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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的癌症治療手段如化學療法、放射療法等，都是針對人體內快速生長的細胞起作用。因此，在抑制

癌細胞的同時，會不可避免的對人體內其他一些健康的細胞，如發囊細胞、口腔黏膜細胞、腸胃粘膜細胞

等等造成傷害，進而產生脫髮、惡心、嘔吐等等的副作用。使得許多病患承受了除腫瘤外附加的痛苦，因

此，如何在對抗癌症的同時保持患者的生活品質，已經成為當今癌症治療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日本立川大介腫瘤醫生，運用整合療法，將傳統治療手段與激活患者自身免疫相結合，在多年的臨床運

用中取得了諸多成效。此次，立川大介醫生受邀於海之滴，前來美國舉辦癌症整合治療講座。

什麼是免疫系統

癌症傳統治療方法有哪些

洛杉磯講座（國語現場翻譯） 日期：2018年5月5日  時間：9:30AM-12:00
地點：聖蓋博喜來登 Sheraton: 303  E Valley Blvd,  San Gabriel, CA 91776

休斯頓講座（國語現場翻譯）日期：2018年5月12日  時間：9:30AM-12:00
地點：國際貿易中心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什麼是細胞自然凋亡作用

如何運用身體自身力量對抗癌症

臨床案例

講座信息

詳情及
報名 1-888-482-5888（國）1-888-853-6888 www.kfucoidan.com

Kamerycah Inc. 3878 W Carson St Suite 101, Torrance, CA 90503（粵）

主講人：日本腫瘤專家

若宮醫院副院長

立川大介醫學博士

癌症整合治療癌症整合治療

免
 費

講座當天將免費贈送海之滴產品試用包及精美禮品，

以及立川大介博士編著抗癌書籍《生命之滴》一本，

並有海之滴產品抽獎活動。

另，現場訂購海之滴產品還可享受特別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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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potle rallies ahead of debut report 
from new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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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FRANCISCO (Reuters) - Shares of Chipotle Mexican 
Grill (CMG.N) rallied on Wednesday ahead of the company’s 
first quarterly report under a new chief executive hired to turn 
around the struggling burrito chain.
Chipotle has surged 36 percent since announcing in February 
that it hired Brian Niccol from Yum Brands Inc’s (YUM.N) Taco 
Bell unit as CEO to win back customers lost after a series of 
food safety lapses.
Wall Street’s recent optimism has focused on what Niccol is 
likely to do, rather than on Chipotle’s performance during his 
short time at the helm.
Niccol, known for his menu and marketing prowess, could re-
fresh Chipotle’s limited offerings by, for instance, adding quesa-
dillas, nachos or margaritas, and he could streamline operations 
across the chain’s 2,408 restaurants.
He replaced Chipotle founder Steve Ells, who failed to put Chi-
potle back on track following outbreaks of E.coli, Salmonella 
and norovirus in 2015 that sickened hundreds of U.S. custom-
ers and crushed sales. The stock has lost half of its value from 
record highs just before those mishaps.
Niccol, who will lead his first quarterly conference call with 
analysts on Wednesday after the stock market closes, took the 
helm on March 5, with under a month remaining in the quarter.
“It seems unlikely that the quarter really will matter here as the 
focus will be entirely on new CEO Brian Niccol’s thoughts,” 
Quo Vadis Capital President John Zolidis wrote in 
a client note.MSNBC on Tuesday, adding that such 
searches by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indi-
cate the possibility that a crime was com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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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al Park restoration 
gets a $70 million bo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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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NEWS
Phillips 66 Partners moving ahead with West Texas 
pipeline system

Phillips 66 Partners plans to build a new pipeline 
system that will carry crude from West Texas to mar-
kets in Corpus Christi, Sweeny and Freeport in South 
Texas, the company said.
The Houston pipeline operator said it received 
enough commitments from oil producers in the 
Permian Basin to move forward with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Gray Oak Pipeline, which could pipe up to 
700,000 barrels a day of crude starting by the end of 
next year.
The company, a master limited partnership formed 
by refining giant Phillips 66, said late Tuesday the 
pipeline system’s long-haul takeaway capacity could 
be expanded to about 1 million barrels a day if it be-
comes fully subscribed. The pipeline would connect 
to a new marine terminal that Houston’s Buckeye 
Partners, Phillips and Andeavor are building, with an 
initial storage capacity of 3.4 million barrels.
The company will hold a second open season for 
potential binding agreements with oil companies 
beginning on Friday. Phillips owns 75 percent of 
the pipeline; Andeavor owns 25 percent of the joint 
venture.

Memorial Park restoration gets a $70 million boost
Super-philanthropists Nancy and 
Rich Kinder, who have already 
donated $106 million to various 
greenspace projects across Houston 
in the past decade or so, have offered 
the Memorial Park Conservancy a 
$70 million grant, the largest single 
parks gift in the city’s history.
Mayor Sylvester Turner announced 
the proposed gift during a press 
briefing Wednesday before the con-
servancy was to present an amended 
agreement to its master plan to city 

council’s quality of life committee. 
The matter will then proceed to 
full council for a vote next week.
The Kinders’ grant, through 
their Kinder Foundation, will 
be “top-loaded” to fast-track 
the largest, priority projects of a 
master plan designed by the land-
scape architecture firm Nelson 
Byrd Woltz and approved by the 
city in 2015. The goal is to finish 
those projects within ten years.

By Molly Glentzer

A rendering of the Memorial Groves that will be built on 
the west side of Memorial Park as part of the new 10-Year 
Project Plan.

Pipelines lead to a ship being loaded at Kinder Morgan Energy Partners termi-
nal in Pasadena, which will be expanded as part of a $240 million project the 
company announced Oct. 14, 2014. The expansion includes 2.1 million barrels 
of storage between Kinder Morgan s Pasadena and Galena Park terminals, and 
an additional dock for ocean-going vessesls at the Galena Park facility. (Kinder 
Morgan photo)



Houthi supporters hold up rifles as they rally to protest the killing of Saleh 
al-Samad, a senior Houthi official, by a Saudi-led coalition air strike in 
Hodeidah

Trump escorts France’s Macron at the estate of the first 
U.S. President George Washington in Mount Vernon, Vir-
ginia outside Washington

A participant stands among cutouts of South Korea’s President Moon Jae-in and North 
Korea’s leader Kim Jong Un during a pro-unification rally ahead of the upcoming summit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Korea in Seoul

A girl smiles from behind the reflection of a large banner adorning the exterior of City Hall 
ahead of the upcoming summit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Korea in Se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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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Picturs

The Wider Image: Scars begin to heal a decade after Sichuan 
quake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L) looks on a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flicks a bit 
of dandruff off his jacket during their meeting in the Oval Office following the official arrival 
ceremony for Macron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U.S., April 24, 2018. 

A tourist stands on a paddle boat near soldiers taking part on a mil-
itary and police drill in preparation for the temporary closure of the 
holiday island Boracay

The logo of Chevron is seen at the company’s office in Caracas

A woman pays her respects at a makeshift memorial on Yonge Street following a van that attacked mul-
tiple people in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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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s $68 mil-
lion Coleman College Health Science 
Tower, a Texas Medical Center member 
institution, is the recipient of a 2018 
Landmark Award from the Houston 
Business Journal.
Coleman College was one of 16 win-
ners selected from a pool of 54 finalists 
in the annual competition that recog-
nizes commercial real estate projects 
for excellence in land planning, design, 
construction, economics,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Entries were judged on 
impact to Houston, such as job creation, 
innovation, best use of land, site plan, 
development of surrounding neighbor-
hoods, visual plan, amenities and being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HCC is the leader in Houston when it 
comes to training the medical profes-
sionals of tomorrow,” said HCC Chan-
cellor Dr. Cesar Maldonado. “Coleman 
College offers students a state-of-the-art 

academic environment that mirrors the 
real-life situations they will encounter 
in their future medical and dental ca-
reers.”
The Coleman College Health Sciences 
Center of Excellence is a leading health 
science community college in the na-
tion and the only one of its kind residing 
in the world-renowned Texas Medical 
Center. The institution offers associ-
ate degrees and certificates in over 20 
health science fields in a state-of-the-art 
academic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the school’s outstanding 

faculty are acknowledged by their peers 
for leadership and vision in the areas of 
nursing, patient care services and ther-
apeutic services. The Center also sup-
ports professional licensing continuing 
education training requirements for in-
cumbent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About HCC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HCC) is 
composed of 15 Centers of Excellence 
and numerous satellite centers that serve 
the diverse communities in the Greater 
Houston area by preparing individuals 
to live and work in an increasingly in-
tern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society. 
HCC is one of the country’s largest sin-
gly-accredited, open-admission, com-
munity colleges offering associate de-
grees, certificates, workforce train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o 
learn more, visit www.hccs.edu.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The Coleman College Health Science Tower at the Texas Medical Center

HCC’s Coleman College Health Science 
Tower Wins Design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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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Official Says Beijing Should Consider 

‘Countermeasures’ If Situation Escalates
Collapse Of Huawei Deal With AT&T              
‘Will Threaten China-US Trade Ties’

Telecom carriers dominate dis-
tribution of mobile pho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uawei is 
struggling to make inroads into the 
market. Photo: AFP
The collapse of a deal in which Huawei 
Technologies was to distribute its smart-
phones through US carrier AT&T will 
threaten Sino-US trade ties – and Beijing 
should consider “countermeasures” if the 
situation escalates, experts and a former 
Chinese commerce official said.
Shenzhen-based Huawei was due to an-
nounce its partnership with AT&T in Las 
Vegas on Tuesday, but the deal was can-
celled at the last minute – a major setback 
for the Chinese company’s global expan-
sion.

Huawei’s U.S. market dreams 
dashed.
It was called off because of “political 
pressure”, US-based online tech news site 
The Information reported, citing sources. 
AT&T was pressured to cancel the deal af-
ter members of the US Senate and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s sent a letter on 
December 20 to the Federal Communica-
tions Commission, citing concerns about 
Huawei’s plans to launch consumer prod-
ucts through a major US telecoms carrier, 
the report said.
The abrupt cancellation of the deal is the 
latest sign of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over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Washington calling for trade actions 
against China and tightening screening of 
Chinese companies, especially in the hi-
tech sector.
Huawei is the second Chinese company 
facing a serious setb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 week, after the US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rejected Chinese 
firm Ant Financial’s takeover bid for US-
based money transfer firm MoneyGram, 
citing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Ant Fi-
nancial is an affiliate of Alibaba, which 

owns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e Weiwen, a former business counsel-

lor at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New York, said the failure 
of the Huawei deal reflect-
ed heightened wor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Chinese 
investment.
“Investment cooperation be-
tween China and the US will 
be squeezed,” He said. “The 

US is very worried about the impact in 
the US from the growth of China’s hi-tech 
industry. It is worried that Chinese compa-
nies will transfer US technology through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Huawei’s US market dreams ‘harmed 
again’ after AT&T walks away from 
smartphone pact
“China should contemplate countermea-
sures [if Washington takes punitive action 
against China],” he said, adding that Chi-
nese companies should also change their 
investment strategie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December 
labelled China and Russia as competitors 
in hi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aul Haswell, tech-focused partner at in-
ternational law firm Pinsent Masons, said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deal was not a sur-
prise because US concerns about market 
restrictions in China and misuse of intel-
lectual property made it difficult for Chi-

nese companies to succeed. 
He Weiwen, a former business counsellor 
at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New York, said 
the failure of the Huawei deal reflected 

heightened wor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Chinese investment.
“Investment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ill be squeezed,” He said. 
“The US is very worried about the impact 
in the US from the growth of China’s hi-
tech industry. It is worried that Chinese 

companies will trans-
fer US technology 
through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China should con-
template countermea-
sures [if Washington 
takes punitive ac-
tion against China],” 
he said, adding that 
Chinese companies 
should also change 
their investment strat-
egie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December 

labeled China and Russia as competitors 
in hi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aul Haswell, tech-focused partner at in-
ternational law firm Pinsent Masons, said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deal was not a sur-
prise because US concerns about market 
restrictions in China and misuse of intel-
lectual property made it difficult for Chi-
nese companies to succeed.
“America’s concerns as to the security of 
Huawei’s products, whether valid or not, 
have not gone away and are likely inten-
sifying 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climate,” he 
said.
“That said, given the restrictions that US 
firms face when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and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China’s cy-
bersecurity law on foreign firms in China, 

there’s little hope of any improvement in 
the situation.
“I expect things to get significantly worse 
as the US and China markets – not just the 
tech markets – become more polarised.”
The AT&T decision is another blow for 
Huawei’s business strategy in the US 
after the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released a report in 2012 urging US tele-
coms companies not to do business with 
Huawei and another Shenzhen-based firm, 
ZTE, citing potential Chinese state influ-
ence on these companies that could threat-
en US security.
A year later, the US Congress pushed for a 
cyberespionage review to restrict govern-
ment purchas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from Chinese vendors.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have become tense in recent 
months, with Washington demanding 
Beijing take action to balance bilateral 
trade and launching an investigation into 
alleg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by Chi-
nese companies.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in a com-
mentary last week criticised Washington’s 
“zero-sum mentality” with regards to Si-
no-US trade and threatened to retaliate.
Lu Xiang, a US affairs expert at the Chi-
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id the 
Huawei decision showed the US was in-
creasing scrutiny of Chinese investments, 
even though the two nations had agreed on 

business deals worth more than US$250 
billion during Trump’s trip to Beijing in 
November.
“Both sides need to discuss the technical 
details of these deals, and neither of them 
want the deals to become scrap paper,” 
he said. “The US will gain nothing if re-
lations with China turn bad.”  (Courtesy 
http://www.scmp.com/news/china/diplo-
macy-defenc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Visitors use their mobile phone at 
a Huawei stand. Photo: AFP

A crew hangs a Huawei adver-
tising banner on the side of the 
Las Vegas Convention Center as 
workers prepare for the 2018 CES 
in Las Vegas. Photo: Reuters

Huawei’s US distribution plans are 
thwarted again as AT&T reportedly 
backs out of a deal.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have become tense in 
recent months Photo: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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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上台以来加紧移民管控的

大环境下，尽管纽约政府一直誓言保护

非法移民，但联邦政府对非法移民的打

击仍在持续加大。当地时间4月17日，

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宣布，近日在纽

约地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行动，

6天内逮捕了225人。

根据ICE的声明，这场抓捕结束于4

月14日。被捕的225人都违反了移民法

律，其中超过180人都被定过罪或正被

起诉，80多人被下过最后通牒要求立即

离境，或曾被遣返出境后又以非法途径

回到美国。

这些被捕者的犯罪记录包括严重受

影响驾驶、二级攻击、二级非法侵入等

等，分别来自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

瓦多、海地、中国、韩国、缅甸、土耳

其、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51个国

家。

针对近期纽约政府大规模的突袭行

动，一位华人网友在某北美华人论坛上

发帖讲述了自己被敲门的经历：

早上不到7点，我听到很大声的敲

门声。从窗户往外看，门口站着套着马

甲，马甲上写着NYPD(纽约市警察局)字

样的壮汉。我老公出去交谈，对方说有

人把地址报到我们这里，要求进门检查

。我们不同意，要求有捜查令才可以。

对方说他手上拿着的一张纸就是。经协

商，我们最终同意搜查，结果当然是没

找到人。

这位网友说，当时警察要找一个姓

林的人，但她和丈夫看那张据称是搜查

令的纸上面写的是“Xi”，不知道是发

音问题还是他们听错了。而且自己一开

始不想让他们进门，但对方非常坚持，

并说有记录，今天不来明天也会来。

很多网友注意到发帖人说看到的制

服是“NYPD”，对方却自称是移民执

法人员，对这点感到非常疑惑，讨论起

这种情况应该如何查证。还有人猜测这

些执法人员是假冒的，其实是犯罪分子

上门试探。

ICE上门，我就该开门吗？

针对这起事件中的疑点，纽约的刘

汝华律师和孙澜涛律师做出了以下解答

。

问：为什么会有穿着NYPD制服的

人来找非法移民？如果排除发帖人不懂

英文或看错的情况，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

孙澜涛律师：执法可能有很多原因

，不一定是在找非法移民，我认为这是

误解或误传。纽约市作为移民庇护城市

，给NYPD有明确的指令，在执法期间

就事论事，不追问，不上报被逮捕人的

移民身份。

刘汝华律师：如果当事人有刑事犯

罪嫌疑还有非法移民身份，那NYPD可

能和ICE一起执法。但一般来说纽约政

府和警察不会和 ICE合作，NYPD只会

在涉及刑事犯罪的时候上门，不会来找

非法移民。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

是假警察。

问：如何查证自称是执法人员的身

份真实性？如何验证搜查令的真实性？

刘汝华律师：原则上讲，你可以拒

不开门。如果他们有法庭批准的搜查令(

所有的搜查令都应该是法庭批准的)，你

有权利要求验明文件后才让进门，还可

以马上请翻译或朋友来帮忙验证。

孙澜涛律师：搜查令或逮捕令，是

警察分局所在郡的最高法庭或刑事庭法

官或庭审官亲自签署的。如果是ICE，

出示的是I-200或 I-205表，应该不难辨

认。

问：这种情况应该报警吗？如果不

懂英文或英文不好，应该如何应对？

刘汝华律师：如果对对方身份有

怀疑，应该报警。要是对方强行闯入

，比如撬门，那更要马上报警。而且

我认为，如果当事人没有违法记录或

行为，又是合法移民，那 99%的情况

都有问题。所以尽量不要开门，或者

在开门之前打 911，请他们验证是否

派了警察来执行公务，911 也有中文

服务。

孙澜涛律师：永远记住，遇到这

种情况保持沉默，要求有你的律师

在场，不给对方任何实质性答复。

待你的律师出现，弄明白情况和背

景之后再做决定。即使把你带到了

法庭或移民监，也需要等你的律师

到场再说话。

问：遇到自称执法人员的人上门，

正确的验证和应对程序是什么？如何保

障自己的合法权利又不引起冲突？

孙澜涛律师：不要随意开门，保持

冷静，问对方是谁并要求有译员提供翻

译。如他们坚持要进来，问他有没有法

官签署的搜查令和逮捕令，要求对方从

门底下或窗缝里递进来，没有搜查令坚

决不许他们进门。记住ICE有执法程序

规定，要求警员不得到允许，不许闯入

民宅。

如果他们硬性闯入，不要反抗，并

告诉屋里的人保持安静，不要喧哗。如

果他们把你带走，不见到律师不要签任

何字。还要注意，除了不能轻易答应让

他们进来，任何手势或开门的动作也都

可能被理解为你同意他们进来，这样你

就没理可讲了。

刘汝华律师：不要轻易开门，也不

要轻易配合。保持镇静，和911联系，

通知英文较好或懂得法律的亲朋好友。

不过，如果真的是ICE上门，即使拨打

911后NYPD来了，也不能干预联邦执法

，因此他们也不能做什么。但从另一方

面来看，如果是不法分子，你报警就可

以起到震慑作用。

美国华人讲述移民局上门捉人经历

律师支招如何应对

从2008年美国经济衰退以来，

投资移民EB-5成为很多想要移民美

国的高收入中国人的最好选项。然

而，因为存在很多欺诈以及申请人

数过多的问题，用投资移民的方式

拿绿卡反而变得越来越困难。

根据移民局网站，目前投资移

民EB-5的排期到 2014年 7月 22日，

但是不少人到现在还没有拿到绿卡

。

张女士 2011年申请了投资移民

，项目在外州，是一个很大的项目

中的一部分，她一次性投资50万美

元，2014 年拿到了临时绿卡，但是

到现在还没有拿到正式绿卡。她说

，不知道要等多久，移民局一直没

有给她消息。她说，投资移民邀请

申请者投资的项目要至少雇用10个

人，一般人都申请区域中心项目，

请经济师做报告，要等移民局批了

之后才能招投资人。

张女士说，申请投资移民就是

指望拿身份，分不分红没有指望，

这也相当于做生意，项目规定不能

对其赢利与否做出说明。根据她的

了解，投资移民现在已经不允许律

师给找项目了，只能投资者自己找

，然后请律师来办理。

虽然到现在还没有拿到正式绿

卡，但是张女士也没有别的办法。她

无奈地说：“虽然投资移民现在等的

时间比较长，但除了这个办法办身份

，你还有别的什么选择呢？”

移民律师刘龙珠说，现在投资

移民等待的时间比较长和政府对于

移民政策的收紧有关，现在对投资

者资金来源的审核比较严。此外，

由于很多投资移民区域中心项目涉

嫌欺诈，虽然很多投资者也是受害

者，但是因为项目涉嫌欺诈，所以

绿卡办不出来。他举例说，有的项

目达不到招10个以上工作人员的要

求，因此没有办法拿到绿卡。

前一阵有一个律师及其家人收

取 4000多万美元的费用为投资者办

投资移民，结果是自己买房买地，

也没有投资，后来这些受害者都没

有拿到绿卡，而且以后也很难拿到

绿卡。

来自上海的杨女士就是受害者

之一。她说，这几年她投资了几个

项目，结果被骗，移民局给了她临

时签证，目前他们还在打官司，但

是丈夫前不久因为国内有事想要回

国处理，结果再回来的时候就被遣

返，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入境。现在

儿子还在上高中，一家人都拿不到

绿卡，又不能回国，不知道应该怎

么办。

华人律师说，因为与EB-5项目

相关的欺诈案件很多，所以整体上

申请移民的时间变长。一般来说，

如果项目正常，拿到正式绿卡的全

过程要4年左右，但是如果中间有各

种问题，最多要再等1到2年。

从山东来到洛杉矶的陈先生说

，为了移民他选择申请了L-1签证，

之前很想投资移民一步到位，但是听

说有很多欺诈案件，而且也了解到投

资的50万美元资金不一定能拿回来

，所以选择了做L-1签证，以为这样

做更容易拿绿卡，谁知道公司经营不

顺利，月月亏损，后来甚至不得不关

闭，到现在还没有拿到绿卡。

刚刚在洛杉矶旅游产子的吴女

士也认为，投资移民划不来。她说

，为了让孩子多个选择，她来到洛

杉矶旅游产子，这样儿子拿到美国

身份，以后可以选择移民美国，到

时候也给自己一个选择。吴女士说

，自己有投资移民的钱，但是没有

考虑过投资移民，一是觉得风险大

，二是觉得不划算，50万美元还不

如在美国买套房子投资，这样钱不

会白白打水漂。

针对人们对投资移民热情降温

的情况，华人律师认为，其实人们

并没有热情降低，只不过是过程相

对于从前比较长，审核也比较严格

而已，但是投资移民对于中国的中

产阶层来说，仍然是为数不多的选

择之一。

中国人赴美投资移民热情大减？

律师解析现状
最近，很多华人朋友在讨论新西兰

移民局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重启父母团聚

移民。新西兰移民局曾表示要在2018年

6月之前清理完父母团聚移民积压的申

请，但眼看6月就要到了，移民局还没

有透露出任何关于重启时间的消息。日

前，天维网记者就该问题采访了移民局

相关负责人。

移民局：目前还有近千份申请在
处理中

2016年10月，国家党宣布暂时关闭

父母团聚移民2年，此举引起了华社的

巨大反响。在天维网展开的民意调查中

，有7成网友支持重开或有条件地重启

父母团聚移民，有8成网友支持在新西

兰推出“10年签证”或延长父母团聚单

次入境时间。

宣布暂停父母团聚EOI时，移民局

表示2016年6月到2018年 6月这2年时

间内，父母团聚移民的获批上限是4000

人。而暂时关闭该签证申请是由于申请

人数已经达到了4000的上限。

那么，这些剩余的申请到底什么时

候才能审理完呢？

没有处理完积压的申请，重启父母

团聚移民就无从谈起。移民部长 Iain

Lees-Galloway曾明确表示，会重新评估

此前的父母团聚移民政策和体系。对此

，区域经理Stephanie Greathead 再次向

天维网记者确认，目前移民局正在重新

审查该政策，预计在今年年中就会出结

果。

是否会效仿澳大利亚？移民部长
：不予置评

本月初，澳大利亚政府突然宣布大

幅提高父母移民门槛，福利署Centrelink

更新了澳大利亚父母团聚移民经济担保

的要求。不少新西兰移民的子女开始担

心，新西兰是否也会效仿澳大利亚，提

高担保人的门槛？

此前，新西兰移民局部长在接受天

维网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担保子女

为父母买保险”这一提议实现的可能性

非常大。那么新西兰对澳大利亚政府对

父母团聚移民政策的调整作何看法呢？

新西兰是否会借鉴澳大利亚政府的做法

，也提高担保人或者申请人的经济门槛

？

对此，近日天维网记者采访了新西兰

移民部长Iain Lees-Galloway。移民部长的

首席新闻秘书Phil Reed只表示，“我们

不会对其他国家的政策做评论。”

新西兰担保人的经济门槛也将提
高？业内人士：不太可能

虽然移民部长对澳大利亚的政策不

做评论，但可以根据新西兰父母团聚移

民政策的性质和工党政府的执政理念，

来对父母团聚移民未来的走向进行一些

分析和预测。

要分析未来趋向，首先需要了解清

楚这类签证改变的真相。其实在2012年

前，这类签证不仅包括父母团聚，还涵

盖了兄弟姐妹团聚移民。

由于申请人数太多，2012年国家党

政府宣布关闭旧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在

2016年10月之前一直实施的父母团聚政

策。即以申请人和担保人的财务状况为准

则的新政，分为Tier 1和Tier2两大类。

一家移民公司持牌移民顾问Peter

Luo告诉天维网记者，过去几年中，批

准数量最多的无疑是Tier 1，这类中有3

种不同的门槛可以让申请人获得父母团

聚移民签证，只要满足其中一类即可。

第一类是对担保人的经济要求，即

如果担保子女的个人年收入(夫妻中任

何一人)超过6.5万纽币，就可担保自己

的父母或伴侣的父母移民；或夫妻二人

共同的年收入超过9万纽币，也能担保

自己的父母或伴侣的父母移民新西兰。

第二类是对父母的经济要求，如果

子女的经济收入达不到要求，那么可以

看父母的收入是否达到了申请门槛。即

父母中任何一人的终身年收入超过

27898纽币，或父母两人的终身年收入

超过了41046纽币，就可以申请父母团

聚移民。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终身收入意味着

即便移民到新西兰后，也能保证年收入

达标才能被移民局批准。收入可以包括

养老金和租金等收益。Peter表示，“其

实新西兰移民局制定的这个年收入非常

有深意，因为英国的退休养老金刚好是

一年27898纽币。”

第三类是对安家费的经济要求，如

果申请人有50万纽币的合法资产转到新

西兰的银行账户，那么也能满足经济要

求。

Tier 2的要求则相对低一些，只要

担保人的个人年收入达到33675纽币就

达到了经济标准。看似简单，但Peter解

释道，这一类是属于排队类型，“即在

Tier 1的申请人没有把配额用完的情况

下，Tier 2的申请者才有可能被选中。

所以被选中的可能性很低。”

以上可以看出，国家党制定的该移

民政策是以经济为导向的团聚政策。

Peter分析认为，就工党政府的执政理念

来看，不太可能重蹈国家党的经济导向

论，“因为工党在野的时候就一直反对

以金钱为准则的移民政策倾向”。

“而且，国家党的父母团聚移民政

策对太平洋岛国的移民来说很不利。所

以工党政府为了安抚其选民，也不太可

能像澳洲一样提高担保人的经济要求。

”

很多朋友担心，工党政府会不会直

接关闭团聚移民了？其实大家不必太担

心，新任移民部长对父母团聚移民政策

的态度很明确：要重启，因为团聚移民

可以留住新西兰需要的人才。另外，从

工党政府不断强调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

，政府也不会关死这一移民途径。

最大的可能是重新制定政策、调整

体系。Peter认为，工党政府很有可能会

采取平均主义政策，不会照顾有钱人，

而是让申请人一起排队等待，“否则对

不起其选民”。

另外，考虑到政府的负担过重问题

，移民局或会把购买医疗保险作为申请

的硬性要求，但不会提高子女的经济担

保门槛。

最后，移民局很可能会把3年多次

往返签证改成5年或10年多次往返。

很多人表示，华人父母移民到新西

兰后能够做出很大贡献，不仅能够帮忙

照顾小孩，还会把国内的积蓄带到新西

兰，更能让子女安心在新西兰打拼，何

乐不为？

新西兰父母团聚移民何时重启？
移民局：或年中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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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最浪漫的地方，妳知道幾個？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变老”……那你

能想到的最浪漫的地方，在国

内有几个呢?

1、 三亚亚特兰蒂斯深海

套房 在梦境中遨游

三亚亚特兰蒂斯是国内首

家拥有海底套房的酒店，全景

海底体验，在梦境里依然与海

洋生物悠游。水上乐园让你在

15条各式各样的滑道中开启未

知的梦幻之旅。2间可同时容

纳1300人的全日制餐厅、12间

不同风味的国际主题餐厅，让

美食不打烊。海豚湾可以让你

尽情地与海豚玩耍。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生活

，三亚亚特兰蒂斯拥有全球三

座亚特兰蒂斯中唯一可投资物

业。807席瞰海公寓、197席亲

海别墅，世界级湾区重资产，

让生活就是度假。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

湾

2、可可西里 极限的浪漫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位于

青海西南部的玉树藏族自治州

境内，气候严寒，自然条件恶

劣，人类无法长期居住，被誉

为“生命的禁区”。但其给高

原野生动物创造了得天独厚的

生存条件，成为“野生动物的

乐园”。

地址：青海西南部的玉树

藏族自治州境内

3、台湾瑞里萤火虫 萤火

点缀的夜空

瑞里位于嘉义县梅山乡瑞

里村，海拔1200米，茶园满布

，竹林茂盛，还有溪流，峡谷

，青年岭步道，野姜花步道，

情人桥，蝙蝠洞，燕子崖等等

景点，满山遍野的萤火虫让你

如临仙境。

地址：台湾嘉义县梅山乡

瑞里村

4、阿尔山 梦幻的地方

著名的四大草原在这里交

汇，巍巍的大兴安岭在这里驻

足，全国首屈一指的冰雪资源

在这里厚积，世界最大的温泉

群在这里流淌了几个世纪。它

就是位于中蒙边界的内蒙古阿

尔山市。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

盟西北部

5、查尔汗盐湖 圣洁唯美

察尔汗盐湖，是中国青海

省西部的一个盐湖，总面积

5856平方公里，格尔木河、柴

达木河等多条内流河注入该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盐湖上还

有一条长32公里的浮在卤水上

的“万丈盐桥”。

地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察尔汗镇

6、霍城 薰衣草之城

霍城地处新疆西部的伊犁

河谷，种植了全国面积最大密

度最高的薰衣草田，每到6-8月

份，紫色的薰衣草就会静静地

开放，静静的等待一个又一个

爱的故事……夏秋两季最佳，

一般行程安排在2天左右最为

适宜。这里薰衣草庄园也是结

婚留念的好地方，留住一辈子

的幸福。

地址：新疆省伊犁市霍城

县

7、腾冲银杏村 遍地是

“黄金”

这里，是宛如天堂的静谧

秋景;这里，是冬季里的金色梦

想; 这里，是电影《武侠》的

拍摄地;这里，是天堂的后花园

，这里"村在林中，林在村中"

相互依托;这里，约有33000银

杏树，面积达 1000多亩，是天

下第一银杏王国。这里是腾冲

银杏村。

地址：云南保山市腾冲县

固东镇

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黃龍五彩池
五彩池是位于黄龙最上端的钙化彩池群，共

有693个钙池，距入口4166米。这里，青山吐翠

，5588米高的岷山主峰雪宝鼎巍然屹立在眼前，

漫步池边，无数块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彩池宛

如盛满了各色五彩颜料的水彩板，蓝绿、海蓝、

浅蓝等等，艳丽奇绝。

海拔

五彩池海拔3900米，是黄龙景点最高处。

走到这里需要一定的体力，很多人因为体力不支

或高原反应，而中途下山放弃了这个最美丽的看

点，所以上山时，一定不要走太快，保存体力，

预防高原反应。

地理位置

黄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境内岷山山脉

南麓 ,距成都450公里，距九寨沟120公里。历经

千百年岁月形成的地表钙华蜿蜒在雪山峡谷中，

宛若黄色“巨龙”，故得名黄龙。黄龙海拔在

3000米以上，3000余个碧透斑斓的彩池，宛如五

彩珍珠镶嵌在原始森林中，被誉为“人间瑶池”。

历史 万年前

几万年来，黄龙沟四周高山上的冰雪融水和

地表水不断流淌下来，渗入冰碛物中，在松散的

石灰岩下部形成浅层潜流，并在流动过程中溶解

了大量石灰岩的碳酸钙物质。随后，饱含碳酸钙

质的潜水出露地表，形成无数小溪散流而下。

这时因水温和压力降低，二氧化碳气体逸出，使

溶解于水中的碳酸钙又结晶析出，淀积于植物的

概茎、倒木或落地枯枝上，日积月累，形成了厚

数十厘米、高10余厘米至2米不等的坚固的碳酸

钙围堤。

万年后

随着地势的高下和地形的起伏，结成的钙华

呈阶梯状叠置。漫山遍野的灰华围堤，围成各种

妙趣天成、形状绝妙的水池，大者亩余，小者仅

一二平方米。在三维窨上展开，高低错落，层层

相连，就是如今游客看见的钙华梯池了。

由于水是富含钙离子，水流缓慢，所以经过

长年的沉积，水中渐渐生成不同形状的沉积。

湖水色彩的起因，主要源于湖水对太阳光的

散射、反射和吸收。太阳光或自然光是由不同波

长的单色光组合而成的复色光，在光谱中，由红

光至紫光，波长逐渐减小。九寨沟的湖水呈现艳

丽的蓝绿色，说明湖水中短波长的散射远大于长

波长，这就是瑞利散射（RAYLEIGHSCATTER-

ING）效应。瑞利散射效应在九寨沟的湖水中之

所以尤为突出，主要是因沟内植被郁闭度高、水

循环条件较畅通以及石灰华对悬移质的固定作

用，从而使水中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

湖水的洁净度和透明度极高。

湖水中常见的Ca2+、Mg2+，HCO3-等离子

也有增强短波光散射的作用。同时由于湖水透明

度高，湖底的灰白色钙华、黄绿色藻类对透射光

的选择性吸收和反射，也增加了湖水色彩的层次

和变化。另外，九寨沟的湖泊处于地形起伏很大

的深切峡谷中，不同地段同一时间、同一地段不

同时间，太阳光的入射角及入射量、湖水表面对

光的反射状况和湖水的透明度都有很大的变化，

因此也造成了湖水色彩的更加变幻多姿。

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
牟尼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

境内，2011年顶峰国际旅游规划项目。距成都三百

多公里，占地160平方公里，最高海拔4070米，最

低海拔2800米，年平均气温7℃，自然风光迷人、

民族风情浓郁、汇聚了原始森林之神韵，牟尼沟风

景主要以原始森林、高山湖泊、温泉、巨型钙化瀑

布、环形瀑布、钙化彩池为主要特色，景区由扎嘎

瀑布和二道海两部分组成。山、水、林、在这里巧

妙地融为一体。主要景点有：扎嘎瀑布、牟尼森林、

百亩杜鹃、翡翠温泉、百花湖、月亮湖、天鹅湖和

溶洞群等。

中文名称 牟尼沟 所属地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松潘县 地理位置 四川阿坝州松潘县境内 面

积 160平方公里 方 言 四川话 气候条件 年

平均气温7℃ 著名景点扎嘎瀑布、牟尼森林、百亩

杜鹃、翡翠温泉、天鹅湖和溶洞群等 占地面积

160平方公里 最低、高拔 2800米，4070米

地理位置 所属景区: 黄龙名胜风景区

景点介绍

牟尼沟位于松潘县城南30公里处，面积160平

方公里，由扎嗄瀑布和二道海组成。

扎嗄景区有茂密的森林，一条高104米，宽35

米的瀑布从天而降，犹如一条洁白的哈达，献给远

道而来的客人。

二道海景区以高山湖泊（俗称海子）著称，由

一连串的小海子组成，湖泊中生长着奇花异草。最

为奇特的古松树下含硫温泉，是仙女沐浴之处，沐

浴后能强身健体。

从谷底沿栈道往上走，第一个景点是红柳湖。

这里为水面开阔的浅水湖，水中长满成片的红柳。

经卧龙滩、蛤蟆宫、绿柳滩，到距离标示为1450米

之处，可见一片风格独特的小瀑布群--林中叠瀑，

沿栈道继续上行，途经九流池、玉液瀑，就到了札

嘎瀑布的底部溅玉台。溅玉台是一座圆形的平石

台，当瀑布从高山绝顶往下倾泻，跌落在此平台，

浪花溅，如同白玉。经过一段陡峻的栈道，可以到

瀑布中段的观景台参观。从这里往下俯视就是飞珠

溅玉的“溅玉台”。离开观景台，栈道开始变陡。

经过一段狂瀑，就到达札嘎瀑布的源头。

扎嘎瀑布地处海拔3270米，瀑高93.2米，宽35

米。上游是湖泊，下游为一串阶梯式河床。上百个层

层叠叠的钙化环型瀑布玉串珠连，经三级钙化台阶跌

宕而下，冲击成巨大钙化面而形成朵朵巨大白花，瀑

声如雷，声形兼备。在大瀑布第二阶的钙化壁上，有

一“水帘洞”，洞口水流飞挂，洞内气象万端。

二道海为牟尼沟风景区北部景段，和扎嘎瀑布

仅一山之隔。二道海的名称由来已久，据说来自在

于小海子、大海子这两个主要湖泊。《松潘县志》

中也有记载：“二道海，松潘城西，马鞍山后，二

海相连如人目。”

在绿绿苍苍的林海中，天鹅湖、百花湖、犀牛

群湖等明丽的湖泊如宝石般点缀其间，幽静迷人。

在这条沟的南端有一水温为21℃的医疗矿泉湖煮珠

湖，传说这是黄龙真人住二道海尚未跨鹿迁黄龙时，

为九天仙女们营制的祛病美容之所。百花湖旁有一

处神秘壮观的溶洞“九天玄宫”。洞内钟乳石形成

无数巧夺天工的造像，神奇迷幻。

二道海原始森林中分布着上千个大小不等、形

态各异的高原堰塞湖和溶洞、温泉、草甸景观，因

其中最大湖泊二道海得名。其他还有天鹅湖、石花

湖、人参湖、珍珠温泉湖等。湖水清澈透明，湖底

钟乳与湖畔奇花异草、绿柳青树，在原始密林的衬

托下，在阳光柔和的照耀下，缤纷夺目，变幻万千。

二道海景区为一狭长山沟。长达5公里，有栈

道相连。从营区沿栈道上行，沿途可观赏封小海子、

大海子、天鹅湖、翡翠湖、犀牛湖等，个个宛如珍

珠、宝石。有的藏匿于密林之中；有的袒露在蓝天

之下。湖水清澈透明，水面如镜，翠林倒映水中，

一派清新湛蓝的景色。夏秋季节，满湖开满洁白的

水牵花，花海难分，极具特色。海与海之间由栈道

连接，错综复杂；几座凉亭为群海添上几分野趣。

自二道海上行至景区的最深处，有一棵古松，松下

是一座温泉，名叫珍珠湖，又名煮珠湖，相传是九

天仙女在这里煮珠炼泉所营造出的祛病沐浴池。这

里水温较高，即便是大雪冰封的严冬时节，水温也

在25℃左右。池边硫磺气味浓烈，常有人在此沐浴，

据说能医治皮肤百病。

黄龙矿泉水出露于牟尼沟景区。流量0.58升/秒，

水温9.5～9.8℃，pH值6.3，矿化度1159毫克/升，

含硫(H2S)0.16毫升/升。经国家有关部门鉴定，为

锶、二氧化碳优质天然饮用矿泉水。

景点特色

牟尼沟景色不逊九寨沟哟。因为其民族风情更

浓，集九寨沟和黄龙之美于一身，却比九寨沟更为

清静，尤其其冬季不会结冰，即使大雪纷纷，仍然

可以进入，当然需要当地向导。

牟尼沟现有两大景观：扎嘎瀑布，二道海。此

外较大的陷落湖有：明镜 海、天鹅湖、犀牛海等。

天鹅湖，是进入二道海景区的第一个湖泊，面积约

1.33万平方米，水色深蓝，因常有野鸭、天鹅凫游

其中得名。

犀牛海，传说湖中出现犀牛而得名，是由36个

环环相套的湖中湖组成的巨大湖群，长85米，宽80

米；其中面积最宽的犀牛海长30来，宽40米。湖底

呈撮箕形，水深18．5米，水色湛蓝。犀牛海下游湖

堤发育一系列钙化溶陷洞穴，左侧有一洞延伸方向

为南30”，东斜井状，坡度20一25度；高3一4 米，

宽15米，深20米；底部有椭圆形小厅堂，面积30平

方米。其北侧有一平台，南侧为北西——东向溶陷

沟，沟口和洞中有一天窗，洞壁遍生钟乳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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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大會組委會顧問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大會組委會顧問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
華先生在晚會開幕式上致詞華先生在晚會開幕式上致詞。。

大會組委會顧問心臟科醫師豐建偉在大會組委會顧問心臟科醫師豐建偉在
晚會開幕式上致詞晚會開幕式上致詞。。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表演民族芭蕾舞蹈周潔曉慧舞蹈學校表演民族芭蕾舞蹈 「「俏花旦俏花旦 」」。。

陸曦演唱經典京劇陸曦演唱經典京劇 「「霸王別姫霸王別姫」」。。

「「清泉小集組合清泉小集組合」」 演唱台灣名曲演唱台灣名曲 「「三月裏的小雨三月裏的小雨」」。。

竺君芳演唱越劇竺君芳演唱越劇 「「西湖山水西湖山水 」」。。 程明芳表演傳統京劇程明芳表演傳統京劇 「「天女散花天女散花 」」。。

古琴大師郭懷瑾演奏＜古琴大師郭懷瑾演奏＜ 流水＞流水＞,,旁為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表演的旁為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表演的
太極太極。。

休斯敦著名的華人黃河合唱團在市中心
的霍比藝術中心（ＨＯＢＢＹ ＣＥＮＴＥ
Ｒ演繹了2018《不了情》音樂會。為本地
華僑華人及美國友人奉獻一場以“愛的旋律
”為主題的中外歌曲音樂會。成立於１９９
６年的黃河合唱團主要由來自中國大陸來的
５０多位新移民組成，他們都是在休斯敦當
地各個領域的業務歌唱愛好者。在團長江嶽
、藝術指導兼指揮莊莉莉的帶領下，他們已
經舉辦過《海外遊子吟》、《東方神韻》及
《鄉音鄉情》等多場主題音樂會。與此同時

，他們還積極參與中國國慶
慶祝活動，參與賑災及其他
慈善義演等社區活動。不僅
活躍了社區文化生活，也為
中美文化交流活動作出了應
有的貢獻。
這場表演以《不了情》為

主題的音樂會有眾多嘉賓前
來觀摩欣賞音樂會包括剛來
到休斯敦參加51屆休斯敦

國際電影節的部分導演、編劇等。著名公益
明星《格桑化開的時候》男主角、制片人董
長健先生給予高度評價本場音樂會，電影
《愛不可及》導演胡野秋先生還有電影《水
墨大別山》的導演也紛紛臺前向本場演員、
義工表示祝賀。音樂會曲目包羅萬象、精致
優雅、氣勢非凡。更有男高音歌唱家李文一
和他的夢組合同臺聯袂演出，得到熱情的中
美觀眾經久不息的掌聲。黃河合唱團從演唱
第一首歌“大海啊！故鄉”開始，成功主辦

了13場音樂會：聖誕音樂會（1997）、鄉
音鄉情（1999）、 東方方神韻（2000）、
春之聲（2002）、梁山伯與祝英臺（2003
）、生命之歌（2005）、濤聲十年（2007
）、海外遊 子吟（2008）、草原暢想
（2010）、 歲月如歌（2012）、歌韻悠揚
（2013）、愛的旋律（2015）和濤聲二十
年 （2016）。在2016年音樂會上，黃河合
唱團與達拉斯神州合唱團，疊聲合唱團，休
斯敦中華合唱團130名歌者同臺獻藝，規模
空前，獲得巨大成功。

休斯敦黃河合唱團休斯敦黃河合唱團20182018音樂會圓滿成功音樂會圓滿成功

本報記者吳凱俊報道本報記者吳凱俊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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