經濟發展及移民因素帶來的影響。
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鋆感謝大家抽
空參與，亞裔商會一直以來致力於推動亞裔
社區的商務和經濟發展，透過每個月舉辦月
會平台，各行各業的優秀人士可有更深一層
的互動交流。趙紫鋆除介紹新任業務經理外
，也感謝董事會成員辛勞奉獻，並讓大家趁
此機會一一自我介紹。
按照慣例，月會都會邀請不同領域的專
家擔任主講人，針對不同主題分享經驗和意
見。這次特地邀請前休士頓市長帕克嘉賓，
以她過去擔任市長豐富的市政經驗，從專業
角度分享移民、難民與城市角色三大關係。
在正式演講前，活動策劃主席的譚秋晴也作

引言人，詳細介紹帕克，並以兩人多年情誼
，鼓勵並支持她繼續擔任政府要職。
帕克表示，擔任市政要職多年，即使卸
下市長重任，她仍然關注市政發展。她先談
到全球市政結構、人口成長和經濟問題所影
響的城市發展，她認為，都市發展好壞對全
球是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擔任市長期間，她
經常因業務來往亞洲各城，以全球 37 個主要
大城，東京、上海就是所謂世界級城市，指
的就是足以在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層面
直接影響全球事務的 「主導城市」。而亞洲
地區又以南亞城市火力最集中，成長速度最
快。
不過，帕克也說，城市發展都會遇到挑
戰，包括移民問題、空氣汙染、交通、經濟
、水質問題、遊民等社會問題， 「當然最直
接影響的就是 「城市的遷入遷出問題」，這
些都足以直接或間接影響城市競爭、人城結
構和市場變動。
由於歐洲的難民危機，美國承認難民危
機是全球挑戰，城市擁有的優勢，包括教育

、娛樂和社區結構，都會讓移入的難民往城
市移動，在在都會影響城市的發展。帕克認
為， 「移民不僅是一項政策，是人的根本問
題」，她認為大家都有其責任去關心該議題
。
帕克說，休士頓是全美最多元文化的城
市之一，她很慶幸擔任過休士頓的市長，希
望休士頓能繼續保持移民文化多元性，她自
豪休士頓的多元族群融合優勢。她的一番精
采演說，也讓在場人士響起熱烈掌聲。趙紫
鋆和譚秋晴代表贈送茶具禮品，活動上舉辦
抽獎，有多位幸運兒抽到大獎。
前休士頓市長帕克擔任午餐會主講人。
前休士頓市長帕克擔任午餐會主講人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帕克曾連任 3 屆共六年任期的休士頓市
長，之後她退居市政幕後，投身教育界，目
前除在萊斯大學的 Doerr Institute 擔任教授，
也是 Baker Ripley 特許學校的副校長和首席
策略長。帕克市長任內時間，政績良好，受
市民歡迎，她是全美第十位女性，也是第一
位公開出櫃的同性戀市長，在任期間全力支
持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人士(LGBT)法案
。

周末活動神秘治癒又冒險 豐富多采別錯過
（休斯頓/高思）這一周休斯頓
的活動豐富多采，有充滿神秘色彩的
藏式曼陀羅沙畫和治癒系寺廟歌舞、
充滿刺激與冒險的水上看蝙蝠及愛意
滿滿的冰淇淋藝術展和音樂劇等。不
要忘了休斯頓的美食周還在繼續哦，
周末愉快！
1. 曼陀羅沙畫（Mandala Sand Painting
）
一年一度體驗神秘西藏文化的時
候又到了！來自哲蚌寺的佛教僧侶們
將於這周末在亞洲協會德州中心現場
繪製色彩綺麗的曼陀羅沙畫。屆時上
百萬彩色細沙將會隨著音樂通過導管
細緻地放到適合的地方，淨化和療癒
當地的環境與居民。
時間：8 月 10 日（星期四）12:00
p.m.-6:00 p.m.
8 月 11 日 （ 星 期 五 ） 10:00 a.
m.-6:00 p.m.
8 月 12 日 （ 星 期 六 ） 10:00 a.
m.-7:00 p.m.
8 月 13 日 （ 星 期 天 ） 10:00 a.
m.-4:00 p.m.
地址：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
1370 Southmore Blvd， Houston, TX

77004
門票：免費
2. 吃冰淇淋逛藝術展（Ice Cream Social & Pop Up Market）
臨近開學，為了造福當地學校的
老師，補充他們的教學用品，特將於
這周五舉辦冰淇淋藝術市場。屆時將
會有現場音樂、食物餐車、藝術集市
和好吃的冰淇淋，只要捐助一個教學
用具，就可以免費得到一個冰淇淋。
時間：8 月 11 日（星期五）6:00
p.m.- 10:00
地 址:East End Street Market,2800
Navigation Blvd,Houston, TX 77003
門票：免費
3. 治癒世界的神聖歌舞（Sacred Music Sacred Dance for World Healing）
作為神秘的西藏文化藝術展的一
部分，哲蚌寺的僧侶們將於這周六在
亞洲協會德州中心上演著名的“治癒
世界的神聖歌舞”。屆時僧侶們將穿
上華麗的服裝，彈奏西藏傳統樂器，
呈現古老療癒人心的寺廟音樂與舞蹈
。
時間：8 月 12 日（星期六）7:00
p.m.- 8:30 p.m.

地 址: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
1370 Southmore Blvd， Houston, TX
77004
門票：$25/會員；$35/非會員
4. 劃船看蝙蝠（Boats, Bats & Brews）
帶上你的 Kayak 或獨木舟，我們
一起劃船去看蝙蝠吧！休斯頓 Buffalo
Bayou 附近的 Waugh Drive 橋下數年來
棲息著 25 萬只墨西哥無尾蝙蝠，它們
會在夜幕降臨後展翅覓食。參加者需
要 在 7 點 左 右 在 Bayou 附 近 的 Fonde
Center 後面的停車場集合，7 點 45 分
統一出發。沒有船的朋友可以打下方
電話提前租船和救生衣。
時間：8 月 12 日（星期六）7：
30 p.m.- 10:00 p.m.
地 址:110 Sabine St, Houston, TX
77007
門票：免費
租 船 公 司 ： Austin Canoe and
Kayak 提供 overnight 租船
租船電話：713-660-7000
溫 馨 提 示 ： 建 議 穿 輕 便 的 water
shoes，自帶頭燈，防蚊噴霧，速乾衣
，禁止穿牛仔褲，每個人須穿救生衣
。

活動策劃主席譚秋晴(左)與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鋆
活動策劃主席譚秋晴(
與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趙紫鋆((
右)贈送茶具組給前市長帕克
贈送茶具組給前市長帕克((中)。(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5. 雜 技 表 演
（Circo Avenida
at
Discovery
Green）
想要領略休
斯頓夜晚城市風
情的朋友不如在
周五的晚上來市
中心的發現綠地
公園，屆時來自
Cirque la vie 的雜
午餐會現場。
午餐會現場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技演員們將在夜
幕與城市燈光的
，每個觀眾都能在劇中找到一部分自
交織輝映下，伴著動感的音樂，為大
己。幽默充滿愛意的劇情和精心編排
家帶來精彩的露天雜技表演。
的歌舞給人積極的力量，讓人久久回
時間：8 月 11 日（星期五）7:00
味。
p.m.- 9:00 p.m.
時間：8 月 11 日（星期五）7:00
地 址:Avenida Houston,1001 Avep.m.
nida de Las Americas,Houston, TX
8 月 12 日（星期六）7:00 p.m.
77010
8 月 13 日（星期天）3:00 p.m.
門票：免費
地 址:Purple Box Theater,1305
6. 音 樂 劇 《Annie》 （Annie at Purple
West
Parkwood,Friendswood,
TX
Box Theater）
77546
《Annie》被評選為紫色盒子劇院
門票：$15
歷年來最受歡迎的家庭音樂劇，因為
劇中的每一個角色都非常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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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不是警察的警察隊伍
【本報訊/記者鄧潤京】8 月 5 日下午在休斯敦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舉行《社區安全講座和市民大會
》。大會的主要召集人是休斯敦著名移民律師陳文
。台下坐了 700 多市民聽眾爆滿整個活動大廳，這
是僑社活動中很少有的高出席率。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出席？實在是形勢嚴峻所致
。中國城一帶平均每天發生一起搶劫案，受害者多
數為華裔女性。許多案件發生在白天，可謂是光天
化日之下，明目張膽之極。華人朋友要為自己所生
活的社區安全做點什麼，至少要出席市民大會，以
壯聲威。

會上除了有市警察局、法院等高級官員，也出
現了一支不是警察的警察隊伍。說他們不是警察，
因為他們沒有佔警察局的編制，也沒有拿納稅人的
錢。說他們是警察，因為從外表上看他們制服、手
槍、警械俱全，他們需要獲得德克薩斯州政府頒發
的執照，執行治安勤務。他們是社區當中越來越重
要的治安生力軍。
他們的高調亮相，為社區普通居民參與實際
的治安勤務提供了一種選擇。也為普通居民需要臨
時安全保障時，提供了便捷的服務。他們的成長壯
大，離不開社區民眾的支持。

美南休士頓麥當勞升學展 8 月 26
美南休士頓麥當勞升學展8
26日登場
日登場
教育專家帶您前進名校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由麥當勞贊助，美
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與國際貿易中心主辦，休士頓
東北總商會和休士頓政大校友會協辦的 2017 第七屆
升 學 教 育 展 (McDonald's 2017 Education Workshop)
將於 8 月 26 日(周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在夏普
斯堂國際高中(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登場
，現場設有升學機構諮詢攤位、多場升學輔導講座
、SAT 與 ACT 考試制度分析及大學入學詳細資訊，
歡迎學生、家長踴躍出席。
「教 育 是 成 功 的 起 點 」 (My Educa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my Success)，一年一度的美南麥當勞升
學教育展為滿足莘莘學子對美好前景的願望，提供
了強大助力，該教育展年年舉辦，獲得社區廣大迴
響。今年教育展邁入第七屆，邀請教育專家和多家
升學教育機構共襄盛舉，為學生和家長提供大學入
學標準和最新訊息，互動交流優質平台。
今年休士頓教育展比以往更豐富，特別從往年
10 月改其至 8 月，配合學生暑期作息，現場並有多
場講座和現場諮詢，幫助華裔青少年和學生家長了
解美國大學的招生制度、錄取標準和選校絕竅。
主要討論課題分為 「課外活動、社區義工的記
錄在申請大學時有什麽作用」、 「高中階段如何規
劃」、 「SAT 和 ACT 有什麽區別」、 「AP 課程有
什麽用」、 「如何申請獎學金和助學金」、 「各個
大學的申請時間和錄取時間有什麽講究」、 「選擇
專業和你的高中成績有什麽聯系」、 「本州大學和
外州大學如何比較」、 「高中的排名對大學的錄取
有什麽影響」、 「Rice University 是如何招生的」
等主題作分享。
今年教育展有別於去年，亮點包括 「議題內容
針對性強」，當天活動將圍繞 8-12 年級的高中選
課，學期規劃、參加有價值的活動和比賽、大學申
請流程，和大學訪談，有很多議題，每個議題都具
有參考價值。Rice University 的招生辦公室主任會

親臨現場，談談他們是如何招生的。
另外， 「分享嘉賓具備經驗」，特邀請 「哈佛
爸爸、升學導師」的洪仁鼎老師與同學和家長一起
分享 「名校生成長之路」，洪仁鼎不僅先後將自己
的孩子送入 「哈佛大學」、 「紐約大學」等高校，
在過去幾年中也幫助很多學生申請到哈佛大學、耶
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賓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美國西點軍校、斯坦福大學、杜克大學等美國名
校。近年來，洪老師創辦 My CollegeTRAK 升學指
導平台，旨在幫助 8—12 年級的學生，如何有效地
度過高中四年，邁入理想的大學。洪仁鼎將親臨休
士頓與同學和家長分享他的理念。
其他，教育展也提供 「高中生義工機會」，這
是給申請大學加分的指標之一，在本屆教育展上，
將提供給 10-12 年級學生，9 小時的義工機會。在
過程中，和名校生近距離接觸，所有與惠學生都會
頒發 「義工證書」，可為申請大學作為加分條件。
特別的是，今年 Q&A 時間也更加精采豐富，
將邀請名校生與家長現身說法，參與學生可把握機
會發問，他們將分享學習、申請、挑選學校、準備
文件等如何前進美國名校大學的心得分享。
今年照例由麥當勞達拉斯教育展領頭，將於 7
月 22 日 (周 六)上 午 9 時 30 分 至 4 時 在 John Paul II
High School (900 Coit Road, Plano, TX 75075)率先
登場。
休士頓則於 8 月 26 同一時間在夏普斯堂國際高
中(8330 Triola Ln, Houston, TX 77036)，活動免費入
場，主辦方提供免費的午餐和引入部分大學的資訊
介紹，宛如有趣、教育類的小博覽會。由於現場容
量有限，請抓緊時間免費註冊活動免費入場，提供
免費午餐，歡迎踴躍報名，報名網址：https://goo.
gl/bBXcjZ，連絡電話：832-448-0190 鄧潤京，電
子郵箱：davidtang@scdaily.com。

美南電視台著名主持人鄧潤京（
美南電視台著名主持人鄧潤京
（左）在《社區安全講座和市民大會
社區安全講座和市民大會》
》上隆重向與會
者介紹這支不是警察的警察隊伍。 （由左至右
者介紹這支不是警察的警察隊伍。
由左至右）
）張寶珍
張寶珍，
，孫繼福隊長
孫繼福隊長，
，劉正偉和韓昇林
。攝影
攝影：
：盧耀輝

小綠綠的〞下午茶〞
北一女校友會與你有約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將舉辦〞
下午茶〞之邀約，有甜品奶油泡芙,
冰淇淋教學及品嚐。擔任教學的兩
位甜品達人以業餘之姿展現出專業
的水準，令人拭目以待。
擔任奶油泡芙教學的是目前出
任台北駐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科
技組組長遊慧光. 冰淇淋教學由〞台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與你有約～
灣傳奇〞龍舟隊隊長趙善昌擔任。
“下午茶之約”包括甜品 奶油泡芙 及 冰淇淋 教學及品
遊慧光組長的甜品手藝由來已
嚐。擔任教學的老師以業餘之姿展現出專業的水準，令人
拭目以待！
久，聲名遠播，從台灣任教職起就
經常請學生親友享用. 她有高度興趣
游慧光 | 台北駐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組長
游慧光組長的甜品手藝由來已久，聲名遠播。從台灣任教職起就經常
和精湛技巧。甜品備受好評.
請學生親友享用。她有高度興趣和精湛技巧，甜品備受好評。
趙善昌是擅於廚藝的型男. 所製
趙善昌 |“台灣傳奇”龍舟隊隊長
趙善昌是擅於廚藝的型男。所製作的冰淇淋是採用不同香料精心搭配
作的冰淇淋是採用不同香料精心搭
調製，風味獨特，口碑甚佳。
配調製，風味獨特，只有友好在特
別的聚會中享用過，口碑甚佳。
時間：8/12下午二時至四時｜地點：2500 Gessner Rd., Houston, TX 77080
下午茶將在八月十二日下午二
**每人10元，座位有限，僅有廿五個名額**
報名請洽 楊嘉玲 713-340-8115 / 鄧曉林 832-814-8194
時至四時舉行，地點在 2500 Gessner
Rd., Houston, TX 77080 每人 10 元，
座位有限，僅有廿五個名額，請與楊嘉玲 713.340.8115 鄧曉林 832.814.8194 連絡。

小綠綠的下午茶





休城社區
星期五

2017 年 8 月 11 日

Friday, August 11, 2017

B4

川普的移民政策傾向於高學歷技能優先於家庭移民
最新民調顯示有近親在美的移民也應納入優先範圍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移民對於許多非移民
華人來說也是迫在眉睫的，也是頭痛的問題。新
移民們總是期待會有一個實用、人道的移民政策
出臺，讓千千萬萬個家庭走出陰影。據統計報道
，美國是一個移民人口眾多的國家，移民最關心
移民政策的變化。目前美國經濟面臨衰退，失業
率增加，移民問題變得敏感，加上美國目前本土
工人失業，移民容易被當作替罪羊。移民改革是
川普政府重大施政項目之一，但川普的政策傾向
於接納外來移民應以學歷、技能為優先考量。對
於非法移民，麥凱恩的移民政策主張所有非法移
民必須登記，然後對他們進行背景調查，曾經犯
罪的人將被遞解出境，其他人有機會調整為合法
身份，前提是學習英語，交稅和罰款。
美國 CBS 廣播公司新聞部 8 月 9 日公布最新
民調統計顯示，四年前超過半數民意認為，美國
應優先接受高學歷、高技能移民，但現在認為有
近親在美的移民也應納入優先範圍的民意，幾乎
已經快追上以學歷及技能的支持度。CBS 的這項
最新民調數字顯示， 46%受訪者認為應以學歷與
技能做為評估標準，另外有 44%受訪民眾則認為
，有近親住在美國的移民申請者，應該獲得優先
考量。
相較之下，在 2013 年 4 月間進行的相同民調

中，當時有高達 58%受訪民眾支持以學歷與技能
項目為優先考量，認為有家人已經住在美國者應
獲優先考量的受訪者，僅有 27%。美國民意對於
移民政策的看法改變，主要來自於政黨傾向支持
民主黨以及無黨派民眾的觀念轉變。最新調查顯
示，約有 54%民主黨支持者認為，移民政策應以
家庭為首要考量。在 2013 年，高達 57%民主黨支
持者認為，應以學歷與技能為移民優先考量，但
在最新民調中，持相同看法的民主黨支持者只剩
下 34%。
2013 年時，約 58%共和黨支持者認為，移民
應以學歷與技能為主要考量，而在最新公布的調
查中，比例則為 59%。關於是否會英語，應否成
為審核外籍人士申請美國移民的資格條件; CBS
統計顯示，高達 55%受訪民眾認為 「不需要會講
英語」，另有 44%受訪者則認為 「要會講英語」
。對川普總統處理移民問題的手段是否感到滿意
，57%受訪民眾表示並不滿意。對於川普在美墨
邊界築牆的決策，這項調查顯示，反對者占 61%
，支持者則有 36%。即使目前的移民政策不斷變
化，但大多數華人對於移民政策的規定都非常謹
慎。 許多學生在暑假期間不想回到中國，因為他
們害怕一旦離開美國就不允許他們返回美國。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演講會

政治烈焰下的絕命情詩─談聶魯達敲打心靈的文字雨浪
美南作協 8 月演講，邀請前會長劉昌漢談 1971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智利詩人聶魯達的生
平與作品，講題： 「政治烈焰下的絕命情詩─談聶魯達敲打心靈的文字雨浪」。
時間：8 月 12 日（星期六）下午 2 點
地點：休士頓僑教中心 203 室
智利詩人聶魯達一生是一部傳奇，他對政治激情不滅，對愛情流浪不悔。寫的詩無論是
一片落葉，或屋瓦積雪，或隨風飄逝的歌，或最後之玫瑰……，熾熱優雅，獲有 「愛的詩人
」、 「人民的詩人」稱謂。主要著作包括：《晚霞》、《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
《西班牙在心中》、《漫歌》、《船長的詩》、《元素頌》、《一百首愛情十四行詩》、
《回憶錄︰我曾歷盡滄桑》等等。
我們在網上找到義大利以聶魯達做背景拍攝的電影 「郵差」(Il Postino) ：http://www.
tudou.com/programs/view/bi-i6SNmZbs，影片附有中文字幕，故事是虛構的，但是舉重若輕
道出詩與生命的關係，非常好看。本片獲得 1995 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導演、男主角等
五項提名，得到最佳音樂獎，建議大家看看。
相信大家對前會長劉昌漢都不陌生，他是名畫家、作家(筆名劉吉訶德)，經常在美、台
、中國演講。此次他準備了百餘張投影片隨同演講播放，介紹詩人的生平、愛情、著作，與
有興趣的朋友共同沐浴一場知性的文學饗宴，歡迎大家參加。

中國30 億票房的＜ 戰狼2＞國外媒體反應不一 楊氏太極拳舉辦
卻激發了中國人的愛國熱情與自豪
女子自衛術講座

電影雖說是軍事片，在內地也能憑藉
“好萊塢化”的動作場面引發影迷熱捧。
但在北美，美國人以為《戰狼 2》可能僅僅
是一部 B 級水準的動作電影而已。而且是宣
傳國威的那種，讓他們看了感覺很不舒服
！當然這是在他們的地盤。我們知道，美
國的電影主要是宣傳英雄主議的，而觀眾
們也習慣了這種英雄，但是有個前提，那
就是這個英雄得是美國人才中，不然其它
的都是水貨，更有不少的觀眾看完之後，
表示“這電影太脫離實際了，中國根本就
沒有這個能力”，“他們的軍隊只能在訓
練訓練，像電影中的這種氣勢是不可能有

了，美國軍隊還差不多！”
但也有國外媒體比較客觀的評價：
《Film School Rejects》也給了好評，認為
主人公勇於行動，並不瞻前顧後。非常不
錯！ 《好萊塢報導》給了好評：《戰狼 2》
比《戰狼 1》場面更大，儘管這種策略並不
總是奏效，但動作類型片粉絲應該會 很喜
歡這種大場面的電影。 《Film Journal International》給了差評：雖然較之《戰狼 1》
是一次升級，但《戰狼 2》從來沒有突破 B
級片的窠臼。 《洛杉磯(專題)時報》同樣給
樂差評：雖然《戰狼 2》是一種濫用的類型
片，但它的愛國熱情卻讓人振奮。它聲稱

，中國人將 為世界上最受壓迫者的利益而
行動，那些被世界其他國家利用的人們。
電影的好壞，面對不同的國家不同的
人，可能顯得眾口不一，間接意見不一致
，這也是非常正常的現象，如果單說《戰
狼 2》在國內的影響力，無疑是 NO1 的。
電影中，尤其是出現中國護照的時候：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當你在海外遇見
危險，不要放棄！請記住，在你身後有一
個強大的祖國！”身為中國人我感到自豪
，我感到心中有一股熱流，瞬間膨脹全身
，我為祖國驕傲！

楊氏太極拳舉辦女子自衛術講座(OPEN HOUSE)歡
迎大家參加！
近期休斯頓中國城連續發生針對華人、亞裔，特別
是針對華人婦女搶劫事件縷縷發生！楊氏太極拳中心確
定 在 8/12-2017 星 期 六 上 午 10 點 -11 時 在 休 斯 頓 9730
TOWPARK -115 室訓練館舉辦免費女子自衛術講座。
有楊俊義老師主講！本次活動主要有美國楊俊義永
年太極拳中心主辦，美南山東同鄉會協辦！歡迎大家光
臨！
Add: 9730 Town Park Dr、 #115 Houston TX 77036
電話:832-878-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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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醫生肝膽科中醫診所 醫術精湛
獨特排毒療法 用心濟眾 恢復健康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中國的老祖宗留下許多珍貴
的寶貝給後代子孫，其中最璀璨之一的文化遺產，就是中
醫。中醫博大精深，不僅治病，也能治本，從根源處解決
，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中醫師李韻梅，因為曾經
目睹中醫的神奇療效，深受感動而決定從醫救人，她的座
右銘是 「治未病，防範于未然。以食療為主，藥療為輔，
助更多人恢復健康！」
李韻梅中醫師自幼隨父母移居海外，她從小就對中國
的傳統醫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在美國就讀高中與大學期間
，常常利用課餘時間在麻省醫院（MGH 美國哈佛大學附
屬醫院）做英文翻譯，專門幫助從中國來美國就醫、或者
來自其他地區不懂英文的華人做翻譯。
李醫師在美國就讀名校大學，主修熱門的電腦 IT，
畢業後在知名金融機構工作，原本年薪超過十萬美元，但
是優渥的薪水不能讓李醫師滿意，她希望能做更多有意義
的事，便毅然辭職，學習中醫。家人對她的決定無法接受
，甚至，母親一個月都沒和她說話，然而，這些都沒有阻
擋她對中醫的熱衷。
李醫師的母親喜愛研究草藥，在耳濡目染之下，李醫師深切
了解，中醫與草藥確實能發揮很多功效。李醫師與中醫的另一段
因緣，是她很幸運地遇到三代祖傳中醫林智廣醫師，經由他啟蒙
指導。林老中醫是擅長治療肝腎科的專家，對肝腎疾病有獨特的
治療方法，李醫師跟隨其左右學習多年，深得老中醫的用心指導
，林老中醫把畢生所有的家傳治療精隨，毫無保留嫡傳給李醫師
，也使其家傳醫術得以傳承。
在與林老中醫學習期間，李醫師目睹中醫的神妙療效，讓人
讚賞，舉個例子來說，一位病患因關節炎看醫生吃了十多年的西
藥，留下很多副作用與後遺症，產生如滿月臉、身材臃腫等現象
，經人介紹之後看中醫，中醫為他針灸、拔罐、減肥，敷藥 20
幾次後，這位病患的關節炎就好了。讓人不得不讚嘆中醫，也為
病人枉受多年病痛而叫屈。
為了更深入中醫，李醫師到四川成都中醫藥大學就讀五年的
大學本科，畢業後，留在成都中醫藥大學附院做五年的醫院臨床
醫生。期間得到方劑學專家鄧中甲教授、眼耳鼻喉科熊大經教授

體內肝膽結石
、針灸專家胡玲香教授、心腦血管專家李
明富教授、傷寒專家傅元謀教授等的親自
指導，積累了大量的臨床經驗，再結合其
經由排毒，
經由排毒
，有肝膽結石的人
有肝膽結石的人，
，結石
中醫師李韻梅，
中醫師李韻梅
， 因為曾經目睹中醫的神奇
自身所學的各種技能，使得李醫師在很多
會自然排出，
會自然排出
，無痛
無痛，
，沒有副作用
沒有副作用。
。
療效，
療效
，深受感動而決定從醫救人
的慢性疾病、以及肝、腎、婦科疾病方面
，形成了自己獨到的治療方法。
在經過李醫師協助排毒之後，許多人會發現的效果很顯著，包括
黃帝內經說過: “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藥之， 清除體內宿便(每個人的腸道約有 2 磅到 20 磅的宿便)；肝膽結石
譬渴而穿井，鬥而鑄錐，不亦晚乎”。其中的意思，就是聖人能 會自然排出，無痛，沒有副作用，恢復肝臟功能；通暢經絡，迅
夠在人還沒生病之前就先預防，如果已經生病了，雖然開藥，卻 速改善手腳冰冷、關節疼痛；活化內臟機能，讓皮膚紅潤有光澤
像渴了才在挖井求水，其實是太晚了。中醫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通 ，自然細嫩；胖者自然減重，瘦者在排毒後消化能力變強，自然
過養生與食療，而達到疾病的預防和治療，這是最明智的態度。 增重；改善血液循環，激發自癒力，活化細胞。
李醫師擅長的科目包括長期慢性疾病、消化科（肝膽腸胃道
李醫師常說，藥食同源，應該把食物當藥吃，而非把藥當食
）疾病、婦科疾病、泌尿科疾病、過敏性疾病等。
物吃。她會依照每個人的體質，量身製作食療方案，改善體質。
她有許多獨特的療法，如專業肝膽排毒療法、穴位敷藥療法 李醫生肝膽科中醫診所（Be Raw Wellness center）位於 9440 Bel、拔罐放血療法、中醫方脈針灸、細胞分子矯正療法、中藥咖啡 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電話：（832）405 – 5566。電
灌腸療法、辟穀療法。她的獨家無痛肝膽引導排毒療法，曾為千 子郵箱 DrliHealing@gmail.com。微信：drlihealing
餘人排出體內毒素。

休士頓社區學院慶祝Missouri City新校區開放

(本報休斯頓報導)休斯頓社區學院(HCC)今夏佳訊頻傳，繼 Acres Homes 校區之後，又將有 Missouri City 新校區開放，訂於 8 月 15 日(
星期二)上午 10 點舉行剪綵儀式，歡迎民眾參與。
嶄新的 Missouri City 校區 (1600 Texas Parkway, Missouri City, TX 77489) 於 8 月 15 日舉行正式開幕儀式， 在這項慶祝活動中，將有休
斯頓社區學院西南區總裁以及其他政要人士致詞，現場備有茶點招待嘉賓，活動免費，開放給所有民眾參與。
這個校園將包括教室、實驗室、展覽空間、學生休息室、行政與教師辦公室、會議室、伺服器室、多功能教室等等，提供 Missouri
City 地區的學子更多接受新知識、新科技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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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旅遊 特大好消息暑期大优惠！

古巴海陸空深度 7 天豪華遊

（ 本報訊）暑期第一團: 2017 年 8 月 20 日 特
別團(最後 4 位)
暑期第二團: 2017 年 8 月 27 日 特別團(名額
有限，先到先得)
勁减$300/每人 (僅此暑期團)
** 團費(已包稅金,未含機票): US$1,668.00/
成人每位 起 ** (雙人房)
團費包括：*5 星級豪華大酒店住宿 ; *每日
三餐佳餚任食,巴拉德羅酒店內美酒任飲 ; *酒店
內每晚有大型歌舞精彩表演、魔術、雜技等 ; *
專業導遊（精通中、英、西語）; *豪華旅遊觀
光巴士自費項目: 成人 US$270/人, 小童（5 歲以
下）US$150/人 (請與團費一起支付)( 包括 1. 私
家遊艇出海抓捕龍蝦海產+珊瑚島浮潛+龍蝦大
餐; 2. 哈瓦那國際名人堂+夜總會大型表演(含酒
水)+ 夜遊首都; 3. 華倫迪勞敞篷觀光雙層巴土環
島+暢遊跳蚤市場+馬車遊+當地特色老爺車+當
地特色商場。)
地接服務費: 每人 US$70 (大小同價)
請立刻來電查詢及相關行程機票價
古巴海陸空深度 7 天豪華遊
美國各大城市直飛古巴首都哈瓦那（哈瓦
那入，哈瓦那出）
行程特色
★至尊皇牌豪華古巴團，資深導遊（中、
英、西語）。連續 20 年北美銷量冠軍，專業服
務享譽美加 ！
★獨家安排參觀世界文化遺產，古巴奇景
之巨型山石壁畫，雲尼斯山谷，水晶洞，探索
印第安地下海，快艇穿越濕地公園，鱷魚養殖
場以及古巴最具代表性的雪茄廠，朗姆酒廠等
。

★乘坐特色馬
車遊市中心，
感受浪漫氣息
，乘坐私家遊
艇出海，體驗
加勒比海浮潛
，欣賞珊瑚奇
景，古董老爺
車夜遊首都。
★入住 5 星豪華
大酒店，巴拉
德羅酒店更擁
有私人海灘。
古巴首府哈瓦那住宿市中心豪華大酒店。
★每日三餐豐富美食，巴拉德羅酒店內附
有不同國家風味的主題餐廳，更可免費無限量
享用各式酒水、果汁、小吃等。
★酒店內設備齊全，大劇院裡每晚有不同
主題之精彩表演。
第一天: 原居地 -古巴首都哈瓦那 （晚）
團友乘搭客機直飛古巴首都 “哈瓦那”，
由專業導遊接機送返酒店。於豪華酒店內自由
活動，體驗各式娛樂設施，並享用豐富的歡迎
晚宴。
第二天: 雲尼斯山谷 -巨型石壁畫 （早/午/
晚）
早餐後，前往古巴最著名之煙草產地比那
爾德里奧。途中參觀當地著名雪茄種植場。繼
而再暢遊西部有“世外桃源”之美譽，人稱古
巴“小桂林”的雲尼斯山谷。團友可一睹當地
古巴三大奇景之巨型石壁畫。中午，享用當地
印第安人特別安排，原只古巴本地豬土法烤製
的“燒豬宴”，別具滋味。之後，在導遊的帶
領下，漫遊神秘的印第安地下海，乘船進入地
下山洞，尋找瑪亞文化遺跡，為您揭開古巴印
第安人之神秘面紗。晚餐後，前往古巴著名夜
總會，欣賞數十位美麗動人舞蹈藝員的精彩大
型歌舞表演，極盡視聽之娛！
第三天: 首都哈瓦那觀光 （早/午/晚）
早餐後，隨即開始哈瓦那的市內觀光，暢
遊其新舊城各旅遊景點。舊城方面有古城堡，
大教堂，博物館，哈瓦那國際名人堂，手工藝
品市場，賦予大文豪海明威寫作靈感的咖啡室
及酒吧等。午餐後繼續遊覽新城教堂，革命廣
場，哈瓦那大學，古巴國會大樓，歌劇院及充

滿西班牙色彩的街道。及後參觀朗姆酒廠、雪
茄廠，了解其世界馳名雪茄的製作過程，特價
購買各式精美優質的雪茄，實為送禮自用的上
佳選擇。晚餐後乘坐老爺車夜遊首都市中心，
體驗“加勒比明珠”之繁華夜生活！
第四天: 關瑪-聚寶湖-巴拉德羅 （早/午/
晚）
早餐後，前往關瑪，再轉乘緊張刺激的高
速快艇橫渡叢林密佈的聚寶湖，其後到泰諾城
，參觀充滿原始風情的印第安人村及觀賞富有
部落特色的婚禮和歡迎儀式，島上一座一座的
水上小旅館更是一大景觀。并在原始風貌的部
落地帶內，享用傳統的古巴午餐。午後前往古
巴最著名的鱷魚養殖場，團友們可用鱼竿勾着
肉块鱼，感受鱷魚的兇猛特性，並可手抱小鱷
魚拍照(絕對安全)。
第五天: 珊瑚島- 遊艇出海-水晶洞 （早/
午/晚）
早餐後，乘搭獨家承包的私人豪華遊艇，
暢遊珊瑚島。遊艇上有各式啤酒及飲料。團友
可隨意使用船上的設備，如潛水鏡、吸氣管等
，於離岸半公里處，由船長帶領潛入海中，欣
賞珊瑚礁奇景，船长助手潜入清澈见底的海水
中，捕捉各類海產，大響螺等，且可於船上即
時烹調享用，人生難得一試。午後，乘搭豪華
旅遊巴士前往馬坦薩斯市，參觀全美洲最大及
最著名的水晶洞 Bellamar Cave。石洞內千奇百
怪，晶瑩剔透的鐘乳石盡入眼簾，令您眼界大
開!
第六天: 巴拉德羅環島浪漫一天遊 （早/午/
晚）
早餐後，團友們可自由享受世界著名海灘
巴拉迪羅的水清沙幼、碧海藍天，陽光與海灘
，浪漫激情的一天。也可自費暢玩水上摩托車
，香蕉船，出海垂釣。又或拿著冰凍雞尾酒躺
佯在椰林吊床上看書、或參加大型渡假酒店內
為你安排的各項精彩活動，及酒店內的全天 24
小時酒水果汁美食供應。
午餐後，乘坐觀光雙層巴士環島遊，參觀
跳蚤市場。接著往巴拉德羅最大的購物商場購
買各式各樣精緻的手工藝品，價廉物美! 及後乘
坐古巴特色馬車遊覽市中心各歷史名勝景點及
特色商場。晚餐於酒店內享用自助餐，並欣賞
每晚不同的大型加勒比精彩表演。
第七天: 巴拉德羅- 哈瓦那- 原居地 （早）

早餐後，團友們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到
首都哈瓦那，由導遊送往機場，辦理登記手續
後在免稅店作最後巡禮，購買古巴三寶：咖啡
豆、朗姆酒、雪茄，為古巴深度遊畫上一個完
美的句號。乘搭豪華客機返回原居地。結束一
個精彩加回味的古巴海陸空深度 7 天豪華之旅！
團費包括：
*5 星級豪華大酒店住宿
*每日三餐佳餚任食,巴拉德羅酒店內美酒任
飲
*酒店內每晚有大型歌舞精彩表演、魔術、
雜技等
*專業導遊（精通中、英、西語）
*豪華旅遊觀光巴士
自費項目：(請於報名時一併繳收)
成人價 US$270/人；
小童（5 歲以下）US$150/人
包括 1.私家遊艇出海抓捕各類海產+珊瑚島
浮潛
2.哈瓦那國際名人堂+夜總會大型表演（含
酒水）+古董老爺車夜遊首都；
3.華倫迪勞敞篷觀光雙層巴士環島+暢遊跳
蚤市場+馬車遊半島
4.參觀雪茄廠及朗姆酒廠，可選購價廉物美
的古巴特色雪茄。
團費不包括：
*美國各大城市往返古巴哈瓦那機票及其稅
項
*司機導遊小費：全程共 US $70/人
*一切私人費用，因交通阻延，罷工，天氣
惡劣 (如颱風，暴風雪，水災)等
航班取消或更改時間，或其它情況而超出
本公司控制範圍所引致之額外費
注意事項：
*旅遊保險：前往古巴必須持有醫療保險，
強烈建議客人在報名時購買；
*報名確認後，客人如因個人原因而取消訂
位（如疾病、事故等），或未能依時登機，或
因證件等問題被當地拒絕入境，本公司將不退
還任何費用，且不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司保留行程調動，以及更改酒店的權
利，以保證團隊順利進行。
ASAP Travelwize Tel: (713)-777-1717 website: www.asaptravelwize.com

休城工商

一支不是警察的警察隊伍
【本報訊/記者鄧潤京】8 月 5 日下午在休斯敦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舉行《社區安全講座和市民大會
》。大會的主要召集人是休斯敦著名移民律師陳文
。台下坐了 700 多市民聽眾爆滿整個活動大廳，這
是僑社活動中很少有的高出席率。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出席？實在是形勢嚴峻所致
。中國城一帶平均每天發生一起搶劫案，受害者多
數為華裔女性。許多案件發生在白天，可謂是光天
化日之下，明目張膽之極。華人朋友要為自己所生
活的社區安全做點什麼，至少要出席市民大會，以
壯聲威。

會上除了有市警察局、法院等高級官員，也出
現了一支不是警察的警察隊伍。說他們不是警察，
因為他們沒有佔警察局的編制，也沒有拿納稅人的
錢。說他們是警察，因為從外表上看他們制服、手
槍、警械俱全，他們需要獲得德克薩斯州政府頒發
的執照，執行治安勤務。他們是社區當中越來越重
要的治安生力軍。
他們的高調亮相，為社區普通居民參與實際
的治安勤務提供了一種選擇。也為普通居民需要臨
時安全保障時，提供了便捷的服務。他們的成長壯
大，離不開社區民眾的支持。

美南休士頓麥當勞升學展 8 月 26
美南休士頓麥當勞升學展8
26日登場
日登場
教育專家帶您前進名校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由麥當勞贊助，美
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與國際貿易中心主辦，休士頓
東北總商會和休士頓政大校友會協辦的 2017 第七屆
升 學 教 育 展 (McDonald's 2017 Education Workshop)
將於 8 月 26 日(周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在夏普
斯堂國際高中(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登場
，現場設有升學機構諮詢攤位、多場升學輔導講座
、SAT 與 ACT 考試制度分析及大學入學詳細資訊，
歡迎學生、家長踴躍出席。
「教 育 是 成 功 的 起 點 」 (My Educa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my Success)，一年一度的美南麥當勞升
學教育展為滿足莘莘學子對美好前景的願望，提供
了強大助力，該教育展年年舉辦，獲得社區廣大迴
響。今年教育展邁入第七屆，邀請教育專家和多家
升學教育機構共襄盛舉，為學生和家長提供大學入
學標準和最新訊息，互動交流優質平台。
今年休士頓教育展比以往更豐富，特別從往年
10 月改其至 8 月，配合學生暑期作息，現場並有多
場講座和現場諮詢，幫助華裔青少年和學生家長了
解美國大學的招生制度、錄取標準和選校絕竅。
主要討論課題分為 「課外活動、社區義工的記
錄在申請大學時有什麽作用」、 「高中階段如何規
劃」、 「SAT 和 ACT 有什麽區別」、 「AP 課程有
什麽用」、 「如何申請獎學金和助學金」、 「各個
大學的申請時間和錄取時間有什麽講究」、 「選擇
專業和你的高中成績有什麽聯系」、 「本州大學和
外州大學如何比較」、 「高中的排名對大學的錄取
有什麽影響」、 「Rice University 是如何招生的」
等主題作分享。
今年教育展有別於去年，亮點包括 「議題內容
針對性強」，當天活動將圍繞 8-12 年級的高中選
課，學期規劃、參加有價值的活動和比賽、大學申
請流程，和大學訪談，有很多議題，每個議題都具
有參考價值。Rice University 的招生辦公室主任會

親臨現場，談談他們是如何招生的。
另外， 「分享嘉賓具備經驗」，特邀請 「哈佛
爸爸、升學導師」的洪仁鼎老師與同學和家長一起
分享 「名校生成長之路」，洪仁鼎不僅先後將自己
的孩子送入 「哈佛大學」、 「紐約大學」等高校，
在過去幾年中也幫助很多學生申請到哈佛大學、耶
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賓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美國西點軍校、斯坦福大學、杜克大學等美國名
校。近年來，洪老師創辦 My CollegeTRAK 升學指
導平台，旨在幫助 8—12 年級的學生，如何有效地
度過高中四年，邁入理想的大學。洪仁鼎將親臨休
士頓與同學和家長分享他的理念。
其他，教育展也提供 「高中生義工機會」，這
是給申請大學加分的指標之一，在本屆教育展上，
將提供給 10-12 年級學生，9 小時的義工機會。在
過程中，和名校生近距離接觸，所有與惠學生都會
頒發 「義工證書」，可為申請大學作為加分條件。
特別的是，今年 Q&A 時間也更加精采豐富，
將邀請名校生與家長現身說法，參與學生可把握機
會發問，他們將分享學習、申請、挑選學校、準備
文件等如何前進美國名校大學的心得分享。
今年照例由麥當勞達拉斯教育展領頭，將於 7
月 22 日(周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 4 時在 John Paul II
High School (900 Coit Road, Plano, TX 75075)率先
登場。
休士頓則於 8 月 26 同一時間在夏普斯堂國際高
中(8330 Triola Ln, Houston, TX 77036)，活動免費入
場，主辦方提供免費的午餐和引入部分大學的資訊
介紹，宛如有趣、教育類的小博覽會。由於現場容
量有限，請抓緊時間免費註冊活動免費入場，提供
免費午餐，歡迎踴躍報名，報名網址：https://goo.
gl/bBXcjZ，連絡電話：832-448-0190 鄧潤京，電
子郵箱：davidtang@scdaily.com。

美南電視台著名主持人鄧潤京（
美南電視台著名主持人鄧潤京
（左）在《社區安全講座和市民大會
社區安全講座和市民大會》
》上隆重向與會
者介紹這支不是警察的警察隊伍。 （由左至右
者介紹這支不是警察的警察隊伍。
由左至右）
）張寶珍
張寶珍，
，孫繼福隊長
孫繼福隊長，
，劉正偉和韓昇林
。攝影
攝影：
：盧耀輝

小綠綠的〞下午茶〞
北一女校友會與你有約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將舉辦〞
下午茶〞之邀約，有甜品奶油泡芙,
冰淇淋教學及品嚐。擔任教學的兩
位甜品達人以業餘之姿展現出專業
的水準，令人拭目以待。
擔任奶油泡芙教學的是目前出
任台北駐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科
技組組長遊慧光. 冰淇淋教學由〞台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與你有約～
灣傳奇〞龍舟隊隊長趙善昌擔任。
“下午茶之約”包括甜品 奶油泡芙 及 冰淇淋 教學及品
遊慧光組長的甜品手藝由來已
嚐。擔任教學的老師以業餘之姿展現出專業的水準，令人
拭目以待！
久，聲名遠播，從台灣任教職起就
經常請學生親友享用. 她有高度興趣
游慧光 | 台北駐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組長
游慧光組長的甜品手藝由來已久，聲名遠播。從台灣任教職起就經常
和精湛技巧。甜品備受好評.
請學生親友享用。她有高度興趣和精湛技巧，甜品備受好評。
趙善昌是擅於廚藝的型男. 所製
趙善昌 |“台灣傳奇”龍舟隊隊長
趙善昌是擅於廚藝的型男。所製作的冰淇淋是採用不同香料精心搭配
作的冰淇淋是採用不同香料精心搭
調製，風味獨特，口碑甚佳。
配調製，風味獨特，只有友好在特
別的聚會中享用過，口碑甚佳。
時間：8/12下午二時至四時｜地點：2500 Gessner Rd., Houston, TX 77080
下午茶將在八月十二日下午二
**每人10元，座位有限，僅有廿五個名額**
報名請洽 楊嘉玲 713-340-8115 / 鄧曉林 832-814-8194
時至四時舉行，地點在 2500 Gessner
Rd., Houston, TX 77080 每人 10 元，
座位有限，僅有廿五個名額，請與楊嘉玲 713.340.8115 鄧曉林 832.814.8194 連絡。

小綠綠的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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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前健康展覽會和商業展示會
上周六在Sharpstown
上周六在
Sharpstown Mall 舉行
舉行，，逾萬家長學生參加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的代表等人在大
會上包括創始人、
會上包括創始人
、榮譽主席李雄
榮譽主席李雄（
（ 右一
右一）
） 休士
頓分會會長 Eugene Wang ( 右三 ） 全美亞裔地
產協會的創會會長，
產協會的創會會長
， 也是現任理事會的主席林
富桂（
富桂
（ 左三 ）與休士頓獨立學區的理事宋家年
（ Ann Sung ) 出席大會
出席大會。
。

國會眾議員 Sheila Jackson Lee （ 左一
左一）
） 在開
幕式上作主題演講。
幕式上作主題演講
。

出席返校前展覽會的各
單位代表合影。
單位代表合影
。

（ 右起 ）
宋秉迎穎
律師，
律師
，Ste
Stephen Le 等
人與國會
議 員 Sheila
Jackson Lee
( 右四 ）在
展覽會上
。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逾萬父母及學子趕來參加展覽會。
逾萬父母及學子趕來參加展覽會
。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的成員創始人、榮譽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的成員創始人、
主 席 李 雄 ( 右 二 ） 現 任 會 長 Eugene
Wang（
Wang
（ 中 ），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的創
會會長，
會會長
，也是現任理事會的主席林富桂
（ 左二 ） 等人在大會上支持展會的活
動。

逾萬父母及學子趕來參加展覽會。
逾萬父母及學子趕來參加展覽會
。

國會眾議員 Sheila Jackson Lee ( 前排左一 ）
在大會上唱國歌。
在大會上唱國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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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物理治療師林琬真在慈濟靜思堂分享脊椎與肩關節護理
孫秀蕊
等參加
7 月 30
日慈濟
德州分
會舉行
健康講
座

慈濟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贈送千手觀音
入場券給林琬真

林琬真分享脊椎與肩關節護理讓與會
人士受益良多

林琬真強調避
免在長期重複
動作中損傷肩
關節，
關節
， 她認為
動用肌肉越少
越好，
越好
， 以免防
止長期處於緊
繃受壓狀態產
生病變。
生病變
。

林琬真在健康講座告知脊椎和肩關
節出現麻木現象、
節出現麻木現象
、她希望如果有人
有長期麻木現象出現時需盡快就醫
慈濟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Amy 何師姐
慈濟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
何師姐、
、孫秀
蕊、林琬真 「脊椎和肩關節的疾病與復健
脊椎和肩關節的疾病與復健」」 健康
講座後合影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健康講座還介紹部分常見肩關節疾病及治療方法

. 林聰明夫
婦、何師
姐等出席
復健物理
治療師林
琬真健康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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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m Trapped Between U.S. And
North Korea Nuclear Tension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Residents of the tiny Pacific island of Guam worried after nuclear threat. North Korea announced it was examining plans for attacking the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U.S.
territory.
WASHINGTON, U.S. - Caught between an in- a launching pad for the U.S. military, confidence
tense war of words that could lead to action that in many of the residents was visibly shaken.
is threatening to wipe out its existence, residents Guam’s Homeland Security Adviser George
of Guam woke up to a tense environment.
Charfauros urged for calm and said defenses are
Residents of the tiny Pacific island of Guam have in place for such threats.
grown increasingly worried in recent months On Wednesday, they could no longer shrug off
about whether the White House and its leader the idea of being a potential target.
would do the right thing in the face of a dreaded Guam Gov. Eddie Calvo said he spoke with
nuclear attack warning from North Korea.
White House officials and added, “An attack or
On Tuesday, North Korea announced that it was threat to Guam is a threat or attack on the United
examining plans for attacking the strategically States. They have said that America will be defended.”
important U.S. territory.
While local officials downplayed the threat, reas- Guam, which is used to nuclear threats emerging
suring those that dwell on the island that serves as from North Korea, now fears that the increasing-

ly expanding nuclear program of the reclusive launching strikes on U.S. military bases in Guam,
nation, along with Trump’s fiery rhetoric might Hawaii and South Korea as well as the American
have raised worried that already remain high.
mainland.
The fear of a miscalculation that could spark a Then, in August last year, the North’s Foreign
conflict between the nuclear-armed nations is at Ministry warned that all U.S. military bases in
its highest point ever.
the Pacific including Guam would “face ruin in
According to reports, North Korea has mastered the face of all-out and substantial attack” by the
a technological hurdle needed to strike the U.S. North’s military.
with a nuclear missile.
Guam houses the U.S. Army’s missile defense
An official Japanese assessment cited U.S. in- system known as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telligence officials and a confidential Defense Defense, or THAAD, which can intercept misIntelligence Agency report as confirming the ad- siles.
vances.
On Wednesday, Guam’s U.S. Congresswoman
Responding to the report on Tuesday, Trump Madeleine Z. Bordallo, who advocated for the
threatened the communist country “with fire and THAAD system in 2013 following the threats
fury.”
said, “North Korea’s most recent threat to target
Following this, the North Korean army released Guam is dangerous and it further heightens tena statement in which it said that it was studying sions in our region. While we have heard threats
a plan to create an “enveloping fire” in areas like this in the past, I take them very seriously.”
around Guam with medium- to long-range bal- The island also houses a naval base and coast
listic missiles.
guard station in the south, along with an air
Guam, that lies about 2,100 miles southeast of force base in the north, which was used during
Pyongyang and 3,800 miles west of Honolulu the Vietnam war. (Courtesy www.chinanationalin the Pacific Ocean has for years been on North news.com/news/)
Korean missiles’ striking
distance.
Each time the U.S. flew
powerful bombers from
the island’s air base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threat was met with
vicious statements and
threats from the Kim Jong
Un-led regime.
Earlier, in 2013, North
Korean state media cited
its leader Kim Jong Un as
having ordered his military to prepare plans on Guam’s U.S. Congresswoman Madeleine Z. Bordallo

19 Dead, 263 Injured
From 7.0-Mag. Quake
In Southwest China

Houston Asian
Community
Mourns Loss Of
Beloved Leade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s, according to Xinhua News Agency.
The Sichuan government said rescuers were
gradually evacuating tourists and residents who
had been cut off by landslides.

Photo taken on Aug. 8, 2017 shows a
view in a hotel after earthquake in Jiuzhaigou County of southwest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A 7.0-magnitude earthquake jolted Jiuzhaigou County at 9:19
p.m. Tuesday (Beijing Time), according
to the China Earthquake Networks Center (CENC). (Photo: Xinhua)
Nineteen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and 263 got injured in a 7.0-magnitude earthquake that struck a
remote area in southwest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Tuesday night, Xinhua News Agency quoted
local authorities as saying on Wednesday night.
The dead include eight tourists and two locals.
The identities of the rest nine were not yet known,
said Liu Zuoming, Communist Party chief of the
Tibetan and Qia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Aba.
The earthquake jolted Jiuzhaigou County, where
the popular tourist destination Jiuzhai gou locates, at 9:19 p.m. Tuesday (Beijing Time), and
the epicenter was monitored at 33.2 degrees north
latitude and 103.82 degrees east longitude. The
quake struck at a depth of 20 km, according to
the China Earthquake Networks Center (CENC).
Jiuzhaigou, or Jiuzhai Valley, is a national park
known for spectacular waterfalls and karst formations. More than 34,000 people visited the
tourist attraction on Tuesday.
31,500 tourists have been relocated to safe plac-

Map of the earthquake stricken area.
It added that 19 people had been killed, but most
of those injured were not seriously hurt.
Jiuzhaigou County has dispatched more than 90
emergency vehicles and 1,200 personnel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scue work as of 5am Wednesday,
according to Xinhua.
Over 600 fire officers and soldiers have been deployed, the People’s Daily newspaper said.
The quake was felt i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Chengdu about 300 km south of the epicenter,
and other regions in the neighboring provinces of
Gansu and Shaanxi.
A separate quake of magnitude 6.6 hit a remote
part of China’s far northwestern region of Xinjiang, more than 2,000 km (1,240 miles) away, on
Wednesday, the Chinese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said. The People’s Daily said 32 people had
been injured in the mostly rural area.
The Sichuan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measured the quake at a magnitude of 7.0. The administration said the epicentre of the tremor was
in Ngawa prefecture, largely populated by ethnic
Tibetans, many of whom are nomadic herders.
Sichuan is a quake-prone region. In May 2008,
an 8.0-magnitude earthquake struck Wenchuan
and killed more than 80,000 people. In 2013, a
7.0-magnitude quake hit Lushan, killing 196.
(Courtesy http://sino-us.com/)

Dan Nip was born on June 24, 1948 in Canton,
China and passed away in Houston on July 7,
2017 in Houston, Texas. For almost 40 years,
Dan impacted Houston’s community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original Chinatown in
east downtown Houston and later in Southwest
Chinatown along the Bellaire Blvd. corridor in
southwest Houston.
Dan Nip arrived in Houston from Hawaii in 1980
to start his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ompany. Dan
always saw opportunity and strategized on how
best to capitalize on it. When the market went
bust in 1982, he did what he did so well--changed
course and began to capitaliz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his contacts in China and Hong
Kong, his friendly and trusting disposition, Dan
could create several streams of lucrative trading
products from China and into China. He continued his good fortune and business acumen into
the 90’s creating seven power plants throughout
China. Dan always attributed part of his success
to his abilitie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issues,
finances and contract negotiations. The rest was
his good fortune.
Dan invested in a variety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s from retail to office space to residential/
multi-family housing and mixed-use land development. Again, he used his good business sense
and intuition, ability to gather the right people
around him and then hard work to make it happen. He worked on the principle that you never
know when an opportunity will arise—you just
need to be open to it.
Dan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many projects
and initiatives for which he will be remembered.
He co-founded the 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served as
its president for eight
years. He was the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Chinatown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He also
served as chair of
both the East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and, later,

Dan N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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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ast Downtown Management District. These
organizations helped in redeveloping Downtown
Chinatown during the late 1990’s and what is
now the bustling Eado.

The Rainbow Village Project in Southwest Houston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roudest
projects he undertook was the creation of Rainbow Village, a U.S.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 for seniors in the Southwest
Chinatown area. It was his father’s association
with the Chinese Seniors Association that drew
him to the project and, again, with his business
expertise, contacts and determination, he received a $10 million grant from HUD to eventually build 2 projects. Rainbow Village continues
to stand as one of the few Section 202 projects for
Seniors in Houston, thanks to Dan’s persistence
and hard work.
Among other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he was
also on the boards of Blueprint Houston, Buffalo Bayou Partnership, Texas Inter-faith Housing
Corporation and Central Houston Inc. He served
as president of the Houston Shenzhen Sister City
Association as well as being named an Honorable
Citizen of Shenzhen Houston Sister City.
In a country that he found to be open to everyone, especially in business, Dan believed that if
you learn the system in which you’re working in,
whatever it is, it will work for you. You must
learn the rules by which to play and if you do,
you will win. Dan had not only learned those
rules but he wrote many of them for his fellow
colleagues and admirers. The entire community thanks Dan for having the determination,
persistence, wisdom and generosity of heart for
serving our community in so many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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