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212廣告天地 BB11休城讀圖

#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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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23 #411 #66A #DRB

4號出口

星期二星期二、、三三、、四四
9：00AM
星期五星期五、、六六
9：00P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11：00AM,6:00PM,

8：00PM, 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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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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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有Medicaid & Medi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請注意：

今年德州的七個郡，包括Harris County，為減少保險的濫用，減

低費用，交由第三方管理公司管理，將您列入MMP的保險計劃，

您今年4月至8月底，會陸續收到這家公司的來信，您的計劃則

會自動轉入MMP計劃中去，MMP計劃較新，有很多醫生和藥店

還不在此網絡裏邊，如果您還去看原來的醫生，您會突然發現自

己的保險不能報銷了，MMP計劃有很多限制，有許多藥要自費，

現在有很多被保人都不願意被轉入，若您是Medicaid & Medi-

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歡迎您與我聯絡，我們可免費幫您查看

是否被轉，免費諮詢，并免費幫您保留原來的計劃。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wendyc21sw@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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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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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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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 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1. 敦煌商場，雙連體旺舖出售，每單位1600呎，地處Corner位置，價格
超好，機會難得，可以聯繫Gina或Shannon.

2. 福遍糖城二層獨立屋，4/2.5/2，近2800呎。地理位置極佳，近59，
DairyAshford，超低稅率，Corner位置後院方正寬大，配有游泳池及
花園平台，僅售$235,000。

3. 合作路/百利大道近敦煌超市，全新裝修獨立屋，3/2/2，近2300
呎。高屋頂，采光極好，新油漆，新地板，花崗岩台面。僅售$131,000

4. Richmond/Galleria區，兩單位出租：1 bedroom，包水電，$750/月；2
bedroom,包水電，僅$1000/月

專精各類商業地產之買賣投資
承租及管理…積20年之從業
經驗為您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Shannon Gao

高紅
Sales Associate

xiannen_g@yahoo.com

713-550-6373(專線)

城中區大型著名自助餐館生意出售。

餐館裝修高雅、寬敞明亮、地理位置極佳，

已有20多年的經驗，積累了很多客人，

生意興隆、穩定，客人川流不息。

sunny.hsu@aarealtytx.com

以二十年經驗，為您做完整服務

Sales Associate andy.hsu@aarealtyt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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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買賣，投資，管理

HAR Client Experence Rating A 4.99* Realtor
Houston 以南 1 小時車程 Hartz
Fried Chicken炸雞店出售。業主
退休。連房地產僅售46萬。機會難
得，請電713-899-1968查詢

有意者請電713.550.6373，高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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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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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起

加拿大洛磯山七天,
哥倫比亞大冰原 露易絲湖 溫哥華

$566/人(原$629)

美東六天 $175起 美加東八天 $303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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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買
二
送
一
）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北歐七天 $730起

（
買
二
送
二
）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699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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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6 -- 99//1717
( 含三峽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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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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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票﹐美國境內旅行團﹐遊輪﹐酒店﹐租車
代辦中國十年簽證﹐中國境內特價團﹒

Tel:713-952-989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二十年豐富經驗

秋天回中國探親團
只需 $699/人

可自由選擇回程日期

豪華游輪豪華游輪

王
朝
旅
遊

王
朝
旅
遊

專辦中國簽證

▲美東$175起、美加東 $303起（買二送二）
▲黃石公園、美西 $215起 (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脈$566起、歐洲、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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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plusvacation.com
Tel:713-981-8868

中國特價遊$49 起 江南，黃山，千島湖，

北京，九寨溝，雲南，張家界，廣東，海南，廈門......

IATAN & ARC認證旅行社

（機票+7天江南團費）

B&T International

全球快遞服務全球快遞服務 特別服務美國特別服務美國 中中、、港港、、臺臺

百泰快遞百泰快遞

電話：713-988-0718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 精誠服務精誠服務，，安全快捷安全快捷

普通物品$$44..9999特價特價

星期四 2015年9月10日 Thursday, September 10, 2015 星期四 2015年9月10日 Thursday, September 10, 2015

宮宮暨宏暨宏
Jennifer GJennifer Gongong
832832--270270--24002400

www.ChineseLoanOfficer.com
ChineseLoanOfficer@gmail.com

歡

迎

致

電

最低利率最低利率
準時高效準時高效

隨時上網查利率，隨時跟蹤利率變化

貸款經紀貸款經紀 NMLS#NMLS# 12330721233072

方圓貸款

無費用重貸

票價： $16 $27 $62
購票請聯絡：318 237 1986
歡迎企業，公司，團體以及個人前
來預購，共同見證這一歷史事件。

【獨家】美南新聞主辦11月7日4萬2千觀眾世界和平盛會

【獨家】美南新聞主辦11月7日4萬2千觀眾世界和平盛會 --國際團隊

在舞美燈光上，力求到場所有觀眾可以得到最極致視聽享受，
並為世界各國藝術家提供最理想舞臺效果。

關註美南新聞，美南資訊(微信公眾号：Southernnews)了解
關於本次，首次華人舉辦的海外最大和平盛會。

40年前休士頓表演藝術協會在休士頓藝術社區誕生，原本只為
了增加Jones Hall的表演內容，時至今日，休士頓表演藝術協會已成
為西南地區最大的非營利組織表演團體，結合傳統芭蕾與現代元素，
其前衛的舞蹈呈現獲得一致好評，這次也將為藝術節演出，在
Jones Hall有精彩的演出。

在國際團隊會議結束後，中心團隊就幾個基本點達成共識： 和
平主題，敬獻老兵，寓教於樂年青一代，老中青三代世界性盛會，名
留史冊。

（（休斯頓休斯頓//孫雯訊孫雯訊））由美南新聞主辦由美南新聞主辦，，休斯頓休斯頓1111月月77日日44萬萬22千觀眾千觀眾
參與的世界和平盛會大型系列項目正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中參與的世界和平盛會大型系列項目正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中。。

總策劃總導演劉智元總策劃總導演劉智元((圖中就坐粉衣黑鏡圖中就坐粉衣黑鏡))，，執行導演鮑玲執行導演鮑玲
（（圖中站立粉衣圖中站立粉衣），），舞美技術指導蔡毅博士舞美技術指導蔡毅博士（（圖中站立圖中站立
黑色西服黑色西服））等導演組中心團隊人員與美南新聞董事長李等導演組中心團隊人員與美南新聞董事長李
蔚華先生蔚華先生（（圖中白色上衣圖中白色上衣））一同就實地操作上的問題一一同就實地操作上的問題一
一討論一討論，，偵破偵破。。

（休斯頓/孫雯訊）由美南新聞主辦，休斯頓11月7日4萬
2千觀眾參與的世界和平盛會大型系列項目正在緊鑼密鼓的進
行中。國際區中心團隊於9月9日在美南新聞總部環球會議室
就本次大會的歷史性意義，國際級別演藝人員參與，重量級政
商屆團體個人接洽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和細節核實。

非裔，拉丁裔，歐洲和白裔都將同華裔，亞裔一起加入本
次極具歷史性意義的盛會。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圖中
黑色西裝）在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









好運老人中心合唱團---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大合唱

照片由好運老人中心提供
本報記者秦鴻鈞整理

為了紀念抗戰勝利為了紀念抗戰勝利7070週年舉行的大合唱週年舉行的大合唱，，由呂珮琳老師策劃及指揮由呂珮琳老師策劃及指揮。。表演曲目有長城謠表演曲目有長城謠，，熱血歌熱血歌，，長白山上長白山上，，保衛黃河保衛黃河
，，松花江上松花江上，，黃水謠黃水謠，，遊擊隊歌遊擊隊歌，，滿江紅滿江紅，，抗戰歌等抗戰歌等1010條歌條歌。。



BB22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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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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111散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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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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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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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人工植牙 (Dental Implant)
根管治療 (Root Canal Treatment)
烤瓷牙冠,烤瓷嵌體當天一次完成(One Visit)
牙齒美容矯正(隱形牙箍)及一小時漂白(One Visit)
固定牙橋
全口假牙
部份假牙含或不含鉤子(Attachment)
各類牙齒拔除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成人及兒童牙科
全口口腔重建
牙周病治療
一般及深部洗牙
各類牙周病(牙槽骨及牙齦)修補手術

Steven Xue, D.D.S.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醫博士(USC)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博士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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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1-988-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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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為各界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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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牙醫中心時代牙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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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志剛牙醫博士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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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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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電話: (713)272-9800

郭瑞祥醫師
Ruixiang Guo, D.M.DRuixiang Guo, D.M.D

北京大學牙醫學士
北京大學牙醫碩士

新紐澤西醫科牙科大學牙醫博士
私立紐約大學植牙專科

艾瑞牙科Aria Dental

郭艾詩醫師
Estella Guo, D.D.S.Estella Guo, D.D.S.
私立紐約大學NYU牙醫博士

美國全科牙醫學院會員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接受CHIP MCNA保險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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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原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院修複科副主任醫師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畢業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修複學博士
˙德州大學牙科材料學碩士
˙德州大學牙科學校修複專科住院醫師畢業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收受各種牙科PPO以及政府保險 （位於Fiesta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中國城
百利大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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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利牙科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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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洗牙，補牙，鑲牙，植牙，根管治療，牙齒美容
及兒童牙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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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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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衛星定位個人衛星定位：：
法 律 邊 緣 的法 律 邊 緣 的

「撥個號碼就能曉得別人身在何方。」這聽起來是不是很
神奇？臨近暑假，在合肥一所高校就讀的大學生小李收到父親送給
他的一個特殊禮物：個人衛星定位器。小李衹要隨身攜帶這個手機
般大小的 「黑盒子」，他的父母就可以隨時掌握他的行蹤。

這項衛星定位服務近兩年在西安、合肥、鄭州等城市興
起，目前僅合肥就有400餘用戶。儘管訂購此類服務的對象大多針
對孩子、行動不便的老人等，方便監護人監督和瞭解其所在位置，
預防緊急情況。

但人們也開始擔憂，購買此項服務純屬商業行為，用戶衹
需給錢就能享受定位服務，如果提供給不知情的家人或朋友使用，
會不會涉及侵犯隱私？如果此服務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會不會為
其進行高科技犯罪提供方便？

輕鬆撥號，即知對方身在何方
合肥的張女士為母親購買了一個新鮮玩意── 「個人衛星

定位系統」。張女士的母親患有老年癡呆症，經常容易走失，家人
為此煩惱不已。現在家人給老人戴上個手機摸樣的定位器，想要查
找老人位置時，衹需要登陸相關網站，輸入賬號和密碼，就可以清
楚的看到老人所在地點。

「個人衛星定位」還受到了家長們的歡迎，很多家長表
示，因為工作繁忙，很難對孩子們的日常活動時時監控，特別是將
近暑期了，少了上課的約束，家長們更難以掌握孩子的行蹤，它的
出現可算是給家長幫了大忙。

如果不想讓孩子去網吧、遊戲室或者湖邊等地方，可以設
置 「電子柵欄」的功能，衹要孩子越過預先設定的 「柵欄」邊界，
「定位器」就會向家長的手機報警。

據稱，4月底，合肥市的一名學生，瞞著家長想去網吧玩
遊戲時，因為超越了預先設置的 「電子柵欄」，定位器立即向監管

人 手 機 發 出
了 短 信 報
警 ， 從 而 讓
家 長 及 時 掌
握 了 孩 子 的
行蹤。

而
在 台 州 市 三
門 縣 ， 當 地
有 關 部 門 曾
經 通 過 給 每
輛 警 車 安 裝
上 衛 星 定 位
系 統 ， 對 在
外 行 駛 的 車
輛 實 時 進 行
監 控 ， 有 效

地遏制了公車私用的現
象。

據安徽省社會
應急中心工作人員潘小
姐稱，這項 「個人衛星
定位」綜合服務自今年
年初推出，一經推出即
受到客戶歡迎，現在已
有超過 400 餘名用戶。
用戶群體大部分是行動不便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大約各佔三分
之一左右的比例，其他的用戶則包括私家車主、企業老闆和夫妻之
間等等。

潘小姐表示，定位器實際上就是一個終端設備，衹要插上
一張電話卡，定位器就可以和衛星連接發射信號，從而在電子地圖
上顯示出被定位人所在位置。查找定位器可以通過上網登錄查詢和
授權手機用戶查詢兩種方式，查詢範圍覆蓋全國，精度在10米左
右。同時定位器還設有 「緊急按鈕」 「語音監聽」等功能，安裝者
在遇到緊急情況時衹需按下緊急按鈕，報警信息就會發送到應急中
心監控台和授權手機， 「語音監聽」功能也可以使監聽者聽到安裝
者身邊的聲音，更好的監控其行為。

「無處藏身」 引起恐慌
有了衛星定位，人與人之間看似聯繫更緊密、快捷了，但

麻煩也接踵而來。在滿足了特殊人群的需要後，一些市民也提出疑
問：對別人的任意定位是否考驗著相關道德、法律底線？科技的發
展是否首先應以保護人的隱私權為前提？

有媒體報道，西安一傢俬企老闆為了監控手下員工工作情
況，給每個員工都配上了衛星定位器，目的是為了監督員工的工作
情況。此舉引起了部分員工的反感，有員工稱即使是在雙休日休息
期間，也曾被老闆監測過位置，嚴重侵犯了他們的人身自由，有人
甚至為此憤而辭職。

還有一些經歷信任危機的夫妻也為了監控對方的行蹤，偷
偷的給對方安裝定位器。鄭州市張女士將丈夫起訴至法院，要求與
丈夫離婚，惹禍的也是個人衛星定位。

張女士的丈夫未經她同意，對她的進行了衛星定位，並根
據衛星定位信息質問她的動向。張女士認為，丈夫的行為表明對她
極度不信任，而且嚴重侵犯了她的隱私，為此她和丈夫經常爭吵，
後來甚至昇級到打罵。忍無可忍之際，張女士提出離婚。

合肥市民楊先生認為，作為一名消費者和守法公民，他和
許多人一樣，對 「個人衛星定位服務」仍持保留態度。 「雖然我不
刻意的隱瞞自己的行蹤，但我也不希望隨時有人可以看到我在哪
裡，甚至知道我在幹什麼，窺視我的隱私。否則，任何一個普通公
民和囚犯有和區別？」楊先生說。

他認為，即使是對孩子來說，安裝定位器也不僅僅是起到
「方便管理」的簡單作用。孩子們完全可以把這個東西放在 「該放

的地方」，成為很好的躲避管理約束的武器。此外，類似這樣高科
技的東西若監管不力，被少數違法分子掌握而進行高科技犯罪，這
也是隨之而來的新問題。

約束 「雙刃劍」 ，給衛星定位器 「定位」
科學發展是一日千里的，出現這類的定位器不是偶然，也

代表了社會的需要。
在很多應用領域，它也表現出了對老百姓有益的一面，如

可以幫助監護人隨時瞭解老人、孩子的位置，防止發生意外，彌補
監護人不能隨時陪伴的不足等，對這些群體來說，無疑於雪中送
炭，幫助很大。

事實上，早已普及的手機、小靈通等移動通信設備也類似
定位器。衹是對於老人來說可能操作上不便，對孩子來說又影響學
習，因此才產生了這種功能更 「單純」的定位設備。

潘小姐介紹，購買 「個人定位衛星服務」完全是市場行
為，不需要購買者提供任何身份證明，以及簽署相關保密或責任條
款，這即意味著一旦用戶購買後，如何使用該定位系統也處於無法
監控和監管的狀態下，換而言之，即使一些用戶懷有不良或不法動
機，利用該儀器從事一些有悖於法律或道德的事情，相關部門也無
法及時掌握資料、予以制止。

安徽省社科院王開玉研究員指出，定位器的出現也像一面
雙刃劍，考驗著相關道德、法律的底線，需要盡早予以適當的約
束。他分析說，隨著科技的再深入發展，定位器本身完全可做到越
來越小、越來越造型多樣、越來越容易安裝和使用。如果沒有任何
限制的濫用，必然會給社會秩序和社會和諧造成不利影響，變成
「人人自危」的恐慌局面。

「因此，此類衛星定位的原則必須是 『雙方自願』，用戶
必須同意開通這種功能，才能進行 『定位』。如果私自對他人進行
定位，就會觸及敏感的 『隱私權』問題。」王開玉說， 「同時，對
於這種定位產品，即便使用也不應是 『開放式』，其銷售、購買應
該經過國家有關部門的特殊批准，出台具體規定進行監管。」

王開玉建議，相關部門應該對此類科技成果的使用及早做
出明確的限定，明確什麼人可以使用，什麼情況下可以使用，嚴格
限定其 「許可證」的成立條件，將其發展在真正需要、真正對人們
有益的可控範圍內，給社會造福，而不讓其演變成為傷害社會的利
器。

「「雙雙刃刃劍劍」」
 




 衛星定位服務近兩年在西安、合肥、鄭州等城市
興起，目前僅合肥就有400餘用戶。儘管訂購此類服務的
對象大多針對孩子、行動不便的老人等，方便監護人監督
和瞭解其所在位置，預防緊急情況。但人們也開始擔憂，
購買此項服務純屬商業行為，用戶衹需給錢就能享受定位
服務，如果提供給不知情的家人或朋友使用，會不會涉及
侵犯隱私？如果此服務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會不會為其
進行高科技犯罪提供方便？

今
年高考前扶餘縣兩名女教師向考生出售

高考作弊用的接聽、接收工具27套，涉案金額40
餘萬元，目前已被刑拘。有關部門正在深入調查。此事一
出，社會一片嘩然。人民教師，理應是 「嚴謹治學、辛勤
耕耘」 的代名詞；身為人民教師，應當是考試作弊行

為 「天敵」 ，為何竟向學生傳授作弊 「秘
籍」 ，淪為作弊幫兇？

記者從吉林省松原市公安局獲悉，今年高考前扶余縣兩名
女教師向考生出售高考作弊用的接聽、接收工具27套，涉案金額
40 餘萬元，目前已被刑拘。有關部門正在深入調查。此事一
出，社會一片嘩然。人民教師，理應是 「嚴謹治學、辛勤耕
耘」的代名詞；身為人民教師，應當是考試作弊行為的
「天敵」，為何竟然向學生傳授作弊 「秘籍」，淪為作弊

幫兇？
高三老師向學生兜售作弊工具27套
據瞭解，6月2日，松原市扶餘縣公安局接到

吉林省公安廳轉來的舉報電話，稱扶餘縣一中教師劉艷
華出售高考作弊用的工具。接到舉報後，當地公安部門
對此事開展偵查。

經突審，劉艷華交代，今年5月間，她看到網上
有出售高考作弊用器材後，就通過郵購的方式買了一些。隨
後，她先後向考生家長兜售了27套作弊設備，從中非法獲得
一些利潤，並向考生家長許諾，到高考時自己能給考生傳答案。
經公安部門調查，涉案金額40餘萬元。6月4日晚，劉艷華與本校
另一位女教師何淑傑在扶餘縣四中考點附近一棟居民樓調試高考作
弊用的設備時，被公安機關抓獲。

兩名當事教師之前工作在松原市扶餘縣一中，該校為省級
重點中學，規模較大，此前歷年昇學率一直不錯。記者在採訪中瞭
解到，劉艷華是高三英語教師，由於工作認真，教學能力強，受到
學生和老師的好評。對於此次出現販賣作弊工具一事，許多老師和
同學都表示 「不解」。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高二某班主任告訴記
者： 「高三的老師是累點兒，但應該不缺錢。」

東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一位高三老師告訴記者，與所有中
學教師相比，高三老師的待遇應該是最好的。踏踏實實地教學，已
經不少掙了。 「組織學生買作弊儀器，低價買高價賣，那倆錢兒咋
就那麼好花呢？」這位老師氣憤地說， 「師德何在，讓我們這些老
師顏面何在？」

作弊器材先進：通過口腔中骨骼感知聲音
6月11日下午，記者在松原市公安局現場見到了他們收繳

上來的各種作弊器材：有的將監聽器材嵌入學生用的橡皮中，有的
放在手錶中，有的無線耳機衹有紅豆粒大小。

最讓記者吃驚的是一個文具套裝，外表跟普通文具盒並無
兩樣。內裝的鉛筆、水性筆是 「原裝」的，問題出在格尺上。在這
個20厘米長、4厘米寬格尺上，居然鑲嵌一個顯示屏幕，經過演示
記者發現：屏幕上可以清晰顯示數字和文字等信息。

松原市公安局國內部安全保衛支隊副支隊長馬宏哲告訴記
者，這些偽裝後的作弊器材，就跟變魔術一樣。如果不使用監測設
備，僅靠普通人肉眼根本無法識別。 「別看這些器材不起眼，但都
能顯示場外通過無線電波傳送的答案。

馬宏哲告訴記者，今年警方收繳的一批微型耳機和發射裝
置。微型耳機的直徑衹有幾毫米。而一種更先進的微型口腔骨傳導

耳 機 ，
不 用 耳

朵，直接
放入口腔即

可感知聲音。
記者在網上經過

查詢發現，這種接
收 器接可收到對講機或車載
電 台 發 射的無線電語音信號，骨傳導耳
機收到後，使用者通過口腔中骨骼感知聲音，不會被人察覺。此
外，這些作弊器材的電波最遠衹能傳到三百米左右，發射裝置與考
場之間不能超過這個距離。因此，在此範圍內的旅店、居民樓都成
為作弊團伙的首選。

僅有設備，還得有答案可傳。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每場
開考後，場內的人會把試卷拍照傳給作弊團伙，場外的高手開始在
短時間內解題，再把答案發給考生。也就是說，在每科開考後的一
小時，學生即可收到答案。

此前有幾家媒體披露了松原高考舞弊的情況，因此今年高
考期間，松原非常重視，成立了由教育、公安、電信等18個部門組
成的高考委員會，主任是主管副市長，嚴抓高考舞弊。此外，為嚴
肅考風考紀，吉林省教育、公安部門成立聯合督察組，在高考期間
坐鎮松原，對高考舞弊查得特別嚴格，查處了一批犯罪團伙。

今年1月，松原市公安局整理去年偵辦的出售作弊器材案件
時，發現了一個出售竊聽竊照器材的地下窩點。該團伙以奧博公司
作為掩護，兜售竊聽竊照器材、反屏蔽設備，以及考試作弊用的無
線語音傳輸和接收設備，牟取暴利，經營已經成規模化、網絡化、
組織化。

據警方介紹，奧博公司是地下網絡公司，並未在相關部門註
冊，也沒有公開的辦公場所。5月28日，專案組相繼抓獲團伙成員
15人，搗毀地下製作窩點4處，收繳各類作弊器材500餘套，無線語
音發射裝置100多套，用於無線發射的車載台16套等設備。

老師販賣作弊工具，當罪加一等
近年來，隨著科技水平日益發達，每逢重大考試前夕，有

關販賣作弊工具及考試答案的廣告和新聞報道漫天飛。儘管政府部
門加大防治力度，但在個別地方作弊行為逐漸演變成內外勾結、有
組織、有預謀的團伙，氣焰十分囂張。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起案件中，主要涉案人是當地一所重
點高中的高三班主任老師。此事嚴重性在於，她在高考前一個月通
過網絡低價購得作弊器材後，竟然高價向考生家長兜售出近30套，
並在高考之前的三天，親自到考點附近的居民樓內調試作弊設備。

眾所週知，高三老師崗位如同一把 「雙刃劍」：一方面，
省、市的昇學任務指標，最終通過學校落到他們身上。在高三這一
年的教學中，他們要頂住各方壓力，帶領學生起早貪黑，披荊斬
棘；但另一方面，一旦學生金榜題名，成績飄紅，老師可憑此晉職
昇位，獲得金錢、物質獎勵。

不可否認，此次當事老師敢於 「冒險」，一方面是為獲取
高額利潤，但另一方面想以此幫助落後考生提高成績，並提高班級
昇學率。不過令他們沒想到的是，這個 「名利雙收」的如意算盤快
速被警方識破。

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批著 「人民教師」外衣做非法勾
當的人不在少數，有關 「監考老師淪為作弊工具」的報道更是不絕
於耳。說到根本，是為了錢。有人把高考比做 「社會最後一塊淨
土」，如果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們親自來為 「淨土」摸黑，這個社
會將變成怎樣？

這起典型的老師販賣作弊工具案，值得在全國教育界引發
討論和深思。但願這是全國首例，也是最後一例。老師們應以此為
借，在工作崗位上比拚教學技能，並抵抗住來自金錢、權力和社會
上歪風邪氣的腐蝕。在受人尊敬的同時，應無愧於 「人民教師」的
稱號，無愧於社會寄予的厚望，無愧於在學生心目中莊嚴、崇高的
形象！

吉林大學社會學教授田毅鵬表示，高三教師向學生兜售高
考作弊工具，以及之前曾傳出監考老師幫助學生作弊等等，這已經
不是一般的職業道德問題，而是一種犯罪。

「從這件事情可以折射出，目前中國基層秩序的混亂。」
田毅鵬說，在大城市，這種大型考試的作弊行為基本是可以杜絕
的。這些作弊現象恰恰多發在邊遠落後地區。田毅鵬說，要想解決
這些問題，促進各地區經濟社會均衡發展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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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當地一家小學校舉行地震演習。為紀念關東大地震，日本各地都要舉行防災演練。

印度舉行民間藝術節印度舉行民間藝術節
身體彩繪老虎表演舞蹈身體彩繪老虎表演舞蹈

印度喀拉拉省德里久爾鎮印度喀拉拉省德里久爾鎮，，德里久爾鎮舉行一年一度的民間藝術節德里久爾鎮舉行一年一度的民間藝術節
慶祝豐收慶祝豐收。。印度藝術家們將身體彩繪成老虎模樣進行舞蹈表演印度藝術家們將身體彩繪成老虎模樣進行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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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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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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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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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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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地點：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 A119 Houston, TX 77036

呂 明

主治：中醫全科，頭痛，偏頭痛，頸背腰痛，各種過
敏症，氣喘咳嗽，各種胃病，男女不孕症，性功能障
礙，月經不調，更年期綜合症，各種腸胃病，運動損
傷，戒煙，神經性疾病，高血壓，中風偏癱，口眼歪
斜，風濕關節炎，內分泌失調，肝病等。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中 國 吉 林 長 春 中 醫 學 院 畢 業
具 有 35 余 年 臨 床 經 驗
美 國 德 州 執 照 中 醫 針 炙 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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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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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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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A 痤瘡酒糟鼻脂溢性皮炎口周皮炎
異位性皮炎濕疹蕁麻疹 帶狀皰疹及
後遺神經痛銀屑病白癜風 ......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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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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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BB1010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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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前UTMB心臟科副教授•St.Luke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內設針灸診所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腿疼, 關節炎,
手腳麻木, 各種外傷,
工傷, 車禍……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270-0909(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198, Houston, TX 77077電話: 281-759-0200(Dairy Ashford)
2505 Park Ave #B, Pearland, TX 77581 電話: 281-485-0334(Pearland)

˙診所環境優良, 設備先進齊全, 治療方法可靠, 準確, 多樣化。開業十年無差錯，
獲得眾多好評。有更全面的檢查項目, 並有不同的專科醫生住診。

˙高血壓, 心臟病，甲狀腺疾病，糖尿病，肝/腎/胃腸疾病，皮膚病，過敏，哮喘，
婦科，小兒科，外科小手術，創傷, 腰腿疼, 關節炎, 我們都能給你最好最安全治療。

˙查體中心提供VIP全面檢查，血尿化驗，心電圖，超聲波，肌電圖，中風檢查，尿流
動力學，肺功能檢測，學生，工作查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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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你有很多選擇, 可是我們相信可以給你更滿意, 更可靠的治療。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六 8:30am-5:00pm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Local Magazine 2013年度休斯頓最佳醫生
華人陣容最強大的醫療團隊 接收各種保險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281.359.6468 www.themintbank.com

銀行總部：1213 Kingwood Drive, Kingwood, TX 77339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281-568-8888 ext.1118
Tinghui Zhang Executive Assistant 281-568-8888 ext.1117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630, Houston, TX 77036

Late Summer Special !

星期四 2015年9月10日 Thursday, September 10, 2015 星期四 2015年9月10日 Thursday, September 10, 2015

本報記者
翁大嘴攝

花好月圓，餅香情濃！
“開心美食屋”本週末舉辦中秋月餅DIY活動

posterposter

““開心美食屋開心美食屋””的基本理念的基本理念。。

活動主辦人活動主辦人““樂廚樂廚””NancyNancy （（右右））將帶領大家一起學做各式月餅將帶領大家一起學做各式月餅。。

月餅月餅DIYDIY 之之 ““蛋黃蓮蓉月餅蛋黃蓮蓉月餅”。”。

月餅月餅DIYDIY 之之 ““冰皮月餅冰皮月餅”。”。

各種廣式月餅各種廣式月餅。。月餅月餅DIYDIY 之之 ““五仁月餅五仁月餅”。”。 ““開心美食屋開心美食屋””本週末在糖城舉辦中秋月餅本週末在糖城舉辦中秋月餅DIYDIY活動活動。。

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承办 : 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

服务邮箱： qxgd2011@tom.com   广东侨网： http://gocn.southcn.com 

“广东侨务”新浪微博：http://weibo.com/gocn2011

首届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
      首届中国 ( 深圳 ) 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 ( 下称“深圳侨交会”)8 月 13 日在深圳开幕。来自 28 个国家和地区

近 300 家海外企业，携 2700 个参展项目亮相本次展会。（本版文 / 图 中新社）

      深 圳 侨 交 会 由 中 国 首 个 涉 侨 民 间 智
库——深圳市侨商智库研究院联合香港中
国商会等 40 家海内外社团主办，展会吸引
了全球 28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家参展
商前来参展。其中，海外企业近 300 家，
参展项目约 2700 个；中国内地企业 300 多
家，参展项目达 2200 多个。参展企业涵盖
文化旅游、高新科技、招商引资、地产物业、

投资金融、特色贸易等多个产业领域。
　　深圳市侨商智库研究院理事长、深圳
侨交会执行主席郑汉明称，与其他展会不
同的是，深圳侨交会是一个专为华人华侨
华商而设立的产业交易展会，展会的最大
亮点在于发挥华人华侨华商的优势，为中
国企业推介优质的海外资源和项目，为有
意到境外开拓商机的中国企业提供投资商

机。同时，为中国各种产业、项目资源寻
找合作“牵线搭桥”，为中国各大城市展
示自身魅力搭建舞台。
　　深圳侨交会期间，举办了一系列论坛
活动，其中包括首届潮商房地产与金融创
新论坛、2015 中国 ( 深圳 ) 全球华人电商创
新服务高峰论坛、海上丝绸之路——中国
东盟高端商务论坛、“一带一路”深圳侨

青引领创新之路等分论坛活动。
      本届深圳侨交会展会面积共 37500 平方
米，共设文化旅游展区、特色贸易展区、地
产展区、高新科技展区、金融展区以及产
业园展区共六大专业展区。参展企业多由
海内外商协会牵头组团参展，海外展团包
括加拿大、日本、英国、马来西亚、泰国
展团等。

民间“侨交会”成侨商参与“一带一路”新平台
       记者连日来采访发现，这个由中国首个涉
侨民间智库——深圳市侨商智库研究院发起的
展会，正成为海外侨商与中国深化贸易投资，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企业、项目对接
的新平台。
　　“这是一个专为华人华侨华商而设立的产
业交易展会。”深圳市侨商智库研究院理事长、
深圳侨交会执行主席郑汉明称，展会意在发挥
华人华侨华商的优势，为中国企业推介优质的
海外资源和项目，为有意到境外开拓商机的中
国企业提供投资商机。
　　2015 年 7 月，由国务院侨办和中国海外交
流协会主办的首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在北
京举行，邀请世界各地的侨界精英共谋合作之
道、共商发展之计。
　　郑汉明称，在官方推动海外华侨侨商与海
内共同合作发展的同时，由民间发起的深圳侨
交会亦将呼应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让海内
外企业共谋发展。深圳侨交会与世界华侨华人
工商大会遥相呼应，形成“一北一南”、“一
官一民”的态势。
　　对于这一由民间发起的“侨交会”，中国

侨联副主席乔卫称，深圳不仅仅在产业结构调
整方面有诸多创新举措，由民间发起的深圳侨
交会也是深圳的开创之举，将在“一带一路”
发展上将起到作用，引领更多海外华商跟“一
带一路”建设更好地一起前进。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
副主席、香港中国商会主席陈经纬亦对深圳侨
交会表示认同，他表示，华人华侨是构建海内
外各类商协会、社团及智库的中坚力量，在中
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过程中，民间
机构先行，利用华人华侨在所在国政商界的影
响力，有助于疏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信
度不对等可能遇到的障碍，为政府合作创造条
件，打下良好合作基础。
　　陈经纬称，相对官方机制而言，商协会、
社团智库等非官方组织开展的研究解读，更易
为各方面所接受，通过华人华侨可方便与民间
商协会、社团及智库交流，多做政策沟通，十
分有利于团结力量积极解决问题，使“一带一
路”建设中少走一些弯路。
　　“‘一带一路’战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
关注，积极主动支持、参与搭建海内外侨胞交

流平台，促进国家与地区间的经济贸易合作是
新时期广大侨社 ( 团 ) 的重任”，国际潮商经
济合作组织理事长、澳门潮州同乡会会长刘艺
良说：“深圳侨交会‘政府支持、商协会主办、
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运营模式，作为一种
创新，势必将对促进海内外侨社 ( 团 ) 的交流
合作、推动侨界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产
生积极影响。”
　　本届侨交会参展商、泰国华人青年商会常
务副会长庄基锋表示，华侨华商在海外有庞大
的产业，深圳侨交会给予海外华侨华商跟中国
互动、交流、合作的平台，也是沟通内地海外
企业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桥梁。
　　庄基锋称，近年来中国一系列改革、简政
放权，使得他的商品进入中国，可以通过自贸
区、跨境电子商务等方式，减少很多手续，节
省许多通关时间。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
海外华侨华商获益良多。
       首届深圳侨交会上，共有 40 多个项目 50
多家单位签约和交易，总金额达50亿元人民币。
其中，包括加拿大空气环保项目在内的深圳侨
交会招商成果，已在河源侨商产业园转化落地。 进口食品受市民青睐。

首届中国 ( 深圳 ) 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在

深圳开幕。



BB44 BB99體育新聞經濟動態

新增西醫家庭全科（通國、粵語）

電話:713.777.5123

康樂活動中心

9630 Clarewood Suite A1, Houston, TX 77036（王朝中心後面）

★凡有Medicaid者即可申請。
★專車接送，包括送醫及購物。
★特設營養餐廳，供應早、午餐、點心、水果及飲料。
★免費中醫、針灸、診治。
★麻將、Bingo、中英文電視、英語學習。
★專業教授歌唱、舞蹈、繪畫、標準乒乓球、台球等健身器材。

電話:713.777.5123

電話:713.272.6688
傳真:713.271.6689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 府 醫 療 卡

★各類成人疾病﹐傷風感冒﹐過敏花粉症﹐高血壓﹐
糖尿病﹐肺炎﹐支氣管炎﹐腎病﹐肝炎﹐心臟病﹐皮膚病﹐
貧血﹐出血﹐尿道發炎﹐風濕關節痛及全身檢查﹒

★超聲波﹐神經測試﹐心電圖﹐肺功能﹐骨質疏鬆檢查﹐
★物理治療﹐中醫針炙推拿﹒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診所地址：：96009600 BellaireBellaire 211211室室((王朝商場二樓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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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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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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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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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設 備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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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週一至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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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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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周藝藝

通中﹑英﹑粵

713713--981981--8898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醫師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www.drmeizhang.com

電話﹕281-242-6889
傳真﹕281-884-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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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醫療美容項目：

張玫 醫生
Mei Zhang,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北京醫科大學醫學系畢業
★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研究生院畢業
★貝勒醫學院住院醫師畢業
★原貝勒醫學院家庭醫學系助理教授
★二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新增唯一FDA認證，最新最尖端抗衰老、聲波電波
拉皮除皺技術-U1thera和Thermage：

▲不用開刀，給真皮層導入熱能，收緊肌膚，解決皮膚下垂問題；
▲通過高強度超聲波，去除皺紋，不會對皮膚表面造成任何傷害；
▲提昇肌肉筋膜，刺激膠原蛋白大量重生，恢複彈性；
▲一次治療，可持續2-3年。治療後立刻恢複日常生活；
▲貴族的享受，平民的價格。

1）肉毒杆菌Botox除皺瘦面,$8/單位
2）玻尿酸，微晶瓷袪皺，隆鼻，豐頰豐唇
3）鐳射激光永久脫毛
4）電波拉皮緊膚除皺
5）脈衝光嫩膚美白
6）鐳射激光袪色斑、黑痣、靜脈曲張、紋身
7）微晶磨皮換膚改善肌膚質地
8）美素溶脂去眼袋、雙下巴、腹部及身體多餘脂肪
9）高頻電刀治療皮膚腫瘤、黑痣、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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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mttravel.www.tmttravel.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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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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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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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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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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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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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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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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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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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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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西4－10天遊＄219元起
－－美加東岸五﹑六﹑七﹑八天遊

＄309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7天遊

＄419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GDS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7 天遊
＄738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4天三晚
＄299元起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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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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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八日$49
$99北京九日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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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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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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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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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
全 新

主
治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

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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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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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2015年9月10日 Thursday, September 10, 2015 星期四 2015年9月10日 Thursday, September 10, 2015

全美10大薪酬最低公司
沃爾瑪百盛等巨頭上榜
綜合報導 近日，華爾街日報統

計出了美國10大薪酬最低公司。連鎖

餐飲、百貨商店與酒店成為了低薪酬

較為集中的行業。據美國勞動統計局

（BLS）數據，70%時薪低於最低標

準，未達到7.25美元的僱員都是零售

業與休閒和酒店業從業人員。

這10大薪酬最低公司為：

1. 沃爾瑪百貨（Walmart Stores

Inc。）

員工數量：220萬。公司年度收

入：4857億美元。行業：大型超市業

2. 百勝餐飲集團（Yum! Brands,

Inc。）

員工數量：53.7萬。公司年度收

入：133億美元。行業：餐飲業

3. 麥當勞（McDonald's Corp。）

員工數量：42萬。公司年度收

入：274億美元。行業：餐飲業

4. 克羅格公司（Kroger Co。）

員工數量：40萬。公司年度收入

：1085億美元。行業：食品零售業

5. 塔吉特公司（Target）

員工數量：34.7萬。公司年度收

入：726億美元。行業：綜合貨品零

售業

6. 愛瑪客公司（Aramark）

員工數量：26.9萬。公司年度收

入：148億美元。行業：食品服務業

7. TJX公司（TJX Companies）

員工數量：19.8萬。公司年度收

入：291億美元。行業：服裝零售業

8. 西爾斯控股公司（Sears Hold-

ings Corporation）

員工數量：19.6萬。公司年度收

入：312億美元。行業：百貨超市業

9. 星巴克（Starbucks Corp。）

員工數量：19.1萬。公司年度收

入：164億美元。行業：餐飲業

10. 梅西百貨（Macy's, Inc。）

員工數量：16.7萬。公司年度收

入：281億美元。行業：百貨超市業

綜合報導 國際航協最新發佈的全

球航空客運調查結果顯示，相較去年

同期，7月份國際、國內航空客運需求

均呈現強勁的增長態勢。7月份客公里

收入（RPKs）同比增長8.2%，較6月份

5.5%的增速有所提高，可用座公里

（ASKs）同比增加6.5%，客座率增加

1.4個百分點至83.6%。

“儘管7月份各項航空數據向好，

但全球貿易減速以及股市強烈震蕩預

示著，未來幾個月航空市場或將迎來

一定波動。”國際航協理事長湯彥麟

表示。

國際客運需求大增
從國際航空市場看，7 月份國

際航空客運需求同比增長 8.6%。所

有地區均同比實現增長，包括非洲

地區（這是該地區今年以來首次實

現同比增長）。整體運力提高6.5%，

推 動 客 座 率 增 加 1.6 個 百 分 點 至

83.5%。

其中，亞太地區儘管貿易量銳減、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但航空客運量和運

力仍然分別同比增加8.5%和6.5%，運力

亦提高1.5個百分點至80.3%。

從國內航空市場看，7月份國內航

空客運需求同比增長7.6%。所有地區

均同比實現增長。國內航空客運整體

運力提高6.5%，客座率提高0.8個百分

點至83.6%。

其中，印度和中國是國內航空客

運需求增長最強勁的兩個地區。國際

航協數據顯示，中國國內航空客運需

求同比增長10.9%，印度國內航空客運

需求更是同比增長28.1%。不過，中國

股市的大幅調整增加了中國未來經濟

發展進一步減速的擔憂。

兩艙客運增長放緩
兩艙(頭等艙、商務艙)收入歷來

是航空公司的收入大頭。國際航協

近期發佈了最新的兩艙數據報告顯

示，最近數月，商務艙的萎靡不振

對兩艙客運量在全球客運總量中的

佔比造成了下行壓力。而機票價格

的下跌提振了對價格較敏感的經濟

艙休閒旅行市場，經濟艙旅行市場

的反彈也導致兩艙在全球客運總量

中的佔比下滑。

數據顯示，6月份全球兩艙客運量

與去年同期相比僅微幅增長1.4%，環

比亦出現下降。其中，遠東市場的兩

艙客運量疲弱，表明近期亞洲地區經

濟發展放緩已開始對航空旅行需求產

生下行壓力。

國際航協指出，新興經濟體的商

業活動出現萎縮，很大程度上是受

到中國經濟的影響。過去數月，中

國出口市場的衰退削弱了製造業，

而與 2014 年第四季度相比，該地區

的總體貿易額下滑了 8%。儘管今年

第二季度的貿易數據顯示，貿易疲

軟之勢可走出低谷，但作為前瞻性

指標的出口訂單則表明疲弱態勢或

將持續。

根據國際航協的統計，2013年全

年和 2014 年初，全球兩艙客運增幅

大於經濟艙客運增幅，兩艙客運量

在全球客運總量的佔比也有所提升，

這對客運收益和收入增長起到了積

極推動作用。經濟艙客運量的增長

主要是由於油價回落以及由此而引

發的票價下滑。與商務旅行市場相

比，經濟艙休閒旅行市場對價格更

為敏感。由於商務旅行需求驅動因

素整體呈萎靡不振之勢，兩艙客運

量的增長相對緩慢。

7月份國際、國內航空
客運需求均呈現增長態勢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5年9月10日（星期四）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8日晚，在安徽省黃山游泳館內進
行了本屆全國游泳錦標賽第三個比賽日
的多項決賽。備受矚目的奧運冠軍孫楊
領銜浙江隊亮相男子4×100米自由泳
接力決賽，最終獲得第三名。

當日上午沒有參加男子4×100米
自由泳接力預賽的孫楊，“意外”參加
當晚的決賽，在男子4×100米自由泳
接力中，北京水立方隊以3分19秒44奪
冠。孫楊領銜浙江隊，通過何添奇、錢
智勇、商科元前三棒的接力，最終以3
分20秒36成績僅獲第三。

賽後孫楊談到對本場比賽的發揮時
表示，剛從世錦賽歸來，各方面都處在
調整階段。

賽後將做小手術
談到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孫楊說，

賽後要經過三個周期的治療，做些小手
術。但不會影響接下來的比賽。對於
2016年里約奧運會的目標不會變，包括
教練、游泳隊及整個團隊都會全力以
赴，也希望大家相信中國游泳隊在明年
的賽事上有更好的戰果。 ■中新社

孫楊團體接力僅獲第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晶晶新疆
報道）9月17日至20日，全國花樣滑冰
大獎賽暨第十三屆全國冬運會花樣滑冰
資格賽將在新疆烏魯木齊南山新疆冬季
運動管理中心花樣館舉行。屆時，在
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上為中國勇奪第一
個花樣滑冰奧運會冠軍的申雪、趙宏博
也將分別以國家體育總局冬季運動管理
中心花樣滑冰部副部長、花樣滑冰國家
隊雙人滑主教練的身份出席比賽。

據介紹，本次賽事雲集來自全國
的花滑奧運冠軍、世界冠軍和全國冠
軍，也是新疆首次在夏秋季舉辦冬季項
目比賽。來自全國的十三個代表隊共計
136名運動員參賽，賽事分成年組男、
女單人滑，雙人滑；青年組男、女單人

滑，雙人滑；冰上舞蹈和團體賽八個項
目。

這場比賽的舉行也標誌新疆正
式進入了“十三冬時間”，為了讓新疆
觀眾率先近距離感受十三冬的魅力，本
次比賽票務採用低廉的惠民票價，個人
票價人民幣20元，團體票價10元。

申雪 趙宏博赴疆
出席全國花滑大獎賽

面對弱旅馬爾代夫，國
足全場只攻入3球。

佩蘭賽後點評進攻球員時
說：“于大寶雖然浪費了
一些機會，但攻入了兩個
球，我要感謝他對球隊的
貢獻。今天讓楊旭頂在最前面是因為他的身
體條件更好。當然，以後我們需要更多的隊
員攻出去。”同時佩蘭談到了運氣，他說：
“在深圳，門柱無情地拒絕了我們多次射
門，今天幸運則眷顧了我們。”

雖然瀋陽的草皮品質並不好，但佩蘭顯
然對這個國足衝進過世界盃的城市充滿好
感，他說，在瀋陽比賽很開心，這裡的所有
人都在為比賽創造良好的環境，很多人都在
為改善草皮的條件而努力。另外，瀋陽的天
氣很好，很涼爽，隊員們不會因為潮濕悶熱
的天氣受到困擾。

目前，兩勝一和的國足積7分，落後三
戰全勝的卡塔爾；下月8日，國足將在客場
挑戰西亞勁旅卡塔爾，這將是名副其實的生
死之戰，國足只有取勝才有機會出線。對於
這個小組賽的最強對手，佩蘭說：“今場球
之後，隊員們將回到聯賽中。大家要知道，
國家隊的重要隊員即將迎來恒大的亞冠和恒
大與上港的重要聯賽，我只能祈禱我的核心
球員不要受傷。”

入馬爾代夫三球提升信心
其實卡塔爾並非想像中那麼強，此前僅以1:0小勝馬爾代

夫，中國香港也在日前以2:3小負卡塔爾，因此，國足切不可
妄自菲薄，自亂陣腳。如何在聯賽和集訓交織的一個月，將球
隊心態、狀態和對比賽的專注度，調整到最佳，將是佩蘭和整
個團隊需要解決的。

佩蘭說，卡塔爾直到最後一分鐘才攻入馬爾代夫一球，
而我們入了三球。這個數據讓我們的信心有了一個提升，“無
論如何，我的球員可以在任何時候擊敗對手，我們逐漸找到攻
守平衡，我們的質量沒有問題，即便下周就打這場比賽也沒有
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國足日前在瀋陽迎戰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小組賽第三個對手馬爾代國足日前在瀋陽迎戰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小組賽第三個對手馬爾代

夫夫，，經過經過9090分鐘激戰分鐘激戰，，以以33::00取得勝利取得勝利；；這場勝利讓此前還處於這場勝利讓此前還處於00::00戰平戰平

中國香港窘迫中的國足中國香港窘迫中的國足，，稍稍緩過了點神稍稍緩過了點神。。下月國足將對小組賽下月國足將對小組賽

最強對手卡塔爾最強對手卡塔爾，，主教練佩蘭滿懷信心主教練佩蘭滿懷信心

地豪言地豪言，，球隊能擊敗任何對手球隊能擊敗任何對手。。

新華社電 中殘聯消息，在9月2
日至7日於日本東京舉行的盲人足球亞
錦賽上，中國盲人足球隊獲得亞軍，同
時獲得了2016年里約殘奧會盲人足球

的參賽資格。
本屆亞錦賽上，中國

隊在循環賽中先後以1:0
勝日本隊、1:0勝韓國隊、
2:0勝馬來西亞隊、0:0和
伊朗隊、5:0勝印度隊。在
與伊朗隊進行的決賽中，

中國隊在12碼決勝中以0:1告負。
本次比賽也是2016年里約殘奧會

的資格賽。共有中國、日本、韓國、伊
朗、馬來西亞、印度6支隊參賽，獲得

比賽前兩名的球隊均獲得里約殘奧會入
場券。

建隊九年成績不俗
中國盲人足球隊自2006年建隊以

來取得了不俗的成績，2008年獲北京
殘奧會亞軍，2010年獲盲人足球世錦
賽季軍和廣州亞殘運會冠軍，2012年
獲倫敦殘奧會第五名。2007 年、
2009、2011年、2013年連續4屆獲得
盲人足球亞錦賽冠軍。

據來自郭川航行團隊消息，
正在駕駛“中國．青島”號帆船
穿越東北航道的郭川和他的船員
8日航行到了北緯78°33’25的
位置，雖然距離北極點還有1271
公里之遙，但據船隊氣象專家、
“活航海圖”杜馬爾判斷，歷史
上還沒有人駕駛帆船到過離北極
點這麼近的地方。郭川船隊正在
考慮以此向健力士世界紀錄組織
提出申請。

在法國日夜監視衛星航海圖
的杜馬爾說：“船上這幫傢伙自
己並沒有計劃也沒有意識到今天
會發生了這麼一件歷史性的事

情。”船隊的總經理劉玲玲說：
“這是無心插柳柳成蔭，郭川順
路撿了一個世界紀錄。”如果按
理論上的最佳航線來算，“中國
．青島”號已經完成接近一半的
航程。郭川給大家翻出了一直藏
不捨得吃的寶貝——中國月
餅。郭川帶領國際船員浮槎北
溟，苦中作樂，月餅配伏特加烈
酒，另有一種豪情。

冰山讓船隊熱汗冷汗橫流
不過當天的航行並不全是

歡慶。航速雖然慢，但是一座
冰山讓船隊熱汗冷汗橫流。這

天一天幾乎沒有風，霧很濃。
船員們能從雷達上看見航線周
邊有一些冰，但因為霧太大
了，肉眼看不見。後來紅外線
熱成像儀顯示，冰就在船的正
前方，船隊就行進得非常慢，
直到可以親眼看到它。因為沒
有風，船很難改變方向，徑直
向冰飄過去。船員們意識到再
不動手就要釀成大錯，趕緊全
員作戰，終於成功轉向，繞開
了這個小冰山。事後德國船員
鮑里斯說：“大家頭上出熱
汗，但是手心裡也在出冷
汗。”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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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籃聯官方網站於9日發佈了題
為《老將劉煒重返中國隊》的新聞，正
式公佈了中國男籃參加長沙亞錦賽的12
人名單。國際籃聯的官網顯示，中國男
籃的12人大名單為：趙繼偉、劉煒、
郭艾倫、趙泰隆、丁彥雨航、翟曉川、
易建聯、李根、李慕豪、王哲林、周鵬

和周琦。國際籃聯在文章中說：“老將
劉煒確定將重返中國男籃參加亞錦賽的
陣容。他2002年首次代表中國隊參加
了印第安納波利斯的男籃世錦賽。上一
次他為國征戰還是2012年的倫敦奧運
會，中國男籃在那屆奧運會上五戰皆
墨，排名墊底。”同時還將劉煒的年齡

從35歲錯寫為25歲。
本屆男籃亞錦賽將於9月23日至

10月3日在中國湖南長沙舉行，冠軍將
直接獲得2016年里約奧運會的參賽資
格，第二、三名則可以參加奧運資格
賽。中國男籃與韓國、新加坡和約旦隊
同分在C組。 ■新華社

中國男籃亞錦賽名單公佈

獲盲人足球亞錦賽亞軍
中國隊奪里約殘奧門票

■■郭川船長駕駛郭川船長駕駛““中國中國．．青青
島島””號航行號航行。。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中國．．青島青島””號號
在航行中在航行中。。 新華社新華社

■■申雪申雪((右右))與趙宏博在比賽與趙宏博在比賽
中中。。 香港文匯報新疆傳真香港文匯報新疆傳真

■■卡塔爾卡塔爾((前前))被稱為國足被稱為國足
最強對手最強對手。。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盲人足球隊獲殘中國盲人足球隊獲殘
奧入場劵奧入場劵。。 新華社新華社

■國足主教練佩蘭回答記者提問。 新華社

■■國腳于大寶慶祝國腳于大寶慶祝
得分得分。。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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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袁 田漢做了一套軍
服袁他回到長沙袁就是這副身
着戎裝的模樣遥 圖片來源院長
沙晩報

中新網 9 月 3 日電 今年是中

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70 周年遥 近
日袁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佈了
野我最喜愛的十大抗戰歌曲冶袁叶義勇
軍進行曲曳尧叶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
中國曳 等 10 首經過網絡投票後入

選遥那些慷慨激昂的抗戰歌曲袁曾激
勵千千萬萬愛國將士奔赴民族救亡

的戰場遥以下袁中新網爲您梳理那些
膾炙人口的抗戰歌曲誕生歷程遥

田漢入獄前寫成 叶義勇軍進行
曲曳

叶義勇軍進行曲曳袁也就是我們
今天的國歌袁 最初誕生於 1935年遥
關於 叶義勇軍進行曲曳 詞作創作經
過袁以往有一種説法院田漢創作叶義

勇軍進行曲曳歌詞時袁已被關進國民黨監獄袁田漢的妻子林維中借探監
之機帶出田漢寫作于煙盒錫紙上的歌詞袁並交給聶耳譜曲遥

其實袁叶義勇軍進行曲曳詞作者田漢曾至少兩次在報紙尧雜誌上撰
文稱院野這支歌曲袁我原想寫得稍長袁歌詞寫好後袁因(電影)攝製前袁我即
被捕入獄袁就成爲現在這樣子冶袁野叶義勇軍進行曲曳這支歌是作爲(電影

叶風雲兒女曳中)詩人辛白華叶萬里長城曳長詩的最後一節袁緊附在第十五
節後面的遥 但據孫師毅兄説袁這支歌不寫在(電影梗概的)故事里面袁而
是寫在另一張包香煙的錫紙的襯紙上的袁襯紙被茶葉水濡濕袁字迹模
糊袁他們從襯紙上一字一字抄下來的遥但關於這些袁我的記憶跟字迹一
樣地模糊了冶遥

雖然田漢的記憶模糊了袁但夏衍曾這樣回憶叶義勇軍進行曲曳的創
作經歷遥 夏衍在 1983年報紙中指出院有人誤傳叶義勇軍進行曲曳歌詞寫
在一張包香煙的錫紙的襯紙上袁連田漢本人也模糊了袁其實田漢的叶入
獄曳一詩才是寫在這種襯紙上的遥 在田漢入獄前袁田漢已經交給劇組
叶風雲兒女曳劇本梗概袁梗概野寫在舊式十行紅格紙上袁約十餘頁冶袁野叶義
勇軍進行曲曳這首主題歌袁就寫在梗概原稿最後一頁遥因在孫師毅同志
書桌上躭擱了一個時期袁所以最後一頁被茶水濡濕袁有幾個字看不清
楚了遥 冶

此外袁夏衍還提及另外一件事院作曲家聶耳當時聽到田漢被捕的
消息後袁馬上來找夏衍袁説院野聽説田先生寫的叶風雲兒女曳有一首主題
歌叶義勇軍進行曲曳袁請交給我作曲吧遥 冶夏衍便把譜曲工作交給了聶
耳遥野聶耳以驚人的熱情與速度譜寫了這首曲子冶遥這就是叶義勇軍進行

曲曳詞曲創作的基本經過遥
冼星海 6天 6夜完成叶黃河大合唱曳譜曲

資料圖院光未然渊張光年冤珍貴手稿遥 石艷霞 攝

和叶義勇軍進行曲曳相似袁叶黃河大合唱曳也作爲一首經典歌曲被傳
唱至今遥 這首創作于 1939年的抗戰歌曲由冼星海作曲袁光未然作詞遥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袁冼星海加入上海救亡演劇第二隊袁輾轉各
地宣傳抗日遥 翌年 11月袁奔赴延安袁在魯迅藝術學院任敎遥
就在延安袁叶黃河大合唱曳的詞與曲相遇了遥1939年 1月袁光未然在

呂梁山行軍時不愼墜馬尧左臂骨折袁他被送進延安邊區醫院袁在病床上
寫出叶黃河頌曳曰並在這年的除夕聯歡會上朗誦遥

冼星海在現場聽得野很興奮冶遥 2月 26日袁冼星海到醫院看望光未
然袁説想譜寫黃河頌的大型音樂遥

冼星海的女兒冼妮娜曾回憶袁1939年 3月 26日至 31日袁 冼星海
在簡陋的土窰里連續 6天 6夜完成了叶黃河大合唱曳的譜曲遥

野聽母親講袁六天六夜袁父親創作始終處于亢奮狀態遥 他手握拳頭
一邊唱一邊寫袁不知不覺寫出了 60多頁手稿袁桌上堆成一個小山遥 創
作達到忘我之境時袁父親竟情不自禁地把手中的煙斗敲斷了遥 他把毛
筆桿揷在煙斗上袁長長的煙斗就這樣伴隨着他繼續創作遥 冶冼妮娜説遥

叶黃河大合唱曳延安首演指揮鄔析零也曾回憶冼星海創作叶黃河大
合唱曳的經歷遥 野他正坐在小矮凳上袁把譜紙放在膝蓋上袁湊着菜油燈的
暗黃亮光袁譜寫叶黃河頌曳遥星海興奮地站起來説院耶你來得正好袁八個歌
子袁我已經寫好了七個遥 就是這首叶黃河頌曳太難寫了遥 我譜出了三個袁
但一個也不滿意遥 爷冶鄔析零説袁直到 3月 31日袁他才從冼星海手中拿
到叶黃河大合唱曳的全部清稿遥

鄔析零記得袁這本清稿是用白粉蓮紙抄寫的袁手工裝訂成冊袁小於
16開本袁冊邊整齊如刀切遥 野打開看袁字迹清晰秀麗袁通本一字不塗袁一
字不改袁每個字都在規定的位置上遥 冶

窰洞里野敲盆拍腿冶寫出叶八路軍進行曲曳

同樣是 1939年袁在冼星海叶黃河大合唱曳的影響下袁鄭律成同公木
合作寫出了組歌要要要叶八路軍大合唱曳遥 叶八路軍進行曲曳就是組歌中的
8首歌曲之一遥
據公木生前回憶袁這首歌曲誕生在延安的窰洞里遥 有老戰友説袁他

們是在窰洞里野敲着盆尧拍着腿冶寫出來的遥
這一年冬天袁叶八路軍大合唱曳由鄭律成指揮袁魯迅藝術學院在延

安中央大禮堂首次演出袁獲得了巨大成功遥 作爲叶八路軍大合唱曳中的
一首齊唱歌曲袁叶八路軍進行曲曳逐漸傳唱大江南北遥
周大風 17歲創作叶國際反侵略進行曲曳

資料圖院叶國際反侵略進行曲曳手稿袁現存于寧波周大風紀念館遥圖片來
源院浙江日報
資料圖院叶國際反侵略進行曲曳手稿袁現存于寧波周大風紀念館遥圖片來
源院浙江日報

1945年 9月 2日袁日本政府正式簽署投降書袁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曁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後的勝利遥

這一天袁叶國際反侵略進行曲曳 振奮人心的旋律在全世界 60多個

國家奏響遥 而爲這首歌作曲的是一位 17歲的少年遥
1939年春節前夕袁17歲的周大風在上海的一張愛國報紙上讀到

蔡元培先生撰寫的叶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會歌曳遥
下班回家路上袁周大風細細思量袁覺得歌詞文采雖好袁但略顯艱澀

拗口袁不利于廣泛傳唱遥 當晩袁他就野斗膽冶給蔡元培先生寫了一封信袁
在提建議的同時袁附上了一首自己懷着強烈的愛國激情一揮而就的白
話詞曲稿遥
不久後袁他驚喜地從上海美國商人發行的叶正言報曳和香港出版的

叶星島日報曳上袁看到了自己創作的叶國際反侵略進行曲曳詞曲遥 歌曲被
確定爲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總會會歌袁並譯成多國文字袁世界各國反
日德意侵略集會時一般都會高奏此曲袁氣勢十分磅礴遥
傅庚辰趴炕上寫下叶地道戰曳曲調
雖然中國抗戰已經于 1945年取得了勝利袁 但那 8年的記憶並未

因此抹去遥 上世紀 60年代袁中國仍然涌現出不少經典抗戰歌曲遥 創作
于 1965年歌曲叶地道戰曳就是其中之一遥

作爲這首歌曲的作者袁 當時只有 29歲的傅庚辰爲了創作還曾去

野實地採風冶遥 野那時我去河北冉莊袁看到了驢槽子洞口尧鍋的洞口尧炕上
的洞口噎噎那些地道充分展現了軍民的智慧與勇氣遥 這讓我覺得袁我
原來頭腦中關於地道戰的那些曲調太平淡了遥 冶他回憶道遥
在傅庚辰的回憶中袁這首歌實際的創作似乎只有那么一瞬間遥 他

説院野有一天袁我跟着攝製組出去拍外景袁隨着他們走到村頭袁耶地道戰袁
嘿袁地道戰爷袁不知怎地袁突然之間這個主題就從腦子里冒了出來袁我扭
頭往回跑袁到了屋里頭趴炕上把這個曲調寫了出來遥 冶
傅老説袁當時自己也沒有想到這瞬間的靈感竟然就這樣鑄成了一

首經典遥 而這首經典歌曲一直傳唱至今遥

抗戰歌曲誕生記：冼星海 6天 6夜譜曲 周大風 17歲寫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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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NBA球星驚呆的馬籃球球星驚呆的馬籃球

籃球是壹項受歡迎的運動籃球是壹項受歡迎的運動，，可是騎馬也能打籃球妳敢信可是騎馬也能打籃球妳敢信？？壹壹
起欣賞下馬上籃球運動員們的精彩表演起欣賞下馬上籃球運動員們的精彩表演。。相信就算是相信就算是NBANBA球星球星，，
看了這些人的表演也驚呆了吧看了這些人的表演也驚呆了吧？？

那
些
逗
逼
的
滑
雪
比
賽

那
些
逗
逼
的
滑
雪
比
賽

““SchneetagSchneetag””是壹個德語單詞是壹個德語單詞，，
它翻譯為大雪天它翻譯為大雪天，，SchneetagSchneetag是科羅是科羅
拉多州壹年壹度的趣味滑雪比賽拉多州壹年壹度的趣味滑雪比賽，，選選
手們按照團體參賽手們按照團體參賽，，使用雪橇沿斜坡使用雪橇沿斜坡
滑下沖進池塘滑下沖進池塘，，並試圖在池塘上漂起並試圖在池塘上漂起
來來，，另外另外，，每壹個參賽團體都要有壹每壹個參賽團體都要有壹
個自己的主題個自己的主題，，比如上圖就是以憤怒比如上圖就是以憤怒
的小鳥為主題的小鳥為主題。。

專家：經濟結構持續向好態勢繼續顯現

當前我國PMI指數水準仍然對應經濟運作合理

區間。從未來預期看，隨著“金九銀十”的到來，

消費需求增長有望繼續提升；基礎建設投資相關行

業需求有望回升。隨著重大項目建設的繼續推進和

地方債務置換帶來更多的資金支援，項目建設對下

半年穩增長的支撐作用加強。綜合判斷，下半年製

造業PMI仍將在50%上下小幅波動，整體走勢相對

平緩——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和中國物流與採購

聯合會發佈了8月份製造業和非製造業採購經理指

數（PMI）。

8月份，製造業PMI為49.7%，比上月下降0.3

個百分點，降至臨界點以下；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

數為53.4%，比上月回落0.5個百分點，但仍高於臨

界點。

有關專家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儘管製造

業PMI滑落至榮枯線下方，但經濟結構持續向好的

態勢繼續顯現；非製造業總體上仍然保持穩定增長

態勢。下半年，隨著需求潛力逐漸釋放，我國穩增

長具有基礎性支撐。

8月份，製造業PMI為49.7%，比上月下降0.3

個百分點。這是近6個月以來製造業PMI首次降至

臨界點以下。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

河分析說，製造業PMI回落首先是由於部分傳統

產業繼續加大結構調整，高耗能行業 PMI 為

48.1%，比上月下降 1.2 個百分點，為今年以來

的低點。其次，今年因厄爾尼諾持續發展，多

地受高溫、颱風、暴雨等天氣因素影響，7、8

月份出現洪澇災害，部分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有

所減緩，生產指數為 51.7%，比上月回落 0.7 個

百分點，連續兩個月下行。再次，京津冀等地

加大治理大氣污染力度，主動放慢生產，製造

業 PMI 明顯低於全國總體水準。此外，原油等

大宗商品價格持續走低，製造業國內外市場需求

偏弱。新訂單指數和新出口訂單指數分別為

49.7%和 47.7%，均比上月下降 0.2 個百分點，仍

位於臨界點以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員張立群

表示,8月份PMI指數較上月回落0.3個百分點，表

明製造業增長動力不足，經濟仍存在一定下行壓

力。其中，新訂單、出口訂單指數小幅回落，反

映市場需求不足；採購量、進口和產成品訂單指

數下降，反映企業信心不足，去庫存活動仍在繼

續。

“PMI數據回落有淡季因素影響，在預期範圍

之內，經濟平穩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中國物

流資訊中心專家陳中

濤分析。

記者了解到，在

創新驅動戰略加快

實施背景下，高技術

製造業保持快速發

展 ， PMI 指 數 為

52.2%，高於製造業

總體水準 2.5 個百分

點。從調查來看，電

腦通信電子設備製造

業、鐵路運輸設備製

造業，PMI指數在較

高水準保持上升。

8 月份，非製造

業商務活動指數為

53.4%，比上月回落

0.5個百分點，仍高於

臨界點3.4個百分點，

總體上保持穩定增長

態勢。

在非製造業PMI各單項指數中，商務活動、新

訂單、存貨、供應商配送時間和業務活動預期

指數環比均有所下降，其中，存貨指數降幅最

大，環比下降0.9個百分點；其餘各主要指數環

比均有所上升，升幅在0.3至0.7個百分點之間。

分行業看，服務業商務活動指數為 52.6%，

比上月小幅回落0.2個百分點。今年以來，服務

業商務活動指數始終位於 52.0%至 53.2%區間內

平穩運作。

趙慶河說，8 月份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

小幅回調，主要受金融業商務活動指數回落，特

別是證券業大幅波動影響，但金融業總體仍處

於擴張區間。與居民消費相關的航空運輸、郵政、

住宿餐飲、電信和網際網路等行業反映市場發

展向好，商務活動指數明顯高於臨界點，居民

消費在穩定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不斷增強。

從建築業情況看，儘管繼續受高溫炎熱、

颱風多雨等天氣影響，建築企業生產活動有所

放緩，但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仍處於較高擴張

區間；而且，新訂單指數為53.1%，較上月上升

1.7 個百分點，表明市場需求有所回升，建築業

有望繼續保持較快增長。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副會長蔡進分析說，

8 月份，受建築業淡季回調影響，非製造業商

務活動指數雖有回落,但保持在 53%以上的較高

水準，反映出當前非製造業持續快速的增長態

勢，市場基本面總體向好。

中國物流資訊中心專家武威認為，從非製

造業各行業數據變化來看，仍存在一些積極性

變化。首先，零售、餐飲和住宿業明顯回升，

反映居民消費趨於活躍，隨著“金九銀十”的

到來，上述行業相關消費需求有望隨著旺季來

臨形成共振效應，繼續向好發展。其次，郵政

業和快遞業仍保持較高水準，網路消費熱情不

減。再次，大宗商品批發活動連續兩個月回升，

反映企業持續經營意願較強。此外，隨著重大

項目建設的繼續推進和地方債務置換帶來更多

的資金支援，基礎建設投資相關行業需求繼續

回升，相關項目建設對下半年穩增長的持續推

動力在逐步增強。

“總體來看，非製造業保持持續穩健運

作，市場基本面整體向好，消費和投資對經

濟的帶動作用有望繼續體現。”武威說。

專家指出，當前，我國PMI指數水準，仍然對

應經濟運作合理區間。

不過，製造業PMI數據回落，也反映出當前

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突出表現在市場需求不振。

新訂單指數最近三月持續下降，7、8月份均在

50%以內。企業對市場需求疲軟，訂單不足感受

強烈，反映該問題的企業數量持續上升、比重

增加。

從未來預期看，隨著“金九銀十”的到來，

相關消費需求增長有望繼續提升；基礎建設投

資相關行業需求有望回升。隨著重大項目建設

的繼續推進和地方債務置換帶來更多的資金支

援，相關項目建設對下半年穩增長的支撐作用

加強。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經濟學家連平

分析說，進入三季度以來經濟增長動力減弱，

主要問題是製造業去產能壓力及經濟增長預期

走弱導致需求疲弱，企業生產訂單不足，生產

意願下降。煤價、鋼價、工業產品價格持續下

跌，相關行業面臨的壓力依然很大，企業經營

壓力導致生產預期不足。

連平表示，就目前形勢判斷，下半年外需

回暖有限，企業獲得的新生產訂單難以大幅增

加。近期資本市場波動也帶來產業投資情緒的

低落。不過，年初以來大量穩增長項目將逐漸

釋放帶動需求，財政刺激政策的作用也將逐漸

顯現，房地產市場回暖可能帶動上游相關製造

業鏈條的需求增加。綜合判斷，製造業PMI仍將

在 50%上下小幅波動，整體走勢相對平緩。

製造業PMI回落在預期範圍

非製造業
保持穩定增長態勢

預期指數處於擴張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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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Texas, August 5, 2015)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 leading Asian media
group located in Houston, Texas, with offices in ma-
jor U.S. ci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hold a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
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in Minute
Maid Park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
Houston's community.
The event will honor all those veterans who served in
WWII and will celebrate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
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It is this rich ethnic diversi-
ty that now makes our great city one of the world's
major international melting pots.

Seven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guns of WWII were
silenced, documents
of surrender were
signed and c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broke
into unbridled
celebration with the

end of a global conflict that saw the end of the threats
of tyranny and oppression. And after six years and
one day of great human loss and suffering, the world
was set on a course from which many countries'
political systems were established – many of which
still survive to this day.

Recently, the 69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by
consensus a
resolution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World War II

victory. On June 26,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commemorated the sign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of 1945, marking its 70th anniversary. The
organization was formally chartered on October 24,
1945.
Correspondingly, on October 24, 2015, the United Na-
tions Association in Houston will hold its annual UN
Day event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event will bring together
peace organizations from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highlight the 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create equality, rights and peace.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
tion of the “WWII 70th Anniversa-
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which will at-
tract thousands of ethnic peoples
from multiple backgrounds includ-
ing Jewish, Asian, Latino and Afri-
can and they will represent the
wishes of the whole world for
world pe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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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d Wea H.
Lee,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usical and dance performanc-
es by representative ethnic group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participation of many governmental offi-
cials at all levels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several
branches of the U.S. armed services.
These will include the “ Sound of Soul” Art Group
from Beijing performing – Thousands hands of Guan-
yin, the Bodhisattva of Compassion or Goddess of
Mercy (Sanskrit Avalokiteśvara), Chinese acrobats
and Mask Change (Face Change). There will also be
many singing groups and individual vocalists, opera
singers, international dancers, Instruments, and a
fashion show representative of several local ethnic
groups. MC for the event will be well-known Houston
TV anchor, Shern-Min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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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the largest war in modern history, with more than
100 million military personnel being mobilized and di-
rectly involved in this world conflict. Included in the
sad events of the war were the tragic Nanjing Massa-
cre in China and the Holocaust in Europe.
For the first time Japanese germ warfare was carried
on against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nd finally,
for the first time United States dropped two atomic
bombs on Japan to put a finish to th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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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is and other famous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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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ge-scale
celebrations since Xi
Jinping became
China's top leader.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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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a H. Lee
Houston, Texas
August 2, 2015

For additional details
and sponsorships for the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
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please contact Jennifer Lopez or Angela Chen at
(281) 498-4310, or email at jenniferitc@gmail.com or
angela@scdaily.com.

Away from
the guns
and bullets
on the
battlefields
of World
War II,
China also
courageous-
ly fought
invaders
using words
and ideas.
On Aug 14,
the day
before the
70th
anniversary
marking
Japan's
surrender to
the Allies, a

major exhibition kicked off in Beijing's National
Museum of Classic Books, which is affiliated to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e show looks at the
efforts made by China's literati to safeguard their
homeland.
The Immortal Great Wall displays 1,500 pieces of
text and video files recorded during the war. It is
the library's biggest exhibition of documents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1937-45)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1949.
Wartime diaries, manuscripts, newspapers, pho-
tos, books and short films allow visitors to experi-
ence the war from both sides.
Many Japanese bulletins, brochures and books re-
cording the war have been collected by the library
in the recent years as evidence of 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Japanese troops. Many of these doc-
uments are being shown to the public for the first
time.
The time period covered by the exhibition expands
beyond the eight years the war raged. Files on
regional wars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1931 and in
Shanghai in 1932, are also focuses. The earliest
exhibit dates back to 1928. It is a written document
warning of Japan's ambition to conquer China.
The text refers to an incident that same year, when
Japan massacred thousands of people in Jinan,
capital of
Shandong
province, in an
attempt to influenc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the
exhibition is the
cache of historical
files recording
Chinese efforts to
save precious
ancient books,
preventing them from falling into enemies' hands
or being destroyed.
"The hidden struggle against cultural plunder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the fight on the battlefields,"
says Chen Li, deputy director of NLC.
Many of the collections in NLC (then called Nation-
al Peiping Library) were transported to Hunan and
Yunnan provinces, dodging gunfire. Some were
even shipped to the United Stat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cient book collections
in today's NLC, Zhaocheng Jin Tripitaka, a 12th
century Buddhist canon, was secretly transported
and hidden by Chinese troops in an abandoned
coal mine to keep it out of Japanese hands.

However, some na-
tional written trea-
sures did not sur-
vive the war.
Chen says the
Japanese bombing
of the
Shanghai-based
Commercial Press
in 1932, prompted
many Chinese
literati to join the
frontline of the war movement. China's national
anthem, Volunteers Marching On, was born at that
time.
In 1940, Japan's bombing of Chongqing destroyed
most ancient books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books had been evacuated to Chongqing under
the belief they would be safer there. The
collection's demise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greatest losses i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Opera, literature, film, music and fine arts," Chen
says of the manuscripts on display. "The entire Chi-
nese literati became geared up to create works,
spread patriotism and inspire people all over the
country. Though they may not hold guns, their con-
tributions to the final victory should not be under-
valued."
In a corner of the exhibition hall, visitors are able
to put on headphones and listen to inspirational
melodies.
Screens in the exhibition hall play videos of inter-
views with veteran Chinese soldiers. On a photo
wall next to the screens, pictures are printed in
black-and-white, indicating that these veterans
have passed away since being interviewed.
NLC launched a project to record the oral history
of the war in 2012. Chen says the mission to save

the living
history is
urgent.
A virtual
exhibition has
also been
launched on
the library's
official
website. Last
week, a digital
database of
documents
from the
Tokyo Trials
was launched
online.
The results of
the trials, also
known as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have been
denied by
some people in Japan in the recent years, which,
Chen explains, is one reason in-depth study of the
trials began in 2012.
More than 49,000 pages of trial records, 2,400
pages of written judgments, and other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photos are available on the
database.
"Most of the files are collected from overseas,
which have filled the void in domestic files, and we
also expect the public to provide more evidence to
enrich its content and support relevant academic
studies," Chen says. (Courtesy www.chinadaily.
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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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Soldier On Our
Side,” A Rare U.S. WWII

Propaganda Poste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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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llies Invasion Of
Normandy,June 6th,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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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merican Flag
Being Raised On Iwo
Jima During W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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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rn-Min Chow

U.S. World War II Veterans

International and Cultural Entertainm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Immortal Great Wall
exhibition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displays 1,
500 text and video files

from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1937-45).
[China Daily Photo]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was
convened at Ichigaya Court,

formerly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HQ building, in Ichigaya,
Tokyo. [Editor's Note: This
photographic image was

published before December 31st
1956, or photographed before

1946,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Thus, this
photographic image is considered
to be public domain according to
article 23 of old copyright law of
Japan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
www.cric.or.jp/english/clj/clold.

html) and article 2 of
supplemental provision of
copyright law of Japan.]

How China's "Pen And Paper War"
Helped Fight WWII

A Student Takes A Photo Of
One Of The Displays At The

Immortal Great Wall
Exhibition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Beijing's National Museum of Classic Books Opens Major WWII Exhibition
琅
琊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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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長蘇柔和地看着她袁 笑了笑
道院"好了袁 你的心意我知道了袁不
必着急遥 "

"宗主噎噎"

" 我早就知道你是滑族人袁不
覺得有什么遥

滑國已並入我大樑數十年袁大
部分的滑族子民已與大樑百姓並無

區別袁璇璣公主這樣的反而是少數遥
"梅長蘇淡淡道袁"她也有她的堅持

和她的信念袁 只是看不明自己亡國
的原因袁看不明天下大勢罷了遥

璇璣公主地所作所爲袁 自然有
她的應報袁 但若是因此而遷怒于所
有的滑族人袁就未免失之狹隘了遥

你也不用太放在心上袁起來吧袁
藺晨常説女孩子是很金貴地袁 你這
樣跪着象什么钥 "

宮羽這一段時間爲此心事百般交煎袁常常夙夜難眠袁今天鼓
足了勇氣來向梅長蘇自陳袁卻沒想到會這樣雲淡風輕袁依言站起
身時袁眼圈兒已經紅了遥

梅長蘇靜靜地等候了片刻袁見她一直站着不動袁便又問道院"

還有其他的事嗎钥 "

"宗主噎噎看起來好象有些疲累袁宮羽新譜一曲袁能助宗主
安眠噎噎不知可否噎噎可否噎噎"

"哦袁"梅長蘇地表情甚是淡然袁 點點頭道袁"那就有勞你了

他只是沒有拒絶袁就足以使宮羽心中歡喜袁霞生雙靨袁忙飛快地
去拿了琴來袁先靜心調整了一下氣息袁這才緩緩落坐袁揚腕展指袁
撥動起冰弦遥

新譜曲調舒緩袁如清水無聲袁溫潤寧逸袁加之撫琴者指法超
群袁情眞意切袁聞之果然令人心神安穩袁憂思頓消遥

梅長蘇靠在枕上閉目聽着袁面上地表情並無絲毫的變化袁只
是在片刻之後袁稍稍翻了翻身袁將臉轉向了里間遥

隔壁院子正在幫飛流朝水里泡豆子地藺晨悠悠地聽着袁突
然嘆一口氣袁 提起濕漉漉的手朝飛流臉上彈着水珠袁"小飛流袁
你説説看遥

你家蘇哥哥是不解風情呢袁還是太解風情了钥 "

飛流聽不懂袁只顧着憤怒地擦去臉上的水遥
扭頭不理他遥
這時有些起風袁東邊的天空快速地堆起了深色地雲層遥
越來越厚袁黑黑地壓了下來遥
吉嬸在院中跑來跑去地收衣服袁忙得不亦樂乎遥

溫暖粗糙的手指撫上我的眼角袁輕柔的替我拭去淚水袁我閉着眼睛袁眼睫輕顫抖
動袁卻不敢睜眼看他遥

"何苦噎噎你這般作踐自己袁無非是想讓我心痛遥 "我的眼淚滾落得更多遥
他無奈的嘆了口氣袁腳步聲輕微的響起袁我的心倏地墜落袁仿彿跌進一個無底深

淵袁摔裂成千萬片遥
第二天一大早袁諸貝勒尧大臣尧八固山額眞及六部承政便將此案審定完畢遥 而後

諸貝勒尧大臣等一齊聚集宮門前跪乞院"大汗寬仁盛德袁諸部咸服袁國泰民安遥 一國之
君閉門不理政務袁實在有誤國家大事遥 臣等恭請大汗出宮打理國家政務浴 "幾十號人

擠在宮門前袁大聲反復喊着這句話袁喊了約莫一個時辰袁皇太極終于命人重新開啓宮
門袁令衆人入金鑾殿朝會議政遥

我身子象是被人淘空了般袁腿軟的根本無法下地袁可轉念想到代善命懸一線袁我
若是在這最後關頭無法再爭取一線生機袁只怕將來我會永遠憎恨自己無能遥

掙扎着下床梳洗袁兩眼金星直冒袁太陽穴上突突跳動袁象是有人一直拿錘子在敲
我的腦殻袁疼得我只有噝噝吸氣的份遥

踉踉蹌蹌的走出門袁 身後一大群的宮女太監咋咋呼呼的嚷着 "主子 "袁 驚天動
地遥 我嫌他們啰唣袁板下臉強令他們不準跟出翔鳳樓遥 這會子後宮大小主子都不在袁
全憑我一人説了算袁這群奴才個個漲紅了臉袁卻不敢放膽拂逆了我遥

我幾乎是一步一爬的挪出了翔鳳樓袁短短幾百米的距離袁我卻是用盡了全身的
力氣耗去足足半個多時辰才蹭到了金鑾殿後遥

傍着一棵松樹呼呼的喘着氣袁天空灰濛濛的袁似乎轉眼又要下雨袁頭重腳輕的眩
暈感越來越重袁我甚至覺得再往前踏出一步袁保不準我就一頭栽倒不醒人事遥

視線有點兒模糊袁我強撑着預備往前挪袁金鑾殿外煕煕攘攘的傳出細碎的人聲袁
似乎噎噎我來晩了袁已經下朝了遥

眼前金星亂撞袁我咬緊牙關袁強迫自己不許暈倒遥恍惚間有道模糊的人影在我跟
前一晃袁我下意識的伸出手去袁卻撈個了空遥

"你和代善究竟又是何關係钥 "有個暗啞的聲音低聲的問袁我先還傻傻的聽不明
白袁思維停頓遥

"假如噎噎"那聲音再次響了起來遥我這才辨認出來袁眼前這個人居然是多爾袞遥
"換成是我袁你是否也會這般拼死求情钥 "我呆呆的靠在樹杆上袁靜靜的想了會兒遥如
果換成多爾袞袁我還會這么不依不饒的拼命維護嗎钥

模糊的視線對上他的臉孔袁那張酷似努爾哈赤臉孔袁卻奇特的混合了與褚英神
似眼眸袁造物主眞是神奇袁父子兄弟的遺傳基因居然能這般的相似噎噎

"回夫人的話遥 "琉璃面露難色地説道院"胡昭儀袁她也搬進華林園
了遥 "

"什么钥 "弘德夫人一怔遥
"夫人袁您千萬別動怒遥 "琉璃趕忙説道院"一直沒敢吿訴夫人就是

怕夫人一生氣會影響胎兒遥 "

"放肆遥 "弘德夫人推開琉璃的攙扶袁厲聲駡道院"你們這群狗奴才袁
合着伙來騙我钥 哼袁説袁你們是不是都給胡昭儀收買了遥 "

"夫人袁息怒啊浴 "琉璃與身後宮女們都跪在地上遥
"喵噎"波斯貓又叫一聲袁引起弘德夫人的注意遥 她指着宮女手中

的波斯貓袁冷聲説道院"給我把它殺了遥 "

"夫人袁可是噎"宮女怯怯地説道遥
"殺了遥 "弘德夫人暴跳如雷地吼道院"不是它死就是你死袁去袁給我

殺了袁我要看到它的屍體遥 "

琉璃慧黠一笑袁趕忙上去對着小宮女悄聲説道院"去吧袁先殺一只讓
夫人消消火遥 "

"是遥 "小宮女畏畏縮縮地抱着波斯貓退了下去噎噎
***

"思思袁思思噎"三兩個宮女一邊輕呼一邊朝着弘德夫人的方向走

來遥 弘德夫人坐在花叢中的石椅上袁琉璃簡單地包紮了傷口袁然後陪着
夫人談笑遥一切看似唯美袁卻有不足的地方袁甚至瘆人袁那就是在石椅的
旁邊袁只見一團雪白絨毛的東西躺在那兒一動不動袁仔細一看袁那東西
的下面慢慢流出紅色液體袁染得花叢里一片殷紅遥

"思思噎"一個宮女從花叢里跳了出來袁 看見那團雪白的東西袁於
是撲上去遥

"啊 --"宮女雙手都是鮮血袁嚇得她後退遥
"大膽宮女袁看見夫人盡然不請安遥 "琉璃冷聲喝道遥
宮女雙手伏地袁趕忙叩首念叨院"夫人恕罪遥 "

弘德夫人吹了吹濃茶袁挑眉説道院"嗯袁眞香遥 "

所有宮女全都被血腥味弄得渾身不自在袁 也難爲這個弘德夫人會
對着香茶嘆一句院"眞香遥 "

跪在地上的宮女顫抖着説道院"啓稟噎啓稟弘德夫人袁這一只波斯
貓噎"

"嗯袁我知道袁它叫思思钥 "弘德夫人滿不在乎地説道遥

"也沒遥 "

不過第二天秦予喬抱着上手術檯的心理壓力去看卡羅博士袁結果
事實是比看個感冒還簡單袁 拿了幾瓶安神補腦液之類的東西回來時袁
秦予喬忍不住對陸景曜院"原來這就是專家啊遥 "

陸景曜一手拉着秦予喬袁一手拎着各種補腦液袁回答院"專家都是

幌子袁估計岳母也是被騙了袁結婚後我們一塊出國再看看噎噎怎么樣钥
"

秦予喬點點頭院"也只能這樣了遥 "

陸

景曜扯笑遥
距離婚禮只有十二天了袁第十天晩上排演婚禮現場的時候袁白天

瑜電話來了袁直接打給了秦予喬袁秦予喬親親陸景曜的嘴巴歡樂地出
去接電話了遥

不到五分鐘袁秦予喬回來了袁忍住把手機砸向陸景曜的冲動院"陸

景曜袁你眞他媽的可以袁你噎噎你噎噎居然把卡羅博士調包了浴 "

小番外 --童養媳糖糖

上次睿睿給三胞胎分餅乾的時候袁因爲糖糖少了一塊袁睿睿湊在
糖糖臉上親了親袁小女孩子的臉更是軟綿綿地想棉花糖一樣袁糖糖臉
上還有睿睿最愛聞的橘子香味遥

小睿睿不僅親了糖糖袁用小孩特用的語言流氓了一次糖糖院"你的

臉好香哦袁有橘子味道遥 "

糖糖一張小臉紅撲撲的袁不僅沒有再向睿睿討餅乾袁還把自己的
餅乾給睿睿遥

睿睿也不要袁想了想袁看了看牛牛和皮皮袁然後在皮皮那里拿了一
塊過來遞給糖糖院"糖糖吃遥 "

不開心的皮皮不干了院"糖糖今天沒有吃過橘子袁怎么橘子味遥"説

完袁不相信也上來聞了聞院"根本沒有遥 "

然後牛牛也好奇了袁聞了聞院"沒有橘子味啊遥 "

晩上十一來接自己的老婆和孩子袁皮皮跟爸爸打小報吿説了這件
事院"噎噎但是糖糖沒有吃過橘子袁怎么會有橘子味呢遥 "

然後聽後的十一看向自己開心的閨女袁 發現自己的閨女被陸家
兒子給流氓了遥

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精心的裝扮過自己了噎噎
"妹妹袁你別磨蹭了袁快點噎噎"寧暉興冲冲的跑了過來袁在見到那個

清新美麗的身影時袁聲音頓時戛然而止遥
寧汐本就生的漂亮脫俗袁 再這么稍微一收拾袁 竟然連他都有些驚艷

了遥
寧汐瞄了傻愣愣的寧暉一眼袁莞爾一笑院"哥哥袁你發什么獃袁快些走

吧爹肯定等急了遥 "

寧暉回過神來袁笑着點點頭袁拉着寧汐的手一起走了出去遥
翠環正等的不耐袁待見到精心收拾過一番的寧汐翩然出現袁笑容頓時

有些僵住了遥
這還是那個舉止隨意不修邊幅的小丫頭嗎钥 只是換了身漂亮的衣服

梳了個新發式而已袁怎么就像換了個人钥
寧有方和阮氏都是眼前一亮遥 尤其是阮氏袁喜滋滋的打量寧汐幾眼袁

由衷的贊道院"這才像個姑娘家嘛 "瞧瞧多漂亮多有氣質袁比那些所謂的大
家閨秀貴族小姐也絲毫不差遥

寧汐抿唇一笑袁 在家人欣賞的目光中袁 忽的找到了久違的自信和歡
愉遥

翠環總算回過神來袁走上前來不情願的贊了幾句遥 那份微妙的嫉妒被
隱藏的很好遥

寧汐微微一笑院"我們這就出發吧再不走袁可就遲了遥 "

出了院子袁衆人一起向容府的大門口走去遥 説來也巧袁剛走沒幾步袁就
碰到了出來逛園子散心的容瑤遥

翠環不敢怠慢袁連忙上前行禮問安遥
容瑤漫不經心的嗯了一聲袁眼角余光早已瞄到了寧汐遥 頓時袁那一天

的羞辱和憤怒又一起涌上了心頭袁臉色陰晴不定起來遥
寧有方雖然不樂意見到這位刁蠻任性的容四小姐袁 可旣然這么碰上

了袁也只能陪着笑臉上前打招呼遥
容瑤從鼻腔里哼了一聲院"寧大廚可別這么客氣袁我可擔當不起遥 "

寧有方碰了個釘子袁笑容有些訕訕遥
寧汐最見不得有人撂臉色給寧有方看袁笑容淡了下來袁眸光一閃袁就

待譏諷幾句遥 寧有方像是察覺到她的舉動似的袁急急的回過頭來袁連連冲
她使眼色遥

剛承了容瑾這么大的人情袁轉臉就和人家的妹妹鬧騰袁實在説不過去
啊寧汐只得將到了嘴邊的話又咽了回去遥

容瑤打量寧汐一眼袁眼里迅速的閃過一絲嫉恨袁説出口的話卻更難聽
了院"果然有幾分姿色遥 不過袁我三哥可是京城最出名的美少年袁就憑你這
副模樣袁再過上十年我三哥也不可能看的上你遥 "

這種話對一個少女來説可是赤 luo裸的羞辱了寧有方臉色一變袁眼里
隱隱的冒出怒氣遥

寧汐反而鎮定的多袁嫣然一笑應道院"多謝四小姐提醒遥 我對自己的
身份記得一清二楚袁絶不會生出攀高枝的妄想遥 "

她和容瑾钥 容瑾和她钥
他們根本就不是一個世界的人袁一絲可能都沒有遥容瑤若是以爲這樣

就能羞辱打擊到她袁可就大錯特錯了遥

隨
侯
珠

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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