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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哈維颶風應對哈維颶風 需要做的準備工作需要做的準備工作
（綜合報導）哈維熱帶風暴在登

陸墨西哥灣後成為破壞力極強的颶風
，休斯頓地區面臨大雨及洪水，許多
學區已經停課，根據近年來當地遭遇
的重大風暴天氣帶來的影響和損失，
居民對此次颶風天氣切不可掉以輕心
，更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做到有備無
患。

防範颶風的一些準備：
•電池式手電筒。如果斷電時間

不長，可以用手電筒發出的 LED 光
照明。盡量不要多用耗電的強光燈功

能。你可以很容易在許多雜貨店找到
價廉物美的手電筒，它們容易攜帶，
使用的時候裝入5號或7號電池。如
果打開白熾光的手電筒，電池大概可
以連續提供5到10分鐘的照明。你也
可以在網上淘到更多優質的替換燈泡
。

•如果持續斷電，你會用到蠟燭
。買一些大型裝飾性蠟燭，存放在容
易接觸的位置（比如說浴室櫃、門邊
、臥室床頭櫃）。在燃氣洩漏的情況
下，請勿使用蠟燭。點燃蠟燭後要當

心火災，提醒你的孩
子們遠離火源。

•不用電的燈光和
錄音機。這些裝置不
需要另外加入電池，
十分省錢。它們可以
憑太陽能或者內置的
能量發生器產生電能
，有一些甚至可以給
手機充電。

•熒光棒。比起蠟
燭，熒光棒更加安全

。特別是在燃氣洩漏，周圍有可燃有
害氣體的情況下。

•太陽能庭院燈。白天依靠花園
裡面的日照充滿電後在夜間提供照明
。

•電池供電式收音機。此時各大
電台可能會有“颶風頻道”。

•罐頭食物和開關器、蔬菜水果
以及其他不需要冰箱保存的食物。

•按照每人7天每天1加侖的供
水量，準備飲用水。也可以在浴缸裡
裝滿水。

•漂白劑。在家中水漫金山的情
況下，用漂白劑殺菌消毒。

•隨身攜帶貴重物品，用塑料袋
包起大型貴重物件或者把它們存放在
防水袋中。颶風撤離的時候把照片、
保險單和其他重要的紙質文件封入密
封的袋子中。

•有繩電話。停電的時候無法使
用無線電話，所以準備一部有繩電話
。

•手機和備用電池。注意當手機
蜂窩站發生故障的時候可能無法使用

手機。
•直流交流轉換器。
•濕紙巾。
•手持電風扇。
•各種尺寸

的電池（颶風過
後也總能用上）
。建議買一部車
載電池，可以給
家庭電器供電。

•確保給每
個人配備手電筒
和電池，這樣即
時失散也可以每
個人都有手電筒
。

•家庭常用
藥。
•家庭急救箱。
• 許 多 塑 料 袋
（用來裝排泄物
和其他垃圾）。
•廁紙和其他需
要的生活潔具。

•大於 5 加侖的桶和可降解的貓屎
（用來淨化排泄物）。
•小折刀。

• 家中有掃描儀的話可以將許多值得紀念的
文件保存下來（相簿、紀念冊、影片、音樂等
），把它們保存在可以裝進隨身包的移動硬盤
中。這樣做不僅節省許多空間，而且還保留許
多珍貴的回憶。
• 有些人喜歡用CD的形式，實際上CD比較
適合公開場合。對最保險的方法還是將原件帶
在身邊（另外再复印一份）。
• 如果有的話，一定要帶齊家人參軍服役所

有相關文件資料。
和家里人制定災難應急方案。卡特里娜颶

風告誡人們一條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當自己與
周遭阻斷聯繫的時候，應該知道誰是自己的緊
急聯繫人（以及緊急聯繫人的聯繫方式）。
• 告訴小孩他們的緊急聯繫人，一旦發生緊
急的撤退情況，家長可以聯繫到對方。除了颶
風演練外，最好還有後備計劃。如果你的孩子
特別小的話，建議將聯繫方式寫在一張卡片上

，告訴孩子一個人孤立無
援的時候把卡片給周邊人
尋求幫助。如果你的孩子
帶手機的話，一定要在手
機的聯繫人裡面存儲家長
和其他緊急聯繫人的聯繫
方式。
• 在考慮撤退計劃的時候
，要照顧到每個人的年齡
和性格。下文會對這部分
內容有詳細介紹。
學會開關煤電，知道家中
重要工具的存放位置。
檢查家電的保險有效期。
一般說來，在颶風當季不
可能買得到“洪災險”，
就算有的話價格也很貴。

而且家庭一般險種保險範圍不包括洪
災，所以只能單獨購買洪災險。

暫時藉住在朋友家也是一個可行
的方案。假如對方地理位置遠離颶風
，可以事先和他們商量好颶風時候搬
去和他們住在一塊。

砍掉已經死掉的樹木和枝幹，保證樹木營
養供應充足，茁壯成長。這樣一來，它們被風
刮倒造成破壞的機率就大大降低了。

盡快做出撤離
決定。你需要在政
府發出強制撤離的
指令之前，就決定
要不要撤離。這是
因為如果你拖到最
後一刻，那麼可能
會浪費一個小時左
右的寶貴時間。
• 以下情況建議
立即撤離
• 居住在拖車房
裡，拖車不能承受
一級颶風。
• 居住在高樓高
層。颶風強度隨著
海拔增加而升高，

所以住的樓層越高，房子越有可能搖晃。
• 居住在靠近颶風潮的地區，那裡的住宅很
容易會遭遇因颶風引發的洪災。

1. 家中常備‘颶風必備箱’，可以減輕颶風來臨時的
準備工作。必備箱中不要忘記放食物、藥品和水。比
如說氣墊床充氣確保它的密封性良好;罐頭食物的保
質期；電池的電量（用電池自帶或購買的電量監測器
）。
2. 準備一個‘隨身包’。在裡面放入當你遭遇極端惡
劣的情況失去一切的時候所需要的所有東西。比如說
護照、各種證書（出生證明、結婚證、領養證、離婚
證、持槍許可證）、保險單的複印件、房車貸款信息
複印件、房產證、車主證、貴重物品的購買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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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要武藝術中心張要武藝術中心
Saranna Zhang 和Wendy Xie同學再獲大獎

張要武藝術中心日前接到通知，Sa-
ranna Zhang 和Wendy Xie 同學，在2017
年度全美Scholastic 青少年藝術大賽上再
獲殊榮，The Scholastic Art and Writing
Awards是全美歷史最悠久,具有90多年歷
史的比賽，極富知名度的全國學術美術
及寫作獎。Saranna Zhang 同學的作品
“My Journey”獲得金鑰匙獎同時作品將
在Washington DC 展出。Wendy Xie同學
的作品“Winter Morning”也獲得了金鑰
匙獎的殊榮。這是繼今年三月份以來
Andy Wei同學的作品“Time less 永恒”
在牛仔節藝術作品拍賣會上以 23.5 萬美
元最高價拍賣之後，張要武藝術中心所

獲得的又一優異成績。
據著名油畫家、美術教育家張要武先

生介紹，該中心成立於2003年，在青少
年美術教學上付出了大量心血。經過多
年的苦心鉆研和勤奮不懈的努力，該中
心在美術教學方面結出了相當豐碩的成
果。據不完全統計，15年來先後在該中
心求學的學生多達數千人，獲得美國各
個級別美術作品獎項的有上百人。目前
，張要武藝術中心已成為休斯頓市規模
最大、知名度最高的華人美術學校之一
。

張要武先生特別指出，美術教育是
青少年打開人生之門的一把鑰匙，是培

養青少年優秀素質和良好習慣的前沿陣
地。它在鍛煉青少年的感知能力、動手
能力，培養青少年的想象力、創造力，
以及獨立思考與獨立工作的能力等諸多
方面，與其他學科相比具有難以企及的
巨大優勢。在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能
夠起到其他學科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青少年通過長期的學習和實踐，可以逐
漸釋放他們的原創天性，喚醒並激活他
們的創造欲望，使他們可以憑借作品表
達豐富的思想感情，反映紛繁復雜的社
會生活和社會場景，從而提升自己的藝
術修養和文化底蘊，提高自己的人生閱
歷和人生境界。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自從制定
和執行 「歐記健保」政策以來，大多
數人認為 「歐記健保」太貴了，許多
醫生和政策都不在當前的 「歐記健保
」保險範圍之內。美國國會保險政策
的投票波動，導致川普無法實現其選
舉承諾推動醫療保險政策，使健保前
景不明 ; 大多數人和美保險業者面臨
混亂和不舒服的不安全。新保險價格
的不確定性使得人們更難接受未來的
醫療保險。根據醫療保險條例，保險

業在九月份將有兩個重要的截期，在
這個時候，似乎越來越不可能對一些
關鍵問題做出有效的澄清，包括聯邦
政府是否繼續提供 「歐記健保」低收
入投保人補助。 9月27日是 「歐記健
保」明年投保的登記截止日。

參院衛生委員會主席Lamar Alex-
ander在一份聲明中說， 「保險業者將
要出售2018-19年 「歐記健保」保單
，除非國會在9月27日之前採取立法
行動，否則保費將大幅飆升，許多投

保戶會難以承受。 」Lamar說，國會
議員將在九月份開始進行聽證，議題
是健保業務之穩定。他也要求川普總
統繼續提供聯邦補助，除非國會制定
了一個解決健保費上升的方案。

白宮目前採行按月決定是否支付
補助款，但保險業者希望獲得更肯定
的承諾，特別是川普總統將 「歐記健
保」崩盤與補助款減少一併考量。同
時，保險公司在尋求因 「企業責任」
造成付款艱難的解決途徑。美國最大

保險公司之一的 Anthem 公司，上個
月底曾警告，如果不能獲得聯邦支付
健保補助款，該公司將被迫減少參與
「歐記健保」。接著該公司在內華達

州退出 「歐記健保」業務，以及減少
在喬治亞州的業務。

今年初， Aetna保險和Humana保
險曾宣佈，因為市場波動，及參與成
本太高，他們不準備在 2018 年提供
「歐記健保」業務。對於選擇繼續參

與 「歐記健保」的公司來說，提高保

費是因應當局政策不確定的有效方式
之一。莫利納保險（Molina Healthcare
）本月初宣佈，明年將調漲保費55%
。該公司表示，如果得到聯邦補貼資
助，保費會下降 30%。愛達荷州的
「太平洋保健計畫」（PacificSource

Health Plans）明年將提高保費 45.6%
。 在 加 州 ， 明 年 健 保 費 則 是 上 漲
12.5%。

美國保險費高美國保險費高，，服務差是政府和人民的沉重負擔服務差是政府和人民的沉重負擔
除非國會在除非國會在99月月2727日之前採取立法行動日之前採取立法行動，，否則保費將大幅飆升否則保費將大幅飆升

（本報訊）《大乘廣五蘊論》是
安慧論師（6世記）對世親論師（4－
5 世紀）所造的《大乘五蘊論》加以
解釋，內容增廣易懂，是為《大乘廣
五蘊論》。

佛教的發展，從原始佛教，經歷部
派佛教，到西元一世紀的大乘佛教，
這時的佛教，一方面發揚菩薩精神，
回歸佛陀本懷，一方面以般若思想弘
揚 「空」義，蕩相遣執。二世紀時，

龍樹著《中論》等著作，貫穿，融會
了阿含與般若思想，成就了離二邊執
著的中觀學派（空宗）。後來因為有
些人對 「空」義的誤解，以為 「空」
是什麼都沒有，破壞了一切因果正法
與佛法的積極性與建設性。

這時，無著論師出現，著有《瑜珈
師地論》，針對空義的誤解，從法相
「有」的角度來闡述佛法，認為事物

有其作用及體性，但最後仍歸於中道

，教人不執著，稱為 「法相宗」，屬
「有宗」。但把 「法相宗」的思想整

理並發展的為無著的弟弟世親論師。
世親論師原先信奉小乘，有千部論師
之稱。其中一部《俱舍論》，法相齊
備，學理豐富，集小乘的重要學說。
但他批評且不信大乘。無著論師設法
使世親論師透過對大乘義理的透徹了
解，而轉向大乘。世親論師轉信大乘
之後所寫的第一部論《大乘五蘊論》

，由於過於簡要不易懂，所
以後由其弟子安慧論師加以
解釋，增廣容，擴充義理，
成為《大乘廣五蘊論》，由
原來的三千多字，增至七千
多字，是唯識學入門的論典

。
佛法主要在教我們破除我執，解脫

痛苦煩惱，佛陀依著我們五蘊身心來
解說。講身（色蘊）與心（受蘊、想
蘊、行蘊、識蘊）；講人，也說到我
人與外界接觸的相互關係和影響，因
此佛法的容包括蘊處界三科。《大乘
廣五蘊論》也按這次序，先分析五蘊
，詳說色、受、想、行、識的容與作

用，再擴展到十二處十八界，將無為
法攝於十二處的法處。
今年九月開始，每月的第一個週日

，上午 11 點到 12 點，宏師父將在玉
佛寺大雄寶殿開講《大乘廣五蘊論》
，打破傳統的形式，決定以 「單元」
的方式來分別述說，使聽者了解當自
己身心與外界接觸時，可能起的各種
反應，從而找出淨化自己的切入點，
不斷提昇，走向光明自在的人生。歡
迎社會大眾來寺聆聽法音！請洽玉佛
寺，電話：281－498－1616。

玉佛寺宏意法師主講 「大乘廣五蘊論」
九月起每月第一個週日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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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上週末8月19日開始
在台北舉辦的世大運，國台辦交流局
局長黄文濤以 「團長顧問」身份，隨
大陸代表團於當天抵達台北，是蔡政
府執政以來，國台辦訪台最高層級官
員，形同中國大陸對台釋出善意。

今年7月2日雙城論壇在上海成功
舉辦，台北市長柯文哲在兩岸關係從
冷和轉趨熱對抗時，兩岸最高層級的
官方交流，柯文哲雙城論壇的言行論
述釋出善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明
年雙城論壇移師台北，黄文濤局長這
次來台除帶來中國大陸對世大運的祝
福，想必也會為明年在台北舉辦的雙
城論壇進行初步的討論。黄文濤局長
很可能是中共19大前訪台的最高層級
中央官員，蔡政府應善用當前氣氛，
進一步在兩岸論述或政策上釋出善意
。

黄局長在去年二月從安徽合肥副
市長任職兩年後，再回鍋到國台辦交
流局局長，以前曾擔任國台辦研究局
局長，長期在涉台系統工作，非常了
解台灣政商民情，在台灣的政商界有
很多豐沛人脈。去年11月中旬黄局長
曾到訪美國加州洛杉磯，當時駐洛杉
磯總領舘副總領事王雷(現已榮調駐紐
約總領舘)還邀請台僑社團僑領們和黄
局長餐敍，交流座談兩岸的局勢，北
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總會長梁義大、
秘書長陳恬璧也應邀參加，黄局長對
當時蔡政府執政近 5 個月的兩岸關係
兩岸而談，最熱門的話題是蔡政府想
派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代表台灣參加在
南美州秘魯舉行的亞太經合會(APEC)
，是否中國大陸讓宋楚瑜參加？會後
北美洲台親會代表和部份僑領和黄局
長合影留念。

20162016年年1111月黄文濤局長月黄文濤局長((右右44))、、王雷副總領事王雷副總領事((左左
22))和梁義大會長和梁義大會長、、陳恬璧秘書長陳恬璧秘書長((右右11、、55））及僑領及僑領
們合影們合影

國台辦交流局長黄文濤國台辦交流局長黄文濤
訪美時曾會北美洲台親會代表

休市頓僑教中心休市頓僑教中心88月月2626、、2727休館兩日休館兩日

(本報訊) 因受熱帶風暴哈維Harvey影響，本週末休斯頓將會會有強降雨。原定於8月27日週日舉行的休斯頓華文作家協會成立大會及邀
請王維力老師講座活動，因故取消，由此帶來的不便，敬請諒解。如有任何問題可與休斯頓華文作家協會會長陳瑞琳832-380-9688；副會
長任國平：317-531-1525聯係。

休士頓台大校友慶祝國慶及中秋晚會
(本報訊)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及雙十國慶即將到來，為慶祝這兩

個特殊的日子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星期
六晚間在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Culture Center of TECOH) 舉辦
慶祝晚會，五點三十分入場，活動六點開始 。

今年特別令人驚喜的是年輕校友創新構想組成的樂隊及話劇，
首次在 台大中秋晚會公演，將讓各位耳目一新，大開眼界。除此之
外，還有 可口的晚餐，水果，月餅及別出心裁老少咸宜的娛興節目
。 包括扣人心弦鋼琴演奏、古典名歌、充滿活力的熱舞、 優美的華
爾滋、趣味性燈謎、遊戲、及帶動跳等。

本活動不僅歡迎校友及親朋好友，也歡迎僑界友人們來共襄盛
舉。請 大家告訴大家，把握良機，踴躍參加，一起享受這段輕鬆及
充滿樂趣 的美好時光。活動詳情請參考附上彩色傳單或休士頓台大
校友會網站 (http://www.ntuaahouston.org) 。

一般票價為美金15元，貴賓贊助票為30元及50元，學生票價 (
五歲以上) 為10元，兒童六歲以下免費。

購 票 請 連 絡: 謝 元 傑 leifhsieh@gmail.com ， 于 方 勻
katyyuyuyu@gmail.com，劉美玲 mkaster321@gmail.com

休斯頓華文作家協會成立大會因受暴雨影響取消休斯頓華文作家協會成立大會因受暴雨影響取消
(本報訊) 根據氣象資料顯示，目前哈維(Harvey)

颶風已迅速增強至第3級暴風雨，瞬間陣風時速達
115英哩(mph)預估雨量10至20英吋(inches)，預計週
六中午登陸。為安全考量，休士頓僑教中心於2017
年8月26日(週六)及8月27日(週日)休館兩日，僑胞
如有使用該中心場地，請隨時注意該中心 Facebook
網頁訊息。

休士頓僑教中心臉書網址(https://www.face-
book.com/houstonoc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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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
放化療患者的保護傘放化療患者的保護傘

美南銀行社區講座美南銀行社區講座

（ 本報訊）本週六(8/26) 美南銀行社區講座，請儘速
代為宣傳該活動因氣候因素將取消期舉行

【本報訊】癌症治
療過程中，放化療是
最常用的方法。放療
是採用高能放射線殺
死腫瘤，化療是注射
化學藥物來殺死腫瘤
。放化療雖然能夠取
得一定療效，但在殺
傷癌細胞的同時，也
對正常組織細胞無選
擇性殺傷，通常會給
患者帶來副作用或不
良反應。

巴西野花牌綠蜂膠
精選 Class A 頂級野生

綠蜂膠為原料，採用當今國際無酒精超臨界專利萃取技術。野花
牌綠蜂膠在放化療聯合應用過程中有著不可低估的價值，它能提
高放化療的療效，有效殺傷腫瘤細胞，抑制腫瘤復發轉移，延長
癌症患者的生存期。

放化療患者的保護傘。野花牌綠蜂膠含有獨一無二的阿特匹
林-C及400多種活性成分，給癌症放化療遇到的艱難瓶頸帶來

了全新突破。野花牌綠蜂膠在保證放化療正常進行的同時，注
重免疫力提升，確保患者順利完成整個治療過程。在放化療前
後服用野花牌綠蜂膠，可以減少白細胞降低、噁心、嘔吐、食
欲減退、脫髮等副作用，從而合理加大放化療藥物的劑量，以
取得更好療效。

1、消除機體疲勞感。野花牌綠蜂膠可以顯著提高免疫力，
修復受損的免疫系統，提高抗氧化能力，清除有害自由基，消
除機體疲勞感。

2、改善消化系統異常。野花牌綠蜂膠緩解噁心、嘔吐，恢
復正常的食欲和消化功能，能夠保護胃黏膜，改善胃腸功能，
增加食欲與飲食量，明顯減輕放療導致的胃腸道不良反應和毒
副作用。

3、預防骨髓損傷。野花牌綠蜂膠能夠對抗放療對外周血細
胞造成的傷害，對骨髓造血功能也具有明顯的保護和促進作用，
預防放化療造成的骨髓損傷，有利於放化療週期的完成與提高臨
床治療效果。

野花牌綠蜂膠保護癌症患者，安全度過放化療週期。野花牌
綠蜂膠可抗組織胺、保護心臟不受放化療毒性損傷、對化療導致
的肺和肝臟毒性可直接或間接解毒、保護骨髓不受化療藥物損傷
，同時對放化療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野花牌綠蜂膠適合接受過
手術或正在進行放化療的癌症患者，對自身免疫力和治療效果的

提升有著重要作用，為患者爭取更多治療機會的同時，也為進一
步治療提供了堅固的身體基礎。

加拿大衛生部天然品NPN#80006418·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
FDA登記註冊#10328566522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地址：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
natural.ca 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祝您健康！

AIG 個人及家庭財務規劃講座
【本報訊】為了服

務廣大民眾，美國國
際集團(AIG) 德州分
行將於 9 月 2 號周六
，在分行休斯敦會議
廳舉辦一場主題為
“家庭財務規劃”的
講座。講座將由德州
分行理財代表黃晉博
士主持，特邀分行副
總經理譚秋晴女士，
為大家帶來家庭理財
規劃，財富增長，以

及投資避稅等方面的資訊和解疑。
美國國際集團(AIG)成立於1919年，是全球最大的保險公司

之一，是受到國際認可和尊重的市場領導者。公司有超過66000
名員工在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為千萬個人和企業客戶提供
成熟的資產保護，風險管理和理財解決方案。

AIG德州休斯敦分行是AIG在美南地區唯一一個專為亞裔客
戶服務的銷售總部。分行秉承“誠信為本，顧客至上”的理念，
以專業化，多元化，個性化的產品與服務，協助客戶實現家庭財

務目標和需求。
主講嘉賓：
譚秋晴：資深註冊會計師(CPA)，美國Rutgers University企

業管理碩士(MBA)，有20多年投資理財顧問工作經驗，百萬圓桌
資深會員，曾被休斯敦婦女雜誌(Houston Woman Magazine) 評選
為大德州地區最具影響力的五十位傑出女性之一。休斯敦亞洲商
會前任董事會主席，現任AIG德州分行副總經理，休斯敦華裔會
計師協會會長，美國會計師協會講師，美國聯邦國會議員華裔助
理。

活動主持：
黃晉：AIG德州分行理財代表。美國Ohio University博士。

曾任職研發科學家，油田化學工程師，現全職從事投資理財事業
。黃博士熱愛生活，並積極通過工作和經歷去幫助和促進人與人
，人與世界的鏈接，希望用專業知識和個性化的服務，幫助更多
的個人和家庭實現財富保護和增長的目標。黃博士於2017年四
月加入AIG，致力於為生活在美國的華人朋友以及境外來美的投
資人士，提供最專業和全面的財富管理服務。

本次講座，譚女士和黃博士將為大家解答個人和家庭財富管
理方面的常見問題和疑惑，並為大家提供家庭理財規劃，財富增
長，以及投資避稅等方面的最新資訊。

AIG提供的“生前福利萬全保”系列產品，能夠幫助您和您

的家庭，在遭受嚴重的健康問題，如慢性疾病，危重疾病和末期
疾病的時候，提供一定的經濟保障，以幫助您和您的家庭維持生
活的品質。

預支賠償附加保障讓您在有生之年預支部分保單身故賠償金
，而且對符合資格的慢性疾病，危重疾病和末期疾病，保證最低
的預支賠償金。

終生保證收入流附加保障，還能幫助客戶將賬戶現金價值轉
換成終生保證收入流。

慢性疾病附加保障，取消了該保障中的永久性要求，能更好
的幫助客戶維持有品質的生活。

如果您已經購買了人壽保險，AIG團隊也提供免費的保單評
估，來幫您解答您對於已有保單的疑問和問題。

本次講座時間：9 月 2 號 （週六）， 早上 10:00am -12:00
pm

地址： AIG德州分行會議室
10111 Richmond Ave., Houston, TX, 77042（westchase cor-

porate center 二樓）免費停車，大樓前面的visitor parking
活動提供冷飲和精美小食。
聯繫人：黃晉 517-303-0618， 微信: smellypiggy

歡迎大家踴躍提前聯繫黃晉女士報名。

休士頓首家正宗北京特色餐館休士頓首家正宗北京特色餐館：： 「「 北京味道北京味道 」」
其原有精品川菜麻辣烤魚、樟茶鴨、香辣蹄花同樣受歡迎

圖為圖為 「「北京味道北京味道 」」 的東主的東主，，來自北京的李來自北京的李
海生海生，，秦偉潔夫婦秦偉潔夫婦。。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休士頓首家正宗北
京特色餐館 「北京味道」，開張三個月至今
，不僅老北京趨之若騖，許多外地的顧客，如
來自台灣，上海，山東 等地的顧客，也被他
們的 「北京味道 」瘋靡不已，每隔幾天就要
去光顧一下。

北京味道餐廳近期隆重推出北京特色菜

，如： 魚頭泡餅、北京炒肝、火爆腰花、爆
三樣、京醬肉絲、尖椒肚絲、炒合菜、荷塘小
炒、老北京炸醬麵（ 都是手撖麵 ）、京東肉
餅、韭菜盒子、芝麻醬糖餅、芝麻醬糖花卷、
蔥油餅---- 等等，無一不是正宗的北京特色
，不僅老北京一聽就懂，是他們日常的食材，
很多外地來的遊客，點了他們的紅燒牛肉麵，

忍不住驚嘆連連， 「北京味道 」 的牛
肉麵每碗是台灣的三倍多，而且牛肉份
量多，手撖麵條耐嚼入味，令人回味無
窮。難怪 「北京味道」 開張至今，最
叫座的還是他們的各式麵點。

「北京味道」 餐廳現正在推的名
菜 「魚頭泡餅 」 是份量之作，大大的

一盤，中間是壯觀的紅燒
魚頭，四周圍上切片烙餅
，散開如花開富貴，紅燒
魚頭的千滋百味配上烙餅
的香味，所有吃過的人皆
回味無窮。

「北京味道 」 的北
京名菜，還包括： 紅燒魚
腩、四喜丸子、京醬肉絲
、溜肝尖、尖椒炒肚絲、
爆三樣、火爆腰花、北京
味道炒合菜------ 其他
如該店的水餃和餛飩也頗值一提
，他們的豬肉（ 茴香/ 白菜/ 三
鮮/ 薺菜 ） 餃子，及豬肉（ 白
菜/ 薺菜/ 香菜 ） 餛飩，個大餡
多，不僅餡料調的好，手撖餃子
皮更可圈可點，是熱中此道的老
饕最愛點的，該店門口的冰箱更
天天備有一包包冷凍水餃，餛飩

外賣，一會兒即被搶購一空。
「北京味道 」 京味十足，要吃正宗北京

菜，精品川味（ 如麻辣烤魚、沸騰魚，椒鹽
魚片） 到這裡走一趟，必然讓您大塊朵頤，
畢生難忘！

「北 京 味 道 」 的 地 址 ： 932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 在百佳超市旁） ，
電話：281-888-7296

每年夏天六月期間，借助任職
之美國校區放暑假之時，筆者夫婦
二人，便會乘坐飛機，返回港澳地
區，探望家慈，並與親朋戚友相聚
，共渡夏天美好時光。今年亦毫無
例外，跟以往不同的是，當我們鳥
倦知還之際，有內子外家香港親人
，提出要隨我倆一起來休市遊覧。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卻

之不恭。為一盡地主之誼，我馬上
跟此地休市親友聯絡，如何安排
「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招

待貴賓之寔呢？
他們異口同聲地笑我： 「你回

得正好！不需多花心思了，一於八
月美食上珍寶。他們正在慶祝開業
18 週年！為回饋本地食客，實行 8

、9 兩月大酬賓，晚餐7折，好食扺
食，不作別地之想！」

既然大家有此共識，我也便順
從眾議，甫扺休市，一行廿人，車
分三部，浩浩蕩蕩，駛入唐人街百
利大道的中心地帶的 「香港城」右
側的珍寶海鮮城上來。

八月的休市，仍舊是酷暑難耐
，不過在金烏西下的黃昏，舉步踏
進珍寶樓頭，卻有一陣清涼消暑的
感覺。因為在綠瓦紅柱的走廊兩邊
，是兩池春水，水上幾十朵荷花怒
放，有色有味，使我即時呤起唐人
著名的詩句來：

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
時同，

接天連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

樣紅。
古代詩人詠唱的是杭州西湖的

六月荷花，我們是千多年後的美國
休市珍寶海鮮酒家。儘管是地方不
同，時代有異，然而千古不變的仍
是荷花，花香引我入酒樓，坐在珍
寶樓地下的貴賓房內，把酒點菜之
後，舉杯交談之時，縱目四顧，你
會覺得珍寶樓的地，也有著濃醇的
優雅品味，跟樓頭之外的荷花水池
比較，互相輝映。我最愛的是她四
邊牆壁上崁入的顏色鮮豔、景像清
晰的北京天壇、山海關萬裡長城的
精裝照片、令人精神飛越，仿似人
到當中。而兩幅國畫，一幅是 「明
月幾時有」，說的是宋朝大學士蘇
東坡的千古名詞，它最末的兩句：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正可以為座上客的配偶、愛
侶、手足, 好友、良朋，親屬
，譜寫人生願望。而另一幅的
「菜根香」國畫，以彩色水墨

畫筆，勾勒出農家多種多樣的
瓜菜水果來。假使國人以此作
為長期裹腹之物，定然會是

「菜根素味廷長壽，華府鮮味一室
香」。
珍寶海鮮城地下共有三間貴賓房，
分別可放一至三張大枱，每枱可坐
10 至18 食客，大家自成一室，是家
庭聚會、僑友談心，公司主管機關
跟下屬，業餘交流的好塲合。本人
隸屬休市 「頤康雅座」的會員，過
去十多年以來，我夫妻跟隨主辦人
何天祐醫師、張景燊會長、王植頤
教授，在這裡的貴賓房中，舉辦了
數不聲數的晚餐，與會中 「晚晴詩
社」陳友堂大詩家、著名的僑界義
工 Gigi 王德夫婦，Selina, 培英高材
生朱佩玲伉儷、Rebecca 女仕、攝影
大師 Gordon Yang Karen, Ida Chen,
太極老師余先生、龍岡公所前任主

席關叔夫婦等友好，一起共渡了不
少個歡樂晚上。

寫到這裡，真的要稱讚一下珍
寶海鮮城資方及管理層人仕，他們
對貴賓房的銷售數字，持開方態度
，那就是說沒有像外界一些大酒家
，硬性規定要花上至少四、五佰元
酒席，小費必收飲食單上百份之十
八，才可以給食客使用。這種商業
手法，正合古人所說的 「有容乃大
，無欲則剛」的高深學養。正是
「人非草木，誰是無情」？走得出

來僑社應酬活動，大家共識當然要
食得高檔豐富一些，如果不是這樣
，每一味菜色價錢都要斤斤什較, 貼
士都要度清度楚，不如自家到超市
自行買菜，回家食自己好了。幸好
市面上有常識，明事理的食客還是
佔多數，因此到珍寶海鮮城貴賓房
食餐的人客，都是知情識趣，每枱
酒菜，不會難看，而且對於整個晚
上對您殷勤招待、事事順隨人客心
意的企枱，您又怎麼會 「辣手摧花
」，不給予重賞呢？ （上）

(為食書生)珍寶樓頭慶週年（上）
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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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真假李逵真假李逵！！
--Comcast Xfinity--Comcast Xfinity提醒大家提醒大家，，不要被收年費的李鬼網線騙錢不要被收年費的李鬼網線騙錢！！

（本報記者黃梅子）現在，我們的生活根
本離不開網絡，很多人可以一天不吃飯但不可
以一分鐘無網絡。所以，每家每戶都要安網絡
，休斯敦最大最專業的網絡公司是 Comcast
Xfinity,，也是用戶最多、服務最好的公司。
Comcast Xfinity是美國公司，公司的法務和市
場部門提醒大家，最近有假冒Comcast Xfinity
的李鬼公司截Comcast Xfinity的網線，非法銷
售，一次性收取用戶一年的費用，並且免掉安
裝費，因為費用較正牌Comcast Xfinity網絡便
宜，所以有不少華人上當受騙。

Comcast Xfinity 市場部鄭重聲明：Com-
cast Xfinity在華人社區有代理商，負責人是古
小姐，在大中華超市、10號公路和6號公路的
99 大華超市都有代辦點，服務熱線電話是
832-282 -2882。

Comcast Xfinity的網絡都有檢測系統，登
記在冊的客戶都能檢測到。但最近一段時間來
，電腦檢測到中國城一帶有些客戶端的流量突
然大幅增加，檢查後發現有人從門口的網絡接
線盒裏偷截網線，拉出網線後銷售給不知情的
客戶。因為不收安裝費、而且提供 Modem，
甚至有些Modem上還有Comcast Xfinity的logo
，一次性收取一年的費用，比Comcast Xfinity
按月收取的12個月總費用要低一些。因為費
用便宜，所以很多不明真相的華人朋友都紛紛
加入並交足一年費用，剛開始網速很快，慢慢
地因為同一條線上用戶越來越多，所以網速越
來越慢。而當Comcast Xfinity發現偷線後就會
剪斷線路，這個時候用戶再打電話找安裝的人
來維修就再也聯繫不上了，或者要等很久等到
他們另外再截一條線才能續上，那時吃虧的是

用戶，一年的錢已經交完了，但實際只用了幾
天或幾個月，貪小便宜反而吃大虧。

Comcast Xfinity考慮到休斯敦越來越大的
華人市場，也考慮到部分華人英語不好，所以
請華人朋友直接與代理商古小姐聯繫（電話
832-282-2882），古小姐有一個華語服務團
隊可以為您提供優質的服務。

Comcast Xfinity提醒大家，Comcast Xfin-
ity 是按月收費的！如果是一次性收取一年費
用的網絡公司肯定是李鬼，不是李逵！是假的
Comcast Xfinity！只要認清這一點，大家就不
會上當受騙！自己的權益就能得到保證。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可以致電Comcast
Xfinity 客戶部阿龍（電話 281-409-9420）或
古小姐832-282-2882。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
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麽辦
？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
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 CT、胸腔
CT、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
就不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
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
肉或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
醫復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
可以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
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
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
，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
訴給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車
禍之後開始沒感覺，3--4 星期之後
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去求
醫；也有人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醫生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
打魚，兩天曬網。這些對於車禍賠償
都是不利的，對自己身體更是有害。
對於沒有傷筋動骨的小車禍，2--3

個月的推按摩康復治療之後，大多數
人都會感覺好了；對於大小手術治療
後的傷員，1--2 年之後，也會慢慢
好轉，這個時候，絕大多數人都會忘
記車禍這檔子事兒，繼續開車。遺憾
的是，5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
大多數人（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
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
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
，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
因。其實，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腦震
蕩是比較容易查出來的，但軟組織受
傷是很難查出來的，CT、超聲波都不
行，最多是核磁共振（NMR）可能
會發現一些問題（醫學檢查稱為磁共
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 MRI ）。但如果自己記得當年的
車禍，發生的部位，便可很容易聯想
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進
行腦部、背部、骨關節和軟組織恢復
治療與保養，千萬不要等到 10 年 20
年之後才想起來，那就晚了。建議您

去找李醫生，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他
會幫您設計治療方案，保險公司支付
您全部的費用，經過精心治療之後，
您不會有任何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
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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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
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患者
常常感覺下肢放射性疼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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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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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醫生治車禍
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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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射、器材和

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
車禍後遺癥和腰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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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一、三、五全天，二
、四、六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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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醫療連線產業園區開發合作項目醫療連線產業園區開發合作項目。。由旅美石油軟件專家范崇海由旅美石油軟件專家范崇海
先生先生（（前排左前排左））代表簽訂代表簽訂。。

促成本次大會的幕後功臣促成本次大會的幕後功臣（（ 右起右起 ））美南山東同鄉會前美南山東同鄉會前
會長張磊會長張磊，，豐建偉豐建偉，，王魯華教授王魯華教授，，與代表團領導青島市與代表團領導青島市
政協副主席楊宏鈞政協副主席楊宏鈞（（ 中中 ），），青島巿僑辦主任尹明琴青島巿僑辦主任尹明琴（（
左一左一））在大會上合影在大會上合影。。

美南山東同鄉會前會長豐建偉美南山東同鄉會前會長豐建偉（（ 立者立者 ）） 在餐會上致歡在餐會上致歡
迎詞迎詞。。

美南山東同鄉會副會長徐洪濱美南山東同鄉會副會長徐洪濱（（ 右一右一）） ，，修宗明修宗明（（ 右三右三
））代表同鄉會向遠來老鄉敬酒代表同鄉會向遠來老鄉敬酒。。

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 左立者左立者）） 在在 「「錦江酒家錦江酒家」」 的歡迎宴上致詞的歡迎宴上致詞
，，敬酒敬酒。。

青島國際心腦血管專科醫院合作意向青島國際心腦血管專科醫院合作意向，，由豐建偉醫生由豐建偉醫生（（ 前排左前排左 ）） 代代
表簽訂表簽訂。。

青島巿黄島區引進海外人才工作站青島巿黄島區引進海外人才工作站。。由山東商會會長修宗明由山東商會會長修宗明（（前排左前排左））代表簽約代表簽約。。

青島巿政協副主席楊宏鈞青島巿政協副主席楊宏鈞（（ 左左 ））代表該團代表該團 ，，以字畫相贈以字畫相贈，，由美南山東同鄉會會由美南山東同鄉會會
長房文清長房文清（（右右））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青島市政協僑辦代表團青島市政協僑辦代表團88月月2020 日訪問休斯頓日訪問休斯頓（（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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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飛快樂"2017華夏暑期夏令營匯報演出文藝晚會2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黃麗珊攝攝

華夏中文學校家長和孩子們一起歡樂華夏中文學校家長和孩子們一起歡樂、、
共同度過美好時光共同度過美好時光

二二、、三班全三班全
體同學們表體同學們表
演演[[歌舞歌舞]]

四四、、五班同學表演繞口令五班同學表演繞口令、、詩朗誦詩朗誦[[我的南方和北方我的南方和北方]]

二二、、三班全體同學們表演葫蘆絲三班全體同學們表演葫蘆絲[[世上只有媽媽好世上只有媽媽好]]

二二、、三班全體同學們表演三班全體同學們表演[[朗誦朗誦]]

五班杜都五班杜都、、周易魔方表演周易魔方表演[[挑戰魔方高手挑戰魔方高手]]

二二、、三三、、四四、、五同學葫蘆五同學葫蘆
絲表演絲表演[[小白船小白船]]、、[[滄海一滄海一
聲笑聲笑]]

四四、、五班同學表演大合唱五班同學表演大合唱[[愛在天涯愛在天涯]]、、[[春曉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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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FRI 11/20 Noon-2 PM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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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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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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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

醫生
（通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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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星期六 2017年8月26日 Saturday, August 2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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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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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教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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