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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212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星期三 2015年9月23日 Wednesday, September 23, 2015

星期三 2015年9月23日 Wednesday, September 2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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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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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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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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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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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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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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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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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LoanMak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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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婉貞律師歐陽婉貞律師
主任律師主任律師﹑﹑紐約及德州執照紐約及德州執照﹑﹑聯邦德州南區聯邦德州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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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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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首家中國城首家USPSUSPS郵局隆重開業郵局隆重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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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中午，中國城郵局開業慶典在百利大道9440號
208室中國影視店內舉辦。多位休斯頓郵政總局的核心成員出
席了此次慶典，並與中國城郵局負責人王惠萍女士共同剪彩。
其中休斯頓郵政總局代表包括區域經理Brenda Baugh女士，
郵政局長Bobby Collins先生，客服運營經理Jerry Butler女士
，DeMoss郵政所長Pam Davis女士，市場經理Kelvin Dans-
by 先生，零售經理 Dorenda Minifee 女士，客戶專員 Amy
Garza女士，地區零售專員 Shmarilyn Lott-Cassel女士和Al
Alvazer 先生。Brenda Baugh女士主持了此次慶典，Bobby
Collins 先生、Jerry Butler 女士、Pam Davis 女士和 Kelvin
Dansby先生分別致辭，祝賀中國城郵局正式開業。Bobby
Collins先生在致辭中表示，中國城郵局的開業將幫助更多華人
顧客消除語言障礙，從而為提升華人社區的郵件服務發揮積極
作用，他們將給予一切必要的協助以幫助中國城郵局壯大業務
。

王惠萍女士在發言中感謝郵政總局的全力支持並強調中國

城郵局的開業結束了休斯敦華人在美國郵局寄件難的問題。中
國城郵局的經營理念是省時、省錢、安全、便利、服務至上。
中國城郵局與USPS聯網，同價格同保障。郵局服務人員采用
中英文雙語交流，將為顧客建議和提供最佳郵遞方式。營業時
間為周一至周六早上九點至下午六點，報稅結束日營業時間延
長至晚上八點。《僑報》休斯敦分社負責人鄭直先生代表社區
發言並強調了中國城郵局的開業是華人社區的福音。

今日到場祝賀的貴賓還包括：石山地產負責人伯尼麗香女
士、華夏中文學校校長關麗華女士、恒豐銀行公關周明潔女士
、金城銀行人事經理Gail Yang女士，公關Terry Ho女士、華
美銀行首席副總裁林起湧先生、中華老人協會會長趙婉兒女士
、美中商業聯盟副主席孫宏宇先生、幸福讀書會會長Cindy Lin
女士、休斯敦華人媒體代表、黃雅靜會計師事務所同仁及其他
華人代表等，他們對於中國城內能有一家華人服務的郵局表示
高興，並相信中國城郵局未來將為華人朋友提供更多的方便。

隆重開業了隆重開業了！！

市場經理髮表講話市場經理髮表講話。。

中國城郵局負責人王老師中國城郵局負責人王老師（（左左））和郵政和郵政
局長局長Bobby CollinsBobby Collins（（右右））一起切蛋糕慶一起切蛋糕慶
祝開業祝開業！！

中國城郵局創始人王老師為創辦郵局付出了很多心血中國城郵局創始人王老師為創辦郵局付出了很多心血
，，今兒個開業真呀真高興今兒個開業真呀真高興！！

休斯敦郵局總部派出了強大的陣容來賀喜休斯敦郵局總部派出了強大的陣容來賀喜，，可見對中國城可見對中國城
郵局的重視程度郵局的重視程度。。

區域經理接受采訪區域經理接受采訪。。

郵政局長郵政局長Bobby CollinsBobby Collins先生接受電視採訪先生接受電視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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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華夏學人協會陸晶會長和休斯敦華星休斯敦華夏學人協會陸晶會長和休斯敦華星

藝術團鮑玲團長接受國僑辦特派的藝術團鮑玲團長接受國僑辦特派的““文化中國文化中國

，， 齊風魯韻齊風魯韻””藝術團長頒發獎牌藝術團長頒發獎牌、、中國駐休斯中國駐休斯

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觀禮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觀禮
濟南市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李保良演唱濟南市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李保良演唱

《《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選段迎來春色換人間選段迎來春色換人間

濟南市歌舞劇院優秀青年歌唱家牛禎演唱濟南市歌舞劇院優秀青年歌唱家牛禎演唱《《彈起我彈起我

心愛的土琵琶心愛的土琵琶》》 《《鴻雁鴻雁》、》、 伴舞濟南市歌舞劇院舞伴舞濟南市歌舞劇院舞

蹈隊蹈隊

20152015國慶綜藝晚會國慶綜藝晚會-- ““文化中國文化中國.. 齊風魯韻齊風魯韻”” 在在Stafford CenterStafford Center舉行舉行

大休斯敦地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休斯敦地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6666週年的國慶綜週年的國慶綜
藝晚會將於藝晚會將於99月月1515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晚七點半在晚七點半在Stafford CentreStafford Centre
舉行舉行。。今年的國慶綜藝晚會主題為今年的國慶綜藝晚會主題為““文化中國文化中國，， 齊風魯齊風魯
韻韻””濟南市歌舞劇院舞蹈隊表演舞蹈濟南市歌舞劇院舞蹈隊表演舞蹈《《天地喜洋洋天地喜洋洋》》

中國國家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袁慧琴中國國家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袁慧琴

和中國國家京劇院優秀青年京劇演員劉壘和中國國家京劇院優秀青年京劇演員劉壘

演唱演唱《《沙家沙家浜浜》》選段軍民魚水情選段軍民魚水情

美籍華人女高音歌唱家吳沁演唱歌曲美籍華人女高音歌唱家吳沁演唱歌曲《《美麗家園美麗家園》》

《《我的深情為你守候我的深情為你守候》》

國慶綜藝晚會由休斯敦華夏學人協會和休斯敦華國慶綜藝晚會由休斯敦華夏學人協會和休斯敦華

星藝術團共同主辦星藝術團共同主辦、、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

民大使民大使、、副總領事李桂喜副總領事李桂喜、、華夏學人協會陸晶會長等華夏學人協會陸晶會長等

與演出人員合影與演出人員合影

濟南市曲藝團國家一級演員姚忠賢濟南市曲藝團國家一級演員姚忠賢、、 楊珀表楊珀表

演山東琴書演山東琴書《《正反話正反話》《》《偷年糕偷年糕》》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國家一級演奏員王清泉表演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國家一級演奏員王清泉表演

薩克獨奏薩克獨奏《《我心永恆我心永恆》》

專業精彩的歌舞表演贏得滿堂喝彩專業精彩的歌舞表演贏得滿堂喝彩

本報記者孫雯報道

美國德州廣東總會成立美國德州廣東總會成立1212周年慶典暨新舊會長交接晚宴周年慶典暨新舊會長交接晚宴

（左起）美國德州廣東總會新會長商粵生，董事會主席陳
灼剛，China Star女企業家Sally，陽光地產董董事長，山
東同鄉會總會長孫鐵漢。

（休斯頓孫雯訊）2015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晚六時三十分在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72的珍寶海鮮餐廳隆重舉行美國德州廣東總會成立12週
年慶典。當晚，德州州眾議員吳元之（Gene Wu）、武修伯(Hubert Vo) 等嘉賓以
及各華人社團代表等近千人應邀出席。會上, 美國德州廣東總會新舊會長商粵生,
徐松煥在休斯頓總領館僑務主任和各僑界的監督下完成交接儀式。

德州廣東總會前任會長徐松煥在慶祝晚宴上致辭感謝僑社各位朋友的到場支
持。他表示，廣東總會自2003年成立以來，經過全體董事會的諸多努力，在休斯
頓各界的關註支持下，得到許多休斯頓僑界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 12年來，廣東
總會致力於加強中美兩國經濟、科技及文化藝術等領域發展，積極幫助亞裔人士
融入美國主流社會。今天，9月18日，也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在這裏，我們不忘
國恥，緬懷先烈，珍愛和平，為中美兩國人民友誼的長久而努力奮鬥。

德州廣東總會前任會長徐松煥表示德州廣東總會成立的宗旨就是為社區華人
服務，爭取華人福利。當晚，德州廣東總會也準備了一系列極具廣東文化傳統特
色的表演節目，有廣東傳統戲曲，歌唱表演，粵劇，傳統舞蹈及女高音演唱。此
外，德州廣東總會還收到中國國務院僑辦，廣東省僑辦、僑聯、廣州市僑聯等也
都發來賀函，對德州廣東總會成立12周年表示熱烈祝賀。當晚，德州廣東總會前
任會長徐松煥與新任會長商嶽笙進行了職務交接。

休斯敦市長代表,吳元之德州州眾議員,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房振群僑務組長,鄧賽英領事,賈西亞市長侯選人夫婦,
金城銀行黃國樑總經理夫婦,候秀宜公關,行員,美南銀行盧建昌資深副總裁,行員,恆豐銀行張永男執行長,行員,國泰銀
行王吟昭,行員,潮州會館,福建同鄉會,山東同鄉會,香港會館,上海聯誼會,楊俊義太極館,黃氏宗親會,汝楨藝苑,東北同
鄉會,內蒙古同鄉會,安良工商會,浙江同鄉會,華人石油協會,華夏學人協會,徐建勛律師,蔡保羅醫生,女企業家協會,安徽
同鄉會,華裔聯盟,華夏中文學校,陽光地產,雲吞,MiniBank,劉曉,Joe Ding,小魚兒Zoe,平安旅行社,六福,馨韻合唱團,中
國人活動中心,藝豐裝潢,廣東總會敬老桌,廣東總會徐松煥,商粵生,鄭國祥,林泰,龔燕婕,Vicky Zhang,Lisa,Jenny,Joanna
Xie,亞美Chris,Andy,Gina,Leona,休士頓吃喝群,JP Lee,傑瑞公司,ChaseBank,警民及大學生校友會共800位中外僑界人士
參加美國德州廣東總會成立12週年慶典暨會長交接儀式,場面熱鬧,氣氛溫馨.

（（左起左起））美南新聞新媒體負責人孫雯美南新聞新媒體負責人孫雯，，美國德州廣東總會新會長商粵生美國德州廣東總會新會長商粵生，，著名著名
地產經紀人地產經紀人Vicky ZhangVicky Zhang，，僑報著名記者僑報著名記者，，舞蹈家舞蹈家SherrySherry，，地產精英地產精英Anita.An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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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服務德州已超過25年了﹗
SAM SHUMSAM SHUM岑偉文岑偉文

CPA﹐MBA﹐CPCU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精通﹕國﹑粵﹑英﹑越﹑潮﹑臺語

營業﹕星期一至五 9AM-6PM
星期六 9AM-2PM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777-9111713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免費詢問免費詢問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健康保險

●初學者﹐年青駕駛者﹐有罰單
和車禍者﹐價比別家更優惠

●屋主﹑兩車以上﹑續保﹑良好記錄
者﹐保價特優

●最好的保費 ●完善的保障
●多家A級公司 ●比一下就知

●新房子(_15%)﹐防火保安系統
(_20%)沒不良記錄或車子同
一家公司保價特優

● 餐館﹑旅館﹑購物中心﹑辦公樓﹑勞工
保險等等, CGL,BONDS,商業車﹐
公寓等等﹐各類商業保險價錢特優

商業保險

汽車保險

房屋保險

Bellaire Auto Services & Collision
地址：76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Bellaire & SW Freeway）萬 利 車 行

誠信可靠……高能技師……技術一流……工作保證……價格合理……服務親切……嶄新設備

一 條 龍 維 修 服 務 中 心

．．完整檢測汽車中心
．．引擎調整
．．原廠配件
．．剎車、防凍液、傳動系統
．．方向盤及僻震器

．．皮帶、水喉
．．電池、開動器及整流器
．．防止損壞定期檢驗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價位保證滿意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AM-6:00PM

電話：713-484-7777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請攜帶保險卡）

○誠徵有經驗的修車技師

鈑金部
免費估價

傳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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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张小娴渊Amy Cheung袁1969 年 11 月 3
日要要要冤袁在香港出生袁祖籍广东

开平遥是以言情小说和散文见长的作家遥 95年推出第一
部长篇小说叶面包树上的女人曳而走红文坛袁是继亦舒之
后袁香港最受欢迎的言情小说家遥 1997年开始长居香
港畅销书首位袁被称为都市爱情小说的掌门人遥
张小娴在香港浸会大学就读袁主修媒体学遥 1985大

学时代袁她边工边读袁在香港无线电视台任当编剧袁5年
之后转工去亚洲电视袁1993年偶然为编剧协会替 叶明
报曳撰写两则专栏袁得到赏识袁开始在叶明报曳先以叶娴言
娴语曳后用叶贴心感觉曳开专栏袁1994年第一部小说叶面
包树上的女人曳在叶明报曳上连载袁一炮而红袁1995年结
束 10 年编 剧生涯正

式成为专职 作家袁1995
年 6 月 在 叶 苹 果 日
报曳 开专栏 野 禁 果 之
味冶袁随后加 盟皇冠出

版社袁 并于 当年出版

叶 三 个 ACup的女
人曳袁成功地 打动了港

台 读 者 遥 1997 年 5
月袁 她出版 的叶荷包里
的单人床曳一书袁除打进香港畅销书排行榜首之外袁还持
久走红新加坡及马来西亚遥 之后袁她的叶再见野鼬鼠曳尧
叶不如袁你送我一场春雨曳尧叶三月里的幸福饼曳及叶汉仔夫
妇曳系列作品相继问世袁销量数以十万计袁张小娴风头席
卷全球华文地区袁直逼国际出版市场遥 1998年她创办了
香港第一本本土女性杂志叶AMY曳袁任总编辑至今袁现为
香港皇冠出版社签约作家袁为叶经济日报曳撰写专栏袁是
香港著名的畅销言情小说家遥
张小娴的文字在华文世界作为爱情格言被广泛引

用遥全世界华人的爱情知己遥她以小说描绘爱情的灼热
与冷却袁以散文倾诉恋人的微笑与泪水袁至今已出版超
过四十本小说和散文集遥 她对人性的洞察袁使她开创了
一种既温柔又犀利的爱情文学遥 每一字句都打到心坎袁
让数以千万的读者得到疗愈袁而我们也能从她的作品中
豁然明白袁爱情的得失从来就不重要袁当你舍弃一些袁也
许得到更多袁只要曾深深爱过袁你的人生将愈加完整遥
张小娴在叶荷包里的单人床曳的一句院野世上最遥远

的距离袁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袁不是天各一方袁而是我就站
在你面前袁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遥冶由于被误为泰戈尔的作
品袁而一度引发争议遥 其后张小娴于个人网志澄清有关
文字是确实由她亲手写的遥

人物影响
张小娴以她独特的言情格调在香港文坛占有不可

忽略的一席之地遥 她的小说反映了新时代女性的情爱
观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90年代女性的情爱观遥她的
创作在给予自己希望的同时带给了都市女性读者爱情

的希望袁传达了年轻女性相信爱情尧追寻爱情的心声袁因
而受到追捧与热读遥

经典语录
失望袁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袁因为有所期待所以才

会失望遥 因为有爱袁才会有期待袁所以纵使失望袁也是一
种幸福袁虽然这种幸福有点痛遥
世上最凄绝的距离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袁互不相

识袁忽然有一天袁他们相识袁相爱袁距离变得很近遥然后有
一天袁不再相爱了袁本来很近的两个人袁变得很远袁甚至
比以前更远遥
我以为爱情可以克服一切袁 谁知道她有时毫无力

量遥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袁然而袁制造更多遗
憾的袁却偏偏是爱情遥 阴晴圆缺袁在一段爱情中不断重
演遥 换一个人袁都不会天色常蓝遥
如果有一天袁我们要分手袁请不要让我在余生再见

到你浴 深情是我担不起的重担袁情话只是偶然兑现的谎
言遥我爱你袁为了你的幸福袁我愿意放弃一切--包括你遥

爱火袁还是不应该
重燃的袁重燃了袁从前
那些美丽的回忆也会

化为乌有遥如果我们没
有重聚袁也许我僣带着
他深深的思念洽着袁直
到肉体衰朽曰 可是袁这
一刻袁我却恨他遥 所有的美好日子袁已经远远一去不回
了遥
追求和渴望袁才有快乐袁也有沮丧和失望遥经过了沮

丧和失望袁我们才学会珍惜遥你曾经不被人所爱袁你才会
珍惜将来那个爱你的人遥
如果情感和岁月也能轻轻撕碎袁扔到海中袁那么袁我

愿意从此就在海底沉默遥 你的言语袁我爱听袁却不懂得袁
我的沉默袁你愿见袁却不明白遥

创作特点

张小娴讲述了

这个城市中不断上

演的各种爱情故

事袁 展现其中的情
感波澜袁 并对爱情
做出自己独特的阐

释院野爱情本来就是
含笑饮毒酒冶遥在张
小娴的小说中袁主
人公们就是这样以

含笑饮毒酒的方式追求着爱情尧失望于爱情袁并在
这种愉快而痛苦的历程中展示出对都市情爱别样

的感悟遥
张小娴笔下的小说人物相信爱情的真实存在袁

相信真爱的纯洁袁所以追寻爱情袁甘愿喝下爱情这
杯野毒酒冶遥 张小娴相信并追求爱情袁认为爱情是生
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袁甚至认为野爱情是自我提升和
自我圆满冶袁即把爱情提到了与人生同等的高度袁感
悟爱情即领悟人生尧完善自我袁赋予了爱情以人生
的意义遥
把爱情提升到与人生同等的高度袁张小娴以其

小说告诉我们袁爱情是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袁没有
爱情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袁所以在她的作品中一直强
调着追求爱情这一主题袁几乎所有的小说人物都在
追求自己的爱情遥
张小娴小说中的女性对爱都执著追寻袁因为她

们有自己的事业袁经济独立袁不必依附男人生活遥
中国传统的宗法父权统治思想阻碍了女性个性尧人
格和自主空间的发展遥 张小娴小说中的现代女性
有着与男性同样独立思考个体生命价值的愿望和

能力袁她们不再像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和亦舒笔下的
喜宝那样依赖男人和婚姻生存遥
抒写对爱的追寻和对爱情的失望几乎是大多

数爱情尧婚恋小说共同的主题之一袁这一主题在张
小娴笔下也表现得尤为突出遥如叶面包树上的女人曳
中程韵袁以为爱情是人生的全部袁爱上了一个有才
华但一直用情不专的林方文遥 林方文一次次的出
轨让程韵心灵承受一次次被伤害的刺痛遥 两人一
次次的争吵尧分手始终无法磨灭彼此心中的爱意袁
他们分手后都无法忘记对方袁当误会一一消除时袁
两人再度和好遥 程韵在与林方文的恋爱中屡受挫
折与失望袁但她心底渴望的依然是林方文的爱遥 即
使被背叛袁她也仍然相信爱情袁追寻爱情遥 爱情的

路上袁本来就不能一直如愿袁痛苦与愉快纠缠其中遥
面对失望袁新时代女性仍然选择相信爱情袁为爱沉
溺袁享受爱情带给她们的欢愉与痛楚遥 也许在爱情
中承受的失望会比爱情来得更加刻骨铭心袁但是新
时代女性认为这将会是人生的感悟袁自我的成长遥

艺术特色

张小娴的小说篇幅短小袁情节简单遥 单行本正
常也不过几万字袁加上插入的精美图片和成片的空
白间隙也还仅仅是本不厚的小书遥 但这种装帧精
美简洁的小书无疑非常适合繁忙大都市中的白领

们闲暇时翻看遥 小说情节也不复杂院平实而自然地
把爱情生活中的日常琐事娓娓道来袁其关注点野爱
情本身冶就在日子清澈的流动中有意或无意地发生
着变化遥 从爱情的不期而遇到最后烟消云散袁期间
没有传统言情小说的曲折离奇袁没有阴差阳错的巧
合误会袁没有反复痴缠的爱恨纠葛袁更少有一个绕
一个的矛盾与冲突遥 一个个故事的发生发展只是
最简单不过的过程袁但在她笔下的情境中显得更为
真实和深刻遥
其次袁小说中的爱情故事都发生在繁华喧嚣的大都
市香港袁稍微变换一下时间或地点背景袁都将影响
到小说情节的发展或者人物形象的塑造袁都有可能
不再成其为张小娴的小说遥

张小娴小说中经常出

现爱情的残缺袁结局的不美
满遥那些往往不是因为外办
的干扰破坏或生老病死的

影响袁而是因为爱人间主观
上内在感情的变化遥他们彼
此都太理智袁 看得太清楚袁
不是因为外人的破坏或双

方的误解袁而恰恰是因为两
个人太熟悉尧太了解袁当彼此不再有相爱的感觉时袁
他们选择清醒而理智地结束一段感情袁决不拖拉纠
缠遥
张小娴习惯用第一人称袁 即以 野我冶 的眼光袁

野我冶的故事的感情袁野我冶的口吻来叙述一个个千变
万化的爱情遥 她的小说中很少只写一对男女的一
段爱情袁而常常是多个形形色色尧零散但绝不孤立
杂乱的爱情故事的结合体遥 这些作品往往以野我冶
为中心袁串联起所有的故事遥

野我冶这个中心既可以纵向延伸袁写出野我冶从时
间跨度上经历过的一段段爱情曰又可以横向延伸袁
先是与野我冶有关的恋人尧朋友的爱情袁然后是恋人尧

朋友和朋友的恋人的爱情故事袁而且这些人物的爱
情还会交义重合袁它们彼此相连袁一环紧扣一环袁这
形成的是一张井然有序的网遥张小娴就像是一位手
艺精湛的工艺家袁从容自若尧不慌不忙地编织着一
段段真实而凄迷的情缘和爱恋遥
可以发现野我冶多是女性的代言袁这反映了在张

小娴的小说中袁她一贯使用女性视角遥 作者以女性
特有的眼光来看世间男女尧看形形色色的爱情遥 略
带局限性的视角所及的视野也会非常有限袁但却无
疑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袁使读者更容易融入到主人
公的内心深处袁同时与作品中的叙述者达成某种情
感默契袁而使读者产生亲临之感遥
男性形象在张小娴的小说中很少被突出刻画袁

他们一般都是作为女主人公爱情的陪衬遥在作者的
女性视角的支配下袁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往往是作为
女性眼中的男性出现的遥虽然她们心中也渴望理想
男性的出现袁 但小说现实中的男性形象仍然不完
美遥

与其他传统言情小说

作家相比袁在叙事时袁张小
娴更喜欢用平白直叙的白

描手法遥 她很少用复杂的
修饰词和繁杂的细节描写

内心世界的情感袁 而往往
代之以最简单尧 最平实的
日常语言清楚明白地叙述

故事本身袁 还不太喜欢引
用诗词和名言典故曰 在叙
述时避免插入讲述者自己

的评论或大段的抒情描写袁她更多地用人物之间简
短的对话和少量的动作描写来表现情节的发展和

人物的情感变化遥 这种客观叙实的表现手法袁使她
的小说语言显得真实自然袁但却不失细腻遥
小说中的语言显然算不上优美华丽袁且因少了

几分精雕细琢甚至显得有些平凡和清淡袁但读来却
十分自然流畅袁有一种平凡的张力遥事实上袁这种看
似随意的语言正是张小娴小说语言的独到之处袁貌
似信手拈来袁实则醇厚圆熟尧余味无穷袁是经过作家
精心提炼的遥

张小娴的散文大多采取客观叙实的写作方式袁
较少掺人个人感情色彩袁但从某些作品中也隐约透
露出作者的暖昧立场遥张小娴的散文描写现代都市
生活中的平常琐事袁以爱情为重心袁品评女人尧男人
与世界的奇妙关系袁理应归入野小女人散文冶之列遥

写尽爱的味道
关于爱情

1994年袁张小娴因连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叶面
包树上的女人曳而声名大噪袁迅速走红文坛袁是继琼
瑶尧亦舒之后袁两岸三地最受欢迎的爱情小说家遥她
写的爱情故事感动了无数读者袁她的一句院野世上最
遥远的 距 离 袁
不是生 与死的

距离 袁 不是天

各 一 方 袁 而
是我就 站在你

面前 袁 你却不

知道我 爱你遥 冶
也广为 流 传 遥
她一席野爱即欲望冶的论断为我们点开了爱情赤裸
裸的现实真相袁如今婚姻法的修订以及坐宝马还是
骑单车的争论令人深思袁 对此袁 张小娴平静地问院
野你有房子袁但是人没有了袁你还是很快乐吗钥 冶
张小娴古往今来袁房子的所有权仿佛就意味着

安全感袁大多数的女人在面对着竞争的压力和生活
的挑战时袁不得不寄希望于婚姻袁渴望其能够为自
己提供物质的保障遥 而在张小娴看来袁女人所需要
的爱和安全感并不是非得靠男人来给予的袁而是可
以通过女人们自己的努力来创造和收获遥
说出爱的真谛野我不需要帅哥冶
金庸先生说得极为中肯院野关于爱情袁你应该问

张小娴遥 冶但是袁关于张小娴的爱情袁却很少有人问
出答案遥这个似乎已经看透爱情的女子却很难被别
人看透袁她从不接受香港媒体的采访袁也极少出现
在电视节目上袁她低调地写着小说尧办着杂志袁勤于
更新博客尧微博袁也时常在网上与读者们互动袁但是

她似乎永远都是在解答别人的爱情问题遥 在张小
娴笔触细腻的文字和难以计数的爱情金句背后袁这
个写了近 20年野爱情冶的女作家自己的爱情故事又
是怎样的呢钥 网络上曾流传着与她的小说叶面包树
上的女人曳如出一辙的野张小娴的爱情故事冶袁不知
名的人还冒名写了所谓的野张小娴自传冶遥 在访谈
中袁 张小娴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院野这些都是假
的浴 冶她坦言袁小说是完全虚构的创作袁或许有些情
节和场面是的确她曾经经历过的袁但那也是因为作
家们已融入创作袁 难以看清现实与小说中的分野
了遥
或许袁张小娴自己的故事袁是这样的遥从前有一

个女孩袁名叫张小娴袁她一向很独立尧喜爱运动尧也
写的一手好作文袁她继承了妈妈冷静的性格袁也拥
有了爸爸的感性气质袁更重要的是袁她从小就清楚
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男人遥 由于父亲是一位
英俊潇洒并有些浪荡气息的男人袁她深刻明白袁自
己并不需要一个帅哥袁同样也不会爱上一个浪子袁
因为这两个特点袁她都能轻而易举地从父亲身上看
到遥 当被问及她对男人的要求时袁她毫不避讳地表
示自己对男人的要求都很基本--聪明尧善良尧有才
华袁但归根到底袁爱情袁要需要看机遇遥

高中毕业后袁 在 TVB担任编剧的她认为写爱
情片段比写打麻将的事更能引起自己的兴趣袁就这
样写着写着袁19岁那年袁张小娴袁初恋了遥在她的青
春记忆里袁初恋是个错误遥 那时候袁年轻的她以为
这个人尧这段情就是理想的爱情袁但后来袁她觉得自
己错了遥
张小娴作品父亲曾告诉她院野天下没有不散的

筵席遥 冶正是这句话袁让张小娴的爱情观蒙上了一

层淡淡地悲观情怀遥 在访谈中袁她平静地述说着院
野爱情袁最后都是要分开的遥 人生的无常就是这样袁
尽管你今天很幸福袁但是两个人之中总有一个会先
离去遥 冶被她看透的爱情让她成为爱情天后袁早早
的经济独立不仅让她可以更纯粹地寻找真爱袁也让
她拥有了更大的写作空间袁21 岁就独自买房的她
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资本袁只要有了资本尧
有了底气袁就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去选择袁不需要为
任何现实的条件而选择爱情遥

这 20 多年来袁有
趣的是袁许多将张小娴
奉为野爱情导师冶的读
者拿着她的书去谈恋

爱袁 早已谈成结婚袁而
她却单身至今遥 在张小
娴的心里袁自己从来就
不是爱情导师袁而爱情
唯一的导师即是爱情

本身遥 经历过尧感受过尧
体验过尧思考过袁才会最终明白最适合自己的人是
什么样的尧最需要追求的人生是什么样的袁当这一
切都明了的时候袁我们对爱情的理解也就拨云见日
了遥
在谈及过去的恋情时袁 她的潇洒令人佩服袁一

句野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冶展现出了面前这个看起来
柔弱文静的女子无比强大而坚定的内心遥 在张小
娴的爱情经历中袁最令她珍惜的还是那些细微而平
常的生活细节袁有感动尧有浪漫尧有欢笑也有泪水袁
于她而言袁最美的爱经得起平淡的流年袁最浪漫的
事就是长相厮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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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琳芃張琳芃
別名別名：： 中超拉莫斯中超拉莫斯

國籍國籍：： 中國中國

民族民族：： 回族回族（（母方為回族母方為回族））

出生地出生地：： 山東濟南山東濟南

出生日期出生日期：： 19891989年年55月月99日日

身高身高：： 11..8686米米

體重體重：： 7878公斤公斤

場上位置場上位置：： 後衛後衛、、防中防中

信仰信仰：： 伊斯蘭教伊斯蘭教

主要獎項主要獎項
20072007年年““濰坊盃濰坊盃””足球邀請賽亞軍足球邀請賽亞軍

20082008年卡塔爾八國邀請賽第四名年卡塔爾八國邀請賽第四名

20122012年中超聯賽冠軍年中超聯賽冠軍

20122012年中國足協盃年中國足協盃、、超級盃冠軍超級盃冠軍

20132013年中超聯賽冠軍年中超聯賽冠軍

20132013年亞洲冠軍聯賽冠軍年亞洲冠軍聯賽冠軍

20142014年中超聯賽冠軍年中超聯賽冠軍

據搜狐體育消息，中
國足壇名帥高洪波已與荷
甲聯賽的海牙俱樂部簽
訂了一份為期一年的
工作合同，擔任海牙
俱樂部的助理教練。目

前高洪波正在家中等待荷
蘭簽證。如果一切順利，本周六就將離開北京飛赴荷蘭。
此前從國家隊下課之後，現年49歲的高洪波曾獲塔吉克斯坦邀

請擔任該國國家隊主教練，但是考慮到各方面因素，高洪波最後選擇
放棄。

不過，今次前往荷蘭執教，高洪波顯得非常興奮。因為在他看
來，此次荷蘭之行既是展示中國教練員水平的一個平台，也是近距
離向歐洲高水平聯賽學習的難得契機。“荷蘭足球風格一直是我非
常喜歡的，這也是我選擇前往荷蘭的原因，之前確實也有其他有

中國資本介入的俱樂部找過我，想給我提供前往歐洲執教的
機會，但最後還是選擇了荷蘭，一方面是這個原因，
另外一方面，荷蘭足球的青訓也非常吸引我的。”
目前高洪波等待簽證，預計周六啟程前往荷蘭，

開始全新的教練員生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高洪波高洪波任荷甲任荷甲海牙海牙助教助教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敖敏輝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州報道））被恒大老闆許家印稱為被恒大老闆許家印稱為““中國拉莫中國拉莫

斯斯””的恒大後防核心張琳芃的恒大後防核心張琳芃，，將有機會和皇馬真正的拉莫斯並肩作戰了將有機會和皇馬真正的拉莫斯並肩作戰了。。消息消息

顯示顯示，，在在2121日廣州打吡開打之前日廣州打吡開打之前，，廣州恒大老闆許家印與皇馬主席佩雷斯廣州恒大老闆許家印與皇馬主席佩雷斯

簽署雙方深化全面戰略合作具體事項協議簽署雙方深化全面戰略合作具體事項協議。。根據這份協議根據這份協議，，恒大後衛張恒大後衛張

琳芃將在今年冬天免費租借至皇馬琳芃將在今年冬天免費租借至皇馬。。2121日晚日晚，，張琳芃親口證實了此張琳芃親口證實了此

事事。。他表示他表示，，在這之前在這之前，，他仍將把國家隊他仍將把國家隊（（國足國足））和俱樂部的比和俱樂部的比

賽放在第一位賽放在第一位，，拿出狀態打好比賽拿出狀態打好比賽。。

■■張琳芃終有張琳芃終有
望圓留洋夢望圓留洋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恒大主席許家印恒大主席許家印（（左左））與皇馬與皇馬
主席佩雷斯簽訂協議主席佩雷斯簽訂協議。。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名帥高洪波中國名帥高洪波。。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琳芃張琳芃（（右右））仍將聯賽及國家仍將聯賽及國家
隊比賽放在第一位隊比賽放在第一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廣州恒大21日晚與廣州富力的打吡戰，恒大老
闆許家印並未如往年一樣出現在現場，記者

賽前得知，前兩日，許家印已帶隊赴西班牙，與
西甲豪門皇家馬德里敲定雙方進一步細化合作的
條款。21日，皇家馬德里足球俱樂部與恒大集團
正式就深化戰略合作的具體事項舉行了簽約儀
式，皇馬主席佩雷斯與恒大董事局主席許家印出
席，並代表雙方簽約。

轉會英超車路士無疾而終
據媒體報道，此次簽約，意味着雙方深化全

面戰略合作關係，恒大或將成為皇馬在中國唯一
合作方，雙方合作領域將更加寬廣。其中，雙方
球員交流方面的合作率先披露。來自西班牙媒體
的報道，許家印親自出面與佩雷斯商定，明年1月
的冬季轉會窗時期，恒大後防中堅張琳芃將無償
租借到皇馬。報道甚至指出，這次許家印甚至得
到了“老佛爺”的承諾，張琳芃將肯定可以在皇
馬獲得出場機會。
事實上，這已不是第一次傳出張琳芃與歐洲

豪門之間的租借及買賣傳聞，今年夏天，英超勁
旅車路士欲通過轉會將張琳芃帶至英超。據當地
媒體報道，車路士主帥摩連奴對張琳芃的實力十

分認可，希望將其作為球隊後防的有力補充。
不過，由於一些複雜的原因，這宗轉會最終
沒有完成。
就此事的傳聞，張琳芃前晚予以

確認。他表示，自己的夢想並未改
變。“關於租借的事，一切都
聽俱樂部安排，現在只是確
定要租借了，但肯定還有
很多後續工作，我相信俱樂
部肯定會很好處理這件事。我也
不希望因此而分心，現在肯定還是把聯
賽和國家隊比賽放在第一位，暫時不
會過多考慮租借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3年前，恒大

與皇馬簽訂戰略合作協議時，許
家印就已打算把張琳芃送到皇
馬，當時許家印對皇馬主席
表示：“他最有潛力、最
年輕，他是中國的拉莫
斯。”如今，許家印的
願望終於達成，而張
琳芃也實現赴歐洲
踢球的夢想。

渣馬本周五開始接受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啟剛）渣打香

港馬拉松（渣馬）將於明年1月17日舉行，
本周五開始賽事分階段在網上接受報名。其
中全馬和半馬賽事分別新增500個名額。另
外，比賽將新增一條路線，途經尖沙咀彌敦
道、亞皆老街，以及西九龍公路，以維園為
終點。

將採用全新賽道
一年一度的渣打馬拉松將於明年1月17

日舉行，全馬及半馬分別增加500個參賽名
額，令總參賽名額增至7.4萬個。
踏入渣馬20周年，全馬及半馬將採用

全新賽道，由尖沙咀彌敦道出發，經佐敦、
油麻地、旺角，轉入亞皆老街及櫻桃街，經

連翔道，進入西九龍公路南行線賽道上青葵
公路，以維園為終點。途中會穿過九龍市中
心的打氣點。
渣馬在本周五早上7時開始接受網上報

名，半馬、十公里及輪椅賽事則分別在本月
29日、10月2日及10月5日開始接受報名。
報名費為350港元，參賽者可即時在網上獲
得確認。
獎金方面，挑戰組總獎金維持30萬美

元。
22日舉行的記者會上，一眾主辦者與

姚潔貞、徐志堅等馬拉松好手都有出席，大
家都好期待今年彌敦道新跑道，姚潔貞就表
示：“新路段開頭不是有太多轉彎，有利跑
手做好速度，開頭順住去會好跑。”

新華社電 據中國體操隊22日消息，中國隊征
戰體操世錦賽男、女各8人名單已正式確定。

作為里約奧運會資格賽，本屆體操世錦賽的征
戰陣容備受關注。此前，中國體操隊進行了男女隊
內測試賽。
經投票徵詢省市意見和男女教練組研究決定，

最終確定男隊成員為鄧書弟、林超攀、尤浩、張成
龍、劉洋、蕭若騰、劉榕冰和程然；女隊成員為商
春松、王妍、毛藝、范憶琳、陳思怡、朱曉芳、譚

佳薪和黃慧丹。
女隊主力之一姚金男因傷病無法參賽，據領隊

葉振南介紹，目前她正在恢復基本技術和體能，肩
部手術部位還需時間康復。
體操世錦賽將於當地時間10月23日至11月1

日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其中4天資格賽、6天決
賽。
據組委會消息，全球共有超過500名體操健兒

參與較量，這一人數也創下世錦賽紀錄。

姚金男因傷缺席體操世錦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桂麗、王宇軒 青島報道）22
日，德國足協、德國國際合作機構與青島中德生態園共同簽
署《德國足球項目戰略合作協議》，德國青年足球訓練體系
將全面進入中國，標誌着德國足協、德國國際合作機構與中
國全方位合作與發展的開始。
德國足協常務副秘書長史蒂芬．漢斯表示，目前中國足

球人才的培養缺少“金字塔”式的架構，基礎、中間、尖端
三個階段的培養是應該逐級推進的，所以未來位於中德生態
園的德國足球亞洲基地，將致力於對青少年與培訓人員全方
位的培養。
根據發展規劃，德國足球亞洲基地項目將配備國際一流

的培訓訓練、康復理療、健康體檢等設施並建設標準的11人
制足球場、9人制球場、5人制球場和德甲足球俱樂部推廣中
心。此外，該項目還將合作建立德國足球教練培訓中心、青
少年足球體育教師培訓基地、青少年足球訓練基地、德國足
球文化推廣中心等，全面引進德國足球培訓體系。建成後，
德國足球亞洲基地將在未來10年內為全國校園、體育高校輸
送5萬名優秀足球教師。

中德合作青島建足球基地
■中德簽署足球戰略合作協議。 王宇軒 攝

■■賽事籌備委員會主席高威林賽事籌備委員會主席高威林、、渣打銀行行政總裁陳渣打銀行行政總裁陳
秀梅秀梅、、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會長毛浩輯及香港業餘田徑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會長毛浩輯及香港業餘田徑
總會主席關祺總會主席關祺（（右至左右至左））在儀式上合影在儀式上合影。。 郭正謙郭正謙攝攝

■■姚金男去年姚金男去年
出戰亞運會出戰亞運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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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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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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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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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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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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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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mortgage-alli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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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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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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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A+
BBB“PINNACLE AWARD”-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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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20080﹐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297,900 ﹒

☆Townehome出租﹐西南區﹐Richmond附近/Eldridge﹐2房2浴﹐＋遊戲間﹐租＄925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56,000﹒

☆華麗房出售, 西北區249/cypresswood,4房3.5浴,3,500呎豪華裝修,售$220,0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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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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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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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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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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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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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HAFHA

Jumbo LoanJumbo Loan

Tel:713-364-7788 Cell:832-498-7566 Fax:713-484-6306
7001 Corporate Drive Suite 100A, Houston, Texas 77036

畢 鑑 明
Michelle Young

License No. 27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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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ONE MORTGAGE SOLUTIONS
唯一華人榮獲《德州月刊》

2011年度優秀貸款專家評比前10名

˙房屋貸款 ˙購買﹐舊款重貸
˙手續費低或NO手續費
˙Always Best Rate利息最低
˙Reliable On Time Closing誠信可靠﹑準時
˙Free Pre-Approaval Letter

通國﹑粵﹑韓國語

michelle@toponemortgage.net

www.toponemortg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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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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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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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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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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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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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5年9月23日 Wednesday, September 23, 2015 星期三 2015年9月23日 Wednesday, September 23, 2015

西班牙勝立陶宛奪冠西班牙勝立陶宛奪冠

男籃歐錦賽落下帷幕男籃歐錦賽落下帷幕，，西班牙西班牙8080比比6363大勝立陶宛收獲冠軍大勝立陶宛收獲冠軍。。加索加索
爾爾2525分分1212板板，，是西班牙奪冠的最大功臣是西班牙奪冠的最大功臣

韓
羽
賽
諶
龍
男
單
封
王

韓
羽
賽
諶
龍
男
單
封
王

韓國羽毛球賽落幕韓國羽毛球賽落幕，，諶龍男單封網諶龍男單封網，，女單王儀涵女單王儀涵11--22不敵韓國名將成池炫不敵韓國名將成池炫。。

行走在旅遊線上的馬六甲牛車行走在旅遊線上的馬六甲牛車

在馬來西亞馬六甲的一個馬來人聚居的地方，2015中國-東盟汽車拉力賽車隊體
驗了一把當地的牛車。

泰國舉辦傳統小鳥歌唱比賽 上千隻鳥兒齊鳴

泰國那拉提瓦泰國那拉提瓦，，小鳥歌唱比賽在當地舉行小鳥歌唱比賽在當地舉行，，來來
自泰國自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超過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超過10001000隻小鳥參加隻小鳥參加
此次傳統的比賽此次傳統的比賽。。



德州新聞 BB44 BB99體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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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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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金
廣
場

W
ilc
re
st

C
or
po

ra
te

Bellaire Blvd

B
el
tw
ay
8

Shel
l1st

Int
'l

Ba
nk

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lte203, Houston, TX 77072

TOYOTATOYOTA
Sterling McCall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衆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2015年新車提前清倉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前所未有2015年
4月份特惠方案

2015年份所有車型提供
零利息貸款或高至
2500元現金折扣

（Tacoma,Sequoia除外）

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
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
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

美聯美聯美聯鐵工鐵工鐵工

951595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77036

(((832832832))) 868868868---109010901090

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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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5年9月23日 Wednesday, September 23, 2015 星期三 2015年9月23日 Wednesday, September 23, 2015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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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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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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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中旬起本月中旬起 哈瑞斯郡的道路費用微漲哈瑞斯郡的道路費用微漲

過去一年美國收入增長最快的20個職業

德州最安全的社區評比德州最安全的社區評比 休士頓地區休士頓地區1010社區上榜社區上榜
(本報訊)德州最近評選出50個最安全的社區，休士頓地區共有10個社區上榜，這次由總部位于猶他州的公司实行的安全地

區調查,是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2011年的犯罪報告做出的評選。
最安全的德州兩大社區，Colleyville 和Elm都是達拉斯-沃斯地區附近比較低調的兩大社區。
德州前十名安全地區中，休士頓只有Friendswood入選，排名第三位，報告稱，該區治安和學區良好，是許多德州人入住

的理想環境，當地居民收入高，主要從事航天和信息技術高端工作。
Missouri 密蘇里市排名位於休士頓之後，位居20名，該市居民中30%持有本科學位，共集中了16所高校，此外，還有超過

20個公園供居民休閒。
同時,緊鄰密蘇里市的糖城排名22位，皮爾蘭德（Pearland）24位，La Porte 排名25位。
居27位的是Jake Jackson，福遍郡的Rosenberg居29位，蓋文斯頓的League City排名31位。此外，進入排名前三十位的還

有Deer Park，以及最後一名44位的Huntsville。
Friendswood 2011年共有331起財產犯罪，12起暴力事件，在3.6萬人口中位居低犯罪率。
糖城2011年只有29起搶劫案和33起汽車盜竊事件。

(本報訊)從本月
中旬開始，在哈瑞斯
郡的收費高速公路上
駕車行駛，其收費有
所提高，電子收費每
個收費站增加 0.05 分,
收費標准為 1.15 元，
而此次電子收費的提
高不會影響到現金收
費的費率。
哈瑞斯縣收費公路官

員 表 示 ， EZ TAG 的
（電子）收費一直低
於現金收費率。

根據資料，電子收費和現金收費的比率都是根據消費者價格指數而進行調節
，相關的政策在2007年已獲該郡縣批准，此次EZ收費提高5分錢，現金收費增
長25分，這意味著現金收費雖然不及電子收費的頻率數量，但其增幅卻十分顯
著，去年現金收費率已有過上漲。

由於近年來哈瑞斯郡人口增長，車輛行駛增加，使用收費公路的車輛大幅上
升，此次提高收費所獲得的收入將再次用於收費公路的維護，修理和擴展，同時
根據管理部門的預算做相應的成本抵消。

（本報訊）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工資單上掙的錢能夠更多，
但實際上多了多少卻是各有不同。

根據勞工局的數據，全美工資增長為2.2%，但對於某些人而
言顯然不是如此。

為了找出過去12個月來工資增長速度最快的行業，Glassdoor
網站查看了各行各業的人總收入的情況，找出從2014年9月到
2015年9月間，工資增長最多的20個行業。以下是詳細情況：

20 軟件工程師：2015 年收入：105,000(美元，下同)；2014
年收入：102,000；增長比率：3%

19 網絡工程師：2015年收入：87,903；2014年收入：85,360

；增長比率：3%
18 網頁開發師：2015 年收入：68,407；

2014年收入：66,365；增長比率：3%
17 廚師：2015 年收入：20,000；2014 年

收入：19,400；增長比率：3%
16 收銀員：2015 年收入：18,000；2014

年收入：17,420；增長比率：3%
15 項目工程師：2015 年收入：75,000；

2014年收入：72,542；增長比率3%
14 副研究員：2015年收入：51,948；2014年收入：50,233；

增長比率：3%
13 品牌經理：2015年收入：63,500；2014年收入：61,260；

增長比率：4%
12 個人理財顧問：2015年收入：41,861；2014年收入：40,

373；增長比率：4%
11 程序分析員：2015年收入：79,638；2014年收入：76,575

；增長比率：4%
10 研究員：2015年收入：85,000；2014年收入：81,680；增

長比率：4%

9 系統分析師：2015年收入：80,000；2014年收入：76,575
；增長比率：4%

8 金融分析師：2015年收入：71,550；2014年收入：68,397
；增長比率：5%

7 注冊護士助理：2015 年收入：25,000；2014 年收入：23,
840；增長比率：5%

6 客服經理：2015年收入：34,780；2014年收入：33,051；
增長比率：5%

5 咖啡師：2015年收入：23,600；2014年收入：22,249；增
長比率：6%

4 藥劑師：2015年收入：26,000；2014年收入：24,500；增
長比率：6%

3 銷售顧問：2015年收入：49,008；2014年收入：45,945；
增長比率：7%

2 保安：2015年收入：24,000；2014年收入：22,460；增長
比率：7%

1 商業系統分析員：2015年收入：81,000；2014年收入：75,
554；增長比率：10%

责任编辑：于千玉

科比新季还能5 0 + 湖人进季后赛得等几年
新浪体育讯

北京时间 9 月
14 日消息 袁据
叶篮球内幕 曳报
道袁 洛杉矶湖人
最近两年表现不

佳袁 新赛季他们
是否能翻身钥 叶篮
球内幕曳 汇集专
家对湖人进行了

预测遥 专家们认
为袁 湖人新赛季
表现可能还是很

差袁 但健康的科
比-布莱恩特有
能力拿到单场

50+遥

专家们一致认为袁湖人新赛季战绩会比较差遥其中莫克-汉密尔顿尧阿利克斯-肯尼迪和朗-格林认为湖
人会成为太平洋赛区第五名曰而乔尔-布雷汉姆和杰西卡-卡梅拉托认为湖人会是太平洋赛区第四名遥专家
们认为袁湖人的硬实力比较差袁现在处于青黄不接的时间段袁虽然新秀素质不错袁但老将年纪太大袁伤病太
多袁而中生代球员挑不起大梁遥湖人如果好好打袁可能最多成为西区的中游球队袁但也很难有竞争力曰如果他
们多锻炼年轻人袁或许还能在 2016年拿到一个好点的选秀顺位渊带有前三顺位保护冤遥

最佳进攻球员院科比-布莱恩特遥 除非能有重磅引援袁否则科比肯定是湖人最宝贵的资产袁他肯定是湖

人最好的球员袁直到他退役遥 科比的低位脚步尧假动作虚晃能让防守者脚踝扭断袁虽然伤病确实损害了科比
的运动能力袁但科比还是科比袁他是一个精明的老将袁而且拥有杀手本能遥只要科比健康袁那么他就是最好的
进攻球员袁他在任何比赛尧任何地点都有可能单场拿到 50分遥

最佳防守球员院罗伊-希伯特遥 虽然希伯特已经不是全明星袁但他 7尺 2寸的身高确实是个很好的防守
屏障遥 新赛季袁希伯特将镇守湖人内线袁湖人内线再也不会让对手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了遥

最佳组织者院乔丹-克拉克森遥显然袁科比也可以胜任这个角色袁但我们还是选择一个年轻的球员遥克拉
克森成长很快袁他能自己进攻袁也能让队友参与进来遥 他的身材优势还让他可以错位发动快攻遥

关键先生院科比遥 湖人的关键先生还能是谁钥 只要科比在场袁那就一定是科比遥 有科比的时候你还会让
别人操刀关键球钥科比是一个卓越的天才袁我们很幸运能看到他打球遥当科比离开后袁不知道多少年后才会
出现这样的球员袁所以在科比还打球的时候袁我们要珍惜和享受这段时光遥

最被低估球员院朱利叶斯-兰德尔 最亮眼新人院德安杰罗-拉塞尔
最大优势院组织能力遥 湖人在控球者方面有足够多的球员袁他们能得分袁能控球遥 科比尧拉塞尔尧克拉克

森尧路易斯-威廉姆斯甚至尼克-杨都可以控球遥 他们的轮转阵容非常漂亮遥
最大劣势院防守遥 即便增加了罗伊-希伯特袁湖人的防守还是很差遥 上赛季他们对手的有效命中率是联

盟第二高袁今年虽然加入了希伯特和少数防守不错的球员袁但效果不会很明显遥

很难说遥 虽然西区有几支球队比如达拉斯小牛和波特兰开拓者明显视力下降了袁但湖人想要进季后赛
还是略艰难了点遥 他们前面还有新奥尔良鹈鹕尧菲尼克斯太阳尧犹他爵士和萨克拉门托国王等球队袁湖人想
要击败这些球队袁说实话非常难遥

如果再给湖人一两个赛季的机会袁他们是有机会进入季后赛的袁因为届时灰熊会变弱渊扎克-兰多夫很
老了袁可能会退役冤袁俄克拉荷马城雷霆要么被拆分袁要么核心还在袁但阵容出现变化袁他们钱不够了遥快船也
是一样袁保罗尧格里芬和小乔丹不会一直共存遥

总的来说袁湖人难以进入季后赛袁但随着他们年轻球员的成长袁未来几年是有机会的遥
渊咕哒冤

记者亲身探秘梅威瑟为啥能赢 专家：他像罗马战士
新浪体育讯 北京时间 9月 14日消息袁9月 18日在宁波会进

行一场由昆明众威拳击有限公司推广的职业拳王的争霸赛袁央视届时
将会对这一比赛进行直播遥 熊朝忠尧徐灿和女拳手蔡宗菊等刘刚麾下
的拳手将会打 5 个不同等级的金腰带袁 其中熊朝忠会卫冕自己的
WBC105 磅国际头衔尧 并挑战 OPBF 洲际冠军曰 徐灿放弃自己的
WBA140磅大洋洲洲际金腰带尧转而降级打 130磅WBA大洋洲洲际遥
而蔡宗菊则会卫冕自己的WBC女子国际金腰带袁并且争夺 OPBF的
女子洲际金腰带遥

新浪体育的记者提前 4天抵达了比赛地宁波对比赛进行采访袁在
酒店的大堂里碰到了熊朝忠和裘晓君现在的主训教练袁也是著名推广
人刘刚的姐夫 AB袁在等待酒店办理门卡的时候袁我们一起聊起了北京
时间 5月 13日的梅威瑟退役战遥

AB的全名叫做亚伯拉罕-达维什袁他曾经是美国业余拳击界的高
手袁拿到过三次金手套奖袁不过因为他结婚很早袁而且很早就有了孩
子袁所以没有在职业赛事发展袁而是做了拳击教练遥

对于梅威瑟的 49胜和那些嘘声袁亚伯拉罕-达维什说院野梅威瑟应
该是一名伟大的拳手袁虽然现在有嘘声袁但是过一两年袁人们便只会记
得他的数据袁49战 49胜的数据袁 而会忘记他是怎么赢得的这些比赛
的遥 而且他赚了大钱袁所以他肯定应该是一名成功的拳手遥 冶

但是袁对于很多拳迷来说袁梅威瑟的比赛实在是令人昏昏欲睡袁他
的比赛你看不到几次有效的出拳袁 击中对手面部的拳更是少之又少袁
那些花钱看他比赛的人实在是很可怜吧钥

亚伯拉罕-达维什不同意这些说法袁 他站起来给记者进行了一些
比划讲解袁他说袁梅威瑟其实出拳了袁只是你们看不到袁他就是这种打
法类型袁但是你们看不到而已遥

随后亚伯拉罕-达维什让记者摆了一个防守拳架袁在双方接触后袁
他用前手横臂顶在记者的胸部以及脖子上袁 因为梅威瑟的臂展长袁因
此这个横臂不但阻挡了进攻者的视线袁而且使得对手无法进一步再进
去打击遥 随后亚伯拉罕-达维什很快地在记者的腰眼和后肾部拍了几

下袁虽然 53岁 85公斤的亚伯拉罕-达维什没有用力袁但是记者已经感
受到了他的打击力度让我有点呼吸困难遥

野你知道罗马战士是怎么进攻的么钥 冶亚伯拉罕-达维什问记者院
野他们就是这样的袁前臂横着袁这里举着的是盾牌袁而右手的后手则是
短剑袁在这里刺你的肋部遥 冶

野他就是这样干的遥 冶亚伯拉罕-达维什说袁野你看不到他打在贝托
的下巴上袁但是他在不断地打贝托的这些部位袁一回合两回合没问题袁
但是到了 4回合后袁贝托就开始喘了袁他的战斗力完全被梅威瑟的这
种战术慢慢消耗光了袁丧失了所有的体力袁贝托很快就输掉了比赛遥 冶

野打后腰不犯规么钥 而且这个上靠的横臂因为有横肘的嫌疑袁不犯
规么钥 冶亚伯拉罕-达维什说院野那个裁判昨天的表现确实不好袁但是这
也是拳击的一部分袁梅威瑟自己是经纪人袁他能决定一切袁他给WBC
创造了巨大的收益袁他能决定比赛地袁裁判是谁袁梅威瑟喜欢肯尼-拜
尔斯当他的比赛裁判袁所以最后三场比赛打麦达纳尧帕奎奥和贝托都
是肯尼当的场裁判袁这也是拳击市场的一部分遥 不过那个横肘并不能
算是犯规袁如果对手在移动中前向的话袁他是可以这样防守让对手处
于自己内围之外的袁 但是拳手不能自己主动顶着横肘的防守向前攻
击遥 不过袁擂台的一切都是以场裁为准的袁场裁没看到袁那么就不犯规袁
每个拳手都会有各种小动作遥 冶

梅威瑟在比赛中不断出拳袁退后袁搂抱遥 亚伯拉罕-达维什又给我
做了一个动作袁他稍微 90度侧向搂抱住记者后袁用他的膝盖点了记者
的后膝盖弯袁野这就是小动作遥 冶然后他出左拳后袁在我的面前滑过袁当
手臂快要过了身体后袁突然向前顶袁这时候就是泰拳的手肘攻击了遥 只
不过这个手肘不是直接手臂发力袁而是利用自己的身体冲撞和手肘关
节的突出部位袁给对手的胸部以压迫遥

野这也是小动作袁裁判也许会看到袁也许看不到袁看到了也许会警
告袁也许觉得你是因为向前搂抱防守所以不警告袁警告了袁一次袁没关
系袁但是吃亏的是你遥 冶

野不过袁这些动作每个人都会有袁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像梅威瑟这样
用得隐蔽袁管用遥 他的这些动作都是配合了他的各种正规击打使出来
的袁包括左右的步伐移动和上勾袁坚固的防守袁而且还能不断获得这样
多的胜利遥 所以他梅威瑟依旧是伟大的拳手袁因为没有人能打倒他袁而
他用自己的技术方式获得了胜利遥 冶渊周超冤

小德单赛季揽3满贯冠军数上双 加入G O A T竞争行列
新浪体育讯 北京时间 9 月 14 日消

息袁 当今皇者德约科维奇在美网决赛用一场
漂亮的胜利再次宣称袁 网坛早已进入 野德时
代冶遥 尽管在颁奖典礼上诺瓦克表示 2011赛
季才是他职业生涯最美好的一年袁 但单纯从
成绩上比较袁他在这个尚未结束的 2015赛季
有着更加疯狂的表现遥 拥有大心脏的德约科
维奇如今大满贯冠军数量也来到 10个袁他也
开始加入了对野GOAT冶的争夺遥

德约科维奇在 2011赛季异军突起袁他全
年斩获 3 个大满贯冠军袁11 次闯入决赛 10
次封王袁 全年取得了 70胜 6负的惊人战绩遥
也正是在这一年袁 他打破了费德勒与纳达尔

八年垄断袁成为年终世界第一袁开始奠定自己皇朝的基石遥然而在今年他上演了更为疯狂的表现袁四大满
贯全部闯入决赛袁成为史上第三人遥 除了在罗兰-加洛斯憾负瓦林卡外袁他也再次上演了年度帽子戏法遥
而在美网结束后袁德约科维奇的世界排名积分已经刷新个人最佳袁来到惊人的 16145分袁毫无悬念的卫
冕年终第一的称号遥

在 2011赛季的霸气登顶后袁德约科维奇随后遭遇了纳达尔的强力反扑袁而老而弥坚的费德勒尧完成

蜕变的穆雷和瓦林卡袁都给他带来不小的考验遥 不过在三年的蛰伏期过后袁诺瓦克在今年再次展现出一
统网坛的皇者霸气遥 在赛季还剩下两个月的情况下袁他已经收获了七冠三亚袁并且战绩也达到了 63胜 5
负遥 在法拉盛第二度封王袁让德约科维奇的大满贯冠军数量来到 10个袁并列史上第六袁现役球员中仅次
于纳达尔的 14个和费德勒的 17个遥 显然易见袁28岁的塞尔维亚球王也吹响了冲击野Goat冶的号角遥

野Goat冶的史上最佳的简称袁虽然多年来一直公认是由费德勒所把持的头衔袁但后辈对其冲击从未停
止遥34岁的瑞士球王表现仍然出色袁但 6岁的年龄差距袁是他与德约科维奇实力对比上最大的短板遥纳达
尔自今年伤愈归来后竞争力严重下滑袁 连续十年入账大满贯的纪录也遭到终结要要要他在这个赛季甚至

没有打进任何大满贯四强遥在主要竞争对手乏力袁穆雷尧瓦林卡等人底蕴不足曰新秀迟迟未能出头的情况
下袁男子网坛呈现出德约科维奇一家独大的盛况遥以诺瓦克的强大身体能力袁只有 28岁的他正处于竞争
高峰期遥 往后几年也将是他冲击野史上最佳冶的最好时机遥

在塞尔维亚炮火下成长的德约科维奇袁在逆境之下总能爆发惊人能量遥在今年的四大满贯决赛上他
都展现出强大的实力遥 澳网上 12次遭破发点化解其中 7次危机袁帮助他击退了穆雷曰法网虽然告负袁但
15次遭遇破发点只丢掉 4个发球局袁表现仍是可圈可点遥 而且在随后的温网决赛强势反弹袁6/7的破发
点挽救率帮助他击败费德勒夺冠遥 今天在法拉盛对决中袁费德勒利用极具侵略性的打法 23次拿到破发
机会袁但他化解了其中 19次危机遥而且 11次在二发面临破发压力时袁他也只让费德勒把握住一次机会遥

关键时刻的大心脏袁正是德约科维奇能在今天的美网巅峰对决中笑到最后的关键原因遥 而且袁这也
是他最终能冲击 GOAT的重要筹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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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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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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 远月 员缘日电 变立案审查为立案登
记袁野两字之差冶 让全国法院在一月间经历了一场
野最坚决尧最彻底冶的改革遥
野信访少了袁信法多了冶袁改革一个月来袁全国各地的
法官们海量接案袁数十万当事人拿到了叶案件受理
通知单 曳遥
行政案件

的成倍激

增在彰显

司法体制

改革决心

的同时袁也
让依法治

国的信念

深入人心遥
改革有

哪些突出

变化钥百姓
得到了哪

些实惠钥法
院如何应

对野案少人
多冶难题钥 噎噎面对舆论聚焦的诸多热点袁新华社记
者在多地展开了实地调研遥

改革满月记院野法官海量接案尧百姓齐齐点赞冶

变审查为登记袁书面补证袁先立案尧后缴费噎噎缘
月 员日袁叶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度改革的
意见曳 在全国法院正式实施遥 野这是我国法院最坚
决尧最彻底的一次改革遥 冶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
长甘雯这样评价 5 月 1日起正式实施的立案登记
制改革遥

缘月 源日 怨时袁 立案登记制实施的首个工作日袁
北京鹏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孙磊到北京市西城区人

民法院立案大厅立案遥
取号尧排队尧导诉咨询尧窗口办理尧立案完毕袁整个流
程走下来袁孙磊看了一下手表袁从进门到出门袁才用
了 圆圆分钟遥 与此前少则 圆小时多则半天相比袁速度
大大提高遥
改变的除了效率袁还有服务遥

远月 愿日 员源时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袁广汽汇
理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诉讼专员小严从立案窗口法

官手里接过一张叶一次性补正告知书曳袁上面详细列
明立案还欠缺哪些材料遥

野以前来立案少说也得跑 猿趟袁现在差什么材料袁
法院会一次性书面告知遥 冶细数着书面补证单列出
的事项袁小严心里野有数了冶遥 野一切顺利的话袁只要
再来一次袁案子就能立上了遥 冶

野畅通诉讼渠道袁保证百姓诉权遥立案登记制将改
变过去耶信访不信法爷的观念袁将更多的社会矛盾纳

入法治渠道解决袁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义重大遥 冶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吴裕华说遥

远月 怨日袁最高人民法院晒出立案登记制改革首
月野成绩单冶院全国法院共登记立案 员员猿援圆苑万件袁同
比增长近三成袁 当场登记立案率达 怨园豫遥 江苏尧浙

江尧山东法院的登记立案数量均超过 愿万件袁北京尧
河北等 怨个地区立案数量均超过 源万件遥 北京尧河
北尧河南尧辽宁等地的立案数量增幅均超过四成遥

缘月 员圆日 员猿 时袁还不到下午上班时间袁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二庭庭长李有光办公

室的桌上就已经堆满了上午受理的案件材料袁李有
光正在将同类尧关联案件加以归类遥

野今天一上午送来的案子就有 员远园多件遥 现在庭
里每个法官受理的未结案件平均

在 猿圆园件左右遥 冶李有光说袁立案
登记制实行一周袁 民二庭受案量
同比增加 员远园豫袁预计全年受案数
量将突破 员援缘万件遥
材料核对袁电脑录入案由尧原被告
信息袁 增发 叶案件受理通知书曳尧
叶接受材料清单曳噎噎广州市天河
区人民法院专职立案员孙婧萌每

接待一个案子袁 上面的流程就都
要走一遍遥遇到材料不全的袁还要
填写发放 叶一次性补正告知书曳遥
碰上当事人不了解法律规定的袁
还要做好解释说明工作遥

野最多时一天要立一百二三十
件案子袁 忙起来想喝口水都顾不
上遥 冶孙婧萌说遥

行政案件成倍激增院让野信法不信访冶成为常态

野几个月前袁四川省泸州市的几个村民还在为状
告当地国土资源局不作为四处耶讨说法爷袁立案登记

制实施后袁村民们已经顺利拿到了叶案件受理通知
单曳遥 冶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庞理鹏说袁这
只是立案登记制实施后袁他从全国各地接到的数十
件行政诉讼案之一遥 原本野信访不信法冶的当事人袁
最终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遥
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袁缘月份各地增幅最大的

立案数量为行政案件袁即俗称的野民告官冶案件袁全
国法院同比增幅达到 圆圆员豫遥 其中天津法院同比增
长 苑缘圆援源园豫袁山西法院同比增长 源愿园援愿缘豫袁上海法院
同比增长 源苑缘援愿远豫遥
少 则 源

倍袁 多逾 苑
倍 的 案 件

野激增 冶背
后袁 是立案
登记制和新

叶行政诉讼
法曳实施野双
重效应 冶的
结果遥 中国
人民大学法

学院教授陈

卫 东 解 释

说袁 行政首
长出庭应诉

制尧野红头文件冶一并审查尧案件受理范围从原来的 愿
大类拓展至 员圆大类噎噎新法可诉范围的加大和立
案门槛的降低袁成为案件数量增长的重要因素遥

野民告官冶取证难怎么办钥可以与野一把手冶对簿公
堂遥

野去法院起
诉袁需要当事人
拿出证据遥但有
的证据在行政

机关手里袁他们
不给袁老百姓也
就没法起诉遥 冶
从业 圆园多年的
律师马天岳说袁
以房屋拆迁为

例袁立案登记制
实施前袁老百姓
起诉到法院袁法
院还要找政府

了解情况遥几天
过去袁房子被拆
了可能案子还

没立上遥 立案登记制实施后袁野先拆后诉冶的现象将
成为历史遥

野如果你把证据故意捂在被窝里袁无论你是市长
还是局长都有可能站上被告席遥 冶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教授陈卫东说袁立案登记制改革对行政机关首
长出庭应诉制度也起到了积极作用遥 一方面袁野一把
手冶能够将政府制定政策初衷在法庭上向民众更好
地解释和说明曰另一方面袁也有利于行政机关更好
地审视自身行为是否合法合规遥
立案登记制改革无形中赋予了法院更多的社会

治理与监督职能遥 过去基层单位用野红头文件冶堵住
了很多问题袁 甚至为行政机关违法违规施政做背
书袁而新的叶行政诉讼法曳及司法解释明确袁法院可
以对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一并进行审查遥 野这不仅

对法官素质提出了更

高要求袁也意味着耶红
头文件爷不能再耶有权
任性爷遥 冶北京市第四
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

负责人陈良刚说遥

直面 野案多人少冶院调
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

量

野案子多了好几
倍袁 法官还是这些
人遥冶除了立案数量倍
增袁 审判难度也在不

断加大袁本来就面临野案多人少冶困难的法院压力骤
增遥

野各级法院已经建立起一整套制度保障袁密切关
注并及时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袁同时强
化人员责任意识遥 冶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甘
雯说遥 自 5月份起袁全国各级法院正在调动一切力
量应对这一场司改大考遥
在安徽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全市两级法院所
有具有审判资格的人员袁无论是院领导还是综合保
障部门人员袁均参与审理案件遥 同时袁针对大标尧疑
难复杂案件袁组成专门合议庭袁审判长由院尧庭长担
任遥 以减轻一线法官的审判压力袁提高疑难复杂案
件的审理水平遥
在北京袁我国首批跨行政区划法院北京市第四中

级人民法院进一步推动审判工作规范化和标准化袁
将案件进入业务庭的流程分解成 员园个环节遥 庭长尧
法官尧法官助理及书记员每一个工作角色都明确各
自职责和业务流程袁通过流水线作业显著提高了审
判效率遥
在上海袁徐汇区人民法院建立诉调中心袁引入行

政调解尧行业调解尧人民调解以及其他的仲裁复议
等纠纷解决机制遥 该院 缘园豫以上的简易民商事案件
在诉调中心就得到解决遥 同时袁着重实现案件的繁
简分流袁让法官办精品案袁简单案件通过速裁程序
解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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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遍自己的国家的每个角落了吗钥 大多数人
的回答可能是否定的遥 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世界上最
小的国家里袁也许一天或一个早上袁你就可以走遍
整个国家了袁从早餐到午餐的时间袁也许你就可以
从这个国家的一端走到另一端遥 你知道世界上最小
的十个国家有哪些呢钥 为什么这些国家被称为世界
上最小的十个国家呢钥

梵蒂冈城位于

罗马袁 占地 110 英
亩袁有 800 人口袁于
1929年建立袁 是一
个由罗马主教统治

城邦主权国家遥
梵蒂冈城面积不大袁 名胜古迹却十分有名袁城

内建筑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遥 梵蒂冈城区略呈三角
形袁东西长 1045米袁南北宽 805米袁楼房尧花园尧庭院
和广场各占总面积的 1/3遥 市区著名建筑有圣彼

得大教堂尧圣彼得广场尧梵蒂冈宫尧梵蒂冈博物馆尧
梵蒂冈图书馆尧教廷天文台等遥

摩洛哥占

地 75 平 方 英
里袁是世界上第
二小国袁也是世
界上第二小的

君主制国家遥摩
洛哥位于欧洲西南部袁被法国和地中海环绕袁人口
大约 3万袁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国家之一遥 该国
的主要工业是旅游业袁每年都会有人来这个小国赌
博和享受这里舒适的天气遥

摩纳哥经济发达袁主要以博彩尧旅游和银行业
为主袁该国在服务业和小型的尧高附加值的尧无污染
的工业的多种经营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遥 摩纳哥的
生活水准很高袁与邻国法国的大都市大体相当遥 而
无需缴纳所得税的制度吸引了大量其他欧洲国家

的富裕避税移民遥 1995年 1月 16日与中国建交遥

瑙鲁岛位于

南太平洋的密克

罗尼西亚袁是一个
占地 8.1 平方英
里的岛国遥瑙鲁共
和国是世界上最

小的岛国袁于 1968 年获得独立袁人口大约有 9000遥

为一个椭圆形珊瑚岛袁全岛长 6公里袁宽 4公里袁海
岸线长约 30公里袁总面积 24㎞2遥

位于太平洋中部袁北距赤道约 源员公里袁东离夏
威夷 源员远园公里袁 西南隔所罗门群岛距澳大利亚悉
尼 源园园园公里遥 面积 圆源平方公里袁为一个椭圆形珊
瑚岛袁全岛长 远公里袁宽 源公里袁最高海拔 苑园米遥 全
岛 猿 辕 缘被磷酸盐所覆盖遥 属热带雨林气候遥 瑙鲁的
经济主要依靠开采和出口磷酸盐遥

位于太平洋

的图瓦卢也是一

个岛国袁占地 10
平方英里遥 图瓦
卢于 1568 年被
人们发现袁一直
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袁1978年获得独立遥 该国大约
有人口 10472袁由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袁主要来源是
其他国家的资助遥
图瓦卢全国总人口为 10698人 (2013年 7月)袁

三分之一居住在富纳富提岛遥 波利尼西亚人种袁肤
色为棕黄遥 图瓦卢人属波利尼西亚族袁与东加及萨
摩亚属同一族遥 图瓦卢人占总人口的的 97%袁其余
为基里巴斯人袁欧裔遥

圣马力诺占

地 24 平方英里袁
是世界上第五小

国袁也是欧洲理事
会中人口最少的

国家遥 然而袁圣马
力诺却是世界上

最古老的主权国家袁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301年的 9
月 3日遥 该国的宪法于 1600年颁布袁是世界上第二
古老的宪法共和国遥 同时袁圣马力诺也是世界上最
富裕的国家之一袁有预算盈余袁却没有国债遥

位于欧洲南部袁意大利半岛东部袁整个国家被
意大利包围袁所以圣马力诺属于国中国遥 圣马力诺
是欧洲的第三小国袁仅次于梵蒂冈城和摩纳哥遥 圣
马力诺市依蒂塔诺山坡而建袁面积 60.75平方公里袁
站在蒂塔诺山顶的古堡前袁放眼向四周眺望袁东面
是碧波万顷的亚得里亚海袁 浩浩荡荡袁 一望无垠曰
北尧西尧南三面山峦尧平地尧石岗尧土丘重叠起伏遥
1971年 5月 6日圣马力诺同中国建立领事级外交
关系袁1991年 7月 15日升格为大使级遥

位于欧洲袁被瑞士和奥地利环绕袁占地 61.7平方
英里遥 列支敦斯登也许是世界上十大小国之一袁但
也是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遥 该国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
商务中心袁注册公司比该国的人口还多袁而且袁这里
也是欧洲冬天最受欢迎的旅游地之一遥

马绍尔群岛

位于太平洋中

部袁占地 70 平方
公里袁 大部分由
环礁和岛屿组

成袁 大约有人口
6.2万遥 马绍尔群
岛于 1986年从美国独立袁但由于没有自然资源袁其
主要经济来源让人来自美国的资助遥
是欧洲中部的内陆小国袁夹在瑞士与奥地利两

国间袁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双重内陆国之一遥 列支
敦士登坐落于欧洲阿尔卑斯山地的莱茵河谷袁其西
边是以莱茵河作为边界与瑞士相邻袁东侧则是以属
于阿尔卑斯山脉的山岭地带与奥地利为界遥 全国只
有西侧约三分之一的面积位在平坦的河谷里袁其余
地区大都属于山地遥 唯一的天然湖是 Gampriner
Seele湖袁是由于 1927年水浸的莱茵河侵蚀造成的遥

列支敦士登也是唯一一个官方语言是德语但

与德国没有交界的国家遥 迄今仍是维持君主立宪制
的山区小国袁虽然土地狭小兼人口稀少袁但却拥有
异常高的国民所得水平遥 列支敦士登旅游资源丰
富袁阿尔卑斯山脉是该国主要旅游资源;其邮票享誉
世界遥

塞舌尔群岛占地

174平方英里袁 是世界
上第八小国袁但却有 8.4
万的人口遥 这个群岛包
含 115个印度洋上的岛
屿袁主要经济来源通过出口肉桂尧椰干和香草所得遥
自从 1976年获得独立以来袁主要产业是旅游业袁是

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经济来源遥 这里是一座庞大的
天然植物园袁有 500多种植物袁其中的 80多种在世
界上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遥 每一个小岛都有自己的
特点袁阿尔达布拉岛也是著名的龟岛袁岛上生活着
数以万计的大海龟; 弗雷加特岛是一个" 昆虫的世
界";孔森岛是"鸟雀天堂";伊格小岛盛产各种色彩斑
斓的贝壳遥

位于印度洋的

马尔代夫无论从占

地面积还是人口来

说袁 都是亚洲最小
的国家遥 马尔代夫
占地 115 平方英
里 袁 人 口 大 约

39.6334袁有 1192个小岛袁但是只有 200个小岛是有
人口居住的遥 其首都是马累袁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
居住在这里遥 该国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旅游业遥 马尔
代夫南部的赤道海峡和一度半海峡为海上交通要

道遥 被誉为野上帝抛洒人间的项链冶袁野印度洋上人间
最后的乐园冶 的马尔代夫由 1200余个小珊瑚岛屿
组成袁其中 202个岛屿有人居住遥 马尔代夫南部的
赤道海峡和一度半海峡为海上交通要道遥

圣基茨和尼维斯占地 104平方英里袁有两个岛
屿组成袁是加勒比海第一个被定居的岛国遥 1983年
获得独立袁不仅在面积上是每周最小的国家袁也是
人口最少的国家遥 现在袁该国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旅
游业尧农业和境外金融业务遥 首都巴斯特尔位于较
大的圣基茨岛上袁 较小的尼维斯岛位于圣岛东南 3
公里处袁两者相隔一个被称为"窄堑 (The Narrows)"
的海峡遥 该国的两个主要岛屿均为火山岛袁岛上中
部地区丛林密布袁 有数条河流自此发源流向大海袁
人迹罕至袁居民多居住于沿海地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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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即使是天子袁 總也有些做不
到的事袁 比如您影響不了天下人良
心的定論袁改變不了後世的評説袁也
阻攔不住在夢中向您走來的那些舊

人噎噎"

"別再説了浴 "梁帝面色蠟黃袁
渾身亂戰袁兩手捧住額頭袁大叫一聲
向後便倒袁在枕上抽搐似地喘息遥

靜妃伸出一只幽涼的手袁 輕輕
在梁帝眉前揉動着袁 低聲道院" 陛

下袁若論忠孝袁林帥不可謂不忠袁祁
王也不可謂不孝袁 景琰素來以他們
爲楷模袁他們當年沒有做的事情袁景
琰也絶不會做袁請陛下無須擔憂遥 "

梁帝慢慢松開蓋在臉上的手袁
定定地看向靜妃院"你敢保證嗎钥 "

"陛下若眞的瞭解景琰袁 就不
會向臣妾要求保證了遥 "靜妃的唇

角袁一直保持着一抹清淡的笑意袁只是羽睫低垂袁讓人看不清她
的眼睛袁"景琰所求的袁無外乎眞相與公道袁陛下若能給他袁又何
必疑心到其他地方钥 "

梁帝呆呆地權衡了半日袁 目光又在靜妃溫婉的臉上凝注了
良久袁最後終于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袁喃喃道院"噎噎事已至此噎噎
就由你們吧噎噎朕不説什么了噎噎"

第一百七十三章 雪冤

皇帝壽儀的第二天袁內廷司正式下旨袁命紀王尧言闕尧葉士禎
爲主審官袁復查赤焰逆案遥

對於這樁曾經撼動了整個大樑的巨案袁 當年懷抱疑問和同
情的人不在少數袁只是由於強權和高壓的威逼袁這股情緒被壓抑
了十三年之久遥

隨着夏江的供認和復審的深入袁 梅嶺慘案的細節一點一滴
地被披露出來袁朝野民間的悲憤之情也越漲越高袁幾乎到了群情
沸騰的地步遥

聶鋒尧聶鐸尧衛崢由於旣是人證袁又要恢復身份袁所以都被蕭
景琰帶走了遥

如何讓這些人在最恰當的時機以最自然的方式出現袁 並不
是一件簡單的事袁 按照梅長蘇以前的習慣袁 他當然要去操心謀
劃袁不過這一次藺晨和蕭景琰的做法不謀而合袁一個以醫者的身
份下了命令袁另一個則站在朋友的立場上進行了干涉袁所以事情
最終是由太子的心腹智囊們謀劃完善的袁沒有讓梅長蘇揷手袁只
是每天通報一下具體的進度袁 儘可能地讓他不受外界激蕩的影
響袁以平靜的心緒來等待最後的結果遥

皇太極眼底射出一道犀利的寒芒袁瞳仁愈發顯得黢黑深邃遥
大殿上正跪伏膜拜的人齊刷刷的把頭轉向那一側袁我細眯起眼袁角落里光線不

是很足袁可依稀瞧服飾打扮袁也能辨認出是兩名朝鮮人遥
這兩個人噎噎
如果沒記錯袁是朝鮮國王懼怕大清有異動袁而特意派遣至盛京的使者遥略瘦些的

名叫李廓袁另一個叫羅德憲遥
瞧這架勢袁兩個人皆是硬邦邦的直着身子袁任由一旁的侍衛撕扯拉拽袁只是不肯

屈膝下跪遥 爭鬧間兩人衣衫俱裂袁神情相當狼狽袁然而臉上的傲氣卻仍一成不變遥
皇太極微微蹙眉袁面現不悅之色遥今天是他登基稱帝的大日子袁卻沒想朝鮮人居

然敢如此直面拂逆袁這眞好比當場扇他耳光袁讓他下不來台遥
我暗暗焦急袁突然人群里跳起一個人來袁冲着羅德憲上去便是一拳遥羅德憲慘呼

一聲袁仰面翻倒袁那人跳到他身上袁揮拳便打遥李廓在一旁被人拽住胳膊袁眼看着同伴
被毆袁卻只能不斷聲嘶力竭般的怒吼咒駡遥

"住手浴 "皇太極冷喝一聲袁伸手遙指袁"多鐸袁不得無理浴 "多鐸低咒一聲院"走着

瞧袁遲早要讓李倧跪在這殿上噎噎"悻悻退下遥
李廓和羅德憲狼狽的扶持而起袁羅德憲滿臉瘀血袁嘴角淌着血絲遥
"皇上袁朝鮮使臣無禮袁論罪當誅浴"豪格啓奏袁底下衆臣頓時紛紛依附袁七嘴八舌

的主張拿這兩朝鮮人祭天遥 我忐忑不安的看向皇太極袁他面無表情的看着羅德憲和
李廓袁雖然相距甚遠袁可那看似平靜的目光到底還是讓這兩個朝鮮使臣打了個哆嗦遥

"你們兩個噎噎"他緩緩啓口袁聲音冷凝袁猶如凍結的寒冰袁"如此行徑袁想必是李
倧授意而爲了遥 "羅德憲和李廓聞言袁面色大變袁正待解釋些什么袁皇太極已搶在他們
開口之前袁冷哼道院"李倧讓你們對朕這般無禮袁無非是想借朕的手殺了你們袁讓世人
覺得是朕先行挑起釁端袁殺戮使臣袁好使朕背上背棄盟誓之名噎噎"羅德憲和李廓表

情扭曲袁一副義憤塡膺卻偏又被皇太極硬逼着呑下蒼蠅的痛苦模樣遥
"朕就在盛京等着李倧送交人質噎噎如果仍是執迷不悟袁便如多鐸方纔所言袁朕

自然有法子讓他親自到這里來給朕下跪浴"目光一寒袁"你倆的不敬之罪袁朕當敎你們
的大王如數償還浴 "一席話語速平穩袁波瀾不驚袁偏又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遥
殿上群臣振奮袁就連那些蒙古貝勒們也都一個個嚷聲叫好遥
羅德憲與李廓面如死灰袁頽喪的被侍衛架着胳膊拖出殿去遥
一場風波就這么被皇太極四兩撥千斤的化解了袁表面看起來他仍是平靜而又安

詳袁但是我卻清楚的看到袁他那只扶在龍椅扶柄上的手已緊緊握成拳袁泛白的骨節堅
忍的突起着遥

"寒娥袁把琴遞給我遥 "玉胭脂按着刻字吩咐道遥
"是遥 "寒娥將手中的古琴遞給玉胭脂袁然後將身子小心翼翼地向

前探過去袁不禁失聲叫道院"爲何這把古琴上面也刻有此字钥 "

"這把古琴是眞正的曹氏之音遥 "玉胭脂平靜了自己的情緒袁淡漠
地説道院"我的古琴只是個仿品遥 "

"這把古琴是一個姓曹的人的嗎钥 "寒娥思索着問道院"那爲什么會

出現在南陽王府呢钥 "

玉胭脂紅唇微啓袁星眸一轉袁過後又道院"不知道遥 "

"啪啪啪遥 "忽然袁從門外走進一個男人袁拍着手嚷道院"玉胭脂不愧

爲靑州第一歌姬袁哦袁不對袁如今是鄴城名妓遥 果然名不虛傳袁一眼就能
分辨出這把古琴遥 "

"見過南陽王遥 "玉胭脂與寒娥紛紛欠身遥
"南陽王抬舉了袁胭脂也沒什么本事袁還不是靠着音樂吃飯袁所以略

懂音律袁這樂器自然是少不了遥其實袁胭脂與曹氏的古琴有過一面之緣袁
適才胭脂不小心觸碰了琴絃袁聽後頓覺清脆不凡袁這次敢斷定古琴的身
份的遥 "玉胭脂笑着解釋遥

"哦钥 這么説來袁我打聽到的事情也是屬實钥 "南陽王陰冷地笑問遥
"不知南陽王所説何事钥 "玉胭脂面不改色地問道遥
南陽王跨進一步袁 但笑不語袁 只是先坐下斜睨着神情冷淡的玉胭

脂遥
"我的兄弟袁陸公子對玉胭脂一見傾心袁如是袁我便派人打探了小姐

的來歷遥 "南陽王湊近玉胭脂袁低聲説道院"沒想到袁胭脂小姐還是曹祖
庭的老相好遥 "

玉胭脂踉蹌後退袁寒娥慌張地攙扶着她袁雖然一肚子疑惑卻也不敢
做聲遥

"我們這些做歌姬的袁自然是結交甚廣袁談不上是朋友更論不上是
知己遥 "玉胭脂冷靜地説道院"就好似陸公子袁只要他來捧我胭脂的場袁
那么對於他的身份袁胭脂也不會過問了遥 "

"哈哈哈遥 "南陽王撇嘴笑道院"胭脂小姐多慮了遥我都説過袁我只是
幫朋友打探而已袁曹祖庭是朝廷重犯又怎么會和小姐扯上關係呢袁你説
是不是钥 "

"曹家被抄家的時候袁胭脂已然到了鄴城遥 "玉胭脂急着説道遥
"哦钥 莫非小姐有先知的本事钥 "南陽王嗤笑問道遥
"呃钥 "玉胭脂慌張地瞪着身邊的男人遥

因爲昨天陸六剛訓斥過兒子袁 所以小睿睿看他的眼神就怕怕的袁
但是按捺不住想要跟爸爸和好的心情袁小睿睿一路跟着爸爸和老伯伯
來到了書房遥

陸景曜約人來是談生意的袁讓保姆將他帶頭袁然後小睿睿
小番外 --養老婆從小抓起

最近周商商發現糖糖的書包里有很多玩具和糖果帶回來袁 問她袁
解釋説院"是睿睿哥哥給我的遥 "

周商商跑去跟十一説袁十一聽了很生氣院"眞不得了袁陸家那小孫
子居然那么小就對咱們閨女打心思了遥 "

韓十一有一次跟陸六在一個正式場合見上面袁聊完了公事和場面
話袁開始説道院"六少袁你家玩具是不是特別多啊钥 "

陸六院"噎噎
韓十一院"你兒子怎么老往我家糖糖書包里塞啊遥"陸六回到家袁小

睿睿正趴在小書桌上寫幼兒園作業袁爸爸回來開心地打招呼遥
"你認識韓家的女兒钥 "

"韓家的女兒是誰啊钥 "小睿睿説遥

陸六院"叫糖糖的遥 "

"哦袁 三胞胎的糖糖啊遥 "小睿睿糾結着眉頭説袁"她是我的童養

媳遥 "

陸六默默轉過頭遥
小睿睿猶豫了下袁非常糾結地開口院"姑姑説童養媳就是要把自己

每天的玩具和零食給她遥 "

"你什么時候有的童養媳袁我怎么不知道遥 "

小睿睿也有自己的苦惱院"是上次姑姑説的袁我沒答應的袁但是糖
糖點頭了遥 "

陸六院"噎噎"

小睿睿眨眨眼睛院"現在的問題是袁 我的玩具已經沒剩下多少了袁
爸爸怎么辦钥 "

第六十四章

秦予喬回到別墅的時候袁陸景曜正一個人坐在客廳里,手里捂着

冰袋貼在自己的右腳上,看見她的時候抬抬眼皮瞅了她一眼袁然後像
是賭氣似地轉過頭不去看秦予喬遥

寧汐一聽袁也有些興奮激動院"爹袁打鐵要趁熱遥 這次一定要贏過薛大
廚袁到時候你的名頭可就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遥 "動靜鬧的越大袁看熱鬧的
人就越多遥 不管哪一方勝了袁都大大的有好處遥
寧有方咧嘴笑了院"是啊袁還有三天袁我可得好好琢磨琢磨遥 袁那位薛大

廚可故意給我出了難題遥 "

"什么難題钥 "寧汐好奇的追問遥
寧有方笑着應道院"具體的菜式自己定袁不過袁必須以海參爲原料遥 "

海參钥 寧汐愣住了袁蹙起了眉頭遥
海參是八珍之一袁口感獨特袁很有營養袁而且有滋補的功效遥 所以在貴

族男子中很受歡迎遥 但凡是有點名頭的酒樓袁都會有擅長做海參的廚子遥
寧有方擅長烹制魚翅袁對海參的做法雖然也有涉及袁卻不算很擅長遥
寧汐想了想袁問道院"爹袁這位薛大廚指名要以海參入菜袁是不是因爲

他很擅長烹制海參钥 "寧有方點了點頭院"聽容少爺説袁這些薛大廚最拿手
的就是烹制海鮮遥 所以才會特地選了海參爲比試的題目遥 "

寧汐撇了撇嘴院"他倒是一點都不肯吃虧遥 "特地挑了自己最拿手的袁
自然立于不敗之地了遥

寧有方倒是很坦然袁笑道院"我本就是上門挑戰袁借着人家的名頭來打
響自己的名聲遥人家肯搭理我已經不錯了遥這方面吃點虧也在所難免遥好
在還有三天袁我趁着這三天好好的琢磨一下袁準備兩道就行了遥 "

至於原料什么的袁當然不必擔心遥海參雖然昂貴袁卻也不算罕見遥容府
里各類名貴食材都有袁更不乏上好的海參遥
寧有方這么沉着冷靜袁寧汐也跟着放心了不少遥 腦子里迅速的回想起

翻了不知多少次的那本神秘食譜來遥
那位不知名的御廚袁在食譜上記録了各種珍貴食材的烹制方法遥還有

半頁專門寫了海參的做法遥 至少也有五六種噎噎
寧汐試探的問道院"爹袁你想好做什么菜式了嗎钥 "

寧有方苦笑一聲袁搖了搖頭院"哪有這么快袁我還沒開始想遥 "這可比

不得平時做菜袁得拿出最佳的水平才行遥 雖然做過不少海參的菜式袁可到
底哪一道才算最好袁他也有點拿不準遥

寧汐笑了笑袁湊到寧有方耳邊低語了幾句遥
寧有方的眼眸頓時亮了起來袁用力的點了點頭遥
當天下午袁容瑾就派小安子送來了一盒尙未泡發的海參遥海參被整整

齊齊的放在木制的錦盒里袁略呈褐色袁背部隆起幾行大小不等尧排列不規
則的圓錐形肉刺遥

寧有方自然識貨袁笑着嘆道院"這可是最上等的刺參遥 就這么一盒袁也
不知要花費多少遥 "

小安子忙笑道院"少爺説了袁這一盒是留給寧大廚這兩日練習菜式用
的遥 等眞正比試的時候袁自然有更好的海參遥 "

寧有方笑着點點頭遥 等送了小安子出去之後袁 立刻就到廚房忙了起
來遥 寧汐自然也跟了進去遥

父女兩個袁在廚房里整整待了兩天遥
第一百一十五章意外

期間袁容瑾也派小安子來過幾次遥 卻沒有多問什么袁每次來的時候倒
是帶了不少新鮮的食材配料過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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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Online Education in China

The U.S.'s largest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com-
pany Coursera announced in August that China has
become its second largest market, with the total regis-
tered users in the country hitting 1 million. It may not
be the most jaw-dropping figure given the country's
large population, but is significant in that it reflects a
major trend: the higher education market is develop-
ing alongside the Internet in China.

Coursera was founded in 2012 and has its headquar-
ters in Silicon Valley. Its business model can be en-
capsulated in two words: online university. Some 119
universities–including Stan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offer their cours-
es on the online platform. The site features more
than 1,000 courses covering fields from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to medicine, business and computational
science.
On this site, users can select college courses and
complete the curriculum based on video lectures, on-
line forums and other assignments. In a sense, a
complete university education is offered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largely free of charge.
In 2013, Coursera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offer
course certificates through online exams, priced at
around US$ 60 to 90 per test. Some U.S. universities
are beginning to give college credit for Coursera
courses.
Coursera has expanded in China on partnerships
with Netease, a Chinese Internet portal and Hujiang.

com a private online
training institution,
linking its curriculum
to subtitled courses.
Currently,more than
70 class series are
offered in Chinese.
Courses given by
Beijing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Nanjing University account
for over 50 online courses in Chinese.
It is expected that on this trend, perhaps within two or
three years, Coursera could become the largest plat-
form for online higher education. This leads us to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can companies like Coursera of-
fer quality of education on par with that of the tradi-
tional classroom setting?
The mode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forme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as remained
much the same. However, society and the technolo-

gy have undergone dramatic change. This has gradu-
ally exposed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traditional mod-
el, which today stands as far too rigid and too costly.
The biggest advantage of online education is precise-
ly what some have labeled its weakness: doing away
with classroom allows individuals to learn anytime,
anywhere. The reality of the traditional university is
that while there might be some good memories to be
had on campus, much of a student's time is wasted.
Moreover, adding the cost of graduate school further
piles on the financial burdens.
The Internet has transformed so many industries.
Uber,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car-hire app; Face-
book, the world's biggest content provider doesn't pro-
duce any content. The largest retailer Alibaba doesn't
have any brick and mortar shops; the largest vaca-
tion rental company Airbnb doesn't own a single hotel
room. Now comes the change in the university as we
know it, where most of the revenue may now come
from online certificates instead of tuition fees.
(Courtesy http://english.caixin.com)

Seattle Times: Purpose Of China President's
Visit Is To Build A Better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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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It is this rich ethnic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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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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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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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lementation of the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which will attract thousands of
ethnic peoples from multiple backgrounds including
Jewish, Asian, Latino and African and they will repre-
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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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an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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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flect the past to teach us a lesson. This year the
world will hold many different forms of commemor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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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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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ers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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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September 21, 2015, the Seattle Times, one of
the largest English newspapers in Washington state,
published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s

article, “ Building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President’ s Visit” .Yang’ s article stated tha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ill soon pay a state visit to the
US at President Obama’ s invitation. This will be a
historic event in China-US relations. The two
Presidents will discuss bilater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of interest. President Xi will meet
with Congressional and local leaders as well as
people from a cross-sectio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His visit will deepen people-to-people friendship,
expand cooperation and provide new impetus to the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China-US relationship is of vital importance. It has
come a long way since diplomatic ties were estab-
lished 36 years ago. The relationship has gone be-
yond the bilateral scope and taken on growing global
significance. The two countries now have close com-
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extensive areas, from
tackling global challenges to bolstering global growth,
from tripartite cooperation in Afghanistan and
Timor-Leste to handling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hotspot issues like Iran and South Sudan, making im-
portant contribution to world peace and common de-
velopment, Yang said.
Yang stressed that admittedly, China and the US
also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some issues and there
are sensitive issues in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However, they are outweighed by our common
interests and the potential of cooperation.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is the prevailing
trend.
There are broad
areas where we
should and can
work with each
other. Closer
China-US
cooperation would deliver great benefits to people in
both countries and beyond. This is our historical
mission and w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xpects of us.
In his article, Yang pointed that healthy growth of Chi-
na-US relations requires joint efforts of the two gov-
ernments and societies. The involvement and sup-
port at the subnational level and from the business,
academic,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ommunities as
well as the wider public are indispensable.
Subnational cooperation is a driver of China-US rela-
tions. We have 43 pairs of sister provinces/states and
200 pairs of sister cities, with multiple platforms and
extensive network for close interactions. The Wash-
ington State and Seattle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such
cooperation.
Yang indicated that business cooperation is the
bedrock of China-US relations. In 2014, two-way
trade exceeded US$550 billion and mutual
investment topped US$120 billion. By June 2015,
Chinese companies had directly invested US$77.5

billion in 1,501
non-financial
projects in the
US. Estimates
show that by
2020,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US will reach US
$100-200 billion,
adding 200-400 thousand local jobs. As China
upgrades its economy and the US boosts economic
recovery, the future of our business cooperation is
ever more bright.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is a propeller of Chi-
na-US relations. There is a flight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every 17 minutes. 4.3 million people trav-
eled across the Pacific last year. Educational ex-
change is also thriving. By 2014, 490,000 young Chi-
nese had studied in the US, and over 100,000 young
Americans in China. Seventy-five Chinese universi-
ties hosted 12,000 American scholars. Over 30%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Washington State
are Chinese. The vaccine jointly developed by Chi-
nese and American experts made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battle against Ebola.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Yang said that both the Chi-
nese and the Americans believe that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With joint actions, we will write a
new chapter in China-US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Courtesy http://en.peopl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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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遊客在韓消費恢復MERS前水準

商家大手筆促銷攬客

綜合報導 美國EB-5投資移民計劃
15年來總計發出44萬張美國綠卡，吸金
高達110億到120億元（美元，下同）
，創造近8萬個工作機會，能否在9月
30日到期前順利延期，甚至成為永久法
案，日在兩黨政策中心的投資移民法案
座談會議中，成為最受關注的議題。

移民業者指出，根據兩黨政策中
心（Bipartisan Policy Center）出爐
報告顯示，國會兩黨都支援EB-5改

革，而且數據證明美國多州及地方
經濟發展，都受惠這項計劃，但是否
因此可以順利在期限前讓法案過關，
情勢仍舊十分不明朗，尤其距離到期
日僅剩不到兩周。

消息指出，國會內部目前忙於“伊
核問題”、“新財年預算”等重大議題，
還沒有正式對投資移民案達成共識。

兩黨政策中心針對投資移民為各州
與地方帶來的挑戰與機會，發表研究報

告並舉行座談，吸引許多關切這項議題
的業界參加。

這份報告提到，1990年到2014年
間，EB-5總共發出44萬張綠卡，其中
超過一半綠卡是在近三年發出。而
2008年經濟蕭條開始後，申請投資移
民案更大幅增長。數據顯示，2008年
時，發出的投資移民綠卡才 1360 張
（僅算主要投資人，不計算家庭成員部
分），到2014年暴增1萬張。

1993年開始推出的區域中心計劃
，更成為國外投資移民者最普遍使用的
綠卡申請途徑，2014年，高達97%的
投資移民綠卡，透過區域中心計劃發出
，這項計劃將在9月30日到期。

報告中提到，儘管累積投資金額龐
大，但實際為地區帶來多少經濟效益，
都缺乏真正的數據數據，因此無論官方
或民間，都沒有辦法進行實際經濟影響
評估。

據分析很有可能要到9月30日最
後一天，才會知道EB-5區域中心計
劃，會否獲得臨時性三個月左右的延
期，而臨時延期後，寄望國會能夠針
對法案改革內容達成共識，尤其是
“目標就業區”的議定，就業計算方
式的標準，以及是否該維持原有的
“祖父化”條款等。

不過，業者強調，對於“漲價”，
早就不意外，相信已經建立共識。

綜合報導 首爾市內的各大百貨商場、
免稅店對中國遊客的銷售額恢復到了中東
呼吸綜合徵（MERS）疫情之前的水準。

韓國流通業企業為了留住中國遊客的腳
步，更推出了包括高達5000萬韓元（約折
合人民幣28萬元）抽獎在內的各種促銷活動
。

據樂天百貨的數據，9月1-17日，樂天
百貨小公洞總店對中國遊客的累計銷售額
較去年同期增長了43%。

這一數據幾乎與MERS疫情發生前的
1-5月的銷售額增長率（52%）持平。

6-7月MERS疫情導致銷售額驟減31%
，而近一個半月以來，中國遊客的消費大
幅上升，已經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

另外，6、7月因MERSI疫情銷售額跌
去一半的樂天免稅店小公洞總店最近1-2周
的銷售額也開始出現反彈。9月第一週（8月
31 日-9 月 6 日）的銷售額增長率高達
15.6%，第二周（9月7-13日）的增長率突
破了20%。

樂天免稅店相關人士表示，“中國遊
客在免稅店總銷售額中所佔比重遠遠高於

百貨商場，因此恢復速度也比較慢”，
“預計10月初國慶節黃金周銷售額將可恢
復到疫情之前80-90%的增長水準”。

樂天瑪特的對中國遊客銷售額也恢復
到今年年初的水準。

樂天瑪特首爾站店9月1-17日對中國
遊客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增長了58.1%，接
近今年1月（45%）水準。此前6、7月的
銷售額受MERS疫情影響同比分別下滑
61.3%、14.1%。

流通業界乘勝追擊，瞄準中秋和國慶
節長假推出了各項促銷活動。

樂天百貨面向下月31日前在總店消費
的中國遊客展開抽獎活動，最終獲獎的一
名遊客將獲贈被韓國政府指定為重要無形
文化遺產100號的玉器工藝大師張周元的
作品“黃玉立式通壺”。

樂天方面表示，這件作品價值約5000
萬韓元（約折合人民幣28萬元）。

另外，樂天百貨商場仁川機場鐵道店、
弘大店、總店等6家商場將向中國遊客提
供自動傳送獎品的beacon服務。遊客只需
使用微信中的“搖一搖”功能，便可自動

參與到抽獎活動中，8888名遊客有機會獲
得電飯鍋、手機、手包等獎品。

新世界百貨將面向在下月31日前購買
化粧品、時尚服飾等150個品牌產品的中
國遊客提供10-30%的額外折扣，遊客只
需出示護照即可。

另外，國慶節期間使用銀聯卡消費的
顧客也可獲得5%的額外折扣，消費超過
50萬韓元（約折合人民幣2857元）的遊
客更可獲增相當於消費額5%的新世界代
金券。

位於狎鷗亭洞的Galleria名品館將從本
月25日起至下月7日，面向外國遊客展開
“黃金折扣”促銷活動，屆時將有120余
個品牌參與。

新羅免稅店將向在下月31日前消費滿
300美元以上的中國自由行遊客贈送當場
開獎獎券，獎品為1000萬韓元、500萬韓元
、100萬韓元、1萬韓元不等的先付卡。

樂天免稅店還將原本計劃于11月舉行
的首爾家族演唱會提前至10月，這場在蠶
室奧林匹克運動館舉行的韓流演唱會預計
將吸引2萬餘中國遊客。

EB5投資移民命運

月底見分曉仍未達成共識

前前88月月中國中國對美投資增35.9%
保持較好發展態勢

綜合報導 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
張向晨今日表示，今年前8個月，中國對美
國的投資達到 44.3 億美元，同比增長
35.9%，繼續保持了較好的發展態勢。

由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
局共同編輯出版的《2014年度中國對外直
接投資統計公報》今天發佈。國務院新聞辦
公室舉行新聞發佈會，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
副代表張向晨、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賈楠介紹
了公報有關情況。

談及中國企業對美投資情況，張向晨表
示，截至到2014年底，中國在美國設立境
外企業超過3000家，對美各類投資存量達
到 652.2 億美元，其中直接投資存量是
380.1億美元，佔整個投資存量的58.3%。

美國已經成為中國對
外投資第三大目的地
，排在中國香港和澳
大利亞之後。2004年
末，中國企業通過對
美的投資，為美國提
供了近8萬個就業崗
位。

張向晨指出，中
國企業對美國投資的
特點有以下幾個：一

是增長比較快速，但存量還比較低。2009
年以來，中國對美國的投資進入了快速增長
時期。2014年，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存
量達到了75.96億美元，這是一個創紀錄的
數字，實現了對美國直接投資項下資本的凈
輸出，也就是52.26億美元。但同時，中國對
外投資由於起步比較晚，截至2014年末，
中國對美國各類投資僅佔美國吸引外資存量
的近1%。

二是行業分佈比較廣泛，但相對集中。
中國對美國投資覆蓋了18個行業大類，從
存量的行業分佈看，在金融、製造、採礦、
房產這4個領域的投資達到479.7億美元，
佔到各類投資近八成。從境外企業數量看
，製造業、批發和零售業，批發和零售業主

要是從事進出口貿易的，佔中國在美設立企
業數量的62%。

三是並購的規模不斷擴大，但是這種並
購大多是通過再投資的方式來實現的。2014
年，中國在美國實施了並購項目93個，金
額達到76億美元，聯想控股公司通過聯想
集團（香港上市公司）收購了摩托羅拉移動
手機業務，這筆交易是31.2億美元，我舉的
例子都是通過境外融資完成收購的。在中國
香港融資，從統計意義上是要納入中國香港
的對外投資統計的。

四是工程企業涉足美國的投資比較少，
但是有一些亮點。截至2014年底，中國企
業在美國設立了建築企業46家，多數是小
型建築裝飾公司，大的企業有中建美國控
股公司，他們經過不斷的努力，已經成為年
營業額16億美元，員工4000多人的美國本
土化的建築公司，成為中國企業開拓發達國
家承包工程市場的一個典範。

五是對美國的投資主體多元化，但涉及
的領域差異明顯。中國各類企業對美國的投
資是比較活躍的，國有企業投資的領域集中
在油氣及基礎設施領域，其他行業則是由中
國非國有企業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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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在工業低迷不振，投資持續
疲軟之際，中國官方在固定資產折舊和稅收
抵扣方面再次推出優惠政策。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
院常務會議，決定在原有生物藥品等6個
行業基礎上，擴大固定資產加速折舊優惠
範圍，對輕工、紡織、機械、汽車4個領
域重點行業的企業在今年1月 1日後新購
進的固定資產，允許縮短折舊年限或採取
加速折舊方法。

同時，對其中小微企業新購進單位價
值不超過100萬元（人民幣，下同）的研
發和生產共用儀器設備，允許一次性計入
當期成本費用在稅前扣除；超過100萬元
的，允許縮短折舊年限或採取加速折舊方
法。官方稱，實施這一政策後預計今年將
減稅50億元。

所謂固定資產加速折舊，即在設備、儀
器等固定資產使用年限之初多提折舊金額，
後期少提。這意味著企業前期的利潤，也就
是應納稅所得額比較低，稅負相對較輕。雖
然總稅負不變，但前輕後重，相當於企業可
延期納稅。

去年9月，李克強曾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部署完善固
定資產加速折舊政策，促進企業技術改造。時隔一年
“舊事重提”，主要原因是為應對持續顯現的經濟下行
壓力。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受製造業和房地產拖累，
2015年前8個月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比1-7月份回落0.3
個百分點。8月當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速雖
比7月有所加快，但工業基礎並不牢固。如國家資訊中心首
席經濟師範劍平所言，因內外需求疲弱，工業下行壓力短
期內不會減輕。

分行業來看，輕工、紡織、機械、汽車因經濟增速放緩
受到的衝擊尤其顯著。

據相關行業協會數據，截至8月，中國汽車產銷量低
於上年同期的狀況已經持續四個月，且前8個月月度累計
產銷量已低於上年同期水準。2015年以來，機械工業增加
值增速也持續下滑，甚至一度低於工業增加值整體增
速，為多年來少有。今年上半年，紡織行業工業增加值
增速不僅“跑輸”同期國內生產總值（GDP），也明顯低
於前幾年。

在此情況下，此次會議將這四個行業新列入固定資產加
速折舊優惠範圍，無疑是一大利好。

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管理合夥人張連起表示，固定資產加
速折舊意味著企業“未來的錢可以現在用”，當期能夠有更
寬鬆的現金用於投資和技術改造升級，而不是馬上就交稅，
有利於盤活現金流，改善現金流量，對企業的幫助可立竿見
影。

他指出，這一政策雖不改變企業整體稅負，但在前期減
稅對扶持企業發展、促進投資、推動製造業轉型升級而言具
有重要作用，是宏觀調控政策精準發力的體現。

此外，由於購進研發和生產設備可享受優惠政策，這一
新政對推動小微企業加大研發力度、扶持其發展也有積極意
義。

中國與東盟加強國際產能合作尋求多方共贏
綜合報導 “加強國際產能合

作，是中國和東盟國家合作共贏
的必然要求。”在此間舉行的第
12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上，國家
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寧吉喆說。

寧吉喆表示，目前，中國的
產能雖有富餘但並不落後，總體
上處於中端及中高端水準。這些
產能在技術上先進適用，市場價
格合理適中，性價比高，因而具
有國際競爭力，特別符合廣大發
展中國家的現實需要和承載能
力，有利於發揮發展中國家的資
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

在第12屆中國－東盟博覽會
國際產能合作項目洽談對接會

場，瀋陽東管電力科技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平早早就來到
會場等待洽談。

瀋陽東管電力科技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從事管道、管件等研發、
設計及生產製造，產品主要應用
於石油、化工等能源領域。“我
們現在已經有東盟國家的客戶，
我們的產品與東盟市場的需求也
相適應。”張平說，此次產能對
接會上，他已經和菲律賓、印尼
等國經貿官員進行了交流。

一些東盟人士表示，當前，
東盟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發
展潛力很大，對外來資金、設備、
技術有著巨大而迫切的需求。

“在國際產能合作方面，從
短期和長期來說，寮國都有對於
先進產能的需求。”寮國計劃投
資部副部長本達維·西蘇潘通說，
短期來看，寮國非常歡迎在能源
製造、農業、教育、醫療和服務
等領域的先進技術支援和轉讓。
從長遠角度來看，寮國希望得到
人力資源發展的幫助。

寧吉喆認為，與其他國家相
比，中國的設備先進適用、技術
成熟可靠、產品性價比高。中國
與東盟以及“海上絲綢之路經濟
帶”沿線國家開展國際產能合作
互有需求、互有優勢、互為機遇，
符合雙方共同利益。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
有限公司對國際產能合作很有興
趣，他們派人參加了本屆中國—
東盟博覽會，並在會上進行招商
推介。

該公司招商部相關負責人朱趁
義說，柬埔寨有豐富的自然和勞動
力資源，對於中國先進的產能和裝
備製造有需求。“在這次會議上已
經和中國的太陽能、鋼鐵等領域的
企業達成初步合作意向”。

寧吉喆說，為更好推動中
國－東盟國際產能合作，建議進
一步加強政府間交流，進一步深
化務實合作，進一步改善投資環
境，進一步開展金融領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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