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 星期五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薪優,餐館請人
壹點心,誠聘
中餐館請人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誠 聘
餐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外賣店
誠聘半工外送員 點心師, 點心幫工 ●廚房幫工/打雜
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誠 聘 打雜
經理, 服務員, 老墨
有經驗,可報稅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司機
請
全工/半工均可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909
丌丌 Southmore Ave 離中國城 15 分鐘
周一到周五
TX 77502 4670 Beechnut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Pasadena,
丌丌
距中國城 20 分鐘
人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有意者請電:
位中國城. 請電:
意者請電: Jeff
意者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Restaurant
Hiring
713-307-2882 718-200-5000 281-781-9389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713-818-0335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Zcounter 亞洲餐館請人

*糖城餐館請人 *KATY 堂食

*西北區餐館

*西北區餐館

休士頓快餐店

美式中餐館

*Mall 內快餐 Lam Bo Buffet 黃金水餃請人

企檯 、帶位 、 點心推車 、傳餐

誠聘炒鍋，燒烤師傅
有意者請聯系 832-633-8318
地址 : 9889 Bellaire Blvd D238.
Houston TX 77064

Buffet 店請人

需少許英文
~~ 以上小費好, 全工或半工均可 ~~
● 另請點心師傅
請電:281-988-8898 或親臨面談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餐館招收

SINH SINH

*餐館誠請

位中國城,中國餐廳 有經驗收銀帶位，
誠請炒鍋、打雜
外送員，企枱。
及 企檯
意者請電:
請下午 3 點後電:
713-459-1501 832-466-3511

黃金茶寮,薪優

中餐館,薪優

路州餐館請人

金山餐館請人

中國城中餐館 奶茶店和參茸店

*中餐館,薪優

請 周末帶位
路州 Shreveport
東禾酒家請人
誠請 炒鍋,油爐
及傳餐人員
位中國城粵菜餐館 中餐堂吃店, 誠請 ●廚房: 請 抓碼, 炒鍋.
提供吃住
炒鍋, 企台, 油鍋, ●點心部: 請
誠請炒鍋和企枱
離中國城 1 小時
有經驗做點心人員
洗碗 各一名.
抓碼和油爐
2pm
後電或親臨舊店:
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281-495-1688
972-989-8396 713-981-8803 832-819-8111 10600 Bellaire#105

四川美食餐館 多家 Buffet 店 金冠酒家誠請

奧斯汀餐館

海鮮店誠聘

美式中餐館

珍寶海鮮城 誠聘

restaurant need
距中國城 8 分鐘
全工打台, 收銀,
Cypress 1960
誠招炒鍋，
誠請 炒鍋,
Helpers ( Cashier/
Buffet 店
外賣, 打雜, 油鍋.
誠請
Packer, kitchen...)
誠請 全工 / 半工
薪優, 需報稅.
薪優,面議！
熟手抓碼、企枱
Full time / Part time 全工接電話打包
熟手企台
，
帶位
位
Spring,249
與 99 交界
speak English.
意者請電:
請電聯: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聯系人：林先生
Good pay. Call/text :
281-665-9299 713-261-2188 713-302-0321 281-966-5342 713-789-0845 832-310-0739
位 6 號/290,誠請各一名 Houston and Dallas
誠請 熟手炒鍋.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全工炒鍋，企台， Boston 地區. 請以下
廚房幫廚 ,傳菜
薪優誠請廚房員工
半工周末外送員，
職位 1. 前台服務人員 企檯,帶位,懂英文收銀
半工炒飯撈面師傅
全工. 需有身份
以上需報稅。不包住宿 2. 經理助理. 3. 經理. 有意者請電或親臨: 請 11am-9pm 來電:
55 歲以下. 能搬遷更好. 6159 Westheimer
有意者請電:
Houston, TX 77057 713-270-9996
意者請電:
713-213-0086
713-783-6838 281-881-9885
832-726 2629
832-593-6688

美式中餐館

外賣店, 誠請
誠請全工企台
誠 請
熟手接電話或企檯
全工熟手炒鍋
距離中國城 10 分鐘
及 外送員.
離中國城 20 分鐘
路程。區好。
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
832-221-6851 有意請短信聯系:
409-500-3300 位 610/I-10 Ikea 附近 713-269-3936

"友情客串" 餐館請人

位 Corpus Christi 聘經驗 1 Chinese Wok,
誠請
外賣店
1 Grill Cook: Sautee, Fry, Flat Top,
熟手接電話和企台
Net pay after tax $3,700. Provide living space,
誠請外送員.
2meals. under 50 years old & speak English
有意者請電
聘熟手中餐炒鍋,燒烤師傅: 會煎炸及抓碼.
有意者
2
點後電:
832-277-2317
50 歲以下,會英文. 稅後淨入$3700,
沒接到發短信謝謝 832-287-8882
供住及二餐. 請電: 361-876-9634

KATY 中餐館 *Fast Food

D1

●樓面:

位於 Victoria
Pearland 海鮮店
誠聘男女員工,
誠聘
點心幫工:有身份 位 Downtown 誠請
誠請熟手
誠請炒鍋﹐
●企檯,
拋鍋,
抓碼
誠請炒鍋,
打雜
誠請經驗企台,經理.
需有工卡,可報稅
全工/半工企枱
Cashier, 企檯
10796 C Bellaire
~以上薪水好~
可提供住宿
有工卡﹐需報稅.
做好可入股。
~~薪優面談~~
意者請電: 阿泰
須有工卡
Houston, TX 77072
有意者請電:
位黃金廣場.意者請電:
需英文流利,可報稅. 炒鍋, 打雜, 幫廚
916-529-7337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
有意者請電:
361-573-6600
312-479-1188
意者請電: Danny
2001 Jefferson
832-776-5953 737-843-8186 361-649-7476 832-908-0878 713-474-7979 Houston, TX 77003 832-449-1221 312-479-1189

誠請經驗廚師

餐館 近 Puerto Rico 波多離各島,
誠聘●有經驗炒鍋 ( Cook )
●有經驗油爐 ( Deep Fry)
●有經驗企檯 ( Waiter/Waitress)
以上薪優. 包住宿. 有意者請電:
340-344-5656 Stephen 洽
有經驗 經理、企檯
壽司師傅、炒鍋.
需有工卡,薪水面談.
有意者請電：
832-715-4753
832-969-5588

日
餐
請
人

德州休斯頓中餐館
外賣店 , 誠請
誠請老經驗廚師
熟手接電話或企台 免費刊登商家電話地址
負責任,工作態度良好
增加, 修改, 刪除
聯系電話:
請電 : 281-498-4310
薪優, 提供住宿
646-339-7703 微信 : AD7133021553
請電或留短訊
917-886-0292 位 Missisouri City, 6 號 Email: YP@scdaily.com

*路州全日餐

*KATY 日餐

*日餐店請人

路州日餐,高薪

KATY 日餐

Lake Charles
誠請 以下熟手
誠招小菜師傅
『高薪』 誠請
企檯、帶位
壽司師傅,學徒
Part time/Full time 均可 有相關經驗優先，
廚房師傅,油鍋打雜,
另請洗碗師傅
不會可教。
全工企檯.
意者請電或
聯系人: Vincent
包吃包住,意者請電:
短訊(無人接聽時)
832-605-2131
832-232-1001 408-901-9571

中日餐館,薪優 日餐招餐廳經理 日本餐館請人

Qin Dynasty

城中區中日餐館,誠請
位 Katy 區,誠請
英文一定要好﹐
休斯頓區,誠 請 中午半工有經驗企檯
炒鍋或幫炒(工資好)
英文流利,懂酒水，
前檯接電話和帶位 兩年以上管理經驗﹐
日餐企檯,廚房師傅 態度誠懇，需報稅.
歡迎學生加入
能報稅﹒
另請熟手包卷師傅
有意者可致電: 請下午 3-5 點親臨:
意者請電:
5115 Bufflo
聯系電話：
713-623-3937 832-350-1571 832-230-9405 Speedway#900





*日本餐館請人

2022 年 Houston 黃頁
Free Listing

*美式中餐館

Restaurant Hiring

高薪 聘請 炒鍋, 油爐, 企檯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離休士頓
2
小時,包食宿
●Sushi 師傅
●經驗經理,壽司師傅 Boston Mall 內日餐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請●有經驗企檯
8 號近 290,誠聘
高薪 聘炒鍋,壽司幫手
●經驗 企檯及帶位
●中餐油鍋兼打雜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經驗
Sushi
Man
鐵板,企台,洗碗,打雜,
餐館租售
熟手 Sushi Man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全/半工均可,需工卡. 請 經理、經理助理,
●洗碗工一名
以上無需經驗,可培訓. ●Part time 收銀員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意者請親臨或電:
位
45
號南,近明湖區
Sushi 師傅
有意者請電:
午休 2 小時。
全工或半工均可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Restaurant
713-781-6300
有意者請電:
●另請住家褓姆,帶 4 歲
意者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713-857-3610
有意者請電:
6345 Westheimer,
281-532-6558
小女孩. 意者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832-274-4080 832-206-1789 281-469-7888 丌丌
Houston, TX 77057 832-726-2629
337-764-7736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中日餐館請人

中日餐館請人

200



日本餐館請人



高級日本餐館

for sale

小型中餐館出售 中國城賺錢餐館 Kroger 壽司吧 賺錢老美中餐館 *糖城餐館出租

位 North Eldridge Pkwy
@ Tanner. ( 西北區 )
房租很低.外賣生意很好
利潤高,適合家庭經營
誠心買店請電:Jason
832-573-4862
( 下午 2 點後電 )

轉讓.面積適中,
轉讓, 近中國城
出售. 約 1400 多呎 附設備,若您想用最低
房租低,設備齊全, 易經營,收入穩定, 位 Katy 區,十幾年老店 的成本,自己當老板,
年收入四萬以上 生意穩定.房租 3340 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本店生意不錯,
售價 :$30000
包水和管理.撿便宜店 剩 4 年租約,加上 5 年續
很適合做面食店,
簽選擇.現在可出租,並
位 11565 Hwy-6 S.
的,閑打聽的勿擾. 在租期結束時選擇購買
早餐店.
聯系電話:
誠心買店者請聯系 Sugar Land, TX 77498
意者請電: Suzie
346-397-6982 電:832-664-1410 832-583-6888
713-261-8255

中日餐館出售

小餐館轉讓

休斯頓北﹐
1750 呎, Galleria 附近,950 呎
房租便宜 $950
房租 $4400,包水
因人手不足店轉讓,
穩定老店,白人區.
售價 4 萬. (如購買,
因老板年老退休,低價 可教會所有食品配方)
轉讓.請致電或簡訊
意者請電:
281-636-1673 832-270-6187
壽司餐館請人

Sushi Restaurant for Sale 老字號餐館出售 賺錢越南餐館售 急急急!餐館轉讓 賺錢餐館退休售 美式炸蝦店

中餐館退休出售
位 Katy 區, 3000 呎
客源穩,設備齊全
東主退休,廉價出讓
有意者請電:
832-282-3492
●另請廚房打雜

賺錢餐館出售

位休斯頓北
很受歡迎的越南餐館
位交通繁忙地段,
位 610 東, Pasadena
位於 Katy
位 Pasadena 區,
Kingwood
地區，
設備全,售價$525,000 位繁忙的交通地段, 中日餐堂吃外賣店
外賣店,生意好
房租 2000.
高檔中餐
，
有酒吧烈酒牌
生意好,售價$850,000
詳情請短訊
因股東糾紛急轉讓 1800 呎, 獨立建築
月生意六萬多，
詳情請短訊:
營業額$23000.
832-455-5504
附近工廠林立,
每周營業六天，
832-830-3213
有意者請私信
因店主急需回國出售.
2nd generation restaurant
Restaurant Hiring 疫情期間一直營業
價格面議. 請電:
Popular Vietnamese restaurant
347-277-1612 281-476-5598(W) 意者請電:非誠勿擾 生意穩定，接手即賺，
in a high traffic location
，
with high volumes in sales
Fully equipped restaurant in a high traffic location
469-789-6628(C) 832-289-3112
非誠勿擾
415-988-5725

Location: Hwy-6 North, TX 77084
●$700,000 Annual sales
●$180,000 Sales price
●$4,7OO Rent(plus NNN), 1,800 Sqft
●Lease term until 2027
Owner financing available, very good location
Many regular customers
Business is doing well during Covid.
賺錢餐館出售 *好區奶茶店售
Please text first :713-206-2048(英文) 疫情期間外賣生意很好 位於 Spring Branch,

賺錢壽司餐館出售:機不可失$$$$$

一年營業額 70 萬, 僅售 18 萬
1,800 呎, 地點極佳.$ 4,700 租金(加上 NNN)
租期至 2027 年,業主可貸款,
很多老客户.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生意很好

壽司吧 收入好,價格好,容易經營

( 中國城 )賺錢餐館出售

每周收入$2700-$3000
Kroger Sushi Bar for Sale
Spring, TX 77386. Easy To Manage!
Good area, Good Price, Good Income!
Selling at a decent price!
Please call: 936-828-9110
936-521-9698 936-525-8387

位中國城百佳超市旁
2400 呎, 房租便宜.
地段好,生意穩,疫情期間生意極佳.
有意者請電:
281-501-9898 718-864-8551

Kroger 超市內壽司吧! 機會難得.

3 年新. 白人好區.
東主退休有意出售.
生意穩,設備全,面積寬
有粵菜經驗者更佳.
敞,大停車場,因店主另
意者請電:
有他業,無瑕兼顧,出售.
210-396-0650 適合家庭經營.歡迎看
餐館在聖安東尼奧， 店議價.請短迅或留言:
競爭極小。
832-668-6556

CITY MALL

本周特價 On Sale 05/06/2021 - 05/11/2021
Special Big Sale This Week !!!

香港超級市場
F O O D

$4.99/Lb

M A R K E T

$0.99/Lb $2.49/EA

沙茶醬

牛仔骨
$1.99/EA

香蕉葉
$9.99/Lb

$1.99/EA

醬油

東風螺

牛肉湯

99/Pack

HK4: 1120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HK3: 13400 Veterans Memorial, Houston, TX 77014

Phone: 281-575-7886

Phone: 281-537-5280

豐富 便宜 新鮮

HK2: 10909 Scarsdale, Houston, TX 77089

HK5: 9820 Gulffreeway, Houston, TX 77034

Phone: 281-484-6100

Phone: 832-804-7273

$4.99/can $4.99/pc $0.69/Lb $13.9BOX 3FOR $1.00 $0.99/Lb $0.79/Lb $0.99/Lb $13.99/Box $2.39/Lb $1.99/Lb

芥菜
鯖魚
節瓜
南瓜
山藥
香菜
速食面
$4.99/Lb $16.99Box $0.59/Lb $4.99/Lb $8.99/Lb $0.89/Lb $0.69/Lb $4.99/Lb $1.99/Lb $1.19/Lb $3.99/LB
哈蚌

加州桔子

水蘿蔔

芒果

荔枝

椰青

菠蘿蜜

牛腱

紅鯛魚

茄子

雪裏紅

墨魚

五花肉

苦瓜

白鯧魚

The Best Asian Grocery Store in Houston, TX

S07_HONG KONG香港超市5C_40

分類廣告 2
星期五

2021年5月7日

D2

Friday, May 7, 2021

Real
Estate

832-348-7824

中國城惠康前,百利大道上,獨立屋,旅館式
套房及多間單房(房間皆附 Cable 電視及冰箱),
無限上網,傢俱水電包.拎包入住,免簽長約,
月租特優. 最少 1 個月起《感謝舊客戶推薦》
Line/微信: houstontours
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房地產租售



蓋文斯頓 25 房年營$55 萬
地 1.8 畝,售 225 萬.
休士頓 76 房年收 60 餘萬,
地 1.67 畝, 售 290 萬.
布希機場,117 房,七層
年收 120 萬, 售 550 萬.
路州 88 房,年收 70 萬,
2.9 畝,售 229 萬. 黃經紀

休士頓民宿租 Houston Hostel USA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中國城聯合賓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6468 Corporate Dr (企業路)
●辦公室兼倉庫出租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中國人自建，自營，華人經理，
有鐵捲門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敦煌廣場二樓出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語言方便, 可微信訂房. 日或月租.
意者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丌臥室 (有廚房,電飯煲,可炊) 公寓式酒店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713-882-1635 丌丌
水電,網路,炊具,寢具,安全密碼閉路監控.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Business Opportunity 281-988-8386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電話/微信 : 832-488-8399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賺錢旅館

招租

店
面
其
它
租
售

家 管
政
助 家
理
Housekeeper

中國城公寓出租 漢明頓公寓租

位中國城,
一室一廳一衛
2 房 2 廳 2 衛浴
陽台朝泳池
聯系人: 王先生
請聯繫: 孔女士
832-977-6288 510-219-7726
位如意公寓

誠聘通勤阿姨

*家政求職

誠聘家政助理

7:30-15:00, Katy 77094 高學歷，英語很好，
Katy 區，帶小孩,
素質好,善烹飪,
有身份,注疫苗,愛干
簡單做飯,清潔,
淨,勤快阿姨, 做 會養生,懂長壽,脾氣好 有愛心,愛干淨,
絕對誠信可靠。
一日三餐,簡單家務
意者請將您的
住宿/通勤均可,
周一至周五
要求和薪酬送到:
一周工作 5 天。
薪優面談. 意者請電: coolhelper128
832-660-5563
832-461-3759
@gmail.com

誠聘阿姨

一周五天,
做飯及打掃衛生,
要求會做南方菜,
乾淨整潔.
住家或通勤均可
意者請電:
832-558-8888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vergreen Private Care 長榮私人護理中心急聘
誠聘家務助理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00
丌丌丌丌丌丌丌*糖城老人看護
丌
糖城 Riverston 要求會做 會說中英文,會開車 看
Private Nurses and Caregivers Needed for V. I .P. Clients.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24 小時看護
家常菜,會煲湯,有責任 有經驗,烹飪,小清潔, 丌丌
•Full-time and part-time opportunities •Major Medical benefits •Competitive pay
護
心,有愛心.會做廣東菜 有護照,可隨旅行.若需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星期一至星期五 •Weekly Direct Deposit •24-hour clinical support •In-services and supportive training
服
•MUST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ENGLISH SPEAKING PATIENTS
的阿姨優先.有帶嬰兒寶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2-3
丌 天,有愛心,耐心 •Flexible hours
要能過夜,陪伴三個小孩 丌丌
請速電: 281-320-1856 為 "貴賓客戶" 提供專屬的 全職/兼職,護士及護理人員，
貝經驗的阿姨優先.每周
意者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務
我們提供醫療福利及具競力的薪酬 ( 每周直接存款付薪), 工作時間靈活.
6 天,可商量,交通自備. (7 歲男, 5 歲 4 歲女)
時薪$15.
位
Pearland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713-254-8866
丌
2 4 小時臨床支援, 能英文與病患溝通, 提供在職培訓.
有興趣者打電話聯.系:
電: 818-399-8253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832-858-8959
丌
https://www.evergreenprivatecare.com/caregiver-opportunities/
Health
347-379-6177

丌丌丌*誠聘住家阿姨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誠聘住家保姆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誠聘住家阿姨 聘請長期阿姨 Katy 誠招保姆 聘長期住家阿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聘做飯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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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y
休斯頓找阿姨﹐ 住家或通勤，薪優， 位德州 Fort Worth 市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附近靠近 FM1463 家住 Bellaire, TX 77025 照顧三歲半小孩
時間: 2021/5/10 起
照顧 3 個月女寶寶,
需有經驗,有愛心.
照顧 2 個月寶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一周五天，
燒飯和簡單家務
成員夫妻上班(巳打疫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有責任心
丌
，愛心，馬上 照顧 2 個多月的寶寶
無做飯和家務
做飯及一般家務。 2 歲半女寶寶(上日託)
一周六天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可以工作
，休息禮拜三，
1 周 5 天,每天 7/8 小時
及簡單家務
8 月大男寶寶.工作內容
需身體健康，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住 Memorial
禮拜四兩天
，交通自備， 週一到週五/六,
$15-$20/時(可商議)
照顧男寶寶,備簡單晚餐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打過疫苗。
有興趣者請打電話詳談:
需有身份和經驗
薪資面議. 聯繫電話: 優薪面談. 請電:
聯絡方式 : 簡訊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817-714-7132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713-922-5899 713-377-2698 502-833-8808 713-398-8028
512-496-1072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伌
丌伌
丌伌
丌伌
丌伌
丌伌
丌伌
丌伌
丌伌
丌伌
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招住家育兒嫂 伌伌
NOW
HIRING *誠徵 A 牌司機 *全職牙科助手 *醫生診所誠聘 中國城地產公司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Class A Driver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Food Distributor
住 Westheimer &Kirby 伌伌
位中國城, 誠聘 Data Entry 資料輸入員. 誠聘助理&前台客服
伌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公司位休士頓德州
looking for A/R
照顧 2 個月寶寶.
中英文流利
$12/時,全工/半工可
牙科前後助手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路州, 芝加哥, 賓州
Can
speak
English,
做一頓晚餐。
請全工或半工
時間彈性,位中國城
~~ 可訓練 ~~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駕技熟,記錄良好
Chinese
plus Vietnamese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有意者請聯系
周一至五,24 小時住家 伌伌
意者請電或 Email:
713-773-1300
工作穩定,周薪.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call : Lily & Helen
713-988-6688
713-858-4786
薪資從優。聯系電話： 伌伌
txdentist101
意者請電: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713-383-8818
@gmail.com Bellaireclinic2@yahoo.com kenli888@aol.com
832-868-5858 伌伌
562-413-6647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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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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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請人





























NOW HIRING

木材公司請人

黃石公園度假 NOW HIRING

幼兒園誠聘

倉庫收貨出貨人員，
酒店, 誠聘
Medical /
需懂基本英文，
全職客房清潔員，
Office Assistant
周一至周五，
包住宿,底薪$13/小時
for doctors clinic
請電或 Email 履歷至: +季獎 1000+$600
Training Provided.
281-561-9985 搬家補助，有福利，
Send Resume to:
732applications
意者請電：
Julie@hbctx.com
@gmail.com
832-704-0596

Food Distributor
looking for Full time
Warehouse Packer
Call: Helen & Lily :
713-383-8818

煮飯及清潔阿姨一名
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am-6:00pm
地點：西北區,TX77065
請聯繫: Ms. Cher
281-955-9486

CPA Firm

診所誠徵前檯

卡車公司誠聘

招聘倉庫管理
需英文溝通
及簡單電腦操作
招零售店營業員,
需英文溝通流利
倉庫位梨城. 電話:
713-269-3058

誠征會計:
會計本科或碩士學歷，
1 年以上工作經驗, 有
工卡.中英文說寫流利,
能獨立作業,
有稅務經驗優先.
簡歷至: hrcorp6901
@gmail.com

Motel 招聘

軟件公司招聘

旅館位 Pasadena TX 行政助理:大學學歷;
徵櫃檯,需通英文, 有身份,有相關工作經
驗者優先. 中英文流利,
半工或全工,
熟練使用辦公軟件,
有經驗者佳.
認真負責有耐心.
●另招聘雜務工.
寄履歷表: info@
意者請電 :
h3hinternational.com

832-466-9500

281-501-8621

大夜班職員

旅館請人

恆益門窗,薪優

*長樂活動中心 房地產開發公司 衣廠請車衣員

位糖城區,誠聘前檯 招聘 中英文流利,
Receptionist, 通中英 公司助理/採購經理
有工作經驗,
文，會電腦/ Excel.
男女不限,
請電或留訊息:
281-208-7709 意者請電 : 何生
713-884-5612 281-223-9756

工廠招人

公司聘請

辦公室財務人員,
Bookkeeping.
有一年的薄記經驗,
中英文流利。電話:
281-782-3280
Email: hrwant36
@gmail.com

春卷廠請員工 廚櫃大理石公司 奶茶店和參茸店 大理石廚櫃公司 NOW HIRING

Office Assistant
誠聘●收銀員
大量聘請男女員工 誠聘安裝工若干名
誠聘男女員工,
Full/Part time
●倉庫人員
需有(肺炎打針報告)
體格健壯,
需有工卡,可報稅
Bilingual-Chin/Eng
需中英文流利
誠請電焊工一名 有意者請電: 劉小姐
~~薪優面談~~
30-50 歲為佳
Detailed/Smart
意者請電或 Email:
713-548-7067 能長期合作者優先 位黃金廣場.意者請電: 832-888-4693 Strong Excel,data.ent,
意者請電:
label
11920 Beechnut St
312-479-1188 mascabinets
有意者請電:
Exper&Pay proport.
713-562-1688 Houston, TX 77072 832-540-2158 312-479-1189
@gmail.com
713-408-9510 Joe

位休斯頓

互動語言學校

公 Hooya 公司招聘以下崗位
-管理城市物流的運營
司 ●美國大區物流部經理
管理所在幾個州的物流運營城市物流站點站長
請 ●HRBP -負責招聘和日常人事工作客服
人 處理客戶的問題和 HR 一起配合完成內部事宜

誠徵男性大夜班, 1. 維修人員
需要 2 名
2.清潔房間人員
流利英文,溝通良好
半工發廣告員工
男女均可
懂電腦,
每小時 12 元。
3.櫃檯: 日班或夜班
會一點維修.
●小型貨車（USPS 那種）司機: 物件配送至客戶
有興趣者,請聯絡: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聯系人: Max Wu Wechat：maxwu9
713-660-8288 832-660-7063 713-771-5336 Company Hiring 電話: 832-474-3974 713-321-0700

*NOW HIRING

Part Time

自助洗衣店

工作環境良好,
SW CPA firm hiring
誠徵男性生產工人
梨城 Pearland 南
●A 牌長途司機
沒有經驗可培訓,
entry level
$13 起薪,有合法身份
TX-288 和 TX-6 附近
全工半工均可,需有工卡
Accountant
Assistant
薪優. 意者請電: 必需說流利中文和英文, ●C 牌市內送貨司機 誠聘員工,需懂英文
Chinese/English/Computer
832-629-1025 英文能力良好者請電:
有意請電:
Send Resume to:
意者請電:
13715 Murphy Rd #D 713-664-6608
281-352-2686
e4015cpa
Stafford, TX 77477
713-995-8886 281-299-9688 281-658-6286
@yahoo.com

位 Stafford 車衣廠,
誠請有經驗懂工業用
車衣機的車衣員,
需會車直線,縫紉,拉
鍊...等. 略英文.
有意者請電:
281-617-7056

*Joy Child Learning Center

*Golden Bank, N.A.

房地產投資公司
誠聘全職秘書 : 中英文流利
薪酬高, 福利好
意者請電或 Email 聯系: 陳小姐
832-886-4679
surewinjune@gmail.com

*Drilling Software Company

Is seeking qualify candidates
looking for
Is hiring a pre-k teacher,
Produce Wholesale is hiring
CSR
(bi-lingual) and Loan Processor
Multimedia
Designer Intern
w/high
school
diploma
or
college
students
●Customer Service
who study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revious banking experience preferable(CSR)
Knowledge
and skills on
● Sugar Land and Bellaire Branches(CSR)
Near to China Town
part time or full time.
Adobe
Creative
Suite,
Microsoft suite,
● Loan Processor at Bellaire Office
Flu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11200 Steeplecrest Dr. Houston, TX 77065. ● Computer literacy
film or video editing.
Email to:
Resume to : joy4mychild@gmail.com Email: GBNAHR@goldenbank-na.com
Send resume to:
kinginternational2011@gmail.com
or call : 281-955-9486 Ms. Cher Or Fax : 713-596-6999 EOE
hr@pvisoftware.com

第一商業銀行 休士頓分行徵才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s Co

in Houston is seeking new talent to join our team.
(First Commercial Bank Houston Br. Job Vacancy) Sr.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 Logistics Specialist
Deposit and Operation Officer
•Bachelor's Degree or equivalent experience
( 存匯款作業專員 )
with business or supply chain background
•1~2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中英文雙語；金融,會計或經濟相關科系畢業
•ERP - SAP experiences are preferred
(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Take full ownership of customer issues & show a
skill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
strong commitment to going above & beyond
•Manages
logistics operations to ensure efficient
( Major in Finance, Accounting, Economics or
and accurate delivery of shipments
related fields )
•Positive Attitude. Dependable. Takes initiative.
工作地點 : 位於休士頓市區.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spoken & written).
•Bilingual (Mandarin & English) is preferable.
意者請 Email:
Please email your resume to
i927a@firstbank.com.tw
lwang@telcointercon.com Attn: HR

Auto Fit is looking for Accounting Clerk!!

* 糖城 好氏食品公司, 誠聘

( 80 million revenue )
● Accounts & Admin Asst
- full accounting - Quickbook
● Social Media Exec
- photoshop, AI
內容：主要負責幫助經理協調倉庫與辦公室的
Email:
jean@beyondmedshop.com
具體事宜，可以運 50lb 的貨品;備貨,點貨,出貨.
要求：須工作認真負責，有良好的溝通能力，會 *休斯頓食品批發公司現誠招
簡單英語. 有開叉車經驗者，有揀貨以及提貨經 ●卡車送貨司機 : 需要有 C 牌照, 一周工
驗，有倉庫管理經驗者，會說流利英語者優先考 作 5-6 天, 月薪 4000 起,有經驗者優先
慮。需合法在美工作，誠聘長期員工，酬薪面議，●倉庫點貨人員 : 男女不限
待遇從優。
工作時間: 周一至周六, 2am-10am
意者請電郵簡歷至：steve@jascole.com
或撥打 Steve 電話：626-378-0092

中國城牙科診所,高薪誠聘

Seeking Bilingual English and Manderine Accounting Clerk
●牙科助理
●前檯工作人員
●經理助理
with experience and proficient in Microsoft Office applications
有經驗者優先, 無經驗者可提供培訓, 需中英文流利,
such as Excel and Word, and knowledge of QuickBooks and Payroll.
全職或半職均可, 工作穩定, 福利優,
Job Type: Full-time
公司提供帶薪年休假期. 我們期待著您 加入團隊!!
Pay: $15.00 - $20.00 per hour
有意者請電 : 618-789-3150
Experience:
簡 歷 電 郵 : zjin818@gmail.com
•Accounting: 5 years (Preferred)
•quickbooks: 5 years (Preferred)
汽車零件廠(工作地點在北達拉斯)誠徵
Education: •Bachelor's (Preferred)
1.機器設備維修保養人員一名：稍懂英文,有機械或電經驗佳.
Location: •Houston, TX (Preferred)
Additional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Bonuses •Store Discounts 2.模具維修保養人員一名：稍懂英文,有車床、銑床經驗者佳.
3.汽車零件銷售服務業務 :可訓練,對汽車業感興趣者優先考慮.
Work Location: •One location
Benefits: •Health insurance •Dental insurance •Paid time off
薪資面議,公司提供員工醫療保險、401K,季度及年終獎金。
Schedule: •Monday to Friday •Weekends required
有意者請將簡歷 Email: jeffc@tygproducts.com

Please send the resume to : adis@autofit.bz

*Innovo Medical

職位：全職倉庫人員 1 名 ( 長期員工 )
工資：面議（電議） 法定假日休息
時間：從 8:30 到 5:00(午休 30 分鐘),周末雙休
地點：糖城 Sugar Land

or Fax: 972-542-1689 Attn: HR Dept

可全職/ 兼職, 底薪 15/小時起,有提成.
有意者請聯系: 832-388-3378

華人網上生鮮超市長期招聘

1.倉庫組長：有亞洲食品生鮮行業經驗優先，
有責任心，薪酬面議，轉正後有醫療保險和帶
薪年假等公司福利。
2.倉庫員工：負責倉庫內卸貨，分貨，配貨和打包
工作,時薪$12/小時，轉正後有醫療保險和帶
薪年假。 上班地點在中國城附近。
聯系方式: c_carol.qiu@sayweee.com
電話：737-242-6095 / 832-589-0233

裝修公司請人

誠請有經驗的裝修工人，
需要木工，牆體，瓷磚等師父及幫工，
有經驗者優先，待優。
聯系人：Richard
聯系電話：832-778-0090
832-212-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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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Massage
Service
按摩服務

*凱 悅*

** 真愛台北 **

實惠的價格

舊雨新知

輕鬆的享受

歡迎預約:

1000
Massage
Service
按摩服務

1000
Massage
Service
按摩服務

Tiffany SPA 會所

快樂無限 激情有約
美女如雲 技術一流 環境舒適
私屬空間 水床服務 星級享受
越南城 TX 77072
營業時間: 早 10 點 - 晚 12 點
聯系電話 : 832-941-7212

832-359-6141 832-630-3343

1000
Massage
Service
按摩服務

** 高級 SPA **

極品 Baby! 粉嫩少女

漂亮氣質東方美女
早 9 點-晚 12 點
休斯頓中國城. 歡迎電話預約:
832-988-7118

高顏值

832-380-1539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按摩請人
*招男按摩員
**$$賺錢床腳老店轉讓$$**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45
南 36 出口，
中國足浴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離休斯敦中國城
40 分鐘,Baytown 老店
6
年正規床店請人
，
現招男按摩員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工作環境安靜
丌
，客源穩定，收入穩定，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月入$5000
全職 6 天,兼職 3-5 天
適合夫妻檔。1300 英尺,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要求有力氣,能吃苦
可住店,能做大力,
，四張腳沙發，房租便宜。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兩個按摩床
丌
生手可教.
有萊森經驗者優先.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意者請速電:
有意者請電:
832-417-4410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626-371-5303
626-371-5372 832-293-5537
( 做黃勿擾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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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HIRING
for Massage
按摩請人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1000

英
文
班
招
生

房地產商, 65 歲,喪偶,身體健康,
誠尋 50 左右,身體健康,端莊賢惠,
有意組建家庭的女士.
誠意者請短訊 : 非誠勿擾
832-613-7659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譯

口譯服務
W-2

修
理
業
務

Remodeling

700

修
理
業
務

Remodeling

美國公民, 華裔, 身體健康,
69 歲，喪偶，身高 1.74 米，
收入穩定, 能講中英文,
身體健康，性格開朗，
誠尋 45 歲以下, 溫柔賢惠女士
誠尋有意組建家庭的有緣中國女士.
先友後婚. 非誠勿擾.
誠意者請短訊:713-494-5236 非誠勿擾,請短信:281-236-2626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10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DPS 指定 王朝駕校 路考第三考場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DPS
三三路試考官,全權下放至百利駕校的教練考路試,
在本校一天可完成筆試,取得
pemit 後可安排路考,不用排隊等 30 天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筆試班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 每星期一至六上課，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 務必預約. 考路試，務必預約.
路考班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 隨時開課. 開課，務必預約。
安全班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832-633-5555 周師傅 832-983-9509 Tom 發哥
Driving School 電話: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房地產經紀人
三三三三
德州帶槍執照
Kate Zhang
●個人房屋買賣
●商業房產買賣
微信：15042558967
電/短信：917-378-5316

美華翻譯中心 M&H Translation Services

●專業翻譯各種學歷證書, 成績單, 結婚, 離婚, 出生, 死亡證書.
●各種戶籍,房產,銀行證明 ●法律,經濟,財務等專業文件及口譯,
代辦公證認證.●30 多年翻譯經驗,得到美國&中國政府機構認可接受.
價格優惠,專業迅速。 電話 : 713-414-3115
電郵:service@ustranslator.com davidwon1025@hotmail.com
Http://www.ustranslator.com
Member of the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專收購舊車壞車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800

汽 車
保養修理

Auto Repair

床墊世界

800

JuJu's 寵物美容

Gun License

狗狗寵物美容

Pet Grooming

美國專業資格認證
手工剪毛,寵物託管$20
精心照顧,收費合理
近 Richmond/休斯頓
281-818-8809
281-496-7878
12624 Briar Forest

李氏修車行/汽車買賣
換機油$18.99 年檢$25 "鈑金部"多有折扣
專修本國車,進口車,引擎系統,剎車系統,變速器,電路
鈑金噴漆,修理 代辦一切保險理賠,24 小時拖車服務.
Lee Enterprises Complete Auto Repair
11830 Beechnut St. Houston,TX 77072 /Kirkwood
電:281-575-7221(中英越) 手機:832-622-7134

6 天營業 周一至周六: 9 點~6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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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修
三三三三
腰酸背疼,輾轉難眠? 夢想一覺睡到自然醒?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還好有 30 多年老字號的床墊世界,專賣各種超硬 丌丌
理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丌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三
三
實木板床墊和彈簧床墊. 美國生產,質量最優, 丌丌
丌
丌三
丌
丌
丌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業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價格最平,款式最齊,市內免費送貨.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丌丌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另有廠家直銷各式家具及自動清洗抽油烟機. 丌丌
務
丌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保證最低價 .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 713-777-1188 (近 59,離中國城 5 分鐘) 丌丌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床墊專賣 請電
三三
三
6121 Hillcroft Ave, Ste M1, Houston, TX 77081
丌丌
丌
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Remodeling
832-382-5645
Mattress for sale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丌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天天裝修
蘇揚建築裝璜
吳氏專業裝修 恆豐裝修公司
誠意裝修
榮盛裝修
浙江大余裝修
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公司,住宅,地板,地磚,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執照# LI 0019006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承接 : 舊房翻新,
台灣專業,政府註冊,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庭園灑水,庭園設計,籬笆 承接:舊屋翻新,水槽,籬笆,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內外油漆,廚浴改建,
浴室廚房改建.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鋪草皮,修換圍欄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內外油漆翻新,涼棚涼檯 涼棚,屋頂翻新,補漏.廚櫃 高壓衝洗，室內清潔。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承攬:商業/餐館裝修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
洗衣機,乾衣機,洗碗機, 安裝,木工隔間,磁磚,實木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小修小補.
木工活,水泥面,籬笆牆
大小工程,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提供商業保險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水龍頭,地板,地磚,廁浴, 樓梯,木地板,廚浴改建,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小修小補,保修 3 年.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請電: Sam 劉
更新,水務維修,電路修換. 內外油漆,屋內外全部工程
929-392-5818
余:
832-607-7861 張
~~ 百萬保險 ~~
身份,薪酬優厚.
832-606-7672 832-818-3185 國粵語 832-366-7510 洪(國台) 713-371-2713 戴師傅 eng: 646-925-9275 電:281-787-1283
●誠請裝修工人

北夏接送服務

順發裝修

地板人工 90￠/呎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二樓樓梯圍欄,
精優價廉.以上工程,
保修 2 年.(訂做按摩床)
281-323-9938 王順

潮江裝修

*房屋修理*

隨叫隨到裝修 正翔屋頂/裝修

廚廁改建,地板磁磚 浴室，漏水，天花板
專業漏雨
內外油漆,木工水電 屋頂，廚房，內外牆
瓦片翻新
廚櫃理石,檯面安裝 地磚，地板，高壓洗
室內外裝修
20 年
香港師傅,專業守信 油漆，籬笆，蓋涼廳
水電門窗，舊屋翻新 經驗. ~免費估價~
請電: 陳師傅
832-629-2688 餐館改造.~好價格~ 346-383-1087
誠聘裝修師傅
713-515-7652 713-269-9582

佳寶建築公司

*** 萬福 ● 裝修公司 ***

專業住家,屋頂換新
房屋翻修,廚浴改建
商業住家,水電維修
內外油漆,籬笆車道
灑水系統,經驗豐富
832-998-5898
王 (國/台語)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政府註冊. 承接各種大小工程,
政府注冊.百萬保險.15 年經驗
擁有各類大型建築設備及水電 A/C 等...
有多年經驗豐富裝修師傅。
承接：商業/住宅 的
您的房屋改造,櫥櫃,門窗,浴室,內外油漆,地板
專業執照,施工團隊.
翻新與改造等工程.
專精大型倉庫,Shopping Center 等大型建築 磁磚,冷凝氣,水電維修,水泥路面,車庫,外牆等..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另招裝修師傅
有專業裝修師傅就是您的質量保證.
從選址,設計,請照,施工 一條龍服務.
中英 Andy 801-739-5866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 免費估價.
百萬保險+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中
蘇師傅 832-359-2367
電話 : 832-380-1166 李師傅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申請帶槍執照

中國城軍火庫
可在全美 38 州携帶
全課程半天完成$100
( 外州駕照可申請 )
各式槍枝買賣/交換
9896 Bellaire #G1
( 黃金廣場內 )
281-236-4723

700



Transportation

Realtor

●報個人稅, 公司稅
●公司做帳
地址: 美國財富會計樓
打電話或短信： 917-378-5316

機
場
接
送

700

各種翻譯
****** 報 稅 ******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報稅服務
800

譯

移民、醫療、商業
中英流利,收費合理
832-877-0828
（陸克）微信：
L8327792838

*男 士 征 婚

Remodeling

修理業務



口

專業口譯

按摩請人

駕駛學校

撲克牌培訓班

房產經紀人

Registration

HIRING
for Massage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仿真練習，讓您 100%通過
* VIP 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美南駕校
10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疫情期間有中文網絡筆試課，取消罰單課，發證書。
美南駕校是官方指定考點
，天天有路考。旅游簽證等各種簽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可以考駕照。青少年班隨時上課。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成人筆試班: 周二，六 10am-4:30pm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取消罰單安全班 : 周六，周日有課
三三
三三三三School
三三三三三三三7001 Corporate Dr #203 832-277-7226 王教練
Driving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專業撲克牌培訓班招生

為期兩個月,小班培訓.
**畢業馬上有工作按排**
每天收入大約 $300-$400
有興趣參與學習盡快報名,名額有限.
聯系電話: 713-550-0372

*男 士 徵 婚

入籍班招生

本地美國人,資深英語家庭教師,教授日常美式
會話、商業及旅遊用語, 個人或集體均可.
*** 協助通過公民考試及移民局面談 ***
skype:david.b.browning /Wechat: Teresina1only
832-788-3383 281-587-6912 布朗寧
5338 Beechnut St. Houston, TX 77096
http://davidbrowning.trustab.org

駕駛學校

Registration

*男士徵婚 ( 65 歲 )

1000



, 別蹉跎歲月
歲月
千 別猶豫 別蹉跎
一
里
線
姻
牽
緣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General Contractor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今第建築裝飾+設計+繪圖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各類餐館、甲店、家庭開工圖紙,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專業室內設計,
3D 效果圖. 20 年以上設計經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多州建築師執照,
政府註冊,1.5 千萬保險.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專業施工團隊承接:
*餐館 *甲店 *商業 *廠房
丌丌
丌丌丌設計
丌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建築
裝修
繪圖
832-779-5888
劉小姐
www.jdnys.com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裝
修
設
計
Remodeling

刊登廣告
24 小時,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美 滿 裝 修
22 年經驗,專精商業住宅
理石廚櫃,地板,磁磚,浴室改建,內外油漆,
門窗,水電,涼棚,圍欄及屋頂翻新.
誠信+優惠+專業 特價 & 保修二年
832-419-5588 張 ●另請工人

兄弟建築公司 832-860-1133
承接各類餐廳, 美容院, 奶茶店, 辦公室, 廠房等設計, 施工建造,
及住宅維修和翻新,免費估價. 最低成本, 最佳質量, 百萬保險 !
選址 : 商業租賃,為您的生意精選最佳地點,最旺鋪位.
設計 : 施工圖, 3D 效果圖設計,申請施工 PERMIT.
建造 : 裝修裝潢,專業執照工程隊伍施工,品質保障.
6100 Corporate Dr. Ste 315, Houston
www.usbrothersconstruction.com



分類廣告 4
星期五

CLASSY 殺蟲專家

專

家

玻璃門窗專家

Pest Control

Door/Window Glass

專業砍樹服務

700

通水管
排污

水 工

700

Flooring Service

敦煌地板
地板$1.89/呎 &up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廚浴更新
832-353-6900
地毯清潔
9889 Bellaire #B-24-C
( 大中華超市旁邊) Carpet cleaning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7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庭三三木水石電全能
品質保證+安全保證+價格便宜保證
執照#LI 0019006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商業/住宅
花草自動灑水系統,
園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Shower Door, Window Glass
軟水器,淨水器,籬笆,涼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美三三
Mirror Wall, Furniture Glass
亭,魚池,地板,磁磚,電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浴缸,浴室落地玻璃門, 住家辦公樓大門玻璃
餘泥
化三路,水路,招倒垃圾﹑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一般牆上及臥室大型鏡子,傢具台面玻璃
及以上各種維修.國粵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Gardening
請英文/越語 : 346-561-2430
832-818-3185 吳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分類廣告專頁
三
專業籬笆圍牆
專業砍樹

PN Pro Glasses 門窗公司

華人經營,專業砍樹,
修理樹枝,挖樹根,栽花,
種樹,鋪草皮.各種場地
清理,修建籬笆圍牆,
清理水槽,清垃圾,排後院
積水.搬家及雜活.
*全市最低價 100 元起*
832-969-5083 李

專通下水管道

籬笆 Fence

水管, 通水管

專精上下水

滿意水電

水電服務公司

281-236-7471 281-610-2068

●招助手或學徒

快速冷暖氣修理 專業冷暖氣維修 修空調找杰克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下水道專家

小潔水管公司

廚房及廁所漏水疏通
水龍頭,噴頭,破碎機
按裝. 經驗豐富,
價格最低(政府執照)
陸先生(中文).請電：
281-818-6524

房屋理賠

Claims Service

頂好排污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城市申報檢驗.

832-462-3832
832-462-4011

誠信專業水電

專精各種漏水



水務
電器

專精上下水管道,
舊屋水管換新,
漏水,堵塞及疑難雜症.
改移,換新上下水管線,
屋頂,地下漏水
熱水器,水龍頭,浴缸,
修換熱水器
淋浴,馬桶.●維修改裝
供電線路,換電箱,加改 832-217-6958 修
供電線路及電器設施
713-885-4818 英
713-480-3646

大衛空調公司

冷

Chang Le Service 長樂 AC
安裝維修冷暖氣,
換熱水器 change water heater
價格合理,保證質量，服務快速.
Please Contact: Jay Yu.
請電：於先生 346-232-8970
832-868-8071

700
鐵
工
廠
Iron Works

修空調●修水電
找大衛,又快又好又便宜
維修費一律 80 元 (材料費除外）
德州執照,空調技師大衛
832-923-6578 (中文)
281-866-1073 (英文)

Plumbing Service

居家空調水電

誠意鐵工廠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800
一一一

泰平鐵工廠

林記鐵工廠

832-290-8770

電腦維修，IT 技術支持
辦公室電話/網絡佈線,VoIP 電話服務
商業高清監控安裝維修,數碼 IP 4 百萬像素起
POS 軟硬件，保證最優惠價
Express Computer Solutions
電腦維修
Tel : 713-823-6863
www.expresscs.net
Computer Service

萬家樂冷暖氣

合家歡冷暖氣

精藝冷氣水電
冷暖工程,家用電器
廚浴設備,修換水爐
住宅商鋪,節能空調
漏水斷電,急修急通
請電: 蕭師傅
832-490-7988

吉順冷暖氣公司

報警監控安裝

監控系統安裝

安全監控系統

監控系統 4MP 超清
帶 4x 鏡頭, 包安裝,
一套$700 起,無月費
支持手機監控及回看
請來電話咨詢:
832-310-7499

范氏鐵工廠

安全監控系統

Alarm 專業安裝
$19.95 月費
監控安裝每一路$75 起
四路特價,工廠直營,
倉庫在 Harwin,有
安裝執照. B09382201
電:713-779-8788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車房門專家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車
房
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商業,住家,鐵門及鐵柵
搖控車門器更換,
彈簧維修線路安裝,
品質保證,免費估價.
通國粵英語
20 年經驗,7 天日夜.
713-598-8118(C)
713-777-7934 (H)

床墊世界

腰酸背疼,輾轉難眠? 夢想一覺睡到自然醒?

還好有 30 多年老字號的床墊世界,專賣各種超硬實木板床墊和彈簧床墊.
美國生產,質量最優,價格最平,款式最齊,市內免費送貨.
※另有廠家直銷各式家具及自動清洗抽油烟機.
: 713-777-1188
床墊專賣 6121 Hillcroft Ave, Ste請電
M1, Houston, TX 77081 (近 59,離中國城 5 分鐘)
Mattress for sale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800



誠實專業冷氣

政府執照 TACLB95906E 百萬保險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安裝、精修 : 各種品牌冷暖氣
維修保養,配件更換,水務電器,專業誠信 精修餐館及超市冷凍,冷藏設備,電機,電路
~ 政府認可的 TOP 空調專業技工 ~ 及生活電器維修,特價代理 Goodman 產品.
州政府保險及執照, 質量保證,歡迎比較.
281-818-2990 宛 (Wan)
832-860-3388 蒲繼忠
●薪優,誠招空調幫手一名

美南網站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四季搬家公司
中信搬家公司 (當天電話,當天搬)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搬丌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政府註冊 TXDD363224B 優質服務,誠實可信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品質保證,價格便宜,32
年專業經驗,免費到府估價. 26 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有大中小型
家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往 Austin,Dallas,
San Aotonio 特價優惠.
封閉貨車,專經營長短途搬運,住家,公寓辦公室,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本公司有各大小貨車，專門長/短途搬運，
丌丌
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
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提貨,有保險,
公寓、住家、辦公室、鋼琴
( 10% Off w/AD 廣告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免費提供紙箱 832-561-7776 國語
英文電洽
: 281-903-7688 832-867-5467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
司丌丌
Moving
Service
24
小時服務
832-367-6090 國,越南,廣東
或上網查詢:
http://www.allseasonsmove.com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Tony's Fast Movers 快速搬運 順豐搬家快運 《如意》搬家
Moving and Delivery Services 住家/公寓/公司

冷
暖
電
氣

專業安裝,維修,保養
冷暖氣系統
維修水電( 開關,電路,
電風扇,熱水爐 )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電:劉先生.●請幫手
832-552-0155

專業定制各種防門自動
專業定制各類防盜門窗
經營多年,專修
大門,專業遮光智能溫室 鐵門護欄, 碰撞銹蝕, 精工電焊,鋁,不銹鋼 防盜門窗.自動大鐵門(保證大門不會變歪,
歡迎團購,便宜 5%-10%)
大棚,2000 呎到 3500 呎
餐館設備,爐頭,
修理翻新各類鐵件
玻璃溫室連棟大棚,可
工藝鐵門.
(鐵欄,扶手,樓梯等), 開門機修理,鐵欄杆修理,換新.陽台扶手.
定制呎寸,專用鋼結構
金屬構件加工.
多年經驗,質量保證. 出售鐵欄杆,大門,柱子等..承接各種焊接,
房屋,,可訂制呎寸, 移動
www.taipingironworks.com 281-889-1086 修理工作. 保證質量.良好的售後服務.
房屋大棚專用暖風機.
劉 832-420-4376 713-598-8889 (中文) ●誠請電焊工
281-785-9895
電:832-566-7888

電腦專家

平價水.維修

圍欄、室內外各種漏水
冷氣和屋頂漏水,
下水管堵塞,更換水龍
頭、馬桶、打碎機.
免費估價,不通不收費！
請電 : 林師傅
832-366-1627

政府執照,20 年經驗
專業安裝,修理,維護
冷暖氣系統.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請 電:
Electrical & AC 832-685-8888

洗衣烘乾,熱水爐具
冷暖空調,抽風排氣
水喉水槽,滴漏堵塞
開關插座,生活電器
住家餐館,質優價低

浩記冷暖氣維修 陳氏專業冷氣

精準冷暖氣 & 冷凍公司

AirTuner (各種品牌)
●住家及商業 : 保養維修、更新.
●德州執照 TACLA 80788C
●高額保險 : 價格公道
**任美國最大冷暖氣公司資深技工**
P.J. 陳 : 832-367-1098

專通下水道, 儀器檢查, 漏水堵水.
修換: 全屋來水管,去水管,水錶漏水.
按裝:熱水器,水龍頭,馬桶,浴缸,打碎機.
7/24 832-600-6300 劉
通粵/ 國 / 英 /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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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修理安裝:
冷暖氣系統
杰克修空調.
家用以及商用
346-276-5578 王 冷暖氣維修更換,
中央,分體,窗式空調
專業冷暖氣系統
冷&暖氣維修，
商用 cooler,freezer, 保養,維修,安裝,
冷暖系統
餐館制冷設備修理
家電,熱水爐.
維修、更換、加氟.
加氟利昂，換機，
專門解決疑難問題
維修,更換,安裝,調試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政府執照,15
年經驗
免費空調檢測
、
估價.
免費檢查
，
估價
！
保證質量,價格公道
免費檢查,評估
請
電:
請電: 陳(英粵國越)
請聯系：高師傅
聯系電話：
請電 : 黃先生
質量保證,價格合理.
832-759-4638
281-236-2846
346-704-9862
832-382-8026
832-421-6698

專業維修、安裝
暖
冷暖氣系統,
電
維修更換熱水爐.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氣
電話：陸先生
346-606-6871 Electrical & AC

爽快水管專業

通水管
排污

德州執照 TCEQ24431
德州 Master 執照 40172
抽餐館油井,
商業/住宅:煤氣管，煤氣
洗衣店水井,
開通與年檢, 水管油井,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水表,下水道,通堵,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經驗豐富,不通不收費.

專業冷暖氣

26 年經驗,價格合理
修補翻新各種屋頂
大小工程,質量保證
免費估價. Min Park
832-202-8432

房屋理賠

龍運疏通

832-722 2099

十年豐富經驗面對各種保險公司,房屋遭受暴
風雨,冰雹損害,房屋漏雨,房屋水管爆裂漏水,
火災,我們能幫您從保險公司爭取到您應得的
賠償.拿不到賠付免任何費用,保證施工質量.
免費咨詢電話:713-732-8802 中文
832-683-8753 英文

Claims Service

免費估價. 儀器檢查:
346-276-5578 王
$65 起。高科技
漏水堵塞,地下,牆壁, ●上水管修理,
迅速為你解決
天花漏水,通下水道,
●地下水道堵塞
全屋換管,免費評估.
不通不收費
●漏水、等難題
●下水管疏通,
安裝軟水器,馬桶,垃圾機,
德州大師級執照
●修理更換廚房,衛生間
浴缸,淋浴池.裝排水口
洗衣房設備,熱水器 電話 832-708-8688
改下水道.換全屋水管
短信 832-929-2771
質量保證,價格合理.
832-829-1860 黃

通水管
排污

美國房屋理賠服務

專業維修, 重建,新建,
各型籬笆,范士,圍欄,
圍牆.價格優惠,
10 年質量保證,
完工後滿意付款,
全市最低價,150 元起.
832-969-5083 李

$60 元起,不通不收費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漏水堵塞,洗水盆,浴缸
馬桶,打碎機,下水道
專業更換熱水器
7 天 24 小時. 請電:
832-421-6698

專精各種漏水,閥門龍頭
需要修換水管,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更換,熱水器,冰箱,洗衣機
安裝水龍頭,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各種家電維修,增加排查
水電新建和修理, 線路,更換電箱,軟水淨水
馬桶,浴缸,
系統,加裝各種照明燈,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花園噴水系統。
車庫門安裝維修
打碎機,下水道,
請電: 張生
曹 832-576-6957

雅聖冷暖氣

益明清洗地毯

華人主持，益明採用
大型蒸氣機,洗地毯,
沙發,淹水後清潔.
住家.辦公室.旅館.空房.
空房沒電亦可處理
請電:713-557-0074
281-565-4788Minh



通水管
排污

Classy Pest Control 提供專業的殺蟲服務
包括住家及商業地區,
讓您擺脫蟑螂/螞蟻/蜘蛛/老鼠/白蟻等的困擾
本公司提供免費的估價.
34 年專業經驗. 專業白蟻檢測及殺蟲服務.
電話(英): 281-437-4329, 713-516-1747
(中文): 346-252-9893

地板銷售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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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搬家公司 800

公寓住家，公司搬運
We move - House - Apartment - Office -Storage 拉貨.搬家.運東西. 貨運公司.專業搬家
碼頭提貨，代客送貨
local and long distance,call now for free quote ! 居民.公司.倉庫.鋼琴. 各種 家庭 / 倉庫 /
短長途專業搬運鋼琴
More Than 18 years Experience 家具拆裝,跨州長途搬運 辦公室 / 搬家。
免費估價，價錢便宜
best price Guaranteed.保證最好價格
只要你需要,
專線休斯敦-洛杉磯 電:713-783-3789 通
Call: 832-289-6211
我們一定
“搬”
到.
626-297-9888 國臺英
電話:
長短途搬運 832-265-9258
unitedmoving.tx@gmail.com
超過 23 年專業經驗,免費估價, 832-966-6077 281-797-9898

機
場
接
送

Transportation

西 南 搬 家
I.C.C. M.C.249994

(O)281-933-1555
(F )281-933-2953

TX.D.O.T. 44648C
U.S.D.O.T 461436

www.swmoving.com
Email: mike.kuo@swmoving.com

●公寓，住家，辦公室，倉庫遷移。
●市區內、紐約、加州、全美長途、回國傢俱
包裝及自用車運送。
●政府合法執照,25 年經驗,工作保證,誠信可靠.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832-382-5645

副刊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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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创业，真圈钱，一年卷走 个
3亿

明星开店大骗局
又一个收智商税的行业来了！
“投资 200 万，毛利 60%，净利 20%，一年回本！”
什么项目投资回报如此厉害，能吊打房地产？
答案是陈赫的贤合庄火锅店。
有人算了一笔账：
350 平米的贤合庄容纳 25 桌，按海底捞每天 3 次的翻台
率计算，每天能接客 75 桌。
如果每桌 4 人全部坐满，按客单价 100 元计算，每天流
水 30000 元，每月 90 万，每年超过 1000 万。
乍一看，确实唬人。
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们先来看看餐饮业的 3 座大山。
首先原料：贤合庄宣称毛利 60%，也就
是说扣除原料，每天进账只剩 18000 元。
其次房租：北京万达 350 平米租金大约
20 万/月，折约 6666 每天，收入只剩 11334 元
。
再次人力：350 平火锅店，至少需要 30
个员工，人均 6000 元/月，全店每天共计 6000
元，收入只剩 5534 元。
除了这些显性成本，还有你想不到的：
每天缴纳 2%的营业额给贤合庄总部，
600 元；
每天物业费 300 元；
营销；
水电；
税费；
……
5000 多块，就这样一步步见底了。
又有专业人士说了：
餐饮行业没有 60%的毛利；
每天爆满、每桌坐满根本不可能；
千亿市值的海底捞把成本打到最低，净
利率也不过才 8 个点，你一个贤合庄能做到
20%？
真的是吹牛不打草稿，别说一年回本，
不把底裤亏掉就万幸了。
然而，魔幻的是不管大家怎么质疑，贤
合庄还是从一个福州地方火锅成功走向全国
。
大家可能不知道，2020 年，它足足开了
600 家门店。
究其原因无非两个：
第一，背后的运作团队；
第二，老百姓对于开店赚钱当老板想象

手纸，手纸！
这件事将永远铭刻在他人生的耻辱柱上。
公元 1998 年秋天的某一日，他到一个城市出差。可能是
饮食上的不洁，吃完饭后他就冲进附近的一家公厕，开始剧
烈腹泻，一发而不可收拾。腹泻并不令人难堪，难堪的是倒
霉的他出门忘记了带手纸。
他“放松”完毕，搜遍所有的衣兜，都没有供他“净身
”的半张纸片。就连平时“寸步不离”的一方手帕，这时也
不知丢哪儿去了!
他蹲在便池上，心里掠过一丝惶恐。他希望能碰到一位
好心人对他进行“施舍”。他把眼睛左右睃视一番，投去求
救的目光。
但蹲在便池上的另几个人，看都不看他一眼，根本忽略
了此时的他!他几次张开嘴巴，欲向他们“求援”，但几次
欲言又止。他担心人们不会满足他的“无理要求”，这样又
会给他一场难堪。
他耐着性子又等。
他希望奇迹出现。
他在大脑一片空白中，发现和他同时蹲着的几个人，这
时已陆续提好裤子，走出了这个“是非之地”。
他的心更是为之一紧。
他知道随着每一个人的走出，离“奇迹”的出现就更渺
茫。如果厕所里的人都走光了，如果这个上午再不走进来一
个人，那么他就只好继续“委曲求全”在厕所里啦!
他不可能不揩屁股就走人!这是一个多么肮脏的字眼!更
何况正赶上他出差，他又是一个“洁癖”十足的人!
厕所里只剩下最后一个人，那个人也在窭窭翠宰地摸手
纸，正张罗着准备要起身。
他决定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
他鼓足勇气说:“喂!你有手纸吗?请把你的手纸借我一
用“”
那个人漫不经心地瞄了他一眼，“哧”地一声笑了:“不
带手纸解什么手呀你?抠门儿哇!”
那人说完，头也不回地去了。
他为自己受到奚落而羞赧万分。
他又向另一个进来小便的人真诚告窘:“喂，老哥!带手
纸了吗?请把你的手纸借我一用!”
那人似乎对他的话无动于衷，只冷若冰霜地睥睨了他一
眼，什么话都未说，顾自而去。
他在心里骂着这位“怪客”是白痴，是哑巴，是蠢货。
后来厕所里又来了几个人，他以不同的方式向他们求救
，但没有一个人肯搭腔。即使有搭腔的，也是敷行塞责，词
不达意。有的人，明明兜里有手纸，竟也对他断然拒绝。甚
至有一个家伙，到厕所里刚刚褪下裤子，当他提起要向他借
手纸时，竟然把他看成是欲起歹意的恶人，提起裤子张皇而
去!
他蹲得头晕目眩，眼迸绿花。他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挣扎。他相信大城市的女人还是温柔善良的。于是他便用
拳头擂着男女厕所的夹壁，向女厕所大喊:“隔壁有人吗?!
隔壁有人吗?!”
他喊第三遍的时候，女厕所里发出一声尖叫，蹿出一位
女人，那女人系着裤子，冲出了厕所。
女人跑到街头拨打了“110”。
须臾，警车鸣叫，呼啸而至。
他在警笛声中一头栽进了粪池……

太美好了，被割韭菜不自知。
提起贤合庄火锅，很多人不知道，但说
起它的老板你一定听过，甚至还可能是他的
粉丝。
没错，他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近些年
很火的多栖明星——陈赫。另外，知名主持
人朱桢也在其股东名单。当然，挂名的还有
首席体验官、范冰冰老公李晨。
那么，这家火锅店真是他们在开吗？
不！
在一个连生孩子都可以代孕的时代，明
星们也纷纷开辟了新的捞钱模式——餐饮代
运营。
给陈赫朱桢代言的是一家叫至膳餐饮品
牌管理的公司。
认识至膳前，贤合庄开了几家店，全倒
了。
至膳操盘后，它一年时间开了 600 家分
店，平均每天 1.6 家。
这是个什么概念？
海底捞用 20 多年开了 1200 多家店，贤合
庄一年走完了海底捞十几年的路。
那么问题来了，贤合庄真有那么好吃吗
？
我们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和普通餐饮不同，一般的餐馆是赚顾客
钱，更高级的玩法则是赚加盟商的钱。
贤合庄就是高端玩法里的战斗机，它的
加盟费高达 50 万，去年 600 家店，它一项加
盟费就赚了 3 个亿。
这比唱歌拍戏赚多了！
还有更长线的：
比如，加盟商所有设备必须总部统一采
购，这里面的差价大得离谱。

再比如，加盟店每月缴纳 2%的营业额，
总部旱涝保收。
还比如，合同每年续签费又是两万。
……
源源不断的资金就这样从消费者口袋流
入贤合庄，之后至膳再与陈赫、朱桢们按比
例分红。
看看，操盘手就这样把创业者当韭菜割
，至于开了店赚不赚钱，反正 50 万已经到账
，关我什么事？
明星有了，噱头有了，餐厅垮了，那是
你能力不行。
大家可能不知道，从去年开始，一大堆
明星餐饮店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陈赫的贤合庄火锅；
黄晓明的烧江南烤肉；
沙溢的辣叁成火锅；
郑凯的火凤祥火锅；
孙艺洲的灶门坎烧烤；
关晓彤的天然呆茶饮店；
……
它们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扩张到几十
、几百家店。

公交车奇遇
秦强和方敏是一对情侣，这天，两人逛
完商场，坐上了公交车。到了一站，呼啦啦
拥上来一大堆人。方敏伸长脖子一看，突然
低声惊呼：“秦强，你看，我妈！我把座位
让给她。”说完她就要起身。
秦强顺着方敏指的方向一看，可不是吗
？方阿姨抓着手环，站在车厢中部。而她旁
边那个戴着墨镜和口罩的高个男子，不正是
自己的父亲吗？
“先别动，旁边那个是我爸！”秦强赶
紧拉住方敏。
“你咋看出来的？他捂得那么严实。我
记得秦叔头发都花白了，可那人头发多黑啊
！”方敏惊异地说。
秦强笑着小声说：“他是我爸，那口罩
还是我给他买的呢。你也知道，我爸在追求
你妈呢，所以啊，他注意形象，前两天刚染
了头发。”
听秦强这么说，方敏又乖乖地坐到了位
置上。他们两家都是单亲家庭，没想到双方
家长竟然因孩子的事情而相识，慢慢地关系
有点暧昧起来，但两人在孩子面前还是不好
意思承认。
“哎呀，快抓小偷！”突然间，一个

尖细的女声响起，一下子让整个车厢骚动
起来。
秦强抬眼一看，一个穿粉色大衣的年轻
女孩正抓着父亲的衣服，大叫：“就是你！
你看你穿戴得这么严实，把脸遮住，肯定就
是小偷！”
秦强正想站起来，方敏拉住他：“别
动，有我妈呢！”
果真如方敏所说，方阿姨立马反唇相
讥：“你这个小姑娘不要血口喷人，你有证
据吗？”
粉色大衣不耐烦地说：“少啰唆，你
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吗？敢让我搜身不？”
秦叔想都没想，立刻掏出裤兜里的手
机。粉色大衣一看，冷笑起来：“这就是我
的手机，粉色的！大家评评理，你一个老头
用粉色手机？”
秦强气得就要冲过去，这个手机是方
敏上个月淘汰下来，给老爸暂用的呀！
就在秦强站起身要往前挤时，一个小
伙子大喊起来：“哎，那个丢手机的，地上
有个手机是不是你的？”
粉色大衣低下头搜寻，脸上露出惊喜
不已的表情。她把手機捡起来，不好意思地

冲澡的尴尬事儿
那天我下班回家后，老婆阿丽还没
回来。由于天热，我决定先洗个澡，换
件衣服凉快凉快。事后我曾经对朋友说:
如果有后悔药卖的话，那天我就是热死
也不会洗那个倒霉的澡!
开始时水温很合适，我洗得很舒服
，甚至还吹起了口哨，可过了五分钟，
我浑身肥皂泡，正准备冲，这时却停水
了。我家住的是那种装智能表的商品房
，每户使用水、电、气都是用磁卡的，
我想起来了，好久没刷卡了，水表里的
度数肯定用完了，可这会儿浑身泡沫，
怎 么 好 去 物 业 公 司 打 卡 呢? 这 时 ， 我 想
到了邻居小林。
我和小林既是哥们儿，又是邻居，
我就住在他对门。一个月前小林和老婆
小敏去拉萨旅游，临走时他把家里的钥
匙给了我，叫我给他的热带鱼喂喂食。
所以这时没水，我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小
林家，于是我拿了换洗的衣服，用小林
给的钥匙开了门，打开他家的热水器，

调好了水温继续洗我的澡。
我洗着洗着，突然觉得不对:屋里有
动静，客厅里有椅子被碰翻的声音!
有贼!我连忙穿上短裤，顺手把卫生
间里通马桶的那个吸盘拿上，轻轻打开
门，刚伸出头，就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
下，我眼前顿时金星直冒!
我忍着痛正要还击，猛的发现站 在
眼前的那个人不是“贼”， 而是小林
的老婆!她正一脸惊恐，傻傻地看着我。
原来小林夫妻俩在拉萨旅游完了后
，老婆因为急着赶回来上班，就乘飞机
先回来了，小林在拉萨买的东西多，怕
乘飞机麻烦，就改乘火车回来。刚才，
小林的老婆回到家，听见卫生间里有动
静，吓得不行，就随手抓了个网球拍来
察看动静，刚好这时我的头伸出来，小
林的老婆没看清楚就使劲给了我一下，
这 时 ， 我 摸 着 头 上 鼓 起 的 包 ， 嘀 咕 着:
“ 老 邻 居 ， 你 也 忒 狠 了 点 吧? 这 球 拍 还
是我送给你老公的呢。”

这绝不是偶然，而是资本在幕后推动。
我们上面说到的至膳餐饮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陈赫的贤合庄，黄晓明烧江南烤肉、
孙艺洲灶门坎烧烤、关晓彤天然呆茶饮，都
是它旗下的品牌。
他们采用“明星 IP 联名”的加盟方式在
全国各地繁殖店铺，明星站前台，资本站后
台，一个提供噱头，一个专业操盘，这个品
牌 50 万，那个品牌 30 万，迅速收割创业者。
餐厅倒了没关系，反正后面排队加盟的
人还多得是，谁叫中国人口那么多？
陈赫贤合庄倒闭了，有韩寒的“很高兴
遇见你”；
韩寒的“很高兴遇见你”倒闭了，有孟
非的“黄粱一梦”；
孟非“黄粱一梦”倒闭了，有薛之谦的
“上上谦”；
……
总有一款能收割你。
这就是资本的力量。
而我们小老百姓必须为自己负责，口袋
里有了几个闲钱，千万别冲动，管好钱包，
不要被这些高端玩家当韭菜割。

对秦叔道歉：“实在对不起，我以貌取人，
把您当成小偷了。不过您这打扮也太让人怀
疑了。”
秦叔自嘲地说：“我肺不好，戴口罩
防雾霾呢。”粉色大衣一脸困惑：“哪有雾
霾？今天空气多好啊。”方阿姨也忍不住说
：“别瞎讲，你啥时候肺不好啦？”
秦叔只好把口罩摘下来，解释道：
“我啊，是怕被这些小年轻看出我是个老人
，还得给我让座。唉，年轻人现在压力多大
啊，工作节奏又快，应该坐在公交车上休息
休息。但是我们这样的人站在旁边，人家不
让座心里又过意不去，非得再三相让。我为
了省去在公交车上被让座的麻烦，不如遮住
脸，让你们看不出来我是个老人。”
秦叔刚说完，车厢里就响起一阵热烈的
掌声，大家都说这个老先生通情达理，好有
爱心！
刚好，车到公园站了，秦叔笑眯眯地
牵起方阿姨的手下了车。
方敏笑着说：“刚才我妈看你爸那眼
神，全是崇拜！”
秦强轻轻刮了下方敏的鼻子，说：
“我爸啊，他嫌自己长相老，你妈不但年
轻他好几岁，还面嫩，他就怕在你妈面前
露出老态。前几天他在家里抱怨，在公交
车上老是有人给他让座，却没一个给方阿
姨让座的，他觉得自己在方阿姨面前可丢
人了，不但染了头发，还让我赶紧给他买
了墨镜和口罩……”

小林的老婆也知道误会了，连声道
歉，她说:“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贼呢
，不过你还算运气，如果是我老公的话
，你脑袋还不开了花!”
这时我甭说有多尴尬了，在女邻居
面前只穿了条裤衩，像什么呀!
我穿上衣服急忙就走，刚出门，正
在扣衬衣扣子，抬头看见了我的老婆阿
丽，她刚回家，正准备开门，看见我衣
衫不整地从对门出来，这脸上立刻就满
脸疑云了。
我知道，老婆多疑，如果她知道此
刻只有一个女邻居在家，还不打翻了醋
缸? 于 是 ， 我 就 故 作 轻 松 地 说: “ 小 丽 ，
你回来了!我们家没水了，他们家不是没
人 吗 ? 我 就 去 洗 了 个 澡 ... ”
话音未落，只听见小林家的门“哗”
地开了，小林的老婆拿着我刚换下来忘了
拿走的外衣追了出来:“你的衣服！”
第二天，同事们看见我额头上一个
大青包，脸上还有几道被抓出的血痕，
都问我怎么了？小林后来回来了，他也
问我怎么了？小林的老婆看见那几道被
抓出的血痕，也奇怪了:“我只是用球拍
打了一下，没抓你呀！”
你说，让我怎么解释?唉，尴尬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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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生子”vs“自梳女”
不同的过程，相同的结果
结婚还是单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可无论选择哪种
生活，都会后悔，毕竟没经历过另一种人生，多少有点遗憾，
可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唯有好过当下的日子，让自己少
点遗憾。

01
人生会面临很多次选择，关于学业
的选择：是继续深造，还是毕业打工。
关于婚姻的选择：一辈子单身，还是结
婚生子。
对于婚姻，绝大多数人会选择结婚
生子，但是也不乏个别选择单身的人。
据了解，我国的单身人口已经达到 2 亿
。单身者群体数量庞大。
可无论选择单身还是结婚，我们都
将会后悔。

02
我想先讲一位结婚多年的老人的故
事，这个老人名叫杨凤珍。
四十五年前，当时二十二岁的杨凤
珍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年轻帅气的小
伙。
两个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正是
最美的年华，充满了对生活的期望，以
及对爱情的憧憬。热恋过后，两人正式
步入婚姻，婚后育有一子，一家三口过
着平淡的生活。
柴米油盐酱醋，生活的烟火，很快打
破了杨凤珍对于王子公主般生活的幻想。
每天上班是工作，下班围着孩子转，完全
没有恋爱时的风花雪月，只有屎尿屁。
等孩子长大，夫妻也老了，没有年
轻时的激情，只剩下陪伴，看看电视，

吃吃饭，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等孩子结婚成家，杨凤珍为了照顾
小孙子，去到了儿子打工生活的城市，
与老伴儿分隔两地，又开始了“屎尿屁
的人生”。
杨凤珍不止一次地想，如果自己当
初没有结婚，人生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上班的时候努力工作，下了班就看
看书，与朋友逛逛街，日子多潇洒。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去想去的地
方，用不着一辈子被丈夫、孩子、孙子
缠着，脱不开身，感觉一辈子都在为别
人而活，这辈子算是白活了。
杨凤珍越想越后悔，尤其是和家人
吵架的时候，恨不得时光倒退，让自己
恢复自由身。

03
看完杨凤珍的生活，我们再看另一
位老人，她单身了一辈子。
陈君是一个“自梳女”，所谓自梳
女，就是指古代女性将自己的头发盘起
来，就像已出嫁的女性一样，用来表示
自己孤独终老，终身不嫁的决心。
陈君十八岁的时候就成了“自梳女
”，她不愿像别的女人那样绕 着丈夫
孩子渡过一生，她要为自己而活。
不结婚的陈君当然是自由的，不工
作的时候，她就在河边种菜，菜园边还
圈养了几只鸭子。没有夫妻拌嘴，没有

孩子吵闹，一个有很清净，但清净的同
时，又很冷清。
同龄人大多结了婚，有自己的家庭
，忙着带孩子，操持家务，不再有空来
找她串门，儿时的朋友慢慢都不再联系
。
逢年过节的时候，别人家都是热热
闹闹，只有自己冷冷清清一个人。
门前的对联，满地的炮仗碎屑，更
承托了她的孤寂，有时候想说句话，都
不知道该讲给谁听。
年纪越大，陈君越觉得后悔，如果
当初结了婚，现在是不是该儿孙绕膝，
享受天伦之乐。
最令陈君害怕的是，万一哪天自己
生病了，躺在地上动不了，该怎么办？
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

04
上述两位老人，各有各的苦恼与不
甘。
只能说，享受了相应的好处，就必
然付出对应的牺牲。
结婚的人，必须要为家庭负责，很
多时候需要牺牲自己的个人时间及空间
，付出金钱与劳动。
结婚后，压力剧增，比一个生存额
外增加了许多隐形开支，往往不知不觉
，钱就没了。
也许结婚前一无所有，但婚后却变

得负债累累。
但结婚也有很多好处，从此枕边多了
一个人，陪你笑，陪你哭，生病有人给你
倒水，不开心的时候有人陪在你身边。
还会有一个孩子，虽然常常惹你生
气，但也让你在不经意间露出笑容。你
陪着他长大，他陪着你变老。
一辈子很吵，却也很热闹；一辈子
很累，却让你找到了拼搏的理由；一辈
子很不自由，却让无处安放的心，有了
归宿。
有些事情，只有等到结了婚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自己能行。
做姑娘的时候，发现一只老鼠都能
被吓得跳上桌子不敢下来；而结了婚以
后，却敢追着一个大男人满屋子“揍”
。
做姑娘的时候，肩不能扛，手不能
提；结婚以后，却能一手抱娃，一手扛
菜，扛行李。
做姑娘的时候，排个队报名，都觉
得累；结婚以后，排一个通宵的队为孩
子争取学位，一点也不觉得累。
婚后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人生，为人
夫/妻，为人父/母，从此成了家里的一
根顶梁柱。
人生累，而精彩。
而单身的人，能有充足的私人空
间与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享受
人生。
全部的精力与金钱都能花在自己身
上，学习、进修、旅行。人生苦短，不
该为自己好好活一次吗？
踏遍千山万水，不用担心家里的开
支与孩子的生活学习，一个人吃饱，全
家不饿，自己落脚的地方，就是家。
单身的人，没有家庭的纷争，没有
婆媳矛盾、没有孩子的哭闹，不用夹在
老婆与老妈之间，和兄弟喝多少啤酒，
泡多久酒吧都不会有人干涉，和闺蜜想

去哪里，想买什么都不需要顾虑。
单身的人真的很自由，压力不大，
生活潇洒。
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一个人是玩
得很开心，但同时也寂寞，朋友不可能总
陪在身边，尤其是他们有了家庭以后，都
回归了自己的家，变得很少联系。
网络上说，孤独可以分为十个等级
：第一级：一个人去逛超市；第二级：
一个人去快餐厅；第三级：一个人去咖
啡厅；第四级：一个人去看电影；第五
级：一个人吃火锅；第六级：一个人去
KTV；第七级：一个人去看海；第八级
：一个人去游乐园；第九级：一个人搬
家；第十级：一个人去做手术。
这十个等级，都是单身者必须逐一
经历的。
前段时间爆出一死者化成白骨，才
被人发现。这让许多单身者感到悲凉。
一位网友的留言，令我印象深刻，
他说：“变成白骨被发现并不可怕，最
可怕的是尸体发肿流脓，全身爬满蛆的
时候被发现，恶心到别人就不好了。”
这样不体面地离开，是多少人不愿
意发生的事，也是单身者将面临的问题
，一个人独居，出了意外，谁会知道？

05
如果要问我，究竟是结婚生儿育女
的好，还是一辈子单身的好，我是给不
出结论的。毕竟，结婚与单身，各有各
的好，也各有各的不好，无论选择哪条
路，最终都会后悔，毕竟得不到的东西
，才是最好的，没体验过的人生，才是
最令人向往的。
可是，每个人的一生都只有一次，
与其在日复一日中懊悔，在度日如年中
烦恼不安，不如将眼前的日子过好，将
当前的自己经营好，毕竟，令自己遗憾
的事，能少一件是一件。

年后，切尔诺贝利如今是什么模样
35

柿，用于观察周围辐射的影响。
当人类离去，野生动物进驻了这片禁区
，许多西方媒体将这里称为“野生动物的天
堂”，狼、野牛、熊、山猫、野马以及数十
种鸟类栖息于无人区，但是有科学家担心辐
射会导致这些动物患病或发生变异。
白俄罗斯荒野保护计划项目负责人芬楚
克（Viktar Fenchuk）对《卫报》表示，人们
还没有全面了解切尔诺贝利周边的全面情况
，这一区域可能是生态“陷阱”，动物进入
后出现健康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辐射的
影响尚未体现出来。
切尔诺贝利辐射与生态生物圈保护区负责
人 维 什 涅 夫 斯 基 （Denis Vishnevsky） 说 ：
“我从未见过两头狼或五腿啮齿动物。”他表
示，在大多数情况下，辐射只会降低生物的生
存能力，但还没发现任何异常的形态变化。

禁区变观光地

1986 年 4 月 26 日凌晨 1 时 23 分，一声巨
响，成为历史的悲鸣。
距乌克兰首都基辅仅 110 公里的苏联切尔
诺贝利核电站 4 号反应堆爆炸，裹挟着放射
性物质的浓烟喷向天空，反应堆厂房燃起熊
熊烈火，消防员和清理工人日夜奋战。
当地时间 1986 年 4 月 26 日，乌克兰切尔
诺贝利核电站 4 号反应堆发生爆炸并起火，
大量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
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切尔诺贝利核电
站所在的普里皮亚季市响起广播，要求居民
立即撤离，几天后就返回。然而，他们当中
的大多数人就此成为永无归期的旅人。
35 年过去了，切尔诺贝利事故仍被视为
和平利用核能历史上最严重的事故。联合国
发布的报告显示，这起事故直接导致 30 人死
亡，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境内约有 840
万人受到辐射影响。这场悲剧实际的受害者
具体有多少难以确定，一连串的姓名掩埋在
历史的灰烬中。
如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 2600 平方
公里的空旷“禁区”，无时无刻不在向世人
敲响警钟。“这是一个充满悲伤记忆的地方
，同时留存着人们克服巨大灾难后果的印记
。”乌克兰环境部副部长博鲁霍夫斯基（Bohdan Borukhovskyi）对美联社说，他希望将无
人区重塑为“重生之地”。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那里的小城现在究
竟怎么样了？

百年“石棺”难一劳永逸

“无人区”并非无人

当各国媒体的镜头现在接近切尔诺贝利 4
号反应堆时，可以看见的是一个巨大的混凝
土拱顶，俗称“石棺”。
切尔诺贝利 4 号反应堆发生爆炸后三周
，为防止辐射进一步扩散，苏联派遣工作团
队，耗时 200 多天建造了一座石棺形建筑，仓
促将事发反应堆“封存”。根据世界核协会
发布的报告，石棺内约有 200 吨放射性钴，30
吨受污染的粉尘以及 16 吨铀和钚。
在常年自然侵蚀下，“石棺”逐渐开始
出现裂缝和破损，2008 年一部分外墙倒塌，
于是新掩体建设被提上日程。欧洲复兴银行
出资 7 亿多欧元支持，再加上数十个国际捐
助方提供的资金，耗资约 15 亿欧元的新掩体
于 2012 年开工，历时 7 年建设后投入使用。
新石棺的设计使用年限为 100 年，并非一
劳永逸，内部反应堆中仍然有大量残留的核
废料，因此石棺内部装有相关设备，可供进
行清理工作。据英国《电讯报》报道，去年
10 月，英国原子能管理局派美国机器人设计
公司波士顿动力开发的机器狗 Spot 探查反应
堆内核废料的情况，以供科研人员分析应该
如何进行后续处理。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早已停止运营，但退役
工作还在进行中。据美联社报道，预计到 2064
年，核电站内4个反应堆才能全部退役。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报告，当年
切尔诺贝利 4 号反应堆发生爆炸后，超过 100
种放射性元素释放到大气中，其中包括危险
性较高的锶和铯，其半衰期分别为 29 年和 30
年。锶可能导致白血病，而铯对全身的影响
更大，尤其会损害肝脏和脾脏。
1986 春季和夏季，30 万人从切尔诺贝利
反应堆周围的地区疏散，核电站周围半径 30
公里成了一片广阔的无人区，官方称之为
“疏散区”。灾难的中心地带则是普里皮亚
季和切尔诺贝利。
事故发生后至今，普里皮亚季和切
尔诺贝利一直被形容为一座“鬼城”，了无
生机。据“德国之声”（DW）26 日报道，自
1986 年以来，这两个城市并非完全空无一人
，一些工人会前往两地，保障关键基础设施
继续运转，还有一些老人坚持居住在当地。
但“德国之声”近日向乌克兰禁区管理局询
问切尔诺贝利到底有多少人时，官方的回应
是“没有”。
美联社 26 日报道指出，切尔诺贝利核电
站周边 30 公里的区域内仍然有 100 多人居住
，其中一名 85 岁的老人叶夫根尼· 马尔克维奇
（Yevgeny Markevich）说：“生活在家里真
是一种极大的幸福，但令人遗憾的是环境不
可同日而语。”他自己种了一些土豆和西红

多年前，冒险潜入切尔诺贝利禁区一度
成为乌克兰年轻人中流行的一种时尚。2019
年，乌克兰政府宣布对外开放切尔诺贝利隔
离区，打造“绿色走廊”，作为观光通道。
基辅数十家旅行社都推出了“切尔诺贝利之
旅”项目，游客可进入核电站周围的 30 公里
禁区。随着 2019 年美剧《切尔诺贝利》播出
，大量国外游客涌入。
根据乌克兰切尔诺贝利地区管理局网站
公告，目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边的辐射水
平为每小时 1.2 微西弗，普里皮亚季市的辐射
量通常不会超过每小时 0.3 微西弗的自然水平
。一日游所接受的辐射剂量不会超过 0.1 毫西
弗，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据旅行指南“孤独星球”网站消息，乌
克兰国际航空公司（UIA）在切尔诺贝利核事
故发生 35 周年之际还组织了飞行观光之旅，
乘客可以搭乘飞机在 900 米的高度从不同的角
度观览基辅和切尔诺贝利，一趟旅程的价格
约 106 美元。
切尔诺贝利和普里皮亚季演变为观光地
，对于一些乌克兰人来说并非喜讯。“应该
以纪念的方式看待普里皮亚季，而不是像迪
士尼乐园那样，被游客在网上疯传照片。”
亲历这场事故的潘丘克（Olena Pantsiuk）对
BBC 说，她希望人们提起切尔诺贝利时就可
以想起父辈祖辈，“一些核电站工人用生命
拯救了世界”。
基辅核能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布尔多
（Olena Burdo）反对政府开发旅游的决定，
她此前对 CNN 说：“更多、更深入地科学研
究应该在切尔诺贝利展开，也希望政府能够
为当地放射生物学研究给予资金支持。但是
我们并不欢迎更多游客造访。”
“如果你要去（旅游），请记住那里曾经
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悲剧，你要尊重所有经受苦
难和牺牲的人们。”美剧《切尔诺贝利》编剧
兼制片人克雷格· 麦辛2019年在推特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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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藝人福音團契 今晚辦母親節特別活動
疫情下的盼望
母親節特別活動
YouTube 直播鏈接
https://youtu.be/
LEk6-HOK4DU
會議 Zoom ID：
831 396 2394
密碼：113377
印尼-泗水
05 月 08 日（周六）

上午 7:30-9:00
中國/台灣/新加坡等
05 月 08 日（周六）
上午 8:30-10:00

特別介紹
創作音樂人-黄宣弟兄
台灣 30 屆金曲獎最佳單曲
製作人。 《 一天 》
著名藝人-王祖藍弟兄
《 你永遠不會改變 》
我們節目非常豐富，有空
可以和家人一起觀賞，使您度
過一個不一樣的母親節，請大
家傳送愛的好消息給親友，歡
迎踴躍參加！謝謝

北美日期：
05 月 07 日（周五）
時間：
美東晚 8:30-10:00
美南晚 7:30-9:00
美西晚 5:30-7:00

休士頓最具黃金位置及功能的 「百樂公寓
百樂公寓」
」
全新裝潢 現正限量特惠中 歡迎把握時機
(本報記者秦鴻鈞 ）提起全美 「中國城」 的
歷史，休士頓西南區中國城的發展，可說是奇蹟
中的奇蹟，在短短的三、四十年內，休市西南區
的快速發展令人嘖舌，而位於休士頓中國城最具
黃金位置及功能的 「百樂公寓」 ，更是此黃金地
點中最耀眼的一顆明珠，佔盡地利的優勢。 「百
樂公寓」 位於中國城生意最紅火的商場- 「敦煌
商場」 旁，並且距離數百家亞洲獨特的餐館和商
店僅幾步之遙。百樂公寓內的住戶可輕鬆直達鄰
近的高速公路，包括：Sam Houston 八號公路
和 69 州際公路，和 Westpark Pkwy 付費高速公
路。使您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輕鬆往來大休士地

區，休士頓市中心，IAH 喬治布什洲際機場，和
世界頂尖的醫療中心。
「百樂公寓」 是一個提供舒適和便利生活的
公寓社區。他們有一臥室、兩臥室和三臥室三種
戶型。這些戶型並配備了電灶，冰箱和洗碗機。
由他們努力工作且專業的管理和維護人員，以確
保公寓居民擁有舒適和享受的生活。
在 「百樂公寓」 居住，可說是休市的 「天之
驕子」 ！因為該公寓匯聚了敦煌、王朝、黃金廣
場的豐富機能，得天獨厚享有衣食住行育樂的便
利，與各大超級市場：H Mart 、大中華、百佳
、惠康等超市及各美食餐廳、排隊名店、醫療院

所、金融機構如華美銀行、Chase Bank、 恆豐
銀行、美南銀行、富國銀行 Wells Fargo、國泰
銀行...都在輕鬆步行可達的距離內，真實生活享
有出繁華、入寧靜的優越！
「百樂公寓」 因位於敦煌廣場隔壁，更是幾
分鐘步行可至中國城各個超市及餐廳。在此居住
，真可謂 「天之驕子」 ！ 「百樂公寓」 全新裝
潢，現正舉辦限量優惠中，歡迎電話洽詢詳情。
「百樂公寓」 地址：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2-8100

休城畫頁

休士頓 J 區市議員波拉德
近期工作匯報 (下)

擴大醫療用品供應

在醫療用品方面，數量和質量對於預防疾病和充分提供保健服
在醫療用品方面，
務至關重要。
務至關重要
。J 區與醫療橋樑公司合作
區與醫療橋樑公司合作，
，幫助服務不足的社區
獲得休斯頓市所需的設備。
獲得休斯頓市所需的設備
。醫療橋樑公司是提供全球剩餘醫療
用品的領先組織之一。
用品的領先組織之一
。

租金援助

在此期間，由於大流行
在此期間，
由於大流行，
，有些人無
法償還租金和水電費。
法償還租金和水電費
。J 區辦事處
與各種組織一道，
與各種組織一道
，在海灣頓提供免
費駕車活動，
費駕車活動
，為那些需要援助的人
提供指導，
提供指導
，並附上疾病預防控制中
心暫停驅逐申報表。
心暫停驅逐申報表
。調解人正在現
場協助出席者申請續期援助和法律
援助方案。
援助方案
。當地律師可以就驅逐保
護資格提供諮詢意見。
護資格提供諮詢意見
。非常感謝組
織和律師支援這一努力。
織和律師支援這一努力
。

恭喜 TSU 籃球隊

德克薩斯南方大學男籃度過了一個出色的賽季。理事會成員波拉德和
德克薩斯南方大學男籃度過了一個出色的賽季。
理事會成員卡羅琳·埃文斯·沙巴茲向球隊頒發了表彰證書
沙巴茲向球隊頒發了表彰證書，
，以表彰他
們在會議錦標賽中獲勝，
們在會議錦標賽中獲勝
，並獲得了 NCAA 錦標賽的參賽資格
錦標賽的參賽資格。
。運動員
們的表現贏得了全國的關注，
們的表現贏得了全國的關注
，他們很好地代表了休斯頓市
他們很好地代表了休斯頓市。
。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更安全的道路，
更安全的道路
，更安全的社區

使我們的道路更安全是一項持續的努力
。作為市長完整社區倡議的一部分
作為市長完整社區倡議的一部分，
，位
於貝萊爾和海灣頓之間的希爾克羅夫特
大道現在對範圍、
大道現在對範圍
、規劃和評估進行了基
於視頻的幾乎錯過的分析。
於視頻的幾乎錯過的分析
。由於該地區
是該市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
是該市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
，該專案
支持我們設計符合 J 區議員波拉德和市長
西爾維斯特特納共同為更安全的道路，
西爾維斯特特納共同為更安全的道路
，
休斯頓公共工程，
休斯頓公共工程
，休斯頓規劃部
休斯頓規劃部，
，西南
重建局/TIRZ
重建局
/TIRZ 20 和其他合作夥伴的獨特
動態的街道設計方法的創造性和創新的
承諾

分配給我兄弟守護者的資源

在市議會會議期間，成員們投票決定為
在市議會會議期間，
成員們投票決定為""我兄弟的守
護者""計劃撥出額外資金
護者
計劃撥出額外資金。
。該計劃由歐巴馬總統發起
，重點支援有色人種的男孩和年輕人
重點支援有色人種的男孩和年輕人，
，幫助他們克
服困難，
服困難
，在缺乏機會時取得成功
在缺乏機會時取得成功。
。此外
此外，
，還計劃繼
續與國家非營利組織（
續與國家非營利組織
（如社會正義學習研究所
如社會正義學習研究所）
）以
及地方組織和方案建立夥伴關係，
及地方組織和方案建立夥伴關係
，努力積極吸引和
鼓勵我們的年輕人發揮其最大潛力。
鼓勵我們的年輕人發揮其最大潛力
。

改善 J 區的生活

J 區辦事處會見了世界教會領導人和人民民主黨指
揮官洛佩茲。
揮官洛佩茲
。會議期間
會議期間，
，他們討論了如何就將對 J
區人民生活產生積極影響的計劃和倡議進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