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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位王維力藝術工作室的成員和朋友們歡聚一
堂﹐慶祝工作室成立 25 週年﹒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
李強民﹑文化參贊解飛﹐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先生及來自各界嘉賓應邀出席﹒休斯敦市長
Sylvester Turner 特別頒發賀狀﹐命名 12 月 2 日為“王
維力藝術工作室日”﹒美國國會議員 Al Green 也發來
賀信﹐對工作室的成就表示祝賀﹒

方脈
仁
仁濟
濟中
中醫
醫針
針灸
灸 針灸
中醫
醫男
男女
女專
專科
科
跌打 推拿 中

主
治
主
治

各種痛症﹑
頸椎病﹑
坐骨神經痛﹑
面神經麻痺﹑
肩周炎﹑
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
戒煙﹑
戒酒﹑
減肥﹑
增加腫瘤病人體質﹐
減少化療副作用﹒

女性專治﹕
●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女性不孕症（原發﹑
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
生育期﹐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更年期）﹑
痛經﹑
子宮內膜異位症﹐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習慣性流產﹑
盆腔炎﹑
輸卵管堵塞等
德州執照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
引起的不孕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
早瀉﹑
陽萎﹑ ˙子宮肌瘤﹑
子宮癌﹑
卵巢腫瘤手術後﹐

性功能低﹑
房勞傷﹑
精液不液化﹑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
失眠﹑
盜汗﹑
膿精症畸﹑
前列腺炎﹑
睪丸炎
骨質疏松﹑
關節痛﹑
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馬順梅 LC 00203
佟大山 LC 00143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代煎中藥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 煌 廣 場 內）
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Tel:(713)271-0488(O)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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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援助巴基斯坦小漁鎮
爭取成為未來海外軍港

Saturday, December 23, 2017

說，當地人民
並不完全滿意
，分離主義分
子正在利用這
種不滿情緒。
巴基斯坦
官員說服瓜德
爾居民要有耐
心。並宣佈要
緊急建立海水
淡化廠和發電
站。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路透社巴基 很多人來說，瓜達爾港不僅僅只是一個長期的
中國的瓜達爾項目與斯裏蘭卡的類似努力
斯坦訊，中國正在大量援助巴基斯坦一個小漁 商業合作。
形成對比，斯裏蘭卡的漢班托塔村（Hamban中國外交部並沒有回應路透社的評論。
鎮，爭取當地人，建設一個商業深水港。美國
北京和伊斯蘭堡將瓜達爾港看作中巴經濟 tota）被改造成一個港口綜合體，但卻背負著中
和印度懷疑有朝一日深水港也可能為中國海軍
走 廊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 國的債務。上個星期，斯裏蘭卡正式將權利交
服務。
北京已經建立了一所學校，派出了醫生， CPEC) 皇冠上的寶石，中巴經濟走廊是北京一 給中國，租期 99 年，以換取較輕的還款。這引
並承諾為機場，醫院，學院和急需的水利基礎 帶一路的旗艦。旨在亞洲，歐洲和非洲建立 60 發了街頭抗議，許多斯裏蘭卡人認為這是侵蝕
設施提供約 5 億美元的援助，為瓜達爾（Gwa- 多個國家的陸路和海上貿易航線的新“絲綢之 主權的行為。
類似瓜達爾港這樣的漢班托塔港，是北京
dar）這座塵土飛揚的小鎮提供服務，這個小鎮 路” 。
正在亞洲和非洲發展起來的港口網絡的一部分
這個計劃是把瓜達爾港變成一個轉運中心
的海港伸入阿拉伯海，俯瞰著世界上最繁忙的
石油和天然氣運輸通道。
和大型港口，與特定的經濟區一起建造，出口 。這些港口使印度受到驚嚇，印度害怕被中國
根據研究人員和巴基斯坦官員的說法，這 為重點的行業將把貨物運往世界各地。 能源管 不斷增長的海軍所包圍。
但巴基斯坦官員說，與漢班托塔港的比較
筆贈款包括 2.3 億美元用於建設一個新的國際機 道，公路和鐵路連接網將把瓜達爾港連接到中
是不公平的，因為瓜達爾港項目的債務少得多
國西部地區。
場，這是中國在國外所做的最大支出之一。
巴基斯坦官員說，預計港口貿易將從 2018 。
瓜達爾項目的資金來源與北京在其他國家
據巴基斯坦政府文件和官員透露，除了機
的慣例不同。 傳統上，中國一直嘲笑西方的援 年的 120 萬噸增加到 2022 年的 1300 萬噸左右。
助，讚成通常由中國國有商業和開發銀行提供 港口已經安裝了三台新的起重機，明年的疏浚 場之之外，中國在瓜達爾港項目還包括 1 億美元
用於擴建有 250 張床位醫院，1.3 億美元用於改
工作將港口五個泊位的深度加深到 20 米。
貸款的基礎設施項目。
但是，形勢是嚴峻的。瓜達爾無法獲得飲 造水利基礎設施，1000 萬美元用於建立技術和
研究“中國與巴基斯坦關系”的作者安德
魯•斯特勞（Andrew Small）和德國馬歇爾基金 用水，停電也是常有的事情。分離主義武裝分 職業學院。
負責監督的議會委員會主席 Mushahid Hus會智庫的華盛頓研究員都認為，“資助的數目 子威脅襲擊中國在瓜達爾和巴基斯坦其余地區
sain
Sayed
參議員說：“我們歡迎這種援助，因
的項目，這裡是巴基斯坦礦產豐富和最貧困地
是相當驚人的”。
為它正在改變瓜達爾人民的生活質量。”
“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不會提供援助或補助 區。
中國和巴基斯坦共同選擇開展哪些項目，
安全形勢緊張，中國和其他外國遊客需要
，但是而且一旦完成，對他們來說往往是微不
Sayed 參議員補充說。
足道的。”
士兵和武裝警察的保護。
根據瓜達爾發展局（Gwadar Development
北京也試圖克服在俾路支省出現的外部人
巴基斯坦已經開放手中歡迎援助。 不過，
Authority）主任
Sajjad Baloch 的說法，當中國建
北京方面的不尋常的重大舉措也引發了美國和 士的不信任，俾路支省的土著人士擔心其他少
議新機場跑道長度為
7000 米時，巴基斯坦則推
印度的猜疑，認為瓜達爾港是中國未來地緣戰 數民族和外國人湧入。 許多居民也抱怨說改變
動 12000 米的跑道計劃 。此舉可容納空客 380 這
的步伐太慢了。
略計劃中挑戰美國海軍主導地位的一部分。
瓜達爾的議員埃薩爾•諾裏（Essar Nori） 樣大的飛機起降，並用於軍事目的。
斯特勞說：“這一切都表明，對於中國的
據美國威廉
瑪麗大學研究實
驗 室 Aid Data 的
執行總監布拉克
• 帕 克 斯 （Brad
Parks）介紹，從
2000 年到 2014 年
間 ， 在 140 個 國
家收集了有關中
國援助的數據。
中國的資助規模
是非凡的。
自 2014 年以
來，北京已經為
不到 10 萬人口的
瓜達爾認捐了 8
億多美元的贈款
2017 年 10 月 4 日在巴基斯坦瓜達爾瓜達爾港口的一景。 2017 年 10 月 4 日，巴基斯坦瓜達爾，漁民們從海中捕撈魚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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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優惠貸款。 在此之前的 15 年裏，中國在這個
時期為全國 2.07 億人口的巴基斯坦全國提供了
約 24 億美元的優惠貸款和贈款。
帕克斯說：“即使按照中國過去在巴基斯
坦的行為標準，瓜達爾港也是非常特殊的。”
有跡象表明，中國爭取當地民眾人心的努
力正在瓜達爾開始取得成果。
兩個孩子都進入中國援建的小學的，45 歲
的薩拉姆•達什提（Salam Dashti）說，“俾路
支省落後，欠發達，但我們看到了中國到來後
的發展。但是，還有一些主要的缺陷。
例如，成千上萬的港口居民將不得不重新
安置。
現在，他們生活在一個狹窄的半島上，住
被海水腐蝕的狹窄的單層混凝土房屋裏，赤腳
漁民把他們的漁獲物放在鋪滿垃圾的新鋪路上
。 許多漁民表示擔心，一旦港口開始運作，他
們將失去生計。
在未來幾十年裏，瓜達爾人口預計將增加
15 倍以上，因此土著居民害怕成為少數民族是
不可避免的。 在城鎮的邊緣，土地投機者豎起
的豪宅正在沙丘旁邊冒出來。
分析人士說，中國意識到以前開發瓜達爾
港的努力部分是對付俾路支省分裂主義分子所
構成的安全威脅，所以北京方面正試圖挫敗叛
亂分子想要利用俾路支斯坦的陰謀。
帕克斯補充說：“這對中國人的思想影響
很大。 “他們試圖通過獲得更多的本地買入來
保護自己的投資，這幾乎成了事實。”
與此同時，中國官員正在推動他們資助的
基礎設施的發展。
“每一天你都可以看到新的變化。 這表明
了中國人對發展瓜達爾的誠意，“中國駐伊斯
蘭堡大使館副團長趙立健上個月發表了上述消
息。
對於在瓜達爾港的投資，中國將收到 91％
的收入，直到四十年後港口返回巴基斯坦。 中
國海外控股公司的經營者也將免征 20 年以上的
主要稅收。
巴基斯坦海事事務部長比西約（Hasil Bizenjo）表示，中國在該地區的參與與過去兩個
世紀的經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時俄羅斯和
英國以及後來的美國和蘇聯爭奪了波斯灣的溫
水港。
“中國人來得很順利，他們已經到了溫暖
的水域，” 比西約告訴路透社說： “他們投資
進入溫水港口的東西更為合理。”
當美國五角大樓六月份的一份報告顯示，
瓜達爾港可能成為中國的軍事基地。印度方面
也表示同樣的擔憂，但北京否認了這個說法。
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說：“談到中國在
巴基斯坦建立軍事基地是純粹的猜測。”
比西約和其他巴基斯坦官員說，北京方面
並沒有要求將瓜達爾港用於海軍的軍事目的。
“這個港口，他們主要是為了他們的商業
利益而使用它，但同時，這取決於未來 20 年的
世界走向。” 巴基斯坦海事事務部長比西約如
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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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兒童合唱團將舉行新歌曲的試演審查

感興趣的的家長應該訪問合唱團網站報名參加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休斯頓的首演試音合
唱團將在 1 月初舉行冬季試演。 休斯頓兒童合唱
團將舉行新歌曲的試演審查; 日期：2018 年星期
六，1 月 6 日和 1 月 9 日，星期二 。 鼓勵 2 至 2 年
級以上的學生報名參加。 預備合唱團沒有為二
年級和三年級的試演。 音樂會合唱團包括四年
級至八年級的男學生和女學生，全體學生需要參
加一個試鏡試演。 感興趣的學生的家長應該訪
問合唱團網站：www.houstonchildren.org 的試聽
信息。
訪問世界各地的愉快休斯頓小大使團 - 休

斯頓兒童合唱團本賽季舉行慶祝 28 週年的紀念
活動。 自從 1989 年成立以來，共有超過 5,250 名
兒童參加了合唱活動。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有才
華的兒童群體代表了大休斯頓地區的每一個民族
和社會經濟群體。 他們每年演出 40 多場音樂會
，並曾 32 次為美國總統演出。 他們經常在休斯
頓市和得克薩斯州的市民和文化儀式中演出。
他們在世界各地舉辦了音樂會。 他們能夠成功
地演奏 Motown 現代音樂和 Bach 古典音樂等級的
所有類型音樂，他們多元化和多功能性的演出使
他們受到德克薩斯州，美國和全世界的觀眾的喜

愛。
他 們 最 喜 歡 的 回 憶 是 ： 錄 製 藍 鐘 (Blue
Bell) 冰淇淋廣告，與喬希•格羅班 (Josh Groban) 在 2004 年超級杯開幕式上表演，與席琳•
迪翁 (Celine Dion) 在老 Compaq 中心的一起表演
，參加世界經濟峰會，並與莫琳•麥戈文和湯
米 (Maureen McGovern and Tommy) 在 Hobby 中
心的聯歡晚會唱歌表演。 最近在 Astro 的世界系
列 MVP 棒 球 比 賽 去 合 唱 聖 誕 頌 歌 。 Stephen
Roddy 是合唱團的創始人兼總監。有關更多信息
，請訪問 www.houstonchildren.org。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上周六舉行第四季度會員慶生會
時在僑教中心舉行第四季度會
員慶生會。共有會員數百人參
加。會長趙婉兒首先在會上致
歡迎詞，表示該會的
I-pad 學習班，將於一月
三日開課。第二期將於明
年二月開課。明年一月一
日將舉行元旦升旗典禮，
老人服務協會是主辦單位
之一。另外，她也感謝 「
恆豐銀行 」 董事長吳文龍
給該會捐了五百元，並贈
送許多 2018 年月曆。由於
老人服務協會今年剛好 30
年，她並感謝 「百齡合唱
團 」 的王老師，及老人服
務協會舞蹈班對該會的貢
圖為老人服務協會第四季度壽星到台前唱生日快樂歌，
圖為老人服務協會第四季度壽星到台前唱生日快樂歌
， 切蛋糕
切蛋糕，
， 拍團體照
拍團體照。（
。（ 獻。當天，並請第四季度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休士頓兒童合唱團的創辦人及團長
Stephen Roddy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於
上周六（12 月 16 日） 下午二

的所有壽星到台前來，唱生日
快樂歌，切蛋糕，並拍攝壽星
團體照。
精彩的餘興節目在切蛋糕
後隨即展開。包括 「老人服
務協會 舞蹈班」 表演舞蹈 「
Hi 起來」； 中華老人服務協
會-- 百齡合唱團 演唱 「西風
的 話 」 ， 「踏 雪 尋 梅 」 ， 及
「平安夜」； 由王清香老師
指導的 「香香個人創作舞蹈班
」表演 「得意的笑 」，老人
服務協會 「春風粵曲社 」 表
演粵曲 「鳳閣恩仇未了情」
； 及 「老人服務協會舞蹈班
」 表演舞蹈 「浣溪沙」 等舞
蹈，最後是抽獎，皆大歡喜。

UFO學會
UFO
學會12
12月
月 16
16日開會
日開會
主講人:本會 研究員 鄧中泰 先
生
題 目:道西基地(Dulce base)的秘
密
內 容:位於科羅拉多州與新墨西
哥州的邊界上 有一個叫 Dulce 的小鎭
,在其附近有一處美軍在 「冷戰時期

圖為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在慶生會上致詞
。（ 記者秦鴻鈞攝 ）

」構築的導彈基地,是一座深入地下
數百公尺的地堡.共有七層,被名之為
「道西基地」,冷戰結束後被癈棄,久
經荒置後,於 l989 年左右發生了一些
驚人的 「傳言」,說 「道西基地」已
被外星人入侵!成為外星人在地球上
的一處基地,後來美國政府派軍隊攻

入地堡,與外星人的激戰中,陣亡了 60
名官兵,最終將 「入侵者」全數消滅,
而結束了道西基地的 「傳奇故事」,
在 UFO 的研究史上,也留下了一段值
得 「探討」的議題!

休城社區

經文處赴密州參與僑界餐敘交流
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陳家彥於本（106）年 12 月 10 日晚間偕副處長林映佐及秘書陳偉玲赴密西西比州
與密西西比州僑務顧問陳清志夫婦等僑界領袖餐敘交流。
陳僑務顧問歡迎陳處長履新，並到訪密州與僑胞座談，表達政府對僑胞的關懷，強調密州僑界向來支
持辦事處推展各項業務，未來也將繼續盡力支持和鼓勵，積極給予協助。
陳處長感謝及肯定我僑界在密州長期深耕經營有成，也表示辦事處將持續努力行銷台灣，提供僑胞最
佳服務。嗣另說明我政府目前推動各項政策，盼僑界能支持，並和辦事處合作，積極推動雙方在經濟、教
育、科技、文化等各領域的合作及交流。

2018年美南大專校聯會獎學金
即日起接受申請 申請截止日期是二月二十八日
一年一度的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
合校友會獎學金，今年將分八類進行
甄選分發。即日起接受報名。
第一類獎學金，是華裔青年從政
獎學金。其主旨在鼓勵有志從政的青
年爭取在立法機構基層學習的良機。
每年在國會、州議會議員的辦公室，
都錄用為數不少的實習生(Interns) 。
這些實習生的職位，是提供年輕人親
眼目睹、親身參與立法機構運作的絕
佳良機；同時，也是培養未來政治人
物的搖籃。校聯會此一獎學金，名額
至多二名，金額每名二仟元。申請者
必須是在大學或研究所(包括法學院)
的學生，并且已取得或有意取得國會
、德州州議會或休士頓市議會中任何
一議員辦公室的實習生職位。
第二類獎學金，是校聯會已舉辦
二十餘年的傳統獎學金，開放給十二
年級的高中生申請。依據學生的學業
成績、領導才能、社區服務、與課外
活動來甄選得獎者。校聯會傳統獎學
金，名額至多六名，每名一仟元。
*另設一名社區服務獎學金，金
額一仟元。是文化大學校友黄登陸先
生為紀念其妻張玉瑩女士所設，是以
社區服務卓越貢獻、有志上大學的十
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一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
，金額一仟元。是台灣大學校友樓一
中先生為紀念父母親樓迪善將軍及夫
人所設，是以學業成績優良、有志上
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二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

，金額每名一仟元。是夏尚權先生及
台灣大學校友夏慧芸為紀念父母親夏
元治先生及夫人所設，是以學業成績
優良、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
為對象。
第三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
家境需求補助、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
級高中生為對象。此類獎學金是下列
校友提供：
＊中原大學校友張南庭先生為紀
念其父母親張東朝先生及夫人所設，
名額五名,金額每名二仟元。
＊台灣大學校友林宗生先生為紀
念其父親林瑞發先生而設立的，名額
一名，金額三仟元。
＊台灣大學校友陳碧雲女士為紀
念其母親凌坤女士而設立的，名額一
名，金額三仟元。
* 銘傳大學校友王慧娟女士為紀念
父親王財興先生及夫人王袁杏月女士
所設，名額一名,金額一仟五百元。
* RLC 基金助學金 ，名額及金額
未定，依需要而定。
第四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
家境需求補助、有志上大學的 NorthBrook 高中十二年級學生為對象。政
治大學校友劉旭強女士為紀念其母親
劉楊秀鶴女士而設立的，名額一名，
金額三仟元。
第五類獎學金，此項音樂獎學金
，申請者必須是有志上大學主修音樂
的十二年級高中生，或大學或研究所
音樂系的學生。此類獎學金是下列校
友提供：

＊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
士為紀念其父母親謝文治
教授及夫人所設，名額一
名，金額二仟元。
＊石山地產莊麗香女士設
立，名額一名，金額二仟
元。
第六類獎學金，是以
品學兼優、家境需求補助
陳家彥處長與密西西比州僑務顧問陳清志夫婦等僑界領袖餐敘交流
、大學物理系的學生為對
象。此類獎學金是銘傳大
學校友胡小蓮為紀念丈夫
馬驥驃博士所設，名額一
名，金額三仟元。
第七類獎學金，社區
「本報訊」休士頓美華天主堂於聖誕節及新年期間的彌撒時間表如下：
服務獎學金。是台灣大學
美華天主堂聖誕及新年彌撒通告
校友蔡亞麟先生為紀念其
「本報訊」美華天主堂於聖誕節及新年的彌撒時間表如下：
妻范增瑩女士所設，是以
美華天主堂聖誕及新年彌撒通告
社區服務卓越貢獻、有志
「本報訊」美華天主堂於聖誕節及新年的彌撒時間表如下：
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
• 聖誕前夕彌撒(英文) ： 十二月二十四日 晚上五點三十分
為對象，名額一名，金額
• 聖誕子夜彌撒(中文) ： 十二月二十五日 子時 (12:00AM)
三仟元。
• 聖誕節彌撒(中/英文)：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點
第八類獎學金，運動
• 新年彌撒：元月一日上午十點
獎學金。是淡江大學校友
在聖誕節，這個普世同慶的日子，邀請大休士頓及鄰近社區的教友及望教友，帶
吳曉農先生為紀念其妻顧
您的親朋好友來與我們一起參與彌撒聖祭，慶祝耶穌的誕生，慶祝愛的聖事，慶祝我
志慧女士所設，是以運動
們人類歷史的新篇章的開始！祈許世界和平與共融。我們也會給您 的朋友準備精美的
方面有卓越成就、家境需
禮品，願他們能感受到天主的 愛與平安，還有我們美華的真摯與熱忱。詳情請參閱美
求補助、有志上大學的十
華天主堂福傳網頁(www.ascensionchinesemission.org)。 美華天主堂的地址為 4650 Jetty
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名
Lane，近百利大道在 Kirkwood 和 Cook 之間，從百利大道轉口處有 AutoZone 店標，
額二名，金額一仟伍百元
電話 281-575-8855。
, 或名額一名，金額三仟
。有關各類獎學金的詳細申請辦法及 展 281-919-9576 fcheng49@yahoo.
元。
以上所有獎學金，都將於六月的 表格，請見校聯會網頁 http://www. com。
校聯會 「獎學金之夜」舉行頒獎儀式 jccaa.net 或電詢獎學金召集人鄭大

美華天主堂聖誕及新年彌撒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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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與疾病 潤元堂國醫館

對很多人來講，壓力是一個既熟
悉又陌生的概念。熟悉，因為幾乎人
人都有壓力；陌生，因為大部分人並
不真正了解壓力對人體的影響。我們
先來聽一個故事。筆者曾經被一個現
象困惑了很久，那就是：一方面，中
國人的平均壽命近年來有了很大的提
高（主要歸功於生活和醫療條件的改
善）；另一方面，當前社會上年輕人
得重病（如惡性腫瘤）的越來越多，
得病年齡也越來越小。初看起來，這
是個很難調和的矛盾：怎麼老頭老太
越活越長，年輕人越活越短了呢？同
一片天空，同樣污染的水源和土壤，
怎麼就不一樣了呢？這個問題困擾了
我很久。有一天，我回國探親，無意
中看著我年邁的父親，忽然我明白了
為什麼：因為老頭老太沒有壓力！也
就是說，就算一個人生活在被污染的
環境中，如果沒有壓力，很多的環境
毒素也不至於致病，因為我們人體有
很強的毒素代謝功能。但是，有了壓
力，比如那些和天鬥、和地鬥、甚至
於恨不得和宇宙鬥的年輕人，他們的
機體防禦功能卻因為壓力而下降，最

後就得病了。從中醫的理論來看，壓
力會引起“肝鬱氣滯”，從而引發一
系列的病理反應，如血淤，痰濁等病
理產物的形成，極端情況下導致佔位
性腫塊（如癌塊）的積聚。肝鬱氣滯
的另外一個惡果就是免疫力的下降，
這也是導致得病的一個主要原因。
現代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壓力
對人的影響有兩種。一種是急性的。
如果你遇到一件突發的不愉快的事，
壓力當然會陡增；或者你快速跑了一
圈，心跳也會加快。這種急性的壓力
事件只要不是經常發生，對人體的傷
害不會太大。相反，還有人認為適當
的壓力對人是有好處的。但是，另外
一種慢性壓力，特別是慢性的精神壓
力，對人體就會有很大的傷害了。而
且慢性壓力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不
易被察覺。很多人長期處於一種壓抑
狀態，反而自己感覺不到了。問他有
壓力嗎？他說還好吧；中醫師一切他
的脈，很弦，說明血管神經處於長期
的緊張狀態。為什麼？壓力造成的。
正是這種慢性壓力，導致了許許多多
的重大疾病。我們在臨床觀察到幾乎

所有的大病重病，發病前都有情
緒變化史；患病期間，病情也會
隨病人的情緒變化而變化。比如
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值和情緒往往
存在很大的關聯性；心髒病更和
情緒相關聯。就連一向被看成是
遺傳病的癌症，其發病和發展也
和情緒密切相關。
那麼我們怎麼才能消除不良
情緒帶來的壓力的影響呢？除了
很多廣為人知的方法，如適當的
體育運動，自我情緒調節，心理
諮詢等等，還有一個極為有效的
辦法就是針灸。針灸對壓力的釋
放，尤其是消除慢性隱形壓力的
危害，有著無與倫比的優勢。很多工
作壓力很大的白領，扎上幾根針以後
，便會進入深度睡眠狀態。如果沒有
針，他們絕對不會在診所的床上躺下
便睡。更重要的是，這種深度睡眠和
一般晚上的睡眠完全不同，它會給機
體一個非常強化的修復過程，從而消
除很多精神和肉體的致病因素。
遺憾的是，大部分人不太拿自己
身體當一回事，來看醫生也是因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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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問題（如疼痛），而不是來做排
壓。人們總是要等到身上有了什麼不
能忍受的感覺時才去看醫生，殊不知
壓力在傷人的初期往往沒有任何的症
狀。等症狀出來了，就已經太晚了。
否則也就不會有那麼多人生各種大病
了。所以，我們鼓勵大家定期的去找
好的中醫師做針灸減壓治療。這絕對
是給自己長期的最合算的健康投資。
中醫的“上工治未病”的大智慧也就

B5

在此！
在這篇小文裡，我們簡單闡述了
壓力與健康的關係，以及中醫針灸能
夠有效減壓的知識，希望給讀者朋友
帶來幫助。我們潤元堂國醫館以病人
為本，竭誠為廣大患者服務，診所位
於 Galleria 附近, 2000 Bering Dr., Suite
270, Houston, TX77057， 電 話
832-818-0707。

你知道嗎？野花牌蜂花粉的九大功效
《中華本草》記載：食用花粉可
快速改善疲勞、便秘、四肢酸痛，恢
復體力，並能抑製粉刺、營養肌膚、
美容養顔。大量研究證明，蜂花粉對
三高、血管隱患、前列腺炎癥和放化
療等有良好效果，配合綠蜂膠食用，
可互相激發對方潛在功效，令療效加
倍提升。過去蜂花粉經常被用來作爲
女性保養的美容品，然而，你可知道
，蜂花粉強大功效不僅僅只有美容養
顔而已。蜂花粉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既
是輔助增效的“催化劑”，又有針對
性的保健範圍。作爲蜂産品中的雙子
星，綠蜂膠和蜂花粉以卓越功效成爲
保持健康、延年益壽的“黃金搭檔”
。
蜂花粉不可不知的九大功效
1、延緩衰老的美容聖品：蜂花粉屬
營養性美容食品，其 VE、SOD、硒
等成分能滋潤營養肌膚，有助抑制青

春痘；肌醇可保持頭髮烏黑亮麗。內
服調節人體營養平衡；外用通過皮膚
吸收營養，達到表裏兼顧的美容效果
。蜂花粉中的卵磷脂還可促進脂肪代
謝。
2、有效調節血脂、血糖和血壓，降
低血管隱患：蜂花粉有多種黃酮、煙
酸等成分，能調節血脂，清除血管壁
上脂肪的沈積，也有協同降糖效果，
從而軟化血管，增強血管通透性。
3、強化免疫系統：蜂花粉能調節機
體，平衡營養，保持旺盛生命力，增
強血清免疫球蛋白，啟動巨噬細胞，
提高免疫力，抑制病變基因，提高心
臟工作能力、增強耐力和骨骼肌的力
量
4、前列腺問題的剋星：日本實驗證
明用蜂花粉輔助調理慢性前列腺炎、
前列腺肥大有很高的效率。蜂花粉對
前列腺增生的作用在於它可以調節體

內性激素的平衡，在激素的受體水平
上發揮類雌激素、抗雄激素的作用，
抑制二氫睾丸酮的生物效應，使增生
的腺體逆轉近似正常，並能調節泌尿
系平滑肌張力的功能。
5、改善腸胃功能，調理便秘：蜂花
粉能使腸道蠕動增加及增加回、結腸
之張力而促進排便。對胃口不佳、消
化吸收能力差、消瘦病人，以及慢性
胃炎、胃腸損傷等胃腸功能紊亂者有
明顯效果，服用後增加食慾、促進吸
收，增強消化系統功能，這與蜂花粉
含有抗菌物質、多種維生素等生物活
性物質，以及改善及修復消化道的功
能有關。蜂
6、調節神經系統，抗疲勞、促睡眠
。蜂花粉有多種不飽和脂肪酸、磷等
微量元素及其他營養物質，對神經系
統有滋養和提高的功能，是腦力疲勞
的恢復劑。蜂花粉還具能促進睡眠。

臨睡前服用蜂花粉，可以提高睡眠的
質量，睡得深、睡得甜。
7、益智健腦，改善記憶。蜂花粉可
促進青少年神經系統發育，對老年人
記憶力亦有顯著改善作用。法國蜂花
粉學家卡亞認爲，花粉有助於清晰頭
腦、開拓思路、理解問題。服用蜂花
粉後，疲勞遲鈍的頭腦能恢復清醒和
靈活，這是咖啡和煙草無法辦到的。
8、對貧血效果顯著。蜂花粉含有豐
富的造血元素鐵、銅和鈷。鐵是合成
血紅素、血紅蛋白、細胞色素等的原
料；銅參與血紅蛋白的合成及某些氧
化酶的合成和啟動，這些氧化酶是紅
細胞和血紅素合成過程的催化劑，另
外，銅還能幫助鐵進入血紅蛋白。 。
9、駐顔美容：女皇武則天和慈溪太
后因常食花粉，年過八旬尚顔面紅光
，仍能精神飽滿地料理朝政。蜂花粉
能調節人體內分泌、平衡人體機能，

從根本上啟動表皮細胞，增強皮膚新
陳代謝，淡化色斑、皺紋，使皮膚柔
滑細嫩，富有光澤。
加拿大天然品 NPN#80033597·GMP
Site License#300909·美國食品藥品監
管局 FDA 登記註冊#10328566522
野花牌蜂花粉精華液——巴西野花蜂
業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 購 網 站 ： www.royalnatural.ca 歡 迎
訪問，祝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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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新房的操作過程（
建造新房的操作過程
（下）

13. 舊房拆除 Demolition
在建築師設計，及申請許可證的同
時，就可以進行舊房拆除。這項可
以包給拆除包商去做。步驟如下：
(1) 打電話給水，電，煤氣公司，讓
他們做拆除的服務切斷，包括拆除
。 他們也需要排日程，一般需要
2-14 天，取決於他們的業務量大小
。
(2) 排水系統的切除另需要許可證。
拆除後要請市政檢驗通過。
(3) 然後才能申請整個房子的拆除許
可證。
(4) 有許可證後才能拆除房屋。
(5) 拆除之前最好給鄰居打個招呼，
讓他們有思想準備。
(6) 也最好建個臨時圍牆，以免傷到
鄰居的財產。
(7) 拆除過程中最好要灑水，以免太
多揚塵。
(8) 拆除完畢要請市政來檢查通過，
拆除工作才算最後結束。
14. 買好保險
在開工之前，要買好保險，叫
builder’s risk. 用以保護建房過程中
的意外損失。
15. 建地基
許可證拿到後，才能動工建房。建
房的第一步就是建地基。要選擇一
家有建新房經驗的地基公司來做。
最好籤訂合同，地基是大事。最好

提出保修的要求，一般大的建築商
地基都保修 10 年。在建地基時，水
工也要選好，要選擇有主水工執照
(master plumber license)的水工。在地
基模型做好，水管埋好，下水泥之
前，要請市政來檢驗，合格後才能
澆注水泥。地基有幾種類型:
(1) 平地基即拉伸鋼筋地基(post tension).
(2) 有樁地基(pier and beam) 適合粘
土質，和高檔住房
(3) 墊高地基(crawl space) 適合地勢
低窪的地區
16. 搭框架(framing)
請專業公司搭房子的主框架，
美國房子主結構都是由木樁組成的
。
17. 屋頂的平台(decking)
在搭屋頂的平台時要考慮使用防熱
能輻射保護層。
18. 水電管線，空調管道的建造
在搭好主框架後，水電工空調
工都要到現場布水管，煤氣管線，
電線，空調管道。
19. 檢驗水電結構
在上面各項做完後，都要請市
政來檢驗，檢驗水電煤氣管線步線
合格，空調管道佈局合理後，才能
進入下一步。
20. 牆面(facial)
在上面各項做完後，要請市政

來檢驗，檢驗水電煤氣管線步線合
格後，才能進入下一步。
牆面公司會在框架上釘木板，及塑
料板，形成房子的外牆體，即 Facial.
21. 絕緣
絕 緣 有 幾 種 ， close cell foam,
open cell foam, fiber glass, 與空調的設
計有關。這在圖紙設計時就需要考
慮好
22. 屋頂
這時候也可以同時蓋屋
頂，上瓦(shingle)
23. 上內牆板(sheetrock)
上內牆板之前需要通過
各種檢驗。Cover inspection.
這也有專業公司做， 釘上
內牆板 hanging.
24. 建內牆面
修 建 內 牆 面 ， 叫 wall
finishing,taping,floating. 需 要
膠帶粘，上灰，及建牆的花
紋 texture 等。
25. 建外牆
即砌磚，或建牆板
(hard plank) 或 水 泥 混 合 牆
(stucco)
26. 門窗
要提前與門窗公司定好
門窗，好保證按時安裝
27. 木工
包括廚櫃，衣服架，角

線，裝內門
28. 油漆 內外油漆，清漆
29. 檯面
30. 地面 鋪地毯，地板，地磚
31. 電設施 照明燈具，開關等。
32. 水設施 熱水器，水龍頭，洗手
槽，浴缸，便桶等
33. 空調

34. 電器 廚房電器 洗碗機，烤箱，
爐子，抽油煙機，冰箱，洗衣機，
乾衣機等。
35. 綠化，或庭院建設
草坪，庭院風景綠化
36. 如何選包商
推 薦 ， 執 照 登 記 網 站 https://
www.license.state.tx.us/, Home Advisor,工地，車輛廣告。 要看工地做的
活兒，客戶反饋信息
37. 價格原則 人力工資，材料成本
，利潤，
38. 簽訂合約 這樣避免爭議. 根據建
築步驟每次隨叫隨到。
39. 分期付款
40. 工作檢驗
每一步最好請專業檢驗員檢驗
。最好請一個總監工(Superintendent)

王朝旅遊2018
王朝旅遊
2018推出
推出：
：日韓櫻花團買一送一
2/6 和 3/27 出發，$698 起，僅限兩團，抓
緊搶購
王朝旅遊最新推出，春季日韓旅行團，買
一送一，2/6 和 3/27 出發，僅此兩團，名額所
剩不多，請抓緊搶購。
韓國日本浪漫激情之旅旅行團, 共 11 天,出
發日期 2/6 - 2/16, 團費$698
日本韓國浪漫櫻花之旅旅行團, 共 13 天,出
發日期 3/27 – 4/8, 團費
若只是參加日本團、韓國團，或者一起參
加日韓雙團亦可，第一位付團費，王朝旅遊將
送您第二位團費，即買一送一！韓國團每週二
出發，$199 起；日本團只限春天 4 團，出發日

期：2/10, 2/24, 3/8, 3/27，$499 起。所有旅行
團，數量有限，大家抓緊咯！
日本：亞洲以東的日不落國度，它時而矜
持，時而狂野。潮流與傳統在這裡碰撞，在它
現代化的摩天大樓裡不時散發出古樸典雅……
在這裡，您總能找到最前沿的建築設計和當下
最流行的時尚風格；與此同時，它又完整地保
留著日本傳統文化的精髓——明治神宮還舉辦
著與數百年前相同的婚禮儀式，而高樓林立的
街區裡依舊能看見身著和服走進小神社的老人
。
日本關東關西旅遊期間，我們將去以下景
點：皇居二重橋、淺草觀音寺、明治神宮、富

士山五合目、平和公園、忍野八海、河口湖、
熟田神宮、馬龍宿、惠那峽、清水寺、東大寺
等。
韓國：擁有著傳統與現代完美交織的文化
。置身於最傳統的建築與宮殿，穿上韓服並欣
賞傳統的歌舞表演。在這裡感受最前沿的亞洲
潮流文化，耀眼的演藝巨星，還有令人著迷的
現代藝術。而韓國的飲食文化也是相當有創意
的，當地的美食再加上創意十足的潮流咖啡店
， 不但滿足了我們的味蕾，更是讓我們感受
一次視覺的衝擊。
浪漫韓國之旅，我們將去以下景點：戰爭
紀念館、華城行宮、韓國民俗村、景福宮、青

瓦台、亂打秀、南怡島、薛岳山國家公園、神
興寺、大明度假村溫泉水世界、南山韓屋村和
清溪川等。
若您已經對春季日韓團動心了，請及時聯
絡王朝旅遊。買一送一，您還等什麼？機不可
失，失不再來哦！
詳情請聯繫王朝旅遊
地址：中國城精英廣場內，敦煌廣場側百利大
道大通銀行後面地鋪#A14
All America Travel & Tours: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Phone：（713）981-8868
微信 WeChat：aat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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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康超市 16周年店慶回饋顧客
惠康超市16
周年店慶回饋顧客，
，
14名獲獎顧客獲得意外驚喜
14
名獲獎顧客獲得意外驚喜！
！

惠康超市總經理 Robert
Robert（
（左）頒獎給獲獎顧客
頒獎給獲獎顧客。
。

（本報記者黃梅子）惠康超市開業已經 16
年了，是休斯敦的老字號，一直以來惠康超市
的生意都很好，每天顧客川流不息，也帶動了
整個 Plaza 的人氣，尤其是周末，惠康超市人山
人海，排隊結賬的人排成長龍。惠康超市生意
好是有道理的，走進超市，一排排整齊的貨架
，那熱騰騰剛出爐的菜包、價廉物美的盒飯、
活蹦亂跳的鮮蝦活魚、令人垂涎欲滴的瓜果，
都讓顧客買得安心，吃得放心！休斯頓的華人
不用擔心吃不到家鄉風味，惠康超市各種南北
貨品一應俱全，而且超市從服務員到經理，全
都是華人，態度親切，讓顧客有賓至如歸的感
覺。
去年惠康超市剛剛重新裝修並擴建升級，超市
的店堂更加明亮寬敞，來購物的新老顧客也越
來越多，為了回饋顧客，上周日 12 月 17 日中
午 12 點，惠康超市負責人 Robert 在超市現場主
持了 16 周年店慶抽獎儀式，並邀請現場的媒體
記者和顧客抽獎，共抽出 14 名獲獎顧客，獲獎
名單如下：
一等獎：一名
惠康超市總經理 Robert
Robert（
（左）為中頭獎顧客頒發 獎品：IMAC 蘋果電腦
蘋果電腦。
蘋果電腦
。
WANG ZHANG 281-xxx -0351
二等獎：兩名

獎品：IPHONE X
MAN SZE CHEUNG 832-xxx-0995
MEY CHAO 832-xxx-8403
三等獎：三名
獎品：IPHONE 8 PLUS
巧慈 585-xxx-8188
VICHAI VANIJ 281-xxx-1248
HONGYUAN LI 713-xxx-4445
四等獎：三名
獎品：IPAD AIR
CRISTOPER ZHOU 832-xxx-9618
KIM DANG 361-xxx-2762
MICHELLE LEE 832-xxx-9888
五等獎：五名
獎品：I WATCH
CHARLIE YU 713-xxx-9013
朱朱 832-xxx-6673
張#珍 713-xxx-1967
DIEULY HA 713-xxx-9034
林夢 713-xxx-2988.
獲獎名單將在近期的《美南新聞》和《世界日
報》再次公布，顧客也可前去惠康超市服務臺
詢問。電話：713-270-7789.

（接上期
接上期）
）濕疹患者可能需戒口哪些食品
濕疹患者可能需戒口哪些食品？（
？（22）
此外，濕疹患者還可能戒口櫻桃、茄子、
芫荽、芥菜、香椿頭、洋蔥、蔥、大蒜、芥末
、胡椒、辣椒、茴香、花椒、桂皮、韭菜、竹
筍、萵苣、蘑菇、烏賊魚、鱸魚、鰷魚、鱅魚
、牡蠣肉、海帶、海蜇、淡菜、紫菜、大棗、
桂圓、荔枝、飴糖、蜂蜜、王漿、豬頭肉、肥
豬肉、公雞、白酒、人參、黃芪等等。
如果以上這些都戒口，人就不要活了。人
要生活，不可能因噎廢食。況且，每一種食物
對某一個具體的人來說，過敏強弱及是否過敏
也不相同。就像我們中國人很少聽說過吃花生
過敏，但是很多西方人對花生過敏，嚴重者可
以窒息。也就是說，以上列舉的食物種類針對

某一個具體的人，引起過敏的食物可能只有幾
種，或十幾種。這要通過對平時飲食後的皮膚
觀察、或者去醫院做食物過敏測試。因為濕疹
是從身體內部發出來的，發病的原因很複雜，
食物過敏只是一個方面，外部刺激也有很大的
原因，譬如：冬季濕疹發病率高。但現在只討
論食物過敏。為什麼有的人食物過敏，有的人
不過敏？過敏的人身體內部一定是缺少某種微
量元素。而微量元素缺少的判斷也不可能 100%
的準確。即使是準確，微量元素的身體補充也
是很漫長的。為瞭解決眼前的濕疹，就只能尋
找過敏源而避之。同時再通過食品、藥品，補
充微量元素。

再者，“劍牌”皮膚病霜本身就具有抗過
敏藥物成分。在加拿大已經熱銷了好幾年了。
它溫和、細膩、無激素、無刺激。活血化瘀、
軟堅散痂。能改善肌膚微循環，還能促進細胞
再生和修復病變細胞。
治療方法上：治癒後的濕疹再次剛剛復發
時，就要把它扼殺在搖籃中。一定不要等濕疹
復發擴展後再用藥，避免皮膚破損使皮膚變得
更敏感。經過一次次濕疹的“復發”與被“扼
殺”，皮膚表面由於本藥膏抗過敏藥物的沉積
，皮膚表面就會“老化”得不再敏感了，對過
敏源形成了抗體。同時患者在飲食上儘量戒口
本人已經發現的易過敏食物，而不是上面列舉

的所有食物。多吃抗過敏食物和身體欠缺的微
量元素補充食物，多吃對自己不過敏的上述營
養食物，多做戶外運動，增強體質，這樣，多
管齊下，濕疹的“復發”一定能解決。
營養食物應該怎樣選擇呢？請看下期。(待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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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 征 代 理 商 。 免 費 電 話 ：
1-800-640-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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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入籍介紹和最新移民消息
今年川普總統在上任一周之際，
即簽署了禁止七個穆斯林國家公民直
接入境的總統令（executive order），
內容包括凍結難民項目 120 天，禁止
中東七國國籍人士入境 90 天，中東七
國包括敘利亞、伊朗、伊拉克、蘇丹
、索馬裡、也門和利比亞。而被禁止
入境美國的中東七國人士中，也包括
持有美國綠卡的人士。許多人對此表
示費解。其實並不奇怪。擁有美國綠
卡而不擁有美國國籍，對於美國而言
，依舊是外國人。如果該綠卡持有者
觸犯美國法律，依然面臨被驅逐出境
的危險。比如綠卡持有者有嚴重的酒
醉駕駛肇事行為，或嚴重的家庭暴力
或其他犯罪行為，都有可能被美國政
府遞解出境。如果綠卡持有者在美國
境外停留的時間連續超過一年，將被
假定為放棄綠卡，除非有充足的證據
證明其滯留美國境外是由於不得已的
原因。通過政治庇護獲得美國綠卡的
申請人如果回到尋求庇護時逃離的國
家，也可能面臨不能入境的風險。而
美國公民則不會面臨被驅逐出境的風
險。
成為美國公民有如下要求。
1、年齡。移民法規定，公民申請人
必須年滿十八週歲。未成年子女的父
母若一方或雙方是美國公民，可以通
過父母申請入籍。
2, 合法取得永久居民身份。
3、滿足連續居住時間的要求。申請
人必須在遞交入籍申請前在美國連續
居住滿五年。如果申請人的配偶是美
國公民，申請人只需在美國連續居住
滿三年。移民法允許連續居住期滿前
三個月提出入籍申請。離開美國每次
不超過六個月一般不被看作中斷連續
居住期限。如果一次離開美國超過半
年但不到一年就有可能會被移民局認
定為中斷連續性居住，除非申請人舉
證說明並無放棄連續性居住的意圖,離
開美國一年以上將中斷連續性居住。
4、滿足實際居住的時間和要求。入
籍申請人需要證明在美國的累計居住
時間沒有低於 30 個月。美國公民的配
偶需要證明在美國累計居住時間沒有
低於 18 個月。
5、必須在遞交入籍申請的地區居住
。移民法規定，入籍申請人必須在遞
交表格的地區居住滿三個月後才能在

該地區參加入籍考試。如果入籍申請
人在一個以上的州居住,需出示稅表證
明居住地。
6、必須具備良好的道德品格。法律
規定入籍申請人在取得綠卡後的五年
或三年內具備良好的道德品格才有資
格提出申請，不具備“良好的道德品
格”的人通常包括：習慣性酗酒者，
有特定刑事逮捕及定罪記錄的人，被
判移民法所定義的“重罪”的人。未
登記選擇服役（selective service），在
入籍申請時也會遇到麻煩。美國“選
擇服役”登記制度規定 18 至 26 歲的
所有男子必須登記。
7、具備基本的英語水平。入籍申請
人必須通過考試，證明具備用英文聽
、說、讀、寫的能力。移民官員通常
用英語向申請人提問並要求申請人寫
出簡單的英文詞句。申請人年滿 50 歲
，並以綠卡身份居住美國達 20 年，或
年滿 55 歲，並以綠卡身份居住美國達
15 年，可以不需要通過英文水平測試
，而用母語考試美國的歷史、地理和
政府組成。
8、必須宣誓效忠美國。所有入籍申
請人在入籍考試通過後必須參加宣誓
儀式才能獲得美國公民身份。
最新移民消息
1. 自從新總統川普就職以來，美國移
民政策全面緊縮。包括技術移民和投
資移民在內的職業移民排期日趨冗長
。所有類別的親屬移民排期和審理時
間都明顯延長。移民局加大人力物力
對現有非移民簽證持有人加強審查力
度。派專人去學校，工作簽證的任職
單位調查申請人的就讀情況和就職情
況是否與移民局的申請信息完全一致
。一旦發現有任何不實情況，馬上取
消簽證。公民申請父母和公民申請兄
弟姐妹的移民類別也面臨被取消的風
險。此外，美國移民局還大大增加了
對親屬移民申請人的信息要求和審查
力度。
2. 越來越多的 H-1B 工作簽證申請也
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據最新
統計數據，截止到 8 月 31 日，今年美
國 移 民 局 發 出 了 超 過 85,000 份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Evidence，（補件
通知，也被簡稱為 RFEs） ，較去年
同期增長了 45%左右。
補件要求也出現了往年從未要求

過的新內容。與川普總統一直呼籲的
“買美國貨，僱美國人”相呼應，美
國移民局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與 H1B 一
級工資相關的質疑。移民局指出，鑑
於 H-1B 申請中所描述職責的複雜程
度, LCA 中提交的“一級”工資不符
合要求。 “一級”工資標準適用的情
況是初級工作的內容。而申請的工作
複雜程度超過了勞工部規定的“一級
”工資標準中提到的“初級”工作內
容。而如果工作不夠複雜，移民局又
會以不夠“專業職位”而予以否決。
移民局是藉機向申請人發出一個明確
的訊息，往後的 H-1B 簽證申請最好
還是以二級工資或二級以上工資來申
請。迄今為止，我們律師樓今年遞交
的所有 H-1B 工作簽證全部獲批。
3. 移民局於 10 月 23 號公佈新的舉措
，推翻 2004 年以來一直延續的申請政
策，即日起以審查新申請的方式嚴格
審查身份延期。根據以前的政策，在
審理 H-1B 工作簽證身份延期時，如
果和初次申請沒有實質變化，可以繼
續批准申請。移民官只有發現重大錯
誤，或者延期申請新問題的情況下，
才可以作出不同的決定。因此 H1B 延
期相對而言比較容易。而在新政策下
，所有的延期申請，必須重新嚴格審
查，和初次申請的標準一樣。
4. 美 國 移 民 局 10 月 12 日 宣 布 ， 對
I-129 申請的受理中心進行調整。申
請人必須將申請提交至對其公司總部
所在州具有管轄權的移民服務中心。
這個改變將主要影響到 H-1B 及 L-1
工作簽證。在此之前，I-129 申請的
提交地點取決於受益人的實際工作地
點。另外，弗羅裡達州、喬治亞州、
北卡羅來納州和德克薩斯州的 I-129
申請轉到加州服務中心處理。
5. 美國移民局於 10 月 3 日宣布，恢復
所有類別 H-1B 申請的加急處理服務
。
加急處理服務（premium processing）
指的是，申請人需要繳納額外的 1,225
美元的加急處理費用，移民局承諾在
申請遞交後的 15 日內給出處理結果。
處理結果可能是直接批准也可能是需
要補件。直接拒絕的情況鮮有發生。
6. 2017 年 12 月份的排期表，親屬移民
申請人可以用快表(Adjustment of Status Dates for Filing chart)遞交最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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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民申請,而職業移民申請人只可
以用慢表(Adjustment of Status Final
Action Dates chart)遞交最後一步的
移民申請。
7.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和領事
官員，必須確保外籍人士在獲得簽
證入境美國後的三個月內保持他們
原定的計劃，即不得在入境美國三
個月內延期或轉換身份，改變婚姻
狀況，或上學或找工作。一旦有上
述情況出現，移民官便可以推定他
們蓄意做了虛假陳述, 從而對申請人
以後簽證，入境或在美國轉身份造成
不可挽回的後果。
8. 美國移民局於 2017 年 8 月 28 日宣布
，自 10 月 1 日起，職業移民申請身份
調整（I-485）將需要面談。
9. 川普總統 8 月 2 日週三發表正式聲
明，支持由阿肯色州參議員柯頓
（Tom Cotton）和喬
治亞州參議員普度（David Perdue）提出的“加強就業改革美國移
民 ” 法 案 ， Reforming American Immigration for Strong Employment， 簡
稱 RAISE。 ）其主要條款如下：為了
減少低技能移民與美國勞工搶飯碗，
該法案提出將美國合法移民名額在十
年內刪減一半，由每年 100 萬人減為
50 萬人。取消兄弟姐妹和成年子女的
親屬移民類別。取消子女申請父母的
親屬移民類別。取消綠卡抽籤計劃。
採取類似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積分
制”，注重申請人的語言能力、教育
程度、工作技能、年齡、經濟實力、
過往成就及創業主動性來考慮綠卡申
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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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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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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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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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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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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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最新的移民諮訊並現場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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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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華人：
華僑華人
： 新時代中美友誼之橋
--- 劉紅梅副總領事在休斯敦僑界午餐會上演講

劉紅梅副總領事談中國發展及中美關係
發展的現況。
發展的現況
。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 （ Gene Wu ) 在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
會上以中美貿易 30 年來的對比
年來的對比，
，來
看中美關係的重要。
看中美關係的重要
。

一百多位休巿各界社團代表出席午餐會。
一百多位休巿各界社團代表出席午餐會
。

出席大會的貴賓 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認真聆聽演講
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認真聆聽演講。
。

出席大會的貴賓（ 右起 ） 「 美南山東同鄉會
出席大會的貴賓（
美南山東同鄉會」
」 會長 房
文清，
文清
， 「 上海聯誼會
上海聯誼會」
」 理事長王紹安
理事長王紹安，
， 「 德州東北同
鄉會」
鄉會
」 前會長李秀嵐
前會長李秀嵐，
， 「 中華總商會
中華總商會」
」 會長孫鐵漢在
大會上。
大會上
。
「 中國人活動中心
中國人活動中心」
」 執行長范玉新表
示： 中美關係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
中美關係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
。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出席大會的貴賓。
出席大會的貴賓
。

出席大會的貴賓，（ 右起 ） 「 雙椒集團
出席大會的貴賓，（
雙椒集團」
」 負責人楊玉楠
負責人楊玉楠，
，王曉霞
等人在大會上。
等人在大會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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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休士頓客家會年會12月10日在King Star餐廳舉行
劉志忠擔任會長期間 ，
劉志忠擔任會長期間，
休士頓客家會有不小進
步 ， 他會再接再厲
他會再接再厲，
，帶
領社團更攀高峰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大會司儀方海妮、林天娜
大會司儀方海妮、
林天娜、
、鍾宜秀
鍾宜秀、
、楊國貞
楊國貞、
、鍾章照
鍾章照、
、李
元平、
元平
、劉志忠會長等新舊理事與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劉志忠會長等新舊理事與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駐
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政務組長何仁傑熱烈交流

新任李元平表示，他六年前曾擔任會長
新任李元平表示，
他六年前曾擔任會長，
，很感謝會員們的
信任，
信任
，讓他再次當選會長

新任會長及理事選舉，在莊雅淑及何仁傑監交下
新任會長及理事選舉，
在莊雅淑及何仁傑監交下，
，劉志忠
會長將印信交給新任會長李元平。
會長將印信交給新任會長李元平
。

僑教中心主任莊
雅淑肯定休士頓
客家會在休士頓
僑界起到的積極
作用，
作用
， 莊主任並
稱讚身為哈維災
民的劉志忠，
民的劉志忠
，在
風災期間仍熱心
協助其他災民，
協助其他災民
，
令人敬佩。
令人敬佩
。

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政務組長何仁傑參加客家會年會、並與劉志忠會長
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政務組長何仁傑參加客家會年會、
、選務程世慶等人同歡

林天娜與夫婿 Gene Barclay 負責休士頓客家會年會娛
興節目
報到組吳筑君、趙光炯
報到組吳筑君、
趙光炯、
、邱佩冠等與大會司儀方海
妮、楊國貞
楊國貞、
、李迎霞
李迎霞、
、蔡淑英等和僑教中心主任莊
雅淑歡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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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品進口關稅大降
中國扭轉“錯位消費”還有多遠？

自今年 12 月 1 日起，中國進壹步降
低部分消費品進口關稅，平均稅率由
17.3%降至 7.7%。
這早已不是中國首次降低消費品進
口關稅。
實際上，自 2015 年以來，中國已陸
續降低了部分服裝、箱包、鞋靴、特色
食品和藥品等消費品的進口關稅。而本
次進壹步降低消費品進口關稅，範圍涵
蓋食品、保健品、藥品、日化用品、衣
著鞋帽、家用設備、文化娛樂、日雜百
貨等各類消費品，共涉及 187 個 8 位稅號
商品。
其中，唇膏、眼影、香水等部分化
妝品進口關稅由 10%降至 5%；電動剃須
刀 、 電 動 牙 刷 進 口 關 稅 由 30% 降 至
10%；咖啡機、智能馬桶蓋進口關稅由

32%降至 10%；礦泉水進口關稅由 20%降
至 10%；嬰兒尿布及尿褲、部分配方嬰
幼兒奶粉進口關稅降至為零。
大幅降稅印證了中國消費者消費升
級的趨勢。
對內挖掘潛力 對外分享紅利
12 月 1 日關稅下調當日，中國多地
海關反映出進壹步被激活的需求。全國
海關進出口商品歸類中心廣州分中心透
露，以今年以來的數據測算，明年同期
全國總降稅額度預計達 183 億多元。
可以說，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科學
技術進步和人口結構變化，中國人的消
費需求不斷升級，大範圍、大力度降低
消費品的關稅，對內將進壹步促進中國
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繼續挖掘國內消費

潛力；對外將進壹步擴大進口，讓更多
國家分享到中國經濟發展和消費升級帶
來的紅利。
多家境內外機構認為，與此前相
比 ， 中國消費者自主意識明顯增強，年
齡結構更加年輕化、重視健康、對品牌
的認知更成熟，對購買的產品和服務要
求也更高。
這樣旺盛的需求，成為中國人在出
國旅遊時“買買買”，或者積極參與跨
境電商海淘的原因。壹度被認為是中國
消費“外流”和“錯位”。
在前不久的歐美“黑色星期五”
購物季，中國人展現出極強的跨境購
買 力 ： 在 壹 些 網 購 企 業 舉 辦 的 “2017
全球黑色星期五狂歡節”活動中，開
場不到 8 分鐘，網站交易額就突破 1
億元。
旅遊業界也感受到中國居民出境
“掃貨”的熱情。統計數據顯示，今
年“黑五”前後赴美的中國遊客人數
比 去 年 增 長 了 69.5% 。 除 了 當 地 的
商 品 折 扣 ，機票折扣也是促成更多
中國人前往美國的原因：“黑五”前

後赴美含稅機票較去年同期便宜了近
兩成。
實際上，從當前中國的價格數據，
也可以反映出相應的需求變化。在此前
發 布 的 中 國 CPI 系 列 數 據 中 ， 醫 療 保
健、教育文化和娛樂類產品及服務分
別同比上漲了 7.2%及 2.3%，在各類商品
及服務價格中漲幅居前。
只是吸引消費力“回流”第壹步
值得註意的是，亦有觀點認為，大
範圍、大力度降稅，更重要的意義在於
稅負公平。
全球管理咨詢公司麥肯錫披露的關
於中國消費者的調查報告認為，中國人
對品牌選擇有了更細致的認知。與此前
在某些品類，中國人更偏愛“舶來品”
不同的是，如今的中國人更關註性價比
高的產品，無關產品是本土品牌還是國
外品牌。相對來講，在嬰幼兒配方乳粉、
化妝品及葡萄酒領域，優質和國際知名品
牌是消費者決策的關鍵因素，略多比例
的中國人傾向選擇國際品牌；而在小型
電子產品、服裝和鞋類、大家電、個人

數碼產品等領域，中國人更傾向於選擇
中國品牌。
另外，得益於出境購物更為便
捷 ，中國遊客能夠更清楚地了解國產
品牌在全球市場的定位，也可以比較
外國品牌在 中 國 境 內 外 運 營 時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差 別 。正是在這樣的對比
過程中，中國人對中 外 品 牌 的 認 知
變 得 更 為 理 性 ： 往 往 ，中國品牌在
全球市場缺少的是“國際範兒”，而
境外品牌對中國境內外消費者的服務
並不壹致。
因此，吸引消費力“回流”，並非
單壹的降稅就可以取得好的效果。
從長遠來看，還是要加快稅制改革
的步伐，把商品中的流轉稅降下來，提
高所得稅的比重，將征稅重點放在高收
入所得者身上。從而提升更多居民的購
買力和消費熱情。
與此同時，面對較低稅率的“舶來
品”的競爭，中國國產商品和服務需做
到物有所值，有好的品質，而且能滿足
個人偏好，有到位的售後服務，才能更
受中國消費者青睞。

2017 中國遊戲產業收入超 2 千億 移動遊戲保持較高收入增長
綜合報導 在海口召開的 2017 年度中國遊戲產
業年會上，發布了《2017 年中國遊戲產業報告》
（下稱《報告》）。報告顯示，今年中國遊戲產業
在整體收入的增長方面逐漸回暖。2017 年中國遊戲
市 場 實 際 銷 售 收 入 達 到 2036.1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23.0%。
此份報告由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遊戲出
版工作委員會（GPC）、CNG 中新遊戲研究（伽馬
數據）、國際數據公司（IDC）聯合發布。報告
總結了中國遊戲產業整體狀況，對細分市場和產
業鏈等情況進行了詳細解讀，並深入分析典型遊戲
企業情況。
與去年相比，中國遊戲用護數量增幅並不明
顯。報告顯示，中國遊戲用護規模達到 5.83 億人，
同比增長 3.1%。綜合 2014 年至 2017 年的用護數據
來看，中國的遊戲用護規模增長速度已經處於較低
的狀態，遊戲用護數量已經趨於飽和。

另外，報告還給出了中國遊戲企業狀況的相關
數據。報告顯示，截至 2017 年年末，中國上市遊戲
企 業 數 量 達 185 家 ， 其 中 A 股 上 市 遊 戲 企 業 151
家 ， 占 81.6% ； 港 股 上 市 遊 戲 企 業 26 家 ， 占
14.1%；美股上市遊戲企業 8 家，占 4.3%。
在中國遊戲市場收入的細分領域，移動遊戲仍
然是中國遊戲市場收入的最重要構成，而且有愈演
愈烈的趨勢。報告顯示，今年的中國遊戲市場中，
移動遊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 1161.2 億元，份額繼續
增加，占 57.0%；客護端遊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
648.6 億元，份額減少，占 31.9%；網頁遊戲市場實
際銷售收入 156.0 億元，份額大幅減少，占 7.6%；
家庭遊戲機遊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 13.7 億元，份額
有所增加，占 0.7%。
從今年出版的遊戲情況來看，國產遊戲仍為中
國遊戲產品中的最重要部分。報告顯示，國家新聞
出版廣電總局批準出版遊戲約 9800 款，其中國產遊

戲約 9310 款，進口遊戲約 490 款。在約 9310 款國產
遊 戲 中 ， 客 護 端 遊 戲 約 占 1.5% ， 網 頁 遊 戲 約 占
2.3%，移動遊戲約占 96.0%，家庭遊戲機遊戲約占
0.2%。由於移動遊戲在近幾年的出色表現，今年其
仍然為中國遊戲企業的必爭之地。
今年移動遊戲在收入方面成績較為搶眼。報告
顯示，中國移動遊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達到 1161.2
億元，同比增長 41.7%，依舊保持著較高的收入增
長。但是在中國移動遊戲用護數量在增長方面，已
經出較為疲軟的態勢。報告顯示，中國移動遊戲用
護規模達到 5.54 億人，同比增長 4.9%。
除了移動遊戲的收入喜人外，今年客護端遊戲
的收入情況也出現了壹定的回暖跡象。報告顯示，
中國客護端遊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達到 648.6 億
元，同比增長 11.4%。
與移動遊戲和客護端遊戲的情況相比，網頁遊
戲呈現連續下降狀態。報告顯示，今年中國網頁遊

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達到 156.0 億元，同比下降
16.6%。受用護需求改變、新產品減少等因素影
響，網頁遊戲市場進壹步萎縮，市場實際銷售收入
明顯降低，用護數量減少。
另外，報告還對通過對電子競技市場、遊戲產
業融合發展、海外市場、棋牌遊戲、二次元遊戲等
方面對遊戲產業鏈進行解讀。
在電子競技市場方面，今年中國電子競技遊戲
市場實際銷售收入達到730.5億元，同比增長44.8%。
從電子競技平臺構成觀察，基於客護端遊戲的電子
競技保持了穩定的增長。同時，受《王者榮耀》等
知名電子競技產品的拉動，移動電子競技遊戲市場
實際銷售收入大幅度增長，已經成為電子競技市場
的重要組成部分。
海外市場方面，報告顯示，今年中國自主研發
網酪遊戲海外市場實際銷售收入達 82.8 億美元，同
比增長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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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地亞民眾放飛氣球許願 天空似布滿繁星

8 國小姐選美大賽冠軍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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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黎平侗族民眾非遺巡遊慶侗年

法國沙托魯，
法國沙托魯
，2018 法國小姐選美大賽舉行
法國小姐選美大賽舉行。
。來自
北部北部
-加萊海峽大區的 Maeva Coucke 奪得桂冠
奪得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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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日 ， 2017 貴
州黎平·中國侗年暨
第八屆侗文化旅遊節
非遺文化巡遊在貴州
省黎平縣舉行。參加
巡遊的共有來自黎平
縣以及周邊縣的
4000多名侗族民眾，
巡遊方陣中包括蘆
笙 方陣、侗族大歌
方陣、琵琶歌方陣等
19 個方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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