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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即将出发。
请帮我们到达目的地。

www.DriveHISD.org

“�所有申请人都要接受工作经验、认证、推荐信、毒品测试和无犯罪记录的核查。休斯顿独立教
育局规定，在教育或雇用安排及活动中，不得有任何基于年龄、肤色、残障或残疾、祖籍、原
住国、婚姻状况、种族、宗教、性别、性趣向、退伍军人状况或政治派别的歧视行为。”

我们是提供平等机遇的雇主

HISD 正在寻找希望加入我们运输团队的公交车司机。我们可以为您提供：

•  $250�录用奖金
• $900�出勤奖励
• 免费培训
• 有吸引力的时薪，起薪�$15.40（保证每天最少�5�小时）
• 医疗、牙科、视力和其它福利选择
• 参加教师退休金系统 

• 403(b)�退休金计划选择
• 特殊旅行支付选择
• 推荐奖金

如果您希望成为一名 HISD 公交车司机，请在网上申请，网址 www.
DriveHISD.org 或致电 713.613.3073。

招聘公交车司机

星期三 2015年7月22日 Wednesday, July 22, 2015 星期三 2015年7月22日 Wednesday, July 22, 2015

休城工商

本周六晚8點
美南電視55.5《生活》節目
介紹中國城首家USPS郵局

敬請關注
敬請關注

（本報記者黃梅子）對於住在中國城的許多華人來說﹐在中
國城吃飯買菜娛樂都很方便﹐寄東西去中國也方便﹐唯獨去
USPS郵局寄信﹑買money order不方便﹐因為最近的USPS
郵局在Gesener﹐去那裏寄一次信平均要等待26分鐘﹐而且只
能講英文﹐這對於很多老者來說﹐是一個頭痛的問題﹒現在好
了﹐休斯敦郵局(USPS)在百利大道(9440 Bellaire Blvd #208)
二樓增設中國城的唯一民營分局(CPU)﹐7月15日已經開始營
業了﹐而且提供中英雙語服務﹐大大方便了民眾﹒

本周六晚8點美南國際電視ITV55.5《生活》節目將為您詳
細介紹中國城首家USPS郵局﹒

《生活》每週六晚8點至8點30分首播﹐週日下午5點至5點30
分重播﹐週三上午9點30分至10點重播﹐敬請收看﹒

麥當勞教育展8月休斯頓名校薈萃 商家火熱招商中

本報記者孫雯報道

(美南新媒體www.scdaily.com) 麥當勞升學教育展是什么？麥當勞升學教育展是幫助華裔青少年學
習了解美國大學入學要求、提供學生/家長建設性方法的大型教育公益講座。

亮點三亮點三：：麥當勞現場獎品麥當勞現場獎品，，免費免費
等你拿等你拿

作為每年活動最大贊助商作為每年活動最大贊助商，，麥當勞準備了不少麥當勞準備了不少
精美獎品哦精美獎品哦。。優惠券優惠券？？小禮物小禮物？？麥當勞紀念品麥當勞紀念品？？只只
要你來現場參與我們的活動要你來現場參與我們的活動，，數不盡的麥當勞禮數不盡的麥當勞禮
品等你拿品等你拿！！

亮點四亮點四：：豐厚幸運獎品豐厚幸運獎品，，領領
回家回家。。

所有現場家長和學生都可以參與現場抽獎所有現場家長和學生都可以參與現場抽獎
！！一等獎一等獎 Apple iPad Mini,Apple iPad Mini, 二等獎二等獎 AmazonAmazon
KindleKindle和美南獎學金五名和美南獎學金五名（（每名每名$$100100)) ，，豐厚豐厚
的幸運獎品等你領回家的幸運獎品等你領回家。。有收獲還有獎品有收獲還有獎品，，這這
樣的活動怎能錯過樣的活動怎能錯過？？

教育類相關商業或機構機構怎樣參與麥當勞升
學教育展？
聯系郵件：kyliesun225@gmail.com
聯系電話：318-237-1986
活動地址：Sharpsto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8330 Triola Lane, Houston,
TX 77036
活動時間：8月29日（星期六）9:00-5:00pm
活動費用：免費（免費午餐、飲料）

如何關註美南
咨 詢 微 信
(WeChat) 公
眾號
掃 描 QR 碼
（Extract QR
cod）”提取
可直接關註。

感謝大家對於6月國際夜市的支持和厚愛。因為本周國
際區收到休斯頓城市規劃與檢查的消息，原定於周五，周
六舉辦的國際夜市因市民安全因素考量取消。對於由此產
生的一切不便，主辦方深感歉意。炎炎夏日，大家註意防
暑降溫。

Yes！團隊敬上

亮點一亮點一：：名師解密名校錄取秘籍名師解密名校錄取秘籍
以以20142014年麥當勞升學教育展為例年麥當勞升學教育展為例，，來自哈佛大學校友來自哈佛大學校友DaDa--

vid Kusin,vid Kusin,密蘇裏大學校友密蘇裏大學校友Josh FultonJosh Fulton，，喬治城大學校友喬治城大學校友DebDeb--
orah Fleck,orah Fleck, 麻省理工學院校友麻省理工學院校友David Liu,David Liu,和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和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
校友校友Roger HungRoger Hung分別講述了家庭教育分別講述了家庭教育、、入學須知入學須知、、collegecollege
essayessay、、面試和資金補助五個話題面試和資金補助五個話題。。講員豐富的真實事例和推陳講員豐富的真實事例和推陳
出新的解決方案啟發了在場家長和老師出新的解決方案啟發了在場家長和老師。。

亮點二亮點二：：新晉優秀大學生代表實例分析新晉優秀大學生代表實例分析
每年麥當勞教育展都將邀請到本年度新晉的優秀大學生代每年麥當勞教育展都將邀請到本年度新晉的優秀大學生代

表分享自己的成功經歷表分享自己的成功經歷，，而且以實例回答現場和網絡提問而且以實例回答現場和網絡提問。。為為
什么大家在同樣的平臺卻獲得不一樣的結果呢什么大家在同樣的平臺卻獲得不一樣的結果呢？？現場剖析現場剖析““嬌嬌
嬌之子嬌之子””的成功學理論的成功學理論，，也許下一個也許下一個““嬌嬌之子嬌嬌之子””就是你就是你！！

 














7月國際夜市因城市規劃例行檢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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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對於現代人
來說，大吃大喝已經過時了。現在流
行的是輕食和果汁排毒養生。“輕食
”這個詞匯，就字義直接詮釋，是指
分量不多的食物，廣義歸納的話，稀
飯、包子、餃子、春卷、水果等點心
、零食都可以算是輕食的一種，所以
像廣東人的“飲茶”、歐洲人的“下
午茶”這些可以在非正餐時間享用的
少量食物都可以叫做輕食。簡而言之
，輕食就是清淡、均衡、自然、健康
、無負擔的飲食，其最主要的概念就
是吃七八分飽，另外飲食內容要註重
健康概念，少油、少鹽、少調味料和
多一些天然素材。而果汁排毒也是現

在最潮的，正是輕食主
義的飲食新概念中必不
可少的一環。從歐美到
亞洲，輕食果汁排毒養
生風靡全球。

中國城的敦煌廣場
最近更改概念，重新布
局，成了美食一條街。
有許多美食即將加盟，
臨街的一家已經裝修好
，店名“椰林冰谷”，
店主姚福海先生，為前
糖城臺商會會長，美南
臺灣旅館會員。姚先生

有多年生意經驗也有敏銳的商業觸覺
，他在德州多家shopping mall經營多
家連鎖健康冷飲店，他意識到應該把
輕食果汁養生這個概念帶到中國城，
帶給華人朋友們，推廣健康飲食概念
，做好第一家輕食養生加油站。

椰林冰谷有各式三明治，食材新
鮮、種類多樣，而且以白肉為主，嚴
格控制卡路裏的攝入。各種養生果汁
都是鮮榨的，有美白肌膚、健美減肥
的作用，還有防止熱量過剩，控制肥
胖、預防膽結石、降血脂的功效。其
中，羽衣甘藍是最值得推薦的蔬菜，
源產地為地中海卡爾島,被稱為上帝賜
予人類的最好的蔬菜。羽衣甘藍中含

類胡蘿蔔素, 它有抗癌的作用。羽衣
甘藍本身沾度高, 味道濃, 所以跟水分
含量比較多的梨子, 蘋果, 香瓜等水果
一起混榨，可以減輕羽衣甘藍的苦味
, 榨汁率也更好。經姚老板妙手調配
出來的羽衣甘藍果汁，酸酸甜甜，味
道非常好。

姚老板還推薦紅菜頭汁（Beet）,
他將這杯紅色的果汁取名“紅色力量
”。 紅菜頭最獨特的營養價值，在於
它的抗氧化作用。只要吃一杯紅菜頭
汁，其中所含的葉酸量、鉀質和鐵質
的數值，高於每日建議營養素攝取量
的10%以上，故可稱得上是高葉酸、
高鉀及高鐵質食物，經常進食，對維
持身體細胞正常生長、控制血壓和心
臟肌肉舒張及預防貧血均有正面作
用。

最值得推薦的是小麥草汁，是用
小麥草(Wheatgrass)的幼芽搾出來的
草汁, 是流行的一種健康飲料, 主要用
於排除體內的毒素，常飲可預防百病
。小麥草何以對那麼多種病有不可思
議的效果，科學家仍未有足夠時間查
明原委，相信假以時日，世人對其中
奧秘，將會有比較深入的認識。但有
一個解釋，可供參考：諾貝爾得獎人
奧托•沃伯路(O Warburq)醫生的研
究發現：癌細胞總是在氧份不足的環

境中最活躍。他已指出癌癥是由
於身體內的細胞缺氧，大量分裂
繁殖，失去控制所造成。近年來
癌癥蔓延，間接引證了這些早期
的發現。這一代的人由於吸煙、
吃大量蛋白質的食物、生活在空
氣汙染的環境裡、長期吸收大量
脂肪，令自己的側面體氧份不足
，往往達到25%的缺氧差額。事
實證明：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
飲食、環境、處處都令細胞得不
到足夠的氧氣。

深呼吸、新鮮蔬果汁、小麥
草都非常有效地把氧氣帶入人體
內，刺激血液循環，又增加紅血
球數量，因此進一步提高血液氧
的成份。研究人員仍不知道小麥
草怎樣消毀癌細胞，但是它改善
體內的缺氧環境，令癌細胞無法
活躍，則是不爭的事實了。

小麥草汁是用新鮮的小麥草在特
別的榨汁機裏榨出來的，很多小麥草
才能榨出一點點小麥草汁，這樣濃縮
的精華只要每天喝上一盎司，就可以
達到神奇的養生排毒效果。

姚老板調配養生果汁時還有個秘
方，就是添加Acai Berry巴西莓原液
。Acai Berry被美國電視明星奧普拉
推薦位“對於人體有益的十種超級食

品中排名第一位（Acai）”，抗氧化
效果十分顯著。

炎炎夏日，如果來到敦煌超市的
椰林冰谷，來上一杯冰涼清爽的養生
果汁，豈不快哉？！

椰林冰谷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D, Houston, TX77036(原敦煌
超市)電話：713-417-6400

小麥草汁小麥草汁

用用Acai BerryAcai Berry與紅菜頭調配出與紅菜頭調配出的紅色力量的紅色力量

椰林冰谷鮮榨的幾種果汁椰林冰谷鮮榨的幾種果汁。。 羽衣甘藍用用羽衣甘藍用用

椰林冰谷姚老闆積極推廣健康養生理念椰林冰谷姚老闆積極推廣健康養生理念。。

椰林冰谷椰林冰谷———中國城首家果汁輕食養生店—中國城首家果汁輕食養生店！！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桂松於慶祝呂祖楊桂松於慶祝呂祖

純陽先師寶旦率馬小卿堂主及經生們先向天后娘娘上香純陽先師寶旦率馬小卿堂主及經生們先向天后娘娘上香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桂松慶祝呂祖楊桂松慶祝呂祖

純陽先師寶旦上獻壽桃純陽先師寶旦上獻壽桃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

楊桂松慶祝呂祖純陽先師寶旦上切蛋糕楊桂松慶祝呂祖純陽先師寶旦上切蛋糕

慶祝慶祝

天后廟於農曆乙未年四月十四日熱烈慶祝呂祖純陽先師寶旦天后廟於農曆乙未年四月十四日熱烈慶祝呂祖純陽先師寶旦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桂松楊桂松..馬小卿堂馬小卿堂

主祈求聖恩庇佑主祈求聖恩庇佑，，世界和平世界和平，，國泰民安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風調雨順，，四四

海昇平海昇平，，各善信消各善信消 災脫難災脫難，，家宅平安家宅平安，，生意興隆生意興隆，，萬事萬事

如意如意

乙未年四月十四日乙未年四月十四日 呂祖仙師寶誕呂祖仙師寶誕.. 天天

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桂松楊桂松..率率

馬小卿堂主及經生們以馬小卿堂主及經生們以 殷殷虔虔來奉獻殷殷虔虔來奉獻,,

恭恭敬敬禮儀隆恭恭敬敬禮儀隆,, 能以領受年年有能以領受年年有。。諸多諸多

道子皆為敬道子皆為敬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桂松向呂祖純陽楊桂松向呂祖純陽

先師貢酒先師貢酒

天后廟經生們於呂祖純陽先師寶旦開經誠誦至寶真經天后廟經生們於呂祖純陽先師寶旦開經誠誦至寶真經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桂松慶祝楊桂松慶祝

呂祖純陽先師寶旦上以金豬為獻禮呂祖純陽先師寶旦上以金豬為獻禮

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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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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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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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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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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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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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脊椎神經骨科脊椎神經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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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專門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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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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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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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5年7月22日 Wednesday, July 22, 2015 星期三 2015年7月22日 Wednesday, July 2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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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同步收看及手機上網收看
網址：www.itvhouston.com

七天二十四小時免費收看七天二十四小時免費收看

●● 免 費 高 清 頻 道免 費 高 清 頻 道
●● 免 費 數 位 頻 道免 費 數 位 頻 道
●● 免費中免費中、、英文頻道英文頻道

(週一至週五 黃金時間推出）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莫斯科舉辦開齋節會禮莫斯科舉辦開齋節會禮大量穆斯林民眾擠滿廣場大量穆斯林民眾擠滿廣場

莫斯科莫斯科，，當地穆斯林民眾在清真寺前舉辦開齋節會禮當地穆斯林民眾在清真寺前舉辦開齋節會禮，，前來禱告的前來禱告的
穆斯林民眾擠滿了廣場穆斯林民眾擠滿了廣場。。

韓國舉辦美容泥漿節
遊客泥漿裏翻滾盡情嗨

韓國保寧韓國保寧，，第第1818屆保寧國際泥漿節在忠清南道保寧市大川海水浴場舉行屆保寧國際泥漿節在忠清南道保寧市大川海水浴場舉行。。來自各來自各
國的遊客在泥漿中盡情嬉戲國的遊客在泥漿中盡情嬉戲、、狂歡狂歡，，釋放壓力釋放壓力，，享受夏日的歡樂享受夏日的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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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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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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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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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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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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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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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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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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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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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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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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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臻牙醫博士
Zane Yang DDS & Heidi Tang DDS

牙醫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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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3-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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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dation
˙超薄烤瓷美容貼面

本診所為您全家本診所為您全家
提供全套牙科服務提供全套牙科服務

門診時間：
周二至周五:9AM-6PM

周六:電話預約

1st International Bank
隔壁廣場內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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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lte203, Houston, TX 77072

Lang L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oundation

Pianists 14 Years old or younger, we urge you to apply for Allianz Junior Music
Camp 2015!All expenses and travel paid. Go to: http://langlangfoundation.org.

[Facebook: Lang L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oundation]

With the announcement by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o “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Cuba, the
Cuban people which includes many of Chinese de-
scent, are appraising exactly what this major shift
in the two countries' relationship means to their
daily lives.
On Monday, July 21, 2014,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arrived in Cuba and was welcomed by Cu-
ban Vice president, Miguel Díaz-Canel, along with
his Chinese diplomats. The Chinese president
aims to uplift trade as well as political ties with Cu-
ba and othe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Previously, during the tour to Latin America, China
has signed 38 new agreements with Venezuela in
the sectors like energy, mining, transportation and
has opened up a new branch of China.
Development Bank in Caracas, the capital of Ven-
ezuela. This also includes the USD 4 billion credit
line in return for Venezuela’ s crude products. No-
table deals with Brazil and Argentina, and forma-
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bank with the BRICS
group are some important advancements of Mr.
Jinping’ s trip.

A
trium-
phant
Fidel
Castro
was the
first Latin
American
leader to
forg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new China, Xi said in a prepared statement.
Half-a-century later, with the two countries at radi-
cally different stages in their communist muta-
tions, China and Cuba are renewing their vows.
While ties were strained during the Cold War, as
Cuba sided with the USSR amid Sino-Soviet
tensions, the USSR's collapse has allowed
Havana and Beijing to reconcile and mostly tied
by economic
trade..
Bilateral
agreements
were signed
between Raúl
Castro,
President of
Cuba, and Mr.
Jinping. The
Chinese leader
visited the
October 2014 hurricane “ Sandy” struck Santiago
de Cuba, the country’ s second-largest city, which
resulted in 11 deaths and 17,000 homes
destroy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lans to
co-operate in the rehabilitation process of the area.
China has grown its trade with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nd is now the second-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both Argentina and Cuba, and has been
Brazil’ s since 2009. Furthermore, trade between
these countries has increased from USD 1.4 mil-
lion to USD 19.2 billion last year, since four de-
cades. Many Chinese investors have accompa-
nied their leader and showed interest of investing
in the communist-led Cuba.
China's generous trade credits have cemented its
position as Havana's largest creditor. The only
country to conduct more trade with Cuba is Vene-
zuela.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uba reached
$1.4bn in 2013, up from $996m in 2005. Chinese
Yutong buses navigate Havana's streets and

Chinese Geely
cars also feature,
while domestic
appliances in the
country are
invariably
China-made.
China has
rescheduled the

country's government and commercial debt,
thought to be in the region of $6bn. It has also
granted Cuba a number of long-term, interest-free
loans to boost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bility as Havana
embarks on a program of economic reforms.

The Chinese In Cuba
Chinese immigration to Cuba started in 1847
when Chinese (Cantonese and Hakka) contract
workers were brought to work in the sugar fields,
bringing the religion of Buddhism with them.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workers were
brought in from China,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during the following decades to replace
and / or work alongside African slaves. After
completing
eight-year
contracts or
otherwise
obtaining
their
freedom,
some
Chinese immigrants settled permanently in Cuba,
although most longed for repatriation to their
homeland. Havana's Chinatown (known as Barrio
Chino de La Habana) is one of the oldest and
largest Chinatowns in Latin America. Some 5,000
immigrants from the U.S. came to Cuba during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escape the discrimination
present at the time. A small wave of Chinese
immigrants also arrived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 escape the political chaos in China.
Two thousand Chinese, consisting of
Cantonese and Hakkas, fought with
the rebels in Cuba's Ten Years' War.
A monument in Havana honours the
Cuban Chinese who fell in the war,
on which is inscribed: "There was not
one Cuban Chinese deserter, not
one Cuban Chinese traitor."
Chinese Under Fidel Castro
When the new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led by Fidel Castro
came to power in 1959,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changed. Many Chinese grocery
store owners, having had their
properties expropriated by the new
government, left Cuba. Most of these

sett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ly
nearby Florida, where
they and their US-born
children are called
Chinese-Americans or
Cuban-Americans of
Chinese descent, while
a relatively few to
nearby Dominican Republic and othe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nd also to US territory of
Puerto Rico, where they are called Chinese
Puerto Ricans, Cuban-Puerto Ricans of Chinese
descent, or Cuban-Americans of Chinese
descent.
Chinese refugees to United States include people
whose ancestors came to Cuba 10 years before
the Cuban Revolution and thos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Chinese American refugees, whose
ancestors had come from California, were happy
to be b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sult of this
exodus, the number of pure Chinese dropped
sharply in Havana’ s Barrio Chino. The places to
which they migrated had a unique Chinese culture
and a popularity of Chinese Cuban restaurants.
While many fled, some Chinese stayed after the
start of Fidel Castro's rule in 1961. Younger gener-
ations are working in a wider variety of jobs than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Many are entering
show-business as song composers, actors, ac-
tresses, singers, and models. (Courtesy www.ib-
times.co.uk)

WASHINGTON - More than a half century of Cold
War and lingering enmity came to an abrupt but
quiet end on Monday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u-
ba restored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new era began with little fanfare when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to resume
normal ties on July 20 came into force just after
midnight Sunday, and the diplomatic missions of
each country were upgraded from interests sec-
tions to embassies.
When clocks struck 12:00 in Washington and Ha-
vana, they tolled a death knell for policy approach-

es spawned and hardened over
the five decades since Presi-
dent John F. Kennedy first tan-
gled with youthful revolutionary
Fidel Castro over Soviet expan-
sion in the Americas.
Without ceremony in the
pre-dawn hours, maintenance
workers hung the Cuban flag in
the lobby of the State Depart-
ment alongside those of other
nations with which the U.S. has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historic shift was publicly
memorialized later on Monday
when Cuban officials formally in-
augurated their embassy in
Washington and Cuba's blue,
red and white-starred flag flew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coun-
tries severed ties in 1961. Sec-

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met his Cuban counter-
part, Bruno Rodriguez, and addressed reporters
at a joint news confere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 severed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61 and since the 1970s had been
represented in each other's capitals by limited ser-
vice interests sections.
The U.S. Interests Section in Havana announced
its upgrade to embassy status in a written state-
ment on Monday, but the Stars and Stripes were
not to fly at the mission until Kerry visits Cuba in
August for a ceremonial flag-raising.
"We wanted the secretary to be there to oversee
these important events," a State Department offi-
cial told the Reuters news agency.
"Monday's steps culminated more than two years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s that had
long shunned each other," Reuters notes.
And yet, though normalization has taken center
stage in the U.S.-Cuba relationship, there remains
a deep ideological gulf between the nations and
many issues still to be resolved. Among them:
thorny disputes such as over mutual claims for
economic reparations, Havana's insistence on the
end of the 53-year-old trade embargo and U.S.

calls for
Cuba to
improve on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Some U.S.
lawmakers,
including
several
prominent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have vowed not to repeal the embargo and
pledged to roll back President Obama's moves on
Cuba.
Still, Monday's events cap a remarkable change
of course in U.S. policy toward the communist is-
land under Mr. Obama, who had sought rap-
prochement with Cuba since he first took office
and has progressively loosened restrictions on
travel and remittances to the island.
His efforts at engagement were frustrated for
years by Cuba's imprisonment of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ntractor Alan Gross
on espionage charges. But months of secret nego-
tiations led in December to Gross's release, along
with a number of political prisoners in Cuba and
the remaining members of a Cuban spy ring j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Dec. 17, Mr. Obama and
Cuban President Raul Castro announced they
would resume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It's a historic moment," said longtime Cuban diplo-
mat and analyst Carlos Alzugaray.
"The significance of opening the embassies is that
trust and respect that you can see, both sides
treating the other with trust and respect," he said.
"That doesn't mean there aren't going to be con-
flicts - there are bound to be conflicts - but the
way that you treat the conflict has completely
changed."
On July 1, with outstanding issues having been re-
solved, the U.S. and Cuba exchanged diplomatic
notes agreeing that the date for the restoration of
full relations would be July 20.

Cuba's ceremony at the stately 16th Street man-
sion in Washington that has been operating as an
interests section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wiss
embassy was attended by approximately 500
guests, including a 30-member delegation of diplo-
matic, cultural and other leaders from the Caribbe-
an nation, headed by Foreign Minister Rodriguez.
The U.S. was represented at the event by Assis-
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estern Hemisphere
Affairs Roberta Jacobson, who led U.S. negotia-
tors in six months of talks leading to the July 1 an-
nouncement, and Jeffrey DeLaurentis, the chief of
the U.S. Interests Section in Havana, who will now
become charge d'affaires.
Although the Interests Section in Havana won't
see the pomp and circumstance of a flag-raising
on Monday, workers there have already drilled
holes on the exterior to hang signage flown in
from the U.S., and arranged to print new business
cards and letterhead that say "Embassy" instead
of "Interests Section." What for years was a lonely
flagpole outside the glassy six-story edifice on Ha-
vana's seafront Malecon Boulevard recently got a
rehab, complete with a paved walkway.
Every day for the last week, employees have
been hanging hand-lettered signs on the fence
counting down, in Spanish, to Monday: "In 6 days
we will become an embassy!" and so on.
Both interests sections have technically operated
as part of Switzerland's embassies in Washington
and Havana. The Swiss also were caretakers for
the former American Embassy and ambassador's
residence from 1961 to 1977, when the U.S. had
no diplomatic presence in the country at all. (Cour-
tesy www.cbsnews.com)

Cuban Embassy Opening Signals Beginning Of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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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ban Foreign Minister Bruno Rodriguez, right of center,
applauds with other dignitaries after raising the Cuban flag
over their new embassy in Washington, D.C., July 20, 2015.

U.S., Cuba Restore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China Welcomes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U.S. And Cuba

Chinese In Early Cuba

A farmer works the land in
La Lisa on the outskirts of

Havana

Fidel Castro, Former
Revolutionary And
Former President Of

Cuba

Cuba's President Raul
Castro (R) shakes hands
with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C) as Ecuador's
President Rafael Correa

looks on.

Potomac contractor Alan
Gross appears with his wife

at an afternoon press
conference following his

release in December by Cuba
and returned to the U.S.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upon his arrival to the José

Marti airport in Havana, Cuba, 21
July 2014, where he was

received by the Cuban First Vice
President Miguel Diaz-Canel.

(Photo EPA)

The Paifang At The Entrance Of Havana's
Chinatown

Cuban and American flags wave from the
balcony of the Hotel Saratoga in Havana,

Cuba.
The U.S. Interests Section in Havana, Cuba,

will soon house the U.S. Embassy.

馬英九總統「久揚專案」過境波士頓 所到之處受僑胞熱烈歡迎

(本報訊)馬英九總統「久揚專案」上週六
(11日)過境波士頓，這是馬總統任內11次出
訪以來，首次在波士頓過境，並受到高規格待
遇，第一次有民主和共和黨議員接機，也受到
逾千僑民於所到之處熱情夾道歡迎。馬總統
之後訪問多明尼加、海地、尼加拉瓜等三國，
過境波士頓時，安排了在查理士酒店前和歡
迎僑胞握手，下午探視母校哈佛大學並舉行
閉門演講，再到波士頓華埠牌樓前和歡迎僑
胞握手，在華埠牌樓前拍大合照，之後拜會紐
英倫中華公所，接著晚上出席在查爾士酒店
舉行的歡迎晚宴等行程。

公開行程包括從劍橋市 Charles 旅館到
華埠牌樓，都被熱情的僑民包圍，大家爭相一
睹馬英九的風采，馬英九總統也不讓僑胞失
望，一一回應熱情，握手、簽名、合照互動。

馬英九總統和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高華
柱、外交部部長林永樂、經濟部部長鄧振中、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士魁等部會官員、四名

國民黨籍立法委員與企業領袖抵達天下為公
牌樓後，先接受兩名小女孩獻花，並與波士頓
市長馬丁華殊（Martin Walsh）握手問候，後坐
下來和波士頓市長馬丁華殊（Martin Walsh），
波士頓市議會議長林乃肯（Bill Linehan），以
及波士頓僑領陳毓璇，陳毓禮，兩名波士頓僑
務委員馬滌凡，梅錫銳等多名地方首長合影，
接著在保安人員簇擁中走進唐人街接受僑胞
歡迎。

馬總統也以校友身分重返哈佛校園，並
且與哈佛師生餐敘座談。正在哈佛大學擔任
訪問學者的前行政院長江宜樺在場迎接。在
座還有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及多
位美國的海峽兩岸、及中國事務專家。

馬英九總統並訪問紐英倫中華公所，送
上他親筆寫的「繼志光國」牌匾。馬英九在
1978年，曾任紐英倫中華公所英文發言人，此
行特別到中華公所，與本地僑團首長及社區
民眾面敍致詞，並送上親筆題字的牌匾。

受美方高規格禮遇 第一次有民主和共和黨議員接機 並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

(以上三張照片與左圖轉載自僑教中心臉書) 馬英九總統訪唐人街中華公所，接受中華公所主席阮鴻燦（右）把馬英九總
統（左）當年擔任紐英崙中華公所發言人時的歷史性照片連同一件中華公所治安巡邏隊的背心，送給馬英九做禮物。以及馬總
統在查理士酒店前受僑胞夾道歡迎、及在查爾士酒店舉行的歡迎晚宴。 (下方三張照片)：來自台灣的吳佳諭、吳依霓在中華
公所前迎接馬總統，在馬總統與她們握手寒暄後，興奮高喊「中華民國萬歲、台灣加油」，馬總統更開心的鼓掌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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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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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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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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特價
高科技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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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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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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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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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幽靈機場”負債數億

1萬歐元賣給中資企業

綜合報導 西班牙中部城市雷阿爾城一座機場

破産後空置數年，終于在17日找到潛在的買家。一

家由中國投資者部分出資的企業以1萬歐元拍下這

座“幽靈機場”，並打算將其改建成中國向歐洲出

口的“貨運中心”。

負債數億歐元，3年前關閉
“雷阿爾城中央機場”位于首都馬德裏以南

大約200公裏處，建造成本數億歐元，2008年開始

運營。

這座機場規劃和建設正值西班牙地産泡沫醞釀

之時。規劃者原本冀望這座機場吸引以馬德裏爲目

的地的廉價國際航班。由于機場地處西班牙著名文

學作品《堂吉诃德》故事背景所在地拉曼查地區，

規劃者最初還以“堂吉诃德”爲其命名。

從機場的設施配置可以看出規劃者的雄心：跑

道長度足以降落目前世界最大的空客A380客機，

航站樓每年可接納旅客1000萬人次。

然而，隨著西班牙經濟因地産泡沫破裂而走

入低迷，加上馬德裏巴拉哈斯機場擴建，雷阿

爾城機場開張後不久就成爲無人問津的“鬼機

場”。

經曆長達4年的破産程序後，雷阿爾城機場最

終于2012年關閉，負債數億歐元。

開價1億歐元，多次降價
當地政府把雷阿爾城機場的倒閉歸咎于規劃不

當，決定低價出售這座機場。政府去年開價1億歐

元，沒有找到買家。今年早些時候，拍賣起價降到

8000萬歐元，仍然沒有成交。

17日的拍賣會上，起拍價降到4000萬歐元。這

家名爲Tzaneen International的企業作爲唯一出價方

，以1萬歐元成交。

雷阿爾城一家商業法院在拍賣結束後宣布，

由于成交價沒有達到法院規定的起拍價70%的底

限，法院決定延長競拍期20天。如果到期後沒有

其他買家給出更高的價錢，法院將于9月中旬作出

最後裁決。

媒體報道，Tzaneen International在西班牙成

立，資金來自中國、英國等多方投資者。這家企

業以1萬歐元拍下雷阿爾城機場所占全部土地和

跑道、塔台等大部分建築。

這家企業在拍賣後宣布，還打算買下機

場航站樓和停車場，並計劃投入 6000 萬至 1

億歐元，把這座機場改建成中國向歐洲出口

的轉運站。

按照這家企業的說法，收購這座機場是“在

雷阿爾地區建立一個各地區貨物運輸、存儲和集

散中心的第一步”，這一中心將成爲雷阿爾所在

的卡斯蒂利亞-拉曼查地區“成品和半成品貨物

橋頭堡”。

英國《衛報》評論，對擁有700年曆史但在

經濟上沒有占據重要地位、人口7.5萬而失業率

達到22%的雷阿爾城來說，這筆投資確實需要。

也有網友在相關報道下留言說，如果投資能夠實

現，對這一地區有益。

不過，也有網友質疑，雷阿爾城地理位置並

不優越。盡管雷阿爾城與馬德裏之間快速鐵路交

通便捷，但這座機場與鐵路並沒有相連。要建立

貨運中心，基礎設施建設可能花費不小。

未來將改建成
中國出口歐洲轉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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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中國評級機構大公發佈報告，宣佈下調

烏克蘭主權信用等級，由CCC下調至CC，評級展望

負面。

報告認為，烏克蘭東部衝突升級和銀行業流動性危

機加劇使償債環境全面惡化，經濟深陷衰退，償債來源

極為脆弱，加之債務重組談判前景不明朗，政府債務違

約風險顯著上升。

大公表示，烏政策環境極不穩定。2015年 6月，

烏克蘭政府與東部民間武裝力量在歷經短暫停火之後

再度爆發激烈衝突，新明斯克停火協議面臨破裂危險。

修憲建議案的通過可能不會立即對局勢產生影響。

同時，大公認為，烏信用環境極其脆弱。2014年銀

行不良貸款率攀升至15%以上，存款流失30%，金融系

統深陷困境。儘管政府採取資本管制措施，但因安全局

勢惡化、經濟衰退幅度加深未能有效穩定流動性和恢復

銀行業支付能力。截至2015年7月10日，危機爆發至今

已約有55家銀行宣佈破產清算。2015年7月2日通過的

銀行外幣債務重組法案將加劇下半年金融體系流動性危

機。

在報告中，大公並注意到，烏經濟深度衰退，償債

來源安全性極差。2014年國內政治危機爆發導致烏克蘭

經濟衰退6.8%。2015年，頓巴斯地區局勢衝突升級造成

的基礎設施被毀和地區之間生產鏈斷裂使工業產出和經

濟加速下滑，預計全年經濟衰退9.0%，政府財富創造能

力已遭嚴重破壞，未來能否較快恢復取決於政局發展態勢。

大公還指出，烏政府本、外幣債務違約風險快速上升。雖然2015年6月

外部援助和國債發行使國際儲備升至102億美元，但這不足以覆蓋2015年下

半年和2016年到期的114億美元的政府外幣到期債務本息，加之東部局勢動

蕩將持續惡化出口創匯並加大資本流出，烏克蘭國際儲備極不穩定，本、外

幣債務違約風險很高。

經濟觀察：東南亞高鐵市場成中日賽場
綜合報導 “在高鐵項目上，和中國

合作不僅是泰國人民的心聲，同時也是

東盟地區人民的呼聲。”泰國前副總

理、泰中文化促進會主席批尼· 扎祿頌巴

在曼谷表示。

當天，中國—東盟博覽會秘書處組

織的中國媒體聯合採訪團在曼谷對批尼

進行了聯合採訪。

批尼認為，泰國在高鐵方面應該跟

中國合作，“中國高鐵不管是技術、安

全性、還是其他方面，都是世界領先

的。中國高鐵的價格物美價廉。泰國在

高鐵方面和中國合作，應該是一個比較

明智的選擇。”

“我在中國多次坐過高鐵，曾從

北京坐到廣州。應該說，在高鐵建設

上，日本的價格會比較高。在技術及

安全性上中國和日本不相上下。而且

中泰高鐵項目，將會成為泛亞鐵路的

一部分，這條鐵路將會穿越東南亞，

到莫斯科、到歐洲、到巴黎。”批尼

說道。

今年5月底，一則泰日簽署高鐵合

作備忘錄的消息引爆了中日競爭泰國

高鐵項目。6月 1日，泰國政府副發言

人訕森少將強調，泰中鐵路合作談判

照原計劃繼續進行。記者在採訪泰國

商務部長差猜時，他證實中泰鐵路合

作項目將於年內啟動建設，工期為3年

左右。

儘管泰國國內與批尼一樣的呼聲

很高，但在泰國外來投資佔比非常大

的日本，仍然非常有可能在泰國獲得

高鐵建設大單。據《曼谷郵報》報道，

日方已經呈交曼谷—清邁高鐵的可行

性研究報告，擬於 2016 年初開工建

設。高鐵設計時速約為 250 公里，總

長度約 660公里。日方將向泰方提供低

息“軟貸款”，預計利率不會超過

1.5%。工程總造價估計為 2730 億泰銖

（約合人民幣502億元）。

泰國開泰銀行第一高級副總裁胡錦

通的說法代表了不少泰國人的想法。胡

錦通在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表示，泰

國與世界各國保持開放，抱著友好合作

的態度，誰來投資都歡迎。中國和泰國

在文化和血緣有很強的聯繫，和中國是

親戚；但日本也是泰國很好的朋友，泰

國既要親戚，也要朋友。改革開放以

來，中國與泰國的貿易有比較大的增

長，投資最近十幾年才進入泰國，中國

的潛力巨大。

在中國銀行（泰國）股份有限公司

行長張雷看來，日本在泰國形成了一套

行之有效的投資經驗，各種配套措施很

齊全。但中國的高鐵，在性價比上與日

本競爭有優勢，中國提供的貸款比日本

還要優惠。中國和日本在東盟的高鐵市

場競爭力不相上下。

在東盟國家的高鐵市場，中國和

日本的爭奪已不僅僅在泰國。印尼總

統佐科表示，希望雅加達-萬隆路段高

鐵項目下月開工建設。據印尼《雅加

達郵報》報道，印尼經濟統籌部長索

菲安說，目前只有中國和日本對該項

目表現出興趣。

而馬來西亞—新加坡高鐵項目，

中日也展開了角逐的架勢。在去年 11

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會見到

訪的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時曾表示，

中方願積極參與馬來西亞—新加坡高

鐵和馬南部鐵路建設；日本方面也沒

閒著，據馬來西亞《星報》說，東日

本鐵道公司正試圖將自己的新幹線技

術帶到馬來西亞。

報告稱加拿大全球聲譽最好
中國排名中國排名4747

全球哪些國家和地區的聲

譽最佳？中國的聲譽在全球如

何？日前，《福布斯》公佈了

由聲譽研究所發佈的 2015 年全

球聲譽最佳的國家和地區排行

榜顯示，加拿大位居榜首，而

中國由 2014 年的第 50位，上升

至第47位。

據了解，聲譽研究所是一

家全球性諮詢公司。這是聲譽

研究所發佈的第六份年度“國

家聲譽測評”報告，從 2014 年

開始，這份排行榜對國內生產

總值（GDP）最高的 55 個國家

和地區進行排名。

今年位居榜首的是加拿大，

在六年裏4度奪冠，另外沒奪冠

的兩年，即2014和2010年，加拿

大均位居第二。

加拿大好在哪？聲譽研究

所研究部主管布拉德· 赫克特

（Brad Hecht）說，加拿大一直

被認為是一個很好的居住地，

而且沒有受到經濟衰退的顯

著影響。此外，加拿大還被認

為是一個旅遊的好去處。

從排行榜看，全球聲譽最

佳的十個國家八個來自歐洲國

家。值得注意的是，從榜單來

看，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確實

擁有更佳的聲譽，並且這些國

家比較和平，腐敗也比較少。

但GDP最強的國家並不一定是

聲譽最好的國家。

全球 GDP 前兩強的美國和

中國，在這份榜單中，排名並

不靠前。其中，美國排名不變，

位居第 22。中國從去年的排名

50位上升至第 47位，排在俄羅

斯之前，哥倫比亞之後。中國

的聲譽測評分數從 39.4 提高到

42.5，上升了 7.9%，介於亞洲

國家中聲譽測評分數提高最多

的伊朗（10.8%）和印度（7.4%）

之間。

細分來看，中國的人口、出

口居全球第一，除GDP外，FDI

（外商直接投資）也排在美國之

後，位居全球第二，此外，旅遊

排在全球第四。但在有效經營、

高品質的產品與服務等方面相對

於總體平均分處於負分。

赫克特表示，一個國家的

聲譽排名至關重要，因為所有

的國家都在爭奪各種群體的支

援，比如想要花錢度假的遊

客 ，決定去哪投資的私營企

業，購買外國產品的消費者，

以及希望提供對外援助和投資

資金的政府。

從人們想要去旅遊、投資、

生活、購物、工作、學習等這幾

個方面的前十國家看均沒有中

國，相反加拿大在旅遊、生活、

工作和學習方面都高居榜首，在

投資、購物等排在第二，位居瑞

士之後。

GDP最強的國家聲譽
不一定最好

中國在有效經營等方面為負分

琅
琊
榜
海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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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隨便想想而已袁 沒費
什么精神地遥 "梅長蘇笑着寬解他袁
"有奇怪的地方袁你們不讓我想袁我
反而憋得難受遥 "

"行摸積管渊什么奇怪冤钥 "聶鋒

問道遥
"蔡荃是刑部尙書袁二品大員袁

雖然天牢是他地管轄範圍袁 但無緣
無故地袁他怎么會跑去巡牢钥 "梅長

蘇向後一靠袁微微眯起了眼睛袁"如

果冬姐他們順利的話袁 這個噎噎倒
要好好問問噎噎"

第一百五十九章 還囚
就在勞碌命的梅長蘇坐在花架

下深思的時候袁 載着蒙摯與夏冬的
馬車已快速地駛向了天牢遥

到得大門外袁 一切看起來依然
如往日般平靜遥

蒙摯是禁軍大統領袁以前又時常出入探看夏江夏冬等人袁典
獄們全都認得他袁立即有人過來迎接袁殷懃地引領他和全身被斗

篷罩住的夏冬一起走過 "幽冥道 "袁進入女牢遥
到了朱字號前袁牢頭打開門鎖後便點頭哈腰地退了出去遥
蒙摯快速地四處掃視了一眼後袁便推開了牢門袁與夏冬一起

從矮門處躬身進去袁向四周看了一眼遥
牢房內果然空空如也袁不見宮羽的踪影遥兩人快速交換了一

下眼神袁只停留片刻袁便抽身後退袁向外疾行遥
不出事先所料袁剛走到獄廊出口時袁一個面沉似水的男子便

擋在了前面袁正是刑部尙書蔡荃遥
狹路相逢袁四周的空氣瞬間便好似凝結住了一般袁氣氛陰暗

而又沉寂遥
蔡荃灼灼的視線在喬裝的夏冬身上停留了許久袁方冷笑道院

"恕我眼拙袁認不出閣下是誰袁亮出眞面目給我看好嗎钥 "

蒙摯臉上露出有些尷尬的神情袁 踏前一步道院"蒙某此舉袁
有蔡大人暫未瞭解的原因袁還請大人稍安袁不要急于做出判斷遥 "

蔡荃面無表情地道院"好袁我稍安遥 那請蒙大人解釋吧遥 "

"其實噎噎其實是這樣的噎噎"蒙摯不善機辯巧言衆所周

知袁此時神情更好象十分爲難袁言辭閃爍袁連開了幾個頭袁都沒能
説出什么子丑寅卯來遥

"算了蒙大人遥 "夏冬一把抹去臉上的僞裝袁露出了眞容袁"

你就實話實説吧遥反正被當場拿住袁除了説實話以外遥你還能怎
么樣遥 "

他放下奶盅袁 揹負着雙手在帳內輕輕踱步院"我原本的計劃是進取大明邊界袁順
道收服察哈爾余部浴 "我眼皮不覺一跳院"大明噎噎"把兵馬不遠千里的拉到這里袁原
來是爲了避開山海關袁繞道蒙古袁直取大明關口遥
想從這里尋找突破口嗎钥 從這里到北京袁距離確實很近了浴
"悠然浴 "他倏地轉身袁牢牢的盯住我袁"吿訴我袁你怎么會遇見林丹汗钥難道你早

就回來了钥旣然如此袁爲何遲遲不來找我袁爲何要讓我苦等這么久钥 ""你噎噎"我心中

發酸袁"你以爲要接近你袁很簡單很容易嗎钥 "想到多年來遭受的苦楚袁不由哽咽遥
皇太極見我凄苦神傷袁忙走過來袁擁住我細聲安慰遥
我定了定神袁將這兩年多的種種遭遇娓娓道出袁雖然我已儘量講的輕描淡寫袁可

是皇太極抱住我的手卻仍是抖個不停袁尤其是聽到我在蒙古爲奴爲婢袁飽受鞭苔袁他
眼底猶如卷起狂風暴雨般袁恨聲院"我定要他十倍償還浴 "嗤地聲袁我低笑院"你和他説

的話如出一轍浴其實噎噎你倆不過是宿命中的政敵袁注定一山容不得二虎袁國家利益
擺在首位袁私人恩怨倒還是其次浴 "我頓了頓袁執着的看着他袁"所以袁切莫妄加冲動袁
因爲我打亂了你原先的計劃浴"他明顯一震袁眼里涌起一股憐惜和讚許院"你一點都沒

變浴 果然噎噎還是那個傻傻的笨女人浴 ""我哪里就笨了钥 "我噘嘴抗議遥
"不是笨袁是很笨浴"他揉着我的發頂袁"濟尓哈朗留守盛京袁多爾袞此刻正在軍營

之中袁你二人故人情誼袁可要召他前來一會钥 ""盛京钥 "我不明所以袁但見他一雙眼深
邃如海袁嘴角挂着似笑非笑的戲謔笑容袁這個表情竟是與多爾袞一般無二遥
我心中微微一顫遥 方纔談及多爾袞時我已經刻意簡化過程袁把許多曖昧之事隱

瞞未説遥 可是袁爲什么皇太極竟象是洞察到了什么似的钥
我與濟尓哈朗之間可説光明正大袁沒有半點不可吿人的私密袁然而提到多爾袞

噎噎轉念想到他輕薄的言語袁瘋狂的擁吻袁我耳根子一陣滾燙袁心虛的低下頭袁不敢
再與皇太極坦然對視遥

"是啊袁上個月我將瀋陽之名改成 "天眷盛京 "袁你瞧着可好钥 "我心不在焉的點

了點頭院"那個噎噎見面還是不必了噎噎我的身份袁有點説不清噎噎""身份么钥 "他滿

不在乎的笑袁攥緊我的手腕袁貼近他的心口袁"你是我這輩子認定的惟一噎噎是我愛
新覺羅皇太極的元妃浴 "

第十八章(1)
雌雉事件一度成爲軍營中的一則趣聞袁 在經過上萬人繪聲繪色的添油加醋後袁

雌雉夜半飛墮御帳袁竟被預言成了一個吉兆 --雌雉暗喩鳳凰袁意指在不久的將來大
金國汗將順應天意袁納得一名賢妃浴

第一卷 宮變篇 揖入宮窑前因铱 第二十一章 被貶宮婢
闖入後院的馮佑憐有些茫然失措袁一時間找不到曹府方向袁只見一

個個官兵舉着手中火把將曹府里的丫鬟家奴趕至前廳遥 她躱在假山後
面袁 耳邊回蕩的卻是一聲聲嘶聲吶喊袁 她不知道曹府究竟發生了什么
事袁更不清楚這樣的事情是會丢了自己性命的遥

正當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袁她的腳跟猝然感到一絲溫熱袁她警覺
地蹲了下來袁偷偷向假山另一方向湊過去袁只見一個身穿白色絲綢的女
子顫抖着身軀躱在那里袁一只腳伸出來也渾然不知遥 她輕輕握住腳背袁
然後撲過去捂住女人想要尖叫的小嘴遥

"不要出聲遥 "女人怔忡地盯着這個陌生女人帶給自己的安定袁驚
怕的心情稍作緩和袁她努力使自己不再那么害怕袁而是微微點頭遥 這時
候袁 馮佑憐慢慢放下自己的手袁 另一只手將女人伸出去的腳也拉了回
來遥

"你噎你是誰钥 "女人細柔的聲音令馮佑憐心生憐憫遥看這摸樣袁她
與寒娥年齡不相上下遥 蒼白容顔不減一絲柔美袁流波之間楚楚動人袁如
果平常之下袁一定是個美人胚子遥

"你又是誰钥 是曹府的丫鬟嗎钥 "馮佑憐進一步問道遥
"不是遥 "女人搖了搖頭袁突然又點頭改口院"是袁我是丫鬟遥 "

很顯然袁她比自己還不會説謊遥馮佑憐理解女人的顧慮袁於是説道院
"其實我是受人之托來救曹家姐妹的遥不知你是否知道她們在哪兒钥可
否指條明路钥 "

"你钥 "女人不解地説院"你能救我們钥 "

"我們钥 你們钥 "馮佑憐恍然道院"你便是曹家姐妹之一钥 "

女人尷尬地低頭袁念叨院"對不起袁我噎我並不認識你袁所以噎"

"你不認識我沒關係袁只要認識玉胭脂便可遥 "馮佑憐説道遥
"玉胭脂钥 "女人想了一會兒又説院"眞是想不到她會派你來救我

們遥 那你又如何解救我們呢钥 "

"這個噎"遭了袁情况太緊急袁還來不及擬定一個救人的方案遥
"我便是曹素素袁我姐姐曹蓉蓉爲了掩護我躱避袁已經被欽差大人

帶去前廳了遥 "曹素素解釋着説袁全然不知馮佑憐的擔憂之色遥
馮佑憐趁機追問院"那你們是否知道官兵爲何要找你們的麻煩钥 "

"他們是來抄我們曹府的家袁哪里只是找麻煩如此簡單钥 "曹素素

沮喪地説院"他們口口聲聲説是封了皇命袁因爲哥哥參與謀反袁所以要抄
家遥 可是我家哥哥已然失踪很久了袁我們又怎會知他的事情啊遥 "

有時候陸景曜在家辦公的時候袁就讓保姆把希睿抱過來袁然後丢
在書房中間的毯子里袁毯子四周圍着軟木圍欄袁小睿睿就在小天地里
面爬來爬去袁怎么也爬不出袁然後陸景曜心情好的時候袁就過來給他丢
點餅乾要他磨牙遥

每當陸景曜從書桌前過來袁小睿睿就歡快地拍手袁發出 "嗯嗯 "的

聲音袁陸景曜聽多了兒子的語言袁多少也有點明白袁問院"餓了啊钥 "

小睿睿依舊嗯嗯嗯嗯袁爬到更近點袁大眼睛一閃一閃地看着陸景
曜袁小嘴巴已經張起來了袁然後陸景曜就開始喂兒子了遥

然後兒童餅乾因爲換了個口味袁小睿睿不愛吃袁扭着脖子不轉過
頭遥

然後居然給他挑食袁陸景曜站起來袁叫保姆抱走浴
第五十四章

"正月初九钥 秦予喬眼睛睜得大大的袁看着一臉正經的陸景曜,"一

個星期不到就結婚,你在跟我開玩笑吧钥 "現在已經正月過好幾天了袁
結果陸景曜看的好日子居然是初九,秦予喬質疑地眨了眨眼睛袁覺得

陸景曜根本在説笑遥
"我不也是跟你商量嗎钥 初九是個黃道吉日袁特別適合男女婚嫁,

跟咱們的生成八字不冲,非常合遥 "陸景曜從沙發後面拿來一本黃皮書

要翻給秦予喬看遥
秦予喬抬眸看了眼陸景曜院"你什么時候學算命了钥 "

因爲秦予喬驚訝, 陸景曜稍微解釋了下這本書哪兒來的,"陸家有

一位專門擇日子的先生,我就把他的書拿來看看遥 "

陸景曜稍微把小桌上的菲力牛排推遠點,然後將書在秦予喬跟前

攤開院"你看,這日子好吧袁上面還寫瞭如果男方比女方大 8歲袁那更是
大吉中的大吉遥 "

秦予喬目光微閃院"這書你寫的吧钥 "

陸景曜無視秦予喬的話袁要繼續説下去的時候袁秦予喬彎腰要去
拿被陸景曜的推遠的牛排袁然後噎噎夠不着遥

陸景曜看不過眼袁替秦予喬把牛排端來放在盤坐在沙發上的雙腿
上院"吃不死你遥 "

寧汐暗暗咬牙撑着袁 偶爾瞄精神萎靡的寧暉一眼袁 心里更是唏噓不
已遥
自打前天和寧暉説了那件事之後袁寧暉就沉默了起來遥 不管誰和他説

話袁他都愛理不理的遥 可孫冬雪總在眼前晃悠袁他想裝着看不見也不行袁於
是愈發的彆扭起來遥 寧有方和阮氏只以爲寧暉是不耐煩天天坐在馬車里袁
也沒放在心上遥

可寧汐卻心知肚明袁寧暉正在經歷着一個少年最痛苦的時光遥
她看在眼里袁疼在心里遥 索性藉口身子不舒服袁將孫冬雪打發回了原

來的馬車上遥
果然袁沒了孫冬雪在眼前晃悠之後袁寧暉平靜了不少袁可也更加沉默

了遥 一天下來袁説的話絶不超過三四句遥
在這樣的煎熬中袁京城終于到了遥
遠遠的看着袁城門高聳屹立袁異常的威嚴肅穆遥 守城門的士兵果然很

是嚴格袁反復的盤查之後袁才放衆人入了城門遥
衆廚子基本上都是第一次來京城袁那個新鮮好奇的勁兒就別提了袁一

個個使勁的伸長了脖子張望遥 觸目所見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鮮遥
乾凈整潔的道路袁來來往往的行人袁衣衫鮮亮的少年男女袁叫賣的歡

快的小販袁一切的一切袁讓人目不暇接遥
就連寧有方也忍不住連連向往張望袁眼里閃出了興奮和激動的光芒遥

寧暉陰鬱的心情也稍稍散開了一些袁和寧汐一起往外張望遥
京城袁我回來了
寧汐默默的看着似陌生又似熟悉的一切袁心里五味雜陳袁也不知是喜

是悲遥
在遠遠的路過那個刑場時袁 寧汐的身子微微顫抖起來袁 臉色一片蒼

白袁死死的咬着嘴唇袁費盡了全身的力氣袁才勉強維持着沒有痛哭失聲遥
那里袁就是當年寧有方受刑的地方遥
就在那里袁她絶望的跪着袁眼睜睜的看着寧有方受盡痛苦折磨悽慘的

死去遥 然後袁她連繼續活下去的力氣也沒了袁用一把刀戳進了自己的心窩
噎噎

那樣鮮血淋灕的痛苦袁她一刻也沒忘記過遥
然而袁世上最最悲哀的事情袁莫過于仇人高不可仰袁她連報仇的心思

都不敢有遥 只想遠遠的避開袁守護家人一世平安遥
有什么在眼眶里不停的打轉袁然後被硬生生的逼了回去遥
馬車終于緩緩的走過了這一段路袁寧汐的心已像被尖刀反復的戳穿袁

痛不可當遥
寧暉無意中瞄了她一眼袁神色一變袁猛的握住寧汐的手院"妹妹袁你怎

么了钥 "她的臉蒼白的一點血色都沒有袁黑幽幽的眼眸是一片深不見底的
悲涼袁小手更是一片冰涼遥

寧汐茫然的看了寧暉一眼袁終于回過神來袁那一場噩夢已經過去了袁
現在的她活的好好的袁家人也都活的好好的遥 寧暉考中童生了袁再也不會
做廚子了遥 寧有方也不會再去四皇子的府里做廚子袁 而是到酒樓里做大
廚遥 她更不會再和邵晏有任何的牽扯噎噎

一切都不同了遥 寧汐深呼吸口氣袁擠出一絲笑容應道院"大概是坐的

太久了袁胃里有些不舒服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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