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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212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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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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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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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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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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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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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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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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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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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2015年9月24日 Thursday, September 24, 2015

休城讀圖

星期四 2015年10月1日 Thursday, Oct. 1, 2015

近日《現場面對面》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5555..55頻道頻道

9/24 花花世界 有你‧有我
（紹華 訪明華園孫翠鳳）

9/25 台灣新動線
9/28 文人政事
9/29 爸媽冏很大

9/30 致富密碼
10/1 花花世界 有你‧有我

（紹華 台灣教育展）
10/2 台灣新動線
10/5 文人政事

敬請關注敬請關注
節目主持人: 常中正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總領館僑務組組長房振群總領館僑務組組長房振群（（右右））出席畫展出席畫展，（，（左左））
為贈畫小畫家陶思源為贈畫小畫家陶思源

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右右））贈送州政府祝賀文告給陶思源贈送州政府祝賀文告給陶思源（（左左））

陶思源陶思源（（左左））贈送畫冊給國會議員贈送畫冊給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的代表譚秋的代表譚秋
晴晴（（右右））

明湖中秋聯歡晚會於本週六舉辦

陶思源畫冊義賣暨畫展

明湖合唱團明湖合唱團 團員團員 参加今年参加今年 「「和樂之聲和樂之聲」」 的定裝照的定裝照。。

每個合唱團每個合唱團 都都
是男團員少是男團員少，，這這
是明湖合唱團指是明湖合唱團指
揮陳莉貞揮陳莉貞、、伴伴
奏奏 Amber LiuAmber Liu
和男團員合照和男團員合照。。

在 歡 送 派在 歡 送 派
對 時對 時 ，， 團團
員 們 合 照員 們 合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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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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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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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公
路

G
es
sn
erFiesta悅來海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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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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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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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信徒沐浴聖浴慶祝大壺節印度教信徒沐浴聖浴慶祝大壺節

印度納濟克印度納濟克，，大壺節期間大壺節期間，，上萬名印度教徒在戈達瓦裏河中沐浴上萬名印度教徒在戈達瓦裏河中沐浴。。印度教徒相信印度教徒相信，，跳進聖河中沐浴能夠跳進聖河中沐浴能夠
洗凈他們身上的罪孽洗凈他們身上的罪孽。。根據印度教神話根據印度教神話，，大壺節是為了慶祝神明在一場激烈的戰鬥中戰勝群魔大壺節是為了慶祝神明在一場激烈的戰鬥中戰勝群魔，，而他們大打而他們大打
出手則是為了爭奪一個裝有長生不老藥的壺出手則是為了爭奪一個裝有長生不老藥的壺。。大壺節從大壺節從77月中旬開始月中旬開始，，一直持續到一直持續到99月底結束月底結束。。

京舉辦“寶寶哭”相撲比賽 萌娃哭相惹人愛

日本東京日本東京，，相撲手手抱嬰兒相撲手手抱嬰兒，，正努力使嬰兒哭泣正努力使嬰兒哭泣。。當日當日，，一一
年一度的嬰兒啼哭相撲活動在年一度的嬰兒啼哭相撲活動在IrugiIrugi神社舉行神社舉行。。日本的父母相信相日本的父母相信相
撲手弄哭嬰兒將使得孩子健康成長撲手弄哭嬰兒將使得孩子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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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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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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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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中華活動中心2015年的年度募款餐
會，已於9月5日下午6時，假Renaissance Hotel
，Richardson 舉行，我由外孫女開車到達時，前
門已是車水馬龍，川流不息。室內已是群賢畢至
，少長咸集，釵光鬢影，爭奇鬥艷。大廳中已是高
朋滿座，勝友如雲。舞台上燈光變幻，樂聲悠揚，
好一片祥和而溫馨的勝景。

準七時晚宴開始，活動中心雷理事長女士
致辭。她介紹貴賓及贊助者，並致贈一幅繪有德
州州花和藍草國畫給理查遜市保羅華克市長。
接著本人也非常榮幸的，從被大家認為是華人
之光的德州眾議員陳筱玲女士和雷理事長兩人
手中接到一個獎牌，以表達近年來本人對僑界
些微的參予之鼓勵與衛冕。我愧不敢當。自認對
國家對僑界並沒有特殊的貢獻。如果還認為本
人做了些什麼，那也都是許多好友們無私的幫
助結果。尤其是中華文化交流協會和美南中華
書畫藝術學會的朋友們。這榮譽是屬於大家的。
感謝活動中心理事會，也感謝許多老朋友們。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成立於1984年，服務

僑社，宣傳文化；但自 2000 年阿扁當政後，於
2002年就被撤銷了。幸有一些僑界領袖們組織
了理事會，接下這個重擔，成為民營的非營利機
構。大家出錢出力，並逐步開展服務項目，如太
極拳班，電腦班，舞蹈班，書法班，繪畫班，以及
圖書、影帶出借等。並舉辦各種比賽；書法比賽
已舉辦了13屆。其他如卡拉OK及各種球類比
賽等；以及許多公益活動服務僑胞，不遺餘力，
成績卓著。

有言：『失去光明，才知道光明的可貴。』現
在有這個服務中心，大家不覺得它的可貴，如果
失去了它，就會馬上覺得失去了精神中心。因為
它早已成為華人的精神寄託。又有說，『失去母
親，才知道母愛的可貴。』失去了這個中心，就像
失去了母親，大家就像沒娘的孩子，也才知道母
愛的可貴，會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徬徨無
措，無所適從。這應該是大家不願看到的。而如
何才能維持它的存在，應是我們共同的責任。看
到理事們出錢出力，無私的奉獻，服務人員的勤
奮工作，令人由衷的感佩。但每想到有些人對宗

教團體，對寺廟道觀的捐獻，出手大方，甚或有
定期的捐獻；但對許多教學研究機構，和社會服
務團體，卻吝於解囊，令人非常難以理解。

想起多年前也曾參加一次活動中心的募款
餐會。在節目進行中到外庭換換空氣，看到有些
小物品在義賣。那是向一些商家募捐來的。每件
都標出市價，然後讓大家競購。我隨手簽下以
100元認購，那是高出市價六，七倍的價格。轉個
圈回來，聽到兩個人正在談話，『這本書有人出
100元購買，他有錢，就讓他買吧。』我馬上接著
說，『100元我是簽的，這是義賣，得款作為活動
中心的經費。』最後我購得了這本書。

有兩位年近耳順西裝革履的尖頭鰻（Gen-
tleman）一路走來，其中一位說，『我沒錢，不然把
這些都買下來。』這也是在同一個場合聽到的。
結果他什麼也沒買。這都是我所親見，不知大家
有何感想？風涼話，涼透人心！

有言，『又想好，又想馬兒不吃草。』華人活
動中心是匹好馬，但沒有草吃，它還能跑嗎？

北宋開國皇帝高祖趙匡胤，一天問其宰相

趙普說，『天下何者最大？』答曰，『道理最大。』高
祖曰，『然。』誠然，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
；不講道理事情是辦不好的。華人活動中心是屬
於全體華人的，維持其存在，繼續服務華人，也
是我們全體華人的責任。道理至為明顯，不應只
求享受，不作貢獻。

北德州社區基金會，『北德州回饋日』將在9
月17日，從早晨6時到晚上12時，連續18個小
時內，透過公共媒體，對聽/觀眾廣播，做一項慈
善捐助募款活動。華人活動中心將是第一個與
中國人有關的受惠機構。華人活動中心萬分感
謝您和您的親朋好友，可以響應並捐助25美元
或以上至『DCCC』。更重要的是請大家告訴大
家，包括其他州市的朋友，知道的人越多，贊助
金額越高，中心會有更多機會贏到獎金及補助。
請大家踴躍支持，請大家告訴大家。

朋友們，該是我們行動的時候了！

我參加了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年度募款餐會
李中華

【本報系達拉斯訊】達拉斯華人活
動中心主辦的「第十三屆公開書法比
賽」將於 10 月 3 日(週六) 11:00PM-1:
00PM舉行。此項活動是由李察遜市市
政府City of Richardson)及僑委會台灣
書院共同贊助。比賽分公開組、高級組
、中級組及初級組進行。公開組比賽者
年齡不限，高級組年齡以15歲至18歲，
中級組年齡11歲至14歲，初級組以10
歲以下為原則。

比賽各組前三名都有豐富獎金，(
公開組第一名100元，高級組第一名80元，中級
組第一名60元，初級組第一名40元)，各組得獎
者並頒發獎牌乙份，其他未得獎者則每人都有紀
念品，(紀念品必須由參加者在頒獎時親自領取)
，得獎作品將於頒獎日前一星期在中心大廳公開
展示，頒獎日期另行通知。

比賽規則是以一小時為限在華人活動中心

舉行，參賽者可自備毛筆及墨硯
，但也可用主辦單位準備的工具
，紙張必須用主辦單位所供應的
，每人以二張紙為限。公開組及
高級組：字體（篆、隸、楷、行、草
等）不限，所寫的字及字數由主

辦單位決定。中級組及初級組：字體以正楷為限，
字數在三十字以內由主辦單位決定。

報名方式為即日起至9月30日止，請向達拉
斯華人活動中心索取報名表格。報名表請直接交
寄達拉斯華人活
動中心，並於信封
上註名「書法比賽
」。達拉斯華人活
動中心地址: 400
N. Greenville
Ave., Suite 12,
Richardson, Tex-
as 75081 電 話：
972-480-0311
www.facebook.
com/dallasccc.
Email: info@dal-
lasccc.org

第十三屆書法比賽
提升書法藝術 發揚國粹

【本報系達拉斯訊】每年度的北德州
社區基金會捐贈日將於下週四，九月十七
日舉行從上午六時至午夜十二時的十八
個小時內，任何人都可上網捐款給自己指
定的慈善機構。華人活動中心邀請大家上
網 址:www.northtexasgivingday.org/#npo/
dallas-chinese-community-center 請捐給
活動中心。

這是華人活動中心第二年參加這項活
動，去年在一天內中心收到一萬七千元的捐
款，今年中心把目標提高至兩萬元，這捐款是由中
外人士的肯定和支持。因有這項額外的贊助中心
才能擴張為社區服務。

華人活動中心是501(c)3的非營利、非政治
、非宗教的慈善機構，由一熱心的華人在
1984年組成，至今已有三十年的歷史，全靠眾
人的慷慨捐贈，方能延續成長至今。服務項目
逐年增加，中文圖書館英文班電腦班書畫班新
設立旳駕照補習班青少年夏令營各種舞蹈班

太極拳班又舉辦義診書畫觀摩展新資訊的座
談會新年團拜美食節卡拉ok 才藝比賽等多項
目的活動目的就在傳承中華文化幫助華人融
入美國社會達到多元化社會的理想。

九月十七日在北德州社區基金會的網上捐款
給華人活動中心，從25元開始，北德州基金會將
再頒贈相對基金所以中心會收到的金額大於大家
的捐款這力量是很大的眾志成城請把您今年給中
心的捐款都集中在當天，以達到兩萬元的目標，華
人活動中心全體理事感謝您的贊助與支持。

華
人
活
動
中
心

九月十七日北德社區基金會捐贈日請
捐華人活動中心

時間: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
6時
地點: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
(400 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1)
費用: 大人每人 $12元，小孩
6-12歲每人 $5元
報 名 請 洽: 會 長 鍾 博 史

972-436-
3241 或副
會長林芳
蘭
972-669-
3577

有意
參加餐會
者，務 請

向連絡人報名，以便預備食
物。

本次餐會特備有美味的

月餅及多種客家佳餚，有紅
燒豬腳、蒜頭鷄、紅燒牛肉、
四季扁豆、涼拌黃瓜、冷盤干
絲、涼拌海帶、南瓜絲米粉等
。

期待您的大駕光臨今年
的中秋節聚餐大團圓，非常
歡迎鄉親們提供節目與眾同
樂，來食茶打嘴鼓。承蒙你，
按仔細!
11 Wooded Lane, Allen, TX
75013(客家會供稿)

達拉斯台灣客家會
2015年中秋節聚餐

由于中國股市的大波動和 9.3 閱兵等外
界因素的影響，原本參加由美中工商聯和會
等組織和團體于 10 月 10 日在美國達拉斯舉
辦的2015投資和貿易交流會的許多國內商家
企業不能如期到達。特此改為 11 月9日在原
地舉行。由此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2015中美經貿投資洽談會暨海外人才招
聘會籌備組

中美經貿投資洽談會
及海外人才招聘會緊

急
通
告

休斯敦亞裔女商人涉間諜罪在中國被拘
（綜合報道）被扣押的美籍亞裔女子

是休斯敦女商人桑迪·潘-吉利斯（Sandy
Phan-Gillis），據其家人本周發表的一份
聲明稱，她已在中國被扣押了6個月，罪
名是涉嫌間諜活動和盜竊國家機密。

對此，白宮發言人厄尼斯特表示，這
一事件“令人不安”，對此，美國政府提
出的許多問題都未得到中國官員的回應，
尤其是吉利斯的現狀如何。

他稱，美國國務院一直在努力為此進
行溝通，並在監視這一案件的審理，並不

排除這一問題會在總統與習近平主席會見
時被提出。

就在習近平主席即將達到美國前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表示，桑迪·潘-
吉利斯因涉嫌“危害中國的國家安全”已
被“中國有關部門拘捕調查”。

但該嫌犯的丈夫周三在美國休斯頓稱
，他的妻子不是間諜，“我完全不知道為
什麼她被拘留”，他說。此前，他曾求助
國務院，但無濟於事。他還呼籲，希望妻
子在中國能得到公正的司法審訊。

據悉，中國已允許該嫌犯至少六次與
美國領事進行會見，目前健康良好，正在
與中方合作進行調查。

中國國家安全部對此並未回應。
該嫌犯是美籍越南移民，有華人血統

，19歲移民至美國，經營着一家諮詢公司
，主要從事美中貿易。被中方拘捕前，她
參加了休斯敦貿易代表團訪問中國，於3
月 23 日當她試圖從珠海前往澳門時被拘
捕。

第十四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即將舉行第十四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即將舉行

作者：杜長炳時間到了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可怕的驚句，
斬斷時空的一把刀。

時間到了
一切的一切，
都要遵照...
不論是星球運行，
還是雄雞報明。

世界末日未了，
因為時間不到，
定時炸彈爆了，
因為時間到了。

花開樹綠，
是春天時間到了。
水蒸日烈，

是夏天時間到了。
五穀結實，
是秋天時間到了。
天寒地冷，
是冬天時間到了。

人生幾何？
看你經歷過多少個“時間到了”
...你出生入世，
是母親十月懷胎時間到了。
你踏入征途，
是成熟時間到了。
你功成名就，
是天道籌勤時間到了。
你身敗名裂，
是作繭自縛時間到了。

當你發白臉鄒步履蹣跚，

是夕陽時間到了。
噢！你會發現...
美好的人生如此短暫。
這寶貴之時，你會激情再啟，
不用楊鞭自奮蹄！
人性的力量，把你喚起...
用有限的時間，把你想幹沒幹的事幹完。
因為你知道，死後事有三件：
身體腐爛，
靈魂升天，
生命的品位和余波留在人間！

˙散文詩

語言是交際的工具。為提高各族裔學習、使用中文的
興趣，增強說中文的能力，促進中美之間多元文化的交流
，大休士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即將舉行。

多年來，由於各校中文老師與學生家長積極努力，參
賽者的中文演講能力不斷提高。

這項比賽得到了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教育組的大力支
持 ， 由 中 國 人 活 動 中 心 主 辦 ，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HISD 孔子學院，華夏中文學校，海外中國教育基
金會協辦。

中文演講比賽使用語言為普通話即國語。
這次比賽在休斯頓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舉辦

。
參賽者分組：幼兒組5－7歲；初級組8－11歲；中級

組12－18歲；高級組是曾在中國讀過小學四年級以上的青
少年；非華裔分為三個組，小學組；初、高中組及成人組
。

演講比賽時間：11月8日星期日，下午1:30報到，2:
00開始比賽。比賽結束後將舉行頒獎大會。

比賽報到地址：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8330
Triola Lane Houston, TX 77036-6310

演講比賽報名：即日起至11月1日向各中文學校及學
校中文老師報名，也可到中國人活動中心報名。咨詢電話
：713-772-1133，713-870-5288，或 Email: ghcspc2922@
163.com 。

報名費：$15.00/人
演講時間：每人3分鐘，約500字。幼兒組以講故事

為主，1 - 2分鐘。
演講題目：《和平的願望》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七十周年，世界各地都舉行了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
人們祈望和平，但至今戰火不斷。和平是對生命的尊重，
也是你我的願望。
《我的老師》 說說你的老師吧，他們教會了你什麼？你喜
歡你的老師嗎？為什麼？
《科技和幻想》現在的許多
科技成果正是許多年前人們
的幻想。五年以後，十年以
後，一百年以後，這個世界
會是什麼樣呢？

參賽者也可以自擬其
它題目演講，內容具體，直
奔主題，要有說服力和感染
力。

在海外中國教育基金
網站上，有中國學生寫的許
多篇演講稿可以選擇、修改
、 使 用 。 鏈 接 http://ocef.
org/component/content/ar-
ticle/43-ocefcnews/
590-speech-contest-articles
我們也希望通過這個平台，
加深美國學生對中國及中華
文化的了解，幫助您的孩子

增進學習漢文化的興趣。
本項演講比賽評委由中國語言文學藝術專家

組成。為了力求公正，我們的評委都不在中文學
校任教。比賽將根據語音標准、表達准確、主題

突出、表情儀態、總體效果評獎。一、二、三等獎獲得者
，將得到獎狀、獎杯及獎金，優秀獎獲得者將得到獎狀、
獎杯。敬請互相轉告，並鼓勵廣大熱愛中文的朋友踊躍報
名參加。

大休士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籌辦單位希望得到熱心中
華文化事業的公司、團體、協會及個人的鼎力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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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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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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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Thursday, September 24, 2015 星期四 2015年9月24日 Thursday, September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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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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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上海往返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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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九天 99元
●上海八天 49元

機票
震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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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深陷惡性循環
雷亞爾暴跌至曆史新低

綜合報導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

員會（CFTC）最新公布的周度持倉

報告顯示，截至9月15日當周，對衝

基金等大型機構投資者持有的美元淨

多頭頭寸金額降至209.7億美元，創

下逾一年新低。美聯儲在9月17日的

議息會議上如市場預期暫時沒有啓動

加息，美元彙率出現回落。

此外，截至9月15日當周，對衝

基金持有的瑞郎淨多頭頭寸增至3782

手期貨和期權合約，之前一周淨空頭

頭寸爲6896手合約；持有的日元淨

空頭頭寸增至26814手合約，之前一

周爲6662手合約；持有的英鎊淨空

頭頭寸降至3619手合約；之前一周

爲17638手合約；持有的歐元淨空頭

頭寸增至84202手合約，之前一周爲

81241手合約；澳元淨空頭頭寸降至

40729手合約，之前一周爲53316手

合約。

大宗商品方面，截至9月15日當

周，對衝基金持有的COMEX黃金淨

多頭頭寸較之前一周減少21421手合約

，至6866手合約；持有的COMEX白

銀淨多頭頭寸較之前一周減少5104手

合約，至 2371手合約；持有的CO-

MEX銅空頭頭寸減少5739手合約，轉

而實現淨多頭頭寸1122手合約；WTI

原油淨多頭頭寸較之前一周增加8890

手合約，至144842手合約；NYMEX

和ICE天然氣淨空頭頭寸較之前一周

減少19659手合約，至38241手合約。

綜合報導 由于投資者擔憂巴西經濟形勢

惡化，以及中國經濟前景暗淡，巴西雷亞爾

兌美元彙率周一降低至曆史最低位。

巴西雷亞爾兌美元大跌1%至3.9851，創

收盤紀錄低位，使得 2015 年迄今跌幅達到

33%

“這一切都取決于巴西最大的貿易夥伴

中國。如果中國經濟硬著陸，大宗商品的價

格將進一步下跌，那麽我認爲未來前景就很

難預測了，”凱投宏觀分析師Neil Shearing對

《金融時報》稱。

巴西總統羅塞夫上月遞交給國會的預算報

告顯示，明年預算缺口是300億雷亞爾，政府

的最新整頓財政措施就是爲填補缺口，並達成

明年預算盈余相當于占GDP比例爲0.7%。

博稱，在巴西國會考慮推翻總統限制了

預算支出的否決權之際，投資者日益對巴西

總統羅塞夫是否有能力提振巴西預算感到悲

觀。

“由于政治談判的緣故，氣氛凝重，如

果美元兌雷亞爾觸及4這一關鍵門檻，我不會

感到意外，”London Capital Group的分析師

Ipek Ozkardeskaya表示。

“巴西貨幣就是一部預言危機的編年

史，”經濟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

員Monica De Bolle稱，“巴西已經陷入了財

政和類財政糾葛的複雜困境之中。未來幾

年，這些問題要麽被商品超級周期余晖的影

響所掩蓋，要麽需要政府采取逆周期政策。

商品超級周期在2011年就已經結束，現在巴

西的緊縮政策也開始出現。由于巴西面臨一

些經濟增長限制，比如政治危機、結構性瓶

頸因素和宏觀失衡等，因此目前尚不清楚它

如何走出困境。”

“巴西的通脹仍然非常高，我們不確定

緊縮周期是否已經結束，” Brown Brothers

Harriman全球外彙策略主管Marc Chandler 對

彭博社稱，“巴西對外賬戶正在提升，但這

主要是因爲經濟崩潰導致進口暴跌。”

由于巴西經濟惡化，標普也調降巴西評

級至垃圾級，隨後巴西雷亞爾面臨的壓力日

益增加。由于高企的通脹，巴西可能不會選

擇擴大政策刺激，而是可能會被迫選擇逆周

期政策，經濟會繼續蕭條。Bolle稱，巴西正

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美聯儲未啓動加息

美元淨多倉位降至一年多新低

今年的北京田徑世錦賽上，中國代表團
收穫1金7銀1銅，創造了參加世錦賽以來
的最佳戰績。日前在蘇州召開的田徑項目
2015年訓練競賽工作會議上，國家體育總局
田管中心主任杜兆才表示，中國田徑要研究
和鞏固世錦賽的成果，期待在里約奧運會上
再創輝煌。

“首先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北京世錦
賽的成績固然可喜，但奧運會與世錦賽是兩
個截然不同的比賽，奧運會的競技水準還要
高於世錦賽，其激烈程度、競爭難度都要遠
遠大於世錦賽。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好艱苦的
思想準備，如履薄冰地抓好還有10個多月
的備戰工作，”杜兆才說。

在8月的北京田徑世錦賽上，中國隊以
9枚獎牌位居獎牌榜第四位；總分94分，位
居積分榜第五位，獎牌數和總分數均創歷史
最佳戰績。

此外，在走跑跳投四大項群中國選手歷
史首次均收穫獎牌，其中男子收穫4枚獎
牌、女子收穫5枚，一改過去陰盛陽衰的局
面，男女呈現並駕齊驅、共同進步的態勢。
更值得一提的是，蘇炳添及其隊友在男子
100米和4×100米接力等影響力巨大的項目
上實現歷史性突破。

“我們要逐項研究如何鞏固北京世錦賽
的成果，鞏固現有的實力平台。通過今年冬
訓，進一步夯實實力基礎，通過明年春季的
賽練結合，進一步提高各項的整體實力的厚
度。”杜兆才說。

在當日的會議上，杜兆才還闡述了田徑
項目未來競賽改革的總體思路，即在繼續做
好全國錦標賽等傳統賽事的基礎上，進一步
拓展商業賽事，讓田徑比賽走進校園、走進
商圈，使田徑賽接近大眾，增強觀賞性，提
高商業價值。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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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國家隊公佈了一份備戰本場
比賽的45人大名單，參加年初

亞洲盃的蒿俊閔與李昂首次回歸，在
球會表現不錯的黃博文、張稀哲也在
其中。而在最近的中超聯賽和亞冠比
賽之中，黃博文、張稀哲、蒿俊閔都
表現不錯，外界也分析這幾名球員有
可能會重新回到國足的23人名單之
中。

不過，在23日公佈的這份名單
中，並沒有黃博文、張稀哲、蒿俊閔
的名字，同時也少了恒大前鋒郜林，
這也是郜林首次缺席國足的正式比賽
集訓。在9月份與中國香港、馬爾代
夫的比賽之中，郜林兩場比賽一分鐘
也沒有出場，似乎已經發出郜林可能
會缺席後面比賽的信號。

恒大7人入選國腳最多
在這次的23人名單之中，多數

球員都是參加了前兩場世外賽比賽的
球員，頂替郜林入選的是北京國安的
張池明，張池明也在最近兩輪聯賽之
中表現不俗。恒大依舊是國腳大戶，
即使郜林沒有入選，仍然有7名球員
入選國足。

對於郜林落選本期國足集訓，主
教練佩蘭首先表示：“郜林沒有在這
次名單裡，我對此也很失望，因為我
一直認為這個隊員是中國最好的前
鋒。但我們選拔球員的標準從來不看
資歷，上次集訓期間他的一些情況讓
我作出現在的決定。”

有媒體非常直接地問到，郜林在

上次集訓到底出現了哪些情況，是訓
練狀態不好，還是態度不好。對此，
佩蘭表示：“上場集訓前，我一直認
為他是中國隊的一號前鋒。但
我們對球員這種考核標準就是
觀察集訓期間的表現，他在東
亞盃的一些數據讓我對他會有
一些提醒， 而他在訓練之中出現的
一些狀態，讓我感覺我應當選擇有強
烈進取慾望的球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中國男足（國足）23日公佈了世界盃外圍賽與卡塔爾比賽的23人名

單，大部分球員都是參加了上兩場比賽的球員，但廣州恒大前鋒郜林首

次落選國足，而呼聲很高的黃博文和張稀哲依舊沒有入選。對於

郜林落選本期國足集訓，主教練佩蘭解釋：“他在訓練之中

出現的狀態，讓我感覺應當選擇有強烈進取慾望的球員。”

將在客場挑戰卡塔爾，
這是國足在本次世界盃外圍賽
小組賽上的最強對手。由於國
足此前已經被中國香港隊逼
和，因此這一戰對於國足來說
可以說是生死之戰，如果客場
失利，有可能會被擠出 12
強。對此，國足主教練佩蘭表
示：“我們會盡可能去爭取3
分，這場比賽勝負會決定誰是
小組第一名，但同時第二名有
可能會出線。所以這樣的比賽
對我們來說，全取三分是第一
選擇，如果能夠帶回一分也是
可以接受。”

按照世外賽的出線名額
分配規定，國足只有獲得小組

第一名才能直接晉級12強比
賽。但目前國足在小組三戰只
積7分，要想最終壓倒卡塔
爾，除了後面與中國香港、馬
爾代夫、不丹的比賽需要全勝
之外，還至少要在卡塔爾身上
拿到4分。

一旦無緣小組頭名，國
足又因為曾經被中國香港逼
和，極有可能無法成4個成績
最好的第二名，那就會導致國
足最終再一次無緣12強賽。
因此，下月8日的這戰對於國
足來說最差的底線就是不能輸
球，否則將基本上無緣小組頭
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積極備戰里約奧運會
中國田徑需鞏固世錦賽成果

戰戰卡塔爾卡塔爾力爭力爭33分分

■位於巴西聖保羅州的保地花高23
日在北京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從
河北精英足球會引進18歲中國小
將馬晟，這是巴西職業球會一線隊
迎來的首位中國20歲以下青年球
員。 網上圖片

中國小將投保地花高中國小將投保地花高

■國足下月將大戰卡塔爾（右）。
新華社

■■國足主帥佩蘭國足主帥佩蘭（（左左））主持主持
訓練訓練。。 新華社新華社

■■郜林郜林（（左左））首次首次
落選國足落選國足。。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男子中國男子44XX100100
米接力隊米接力隊。。 新華社新華社

■■國家體育總國家體育總
局田管中心主局田管中心主
任杜兆才任杜兆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永波：
林丹不必拿所有冠軍

中國羽毛球軍團在結束
日本和韓國兩站比賽後，已
經回國開始集中訓練，而日
前央視節目《體育世界》裡
播出了對國羽主教練李永波
和名將林丹的採訪，兩人都
對丟掉韓國站冠軍並不是很
看重。

9月中旬，日本站和韓
國站接連上演，林丹經過三
局苦戰擊敗阿克爾森拿到日
本站男單冠軍，這是他本賽
季拿到的第一個超級賽冠
軍。不過隨後的韓國站，林
丹輸給韓國選手孫完虎，無
緣八強。對於韓國站輸給孫

完虎，林丹說道：“到了韓國後體能沒有恢復好，而對於接連兩站冠
軍，要有計劃去打，哪站應該全力去打。”

需要爆發時就爆發
李永波接受採訪時也談到了林丹早早從韓國站出局，這位國羽總教頭

直言林丹沒必要每站比賽都要拿冠軍，“不要拿林丹當年輕球員，不是任
何比賽都要拿冠軍，他要做的是不斷豐富積累自身，需要爆發的時候就會
爆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國羽名將林丹國羽名將林丹。。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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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專家：養老保險實行名義賬戶也要擴大賬戶
●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完善個人賬戶制度”，

取代十幾年的做實個人賬戶的表述，意味著向名義

賬戶（NDC）轉型。

●提高激勵性的問題，是目前制度存在的主要

問題。按照真實的工資收入基數，每年收繳上來的

錢還應至少提高三分之一才對。激勵性不好，是因

為大家不知道現在交的錢以後是否能拿回來，它們

之間關係鬆散，掛鉤不明確、不緊密。

●在這個制度結構下，提高激勵性的作法只能

是擴大賬戶比例，壓縮統籌比例，這樣，就有可能

增加制度的激勵和提高支付、收入能力，進而提高

制度的支付能力和可持續性。

●這輪改革中，如果只是把空賬予以合法化，

而沒有擴大NDC比例，那就意味著改革紅利浪費

了，是“半拉子改革”。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

聯合舉辦的新浪· 長安講壇第279期日前召開。中國

經濟50人論壇特邀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

所所長、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發表了題為

“中國養老保險向NDC轉型的理論基礎與基本思路

—基於三中全會《決定》的學習體會”的主題演講。

鄭秉文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在城鎮基本

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面的核心要義，就是從“做實

賬戶”轉向“名義賬戶”。我國實行了20多年的統

賬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不可持續，尤其是難以做實

賬戶，所以必須深化改革。基本取向在於通過擴大

個人賬戶提高激勵性。鄭秉文強調，養老保險制度

首先要保證自我平衡，它只是養老保障制度的一部

分，不應目標錯配，過度承擔保障的功能。

鄭秉文說，在解決養老保險可持續的思路和路

徑方面，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提出，

“完善個人賬戶制度，健全多繳多得激勵機制，確

保參保人權益，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堅持精

算平衡原則。推進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

目前我國推進改革的重要依據就是這幾句話。十幾

年來，歷次文件強調的都是“繼續做實個人賬戶試

點”，但是《決定》不再要求做實個人賬戶，而是

要求完善它，這標誌著制度開始轉型，做實個人賬

戶試點基本告一段落。

“堅持精算平衡原則”是專業術語，也是在黨

的文獻當中從來沒有出現過的重大突破。它要求我

們的保險制度要有自我平衡的能力，也就是說，財

政的歸財政，保險的歸保險；政府的歸政府，市場

的歸市場。它們之間的界限要相對清晰，兩個制度

才能都健康起來。

鄭秉文介紹說，在社保制度研究中，有一對最

基本的概念，一個是繳費確定型制度（DC制度），

一個是待遇確定型制度（DB制度）。DC制度下，由

賬戶繳費資金量及其投資收益決定待遇水準，賬戶

資產在退休那一刻的多與少，決定未來退休金的水

準。DB制度則是先規定待遇水準。這是最傳統的

概念，已經形成半個多世紀了。 最近15年又出現

了新的概念，一個是多了“F”（funded），一個是

多了“N”（notional）。“F”是實際的錢，指積

累；“N”是指虛擬的，沒有錢。因此，DC就擴展

為FDC或NDC。NDC就是名義賬戶，虛擬建一個

賬戶，多繳多得，但是賬戶裏沒有錢。

鄭秉文表示，我國20年以前建立的統賬結合製度，

賬戶裏是要看到錢的。但是NDC賬戶裏邊沒有實際的

錢，錢可以被看作是拿去“投資”了，“投資”的對

像是老一代退休人口，為他們支付了養老金。

他表示，之所以現在要全面深化養老保險制度改

革，首先是因為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正處於待遇提高最

快和財政補貼最多的歷史時期，老百姓的胃口被吊得

很高。從2005年開始每年上調10%，肯定不可持續。

其次，我國目前正處於參數調整、完善制度和

結構改革的三項任務疊加期。

“參數調整”所說的參數主要是三個：繳費率、

替代率和贍養率。其中，贍養率很難升降。我國的

人口老齡化，導致贍養率從新中國建國初期6個人

養1個提高到目前的3個人養1個，預計到2050年

就成了2個人養1個。

要想保持制度財務平衡，可以考慮的做法是提

高繳費水準或是降低退休一代的待遇。但是，中國

養老保險28%的繳費率，加起來其他4險，加上企業

年金12%，加上住房公積金的兩個12%，一共74%。

中國已經成了全世界繳費水準最高的國家之一，不

能再提高了。

替代率降低同樣不容易。因為社會胃口已經被吊高

了，要降一定要有個說法。那就只能動退休年齡，通過

它來調節贍養率了。全世界的經驗和教訓也都是這樣。

從我國實行的統賬結合製度本身來看，也面臨

困境，亟須改革。

第一，它的便攜性不好。因為統籌層次低下導

致異地轉續關係複雜，並由此派生出很多難以克服

的制度缺陷。

第二，可及性很差。它是全世界最複雜的一個

制度，很難吸引農民工很痛快地加入進來。

第三，可靠性不好。待遇水準年年在變化，正

常的調節機制缺位導致替代率不斷下降，連續10

年的行政干預不利於制度的長期建設。

第四，激勵性很差。當前繳費與未來收益的關

係太鬆弛，誰也不知道自己交的錢能不能拿回來，

於是大家都想從制度上拿好處卻不願做貢獻。

第五，公平性問題。涉及到縱向和橫向的公平

性。前者指退休第一年和退休第十年拿的錢沒有給

出精確的替代率預期；後者指不同人群之間、地域

之間、部門之間、城鄉之間，制度太粗放。

第六，收益性很差。投資體制建立不起來，完

全靠銀行存款。

第七，繳費收入和財政補貼的替代性很差，宏

觀資金運用效率低下，制度運作成本十分高昂。因

為不發達省份沒有錢發養老金，所以國家每年要給

那些不發達省份投錢。然而，不發達省份沒有錢是

因為人口向外流動，養老保險費都交給發達地區了。

結果就是把財政的錢最終置換成了發達地區銀行的

養老保險存款。而且這些財政的錢因為轉成了養老

保險存款，只能放到國有銀行享受2%的存款利率，

就導致效益低下，制度運營成本非常高。

第八，制度長期難以定性，做實個人賬戶試點

沒有盡頭。

鄭秉文認為，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完善個

人賬戶制度”，取代十幾年的做實個人賬戶的表述，

意味著向NDC轉型。

除了轉向NDC以外，全面深化改革的其他內

容是什麼呢？

鄭秉文認為，是提高激勵性的問題，這是目

前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沒有激勵性，大家都不

按真實工資作為基數去繳費，各種手腳和跑冒滴

漏出現在各個環節。制度的實際收入並沒有實際

費率那麼高，這是公開的秘密，按照真實的工資

收入基數，每年收繳上來的錢還應至少提高三分

之一才對。激勵性不好，是因為大家不知道現在

交的錢以後是否能拿回來，他們之間關係鬆散，

掛鉤不明確、不緊密。

當初之所以引入個人賬戶、建立起全世界唯一

的統賬結合製度，目的就是為了調動個人積極性，

實行多繳多得，減少社會統籌大鍋飯的因素。統賬

結合的比例，現在是個人交8%進個人賬戶，單位

交20%進入社會統籌，總的繳費比例是28%。

在這個制度結構下，提高激勵性的做法只能是

擴大賬戶比例，壓縮統籌比例，這樣，就有可能增

加制度的激勵和提高支付、收入能力，進而提高制

度的支付能力和可持續性。

在以前，由於強調要做實個人賬戶，賬戶越

大需要的資金就越多，所以，賬戶比例從1997年

的11%降到了2005年底8%。就是說，那時我國沒

有條件擴大賬戶比例，因為擴大賬戶與做實賬戶

是相矛盾的。現在不用做實了，擴大賬戶比例的

條件也就具備了。

鄭秉文認為，在這輪改革中，如果只是從

做實賬戶改為名義賬戶，與參保人沒關係，老

百姓沒得實惠，制度激勵性沒有提高，所以，

這輪改革的目的就只完成了一半，只實現了國

家的目的，而沒有把擴大賬戶規模的機會有效

利用起來，沒有完成惠及民生和提高制度可持

續性的重要目的。

那麼。擴大到多少呢？比如，至少擴大到2005

年之前的11%，當時，是為了容易做實才降到8%；

或擴大到16%，甚至20%。總之，賬戶比例越大，

社會統籌部分就相應縮小，相對應地應該是17%、

12%和8%，就是說，在總體繳費28%不變的框架內

進行此消彼長的改革。

如果在這輪改革中，賬戶不但沒有擴大，反

而縮小，比如，縮小到5%或3%，賬戶變成一個點

綴，那麼，統賬結合的意義就改變了，評價也就改

變了，對當前制度存在的問題的判斷也就發生了

逆轉。那就意味著：賬戶越小，就說明越需要弱

化多繳多得，相反，需要擴大再分配因素，強調

大鍋飯因素。

鄭秉文認為，這樣的改革顯然是與三中全會的

判斷和規定完全相悖的，與事實是相悖的，與全世

界的改革潮流相悖，與人口老齡化的要求相悖，將

貽害無窮。我們當前的制度再分配已經十分不像樣

子了，經過 11年的連續上調，甚至都已經出現

“倒挂”了（退休金高於工資），所以，大家才一

窩蜂地千方百計去爭取提前退休，提高退休年齡才

那麼難。

所以，這輪改革中，如果只是把空賬予以合法

化，而沒有擴大NDC比例，那就意味著“改革紅

利”浪費了，是“半拉子改革”。試問，不擴大賬

戶比例、如何才能實現多繳多得呢？

他介紹說，養老金制度誕生之初並沒有賬戶，

就是大家交錢供退休的人用。後來引入了個人賬戶，

有四個目的：一是以真金白銀的實物形態，為未來

退休預先建立一個資產池，以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衝

擊；二是加強當前個人繳費與未來養老金權益的密

切聯繫，增強激勵性，構建一個精算中性的儲蓄載

體；三是提高儲蓄率，促進經濟增長；四是養老基

金通過建立個人賬戶，進入資本市場進行投資，以

避免現收現付制條件下帶來明顯財政因素的養老基

金對資本市場的巨大衝擊。

在這四個建立賬戶的目的中，第四條對我

國不管用。第三條也不適用，因為中國 53%的

國民儲蓄率幾乎是全世界最高，無需養老基金

再去推高。第一條與我國也沒有關係，因為做

實個人賬戶遇到了“艾倫條件”的制約。所以

只剩下第二條，它就是一個計賬計發養老金的

憑據。如果大家一起擠兌銀行，銀行肯定要破

產。但是養老基金不能去擠兌，退休年齡的分佈

是既定的，所以這個制度比銀行在網路時代面臨

的擠兌等問題還容易控制。我們加強精算中性的

目的能達到就不錯了。所以，養老金制度實行

NDC是可行的。

他表示，擴大個人賬戶符合當前的改革取向，

養老保險的第一要義就是自我平衡。不應將養老

“保險”制度視同為養老“保障”制度，養老

“保險”不應包打天下，更不應目標錯配。“保

險”不是“保障”，它只是“保障”的一個組成部

分而已。不應該讓“養老保險制度”去承擔“養老

保障制度”的功能。“保障”還包括很多其他的制

度，“保險”不要越俎代庖。

做實個人賬戶試點基本告一段落

統賬結合製度不可持續 提高制度的激勵性

責任編輯：王灝

3尧隨感録五十九
野聖武冶

我前回已經説過

野什么主義都與中國無
干冶的話了曰今天忽然又
有些意見袁便再寫在下
面院

我想袁我們中國本
不是發生新主義的地

方袁也沒有容納新主義
的處所袁即使偶然有些

外來思想袁也立刻變了顔色袁而且許多論者反要以此自豪遥我們只要留
心譯本上的序跋袁以及各樣對於外國事情的批評議論袁便能發見我們
和別人的思想中間袁的確還隔着幾重鐵壁遥他們是説家庭問題的袁我們
卻以爲他鼓吹打仗曰他們是寫社會缺點的袁我們卻説他講笑話曰他們以
爲好的袁我們説來卻是壞的遥若再留心看看別國的國民性格袁國民文
學袁再翻一本文人的評傳袁便更能明白別國著作里寫出的性情袁作者的
思想袁幾乎全不是中國所有遥所以不會瞭解袁不會同情袁不會感應曰甚至
彼我間的是非愛憎袁也免不了得到一個相反的結果遥

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人么袁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袁才會着火曰是
彈琴人么袁別人的心上也須有弦索袁才會出聲曰是發聲器么袁別人也必
須是發聲器袁才會共鳴遥中國人都有些不很像袁所以不會相干遥

幾位讀者怕要生氣袁説袁野中國時常有將性命去殉他主義的人袁中
華民國以來袁也因爲主義上死了多少烈士袁你何以一筆抹殺?嚇! 冶這話
也是眞的遥我們從舊的外來思想説罷袁六朝的確有許多焚身的和尙袁唐
朝也有過砍下臂膊佈施無賴的和尙曰從新的説罷袁自然也有這幾個人
的遥然而與中國歷史袁仍不相干遥因爲歷史結帳袁不能像數學一般精密袁
寫下許多小數袁卻只能學粗人算帳的四捨五入法門袁記一筆整數遥

中國歷史的整數里面袁實在沒有什么思想主義在內遥這整數只是
兩種物質袁要要要是刀與火袁野來了冶便是他的總名遥

火從北來便逃向南袁刀從前來便退向後袁一大堆流水帳簿袁只有這
一個模型遥倘嫌野來了冶的名稱不很莊嚴袁野刀與火冶也觸目袁我們也可以
別想花樣袁奉獻一個謚法袁稱作野聖武冶袁便好看了遥
古時候袁秦始皇帝很闊氣袁劉邦和項羽都看見了曰邦説袁野磋乎!大丈

夫當如此也! 冶羽説袁野彼可取而代也! 冶羽要野取冶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説
的野如此冶遥野如此冶的程度袁雖有不同袁可是誰也想取曰被取的是野彼冶袁取
的是野丈夫冶遥所有野彼冶與野丈夫冶的心中袁便都是這野聖武冶的産生所袁受
納所遥

何謂野如此冶?説起來話長曰簡單地説袁便只是純粹獸性方面的慾望
的滿足要要要威福袁子女袁玉帛袁要要要罷了遥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袁卻要算
最高理想渊?冤了遥我怕現在的人袁還被這理想支配着遥

大丈夫野如此冶之後袁慾望沒有衰袁身體卻疲敝了曰而且覺得暗中有
一個黑影要要要死要要要到了身邊了遥於是無法袁只好求神仙遥這在中國袁
也要算最高理想了遥我怕現在的人袁也還被這理想支配着遥

求了一通神仙袁終于沒有見袁忽然有些疑惑了遥於是要造墳袁來保
存死屍袁想用自己的屍體袁永遠佔據着一塊地面遥這在中國袁也要算一
種沒奈何的最高理想了遥我怕現在的人袁也還被這理想支配着遥

現在的外來思想袁無論如何袁總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氣息袁互助共

存的氣息袁在我們這單有
野我冶袁單想野取彼冶袁單要由我
喝盡了一切空間時間的酒的

思想界上袁實沒有揷足的餘地遥
因此袁只須防那野來了冶便夠了遥看看別國袁抗拒這野來了冶的便是有

主義的人民遥他們因爲所信的主義袁犧牲了別的一切袁用骨肉碰鈍了鋒
刃袁血液澆滅了煙焰遥在刀光火色衰微中袁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袁便是
新世紀的曙光遥
曙光在頭上袁不抬起頭袁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遥
本篇最初發表于 1919年 5月叶新靑年曳第 6 卷第 5 號袁選自叶熱

風曳
4尧隨感録六十一野不滿冶
歐戰才了的時候袁中國很抱着許多希望袁因此現在也發出許多悲

觀絶望的聲音袁説野世界上沒有人道冶袁野人道這句話是騙人的冶遥有幾位
評論家袁還引用了他們外國論者自己責備自己的文字袁來證明所謂文
明人者袁比野蠻尤其野蠻遥
這誠然是痛快淋灕的話袁但要問院照我們的意見袁怎樣才算有人道

呢?那答話袁想來大約是野收回治外法權淤袁收回租界袁退還庚子賠款
噎噎冶現在都很渺茫袁實在不合人道遥

但又要問院我們中國的人道怎么樣?那答話袁想來只能野噎噎冶遥對
於人道只能野噎噎冶的人的頭上袁決不會掉下人道來遥因爲人道是要各
人竭力掙來袁培植袁保養的袁不是別人佈施袁捐助的遥
其實近于眞正的人道袁説的人還不很多袁並且説了還要犯罪遥若論

皮毛袁卻總算略有進步了遥這回雖然是一場惡戰袁也居然沒有野食肉寢
皮冶袁沒有野夷其社稷冶袁而且新興了十八個小國遥就是德國對待比國袁都
説殘暴絶倫袁但看比國的公佈袁也只是囚徒不給飲食袁村長挨了打駡袁
平民送上戰線之類遥這些事情袁在我們中國自己對自己也常有袁算得什
么希奇?
人類尙未長成袁人道自然也尙未長成袁但總在那里發榮滋長遥我們

如果問問良心袁覺得一樣滋長袁便什么都不必憂愁曰將來總要走同一的
路遥看罷袁他們是戰勝軍國主義的袁他們的評論家還是自己責備自己袁
有許多不滿遥不滿是向上
的車輪袁能夠載着不自滿
的人類袁向人道前進遥
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

族袁永遠前進袁永遠有希
望遥
多有只知責人不知反

省的人的種族袁禍哉禍哉!
注釋院淤治外法權袁指

過去帝國主義國家通過不

平等條約在中國享有的野領事裁判權冶遥
5尧隨感録六十二 恨恨而死
古來很有幾位恨恨而死的人物遥他們一面説些野懷才不遇冶野天道

寧論冶的話袁一面有錢的便狂嫖濫賭袁沒錢的便喝幾十碗酒袁要要要因爲

不乎的緣故袁於是後來就恨恨而死了遥
我們應該趁他們活着的時候問他院諸公! 您知道北京離崑崙山幾

里袁弱水去黃河幾丈么?火藥除了做鞭爆袁羅盤除了看風水袁還有什么
用處么?棉花是紅的還是白的?穀子是長在樹上袁還是長在草上?桑間濮
上如何情形袁自由戀愛怎樣態度?您在半夜里可忽然覺得有些羞袁清早

上可居然有點悔么?四斤的擔袁您能挑么?三里的道袁您能跑么?
他們如果細細的想袁慢慢的侮了袁這便很有些希望遥萬一越發不

平袁越發憤怒袁那便野愛莫能助冶遥要要要於是他們終于恨恨而死了遥
中國現在的人心中袁不平和憤恨的分子太多了遥不平還是改造的

引線袁但必須先改造了自己袁再改造社會袁改造世界曰萬不可單是不平遥
至於憤恨袁卻幾乎全無用處遥

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袁古人有過許多袁我們不要蹈他們的覆
轍遥

我們更不要借了野天下無公理袁無人道冶這些話袁遮蓋自暴自棄的
行爲袁自稱野恨人冶袁一副恨恨而死的臉孔袁其實並不恨恨而死遥

魯迅筆下的“愛國主義”五則(2)

激情充斥了他們一生袁他們用燃燒的生命能量造就天才遥如果癲
狂是出自魔鬼的交易的話袁無可置疑袁傳世的藝術之神也降臨到了這
些畫家身上遥
叶畢加索的成敗曳

伯格以批評家的身份袁從畢加索出生背景尧時代氛圍尧畫作分析袁時間
橫跨西班牙的孩提時代到他的最後歲月遥穿透籠罩在這位藝術家周遭
的光環袁試圖去再現藝術家的眞實處境院畢加索的成功使他與世隔離袁
並且使他的創作題材匱乏曰當友人們努力使他快樂時袁他卻獨自面對
年華老去尧創作力衰退的孤絶困境遥在他生命的終點袁伯格説袁畢加索
成爲第一個用油彩咒駡的畫家遥作家以悲憫之心和獨到見解寫下了畫
家一生袁帶給讀者一種直指內心的震撼遥
叶梵高傳曳
一個畫出向日葵的作家應該熱愛生活袁但他卻在生活中屢遭挫折袁
創作無人問津袁一生都未曾賣過一張畫遥他獻身藝術袁大膽創新袁在形
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袁創作出許多洋溢着生活激情尧富於人道主
義精神的作品袁表現了他心中的苦悶尧哀傷尧同情和希望遥陳丹靑説梵
高的畫有一種天生的憨袁這種憨是天分袁以及對世界的赤子之心遥

被譽爲傳記小説之父的美國現代作家歐文窑斯通袁在梵高還默默
無聞的時候便寫出了這部文學傳記袁時年僅 26歲遥這部作品也便成了
作家的成名之作遥

叶月亮和六便士曳
野我們每個人生在世界上都是孤獨的遥每個人都被囚禁在一座鐵塔里袁
只能靠一些符號同別人傳達自己的思想遥冶這是一個以畫家高更爲原
型的小説院一個英國證券交易所的經紀人袁本已有牢靠的職業和地位尧
美滿的家庭袁但卻迷戀上繪畫袁像野被魔鬼附了體冶袁突然棄家出走袁到
巴黎去追求繪畫的理想遥他的行徑沒有人能夠理解遥他在異國不僅肉
體受着貧窮和飢餓煎熬袁而且爲了尋找表現手法袁精神亦在忍受痛苦
折磨遥經過一番離奇的遭遇後袁主人公最後離開文明世界袁遠遁到與世
隔絶的塔希提島上遥他終于找到靈魂的寧靜和適合自己藝術氣質的氛
圍遥他同一個土著女子同居袁創作出一幅又一幅使後世震驚的杰作遥

叶蒙克私人筆記曳
蒙克能畫叶吶喊曳那樣絶望和驚懼的畫袁也能寫充滿詩意與幻覺袁

充滿坦誠和寬容的筆記遥蒙克私人筆記實際是蒙克用來記録場景尧視
像尧故事和思考的試驗平台遥一個野眞實的冶愛德華窑蒙克袁究竟在多大
程度上眞實可信呢钥所謂野本眞的冶蒙克袁又能野眞冶到哪里去呢钥叶尖叫曳
中那個扭曲的形象並非他最終的自畫像袁可是相關的故事和神話已經
傳得滿天飛了噎噎

天才的熱烈與孤獨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多特蒙德多特蒙德33--00勒沃庫森勒沃庫森

德甲第德甲第55輪開始最後輪開始最後22場較量場較量，，多特蒙德主場多特蒙德主場33比比00完完
勝勒沃庫森勝勒沃庫森，，創造開局創造開局55連勝凈勝連勝凈勝1515球的德甲紀錄球的德甲紀錄，，以及以及
連續連續66輪至少打進輪至少打進33球的俱樂部紀錄球的俱樂部紀錄，，仍以凈勝球優勢壓仍以凈勝球優勢壓
過拜仁領跑過拜仁領跑，，藥廠則遭遇聯賽藥廠則遭遇聯賽33連敗連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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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年壹度的壹年壹度的““中國馬球公開賽中國馬球公開賽””第五次在北京唐人馬球馬術俱樂部如第五次在北京唐人馬球馬術俱樂部如
期開賽期開賽，，來自世界各地的頂級馬球高手為現場觀眾獻上壹場視覺大餐來自世界各地的頂級馬球高手為現場觀眾獻上壹場視覺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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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24小時全天候的精彩節目與美南
國際電視55.5 頻道同步播出﹐登陸
Youtube官方網站﹐搜索 itv Houston
55.5 Live即可收看﹒

有關美南國際電視
美南國際電視無線頻道, 於 2009 年 6 月 15 號正式開

播, 服務德州休士頓與奧斯丁的華人, 提供台灣台視
(TTV)﹑中視(CTV)﹑華視(CTS) 和大陸央視(CCTV)共四個
電視台衛星直播, 以及中港台三地精選的優質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每週七天, 每天二十四小時播出即時新
聞﹑娛樂綜藝﹑強檔戲劇﹑教育文化﹑時事座談﹑理財投資等
多元且豐富的節目. 週末節目採取國際走向, 有休士頓當
地國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節目, 節目內容專業且多
樣化, 自開播以來, 華人與主流社會觀眾的佳評如潮.
美南國際電視的強大優勢: 無線電視收視戶, 無需任何設
定費或月租費.每週七天, 每天24小時的精采優質節目.發
射涵蓋範圍高達兩百英哩, 東至 Chambers County, 西至
Austin County, 北 至 Montgomery County, 南 至 Brazoria
County.

播出訊號範圍涵蓋五百萬人收視人口.節目類型豐富,
收視年齡層廣, 從年輕人最喜愛的韓劇, 到熟齡觀眾最愛
的古裝劇, 以及大人小孩都喜歡的旅遊及美食節目, 美南
國際電視最能滿足男女老少各種不同的收視需求.

美南國際電視Youtube 直播頻道

China's President Will Tackle A Variety Of
Issues From Clean Technology To Nuclear
Energy To Hacking Attacks On U.S. Visit

An American woman suspected of spying is being investigated,
China’ s Foreign Ministry said on Tuesday, as President Xi
Jinping left for the United States on an official visit.
Sandy Phan-Gillis, from Texas, has been held by Chinese author-
ities for about six months,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from her fami-
ly that was released online this week. The statement said she is
suspected of spying and stealing state secrets.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Hong Lei said Phan-Gillis

was suspected of
“ endangering China’
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s being
investigated by
“ relevant Chinese
authorities” .
Phan-Gillis was
detained in March as
she accompanied a
delegation of
business people from
Houston, Texas, to

southern China. She was arrested in the city of Zhuhai on the
border of Macau, and then placed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by Chinese state security in Nanning, in Guangxi province, her
husband Jeff Gillis told reporters.
China has permitted her at least 6 consular visits as of mid-Sep-
tember, and she was in good health and was cooperating with
the investigation, Hong told a news briefing.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could not be reached for comment.
“ Sandy is not a spy or a thief,” her husband Jeff Gillis said, ac-
cording to the statement. “ She is a hard-working businesswom-
an who spends huge amounts of time on non-profit activities that
benefit Houston-China relations.”
Phan-Gillis, who has Chinese ancestry and served as the head
of the Houston Shenzhen Sister City Association, visited China

on a trade delegation with business people and city officials from
Houston, Texas, and was detained while attempting to cross
from Zhuhai to Macau on March 19, according to the family state-
ment.
Phan-Gillis’ s husband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telephone
messages or e-mail.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referred ques-
tions to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s consular affairs office, which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China’ s state secrets law is notoriously broad, covering every-
thing from industry data to the exact birth dates of state leaders.
Information can also be labelled a state secret retroactively.
Phan-Gillis is being held in the southwestern city of Nanning, the

statement says.
She had been
held under house
arrest until
September 19.
Over the weekend
she was
transferred to a
detention center,
the statement
added. It’ s
unclear whether
any formal
charges have

been brought.
“ Sandy is in very poor health,” a statement released by her
husband said, adding that she suffers from high blood pressure,
high cholesterol and high blood sugar. She has been
hospitalized repeatedly while in detention, it said.
White House officials contacted China’ s foreign ministry on
Tuesday to ask “ direct questions” about Phan-Gillis’ detention,
and press secretary Josh Earnest called the situation “ discon-
certing” .
But Gillis said that while he was impressed by the help his wife
was receiving from the consular officials in Guangzhou but that
he felt the State Department in Washington was not doing
enough to secure her release.
Simon Tang, a Houston-based lawyer who is helping the Gillis
family, told reporters that Phan-Gillis is in poor health. Gillis's hus-
band said that she was allowed to receive visits just once a
month by an official from the US consulate in Guangzou prov-
ince, who has been able to verify that she was not being subject
to torture, and that she is getting access to medical care.
While US consular officials have been able to meet Phan-Gillis,
she has not been able to contact family and friends, the state-
ment added.
Phan-Gillis's family and friends have launched a website at http://
savesandy.org/ for her support and for posting updates on her sit-
uation. (Courtesy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d The Guard-
ian.)

SEATTLE (AP)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r-
rived in Washington state Tuesday for a visit to the U.
S. that will include talks on how U.S. and Chinese ex-
perts and businesses can collaborate on nuclear en-
ergy, smarter electricity use and other clean technolo-
gies.
The visit comes a year after Xi and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nounced their nations would cooperate to
fight climate change.
Xi's plane landed at Paine Field in Everett, where he
was welcomed by a group that included Washington
Gov. Jay Inslee, former Washington governor and U.
S. ambassador to China Gary Locke and Seattle May-

or Ed Murray.
In Seattle, supporters turned out to welcome the Chi-
nese president and other dignitaries traveling in his
motorcade.
Wendy Hu, a native of Guangdong Province who has
lived in Seattle for 20 years, brought her 11-year-old
daughter, Anna Ni.
"China and the U.S. are good partners now, with Boe-
ing and Microsoft," Hu said. "I love both countries."
Hundreds of
protesters from
the religious group
Falun Gong
demonstrated
outside the federal
courthouse,
holding banners
and banging
drums as the
motorcade passed.
Talks in Seattle among a handful of U.S. governors
and six of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will include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in buildings, modernizing
electrical grids and commercializing renewable
energy.
The governors were expected to meet privately with
Xi later in the day.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nd Tsinghua Universi-
ty in Beijing were expected to sign an agreement to
collaborate on research related to clean tech. In addi-
tion, TerraPower Inc., an energy company founded
by Bill Gates, will be entering an agreement with Chi-

na National Nuclear Corp. to work together on
next-generation nuclear power plant technology.
"These are the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and
we're the biggest emitters of greenhouse gases, so
improving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is really a ne-
cessity," said Brian Young, Washington state directo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he clean technology
sector. "Second, it's a huge business opportunity.
Both sides recognize the opportunity for job creation."
September 22
The Seattle Times reports
that Xi will arrive in Seattle
and attend a banquet during
the evening at the Westin
Hotel in the downtown area
of the city. Here he is expect-
ed to give a policy speech at
a gathering attended by dignitaries including the for-
mer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
September 23
Xi will attend a roundtable hosted by the Paulson In-
stitute, comprised of 15 US CEOs and 15 Chinese
CEOs. Later he will reportedly visit Boeing's head-
quarters and tour its Everett factory. That even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laims that he is set to have din-
ner with Bill Gates at his private home.
September 24
Xi will meet with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on the West Coast at a private gathering. He will then
visit Lincoln High School in Tacoma alongside his
wife Peng Liyuan. The city of Tacoma is twinned with
Fuzhou, capital of Fujian province where Xi spent

much of his early career. Later that day, Xi will make
the trip to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5
The highlight of the trip. Obama will host Xi at the
White House. A joint press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in
the Rose Garden. With any luck he will be offered
more than a Big Mac at the state dinner.
September 26
Xi will travel to New York.
September 28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ays that Xi will attend the
70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nd give his
debut speech.
Talking Points
U.S.-China cooperation on climate-change has been
a warm and fuzzy poi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su-
perpowers.
By contrast, hacking attacks on the U.S., said to be
directed by Beijing; China's moves to assert its territo-
rial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human rights
issues have been sore spots.
Following his Seattle visit Xi will be on his way to
Washington, D.C., for a White House state dinner on
Friday.
The trip comes at a time whe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 slowed considerably, and when the com-
munist nation is overhauling its economy to put more
emphasis on consumer spending and less on exports
and often-wasteful investment in factories, real estate
and infrastructure such as railways and airports.
(Courtesy finance.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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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Woman Has Been Held In China
For Last Six Months On Spying Charge

From The City Of Houston Mayor's Office Of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ar MITDC Member,
Our office would like to take a moment to address the current news surrounding Ms. Sandy Phan-Gillis. For those of you that may
not be aware, Ms. Phan-Gillis, member of Mayor’ 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 for Asia Australia, has been de-
tained in China for the past 6 months.
The Mayor’ s Office has been aware of Sandy’ s situation and has been supportive of efforts made by her family and loved ones
to seek answers and clarity on details surrounding it. We are continuing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At this time and out of respect for Sandy and Jeff Gillis, her husband, we cannot comment on any specific issues as our knowl-
edge is limited. It is our hope that this situation will be resolv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with the best outcome for Sandy and
Jeff, and their family. We know that you join us in offering comfort and well wishes to Sandy, Jeff, and her family.
The work of the Mayor’ 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 for Asia/Australia will continue, and any questions related
to its current operations can be directed there.

Best regards,
Mohit Bangia

Phan Phan-Gillis, Who Also Goes By The Name Sandy
Phan-Gillis, is in good health,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ys. Her family, who have not been allowed contact with
her, deny this. (Photo/Jeff Gilli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first lady Peng
Liyuan wave to the crowd at Boeing's Paine Field in
Seattle, Washington, on September 22, 2015, as they
arr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one-week visit. (AFP

Photo)

Sandy Phan-Gillis Is Well-Known In Houston's Asian Communit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rrived in Seattle on Tuesday for

possibly his most important
state visit to date. He will head
to Washington, DC later in the

week.

 

 

 

 

 

 
Congressman Al Green’s Statement on the Detention of Texas’ 9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Constituent, Mrs. Sandy Phan-Gillis, in 

Nanning, China 
  
On Tuesday, September 22, 2015, Congressman Al Green (TX-09) released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at the request of Mr. Jeff Gillis, the husband of Mrs. 
Sandy Phan-Gillis:  
 
“I am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detention of my constituent, Mrs. Sandy 
Phan-Gillis, in China for approximately six months without formal charges 
being filed, without access to her lawyers, and without an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with her husband.  
 
“After six months of detention, I am requesting that Mrs. Phan-Gillis be 
released or formally charged.  
 
“I have met with the State Department several times concerning Mrs. Phan-
Gillis, and I have another meeting pending.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confirmed that they have been given consular access to Mrs. Phan-Gillis, and 
that an additional meeting is anticipated soon. I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Mr. 
Gillis,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others on behalf of Mrs. Phan-Gillis.” 

FOR IMMEDIATE DISTRIBUTION 

Tuesday, September 22, 2015 
Michael Mouton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Office Phone: 202-225-7508 

Email: Michael.mouton@mail.house.gov 

As a China-US business consultant,
Sandy Phan-Gillis had been to China

many times.
(Photo/Jeff Gillis)

Sandy Phan-Gillis pictured at
Shenzhen's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Los

Angeles.She was detained while
crossing from Zhuhai to Macau in March.

(Photo/Jeff Gillis)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 Mayor’s Office of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 City of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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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九月中袁 重審的過程已基
本結束袁但由於此案牽涉面廣袁並不
是單單只改個判決就可以了事的袁
所以又延續了半個多月的時間袁詳
細決定如何更改尧 補償和撫恤的諸
項事宜遥

十月初四袁 皇太子率三名主審
官入宮面君袁 從早晨一直停留至黃
昏方出遥

兩日後袁 內廷司便連傳三道旨
意袁其一袁宣佈昭雪祁王尧林燮及此
案所牽連的文武官員共計三十一人

的大逆罪名袁並將冤情邸傳各地曰其
二是下令遷宸妃尧 祁王及其嫡系子
女入皇陵遥

並重建林氏宗祠袁 兩人皆按位
恢復例祭供饗遥

此案幸存者復爵復位袁 加以賞
賜遥

冤死者由禮部合議給予其家人加倍優厚的撫恤袁 並定于十
月二十遥

在太儀皇家寺院設靈壇道場袁由皇帝率百官親臨致祭袁以安
亡魂曰其三袁此案首犯夏江尧謝玉及從犯若干人袁判大逆罪遥

處以凌遲之刑遥
謝玉已死袁戮屍不詳袁停究袁其九族除莅陽長公主首吿有功

恩免三子外袁均株連遥
這三道旨意袁已大概確認了翻案的方向袁接下來就是各部各

司及各地方擬細則執行地事了遥
十月二十那日的祭奠按期舉行袁爲示尊重袁皇帝與太子均着

素冠遥 親自拈香于靈位之前袁並焚燒禱文吿天遥
當日天色陰慘袁氣氛悲抑遥
梁帝添了香燭之後袁還曾當衆落淚遥
表示要下詔罪己遥
蕭景琰雖然未曾料到他會來這樣一手遥
倒也臨變不驚袁只説了些常例套話遥
略略勸止袁並沒陪着他來一出父泣子號的煽情戲碼遥
而梁帝顯然也只是説説而已袁祭禮之後過了很多天袁他也沒

再提過要下罪己詔地事遥
這段期間梅長蘇又受了一次風寒袁 不過狀况卻比以前同類

病症時好了許多遥
由於效果明顯袁晏大夫初步認可了藺晨的治療方向袁大家也

都十分歡喜感激袁讓藺大公子洋洋得意了許久遥

整場祭天儀式下來袁我已被擺弄得暈頭轉向袁皇太極察覺出我的不適袁體貼細心
的吩咐太監先送我回後宮歇息遥

我長長的松了口氣袁背上微微沁汗袁頭頂的陽光有些耀眼遥 穿過金鑾殿後的庭
院袁在拾階而上袁方踏上翔鳳樓的第一層石梯袁猛地有種異樣的感覺撲面襲來遥

我詫異的抬起頭袁不禁愣住遥
一身石靑色禮服穿戴的布木布泰冷冷的站在台階之上袁左手扶住石杆遥 我從下

往上仰望袁她身後的翔鳳樓金壁輝煌袁明晃晃的陽光細碎的灑在她頭臉之上袁卻絲毫
感覺不出她的暖氣遥
我呑了口唾沫袁強笑着上前院"妹妹找我有事钥"她直剌剌的盯着我袁眼神冰冷袁里

面混雜了諸多複雜的情緒遥我暗加戒備袁瞥眼余光掃見她右側袖管微微一動袁她的手
倏地抬了起來袁疾速的揮向我遥

"喀浴 "我一把擒住她的手腕袁擋住她摑來的巴掌遥
她的手微微顫抖袁臉上有抹不敢置信的受挫與驚訝遥
我冷冷一笑袁這兩年養尊處優的待在宮里袁久已不活動身手 --我從未在後宮這

些女人面前耍弄刀劍袁再加上這副骨架原就是江南漢人女子的典型代表袁跟布木布
泰相比袁纖細而柔弱袁仿彿不經她一擊遥
她似乎當眞以爲我就眞如外表那般無能了遥
手指微微收緊袁我並不急着放開她的手腕遥布木布泰又羞又怒袁雪白的臉孔漲得

通紅袁貝齒緊緊咬着下唇袁倔強的瞪着我遥
"大玉兒浴 "翔鳳樓的那頭遙遠而又飄渺的傳來一聲呼喊遥
布木布泰唇上血色漸褪袁嘴角顫抖的抽動兩下袁我適可而止的松了手袁臉上從容

的保持笑意遥
"大妃吉祥浴 "我肅了肅身子袁淡淡的望着從樓里穿堂而出的哲哲遥
和早晨的裝扮不同袁哲哲早已脫去禮服袁換了套絳紫色的綢緞長袍袁臉上妝容盡

去袁素凈卻又顯得雍容大方遥
我細細的端詳她袁三十七歲的年齡雖然保養得當袁可是歲月的蹉跎袁家務的辛勞

仍是在她的臉上刻畫出淡淡的痕迹袁這已經不是我當年在梅林見到的那個稚嫩的少
女袁但那股子與生俱來的高貴卻從未消失過遥
反觀布木布泰袁十餘年來似乎仍是倔強而又任性的個性袁一點未曾改變遥如果靑

春年少時可稱之爲跳脫可愛袁那么如今卻只是讓人徒增厭惡了遥
"大妃之稱可不敢當遥 "近乎自嘲的袁哲哲冷冷啓口遥
"姑姑過謙了遥 "我笑着回答袁目光不自覺的繞過哲哲袁看向翔鳳樓內遥

"旣然小姐説自己已經到了鄴城袁又是如何知曉曹家被抄家一事钥 "

南陽王陰笑道院"聽説欽差大人可是連夜趕去靑州啊袁這件事情袁連我南
陽王都不敢確定哦遥 "

玉胭脂輕咬嘴唇袁別過臉怒氣地説院"南陽王今日相邀究竟所爲何

事钥 如果是關於曹家的事情袁對不起袁胭脂什么都不知道遥 "

南陽王搖了搖頭袁嘆道院"今天袁我要將古琴物歸原主袁雖然不能將
它還給曹兄袁但是噎轉贈給胭脂小姐也算是一件美事遥 "説着袁他立刻
站起來將古琴拿起遞給玉胭脂遥

玉胭脂警惕地凝視南陽王袁躊躇不定遥
"小姐與曹兄有過一面之緣袁在下得倖袁也曾與曹公子偶遇遥 曹公

子在慌亂中將此古琴寄放在此遥 如今袁旣然被小姐認出袁倒不如讓我做
個順水人情吧遥 "

"不知南陽王在哪里見過曹公子钥 "玉胭脂小心地問道遥
南陽王慧黠一笑袁輕聲説道院"鄴城遥 "

第二卷 宮斗篇 揖立後風波铱 第十六章 廢後心計
時日袁但見幾名陌生女子走進北園袁行于迴廊袁玉曳珠搖袁雖然素

顔袁卻也百樣風 liu袁千般裊娜遥 其中一人袁馮佑憐瞅見後頓感眼熟袁無奈
明玉吩咐下去袁於是只好作罷遥

"明玉叩見董夫人遥 "明玉領着這幾個女人走進內室袁然後關上門
説道遥

"起來吧遥 "董夫人坐在廢後耶律夕旁邊袁輕聲道遥
"沒想到妹妹還記得來看望我遥 "耶律夕感嘅地説遥
"對不起遥 "董夫人面露愧疚之色袁幽幽地説院"前些日子妹妹實在

難以脫身袁只能拖到如今才能探望姐姐遥 "

耶律夕握着董夫人的手袁感嘆道院"董夫人袁你説這些話眞是折殺我
了遥 事到如今袁恐怕也只有你才惦記着我這個廢後吧遥 "

"爲了掩人耳目袁我讓宋中使跟隨我袁遇見後宮嬪妃們也好説話遥 "

董夫人扭頭又對着身後的女人道院"宋中使袁煩勞你將所帶來的食物交
給明玉吧遥 ""是遥 "宋中使將竹籃遞給一旁的明玉遥

耶律夕盯着竹籃袁冷諷道院"看來袁弘德夫人在後宮果然是只手遮天
了遥 "

"實不相瞞袁現在就連胡太后也不敢輕舉妄動袁不過好在袁她已然搬
去 '華林園 '袁也顧不上我們這些后妃們了遥 "董夫人搖了搖頭袁無奈地
説道遥

秦予喬本來就有氣,看到陸景曜這副樣子袁就更氣了袁頭也不轉地
往轉角樓梯走去遥然後陸景曜難受了,"喂 "了一聲,秦予喬沒理,繼續往

前走遥
"站住遥 "陸景曜心頭就像有一只貓兒不停抓,抓得他心煩意亂,但

是發現自己的口氣有點不好,立馬放柔聲音,"喬喬袁都腫起來了噎噎"

秦予喬轉過頭袁 陸景曜正用他那雙深邃黑亮的眼睛的眼睛看着
她袁一只腿正高高地翹在沙發扶手上袁腳上面擱着一個冰袋遥 然後 "啪

"的一聲袁冰袋掉在地上了袁陸景曜跟着 "哎呦 "一聲袁雖然臉上是一
副疼得不能再疼的樣子袁他還是站起來拐着腳一蹩一蹩地快步走到秦
予喬跟前袁沉着臉注視了她一會袁然後硬生生將秦予喬摟入懷中院"你

這個女騙子遥 "

"你跟我是怎么保證的袁 你説不會在離家出走了噎噎睿睿還睡在
上面呢袁明天他醒來你讓他怎么想你钥 "陸景曜緊緊地抱住秦予喬袁根
本不容她揷話袁一口氣繼續説下去袁"卡羅博士是我的錯袁但是如果你
給我足夠的安全感袁我會這樣做嗎钥當然你可以説我強詞奪理袁我今天
就強了袁你要怎樣袁你要怎樣噎噎"

秦予喬的腦袋被強制性按在陸景曜的肩頭袁後腰還被陸景曜緊緊
桎梏着袁她一句話在喉嚨里卡了半天才出來院"景曜袁我只是生氣袁生氣
我們都快要結婚了袁你爲什么要還要苦苦騙我愛丁堡的事袁我很懷疑
你對我有説過眞心話嗎钥 "

"説過遥 "陸景曜不假思索回答袁"我愛你遥 "

"什么噎噎"

"我愛你遥 "

"這是對你説過最眞最眞最眞的眞心話袁 其他的有些話有些是騙
你袁但是我説做的動機都是想要更好的愛你袁所以喬喬袁你能不能看在
這點上不要太生我氣袁你能不能把一個問題看得更深 |入一點袁因爲
我所做的一切只是爲了更好愛你袁我沒有任何不良意圖袁唯一的意圖
就是想要把你娶回家噎噎"

秦予喬院"噎噎"

一個男人説情話的水平跟他的臉皮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袁陸
景曜那么多年來袁在日如度年的等待中袁歲月把他的臉皮磨厚了遥

忙碌了兩天之後袁寧有方終于把比試的菜式定了下來袁心里輕鬆了不
少遥

寧汐俏皮的笑道院"爹袁我們整天都待在廚房里袁又悶又熱遥 出去走走
吧 "

寧有方不假思索的點頭應了遥 這兩天寧汐也夠辛苦的袁不停的提供點
子袁還得負責品嚐挑毛病遥 説起來袁絲毫不比他輕鬆啊父女兩個有説有笑
的出了廚房袁正打算出門袁忽然見到孫掌櫃進來了遥 身後居然還跟了一個遥

寧汐立刻笑着跑了過去院"張大哥袁你怎么來了钥 "來人竟然是多日沒

見的張展瑜遥
張展瑜微微一笑院"這么多日子沒見師傅了袁 今天特地央求孫掌櫃帶

我過來看看遥 對了袁師傅袁明天就得去百味樓比試了袁都準備好了嗎钥 "

寧有方笑道院"準備的差不多了袁正打算出去轉轉遥 旣然你來了袁一起
出去吧 "

張展瑜笑着點了點頭遥 再加上孫掌櫃袁一行四人出了後門遥
孫掌櫃好奇的打聽院"寧老弟袁你明天打算做什么菜式钥 "

寧有方故意賣關子袁不肯細説袁含糊的應道院"反正得以海參爲原料袁
能做出來的菜式來來去去也就那幾種遥 "

孫掌櫃笑了笑袁識趣的扯開了話題遥
張展瑜有意無意的落後幾步袁瞄了寧汐一眼袁笑着説道院"汐妹子袁你

這些日子住在容府袁感覺怎么樣钥 "剛纔雖然只是匆匆的打量幾眼袁可也能
看出寧汐的住處要比以前好的多了遥

女孩子一定都會喜歡住在那樣的環境里吧噎噎

寧汐笑着應道院"我可沒覺得怎么好遥 雖然吃的住的都比以前好袁可
也少了份自在遥我倒是想找機會搬出去呢 "如果不是借住在容府袁她又何
必要受容瑤的窩囊氣钥

張展瑜的眼眸一亮袁語氣有些急切院"你眞的不想留在容府嗎钥 "

寧汐啞然失笑院"張大哥袁你説話可眞是越來越奇怪了遥 非親非故的袁
我留在容府干嘛钥 "不過是借住一陣子袁以後遲早得走的遥

張展瑜心里暗暗鬆口氣袁臉上有了笑意院"那就好袁我還怕你見過了
容府的榮華富貴之後袁就捨不得走了遥 "更何况袁還有那么一個風華無雙
的美少年容瑾噎噎

寧汐聳聳肩院"容府再好袁跟我也沒什么關係遥 等鼎香樓正式開業了袁
我就想法子搬出容府遥 "

張展瑜的笑容分外的燦爛愉快院"好袁那我等着你搬出來遥 "

寧汐笑道院"到時候我可不想再去容府的別院住袁最好是另外買個院
子住下遥也算在京城安家立戶了遥張大哥袁到時候若是不嫌棄袁你就和我們
一起住好了遥 反正你也沒別的親人在京城了遥 "

張展瑜凝視着寧汐的俏臉袁溫柔的應道院"汐妹子袁在我心里袁你和師
傅都是我的親人遥 只要你們不嫌棄我袁我巴不得能跟你們住在一起遥 "

寧汐甜甜的笑了遥
出了巷子之後袁到了一條熱鬧的街道上遥寧有方笑着指了指前面的茶

樓院"我們去茶樓里坐坐袁今兒個我請你們喝茶吃點心遥 "

寧汐精神一振袁第一個舉手贊成院"那可太好了遥 我正好有些餓了袁至
少可以吃兩盤點心遥 "

隨
侯
珠

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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