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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陳鐵梅報道

大休斯敦僑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休斯敦僑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66周年周年
紀念抗戰勝利紀念抗戰勝利7070周年系列活動新聞發佈會周年系列活動新聞發佈會

暨國僑辦給暨國僑辦給““華星書屋華星書屋””贈書儀式贈書儀式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李強民總領事親臨
現場並致辭。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發言。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我們怎能忘記70年前的抗戰
往事？怎能忘記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所犯下的罪行，以及中國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在這抗戰勝利
70週年之際，全球華人以各種形式紀念這個日子，回想70年前全國軍民同胞拋頭顱、灑熱血，
堅苦抗戰，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險時刻，多少英雄兒女用自己的血肉之軀築起了鋼鐵長
城，是他們拋去了家庭和個人的一切，毫不猶豫，挺身而出，把寶貴的生命無私地獻給了中國人
民，在全體中華兒女的萬眾一心奮力抗戰，才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贏得最後的勝利，同時
中國戰場也成為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開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
為維護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貢獻，今天我們在這裏享受和平的日子，不能忘記先烈們的奉獻與犧
牲，更加不能忘記中國人民所遭受的苦難。

2015年6月6日上午, 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大休斯頓僑界慶祝中國國慶
66週年、 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系列活動暨國僑辦為”華星書屋”贈書儀式新聞
發佈會》。展開了休斯頓慶祝中國國慶66週年、 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等系列活
動週年系列活動暨國僑辦為”華星書屋”贈書儀式新聞發佈會，休斯頓僑界領袖
、各界精英、愛國華僑近百人出席新聞發布會。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李強民總領事、趙宇敏副總領事代表國
僑辦贈書給華星書屋。徐華館長和中心董事長陳珂、執行長謝
忠、中心董事原靳寶善圖書館館長郭玉祥等上臺接受贈書。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謝忠
發言。

成功案例：張先生獲EB-5正式永久綠卡

近月來台灣媒體最熱門的新聞，即是誰為中國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各種傳言、挺xx派、或重訂
初選辦法等等滿天飛，對海外黨員而言看得是憂心
重重，其實目前我們需要的是一位有擔當，能團結
本黨，且背景清白的人，而不是天王型但是沒意願
，又有選舉包袱的人。

至今洪秀柱同志是唯一登記為國民黨總統選舉
的參選人，她說過〝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不訴
諸悲情，身為弱勢一方欲勇敢接受挑戰〞，這種不
悲不亢的氣魄令人敬佩。6月10日秀柱姊在國民黨
中常會中發表政見，內容鏗鏘有力，温馨感人，強
調自已了解人民的苦痛。我們認為:
1. 她有勇氣，在本黨氣氛最低靡的時候挺身出來
，維護本黨尊嚴。

2. 她有理想，提出清新明暢的政見。
3. 她有立場，堅定地面對在野黨及社會的種種挑
戰。
4. 她要人格，不隨波逐流。
5. 她要找回台灣理性的力量。
6. 她要國家，而沒有個人。
7. 她要不接受外界對國民黨的抹黑。

這就是國民黨須要的人，更是我們要支持的人
。

中國國民黨美南支部 常委 葉宏志
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常委 甘幼蘋、達拉斯分

部常委 丁玉祺、山寸旦分部常委 王瑾學等全力支
持洪秀柱為中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中國國民黨美南支部全體黨員全力支持中國國民黨美南支部全體黨員全力支持
洪秀柱同志為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聲明洪秀柱同志為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聲明

張先生是來自上海的留學生
，幾年前畢業後想在美國開展職
業生涯，於是聯系我們律師事務
所的周健律師辦理EB-5投資移民
。2010年10月，在咨詢了相關事
宜之後，他正式委托周健律師辦
理他的移民申請。

張先生考慮用 50 萬美元投資
一家房地產業的區域中心，選擇
區域中心進行投資移民的優勢在
於，移民局並不要求投資者直接
參與日常的企業管理，這是區域
中心投資模式與其他投資模式最
大的區別之一，投資者僅僅投錢
即可。當然，投資者也不會被要
求必須居住在區域中心或附近。
因此投資者不必為EB-5的企業管
理實務所累，可以放心管理自己
的其他事業或者念書等等。

區域中心移民方案還有一大
優勢，就是移民局在兩年後考察
EB-5申請人的投資效果以決定是
否對其發放永久綠卡的時候，對
於創造的就業崗位，除了直接創
造的就業機會即確實雇佣的全職
美國工人以外，間接創造的工作

機會也會被算在內。也就是說，
投資區域中心的EB-5申請人，無
需直接創造十個就業機會，只需
要證明區域中心是按照批准的商
業計劃運營即可，就完成創造就
業的目標。

要獲得EB-5投資移民申請的
批准，證明資金的合法來源性非
常重要。在移民局對於EB-5投資
移民進行發放臨時綠卡前的審查
的時候，申請人會被要求連同
I-526表格一起提交相關證據證明
其投資的資金來源於合法的渠道
。這是美國政府為了阻止外國公
民企圖以非法途徑獲得資金然後
移居美國逃脫制裁而做出的規定
。資金來源的合法性對於EB-5投
資移民申請的第一步，即獲批臨
時綠卡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張先
生的50萬美元投資來自父母的贈
予，僅僅是將錢投資出去是不夠
的，要證明這50萬美元來自合法
渠道，在周健律師的精心指導下
，張先生和他的父母辦理了贈予
合同和公證等一系列文件，這些
文件及I-526表格在經過周健律師

的審閱和精心組織後被遞交到移
民局。

在 2012 年 3 月, 張 先 生 的
I-526申請成功獲得了批准。高興
之余，他委托我們繼續辦理了他
及妻子的I-485身份調整申請。八
個月之後，他們夫婦的I-485申請
再次順利獲批，拿到了臨時綠卡
。我們知道，臨時綠卡的有效期
為2年。為了去除兩年限制的條件
，也就是將臨時綠卡轉為正式綠
卡，申請人和他的直接親屬需要
在臨時綠卡過期前的90天內提交
除去條件的I-829申請，申請人需
要在提交I-829表格的同時，還要
提交相關證據證明其符合EB-5投
資移民關於成立企業和雇佣美國
工人的全部要求。

在 2014 年 9 月，張先生再次
委托我們辦理他和妻子的I-829申
請。周健律師與區域中心合作准
備好所需的表格及證明創造合格
美國就業機會的文件，將張先生
夫婦的I-829申請遞交到移民局。
2015年4月，移民局發來通知，告
知張先生夫婦的I-829申請已經被

順利批准，張先生夫婦拿到了正
式永久綠卡。

我們祝願張先生夫婦未來的
職業生涯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
生活事業好運。

張哲瑞聯合律師事務所在幫
助投資者全面審查背景材料，為
客人提供有關投資項目信息，對
客戶選擇的項目進行法律盡職調
查，滿足其移民需要和商務實踐
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如果您對
EB-5投資移民感興趣，想了解更
多的相關信息，請發郵件至 in-
fo@hooyou.com 或直接聯系周健
律師,他的郵箱是 jzhou@hooyou.
com.

*為保護客戶的隱私，所有身
份信息均經過了修改。

張哲瑞律師事務所休斯頓辦
公室

地點: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20 Houston, TX 77036辦公室在8
號公路和百利大道的交口處的恆
豐銀行大廈九層的920房間，樓下
提供免費停車。

美國移民局行政上訴辦公室

前移民官Ms.Whitaker 律師從2013
年2月4日起開始在張哲瑞聯
合律師事務所工作。

Ms.Whitaker 律師作為資深律
師和培訓主任，為我們的客戶提
供最優秀的服務。在加入
我所之前，Ms.Whitaker 律師是美
國移民局行政上訴辦公室的移民
官，為移民局工作五
年，處理過多種多樣的上訴案件
。長達五年的移民官工作經驗使
Ms.Whitaker律師對美
國移民法和美國移民局的官方標
准有了非常透徹的了解，並練就
了獨特的洞察力，協助
我們的客戶取得最好的結果。

（休士頓/秦鴻鈞）成立於今年四月二日的 「全美亞裔地產
協會休士頓分會」，昨舉行該會成立以來的首場地產講座，由活
動主席林承靜主持全場，並邀請該會會長林富桂律師，林臻，林
章棋及Sam He，Jeng Liang，分別介紹產權公司/過戶公證，房貸
，測量，房屋檢驗，估價等主題。國會議員Al Green也適時蒞臨
現場，代表該會向主講人頒發謝函及分享他個人寶貴的購房心得
。

活動主席林承靜首先作 「房屋購買過程概述」，她表示：
「擁有房屋」代表了擁有財富，建立你的資產及財務上有保障。

而 「專業購屋精英」將幫你（1）省時間；（2）最準確的切入點
；（3）對市場的漲跌有所了解；（4）在買屋，賣屋的過程中，
因為經紀人是第三方，他會盡量讓您少煩惱；（5）可買到你夢
想的房子。

談到買房子的過程（程序），林承靜表示：（一）買房前先
去找專業的房地產經紀。（二）確認你買房的錢（貸款或現金）
；（三）為什麼要知道你財務的 「隱私」？——不浪費你的時間
；（四）鑒定你購屋的相關條件：你可先坐下來research後再去
看房；（五）由經紀人為您開門，開鎖；（六）先由經紀人為您
篩選名單，經紀人做的是 「量身打造」的工作；（七）當你出價
時，請開二張支票—— 「Earnest Money」及 「Opinion Fee」這是
誠意金，而Opinion Fee可為您保留十天（十天內可改變），此
款成交以後會還你，但千萬別開空頭支票；（八）討價還價；
（九）兩邊同意合約，不要為Sale Price與你的經紀爭論，我們是
一群幫你 「打仗」的人，包括：好的房屋檢驗專家幫你細細的找
出問題，貸款專業了解如何申請您的貸款，作 「溝通」和 「監控
」的工作。 「產權公司」幫忙查產權是否清楚，幫你過戶， 「房
地產經紀人」幫你買房或賣房，並接受 「協會」及 「一般證件」
的管束。

出席講座的地產有關專業人士，也一一登台介紹其
相關業務：

林臻（Peter Lin）談 「房屋貸款」：他建議在買房
之前先作好功課，看你可買得起多少錢的房子？你可付
得起多少貸款（Loan）？他表示：你的 「Credit Report
」很重要，其他貸款公司要查的還有——（1） 你工作
多久？（通常要有二年工作經驗）（2）你有哪些收入
？（W2）（3）檢查你的錢可不可以用？通常在購房前
兩個月，不可有大筆的錢存入。（4）貸款還可幫美國
政府查 「來歷不明的錢」，其他綠卡，公民可購屋，F1
（學生）不可購屋。

因此，找Mortgage Broker（貸款經紀）作貸款手續
，需要（一）估價單；（二）二年的報稅單；（三）二
個月的銀行statement；（四）一個月的薪水；（五）駕
照影印；（六）設立過戶行程。

「誠信產權過戶公司」負責人林富桂律師介紹 「過
戶」的行規及授權書的細節，並要查清楚所有人要簽字
在 「產權」內，政府在每年四月份評估房價。
國會議員Al Green也來到現場，他以自身的經驗向大
家建議：（1）第一次買房，要比較利率，關於貸款，
是貨比三家不吃虧（比價）；（2）如果在語言上，很
多證件上不了解，可去找你的朋友，專家幫你看文件，作語言上
的幫忙；（3）在國會內有各種文字的表格，讓各國來的人了解
此證件是什麼意思？通常買房前有上課的人，不會被查封房子。
房屋檢驗專家Sam He談到，（1）通常 「白蟻」不是大問題，一
般房子只要殺過，十年之內白蟻不會回來。（2）地基問題：不
是所有的 「裂紋」都與地基有關，所謂 「裂紋」是指在門，窗上
角斜的紋。（3）天花板，墻上的 「裂紋」，多因木材縮水，石

膏板的變動，Sam He說： 「房屋檢驗」是在短時間內幫你檢驗
地基及地下水管（漏地下水）測量。
擔任測量工程師的林章棋（Robert Lin）表示： 「測量」是必需
的，但一般人不重視它， 「測量」沒事則好，如果測量有 「問題
」，將來必會產生很大的問題。他建議：買舊房子的一定要堅持
作 「測量」，否則將來很大的毛病會出在 「測量」上。

講座中還有很多觀眾提問部分，由在場的專業人士為大家回
答問題。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圓美國夢——購房講座」
國會議員Al Green親臨現場分享個人購房心得

（休士頓/秦鴻鈞）中國旅美專家
協會與美南山東同鄉會昨（十三日）
上午辦了一場講座，由心臟科醫師豐
建偉與美國玉皇化工公司首席執行官
姚超良博士談如何在工作壓力下保持
心臟健康？

豐建偉醫師談 「減壓」，必須靠
自己的腦力與毅力，首先，把 「家庭
和諧先搞好」，不要一進門太太即給
工作辛勞的先生壓力，豐醫師說：很

多心血管，腦血管，腫瘤，都是在
「巨大」的壓力下，或是特別沮喪時

，腫瘤細胞易復發。
豐醫師提到 「預防」，如抽煙得

癌症，要事先預防，戒煙，否則罹癌
，悔之晚矣。談到 「釋放壓力」要家
庭支持，家庭和諧，並要合適，適當
的休息，尤其每晚十二點至清晨五點
，一定要進入熟睡狀態。豐醫師也提
到：一旦發現心臟功能有問題，不要

等到最後一刻才找醫生，必先了解
「我的危險因素」在哪裡？如一位在

大陸做生意的台灣企業家，一晚上胸
疼，到那時，豐醫師指出：（1）先吃
阿斯匹靈，把藥片嚼成粉末狀，用嘴
吞下；（2）再用硝酸甘油；（3）打
九一一，通常救護車十分鐘內會到達
，不要站著，可坐著，因此，有家族
史，心腦血管的病人應作深度檢查。

「專協」的第二屆會長姚超良博

士談減壓，人人都需要減壓，聊天，
也都具釋放性，還有生活方式，朋友
圈，如何嘴不饞，嘴不貪？最關心你
的是你的家人，要保持健康， 「生活
方式」對你很重要， 「鍛煉」要堅持
，可減壓，也可對抗疾病。因此，要
知道（一）如何防範？（二）人要有
目標，如鍛煉，要互相堅持，互相鼓
勵，使成習慣。

圖為國會議員圖為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前排右三前排右三））在講座上蒞臨現場在講座上蒞臨現場，，代表該會頒發謝代表該會頒發謝
狀給演講的專家們狀給演講的專家們，（，（前排右二前排右二））為該會活動主席林承靜為該會活動主席林承靜，（，（前排左二前排左二））
為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會長林富桂為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會長林富桂。（。（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心臟科醫師豐建偉圖為心臟科醫師豐建偉（（立者立者））昨在專協與美南山東昨在專協與美南山東
同鄉會合辦的講座中談同鄉會合辦的講座中談 「「如何在壓力之下保持心臟健如何在壓力之下保持心臟健
康康」」 （（右坐者右坐者））為與他對話的姚超良博士為與他對話的姚超良博士。（。（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如何在壓力之下保持心臟健康？ 聽心臟科醫師豐建偉及企業家姚超良博士對話



BB22 BB1515休城讀圖 廣告天地

Rei Ryan 朱小姐
20年房屋 / 商業貸款
NMLS 244297

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
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

利率低 另有免手續費 本人親自接聽電話 回郵件

915915－－691691－－90729072
洽詢專線 and Text:

Email: rei@milesfunding.net
9999 Bellaire, BLVD s#909, Houston, TX 77036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另有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借貸
◎◎外國護照可貸款
◎◎專精H1B, L1, L2, E1, E2貸款及建築貸款,
從新貸款拿現金,不需等六個月

另誠徵 有經驗 Loan Processors 有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經驗, 會 DU/DO 英文說寫流利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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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招聘有經驗或者熱愛旅遊服務業的全職旅遊代理
Tel:713-952-989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二十年豐富經驗

星期日 2015年6月14日 Sunday, June 14, 2015 星期日 2015年6月14日 Sunday, June 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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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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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

2010

當您把汽車和房屋一起投
State Farm＊開始，就可平
均節省$763保費！＊更可享
受State Farm代理人的個
人化服務，適合的保障，迅
速公平的理賠！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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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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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
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1205075 State Farm-Bloomlngton, IL

許宏婷
Winnie Hui
CLU CPA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Cell: 281-772-3972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Jenny ZhangJenny Zhang
C:(713) 298-9685
O:(713) 771-5910

新屋優惠
購屋貸款
免費估價

10333 Harwin Dr. Suite 415, Houston, TX 77036

工商管理碩士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房地產經紀人AlphaMax Realty
西南區，糖城，醫學中心，Memorial，Katy，西北區。專精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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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HINATOURUS.COM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Debbie文媛/Manager
專線：281-799-2833
debbie@chinatourusa.com

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起

加拿大洛磯山七天,
哥倫比亞大冰原 露易絲湖 溫哥華

$566/人(原$629)

美東六天 $175起 美加東八天 $303起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266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286起

（
買
二
送
一
）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北歐七天 $730起

（
買
二
送
二
）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699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張家界三峽遊輪十一天
$$299299//人人 ((原原$$499499))

99//66 -- 99//1717
( 含三峽遊輪)

請電話 : 832-301-3851

位於（原敦煌超市內），現打造成
大型開放式美食總匯

●內設港式點心
●粵菜系列
●椰林冰谷
●甜品屋
●早餐專門店
●燉品店
●粥城
●老火湯
●滷味店
●燒臘店
●鴨脖子專賣店
● 辣子蝦、辣子蟹
專賣店

●特設月子保身湯

螃蟹粥螃蟹粥

$$1313..9999

龍蝦粥龍蝦粥

$$1616..9999早點特價

白粥+腸粉$3.5
豆漿+腸粉$3.5

營業時間7:00am--12am 7天營業

敦煌美食廣場開業敦煌美食廣場開業

988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原敦煌超市內

投 資 座 談 會
時 間：7月4日（週六）上午 10:30-12:00
地 點：6588 Corporate Dr. #188

Houston, TX 77036
主 題：（1）如何累積您的財富，享受退休生活

（2）2015年下半年投資市場趨勢
（3）退休計劃的稅務問題

主講人：（1）黃振澤（C P A）
（2）蕭雲祥（請先預約，座位有限）

投資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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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雲祥蕭雲祥

713-988-3888 832-434-7770

PORTSMOUTH FINANCIAL SERVICE Member of SIPC. FINRA

Restaurant Equipment & Supplies
ww.jks-tx.com

餐具公司餐具公司
JKS HoustonJKS Houston

批發零售

展廳展廳﹑﹑倉庫倉庫﹑﹑現貨供應現貨供應

中西式爐頭中西式爐頭﹑﹑油爐油爐﹑﹑
焗爐焗爐﹑﹑扒爐扒爐﹑﹑雪櫃雪櫃﹑﹑冷凍庫冷凍庫﹑﹑

製冰機製冰機﹑﹑洗滌洗滌SinksSinks﹑﹑
中西廚具中西廚具﹑﹑器皿器皿﹑﹑水喉水喉﹑﹑

PartsParts﹑﹑工工作鞋作鞋

經銷名廠

13715 Murphy Rd.
Stafford, TX 77477

Tel: 281-403-5500
Fax:281-403-5502

Bellaire Down
TownW

ilcrest
M

urphy
Rd.

Sugar
Land

8

59

90

Cash Rd.
★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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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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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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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福達旅行社福達旅行社 (713) 773-1243
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

另代訂酒店租車﹑簽證及Package Tour.→→→→→→→→→→→→→→→→→→→→→→→→→→→→→→→→→→→→→→→→→→→→→→→→→→→→→→→→→→→→→→←←←←←←←←←←←←←←←←←←←←←←←←←←←←←←←←←←←←←←←←←←←←←←←←←←←←←←←←←←←←←←休士頓 世界各大城市特價機票

˙美東5～8天豪華遊
˙美西4～12天精華遊
˙黃石公園總統巨石/北大峽谷7天6夜（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6天/7天 特惠遊（買二送二）
˙加拿大東部5天遊（多侖多﹑屋太華﹑滿地可﹑魁北克﹑

京士頓﹑尼亞加拉大瀑布）（四人一房）
˙超值雲南風情遊
˙超值黃山江南風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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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州奧蘭多迪士尼4～9天遊（四人一房）
˙日本關東風情6日遊
˙日本關西風情7日遊
˙北京,蘇州,水鄉﹑同里﹑杭州,上海8天
˙夏威夷 4~7天遊
˙歐洲（英﹑法﹑意﹑德﹑蘇俄）7～17天經典之旅
˙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等地機票連酒店套餐
˙蓋文斯頓港出發墨西哥4～7天遊輪

cousintravel_tou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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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促銷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專業管理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713-981-6888E-mail: helen@helengo.com
web site: www.helengo.com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我們的信念
竭盡所能﹐為您提供誠信﹐

熱心﹐省錢﹐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負責人 CLU

呂振益 J.Eric Lu
保險師

外地（800）350-1078 Fax:713-988-6886 5855 Sovereign,Unit F Houston,TX 77036

˙餐館及商業
˙房屋及水災
˙人壽保險
˙汽車保險
˙員工保險
˙地產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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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服務客戶逾20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www.farmersagent.com/jlu

713-988-0788

J. Eric Lu
Insurance Agency

呂氏
保險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平均節省$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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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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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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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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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

2010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wendyc21sw@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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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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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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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non Gao

高紅
Sales Associate

xiannen_g@yahoo.com

713-550-6373(專線)

城中區大型著名自助餐館生意出售。

餐館裝修高雅、寬敞明亮、地理位置極佳，

已有20多年的經驗，積累了很多客人，

生意興隆、穩定，客人川流不息。

sunny.hsu@aarealtytx.com

以二十年經驗，為您做完整服務

Sales Associate andy.hsu@aarealtytx.com

1)Cypress , 3 房 3衛1.5 story.高屋頂,正
式餐廳,客廳,遊戲間.游泳池.社區環境優美,
有八個湖,網球場,籃球場.售價 314,900
2)5,000呎空地，近中國城8号公路，售價
$25,000.00
3)近中國城，玉佛寺，一層樓Town Lome，
3房3衛,近1680呎,光敞明亮,高Ceiling.
104,900

房屋買賣，投資，管理

HAR Client Experence Rating A 4.99* Realtor 位於HOUSTON 西區及醫學中心4家
連鎖三明治餐廳（WHICHWICH SUPE-
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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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者請電713.550.6373，高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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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日

豪華游輪豪華游輪

王
朝
旅
遊

王
朝
旅
遊

專辦中國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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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保證 我們承諾價格匹配

6918 Corporate Dr Ste.A-14, Houston,TX 77036
網站﹕aaplusvacation.comTel:713-981-8868

中國暑期特價遊$1起（8/31前出發）暢遊中國
江南，黃山，千島湖，北京，九寨溝，雲南，張家界等

直線﹕(281) 265-1288 手機﹕(832) 618-2828
李惠娜Grace Liu
Broker, GRI, CCIM

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
★4房3浴﹐湖邊﹐David Weekly Home﹐3000呎﹐售$258,000﹐樓下全新實木
寬地板﹐全新內外冷暖氣﹐油漆﹐屋況絕佳
★4房 3.5浴﹐後院湖景﹐交通便利﹐近小學﹐樓下木板﹐3000呎﹐售
$300,000萬
★密蘇里市﹐3房 2.5浴﹐樓上遊戲間﹐全新油漆﹐2550呎﹐售$153,000﹐
最佳投資

糖城:

phone:713-270-0177
Web: AkasakaTexas.com

Opening Hours:
Mon. - Thurs. :11:00 AM - 10:00 PM
Fri.、Sat.: 11:00 AM - 11:00 PM
Sun: 公休

6833 W. Sam Houston Pkwy.S. #109, Houston, TX 77072

Akasaka Japanese Restaurant & Lounge

Happy HourHappy Hour
All day (All day (全天全天))

(8號公路與百利交界 希爾頓花園旅館對面)
敦煌廣場隔鄰 步行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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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OFF
有效期至

not include happy hour
6月30日2015年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有Medicaid & Medi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請注意：

今年德州的七個郡，包括Harris County，為減少保險的濫用，減

低費用，交由第三方管理公司管理，將您列入MMP的保險計劃，

您今年4月至8月底，會陸續收到這家公司的來信，您的計劃則

會自動轉入MMP計劃中去，MMP計劃較新，有很多醫生和藥店

還不在此網絡裏邊，如果您還去看原來的醫生，您會突然發現自

己的保險不能報銷了，MMP計劃有很多限制，有許多藥要自費，

現在有很多被保人都不願意被轉入，若您是Medicaid & Medi-

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歡迎您與我聯絡，我們可免費幫您查看

是否被轉，免費諮詢，并免費幫您保留原來的計劃。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賴李迎霞接掌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分會會長賴李迎霞接掌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分會會長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右右））代表代表 「「僑聯總會僑聯總會」」 理理
事長簡漢生頒發聘書給李迎霞會長事長簡漢生頒發聘書給李迎霞會長（（左左）） （（右起右起））賴清陽大律師賴清陽大律師，，李迎霞會長夫婦李迎霞會長夫婦，，與前會長徐安與前會長徐安，，林國煌夫婦合影林國煌夫婦合影

（（左起左起）） 「「國建會國建會」」 前會長張建前會長張建
美美，，林國煌與賴清陽在會中合影林國煌與賴清陽在會中合影

（（左起左起））林國煌會長林國煌會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新任會新任會
長李迎霞長李迎霞，，賴青陽夫婦與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賴青陽夫婦與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

李迎霞會長李迎霞會長（（左左））在黃處長在黃處長（（中中））監交的交監交的交
接儀式後接儀式後，，贈送紀念品給林國煌贈送紀念品給林國煌（（右右））會長會長

出席貴賓與新任會長李迎霞出席貴賓與新任會長李迎霞（（中中））合影合影，（，（右起右起）） 「「美南報業美南報業」」 董董
事長李蔚華事長李蔚華，， 「「安良工商會安良工商會」」 前主席江麗君前主席江麗君，，李迎霞會長李迎霞會長，， 「「美南美南
報業報業」」 李蔚華董事長夫人朱勤勤社長李蔚華董事長夫人朱勤勤社長，， 「「愛心愛心」」 前會長陳瑩前會長陳瑩

全體出席交接儀式的貴賓們合影全體出席交接儀式的貴賓們合影



BB1414臺灣影視
星期日 2015年6月14日 Sunday, June 14, 2015 BB33新聞圖片

星期日 2015年6月14日 Sunday, June 14, 2015

歐洲團歐洲團
* 西歐五國10天
* 瑞捷奧匈10天
* 義大利蔚蘭海岸12天
* 歐洲十國17天
* 西歐及義大利17天

www.tmttravel.www.tmttravel.comcom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5月至9月出發
* 加勒比海4/5/7天
* 阿拉斯加7天
* 地中海7天
* 夏威夷7天

亞洲各地旅遊團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美國精華團美國精華團
*美東5/6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加東6/8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西精華4-10天團（買二送一）*黃石公園7天團(買二送一）*加拿大洛磯山7天團(買二送一）*夏威夷4-7天團

*佛州迪斯尼4-8天團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雲南﹑桂林﹐$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美加東團﹐美東團﹐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歐洲﹑其他國家均有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愉快旅遊 D & L TRAVEL & TOURS

 

泰國泰國$$9999..0000七天七天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399399..0000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快捷旅遊快捷旅遊快捷旅遊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ASAP Travelwize
www.asaptravelwiz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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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辦本地特色團﹑遊輪﹑各地旅遊團﹐代辦簽證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玻璃橋﹑黃石公園﹑
總統巨石公園﹑拱門
7天遊(New新)
＄368元起（買二送一）
4月30日之前付錢減$20元

－－美西4－10天遊＄219元起
－－美加東岸五﹑六﹑七﹑八天遊

＄309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7天遊

＄419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GDS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7 天遊
＄738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4天三晚
＄299元起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713713))774774--11171117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
TRAVELNETTRAVELNET FAX: (713)774-1460

江南八日$49
$99北京九日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 代理豪華遊輪專賣店

星﹑馬﹑泰十一日$1399元起
泰國風情六﹑七日$799元起
日本風情系列遊$1099元起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全新中國特價團
●東北冰雪世界七天 399元
●桂林﹐龍勝﹐陽朔六天 199元
●七彩雲南超值七/八天 99/199元
●張家界鳳凰超值七天 99元
●海南/三亞/海口 五天 99元(不包括機票)

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新推出
●●韓國韓國﹐﹐首爾首爾﹐﹐雪岳山雪岳山77天天 299299元元
●●日本日本﹐﹐東京東京﹐﹐大阪浪漫大阪浪漫77天團天團 199199元元
●●台灣台灣﹐﹐明譚明譚﹐﹐環島環島88//99天天 249249//299299元元
●●泰國泰國﹐﹐曼谷曼谷﹐﹐芭提雅芭提雅77天天 9999元元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
全 新

Storm Water
S E R V I C E S

你的排水許可快到期了嗎?
或需要新的許可?

★不遵照許可條例會受到管理機關的處罰或控告。
本公司有專業人員和機械為你作下列各項服務:

˙Permit Renewal & Certification
˙System Maintenance & Repairs

˙Monitoring & Inspections
˙Debris Removal & Disposal

˙Flow Measurement, Monitoring & Profiling

WE SERVICE ALL TYPES & MODELS OF STORM WATER

WE SERVICE ALL TYPES & MODELS OF STORM WATER

INTERCEPTORS & DETENTION PONDS

INTERCEPTORS & DETENTION PONDS

Please call us today and find out what we can do for you: 281-353-8878
E-mail: shanekaiser@storm-water-services.com

Website: www.storm-water-services.com

曹有餘醫師

‧家庭全科醫師
‧精通中﹑英語

(713)772-8885
Jerry Tsao,M.D.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9:30AM-12:30PM

門診時間

7850 Parkwood Circle Drive,#A-6 Houston,TX 77036請來電預約

糖城復健聯合診所糖城復健聯合診所糖城復健聯合診所糖城復健聯合診所
車禍、工作意外、術後復健、物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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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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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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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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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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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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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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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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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主治：：

每週七天，方便病人就診！
看診時間：8:30AM-6: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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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9750 Bellaire Blvd., #180

(黃金廣場內)
Houston,Texas 77036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和政府計劃，歡迎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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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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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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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 ZHOU, M.D.YI ZHOU, M.D.

周周藝藝

通中﹑英﹑粵

713713--981981--8898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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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博士
醫師醫師

金曲獎小房間中
不可提前外傳的那些事

決勝夜，前台還在華麗開展
著秀，入圍者吊著一顆心，祈禱
著幸運之神喚到自己的名字；後
台混亂著，得獎訪問還在進行，
攝影記者搶拍、文字記者埋頭耕
耘著稿山稿海。

大約9:30，獎還沒開完，卻有
小小一群人，低調離開記者室，
被帶到一個神秘的小房間。

至此，外面的一切，與他們
無關。手機關機交出去了、電腦
網路被關掉了，一人一桌一檯燈
等著他們就座，他們則等著從小
房間另一個入口出現的總召大人
。

是的，評審總召要來說明，
他為什麼拿獎、她為什麼敗北，
哪些獎是經過激烈討論、哪些獎
是眾望所歸沒有疑義。

這群人，在小房間裡提前知
道了所有結果，但無法當報喜喜
鵲，在咻咻咻連發的問題得到解
答後，埋頭飛快寫稿，搶在典禮
一結束、恢復與人間通訊的那一
秒，傳稿回報社。

這個過程大約一個半小時，
但總召告訴我們的事，卻是眾多
評審的漫長思慮。

外界常以在全球都具指標地
位的美國葛萊美獎來期許金曲獎
。葛萊美的評審是以美國國家錄
音藝術科學學院的付費會員、至
少參與6支發行作品的音樂專業人
士為主，金曲獎是由文化部影視
局接受業界推薦，召集唱片製作
、作詞、作曲、媒體、設計、導
演等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團。

投票方式，葛萊美是學院會

員線上投票，既然
是線上，就無法碰
面、無法討論。而
討論，就成為金曲
評審的一大特點，
以流行類說，從50
人以上的評審，先
審核參賽獎項，再
由 50 人在 3 個月內
進行線上初選，然
後從中選出20名評
審加上總召共21人
，在兩天內閉門會
議形成複選結果，
也就是入圍名單。
同一批人，在金曲
獎當天再集合，決
選出最後贏家。

去年決選時，
每名評審有兩票，
若競爭激烈，第一
輪過半數的入圍者
才會被提到第二輪
繼續討論，有時會拉鋸到第三輪
才有結果。而最後的結果是評審
在電腦上投票，誰是贏家，只有
總召和文化部知道，因此個別評
審無法就得獎結果進行 「分豬肉
」，頂多是自己內心配票。

制度務求公平，但人的制度
就有瑕疵。從評審的組成開始，
歷年來就被質疑，在線上的都可
能和入圍者有牽扯、不在線上的
可能脫離行業太久；而 「討論」
作為金曲和葛萊美獎不同的特色
之一，若評審 「惦惦」投自己的
票，不發言為支持的好作品拉票
、點出別人在堅持意見時沒看到

的盲點，有些曖曖內含光的作品
就被犧牲了。

例如去年，最佳組合項，光
引擎和動力火車纏鬥，最後有3/4
的評審決議現場再放一次CD聽好
了，因此讓光引擎跑贏了火車。
但今年，有消息傳出，據說不少
獎項是直接投票，如此一來，第
一輪總排名較後的人，就不會被
提上來討論，國語女歌手項的Jo-
lin 和孫燕姿就是這樣被犧牲掉的
。

所以，若評審自廢 「討論」
武功，那就線上投票好了，幹嘛
擠在會議室消耗便當、冷氣、水
？

還有音樂人點出金曲評審制
度上的人性bug。因為每個人的第
一名可能很極端，我的第1、2名
，可能是別人的第7、8名，而中
間的第3、4名往往因為是最大公
約數，大家都差不多，結果自己
的top 2就被刷掉了。

例如，在 30 個候選者中，評
審要選出入圍前5名，就一人5票
，過半數即無條件入圍，但鑑於
上述的bug，先入圍的可能不是該
名評審心中的第1、第2名，既然
其他入圍者可能不是自己最喜歡
、最熟悉的，這時就難免有印象
分、眼緣分（尤其在不討論時）
。音樂人建議，一人5票，可以改

為加權分，確保每人的top 2有足
夠的分量進入決選。

制度面複雜，都是在力求無
機的公平，但有機的體貼也不能
完全捨棄。

每年那麼多作品，能入圍就
是贏家，因此總召最後說清楚決
戰過程，是讓入圍者勝負都得個
明白，知道自己那個地方被看破
了、或者被誤解了。

但在公布入圍的階段，請先
保留住入圍者的公平競爭士氣。
我在北京見到張學友時，是真心
這麼覺得的。

郭采潔和楊祐寧昨天分頭在台灣、
上海工作，兩人傳情變後沒見面，16日
終於要同台宣傳 「風中家族」，楊祐寧
方面不想回答感情問題，郭采潔則表示
有點緊張，尤其兩人又要合拍 「大尾鱸
鰻2」，她推給寬姐說： 「看她怎麼處
理囉。」

郭采潔昨天以佳麗寶代言人身份和
粉絲閨蜜午茶又玩遊戲，台上興高采烈
，看不出她已連續工作30小時沒
睡，郭采潔之前在香港迪士尼拍
「前任攻略 2」，她表示明年生

日希望能和朋友在迪士尼過，畢
竟女孩兒心中都有個公主夢嘛。

郭采潔曾經說想在30歲結婚
，那新娘夢呢？她說： 「新娘夢
沒了！」意指恐怕沒辦法趕在30
歲當新娘，楊祐寧真的成了舊愛
？郭采潔表示暫時不會再談愛情
，難道是舊愛狀況還沒解決？她
說： 「也不是還沒解決，主要今
年工作太忙。」郭采潔很期待拍
「大尾鱸鰻 2」，她說： 「真的

很久沒見到…這朋友。」兩人目

前的情況，郭采潔的答案是： 「我也不
知道。」

郭采潔的工作沒停過，她表示最近
和90後的藝人合作壓力很大，很怕導演
說她的皮膚狀況不好，有時候熬夜就會
有淚溝，很想自己拿反光板補亮一點，
有次楊冪更狠，見她竟說： 「你一看就
是沒有滋潤的樣子！」

「風中家族」是上海國際電影節競

賽片，昨晚導演王童率演員楊祐寧、郭
碧婷、胡宇威、李曉川等人走紅毯，郭
碧婷很少化濃妝，王童見面竟不識說：
「這漂亮小姐是誰？怎麼在我們組裡。

」經紀人替楊祐寧擋掉郭采潔相關問題
，怕影響他工作情緒。昨天白先勇在台
北看了 「風中家族」，稱讚該片情感濃
郁，他很喜歡胡宇威在戲裡哭著要回家
那場，感情很真實。

郭采潔16日同台楊祐寧…有點緊張

印度一廢油桶市場發生火災

當地時間2015年6月11日，印度艾哈邁達巴德，一處賣廢油桶的市場發生火災，火災原因不明。

巴基斯坦警車遇襲4名警察死亡
6月11日，在巴基斯坦奎達，警察查看遇襲的警車。據巴基斯坦媒體報道，

巴西南部城市奎達當日下午一警車遭武裝分子襲擊，造成4名警察死亡。

日本示威者國會外抗議新安保法案

當地時間2015年6月11日，日本東京，示威者在日本國會外抗議新安保法案。

2015年6月11日消息（具
體拍攝時間不詳），狐狸幼崽看
起來像是不小心摔倒，碰巧腦袋
朝下，但實際上它是在練習捕獵
技術。別看它們身子小，卻能跳
1米高，它們就這樣輪流跳起撲
倒，不斷練習自己的突襲技巧。

狐狸幼崽狐狸幼崽““倒插蔥倒插蔥””
練捕獵技能練捕獵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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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galeria mall 二樓的 E--Tao稻香
村的菜品以粵菜小炒和港式點心為
主，招牌菜：小籠湯包、軟殼蟹炒飯、荷
香龍仔大蟹飯等。
E--Tao稻香村的小籠湯包被美食雜誌
《Houston's Dining Magazine》認為是
休斯頓最好吃的中國菜推薦給大家。

名門金宴名門金宴名門金宴Regal
招牌菜招牌菜

北京北京片皮鴨二吃片皮鴨二吃
廚師現場廚師現場片皮片皮、、二吃斬件二吃斬件！！

系系出出名名門門，，給給您您驚驚

喜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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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Gran
d

Ope
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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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式粵菜 多倫多風味

Regal名門金宴
電話：281-494-8888
地址：12350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77477

稻香村集團美國總店

獨家秘制的養生湯品，品味潤無聲。

E-Tao稻香村
電話：713-965-0888
地址：5135 west alabama st, suite 7295,

Houston, TX77056
(Galleria Mall二樓，Norstrom和Macy's之間)

稻香村集團美國分店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Wednesbury Medical Building
8200 Wednesbury Lane,Suite 210
Houston, Texas 77074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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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www.drmeizhang.com

電話﹕281-242-6889
傳真﹕281-884-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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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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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美容項目：

張玫 醫生
Mei Zhang,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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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唯一FDA認證，最新最尖端抗衰老、聲波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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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 檢 特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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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32-433-7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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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YJY家庭全科及急症家庭全科及急症

顧瑛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認可醫師

主
治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常見皮膚病

週一至週六
8：30am-7pm

週日
1pm-7pm

★感冒
★咽喉痛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皮膚活檢
★婦科病
★兒科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鬱症

急
症

★腹瀉
★尿路炎
★關節注射

時

間

本診所自2014年起，週四公休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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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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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愛”編劇李亞玲
力挺“大黑牛” 洗白張馨予

綜合報導 郭京飛，論知名度不算太

紅，遠比不上他那個紅了二十年的連襟

——陸毅。不過郭京飛是個很有才的人，

連陸毅都對他的演技非常佩服。憑藉古裝

喜劇《龍門鏢局》裏的“陸三金”、《失

戀三十三天》中的“負心漢”、《大男當

婚》中的黃偉業等一系列略帶玩世不恭的

熒幕形象，郭京飛逐漸被觀眾熟知。

由郭京飛主演的抗戰劇《勝利之路》將

於今天在江蘇綜藝頻道精品劇場開播，這也

是他首次出演抗戰劇。接受記者採訪時，郭

京飛透露，演抗戰劇是獻給父親的禮物，也

為了自己曾經的頑劣向父親“賠罪”。

少年時曾因打架退學
郭京飛出生在軍人世家，身為乘務員

的父親希望郭京飛能繼承自己的事業，當

一名飛行員。事實上，郭京飛的身體素質

也非常不錯，是個飛行員的好苗子。但他

性格非常倔強，父親越想讓他幹的事，他

越不幹。年少時期，郭京飛在學校裏是個

“不良少年”，不好好學習，到處惹是生

非，還經常打架。為此，他還退學了。父

親對他失望到極點。

還好，酷愛表演的郭京飛被當時一個

老師看中，一起帶去了北京電視臺。在老

師的幫助下，郭京飛考上了謝晉影視藝術

學院，又考進了上戲，畢業後進了上海話

劇中心。從此走上了演員的道路。

這次出演抗戰劇《勝利之路》，郭京

飛坦言是獻給父親的禮物。“我爺爺、我

父親都是軍人，他們肯定不喜歡看我現在

拍的那些戲。喜劇都是給年輕人看的，這

部抗戰劇希望他們喜歡看，也算向我爸

‘賠罪’。我爸以前想讓我當飛行員，我

沒能完成他的夢想，下次演個飛行員給他

看吧！”

和鮑莉瞞著家人領證結婚
影視圈的郭京飛，名氣還不是太大，除

了2013年古裝職場喜劇《龍門鏢局》男一號

“陸三金”讓他火過一陣子。但舞臺上的郭

京飛，是公認的話劇王子、喜劇天才。

由他主演的《牛虻》《和空姐同居的

日子》《武林外傳》《羅密歐與祝英臺》

《鹿鼎記》等話劇都收穫了不錯的口碑，

甚至創下1.6億的話劇票房紀錄，他自己

也因此獲得了“佐臨話劇藝術獎”、“白

玉蘭戲劇表演藝術獎”、“話劇金獅獎”

等殊榮，“我希望嘗試更多、更新的角色

。因為沒有哪個演員會不希望能被更多人

認識，我也希望借此為自己在表演上贏得

更多的話語權和主動權。”

而郭京飛做過最瘋狂的事就是與導演

係學姐鮑莉認識一個月就秘密閃婚。而他

們的姐姐、姐夫鮑蕾和陸毅談了足足十年

戀愛才結婚。

他與鮑莉雖然同在上戲上學，但兩人

當時並沒有太多交集。直到鮑莉畢業後，

在姐姐鮑蕾的牽線搭橋下才算是真正認識

了郭京飛。

那時的郭京飛在上海話劇圈已經小有

名氣，而鮑蕾很喜歡看郭京飛的話劇，於

是常帶著妹妹鮑莉去看，慢慢地就把鮑莉

培養成了郭京飛的鐵桿粉絲。

郭京飛透露，早在學校第一次看見鮑

莉的時候就在幻想，如果我倆能在一起應

該有得聊。這樣兩個互有好感的人迅速走

到一起，各自瞞著家人偷偷拿了戶口本去

領證，直到一年之後才和家人坦白。如今

郭京飛、鮑莉和陸毅、鮑蕾一樣，堪稱娛

樂圈模範夫妻。

郭京飛曾因打架退學
演《勝利之路》向父親賠罪

綜合報導 連續數周，李晨現女友和

前女友之間的車輪戰來回碾壓，佔據了各

大媒體頭條，而當事人李晨也在“真性情

”和“不仗義”兩種言論中險些被撕成兩

瓣。昨日，《北京愛情故事》編劇李亞玲

的一條長微博《只是實話實說》，又把李

晨和張馨予那點事兒拿出來說了一遍。文

中，她列舉多個細節證明李晨沒有“插刀

”前女友，更大讚李晨是個誠實善良講義

氣的人，與張馨予只是“在錯誤的時間遇

上了不合適的人”。

證據 1
他沒有“插刀”前女友

李亞玲稱，寫該長微博的原因是

“收到幾條陌生網友的私信，向我求證

《北京愛情故事》中的楊紫曦一角是否

曾經取名為‘李蒙璐’，因為有行銷號

以此當作李晨‘插刀’兩任前女友(李蒙

璐=牛萌萌+李小璐混合體)的證據。”該

角色拜金、勢利，結局也很糟糕，這種

人物設置讓網友怒斥李晨“專業撕前女

友30年”。

不過，李亞玲稱，這個人物不是李

晨設置的，“《北愛》最初是陳思成受

到李晨發佈在博客裏的一篇原創小說的

啟發，請槍手創作了一版大綱和前十集

劇本，但由於陳思成和槍手都不是專業

編劇，所以這一版內容並不成熟，隨後

陳思成找到我，請我幫忙重新創作。在

原始劇本雛形中，女主角之一就叫李蒙

璐。我當時不喜歡這個名字，覺得不好

聽，但陳思成告訴我，這個人物的設定

中有一些李晨前女友的影子，名字是他

取的，他想為朋友出個氣。”

“劇本初稿完成後，在開機前，陳

思成閉關一月，對劇本、尤其是後一半

劇情做了大量修改。讓李蒙璐在冬夜下

水摸鑽戒、導致不能再生育，是陳思成

修改的情節，”李亞玲還強調，“關於

劇本的創作階段，李晨並沒有參與。我

是 2010 年 3月在四川省版權局註冊的

《北愛》劇本初稿。那時劇中沒有‘楊

紫曦’，而是‘李蒙璐’。李晨是2010

年年底開機前才進入這個項目的。”文

中寫到，李晨不僅沒有“插刀”前女友

，對劇本影射前女友的行為還有些看不

慣：“看完劇本後，李晨明確對‘李蒙

璐’這個名字提出了異議，所以最終改

成了‘楊紫曦’。”李亞玲總結：“說

李晨在‘抹黑’‘插刀’前女友，那才

是對李晨別有用心的抹黑。”

證據 2
他為朋友兩肋插刀！

李亞玲稱讚李晨是其合作過的明

星中“最親和、最沒有明星架子、最

尊重合作夥伴、最講情義的一個”。

她舉了很多交往細節，比如李晨尊重

編劇，開車和聚餐時非常注意禮節，

聚會時不斷照顧別人。這些細節能體

現李晨的“細心體貼、善良週到”，

因為“生活細節不是照本演戲，是沒

有辦法偽裝的”。

最令李亞玲感動的是，2012年她父

親病逝後，李晨第一個轉發她的微博並

表示哀悼、還打電話來慰問她。此外，

李晨在李亞玲買房時，主動借錢給她，

且沒有讓李亞玲開借條。李亞玲稱：

“當時他剛剛失戀，整個人暴瘦了二十

斤，形容憔悴。但他對我這個朋友，依

然溫和週到，馬上把錢打到了我賬上，

還安慰我不必著急還。看他如此，我很

心酸，卻不知該如何安慰。”

證據 3
他為感情赴湯蹈火！

關於李晨對待感情的態度，李亞

玲評價為“固執、一根筋，也容易衝

動，在感情上太過投入，所以很容易

受傷”。

李亞玲爆料稱，2012年，李晨公開和

張馨予的戀情之後的第二天，就飛到成

都，探班正在成都拍戲的張馨予。當時

李亞玲勸他要冷靜，可是李晨卻說，他

相信愛情，哪怕他受過很多傷，他仍然

相信愛情。這讓李亞玲很感動，因為

“現實生活中，很多人三十歲以後，甚

至在更早的時候，就早已喪失了這種能

力。他們變得只愛自己”。

因為李晨的關係，李亞玲也認識

了張馨予。她稱：“這個女孩子本性

善良，我父親過世時，她也及時慰問

我，她還會每年都記得我的生日，對

朋友挺好。有時我們會談一些私房話

題，她會很坦誠，不會隱瞞或撒謊。

”李亞玲認為，張馨予和李晨分手是

因為兩人性格不合。“馨予是一個任

性自我的女孩子，性子很直率，平時

聊天，很多話隨口衝出完全不加掩飾

不計後果；她很孩子氣，喜歡所有女

孩子都喜歡的浪漫、驚喜和刺激。而

李晨則穩重成熟、踏實老實，不是那

種會變著方法製造浪漫討女人歡心的

風月高手。”更重要的是，李晨年齡

比張馨予大了好幾歲，他談戀愛是為

了構建家庭的港灣；而張馨予處於不

太確定自己情感、不想過早涉足婚姻

的年齡階段，“在生活上，他總是像

個大哥哥一樣管著她，雖然是為她

好，但有時會讓她難以接受。有時

他們會為很小的瑣事鬧矛盾，讓我

這個大姐姐覺得啼笑皆非。”李亞

玲認為：“兩個人在情感狀態上不

同步，性格也有差異，彼此都愛得

很累。所以他們最終分手，這對他

們來說都是好事。”

此外，關於“心形石頭”，李亞玲

認為只是李晨表達愛的一種方式。事實

上，他也只送過兩個女友“心形石”，

而劉蕓的那顆，劉蕓澄清過是她和李晨

偶爾一起發現的，沒有特殊含義，“如

果說他都送同一種信物，那只能說明他

一根筋，不擅長耍花招哄女人”。

至於李晨和范冰冰的戀情，李亞玲則

予以祝福，“我個人很看好這段感情，

因為他們不管是年齡、閱歷還是性格愛

好，都很合適。我能明顯感覺到他們相

處得輕鬆融洽而美好，而且都是認真地

奔著結婚的目的去的。”

綜合報導 台灣女星范瑋琪今日

在微博曬出一張媽媽、婆婆的合影

，並稱“家有兩老，如有雙寶！”

感謝兩位老人對家人的付出。

照片中，范瑋琪的媽媽和婆婆

微笑出鏡，范瑋琪的婆婆抱著寶寶

，極其溫馨。范瑋琪在微博中感謝

兩位老人，稱“謝謝范媽媽和黑媽

媽在星期天保姆休假的日子都來家

裏幫我照顧熊貓，如果不是因為她

們，我家就是 Blue Sunday every

week 了。愛妳們媽媽！”

有網友留言稱，“漂亮的兩個

麻麻”，並稱“兩位媽媽好像啊”

，還稱讚他們是“幸福的一家”。

范瑋琪曬媽媽、婆婆合影
家有兩老，如有雙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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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華府訊】美京中華會館上週日(5/31)下午2
點召開議職員月例會，例會中討論及決議了多項
議案，包括：雙十國慶相關慶祝活動、明年春節遊
行日期之敲定以及Eye街510號中華會館原址之
整修計劃-----等等。

中華會館上週日例會由主席張和成、副主席
謝天倫聯合主持，兩位正副主席分別報告了近月
以來所處理的會務，包括贊助支持「華盛頓慰安婦
議題聯盟」及「紐約華人警察梁彼得事件之連署」。

重要節慶活動之日期業已敲定，包括：(1)、10
月4日(星期日)上午慶祝雙十國慶升旗典禮、中午
雙十國慶午宴聯歡餐會、晚上雙十國慶晚會(國慶
晚會相關籌劃由李治瑞前主席負責)。(2)、明年 2
月 14 日(星期日)舉辦慶祝農曆猴年春節遊行活
動。(3)、頗受國府與僑委會重視的「紀念抗戰勝利
七十週年慶」也受到會館議職員們之支持。

華府僑界將陸續推出「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
年慶」的系列活動。議員陳惠青提出相關簡報，8/
22的一場僑界慶祝活動時間訂於當天下午2點到
5點，活動內容將有珍貴文物展示、演講、頒贈紀
念獎牌、欣賞抗戰影片、合唱愛國歌曲及茶點聯
誼-----等等節目。

會館前主席、資深議員黃浩源，則提出Eye街
510號會館原址樓房之三項整修計劃均獲通過，
大家期盼樓宇管理委員會儘速處理會館整修問
題。

（5/31）會館議職員會議在華樂大廈中山廳舉
行，代表處領務組秘書林曉梅、僑教中心主任賴思
琦全程與會。會後張和成主席和部份與會人員手
持「抗戰勝利珍貴文獻套裝組」印有「勝利」字樣的
封面合影。

美京中華會館主席張和成及部份與會人員手持「勝利」字樣合影

美京中華會館5/31議職員會議 國慶春節活動日期均敲定

【本報華府訊】王顏鑄教授家學源淵,中文功底深厚,對古典詩詞尤有深度研究,演講
預期精彩, 有興參加者請及早報名, 以訂餐數,餐費為每人16元.
報 名 請 通 知: 明 道 廣 301-598-1976,TAOKMING@GMAIL.COM OR 王 顏 鑄
301-384-1041,WTKH@COMCAST.NET
內容摘要：

享有盛名的偉大詩人杜甫，1,300多年來對於漢詩界的貢獻和影響無與倫比。
古典詩歌能夠繼往開來，發展出數以千萬計的詩人和佳作，這都離不開杜甫在顛沛
流離和窮愁一生的境遇中付出的畢生心血及其作為一代宗師的首創功績。

我們作為後來者，必須懂得如何繼承他的事業，結合時代思潮，更上層樓，發揚
光大。這些都將是報告的應有之義。為了達到創新的目的，我們必須學習以杜甫為
首的前人開創的詩歌傳統，也就是學會、學好古典詩歌的創作方法。
詩學浩若煙海，個人所知有限；但是萬事開頭難，自須有人預作“廖化”式的啟蒙先
鋒，再尋找並培養未來的八鬥高才。

報告首先簡短介紹老杜的生平，然後演示其近體詩中的十首例詩，包含各詩的
創作年月、背景、主旨、詩意、作法、注釋、評注、典故，並附有譯白，也就是將古典詩
歌翻譯成白話文。報告著重於交代詩法和創作要點，而不在於如何欣賞。
歡迎各界人士撥冗參加《學杜舉要》詩學報告研討會。謝謝。
王顏鑄：山東省諸城縣人。1960年臺灣台南成功大學電機系畢業；1962年臺灣新竹
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碩士；1969年紐約大學電機系博士。此後在工業界從事工程工
作多年。1974年執教于華盛頓特區霍華大學電機系，2000年以正教授退休。少時受
家父母影響，酷愛古典詩歌至今。
地點：海珍樓 (1176 E Jefferson Street, Rockville, MD 20852, 301- 770-5020)
日期：2015年7月12日 星期日 出席時間：11:30 P.M.
午餐時間：12:00 P.M. – 1:30 P.M.研討會時間：1:30 P.M. - 3:30 P.M.

7/12詩友社舉辦
《學杜舉要》研討會

【本報華府訊】華府臺大校友合唱團訂於六月二十日 (週六)下午七時假 Concord-St. Andrews Unit-
ed Methodist Church(5910 Goldsboro Rd, Bethesda, MD 20817與享有盛名的紐約福爾摩沙合唱團舉
行聯合演唱會，免費招待各界，敬請屆時光臨聆賞。

此次演唱會曲目多元，由在華府享有盛名、與合唱結緣一生的許惠敏陳治煌 /具指揮家、作曲
家、管風琴家、大鍵琴家、聲樂指導身份的 徐惟恩先生共同來指揮涵蓋中外的名曲、黑人靈歌、爵士
風格歌曲、聖歌及令人懷念的台語民歌。由獲密西西比女子州立大學、威斯康辛大學學位的丁志清
女士及獲 紐約州羅徹斯特大學伊士曼音樂學院、曼哈頓音樂學院音樂學位的 謝逸詩女士擔任鋼琴
伴奏。

演唱會將由兩團一起合唱的南非自由之聲"Siyahumba"和" A Festive Gloria " 拉開序幕；台大校
友團將以地主身份先獻唱三首，包括盲眼男高音波切裡唱紅的改編合唱曲"The Prayer"、源自內戰時
期的反戰黑人靈歌"Down by the Riverside"及美國當代作曲大師 Morrie Lauridson 的"Sure On the
Shining Night"; 福爾摩沙團將接著一展他們的盛譽合唱 ”咱攏是出外人 ”、”千風之歌 ”等令人
感懷的曲子。伊士曼音樂學院聲樂碩士及辛辛那提大學音樂學院歌劇藝術家文憑的 名女高音何佳
陵也將加盟演出，獨唱 ”阿母的頭鬘”、”Give Me Jesus ”等名曲。

下半場有台大校友團獻上的”愛情樹、”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南屏晚鐘 ”、”
願 ”；福爾摩沙團的 ”Alleluia ”、”El Cielo Canta Alegria ”、及 ”Why We Sing ”；壓軸是兩團精
彩的大合唱 : ”飛快車小姐 ”、”茶山情歌 ”和 ”讚美歌唱 ”。此次演唱會的曲目多是大家耳熟能
詳者，但在兩團努力之下必有新猷，絢爛繽紛盛況可期。

六月二十日，這些在不同年代走出椰林大道，繞了半個地球走過人生幾個十年的學子們將重溫
杜鵑花城絃歌之樂，協同紐約合唱之星與各界人仕共譜一段合唱情緣，希望在這端午節的仲夏夜，
能帶給華府聽眾們一個豐富的音樂饗宴。

二十日演出後，兩團將於六月二十七日晚七時三十分於紐約法拉盛Town Hall再次攜手合作
演唱，兩次音樂會演出及有關該團之詳情請見台大校友合唱團網站www.NTUAC-DC.org。

臺大校友 / 紐約福爾摩沙 兩合唱團聯合演唱
六月二十晚將展現合唱繽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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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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電視美南電視美南電視美南電視

市場觀望氣氛未散，加上外資站
在賣方，台股周線收出2連黑。投信
表示，在今年以來影響盤勢最大的外
資籌碼尚未轉向之前，台股要擺脫震
盪走勢純屬不易。

德盛科技大壩基金經理人廖哲宏
表示，從籌碼面來看，今年以來外資
動向影響未來台股走勢甚鉅，目前期
現貨仍處賣超局面，並未明顯收斂，
是導致台股短線震盪主因。

不過，若從外匯市場觀察，外資
並未受到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
可能升息的預期而大幅撤離台灣，顯
示現階段僅是消化市場負面訊息與不
確定性，待產業秩序恢復後，外資籌
碼若出現回補台股的跡象，預期可見
指數明顯彈升。

從技術面觀察，台股在6月9日

重挫，正式跌破年線約9329位置，
目前仍是偏空局面，接下來若能再站
穩年線，年線趨勢持續向上，可望重
回多頭格局。

日盛首選基金經理人林建良表示
，下周台指期結算、希臘債務事件未
解、外資期現貨偏空操作、6月17日
Fed開會等因素，市場擔心指數恐受
壓，影響投資信心及短線追高意願，
類股輪動速度仍快，盤面以個股表現
為主，建議擇優布局。

林建良指出，從籌碼面來看，外
資本月以來明顯偏空操作，現貨賣超
約新台幣600億元，期貨6月初來空
單維持在2萬口附近，融資成數高的
個股賣壓重，使得近期線型明顯轉弱
，融資6月以來已砍了130億元，股
票低於淨值個股持續殺低，盤面強者

恆強明顯，布局仍以基本面及籌碼面
具優勢族群為首。

廖哲宏認為，由於美國聯邦公開
市場委員會(FOMC)會議前將增添市
場不確定性，加上台股交易新制上路
後，市場仍在學習，短線震盪難免，
但後市仍不宜看淡。

他說，在全球資金流動性充沛、
利率維持低檔的環境下，能見度高與
穩定成長的高殖利率股仍是投資主軸
，尤其在短線波動的階段，建議可跟
著資金偏好逢低分批布局高殖利率族
群。

此外，隨著股東會旺季進入尾聲
，時序進入除權息旺季，由於股利所
得須列入個人綜所稅，參與除權息要
能填息或填權才有獲利的機會，否則
賺了權息反而賠了稅金和價差。

廖哲宏建議，可留意第2季被超
賣的高股息股，尤其是第3季營運動
能有機會大幅提升的族群，可望有表

現機會，例如被動元件、PC零組件
、伺服器等，皆值得多加留意。

台股周線2連黑 待外資籌碼轉向

西元1652年，荷屬東印度公司派
遣荷蘭籍年輕商人黎貝克（Jan v an
Riebeeck）登陸南非開普敦，擔任第
一任總督。

1970年發行的南非紙鈔，正面印

著黎貝克肖像，反
面印著各式植物，
面額計有 2鍰、5
鍰、10 鍰、20 鍰
與 50 鍰。紙張較
寬大，同時印著英
、斐雙語。當時美

金兌換南非幣曾高達1:1.4，幣值相當
大。

1994年，取消種族隔離政策後的
新南非選出自由鬥士曼德拉為總統，
並發行新鈔，迎接新時代的來臨。面

額計分10鍰、20鍰、50鍰、100鍰
與200鍰。

正面圖案是非洲五大獸：犀牛、
大象、獅子、水牛與花豹，反面則是
不同圖案。紙張面積明顯變小，與美
金兌換大約是1:4，幣值下貶。由於政
府第一次發行百元大鈔，很多商店收
銀員不認識，必須請示主管後才收下
鈔票。

2012年，南非再度發行新鈔向偉
人、新南非的國父曼德拉致敬。新鈔
正面印有曼德拉肖像，反面仍是非洲
五大獸，除顏色外，其他不變。今年
以來，南非礦區罷工不斷，產量驟減
，南非幣應聲下跌，與美金兌換曾一
度只有1:10.2。

南非紙鈔圖案
5大獸與曼德拉

俄羅斯是個極為重視歷史文化的
國家，特別崇拜那些曾在歷史上建立
豐功偉業的英雄。對俄羅斯人而言，
英雄理所當然地被印在鈔票上，好讓
後人時時記得他們的偉大。

為了紀念創建俄羅斯帝國與俄羅
斯 海 軍 的 彼 得 大 帝 （Peter the
Great, 1672-1725），他成了500盧
布（Russian ruble）上的大人物。

1000盧布上的代表人物，則是
古代俄羅斯諸侯國中，文治武功最強

的統治者：智者亞
羅斯拉夫（Yaro-
slav the Wise），
在他的領導下，國
家逐漸強盛，人們
視之為俄羅斯歷史

上的千古一帝。
代表5000盧布的大人物則與近

代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密切關聯
，他就是俄羅斯帝國的西伯利亞總督
：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Niko-
lay Nikolayevich Muravyov-Amur-
sky, 1809-1881），中俄《璦琿條約
》的關鍵人物。

有趣的是，印有這樣大人物的
5000盧布卻很少有人想要擁有，原
因是面額太大，難以使用的緣故。

俄羅斯崇拜英雄
鈔票印偉人圖

印度現有紙鈔七種面額分別是5、
10、20、50、100、500、1000 盧比
，鈔券正面清一色印上戴著招牌圓形
鏡框的印度國父聖雄甘地（Mahat-
maGandhi）側臉微笑肖像。

這一系列紙鈔從1996年發行迄今
。印度是個擁有多元語言和民族的
國家，盧比鈔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莫過於每一張都在背面以22種官
方語言中的15種書寫面額；正面則
以北印度最普遍使用的印地語

（Hindi）和英語標示。
因此，每張紙鈔上可以看到17種

語言，展現尊重不同民族的氣度。不
同面額鈔券背面圖樣各異，但都頗具

印度意象。
比方說，10 盧

比鈔券背面印有犀牛、
老虎和大象；100盧比
鈔券背面印的則是喜馬
拉雅山；印度獨立運動
象 徵 之 一 的 1930 年
「食鹽進軍」 ，則印在
500盧比鈔券背面。

盧比鈔票
聖雄甘地微笑

生物多樣生物多樣 巴西幣版面留給動物巴西幣版面留給動物
巴西中央銀行最早發行的紙

幣是 1942年的克魯銳羅（Cru-
zeiro），目前在巴西流通的紙幣
則是里奧（Real）第2代。

2010年 12月起陸續發行面
額100元、50元、20元與10元
的鈔票；2013年發行面額5元與
2元。

第1代里奧在1994年問世，

第2代繼續沿用其裝飾圖樣，正
面為巴西共和國代表肖像（雕塑
），反面以巴西特有物種為圖，
突顯巴西的生物多樣性。

100元鈔票是巴西沿海常見
的石斑魚；50元鈔票是瀕臨絕種
、但亞馬遜和中西部大沼澤地帶
仍可發現其足跡的美洲豹。

20元鈔票是巴西為維護瀕臨

絕種物種努力的象徵、大西洋叢
林原生種金獅面狨；10元鈔票是
巴西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典型
動物綠翅金剛鸚鵡。

5元鈔票是極具代表性的巴
西溼地鳥類大白鷺；2元鈔票是
巴西沿海可見的五種海龜之一玳
瑁。

中日兩國博弈中日兩國博弈：：日元貶值應對中國崛起日元貶值應對中國崛起

希腊現銀行擠兌潮 歐央行提高緊急放款額度

（綜合報道）在外交場合公開牽制中國，擺出與中國針鋒相
對的態勢，是安倍內閣外交的最大特點。通過超發貨幣來人為造
成日元彙率貶值後，企業從國外賺取的美元利潤的數額雖然不變
，但在過去兩年裡兌換成日元後，則增加了三到四成，企業不用
增加設備投資，效益卻隨手可得，這帶來了日本股票市場的一派
繁榮。無需與中國加強經濟往來，企業效益同樣能獲得發展。去
中國化在今天的日本看上去正在成為一種潮流。

在日本如果問到今後5年或者10年世界最大的市場是哪裡？
人們會異口同聲地回答：“是中國。”最有發展潛力的市場又在
哪裡，大多數人給出的結論也是“中國”。

這裡有一個巨大的矛盾：在外交及軍事上，安倍內閣明確牽
制中國的政策是能夠得到輿論支持的，但在經濟上，日本並沒有
放棄對中國市場的期待。

“這種博弈只有在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以後，日本方面才
會放棄。”日本的一位經產省原官員對筆者說。可以想像的是，
博弈還需要5年左右的時間才能看出結果。讓安倍及安倍之後的
日本放棄牽制中國的外交政策，這不可能。讓日本經濟完全脫離
與中國的關系，這更不可能。

不參加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是安倍內
閣的既定方針，這個方針在3月底創始意向國申請報名截止期過
後，日本方面沒有任何變化。

按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亞開行)調查的數據，2010年到
2020年十年間，亞洲在基礎設施方面的需求是8萬億美元，即每
年8000億美元。不參加專門為亞洲基礎設施設立的銀行，日本
企業保有的大量社會基礎設施技術就難以在亞洲推廣。日本國內
對安倍內閣的這個決定，公開表示不滿的企業家、媒體並不在少
數。

5月21日，安倍晉三在《日本經濟新聞》主辦的一個論壇上
發表了演講。《日本經濟新聞》報道稱，安倍演講的內容主要有
三點：第一，認為任何國家不得肆無忌憚地以自己國家的意願從
事社會基礎設施的建設，而應該建設一個公平的、可持續發展的
市場；第二，政府部門過度的經濟活動會攪亂民間部門多種多樣
的計劃建議；第三，不得在亞洲建造劣幣驅除良幣的市場。“這
是針對中國的發言。”該報點出了安倍發言的攻擊目標。

而且安倍並非嘴上說說，而是有非常具體的行動。在日本演
講及G7峰會之前，已經做了嚴密的准備，有大量在亞洲的項目
得以推進。

5月27日，日本與泰國簽署備忘錄，確認泰國將引入日本新
干線技術用於修建國內曼谷——清邁的高速鐵路。這條高速鐵路
全長680公裡，采用日本新干線的“標准軌道”。在高速鐵路建
設方面，日本通常以100萬人口為設立站點的標准。清邁人口只
有20萬人，建設鐵路的意義雖然重大，但這樣的鐵路該以何種

方式收回投資，備忘錄沒有明確言及。從泰國政府發言人的談話
看，該鐵路項目預計耗資120億美元，主要由日本在技術和資金
方面提供支持。安倍准備在今後5年拿出1100億美元用於亞洲的
基礎設施投資，現在首先在泰國就要投出一大筆。

除了泰國以外，安倍內閣在亞洲其他地方也緊鑼密鼓地推薦
日本的高鐵技術。比如日本早在2013年就與印度簽署合作協議
，就印度孟買——艾哈邁達巴德的高鐵專線展開前期調查，該高
鐵全長約500公裡，將於2017年動工建設。

日本還在全力爭取馬來西亞到新加坡高鐵項目的建設權。印
尼是個島國，交通主要靠水運，日本現在也在積極向印尼推薦高
鐵列車。

在亞洲基礎設施方面，日本幾乎與中國亦步亦趨。中國提出
亞投行的資本金該在1000億美元，日本馬上宣布今後5年對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1100億美元。中國和泰國等國簽訂鐵路項目後，
日本立即也來這裡競爭。

“別說5年拿出1100億美元了，就是每年拿出1100億美元
，對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來說也是杯水車薪。與其相互競爭，不
如日本與中國聯合共同為亞洲出力。”一位研究東南亞問題的日
本經濟專家對筆者說。只是安倍內閣過於需要在政治及外交上牽
制中國，已經很難思考與中國的合作共贏了。

（綜合報道）自今年1月以來，希腊人開始
了藏“私房錢”的習慣。這筆或見於床墊下或
見於地板下的私房錢規模約在50億歐元。

實際上，自去年12 月以來，共有約300 億
歐元離開了希腊銀行系統，迫使希腊銀行嚴重
依賴於歐洲央行[微博]提供的流動性。

截至今年的4月30日，希腊向歐洲央行申
請了約807億歐元的緊急流動性援助(ELA)，約
占希腊金融體系60%的存款總額。

考慮到近日政府將實施“資本管制”的小
道消息在希腊滿天飛，6 月 11 日歐央行決定將
ELA規模提升至830億歐元。但是，希腊和國際
債權人的和解合約目前看來還遙遙無期，如德
國央行行長魏德曼此前所說，留給希腊的時間
所剩無幾，而希腊違約的風險每天都在上升。

希腊人喪失對銀行信心
在希腊激進左翼聯盟贏得大選2個月之後，

法提亞斯(PanayotisFotiades)把款從雅典的銀行裡
取了出來。

“我覺得不久之後，希腊同‘三駕馬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歐盟與歐洲央行)之
間肯定存在一場對抗。”作為中小型企業主，
法提亞斯和他的朋友一樣，擔心希腊同國際債
權人的關系惡化後，最終政府將采取資本管制
。

為了保護自己的積蓄，他先買了一台嶄新

的奔馳車，然後聽取了財務顧問的意見，把存
款挪到了盧森堡的貨幣市場基金裡。

數據顯示，許多希腊人似乎采取了類似的
預防措施：希腊新車注冊量今年飆升，在今年5
月上漲了27.9%，在4月則上漲了47.2%。

一方面設法買貴重物品保值，另一方面希
腊人加緊蜂擁提取存款。

評級機構穆迪在本周警告，“存款流出，
顯著地增加了希腊當局實行資本管制的風險，
然而以實施資本管制來限制存款外流，這在我
們看來無異於銀行存款違約。”

希腊貸款機構之一的歐洲銀行(Eurobank)首
席執行官卡拉瓦斯(FokionKaravias)在接受英國媒
體采訪時表示，從去年 12 月以來，一共有 300
億歐元離開希腊銀行系統，迫使希腊銀行依賴
於歐洲央行的流動性。

“從去年12月起，幾乎每個星期存款都是
淨流出。雖然目前在2015年第二季度的淨流出
要少於第一季度，但這種情勢仍在繼續。”卡
拉瓦斯表示。

最大的打擊來自於今年1~2月：當激進左翼
聯盟政府上台，希腊存款出現了200億歐元的淨
流出，在3月希腊政府恢復與國際債權人談判時
，流出回落至10億歐元。

更糟的是，由於希腊左翼激進政府中的成
員在最近幾周不斷暗示，希腊將有可能違約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IMF[微博])的分期
貸款，希腊出現了
多次關於資本管制
的謠言。

“我去銀行把
我所有的積蓄現金都取出來，”前財務部員工
帕帕喬治歐(Papageorgiou)表示，“當我感到安
全的時候，我再把它們放回我的賬戶。”

6月4日，希腊表示，已通知IMF不打算按
期歸還3億歐元，並計劃將6月所欠IMF的四筆
款項合並為一筆，共計16億歐元，在6月底一
並歸還。就在當天，又有5億歐元存款離開了希
腊的銀行系統。

“我被嚇壞了。它看起來起初像一個真正
違約，所以我趕到銀行。”帕帕喬治歐表示。

據希腊經濟和產業研究基金(IOBE)6月2日
發布的調查報告，因政府遲遲無法與國際債權
人達成協議，經濟界對未來不確定和形勢進一
步惡化的擔憂加劇，5月希腊經濟景氣指數降至
91.4點，是自2013年12月以來的最低點。

同時公司的商業期望指數同比下降8.3%，
尤其是服務業和建築業降幅更為明顯；企業未
來出口預期不斷收縮；消費者信心由1月新政府
上台時的樂觀轉向擔憂和焦慮，信心指數連續
下降，4月為-40.5點，5月為-43.6點。

如何避免違約毫無進展
有跡像表明，出爾反爾的齊普拉斯政府惹

怒了希腊在歐元區內最後一個溫和派朋友——
歐盟主席容克，而法國與西班牙等原本對希腊
持同情之心的國家，早已經倒向了德國所在的

強硬派陣營。
在希腊銀行出現大規模擠兌潮、只能靠歐

洲央行的援助勉強活了下來之時，希腊政府在
尋找如何避免違約，同時又能留在歐元區內的
解決方案方面，但幾乎沒有任何進展。

據《第一財經日報》從歐盟委員會方面獲
悉，6月11日當地時間2點，容克將與希腊總理
齊普拉斯在布魯塞爾再次會晤，研究希腊問題
的解決辦法。

根據希腊駐華大使館向《第一財經日報》
提供的最新的進展情況，希腊方面向機構提交
了一份全面的建議，以期達成協議。

其中，希腊作出了重要的讓步：不僅放下
了之前正式的立場，還將過去幾個月中與之定
期舉行會議的布魯塞爾集團和技術團隊討論考
慮進來。建議包括：第一，低基本盈余，以使
希腊免於緊縮政策。第二，保護退休金和實際
工資。避免進一步削減工資和養老金，以結束
衰退。第三，進行有利於社會大多數人的收入
再分配。第四，重組債務，使希腊結束借新債
還舊債、而不是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惡性循環
。第五，恢復勞資集體談判，撤銷被解除的勞
動關系。第六，引導在基礎設施和實體經濟中
強有力的投資計劃。

與此同時，希腊方面認為，希腊政府已經
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將包括歐盟、歐洲央行、IMF
的立場囊括在提交的建議中，但是後者現在又
提出了新的建議，這一建議所強調的緊縮將導
致希腊陷入經濟僵局，而非真正實現發展。

小德錯失全滿貫絶佳良機
紅土未來呈現多元化

責任編輯：王灝

騎士主場 96-91擊敗勇士袁總決賽總比分
2-1領先袁詹姆斯砍下 40分 12籃板 8助攻袁系
列賽場均 41分 12籃板 8助攻比肩巔峰喬丹袁3
場比賽拿到 123分打破歷史紀録遥
野超級巨星對決袁詹姆斯 40 分 12 籃板 8 助

攻袁庫里 27分 6籃板 6助攻袁冶ESPN在官方推
特這樣寫道遥球迷留言道院野詹姆斯才是眞正的
MVP袁庫里與詹姆斯差距太大了遥冶
詹姆斯與庫里的對比袁不禁令人想起 1997

年總決賽的喬丹和馬龍遥那一年馬龍拿到常規賽
MVP,喬丹則在總決賽證明瞭誰才是王者袁首場
比賽在馬龍投失關鍵罰球後壓哨絶殺袁第五場更
是奉送了帶病殺敵的經典之作遥喬丹在那一年總
決賽場均 32.3分袁力壓場均 23.8分的馬龍袁公牛
收穫第五冠遥
本屆總決賽袁詹姆斯場均 41分 12籃板 8助

攻袁連續 3場得分 30+袁庫里場均 24分 5籃板 6
助攻袁得分 30+場次爲零袁高下立判遥正如當年的
馬龍袁庫里也是非常優秀的球員袁但詹姆斯更強遥
上一位能夠在總決賽場均 41分的球員是喬丹袁
喬丹在 1993年總決賽場均 41分袁這是 NBA歷
史紀録袁詹姆斯如今也打出這樣的神數據遥喬丹

在 1993年總決賽場均 8.5籃板 6.3助攻袁本屆總
決賽的詹姆斯在這兩項數據上更勝一籌遥詹姆斯
總決賽前 3場總計獲得 123分袁成爲 NBA歷史
總決賽前三場得分最多的球員袁原紀録是里克-
巴里在 1967年總決賽前三戰創造的 122分袁湖
人名宿杰里-韋斯特總決賽前三戰曾砍 118分袁
排名歷史第 3遥

當詹姆斯在總決賽首戰砍下 44 分卻輸球
後袁外界一片看衰之聲袁騎士似乎已經完蛋袁但詹
姆斯卻表示院野我知道我們不被看好袁但這給了我
動力袁我會準備好的遥冶
野魔術師冶曾經説過袁詹姆斯是一位籃球智商

超高的球員袁奧尼爾曾稱讚詹姆斯很懂戰術袁很
會閲讀比賽遥名宿們是眞正懂球的袁他們瞭解詹
姆斯的優秀不僅僅在于超凡的身體素質袁還有聰
慧的頭腦袁他能夠根據比賽的實際狀况進行準確
的調整遥
詹姆斯在首戰採取了先投後突的策略袁想要

先在中遠距離投開袁令勇士擴大防守袁但勇士堅
決執行他們的防守安排袁防線不盲目收縮袁也不
盲目擴大袁而是一對一防詹姆斯袁利用陣容深度
的優勢打車輪戰袁消耗詹姆斯的體能袁切斷他與
隊友的連線遥結果袁詹姆斯拼到能量耗盡袁騎士呑
下敗仗遥
第二場是詹姆斯改變的開始袁他開場就在禁

區碾壓勇士的防線袁低位背打結合突破在籃下製
造殺傷遥詹姆斯的身體條件令他殺到禁區的時
候袁勇士球員很難通過一對一的方式限制他得
分袁不可避免的要出現收縮包夾的情况袁這意味
着騎士的外線投手獲得空間袁詹姆斯的傳球路線
又出來了袁這個變化是騎士打贏第二場的關鍵因
素之一遥

詹姆斯此役仍堅持第二戰的打法袁從始至終
猛衝勇士籃下遥雖然詹姆斯在勇士球員的層層防
守下投籃表現不穩定袁但他的果敢和勇猛帶動了
全隊的進攻袁再度迫使勇士改變防守遥第三節比
賽進行期間袁詹姆斯運球推進袁還沒到罰球線位
置袁勇士就準備夾擊袁詹姆斯迅速分球給處于空
位的史密斯投進三分袁這就是可怕的防守牽制
力遥接下來一球袁詹姆斯奔襲至籃下袁勇士無奈之
下多人圍堵袁詹姆斯在人群中將球分出袁莫兹戈
夫接球就是一記重扣遥
爲隊友傳球並不躭誤詹姆斯自己得分袁他此

役拿到 40分袁下半場貢獻 27分袁空接隔扣克
萊-湯普森相當霸氣遥能夠在傳球和投籃兩方面
如此自如切換袁在當今這個聯盟袁詹姆斯説第二
的話袁無人敢稱第一遥
詹姆斯的貢獻不僅僅局限于進攻端袁他在防

守端同樣身先士卒袁單兵防守袁籃下補位袁快速協
防袁他在防守中同樣毫無保留遥弱側協防封蓋克
萊-湯普森的投籃袁將球切下後爲了爭奪球權把
自己扔進觀衆席袁當埃澤利扣籃時送出迎面大
帽袁腿部出現抽筋狀况的詹姆斯這樣防守袁隊友
們還會不賣力嗎钥
將本場比賽計算在內袁詹姆斯本賽季季後賽

總計 4場比賽在樂福和歐文都不打的情况下帶
隊袁4場球全勝袁詹姆斯 4場比賽場均 36.5分 14
籃板 10.7 助攻袁這樣的帶隊能力袁即便放在
NBA歷史與名宿們對比袁也是出類拔萃遥

野我不知道我是否會繼續保持這樣的數據袁
但我知道我會每場比賽都帶領大家去拼袁冶詹姆
斯在本場結束後説遥沒錯袁詹姆斯就是偉大的球
隊領袖袁他帶領缺兵少將的騎士高歌猛進遥

詹皇場均 41+12+8比肩喬丹 3場 123分歷史第一

儘管梅西已經回到阿根廷備戰即將開始的美

洲杯袁但巴薩主席巴托梅烏尧巴薩隊友阿爾巴都爲
梅西送上了自己的讚美之詞袁而意大利營養師波塞
爾也透露了梅西恢復狀態的秘訣遥

巴西主席巴托梅烏表示院野梅西現在已經是西
甲歷史最佳射手袁他已經取得了瘋狂的成就遥但是袁
沒有人知道他的極限袁即使是他自己也不知道遥冶梅
西尧內馬爾尧蘇亞雷斯組成的三叉戟 2014-15賽季
打入了 122球袁巴托梅烏自豪的表示院野我們已經打
造了史上最好的三叉戟遥他們已經打破了紀録袁很
榮幸能擁有這三名前鋒遥我們擁有一支可以在未來
取得成功的年輕球隊遥我不得不説這是一個神奇的
時刻遥冶
與恩里克尧阿爾維斯續約袁簽入比達爾袁巴托梅

烏正在爲競選主席而努力遥巴托梅烏強調院野在恩里
克的執敎之下袁在梅西的率領之下袁他們完成了最
爲艱苦的任務袁在結束了一個勝利周期之後袁他們
又開啓了一個勝利的周期遥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袁
他們做到了沒有人能夠想象到的事情遥我們是過去
三年最成功的俱樂部袁我們希望繼續這樣下去遥冶

巴薩後衛阿爾巴則認爲院野梅西是世界上最好
的球員遥如果我們抛開偏見袁那么其他球員根本無
法和梅西相提並論遥冶巴薩續約阿爾維斯令阿爾巴
感到滿意院野我爲阿爾維斯感到高興遥他是一名出色
的職業球員袁也是個好人遥我希望他能夠繼續幫助
我們遥冶巴薩簽入的比達爾也是阿爾巴的老隊友袁巴
薩後衛表示院野我在少年隊就認識了比達爾遥我們一直保持着
聯繫袁這對巴薩來説是個好消息遥他可以爲任何俱樂部效力遥
他將成爲巴薩的一名關鍵球員遥冶
意大利營養師波塞爾則在接受叶米蘭體育報曳採訪時也

透露了梅西恢復狀態的秘訣院野世界杯之後袁他眞的做出了改
變遥梅西或許意識到他可以去改變一些事情遥看起來袁梅西或
許是個不起眼的人遥他贏得了一切袁但他希望繼續下去遥他明
白袁想要做到這一點就不得不去改變一些東西遥他改變了飲
食習慣袁不再吃那些過度加工的食品了袁而是吃一些富含維
生素尧礦物質和膳食纖維的食物袁比如穀物尧水果尧蔬菜尧魚和
橄欖油遥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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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足聯在官網上公佈了本賽季歐冠 18人夢
之隊陣容袁歐冠冠軍巴薩有多達 10人入選袁梅
西尧內馬爾和蘇神組成的MSN領銜遥歐冠亞軍
尤文有 5人袁而皇馬僅有 C羅和克羅斯進入名
單遥
本賽季歐冠最佳陣容由歐足聯的技術團隊

選出袁這支夢之隊並不是常規的 11人陣容袁而是
11+7人的標準比賽大名單袁其中包含 2名門將遥
在柏林奪冠的巴薩成爲大贏家袁他們一共有 10
人進入夢之隊浴分別是門將特爾施特根袁後防線
上的馬斯切拉諾尧皮克和阿爾巴袁中場的拉基蒂
奇尧伊涅斯塔和布斯克茨以及前場的MSN組合

梅西尧內馬爾和蘇亞雷斯遥
歐冠亞軍尤文有 5人入選袁分別是布馮 尧基

耶利尼尧皮爾洛尧馬爾基西奧和莫拉塔袁剛好是一
條中軸線遥値得一提的是莫拉塔袁雖然他在本賽
季歐冠賽場上的進球比隊友特維斯少 2個袁但莫
拉塔在同皇馬的兩場半決賽以及決賽上都取得

了進球袁給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遥
皇馬雖然進入了 4強袁但他們只有 C羅和

克羅斯進入歐足聯評選出的歐冠夢之隊遥C羅本
賽季在歐冠賽場上打進 10球並有 4次助攻袁克
羅斯則貢獻了 3次助攻遥本賽季歐冠 4強中袁只
有拜仁沒有 1名球員進入夢之隊袁切爾西後衛伊

萬諾維奇得到了歐足聯的靑睞遥
附院歐足聯評本賽季歐冠 18人夢之隊
門將院特爾施特根(巴薩)尧布馮(尤文)
後衛院伊萬諾維奇 (切爾西 )尧基耶利尼 (尤

文)尧馬斯切拉諾(巴薩)尧皮克(巴薩)尧阿爾巴(巴薩)
中場院拉基蒂奇(巴薩)尧布斯克茨(巴薩)尧伊

涅斯塔(巴薩)尧皮爾洛(尤文)尧馬爾基西奧(尤文)尧
克羅斯(皇馬)

前鋒院內馬爾(巴薩)尧梅西(巴薩)尧蘇亞雷斯
(巴薩)尧莫拉塔(尤文)尧C羅(皇馬)

歐足聯評歐冠夢之隊院巴薩 10人入選 皇馬 2人

據悉袁國際足聯召開緊急會議袁商討選舉新一屆
國際足聯主席的時間袁從而敲定布拉特的接班人遥選
舉的時間初步定在了 2015年 12月 16日遥
在 5月 30日的國際足聯大選中袁布拉特擊敗了

阿里王子連任主席遥而 4天後袁他宣佈辭去 FIFA主
席一職遥布拉特辭職後袁國際足聯也是緊急商討袁以
確定選舉新主席的時間遥近期袁國際足聯在蘇黎世召
開緊急會議袁來商討選舉新一屆國際足聯主席的時
間遥屆時袁209個足球成員國將還在瑞士選舉投票袁選
出新一屆的國際足聯主席袁接班布拉特遥
國際足聯會議討論袁他們不想把選舉的時間安排

在 7月袁而是希望能在 12月中旬完成遥這樣他們可以
有 6個月的時間制定和實施改革袁完善國際足聯遥
關於布拉特的接班人袁呼聲最高的還是阿里王

子袁雖然在上一次選舉中他以較大的差距輸給了布
拉特袁但是布拉特辭職後袁他將是希望最大的接班
人遥此外袁歐足聯主席普拉蒂尼的呼聲也是比較高
的袁但是他之前已經表示支持阿里王子袁給了阿里王
子最大的支持袁所以接班的可能性不是很大遥而葡萄
牙前球星菲戈尧荷蘭足協主席范普拉克尧韓國足協會
長鄭夢準以及敎練濟科同樣也進入了最後的候選階

段遥

布拉特接班人將于 12月 16日揭曉

2015賽季法國網球公開賽落下大幕袁在壓軸進行的男單決賽中袁
賽會頭號種子尧奪冠大熱門德約科維奇錯失先勝一盤的優勢袁最終被
瑞士名將瓦林卡逆轉袁第三次衝擊法網男單桂冠失敗袁全滿貫的希望
只能再次延期遥而且隨着瓦林卡的奪冠袁或許未來紅土賽場的格局也
將産生變化遥
已經在澳網尧溫網與美網有過奪冠的德約科維奇袁從 2012年開

始袁目標就是拿下法網冠軍完成全滿貫的榮譽遥然而在 2012年袁職業
生涯首次晉級法網決賽的塞爾維亞天王袁苦戰四盤輸給了納達爾袁目
送對手成就法網七冠王的輝煌遥隨後則是在 2014年袁德約科維奇再次

進入法網男單決賽袁對手又是
納達爾袁結果還是四盤激戰袁
德約科維奇再度飲恨遥而在本
賽季袁德約科維奇有着非常出
色的紅土表現袁拿到了蒙特卡
洛與羅馬兩站大師賽的冠軍遥

而且來到羅蘭加洛斯之

後袁塞爾維亞天王的發揮也是
非常強勢袁晉級的過程首次在
羅蘭加洛斯擊敗了納達爾袁緊
接着又是經過補賽淘汰了英

國名將穆雷袁第三次躋身法網
男單決賽遥雖然賽前太多人看
好德約科維奇袁雖然世界第一
在決賽拿下首盤勝利袁但是面

對着以頑強斗志著稱的瓦林卡袁最終塞爾維亞天王第三次倒在距離
野火槍手杯冶最近的地方遥儘管未能完成野全滿貫冶的榮耀袁但是通過比
賽可以看出袁德約科維奇越來越全面的技戰術打法袁已經很好地適應
了紅土戰鬥袁這一點在此前的紅土大師賽上袁他能夠數次奪冠已經深
刻體現遥同時在擊敗納達爾尧淘汰穆雷的戰役中袁塞爾維亞天王也逐漸
展現在紅土上的掌控力遥但是對於德約科維奇而言袁未來依然有着很
大實現全滿貫的希望遥
生涯首次拿到法網冠軍的瓦林卡袁則是用這個紅土大滿貫的桂

冠袁證明瞭他在紅土賽場的能力浴去年袁瓦林卡就獲得過蒙特卡洛大師

賽的冠軍袁如今則是更進一步遥瑞士人不僅有着令人驚嘆的
戰鬥意志尧頑強精神袁而且他越來越成熟的技戰術打法袁也令
他在紅土賽場的競爭力越來越強大遥一方面是逐步穩定的底

線對攻能力袁特別是他犀利的單反火力袁另一方面則是相當強大的發
球威力遥儘管奪得法網冠軍時已經是 30歲的年齡袁但是只要能夠保持
這樣的競技狀態袁瓦林卡在紅土賽場的競爭力至少還能保持兩年遥
同樣令人刮目相看的袁還有英國名將穆雷遥今年大婚之後袁穆雷仿

彿是突然野開竅冶一樣袁紅土賽場的表現讓人驚訝遥此前袁這位溫網與美
網冠軍得主袁從沒有在紅土賽場打進過決賽袁但是今年卻是拿到了慕
尼黑與馬德里兩個冠軍袁更是在羅蘭加洛斯連戰連捷袁擊敗費雷爾等
好手晉級到四強遥雖然沒有能夠挺進決賽袁但是與德約科維奇半決賽
時候的發揮袁已經可以看出穆雷在毛瑞斯莫的調敎下袁紅土戰鬥力出
現了明顯的飆升遥未來袁英國人會成爲攪動紅土格局的又一個不確定
因素遥
作爲法網九冠王得主袁紅土之王納達爾雖然這次遇到了生涯法網

野第二敗冶袁但是誰也無法忽視袁西班牙天王在紅土賽場袁特別是在羅蘭
加洛斯的競爭力遥如果能夠保持健康的狀態袁納達爾還是有很大的幾
率完成法網十冠王的輝煌袁而他也依然是衆多渴望法網冠軍的男子選
手們袁在法網賽場最重要的敵人遥除此之外袁隨着年齡增長袁費德勒的
競爭力在減弱袁特別是在他並不擅長的紅土袁想要再次法網奪冠或許
將非常困難遥而日本天才錦織圭尧法國老將費雷爾袁雖然距離奪冠還差
了那么點袁但是絶對有能力成爲未來法網爭冠路上的攪局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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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66 BB1111體育圖片廣告天地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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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星期日 2015年6月14日 Sunday, June 14, 2015 星期日 2015年6月14日 Sunday, June 14, 2015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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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e Choice 5年年金計劃

年年 金金 金金 額額

$10,000以上

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3.2%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3.2%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3.2%

第四年利率第四年利率

3.2%

第五年利率第五年利率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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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起﹐年金利率將隨市場利率變化和新年金金額做調整)

●高利率 ●本金安全無險 ●沒有手續費用 ●累積利息延稅作用

詳情歡迎來電洽詢 281-368-7257
11720 Katy Freeway #1700 Houston, TX 77079

⊙低解約費僅5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五年是5%﹐5%﹐5%﹐5％﹐5％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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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 金金 金金 額額

$10,000以上

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2.45%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2.45%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2.45%

Secure Choice 3年年金計劃

中心電話：832-532-6690 傳真：832- 834-5229

診所電話：832-834-5226 傳真：832- 834-5229

敦煌醫學超聲中心
ACH Medical Ultrasound專業團隊

敦煌醫療中心聯合門診
HILLHOUSE MEDICAL GROUP

本中心接受包括Medicare、Medicaid，
Obama Care在內的各種醫療保險。
無保險病人有特殊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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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外科,婦產科,家庭全科,腎臟病,高血壓專科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02 (3RD Floor) 敦煌廣場百利大道入口處（東側）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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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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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周一至周日

8:30AM-8:30PM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主
治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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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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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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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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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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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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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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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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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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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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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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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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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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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全美中醫師執照 NCCAOM
˙德州中醫師執照 AC01513
˙湖北中醫藥大學 皮膚科碩士
˙師從中國著名中醫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尤其擅長中藥外治，針對患者個體差異配

制中藥洗劑，使用冷敷 熱敷 噴霧 熏洗等
方式，結合中藥內服 穴療 針灸等治療
手段，達到見效快 副作用小的效果。

A 痤瘡 酒糟鼻 脂溢性皮炎 口周皮炎 黃
褐斑 異位性皮炎 濕疹 蕁麻疹 接觸性皮

炎 玫瑰糠疹 癢疹 瘙癢癥 過敏性紫癜 白塞氏病 皮
膚變應性血管炎 雷諾氏病 帶狀皰疹及後遺神經
痛 傳染性軟疣 扁平疣 毛囊炎癤 手足癬 體癬 銀屑
病紅皮病白癜風脫發

主治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te 238,Houston,TX 77036 (國泰銀行樓上)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大皰性疾病（天皰瘡類天皰瘡皰疹樣皮炎家族性良性慢性天皰瘡）
D 冬病夏治 根據中醫“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理論，利用夏季人體陽氣旺盛，
治療一些慢性疾病，達到標本兼治、預防保健的作用（慢性支氣管炎、過敏性鼻
炎風濕性疾病、痛經、脾胃虛寒平素易感冒等）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Tel:713-541-0616
Cell:832-340-8205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Houston, TX ,77072(位於Bellaire與Wilcrest﹐Kimson Bellaire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所有保險項目﹕汽車﹑船類﹑房屋﹑商業﹑健康﹑人壽﹑共同基金﹑各類年金﹑退休金﹑IRA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Tel: 281281--933933--00020002 Fax:Fax: 281281--933933--9898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AP 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糖城2600呎Climents High﹑小學﹑初中頂尖學區靚宅﹐4/2.5/2.全新廚房﹐全新衛浴裝修﹐木地板﹐帶泳池廣闊綠地景觀﹐近圖書館﹑郵局,
First Colony Mall,6號及59號公路﹐極其方便﹐月底上市﹐$36.8萬﹐同款同區﹐$38.8萬過戶﹒

˙Missouri City﹐2005年建﹐3/2.5/2﹐2300呎﹐全新裝修﹐大理石臺面﹐木地板﹐近90及第五大道﹐便利於醫療中心工作人士和休大學生﹐
全區低價﹐僅$18.6萬,可租$1600-$1700每月﹒

˙Missouri City﹐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好學區﹐2600呎﹐$28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
˙59及8號公路﹐二室一廳﹐1100sft Condo﹐轉讓僅$2.3萬﹐長租客$650月﹐好投資﹒

地產
精選

Houselink Service, L.L.C.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Amy Shao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管理管理++貸款貸款

專
精
糖
城
附
近
新
屋

貸款﹕貸款利率歷史新低﹐買屋重貸均為良機
助您買到夢之屋﹐投資房亦可

※精於投資房地產買賣﹐批發價
一般低於市價30%-50%

請上網查詢請上網查詢www.har.com/amyshaorealtywww.har.com/amyshaorealty鑫匯地產鑫匯地產
832-878-8988 713-931-8601(O)

特別
推薦

◆糖城，Hwy6大型辦公室分租，靠近99大華，適用於課後教育，午蹈教室及大型聚會，長期、短期、臨時均可。低於市價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起至$1200
◆Katy on Mason Rd. 租$1500，1500呎交通繁忙地段Office Condo租，內有多間辦公室、大廳，適用於辦公室生意

PERRY HU胡中平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電話熱線：
(832)335-3207精 英 地 產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商業地產、購物商場、商業大樓、倉庫廠房
土地開發、農場用地、公寓旅館、餐館商店

專精專精

買賣買賣

新舊住宅房屋買賣、銀行政府、查封房、建築商存貨大特價

Email:perryhu8@yahoo.com

1. 大型Buffet中餐館出售，生意好近達拉斯，另位於休士頓黃金商業地段中餐館老店
出售，生意穩，售12萬。

2. 社區旅館，生意好，收入高，28房，僅售28萬。
3. 西南區，靠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兩層樓房2仟多呎，主臥房在樓下，售17萬多。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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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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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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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300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SOLDSOLD

Conventional LoanConstruction Loan

不查收入 信用分數580以上FHA/VA

Hard LoanJumbo Loan Cash Out

7001 Corporate Drive #100A, Houston, Texas 77036

手機:713-825-8807
直撥:832-649-5887

NMLS ID 49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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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

通國﹑ 台語﹑ 西班牙語

www.toponemortgage.com邱黃美嘉

Email:may@toponemortgage.net

May H Chiu

誠實可靠˙專業負責˙成功率近100%

Peter Ma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恆信貸款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盤點女足世界杯美女盤點女足世界杯美女

北京申冬奧代表團北京申冬奧代表團
舉行陳述交流會舉行陳述交流會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 日前日前，，北京北京20222022申冬奧代表團在瑞士申冬奧代表團在瑞士

洛桑與國際奧委會委員舉行陳述交流會洛桑與國際奧委會委員舉行陳述交流會。。國務院副總國務院副總
理劉延東理劉延東（（右三右三））出席並代表中國政府作陳述出席並代表中國政府作陳述。。



BB1010美容驛站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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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n Xue, 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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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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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1-988-5930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為各界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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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牙醫中心時代牙醫中心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Medicaid under 21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薛志剛牙醫博士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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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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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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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5年6月14日 Sunday, June 14, 2015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常規服務常規服務：：洗牙，補牙，拔牙，鑲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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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癌普查，口腔疑難雜症，口腔頜面及牙
周手術。

特色服務特色服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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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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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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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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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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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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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宋檳生 醫學博士
Bin S. Sung, M.D., F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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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通﹕國﹐粵,台﹐英語﹐接收醫療保險

4610 Sweetwater Blvd, Suite 130,
Sugar Land, TX 7747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門門 診診 時時 間間
週一至五 11:00am-7:00pm

小小小
兒兒兒

專專專
科科科

281-565-7337
Sweetwater Blvd.

Hwy 6

59

Lexington

★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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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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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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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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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收受各種牙科PPO以及政府保險 （位於Fiesta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中國城
百利大道8

號
公
路

G
es
sn
erFiesta悅來海鮮

★
百利牙科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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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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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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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City embrace the charm of Chi-
nese books and culture when the 2015
BookExpo America officially kicked off last
Wednesday, featuring China as the Global
Market Forum and the guest of honor for
the first time.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S Cui
Tiankai sai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I'm encouraged to see more books are
available, including President Xi's book
and Mo Yan's novels."

Cui said as China and the US sh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building a new model rela-
tionship for mutual benefit and bilateral
ties on many fronts expand, there's strong
and growing interest from both sides to
learn more about each other.

Zhang Qiyue, China's Consul General in
New York, read a letter from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 to the
event.

"The exchange of books has been an im-
portant contributing element," Zhang read
from Kissinger's note. "I have learned a
great deal from Chinese books, especially
historical treatises of the past half-century.
I welcome the fact that several of my
books have been translated by Chinese
publishers."

Kissinger said it is significant that the
Book Expo introduces President Xi Jin-
ping's book,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to
an American audience. For in it, President
Xi has outlined a reform program of un-
precedented scope to transform Chinese
society. Domestically, President Xi propos-
es combating corruption, strengthening le-
gal institutions, preserving the environ-
ment and growing the Chinese economy
to unprecedented levels.

President Xi accompanies his vision of a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with a conception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Kissinger wrote.

Sending a delegation of 500 professionals
and 25 celebrated writers, China is pre-
senting the largest ever publishing ex-
change in the US, according to Wu Shang-
zhi, vice-minister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

sion.

The guest of honor pavilion, covering an
area of 2,342 square meters, displayed
more than 10,000 Chinese titles, mostly in
English.

BEA is one of the world's major book gath-
erings and attracts professionals from 80
countries.

According to Chinese delegation head
Chen Yingming, China has been the guest
of honor at major international book fairs
since 2004, with an effort to promote Chi-
nese books to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We see it as a stage to present Chinese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the publishing exchanges," Chen said.

China's publishing "going global" strategy

has been active in the last decade. Ac-
cording to Vice-Minister Wu, ten years
ago China brought in nine titles for each
one that it sold to international market;
now the ratio is 1.6 to 1.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Wu
said. "The change is profound that the
global interest is more in the latest Chi-
nese titles about the country's recent de-
velopments and latest social updates, rath-
er than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years
ago."

Tom Allen,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said the China Glob-
al Market Forum was certain to be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their year's book fair.

"With 100 Chinese publishers here, proba-
bly making the greatest number of foreign
publishers ever to attend the BEA, Ameri-
can publishers will have conversations to
deepen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our
respective countries, and expand opportu-
nities for business ventures," Allen told
China Daily.

"With China as the guest of honor there
are great possibilities for cooperation," he
added.

SANTIAGO, May 2015 (Xinhua) -- China and
Chile on Monday signed a host of cooperation
deals including a multi-billion-U.S.-dollar curren-
cy swap pact as the two countries move to en-
hance their trade and financial tie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came after a meeting be-
tween visiting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and
Chilean President Michelle Bachelet, who jointly
witnessed the signing of a series of bilateral busi-
ness contracts and governmental accords in ar-
eas including politics, trade, finance, mining, agri-
culture,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agreed to grant a quota of 50 billion yuan
(8.1 billion dollars) to RMB qualified foreign insti-
tutional investors in the Southern American coun-
try, according to a joint declaration issued here
Monday after their meeting.

The three-year currency swap deal worth 22 bil-
lion yuan (3.5 billion U.S. dollars) signed be-
tween the central banks of China and Chile is
aimed at promoting the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
ment,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on the website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China's central bank.

The two countries agreed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upgrading their decade-old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to further promote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
ment, said the joint declaration.

"The two sides believ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upgrading the FTA to push forward
the lasting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trade cooper-
ation," said the document, adding that teams from
the two countries will start the work no later than Au-
gust.

Analysts say that an FTA upgrading is expected to cov-
er more products and bring more tax cuts within the
current framework.

Chile was the first South American country to estab-
lish diplomatic ties and the first in the region to sign
an FTA agreement with China.

Two-way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hile reached 34.1
billion dollars last year, four times greater than before
the signing of the pact in 2005.

China is also Chile's biggest trade partner as well as
largest buyer of copper products.

When meeting with the press, Li said that China had
launched the Chilean branch of the China Construc-
tion Bank as an official RMB clearing bank, the first
such organ in South America.

The two sides had also signed a pact to avoid dual tax-
ation to facilitate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he
said.

Li noted that China stands ready to encourage Chi-
nese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e's "two-ocean tunnel," which connects the Pacif-
ic and the Atlantic with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s rich experience in building tunnels located
in the earthquake-prone area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slow recovery of the glob-
al economy, the deepening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hile in areas such as finance, taxation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will promote two-way trade, in-
vestment and financing, the premier said.

In his six-point proposal to promote China-Chile prac-
tical cooperation, Li urged the two countries to ad-
vance the FTA upgrading, deepen financial coopera-
tion to support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be-
tween China and Chile and between China and the
Latin America as a whole, as well as strengthen coop-
eration in industries where the two countries enjoy
competitive edges and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e also called on the two nations to strengthen com-
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regional and interna-
tional affairs and boost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For her part, Bachelet hailed Li's current visit as an-
other landmark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Chile re-
lations.

She said that Chile is willing to consolidate political
mutual trust, deepen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FTA
agreement, enhance two-way investment and facili-
tate personnel exchanges so as to promote the over-
all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joint declaration said that the Chinese and Chil-
ean governments also agreed to "actively conduct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and expand invest-
ment in mining, agricultur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
tion, energy and manufacturing to promote industrial
connec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each other
on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their respective interests
and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it said.

Li's visit comes four months after the first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Forum of China and the Community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ates in Beijing.

At the meeting, China and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greed to increase their trade to 500 billion dollars by
2025. China also pledged to bring its accumulative in-
vestment in the region to 250 billion dollars by then.

This year marks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
ment of China-Chile diplomatic ties.

According to the joint declaration, the two countries
agreed to expand cooperation in such areas as cul-
ture, education, tourism, youth exchanges, antarctic
scientific research,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 and
earthquake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reduction.

They also agreed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which both are members, and simplify visa applica-
tion process to promote tourism and personnel ex-
changes, the document said.

Chile is the last leg of Li's four-nation tour to Latin
America, which has already taken him to Brazil, Co-
lombia and P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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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hile Sign Multi-Bill-USD Currency Swap Deal

China Makes Big Splash At 2015
Bookexpo America Book Fair In N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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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3rd L) and Chilean President Michelle Bachelet (3rd R)
attend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deals after their talks in Santiago,

Chile, May 25, 2015. (Photo/Xinhua)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L) and
Chilean President Michelle Bachelet

attend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deals after their talks in
Santiago, Chile, May 25, 2015. (Photo/

Xinhua)

From left: Tom Allen,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Cui Tiankai, Chinese ambassador

to US; Wu Shangzhi, vice-minister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Robert Holleyman, deputy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and Zhang Qiyue, China's consul general

in New York.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2015
BookExpo America was held last Wednesday in New
York City. The 2015 BEA featured China as its guest of

honor for the first time. [Photo/XINHUA]

Agreement Signals Closer Financial Ties

The Publishers' Booths At The 2015 BookExpo In New York City

發膜DIY
材料：白醋少許，一隻雞蛋（蛋白與蛋

黃分離）
操作方法：
1. 在洗髮水中加入少量蛋白洗頭，並較

輕按摩頭皮，讓頭皮得到最大程度的舒
展。

2. 洗完頭後，將蛋黃和少量的醋調勻
混合，順著髮絲慢慢塗抹，用毛巾包上 1
個小時後再用清水清洗乾淨。堅持每週
1-2次，雞蛋白醋發膜能讓乾枯無光的頭
髮變得烏黑髮亮。

亮麗秀髮吃出來
誰不想讓秀髮光彩照人？其實祇要日常

在飲食上稍加注意，亮麗秀髮很容易失而
復得。

海藻類
頭髮的光澤度很大程度取決於體內甲狀

腺素的作用。但是，女人過了30歲，體內
的甲狀腺素分泌能力就有所下降。而海藻
類食物中的碘極為豐富，這種元素是體內
合成甲狀腺素的主要原料。因此，常吃海
藻類食物，對頭髮的生長、滋潤、烏亮都
具有特殊功效。

綠色蔬菜&黃色水果
缺乏維生素也容易造成頭髮沒有光澤。

如維生素B具有促進頭髮生長，使頭髮呈
現自然光澤的功效，而維生素C可以活化
微血管壁，使頭髮能夠順利地吸收血液中
的營養。所以，平常多食用富含維生素的
蔬菜和水果，如菠菜、韭菜、芹菜、芒

果、香蕉等，不但能美化皮膚、同時它還
對頭髮恢復健康亮澤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豆類
經常吃豆腐等豆製品不但能起到增加頭

髮的光澤、彈力等作用，還能防止分叉或
斷裂。而對於30歲左右的女性來說，多吃
豆製品、多喝豆漿不但能促進腦神經細胞
的新陳代謝，還可預防白髮的生成。

讓秀髮光亮如鏡
秀髮無光還與生活習慣有關，改變不良

的生活習慣，並經常為自己DIY發膜吧。
冷水洗髮
現在的女性，一般都能根據自己的發質

選擇適合自己的洗髮水和護髮素，但是她
們往往習慣用熱水進行沖洗，認為這樣會
洗得很乾淨。而據頭髮護理權威專家稱，
冷水洗髮才不會破壞頭髮對亮發營養成分
的吸收。因此，愛美的女性應該拋棄傳統
的洗髮方式，改為冷水洗髮，以便靠冷水
的作用關緊表皮細胞，從而能更好地反射
光線，提高頭髮的亮度。

加強滋養
很多乾枯的頭髮沒有光澤可言，除了缺

少水分外就是缺少營養。每週一次深層滋
養頭髮是增強頭髮光澤的好方法。洗髮後
用精華素將頭髮從髮根到發尾塗抹，反覆
3 次直到精華素全部被吸收。堅持一個月
以後，頭髮的乾枯狀態會減輕，光澤度自
然提昇。

要探討女人不老的秘訣，就得瞭解會導致女人衰老的問題
所在。下面就指出導致衰老的五大兇手，愛美的你在生活細
節中可要注意哦！

脂肪過多：
現代女性工作忙碌，常常都是以加工及即食食品代替正

餐，飲食中常常缺乏維生素和礦物質的攝取，特別是不吃早
餐，或者晚餐吃得太多及太晚，以及偏愛煎炸熏烤食物，這
些都會造成脂肪增加的問題。

眾所週知，食用脂肪會令你肥胖並破壞你的動脈。但脂肪
對人類的另一個危害卻鮮為人知；它會令你衰老。

無疑，如果你想老得更快，最好多吃某些在你的全內會轉
化為游離基工廠的脂肪，這些脂肪令細胞功能混亂，易於癌
變，肆意地進行破壞性活動甚至自取滅亡。食 用錯誤類型的
脂肪會引起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在這些反應中游離基撕破細
胞，毀壞並耗盡細胞的生命。進入人體內的脂肪量，是一個
人衰老的速度和患病機會大小的 關鍵。

應該牢牢記住這一點：你所食用的脂肪類型決定了你是在
加速衰老還是延緩衰老。下面我們來看看為什麼？

氧氣喜愛脂肪 氧氣在脂肪中的溶解速度比在水當中要快8
倍，而且脂肪比其他物質對氧氣有更大的吸引力。當脂肪被
暴露於氧氣當中時，它會被氧化。如果你將一杯蔬菜油（如
谷物油）置於空氣當中，油中將很快地充滿氧氣。

便秘：
便秘會讓皮膚變得暗淡無光，若一星期有超過三天至五天

不能排便，宿便就會累積在腸壁中。宿便累積於大腸就會形
成毒素，過後會讓人體大量吸收。這些毒素若被人體吸收
後，就會降低人體的抵抗力及免疫力。

有經驗的女性都曉得，便秘的時候最容易皮膚乾燥，臉頰
長出黃褐斑，容易生出青春痘。嚴重者有口臭、體臭等。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困擾呢？這是因為積存在腸道內的糞
便不能排出體外，毒素被人體通過血液二次或多次吸收，並
且隨血液一起在體內循環，整個身體都受到嚴 重污染，皮膚
衰老和異常祇是你看到的一部分，更為嚴重的是皮膚下你看
不到的人體組織和器官人體的其它器官也在老化，最後導致
病變。便秘的症狀起初是以腹脹 不舒服，或放屁、打嗝的次
數增多出現，在這一階段，祇會覺得不舒服而已。然而，如
果置之不理，很可能演變成慢性便秘，不久，頭就沉沉的，
連肩膀也會酸痛起 來。有不少人容易疲勞煩躁，頭昏目眩或
失眠的症狀。

便秘的原因除了壓力，就是偏食。幾乎不含食物纖維的歐
美飲食的弊端是主因。也就是說缺乏膳食纖維。更讓人吃驚
的是80%的患者不知道這個主因，便秘就吃藥，吃藥見效，
不吃藥馬上又便秘，形成治標不治本的被動局面，最後變成
頑固性長期便秘。

過多冷飲：
喝過多的冷飲或者吃了很多的冰冷的食物，都會導致體內

的新陳代謝出現異常，導致人體的氣血不暢。常喝冰冷食物
會導致水毒的情況，這會造成排尿不正常及肥胖等症狀。

冷飲喝得多之所以對女性的月經產生影響，主要是因為冷
飲屬於寒性飲料，喝得太多人體易受寒邪的侵擾，引起胃口
差、易腹瀉、女性月經不調。而且腎臟主管人的生育，因此
腎臟在冷飲的侵擾下長期陽氣不振，再加上冷飲刺激使子宮
長期處於收縮的狀態，從而引起經行不暢、血塊積聚等，嚴
重者還會影響生育能力。

酸性體質：
長期攝取肉類者都會促使體質變成酸性。酸性體質

是百病之源，也是讓身體提早老化的主因之一。當我
們攝取過多的酸性食品，如肉類、魚類、乳製品等，
在其消化過程，都會在體內留下硫、磷、氯等元素，
導致體質變酸，加速老化。

根據食物本身所含元素成分的多少，可分為鹼性食
物、酸性食物、中性食物。

酸性食物 牛奶以外的動物性食品。含硫、磷、氯等
礦物質較多的食物，在體內的最終代謝產物長呈酸
性，如肉、蛋魚等動物食品及豆類和谷類等。與呈鹼
食物適當搭配，有助於維持體內酸鹼平衡。

鹼性食物 除了五穀雜糧外的植物性食品。含鉀、
鈉、鈣、鎂等礦物質較多的食物，在體內的最終的代
謝產物常呈鹼性，如，蔬菜、水果、乳類、大豆和菌
類食物等。與呈鹼食物適當搭配，有助於維持體內酸
鹼平衡。

中性食物 油、鹽、咖啡、茶等。
過度操勞：
人在過度操勞時出現的種種問題，如渾身泛力、運

動遲鈍、笨拙等症狀，都是因為乳酸堆積而成，期原
因為長時間工作導致而成。

瞭解了導致衰老的主因，那就要從食療下手，多吃
天然有機的食物，自然就可以補充到人體需要的營養
素及酵素。

研究發現，從事體力勞動者的細胞端粒比同年齡非
體力勞動者的細胞端粒平均短140個DNA鹼基對，由
於細胞端粒平均每年會損失20個鹼基對，這表明體力
勞動者的細胞老了約7年。

研究人員解釋說，過勞者細胞容易衰老是因為這些
人心理壓力大，這會對新陳代謝產生影響，使細胞受
到更多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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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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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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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95-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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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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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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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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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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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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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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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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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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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及老人醫療卡(MEDICARE)

MD, PhD, FACR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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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在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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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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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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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陶翔陶翔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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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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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電話: (713)272-9800

郭瑞祥醫師
Ruixiang Guo, D.M.DRui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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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瑞牙科Aria Dental

郭艾詩醫師
Estella Guo, D.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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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CHIP MCNA保險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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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及高膽固醇血症

主治
歡迎電話預約查詢
通英、粵、國語、滬

Tel : 713-779-8148

★美國心臟學會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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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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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永騏醫學博士
Steven Y. Yong, M.D., Ph.D. F.A.C.C.

STEVEN Y. YONG M.D., Ph. D., F.A.C.C.STEVEN Y. YONG M.D., Ph. D., F.A.C.C.
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

糖

城

16659 S.W. Frwy, # 215
Sugar Land, TX 77479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中
國
城

(每週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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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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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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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Best Vision

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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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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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設 備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精通英語,國語及臺語,接受多種醫療保險及視力保險

群 鷹 視 學 眼 科 中 心

鮑亞群 視學眼科博士
Dr Ya Chin Bao (O D)

Fellow of Orthokeratology Academy of America
Therapeutic Optometrist / Glaucoma Specialist

Pediatric Specialist / RGP and Soft Contact Lens
全新先進設備 醫術精湛周全
診治各類眼疾 青光眼專執照
幼兒視力保健 斜視弱視矯正
控制預防近視 精配隱形眼鏡

附設多種名牌鏡框專欄, 最新款式
優質服務，當天取貨 VSP, Eyemed, Superior, VCP, Cigna Vision, etc.

Tel: 713-270-9188
Fax: 713-271-9188
營業時間: 星期一、三、四、五、六
11:00am-6:30pm
星期日 12:00(noon)-5:00pm
星期二 公休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I Houston, TX 77036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bellaire@gmail.com

（前達君視力眼鏡）

惠
康
廣
場
診
所

糖
城
診
所

Tel: 281-491-2199
Fax: 281-491-2332
營業時間: 星期一 - 星期五
9:00am-6:00pm
星期六 9:00-4:00
星期日 公休
1730 Williams Trace,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Hwy 59 & Williams Trace)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center@gmail.com

周一至周五 9AM-5PM 7500 Beechnut #225
Houston, TX 77074713-773-1115

Xun Mao, MD
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 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毛迅毛迅 兒科醫生兒科醫生

Xiaodong Zhou, MD
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周曉東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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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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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營業六天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糖城地址：16659 S.W.Freeway S#581, Sugar Land, TX77479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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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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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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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DAVID S.C. HO, M.D.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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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琅
琊
榜
海宴

梅長蘇無奈地凝視了她片刻袁
最終還是悄然長嘆一聲袁緩步上前袁
蹲在她膝前袁 摸出袖中軟巾爲她拭
淚袁輕聲道院"娘娘袁您別再哭了袁再
哭袁又有什么益處呢钥 "

" 我知道噎噎只是忍了這些
年袁 突然忍不住了噎噎"靜妃似乎

也在拼力地平息自己袁 拉着梅長蘇
讓他坐在身邊袁淚眼迷蒙地看着他袁
看一陣袁又低頭拿手巾擦擦雙眼遥

"我現在很好袁"梅長蘇柔聲安

慰道袁"只是比常人稍稍多病些袁也
不覺得什么遥 "

靜妃哽咽道院"火寒之毒袁爲天
下奇毒之首袁要清理它袁又何止脫一
層皮那么簡單钥 爲你拔毒的那位醫
者袁可有説什么嗎钥 "

"他説噎噎我底子好袁沒事地遥 "

"怎么可能沒事钥 挫骨削皮拔的毒袁第一要緊的就是靜養袁"

靜妃一把抓住梅長蘇地手袁懇切地道袁"你別管景琰了袁好好養
着袁京里的事袁我來辦袁你相信我袁我一定辦得成噎噎"

梅長蘇用溫暖而又堅定地目光回視着她袁緩緩搖頭袁"不行

地袁宮里和宮外袁畢竟不一樣噎噎我走到這一步袁已經越過了多
少阻礙袁娘娘袁您也要來阻礙我嗎钥 "

靜妃心頭如同被扎了一刀般袁更是止不住的淚如泉涌袁仿彿
壓抑了十幾年地悲苦之情袁全選在此刻逬發了出來遥

"您若要幫我袁就什么也別跟景琰説遥 "梅長蘇的眼圈兒也

漸漸地紅了袁但唇角卻依然噙着淡淡的笑袁"景琰很好袁我也沒
有您想的那么累遥

您放心袁 我有分寸的噎噎您以後還是繼續給景琰做榛子酥
吧袁就算他不小心拿錯了袁我也不會糊里糊塗隨便吃的遥 "

"小殊噎噎小殊噎噎"靜妃喃喃地念着這個名字袁輕輕撫摸
梅長蘇的臉袁"你以前袁長得那么象你父親噎噎"

"娘娘袁我們不説這個了遥 "梅長蘇繼續給她拭淚袁"現在還

不是説這個的時候袁您會幫我的袁是不是钥 "

靜妃透過一片模糊的水色凝視了他許久袁 最後終于一閉雙
眼袁緩慢而沉重地點了點頭遥

見她允諾袁梅長蘇的唇邊露出一絲淡淡的笑袁明明是寬慰的
表情袁卻又顯得那么悲涼遥

靜妃不忍再看袁低下頭袁用手巾捂住了臉遥
"娘娘袁"梅長蘇緩緩站起身袁輕聲道袁"時辰不早袁我也該走

走了遥 您一個人能靜下來嗎钥 "

等我再次留意大典時袁皇太極已經離開座位袁正挺直腰背袁神情嚴肅的指天盟
誓院"皇天在上袁後土在下袁佑我先汗創立大業浴 今先汗已逝袁諸位兄弟子侄以國家爲
重袁推我爲君袁我惟有秉承先汗功績袁恪守先汗遺願噎噎我若不敬兄長袁不愛弟侄袁不
行正道袁明知非義之事而故意爲之袁或因弟侄微有過錯便削奪先汗賜予的戶口袁天地
無情袁必加譴責浴反之袁則天地神靈當佑我大金袁國祚昌盛浴"話音放落袁諸位貝勒或多
或少的都爲之動容變色遥 底下巴克什達海迅速謄寫好方纔的誓詞袁將紙卷呈交到皇
太極手中袁皇太極禱吿上天後鄭重的將紙卷焚爲灰燼遥

代善尧阿敏尧莽古爾泰站到人前袁齊聲説院"我等兄弟子侄袁當合謀一致袁奉大汗嗣
登大位袁大汗乃爲宗社與臣民所倚賴噎噎如有心懷嫉妒袁將損害汗位者袁一定不得好
死遥 我代善渊阿敏尧莽古爾泰冤如不敎養子弟或加誣害袁必自罹災難遥 如我三人善待子
弟袁而子弟不聽父兄之訓袁有違善道的袁天地譴責遥 如能守盟誓袁盡忠良袁天地愛護浴 "

三大貝勒説完後袁阿巴泰尧德格類尧濟爾哈朗尧阿濟格尧多爾袞尧多鐸尧杜度尧岳托尧碩
托尧薩哈廉尧豪格等小貝勒緊接着説道院"我等如背父兄之訓而不盡忠於上袁擾亂國
事袁或懷邪惡袁挑撥是非袁天地譴責袁奪削壽命遥 若一心爲國袁不懷偏邪袁克盡忠誠袁天
地庇佑浴 "盟誓自此吿一段落袁我仔細打量着這批形形色色尧滿當當站了一地的人袁揣
測估算着這里頭到底有多少人是眞心實意的爲皇太極登位而感到高興的钥

驀然心里就生出一種滑稽的蒼涼和悲哀袁今天這個登位大典袁説穿了其實不過
就是例行公事袁 大家彼此配合傾力演出的一場好戲 --難怪皇太極殊無半分激動之

感袁現在想來眞正的較量其實才剛剛拉開帷幕遥
八和碩貝勒共推制度一日沒有廢除袁皇太極的這個汗位便一日坐不安穩遥 汗位

噎噎仍只是一個虛有其表的華麗裝飾罷了浴
冥想間袁殿上的皇太極突然走下殿去袁對着三大貝勒躬身行三拜禮遥
我一震袁殿上群臣嘩然遥
"大汗這是做什么钥 "代善趕忙托起皇太極下拜的胳膊遥
"應當的遥 "皇太極面帶微笑袁"請三位兄長受我三拜袁今後必不敢對兄長們以君

臣相待袁大金國日後的繁榮昌盛還需仰仗三位多多扶持浴 ""不敢當浴 "代善謙和避讓遥
阿敏卻是未置可否袁態度冷淡袁莽古爾泰傲氣十足的咧嘴一笑院"好説浴好説浴"皇

太極不着痕迹的掙開代善欲加攔阻的雙手袁臉上仍是挂着誠懇眞摯的笑意袁禮數絲
毫不缺的冲着他們三人拜了三拜遥

我躱在九龍壁柱後袁倒吸口涼氣袁爲他心疼不已遥
我的皇太極啊浴那般恃才傲物尧桀驁不馴的皇太極浴那個剛纔還説不讓我跪任何

人的大金國汗袁此刻卻只能忍辱負重的放下身段袁這般的委屈自己遥

喬落默默地垂下視線袁看着報紙上笑容淡定的顧意冬袁採訪記者用粗
體字標注院達啓信託總經理顧意冬表示袁這五所希望小學袁是送給她一
位朋友的生日禮物袁這是她十年前的心願遥
顯然這一句話引起了後文的諸多揣測袁衆説紛紜遥喬落只是靜靜地合
上報紙遥
恍惚間想起袁似乎在十八歲那一年袁她剛上大學袁曾雄心萬丈地立誓
説要在十年後蓋五所希望小學遥
她看向窗外袁心頭涌上陣陣空茫遥
第二日與商雨吃飯時袁她八卦地問起這件事袁喬落帶些無奈的笑袁深
吸一口氣再吐出遥
早上她收到快遞袁 是五月份的捐贈證明和榮譽證書袁 都是以她的名
義遥
感動之餘也讓她有些無措袁苦惱又不知如何處理才好遥
商雨拿扠子直戳牛排袁也是感嘆院"其實看你們兩個走到今天這步袁我
心里也挺難受的遥要知道袁你們曾經是校園里的愛情典範遥雖説後來勞
燕分飛袁但總覺得那樣摯情深愛過的兩人也許會寫愛情神話也不一定遥
沒想到眞的到了今天連余情都不留遥你説這個顧意冬也着實可恨浴這之
前都干什么去了浴 時至今日才一樣一樣地擺出情聖的做派來浴 "

喬落深以爲然遥
細細地品着盤子里的忌廉布丁袁有一種叫做傷感的情緒取代了哀傷袁
布滿心間遥
晩些時候方歌來找她們匯合袁幾個人一起去打了保齡球袁笑笑鬧鬧地
結束了一天遥
時間簌簌滑過袁轉眼就是二月初袁農曆新年遥對於喬落來説袁如此期盼
過年的心情袁經年未有遥
竟然不再畏懼代表團圓的節日袁能坦然地挂着微笑融入人群之中遥熱
熱鬧鬧地買春聯尧貼福字尧辦年貨尧包餃子噎噎一派喜氣洋洋的景象遥
大年夜商雨因爲工作沒有回老家袁方歌也留在北京袁便都聚在喬落家
過年袁一起聽從喬父的指揮 --擀皮兒尧切菜尧拌餡兒遥 商雨這是第一次
包餃子袁很興奮地認眞捏褶兒袁方歌在一旁頗有架勢地指導遥
他們一邊看春晩一邊三八兮兮地點評一二遥 電話鈴響的時候喬落正
看着方歌和商雨大笑袁起因是商雨抬手撓臉結果成了個大花臉袁方歌好
心地幫忙袁 最後搞得她整個臉頰都是麵粉遥 兩個老大不小的人就此掐
上袁幼稚地拌嘴拌得不亦樂乎遥

--"喬喬袁你那邊怎么樣了袁別擔心啊袁早生早育並不丢人啊袁我媽
媽 18歲就生了我大哥遥 "

其實有時候陸景曜眞的很瞭解她袁 瞭解那個最眞實的秦予喬袁膽
怯又好面子袁所以即使她沒有想起愛丁堡的事袁心里有個地方吿訴她
可以選擇去信賴陸景曜遥

秦予喬低頭回復短信袁大致説了下情形袁陸景曜回得很快袁給她分
析説院"我覺得你媽媽應該只會吿訴你舅舅袁 所以如果你舅舅問你話袁
你就這樣吿訴他遥 "

這樣是哪樣啊钥 秦予喬發了個問號過去遥
"跟誰發短信啊钥 "白絹問她遥
"朋友噎噎"秦予喬將頭髮撩到耳後袁就在這時袁短信又來了袁陸景

曜對她説院
--"吿訴他們袁秦予喬非陸景曜不嫁遥 "

--

白天瑜是找白耀商量來着的袁結果根本找錯了人遥
白耀在書房來回踱步袁邊走邊説院"小瑜袁你也眞是的袁上次我專門

打電話給你説要給喬喬介紹男朋友袁對象就是陸家的陸元東袁你還説
沒關係袁現在你吿訴我噎噎喬喬就是陸家老六兒子的親生母親噎噎你
是不是硏究石頭腦袋都硏究傻了噎噎"

"哥哥袁我不是都不知道嗎钥 "

"都不知道浴"白耀有點怒了袁偏偏不能給外面的人聽到袁壓着聲音
怒斥白天瑜袁"有你這樣當媽媽的么袁喬喬在外國出了車禍袁你有着不
可推卸的責任浴 "

白天瑜揉了揉頭疼欲裂的額頭院"哥哥袁我是找你商量怎么辦的钥 "

"怎么辦袁怎么辦袁怎么辦遥 "白耀走了幾步停下來袁"你想怎么辦钥 "白

天瑜攤手院"如果我知道就不找你了遥 "白耀也沒了頭緒袁想來想去袁只
想到院"其實陸老六也挺不錯的噎噎"

白天瑜將心中的煩躁強壓下去袁雙肘撑在桌上袁推心置腹的跟哥
哥討論起來院"我不能讓喬喬遭人議論袁所以如果公佈喬喬是希睿的媽
媽袁喬喬會肯定會給別人留話柄袁尤其她還跟陸元東相過親曰但是如果
不公佈喬喬是睿睿的親媽袁喬喬就這樣嫁給那位陸什么的袁這算什么
事袁塡房嗎钥 "

寧有方醉的暈乎乎的袁 壓根不知道寧汐説的是什么袁 胡亂的點了點
頭遥

寧汐啞然失笑袁忙去廚房里端了盆熱水過來遥 回到屋子里再一看袁寧
有方已經睡着了袁嘴巴張的老大袁鼾聲都快把屋頂掀翻了遥

寧汐無奈的笑了笑袁 細心的擰好了毛巾袁 爲寧有方細細的擦乾凈臉
龐遥 然後又端來洗腳盆袁爲寧有方脫去鞋襪袁替他洗了洗腳遥

做這些舉動的時候袁寧汐的心里沒有絲毫的嫌棄遥
寧有方分明察覺到了什么袁可最終卻選擇了什么也沒問袁就這么輕易

的相信了她的説辭遥 有這樣全心全意愛她的爹袁眞是她這輩子最大的幸運
了寧有方睡的很沉袁鼾聲漸漸的小了下來遥

寧汐靜靜的坐在床邊袁低聲喃喃自語院"爹袁對不起遥 今天的事都是我
的錯袁不管爲了什么袁我都不該做出那樣的事情遥 不僅傷了你的身體袁更害
的你成了大家的笑柄遥 還差點連累你受了四皇子的怪罪遥 對不起袁請你原
諒我噎噎"

寧汐的聲音有些哽咽了袁 凝視着寧有方熟睡的面孔袁 繼續輕輕的説
道院"可是袁我眞的是爲了你着想袁才狠心做了這一切遥 四皇子脾氣陰晴不
定袁很難伺候袁又很有野心遥 我不想看你再走到那一步噎噎"

寧汐再也説不下去了袁閉上眼睛袁任眼淚肆無忌憚的滑過臉頰遥
這是她最愛的親人袁也是她一心要守護的人遥 可她卻一而再再而三的

傷害了他遥
雖然不斷的吿訴自己袁這一切都是爲了他好遥 可她實在是愧對了全心

信任呵護她的寧有方啊床上酣睡的寧有方依舊睡的香甜袁 手指卻微微的

動了一動遥
不知哭了多久袁寧汐終于疲倦了袁迷迷糊糊的趴在床邊睡着了遥
這一夜袁寧汐又做了個夢遥
在夢里袁四皇子獰笑着俯視着跪着的寧有方袁手中不知什么時候多了

把刀袁抬手就向寧有方砍去遥
寧汐大驚袁飛奔着撲了過去遥那把刀瞬間落在了她的背上遥火辣辣的

痛楚頓時蔓延開來遥
而站在一旁的邵晏袁眼里流露出無盡的痛苦和愧疚袁卻至始至終沒有

伸出手來救她遥
好痛噎噎
背痛袁心更痛寧汐在劇痛中抬起頭袁看着寧有方驚駭莫名的面孔袁努

力的擠出最後一抹笑容袁斷斷續續的説道院"爹袁別怕袁只要有我在袁沒人
可以傷害你噎噎"

寧有方悲慟的抱着她袁撕心裂肺的喊着院"汐兒噎噎"

寧汐的思緒陷入一片混沌袁 可腦子里卻一直不停的閃現着這句話遥
爹袁我要你好好的活着遥 爲此袁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哪怕是我的生命

噎噎
這明明是個夢袁可那種絶望又無助的痛苦袁爲什么又如此的眞實钥
寧汐茫然的睜開眼睛袁滿臉的淚痕遥
一張熟悉的面孔忽的出現在她的上方院"汐兒袁 你一直睡的不安穩袁

是不是做噩夢了钥瞧瞧你袁滿臉的眼淚遥 "説着袁略有些笨拙的爲寧汐拭去
淚珠遥

隨
侯
珠

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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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养生要学
会热着过

(新浪健康)夏天到了，随着温度的不断攀升，

人体也似乎进入了消化系统的休眠期，食欲不振，

没有胃口，还有人主食吃的很少但却挡不住肉肉增

长的脚步，这些统统都是夏季的饮食误区造成的。

那么夏天常见的饮食误区都有哪些呢？让我们一

起来研究，积极应对吧。

夏天室外温度太高了

必须得吃点冷饮降降温

北京的夏天着实让人恼火，35摄氏度的高温，

走在大街上，貌似进入了火炉一般，来一瓶冰镇的

饮料或者雪糕，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是冰镇饮料有

隐患，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首先，人是恒温动物，身体的温度大概 37 度，

而冰镇的饮料温度一定是低于零度的，饮料通过口

腔、食管进入身体的瞬间，毛细血管的温度急剧下

降，尤其是消化系统的毛细血管急剧收缩直接影响

到消化系统的功能，所以有些年轻人夏季出现食欲

不振、稍不注意就腹痛、腹泻，这也是冰镇饮料的功

劳。

其次，饮料都是高糖食物，抛开冰镇的危害不

说，单纯饮料来讲，就足以对人体造成危害。饮料的

含糖量普遍偏高，一瓶普通的红茶、绿茶，含白砂糖

的量高达 50g，达到了人体每日摄入精制糖的最高

量。而大家每日不仅仅喝一瓶，还有很多摄入精制

糖的途径。糖是纯能量食物，高能食物的摄入给人

体最大的危害就是肥胖，而肥胖又是多种慢性病的

高危因素。所以，从自己的健康方面来讲，还是应该

减少饮料的摄入，尤其是冰镇冷饮。

夏季水果太多了，饮食宜清淡

可以多吃水果不吃主食

夏季是盛产蔬菜水果的季节，西瓜、荔枝、桃

子、杏等等，尤其是现在运输工具发达，科技手段发

达，水果基本已经没有地域性的限制。很多年轻人，

尤其是减肥的MM们，以为是自己长肉肉的真凶就

是主食，所以狂吃蔬菜水果，不吃主食。虽然吃的时

候满足了口舌之欲，补充了充足的维生素、矿物质

和植物化学物质，但是果蔬是代替不了主食。

主食提供人体一天所需能量的 50-65%，是人

体每日需求的七大营养素中的必不可少的部分，主

食一般指碳水化合物，也就是俗称的糖类，而糖是

提供大脑和身体能量最快最经济的来源。没有了

糖，人体自己会想办法利用脂肪或者蛋白质去转化

成糖类，而在转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酮体等一系列

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所以放弃了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而使用对人体有害的方式提供能量，真不是聪明人

所为。

剩菜剩饭扔了实在可惜

放在冰箱里明天继续吃吧
现在的白领应酬是不可避免的，陪客户吃饭，

菜点少了没有面子，怕丢份，但是点多了又怕浪费，

只好饭后打包。本身是勤俭节约的好事，但是剩菜

处理不当容易引发细菌感染，引发夏季腹泻。所以

建议点菜适量，给大家外出点餐几点建议：a、点好菜

肴的数量：建议一人一菜，其中 1/3是凉菜，2/3是

热菜；b、点好菜肴的做法：尽量以低温烹调为主，如

蒸、煮、汆、炒；c、点好菜肴的种类：主食必须有，果

蔬样样全，鱼禽蛋豆少，菌类来填补；d、点好菜肴的

口味：根据就餐者的口味，合理搭配。

也许有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外出就餐高油高

盐的危害，所以坚持在家做饭，但在家做饭也有弊

端。如果掌握不好量，很容易剩菜，保存不当，就会

存在上述细菌感染的问题。建议烹饪的时候减小

量，如果不够可以加水果补充，既增加了果蔬的摄

入量，又减少了食物中毒的可能性。夏季不妨试一

试。

街边的烤串盛行

不吃点就睡不着觉
街边的啤酒烤串对于习惯夜生活的人来说的

确是难以抵挡的诱惑。尤其是约上三两好友，边吃

边喝边交流，那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但是烧烤给

身体带来的危害是极大的，常吃烧烤等于慢性自

杀。

烧烤一般都说是羊肉串，但是目前频频爆出的

食品安全事件让我们不得不怀疑，吃多嘴里的到底

是什么肉？即使原料是健康的肉，但通过烤之后，肉

中的脂肪高温之后产生了苯并芘，蛋白质高温了之

后产生了杂环胺，而这些都是强致癌物，长期在体

内蓄积，量变的积累带来了质变，我们的健康自然

也就无法挽回。

跟烤串为伍的就是俗称“液体面包”的啤酒了，

1g酒精可以产生的热量是 7kcal，几乎相当于 1g碳

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如

饮酒应限量。如果饮酒毫无节制，那没后果只有一

个：酒肉穿肠过，肥肉就上身。

夏季是个容易上火的季节，以至于许多人忽略

了对于身体健康的呵护，其实健康是一点一滴的积

累，不管什么时候，你热爱健康，积极的向健康靠

拢，健康也会一步步朝你迈进。

（半岛晨报）中医讲养生要顺应时节，夏天该热就得

热，该出汗就得出汗。因此，我们要顺着阳长的规

律，采取以热制热的“热养”法。

养阳要远离寒邪。夏季饮食上应注意少食生冷

食物，《寿世保元》中说：“夏日伏阴在内，暖食尤

宜”。夏天应

该用姜等食

物来温中散

寒，把生姜、

红糖一起冲

泡后服用效

果更好，并且

不要长时间

呆在封闭的

空调房里。也

要注意不可用冷水洗头洗脚，下雨天避免淋雨，因

为冷水最伤阳气。

“热养”要用热水泡脚。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热水泡脚可以供给它能量，能够使气血运行通畅，

增加足部的血液流速和流量，增强新陈代谢。水温

以 42℃～45℃，温暖舒适为宜。

常洗热水澡。热水洗澡使身体的毛细血管扩

张，有利于机体排热、排毒，并且能够补充阳气。水

温一般控制在 30℃左右为宜。另外，也可以用热毛

巾擦脸擦身，不但容易去除灰尘污垢，还能够排汗

降温，使皮肤透气，让人感觉凉爽、舒适。

解暑要喝热茶。炎炎夏日，一杯热茶最能解暑

消渴，这是因为热茶利于汗腺排汗，可以达到散热

的效果。而且茶能提高脾胃运化能力，把水运送到

周身。夏日受欢迎的冷饮虽然消暑立竿见影，但只

解决当时的热气，短暂地给人体降温，并不能真正

地解渴。

运动必不可少。《易经》里讲“运则生阳”，夏天

运动，可以加速体内的新陈代谢，并且有助发汗。夏

天气要外泄，运动就是重要的排汗方式。锻炼还可

以加强热适应，提高人体调节体温的功能，防止中

暑和一些常见的热证。但专家特别提醒的是，夏季

运动时间很重要，不要选择太阳最毒的正午，因为

大汗淋漓会伤气血。一般建议选择早上，因为人体

早上的阳气比较弱，这时锻炼可以补阳气。还需要

注意的是，要选择慢跑、太极、跳操等不太剧烈的运

动方式。

女性更需要“热养”。女性的热适应比男性差，

尤其是体质比较寒的女性，更该注意保暖。专家认

为女性阳气不足，又以血为用，女性更要注意补阳

气，因为气能生血。因此，夏日里女性要特别注意保

暖。

責任編輯：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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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常见的饮食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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