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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名店

Massage Remedy
恢復活力與放鬆﹐
恢復活力與放鬆
﹐提升生活品質
專 業 進 行 筋 絡 和 肌 肉 放 鬆 ﹑推 拿 與 按 摩 ﹐
為您舒解長期累積的壓力及疼痛
開 幕 體 驗 大 優 惠 40
40%
% off
電 話 : 346
346-874874-7499 ﹑346
346-874874-7506
地 址 : 4131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電視廣播合為一體」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4.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outhern TV-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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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 13 天，途徑 9 省市，大約 4000 公裏的騎行。1 月 27 日中午，貴州小夥張琪鈺騎著摩托帶著父親的骨灰回到
老家貴州省黔南州龍裏縣。張琪鈺表示，父親在浙江打工遇害，2017 年犯罪分子被槍決後，他才決定擇期送父回家
。之所以選擇騎行，原因有二：壹是上機上車麻煩，別人忌諱。二是父親生前愛旅遊，想以自己的方式帶父親到處
看看。“每天我都要抱著父親的骨灰盒上摩托車，下摩托車，還要以防別人以為我父親的骨灰盒是個什麽寶物被盜
，還要註意防水，以及整個騎行過程不能過坑，擔心抖動等等。”張琪鈺說，途中遇到漂亮的風景，都會停下來走
走，這次從浙江回貴州老家是父親最後壹次經歷了，要讓他看足沿途的風景。”

英國，壹名男子裝扮成“鋼鐵俠”駕駛現代 KONA 科納“鋼鐵俠”特別版新車進行宣傳。據悉，現代 KONA 科
納“鋼鐵俠”特別版新車將於 2019 年 3 月 1 日在英國市場進行上市，新車的起售價為 27995 英鎊。該車采用了啞光
灰色的車身塗裝，以及其在前發動機艙蓋上方增加的紅色塗裝進氣口，並印有“MARVEL（漫威）”字樣 LOGO。
另外，前翼子板增加的鋼鐵俠頭像、紅色/金色的雙色輪圈以及車身側裙和車頂處的紅色元素無壹不在提醒著該車為
Iron Man Special Edition 的特殊身份。值得壹提的是，官方為該特別版車型重新打造了前翼子板，使得該車車身寬
度增加了 40mm，讓這款小型 SUV 更具越野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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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西安鐘樓旁的“變臉兵馬俑”引起網友熱議，遊客可以通過掃描臉部照片，將
自己的臉投影到兵馬俑的臉上。“變臉兵馬俑”的照片在網上迅速引發熱議，有人說“太
恐怖”，有人說“太醜”，也有人覺得“挺有意思的”。面對網上鋪天蓋地的議論，碑林
區回應，因為不停地被黑，只能將“變臉兵馬俑”移除。

2019 年 1 月 28 日，北京，在新時代圓明園發展思路專家研討會上，圓明園公布大宮
門考古遺址發現成果，包括大宮門遺址、東西門罩遺址、金水橋遺址、河道遺址等。近期
，圓明園將啟動對大宮門片區的保護工程，未來這裏將有望分三部分展覽對公眾開放。據
介紹，大宮門是當前圓明園三園中唯壹尚未恢復正門功能的區域。該門建成於雍正三年
（1725 年），是圓明園三園中最重要、規模最大的宮門區，居圓明園四十景之首。1860
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大宮門被焚毀。後同治皇帝曾命人對其進行重點修復，但並未完
成便停工，大宮門就此在隨後的壹百余年時間裏逐漸荒廢。2002 年至今，圓明園管理處
對大宮門遺址進行了四期考古發掘工作，現已基本發掘清理出六處主要建築遺址和部分河
道以及道路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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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剛剛發來大紅包

換車、換空調、換電視的好機會到了
財報顯示蘋果手機
在華銷量驟降
美國蘋果公司 29 日發布的 2019 財年第壹季度（即
2018 年第四季度）財報顯示，受蘋果手機在華銷量驟降影
響，當季蘋果手機銷售額同比大幅下降 15%。
財報顯示，當季蘋果手機銷售額約 520 億美元，蘋果
手機在中國、日本和歐洲市場銷售額均出現下滑。其中尤
以中國市場銷售額下滑最為劇烈，同比降幅高達 27%。
財報還顯示，當季蘋果營業收入為 843 億美元，同比
下降約 5%，利潤微幅下降至 200 億美元。該季度為傳統購
物季，壹直以來都是蘋果公司收入最高的壹個季度。
不過，蘋果當季服務業務營收達109億美元，同比大幅增
長19%，首次突破100億美元大關，成為蘋果產品線中僅次於
手機的第二大收入來源。本月初，蘋果首席執行官庫克宣布大
幅下調2019財年第壹季度業績預期，導致蘋果股價壹度大幅下
跌。但29日的財報顯示，雖然營收和利潤均有所下滑，但仍好
於市場預期，這助推蘋果股價在盤後交易時段大漲6%。

穩外貿增長中國
加大力度扶持中小企業
貿易承壓之際，中國對中小企業支持力度持續加碼。
中國貿促會 30 日稱，2019 年將采取搭建更多經貿平臺等
壹系列措施，幫助中小企業擴大進出口。
中國貿促會是中國最大貿易投資促進機構。在 30 日
於北京舉行的發布會上，貿促會發展研究部副巡視員俞海
燕稱，2019 年該機構將幫助中小企業開拓東南亞、中東歐
、非洲、拉美等多元化市場，促進中國生物科技、新能源
技術和裝備、建材、電子、家居等優勢產品出口。
此外，貿促會還將實施中國跨境電商企業海外推廣計
劃，與國內外知名跨境電商平臺加深合作，建立首批 100
家重點聯系跨境電商企業數據庫，打造跨境電商綜合服務
生態圈，加大中國—東盟跨境電商平臺宣介力度，支持更
多中小企業利用跨境電商等新業態新模式開拓國際市場。
俞海燕稱，為提升中小企業國際競爭力，今年貿促會
將以輪胎、紡織等行業為試點，幫助具有自主品牌的中小
企業進行海外宣傳推廣，組織高校為 200 家中小微企業產
品或服務品牌量身定做品牌發展策劃方案。如果企業在進
出口過程中遇到法律問題，該機構將提供專門咨詢，幫助
企業規避和應對投資經營風險。

春節將至，老家的父母正在為準備年貨
忙碌，在城裏打拼的年輕人也在操心，不知
該給父母買些什麽禮物。
別急，如果老家的電視、冰箱、洗衣機
舊了，父母的小車不好開了，今年可是更新
換代的好時機，因為壹大波補貼正在路上。
1 月 29 日，發改委、工信部等十部門聯
合印發《進壹步優化供給推動消費平穩增長
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實施方案(2019 年)
》(以下簡稱“方案”)。
《方案》中提到，要促進農村汽車更新
換代、促進家電產品更新換代等，並給予適
當補貼。
汽車補貼
2018 年，我國的汽車產銷數據出現 28 年
來首次負增長，產銷分別同比下降 4.16%和
2.76%，引發了人們對中國車市的擔憂。壹方
面，這是由於我國汽車產銷基數較高所致。
另壹方面，國內購置稅優惠政策退出，北京
、深圳等城市實施機動車限購政策等，也抑
制了汽車消費潛力。
在今天的發改委新聞發布會上，發改委
綜合司巡視員劉宇南表示，汽車消費降溫成
為拉低消費增速的壹個主要因素。扣除掉汽
車類商品，其實社零增速大概是回落 0.4 個百
分點，單汽車消費壹項造成 0.8 個百分點增速
落差。
可見，促進汽車消費，對拉升整體消費
有重要作用。而《方案》的第壹條就是“多
措並舉促進汽車消費，更好滿足居民出行需
要”，其中包括 6 項具體措施。
(壹)有序推進老舊汽車報廢更新。有條
件的地方可依托市場交易平臺，對報廢國三
及以下排放標準汽車同時購買新車的車主，
給予適當補助。對淘汰更新老舊柴油貨車、
推廣使用新能源汽車等大氣汙染治理措施成
效顯著的地方，中央財政在安排相關資金時
予以適當傾斜支持。
(二)持續優化新能源汽車補貼結構。將
更多補貼用於支持綜合性能先進的新能源汽
車銷售，鼓勵發展高技術水平新能源汽車。
(三)促進農村汽車更新換代。有條件的
地方，可對農村居民報廢三輪汽車，購買 3.5
噸及以下貨車或者 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車，

給予適當補貼，帶動農村汽車消費。
(四)穩步推進放寬皮卡車進城限制範圍
。在評估河北、遼寧、河南、雲南、湖北、
新疆 6 省區放開皮卡車進城限制試點政策效
果基礎上，穩妥有序擴大皮卡車進城限制範
圍。
(五)加快繁榮二手車市場。進壹步落實
全面取消二手車限遷政策，嚴防限遷政策出
現回潮。對二手車經銷企業銷售二手車，落
實適用銷售舊貨的增值稅政策，依照 3%征收
率減按 2%征收增值稅。
(六)進壹步優化地方政府機動車管理措
施。已實施汽車限購政策的地方，要結合本
地實際情況，優化機動車限購管理措施，有
條件的地方可適度盤活歷年廢棄的購車指標
，更好滿足居民汽車消費需求。
這 6 項措施中，“促進農村汽車更新換
代”值得註意。
“汽車下鄉”是根據國務院在2009年1月
14日公布的《汽車行業調整振興規劃》提出的
壹項惠農政策。根據當時的政策，2009年3月1
日至12月31日，對購買1.3升及以下排量的微
型客車，以及將三輪汽車或低速貨車報廢換購
輕型載貨車的，給予壹次性財政補貼。
而今天的《方案》的用詞是“更新換代
”，客車標準從“1.3 升及以下排量”提升到
了“1.6 升及以下排量”。
在今天的新聞發布會上，發改委綜合司
巡視員劉宇南說，促進汽車消費不是簡單地
為了做大汽車消費的量，更是要立足於將引
導汽車的產業轉型升級和滿足居民消費升級
需要更好地結合起來。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
化和軟件服務業司副司長董大健說，預計新
能源汽車產銷量 2019 年有望能夠突破 150 萬
輛。
促汽車消費不是為了簡單把量做大，而
是為了引導產業升級和居民升級，預計新能
源汽車產銷量 2019 年突破 150 萬輛。
家電補貼
今年 1 月初，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寧
吉喆在接受央視采訪時表示，今年將制定出
臺促進汽車、家電等熱點產品消費的措施。
今天的這份《方案》也對應了寧吉喆此
前的說法。在《方案》第四條就提到了“家

電產品更新換代”。
(壹)支持綠色、智能家電銷售。有條件
的地方可對產業鏈條長、帶動系數大、節能
減排協同效應明顯的新型綠色、智能化家電
產品銷售，給予消費者適當補貼。
(二)促進家電產品更新換代。有條件的
地方可對消費者交售舊家電(冰箱、洗衣機、
空調、電視機、抽油煙機、熱水器、竈具、
計算機)並購買新家電產品給予適當補貼，推
動高質量新產品銷售。
關於家電，《方法》第五條還提到，加
快推進超高清視頻產品消費。加大對中央和
地方電視臺 4K 超高清電視頻道開播支持力度
，豐富超高清視頻內容供給。支持廣電網絡
和電信網絡升級改造，提升超高清視頻傳輸
保障能力。有條件的地方可對超高清電視、
機頂盒、虛擬現實/增強現實設備等產品推廣
應用予以補貼，擴大超高清視頻終端消費。
對於具體的措施，在今天的新聞發布會
上，發改委綜合司巡視員劉宇南表示，我們
也做了壹些測算，比如說參照國家發改委、
財政部曾經實施的“節能產品惠民工程”，
采用財政補貼等方式推廣高效節能智能產品
，對購買壹級能效的變頻空調、冰箱、滾筒
洗衣機、平板電視等產品的消費者給予適當
補貼。若該政策在全國推廣，在 2019 年至
2021 年期間，預計就可以增加 1.5 億臺高效節
能智能家電的銷售，拉動消費約 7000 億元，
全生命周期節電大概是 800 億千瓦時。
東莞證券分析稱，2009 年至 2012 年期間
的家電下鄉、以舊換新政策刺激的家電需求
已經進入汰換周期(大家電更新周期壹般為
8-10 年)，預計 2019 年家電市場迎來更新需求
高潮，政策刺激下的自然更新需求周期與行
業下行周期重疊，需求重疊可對沖新增需求
快速下滑的影響。大家電和廚衛電器成為主
要受益品類。小家電受地產市場影響很小，
因此政策制定部門延續 2009 年“家電下鄉”
和“以舊換新”策略，補貼名錄主要是彩空
冰洗及廚衛等大家電，上壹輪家電下鄉政策
產品名錄主要包括彩電、冰箱(含冰櫃)、手
機、計算機、熱水器、微波爐、空調、電磁
爐、洗衣機 9 種。預估在本輪刺激政策下，
大家電和廚衛電器有望成為主要受益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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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市長候選人家中被盜 百萬元藝術品遭竊

（本報訊）目前正準備參選休斯頓
市長的參選人 Tony Buzbee 上週日遭人
入室偷竊，目前案情正在繼續調查。
Tony Buzbee 是休斯頓頗有名望的
一名身家千萬美元的大律師，他曾為前
任德州州長瑞克派瑞在 2014 年的濫用
職權一案的指控進行辯護。
週日晚上他在自己的豪華莊園中舉
辦美國超級杯的派對，結束活動之後他
在凌晨被驚醒，並發現有人在他的家中

行竊，處於防範，他拿起武器準備向盜
竊者射擊，但是槍支卻意外走火，當時
，他的兩個孩子都在家中，無人傷亡。
他當時對此十分驚訝，並意識到竊賊或
許了解家中的情況，是有備而來，家裡
已經讓人感到不夠安全，涉案的竊賊盜
走價值百萬美元的珠寶和藝術品，
Buzbee 在家中擺放大量價值百萬的藝
術品，主要目的是向他的高端客戶展示
其收藏。

儘管家中遭竊，Buzbee 仍然計劃
在 本 週 一 在 一 家 酒 吧 Cadillac Bar and
Grill 如期舉行自己的市長選舉活動。
這也是這位大律師家中在過去 13
個月以來第二次發生與藝術品盜竊有關
的案件，2017 年 12 月，與這位律師約
會的一名達拉斯女子被指控毀壞價值
30 萬美元的原作藝術品和雕塑。

哈瑞斯縣已經確診三起麻疹病例

（本報訊）本週一，哈瑞斯郡健康醫療機構宣布，已經
在該地區確診了三起麻疹病例。其中兩人為兩歲以下的兒童
，另一位是年齡 25 至 35 的女性，三位病人均居住在哈瑞斯
郡的西北部。
德州已經成為過去一些年全美麻疹疾病發生的第十個州
，自去年十月份以來，紐約已經爆發了 209 起相關疾病，主
要是和一名未註射防疫疫苗並至以色列旅行的兒童有關。

今年在華盛頓州發生了 48 起麻疹疾病，並且宣布該州
進入到緊急狀態，其中大多數患者也是和未註射防疫疫苗有
一定關係。
目前尚不清楚，哈瑞斯郡的病例是否和防疫疫苗的注射
有關，患病的兩位兒童都已經註射了一期疫苗，而且患病的
女子也自稱已經註射了防疫疫苗，健康機構仍在對此進行確
任。

美國千禧一代:財富比上一輩少負債卻飆升
美國這些年經濟增長強勁，經濟規模持續擴張，股市連創新高。但是，對美國年輕人來說，經濟成長帶來的“獲得感
”並不強烈。相反，對於他們來說，萎縮的收入以及沉重的債務都讓他們的“被剝削感”越來越強。
《紐約時報》專欄作者 David Leonhardt 認為，美國千禧一代（1981 至 1997 年出生的人）的收入沒有增加，財富在縮水
，美國共和黨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更將他們推向深淵。
從收入來看，年齡在 25-34 歲之間的年輕人 2017 年的收入水平甚至不及同一年齡段在 2000 年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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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新媒體

全面進入 數據互聯 時代
美國華人

傳媒史上重大突破

手機

休士頓黃頁

手機 美南新聞

手機

美南電視

掃二維碼(QR code)：
收看電視 收聽廣播
全球直播

手機 公眾平台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電視廣播合為一體」，不需任何付費，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
美南電視節目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收看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公眾號上，點選「美南視頻」裡的「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3. 下載Apps收看：可在蘋果商店搜尋「Today America」，下載Apps，除可用手機讀報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4.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連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Watch Live TV

& Online Radio

www.today-america.com
www. scdaily.com

Southern News Group

Tel:(281)498-4310 Fax:(281)498-2728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美南電視介紹
星期三

精彩

2019 年 2 月 06 日

B7

Wednesday, February 06, 2019

《城市一對一 》
美南廣播電視台

節目介紹

看電視聽廣播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節目介紹：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
魅力。本期主題：溫馨古城中國雷山 - 意大利馬泰拉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播出時間：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美南廣播電視台

▲ 節目截圖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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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師傅專欄 3 》周師傅告訴你
周師傅告訴你::

被開罰單怎麽辦？
被開罰單怎麽辦
？

周師傅
在美國開車，稍不註意就有可能吃罰單，像
Stop Sign 沒停啊，超速啊、闖紅燈，這些都是家
常便飯，而美國警察就像間諜似的，不知道什麽
時候就從哪個小路上跳出來開給你一張罰單。在
美國，如果你涉嫌違反交通法規，繳納罰金事小
，如果罰單沒有及時有效地處理，不但會被扣分
、罰款、影響車輛保險費用、甚至還會面臨吊銷
駕照的風險。今天，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常見的
交通罰單種類和合適的處理方式，以及被警察
pull over 時該怎麽做。

被警察 PULL OVER 該怎麽辦？
1.配合檢查，表示尊重；
按照行駛規則停車之後，千萬不要試圖下車
解釋或者緊張地亂動。把車窗搖下，兩手放在雙
向盤上，目光對視警察，可以稱呼對方為 “Officer" 或 “Sir”，然後把駕照和相關證件交給警方
。
2.不著急認錯或攬責任；
就算察覺到自己在駕車過程中有違規的行為，也
不要著急主動認錯，一旦當場口頭認罪，那就會
為今後上庭消除罰單增加難度。要認錯也要等警
察提示之後，記住態度誠懇，表現出十足無辜的
樣子。
3.不要拒絕在罰單上簽字；
很多人都錯誤地認為，拿到警察開的罰單，並在
上面簽字就等於主動認罪，其實不是這樣的。在
罰單上簽字僅僅意味著你接收到了這張罰單，只
是在配合警察的工作。
確認罰單種類
由於美國各州、各地的交通法規不盡相同，
因此在判斷罰單類型上，通過罰單的顏色，你可
以大致判斷出違規種類和違規情節的嚴重程度。
1、白單（Parking ticket)
白單為違規停車罰單(Parking Violations)
• 情節嚴重程度：輕微
• 後果：一般只罰款不扣分

常見違規行為：
1. 在禁止或限制區域內停車(罰款金額大多為$115
或以上)
2. 馬路旁逾時停車(罰款金額大多為$65 -$95)
3. 阻礙交通類停車(罰款金額大多為$115)
4. 妨礙性停車(罰款金額大多為$95 -$115)
2、黃單（TVB ticket）
黃單是普通行車違規罰單(Non-Criminal Driving Violations)
• 情節嚴重程度：中度
• 後果：根據各地區不同情況扣分、罰款，嚴
重時可能吊銷駕照；
• 常見違規行為：
• 1. 超速(speeding，扣 311 分)
• 2. 魯莽駕駛(reckless driving，扣 5 分)
• 3. 超越校車(failure to stop for school bus，扣 5
分)
• 4. 緊跟前車(tailgating，扣 4 分)
• 5. 剎車不當(inadequate brakes，扣 2-4 分)
3、粉單（pink summon)
粉單是刑事交通罰單(Criminal Driving Violations)
• 情節嚴重程度：嚴重
• 後果：重金罰款，可能會導致吊銷或永久撤
銷駕照、入獄、跟隨一生的刑事犯罪記錄等。
• 常見違規行為：
• 1. 酒 駕 (DWAI/Alcohol: Driving While AbilityIm-

paired by Alcohol)
• 2. 醉駕 (DWI: 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
• 3. 藥 駕 (DWAI/Drugs: Driving While AbilityImpaired by Drugs
不用怕，你只要拿著罰單來找王朝駕校，我
們可以幫助您：1，取消罰單，2，免除繳交罰款
。3，保險不漲價。4，不留犯罪記錄，5，不扣分
。
王朝駕校交通安全班最近這一個月的開課日期
（只需來上課一天）：
02/17/2019 星期日 9:30AM—4:00PM
03/03/2019 星期日 9:30AM—4:00PM
記住，任何與開車有關的問題都請來找王朝
駕校！王朝駕校經驗豐富，針對不同需求的個人
，可以設計不同的教學計畫，適應不同學生的需
要。學員可以在王朝駕校內考筆試，不用去交通
局排隊浪費時間，6 小時就可以拿到學車證，輕松
上路。王朝駕校的教練 Alison 是交通局的路考官員
，她可以直接給學員考路考，王朝駕校是中國城
唯一可以直接考路考的駕校。所以，如果您英文
不好，如果您初來乍到不熟悉情況，請找王朝駕
校學習開車，邁出您美國生活的第一步。
王朝駕校 A K Driving School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120, Houston,
TX77036
周師傅電話：832-633-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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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
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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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合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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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車禍不要緊，
李醫生免費幫你治，獨家牽引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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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
減輕疼痛 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
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
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

牽引療法。
病人 A 先生，45 歲，由於是一直從
事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起
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忙，沒有引
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腰椎間
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並且左側大腿
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至站立都難以
維持。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轉，也試過
中醫針灸推拿，化費了上萬治療費，病
情不見好轉，走路需要人扶，並且一側
臀部肌肉開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
做牽引治療，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
多，一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
己可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
需一個人。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
消失，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 B 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
感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

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
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好了
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有英語
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病人 C 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
李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
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了大
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虧有李
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保險公司
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
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不去看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
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白白錯過了免費
治療的的良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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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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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社區

休斯頓 ＂兩岸三地一家親 ＂春節聯歡晚宴成功舉辦
梁氏基金會主席、
梁氏基金會主席
、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名譽會長梁成運致辭
【泉深/圖文】由美國樑氏文化交流基金會
、美中友好促進會、休斯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休斯頓南京友好協
會，北美台灣鄉親聯誼會休斯敦分會等 20 個休斯
頓社團共同主辦的 2019 年休斯頓“兩岸三地一家
親” 春節聯歡晚宴於 2 月 2 日晚 7 在 Luna's Venue
餐廳隆重舉行。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王昱副總
領事、美國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的亞裔代
表羅玲女士、美國國會議員皮特∙奧爾森的亞裔
代表張晶晶女士、德州眾議員吳元之先生、斯坦
福市市議員候選人譚秋晴女士以及來自華盛頓
DC 的全美和平統一聯合會秘書長吳惠秋先生等
與來自兩岸三地的約 300 名華僑華人相聚一堂，
恭祝中國農曆新年的到來。
聯歡晚宴由美中友好促進會會長謝忠、榮譽
會長喬鳳祥主持。
王昱副總領事首先向兩岸三地的華僑華人同
胞致以親切的問候和節日的祝愿。他說： “我首
先代表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向各
位僑胞致以最誠摯的問候和最美好的祝愿，祝大家新春大吉！
” "農曆豬年春節臨近，大休斯頓地區洋溢著越來越濃厚的新春
氛圍。今天的聯歡晚宴，有來自休斯頓各社團、各行業的華僑華
人朋友聚會，是兩岸一家親的聚會。” “展望新的一年，我們
對中國的發展充滿信心，對中美關係總體穩定發展充滿信心，對
大休斯頓地區華人社區不斷走向繁榮和諧的新高度充滿信心！祝
各位僑領事業興隆，闔家幸福！祝各社團會務興旺！祝所有僑胞
在新的一年再創輝煌！"
梁氏基金會主席、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名譽會長梁成運

＂兩岸三地一家親 ＂春節聯歡晚宴成功舉辦

指出，此次的晚宴就是"兩岸三地一家親"，為來自兩岸三地的
海內外華僑華人提供一個慶春節、吃年飯、看演出、抽大獎
的聯誼大聚會，希望兩岸三地的僑胞能夠團結一致，凝聚力量，
共同反"台獨"，攜手捍衛來之不易的和平果實。
美國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的亞裔代表羅玲、美國國會議員
Pete Olson 的亞裔代表張晶晶、德州眾議員吳元之、全美和平統
一聯合會執行會長吳惠秋先生、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浦
浩德先生等紛紛致賀辭並向主辦方發來賀狀。
擔任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助理的譚秋琴女士今天也宣布競

譚秋琴女士宣布競選斯坦福市議員
選斯坦福市議員。譚女士具有豐富的從政經驗，長期關注社區活
動，又在金融界業績顯著、是受人尊敬的專業人士。她多次當選
休斯頓最有影響的女性強人，憑自己多年積累的廣博人脈和專業
能力，完全能為斯坦福市的發展和繁榮做出突出貢獻。
晚宴期間，德州審計官 Glenn Hagar 派代表為德州中國和平
統一促進會發來賀狀。
聯歡晚會由陸俊、姜晗主持，大休斯頓的文藝團體和文藝愛
好者表演了豐富多彩的文藝節目，把聯歡晚會推向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