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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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88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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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 - 加爾維斯頓地區委員會（H-GAC）
將 於 2015 年 8 月 6 日 週 四 下 午 5:30 在
H-GAC辦事處二樓會議室A舉辦一個關於
草案第六章項目計劃的公開會議. H-GAC
辦公室地址: 3555 Timmons Lane, Houston,
TX 77027. 我們鼓勵公眾參加這次重要會議
並提供意見。

在徵求意見期間,第六章項目規劃草案將公
佈在H-GAC運輸網站www.h-gac.com/taq/
public_info. 草案副本將在本次會議中提供。

為期14天的第六章項目計劃草案公眾評議
從2015年7月27日週一開始，並在2015年8
月10日周一下午5:00 結束. 書面意見可提交
交通公共信息部，Houston-Galveston Area
Council, P.O. Box 22777, Houston, TX
77227-2777, 或傳真至713-993-4508，或通
過電子郵件發送給PublicComments@h-gac.
com。

H-GAC將為出席H-GAC會議的人員提供
合理便利。需要這些特殊的請求應當提前24
小時提交H-GAC工作人員。公開會議將以
英語進行，語言翻譯或其他特殊通信需求的
要求，請至少於會前提前兩個工作日提出，或
致電713-993-4557尋求幫助。

休斯敦 - 加爾維斯頓地區委員會（H-GAC）
關於第六章項目計劃草案公開會議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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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夏
季拍賣會將於8月6日週四下午5點開
始，在位於休斯敦好運大道的該公司拍
賣大廳舉行。

此次拍賣會拍品主要有瓷器、玉器
、紫砂壺、奇石、銅器、精美首飾以及
古畫等，共480件拍品。目前此次拍賣
的物品已經擺放完畢，開始進入展示階
段。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總經理吳因潮
歡迎廣大收藏愛好者前來公司觀賞
拍品。

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拍賣形式是現
場與全球視頻同步競標，共有三種拍賣

方式，一是現場競標，二是通過網絡叫
價，三是通過電話讓現場的工作人員幫
您報價。三種拍賣方式簡潔明了，您只
要事先辦理註冊手續即可。歡迎大家競
拍，拍賣當天免費入場並備有小食品招
待。

詳 情 請 電:832-251-6666；
713-936-2265；
網 站 ： www.houstonantiqueauction.
com;

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地址：9931
Harwin Dr，Houston，TX77036。

白玉掛瓶帶座白玉掛瓶帶座

龍泉青瓷雙耳瓶龍泉青瓷雙耳瓶

明代青銅四面佛壇明代青銅四面佛壇。。

康熙青花觚康熙青花觚

雍正青花人物大瓶雍正青花人物大瓶

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夏季拍賣會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夏季拍賣會88月月66日舉行日舉行

痕都斯坦白玉菊瓣盤痕都斯坦白玉菊瓣盤

明代景泰藍葫蘆一對明代景泰藍葫蘆一對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榮獲榮獲20152015--20162016年度的休士頓華埠小姐年度的休士頓華埠小姐66號李瑞琦號李瑞琦（（RaRa--

chel Leechel Lee））,,22號李雅蘭和號李雅蘭和55號張嘉怡分別獲得二和三名號張嘉怡分別獲得二和三名,,33號黃亮號黃亮

獲得才藝小姐獲得才藝小姐

77月月2525曰在曰在J W. MarriottJ W. Marriott

大酒店大酒店66號選手李瑞琦號選手李瑞琦（（RaRa--

chel Leechel Lee））榮獲同源會舉辦榮獲同源會舉辦

20152015--20162016年度的休士頓華埠年度的休士頓華埠

小姐小姐

55號張嘉怡號張嘉怡（（Christy ZhangChristy Zhang））以晚禮服出場在以晚禮服出場在

比賽中榮獲第三名第二公主比賽中榮獲第三名第二公主（（Second PrincessSecond Princess））

頭銜頭銜

李瑞琦李瑞琦（（Rachel LeeRachel Lee））榮獲榮獲20152015--20162016年度的休士頓華埠小姐年度的休士頓華埠小姐

楊逸鴻法學博士楊逸鴻法學博士,,台塑副總吳堯明夫婦台塑副總吳堯明夫婦,,南灣地產負責人李南灣地產負責人李

迎霞迎霞,,及江麗君出席及江麗君出席20152015--20162016年度的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獎年度的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獎

學金之夜學金之夜

33號黃亮號黃亮（（Sara HwangSara Hwang））以大提琴演奏天鵝以大提琴演奏天鵝

湖獲得最佳才藝小姐獎湖獲得最佳才藝小姐獎

22號李雅蘭號李雅蘭（（Sharon LiSharon Li））榮獲第二名休士頓中國新年小姐榮獲第二名休士頓中國新年小姐（（Miss ChineseMiss Chinese

New Year HoustonNew Year Houston））,,及最佳人緣友誼獎及最佳人緣友誼獎

66號李瑞琦號李瑞琦（（Rachel LeeRachel Lee））以歌劇演唱表演才藝以歌劇演唱表演才藝

66號李瑞琦號李瑞琦（（Rachel LeeRachel Lee））著泳裝參加第著泳裝參加第4545屆的屆的
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比賽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比賽

麥當勞教育展8月休斯頓名校薈萃 教育類商家火熱招商中

本
報
記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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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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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升學教育展亮點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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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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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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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類相關商業或機構機構怎樣參與教育類相關商業或機構機構怎樣參與
麥當勞升學教育展麥當勞升學教育展？？
聯系郵件聯系郵件：：kyliesunkyliesun225225@gmail.com@gmail.com
聯系電話聯系電話：：318318--237237--19861986
活動地址活動地址：：Sharpstoown International SchoolSharpsto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83308330 TriolaTriola
Lane, Houston,TXLane, Houston,TX 7703677036
活動時間活動時間：：88月月2929日日（（星期六星期六））99::0000--55::0000pmpm
活動費用活動費用：：免費免費（（免費午餐免費午餐、、飲料飲料））

如何關註美南咨詢微如何關註美南咨詢微
信信(WeChat)(WeChat)公眾號公眾號
掃 描掃 描 QRQR 碼碼 （（ExEx--
tract QR codtract QR cod）”）”提提
取可直接關註取可直接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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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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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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5年7月29日 Wednesday, July 29, 2015 星期三 2015年7月29日 Wednesday, July 29, 2015

西班牙遊客數量創歷史新高西班牙遊客數量創歷史新高
扎堆海灘場面壯觀扎堆海灘場面壯觀

西班牙貝尼多爾姆，民眾在海灘沐浴日光浴。到西班牙旅遊的遊客人數創新高，6月西班牙接待了
2920萬遊客，比2014年同期上漲了4.2%。在突尼西亞旅遊景點襲擊事件發生之後，西班牙預計將成為遊
客造訪的主要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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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近日近日，，哥倫比亞哥倫比亞CalarcaCalarca，，當地舉行吉普大遊行當地舉行吉普大遊行，，車上以超載的方式裝滿貨物車上以超載的方式裝滿貨物，，

還會表演車輪空轉等表演還會表演車輪空轉等表演。。這些簡單的美國吉普車在這些簡單的美國吉普車在2020世紀世紀4040年代被引入哥倫年代被引入哥倫
比亞比亞，，隨後便的成為人們不可獲取的工具隨後便的成為人們不可獲取的工具，，因為這些車輛十分適用於不平地形的哥倫因為這些車輛十分適用於不平地形的哥倫
比亞比亞。。現在每年六月都會舉行吉普大遊行現在每年六月都會舉行吉普大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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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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past Monday CHINA unveiled
its official logo for commemo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the Chinese People’ s War of Resis-
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orld War II.
The logo is centered on a large red
“ 70” for the years since 1945. Five
flying doves ascend from right to left,
starting in red and ending in yellow,
and the lower part depicts a
V-shaped Great Wall.
The logo’ s dominant colors are red
and yellow, the same as the Commu-
nist Party and the national flag.
Xinhua news agency, citing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said the
V of the Great Wall represents China
’ s national unity as well as the usual
meaning of victory.
The five doves “ demonstrate the

memory of history and the aspiration for peace, representing people from the five continents
united and moving together toward a beautiful future after going through ‘ blood and fire’ ,” Xi-
nhua said.
The birds are also symbolic of the Chinese people “ flying to a future of great rejuvenation un-
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nhua added.
The phrasing is a reference to President Xi Jinping’ s much-quoted concept of a “Chinese
dream.”
The logo cannot be made into trade marks or used for any commercial purposes, the informa-
tion office said.
The logo’ s release comes in the run-up to the centerpiece of the commemorations, a huge
military parade through Beijing on September 3 — the day after the anniversary of the Japa-
nese forces’ formal surrender.
As well as victory over Japan, the events are also meant to mark the broader global defeat of
Nazi Germany and Fascist Italy, regimes that were bound with Tokyo in the Axis alliance.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s said he will attend the military parade, and China’ s de-
fense ministry has confirmed that Russian troops will take part in the event.
Xi was in attendance in Moscow in May when the city held its own parade to celebrate victory
over Nazi Germany.

China's economy is at risk of catching a bad case
of the “ flu” -- while infecting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he process.
After years of explosive expansion, China is cool-
ing off. Growth has fallen to its lowest level since
2009, and investors believe it might be even
worse because Beijing may be fudging the official
numbers.
China is now the second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 fear is that China will pull other major
economies -- including the U.S. -- down with it.
That would be scary given how slowly the global
economy is currently growing and how little ammo
governments have left to jump start business.
"We need all the growth we can get. A slowdown
in China wouldn't help," said David Joy, chief mar-
ket strategist at Ameriprise Financial. Investors
around the world went on high alert when China's
stock market began to crumble in late June and
early July, causing prices for oil, gold and copper
to tumble. Chinese equities stabilized for a few
weeks after mass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but
the rout resumed Monday, with stocks slumping
8.5%.
Here are the main ways that China's economic tur-
bulence could wash ashore in the U.S.
Related: Is China cooking its books?

1.Trade slowdown: Foreign trade is the most di
rect link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Over
the next two years, U.S.-China trade is projected
to surpass U.S.-Canada trade as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ac-
cording to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But if China
slows
drastically, it
will lose its
appetite for
foreign
products,
including
those made
in America.
The good news is the American economy isn't
really powered by foreign trade. Exports make up
just 13% of GDP, while consumer spending
accounts for more than two-thirds. That means as
long as consumers aren't too spooked to spend,
the U.S. economy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e
storm.
"We are more insulated than other countries. If
China catches a flu, we could get a case of the
sniffles," said Kristina Hooper, U.S. investment
strategist at Allianz Global Advisors.
2. American business hit: Pockets of the U.S.
stock market are exposed to China's troubles.
That's because 40% of the revenue generated by
S&P 500 companies comes from overseas.
A faster deceleration of growth in China would dis-
proportionately hurt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Just
last week, United Technologies (UTX) dimmed its
2015 outlook and pinned the blame on China. The
manufacturer said new equipment orders at its
Otis elevator business experienced a 10% tumble
last quarter in China alone.
"The slowdown in China is worse than we had
expected," Akhil Johri,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at
United
Technologies,
told analysts
during a
conference call.
American stocks
fell sharply last

week. The Dow
took its biggest
weekly hit since
January, falling
nearly 3%,
partly on
concerns about
a slowing Asia.
Related: 6
biggest threats
to the U.S.
stock market
Yet overall,
corporate
executives

aren't freaking out about China this earnings
season. It's a source of concern, but few CEOs
are really sounding the alarm. Some companies --
like Apple (AAPL, Tech30)and Nike (NKE) -- say
they are doing great in China.
Investors should listen closely as companies with
significant exposure to China detail their latest
quarterly numbers. This week's earnings list
includes American Express (AXP), Corning (GLW),
DuPont (DD), Ford (F), Goodyear (GT),
MasterCard (MA), Mondelez Internationa (MDLZ)l,
Procter & Gamble (PG) and UPS (UPS).
Another key will be to see if the Federal Reserve
is worried enough about China to delay an inter-
est rate hike. That seems unlikely at this point, but
the central bank will give new clues when it wraps
up a two-day meeting on Wednesday.
Related: Apple has $203 billion in cash. Why?

3. China's coming financial crisis? China's eco-
nomic growth has partially been fueled by an ex-
plosion of debt. Now that its economy is slowing,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toxic loans could trigger
a financial crisis there that could spread around
the globe -- much like what happened in 2008
with bad U.S. mortgages.
"A financial panic...could potentially plunge the
world into recession, particularly if it spread
throughout Asia," said George Hoguet, global in-
vestment strategist at State Street Global Advi-
sors.
But Hoguet believes Beijing will step in before that

happens. China's government has a massive
cash hoard of $4 trillion. It has already spent heav-
ily to stop the country's stock market plunge, and
it's central bank has aggressively lowered interest
rates to aid the economy.
Many Chinese banks are also owned by the gov-
ernment, which limits the spillover effect to other
countries and investors.
"They are a command-control society. If they say
this loan is going to survive, then they are going to
see that the loan survives," said Mark Luschini,
chief investment strategist at Janney Capital Mar-
kets.
Related: IMF warns U.S.: Your financial sys-

tem is (still) vulnerable
Chilling effect: Even if China's problems stay most-
ly within its own borders, it's clear the turmoil has
changed the way investors look at the country.
Chinese equities skyrocketed 150% during the 12
months before June 12. Then they crashed by
32%, spooking investors who feared it was a sig-
nal of deeper economic trouble. The run up in Chi-
nese stocks was fueled by debt, heavy specula-
tion and state-run media promoting stock buying.
Regulators in China rushed to save the stock mar-
ket. They rolled out a series of heavy-handed
moves that helped stabilize financial markets.
However, those aggressive actions may have a
chilling effect on investors who had hoped Beijing
was making its markets more free.
"They had no problem allowing the market to run
up. Only when prices began to fall did they rush to
the rescue of it. You can't have it both ways," said
Joy. (Courtesy http://money.cnn.com/)

China's Economy Is Getting Sick.
Will America Get Infected?

China's WWII Victory Logo Reflects Historical Symbolism

NEWS & REVIEW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July 29 , 2015 | John T. Robbins, Editor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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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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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II Remembrance And Diversity
Event Minute Maid Park,
Houston – Nov. 7, 2015

A Message From Wea H. Lee, Chairman, Southern News Group

The stock market rout that began in June is
bound to spill over to the real economy.

(Photo: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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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ragedy of WWII 70 years ago is still unforgettable.
And the trauma that the war brought to all of mankind
still haunts all peoples of the world today while it also
still guides the events of daily life and relationships be-
tween countries.
Learning about and rememb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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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
memoration of World War II. From Moscow, Minsk and
Beijing.
Warsaw, Berlin, Paris and other famous international cit-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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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
c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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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y Parade will be held in September in
Beijing and will include a spectacular convergence of
military power in Tian'anmen Square. This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celebrations since Xi Jinping became Chi-
na's top leader.
In Houston, a commemora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victory in World War II will be held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op-

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vent, and Diversity
and Prayer for World Peace will be the event's theme.
The peace and diversity event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will attract thousands of ethnic
peoples from multiple backgrounds including Jewish,
Asian, Latino, African and they will represent the wishes
of the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the many voices from the
diverse
peoples
while
praying
for world
peace
under the
same sky.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Wea H. Lee
Houston, Texas
June 29, 2015

WWII 7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To Be Held At Minute Maid Park

Related

中國失落的遠古高度文明，神秘的“三星堆”出土文物展---
被譽為世界第被譽為世界第99大奇跡的三星堆出土文物展正在休斯敦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大奇跡的三星堆出土文物展正在休斯敦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

(本報訊)受到油價低迷影響,能源業巨頭雪佛
萊(Chevron) 計劃在本年底在休士頓裁員950人。
這也是該公司全球範圍內裁員1500人計劃的一部
分。

這家總部位於加州的能源公司表示，休士頓
將裁員950人。加州裁員500個職位，另50個裁
員職位則來自國際市場職位。此外，另有600個
合同工作也將在加州總部進行裁減。

公司對外表示，因應現有市場環境。Chev-

ron將採取減少內部成本的做法, 此次降低成本目
標為10萬億美元。

目前，該公司在休士頓共有8000名員工。全
球範圍內共有6.5萬員工，兩年前該公司在休士頓
共有9000名員工。

Chevron公司2013年曾中斷公司在休士頓的
擴展計劃，並推遲公司在市中心興建50層的辦公
塔樓項目,該項目被擱置至2016年，公司目前對
這一大手筆辦公樓項目仍存在不同看法。

（本報訊）沉睡數千年，
一醒驚天下，來自四川廣漢的
三星堆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偉大
的考古發現之一，現正在休斯
敦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9月7
日結束將返回中國

3000多年前文物展品神秘
，極高現代科技含量，有127件
文物，其中70件為三星堆文物
和57件金沙文物。青銅立人，
青銅人頭像，青銅樹，金杖，
太陽神鳥金飾等極為醒目，均
為國家一級文物.

這些3000多年前古蜀高度
文明的青銅技術，玉器雕刻技
術等從何而來？為何突然神秘
消失？三星堆文物的發現，引
為世界人們的高度的關注，6月

21日上午，來訪休斯敦的中國
副總理劉延東一行特去參觀了
三星堆出土文物展。
三星堆文物無不體現了古蜀文
化的古樸厚重的神秘感，為了
配合更多的華人了能了解來自
中國的神秘三星堆文化，博物
館特培訓兩名中文講解員中英
文解說，劉秀菊：地質專業博
士； 胡暢，休斯頓著名電視主
持人，兩人會在每周六的中午
12至下午2點在展廳特為游客
解說。

展出時間：4月10日到9月
7日

自然科學博物館地址：
5555 Hermann Park Dr.TX
77030-1718, United States

(本報訊)Montgomery郡健康部門官員稱，該郡今年出現第一
例感染西尼羅河病毒的患者。一名四十多歲的社區女性居民被查
出患有該傳染病毒。

醫學人士指出，避免西尼羅河病毒有效的方式就是防止蚊蟲
叮咬，許多夏季蚊蟲常常在陰暗潮濕的地方出沒。專家建議民眾
做好戶外的防範準備，包括穿長袖衣服，長褲子和襪子。盡量在
室內或是噴殺蚊蟲的藥物。

感染西尼羅河病毒之後，通常在3至14天出現症狀，症狀主
要表現出頭痛，高燒，肌肉和關節疼痛,嘔吐和疲勞。但目前無法
提前檢查出是否遭到病毒感染,主要靠病人自身痊愈，如情況嚴重
應立即至醫院就醫。50歲以上長者和免疫力不佳的人罹患該病風
險較高。

去年，該郡一名年長者死於該病毒。

【【路透社路透社】】

油價低迷油價低迷 能源巨頭能源巨頭ChevronChevron 計劃休士頓裁員計劃休士頓裁員950950人人

 













MontgomeryMontgomery郡今年出現第一例西尼羅河病毒案郡今年出現第一例西尼羅河病毒案



經濟動態 BB44 BB55小說連載

百利醫學影像檢測診斷中心
Bellaire Diagnostic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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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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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調整在華戰略
為贏市場紛紛降價

綜合報導 在經濟大環境溫和漲勢之

下，國內奢侈品消費市場也不再爆發式

增長，漸趨平穩。

國人的理性消費讓各大奢侈品集團

開始調整中國的市場戰略，自3月開始

，奢侈品牌在中國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

調價風潮。

先是香奈兒率先宣布下調中國內

地售價，同時上調歐洲售價，幅度均

爲20%，調價後兩地價差不超過 5%。

之後，腕表之王的百達翡麗在中國香

港宣布大幅降價且最高降幅達 22%，

緊隨其後的還有 LVMH旗下的泰格豪

雅宣布中國及其他幾國市場産品價格

下調8%。

鍾表、皮具品牌相繼調價之後，化

妝品牌也開始降價銷售，包括蘭蔻、雅

詩蘭黛、雪花秀、蘭芝等品牌都宣布調

價，降幅最高達到12%。

奢侈品牌爲贏市場紛紛調價，直接

目的仍是爲保住中國這全球第一大奢侈

品市場的銷售業績，在全球經濟還在進

行深度調整的大環境之下，中國市場依

舊是各大奢侈品集團的希望。對于什麽

原因令奢侈品消費在華進行降價戰略？

以下我們也做了一個分析。

八項規定狠打奢靡之風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頒布

了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衆的

八項規定，強調“堅持艱苦奮鬥、勤儉

節約，下決心改進文風會風，著力整治

庸懶散奢等不良風氣，堅決克服形式主

義、官僚主義，以優良黨風凝聚黨心民

心、帶動政風民風”。

“八項規定”頒布之後，此前被

過度消費的公務送禮也得到了改變，

“買奢侈品送禮的情況明顯減少了，

以前購買手表的單價20萬以上很正常

，現在基本很難。”某手表品牌專賣

店銷售人員這樣告訴我們：“按照國

際慣例，購買手表的單價在月收入的3

倍左右，如果一個白領的月薪是 8000

元人民幣，那他購買一只3萬元以內的

手表是合理的。”

由此可見，八項規定之後，大衆

消費已經漸漸成爲中國奢侈品市場主

流，花自己的錢自然要貨比三家，從

另一方面看，這樣的狀態也說明中國

的精品消費觀趨于理性，在朝健康方

向發展。

出境旅遊“血拼”奢侈品
日前，中國旅行社協會和艾威聯合

旅遊顧問公司發布了《中國出境旅遊季

度報告2015Q2》。該報告在針對全國旅

行社抽樣調查的基礎上，對2015年二三

季度出境旅遊市場進行了分析和預測。

91%的旅行社二季度出境業務增長，特

別是東南亞、日韓、歐洲、大洋洲和北

美市場。

出境旅遊對國人來講越來越容易，

但在走出國門之後，國人卻發現奢侈品

牌在國內的價格與海外非常懸殊，巨大

的價差讓中國消費者開始傾向于前往歐

洲等關稅較低的國家血拼。全球咨詢公

司貝恩發布的《2014年中國奢侈品市場

研究報告》顯示，2014年中國內地奢侈

品市場首次出現負增長，但在全球奢侈

品市場，中國內地消費者的奢侈品消費

上漲9%，達到3800億元。

奢侈品調價之後，內地與海外的價

差得到了大大的縮減，如香奈兒le boy

手袋，調價前國內購買的價格是是3.27

萬元，如今下調至2.6萬元，而歐洲同步

漲價後，中國與法國兩地差價縮小至

1400元。

值得一提的是，因前幾年中國奢侈

品市場的爆發，全球幾乎所有奢侈品牌

都會心照不宣的給予中國內地貨品及款

式優先，調價後雖還存在價差，但在保

修及店面服務的前提下，千元價差基本

可以忽略不計。

跨境電商衝擊奢侈品消費
6月10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促

進跨境電子商務健康快速發展，推動開

放型經濟發展升級。李克強總理說，跨

境電商不是簡單的“國內老百姓買國外

商品”，大量的是企業進出口業務，是

用“互聯網+外貿”，實現“優進優出

”，帶動實體店和工廠的發展，同時，

也會有力地促進就業。

跨境電商的繁榮，也從另一方面衝

擊了傳統奢侈品的市場。“我可以獲得

更多的品牌選擇，並非一定是在中國有

門店銷售的品牌，很多品牌也非常好，

只是還沒有來到中國開店，但我可以在

跨境電商平台上買到。”90後白領小曾

這樣告訴記者。

方便、快捷、可靠、選擇多，還有

價格好。

在這樣的多重優勢之下，進入中國

的傳統奢侈品還繼續擺出高高在上的姿

態已經不行了。除了調整價格，如希思

黎、雅詩蘭黛、嬌韻詩等高端化妝品牌

也都開設了自己的在線購買商城，記者

曾在一個高端護膚品的手機商城上體驗

購買，發現價格不但是商場的8折，還

送出了比商場更多的贈品。

中國品牌崛起風格不輸大牌
近年來，中國時尚産業開始進入轉

型階段，在“中國制造”的升級概念下

誕生了一批優秀的中國本土服裝設計師

，他們在本土時尚産業迅速發展的大環

境下，通過接軌國際的設計語言，融入

移動互聯網營銷概念，真正將“中國加

工制造”提升了到了“中國品質制造”

的新台階上。

這些中國本土服裝設計師有很好的

理念與作品，也得到圈內明星好友的力

捧，他們的作品一經推出便成爲當季當

紅單品，受歡迎程度不遜國外奢侈品牌

，而這一部分力量也給國外奢侈品牌帶

來了一定的影響，如今，中國原創品牌

也可以在市場上與國際大牌公平交手。

“我願意買一件劉清揚設計的作品

，其實價格也不便宜，但是我很喜歡她

的風格。”某網站市場部總監牟小姐這

樣告訴記者，“奢侈品確實有它經典的

地方，但是我們的生活中也需要新鮮的

血液。”而中國的年輕設計師們似乎也

正是滿足了這一代中國人對于“創新”

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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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過去一個月的中國股市給眾多個體投

資者上了頗為難忘的一課：自6月15日以來，A股自

5100點高位狂泄，上千隻股票股價幾乎被腰斬!資本市

場從來不乏短線致富的幸運兒，但因操作不慎、資產

“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案例也不罕見;加上近來融資客

越來越多，好像誰身邊都有那麼一兩個倒楣蛋，講述

自己是如何因爆倉搭上多年積蓄的慘痛故事。

最近股市出現了連續反彈，許多投資者的虧損卻

遠遠沒有得到彌補。根據某機構發佈的《2015中產階

級調查報告》，中國內地自認為是中產的家庭“月收

入標準為45202元”。不少人感慨，投資反而讓自己

的“中產階級夢”越來越遠。

投資本身當然沒錯。行情好的時候大家都在賺

錢，忽視了投機的成本和風險;要知道短線操作、快

進快出的操作策略，本來便對操作者的專業知識和

精力有很高的要求，並非人人都能輕易玩轉。現在

風口已過，從家庭理財的角度看，是時候調整您的

資產配置了!

誠然，此次股市下跌對其他相關的理財產品也會

產生了巨大影響。拋開最慘的股票型基金不提，就連

投資風格一向穩健的投連險也出現了凈值大面積下跌

的現象。那麼從股市中撤出的資金該何去何從呢?

專家建議，普通的投資者不妨把目光先轉向以萬

能險為主的投資理財型保險上。這些產品同時兼顧理

財和保障，不僅讓人在面對各種風險時成竹在胸、遊

刃有餘，還能同時安享財富增值、財務自由的快樂，

最適合追求資產在平穩、低風險下穩定增長的投資穩

健型人群。

以陽光人壽穩添益兩全保險為例，這是一款萬能型保險產品。其歷史

年化結算利率高達6.32%，最低保證年利率3%，適合持有一年以上。投資

門檻也非常低，1000元起即可購買。做為一款保險產品，其退保費用要遠

低於同類，180天內退保或部分領取僅產生1%的費用，181天-360天內為

0.15%，一年後退保無費用。

理財王兩全保險也是一款萬能型保險產品，千元起售，歷史年化結算

利率5.2%，最低保證年利率3.5%。可靈活支取，適合持有3個月以上。這

款產品在保單生效日起90天后領取、退保無費用，因此流動性相對較

高，也便於投資者在行情轉暖後再次入市。

由於投連險的收益主要來自資本市場，所以在短期內，股市的變化等

會對投連險的收益產生一定影響。但如果把投連險放在一個長期儲蓄、長

期投資的觀念下，資本市場的動蕩不會對它產生太大影響，尤其是在一國

經濟持續增長、以及金融環境穩定的大環境下。

專家建議，應該把投連險作為長期儲蓄來看待。現在全球範圍的人口

結構變化讓多國政府的養老體系入不敷出，私人長期儲蓄的需求日益增加

;投連險作為一種靈活普遍的長期儲蓄解決方案已成為多數國家成熟儲蓄

市場中一個自然的構成部分。在英國，投連險保費收入佔壽險保費的20%

以上，在愛爾蘭、盧森堡等國家佔70%以上。

因此，對於更注重長期投資收益的投資者，投連險仍然是不錯的

選擇。比如陽光人壽穩操勝券投資連結保險，這是一隻收益穩健、進

出自由的投連險，連接債券型投資賬戶，單位凈值長期保持穩定增長。該

產品預計年化收益率7.3%，1000元起購，賬戶靈活管理，追加方便，

可快速贖回。

如果購買理財險時還趕上陽光淘金節，那就更划算了!

據悉，第一屆陽光淘金節將在2015年7月28日開幕，因正值陽光保險

集團十週年生日慶典而備受關注。此次淘金節是陽光保險針對旗下金融理

財類產品推出的特惠活動，並且後續每年都會推出，成為定期舉辦的年度

大型行銷盛典。此次淘金節不僅有多款理財產品供選擇，7月28日-8月6

日活動期間參與活動可贏取Apple Watch Sport一塊。

機構報告：搜索成投資者尋找金融產品新起點
綜合報導 “過去一年理財

相關搜索以月均16％的速度增

長，到2015年6月已達到近3億

次，同比增長328％，消費者理

財對於搜索的依賴性正在增

強。”網際網路巨頭百度發佈

的《新一代理財消費者大數據

報告》顯示，搜索行為正在成

為投資者尋找金融產品與服務

的新起點。

報告通過對最新理財搜索

數據的梳理分析，描繪出新一

代網際網路理財者行為及趨勢

圖譜。數據顯示，網民的投資

理財行為自 2013 年起逐年從

PC 端轉向移動端。到了 2015

年 6月移動端搜索佔比已達到

60％。

數據發現，人們對於手機

軟體、理財產品、個股行情、

炒股入門技巧、金融基礎通用

類問題等搜索需求絕大部分落

在了移動端。顯示出這些關鍵

詞成為移動網際網路金融的核

心需求。

報告過網友搜索數據為

新 一 代 理 財 消 費 者 進 行 了

“畫像”，數據顯示，25－

29 歲群體成為關注網際網路

理財的主力軍。在股票、基

金、寶寶類、P2P等投資行為

總數中佔比 40％左右。在網

際網路理財中，男女比例分

佈為79％與21％。

從地域分佈看，廣東、上

海和北京是網際網路理財需求

最旺盛的區域。而在過去一年

中，廣西、上海和吉林的排名

上升最快，對理財熱潮的反應

最為敏銳，這也顯示出發達地

區和相對發展滯後地區理財需

求皆在穩步上升。

在最受青睞的理財方式

中，股票成為 2015 年第一季

度最受追捧和關注的理財方

式，其次是基金和債券。而

以寶寶類、P2P為代表的新興

網際網路理財形式則下降三

位。

網際網路金融千人會會

長易歡歡認為，大數據能夠

對經濟形勢或某一領域的走

勢進行預判，也可以對消費

者進行較為清晰的畫像，並

形成市場策略。在他看來，

大數據技術已經開始深入到

金融產業上游，參與進金融

產品的設計、風險評估等等，

這也是網際網路和金融深度

融合的方向。

美股藍籌業績欠佳
加息步伐已近 機構看淡前景

受IBM、通用等藍籌公司業績欠佳影

響，美股上周大幅收低，道指全周下跌

2.9%，創今年1月以來最大單周跌幅，標

普500指數下跌2.2%，納指下跌2.3%，均

為3月底以來最大周度跌幅。

上周美股市場下滑主要受多家龍頭

公司業績不佳的打壓，無論是新興的

IT、生物科技，還是傳統的工業、製造

業板塊均未倖免。

IT板塊中，微軟和“藍色巨人”IBM

業績均不及預期。微軟上季收入同比下

滑5%，至222億美元。凈虧損為31.95億

美元，創下了該公司歷史上單季虧損最

高紀錄。這主要是受到諾基亞手機業務

剝離，以及Windows作業系統需求疲軟的

影響。“藍色巨人”IBM上季營收從去年

同期的240.5億美元降至208.1億美元，連

續第十三個季度出現收入下滑，凈利潤

同比下滑17%至34.5億美元。兩家公司股

價上周分別下跌2%和7%。

美國生物技術巨頭百健（Biogen）在

最新財報中表示，受旗下多發性硬化症

藥品Tecfidera銷售萎縮的影響，將今年全

年稅後每股收益從此前預期的 15.45 至

15.85美元下調至14.25至 14.70美元，全

年營收增速也從此前預期的14%-16%大幅

下調至6%-8%。該公司股價上週五大跌

22%，上周累計跌幅26%。

機械設備製造巨頭卡特彼勒二季度

凈利潤下滑近30%至7.1億美元，營收下

降13%至123億美元，均不及預期。卡特

彼勒還將全年的營收預期從原來的500億

美元下調至490億美元。上周該公司股價

大跌7%。

塔橋諮詢公司總裁奧格認為，市

場正與全球經濟增長出現的變化“較

勁”，最新企業財報顯示中國市場增

速下滑，商品需求不振，這使得收入

主要來自中國市場的原材料和工業企

業遭受衝擊。

美利堅銀行私人客戶部門主管貝利

認為，企業業績喜憂參半，投資者對美

國和其他市場經濟增長的擔憂加劇，即

便第二季度美國企業整體盈利實現正增

長，也將非常疲弱，且收入增速很難上

升。

貝萊德旗下貝萊德智庫日前發佈

2015年年中投資展望報告表示，整體而

言目前股票的估值較債券合理，但要提

防“估值偏高的美股”，特別是在美聯

儲加息之前。

貝萊德首席投資策略師孔睿思表示，利率

上調的影響將不利於波幅較低的美國高息

股，如公用事業、房地產投資信託及必需消

費類股。相反，由於貸款增長有望跟隨利率

上升，銀行股在加息環境下將會受惠。

相比于美股，貝萊德更看好歐洲和

日本市場，表示雖然歐洲股市的估值已

不再相宜，但盈利預測終於開始回升。

日本市場方面，日元弱勢將可帶動盈利

預測，而股息上升及回購股份活動增加

也可為日股提供額外支援。

高盛在下半年的投資展望報告中認

為，美國宏觀經濟向好，預計美聯儲將

於今年12月進行時隔十年的首次加息。

歷史統計顯示，在此前三次首次加息

（1994年2月、1999年6月和2004年6月）

後，標普500指數市盈率在隨後三個月均

出現下滑，但通常會在首次加息後的12

個月給投資者帶來正回報。

高盛分析師指出，從歷史上看，在美

聯儲加息後的12月內，非美國股市的表

現要好于美股。由於高估值導致潛在收

益受限，建議在未來12個月內低配美國

股市，超配歐洲和日本股市。

龍頭股業績不佳

機構建議低配美股

琅
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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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未經磨礪地年輕人袁 出去
走那一趟袁倒也眞見識了不少遥 "言

闕被蕭景琰坦然的態度所影響袁也
侃侃道袁"外面的世俗人情袁民生風
土袁閉坐家中只聽人説袁是難以眞切
體會的遥 "

"那想必走過很多地方钥 "

"名山大川將及踏遍袁 老臣直
到現在袁只要回想起那段時日袁依然
覺得受益良多遥 "

紀王笑着揷言道院" 跑那么多

地方袁想必也遇到些英雄佳人吧钥 "

"江湖藏龍臥虎袁 奇人異士甚
多遥

那一圈繞下來袁 傾心以待的好
朋友確實交了幾個袁 至於佳人噎噎
嗯袁我們敬而遠之遥 "

紀王放聲大笑袁"不象不象袁這
一點你跟豫津不象袁小津一定是先交佳人再交朋友的遥 "

蕭景琰也不禁莞爾袁問道院"你們都化名成什么钥 可有在當
年的琅琊榜上闖出個名頭來钥 "

"慚愧慚愧袁"言闕攤手笑道袁"我們是去長見識袁 不是去爭
強好勝的袁事情嘛是經了一些袁不過風頭儘量掩過去袁不出爲上遥
"

紀王晃了晃頭道院"説實話袁我只知道你們在外頭熱鬧了大
半年袁可後來幾乎沒聽你們提起過那時候的事兒袁我還以爲沒什
么有趣地呢遥 "

"我們回京後袁立即捲入朝局袁事情一樁接着一樁袁不知不
覺間袁江湖已是久遠淡漠遥 "言闕嘆道袁"説到底袁那畢竟不是屬
於我們的地方袁終究只是做個過客罷了遥 "

"哎袁 殿下剛纔問你化名成什么呢钥 "紀王好奇地提醒道袁"

名字都是自己取的么钥 "

"都是自己亂取地遥
我當時易名姚一言袁江湖寂寂袁無人知曉啊遥 "

"你姓言袁就取名一言袁這也太隨便了吧遥 "紀王忍不住笑了

起來遥
"反正只是化名袁有什么要緊的袁還有人指着一棵樹就當了

名字呢遥 "

蕭景琰正舉杯喝茶袁聽到此時突然僵住袁直直地看向言闕袁
張了張嘴袁卻是喉間干啞袁沒有發出聲音遥

言闕有些詫異地問道院"殿下覺得有什么不對嗎钥 "

我愣了愣袁強壓下冲進氈包的冲動袁在門口躊躇不定遥 沒過幾分鐘袁里面又傳出
林丹汗壓抑的怒吼院"放肆浴 "我猛地一震袁隱隱覺出不對勁來袁於是端着食盒掀開簾
子小心翼翼的鑽進氈包袁可還沒等我走上三步袁迎頭猛地撞上一個後退的背影遥

"嘩啦浴 "食盒被撞翻袁我感到一陣措手不及的慌亂袁正不知道該説些什么好時袁
身前傳來一聲悶哼袁林丹汗的聲音在不遠處咆哮院"毛祁他特浴你敢傷了她一根汗毛袁
我必將你碎屍萬段浴 "我半跪在地上袁惶惶不安間看清眼前發生的一切遥

一名中年男子手持彎刀袁粗暴的勒住蘇泰的脖子袁冷笑院"是你逼我的噎噎"黝黑

的國字臉上袁略微耷拉的眉毛令他的臉部表情在這一刻更顯猙獰遥 蘇泰被他勒在臂
彎下袁臉色雪白袁一雙美目中淡淡的流露出驚懼袁平添楚楚之色遥

我驚疑不定的望着這一切 --毛祁他特袁林丹汗的叔父袁他想做什么钥這里到底發
生了什么事钥

"放開她浴 ""放開她我還能活着離開這里嗎钥 "毛祁他特冷冷的説袁"我本不想和

你撕破臉的袁誰讓你不聽我勸袁固執已見袁非要和大金國對着干遥 你一個人去送死不
打緊袁 但不要拖着我們數萬族人跟着你一塊去送死浴 ""你噎噎"林丹汗氣得渾身發

顫袁血色盡褪的雙唇微微哆嗦袁竟已是憤怒到説不出話來袁只得捂着心口袁滿目痛楚
憎恨的神情遥

"察哈爾早被皇太極打得支離破碎袁人心渙散袁任你怎么和西藏那邊聯合袁也絶
對抵擋不住大金的十萬鐵騎遥你和他們斗袁無異于以卵擊石袁兩年前你尙沒膽和皇太
極放手一搏袁兩年後大金國兵力除原有的八旗外袁又擴充了蒙古兩個旗袁漢軍一個
旗遥 去年七月大金國汗閲兵袁軍威赫赫袁那些細作打探回來後袁連説話打結了噎噎你
現如今何來的自信袁能夠憑藉這樣的零散兵力反敗爲勝钥 "毛祁他特冰冷的語氣中夾

雜着深刻的諷刺與鄙視袁猶如一枝鋒利的箭羽直射向林丹汗遥
林丹汗面色煞白如雪遥
我的心倏地一顫袁這是我兩年來第一次正面聽到皇太極的消息 --這兩年我不斷

想盡辦法試圖逃離大草灘袁可是每次都未能成功袁最後一次在逃出一天一夜後在大
草原上迷失方向袁若非被他們及時找回袁我已成狼群的晩餐噎噎

察哈爾對於叛逃的奴隸懲罰甚重袁特別是在這段敏感時期袁如果不是蘇泰看在
我這個人是作爲一份代表兒子孝心的禮物袁處處有意無意的加以維護袁我早被人一
刀宰了遥

前前後後一共跑了五次袁我身上沒少挨鞭子遥 跑到後來袁也不知道是我麻木了袁
還是他們已經把捉拿我當作一項追逐遊戲袁 總之除了第一次被打得剩下半條命外袁
以後的逃跑袁竟沒再感覺受太過痛苦的折磨遥

"寒娥遥 "馮佑憐輕喚道院"你臉色怎么這么差钥 "

寒娥緊張地呑了呑口水袁盯着馮佑憐袁又看了看一旁充滿疑惑的玉
胭脂遥

"寒娥袁你沒事吧钥 "玉胭脂也忍不住問道遥
寒娥將手里的食物放在桌子上袁然後湊近馮佑憐悄聲道院"我見到

一人遥 "

"呃钥 "馮佑憐不解地望着妹妹遥她們的事情幾乎都與玉胭脂説了袁
這時寒娥似乎有所顧忌又是何故钥

玉胭脂慧黠一笑袁站了起來袁説道院"難不成你們姐妹還有什么事不

能與胭脂説钥 "

"不是袁不是噎"寒娥慌張地解釋袁雙眼偷瞄一眼身邊的馮佑憐袁説
話時有些底氣不足遥

馮佑憐略懂幾分袁於是含笑説道院"妹妹説吧遥 "

"這樣吧袁我看我還是先行迴避遥 "玉胭脂溫婉地提議袁準備離開遥
"不用了袁胭脂小姐這樣做就太見外了遥 "馮佑憐連忙拉住玉胭脂袁

然後對着身後的妹妹説道院"寒娥袁你儘管説袁你説你見到一人袁是何人钥
"寒娥抿了抿嘴袁一咬牙説出院"四爺遥 "

馮佑憐明顯一驚袁踉蹌後退了一步袁好在玉胭脂趕忙攙扶着她遥
"四爺钥 "玉胭脂疑惑地蹙眉袁瞅了瞅懷里的女人袁又抬頭問身前的

寒娥院"四爺是什么人钥 怎么之前沒有聽你們提起钥 "

寒娥瞟了一眼馮佑憐袁緩緩地説院"四爺噎四爺是我的救命恩人遥 "

"救命恩人钥 "玉胭脂仍然不解地看了一眼馮佑憐袁又問院"憐兒袁你
們之前就遇到了很多麻煩嗎钥 "

馮佑憐憂愁地垂首袁微微點頭嘆道院"乞討之時袁寒娥差點送了性
命遥不過我們有幸遇上了四爺袁他救了她袁還送我們盤纏袁並且安排馬夫
將我們送往鄴城尋親遥 "

"哦袁你們之前只是吿訴了我往後的事袁並沒有説出尋親前的際遇遥
"玉胭脂恍然道院"那袁那個四爺可知道你們往後的事钥 就是你那個畜生
叔叔的所作所爲钥 "

馮佑憐輕輕搖了搖頭袁説道院"我們直接被送到這里袁根本沒有方法
與四爺聯繫遥 况且四爺在晉陽有事情遥 所以噎"

"哼遥 "寒娥忽然悶哼道院"有事钥才不過半月袁他還不是到靑州妓院
來了钥 從晉陽來靑州必定經過鄴城袁 但是也不見得四爺就去找過我們
啊遥 我看他早已將我們忘得一干二凈了吧遥 "

夏蕓是最後一個看夏姸靑手機的袁看完的時候輕笑出聲袁對秦彥
之説院"彥之啊袁就那么幾條短信能説明什么袁姸靑不是説了嗎袁她想知
道江華有沒有回家袁所以就心急了些袁所以噎噎就想問問陸先生遥 "

夏蕓的解釋很蹩腳袁 秦彥之聽後還是呵呵地笑了起來院"陸先生袁
的確是誤會一場遥 "

陸景曜輕扯嘴角袁不再説什么袁一副無話可説的樣子遥
就在這時袁秦予喬揉着額頭袁對秦彥之開口院"爸袁我明天就回舅舅

家遥 "

"喬喬噎噎"

"我吃飽了袁你們繼續遥"秦予喬不再説什么袁離開飯桌袁然後上樓遥
陸景曜以爲秦予喬是上道了袁心里欣慰袁撂下面子對江華説袁"江

先生袁找女人還是要用點心遥 "然後也跟着老婆上樓了遥
陸希睿呢袁瞅瞅外公袁瞅瞅老太袁小聲問了句院"我也不吃了噎噎"

"睿睿噎噎"秦老太太都快要哭了遥
--

陸景曜眞是欣慰又驚喜啊袁跟着秦予喬來到她的房間袁立馬將門

反鎖關掉袁然後從後面抱住自己的女人袁由衷地贊嘆説院"喬喬袁剛剛你
使小性子的模樣眞是漂亮極了噎噎"

然後等秦予喬轉過頭袁陸景曜眨了下眼睛袁不對勁了袁秦予喬哪是
故意使小性子袁是眞的傷心至極了遥

陸景曜這人永遠學不會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袁尋思着肯定是秦彥
之最後對夏姸靑的護短傷到喬喬了袁立馬感同身受起來袁恨不得放把
火把秦家的老房子給燒了院"走袁別等明天了袁我們立馬回去遥 "

秦予喬的所有情緒在陸景曜的前面一點兒也藏不住袁明明這事根
本就是由他引起的袁眞想一巴掌將他扇得遠遠的袁偏偏她被他抱得緊
緊的袁一邊給她擦眼淚袁一邊輕哄着她院"好了好了噎噎咱們不委屈啊
噎噎娘家靠不住還有夫家呢噎噎"

秦予喬抽着鼻子袁死勁拍着陸景曜院"我讓你招蜂引蝶袁讓你招蜂
引蝶噎噎"

陸景曜擦着秦予喬的眼淚院"我也不是沒辦法么噎噎要不這樣吧袁
喬喬袁等下你就在我臉上刻字袁就刻 '秦予喬的男人 '或者 '本人只愛

秦予喬 '好不好啊噎噎"

年齡大一些的袁不見得想走遥 年紀小一點的袁手藝不見得好遥 挑來挑
去袁也沒幾個眞正合適的遥

張展瑜一直悶不吭聲的做事袁此時忽然笑着湊過來院"師傅袁別忘了算
上我遥 "

寧有方被逗笑了院"放心吧袁早就把你算上了遥 "

張展瑜笑了笑袁不自覺的瞄了寧汐一眼遥
第八十六章準備出發

接下來的一個月里袁寧有方忙的幾乎腳不沾地遥
新聘來的幾個廚子調敎了半個多月袁總算開始正式做事了遥 打算帶到

京城那邊的人手也定了下來袁朱二和周大廚得知自己能跟着到京城去袁都
很是高興遥

胡老大也開始接手寧有方的主廚位置袁心里自然也很高興遥
唯一不高興的袁大概就是王麻子了遥 京城沒去成袁主廚的位置又被胡

老大得去了遥 他心里別提多窩火鬱悶了遥 整天綳着一張臉袁動不動就拿王
喜撒氣遥

王喜天天被駡的灰頭土臉的袁吃飯的時候哭喪着個臉袁一絲胃口都沒
了遥

小四兒好心勸道院"王喜袁你多吃點袁別因爲你爹駡你就連飯都不吃了
噎噎"

王喜本來就心情不好袁被這么一勸更是火上澆油袁立刻翻臉了院"別假

惺惺的了袁誰要你關心遥給我閃一邊去 "哼袁憑什么他得留在洛陽小四兒就
能跟着朱二一起到京城去钥

小四兒一臉茫然袁壓根不知道自己哪兒説錯了遥
胡靑因爲自己的師傅做了主廚袁心情也好的很袁笑着安撫王喜院"好

了好了袁你心情不好袁也別拿小四兒撒氣遥 "

王喜翻了個白眼袁不客氣的回了句院"胡大廚做了主廚袁你馬上也跟
着水漲船高了遥 當然心情好遥 "

胡靑被説的下不來台袁哼了一聲別過臉去袁懶得再理王喜了遥
寧汐不喜歡王麻子袁 對耿直暴躁的王喜也沒多少好感袁 見他亂發脾

氣袁不由得皺起了秀眉院"王大哥袁你今兒個是怎么了钥 大傢伙兒都好心勸
你袁你怎么胡亂發脾氣钥 "

王喜一愣袁怔怔的看着寧汐遥那張笑起來甜甜讓人看了分外舒心的小
臉袁現在卻綳的緊緊的遥 她就要到京城去了遥 以後袁他想見她也沒機會了
噎噎

王喜忽的別過臉去袁眼里閃過一絲水光袁緊緊的咬着嘴唇袁一句話都
沒説遥

寧汐心里暗暗嘆口氣遥王喜的那點心思幾乎全擺在了臉上袁她豈能看
不出來钥

只不過袁感情的事不可以憐憫袁更不可以施捨遥旣然沒那份心思袁還是
乾脆利落的走了更好遥 長痛不如短痛噎噎

寧汐若無其事的笑了笑院"好了袁旣然王大哥不餓袁我們幾個就先吃
吧 "

小四兒和胡靑一起笑着點點頭遥

隨
侯
珠

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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