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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社隆重舉行總社長交接典禮
三年行 100 多萬公里推動社務黃其光功成光榮身退
社長黃其光先生作報告。黃先生用流
社長黃其光先生作報告。
在他任期內，世界扶輪社也發展
利的英語做報告時，
利的英語做報告時
，中間或用中文向 更快
更快，
，已有 200 多個國家地區成立了
大家問好，
大家問好
，以彰顯在他任期內的一個 35000 多個扶輪社，臺灣就有 890 多個
力作：
力作
：規定了扶輪社把中文作為
規定了扶輪社把中文作為「
「官 扶輪社，中國大陸已有 9 個扶輪社，分
方」語言。他還把中國傳統文化：論語、 佈在北京、上海、成都、蘇州等主要城
孔子、孟子等學說融入扶輪社工作，讓 市，影響不斷擴大
影響不斷擴大；
；去年的捐款是 20
中國文化影響、提升扶輪社，讓世界人 多年來最好的一年，善款就高達 22000
民更多瞭解、接受中國文化。他還用英 萬美元，臺灣也是捐款第四名；扶輪社
語引用了中國名言「
語引用了中國名言
「水可載舟，亦可覆 每年舉行一次年會
每年舉行一次年會，
，在世界各分社輪
舟」
，來比喻扶輪社的工作與全世界人 流舉行（以致該社就根據英語 Rotary
民之間的關係，
民之間的關係
，說明扶輪社工作要立 “輪流
輪流”
”得出此中文名稱
得出此中文名稱）
）
，上一屆在巴
足于為全民服務，吸引更多人士加入。 西舉行，已確定 2021 年世界扶輪社年
他言語風趣、
他言語風趣
、親切
親切，
，贏得滿堂陣陣掌 會在臺灣舉行。而且，他本人卸任後將
聲。
回臺灣繼續分社的工作，
回臺灣繼續分社的工作
，並擔任基金
他介紹了任期內所做的主要工 會主席，繼續總社基金會的工作，
作，從 2012 年 8 月被選為總社長起，他
新任總社長 Mr. k. R. Ravindran
已考察了世界 100 多個國家的扶輪分 來自斯裡蘭卡
來自斯裡蘭卡，
，他講話時表示非常欽
社，行程 100 多萬公里，積極推動各項 佩黃先生為人，及已取得的成績，並希
扶輪社工作，
扶輪社工作
，特別是對於世界性醫學 望繼續得到黃先生的支援，以共同取
難題小兒麻痹症，
難題小兒麻痹症
，歷經 30 多年的努 得新的發展。
力，治癒已經接近尾聲，去年就只有三
30 年 卸 任 的 老 社 長 M, A, T.
個國家 450 個病例，今年至 6 月止全世 Cavpereo 作為本社元老特邀與會
作為本社元老特邀與會，
，他
界只有二個國家 6 人患有該病
人患有該病，
，一個 講話時祝賀扶輪社在世界的工作取得
是阿富汗，一個是巴基斯坦，主要也是 的成就，祝賀新舊社長圓滿交接，並作
因為這二個國家長期處於戰亂狀態， 為新舊社長交接的見證人，見證他倆
使扶輪社在該二國的工作嚴重受阻。 順利完成扶輪社權威標誌的移交。
鑒於如此驕人成績，
鑒於如此驕人成績
，預計聯合國世界
臺北駐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
衛生組織將很快宣佈，
衛生組織將很快宣佈
，從世界疑難病 處長何震寰會後也簡要作了說明，因
症表上取消小兒麻痹症。
扶輪社是世界性慈善組織，鑒於是由

( 本報記者/徐達輝/採訪報導 )

正值扶輪社成立 110 周年之際，6
月 30 日 在 位 於 芝 加 哥 北 部 的 One
Rotary Center(1560
Center(1560 Sherman Ave
Evanston) 扶輪社總部，舉行隆重的新
舊總社長交接典禮。
舊總社長交接典禮
。出席的嘉賓有現
任總社長黃其光、
任總社長黃其光
、新任總社長 Mr. k.
R. Ravindran、30 多年前已卸任的前
總社長 M, A, T. Cavpereo、臺北駐芝
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寰及扶
輪社來自世界的貴賓。
輪社來自世界的貴賓
。典禮在總部會
議廳舉行，座無虛席，廳外還站著許多
扶輪社社員通過電視看典禮的實況傳
播。
扶輪社在 100 多年前發源於西方
芝加哥，一直都是由白人主持，逐漸亞
洲黃種人踴躍加入，
洲黃種人踴躍加入
，特別是在臺灣發
展迅速，
展迅速
，但亞洲人仍罕有問鼎最高領
導者。黃其光先生是臺灣人，從事保險
行業，早年加入了扶輪社，踏踏實實從
基層幹起，
基層幹起
，經過從臺灣扶輪社分社的
多年歷練，
多年歷練
，歷任分社社長
歷任分社社長、
、總社監察、
理事等，
理事等
，才得以在二年多前被選舉為
總社社長，
總社社長
，是這個世界性的公益組織
第一次由華人擔任最高領導職務，並
按規矩，
按規矩
，得以使該國中華民國國旗飄
揚在總部內外。
大會上，主要是由即將卸任的總

總社長黃其光卸任前致詞

黃其光總社長(右 4)與扶輪貴賓合影
黃其光總社長(
與扶輪貴賓合影,(
,(左
左 4)為駐芝
(可選擇半天或全天課)
夏令營招生
經文處何震寰處長,(
經文處何震寰處長
,(左
左 1)為郭聖明副處長

˙暑期 II : 7 月 6 曰至 7 月 31 曰
˙暑期 III : 8 月 3 日至 8 月 21 日

臺灣華人有史以來第一次擔任最高領
導職務，並且在臺灣社會發展迅速，影
響很大，
響很大
，黃其光先生也為中國作出了
極大的貢獻，故特地來觀禮與祝賀。
隨著新總社長即將就任，扶輪社
總部外面懸掛的國旗，
總部外面懸掛的國旗
，傳統是以現任
總社長的國籍來懸掛，
總社長的國籍來懸掛
，而今也將隨著
黃總社長的卸任而更換，
黃總社長的卸任而更換
，黃其光先生

總社長黃其光伉儷在辦公室合影留念

這一期的休斯頓美食地
圖,凱莉將為大家全面解析以
精緻和貴聞名的法國菜。
精緻和貴聞名的法國菜
。說
起法國菜，
起法國菜
， 大家可能會同時
想到肚子癟和荷包癟吧？
想到肚子癟和荷包癟吧
？其
實這隻是大眾對法式菜餚的
誤解和對點菜的不在行造成
的 。 你相信不相信
你相信不相信$
$20 就可
以吃到正宗法國三道菜料理
?你相信不相信不到
你相信不相信不到$
$50 就可
以配合精品紅酒享受到法國
大廚為你設計的菜單?
大廚為你設計的菜單
? 相信
讀完這期的休斯頓美食地圖
，你會變成法餐達人
你會變成法餐達人,,瀟灑進

出法式餐廳 ， 在約會對象或
出法式餐廳，
者家人同事朋友面前出盡風
頭！
一般正統法式餐廳點餐
菜單分為三大類：一般菜
單 - 包括前菜
包括前菜，
，主菜
主菜，
，湯和
莎拉；
莎拉
； 甜點菜單和酒類菜單
。 如果餐廳提供主廚推薦三
道菜(three
道菜
(three course)或者五道
course) 或者五道
菜 (five course)，
course)， 一 般 選 這
款最為安全。
款最為安全
。 因為法國廚師
都會選擇當天最為新鮮的食
材進行菜單的推薦設定，
材進行菜單的推薦設定
，這
一點跟日本壽司師傅相似。
一點跟日本壽司師傅相似
。

依依不捨的在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的入
口處、會議室等處留影，並囑咐大家對
總部大樓外面飄揚的三面旗幟：
總部大樓外面飄揚的三面旗幟
：扶輪
社社旗、
社社旗
、美國國旗
美國國旗、
、中華民國國旗拍
照，以示紀念。
中華民國國旗雖然即將降落，但
黃其光等國人為國爭光，
黃其光等國人為國爭光
，奉獻世界公
益、正義的形象與精神永遠高高飄揚。

懸掛在扶輪社總部外的中華民國國旗隨著
黃其光社長的卸任也將更換

地址：1705 Lubbock,Houston, TX 77007

4屆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舉辦中華民國 105
年 臺北市感恩協進會舉辦第
無需翻譯，不用助理
•五位資深專業律師
致敬--我身邊的抗戰
我身邊的抗戰//臺灣日據故事
臺灣日據故事」
」
高鴿律師
高鴿律
師（Eva) 「發現、感恩、致敬
•二十多年職業經驗
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表揚活動
(詳情請至
www.starlearning.com)
影像紀事比賽

( 本報訊
本報訊))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舉辦
105
年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表揚活動
推薦獎金: 凡推薦您的朋友來，
為彰顯海外華人青年之光榮事蹟，
為彰顯海外華人青年之光榮事蹟
，特
報名, 雙方皆可獲得
製定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章及獎狀，
製定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章及獎狀
，
表揚具有卓越成就之十八歲以上，
表揚具有卓越成就之十八歲以上
，四
十五歲以下華人青年，藉以激勵；並於
頒賜時運用各種方式廣泛傳播。
頒賜時運用各種方式廣泛傳播
。期我
海外青年相互勉勵，以資表揚。該項活
動推薦日期自 104 年 6 閱 1 日至 10 月
31 日，由推薦單位初審向該會推介，或

（工商碩士，德州註冊律師
德州註冊律師）
）

送請當地駐外館處核轉該會辦理。評
送請當地駐外館處核轉該會辦理。
定後於翌((105
定後於翌
105)) 年青年節日頒獎表揚
年青年節日頒獎表揚。
。
歡迎海外優秀青年合於下列情形之一
者踴躍報名。
一、 對各種學術有特殊研究，或有權威
性著作，獲得國際榮譽或各僑
居地重要榮譽者。
二、 對文字、繪畫、雕刻、攝影、戲劇、舞
蹈音樂、文創或體育等有特殊成就，足
為華冑爭光者。

本人親自出庭
本人親自
出庭
三、 對當地有特殊貢獻，足以提高華人
訊) 今 (104
104)) 年 適 逢
地位，爭取國際友誼者。
為您爭取最大權益 ( 本 報 訊)
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
四、 在各行各業中創業有成，或在各該
年，為喚起國人對抗戰勝利之
行業中表現優異，
行業中表現優異
，並對僑社及當地社
會有顯著貢獻之農、工、商、學、醫、公、 重視，臺北市感恩協進會特舉
教等各界人士。
辦第 4 屆「發現、感恩、致敬─
其未達標準而仍有優異表現足資表揚
我 身 邊 的 抗 戰/
戰 /臺 灣 日 據 故
者，得頒發獎狀以予激勵。
事
」
影像紀事比賽活動，
影像紀事比賽活動
，期凝
相關資訊可至該會網站(http://www.
相關資訊可至該會網站
(http://www.
聚海內外僑胞向心力，歡迎各
focat.org.tw)查詢
focat.org.tw)
查詢

明星學院,, 幫助您的孩子贏在起跑點上
明星學院
幫助您的孩子贏在起跑點上..

www.renegonzalezlaw.com

「 光 復 民 國（大 陸）工 作 委 員 會 芝 加 哥 協 進 會 」

七月十九日將於華僑文教中心正式成立
站，搜尋到許許多多這樣的照片
搜尋到許許多多這樣的照片。
。在此
歷史的關鍵時刻，我們應該為未來中國
大陸的「
大陸的
「民國
民國」
」
，提出一個合乎現代思想
的制度，並解決當前國際社會共同的問
題。
1. 民生問題：法國皮凱提（Thomas PikPiketty) 教授的新書 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暫 譯 為《
為《廿 一 世 紀 資 本
論》) 獲得紐約時報極佳書評，而諾貝爾
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甚至誇讚，此書是
2014 年甚或最近十年最重要的經濟學
著作。在 1980 年代柴契爾與雷根新保守

主義一系列政策（包括對富人大減稅
包括對富人大減稅、
、
公營事業民營化）
公營事業民營化
）下，富人的資本持有
率又快速攀高。
率又快速攀高
。貧富日益加大
貧富日益加大，
，房價節
節高升。
節高升
。皮氏分析
皮氏分析，
，這個資本累積逐漸
集中化的趨勢，是有理論背景與走向軌
跡可循的。
跡可循的
。如果我們再不改弦更張
如果我們再不改弦更張，
，那
麼大約 30 年之內，全球各主要市場經濟
下的資本集中度，
下的資本集中度
，大概會有 80
80%
% 以上集
中到社會最富有 10
10%
%的人手中。
2. 國際外交、和平、與戰爭：美國前國務
卿季辛吉認為現代的地緣政治世界秩
序概念已出現危機，有待整合新的世界

B1

今天我就帶大家來到
Midtwon， 嘗 一 嘗 這 家 在 中
Midtwon，
城飽受盛讚的超正宗法國料
理 ： Artisans （ 工 匠 們 ）
Cuisine & Savoir- Faire。
Faire。
如果不是看到 Savoir - Faire
（ˌ/savw
/savwä
är ˈfer/ ） 就差點錯
過了這樣一家別有洞天的法
式 餐 廳 。 Savoir-Faire 是 表
演和展示能力的意思，
演和展示能力的意思
， 也就
是說這家餐廳以廚房就是舞
台的模式展現廚師們烹調的
過程，
過程
， 讓食客們大飽口福的
同時大飽眼福。
同時大飽眼福
。

不同主題的包廂經常早早被
附近企業預定。
附近企業預定
。

配菜小燒土豆口感外焦里嫩，醬汁烘焙的西紅柿香滑多汁
配菜小燒土豆口感外焦里嫩，
醬汁烘焙的西紅柿香滑多汁。
。
那麼問題來了，
那麼問題來了
，大家知道牛排頂端除了裝飾用菜
大家知道牛排頂端除了裝飾用菜，
，那個圓形
的東西是什麼嗎?
的東西是什麼嗎
? 正確答案等大家自己品嘗過後就知道啦
正確答案等大家自己品嘗過後就知道啦!!

•二十余萬客戶諮詢

界踴躍參賽。
參賽資格為海內外認同
中文
-895-3066
：英文 281
電話中華民國的所有華人
-收件日
8229
713-229，
期自即日起至今年 8 月 24 日
止，並訂於 10 月 24 日舉行頒
獎典禮。相關活動訊息請逕洽
活 動 網 址 http://www.face
http://www.facebook.com.tw/ouroralstory。

秩序概念取而代之 。季辛吉在
秩序概念取而代之。
季辛吉在「
「世界
秩序」
秩序
」
（World Order，暫譯
暫譯）
）書中指出，
世界秩序一直是由西方世界定義。
世界秩序一直是由西方世界定義
。美
國認為自由與民主可維繫和平。
國認為自由與民主可維繫和平
。歐洲
人認為不同民族與國家天生處於競
爭狀態，
爭狀態
，維持秩序端賴權力之平衡與
政治人物之開明。
政治人物之開明
。季辛吉認為
季辛吉認為，
，西方
世界所宣稱建立的世界秩序正面臨
轉捩點。我們國父的
我們國父的「
「博愛
博愛」
」以及中國傳
統「王道
王道」
」思想正可解決此一問題，進而
帶給世界和平。
3. 民主問題
民主問題：
：蘇聯解體時
蘇聯解體時，
，全世界的富
強國家都施行民主制度，民主幾乎是國
家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家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但近年中共掘
起，卻是一個權威政體
卻是一個權威政體。
。這給予自由世
界，尤其台灣，造成莫大的困擾及壓力。
網路的發展，也給民主社會
也給民主社會((及非民主社
會) 造成許多新的變化及不滿
造成許多新的變化及不滿。
。施行了
一、兩百年的民主制度似乎到了該改進

的時刻，讓「民主
民主」
」更加發光、發亮，來解
決當前許多政治及社會問題；讓台灣在
中共各種壓力下，
中共各種壓力下
，仍能自主
仍能自主、
、進步與繁
榮，成為大陸走向民主國家的燈塔
成為大陸走向民主國家的燈塔；
；讓
世界也走向和平，發展及永續的目標。
本會是一個獨立組織，不隸屬於舊
金山的「
金山的
「光復民國（大陸
大陸）
）工作委員
工作委員」
」
，而
是因為理念一致，來協助
來協助「
「光復民國（大
陸）」有關的工作思想
有關的工作思想、
、理論研究及建
議。其會員包括研究員、榮譽顧問，及義
工。成立大會當天的活動
成立大會當天的活動，
，除了介紹本
會成立之宗旨及會員外，並邀請到貴賓
辛灝年教授到大會演講，及本會研究員
袁立平在上述第三點「
袁立平在上述第三點
「民主問題
民主問題」
」的專
題報告及討論。
題報告及討論
。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免
費 參 加。
加。如 有 任 何 疑 問，
問，請 與 郭 自 生
（630 － 335
335-1983
1983）
） 或 袁 立 平
（630
630-508
508-4095
4095）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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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喜歡幽靜的，可以在選擇酒吧區的沙發上落座
而喜歡幽靜的，
可以在選擇酒吧區的沙發上落座。
。
而最值得推薦的，
而最值得推薦的
， 還不僅僅是 Artisans 每一處細節設計上的獨具匠心
，而是他的食物
而是他的食物！
！
如果你認為此黑椒牛排跟美式的黑椒牛排一樣你就大錯特錯了。
如果你認為此黑椒牛排跟美式的黑椒牛排一樣你就大錯特錯了
。只選
取當天最鮮嫩的牛肉部分，
取當天最鮮嫩的牛肉部分
，切成圓形進行醃製
切成圓形進行醃製。
。在烹調前幾秒陷入整盤的
原粒黑椒中。
原粒黑椒中
。五分熟
五分熟(Medium)
(Medium)，
，意味著牛肉的每一層
意味著牛肉的每一層，
，每一絲都是五分熟
。七分熟
七分熟(Medium
(Medium Well),意味著不見血絲
Well),意味著不見血絲,,不見深色肉質
不見深色肉質。
。白酒的加入撩起
熊熊烈焰，
熊熊烈焰
，牛肉一瞬間達到極致
牛肉一瞬間達到極致。
。於是
於是，
，黑椒還帶著鮮味
黑椒還帶著鮮味，
，還帶著精鹽半
融化的口感，
融化的口感
， 與牛排一起被刀刀切開送入口中
與牛排一起被刀刀切開送入口中，
， 配上一杯 Shiraz 或 Syrah
紅葡萄酒中和黑椒強烈口感 -- 天堂就在你的口中
天堂就在你的口中。
。

圍繞著廚房是一圈吧檯，
圍繞著廚房是一圈吧檯
， 點上服務生推薦的正
好搭配法式黑椒牛排的 Syrah 紅酒 - 法國
法國，
， 不止是
只有波爾多紅酒哦，
只有波爾多紅酒哦
， 繼續欣賞大廚製作我的甜點
繼續欣賞大廚製作我的甜點。
。
單獨點餐的話，
單獨點餐的話
， 跳過前菜
跳過前菜，
， 直接進入正題 - 主菜不
失為內行所為哦。
失為內行所為哦
。 而 Artisans 的菜量
的菜量，
， 絕對滿足你
的錢包又滿足你的胃。
的錢包又滿足你的胃
。
坐在外圍的也不用擔心，
坐在外圍的也不用擔心
， 如劇場座位般設計的
座位，
座位
， 外圍比吧檯高出一層
外圍比吧檯高出一層，
， 保證每一位觀眾都可
以看到所有美食表演。
以看到所有美食表演
。
地 址 ： 3201 Louisiana
Street, Houston, TX 77006
價 格 ： 午 餐 三 道 菜 (three
course)$20
course)$
20 晚餐人均
晚餐人均$
$50
提示:: 有自己的室內停車場
提示
有自己的室內停車場,,

也可以把車鑰匙交給門口的
帶客停車。
帶客停車
。
大家有什麼好吃的推薦給凱
莉 ， 歡 迎 發 電 郵 給 我 ky
kyliesun225
liesun
225@gmail.com
@gmail.com

本報記者孫雯報道

雖然每一款甜品都美味非常 ， 但如要非得推薦一款的話
雖然每一款甜品都美味非常，
但如要非得推薦一款的話，
， 凱莉
選甜點推薦杏仁巧克力海綿蛋糕配白巧克力和松露冰淇淋！
選甜點推薦杏仁巧克力海綿蛋糕配白巧克力和松露冰淇淋
！

休士頓華人機車俱樂部張隆吉接任會長陳俊升狄南接任副會長
張隆吉接任會長與夫人張台菊於 7 月
5 日下午 6 時在頂好餐館參加休士頓華人機
車俱樂部 2015 年會員聯誼餐會及討論 2015
年活動

* 市警局交通罰單（包括CDL罰單）
黃其光總社長((右 4)與扶輪社貴賓們合影
黃其光總社長
新任總社長
Mr.K.R.Ravindran 致詞
* 市政府各類罰單
（衛生局，工商局及其他市府部門罰單）
* 刑事案件（搶劫，酒駕，毒品，暴力）
Eva 律師

˙(高 , 中, 小學) 數學, 英文閱讀, 自然科學 -輔導並做考前準備
˙赴國家級數學競賽 MATHCOUNTS, AMC8/10, AIME 的參賽準備

Wednesday, July 8, 2015

我們去哪兒之休斯頓中城法國菜

精辦： 交通罰單

7 月 6 日開課

( 本報訊
本報訊)) 一個新的智庫組織
一個新的智庫組織，
，「光
復民國（大陸
大陸）
）工作委員會芝加哥協進
會」將於七月十九日（星期日
星期日）
）下午二點
至五點於芝加哥華僑文教中心((55 East
至五點於芝加哥華僑文教中心
63rd
63
rd Street, Westmont, IL 60559
60559)) 第一會
議室正式成立。
中國大陸三十年的歷史反思,,形成
中國大陸三十年的歷史反思
了一個懷念民國的社會思潮，
了一個懷念民國的社會思潮
，在思想
在思想，
，
文化，
文化
， 經濟各方面產生影響
經濟各方面產生影響，
，並激起了
一陣又一陣的民國熱。
一陣又一陣的民國熱
。尤其是近三年
來，每逢雙十國慶許多大陸人民把它當
做自己的國慶，我們可以在中國的的網

2015 年 7 月 8 日

總社長黃其光(右)在卸任老總社長 M.A.T Caveareo(中
總社長黃其光(
Caveareo(中)的
監交下，將社印移交給下任總社長 K.R.Ravindran(
K.R.Ravindran(左
左)

3528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99大華同一廣場）

$50

星期三

見過開放式廚房，
見過開放式廚房
，但你見過廚房就在餐廳正中間的餐廳嗎
但你見過廚房就在餐廳正中間的餐廳嗎？
？

Star Learning RENE GONZALEZ & ASSOC. P.L.L.C.
832-999-4921
瑞尼律師事務所
夏令營地址:

休城社區

聞B8A7

朱江,,王本忠
朱江
王本忠,,狄南副會長
狄南副會長,,陳康妮
陳康妮,,陳煥澤公關
陳煥澤公關,,陳俊升副會長
陳俊升副會長,,張隆吉會長
張隆吉會長,,張
家誠,, 陸蓓芬
家誠
陸蓓芬,,林培勳
林培勳,,葉鴻鈞前會長在頂好餐館參加休士頓華人機車俱樂部
2015 年會員聯誼餐會及討論 2015 年活動交流互動熱絡
年活動交流互動熱絡..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朱江於 7 月 5 日下午 6
陸蓓芬在頂好餐館參加休士頓
華人機車俱樂部 2015 年會員聯誼餐
會及討論 2015 年活動
年活動..

時在頂好餐館參加休士頓華
人機車俱樂部 2015 年會員
聯誼餐會及討論 2015 年活
動.

王本忠,,狄南副會長
王本忠
狄南副會長,,張家誠
張家誠,,林培勳在頂好餐館參加
休士頓華人機車俱樂部 2015 年會員聯誼餐會及討論 2015
年活動..
年活動

陳俊升副會長(( 前右一
陳俊升副會長
前右一),
),二左至
二左至
右朱江,,王本忠
右朱江
王本忠,,狄南副會長
狄南副會長,,陸蓓芬在
頂好餐館參加休士頓華人機車俱樂部
2015 年會員聯誼餐會及討論 2015 年
活動..
活動

休士頓華人機車俱樂部於 7 月 5 日下午 6 時, 在頂好餐館舉
行 2015 年會員聯誼餐會及討論 2015 年活動
年活動..從二左至右朱江
從二左至右朱江,,王
本忠,, 陳煥澤公關
本忠
陳煥澤公關,, 陳康妮
陳康妮,, 狄南副會長
狄南副會長,, 張台菊
張台菊,, 葉鴻鈞前會長
葉鴻鈞前會長,, 張

陳煥澤公關,, 女兒陳康妮
陳煥澤公關
女兒陳康妮,, 王本忠
王本忠,, 狄南副會長
狄南副會長,,
張家誠在頂好餐館參加休士頓華人機車俱樂部 2015
年會員聯誼餐會及討論 2015 年活動
年活動..

家誠,,林培勳
家誠
林培勳,,一左至右張隆吉會長
一左至右張隆吉會長,,陳俊升副會長共襄盛舉
陳俊升副會長共襄盛舉..

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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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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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天地

免費高清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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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數位頻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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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中、
免費中
、英文頻道

網上同步收看及手機上網收看

網址：www.itvhouston.com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

西班牙傳統野馬節火熱開賽

場面壯觀

當地時間 7 月 4 日，西班牙西北部小鎮薩布塞多，西班
牙傳統野馬節火熱開賽。在西班牙的西北部地區，民眾將
在在七月的第一個週末慶祝“野馬節”。上百隻野馬被圈
住，供人們爭相圍捕。

英國夏洛特小公主洗
禮儀式所用銀壺曝光
7 月
5 日消息
，英國夏
洛特公主
洗禮儀式
即將舉行
，將用於
洗禮儀式
的銀質水
壺。

希臘總理參加債
務問題全民公投
當地時間 7 月 5 日，希臘雅典，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前往投
票站投票。希臘當日早 7 時(北京時間中午 12 時)開始就該國債
務問題舉行全民公投，民眾將投票決定是否接受國際債權人
的新一輪救助提議。此次公投將持續 12 小時。尚不清楚希臘
當局將於何時公佈公投結果。

山 水 眼 鏡 GLACIER OP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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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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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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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華人專線:(713)978-5959

Tel: (713) 978-7504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囊腫
★趾
★香港腳

治療項目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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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FDA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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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果特佳

舒
展
及
各
關
部
節
肌
和
肉
全
身
按
摩

人工(手)按摩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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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岳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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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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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

新 推 出 雷射治療 『
灰指甲』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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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 2005 H-Texas 雜誌
※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設有 X-RAY 復健設備

OFF

www.advancedfootdocs.com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主治

歡迎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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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脊椎神經骨科

, M.D., M.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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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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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侯 大 任 臉部整形
Tang Ho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

腳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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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七天二十四小時免費收看

唯美視學
唯美視學Best

專科

Vision Source - TruVision

(週一至週五 黃金時間推出）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專門治療

劉書德

醫師

 車 禍 ﹑工 作 ﹑及 運 動 受 傷
 頭 ﹑頸 ﹑肩 ﹑背 ﹑腰 痛 與 麻 痹
 坐 骨 神 經 痛 ﹑手 腳 麻 痹

Dr. Eric S. Liu
電話﹕713-484-7400 傳真﹕713-484-7405(通國﹑臺﹑粵﹑英語﹑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地址﹕9630 Clarewood @Corporate, #A3,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後面)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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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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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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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713) 771-8110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270-0909

BEIJING (Reuters) - China's premier, Li Keqiang,
said the economy's fundamentals were good and
major indicators were improving,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would strengthen targeted policy adjustments, according to state-owned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hina's annual economic growth slowed to a
six-year-low of 7 percent in the first quarter,
weighed down by a cooling property sector.
Recent data showed a further loss of momentum
heading into the second quarter, although two private surveys showed signs of steadying in June
as the government adopted stimulus measures to
combat a protracted slowdown..

美南報業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新書出版

「新聞最前線
新聞最前線」
」關注海內外局勢風雲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fundamentals
are good.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such
as industrial output, investment,
consumption, exports and imports have
stabilised and showed improvements since
May," Premier Li said. "Employment is
stabilizing and increasing.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is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本報訊)由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
團董事長李蔚華撰寫的新書 「新聞最
前線」（中英文版本）日前由美商
EHGBOOKS 微出版公司出版，並在
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銷售網絡亞馬遜
（ Amazon ）網站銷售發行。同時，
該書除了傳統的紙質圖書外，還有配
套的電子版本可供 Kindle 閱讀。
作者從新聞視角入手，以獨特眼
光再現過去重大的社會新聞事件，同
時也展現了作者一手打造美國美南報
業電視集團的創業感悟。
本書集結了美南報業集團李蔚華董事
長的新聞札記，過去數十年間，從大
國冷戰結束到中國崛起，數位時代帶
來之衝擊，地球暖化對氣候造成之變
化物質文明對人類之極大影響；李蔚
華以其獨特的知識觀點，剖析國內外

China Stresses Nationalism In
World War II Anniversary Plannin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large-scale celebrations since Xi Jinping became
China's top leader.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will
sponsor the “ World War II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that will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World War
II while also celebrating diversity and world peace
along with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For additional details on the “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on November 7, 2015, please contact Angela Chen or Jennifer Lopez at (281) 498-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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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CARE
MEDICAL CENTER

(BOARD

Alexander Wong M.D.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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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79-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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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醫學博士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Certified，ABIM)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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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到周五 8:30AM-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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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矯正牙科 ●美容牙科
●牙周病治療 ●人工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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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73-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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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 9AM~
4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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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堅

院

牙週
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Please
Support the
Alief
Community
Association
by Shopping
at Amazon
Smile.

Jennifer Chen
D.D.S.M.S

最新 E4D 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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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診所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9889 Bellaire Blvd., #322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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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微笑牙科

When you shop at
AmazonSmile, Amazon will
donate to the Alief Community
Association.

•
•

Support us every time you buy
at smile.amazon.com
Thank you.

•

Marie Lee, President
Alief Community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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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四週四 7﹕
30P-9﹕
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 2﹕
00P-4﹕
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玉佛寺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Leader St.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Beechn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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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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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聖坤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 09:00am-11:30am 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 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 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 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 10:30am 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713 - 796 - 1500

我們接受 Medicare 及 Medicaid

Shop Today!!

Expeditionary Army.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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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Smile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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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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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地址

Wea H. Lee
Houston, Texas
July 2, 2015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服務項目

disaster. There were a total of 50 million to 70 million deaths caused by the war -- the largest number of deaths in the history of war.
Learning about history is like holding up a mirror
to reflect the past to
teach us a lesson.
This year the world
will hold many
different forms of
commemoration of
World War II. From
Moscow, Minsk,
Warsaw, Berlin,
The American Flag
Paris and other
Being Raised On Iwo
famous international
Jima During WWII
cities, to Auschwitz,
the beaches of Normandy, the Berlin Wall, Mitte
Jewish cemetery and so many famous war relics –
all these events and places and more remind
posterity to memorialize the many martyrs and
keep in mind the war and the world's struggle
against the fascist powers of that time.
Also in remembrance of the war, the Chinese People's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70th Anniversary will be held in September in Beijing and will include a spectacular military parade in Tiananmen Square. This is the first

大學政治學碩士，並就讀哈佛大學商
學院，１９７９年在休士頓創辦美南
新聞報紙。
２００７年，李蔚華先生創辦國
際貿易中心。 ２００９年，創辦美
南國際電視，自創節目體現華人社區
生活，收視廣泛。
李蔚華先生並擔任休士頓國際區區長
，國際貿易中心主席，哈瑞斯郡醫學
委員會董事，艾格林國會議員顧問，
亞州協會董事等職務。
多年來，李蔚華先生還積極致力
社區服務，擔任多項社區要職包括休
士頓自然博物館，休士頓優商機構董
事成員，美南銀行董事，曾獲得 「１
９７６年海外傑出華人」 「１９８３
年美國傑出青年」， 「領袖型美國執
行長」等獎勵。

專 治

Items already presented include
more than 180 children's shows,
dramas and musicals.
"By highlighting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uprightness and
heroism in their creations, artists
can help the public to strengthen
their values on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culture, (and)
therefore increase their
self-confidence and dignity as
Chinese," Vice Minister of Culture
Dong Wei said in written remarks
before a news briefing.
At least five new films have
J-11B fighter jets of the Chinese Air Force fly in formation
finished shooting and will be
during a training session for the upcoming parade mark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Two, on the screened at major cinemas
beginning in early September,
outskirts of Beijing, July 2, 2015. (Reuters Photo)
Tian Jin, vice minister at the State
BEIJING (Reuters) - China plans to mark the 70th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Two in Asia,
and Television, told reporters.
and its fight against Japan, with a stream of movDong, Tian, and several other officials, including
ies, concerts, performances and exhibitions, offithose from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cials said on Monday, in
and the State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declined to
an effort to strengthen
answer a Reuters question on concerns whether
"nationalism and culture".
the works would stoke regional tension.
The centerpiece of the
Many of the works will highlight the efforts of Chievents is a military
na's ruling Communist Party in the war against Japarade through central
pan.
Beijing in September,
An exhibition organized by the PLA will focus on
although few top
the Party's "critical role" in the war and a concert tiWestern officials are
tled "The Great Wall Built by Flesh and Blood",
likely to attend, for fear
will show the spirit of China's armed forces "under
of sending the wrong
The Central Daily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Li Zhensignal in a region fraught
News in
sheng, deputy publicity chief of the PLA's General
with territorial disputes
Chongqing
Political Department, said in a statement.
and bitter war memories.
reported the end
President Ma Ying-jeou of self-ruled Taiwan said
China-Japan relations
of the war with the
on Saturday it was Nationalist Chinese forces
headline,"Japan
have long been affected
which won the war against Japan, challenging BeiSurrenders!”
by what China sees as
jing's official line, which focuses on the heroics of
Japan's failure to atone for its occupation of parts
the Communist army.
of the country before and during the war. Beijing
After the war, Chinese Communists and Nationalrarely misses a chance to remind the world of its
ists resumed a civil war that resulted in Nationalist
suffering at the hands of Japan.
forces withdrawing to Taiwan in 1949, though ChiOver the next three months, the Chinese
na still claims the island as its own.
government will promote 20 documentaries, 12
television dramas and three animated programs.
A Message From Wea H. Lee, Chairman,
Southern News Group
Seventy years ago, an unthinkable and now unmentionable calamity that had never been seen
befor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humanity occurred.
But the tragedy, even 70 years ago, is still unforgettable. And the trauma that World War II
brought to all of mankind so many years ago, still
haunts all peoples of the world today while it also
still guides the events of daily life.
The war broke out in 1939 and ended in1945 and
Japan's Deputy Chief of Staff in China
was the largest war in modern history, with more
Takeo Imai led a delegation to Zhijiang,
than 100 million military personnel being mobiHunan Province, to negotiate the
lized and directly involved in this world conflict. InJapanese surrender in China. On
cluded in the sad events of the war were the tragic
September 9, 1945, the government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China and the Holocaust in
Republic of China held a ceremony in
Europe.
Nanjing to accept Japan’s surrender.
For the first time Japanese germ warfare was carCommander-in-Chief of the Chinese Army
ried on against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nd
Ho Ying-chin received the surrender of
Japanese forces from Yasuji Okamura,
finally, for the first time United States dropped two
commander-in-chief of Japan’s China
atomic bombs on Japan to put a finish to the war

重要新聞──媒體事業是為多元社會
不斷記錄歷史，為社會伸張正義，為
弱勢者吶喊，為社會提昇能正量。
李蔚華，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
董事長，２０１２美中經濟文化訪問
團團長。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位於美國
德克薩斯州休士頓巿，是一家多元化
，國際化的傳媒集團，集團擁有報紙
、印刷、電視、互聯網以及國際貿易
中心等多家機構。
美南報業集團創辦三十餘年，在美國
華文媒體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
旗下媒體 「美南新聞」， 「美南
黃頁」， 「亞美新聞」（簡體報），
英文日報，發行覆蓋全美１１個主要
城巿。
李蔚華先生畢業於德州州立拉瑪

Highway 8

(Reuters) -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said on
Monday that China had the confidence and ability
to deal with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its
economy,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website.
Major economic indicators have stabilised and
positive signs are emerging in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Li said, adding that China's

Related
China's Premier Li Says
Economy Improving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front C), former
Italian Prime Minister Romano Prodi (front
3rd L), former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Kevin Rudd (front L), former Slovenian
President Danilo Turk (front 3rd R) and
other delegates of the Global Think Tank
Summit get ready to pose for a group photo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hina, June 26, 2015. (REUTERS/China
Daily)

The government will strengthen targeted policy
adjustments, Li said, adding that China was able
to maintain a mid to high growth rate.
The central bank has cut interest rates and bank
reserve requirements to lower borrowing costs
and encourage more lending, while the government is stepping up fiscal spending.
Most analysts still expect the central bank to loosen policy further, although some have pared their
expectations for easing amid signs of steadying
growth and fears over stock market bubbles.
(Courtesy finance.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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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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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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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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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全科
楊臻牙醫博士
Zane Yang DDS & Heidi Tang DDS
門診時間：
周 二 至 周 五:
9AM-6PM
周六: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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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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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3-9889
本診所為您全家
提供全套牙科服務

˙CEREC 碳瓷牙當天可取
˙鋼絲牙齒矯正
˙各類一般及手術拔牙
˙各種活動及固定假牙
˙人工植牙、根管治療
˙一般及深度潔牙
˙兒童牙科、包括 ORAL
Sedation
˙超薄烤瓷美容貼面
1st International Bank
隔壁廣場內二樓

Bellaire Blvd

Corporate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second from right, is flanked
by Singaporean and Chinese flags as he speaks with
Singaporean President Tony Tan, not shown, during a
bilateral meeting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Friday, July 3, 2015. (REUTERS Photo)

performanc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had been reasonable.
No mention was made of
China's stock market despite
an extraordinary weekend of
policy moves to stabilise
shares. The stock market has
slumped 30 percent since June.
China's top two leaders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mier Li have both been
silent about the recent dive in
Chinese stocks.
Li's comments came on the
same day that the country's
statistics bureau said China's
economy showed positive
changes and economic growth
was basically stable.

Dairy Ash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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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最新的地產報告顯示，休士頓地區一直處於需求
旺，銷路廣的社區。目前出現銷售下降。這也是自上半年以來，
熱銷地區首次出現的銷售下降,但其原因並非由於石油價格下降導
致的衝擊。令人意外的是由於目前的暴雨以及當地的開發帶來的
負面作用。
2015 年上半年位居全美熱銷的休士頓四大社區，包括糖城的
Riverstone 出現 10%的銷售下降（和 2014 年同期相比），排名由第
四降至第五位。業內人士將銷量下降的原因歸為市場房屋供應有
限以及高房價所致。該社區 2015 年上半年平均房價為 57.5 萬美元
。2013 年社區房價為 50 萬元。
Aliana 西南區也出路 8%的銷量下降。位於 Cypress 的 Canyon
Lakes 下降 2%，在 Tomball 的 Friendswood 其銷量也下降 2%。
最新的統計顯示，Riverstone 全美的銷量居第五位，Aliana 全
美排名第 14 位。Canyon Lakes West 居第 16 位。Wildwood （Tomball）居第 18 位。

黃金廣場

China Premier Says Beijing Has
Ability To Deal With Risks To Economy

休士頓四大旺銷社區首現銷路下降

West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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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盧比 5 年慘跌 38%
高通脹抑制升勢

綜合報導 印度盧比已經成爲 2010
年迄今表現最差的一項投資，過去 5 年
慘跌 38%，而相比之下，中國的人民幣
同期漲幅達到 10%。不過，美國財經網
站 CNBC 報道，隨著印度經濟起飛，預
期接下來 5 年，盧比兌美元將升值
13.5%。不過，這種說法並未在業界達
成共識。

人氣上升
6 月 25 日公布的一份路透調查顯示
，近期新興亞洲貨幣的人氣有所改善，
因美聯儲暗示其升息速度或許比之前預
期的要慢，且市場預期希臘及其債權人
能達成一項協議，從而避免希臘出現債
務違約。
印度盧比的人氣自 4 月底以來首次
轉爲看漲，盧比多倉升至 4 月中旬以來
的最高水平。這一貨幣甚至成爲少數預
期將于今年兌美元升值的貨幣之一。

根據 CNBC 報道，麥格理集團貨幣
與固定收益部門主管伊瑞斯表示：“盧
比未來 5 年的升值幅度可能高于人民幣
。驅動這兩種貨幣中期走勢的主因將是
經濟增長展望，它會引導資金流。”
印度成爲今年全球增長最快的主要
經濟體之一。2015 年初，IMF 預測，印
度經濟增速將在 5 年內從 2014 年的 7.2%
攀升至 7.5%。
世界銀行在近期也得出類似的結論
。據世界銀行最新發布的《全球經濟展
望》顯示，2015 年，印度國內生産總值
（GDP）增速將加快至 7.4%，2016 年預
計達 7.8%，2017 年將達到 8.0%。
世界銀行的報告中還稱：“印度
將是全球增長最快的大型經濟體，未
來兩年，印度較中國增速的領先優勢
將擴大。”
不過，有分析指出，從現有數據看
，印度成爲全球增速最快的主要經濟體

，也與此前該國調整 GDP 的計算方法有
關。今年 1 月份，印度中央統計局全面
修訂 GDP 的計算方法。根據新的數據，
當地經濟增長從每年約 5%的曆史低位，
驟然提高至每年約 7.0%至 7.5%的水平。
伊瑞斯預測，盧比彙率在 5 年內將
升值 13.5%，至 55 盧比兌 1 美元。
巴克萊亞太外彙策略部門主管柯泰
查表示，另以估值觀點來看，押注盧比
也是較好的選擇，“它有估值與相對成
長的題材”。根據行爲均衡彙率
（BEER）模型，截至 3 月底，盧比遭低
估 12%。

風險猶存
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盧比在接下來
5 年會獨領風騷。澳盛銀行（ANZ）資
深外彙策略師 Khoon Goh 認爲，應該押
注在人民幣上。他認爲，隨著中國政府
逐漸開放資本賬戶，外資將能更容易進

入中國市場，因此人民幣的潛在升值空
間應該較大，目前外國投資人持有的中
國政府公債比例僅 2%，意味著未來還有
很多資金可流入中國債市。
至于印度，由于外國機構投資人持
有的印度政府公債已快到達上限，更多
的資金流入必需仰賴政府放寬限制，不
過印度的政策並不像中國一樣明確，政
策不確定性較高。
而專家還擔心，印度能否持續穩定
通脹率，伊瑞斯就表示：“話說回來，
預期盧比有良好表現的假設前提是印度
有能力控制通脹。”
印度去年受到大宗商品物價下跌的
影響通脹趨緩，全球投資人目前則需相
信印度政府能在維持通脹的同時也刺激
經濟增長。
Khoon Goh 也不看好印度能控制好
通脹，高通脹的國家通常貨幣都會貶值
來彌補喪失的競爭力，因此並不看好盧

小說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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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後勢升值。
路透社 6 月初對約 30 位外彙分析師
進行的調查也顯示，盧比兌美元 6 個月
後將降至 64.50 盧比，一年後將降至 65
盧比。
該調查顯示，由于印度經濟擴張動
能不順，且市場預計美國調升利率將使
美元穩步升值，未來 12 個月印度盧比
料將跌至數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對盧比
彙率 12 個月後的最新預估，爲多年來
路透調查的最低水准，若果真跌至該水
平，將是盧比自 2013 年 9 月以來的最低
水平。
印度央行今年三度降息以提振經濟
。 BTMU 分 析 師 在 研 究 報 告 中 指 出 ：
“印度盧比未來有進一步下行風險，尤
其是如果美聯儲像我們預期的那樣在 9
月開始貨幣政策正常化。而且印度央行
持續偏向寬松政策，這不利于盧比的企
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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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袁你就當你的耿臣吧袁我圓

琅
琊
榜

他追着小美人去後直到天黑都沒見人影袁 不過梅長蘇一看

樣説袁但想了想還是不妥袁" 我去也

飛流蹲在屋角寒着臉的樣子袁就很瞭然地對黎綱説院" 大概藺晨

不合適袁不如哪天請蘇先生勸勸吧遥

到了噎噎"

危局袁 聽靖王府的人説殿下現在對

阻袁殿下一定會聽遥 "

" 因爲宗主大人一直在這兒袁 小美人不追的話就要跑掉了

" 散播謡言袁離間我和大汗之間的情誼袁這也是你此行的目的之一么钥" 雙腿內側

啊噎噎" 一個聲音似從天外飛來袁燭影微晃間袁修長的身形逆光

感到一陣劇痛袁他竟然用膝蓋頂開了我並攏的雙腿遥 剎那間袁我駭得魂飛魄散袁依稀

出現在窗前袁瀟灑無比地搖着摺扇遥

恍惚中思緒竟象是飛轉倒退回許多年之前袁記憶中最沉重尧最凄烈的痛楚被生生挖

" 宗主在南屋病人那里袁你快過去吧遥 " 甄平冲着窗外道遥

蔡荃其實心里還是知道沈追的

最後那幾個字的尾音已經模糊袁飄啊蕩的飄向了南邊遥

馬車外袁 此時恰好經過昔日的

好轉態勢有望延續

譽王府遥
透過紗窗看去袁 那曾經赫赫揚

" 你屬狗的嗎钥 "" 不要噎噎不要噎噎" 我已語無倫次袁滿心恐懼袁淚水滾滾落下遥

轉態勢。
一是受市場需求有所回暖帶動，
房地産投資有望扭轉下行趨勢。1-5 月
，商品房銷售額增速由負轉正，由 1-4
月同比下降 3.1%轉爲上漲 3.1%。商品
房銷售面積盡管仍同比下降 0.2%，但
降幅已連續三個月收窄。商品房待售
面積首現減少。5 月末，商品房待售面
積比上月末減少 15 萬平方米，爲 2014
年以來首次減少。
二是受諸多改革措施激發，市場

" 太過分了袁你一封書信袁我跑斷了腿從南楚跑過來袁結果

我哭得氣噎袁多爾袞停下動作袁靜靜的跪在我雙腿之間遥 過了許久袁忽然將我胸

就這待遇钥 " 藺晨垮下雙肩袁搖頭嘆道袁" 過雲南的時候袁聶鐸哭

前扯散的衣襟重新扣緊院" 我最討厭和哭哭啼啼的女人辦事了遥 "" 嗚 --" 我嚎啕大哭袁

着鬧着要跟我一起來袁爲了幫你擺平他我容易嗎钥 今天也是袁辛

傷心尧屈辱尧害怕噎噎種種極端的情緒揉雜在一起袁將我努力維護的堅強與自尊徹底

苦到現在還餓着肚子呢遥 "

打成齏粉遥

揚的親王府第袁如今已敗落蒙塵遥
兩位 尙書 大 人 想 起 剛 剛的 討
論袁突覺世事白雲蒼狗袁不由對視一

第一百五十四章 藺晨
蒙摯等人在大街上偶遇的那個輕薄浪子袁 毫無疑問就是飛

我淚眼朦朧袁想着皇太極近在咫尺不得相見袁只能苦捱相思袁獨自魂牽夢縈噎噎

吃飯遥 "

我費盡心機想見皇太極袁卻接二連三的被多爾袞破壞袁如今更是要忍受他的侮辱袁驚
懼中不禁暗生一股恨意遥
" 別哭了噎噎" 他聳肩袁" 我答應不再碰你噎噎" 我抓緊凌亂的衣裳袁從他身前慢
慢往後挪開袁抽噎着用手背胡亂的抹干眼淚袁哽聲院" 你走開浴" 見他動也不動袁心里愈
發氣急袁恨聲道袁" 好袁我把命交你手里就是浴 "" 你捨不得死的浴 " 他氣定神閑的立身而
起袁一派輕鬆遥
我獃住袁方纔那股狠勁就象是一只被戳破的氣球袁頃刻間泄得一干二凈遥

" 嗯遥 " 寒娥拉着馮佑憐的手袁點了點頭遥

頽喪的咬唇不語遥 雖然心有不甘袁然而卻不得不承認袁我心里記挂着皇太極袁我

第一卷 宮變篇 揖入宮窑前因铱 第八章 狼口之災渊二冤

現在的確捨不得死噎噎

" 大人袁到家了遥 " 停轎後袁轎夫對着轎子中的人説道遥 轎子中的人

" 過來浴 " 他半蹲下身子袁在身前拍了拍席面兒袁竟象是喚小狗般喚我袁" 靠近些袁

緩緩地走出來袁這時袁馮府大門立刻打開袁迎上前的僕人都恭恭敬敬地

我有話跟你説浴 " 我才猶豫不決袁 他下一句話已然像炸藥包似的丢了過來袁" 你不過

立在兩側遥躱在石獅邊的兩人終于在第三天看到有人進出了袁於是馮佑

來袁難不成是要我過去钥 " 我拿他沒轍袁他字字句句都點在我的軟肋上袁他若是存心意
他輕易便可將我弄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浴

" 呃钥 " 馮史宗之前已經被自己的頂頭上司炮轟了幾天幾夜袁怎么

我心驚膽寒的靠近他袁多爾袞笑了笑袁我瞧他臉上雖挂着笑容袁可一雙眼卻異常

一時間出現了幻聽钥 " 叔父袁我是佑憐啊袁我是馮佑憐啊噎" 馮佑憐拉着

的凜冽深沉遥

馮史宗的衣角袁大聲呼喊遥 管家大吃一驚地啐道院" 又是你遥 " 説時袁準備
抬腳踢跪在地上的女人遥

隨
侯
珠

" 慢着遥 " 馮史宗突然喝道袁嚇得管家的一只腳定在半空中遥
馮史宗眯着雙眼袁擠眉弄眼地俯視跪在地上的女子遥 不看還好袁這
一看不得了遥 但見眼下女人秋水汪汪袁豐神冰肌袁楚楚可憐袁連生愛意遥
這個馮史宗可不是什么好官袁更不是個好男人袁又怎能算是個好叔叔袁
團欲火袁望着馮佑憐左右不是袁心生疑竇遥
寒娥趁勢也上前説道院" 馮大人袁您可記得姐姐啊钥 "

，連續 4 個月高于臨界點，呈現持續小
幅擴張的趨勢。其中，生産指數、新
訂單指數和供應商配送時間指數均高
于臨界點，表明生産和市場需求均有
所回升。
不過，盛來運也表示，受周期性
因素、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矛盾的掣
肘，當前主要指標好轉的程度仍是初
步的，對經濟下行壓力仍不可掉以輕
心，中國夯實經濟企穩基礎、確保實
現全年增長目標仍需付出艱辛努力。

秦予喬轉身離開袁離去的時候輕吐一句話院" 難道江華滿足不了你

摸鬍鬚説道院" 呵呵袁當然記得袁我怎會不記得自己的親姪女呢钥 " 説時袁
熱情地扶起地上的馮佑憐遥當下觸碰到吹彈可破的玉肌袁眞是要了馮史
宗的老命了袁心中恨不得快快摟着兩個美人好好心疼一番遥
" 叔叔遥 " 馮佑憐警惕地退後一步袁微笑説道院" 佑憐在此給叔叔行
行禮時袁她又向身邊的寒娥使了使眼色袁於是寒娥先人一步地攙扶

希臘政府曾在全民公決前
希臘公投對債權人改革方案說“不”許諾，會在公決後
48 小時內與

秘書遥
" 新年快樂遥 " 秘書先開口袁頓了下袁" 請問希睿少爺在秦小姐身邊
嗎钥 陸老先生想要跟希睿小少爺説話遥 "

" 眞好啊遥 " 夏蕓像是在感嘅袁建議説袁" 你們兩太久沒有見面袁晩

寒娥在經過管家時袁 狠狠地瞪了一眼垂首的男人袁 暗自咒駡道院"

" 沒必要遥 " 秦予喬抿抿唇袁然後轉過頭袁對着夏家母女説晩安袁"
夏阿姨袁姸靑噎噎晩安遥 "

" 這么説來袁你家里就只剩下你一個人了钥 " 馮史宗一邊走一邊詢

秦予喬回到自己房間的時候發現自己全身發抖袁平息了好久才往

陸和爍眞的傷心極了袁昨天等了一天的電話也沒有等到小孫子的
新年祝福袁早上起來大發脾氣袁秘書識趣地給陸景曜打了電話袁因爲陸

安詳的睡容袁起伏的胸腔才慢慢平復下來遥

景曜不配合袁只能從陸家瑛那里要來了秦予喬的電話遥

家他們處處爲難袁最後結伙家中僕人盜走家中財物袁頃刻間才落得如此

噎噎

狼狽了遥 "

新年第一天袁陸景曜大清早就挂了好幾個電話袁然後秦予喬的手

希睿很聰明袁拿到電話立馬説院" 爺爺新年快樂袁希睿在這里給您

寧大山卻很是固執院" 我這把老骨頭還是別折騰了遥 在這兒生活了一

寧汐咳嗽一聲袁一本正經的説道院" 説的是出嫁以後怎么伺候夫君公

老 2 一家子照應我就行遥 " 哪怕是大燕王朝最最繁華的京城袁他也沒那個

寧敏正値窈窕之齡袁聞言羞紅了臉袁狠狠的擰了寧汐一下遥 寧汐 " 誒
喲 " 一聲叫了起來袁頓時把寧暉給驚動了遥

興趣遥
寧大山的脾氣誰都清楚袁見他這么説袁各人也不敢再多勸遥 忙將話題

寧暉皺着眉頭瞪了寧敏一眼院" 你下手不能輕點嗎钥 汐兒嫩皮嫩肉
的袁稍微碰一下就會有淤靑的遥 "

扯了開去遥
寧汐和寧雅寧敏坐在一邊閑聊袁 寧雅有了些歷練之後袁 愈發沉穩起

別看寧暉平時笑眯眯的袁一板起臉孔來袁還眞有幾分威嚴遥 寧敏訕訕

來袁含笑聽着寧汐和寧敏説話遥

的笑了笑袁果然老實多了遥

寧敏對寧汐即將要去京城一事羨慕不已院" 七妹袁到了那邊袁你就可以

等寧有方他們商量的差不多了袁各人便各自回屋休息遥

去找大哥和五姐了遥 "

寧汐稍微梳洗一番過後袁便去了寧暉的屋子里袁不出所料袁寧暉果然

寧汐笑着點點頭遥 大伯一家已經兩年沒回來了袁這次去袁肯定會有一

還沒睡袁正在燈下看書呢寧汐輕手輕腳的湊上前去袁淘氣的用手捂着寧暉
的眼院" 快些猜猜我是誰钥 "

番熱鬧了遥
寧汐瞄了寧雅一眼袁笑道院" 二姐袁以後我們見面的機會可就少了遥 "

這可是兄妹兩個自小玩到大的把戲了袁寧暉很是配合的猜道院" 天上
的小仙女 " 身後頓時響起了銀鈴般清脆的笑聲袁手也跟着松開了遥

寧雅嘆口氣袁眼里流露出依依不捨之情院" 七妹袁我眞捨不得你走遥 京
城這么遠袁你去了之後袁以後想回來一趟都不容易遥 "

笑鬧了一會兒過後袁寧汐才正色問道院" 哥哥袁我們就要去京城了袁鴻

寧汐促狹的一笑袁打趣道院" 你放心袁等你出嫁的時候袁我肯定會回來

儒學堂那邊就退了吧到京城那邊袁就別去學堂了遥最好是拜一個有學問的

的遥 "

儒生爲師袁好好的準備明年的鄉試遥 "

一提到出嫁袁寧雅頓時忸怩起來袁俏臉嫣紅院" 你又來取笑我遥 " 李家老

鄉試比童生試可要難得多了遥 大部分秀才終其一生也沒能踏進這道

太太去世未足一年袁親事肯定要往後延遲遥 只怕要等明年才能出嫁了遥

門檻遥 寧暉雖然很認眞努力袁可一直缺乏眞正的名師指點遥 如果就憑着自

寧汐嘻嘻一笑袁 湊到寧雅的耳邊低聲説了幾句悄悄話遥 寧雅聽的大

己這樣苦讀袁參加鄉試也沒多少把握遥 拜個好師傅可是當務之急的事遥

窘袁軟綿綿的捶了寧汐幾下遥

寧暉嘆了口氣説道院" 妹妹袁我知道你是爲了我好遥 不過袁越是有學問

寧敏好奇的湊過頭來袁睜着圓溜溜的眼睛問道院" 你們在説什么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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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項病理檢
測並與外來醫療診斷做詳細對比。歡迎來電查訊。
★專為無醫療保險人士特設低價位高品質檢測服務
★接受各科醫生及各大醫院檢查處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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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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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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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 and Neck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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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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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各種保險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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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Local Magazine
2013 年度休斯頓最佳醫生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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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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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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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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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姜楠醫學博士 (Nan Jiang, MD) Jennifer Farrell, DO
華人陣容最強大的醫療團隊

的儒生袁越是不肯輕易收學生噎噎"

洪德生

百利醫學影像檢測診斷中心
自費特價

拜年了袁祝爺爺身體健康噎噎哦袁紅包啊噎噎可不可以回來再要啊遥 "

婆的事袁怎么袁六姐也想聽聽嗎钥 "

輩子袁我可不想再去別的地方遥 我留下守着這點家業袁你們不用管我了遥 有

★MRI - 磁波共振照影
★CT SCAN- 電腦斷層掃描
★ULTRASOUND- 超聲波掃描/B 超
★X-Ray - X 光片檢測
★DEXA- 骨質密度檢查

陸希睿正吃着朱阿姨蒸的 " 更歲餃子 "袁聽到爺爺電話打來了袁囫
圇呑棗似的把嘴里的餃子吃下去袁拿過秦予喬的手機接聽起電話遥

床邊走去袁床上希睿正睡得正香袁秦予喬小心翼翼地爬上床袁盯着希睿

問身邊的女人遥

Bellaire Diagnostic Imaging

秦予喬更是羞愧地厲害袁居然忘了那么重要的事袁趕緊把手機遞
給希睿院" 爺爺的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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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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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

結果揭曉後發表電視講話，稱希臘
人在公決中對債權人大聲說“不”
並不代表與歐洲分裂，“而是對雙
方達成切實可行協議的支援”。他
說，全民公決結果將加強希臘政府
的談判立場，有助於儘快與債權人
達成更有利條件的債務協議。
齊普拉斯說，政府的首要任務
是恢復與國際債權人的談判，要求
把希臘債務減少到可持續水準以及
恢復銀行系統穩定。
歐洲議會主席舒爾茨 5 日晚發
表聲明，敦促希臘儘快提交改革方
案以便重啟談判。他說，尊重希臘
人民在全民公投中做出的決定，同
時敦促希臘政府儘快提出“有建設
性的、有意義並可行的”改革方案
，以便各方重啟談判。

債權人達成協定。一些分析人
士認為，如果債權人不像希臘政府
期望的那樣“合作”，雙方無法儘
快達成協定，這次公決結果有可能
讓希臘走向違約並危及其歐元區成
員國地位，產生嚴重經濟和社會後
果。
歐洲啟動密集磋商
國際債權人“改革換資金”協
議草案被希臘全民公投否決後，歐
盟各方 5 日宣佈將就希臘債務問題
舉行緊急磋商。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隨後在
推特上宣佈，布魯塞爾時間 7 日晚
18 時將召開歐元區國家元首和政府
首腦會議討論希臘問題。
歐盟 5 日晚發表聲明說，歐盟
委員會主席容克將於當晚開始和歐
元區除希臘外 18 個成員國領導人就

希臘問題展開緊急磋商。6 日一早
，容克將與圖斯克、歐元集團主席
戴塞爾布盧姆、歐洲央行行長德拉
吉召開電話會議，共同商討應對之
策。
戴塞爾布盧姆也于當晚發表聲
明說，歐元集團將在 7 日召開財長
會商討希臘局勢。
舒爾茨說，希臘財長所承諾的
銀行即將營業並不樂觀，他認為這
很難實現。鋻於希臘人民的處境會
因此變得更加困難，他表示歐元區
峰會將討論對希臘實施人道主義援
助。
為避免銀行系統崩潰，希臘從
6 月 29 日開始實施資本管制：銀行
關門、股市閉戶。有分析人士認
為，全民公決導致希臘實行資本
管制，真正的輸家是因此遭受重
創的經濟，以及苦苦排在取款機
前的老百姓。

的是並不是陸和爍本人袁而是一個年輕的聲音袁估計是陸和爍的私人

秦予喬哼笑一聲袁推開房門的時候夏蕓正立在門外袁笑着問院" 喬

主 治

多地接受國際債權人提出的救助貸款協議條款。
如果希臘最終不能與國際債權人達成新救助貸款
協議，國際債權人必然會停止向希臘提供救助貸
款，希臘政府最終被迫發行自己的平行貨幣。果
真如此，希臘繼續留在歐元區的難度就更大了。
有關專家認為，要想真正解決希臘債務危機和避
免希臘退出歐元區，希臘政府和國際債權人都需
要表現出相當大的靈活性。
值得注意的是，希臘財政部長瓦魯法基斯 6
日突然宣佈辭職，理由是“歐元區財長會議參加
者和各種‘夥伴’有某種‘傾向’，希望我‘缺
席’會議”，而且希臘總理也認為這樣做可能會
對達成協定有潛在幫助。這顯示希臘方面可能將
會有所妥協，至於債權人方面將採取何種立場仍
有待觀察。

噎噎

上就睡在一塊説説心里話啊遥 "

哼袁等着瞧遥 "

服務項目

受救助條款不僅不會給希臘帶來
更好解決危機的協議，而且還會
使希臘在歐元集團中的地位岌岌
可危。公投後，希臘總理齊普拉
斯對國際債權人的強硬立場得到
了希臘民眾的支援，從而增加了
希臘政府在同國際債權人談判新
救助協議過程中討價還價的籌碼
，使希臘政府變得更加不願作出
妥協。齊普拉斯可能會以希臘
60%民眾投票拒絕接受救助條款
為由，要求國際債權人作出讓步
（如放棄部分緊縮措施、減免部分希臘債務等）
，促成一項對希臘更有利的新救助方案。不過，
現有跡象顯示，國際債權人對希臘上週末突然宣
佈舉行全民公投已經十分不滿，因此不可能因為
希臘公投結果而對希臘作出重大讓步。可以預料
，希臘今後與國際債權人圍繞新救助貸款協議的
談判將是非常艱難的。如果雙方都不願作出讓步
妥協，希臘與國際債權人有關新救助協議的談判
很可能會繼續陷入僵局。
希臘公投拒絕接受救助條款雖讓希臘政府獲
得暫時的勝利，但希臘將可能會因此而得不到國
際債權人的救助資金。鋻於希臘已經出現債務違
約，銀行現金也維持不了幾天，所以歐盟似乎並
不急於立即同希臘政府恢復談判，而是讓希臘過
一段時間的“苦日子”，以此來迫使希臘政府更

綜合報導 盤點 2015 年上
半年英國經濟總體情況，大致
可以看出英國經濟繼續呈現復
蘇勢頭。與歐洲其他發達經濟
體相比，英國經濟增長相對平
穩；與此同時，作為中國的重
要經濟夥伴，中英經貿和投資
合作亮點不斷，並助力英國經
濟繼續復蘇。
自 2013 年以來，英國經
濟進入復蘇通道。2014 年經
濟增長更是稱冠七國集團，去
年英國經濟出現高增長、低失
業、低通脹的“一高兩低”良
好增長態勢。截至今年一季度
，英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實現持續增長。
值得關注的是，英國就業
狀況延續近年總體趨勢持續向
好。最新官方統計顯示英國失
業率下跌至當前的 5.5％，預
計在未來幾年繼續企穩，接近
充分就業水準。
同時，英國國內出現低通
脹環境，甚至出現小幅通縮。
統計顯示，英國通脹率在 4 月
份從上一個月的 0.0％降至－
0.1％，是自 1996 年有官方數
據以來首次出現通縮。但隨後英國 5 月通脹率為
0.1％，返回至正值領域，表明英國經濟面臨的通
縮壓力只是暫時的。
英國經濟復蘇得益於四大產業全線增長，且
產業擴張更趨均衡。服務業是英國經濟增長的重
要支柱，其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
為 78.4％。英國市場研究機構馬基特集團表示，
英國服務業需求強勁，新增業務和就業率均持續
增長。為了促進經濟復蘇，英國政府在政策上多
方面採取了寬鬆和扶持措施。目前，英國央行依
然維持著低利率的政策。業界權威人士曾分析指
出，英國經濟依賴消費支出和抵押貸款，對利率
特別敏感。如果過早加息，不僅會給經濟帶來巨
大風險，還會衝擊商業投資。
英國也利用稅務等方面的優惠政策積極吸引
外國直接投資促進本國經濟發展。過去多年，英
國的公司稅從超過 30％下降到了目前的約 20％，
這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是較低的。數據顯示，
2014 年英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歷史上首次超過
1 萬億英鎊（約合 1.58 萬億美元），英國成為歐
洲第一大及全球第三大（僅次於美國與中國）外
國直接投資目的國。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公司
在其年度英國主權信用分析報告中表示，2015 至
2016 年度英國經濟增長將保持穩定。2015 年上
半年，中英經貿關係繼續維持良好的發展勢頭。
去年中英貿易突破 800 億美元，增幅達 15.3％。
英國成為中國在歐盟內第二大貿易夥伴。

陸景曜倒是提醒了她袁 她居然沒有打電話給陸和爍説新年快樂袁
雖然陸景曜讓她別接袁但是秦予喬哪敢啊袁按了接聽鍵袁意外的是説話

秦予喬院" 我跟姸靑説幾句話遥 "

起馮佑憐遥 馮史宗尷尬地笑道院" 進去吧袁進去吧遥 "

機響了袁陸景曜頭疼地看了她一眼院" 別接袁是我爸遥 "

夏姸靑緊緊擰着拳頭院" 秦予喬袁我眞只是經過遥 "

喬還沒有睡嗎钥 "

禮了遥 "

中英經貿合作亮點不斷
英經濟繼續呈現復蘇勢頭

綜合報導 7 月 5 日，希臘就是否接受國際債
權人（歐盟、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
6 月 25 日提出的希臘新救助貸款協議條款舉行全
民公投。當晚公佈的公投結果顯示，接近 62%的
希臘民眾投票拒絕接受國際債權人提出的新救助
協議條款。此間政經分析人士認為，希臘民眾在
公投中以壓倒性多數票拒絕了國際債權人提出的
救助協議條款，這一結果可能會進一步加深希臘
與國際債權人之間的矛盾，使希臘距離破產和退
出歐元區又更近了一步。
希臘公投結果引起歐盟高層的密切關注。歐
盟委員會 7 月 5 日深夜發表聲明稱，歐盟委員會
已經注意到並且尊重希臘公投的結果,容克主席
將與歐元區其他 18 個成員國的民選領導人及歐
盟機構負責人商討希臘公投結果。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決定於 7 月 7 日晚舉
行歐元集團特別峰會，討論希臘公投之後的應
對措施。歐元集團主席戴塞爾布盧姆在得知希
臘公投結果後表示，公投結果對希臘未來是非
常令人遺憾的。要想讓希臘經濟復蘇，就必須
採取艱難的改革措施。我們現在等待希臘政府
採取主動。
希臘公投明確拒絕了債權人提出的削減養老
金、提高增值稅等財政緊縮要求，這加大了希臘
與國際債權人達成新救助貸款協議的難度。公投
前，希臘及國際債權人作出政治讓步的意願已有
所減弱。戴塞爾布盧姆曾表示，希臘公投拒絕接

嗎钥 "

" 恩遥 " 馮佑憐傷心地説道院" 父親病故時袁才吿訴我叔叔的住處袁説

綜合經濟

綜合報導 希臘 980 萬選民當地
時間 5 日在全民公決中否定了國際
債權人最新提出的改革方案。這意
味著希臘退出歐元區的可能性大幅
增加。但分析認為，鋻於希臘退出
歐元區對雙方來說都可能帶來沉重
的代價，雙方仍將努力達成協定，
最終的協議可能會放鬆財政緊縮的
立場，以幫助希臘恢復經濟。
各方期待重啟談判
希臘內政部 6 日淩晨公佈的計
票結果顯示，在 5 日就是否接受國
際債權人“改革換資金”協議草案
舉行的全民公決中，反對者獲勝。
對約 94％選票的統計顯示，反對協
議草案者約佔 61.3％，支援者約佔
38.7％，投票率約為 62.5％。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在全民公決

欲刁難於我袁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袁也難脫不了他的算計遥

" 叔父袁叔父噎"

是要在不得已的時候才能打擾叔叔遥待我辦完了爹爹的身後事袁誰知管

或退出歐元區

" 好了浴 別哭了浴 " 他看起來似乎挺不耐煩的袁不過語音卻漸漸放柔了遥

" 你還餓着钥 " 梅長蘇笑道袁" 那太好了袁快診脈袁診不出不許

且不説他究竟還記不記得眼下女子就是自己的親姪女袁 他只知眼中一

活力將持續釋放。1-5 月份，民間投資
同比增長 12.1%，增速比全部投資快 0.7
個百分點。
三是受消費升級效應帶動，消費需
求有望繼續發揮穩定器作用。在大衆餐
飲、信息消費、綠色消費、旅遊休閑消
費、個性化消費蓬勃發展的大背景下，
居民消費潛力不斷釋放，社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增速有望繼續加快。
四是企業預期穩定向好。6 月份，
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爲 50.2%

希臘公投絕接受新救助協議

褚英帶給我的傷害袁曾經令我刻骨銘心袁即使時隔那么久遠袁卻仍是深埋在我心
底最最觸碰不得的痛遥

來了袁讓他給你診診脈袁聽聽他怎么胡説八道吧遥 "

馮史宗尋思袁又來一個嬌滴滴的美人袁眞是妙不可言啊浴 於是摸了

處于合理區間。
5 月份，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同比增長 6.1%，連續兩個月增速加快
；高技術産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9.3%；
非公有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同
比增長 7.6%；全國網上零售額同比增
長 39.3%，增速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快 29.2 個百分點。
盛來運指出，隨著前期出台的各
項穩增長政策和改革措施效果的進一
步顯現，國民經濟有望延續近期的好

" 地從牙縫里吸了口氣袁甩手遥

藺晨一進來袁他就頭也不回地微笑道院" 聶大哥袁蒙古大夫

眼袁同時發出了一聲長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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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
言人盛來運 6 日透露，中國主要經濟指
標已呈現出回暖迹象，隨著前期出台
各項穩增長政策和改革措施效果的進
一步顯現，中國國民經濟有望延續近
期的好轉態勢。
盛來運是在就當前經濟形勢接受
媒體采訪時說這番話的。他表示，從
經濟增長、就業、物價、國際收支等
公認的衡量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指標
來看，今年以來中國民經濟運行總體

我顫聲尖叫院" 不要 --" 多爾袞一把捂住我的嘴袁我張口毫不留情的咬下遥 他 " 噝

梅長蘇正在聶鋒床前坐着袁衛崢陪在他身側遥

憐立刻奮不顧身地推開衆人冲向馮史宗遥

中國經濟現回穩迹象

了出來遥

" 你們幫我叫吉嬸煮碗粉子蛋過來袁 我還沒吃晩飯呢噎噎"

觀點是比他更合時宜的袁 僵持了一
下袁最後也 " 嗯 " 了一聲遥

獨步天下

於是蘇宅的管家趕着去收拾了一間客房出來袁 甄平在旁邊
抱怨道院" 他明知宗主在等他袁干嘛不直接過來钥 "

他禮敬有加遥
這人口才又好袁 他若肯出面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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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提也不願意多提的藺晨哥哥遥

滑袁我自己去勸遥 " 沈追雖然賭氣這

他這次隨殿下春獵袁 同經叛亂

海宴

2015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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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