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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e Zhang

電話:

832- 833-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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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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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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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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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來 參 訪 的 Roland Park Country
School 師 生 與 僑 教 中 心 陳 世 池 主
任、王怡如副主任
王怡如副主任、
、文化導覽志工
蔣宜娟、
蔣宜娟
、 王怡閔老師及助教等合
影 。 （photo
（photo credit: Roland Park
Country School）
School）

Roland Park Country School主流學校師生參訪華府文教中心
School 主流學校師生參訪華府文教中心

【華府新聞日報訊】 馬州主流學校 Roland Park Country School 3 至 5 年級近 30 位師
生，於 4 月 11 日上午在該校華人教師高麗梅、
張素雲帶領下參訪華府文教中心，受到中心主
任陳世池、副主任王怡如，以及文化導覽志工

老師們之熱烈歡迎。
這群非華裔學生遠從巴爾的摩前來中
心參訪，在志工老師蔣宜娟的帶領解說下，參
觀中心陳列的法藍瓷、布袋戲偶、電音三太
子、客家紙傘、臺灣風情畫等；接著於中心會

學生們在文化導覽志工蔣宜娟老師的
帶領下參觀中心大廳陳列的法藍瓷。
帶領下參觀中心大廳陳列的法藍瓷
。

議室觀賞介紹臺灣風土民情及觀光美食特色之
短片，並進行有獎問答。此外，蔣老師也教導
一些舞獅的基本招式，學生們並實地演練，玩
得不亦樂乎。隨後在志工王怡閔老師的現場示
範並帶領實作捏麵人手工藝教學下，每位學生

學生們實地演練小獅頭，
學生們實地演練小獅頭
，學生們玩得不亦樂乎
學生們玩得不亦樂乎。
。

都專注完成了具有個人特色並充滿童趣的公雞
捏麵人作品。經過了半天的活動，學生們除了
增進對臺灣人文地理之瞭解，也體驗了臺灣文
化特有的精緻內涵與多元創意，收穫豐富。

文化志工王怡閔於現場教作捏麵人，學生們充
文化志工王怡閔於現場教作捏麵人，
分發揮創意捏出饒富個人特色的公雞作品。
分發揮創意捏出饒富個人特色的公雞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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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心家庭醫護中心負責人陳柯穎主講
「如何為您將來的長期護理需要做好準備」
每個受益期 60 天的住院醫院護理，除了自付額（deductible)
以外承擔全部的費用。從 61 天到第 90 天，您將為支付共同
保險。
以 醫 院 為 例 ， 2018 年 每 天 335 美 元 。 （https://www.
medicareinteractive.org/).如果一年內用完了 90 天，Medicare
將停止支付與住院相關的醫院費用（如食宿費用）。 90 天
以後有 60 天的 lifetime reserve days,以醫院為例，2018 年每天
670 美元。Not renewable. Medicare：支付看病、住院、買藥
等急性的醫療專業護理（Skilled Care). 長期護理：照料比如
日常起居，生理機能的退化、自理能力的減弱，這之類不
可逆轉也無法醫治的狀況。普通醫療保險也不能作長期護
理使用。除白卡（Medicaid)的福利，或者擁有非常好的長
期護理保險（Unlimited Coverage),否則養老是一個燒錢的過
程。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負責人陳柯穎應邀於 4 月 14 日在台灣人活動中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負責人陳柯穎提到，Medicaid(醫療補
心舉行休士頓台灣長春會 4 月月會主講 「如何為您將來的長期護
助）又稱白卡，是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聯合為低收入和低
理需要做好準備」」 ，與會人士獲益良多
理需要做好準備
與會人士獲益良多。（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資產人士設立的醫療補助項目，承擔全美近一半的療養院
及家中看護開銷。支付療養院（nursing home)和家中的無限
期長期護理費用。條件非常苛刻。對受益人的身份、年齡
（本報記者黃麗珊）(接駁上文)慈心家庭醫護中心負責人陳
柯穎說明，Medicare(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公共醫療保險） 、居住期、收入和資產有著嚴格的審查。自住房屋凈資產價值不
。(Medicare)是政府為美國 65 歲以上老人和殘障人士支付急性的 超過（2013 年的標準是 536000 美元）,可有一輛自用的汽車，個
醫療護理費用，比如看病、住院、手術、藥物及其他醫療專業護 人財產價值不超過 2000 美元，夫妻不超過 3000 美元。（https://
理，但並不包括日常生活照顧，如進食、穿衣、洗澡、如廁等等 www.elderoptionsoftexas.com). 申請 Medicaid 之前 5 年內（60 個月
。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俗稱紅藍卡）。原始 Medicare 涵蓋了 ）不能轉移或贈與

任何財產。約 14%擁有 Medicaid. 必須參加私營健康保險公司.
United Healthcare. Amerigroup. Molina. 福 利 ： 家 庭 長 期 護 理 ：
Genworth2016 年關於長期護理的報告指出 24%的長期護理由家庭
成員提供並獲得報酬。成人日間服務：個人照護、社會及治療活
動、教育、常規健康監測、營養餐與小吃、交通服務協調、急救
及緊急醫療等。保障性住房：提供以人為中心的服務來幫助獲得
和維持住房。送餐到府：每天送一次營養餐到家。交通服務：提
供有限的交通服務，以幫助您獲取所需的服務或執行活動。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負責人陳柯穎也分享以下的：
Non-Skill(Medicaid). Skill(Medicare) Food Preparation(準備飯
菜）. Wound Care(傷口護理） Buying food(購買食品）. Wound
Management Dressing reheating food and feeding(餵食）. （Including stage 1-4 pressure ulcer and surgical Personal Care &amp; Hygiene(個人清潔衛生）. wounds) Daily care needs like Medical Administration(給藥）sponging bathing(洗澡）、toileting(如廁）. IV
Cannulation(點滴）Health &amp; Fitness(運動健康） IV Antibiotic
administration(抗生素）Keep the elderly active with simple exercises
Nebulizer Administration(呼吸治療）or stretches for bed-bound patients. PICCline Dressing(靜脈導管）（走路和簡單運動）. Physical therapy(復健）Companionship(陪護） Speech therapy(語言吞咽
康復）Keep company with your loved ones at home. Mobile X-Ray
(移動 X 光）Medical Escort(就醫）Accompanying your loved ones
to medical appointments or check-ups（醫生門診，身體檢查）.

休士頓台灣商會在僑教中心舉行
「房屋維修」 講座白釗民主講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台灣商會於 4
月 14 日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在 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TX.77042 的僑教中心 203 室舉
行 「房屋維修」講座，白釗民房屋檢驗專家應
邀主講關於地基、閣樓，怎樣自己動手檢查自
家房子周圍土質溼度，怎樣檢查家中熱水器筏
門的反應是否正常。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在會
上讚揚休士頓台灣商會舉行如此精彩講座，非
常有意義。
白釗民主講人說明，土質溼度是影響房屋

地基最明顯因素，倘若能保持離房屋三呎土質
溼度一致，還有適當水分，這樣能維持地基不
受到影響。白釗民主講人認為用螺絲起子測試
土質溼度是否適當程度，他選取比正常長度還
長一點螺絲起子，在房屋周圍約三呎草地直接
插入，如果沒法全部插入螺絲起子金屬部分，
就表示土質太乾燥，要補充水分。
白釗民主講人比較不贊成熱水器安置在住
家閣樓做法。白釗民認為建築商如果能將熱水
器放在車庫，會較為安全的做法，由於一旦熱

水器漏水，設置在閣樓的熱水爐，造
成房子損失影響較為嚴重。白釗民主
講人說明，在熱水器上方有個釋放氣
壓的筏門，一旦熱水器氣壓太高或溫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在會上讚揚休士頓台灣商會舉行如此
精彩講座，
， 非常有意義
非常有意義。
。 陳志宏會長感謝白釗民主講人
度太高，會通過這個筏門自動釋放壓 精彩講座
（
右二）
右二
）
帶給大家實用資訊。（
帶給大家實用資訊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力，使熱水器維持正常狀態。所以屋
主應不定期用手扳動筏門，檢查是否
一一回答，大家不虛此行。休士頓台灣商會陳
容易被開啟，倘若卡的太緊，不容易扳動就是 志宏會長感謝白釗民主講人帶給大家實用資訊
不正常，就要趕快更換，以保安全。講座中， 。
與會人士不斷就疑問問題發問，白釗民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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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工建設太平洋鐵路圖片展
APAPA亞太公共事務聯盟休士頓分會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聯合主辦
APAPA
亞太公共事務聯盟休士頓分會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聯合主辦
153 年前, 12,000 位華工跨越了太平洋, 來
到美國參與建設溝通美國東西兩岸的太平洋鐵
路.
他們拿最低的薪資,做最艱苦的工程. 他們
披星戴月,沐雨櫛風; 歷盡艱險,出色的完成任務
. 他們用汗水,智慧,甚至於鮮血和生命,從 1865
年到 1869 年,建設了太平洋鐵路中施工難度最
大的路段,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就,對美國國

克勞克建議
僱用華工。
管理層抱著
試試看的心
態，在加利
福尼亞州僱
用了首批
50 名 華 工
。 1865 年
2 月，華工
在眾人懷疑
的目光中走
上了鐵路建
設工地。出
乎美國人的
意料，第一
批華工的表
現就讓美國
人驚喜。
此 前
，不少美國
人認為中國人身材小、體質弱，不堪重活，後來他們不
得不承認華工能吃苦耐勞、工作效率高。於是，公司開
始廣招華工，甚至派專人到廣東省設立了招工辦公室。
鐵路公司的主管觀察到華工的優點--安分守己，忍耐力
強，節儉度日，比白人儉樸得多，並從不太計較工資的
高低. 以勞工階級而言，他們沉著而安靜，此外，他們非
常勤勞，熱愛和平，耐力也比其他民族強得多。華工的
學習能力令人驚訝，他們很快就學會了鐵路建設工作中
所需要具有的專業技術，而且無論哪一種工作都能在最
短的時間內勝任。
太平洋鐵路修築是華工運用了中國人的聰明智慧,用
堅毅負責的態度而完成的. 如果沒有關於試用炸藥知識並
重視炸藥的使用，如果沒有華工在令人目眩的高空貼在
幾乎垂直的懸崖上幹活，如果沒有華工用生命闖過了其
他工人難以忍受的艱苦難關，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負責
的路段決不可能短期建成.
最困難的一段路程----在美洲河峽谷以上 2000 英
尺的地方修築花崗岩的扶壁，和陡峭的岩石路堤，使鐵
路越過開普角。峽谷的兩側沒有立足之地，不屈不撓的
華工用古老的辦法，坐在繩索吊著的筐子裡，從山頂上
放下來，然後懸空用鐵鎚和橇棍把岩石一點一點地敲掉
，開闢一段狹窄的通道。然後再艱難地將其擴深，最後
在美洲河之上 1400 英尺的地方挖成了一條鐵路路基。所
有這些偉績都是在機械化時代到來之前完成的。這是用
鎬、鍬、鐵鎚和鐵釬完成的，是靠肩挑土筐、單套馬車
拉土完成的。
在全長近 1100 公里的中央太平洋鐵路上，有 95%的
工作是在華工加入築路大軍的四年中完成的。這條偉大
鐵路最艱險的路段，是由以中國人為主的工人修建的。
塞拉嶺通道--華工在修築太平洋鐵路的過程中遇到
的困難是難以想像的。 1866 年，華工們開始挑戰工程中
最大的攔路虎——塞拉嶺通道，被稱為合恩角的花崗岩
石牆是這裡最難攻克的險關，它的下部是垂直光滑、深
達 1000 英尺的懸崖峭壁。華工們腰繫繩索、身懸半空，
硬是開出一條行駛車輛的通道。在這段的施工過程中，
有 500 到 1000 名華工死於雪崩。
內華達山脈上的中國長城--在與東段公司展開築路
競賽的最後階段，西段華工還創造了一天鋪軌 10 英里
200 英尺(約合 1.6154 公里)的世界紀錄！施工中，華工
們常以驚人的智慧攻克難關。 1868 年，工程延伸到內華

經濟及社會發展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亞太聯盟擁有 57 張珍貴的華工歷史照片.
為了紀念這批旅美華人的先驅,緬懷華工當年建
設鐵路的功績,今願會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休士
頓校友會聯合舉辦照片展. 我們願將這份寶貴的
歷史文物呈現出來,與本地眾多的華僑來分享.
更願意讓休士頓的廣大民眾有機會了解並紀念
華工的歷史貢獻.

2018 年 的 五 月 份 即 將 到 臨, 亞 太 公 共 事 務 聯 盟
(APAPA) 休士頓分會已經組織和策劃了一系列的華工建
築太平洋鐵路 153 周年紀念的歷史照片巡展來慶祝亞裔
傳統月.5 月 5 日及 6 日將在休市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展
出兩天，國會議員 Sheila Lee 和州議員 Gene Wu 已表示
支持這項紀念活動。5 月 7 號至 11 號將在休士頓總學區
(HISD)行政大樓展出 5 天,最後將在糖城 (Sugar Land)傳
統基金博物館展出兩周.此次巡展將展示大量珍貴的歷史
圖片配與文字敘述，生動地再現了 1865 至 1869 年華工
在崇山峻岭中,在惡劣的氣候中,在物資極度缺乏的貧困的
生活環境中,用汗水,智慧,甚至於鮮血和不計其數的性命
犧牲才建設出太平洋鐵路.1869 年鐵路貫穿美國東西兩岸
,在交通方面形成了一個完整連貫的作業體系,促使美國大
地上物資,文化的快速交流,美國,這幅員遼闊的大國,在經
濟運行上開始連成一片,造就了隨之而來經濟與社會的飛
躍發展. 當年華工用智慧與生命所築出的大鐵路深深嵌入
美國大地，華工對美國建設的不朽貢獻也深深嵌入美國
的歷史記憶當中.
歷史意義
1862 年，美國總統林肯批准通過了第一個建設太平
洋鐵路法案，1869 年 5 月 10 日，美國中央太平洋鐵路公
司總裁、也是著名的斯坦福大學的創辦者斯坦福把一枚
純金的道釘放在釘孔中，然後舉起銀製的大錘用力砸下
……這標誌著美國太平洋鐵路的正式建成！
在 1869 年美國中央太平洋鐵路修通之前，美國東西
部被崇山峻嶺、浩瀚沙漠重重阻礙，沒有一條便利的交
通線路。巴拿馬運河也沒有開通，美國人從紐約到舊金
山需要乘船繞行南美洲，最短的時間也要六個月。地理
和交通上的困難使得西部成了美國相對孤立的地區，不
僅經濟發展受到影響，也是國家穩定統一的隱患。
這條橫貫大鐵路，把從紐約到舊金山的交通時間一
下子由六個月縮短成七天，改寫了美國歷史。因此，美
國在不太長的時間裡就發展成為世界上經濟實力最為雄
厚的國家。
為什麼是華工？
鐵路工程之所以大量使用選就華工，並不是因為鐵
路公司偏愛華工。當時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承包的西段
工程地形複雜，氣候惡劣，不少白人工人應聘後因為受
不了惡劣的條件而紛紛甩手不干，工程進展之慢令人憂
心——開工一年鋪軌竟不足 50 英里。
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的高管

達山脈——地面積雪和時常發生的雪崩使得已經通車的
地段也經常出現阻斷，火車無法通行。後來鐵路公司從
美國東部運來 12 輛大型鏟雪車，可這些直徑九米的龐然
大物也仍然無濟於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華工們沿著
鐵路在容易發生雪崩的地方修建了近 70 公里的防雪牆。
這種建築實際上是一條用木頭或混凝土建造的隧道，鐵
路從中穿過，完全避免了雪崩的影響。現在，當年華工
修建的擋雪牆有一部分已經廢棄了，但仍有許多路段還
在使用之中。所有經過這一帶的人們都可以遠遠地看到
這蔚為壯觀的建築，當地人充滿敬意地把它稱做”內華
達山脈上的中國長城 ”。在施工過程
中約有 1000 名華工死在這裡。
華工的犧牲
在整個太平洋鐵路建設中，中國
華工發揮了驚人的智慧，付出了巨大
的犧牲，目前還沒有確切可靠的文獻
材料來估計究竟有多少華工為太平洋
鐵路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在築路過程
中，華工死了多少人，根本無記錄可
查。但是，當時報紙不時登出開山爆
炸事故、雪崩、塌方、墜入懸崖等等
的片斷消息。據現尚健在之老華僑所
言，由羅省至夭馬(Yuma)一段鐵路鋪
軌工作，因天時酷熱，中暑而死之華
工可能就達到一萬人。
華工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然而，為這條鐵路付出了巨大生
命代價的華工，在鐵路築成後，卻遭
遇不公正待遇！不僅，鐵路建成舉行
慶祝儀式時沒有邀請華工參加，即便
在工作中，他們的工資待遇也比白人
低，華工的高強度、高風險勞動和他
們所得的待遇也是很不相稱的。他們
幹的是險工，卻與白種工人不同酬。
還不包食宿。華工全部沒有人身保險
，鐵路當局根本不承擔對工人家屬的
義務。後來，經過多次抗議，華工的
薪水才漲到與白人接近。但是華工還
需要向工頭付吃、住的費用，連使用
的工具也要交錢，而白人則不需要付
這些費用。而且，華工不得不工作更
長的時間。
因為華工的勤勞能幹，導致懶散
怠工的白人面臨工作競爭，1882 年美
國國會正式通過了排華法案，成了美
國現代化歷史上、移民史上和人權記
錄史上可悲記錄，
華工，不可忘卻的紀念
這些付出了巨大犧牲與奉獻的華
工，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都沒有得
到公正的評價。直到 1943 年 10 月 11
日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關鍵時刻，
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才要求美國國會
正式通過立法，廢除一系列排華法令
。吉米•卡特在他擔任美國總統時曾
對鄧小平說過:“華裔人數之少，與其
對這個國家貢獻之大，不成比例”。
華工對美國的貢獻足以彪炳美國
史冊，並被永恆紀念！今天，是該給
這些大鐵路下面的華工冤魂們公平、
公正的評價與懷念的時候了。華工修

建的太平洋鐵路是美國的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移
民為美國做出貢獻的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移民仍然受到歧視的今天，這次展覽尤為重要。
在休士頓的這次展覽希望能吸引了大量的華裔、學生及
當地居民前來參觀，希望喚起人們對久遠的歷史的迴聲
。 APAPA 在美國多個分會都曾舉辦這樣的展覽，讓華
裔和其他族裔都不忘卻這段重要的歷史，都不忘卻華工
為美國做出的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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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建行二十年,, 恒豐業績創新高
喜迎建行二十年
第一季財報亮麗

吳文龍董事長講述了恆豐銀行非凡和驚人的發展歷史,, 總經理張
吳文龍董事長講述了恆豐銀行非凡和驚人的發展歷史
永男（左 2）和公關經理 Jennifer Zhou（
永男（
Zhou（左 1）以及副董事長高
成淵((右 1）在記者會上
成淵
在記者會上。
。
（本報訊）恒豐銀行於 2018 年 4 月 17 日在恒豐銀行大樓 12 層
會議室召開 2018 年度首次記者招待會,會議由恒豐銀行吳文龍董事
長主持,副董事長張瑞生,高誠淵執行董事錢武安,孫定藩, 總經理張
永男,公關部經理 Jennifer Zhou 等人列席參加。
會議中,吳文龍董事長說 2018 年,對於恒豐銀行來講是一個有特
別意義的年度, 今年,我們將迎來恒豐銀行建行 20 周年,同往年一樣,
在 2018 年開篇的第一季,我們再一次交出了更滿意的答卷。
恒豐銀行第一季度營運及成長業績比去年同期都有明顯增長,
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第一季度財務及營運狀況如下: 總資產額已
接近 15 億,總貸款額超過 12 億 5 仟萬,資本總額超過 1 億 7 仟 3 佰萬,
稅 前 盈 餘 近 8 佰 萬 元, 稅 後 盈 餘 超 過 621 萬, 資 產 報 酬 率 (ROA)

1.68%,投資報酬率(ROE) 14.4%。 各個資料顯示,比去年同期,都有
大幅度的保增長,照這個趨勢發展,恒豐銀行今年的收益將會是 20 年
最高收益。 同時,在今年 2 月 16 日舉行的年度股東大會,每股股利
$1.25,使所有投資股東非常滿意。
吳董事長特別提到,為了南加地區蓬勃發展下的客戶提供所需
的金融服務, 同時為了更好的擴張經營版圖,2016 年恒豐銀行決定
在南加州 City of Industry 和 Alhambra 同時開立兩家分行和一個
loan production office ,經過一年七個月的營運,南加地區的業績顯
著,存款額已超過 1 億 2 仟萬,貸款總額超過 9 千萬, 在建立分行一年
的時間,不但很快平衡開銷並快速盈利。 由此可以充分體現恒豐銀
行在加州地區設立分行之舉措的正確性以及加州市場的無限潛力。
截至目前,恒豐銀行已有 18 個經營網點,分佈於德州,內華達州,
加州,休士頓,達拉斯,拉斯維加斯,南加州工業區市和阿罕伯拉市等
不同城市和地區,無論是在經營多年的城市地區,還是新開發的城市,
恒豐銀行專業的業務團隊, 都在兢兢業業努力耕耘,勾畫著宏偉的藍
圖。
吳董事長表示, 長期以來,恒豐銀行本著對股東負責,對市場負
責,對客戶負責的原則,始終堅持認真審慎每一個貸款專案,並嚴格控
管貸款中每一個流程的正確性,因著這一堅持,恒豐銀行增加資產的
同時,也保持著資產品質的優良。 在未來時間,恒豐銀行將一如既往
地堅持這一原則,以期在大環境變化的情況下,始終保持穩步發展,持
續增長的趨勢。

恒豐銀行成立於 1998 年 5 月 18 日,從臨時組合屋,38 位員工的
開始,經過 20 年的兢兢業業的努力,總資產成長了 100 倍,目前已成
長為步入大型銀行的標準,員工超過 215 人, 擁有總行和分行 17 處,
及 1 個 Loan production office 的本地創立之大型華資銀行。 恒豐
銀行大樓,除已成為休士頓中國城的地標式建築外,也帶動了中國城
的經濟繁榮。 在未來,恒豐銀行將繼續秉持以心服務,服務至心的原
則,堅持誠信為本,專精為責,繼續為廣大民眾提供專業優質的金融服
務。

「恆豐銀行
恆豐銀行」」 董事長吳文龍
董事長吳文龍（
（中），
），總經理張永男
總經理張永男（
（右二
右二），
），
公關部經理 Jennifer Zhou （右一 ），
），副董事長高成淵
副董事長高成淵（
（右三
右三）
）
、張瑞生
張瑞生（
（左三
左三），
），及執行董事錢武安
及執行董事錢武安（
（左二
左二），
），孫定藩
孫定藩（
（左
一）合影於記者會上
合影於記者會上。
。

特價雙龍蝦僅$22.99 元，各式中、日餐任吃任點，吃飽為止，僅$25.99
「亞洲食府」 美食，驚艷 Katy,開張前二百位客人贈送九折優惠 VIP 卡

圖為 「 亞洲食府 」 負責人 Kevin 李攝於店內
李攝於店內。
。
（ 記者秦鴻鈞攝 ）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您還記得 「黃金廣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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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食客更驚喜的發現，睽違不到一年的
Kevin 如今又以 「全新」 之姿與美南地區的 「美
食追逐者」 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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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 「 亞洲食府 」 的招牌美食
的招牌美食。（
。（ 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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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特中、日餐口味！而且對開張前二百位客人贈
送九折優惠 VIP 卡，終身有效！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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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了推出他最拿手的海鮮名菜 「特價雙龍蝦
」 僅 22.99 （ 必須點菜稅前消費達$30 元才可享
此特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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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 「 亞洲食府 」 的經典壽司
的經典壽司。（
。（ 記者秦鴻鈞攝 ）

can eat ), 每人僅 25.99 元。專程從日本請來的
日菜名廚，有不少珍奇獨特，做工精製，精美的
日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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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椒炒仔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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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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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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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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治！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
禍怎麼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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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
三、五全天，二、四
、六上午。

“富貴手”——手脫皮怎麽辦？
到目前為止，導致手掌脫皮的原因還不完全
清楚。但是，1）人體缺乏維 C 的時候，就會出現
手脫皮現象。2）人體缺少水的時候，皮膚的代
謝過快也會造成脫皮。3）人體所需的酸堿平衡
不正常時也會出現脫皮。但是，如果以上所說的
情況都不屬於你，你的手仍然常年脫皮出現嫩肉
，還會痛，這種情況就要考慮是否有細菌感染。
種類如下：
1）。手癬：是個由真菌感染引起的皮膚病
，有手癬的患者一般伴有腳氣，具傳染性。主要
癥狀是起水泡、脫皮，一年四季均可發病。伴有
瘙癢，時間長的會出現幹裂，搔抓後會流血。
2）。汗皰疹：主要是汗管堵塞引起的。主
要表現為，水泡，脫皮。發病有季節性，一般春

夏多發。
3）。手部濕疹：多發生在指背及指端掌面
，可蔓延至手背和腕部，界限不清或小片狀皮損
，常因手指活動而有皸裂，常受繼發因素影響而
頑固難治。
目前，西醫的治療方法一般是內服抗組胺類
藥物，外用皮質固醇制劑和焦油類制劑等。但收
效甚微，病情有反復。
中醫認為，手掌脫皮癥與 “鵝掌風”相類似
，其發病主要是由血虛血燥、皮膚失養、燥熱生
風所致，治宜養血潤燥、疏風止癢。因此，治療
上應避免各種外界刺激，如熱水燙洗，暴力搔抓
，過度洗拭等。
治療：主要以疏通汗腺導管抗真菌為主，止

癢，殺菌，修復受損細胞。治療宜用各種抗真菌
外用藥。目前，在加拿大熱銷的《劍牌》皮膚病
霜就是你的首選。它溫和、細膩、無激素，無刺
激，活血化瘀、軟堅散痂，促進細胞再生和修復
病變細胞。是目前治療各種皮膚病的良藥，一試
便知！請聽聽患者是什麽說的：
病 例 ： 我 叫 Stephen， 本 地 出 生 、 長 大 的
“老外”。我有一雙手掌脫皮、出水的富貴手。
從上中學開始，長期治療，長期復發，加拿大醫
生開的皮膚病藥都用遍了，從來沒有徹底好過。
由於我喜歡學習中文，認識了幾個中國朋友
。在一次教堂禮拜上，一位中國朋友向我介紹了
“劍牌”皮膚病霜，說是純天然的。我以前用過
的所有皮膚病藥都是含有激素的西藥，不含激素

的中藥沒有用過。由於中藥是純天然的，所有我
很有興趣，馬上到中國城買了一瓶。當晚抹了此
藥，第二天醒來，手掌就舒服很多了。出水的地
方也幹皮了，脫皮的地方顏色變淺了，我當時非
常興奮。隨後一天三次塗抹此藥。5 天後基本上
痊愈，又按照藥店的要求鞏固了一個星期。現在
，60 多天過去了，我的手掌完好無損，再也沒有
復發過。這是我的手掌脫皮以後從來沒有出現過
的現象。我覺得：中國的中藥就像中國的成語一
樣，很特別，真的很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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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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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移民排期
(一)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 ：
A表
第一優先：2012 年 01 月 01 日, 第一優先為傑出人
才，優秀研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4 年 09 月 01 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
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5 年 06 月 01 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
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7 年 05 月 01 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4 年 07 月 22 日，第五優先為投資
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的世界
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B表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一優先為傑出人才，優秀研
究人員和教授，跨國公司主管等
第二優先：2015 年 02 月 01 日, 第二優先為擁有碩
士或碩士以上高學位人士或特殊人才等
第三優先：2016 年 01 月 01 日, 第三優先為有技能
工人，專業人士和其它工人
其他無技能勞工: 2008 年 06 月 01 日
第四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2014 年 09 月 01 日，第五優先為投資
移民
除中國大陸、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之外的世界
其他地區的排期為：
第一優先：有名額
第二優先：有名額
第三優先：有名額
其他無技能勞工: 有名額
第五優先：有名額，第五優先為投資移民
(二)親屬移民排期
A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1 年 04 月
08 日中國大陸 2011 年 04 月 08 日
第二 A 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6 年 06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16 年 06 月 01 日
第二 B 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1 年 05
月 15 日中國大陸 2011 年 05 月 15 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6 年 02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06 年 02 月 01 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04 年 10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04 年 10 月 01 日

B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2 年 01 月
08 日中國大陸 2012 年 01 月 08 日
第二 A 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7 年 09
月 22 日中國大陸 2017 年 09 月 22 日
第二 B 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1 年 09
月 08 日中國大陸 2011 年 09 月 08 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6 年 09 月
08 日中國大陸 2006 年 09 月 08 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5 年 04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05 年 04 月 01 日
註： 第一優先為美國公民之 21 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二 A 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配偶與 21 歲以下未
婚子女
第二 B 優先為美國永久居民之 21 歲以上未婚子女
第三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已婚子女
第四優先為美國公民之兄弟姐妹
國務院從 2015 年 10 月開始啟用了雙表排期。
申 請 人 可 以 按 照 較 快 的 排 期 表 (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遞交 I-485 調整身份的申請，等到較
慢的排期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排到取
得綠卡。2018 年 5 月份的排期表能否都用快表，
還需要等移民局的進一步通知。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國務院於 2018 年 3 月 30 號公布新規定
：非移民簽證申請人需要提供社交軟件用戶信息
。幾乎所有申請美國入境簽證的人都將被要求提
交他們在過去五年裏使用的社交媒體信息。2017
年 9 月，特朗普政府曾宣布，申請移民簽證的人將
被要求提供社交媒體數據，受這個計劃影響的人
約為 71 萬。新提議將更大地擴大這條命令的覆蓋
範圍，把每年約 1400 萬申請非移民簽證的人包括
進來。該提議涉及 20 個的社交媒體平臺大部分是
美國的：Facebook、Flickr、Google+、Instagram
、 LinkedIn、 Myspace、 Pinterest、 Reddit、
Tumblr、Twitter、Vine 以及 YouTube。也有一些
是美國以外的：中國的網站豆瓣、QQ、新浪微博
、騰訊微博和優酷；俄羅斯的社交網絡 VK；創建
於比利時的 Twoo；以及拉脫維亞的一個問答平臺
Ask.f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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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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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政治庇護和難民入境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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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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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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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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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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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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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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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syanl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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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9bUlEuSOk

休城畫頁

星期六

2018 年 4 月 21 日

Saturday, April 21, 2018

B8

亞美舞蹈團四月二十八日晚八時十五分

在 Miller Outdoor Theater 隆重上演第十六
隆重上演第十六屆
屆“東西方舞蹈薈萃
東西方舞蹈薈萃”
”

亞美舞蹈團年輕演員表演“
亞美舞蹈團年輕演員表演
“紅是紅
紅是紅、
、綠是綠
綠是綠”
”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亞美舞蹈團團員 Saranna Zhang, Serena Hou, Alice Yi,
Tara Diep 美若天仙的
美若天仙的“
“飛天
飛天”
”

亞美舞蹈團團員吳冰語表
演高難度技巧的中國現代
舞

休斯頓芭蕾舞團聯合演出現
代芭蕾“
代芭蕾
“花園裏歡樂的舞蹈
”

亞美舞蹈團表演燦爛、
亞美舞蹈團表演燦爛
、朝氣的中國古典舞
朝氣的中國古典舞“
“俏花旦
俏花旦”
”

休斯頓社交舞團團長 Stefan Golubovic and Agne Malinauskaite 表演亮艷的
拉丁舞
Revolve Dance Company 表演現代爵士舞

休城畫頁

星期六

2018 年 4 月 21 日

Saturday, April 21, 2018

B9

休士頓長春會四月份月會
溫馨舉行

長春會柯志佳會長歡迎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
負責人陳柯穎及 Jane 助理與會

4 月份月會活動由長春會柯志
佳會長主持並致歡迎詞

長春會柯志佳會長 、 許碧珠副會長
許碧珠副會長、
、僑教中心
李美姿副主任 、祝賀四月份壽星
祝賀四月份壽星:: 王武彥
王武彥、
、吳玲
鶯、林財瑟
林財瑟、
、施菊英
施菊英、
、陳林玲玉
陳林玲玉、
、陳玉萍
陳玉萍、
、李瑠
英、曾玉菲
曾玉菲、
、戴照發
戴照發、
、簡董綉園
簡董綉園、
、魏耀德
魏耀德、
、吳素
卿、黃千惠
黃千惠..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

長春會 許碧珠副會長介紹陳柯穎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負責人陳柯穎應邀於 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致詞問候長者 並與長者們
主講人
4 月 14 日在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休士 分享台灣高品質的國際醫療服務，
分享台灣高品質的國際醫療服務，鼓勵長者能多
頓台灣長春會 4 月月會主講 「如何為您 多利用返台進行醫療或健檢服務
多利用返台進行醫療或健檢服務，
，同時宣傳僑胞
將來的長期護理需要做好準備
將來的長期護理需要做好準
備」 ，與會
卡好處，
卡好處
，鼓勵大家返台申辦利用
人士獲益良多

台北經文處俞欣嫺秘書在現場服務耆老，辦理行動領務
台北經文處俞欣嫺秘書在現場服務耆老，
服務

魏耀德和僑委鄭金蘭出席 長春會四月
份月會

參加長春會,, 既輕鬆又愉快
參加長春會
既輕鬆又愉快,, 也活潑增元氣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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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員北美湖底探秘百年沈船 保存完整

壹群潛水員潛入位於北美洲的蘇必
利爾湖，探秘壹艘百年沈船
利爾湖，
探秘壹艘百年沈船。
。這艘名為
Gunilda的
Gunilda
的 60
60米長沈船曾因撞上巖石而
米長沈船曾因撞上巖石而
沈默蘇必利爾湖湖底，
沈默蘇必利爾湖湖底
，如今已有
如今已有107
107年
年
的時間。
的時間
。雖百年已過
雖百年已過，
，但這艘船保存完
整，壹如沈沒當日的樣子
壹如沈沒當日的樣子。
。

只
5 黑天鵝寶寶齊賣萌
長春雕塑公園
在長春雕塑公園，5 只剛剛出生的黑天鵝寶寶乖巧地守在爸爸媽媽身邊。小家夥們毛茸茸
的樣子十分可愛。據公園飼養員介紹，38 天前，天鵝媽媽產下 5 枚青綠色的蛋，之後，天鵝
爸爸媽媽每天輪流承擔著孵化工作，在黑天鵝“夫妻”的共同努力下，五只呆萌的黑天鵝寶
寶破殼而出。

“銘心擷珍

——卡塔爾阿勒薩尼收藏展
卡塔爾阿勒薩尼收藏展”
”亮相故宮

“ 銘心擷珍
銘心擷珍—
——卡塔爾阿勒薩
尼收藏展 ” 亮相北京故宮博物院午
尼收藏展”
門和西雁翅樓展廳。
門和西雁翅樓展廳
。 展覽共設兩大
部分：“
部分
：“瑰麗梵星
瑰麗梵星：
： 印度高級珠寶
展”和“皇室臻選
皇室臻選：
：藝術珍品展
藝術珍品展”
”，
呈現來自阿勒薩尼收藏的 270 余件
珠寶傑作和 280 余件稀世珍品
余件稀世珍品。
。展
品中引人註目的藏品眾多，
品中引人註目的藏品眾多
， 其中不
乏富有歷史意義的皇室珍寶配飾，
乏富有歷史意義的皇室珍寶配飾
，
以及卡地亞等歐洲知名珠寶制造商
在印度傳統珠寶形式啟發下制作的
精美珍寶。
精美珍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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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季度數據發布！
透露中國經濟發展哪些趨勢？

壹年之計在於春。國家統計局公布
了 2018 年壹季度宏觀經濟數據。壹系列
權威數據勾畫出今年開局中國經濟發展
的新氣象，折射高質量發展新征程上中
國經濟發展的六大趨勢。

定性上升，國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仍然突出。但是，支撐經濟邁向高質量
發展的有利條件不斷積累增多，中國經
濟實力強、潛力足、韌性好、回旋余地
大，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穩中向好態勢。

趨勢壹：中國經濟實力強、韌性好
初步核算，我國壹季度國內生產總
值 198783 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
增長6.8%。這壹增速和去年四季度持平，
我國經濟增長率已連續 11 個季度穩定在
6.7%到 6.9%的區間。分產業看，第三產
業增加值增長 7.5%，增速遠超第壹、第
二產業。
從主要依靠工業帶動轉向工業和服
務業共同帶動，從主要依靠投資拉動轉
向投資和消費壹起拉動，從出口大國轉
向出口和進口並重的大國，國家統計局
新聞發言人邢誌宏說，黨的十八大以來，
中國經濟增長呈現出的結構性變化大大
增強了經濟的穩定性和韌性。
他表示，前瞻未來，國際環境不確

趨勢二：物價、就業水平更趨穩定
壹季度，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比去年同期上漲 2.1%，延續了溫和
上漲態勢。
“總的看物價將保持平穩運行。”
國家發展改革委價格司有關負責人說，
從市場供給看，我國農業、工業和服務
業相關產品都具備較為充足的供給能
力，物價平穩運行具備堅實基礎。
此外，我國首次對外公布了與國際
接軌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數據。國家統計
局數據顯示，今年 1 至 3 月份，全國城鎮
調查失業率分別為 5.0%、5.0%和 5.1%，
分別比上年同月下降 0.2、0.4 和 0.1 個百
分點。
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

務副院長王昌林說，近年來，我國經濟
新動能顯現，服務業快速發展，經濟增
趨勢四：服務業成為經濟發展主動力
長拉動就業的能力顯著提升。同時，城
統計顯示，今年壹季度，全國服務
鎮化進程不斷加快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推 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 8.1%。其中，3 月
進，也為勞動力就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 份服務業商務活動指數為 53.6%，高於
空間。
上年均值。從市場預期看，服務業業務
活動預期指數為 60.1%，連續 10 個月高
趨勢三：消費成為經濟平穩運行的 於 60.0%。
“壓艙石”
2017 年，服務業在我國 GDP 總量
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壹季度，我國 中的占比為 51.6%，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90275 億元，同比 率是 58.8%。邢誌宏說，今年壹季度，
增長 9.8%。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 上述占比和貢獻率分別提升至 56.6%和
貢 獻 率 達 到 77.8% ， 遠 高 於 去 年 全 年 61.6%。
58.8%的貢獻率。最終消費支出已連續第
“我國已進入了服務業主導的經濟
五年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第壹引擎。
發展階段，這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壹
其中，消費升級類商品銷售增長較 個重要標誌，是經濟發展內在規律作用
快，限額以上單位化妝品類、家用電器 的結果，也是調結構、促升級各種政策
和音像器材類商品同比分別增長 16.1% 作用的壹個成果。”邢誌宏說。
和 11.4%，分別比上年同期加快 6.2 和 3.4
他表示，消費結構升級為服務業的
發展提供了廣闊市場空間。去年我國人
個百分點。
“消費為保持經濟平穩運行發揮了 均 GDP 接近 9000 美元，居民收入不斷提
‘壓艙石’的重要作用。”國家發展改 高、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為服務業
革委國民經濟綜合司有關負責人說，我 發展註入了活力和動力。
國居民消費增長較快，實物商品消費提
檔升級，服務消費培育壯大，消費新業
趨勢五：新動能推動經濟穩中向好
統計顯示，壹季度我國新登記企業
態新模式蓬勃發展，消費對經濟發展的
基礎性作用進壹步增強。
達到了 132 萬戶，日均新登記企業 1.47
對於全年消費規模，王昌林說，據 萬戶，新的市場主體在大量增加。
“這是壹個非常可觀的增量。”邢
測算，2018 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有望首次超過美國，達到 40.4 萬億元， 誌宏說，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蓬勃發展
，激發了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成為全球最大零售市場。

同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蓬
勃發展。壹季度，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
值增長 9.6%，增長幅度明顯高於規模以
上工業平均增速；網上零售額增長
35.4%，快遞業務量增長 30%以上，增速
繼續在加快。
邢誌宏表示，“互聯網＋”促生了
很多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數字經濟、
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繼續快速發展，為
我國經濟發展註入了新活力。
趨勢六：進出口貿易更趨平衡
據海關統計，壹季度我國出口額
3.54 萬億元，增長 7.4%；進口額 3.21 萬
億元，增長11.7%；貿易順差3261.8億元，
收窄 21.8%。
“今年以來，我國進出口貿易持續
快速增長，特別是進口增速繼續高於出
口增速，順差有所收窄，進出口更趨平
衡。”邢誌宏說，我國在對外貿易中，
追求的是貿易平衡，這也有利於國內經
濟的發展。
前瞻下階段外貿走勢，邢誌宏說，
我國對外開放的格局在進壹步擴大，貿
易空間仍然非常大。通過國內企業不斷
增強競爭力，我國能夠繼續保持進出口
貿易的平衡。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
長白明指出，中國不主動追求順差，並
且在不斷地擴大進口，這為各國提供了
分享中國市場紅利的新機會。

中國航天科工將攜壹批高科技產品參展德國漢諾威工博會
綜合報導 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有限公司（中國
航天科工）發布消息說，該集團將攜“工業互聯網
與智能制造”“智慧與安防”“特色裝備”“新材
料與工業基礎件”“環保科技”五大技術板塊共約
70 項高科技產品和解決方案參展即將於本月下旬舉
行的 2018 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
中國航天科工國際業務部副部長韓廣榮介紹
說，這是中國航天科工繼去年後第二次參加漢諾威
工博會。在“工業互聯網與智能制造”板塊，將以
實物、觸屏、展板等形式系統展示 INDICS 工業互
聯網平臺的構架及應用生態，綜合展示中國航天科

工內外部合作夥伴在物聯網感知控制、連接管理領
域的優勢資源，以及提供覆蓋多行業生態、數據驅
動的工業物聯網整體解決方案等方面的能力。
在“智慧與安防”板塊，中國航天科工將集中展
示智慧產業總體建設、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管
網領域的最新解決方案，以及燈塔智能全景監控儀、
毫米波安檢門、生命衛士應急逃生面罩等安防裝備。
在“新材料與工業基礎件”板塊，中國航天科
工將展出的氣凝膠材料，其以優異的隔熱保溫性
能，先後應用於長征五號運載火箭、天舟壹號貨運
飛船、火星車等國家級重大項目。現場同時亮相的

繼電器、連接器、精密傳動齒輪、精密微特電機等
產品，也應用於中國“神舟飛天”“天宮對接”
“玉兔漫步”“蛟龍探海”等國家重點工程。
在“環保科技”板塊，中國航天科工環保產品
和技術主要應用於大氣環境治理、水務治理、工廠
環境治理、環境監測與檢測等領域，能夠實現治理
專業化、智能化、綜合化及服務升級。
在“特色裝備”板塊，中國航天科工研制的托舉
航母入海的重型運輸車、助力長征五號運載火箭飛天
的液壓組合掛車、能給地面做CT的探地雷達、成功
解放人類雙手的自動激光剝線機、能夠為油氣管道做

“體檢”的油氣管道檢測設備等悉數登場。
韓廣榮指出，中國航天科工打造的世界首批、中
國首個工業互聯網平臺航天雲網 2015 年正式上線，
2017 年面向全球發布了工業互聯網雲平臺 INDICS。
目前，INDICS註冊企業數已達150萬戶，其中境外企
業1.3萬余戶。此外，中國航天科工還與德國西門子
公司簽署工業互聯網與智能制造領域的戰略合作協
議，旨在共同打造面向未來的工業生態系統。
據了解，2018 年漢諾威工博會將於 4 月 23 至 27
日在德國漢諾威舉行，展會以“產業集成—互聯與
合作”為主題，搭建面向工業 4.0 的國際化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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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用養生珍藏 送禮體面尊貴

許氏

珍珠參

精挑細選

珠圓玉潤

產自威州唯一華人自營參場
四十多年信譽全球知名品牌
許氏參業集團 創辦人

許忠政 誠心推薦

精選珍珠參 (4oz)

精選珍珠參 (8oz)

精選珍珠參珍藏錦緞禮盒 (5oz) - 特價限量供應中 -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Mau Phuoc Duong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陽光旅行社

972-235-2288
214-521-6981
972-496-4372
972-988-8811
469-586-8195
972-758-9588

YiYiHerbs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百佳超級市場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金荷中醫診所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盧林中醫診所

972-666-8188
972-943-8999
972-517-8858
713-271-3838
713-772-2999
713-271-8186
713-270-4611
713-774-5558

德信行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德聖堂
參茸城
香港海味城
燕窩城
燕補堂
仁濟中醫針灸所
聯發行L&P

713-995-8530
713-988-5200
713-988-5864
917-365-1688
713-772-2889
713-776-2888
713-772-7888
713-271-0488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惠康超級市場
Hous香港超級市場
百利草藥
NHAN HOA HERBS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萬和堂
家樂超級市場

713-270-1658
713-270-7789
281-575-7886
281-988-8500
281-776-98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恆豐
San Antonio
832-298-9321 亞洲市場
281-988-8338 College Station
713-818-2770 BCS Food Markets

713-932-8899
281-980-6699
512-467-8888
512-719-3864
210-681-8688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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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三送一！
赶快行动

与世界通话花费更少

无限 通话和短信到

中国

全新

全美无限上网
包括通话和短信
Lycamobile.com • 1.866.277.3221
*

网速*

• 无合约 • 不查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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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