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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作協2018 會員大會在拉斯維加斯隆重舉行

出席北美華文作家協會 2018 拉斯維加斯會員大會暨文學研
討會的各地代表合影。
討會的各地代表合影
。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二年一度的北美洲華文作家協
會會員代表大會暨文學研討會，將於九月 13 日至 15 日在拉斯
維加斯亞歷西斯公園酒店度假村(Alexis Park All Suite Resort)
隆重舉行，從美國和加拿大各地區分會代表六十餘人將出席
盛會。
九月 14 日上午九時將舉行開幕典禮，由王美擔任司儀，
在北美華文作協總會長吳宗錦致歡迎詞後，接著從台灣應邀
專程來美的名作家吳鈞堯，將以 「文學的十種飛翔」為題作
專題演講，跟出席的文友們分享他個人寫作的心得，並點出
寫作可能遇到的一些問題。之後，將舉行文學座談會，探討
「海外華文寫作時遇到的一些問題」，名作家施叔青、名詩
人非馬(馬為義)、夏烈(夏組焯)教授及其他名家都會出席探討
，由副會長張鳳主持。
九月 14 日下午舉行 「北美華文
作家協會會務及各分會報告」，由陳
玉琳副會長主持。下午三時半有下午

2018年中華文化中心 將於9/21舉辦中秋歌舞會
(本報訊)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將於 9 月 21 日(週五)下午 1-3 時，在文化中心體育館舉辦 「“中秋”花好月
圓歌舞同樂會」，同樂會當天有文化中心養生班及僑社名歌唱舞者帶領社區年長者共舞以及現場卡拉 OK 助
興等等來慶祝中秋節。文化中心前台備有入場券，歡迎至文化中心前面櫃台免費索取，憑入場券在當日入
場時領取月餅一個，月餅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為止。詳情請洽: 713-271-6100 分機 205。

茶時間，將舉行書展、新書簽售會，展出各文友 最近出版的
新書，和剛出版的北美作協文集《縱橫北美—從花果飄零到
落地生根》，這本書收集了五十一位北美華文作家的代表作
，由姚嘉為、李秀臻、林玲三位作家主編，厚達四百餘頁。
下午茶後，將舉行會務會議，由各分會會長或代表出席，選
舉北美作協下屆總會長和十三位理事。未參加會務會議者，
可參加 「易經講座」，由易經專家楊泰 鵬主講。晚上將舉行
晚宴和晚會，由龔則韞和彭南林兩位秘書長主持。
九月 15 日至 18 日將舉行四天三夜的會後旅遊，前往美西
的錫安國家公園、布萊斯峽谷國家公園、羚羊谷彩穴、馬蹄
灣、大峽谷國家公園等地進行知性之旅，在旅途中可以繼續
深入探討華文文學，並交換寫作心得。
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成立於一九九一年五月四日，由一
群熱愛中華文學的作家在紐約
法拉盛華僑文教中心舉行成立
大會，剛創立時只有六個分會
，經過 27 年的發展，現在包
括美國和加拿大一共有 22 個
分會，會員約二千人。 「北美
洲華文作家協會」也是總部設
在台北的 「世界華文作家協會
」下屬全球七大洲分會組織之
一，是北美洲各地華文作家協
會、寫作協會、書友會、文友
為出席會員大會的各地作協會長及代 社的總會。

表在會場。（
表在會場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糖尿病患者的免費課程通過學習如何控制糖尿病來掌控自己的生活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 UT Physicians 免費提
供的七個系列糖尿病自我管理課程，將於 2018 年 10 月 2 日
至 11 月 13 日，為期七週，每周二上午十時至中午 十二時在
10623 Bellaire Blvd. Suite C 280 Houston TX 77072 舉行。希通
過遊戲，活動和對話來學習糖尿病自我管理！
該課程將讓您了解糖尿病如何影響您的身體、了解您的
血糖數量、了解營養，鍛鍊，管理壓力等主題和更多信息，

請立即報名，學習如何更好地照顧您的糖尿病。
該課程免費提供，在 UT Physicians-- Southwest 舉行，
但需要報名，要註冊，請致電 713- 486- 5902 聯繫 IVY。
UT Physiccians ---Southwest 地址：10623 Bellaire Blvd.
Suite C 280 , Houston , TX 77072, 電話： 713- 486- 5900，電
子郵件： UT Physicians.com/ southwest

光鹽社健康講座 綜合維生營養素詳解
(本報訊)主題: 綜合維生營養素詳解
講員: 陳康元醫生及王琳博士
時間: 10 月 6 日,星期六,下午 2-4 點
地點: 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 77036)
食物是最好的維生素和礦物質來源。不同的食物含有不同種
類及含量的維生素與礦物質。例 如，牛奶含有鈣、橙子含有維
生素 C 。其他食物還能提供蛋白質、脂 肪、碳水化合物、纖維

及其他對健康有益的天然成分。廣泛攝取各個種類的食物，包括
蔬菜、水 果、全穀類食品、乳類及其替代品、蛋白質豐富的食
品（如豆類、堅果和種籽類、魚類和瘦 肉），這些食物都能滿
足您的營養需求。 大多數人如果遵循平衡及多樣的飲食模式，
僅 僅從食物中便已能獲得足夠多的維生素和礦物質，但有些人
則需要服用補充劑來獲取更多的維生素和礦物質。
陳康元醫師於 1968 年獲得加州大學聖堤牙哥 UCSD 太空機
械工程博士學位。在太空及國防界工作十年，曾是一位導彈物理

專家，發表專業著作三十餘篇。中年轉行，1981 年獲得邁阿密大
學醫學博士，曾任安德生腫瘤醫學中心放射科住院醫師，Victoria Kathryn O’Connor 癌症中心的放療科主任，休士頓華裔醫師
學會理事，美南國建協進會理事多年,並獲頒贈傑出服務獎。
王 琳博士, 1970 年獲得波士頓大學護理學碩士，1986 年獲得
德州女子大學護理學博士。是光鹽社義工，也是癌症倖存者，曾
與陳康元醫師共同執業，有化療、放療、和重症病房的專業訓練
。夫婦二人經常在社區講論有關全人健康等系列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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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大於等於六十五歲趣味運動
於九月二十二日在休士頓中華文化中心體育館舉行
2017 年第一次舉辦長輩趣味運動會剪影
年第一次舉辦長輩趣味運動會剪影。
。歡迎報名 2018 年九月二十二日舉辦第二屆長輩趣味
運動會。
運動會
。請電胡小蓮 832
832-466
466-8828 王秀姿 713
713-975
975-9888 或張錦娟 832
832-236
236-5048

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與達拉斯台灣僑社座談

委員長與出席鄉親合影留念

委員長致贈精美禮品供鄉親中秋節抽獎同樂

（本報訊）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
新興關心達拉斯僑社發展，於 9 月 8 日
中午在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民處莊博智
科長及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等人陪
同下於麒麟閣與楊金文僑務諮詢委員
、蔡靜燦僑務顧問、顏俊羽僑務促進
委員、劉杏芳僑務促進委員，達拉斯
臺灣同鄉會蔡禮鴻會長以及該會幹部
等近二十人座談餐敘，瞭解達拉斯台
灣僑社僑情。
吳新興感謝達拉斯鄉親長期關心
臺灣、聯絡鄉情，協助政府推動台美
關係，亦藉此機會介紹僑胞卡，鼓勵
鄉親返國消費，以行動表達對台灣的
支持，陳家彥則感謝達拉斯臺灣同鄉
會於日前蔡總統過境，專程前來休士
頓參與僑宴。達拉斯台灣同鄉會蔡禮
鴻會長感謝僑委會以及僑教中心對海
外台灣同鄉的關心，並表示美中貿易
戰升溫，政府應利用此一情勢，強化
台美關係，反制中共打壓，該同鄉會
將持續結合鄉親力量，協助政府推動
國民外交，讓世界看見台灣。
當天餐會與會鄉親暢所欲言，楊
金文僑務諮詢委員、蔡靜燦僑務顧問
、顏俊羽僑務促進委員等人紛紛提及

對臺灣的關心和對政府的多項建議、
達拉斯台灣同鄉會陳鳳求財務長建議
僑委會加強對僑青台灣文化傳承及認
同，翁筱玲理事建議政府訂定輔導新
創企業策略強化競爭力，委員長吳新
興親切答覆鄉親提問，並邀請與會鄉
親一同觀賞僑委會業務短片，了解僑
委會各項服務，同時贈送台灣茶業作
為中秋節抽獎禮品，由蔡禮鴻會長代
表接受，該座談餐會在熱絡氣氛下結
束，與會台籍僑領對於吳新興親切和
藹、服務溝通之理念，關心台籍僑團
發展，留下深刻印象。
隨後吳新興委員長在陳家彥、莊
雅淑等人陪同在出席台灣基督教會舉
辦之台灣僑社元老吳明基教授演講，
聆聽吳教授講述其生平以及參與海外
台灣人運動-台灣同學會、社區的台灣
同鄉會以及 FAPA 等組織的故事，吸引
台灣鄉親逾 150 人參加，吳新興親切問
候與鄉親互動，場面溫馨。該次僑委
會吳新興來訪達拉斯，除與台僑座談
，並參與在達拉斯舉辦美洲各地中華
會館、中華公所、華僑總會聯誼會第
31 屆暨全美各地中華會館、中華公所
聯誼會第 35 屆年會，同時與僑青座談
。

f

（本報訊）第二屆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大於等於六十五歲趣
味運動會訂於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早晨八點三十分在休士頓中華
文化中心體育館舉行，很高興今年我們將與休士頓中華文化中心
共同舉辨。
大於等於六十五歲趣味運動會是以團隊參賽的方式，由主辦
單位將參賽者以人數組成數個團隊參加比賽各項項目。得勝的團
隊，由主辨單位頒發獎金與獎牌。
趣味運動會報名截止日期為九月十五日，現場不接受報名，
名額有限請大家儘早報名，報名表可在休士頓文化中心或僑教中
心櫃台領取，或聯絡胡小蓮 832-466-8828 王秀姿 713-975-9888
或張錦娟 832-236-5048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一向推動及促進年長者的獨立精神，
每年主辦有各色各樣的活動，希望能通過健康的教育、社區的服
務以及自我的學習活動，成為有著健康的身體及精神福祉的長者
。

委員長((左一
委員長
左一))、陳家彥處長
陳家彥處長((中) 、莊雅淑主任
莊雅淑主任((右一
右一))

委員長致詞介紹僑胞卡

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18 年 9 月 15 日

Saturday, September 15, 2018

B5

『守護
守護』』 許氏日本靈
許氏日本靈の
の芝的故鄉
對抗強颱

面栽培室內栽培。完熟的大致標準是，整個菌蕈

作為許氏日本靈の芝的種植基地一定不能被困難

越作用顯著，一直受到廣大消費群眾的肯定與歡

25 年來侵襲日本的威力最強颱風 「燕子」9 月

有重量感，菌傘有重量感，菌傘有厚度，菌傘上

所壓倒。颱風過後，為及早恢復正常生產經營，

迎，實為返鄉、孝親、健康好禮、自用的首選。

初重創關西地區，其帶來強風豪雨以及前所未有

充分附著著可可般狀孢子。由於靈芝的主要成份

我們大力組織員工抗災復產，經過日夜兼程多天

詳情請洽 1-800-826-1577，或上網 www.hsugin-

的巨浪，造成日本各地傳出災情，百萬人無電可

均集中在菌傘上，若傘片薄，作用自然較差。所

的努力，才將道路暢通、水電複供，然後將倒塌

seng.com，或至許氏指定各大中醫參茸藥行購買購

用！多家汽車大廠也暫停營運，農業損失更相當

以最理想的是柄短、傘大、傘肉厚的靈芝。

損壞的廠房農場整修好，堅持維護好許氏日本靈

買。

驚人，關西經濟勢必受到嚴重衝擊。許氏集團副

郭藥師說： 「唯有親自在靈芝菇棚裏，才能

總裁 Tony 郭藥師也為了守護靈芝種植基地，特地

感受那股靈芝散發出的生命力！雖然在我來守護

於強颱襲擊日本前來到長野縣，一起與靈芝種植

靈芝基地的時候仍距收割時機尚有 10 天，可是有

團隊對抗大自然的天災。因為靈芝是一年生，於

些靈芝己經相當大，未來的這幾天是靈芝養份成

春季將菌接種於原木，夏天生長，至秋天其生長

長的重要時刻，隨著孢子、菌絲的增加，靈芝將

就完成了，也就是說，在這時候靈芝的作用、營

更加豐厚，多醣體、三帖質也在此時達到巔峰。

養、成分最高，是日本靈芝採收的重要時刻，種

這也是我為何要排除萬難來到這，堅持與種植團

植團隊一整年的辛苦呵護是靈芝成長收穫的關鏈

隊一條心」。

。

の芝的穩定質量。這次能有幸趕在對抗強颱、靈
芝收成前再度造訪，可謂收穫豐盛。
許氏日本靈の芝在美上市以來，因其品質卓

品質維持
用心栽培、確保品質！許氏日本靈の芝種植

專業栽培
許氏日本靈の芝的 「長野一號」菌種世界獨

團隊擺脫傳統易有病蟲害的菇寮設置，引流高山

一，好的靈芝菌種生命力旺盛，在前期栽培就可

雪融之水用於灌溉，濾水裝置、自動噴水器、空

以明顯看的出來，同時能夠抵抗雜菌的侵害，長

氣簾幕、中央排水系統，讓現代化菇寮的溫、溼

出來的靈芝體壯碩、豐滿，富含主要成份也較高

度控制自動化，同時嚴格要求用以栽培之原木消

。日本靈芝總合研究所就採用 DNA 菌種鑑定技術

毒處理，成功的防治病蟲害，再加上三十年來的

來監控，確保菌種穩定，無變異情形發生，而這

特選優良菌種，都是日本長野靈芝受到全日本，

是一般其他靈芝產品最容易忽略的。而以栽培的

甚至全世界消費者所推祟的原因，這些日本 「長

條件而言，需將溫度、溼度、氧氣、光線量加以

野一號」靈芝可都是喝高山礦泉水長大的呦！

嚴格的科學管理，並使用有機 NANA 原木，在平

所幸， 「燕子」雖然無情、雖然厲害，但是

Tony 郭藥師與 「長野一號
長野一號」」 菌種擁有者藤澤女
士一同檢視強颱侵襲過後的靈の
士一同檢視強颱侵襲過後的靈
の芝農場
芝農場！
！

Tony 郭藥師與敬業的日本靈
郭藥師與敬業的日本靈の
の芝種植團隊
芝種植團隊，
，以
及搶收下來的優質新鮮靈芝！
及搶收下來的優質新鮮靈芝
！

主題: 綜合維生營養素詳解
講員: 陳康元醫生及王琳博士

時間: 10
時間:
10月
月 6 日,星期六
星期六,,下午
下午22-4 點
地點:: 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地點
255,, Houston, TX 77036
77036))
食物是最好的維生素和礦物質來源。不同的
食物含有不同種類及含量的維生素與礦物質。例
如，牛奶含有鈣、橙子含有維生素 C 。其他食物
還能提供蛋白質、脂 肪、碳水化合物、纖維及其
他對健康有益的天然成分。廣泛攝取各個種類的
食物，包括蔬菜、水果、全穀類食品、乳類及其
替代品、蛋白質豐富的食品（如豆類、堅果和種

籽類、魚類和瘦 肉），這些食物都能滿足您的營
養需求。 大多數人如果遵循平衡及多樣的飲食模
式，僅僅從食物中便已能獲得足夠多的維生素和
礦物質，但有些人則需要服用補充劑來獲取更多
的維生素和礦物質。
陳康元醫師於 1968 年獲得加州大學聖堤牙哥

UCSD 太空機械工程博士學位。在太空及國防界工
作十年，曾是一位導彈物理專家，發表專業著作
三十餘篇。中年轉行，1981 年獲得邁阿密大學醫
學博士，曾任安德生腫瘤醫學中心放射科住院醫
師，Victoria Kathryn O’Connor 癌癥中心的放療
科主任，休士頓華裔醫師學會理事，美南國建協
進會理事多年,並獲頒贈傑出服務獎。

王 琳博士, 1970 年獲得波士頓大學護理學碩士，
1986 年獲得德州女子大學護理學博士。是光鹽社
義工，也是癌癥倖存者，曾與陳康元醫師共同執
業，有化療、放療、和重癥病房的專業訓練。夫
婦二人經常在社區講論有關全人健康等系列專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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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樂公司
和樂公司」」 新推出四種口味千層蛋糕
香嫩蛋皮層次豐富餡香濃，
香嫩蛋皮層次豐富餡香濃
，貴婦級下午茶點心
（ 本報記者秦鴻鈞 ）近期頂級蛋糕在休市大行其道。薄薄
小小的一片，要價十元，簡直還不夠老饕們塞牙縫呢！
如今 「 和樂公司 」 推出岩燒千層第一品牌 「 塔吉特 」 千層
蛋糕。號稱 「香嫩蛋皮層次豐富餡香濃」 --- 與眾不同的香濃
內餡，層次分明且帶著如冰淇淋的口感！層層的繁複手工，造就
另類絕妙的口感。價格只有外面的四分之一左右，敬請把握時機
，儘早搶購嚐鮮。
此千層蛋糕，共有四種口味，分別介紹如下：
香濃綿密的滑順口感，
獨特誘人的香味，綿密鬆 Q 入口即化！
「 鮮奶純芋千層蛋糕 」 ： 採嚴選台灣新鮮芋頭，芋頭內膳食
纖維豐富，是養生的健康食材。台灣的芋頭具有 「 香、Q 、鬆 」 的
特色。選用產地直接送來的新鮮芋頭，採傳統蒸煮方式，保留鬆軟
口感，芋頭總含量 70%, 不添加一滴水，真材實料 ，滿滿芋泥，每
一口都滑順綿密。該蛋糕完美結合的台灣芋頭+ 岩燒蛋皮+ 鮮奶油
，三種黃金比例的融合充滿著濃濃獨特芋泥香！。

台灣新鮮芋頭，金黃焦香的岩燒蛋皮，以及奶香味足的鮮奶油
，三種簡單的元素是靈魂，誘人香氣瀰漫口中。
酸酸甜甜的幸福滋味
獨家果凍技術完整保留芒果原味！
「 芒果奶凍千層蛋糕 」 ： 精心選用外銷日本等級的愛文芒果
，果園皆已取得吉園認證。內餡夾層的芒果凍採獨家技術製成，完
整保留了新鮮芒果的原汁原味，和鮮奶油混合成酸酸甜甜的奶凍，
入口瞬間酸甜交織，口感清爽。完美結合的芒果凍+ 岩燒蛋皮 + 鮮
奶油，三者黃金比例的融合充滿著濃郁香氣 ！
芒果奶凍的酸甜，金黃焦香的岩燒蛋皮，以及奶香味足的鮮奶

油，三種簡單的元素是靈魂，傳遞滿滿的幸福。
療癒人心的迷人魔力
層層濃郁甜蜜，每一口都充滿抹茶香氣 ！
「 靜岡抹茶千層蛋糕 」 使用日本靜岡產高級抹茶粉，
依循日本古法精製而成，嚴格控管茶色清純，融合奶
香味，香氣深厚濃郁。真正的石臼慢磨茶道抹茶，屬
於您絕美味覺的體驗。
層層綿密的千層蛋糕，奶霜餡扮演的角色功不可
沒。來自日本匠人製作的靜岡抹茶粉，靜岡抹茶的甘
醇，深邃，融合奶香味，多層式的豐富口感及抹茶馨
香縈繞於味蕾！屬於您絕美味覺的體驗。
淺嘗一口療癒人心，為平凡生活中帶來不平凡的
小確幸。細細品嘗濃郁甜蜜，嘴角不自覺的上揚抿起
淡淡的微笑。
「 紅豆牛奶千層蛋糕 」 ： 精選上等紅豆，採用傳統
蒸煮方式，保留口感及紅豆的香味，添加鮮奶增添滑
順口感，完美的比例搭配交織著香甜口感。
「 和樂公司 」 表示：有五種不同口味蛋糕，有單一包裝，如
芒果奶凍千層蛋糕（91921 ），紅豆牛奶千層蛋糕（ 91922 ），靜
岡抹茶千層蛋糕（91923 ），鮮奶純芋千層蛋糕（ 91924 ），還有
混合裝千層蛋糕（Touched 8 Boxes )（91925） 包括：芒果二盒
； 紅豆二盒；抹茶二盒； 芋頭二盒。
「 和 樂 公 司 」 (GM - Houston Well Luck Co. Inc. ) 地 址 ：
13888 Westfair E. Drive . Houston , TX 77041 電 話 ： 832-9127888，負責人：Forrest Chang ，電話： 713-628-2565

歡樂旅行社 • 9 月 8 日喜迎開張
精於品，
精於品
， 信於誠
信於誠，
， 樂於歡
樂於歡，
， 歡樂旅遊 • 服務一流

歡樂國際旅行社 2018 年 9 月 8 日開張大吉，
位於休斯頓中國城敦煌廣場豆腐村樓上 C326 室，
新店開業，優惠多多，讓您驚喜不斷，歡迎大家
光臨！
歡樂旅遊的理事姚總，曾在歐洲留學工作，
共居住了歐洲１0 年，之後曾居住於亞洲和北美之
間，並走遍了歐洲、亞洲、非洲、南美洲、北美
洲、大洋洲、南極、北極，曾居住過地球 4 大洲，
擁有 30 年的行政工作經驗和旅遊經歷。另闢蹊徑
、匠心獨運，為客戶設計出各種別具匠心的旅遊
線路，很多客戶對她設計的旅遊線路讚譽有加。
姚總的帶隊旅遊經驗極其豐富，包括帶領學
生去中國和歐洲學習交流、商務和悠閒私人旅行
團，走訪世界各地，好評如潮。歡樂旅遊的工作
人員，從事旅遊行業多年，除了專業的旅遊知識
之外，還會為您提供各種旅遊信息和細緻貼心的
服務。不僅如此，我們的員工精通各類語言，包

含英語、粵語、國語、越南語，並且我們也開通
了 網 站 (Amazingtravelvisa.com)、 微 信 （atvhouston）和 Line (atvhouston)，方便大家隨時聯
絡我們。不論您是購買機票或遊輪、參加旅遊團
還是私人訂製度假團，我們都能拿出不同的方案
供您選擇，滿足客戶的不同要求。
歡樂旅遊雖然剛剛開張，已經全權承辦 2019
年 4 月香港喇沙書院的畢業生聚會參加德州、路州
旅遊團，並獲得了德州和路州的 3 位國會議員的青
睞並決定參與此次盛會，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
歡樂旅遊是一家有實力、並且經驗豐富的旅行社
。
歡樂旅遊業務包括：代理全球旅遊團、會務
服務，拓展、研學、票務、租車等業務，訂購廉
價機票、酒店、遊輪，並協助客戶辦理旅遊所需
的全球簽證、保險、翻譯、公證及認證服務，門
市力求不斷提升服務質量，將更多的精品線路介

紹給廣大客戶，註重客戶需要，制定個性化旅遊
行程。
歡樂旅遊，喜迎開張，我們將為客戶提供各
種優惠活動：
機票，我們將為您尋找質優價廉的機位；
遊輪，我們將為您提供全世界遊輪訂票服務
；
美國境內：美東、美西、美加東等經典行程
，我們將會提供您特價團費，讓您享受折上折優
惠；
中國旅遊，我們將為您安排前所未有的體驗！
歡樂旅遊將根據客戶的要求，為您安排最合
理又舒適的旅遊服務。歡樂旅遊即將推出會員制
，不論您在我們門店或者電話購買何種產品，我
們都會為您計分，積累一定分數的會員，我們將
會為您提供返利活動，兌換積分送禮品等服務。
作為歡樂旅遊的會員，我們還將為您提供特別的

私人訂製服務。
歡樂旅遊，一個煥發著創造活力，時尚氣息
的品牌，用服務打造品牌，用專業引導行業發展
，用誠信面對市場挑戰！歡樂旅行社門市部整潔
大方的環境、專業的團隊和熱情的服務，將帶給
您獨一無二的優質體驗，伴您開啟美好旅行，遇
見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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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文藝復興節99 月 29
德州文藝復興節
29日開幕
日開幕，，王朝旅遊有特價票
王朝旅遊有特價票！！

（本報記者黃梅子）德州文藝復興節是休斯頓最久負盛名的
節日，今年是第 43 屆。
2018 年德州文藝復興節將於 9 月 29 日和 30 日開幕，跨越兩個
月，每個週末開放，共 8 個週末 17 天，每週都有不同的主題。文
藝復興節在美國其它各州也有，不過德州文藝復興節算是規模最
大了，整個公園被改建裝飾成一五三六年情景，今年的主題是英

國國王-亨利八世準備迎娶新太太
。在這個莊園內可以看到許多打扮
成貴族階級的人士和平民百姓們大
家聚在一起喝酒跳舞慶祝。在文藝
復興莊園裡走走停停，從各個景觀
之間的門一穿過去就到了另一個國
家，風格完全不一樣，連人的口音
都不一樣了。剛從德國村莊喝完啤
酒，再走幾步就是法國或西班牙，
讓人不由得產生出恍如隔世的感覺
。
文藝復興節有點像中國的廟會，
但時間更長、規模更大、更國際化
。 500 多名特色藝術家在這裡盡情
施展他們的才華和絕藝，400 多家
店鋪展示的是世界各國的特色手工
藝品，有黃金白銀寶石首飾、也有
陶瓷、皮飾、木雕等，生意最好的
是出售文藝復興時代服飾的商店。
好吃的就更多了，墨西哥、法國、
意大利的美食應有盡有，您可以一
天吃遍世界風味。在連續 8 週的節日裏，時光倒流、歷史重現，讓
我們呼吸到了那個鼎盛時期的氣味。
德克薩斯狂野的牛仔、意大利風雅的文藝復興，兩個壓根就
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就這麼完美地被結合在了一起。德州文藝
復興節年年都辦，今年已經是第 43 屆了，毫無疑問，德州文藝復
興節已經成了休斯頓的一個文化標誌。

中國城的王朝旅遊代理文藝復興節的門票，目前有少量開幕
式門票特價供應，請去王朝旅遊購買，周日或晚上也可打手機
713-927-9688 聯系送票事宜。

王朝旅遊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 981-8868；713-927-9688

出了車禍不要緊，
出了車禍不要緊
，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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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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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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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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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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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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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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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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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06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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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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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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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6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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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11 年 06 月 01 日
第二 A 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6 年 08
月 22 日中國大陸 2016 年 08 月 22 日
第二 B 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1 年 11 月
22 日中國大陸 2011 年 11 月 22 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6 年 06 月 15
日中國大陸 2006 年 06 月 15 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05 年 02 月
15 日中國大陸 2005 年 02 月 15 日
B表
第一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2 年 03 月
08 日中國大陸 2012 年 03 月 08 日
第二 A 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17 年 12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17 年 12 月 01 日
第二 B 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2014 年 03 月

22 日中國大陸 2014 年 03 月 22 日
第三優先 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7 年 01 月 08
日中國大陸 2007 年 01 月 08 日
第四優先：全世界(包括臺灣，香港) 2005 年 06 月
01 日中國大陸 2005 年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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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移民消息
1. 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ICE)2018 年的人手是去年
的三倍，逮捕的人數是去年同期的五倍。
2. 美國移民局發布備忘錄：將於 2018 年 9 月 11
日開始實施對於某些移民和非移民申請采取省
略發出 RFE（要求補充文件）或者 NOID（意圖否
決）通知， 而直接否決的審理政策。
該備忘錄提供了兩類省略補件程序的申請：第一類
是沒有按照移民法的規定提供符合移民法對特定類
別的證據要求而提交的申請。 第二類是在提交申請
的證據中沒有提供足夠的特定類別支持證據。 備忘
錄指出可以直接拒絕的理由包括在家庭移民的
I-485 申請中沒有提供經濟擔保表 （I-864），或
者豁免申請中沒有提供所要求的支持證據。 備忘錄
提別指出，移民官省略補件程序的範圍不局限於所
舉出的例證。
3. 美國移民局於今年 5 月 11 日發布的關於“計算
持有 F、J 和 M 非移民簽證的學生和訪問學者非法
滯留時間規則”的備忘錄將於 8 月 9 日生效。自
2018 年 8 月 9 日起（包括 8 月 9 日當天），未能繼
續保留其居留身份的 F、J 和 M 簽證持有人的非法
滯留時間將在以下情況下開始累積：1 學業或經允
許的工作結束後的第二天，或其參加未經允許的工
作的第二天；2 學業或項目完成的第二天，包括任
何經允許的實踐培訓以及任何經授權的寬限期限；
3 I-94 身份過期的第二天；4 移民法官或在某些情
況下，移民上訴委員會發布除外、驅逐或移除命令
的第二天。
非法滯留時間 180 天以上，3 年不得入境美國。非
法滯留時間 1 年以上, 10 年不得入境美國。有遞解
令，在未經允許或假釋的情況下再次進入美國境內
者，終身不得入境美國。
4. 中國大陸的申請人職業移民第一優先 EB-1 9
月繼續無名額,10 月目前還不明朗。2018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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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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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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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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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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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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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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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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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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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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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禪修班
9 / 10(一)
日間初級禪修班開課
8/ 31 (五)
夜間初級禪修班開課
9 / 15 (六)
親子禪修班開課

透過禪的智慧，獲得圓滿人際
關係，解除人生迷惘困惑。
法師親自教授，費用全免。
另有英文禪修班，即日起接受報名
住址：12129 Bellaire Blvd. Houston
(between Kirkwood & Cook)

281-568-1568

電話:
網址: http://cthouston.org
電郵: zen@cthouston.org

C03-CHUNG TAI 中台禪寺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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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圖為攝影展所有作者合影於攝影展開幕式上。
圖為攝影展所有作者合影於攝影展開幕式上
。

雙十國慶攝影展 ，
雙十國慶攝影展，
上周六舉行盛大開幕式

出席開幕式的中、
出席開幕式的中
、越攝影家們
越攝影家們。
。

圖為攝影家謝志慧（ 右 ） 作品
圖為攝影家謝志慧（
作品，
，以獨特題材及表現吸引眾人目光
。 旁為她的好友 「上海聯誼會 」 理事長陳皙晴
理事長陳皙晴（
（ 左 ）。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
」 會長關本俊致詞
會長關本俊致詞。
。

各類攝影畫面及素材十分引人入勝。
各類攝影畫面及素材十分引人入勝
。

「雙十國慶籌備會
雙十國慶籌備會」
」 主任委員嚴杰致詞
主任委員嚴杰致詞。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 副處長林映佐
在攝影展開幕式上致詞。
在攝影展開幕式上致詞
。

攝影展開幕式現場盛況。
攝影展開幕式現場盛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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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社會養老金的歷史和社安養老金的領取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社會養老金是美國工薪階層當年滿 65 歲時
歲時，
，退
休後的重要收入。
休後的重要收入
。它也是美國社會福利對於老年
長者的安全保障

休士頓著名資深的財務規劃師陳祖貴先生主
講社會養老金的歷史和社安養老金的領取”
講社會養老金的歷史和社安養老金的領取
”
的社區服務教育講座

美南銀行將於 9 月 8 日起與中國旅美專家協
會將共同舉辦一連 10 場不同主題有關美國
各類稅法、
各類稅法
、財務規劃和社安福利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李守棟會長請社區人士大
力支持專協主辦活動

社區朋友聆聽陳祖貴說明何謂社會養老金

講座免費入場，講座不渉及推薦及銷售任何保險
講座免費入場，
公司計畫與介紹，
公司計畫與介紹
，現場並備茶點招待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李守棟會長、資深財務專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李守棟會長、
家陳祖貴、
家陳祖貴
、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 9 月 08 日在
該行主持社會養老金的歷史和社安養老金的
領取講座

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介紹該行社區服務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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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陪玩快看 BB 这样玩得尽兴
发起游戏了，并且他们越来越钟爱假想游戏，
这时的爸爸妈妈需要配合着宝宝一起玩儿，做
宝宝的小伙伴。
Tips：1. 一旦与宝宝开始玩了，不能随意单
方面终止游戏，擅自离场是不尊重孩子的。
2. 要做宝宝游戏的忠实合作者，但
不要特意讨好宝宝，不能一味的顺从他们。
3. 尝试用宝宝的眼光看世界，和他
们一起玩。
0-1 岁 做宝宝的“大玩具”
4. 这时候的小朋友需要学习规矩了，
不到一岁的宝宝，基本上属于“无能力” 在游戏中学习是个不错的方法，不妨试试。
的被动状态，还不知道怎么做游戏。
3 岁开始 做宝宝的游戏“军师”。
而在宝宝眼中，爸爸妈妈就是一件大玩具
。
这时的小朋友已经可以自己闯世界了，他
爸爸妈妈主要的任务是主动跟宝宝玩，逗 们更加喜欢跟自己的小伙伴儿一起，而爸爸妈
宝宝开心。
妈可不能闲着，退居二线的你们是宝宝们可靠
Tips：1. 注意保护好宝宝，宝宝的身体还 的“军师”。
很娇弱，不能勉强宝宝做一些与他月龄不符的
要知道，和伙伴们玩会出现很多问题：怎
高难度动作。
么才能跟自己的小伙伴儿们开展游戏?怎么才能
2. 与宝宝玩耍时注意多给予宝宝一 不被大个头欺负?
些眼神交流和抚摸。身体上的亲密接触，能让
遇到问题时，我们的宝宝们会飞奔着找爸
宝宝感受到安全和愉悦，促进感情。
爸妈妈解围。这时，爸爸妈妈需要从旁引导让
3. 宝宝喜欢新鲜感，游戏的道具可 小朋友慢慢学会与人沟通相处，解决问题的技
以重复，但游戏的形式就建议多些变化。
巧。
4. 玩乐时别忘了和宝宝说说话聊聊
1. 当小朋友和小伙伴玩得正欢时，需要更
天，为宝宝将来学说话预热一下。
加注意他们的安全，得意忘形很容易出现状况
的。
2 到 3 岁 充当宝宝的小伙伴
2. 当小朋友和小伙伴们为了小事在争吵时
等宝宝 2～3 岁大时，他们已经能够稳稳当 ，先别急着替他们解决问题，小朋友可是会用
当的走路了，活动能力也大为增强，可以自己 小朋友的方式解决问题的。
很多父母在陪孩子的时候并不感到有趣和
轻松，因为他们多半是被动地陪着孩子做他想
做的事情。
如果能把“陪孩子玩”变成“和孩子一起
玩”，相信父母和孩子都能享受到游戏的乐趣
。
那究竟怎样陪孩子玩，才是正确的姿势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和宝宝分床睡有多重要？
断奶、分床、分房、入托，永远是妈
妈非常关心的话题。
而关于分床睡，就身边人的情况了解
来看，有婴儿时期就已经分床睡的，也有
8、9岁了还同睡一张床的。
虽说怎么睡觉这事，别人没有资
格指手画脚，但对于宝宝来说，能够
独自睡觉和能够自己穿衣吃饭一样，
都是自立的表现，是值得培养和鼓励
的。
而且，培养宝宝独立睡觉这事儿其实
很重要，同时也是有非常多好处的——
减少意外事故
爸爸妈妈睡觉时，翻个身、蹬个腿都

有可能会伤到宝宝，严重的话甚至会压到
宝宝而导致他窒息。
另外，有些爸爸妈妈还有打呼噜的习
惯，这对宝宝的睡眠质量会有很大影响。
培养宝宝的独立意识
一个能自己睡的宝宝，对于陌生环境
的适应能力同样也不会弱。
而一个环境适应能力差的宝宝，对妈
妈比较依赖，可能跟同龄人关系不太好，
也不愿意跟陌生人交流。
帮大宝宝建立正确的两性认知
等宝宝长到6、7岁大时，对于两性他
已经有朦胧的意识了，如果得不到正确疏
导，就可能导致恋父、恋母情结的发生。

那么，宝宝多大就该分床睡了呢?
其实，这个并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定。
一般认为，只要能够在3-10岁之间完
成分床就行了。
也就是说，宝宝 3 岁后就可以尝试分
床，至于尝试多久能成功，也是得看宝宝
的适应能力了。
因为，有的宝宝 3 岁就能完全自己睡
了，有的可能要拖到8、9岁，这都是正常
的。
所以说，不要强迫宝宝，多做点准备
功夫，多沟通，给宝宝一个适应过程，没
必要为了分床睡弄得宝宝哭天抢地的。
而至于分床睡吧，其实没有那么难：

1. 精心布置一下婴儿床
小床买来后，跟宝宝一起，把它布置
得精美舒适一些，吸引宝宝的注意力。
2. 做好心理暗示
在宝宝3、4岁的时候，就开始给宝宝
一些暗示，把分床描绘成一件很光荣、值
得庆祝的事情。
平时给宝宝读绘本、讲故事的时候，
尽量选择一些跟独立、分床相关的内容。
3. 过渡要自然
爸爸妈妈平时提到分床时，语气随意
一点，不要让宝宝觉得紧张。另外，宝宝
的睡前故事环节要渐渐转移到小床上，争
取能在小床上把宝宝哄睡。

4. 克服恐惧
宝宝不愿意分床或者分房，多是
因为害怕，毕竟动画片、电影里的怪
物形象还是挺多的，会给宝宝一些心
理压力。
所以，妈妈可以给宝宝准备一个
大点的毛绒玩具，告诉他：宝宝不用
怕，在你睡着的时候，玩偶可是会一
直保护你的哦……总之就是给宝宝安
全感，慢慢消解恐惧情绪。
5. 鼓励和赞美
当宝宝成功在小床入睡后，其二天早
晨别忘了给宝宝一些鼓励，让他知道，一
个人在小床上睡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大千世界

為“招蜂引蝶” 英白金漢 印度建“世界最高塑像”
宮迎來特別客人奶牛和綿羊 造价 299 亿卢比料下月完工
印度即将建成一座号称“全球最高”的塑
像，而另一座更高的塑像则即将开工。这两座
塑像都比美国的自由女神像还要高一倍多。
据报道，在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建在
讷尔默达河道一个水坝上的“团结塑像”工程
经过三年多后已进入尾声，预定今年 10 月完工
。这座塑像高 182 米，印度政府建造此它是为
了纪念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之一帕特尔(Sardar
Patel)。
这项耗资 299 亿卢比的工程是印度现任总
理莫迪推动的，他定在 10 月 31 日为塑像揭幕
。这座塑像建在一座小岛，通过一座长桥与大

陆相连，内部将设有游客中心和博物馆，以及
观景台。莫迪说，这座新景点将能够像纽约自
由女神像那样吸引大批游客。
同时，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地方政府
也计划在首府孟买附近一人工岛上积极兴建一
座超级大塑像，要争夺“全球最高雕像”的头
衔。
这座塑像的基石也是莫迪在 2016 年奠定的
，建造它是为了纪念印度 17 世纪君主贾特拉帕
蒂•希瓦吉。塑像原本规划高 98 米，但地方政
府为争“世界第一”，将塑像的高度提升至
212 米。

保护野生动物多样性
新西兰小镇拟全面“禁猫”
本周，英國白金漢宮迎來了特
別的“客人”——牛羊。英國白金
漢宮為了招回蜜蜂和蝴蝶，在其草
坪上放養奶牛和稀有綿羊。
其實，白金漢宮已經不是第
壹次這樣做，去年，他們也在草
坪上放養了動物，解決雜草問題

，讓花兒長得更好，並引來鳥兒
和蝴蝶。
據悉，放養的奶牛和山羊是
專門從農場運來，讓它們在白金
漢宮的草坪上吃草。
據組織者表示，奶牛“把草拽
出來，而不是咬下來，所以可以更

快地清理草坪上的舊植被。”
醫 生 艾 麗 斯 • 勞 頓 (Alice
Laughton)也稱：“甚至倫敦市中心
的公園也能成為昆蟲的理想家園。
這些昆蟲給植物授粉，也是鳥兒和
小動物的美食，確實是生物多樣性
的基礎。”

海豚导师！野生海豚教同伴
用尾巴“走路”
都说海豚是一种智商很
高的生物，近日科学家发现
，一只野生海豚在澳大利亚
学会用尾巴在海面“走路”
后，竟然在被放归大海后把
这项技能传授给了其他同伴
。
据报道，这只名叫“比
利”(Billie)的海豚此前因为生
病，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
一个海豚馆治疗了 3 个月。在
这期间，“比利”学会了用
尾巴在水面上“行走”。
科学家称，“比利”在

海豚馆“住院”期间，并没
有人专门训练过它用尾巴在
水上“走路”，不过在被放
生后，“比利”向同伴们展
示了自己的新技能。
专家观察发现，目前
“比利”已经教会其他 9 只野
生海豚“行走”的技能，这
说明海豚种群的合作水平很
高，也说明海豚能够快速掌
握新技能。此外，这也是野
生哺乳动物教会其他同类通
常由人类训练的技能的唯一
已知案例。

新西兰南部沿海小镇奥茂伊(Omaui)计划
实施“禁猫令”，以遏止因过多的猫造成的生
物链失衡。
据报道，近日，奥茂伊镇官员与爱猫人士
进行了对话，官员宣布奥茂伊将全面“禁猫”
。新西兰南区环境部门公布的生物安全计划书

指出，孟加拉猫很可能与野生猫群繁衍出更具
侵略性的后代，并对当地特有物种构成重大危
害。
当地的自然保护公益组织主席科林斯对媒
体说：“我们不是反猫人士，但我们希望环境
能保有野生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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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聯絡單位

看

板
電話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713-270-9988

募您一份善心，捐款請電洽各聯絡處
活動內容 (詳情歡迎來電詢問)
定期環保、老人院探訪、佛堂共修、讀書會、合唱團、
醫療講座、書軒心靈講座等

德州分會靜思書軒 713-270-9988 定期醫療講座、心靈講座等
志工們的勁歌熱舞，自

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713-270-9988

娛娛人。(攝影／蔡長治)

瑜珈、太極拳、排舞，運動舞蹈、蕙質蘭心、
家長中文班

亞特蘭大支會

770-458-1000 讀書會、念佛精進、老人院探訪、手語練習等

奧斯汀聯絡處

512-491-0358 老人院探訪、緬甸難民數學、英語教學等

邁阿密聯絡處

954-538-1172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奧蘭多聯絡處

407-292-1146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手語歌練習，老人院探訪等

紐奧良聯絡點

504-782-5168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聖安東尼聯絡點

210-875-6932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康福聯絡點

361-987-7130 定期讀書會，念佛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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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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