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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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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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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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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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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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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沈燕 青年鋼琴演奏家

Email: yanshen.piano@gmail.com

鋼琴演奏博士學位和

演奏家文憑獲得者，

現招收有限名額的私人學生授課，

限周六日。有意者請郵件聯系面試。

M06-Shenyang 沈燕C_567_4

電話：832-380-9312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本地高級珠寶店，專門定制設計珠寶。

●為您創造夢想中獨特的珠寶首飾！

●休斯頓最好的價格、最佳鑽石選擇！ 
（GIA和EGL認證鑽石）

●我們購買古董與高質量珠寶。

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te. E219B, Houston, TX. 77036
 (面對百利大道)

Bellaire Jewelry 百利珠寶

G03-BELLAIRE JEWELRY百C珠寶_C1357_4

電話: 713-636-2780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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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館 Hankook Kwan韓國館 Hankook Kwan

韓國人開的韓國館  正宗 地道 真材實料

happy hour:每周二、三、四下午5點至晚上8點，啤酒半價。

9140 Bellaire Blvd, suiteB, Houston, TX77036

R03-Hankook Kwan 韓國館1234567C_8

10% OFF
3月31日前有效

coupon

346-240-9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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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滕鈞宜教授追思儀式故滕鈞宜教授追思儀式
昨在永福殯儀館舉行昨在永福殯儀館舉行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台灣松
年學院活躍成員和支持者滕鈞宜教授
，慟於今年3 月 14 日在休士頓去世，
享年88 歲。滕鈞宜教授的追悼會於昨
天（3 月 30 日 ） 上午在 「永福殯儀
館 」 舉行。參加者多為松年學院平
常與他朝夕相處的成員。大家紛紛在
儀式上追憶滕教授生前行誼。包括台
灣松年學院董事會董事長陳美芬及院
長許勝弘，許院長並詳述滕教授生平
及行誼如下：

滕鈞宜教授剛在前兩個星期二(3/
6,13)講健康專題: 「薑黃素的故事」
「體液酸鹼與健康」上週三(3/14)來

上化學與生活黃金德教授的課，結束
之前離席而去不幸就此永別 10/19/

30-03/14/18 令人不勝晞噓。滕教授
接受記者訪問時說: 「2003年從學術
界退休下來，退休後一直擔心生活會
變得很枯燥，後因觀察了松年學院長
達三年之久，最後毅然決定離開了子
女，從Galveston搬到中國城附近，租
了安置的地方，方便就近上課，就一
直到現在，一談到在學院內大家相處
的情感，總是有說不完的激動，讓高
齡的他，精神仍然保持著最佳狀態。
松年學院之所以能讓來過的銀髮族深
深的愛上它，因在這裡的成員就像一
個大家庭，彼此關照，相互學習，站
起來的人當起老師，分享著自己的專
長，坐下來後又成了學生，學習著別
人的才藝，就這樣彼此教學相長，不

但減少了年長後的許多疾病發生，更
協助大家在心靈上獲得極大的慰藉」
。

滕教授確實是一位實踐學院宗旨
「追求豐盛的生命;全人的健康生活;

活到老，學到老」的典範。他一星期
四天出席上課可以說全勤，舉凡學院
的活動一定可以看到他的蹤影:一日遊
及回應參加姐妹學校典禮，社區參與
國慶活動，休士頓太極等。

滕教授1954年畢於台灣大學農學
院後在台糖工作，結婚後負笈美國攻
讀生化獲得 PH D，在彿州及德州
UTMB執教28年。他一生從事教化工
作從未怠懈 ，凡涉及專業領域的知識
他都能深入淺出地讓聆聽者真切領悟

。滕教授除了專業外，對文
學的造詣也頗為精湛，常在
報章雜誌發表醫學、健康、
營養方面的文章，近來在中
國醫藥報導的健康系列寫一
些有關醫學等方面的文章。
被美南新聞特聘為 「松年系列」專欄
撰稿; 他的攝影取材別緻唯美，紀錄
了人生無比珍貴的回憶。他也是社區
邀請專題解惑禽流感專家。同時受聘
前往中國講學。滕教授勤學不輟，例
如師從詹硯文學習聲樂，在松年學院
結業典禮獨唱My Way;學習橫笛時認
真不懈地克服手指變形所致的按鍵困
難，終於在去年結業典禮上順利完成
了與許院長，蔡凌恬老師的合奏演出;

參加松年學院合唱團演唱會;還有學習
一手端正蒼勁的楷書作品多次參加展
出，他在書法班是大家公認的模範生
。

望盧思人， 物是人非。我們對滕
教授的哀思溢於言表。書法班鄭慰如
有悼詩一首，以伴滕教授一路西行:翰
墨余跡色猶鮮，擲筆乘鶴辭松年。難
念人間寂寞苦，極樂世界一少年。願
滕教授安息與天使同在成為翩翩美少
年，永無塵世煩惱。

休斯頓＜休斯頓＜ 中美之韻＞中美之韻＞ 大型綜藝晚會大型綜藝晚會
44 月月 88 日晚在休大卡倫堂閃亮登場日晚在休大卡倫堂閃亮登場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由一群休士頓各藝
術領域的佼佼者所聯合策劃推出的一台大型演
出--- ＜ 中美之韻＞ 大型綜藝晚會，將於四
月八日晚間六時卅分在休士頓大學卡倫堂閃亮

登場。

這項演
出，也
同時宣
傳中國
的現代
文化及
＂一帶
一路＂
的思想
。配合

和宣傳國家的對外政策，增進美國主流社會對
中國文化的了解。獲得休士頓總領館和李強民
大使的關心和支持，體現了祖籍國對海外華人
華僑的熱情關懷。

這次綜藝演出的主席由 「休斯頓心之韻歌
唱藝術團」 名譽會長黃琛擔任，總策劃由 「心
之韻」 的團長江岳擔任，節目總策劃及協調由
心之韻藝術總監張絲華老師擔任，曾任黑豹樂
隊鼓手的墨童擔任本次演出的導演及視頻製作
，本次視頻將以全動態+ 3D的形式出現，而此
次演出的舞蹈總策劃及舞蹈設計，則由周潔曉
慧舞蹈學校的校長高曉慧老師擔任。演出細節

如下：
此次演出節目共分四大類：（ 一 ）聲樂：

包括獨唱、對唱、小組唱（ 組曲），（ 二 ）
舞蹈，（ 三 ） 器樂，（ 四 ） 武術、戲曲。

總策劃江岳表示： 這次我們有幸邀請到從
北京來的當代著名古琴藝術家郭懷瑾大師以及
曾參加過 「星光大道」 並曾多次參加 「央視
春晚」 的歌星組合 「正月十五」與我們同台演
出，並有台灣同胞的精彩演出，是一台 「美中
文化交流 」晚會，屆時觀眾將會欣賞到古典藝
術與現代音樂相得益彰的完美結合。

節目總策劃及協調張絲華老師說： 節目的
重點在開場歌舞（ 由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擔綱演
出），表演四首曲子： 純舞蹈（ 大中國），
「美好新時代」（四位女生演唱），及 「在希

望的田野上」，以及男女聲對唱 「共和國之戀
」，張絲華女聲獨唱＜ 前門情思大碗茶 >, 蔡毅
男聲獨唱＜ Stand by me >,由 「心之韻歌唱藝術
團」 表演的組曲聯唱＜ 咱老百姓＞,＜ 我愛祖
國的藍天＞,＜ 祖國，我為你乾杯 ＞（ 張絲華
編導）； 以及由張啟明編導的台灣經典組曲＜
三月裡的三月＞＜ 夢田 ＞等歌曲。

高曉慧老師介紹舞蹈方面，除開場的舞蹈外
，還有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 擔綱演出的舞蹈

＜ 芳華＞,＜ 俏花旦＞（ 高曉慧編舞），以及
由 「沈敏生舞蹈學校」 學生 Emily Wang 表演
現代獨舞。

其他還有 「北美青少年國樂團 」的國樂演
奏＜ 名曲聯奏 ＞； 王逸心表演的古箏二重奏+
沙畫＜ 梅花三弄＞； 郭懷瑾的古琴演奏+ 水袖
；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表演的 「武術集錦」，
以及戲曲聯唱，包括越劇＜ 西湖山水＞,傳統京
劇＜ 天女散花＞（ 程明芳）、經典京劇＜ 霸
王別姫＞（ 陸曦 ），現代京劇＜ 沙家濱- 軍民
魚水情選段＞（ 傅歆玥、江岳演唱） 等等。

其中擔任本次演出的導演及視頻製作的墨童
介紹本次活動首次採用立體舞台模式，由五個
板塊LED 組合而成、程控夢幻燈光與煙霧激光
讓你感受 「耳目一新的視覺享受」。

這次演出的卡倫堂，有1544 個座位。是商
家擴大影響，開拓華人市場的好機會，有意者
請與黃小姐聯系：（832） 892-3333

購票請聯絡: 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
(713)792-1133 周 潔 曉 慧 舞 蹈 學 校 （713）
516-5186 東北人餐館 （713） 750-9222 張瑋萍
（832） 359-7908 娜娜化妝工作室（ 832 ）
275- 9786 小龍女美甲（713） 540-6966 Sha-
Sha (832)455- 7400

圖為休士頓各社團代表及休市藝術家們圖為休士頓各社團代表及休市藝術家們
出席本周三晚在出席本周三晚在 「「 東北人東北人」」 餐廳舉行古餐廳舉行古
琴演奏專家郭懷瑾老師琴演奏專家郭懷瑾老師（（ 左四左四 ）） 的歡迎的歡迎
宴宴。（。（ 左起左起）） 「「 德州東北同鄉會德州東北同鄉會」」 前會前會
長李秀嵐長李秀嵐，，畫家張帆太太畫家張帆太太，，晚會主席黄琛晚會主席黄琛
、、 「「 全美山東同鄉會全美山東同鄉會」」 總會長李莉穎總會長李莉穎、、
總策劃江岳總策劃江岳、、 「「東北商會東北商會 」」 會長高緒春會長高緒春
、、 「「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長房文清會長房文清、、
「「浙江同鄉會浙江同鄉會」」 會長吳因潮會長吳因潮、、晝家張帆晝家張帆

、、張要武張要武、、 「「 東北同鄉會東北同鄉會 」」 會長張玉誠會長張玉誠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眾出席者為郭懷瑾大師眾出席者為郭懷瑾大師（（ 左三左三 ）） 敬酒敬酒
，， 祝賀演出成功祝賀演出成功。（。（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 許勝弘院長許勝弘院長（（ 立者立者 ））
昨在追悼會上追述滕鈞宜教授生前行誼昨在追悼會上追述滕鈞宜教授生前行誼。（。（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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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於3月24日下午6時
，在珍寶海鮮餐廳溫馨舉行三十七屆年會及會長交接典禮，駐休士
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
副主任、甘幼蘋僑務委員及200多位校友與佳賓參加盛會。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鄧曉林會長首先致詞歡迎與會來賓，接著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表示，今天好像回到學生
時代參加舞會，非常開心，感謝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在僑界協助推
動外交工作及僑務工作。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讚許休士頓北一女校

友會是支持僑務工作
的重要力量並凝聚校
友向心，每年元旦及
國慶升旗都能看到精
彩的儀隊表演，令人
感動。

范增璞前會長在
會上宣布當天2018理
事會候選人選舉結果
，楊嘉玲榮任新會長
，張瑜娟榮任秘書，
郗珊榮任財務，李莉
穎、范增璞、潘敏、
劉美玲、李嘉雯、林
琬真、鄧袓珮、趙慧
中、鄧曉林及黃春蘭
榮任理事。

會中舉行新舊會長交接儀式，由鄧曉林會長交棒予楊嘉玲新任
會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監交，並與僑教中
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頒贈嘉勉函給鄧曉林前會長
，頒贈賀函給楊嘉玲新會長，並祝願校友們青春美麗，家庭幸福。
年會活動由鐘惠盈主持，北一女校友會儀隊李嘉雯、楊嘉玲、李莉
穎、林琬真、高嫚璘、陳稚琴、陳毓君、鄭志雲、鄭揚芬、莊家玲
漂亮帥氣開場，隨後不但有美食和抽獎助興，還有形式多樣的歌舞
表演，以及別有新意的有獎問答遊戲，場面熱烈。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春宴齊唱三軍軍歌振奮人心休士頓榮光聯誼會春宴齊唱三軍軍歌振奮人心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榮光

聯誼會於3月24日中午在姚餐廳溫馨
舉行2018新年春宴，歡慶狗年的到來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
彥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
姿副主任、劉秀美僑務諮詢委員、中
華公所共同主席黃以法、休士頓客家
會李元平會長及榮光弟兄與榮民寶眷
80人參加共慶新年。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董元慶會長致
詞，雖然春節已過去一段時間，但休
士頓榮光會一年一度的傳統春宴活動

不會少。董元慶會長感謝眾會員積極
參與活動，這體現榮光會良好的凝聚
力。他祝賀所有會員新年快樂。

會員們齊唱中華民國國歌及榮光
會各理事帶領榮光會所有弟兄分別高
唱陸、海、空三軍軍歌，雄壯威武的
軍歌，振奮人心。接著駐休士頓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向
榮民弟兄拜年，表示在海外能聽到中
華民國國歌與三軍軍歌，讓人激動。
榮光會由退伍軍人組成，會員們都曾
為保護國家安全奉獻力量，陳家彥處

長對此表示感謝。與會員們一起唱陸
軍軍歌，也讓陳家彥處長回憶起在陸
軍服役的難忘時光。

休士頓榮光會還提供豐盛的摸彩
獎品，由方海妮主持，與會員同樂及
高興摸彩，劉秀美僑務諮詢委員幸運
獲得43吋彩色電視機，田秋芳幸運抽
到休士頓至台北長榮航空機票一張，
還有多人幸運中獎或抽到現金，場面
熱烈，大家歡度愉快的春節饗宴。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溫馨舉行
三十七屆年會及會長交接典禮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董元慶會長休士頓榮光聯誼會董元慶會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與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與

會員們在春宴中齊唱陸軍軍歌會員們在春宴中齊唱陸軍軍歌。（。（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3737屆年會中舉行新舊會長交接儀屆年會中舉行新舊會長交接儀
式式，，由鄧曉林會長交棒予楊嘉玲新任會長由鄧曉林會長交棒予楊嘉玲新任會長，，駐休士頓台駐休士頓台
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監交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監交。（。（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
任代表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頒贈嘉勉函給鄧曉林前會任代表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頒贈嘉勉函給鄧曉林前會
長長，，頒贈賀函給楊嘉玲新會長頒贈賀函給楊嘉玲新會長。（。（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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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到哪兒過? 和藹可親，知識
淵博的春藤老師們歡迎你們！這裏有
妙趣橫生的科學實驗營；這裏有讓你
琴藝大增的小提琴提高營；這裏有奇
思浪漫的藝術營；這裏有以提高成績
為目標的數學營；這裏有唇槍舌劍的
演講/辯論營；這裏有初探程序世界的
Scratch營。這裏有余音繞梁的民樂
葫蘆絲表演營。想中文/數學/英文/藝
術/運動兼顧? 我們還有全日制浸入式
主題中文營。

春藤是一所新辦的中英文課後輔
導學校。學校位於糖城市中心，靠近
六號公路和 Lexington Blvd 交界處,
鬧中取靜，環境優雅安全，校舍寬敞
明亮， 交通便利。目前我們開設了課
後班、冬令營、春令營、夏令營和周
五晚上的中文班。“教職團隊經驗豐
富，教學態度嚴謹務實；教學方法生
動靈活，教學內容學以致用；課程設
置異彩紛呈，環境優雅交通便利” 這
些辦學的特色和優勢，使得春藤在開
辦的短短幾個月間，就在糖城眾多的
課後學校中嶄露頭角，成為孩子們喜
歡，家長們信任的好學校。

之前推出的特色冬令營和春令營
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家長中贏得了很
好的口碑。有著多年的海外中文辦學
經驗和管理經驗的春藤教師團隊，不

斷總結經驗，廣泛聽取家長和各方意
見，認真對市場做了精確調研的基礎
上，隆重推出2018年特色夏令營。
豐富多彩，形式各異的特色營滿足你
的全部需要。

2018夏令營共分三期，三周為一
期。第一期6月四日至6月22； 第二

期是6月25日至7月13日；第三期為
7月16日至8月3日。開設全日制主
題中文營。中文教學以實用中文和中
國文化相結合，力求短時間內快速提
升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和中國文化修
養。除了特色中文課以外，我們的全
日制夏令營還提供多門高質量的才藝
課程。有專業團隊為我們打造的樂高
機器人課，有深受學生們喜歡的手工
制作課，有經驗豐富的老師提供的英
文閱讀和趣味數學課，還有強身益智
的各種體育運動和棋牌遊戲等。

除了全日制中文營之外，我們還
有七個特色營。在春藤藝術創作營中
，著名畫家李矛老師將引導孩子們用
眼睛發現美，用心靈欣賞美，用畫筆
和雙手創造美。藝術創作營課程包括
藝術繪畫，彩泥雕塑，環保藝術品創
作，藝術鑒賞和寫生等。演講口才營
和辯論培訓營由身經百戰，曾獲得德
州辯論冠軍的超級辯手Mr. Tan授課
。一場場唇槍舌劍的較量後，孩子們
一定會口才大漲，自信爆棚！小提琴
音樂藝術營由多次獲得國際演奏大獎
，現任休斯頓芭蕾舞樂團的表演藝術
家Mr. Parashkevov授課。課程包括
小提琴，中提琴技法，音樂史，音樂
欣賞，樂理知識， 樂隊彩排和音
樂會。高中數學提高營的劉老師教學

經驗豐富，是公立和私立高中的現任
老師，也曾指導學生參加過各種數學
比賽。他的目標是短期內抓住重點，
迅速提高Geometry和AlgebraII的成
績。曾在kids college 教過科學課程
的Ms. Nino老師加盟科學實驗營，她
將帶孩子們動手制作科學小實驗。不
僅能很好地培養孩子們動手動腦的能
力，還能讓他們知道一些基本科學原
理和運行規律，探尋科學秘密, 收羅
科學真相。民族樂器葫蘆絲表演營由
中國竹笛專業委員會委員，休斯頓器
樂愛好者熟悉的笛蕭樂手閆亦修老師
指導。一期結束，學生至少掌握五首
悅耳動聽的樂曲。Scratch編程設計
營的老師期望通過學習Scratch，啟
發和激勵孩子們在愉快的環境下經由

操作（如設計互動故事）去學習程式
設計、數學和計算知識，同時獲得創
造性的思考，邏輯編程，和協同工作
的體驗。

感謝關註春藤課後學校! 選擇春
藤課後學校, 讓我們陪伴著孩子們走
向未來!
熱 線 電 話 ： 281-848-8288；
346-702-0323
網 上 報 名 ： https://goo.gl/forms/
V055dtJQBKxmkDgM2
學校網址：http://sunbridgelearning.
com
學校地址：2553 Cordes Dr , Sugar-
land, TX, 77479

20120188春藤課後學校特色夏令營火熱招生春藤課後學校特色夏令營火熱招生啦啦！！
44月月1313日日55::3030pm-pm-77::3030pm OPEN HOUSEpm OPEN HOUSE

「亞洲食府」日前在Katy 10號與99高速路旁正式開張
推出中、日餐，開張前二百位客人贈送九折優惠VIP卡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您還記得「黄金廣場 」
「 小瀋陽 」 餐館的負責人 Kevin 李嗎？美南電
視「 美食美客」 節目經常看到他示範拿手菜的
精彩畫面。迄今，美南電視觀眾及休士頓的「
小瀋陽 」 食客，永遠忘不了他獨家口味的「 紅
燒海參」、「 火爆腰花 」。及著名甜點麻乧、
驢打滾、油炸糕等。如今睽違不到一年的Kev-
in 又以「全新」 之姿與美南地區的「美食追逐
者」 見面---- 在距休巿中國城不到二十分鐘車
程的 Katy 巿新開了一家餐館「 亞洲食府 」 ，
以全新之姿為新老客人帶來「 美食 」 的驚喜！

Kevin 的新餐館，位於新發展的Katy 巿，從

Houstin 趨車前往，交通再方便不過，開在十號
公路往西，99 高速路（W. Grand Pkwy ) 出來
，左轉即至。再方便好找不過。由於該店位於
十號公路與99 高速路交口附近，周圍美食餐廳
林立。「 亞洲食府 」 以獨特之姿，給大家不一
樣的獨特口味！

「 亞洲食府 」 為中、日式餐廳，除了專程
從日本請來的師傅，負責壽司、沙拉、手捲、
湯、及各式日菜外，中國菜則以Kevin 最拿手
的北方菜和川菜為主，為了慶祝新張，「 亞洲
食府 」 除了推出特價雙龍蝦$22.99 外，他們還
在開張前三個月（ 即日起至六月底）推出中、

日餐任點，吃飽為止（ All you can eat ), 每人
僅25.99 元。讓您盡情點，盡情吃，他們的日
餐如： 烤魚下巴 、及軟殼蟹壽司普受各界喜愛
。還有日本師傅所作的各式精美壽司，極盡心
思，不僅賣相好看，更懂得香脆與柔軟的獨特
搭配，令人吃來愛不釋手，激賞不已。

Kevin 負責的「中菜」部份，更是好菜如林
，如他最拿手的一品鍋包肉、水煮魚片、梅奶
汁蝦球、拔絲地瓜、清燉獅子頭、翠花燉酸菜
、雙椒炒仔鷄----- 等近九十種經典中菜，而「
小瀋陽 」 當年受歡迎的菜色如東北溜肥腸、尖
椒肥腸、紅燒牛筋、彩椒牛仔粒、孜然鷄架、

火爆腰花肝片、干扁魷魚、農家燒烤鴨、黑椒
牛仔粒、大蝦白菜、大骨燉酸菜、干炸黄花魚
、重慶辣子雞、豆瓣全魚、鐵板玉子豆腐---- 等
等，都是大家百吃不膩的正宗北方菜，吃出你
心中的回憶。

「 亞洲食府 」 日前才剛開張，預計不久將
成為Katy 區的美食重鎮。為Katy 區的居民，又
新增了中、日美食的經典選擇。

「 亞洲食府」 的地址：410 W. Grand
Parkway S # 505 , Katy , TX 77494, 電話：
281-574-7910，，281-574- 7874

圖為圖為 「「 亞洲食府亞洲食府 」」 負責人負責人KevinKevin 李攝於店內李攝於店內。。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 亞洲食府亞洲食府 」」 的經典壽司的經典壽司。。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 亞洲食府亞洲食府 」」 的經典壽司的經典壽司。。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日餐日餐（（魚下巴魚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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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此刻正閱讀此
文的你，是正低頭還是坐著呢？作為都
市人的你超易成為低頭族和久坐族成員
，今後在家就可以得到貼心的按摩，獲
得帝王般尊貴的享受。享譽國際的
OSIM已在休斯頓Memorial Mall開設專
賣店，3 月 30、31 日隆重開業，OSIM
的拳頭產品 ULove 白馬王子按摩椅和
uDelexe 按摩椅都會實行優惠展出，
uLove白馬王子按摩椅的設計猶如頭等
機艙，遙控器亦以回彈線設計，按摩完
畢就從左扶手內拿出遙控操作，加上按
腳部分可收藏到椅內，配上全白色、湖
水綠、啡色和橙銅色4種顏色，外形比

市面的按摩椅更吸引人。近
頭部左右兩旁設有喇叭，只
要在右扶手的3.5mm耳機插
糟連上手機便可即時在椅上
播放音樂，按摩時可播放柔
和舒壓的音樂，環抱式音效
能加倍放鬆。還有較特別的
是它結合長軌道無縫按摩技
術，從頭、肩頸、腰背，甚

至連臀部都能按摩到，是低頭族和久坐
族的恩物。其720度按摩球以橫向和直
向 360 度旋轉，小記親試後發覺它的 V
形夾膊技術較其他按摩椅的感受舒服。
另外，使用者可利用 OSIM 的手機 App
來更新針對不同部位的按摩程式，可惜
App未能完全控制整張按摩椅，否則就
不需使用遙控器了。

重點是～ 它竟然肩頸還會按到頭部
！平常去Spa我最享受的moment就是按
到頭的時候了～超舒服的！！！！！！

最與眾不同的是Ｖ手按摩科技: 完
美模擬專業按摩師手指的開合，靈巧的
抓捏式手法更能深入肩頸， 「抓」走最

深。
720 度 3D按摩球: 靈活的按摩球能順時
針和逆時針雙向旋轉，沿著肌肉進行深
度的舒緩，還能順
著骨骼轉彎，服貼的按摩創造最舒暢、
愉悅的按摩享受。

超長按摩軌道： 從頭部、頸肩、
腰背到臀部一路都按摩得到。

傲勝國際的形象代言人是影視明星
範冰冰，遇見李晨前，範冰冰宣稱願將
一生交付於uLove白馬王子按摩椅，因
為它實在太舒服了，高度還原職業按摩
師的按摩效果！只要您來店裏體驗一下
，您就會恨不得馬上把ULove白馬王子
按摩椅和 uDelexe 按摩椅抱回家。新張
開業期間（4 月 15 日前）， 凡購買
uLove白馬王子按摩椅或是uDeluxe按摩
椅的顧客， 《美南日報》廣告或此文章
可以現場折抵$200的折扣。開幕這兩天
，憑此廣告也可現場參加抽獎，廠家將
送出總價值高達$1290 的獎品。歡迎帶
上家人和朋友來OSIM的專賣店體驗，
有價值$38 的 OSIM Health Soles 按摩鞋

墊免費領取。這樣的好事普通人花光一
生運氣都未必能碰到。

而你，只要來參加傲勝國際3/30和
31日在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Ｍａｌｌ的
開幕會 就能全部擁有！

OSIM傲勝國際專賣店
地址： Memorial City Mall ( Outside of
Apple Store and Tumi)
Email: houston@osim.com
電話： 832-627-9763

OSIMOSIM傲勝國際休斯頓專賣店傲勝國際休斯頓專賣店
33月月3030、、3131日隆重開業日隆重開業

冬季幼兒易患皮炎，洗澡是關鍵
在冬季,為什麽嬌嫩的寶寶皮膚會發炎呢？這

和他們的皮脂腺分泌不足、皮膚缺乏油脂保護有
關。因為冬天幹燥，孩子的皮膚容易皮膚過敏，
從而引起搔抓。醫生說，小孩的皮膚厚度只是成
人的1/3，汗腺與成人一樣多。但是體表面積小，
所以出汗量比大人多，容易造成皮膚缺水，對皮
膚的保護存在不足。

雖然每天很多家長給孩子從頭到腳塗抹潤膚
露，但是冬季，還是有很多孩子出現皮炎。醫生
說，這是家長沒有正確給孩子洗澡所致。

冬天天氣幹燥，每次給孩子洗澡最好控制在5
分鐘左右，避免皮膚表面脫水。水溫以 37℃～
40℃為宜。水溫過高，皮膚表面的油脂易破壞，

毛細血管擴張，加劇皮膚幹燥程度，給皮膚帶來
損傷。已經患皮炎的孩子會加重病狀。

寶寶洗澡用清水洗就夠了。洗完澡，擦幹水
汽，趁著身體的余熱塗抹保濕露，這樣才能把水
分鎖住。否則，孩子沐浴後的皮膚更易幹燥，皮
炎的出現率更高。

如果孩子已經患有皮炎該怎麽辦呢？洗澡又
如何進行？

患了皮炎要及時治療，不可延誤，否則會轉
變成難治的慢性皮炎。這裏向你推薦“劍牌”皮
膚病霜，對各種皮炎療效都很好，得到了加拿大
政府的認可。它溫和、細膩、無刺激、無激素。
活血化瘀、軟堅散痂，改善肌膚微循環，促進細

胞 再 生
和 修 復
病 變 細
胞 。 從

根本上解決孩子的皮炎
有了好藥“劍牌”皮膚病霜，再結合正確的

洗澡方法，寶寶身上的皮炎就能“一抹了之”。
塗藥前，先給孩子按上述的正確方法洗一個澡，
然後擦幹身上的水汽就可以趁著寶寶身體的余熱
抹藥了。抹藥時，均勻塗抹患處，反復按摩幾次
就行了。然後將保濕露塗抹患處及全身，將患處
及全身的皮膚用保濕露蓋住，使其隔絕外界細菌
源，只等藥物在患處起作用。

案例：我叫李敏，有一個4歲的寶寶。去年冬
天手背上長了許多小丘疹，醫生確診為冬季性皮
炎。但是，醫生開的藥我不敢用，因為西藥皮膚

病藥大都是激素藥，聽說激素對人體有害，可中
藥成分的皮膚病藥又沒有。正當我一籌莫展之際
，從報紙上看到了“劍牌”皮膚病霜，它不含激
素，純中藥制劑，並且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認可
。我當時非常興奮，趕緊買了一盒。只抹了兩天
，紅疹就消退了，寶寶不但不癢了，而且還開始
唱歌了，這是寶寶患皮炎期間所沒有的情景。感
謝“劍牌”皮膚病霜重新給我的寶寶找回了快樂
。希望“劍牌”皮膚病霜能給更多的孩子帶來快
樂。

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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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圖片及銷售網點見第C2版
。
誠征代理商。 免費電話：1-800-640-2088

ULove白馬王子按摩椅uDelexe按摩
椅帶給您头等艙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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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超齡兒童保護法簡介
和最新移民消息

美國的移民申請，無論是親屬移民還是職
業移民，常常因申請等待時間過長，導致家庭
成員中的兒童達到21歲，被視為超齡而不能隨
其他家庭成員一同移民美國。

但遇到超齡問題並不是一定沒有希望。美
國政府也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普遍性。2002年8
月6日，美國總統布什簽署了兒童身份保護法
案 (Child Status Protection Act，CSPA)。該法
案的出臺，大大減少了受益人因為超齡
(age-out)而失去移民資格的現象，令不少家庭
得以團聚。

超齡兒童保護法並非對所有的超齡兒童都
適用，但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對受益人的年齡
進行“凍結”。它適用於親屬移民，職業移民
和抽簽移民。

超齡兒童最常見的有兩種情況，分別表現
在親屬移民和職業移民中。

第一種情況舉例說明，綠卡持有人21歲以
下的未婚子女可以申請綠卡，但是需要等待
1-2年的排期。當綠卡持有人成為公民，其21
歲以下的未婚子女就成為了移民法意義上的
“直系親屬”，不需等待排期,只需要等待移民
局的審理時間就可拿到綠卡。可是如果綠卡持
有人成為公民以前，孩子超過21歲，就成為
“超齡兒童”，不再是移民法意義上的“直系
親屬”，將要等待6-7年左右的時間才能等到
排期。

第二種情況出現於職業移民。通常在職業
移民申請中，主申請人21歲以下的未婚子女可
以與主申請人一起拿到綠卡。但如果子女超過
21歲，就失去了與主申請人一起拿綠卡的機會
。

超齡兒童保護法如何保護超齡兒童
1．如果父親已經歸化入籍並申請他20歲

的孩子。根據以前的法律，孩子在拿到綠卡之
前必須不滿21歲。如果他超過21歲，他的申請
將由“直系親屬”轉為親屬移民第一優先，孩
子將要等待6-7年左右的時間才能拿到綠卡。

在上述情況下，根據超齡兒童保護法，孩
子的年齡“凍結”在I-130遞交的時間。盡管
他拿到綠卡的時候已經滿了21歲，從移民法上
看，他仍然是20歲。

2．如果父親是美國綠卡持有人，並申請了

自己20歲的孩子。父親在孩子21歲差一周時歸
化入籍。孩子不可能在一周之內完成包括打指
紋和背景調查等綠卡申請的全部程序。按照舊
的法律，孩子的申請將被轉為親屬移民第一優
先。但根據超齡兒童保護法，孩子的年齡在父
親入籍那一天“凍結”。因為他那一天還不滿
21歲，可以按照“直系親屬”無需排期拿到綠
卡。

最新移民消息
1. 2018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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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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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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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美國移民局發出了超過85,000份Re-
quests for Additional Evidence，（補件通知，
也被簡稱為RFEs） ，較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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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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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
於H-1B申請中所描述職責的復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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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工作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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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不夠復雜，移民局又會以不夠“專業職位

”而予以否決。移民局是借機向申請人發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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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移民局於10月23號公布新的舉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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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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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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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羅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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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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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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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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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視個人具體情況咨詢專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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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臺調頻
AM1050時代華語廣播電臺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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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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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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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電 話 是 ：
713-779-4416，傳真:713-583-9749。網址:
http://solisy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
syanlaw.com周一到周五:9:00AM-5:00PM,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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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9bUlE-
u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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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年會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年會
傅中先生主講傅中先生主講 「「 遠征軍的故事遠征軍的故事」」

本 秦本 秦
報 鴻報 鴻
記 鈞記 鈞
者 攝者 攝

中國國民黨分部常委及委員與主講人傅中先生中國國民黨分部常委及委員與主講人傅中先生（（ 中中 ）） 合影合影。。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年會上頒發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年會上頒發4040、、5050、、6060 年資深黨員獎狀後合影年資深黨員獎狀後合影。。

本屆常委黃膺超宣讀本黨分部對潑漆故兩蔣總統之靈柩之嚴正聲明本屆常委黃膺超宣讀本黨分部對潑漆故兩蔣總統之靈柩之嚴正聲明。。「「遠征軍遠征軍」」 一書的作者傅中先生專程自加州前來主講一書的作者傅中先生專程自加州前來主講 「「
遠征軍的故事遠征軍的故事」」。。

中評委黄泰生介紹台灣今年縣巿長選舉情形中評委黄泰生介紹台灣今年縣巿長選舉情形。。

中評委葉宏志介紹今年中評委葉宏志介紹今年1111 月月2424 日日 「「台灣九合一選舉台灣九合一選舉
」」 返台投票的規定返台投票的規定。。

來自洛杉磯分部謝宗煌介紹洛杉磯分部情形來自洛杉磯分部謝宗煌介紹洛杉磯分部情形。。 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在大會上介紹休士頓分部會務休士頓分部常委唐心琴在大會上介紹休士頓分部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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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年年 休士頓香港會館麻雀大賽休士頓香港會館麻雀大賽
在珍寶海鮮餐廳舉行在珍寶海鮮餐廳舉行

本黃本黃
報麗報麗
記珊記珊
者攝者攝

影影
香港會館麻雀大賽於香港會館麻雀大賽於33月月2424日上午日上午1111時時3030分至下午分至下午55時時3030分分，，在在
珍寶海鮮餐廳舉行珍寶海鮮餐廳舉行。。20182018年香港會館麻雀大賽結果如下年香港會館麻雀大賽結果如下：：冠軍沈巧冠軍沈巧
玲玲，，亞軍梁巧玲亞軍梁巧玲，，季軍何雯珊季軍何雯珊，，殿軍黃瑞僑殿軍黃瑞僑。。

20182018年年 休士頓香港會館麻雀大賽參賽者休士頓香港會館麻雀大賽參賽者 沈巧玲沈巧玲 、、 關毓駒關毓駒 、、
唐國珍唐國珍 、、 陳宛儀陳宛儀、、 黎瓊芳黎瓊芳 、、 關紫紅關紫紅、、譚梓康譚梓康、、 梁國堅賽後合梁國堅賽後合
影影

香港會館麻雀大賽參賽者香港會館麻雀大賽參賽者 沈巧玲沈巧玲 等人等人香港會館麻雀大賽參賽者香港會館麻雀大賽參賽者 譚梓康譚梓康等人等人 香港會館麻雀大賽參賽者香港會館麻雀大賽參賽者 關毓駒關毓駒等人等人

香港會館麻雀大賽參賽者香港會館麻雀大賽參賽者 關紫紅關紫紅、、陳宛儀陳宛儀等人等人

香港會館麻雀大賽參賽者香港會館麻雀大賽參賽者 何雯珊何雯珊等人等人

香港會館麻雀大賽參賽者黎瓊芳香港會館麻雀大賽參賽者黎瓊芳、、唐國珍等人唐國珍等人梁國堅等義工為梁國堅等義工為香港會館麻雀大賽參賽者服務香港會館麻雀大賽參賽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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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國誠 醫學博士  David He, MD, PhD     
www.dr-hw.com 網絡咨詢， 免費登記， 網上預約候診。

ABMS Board Certified: ABPM, ABNM

皮膚病， 眼耳鼻喉， 呼吸道，泌尿道感染；各種常見慢性病的
藥物治療與監控，包括肥胖癥, 失眠, 維生素 D不足, 貧血，甲狀腺
疾病，胃食管反流，糖尿病, 高血壓，高膽固醇，慢性阻塞性肺
病, 前列腺疾病 和骨質疏松；健康體檢，體育體檢，疾病預防。

電話：832-640-6603
診室：10333 Harwin Dr. Ste 530 I, Houston, TX 77036

主 

治

D03FA-HE, DAVID 何國誠醫師6B_8

（ 受理Medicare，可接受信用卡，支票 和 Paypal付款方式。）

1899年復活節彩蛋
有望打破存在時間最長世界紀錄

31歲的歷史學家馬克·勞倫斯有兩個年份已久的復活節彩蛋，分別
是1912年的巧克力蛋和1899年的彩蛋。

喵星人每日喵星人每日““跋涉跋涉””25002500米去商店米去商店““求投餵求投餵””

英國牛津市比斯特鎮英國牛津市比斯特鎮，，壹只愛冒險的英國短毛貓史蒂夫每天從主人壹只愛冒險的英國短毛貓史蒂夫每天從主人
家走將近家走將近25002500米到壹家米到壹家DIYDIY（（自制手工自制手工））商店商店，，它無法抗拒店裏漢堡誘它無法抗拒店裏漢堡誘
人的香氣人的香氣，，又被店裏工作人員餵它的肉所吸引又被店裏工作人員餵它的肉所吸引，，於是開始每天於是開始每天““光顧光顧””。。
它經常在自制產品和家居用品附近閑逛它經常在自制產品和家居用品附近閑逛，，員工們和顧客們非常喜歡這只員工們和顧客們非常喜歡這只
貓貓。。員工們甚至為他創建了壹個員工們甚至為他創建了壹個FacebookFacebook（（臉書臉書））頁面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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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爭奪線零售市場
巨頭應還消費者選擇權

連日來，沃爾瑪、步步高部分門

店禁用支付寶的消息曝光，引發各

界討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走訪

廣州部分沃爾瑪看見，消費者依然

可以用支付寶。螞蟻金服證實，目

前暫停接受支付寶支付的沃爾瑪門店

在華西區。

業內表示，線上“二選壹”已被消

費者以及商家詬病，而此次是阿裏系與

騰訊系激烈競爭首次由線上延伸到線

下。隨著兩大巨頭爭奪線下加劇，消費

者不得不作出“二選壹”抉擇，支付巨

頭應還消費者自由選擇權利。

近日，西南多地消費者反映稱，所

在城市的沃爾瑪相繼宣稱暫停使用支付

寶。

除了沃爾瑪之外，有湖南部分地區

的消費者稱，當地步步高超市暫停支付

寶已經有壹段時間了。

記者走訪了海珠區客村的沃爾瑪

超市，看見負壹樓、負二樓的收銀臺

上，京東、微信、支付寶的支付二維

碼同時在列，均很顯目。果然，記者

看見，有消費者在收銀臺買單時，通

過支付寶掃碼領紅包，不僅能完成支

付，還能獲得幾角的紅包抵扣總金額。

記者咨詢工作人員獲悉，該超市內並

未禁用支付寶。

3月27日，在西村的好又多超市，

則是另壹個場景。記者看見，有支付寶

的二維碼被人為破壞，消費者沒有辦法

通過掃碼獲得紅包獎勵再買單。雖然沒

有影響終端直接使用支付寶，但是消費

者不能領取支付寶紅包的獎勵。

螞蟻金服則向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表示，目前支付門店在廣州仍能正常使

用。受影響的區域只有沃爾瑪在華西區

（包括雲南、貴州、四川、重慶）的門

店。至於如何解決，螞蟻金服則表示暫

時無更多信息向公眾透露。

沃爾瑪回應：“這是個商業決定”

沃爾瑪方面對記者表示，2018年 3

月 15 日起，沃爾瑪在華西區（包括

雲南、貴州、四川、重慶）的門店

暫時停止接受支付寶支付，這是壹個

商業決定，沃爾瑪不定期對業務進行

回顧。

沃爾瑪中國在壹份公告中表示，從

2018年3月15日起，沃爾瑪華西區和微

信達成深度合作關系，將推出獨家優

惠，並進行更多基於大數據分析的精準

營銷合作。

“商超可以自主選擇任何支付方

式”，騰訊回復廣州日報表示，我們尊

重沃爾瑪的商業選擇。

透視 “二選壹”從線上延伸到線下
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了解到，資料

顯示，沃爾瑪是京東的第三大股東，持

股比例為12.1%。騰訊則是京東第壹大

股東，持股比例21.25%，三者具有壹定

的關聯度。

那麽究竟是誰先啟動“二選壹”

呢？記者發現，目前各種說法不壹。在

線上，京東指責阿裏“二選壹”的消息

在過去兩年每當重大消費節日，如“雙

十壹”就層出不窮。而線下，阿裏系與

騰訊系也出現新零售的激烈競爭，由此

“二選壹”由線上延伸到線下。

事實上，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競

爭壹直不斷，商戶排他式競爭的結果

被業內認為是站隊阿裏系或騰訊系的

結果。在零售行業中，支付寶從 2014

年開始通過優惠費率、提供掃碼槍等

方式阻止商戶接入微信支付。2017 年

開始，阿裏先後入股新華都和大潤發

後，通過門店 pos 系統改造直接排掉

微信支付。

消費者： 商場應提供更多選擇
有些用戶表示，不能使用支付寶付

款在壹定程度上對自己造成了不便。有

用戶表示，“現在出門都是拿個手機，

不能選擇的感覺不太好。”

正在沃爾瑪廣州麗影廣場店購物的

徐小姐則表示，影響不大。“有支付寶

的人壹般都會有微信，支付寶不能用，

就用微信。”徐小姐告訴記者，平常選

擇用哪個手機支付工具，主要看誰家有

優惠。

消費者陳先生認為，作為大型商

家，應給消費者提供更多選擇，完

善體驗，超市應該從消費者的立場

考慮。

也有網友表示，在淘寶購物不是也

不能使用微信支付嗎？

專家： 企業應有更開放心態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建

議，企業經營應該采用更開放的心態，

鼓勵市場競爭打破壟斷，因為競爭是市

場經濟的活力之源。阿裏巴巴與騰訊已

經是巨頭級的企業了，兩家之間應該攜

手為中國的消費者提供便利，而不是通

過“禁用”這種簡單粗暴的形式。

中國不良資產行業聯盟首席經濟學

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

士後盤和林認為，沃爾瑪是公認的商業

巨頭，這種隨意支配支付方式，至少侵

犯了兩項消費者權益。壹是自主選擇權；

二是公平交易權。

有律師認為，從法律的角度來說，

專門針對支付寶支付的行為，可能違反

兩個方面的法律：壹是涉嫌違反《反壟

斷法》及構成不正當競爭。二是涉嫌違

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電子商務中心特約研究員、墾丁律

師事務所聯合創始人麻策則表示，從我

國《反壟斷法》以及《反不正當競爭法》

的規則看，騰訊系投資公司的禁用行為

並不適用，因為這個市場還沒有達到絕

對壟斷的地步，也就意味著並不違法。

綜合報導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簡稱進口

博覽會）和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簡稱廣交

會）推介會在紐約舉行。此次推介會由中國外

貿中心與大紐約地區商會主辦，中國駐紐約總

領館經商室提供支持，60多家美國企業代表出

席活動。

中國駐紐約總領館經商室參贊周善青在

會上介紹了進口博覽會的有關情況。據介紹

，此次博覽會將包括國家貿易投資綜合展和

企業商業展。已有 180 多個國家和地區指定

了逾 200 家境外組展機構協助招展和服務；

來自 12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1000 多家企業報

名參展，包括近百家 500 強企業和各國行業

龍頭企業。他表示，進口博覽會是中國政府

推進新壹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做出的壹項重大

決策，也是“壹帶壹路”國際合作倡議的具

體體現。

中國對外貿易中心（集團）副總裁馬春誌

表示，創辦於1957年的廣交會已發展成為“賣全

球、買全球”的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國際貿易平臺。

紐約是美國加強對外互聯互通、深化多元貿易往

來的重要窗口。進口博覽會和廣交會將為美國參

展企業提供開拓中國市場、拓展國際發展的上佳

平臺。

周善青指出，中美之間共同推進經貿交

往的內在需求和潛力是巨大的，不管中美經

貿關系遇到什麽困難，前景是光明的、潛力

是巨大的。雙方通過進壹步深化地方、企業

的合作動能，會進壹步助推雙邊關系不斷向

前。

大紐約地區商會執行總監海倫娜· 納特說，

大紐約地區商會始終致力於推動美中兩國企

業的合作往來，同中國建立了良好的夥伴關

系。她表示，相信首屆進口博覽會和廣交會

可以給紐約地區以及整個美國的企業提供了

解中國市場的平臺，為他們開拓中國市場提

供更多機會。

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將於今年11月在上

海舉行，2018年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將於4月15

日在廣州開幕。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推介會在紐約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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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通话花费更少与世界通话花费更少

• 无合约 • 不查信用Lycamobile.com • 1.866.277.3221

如果用戶每月使用超出32GB的流量，其中3％客戶的流量使用速度將會被减慢.

限时优惠. 计划在30天后到期. 监管费用将适用于在Lycamobile.com上进行的购买和自动更新. 计划，费率和服务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并且
不适用所有地点或所有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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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 通话和短信到

中国

买三送一！
赶快行动 

全新

*

包括通话和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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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无限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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