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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頂級宮廷護膚品 「WHOO
WHOO后
后」 母親節佳禮

C16

「大華超市
大華超市」」 內 Ceci Cosmetics 推出母親節特價禮盒

（本報記者秦鴻鈞）隨著 「韓劇」風行於世界各地，那些肌
膚似雪，有若絕世佳人的韓國美女所用的化粧品，也隨之在世界
各地造成風潮。位於十號公路與 Blalock 交口 「大華超市」（99
Ranch Market）一進門口的（Ceci Cosmetics）為了慶祝一年一度
母親節的來臨，已推出一系列化粧品禮盒，豐儉隨意，如
「WHOO 后 」 與 「OHUI」 等 著 名 品 牌 的 化 粧 品 ， 尤 其
「WHOO 后」，更是仕女們趨之若鶩的美麗 「秘密武器」，根
據該店的負責人告訴記者：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夫人就是使用
「WHOO 后」的品牌，難怪習夫人一出現，總是各攝影， 媒體
及大眾矚目的焦點，
WHOO 後是來自韓國的韓國頂級宮廷護膚名品，是屬於 LG
的生活健康著名化妝品牌。 2003 年“WHOO 後”品牌於韓國上
市，源自宮廷的獨秘配方，讓廣大的韓國女性為之瘋狂與傾心。
“WHOO 後”的品牌價值與理念，就是對高品位、高格調
之美的追求。當歲 whoo 品牌 LOGO 月追溯到時間隧道遙遠的彼
方，對於身為絕世佳人的皇後們來說，宮廷美容秘方——拱辰丹
，可謂是供奉給她們最為珍貴的寶物，它造就了不施脂粉亦可生
輝的皇後們那高雅清麗的面容。經過數百年、數千年的傳承，拱
辰丹的效果經歷了歲月的驗證，並經現代科學的輔佐，而成為今
世“WHOO 後”品牌的核心成分。2006 年 9 月，“WHOO 後”
品牌在中國華麗登場。目前，其在中國的形像專櫃已達數十個，
遍及中國最為出眾的時尚都市。而此次傾情登陸休市，加之品牌

新代言人：韓國影視天後李英愛小姐的完美詮釋，必將引領宮廷
韓妝的新潮流。
自 2003 年品牌誕生至今，“WHOO 後”始終倡導以現代科
學為依據，融合神 whoo 化妝品秘的宮廷秘方與東方醫學為一體
，應用韓國 LG 化妝品研究所的尖端科學技術，以及大韓韓醫皮
膚科學會古老傳承，再現專為肌膚開發的宮廷美容秘訣的神秘處
方，為亞洲女性帶來最適合東方人肌膚的美容盛宴。
“WHOO 後”的明星產品還幼膏系列，就是以匠人的精神為
底，將最好的韓方成分以最佳的方法調配精制而成的名品，令肌
膚回到 10 年前活力的高濃縮再生營養尚品。選取自天然山參、
天山雪蓮、鹿茸、冬蟲夏草等名貴藥材和 55 種五行成分，促進
氣血精循環，保濕美白同時增強血液循環，改善皺紋和彈性，讓
肌膚煥然一新，如若初生。
母親節前到十號公路的 「大華超市」購物，不妨到進口處的
「Ceci Cosmetics」逛逛，負責人 Gina 將不厭其煩的為您介紹各
種保養品的用法及精緻粉妝效果，各式名牌化妝品。當您走出該
店時，您的 「美容，護膚」的素養將更狂增，不論是厚待自己，
還是子女孝敬母親，丈夫對愛妻表寸心， 「Ceci Cosmetics」化粧
品 店 將 是 您 及 家 人 未 來 的 最 愛 ， 該 店 地 址 ： 1005 Blalock Rd
Houston TX 77055 電話：（713）468-4500 官方網站:
http:
//www.whoo.co.kr/

工廠直接批發

Tel: (713) 777-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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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 OFF 折扣
， 購 書 滿 $100
元以上還可享有
10% OFF 折扣，
多買多優惠！
書展地址：
3711 Briar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僑教
中心走路 5 分鐘
, Westpark 和 Briarpark 交口)
書展詢問專線:713-789-1558 或來信至 info@chinesebookonlin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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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OWN STORE

休士頓地區
唯一中文店

包月計劃最低$20 家庭計劃 4 線$100 9188 Bellaire Blvd, Ste.H
TX, 77036
T 版手機分期付款 國際版手機物美價廉 Houston,
只要進店
完美售後讓您放心 另有手機解鎖服務
就 有 合 適 您 的 計 劃！

黃石/羚羊彩穴 7 天團
買二送一 $286 起

專辦中國簽證 豪華游輪
★中國特價團$49 起，江南，北京，雲南，

四川，山東，廣州，桂林，張家界，三峽等
▲美東$175 起、美加東 $303 起（買二送二）
▲黃石公園、美西 $215 起 (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脈$566 起、歐洲、中國

6918 Corporate Dr Ste.A-14, Houston,TX 77036

Agent

Lai

LUTCF, CLTC

The offering documents (Policies, Contracts) for all New York and its subsidiaries' products are availble only in English. In the event of a dispute, the provisions
in the policies and contracts will prevail. 對於保單、合約等相關文件，紐約人壽保險公司及其子公司僅提供英文版本。如有爭議，一律以保單和合約中的條款為準。

AlphaMax Realty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10333 Harwin Dr. Suite 415, Houston, TX 77036

英文專線：832-484-8899英語、西班牙語

◆Richmond City，近 Westpark Tollway & Fwy 99，交通便利，3 房 2.5 浴，二層樓，售$179,000
◆西北區近 290 位 Lake Jersey Village 社區，原 Darling Homes 建商，稀有硬瓦屋頂，3 房 3 浴，一層樓，
售$289,000
◆休斯頓北邊位 45 號，投資良機，50 個單位公寓 / Motel 混合出售，100%出租，超高報酬 12%，售$1,500,000
◆Missouri City，兩棟獨棟商業樓出售，位 6 號邊 & Sienna Parkway，100%出租，佔地 38,115 呎，室內使用
8,040 呎，售$3,370,000
◆西北區，近 290 成熟區 Shopping Center，100%出租，佔地 58,370 呎，建築 Building 58,370SF，高酬率約
8.25%，售$1,499,000
◆休士頓南部，距離 Hobby 機場 1 Mile，2 萬呎倉庫出租，可分隔，短期可議，租 75￠/呎
◆westheimer 商業區成熟日本餐館出售，有意請洽 Grace.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E-mail: chentoby@ymail.com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Dr. Dat V.Pham,DDS

6833 W. Sam Houston Pkwy.S. #109, Houston, TX 77072 (8號公路與百利交界 希爾頓花園旅館對面)

優勝保險，你值得擁有？李仕球

莉莉按摩

Terry Fan

(國、臺、英語)
E-mail: terry@terryfan.com,
Http://www.terryfan.com

1.福遍近糖城惠康超市，大湖區 Brghtwater 區，兩層樓房，3210 呎，全木地板，僅售 31 萬 5 仟
2.糖城近惠康，二層樓房，約 2500 呎，高挑屋頂，三房加遊戲間，新屋頂，新廚房，新電器用品，
花崗石臺面，新燈，新地板，僅售$299,950
3.糖城，Lake Pointe 高級區，2013 年新房，屋主精心設計，獨一無二的高質量，高享受的湖邊
豪華屋，僅售八十九萬九仟
4.糖城，Telfair 社區，單層洋房，高挑屋頂，2010 年，約 2500 呎，3 卧室加書房，僅售四十萬八仟
5.新房買賣最佳服務，廣及休市，Memorial 區，Bellaire 市，Mo、city，Katy，Sugar land 等市。

281.207.5088,

281.772.0888

以二十年經驗，為您做完整服務
HAR Client Experence Rating A 4.99* Realtor

英文：
281-402-8188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1) 近 8 號/Brain Forest Lake Side
Place，2,271 呎，一層樓 3/2/2，有游泳
池，新油漆，木板地，高屋頂，採光好，
情況良好，環境幽美，$274,900
2) Miss Bend 近 2500 呎，二層樓，3 房
3 衛，加遊戲間，原 Model Home，投資
自住皆宜，$152,000

位於 HOUSTON 西區及醫學中心 4 家
連鎖三明治餐廳（WHICHWICH SUPERIOR SANDWICHES）出售，年營業額
一百七十萬。售９９萬９千９百元。新
投資移民創業最佳選擇。機會難得.

房屋買賣，投資，管理
Sales Associate

sunny.hsu@aarealtytx.com

andy.hsu@aarealtytx.com

專精各類商業地產之買賣投資
承租及管理…積 20 年之從業
經驗為您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向更好邁進 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專業治療按摩老師 資深治療執照按摩師

ME1941

˙全身按摩

˙頭頸肩背腰按摩
禮物卡
˙腹部、腰腿按摩
$18、$25、
˙肩肘手按摩
$30、$50，
˙眼頭部按摩
送禮、自用最佳。
˙中藥熱敷熱石足療



CT 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買房,賣房,置房,投資,貸款,全套服務,
買全新屋高手,賣半舊屋拿手, 誠實可靠,值得信賴

吳念湘 CBR,GRI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 3D Cone Beam

Sean Wong

糖城福遍地產

your

牙齒全科：

黃永瑞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省下平均$480！＊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還有適合的保障
！

1490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 SOUTHWEST




植牙：$1299

全天接受定位
713--270
713
270--0177

敦煌廣場隔鄰 步行距離

一通電話
立即省錢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Cell: 713
Cell: 832
832--235
235--5000 專精
713--459
459--2656




Appetizers : $3 - $10
Rolls
: $4 - $9
Sushi(1pc) : $1 - $2.20
Sashimi(3pc) : $5 - $8
Drinks
: $2 - $5

www.ChampionsIG.com

中文專線：713-446-9185國語、粵語、福州、福建、台語

Top USA Investment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開張期間

Happy Hour 五月十日 母親節
All day (全天
(全天))

Commercial 商業保險
Property 產業
Restaruant 餐館
ShoppingCenter 購物中心
Office Building 辦公大樓

誠徵有經驗,穩重的保險經紀人。

281281
-630630-2212

18001800
-856
856-0002×
0002×116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Akasaka Japanese Restaurant & Lounge    


phone:713-270-0177 
隆重開張

Caring Dental Team!

e
l
t

Web: AkasakaTexas.com
n
Ge
Opening Hours:
Mon. - Thurs. :11:00 AM - 10:00 PM
Fri.、Sat.: 11:00 AM - 11:00 PM
Sun: 11:00 AM - 9:30 PM

代理上百家 A 級保險公司

5307 FM 1960 Rd. W.Ste B, Houston, TX 77069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C:(713) 298-9685
O:(713) 771-5910

陳 太 太

(國、臺、英語)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Champions Insurance Group

富 國 地 產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新屋優惠
購屋貸款
免費估價

•Memorial 近 Dairy Ashford，黃金地段土地出售，占地 2 萬英尺，可自建私人住宅或商業店鋪，適用小型療養院，嬰幼中心，教育中心
等等。欲尋有識投資人士。出售價：$ 679,000.00
•糖城二層屋 4 房 2.5 浴，適初次購屋人士，正式餐廳，私人遊泳池, 漂亮庭院，遊戲間，交通便利，緊鄰 6 號。售價$14 萬 9 千 9
•近 Humble/1960, 4.5 英畝商業用地，待開發，緊鄰商業中心區/大型連鎖店，投資前景好，覓有遠見人士，回報潛力高。距休斯頓國際
機場 15 分鐘，每尺售價: 8.75
•近 249/LOUETTA 繁華商業區，三千尺大屋，四房三衛，挑高廳，落地窗，一層實木地板，正餐廳，挑高頂書房，新油漆，寬敞廚房，大理
石臺面，大遊戲間，仿木地板，一年新冷氣，屋況極好，售$218,800
•KATY 明星校區，2300 尺兩層 4 房 2.5 浴，寬大客廳，正餐廳，開放式廚房，優美庭院設計，戶外亭臺。二樓大遊戲間，保養佳。月租: $1950
•新屋銷售，位於 6 號和 Fort Bend Parkway, 超豪華湖景屋，每棟保證占地一英畝以上，基本四房/五房/三車位，戶外廚房，特別制定
酒窖，奢華內部裝飾，最新節能材料，遠程操控，定時燈光系統等等智能管理，盡顯主人個性，售價$550,000 起
•Pearland Sunrise Lakes 社區 3200 尺屋，一任房主，保養佳，挑高大廳，正式餐廳/書房，一層全地板，二樓遊戲間，開放式廚房，大理石
臺面，前後院自動撒水系統，售價$274,900
•近香港城雅房出租，3 房 2 浴，全新內外油漆，一樓高挑大廳/早餐廳，月租$1250. 出入方便, 近八號公路/WestPark Toll。

Mei Tan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二十年豐富經驗

治療按摩

Jenny Zhang

西南區，糖城，醫學中心，Memorial，Katy，西北區。

Personal 個人保險
Home 房屋
Auto 汽車
Life 人壽
Health 健康

Tel:713-952-9898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專業執照

專精

★專精房屋及商業保險★






黎瓊芳 Connie

3200 Southwest FWY, #1900, Houston,TX 77027
email: clai@ft.newyorklife.com www.connielai.com

現招聘有經驗或者熱愛旅遊服務業的全職旅遊代理



（通英、國、粵）

紐約人壽 傳家之保

暑假上海特價團（機票+7 日江南團) $1350.00 含稅
青島﹐成都﹐廈門﹐廣州......特價中

如果客戶找到本地零售價格

優勝保險

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價格保證 相同的團，我們承諾價格匹配。
Tel:713-981-8868 網站﹕aaplusvacation.com

陳先生手機 281
281--561
561--6288

商業部門

1. 近醫學中心, 975 尺，二臥二浴公寓，明亮寬敞，廚房花崗石枱面，不銹鋼廚具，有社區鐵門。僅售 $119,000
2. 近醫學中心，788 尺，二層樓共渡屋，一房，一浴，一車庫，有書房，大客廳，僅售 $109,000。
3. 近 Westheimer 與八號路，一層公寓，一房, 一浴，有車房，社區鐵門，遊泳池。可自住或投資。僅售$94,900.
4. 密蘇里市，四房，2.5 浴，二車庫，寬敞明亮，一樓主臥室套間，二樓有大遊戲間。大後院。僅售 $236,000。
5. 西北區, 離中國城 20 分鐘，兩層樓漂亮洋房。2368 尺，四房，二套半浴室。主臥室在一樓，二樓大遊戲間。
一樓瓷磚與硬木地板，二樓全地毯，近小學。僅售 $215,000
6. Montgomery 區，一英畝多土地，湖邊，有鐵門，高級洋房社區，湖景優美，近高爾夫球場。售 $ 125,000-145,000.
7. 6 號與 288 號公路，Sienna Plantation 南邊，二畝土地，高級住宅區，售$60,000.
8. 近香港城商業土地，5.74 英畝, 僅售 $2,751,100.
9.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500 平方尺，每尺$0.54，可立即搬入。
10. 59 號，8 號，交叉口，13,716 平方尺，鋼筋水泥建築，14 尺高，交通方便。二尺高的上卸貨區。售 $780,000.

此次 「警民聯歡
警民聯歡」」 的所有主辦社團及贊助廠商上台合影
的所有主辦社團及贊助廠商上台合影。（
。（記者秦鴻
記者秦鴻
鈞攝）
鈞攝
）

顯國軍官兵為國家犧牲奮鬥的精神意志，省
思無國防即無主權的國際現勢，使全民能夠
花許梨美舞蹈學院在休士頓台聲合唱團 45 週年音樂會中演出 台灣農村閒趣組曲
支持國防、參與國防，讓中華民國擁有固若
舞蹈 。
磐石的防衛力量。
中華軍史學會提醒，投稿論文一律以中
文撰稿，收件至 6 月 1 日止，稿件需在 1 萬 5
委員會聯絡人彭增榮電子郵件 blackmark1977@gmail.com 洽詢。
千字左右（不得超過 2 萬字）。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敬上
相關研討會訊息可逕至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北安路 807 號後棟
的 「紀念抗戰勝利 70 周年」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或去信籌備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any

人壽保險 長期護理保險
教育基金 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713-480-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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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許梨美舞蹈學院在休士頓台聲合唱團
45週年音樂會中演出

會長吳而立同時感謝美南休士頓地區各賢達和廠
商鼎力贊助，共襄盛舉，讓基金會籌募之路可行之久
遠。獎學金申請日期自 2015 年 4 月 1 日 至 5 月 30 日，
申請資格須要練習武術四年以上，在武術上有優良表
現及積極服務社區，學業平均在 B 以上，尊師重道，嚴
守武德; 獎學金名額兩名，每位一千元，申請表格請寄
至 宏 武 協 會 (Wu Martial Arts Association) 9777 Harwin
Dr. #509, Houston, TX 77036 。有關申請獎學金事項，
請至網站 www.wumartialarts.org 查閱下載或電詢宏武協
會吳而立(713)780-4007。

（本報訊）中華軍史學會今年 9 月份將舉行 「紀念抗戰勝利
70 週年」學術研討會，現正辦理徵文中，希望透過史料的呈現
與學術研討，讓全民瞭解國防的重要，歡迎各界踴躍投稿。
中華軍史學會表示，回顧 70 年前，中華民國歷經 8 年艱苦抗
戰，終於取得對日作戰勝利，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史上最壯烈、犧
牲人數最多的聖戰，除廢除清末不平等條約對我國的迫害，並一
舉成為世界五大強國之一，成為聯合國創始國家；另因抗戰勝利
，臺澎金馬亦從日本統治下歸還，期間相關議題及史料，著實豐
富，值得深入探討，因此，期昐藉由史料的呈現與學術研討，彰

713-271-2737

#315

2015 年 5 月 2 日

紀念抗戰勝利 70 週年
中華軍史學會徵文歡迎投稿

#305A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 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 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星期六

宏武協會鼓勵青年學子即日起申請宏武基金會獎學金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Office for Rent

揚他們傑出的工作成就與為亞裔
社區所做的貢獻。
此外，休市警方及哈瑞斯郡
警長 Garcia 等人也鼓勵亞裔的警
官們能努力邁入高階的管理層，
擴大警方為亞裔社區做出更多與
更好的服務。
這次警民聯歡的規模比以往
要更大，包括豐盛的歌舞表演，
拍賣火箭隊籃球一千七百元，及
姚明的球鞋一千一百元，贊助警
方，為全場帶來歡樂熱潮。警民
圖為 「警民聯歡
警民聯歡」」 大會主席
大會主席（
（左起
左起）
）丁昭信
丁昭信，
，
的密切配合也說明了亞裔的重要
陳灼剛，
陳灼剛
，
李雄頒發
「
傑出成就獎」
傑出成就獎
」
警官。（
警官
。（記
記
影響力，祝願大休市有更好的光
者秦鴻鈞攝）
者秦鴻鈞攝
）
明前景。

（本報訊）宏武協會秉持中華武術真正價值-宏揚
武德，文化薪火相傳;而且武術修行法則在於 「動靜並
修、內外兼養」，增進國民身心健康，培育文武兼備
優秀人才；尊師重道，謙恭待人，熱誠服務，慈悲為
懷，提升身心靈整體的健康，培養出圓融無礙的健全
人格，和衷共濟，促進社會祥和。
為鼓勵居住美國的學生們，學習中華文化和中華
武術功夫，宏武協會特別成立基金會，提供獎學金予
高中應屆畢業生及大一至大三學生，以臻達構建多民
族文化元素的和諧社會。

高雅+乾淨+安全

國際貿易中心小辦公室出租

第六屆大休士頓警民聯歡
昨晚盛大舉行，八百多人與會

餐桌椅批發

FURNITURE WHOLESALE

請電: Angela
請電:
281281
-983983-8160

王朝旅遊

AAA
AA
A

根治飲食法，讓你要瘦就瘦，要健康就健康！】、【江蕙 / 戲
夢演唱會 Live DVD】、【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
坡雙語之路】、【中秋＆端午＆春節 幸福應景的中式糕餅點心
】、桐華【半暖時光（上下卷）】、【史上第一本！塑身女皇
鄭多燕魔瘦彈力帶】
親子童書: 【幼兒弟子規念謠 (1 書 1CD) *新版*】、【
０～３歲寶寶 14 階段潛能開發書】、【蠟筆大罷工】、【Boo
Boo 的中文兒歌第一輯 兒童版和幼兒版】
主打簡體書: 畢淑敏【恰到好處的幸福】、駱以軍【女兒
】、馬雲【我的創業哲學 獻給年輕人的 12 堂人生經營課】、
【酵素 正在風行全球的抗衰老革命】、【圖說中國繪畫史】、
【身體的私人醫生小腿肚】、蕭紅【生死場】、【我是馬拉拉
】、九夜茴【匆匆那年】、【人造恐慌 轉基因全球實地考察】
【SALE】這次書展將有大量書籍特價優惠! 請把握機會!
此外書展將有多重優惠: 書展期間凡購書滿$50 元以上可享

C1

（休士頓/秦鴻鈞）由德州廣
東總會，華埠推廣委員會，德州
潮州會，美南山東同鄉會，休士
頓安良工商會所主辦的大休士頓
地區第六屆警民聯歡春宴於昨
（五月一日）晚上六點至九點半
在珍寶樓盛大舉行。在二十多個
僑社社團及公司團體的贊助之下
，八百多位嘉賓及警方代表把珍
寶樓二樓的大廳擠得水洩不通。
這次聯歡會著重於警方對民間團
體的工作支持與財務贊助表示感
謝，僑社領袖們也頒獎給工作卓
越的 Philip Kung，Dennis Domagas
，及 Jacky Wang 四位警官們，讚

采風春季書展 五月十六、十七日舉辦
(本報訊)好消息！最受休士頓讀者期待盼望的采風書展，
將於五月十六日（星期六）至五月十七日（星期天），連續兩
天舉辦，從每天上午十點至下午五點。
【地點】此次書展將在 3711 Briar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的辦公樓中舉行。
主打重點新書: 余秋雨【極品美學：書法．崑曲．普洱茶
】、【韓國化妝女王 Pony’s 深邃 4D 百變妝】、【活腦力飲食
【生活實踐版】】、陳愉【寫給姊妹們的真心話】、【莎莎的
手作幸福料理：家的日日美味食光】、許常德【重返單身】、
【喬志先生愛情診斷室：一句神回覆，強過千言萬語的苦勸】
、【當頭棒喝：施寄青與紫靈破解現代奇案】、陳月卿【吃對
全食物（上）】、【吳寶春的麵包祕笈：27 年功夫‧34 道麵包
食譜大公開】、【蕙蘭瑜伽 1：體驗自然療癒的美好生活】、
【矽谷美味人妻一桌子幸福】、【抉擇：希拉蕊回憶錄】、
【何以笙簫默】、賴宇凡三本暢銷書【吃出天生燒油好體質：

休城社區

*********若您想在********
網路 / 手機 / iPhone / iPad
閱覽美南報紙分類廣告
請先進入 www.scdaily.com 網站,
直接點擊
右邊中間的大圖示(如右) →



休城工商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 2010 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 State Farm 後獲得節省的
、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
2010

＊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713--988
713
988--9028

七天營業

10:00～1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D#227(敦煌廣場內)

1. 敦煌商場，雙連體旺舖出售，每單位1600呎，地處Corner位置，價格
超好，機會難得，可以聯繫Gina或Shannon.
2. 福遍糖城二層獨立屋，4/2.5/2，近2800呎。地理位置極佳，近59，
DairyAshford，超低稅率，Corner位置後院方正寬大，配有游泳池及
花園平台，僅售$235,000。
3. 合作路/百利大道近敦煌超市，全新裝修獨立屋，3/2/2，近2300
呎。高屋頂，采光極好，新油漆，新地板，花崗岩台面。僅售$131,000
4. Richmond/Galleria區，兩單位出租：1 bedroom，包水電，$750/月；2
bedroom,包水電，僅$1000/月

Shannon Gao
高紅
Sales Associate

1. 位於糖城 Riverstone，2008 年建房，總面積 2585
呎，一層四房二浴二車庫，前廳高挑寬敞，客廳落地
窗戶，全新裝修，島式廚房，大理石工作台面，超大
步入衣房，浴室廚房瓷磚地面。現價 26 萬 5
2. 位於 Richmond City，2007 年建房，總面積 2150
呎，一層三房二浴二車庫，高挑屋頂，超大主臥室，
衣房，硬木地板，花崗石島型廚房，軟水系統等，售
價 17 萬 9
3. 利和新村連體別墅，三房二衛，安全門，整潔豪
華，近各大超市、銀行、飯店，僅租$1100/月

xiannen_g@yahoo.com

713-550-6373(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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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客家會四月二十六曰在Eldridge Park溫馨舉辦踏青郊遊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客家會在春光明媚德州野花爭
豔於 4 月 26 日下午 4 時在 Eldridge Park 舉辦踏青郊遊，管光
明會長邱文珍夫婦廣邀鄉親及眷屬參加，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鄭蔡雄組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
應邀出席與鄉親同樂，理事會準備道地的客家美食及豐富晚
餐，並安排老少咸宜的餘興節目, 為鄉親助興, 供鄉親享用同
樂, 共享春暖花香的良辰美景. 公園景色宜人, 設備完善, 非常
適合鄉親郊遊聯誼.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表示很開心能
與大家同樂，也歡迎大家 5 月 12 日到僑教中心欣賞來自臺灣
休士頓客家會賴江樁,, 管光明會長
休士頓客家會賴江樁
管光明會長,, 梁慎平院長熱烈歡迎僑教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鄭蔡雄組長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鄭蔡雄組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
的華崗舞團演出，另外也鼓勵大家報名客家美食研習班，大 中心莊雅淑主任
中心莊雅淑主任,, 李美姿副主任在 Eldridge Park 參加踏青郊 姿副主任
姿副主任,, 休士頓客家會管光明會長
休士頓客家會管光明會長,, 陳碧鏈副會長
陳碧鏈副會長,, 理事們
理事們,, 鄉親及眷
家對僑委會的各項活動及研習課程都表示高度興趣.
遊. (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屬於 4 月 26 日在 Eldridge Park 參加踏青郊遊
參加踏青郊遊.(
.(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休斯敦華裔聯盟沉痛地獲悉:4 月 29 日下午,家住休斯
敦西南區的賴素蓉老人(終年 79 歲)在自己家中被一歹徒殘
暴地殺害。消息傳來,理事會全體成員無不對老人的遇害
感到莫大的悲痛,同時對歹徒肆無忌憚的罪惡行徑表示極
大的憤慨!

104 年美南地區漢字文化節系列活動
104年美南地區漢字文化節系列活動
第一屆多媒體簡報比賽圓滿成功

美南地區漢字文化節系列活動自 4 月份起於
休士頓地區熱烈舉行，由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
於 4 月 25 日在休士頓僑教中心舉行 「第一屆多媒
體簡報比賽」，比賽分高級組、中級組各 4 隊共 8
隊伍參賽，賽況熱烈，每個小朋友都用心努力的
準備簡報，內容相當精彩!
當天由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張會長心薇率
領各校校長，邀集了專業評審張世勳僑務顧問、
黃璨琴老師、李淑美老師及陳逸玲促進委員共同

參與，僑教中心莊主任雅淑及李副主任美姿皆應
邀出席擔任評審並頒發優勝者獎盃、獎金。
莊主任於頒獎典禮致詞感謝家長、校長老師
們，對中華文化的重視與熱心，表示此次活動，
不只是一個競賽，而是讓每個參賽者有認識中華
文化的機會，並使這顆文化種子發芽長大。
此次多媒體簡報比賽，是美南地區首次舉辦
，藉此競賽提升學生們對中華文化的熱愛與興趣
，對推廣海外華文教育頗具效益。

漢字文化節系列活動-多媒體簡報比賽

﹄

大腸是人體四大排泄器官之一，大腸本來是有分泌功能的，
但如果表面上積聚了太多“垃圾”，分泌功能就會減弱，而且乾
結的大便還會把腸黏膜裡的水分吸走，導致身體的缺水。用咖啡
灌腸能糾正大腸排泄功能，減少從皮膚排泄，減輕毒素對皮膚的
刺激，從而有效地治療皮膚乾燥、痤瘡和黃褐斑等。
為什麼灌完腸以後會感覺皮膚發亮呢？那是因為腸道直接補
水了。人每天喝的水就大概 2000 毫升左右，灌腸時每分鐘就有
2000 毫升的水進去，持續 15 分鐘，補水效果不錯。特別是皮膚
乾燥的人，做完灌腸排毒後皮膚就會變得水潤亮澤。做完灌腸排
毒後再做美容護膚則猶如錦上添花，讓你從內而外散發動人的魅
力。
美容護膚就是俗稱的“做臉”，包括清潔、去角質、清痘痘
粉刺、按摩及敷臉等程序。仔細看看這些步驟，你就會發現，每
個步驟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適度的清潔讓皮膚感覺清爽無負擔、
去除老廢角質使肌膚平滑柔順,讓角質可以有正常的代謝、適度
清除明顯惱人的痘痘粉刺讓肌膚乾淨無暇、再加上敷臉和按摩都
可加強保養成分的吸收並可以獲得休息放鬆的效果，不要說做完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人長期腰痛背痛
頸痛，這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椎間盤突
出。椎間盤突出分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間盤
突出。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腿痛常見原因之一
，其主要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椎間盤突出
又名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癥或腰椎間盤髓核突
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腰脫”或“腰突”。
它是指人體隨著年齡的增長或急性外傷和積累
性外傷等原因，使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
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
膜囊而引起的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
的骨科常見病、多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底部疼痛，下
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
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
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
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
過久後疼痛加重等。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外
傷史，造成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髓核向後或
後外側突出，壓迫脊神經根引起腰腿痛，坐骨
神經痛是腰間盤突出癥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有明顯的頸
部外傷史或有長時間低頭位工作的職業史。神
經根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上背部劇烈疼
痛，伴上肢放射性神經痛；頸部運動和睡眠時
，疼痛加重。肌力下降，腱反射減弱或消失，
臂叢神經牽拉試驗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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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湖景豪裝共渡屋 1600 尺 2 房
2 廁 近中国城，投資自住首選
僅售 7 萬 9
2) 英式建築獨立屋，好區交通
方便。1620 尺,2 房 2.5 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 11 萬 9
3) 獨立屋 1300 尺 ,2 房 2.5 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 9 萬 9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E-mail: helen@helengo.com
web site: www.helengo.com

713-981-6888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
方法，治療腰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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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整個療程費用比手
術治療時的 copay 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 診斷
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
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
有無炎癥、缺水程度等，李醫生根據電
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
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
上減輕 80%。李醫生還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
禍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

德州地產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 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Wendy Xu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wendyc21sw@gmail.com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詹慧(Diane Sum)

HoustonRealtyd@gmail.com

商業＆住家˙新、舊、大、小、豪華房子˙公寓˙土地
中國城餐館出售
靠近中國城新屋出售
Sugar Land, Katy Medical Center
Downtown of Houston 優美與豪華住家

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Cousin
Cousin Travel
Travel

713-988-3888 832-434-7770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PORTSMOUTH FINANCIAL SERVICE

Member of SIPC. FINRA

773-1243

cousintravel_tour@yahoo.com

9889 Bellaire Blvd 2 ND. Fl Bldg A#121 Houston TX 77036

→
→
→
→世界各大城市特價機票
休士頓 ←
←
←
←

另代訂酒店租車﹑簽證及 Package Tour.

金潤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s of Chen & Associates
◆職業移民◆
★ EB1 傑 出 人 才，NIW 國 家 利 益 豁 免，
PERM 勞工證
★H-1,L-1,O-1,E1/E2 Visa 申請與轉換
★B-1/B-2 旅遊、探親申請、延期與轉身份
★勞工卡、回美證申請

◆職業移民◆

投資座談會
時 間：4 月 4 日（週六）上午 10:30-12:00
地 點：6588 Corporate Dr. #188
Houston, TX 77036
主 題：
（1）如何保障您的資產及穩健的
退休計畫
（2）2015 年下半年市場趨勢及投資策略
主講人：蕭雲祥（請電話預約）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主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8am -7pm）

˙美東 5～8 天豪華遊
˙佛州奧蘭多迪士尼 4～9 天遊（四人一房）
˙美西 4～12 天精華遊
˙日本關東風情 6 日遊
˙黃石公園總統巨石/北大峽谷 7 天 6 夜 （買二送一） ˙日本關西風情 7 日遊
˙北京,蘇州,水鄉﹑同里﹑杭州,上海 8 天
˙加拿大洛磯山 6 天/7 天 特惠遊（買二送二）
˙夏威夷 4~7 天遊
˙加拿大東部 5 天遊（多侖多﹑屋太華﹑滿地可﹑魁北克﹑
˙歐洲（英﹑法﹑意﹑德﹑蘇俄）7～17 天經典之旅
京士頓﹑尼亞加拉大瀑布）（四人一房）
˙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等地機票連酒店套餐
˙超值雲南風情遊
˙蓋文斯頓港出發墨西哥 4～7 天遊輪
˙超值黃山江南風情遊

9896 Bellaire Blvd, #D Houston TX 77036

退 休 計 劃、IRA,401K, 年 金、壽 險、資
產 配 置、基 金、債 券、股 票、ETF、財 富
管理、投資組合，定期定額儲蓄...

3.下車觀察路況
別高估愛車的涉水能力， 汽車在水中拋錨
的有相當一部分是自以為是。下車觀望是最穩妥
的處理方式，如果水位已與保險槓上沿持平，安
全通過的可能性很低。這時不要在原地停留，在
安全前提下迅速退回，防止漲水淹車。
4.低擋低速大油門。
“快走沙慢走水”是老司機經常掛在嘴邊的
經驗之談。手動擋車使用 1 擋，自動擋也應從 D
拉至 1 或 L 擋，以步行速度勻速通過，中間不要
加大油門，以免水從進氣口吸入發動機燃燒室引
起熄火或者大量水進入排氣管也會造成發動機熄
火。記住前車的行駛路線，照著走最安全，但要
留出 50 米安全距離。別跟著大車或越野車。涉
水時也要避免與大車同時通過，無論跟在後面還
是迎面而來。大車捲起的水浪輕則造成其他涉水
小車的劇烈擺動，重則沒過進氣格柵，導致發動
機進水熄火。

福達旅行社 (713)

電話：
（713）823－2226 投資˙管理˙協助投資者長短期投資、高效期回報

蕭 雲 祥 投資顧問

汽車涉水需望聞問切

近日氣候反
常，大暴雨不
斷，有的路段
由於排水問題
造成積水過深
，汽車涉水需
望聞問切。
1. 握 緊 方 向 降
低車速。
在大雨中行
車視線不好，
經常毫無徵兆
地闖入積水路
段，這時車輛
會在水的阻力作用下突然減速，而較厚的水層會
讓車輪失去抓地力，方向盤變輕且飄忽不定。面
對這種情況，駕駛員一定要握緊方向盤，讓車輛
保持直線自然減速，同時注意觀察前方路況。
2. 注意積水面積大小及水位。
如果積水面積較小且能感覺到方向盤已恢復
控制能力，可用步行速度緩慢通過。如果車速過
快，保險槓等塑料部件可能被水流的巨大阻力損
傷。通過積水區後，應輕踩幾次剎車，將製動器
中的積水排出。

美聯地產
專精買賣

臉 的 舒 適, 會 使 人 煥 然
一新、像整個人都活了
起來。做臉至少兩週進
行一次，對膚質的提升
的確有明顯幫助。
由有三十年醫院工
作經驗的註冊護士 Judy
主理的新世紀養生學苑
提供獨特的體驗教學及
養生服務，教您清腸排
毒、滋養修補、預防大腸癌；改善亞健康體質，徹底告別便秘、
口臭、失眠、頭痛、倦怠、暗瘡、濕疹以及慢性疾病等。 “灌
腸排毒加美容護膚”套裝首次體驗價只要 40 元（半價優惠）。
諮詢電話：281-546-1018。地址：6515 Corporate Dr, #L, Houston,
TX77036。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好學區

德州天后廟 敬啟

﹃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女人習慣用化妝來遮蓋痘痘和黑眼
圈，但只能掩蓋一時，根本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如果不從根上排
除糟粕，用再好的化妝品也浪費。要想獲得光澤亮麗的皮膚，先
灌腸排毒，再做美容護膚，由內而外的美麗才是真的美麗。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你是否需要排毒呢？如果你肩膀酸痛，脖
子痛;手腳冰涼;面色灰暗無光，皮膚粗糙;腹脹腹痛、口臭;痤瘡、
雀斑較多;撞傷後容易淤血;腰、膝蓋等關節痛;痛經、月經不調;肚
子、腿浮出靜脈;牙齦和嘴唇發黑;糞便臭而黑;頭痛頻發、失眠、
煩躁易怒。如果你有以上的症狀和現象，那麼表示你的腸道不夠
乾淨，需要排毒。
如果您經常便秘，或者因肥胖而大腹便便，定期灌腸也可以
幫您解決上面的苦惱。據說，一生美麗的宋美齡長壽與美容秘訣
就是每日洗腸護理，正是這種良好的習慣讓她能及時把體內的垃
圾排除，保持健康美麗。灌腸不但可以清潔腸道積便，還可以讓
腸黏膜大量吸收水分，讓身體保持充足的水分。對皮膚乾燥、色
斑的效果較明顯，一般一個療程後皮膚的光澤、膚色都有明顯改
善，對於經常菸酒過度、大腹便便的男士也合適。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天后廟通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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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腸排毒加美容護膚，美麗由內而外

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

天聖降湄洲神靈顯赫慈恩廣
后顯靈海嶠護國庇民頌萬年

1507 DELANO, HOUSTON TX 77003
(713)236 - 1015

農曆三月二十三日為天后聖母寶旦，本廟謹擇吉日提前一天慶賀。謹訂於
西曆二 一
O 五年五月十日
（星期日）舉行慶賀大典 ，當天上午十二時 ，開經誠誦媽
農曆乙未年三月二十二日
祖真經，祈求聖恩庇佑，世界和平，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四海昇平，各善
信消災脫難，家宅平安，生意興隆，萬事如意。另備素齋結緣，盼熱烈參加
盛典，同沾聖蔭，共沐神恩。
是日醒獅助興。另設有 婆會 ，諸位參加 婆會 ，請於祀典日下午二
時前，到本廟領取福品禮物等。

地址：
電話：

星
( 期 日 為) 一 年 一 度 天 后 聖 母 寶 旦 ， 本 廟

本頭公廟通告

西曆二 一
O 五年五月十日
農曆乙未年三月廿二日

農曆三月廿三日為天后聖母寶旦，本廟特提前慶祝，

謹訂於

特舉行慶祝，當日上午十一時開經，十二時舞獅及表演功夫助興，並

備葷膳齋結緣。本廟另設有天后聖母會︵阿婆會︶，內有各種福本，

敬啟

每份卅元，同時接受各界贊助賀誕金豬，每隻一百五十元，各善信有

本頭公廟

意者，請與本廟聯絡，屆時敬請各善信光臨，共沐神恩，同享福德。

)

上次觀音菩薩寶誕，承蒙各界善信參加及支持，本廟特此致以十

10600 TURTLEWOOD, HOUSTON TX 77072
廟內 ) 281-983-0097(
潮州會
281-983-5668(

二萬分之謝意。

地址︰
電話︰

﹃

2015 年 5 月 2 日



休斯敦華裔聯盟關於賴素蓉老人遇害的聲明

胞提高警惕性,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護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為此,華裔聯盟將於近期舉辦有關家庭安全防衛和槍械知
識的專題講座。歡迎訪問網站(http://hacus.org),查詢活動
據相關的新聞報道,目前此案線索十分有限。因此華 信息和所刊登的安全防衛知識。
讓我們提高安全防範意識,共同努力來改變華人 Easy
裔聯盟呼吁所有可能知道有關此案任何線索的人士盡快
和休斯敦警方取得聯系,提供信息;協助警方早日破案;早日 Target 的形像。
願賴素蓉老人安息!
將凶犯繩之以法。華裔聯盟將密切關注此案的進展。
休斯敦華裔聯盟(Houston Chinese Alliance)
與此同時,華裔聯盟呼吁大休斯敦地區所有的華裔同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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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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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申請
★公民入籍、移民面談

陳文律師
紐約州執業律師
聯邦法院出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碩士
中國企業會計師
紐約州律師協會會員
美國亞裔律師協會會員

◆中國法律諮詢◆
★中國法律法規諮詢
★外商直接投資/獨資、合資公司成立
★房地產投資
★協助中國訴訟公司/協助聘請中國
當地律師

律師直撥：

832-495-7889
Tel：713-773-1626
Fax：713-773-1626

www.niwlawus.com
E-mail:lawyerjchen@yahoo.com

週末需電話預約
Busby & Associates, PC
◆遺產信託
◆商業貿易
◆地產買賣
◆破產保護

地址：6100 Corporate Drive, Suite 178 Houston TX 77036

健康保養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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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疾病预防

高度近视眼是第六大致盲因素
高度近视眼
可并发哪些疾病
几乎所有高度近视眼都有眼轴增长及眼球后
极部巩膜的显著变薄，主要病理变化为视网膜和脉
络膜的萎缩和变薄，逐年加重。因而产生许多严重
的并发症，大部分可以致盲，是我国位居第 6 位的
致盲性疾病。
黄斑出血和黄斑变性近视眼眼部血液供应差，
视网膜缺血，视网膜产生一种新生血管生长因子，
这些因子使视网膜下新生血管生长，这些新生血管
管壁极薄，极易破裂出血，出血后形成黄斑出血。出
血吸收后，新生血管可再破裂、再出血，多次出血后
局部形成短痕，致黄斑变性，黄斑变性永久性损害
(凤凰健康)

体不能充填眼内全部空间，出现液化，活动度增加，
混浊，引起眼前黑影，诱发视网膜脱离。
视网膜脱离是近视眼最常见的并发症。由于近
视眼眼轴伸长及眼内营养障碍，视网膜周边部常发

玻璃体液化变性玻璃体是无色透明胶冻状。当

继续发展者称为进行性近视眼。从屈光度来说，超

近视眼眼球增大，玻璃体却不会再增加，所以玻璃

过 6.0D（600 度）者称高度近视眼。

白内障近视眼眼内营养代谢不正常，使晶状体
的囊膜通透性改变，晶状体营养障碍和代谢失常而
逐渐发生混浊，视力逐渐减退产生并发性白内障。
这种白内障发展缓慢，以核心混浊和后囊膜混浊为

温馨提示
由于高度近视眼的并发症较多，且能严重影响
视功能，建议高度近视患者定期到专科医院检查眼

长痘痘的位置
是否反映不同脏器的健康状况

痘痘类型

广东省皮肤病医院中西医结合皮肤科主任罗

“从中医讲，痘痘分三型：肺经风热型、痰热蕴

光浦曾被无数病人问过“长痘痘的位置是否反映

结型和冲任不调型，各有不同的病征。痘痘若是呈

不同脏器的健康状况”。

小丘疹、淡红色，通常是肺经风热型的；痘痘又红又

脸上痘痘萌发部位与内脏健康的相关性。
据他的临床看诊观察，两者也无必然联系。中

季节之分，只和女性经期相关。

可乐中的防腐剂苯甲酸钠会让有些人产生皮
疹、哮喘等反应
2、肾问题
可乐中大量的磷酸可能导致肾结石。肥胖的男
性患肾结石的危险更大
3、糖过量
喝完可乐 20 分钟后，血糖浓度上升，刺激胰岛
素分泌。40 分钟后，咖啡因完全吸收，血压上升，使
人困倦。
4、肥胖

可乐中的 a 糖和酸易溶解牙釉质，导致蛀牙。
7、骨质疏松
可乐中大量的磷酸会夺走身体中的钙，造成骨
质疏松。

可乐对人体有害处

1、可乐含有咖啡因，长喝上瘾。

起痘痘原因
1、皮肤分泌旺盛

2、可乐含有碳酸，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因为人
体在弱碱性 时状态最佳。

2、饮食刺激

3、没有什么蛋白质等，缺乏营养。
4、长喝会发胖，因为他含有糖。

(大河网) 网上盛行一种说法，认为脸部皮肤是

4、代谢不畅

5、此外，还有以可乐为代表的碳酸饮料刚开始

积热、化湿生痰、痰热互结、血随热、上壅胸面。随病

反映身体脏腑功能的一面镜子，长痘痘的位置反映

5、睡眠不足

面世时，因其口感好，产生的气体能把胃里的热量带

情发展，情况进一步加重，形成结节、囊肿。还有的

身体不同脏器的健康问题，如额头长痘对应肝脏毒

6、药物刺激

出来，给人舒适和兴奋的感觉。喝习惯后，人们就会

女性，因为冲任不调、血海不能按时满盈，而出现月

对碳酸饮料产生一定的依赖性。实际上，碳酸饮料

素过多，右脸颊长痘则表明肺火上升。是这样吗？

7、不良卫生习惯

经期前后痘痘加重。

(圖片說明) 數名台灣跑者或揮舞、或披著中華民國國旗衝刺終點線區。
在左上圖後方還有立著大會準備之中華民國國旗。

志在參加 馬拉松
(本報訊) 波士頓馬拉松大賽剛結束，許多媒體及大眾的眼光不免集中
在獲得最佳成績的男子、女子組冠軍。但事實上，更令人注目的是數萬的
參加者，這些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經歷的參與者參加的目的就是感受
純粹的奔跑的快樂。來自台灣的跑者馬成福(右圖)可說是其中最佳典範之
一，他在世界各地已參加過 230 多場的馬拉松賽，自己的最佳紀錄 3 小時
08 分。為了把這份奔跑的純粹快樂，能分享給更多的人，他開始從事公益
性教練的角色，訓練的是 「陪跑員」，專門陪同視障者跑步享有同樣 「奔
跑的快樂」。剛剛結束的 2014 年上海國際馬拉松賽上，馬成福先生指導的
盲人選手以 3 小時 30 分的優異成績完成。他也將在五月份受為視障人提供
無障礙文化產品服務的紅丹丹邀請至北京當教練，讓更多同胞受益。

没有任何营养价值

医生·两性健康

两性研究：爱情来时什么感觉
10、

5、坠入爱河的感觉就像服用了可卡因。恋爱中

沉浸在爱

男女之间的事，看似简单，却蕴涵着许多科学知识。

的男女，大脑的兴奋程度和服用可卡因后十分相

河中的人

近日，美国大型艺术类杂志《熊猫》向读者介绍了关

似。因为爱情会产生几种导致兴奋的化学物质，可

分泌化学

于爱情的一些有趣事实。既让你对爱情有所了解，

以同时刺激大脑的 12 个部分。

物质的情

2015年波士頓馬拉松順利落幕
順利落幕

况与强迫

体内会释放催产素，这种物质能出现在大脑、卵巢

症患者相

1、当一对恋人互相凝视时，他们的心率会同

和睾丸中，能够起到止痛和减压的作用，在感情交

似。研究

步。美国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正处于热恋中的

流中发挥作用。在头疼时，爱人的拥抱能抵上一片

表 明 ，恋

情侣，在彼此凝视 3 分钟后，他们的心率将同步。这

止痛药。

爱初期的

7 太相似的情侣不会长久。调查发现，差异太

人血清素

2、一夫一妻制在自然界普遍存在。忠实不只是

大或太小的情侣往往不能长久。一般而言，两人要

水 平 较

人类想追求的目标，在动物王国，很多物种都愿意

有相似的基础背景，但也必须要有可以互相学习的

低，而皮

找个终身伴侣，狼、天鹅、黑秃鹰、信天翁，甚至白

方面。

质醇水平

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跳的感觉”。

8、人真的会心碎。心脏学家研究发现，分手、离

较 高 ，这

婚、爱人背叛等激烈的精神创伤事件，真的会导致

与强迫症

果你想让一名异性对你一见钟情，那你要把握最初

心脏区域的疼痛。这种情况被称为“心碎综合征”，

患者惊人

的 4 分钟。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你的肢体语言、语

该症状常被误诊为心脏病发作，对女性影响更大。

地相似，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爱上一个人时，

蚁，都热衷于一夫一妻。
3、最快 4 分钟，就可以决定是否喜欢某人。如

9、浪漫的爱情最终都会结束。爱情中的那种浪

调和语速，而不是你到底说了什么。

会做出与性格相差很大的事情。

4、只是看看爱人照片，也能解除痛苦。很早以

漫感觉，例如幸福感、依赖感、手心冒汗等，往往会

11、对于长期关系而言，有吸引力的脸庞胜过

前我们就知道，在人生病或者痛苦时，重要的人在

在一年后结束。情侣随后会进入履行“承诺”的阶

身体。最新研究表明，寻找短期关系时，身体比脸更

场对恢复很有益处。新的研究发现，爱人的照片也

段。

具吸引力。但对于要寻求长期关系的人而言，情况

长寿降血压
看爱情的
(生 命

正好相反。
12、激情 + 承诺 + 亲密 = 完美爱情。“爱情的

+ 承诺，傻傻的爱情 = 激情 + 承诺。当然，最完美的
爱情，由这三个部分共同构成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降低血压，甚至可提高性欲。

2．降低压力激素。美国芝加哥大学比较人类

6．降低男性中风危险。美国一项涉及 1 万多

10．增强幸福感。美国《个性研究杂志》刊登密

爱情对

发展学教授里奥·梅斯特里佩里完成的一项涉及

名参试者的大型研究发现，单身男性比已婚男性 30

歇根州立大学一项心理学研究发现，婚后第一年幸

人的保

500 名参试者的新研究发现，已婚者及热恋者在遇

年内发生致命中风的几率高出 64%；婚姻失败的男

福度会大幅提升。即使数年之后，已婚者幸福感也

健功效

到压力时，其体内压力激素的水平比其他人更低。

性比婚姻幸福的男性出现致命中风的风险也高出

依然超过单身者。

3．减少疼痛。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

64%。

11．让人更快乐。美国罗格斯大学人类学家海

国

志刊登一项新研究发现，爱情可使人的尾状核、伏

7．减少慢性病危险。美国密苏里大学 2013 年

伦·费舍尔教授完成的新研究发现，热恋或已婚参

《赫 芬

隔核、外侧眶额皮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等大脑奖

一项新研究发现，与离婚或丧偶者相比，婚姻幸福

试者大脑奖赏区域活跃程度与吸食可卡因之后的

赏处理区更活跃，从而缓解人们对疼痛的感知。

者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危险相对更低。

大脑活动程度极为相似，这表明热恋及幸福婚姻可

美

顿邮报》2 月 14 日载文，刊出“爱的 12 个保健作
用”。

爱情 12 种神奇功效
1、改善心理健康。
《英国医学杂志》刊登一项研

提高欣快激素多巴胺水平。

4． 降低血压。美国杨百翰大学朱莉安·霍尔

8．提高睡眠质量。美国匹茨堡大学博士温迪·

特·伦斯塔德教授完成的一项研究发现，与单身者

M·特罗克塞尔完成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婚姻幸福

12．诱发更多
“爱情荷尔蒙”
。
《科学美国人》杂
責任編輯：
XX

相比，婚姻幸福者 24 小时血压水平平均低 4 个点。

的女性比婚姻不幸的女性睡觉更香甜。前者比后者

志刊登的一项研究发现，热恋男女相互拥抱、接吻

晚上得到充分睡眠的几率高 10%。

等亲密接触会显著提高双方的大脑欣快激素催产

究发现，幸福爱情可使男性身体更健康，使女性心

5．延年益寿。《美国流行病学杂志》刊登美国

理更健康。这与爱情或婚姻提高社会认可度不无关

路易斯维尔大学大卫·洛尔弗斯博士完成的一项研

9．提升性爱数量和质量。多项研究发现，已婚

究发现，单身男女早亡风险分别比已婚男女高出

者性爱次数比单身者更多，性爱质量也更高。性爱

年德西沙贏得了第 119 屆波士頓馬拉松冠
軍，他的第二次波馬冠軍，耗時 2 小時 9
分 17 秒，摘取金橄欖花冠，並贏得 15 萬
美元獎金和冠軍獎牌。肯亞的羅提其
（Caroline Rotich）在女子組封后。
馬拉松賽當天天侯不佳，溼冷之外
還伴有陣雨和大風，多少影響選手成績
並為賽事增加了挑戰。來自台灣、已參
加過全球 230 多個馬拉松賽的跑者馬成福
表示，他在前段全力衝刺後，後段就計
劃要好感受跑步及受到夾道觀眾加油的

浪漫的爱情 = 激情 + 亲密，伙伴式的爱情 = 亲密

时 报 )

不 少，

(本報訊) 第 119 屆波士頓馬拉松賽本
週一(20 日)登場，在造成慘重傷亡的爆炸
案後 2 年，包括全球頂尖好手在內的數萬
跑者踴躍參與這場運動盛事，據估計有
數十萬民眾湧上街頭，替選手加油打
氣。冠軍由衣索比亞長跑名將德西沙第
二度贏得冠軍。德西沙在 2013 年拿下了
自己的第一次波士頓馬拉松冠軍。但是
那一年他沒有太多時間去慶祝。就在當
年德西沙衝破終點線幾個小時後，距離
終點線不遠的地方引爆了兩枚炸彈。 今

三角理论”认为，爱情有三种，由不同的部分够成。

种神奇功效
32%和 23%，单身者平均死亡年龄早 10 年。

系。

眾的喝采。
(上圖)賴銘琪處長出席波克萊台灣商會宴請
我國參加 2015 年波士頓馬拉松之跑者及親友

5、导致蛀牙

3、内分泌失调

爱情带给你什么

國馬拉松運動之逐漸普及與受歡迎。經文處
鼓勵僑胞前往加油，我國跑者在終點線高舉
國旗，揮舞或披戴著國旗衝線，受到頗多觀

病、乳腺癌和结肠癌等

加上青春期生机旺盛、血偏热、气血郁滞、蕴阻肌

6、拥抱时可释放自然止痛药。与爱人拥抱时，

會」設宴接待這些來自台灣的鄉親。他表示
所有與會者一定都感激在心，也必能提高隔
日我國跑者之比賽成績。賴處長並對來自台
北 71 歲之跑者林觀芷的衝勁與精神，表示最
高敬意。
「波克萊台灣商會」自去年起接待參加
波士頓馬拉松之台灣跑者與親友後，今年是
第二次辦理類似餐會。該會
在劉秀春會長、蘇鴻昌副會
長、李淑玲、郭競儒、羅靜
春、林信福、陳玉瑛、游勝
雄等榮譽顧問及張文欽榮譽
理事發起下，在新月宮餐廳
接待這些台灣鄉親，並邀請
賴處長、僑務委員馬滌凡、
僑教中心主任郭大文及新聞
組組長朱永昌出席。
波士頓馬拉松為世界
六大馬拉松賽之一，也是資
格標準極高的馬拉松賽。我
國參加波士頓馬拉松的跑者
自 2013 年的 7 人，呈倍數成
長，今年已達 22 人，顯示我

可乐中过量的糖会导致肥胖，引起心血管疾

肤而发病；或因食肥腻、重口味的食物，导致肺胃

同时又无损其浪漫和诗意。

C3

发季节。夏季，痰热蕴结的痘痘比较常见；秋冬季，

据进行分型和辨证施治。

能起到相同的效果。

Saturday, May 2, 2015

此外，罗光浦介绍，这三种类型的痘痘，各有好

及舌苔、脉象、大小便和月经情况（女性）等为依

（环球网）爱情既纯洁又痛苦，既甜蜜又可怕。

2015 年 5 月 2 日

前后冒出或加重，则是冲任不调型的。”

则多是肺经风热型痘痘；冲任不调型的则没有明显

罗光浦称，中医学认为，长痘主要是阳热素盛，

1、哮喘

肿还有脓头，多是痰热蕴结型；若痘痘在女性月经

医在这方面的治疗，主要是以痘痘的颜色、形态

中医探寻

(本報訊) 駐波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賴銘琪處長 4 月 19 日歡迎遠道自台灣到波士
頓參加年度馬拉松賽事的跑者與陪同親友近
30 人，祝福他們在此項歷史最悠久的高標準
馬拉松活動中獲得好成績，也能在異鄉體會
到台灣鄉親的溫馨接待。
賴處長並代表政府感謝 「波克萊台灣商

在视网膜脱离中，70%是近视眼。

主。

星期六

台北經文處歡迎台灣跑者參加波士頓馬拉松大賽

上玻璃体液化、活动度增加，牵拉视网膜发生脱离。

痘痘位置
并不能反应身体内脏健康
流的中医学说和中医教科书来看，没有材料表明

容易患以下疾病。

极易发生穿孔，有的已经穿孔形成于性裂孔，再加

底、眼压等，以利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他表示，各家学说未必没有道理，但就目前主

(凤凰健康综合) 可乐对身体是有一定影响的，
和适量的是可以的，但不能多喝。可乐喝多了主要

生囊样变性、格子样变性等，变性区视网膜非常薄，

视力。

一般近视眼到成年后不再发展，25 岁以后仍

警惕！可乐喝多了
易得 种疾病

各地僑社

素水平。催产素通常在坠入爱河时比较活跃，因此
又被称为“爱情荷尔蒙”。

經驗，所以邊跑還邊拍照。尤其看到許多人攜家
帶小孩冒雨加油，更是感動。他說參加這麼多場
馬拉松賽，他感悟有時跑步並非只求成績表現，
能與數萬人同樂更令他感動。
據了解，另一位台籍跑者在溼滑的賽程途中
被絆倒受到輕傷，但在醫護室完成擦藥處理後，
堅持繼續跑完全程賽事，精神可佩。
曾是中國頂尖女子中長跑團體 「馬家軍」的
一員，現任深圳大學體育老師的李季也參與今年
比賽。據了解今年是她首次參加波士頓馬拉松，
她在去年的廣州國際馬拉松比賽和今年的深圳女
子馬拉松比賽，李季都獲得半程馬拉松冠軍的好
成績。這場馬拉松她以以 2 小時 48 分 7 秒的成績
在所有女子選手中排名第 24，僅比奪冠的肯亞女
選手 Caroline Rotich（成績 2 小時 24 分 55 秒）慢
不到半小時。
駐波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為歡迎來自台
灣的跑者與其親友，也特地在前日(19 日)下午安
排台灣籍跑者及陪同親友互相見面認識，並與媒
體會面(見左圖)。這樣的會面機會是透過台北經

文處朱永昌組長首度在 2013 年的馬拉松大賽起，
透過台灣的 「跑者廣場」網站，搜集台灣籍參加
者名單並一一聯絡。他表示，今年台灣籍跑者計
22 名參加，取得聯繫並在前日出席見面的有張啓
裕、卓立民、許斐盛、許良宇、賴華山、李唯
甄、林觀芝、劉素貞、馬成福、馬文龍、丁煌霖
與王惠群。以及當日在廣場上相遇的黃張維、吳
明憲、蔡光逸等選手。
當晚，本地的波克萊台商會於中國城 「新月
宮」餐廳設宴款待我國跑者與親友團，台北經文
處賴處長銘琪也受邀與會。
今年主辦單位在長達 42.16 公里的馬拉松路
線週邊，維安措施力求滴水不漏。2013 年的波士
頓馬拉松遭炸彈攻擊，導致 3 人喪生、264 人受
傷。今年波士頓馬拉松登場時，爆炸案第一階段
審判已告一段落，現年 21 歲的車臣裔炸彈客佐哈
．查納耶夫（Dzhokhar Tsarnaev）本月稍早被判
有罪，第 2 階段審判將於明天展開，檢方認為，
被告佐哈犯下的罪行，足以判處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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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翔

醫生
MD, PhD, FACR

風濕免疫內科

曾任耶魯大學醫學院免疫系博士後和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博士後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風濕免疫遺傳專科畢業
ABIM Board-Certified in Rheumatology
and Internal Medicine

骨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 強直性脊柱炎, 牛皮
癬關節炎, 反應性關節炎, 感染性關節炎, 痛風, 網
球肘, 肩周炎, 腱鞘炎, 慢性背痛, 慢性肌痛, 骨
質疏鬆, 紅斑狼倉, 口眼乾燥綜合症, 硬皮病, 皮肌
炎, 血管炎等骨胳系統和免疫性系統的疾病。
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及老人醫療卡(MEDICARE)

現任休士頓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生
休士頓臨床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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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療痛中心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 動 傷 專 科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李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電話: 713 541-1112 傳真: 713 270-8784 診所時間: 9 AM - 5 PM (星期一至星期五)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楠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832-863-8003
Tel:
713-492-0686 (英文） Fax： 713-534-11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Tel:
Tel: 832-818-2630
） TX (請預約)
832-863-8003
Fax: Tel:
713-534-11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中文
Houston,
77036 (黃金廣場）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在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樓內)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台北長庚﹑
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專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即時Ｘ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光
檢
治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驗

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每一對助聽器 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Head and Neck Surgery

骨刺
平板腳

00
NT
OU
$I4
SC
器
助聽

碼

甲溝炎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地址

Corporato Dr.

接受牙科保險
6901 Corporate Dr., at Bellaire, Suite 202
Houston, TX 77036

6901 Corporate Dr.

※
#202

→

王朝
Dynasty Plaza

休士頓診所

電話:713.272.6688
傳真:713.271.6689

新增西醫家庭全科（通國、粵語）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歡迎事先預約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康樂活動中心
★凡有 Medicaid 者即可申請。
★專車接送，包括送醫及購物。
★特設營養餐廳，供應早、午餐、點心、水果及飲料。
★免費中醫、針灸、診治。
★麻將、Bingo、中英文電視、英語學習。
電話:713.777.5123
★專業教授歌唱、舞蹈、繪畫、標準乒乓球、台球等健身器材。

電話:713.777.5123

Clarewood Suite A1, Houston, TX 77036（王朝中心後面）

婦產科醫生
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
毛迅
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
毛迅
兒科醫生
毛迅 兒科醫生
兒科醫生 周曉東
Xiaodong Zhou, MD

ALLCARE
MEDICAL CENTER
姚聖坤

713-773-1115

(BOARD Certified，ABIM)

7500 Beechnut #225
Houston, TX 77074

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醫學博士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周一至周五 9AM-5PM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外科專科醫師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通國、英語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各類成人疾病﹐
傷風感冒﹐
過敏花粉症﹐
高血壓﹐
糖尿病﹐
肺炎﹐
支氣管炎﹐
腎病﹐
肝炎﹐
心臟病﹐
皮膚病﹐
貧血﹐
出血﹐
尿道發炎﹐
風濕關節痛及全身檢查﹒
接受各種保險
★超聲波﹐
神經測試﹐
心電圖﹐
肺功能﹐
骨質疏鬆檢查﹐
政府醫療卡
★物理治療﹐
中醫針炙推拿﹒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9630

Xun Mao, MD

Bellaire Blvd.

主治

老人可享受優待

Sam Houston Pkwy

59

X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接受保險卡
服務範圍：
補牙、拔牙、安裝假牙、牙齒美容、牙週病、牙床外科手術、根管治療、最新特殊技術、
牙齒漂白、以最新式科學儀器為大家服務。
N
週
一：8:30AM-4:00PM
週
二：8:30AM-12:30PM
週
三：8:30AM-6:00PM
週
四：2:00PM-6:00PM
週
五：10:00AM-5:00PM
每隔週六：9:00AM-12:30PM
通國、潮、泰、英語

Harwin

醫學博士
侯 大 任 臉部整形Tang美容專科
Ho

牙醫博士

PUNNEE SATITPUNWAYCHA D.D.S.

S

N

滙 琳 堂: 7001 CORPORARE DR #213A HOUSTON TX, 77036
在美南銀行後面，華埠大廈二樓 213A 室

預約專線：
F.A.G.D. (713)779-9281

孫文燕

百利大道近 6 號公路

281-988-0088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下肢麻痺

服務項目

楚國有個祭
祀的官員袁給手下
辦事的人一壺酒
和酒具遥門客們互
相 商 量 説 院野幾 個
人喝這壺酒不夠袁
一個人喝這壺酒
才有剩餘遥請大家
在地上畫蛇袁先畫
成的人喝酒遥冶
一個人先把
蛇畫好了遥他拿起
酒壺準備飲酒袁就
左手拿着酒壺袁右
手畫蛇袁説院野我能
夠給蛇添上腳浴冶
沒等他畫完袁另一
個人的蛇畫成了袁
奪過他的酒説院
野蛇 本 來 沒 有 腳 袁
你怎么能給它添
上腳呢钥冶於是就
把壺中的酒喝了
下去遥
那個給蛇畫
腳的人最終失掉
責任編輯：
XX
了那壺酒遥

全家人的牙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
Bellaire Blvd

這首描寫農民在烈日下艱辛苦鋤地袁感嘅嘆一粥一飯來之不易袁暗斥侵奪農民勞動果實的剝削階
級遥兩首野
姊妹篇冶
都具有與內容相稱的形式袁
均選用短促的仄聲韻律袁
給人以急切悲憤的感覺尧
抑鬱難
伸的氣息袁
因而更具有藝 術感染力遥
這兩首詩在 1992 年香港野
唐詩十佳野
評選中遥均被評爲第八佳遥

李
紳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滄洲孫振環,福建少林跌打師傅柯金木 專精：
名武術家萬賴聲傳人洪敦耕教授授徒 ＊跌打一般痛症
＊足踝扭傷;彈響指
謝鸚瀚中醫碩士主理
＊足跟骨剌;骨裂;痛風
＊膝關節炎;肘關節痛
新傷老病,一次見效
7 天辦公,請電話預約 832-863-8882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賞析院

6

武術跌打名醫傳人

Alexander Wong M.D.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82

腳趾縮變形

雞眼骨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其二
鋤禾日當午袁
汗滴禾下土遥
誰知盤中餐袁
粒粒皆辛苦遥

風濕關節炎

灰指甲

一對

D 限購買數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
甲溝炎根除手術

醫生本人通國﹑
粵﹑
英語

號公路

主 治

˙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713-795-5343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中國城

這首名詩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院旣然風調雨順袁五穀豐登袁那么豐收的糧食都到哪里去了
呢钥人們不難知
作者之意院
野
苛政猛于虎也浴冶
詩人委婉而深刻地揭露了統治者剝削者殘酷剝奪農民軍勞動果實的
罪惡遥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e

洪德生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 營業六天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糖城地址：16659 S.W.Freeway S#581, Sugar Land, TX77479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rat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

診所地址：
診所地址
：9600 Bellaire 211 室(王朝商場二樓
王朝商場二樓))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rpo

糖城診所﹕

713-988-8889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Chun Xie
M.D.

Co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賞析院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 醫師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 Nephrology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曾任

主治

春種一粒粟袁
秋收萬顆子遥
四海無閑田袁
農夫猶餓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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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

中華好傳統
美德代代傳

星期六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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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

星期六

廣告天地

C4

Belt

親親寶貝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設備齊全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師

713-779-3355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頂好廣場內)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周一到周五 8:30AM-5PM

牙科診所
高峰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牙醫博士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矯正牙科 ●美容牙科
●牙周病治療 ●人工植牙

★最新 CEREC 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
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
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713-773-9621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頂好廣場內)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週一至週五：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9:00am-5:30pm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歡迎電話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預約查詢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1429 Hwy6 South Sugarland TX 77478

713-781-4600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 9AM~
4PM

影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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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亮在微博曬陪女兒玩摩托車遊戲照片

森碟精神集中姿勢瀟灑
綜合報導 昨日，田亮在微博曬出
陪女兒森碟玩摩托車遊戲的照片，照片
中，森碟緊盯著螢幕，精神集中，她露
出側臉，姿勢瀟灑。田亮稱：“看完

休城社區

C12

《速度與激情》，小學女生來勁了，騎
照片曝光後，網友紛紛點讚，“側
上摩托就不下來了。”並打趣表示： 顏 100 分”，“森碟認真的樣子好美”
“森碟啊，咱去玩抓娃娃，摩托讓給後 。還有人調侃稱：“哥哥不想玩摩托車
面的哥哥吧。”
，他只是想靜靜看自己的女神。”

范瑋琪用兒子臍帶做印章

花 5000 元自覺價格貴

，盒子上有他們出生時的腳丫子拓印，
好可愛哦。但價錢真的太不可愛了哈哈
，可能跟選的石頭有關吧！都不知道現
在刻印章這麼貴啊！”
網友看到微博後紛紛留言，“你都
覺得貴那看來真是有蠻貴”，對此，范

將從 2015 年 5 月 26 日起開始
接受申請。符合申請條件的
H1B 身份的配偶必須符合以
下 條 件 ： H1B 持 有 人 的
I-140 職業移民申請已經獲得
批准，而該 H4 配偶為主要受
益人或 H1B 持有人已經處於
H1B6 年以後的延期階段。國
土安全局此次頒布的規定將
造福數十萬計的 H4 持有人。
鄢旎律師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
為宣傳移民法律知識而作，
並非針對個案，不可作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情況咨詢
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
欄在美南新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
移民路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午 5
點)在電台調頻 AM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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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書。取消罰單，公證
認證,翻譯，遺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大道旁，惠康
超市廣場內。地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系電
話是：713-779-4416，傳真:713-583-9749。網址:www.solisyanlaw.com
電子郵箱：yanni@solisyanlaw.com 周一到周五:9:00AM-5:00PM, 周六:10:
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鏈接中收看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9bUlEuSOk

患難見真情

內的同名小鎮。該區較加德滿都更靠近震央，前赴救人的美國女醫生
Rebecca McAteer 說︰ 「區內多條村落，90%房屋倒塌，被夷為平地。」
無國界醫生一支從印度比哈爾邦(Bihar state)經陸路出發的團隊，亦已抵
達該縣，3 輛載有基本救援物資的卡車，亦正前往。據該組織實地觀察
，其實首都加德滿都損毀情況已經是相對輕微，大部分建築物未有倒塌
，但料未來數天暴風雨將來襲，在戶外帳篷及棲身災民情況，令人關注
，而只能以直升機前往的偏遠地區，情況更令人擔心。據該組織鳥瞰評
估，山區村落損毀嚴重，受評估約 65 條村落中，有約 45 條明顯受損，
甚至被摧毀，包括距廓爾喀 45 公里的巴爾巴格(Warpak)。
地震後救援黃金 72 小時已過，在加德滿都，救援人員及民眾從瓦礫
抬出，都是一具具冰冷遺體，包括 12 歲女童查姆達(Neha Chumda)。她
在大地震發生時，身處 4 層高別墅內，逃跑時不幸被壓在 2 至 3 樓的瓦礫
堆中，她不斷尖叫哭泣，家人心急如焚，卻欲救無從，親耳聽著她的哭
聲漸轉微弱，其遺體在地震發生後 42 小時才被抬出。
身處逆境，別人肯施予援手，還須自己伸手去牽。，救人的 「黃金
72 小時」早已過去，但救援人員仍然鍥而不捨尋找生還者，縱然從瓦礫
下抬出一具又一具冰冷遺體，他們並未氣餒，昨天終在首都加德滿都，
救出被埋 100 小時、靠意志力撐過有生以來最無助時刻的一名青年，奇
蹟，總是降臨在不放棄自己的人身上。
家園被毀的生還者也不好過，該市空曠地方都架設起臨時帳篷，但
環境惡劣，隨便一個角落，便已是 「公廁」。有災民情緒由悲傷轉變成
憤怒，痛斥政府救災不力，女災民 Dhana Shrestha 說︰ 「
新聞說外國紛紛
援助，但我們卻未獲任何物資。」
另一名災民 43 歲的 Niranjan Mishra 拿著空水樽說︰ 「境況非常艱難
，無人前來詢問我們情況。」有 18 歲女災民稱，其妹露宿兩天便生病了
， 「她不停嘔吐，很虛弱。」據稱，加德滿都機場達飽和，令國際救援

物資，遲遲未能運抵，部分飛機更被迫折返。目前該市部分商店及銀行
櫃員機已重開，但有災民擔心會發生搶掠。
世界就是這麼遠，那麼近！尼泊爾地震，死傷無數，身在美國休士
頓 的我，看到一幕又一幕的災場慘況，直似人間煉獄，心中頓有切肉之
痛。無論是對生命脆弱的恐懼、對失去親人的痛楚、對救援人員爭分奪
秒的危急、對救出生還者的喜悅……那感覺之強，是超越了十萬八千里
之距離！
見到一名熱愛爬山的香港女教師，地震時身在珠峰營地，一度跟親
人失聯。之後，見到一張受了傷的 「報平安照」，鬆一口氣。見到各國
救援隊，包括中國救援隊都陸續抵達現場，各方都希望在黃金七十二小
時前，盡能力 「救得一個得一個」，希望或失望的一幕，就在頃刻之間
。
隔了一天，突然又傳出，香港中大幾名到當地實習的醫科學生，同
樣失去聯絡。我即時想到的，是他們家人的焦急。幸運地，幾位同學安
全脫險，並已獲安排回港。在機場跟親人見面，彷如隔世，喜極而泣一
幕，令人動容……但這份幸運，並未眷顧尼泊爾，由五百到一千、到三
千、四千……死傷人數還未停下來！
有人拍到在地震一刻，當地一間酒店的泳池，由靜如止水，在十多秒之
間變成波濤洶湧的海洋般……在大自然前，一切人為建構、約定俗成、
看似順理成章的事情，都會變得難以想像，難以預測。
在這個大時代，一個很多事情都意想不到的時代，面對天災也好，
是人禍也好，是盛世也好，是亂局也好，如果有能力，就盡力救人；沒
有能力，在心中默默地支持也可……然而，每個社會、每個角落，總有
一些為恐天下不亂， 「在災場微笑拍照留念」的人，將個人之快樂及利
益建在大眾的痛苦之上，幸災樂禍，這種人真要駡一句： 「無聊既無知
亦無恥！」

楊楚楓

專辦本地特色團﹑
遊輪﹑
各地旅遊團﹐
代辦簽證

見玩具也這樣叫
出席活動時，談到老公為女兒報名幼
兒園時，一共挑選超過 60 家，楊冪表
示，他們不是“怪獸家長”，但畢竟
是第一次為人父母，愛女心切的他們
希望能把事做好，且劉愷威熟悉香港
教育，因此為小糯米找學校、登記出
生由老公負責，女兒吃、穿則是由楊
冪一手包辦。

諾
致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 IT 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 IT 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 VPN 連接訪問

AC3100 3300, IT30, 自動清洗系列抽油煙機

把看見的油煙看不見的細菌統統一網打盡﹒
優質售後服務﹐
專業的安裝師傅﹐
馬達永久保證﹐
零件十年保證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買電腦？一定要去致諾發展公司
1．性價比最高，價格真的便宜。
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 1 到 2 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 美元 IBM 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713-981-8504(通中、英文)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背後)

特價 大酬賓
STAINLESS STEEL

10800 Bellaire Blvd Suite
Houston,TX.77036
Bellaire and Wilcrest

299.

C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出售各種製冰機、洗碗機、冰箱、絞肉機、冷凍機、油鍋、爐頭、
抽風罩、電飯鍋、各類盤碗、叉燒爐、切肉機、絞面機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Tel:(713)772-7494 Fax:(713)772-8719

外地請撥：1-800-448-749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Bellaire
59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

Bissonnet

Summerbell

★

9330 Summerbell

Beltway 8

PLLC

勝利律師事務所
AARON M. STANLEY

美國人,中國通,能說流利中文

2013

掃除拆洗煩惱:
˙自動清洗 ﹐
。
首創蒸氣除油 | 融解油汙 免拆洗
最先進的技術﹐
只需一按 AUTO CLEAN 就會自動清洗扇 太平洋首創「全自動蒸氣洗」抽油煙機，獨家「130 C 超高溫蒸氣洗」
，以超高
葉油污﹐
操作簡單方便﹐
清除油污,掃除您清洗油污的煩惱﹒
溫蒸氣環繞去汙，再輔以熱水沖刷潔淨，全方位迅速除油，徹底殺菌，除臭，
自動清洗毫無死角，更配備全新「吸力霸靜音馬達」
，給您超強吸力與極靜
最低的噪音 :
˙最超強的吸力﹐
音。挑選油煙機，就該選擇解決您所有煩惱的太平洋「
蒸好洗」
抽油煙機!
專利設計Ｓ型排風系統﹐
形成強勁離心吸力﹐
全新流線
有名牌禮品贈送!!
內部結構﹐
使其吸力稱霸﹐
噪音最低﹒
覆蓋美式四個爐頭:
˙最先進的外型設計﹐
全新流線外型﹐
採用西歐無接口收邊技術﹐
完美造型﹐
雙吸風口﹐
覆蓋四個爐頭﹐
使您的廚房充滿高貴現代氣息﹒
00
PR 9630A

訂購電話﹕281-530-1511

＆ASSOCIATES

STANLEY

陳德威律師

殺菌抽油煙機

最新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 台灣製造精品
台灣製造精品))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世界頂級網路通訊公司設計及 IT 服務經驗
▲休斯頓華人區實力最強的電腦網路公司

LENOVO DELL

太平洋抽油煙機

金門爐頭廠

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Dell 授權電腦方案合作夥伴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頓港出發
＊ 機場接送服務﹐待客以誠﹐服務至上 ＊

Honeywell

致諾電腦

www.asaptravelwize.com

˙$49 8 天江南遊（全年放行）
˙$99 8 天北京承德天律皇家御景團（新）
（特價）
˙5/4 11 天九寨溝﹑峨嵋山﹑張家界之旅
˙5/28 7 天黃石公園（有買二送一）
˙6/8 6 天美東豪華遊（有買二送一/二）專人帶團
˙不同天數美東﹑美西﹑夏威夷團(有買二送一)
˙各大城市機票＋酒店套餐
˙代理各大遊輪公司及 4.5.7 天歡樂遊輪由蓋文斯

汪圓圓老公自曝女兒不愛與男性接觸

綜合報導 楊冪與劉愷威的愛女小
糯米出生已經快滿 11 個月，近日楊冪
透露，小糯米現在已會叫“爸爸”、
“媽媽”，就連見到玩具也都這樣叫(
喊“爸爸”、“媽媽”)。
儘管劉愷威夫婦仍未公開小糯米
的廬山真面目，但兩人常在微博分享
女兒的成長過程。據報道，楊冪 26 日

ASAP Travelwize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楊冪曝愛女已學會叫“爸、媽”

C5

後會通知申請人進行下面的程序．
又如，2007 年 7 月職業移民排期全面開放，很多人同時遞交了 I-140
和 I-485．許多 I-140 已經批准的申請人不斷查詢移民局的審理進度表．
而實際上，對於這類申請人，只有在移民排期排到的情況下，審理進度
才有意義．舉例說明如下，如果申請人是職業移民第一優先，由於不受
排期限制，因此只需要查詢移民局的審理進度表就可以了．而對於職業
移民第二優先的申請人，由於中國大陸才排到 2012 年 6 月 1 日，必須等
到移民排期排到，移民局的審理進度才對其有意義。
最新移民消息
1.史上最激烈 H1B 名額爭奪戰役，23.3 萬人搶占 8.5 萬個名額。美國
移民局 5 月 13 日宣布，截止 4 月 7 號，移民局一共收到約 233,000 份
H-1B 申請，並於 13 日進行並完成了 H-1B 名額電腦抽簽。首先進行抽
簽的是為美國碩士或以上學位的受益人設立的 20,000 個 H-1B 名額。未
抽中名額的美國碩士或以上學位的受益人再與其他受益人一同參與 65,
000H-1B 名額的抽簽。對於未抽中的 H-1B 申請，移民局將退回申請材
料及申請費。移民局再次承諾，將會最晚不遲於 5 月 11 號開始對要求加
速處理的 H-1B 申請進行審理。另外，移民局也會繼續受理不受 H-1B
名額的申請，包括 H-1B 延期申請，更換雇主申請，以及免受 H-1B 名
額限制的雇主遞交的 H-1B 申請。
2. 2015 年 5 月份的職業移民排期, 中國大陸出生的申請人第一優先仍
全面有名額，第二優先前進 14 個月, 第三優先前進 4 個月。全世界範圍
內, 第一優先和第二優先仍全面有名額，第三優先前進 3 個月。親屬移民
排期除了各類優先都有前進。
3. 3 月 23 日,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兩年一度的［選擇美國高峰會談］
（Select USA Investment Summit）上表示，美國政府將對 L－1B 工作簽
證進行改革，以吸引更多海外人才。
4. 聯邦國土安全局(DHS)、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USICE)等執法單
位，於 3 月 3 日清晨持搜查令(Search Warrant)，掃蕩南加州三縣二十處月
子中心。一些孕婦的護照、新生兒的出生證明被扣留。部分孕婦收到美
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USICE)的約談通知.月子中心涉嫌移民詐欺、稅務
詐欺、福利詐欺，洗錢等多項罪名。
5. 美國移民局於 2015 年 2 月 24 日宣布，已經遞交職業移民申請的
H1B 持有人的配偶如果符合相關條件，將能夠在美國合法工作，移民局

快捷旅遊

綜合報導 蔡 加 讚 (Karson) 的
愛駒“車神”昨日于沙田馬場
出賽，他獨自入場打氣，太太
汪 圓 圓 帶 著 女 兒 Celine 一 起 外 出
約會朋友，所以沒陪他進馬場
。他透露女兒平日主要由圓圓
照顧，但小孩子還是一樣愛黏
父母兩個人。
他還稱女兒“愛女不愛男”：
“她較喜歡跟女性或 Auntie，可能
有安全感。若對方是 Uncle，外形
黑實又有鬍鬚，她便不喜歡。之前
她見姨丈甄子丹都很接受，近期則
很少見。”
作為新手爸爸，蔡加讚基本工
夫都已上手，在放假時，他便爭著
為愛女換尿片，也有幫著為寶寶洗
澡。他說：“圓圓負責衝涼，我幫
忙遞毛巾，順便為女女照相”，
“她玩水玩得很開心，又知道看鏡
頭，最想與女兒多些合照，都是我
們的回憶。”

Saturday, May 2, 2015

無論是親屬移民還是職業移民，每年能夠拿到美國綠卡的人數都有
一定的名額限制。由於申請移民的人數往往超過此名額限制，申請人需
要等候排期。美國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在每個月中旬公布下個
月的排期表。
要了解排期表先要了解兩個概念，優先日期（Priority Date）和截止
日期（Cutoff Date）。優先日期是指美國政府最早收到親屬移民申請或
職業移民申請的日期。親屬移民申請的優先日期是指移民局收到 I-130
親屬移民申請的日期。職業移民申請的優先日期是指美國勞工部收到勞
工證申請（ETA 9089 或以前的 ETA 750 申請表）或者移民局收到 I-140
職業移民申請的日期。申請人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排期日與主申請人
相同。
美國國務院每個月在移民排期表上公布的日期叫做截止日期
（Cut-off Date），截止日期通常是往前，但有時也會出現停滯或倒退
的情況。
判斷自己的排期是否排到，要看自己的優先日期是否早於截止日期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若受益人在美國境內，就可以向美國移民局遞交
I-485 調整身份的申請，同時可申請工卡和回美證。 如果受益人在美
國境外，就可以通過美國國務院下屬的國家簽證中心（National Visa
Center）辦理領館程序。國家簽證中心收到足夠的資料後，將把案件轉
到美國駐中國的大使館或領事館開始移民簽證的程序。
國務院在每個月公布移民排期時，對其進展程度往往有一個大致的
估計，某些優先排期的進展會加快或減慢，甚至可能會停滯或倒退。
審理進度表(Processing Time)
審理進度表由美國移民局每半個月公布一次。移民局在全美有五個
審理中心: 加州審理中心(California Service Center)，內州審理中心(Nebraska Service Center)，德州審理中心(Texas Service Center)，佛州審理中
心(Vermont Service Center)，和全國審理中心(National Benefits Center)又
稱為密州審理中心(Missouri Service Center)。還有很多的地區辦公室，例
如休斯敦就有一個地區辦公室．每個審理中心和地區辦公室都有各自的
審理進度。
移民排期和審理進度又是相互聯系的．比如，移民局經過正常的審
理進度審理批准公民的兄弟姐妹 I-130 申請之後，會把該案件轉到美國
國務院下屬的國家簽證中心（National Visa Center）等待移民排期．排到

本週初，世
界上最貧窮的國家
尼泊爾，發生規模
7.9 強 震 。 尼 國 政
府表示，全尼泊爾罹難人數至今己
知增達 6130 人。 1 萬 3000 多人受傷
，這場浩劫令全國逾四分一人口、
約 800 萬人受災，140 萬人面臨糧食短缺，受災兒童已增至
300 多萬人, 而臨時收容災民的帳篷環境惡劣，令災民有感被
政府 「遺棄」自生自滅。總理柯伊拉臘(Sushil Koirala)自己悲
觀地估計, 隨著偏遠地區傳來具體傷亡報告，死亡人數至少應
有 10000 多人。他指政府已竭盡全力救災，有救援組織形容災
民已 「
一無所有」，料未來 5 年，尼泊爾仍需外界施援。
今次地震早有科學預兆。地質學家早就警告，位在喜馬拉
雅山脈地區的尼泊爾，每隔 80 到 100 年，就可能發生強震，
今次這起地震，應該是尼國 1934 年大地震以來之最。首都加德滿都因有
更多老舊屋舍且建築密集，樓塌傷人死人，災情嚴重。
尼泊爾昨起全國哀悼 3 日，當局擔心爆發疫症，雖規定遺體需在 24 小時
內火化，但卻不夠木材焚燒，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指，有災民集體腹瀉，
。多支外國救援隊伍已抵達當地，但當局被批評沒有協調有關隊伍，令
災民怨聲載道，加德滿都昨有 200 人堵路示威，抗議救災不力，防暴警
察到場戒備。偏遠山區亦有災民投訴未獲任何援助，只靠僅餘糧食維生
，說只見官員前來視察拍照，卻不見物資運抵.
在我執筆當天（4 月 30 日週四晚上），地震發生至今已 5 天，已動
用九成兵力的尼泊爾軍方，終 於開入偏遠地區、村落盡毀的地區救援，
包括位於首都加德滿都西北面約 70 公里、人口達 27 萬廓爾喀縣(Gorkha)

瑋琪做出回復並曝光價格：“可能因為
是刻四個印章加上石頭的材質比木頭貴
，我做一套下來花了新台幣28000元，
大約人民幣5000多元吧，覺得真不便宜
。但很有紀念意義啦，而且以後會常常
用到，比做胎毛筆划算。”

2015 年 5 月 2 日

移民排期表和審理進度表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美南人語

綜合報導 今日，范瑋琪在微博曬
出用雙胞胎兒子臍帶做的印章，照片中
，四枚印章放在一個木盒子裏，盒上有
兩個孩子的腳丫印，盒內還有出生時的
照片，造型精美。范瑋琪稱：“用飛飛
翔翔的臍帶幫全家人客制(刻製)了印章

星期六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對商業糾紛及
人身傷害具有豐富經驗
9889 Bellaire Blvd. #117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二樓 101 樓上）

(281
281)) 766
766--7939
Kai@stanley-Lawfirm.com

˙車禍/人身傷害:讓您獲得高額賠償
陳德威律師曾為保險公司特聘律師,熟悉保險公司心理
和作業方式,不得賠償,不用付款
˙刑事辯護:酒後駕駛,吸毒,輕罪,重罪,家庭暴力,人身攻擊
˙訴訟:商業糾紛,商業訴訟,民事訴訟,意外傷害訴訟等
˙婚姻法:協議離婚,有爭議離婚,跨國家庭糾紛,監護權,
撫養費
˙移民法:結婚移民,親屬/工作移民(H1B),投資移民(EB5),
公民入籍
˙商業法:租賃約,各種商業合同,公司成立

廣告天地
黃銘河 醫學博士

Ming-He Huang MD, PhD

(Houston, TX)—On Monday, April 27, 2015, Congressmen Al Green (TX-09) and Mike Honda
(CA-17) introduced a bill, which would grant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TPS) to Nepalese nationals affected by the devastating 7.8 magnitude
earthquake that has ravaged the country and
killed thousands.
“ The people of Nepal have suffered a calamitous
tragedy, and I think providing TPS is necessary
to help them attain a sense of sta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their country recovers," Congressman Al Green said. "A great nation does
not force people to return to conditions that are
unsafe and detrimental to their well-being. A
great nation extends the hand of friendship to all
during times of challenge and crisis.”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Vision Source - TruVision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李東方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

悅來海鮮

Fiesta

中國城
百利牙科
百利大道

（位於 Fiesta 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電話：281-888-5955 地址：8880 百利大道﹐Ste F﹐Houston﹐TX 77036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家庭全科

主治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科博士 ☆西南紀念醫院主治醫師

外科小手術 痣瘡 年度體檢 學生體檢 婦科年檢

電話﹕
傳真﹕

☆美國家庭醫學學會認證醫師
☆西南紀念醫院主治醫師

713 ●778 ●1813
713 ●778 ●6098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門診時間﹕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每月一﹑三週）﹕
8:30AM-1:30PM

糖尿病

皮膚病

高血壓

婦科病

高血脂

關節痛

胃腸疾病 兒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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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城新址：
20/20 Eye Clinic& optical
4675 HWay6 S.#B TX.77478
(281)277-6100

(59 & BEECHNUT ST.)

(HWay6 & Dulles AV.)

體檢＋化驗：$95

❶+女性婦科、宮頸膜片＋$45
❷+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顯微手術
★平板足
趾 趾囊腫
★拇
★香港腳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

新 推 出 雷射治療 『
灰指甲』

治療項目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Wednesbury Medical Building
8200 Wednesbury Lane,Suite 210
Houston, Texas 77074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特價優惠 $100.

00

榮獲 2005 H-Texas 雜誌
※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設有 X-RAY 復健設備

OFF

敦煌醫療中心聯合門診

HILLHOUSE MEDICAL GROUP

內科,外科,婦產科,家庭全科
腎臟病 / 高血壓專科
由 Michael Yu 博士、王瑋博士、嚴靜茵博士、OB/
GYN doctor 陸方賢博士等多位專科專家開診。開
設項目包括健康體檢（移民，學生）內科全科, 外傷
及急診，婦產科檢查。本中心還開設腎臟病與高血
壓專科門診。主治血尿，蛋白尿，水腫，腎結石; 急慢
性腎臟病，急慢性腎臟衰竭；血液透析，腹膜透析;
腎移植等。本中心設備齊全先進，技術力量雄厚。擁
有全套的血尿化驗檢查, 心肺功能檢查心電圖及超
聲影像檢查，竭誠為社區提供先進醫療服務，方便
就近治療。

診所電話：832-834-5226 傳真：832- 834-5229
地址：9889

˙CEREC 碳瓷牙當天可取
˙鋼絲牙齒矯正
˙各類一般及手術拔牙
˙各種活動及固定假牙
˙人工植牙、根管治療
˙一般及深度潔牙
˙兒童牙科、包括 ORAL
Sedation
˙超薄烤瓷美容貼面

Corporate

Bellaire Blvd

黃金廣場

1st International Bank
隔壁廣場內二樓

敦煌醫學超聲中心

專業團隊 ACH Medical Ultrasound

•ARDMS 執照超聲技師操作，主管超聲技師曾
任河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超聲科醫生；10+年臨床
經驗，現任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超聲技師；
超聲檢查精細準確。
•資深放射科醫生和心臟科醫生分析超聲檢查圖
像，出具診斷報告。與醫學中心不同專科醫生團隊
合作，方便患者就醫。

超聲檢查項目:
肝，膽，胰，脾，腎，婦科，產科，排卵監測，三維/四維
胎兒成像，四肢血管，心臟，甲狀腺，乳腺，前列腺，
陰囊，軟組織等。

營業時間：
本 中 心 接 受 包 括 Medicare、Medicaid，
周一至周日
Obama Care 在內的各種醫療保險。
8:30AM-8:30PM
無保險病人有特殊優惠。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 45.00 /副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Int'l
Shell 1st
Bank

本診所為您全家
提供全套牙科服務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Zane Yang DDS & Heidi Tang DDS

●全新數碼 X 光減少輻射
●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
●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
●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
●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

主治
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及高膽固醇血症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楊臻牙醫博士

電話：
713-773-9889

Tel : 713-779-8148

歡迎電話預約查詢
通英、粵、國語、滬

Steven Y. Yong, M.D., Ph.D. F.A.C.C.

山水眼鏡 GLACIER OPTICAL
接受 Medicaid 免費配鏡

牙醫全科
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畢業
德州大學植牙 preceptorship 畢業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直線鋼絲（Straight wire)矯正 Certified
美國牙醫協會及美國矯正協會會員
（ADA,AOS)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容永騏醫學博士

9440 Bellaire Blvd, #102
Houston TX 77036
(每週二全天看診)

電話﹕
713-774-2773
傳真﹕
713-774-4009

電話： 713-772-3338(FEET)通曉普通話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

門診時間：
周 二 至 周 五:
9AM-6PM
周六:電話預約

16659 S.W. Frwy, #331
Sugar Land, TX 77479

起

www.advancedfootdocs.com

診所人員通
國﹑粵 ﹑越﹑西﹑英語
接受各種醫藥保險

Certification Board of Nuclear Cardiology.
◆休士頓貝勒醫學院心臟專科
Cardiology Fellowship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紐約州愛因斯坦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
Residency at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N.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生化博士

★美國心臟專科特考文憑
Subspecialty Board of Cardiovascuiar
Disease.
★美國心臟超聲波學會特考文憑
National Board of Eohocardiography.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本診所自2014 年起，週四公休
週一至週六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心臟專科

Y. YONG M.D., Ph. D., F.A.C.C.

★美國心臟學會院士
F.A.C.C.

Beltway8

"Building Bridges 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Business Directory

腳

MD, PhD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

休士頓：
7737 S.W. FRWY, SUITE#850
預約電話(713)271-2271

STEVEN

體檢特價

李岳樺

醫學博士
JianWei Feng,

地址：3540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大華超市旁，Luby's 隔壁)

中國城

★動物抓、咬傷
★感冒
★腹瀉
清創縫合
★咽喉痛 ★尿路炎
★鼻竇炎 ★關節注射 ★角膜異物清除

豐 建 偉

專治：肩頭痛、腰酸背痛、手麻腳麻、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士
-伊利諾州立大學生物力學碩士
坐骨神經痛、扁平足、扭傷、
-伊利諾州國家健康科學大學解剖學兼任教授
-美國脊骨神經醫學專科醫師(德州、伊利諾州執照)
運動傷害、關節炎。
免費諮詢，預約電話：
（281）302-6902 email:SugarlandDC@gmail.com

JY 家庭全科及急症
★皮膚活檢 ★骨質疏鬆
★婦科病
★憂鬱症
★兒科病
★老年癡呆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臟起搏器
心律監護器
運動走步機等

主治：一切眼疾、手術、雷射激光
附設：
附設
：眼鏡專櫃
眼鏡專櫃，
，隱形眼鏡

9440 Bellaire Blvd, Ste106, Houston TX 77036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常見皮膚病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糖城復健聯合診所

城

Tel: 832-448-0190 Fax: 281-498-2728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s registered with U.S.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as a 501C6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歡迎電話預約及查詢˙

糖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00, Houston, Texas 77072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設 備 齊全

陳啟華眼科醫學博士 EDWARD CHAN. M.D.

Memorial Southwest
Family Practice

殷正男醫學博士 Zhengnan Yin, M.D.

中 國 城

MD, PHD

車禍、工作意外、術後復健、物理治療

時 間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HOUSTON

President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29-230
Houston, TX 77072
Office: 832-448-0538
Email: info@unahouston.org
Website: unahouston.org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Tel: (713) 978-7504

收受各種牙科 PPO 以及政府保險

專科

Congressman Al Green, 9th District-Texas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3003 South Loop West, Suite 460
Houston, TX 77054
Telephone: 713 -383-9234
Fax: 713 -383-9202
Email: crystal.webster@mail.house.gov
Sign up to receive Congressman
Green's e-newsletter at http://algreen.house.gov/

Kathmandu, Nepal (CNN)Half a million tents are
urgently needed for the huge number of people
forced from their homes by Nepal's devastating
earthquake, a government minister said Wednes-

Robert G. Moll, Esq.

華人專線:(713)978-5959

˙原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院修複科副主任醫師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畢業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修複學博士
˙德州大學牙科材料學碩士
˙德州大學牙科學校修複專科住院醫師畢業

DDS MS PHD

急 症

Dear Friends,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attend a very special
meeting I am hosting with the Nepal Community
on Saturday, May 2, 2015, at 2:00PM at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Media Room, located at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77072.
I look forward to your participation at this meeting as the Nepalese community
is actively seeking support to recover from the recent devastating earthquake in
Nepal.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 to confirm your attendance, please contact Rachael
Rodriguez or Crystal Webster at 713 -383-9234.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here.

Nepal Update

Shu & Associates LLP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31-233
Houston, TX 77072
Office: 713-772-2400
Cell: 713-562-0606
Fax: 800-887-7059
Email: shu_xj@msn.com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百 利 牙 科 Bellaire Dental 李

主 治

Congressman Al Green
Invites You To A
Community Meeting On
The Crisis In Nepal

Homeless urgently need tents; death toll
above 5,200.

James Shu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9250A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商場）

主

營業時間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JOSEPH C. CHONG, M.D.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

頂好診所 713.981.0988

JianWei Feng,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莊仲華醫師

黃金心臟中心
黃金心臟中心
黃金心臟中心

Center

8：30am-7pm 顧瑛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週日
1pm-7pm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認可醫師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的廣場) Tel:832-433-7159

Under H.R. 2033, the Nepal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Act of 2015, applicants would be eligible for TPS if they had been continuously and
lawfully pres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April
25, 2015, which is the date when the earthquake
took place. The legislation would grant TPS for a
period of 18 months following the date of its enactment. Additionally, the applicant should be admissible as an immigrant,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under section 244(c)(2)(A) of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Congressman Al Green also addressed a Nepalese Community Meeting and press conference,
as well as attending a candlelight vigil hosted by
the Nepalese Association of Houston. He discussed aid efforts by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current conditions in Nepal.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representative Marty McVey also was present at the
meeting, press conference, and candlelight vigil.
Congressman Al Green also encourages those
who have information about U.S. citizens in Nepal to contact the U.S. Embassy by phone at
1-888-407-4747
(U.S.
and
Canada)
or
1-202-501-4444 (overseas), and by email at NepalEmergencyUSC@state.gov.

Related

德州大學醫學博士
田納西州大學醫學院專科
德州專科醫師執照
任教德州大學醫學院及
貝勒醫學院

★SCURLOCK TOWER
6560 Fannin, Suite 1554
Houston, TX 77030

Wilcrest

Congressman Al Green speaks at a
Nepalese Association of Houston (NAH)
community meeting with (from left to
right) former NAH President Madhukar
Amatya, USAID representative Marty
McVey, and NAH President Jyoti K.
Ghmirey.

toll is expected to rise.
Two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dia and
China, have reported totals of 72 and
25 deaths from the quake, respectively.
Aircraft loaded with tents are expected from India and Thailand in the next
day, he said, with another 100,000
tents expected from Pakistan.
Two UNICEF flights arrived Wednesday with supplies such as water-purification tablets, family hygiene kits and
tents and tarps.
UNICEF Regional Communication Advisor Jean-Jacques Simon said the
supplies "are desperately needed by
those living in camps, and other areas People Continue Living Outside In Tents Due To The
in Kathmandu, the Kathmandu Valley
Possibility Of Aftershocks
and
in
the hardships for the countless Nepalis who are
hard-to-reach remote arsleeping out in the open because their homes
eas, where UNICEF plans
were destroyed or they don't feel safe inside
to distribute the items as
buildings amid continuing aftershocks.
soon as possible."
At Tundhikal Park, known now as Tent City, the
The United Nations has
crowds are thinning, but it's not necessarily a
said the quake has affectsign of improvement.
ed 8 million people across
On Wednesday, some had enough of sleeping
39 districts.
huddled in a tent and were readying to return to
Rijal said 21 helicopters, intheir houses. That's the correct term -- houses;
cluding seven provided by
they were no longer homes, no longer places of
India, were helping in the
sanctuary.
rescue and relief efforts,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called Prime Minwith 866 people rescued
ister Sushil Koirala on Wednesday to express
by air and a little more than
condolences, the White House said. This is the
1,000 rescued using land
first time Obama has spoken with the Prime Mintransport.
ister since Saturday's first earthquake.
As rescue workers seek to
Obama and he talked about disaster response efreach people who desperforts and Obama pledg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tely need help, the weath"will do all that it can to help the people of Nepal
er is making things worse.
in their time of need," the White House said.
Heavy rain has intensified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713 - 796 - 1500

我們接受 Medicare 及 Medicaid

移民體檢
內科全科

C11

Saturday, May 2, 2015

治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8 號公路

Congressmen Al Green and Mike Honda Request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for Victims of Devastating Earthquake in Nepal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
•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
•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
•兼任 UTMB 心臟科副教授
•St.Luke 醫院主治醫師

(中英文應診) DR. DAVID S.C. HO, M.D.
腎移植﹐
攝護腺疾病
﹐
腎﹐
輸尿管﹐
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
不育﹒
專 治

Houston Congressman Steps Up For Ravaged People Of Nepal

2015 年 5 月 2 日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心臟專科（美國內科醫生執照）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May 2, 2015| Section B 3***| John T. Robbins, Editor

day.
Minendra Rijal, Nepal's minister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aid relief operations were
underway but that much more needs to be done.
"Life is returning to normal, but it will be some
time to be completely normal," he said. "We have
still not been able to properly manage to provide
relief."
Rijal wasn't able to put a precise number on
those made homeless by Saturday's devastating
quake, but he said the government had so far
provided more than 4,700 tents and 22,000 tarpaulins to those in need of shelter.
Approximately 5,238 people were confirmed
dead as of Wednesday evening as a result of the
massive earthquake, with another 10,348 injured, Nepal's National Emergency Coordination
Center reported. Officials have warned the death

星期六

Gessner

NEWS & REVIEW
“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本 中 心 接 受 包 括 Medicare、Medicaid,
Obama Care 在內的各種醫療保險、無保
險患者特別優惠。接受各科醫生及各大醫
院檢查處方單，歡迎電話預約。

中心電話：832-532-6690 傳真：832- 834-5229

Bellaire BLVD suite E202 (3RD Floor) 敦煌廣場百利大道入口處（東側）3 樓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 腿 疼, 關 節 炎,
手 腳 麻 木, 各 種 外 傷,
工傷, 車禍……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內設針灸診所 電話:

713-270-0909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星期六

百利中醫皮膚科

2015 年 5 月 2 日







˙全美中醫師執照 NCCAOM
˙德州中醫師執照 AC01513
˙湖北中醫藥大學 皮膚科碩士
˙師從中國著名中醫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尤其擅長中藥外治，針對患者個體差異配
制中藥洗劑，使用冷敷 熱敷 噴霧 熏洗等
方式，結合中藥內服 穴療 針灸等治療
手段，達到見效快 副作用小的效果。

陳志堅



專專專 科科科

小小小 兒兒兒

特聘修复專家

Dental

何繼強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Charles Ho
D.D.S.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

郭瑞祥醫師
Ruixiang Guo, D.M.D
北京大學牙醫學士
北京大學牙醫碩士
新紐澤西醫科牙科大學牙醫博士
私立紐約大學植牙專科

預約電話:

Lexington

行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713)272-9800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接受 CHIP MCNA 保險

栗懷廣醫生

鍾正芳

James Chuong, M.D.
美國婦產科專科醫師
美國內分泌及不孕症專科醫師

試管嬰兒$7,900起
性別篩選，不孕症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徵捐卵婦女((酬謝
徵捐卵婦女
酬謝$$5,000
000起
起)

門診時間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拉皮除皺技術-U1thera 和 Thermage：

▲不用開刀，給真皮層導入熱能，收緊肌膚，解決皮膚下垂問題；
▲通過高強度超聲波，去除皺紋，不會對皮膚表面造成任何傷害；
▲提昇肌肉筋膜，刺激膠原蛋白大量重生，恢複彈性；
▲一次治療，可持續 2-3 年。治療後立刻恢複日常生活；
▲貴族的享受，平民的價格。

休士頓: 7500 Beechnut St., Suite 308, Houston
糖
城: 16651 Southwest Fwy, #200, Sugar Land
電
話: 713-771-9771 www.cooperinstitutearm.com

每週七天，方便病人就診！
看診時間：8:30AM-6:00PM
9750 Bellaire Blvd., #180
(黃金廣場內)
Houston,Texas 77036

諮詢
免費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九排梳
適合中長髮或短髮。用梳齒較密的九排梳梳頭髮，頭髮的蓬鬆感
和造型感馬上重現！
專家意見二：盡量避免燙、染、吹
無論什麼季節，經常吹熱風會破壞毛髮組織，損傷頭皮，偶爾
一次不需擔心，但使用時也應該讓吹風機離頭髮 30 厘米左右，並
盡量減低熱風溫度。燙髮、染發劑對頭髮的影響也較大，每次燙
染都會以損害發質為代價，目前還沒有能不傷頭髮的燙髮、染發
劑。
專家意見三： 勿用強鹼洗髮水
強鹼洗髮水、祛油洗髮水的脫脂性和脫水都過強，不適合乾燥的
秋季使用，否則易令頭髮乾枯開叉。夏天慣常用來祛除油分的祛油
洗髮水也應停止使用，此時應選用對頭皮和頭髮無刺激性的植物性
或添加了滋潤成分的洗髮水，一定要根據頭髮狀況選擇適合自己發
質的產品。
乾性發質美發產品推薦：威娜山莓仁深層清潔香波
乾性發質油脂少，頭髮乾枯、無光澤；纏繞、容易打結；鬆散，
頭皮乾燥、容易有頭皮屑。應選擇滋潤度較高的護髮產品，幫助乾
性發質提昇光澤和滋潤度。
專家意見四： 適當的洗髮頻率
南方的夏天較濕較熱，不少人養成了夏季天天洗髮的習慣，這個
習慣到了秋天要改一下。秋天的洗髮頻率最好控制在 3 天左右洗一
次。這是由於秋天天氣乾燥，頭髮也容易因乾燥而脆弱，洗髮太頻
繁會使頭髮脫落嚴重。另外，洗髮時要控制力度，不要大力搓揉，
也能減少脫髮。
聽取護膚專家們的專業指點，迎接三千煩惱絲健康新開始吧！

電話﹕
281-242-6889
傳真﹕
281-884-6071

醫療美容項目：
1）肉毒杆菌 Botox 除皺瘦面,$8/單位
2）玻尿酸，微晶瓷袪皺，隆鼻，豐頰豐唇
3）鐳射激光永久脫毛
4）電波拉皮緊膚除皺
5）脈衝光嫩膚美白
6）鐳射激光袪色斑、黑痣、靜脈曲張、紋身
7）微晶磨皮換膚改善肌膚質地
8）美素溶脂去眼袋、雙下巴、腹部及身體多餘脂肪
9）高頻電刀治療皮膚腫瘤、黑痣、疣

眾 MM 們最恐懼的事，莫過於眼角出現魚尾紋了。名貴的化妝品
買了不少，真正有效的卻不多。如何能把這些討厭的小東西趕走
呢？快來分享下四種祛除魚尾紋效果堪比品牌護膚品的食物吧！
一根雞骨
皮膚的真皮組織絕大部分由具有彈性的纖維構成，缺少了彈性纖
維，皮膚就失去了彈性，鬆弛的皮膚聚攏起來，形成魚尾紋。雞皮
及雞的軟骨中含大量的硫酸軟骨素，它是彈性纖維中最重要的成
分。把吃剩的雞骨頭洗淨，和雞皮放在一起煲湯喝，不僅營養豐
富，常喝還能使肌膚細膩，久而久之，魚尾紋就會減輕了。
一杯啤酒
啤酒的酒精含量少，所含的鞣酸、苦味酸又有刺激食慾、
幫助消化及清熱的作用。啤酒中還含有大量的維生素 B、糖
和蛋白質，這些可都是皮膚喜歡的營養成分。適量飲用啤酒
(每天中餐、晚餐各飲 150~250 克)，可增強體質，減少面部

中醫針炙師(ACOO196)

中國吉林長春中醫學院畢業
具 有 35 余 年 臨 床 經 驗
美國德州執照中醫針炙醫生

讓你的秀髮垂順到底

地址：4645 Highway 6, Suite H,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內）

張玫 醫生 新增唯一 FDA 認證，最新最尖端抗衰老、聲波電波
Mei Zhang, MD

私立紐約大學 NYU 牙醫博士
美國全科牙醫學院會員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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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各種醫療保險和政府計劃，歡迎預約～

www.drmeizhang.com
★北京醫科大學醫學系畢業
★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研究生院畢業
★貝勒醫學院住院醫師畢業
★原貝勒醫學院家庭醫學系助理教授
★二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Estella Guo, D.D.S.

Saturday, May 2, 2015

各種內科，皮膚疾患，外傷及急診
各種體檢，血尿化驗
心電圖，高血壓，糖尿病
外科小手術，腰腿疼痛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Cooper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productive Medicine

郭艾詩醫師

Mon.-Sat. (10am-6pm)
Sun. by appointment

主治：

★20 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
★北京醫科大學原教授
★Baylor College of Medical Instructor
★St. John's Episcopal Hospital 內科住院醫師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Sweetwater Blvd.

主治項目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專治: 各種牙患﹑
牙週病﹑
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
磁牙﹑
根管治療

大通銀

Tel: 281-565-0255

黃金醫療中心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995-0086

9889 Bellaire Blvd., #330,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內二樓)

牙醫博士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呂 明

糖城診所 Delight

2015 年 5 月 2 日

頭髮難以梳理，不是動不動就梳出靜電，豎成爆炸頭；就是
頑固的頭皮不時隨風飄落。頭部一直是護膚這場艱難戰役中的壁
壘：頭髮乾枯起電、頭皮洋洋灑灑，甚至大量脫髮令人擔憂。想現
在就擺脫這些煩惱嗎?聽聽護髮專家是怎麼說的吧！
專家意見一： 拒絕塑料、尼龍梳子
不難發現，一些市面上最常見的塑料和尼龍梳子很容易梳著梳著
就讓頭髮開始張牙舞爪，原來尼龍和塑料梳子容易產生靜電，對頭
髮和頭皮都是一種強烈的不良刺激，不但讓你頭髮不聽話，還對頭
皮有害。
找到適合自己的梳子
排骨梳
適合易打結的長直髮。長直髮很容易糾纏在一起，如果強行梳
理會使頭髮斷裂。而排骨梳的梳齒非常鬆散，能通過一排排的梳齒
將頭髮打散，給頭髮足夠的空間，從而在按摩頭皮的同時梳通頭
髮。
鬃毛尖尾梳
適合發量稀少者。鬃毛做的梳子由於梳齒密集，可以將一小束頭
髮倒梳，製造蓬鬆的效果。
大波浪梳
適合大波浪。梳子的平面呈弧線形，寬而多排的齒梳兼具按摩與
梳通兩個作用。燙完大波浪後，除了經常用手指纏繞一簇簇鬈發做
定型之外，使用大波浪梳一段段地梳理頭髮，也可以基本做到不損
傷鬈發的彈性並讓其更加蓬鬆。
防靜電鬃毛夾板梳
適合細軟長髮。不同於普通的插電式直髮夾板，其中的鬃毛材質
可以令每根頭髮牢固地保持直線形。

艾瑞牙科 Aria Dental

健強牙科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

中國城診所

D.D.S.M.S

門診時
間 一一一
一一
一
一
週一至五 11:00am-7:00pm
一一
一281-565-7337
一一一一
一一
一4610一
一
Sweetwater Blvd,
Suite 130, 一一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Sugar Land, TX 77479
59

全新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Jennifer Chen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精通﹕
國﹐
粵,台﹐
英語﹐
接收醫療保險

4招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9889 Bellaire Blvd., #322
3524 Hwy 6 South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5 年 牙科臨床經驗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德州大學小兒專科畢業
美國小兒專科院士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及
Methodist Health Center, Sugar Land 主治醫師

星期六

最新 E4D 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院

牙週
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歡迎洽詢預約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713-272-8883

Bin S. Sung, M.D., FAAP

Hwy 6

Saturday, May 2, 2015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te 238,Houston,TX 77036 (國泰銀行樓上)

宋檳生 醫學博士

美容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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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曉娜 中醫師

A 痤瘡 酒糟鼻 脂溢性皮炎 口周皮炎 黃
門診時間:
褐斑 異位性皮炎 濕疹 蕁麻疹 接觸性皮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炎 玫瑰糠疹 癢疹 瘙癢癥 過敏性紫癜 白塞氏病 皮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膚變應性血管炎 雷諾氏病 帶狀皰疹及後遺神經
Tel:713-541-0616
痛 傳染性軟疣 扁平疣 毛囊炎癤 手足癬 體癬 銀屑
Cell:832-340-8205
病 紅皮病 白癜風 脫發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 皮肌炎 硬皮病 幹燥綜合癥 重疊綜合症）
C 大皰性疾病（天皰瘡 類天皰瘡 皰疹樣皮炎 家族性良性慢性天皰瘡）
D 冬病夏治 根據中醫
“春夏養陽，秋冬養陰”
的理論，利用夏季人體陽氣旺盛，
治療一些慢性疾病，達到標本兼治、預防保健的作用（慢性支氣管炎、過敏性鼻
炎 風濕性疾病、痛經、脾胃虛寒 平素易感冒等）

主治

傳人
御醫

5909 West Loop South, Suite 450
Bellaire, Texas 77401

Tel: 713-772-7900

主治：中醫全科，頭痛，偏頭痛，頸背腰痛，各種過
敏症，氣喘咳嗽，各種胃病，男女不孕症，性功能障
礙，月經不調，更年期綜合症，各種腸胃病，運動損
傷，戒煙，神經性疾病，高血壓，中風偏癱，口眼歪
斜，風濕關節炎，內分泌失調，肝病等。

可替代眼霜的四種常見美食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魚尾紋。
一塊口香糖
每天咀嚼口香糖十幾分鐘，不但能清潔牙齒，更可使面部魚尾紋
減少，面色紅潤。因為咀嚼能鍛煉面部肌肉，改善面部的血液循
環，增強面部細胞的新陳代謝功能，使魚尾紋逐漸消退。
一團米飯
當米飯做好後，挑些柔軟溫熱的米飯揉成團，放在面部輕揉，直
到米飯團變得油膩污黑，然後用清水沖洗面部。米飯可以把皮膚毛
孔內的油脂、污物吸出，使皮膚呼吸暢通，從而減少魚尾紋。

地點：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 A119 Houston, TX 77036

時代牙醫中心

JANE DENTAL

營業時間(七天)﹕Mon-Fri 9:30AM-6:30PM Sat. & Sun 10:00AM-6:00PM

亮珍牙科

人工植牙 (Dental Implant)
根管治療 (Root Canal Treatment)
烤瓷牙冠,烤瓷嵌體當天一次完成(One Visit)
牙齒美容矯正(隱形牙箍)及一小時漂白(One Visit)
固定牙橋
全口假牙
部份假牙含或不含鉤子(Attachment)
各類牙齒拔除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成人及兒童牙科
全口口腔重建
牙周病治療
一般及深部洗牙
各類牙周病(牙槽骨及牙齦)修補手術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Tel：713-665-0700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接受各類保險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藥，不
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 10% Off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精心﹑盡心﹐願帶
給您美麗的微笑﹗
心﹑耐心
愛
矯正牙科博士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 Saint Louis 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成人﹕
各類牙齒不齊﹐
牙間隙﹐
牙齒美容
小孩﹕
不同年齡﹐
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
如﹕
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
牙間隙過大﹐
小下頜﹐
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
如﹕
吐舌頭﹐
吮手指﹐
夜磨牙﹐
緊咬牙﹐
張口呼吸等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Preminun”醫師認證
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
˙診所環境優良, 設備先進齊全, 治療方法可靠, 準確, 多樣化。開業十年無差錯，
獲得眾多好評。有更全面的檢查項目, 並有不同的專科醫生住診。
˙高血壓, 心臟病，甲狀腺疾病，糖尿病，肝/腎/胃腸疾病，皮膚病，過敏，哮喘，
婦科，小兒科，外科小手術，創傷, 腰腿疼, 關節炎, 我們都能給你最好最安全治療。
˙查體中心提供 VIP 全面檢查，血尿化驗，心電圖，超聲波，肌電圖，中風檢查，尿流
動力學，肺功能檢測，學生，工作查體。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270-0909(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198, Houston, TX 77077 電話: 281-759-0200(Dairy Ashford)
2505 Park Ave #B, Pearland, TX 77581
電話: 281-485-0334(Pearland)

713-981-1888 雖然你有很多選擇, 可是我們相信可以給你更滿意, 更可靠的治療。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六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
國﹑
粵語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Xudong Xu, M.D.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家庭全科醫師

王建森 醫生
FDA 驗證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 86%以上的效果。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edicare, Medicaid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舒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展
及
門診時間：
各
關
部
節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肌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和
肉
全
身
周六：8:30am-4:00pm
電話：713-995-8886
按
隨到隨診
摩
周日：Closed
傳真：713-270-9358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唐衍賢

Tel:

心臟專科

心導管﹑
血管氣球﹑
擴張術及支架安裝權威

●美國內科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心臟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介入性心臟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心臟及全身血管阻塞（包括冠狀
動脈﹑頸動脈﹑腎動脈及腳部動
脈）高血壓及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精通國、台、英語

281-491-6808

3527 Town Center Blvd.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9

長青兒童牙科專科

提供兒童專屬完整牙科服務

3131 Briarpark Drive Suite 102 Houston, TX 77042

1、預防性工作 - 維護口腔清潔 ˙紐約大學醫學院流動牙科診所主任醫師
˙德州兒童醫院主治特殊需求兒童
2、口腔治療 - 蛀牙深度，
˙貝勒醫學院和德州休士頓 大學任教
˙牙買加、墨西哥、海地等國家志願治療醫師
牙齦咬合牙齒生長發育等 ˙刊登於芝麻街健康牙齒欄目,並製作成 DVD
3、殘智障患童的口腔照護
二歲兒童第一次檢查免費
4、口腔病變之處置

www.evergreenkidsdentistry.com
email:info@evergreenkidsdentistry.com

Westheimer Rd

Meadowglen Ln

長青兒童牙科中心
Richmond

o.713.244.0100
f.713.244.0101

Bellaire Blvd

ESTHER YANG DDS
～ 楊雅詩 牙醫博士 ～

百利醫學影像檢測診斷中心
Bellaire Diagnostic Imaging
★MRI - 磁波共振照影
★CT SCAN- 電腦斷層掃描
★ULTRASOUND- 超聲波掃描/B 超
★X-Ray - X 光片檢測
★DEXA- 骨質密度檢查

(713) 771-8110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醫師
醫師
醫師

Sherman Y. Tang, M.D., F.A.C.C.

設備齊全： X 光、Ultra Sound、電療機、
復健機、牽引、矯正、推拿按摩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人工(手)按摩

特色服務： 低輻射數碼影像，無痛麻醉，
微創智齒拔除，口腔功能重建，美容牙科，
精密植牙，根管治療，仿真假牙，隱形矯正，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口腔癌普查，口腔疑難雜症，口腔頜面及牙
(敦煌廣場面 Bellaire 入口）
Phone:281-501-0520
周手術。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劉興坤牙醫博士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XingKun
George Liu
消毒嚴格
服務周到
設備先進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D.D.S., M.S., Ph.D.

服務項目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效果特佳

主治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車禍及工傷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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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Gessner Rd

醫學博士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FIRST CENTRAL DENTAL

Briarpark Dr Ranchester Dr

醫學博士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 Medicaid under 21

W.Sam Houston Pkwy

許旭東 陳永芳

8:30am-5:00pm

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

電話﹕281-988-5930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主治

彭莉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常規服務： 洗牙，補牙，拔牙，鑲牙。

Local Magazine 2013 年度休斯頓最佳醫生
華人陣容最強大的醫療團隊
接收各種保險

Steven Xue, D.D.S.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醫博士(USC)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博士

中興牙科

North
EastWest
Bank

Bellaire Blvd

SW Nat'l
Bank

★

Bellaire Medical Plaza

Diho
Square

Ranchester Dr.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姜楠醫學博士 (Nan Jiang, MD) Jennifer Farrell, DO

Corporate Dr.

唯美視學
唯美視學Best Vision

Beltway 8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薛志剛牙醫博士

主治

牙

廣告天地

To 59

自費特價

高科
技
設備

★提供各項病理檢
測並與外來醫療診斷做詳細對比。歡迎來電查訊。
★專為無醫療保險人士特設低價位高品質檢測服務
★接受各科醫生及各大醫院檢查處方單

9440 Bellaire Blvd., #10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和頂好商場之間百利醫療廣場內
電話：832-239-8538 傳真：713-772-8032
周一至周五：8:00AM-5:00PM 周六：9:00AM-3:00PM
工作人員精通國，英，越文，西班牙文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美國婦產科學院院士陳良駒醫師宣稱：
“防禦性婦女健康檢查是保障婦女健康
的關鍵程序。防禦性健康檢查是專為每
位婦女按其年齡及症狀情況而設計的健
檢。常規性的檢查可以及早查驗出各類
婦科潛在的病症；可以極大治癒病患。”

文藝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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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演員：程序謊言與全民表演時代的來臨
導語：前段時間，某著名節目主持人在私下飯局的視頻被放到網絡，隨即引發軒然大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視頻里所呈現的形象與其供職單位與舞臺形象産生了巨大分裂和
差異。相似情况的還有近兩年被打掉的許多蒼蠅、老虎。著名學者海靑認爲，由於生活沒有安全感，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全面崩潰，誠實、本色、率眞之類的德行最後都淪爲鷄湯，我
們已經生活在常態的欺騙狀態中，一個轟轟烈烈的全民表演時代到來了。她指出，國人對於職業表演以日常倫理苛責，但卻人人都在遵循着“程序謊言”進行表演。把後台暴露到
了前台是最糟糕的一種表演失誤，對不恰當的人説了不恰當的話，在任何時候都是死路一條。
曖昧袁其實是認同了野戲子無義冶的前提袁再反話正
説袁説你們在台下還可以野清清白白冶的遥 跟野有則改

的美男子袁總比演砸了強遥

去了袁只留下一具供人瞻仰的遺體袁最初在遺體上

琅
琊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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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妄想浴 " 梁帝怒吼一聲袁又強

" 兒臣以爲袁 此時移駕離開九

Saturday, May 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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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步天下

請父皇賜兵符袁兒臣會在五日內率兵前來護持父皇母妃遥

自穩住心神袁 看向身邊這個兒子袁"
景琰袁叛軍逼近袁你有什么辦法钥 "

2015 年 5 月 2 日

至於帝都那邊袁請父皇自派心腹之臣前去求援袁如果有援兵
到來袁算兒臣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袁如果沒有袁父皇也可以把
眞相看得更清楚遥 "

安山無異于自殺袁 只能趁叛軍還未

情况危急袁此時已容不得絲毫猶豫袁何况靜妃在身邊袁梁帝

能合圍之前袁一面準備堅守袁一面派

倒不擔心靖王不以最快速度趕回袁所以只沉吟了一下袁他便親自

人去調援兵遥 "

進內帳取來半塊兵符袁鄭重交于靖王院" 景琰袁江山社稷現在你

果然噎噎我擰緊了眉頭袁心在隱隱作痛遥

一人身上袁途中切記不可有失啊浴 "

三十五年的夢袁恍若隔世遥 流光飛舞袁愛恨糾纏袁而眞正從指縫中不經意流逝的

" 好浴 好浴 朕這就寫詔書給你
噎噎"
" 父皇袁 沒有兵符調不動紀城

" 是浴 兒臣定不辱命遥 " 靖王跪下行了大禮袁起身抓過侍從手

卻僅僅是三十五個小時而已遥
好荒謬浴 好噎噎可悲浴

里的披風袁迎風一抖袁一邊系上肩頭袁一邊大步向殿外走去遥

演砸了分好幾種袁最糟糕的一種是讓觀衆看到

狂歡的不是尋常百姓袁他們驚魂甫定袁眼神遊移袁恍

了後台袁如果大幕拉開袁看到的是沒準備好的演員

惚而悻悻袁還不在尋歡作樂的狀態遥 這時候最先開

是戲里還是戲外袁是眞情還是假意钥 生活本來

和一團亂的佈景袁這就連補救的機會都沒有了遥 豪

始嬉皮笑臉的袁是熟諳體制內幕和官方話語的野大

就沒有安全感袁人人都怕被騙袁大家都戰戰兢兢彼

宅尧名表尧情婦尧某些私密小嗜好尧以及酒桌上的紅

院子弟冶袁叶頑主曳 的片頭曲唱道院野你是這樣想的你

此試探着袁一邊鼓吹誠實尧本色尧率眞之類的德行袁

歌黃唱袁這都是需要蓋得嚴嚴實實的幕後景觀遥 在

卻那樣説袁人人都帶着一層玩具面膜冶袁王朔的小説

最後都淪爲鷄湯抹茶之屬遥 因爲表演與欺騙的一體

體制中地位越高的人袁啓動程序的權限越大袁也越

曾經讓人們感到撕下玩具面膜時一瞬間的爽袁後來

兩面袁就有了各種語言暴力加之于表演袁似乎非如

密集地接觸尧製作和使用程序謊言袁但與此同時袁他

在馮小剛的喜劇電影里發揚光大遥 野打死我也不

此不足以自證清白遥 然而袁高密度的造假尧欺詐層出

們擁有尧經歷和目睹的後台也越壯觀袁對表演技能

説冶袁野地主家也沒餘糧啊冶袁野有組織袁 無紀律冶袁野人

不窮袁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全面崩潰袁我們已經生活

的考驗也越嚴峻遥 近兩年在央視從業人員身上頻繁

心散了袁隊伍難帶了冶袁這些梗讓人記憶猶新袁正是

在常態的欺騙狀態中遥 事實上袁作爲職業的表演因

爆出新聞袁 有的是以爲自己就是自己扮演的角色袁

因爲把官話放在荒誕語境里袁顛覆了曾經的不可一

野婊子無情袁戲子無義冶袁這算是一句老話袁在老

爲受時間空間限制袁不會産生什么危害性袁國人對

有的是不知道觀衆已經看出了自己沒有演好自己

世遥 電視劇叶編輯部的故事曳尧叶我愛我家曳也經常用

話里總能看到社會觀念和人們的情緒遥 野婊子冶和

職業表演以日常倫理苛責袁面對浩瀚的日常表演卻

的角色袁有的是把後台暴露到了前台袁説明有不少

這個手法袁一身官僚氣的牛大姐尧老傅這些角色袁主

那噎噎古墓呢钥 布喜婭瑪拉的墳墓袁明明噎噎"" 什么古墓钥 布喜婭瑪拉是什么東西钥

野戲子冶袁這是兩種非常古老的職業袁自從人類中的

不知所措遥 時至今日袁恐怕很多行當都該歸入職業

人都亟需加強演員的自我修養了遥

要功能就是説出官方辭令讓人起哄架秧子遥

"

一小部分解決了飽暖問題之後袁 就有了性交易袁自

表演之列袁才能産生科學客觀的評價標準袁不然袁只

我們應該相信袁全世界的政客和有政客理想的

這種對主流話語和假裝高大上的不經意似的

從有了對天地鬼神的祭祀崇拜儀式袁就有了戲子的

能讓人當笑話看遥 前不久袁在報紙上看到野清清白白

人們都是用生命在演戲遥 精神分裂根本不算什么袁

調侃讓國人開心了 20 年袁講笑話的人雖然經常自稱

我很想吿訴自己現實就是如此袁必須得認清事實袁看清楚什么是眞袁什么是幻遥

祖師爺 -- 裝神扮鬼的巫祝遥 古代倡優並稱袁這也是

做人袁坦坦蕩蕩爲官冶的標題袁説這話的人恐怕連自

在這種時候袁有效且正當的宣泄渠道就顯得至關重

痞子袁 但他們卻是熟諳一切程序謊言的紅旗下的

可是袁夢里的一切都顯得太過眞實袁清晰得可怕遥 不管這是否眞的只是個夢袁我的心

兩種表演性極強的職業袁 表演是爲了取悅別人袁人

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説得有多妙遥

要了遥不要以爲米國人不精分袁叶紙牌屋曳里的大 Boss

蛋袁血液里奔涌着表演的天才和素材以及規避風險

曾經眞眞切切的爲這個夢而痛過袁爲夢里的人魂牽夢縈過噎噎

之袁無則加勉冶一樣袁都是一種誅心的文字遊戲遥

海宴

軍地遥 "
" 爲什么要調紀城軍钥 最近地

是逃也無法逃袁躱也不會躱的樣子遥

援軍應該是帝都的禁軍啊浴 "
" 父皇袁 叛軍就是從西邊過來
地袁難道您到現在還以爲袁去帝都求
梁帝用手按住冷汗涔涔的額

" 説的也是遥 " 靖王點頭道袁" 爲了避嫌袁兒臣不能去帝都遥

" 嗯袁煤氣中毒浴 "Sam 睃了我一眼袁冷淡的眼眸中漸漸有了幾許暖意袁但語氣卻是
不容置疑的嚴厲袁" 我們住的那間旅店設施不是很好袁通到你房里的那段煤氣管道老

了些遥
繞過獵宮前的巨大平台袁 一眼便看見梅長蘇和蒙摯並肩站

化了遥昨晩上你一個人獃在房里打計算機袁結果就這么在房里昏過去了遥要不是當時

在山道邊袁一個指着前方的地勢似乎正在説什么袁另一個頻頻頷

你正和你朋友正在 MSN 上聊天袁她及時打電話到我手機上袁我想噎噎"" 等噎噎等等浴 "
我糊塗了袁有種對時間概念的強烈混淆袁" 昨晩上旅店煤氣中毒钥那怎么可能钥我和白

首贊同遥
察覺到有人接近後袁蒙摯先回頭袁梅長蘇接着也轉過頭來袁

晝月聊完天袁保存好照片是凌晨一點多袁我記得我後來睡了會兒袁兩點多的時候明明

一看是靖王袁兩人忙行禮遥 " 我立即就要出發袁" 靖王神色凝重地

還被你們叫起來了袁 去喀爾喀草原看墓噎噎"" 那是你在做夢吧钥浴 "Sam 很肯定的斷

道袁" 山上就拜託大統領了遥 "

言袁有些憐憫的瞟了我一眼袁" 你早昏過去了袁兩點多你正在急救室里搶救呢浴 "" 啊钥

一切都已成空浴 不過是場太虛夢境噎噎

人都需要被取悅袁所以任何時代都少不了這兩種職

官場的表演性遠比舞臺和大屛幕更爲精密袁龐

當上總統之前連性向都變雙了袁多虧賢內助大力支

的技術技巧袁穿拖鞋光膀子神侃天下大事宇宙人生

此時的賀家卻是一場風暴袁 賀鎮凱看着面前倨傲的兒子怒吼院" 你看

業袁 名妓和名優總有捷徑迅速上昇到社會階層頂

大的官僚機構是在日復一日的文件尧指令尧會議尧慶

持袁認爲有助于排毒減壓遥 脫口秀節目可以把各種

和鄰家小妹的風格僅屬於他們遥 他們老了之後袁世

看你現在的樣子浴我是不是太放任你了浴他們家都已經開始給她安排相

端袁其中最天才尧最敬業的已經完全分不清表演和

典中運行的袁每場儀式都像一出荒誕大戲袁但要求

政要名人無底線地挖苦袁電影可以讓人身臨其境地

界是牛大姐和老傅們的了袁他們不停地抛出一個又

親準備結婚了袁你怎么還不清醒钥浴 "

眞實的界限袁他們在表演中綻放了最自由最眞實的

所有參演人員一本正經尧不笑場地演下去袁這個系

感受政治意淫袁更不用説叶南方公園曳之類笑點極低

一個梗袁但是袁沒人敢起哄架秧子了遥 官本位使一切

自我袁而且獲得極大的精神享受袁像愛德華窑諾頓在

統中的每個人無論身份尧地位尧年齡無不受到波及袁

的動畫片袁値得隆重推出的還有一部叫叶美國艦隊窑

領域都帶有官場性袁所有人不得不以一種尷尬的姿

叶鳥人曳里那句台詞院野我在舞臺上從來不裝袁但在舞

即使懵懂的小學生袁在要學會在個人總結里袁寫下

世界警察曳的木偶卡通袁是反主旋律惡搞的典範袁所

勢生活袁野面具戴得太久就嵌到肉里了冶袁 這是不久

" 你浴 " 賀鎮凱看着獨子袁怒火攻心袁可又知道兒子的個性袁只得壓着火

無數毫無意義袁 卻被公認非這樣寫不可的 野場面

有梗都來自最低俗的屎屁尿之類遥 當然袁惡搞調侃袁

前在酒桌上聽到的一句很智慧的話袁一個轟轟烈烈

循循善誘袁" 你是不是以爲喬落最後肯定會跟你啊钥 你説你這么多年跟

但是袁野裝冶的水平高低袁可有天壤之別遥 水平高

話冶袁讓人從少年時代就適應説謊遥 野程序冶是體制最

並不妨礙主流政治宣傳的振振有詞袁把笑出來的眼

的全民表演時代到來了遥

在她屁股後頭還不明白钥那丫頭有主意着呢浴沒有誰比她自個兒的驕傲

的是藝術袁水平低的是作秀袁更差的令人不忍直視袁

鮮明的一個特色袁 伴隨每個程序啓動的是大量的

淚擦掉之後袁大家還是正襟危坐遥

臺之外全是在裝冶遥

" 煤氣钥 " 我瞪眼遥

等他筆直堅定的身影穿過之後袁 兩邊看着他的人們莫名地安定

一直坐在他身旁的靜妃適時揷言道院" 紀城軍與帝都兩處
都求援袁看誰來的快些不更好钥 "

醫生吧袁可別是煤氣殘毒沒有清除乾凈遥 " 説完袁他急匆匆的轉身走了遥

靖王面如寒鐵袁步行如風袁絲毫不爲這種惶然的情緒所動袁

援有效果嗎钥 "
頭袁無力地癱坐在椅中遥

" 阿步袁怎么了钥 還會不舒服嗎钥 " 有宏見我表情痛苦袁忙收了玩笑之心袁" 我去叫

此時宮外已是惶然一片袁許多人不知所措地跑來跑去袁似乎

有宏取笑我説院" 阿步醒來後變乖了袁以前老愛張牙舞爪的袁病了以後居然有幾
分女人味了浴" 聽了這話袁我眞想拔了針頭袁直接跳起來掐死他遥敢情他以前一直都沒
把我當過女人浴
Sam 則固執的認爲我的精神狀態不佳袁是因爲還沒痊癒袁於是自作主張的退掉當

賀遲眉頭一顫袁毫不退縮地直視父親院" 我清醒得很浴 我的脾氣您也知

天下午的回程機票袁強迫我留院觀察袁順便接受全身體檢遥

道袁我勸您還是消消氣袁把敎育我的時間騰出來説服您自個兒遥 "

其實這家小醫院的醫療條件有限袁病房里甚至都沒通暖氣袁更別提空調尧電視什
么的了遥 我越住越不耐煩袁每每一躺下滿腦子就會更加胡思亂想袁夢境里的一幕幕情
景會自發的在腦海里浮現重演遥
我就快被這種似假還眞的幻象弄得精神崩潰了遥

重要浴 當年她和顧意冬那會兒袁她低過頭嗎钥 你覺得你現在跟她有那感

藝術就是一則在幻覺中看到眞實的奇特謎語袁野婊

野程序謊言冶袁它像口令袁或魔咒袁重複出現在體制運

無論是從領袖健康還是人民福利角度袁禁止政

海靑，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硏究所博士，台北“中硏

情基礎嗎钥 更何况現在經歷了這么多袁她哪兒還是小姑娘的心思啊钥 你

子冶和野戲子冶被認爲是職業説謊者袁而且説謊技能

行的每個環節袁人們在一生中需要無數次把它們背

治笑話都是非常不利的遥 作爲結果袁表演壓力太大

院”近代史硏究所博士後。現就職于中國會科學院

就算是把我説服了袁她也不會委屈自己的浴 "

越高超就越成功遥 人們對這兩個行當又愛又恨袁給

下來袁塡寫在試卷尧表格尧各類申請中遥 你可能並不

的國人更習慣用另一種方式來減壓袁 於是有了派

近代史硏究所。主要硏究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史。

予各種蔑稱袁又拿出倫理道德標準來要求遥 只不過袁

相信它袁對它耳熟能詳遥

系尧圈子這種東西遥 在親信死黨面前可以放鬆神經袁

著有《
“自殺時代”的來臨》等。

讓她不委屈遥 爸袁" 他看着父親袁眼神如明晃晃的刀子般鋒利袁" 您懂感

隨着時代改變袁其中很多人已成爲偶像名流袁政治

把後台的內容端上檯面袁説些私房話袁但交淺言深袁

情嗎钥您凡事都計較得失成敗袁包括家庭遥所以您不要跟我談感情的事遥

地位尧經濟能力尧社會影響力明晃晃地擺在那里袁在

到敬業袁大部分人只是無奈地敷衍袁把職業作爲混

同樣是人際關係的雷區遥 對不恰當的人説了不恰當

喬落袁我要定了遥 我的確沒把握她最後是不是會跟我在一起袁但我會一

公衆艷羨的眼光下袁所謂情尧義袁早不是什么重要問

口飯吃的工具遥 在體制中也是如此袁 如果能像 Sev-

的話袁在任何時候都是死路一條袁結果一眼望去一

直等到她幸福的那一刻遥所以您也別總想着從她那邊動些手腳什么的袁

題遥

en-Eleven 一樣全年日夜無休持續表演的袁稱其爲天人

切正史都是派系鬥爭史袁一切野史都是甄嬛傳遥

沒用袁只能讓我更反感浴 其他的我只能説袁您袁無論説什么做什么袁都是

或天子都是當之無愧的遥 大部分人在表演之外需要

調侃和笑話之所以産生袁很多時候並不是針對

從業者才特別稀缺袁 而是目前人類普遍匱乏的品

放鬆袁更何况表演是極端耗費 HP 的袁一些新手通不

誰袁只是爲了緩解自己的尷尬而已遥 長時間以來我

質遥 李碧華的小説叶霸王別姬曳袁開篇就説院野婊子只

過幾關就把命都用光了袁被開出局外遥 如果一定要

們擁有的唯一成氣候的美學風格就是紅色美學袁作

該在床上有情袁戲子只能在台上有義遥 冶職業就是職

用一句話概括中國處世哲學袁 那就是勸人韜晦袁禍

爲結果袁唯一的類型笑話就是調侃來自紅色年代的

業袁即使成不了大師袁做到敬業也就行了袁野戲如人

從口出袁不要嘴欠袁所以不管什么會場都常見到發

官方話語遥 上世紀 80 年代末有個電影叶頑主曳袁其中

生冶 多半只是外行的想象遥 1949 年以後針對藝人有

言者你推我讓袁仿彿誰先開口誰先死一樣遥 尤其在

反復出現一個機械的女聲院野瞻仰毛主席遺容袁憑本

野清清白白做人袁認認眞眞演戲冶這句話袁語義無比

表演道行沒修到爐火純靑的時候袁不如做一只安靜

人的工作證尧身份證或者介紹信入場冶遥 一個時代過

隨
侯
珠

賀遲很平靜院" 您説的這些我都知道袁 我只能説我會盡我一切的努力

在一切職業中袁天才都只是少數袁有人最多做

更何况袁野有情冶尧野有義冶 並不是某兩種職業的

第四天袁再也忍受不了的我強烈要求出院遥 Sam 拗不過我袁在醫生確診我已無礙
的情况下袁替我辦了出院手續遥

不能阻止我的遥 "
賀鎮凱一震袁卻説不出話來袁看着賀遲堅毅無悔的神情袁不知這么就

秦予喬想袁這個男人進來肯定發脾氣了吧袁但是沒有袁女孩朝男人

想起亡妻遥 説實話袁亡妻的音容笑貌早已模糊袁但印象中也是個擁有這

伸出手袁男人還是立馬抱着她到露台外面的躺椅袁然後説了句 " 滿意

樣表情的人遥他有些觸動袁還有些惱怒袁很多年沒有人敢這樣跟他説話袁

了吧 " 後轉身回了房遥

威嚴被挑釁遥 可是他依舊沉穩地壓着聲音説院" 遲子袁你説你爲這么一
個丫頭跟家里這樣你値不値啊钥從小我就沒把你當孩子袁有什么都跟你

秦予喬覺得這個女孩事兒眞多袁 她都要萚這個男人覺得煩了袁不

説跟你溝通遥 你現在也這么大了袁我知道你做事決心大袁可你就説説喬

過可能女孩的腿腳不方便吧袁結果下一秒袁她看見女孩從躺椅上站起

落到底哪里好钥啊钥這一陣兒鬧得兇袁我也抽空查了查她袁我承認她小時

來袁貓着腰身走到男人的身後袁然後整個人貼到男人的後背抱住他院"

候我還是挺喜歡的袁可是這些年下來袁那些經歷我也不多説袁單説這人

陸小六袁你就不能陪我一塊兒曬曬太陽么钥 "

賀遲嗤笑院" 爸袁得了吧您袁您該不會現在還抱希望我給您娶個豪門千

最後是果果委屈巴巴的聲音院" 明明你答應好今天要陪我去看畫

金什么的吧钥 別逗了袁這么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勸您趕緊死了這條心啊浴

展的袁你已經言而無信了袁爲什么還要對我那么兇噎噎那么兇噎噎嗚

還有袁什么汪伯伯啊袁您還想升上哪兒去啊钥中國還能不能裝下您啊浴一

嗚噎噎"

男女不孕症、月經不調、宮血、盆腔炎、乳腺病、子宮肌
瘤、卵巢囊腫、輸卵管堵塞、子宮內膜異位症、痛經、習
慣性流產、性功能障礙、更年期綜合症、抑鬱、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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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一大早就要出發袁今天晩上之前得把行李都收拾好才行遥 "

成

牙醫博士 D.M.D.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99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責任編輯：鄭亦楠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姐一樣的生活遥 "
寧汐一愣袁旋即笑着説道院" 我有手有腳的袁才不要人伺候呢爹袁你還
是用心敎我學廚吧我要在兩年之內出師 " 語氣里充滿了自信遥
前世的她確實過了幾年那樣的生活袁每天無所事事袁綉花撲蝶養在閨
中遥

容瑾不情願的嗯了一聲袁眼角余光瞄到寧汐歡快的笑臉袁心里頓時陰
鬱不快起來遥

可現在的她袁卻喜歡上了這樣忙碌的生活遥 雖然辛苦了一些袁可卻活
的更加充實遥

他就要回京城了袁這個沒良心的丫頭竟然這么高興遥 難道就沒有一點

身爲女子袁 難道就不能做一個眞正的大廚嗎钥 她偏要好好的努力一

點的捨不得他嗎钥 虧他還巴巴的跟到寧家來袁爲的就是想在臨走之前見她

回袁活出一個精彩的人生來寧有方愣了愣袁也笑了起來袁寵溺的看了寧汐

一面道個別噎噎
寧汐自然不清楚容瑾的那點晦暗的小心思袁 見他們一行人都上了馬

一眼院" 好好好袁我的汐兒這么聰明袁兩年肯定能出師的遥 " 顯然沒把寧汐
的話當眞袁只是順着她的話隨口安撫幾句罷了遥

車袁愉快的揮揮手道別遥
今日一別袁山高水遠袁以後不必再相見了容瑾的眼眸透過車窗定定的
落在寧汐燦爛的笑顔上袁久久沒有説話袁也不知想到了什么袁忽的扯了扯

寧汐也沒多説什么袁只是笑了笑遥 心里卻暗暗下了決心袁接下來的日
子袁她一定要心無旁騖的將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學廚上來袁要用最快的速度
繼承寧有方的衣鉢噎噎

唇角遥
小安子看了這個笑容袁心里頓時打了個哆嗦遥 小氣又愛記仇的少爺要
算計誰的時候袁總是笑的這么狡詐遥 也不知又算計上誰了噎噎

REGENCY SQUARE TOWER
6200 SAVOY DR., #950, HOUSTON, TX 77036

• 拔牙，補牙，鑲牙，植牙，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 N2O 笑氣鎮靜結合 STA 電腦麻醉機，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錢了遥 今後買個大院子給你們住袁再買個丫鬟來伺候你袁讓你過上千金小

陸老爺也拿他沒法子袁嘴角露出一絲苦笑院" 好了袁還是先回去再説吧

TEL:(713) 780-8727 , FAX:(713) 780-8867

We Smile Dental

糖尿病﹑高血壓﹑腸胃﹑主治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説遥 "

ELLEN CHI

微笑牙科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現任Memorial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Hermann Southwest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Hospital 主治醫師

" 昨晩是不是嚇到你了噎噎" 秦予喬有點不知道如何開口袁" 我之
前是檢查出來點兒精神吧正常噎噎但是我回國的時候醫生明明説好

容瑾卻滿不在乎的應道院" 聽到又怎么樣袁當着他的面袁我也照樣這么

不袁她將來要做比寧有方更好的廚子才行這些話雖然沒説出口袁可卻
分明的寫在了她閃亮的眼眸里遥 寧有方啞然失笑袁 溫柔的拍了拍寧汐的
頭院" 走袁和我一起把這個好消息吿訴你祖父袁讓他也高興高興遥 "

寧汐看着馬車走遠袁心里別提多愉快了遥

寧汐笑嘻嘻的點了點頭袁扯着寧有方的袖子一起回去了遥

明天過後袁四皇子一行人就走了遥 容瑾也跟着走了遥 所有的故人都會

不出所料袁寧大山在看到那張薄薄的文書之後袁激動的不能自已袁翻

徹底遠離洛陽袁遠離她的世界了新的生命袁從這一刻眞正的開始啦寧有方

來翻去的看了不知多少遍袁一連聲的道好院" 老三啊袁你眞是好樣的遥 我們

心情也格外的開心袁笑眯眯的拍了拍寧汐的肩膀院" 閨女袁爹很快就要賺大

寧家以後可就看你的了遥 "

Website: www.zencon.com
)

陸景曜沉默下來袁目光微閃遥

好噎噎"

服務一定周到 ˙ 價格絕對優惠

馬田澤

來院" 謝謝啊噎噎"

" 醒來了钥" 陸景曜摸摸秦予喬的頭袁幽深的雙眸閃過一絲笑意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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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報關、卡車、倉儲連貫服務
˙每週貨櫃進/出口東南亞
˙承運整櫃、散貨、大宗貨及空運

秦予喬把右手在陸景曜跟前揮了揮袁再次開口袁聲音就有些輕下

啊钥 "

通 船 舶 運輸 公 司
為更好服務客商,除洛杉磯
總部,紐約分部外,休士頓分
公司現已營運了二十年,我
們保證以下服務:

創口貼袁顯得指尖笨拙又臃腫遥

了袁他讓我不用擔心的袁所以我沒吿訴你噎噎現在你也看到了袁它沒有

報 關

ZEN CONTINENTAL CO., INC.

秦予喬突然笑了袁然後把自己的右手伸到陸景曜跟前袁昨晩她被
花瓶碎片割破的手指已經全被陸景曜處理過了袁每個手指包了好幾條

噎噎

家 分 公 司

凌志全線車系 現貨供應或預定
原裝日本進口
地址: 10782#C, Bellaire., Houston, TX 77072（獅子城內）
最佳售後服務
科學中藥 無痛針術 一次性無菌針 接受醫療保險

全

三 十 年 歷 史

中醫師

主治

王新美

中醫碩士
（休士頓執業十五年）
NCCAOM 執照針灸師
NCCAOM 執照中藥師
德州執照針灸師
中西醫臨床經驗
三十餘年

STERLING MCCALL LEXUS

的睡衣紐扣遥

大把年紀了我説您該享受的也差不多了啊袁 快點退了吧浴 要多少是夠

恭敬的話要是傳到四皇子殿下的耳朶里袁可就不好了遥 "

手機：832-868-5070

睡着的時候來偷香竊玉啊遥" 説完袁陸景曜修長的手指試圖解開秦予喬

然後那張臉跟陸景曜的臉完美地重合在了一起噎噎

陸老爺實在聽不下去了袁咳嗽兩聲袁笑着説道院" 瑾兒別胡説袁這么不

ACUPUNCTURE & HERBS

陸景曜翻身到秦予喬上面院" 昨晩實在孤枕難眠袁所以當然趁着你

男人繼續對着計算機敲敲打打袁 然後女孩將臉放在男人的後背袁

比她合適啊钥 "

貨 運

子袁笑嘻嘻地問他袁" 你什么時候過來的啊钥 "

不停地蹭啊蹭袁蹭得男人終于男人氣急敗壞地轉過頭院" 果果浴 "

脾氣那叫一個臭袁性格也隔路浴你看看你汪伯伯和劉姨家的姑娘哪個不

電話：281-776-9085

秦予喬怔怔地看着陸景曜袁然後彎了彎嘴袁主動抱上陸景曜的脖

" 陸小六袁我的餅乾呢遥 " 女孩又對里面的男人開始喊遥

現在袁沒什么姿色袁年紀也大了袁這些年吃了點兒苦還和順點袁可事實上

西南中醫婦科

後情難自禁地湊過頭吻了下秦予喬的嘴角遥

特價酬賓傾銷
全自動清洗 AC
AC830
830 型號
包安裝只需$$595（限時供應
包安裝只需
限時供應）
）

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
特約代理商
Tel:281-983-00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通用傳訊
PDF
文件使用 ：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床墊世界：Tel:713-777-1188 6121 Hillcroft ST. Suite#M Houston, TX 77081
家樂超市：Welfresh Market 4635 Highway 6. Sugarland, TX 77478
帝國健康器材：ComfortCity Inc. Inside Hongkong Market 11209 Bellaire Blvd, S# C-13 Houston, TX 77072

強力排油煙機
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
·全自動高溫熱水清洗
·輕觸式數碼控制板
·專利節能熱水清洗系統
·全不銹鋼隱藏式油杯
·美國及加拿大電檢處註冊
·美國專利註冊電機熱清洗系統

832-責任編輯：
832919919
-王荣欣
8338
批發熱線：732
732-694
694-3168
產品詢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