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城工商

星期日

2015 年 5 月 10 日

Sunday, May 10, 2015

B16

休士頓僑界發揮力量 支持台灣加入TPP

休士頓臺灣同鄉聯誼會以及休士頓三民主
義大同盟於 5 月 9 日下午三時在休士頓僑教中心
召開記者會， 「美加僑界支持台灣加入區域經
濟組織推動委員會」休士頓共同召集人，亦是
三民主義大同盟會長張錦娟、臺灣同鄉聯誼會
前會長王曉明、副會長陳煥澤、理事賴李迎霞
等人號召僑界透過向選區國會議員遊說，向媒
體投書爭取美國政界以及民眾與論支持臺灣加
入 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許多關心中華民國關心臺灣的僑胞一定想
知道，TPP 是甚麼?加入 TPP 對臺灣對美國甚至
對會員國有甚麼好處?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是
首個連接亞洲、太平洋與拉美地區的區域貿易
協定，2008 年美國加入後相繼帶動更多國家加
入，現在已有 12 個成員國。目前 TPP 已完成第
一輪談判，TPP 會員國民生產毛額(GDP)超過全
球總產值 4 成，且台灣與 TPP 成員國的經貿往來

，占對外貿易額的 1/3，台灣如被排除在外，將
不利於國際競爭，臺灣已表達出加入 TPP 的意
願，希望能於明年加入第二輪談判。
對美國而言，臺灣加入 TPP 對美國亦有利
益，因為台灣是美國第 10 大貿易夥伴，超越印
度、俄羅斯與澳洲，2013 年台美經貿雙邊貿易
額為 636 億美元，依據美國商務部 2014 年第 1 季
的資料，美國對台出口商品與台灣對美投資，
為美國創造 30 萬個工作機會；所以台灣參與
TPP 對美國來說，代表更多出口、市場管道與
工作機會。另外對於目前 TPP12 個會員國(新加
坡, 汶萊, 智利, 紐西蘭, 美國, 澳大利亞, 越南, 馬
來西亞, 秘魯, 墨西哥, 加拿大, 日本)而言，亦有
利益，因為有研究顯示，台灣如加入 TPP，將
為 12 個成員體額外帶來 780 億美元的經貿機會
，所以台灣加入 TPP 對美國、對各成員國以及
對台灣均有好處的是三贏方式。

每年五月第二星期是 「臺灣傳統週」(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Week)， 中 華 民 國 僑
務委員會等部會今年組派 「文化大學華岡舞團
」，5 月 12 日晚間 6 時 30 分將在休士頓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開演，以具臺灣特色之舞蹈表演，
讓世界看見臺灣文化的活力與朝氣。休士頓僑
教中心亦將於演出等候大廳，邀請僑委會文化
種子老師聯合展出 「臺灣布袋戲」、 「傳統紙
藝 以 及 書 法 」 ， 搭 配 僑 教 中 心 的 Splendor of
Taiwan 文化展示區、臺灣工藝精品展示櫥窗等
，完整呈現精采臺灣文化及藝術。
本次訪演團體－文化大學華岡舞團創立於
1967 年，每年定期舉辦多元豐富公演，1968 年
參加在墨西哥舉辦之奧運會國際文化展覽會演

出， 1970 年在日本大阪萬國博覽會表演，並經
常受邀參加國際各項舞蹈活動，足跡遍及歐美
、加拿大、紐澳、亞洲、埃及等二十餘國，演
出精彩，備受讚賞。
本次訪演將以 「印像臺灣 情牽寶島」為
訪演主題，演出包括民族舞蹈、武術舞蹈、豐
年祭歌舞、傳統藝陣等多種風格迥異的舞碼，
並集結了許多動聽的閩南、客家歌曲及音樂，
透過動與靜、柔美與雄壯兼具的演出風格，呈
現臺灣多元族群、兼容並蓄的豐富文化內涵。
本次休士頓訪演將由休士頓臺灣商會負責
安排相關演出及接待工作，誠摯邀請各界人士
5 月 12 日晚間 6 時 30 分到休士頓僑教中心觀賞
文化大學華岡舞團 「印像臺灣 情牽寶島」表

該項記者會駐休士頓辦事處經濟組
組長黃立正、何仁傑以及休士頓僑教中
心主任莊雅淑亦到場表達關心，莊主任
表示感謝休士頓僑界對於政府加入 TPP
等區域經濟組織的支持，黃立正組長則
說明目前政府推動臺灣加入 TPP 的進程
。張錦娟、王曉明以及陳煥澤等人共同
三民主義大同盟會長張錦娟、
、臺灣同鄉聯誼會前會長王
呼籲僑界能透過致函選區國會議員表達 三民主義大同盟會長張錦娟
曉明、
、 副會長陳煥澤
副會長陳煥澤、
、 理事賴李迎霞等人於 5 月 9 日下
支持台灣加入 TPP 的意見，發揮僑胞集 曉明
午三時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召開記者會,,號召僑界透過向選
體力量，讓台灣的 TPP 議題有機會進入 午三時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召開記者會
區國會議員遊說，
區國會議員遊說
，向媒體投書爭取美國政界以及民眾與
國會殿堂。同時大同盟張錦娟主席說明
論支持臺灣加入 TPP(
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休士頓辦事
為促成台灣早日加入 TPP, 三民主義大同 處經濟組組長黃立正
處經濟組組長黃立正、
、何仁傑以及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
盟及休士頓台聯會將聯合於 7 月 11 日(星 莊雅淑亦到場表達關心
莊雅淑亦到場表達關心((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期六) 下午二時, 在休士頓僑教中心舉辦[
休士頓僑界支持臺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座 踴 躍 參 加, 詳 情 請 洽 大 同 盟 主 席 張 錦 娟
談會]，希望讓僑界瞭解 TPP 的意涵，爭取更多 832-236-5048, 台聯會長董元正 281-813-2633
僑界加入，屆時歡迎所有支持中華民國的僑胞 。

北美臺灣傳統週 「印象臺灣 情牽寶島」
情牽寶島」
文化大學華岡舞團 5/12 僑教中心開演

演及臺灣民俗文物展示，訪演活動憑票入場，
詳情請洽 Ming Chou(TCC) at 832-483-5162 or
tcchouston@gmail.com
訪團精彩介紹影片，歡迎點閱:
https://docs.google.com/uc?id=0B5JFHk3BpITlY05tMWtTZDF4WFE&export=download&invite=CKbFs4YJ
贊助者名單:
僑務委員 :葉宏志、王秀姿、黎淑英、劉秀
美
會長 : 陳志宏
前會長/榮譽副會長:王敦正、張世勳、方
台生、李雄
榮譽副會長 :陳舜哲、伯尼麗香

數十年，踏入六十餘歲，就會為往後退休歲月的財
務狀况而籌謀。最基本的退休後收入，就是政府的
社會安全福利金，亦是大家工作多年上繳了稅金，
到達合資格年齡而可以領取的終身福利金。
本週日（5 月 10 日）下午三時，55.5 美南電視
之粵語天地節目，請到紐約人壽保險公司資深顧問
Ms Courtney Crenshaw, 為大家探討怎樣及何時申領

京及黎瓊芳以粵語旁述及翻譯。
此節目于下週二上午十時重播，也可在這兩個
時段上網同步收看。
http://www.ustream.tv/itv-programing
對此集內容有提問，可電郵 conniekflai@hotmail.com 或 david-tang@sbcglobal.net

281-265-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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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秦鴻鈞）一項由大同盟主委張錦娟及 「台聯會」
前會長王曉明教授所主持 「休士頓僑界支持台灣加入 TPP 區域經
濟組織」座談會，於昨天（九日）下午三時，在僑教中心舉行，
共同參與座談會的還有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台北經文處」經
濟組組長黃立正， 「政務組」組長何仁傑， 「台聯會」副會長陳
煥澤，及僑務促進委員李迎霞。
張錦娟主委及王曉明教授分別介紹他們於 4 月 23 日參加由
「推動美加僑界支持台灣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委員會」（簡稱 TPP
委員會）所主辦的 「波士頓論壇」，在哈佛大學舉行，由費正清
中心台灣研究小組主任戈迪溫博士（Dr.Steven M. Goldstein）主
持，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RTA 中心副執行長李淳博士和美國
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級經濟學家梅爾策博士（Dr.Joshua Meltzer
）主講。李淳博士指出亞太地區目前有兩大區域經濟整合，一是
TP，二是以東南亞國協（ASEAN）加中國大陸為核心的 「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表，將促成以中國為重心的 「亞
洲工廠」（Factory Asia）轉型為 「亞洲市場」（Market Asia），
台灣應把握這個契機，借外部壓力來推動內部經濟改革，從新興
經濟結構中獲利，以減輕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并解決被邊緣化的
問題。梅爾策博士也建議台灣可等到 TPP 的 12 個國家達成協議
後，加入第二輪的談判。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he Tran-Pacific Partnership，縮寫 TPP
）是由新加坡、汶萊，智利與紐西蘭在 2006 年啟動的自由貿易

協定，之後美國、澳大利亞、越南、馬來西亞以及秘魯、墨西哥 貿易，經濟體質有很好的提升。
、加拿大、日本等國先後加入談判。TPP 之內容比自由貿易協定
為促成台灣早日加入 TPP，三民主義大同盟及休士頓台聯會
（FTA）更為廣泛，自由化程度也更高，除消除關稅壁壘外，還 定於 7 月 11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在休士頓僑教中心，舉行 「休士
包括現實人員、資金流動的自由化，保護知識產權，改善經營環 頓僑界支持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座談會」，歡迎所有
境等內容。各國在磋商過程中，可根據本國實際情況爭取一定的 支 持 中 華 民 國 的 僑 胞 參 加 ， 詳 情 請 洽 大 同 盟 主 席 張 錦 娟
緩衝期，以保護本國的弱勢產業。
832-236-5048，台聯會長董元正 281-813-2633。
王曉明教授說：目前該委員會的工作重點：（一
）寫信給各選區國會議員爭取支持；（二）希望僑胞
投書主流媒體，爭取輿論支持；（三）與相關智庫舉
辦研討會，希中華民國在研討會上曝光。
僑教中心莊主任也補充：這次 「TPP 委員會」共選出
十五位召集人，休市的張錦娟是加入 TPP 經濟委員會
的召集人之一，。有許多關心台灣中華民國的僑胞問
加入 TPP 對我們有什麼好處？TPP 是連結亞洲太平洋
，拉丁美洲間的區域貿易協定，TPP 的十二個會員國
國民產生毛額占全球 40%，占台灣總貿易國的三分之
一，台灣不希望被排除在外，台灣加入 TPP 對美國同
樣有利，因為台灣是美國第十大貿易國，每年六百多
億美金，可為美國創造三十萬個就業機會，台灣加入 圖為出席 「支持台灣加入 TPP 區域經濟組織
區域經濟組織」」 的代表
的代表，（
，（前排左起
前排左起）
） 「台
TPP，對會員國可增加七百多億的貿易機會。
北經文處」」 經濟組長黃立正
北經文處
經濟組長黃立正，
，王曉明教授
王曉明教授，
，張錦娟召集人
張錦娟召集人，
，僑教中心主任
陳煥澤也表示：目前十二個會員國，如能在第二 莊雅淑
莊雅淑，
，陳煥澤
陳煥澤，（
，（後排左起
後排左起）
） 「僑務促進委員
僑務促進委員」」 李迎霞
李迎霞，
， 「政務組
政務組」」 組
輪談判中加入：我們還是 「規則」的制定者，對整體 長何仁傑
長何仁傑。（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秦鴻鈞）在晚晴公寓，提起楊
媽媽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她的熱誠
慷慨，她的無私與愛心，常令識與不識的朋
友感動的流淚。今年四月二十日，僑教中心
表揚抗戰英雄大會，八位受獎的抗戰英雄，

幾乎全為九十歲以上的長者，楊媽媽（陳淑
坤女士）赫然在座，晚生數十年的僑胞們這
才知楊媽媽年輕時是軍醫學院護理系畢業，
曾隨軍參加長沙會戰大捷，升任護理長，照
顧受傷官兵，救人無數。
而在休市生活的現年九十五歲
的楊媽媽，只有交往很近的朋友才知
道，她獨力從小撫養兩位三十多歲
（年近四十歲）的孫兒，數十年如一
日，至今九十五歲仍未卸其責，到那
裡常見孫兒開車護送她去朋友家拜訪
。在今天 「母親節」，全世界都在表
揚偉大的母親，本報獨表揚楊媽媽，
這位九十五歲的老母親，數十年代子
媳照顧孫兒，而從未厭煩，每天仍笑
口常開，她對生命和朋友的熱情和愛
圖為楊媽媽（
圖為楊媽媽
（陳淑坤女士
陳淑坤女士）（
）（前排右二
前排右二）
）今年 4 月 20 心，更感染了周遭。楊媽媽是 「母親
節」偉大母親的典範。
日受表揚為抗日英雄時攝。（
日受表揚為抗日英雄時攝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

王維力師生繪畫雕塑作品展在休斯敦舉行

王朝旅遊親自帶隊：
張家界，三峽 11 天特別團$499
（含三峽遊輪）9 月 6-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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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5 月 2 日 ， 由旅居美國休斯

頓的世界知名美籍華裔繪畫與雕塑

僑領夫人賴素蓉女士告別式昨舉行
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
、經文處副處長親往弔唁

Tel:713-981-8868

名為“
名為
“ 人像
人像、
、 面貌
面貌、
、 形體
形體、
、 姿態
姿態”
”

aaplusvacation.com
網站﹕

Sean Wong

領事館文化參贊楊松夫婦出席藝術

Agent

安穩保險

展 ， 休斯頓主流各大媒體均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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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出席開幕酒會。
出席開幕酒會
。

www.allwininsurance.com

楊德清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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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farmersagent.com/jlu

自多個族裔，
自多個族裔
，職業背景各異
職業背景各異，
，以藝會友
以藝會友，
，

孫女、
孫女
、白教授夫婦
白教授夫婦、
、畫家張要武
畫家張要武、
、等休斯頓
名流一百多人出席了藝術展。
名流一百多人出席了藝術展
。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道

房屋買賣，投資，管理
Sales Associate

曾四度組團到中國考察觀摩，
曾四度組團到中國考察觀摩
，開展現場教

sunny.hsu@aarealtytx.com

andy.hsu@aarealtytx.com

保險師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763

楊凱智

Steve Yang, Agent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我們說你的語言

平均節省$825*

王維力老師與學生們合影。
王維力老師與學生們合影
。

5855 Sovereign,Unit F Houston,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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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5023TX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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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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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萬事達石業公司

713-981-6888

德州地產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 2012 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 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 A.
M.Best 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 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服務客戶逾 20 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外地（800）350-1078 Fax:713-988-6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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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th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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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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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賞了所有藝術作品。
觀賞了所有藝術作品
。

熱心﹐
省錢﹐
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此保險單(及保險計劃書)
若有提供為僅有之正式
版本﹐且以英文為準﹒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❶您的車子

王維力老師的作品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

保護：

王維力老師的學生作品

竭盡所能﹐
為您提供誠信﹐

Sales Associate

學，進行藝術交流
進行藝術交流。
。

旅美著名畫家張要武出席藝術展，
旅美著名畫家張要武出席藝術展
，並

我們的信念

CLU

呂振益 J.Eric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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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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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代訂酒店租車﹑簽證及 Package Tour.

713-988-0788 ˙人壽保險
˙汽車保險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員工保險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地產保險
負責人

HAR Client Experence Rating A 4.99* Realtor

，在休斯敦美術界具有較大影響
在休斯敦美術界具有較大影響。
。學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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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氏 J. Eric Lu ˙餐館及商業
保險 Insurance Agency ˙房屋及水災

向更好邁進 TM

以二十年經驗，為您做完整服務

美南報電視傳媒集團李蔚華董事長攜夫人及

773-1243

cousintravel_tour@yahoo.com

→
→
→
→世界各大城市特價機票
休士頓 ←
←
←
←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Office:713-952-5031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Fax:713-952-5032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生致意。 「台北經文處
」也由副處長齊永強及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
表在告別式上致詞哀悼
， 「客家會民謠班」也
在儀式上演唱鄧女士生
前最喜愛的歌曲之一
「千風之歌」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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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瑞

雕塑繪畫作品展。
雕塑繪畫作品展
。 中國駐休斯頓總

客家會前會長夫人
鄧賴素蓉女士的告別式
，昨天上午在永福殯儀
館舉行。除了眾多的客
家鄉親外，國會議員
Al Green 也由助理譚秋
晴女士陪同，親往弔唁
，並致贈曾在國會山莊
飄過的美國國旗向鄧先

Cousin
Cousin Travel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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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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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文：秦鴻鈞

福達旅行社 (713)

價格保證 我們承諾價格匹配

藝術家王維力及其學生共同舉辦的

王維力老師的學生中超過 80
80%
% 是美國人

Sunday, May 10, 2015

休士頓僑界支持台灣加入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座談會昨舉行

王朝旅遊

社會安全福利金，才是最上算的策略。主持人鄧潤

休城社區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德州分公司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http://www.luckymoving.com

九十五歲老祖母孤身照顧兩孫兒 堪稱 「母親節」 偉大的母親典範

Itv55.5 粵語天地 之 「社會安全福利」
＜本報訊＞美國大部分上班族，營營役役工作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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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反應迅速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專業施工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工廠直銷

花崗石廚房檯面 部分花崗石樣板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 6 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GRANITE MASTER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休城讀圖

星期日

2015 年 5 月 10 日

Sunday, May 10, 2015

廣告天地

B2

「鳳城海鮮酒家
鳳城海鮮酒家」」 推出母親節特餐

星期日

2015 年 5 月 10 日

Sunday, May 10, 2015

B15

#6117 Richmond Ave.
Houston, TX77057
德州華美投資地產 #120

熱心為家庭、公司、
企業全面服務！

集廿五年經驗 幫您德州投資 助您鴻圖大展 助您永續基業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INC.

JADE BUDDHA TEMPLE

6969 West Branch Drive Houston TX 77072
電話：281-498-1616
網址：www.jadebuddha.org

Kenny Huang
黃顯意

Senior Investment Consultant

Hotels Specialist
Champions Real Estate Group

(832) 348-7824

Email: kennyhuang1889@yahoo.com

1. 糖城 Clements H，獨立一家庭 3 房 2 浴房 1700 呎地 7000 呎$19 萬余。
2.糖城 2001 年建，獨立一家庭 3/4 房 2 浴房 2400 呎地 9000 呎$22 萬余。
3.糖城 Colony Bend 獨立一家庭 5 房 2.5 浴房 2800 呎地 7500 呎$31 萬余。
4.糖城 Riverstone 2009 年建獨立一家庭 4 房 2.5 浴 3000 呎地 9000 呎$35 萬。
5.糖城 Telfair 2008 年建獨立一家庭 3/4 房 2400 呎地 9000 呎$38 萬。
6.休士頓賺錢旅館 Hilton 120 房$28M，La Quinta 78 房年營$250 萬售$10M，Holiday Inn 109 房年營$350 萬售 15M，
Best Western 80 房年營$160 萬售$6.5M,America's Best Value 117 房 9 成住房率售$5M，
獨立 105 房 7 成住房率售$300 萬，獨立 114 房年營 70 萬售$250 萬。
7.德州賺錢旅館，連鎖 99 房年營$1.1M，售$300 萬，獨立 96 房年營 70 萬售$240 萬，獨立 40 房售 150 萬，
獨立 70 房$175 萬，獨立 60 房$165 萬。
8.路州獨立旅館 144 房$210 萬，獨立 166 房年營$130 萬售$425 萬。

德州佛教會為慶祝 2015
年釋迦牟尼佛聖誕，謹訂於 5
月 24 日（星期日）上午，假
玉佛寺大雄寶殿舉行慶祝法
會。

白灼大頭蝦

白灼象拔蚌

聖誕法會將於 24 日上午
十時舉行，會中將恭請玉佛
寺住持上超下定長老以「佛在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人間」為題，為大眾開示。
法會中並有點心燈、佛前大
供、浴佛等儀式。是日玉佛
寺敬備午齋與大眾結緣。
同時為緬懷釋迦世尊的

清蒸魚
雙龍蝦

降生為人間帶來光明，德州
佛教會將舉行獻燈供佛儀
式

敬希十方大眾隨喜發

慶祝釋迦牟尼佛聖誕活動時間一覽表

大肉蟹炒年糕

牛肉粒

貴妃雞

日期

星期

5 月 23 日

六

5 月 24 日

日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1:00pm ~ 4:00pm

佛教入門及佛門禮儀課程

觀音殿

10:00am ~ 12:00pm

釋迦牟尼佛聖誕法會

1:30pm ~ 3:00pm

三皈五戒祈福法會

大雄寶殿
（敬備午齋結緣）
大雄寶殿

如您想租辦公樓

休斯頓地區最具影響力的中文媒體

遠
瞻洞
投悉
資地
前產
景現
況

美南新聞日報

SOUTHERNCHI
NESEDAI
LYNEWS

5月11日·下週一金地產首次發行·以簡體字報發行

為華人帶來蓬勃商機
提供

最新房地產資訊
房市趨勢
買屋,
賣屋,
招屋,
租屋
中古屋,
新成屋

美南新聞日報

SOUTHERN CHI
NESEDAI
LY NEWS

預售屋,
建屋案,
新屋資料庫
房屋行情,
房屋貸款.
.
.
.
.
.
以及房屋裝潢設計.
.
.
.
.
.

TEL:
281498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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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498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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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2015 年 5 月 10 日

楊延品聯合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S OF YANG & ASSOCIATES, PLLC
Email: info@yanglawus.com www.yanglawus.com
電話：（713）271-YANG (9264)
傳真：（713）271-9265

民： 勞工卡，傑出人才，國家利益獲免
技術移民，非移民申請，親屬移民
公民入籍，移民法庭出庭，拘留保釋
移民上訴
地 產： 地產買賣，商業租約，產權分析
貸款文件
王大可律師協助辦案
*楊延品律師
商
業
：
公司成立，生意買賣，合約起草
亞利桑那州律師執照
德州律師執照
北京大學法學學士
商業談判，合約審查，商標申請
聯邦南德州地區法院執照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碩士
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執照
版權註冊，企業並購，破產重組
北京大學法學學士
休士頓大學法學碩士
繼 承： 遺囑信托，遺囑執行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碩士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法學博士
家 事： 協議離婚，監護撫養
訴 訟： 商業，地產訴訟，民刑訴訟，保險賠償
地址：668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ite 302
Houston, TX 77072 (百利八號交界，SPARTAN 保安大樓內)

太平洋抽油煙機

鄧隆隆律師

Simon Tang, J.D., Ph.D.,
Attorney at Law

車禍
醫生誤診
不成功，不收費

商業訴訟

刑事法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May 10, 2015| Section B 3***| John T. Robbins, Editor

China's Military Build Up Aims To Prevent Repeat Of WW2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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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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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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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價 大酬賓

訂購電話﹕281-530-1511

STAINLESS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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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C

713-772-9639 713-772-9622 713-277-8385

6200 Savoy Drive Suite #520, Houston, TX 77036

ohyan@ohyanlawgroup.com

雷允士律師

10080 Bellaire Blvd., Ste. 220, Houston, TX 77072 (中國城Home Depot的北邊馬路對面，百利大道上)
傳真：832-201-7733
e-mail: info@tang-law.com
Licensed to Practice Law by Texas Supreme Court; Not Certified by Texas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紐約及德州執照
聯邦德州南區

移民 / 入籍
雇用
其它

移民簽証：投資、傑出人才、傑出學者教授，國家利益豁免、跨國公司主管、勞工紙、親屬
移民；非移民簽証：專業工作（H1B）
，跨國公司主管或技術人才(L1）
，傑出人才（O）
，條
約國家的投資者（E）
，學生（F）
，未婚夫妻（K）等等；強制遣返；公民入籍及面試陪同

僱傭契約, 僱傭手冊, 勞資糾紛協調, 保密協議, 不從事不公平競爭協議等等，僱用訴訟等等

(誠信經營追求卓超品質&高效率)

專精

蘇力律師*

破 產

電話︰ (713)977-9900

傳真︰(713)977-9941 ﹑配偶﹑自行申請綠卡

地址﹕6420 Richmond., Suite 215,
Houston, TX 77057

華語專線︰(713)977-1616
華人法律助理︰Amber Ling(SMU法學碩士)

Jaime 律師

Robert 律師 Andy 律師

Joe 律師

Sam 律師

Anal 律師

鄢旎律師**

移 民 法 身份轉換,親屬移民,職業移民,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工卡,回

美證,入籍,更換地址﹒疑難案件查詢﹒我所的移民局常駐律師,親
自帶您與移民官面談﹒我所的移民法庭出庭律師,專辦遣返案件

精辦移民
精辦留學

家 庭 法 離婚,監護權,子女撫養費﹒
刑法,交通罰單 超速,酒後駕駛,及各類刑事辯護﹒
商 業 法 合同起草,成立公司,遺囑,信托及翻譯公證

★在洛杉磯,芝加哥,達拉斯等八處設有分所

www.solisyanlaw.com
地址:9188E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惠康超市廣場內)
Licensed

by

the

Not Cetified by the Texas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except as specifically indicated

Eva 律師

周六照常服務

電話: 713-779-4416
傳真: 713-583-9749

Texas Supreme Court Not Certified by Board of
*licensed in Texas
**Licensed in New York

Lumber Liquidators (LL), stung by lower sales and a slumping stock price
over allegations that its laminate flooring made in China contains toxic levels of formaldehyde, is suspending
sales of the product.
Shares - up as much as 7% in early
trading - closed off 0.6% to $27.07
Thursday after the company said it
will suspend sales until it completes a
sourcing compliance program. The
move is a shift for North America's
largest specialty flooring retailer company, which continued to sell Chinese
laminate flooring for two months after
a March 60 Minutes report that said
the products contained formaldehyde,

a carcinogen, at levels that exceeded
California state guidelines.
Lumber Liquidators'March same-store
sales fell nearly 18% after the 60 Minutes report, which has prompted
more than 100 class-action suits
against the company as well as a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probe. Just last week, the company said the Justice Department is
seeking criminal charges under the
Lacey Act for alleged illegal importation of oak flooring from protected
Russian forests.
Lumber Liquidators shares have
slumped more than 60% since late
February, when it alerted investors of

the looming 60 Minutes
report.
Since then, the company has shipped thousands of air testing kits
to customers. It says
nearly all showed formaldehyde air concentrations that fell withi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uidelines.
"Despite the initial positive air-quality testing results we have received, we believe it
is the right decision to suspend the
sale of these products," said CEO
Robert Lynch. "We will work diligently
to meet the needs of our customers
and to ensure their satisfaction."
Freeh Group International Solutions,
a consultant headed by former FBI Director Louis Freeh, has also been

Specialization.

宋 秉 穎 聯 合 律 師 事 務 所

Flooring Plant In China

Law Offices of Sung & Associates,P.C.

been hired as an independent compliance adviser.
Carl Tobias, a University of Richmond
Law School professor, said the company's decision to suspend Chinese
laminates should have been done
sooner. "The other measures were
stopgaps,'' he says.
Tobias applauded the move of hiring
Freeh's firm but says litigation and
settlement costs could be expensive.
"They aren't out of the woods yet,'' Tobias said. (Courtesy usatoday.com)
Related

地產買賣﹑
地產過戶﹑
各式租約﹑
各類地產相關合約﹑
貸款文件
H-1 及 L-1 等各類工作簽證﹑
傑
移 民
出人才及國家利益獲免等各種
職業移民﹐
各類親屬移民﹐
生活
擔保書及公民入籍等﹒
跨國投資﹑
爭議解決﹑
商 業 成立公司﹑
生意買賣﹑
各式商業合約
授權書﹑
家庭信託﹑
遺囑﹑
信託 各類遺囑﹑
及其它 無爭議離婚
房地產

宋秉穎律師﹐法學博士
Amy P. Y. Sung

德州﹐紐約律師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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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ber Liquidators Customers
Don't Know What To Believe

Tel:713-988-5995 Fax:713-988-7787
E-mail:amysung@sunglawfirm.com
E-mail:sunglawye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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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建勛

國際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s of James X Shu
E-Mail:shu_xj@msn.com http://www.jamesxu.com

◇公司成立、合伙協議 ◇商業訴訟、跨國追索

商 務 ◇商務合同、生意買賣 ◇民事糾紛、出庭辦案
訴 訟 ◇商標版權、專利申請 ◇勞資糾紛、雇用歧視

移民
徐建勛 律師

*

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哈佛大學法學院碩士
華東政法學院碩士
德州及聯邦執照律師

喬遷新址

Tel: 832-448-0190 Fax: 281-498-2728

Not Certified by Texas Board of Specialization

Supreme Court of Texas. .

◇投資移民EB-5計劃
◇特殊人才綠卡申請

◇B-1 / B-2延長及轉身份
◇H / L / E簽證及綠卡申請

婚 姻 ◇各類離婚、監護案件 ◇婚姻財產協議及訴訟
家 庭 ◇遺囑信托及財務安排 ◇小孩哺育費追索償還

肖沃特 律師**
D. Showalter
(of Counsel)

三十年商業訴訟經驗
德州及最高法院執照

11110 Bellaire Blvd #231,HOUSTON TX 77072
(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內二樓）

Tel: 713-772-2400 Fax: 800-887-7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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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ber Liquidators says it will stop
selling laminate flooring from China,
but the company insists the material
is not unsafe.
Even still, customers ar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to believe and how to
know whether their homes are safe.
A "60 Minutes" report in March
found some of the Chinese-made
flooring had higher-than-allowed levels of formaldehyde, a chemical
known to cause cancer. In re- Lumber Liquidators Founder Tom
Sullivan
sponse, Lumber Liquidators gave
air quality test kits to thousands of
But in a lawsuit filed Thursday, Califorcustomers.
nia attorney Alex Robertson called
The company said more than 26,000
test results given to his clients "false
kits have been given out and the vast
and deceptive."
majority of those tested and returned
"They have been tricked and defall within some health guidelines.
ceived into believing that their results
John Mutters and his wife installed
are safe, and we contend they are not
flooring from Lumber Liquidators in
safe," Robertson said.
their Lexington, Kentucky, home two
Tom Neltner of the National Center
years ago. But after seeing the "60
for Healthy Housing said part of the
Minutes" report, Mutters ordered two
problem for consumers is that nationof the test kits offered by the compaal regulations for formaldehyde aren't
ny.
updated.
"60 Minutes" sent undercover investi"This is a situation where consumers
gators to three Chinese factories that
shouldn't have to ask questions about
produce laminate flooring for Lumber
the safety of the products," Neltner
Liquidators. They found box after box
said. "They should be buying based
of floorboards with labels indicating it
on how the wood looks and how the
met strict California standards.
wood costs."
"I am hoping to find out the level of
Mutters said if his test results come
formaldehyde in our house is an acback too high for his comfort, the comceptable level," Mutters said.
pany will be hearing from him.
In tests later commissioned by "60
"I have my family living here, and I
Minutes," 30 of 31 boxes of the prodhave an elderly father living here. And
uct bought in the U.S. emitted as
if this floor is determined unsafe,
much as 13 times the amount of formthen, yes, I'll have to have a problem
aldehyde allowed.
with that," he said.
But Lumber Liquidators founder Tom
Lumber Liquidators hired a company
Sullivan told Anderson Cooper the
run by former FBI Director Louis
flooring was compliant.
Freeh to look at its sourcing and com"We're never gonna sell something
pliance practices but told investors
unsafe," he said.
last week in an SEC filing that it faces
The company now says 15,000 cusan ongoing investigation by the Detomers received air quality test kits
partment of Justice.
and of 3,400 analyzed, "over 97 perSince January, the company's stock
cent" had formaldehyde levels "within
is down nearly 60 percent. (Courtesy
the guidelines set by the World
www.cbsnews.com)
Health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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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d by

the defense budget was needed to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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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 OFFICE OF SOLIS & YAN
多年辦案經驗的律師事務所曾成功經辦數萬案件

AM1050 每月第 2,4 週一 5:30PM 移民路路通 特約主持 最新資訊 現場解答
美南新聞周六移民專欄特約撰稿人

the world today, and there
has been no substantive
change to the 'law of the
jungle'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Some countries are still using "gangster logic" to
threaten others with the use
of force, it added, without
naming any offenders.
"This is what requires us to
quicken our step in strengthening the military, on the basis of having a strong counA soldier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ry," the paper said.
(PLA) stands inside a tank in a drill during
"Otherwise, once a military
an organized media tour at a PLA
falls behind, it will have a faengineering school in Beijing, July 22,
tal impact upon the coun2014. (Photo/REUTERS)
try's security."
place outmoded equipment, and that
China will boost its military spending
as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by 10.1 percent this year to 886.9 bilmy it has growing security needs.
lion yuan ($142.86 billion), an inThe paper repeated the standard line
crease which will outpace China's
that China only wants peace and is a
slowing, single-digit GDP growth, and
force for peace in the world, saying
builds on a nearly unbroken two-dethose who talk up the "China threat
cade run of annual double-digit rises
theory" have "ulterior motives".
in the defense budget.
(Courtesy news.yahoo.com)
China has repeatedly said the rise in

Lumber Liquidators Suspends Sales Of Chinese Flooring Products

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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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soned by what China
sees as Japan's failure to
atone for its occupation of
parts of the country before
and during the war, and it
rarely misses an opportunity
to remind its people and the
world of this.
The government has promised a series of high profile
events to mark the end of
the war, including a military
parade in Beijing in September, and Xi will attend a similar parade in Moscow on Saturday,
where
Chinese
troops are also marching.
In a lengthy editorial in the
official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aily, the publication
said that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China suffered the humiliation of Japan's invasion was that
the country was weak and militarily
backward at the time.
"With a weak country the military will
decline, and when that happens you'll
get a thrashing," it wrote.
"There is still a great lack of peace in

Fears That Products Contain Toxic Levels Of Formaldehyde

6200 Savoy Drive,suite 520.Houston,TX 77036

不論對方不簽字,不在美,失蹤都可成功

律師費調降為賠償金額之 25%
申辦個人破產(保證成功) 刑 事 案 件 曾有多次辯護謀殺案的刑事專業執照律師
為您出庭辯護各類刑事案件
申辦公司破產
移 民 案 件 專 精 各 種 庇 護 ﹐停 止 遞 解 出 境 並 於 移 民 法
保護個人資產
院出庭辯護,移民監獄保釋,職業移民﹑親屬
客人資訊保密
移民﹑L/E/H 簽證﹑未婚夫妻簽證﹑單身證明﹑受虐

China's military buildup, which includes developing stealth fighters and
anti-satellite missiles, has unnerved
the region and Washington, especially since Xi took office in 2013 and
started taking a tougher line on maritime territorial disputes.
Sino-Japan relations have long been

遺囑、信託、財務或醫療授權書、收養，婚前協議，認證程序等

LAW OFFICE OF PAUL N. MOODY, P.C.

專業執照出庭律師確保您能獲得最高賠償
不成功﹑
不收費﹒
總賠償金額累積超過千萬元
24 小時緊急事故華語專線

BEIJING (Reuters) - China is building
a stronger military as insurance
against the country suffering the kind
of disaster that befell it during World
War Two, the army's paper said on
Friday as President Xi Jinping headed to Russia for war commemorations.

公司常年法律顧問，公司成立，各式契約簽訂：合伙契約、租約、投資契約、房地產契約，
營業牌照，轉讓變更登記；訴訟；商標，著作權，等等

商 業

保羅‧牧迪 律師事務所

離婚

Kevin Chavez

歐陽婉貞律師

移民入籍

涉刑事之、疑難移民案件
公司登記註冊
刪除犯罪記錄、封存刑事案底
涉刑事之綠卡吊銷
稅務局審查及上訴
金融詐騙、非法集資、監獄保釋
涉刑事之公民入籍
地產稅減輕及上訴
青少年犯罪、偷竊、販毒、打架、持槍
移民扣押保釋、政治庇護
商業合同、民事糾紛談判和解
酒醉駕車、妓女罪、組織賣淫罪
移民法庭辯護、驅逐出境翻案
生意買賣、商業租約簽訂
無照按摩、無牌開店、足療服務違規
聯邦法院上訴
房地產買賣、過戶
代辦德州各類職業執照
遞解出境後重返美國
商標、專利申請
及營業牌照之申請
投資移民
遺囑、信託
性暴力、家庭暴力
親屬、工作、分公司經理移民
婚前協議、離婚
守行為期提早結束
旅遊、商務簽證及延期

•誠信經營
•追求卓越品質與高效率
德州執照、最高法院
聯邦德州東區，西區，南區，北區• 提 供 客 戶 及 員 工 合 理 報 酬
•關懷社會
•重視團隊運作
合夥人律師

主任律師

Jim Leavens, J.D.,
Of Counsel

意外受傷

NEWS & REVIEW

Buildup Includes Development Of Stealth Fighters And Anti-Satellite Missiles

鄧隆隆大律師
713-818-0707; 832-818-0707

( 台灣製造精品
台灣製造精品))
自動清洗系列抽油煙機

AC3100 3300, IT30,

移

*Board Certified Immigration & Nationality Law, Texas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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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論壇冶分會場要要
要湯湖圖書館首場講座開
講袁他以野文學是根硬骨頭冶爲題袁和 200 余
位讀者分享自己寫作和讀書的感悟遥

叶蟠虺曳去年 6 月上市以來袁中國文學界一直流

寫作者除了把心交給讀者袁還要把心交給自己遥野實

種價値被污染尧被扭曲尧被社會所異化袁甚至指鹿爲

要野識時務者爲俊杰袁不
行這本書開頭的一句話要要

際上這句話不僅僅是對寫作有用袁對各行各業袁甚

馬時遥冶劉醒龍説遥

識時務者爲聖賢冶遥

至對做父母尧做子女的都有用遥很多時候袁你把心交

曾有人問劉醒龍袁叶聖天門口曳的 野聖冶尧叶天行

野爲什么説文學是一根硬骨頭钥冶劉醒龍説袁野作

給別人可能做不到袁但是你可以把心交給自己袁百

者曳的野天冶以及叶蟠虺曳的野虺冶都是什么意思钥他回

爲耶識時務爷的耶俊杰們爷的宿命袁文學是一根時常抽

分之百投入地做這一件事情袁把其他事情置之度外

答袁在野天門口冶這個小地方的前面加一個野聖冶袁自

打靈魂的鞭子遥作爲耶不識時務爷的耶聖賢們爷的氣

地做一件事情冶遥

然是價値的提出曰叶天行者曳的野天冶袁是生活在普通

節袁文學就成了一根打不碎尧擰不斷的硬骨頭冶遥

有一段時間袁劉醒龍因故沒能擔任 野領導職

世界的人袁對在天空自由翱翔的追尋曰野虺冶是一種

野恨不抗日死袁留作今日羞遥國破尙如此袁我何

務冶袁當時有人覺得他吃了虧遥他昨日説院野正因爲如

兩頭蛇袁爲了一點點食物袁兩個頭拼命撕咬袁一個頭

惜此頭遥冶這是抗日英雄吉鴻昌的絶句袁劉醒龍把它

此袁少了很多行政上的俗務遥我潜心寫作袁才有了後

把另一個頭吃掉袁這也是一種價値體現遥

視爲中國人八年抗戰的氣節遥而李清照的野生當作

來獲得茅盾文學奬的叶天行者曳袁還有剛剛簽贈給各

人杰袁死亦爲鬼雄冶袁則是千百年來中國的文化氣

位的叶蟠虺曳遥冶

節遥
野作品是一個作家的氣節袁文學是一個時代的
氣節遥冶劉醒龍説遥

文學是一個時代的氣節
一年一度的野第六屆中國圖書勢力榜冶剛剛揭
曉袁劉醒龍的叶蟠虺曳入選本屆野年度十大好書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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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醒龍想吿訴讀者袁他絶不信任爲市場而寫的
作品袁野自然生態下袁一座森林里如果只長一種樹袁

絶不信任爲市場而寫的作品

很快會被病蟲害所吃掉遥在出版界袁我們最受追捧

劉醒龍認爲袁寫作者和明星不一樣袁需要的是

的那種類型化寫作袁其實就是人工種植的食材和建

知音袁而不是粉絲曰需要的是眞正的讀者袁而不是崇

材袁如果盲目追捧所謂類型化的寫作袁這種人有可

把心交給讀者和自己

拜者曰需要人們能夠讀懂他筆下的文字袁而不是盲

劉醒龍回憶袁1991 年他在北京參加一個頒奬

從遥

能也會遇上病蟲害冶遥
他奉勸讀者袁與其和朋友們花天酒地袁不如一

會袁會場氣氛沉悶遥閉幕式上袁還躺在病床上的巴金

野好的作家和好的文學袁應該從英雄的身上剖

個人靜下心來袁好好讀一部文學作品袁野中國文學從

髮來賀信院野用心寫作袁把心交給讀者遥冶這短短的一

析普通的人性曰反過來袁他又從普通人當中發現杰

來不缺少偉大的作品袁但是我們這個時代袁特別需

句話袁讓全場掌聲經久不息遥

出的品質遥文學不是眞實的袁而是一種耶價値的提

每當想起這句話袁劉醒龍都非常感動遥他認爲袁

2015 年 5 月 10 日

美南電視

劉醒龍：文學是時代的氣節 作家不是明星不需粉絲
4 月 12 日袁著名作家劉醒龍在武漢野名

星期日

要有一批偉大的讀者冶遥

出爷袁每當文學提出一種價値的時候袁往往是時下這

村上春樹《沒有女人的男人們》首發 收録 7 篇小説
中新網北京 4 月 12 日電 (上官雲) 12 日下午袁

自己身上袁也並未見過那樣的實例袁但他很想把那

由男女與生俱來的特性決定袁這就造成了雙方之間

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最新短篇小説集叶沒有女人

類男人們的形象和心境加工成幾個各不相同的故

一種無法逾越的鴻溝袁不管結婚與否都是如此遥冶

的男人們曳(中文版)在北京舉辦新書首發式遥據悉袁

事袁並表示野我心里某個地方恐怕是在自然而然的

該書已于 3 月

追求這樣的系列性故事冶遥

感和焦躁感這一點有所不同遥

底全面上市遥

譯者林少華曾多次翻譯村上春樹的作品袁對其

2014 年 4

文風極爲熟悉遥這次翻譯叶沒有女人的男人們曳袁林

月袁村上春樹

少華稱再次爲村上春樹的文體所折服袁野那種內斂

在日本出版了

而又不失溫情尧玄虛空靈而又不失底藴和質感的文

叶沒 有 女 人 的

體再次打動了我遥如果用一個比喩形容袁那我就像

男人們曳遥這是

一個老木匠袁拿起久違的斧頭尧鑿子袁對準散發原木

他繼 叶東京奇

芳香的木板袁有一種切切實實的快感冶遥

譚集曳之後袁時

另一位譯者姜建強則認爲本書是村上春樹創

隔九年再一次

作的顯著轉向遥他説院野村上以前出版的長篇小説多

回歸短篇小説

是宏大的叙事袁當中大都包含了很廣闊的對體制尧

創作遥該小説

意識形態等的總體反思遥冶

美 南 電 視 節 目 表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美中時間

00:00-00:30

野村上在書中所描寫的耶沒有女人的男人們爷不

集 中 收録 的 7

00:30-01:00

能只從字面意思上理解袁他寫的其實是無法有效地

篇小説均圍繞同一主題院各種即將失去或者正在失
去女人的男人的處境袁去解讀都市男女孤獨的內

據出版方介紹袁村上春樹在談到創作主題時曾

和自己的女人或別的女人溝通的男人遥冶譯者岳遠

心遥這與其早期短篇小説中着力表現年輕人的喪失

表示袁雖然書中描寫的那樣具體的事件並未發生在

坤在翻譯過程中對本書亦有獨到感悟袁野這大概是

富 國 地 產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ASSOCIATES

STANLEY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Top USA Investment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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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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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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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聯鐵工

價格公道
質量保證
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 服務快捷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7

28

29

30

1

2

3

檔案(首播)

特別呈現(首播)

"健康之路"(重播 "健康之路"(重播 "健康之路"(重播
廚王爭霸(重播)
1)
2)
3)

02:00-02:30
02:30-03:00

PLLC

勝利律師事務所

台北故宮(首播)
(English)

Culture
Matter(首播)(En
glish)

台灣靈異事件(首
播)

04:00-04:30

留聲歲月(首播)

04:30-05:00

洋言洋語(重播)

05:00-05:30

檔案(重播)

易經(首播)

95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金門爐頭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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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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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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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eywell

Bissonnet

Summerbell

★
9330 Summerbell

Beltwa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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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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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北京(重播)

"甜甜圈寶貝" (首播)共104集

"購時尚"(重播)

AARON M. STANLEY

陳德威律師

08:30-09:00

08:00-08:3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今日關注(重播）

"星光大道" (重播)
偶像劇
"來吧灰姑娘"(重
播)

非常了得 (重播)

"健康之路"(首播
1)
生活(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粵語天地(重播) 旅遊在美國(重播

養生堂(首播)
"向幸福出發"
(重播)
"北美電影新勢力

海峽兩岸(首播)
留聲歲月(重播)

旅遊在中國(重播 明星加油站(重播
)
)

大鵬秀(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14:00-14:30

易經(首播)
今日關注（首播）

15:30-16:00

司馬白話 (重播)

16:00-16:30

Kai@stanley-Lawfirm.com

17: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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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胡玉蘭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向幸福出發"
(首播)

"男左女右"(重播)

"家庭幽默大賽""(
首播)

影視風雲榜(重播 影視風雲榜(重播)

23:30-00:00

"甜甜圈寶貝" (重播)共104集
特別呈現(重播)
"年代秀"(重播)

美南新聞/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現場面對面(首播Live)

20:30-21:00
21:00-21:30

22:30-23:00
23:00-23:30

粵語天地(首播)

真情部落格/(首播
）

"大魔術"(重播)

生活(重播)
偶像劇
"來吧灰姑娘"(首 美食好簡單(首播)
"北美電影新勢力
播)
寧靜時分(首播) 空中主日學(首播) 幸福來敲門(首播) 幸福來敲門(首播) 烤箱讀書會(首播)
明星加油站(重播)

20:00-20:30

22:00-22:30

洋言洋語(首播)

"中國魅力""(首播
)

19:30-20:00

21:30-22:00

"家庭幽默大賽""(
首播)
"中國魅力""(首播)

14:30-15:00
15:00-15:30

"購時尚"(首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 台灣新聞

"大魔術"(首播)
娛樂現場(首播)

17:00-17:30

"開講啦"(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現場面對面(重播Live) 週一重播上週五

13:30-14:00

16:30-17:00

"健康之路"(首 "健康之路"(首播3
播2)
)

生活魔法師(重播)

13:00-13:30

(281
281)) 766
766--7939

勁歌金曲(首播)

行知中國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12:30-13:00

9889 Bellaire Blvd. #117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二樓 101 樓上）

養生堂(重播)
"向幸福出發"
(首播)

因為愛情有多美(重播)

10:30-11:00

(832
832)) 868
868--1090

勁歌金曲(重播)

05:30-06:00

07:30-08:00

對商業糾紛及
人身傷害具有豐富經驗

Story China
ChinaUntapped(
台北故宮(重播)
故事在中國(重播
首播) (English)
(English)
)
Across
JourneysInTime(首播) (English)
China(首播)
台灣靈異事件(重
(English)
播)
行知中國 (首播)

司馬白話 (首播)

03:30-04:00

06:30-07:00
07:00-07:30

美國人,中國通,能說流利中文

Across
China(首播)
(English)

台北故宮(首播)
(English)

影視風雲榜(首播)

03:00-03:30

06:00-06:30

非常了得 (首播)

Chinese Class / 漢語學堂(首播) (English / Fun Ways to Learn Chinese)

01:00-01:30

01:3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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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簡介：林多美（趙韓櫻子飾）成長於
溫暖富裕的家庭，她個性純真善良，與丈夫
陳笑飛（蔣毅飾）有著美滿的婚姻。文馨（海
陸飾）幼時和哥哥走散後被收養，養父去世
後，養母楊樹花（苑瓊丹）飾對她從未停止過
打罵虐待，很小就要為生計奔波。文馨與林
多美的哥哥林多俊（李泰飾）在國外相識相
戀，回國後文馨嫁進林家，婚禮上意外發現
小姑林多美的丈夫陳笑飛居然是她至今難
忘的初戀……

因為愛情有多美(首播)

七天二十四小時免費收看
網上同步收看及手機上網收看
網址：www.itvhouston.com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 台灣新聞
健康廣告節目(首 旅遊在美國(首播)
生活(首播)

偶像劇
"來吧灰姑娘"(重播
"開講啦"(首播)
)

海峽兩岸(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真情部落格/重播
旅遊在中國(首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這裡是北京(首播 廚王爭霸(首播)
）
大鵬秀(首播)
"年代秀"(首播)
)
)
)
"星光大道"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首播)
影視風雲榜(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影視風雲榜(重播)
)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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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藝

星期日

醫師

YI ZHOU,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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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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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高血壓﹑腸胃﹑主治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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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濕關節炎

灰指甲

腳趾縮變形

雞眼骨
甲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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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82

百利大道近 6 號公路

健強牙科
何繼強

713-773-1115

D.D.S.

25 年 牙科臨床經驗

7500 Beechnut #225
Houston, TX 77074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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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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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收受各種牙科 PPO 以及政府保險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

Fiesta

中國城
百利牙科
百利大道

門診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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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4610一
一
Sweetwater Blvd,
Suite 130, 一
Sugar Land, TX 77479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Hwy 6

大通銀

行

59

★

Sweetwater B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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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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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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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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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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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 Xie
M.D.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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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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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心臟中心
黃金心臟中心
黃金心臟中心
JianWei Feng,

治

李東方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悅來海鮮

精通﹕
國﹐
粵,台﹐
英語﹐
接收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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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鷹視學眼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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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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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李娜

百 利 牙 科 Bellaire Dental 李

Bin S. Sung, M.D., FAAP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Xiaodong Zhou,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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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檳生 醫學博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

主治

周一至周五 9AM-5PM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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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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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un Mao,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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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281-988-0088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下肢麻痺

2015 年 5 月 10 日

Lexington

平板腳

號公路

骨刺

中國城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
甲溝炎根除手術

醫生本人通國﹑
粵﹑
英語

Gessner

Sunday, May 10, 2015

8 號公路

2015 年 5 月 10 日

專專專 科科科

星期日

廣告天地

B12

小小小 兒兒兒

廣告天地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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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備 齊全

中 國 城

MD,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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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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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JianWei Feng,

MD, PhD

心臟專科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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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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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英﹑
國﹑
粵語

713-981-1888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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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旭東 陳永芳
醫學博士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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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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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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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門診時間：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隨到隨診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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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美視學
唯美視學Best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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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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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常規服務： 洗牙，補牙，拔牙，鑲牙。
特色服務： 低輻射數碼影像，無痛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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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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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先進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D.D.S., M.S., Ph.D.
消毒嚴格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姜楠醫學博士 (Nan Jiang, MD) Jennifer Farrell, DO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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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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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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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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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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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8:30am-5:00pm
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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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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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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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am-5:00pm

713-270-0909

大陸新聞 1

香港特區政府制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特許可在中國各地發行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 承印：美國美南新聞
電話：1-281-498-4310 傳真：1-281-498-2728

■責任編輯：王 瑤

星期日

2015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

2015 年 5 月 10 日

重要新聞B6 1

Sunday, May 10, 2015

影視娛樂

星期日

習普並肩紅場閱兵

逾萬五軍人受閱 俄現代史上最大規模

綜合報導 今日，賈乃亮在微博曬
出與女兒帥酷合影，並留言“和女神
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照片中，
賈乃亮身穿黑色外套，低頭將頭部貼

近女兒，馨兒則身穿白色外套。此外
對此，網友紛紛留言“小甜心
，父女倆分別反戴鴨舌帽，搭配黑色 越 來 越 美 了 ” 、 “ 馨 兒 爺 還 是 那
墨鏡，默契十足，馨兒更吐舌賣萌， 麼 霸 氣 ” 、 “ 馨 兒 現 在 越 來 越 有
十分可愛。
范了”。

張庭焦恩俊重逢曬合照
感慨“時間都去哪兒”
綜合報導 今日，張庭在微
博曬出自己與焦恩俊相遇合照，
並稱“今日的娘娘遇到了當年的
皇上”。焦恩俊轉發該微博，稱
“認識你還未成年，現在已是兩
個孩子的媽了，時間未曾在臉上
留下痕跡，祝幸福永遠，時間都
去哪兒啦”。
張庭、焦恩俊早期曾合作出
演《絕色雙嬌》等電視劇，配合
默契。
網友評論道：“你們倆都沒
有變”“都是逆生長”“回憶起
了我的少年時代”。

■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亮相莫斯科紅場閱兵式
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亮相莫斯科紅場閱兵式。
。 路透社

中國三軍儀仗隊日練逾十小時

次有超過 1.5 萬人參加閱兵，創造了俄現代史上閱兵
規模之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在檢閱
台前排就坐，俄羅斯總統普京則與習近平並肩而坐。

共有約 20 個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組織領導人出席當

天慶典。
月的莫斯科，草木蔥蘢，旌旗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5
獵獵，古老的紅場莊嚴肅穆。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來到克

里姆林宮，同在那裡迎候的俄羅斯總統普京親切握手。隨後，
習近平夫婦在普京總統陪同下，同出席慶典的其他貴賓步行前
往紅場，登上檢閱台就座，出席紅場閱兵儀式。
10 時整，隨着克里姆林宮鐘聲敲響，慶典開始。軍樂隊奏
響《神聖的戰爭》樂曲，儀仗隊護衛俄羅斯國旗入場。
普京總統發表致辭。他表示，衛國戰爭的勝利決定了第二
次世界大戰的進程，將歐洲人民從希特勒法西斯統治下解放出
來。在這個神聖的紀念日，我們緬懷並肩戰勝黑暗勢力的先
輩。普京在致辭中指出，中國作為亞洲反抗軍國主義的主戰
場，付出了千百萬生命的代價。歷史警惕未來，我們今天紀念
這個節日，就是要在平等安全、非結盟的基礎上建立和平安寧
的未來。

中國軍隊走出軍威彰國威
隨後，軍樂隊奏俄羅斯國歌，紅場上禮炮齊鳴，盛大的閱
兵式開始。由 1 萬 5 千餘名軍人組成的受閱方陣邁着整齊威武的
正步，精神抖擻地從紅場走過。在閱兵式“歷史”部分，俄羅
斯陸、海、空三軍方隊官兵身着衛國戰爭時期的軍裝，手持當
年的軍旗，把人們的思緒拉回烽火連天的歲月。在閱兵式“現
代”部分，俄羅斯各軍兵種方隊、現代武器裝備方隊氣勢恢弘
地通過檢閱台，展現當代俄羅斯武裝力量風采。轟鳴的戰機飛
越紅場上空，《勝利日》的樂曲聲震長天。
中國、印度、獨聯體等國家的方隊也參加了閱兵。萬眾矚
目中，由 102 人組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隊通過紅場，這是中
國首次派出儀仗方隊參加紅場閱兵，伴着《喀秋莎》樂曲，他
們軍容嚴整，士氣高昂，步伐堅定有力，走出了軍威，彰顯了
國威。習近平起身向他們揮手致意。
俄羅斯聯邦國防部長謝爾蓋．紹伊古將軍檢閱閱兵部隊。
陸軍總司令奧列格．薩留科夫將軍指揮閱兵式。

■ 參加閱兵式的戰鬥機混合編隊從紅場上空飛過
參加閱兵式的戰鬥機混合編隊從紅場上空飛過。
。
新華社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儀
仗隊昨日正式亮相莫斯科紅場，參加
俄羅斯衛國戰爭勝利 70 周年閱兵。
中國方隊的參閱，不僅展示了中國和
平友好的國際形象，也是對世界反法
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紀念。據了解，
這是中國三軍儀仗隊第五次代表中國
走出國門。
中國三軍儀仗隊於 4 月初接到上
級任務，當月 15 日開始組建方隊。
據悉，參與閱兵訓練的預備隊員共有
150 多人，分為 9 個排面進行嚴格訓
練。第一排面隊員平均身高為 1.93
米，第九排面平均身高為 1.87 米。
隊 員 們 每 天 訓 練 時 間 達 10 個 半 小
時。此次抽調出表現最好的 6 個排面
前往俄羅斯。

雙腿綁2斤沙袋 半月重釘鞋掌
據悉，單兵正步訓練分 6 個科
目：踢腿、擺臂、一步兩動、快慢
步、一步一動和連貫正步，還需訓練
握槍等。要求腳線、槍線、頭線、帽
線、手線、步幅線六線筆直。為了訓
練耐力，隊員們在雙腿綁上 2 斤重的
沙袋負重訓練。由於走路太多，隊員
們經常將鞋底磨穿，半個月就要重新
■習近平
習近平、
、彭麗媛和普京仰首觀望戰機飛過紅場上空
彭麗媛和普京仰首觀望戰機飛過紅場上空。
。
釘一副鞋掌。
■《北京青年報》
美聯社

TFBOYS 新歌 MV
被指抄襲韓團 EXO 引雙方粉絲罵戰

倪妮曬帥氣開飛機照
網友：馮紹峰開車在下面追你

習近平向無名烈士墓獻花
慶典結束後，習近平夫婦同其他代表團團長夫婦一起從紅
場來到亞歷山大花園，向無名烈士墓獻花，並肅立默哀。隨
後，各代表團團長夫婦集體合影留念。
5月9日是俄羅斯衛國戰爭勝利日。70年前，蘇聯軍民經過浴
血奮戰，將德國法西斯侵略者趕出家園，並同其他國家軍民一道
乘勝追擊，攻克柏林，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歐洲戰場的勝
利。

■ 是次紅場閱兵式
有超過 1.5 萬名軍人
參加。
參加
。
路透社

Comcast Xfinity

最 佳
中英文電視台
大優惠！
大優惠
！開台即送

$100

最新優惠$14.99

CCTV4、CCTV 娛樂、CCTV 英語、CCTV 戲曲、CCTV 西班牙語、中國電影、重慶國際、黃河國際、東方衛視、
福建海峽衛視、廣東南方衛視、湖南衛視、江蘇國際、體育台、華夏電視、鳳凰資訊、鳳凰衛視、深圳衛
視、廈門衛視、浙江衛視、安徽國際、亞洲電視、北京電視

台灣天王套裝 21 個頻道+TVBS

$29.99

TVBS、東森新聞、CHANNEL V、華視、大愛、東森中國、東森戲劇、東森財經、東森衛視、FOOD
NETWORK ASIA、民視、國際衛視、日本電視台、MOMO KIDS、體育台、三立國際、天下衛視、天下
衛視 2 台、衛視中文台、衛視電影台、台視、非凡美洲台、東森幼幼

香港翡翠電視九個頻道

$29.99

TVB1、TVB2、TVBE、TVBS、CCTV4、TVBHD、TVBpearl、TVBdrama、TVB8

快速上網無合約$39
39..99 /月

我們也有商家 Business
最優質的網路和電話、電視服務
餐館、辦公室、商場
商場......
......

超值

英文 120 個新聞、體育、娛樂頻道

（第一年）

送

老客人介紹新客戶，送$100

Tel:281-983-0088 www.generalcomm.com/ch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慈濟斜對面，世紀廣場內） Mon-Fri 9:30am-6:30pm Sat 9:30am-5:30pm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高利率 ●本金安全無險 ●沒有手續費用 ●累積利息延稅作用

5 年年金計劃

1-866-772-0888

免費設備，免費基本安裝，即訂購 即安裝,所有優惠有條件限制
DISH Network，DIRECTV授權經銷商

岑氏保險公司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777-9111
Secure Choice

第一年利率 第二年利率

第三年利率 第四年利率 第五年利率

713

Sam's Insurance Agency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3.2%
3.2%
3.2%
3.2%
丌丌
丌丌
丌3.2%
丌丌
丌
丌
丌丌丌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丌丌
丌丌丌丌3
丌丌丌丌丌為
丌
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為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低解約費僅 5 年年限﹐
第一年至第五年是 5%﹐
5%﹐
5%﹐
5％﹐
5％

（第一年）

中天頻道+CCTV4+鳳凰衛視＋鳳凰資訊台＋江蘇衛視＋華夏娛樂

$29.99

帥氣十足。
網友評論道：“超級喜歡你扎馬尾
素顏的樣子，美呆了”“女神，帶我飛
”“女神，你開飛機，馮紹峰開車在下
面追你”。

綜合報導 內地
人 氣 小 鮮 肉 團 TFBOYS 于 2013 年出道
，團員年均 14 歲，可
愛又清新的形象擁有
大批粉絲支援，號召
力極大。他們 24 日推
出 最 新 MV 《 樣
YOUNG》 ， 卻 爆 出
與 韓 國 團 體 EXO 在
2013 年 推 出 的 歌 曲
MV 《 十 二 月 的 奇 跡
》場景十分相似，被
爆抄襲。
擁有超高人氣的
TFBOYS 在 24 日推出
新歌《樣YOUNG》，
立刻累積 14 萬點閱率
，然而 MV 中談著鋼
琴、站在木屋前唱歌
、背景色調等7種場景
，被質疑“抄襲 EXO
在 2013 年釋出的歌曲
《十二月的奇跡》。
”甚至有網友貼出一
張一張的比對圖。
被爆抄襲的傳聞
一齣，TFBOYS粉絲認
為“是公司安排的場
景拍攝，不應該將怒
火牽連到TFBOYS。”
希望 EXO 的粉絲不要
無故謾罵，雙方在網
路上形成嚴重爭吵。

$10,000 以上

免費三個月 HBO，STARZ，SHOWTIME，電影台

˙120 個英文台 $26.98/月
˙6 個中文台

綜合報導 今日，倪妮在微博曬出開
直升飛機的帥照，並稱“請叫我 Captain
Miao。第一次坐，也沒想像中那麼可怕
”。照片中倪妮一身軍綠色服裝亮相，
黑超遮面，十分認真地學開直升飛機，

年金金額

月
精選130個英文台 $19.99/
（第一年）

★以上中文套裝需加訂英文套裝或中文基本套裝 $10.00

˙永久免費 HD 高清頻道

B11

馨兒吐舌賣萌

慶典於當地時間 5 月 9 日上午在莫斯科紅場舉行。此

.99

Sunday, May 10, 2015

賈乃亮與女兒戴墨鏡耍酷

香港文匯報訊 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 70 周年

長城平台 22 個頻道

2015 年 5 月 10 日

Secure Choice

年年金計劃

年 金 金 額

第一年利率

第二年利率

第三年利率

$10,000 以上

2.35%

2.35%

2.35%

⊙低解約費僅 3 年年限﹐
第一年至第三年是 5%﹐
5%﹐
5%
⊙自 7/1/12 起如提早解約﹐
兩計劃另有 MVA﹐
市值調整額﹐
如提早解約
⊙二計劃可以提取利息﹐
每次必需高於$125
(有效日期利率自 2/1/15 起﹐
年金利率將隨市場利率變化和新年金金額做調整)

詳情歡迎來電洽詢 281-368-7257

11720 Katy Freeway #1700 Houston, TX 77079

廣告天地

星期日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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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

電話﹕
281-242-6889
傳真﹕
281-884-6071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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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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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Tel: (713) 978-7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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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
$I4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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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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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一對

聽器

碼助

買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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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79-3355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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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周一到周五 8:30AM-5PM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713-773-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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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 9AM~
4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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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設備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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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 Medicaid under 21

主治項目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年輕時倪永潮與妻子合
影。
俞晝 攝

郭艾詩醫師

接受 CHIP MCNA 保險

(713)272-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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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72-8885

Estella Guo, 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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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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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起

接受 Medicaid 免費配鏡

電話﹕
713-774-2773
傳真﹕
713-774-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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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濕免疫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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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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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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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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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修复專家

Tel: 713-995-0086

侯大任

Tel: 281-565-0255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Tang Ho , M.D., M.Sc.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主治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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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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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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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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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16659 S.W. Frwy, # 215
Sugar Land, TX 77479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每週二、五)

中國城

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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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治：肩頭痛、腰酸背痛、手麻腳麻、
坐骨神經痛、扁平足、扭傷、
運動傷害、關節炎。
免費諮詢，預約電話：
（281）302-6902 email:SugarlandD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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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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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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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

9440 Bellaire Blvd, #102
Houston TX 77036
(每週一、三、四、五)

容永騏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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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
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及高膽固醇血症

本診所自 2014 年起，週四公休
週一至週六

車禍、工作意外、術後復健、物理治療

★顯微手術
★平板足
趾 趾囊腫
★拇
★香港腳

治療項目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專科

★美國心臟學會院士
F.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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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岳樺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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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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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匯財經

中國經濟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榮獲 2005 H-Texas 雜誌
※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新 推 出 雷射治療 『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www.advancedfootdo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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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有 X-RAY 復健設備

倪永潮有關自己虎口脫
險的經歷，是這樣描述的：
“在（1937年）12月13日
日軍攻陷南京，戰鬥停息
後，我棲止於五台山村國際
難民區，為時兩個多月。在
這龍潭虎穴的險境生活中，
經過多次危及生命的遭遇，
均以機智取勝。於次歲農曆
正月初六，化裝菜販，混出
城門，脫離虎口。”
抗戰勝利後，倪永潮
任湖北武漢市漢口警察局
督 察 長 ， 1949 年 辭 職 回
鄉。“文革”以後，回到
長山盧家大隊務農。 在
日記的最後，倪永潮寫
道，我以萬分崇敬的心情
緬懷為祖國民族獨立而八
年抗戰作出犧牲的烈士們，並以沉
痛的思緒，如實追憶我當時耳聞目
睹日本軍國主義者南京大屠殺的部
分罪行，公之於眾。

發洩獸慾 強暴老婦幼女
另外，日軍瘋狂地強姦婦女，從五
六十歲的老太婆到幼女，都是他們發洩
獸慾的對象。12 月 18 日，在難民區的間
銀巷一號，倪永潮親眼看到“日本兵強
姦婦女兩人，幼女一人。兩名婦女中一
名還是即將臨產的孕婦，而被強姦的幼
女則下部流血不止，數日內不能行
動。”“12 月 19 日，有腰間佩戴刺刀的
日本兵六人，闖入五台山村十三號，排
隊輪姦一個理髮師的妻子，理髮師的妻
子因下體受傷嚴重，流血不止，幾日後
死去。”日本兵瘋狂的強姦事件，逼得
難民區收容所的婦女們都在面部、頸上
用鍋灰塗抹，變人為鬼，以期倖免於
難。

美女與蛇共舞拍寫真

在重慶照母山森林公園裡，一名
“蛇在身上爬的感覺很舒服，冰冰
身穿白衣的美女，近日肩扛一條近兩 涼涼的，有點像做按摩，又有點像香皂在
米長的蟒蛇，做出各種姿勢拍寫真 身上劃過。”之之說起蛇滔滔不絕，“我
照，一名黑衣美女之之是蛇的主人， 平時做商業策劃工作，感覺壓力大了，回
在旁邊指揮。“這是兩條哥倫比亞紅 家躺下後就把蛇放在身上，讓牠慢慢從身
舉報自己父親開車打手機的是一名 23 歲的
尾蟒，大的是母蛇，叫莽妹兒，養了 上爬過，特別舒服。”
女孩，當天她跟隨父親從湖北洪湖回武漢，行至
五六年。小的是公蛇，暫時沒有名
之之稱，蛇這種動物有靈性，只要
漢洪高速漢南路段，拍下父親開車打手機的照
不去傷害牠，牠不會主動攻擊人。養蛇
字。”
片。“為了爸爸安全，我沒法置之不理，”她繼
莽妹兒全身呈褐黃色，佈滿黑色 不像貓貓狗狗需要隨時餵養、清潔打
續發來私信，並提供了車號。
紋路，在白衣模特兒肩上不停 理，蛇只要十天半個月餵一次小白鼠即
女孩的父親陳先生說，不責怪女兒，“女兒
地爬來爬去。“我膽子比較 可。蛇不會帶來難聞的味道，也不會無
■美女模特兒與
這麼做是關愛，是擔心，她做得對。”女孩告訴
大，敢耍各種動物，老虎我都 端衝着主人發怒。不過，在人多、噪音
蟒蛇拍照。
蟒蛇拍照
。
民警，舉報其實是真愛。警方考慮到陳先生深刻
合 過 影 ， 但 跟 蛇 還 是 頭 一 太大的環境，蛇會很煩躁，甚至做出攻
認錯，決定給予警告處罰，並對舉報人小陳獎勵
■責任編輯：王 瑤 2015 年 5 月香港文匯報
11 日（星期一）
美南版
擊動作。
■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次。”模特對記者說。
重慶傳真
100元人民幣。
■荊楚網

上月通脹“留 1”後續寬鬆存空間
CPI連續八月未破2% 專家料降息降準交替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統計局 9 日發佈，4 月全
國居民消費者價格（CPI）同比上漲
1.5% ， 漲 幅 比 上 月 擴 大 0.1 個 百 分
點。從去年 9 月至今，CPI 同比漲幅連
續八個月低於 2%，令降息預期進一步

PPI
38

升溫。經濟學家指，近期經濟下行壓
力加大，穩增長政策持續加碼，未來
降息和降準或交替進行。

糖城復健聯合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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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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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檢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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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

STEVEN

★皮膚活檢 ★骨質疏鬆
★婦科病
★憂鬱症
★兒科病
★老年癡呆

間

中國城診所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常見皮膚病

時

D.D.S.M.S

急 症

Jennifer Chen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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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收到舉報不少，但舉報自己的父親還
是頭一回。“我要舉報，我爸爸總是在高速上開
車時接電話，家裡人多次勸說無效，只有跟你們
說了……”“@湖北高速交警”官方微博日前突
然收到一條私信。微博管理員魯警官覺得奇怪，
不會是網友惡作劇吧？於是回覆：“收到。為什
麼要舉報自己親爸爸？你多大了？”“他這個習
慣很不好，家裡說了很多次也不聽，我實在很擔
心他的安全。”私信中，舉報人發來兩張駕駛員
3
開車打手機的照片。

槍射殺，對倒在血泊之
中尚能掙扎者，也均用
亂刀戮死，並將全部屍骸澆以煤油焚化
滅跡。” 日記中這樣形容：“各街各
巷，到處可以看到被槍彈打死或被刺刀
刺死或軍刀砍死的我同胞屍體；在池塘
陰溝裡，堆滿用鉛絲紮捆雙手或連穿幾
個人手心的三五成堆的同胞屍體。”

月 CPI 中的食品價格同比上漲
數據顯示，4
2.7%，非食品價格同比上漲 0.9%。環比來

看，4 月 CPI 環比下降 0.2%，國家統計局城市司
高級統計師余秋梅認為，從環比看，4 月 CPI 略
有下降，主要是受鮮活食品價格下降的影響。春
夏相交，氣溫回升，鮮果和鮮菜大量上市，價格
分別比 3 月下降 3.5%和 3.2%；蛋、水產品和豬
肉 供 應 充 足 ， 價 格 分 別 下 降 5.6% 、 1.1% 和
0.8%。上述五項合計影響CPI環比下降0.30個百
分點，超過了CPI環比總降幅。
非食品價格則略有上漲，臨近“五一”，飛
機票、旅行社收費價格分別上漲 7.4%和 1.4%；
服裝換季，價格上漲0.5%。

八大類價格六漲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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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看，4月CPI總漲幅比上月擴大0.1個百
       
  
3R (1


分點，八大類價格六漲二降。余秋梅表示，受去
年同月基數較低影響，部分食品價格同比漲幅有
■4月中國CPI同比上漲1.5%。圖為河北石家莊某街市內市民正在挑選蔬菜。
新華社
所擴大，其中豬肉和鮮菜價格同比分別上漲
8.3%和7.2%，漲幅分別比3月擴大6.3和6.8個百
上半年會交錯進行。
分點。非食品中，掛號診療費、家庭服務、飛機 顯示通縮苗頭有所緩解。
國家信息中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牛犁也指
票、停車費、學前教育價格同比分別上漲
穩增長政策仍需釋放
出，預計
5 至 6 月 CPI 漲幅仍會維持在 1.4%左
10.1%、8.8%、5.9%、5.9%和5.7%
李慧勇預計，今年 CPI 將隨着經濟企穩而小 右。牛犁稱，從去年 9 月份以來 CPI 一直在 2%的
申銀萬國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指出，國內
下方，貨幣政策鬆動是服務穩增長的經濟大局，
幅回升，呈現前低後高的走勢，但全年漲幅依然
豬肉為代表的食品價格上漲部分抵消了工業品價
格下行的壓力，使得 CPI 漲幅回升；外圍美元貶 維持在 1.5 至 2%左右，遠低於預期目標，由此為 目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基本一致。穩增長政策
值帶動的大宗商品價格反彈導致 PPI 跌幅收窄， 貨幣政策實施提供了較大空間，降準降息預計在 仍需不斷釋放，包括降息降準等貨幣放鬆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統計局 9 日公佈，4 月中國
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環比下降
0.3%，降幅比上月擴大 0.2 個百分點，同
比下降 4.6%，與上月持平，為連續第 38
個月負增長。
專家分析，4 月經濟加速探底，需求
低迷，產能過剩，PPI 持續低迷，工業通
縮形勢嚴峻。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余秋梅
分析，PPI 環比下降，主要是受石油加工
產品價格由升轉降及煤炭開採和洗選價格
降幅擴大的影響。
國泰君安宏觀首席分析師任澤平指
出，4月經濟加速探底，生產資料價格同比
下降5.9%，影響PPI下降約4.5個百分點，
雖大宗商品價格反彈，但採掘工業價格下
降19.6%，原材料工業價格下降8.3%，使
得PPI仍低迷。
考慮到近期大宗商品價格反彈和傳導
時滯，預計5月PPI將略為改善。
在30個主要工業行業中，7個行業產品
出廠價格上漲，7個行業持平，16個行業下
降。
其中，上游石油價格大幅改善，環比
上漲1.2%，同比下降38.7%，降幅較上月
收窄 0.6 個百分點，延續了上月的上行態
勢。

月負增長

全新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電話:713.777.5123

JY 家庭全科及急症
主 治

最新 E4D 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牙週
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在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樓內)

康樂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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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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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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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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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報父開車打電話
女兒顯關愛

■倪建新手持父親倪
永潮日記。
永潮日記
。 俞晝 攝

中國

休士頓診所

醫生
MD, PhD, FA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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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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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0 Parkwood Circle Drive,#A-6 Houston,TX 77036

陶翔

山水眼鏡 GLACIER OPTICAL

門診時間

主治

請來電預約

他在日記中寫道：“在南京保衛戰
中，負有維持社會秩序及地方治安重
任，還授有市區巷戰的作戰任務，以至
於在南京淪陷前未能撤離。12 月 13 日早
晨，日寇侵佔南京，我淪為難民，為時
兩個多月。”
倪永潮寫道：“12 月 15 日，有我軍
警三千餘人被日軍所俘虜，解赴中華門
外，用機槍密集掃射，飲彈齊殉，其中
未死者，也悉遭活焚。12 月 18 日，復將
被圍於幕府山的軍民五萬七千餘人以鉛
絲捆紮，驅趕到下關的草鞋峽，亦用機

電話﹕281-988-5930

Jerry Tsao,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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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槍掃射 焚近六萬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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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有餘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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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教育班第六期，從事警務工作多年。
1937年抗戰爆發時，倪永潮是南京“首都
警察廳”的一名所長。

■倪永潮的日記有 22 頁稿
紙，詳細記錄了日軍在南京
城的暴行。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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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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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博士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倪永潮生於 1910 年，1929 年就讀於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金華報道

艾瑞牙科 Aria Dental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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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購

牙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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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認侵華歷史的證據。

薛志剛牙醫博士 Steven Xue, D.D.S.

Sunday, May 10, 2015

鐵證 訴日軍暴行
歲的倪永潮離開了人
1988年，78
世，留下了一個棕色的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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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了日軍在南京城的暴行，這些暴行全都是他親眼所見，是批駁日本 會警察訓練班學習，後畢業於黃埔軍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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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康醫療中心

ALLCARE
MEDICAL CENTER

(BOARD Certified，ABIM)

Head and Neck Surgery

00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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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聖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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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倖存者日記曝光

星期日

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近日被公開，這份回憶錄有 22 頁稿紙，詳細記 浙江警官學校，1931年在國民黨軍事委員

時代牙醫中心
主治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責任編輯：王 瑤 2015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

江金華老人倪永潮是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他的日記《我是日軍侵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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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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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州大地

末至 1938 年初，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被屠殺的中國同胞超 皮箱，正是在這個皮箱中，倪永潮的兒
過 30 萬人。然而，在日本國內，仍有不少人否定這段歷史。已故的浙 子倪建新才知道了父親在抗戰時期的往

Tel：713-665-0700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大陸新聞
2
中國新
聞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 70 周年。在 19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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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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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和政府計劃，歡迎預約～

JANE DENTAL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華人專線:(713)978-5959

洪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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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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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栗懷廣醫生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主治：

亮珍牙科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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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虎口脫險 筆錄獸行

Vision Source - Tru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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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醫療美容項目：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Sunday, May 10, 2015

黃金醫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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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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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星期日

2015 年 5 月 10 日

Sunday, May 1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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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統：打造台灣為單車島
（中央社）馬總統昨天領軍騎鐵馬，在座
談時表示，他熱愛單車，以前小時候在萬華就
租車騎，台北市長任內推動單車成年禮，至今
仍在台北市騎鐵馬，希望打造台灣為運動島、
單車島。
總統馬英九昨天一早在舊草嶺隧道參與自
行車騎遊趣活動。總統先與青年學子擊掌，然
後做暖身操。隨後拿出手機自拍合影，之後戴
上安全護具出發，穿越舊草嶺隧道進入宜蘭縣
境內。
昨天陪同總統騎鐵馬的還有教育部次長陳
德華、體育署長何卓飛、衛福部長蔣丙煌、交
通部次長范植谷等人，馬總統一馬當先，從宜
蘭縣沿著台 2 線道環狀線將近 20 公里的自行車
道，往北騎乘。
一路逆風飛翔之際，馬總統神情愉悅，並
且在卯澳補充水分，眺望海景。馬總統受訪時
說，一路過程上下坡很大，最高騎到 42 公里，
「很過癮，爽斃了」。
東北角海岸擁有青山綠水、灣岬奇巖及百

庭樂。捱過最難度過那 8 年，“守得雲開見月
明”是陳太與女兒關係的最真實寫照，“要說
我的故事，3 日 3 夜也說不完。”中學開始，
女兒誤交黑社會，多次離家出走、吸毒，不停
進出女童院及戒毒所，陳太則風雨不改，每天
探望，“再不舒服也要探，不探會掛住。”
■陳太一家團圓合影。

馬總統鐵馬行 賞海景

總統馬英九（圖）9 日一早在新北市貢寮區舊草嶺隧道，參與自行車騎遊趣活動，一路逆風飛翔
之際，馬總統神情愉悅，並在卯澳補充水分，眺望海景。

寶貝自己外，也鼓勵子女平
時多陪伴媽媽運動，母親是
創造家庭幸福的重要推手，
讓媽媽感受到子女用心的陪
伴，天天都是母親節，期盼人子響應在生活中身體力行善盡孝道
。
謝龍介指出，國民黨對新移民一向非常重視，本次活動現場
也有多位新移民姊妹，有來自印尼、越南、大陸地區的新台灣媽
媽，呈現台灣是一個蘊藏多元文化、最美麗的地方，母親節是每
年不分老幼的孩子們，對母親以實際方式表達謝意的一天，藉此

也向全國的母親們致上最高敬意，謝謝她們為社會注入的永續生
命力與無私奉獻的母愛。
健走活動近一個多小時，國民黨為慶祝母親節精心設計的健
走活動，不但培養親情也鼓勵全民運動，許多媽媽們到達終點後
，相約明年還再參加，也紛紛向謝龍介反應希望明年再續辦。
現場也致送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具名的賀卡與康乃馨鮮花，向
全國母親致敬，表達國民黨對母親的感謝與祝福。

費與品質。同時培養質優量足的服務人力，無論
是社區保姆、照顧服務員、社工、護理和物理治
療等，創造就業機會。
關於社區化，她表示是以社區化來降低成本
，同時也提高志工和家屬的參與，減少家屬的時
間與交通成本。此外，將以公有閒置空間，作為
社區托嬰、托老等照顧設施，並合理檢討設置標
準讓社區可以普設小型服務據點，使各項照顧服
務能夠就近取得。
而為確保財源無虞並照顧弱勢家庭，蔡英文
說，民進黨將推動立法來籌措穩定財源，除用於
建置基礎設施外，也根據家庭所得高低，提供階
梯式補助，減輕中低所得家庭的照顧費用支出。
她指出，資源不足地區，將以專案補助方式
，拉近城鄉差距；並發展以原住民族文化、地理
為特色的照顧體系，符合原住民族的照顧需求。

中捷罹難者家屬泣訴表立場

台北市長柯文哲與台中市長林佳龍 9 日針對中捷事件進行會談
日針對中捷事件進行會談，
， 罹難工頭謝光輝的太太
（中）也到場表達立場
也到場表達立場，
，提到不幸往生的先生
提到不幸往生的先生，
，幾度淚灑現場
幾度淚灑現場。
。

美指預算降 國防部：可動支預備金

林志豪
師

Alfred Valdez
律 師

Manal Tellawi
律 師

定國軍致力於整合創新及不對
稱戰力發展。
對國防預算未達 GDP 的
3%，羅紹和說，國防預算編
列原則，是因應敵情威脅，按
國軍建軍規劃及兵力整建進程
，以計畫需求為基礎，並綜合
考量政府財力及社會民意等因
素審慎籌編。
他說，現階段國防預算雖
未達 GDP3%，但是行政院同
意未來若獲新增重大軍購案，
可以檢討動支預備金或採取其
他方案支應，全力支持國防施
政推動。
他表示，未來國防部將賡
續務實建軍規劃，積極籌建提
升防衛作戰的戰力，並且爭取
所需要的預算。

09/09/14
09/04/14
08/22/14
08/06/14
07/30/14
07/16/14
06/09/14
05/27/14
05/21/14
03/28/14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B-1 跳過 L-1EB-1C 綠卡批准

03/04/14
12/16/14
11/18/14
11/04/14
10/04/14
10/04/14
09/11/13
09/05/13
08/23/13
08/12/13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傑出商業人才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另一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綠卡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L-1 申請批准

子女在獄中的父母說，不要太悲觀，小朋友學壞只
是過渡期，總有一天會回來你身邊。”曾經用盡心
力勸導吸毒女兒回頭惟未能成功，陳太擔心終有一
天永遠失去女兒，寧大義滅親，報警告發，令女兒
當時非常痛恨她。直至女兒未婚懷孕，終理解媽媽
苦心，主動回到媽媽身邊做孝順乖乖女，“以前我
好憎母親節，現時女兒孝順，日日都是母親節。”

琪琪本性根本不壞，在戒毒所內常寫信給
媽媽，“我會乖，我會聽話”諸類句子在無數
個晚上伴着陳太入眠，“睡前看，醒又看”，
惟只得空談。陳太不時收到戒毒所教官投訴，
自己難過卻又為免丈夫擔心，不敢傾訴，獨自
哭乾眼淚，又迎來傷心、失落的另一天。
“放棄”二字不斷在腦海浮起，某年除夕
夜，琪琪又失蹤了，上班的丈夫致電太太恭賀
新年快樂，陳太反問“我會快樂嗎？”站在窗
戶旁邊，更萌生了結生命的念頭，電話裡頭丈
夫喝止“如果你不在，我也不想活”，門外傳

忽有“親家”致電 原來阿女懷孕
“如果用盡心力仍無法教好，就把孩子交
給社會。”陳太最擔心女兒濫藥會出現幻覺墮
樓，掙扎多時，終決定趁女兒在家中時，託友
人報警，告發女兒藏毒，“我的心好痛，但實
在無辦法。”琪琪當時非常氣憤，保釋期間再
次逃走，陳太徹底失望，以為再見不到女兒。
數個月後，陳太竟收到來自“親家”的電
話相約到茶樓，原來琪琪已懷孕3個月，又希望
自首，主動向媽媽言和，“一係不回來，回來
竟頂着大肚子！”氣得陳太揮袖而去。琪琪再
回到家門按鈴，尋求原諒。丈夫開口為女兒求
請，終令陳太態度軟化，一家團聚。

琪琪錫病母 育兩子懂母苦
原本異常繃緊的生活紓緩後，卻到身體出

照顧病女患心病 母悟抽身更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有時生命上的道路註
定不平坦，但總有家人共同度過。懷胎十月期間，朱女
士嘔吐情況非常嚴重，分娩後發現小寶貝的身體非常
軟，1歲時確診女兒的認知、大小肌肉及語言能力均為發
展遲緩，2歲時因仍未能走路而被幼兒院勸退學。沒有時
間思考“為什麼”，朱女士努力治療愛女，逼得自己情
緒一度受困，幸朋友及早提點，令她放慢腳步，一家人
反而走得更遠。

女兒學會走路“最好新年禮物”
女兒 Joyce 如今 6 歲，愛跑愛跳愛攝影，對畫畫等藝
術都有天分，拿起單鏡反光相機時有板有眼，懂得遷就
光度亦會抓角度，看起來無異於同齡小朋友。但原來
Joyce 1 歲時被醫生發現頸部無力，轉介到評估中心後確
診為“肌肉張力低”，整體發展遲緩，說每一個字、走
每一步路、吃每一口飯都要比一般人更用力。
同齡在跑，惟 Joyce 2 歲時因仍未能自行走路，亦數
不到一至十，媽媽朱海燕憶述，當時入讀的主流幼兒院
校長表示給予一個月時間，若 Joyce 仍未學會走路則需要
考慮退學，朱女士隨即決定退學，“無謂勉強”。結果
Joyce 一個月後就自然學會走路，“非常驚喜，記得那天
是12月28日，這是最好的新年禮物。”
為盡快令女兒重拾健康，朱女士一直陪伴女兒進行各
種治療，物理治療、言語治療、家居治療，變成母女二人
主要的日常活動，“我沒有時間停下來細想女兒為什麼會
患病，只知道要做什麼可以幫助女兒，就盡快去做。”

高雄巨蛋也無權利金 國民黨促調查移送

台北市廉政委員會調查遠雄巨蛋，國民黨高雄市議員黃柏霖（右）等 9 日也指高雄巨蛋也是零權
利金，促市府調查。

☆跨國公司成立﹐併購﹐調查﹐文件審閱
☆L-1 跨國公司經理及專業人才身份證及綠卡
☆投資移民（直投及區域中心）規劃及申請
☆EB-5 審慎評估﹐風險調查﹐投資審查
☆E-2 投資簽證（臺灣﹑加拿大﹑新加坡適用）
☆H-1B 工作簽證﹐PERM 勞工證申請

移民辯護及其他
☆政治避難面談﹐上庭﹐移民法庭辯護﹐遞解程序
☆移民上訴﹐交保釋放﹐案件重開﹐翻案申請
☆212﹐601 及各種境內﹐境外﹐及法庭豁免申請
☆移民犯罪﹐非法居留﹐取消遞解出境
☆17 年經驗﹐數百成功案件

Tel: (713) 339-4200
Fax:(713) 339-4299

9999 Bellaire, Suite 360,
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

網址: linlawfirmusa.com; Email: info@linlawfirmusa.com

車禍及醫事法律部
特別介紹部門主任：黃清濱醫師/法學博士/臺灣律師執照，畢業於陽明醫學
院，24 年的資深內科與家庭醫師資曆，臺灣及中國醫師執照。臺灣明德醫院副院長，
前臺灣醫事法律學會理事長，醫事法權威。臺灣東海大學法學博士以及法學碩士，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碩士。
歡迎臺灣醫事法權威黃清濱醫師/法學博士加入本所為廣大僑民服務。
黃醫師在臺灣有超過 2，000 件董事法代理案件的經驗與記錄。將以他專業的醫療
及法律眼光，協助本所律師辦理及辦認傷害與責任，為客戶尋求最高的賠償。辦理
案件包括：

☆車禍﹐工傷﹐人身傷害﹐醫療疏失﹐用藥錯誤
☆藥物以及醫療用品產品責任追償
☆醫療研究與專業的國家利益豁免（NIW)與傑出人才的申請

遺產規劃與信托

家庭
☆協議離婚﹐爭議離婚訴訟
☆跨國離婚﹐單方離婚
☆婚前與婚後財產協議
☆收養﹐監護﹐改名
☆兒童撫養費

☆遺囑﹐保險與避稅信托
☆遺產規劃與處理遺囑認證
☆法定與醫療授權書﹐醫師指令
☆財產保護規劃﹐諮詢顧問
☆生前信托﹐成人監護權申請
Licensed to practice in all Texas Cousts. Not Certified by TX Board of Specialization.

Joyce 3 歲時，朱女士安排她到協康會的特殊幼兒中
心接受為期 3 年的全面治療。如今愛女達主流幼稚園低
班程度，今年 9 月將到主流幼稚園重讀高班，有望升讀
主流小學，“我希望找平民小學讓囡囡開心成長，學術
只佔人生中的小部分，囡囡喜歡畫畫和攝影，她可以當
畫家或攝影師，減輕書寫文字的需要。最緊要是一直健
康、開心、有自信，可以的話將來幫助有需要的人。”
如今 Joyce回復健康，嘴巴更是非常甜蜜。朱女士笑
言，今年母親節收到 Joyce 在學校焗的小蛋糕，“因為是
由小朋友親自倒材料，她拿回來對我說：‘媽媽，我把
材料倒得滿滿的，代表我對你的愛，媽咪 I love you！’
好感動！”

現毛病。琪琪回家後，陳太不斷進出醫院，後
來確診患上膽石，需做手術切除，嚇得琪琪擔
心會從此失去媽媽，哭求媽媽一定要身體健
康。手術順利完成，琪琪亦自此愈來愈痛錫母
親。“她是一個很特別的媽媽，優點多得數不
完。”琪琪表示，媽媽與別不同，“她再累也
以我為先，寧願自己累，都要照顧我。”琪琪
現為兩子之母，更能體會昔日媽媽的感受。為
掙錢養家，琪琪每星期6天到茶餐廳工作，“真
的好累，但一回家看到兩名兒子，就知道一定
要支撐下去。”

陳太：子女變好更勝中六合彩
回家擁抱媽媽、向媽媽撒嬌，是琪琪補充
正能量的方法，“出街還會拖媽媽的手，小學
時都不會。”陳太笑得甜蜜，指女兒每逢假日
都會準備家庭日活動，“例如一齊去吃飯，又
說‘媽咪你鍾意買什麼就買，我付錢’，其實
我什麼禮物都不需要，最重要女兒不再走回頭
路！見到女兒現在的改變，真是開心過中六合
彩！”

﹁

■ 朱太對愛女照顧無
微不至。
微不至
。 黃偉邦 攝

﹂
■Joyce 好愛攝影，朱
朱太希望女兒將來能
盡展所能。
黃偉邦 攝

盼愛女健康開心有自信

商務移民法律權威

07/19/13
07/01/13
05/23/13
05/20/13
04/22/13
03/29/13
02/13/13
12/10/12
12/03/1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我想跟其他有

曾萌死念“我走了誰照顧女兒”

密集式的治療，朱女士那時候的世界只有女兒，甚
少理會丈夫與友人，有任職兒童心理學家的好友發現朱
女士情緒出現問題，鼓勵她尋找興趣，分散注意力。朱
女士接受建議並報讀讀寫障礙課程，後來又擔任教學助
理，與丈夫一起分擔照顧女兒的時間，“其實那時我真
的鑽牛角尖，抽身後，成效更好，大家都開心點。”

LIN & VALDEZ L.L.P

超群記錄﹐鐵的事證

受訪者提供圖片

來教會好友拍門的聲音，又傳短訊安慰陳太
“女兒不是你生命中的全部”，終令陳太想得
通，但心中始終掛心：“如果我走了，誰照顧
女兒？”

“世界只有女兒”友揭鑽牛角尖

與包德士律師事務所

Andrew Whang
律 師
(of Counsel)

美南版

守得衰女變乖女
日日都是母親節
現時面容飽滿、弄孫為樂的陳太，每逢假
日都會與女兒琪琪（化名）一起享受家

（中央社）今天是母親節，民主進步黨主席
蔡英文今天表示，民進黨將以公共化、社區化和
籌措財源等 3 方向，打造一個完整的社會照顧系統
，讓媽媽每天都快樂。
蔡英文昨天在臉書發文，表示在母親節前夕
，民進黨推出照顧服務政策，要讓台灣能發展完
整的社會照顧系統，為每一位媽媽分憂解勞，讓
媽媽能每一天都快樂。
她說，為了打造一個付得起、用得到、有品
質的照顧服務系統，民進黨要以 「公共化」控制
價格品質、以 「社區化」降低成本、籌措穩定財
源並增加弱勢家庭補助。
有關公共化，蔡英文說，是指由政府建構完
整的公共照顧服務網，讓老、弱、嬰、幼的照顧
，不但可由政府設立的機構提供，也讓接受政府
補助的民間機構，加入公共托育系統，以控制收

續增長。
國防部發言人羅紹和表示
，今年是美國國防部第 14 次
公布這個報告。今年的報告區
分 「年度更新、瞭解中共戰略
、軍事現代化目標與趨勢、軍
事現代化資源、對臺軍事整備
、美國與中共軍事交流」等 6
章，共 89 頁，章節架構與去
年版相同。
羅紹和說，與去年的報告
內容相較，今年報告中提及台
灣的國防經費仍未達 GDP 的
3%。此外，美國重申中共對
台用武的 6 項前提條件不變，
並特別舉出中共彈道飛彈、反
艦飛彈、戰艦、潛艦、戰機及
C4ISR 能力，已加劇兩岸軍力
失衡，但是美方在報告中也肯

2015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

陳太告發女藏毒反目 經風雨母女終和好

打造社會照顧系統 蔡英文提3方向

律

■責任編輯：王 瑤

寄養媽媽： 仔女 開心離開已滿足

（中央社）國民黨台南市黨部昨天舉辦母親節健行度過健康
快樂母親節。
中國國民黨昨天同步於各縣市舉辦 「牽起媽咪手‧健康齊步
走」健行活動。台南市安平東興洋行前一早便擠滿人潮，市黨部
主委謝龍介、台南大學校長黃秀霜及市議員盧崑福、洪玉鳳、蔡
淑惠、許至椿、王家貞、李中岑、立法委員陳淑慧執行秘書蔣大
洋，與現場 1000 多民眾，以最健康的方式推崇孝道，不少早起
路過的民眾現場即興參與，歡度一個健康活力的母親節。
謝龍介表示，國民黨每年都非常用心舉辦母親節慶祝活動，
今年活動主題以健走方式，增進家庭親子互動，呼籲媽媽們健康

林志豪

香港新聞 B9

年古道等國際魅力的獨特自然資源，福隆自行
車道連接舊草嶺隧道和鹽寮間，沿途風景優美
，坡度平緩，算是相當輕鬆的一條路線。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參加 「2015
明日旅業大獎」，台灣從全球 57 國、158 件申
請案中脫穎而出，以 「舊草嶺自行車隧道及環
狀線」入圍 「目的獎」，是臺灣第一個，也是
唯一入圍此一獎項的單位。
舊草嶺隧道變身 「自行車隧道」，讓民眾
對當地自然生態及人文古蹟有更深入的認識，
並結合鄰近的海洋地質景觀、漁村文化等要素
，同時帶動低碳觀光。
東北角暨宜蘭風景區管理處表示，入圍就
是榮耀與肯定，風管處願為觀光的旅業與永續
環境更盡一份心力。
「舊草嶺隧道」於 1924 年貫通，原為日據
時期之鐵道，後因鐵路電氣化及單線通車不敷
使用，於 1986 另建新草嶺隧道，舊隧道於是曾
封閉閒置近 20 年。

國民黨台南辦健走 上千人參與

（中央社）美國國防部公
布年度大陸軍力報告，指出解
放軍對台軍事態勢未有顯著變
化，而台灣的國防預算降至
GDP2%。國防部表示，若獲
新增重大軍購案，可檢討動支
預備金或採其他方案支應。
這份 「中國軍力與安全」
報告有關台灣的章節指出，解
放軍對台軍事態勢未有顯著變
化，共軍在飛機和潛艦數量上
仍大幅超越台灣。
報告指出，台灣國防支出
已降至約國內生產毛額
（GDP）的 2%，中國大陸成
長率約是台灣成長率的 10 倍
，台方瞭解大陸軍事開支持續
成長，將整合研發與不對稱戰
力融入計畫，因應大陸戰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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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一起吃雪糕
母女一起吃雪糕。
。黃偉邦 攝

■ 朱太與愛女合
影。 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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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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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我有一
個媽媽，還有一個寄養姨姨，但她們一樣待
我如珠如寶。”9 歲患有輕度智障的思思，表
達能力有限，不懂完整說出以上句子，但以
發自內心的愉悅展露對家人與寄養姨姨梁太
的喜愛。梁太成為寄養家長 17 年，以耐性、
愛心扶助十多名有需要兒童成長，一對子女
亦因而學懂更關愛他人。“看到寄養小朋友
成長，開心地離開，我已經滿足”，梁太的
快樂哲學，就是這般簡單。
有一對子女，一對孫兒，惟“兒孫滿
堂”仍不足以形容現年 60 歲的梁太，因為她
還是十多名“仔仔女女”的“姨姨”。17 年
的寄養家長生活，源於想要更好地照顧一對
當時念小學的子女，“那時我還有上班，家
姑要搬，仔女無人照顧，唯有辭掉工作專心
照料子女。”梁太賦閒在家，經老朋友介
紹，申請成為寄養家庭，有微薄的津貼之
餘，又可照顧子女。申請使用寄養服務的兒
童，大多來自單親家庭，或有特殊需要，如
自閉症、過度活躍症、學習障礙、輕度弱
智。梁太亦曾照顧過很多有特殊需要的小朋
友，包括現正照顧有情緒及學習困難的 9歲女
童思思。

教寫字一字一淚 靠耐心愛心

由幼稚園開始，思思已寄養在梁太的
家，由起初不斷哭的娃娃，至如今會主動親
親梁太的小甜心。“回想最初教她寫字，每
寫一個字哭一次，哭得我也想哭，好難教，
但如果教不到，我的心會不舒服。”於是梁
太向社工請教，放慢教導的步伐，用耐性和
愛心扶助思思成長，“讓她明白我幫她，不
是迫她。”例如梁太教思思背書，一星期仍
無寸進，無奈之際，思思突然主動背出，足
讓梁太高興大半天。
“（你喜歡姨姨嗎？）喜歡！”再問思
思如何喜歡姨姨，她隨即親吻姨姨，為姨姨
揼膊，又說最喜歡姨姨陪着她做功課。寫字
對思思來說，從來不容易，但仍主動為媽媽
及梁太各自準備一張母親節卡，上面寫有
“姨”、“媽”、“親”、“樂”等多個筆
劃繁多的文字，還有一個大哈哈笑臉，“這
個是姨姨。”梁太說，思思是左撇子，她無
法扶住思思的手教寫字，所有難字得靠思思
獨自一筆一劃寫出來。梁太一對子女自幼與
寄養小朋友一同成長，幼子因而學懂更關心
身邊人，“原本是弟弟性格，有寄養 BB 後化
身大哥哥幫手照顧”；長女成家立室後更受
媽媽感染，希望加入成為寄養家庭，她形容
媽媽“好厲害”，絕對是“100 分的盡責媽
媽”，從未感到被忽略，以媽媽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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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