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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212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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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Wendy Xu
wendyc21sw@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購物商場商業土地公寓倉庫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投資管理快速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屋檢產權過戶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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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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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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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票﹐美國境內旅行團﹐遊輪﹐酒店﹐租車
代辦中國十年簽證﹐中國境內特價團﹒

Tel:713-952-989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二十年豐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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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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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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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5023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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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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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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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濕內科免疫專家風濕內科免疫專家 -- 陶翔醫生陶翔醫生
陶翔本科畢業於湖南醫學院陶翔本科畢業於湖南醫學院﹐﹐19851985年畢業分配到湖南醫學院免疫研究室年畢業分配到湖南醫學院免疫研究室﹒﹒19901990

年和年和19931993年分別獲得免疫生物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年分別獲得免疫生物學碩士和博士學位﹒﹒ 19981998年年﹐﹐考入東田納西州立大學考入東田納西州立大學
EASTMANEASTMAN——QUILLENQUILLEN 醫學院醫學院﹒﹒

陶翔醫生熱心公益陶翔醫生熱心公益﹑﹑樂於奉獻樂於奉獻﹐﹐20022002發起並成立了湘雅海外校友會發起並成立了湘雅海外校友會﹐﹐擔任副會長擔任副會長
的同時還兼任休斯頓分會負責人的同時還兼任休斯頓分會負責人﹒﹒同時也是休斯敦湖南同鄉會副會長同時也是休斯敦湖南同鄉會副會長﹒﹒

王朝駕校Grand Opening!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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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位於中國城王朝超市內的王朝駕校AK
Driving新張開業，於10月4日下午2點由高僧主持了慶祝儀式，
並且為百利駕校開光祈福，很多朋友到場祝賀，場面十分熱鬧。
美國是車輪上的國家，不會開車寸步難行，等於殘廢一樣。所以
，不管是初來乍到的新移民還是剛夠年齡考駕照的青少年，找個
駕校學開車時當務之急。華人要想快速又安全地學會開車，最好
找華人開的駕校。新開張的王朝駕校的教練們不但駕駛經驗豐富
，會講廣東話、英語和國語，而且收費合理，上課時間靈活，教
學方法豐富，針對不同需求的個人，可以設計不同的教學計畫，
適應不同學生的需要。學員可以在王朝駕校內考筆試，不用去交

通局排隊浪費時間，6小時就可以拿到學車證，輕鬆上路。王朝
駕校的師傅們教路考也很有經驗，經過他們指點後路試通過率
奇高。

王朝駕校的負責人說，學校的宗旨是服務社區，為新移民服
務。所以，如果您英文不好，如果您初來乍到不熟悉情況，請找
王朝駕校學習開車，邁出您美國生活的第一步。

王朝駕校A K Driving School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120, Houston, TX77036
電話：832-633-5555

很多朋友一起來祈福很多朋友一起來祈福。。

成人筆試班不用去交通局成人筆試班不用去交通局，，在王朝駕校考在王朝駕校考，，
很方便很方便。。

學開車找王朝駕校學開車找王朝駕校。。

法師開光法師開光。。 祈禱祈禱。。

開業儀式開業儀式。。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20152015傑出中國之友獲獎人美軍傑出中國之友獲獎人美軍““飛虎飛虎

隊隊””陳納德將軍外孫女陳納德將軍外孫女Mrs. Nell CallowayMrs. Nell Calloway

由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頒獎由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頒獎、、執行長執行長

謝忠介紹謝忠介紹、、晚宴主席王曉霞觀禮晚宴主席王曉霞觀禮

總領事李強民大使總領事李強民大使

在晚宴上致辭表示在晚宴上致辭表示，，中國中國

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正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全面

推進依法治國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全面從嚴

治黨治黨，，以實現全面建成小以實現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李總李總

領事表示領事表示，，習近平主席對習近平主席對

美首次國事訪問取得圓滿成功美首次國事訪問取得圓滿成功，，中美關係站在新的歷史起中美關係站在新的歷史起

點上點上。。兩國各界應抓住契機兩國各界應抓住契機，，積極投身到構建中美新型大積極投身到構建中美新型大

國關係事業中去國關係事業中去。。希望美南地區對華交流合作不斷取得重希望美南地區對華交流合作不斷取得重

要進展要進展

德州潮州會館孫偉根會長德州潮州會館孫偉根會長、、孫乙舜孫乙舜、、翁作華榮譽會長翁作華榮譽會長

、、高永年副會長高永年副會長、、林國雄秘書長林國雄秘書長、、張鎮琰監事長張鎮琰監事長、、王國燦王國燦

、、柯賢孝等理事柯賢孝等理事99月月2626日日，，大休斯敦地區僑學界慶祝中華大休斯敦地區僑學界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人民共和國成立6666週年晚宴週年晚宴

WellCare Medical CenterWellCare Medical Center于群陶兒科于群陶兒科

醫生夫婦醫生夫婦、、于志恒腎內科醫生和陳桌眼內于志恒腎內科醫生和陳桌眼內

科醫生贊助國慶晚宴科醫生贊助國慶晚宴

晚宴主席王曉霞接受由張文華法官代表哈里斯郡長晚宴主席王曉霞接受由張文華法官代表哈里斯郡長、、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得克薩斯州眾議員吳元之頒發賀狀得克薩斯州眾議員吳元之頒發賀狀、、

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執執

行長謝忠行長謝忠、、晚宴共同主席高曉慧晚宴共同主席高曉慧、、胡安妮胡安妮、、楊德清觀禮楊德清觀禮

晚宴主席王曉霞致歡迎詞在二戰晚宴主席王曉霞致歡迎詞在二戰

勝利勝利7070週年之際緬懷先烈週年之際緬懷先烈、、珍愛和平珍愛和平

、、開創未來開創未來、、意義非凡意義非凡

大休斯敦地區僑學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休斯敦地區僑學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66週年晚宴在休斯敦蓋萊瑞威斯汀酒店舉行週年晚宴在休斯敦蓋萊瑞威斯汀酒店舉行，，駐休斯敦駐休斯敦

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和夫人曾紅燕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和夫人曾紅燕、、美國聯邦眾議員艾爾美國聯邦眾議員艾爾••格林格林、、得克薩斯州眾議員吳元之得克薩斯州眾議員吳元之、、聯邦眾議員希拉聯邦眾議員希拉

••傑克遜傑克遜--李的代表李的代表、、原美軍原美軍““飛虎隊飛虎隊””陳納德將軍外孫女嘉蘭惠和當地僑學界代表逾千人參加陳納德將軍外孫女嘉蘭惠和當地僑學界代表逾千人參加。。

國際女企業家暨專家協會宋蕾會長國際女企業家暨專家協會宋蕾會長、、陳文副陳文副

會長及理事們歡欣迎市長侯選人會長及理事們歡欣迎市長侯選人Marty McVeyMarty McVey一一

起參加起參加

大休斯敦地區僑學界在大休斯敦地區僑學界在The Westin GalleriaThe Westin Galleria熱烈慶祝國慶熱烈慶祝國慶6666週年晚宴週年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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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及節目流程開幕式及節目流程
6：30 pm 開幕式

【威風鑼鼓】3分鐘的表演，拉開靜場序幕由休斯敦少林寺學院擔
綱。

6：35 pm 主持人司儀xxx 登場宣布大會開幕式議程：
儀仗隊
同盟國護旗隊以
主席李總，市長及政要致辭
政要為二戰老兵主要代表頒發榮譽勛章
(二戰老兵歸位時, 200人雙語學校學生合唱：在“方陣座席”)

7：00 pm 演出正式開始
1：”序曲1945” -----------紅扇舞蹈團
2：雜技“兄弟力量”---------中國北京心靈之聲殘疾人

藝術團 楊林 / 楊建
3：小提琴獨奏“辛德爾的名單”
4：墨西哥現場樂隊演唱
5：雙人舞“天地之和”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
7. 男女聲二重唱“Danny Boy”-----------華星藝術團_蔡

毅/ 休大Shani Cohen
8. 藏族踢踏舞-再唱山歌 ----------紅扇舞蹈團 (50人)
9：行雲流水: 蕭 / 太 極 / 古 典 “ 劍 舞 ”; 箏/武術; 二胡/

“鴻 雁 ”
東方回聲新民樂團 閆一修

北美青少年國樂團
花許梨美舞蹈學院
程進才太級學院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

東方藝術教育中心 王奕童
10：川劇“變臉”-----------中國心靈之聲殘疾人藝術團
11：巴西9人熱舞“嘉年華”
12: 經典臺灣民謠民歌及美國歌曲聯唱奧斯丁【金曲族】合唱團
12：粉墨春秋中國北京京劇院一團 團長王蓉蓉 / 中央戲曲學院教授 杜鵬 休斯敦國劇社戲曲服裝展
13. 印度傳統舞蹈

14：國際時裝薈萃
越南代表隊 ,菲律賓
代表隊 ,休斯敦華星
藝術團旗袍隊 .
15：大型舞蹈“吉祥
天女” ---------
中國北京心靈之聲殘
疾人藝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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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服務德州已超過25年了﹗
SAM SHUMSAM SHUM岑偉文岑偉文

CPA﹐MBA﹐CPCU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精通﹕國﹑粵﹑英﹑越﹑潮﹑臺語

營業﹕星期一至五 9AM-6PM
星期六 9AM-2PM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777-911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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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詢問免費詢問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健康保險

●初學者﹐年青駕駛者﹐有罰單
和車禍者﹐價比別家更優惠

●屋主﹑兩車以上﹑續保﹑良好記錄
者﹐保價特優

●最好的保費 ●完善的保障
●多家A級公司 ●比一下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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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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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保險

汽車保險

房屋保險

Bellaire Auto Services & Collision
地址：7620 Bellaire B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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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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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條 龍 維 修 服 務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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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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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AM-6:00PM

電話：713-484-7777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請攜帶保險卡）

○誠徵有經驗的修車技師

鈑金部
免費估價

傳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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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朝霞

人物简介

许海峰1957 年 8 月 1 日出生于福
建漳州袁奥运冠军袁中国男

子射击队运动员遥许海峰在第 23届奥运会上袁获男
子手枪 60 发慢射冠
军袁成为该届奥运会首
枚金牌得主袁同时也是
中国奥运会历史上的

首位冠军得主袁打破了
中国奥运史上金牌

野零冶的纪录遥许海峰是
名副其实的金牌运动

员和金牌教练袁 从教
后袁他带选手获得了两
枚奥运会金牌遥

1984年 7月 29日袁这是一个足以记入中国体
育史乃至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的一天遥 当天上午袁
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枚金牌被在奥运史上从未夺得

过金牌的中国选手夺得遥 严自安徽的 27岁小伙子
许海峰一枪将中国奥运零的记录击得粉碎袁向全世
界展示了中国运动员的实力和风采遥 原国际奥委
会主席萨马兰奇激动地说院野这是中国体育史上伟
大的一天! 冶外国一家通讯社也发出惊呼院野这是中
国五千年历史的一次壮举! 冶
许海峰在第 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获得

首枚奥运会金牌遥 洛杉矶奥运会后袁许海峰的身体
一直不好袁1991年以后袁他的迁移性视网膜炎使视
力下降到了 0.2左右袁这对射击运动员来说是致命
的遥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袁许海峰还是坚持参加了包
括奥运会在内的数次国际重大比赛遥 1995年袁他收
枪执教袁出任国家射击队女子手枪组教练遥

在接手女子手枪组一年后袁1996年袁他的弟子
李对红在第 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女子运动
手枪冠军遥 这枚金牌来之不易袁这是在中国射击队
前五天野颗粒无收冶的情况下获得的遥 由于出色的
工作袁1998年袁他被任命为国家射击队女子手枪组
主教练兼副总教练遥

2000年袁在 27 届悉尼奥运会上袁他的另一个
弟子陶璐娜为中国代表团夺得野开门红冶袁在女子气
手枪项目上获得首金袁 并获得运动手枪项目的银
牌遥 从此以后袁许海峰被人们称为野金牌教练冶遥

悉尼奥

运会后袁国家
射击队进行

人事制度改

革袁队里所有
的总教练尧领
队尧教练员都
实行竞聘上

岗遥 许海峰一开始只竞聘了女子手枪组的主教练袁
并竞聘成功遥 但中心要求每一位教练员要竞聘二
个职位袁他又竞聘了总教练职位遥 经过竞选演说尧
投票推举等程序袁他以多数票当选遥

2001年初袁 他担任国家射击队的总教练兼女
子手枪组主教练袁成为中国射击队惟一身兼二职的
教练遥

2003年 5月袁 许海峰被任命为国家体育总局
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遥

从一名金牌运动员到金牌教练尧到一名领导干
部袁许海峰的人生野三级跳冶似乎完成得很轻松袁问
起他成功的经验袁他却平静地说院野我做任何事情都
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遥 要么不干袁只要干袁就要干
好袁这是我的人生哲学遥 冶这简单话语的背后袁却饱
含许海峰对事业的执著追求袁对事业百分之百的付
出噎噎
许海峰获 2003

年 野中国体育电视
奖最佳教练员奖冶袁
成为中国射击界举

足轻重的人物遥 最
近,许海峰又被任命
为国家体育总局射

击射箭运动管理中

心副主任遥 釜山亚
运会上,他带领中国射击队获得 27枚金牌,打破 3
项世界纪录遥面对 2004年雅典奥运会袁许海峰更是
踌躇满志噎噎

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北京射击场内袁一切是那么
静谥袁只能偶尔听到从训练场内传来的阵阵清脆的
枪声袁中国射击队正在这里进行紧张的训练遥 在一
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袁 看见了中国射击队的领军人
物要要要许海峰遥

执教之道
在许海峰出任总教练之前袁 国家射击队在悉尼奥运会上刚刚获得 2枚金

牌袁正处于巅峰时期遥俗话说袁野打江山容易袁守江山难遥 冶如何带领这支队伍取得
更好的成绩袁是他面临的主要问题遥

上任初袁许海峰曾三天三夜没睡好觉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袁他明确了执教思
路遥 野上任总教练后袁我主要抓了三件事遥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充分发挥教练员
的作用冶遥 野第二件事就是抓好重点运动员的工作袁对优秀运动员所犯的错误绝
不姑息袁甚至比一般运动员批评得更厉害冶遥 野第三件事袁就是抓好队伍的管理冶遥
许海峰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袁队里每周都要开展一次党团活动遥 野思想政

治工作和爱国主义教育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袁 不仅对一个优秀的运动队如此袁
一个成绩落后的运动队更是如此浴 冶
射击项目在比赛时是扣人心弦的袁但在平时训练时是非常枯燥的遥 俗话说袁

野台上一分钟袁台下十年功冶遥 为了比赛中的 10枪袁运动员每天的训练就是举枪尧
瞄准尧射击袁再举枪尧瞄准尧射击噎噎练就了运动员良好的稳定性和心理素质遥

在训练场上袁许海峰是非常严肃
的袁在训练和比赛时你很少能看到他
笑遥 运动员在训练场上都非常害怕
他袁 无论哪位运动员训练得不到位袁
他都会进行纠正或批评袁就连他的得
意弟子陶璐娜也经常被他训得野哭鼻
子冶遥 有一次参加在韩国举行的射击
世界杯赛袁陶璐娜在运动手枪预赛中
打得有点漫不经心袁回到驻地袁被许海峰狠批了一番遥 野你是一个奥运冠军袁你要
重视每一场比赛袁只有把每一场比赛都看做是奥运比赛袁一枪一枪地打袁你才能
再次成为奥运冠军遥 冶在随后几天的比赛中袁陶璐娜越打越好袁获得世界杯赛上
的 2枚金牌遥

许海峰是一个心很细的人袁他对队里每一位运动员的个人情况尧技术特点
和思维方式了如指掌遥 他的眼睛很野毒冶袁运动员在赛场上打几枪袁他就能知道运
动员在没在状态袁问题出在哪儿遥

在每一次大赛前袁他都要认真尧反复考虑将会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袁从不打无
准备仗遥 在釜山亚运会之前袁许海峰对可能影响比赛的场地尧气候尧风向尧设备等
因素都进行了考虑袁还包括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上袁比如说子弹袁在亚运会
上袁韩国队就出现了野臭子冶现象袁而中国队在出征前对子弹进行了认真检查袁没
有出现此问题遥

多年的射击生涯袁许海峰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袁无论是参加比赛袁还是训
练袁他都要随身带一个笔记本遥 翻开笔记本袁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数据袁这都是
队里参加每一次比赛和每一位运动员的射击成绩遥 他说院野这些数据可是宝贝
啊袁自己统计虽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袁但能对全队的比赛情况心知肚明袁对训
练尧比赛很有针对性遥 冶

在许海峰做总教练两年的时间里袁中国射击队的成绩稳中有升袁中国射击
队在 2002年度成为一支不败之师遥在 2002年芬兰举行的世界射击锦标赛上袁中
国射击队战果辉煌袁囊括 17枚金牌袁并打破 5项世界纪录和 4项青少年世界纪
录遥 在釜山亚运会上袁他们更是一枝独秀袁获得 27金牌袁并打破 3项世界纪录平
1项世界纪录袁成为中国代表团第一夺金大户遥

过家门而不入
在釜山亚运会后袁就有媒体称野许总教练金牌越来越多袁头发越来越少冶遥 问

起他的感想袁他笑谈院野当总教练后袁我的头发确是越来越少袁白头发也越来越
多遥 操心的事实在是太多了遥 冶
自从做了国家队总教练后袁他把全部精力和心思都放在射击上遥 野作为一个

总教练袁关系到整个运动队的发展袁整个射击事业的兴衰袁我必须要竭尽全力冶遥
白天的训练课结束后袁晚上还要经常开会袁找运动员谈心袁他很少在晚上 12 点
之前睡觉袁他觉得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遥现在他已经成了习惯袁只有到了夜里 12
点以后袁他的生物钟才会进入睡眠状态遥

许海峰的家和他的训练场地尧宿舍都在射击大院内袁家和宿舍相距不足 500
米远袁但他从周一到周六都住在队里袁即使到了周日队里规定可以休息的日子袁
有时队里事情多袁也顾不上回家遥 最忙的一次袁他连续三个星期住在宿舍袁没有
回家遥加上在外集训尧出国比赛袁一年算下来袁他在家的日子不足一个月遥他和他
的爱人和女儿相聚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袁有时在射击院内碰面袁也是匆匆打个招
呼遥

许海峰的老家在安徽袁家有老母袁年事已高袁身体也不好袁他训练尧开会经常
经过安徽袁但他野几过家门而不入冶遥他说院野实在是没有时间啊浴 冶提起家里人袁许
海峰动情地说院野这些年袁我实在亏欠他们太多了浴 冶是啊袁他心里只想着射击队
这个大家袁而没有自己的小家遥

野要想打好枪袁先要做好人冶
野要想打好枪袁先要做好人冶遥这是许海峰对自己的要求遥初次和许海峰见面

的人袁都觉得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遥 但了解许海峰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野外冷内
热冶的人遥 许海峰也承认袁自己不是一个很会应酬的人袁尤其是和自己不投机的
人袁他讲话很少遥但是和自己谈得来的人袁还是很有话说的遥队里刚来的运动员袁
开始都觉得许海峰很严厉袁但随着对他的了解袁他们觉得这个许教练其实是一
个很随和的人遥 队里不管是教练员还是运动员有了生活或工作上的困难袁都愿
意找他帮忙袁他也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别人遥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金牌的得主袁以及他对中国射击事业所做出
的贡献袁他在中国射击界有很高的威望和知名度遥 但他从未以此来炫耀过袁而是
在射击事业上默默耕耘遥 他经常告诫自己院野在待遇和荣誉面前要满足袁但对事
业和工作上要永远不要满足遥 冶

众所周知袁中国射击队并不是一支备受社会和媒体关注的队伍袁队伍的赞
助不多袁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待遇也不高遥 近些年袁不时有一些国家出重金聘请许
海峰到国外执教袁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遥 他说的道理很简单院野我很爱国袁我不想
带着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来打我们自己的运动员遥 冶

凡到过许海峰宿舍的人都会发出惊讶袁野这是您的
宿舍吗钥 冶是啊袁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国家队总教练的
房间袁实在是太简陋了遥 这间 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既
是宿舍袁也兼他的办公室遥 房间里一张简易单人床袁一
张最普通的木办公桌袁一个 70年代的大衣柜袁一台电
脑袁就是他的全部家当遥 屋子里挤得满满当当袁桌子上
摆满了数据报表遥 惟一的装饰物就是墙上悬挂的一幅
中国画家送给他的油画要要要要要当年获得第一枚奥运会

金牌时袁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他交谈时的场面遥
许海峰非常喜欢这幅画遥

2003年是许海峰在国家射击队里的第 20个年头遥 野工作就是快乐的遥 冶这是
许海峰经常说的一句话遥 为了心爱的射击事业袁他放弃了所有的业余爱好袁射击
已成为许海峰生活的一部分遥

2003年袁许海峰在野中国体育电视奖冶的评选中袁获得野最佳教练员奖冶袁并被
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遥 对这些接踵而来的荣誉袁他自己并不满足袁野我眼前永远
是一座座的高峰袁登上一个高峰后袁还要有新的高峰去攀登遥 冶

面对 2004雅典奥运会袁许海峰更是踌躇满志袁野我相信袁一定会有一个令人
满意的成绩遥 冶

喜欢迎接挑战的许海峰袁做任何事情都有一种永不言败的豪情遥 希望他能
实现人生的再一次飞跃袁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遥

一枪射出新的世界
人物特写

2004年 11月 22日袁 许海峰接到国家体育总局的
一纸调令到自剑中心走马上任袁 至今已经有两个多月
时间遥从野枪林弹雨冶中来到略显偏僻的老山西街袁坐在
自剑中心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袁野新人冶 许海峰默默地
开始了野二次创业冶袁
没有了身处国家射击队总教练时的巨大压力袁洗

去了写就奥运会中国射击队最好成绩的荣光袁 如今的
许海峰笑言院野干行政工作的确要轻松得多遥 冶话虽这样
说袁但压在许海峰这位中心副主任肩上的担子并不轻遥

野我分管的是现代五项和自剑中心所有项目的科研工作遥 冶过去的两个月袁
许海峰对自己分管的现代五项进行了摸底遥 野对我来说袁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
境遥 这段时间以来袁我除了去广州参加现代五项队冬训动员大会和 2004年总结
会之外袁基本都是在翻看规则袁了解项目遥 但可以说袁至今我最多熟悉了不到
50%袁依然还处于摸索阶段遥 冶
一年后袁许海峰分管的中国现代五项队首次拿回了世锦赛冠军袁打破了此

前欧洲人对奥运会和世锦赛金牌的垄断局面遥 北京奥运会上袁钱震华获得个人
第四名袁成为中国现代五项队奥运史上的一大突破遥 曾经水平一般的中国选手袁
如今即使夺世界杯分站赛冠军袁也不让外界感到惊讶了遥

许海峰特别喜欢摄影遥 快门咔嚓咔嚓响个不停遥 有时袁为追踪一个镜头袁他
要变换多个地点尧多个角度遥 那神情那架势那动作袁还颇有点专业摄影的味道遥
他的电脑里有很多比赛袁风土的照片遥 许海峰说袁这些照片资料既可以精选后作
为收藏袁也可供队里研究外国选手技术动作用遥 而许海峰的钱币收藏袁也已达到
相当级别遥 他收集世界各国钱币袁以硬币为主袁纸币为辅遥 因为许多地方的纸币
面额很贵袁他便采取便宜的集整套袁贵的集一张最低面值的办法遥 许海峰说袁不

过现在不玩了袁去过的国家太多了遥

许海峰对于一个已经在射击项目上干了近 20年的老队员尧老教练来说袁要
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实现角色转换袁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遥 来到新岗位的这段
时间袁许海峰感触颇多遥

野总的来说袁从训练一线换到行政岗位上袁肯定有些不习惯遥 毕竟这么多年
来袁我已经习惯了和队员们一起训练和生活遥 冶许海峰开门见山遥 由于分管工作
的关系袁如今的许海峰基本脱离了以前那种紧张无序的生活状态要要要要要每天按

时上下班袁批阅文件袁参加各种会议噎噎面对新的工作袁许海峰坦言院野虽然还有
些不习惯袁但人总得适应环境遥 一切从头再来吧浴 冶
在许海峰的调任通知下达的时候袁曾有媒体报道说在雅典奥运会上用人失

误是导致许海峰离开射击队的主要原因遥 对此袁一贯少言寡语的许海峰并没有
太大反应袁只是淡然表示院野离开射击队总教练的岗位是我自己的意愿遥 实际上袁
在雅典奥运会前我就专门表示过袁 这届奥运会后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当总教练
了遥 冶
跳出野三界外冶的许海峰多了一种更为平和的心态遥 野我现在的工作感觉轻松

多了袁再不用像以前在射击队当总教练时那样操心遥 身体状态也比以前好了很
多遥 冶

虽然不再负责具体的训练事务袁但许海峰对于自己主管的项目还是寄予了
厚望遥 野在常人眼中袁现代五项绝对是一个陌生的项目袁在奥运会上的成绩也不
是很好遥 但正因如此袁我觉得这个项目更有提升的空间遥 冶
目前袁现代五项在国内的基础比较薄弱遥 奥运会后袁自剑中心对现代五项进

行了分析总结袁找到了项目发展的不足和难点遥 中国现代五项队就展开了冬训遥
全运会和一系列国际比赛将是新年的主要备战目标遥 对于北京奥运会袁许海峰
的目标很明确袁野我们希望能在北京奥运会上拿块奖牌遥 此外袁自剑中心的科研
工作也要更好地为各个项目的训练比赛服好务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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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電

匈牙利“鐵娘子”賀素自從

2013年世錦賽以來，包攬兩屆世錦

賽女子200米和400米混合泳冠軍，

並在2015年喀山世錦賽改寫200米混

合泳世界紀錄，在世界盃系列賽中也

頻繁奪冠。作為和賀素同項目的倫敦

奧運雙冠王葉詩文近來卻表現低迷，

很多人擔心，小葉子能在里約奧運會

上再現輝煌嗎？對此，長期從事游泳

項目科研工作的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科

學研究所研究員林洪表示，只要葉詩

文相信自己，正如其恩師所言調整

到“成功模式”，和教練配合

好，就一定能夠憑藉自

己的優勢，在里

約奧運會上

再 度 封

后。

在6日進行的一場中國網球公開賽(中網)女
單第二輪比賽中，中國選手王薔以5:7及0:6不
敵賽會八號種子、丹麥甜心禾絲妮雅琪，無緣
十六強，至此中國女單在本屆中國網球公開賽
上已經全軍覆沒。

對於王薔來說，禾絲妮雅琪並不是一個陌
生的對手。兩年前的馬來西亞公開賽上，王薔
正是在戰勝了禾絲妮雅琪之後進入了公眾的視
野，那一場比賽也算是這位中國“小花”的成
名之作。

第二盤突然潰敗
首盤比賽，雙方都陷入了“能破不能保”

的怪圈；打成總比分5:5平手後，第11局，王
薔一度拿到兩個破發點，但均未能把握住。禾
絲妮雅琪成功保發後以6:5反超了比分。接下
來第12局，王薔失誤開始增加，被禾絲妮雅琪
再次破發。八號種子以7:5拿下了首盤。第二
盤比賽，場上出現了一邊倒的局勢，禾絲妮雅
琪發揮越來越出色，王薔連輸6局，以一個尷

尬的0:6結束了個人本屆中網之旅。
賽後在談起今仗為何突然潰敗時，王薔

說：“最近我一直在調整自己發球時的拋球，
這一點對自己影響很大。第一盤比賽在領先的
情況下出現兩個雙誤被對手贏下後，自己的信
心也受到影響。再加上對手第二盤確實打得很
好，所以自己被壓制住了。” ■新華社

王薔王薔負丹麥甜心負丹麥甜心
中國女單中國女單中網全覆沒中網全覆沒 中網男單首圈，中國“90

後”選手吳迪對陣賽會 3號種
子、14個大滿貫冠軍得主拿度；
儘管吳迪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水
平，但依舊連失兩盤4:6不敵對
手。
雖然在今仗和拿度打得不落

下風，但吳迪的發球明顯要處於
劣勢，整場比賽他發出 4次雙
誤，與之相反的是拿度有 4記
“ACE”(直接發球得分)，卻沒有
雙誤。不過在關鍵分上，吳迪把
握得算不錯，破發成功率達到
57%，這在和拿度的比賽中相當
難得。晉級中網16強後，拿度下

一輪將要面對的是今年溫網 8
強、加拿大新星波斯比希爾。

祖高域過關遇張擇
至於男單頭號種子、世界一

哥祖高域在首圈面對意大利球手
博萊利，兩人此前三次交手都是
祖高域獲勝，最終“世界一哥”
亦以兩盤6:1擊敗對手，順利贏得
開門紅；16強中，祖高域將迎戰
“中國一哥”張擇。“這場比
賽，我還是以享受為主吧，畢竟
人家是世界第一。”張擇賽前談
及對祖高域的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拿度首圈成功克“迪”

直腸癌手術後，依然處於恢復期的中國圍棋名將
聶衛平6日現身西藏首府拉薩，出席藏棋文化保護與發
展研討會。

藏棋是一種類似圍棋的棋類運動，流傳於西藏及
周邊藏區，歷史源遠流長，棋種豐富，曾是藏民族社會
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內容。但由於各種原因，藏棋運動未
能得到較好的發展與推廣，目前部分棋種已面臨斷代的

可能。
為進一步推進藏棋保護工作，2015西藏旅遊．全

國藏棋文化保護與發展研討會於6日在拉薩開幕，來自
中國多個省市的藏棋、圍棋界人士出席會議，為藏棋文
化保護與發展出謀劃策。

雖然有病在身，但聶衛平依然堅持入藏，接受中
新社記者採訪時，依然吸着氧氣，忍受着強烈高原反應
的聶衛平表示，雖然自己對藏棋不是很了解，但其與圍
棋一脈相承，“藏棋棋盤是17路，歷史上圍棋也曾有
過17路棋盤，藏棋應該屬圍棋的一個分支，只要是有
利於圍棋事業發展的，我都會全力支持。”
雖然遭遇高原反應的不適，但首次入藏的聶衛平

表示，西藏的藍天、白雲以及乾淨的空氣讓他的身體狀
況比在內地感覺還要好。 ■中新社

聶衛平聶衛平帶病現身帶病現身拉薩拉薩
助力助力藏棋藏棋保護保護

■結束了世界盃的征戰，中國女排主教練郎
平也迎來了難得的休息，在舉國歡度國慶七
天長假之際，她也開始享受居家過日子的天
倫之樂。6日當天，郎平在微博上傳了幾張
下廚的照片，開心地表示：“從現在起，每
天都在認真學習‘烹飪’”。有網友聯繫到
前不久傳出的郎平將大婚的喜訊，並調侃

說：“郎導(郎平)，這是愛情的力量麼？”
網上圖片

郎平下廚
郎平下廚

被調侃被調侃
■■聶衛平坐着輪椅吸着氧氣參觀聶衛平坐着輪椅吸着氧氣參觀。。 中新社中新社

■■拿度在比賽中回球拿度在比賽中回球。。 新華社新華社

■■王薔發力王薔發力
抽擊抽擊。。

路透社路透社

■■葉詩文葉詩文((中中))有力擊敗賀素有力擊敗賀素((左左))。。
新華社新華社

■■葉詩文葉詩文((左左))與教練徐國義合影與教練徐國義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

■■賀素愈游愈賀素愈游愈
出色出色。。 法新社法新社

■■葉詩文能於奧運葉詩文能於奧運
再封后再封后。。 新華社新華社

林洪在接受新華社記
者專訪時表示，26

歲的賀素近年來之所以表
現搶眼，一方面是源
於她對游泳的熱愛
和激情；另一方面
是為了生存，通過頻
繁參賽來賺取獎金，

為自己的訓練和生活費用買單。在保
持高強度的連續比賽的過程中，她逐

漸形成了合理、省力、阻力小的技術，實
現體能和技術的自動化和優化。

“我們經過數據分析發現，賀素從倫敦
奧運會到現在，在200米混合泳實現了技術優
化，四種泳姿或是提高每划效果，或是增加頻
率，成績提高了近4秒，”林洪說。

作為北京體育大學運動生物力學碩士，林
洪多年來運用力學的專業知識和科學手段，為
運動員改進優化技術，中國游泳的諸多奧運冠

軍和世界冠軍都接受過他的技術指導，包括早
年的樂靖宜、羅雪娟、劉子歌、張琳、焦劉
洋、葉詩文、孫楊等人。

年齡及技術等佔優勢
在林洪看來，對比賀素，19歲的葉詩文佔

據年齡、技術、能力和訓練氛圍等優勢。“作
為一名優秀運動員，葉詩文的身體好、技術
好、性格好；比賀素年齡小7歲，擁有43碼的
大腳，強大的打腿和遠端末梢的有力支撐，這
是她的先天優勢。”林洪說。
林洪又指：“在技術和能力層面，葉詩文

四種泳姿技術全面，最早的主項是蛙泳，自由
泳能力超強，她在倫敦奧運會400米混合泳中
最後100米的衝刺速度讓世人震驚。而賀素的
自由泳是‘瘸腿’，也沒有驚人速度。雖然葉
詩文在9月份時做了踝關節的小手術，待她康
復後，全身心投入訓練，就能產生巨大的能
量。”

林洪認為，葉詩文師從教練徐國義，在運
動水準高、訓練氛圍好、默契合作的集體中訓
練，同組有中國男子背泳第一高手徐嘉餘、蝶
泳世界青年紀錄保持者李朱濠、自由泳全國冠
軍朱夢慧等人，每一堂訓練課都是世界級的競
爭。

要調動起對勝利欲望
“賀素的訓練和比賽都是單打獨鬥，教練

是她的丈夫；而葉詩文在每一堂課、每一種泳
姿都可以和世界級的小夥伴們較量，這是她得
天獨厚的優勢，”林洪說。
徐國義表示，現階段葉詩文只要調動起對

勝利的強烈欲望，啟動“倫敦成功模式”，完
成教練和科研團隊的要求，全情投入訓練，就
一定能夠再度站上奧運冠軍的領獎台。“成功
的人都有成功模式和成功軌跡，小葉畢竟是奧
運冠軍，只要她發動全部能量，賀素不是她的
對手，”徐國義說。

調整到“成功模式”跟教練做好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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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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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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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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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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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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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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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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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mortgage-alli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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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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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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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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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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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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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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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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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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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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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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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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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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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少英張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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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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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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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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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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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HAFHA

Jumbo LoanJumbo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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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 鑑 明
Michelle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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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度優秀貸款專家評比前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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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國﹑粵﹑韓國語

michelle@toponemortgage.net

www.toponemortgage.com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脊椎神經骨科脊椎神經骨科

電話﹕713-484-7400 傳真﹕713-484-7405(通國﹑臺﹑粵﹑英語﹑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地址﹕9630 Clarewood @Corporate, #A3,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後面)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專門治療
車禍﹑工作﹑及運動受傷
頭﹑頸﹑肩﹑背﹑腰痛與麻痹
坐骨神經痛﹑手腳麻痹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藥，不
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Best Vision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Tang HoTang Ho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星期三 2015年10月7日 Wednesday, Oct. 7, 2015 星期三 2015年10月7日 Wednesday, Oct. 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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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銀座日本東京銀座
一珠寶店推出一款一珠寶店推出一款
重達重達 1414公斤的黃金公斤的黃金
小提琴小提琴。。據悉據悉，，該該
小提琴估價為小提琴估價為150150億億
日元日元（（約約 11..2525 億美億美
元元）。）。

英國蘇格蘭年度英國蘇格蘭年度““魔法森林魔法森林””聲光秀在當地舉行聲光秀在當地舉行，，該該
活動將一直持續至活動將一直持續至1111月月11日日。。

英國“魔法森林”聲光秀
夜色樹木華美變身夜色樹木華美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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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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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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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職籃季前賽開打職籃季前賽開打。。快船面對掘金的挑戰快船面對掘金的挑戰。。最終最終，，快船快船103103--9696戰勝掘金戰勝掘金。。

埃弗頓埃弗頓11--11利物浦利物浦

22015015//1616賽季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第賽季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第88輪壹場焦點戰在古迪遜公園輪壹場焦點戰在古迪遜公園
球場展開爭奪球場展開爭奪，，利物浦客場利物浦客場11比比11戰平埃弗頓戰平埃弗頓，，米爾納助攻因斯破門米爾納助攻因斯破門，，盧盧
卡庫扳平比分卡庫扳平比分。。



德州新聞 BB44 BB99體育天地

(中英文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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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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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博士
田納西州大學醫學院專科
德州專科醫師執照
任教德州大學醫學院及
貝勒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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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地
址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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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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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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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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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全新數碼全新數碼XX光減少輻射光減少輻射
●●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
●●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
●●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
●●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

楊臻牙醫博士
Zane Yang DDS & Heidi Tang DDS

牙醫全科

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畢業
德州大學植牙 preceptorship 畢業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直線鋼絲（Straight wire)矯正Certified
美國牙醫協會及美國矯正協會會員
（ADA,AOS)

電話：
713-773-9889

˙CEREC碳瓷牙當天可取
˙鋼絲牙齒矯正
˙各類一般及手術拔牙
˙各種活動及固定假牙
˙人工植牙、根管治療
˙一般及深度潔牙
˙兒童牙科、包括ORAL

Sedation
˙超薄烤瓷美容貼面

本診所為您全家本診所為您全家
提供全套牙科服務提供全套牙科服務

門診時間：
周二至周五:9AM-6PM

周六:電話預約

1st International Bank
隔壁廣場內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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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lte203, Houston, TX 77072

TOYOTATOYOTA
Sterling McCall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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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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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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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新車提前清倉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前所未有2015年
4月份特惠方案

2015年份所有車型提供
零利息貸款或高至
2500元現金折扣

（Tacoma,Sequoia除外）

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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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595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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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洗牙，補牙，鑲牙，植牙，根管治療，牙齒美容
及兒童牙科，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N2O 笑氣鎮靜結合STA電腦麻醉機，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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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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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著歌聲的翅膀飛翔---合唱團將放歌紐約卡內基音樂廳
（本報迅）合唱團員們繼今年6月奧地

利音樂之旅成功演出後，將再次放歌紐約

卡內基音樂廳，10月3日（周六）在Cy-

Fair College音樂廳70多名團員參加了首次

的排練。

金秋十月，丹桂飄香，與音樂相擁，

相擁在這讓人們充滿美好情愫的季節裡，

經過前段時間的試聽，現共選出70多名來

自休斯敦不同地區的非專業音樂愛好者們

，上周六開始了第一次的正試的訓練，團

員們都是提前早早就趕到CyFair College音

樂廳參加排練，希望夢想乘著歌聲的翅膀

飛翔從這一刻的訓練開始。

歌手們在第一天的排練即欣賞了專業

合唱排練廳的美妙音色，大家可以清楚的

聽到不同聲部的聲音，且所有人都情不自

禁的去追尋那最好的音質，當多聲部音樂

優美的交織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的心靈突

然就有種莫名的感動在悄悄的流淌。分聲

部聯系非常專業而且有效率，歌手們在溫

馨而雅致的小排練廳內集中精力學習自己

的旋律，效果非常好、又是另一種新的感

覺和體驗。

這雖是初次的排演，有專業合唱排練

廳加上擔任指揮的錢護壯教授親自指導，

學員們很快就進入了佳境，排練演唱的西

方曲目《安魂曲》如天籟一般寧靜、飄逸

，寧靜致遠，中國的曲目為《大青藏》，

廣闊無際，余音繞

梁，中西歌曲的對

比演唱是珠聯璧合

，美妙合聲旋律不

時的在人們心中流

淌過，引起共鳴，

排練後大家開心吃

蛋糕，熱情度極高

，為這音樂之旅的

起航同慶。

為能去參加在

這世界上最頂級、

最富麗堂皇的紐約

卡內基音樂廳演唱

，並由專業交響樂團伴奏，是許多人過去

都未曾敢夢想事情，學員們非常珍惜這寶

貴的難得的機會，很多團員都是需克服家

中的種種困難前來排練，為的就是去實現

這場非凡的人生音樂之旅，將去感受別開

生面的一場音樂盛宴，體會一生中將帶給

我們難忘的經歷，一場人生盛宴。

放歌紐約卡內基音樂廳是繼今年6月由

錢護壯教授擔任指揮的一行合唱團在奧地

利成功的演出後，現紐約卡內基音樂廳又

向合唱團發出邀請，擬定於2016年6月19

日晚在卡內基音樂廳舉辦一場別開生面的

綜合音樂會，演唱者將由LSC-CyFairstu-

dents 與合唱團共同組成。

演出後游覽地：觀看百老彙的演出，

去中央公園快閃，乘坐大輪船看自由女神

像，在船上載歌載舞等。

現合唱團女聲名額已滿，但尚需男聲

，凡熱愛音樂的男士們，只要你喜歡歌唱

，把握這次難得的機會，請相信自己的能

力，機會就屬於你，擔任指揮的錢護壯教

授會給大家科學技巧的聲樂訓練，讓我們

抓住這非常難得的機會，共同創造出奇跡

，把我們最好的歌聲帶給卡內基，帶給整

個世界！

排練地點：CyFair College, 9191Bark-

er Cypress, Cypress, TX 77433, Fine Arts

Building, #106，Choir Rehearsal Room

報名聯系人：

Mary Lee( 丁 麗 嫣): 832.563.8666,

marylee@uctrading.com

須 文 麗 ： 713.858.8370，

Wen4602@gmail.com

吳安萍: 281.905.5135, awu@uh.edu

胥直萍：8327548533， hzpchen@gmail.

com

沈 怡 ： 832.860.9818， Susan.susansh-

en@gmail.com

李建華：832.868.5302，jianli.usana@ya-

hoo.com

韓 麗 玫 713-501-0268 email: limei-

han11@yahoo.com

责任编辑：于千玉

亚锦赛上的“熟面孔” C B A球员遍布各参赛队
9月 28日袁菲律宾大胜伊朗队的比赛中袁两队内线布拉切和哈达

迪的较量引人注目遥 不止在国家队袁两人在 CBA也曾是对手院本届亚
锦赛袁菲律宾尧伊朗尧约旦尧 巴勒斯坦尧中华台北等队都有曾在中国
CBA联赛效力的球员袁是中国球迷熟悉的面孔袁他们的出场也成为了
本次比赛的一大亮点遥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蔡矜宜 周倜

归化大杀器布

拉切渊菲律宾队冤
上赛季效力于

新疆队

菲律宾队能大

胜伊朗队袁 效力于
CBA新疆队的大个
子布拉切是重要功

臣遥全场袁他得到 18
分 7个篮板遥

布拉切成名很

早袁2005 年以高中
生 的 身 份 进 入

NBA袁 先后效力于
奇 才 和 篮 网 队 遥
2010-2011赛季袁效
力于奇才队的布拉

切达到巅峰袁 场均
有 16.8分尧8.3个篮
板遥 此后布拉切状

态逐渐下滑袁到 2013年时只能拿到 100多万美金的年薪遥
2014年 9月袁布拉切选择到 CBA袁和新疆队签订了一份一年的合

同袁薪水达到 250万美元遥 2014赛季袁他场均交出了 31.1分尧14.6个篮
板的数据袁是表 现最好的外援之一遥 早几年袁菲律宾队为了能够弥补
内线的不足袁归化了美国人布拉切袁这也是他们能重回亚洲顶尖球队
的直接原因遥

亚洲第一中锋哈

达迪渊伊朗队冤
曾效力于四川队

伊朗队近年成为

亚洲新王者袁 其球员
自然逃脱不了 CBA
球队的网罗袁 尤其是
他们的头号球星袁有
着亚洲第一中锋之称

的哈达迪遥
2013年袁 哈达迪

加盟升入 CBA 的四
川金强男篮袁 年薪达
到 130 万美元遥 赛季
结束袁 哈达迪帮助四
川队获得第 12名袁但

野亚洲第一中锋冶并没有展现出其强大的统治 力袁场均只贡献 14.2分尧
13.3个篮板遥但这并不影响他在 CBA球队的影响力袁2014年哈达迪又
加盟了青岛男篮袁今年 7月则再次与四川队完成了签 约遥

哈达迪之后袁伊朗队的小前锋巴赫拉米袁控卫卡姆拉尼也先后来
CBA淘金袁 分别加盟了
福建队和江苏队袁表现不
俗遥

朴实内线桑尼 渊巴
勒斯坦队冤
曾效力于青岛队

巴勒斯坦队必须要

提一提袁首次参加亚锦赛
的他们第一场就击败了

上届亚军菲律宾队袁爆了
一个大冷门袁并最终以 3
连胜的态势进入了复赛袁
是赛会第一大黑马遥巴勒
斯坦队表现强势袁曾效力
于 CBA联赛的中锋桑尼
功不可没遥

新赛季的 CBA袁桑
尼将加盟江苏同曦队遥此
前桑尼在青岛队效力多年袁 有过一个赛季场均贡献 18.9分尧13.7个篮
板的出色发挥遥
巴勒斯坦队的后卫卡瓦什也曾在 2012年效力于江苏南钢队遥

第一福将阿巴斯渊约
旦队冤

上赛季效力于山西队

不知不觉袁 阿巴斯已
在 CBA打了 6年之久遥

阿巴斯是历史上最早

参加 CBA 的亚洲外援之
一袁2009 年加盟了姚明的
上海队遥 由于亚洲外援政
策的特殊性袁 阿巴斯先后
效力于上海大鲨鱼尧 北京
首钢尧 福建 SBS尧 山东黄
金尧 天津荣钢队以及山西
队袁 几乎一年就换一个球
队遥 阿巴斯能出任大前锋
和小前锋两个位置袁 其球
风朴实袁场上勤奋努力袁防

守突出遥 中国篮协的 规定使他每年只能在弱旅效力袁但只要是他所在
的球队就一定能进季后赛袁这也被称为野阿巴斯定律冶袁他也被誉为外
援中的第一野福将冶遥

不过新赛季袁我们或许看不到阿巴斯的身影了袁由于年龄增大等
原因袁目前还没有 CBA球队为他提供一纸合同遥
约旦队的控卫道格拉斯也多年在 CBA打球袁曾拿到过助攻王遥

野人气王冶林志杰
渊中华台北队冤

上赛季效力于浙

江广厦队

在排除中国队球

员的情况下袁如果要评
选本届亚锦赛的人气

王袁中华台北队的林志
杰绝对第一名遥 他之所
以人气火爆袁原因就是
他效力 CBA的浙江广
厦队多年袁球迷对他已
是非常熟悉了遥

林志杰是中华台

北队近一个周期中袁身
体条件袁技术能力最全
面的球员袁有野野兽冶的
称号遥2010年他加盟浙
江广厦袁至今没有换过
球队袁期间他的发挥非
常稳定袁 一直是 CBA

联赛的最佳攻击后卫之一遥 目前他已成为广厦队的老大哥尧精神领袖袁
深受球迷爱戴遥

本届亚锦赛也是林志杰最后一次代表中华台北队打球了袁遗憾的
是袁中华台北队本次表现有些低迷袁小组赛 1胜 2负已经出局遥

除了林志杰袁中华台北队中的熟面孔非常之多袁中锋曾文鼎尧大前
锋田垒尧后卫洪志善都正在或曾在 CBA打球遥

恩里克：梅西无可替代
否认内马尔为新进攻核心
本周中袁2015/16赛季欧冠小组赛第二轮展开角逐袁卫冕冠军巴塞罗那坐镇诺坎普迎战德甲球会勒沃

库森遥 上周末袁梅西在巴塞罗那 2-1击败升班马拉斯帕尔马斯的比赛中受伤袁赛后诊断为膝盖韧带撕裂袁
俱乐部官方已经宣布袁阿根廷巨星将休战 8周左右袁最糟糕情况将缺席 12场比赛袁包括 8场西甲联赛和 4
场欧冠小组赛袁无缘 11月 21日与皇马的西班牙德比遥 对于梅西的伤势袁巴塞罗那主帅恩里克坦言袁这对
于球队而言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袁并表示无论是内马尔和苏亚雷斯袁都无法胜任梅西的角色遥

野梅西的伤势袁对于我们而言袁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袁但我们必须面对这种情况袁所有人都要拿出自己的
最佳状态袁失去梅西的确是个很大的挑战袁但也是一种激励遥 梅西这样的球员是无可替代的袁但大家看了
今夏季前赛吗钥 当时巴萨没有梅西和内马尔袁但我们在其他球员的努力下踢出了很高的水平和同样的战
术理念遥 其实袁每周我们都会根据球员的状态做出调整袁我们的训练就是要找出最佳方案并变得更强大遥
考虑到巴塞罗那球员的能力袁我并不担心球队的进攻袁我们肯定可以进球遥 冶

尽管梅西因伤缺席袁但巴塞罗那主帅恩里克对球队还是十分有信心的袁野我们始终希望能最好地控制
比赛袁并且利用对手的弱点袁在攻防两方面都不断进步袁我们距离最佳状态已经很接近了遥 阿德里亚诺无
法参赛袁但阿尔巴和布拉沃有望复出遥 和上赛季一样袁我会选择最好的球员首发遥 冶梅西受伤袁一份调查中
显示袁有多达 6成巴塞罗那球迷认为袁内马尔将成为球队新的进攻核心袁但主帅恩里克却不这么认为遥 野不
能只要求内马尔一个人站出来袁所有巴萨球员都需要为球队做出贡献遥 冶

巴塞罗那主帅恩里克继续说袁野内马尔的确非常出色袁但我们应该让内马尔继续作为内马尔尧苏亚雷
斯作为苏亚雷斯尧伊涅斯塔作为伊涅斯塔袁而不是想着用谁来替代梅西遥 梅西和拉菲尼亚的缺席会激励全
队继续前进遥 冶对于即将的对手勒沃库森袁恩里克坦言袁要想拿到小组第一袁就必须主场全取 3分袁全力拿
下勒沃库森遥 野这是一场重要的比赛袁我们要克服困难踢好比赛袁我期待一场精彩的比赛袁同时也希望巴塞
罗那球迷们能够在这个困难时刻给予球队更多的支持遥 冶

恩里克称赞即将的对手勒沃库森袁野勒沃库森的实力很强袁而埃尔南德斯的加盟进一步增强了勒沃库
森袁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比赛遥 如果我们想要成为小组第一袁那么就必须踢好主场的比赛遥 冶

北京时间 9月 29日袁2015年男篮亚锦赛中国队以 89-65击败卡塔
尔队袁此役中国男篮后卫线继续稳扎稳打袁尤其是赵继伟不慎戳伤手部
之后袁郭艾伦第一时间补上去袁一次压哨上篮让他中国第一控卫的名号
更加稳固遥

本次亚锦赛袁主帅宫鲁鸣力排众议的将毫无大赛经验的赵继伟放进
首发名单袁 反而让已经在 CBA赛场打出名堂的郭艾伦和老将刘炜担任
替补遥 面对这样大胆的排兵布阵袁赵继伟没有掉链子袁而郭艾伦和刘炜也
没有甩脸子遥

迎战卡塔尔队一战袁中国男篮后卫线继续按照原定计划排阵遥 正所
谓天有不测风云袁第二节进行到第 8分钟左右时袁后卫赵继伟突破上篮
被干扰袁而且与对手身体接触时戳到了手遥 尽管宫鲁鸣第一时间换下赵
继伟袁但是中国队此前流畅的进攻状态还是被干扰遥

随着赵继伟下场袁中国队此后连续三次进攻均没有得分袁随着卡塔尔队命中一记三分袁两队分差被缩
小为 10分遥 关键时刻袁郭艾伦善于快速反击的特点再次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遥
一次卡塔尔队投篮不进袁易建联抢下篮板之后第一时间交给郭艾伦袁此后郭艾伦脚踩风火轮一般冲向

前场袁尽管身边有两位退防的卡塔尔队球员袁但是郭艾伦一个变向运球轻松摆脱防守袁轻松上篮命中遥 这次
关键两分不但帮助中国队稳定局面袁同时也给人一种野爽冶的感觉袁而且也让两位回防的卡塔尔球员直摇
头遥

如果仅从出场顺序来看袁郭艾伦只是球队的替补控卫袁然而从最近两场比赛来看袁郭艾伦行使的完全
是一名主力控卫的职责遥 尤其是比分胶着的上半场袁郭艾伦一共出战了 12分钟袁这几乎是赵继伟和刘炜两
人出战时间的总和袁最主要的是袁郭艾伦上场的时间里袁卡塔尔队真的很难跟上郭艾伦的节奏遥

由于比分分差被扩大为 20分以上袁因此中国队在接下里的比赛中主要以演练阵容为主袁毕竟接下来
的淘汰赛需要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共同执行团队篮球这一既定方针遥 不过在第三节最后一次进攻时袁得到
了 11分 3助攻的郭艾伦还是用一次压哨上篮命中奠定了他中国第一控卫这一名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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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利醫學影像檢測診斷中心
Bellaire Diagnostic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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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0 Bellaire Blvd., #10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和頂好商場之間百利醫療廣場內
電話：832-239-8538 傳真：713-772-8032
周一至周五：8:00AM-5:00PM 周六：9:00AM-3:00PM
工作人員精通國，英，越文，西班牙文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RI - 磁波共振照影
★CT SCAN- 電腦斷層掃描
★ULTRASOUND- 超聲波掃描/B超
★X-Ray - X光片檢測
★DEXA- 骨質密度檢查

服
務
項
目

★提供各項病理檢
測並與外來醫療診斷做詳細對比。歡迎來電查訊。

★專為無醫療保險人士特設低價位高品質檢測服務
★接受各科醫生及各大醫院檢查處方單

自費特價

高科技設備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主
治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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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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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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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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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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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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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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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
˙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每一對助聽器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713-795-5343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大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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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道旨意中袁 那位在帝都
赫赫有名地白衣客卿梅長蘇袁 也被
破格任命爲持符監軍袁 手握太子玉
牌袁隨蒙摯出征遥

臨出兵的前一天袁 梁帝大概是
被近來地危局所驚袁突發中風袁癱瘓
在床袁四肢皆難舉起袁口不能言遥

蕭景琰率宗室重臣及援軍將領

們榻前請安袁並吿以出征之事遥
當衆人逐一近前行禮時袁 梅長

蘇突然俯在梁帝的耳邊袁 不知説了
些什么袁 早已全身癱麻的老皇竟然
立時睜大了眼睛袁口角流涎袁費力地
向他抬起一只手來遥

"父皇放心袁 蘇先生是國士之
才袁不僅通曉朝政謀斷袁更擅征戰殺
伐遥

此次有蒙卿與他袁亂勢可定袁從
此我大樑北境袁自可重得安固遥 "站在一旁的蕭景琰字字清晰地

説着袁眸中似有凜冽之氣遥
梁帝的手終于頽然落下袁 歪斜地嘴唇顫抖着袁 發出嗚嗚之

聲遥
曾經的無上威權袁如今只剩下虛泛的禮節袁當親貴重臣們緊

隨着蕭景琰離開之後袁他也只聽得見自己粗重的呼吸聲袁在這幽
寒冷硬尧不再被人關注的深宮中回蕩遥

第二天袁兩路援兵的高級將領們便拜別了帝闕袁束甲出征遥
如同當年默默看着梅長蘇入京時一樣袁 金陵帝都的巍峨城

門袁此刻也默默地看着他離去遥
到來時素顔白衣袁機詭滿腹袁離去時遙望狼煙袁躍馬揚鞭遥
兩年的翻雲覆雨袁似已換了江山袁唯一不變的是一顆赤子之

心袁永生不死遥
初冬地風吹過梅長蘇烏黑的鬃角袁 將他身後的玉色披風卷

得烈烈作響遥
烏騅駿馬袁銀衣薄甲袁胸中暢快淋灕地感覺還是那么熟悉袁

如同印在骨髓中一般袁拔之不去遥
放眼十萬男兒袁奔騰如虎袁環顧愛將摯友袁傾心相持遥
當年梅嶺寒雪中所失去的那個世界袁 似乎又隱隱回到了面

前遥
煙塵滾滾中袁梅長蘇地唇邊露出了一抹飛颺明亮地笑容袁不

再回眸帝京袁而是撥轉馬頭袁催動已是四蹄如飛的坐騎袁毅然決
然地奔向了他所選擇地未來袁也是他所選擇的結局遥

"你在門後做什么钥 "他吃了一驚遥
我軟弱的靠在門柱上袁聲音小小的袁悶悶的院"你早知道了钥難不成一直在瞧我的

笑話钥 ""悠然噎噎""你早知我的心意袁爲何始終默不作聲钥 "我倏地抬起頭來袁故意扯
高了嗓門大叫袁"這個笑話看得很過癮袁很好笑袁是不是钥 ""悠然浴不是的噎噎"他伸手

拉我袁我用力一甩袁掙開他的手袁怒氣冲冲的跑進里屋遥
未央和一干小宮女全都嚇傻了眼袁皇太極略一揮手袁她們一個個噤若寒蟬的縮

着頭溜了出去遥
"悠然浴"我坐在炕沿上袁順手從針黹盒里摸了把剪刀袁惡狠狠的把刀尖往炕桌上

戳遥
"悠然噎噎""啪 "地聲袁我把剪刀往桌上一拍袁倏然回頭袁不等他開口袁搶先説

道袁"好袁我原諒你浴但是你要答應我一件事浴"皇太極完全獃住袁有些琢磨不透我的一
番作爲遥

好半晌袁他眼睛微微眯了起來袁嘴角似有似無的扯出一抹笑意遥我被他盯得心里
發虛袁忙瞥開眼去袁悶道院"怎么樣啊袁爽快些袁到底答不答應钥 ""如果要我陪你練習刀

法袁我只恐自己狠不下心袁濟尓哈朗尙且不能勝任袁只怕我更會捨不得見你有絲毫損
傷遥有道是袁事不關己袁關己則亂浴 "他微微嘆息袁挨着我坐下袁"如果要我帶你去朝鮮

噎噎"我的心頓時高高懸了起來遥
"不可以嗎钥 "我急切的抬起眼瞼遥
"不是不可以袁不過噎噎你得答應我一件事遥 ""啊钥 "我原是以此要挾袁要他答應

我一件事袁怎么幾句話被他隨便一説袁情勢居然完全扭轉袁變成我得答應他的條件
了钥

"什噎噎什么事钥 "我不爭氣的詢問遥
一根修長的食指點在我的鼻端上袁皇太極戲謔的微笑袁帶着三分玩笑袁三分認

眞袁三分嚴厲袁以及最後的一分警吿袁他徐徐啓口院"以後不許再與十四私下見面浴"咕

咚一聲袁我強嚥下一大口唾沫遥
這樣的皇太極袁渾身散發着帝皇凜冽的威嚴與冷酷袁叫人不由自主的生出一種

心顫的懼悸遥
"這是噎噎聖旨么钥 "我啞聲遥
"不是遥 "他伸手撫摸着我的鬢角袁目光逐漸放柔袁"我永遠不會用聖旨來強壓于

你遥悠然袁你是我的妻子袁而我袁只是一個嫉妒成狂的丈夫浴"我噗哧一笑袁心里的懼意
消散遥 我伸手摟住他的脖子袁充滿柔情的笑道院"是袁遵命袁夫君大人遥 "

"不行袁你將憐兒害得進了宮遥 難保你對她再噎"

"四爺袁憐兒的事情你又怎能怪我钥是她自己提出的遥雖然我也有些
責任袁可是選擇權我可是留給她了遥 "

"她在那種環境下袁有何選擇權钥 "四爺慍怒地説道院"玉胭脂袁你心
里只有曹祖庭袁你一心想救他袁幫他遥可是他呢钥不但毫無音訊袁就連全
家被抄也是根本置之不理遥 "

玉胭脂抿了抿嘴袁焦躁地站了起來袁背對着四爺説道院"我知道他一

定有難言之隱遥 "

"如今調查後袁他果然參與謀反袁哼袁他是逆臣袁你幫他不會有好下
場的遥 "四爺竭力勸慰遥

玉胭脂凜然説道院"好下場钥 我一個風塵女子又有什么好下場钥 四
爺袁你不會明白的遥 你走吧袁我累了遥 "

"讓我帶走寒娥袁爲憐兒做點事情吧遥 "四爺激動地站起來遥
"對不起袁胭脂知道四爺是豪杰袁是可信之人噎可是袁胭脂還不能將

寒娥交給你遥 "

"你又想利用她钥 "四爺狂暴地問道遥
玉胭脂隱忍怒氣袁轉身説道院"四爺袁恐怕如今讓你頭疼的事情不止

這一件吧遥 聽説南陽王已然來到鄴城袁還因有功得到鄴城的府邸袁難道
一山還能容二虎钥 "

"哼袁這是朝廷的事情袁跟你無關遥 "

"胭脂是沒有資格説朝廷的事情袁不過胭脂知道袁四爺一向都是爲
求自保而絶不會抵抗朝廷遥 胭脂還知道噎"玉胭脂冷笑地説院"四爺根

本就不敢搭救憐兒袁因爲四爺怕被朝廷里的人知道袁所以袁你現在又有
太多的愧疚袁只好將寒娥要去好好照顧袁其實你根本就是想讓自己好過
點遥 説到利用袁胭脂又怎么比得上四爺您呢钥 "

四爺心虛地抓起紙扇袁幽然低吟院"我是身不由己遥 "

"胭脂也是身不由己啊遥 "玉胭脂緊綳着身子袁感嘆道遥
四爺冷瞟一眼身邊女子袁淡淡説道院"請你不要再害寒娥袁宮里不比

外面袁不是她們待的地方遥 "

"胭脂會記住四爺的忠吿的遥 "

英花突然推門進來袁説道院"小姐袁陸公子非要見你遥 "

"在下吿辭了遥 "語畢袁四爺只好空手而歸遥 英花走近玉胭脂袁關切
地問道院"適才在外面聽到你們好似吵了起來袁於是才敢進來袁通傳説有
人找你遥 "

陸六講完故事的時候袁小睿睿第一次像是聽懂了一樣袁跟爸爸討
論起故事情節院"爸爸袁美人魚姐姐眞的變成了泡沫了嗎钥 "

陸六回答院"書上是這樣寫的遥 "

小睿睿有點接受不了童話故事居然也有悲劇袁有點傷心地説院"她

怎么就變成泡沫了钥 "

"我怎么知道遥 "陸六把童話書扔在一邊遥
小睿睿突然拉着陸六的手院"爸爸袁媽媽是不是也變成泡沫走了遥 "

陸六抬眼看着像極了果果的睿睿院"我怎么知道遥 "

有一段時間陸六常常做夢袁但是很少夢到果果袁有時候午夜夢回
中醒來袁如果不是床頭就擺着小睿睿的照片袁他都懷疑果果是不是在
他的人生中出現過遥

果果去哪兒了袁他眞的不知道遥
噎噎
果果是在一個下雨磅礴的夜晩離家出走的袁 眞是一場很大的雨袁

那天陸六晩上要出門談個生意袁所以斯里蘭卡女人繼續獃在公寓里照
顧果果和寶寶袁然後陸六已經在回來的路上袁他接到斯里蘭卡女人給

他打的電話袁説果果發瘋之後失踪了遥
當時陸六是知道果果一下子心情糟糕袁一下子心情好袁但是從來

想象不到她會瘋掉遥
陸六回到家袁他的書房一片狼藉袁計算機被砸在地上四分五裂袁書

架倒塌袁他所有藏書全散落地上袁還有果果的畫稿顔料袁撕碎的撕碎袁
破碎的破碎遥

然後陸六開始白天找老婆袁晩上照顧兒子遥 陸六給兒子喂奶的時
候袁看着兒子用力吸允着奶瓶袁他眼眶總是不知不覺濕潤遥

果果離去後袁小睿睿不知道是斷奶還是有所感應袁每天晩上都要
哭幾次袁然後只有陸六將他抱在懷里睡才會好好地睡上一覺遥

有時候這樣一抱就是一宿袁 第二天濛濛亮陸六靠在床頭醒過來袁
睜開眼看向懷里的兒子袁心里也有諸多埋怨袁其中最多的是院"你不是

很會哭嗎袁當時你媽媽離家的時候你怎么不哭得厲害些好將她留住啊
噎噎"

然後小睿睿眞的哭了袁哭得陸六也有想哭的冲動袁轉過臉看向窗
外袁那個狠心的女人啊遥

百味樓的大掌櫃一臉陪笑的站在一旁袁心里不停的嘀咕遥
爲了今天的比試袁他之前可花了不少的心思袁特地請了京城最有名氣

的幾位食客做評判袁又故意放出風聲袁所以今天來看熱鬧的人着實不少遥
可事到臨頭袁做菜的人居然換成了一個小丫頭噎噎

看容瑾閑適的樣子袁難道這個小丫頭眞有什么過人的廚藝不成钥
等了小半個時辰袁跑堂的開始上菜了遥 旣然是以海參爲題袁上的菜肴

當然都是海參遥
第一道是肉末海參遥
盤子剛一放下袁那濃鬱的香氣就飄散開來遥 再一看盤子里的菜肴袁湯

汁濃稠鮮亮袁肉末將海參點綴的分外誘人袁令人食指大動遥
五位食客各自夾了一口送入口中袁吃了幾口袁紛紛點頭遥
這道肉末海參是薛大廚的拿手好戲袁大掌櫃心知肚明袁見幾位評判吃

的滿意袁不由得咧嘴笑了笑遥
陸子言在容瑾的耳邊小聲嘀咕起來院"這道肉末海參看起來眞不錯遥 "

雖然沒機會嘗嘗袁可從賣相來看袁實在搶眼遥 他不由自主的爲寧汐擔心起
來遥

容瑾低低的一笑院"別急袁好菜還在後面遥 "百味樓的主廚當然有兩把

刷子袁不過袁他對寧汐更有信心遥
陸子言稍稍安了心袁靜靜的等了下去遥
好菜都是費力又費工的袁 幾位食客在等待之餘袁 並沒表現出絲毫不

耐袁笑着閑聊起了剛纔的肉末海參遥
"這道菜肴眞是香濃噎噎"

"是啊袁吃了肉末海參之後袁只怕再吃別的就沒什么滋味了噎噎"

正説着話袁就見跑堂的又端了一盤菜肴上來遥只有幾段粗粗的葱白做
點綴袁老遠的便能聞到那四溢的香氣遥

其中一個食客笑着説道院"今天我們可是有口福了袁這道葱燒海參可
是最考究廚子手藝的遥 "配料極簡單袁正是爲了更好的襯托出海參的醇厚
鮮美遥

這位食客倒是頗懂吃的藝術遥容瑾暗暗點頭遥看着各人夾起海參送入
口中袁竟然感受到了久違的緊張遥

"眞香 "有人開始驚嘆了院"入口醇厚袁不用咀嚼就能咽入肚中遥 實在
是難得一見的美味佳肴啊 "

"説的是袁確實美味袁絲毫不比剛纔的肉末海參遜色遥 "衆人你一言我

一語袁俱是夸讚之詞遥
容瑾的一顆心緩緩落回原位袁唇角微微翹起遥 寧汐果然天賦出衆袁昨

天晩上點出的小問題袁今天已經被圓滿解決了遥 從各位食客的反應來看袁
這道葱燒海參肯定做的很好遥

陸子言的額頭早已冒出汗珠來袁 此時總算松了口氣袁 用袖子擦了汗
珠遥 容瑾此刻總算有心情奚落他了院"好在沒讓你在廚房里待着袁不然你
豈不是更熱了钥 "

陸子言心情極好袁絲毫不介意容瑾的打趣袁咧嘴笑道院"只可惜我們

只能看着袁沒機會嘗嘗遥 "

容瑾沒有再搭話袁注意力被跑堂端進來的菜肴吸引住了遥

隨
侯
珠

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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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长沙 愿月 缘 日电 渊记者谢樱 袁汝婷

史卫燕冤号称野通过率 怨园豫冶的艺考培训班袁野诀窍冶
竟是在考场帮助学生作弊钥 考生在艺考考场袁居然
能和老师私下交换答卷钥

近年来袁作为高考重要组成部分的艺考袁公平
性屡屡受到质疑遥原本是升学途径之一袁如今袁舞弊
行为却让人野眼花缭乱冶遥 艺考野包过冶袁靠的是什么
手段钥 钻了哪些空子钥

老师野变身冶考生袁玩了什么花样钥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袁小马渊化名冤不会相信袁艺
考竟然可以使用野调包术冶院

小马是 圆园员缘年书法类应届艺考生袁 就读于湖
南新化县三中遥 在准备艺考的过程中袁他认识了艺
考培训老师伍海文遥 野伍老师在考生面前声称他的
学生通过率 90%袁还对额外收费学生有耶包过爷的承
诺遥 冶小马告诉记者袁培训班就设在学校里袁他交了
员.远万元学费遥

正式考试前袁小马却意外得到了伍海文的野秘
密辅导冶遥 野伍老师说以我的水平很难通过考试袁提
出在考场跟我交换试卷遥 如果以他的试卷通过了袁
我需要另外再支付给他几千块钱遥 冶

今年 圆月 圆日袁曲阜师范大学在长沙环境保护
职业技术学院设立艺术考点袁小马参加了书法类考
试遥 同时袁伍海文也报考袁并以考生身份进入了考
点遥 野监考非常松袁我带了手机进考场袁伍老师发短
信要我去厕所遥 冶在厕所内袁伍海文将他带出的尧写
有答案的草稿纸交给小马袁 小马带回考场比照书
写遥

一天之后袁淮阴师范学院在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设立考点袁小马参加考试遥 伍海文故技重施袁这一
次袁他在厕所内与小马交换的是考试答卷遥 野考卷是
他已经答好的袁没有填考生信息袁我只需填上自己

的名字袁就
行了遥 冶

圆 月 缘
日袁江苏师
范大学在

湖南师大

美术学院

设立考点袁
伍海文又

以同样的

方式袁在厕
所内给了

小马一张

写有答案

的草稿纸遥
野实际上袁我只是老师耶顺手爷帮助的人遥 额外支

付给他几万元费用耶包过爷的学生才是他耶换卷爷的
主要对象遥 冶小马说袁野老师几乎逢考必报遥 冶

试卷交换野成功冶袁小马的艺考却没有通过遥 野书
法培训老师参加艺考都不能通过袁居然还能招收学
生钥 艺考也是高考的一部分袁这样漏洞百出的考试
制度袁不知道还有多少考生靠作弊升学遥 冶小马愤愤
不平遥

培训机构非法袁凭什么继续运营钥

事实上袁伍海文运营的这个号称野通过率 怨园豫冶
的艺考培训机构袁是一家没有合法资质的野山寨冶机
构遥

圆日晚袁 湖南新化县教育局主要负责人向新华
社记者证实袁 伍海文开办在新化县三中的培训机
构袁早在 圆园员源年已被确定为非法教学点遥 伍海文并
非新化县三中的在编教师袁只是租用学校场地野办
学冶遥

记者了解到袁该机构多年来并没
有在民办教育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

册手续遥 此次野换卷冶举报曝光后袁该
培训机构被关停遥7月底袁新化县三中
给伍海文发了通知袁要求其培训班搬
出校园袁伍海文已签字同意遥

问题在于院去年就被确定为非法
教学点袁 为何直到今年 苑月才关停钥
被认定野非法冶却在校园里堂而皇之
继续运营袁是谁在野睁一只眼袁闭一只
眼冶钥

面对记者的疑问袁新化县教育局
主要负责人并未正面回答袁称野具体
情况要询问教育督导室冶袁 然后匆匆

挂断电话遥
记者致电教育督导室工作人员袁对方称对伍海

文的培训机构 野圆园员源年已被确定为非法教学点冶并
不知情遥 野县三中没有向局里汇报袁我们也不知道有
这样一个无资质的培训班存在遥 冶他说袁督导室直到
举报事发后才介入调查袁并发现其没有资质遥
随后袁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袁相关问题要询问教

育局民办教育管理部门袁记者连续三日多次拨打该
部门负责人电话袁均提示关机遥

记者从新化县教育局获悉袁8月 3日袁小马已前
往该局对举报事件的具体细节进行确认遥 野经过查
询袁 我们目前初步掌握到的伍海文招收的 12个学
生中袁仅有 2013年 2名学生被相关专业录取遥 他们
有没有作弊行为袁是否还有其他学生以作弊方式升
学袁还在进一步调查中遥 如果确认有作弊行为的考
生袁三年内不得报考袁已录取考生将被取消学籍遥 冶

野目前伍海文本人暂时联系不上遥 冶新化县教育
局一位负责人表示遥记者连续两日多次拨打伍海文
的手机号码袁均提示关机遥

记者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袁相关部门已

知悉小马的公开举报袁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中袁如果
举报属实袁将按照叶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曳进
行处理遥

监管漏洞频现袁发出多少拷问钥

事实上袁类似伍海文开办的非法教学点袁在一
些地方并不少见袁这类机构资质不齐尧水平有限袁却
打出了野通过率 100%冶野艺考包过冶等口号袁收取野天
价冶费用遥

承诺 野艺考包过冶袁 底气不仅来自于培训老师
野亲自上阵冶袁还来自更多的作弊花样院一些培训机
构与招考院校有关联袁为学生野牵线冶购买招生名
额曰还有机构的培训老师就是艺考野内线冶袁既做培
训又当评委曰更玄乎的是袁有机构暗示学生在考场
野打暗号冶尧做标记噎噎

中南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斌指出袁正是由于艺考
管理工作的松散袁给各种作弊方式提供了土壤袁野监
管漏洞百出袁谈何考试公平钥 冶

以小马自曝的作弊为例袁考场可带手机并发短
信尧考生夹带草稿纸和试卷上厕所等袁暴露出考场
纪律的松散遥 野小马举报的艺考属于校考袁由招生学
校自行组织尧管理考试袁一般监考老师都是临时聘
请袁很难说没有漏洞遥 冶教育管理部门一位业内人士
说遥

另一方面袁 对于各类无资质培训机构的监管袁
谁来负责钥 野艺考出问题袁首先是相关部门的监管力
度不够遥其次袁出现问题之后袁也缺少有力的处罚措
施遥 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建议袁规范
艺考袁首先要增强对培训机构的监管袁其次要加强
对考试环节和相关当事人的监督袁野要有严格的尧有
针对性的法律法规袁而不仅仅靠行政处罚遥 冶

即日起袁被称为野史上最严冶的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曳正式施行袁网上食品经营者也要野持证
上岗冶了袁不仅要实名登记袁还需明确管理责任袁并
依法取得许可证遥 这就意味着微信里匿名叫卖土特
产尧甜品等行为或将归为违法违规行为袁同时袁交易
平台提供者未履行登记尧审查责任的袁或将面临最
高 20万元罚款遥

该法案第六十二条规定袁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
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

记袁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曰依法应当取得许可
证的袁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遥 冶

针对网络销售食品的违法行为袁新法第一百三
十一条规定袁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对

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尧审查许可证袁或者
未履行报告尧 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
的袁没收违法所得袁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罚款曰造成严重后果的袁责令停业袁直至由原发证部
门吊销许可证遥

上述规定直接导致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变更

配方的野门槛冶提高袁难度加大遥 有专家表示袁这要求
企业更改配方要有正当理由袁将野配方升级冶当作涨
价噱头已不可能袁 注册管理抬高许可准入门槛袁全
程监管强化了过程监管袁 杜绝分装封死了监管漏
洞袁

至于处罚力度袁新叶食品安全法曳也是更加严
格遥 针对野生产经营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冶 的行
为袁 违法生产经
营的食品货值金

额不足一万元

的袁 并处十万元
以上十五万元以

下罚款曰 货值金
额一万元以上

的袁 并处货值金
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遥
新修订的叶食品安全法曳把保健食品认定为特殊食
品袁与婴幼儿配方食品一样袁实行严格监督管理遥 按
照规定袁保健食品的标签尧说明书甚至广告都需要

声明 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冶袁 功能和成分应当与标
签尧说明书相一致遥

不仅如此袁新法还加强了对保健食品功能宣传
的监督管理工作遥 第一百零九条规定显示袁野保健食
品生产过程中的添加行为和按照注册或者备案的

技术要求组织生产的情况袁保健食品标签尧说明书
以及宣传材料中有关功能宣传的情况冶袁 被作为食
品安全年度监督管理计划的监督管理重点遥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袁 此前许多保健食品打着
野食品冶的旗号进行野治病冶的宣传袁就是因为当中含
有一定的药物成分袁但这并不是药品袁并不具有代
替药物的治疗功效遥 此项规定将起到规范尧净化保
健食品行业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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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发展史同时也是财富的积累史遥 生产力
的提高尧社会形式的变迁尧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和思想境界的不断升华无不与财富的积累有关系遥
人类不断创造财富袁 财富同时也推动着人类前进遥
不过袁在时间的隧道中袁也有一部分财富因为各种
各样的原因停驻在那里袁它们或被深埋地下袁或被
故意隐藏袁或被秘密收藏袁成为富有神秘色彩的宝
藏遥 意外发现宝藏大概是所有人的梦想袁无数寻宝
题材的文艺作品引人入胜遥 以下我们将介绍世界十
大宝藏袁它们有的是一个国家尧家族的千年积累袁有
的是一个人一生探寻得到的回报袁有的是考古学家
意外的发现遥

赫氏堡是有史以来最

豪华的私人住宅袁是上个
世纪 20年代美国传媒巨
人威廉窑伦道夫窑赫斯特
的私人城堡遥

在赫斯特事业的巅

峰时期袁 他拥有两座矿
山袁数不清的地产袁26 家
报纸袁13家全国性刊物袁8 家广播电台和许多其他
新闻媒体事业遥 当时赫斯特每天能赚 5万美元袁这
个数字相当于现在的 500万美元遥 赫氏堡以惊人的
艺术价值倾倒世人遥 每个成功人士都想修建一座梦
想中的住宅袁 赫斯特也一样袁1919年他开始构思修
建一座举世无双的私人城堡遥 赫氏堡建在距洛杉矶
360公里的圣西蒙遥 这里从太平洋边开始到桑塔露
西亚山袁4万英亩的土地都是赫家的私产遥那广袤的
草场袁绵延的山丘袁举目可望的海景袁在赫斯特心中
有不可替代的位置遥 到 1919年袁当他能够实现城堡
之梦时袁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此地作为基址遥

1925年的圣诞节袁 尽管还有一些房间没能完
工袁赫斯特一家正式搬进了城堡遥 随后著名的艺术
家尧文学家尧好莱坞明星尧政客尧将军们纷纷被邀请
到赫氏堡做客袁当音乐家萧伯纳参观完赫氏堡以后
感慨地说院野如果上帝有钱袁他大约也会为自己修建
这样的住所遥 冶

赫氏堡的豪华超越所有人的想像袁因为其中的
艺术珍品是无价的遥 赫斯特一生酷爱收藏艺术品袁
家具尧挂毯尧绘画尧雕塑尧壁炉尧天花板尧楼梯袁甚至整
个房间都是他的收藏对象遥 他的收藏大多布置在城
堡的房间内供人欣赏和使用袁丝毫没有将藏品作为
投资以期升值等功利思想遥 因为有了这些艺术品袁
整个城堡平添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和典雅的风韵遥

赫氏堡的主楼共有 115个房间袁 计有卧室 42
间袁 起居室 19间袁 浴室 61间袁2个图书室袁1个厨
房袁1个弹子房袁1个电影厅袁1 个聚会厅袁1 间大餐
厅遥 此外还有 3栋独立的客房袁整个山庄共有房间
165间遥位于城堡主入口处的室外游泳池叫海王池遥
按照萧伯纳的逻辑袁海王爷本人游泳的地方一定比
这儿差远了遥 泳池长 32米袁深 1米到 3米袁所蓄的
1300吨水是从山上引来的泉水遥池边散落着几尊希
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雕像袁 全部是艺术珍品遥
室内游泳池叫罗马池袁是世界最豪华的泳池遥 墙壁尧
池底尧岸边尧跳台等用了 1500万块在威尼斯制造的
玻璃马赛克拼贴表面遥 金色的玻璃马赛克表面贴的
是一层真金遥 单是生产这些马赛克就花了一年 3个
月的时间袁整个泳池的修建则历时 3年遥
城堡中的大图书室是专为客人们布置的遥 那里

收藏的手稿尧绝版书尧善本书全部是世所罕见遥 书柜
顶和书桌上放置的是公元前 2世纪到 8 世纪希腊
的陶罐袁书桌和扶手椅是核桃木的古董遥 曾经让来
做客的邱吉尔声称自己可以足不出户在该图书室

待好几个月遥
整座城堡只有一个餐厅袁餐厅内的布置是赫斯

特的骄傲遥 进入餐厅你会以为自己到了天主教堂或
修道院遥 餐厅墙上挂的是 16世纪法国佛兰德壁毯袁
椅子是 14世纪西班牙唱诗班的长椅袁 天花板是 17
世纪意大利的木制天花板袁上面雕刻的圣徒像比真
人还大遥 房间尽头的大壁炉可以容下三四个人而丝
毫不用弯腰低头袁也不拥挤遥 壁炉上挂的一排旗帜
是 16世纪意大利锡耶那城举行宗教赛马活动时胜
利者的旗子遥
光是修建赫氏堡的花费就高达 1000万美元袁这

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国王的身家遥 如果计算上所有古
董和艺术品的价值袁谁也说不清赫氏堡到底值多少
钱遥 赫斯特去世后他的儿子们决定将城堡捐赠给加
州政府袁使整个产业得以向公众开放袁让世人共同
领略迷人山庄的魅力遥

西班牙对殖民

财富的掠夺采用了

最野蛮的方式袁当时
南美洲被证实富含

金银矿和其他稀有

资源袁于是西班牙殖
民者在新大陆惟一

的工作就是开采和

经营矿山遥一船又一

船的金银财宝成为殖民掠夺的罪证遥 费雪和他的女
儿兴奋地抓起金条和金链袁这个时刻是很多寻宝人
毕生的梦想遥
西班牙的运金船最害怕海盗和飓风袁为了对付

海盗袁每支船队都配备有装备了大炮尧船身坚固的
野护卫船冶袁 阿托卡夫人号就是这样一艘护卫船遥
1622年 8月袁阿托卡夫人号所在的袁由 29艘船组成
的船队载满财宝从南美返回西班牙遥 由于是护卫
船袁大家把最贵重尧最多的财宝放在阿托卡夫人号
上袁遗憾的是阿托卡夫人号的大炮对飓风没有什么
威慑力遥 当船队航行到哈瓦那和古巴之间海域时袁
飓风席卷了船队中落在最后的 5艘船遥 阿托卡夫人
号由于载重太大袁航行速度最慢袁成为首当其冲的
袭击目标遥船很快沉到深 17米的海底遥其他船只上
的水手马上跳下水袁希望抢救出一些财宝袁但是就
在他们找到残骸袁准备打捞金条时袁又一场更具威
力的飓风袭来袁所有水下的人都在飓风中丧生遥
梅尔窑费雪给自己的定义是寻宝人遥 1955年他

成立了一个名叫野拯救财宝冶的公司袁专门在南加州
一带的海域寻找西班牙沉船遥 20年的打捞生涯里袁
费雪先后打捞起 6条赫赫有名的西班牙沉船袁成为
圈中名人袁也赚了大把钞票遥 不知不觉袁费雪到了该
退休的年龄袁不过他不愿意离开打捞船袁因为他曾
发誓一定要找到传说中有着最多财宝的阿托卡夫

人号遥 于是全家人为这个理想放弃了公司的正常运
转袁费雪的妻子尧儿子和女儿陪着父亲一起下水袁在
海底寻找梦想遥 他们的搜寻一丝不苟袁只要看到不
是石头的东西都要用金属探测器探测遥 1985年 7月
20日袁费雪和家人找到了阿托卡夫人号和上面数以
吨计的黄金袁 不过这种喜悦却被 30年的艰难磨得
平淡遥 费雪认为上帝一定会让他找到阿托卡夫人
号袁只不过一直考验他的耐心而已遥

这个号称海底最大宝藏的沉船上有 40 吨财
宝袁其中黄金就有将近 8吨袁宝石也有 500公斤袁所
有财宝的价值约为 4亿美元遥 费雪寻找阿托卡夫人
号的故事在美国成了中国 野铁杵磨成针冶 的故事袁
野寻找阿托卡冶竟然也成了常用短语袁意思是坚持梦
想袁必会成功遥

大约在 1600年前袁 地球上崛起了一个强大的
王族袁这就是英国王室遥 英国王室是现存最古老的
王族袁而每代君主的加冕仪式都严格奉行完全一样
的传统袁 这使得英国王室的加冕典礼成为现存的尧
依然举行的最古老的仪式遥 在加冕仪式上袁国王或
者女王头戴的王冠和手持的权仗都成为全球瞩目

的焦点遥
为了使王冠和权

仗成为世界上独一无

二的权力象征袁 历代
王室想尽办法收集钻

石和珠宝袁 认为稀世
的钻石最能体现王室

尊贵遥 长达几个世纪
收集钻石的历程逐渐

形成世界上最有名的

家族珍宝遥 早期那些
伟大英王和王后佩带

过的王冠已经找不到

了遥 国王及其亲属为
了发动战争尧 重建毁
于大火的王宫和举办

王室婚礼袁 不得不卖
掉了许多珍宝遥 在中

世纪袁国王通常在作战时带上御宝袁因为他们不信
任留在宫中的皇亲国戚遥 1648年英国爆发的反王权
运动对英国王室冲击极大袁很多珍贵王冠和权仗流
失了遥 1660年英王室复辟以后袁开始大规模的重新
制作王冠和权仗的工程袁从那时到现在袁很多稀世
珍品都被保存了下来遥 随着王室的发展袁从 18世纪
开始袁英王室有了专用的珠宝工匠袁他们用非凡的
技艺制作出最精美的首饰遥 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张袁
英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殖民帝国遥 其中殖民地印度
和南非都以出产钻石以及珍稀宝石闻名袁这两地向
英王室供应了无数一流钻石遥 而一些弱小的国家也
愿意把本国最珍贵的珠宝献给英国袁大多怀着破财
免灾的想法遥

王室成员都根深蒂固地习惯于把珠宝换来换

去遥 本以为镶嵌在爱德华国王十一世入棺时所戴戒
指上的一枚蓝宝石袁如今却闪耀在野帝国之冠冶上袁
这顶王冠上还镶有两串珍珠袁据报道袁那正是苏格
兰女王玛丽 1587年被斩首时戴的项链遥 19世纪的
君主维多利亚女王尤其热衷于收藏珠宝袁从帝国各
地搜罗来的奇珍异宝令她陶醉不已遥 她的珍品中包
括一枚拇指大小的印度钻石袁名叫野光明之山冶袁是
现今发现的最古老的钻石袁于 1304年发现于印度袁
原重 191克拉袁后来维多利亚女王嫌它光泽度不好
要再加工袁它被磨得只剩 108.93克拉遥 正是这枚被
镶嵌在女王王冠上的钻石激发了威尔基窑科林斯的
灵感袁写出叶月亮宝石曳这部经典作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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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Eighty-five-year old Chinese pharmacologist Tu
Youyou became China's first medicine Nobel laure-
ate when it was announced she was one of three
scientists awarded the 2015 Nobel Prize in Physiolo-
gy or Medicine for their work in developing effective
drugs against parasitic diseases.
William C. Campbell and Satoshi Ōmura were rec-
ognized for their novel therapy against infections
caused by roundworm parasites, while Tu was hon-
ored for developing Artemisinin, a drug therapy for
malaria that has saved millions of lives across the
globe,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Nobel
Assembly at Karolinska Institute disclosed on its
website on Monday.
Tu, a Chinese trained pharmacologist and a re-
searcher at th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in Beijing, would like to go to Oslo, Nor-
way, in December to receive her award in person,
according to Cao Hongx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department head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former director of
the academy.
"She sounded calm and said she has received lots
of congratulatory calls," Cao told China Daily on
Monday after he telephoned Tu to congratulate her.
"It's an overdue honor for Tu and the world's recog-
nition of TCM," he said.
Tu was honored for her work in isolating the active
ingredient from the plant Artemisia apiacea Hance
that protects against the malaria parasite and devel-
oping an extraction method for its therapeutic use.
"It was inspired by the ancient TCM classic Manual
of Clinical Practice and Emergency Remedies by
TCM master Ge Hong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D 317- 340)," Cao said.
The book says coldly squeezed southernwood juice
could treat malaria.
Her great findings spearheaded the exploration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CM as well, he added.
In 1969, Tu started to chair a government project
aimed at eradicating malaria.
"The task I took on was to conduct research for a
new drug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o treat malaria. Back then, we needed a totally new
structured antimalarial to deal with resistance to the
existing drugs. So with that background, I accepted
the task assigned by the government," Tu said in an
earlier report by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u and her colleagues experimented with 380 ex-
tracts in 2,000 candidate recipes before they finally
succeeded in obtaining the pure substance qinghao-
su, later known as artemisinin, which became the
standard regimen for malaria in the World Health Or-
ganization's catalog of essential medicines.
"Your discovery of artemisinin not only explored a
new research direc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malaria -

which has significant scientific meaning - it also di-
rectly benefite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Your
winning the Nobel Prize is the pride of the whole
Chinese science community, which will inspire more
Chinese scientists," said Bai Chunli,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a congratula-
tory letter sent to Tu on Monday night.
In 2011, Tu was awarded the Lasker Debakey Clini-
cal Medical Research Award,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America's Nobel Prize".
Known as a herald of the Nobel, many expected Tu
to win the Noble that year.
"The prize finally came," Cao said, "more than 40
years after her findings. But back then, China was
not as open as it is today and she had no opportuni-
ties to publish her findings in international science
journals."
"Tu's
breakthrough in
winning the Nobel
Prize in a natural
science is the
pride of the whole
nation and the
whole Chinese
scientific
community," said
Zhou Dejin,
spokesm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s national
research body that comprises of more than one
hundred research institut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branches.
"The achievement of discovering artemisinin was
made in 1970s, but it only received International rec-
ognition in later years, which suggests that we
might have more achievements that have reached
the Nobel Prize level that have not been recognized,

" Zhou said.
One example he gave
was the synthesis of
crystalline bovine
insulin, which was
developed by Chinese
scientists in the 1960s.
New discoveries such
as neutrino oscillation
and nano energy are all
believed to be
promising contenders.
"The modern sciences
originated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but
Chinese scientists have
been exploring with great efforts since we opened
our door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1644-1911). Although some of our
achievements have not been recognized by the
Nobel Assembly, we do not feel that we are really
that far behind," Zhou said.
"Now we have Tu winning the first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we should be more confi-
dent that Chinese scientists will make more high-lev-
el breakthroughs in the future," he said.
Besides Tu, China also has other promising Nobel
Prize candidates inspired by TCM according to Cao.
Chinese scientists Wang Zhenyi and Chen Zhu inte-
grated the use of arsenic trioxide with Western ap-
proaches for treatment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
mia, which dramatically improves the patients’ sur-
vival rate. (Courtesy www.chinadaily.com.cn)
For more on Tu Youyou, go here: http://www.the-
guardian.com/science/2015/oct/05/youy-
ou-tu-how-maos-challenge-to-malaria-pio-
neer-led-to-nobel-prize and http://www.wantchina-
times.com/news/content?id=20151006000063&cid=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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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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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ed
Nations commemorated the
signing of the United Na-
tions Charter of 1945, mark-
ing its 70th anniversary.
The organization was for-
mally chartered on October

24, 1945.
Correspondingly, on October 24, 2015, the United Na-
tions Association in Houston will hold its annual UN
Day event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event will bring together
peace organizations from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highlight the 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create equality, rights and peace.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which will attract thou-
sands of ethnic peoples from multiple back-
grounds including Jewish, Asian, Latino and Af-
rican and they will represent the wishes of the
whole world for world peace.
“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The coming com-
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
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said Wea H. Lee,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usical and dance performanc-
es by representative ethnic group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participation of many governmental offi-
cials at all levels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several
branches of the U.S. armed services.
These will include the “ Sound of Soul” Art Group
from Beijing performing – Thousands hands of Guan-
yin, the Bodhisattva of Compassion or
Goddess of Mercy (Sanskrit Avalok-
iteśvara), Chinese acrobats and Mask
Change (Face Change). There will also
be many singing groups and individual
vocalists, opera singers, international
dancers, Instruments, and a fashion
show representative of several local ethnic groups.
MC for the event will be well-known Houston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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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mo-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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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em-
bered. The
coming
commemo-
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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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and Cultural Entertainm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Tu Youyou has been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medicine for her role in creating a drug that

helped lower malaria mortality rates in Africa and
Asia.

Tu Is First Chinese To Win
Nobel Prize I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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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armacologist's Discovery Has Helped Lower Malaria Mortality Rates In Africa And Asia

Tu Youyou with her
Lasker Award in New
York, Sept. 23, 2011.
The Lasker Debakey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 Award is also

referred to as
"America's Nobel Prize."

(File photo/Xinhua)

Satoshi Omura, Tu Youyou and William C. Campbell
jointly won the 2015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Photo/Nobel Prize Committee)

Chinese Pharmacologist Tu
Youyou At Her Earlier Studies.

The Eighty-Five-Year Old
Pharmacologist Is China's First

Medicine Nobel Laureate

日企擔憂中國經濟放緩

考慮轉戰日美市場

綜合報導 人們知道，汽車的實際
油耗大於汽車製造商宣稱的數值。而美
國國際清潔運輸委員會的最新調查表明
，有些汽車的實際油耗比製造商宣稱的
數值高40%。現在人們也知道這種差

異在哪些廠商和品牌上尤其明顯，賓士
首當其衝。

據德國《世界報》9月28日報道稱
，歐洲運輸和環境組織最近表示，汽車
製造商宣稱的數值與實際油耗的差異越

來越大。這導致，從2008年到2014年
，汽車油耗實際減少的幅度僅為汽車製
造商宣稱的三分之一。歐盟從2008年
起實施了更嚴格的汽車二氧化碳排放限
制。

報道稱，歐洲運輸和環境組織稱
，對歐盟各成員國中60萬輛汽車的檢
測表明，賓士所有重要車型的實際油
耗都超過宣稱數值50%以上。而實測
油耗及有害尾氣排放量明顯高於宣稱
數值的不只賓士一家。基於國際清潔
運輸委員會檢測數據的調查報告稱，
實測值與宣稱值之間差異超過平均水
準的還有標致雪鐵龍、通用汽車和寶
馬[微博]這幾家公司。但這都是合乎規
範的。

不同於大眾汽車集團的尾氣檢測造
假醜聞，歐洲運輸和環境組織和美國國
際清潔運輸委員會並未指責這些汽車製
造商用軟體等技術手段來篡改油耗和廢
氣排放數值。實際油耗遠超宣稱數值雖
然令汽車買家惱火並對環保極為不利，
卻是合法的。

這是因為，歐洲的油耗及排放評定
標準“新歐洲行駛迴圈”對檢測的規定
過於寬泛，留有很大的迴旋餘地。因此

，從2017年起，歐盟將實施新更為嚴
格的新檢測程式，即“世界輕型車測試
程式”。

“汽車製造商宣稱的油耗數值是
基於法律規定的‘新歐洲行駛迴圈檢
測程式’測定的，而該程式是在實驗
室內完成的。因為汽車的實際行駛條
件通常與實驗室條件不同，所以實際
油耗會高於標定值”，賓士公司解釋
說，“遺憾的是，歐洲運輸和環境組
織在其報告中並未公佈檢測條件，所
以我們也就沒法嚴肅地評估其檢測結
果。”賓士公司表示支援歐盟實施
“世界輕型車測試程式”。

報道稱，歐洲運輸和環境組織稱，
檢測油耗、二氧化碳和有害氣體排放的
官方標準程式已不再可靠。該組織表示
，新的“世界輕型車測試程式”只是改
善的第一步；只有系統化地改變和規範
汽車檢測程式，才能讓汽車在實際行駛
中更清潔和節能。

綜合報導 外媒稱，日經對148個日
本大公司總經理進行的調查顯示，日本
企業對中國經濟減速造成的影響的擔憂
在加劇。

據日本《日經亞洲評論》雜志網站
9月27日報道，這個季度調查是9月2
日-9月24日進行的，當時數據顯示中
國經濟在明顯減速。64.1％的總經理說
，這將對他們的公司產生負面影響。只
有約20％的總經理預計沒有影響。

當要求說出公司受中國經濟減速影
響的兩個方面時，近70％的總經理說
“在華銷售下降”和“對華出口減少”
。約有20％的總經理還擔心對訪日中國
遊客的銷售下降。

關于他們將如何應對中國經濟減速
，約有40％的總經理說他們將保持當前
的經營狀態，17.9％的總經理表示他們
在考慮降低在華生產，5.3％的總經理說
他們在考慮削減中國員工。

報道稱，有些日本公司已經行動
起來調整產量。由于中國房地產市場
冷卻，阻礙了建築設備的需求，神戶
制鋼所下屬的神鋼建設機械公司在年
底前將裁減約 200個在華職位，相當
于其在華職位總數的10％。日立建機
公司已經削減了在安徽省一家工廠的
產量。這家工廠 8月份開工兩周，是
其正常工作量的一半。

人們還對日本的經濟狀況持謹慎態

度。在6月份的調查中，90％的被調查
者說日本經濟在增長。不過在這次新的
調查中，55.4％的被調查者說日本經濟
持平。這並不表明日本經濟看跌。約有
41.9％的人說，有現象顯示今後6個月
將好轉，而18.9％的人則表示日本經濟
正在好轉。

報道稱，至于日本經濟好轉的兩
個原因，被調查者提到最多的是“消
費支出回升”和“資本投資回升”。

對于本財政年度的國內資本投資計劃
，15.6％的人說將超過原來的預算。
川崎重工業公司將在愛知郡投資 250
億日元（合2.07億美元）建為波音飛
機生產零部件的工廠。旭化成工業公
司將投資約40億日元將宮崎郡工廠的
產量提高40％。

報道稱，看來應對中國經濟減速的
有效戰略將是開發日本和美國市場的穩
定需求。

德車企再遭質疑賓士被曝

油耗比官方數值高50%

國資委巡視組進駐6戶央企 開展2015年第三批巡視
綜合報導 根據國資委黨委的統一部署，國

資委第一至第六巡視組已分別進駐中國廣核集
團有限公司、中國煤炭地質總局、中國節能環
保集團公司、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中國煤炭
科工集團有限公司、中國中鋼集團公司等6戶
中央企業，2015年第三批巡視工作全面展開。

巡視組在進駐企業當天召開了巡視工作動
員會，各巡視組組長指出，8月初，中央頒布了
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以下簡
稱巡視工作條例)。巡視工作條例既是對巡視工
作的強有力指導，也是強有力的規範，更是全
面從嚴治黨的制度利器。國資委黨委高度重視
學習貫徹巡視工作條例。張毅同志要求，要把
學習貫徹巡視工作條例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
期的重大政治任務，將學習貫徹巡視工作條例
與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
神結合起來，站在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高度，

切實學習好、宣傳好、貫徹好巡視工作條例，
嚴格按照巡視工作條例開展工作、履行職責，
進一步規範和深化國資委巡視工作，充分發揮
巡視利劍作用，當好國有資產忠誠衛士。

各巡視組組長強調，巡視過程就是全面從嚴治
黨的過程。國資委巡視組堅決貫徹落實中央巡視工
作方針，嚴格執行巡視工作條例，依法依規開展巡
視，聚焦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這個中心，著
力發現問題，形成震懾，助力全面從嚴治黨。巡視
組的主要任務是對被巡視企業黨組織領導班子及其
成員執行《中國共產黨章程》和其他黨內法規，遵
守黨的紀律，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和監督責
任等情況進行監督：著力發現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
規矩，存在違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言行，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陽奉陰違，拉幫結派等問題；著力
發現違反廉潔紀律，以權謀私、貪污賄賂、腐化墮
落等問題；著力發現違反組織紀律，違規用人、拉

票賄選、買官賣官，以及獨斷專行、軟弱渙散、嚴
重不團結等問題；著力發現違反群眾紀律、工作紀
律和生活紀律，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
義、奢靡之風等問題。

國資委巡視辦有關負責同志指出，做好本
次巡視工作，是被巡視企業黨組織和國資委巡
視組的共同責任，被巡視企業黨組織領導班子
及其成員要按照巡視工作條例要求，正確認識，
端正態度，敢於直面問題，切實增強接受監督
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充分信任、支援、配合、
監督巡視組工作，如實向巡視組反映情況，共
同完成好此次巡視工作。

6戶被巡視企業主要負責同志在巡視工作動
員會上表示，將認真接受巡視監督，堅決支援配
合巡視組工作，堅決落實中央關於全面從嚴治黨
的重大決策部署，紮實推進企業黨風建設和反腐
敗工作，為企業改革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專家：員工分流
40%是為國企

“拉郎配”買單
綜合報導 一口氣整合了數家煤礦的龍煤集團，當前人工

成本佔支出的60%以上，現在卻不得不讓10萬名員工“分流”
。

據媒體報道，東北最大的煤炭生產企業——龍煤
集團日前召開機關全體員工大會，要求全面完成3個
月分流10萬人目標，分流人員佔註冊員工總數的40%
。

與此同時，因《平凡的世界》而出名的陜西王石
凹礦，將在十月底徹底結束其採礦生涯，對煤礦幹部
職工進行分流安置。說是分流，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
這些人員屬於“下崗”或“待崗”。

與煤炭行業同病相憐的，還有前些年也風光無限的鋼
鐵行業。根據國家統計局日前公佈的數據，1-8月，全國規
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下降，其中煤炭開採和洗選業下降
64.9%，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下降51.6%。煤炭和
黑色金屬，都是前些年被強行整合和並購等最集中的行業
。

煤炭行業曾經一度有被民營企業“大舉入侵”的跡象，
但隨後出現了一波國進民退之風，大量民營煤炭企業被國有
企業並購。鋼鐵行業也是如此。就在這段時間，全國出現了
一批巨無霸企業，資產和規模迅速擴大，並步入世界500強
行列。這些企業的利潤也一度出現了快速增長的局面。

適度的行業整合是完全必要的，尤其是在投資過於
分散，行業集中度不高，競爭過於慘烈的情況下。前提
是，必須充分尊重市場規律，按照市場化原則，以資本
為紐帶進行整合，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進行拉郎配。

從煤炭和鋼鐵行業的整合情況來看，恰恰利用了不
太市場化的手段，依靠行政手段進行強制整合。今天國
有企業利潤下降的重災區，也正是這些經過地方政府強
制整合和並購、並一度認為很成功的行業。據媒體報道，
曾經一口氣整合重組了鶴崗、雞西、雙鴨山和七台河等
煤礦的龍煤集團，目前在冊職工24.8萬人，人工成本佔
支出的60%以上，往往一個部門5個工人，5個領導，
更嚴重的還有5個工人20個領導的現象。

由於政府的干預和強行整合併購，如今，要想從
根本上解決這些行業和企業的問題，也是難度不小。
一方面，整合和並購過程中形成了許多鏈條式債務，
任何一個企業出現問題，都有可能引發區域性金融風
險；另一方面，被強制整合到一起以後，企業的產能
也出現了嚴重過剩的現象，且技術含量不高，去產能
的難度很大，對結構調整也帶來了難度。如果採取強
制調整的方式，必然會引發許多矛盾。

眼下，政府正在全力推進國企改革，包括鋼鐵、水泥、
煤炭等在內的前些年被強制整合和並購的行業，也在新一
輪改革面前，面臨更為嚴峻的考驗。如何改，向哪個方向
改，也成了需要認真思考和解決的一個問題。新一輪改革
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依靠行政手段強制推行，行政手段也
解決不了鋼鐵、煤炭等行業的問題，而只能依靠市場、依
靠資本來解決這些行業面臨的問題。否則，就會出現舊傷
未愈、新傷又現的局面。

“請拿好您的《離境退稅申請
單》，出境時在機場海關驗核後，
就可以辦理退稅了。”昨天上午11
時左右，印尼華僑鍾家燕在秀水街
“蘭亭國禮”店舖購買了一件880
元的景泰藍瓶，退稅額為96.8元。
這是秀水街退稅商店開出的退稅
“第一單”。昨天，秀水街市場首
批22家商戶正式獲批成為“離境退
稅商店”。

自7月1日起，本市開始實施境
外旅客購物離境退稅政策，至今已有
近三月。據市國稅局相關負責人介
紹，目前本市已有143戶退稅商店，
累計已辦理退稅金額17萬元。

本次在秀水街掛牌的22家離境
退稅店舖主要銷售珠寶、服裝、絲
綢、皮具等，商品種類較為全面，
包含了秀水街大部分業態。

“我經常來逛秀水街，現在戴
著的這些項鍊手鐲基本都是陸陸續
續在這裡買的。秀水街要耐心逛就
能買到獨特的東西。”鍾家燕女士
說。聽到店舖銷售人員介紹退稅政
策時，鍾女士流露出驚訝的表情：
“沒想到現在還能退稅，付出去的

錢能拿回來，不管退多少我都覺得
很開心。”

本市“離境退稅”政策實施之
初，首批有57家企業入圍，包括不
少大百貨和老字號，然而，在境外
遊客中頗具知名度的秀水街卻不在
這57家之列。原因主要在於秀水街
多為個體商戶，不具備成為退稅企
業的條件。

經過閉市選商、撤舊建新後，秀
水街開始轉型升級，聚集了大量的原
創設計、私人訂制、自主品牌。

“從個體商戶轉為企業經營，
繳納稅費也會有一定的增長，對於
我們個體商戶來講挑戰不小，但我
還是願意轉型。消費者更信任我們，
店舖競爭力也更強。”一家國禮店
老闆金文彪說道。“企業的‘老闆’
是不是該叫總經理啊？我還有點不
習慣。”他調侃道。

“購物離境退稅率為11%，但
退稅代理機構要收取2%的手續費，
因此，旅客應得退稅金額為商品價格
的9%。”市國稅局相關負責人介紹
。

據統計，目前本市已有143戶

退稅商店完成安裝離境退稅系統，
正式進入運營，除此之外還有42戶
通過了退稅商店的資格審核，正在
緊鑼密鼓地準備中。二者相加，退
稅商店總數達到了185戶，並在不
斷擴張中。

市國稅局相關負責人介紹，在
已開具的 351 單購物消費中，有
161單已在退稅窗口完成退稅，購
物金額為154.7萬元，平均下來每
單的消費額近萬元。退稅金額按
11%算為17萬元，旅客實際拿到
的為13.9萬元。“最大一單是澳大
利亞遊客在華聯新光百貨購買的珠
寶，價值39.8萬元人民幣，申請退
稅額4.38萬元人民幣。但該遊客暫

未前往退稅網點辦理退稅。”

境外旅客在北京入境，購買商品
後能否從天津出境辦理購物退稅呢？

對此，市國稅局相關負責人表示，
目前已與天津國稅局達成共識，在京
津冀協同發展的大環境下，將共用
離境退稅資訊，並在相關政策、應
急預案等方面做出積極準備。“雖
然現在與天津的互通互聯計劃剛剛
啟動，但在天津離境退稅政策正式
實施後，相信很快就會有明確的時
間表來解決京津兩地之間異地退稅
的問題。”

秀水街22家商戶可離境退稅可離境退稅
將與天津互通互聯將與天津互通互聯

個體商戶搭上離境退稅直通車

最大一單歸屬澳大利亞遊客

離境退稅將與天津互通互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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