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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瀋陽
小瀋陽」」 迎母親節獻獨家特色菜
地道東北小炒，
地道東北小炒
，手工麵食及特價游水鱒魚
手工麵食及特價游水鱒魚10
10..95
95元
元
（本報記者秦鴻鈞）要想同時吃到地道
東北小炒，及南方特色菜，在休市非 「小瀋
陽」莫屬， 「小瀋陽」餐廳近來風格丕變，
很多獨家特色菜陸續出枱，為 「小瀋陽」新
添了很多新客，當然老客人更是不斷來。
「小瀋陽」繼承前身的 「新符園」很多
特色菜，如飄香東坡肉，紅燒蹄膀，但更有
名的是他們近年來發揚光大的地道東北小炒
，如鍋包肉，溜肉段，尖椒幹豆腐，啤酒活
魚，尖椒炒羊肚，以及 「東北風」的東北酸
菜燉排骨，風味羊雜湯，道道菜無論口味和
賣相，均是一流，引人入勝。
到 「小瀋陽」來吃生日宴或招待親友，
「小瀋陽」絕對讓您面子十足，他們的北京
烤鴨，清燉土雞湯，長江特色烤魚，椒鹽大
蝦，東北鍋包肉，鐵板玉子豆腐，乾炸里脊
，清蒸游水鱒魚再配上 「小瀋陽」獨家推出
的香酥芝麻大餅，蟹黃小籠包，香煎南瓜餅
……滿滿的一大桌菜，吃的賓主盡歡，而且
所費不多，一、二百元搞定。難怪 「小瀋陽
」成了最近華人的 「最愛」，大家享受他們
豪華的排場和家常菜的價格，難怪新、老客
人不斷， 「小瀋陽」獨特的風格，成為 「中
國城」一道特殊的 「風景線」！

「小瀋陽」的麵食，出自李大師傅之手
，他的純手工製作的麵食，從舊金山紅到休
士頓，如手擀面，西塔冷麵，手抓餅，東北
粘豆包，韭菜餡餅，特色牛肉燒餅，南翔小
籠包，一絕蔥油餅，醬牛肉卷餅，三鮮蒸餃
，道道是令人百吃不厭的 「經典麵食」，小
籠包滋濃味美，各式餅類香脆口感十足，鎖
住南北人士的胃，幾天沒吃，就忍不住到
「小瀋陽」報到。
「小瀋陽」的另一大特色，就是他們的
「湯湯水水」，如自製酸菜大骨湯，西湖牛
肉羹，川味酸菜活魚湯，燉品……吃的您大
呼過癮，中國風味（尤其是東北）的燉湯，
燉菜，在 「小瀋陽」發揚光大。
明天就是母親節了，不妨帶母親到 「小
瀋陽」來大快朵頤一番，包管令您 「老媽」
高興極了。 「小瀋陽」為了向全天下的母親
致敬，特別推出特價清蒸游水鱒魚，每客才
10.95 元，的確是物美價廉，令人忍不住大快
朵頤。
「小瀋陽」七天營業，早十點至晚十二
點 ， 地 址 ： 9888 Bellaire Blvd #15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95-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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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小沈陽的各式招牌菜及麵食

（本報訊）UFO 學會,將于 5 月 17 日下午 3
時至 5 時在華美銀行(王朝超市樓上)二樓會議室
舉行第 四次大會,這次介紹有関在麥田中所發現
的一些神祕而複雜的圖案,這些怪圖往往是 在一
夜之間形成,迄今無人知道原因,UFO 學會,將配
以精彩圖片及相関錄像,對此現象 加以詳細說明
, 歡迎各界朋友参加！ (本會會員將照例以
E-mail 通知。)

【穿布鞋的馬雲】、【神奇的賀爾蒙力】、
【無麩質飲食，讓你不生病！】、余秋雨
【極品美學】、【圖說中国繪畫史】、【午
餐的敦子】、余秀華【月光落在左手上】
2014 年書展暢銷書:【傳家 (4 冊合售): 春
夏秋冬】、【驚人的 「視力回復」眼球操】
、【大清宮廷祕傳寶典 慈禧太后的抗老食譜
】、【最新的老眼回復法】、【五代中醫
《上下》】
【SALE】書展將有大量書籍特價優惠，除了$1-5 元的籃子書，還有買二送一、買一送一區，
請把握這個挖寶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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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1 Briarpark Drive, Ste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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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廠直接批發

Tel: (713) 777-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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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ReCept, Oxford
Immunotec,
Orange
Commercial, 及 BBVA/
Compass Bank.
大會由會長楊琇珵
牙醫師主持. 兩個專題
演講分別由張益醫師
和施惠德醫師主講. 重
頭戲優良華裔醫或牙
(獎學金得主及有關會員
獎學金得主及有關會員))
醫學生獎學金由甄選
後排:: 左起
後排
左起- 莊仲安醫師 楊琇珵牙醫師 李家訓醫師 委 員 會 主 席 李 家 訓 醫
金維漢醫師 蘇東風醫師 鐘正芳醫師 趙耿偉醫師 宋 師宣布, 會長楊琇珵牙
裘文牙醫師 施惠德醫師
醫師及基金會會長金
前排:: 左起
前排
左起-(
-(獎學金得主
獎學金得主))孫頌捷 黃子芳 蔡亞川 張雅 維漢醫師共同頒發. 此
聞 古聖耀 章依恩
章依恩。
。
屆計有三個具名獎和
四個一般獎, 由會員及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於西元二零
其他各界人士慷慨支持,
本會至表謝
一 五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晚 在 The Junior
意.
多名傑出學生激烈角逐之後勝出
League of Houston 舉行了全體會員年
會, 共 有 約 百 人 出 席. 贊 助 者 為 者名單如下:
2015 scholarship recipients and
Stryker, Spectranetics, Bank of Ame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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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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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TOWN STORE

713-271-2737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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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hips
David Yi-Eng Chiang 章 依
恩
Baylor 3rd yr, MD, PhD
(Dr. David B. Huang Scholarship)

Cecilia Yachuan Cai 蔡 亞 川
Baylor 3rd year (Dr. Benjamin
Mo and Dr. Margerie Mo Scholarship)
Qian Qin 秦倩 Baylor 4th year
(Martha Turner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Scholarship)
Sheng-Yaw Tom Guu 古 聖 耀
UT Dental 2nd year (CADAH Scholarship)
Natalie Frances Uy 黃子
芳 Baylor 3rd year
(CADAH
Scholarship)
Ellen Chang 張 雅 聞 UT Houston 4th year (CADAH Scholarship)

Clement Sung-Jay Sun 孫 頌 捷
UTMB 2nd year (CADAH Scholarship)
在表揚卸任理監事和工作人員並
宣佈下年度理監事人選後, 會長與新
任會長莊仲安醫師完成交接, 大會於
晚上八時圓滿結束.

休士頓地區
唯一中文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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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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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保證

Tel:713-981-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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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太 太

(國、臺、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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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電話
立即省錢

優勝保險，你值得擁有？李仕球

中文專線：713-446-9185國語、粵語、福州、福建、台語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莉莉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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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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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Dat V.Pham,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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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y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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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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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齒全科：

Sean Wong

糖城福遍地產




植牙：$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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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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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hampionsIG.com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全天接受定位
713--270
713
270--0177

敦煌廣場隔鄰 步行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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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e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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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上百家 A 級保險公司

英文專線：832-484-8899英語、西班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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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張期間

Happy Hour 五月十日 母親節
All day (全天
(全天))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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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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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二十年豐富經驗

Champions Insuranc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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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plusvacation.com
網站﹕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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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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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 Tan

Tel:713-952-9898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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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招聘有經驗或者熱愛旅遊服務業的全職旅遊代理

治療按摩

Jenny Zhang

西南區，糖城，醫學中心，Memorial，Katy，西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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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執照

專精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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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房屋及商業保險★

。 除了以上二項由駐休士頓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規劃活動外，休士頓台灣
人傳統基金會亦支持遠從臺灣來美的
原住民族文化訪問團，5 月 16 日（週六
）下午 2 時 30 分在亞洲協會德州中心
劇院辦理臺灣原住民族舞蹈表演 1 場
。 2015 年首屆 AsiaFest 由亞洲協會德州
中心籌辦，邀請亞太各國推薦特色活
動參與。本次活動，計有駐休士頓臺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新世紀人壽保險
公司、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及許
多亞太各國相關機構共同支持，歡迎
各界朋友踴躍參加，活動詳情請上網
站 ： http://asiasociety.org/texas/asiafest2015
AsiaFest 臺灣活動訊息 臺灣原住民
族舞蹈表演：5 月 16 日（六）下午 2 時
30 分/ 亞洲協會劇院 江震遠老師書法
示範體驗：5 月 17 日（日）上午 11 時下午 4 時/亞洲協會 臺灣電音三太子&
扯鈴表演：5 月 17 日（日）中午 12 時
30 分/ 亞洲協會劇院

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我們承諾價格匹配

優勝保險






黎瓊芳 Co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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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8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為慶祝美國亞裔月、積極參與主
流社群活動，將推薦臺灣特色文化活
動參與 5 月 16-17 日在亞洲協會德州中
心舉辦的首屆 AsiaFest。 AsiaFest 由亞洲
協會德州中心創辦，在 5 月 16-17 日活
動期間，廣邀亞太各國參與、展現各
國特色活動，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臺灣書院及僑教中心特別規劃
「臺灣電音三太子」及 「江震遠老師
書法示範體驗」二項節目參與活動。
「臺灣電音三太子」將由林承翰
老師率領的團隊，5 月 17 日（週日）中
午 12 時 30 分在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劇院
演出 1 場。屆時將出動二尊 「
三太子」
搭配扯鈴表演，演出後另將與現場觀
眾互動，精彩可期。 「書法示範體驗
」活動，邀請江震遠老師在 5 月 17 日
（週日）上午 11 時至下午 4 時整，在
亞洲協會德州中心主持書法示範暨體
驗工作坊。江老師將現場示範書法，
介紹正體中文的原始意涵與書寫美學
，民眾還可以現場揮毫體驗書法藝術



（通英、國、粵）

紐約人壽 傳家之保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臺灣電音三太子&江震遠書法示範參與首屆AsiaFest

（含三峽遊輪）9 月 6-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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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大會共同主席 Cesar Maldonado 博士
博士，
， James D.Haynes
，（左一
，（
左一，
，左二
左二），
）， 「國建會
國建會」
」 會長王國治
會長王國治（
（左三
左三）。
）。 「台北
經文處」
經文處
」 副處長齊永強
副處長齊永強（
（ 右四
右四），
）， 「 午餐會
午餐會」
」 主講人 Irma
McClaurin 博士
博士（
（右三
右三）
）及得獎人 Floyd J.LeBlanc（
J.LeBlanc（右二
右二）
）等
人合影於午餐會上。（
人合影於午餐會上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王朝旅遊親自帶隊：
張家界，三峽 11 天特別團$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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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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止，令人印象深刻。午餐會上也由大會共同主席 James D.
Haynes 頒發 「企業多元化冠軍獎」給 CenterPoint Energy 的副總裁
Floyd J.LeBlanc 及 「
社區多元文化冠軍獎」給 INSPIR Inc 的執行長
Craig Clayton。
昨天下午仍採分組討論，其研討的主題，包括：文化及學習
，為何專業發展計劃是您日後事業成長及成功的關鍵，職場中的
屬性議題，正視有身障的工作同仁，搭建高教員工及一般員工間
的橋樑，在不同族裔中的高效領導技巧及多元文化的回顧及前瞻
等課題。
本屆大會的主辦及協辦單位有美南國建會，反誹謗聯盟，互
敬社區，ASCEND,HUMAN RIGHTS CAMPAIGN ,印美商會及
PINK PETRO 等單位。大會的贊助單位有 COLE CHEMICAL，
HOUSTON COMMUNITY COLLAGE ,SHELL OIL 及 SPELTRA
ENERGY 金級贊助單位，CHEVRON,CENTERPOINT ENERGY,MARATHON OIL 及 RICE, 銀 級 單 位 及 ANDREWS
KHRTHLLP,FROM BANK ,HEB,MEMORIAL HERMAN 西南醫
院，METRO 及休市國際教練聯會等單位，出席來賓近四百人。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
2015 年獎學金得主公佈

#305A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Office for Rent

2015 年多元化高峰會昨在糖城舉行
今年主題“ 「預備下一世代的領袖」

餐桌椅批發

FURNITURE WHOLESALE

高雅+乾淨+安全

國際貿易中心小辦公室出租

王朝旅遊

好消息！睽違一年，最受休士頓讀者期待的采風書
展，將於五月十六日（星期六）至五月十七日（星期天
），連續兩天上午十點至下午五點。
【新地點】此次書展將在 3701 Briarpark Drive, Ste
300, Houston, TX 77042 的辦公樓中舉行。
書展主打新書: 陳文茜【我相信‧失敗】、【神奇魔法
蛋糕！1 次烘焙，3 種口感！】、【瘦得有態度：王麗
雅的健美筆記】、【風水有關係之好風水不求人】、
【S. 【中文版全球獨家收藏盒】】、【靜坐的科學、醫
學與心靈之旅】、【我為什麼相信？（全新譯本）】、
【女人明白要趁早】、【吳寶春的麵包祕笈：27 年功夫
‧34 道麵包食譜大公開】、【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時光
〔上中下 套書〕】、【Carol 餐桌上的美好時光】、
【孟老師的麵食小點】，更多熱門新書將在書展現場展售。
每次書展最受讀友們喜歡的采風編輯推薦樂活悅讀一年好書，2015 年更多好書將在書展介紹
給大家: 賴宇凡【吃出天生燒油好體質】、【我想念我自己 Still Alice】、【油漱療法的奇蹟】、

"麥田怪圈" 是怎麽一會事呢？

請電: Angela
請電:
281281
-983983-8160

星期六

（休士頓/秦鴻鈞）2015 年 「多元化高峰會」於昨（五月八日
）上午七點半起，在糖城市中心區的 Marriott Hotel 舉行，本屆是
第十五屆，大會的中心議題： 「預備下一世代的領袖」，由休士
頓各大公司推派代表前來，從上午七點半起至八時半開始註冊，
登記，社交及主席致詞及闡述 「多元文化及包容」的內涵，及強
調族群間應包容並接納不同的文化，深入的尋求族群差異之中的
和諧，俾使達到長遠的文化融合和和睦的社會關係。
上午九點起，由 KTRKTV，ABC 13 的 Angela Chen 主持大會
的開幕式，由主辦方國建會會長王國治博士致歡迎詞，另有大會
的共同主席 Dr.Cesar Maldonado （HCC 休士頓社區大學校長），
及 James D.Haynes（Spectra Energy 副總裁，美國人力資源部副總裁
），也分別在大會上致歡迎詞。
上午九點十分至十一點五十分，大會共分成四個小組論壇，
分別探討：前端的領導，西裔在美國企業中的領導地位，多元文
化及包容間的協調，選拔多元族裔中的精英骨幹，多元文化中領
導才能的實踐……等各種不同的主題。
午餐的主題講員是 Irma McClaurin 博士，她以她三十年訓練
美國多元化主管級及訓練非裔女性學生的經驗侃侃而談一兩個小

采風春季書展 五月十六、十七日舉辦

AAA
A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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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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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張赤坂 (AKASAKA)
(AKASAKA)曰本料理母親節推出特價套餐
曰本料理母親節推出特價套餐
(記者黃麗珊) 在美國吃日本料理有道地嗎？對休士頓喜愛曰本料理的朋

友可能會覺得匪夷所思，但是在美國真正好吃的日本料理店一定找得到，有

隊的精湛手藝，新鮮壽司、
生魚片、天婦羅僅是起始的前菜，還有許多令人期待的美味等待您來探索.赤

餐廳相比並不算太貴,特別是在大休士頓地區，最近由僑界名人許文忠,黎淑瑛

坂 (AKASAKA)曰本料理用料大方,食材新鮮而

夫婦主理新張的赤坂 (AKASAKA)曰本料理,可能帶給你在離鄉背井的另一種驚
奇。

且擺盤漂亮,從生食到熟食都非常令人滿意的組合套餐, 三五好友相聚好所
在赤坂(AKASAKA)曰本料理食材,樣樣新鮮讓你吃過之後難以忘懷

這家座落在華埠敦煌希爾頓花園旅館對面的 赤坂(AKASAKA)曰本料理,
6000 呎空間寬敞舒適餐廳,高雅酒吧名酒陳列,精美多座的壽司檯,兩間榻榻米
包間,每間可容 16 人,可以兩間合併使用,開派對,好友同學相聚是相當理想的場
合,大廳設有卡座,高腳桌是談生意最佳首選.

赤坂 (AKASAKA)曰本料理在母親節這段時間推出特價套餐,和你共慶最溫
馨母親節,別忘了請早訂位以免向隅.
赤坂 (AKASAKA)曰本料理營業時間,星期一到星期四上午 11 時至晚上 10
時,星期五,六上午 11 時至晚上 11 時,星期曰上午 11 時至晚上 9 時 30 分,網址

赤坂 (AKASAKA)曰本料理菜單上提供的料理是非常道地的日本食物,如是
熟悉日本傳統料理的饕客,這家店是在休士頓一定要來的店,有經驗廚師坐鎮,日

AKasakaTexas.com, 訂位電話 713-270-0177,地址華埠敦煌希爾頓花園旅館對面
,6833 West Sam Houston Pkwy South Suite 109 Houston, Texas 77072

春風化雨滋潤炎黃子孫 海外辦學弘揚中華文化

—— 2015 第五屆”華夏杯“青少年中華文化知識競賽成績揭曉
一等獎： 夏維光
二等獎： 陳思遠 張思琦
三等獎： 雍恩陽 錢奕明
張
鹿鹿
優秀獎： 顧修如 陶雨成 張
傑瑞 孫致遠 朱子休 吳予童 張
睿琦
謝博文 楊東祐 沈凱琳
三年級
一等獎： 吳宇軒 關婧婷
二等獎： 陳浩恩 周 易 郭
宇昂 晁欣宜 包詩麗 趙可馨 溫
舒旌
三等獎： 孔語翹 青青王 唐
雲逖 廖培熙 辛宇恬
李 雪
優秀獎： 廖熙悠 黃熙娜 劉
懿潔
楊萬琳 周宗遠 林千曇
陳鎧琦 崔曉玥 林凱欣 申伊諾 顧
愷軒 葉榮慶
馬立平三年級
一等獎： 李天樂 王佳蕊
二等獎： 戴田田 盧子建 李
憶萱
三等獎： 張凱昕 桑漢娜
優秀獎： 張凱文 陳望童 張瀚
中 陳伊華 趙雨桐 譚卓雅 譚卓有
江之原 黃橙橙
四年級
一等獎： 李思樺 陳思雨
二等獎： 張科文
徐菲兒
Rachel Zhang
單軼佳
三等獎： 王維堯 Chelsea Yang

孔憲亮
優秀獎： 孫 翊 鄧泳文 謝 爽
陳泳嘉 姚 然 張家齊 Lu Sam 吳
怡珂
馬立平四年級
一等獎： 王正行
二等獎： 徐 昱 李旸旸
三等獎： 張晨陽 宋睿晰 唐詩
雨
優秀獎： 趙樂文 孫瀾心 孫月
陽 張銘瑜 戚致遠 尹文迪 戴宇甜
丁穎欣 肖逸軒
五年級
一等獎： 錢 雪 韓凌飛
二等獎： 劉慧琳 向思源 梁
碧瑤 顧欣樂 畢百佳
三等獎： 鄧 玉 肖楚彤 劉
聰 黃悠悠 羅佳悅 成澤瑾
優秀獎： 江 寧 陳思琦 徐
星 張德君 柴田田 劉莉莎 劉景
睿 揚子瀚 王蒙蒙 鄧 苑 趙歆睿
馬立平五年級
一等獎： 莊順一
二等獎： 楊楚月 呂懌安 何
沁宇 王艾琳
三等獎： 鄭子愉 張廣潤 姜
玥 章一言
優秀獎： 唐彥博 洪知言 周
潤研 李皓涵 林述德 唐大力 趙
悅 何明睿 鄭 李
六年級

一等獎： 趙玄文 余
玨筠
二等獎： 俞 典 劉
一諾 劉穎康
三等獎： 彭遠坤 董
蓓
趙詩窈
優秀獎： 陳文雅
陳松森 劉佳茜
七年級
一等獎： 侯蘇寧 唐
思遠
二等獎： 李晨暉
2015 第五屆
第五屆”
”華夏杯
華夏杯“
“青少年中華文化知識競賽
陳偉寧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三等獎： 費安娜 吳
肇暨
三等獎： 曹藝文
優秀獎： 孫雪兒 陳恆愛
優秀獎： 白雪燕 李睿菲 陶
八年級
真 謝可馨 虞 玨
一等獎： 陳婧怡
十一年級
二等獎： 楊 易 朱愷崢
一等獎： 嚴樂洋
三等獎： 張霽陽 張淑雅
二等獎： 朱 歡
優秀獎： 伍玲玥
白雪蓉 胡
十二年級
昊
一等獎： 葉心如
九年級
CSL 組
一等獎： 楊一帆
一等獎： 夏民傑
二等獎： 林 芊 盧 辰
二 等 獎 ： Maialance
William
三等獎： 辛竟捷 張雲帆
Liaw
優秀獎： 吳 悅 蘇瑞安 張睿
三等獎： 林 浩
Nathan
璇 魏若丞 薛子驍
Peng
凱 蒂
十年級
優 秀 獎 ： Oriana Pineda 蘇 明
一等獎： 呂 涵
Erin Shen
二等獎： 趙遠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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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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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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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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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區後，應輕踩幾次剎車，將製動器中的積水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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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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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sin
Cousin Travel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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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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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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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診 所 地 址 ： 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8am -7pm）

福達旅行社 (713)

9896 Bellaire Blvd, #D Houston TX 77036

713-988-3888 832-434-7770

汽車涉水需望聞問切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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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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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BT 康美藥業
地址：9931 Harwin Dr,＃132，Houston,,TX 77036。
電話 832-628-3886，電子郵件：gtherbals@gmail.com。



商業＆住家˙新、舊、大、小、豪華房子˙公寓˙土地

蕭 雲 祥 投資顧問

入營血為病機，治則以清營涼血、解毒消斑為法。同樣，不同的疾病只
要發病機制相同，其治則和方法也可相同。如慢性濕疹、風熱瘡、蕁麻
疹、皮膚瘙癢癥等，只要其具有血虛風燥的病機，就均可用養血祛風潤
燥的治法，用當歸飲子加減。
中醫師 Grace 強調全身辨證。全身辨證主要是結合望、聞、問、切
，即通過望神色形態和舌象、聞聲音嗅氣味；問主訴、病史、診療過程
、問寒熱、汗液、二便、婦女月經、接觸史等；切脈、觸按局部病變等
，四診合參，綜合判斷病邪性質、患者氣血盛衰、臟腑功能狀況。只有
做到了詳細的問診和全身辯證，Grace 才會開出藥方。
皮膚病除內治外，還包括外治。臨床上應用也須遵循辨證施治原則
，根據皮損的不同形態和疾病性質來選擇不同性質的溶液、散劑、洗劑
、酊劑、油劑、軟膏等。中醫治療皮膚病，既辨病，也辨證，更多的是
采用辨病與辨證相結合、局部辨證和全身辨證相結合、內治與外治相結
合的原則。
中醫師 Grace 開出藥方後，她的康美藥業提供會中藥濃縮、磨粉，
加工成蜜丸、膠囊或湯劑，方便病人服用。
中醫是國術，是沈澱了五千年的精華。Grace 本人常年服用中藥調理
身體，她今年已經 40 多歲，但臉上如雞蛋清一般光滑潔凈，閃耀著綢緞
一樣的光澤，看上去顯得非常年輕漂亮。，如果您皮膚有任何問題，不
論是粉刺雀斑，抑或是各種頑固皮廯濕疹，或者只是粗糙黧黑，Grace 都
能妙手為您調出專門適合您的中藥配方，而且手到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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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聯地產
好學區

德州天后廟 敬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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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天后廟通告

﹄

”，“風熱瘡”相當於“玫瑰糠疹”。但是，中醫認為相同的疾病由於
患者體質不同和疾病的發展階段不同，臨床的癥型也不相同。一般是先
辨病後辨證。辨病的過程往往與鑒別診斷分不開，通過詢問病史、誘發
因素、發病特點和臨床表現等加以確定。明確了疾病的診斷後，就要根
據疾病的不同發展階段和伴隨癥狀，進行辨證分析，辨證施治。比如濕
疹，診斷時要看其發病部位是否對稱、皮損特點是否呈多形性和滲出傾
向，是否伴有瘙癢等。然後根據病程、皮疹特點及伴隨癥狀確定其辨證
分型，進而確定處方。如急性期多以“濕熱證”為主，亞急性期多以
“脾虛濕盛證”為主，慢性期則多以“血虛風燥證”為主，但因個體差
異，有些患者伴有陽虛癥狀，臨床故采用溫法，以“溫陽健脾除濕”為
主。
中醫師 Grace 還堅持同病異治與異病同治原則。“同病異治”是指
表現相同的疾病，可因人、因時、因地的不同，或由於病情發展、病機
變化、正邪消長等差異，采取不同治法。“異病同治”指的是不同疾病
在其發展過程中，由於出現了相同的病機，因而采用同一治則。中醫治
病的法則，不是著眼於病的異同，而是著眼於病機的區別。同病異治或
異病同治，既不決定於病因，也不取決於病證，關鍵在於辨識不同疾病
有無共同的病機。病機相同，才可采用相同的治法。
對皮膚病來說，中醫大多依照這種原則辨證施治。比如，對於銀屑
病，進展期多以血熱風燥為病機，治則以涼血祛風、清熱解毒為主；靜
止期或消退期則以或血瘀、或血燥、或風寒濕阻絡為病機，分別采取活
血解毒通絡、養血祛風潤燥和祛風除濕通絡為法；而對紅皮病型則以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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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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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記者黃梅子）夏天來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抱怨自己的皮膚
出現了紅斑、丘疹、發癢、幹燥、脫皮、青春痘等癥狀，令美麗的夏天
成了“多事之夏”。導致夏季皮膚問題的原因很多，如體內陰陽失調、
過敏體質、使用不當的護膚品或化妝品、空氣汙染及與天氣轉變等。還
有的朋友有很頑固的皮膚病，或者是家族遺傳的，或者是由於長期疏於
調理引起惡化的，或者是由於其他臟器性疾病引發的。皮膚病很是麻煩
，很多人病了習慣找西醫，但西醫開的西藥只能把病情壓一壓，緩解一
些，並不能除根。如此，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導致皮膚病越來越嚴重
，有一些病人甚至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
那麽皮膚病該如何治療呢?其實，中醫治療皮膚病才能取得更好的
效果，才能除根！中醫認為皮膚病的發生往往是氣血陰陽與臟腑功能失
調的外向表現，因此常外病內治，遵循整體觀，達到陰平陽秘。中醫正
是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歸納、辨識人體狀態，采用辨病與辨證相結合
、局部辨證和全身辨證相結合、內治與外治相結合的原則，從而使人體
達到一種平衡狀態。所以，看上去中醫治皮膚病效果緩慢一些，但假以
時日，能達到比西醫更好的治療效果。
康美藥業的中醫師 Grace 出身於中醫世家，從 8 歲起就跟隨爺爺采藥
制藥，15 歲就獨立開處方，加上中醫學院的理論和多年的實踐相結合，
在張家界慈利人民醫院從事皮膚科研究時，每天掛她號的病人排成長龍
。Grace 來到美國後，創立了康美藥業——集美容、疾病治療和制藥加
工於一體的一站式服務，獨樹一幟。中醫師 Grace 指出，大多數皮膚病
的中醫病名和西醫病名是相對應的，如“癮疹”相當於西醫的“蕁麻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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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一等獎： 徐涵深 DANIEL YU
二等獎： 路亮 DAI LI 李君
曉 SEAN LU MICHELLE ZHU
三等獎： 韓騰飛 徐若琳
WILLIAM CHEN
Ziqian Yang
ERICA
ZHANGETHAN
LONG
KADEN WANG 鄭 翔 尹 楊 沐 穎
宗宜洋
優秀獎： 王嘉睿 俞政靈 賀博
軒
RAINA ZHANG
RYDER
TANG 方 至 柔 歐 天 愉 DAVID
WANG HUANRAN YU 王 嘉 彤
章可風 鄭凱丹 SOPHIA TANG 溫
俊 傑 Jason Chang WEIX I BIAN
李瑜樂 Harry Tang 邱月卿
馬立平一年級
一等獎： 陳伊嵐 畢 成
二等獎： 李旻雅 張家啟
三等獎： 郭可欣 易笑婷
優秀獎： 胡越婷 王臻真 王竹
迪 張愛梅 余崇穩
二年級
一等獎： 江雲澤 周瑞嘉
二等獎： 錢 冰 董欣悅 歐品
玥 周 卓
三等獎： 莊緒然 胡馨寧 汪羿
銘 田獲稻 吳宇晨
優秀獎： 陳凱恩 卞雲哲 孟浩
泉 孫嘉睿 張霧帆 孫 博 江姿誼
馬立平二年級

2015 年 5 月 9 日

中醫中藥治療皮膚病才能除根！

本料理以豐富多樣的形式表現極致的日式美食藝術。每道佳餚都呈現廚藝團

時候吃的料理還比在亞洲的日式料理更為正統，在價位上跟在亞洲同等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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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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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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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疾病与预防

细菌性食物中毒你了解吗
细菌性食物中毒的特征

(凤凰健康） 细菌性食物中毒一般由活菌引起

现为渐进性的神经麻痹，
主要有头晕、全身乏力、腹

的感染型细菌性食物中毒，多有发热和腹泻。如沙

胀、便秘、恶心、呕吐，继之视力模糊，复视、瞳孔散

门氏菌食物中毒时，体温可达 38～40℃，还有恶心、

大、眼肌麻痹、眼睑下垂。

呕吐、腹痛、无力、全身酸痛、头晕等。粪便可呈水

严重者言语不清，吞咽困难，咀嚼、发音困难，

样，有时有脓血、粘液。

流涎，声音嘶哑，呼吸困难及四肢瘫痪，可有腹胀、

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起病急、发热不高、腹

及快餐盒饭等。
7、不得采购、加工、销售腐败变质的食品，加工
经营的所有食品原料必须新鲜；不得进食未经加热
处理的生食品。

预防细菌性食物中毒有三大原则

尿潴留及唾液减少等。
严重者可于 2~3 d 内因呼吸中枢及呼吸肌麻

病例呈血水样或洗肉水样。细菌毒素引起的细菌性

痹而危及生命。体温一般正常或有低热，神志始终

食物中毒，常无发热。

清醒，很少出现四肢的神经根性痛，腱反射及脑脊

葡萄球菌肠毒素食物中毒的主要症状为恶心、

蘇禮仕區長主持樂宜居生日會感謝華裔民眾支持連任
(本報訊
本報訊))芝加哥 25 區區長蘇禮
仕（Alderman Danny Solis）
Solis）於 4 月 24
日為樂宜居長者主持本年度第二季
的生日慶祝活動，向樂宜居的耆老送
來吉祥如意生日紅包，還有眾多社區
商家贊助的禮品包。
蘇禮仕區長感謝華裔社區在今
年芝加哥市選舉中對他的大力支持，

並祝福樂宜居的老壽星們壽比南山、
福如東海。
蘇禮仕區長表示，他在今年 2 月
份的區長選舉中獲勝，他能獲得連任
是與華裔社區對他的信任與支持分
不開的。
不開的
。今年的選舉異常激烈
今年的選舉異常激烈，
，芝加
哥市長伊曼紐，
哥市長伊曼紐
，還有 11 區區長唐信
（Ald. Patrick Thompson）
Thompson）均是經過第

液多正常。通常 4~10d 逐渐恢复，先为吞咽、呼吸

剧烈反复呕吐、上腹痛、腹泻等。

困难的改善。肌肉瘫痪可持续数月之久，视觉常需

肉毒中毒的主要症状为头晕、头痛、视力模糊、

数月方可恢复。

如何预防食物中毒

眼睑下垂、张目困难、复视，随之出现吞咽困难、声
音嘶哑等，最后可因呼吸困难而死亡。患者一般体
温正常、意识清楚。
一、胃肠型食物中毒

一、防止污染

潜伏期短，常于进食后数小时发病。各型病原

1、防止生前感染 这主要是对家畜、家禽要加

菌或其毒素引起胃肠型食物中毒的临床表现很相

强管理，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发展与传播。如果发

似，主要为腹痛、腹泻、呕吐等胃肠炎症状。一般起

现有病者应及时隔离，防止动物疾病的蔓延；从饲

病急，腹部不适，上、中腹部持续或阵发性绞痛，恶

料开始的各个环节都要加强管理。

心、呕吐。呕吐物多为胃内容物。病程短，多在

2、加强屠宰前的检疫 如发现问题，应严格按

1~3d 内恢复。

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将问题解决在屠宰场内，

1、沙门氏菌属食物中毒：食后在 4~24 小时感

防止病畜、病禽肉流入市场。

畏寒，体温升高，可达 38~39.5 摄氏度，恶心、呕吐、

3、防止宰后污染 从屠宰→烹调的各环节防止

腹痛，腹部有压痛，水样腹泻，有时有少量脓血，并

交叉污染，生熟食品的容器具应严格分开使用。
预防细菌性食物中毒，应根据防止食品受到细

有鱼腥臭味。
2、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食后 9~20 小时，上
腹部出现难以忍受的绞痛，腹泻水样大便，可达数

应调离工作，不能接触食品。从业人员的手在接触

则采取措施，其关键点主要有：

食品前要进行清洗消毒。

1、避免污染。即避免熟食品受到各种致病菌

1、沙门氏菌属食物中毒：食后在 4~24 小时感
畏寒，体温升高，可达 38~39.5 摄氏度，恶心、呕吐、
腹痛，腹部有压痛，水样腹泻，有时有少量脓血，并
有鱼腥臭味。
2、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食后 9~20 小时，上
腹部出现难以忍受的绞痛，腹泻水样大便，可达数
十次。

细菌性食物中毒的特征
1、在集体用膳单位常呈爆发起病，发病者与食
入同一污染食物有明显关系；
2、潜伏期短，突然发病，
临床表现以急性胃肠
炎为主，肉毒中毒则以眼肌、咽肌瘫痪为主；

3、变形杆菌食物中毒：食后 30~120 分钟，自感

的污染。

4、葡萄球菌食物中毒：进食含有葡萄球菌性毒

细菌生长繁殖和产生毒素，因此冷藏是最有效的方
法，也是预防细菌性食物中毒最主要的措施。熟食

食品中的微生物或者防止微生物的生长繁殖，要烧

品在冷藏期间，做到避光、
断氧及不再受污染，冷藏

熟煮透所有食物。

效果最好。一般冷藏温度＜10℃。另外，如果无冷

3、控制时间。即尽量缩短食品存放时间，不给

吐物是黏液，有时含血液及胆汁。体温正常或稍升

微生物生长繁殖的机会。

高。

二、控制细菌生长繁殖和产生毒素低温可抑制

2、控制温度。即控制适当的温度以保证杀灭

头痛、皮肤潮红、呈醉酒状，有荨麻疹样过敏反应。
素食物后 2~5 小时，症状为严重的恶心、呕吐。呕

4、从业人员要定期体检 如发现问题（带菌者）

菌污染、控制细菌的繁殖和杀灭病原菌三项基本原

十次。

细菌性食物中毒的症状表现

二輪選舉才取得成功，而華裔社區在
選舉過程中都對伊曼紐市長，還有他
的好朋友唐信區長提供大力支持。為
此，蘇禮仕區長再次表示感謝。
蘇禮仕區長認為，
蘇禮仕區長認為
，伊曼紐市長
成功連任，
成功連任
，這是華裔社區的福音
這是華裔社區的福音。
。在
過去四年中，在伊曼紐市長的關心與
支持下，中國城社區建成了新的體育
館、船屋公眾休閒設施
船屋公眾休閒設施，
，而一座新的
圖書館也即將竣工，這是都是華裔社
區發展的利好消息。蘇禮仕區長強調
，將分三期進行的永活街拉直計畫
將分三期進行的永活街拉直計畫，
，
則將直接改善中國城的社區面貌。他
相信，伊曼紐市長一定會繼續支持華
裔社區的發展。
蘇禮仕區長表示，
蘇禮仕區長表示
，在未來四年
的任期中，他將繼續與華裔社區保持
緊密聯繫，特別是認真聆聽大家的心

社區新聞

痛、腹泻、呕吐、脱水、大便为黄水样或黄糊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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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洗和消毒，这是防止食品污染的主要措

5、肉毒杆菌食物中毒：进食含有肉毒杆菌外毒

下，摊放在阴凉通风处也可控制细菌繁殖。加工后
的熟肉制品要尽快降温，放阴凉通风处。

施。对接触食品的所有物品应清洗干净，凡是接触

下垂，眼肌和咽肌瘫痪，对话、呼吸感到困难，严重

直接入口食品的物品，还应在清洗的基础上进行消

食品被细菌污染，那么，彻底加热是预防细菌性食

者出现心力衰竭。

毒。

物中毒最重要的手段。加热灭菌的效果预加热的

6、大肠杆菌食物中毒：以婴幼儿发病为多见。

三．彻底加热杀灭病原体及毒素如果动物性

方式、温度、时间、肉块的大小以及致病菌的类别何

食后 2~20 小时，出现恶心、呕吐、水样或黏液大便，

量应与加工能力相吻合，食品加工量超过加工场所

在食品中的数量等有关。一般来说，肉食爆炒的方

并有恶臭。严重者有高热，昏睡。小儿常出现抽

和设备的承受能力时，难以做到按卫生要求加工，

式是不安全的，最好的方式是
“急火催锅滚开，转而

搐、昏睡，甚至出现脱水。

极易造成食品污染，引起食物中毒。

微火维持高温，然后延长加热时间”才能达到彻底

3、病程较短，多数在 2～3 日内自愈；

二、神经型食物中毒

4、多发生于夏秋季。

潜伏期多为 12~36h（2h~10d），典型的临床表

6、无专用的熟食凉菜间、裱花间、集体用餐分
装专间等不得加工经营熟食凉菜、三文治类糕点以

蘇禮仕區長及梅小平副會長派送禮品和紅包給壽星

藏设备，可采用盐腌的办法，加 8%—10%食盐腌一

素的食品后 2 小时 ~10 天，自感视物有复影，眼睑

5、控制加工量，切忌超负荷生产。食品的加工

25 區區長蘇禮仕與壽星合照

聲，繼續為華裔居民
繼續為華裔居民、
、工商業主提供 熱烈的歡迎
熱烈的歡迎。
。梁經理指出
梁經理指出，
，蘇禮仕區
更好服務。
更好服務
。蘇禮仕區長指出
蘇禮仕區長指出，
，與中國 長一直以來關心華埠社區人士的生
城相鄰的橋港區華裔居民眾多，他的 活問題，每個季度的耆老慶生會蘇禮
好朋友唐信當選 11 區區長
區區長，
，這意味 仕都會親自到場，並出資為大家派發
著，華裔社區發展又多了一位好夥伴 紅包。她非常高興蘇禮仕區長能夠成
，未來他將與唐信一起
未來他將與唐信一起，
，在伊曼紐市 功連任，並繼續為大家服務。
長的支援下，推動華裔社區的建設與
在當天活動中，
在當天活動中
，樂宜居眾多老
發展。
人家還親自登臺，為大家演唱歡快歌
為了感謝華裔社區對他的支持 曲，現場氣氛熱鬧溫馨
現場氣氛熱鬧溫馨。
。蘇禮試區長
，蘇禮仕區長當天特別準備了象徵吉 表示
表示，
，他自己的父母都已經過世
他自己的父母都已經過世，
，但
祥如意的壽星紅包，親手派發給樂宜 這裡的華裔老人家們讓他倍感親切，
居老人大廈的 24 位壽星。百佳市場、 他將繼續於每季的生日會
他將繼續於每季的生日會、
、父親節
父親節、
、
超群餅家、
超群餅家
、皇上皇燒臘等社區商家
皇上皇燒臘等社區商家，
， 母親節、耶誕節到樂宜居與大家一起
也為本次活動提供大力支持。皇上皇 歡度
歡度。
。區長祝福老壽星們福如東海
區長祝福老壽星們福如東海、
、
燒臘為大家提供美味盒飯，超群餅家 壽比南山，也祝願華裔社區的老人家
贊助蛋糕，
贊助蛋糕
，百佳市場贊助生鮮水果
百佳市場贊助生鮮水果。
。 們開心幸福，健康長壽。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
，百佳市場東主
百佳市場東主、
、
此外蘇禮仕區長於生日會上感
美亞協會副會長梅小平女士，當天還 謝和表揚樂宜居所屬的 25 區 14 選舉
親 自 來 到 站主任“ 佛爺
佛爺”
”伍偉光 (Arthur BudBud現場，
現場
，與區 dha Eng)， 他能五屆連任 25 區區長
區區長，
，
長 一 起 向 “佛爺
佛爺”
”的連繫和推薦功不可沒
的連繫和推薦功不可沒。
。
“佛
“佛
老 壽 星 們 爺 ”於 4 月 7 日特別選舉後已宣告退
表達祝福。 休，蘇禮仕區長將安排“佛爺
佛爺”
”與所屬
樂 宜 選舉站的選民舉行正式告別儀式。
居經理梁
蘇禮仕區長同時介紹了出席生
小 姐 代 表 日會的 25 區區長辦公室團隊予在座
在 樂 宜 居 長者認識
長者認識，
，出席成員有幕僚長申志
內 居 住 的 偉 (Vicente Sanchez, Chief of Staff),
耆 老 以 及 行 政 助 理 李 曼 雯 (Man Men Lee,
全 體 員 工 Legislative Aide), 助 理 Jackson 趙
對 蘇 禮 仕 (Jackson Chiu, Staff) 和 顧 問 李 雙 振
區 長 的 到 (Gene Lee, Advisor)。
來表達了

灭菌的目的。熟食品在食用前应重新加热后食用
才安全。

蘇禮仕區長((右 7，
蘇禮仕區長
) 梅小平
梅小平((右 1)及梁經理
及梁經理((左 1)與當季壽星合照

医生·疾病与预防

友 戚 親 姻

国一项调查公布的数据，药物性肝损害占通常所说

性、肥胖加剧氟烷的毒性，肥胖性糖尿病更易出现

是，长期用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风湿骨病药物、

肝炎的 10%,占 50 岁以上肝炎病人的 40%，占暴发

氨甲蝶呤损害。

精神疾病药物等虽然对慢性病有了疗效，但是对肝
脏来说也是有“苦恼“的。

长期用药注意事项
1、服药首先要看说明书
在使用要药物前，患者必须擦亮眼睛，看清楚
药物的数量和成分。目前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药

肝脏的代谢和解毒作用
肝脏为代谢的主要器官，也是药物解毒的主要

物及保健品已超过 30000 种，明确可以引起药物性
肝病的药物超过 1000 种。如果药物对肝脏有损害，

脏器，肝脏解毒是一种生物转化功能，是把人体新

说明书中的不良反应处，会有相关说明，比如“肝肾

陈代谢中的各种生物活性物质、由外界进入体内的

功能不全者慎用”等字样。
2、必须服药时要“看住肝”

腐败物质，在肝细胞内进行代谢转化。肝脏就像是

慢性病患者大部分每天都需要服用药物，不可

过滤机，使我们的机体更加清洁。

以停药，比如糖尿病、高血脂病等等，就需要定期进

人体每天人摄入的食物有很多，其中的蛋白

行相关检查。除了定期检查，服用慢性病药物时还

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各种营养

要配合护肝药，在临床上，葵花护肝片常常与降压

物质，都需要肝脏代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糖代谢、

药、降脂药、降糖药配合使用，它可解毒保肝，保护

脂代谢和蛋白质代谢等，所以一旦肝脏出现了问

肝细胞，还能增强肝功能，能促进脂肪和血糖代谢。

题，将直接导致糖、脂肪和有毒物质的代谢紊乱，进
而诱发或加重三高、心脑血管病和脂肪肝等一系列
严重问题。

药物对肝脏的伤害
(全球医院网) 细心的患者在用药时常会留意
到，一些药品的说明书上都标有：
“肝肾功能不全者

长期服药对肝脏的伤害

总之，妊娠、有肝病史、长期酗酒者、老人、儿童

药物引起的肝损害可见于治疗剂量下，也可是

或极少数特殊体质人群是药物性肝损害的易发人

摄入过量药物的结果。其原因尚不很清楚，常与患

群，该人群在用药期间容易诱发较为严重的肝损

者个体差异性及易感性有关，如年龄、性别、遗传因

害，且绝大多数患者无明显症状，仅发现转氨酶升

素、营养状态、药物相互作用、系统性疾病等因素。

高等部分指标异常。

了解这些因素，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及时预防药物性
肝损害。

所以该人群在用药时，应开始每两至三星期查
一次肝功能，三个月以后每三个月到半年查一次肝

成人对异烟肼、扑热息痛更敏感；儿童易发生

功能，可防患于未然。避免过量、过频等滥用药物的

阿司匹林、丙戊酸盐相关肝损害；女性对多数药物

行为，不随意增加剂量、延长疗程或不规则用药，谨

性肝损害比男性敏感；四环素、扑热息痛、异烟肼引

遵医嘱。

起的损害是剂量依赖性，个别的超敏反应与剂量无

为了避免或减少发生药物性肝损害，首先应做

关。而氨甲蝶呤相关性肝损害则与用药时间(总量)

到医患之间的密切配合，患者应将自己的有关病

有关。

史、药物过敏史告诉医生；在用药过程中应定期检

某些药物之间不合理的搭配使用，也可加重药
物的肝损害，如口服避孕药和竹桃霉素、利福平和

查肝功能，同时细致观察自己原有疾病的症状有无
变化。

异烟肼等。酒精加重氯烃、扑热息痛、氨甲蝶呤、异

患有慢性疾病，需长期使用经肝脏代谢的药物

烟肼的毒性。肾功能不全加重四环素的毒性，还可

者，应注意适时更换品种，因为体内药物代谢酶的

能加重别嘌呤醇的毒性。

耗竭可使药物大量蓄积而产生毒性。特别要提醒的

基础疾病对药物性肝损害也有重要影响，

是，一些所谓的保肝药物名不符实，切莫盲目使用。

慎用。”尤其是有些慢性疾病患者，对用药期间医生

AIDS 患者易发生复方新诺明中毒、活动性风湿病

不少药物对肝脏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伤害，引

要求定期进行肝功能化验颇不以为然，认为多此一

肝癌是常见病，
一旦患病则会给生活、
工作带
責任編輯：
XX

易发生阿斯匹林中毒。此外，基因异常及给药间期

来诸多影响，也给患者本人造成许多痛苦，所以应

起药物性肝炎或者肝硬化。对于慢性病来说长期服

举。孰不知，肝脏在药物代谢过程中担当着“人体化

也与肝损害有关，每天一次的甲氨蝶呤比每周一次

积极预防与治疗。

仝泣啟

各种异物(农药残留、药物)、毒物，以及肠道吸收的

性肝坏死的 15-25%。

訃文

人们的生活。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的用药治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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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弟
胞弟媳
胞妹
胞妹婿
孝姪
孝姪媳
孝姪女
外甥
外甥媳
外甥女
外甥婿
孝姪孫
孝姪孫女
外甥孫
外甥孫女
外甥
外甥女
外甥婿
外甥孫女

工厂”的重任，极易受到药物的损害，如果用药不

注意肝脏的保护。

族繁不及備載

毒性大得多。

药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是在服用药物时就一定要

(中华网)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高血糖、
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等慢性病已经严重影响了

誼 哀 此 訃

你造吗
长期服药
对肝脏有危害

美亞協會副會長梅小平與壽星合照

先室鄧賴素蓉慟於公元二 一
○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三十
分壽終內寢佢生於公元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日享壽八十一歲孝男
文俊暨遺族等隨侍在側親視含殮遵禮成服謹擇於公元二 一
○五 年
五月九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在永福殯儀館設奠舉行告別儀式後隨即
發引火葬 叼 在

蘇禮仕區長辦公室團隊與樂宜居職員和居委會委員合照

美南報系 芝加哥時報‧芝加哥黃頁 電話：
（630）717-4567 傳真：
（630）717-7999 Email：ccn100@ChicagoChineseNews.com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

詩聖野杜甫冶 聖

李侯金閨彥袁

春酒杯濃琥珀薄袁

咸陽客捨一事無袁

朝退若無憑遥

冰漿碗碧瑪瑙寒遥

相與博塞爲歡娛遥

仙醴來浮蟻袁

誤疑茅屋過江麓袁

馮陵大叫呼五白袁

奇毛或賜鷹遥

已入風磴霾雲端遥

袒跣不肯成梟盧遥

清關塵不雜袁

英雄有時亦如此袁

中使日相乘遥

邂逅豈即非良圖钥

晩節嬉游簡袁

君莫笑袁劉毅從來布衣願袁

平居孝義稱遥

家無儋石輸百萬遥

自多親棣萼袁

聖

自是秦樓壓鄭谷袁
時聞雜佩聲珊珊遥

脫身事幽討遥
亦有梁宋游袁
方期拾瑤草遥

濟南名士多遥
雲山已發興袁
玉佩仍當歌遥
修竹不受暑袁
交流空涌波遥
藴眞愜所遇袁
落日將如何浴
從公難重過遥

汝陽三斗始朝天袁

詞華哲匠能遥

道逢曲車口流涎袁
聖

聖

恨不移封向酒泉遥

隱見清湖陰遥
迹籍台觀舊袁
氣冥海岳深遥

聖

銜杯樂聖稱避賢遥

寸長堪繾綣袁

宗之瀟灑美少年袁

一諾豈驕矜钥

舉觴白眼望靑天袁

巳忝歸曹植袁

皎如玉樹臨風前遥

何知對李膺遥

蘇晉長齋綉佛前袁

招要恩屢至袁

醉中往往愛逃禪遥

崇重力難勝遥

李白一斗詩百篇袁

披霧初歡夕袁

長安市上酒家眠袁

高秋爽氣澄遥

天子呼來不上船袁

尊阴渊上三野田冶下野缶冶冤臨極浦袁

聖

鳧雁宿張燈遥

張旭三杯草聖傳袁

花月窮游宴袁

脫帽露頂王公前袁

炎天避郁蒸遥

聖
揮毫落紙如雲煙遥

硯寒金井水袁

焦遂五斗方卓然袁

檐動玉壺冰遥

高談雄辨驚四筵遥

瓢飲唯三徑袁

淮王門有客袁

不阻蓬蓽興袁

終不愧孫登遥

得兼梁甫吟遥

哪吒渊né zhā 冤袁神話人物袁一個頂天立地的
神話英雄袁一個躍然于書本上的民間傳説遥 活躍于
明代古典小説叶西遊記曳叶封神演義曳渊一般俗稱叶封
神榜曳冤遥哪吒又作那吒袁源于元代叶三敎搜神大全曳遥
也有説哪吒很可能是源自于古波斯遥

傳奇

糖城診所﹕

713-988-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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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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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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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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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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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濕關節炎

灰指甲

一對

器
助聽

碼

甲溝炎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老人可享受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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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虎分兵攻打靑龍關受挫袁鄧九公尧黃

張爲長有野三頭六臂冶嗎?哪

可

歡迎事先預約

繪的神話英雄之一遥 哪吒姓李袁原陳

闖帥府袁見了李靖袁大聲斥責院野李靖!

天祥相繼陣亡袁姜子牙聞報袁速派哪吒

吒不只是野三頭六臂冶袁而是

貴 !

塘關總兵李靖的第三子遥據説袁他是乾

我骨肉已交還與你袁我與你無相干礙袁

援救遥哪吒趕到袁先勝一陣遥當夜乘敵無

野三頭八臂冶遥渊叶西遊記曳中描

哪 吒

元山金光洞太乙眞人弟子靈珠子野奉玉

你爲何往翠屛山鞭打我的金身袁火燒我

備袁偷襲獲勝袁取得靑龍關袁從而保證糧

寫哪咤爲野三頭六臂冶袁第四

的 形

虛宮法牒袁脫化陳塘關李門爲子冶袁野輔

的行宮?今日拿你袁報一鞭之恨! 冶李靖

道暢通袁進軍無後顧之憂遥大軍進攻汜

回 官封弼馬心何足 名注齊

象袁歷

姜子牙而滅成湯冶遥因此袁出生時就充滿

還沒有回話袁他已把槍一晃袁劈腦刺去遥

水關袁哪吒再次與韓榮尧余化對陣遥余化

天意未寧院那哪吒奮怒袁大喝

來 評

神話色彩遥李靖夫人殷氏懷孕了三年零

李靖敗走袁他緊追不捨遥若沒有文殊廣

祭起野化血神刀冶袁哪吒來不及躱避袁中

一聲袁叫院野變浴冶即變做三頭

價 較

了一刀袁身受重傷袁只是寒顫袁不能做

六個月袁得夢生下個肉球袁李靖大驚袁一

法天尊及燃燈道人先後解救袁李靖可能

六臂遥三頭六臂只能眼觀六

高遥有

劍砍去袁分開肉球袁跳出一個孩子遥他手

早就一命嗚呼了遥哪吒先褻

路袁而三頭八臂可

人 認

套金鐲袁腹圍紅綾袁滿地上走遥這金鐲和

瀆天神袁後又野杵逆亂倫冶袁

以手持八般兵器袁

要野乾坤圈冶
紅綾系金光洞鎮洞之寶要要

這在當時都是大逆不道袁天

以一獨對八方強敵袁六只眼睛

是作品中寫得最富有生命力袁也是最出

和野混天綾冶袁故當時滿地紅光袁滿屋異

理難容的行爲遥而他卻毫無

原有的雙目變成神目袁烈日下

色的人物袁也有人把他和叶西遊記曳里的

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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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忌袁我行我素遥他的天眞

不懼強烈的光照袁黑暗無光的

孫悟空袁叶水滸曳里的李逵尧魯智深相媲

活潑袁他的叛逆精神袁確使

夜間也能看清萬物袁左頭的雙

美遥其鮮明的藝術形象袁在中國的文學

子爲徒弟袁取名野哪吒冶遥 哪吒七歲袁五

人喜愛難忘遥 哪吒初露頭

目能洞察百里袁其中一雙眼睛

畫廊中放射着灼灼光輝遥

月的一天袁到九灣河東海口洗澡袁驚動

角是穿雲關之戰遥黃飛虎去

能上下翻動袁向上能看九重

了龍宮遥東海龍王派巡海夜叉李艮來查

投奔西歧袁全家十一人在途

天袁向下看十八層地獄袁這樣

問袁發生口角遥李艮一斧劈來袁哪吒躱

中先後被俘袁汜水關總兵韓

上可防法寶傷人袁下可防地行

過袁用乾坤圈把夜叉打得腦漿逬流遥龍

榮派余化帶三千人馬把他

之術之流暗藏的偷襲袁比殷

王三公子敖丙氣勢洶洶趕來抓他袁又被

們解往朝歌請功袁太乙眞人

郊尧羅宣高出一籌足見本領之

他用混天綾裹住袁抽筋而亡遥東海龍王

令哪吒下山相救遥哪吒在穿

高強袁神通之廣大袁堪稱舉世

到天宮上本袁又在寶德門遭到他的痛

雲關一山崗截住余化兵馬袁

無雙遥界牌關刺死王豹袁穿雲

打袁還被他抓下四尧五十片鱗甲袁鮮血淋

破了他的妖術袁還用金磚擊

關燒死馬忠尧殺死龍安吉袁潼

灕袁狼狽不堪遥闖下這野滅門絶戶冶的大

中他的頂盔袁余化只得敗

禍袁他毫不在意袁還輕描淡寫地説是由

走遥哪吒砸開陷車袁救出黃飛虎全家遥至

於野一時性急冶遥當四海龍王敖廣尧敖欽尧

汜水關袁又與韓榮對陣遥激戰中袁他的火

乾元山養傷調理遥傷癒袁哪吒正要回營袁

萬仙陣眞所謂百戰百勝袁所向無敵袁在

敖閏尧敖順聯名奏準玉帝來拿李靖夫婦

尖槍大顯神威袁 野出手如銀龍探爪袁收

太乙眞人又賜他三杯酒及三枚火棗遥喝

周營中僅次于楊戬爲周營第二高手遥

問罪時袁哪吒説院野耶一人行事一人當爷袁

槍似走電飛虹袁槍挑衆將袁紛紛落馬冶袁

完酒袁吃完火棗袁哪吒提槍出洞袁正要上

哪吒最後結局也頗耐人尋味遥功成以

我打死敖丙尧李艮袁我當償命袁豈有子連

韓榮棄天而逃遥哪吒取了汜水關袁將黃

路袁忽然左邊長出一只臂膊袁不一會袁右

後袁武王登位袁理應論功行賞遥尤其像哪

累父母之理! 冶爲了不累雙親袁他斷臂剖

飛虎等送出關外袁然後回山復命遥一個

邊又長出一只袁接連長出六只手來袁還

吒那樣立下汗馬功勞的開國元勛袁更應

腹袁剜腸剔骨袁還于父母遥他的孝道感動

人能殺敗上千人馬袁不能不説是奇迹遥

有兩個頭袁成了野三頭八臂冶人遥師父再

封官進爵袁享盡榮華富貴遥但哪吒與李

了龍王袁李靖夫婦亦因此得赦遥但李靖

哪吒與一般血肉之身的凡人不同袁是蓮

給他幾件法寶袁他一手執乾坤圈袁一手

靖尧楊戬尧金吒尧木吒尧韋護尧雷震子共七

花化身袁敵人的某些妖術在他身上都失

執混天綾袁一手執金磚袁兩只手擎兩根

人袁卻不戀紅塵富貴尧功名利祿袁奏請武

理逼迫遥這使哪吒無法容忍遥他認爲骨

靈無效袁因此袁他在姜子牙帳下連戰吿

火尖槍袁還有九龍神火罩及陰陽劍袁八

王準予歸山遥武王尧姜子牙苦苦挽留袁仍

肉已經歸還父母袁便不再相干袁如仍要

捷遥即使偶爾失利受困袁也有高人相救袁

只手拿八件兵器遥師父又傳他隱現之

無濟于事袁只得設宴餞行袁灑淚送別遥這

法袁隱隱現現袁可憑自己心意遥這樣的

與當時爲了功名利祿尧不惜投機鑽營的

事袁初看似乎近于荒誕袁但卻具有現實

人們相比袁又顯得多么高尙袁多么難能

加害袁則成了仇敵遥於是他經師父太乙
逢兇化吉遥於是他越戰越勇袁
越戰越強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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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軍東征袁出任舉足輕重的先行官遥黃

713-773-1115

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姚聖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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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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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義遥人們不是常把精明強悍的能人夸

蘭英袁梅山與楊戬一起袁全殲七怪袁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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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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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擊傷卞吉袁澠池城上刺死高
聲遥太乙眞人立即派金霞童子把他背回

眞人的幫助袁借蓮花再度化身成形後袁

ALLCARE
MEDICAL CENTER

(BOARD Certified，ABIM)

7500 Beechnut #225
Houston, 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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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樂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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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aire Blvd.

爲 他

第二天袁太乙眞人登門道賀袁收孩

卻總不能諒解袁對他的魂魄繼續進行無

Xiaodong Zhou, MD

責任編輯：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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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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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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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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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項目

立即下山找李靖報仇遥他來到陳塘關直

S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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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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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吒是叶封神演義曳里作者着力描

下肢麻痺

醫學博士
侯 大 任 臉部整形Tang美容專科
Ho

牙醫博士

Sam Houston Pkwy

百利大道近 6 號公路

281-988-0088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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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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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人的牙醫

6

武術跌打名醫傳人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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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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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
甲溝炎根除手術

醫生本人通國﹑
粵﹑
英語
平板腳

00
NT
OU
$I4
SC
D 限購買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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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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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 T. HUNG,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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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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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
Bellaire Blvd

丹梯庶可凌遥

筵秩宴北林遥

台北長庚﹑
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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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寶寧全秘袁

主稱壽尊客袁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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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邑酒如澠遥

哀絲千古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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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NNEE SATITPUNWAYCHA D.D.S.

謬持蠡測海袁

芳宴此時具袁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聖

岩棲在百層遥

遺堞感至今遥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主治

圓荷想自昔袁

章罷鳳騫騰遥
忘形向友朋遥

飲如長鯨吸百川袁

自稱臣是酒中仙遥
新亭結構罷袁

筆飛鸞聳立袁
精理通談笑袁

左相日興費萬錢袁

李楠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地址

貴賤俱物役袁

學業醇儒富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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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公路

海右此亭古袁

眼花落井水底眠遥

李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中國城

北渚臨清河遥

誰敢問山陵钥

杜 甫 渊712 原770冤袁 字
子美袁 自號少陵野
老 袁 世 稱 野 杜 工 部 冶尧
野杜老冶尧野杜陵冶尧野杜
少陵冶等袁河南鞏義
人袁唐代偉大的現實
主義詩人袁 著名的
野詩聖冶袁世界文化名
人遥
他憂國憂民袁人格高
尙袁 他的約 1400 余
首詩被保留了下來袁
詩藝精湛袁在中國古
典詩歌中的影響非
常深遠袁 備受推崇遥
759-766 年間曾居成
都袁後世有杜甫草堂
紀念之遥
杜甫被世人尊爲野詩
聖冶袁其詩被稱爲野詩
史冶遥 杜甫與李白合
稱野李杜冶袁爲了跟另
外兩位詩人李商隱
與杜牧即 野小李杜冶
區別開來袁杜甫與李
白又合稱野大李杜冶遥

主 治

東藩駐皂蓋袁

知章騎馬似乘船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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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山林迹如掃遥

聖情常有眷袁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rat

苦乏大藥資袁

聖

更長燭明不可孤遥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 動 傷 專 科

rpo

使我顔色好钥

留客夏簟靑琅也王干页遥

李娜療痛中心

Co

聖

風翮九霄鵬遥

曾任

蔬食常不抱遥
豈無靑精飯袁

霜蹄千里駿袁

推思忘寢興遥

C13

Saturday, May 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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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人夙德升遥

今夕何夕歲雲徂袁

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及老人醫療卡(MEDI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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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

野人對腥膻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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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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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禮求毫髮袁

所歷厭機巧遥

風濕免疫內科

特進群公表袁

主家陰洞細煙霧袁

醫生
MD, PhD, FACR

2015 年 5 月 9 日

y 8

聖

二年客東都袁

陶翔

星期六

主治

領略杜甫詩集
品味人間百態

Saturday, May 9, 2015

wa

2015 年 5 月 9 日

主治

星期六

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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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t

親親寶貝

1429 Hwy6 South Sugarland TX 77478

713-781-4600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 9AM~
4PM

影視世界

星期六

2015 年 5 月 9 日

Saturday, May 9, 2015

趙薇范冰冰紐約逛街
戴墨鏡氣質優雅大方
綜合報導 今日淩晨，主持人經緯 先找咖啡廳歇了，你們繼續”。
在微博曬出與趙薇、范冰冰在紐約逛街
照片中，趙薇身穿花紋長袖搭配
的合影，並留言“這倆寶貝太能逛了， 牛仔褲站在街邊，范冰冰則身穿黑色
暴走紐約十幾條街完全停不下來，我要 上衣手拿長款外套隨性站在其身後，

休城社區

C12

且二人都帶著黑色墨鏡，氣質優雅大
方。此外，趙薇還在個人微博曬出單
人美照，她倚靠身旁欄杆的模樣十分
帥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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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卡持有者逾期回美注意事宜和最新移民消息
對於美國綠卡持有者，移民法上認為應該將美國作為永
久居住地,通常在美國境外的時間不能超過六個月.按照現有的政
策,如果出境超過四到五個月,入境時很有可能會在護照上加註.如
果綠卡持有者有可能在境外停留超過六個月,最好要申請有效期
為兩年的回美證(Reentry Permit).
回美證(Reentry Permit)
綠卡持有人所持有的回美證(Reentry Permit).外形很像護照，
一般兩年有效。第二次申請通常一年有效。九一一以後，美國出
入境管理處對出境超過四個月的綠卡持有者都會問詢出境事由。
但持有白皮書一般不會被問詢,入關過程相對順利。
美國移民局於 2008 年 3 月 5 日公佈對回美證(Reentry Permit)
的新規定。凡申請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人士，必須經過打指
紋，照相等生物信息提取程序，以便移民局對申請人進行背景調
查。移民局強烈建議申請人在出國之前完成此程序。申請人應該
至少提前兩到三個月提出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申請。有特殊
情形須加速申請回美證的申請人，需提出充足的理由和相關證明
文件，並提供預付郵資的快遞回郵信封。
證明文件(Supporting documents)
如果因為特殊原因出境美國超過四到五個月,但是來不及申
請回美證(Reentry Permit)的人士,則需要準備相關的證明文件:
1. 證明親屬關係紐帶：有家人或親屬定居在美國的證明。如
配偶的工作證明,報稅證明,子女在美國的上學證明,成績單，獲獎
證書等.
2. 證明在美國的工作或生意：美國的雇主證明，美國生意的
執照等，報稅紀錄等。如果離開美國的理由是被美國公司派到海

外，公司的證明信件和薪水支票的下聯非常關鍵。
3. 證明在美的經濟紐帶：房地產所有權證書，房屋貸款證明
，銀行流水，信用卡使用紀錄，會員證，車輛的所有權證明，車
輛保險，房屋保險，健康保險，報稅紀錄等。
4. 離境時間之長短、離境的目的與動機：如離境半年以上，
是否有回美證。是否有任何證據證明此次長期離境的特殊理由。
例如，自身有疾病，照顧生病的親人等。
領館程序
如果由於特殊的情況,在境外居住超過一年，又沒有有效的
回美證，怎樣才能返回美國？
申請人須備齊下列文件前往美國駐中國的大使館或領事館：
1. 護照,綠卡和其它有效身份證明的原件。
2. 一份中英文的解釋信，說明逾期逗留的原因。
3. 所有關於在中國逾期逗留的原因的證明材料。例如，如果
因健康的問題而無法返回美國，需提供所有相關的醫療記錄，例
如病歷、醫院證明等。所有材料都必須翻譯成英文。如果是因直
系親屬健康問題而無法返回美國，須提供該親屬所有相關的醫療
記錄和親屬關係的證明.
在繳納申請費後，領事將安排與申請人面談。這一輪的面談
只是決定是否符合申請回美簽證的要求。如果領事決定合符資格
，大使館或領事館會寄一個移民簽證申請說明郵包，接下來需要
等待第二輪的面談。領事將在面談並審閱遞交的所有材料後做出
決定。在兩輪面談中，都必須有證據證明逾期逗留是因為返美受
阻於無法控制的特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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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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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人語

世紀之戰各有千秋

穿比基尼身材纖瘦

綜合報導 賭王何鴻燊與三太所生 歡和她鬥嘴的妹妹何超蓮也評論道：“最 我胖了)”，並貼出她穿著比基尼，躺
女兒何超雲日前曬出游泳照，照片中，何 好是我上班你曬太陽游泳啦。”
在水中閉目養神的美照，而其纖瘦的
超雲穿著比基尼仰面飄在水面上，其纖瘦
日前，何超雲在微博留言：“怎 身材和白嫩皮膚得到網友稱讚，“畫
的身材和白皙皮膚引發網友熱議，就連喜 麼都浮不起了，一定是地心引力(不是 面美到像一幅畫啊！”

黃渤穿裙裝示人
回應坐地鐵事件
找機會感受生活
綜合報導 黃渤身穿裙裝現身第九
屆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北京推介會，
擔任推廣大使的他笑言造型是為了符合
影展“自我表達”的理念。另外，談到
早前坐地鐵，黃渤表示目前離生活越來
越遠，希望找機會感受生活。
第九屆西寧 FIRST 青年電影展今
天在北京召開新聞推介會，謝飛、黃
渤、秦海璐、陳建斌、鈕承澤、梁靜
等明星出席捧場。
今天恰逢五四青年節，黃渤表示
自己正值青年，所以答應擔任青年電
影展的推廣大使，他說：“我覺得自
己有力量，有興趣，也能幫到更多人
，所以願意參與其中。”
梁靜則感嘆青年時代做過最瘋狂
的事是放棄原有的生活來到北京，追
求自己的夢想，“這是另外一種活法
，我就是衝著電影來的”。

黃渤早前曾宣佈今年不拍戲休息
一年，問到近況，他說：“吃吃喝喝
、看看劇本，也在做一些準備。”黃
渤坦言其實自己今年只是換了一種方
式生活，“沒有在鏡頭前而已，其他
工作也在進行”。對於為何沒參加徐
崢的《港囧》，他解釋道：“這個故
事本身是那樣的，而且當時我也正在
拍其他的戲。”
有趣的是，近日黃渤在微博曬出
一張在上海乘地鐵的照片，今天再度
談及此事，他笑言當時也被一些乘客
認出來，“大家互相打個招呼，挺好
的。”黃渤告訴記者，之所以乘地鐵
一方面是為了趕時間，另一方面是
“我離生活越來越遠，所以找點機會
感受一下”。梁靜也在一旁補充說：
“生活到真正的生活裏，才是搞藝術
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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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988.6388
傳真：713.988.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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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
訟
●商業案件

◇民事訴訟 ◇人身傷害 ◇商業訴訟權

熊壯齡 律師
Diana C. Hsiung
法學博士
德州及聯邦律師執照

民

◇L/H/E簽證及綠卡申請◇各種勞工﹑廚師移民
◇各種親屬移民◇勞工卡﹑回美證申請
◇ B-1/B-2延長◇未婚夫妻簽證

◇生意/地產買賣 ◇合同糾紛 ◇公司組織/契約文件

協助車禍後修車﹑
車禍 請勿放棄您應得權利﹐
租車及盡速獲得理賠﹒

太平洋抽油煙機
AC3100 3300, IT30, 自動清洗系列抽油煙機

( 台灣製造精品
台灣製造精品))

殺菌抽油煙機

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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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價 大酬賓
STAINLESS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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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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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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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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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遺囑 ◇授權書 ◇遺產處理 ◇財產規劃

●移

6100 Corporate Dr., Suite 170,
Houston, TX 77036 (福祿大樓)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遺囑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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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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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事務所

◇離婚
◇子女撫養費
◇監護及探視權

Honeywell

致諾電腦

楊楚楓

熊莊齡

菲律賓的柏奎奧儘管看似攻勢較多，但據統計，美國梅威特共出四
百卅五拳中一百四十八拳；而柏奎奧出拳四百廿九拳僅中八十一拳，梅
威特的命中率為百分之卅四比十九 梅命中率較高，明顯佔得優勢。最
終三名裁判分別以一百一十八比一百一十及兩個一百一十六比一百一十
二，一致判定梅威特以點數勝出。梅威特一統 WBO、WBA 及 WBC 三
條一百四十七磅的沉量級金腰帶，延續生涯的不敗神話，改寫至四十八
戰全勝的完美紀錄。
賽後相擁 勝出的梅威特賽後亦向柏奎奧致敬：“他是個出色的鬥士
，我現在終了解他為何是世上最頂尖的拳手之一。他是真正的冠軍，我
們今晚都發揮最佳實力，這場偉大的賽事將被記入史冊。”
今場之所以被喻為世紀之戰，除因兩人一早已水火不容，亦因人氣
極高的帕奎奧主張進攻，形象較差的梅威特則主張防守，兩者一凹一凸
，形成鮮明對比。擅長防守的梅威特反應較快，以閃避對手攻擊再還擊
作為基本招式，整場比賽幾乎以“游擊戰”來對付帕奎奧，每當帕奎奧
準備使出連擊拳時，梅威特就選擇衝前“攬實”對手，藉由裁判分開兩
人而瓦解對手攻勢。因此賽後大部分拳迷批評梅威特是“懦夫”，祇懂
得場上逃跑。
作為一名職業拳手，我的確不贊同梅威特的打法，但他確實是贏了
，不過我相信帕奎奧冇正式輸。菲美拳王各有千秋而矣。梅威特是當今
世上最透徹拳擊規則之人，他懂得如何去打比賽，但帕奎奧的比賽是世
上最好看的，無論攻擊抑或速度，帕奎奧都是目前拳壇的第一人。我不
認為帕奎奧會有遺憾，因為他已經同世上最強的對手交手。”
有人認為梅威特今場是用“戰術擊敗了實力”，站在拳賽可觀性上
，的確帕奎奧的打法更為吸引，不過站在勝負立場上，梅威特今場三成
四的出拳命中率，確實比帕奎奧的一成九命中率，來得高而且有效。不
管如何，每位拳手都是為勝利而戰，理應得到外界的尊重。
這就是我，一位忠實拳迷的看法。

兩地親人，與世界各地拳迷一起，見證本世紀目前最巔峰的一
場比賽。 究竟是職業生涯上未嘗一敗的美國梅威特被擊倒，抑
或人氣極高的菲律賓帕奎奧技不如人？
在當晚拳擊之戰上，美國不敗拳王梅威特與菲律賓國家英
雄帕奎奧打足 12 個回合，雙方都無法 KO 對手，最終梅威特在三名裁判
一致判決下，以點數擊敗柏奎奧，將職業生涯延續至完美的四十八戰全
勝，延續不敗神話，包攬 WBC、WBA 及 WBO 的沉量級金腰帶，帕奎
奧則第六次落敗。38 歲的梅威特賽後表示： 「帕奎奧是位了不起的拳手
，我要向他致敬。我知道他會向我進迫，並贏得數回合，但我令他保持
在外圍，亦沒有被他打中很多拳。我是位懂得計算的拳手。」36 歲的帕
奎奧則透露，訓練時曾弄傷右肩，故今仗是負傷上陣，並對判決感意外
， 「我以為自己贏了。對手甚麼都沒有做，只是一直避開。我很多拳都
打中他，自己則相安無事，我對分數感到很意外。」
我個人認為今仗梅威特攬人多過出拳，而且不時走避，有網民更揶揄其
保守打法，有如不進攻的歐洲足球球隊車路士。雖然賽事未如預期精彩
，但兩位拳手均豬籠入水，消息指梅威特將獲 1.8 億美元，帕奎奧亦有
1.2 億美元落袋。另外，美方盟主宣布今年 9 月再打一場後，便會光榮引
退。
兩大拳王較量的“世紀拳賽”， 全球矚目，一萬六千個座位全場
爆滿，不少名人均有出席，包括“波神”米高佐敦、巴克利、網球名宿
阿加斯、歌手賈斯汀、名媛柏莉絲等，星光熠熠。估計單是門票收入
（不計黃牛）已高達七千四百萬美元，加上電視轉播及商業贊助，賽事
總金額估計超過六億美元，被視為史上最賺錢拳賽。
這場世紀拳王爭霸戰，雙方在首回合作試探，梅威特在第二回合不斷
出拳控制節奏，柏奎奧則在第三回合開始嘗試搶回主動。不過兩人均打
得較保守，只在防守中伺機偷襲對手，均有擊中過對手，但沒有明顯優
勢。經過十二回合較量，兩人均無法擊倒對方。

舉世拳賽 「粉絲」期待五年之
久的世紀之戰，由“菲律賓拳王”
帕奎奧對“美國拳王”梅威特的賽
事，終於來臨。時間是上個週六（5 月 2 號）晚上八時半，正
式在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展開龍爭虎鬥。因為我生活在美國
，而我家族中有菲律賓人為我們的親戚成員，所以這塲美菲
大戰，也觸及了我們整個親戚的神經，大家選定一個適中的
住宅地點，提早向有線電視台格外付費訂購比賽當晚的現場
直播的特別線路，到了雙雄打拼之夜，眾親友，（當然是年
輕一輩為多）便齊集一堂，飲啤酒綠茶、食薯條花生之餘，
金睛火眼地注視着今場世紀之戰。
開打前夕，我突然收到來自澳門的妹夫的長途電話。他跟我們一樣
，亦正在欣賞這場拳壇大賽，不過他不是呆在家中看電視，而是與友人
一起，入到澳門威尼斯人賭場看美國的現場直播。想像得到，世上當然
冇免費午餐，觀衆需要購票入場。作為澳門唯一的現場直播場地，當日
威尼斯人的百利酒廊和威尼斯人宴會廳，分別為澳門觀衆提供最高質素
的賽事直播。百利酒廊（須年滿廿一歲）收費比較昂貴，不過門票己包
括自助早餐；（因為美澳兩地時差關係，美國週六晚上 8 時，已是澳門
週日早上 9 時矣）。而威尼斯人宴會廳，（須年滿十三歲）收費相對便
宜，但不包括任何額外的飲食。妹夫向我顯威，過千元一位的百利酒廊
的門票，已全部售罄，而據指可容納一千六百人的威尼斯人宴會廳的門
票，亦一票難求。妹夫問我是那一邊的擁躉？我不假思索地說：身在美
國，己入籍美國 37 年，當然是支持美國拳王梅威特呀！當夜，我們美澳

賭王女兒何超雲曬游泳美照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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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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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天地

星期六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心臟專科（美國內科醫生執照）

黃銘河 醫學博士

Ming-He Huang MD,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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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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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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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War II Ended 70 Years Ago

713 - 796 - 1500

我們接受 Medicare 及 Medic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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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 Source - TruVision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華人專線:(713)978-5959

Tel: (713) 978-7504

百 利 牙 科 Bellaire Dental 李

In May 1945, World War II Ended In Europe With The Capitulation Of The German Wehrmacht. Many
Countries Mark This Event As Victory Day.

The Central Daily News in
Chongqing reported the end of the
war with the headline,“Japan
Surrenders!”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收受各種牙科 PPO 以及政府保險

★

8 號公路

李東方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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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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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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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電話預約及查詢˙

胃腸疾病 兒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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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 BEECHNUT ST.)

(HWay6 & Dulles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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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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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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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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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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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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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廣場

Corporate

Bellaire Blvd

Int'l
Shell 1st
Bank

Beltway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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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
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及高膽固醇血症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Zane Yang DDS & Heidi Tang DDS

本診所為您全家
提供全套牙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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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楊臻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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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永騏醫學博士

山水眼鏡 GLACIER OPTICAL
接受 Medicaid 免費配鏡

牙醫全科
電話：
713-773-9889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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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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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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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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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www.advancedfootdo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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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Wea H. Lee
Houston, Texas
May 9, 2015

本診所自2014 年起，週四公休
週一至週六

診所人員通
國﹑粵 ﹑越﹑西﹑英語
接受各種醫藥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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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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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腳

心臟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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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

Soldiers wearing WWII Soviet army uniforms march
during a victory parade on the Red Square in Moscow on
May 9, 2007.

❶+女性婦科、宮頸膜片＋$45
❷+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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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essage From Wea H. Lee, Chairman, Southern News Group
Seventy years ago, an unthinkable and now unmentionable calamity that had never
been seen befor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humanity occurred. But the tragedy, even 70
years ago, is still unforgettable. And the trauma that World War II brought to all of mankind so many years ago, still haunts all peoples of the world today while it also still
guides the events of daily life.
The war broke out in 1939 and ended in1945 and was the largest war in modern history,
with more than 100 million military personnel being mobilized and directly involved in
this world conflict. Included in the sad events of the war were the tragic Nanjing Massacre in China and the Holocaust in Europe.
For the first time Japanese germ warfare was carried on against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nd finally, for the first time United States dropped two atomic bombs on Japan
to put a finish to the war disaster. There were a total of 50 million to 70 million deaths
caused by the war -- the largest number of deaths in the history of war.
Learning about history is like holding up a mirror to reflect the past to teach us a lesson.
This year the world will hold many different forms of commemoration of World War II.
From Moscow, Minsk, Warsaw, Berlin, Paris and other famous international cities, to
Auschwitz, the beaches of Normandy, the Berlin Wall, Mitte Jewish cemetery and so
many famous war relics – all these events and places and more remind posterity to memorialize the many martyrs and keep in mind the war and the world's struggle against
Wea H. Lee
the fascist powers of that time.
Recently, the 69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by consensus a resolution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World War victory. It is well-documented in many ways and the truth remains that
World War II for all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Asia, Europe and other regions caused untold suffering to millions of people.
Also in remembrance of the war, the Chinese People's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70th Anniversary will be held in September in Beijing and will include a spectacular military parade in Tiananmen Square. This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celebrations since Xi Jinping became China's top leader.
In Houston,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victory in World War II will be held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11, 2015.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vent, and Diversity and Prayer for World Peace
will be the event's theme.
The peace and diversity event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11, 2015, will attract thousands of
ethnic peoples from multiple backgrounds including Jewish, Asian, Latino, African and they will represent the wishes of the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the many voices from the diverse peoples while
praying for world peace under the same sky.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體檢＋化驗：$95

李岳樺

MD,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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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心臟學會院士
F.A.C.C.

時 間

World War II altered the political align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The United Nations (UN) was established to fost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prevent future conflicts. The
victorious great powers—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Chin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France—became th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d as rival superpowers, setting
the stage for the Cold War, which lasted for the next 46 years. Meanwhile,
the influence of European great powers waned, while the decolonization of
Asia and Africa began. Most countries
whose industries had been damaged
moved towards economic recovery.
Political integration, especially in Europe, emerged as an effort to end
pre-war enmities and to create a common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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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科

Japan Surrenders to the U.S. at Tokyo Bay,September 2, 1945

Japan's Deputy Chief of Staff in China Takeo Imai led a delegation
to Zhijiang, Hunan Province, to negotiate the Japanese surrender
in China. On September 9, 1945,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ld a ceremony in Nanjing to accept Japan's surrender.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Chinese Army Ho Ying-chin received
the surrender of Japanese forces from Yasuji Okamura,
commander-in-chief of Japan's China Expeditionary Army.

急 症

June 1941, the European Axis powers
launched an invasion of the Soviet
Union, opening the largest land theater of war in history, which trapped
the major part of the Axis' military forces into a war of attrition. In December
1941, Japan attack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territories in the
Pacific Ocean, and quickly conquered
much of the Western Pacific.
The Axis advance halted in 1942
when Japan lost the critical Battle of
Midway, near Hawaii, and Germany
was defeated in North Africa and
then, decisively, at Stalingrad in the
Soviet Union. In 1943, with a series of
German defeats on the Eastern Front,
the Allied invasion of Italy which
brought about Italian surrender, and
Allied victories in the Pacific, the Axis
lost the initiative and undertook strategic retreat on all fronts. In 1944, the
Western Allies invaded France, while
the Soviet Union regained all of its territorial losses and invaded Germany
and its allies. During 1944 and 1945
the Japanese suffered major reverses
in mainland Asia in South Central China and Burma, while the Allies crip-

pled the Japanese Navy and captured
key Western Pacific islands.
The war in Europe ended with an invasion of Germany by the Western Allies and the Soviet Union culminating
in the capture of Berlin by Soviet and
Polish troops and the subsequent German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on 8
May 1945. Following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by the Allies on 26 July
1945, the United States dropped atomic bombs on the Japanese cities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on 6 August
and 9 August respectively. With an invasion of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imminent, the possibility of additional
atomic bombings, and the Soviet
Union's declaration of war on Japan
and invasion of Manchuria, Japan surrendered on 15 August 1945. Thus
ended the war in Asia, and the final
destruction of the Axis bloc.

醫學博士
JianWei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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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N

體檢特價

Wilcrest

Japan Surrenders August 1945

Alfred Jodl, center, signs th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ending Nazi
Germany's involvement in World War II in Rheims on May 7, 1945
resulted in an estimated 50 million to
85 million fatalities. These made
World War II the deadliest conflict in
human history.
The Empire of Japan aimed to dominate Asia and the Pacific and was already at war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37, but the world war is generally said to have begun on September 1, 1939 with the invasion of Poland by Germany and subsequent declarations of war on Germany by
Franc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From late 1939 to early 1941, in a series of campaigns and treaties, Germany conquered or controlled much
of continental Europe, and formed the
Axis alliance with Italy and Japan. Following the Molotov – Ribbentrop Pact,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 partitioned and annexed territories of their
European neighbors, including Poland, Finland and the Baltic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were the only Allied
forces continuing the fight against the
Axis, with campaigns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Horn of Africa as well as the
long-running Battle of the Atlantic. In

主 治

May 7th, 1945 Germany Surrenders To Allies

豐 建 偉

糖城復健聯合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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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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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ssner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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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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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體檢
內科全科

C11

Saturday, May 9, 2015

治

World War II (WWII or WW2), also
known as the Second World War (after the recent Great War), was a global war that lasted from 1939 to 1945,
though related conflicts began earlier.
It involved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world's nations—including all of the
great powers—eventually forming two
opposing military alliances: the Allies
and the Axis. It was the most widespread war in history, and directly involved more than 100 million people
from over 30 countries. In a state of
"total war", the major participants
threw their entire economic, industrial,
and scientific capabilities behind the
war effort, eras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ian and military resources.
Marked by mass deaths of civilians, including the Holocaust(during which approximately 11 million people were
killed) and the strategic bombing of industrial and population centers (during which approximately one million
people were killed, including the use
of two nuclear weapons in comba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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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May 9, 2015| Section B 3***| John T. Robbins,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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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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斤辦公機器公司
專精 Copiers, Printers, Scanner
華人經營,原廠培訓技師,服務品質保證
經銷: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掃描機等
新舊影印機從小型到大型任選
精修: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等
提供長期保養合同及售后服務
各種影印機,碳粉(Toner)印表機
廉售:
耗材等,歡迎比價。

特別介紹
大中小型
打印，復印，掃描
三合一(雷射)

電話:713-826-6889
9720 Town Park Dr., Suite #2
Houston, TX 77036

星期六

百利中醫皮膚科

2015 年 5 月 9 日

陳志堅

專專專 科科科

小小小 兒兒兒

特聘修复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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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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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

大通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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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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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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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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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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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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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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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665-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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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類保險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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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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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家庭全科醫師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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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手)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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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分泌科醫師，精通粵語及越南話。患者
能與我充分溝通，瞭解病因，症狀及醫療
史，作為採取最優化治療的依據。我為患
者們提供最完美的醫療訊息；根據患者
的需求，我們共同評比各種治療的方法，
然後再採用最好的治療與用藥方案。

Alan Chang, M.D., F.A.C.O.G.
OB/GYN
Mandarin & Cantonese
Kingwood Clinic
The Woodlands OB/GYN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Main Campus

Aeneid Chen, M.D., F.A.C.O.G.
OB/GYN
Mandarin & Taiwanese
The Vintage Clinic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Meyerland Plaza Clinic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Meyerland Plaza Clinic

Li-Min Hwang, M.D., M.P.H.
OB/GYN
Cantonese & Taiwanese
Clear Lake Clinic
Pasadena Clinic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
Taiwanese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Houston Center 4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ai-Yen Chi, M.D.
Dermatology
Mandarin & Taiwanese
Clear Lake Clinic
Pasadena Clinic

Chen Xie, M.D.
Ear, Nose and Throat
Mandarin
Main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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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281-491-6808

長青兒童牙科專科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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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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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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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Vietnamese
Main Campus
Kingwood Clinic
Meyerland Plaza Clinic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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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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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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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 Dr. Tri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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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udong Xu, M.D.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醫師
醫師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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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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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衍賢

Kelsey-Seybold Clinic
Wants to be Your Doctors for Life

FIRST CENTRAL DENTAL

Briarpark Dr Ranchester Dr

醫學博士

8:30am-5:00pm

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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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博士

多喝水促進新陳代謝
可以使排泄順暢；可以美化肌膚，促進新陳代謝；可以沖
淡胃酸，有效抑制食慾；可以促進排汗、排尿、排毒；可以
促進排出黑色素。
人體中，有 70%是水，因此多喝水真的很重要。一天至少
要喝 1500mL 的水分，不夠的話，身體的毒素無法排出，就會
容易變胖。喝水有助於排毒，因此，除了從食物中攝取的湯
湯水水外，早上起床，在吃早餐前，就可以先喝 500mL 的溫
開水；上班之後，不要忘記在上午、下午各補充 250mL 的水
分；回家之後，也要記得喝上一杯 250mL 的溫開水；晚上睡
覺前的半小時，不妨再喝一杯 250mL 的溫水，促進身體的新
陳代謝！所以加起來總共 1500mL 的水。
6 點過後禁食澱粉類食物
澱粉類食物，是東方人的主食，完全不吃，不但無法滿足
飢餓感，也會令人身體不適，容易生病，免疫力變得很差，
一天到晚感冒，要不然就是容易腸胃炎，上吐下瀉，鬧胃
病。因此，澱粉是一定要吃的，不過記得，祇能在下午 6 點以
前吃喔！
澱粉容易造成下半身的肥胖
為什麼呢？我們都知道，澱粉容易造成下半身的肥胖，因
此，要盡量在活動量大的白天吃，不要在晚上吃。如果你很
愛吃麵包、米飯，那麼就盡量在早餐、午餐時吃！這樣，你
可以用整個白天的時間，去消耗澱粉的熱量，不讓澱粉的熱
量囤積在體內。
另外，推薦你一些優質澱粉類食物：比方說糙米飯、紫米
飯。進食就像汽車加油一樣 ，應該盡量選擇營養價值高的，
對身體才有正面的功效。如果吃進去的東西雖然口味好，但
是營養價值不高，那麼對我們的身體就祇是負擔，增加脂
肪、造成肥胖而已。
其實糙米飯很香、很好吃，又含有豐富的 B 族維生素，是
營養價值很高的主食。如果，你不喜歡直接吃糙米飯的
話，也可以加入五穀米、薏苡仁，或是與白米飯混合煮
食。有一種五穀米飯，其中加入了蔬菜、薏苡仁、豆類等
配料，既營養又方便，是不錯的選擇喔！

電話﹕281-988-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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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

彭莉

﹑精心﹑盡心﹐願帶
給您美麗的微笑﹗
心﹑耐心
愛
矯正牙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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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orate Dr.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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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tway 8

唯美視學
唯美視學Best Vision
本店推出

薛志剛牙醫博士

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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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C7

教你如何吃出瘦人體質不再胖
教你如何吃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Saturday, May 9, 2015

步驟演示
Step1:妝前護理。化妝前給頸部塗抹頸霜，
前後頸部都要照顧到。
Step2:頸部底妝。用粉撲或海綿順著頸部
上下打粉底，這樣可以令頸部線條更纖
長。
Step3:美頸定妝。用粉撲給頸部輕拍定妝
粉。
Step4: 點 睛 之 筆 。 用 化 妝 刷 在 蘸 取 高 光
粉，掃在鎖骨最高的線上，這樣可以突顯
鎖骨的線條，令頸部更立體纖長。
Tips：和美頸最對味的 4 種妝飾
1.硬質朋克： 《八卦天後》中的小 Jenny 讓朋克風清新起來，隨意的小煙熏，黑
色的髮飾、禮服，和頸上點睛的那條黑色
緞帶，讓那美頸和朋克一起散發硬質嫵
媚。
2. 女 神 的 裸 色 ： 就 像 希 臘 神 話 中 的 女
神，身穿單肩長袍，妝容精緻無瑕。這就
是裸妝的誘惑，純淨而充滿智慧，單肩服
裝讓頸部的線條更流暢。
3.薄紗輕拂： 性感的最佳尺度就是若隱
若現，輕柔的紫色薄紗輕裹纖細潔白的長
頸，再加上光潔的髮髻和玫紅的雙唇，讓
神秘多了絲絲高貴。
4.羽翼復古帽： 復古的帽子、羽
通常，胖
毛、繡花蕾絲和纖長高貴的頸部，是
中世紀歐洲名媛的經典造型。除了一 妹 妹 都 會
頂 足 夠 華 麗 的 復 古 帽 子 ， 高 挑 的 眉 說 ： 「我 喝
型、蒼白臉色和柔粉的雙唇，都把人 水 也 會
胖！」真的
帶回到那曾經華麗無上的年代。
是這樣嗎？
其實胖的基因雖然是天生的，但是擁有易胖體質的你，也不
是 「永遠沒有明天」！
易胖體質絕對是可以改變的！在這裡告訴大家，怎麼讓你
那 「吸空氣也會胖 」的易胖體質，轉化成走路也會瘦、坐車
也會瘦，喝水、睡覺都會瘦的易瘦體質！以下，是幾個簡單
的特 征，讓你自我檢查自己是否為易胖體質。
改變易胖體質 首先要先改變酸性體質
大部分易胖體質的人，體內都是呈現酸性體質的特徵，也
就是說，身體的酸鹼值略微偏酸。酸性體質的人，有一些簡
易的特徵可以辨別，比方說：嘴巴容易有口臭、排泄物也比
較臭；下午時分特別容易疲倦；還有比較愛吃甜食，或是口
味偏重。酸性體質的人，血液也偏酸性，血管中比較容易堆
積廢物。就好像一棟大樓裡面，如果水管中流動的水比較清
澈，水管就比較不容易堵塞；如果水比較濃稠、混濁，就比
較容易堵塞。相同原理，血液偏酸性的人，新陳代謝比較
差，體內也比較容易堆積毒素，不易排除。
那麼，如果體質呈現酸性，就多吃鹼性的食物，可以平衡
身體的酸性。那麼，哪些食物，是屬於鹼性的食物呢？
答案就是醋、檸檬。眾家妹妹可不要誤會喔！以為吃起來
酸酸的食物就是偏酸，事實上剛好相反 ！酸酸的蘋果醋、
檸檬醋、檸檬水，都是可以調節酸性體質的鹼性食物，可以
多食用。但是，切記，不可以加糖喔！另外，喝鹼性含鈣的
礦泉水，也是平衡身體酸鹼度的方法，富含鈣、鎂、鉀，喝
起來味道略鹹，有點澀，有些人不是很喜歡它的口味！

中醫針炙師(ACOO196)

諮詢
免費

傳人
御醫

呂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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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5 月 9 日

表情紋的滋生。如經常垂頭、用頸肩夾著
電話、用太高的枕頭等，都會導致表情紋
的產生。平日的細心呵護，更是告別 「紋
皺皺」的關鍵。
步驟演示
Step1：角質護理。清潔後，用面部去角
質產品為頸部去角質，容易被忽略的後
頸，更要著重去角質。沖洗要仔細，髮際
更是重點。
Step2：前頸按摩。用軟毛巾將水輕柔的
吸淨，選用頸部精華或晚霜輕柔的為前頸
按摩。按摩時中指及無名指由近鎖骨的位
置起，由下往上用輕柔的力度按摩至下
巴，繼而用同樣的手勢按頸項兩旁至耳畔
的位置。
Step3： 淋 巴 排 毒 。 將 大 拇 指 放 在 下 顎
處，其他四個手指彎曲，從兩個耳根開始
至下巴處，順著淋巴排毒的方向輕捏，促
進淋巴排毒的同時，還可以令臉型更緊
致，輪廓更清晰，還可以避免雙下巴的產
生。
Step4：後頸養護。將頸部保養品放在兩
個手心內溫熱後，雙手從後面交替為後頸
做按摩。
Step5：運動時間。可以一邊看電視，一
邊為頸部做運動，除了適當的扭動，還可
以用雙手輕柔的從下至上輕拍頸部，促進
血液循環，令保養品吸收更好。
2 讓頸部線條更修長
頸部的妝飾也是有技巧的，祇需幾步就能
煥發天鵝般優雅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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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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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從日本藝妓到赫本小黑裙的經典
形象，無不訴說著，女人天鵝頸的神秘優
雅。纖長、光潔的天鵝頸，更是女人展現
精緻的最好舞台。
1. 衝出潔淨天鵝頸
在乾燥的冬天，即使你不每天洗澡，也
要在潔面時照顧到頸部，不要把下巴當成
洗臉的楚河漢界。清潔時要注意整個頸部
是個圓柱形，不要祇顧前面忘記後頸。而
且，水溫也要保持溫熱，配合洗面撲或毛
巾，將頸部徹底清潔，還有一點要牢記，
就是至少要沖洗 30 秒，才能把潔面品的殘
留完全洗淨，否則殘留反而會堵塞毛孔，
令頸部長出小痘痘來。
2. 夢中養出無紋頸
為頸部選個舒適理想的好枕頭，不但可
以減少頸紋的產生，更能一夜好眠到天
亮。選枕頭先要測高度，以仰臥時頭與軀
幹保持水平為宜，即仰臥時枕高一拳，側
臥 時 枕 高 一 拳 半 。 一 般 來 說 枕 高 以 10～
15cm 的 「凹形枕」為佳選擇，因為凹形設
計，可以讓你無論側睡還是仰睡，都能令
頸部獲得最佳托扶。
3. 美頸也柔焦
具有柔焦鏡效果的飾底乳，除了可以修
飾面部上的細紋，對頸部的幼紋有一定的
修飾效果。所以在 Party 前，保養後可將面
部的飾底乳用於全臉以及整個頸部，再用
粉底，營造統一的妝飾效果。
1 告別頸部 「紋皺皺」
好 「頸」色是養出來的，更要預防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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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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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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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ella Guo, 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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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 CHIP MCNA 保險

郭艾詩醫師

星期六

盛放天鵝頸 9 步塑造纖長好頸色
頸色

SW Nat'l
Bank

★

Bellaire Medical Plaza

Diho
Square

Ranchester Dr.

Lexington

59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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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Hw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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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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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黃金醫療中心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精通﹕
國﹐
粵,台﹐
英語﹐
接收醫療保險

Tel: 713-995-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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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S.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Dental

艾瑞牙科 Aria Dental

Charles Ho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

糖城診所 De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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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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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診所

D.D.S.M.S

健強牙科
25 年 牙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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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cmskindisease.com

何繼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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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9415 Bellaire Blvd #68,Houston,TX 77036 (金城銀行西側)

宋檳生 醫學博士

Saturday, Ma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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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從中國著名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皮膚疾病：痤瘡 酒糟鼻 黃褐斑 兒童異位性皮炎 濕疹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及
天津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從事
蕁麻疹 各類瘙癢癥 皮膚變應性血管炎帶狀皰疹及後
臨床工作 13 年。
˙全美 NCCAOM 中醫師執照
˙德州中醫醫師執照（AC01513）
遺神經痛 扁平疣 手足癬 銀屑病 白癜風 脫發
˙湖北中醫藥大學臨床皮膚科碩士
1999-2002
˙自身免疫性疾病(紅斑狼瘡 皮肌炎 硬皮病 幹燥綜合癥 ),
˙河北中醫學院五年本科 1994-1999
天皰瘡及各種疑難皮膚病
門診時間:
Monday - Saturday 9:00 a.m. -5:00 p.m.
˙慢性支氣管炎、哮喘、風濕與類風濕性關節炎 老年畏寒癥 痛經
Sunday 10:00 a.m. - 1:00 p.m.
及月經不調 過敏性鼻炎、變異性咳嗽、脾胃虛寒、平素易感冒等）Tel:713-541-0616 Cell:832-340-8205

美容驛站

C10

楊曉娜 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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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Hour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To learn more, visit kelsey-seybo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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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木屐袁着漢服袁拜孔孟袁跪先賢噎噎近年
來袁國學熱在中華民族文化復興大背景下持續

Saturday, May 9, 2015

小說連載

C8

果 300 余萬條袁其中野學費高昂冶尧野報名火熱冶是

事引人入勝曰 同時注重實踐和動手能力的培

衆多國學班野關鍵詞冶遥

養袁製造木制半成品袁敎孩子木工榫接的原理袁

現在一

升溫袁誦讀國學經典尧漢服秀表演尧現代私塾頻

據瞭解袁目前在內地袁兒童國學啓蒙敎育

演繹墨子守城的戰術遥 他認爲袁將國學敎育滲

般提到的國

出等現象亦引發傳統回歸與野商業運作冶的爭

並無官方統一敎材及敎學計劃袁只是以民間力

透進兒童的動手實踐中袁發揮潜移默化的敎育

學袁 是指以先

論遥 一場野漢服開筆禮冶1 日在西安舉行遥 記者看

量爲主導辦學模式袁野百家爭鳴冶也令敎育水平

作用袁有事半功倍之效遥

秦經典及諸子

到袁50 余名 6 至 7 歲學齡兒童身着漢服袁 通過

參差不齊遥

學爲根基袁涵

奉茶尧正衣冠尧朱砂開智尧擊鼓明智尧啓蒙訓導

西北政法大學敎授邢繼燕接受中新社記

現袁迎合了當代國人的心理袁面對舶來文化的

蓋了兩漢經

等儀式袁感受中華民族傳統禮儀遥 開筆禮袁俗稱

者採訪時説袁小學生會背古書是件好事袁但盲

衝擊袁 傳承數千年的國學會讓人産生歸屬感遥

學尧魏晉玄學尧

野破蒙冶袁在古代袁學童會在入學首日早早來到

目靠死記硬背讓孩子接受國學敎育袁則失去了

此外袁國學所包含的禮儀修養尧人文智慧袁也成

宋明理學和同

學堂袁由啓蒙老師講授人生最基本尧最簡單的

閲讀古書的意義遥

爲望子成龍的家長對其趨之若鶩的主因遥

時期的漢賦尧

道理袁參拜孔子像袁方可入學讀書遥

陝西民俗專家韓養民表示袁 國學熱的出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敎授王大衛

六朝駢文尧唐

近年來袁在傳統文化回歸成潮袁從高等學

不無憂慮地指出袁國學敎育更應是生活的體驗

宋詩詞尧元曲與明清小説並歷代史學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尧

府到民間私塾袁從大中學生到學前幼兒袁國學

和習慣的培養袁通過學習和生活的緊密結合才

學術體系遥 因此袁廣義上袁中國古代和現代的文化和學術袁包括中

普及速度之快尧範圍之廣袁亦使其成爲社會輿

能發揮作用遥 在他看來袁國學熱背後隱藏着急

國古代歷史尧思想尧哲學尧地理尧政治尧經濟乃至書畫尧音樂尧易學尧

論的焦點袁野國學冶尧野孔孟冶尧野論語冶等熱詞遍地

功好利袁當下更大程度上是泛商品化推波助瀾

術數尧醫學尧星相尧建築等都是國學所涉及的範疇遥

開花遥 同時袁國學的野大衆化冶也屢屢成爲商業

現在所謂國學袁包括中國古代的思想尧哲學尧科學尧技術尧歷

我袁我才知道袁原來雋娘就是他們派

道你們知道了什么機密钥 這也是你爲什么要來找我地原因吧钥 "

" 雋娘是秦般若的師姐袁 這也

中國知名作家王蒙認爲袁中國經濟持續快

嘗試突破遥 秦嶺深處袁一座簡陋民捨里袁從媒體

方面遥 野國學冶之名袁始之清末遥 其時歐美學術進入中國袁號爲野新

速發展袁公衆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長袁中國傳

辭職後專心推廣傳統文化的徐冰很忙遥 今年 38

學冶尧野西學冶等袁與之相對袁人們便把中國固有的學問統稱爲野舊

統文化中很多內容貼近時代袁 易爲民衆所接

歲的他一直守護着自己親手建起的野叩讀堂冶袁

學冶尧野中學冶或野國學冶等遥

受袁是一個可以開拓尧挖掘的富礦袁野國學熱冶的

爲一群孩童講授國學經典遥

此言一出袁不僅是蒙摯袁連蕭景琰也跳了起來袁" 不可能袁譽
王手里才多少人钥 他憑什么謀反钥 "

噎噎她也想斬斷過去袁 跟我一起歸

" 我噎噎我知道的也不多噎噎" 童路一邊思索一邊道袁" 聽

隱田園袁 過自由自在的日子噎噎宗

雋娘説袁聖駕剛出城袁譽王就去天牢暗中探望了夏江袁他們具體

主袁她也有她的無奈之處袁她跟秦般

計划了什么不知道袁但可以肯定地是袁譽王已經想辦法把留守京

若是不一樣的噎噎"

城的禁軍給控制住了噎噎"" 什么钥" 蒙摯面色大變袁" 留守禁軍有

" 我不想評論雋娘袁 你直接説

近七千袁哪有那么容易被控制住的钥 "

你爲什么來見我钥 "

" 據説統率留守禁軍的那兩個副統領已經效忠於譽王了遥 "

消之前袁他大概不會願意見到我遥
" 那我去瞧瞧大汗袁或許他賣我幾分面子袁還肯見我一見浴 " 代善笑了下袁輕聲安
慰我袁" 你也別太擔心袁我想個法子讓他出來好不好钥 " 他的語氣輕鬆幽默袁我被他逗
得噗嗤一笑袁陰霾鬱悶的心情消褪大半遥

" 三天前袁 雋娘帶我一起逃了

面對靖王詢問的目光袁蒙摯有些難堪袁" 這兩個副統領不是我帶

於是代善回到書房門口敲門袁好一會兒袁門里傳出一聲怒吼院" 滾 --" 代善不以爲

出來的人袁內監被殺案才調來的袁確實把握不住袁可是噎噎我相

忤袁沉聲道院" 代善給大汗請安浴 " 里頭寂靜無聲袁過了三四分鐘袁門上一松袁吱嘎一聲

了我們袁最後雖然拼死逃過了袁可是

信我的兵袁謀上作亂的命令袁他們是不會聽的遥 "

打開了遥皇太極一臉憔悴的站在門內院" 二哥袁你怎么來了钥" 目光略略往我這邊一掃袁

" 童路只是説他們被控制住了袁並非完全掌握遥 " 梅長蘇搖

雋娘也受了重傷袁 當天晩上噎噎她
就噎噎就咽了氣噎噎" 童路的嘴唇

梅長蘇地眸中忍不住現出一絲憐意袁 但他隨即按捺住了這

微微一怔袁大爲尷尬遥
" 烏木薩特綽爾濟喇嘛到了都爾弼城袁遞消息來説袁蒙古奈曼部尧敖漢部願意歸

了搖頭道袁" 禁軍訓練有素袁歷來服從上命遥
現在京城以皇后詔命爲尊袁如果把他們一隊一隊的分開袁逐
批收繳武器袁再集中到一處看管起來袁是可以做到的遥
畢竟外面還沒有打起來袁禁軍雖不能理解上峰的命令袁可無

順大金浴 " 皇太極又驚又喜袁大叫道院" 當眞钥浴 " 代善含笑點頭遥 " 太好了浴 " 皇太極興
奮不已袁轉身冲向我遥 在我還沒反應過來時袁雙手托住我的腰肢袁一把將我舉到半空袁
" 悠然浴 聽見沒钥 奈曼尧敖漢兩部來歸 --" 我驚呼連連袁咯咯笑出聲來遥
奈曼部和敖漢部屬於蒙古察哈爾八鄂托克袁對於強大的察哈爾部影響甚大遥 早

緣無故的袁也不會強行反抗遥 "

很久以前袁 皇太極便暗中買通奈曼部鄂托克里最有影響力的烏木薩特綽爾濟喇嘛袁
試圖策動奈曼部首領袞楚克叛離林丹汗袁歸順大金遥
今年二月袁皇太極又偷偷遣人至奈曼部袁希望袞楚克能説服敖漢部首領索諾木
杜棱袁以及克什克騰部首領索諾木諾延一同歸順大金遥 然而四月份袁袞楚克和索諾木
杜棱遣人回復袁他們曾勸林丹汗與大金講和袁卻遭到林丹汗和索諾木諾延的嚴詞拒

類型的國學知識袁韻律朗朗上口袁其中的小故

絶遥

成了兵家思想尧法家思想尧墨家思想尧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等遥 這

雖然與林丹汗的同盟求和計劃沒有取得成功袁可是如今能得到奈曼和敖漢兩部

商雨撲哧就樂了袁推她院" 眞這么慘钥 "

些思想從各個不同的方面論述如何治理國家遥 對歷朝歷代的統

來歸袁亦是一件天大的喜事遥

" 眞的袁" 喬落鄭重點頭袁" 我可笑不出來遥 我啊袁眞的累了袁再也折騰不

治者都有很深遠的影響袁慢慢形成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觀念遥
最近隨着校園文化尧企業文化尧社會文化建

子袁回歸學術了袁文學史也就有了另一種思想袁

現實人生的作用遥 很多國學班開課了袁人們津

的文學總稱遥 類似的稱呼還有國家的語言稱爲野國語冶袁國家的語

設的需要袁國學熱又熱起來了袁弟子規尧三字經

起碼對於胡適的整理國故這個問題就有了相

津樂道的是孩子們通過叶三字經曳尧叶弟子規曳學

滿腦子都是賀遲的臉噎噎小雨袁 我這回眞完了噎噎我恐怕不是因爲對

文稱爲野國文冶袁國家的歌曲稱爲野國歌冶遥 他認爲袁我國歷史上一

等傳統的國學作品從央視走進了課堂袁走進了

對平和的看法遥

習之後的乖順袁禮貌尧小大人似的野世故冶袁但同

賀遲心動而看誰都像他袁恐怕是方歌本來就與賀遲有點兒相似噎噎" 喬

直以文學而著稱袁體裁有古文尧詩尧詞尧歌尧賦尧小説尧音曲等等不

尋常百姓家遥 這種現象如作爲傳統文化回歸可

到了新的世紀袁 再來提這個問題的時候人

時很多家長又焦慮這樣的孩子能不能適應社

一而足袁內容包含了歷史尧思想尧哲學尧地理尧政治尧經濟乃至書

以看成是社會發展中的理性選擇袁但有人又提

們已經採用了另一種態度袁 談不上是認可袁也

會的發展要求遥 這就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叶弟

畫尧音樂尧易學尧術數尧醫學尧星相尧建築等等方面遥 這些藝術文化袁

出了不同的意見袁認爲這樣的回歸是文明的倒

談不上是批判遥 用科學術語來講就是更客觀

子規曳等國學産品背後隱藏的價値系統問題遥

不就是很像賀少浴 " 商雨激動了袁" 天浴 小落浴 你別説你一開始因爲這個

都屬於文學範圍袁與西方的野科學冶作品有明顯的區別遥 把這些藝

退曰也有人堅持袁並將國學作爲視爲民族信仰

了袁更歷史化的眼光了遥 當然要談國學問題我

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値與其他不斷發展的文明

噎噎"

術文化都統稱爲國學袁是比較合適的遥 同樣袁國學在任何國家都

的主題袁 更有人將它和 野五四新文化運動冶相

們是要客觀袁是要歷史化的眼光遥

的價値是一樣的袁就是有着明確的變與不變遥

可以稱呼袁比如印度也有印度的國學袁埃及有埃及的國學遥 因此袁

比袁提出了另一種論調遥 這我們就要冷靜想一

國學的詞彙袁一般指一個國家的文學通稱遥

想了遥

序言中所説較爲中肯袁 此種學風漸成氣候袁則

秋七月袁蒙古敖漢索諾木杜棱尧塞臣卓禮克圖尧奈曼袞楚克巴圖魯舉國來附遥

願意相信我只是一時被迷惑噎噎可是袁 我昨天看着方歌笑的時候竟然

八月袁察哈爾阿喇克綽忒部貝勒巴爾巴圖魯尧諾門達賚尧吹爾扎木蘇率衆來歸遥
蒙古各部的不斷歸附使得大金國內喜事連連袁而這個時候的北京城卻因爲天啓
皇帝朱由校的突然駕崩袁陷入混亂中遥

落捂住臉遥

轉眼冬日來臨袁當天聰元年的第一場雪舞落時袁皇太極帶着我出城狩獵遥

商雨若有所悟院" 我就説嘛浴 有的時候看着方歌笑的神情特別眼熟袁可

我的刀法練得已是相當嫻熟袁皇太極説我欠缺的是力道袁不過因爲肢體夠靈活
柔軟袁倒是可以以巧補拙遥 只是我的箭術卻不是很好袁膂力不夠袁我拉大弓時始終不
能將弦拉滿袁皇太極甚至一度笑我手里特製的弓箭可以比擬小孩子的玩具遥

" 別問我袁我不知道袁眞不知道遥 我以前只是覺得跟方歌在一起舒服自

眞正的國學是對民族的尧先進的尧科學的價

還是錢穆先生在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曳的

第十四章(5)

動了遥 儘管我不承認袁儘管我希望這一切只是我短暫的錯覺袁儘管我更

學者黎黍匀等人認爲袁 國學的定義一般認爲應該是指國家

値觀和價値系統的學習遥 當然不可否認袁從另

國家之文學袁才是國學之根本遥 學者黎黍匀認爲袁國學內涵

首先我們要想一想國學是什么遥 其實關於

使野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爲心袁而相率逃

一個角度來講袁國學熱是人們面對現代敎育缺

包括了有國家文化與藝術特徵的各類學科袁 這些學科具有歷史

國學思考袁用一種國學式思維的話袁就是老祖

于故紙叢碎中其爲人高下深淺不一袁而皆足以

失的一種反思遥 國學本質上是民族之本袁國家

性尧延伸性 尧發展性尧現代性尧國家性遥 其中歷史性體現在古代文

宗是怎么想怎么做的遥 近代最早提出國學的是

壞學者尧毀風俗而賊人才遥 冶啓功先生曾追憶他

精神之源遥 我們沒有必要非回到老祖宗哪把陳

學的出現和影

胡適整理國故運動遥 關於這樣的文字袁在上世

的老師陳垣時説院野老師曾語重心長地説院耶從

封了千年的東西搬出來袁仿彿這才是貨眞價實

響力袁比如叶孟

紀七十年代尧八十年代尧九十年代出版的各式

來敵人消滅一個民族袁必從消滅它的民族歷史

的袁更有甚者袁硬是搬出些敎條來遥 我們需要的

子曳 的學説袁在

文學史類敎課書中是將他放在魯迅文學思想

文化着手遥 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不被消滅袁也

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礎上的適應時代促進時

各個時代有重

的對立面來講的遥 講都講了袁但講的語氣和批

是抗敵根本措施之一遥 爷冶説到此袁國學的意義

代社會發展的思想與信仰袁不是回頭來補一些

要影響力袁屬於

判的態度卻由鮮明而平和而曖昧袁當然這和文

其實就不必要再爭論什么了遥

叶三字經曳尧叶弟子規曳 之類的小學式的敎條袁正

歷史性質遥

學史思想變遷有着很大的聯繫遥 最早的文學史

國學不是純粹的書齋式硏究袁不是靜止的袁

就是一部關於啓蒙尧探索尧革命的知識分子奮

國學是發展變化的袁是要確立做爲民族精神來

鬥史曰改革開放後袁知識分子放下了革命的擔

皇太極噎噎失去理智的皇太極浴 一心想打敗袁崇煥的皇太極噎噎
" 他不會見我的噎噎" 他在跟我賭氣袁或者説在跟袁崇煥賭氣浴總之袁在這個氣沒

出來袁可是剛出城袁滅口地人就追上

他吿訴記者袁自己偏重敎學生叶孫子兵法曳

記者在互聯網檢索野國學班冶得到相關結

" 那你現在怎么打算钥 "
" 你説呢钥 " 喬落看她袁很茫然袁" 反正我現在怎么決定你都有話説袁乾
脆你説啊浴 "
商雨張口就想説院那就快點兒投入賀少懷抱啊浴 可怎么也説不出口遥
她看着喬落眼底深處的疲憊和脆弱袁忽然理解了她的張惶和彷徨遥

" 頭髮嗎钥 " 陸希睿摸了摸自己的頭髮袁" 也干了遥 "

" 至於最後您説的居心不良袁這個我也眞不瞞你袁我不怕吿訴你袁

連自己和宋海之間袁都還有那么多的問題擋在中間袁更何况喬落與賀

" 香香啊噎噎沒有擦噎噎" 希睿很是賣乖袁" 我不知道晩上也要擦

我還眞是有居心袁但是我的居心就一個袁那就是是喬喬啊袁憑良心説袁

遲钥

的袁以前白天出門擦擦就可以了遥 "

我還能圖什么呢袁不就圖我們一家三口早點團聚嗎钥 "

那些過往怎么跨過钥 那些未來又如何面對钥

然後白天瑜徹底被陸景曜堵住了遥

"噎噎"

" 媽袁您覺得我説的對不對钥 " 陸景曜説完袁嘴角微微上翹袁然後不

陸景曜在陸希睿床邊坐下袁然後朝他伸手袁示意他將話筒給他遥 希

等白天瑜回答袁站直身體袁余光掃了眼玻璃窗里的身影袁略整了下自己

睿抬抬眼皮袁有點捨不得袁不過還是對秦予喬説了下袁" 予喬姐姐袁爸爸

的外套袁玻璃窗里的男人礀態挺拔袁氣宇軒昂遥

來了袁他有話對你説啊遥 "

更何况喬落根本失去了爲愛情拼搏的天眞與勇氣袁 如何要求她再次

如醫生治病袁不能對症下藥袁就算是吃不出人

獻出她剛剛恢復的那僅有的一點兒元氣去爲這個不確定的未來搏一個

命來袁但對人終是無益的袁害人害已遥

開始钥

發展的遥 其次要冷靜思考的是國學的價値對

隨
侯
珠

在而已遥 我也是昨天才發現袁而且現在是越看越像遥 啊啊啊袁 我是不是
神經錯亂了钥 " 喬落煩躁地揉頭髮遥

商雨默默地把手放在喬落手上袁希望給她一點兒力量遥

噎噎

陸景曜輕咳一聲袁舀過話筒開口院" 喬喬遥 "

那個圈子妖魔化了噎噎這不是我想揹負的噎噎那些烏七八糟的往事眞

因爲白天瑜還住在秦予喬那里袁晩上睡覺的時候陸景曜又開始孤

秦予喬打電話的時候袁白天瑜一直盯着她看袁秦予喬往露台走出袁

的太煩了遥都説沒有故事的女人最幸福袁我多希望自己忽然失憶將這些

枕難眠了袁然後給秦予喬發了短信袁她也是愛回不回的袁上一條還回個

沉重的事情都忘掉遥 "

" 嗯 "袁然後他再發去一條袁她連 " 嗯 " 都不回遥

喬落仰頭重重嘆氣院" 我只是想平靜地過日子遥 你知道袁我現在幾乎被

對陸景曜説院" 什么事啊钥 "
女人眞善變啊袁剛剛還是細聲細語袁現在立馬就換了口氣遥 陸景曜
想了下袁舀捏着語氣問院" 你媽在身邊钥 "

陸景曜起身袁來到兒子希睿的房間袁果然沒有睡袁陸希睿正捧着家

商雨也只能跟着嘆氣袁看着喬落一步步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袁她也實在
不忍心她再自投羅網遥
但感情的事又哪是可以提前規劃決定的呢钥

用電話跟秦予喬打電話袁電話機是無線移動電話機那種袁希睿從小客

秦予喬輕笑出聲院" 之前還不是叫咱媽的袁現在又成你媽了钥 "

廳里捧過來的遥

舀到通話權利袁陸景曜便不在希睿房間逗留袁一邊跟秦予喬説着
話袁一邊捧着移動電話機就走出了希睿的房間袁出門後還順帶將希睿

陸希睿見陸景曜進來袁冲他笑了下袁然後繼續跟秦予喬彙報院" 牙

兩個人吃了頓飯剛緩過點兒生氣來袁商雨接到一個電話臉色驟變遥 她

刷了袁澡也洗了遥 "

按住喬落的手袁話都説不利索了院" 賀遲袁賀遲昨晩酒後駕車出事了浴 "

寧敏皺着眉頭打斷寧汐院" 喂喂喂袁七妹袁你可越説越不像話了遥 説的

的門關上袁臨走前用眼神示意兒子早點睡遥
出來遥 " 做廚子的可都是膀大腰圓的遥

一本正經的袁好像親眼看到李家人欺負姐姐似的遥 "

西南中醫婦科

手機：832-868-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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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RLING MCCALL LEXUS
10025 SOUTHWEST FREEWAY,HOUSTON TX 77074
(59 號南﹐八號公路前)

TEL: 713-995-2600 1-800-256-6225
E-MAIL: mma@smlex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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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鷹視學眼科中心

Fellow of Orthokeratology Academy of America
Therapeutic Optometrist / Glaucoma Specialist
Pediatric Specialist / RGP and Soft Contact Lens
Tel: 713-270-9188
全新先進設備 醫術精湛周全 惠 Fax: 713-271-9188
Tel: 281-491-2199
康 營業時間: 星期一、三、四、五、六
Fax: 281-491-2332
診治各類眼疾 青光眼專執照 廣 11:00am-6:30pm
營業時間: 星期一 - 星期五
糖
星期日 12:00(noon)-5:00pm
9:00am-6:00pm
場 星期二 公休
（前達君視力眼鏡） 城 星期六 9:00-4:00
幼兒視力保健
斜視弱視矯正
鮑亞群 視學眼科博士
診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I Houston, TX 77036 診 星期日 公休
www.EagleEyeCtr.com
Dr Ya Chin Bao (O D) 控制預防近視 精配隱形眼鏡 所 網址:
所 1730 Williams Trace, Suite J
Email: eagle.eye.bellaire@gmail.com

附設多種名牌鏡框專欄, 最新款式 精通英語,國語及臺語,接受多種醫療保險及視力保險
VSP, Eyemed, Superior, VCP, Cigna Vision, etc.
優質服務，當天取貨

周藝

YI ZHOU, M.D.

醫師
醫學博士

713--981
713
981--8898
˙週一至週六˙

通中﹑
英﹑
粵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6
Houston, TX 77036(王朝超級市場后)

Sugar Land, TX 77478
(Hwy 59 & Williams Trace)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center@gmail.com

新車可享有兩年免費換機油及油隔服務
☆☆☆另有大量優質二手車選擇☆☆☆

MARTIN MA

(713)772-8885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9:30AM-12:30PM

‧家庭全科醫師
‧精通中﹑英語
請來電預約
7850 Parkwood
Circle Drive,#A-6
Houston,TX 77036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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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興的話遥 " 是啊袁此刻的寧雅滿心的期待和歡喜袁怎么可能聽的進去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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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這幾日里太白樓發生的事情一一説了一遍袁當然是有刪減的版本遥
寧暉聽的嘴巴張的老大袁久久都沒合上院" 你的意思是袁爹沒答應去
京城袁現在又得了太白樓的半成干股袁成了幕後東家之一了钥 "
寧汐笑着點點頭袁補充道院" 文書還沒正式簽袁不過袁應該也快了遥 "

話钥
寧敏輕哼一聲袁還想再説什么袁寧雅忙笑着打圓場院" 好了好了袁你們
也別吵了袁我知道你們兩個都是爲了我好遥 "
寧汐笑了笑袁心里暗暗下定了決心遥 以後還是私下里悄悄和寧雅説這

寧暉高興的説道院" 這可太好了爹做了這么多年廚子袁 雖然手藝好袁
可總是伺候人的活兒遥 人家一提起廚子袁不免有幾分瞧不起遥 現在可就不
一樣了袁誰也不敢小瞧半分了遥 "

些好了遥
到了晩上袁寧暉也回來了遥 寧汐好多天沒見寧暉袁一見面立刻歡喜的

對廚子來説袁能憑着手藝入酒樓的干股袁這可是很罕見的事情遥 誰提
起來也要竪大拇指啊寧汐樂呵呵的笑了袁眨眨眼説道院" 四皇子殿下親口

撲了上去院" 哥哥 " 寧暉咧嘴一笑袁親昵的扯了扯寧汐的發辮袁細細打量寧

邀請我爹去做廚子袁這事一傳開來袁還不知道多少酒樓要來挖角呢 " 經過

汐幾眼袁皺眉問道院" 妹妹袁幾天沒見袁你怎么瘦了钥 " 巴掌大的小臉只見到

這事袁寧有方的身價可就徹底不一樣了遥

一雙黑幽幽的大眼睛了遥
寧汐心里一暖袁隨口扯了幾句敷衍了過去遥 這幾天吃也吃不好袁睡也

寧暉連連點頭院" 對對對袁要是有別的酒樓來挖角袁肯定會出高價的遥
到時候袁好好比較比較袁看哪家出的高袁就到哪家酒樓去噎噎"
" 渾小子袁越説越不像話了 " 寧有方聽不下去了袁笑着拍了寧暉一巴

睡不香袁整日里爲了那件事煩憂遥 不瘦才是怪事寧暉捏了捏寧汐的臉頰袁
不滿的説道院" 做學徒也太辛苦了袁這才幾個月袁你就瘦成這樣子了遥 以後

掌院" 把你爹當成什么人了遥 又不是賣身的姐兒袁誰出價高就跟誰遥 "

還是別去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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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汐連忙笑道院" 你放心好了袁我以後天天好吃好喝袁保準胖的你認不

這比喩着實粗俗了點袁可實在太形象生動了袁寧暉和寧汐都笑做了一
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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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Smile Dental

王

兄妹兩個笑鬧一番過後袁便頭靠頭湊在一起説起了悄悄話遥寧汐先是

寧汐苦笑一聲袁只得無奈的道歉院" 對不起袁是我不好袁不該説這些掃

ELLEN CH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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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姐今後過的好是吧 "

43

微笑牙科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門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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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汐想着那一幕袁也咧嘴笑了遥

寧敏悻悻的白了寧汐一眼院" 隨口一説也不能這么説吧你就沒盼着二

Website: www.zencon.com
)

通國﹑粵﹑英語

糖尿病﹑高血壓﹑腸胃﹑主治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Jerry Tsao,M.D.

ZEN CONTINENTAL CO., INC.

寧暉腦子里忽的浮現出一個胖乎乎的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勺子的小
姑娘袁不由得哈哈笑了起來遥

説遥 " 心里卻在暗暗苦笑袁可不就是親眼見過么钥

通 船 舶 運輸 公 司

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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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有餘醫師

全

報 關

服務一定周到 ˙ 價格絕對優惠

馬田澤
請電話預約﹕
713-995-2667( 直 線
713-501-6888( 手 機

貨 運

寧汐微微一愣袁 旋即笑着應道院" 六姐袁 你別急嘛我就是隨口這么一

家 分 公 司

中醫師

電話：281-776-9085

三 十 年 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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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

ACUPUNCTURE & HERBS

C9

獨步天下

醒一點袁" 譽王要謀反噎噎"

是後來才查出的遥 "" 雋娘這樣騙我袁
我本來不應該再相信她袁 可是她説

Saturday, May 9, 2015

" 是袁" 童路狠狠地咬了一下嘴唇袁 似乎想讓自己更痛更清

來噎噎派來噎噎"

噎噎宗主袁雋娘她眞地跟秦般若不一樣袁眞的噎噎"

令人欣慰的是袁目前內地野國學敎育冶也在

局面因此出現遥

種情緒袁仍是語聲平緩袁" 追殺就追殺袁剛纔你爲什么説滅口钥 難

劇烈顫抖起來袁眼睛鮮紅似血袁卻又

的結果遥

炒作尧賺錢的噱頭遥

諸子的思想及學説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具有深遠的影響遥 它們形

海宴

2015 年 5 月 9 日

有一天噎噎雋娘 偷偷 來 找到

沒有淚水袁" 我們本來只是打算找個山村悄悄過日子的噎噎袁

史尧地理尧政治尧經濟及書畫尧音樂尧術數尧醫學尧星相尧建築等諸多

國學也可以指中國古代學説遥 其中的代表是先秦諸子袁先秦

琅
琊
榜

星期六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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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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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特約代理商
通用傳訊：Tel:281-983-00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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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919
832919-8338
批發熱線：732
732-694
694-3168
產品詢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