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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克作客《楓雲休斯敦》談天說戲
美南國際電視15.3為休斯敦的京劇戲迷們熱情洋溢地迎來一
位良師益友﹐他就是著名楊派老生藝術家張克先生﹐8日下午
作客由郭楓主持的《楓雲休斯敦》﹐與休斯敦國劇社姚新植先
生和觀眾朋友一起談天說戲﹒張克先生享譽菊壇﹐他是天津
市青年京劇團國家一級演員﹐工老生﹐楊派﹒曾榮獲梅蘭芳金
獎﹑白玉蘭獎﹑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中國京劇流派傳承班(楊派)指導教師之一﹒喜愛國粹藝術的
朋友﹐精彩節目將在12月13日(周二)晚上7時30分至8時30
分播出﹐敬請準時收看﹒

詢問有關本校$10,000的獎學金的詳情

˙中外中醫名流授課
˙中西醫學多元化教學
˙學科及臨床並重
˙全時或半時上課
˙日班或夜班課程

˙美國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認准

˙美國中醫院校評鑑會認准

˙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准頒授碩士學位

˙中醫專業碩士學位

˙綜合保健管理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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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irchina.us

Air China 诚聘地服人员
诚挚邀请喜爱航空事业、有责任心、勇于担当的朋友加入到
国航的机场团队。负责国航在休斯敦机场的地面服务，要求
具备熟练的中文（简体）和英文听、说、读、写能力。能按
照工作排班在早、晚、周末、假日上班，有航空公司工作经
验者优先。请发中英文简历至 apcaiah@gmail.com。

2016年冬季特价，
休斯敦至中国往返票价,

经济舱$855含税起,
商务舱$3325含税起

感谢各界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详情请致电各大旅行社, 国航官网及北美订票热线
(800)-882-8122

促销最低价有7到45天预购要求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在 12月31日前出票

从8月1日（出票日）起国航北美出发前往中国大陆行李政策有变化，

详情请查询国航官网或呼叫中心

安全的保证, 温馨的服务, 
舒适的飞行体验！
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
国航永远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8585 Commerce Park Dr. #500, Houston, 77036

⼤宅

建材

D A Z I  F L O O R I N G  W A R E H O U S E

經銷美國和歐洲⼀線品牌地板,品質卓越終⾝質保 !!!

限時特價,數量有限
Engineered Wood Floor 實⽊複合地板 包⼯包料

想知道更多感恩⽉促銷嗎？ 快來電諮詢吧 ！

$4.69起

$2.49起

更有各種線條，隔⾳墊，地板膠，⽔泥，中國城周邊，現貨現提

12.3mm Laminate Floor  複合地板 包⼯包料

 （713）899-8926 - Ella
營業時間 周⼀⾄周六 9am-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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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週，休斯頓最大的商業組
織----大休斯頓合作組織對明年休斯頓的發展
前景進行了預測，同時指出2017年休斯頓整體經
濟發展比2016年有進一步提高，就業機會繼續增
加，但是卻無法恢復到能源行業最為景氣的時期
。

本週五，大休斯頓合作組織預測明年休斯頓
大都市地區的就業機會將有2.97萬個增長，這個
數字是2015年全年，也是截止到今年十月份的工
作增長數量的一倍，無法超越2011 年至2014 年
期間平均每年10萬個工作機會增長的幅度。

大休斯頓合作組織首席經濟學家 Patrick
Jankowski在預測報告中稱，休斯頓地區經濟狀況
最壞的時期已經結束，人們大可不必悲觀。 2017
年將繼續向穩步發展前進。

這家機構近年來對未來年份的預測差強人意
，去年，該機構對2016年休斯頓工作增長的預測
就言過其實，主要是預測數據均來自於對油價回
歸的判斷。

Patrick Jankowski指出，休斯頓經濟狀況相對
穩定，但是仍然受到供過應求的辦公室和公寓，
以及能源行業不景氣帶來的衝擊，儘管未來工作
機會仍舊緩慢增加，但這些工作機會大多是一些

低報酬的工作，比2014年景氣高峰時的報酬要減
少40億美元，特別是零售行業損失顯著。因此，
真正的經濟復甦仍需要一些年。
他預測，如果不需要能源業的幫助，2016年將有
3萬工作機會的增長，如果油價不能超過每桶60
美元，估計能源行業未來一年仍要採取節約開支
縮減報酬的做法，而當地的加工行業也與能源業
有極大的關聯。

建築業工作明年也將面臨減速，隨著該行業
在城市東部的大幅度興盛，未來市政對建築工程
的批准也將顯著減少。

未來，休斯頓工作機會領漲的行業將是醫療
，零售，吃住服務業，金融服務，政府職位。飯
店和酒吧，醫療診所，學校，商店隨著當地人口
的暴漲繼續增加。

2017年也將面臨川普上台後的經濟政治政策
的改變，體現在對墨西哥和中國的關稅，同時，
川普的反對國際化的政策也將對嚴重依賴國際貿
易來發展的休斯頓經濟也是一個考驗。

此外，對休斯頓經濟產生影響的另外一個因
素是，可支付的醫療改革法案也將對休斯頓醫學
屆產生影響，讓更多的休斯頓人能夠加入到醫療
系統當中。

2017年休斯頓經濟發展預測
受能源業緊縮影響受能源業緊縮影響工作增幅緩慢工作增幅緩慢醫療業領漲醫療業領漲

美國勞工部 8 日公佈的數據顯
示，上周美國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
數降至25.8萬，顯示美國就業市場
繼續保持向好態勢。

數據顯示，經季節調整後，在
截至12月3日的一周，美國首次申
請失業救濟人數為25.8萬，較前一
周未經修正的數字下降1萬。波動
性較小的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四
周移動平均值為 25.25 萬，比前一
周未經修正的數字上升1000。

美國勞工部表示，截至上週，
美國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已經連
續 92 週維持在 30 萬人以下的健康
水平，是1970年以來持續最長的一
段時間。

美國勞工部2日公佈的數據顯示，11月份就

業市場繼續改善，非農部門新增就業崗位17.8萬
個，失業率從前月的 4.9%降至 4.6%，為 2007 年
以來最低水平。

美國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降至25.8萬 （綜合報導）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多家維權組織週二向聯邦貿易委員會提交的這份申
訴書指出，“我的朋友凱拉”（My Friend Cayla）和“I-Que智能機器人”（I-Que Intelligent
Robot ）兩款語音玩偶其收集和使用兒童個人信息的行為違反了“禁止不公平和欺詐行為條例
”。這兩款玩偶的生產商都是創世紀玩具公司（Genesis Toys Inc）。

包括“無廣告童年與消費聯盟運動”在內的幾家維權組織起早了這份申訴書，並向歐盟的
法國、荷蘭、比利時、愛爾蘭、挪威等國政府提交了這份申訴書，並呼籲監管部門在信息保護
、消費者利益維護和產品安全方面採取措施。

非營利組織“消費者聯盟”科技政策顧問英尼斯（Katie McInnis）說，當一個玩具在收集
兒童個人信息時，家長應有知情權，並有必要協助孩子們如何使用他們的個人信息。

該申訴書稱，創世紀玩具公司的產品在收集兒童語音信息和其個人信息時，並未得到孩子
們父母的同意，隨後該公司把這些語音信息通過網絡發送到另一家單獨的公司，而那家公司又
會把這些語音信息使用在其它產品中。

售價60美元的“我的朋友凱拉”是一款網絡互動玩偶，可通過語音識別系統與用戶交談，
配置了麥克風和擴音器，並使用通過藍芽連接到智能手機上的應用程序來回答用戶的問題。

該申訴書稱，凱拉玩偶還會預先設置有關迪斯尼樂園和迪斯尼電影的廣告短語，但幼兒很
難辨別這些廣告成分。對此，沃爾特迪斯尼公司也未立即回應。

售價90美元的“I-Que智能機器人”也具有類似凱拉玩偶一樣的話題。凱拉玩偶在沃爾瑪
、Toys “R” Us、亞馬遜網站上都有出售，“I-Que智能機器人”則主要在英國出售。

該申訴書稱，這兩種語音玩具都很難找到服務條款，說明書對於收集什麼樣的語音信息、
它們被如何使用、在何處清理都沒有詳細說明。

網絡互動玩具或侵犯兒童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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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南新聞傳媒集團隆重推出的第二
十一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將於明年（2017 年）2月4日（ 星
期六）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在美南新聞前廣場舉行。時值 「超級
盃」（Super Bowl )美式足球賽在休士頓舉行，預計將有二，三十
萬人在明年二月五日之前十天內湧入休士頓，而今年的農曆新年
園遊會，也將改為 「國際」 農曆新年園遊會，將邀請十個國家加
入陣容，在會場上將有代表他們國家形象的模型各自展示。

雖然大型的籌備會議將於下周六（12 月17 日 ）在ITC（ 國
際貿易中心） 舉行，目前已知有孔子學院，亞洲協會，萊斯大學
美亞協會----- 等社團加入。主辦單位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將廣邀

來自海峽兩岸的各大社團參與。
預計當天的節目有：舞龍舞獅、少林功夫、傳統中國藝術、

精彩中國及各國舞蹈音樂表演、年節小吃、各國美食、文化性及
各式攤位，及遊戲、熱鬧、搖滾。

今年也是美南新聞園遊會在離開中國城多年之後再回到 「中
國城 」，不僅方便大家就近前往參與，觀賞，各美食攤位也方便
大家就近補貨，且附近停車場甚多，可供大家免費入場，免費停
車。

歡迎有興趣租攤位者，儘早來電洽詢，早到早得，各黃金攤
位，等待您來展示。電話：（281）498-4310

美南新聞傳媒集團隆重推出 「第二十一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將於2017 年2 月 4 日上午十點至下午五點在美南新聞前廣場舉行

（本報訊）德州公民學校(Citizen Schools
Texas)華語班學生在執行總監Greg Meyers及陸
燕琪、劉庭芳兩位臺灣志工老師的帶領之下，
於本(2016)年12月1日前往休士頓美術館(Mu-
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參觀國立故宮博物院
帝王品味精品特展，讓休士頓地區的中學生不
用搭飛機長途旅行到臺灣，也可以一睹世界級
國家瑰寶。

這群中學生是透過德州公民學校 「哇！臺
灣華語計畫(WOW TAIWAN Mandarin Pro-
gram)」提供的課後輔導班研習華語。在駐休士
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的協助之下，不僅
延攬義工教師加入教學陣容，也號召休士頓地
區多位來自臺灣的善心企業家，如：E&M基金
會王敦正董事長、陳君鎮慈善基金會梁慶輝先
生與陳美雲女士、德州地產公司董事長李雄先
生、方氏基金會創辦人方台生先生以及休士頓
台商會陳志宏會長等挹注經費，於今年9月在
德州公民學校首度開設除了數學、科學以外的
華語課程，提供休士頓地區弱勢家庭學生學習
第二外語的機會。

臺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這次精選了一百六
十多件藝術品，包含水墨書畫、青銅、書法、
瓷器、緙繡、琺瑯器及玉器等，從12世紀初期
宋朝到20世紀清朝末年，每件藝術品都是稀世
珍寶，展現出精工雕琢的技巧，極少有機會在
臺灣以外地點展出。陸燕琪及劉庭芳老師利用
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除在課室內教導 「哇！
臺灣華語計畫」學生研習華語外，也讓美國學
生有機會欣賞來自臺灣的國寶藝術品之美，同
時深入了解東方文化之美。

美國學生美國學生 品味故宮帝王珍寶品味故宮帝王珍寶

（本報訊）為提升臺灣在國際學術界之地位，並獎勵相
關科學在國際學術研究上具新創性及重大貢獻之學者，
「2016-2017年總統科學獎」自即日起明年(2017)3月17日止

受理提名，該獎項遴選要點請至中華民國科技部(http://
www.most.gov.tw)下載參閱或可洽該科技部聯絡人:林雨萱小
姐，電話:886-2-2737-7569，電子信箱:psp@most.gov.tw。

2016-2017年總統科學獎

德州公民學校執行總監德州公民學校執行總監Greg Meyers(Greg Meyers(左一左一))；；志工老師劉庭芳志工老師劉庭芳((中中))及陸燕琪及陸燕琪((右一右一))
於休士頓美術館合影於休士頓美術館合影。。

德州公民學校德州公民學校 「「哇哇！！臺灣華語計畫臺灣華語計畫」」 學生參觀休士頓美術館展出的國立故宮博學生參觀休士頓美術館展出的國立故宮博
物院精品展物院精品展。。

紀寶如 5 歲進入演藝圈，曾是最受歡迎的天
才童星。為延長童星壽命，被外婆帶去施打抑制生
長素，從此不再長高

人生經歷未婚懷孕、股票慘賠、丈夫被縱火致
死。也曾喝酒喝到酒精中毒，自殺上百次，大兒子
躁鬱症，二兒子吸毒……

這樣悲慘的人生、支離破碎的家庭，最終是如
何經歷生命的逆轉勝？

請來聽聽紀寶如亮麗舞台下的真情告白，絕對

令你震撼落淚……
機會難得，請千萬不要錯過！
時間：12 月17日 (六) 晚上 7:30
地點：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
River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3527 Highway 6, #190, Sugar Land, TX 77478
(281) 433-0517
國語講座 免費入場 歡迎參加！

紀寶如 ─ 「愛，逆轉勝」 分享晚會 12/17 (六) 7:30 歡迎參加

為了慶祝2017 新年的到來，由休士頓炎黃堂，黃氏宗親會，友誼卡拉Ok舞會等主辦的2017年元
旦晚會定於2016年12月31日（星期6）晚上7-12時在休士頓黃氏宗親會大廳隆重舉行，有豐富的文藝
演出，卡拉 Ok 演唱，歡迎會員和社團朋友參加。 $10/person. Include dinner. 地址：Yan Huang Tang,
Inc., 6925 Turtlewood Dr., Houston, TX 77072，832-520-6982, 281-495-2558, 713-366-1115

2017 元旦晚會將在黃氏宗親會大廳舉行

親愛的休士頓客家會理
事及鄉親大家好,

休士頓客家會年會將近,
將於 12 日 11 日星期日舉辦,
請理事鄉親們呼朋引伴踴躍
參加, 一起來 "打嘴豉",
謝謝大家的支持!

日期: 12/11/2016 星期日

中午 11:30 a.m. - 1:30 p.m.
地 點: China Star (6223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81)

活動: 1) 理事提名選舉
交接

2) 專題演講 – 李元平
: 客家源流簡介

3) 活動報告及預告
4) 鄉親聯誼
5) 抽獎

費用: $7/大人; $5/小孩
休士頓客家會會長
(c)713-858-8988泉．

休士頓客家會年會
12月11日星期日11:30 a.m. - 1:30 p.m.在China Star舉行

為提升臺灣在國際學術界之地位，並獎勵相關科學在國際學術研究上具新創性及重大貢
獻之學者， 「2016-2017年總統科學獎」自即日起明年(2017)3月17日止受理提名，該獎項遴
選要點請至中華民國科技部(http://www.most.gov.tw)下載參閱或可洽該科技部聯絡人:林雨萱
小姐，電話:886-2-2737-7569，電子信箱:psp@most.gov.tw。

2016-2017年總統科學獎提名曉士頓中國教會聖誕音樂劇曉士頓中國教會聖誕音樂劇[[意料之外意料之外],],於於1212月月99日晚上日晚上77時時3030分在該教會盛大圓滿成功演出分在該教會盛大圓滿成功演出,,編編
劇劇、、導演李黃慧筠居功最大導演李黃慧筠居功最大,,中英雙語中英雙語,,免費入場免費入場,,600600位中外教友們位中外教友們、、僑界人士欣賞真僑界人士欣賞真、、善善、、美音樂劇美音樂劇
,主恩滿溢,曹惠基牧師(前左4)致歡迎詞及祝福禱告後,與鮑亞群醫生等所有演出人員、義工們大合影.
曹牧師更歡迎12月10日晚上7時30分教友們帶領更多親朋好友再次來欣賞此聖誕音樂劇演出.(記者
黃麗珊攝)

曉士頓中國教會聖誕音樂劇曉士頓中國教會聖誕音樂劇



BB55休城工商

翰林教育學院 2017 春季班招生開啓
12 月 20 日之前報名，立減 100 美元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翰林教育學院春季班
將從 2017 年 1 月 4 日至 5 月 26 日上課，現招
生業已開啓，12 月 20 日之前報名的，立減美金
100 元，其招生範圍在四歲至十八歲。

休斯頓翰林教育學院有中國城校區和德州醫
學中心（TMC）兩個校區，冬令營時間為 12 月
17 日至 2017 年 1 月 3 日，招生範圍 4-18 歲。冬
令營項目繁多，簡單的說就是全科學習 + 全心遊
玩，還有校車接送哦。總之，盡量做到寓教於樂，
使學生擁有一個豐富多彩並且有質量的冬令營。
現分別解說如下：

科技營
開設課程：綜合科學課、實驗課、動畫制作、

初級編程、遊戲設計、機器人工程、Photoshop 圖
像設計、攝像課程、視頻制作課程等。

為學生提供一個優質的在信息前沿的高端學
習平臺，綜合英語、數學、化學、天文、地理、
生物、電子、編程、物理等諸多學科，讓學生拓
寬視野，學習前沿的科技知識，擺脫死板的理論
性教學，強調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實踐能力。在各
項活動中，拓展邏輯思維，提高對身邊事物的認
知、鍛煉學生的創新、學習、探索能力，學會有
效溝通、強化團隊合作精神和領導能力，在困難
面前提升自信心。

新移民強效英文冬令營

開設課程：1-12 年級英語閱讀、英語寫作、
英語語法

針對剛來美國的青少年設置的英語強效訓練
營，提高新移民對美國批判性思維的認知，鍛煉閱
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幫助學生盡快融入美語小學、
初中、高中各級的教學進度，順利通過 STAAR 考
試和各類考試。

數學冬令營
開設課程：1-12 年級數學課程、代數、幾何、

微積分
鍛煉學生理解能力和邏輯能力，提高思維的

嚴謹性和專註性，充分開拓學生對空間思維和圖
形的敏感性。

國際象棋冬令營
開設課程：國際象棋初級班、中級班、高級班、

國際象棋日常訓練
學習國際象棋可以增加學生的記憶力，擴展

想象力和計算能力。同時可以鍛煉學生在成功和
失敗中調節自我的能力，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學
習自我認知 ，認識成功與失敗。

鋼琴訓練營
開設課程：鋼琴
學習鋼琴可以陶冶性情也可以啟發智慧，加

強音樂律動認知及自信心的培養，同時開發學生
左右腦的潛力，專註性和協調能力。

舞蹈訓練營

開設課程：芭蕾舞、現代芭蕾舞、中國古典舞、
民族舞、現代舞、Hip-hop，爵士舞

積極挖掘學生對藝術舞蹈的潛能，捕捉學生
的特點，培養學生的個性，鼓勵展現自我；提高
身體協調能力，加強音樂律動認知及自信心的培
養，多方面提升學生的氣質及綜合素養。

體育冬令營
開設課程：乒乓球、橄欖球、足球、籃球
體育冬令營是融合身體對抗和思維博弈於一

體的綜合訓練營，可以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全面
提高學生的身體素質和心理素質。

SAT 訓練冬令營
開設課程：SAT 英語、SAT 數學、SAT 寫作、

SAT 語法
幫助學生提高 SAT 成績，鍛煉考試節奏，熟

悉考試程序。
2017 年春季 After School 和周末學校
小學生·中學生·高中生·12 個年級全科提

高班
開設課程：
1、1-12 年級的中文、數學（Math）、閱讀

（Reading）和寫作（Writing）提高班。
2、針對青少年新移民的美國 1-12 年級 閱讀、

寫作、STAAR 強效訓練班等美國同步教學全科提
高班。

3. 美國本土學生 SAT 強效班和國際學生的

SAT 雙語強效班。
4. GT- 數學、奧數、生物、物理、化學。
5、橄欖球、足球、籃球，乒乓球、鋼琴和鋼

琴陪練、繪畫、國際象棋、機器人工程。
小班教學特色，每天密集訓練，有針對性的

對每個學生進行高效定制性輔導，培養學生良好
的學習方法和學習能力，讓學生告別學習上的惡
性循環。

翰林教育學院，地址：（ 一）7505 Fannin, 
Suite 215 , Houston ,TX 77054, （ 二）9600Bellaire 
Blvd. # 232, Houston TX 77036 ( 中國城王朝二樓 
），報名電話：（713）340- 9388

「 金冠海鮮酒家」 全天供應港式茶巿點心及特價午餐
 推出特價雙龍蝦堂吃，外帶不限量。
特價海鮮，不限量，隨意點 ( 限堂吃 )

您吃飯找停車位的煩惱，內部場地寬敞，佔
地一萬一千呎，使在這裡吃飯成為莫大的享
受，該酒家還設有屏風，如果是團體訂餐，
可以屏風隔開，保持隱私。

「金冠海鮮酒家」從老闆、經理、到所
有服務人員，都招待周到，以客為尊，無論
添酒加茶，照顧的無為不至，使您在這裡用
餐，有「賓至如歸」之感。

佳節期間， 「金冠海鮮酒家」已備妥了
各項名菜餉客，也歡迎外賣（TO GO），他
們已備好各式菜餚，歡迎電話點菜，拿了就
走，作家庭 Party 或公司 Party 使用。

「 金 冠 海 鮮 酒 家 」 的 地 址 在： 10796 
Bellaire Blvd, Suite C,Houston, TX 77072（百
利大道與 Wilcrest 的交口，原 Kroger 舊址）

定座電話： （281） 575-1768，
FAX：(281)575-1763

（ 本報記
者秦鴻鈞 ）已
於 去 年 年 底 開
張的「 金冠海
鮮酒家 」，經
過 近 一 年 來 的
努 力， 磨 合，
生 意 愈 來 愈
好， 每 至 周 末
和 佳 節 午， 晚

餐時間，更是高朋滿座，大排長龍。「 金冠海鮮酒家」
為答謝各界，於日前新推出二項特價海鮮：1，德州
生蠔（蒜蓉或豉汁 ），半打 $11.99 元，一打 $21.99 
元，2，維吉尼亞紅蟹（ 蒜蓉蒸或沙茶粉絲煲 ），每
客 $9.99 元，以及「 金冠」 最著名的特價雙龍蝦，
一個 Order 是 $26.99 元，過去第二盤就要恢復原價，
如今特價期間，不論你買多少個「 特價雙龍蝦」 ，
一律給予每個 order 都是 $26.99 元，這對大量來買外

賣（To go ) 的客人是天大的好消息。
「金冠海鮮酒家」以港式粵菜為主，其七天茶

巿，週一至週四上午十一時至晚間十時，週五、六上
午十時半至晚間十一時，週日上午十一時半至晚間十
時。同時間七天供應特價午餐（年節、假日除外）每
道菜 6.25 元起，包括貴妃雞、涼瓜牛肉、椒鹽排骨、
京都焗肉排、沙律合桃蝦球、干煸四季豆，干炒牛河、
星洲炒米、鴨絲煎麵……等粵菜。

另「金冠」在午、晚間還推出名師特色菜、包括： 
「頭抬」炸蝦丸、涼拌海蜇絲、佛山札蹄、玉龍卷、
酥炸鵪鶉……等，其特色菜包括：紅燒乳鴿、北京片
皮鴨、明爐烤鴨、金冠貴妃雞、中式牛柳、蜜椒牛仔
骨、椒鹽焗排骨、蘭遠滑牛肉，脆皮炸大腸、清蒸游
水魚、焗龍蝦、薑椒焗大蟹、雙耳扒海參、九層塔炒
蜆、XO 小炒王、雙菇玉子豆腐、鐵板黑椒牛柳、蟹
肉扒豆苗、馬拉盞 A 菜……等一百廿餘種拿手菜，任
憑您點，沒有做不出來的菜色。

「金冠海鮮酒家」佔地寬敝，停車位多，省卻了

China Bear Buffet 新張優惠，
每桌可有一人免費！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 59 號公路與糖城的交
界處馬路邊，綠樹環抱間，有一處頂著明黃色琉
璃瓦的中國建築群，很是引人註目。這裏是休斯
敦著名的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中國熊大酒家，
經過重新裝修和精心籌備，12 月 9 日 Grand Openg
重新開業了。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緊靠鬧市區，車水馬
龍，待走近則感覺清幽雅緻、匠心獨運，門口是
相連的兩口小小池塘，裏面養了幾百條 2 尺來長
的五彩錦鯉，配上黃色的琉璃瓦、紅色的門廊，
濃濃的亞洲風很是迷人。走過迷你型的九曲橋，
推門進到店堂裏，裏面則別有洞天、豁然開闊，
占地 13000 尺的店堂分為好幾個功能區，整個飯
店可容納 500 人同時就餐，是休斯頓最大的 Buffet
店。最精妙的是門外的池塘也通到店裏，靠墻鑿
有一條小溪，金光閃閃的錦鯉歡快地在水中遊動，
潺潺的流水聲像音樂一樣美妙動人。餐廳四處擺
放著姿態各異的盆景，在這裏感覺天人合一、恍
若仙境。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是一家老字號名店，
在 45 號公路旁還有一家分店，兩家店都占地面積
巨大，外觀為中國庭院建築，布局和裝飾則為中
國庭院式風光，令人印象深刻。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花了 2 年的時間重新裝修，任何一個細節都
力求完美。裝修風格既亞洲風又添加時尚現代元
素，餐廳整體大氣開闊，使之多了一份東方的神
秘感和貴氣，橙紅色的暖光讓餐廳變得朦朧溫馨。
整個餐廳分成好幾個功能區，有適合商務聚會可
容納一百多人的大 party room，也有適合小型家庭
聚會的可坐 15 人的小包房。餐廳面積雖大，但私
密性卻很好，靠墻的小溪潺潺的流水聲可以很好
地掩蓋情侶的綿綿私語和姐妹淘之間的碎碎念，
營造出一種溫馨私密的氣氛。店裏到處都掛著巨
大的電視機，一邊吃飯一邊和三五好友聊天吃飯，
簡直就是神仙過的日子。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有 好 幾 個 大 Buffet 
Bar，中式、日式、美式各式美食，超過 100 種菜
餚任您選擇！南北川菜、美式牛排、日本壽司，
想吃就吃！ 

看上去，自助餐廳應該沒什麼很大區別，都
是食客自己隨便拿東西吃，但實際上根據餐廳標
準的不同，檔次也有很大的差別。這不光錶現在
菜色品種的豐富多樣性上，也表現在食材的新鮮
程度上。美國的中式自助餐廳一般都是中西合璧
式的，既有西餐也有中餐還有日本壽司，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可算是很全面的自助餐廳了，

各種口味的顧客都可以在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找到自己喜歡吃的東西，使顧客真正做到滿意而
歸。 

新張期間，如果您是跟朋友或家人一起去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吃飯，one free buffet with 
purchase of one or more buffet (limited one per party)
每桌有一個人可以免費，如果您是兩個人去，那
就太劃算了，第二個人免費！還等什麼，趕快去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去大吃一頓吧！

中餐（週一至週五）11:00Am ---4:30Pm 
成人：$9.99 元 ;
晚餐（週一至週五 )3:30Pm---9:30Pm 
成人：$12.99 元；小童（3-6 歲）：$5.99 元；

兒童（7-11 歲）：$7.99 元。 
週末和節假日，全天 $12.99 元。 
外賣：$4.99 元 / 每磅；海鮮、壽司和鐵板燒：

$7.49 元 / 每磅 

China Bear Chinese Buffet
地址：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77477
電話：281-240-8383

一百多種菜色新鮮好吃 各種甜點

china bear 位於 59 號公路與糖城交界處

巨大的 buffet 臺

門口的池塘有幾百尾錦鯉，風水絕佳 壽司臺有各種新鮮的壽司任你吃 寬敞的店堂可容納幾百人同時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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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基礎。
益全身調節：綠蜂膠對老年人身體的調

節作用是全面、綜合的。許多中老年慢性病
患者身體大都患有多種問題，對於這樣的情
況一般很難找到一種可同時應用於多種健康
問題的藥物。而綠蜂膠正好彌補了這一空白，
它可對人挺進行全身多方位的調整，在輔助
治療的同時進行保健。

益長壽：一般常年食用綠蜂膠的老年人，
大多紅光滿面，精神矍鑠，反應敏捷，耳聰
目明。健康是長壽的前提，綠蜂膠首先可以
幫助老人降低健康隱患。不僅可以為老人補
充營養要素，還能提高免疫力、增加新陳代
謝、調節內分泌，這些是長壽必不可少的條
件，這也就是養蜂人長壽的原因。

無毒副作用：多國權威實驗證明，野花
牌綠蜂膠是純天然，經過了嚴格的毒理試驗，
沒有任何副作用，成為可供老年長期服用的
保健佳品。野花牌綠蜂膠是蜂膠之王 , 每一
滴“野花牌綠蜂膠”，均為國際 GMP 產品，
淨濃度 85%，類黃酮 7%, 酚多體 3.5%，數倍

或數十倍於同類產品，且不含
酒精和蜂蠟等，自 1982 年以
來受到全球消費者青睞 , 是信
得過的長盛不衰的保健品。

加 拿 大 NPN#80006418·
美國 FDA 食品藥品監管局註
冊 #10328566522

野 花 牌 綠 蜂 膠 (Apiario 
Silvestre) 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
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 美 免 費 長 途：
1-866-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 購 網
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
訪問，祝您健康！

野花牌綠蜂膠對老年人的益處
進入老年以後，身體各功能大大下降，

比如循環系統出現障礙，免疫力下降等，使
老人的健康和生命遭到各種健康隱患威脅。
野花牌綠蜂膠功能齊全，沒有任何副作用，
是維護老年人健康的佳品。

益血管：綠蜂膠有促進血液迴圈的功能，
素有“血管清道夫”的美譽。其中含有大量
的黃酮類物質和蕓香甙能明顯降低血脂含
量、降低血管增厚變脆等風險；綠蜂膠還含
有煙酸具有降低膽固醇的作用。服用野花牌
綠蜂膠，有助穩定血壓，減少血管相關健康
隱患。

益神經：很多老人都有出現失眠、記憶
力減退等現象，其實這些都是神經系統紊亂
作的怪。上了年紀，腸胃神經功能紊亂，就
易得便秘；植物神經功能紊亂，就易得失眠、
神經衰弱等。在臨睡前服用綠蜂膠具有安神
助眠的作用。

益免疫：免疫力低下，是老年人健康出
現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綠蜂膠是很好的免
疫調節劑，其中的黏多糖成分能有效的提高
免疫力，有助老人遠離健康威脅；同時還是
高營養物質，能從根本上改善老年人的體質。

益代謝：過多的自由基是導致衰老和身
體出現問題的重要因素。綠蜂膠能清除自由
基，延緩衰老，讓老年人的機體充滿青春活
力，保持旺盛的精力。

益營養：巴西頂級綠蜂膠是一種高活性
的營養物質，含有 400 餘種營養成份，且絕
大部分營養物質的配比都與人體十分相似，
其中的氨基酸、蛋白質都是以遊離形式存在
的，極易被人體吸收。因此野花牌綠蜂膠可
全面補充營養，為老人的健康提供良好的物

長榮航空蛋黃哥彩繪機慵懶登場
天天飛航桃園 - 東京 ( 成田 ) 

長榮航空與三麗鷗共同推出最新力作 --
「蛋黃哥彩繪機－慵懶機」，於今 (24) 日正式
登場，該班機自即日起，每日飛航桃園－東京
（成田）BR196/BR195 航班，蛋黃哥將以其一
貫的慵懶姿態，陪伴旅客度過美好的搭機時光。
為歡慶蛋黃哥彩繪機首航，長榮航空特別邀請
警政署航警局衛悌琨局長、關務署台北關顏國
斌副關務長、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游光燦副大
隊長、台灣三麗鷗營運長李明勳及長榮航空總
經理陳憲弘共同出席主持首航儀式，蛋黃哥本
尊更驚喜現身，超萌的詼諧模樣，令現場旅客
為之瘋狂。

蛋黃哥（日文原名 gudetama）與 Hello Kitty
同為三麗鷗家族成員，於 2013 年推出至今，以
慵懶的可愛形象，坦率、真實的表達方式，廣
受大眾喜愛。蛋黃哥設計師 Amy 也特地自日本
來台，參加首航儀式並親自搭乘首航班，與粉
絲一同搶先體驗被蛋黃哥圍繞的幸福旅程。

長榮航空蛋黃哥彩繪機自即日起將固定飛
航桃園－東京（成田）BR196/BR195 航班，航
班時間如下：

長榮航空總經理陳憲弘於致詞時表示：「長
榮航空與三麗鷗合作的 Hello Kitty 彩繪機，自
2005 年推出至今，所到之處皆極受國內外旅客
歡迎，為了不斷推陳出新，創造新鮮、有趣的
搭機感受，特別請來目前於台日兩地超人氣的
＂蛋黃哥＂加入，有別於 Hello Kitty 甜美形象，
長榮航空希望藉由獨樹一格的蛋黃哥，傳達慵
懶的旅行哲學，旅行可以很隨興、可以很自在，
忙碌的現代人，就是適合慵慵懶懶、忙裡偷閒
的小旅行，也希望藉由不同主題創造的搭機氛
圍，吸引不同族群的粉絲前來體驗。」

 長榮航空蛋黃哥彩繪機命名為“慵懶機＂，
為長榮航空第一架 A321 機型的彩繪機，在機身
彩繪上可看到蛋黃哥以其一脈慵懶的個性，不
疾不徐的收拾著行李，準備迎接美好的假期，
緩緩地將太陽眼鏡、培根被、相機、帽子、雞
蛋包放入行李箱中，收累了就小歇一下，簡明
的構圖搭配鮮豔的色彩，及蛋黃哥傳神、逗趣
的表情，讓人看了不由自主心情就放鬆了起來。

蛋黃哥彩繪機的服務用品，將秉持 Hello 
Kitty 彩繪機的精神，機艙內從頭墊紙、抱枕、

餐具、紙杯、餐巾紙、安全需知卡、撲克牌、
兒童餐盒…等多達 30 項服務用品，皆以蛋黃哥
圖騰進行設計，亮麗的鮮黃，讓機艙環境更顯
明亮、充滿活力，眼尖的旅客還可發現，連空
服員的圍裙上，也有蛋黃哥的陪伴呢 ! 此外，
機上免稅商品也同步推出“預購限定＂的「蛋
黃哥慵懶機飛機模型」及「蛋黃哥慵懶旅行套
組」，未來將陸續開發多項長榮航空專屬的蛋
黃哥商品，讓旅客於開心出遊的同時，還能收

藏滿滿回憶。
為歡慶蛋黃哥彩繪機隆重登場，長榮航空

於官網推出購票優惠，桃園－東京（成田）來
回 45 天前預購，最低只要 NT$7,200 起 ( 未稅 )，
12 月 14 日 ( 含 ) 前於長榮航空官網優惠碼專區
輸入“gudetama”，購買桃園－東京 ( 成田）來
回機票，還可立即再折 NT$500，詳情請參閱長
榮航空網站 www.eva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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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休城讀圖

第八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圓滿結束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全體獲獎選手

A 組獲獎選手 B 組獲獎選手

C 組獲獎選手

D 組獲獎選手

由 STERLING  MCCALL TOYOTA 支持和贊助的第八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
錦標賽日前在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圓滿結束。來自大休斯頓地區的近 60 名少年
乒乓球愛好者進行了百余場的激烈角逐，最後決出了名次。在休斯頓有著良好
口碑的知名家庭診所的許旭東和陳永芳兩位醫生，也支持和贊助了此次比賽。
賽後 STERLING  MCCALL TOYOTA 公司的 Steven Ye 先生及許旭東，陳永芳
二位醫生分別向此次比賽的優勝者頒發獎杯並表示祝賀，並同參賽者合影留念。
比賽的組織者王大誌教練也代表大家向 STERLING MCCALL TOYOTA 公司及 
Steven Ye 先生本人，和許旭東家庭診所對大休斯頓地區少年乒乓球運動長期以
來的大力相助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謝！
此次比賽獲獎選手名單如下：
A 組 ： 冠軍：  王犇   亞軍：  謝加文   季軍：  付安迪     殿軍： 周棣棣       
B 組  ： 冠軍：  謝雨飛   亞軍：王玉堯   季軍： 宋德昌   殿軍： 蘇頌恩
C 組：冠軍：  魏天      亞軍：    劉陳賓       季軍： 陳奕洲       殿軍：  張傑瑞   
D 組：冠軍：  徐為博     亞軍：  戚致遠      季軍：  Leonid     殿軍： 吳一冉
並列第五名 :  肖子傑       王怡然       Shann   楊越 
並列第九名：  湯家為   雍恩陽   唐菲菲   紀依夢   王昭   李九成  呂振宇   羅皓
獲得優秀獎是：  章可風    何亮亮    孫可心    楊博文   楊涵娜    錢奕明    
紀依心   裴斯文    唐道遠    於峻豪   於峻祥   謝博文    劉安迪    唐雲逖   溫舒旆

Steven Ye 先生與王大誌教練在比賽現場 許旭東陳永芳二位醫生與王大誌教練在比賽現場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主辦資深作家姚嘉為分享
從鄉愁到越界－北美的天空下文學名家心境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愛好文學的朋友們踴躍出席這場精彩的演講會。
會後並有簽書及餐叙。

陳瑞琳名作家發表高見

馬筱華名聲樂家於 12 月 3 日下午 2 時在僑教中
心 203 室出席盛會 .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會長錢莉致歡迎詞 , 會員名
作家彭紹葩聚精會神聆聽精彩姚家為資深作家
演講 .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前會長資深作家姚嘉為應邀
為粉絲僑務促進委員賴李迎霞購買 [ 越界後眾
聲喧嘩、在寫作中還鄉 ] 兩本書簽名後合影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前會長資深作家姚嘉為應
邀為粉絲名攝影家陳綺紅購買 [ 越界後眾聲
喧嘩、在寫作中還鄉 ] 等三本書簽名後合影

劉虛心、卓以定名作家與僑務委員甘幼蘋互相切
磋 .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前會長資深作家姚嘉為談到，
在海外的華裔作家忘不了鄉愁，許多作家為了紓
解濃濃的鄉愁而開始寫作，進而出現了留學生文
學、新移民文學等。

外交官陳紫薇、僑務促進委員賴李迎霞參加美南
華文寫作協會主辦資深作家姚嘉為分享從鄉愁到
越界－北美的天空下文學精彩講座 .

姚嘉為女士著作等身，並曾榮獲梁實秋文學獎散文獎、譯文首獎與譯詩獎，北美華文作家協會散文獎，中央日報海外散文獎，僑聯總會華文著述獎。錢莉會
長、唐一美副會長、馬德五、周宏、陳紫薇、馬筱華、陳一飛、甘幼蘋、李迎霞、傅依健、呂芳菲、陳瑞琳、胥直萍、謝淑娟、應寄琴、吳瑾瑢、彭紹葩等
參加美南華文寫作協會主辦講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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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將於12月23日大幅調漲申請費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聯邦公告10月24日公佈，
將於12月23日正式調漲移民申
請費用。綠卡延期的申請費
（I-90）將從$365 漲到$455，
另加指紋費。 H-1B， H-2B
， L-1，E, TN， O， P 等工
作簽證申請費將從現在$325漲
到$460。親屬移民(I-130)申請
費將從$420 調到$535。遞交調
整身份之後的回美證（I-131）
申請費也從$360調到每份申請
$575。 職 業 ( 勞 工) 移 民 申 請
(I-140)申請費將從$580調到每
份申請$700。申請綠卡調整身
份申請(I-485)的申請費將從
$985 漲到每份申請$1140(不包
括指紋費)。拿到婚姻臨時綠卡
後申請轉成正式綠卡，申請費
則從$505 漲到 595(不包括指紋
費)。工作許可申請從每份申請
$380 漲到$410。指紋費$85 不
變。公民入籍的申請費由$595
漲到$640（不包括指紋費)。投
資移民申請費I-526從$1500漲
到$3675。投資移民臨時綠卡轉
成 正 式 綠 卡 ， I-829 申 請 費
$3750 不變。投資移民區域中
心I-924申請費從$6230調漲到
$17,795。移民局還提出一項新
的收費，將I-924A的投資移民
區域中心年度登記費設為$3035
。移民申請費上一次調整費用

是2010年11月。更多移民申請
費用調漲前後對比如下：
I-90 綠卡補發或延期 365 to
455
I-129 工作簽證 325 to 460
I-129F 未婚妻簽證 340 to 535
I-130 親屬移民 420 to 535
I-131 回美證 360 to 575
I-140 職業移民 580 to 700
I-290B 上訴 630 to 675
I-485 調整身份 985 to 1,140
I-526 投 資 移 民 臨 時 綠 卡 1,
500 to 3,675
I-539 身份轉換 290 to 370
I-601 豁免 585 to 930
I-751 婚姻移民臨時綠卡取消
條件 505 to 595
I-765 工卡 380 to 410
I-824 要求對已批准案件進行
下一步 405 to 465
I-829 投資移民臨時綠卡取消
條件 3,750 to 3,750
I-910 申請成為移民體檢醫生
615 785
I-924 9 區域中心申請 6,230 to
17,795
I-924A 區域中心年費 0 to 3,
035
N-400 公民 595 640
N-565 補發公民證 345 555
指紋費 85 to 85
最新移民消息

1. 移民局日前宣布，2016 年 4
月份前五個工作日內共收到
236,000份的申請，並已經完成
了抽籤程序，選出了 65,000 個
常規申請和 20,000 個留給在美
國獲得碩士或碩士以上學位的
申請。移民局將拒絕那些沒有
被抽中的申請，並退回申請費
。移民局將會不晚於5月16號
開 始 審 理 要 求 加 急 處 理 的
H-1B 申請。收據也將在 5 月
16號之前陸續寄出。
移民局關於此新聞的官網鏈接
是 ： https://www.uscis.gov/
news/alerts/uscis-com-
pletes-h-1b-cap-random-se-
lection-process-fy-2017
2. 美國最高法院6月23日作出
判決，奧巴馬總統通過行政法
案推行移民改革的方案因為 4
票對 4 票的平票結果，未能得
以通過。奧巴馬總統於2014年
11月20日晚發表講話，正式宣
布通過行政命令展開移民改革
，使超過 500 萬非法移民受益
。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條：
第一、加強邊境管理，打擊非
法入境，加速遣返有犯罪記錄
的非法移民。 2、加快和簡化
高科技人士和企業家的移民程
序。 3、解決當前非法移民的
問題。並承諾在短期內，將會

推出兩個延遲遞解出境計劃。
1.符合以下要求的父母：孩子
是美國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
在美國境內居住滿 5 年；正式
登記且無犯罪記錄。 2.符合條
件的孩子：入境日期將從2007
年 6 月 15 日推遲到 2010 年 1 月
1 日。該計劃一經頒布，便引
發強烈反響。包括德克薩斯州
在內的26個州指責奧巴馬總統
繞過美國國會，大赦非法移民
，並向德州地方法院起訴政府
，要求暫停實施該移民法案，
該訴求得到地方法院法官的支
持。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於
2015年11月裁定維持下級法院
的判決。最高法院於今天作出
最後裁決，未予通過。
3. 根據 2015 年 12 月 18 日通過
的綜合撥款法案 (omnibus ap-
propriations bill)，L-1 和 H-1B
申請的附加申請費將大幅漲價
。漲價只針對50個僱員以上並
有超過一半的僱員是 H-1B,
L-1A或者L-1B非移民簽證身
份的公司。 L-1申請的附加費
將從$2,250 漲到$4,500，H-1B
申請將從$2,000 漲到$4,000。
4. EB-5 移民投資金額很可能
會大幅提高。參議院正在進行
EB-5 法案的重整工作。新提
案呼籲對 EB-5 投資移民的核

心內容進行改革。改革措施
包括：五十萬投資移民類別
將漲至八十萬，一百萬投資
移民類別將漲至一百二十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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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情況諮詢專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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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台調頻 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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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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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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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繫
電話是：713-779-4416，傳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
solisyanlaw.com/電 子 郵 箱 ：
yanni@solisyanlaw.com 週 一 到
週五:9:00AM-5:00PM, 週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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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美國以其強大的國力傲然於
世已有一個多世紀，同時更以著名的“美國夢
”將其國民和無數的海外移民凝聚在一起。作
為美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據一份新的
研究發現，收入之間的不平等使得越來越多的
美國年輕人，無法賺到和他們父母相同的收入
，而對於這部分人來說，“美國夢”已經逝去
。

根據斯坦福經濟學教授拉伊·切蒂(Raj
Chetty)等人共同完成的研究顯示：只有一半在

1980年代出生的美國人，成人後能賺得比他們
父母多。而出生在1940年代的美國人，有92%
能比他們的父母賺得多。

此外，出生在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這樣
的降幅更加明顯。切蒂說：“如果你關注階級
流動性的話，這些研究結果顯示，你必須也要
關注收入的分配不公。”

經濟學家Hendren說：“如果沒有一個涵蓋
美國各個階層的廣泛的經濟增長模式，那麼期
望年輕一代比自己的父母賺得多，是不太可能

的。”
切蒂的這項研究表示，特朗普的減稅政策

並不會對藍領階層家庭的階層流動性起到有益
的作用，雖然特朗普的減稅計劃有助於經濟增
長，但是有分析家稱，該減稅計劃將使更多富
人獲利。

特朗普並未將收入不公納入自己的競選綱
領，但是他有直接迎合工人階級的對經濟發展
的焦慮。

研究指出，在1980年代出生的每五個人中

，只有2個人在30歲時能掙得和他們父親同年
齡時掙得一樣多。這一情況在“鐵鏽區”更加
嚴重，特別是在密執安州和印第安納州。

其實，美國社會收入差距的增大已經不是
什麼新鮮話題。這週發布的一份由Thomas Pik-
etty， Emmanuel Saez 和 Gabriel Zucman 共同進
行的研究顯示，1962年到2014年之間，美國收
入在後半部分(50%)的人的收入，只相當於美國
最富的1%的人的收入。

民調 全美一半年輕人收入不及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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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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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www.mortgage-alli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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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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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名婦女坐在法國西南部薩馬唐的家禽市場裏。法國農業部2日宣布，該國南部塔

恩省壹家養鴨廠內確認出現H5N8型禽流感疫情。這壹疫情目前已迅速向周邊省份蔓延

。近期，法國、奧地利、克羅地亞、丹麥、德國、波蘭、瑞士、荷蘭、匈牙利和芬蘭

等歐洲國家先後報告H5N8型禽流感病毒造成野生鳥類或家禽死亡事件。

法國巴黎，Chanel

2017巴黎大都會高級手

工坊系列發布會T臺秀

場。好萊塢影星約翰尼·

德普的女兒莉莉優雅走

秀，氣場不輸名模。

法國總理瓦爾斯辭職
內政部長卡澤納夫接任

法國巴黎，決定參加2017年總統選舉黨內初選的法國總理曼努埃爾· 瓦爾斯6日上

午遞交辭呈。內政部長貝爾納· 卡澤納夫授命接任總理，並將成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歷

史上任期最短的總理。

印尼蘇門答臘島發生印尼蘇門答臘島發生66..88級地震級地震
印尼蘇門答臘島附近海域（北緯5.30

度，東經96.20度）發生6.8級地震，震源

深度20千米，目前傷亡人數不明。

也門營養不良少女也門營養不良少女
被救治後恢復容顏被救治後恢復容顏

18 歲的 Saida Ah-

mad Baghil在2016年10

月 25 日因嚴重營養不

良在醫院接受治療。如

今經過壹個多月的治療

，賽伊達已經恢復些容

顏，臉龐看起來和正常

人差不多了。

H5N8型禽流感疫情在歐洲蔓延

香奈兒高級手工坊系列發布會香奈兒高級手工坊系列發布會
德普女兒氣場不輸名模德普女兒氣場不輸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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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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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近日

收到美國送來的壹份“年終大

禮”——美方承諾，將在本月

下旬歸還美國海軍在日本沖繩

縣占據的近6萬畝土地。這是

1972年以來美國歸還日本土地

“最慷慨”的壹次。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CNN)7日報道說，正在日本訪

問的美國國防部長卡特6日同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共同宣布壹

項決議：美國將歸還本國海軍

自二戰以來占據的日本沖繩島

約6萬畝土地。這些土地的部

分區域長期用作美軍叢林戰戰

術訓練場，其官方名稱為“北

部訓練場”。CNN說，美日將

在本月21日和 22日進行正式

交接，美駐日大使卡羅琳· 肯

尼迪和駐日美軍司令傑瑞· 馬

丁內斯將軍將出席相關儀式。

CNN說，美國此舉是1972

年以來歸還日本土地最多的壹

次。事實上，圍繞這片土地的

相關談判始於上世紀90年代，

已持續20年。分析認為，這充

分說明美日兩國戰後防務關系

的復雜性，凸顯日本高度依賴

美國保護的事實。卡特的日本

之行正是為鞏固美日同盟關系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日

本壹度十分擔憂美國新政府會

疏遠這種關系。不過，即便日

本收回土地，美軍仍對這壹區

域享有相當程度的使用權——

日本政府同意在該區域建造6

個直升機停機坪，鋪設道路，

允許美軍在此繼續訓練。

美聯社說，駐日美軍人數

5.2萬，加上其他非軍方工作人

員及家屬，總人數達10萬，僅

沖繩駐軍就占據壹半。近年來

，沖繩美軍滋擾當地民眾的事

件頻發，雙方矛盾急劇惡化，

“將美軍全部趕出沖繩”的呼

聲日益強烈。

特朗普外交政策轉向？
美東時間 10 月 19 日，在

美國總統大選第三場電視辯論
中，特朗普在回答稅收政策問
題時突然轉到外交話題。他表
示，像日本、韓國、德國和沙
特等國既然受到美國保護，美
國就應該要求它們付錢。他還
稱，希拉裏總是贊揚那些國家
是“好盟友”，導致很難向這
些國家要錢。將日本沖繩島 6
萬畝土地還給日本，是否意味
著美國對日本的保護減弱？日
本將在沖繩享受更大自主權？
後續美國是否會向日本收錢？
這壹切是否意味著特朗普時期
美國外交政策將轉向？我們拭
目以待。

英國脫歐草案後年10月前有望敲定

國內壓力日增
綜合報導 歐盟官員近日明確表示

，英國必須在2018年10月之前與歐盟

達成“脫歐”協議草案。在“脫歐”

問題上，英國面臨的來自國內和外部

的各種壓力不斷增加，“脫歐”之路

料將十分艱辛。

按照歐盟負責英國“脫歐”事務

談判團隊的設想，英國政府應於明年

3月底之前啟動《裏斯本條約》第50

條；歐盟與英國最遲於2018年秋季擬

定壹份“脫歐”草案，2019年 4月完

成“脫歐”程序。

歐盟負責英國“脫歐”事務的談

判代表米歇爾· 巴尼爾近日明確表示，

如果英國遵守目前設定的時間表，將

必須在 2018年 10月之前與歐盟達成

“脫歐”協議草案，以保證2019年 3

月達成最終協議。巴尼爾說，何種草

案能減輕“脫歐”帶來的負面效應目

前還很難構想，英國應盡快向歐盟說

明其訴求。在雙方達成初步協議之前

，歐盟需要了解英國對於建立雙方長

期關系的全部計劃。

巴尼爾敦促英國“保持冷靜，進

行磋商”。巴尼爾說，歐盟已經準備

好迎接由英國首相特雷莎· 梅正式啟動

為期兩年的“脫歐”程序。時間已經

相當緊迫，兩年中的許多時間還需用

於等待歐盟成員國、歐洲議會和英國

議會批準達成的協定，真正進行談判

的時間僅有壹年半左右。

這是巴尼爾在被任命為歐盟“脫

歐”談判代表後的首次新聞發布會上

的表態。巴尼爾曾擔任歐盟金融服務

委員，立場強硬，曾被英國媒體稱為

是“歐洲最危險的人物”。巴尼爾目

前正在訪問歐盟各成員國，采集各方

關於英國“脫歐”事宜的觀點。

歐元集團主席傑倫· 戴塞爾布魯姆

6日也催促英國“轉變態度”，認為

從目前的形勢看來，順利和有序的

“脫歐”或將難以實現。

英國目前在“脫歐”問題上面臨

的來自國內的各種壓

力也不斷增長。英國

國內要求特雷莎· 梅向

公眾詳述“脫歐”方案的壓力日漸增

高，而梅擔心提前泄露立場會不利於

後續與歐盟的“脫歐”談判，因此遲

遲不肯透露詳細立場。

約40名保守黨議員已計劃支持反

對黨工黨提出的壹項議案，要求梅承

諾公布英政府“脫歐”方案細節。梅

6日表示，將會考慮在正式啟動“脫

歐”程序之前公布壹些英國方面的

“脫歐”訴求，但前提是議會議員尊

重政府有關“脫歐”事宜的時間表，

並且“不是迫不得已的時候不會透露

英國的談判立場”。

梅還受到來自約200位英國企業

家關於加快“脫歐”進程的敦促，希

望政府遵守“脫歐”時間表，在明年

3月底之前啟動“脫歐”程序，為英

國商業界帶來確定性和信心。

此外，英國最高法院5日開庭審

理“脫歐”程序案，將就啟動“脫歐

”程序是否需要議會批準作出終審裁

決。裁決結果將決定政府和議會誰來

主導英國“脫歐”。壹旦政府敗訴，

“脫歐”程序的推進可能放緩。

在“脫歐”問題上，目前歐盟和

英國存在嚴重分歧。歐盟方面設想的

是“硬脫歐”，即英國退出歐盟統壹

市場、今後單獨達成各類貿易協定。

巴尼爾6日警告稱，英國不要預期可

以按照既有的規則來進行談判，壹旦

英國“脫歐”將不會享有與之前作為

歐盟成員壹樣的權益。之前德國總理

默克爾也曾表達過類似立場。而據壹

些英國媒體的報道，梅傾向於實現

“軟脫歐”。英國財政部長哈蒙德6

日表示，英國仍然可以通過支付費用

來獲得部分歐盟單壹市場的準入。

英國央行行長卡尼則表示，英國

企業將需要壹段過渡時期來進行適應

和調整。對此，巴尼爾表示，過渡時

期或許有其存在的意義，英國應當說

明其訴求，但是不應當期望在15至18

個月的談判中解決所有問題。

日本首富將在美國投資500億美元 全美震驚
綜合報導 美國當選候任總統唐納德· 特朗

普在周壹表示，日本軟銀公司已經同意在美國

市場上投資500億美元，目標是創造出5萬個

就業崗位。

孫正義周二到紐約的特朗普大廈與特朗普

會面，兩人會面時間僅45分鐘，會後，孫正

義表示，他“非常”喜歡特朗普。在這短短的

45分鐘的會面裏，他答應特朗普將對美國進行

巨額投資，雖然他並未就具體的投資細節進行

回應，但500億美元的大數額依然震動了美國

媒體。事實上，孫正義對美國的投資經驗相當

豐富，在2013年，軟銀就斥資220億美元購買

了美國第三大移動運營商Sprint的 80%股權。

他此前還計劃收購美國的另壹家大型移動運營

商T-Mobile US，但因為美國監管部門表示反

對而暫時作罷。對於中國投資者來說，孫正義

的大名同樣如雷貫耳。孫正義與馬雲識於微時

。在阿裏巴巴尚不為人知之時，孫正義旗下的

軟銀集團分別在2000年投給阿裏巴巴的2000

萬美元以及在2004年投資的6000萬美元。此

投資之後為孫正義獲得了近1000倍的獲利，也

促成了馬雲成就了如今阿裏巴巴的地位。今年

6月1日到3日，軟銀集團連續三天發布公告，

稱將出售阿裏的股票以籌資資金。

外媒：華裔女律師楊黃金玉或任美國證監會主席
綜合報導 特朗普團隊正在考

慮將前美國華裔女檢察官楊黃金玉

(Debra Wong Yang)提名為證券交

易委員會(SEC)主席。Debra Wong

Yang是壹位前洛杉磯美國律師，與

新澤西州州長克裏斯.克裏斯蒂

(Chris Christie)有密切聯系。如果特

朗普最終選擇Wong Yang，Wong

Yang將接替現任主席瑪麗.喬.懷特

(Mary Jo White)。瑪麗.喬.懷特在

接管證券交易委員會之前也曾擔任

過聯邦檢察官。特朗普與楊黃金玉

12月 6日在紐約會面。楊黃金玉

1959年出生於美國洛杉磯壹個華裔

家庭，祖籍廣東。2002年至2006年

，楊黃金玉在加州中部地區的認知

聯邦檢察官。現在是Gibson Dunn

＆Crutcher LLP的合夥人，楊已經

現在是Uber辯護律師，Uber司機提

出了集體訴訟，認為公司應該將他

們視為員工，而不是承包商。

印度抓逃稅行動意外發現神秘富豪家族 身家超馬雲
綜合報導 在印度政府於今年6月開始的抓逃稅行動中，竟

意外發現壹個“全國新首富家族”，其申報金額竟高達2萬億盧

比（約2千億人民幣/294億美元）。這壹數字已經超過了今年十

月公布的2016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馬雲的身家（282億美元），

略低於中國第壹富豪王健林（330億美元）。

為打擊逃稅，印度政府於今年6月開展了“收入申報計劃”

。在該計劃下，人們可以通過繳納45%的費用（含稅款、附加

費以及罰款）將黑錢“洗白”。印度財政部發布的文件顯示，

截至9月30日，參與該計劃的申報者共計71726位，申報總額為

6738.2億盧比（約99億美元）。但這壹數字並不包括兩份被拒

絕的巨額申報，其中壹份申報的金額甚至達到了2萬億盧比（約

294億美元）。據印度新德裏電視臺(NDTV)5日報道，這個申報

2萬億盧比的Sayed家族居住於孟買，有四位家庭成員，分別是

父親、母親、兒子以及父

親的妹妹。稅務部門註意

到，其中三位的所得稅賬

號卡(PAN Card)顯示，此

前其居住於阿傑梅爾市

(Ajmer)，於今年 9 月遷至

孟買居住。據彭博社5日報道，該家庭的巨額申報這引起了稅務

部門的懷疑，該部門在11月30日決定拒絕這份申報，並對其展

開調查。“這些申報人非常可疑，將盡快調查出其申報背後的

意圖”，稅務部門近期的壹份聲明稱。這個神秘首富家族所申

報的2萬億盧比除了超過印度首富Mukesh Ambani的資產——

210億美元。印度新德裏電視臺表示：這筆巨款相當於本次“收

入申報計劃”所獲申報總額的3倍、去年印度進行的海外資產申

報計劃總額的53倍、“廢鈔”運動涉及貨幣總值的14%，在孟

買證交所上市的所有公司總市值的2%。此外，本次“收入申報

計劃”中平均申報的金額為1000萬盧比。彭博社報道稱，另壹

份被拒絕的巨額申報來自印度古吉拉特邦的Mahesh Shah，金額

為近20億美元。而Shah曾經向當地電視臺透露，那些錢並不屬

於他自己，而是數名政客及官僚的錢。

美國送日本美國送日本““大禮大禮”：”：
歸還歸還66萬畝土地萬畝土地 保留使用權保留使用權



BB1212醫生專頁
星期六 2016年12月10日 Saturday, December 10, 2016



BB1313醫生專頁
星期六 2016年12月10日 Saturday, December 10, 2016



those many years ago has risen to such a position of 
prominence and respect in the great nation of China."
During Xi’s visit, Pioneer Hi-Bred parent DuPont 
announces a new seed research facility in Beijing, 
while China commits to buying $4.3 billion in Iowa 
soybeans.
During their visit to a farming operation in Maxwell, 
Branstad frets about the dress code for the rural event. 
The governor ultimately discards his tie, while Xi 
keeps his on.
Xi invites Branstad to make a visit in return to China.
May-June 2012: Following up on Xi’s invitation, 
Branstad leads a trade mission to China that includes a 
visit to the Great Wall.
April 2013: Branstad 
leads a third trade 
mission to China, 
visiting Beijing, 
Tianjin, Baoding City 
and Shijiazhuang. The 
trip includes a four-
minute face-to-face 
meeting with Xi.
June 2014: Iowa 
officials sign an 
agreement with the 
Chinese Minister of 
Commerce and four 
provinces creating a 
working group to enhance trade and investment.
September 2015: Branstad meets with Xi during a 
visit by the president to Seattle.
November 2016: Branstad leads a trade mission to 
China focused on meat exports that includes visits to 
Beijing and Hebei province.
December 2016: Branstad is named ambassador to 
China by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sources in the defector community and within North 
Korea itself.
Freelance writer Darmon Richter took this photo at 
a North Korean restaurant in the northern town of 
Rason, where he and his fellow tourists smoked “joint 
after joint,” yet the waitress “didn’t seem to mind.”
Last year on the social news site Reddit, an American 
consultant who said he has traveled to North Korea 
every year since 2008, said while he was in North 

Korea, he and his group came 
across North Korean citizens 
growing marijuana in small 
gardens. Weed in North Korea, 
the consultant wrote, seemed to 
be used mostly “as a medicine.”
“The drug is especially popular 
among the lower classes of North 
Korean society. After a day of 
hard manual labor, it is common 

for North Korean workers to smoke marijuana as a 
way to relax and soothe tight or sore muscles,” wrote 
Vice reporter Ben Tool, citing North Korean sources.
Some might argue that North Korea appears to have 
a far more liberal policy toward marijuana than the 
United States does.
In the last year alone, police in the U.S. made a 
marijuana-related arrest every 42 seconds, according 
to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The country also 
spends around $3.6 billion a year enforcing marijuana 
law,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notes.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little is known about 
marijuana-related prosecutions, if any, in North Korea. 
(Courtesy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a group of tourists does it, doesn’t mean it’s legal 
for North Korean citizens to do it. But other reports 
seem to substantiate the notion that pot in The Hermit 
Kingdom is not criminalized or even frowned upon.
A 2010 report by Open Radio for North Korea, an 
America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based in 
Seoul, cited an anonymous North Korean source as 
saying that Kim Jong Un’s regime does not consider 
marijuana to be a drug.
Experts speaking to HuffPost 
also explained that it’s unknown 
whether the drug is technically 
outlawed, but in practice, the 
regime doesn’t appear to take 
issue with it.
“Cannabis grows wildly in North 
Korea and has even been sold 
abroad by government agencies as 
a way to earn foreign currency,” 
said Sokeel Park, the director of research and strategy 
at Liberty In North Korea, a California-based human 
rights group that provides protection and aid to North 
Korean escapees.
“It’s not clear what the official law on the books 
states, but in any case, marijuana, which is known 
as ‘yoksam’ in North Korea, is not prioritiz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is therefore not treated as an illegal 
drug,” Park continued.
“With regards to marijuana in North Korea, it’s as good 
as legal - there’s no great stigma about it, nor does it 
have the sort of fetish that surrounds it in the West, 
which probably stems from its illegal status here,” 
explained Shirley Lee, the international editor of New 
Focus International, a news site that has a network of 

and allow Chinese to take as much as they can without 
restrictions," he told RFA.
The source added that the residents of Kyongwon 
and Puryong counties near Rason heard the news that 
Chinese visitors buy dried cannabis in large quantities 
at a high price, the source said.
But because many people do not know what cannabis 
is used for, they cut down entire plants and dry them 
to sell, he said.
North Koreans previously used marijuana fodder 
for rabbits they kept, though now more people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it is a drug,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number of marijuana users will now increase, with 
residents fighting each other fiercely for possession of 
it.
"North Korean people never thought that yeoksam 
could bring them money until now," the source said. "It 
grows outdoors and can be seen everywhere in North 
Korea."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for RFA's Korean Service.) 
Related

North Korea’s Apparent Stance On Marijuana 
May Surprise You

When It Comes To Marijuana, North Korea 
Appears To Have Liberal Policy Of Tolerance

According to 
multiple reports 
from defectors, 
visitors and 
experts, North 
Korea either has 
no law against 
the sale and 
consumption of 
weed, or it has a law that 
is largely unenforced.
Just last week, a 29-year-
old freelance writer from 
England wrote an account 
on his blog explaining 
how he purchased a 
grocery bag full of weed 
at an indoor market in 
rural North Korea and 
smoked it with impunity 
both at outdoor parks and 
monuments, as well as in 
restaurants and bars.
The writer, Darmon 
Richter, who lives in 
Bulgaria, also described 
how the group’s regime-
appointed “minder“ 
smoked the marijuana 
with him and his fellow 
tourists. Ritcher told The 
Huffington Post the guide 
said weed is legal in North 
Korea.
Bag of pot that journalist 
Darmon Richter bought at 
a market in Rason, North 
Korea, for about 80 cents.
Of course, just because 

Chinese who visit North Korea on sightseeing or 
business trips are purchasing marijuana in large 
quantities in the Rason Special Economic Zone, 
sources inside North Korea said.
Since marijuana cultivation is legal in North Korea, 
selling yeoksam, as it is called in North Korea, has 
become an easy way to earn money, they said.
"People in Rason buy the large quantities of buds of 
yeoksam from residents and pay 30 yuan (U.S. $4.30) 
per kilogram (2.2 lbs.), and then sell them for 500 yuan 
(U.S. $72) per kilogram to Chinese people," a source 
from North Hamgyong province told RFA's Korean 
Service.
Rason is a warm-water port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North Hamgyong province bordering China and 
Russia. Visitors must obtain a special visa to enter 
the area from officials assigned to the zone by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in the capital Pyongyang.
Cannabis, which is illegal to grow in many foreign 
countries because of its designation as a narcotic drug, 
is classified as an oilseed crop in North Korea. In 
China, possession, sale, and transport of cannabis for 
recreational or medicinal purposes is illegal and harshly 
punished. However, the cultivation of industrial hemp 
for use in clothing ropes or export is legal.
Current legislation
North Korea has been growing marijuana legally since 
the early 1980s, the source said.
"[Former leader] Kim Il Sung extensively encouraged 
the cultivation of yeoksam to solve a cooking oil 
shortage in the early 1980s," the source said.

Some people still grow it for cooking oil, but most 
yeoksam grows wild from seeds of previously 
cultivated plants, he said.
Because the plant is now so widely grown outdoors, 
most North Koreans do not realize it is categorized as 
an illicit drug in other countries, said a second source 
from North Hamgyong province.
"Rason's custom officers do not doubt the danger of 
dried yeoksam, but they treat it as general wild greens 

Chinese Tourists, Business People Load Up
On Pot During Trips To North Korea

Trump Taps Iowa Governor Branstad
As Next US Ambassador To China

Iowa Governor Terry Branstad has been nominated to 
be the next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China.
Branstad is a longtime friend of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his nomination, first reported by 
Bloomberg, was welcomed by Beijing.
The nomination, first reported by Bloomberg, was 
welcomed by Beijing.
'Governor Branstad is an old friend of the Chinese 
people,' said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Lu Kang. 'We 
welcome the fact that 
he is to play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US relations.'
President Xi has 
known Branstad 
since 1985, when 
he visited Iowa as 
part of an official 
delegation studying 

pig-raising techniques.
China is a crucial export market for the Midwestern 
state of Iowa, which is a major producer of pigs, 
soybeans and corn.
Personal ties to Xi
Branstad's personal ties with Xi could help smooth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hich have 
come into greater focus since Donald Trump's victory.
Last week, Trump spoke over the phone with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breaking decades of U.S. 
diplomatic protocol and angering Beijing.
It was the first official contact between a U.S. president 
or president-elect and Taiwan's leader since the U.S. 
recognized the Beijing government in 1979.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s that the phone call was 
the result of six months of 
behind the scenes work by 
former U.S. Senator Bob 
Dole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
The report said Dole's 
Washington law firm 
(Alston and Bird) received 
$140,000 from May to 
October for the work.
Hawkish stance
During his campaign, 
Trump took a hawkish 
stance on China, vowing 
to label it a currency 
manipulator and impose 
a 45 percent tariffs on all 
Chinese imports.
Branstad, 70,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Republican 
supporters of Trump's 
presidential campaign. His office has not confirmed 
the appointment.
If confirmed, he would replace current U.S. 

Ambassador Max Baucus, a former U.S. congressman 
who has served in the post since 2014.
Related
Timeline: Terry Branstad's lo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October 1979: Iowa Gov. Robert Ray is among seven 
U.S. governors who visit China where Xi Zhongxun (Xi 
Jinping’s father) is governor of Guandong Province.
October 1980: Xi Zhongxun visits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delegation that stops in Iowa as well as New 
York, California and Hawaii.
July 1983: Iowa inks a sister-state relationship with 
Hebei Province in China.
1984: Branstad leads a 50-person delegation to Hebei 
province.
April 1985: Xi Jinping, then a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 and feed cooperative director from Hebei 
Province, spends several days in Muscatine leading a 
delegation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Xi stays with Tom 
and Eleanor Dvorchak in their split-level ranch house 
and visits Monsanto and Heinz facilities as well as 
family farms.
Gov. Branstad, then in his first term as Iowa governor, 
meets Xi during the visit.
September 2011: Branstad and Xi, now the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meet again during a gubernatorial 
trade mission to China, South Korea and Japan. 
Branstad invites him to return to Iowa.
Feb. 15-16, 2012: Xi, as vice president, visits Iowa in 
an official visit that includes a reunion with Muscatine 
“friends,” a state dinner, a USDA-sponsored forum 
and an Iowa farm tour.
Ahead of the visit, Branstad calls it the most significant 
appearance by a foreign dignitary since Pope John 
Paul II came to Des Moines in 1979. Others compare 
the visit to a trip to Iowa in 1959 by Soviet Premier 
Nikita Khrushchev.
In his toast to Xi during the state dinner, Branstad says: 
"So many Iowans are pleased that a man we befri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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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wa Gov. Terry Branstad at his ceremonial formal office 
in the Iowa Statehouse in Des Moines, Iowa. Branstad has 
been appointed ambassador to China by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Photo/The Register)

Iowa Gov. Terry Branstad shakes 
hands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before a meeting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April 
2013 in Beijing. 

Chinese then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center, flanked by 
Gov. Terry Branstad, left, and 
Maxwell farmer Rick Kimberley, 
takes a tour of Kimberley's farm 
on Thursday, Feb. 16, 2012. Xi 
looked at equipment, asked about 
marketing and learned about 
drying and storing corn. (Photo/
REUTER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Gov. Terry Branstad in 
2015 display a 1985 photo 
that was taken when Xi was 
part of a Chinese delegation 
visiting the Iowa governor’s 
office in Des Moines. 
Branstad was serving his 
first term as governor at the 
time. 

The Rason Special Economic Zone Inside Nor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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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拍 品 徵 集 2017

12月10-11日 | 舊金山
Marriott San Francisco Airport Waterfront
1800 Old Bayshore Highway, Burlingame, CA 94010

公開徵集 歡迎預約 12月17-18日 | 洛杉磯
Hilton Los Angeles/San Gabriel
225 West Valley Blvd., San Gabriel, CA 91776

公開徵集 歡迎預約

12月14日 | 休斯頓
Hilton Houston Westchase
9999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X 77042

公開徵集 歡迎預約12月8日 | 溫哥華 徵集以預約形式進行
Sheraton Vancouver Airport Hotel & Convention Center
7551 Westminster Highway, Richmond, BC V6X 1A3, Canada

免費估值 |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 +1 (408) 828-8855/+1 (650) 737-2201 | rlin@polyauction.com.hk | cs@polyauction.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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