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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休城讀圖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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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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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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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四 美南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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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2015年10月6日 Tuesday, Oct. 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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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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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紀念二戰勝利紀念二戰勝利7070周年周年》》
Minute Maid ParkMinute Maid Park畫家張要武作品展畫家張要武作品展

旅美著名油畫家張要武先生旅美著名油畫家張要武先生，，
19871987 年畢業于魯迅美院油畫系年畢業于魯迅美院油畫系，，
19911991年進入法國當代寫實主義畫家克年進入法國當代寫實主義畫家克
勞德依維爾油畫技法研究班深造勞德依維爾油畫技法研究班深造。。曾曾
任中國美協會員任中國美協會員，，中國油畫協會會員中國油畫協會會員
。。作品多次參加中國國家作品多次參加中國國家、、省部級美省部級美
展並獲獎展並獲獎。。張要武在美期間張要武在美期間，，也多次也多次
榮獲美國綜合藝術展的油畫類金獎榮獲美國綜合藝術展的油畫類金獎

（（第一名第一名），），成為蜚聲中美兩國的油成為蜚聲中美兩國的油
畫家畫家。。張要武的超寫實主義風格的靜張要武的超寫實主義風格的靜
物作品物作品，，細膩生動細膩生動，，極盡刻畫極盡刻畫，，光影光影
燦爛燦爛，，令人驚歎令人驚歎。“。“秦俑秦俑””系列的油系列的油
畫作品畫作品，，運用超寫實主義手法來表現運用超寫實主義手法來表現
裝置藝術裝置藝術，，充滿了曆史的滄桑和時代充滿了曆史的滄桑和時代
的衝擊感的衝擊感。。張要武同時又是一位成功張要武同時又是一位成功
的藝術教育家的藝術教育家，，20012001年移居美國休斯年移居美國休斯

敦敦，，20032003年成立張要武油畫工年成立張要武油畫工
作室及藝術中心作室及藝術中心。。

張要武藝術中心于休斯頓辦學十張要武藝術中心于休斯頓辦學十
三年以來培養了數千名熱愛美術的學三年以來培養了數千名熱愛美術的學
生生，，其中獲得全美大賽各類獎項的學其中獲得全美大賽各類獎項的學
生累計已有數百人生累計已有數百人。。張要武藝術中心張要武藝術中心
現已成為休斯頓華人地區規模最大現已成為休斯頓華人地區規模最大、、
師資力量最雄厚的美術學校之一師資力量最雄厚的美術學校之一。。他他
的學生每年在全美各類比賽的獲得大的學生每年在全美各類比賽的獲得大
獎獎 。。 Andy WeiAndy Wei 同 學 的 素 描 作 品同 學 的 素 描 作 品
““Decrepit VanguardDecrepit Vanguard””在牛仔節藝在牛仔節藝
術作品拍賣會上以五萬美元的高價拍術作品拍賣會上以五萬美元的高價拍

賣成功賣成功。。

張要武先生應美南新聞集團張要武先生應美南新聞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之邀董事長李蔚華之邀，，將參加將參加
1111 月月 77 日 在日 在 Minute MaidMinute Maid
ParkPark由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由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
團主辦的團主辦的《《紀念二戰勝利紀念二戰勝利7070
周年周年》》大型活動中負責舉行大型活動中負責舉行
藝術品系列展藝術品系列展，，屆時將會有屆時將會有
來自中國多位著名畫家的作來自中國多位著名畫家的作
品品，，以及張要武大師的作品以及張要武大師的作品
一同展覽一同展覽，，為這次華人大型為這次華人大型
紀念抗戰勝利紀念抗戰勝利7070周年活動推周年活動推
波助瀾波助瀾，，更為推動中美文化更為推動中美文化
交流做貢獻交流做貢獻。。

畫家張要武作品畫家張要武作品。。

本報記者
陳鐵梅報道

畫家張要武作品畫家張要武作品。。畫家張要武作品畫家張要武作品。。畫家張要武作品畫家張要武作品。。

畫家張要武作品畫家張要武作品。。畫家張要武作品畫家張要武作品。。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慶祝中華民國104年雙十國慶返國致敬團授旗典禮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莊雅淑介紹僑委會所安排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莊雅淑介紹僑委會所安排
1010月月99日下午日下午22時在小巨蛋四海同心大會及時在小巨蛋四海同心大會及1010月月
1010日總統府前廣場國慶大會活動之內容日總統府前廣場國慶大會活動之內容，，並現場並現場
播放四海同心大會的影片簡介播放四海同心大會的影片簡介，，分發十月慶典回分發十月慶典回
國僑胞旅遊特輯國僑胞旅遊特輯，，讓僑胞更瞭解僑委會為僑胞安讓僑胞更瞭解僑委會為僑胞安
排雙十國慶活動內容排雙十國慶活動內容

休士頓僑團組團返國參加雙十國慶僑團有中華保健中休士頓僑團組團返國參加雙十國慶僑團有中華保健中
心心4040名團員由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擔任團長名團員由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擔任團長

本年休士頓僑團組團返國參加雙十國慶僑團有中華保健中本年休士頓僑團組團返國參加雙十國慶僑團有中華保健中
心心4040名團員由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擔任團長名團員由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擔任團長、、休士頓客家休士頓客家
會及龍岡親義公所聯合團會及龍岡親義公所聯合團1717名團員由前會長劉志恆帶團返名團員由前會長劉志恆帶團返
國及達拉斯共三團返國致敬國及達拉斯共三團返國致敬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盛讚臺灣優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盛讚臺灣優
質文化景點質文化景點，，將讓返國不虛此行將讓返國不虛此行

104104年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黎淑瑛表示返國致敬團能年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黎淑瑛表示返國致敬團能
享受到台灣的風土民情和著名景點享受到台灣的風土民情和著名景點，，並把休士頓的熱並把休士頓的熱
情帶回家鄉情帶回家鄉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台北經文處處長黃敏境代表授旗台北經文處處長黃敏境代表授旗
給返台致敬團團長王秀姿給返台致敬團團長王秀姿，，並與龍岡親義公所前會長劉並與龍岡親義公所前會長劉
志恆志恆、、國慶籌備會主委黎淑瑛共襄盛舉國慶籌備會主委黎淑瑛共襄盛舉

休士頓僑界慶祝中華民國雙十國慶籌備會於休士頓僑界慶祝中華民國雙十國慶籌備會於99月月2020日下午於僑日下午於僑
教中心舉行雙十國慶返國致敬團授旗典禮教中心舉行雙十國慶返國致敬團授旗典禮，，台北經濟文化辦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黄敏境處長處黄敏境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及國慶籌李美姿副主任及國慶籌
備會主任委員黎淑瑛備會主任委員黎淑瑛、、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返台致敬團團長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返台致敬團團長、、
龍岡親義公所前會長劉志恆和部份團員出席盛會龍岡親義公所前會長劉志恆和部份團員出席盛會 慶祝雙十國慶暨祝旅途愉快大蛋糕分享與會人士慶祝雙十國慶暨祝旅途愉快大蛋糕分享與會人士



BB22新聞圖片 BB77小說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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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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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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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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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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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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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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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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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
Advanced Healthcare長期居家照顧

服務內容
愛心的居家護理協助：走路，運動，更衣，梳洗，清潔，洗衣，
用餐，烹飪等。
服務對象
各家長期護理保險（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州政府補助保險（白卡Medicaid )

電話：（713）271-8515
傳真：（713）988-6262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06-A, Houston ,Texas 77024

家庭醫護訪視
服務內容
靜脈輸液，傷口護理，尿管、胃管及人工造管護理，
肌肉及皮下注射，物理複健。
服務對象
重症及急、慢性疾病需居家醫療護理及複健訓練。
具有老人保險（Medicare)及各種醫療保險。
服務團隊
註冊護士，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師
電話：（713）271-6999
傳真：（713）271-7002

星期二 2015年10月6日 Tuesday, Oct. 6, 2015 星期二 2015年10月6日 Tuesday, Oct. 6, 2015

瓜地馬拉發生泥石流已致瓜地馬拉發生泥石流已致2626人死亡人死亡600600人失蹤人失蹤

瓜地馬拉國家緊急救援中心當地時間瓜地馬拉國家緊急救援中心當地時間1010月月22日確認日確認，，該國中部小鎮該國中部小鎮
聖聖··卡特琳娜卡特琳娜··皮努拉皮努拉11日晚發生的泥石流已導致日晚發生的泥石流已導致2626人死亡人死亡，，600600人失人失
蹤蹤，，100100多間房屋損毀多間房屋損毀。。

大規模角馬遷徙景象壯觀

肯亞馬賽馬拉國家保護區內遷徙中的角馬肯亞馬賽馬拉國家保護區內遷徙中的角馬。。每一年每一年，，成千上萬成千上萬
的角馬的角馬、、斑馬和其他動物在坦尚尼亞和肯亞之間的遷徙被稱為世界斑馬和其他動物在坦尚尼亞和肯亞之間的遷徙被稱為世界
七大天然奇景之一七大天然奇景之一。。

琅
琊
榜
海宴

責任編輯：王荣欣

" 我是説你袁" 藺晨眸色深深袁
面容十分沉鬱袁" 三個月以後袁你
呢钥這冰續丹一服下去袁雖然能以藥
效激發體力袁 卻也是毫無挽回餘地
地絶命毒藥袁三月之期一到袁就是大
羅神仙袁也難多留你一日遥 "

" 我知道遥 " 梅長蘇淡淡地點

頭袁"人生在世袁終究一死遥
藺晨袁我已經準備好了遥 "

藺晨牙根緊咬袁 一把扯開自己
的衣襟袁從內袋處抓出一個小瓶袁動
作十分粗暴地丢給了梅長蘇袁 冷冷
道院" 放棄也罷袁選擇也好袁都是你
自己的決定袁我沒什么資格否決袁隨
便你噎噎"説着轉身袁 一腳踹開房
門袁大步向外就走遥

"你去哪里钥 "

" 外頭的募兵處大概還沒關

吧袁我去報名袁"藺晨只是略停了停腳步袁頭也不回地道袁"我答

應過要陪你到最後一日遥
你雖食言袁我卻不能失信袁等有了軍職遥

請梅大人召我去當個親兵吧遥 "

梅長蘇心頭一熱袁冰涼的小瓶握在手中遥
突然開始發燙遥
守在院子里的其他人雖然不知道冰續丹的存在袁 也不知道

兩人談話地細節袁但從藺晨走時所説的這句話袁大約也能推測出
梅長蘇已經決定出征北境遥

幾個侍衛都是熱血小伙袁黎綱和甄平更是舊時軍士遥
他們一方面都想要上疆場衛國殺敵袁 另一方面又怕梅長蘇

經受不起征戰艱苦袁矛盾重重之下袁都呆呆地站在院中袁不知該
作何反應才好遥

在一片僵硬的氣氛中袁宮羽抱琴而出袁廊下獨撫遥
纖指撥捻之間袁洗盡柔婉袁鏗鏘錚錚遥
一派少年意氣袁金戈鐵馬袁琴音烈烈至最高潮時遥
突有人拍欄而歌院"想那日束發從軍袁想那日霜角轅門遥
想那日挾劍驚風遥
想那日橫槊凌雲噎噎流光一瞬袁離愁一身遥
望雲山袁當時壁壘袁蔓草斜曛噎噎"

歌聲中袁梅長蘇起身推窗袁注目天宇袁眉間戰意豪情袁已如利
劍之鋒袁爍爍激蕩遥

越一日袁內閣頒旨袁令聶鋒率軍七萬袁迎戰北燕鐵騎袁蒙摯率
軍十萬袁抗擊大渝雄兵袁擇日誓師受印遥

身後的多爾袞未置一詞袁卻猛地搶過我手里的馬鞭袁"啪 "地聲袁狠狠的朝馬臀
上抽了一鞭遥

"我跟你不清不楚了么钥"他的聲音冷峻而嚴厲袁"宸妃娘娘袁你未免高看了自己浴
"

多爾袞與濟尓哈朗是不一樣的袁他可以在前一刻嘻嘻哈哈袁沒心沒肺的胡鬧袁而
在後一秒翻臉無情袁六親不認遥

與他對練刀法袁簡直比上戰場與敵廝殺更令人寒毛凜立遥
一個下午折騰下來袁我已是精疲力竭袁回程的路上雙手打顫袁險些連繮繩都抓握

不住遥
多爾袞對此嗤之以鼻袁臨走定下十日後再見之約遥
而我卻是累得夠嗆袁就連晩上做夢也是喊打喊殺遥
過得幾日袁我突然發現皇太極腰上有一大塊紫瘀袁仔細一看袁除了腰上袁他的胸

口尧大腿亦是斑斑點點遥
我脫口問道院"這是和人打架了钥"小時候見他身上瘀靑袁必然是和兄弟動粗磕碰

了袁可如今他已貴爲九五至尊袁難不成還有人敢對他不敬钥
他嘴角抽了下袁神情古怪的盯着我袁最後化作一聲嘆息院"別太拼命了浴 ""啊钥 ""

我上朝去了袁你噎噎唉遥 "眼神溫柔如水袁又憐又愛袁他最後卻只是低頭在我唇角印下
一吻袁在我的懵懂不解中匆匆離去遥

這日乃是初六袁皇太極特派遣內秘書院大學士範文程舉行祭孔大典遥 滿人時常
舉行拜祭儀式袁這原不新鮮袁可這次祭拜孔子的典禮卻是十成十的仿自漢制袁也算是
大清的首創之舉遥

四天後袁朝上突然傳出豪格與岳托二人酒醉妄言袁埋怨聖上殺戮莽古濟一族時
累己甚多遥 作爲莽古濟的女婿袁他們兩人發泄了一肚子的牢騷袁卻不料被人彈劾吿
訐遥 於是袁皇太極以此爲罪袁將二人降爲多羅貝勒遥

終于到了八月十二袁我原還在猶豫要不要赴約袁沒想到早朝散罷袁居然傳來睿親
王多爾袞尧豫親王多鐸尧多羅貝勒岳托以及豪格袁受命率軍徵明的消息遥

我扶着門框站了會兒袁遠遠的見儀仗隊穿堂而入袁皇太極龍行虎步袁氣宇軒昂的
跨出翔鳳樓遥 我略一閃身袁縮進房內袁一顆心緊張得怦怦直跳遥

他還是知道的浴
什么事都瞞不了他浴
儀仗的樂聲在門口停了下來袁隨着死寂般的沉悶袁房門緩緩推開遥
"喀 "一只靴子踏了進來遥

珠兒又咳嗽起來袁斷斷續續地説院"你改邪歸正钥 哼袁我看你怎么歸
正遥 "

"我不需要歸正袁只要他們認爲我如此就行了遥 "曹蓉蓉咬牙切齒

地啐道院"我不會像你這樣袁獃在這個冷宮爲了這一點首飾袁還要費盡心
機袁哼袁簡直是浪費時間遥 "

"你也是在冷宮噎"珠兒怒斥道遥
"我不會的袁我一定會走出冷宮遥 "曹蓉蓉湊到珠兒耳邊袁陰笑地説

道院"你知道嗎袁馮佑憐有機會走出冷宮袁那么我又怎么會失掉這么好的
一個機會钥 其實袁我眞希望你能活得更久袁這樣你才能看到我是怎么除
掉她袁那么你的杖刑不也是有價値了钥 哈哈哈噎"

"你噎咳咳咳噎你噎"珠兒支起半截身子袁艱難地駡道院"你以爲後

宮是你那么容易掌控的嗎钥 這只不過是冷宮袁你也不過是個小小宮婢袁
後宮之中的爾虞我詐袁你最後也會變成犧牲品的遥 "

曹蓉蓉毫不客氣地抓起珠兒袁啐道院"我知道袁我知道自己的身份袁
只要能走出冷宮袁我也可以像弘德夫人那樣一步登天遥 "

"哼袁高處不勝寒袁你小心摔死遥 "珠兒諷刺地説遥
"啪 --"

"不知好歹遥 "曹蓉蓉憤怒地掌摑珠兒袁然後甩掉她袁奪門而出遥
"咳咳咳噎"珠兒趴在草蓆上袁困難地喘氣袁臀部的疼痛令她逐漸

麻木遥她伸手想去觸碰照射進來的那縷陽光袁可是她才努力了幾次便感
到睏乏袁她不得不閉上雙眼袁漸漸地袁她似乎覺得累了就該如此袁以往她
都忘了袁在宮中只有被人遺棄後可能才是最安全的噎噎

***

琴聲悠揚袁撫琴之人微微一嘆袁珠簾另一側的男人收攏紙扇袁星眸
一轉袁略顯悵然若失遥英花慢慢走近男人袁然後又斟滿酒遥男人抬頭看了
一眼她袁而後忍不住對着珠簾內側的女人説了話院"對不起袁我實在無心
聽曲遥 剛纔噎"

"這么美好的時光袁四爺卻顯得心事重重袁想必又被某些事情困擾
了吧钥 "玉胭脂淡笑説道院"恕胭脂直説袁寒娥袁我是絶對不會交給你的遥
" "你出個價遥 "四爺自信地説道遥

玉胭脂在英花的攙扶下袁從內室走了出來袁坐在四爺對面遥 她瞥了
一眼英花袁對着她輕輕點頭袁示意她出去遥

"四爺袁我知道袁你想代爲照顧寒娥遥 可是袁你也可以放心袁我一定
會好好對待寒娥遥 你就不必多慮了遥 "

陸六怕果果出走袁在他的印象里果果從來不按常理出牌袁所以對
於這段感情袁他是一個病急亂投醫的病人袁一個在感情里失了心的病
人遥

病態的陸六袁病態的果果袁最正常的是寶寶袁每天按時喝奶袁喝飽
了睡覺袁睡覺了睜開眼看看這個世界袁他還是很喜歡這個世界的袁一雙
大眼睛轉來轉去袁好像對周圍的一切都充滿了興趣遥

雖然陸六和果果兩個人彼此都沒有了信任感袁但是他們的關係慢
慢有了好轉袁會一起給寶寶喂奶袁會一起到露台曬太陽遥有次陸六抱着
兒子對果果説院"給我跟兒子畫一張吧遥 "

果果説好袁答應地很爽快袁然後拿起畫板就畫了起來遥這幅畫果果
畫了好幾天還沒有完工袁左邊的陸六眼睛那里一直空着沒有畫遥

陸六笑着問果果院"怎么不把我的眼睛畫上遥 "

果果也笑袁回答院"我討厭你的眼睛遥 "

然後誰都沒有説話袁他們的關係脆弱得薄如蠶翼袁在一場冰冷的
冷戰後袁她和他都學會瞭如何收斂自己的脾氣袁小心翼翼避開任何可
以破壞現在關係的東西袁但是感情這東西袁往往越是小心翼翼維持的

感情越是不堪一擊遥
這幅父子圖袁果果一共畫了一個星期也沒有畫好袁直到離去後果

果雖然給補上了陸六的眼睛袁但是這還是一副沒有完工的畫袁
果果離去後袁陸六把這幅畫裱起來挂在愛丁堡的公寓里袁他滿世

界地找果果袁但是果果就像童話里的美人魚袁變成了泡沫一樣消失在
這個討厭的世界遥

小睿睿三歲的時候拿着一本童話書讓陸六講美人魚的故事袁那
天陸六忙完了所有的事袁將小睿睿放在自己的腿上袁然後懶懶地

靠着沙發給兒子講故事遥
噎噎
黎明的曙光袁照耀着泡泡袁而人魚公主的身影袁又像在泡泡中忽隱

忽現的往上昇遥
"我那可愛的妹妹袁到那里去了浴 "王子正四處尋找人魚公主遥
變成空氣的人魚公主只是對着王子看袁很滿足地往粉紅雲彩的深

處飛去浴
噎噎

前幾天寧有方挑戰雲來居的江四海袁最後以平手吿終遥 這事早就被好
事人傳開了遥 好奇是人的天性袁因此袁在聽説寧有方又要來挑戰百味樓的
主廚時袁便有不少湊熱鬧的聞風而來了遥

寧有方也被這陣仗嚇了一跳袁不由自主的向容瑾看去遥
容瑾倒是泰然自若袁慢悠悠的領先走了過去遥 百味樓的掌櫃早已客氣

的迎了出來袁一個四十左右的男子緊隨其後遥
寧汐只看了一眼袁便可以肯定這個男子就是薛大廚遥
兄弟兩個有五分相似袁 只不過眼前這個更白更胖了一些袁 個頭也不

高遥 不過袁倒是分外有精神遥
薛大廚顯然也認識容瑾袁笑着上前和容瑾寒暄了幾句袁目光早已忍不

住向寧有方瞄了過來遥 待看到寧有方被綁的緊緊的右胳膊時袁 不由得一
愣院"這位應該是寧大廚吧他的胳膊噎噎"

容瑾淡淡的説道院"寧大廚昨天胳膊受傷了袁今天不能做菜遥 "

薛大廚的反應很奇怪袁竟然隱隱松了口氣袁笑着説道院"旣然這樣袁那
今天的比試就算了吧 "看來袁他也沒有穩贏寧有方的把握遥 能避開這場挑
戰是最好不過了遥

容瑾笑了笑袁意味深長的説道院"比試照常進行遥 自然有人代替寧大廚
動手遥 "

薛大廚又是一愣袁疑惑的打量寧有方身邊的幾個人遥 看來看去袁也只
有那個沉穩的年輕男子可能是寧有方的徒弟了遥 難道袁今天代替寧有方比
試的袁就是他嗎钥

怎么也沒想到袁那個年輕男子動也沒動袁走上前來的袁卻是那個嬌俏

美麗的少女袁笑盈盈的自我介紹院"薛大廚袁我爹胳膊受傷不方便袁今天就
由我代替我爹動手做菜袁還請薛大廚多多指點遥 "

她的聲音清脆悅耳袁瞬間傳遍了所有人的耳中袁頓時引起一陣嘩然遥
"什么钥 是你钥 "不是吧袁竟然派這么一個小姑娘來和他比試袁簡直就

是對他的侮辱嘛他贏這樣一個小姑娘袁又有什么可驕傲的钥
薛大廚的臉色很難看袁就差沒翻臉了遥
寧汐不動聲色的笑道院"薛大廚袁我一直跟着爹學廚袁今天旣然來拜

會袁 自然會拿出全身的本事遥 薛大廚該不會拒絶和我比試吧要是傳出去
了袁 可對薛大廚的名聲有損呢萬一人家以爲你怕輸給我一個小丫頭才不
肯比試袁那可就不好了遥 "

薛大廚被擠兌的騎虎難下袁不由得哼了一聲院"好袁輸的時候別哭鼻
子就行遥 我可沒耐心哄小丫頭片子遥 "語氣里的輕蔑顯而易見遥

寧汐絲毫沒動怒袁笑眯眯的應道院"那就請薛大廚多多指點了遥 "

容瑾的眼里閃動着笑意遥
這個丫頭一向口齒伶俐袁就連他也吃過不少暗虧遥這個冲動易怒的薛

大廚在口舌上壓根不是她的對手遥 瞧瞧袁只不過才説兩句袁薛大廚就滿心
不痛快了遥 情緒的波動袁對廚藝的發揮可是有很大影響的遥

話不投機半句多袁薛大廚綳着臉領着寧汐等人去了廚房遥寧有方雖然
不能動手袁卻跟到了廚房里遥到時候在一旁多指點幾句也是好的嘛至於容
瑾等人袁卻被領到了百味樓的雅間里遥百味樓早已請了五位食客過來做評
判袁容瑾也認識其中的兩個袁上前寒暄了幾句遥便各自坐下袁靜等着菜肴端
上來遥

隨
侯
珠

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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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應診)

★SCURLOCK TOWER
6560 Fannin, Suite 1554
Houston, TX 77030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DR. DAVID S.C. HO, M.D.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博士
田納西州大學醫學院專科
德州專科醫師執照
任教德州大學醫學院及
貝勒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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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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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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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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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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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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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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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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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GHAI -- Conditions in China’ s manufacturing
sector deteriorated “ at the sharpest rate since
March 2009,” according to latest data from the pri-
vate Caixin China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sur-
vey, while the country's services sector barely man-
aged to stay afloat, the PMI data showed.
The monthly Caixin PMI reading, which measures
orders and output i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at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declined to 47.2 in Sep-
tember, down from 47.3 the previous month. Any
reading below 50 implies a contraction in the sector,
and the figures are the latest confirmation of the
slowdown in China’ s economy, hit in part by falling
exports.
China’ s services sector is also seen as a key driver
of the country’ s growth, particularly with export-driv-
en manufacturing struggling, and the Caixin PMI fig-
ure for the sector -- while remaining in positive terri-
tory at 50.5 -- represented a sharp fall from 51.5 in
August, with new orders growing at their slowest
pace for more than a year.
Caixin, the respected Chinese financial magazine
that compiles the index, said new export orders
were down by their fastest pace since March 2009,
while overall factory orders fell at the fastest pace in
three years. Factory inventories of unsold goods
also saw their sharpest rise in three years as a

result. And companies
were responding by
laying off workers and
cutting output at the
fastest pace since early
2009 in the mids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aixin said.
Meanwhile official
figures released by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showed that overall
manufacturing PMI, which includes large state
enterprises as well as smaller businesses, inched
up to 49.8 in September from 49.7 in August, with
new orders back in positive territory, rising to 50.2
from 49.7. Export demand also rose fractionally, but
remained in negative territory at 47.9. The official
PMI figure for the service sector remained
unchanged in September, at 53.4.
Zhao Qinghe, an official at the NBS, acknowledge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figures revealed “ relatively
weak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mand and the manu-
facturing sector is still facing relatively big down-
ward pressur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ut interest rates five
times in the past year, in an effort to stimulate
spending and help companies raise funds. But
factory activity has now fallen for seven successive
months -- and
concerns about
other sectors of
the economy
remain. And while
service providers
continued to take
on more staff,
Caixin said new
hiring in the sector
“ was not enough
to offset factory
job cuts.” It also
said that both manufacture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cut prices in September amid weaker customer
demand.
China’ 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reached a “ cru-
cial stage in it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ccording
to He Fan, chief economist of the Caixin Insight
Group, which compiles the PMI index. However he
said that while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aced
“ continued weakness” due to what he called tepid
demand, “ pressure driving the sector’ s decline has
eased,” noting that the fall in the PMI figure had
slowed from August.
He and his colleague Zhu He said, in a Caixin com-
mentary last week, based on preliminary figures for
the month that it was likely that the economy would
“ stop declining and recover within the next few
months,” adding that there were no signs the econo-
my would suffer a hard landing.
And some international economists echo the view
that China's slowdown may stabilize somewhat in
the coming months.
While China’ s
industrial profits fell
sharply in August by
8.8 percent,
consumption has
continued to rise, with
retail sales growth
picking up slightly in
August, rising 10.8
percent
year-on-year --
compared to 10.5
percent in July.
Li-Gang Liu, chief economist for Greater China at
ANZ Bank in Hong Kong, said in a research
note sent 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Thursday
that profitability of manufacturing related to con-
sumption and services has "held up well." Liu pre-
dicted that China’ s third-quarter economic growth
would slow to 6.4 percent, well below the govern-
ment's target of "around 7 percent."
He said slowing exports were not the only factor;
the end of China’ s stock market boom had also hit

financial services, which did exceptionally well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However he said that
monetary policy easing, making bank lending
easier, and 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 with a sharp
rise in government spending in recent months,
would gradually take effect, leading to a “modest
rebound to 6.8 percent in the final quarter of the
year” and overall
annual growth of the
same rate.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a series of
measures, including
announcing major new
investment in railways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to help
boost both raw
materials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employment. It has also
announced measures to stimulate slowing auto
sales, by halving taxes on purchases of new small
cars, and is also seeking to boost real estate sales.
The authorities this week cut the minimum down
payment for first-time home buyers from 30 percent
to 25 percent (except in major cities such as Shang-
hai and Beijing.) The move is seen as an attempt to
boost a market that has been cooled by tighter offi-
cial restrictions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Home
sales and prices have risen in many major cities this
year, but the picture remains mixed around the
country, and investment in new construction is
sharply down.
The official People’ s Daily newspaper said in a
commentary to mark China’ s National Day on Oct.
1 that the world’ 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was in a
phase where the shift from old to new engines of
growth would lead to "inevitable contradictions," and
courage would be required. It said China was now
“ climbing the steepest part of the slope in its ascent
to the summit,” but it sai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d proved in the past that they could overcome
any challenges. (Courtesy www.ibtimes.com)

NEWS & REVIEW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October 6 , 2015 | John T. Robbins, Editor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Houston, Texas, Octo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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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ed Nations commemorated the sign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of 1945, marking its 70th anniversa-
ry. The organization was formally chartered on Octo-
ber 24, 1945.
Correspondingly, on October 24, 2015, the United Na-
tions Association in Houston will hold its annual UN
Day event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event will bring together
peace organizations from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highlight the 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create equality, rights
and peace.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and the Interna-
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be responsi-
ble for the overall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
tion of the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
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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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ances by representa-
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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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cal-
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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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c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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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a H. Lee

The Allies Invasion Of
Normandy,June 6th,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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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merican Flag
Being Raised On Iwo
Jima During W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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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rn-Min Chow

U.S. World War II
Vete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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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66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eremony was held
on China's National Day at Tiananmen Square,

Beijing, October 1, 2015.

International and Cultural Entertainm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A worker looks at baskets of
steaming zongzi or Chinese

rice dumplings inside a
factory in Jiaxing, Zhejiang
province May 23, 2014.
(Reuters/William Hong)

A steel factory is seen in
smog during a hazy day
in Anshan, Liaoning
province, on June 29,
2014. (Reuters Photo)

Employees work on an assembly line producing
Mercedes-Benz cars at a factory in Beijing, Aug.

31, 2015. (Reuters Photo)

A promotional model
poses next to a Lincoln

MKZ during the
Imported Auto Expo in
Beijing, China, on Sept.
24, 2015. Reuters/Kim

Kyung-Hoon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
Sees Sharpest Fall In Over 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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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omists Still Positive For Rebound

Chinese tourists carry
shopping bags as they
walk at Hong Kong's
shopping district

Causeway Bay, China, on
Sept. 21, 2015. (Reuters

Photo)

(本報訊)石油
巨 頭 斯 倫 貝 榭
（Schlumberger）
公司計劃將美國公
司總部遷至糖城，
這也是該公司長期
發展項目的一部分
內容。

這一家石油和
天然氣服務公司，
在休士頓的辦公地
點 位 於 5599 San
Felipe，計劃在休士頓西南區擴大
其現有的辦公室，這家公司目前
是糖城第二大規模的公司。

在本週二糖城巿議會上，提
案上通過有關該項目的經濟開發

合同和稅收減免的有關事宜，該
公司目前對此事未做評論。

根據糖城巿文件，斯倫貝榭
公司表示，計劃在糖城擴大33英
畝的公司所在土地，這個位置介
於 US 90 號 公 路 和 Gillingham

Lane 的東北交界，屆時
將重建和美化環境，拆
除廢棄建築以及完善水
電。

該公司計劃將建超
過25萬平方英呎的A級
辦公區和10萬平方英呎
的配套建築，預計2017
年完工斯倫貝榭公司稱
，此項目預計投入 2 億
美元。並且將為糖城新
增500個就業機會。

即使日前俄勒岡州發生九人被槍殺
案件，共和黨總統初選參選人川普仍堅
決反對禁搶，他說，如果準許尤恩匹奎
社區學院教師獲得防衛武裝，像他一樣
，就不會發生悲慘。

房地產大亨川普週六晚上在田納西
州法蘭克林市的一項聚會中說， 「我告
訴你們，如果教室中有兩位教師有槍，
情況就應該會好得多。這是自衛，十分
簡單。」

他說， 「事實上，我在紐約是擁有
合法執照，並且攜帶槍支的。你相信嗎
？沒有人知道這種情況，如果有人攻擊
我，他們會大吃一驚。」

在聚會後，川普對記者們說，他是

全國步槍協會
（National Ri-
fle Association
）的會員，並
且協助該協會
發展它的槍支
政策。 」

川普同時批評前佛州州長傑布. 布
希對俄勒岡州槍擊案的談話。

川普說， 「他（傑布）使用 「災難
臨頭」（stuff happens）來形容此事，
我認為那是很不好的說法。我實際上
（在電視上）看著他的談話，嘩，他為
什麼要用這個辭句？ 」

當局稱，26 歲槍手哈帕 -默瑟
（Christopher Sean Harper-Mercer） 攜
帶至少6支槍和5個彈匣去俄勒岡州羅
斯伯格（Roseburg）校園，在那裏他槍
殺9人傷了7人。

不幸事件發生之後，川普說，這種
事情總是會發生的，不管法律如何嚴厲
管制，那些神經有問題的人總會找到漏

洞。 」
他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說

， 「這不是槍支的問題，這是有人神經
有問題，而且它也不是法律問題，那是
人出了問題。」

今天，川普繼續說明他對槍支管制
的看法。他說，根據憲法第二修正案，
美國人民有擁有槍支的權利。他說，如
果有人企圖攻擊他，他會模仿復仇電話
布朗森（Bronson）在 「死亡之願」
（Death Wish）的方式，對付攻擊者。

他 批 評 「禁 槍 區 」 （gun-free
zones）的說法，但他主張做好精神疾
病防治，才是減少槍擊案的好辦法。

全國守望相助夜定於週二 10 月 6
日下午 6 時至 9 時舉行。休斯頓警察
局約翰副局長與精通國話，廣東話及
其他亞洲語言的員警將在頂好廣場警
察局前面，與居民對有關預防犯罪，
遏止犯罪策略,鄰裡守望計劃以及如

何保護自己和家人方面交換意見。通
過建立警察與居民融洽的關係，以達
成在本地區預防犯罪的目標。

休斯頓警察局和大夏普斯堂管理
區官員將分發多種語言安全小冊子。
免費提供點心、 小吃、 紀念品給居民。

警民合作預防犯罪

全國守望相助夜
6日下午頂好廣場舉行

(本報訊)位於休士頓西南區百利大道 11205
香港城超巿（Hong Kong City Mall）昨天中午12
點50分發生槍案，造成兩人死亡。

據報導，槍案發生在兩名超巿人員發生爭執
後，一名工作人員使用一把口徑50 的手槍射殺
了他的主管，這名工作人員之後開槍自殺。

休士頓警方迅速封鎖了現場，並將超巿顧客
撤至安全地帶。

香港城超巿建於 1999 年，有兩層用來經營
，大部分香港城超巿的擁有權歸休士頓亞裔社區
的成員，香港城超巿也是香港城最大的零售場地
。

目前，警方還在對此案做進一步的調查。

香港城超巿爆槍案香港城超巿爆槍案 兩人死兩人死

石油巨頭斯倫貝石油巨頭斯倫貝
榭計劃將美國公司總部遷至糖城榭計劃將美國公司總部遷至糖城

槍支執照
川普強調擁槍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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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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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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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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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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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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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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影坛盗墓文学领风骚 改编电影抢滩大银幕

央廣網北京 9月 28日消息渊記者何源冤據中國之聲叶新聞晩高峰曳
報道袁最近一段時間袁如果你還沒聽説過 IP袁那你肯定是 out了遥隨便
走進一家咖啡館袁總會看見幾個人聊 IP遥比如袁我們熟悉的叶盜墓筆
記曳尧叶鬼吹燈曳都是相當巨大的野IP冶遥那么問題來了袁野IP冶到底是個什么
鬼钥

簡單説袁IP就是野知識産權冶遥抛開字面意思通俗説袁就是一個作
品袁它能被開發出衆多商業價値的可能性袁旣包括人物尧場景袁也包括
故事的核心概念遥比如袁經典的懸疑盜墓小説袁叶鬼吹燈曳袁作爲書它賣
出去了 1300多萬本遥今年下半年袁根據叶鬼吹燈曳小説改編的兩部電
影袁叶鬼吹燈之尋龍訣曳和叶九層妖塔曳也即將上演遥其中袁叶九層妖塔曳明
天就將搶灘國慶檔袁院線對這部電影的票房表現袁紛紛寄予厚望遥

而不久之前袁同樣由知名網絡 IP改編而成的網絡劇叶盜墓筆記曳
也剛剛結束了第一季的播出袁創造了 24億的播放量紀録遥有人戲稱
2015年爲野盜墓文學 IP年冶袁但究竟盜墓玄幻類題材的魅力在何處袁以

至於讓投資方和觀衆都欲罷不能钥
2006年 3月袁天下霸唱給網民講了一個名叫叶鬼吹燈曳的故事袁沒

想到這區區兩萬字迅速躥紅袁加上後續幾部袁這個有關盜墓尧探險的故
事袁一共賣出了 1300多萬本遥在衆多野燈謎冶翹首企盼中袁9月 30號袁改
編自這個經典 IP的電影叶九層妖塔曳即將上映遥
電影市場數據分析師鄭天浩表示袁叶九層妖塔曳改編自擁有衆多粉

絲的叶鬼吹燈曳袁票房等於是野贏在了起跑線冶上院野這部電影只需要把書
里的內容完整呈現袁在全國關注的市場反饋就會相當好遥冶
同樣是盜墓玄幻題材袁同樣來自網絡袁南派三叔的叶盜墓筆記曳改

編成的網絡劇第一季剛剛完結遥在創下 24億播放量紀録的同時袁更讓
投資方興奮的是袁這也是對網絡劇付費模式的首次嘗試遥不付錢不是
不能看袁只是需要等每周的一集更新曰而付費就可以一次性看完遥即便
這樣袁相信很多人都還記得袁叶盜墓筆記曳第一天開放付費時袁觀衆把服
務器擠爆崩潰的情景遥盛世華鋭電影投資公司總經理高軍表示袁與所

有熱門 IP 被搬上熒幕一樣袁投資方選擇野盜墓玄幻冶題材袁首先還是跳
不出野能賺錢冶這個三個字遥
高軍認爲袁前期的讀者奠定了後期的觀衆基礎遥如果沒有什么閲

讀率點擊率的網絡小説袁一定也不會被片方關注遥之所以 IP一些盜墓
題材袁是因爲他有比較好的商業前景遥
去年共有 114部網絡小説被改編成影視劇袁在這 90部電視劇和

24部電影中袁多見的仍是靑春尧言情類題材遥高軍認爲袁投資方一面是
瞄準了市場上盜墓玄幻類題材的缺口袁另一方面袁這類題材野闖關尧解
謎冶的故事架構袁天然就是劇本的野好胚子冶袁適合用影視劇的方式呈
現遥
高軍表示袁應該説這是中國電影類型在豐富化的一個過程遥以前

眞正寫超脫了一個歷史背景袁寫盜墓的袁里面有很多驚恐尧懸疑色彩袁
具有獵奇心理的這種東西遥另外因爲電影講究的就是 5分鐘一個小高
潮袁10分鐘一個大高潮袁這種探秘盜寶闖關類的東西袁對於電影的結構
上就更爲契合一些遥
近年來袁一個網絡文學 IP的興盛袁總是伴隨着揮之不去的侵權盜

版霧霾遥將網站連載的付費內容袁非法轉載換取流量袁已是野小兒科冶的
侵權手段曰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袁侵權的方式開始從內容轉向對 IP的創
意和形象的抄襲遥南派三叔去年曾狀吿網絡遊戲叶盜墓筆記 Online曳侵
權袁而對叶鬼吹燈曳的侵權更是五花八門遥除了同名手機遊戲之外袁還有
一系列借勢書名尧人物形象尧關鍵詞等等的侵權行爲遥
中國文化産業硏究會秘書長劉洋認爲袁應該説有關網絡文學的立

法袁或者説知識産權保護還是比較滯後的遥今年四月袁版權局頒佈了一
個條例性的文件遥但是就網絡文學這樣海量的版權保護需求來講袁一
個條例是遠遠不夠的遥第二袁網絡取證很難遥改變的電影尧電視劇尧網絡
遊戲尧形象廣吿品牌袁可以進行刪除和更改袁所以這種侵權證據的取證
確實很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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