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616 BB11廣告天地 休城工商

4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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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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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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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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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PM, 10:30PM

福達旅行社福達旅行社 (713) 773-1243
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

另代訂酒店租車﹑簽證及Package Tour.→→→→→→→→→→→→→→→→→→→→→→→→→→→→→→→→→→→→→→→→→→→→→→→→→→→→→→→→→→→→→→←←←←←←←←←←←←←←←←←←←←←←←←←←←←←←←←←←←←←←←←←←←←←←←←←←←←←←←←←←←←←←休士頓 世界各大城市特價機票

˙美東5～8天豪華遊
˙美西4～12天精華遊
˙黃石公園總統巨石/北大峽谷7天6夜（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6天/7天 特惠遊（買二送二）
˙加拿大東部5天遊（多侖多﹑屋太華﹑滿地可﹑魁北克﹑

京士頓﹑尼亞加拉大瀑布）（四人一房）
˙超值雲南風情遊
˙超值黃山江南風情遊

9889 Bellaire Blvd 2 ND. Fl Bldg A#121 Houston TX 77036

˙佛州奧蘭多迪士尼4～9天遊（四人一房）
˙日本關東風情6日遊
˙日本關西風情7日遊
˙北京,蘇州,水鄉﹑同里﹑杭州,上海8天
˙夏威夷 4~7天遊
˙歐洲（英﹑法﹑意﹑德﹑蘇俄）7～17天經典之旅
˙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等地機票連酒店套餐
˙蓋文斯頓港出發墨西哥4～7天遊輪

cousintravel_tou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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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 季 團

洛磯山脈6天 $399/人
北極光4天 $839/人(含禦寒套裝)

上海北京雲南張家界九寨溝
日本韓國泰國 豪華郵輪

中國特價遊 $49起

美東5天 : $153起 (4人)
美加東6天 : $239起 (4人)
美西7天 : $213起 (3人)

歐 洲 團

名人假期優惠 $300(10月報名)

天寶旅遊 $730起

震撼價 僅
$1399 (12/19 - 1/3/2016)

北京來回機票
$399/人

(含上海機票+旅遊團)

$499/人
(含台灣&上海機票+旅遊團)

Debbie文媛/Manager
專線：281-799-2833
debbie@chinatourusa.com

全旅用心全旅用心 顧客安心顧客安心

WWW.CHINATOURUS.COM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海鮮酒家

Tel:(713)776-8808﹑776-8809

港式點心港式點心港式點心 +++ 粵菜粵菜粵菜 +++ 湘菜湘菜湘菜

幹鍋系列﹕田雞﹑肥腸﹑土雞﹑雞胗﹑牛腩
剁椒系列﹕魚頭﹑全魚﹑魚片﹑香芋﹑田螺肉
蒸菜系列﹕香芋/冬瓜蒸排骨﹑老幹媽蒸全魚
湘味特色﹕毛氏紅燒肉﹑煙筍臘肉﹑

香辣田螺肉﹑酸蘿蔔炒雞胗

85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Golden Palace Seafood Restaurant
正宗粵菜正宗粵菜 名廚精烹名廚精烹 宴席小酌宴席小酌 豐儉隨意豐儉隨意
天天飲茶天天飲茶 廣東點心廣東點心 七天特價七天特價 超值足量超值足量

˙嶄新裝修 ˙貴賓隔間 ˙大型投影 ˙卡拉OK

新添正宗湘菜新添正宗湘菜

容納350人同時就餐

上午10點-晚上9點（周日～周四） 上午10點-晚上11點（周五﹑周六）營業時間：

新聘香港點心大師傅新聘香港點心大師傅，，推出多種獨家新式點心推出多種獨家新式點心
中、小點心一律只要$1.99!!!
(只限週一至週五、大點和特點除外，周末和節假日除外）

特價午餐
只要$3.99起！

任性任性！！

雙龍蝦 $18.88
必須額外Order $20的菜，只限堂吃

有效期：2015年11月30日。本店保留最終解釋權。

七天營業
10:00～1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D#227(敦煌廣場內)
713713--988988--90289028

˙全身按摩
˙頭頸肩背腰按摩
˙腹部、腰腿按摩
˙肩肘手按摩
˙眼頭部按摩
˙中藥熱敷熱石足療







禮物卡
$18、$25、
$30、$50，

送禮、自用最佳。

治
療
按
摩

專
業
執
照

莉 莉 按 摩莉 莉 按 摩莉 莉 按 摩

ME1941專業治療按摩老師 資深治療執照按摩師

詢問有關本校$10,000的獎學金的詳情

˙中外中醫名流授課
˙中西醫學多元化教學
˙學科及臨床並重
˙全時或半時上課
˙日班或夜班課程

˙美國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認准

˙美國中醫院校評鑑會認准

˙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准頒授碩士學位

˙中醫專業碩士學位

˙綜合保健管理碩士學位

星期六 2015年11月21日 Saturday, Nov. 21, 2015 星期六 2015年11月21日 Saturday, Nov. 21, 2015

王朝旅遊親自帶隊
江南 + 台灣賞花15天團3/4 - 3/20/16

$999 (包機票、團費）

第一車已滿，現加開第二車

豪華游輪豪華游輪

王
朝
旅
遊

王
朝
旅
遊

專辦中國簽證

▲美東$153起、美加東 $239起（買二送二）
▲美西七天 $213起 (買二送一)
▲2016年歐洲早鳥優惠$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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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plusvacation.com
Tel:713-981-8868

中國特價遊$49 起 江南，黃山，千島湖，

北京，九寨溝，雲南，張家界，廣東，海南，廈門......

IATAN & ARC認證旅行社
代理廉價機票

2014年的冬天，我的世界突然變得一片黑暗。無
法想象，媽媽只是單純的感覺喉嚨不太舒服，略微感
覺晚上睡覺呼吸不暢，彩超ct的逐步檢查卻發現胸
腔挨著心臟有很大的腫瘤，在我眼裏，媽媽一直是那
麽健康的女強人，我真的無法接受她得了癌癥。

可是我必須接受事實，並且盡自己最大能力去
救媽媽，我知道得了癌癥並不一定就是判了死刑。發
現的當時我就托各種關系，希望媽媽可以去北京治
療，我明白我們當地的醫療水平不行。在美國的好朋
友給我建議讓我帶媽媽去美國，她告訴我美國的癌
癥治療水平遠遠高出國內，可我覺得這好像天方夜
譚，我知道在國外連當地人看病都不容易，從中國到
美國看病真的可以嗎？她告訴我她看了央視的一個
記錄片就是全程跟蹤一個癌癥病患赴美就醫的，這
件事是真是可行的。我好像看到了希望，然後找了國
內最大的一家出國看病服務機構——盛諾一家。當
時選這家前也略微查了些資料，這家機構已獲得紅
杉投資，就是投資聚美優品、京東、唯品會、360、大眾
點評的紅杉，我想選這樣的機構還是有保證的。但是
因為聯系赴美各項事宜需要時間，而且也不是100%
的事，我必須兩手準備，讓媽媽先到北京看上病。

盡管已經找了熟人，北京醫科院腫瘤醫院的看
病過程真是噩夢一場。癌癥這種病，誰都知道常規治
療手段就是放療，化療，手術三種，可是究竟哪種才
是最合適每個個體病人，哪怕是北京最專業的腫瘤
醫院都好像不在乎，掛什麽科室病人自己決定，手術
醫生說沒辦法的時候，病人需要自己再從頭開始來
過，淩晨去排另一個放療或者化療的科的號，然後看
人家是否願意接診。我們被手術醫生否定了手術，
然後放療科推到了化療科室。從頭到尾沒有一個人
跟我說清楚講明白媽媽的病情，到什麽階段，怎麽
治療，我對她這種罕見胸腺瘤的全部了解竟然全部
來自於百度，因為貌似醫生都是一知半解，化療科
室在我多方努力下是接收了媽媽，但是所謂的專家
主治醫生跟我說，對於這種罕見腫瘤，沒有對應的
化療藥，她能用的藥不多，而且她感覺媽媽腫瘤這
麽大可能不一定對藥物敏感，說先用兩次試試。以
為去美國的辦理需要時間，我根本不清楚媽媽是否
處在性命堪憂的階段，只能這樣先開始化療。兩次
化療後，醫生告訴我完全沒有縮小，讓我轉放療科，
我很奇怪，為什麽開始放療科不收。他們確定知道
這個病怎麽治嗎？前前後後見的每個專家沒有一個
態度好的，全部都覺得自己很了不起，感覺醫院每
個病人都要求著他們，每個醫生都那麽麻木不仁，
癌癥這種病無論是病人本身還是病患家屬，已經是
心力交瘁了，然而醫生不僅不好好的尊重病人，安
撫病人，反而每個都態度惡劣，我真的無奈，但還是
一直求著他們。幸運的事，兩次化療結束後，美國紀
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的手續都辦好了，預約了2
月 7 號見醫生，終於不用再去面對這些沒有醫德沒
有醫術的所謂的專家了。終於我們可以去世界第一
的癌癥醫院了，很激動，我覺得那裏是媽媽最後的
希望。

從北京飛躍太平洋，我們終於在2月6號到達了
紐約。見化療大夫的門診樓坐落在紐約曼哈頓中城
的主心地段，無論從內部還是外觀看這裏都一點不
像醫院，而是像一棟高級辦公樓。每層是不同科室
針對不同類別不同部位的腫瘤，接待處就像那種外
企公司的前臺，工作人員都不穿白大褂的，都很友
好。她會讓你在休息區先等候，直到有人叫你去見
醫生。休息等候區布置得像高級酒店大堂，舒適的
沙發，配備雜誌茶幾、咖啡機、茶、飲水機、糖果和小
餅幹。這種環境讓媽媽感覺很舒服，並不覺得自己在
醫院看很重的病，心情就很舒暢。我觀察周圍等待的
其他病患，感覺每個人都精神熠熠，一點不像病人。
之後見到醫生，這個化療醫生還是一個部門主管級
別的專家，可他是那麽友好，和藹可親。非常親切熱
情認真地詢問媽媽的病情，並且耐心回答我們所有
的疑問，從媽媽發現腫瘤到來到美國見到醫生輾轉
中國兩家醫院三個月，這是第一次我真正的了解到
媽媽的腫瘤到底是什麽個情況，並且醫生讓我們感
覺到，媽媽會好的，她並沒有病的很重，見醫生的整

個過程很開心很舒心很放心。我不再需要提心吊膽
地擔心媽媽會怎樣了。

Dr Riely 告訴我們他需要聯系手術醫生商討下
媽媽的病情，因為也許有手術機會。之後我們又很快
被安排見了手術醫生，因為北京的ct不是太清楚醫
生不得不重新安排拍ct來確認是否可以手術，根據
最終的ct片子，醫院整個胸腔科醫療組一起研究後
確定了最終治療放案，是以放療為主，少劑量化療輔
助。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對每個接診病患負
責，沒有任何一個醫生可以隨意去指定每個病患的
整套治療放案，因為癌癥病患每個人都是個不同的
病體，都需要最合適自己的治療方案。這裏和國內完
全不同，是團隊工作，醫院早會是放療、手術和化療
醫生一起開會。每個病患的片子病情，全體醫生會一
起研究，最終的治療方案不是一個人決定的，是整個
專家團隊一起決定的。最終治療方案指定後，我們很
快被安排又見了媽媽的主治醫生，放療醫生Dr rim-
ner, 年輕帥氣紳士，雖然年輕也已經是這個領域的專
家了，對於媽媽這種罕見腫瘤也有很豐富的治療經
驗，通過他的講解我明白，胸腺瘤本身的治療方式也
只是手術和放療兩種，化療本就不是治療手段之一，
它只能用來輔助而已。我意識到媽媽在北京的兩次
化療根本就是白白遭罪的，治療方向全部都是錯的。

Dr rimner 在做放療計劃前給我們很詳細的講述
了放療的治療方案和所有可能出現的問題，並讓我
們放心，無論任何潛在的反應，及時告訴他，他都能
解決。他給了我們全家很大信心，他說這個病他治療
過很多，最好的情況有完全消除的，就算小到還剩一
些也沒問題，只要腫瘤不再長大，就沒事，定期觀察
就好。我不清楚國內放療是如何做的，值得一提的是
這邊醫院是很謹慎的，醫生會給病人先做模擬定位，
之後會用1－2周時間電腦編程做精密的放療計劃，
結合第一次模擬時候的pet-ct去看放療進入體內的
位置是否合適，保證在不影響放療最佳劑量的同時
最少傷害到周圍器官。從第一次見到醫生到最終開
始治療雖然也差不多也間隔了1個多月，但是我們都
很安心，沒有一絲緊張著急，每次見醫生都很愉快，

從沒想過看癌癥這種病，也能以輕松愉快的心情去
醫院，醫生們讓我們很安心。之後每天去醫院治療，
治療室那邊無論是前臺的接待還是治療師都特別
nice，很親切友好。其中有一個黑人治療師人特別幽
默，每次媽媽去都跟我們開玩笑，逗媽媽，希望她放
松，心情好。有一次媽媽已經躺在儀器上了，其他治
療師在設置機器同時，他就跟隨治療室的音樂給媽
媽跳舞看，真是太可愛的。這裏醫院的每個人，從病
患到醫護人員都是很可愛的人。

唯一遺憾的是，因為媽媽肝功能問題，輔助化
療沒有進行。媽媽本身是乙肝患者，在北京的兩次
化療對肝臟傷害太大，加重了乙肝，我後來聽美國
的病友說這邊化療病人，就算是沒有乙肝病的病人
醫生都會給開保肝的藥，可是我們在北京，我明確
的告訴醫生媽媽有乙肝，醫生也化驗血知道媽媽的
乙肝病毒量很高，可是完全沒有管化療會對媽媽肝
的傷害，他們根本不在乎。美國這邊很認真，很謹
慎，醫生明確的說，不能因為治療腫瘤，讓你其他器
官病變更重，那是把你推向更危險的境界，他們不
能拿媽媽的生命開玩笑。當發現乙肝病毒量高的情
況時，醫院及時給安排見了肝病專家，這位肝病專
家給媽媽開了藥，也一直和我們主治醫生配合著跟
蹤我們的治療。在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病人
身後是整個醫院所有團隊，任何時候有任何需要，
醫院都盡力幫到病人，給病人最佳的治療方案，他
們每個醫生有個傳呼機，各個科室部門的醫生都是
緊密聯系著的，會一起商量病患的綜合情況。這個
在現在國內的特別是北京那麽牛氣的癌癥醫院，根
本是不可能的。
不能說在美國的看病過程是那麽一帆風順，但是媽
媽感覺這邊的一切都很有人情味，她自己也很慶幸
自己是在美國看的病，現在治療結束了，暫時需要
停留在美國等下次評估，但是她自己感覺很良好，
她還是和以前沒發現癌癥時候完全一樣健康的在我
身邊，我們在紐約每天出去走路散步，看著藍天白
雲，心情舒暢，並且無限感慨，能夠來美國這個好的
醫院我們是如此的幸運。比很多人都幸運。

診室的一角，幹凈，整潔，最重要實用

醫院候診等候休息區

病房的床非常高級，有電動按摩床墊，輸
液有輸液機。 病房午餐

面對癌癥面對癌癥，，能來美國看病我們是幸運的能來美國看病我們是幸運的

德州農產名牌Simon's
金毛走地雞 黃毛走地雞
三黃雞公 黃油雞項

誠徵各地經銷商洽購
聯絡：Simon Yung
翁先生：832-512-3178

May Yuen：832-606-3228

TEL: 713-779-6888

中 國 城 新敦煌超級市場新敦煌超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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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蔬果 乾貨特價
各式肉類豬牛羊雞鴨

特設：
方便菜專櫃
老火湯專櫃
潮菜匹配專櫃
火鍋專櫃
家庭套餐專櫃
熟食專櫃
包點專櫃

火鍋菜專櫃火鍋菜專櫃 串串燒專櫃串串燒專櫃方便菜專櫃方便菜專櫃

方便快捷方便快捷、、全新家廚全新家廚

凡惠顧滿凡惠顧滿$$3030元元，，送送『『好有米好有米』』一包一包

購買購物卡滿購買購物卡滿$$100100元元送送農場走地雞一只農場走地雞一只

多買多送多買多送！！！！！！
現 正 試 業
現 正 試 業

不一
樣的

超市

不一
樣的

超市

不一
樣的

品牌

不一
樣的

品牌

老火湯專櫃老火湯專櫃

11月14日上午風和日麗，十點鐘不到，位
於休士頓中國城地標恆豐銀行12樓的社區教室
裡，已經坐滿了熱愛玫瑰花的園丁們。

今年高齡 76 歲半的 Baxter Williams 威廉姆
斯先生，神采奕奕地架起休士頓玫瑰協會的直
匾來，現場幫忙翻譯、美麗大方的生物系博士
曾麗瑾女士也已經就位，這場眾人期待已久的
玫瑰講座，於焉展開。

茲將 Baxter 老先生的玫瑰講座，重點摘要
整理如下：
1) 選擇花種、千變萬化～由外形嬌小的迷你玫
瑰(Miniature)到長莖的、一莖只結一個花苞的雜
交茶玫瑰(Hybrid Tea)，由一叢多花的豐花月季
(Floribunda)到比較好種的灌木景觀薔薇(Shrub
Rose)，以及蔓性爬藤薔薇(Climbing Rose)....等
等，在大休士頓地區都可供自由選擇。
2) 準備花床的要領～如果只種單排寬為3 呎，
最多雙排則為5呎寬，植株間隔一般以30吋為
佳。花床邊框使用疊高的枕木或水泥磚材均可
。圍好邊框後，在草坪上墊妥舊報紙至少八張
的厚度，然後加上10吋厚的玫瑰專用好土；種
好玫瑰苗後，再加上2寸厚的木屑Mulch。花床
地點選擇全天日照之處，或確保每天至少有4小
時不間斷的陽光；旁邊不要有太多其它的樹木
，儘量遠離樹根。
3) 破解書上及網上的迷思～例如迷思1：不要在
夜間澆水，以防滋生黑斑 Black Spot 及白粉病
Powdery Mildew 。事實上，有殺菌劑完整保護
的葉片，隨時均可澆水。迷思2：烈日下澆水會

燙傷。事實上，葉片
每天也會有露珠兒存
留。迷思3：剪枝時必
須採取45度斜角，防

止雨水聚集在切面導至腐爛。事實上，水滴會
自動蒸發或被植物吸收，亦可塗抹白色膠水預
防，除非連續泡水10天以上才有可能導至腐爛
。
4) 種玫瑰的園藝工具～需要一把小的弧形剪和
一把大的修枝剪，弧形剪推薦使用老牌子Felco
，不比一般牌子貴，還可隨時買到替換零件。
修枝剪則建議買 Fiskars 牌的長柄剪。無論使用
哪個牌子的園藝剪，必須保持鋒利且無銹蝕，
否則切口容易遭到病菌感染。養殖玫瑰所需要
的一切，包括工具、架子、肥料、殺真菌劑...等
，都可以在西南區的 Southwest Fertilizer店裡選
購。
5) 玫瑰花的修剪～及時清理凋萎的花朵以及比
鉛筆還細的枝莖。修剪時弧形剪以鈍的刀片這
面，貼近準備要扔的枝莖，因為鈍的刀片容易
壓擠莖部造成傷害。剪枝時，沿著新葉片生長
的方向，上方約1/8吋處剪去。大修最好等到二
月中旬情人節之後，以防修剪後新發出的嫩葉
受到霜害。剪到約2/3米大腿一半的高度，只留
下比小指粗的莖桿，蔓性爬藤薔薇則屬例外。
6) 栽種蔓性爬藤薔薇的要領～第一年集中養分
育根，第二年冒出長枝條，固定到支架上，等
到第三年才在橫走的枝條上開滿玫瑰花兒。扇
形的支架不要靠主莖安放，應該是左右各放置
一個，將兩個方向橫走的枝條，以綠色彈性帶
子綑綁固定，忌用鐵絲，也不要讓枝條上下穿
越纏繞支架柵欄，這樣一來會盛開三倍之多的

花朵。
7) 病虫害防治～欲控制常見的黑斑病，每一季
初連續5週，每週一次噴灑名為Mancozeb的殺
真菌劑fungicide，每加崙水中用一茶匙劑量。或
是每兩週噴撒一次，使用較貴的Honor Guard，
每加崙水中只用半茶匙劑量。(作者備註：如果
選擇林彬老師育種的抗病玫瑰，則可以完全省
略此常規步驟。)
8) 玫瑰施肥要領～由3月1日起至9月1日止，
每6週施肥一次。每株玫瑰施用雙手一大捧(約
1 杯)的 Alfalfa Meal ，加上單手一小捧的 Nitro
Phos顆粒狀肥料，與土壤充分混合後，蓋上2吋
厚的Mulch，澆上足夠的水。九月之後如要施肥
，可採用每加崙水中加一茶匙的速溶性肥料，
防止使用緩釋性的顆粒狀肥料，在植物停止發
育的低溫期間釋放到土壤中去。
9) 推薦 Earth-Kind 認證玫瑰～其中的 Belinda's
Dream貝琳達之之夢，有80多片花瓣，氣味芳
香，不會有太多黑斑，偶而有白粉病，適合德
州溫熱氣候！若是欠缺陽光的庭院，不妨選擇
花朵橙色Just Joy只是喜悅的耐陰的雜交茶玫瑰
品種。請記住，只有儘量留住枝莖上健康的葉
片，才能孕育出美麗芳香的玫瑰啊！
10) 切花小技巧～鮮花剪下後放入水中，在水下
將尾端截去，可以延長切花的花期。因為在剪
枝時，於切口末梢形成氣囊，阻止切花吸收水
份，在水中截去氣囊，有助於花枝更好地吸收
水份。
Baxter老先生的講演深入淺出、風趣幽默，麗瑾
的翻譯清晰到位，兩人合作無間地將栽種玫瑰
的過程要點，提綱挈領地說清楚講明白。講座
現場的園丁們除了忙著專心作筆記外，便是不

絕於耳的笑聲！只覺得時間太短、欲罷不能！
我們很幸運地於明年的2月13日，再度邀請到
Baxter老先生，在美南銀行的社區教室，為大家
講解 「玫瑰的春季修剪」，請大家拭目以待！

華人社區玫瑰英文講座 座無虛席 圓滿成功
文︰周樺，圖︰黃麗珊

適合德州栽種的適合德州栽種的 Belinda's DreamBelinda's Dream貝琳達之貝琳達之
之夢之夢

每次到南加州，都有回家
的感覺，不光是氣候，而
是那儀態萬千的九重葛，
讓我特想念生我的故鄉；
見花猶如他鄉遇故知，尤

其聞到那唯有特殊的幽香，頓時回到最
扣人心弦的記憶深處。

文明對我們鄉下小孩來說，就是前
後院所種的各種彩色鮮花雜草以及生蹦
活跳的魚蟲鳥獸；特別是那 『繁花似錦
攀九重，萬點繽紛纏人間』的九重葛，
其花開的時候，紫氣東來喜氣洋洋，讓
我興奮如過年節，可以說九重葛就是陪
我們成長的彩虹.

九重葛和玫瑰一樣，有許多‘動人
’之處，包括長有不少銳利的刺，唯其
刺比玫瑰大得多，有助於攀爬懸崖絕壁

；花朵構造非常奇特，其搶眼的部位卻
是三角形苞片而不是花瓣，白色細管狀
如漏斗的花並不顯著，附生於每三片苞
片上，故又稱 「葉子花」 「三角梅」或
是 「三角花」；花色非常豐富，從紅橙
黃白到深紫，花期可長達數週不謝，許
多品種在溫暖地區如加州、佛羅里達終
年不斷的開花，甚至能把新加坡的大街
小巷變成四季花都。

更神的是這花開如火的九重葛根本
沒有任何嚴重病蟲害，也不在乎土壤貧
瘠，乾旱，只要一點水、日照充足，即
能生長良好，花開無數，特別是夏天旺
盛的生長勢，開花季節若給太多的水肥
，反而有礙開花；長期乾旱則會落葉休
眠。因此，有人利用乾、溼交替以刺激
花芽分化，促使九重葛花團錦簇，總之

，九重葛全年開花和頑強的抗逆性，使
他成為美化人居（Xeriscape）甚受歡迎
的優良樹種。

玫瑰的花語是 『愛情』，九重葛則
是 『熱情』； 『九重葛』三個字係明治
時代日本“三好學博士”在《熱帶植物
奇觀》一書中首用此名，因其文意古典
高雅且‘葛’字非常具體傳神，形容其
‘攀蔓纏繞覆蓋’的特性而為台灣喜愛
引用；香港則稱 「寶巾」，兩廣稱 「筋
杜鵑」，閩南話 「刺仔花」，大陸有些
地區更具體的叫 「三角花」，夫 『三角
』者，戀人之忌也，送花宜慎，以免
‘觸景’傷情！

九重葛容易栽培，除了一些較複雜
的品種（重辦）可用壓條（Layering）
或芽接（Grafting）外，一般極易扦插

繁殖，取 10 公分當年生枝條，10 週即
可生根移植；亦可進行趣味栽培，將不
同花色嫁接於同一植株，使其開出不同
的花色；雖然九重葛花型變化不大但色
澤繁多且色彩豔麗；隨時摘心，可以促
進更多花枝以及使其緊密茂盛；不僅可
以盆栽，還可作為花棚、綠廊、綠籬、
牆飾、盆花等等諸多用途，其常綠和可
塑性的枝條，一旦花團錦簇直叫人頻頻
驚艷.

草木有靈伴走天涯，一花一草一木
，讓世界每一個角落，藏有故鄉的顏色
，隱隱約約，捕捉閃一般的年華，令人
怦然心動！莫道山中藏寂寞，誰家花草
不傳香！（花鄉筆記：林彬）

故鄉之花

華人社區玫瑰英文講座華人社區玫瑰英文講座1111月月1414日於恆豐銀行日於恆豐銀行
1212 樓的社區教室裡由樓的社區教室裡由 7676 歲半的歲半的 Baxter WilBaxter Wil--
liamsliams威廉姆斯先生主講並與現場幫忙翻譯威廉姆斯先生主講並與現場幫忙翻譯、、
美麗大方的生物系博士曾麗瑾美麗大方的生物系博士曾麗瑾、、周樺等園藝周樺等園藝
愛好者合影愛好者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世界變清晰世界變清晰
盡在全飛秒盡在全飛秒

無刀飛秒準分子激光治療近視，遠視和散光，
安全，方便，恢復快！

Mann Eye 眼科中心，擁有目前世界上最先進最安全的WaveLight
FS200 和 Allegratto Wave Eye-Q EX 500 無刀飛秒準分子激光
技術。幫助您解除戴眼鏡的煩惱，重新獲得清晰明亮的視力。

-為您量身定做手術治療區，有效防止術後散光的發生。
-紅外光自動眼球跟蹤系統，避免激光治療偏差。
-無刀激光自動製作角膜瓣，讓手術變得更加精確，安全和完美！
-我們提供您最具競爭力的價格，而且提供靈活彈性的付款方式。

現在就打電話，預約免費手術諮詢。
電話: 800.MY.VISION (698-4746)，713-580-2500

網址: MannEye.com

福布斯 (Forbes) 冠名
全美前十名的眼科中心

BB22 BB1515廣告天地廣告天地

金碗#1系列：春卷皮、雲吞皮 特脆，易包，
適合大小餐館使用 各大餐館批發均有代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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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ontonfood.com 832-366-1280

全新系列
NEW ARRIVAL

金碗#1系列：
春卷皮: 7'' X 7'' 6'' X 6''
雲吞皮: 4'' X 4''

Scan to view Our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協助低收入人士申請政府輔助。

Ann:832-367-1124（蔡）Tam:832-713-5111（談）

學校：713-920-1120 手機：661-877-6929（Annabelle 楊）Pasadena校園

全美NO.1 AUDI DEALER

現存800臺新車供你選購

大量優質歐美日二手車 歡迎查詢

請聯繫：TONY CHAN 281-650-1428 精通國、粵、英語

全新2016車系

TONY CHAN

奧迪車種，全球存量之冠，售後服務，保證滿意。

奧迪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涵翔具有三大優勢：是轉診速
度最快的公司，是休士頓
Methodist醫院合作機構轉診
機構，也是中國掛號網唯一合
作單位。
主要病種包括：各種癌症、心
臟疾病、不能確診的疑難雜
症。
涵翔服務內容包括（並不侷限
於）：病歷翻譯、美國醫療簽辦
理、醫院與醫生預約以及客戶
抵達後的公寓租賃、交通、翻
譯、生活購物等一些列服務。

聯繫電話聯繫電話：：
（（中國中國）：）：8686--40084008--571571--123123
（（美國美國）：）：11--713713--270270--8882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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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克薩斯被消費者反饋評為

最值得信任品牌
美國高速公路安全機構 撞擊測試

安全性最高的品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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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沙龍

德州新聞

(生命时报)在公司里，老李可是一颗冉冉升起

的“新星”，虽然四十不到，却已是公司的副总。但

是，风光背后也有不为人知的苦恼，这半年，他一直

为失眠发愁，原来很好的酒量没了踪影，饭吃得稍

多还会觉得恶心。老李觉得可能是因为工作太辛

苦，就没太在意。谁知年底的体检却让他大吃一惊：

脂肪肝。医生说：“职场中人本来就是脂肪肝的重灾

区。他们生活中一些不适，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水面之下潜伏的可能就是脂肪肝。”

警惕！出现这些症状

你可能就被脂肪肝盯上
1.食欲不振。食欲不振是脂肪肝常见的症状之

一，如果长时间食欲不振，除了怀疑胃炎以及其他

疾病，也应考虑到脂肪肝的可能。

2.恶心、呕吐、腹胀。轻度脂肪肝若伴有肝功能

损害，可伴有恶心欲呕、厌油、上腹饱胀等不适。恶

心的症状常常单独出现。

3.疲倦乏力。中度以上脂肪肝可以有倦怠、易

疲劳的表现。

4.蜘蛛痣。它是皮肤小动脉末端分支性扩张所

形成的血管痣，形似蜘蛛，故称蜘蛛痣，经常出现在

面、颈、手背、上臂、前胸和肩膀等部位。直径可从针

头大到数厘米以上。检查时用指尖或棉签压迫痣的

中心，其呈辐射状的“小血管网”即可褪色，去除压

力后又会出现。最常见于急慢性肝炎或肝硬化患

者，但在一些脂肪肝患者身上也可以看到。

5.维生素缺乏症。脂肪肝时由于脂肪堆积合并

饮食中维生素缺乏，那么人就易出现多种维生素缺

乏症。临床可见周围神经炎、舌炎、口角炎、皮肤淤

斑、角化过度等。少数人也可有消化道出血、牙龈出

血、鼻衄等。

6.内分泌失调。重度脂肪肝人群中有人可以有

男性乳房发育、睾丸萎缩、勃起功能障碍，女性月经

过多、闭经，病人体重减轻或增加等表现。

7.黄疸。黄疸是由于体内胆红素代谢障碍，致

血液中胆红素浓度增高，渗入组织，将巩膜、黏膜和

皮肤染成黄色所致。脂肪肝时黄疸类型常为肝细胞

性，该型黄疸常伴有乏力、倦怠、食欲不振等症状。

少数脂肪肝病人会出现轻度黄疸，在肝内脂肪被清

除后黄疸即消退。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蛛丝马迹并不是脂肪肝所

特有的，及早发现这些早期表现不仅对脂肪肝的及

早调理意义重大，对于及早发现其他更严重的器质

性疾病更是大有裨益。如果出现了脂肪肝，也不必

过分担心，只要及早干预，纠正不良的生活方式，大

有希望恢复健康。

运动时脂肪肝的“天敌”
预防和治疗脂肪肝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运动。

运动量可以由小渐大，每次至少坚持 20分钟，

每周 3—5次，中年体胖者可每周 5—7次。

对于男性来说，最便利、经济的方法是：每分钟

120步左右的中速步行、围着小区花园慢跑、临睡前

做几十个仰卧起坐、尽量用骑自行车或步行代替开

车或坐车，如果能坚持每周游一次泳或爬次山，能

更快地消耗肝脏内多余的脂肪。

药补不及食补———健康菜谱
一、海米菜花

主料：菜花 300克

辅料：虾米 50克

调料：香油 5克,盐 2克,味精 2克

教您海米菜花怎么做，如何做海米菜花才好

吃？

1.将菜花洗净，掰成小朵；

2.海米（虾米）洗净，加入热水泡发后切成碎末

备用；

3.坐锅点火，加入清水烧沸，放入菜花烫一下，

捞出沥干水分；

4. 将菜花晾凉，放入盆内，加入精盐、味精拌

匀，腌 10 分钟，把海米末撒在菜花上，淋上香油即

成。

二、香菇小油菜

主料：油菜 100克,香菇（干）15克

调料：植物油 15克,大蒜（白皮）5克,盐 2克,江

米酒 5克,香油 1克

教您香菇小油菜怎么做，如何做香菇小油菜才

好吃

1.小菜洗净，切段；蒜去皮切末；

2.香菇洗净，泡软去蒂备用；

3.锅内倒油菜烧热，爆香蒜末，放入香菇、小油

菜及盐、米酒、香油炒熟即可。

香菇小油菜的制作要诀：

油菜开花结子后多半不好吃，所有如果买到油

菜、宜先择掉老叶，切除老梗。

小帖士：油菜含有丰富的钙、铁、维生素 C、维

生素 K、维生素 B2及胡萝卜素，对口腔炎症、牙龈

出血、皮肤干痒均有防治效。

三、香拌黄豆

主料：大豆 300克

调料：盐 3克,酱油 20克,料酒 30克,五香粉 20

克,大葱 10克

香拌黄豆的特色：味鲜香脆。

教您香拌黄豆怎么做，如何做香拌黄豆才好

吃。

大葱去根洗净切成葱花；黄豆洗净，倒入锅里，

加水浸泡，倒入五香粉，大火煮一刻钟，改用小火焖

煮时，加入盐、酱油、黄酒等佐料，盖紧锅盖焖至豆

皮发胀，汤成浓汁时起锅，晾凉装盘，撒些葱花，滴

些香油即可。

俗话说，药

补不如食补。虽

然随着社会的

进步，生活质量

不断提高，但是

生活节奏过快

及不规律，使得

人们的身体负

担越来越重，身体状况日益下降。所以规律饮食，多

运动，注意休息，才能有一个好的身体。

責任編輯：XX

医生·疾病与预防

身体出现这 个信号
警惕你已患上脂肪肝

“黑色食品”,主要系指黑芝麻、黑米、黑枣、黑大豆、黑木耳、海带、

香菇、发菜、乌骨鸡、豆豉等。乌骨鸡为禽中珍品。富含 17种人体必需

的氨基酸,经常食之,可加强人体耐热、耐寒、耐疲劳、耐缺氧能力,提高

肌体免疫力,延缓衰老。

桑葚

桑葚品性微寒，女性可以避开例假期间食用。它具有增强免疫、

促进造血红细胞生长、防止人体动脉及骨胳关节硬化、促进新陈代谢

等功能。常吃桑葚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具有延缓衰老、美容美颜、滋

阴补血，润肠通便的功效。

黑葡萄

黑葡萄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钙、钾、磷、铁以及维生素 B、维生素 C

等，还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除了具有很好的保健及美容功效

之外，常食黑葡萄对神经衰弱、疲劳过度大有裨益。葡萄皮中含有抗氧

化的“白藜芦醇”，对软化血管、皮肤保健很有帮助，所以吃葡萄的时候

最好将皮一起吃！

黑加仑

黑加仑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对人体健康具有很大益处，它所富含

的维生素 C、磷、镁、钾、钙、花青素、酚类物质有延缓衰老、通络排毒等

功效。研究证明，黑加仑可以有效预防痛风、贫血、水肿、关节炎、风湿

病、口腔和咽喉疾病、咳嗽等。

黑豆

黑豆富含对人体有益的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及钙、磷等多种微

量元素。有排脓拔毒、消肿止痛等功效，并有益于防治高血压、高血脂、

心脏病等疾病。并且黑豆对女性养颜大有裨益，再者黑豆还可以调理

月经，还有安胎作用，孕妇常吃，可以益身强健。

黑米

黑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以及铁、钙、锰、锌等微量元素。

有开胃益中，健脾暖肝，明目活血，滑涩补精等作用，是很好的保健品，

其功效有健脾暖肝、补血益气等。而由于黑米所含有的维生素和及铁

元素是普通大米的 7倍。特别是在冬季食用对补充人体微量元素大有

帮助！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黑米掺假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存放时间较长

的次质或劣质黑米，经染色后以次充好出售；另一种是采用普通大米

经染色后充黑米出售。天然黑米经水洗后也会掉色，只不过没有染色

黑米厉害而已。消费者在购买黑米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感官鉴

别：

一看：看黑米的色泽和外观。一般黑米有光泽，米粒大小均匀，很

少有碎米、爆腰(米粒上有裂纹)，无虫，不含杂质。次质、劣质黑米的色

泽暗淡，米粒大小不匀，饱满度差，碎米多，有虫，有结块等。对于染色

黑米，由于黑米的黑色集中在皮层，胚乳仍为白色，因此，消费者可以

将米粒外面皮层全部刮掉，观察米粒是否呈白色，若不是呈白色，则极

有可能是人为染色黑米。

二闻：闻黑米的气味。手中取少量黑米，向黑米哈一口热气，然后

立即嗅气味。优质黑米具有正常的清香味，无其他异味。微有异味或有

霉变气味、酸臭味、腐败味和不正常的气味的为次质、劣质黑米。

三尝：尝黑米的味道。可取少量黑米放人口中细嚼，或磨碎后再

品尝。优质黑米味佳，微甜，无任何异味。没有味道、微有异味、酸味、苦

味及其他不良滋味的为次质、劣质黑米。

黑木耳

黑木耳具有清肺益气、活血益胃、润燥滋补强身之效。它是一种

可溶性膳食纤维，能补血，高血脂、心梗、脑梗患者多食可溶栓，降低血

小板数量，并且为食用菌上品，常吃有补血、活血、抗血小板凝集、防止

血凝固形成血栓等功效，可防治冠心病、动脉硬化。

責任編輯：XX

医生·保健与养生

盘点养生养颜的黑色食物

现代医学认为：“黑色食品”不但营养丰富，且多有补肾，防衰老，

保健益寿，防病治病，乌发美容等独特功效。

经大量研究表明，“黑色食品”保健功效除与其所含的三大营养

素、维生素、微量元素有关外，另其所含黑色素类物质也发挥了特殊的

积极作用。

黑色食物的营养作用和功效：

1、清除体内自由基的作用;

2、抗氧化.降血脂作用;

3、抗肿瘤作用;

4、美容作用;

5、对性功能的促进作用等。

这可能说明为什么当今世界流行“黑色食品”之奥秘所在。

食品专家认为，黑色食品不仅给人们质朴、味浓、壮实的食欲感。

而且经临床实践证明：经常食用这些食物，可调节人体生理功能，

刺激内分泌系统，促进唾液分泌，有促胃肠消化与增强造血功能，提高

血红蛋白含量，并有滋肤美容、乌发作用，对延缓衰老也有一定功效。

24种黑色食物具有抗癌作用，其中尤以鳖、乌梅、海参、黑枣、黑木

耳、酱油、乌贼墨汁等为佳。

1、鳖(又名甲鱼)体内存在着大量的酶，在其血液中的白血球更是

多得惊人，科学家将甲鱼粉喂食接种了癌细胞的老鼠，30天后每天喂

食 500克甲鱼粉的老鼠体内癌细胞肿块减少了 30%。

研究人员还发现，甲鱼壳也有抗癌的效果，很适合肿瘤患者食用。

2、乌梅是青梅的复方人参清肺汤所制，能提高肿瘤患者的淋巴细

胞转化率，适用于子宫颈癌、鼻咽癌、直肠癌。

3、海参是一种滋补强壮剂，从海参中提取的刺参粘多糖对多种癌

症均有一定疗效，特别是对腺癌疗效更佳。

4、黑枣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有极强的增强体内免疫力的作用，并

对贲门癌、肺癌、吐血有明显的疗效。

5、酱油的抗癌作用，科学人员用两组小白鼠作对照试验，进食某

种致癌物质后，长期吃酱油的一组患癌率明显低于不吃酱油的一组。

6、黑木耳适用于抑制妇女子宫颈癌及阴道癌。

7、乌贼墨汁的抗癌作用在于可使防御机能增强，从而提高免疫

力，进而杀死癌细胞。用墨鱼汁染黑的米饭成为意大利、西班牙一带国

家与地区风行的饮食。

8、黑米具有滋阴补肾、健脾暖肝、补血益气、增智补脑、增强新陈

代谢、明目活血、治少年白发，供孕妇、产妇补虚养生等功能。对贫血、

高血压、神经衰弱、慢性肾炎等疾病均有疗效。维生素 B1(是普通大米

的 2倍)、B2、B6、B12、铁(是普通大米的 7倍)，钙、磷、硒、镁、铜、锌等微

量元素都比白米高。

9、紫黑粒小麦它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小麦高六倍，钙、磷、赖氨

酸、硒、维生素 K等多项因子的含量超过普通小麦的 3倍。

10、黑乔麦的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为 13%，脂肪含量为 3%，其中

油酸和亚油酸含量相当高。此外还富含维生素 P、B1、B2、VE以及微量

元素镁、铁、钙、铜等均比谷物类食品高许多倍，尤其微量元素铜含量

居各种粮食之冠。

黑乔麦可药用，具有消食、化积、止汗、消炎之功效。因富含油酸和

亚油酸，有降低血脂，防止脑血管出血的作用。

黑乔麦治疗高血压、控制糖尿病，增加视力、防治白内障、视网膜

炎等。

11、黑豆具有补肝肾、强筋骨、暖肠胃、明目活血、利水解毒的作

用，也是润泽肌肤、乌须黑发之佳品。黑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蛋黄素、

核黄素、黑色素和被称作“生活素”的激素。其中 B族维生素(B1、B2)和

VE含量很高，仅 VE含量相当于肉的 7倍以上，对人体的营养保健、

防老抗衰、美容养颜，增强精力活力的作用是很大的。

黑豆豉的药用广泛，主治头痛寒热，瘴气恶毒，烦躁胸闷，虚劳喘

咳，两脚冷疼，止血痢、治腹痛，治小儿胎毒、头疮等。老年人常食豆豉

能有效地预防脑血栓的形成，从而起到强壮血管，保持充卟的脑血流

量，防治老年性痴呆的作用。

12黑芝麻具有补养肝肾，健脑润肺、养血乌发，坚筋骨，防衰老的

作用，是一种常用的滋补佳品。近代研究证明，黑芝麻含有丰富的油

酸、亚油酸，卵磷脂、维生素 E和蛋白质及钙、铁等物质。

13、黑木耳具有益气补血、凉血止血、润肺镇静、清涤胃肠，乌发美

容等功效。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汉默斯密特博士认为，黑木

耳具有抗血小板凝聚和阻止血液中胆固醇沉积的作用。动脉硬化、高

血压、冠心病患者和中老年人常服用，就有减少脑血栓、心肌梗塞的发

生和预防中风、冠心病的作用。黑木耳在补血的同时，又有凉血止血

作用，对妇女月经过多和咯血、吐血、血衄、痔疮出血等病人具有标本

同治的效果。

“黑色食品”的兴起，反映人们的营养、保健追求。当然，尽管黑色

食品营养丰富，有益于身体，但是，也需要其他色素的食物来调配。诸

如白色食物的大米、面粉可以提供蛋白质、热量等;黄色蔬菜中的南瓜、

马铃薯，红色蔬菜中的番茄、胡萝卜、红辣椒，绿色蔬菜中的芹菜、菠

菜、空心菜、青椒菜，均有着不同的维生素与微量元素，都是人机体所

必须的营养物质。

因此，在膳食中把各种色彩的食物搭配起来食用，避免偏食或挑

食，使身体内所必须的酸性与碱性食物得以平衡，才有利于健康与延

年益寿 (黄色食品)：黄色果蔬，如胡萝卜、黄豆、花生、杏等的优势在於

富含两种维生素：一种是 A;另一种是 D。维生素 A能保护胃肠黏膜，

防止胃炎、胃溃疡等疾患发生;维生素 D同有促进钙、磷两种矿物元素

吸收的作用，进而收到壮骨强筋之功，对於儿童佝偻病、青少年近视、

中老年骨质疏松症等常见病有一定预防之效。故这些人群偏重一点儿

黄色食品无疑是明智之举。

食用黑色食物益处多多

責任編輯：鄭亦楠

供奉章公祖師肉身佛的祠堂，挂着盼佛像早日歸國的橫幅供圖 /林文

靑

被盜的福建三明野章公六全祖師冶肉身佛到底能不能回到中國钥 這
或許將訴諸一場跨國官司遥 野章公六全祖師冶佛像曾一直供奉在福建大
田縣陽春村林氏宗祠袁直到 1995年被盜遥 佛像一失 20年袁今年 3月袁
陽春村村民們發現袁匈牙利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的一尊野肉身坐佛冶極
似被盜的祖師佛像袁福建省文物局亦認定野肉身坐佛冶是野章公祖師冶佛
像遥
自此開始袁肉身佛歸國便成爲陽春村人的期盼遥 通過民間交涉和

外交途徑袁荷蘭收藏者曾同意歸還袁但隨後態度出現反復遥 面對 20年
訴訟時限即將到期袁陽春村村民不得不走上打跨國官司的道路遥12日袁
陽春村村民正式委託一個由中尧荷兩國 7名律師組成的律師團袁通過
司法訴訟途徑追索野章公祖師冶肉身佛遥
收藏者態度前後反復肉身佛歸國曾一度提上日程

1995年袁歷代供奉于福建省大田縣吳山鄉陽春村林氏宗祠普照堂

大殿之上的野章公六全祖師冶佛像被盜袁此後杳無音訊遥
今年 3月袁有村民發現在匈牙利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的一尊野肉

身作佛冶極似被盜的野章公祖師冶佛像遥
此後袁福建省文物局初步確認袁這尊肉身坐佛應是 20年前陽春村

被盜的章公祖師像遥 國家文物局也在隨後表示袁將通過適當的渠道與
這尊肉身佛的荷蘭收藏者進行溝通袁爭取流失被盜的章公祖師像早日
回到當地遥
而爲了能讓佛像回歸袁陽春村成立了專門的理事會袁通過公開信

等方式與荷蘭收藏者交涉遥
村民代表林文靑吿訴北京靑年報記者袁 荷蘭收藏者曾發表聲明

稱袁如果肉身佛像確是陽春村被盜的野章公祖師冶佛像袁他願意歸還遥
野但此後的半年里袁他的態度出現了反復遥 冶
而一名知情者透露袁國家文物局等部門通過外交途徑努力袁幾乎

將肉身佛歸國之事促成袁 甚至一度定出了日期袁野根據當時商談的情
况袁工作人員甚至認爲肉身佛能在 9月前後回歸袁但因一名溝通交流
中間人的介入袁讓本來談好的事都不算數了遥 冶

荷蘭收藏者突然提出了要 2000萬美元才肯野賣冶肉身佛袁並稱這
是 20年來他對肉身佛硏究和保管所花費的費用遥
訴訟時效即將到期

陽春村村民欲打跨國官司

在外交途徑和民間交涉均未果的情况下袁陽春村村民決定採用司
法途徑追索肉身佛遥

12日袁由北京律師劉洋帶領的律師團到達陽春村袁正式接受村民
們的委託袁並開始按司法訴訟標準進行取證遥
劉洋曾是野追索圓明園海外流失文物訴訟律師志願團冶的首席律

師遥 他介紹袁7人律師團包括一名荷蘭律師和福建三明本地律師袁其他
人來自北京尧貴州尧廣東等地袁均爲無償義務工作遥
荷蘭民事訴訟有 20年的 野佔有時效冶 約束袁 因荷蘭收藏家稱于

1996年從香港購得佛像袁如今袁20年的訴訟期限即將截止袁啓動司法
追索程序的有效時間只剩一個多月遥
劉洋稱袁按跨國訴訟要求袁每一個證據都需要做出公證遥 做完公證

後袁還要到荷蘭駐華領事館進行領事認證袁證據在形式和內容上要求
都十分嚴格遥

野但我們已經取得了相當有利的證據冶袁劉洋稱袁律師團已幾乎拿
到了有利案件判定的直接證據袁對此次訴訟很有信心遥
他稱袁律師團成員將最遲在 11月底赴荷蘭阿姆斯特丹進行起訴遥
對話

感謝收藏者完好保存祖師佛像 20年
對話者院大田縣陽春村村民代表林文靑
北靑報院你是最早發現被盜野章公六全祖師冶佛像的人钥
林文靑院我們幾個村民幾乎是同時發現的袁今年 3月 16日袁我還

在廣西探親袁看到了在匈牙利展出肉身坐佛的消息袁從照片來看袁我們
覺得和野章公祖師冶佛像非常相像遥
後來有匈牙利華僑近距離 360度拍攝了展覽照片給我們比對袁因

佛像被盜前留有 3張非常珍貴的照片袁 加之現在仍在村里的祖師衣

冠尧坐轎等遺物袁我們認爲這尊肉身坐佛就是被盜的野章公祖師冶佛像遥
北靑報院你們什么時候開始追索肉身佛的钥
林文靑院我們通過公開信等方式表達讓佛像回歸的願望袁並被媒

體大量報道遥 此後袁荷蘭收藏家也發表了個人聲明袁説如果眞是被盜的
野章公祖師冶佛像袁他願意無償讓佛像回歸故土遥
但 4月時袁他又表示民間交涉這個渠道不行袁要通過官方進行商

談遥 於是袁國家文物局開始通過外交途徑進行溝通交流袁但他態度卻又
變得反復遥
後來他又提出要 2000萬美元贖買袁 讓我們覺得他並沒有歸還的

誠意遥 出錢買祖先遺骸這種事袁我們接受不了遥
北靑報院村民們曾打算前往荷蘭钥
林文靑院我們通過媒體報道袁得知了荷蘭收藏家在阿姆斯特丹的

住址遥而每年農曆十月初五是章公祖師的生日遥這么多年來袁不論祖師
佛像丢失與否袁每年生日的紀念活動從未中斷過遥
今年我們知道了祖師佛像在哪里袁大家想在生日那天袁在離他最

近的地方紀念他遥
另外袁我們還想對荷蘭收藏者表達感激之情袁這 20年來袁他完好

地保存了祖師佛像袁並進行科硏袁在這之前我們都不知道佛像里面就
是祖師的肉身遥
不過因爲辦理簽證延誤等原因袁我們暫時取消了去荷蘭的計劃遥
北靑報院所以你們採用了司法途徑遥
林文靑院其實我們找律師起訴並不是一定要打一場官司遥 除了想

要回肉身佛袁還因爲荷蘭收藏家現在不承認這尊肉身佛像就是祖師佛
像遥
打官司會有通過司法手段取證的過程袁這樣就在民間證明的渠道

外袁又多了一個客觀的證據袁希望能讓他改變態度遥
我們更不想因爲關係和他撕破臉袁我們至今仍對他充滿感激和敬

意袁如果他能歸還佛像袁我們會對他的付出進行適當補償袁並爲他樹
碑遥
本版文/見習記者石明磊

肉身佛歸國將打官司 荷蘭藏家變卦索要 2千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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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式足球，是我體育項

目中的自愛。欣聞本週

二香港時間晚上八時，

2018 年的世界盃外圍賽

「港中大戰」於香港舉

行。我當天大清早5 時

半即起來，匆匆梳洗後

，即啟動人造衛星電視

，收看萬里之遙的現場

戰況。結果香港足球代表隊在踢

出鬥志兼再獲幸運之神眷顧下，

以0比0踢和中國隊，兩次交手

均保不敗兼沒失球紀錄，贏得港

人一片彩聲！

當天球場內，中港雙方球迷

雖然被分隔開，但仍不時「互動

」，有國足球迷揮動中國國旗吶

喊，港足粉絲則大叫「We are

Hong Kong」作為回敬。賽前奏

國歌時，仍有部分主隊球迷報以

噓聲，部分則舉起印有「Boo」

的紙牌作無聲抗議，但為上周末

巴黎恐襲進行默哀時，全場球迷

都保持肅靜。

港足今仗排出4-3-3陣式，

國足在上半場雖控制戰局，但具

威脅的埋門不多，當中楊旭於

27分鐘頂中門楣不入。3分鐘後

，輪到港足欠運，辛祖右路傳中

，麥基搶點頭槌攻門中楣彈出。

及至40分鐘，黃博文禁區外施

射，葉鴻輝撲到皮球再中柱彈出

。到了上半場補時，辛祖接應張

健峰的角球僅僅頂高，雙方半場

互無紀錄。

換邊後，港足於54分鐘有

法圖斯送球入網

，但被判侵犯國

足門將王大雷在

先而吃「詐胡」

。國足其後壓著港足進攻，于大

寶於77分鐘近門勁射被葉鴻輝

擋出後，再補射中柱，葉鴻輝把

球拍走之前，皮球已越過白界，

但旁證沒有判為入球。及至補時

，國足的頭槌攻門又中柱不入，

最終雙方繼上次於深圳交鋒後，

再次0比0言和。兩隊欲以最佳

次名資格出線，須寄望其他組別

的次名球隊失分。

作為港人之一份子，我當然

希望港隊能夠取勝，即使打和也

當勝利了，因為對手是13 億的

中國國足，而我們僅是700萬百

姓而矣。不過「足球歸足球」，

我不希望將政治帶入球場，內地

球迷不會生事，但我亦認為香港

球迷亦不應「噓」國歌。

看過當天比賽後，我心情有

奌激動，我相信10年後再回憶

香港足球歷史時，一定會提起今

場港中大戰。除了當天球場上的

楣柱救了港隊好幾次之外，亦唔

少得香港門將葉鴻輝英雄式撲救

啦！最終再次和氣收場0比0，

場內氣氛激昂得很，但亦好和平

，它之所以為人津津樂道，係因

為很久都未試過有一場比賽令港

人如此高度關注，滲透層面 而

又不只限慣性球迷；當天香港男

女老少都一齊打氣，甚至一家大

細齊齊睇波。一場波令香港變得

更有凝聚力、更和諧，此情此景

，真係希望可以延續落去！

對於今次「港中大戰」，香

港特首梁振英在往菲律賓出席亞

太經合會議前，無正面回應支持

港隊抑或國家隊。署理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則表示支持港隊打一

場精彩比賽；食衛局長高永文亦

指，作為香港的中國人，兩隊都

支持。至於身處羅馬尼亞的財政

司長曾俊華，上載用電腦觀看球

賽的相片。另外，香港足總主席

梁孔德出席電台節目時指，特首

身為港人，應該「撐」港隊，並

形容自己一定「撐到盡」。

港隊再次以0比0戰和國足

，令眾多不是足球迷的港人高興

。這是體育比賽能夠凝聚民心的

例子。不過，特首梁振英及一些

高官在賽前的表現 ，卻加深了

市民對這個政府不像是代表香港

人的感覺。

梁特首在賽前被傳媒問到支

持哪支球隊時，顧左右而言他，

甚至說他到時身在馬尼拉，看不

到球賽。賽後他在網誌上留言，

指雙方全力以赴，展現體育精神

，他對香港隊和國家隊球員的出

色表現表示欣賞。這個四平八穩

、不偏不倚的球評完全政治正確

。但賽前不表態撐港隊，賽後兩

隊都讚的超然表現，出自代表港

人的特區之首，難免令人感到他

與一般港人的距離好像香港與北

京這麼遠！

其實一場足球比賽令特首及

一眾高官，一是不敢表態支持港

隊，或是索性避見傳媒，實在令

港人感到不悅。只有財政司長曾

俊華的回應得最正常：「香港人

當然是支持香港隊。」他在賽後

上載在電腦上看比賽的圖片，贏

得幾萬個讚好。

為何說支持港隊，甚至希望

港隊贏或打和，會成為特首及一

眾官員的難題？我不相信中央有

明示或暗示特區官員不准撐港隊

，否則曾司長不會答如此爽快。

我想特首和官員的表現就好

像今天一些香港傳媒的自我審查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寧願港

人不開心，也不要得失中央或內

地人。

這是今天香港的悲哀

美南人語 好波又好運 港足再和國足
楊楚楓楊楚楓

【本報記者邵琳瑋
華盛頓報導】11 月 18
日晚，美中政策基金會
在華盛頓五月花飯店舉
辦了 2015 年年度頒獎
晚宴，慶祝基金會成立
20週年。

美國前駐華大使尚
慕杰（James Sasser）致
辭歡迎前來晚宴的中美
政府、國會、工商、媒
體等各界人士，感謝在
場來賓及所有為中美關
係發展做出貢獻的人。

今年的公共服務傑
出成就獎頒給了美國第
24任勞工部部長趙小蘭
，同時也表彰了其父趙
錫成博士在慈善方面的
貢獻。趙小蘭代表她的
父親和家人發表了感言
，在提到教育和回饋社
會的重要性同時，她用
一個充滿愛與信念的親身勵志故事，向在
座每位展現了海外華人與一代移民的歷經
千帆和跌宕人生。

另外，海軍上將威廉•法倫獲得了軍
事關係傑出成就獎。他表示隨著中國的不

斷發展，加強雙方對話和相互了解是關鍵
。

最後，美國前駐菲律賓大使理查德•
索樂文和美中政策基金會主席王冀博士做
了結束致辭，總結了20年來的風雨浮沉，
並希望更多的人在未來致力於加強中美各

領域的合作與發展。
美中政策研究基金會(簡稱 USCPF)，

成立於1995年，是一個非黨派、非盈利性
的組織機構，旨在促進中美兩國政治、經
濟和學術的相互了解。

美中政策基金會舉辦成立美中政策基金會舉辦成立2020週年晚宴週年晚宴



BB44 BB1313廣告天地經濟動態

（1）高血糖及其併發症 血糖偏高、糖
尿病及其併發症
（2）神經系統疾病 神經衰弱、腦萎
縮、抑鬱症
（3）免疫系統疾病 免疫功能下降引
起的易感冒、易疲勞，及由此引發的
免疫系統疾病。

輔助治療
失眠及失眠後遺症
˙短暫性失眠
˙短期性失眠
˙頑固性失眠
˙及失眠引起的後遺症

適用症狀

失眠、緊張 不用愁！

7天讓你不再依賴安眠藥!

《靈芝安神膠囊》
免疫、安神雙重功效，中老年人、青年學生都可服用！

成份
取材于中科院黃山基地赤靈芝，高濃縮萃取其多糖精華，增強細胞分裂能
力，促使腦幹分泌出內源性睡眠因數繼而促使人體自然入眠，從根本上保
證人體根據睡眠規律自然入眠

作用
機理

迅速改善人們紊亂的神經-內分泌-免疫網路及全身各系統，達到治療、強
身的目的。從根本上走出 「藥越吃越多，失眠病越治越重」的怪圈。

經大量臨床試驗表明，該產品具有改善睡眠、安神養氣、提高
免疫等生理功能，且無任何毒副作用。2001年經國家衛生部
專家組驗證，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產保健品批准證書》。

每瓶40美元 (60粒)SINO-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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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5050(全天供應)

干逼軟殼蟹
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
西汁蝦球
羊腩煲

特 別 推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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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

Kirkwood

中美
Bissonnet

W
ilcrest

Boone 8

BeechnutN

Leawood

281-498-1280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超 值 套 餐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七天營業

例湯水果

八人和菜 $138.00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蜜桃蝦
姜蔥雙龍蝦
黑鹽牛肉
清蒸游水魚 (大)
炒青菜
炒三鮮

十人和菜$158.00
雪花海鮮羹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黑椒牛肉
姜蔥雙龍蝦
香橙骨
炒三鮮
蜜桃蝦
清蒸游水魚
蒜蓉炒菜

歡迎光臨
特價午餐 電話: (713) 988-5745$5.25

二人和菜 $19.95
三人和菜$35.95
四人和菜 $43.95
五人和菜 $52.95
六人和菜$62.95

明爐燒鴨
蜜汁叉燒

東江鹽水雞
新鮮游水魚
生猛龍蝦

隨餐附送
例湯、水果

菜色價格如有變更 以本樓公布為準

93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超市同棟購物中心)

11AM-3PM 星期一公休

時菜牛肉
滑蛋蝦
五柳魚片
椒鹽茄餅
宮保雞
咕嚕肉
豉汁青口
酸菜肉絲
四季豆
椒鹽鴨下巴
等等......

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Phone:281-933-6660
Fax: 281-933-6662

Tapioca KingTapioca KingTapioca King E-mail:bobby@tapiocaking.com
Web Site:www.tapiocaking.com
6811 Baneway Dr., Houston, TX 77072

●全美南最大﹑最具經驗﹑貨品齊全﹐服務最完善之奶茶供應商●

包括﹕圖片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綜合經濟

星期六 2015年11月21日 Saturday, Nov. 21, 2015 星期六 2015年11月21日 Saturday, Nov. 21, 2015

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

地址地址：：98889888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158158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中國城黃金廣場內））七天營業：早10點至晚12點

羊肉燒賣
手抓餅

芝麻大餅
手擀麵條
韭菜餡餅

純手工製作麵食純手工製作麵食特 價特 價

Lucky Pot Restaurant
電話電話：（：（713713））995995－－99829982

羊雜湯
尖椒幹豆腐
東北鍋包肉

啤酒魚
活魚豆腐湯
拔絲地瓜

純純純
正正正
美
味
健
康

美
味
健
康

美
味
健
康

地
道
家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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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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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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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出
你
心
中
的
回
憶

吃
出
你
心
中
的
回
憶可以登錄可以登錄：：1818song.comsong.com

筍殼魚(一條)
$16.95

椒鹽小河蝦
$8.95

前10月債市累計發行債券17.2萬億元 同比增72.8%

綜合報導 央行今日發佈數據

顯示，2015年1-10月份，債券市場

累計發行債券17.2萬億元，同比增

長72.8%。10月份，債券市場共發

行各類債券2.1萬億元，同比增長

88.7%，環比下降15.8%。

數據顯示，2015年1-10月份，

債券市場累計發行債券17.2 萬億

元，同比增長72.8%。其中，銀行

間債券市場累計發行16.3萬億元，

同比增長67.8%。10月份，債券市

場共發行各類債券2.1萬億元，同

比增長88.7%，環比下降15.8%。

其中，國債發行1820.1億元，地方

政府債券發行4823.1億元，金融債

券發行1876.1億元，公司信用類債

券發行6108.2億元，信貸資產支援

證券發行164.5億元,同業存單發行

6007.4億元。10月份，銀行間債券

市場共發行各類債券2萬億元，同

比增長86.5%，環比減少15.4%。

截至10月末，債券市場總託

管餘額為44.8萬億元。其中，國債

託管餘額為9.9萬億元，地方政府

債券託管餘額為3.9萬億元，金融

債券託管餘額為13.1萬億元，公司

信用類債券託管餘額為13.5 萬億

元，信貸資產支援證券託管餘額

為4030.9億元，同業存單託管餘額

為2.4萬億元。銀行間債券市場託

管餘額為41.3萬億元，佔債券市場

總託管餘額的92.2%。

與上年末相比，10月末銀行

間市場公司信用類債券持有者中，

商業銀行持有債券佔比為37.0%，

下降7.4個百分點，非銀行金融機

構佔比為12.3%，下降 1.1個百分

點，非法人機構投資者和其他類

投資者的持有佔比共為50.7%，上

升8.5個百分點。

從全部銀行間市場債券持有者

結構看，10月末，商業銀行、非

銀行金融機構、非法人機構投資者

和其他類投資者的持有佔比分別為

60.5%、10.2%和29.3%。

關於貨幣市場運作情況，數

據顯示，2015年 1-10月份，貨幣

市場成交量共計389.8萬億元，同

比增長 85.5%。10 月份，貨幣市

場成交量共計47.1 萬億元，同比

增長 84.6%，環比增長 2.8%。其

中，質押式回購成交39.6萬億元，

環比增長1.7%；買斷式回購成交

2.1 萬億元，環比增長 13.3%；同

業拆借成交 5.4 萬億元，環比增

長7.7%。

10月份，同業拆借月加權平

均利率為1.99%，較上月下行6個

基點；質押式回購月加權平均利率

為1.94%，較上月下行8個基點。

關於債券市場運作情況，數

據顯示，2015年 1-10月份，銀行

間市場現券交易累計成交65.5 萬

億元，日均成交 3227.7 億元，同

比增長106.1%。10月份，銀行間

債券市場現券成交 7.7 萬億元，

日均成交 4285.6 億元，同比增長

122.7%，環比增長6.2%。10月末，

銀行間債券總指數為 168.66 點，

較上月末上升 1.84 點，升幅為

1.1%。

關於股票市場運作情況，數據

顯示，10 月末，上證綜指收于

3382.56點，較上月末上漲330點，

漲幅為 10.8% ；深證成指收于

11546.05 點，較上月末上漲 1558

點，漲幅為15.6%。10月份，滬市

日均交易量為3787 億元，環比增

長 34.1% ；深市日均交易量為

5080.2億元，環比增長69.9%。

滬港通滿周歲 兩地22股受大資金青睞
綜合報導 今天，滬港通通車整整一年。

去年11月17日，滬港通通車搭建了一座滬港

兩地市場的橋梁，使得兩地的資金可以投資對

方市場的上市公司。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日

前在評價滬港通這一年來的發展情況時，流露

出欣慰之意，稱“在兩地業界的共同努力和支

援下，滬港通在過去一年中運作平穩、交易結

算機制不斷完善。”

來自港交所方面的數據顯示，截至上月

底，滬股通額度共使用約1420億元人民幣，佔

總額度的47%，成交總金額約為14750億元人

民幣，最高單日成交額為今年7月6日的234億

元人民幣；港股通額度共使用約890億元人民

幣，佔總額度的36%，成交總金額約為7210億

港元，最高單日成交額為今年4月9日的261億

港元。

滬港通額度的使用情況顯然“少於預期”。

對此，李小加稱，滬港通成交量並非是我們關

注的重點，尤其是在開通初期，運營的平穩和

安全才是我們更為關注的指標。

“在這兩項指標上，滬港通給市場交

出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即使是在今年

夏天內地和國際股市暴漲暴跌期間，滬港

通這座大橋依然結實穩固，成功經受住了

風雨的考驗，這一點讓我們倍感欣慰。”

李小加表示。

而對於這一年來滬港通特別是滬股通交易

規模低於市場預期，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

研究所所長吳曉求認為，去年滬港通推出之時

處於牛市起步階段，股市出現調整之後，投資

者交易意願降低是正常的，滬港通整體額度的

使用效率是正常的。

長城證券投資顧問龔科認為是由三方

面因素造成的：第一，自開通以來，A 股

市場雖然總體處於上漲狀態，但交易活躍

度最高的領域卻是創業板和中小板，滬市

相對溫和的交投現實決定了滬股通的交易

規模不會太高；第二，近一年以來港幣相

對於人民幣處於貶值狀態，這使得香港資

金北上面臨一定的匯率風險；第三，QFII、

RQFII 額度在今年持續擴大，分流了一部分

原本可能借助滬股通渠道進入 A 股市場的

資金。

財富證券分析師趙歡對記者表 示 ，

“口味不合”可能是滬港通“北熱南冷”

的一個原因。“在與客戶交流過程中，發

現他們好像更喜歡‘中小創’股票以及各

種概念股。”

而對於海外投資者而言，他們的投資“口

味”不同於內地市場，他們更關注基本面，更

關注估值，海外投資者更青睞在海外上市的中

國公司股票。

據不完全統計，自去年11月17日以來，

有13隻個股得到滬股通資金累積10億元以上

的凈買入，其中貴州茅臺最受寵愛，滬股通資

金凈買入該股合計約103.9億元。此外，港股

市場上雖然有與大秦鐵路、上汽集團、中國北

車、宇通客車、伊利股份、青島海爾、浦發銀

行、興業銀行等股類似的品種，但這幾隻個股

都只是在A股上市交易，並沒有在港股市場掛

牌。

在港股市場方面，最近一年港股通資金凈

買入金額累計超過10億港元的個股共有9隻，

其中中廣核電力、香港交易所、騰訊控股、漢

能薄膜發電、國美電器、阿裏影業等也都是只

在香港市場交易。

“滬港通的意義不容抹滅，這一點是毋

庸置疑的。”趙歡對記者表示，滬港通為內

地資本市場與境外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開了

個好頭，它不局限于資金層面，不限于增加

幾個投資標的，而是整個市場的互聯互通，

這對深港通、滬倫通等都有借鑒意義。

綜合報導 市場資金面仍然保持寬鬆，資

金供給充裕，隔夜和7天回購維持在1.80%和

2.28%，變化不大。

二級市場債市全天震蕩，交投活躍國債收

益率有所上行，金融債收益率小幅回落。7年

國債15國債14成交在3.15%，較估值上行2BP；

15年國債16成交在3.14%，較估值上行0.5BP。

5年國開150208尾盤成交在3.415%，較估值下

行0.5BP；10年國開150210尾盤成交在3.545%，

收益率較估值下行約2bp，150218尾盤成交在

3.525%附近，收益率較估值下行1BP。信用債

方面，集中成交在超短期高等級信用債，收益

率互有漲跌。剩餘期限50天15南電SCP003成

交在2.90%，較估值上行1BP；剩餘期限71天

15中糧SCP004成交在3.0%，較估值下行1BBP；

剩餘期限 112 天的 15 中船 SCP001 成交在

3.27%，與估值持平；剩餘期限177天的15國家

核電CP001成交在3.35%，較估值下行5BP；剩餘期限342天

的15國電集CP004成交在3.0%，與估值持平。

IPO重啟和美國非農數據超預期帶來的加息衝擊影響在

逐步消退，經濟金融數據的疲弱依然支撐債市。上週末兩個

消息，一是滬深交易所將融資買入債券保證金由50%提升至

100%，對國內權益市場是相對利空，二是法國巴黎的恐怖襲

擊事件，會衝擊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利

好債市，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債市上行的空間依然不大，

因此我們預計債市維持震蕩或許是年前的主旋律。

機
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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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發行猴年“吉利錢”
編號均以“8888”開頭

綜合報導 香港新世界發展主席

鄭家純表示，如果美國加息，香港也

會跟隨，對香港樓市會有負面影響，

但影響不大，因為預期美國加息幅度

不大，步伐也不快，而且加息後樓市

看法亦會明朗化。

鄭家純解釋，香港樓市走勢取決

於多項因素，主要看市場需求、環境

因素及市民置業意欲。特區政府過去

數年加快推地，未來供應量增加，對

樓價造成壓力，但因香港剛性需求強

勁，加上發展商建築成本較高，因此

香港樓價現仍高企。他預料，樓市于

未來半年不會有大跌幅，預計短期于

10%區間調整。

鄭家純表示，港府應重點增加公

營房屋供應，協助市民上車，滿足需

求。對於有建議將郊野公園改作興建

住宅，他表示支援港府于郊區建公營

房屋，不過，前提是需視乎地段。若

在不影響環境及環保情況下，開發部

分郊野公園，可解決住屋問題是“何

樂而不為”。

他表示，集團會按計劃賣盤，目

前仍達標，無意調整今財年合同銷售

額達100億元的目標。他又指，因地

價過高，無發展商願意投地，對投地

前景審慎樂觀。

美加息對香港
樓市影響不大

綜合報導 美國財政部造幣和印鈔

局17日對外宣佈，為慶祝中國農曆猴年

，該局將從本月18日開始發行兩款“吉

利錢”產品。所有產品的編號均以

“8888”開頭。

新發行的兩款“吉利錢”產品分為

一美元版和兩美元版。一美元版產品的

封面上印有一隻手持壽桃的鎏金猴，旁

邊配有“金猴獻壽”的字樣。在內頁上

方，右側印有一隻懷抱壽桃的猴子圖案

，左側配以猴年生肖的介紹和祝福語。

在內頁下方，嵌有一張未流通的一美元

紀念紙幣，編號的前四位為“8888”。

兩美元版產品的主體是一張未經切

割的鈔票紙，內含8張兩美元票面，其

編號的前四位也皆為“8888”。鈔票紙

四週裝飾有十二生肖以及“福”字等圖

案。

美財政部財務長羅西· 裏奧斯當天

在發佈儀式上表示，從2000年開始，美

財政部每年都會發行“吉利錢”產品。

算上即將發售的兩款產品，美財政部一

共推出了27款系列產品。

裏奧斯對中新社記者說，“吉利錢

”產品因其限量發行且寓意美好而廣受

收藏者們的歡迎。除個別產品有少量剩

餘外，大部分“吉利錢”產品在開售不

久便被搶購一空。為了能讓更多的消費

者體會到這份喜悅，美財政部不得不採

取“限購”措施。

據了解，一美元版“吉利錢”產品

總共發行88888套，售價為5.95美元。

兩美元版“吉利錢”產品總共發行

16888套，售價為58.88美元。美國財政

部造幣和印鈔局將通過電話、傳真實體

店以及網路等方式面向全球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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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心》講述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戰英
雄史，核心是一場人性的自我鬥爭，放蕩不覊
的公子哥霍嘯林（楊志剛）在時代洪流衝擊下
振臂一呼成為抗日英雄，而趙舒城卻在日寇來
襲時由於懦弱甘當走狗，導演郭靖宇希望通過
在抗戰與國共兩黨時期群盜民亂的大時代背
景下，兩兄弟的不同命運走向逐步挖掘關於人
性的真相。雖然主打“男人劇”，但是由杜若溪
飾演的梅九哥化身“復仇公主”，在革命亂世之
中演繹出了一段驚心動魄的女王復仇記。

这是一款非常适合个性较为温柔的 OL们，发尾内卷的造型

和侧分的刘海凸显知性气质，佩戴上今年大热的蕾丝发带，

更具时尚感。

时尚简洁的 BOB头，齐门帘式的刘海具有掩龄的效果，脸颊

两侧的发梢向内卷曲，让脸型看起来更加小巧精致。
清爽随意的的麻花辫造型，给人如邻家女孩儿般乖巧可爱，

是非常适合学生MM的一款发型。

此款发型是大波浪卷发的经典造型，超长的发长是许多

MM梦寐以求的长度。外翻大波浪卷发浪漫甜美，搭配带花

的发带，让整个造型洋溢着波西米亚的风情。

中分的外翻刘海自然垂落在颧骨的两侧，具有瘦脸的效果的

同时凸显了精致是五官。蓬松简洁的盘发让整个发型看起来

带着一丝慵懒的感觉。

柔顺的巧克力发色加上中分式中长大波浪卷发，发尾的卷度

采用外翻的卷法，搭配上时尚帅气的草编小礼帽，让整体造

型更具时尚感。

温柔性感的大卷，中分的刘海凸显了模特的气质，深巧克力的

发色让发丝看起来更加柔滑、飘逸动感。

責任編輯：XX

9款浪漫发型 帮你桃花朵朵开

最具时尚感的荷叶头，中分的刘海让整个发型散发着知性

的气质。在发尾出出做中度卷曲的卷度，使整个造型更加

饱满。

又是一款气质 OL发型，中长的长度和将脸颊两侧的头发

聚拢到耳后的处理方式，使得整款发型看起来时尚干练。

責任編輯：XX

消息称商务部无条件批准马云
收购恒生集团

商务部先定为“简易案件”来处理，最终，马云收购恒生电子的交易获商务部“无条件批准通
过”，理由是该案通过不会在相关行业限制或消除竞争。

阿里巴巴集团刚

刚在美国轰轰烈

烈地完成上市袁
该公司董事长马

云(微博)收购杭

州恒生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 渊下称
恒生集团冤 一案
也获得了商务部

的审批通过遥 经
过商务部反垄断

局审查近 4个月

的审查袁 商务部
已野无条件批准冶
此案遥 这是财新
记者从权威渠道

独家获悉的结

果遥
野反垄断局在

对并购案进行经

营者集中审查

时袁 最优先考量
的是袁 两家公司
的合并是否会减

少或消除竞争遥冶
接近商务部人士

告诉财新记者袁
恒生电子的市场

份额很高已是既

定事实袁 在该笔
并购之前就已经

存在袁 浙江融信
与恒生电子没有

业务上的重叠袁两家公司合并后也不会消除竞争袁商务部没有理由不予以批准遥
该项交易获批袁 意味着马云将成为恒生集团的实际控制人袁 并间接控股上市公司恒生电子渊600570.

SH冤遥恒生集团持有恒生电子 20.62%的股份遥据公开资料显示袁恒生电子主要向银行尧证券尧保险尧基金管理
等金融机构提供应用软件的解决方案袁是国内传统金融机构最大的 IT供应商遥根据恒生电子 2012年年报袁

公司在基金尧证券尧保险渊放心保冤尧信托资管领域核心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 93%尧80%尧90%尧75%袁在证券账
户系统尧证券柜台系统尧银行理财业务平台尧信托核心业务平台尧期货核心系统的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 57%尧
43%尧85%尧41%尧42%遥

浙江融信成立于 2003年袁马云个人持股 99.14%袁其余股份由阿里资本董事总经理兼阿里巴巴集团副
总裁谢世煌持有遥 浙江融信与阿里巴巴集团并无股权关系遥

根据恒生电子 4月 2日发布的公告袁浙江融信拟以 32.99亿元现金受让恒生集团 100%股份遥称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恒生集团的 17名自然人股东已与浙江融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签署叶股权购买协议曳袁本次交易
完成后袁浙江融信将通过恒生集团持有恒生电子 20.62%的股份袁成为公司控股股东遥

根据恒生电子 6月 3日发布的公告袁双方根据协议约定袁完成了第一次交割袁即 17名自然人股东按其

持有的恒生集团的股权比例将总计 24.12%的股权过户至浙江融信名下袁并已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程序遥
浙江融信的工商资料显示袁该公司主要业务是提供行政支持及风险管理相关的后台支持服务袁未来将

以投资管理业务为主遥
浙江融信及其关联方并不从事和恒生电子核心业务相竞争的业务袁 和公司目前也不存在上下游的关

系遥 冶接近商务部的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解释道袁本次交易不会在金融业应用软件和相关 IT服务这一市场

内产生限制竞争的效果遥
上述人士续指袁反垄断局做的是经营者集中审查袁重点在于双方合并之后对市场野竞争格局冶造成多大

的影响遥 至于并购方在将来是否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袁就不是野经营者集中审查冶的范畴了袁野谁家的孩子谁
抱走冶遥
6月上旬袁商务部根据并购双方提供的材料袁认为浙江融信恒生并购案达到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标准袁予以立
案袁并进入经营者集中审查阶段遥

此前袁记者独家了解到袁在审查之初袁商务部有意向将该并购案作为简易案件来处理遥简易案件相对于
普通案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同遥 首先袁简易案件提交的材料更少曰第二袁简易案件审查时间将加快曰第三袁
普通案件需要征求其他部委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袁但是简易案件不需征求各方意见遥

对此袁外界反响较大袁有国内某大型互联网企业对此实名提出异议袁并将材料上报到商务部遥
野顾及舆论压力袁该并购案最终没有采取简易案件处理袁而是按照普通案件的审查流程进行遥 冶接近该

案件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袁案件在审查过程中征求了各相关产业部门的意见袁并对此成立了专门课题进
行研究袁最后决定无条件批准该项交易遥

据记者此前了解袁金融业内对该笔收收购一直忧心忡忡袁野我所了解到的业内主流意见袁多数不认同该
笔收购遥 冶有公募基金公司高管表示遥基金尧券商界普遍担心的是袁马云收购恒生集团后袁等于阿里间接控制
了恒生电子袁相当于掌握了绝大部分金融机构的后门遥 阿里立志要做大数据的金融云服务袁这块数据不可
能不染指遥

支付宝有关高层则回应财新记者时称袁恒生电子为金融机构搭建 IT架构和相关系统袁并不等于掌握
金融机构的后台数据曰如果用后门掌握金融机构数据袁无疑于盗窃袁野是违法行为冶遥

今年 4月 4日袁恒生电子执行董事尧总裁刘曙峰在投资者大会上表示袁恒生电子只是向金融机构提供
金融 IT软件袁软件交付后由客户自行运营与管理袁公司与公司的技术尧维护尧工程人员不可能获取尧更加不
可能泄露金融客户的数据袁金融数据的储存与产权完全归客户控制与所有遥



BB66 BB1111廣告天地 散文欣賞

宋檳生 醫學博士
Bin S. Sung, M.D., FAAP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德州大學小兒專科畢業

美國小兒專科院士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及

Methodist Health Center, Sugar Land主治醫師
精通﹕國﹐粵,台﹐英語﹐接收醫療保險

4610 Sweetwater Blvd, Suite 130,
Sugar Land, TX 7747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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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門 診診 時時 間間
週一至五 11:00am-7:00pm

小小小
兒兒兒

專專專
科科科

281-565-7337
Sweetwater Blvd.

Hwy 6

59

Lexing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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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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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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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電話: (713)272-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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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牙醫學士
北京大學牙醫碩士

新紐澤西醫科牙科大學牙醫博士
私立紐約大學植牙專科

艾瑞牙科Aria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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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全科牙醫學院會員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接受CHIP MCNA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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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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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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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收受各種牙科PPO以及政府保險 （位於Fiesta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中國城
百利大道8

號
公
路

G
es
sn
erFiesta悅來海鮮

★
百利牙科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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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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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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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1-988-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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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為各界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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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牙醫中心時代牙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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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志剛牙醫博士

全家人的牙醫 孫文燕 牙醫博士

服務範圍：
補牙、拔牙、安裝假牙、牙齒美容、牙週病、牙床外科手術、根管治療、最新特殊技術、
牙齒漂白、以最新式科學儀器為大家服務。
週 一：8:30AM-4:00PM
週 二：8:30AM-12:30PM
週 三：8:30AM-6:00PM
週 四：2:00PM-6:00PM
週 五：10:00AM-5:00PM
每隔週六：9:00AM-12:30PM
通國、潮、泰、英語

老人可享受優待
接受牙科保險

Corporato Dr.

Sam Houston Pkwy

6901 Corporate Dr.
※

#202

B
ellaire

B
lvd

，王朝
Dynasty Plaza

N
→

6901 Corporate Dr., at Bellaire, Suite 202
Houston, TX 77036

PUNNEE SATITPUNWAYCHA D.D.S. F.A.G.D. (713)779-9281
預約專線：

接受保險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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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9 West Loop South, Suite 450
Bellaire, Texas 77401

Tel: 713-772-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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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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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常規服務常規服務 洗牙，補牙，拔牙，植牙，鑲牙。

特
色
服
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隱形矯正美容，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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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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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錢江三橋引橋塌了。距離它建成通
車不過14年。 但是與它同江一望的錢塘江大橋，
74年來任憑風吹浪打，巋然不動，被網民熱捧為
「橋堅強」。

如今我們不缺資金，也不缺技術，錢江
三橋和錢塘江大橋相比，到底缺了什麼？

「橋脆脆」 與 「橋堅強」
面對近期頻頻發生的塌橋事故，網民

「城事不足」發帖問：茅以升修的這座橋，設計
壽命50年，已經超期24年，就是不倒，連大修都
沒修過，這是神馬道理？又有網民曝光投資11個
億的武漢白沙洲長江大橋（武漢三橋），10年維
修24次，而與它相隔3公里的武漢長江大橋，建
成54年仍在健康運行。

有網民為如今的 「橋脆脆」樹立了一批
「橋堅強」榜樣：趙州橋，建於隋朝大業年間，

至今1400年；錢塘江大橋，74年（由於戰爭原因
曾主動斷橋11年）；武漢長江大橋，54年；南京
長江大橋，43年；哈爾濱松花江大橋，110年；寧
波奉化江上靈橋，75 年，這座橋由德國公司設
計，這家公司經歷二戰，竟仍然保存著靈橋的檔
案，前不久還寄來文件提醒業主及時維修。

超限超載依然健康運行
錢塘江自古江流凶險，杭州有句舊諺語

叫 「兩腳跨過錢塘江」，用來諷刺說大話的人，
因為 「這從來不可能」，如今，江上已經架起十
座橋。而開創中國人自主建造現代橋樑史的，正
是錢塘江大橋。

20日，記者來到六和塔下、錢塘江岸。
錢塘江大橋連接西湖風景區和錢江南岸，是一座
雙向車道雙層鋼橋，橋兩端武警持槍守衛，神情
肅穆。

沿著人行道走一走，就能看出大橋已經
上了歲數，橋墩上和護欄底部，彈痕隨處可見
——它被大規模炸過三次。現在錢塘江大橋日通
行汽車超過一萬輛，火車超過 150 輛。火車過江
時，能夠感覺到明顯的震動， 「這是大橋作為一
個整體在震，恰恰說明橋的總結構很堅固。」研
究錢塘江大橋史的錢塘江大橋紀念館工作人員鐘
光明告訴記者。

「茅以升修橋的時候，是按照20公里的
時速設計的，設計荷載鐵路面軸重50噸、公路面
15噸。當時平均每天僅有150多輛汽車、4.9對火
車通行。」鐘光明說， 「70多年過去了，在這座
橋上，動車可以跑到時速120公里，汽車也可以跑
到時速100公里，40噸、甚至60噸重的汽車也在
橋上跑，的確是非常神奇。」

錢塘江大橋超強的負荷能力曾經救民於
水火。1937年12月22日，日軍進攻武康，杭州危
在旦夕。上海和南京之間鐵路中斷，大橋成了撤
退的唯一通道，當時的鐵路局估計，22日這一天
有300多台機車和超過2000節客貨車通過大橋，

靠大橋逃避戰火的難民不計其數。
鐘光明說，放到今天的標準來看，錢塘

江大橋不僅超期服役，而且也超限、超載。 「工
程班子每次為大橋做完評估，都肅然起敬，當年
是真把修橋當成百年基業在做。」

每一顆鉚釘都貨真價實
上海鐵路局杭州工務段錢塘江大橋車間

30 多名養護工負責養護大橋，每天通車高峰過
後，養護工們就來到橋面上，用錘子敲敲打打，
檢查大橋健康狀況。

20年來天天與橋為伴的車間主任何光明
對大橋充滿崇敬之情。他說，現在的養護主要是
針對鐵路的枕木，大橋的結構一直保持得很好，
鋼樑也是 15-20 年才做一次重新漆裝——也就是
塗刷一層漆。 「你看這些鉚釘，雖然衹有 22 毫
米，但是貨真價實，規格很高，它們是連接鋼構
的關鍵，到現在都紋絲不動的，看鉚釘就知道這
個工程不是偷工減料的。」

何光明說，錢塘江大橋屹立不倒，一靠
貨真價實，二靠技術創新。大橋至今沒有進行過
技術上的大修，2000 年的維修是規模最大的一
次，僅僅是更換了公路橋的橋面板。 「我說一件
事，你就能知道這座橋有多牢固。這是一座炸藥
不放對位置都炸不掉的橋。大橋的5號、6號橋墩
在1937年、1944年和1945年被炸過，但至今仍能
正常使用。」鐘光明說。

1937年12月23日，茅以升接到密令，對
錢塘江大橋實施爆破。這座施工人員夜以繼日925
天，耗資160萬美元的大橋僅僅存在了89天，衹
留下殘存的橋墩。同年日寇佔領杭州，但直到
1943年才開始動手修橋，因為日本人發現修補太
困難了，很難達到茅以升建橋的標準和工藝。
1948 年 5 月，在茅以升的親自主持下，才成功把
錢塘江大橋修復。

不缺技術資金缺什麼
「跟（修錢塘江大橋的）那個年代比起

來，現在我們不缺技術，也不缺資金，更不需要
用生命去冒險。」茅以升的女兒、全國政協委員
茅玉麟說， 「不論什麼時代，都要本著對歷史、
對人民負責的態度來建橋，錢塘江大橋已經被當
成文物，但這種精神不能像文物一樣衹存在博物
館裡。」

茅玉麟說，最近10天以來，橋樑坍塌事
故頻發，令人痛心。中國在橋樑設計、施工、監
理各個方面的水平都沒有問題，但是利益交換、
層層分包造成某些工藝的缺失，程序上的省略，
導致設計的要求達不到，再加上日常管理和養護
比較落後，所以當超載出現時，直接導致橋樑事
故的發生。 記者離開錢塘江大橋的時候，已經
是傍晚。落日的餘暉灑滿茅以升先生的銅像。
「建橋，建得不好還不如不建」，茅以升的這句

名言，久久迴響在耳邊。

錢塘江大橋74年屹立不倒 錢江三橋衹14年坍塌

網民為何熱捧 「橋堅強」

拼圖：錢塘江大橋依然 「堅強」 （上），錢江三橋成了
「橋脆脆」 。

23 日下午，廣州市海珠區一建築工地突發
「地陷」，近20米長的工地圍牆和基坑下陷，旁邊

兩棟居民樓裡百餘戶居民緊急疏散。
僅僅就在幾天前，哈爾濱市南崗區一住宅樓

一側發生垮塌，樓內居民被迫撤離。
從 「樓歪歪」到 「地陷陷」，全國多個城市

先後發生令人觸目驚心的安全事故。現代化城市為何
頻現 「地陷」危機？城市在向地下要資源的同時如何
建築 「安全長城」？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建築工地下陷 百戶居民轉移
記者 24 日在廣州地陷事故的工地現場看

到，工地西南角圍牆已經垮塌，兩輛挖掘機正在用泥
土填埋泥坑，附近居民樓入口處拉著警戒線，保安在
來回巡邏。

根據海珠區政府通報，廣州建築股份有限公
司總承包的江南四期十區基坑，深度5.9m，該工程
位於海珠區江南大道以西地段。

23 日 16 時 55 分左右，因西南角圍牆外埋深
約1m、管徑約200mm的自來水管突然爆裂，基坑出
現局部塌方，現場無人員傷亡。

附近居民則被安置到附近的賓館暫時居住。
至於水管為什麼破裂，施工方該承擔多少責任？截至
記者發稿時止，具體事故原因仍在調查確定之中。

海珠區政府有關負責人說，由於大樓安全監
測需要一天左右時間，街道督促施工方已制訂兩套安
置方案。一是對願意接受住宿安排的30戶居民，街
道協助施工方在附近的4家賓館預訂了54間房安排其
住宿，並向每戶派發200元生活慰問金。二是對投靠
親友等自行安排住宿的其他居民，由施工方按照每戶
2天1千元的標準予以補償。

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24 日 9 時前，已有
112 戶居民領取到補償金。還沒有領取補償金的住
戶，可以到施工方設置在紫金居委會的辦公點辦理有
關手續。

城市地陷事故 為何接連出現
附近居民劉洋的疑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突

然 『地陷』，到底為什麼？施工單位應該給我們一個
明確的說法，否則我們再住回去也沒有安全感。」

廣州市建築集團有限公司工程師鐘上侖告訴

記者： 「該項目已經取得了合法施工的證件，開工前
也就施工安全進行過評估，並獲得了相關政府部門的
批准，但是安全事故還是發生了。」

當地市民告訴記者，就在事故現場附近，幾
年前曾發生過嚴重的地陷事故。

據媒體報道，一排民工宿舍、一堵圍牆、一
條馬路掉入20多米深的工地大坑中，工地有5人被埋
進坑裡，附近數千名居民被緊急疏散。

中山大學地球環境與地球資源研究中心主任
周永章說，國內不少城市發生 「地陷」，主要有以下
幾個方面原因：一是先天條件不足，不少城市處於沿
海的三角洲地帶，屬於軟土地基；二是城市規劃有缺
陷，除了總體規劃外，要注意特殊地質災害危險點的
處理，盡可能繞過去，或者提高建設安全係數；三是
工程建設把關不夠嚴；四是城市管理有誤區，存在趕
工期而忽略工程安全的現象。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魏清泉則
認為， 「全國多處建築工地發生 『地陷』的原因各有
不同，但是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對建築項目下的地質條
件瞭解不夠。我們的建築規劃是以城市為單位劃分適
宜建築住房的區域、不適宜建築住房的區域，不會細
化到每個樓盤。而地方在開工時，可能沒有監測到地
下是否有漏斗、溶洞等複雜地質狀況，也可能由於下
雨、地下水水位發生變化，最終引起塌陷。」

向地下要資源 請多問問專家
專家提醒，土地資源緊缺，城市在推進現代

化進程中越來越多地向地下要資源；因此在城市規劃
當中，地質專家的參與很有必要。周永章說，現在的
規劃多是在地面上 「畫畫」，打個比方來說，是 「皮
膚科」專家在診治；其實地底下的東西很複雜，需要
「內科醫生」來把脈，也就是地質專家應該發揮專業

作用，建議大型工程應強制性引入專業人士進行風險
評估和制定預案。

魏清泉則建議，嚴格執行用地評價制度，在施
工前要對地下水文條件進行評估檢測，在修建高層建
築時要打鑽摸清項目地下及週邊的地質狀況，在施工
過程中也要經常瞭解分析地質狀況並及時預報情況，
並根據情況調整施工計劃，努力減少或者避免 「地
陷」事故再次發生。

哈市住宅樓垮塌、廣州工地下陷等事故接連發生

城市如何擺脫地陷危機

圖為圖為：：2121日日，，哈爾濱住宅樓發哈爾濱住宅樓發
生垮塌生垮塌。。

23日下午，廣州市海珠區一建築工地突發 「地陷」 ，近20
米長的工地圍牆和基坑下陷，旁邊兩棟居民樓裡百餘戶居民緊急疏
散。僅僅就在幾天前，哈爾濱市南崗區一住宅樓一側發生垮塌，樓內
居民被迫撤離。 從 「樓歪歪」 到 「地陷陷」 ，全國多個城市先後發
生令人觸目驚心的安全事故。現代化城市為何頻現 「地陷」 危機？城
市在向地下要資源的同時如何建築 「安全長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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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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人員通
國﹑粵 ﹑越﹑西﹑英語
接受各種醫藥保險

主治：一切眼疾、手術、雷射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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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設附設：：眼鏡專櫃眼鏡專櫃，，隱形眼鏡隱形眼鏡
休士頓：
7737 S.W. FRWY, SUITE#850
預約電話(713)271-2271
(59 & BEECHNUT ST.)

糖城新址：
20/20 Eye Clinic& optical
4675 HWay6 S.#B TX.77478
(281)277-6100
(HWay6 & Dulles AV.)

陳啟華眼科醫學博士 EDWARD CHAN. M.D.

精通英語,國語及臺語,接受多種醫療保險及視力保險

群 鷹 視 學 眼 科 中 心

鮑亞群 視學眼科博士
Dr Ya Chin Bao (O D)

Fellow of Orthokeratology Academy of America
Therapeutic Optometrist / Glaucoma Specialist

Pediatric Specialist / RGP and Soft Contact Lens
全新先進設備 醫術精湛周全
診治各類眼疾 青光眼專執照
幼兒視力保健 斜視弱視矯正
控制預防近視 精配隱形眼鏡

附設多種名牌鏡框專欄, 最新款式
優質服務，當天取貨 VSP, Eyemed, Superior, VCP, Cigna Vision, etc.

Tel: 713-270-9188
Fax: 713-271-9188
營業時間: 星期一、三、四、五、六
11:00am-6:30pm
星期日 12:00(noon)-5:00pm
星期二 公休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I Houston, TX 77036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bellaire@gmail.com

（前達君視力眼鏡）

惠
康
廣
場
診
所

糖
城
診
所

Tel: 281-491-2199
Fax: 281-491-2332
營業時間: 星期一 - 星期五
9:00am-6:00pm
星期六 9:00-4:00
星期日 公休
1730 Williams Trace,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Hwy 59 & Williams Trace)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center@gmail.com

莊仲華醫師莊仲華醫師
JOSEPH C. CHONG, M.D.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

9250A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商場）
頂好診所 713.981.0988

移民體檢
內科全科

專精：
＊跌打一般痛症
＊足踝扭傷;彈響指
＊足跟骨剌;骨裂;痛風
＊膝關節炎;肘關節痛新傷老病,一次見效

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
滄洲孫振環,福建少林跌打師傅柯金木
名武術家萬賴聲傳人洪敦耕教授授徒

謝鸚瀚中醫碩士主理

滙 琳 堂: 7001 CORPORARE DR #213A HOUSTON TX, 77036
7天辦公,請電話預約 832-863-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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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南銀行後面，華埠大廈二樓213A室

周一至周五 9AM-5PM 7500 Beechnut #225
Houston, TX 77074713-773-1115

Xun Mao, MD
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 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毛迅毛迅 兒科醫生兒科醫生

Xiaodong Zhou, MD

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周曉東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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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癌症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可保安康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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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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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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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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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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per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productive Medicine

鍾正芳James Chuong, M.D.
美國婦產科專科醫師
美國內分泌及不孕症專科醫師

休士頓: 7500 Beechnut St., Suite 308, Houston
糖 城: 16651 Southwest Fwy, #200, Sugar Land
電 話: 713-771-9771 www.cooperinstitutearm.com

徵捐卵婦女徵捐卵婦女((酬謝酬謝$$55,,000000起起))

試管嬰兒$7,900起
性別篩選，不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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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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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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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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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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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設 備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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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及高膽固醇血症

主治
歡迎電話預約查詢
通英、粵、國語、滬

糖

城

16659 S.W. Frwy, #331
Sugar Land, TX 77479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中
國
城

9440 Bellaire Blvd, #102
Houston TX 77036
(每週二全天看診)

Tel : 713-779-8148

★美國心臟學會院士
F.A.C.C.

★美國心臟專科特考文憑
Subspecialty Board of Cardiovascuiar

Disease.
★美國心臟超聲波學會特考文憑

National Board of Eohocardiography.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Certification Board of Nuclear Cardiology.
◆休士頓貝勒醫學院心臟專科

Cardiology Fellowship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紐約州愛因斯坦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
Residency at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N.Y.

◆Wayne State University生化博士 容永騏醫學博士
Steven Y. Yong, M.D., Ph.D. F.A.C.C.

STEVEN Y. YONG M.D., Ph. D., F.A.C.C.STEVEN Y. YONG M.D., Ph. D., F.A.C.C.
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

●美國內科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心臟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介入性心臟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唐衍賢唐衍賢唐衍賢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心臟專科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精通國、台、英語 281-491-6808

Sherman Y. Tang, M.D., F.A.C.C.
心導管﹑血管氣球﹑擴張術及支架安裝權威

心臟及全身血管阻塞（包括冠狀
動脈﹑頸動脈﹑腎動脈及腳部動
脈）高血壓及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主
治

3527 Town Center Blvd.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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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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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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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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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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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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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營業六天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 醫師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 Neph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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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DR. JOHN K. TAM醫師是全美認證的

專業內科醫師，尤其對糖尿病患者提

供的優質照護，更是獲得國家認可。

“我總是臉上帶著微笑來工作，因為

我熱愛醫治病人，這

也是為何我選擇就

讀醫學院，成為一名

醫師的原因。”

星期六 2015年11月21日 Saturday, Nov. 21, 2015 星期六 2015年11月21日 Saturday, Nov. 21, 2015

印尼渡輪港口傾覆印尼渡輪港口傾覆 175175名乘客和船員棄船逃生名乘客和船員棄船逃生

印尼一艘載有印尼一艘載有175175名乘客和船員的渡輪在位於東爪哇的名乘客和船員的渡輪在位於東爪哇的TanTan--
jung Perakjung Perak港口附近發生傾覆事故港口附近發生傾覆事故，，所幸未造成人員傷亡所幸未造成人員傷亡。。

男
子
耗
時

男
子
耗
時55

個
月
打
造

個
月
打
造

11
22

米
高
米
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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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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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

大
黃
蜂
﹂﹂

鄭州市南四環一物流園區內鄭州市南四環一物流園區內，，一座高一座高1212米米、、重達重達2222 噸的噸的““大黃蜂大黃蜂”，”，傲然屹立著傲然屹立著，，其其
巨大的身形與周邊房屋形成鮮明對比巨大的身形與周邊房屋形成鮮明對比，，霸氣外漏霸氣外漏。“。“大黃蜂大黃蜂””出自河南商丘出自河南商丘4242歲的機械癡歲的機械癡
迷者李富堂之手迷者李富堂之手，，其帶領兩名工人耗時其帶領兩名工人耗時55個月個月，，利用報廢汽車的零件焊接而成利用報廢汽車的零件焊接而成，，綠色環保綠色環保。。
李富堂介紹李富堂介紹，“，“大黃蜂大黃蜂””裝有智慧系統裝有智慧系統，，除了燈光及語音的設計外除了燈光及語音的設計外，，其頭部可其頭部可180180度扭動度扭動，，
胸口部位還可噴射煙霧胸口部位還可噴射煙霧，，跟隨著音樂聲跟隨著音樂聲，“，“大黃蜂大黃蜂””看起來動感十足看起來動感十足。。

黃河壺口瀑布水量激增黃河壺口瀑布水量激增
形成特大瀑布群形成特大瀑布群

男子收藏書刊報紙近男子收藏書刊報紙近4040年年 近近77噸資料堆了噸資料堆了55間房間房
在四川省達州萬源市在四川省達州萬源市

八台鄉八台鄉，，4747歲男子潘傳歲男子潘傳
明將自己近明將自己近4040年收集到年收集到
的報紙堆積成山的報紙堆積成山，，近近77噸噸
資料堆滿了資料堆滿了55個房間個房間。。潘潘
傳明在傳明在88歲時歲時，，因受到外因受到外
公愛好影響公愛好影響，，也開始對收也開始對收
藏報紙產生興趣藏報紙產生興趣，，這這3939
年來年來，，日常喜歡看書看報日常喜歡看書看報
的潘傳明一共收藏了近的潘傳明一共收藏了近77
噸書刊報紙噸書刊報紙，，整整堆滿了整整堆滿了
自己工作單位的自己工作單位的44間房和間房和
老家的一間房屋老家的一間房屋。。圖為潘圖為潘
傳明在堆成山的報紙中翻傳明在堆成山的報紙中翻
閱資料閱資料。。



BB88廣告天地 B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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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有餘醫師

‧家庭全科醫師
‧精通中﹑英語

(713)772-8885
Jerry Tsao,M.D.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9:30AM-12:30PM

門診時間

7850 Parkwood Circle Drive,#A-6 Houston,TX 77036請來電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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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 檢 特 價
體檢＋化驗：$95

❶+女性婦科、宮頸膜片＋$45
❷+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Tel:832-433-7159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的廣場)

JYJY家庭全科及急症家庭全科及急症

顧瑛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認可醫師

主
治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常見皮膚病

週一至週六
8：30am-7pm

週日
1pm-7pm

★感冒
★咽喉痛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皮膚活檢
★婦科病
★兒科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鬱症

急
症

★腹瀉
★尿路炎
★關節注射

時

間

本診所自2014年起，週四公休

醫療服務：

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心肺胃
腸脾腎、貧血、感染、過敏等疾病，
皮膚病，傷口護理。
各種體檢

住院治療
沒保險及學生優惠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生
隨到隨看，毋須等候

美國內科board證書
皮膚及過敏疾病證書
傷口護理以及高壓氧治療證書
同濟醫科大學醫學博士
二十餘年臨床經驗內科全科內科全科

陶清國醫學博士
Qingguo Tao,MD,PHD

門診時間：週二、三、四、六 9：00am-6:00pm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Suite 200,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可事先於網路預約掛號： www.qtaomd.com

Tel:832-831-6140
Fax:713-701-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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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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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齊全： X光、Ultra Sound、電療機、
復健機、牽引、矯正、推拿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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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81-4600
1429 Hwy6 South Sugarland TX 77478

小說連載

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及老人醫療卡(MEDICARE)

MD, PhD, FACR

醫生

風濕免疫內科
曾任耶魯大學醫學院免疫系博士後和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博士後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風濕免疫遺傳專科畢業
ABIM Board-Certified in Rheumatology
and Internal Medicine

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在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樓內)

現任休士頓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生
休士頓臨床研究中心研究員

電話: 713 541-1112 傳真: 713 270-8784 診所時間: 9 AM - 5 PM (星期一至星期五)

骨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 強直性脊柱炎, 牛皮
癬關節炎, 反應性關節炎, 感染性關節炎, 痛風, 網
球肘, 肩周炎, 腱鞘炎, 慢性背痛, 慢性肌痛, 骨

質疏鬆, 紅斑狼倉, 口眼乾燥綜合症, 硬皮病, 皮肌
炎, 血管炎等骨胳系統和免疫性系統的疾病。

主
治陶翔陶翔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美國家庭醫學學會認證醫師
☆西南紀念醫院主治醫師

家庭全科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科博士 ☆西南紀念醫院主治醫師

殷正男醫學博士 Zhengnan Yin,M.D.

9440 Bellaire Blvd, Ste106, Houston TX 77036

門診時間﹕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每月一﹑三週）﹕
8:30AM-1:30PM

電話﹕ 713 ●778 ●0754
傳真﹕ 713 ●778 ●6098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外科小手術 痣瘡 年度體檢 學生體檢 婦科年檢

糖尿病

高血壓

高血脂

胃腸疾病

皮膚病

婦科病

關節痛

兒科疾病美國國家品質保證委員會認證診所

Memorial Southwest
Family Practice

主治
新移民體檢
新移民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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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電話：832-834-5226 傳真：832- 834-5229

敦煌醫療中心聯合門診
HILLHOUSE MEDICAL GROUP

本中心接受包括Medicare、Medicaid，
Obama Care在內的各種醫療保險。
無保險病人有特殊優惠。

內科,外科,婦產科,家庭全科,腎臟病,高血壓專科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02 (3RD Floor) 敦煌廣場百利大道入口處（東側）3樓

主治血尿，蛋白尿，水腫，腎結石; 急慢性腎臟病，
急慢性腎臟衰竭；血液透析，腹膜透析; 腎移植等。

營業時間：
周一至周日

8:30AM-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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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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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長安城中袁遍地都是錢袁只可
惜沒人會去拿去罷了．在家跳蹋會

子也不中用遥 "狗兒聽説袁便急道院"

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説袁 難道叫我
打劫偷去不成钥 "劉姥姥道院"誰叫

你偷去呢． 也到底想法兒大家裁

度袁 不然那銀子錢自己跑到咱家來
不成钥 "狗兒冷笑道院"有法兒還等

到這會子呢． 我又沒有收稅的親

戚袁 作官的朋友袁 有什么法子可想
的钥便有袁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
呢浴 "

劉姥姥道院"這倒不然． 謀事

在人袁成事在天．咱們謀到了袁看菩
薩的保佑袁有些機會袁也未可知．我
倒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當日你

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袁 二十
年前袁他們看承你們還好袁如今自然

是你們拉硬屎袁不肯去親近他袁故疏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
去過一遭．他們家的二小姐着實響快袁會待人袁倒不拿大．如今
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説袁如今上了年紀袁越發憐貧

恤老袁最愛齋僧敬道袁捨米捨錢的．如今王府雖升了邊任袁只怕
這二姑太太還認得咱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袁或者他念舊袁有些
好處袁也未可知．要是他發一點好心袁拔一根寒毛比咱們的腰還
粗呢遥 "劉氏一旁接口道院"你老雖説的是袁 但只你我這樣個嘴
臉袁怎樣好到他門上去的．先不先袁他們那些門上的人也未必肯
去通信．沒的去打嘴現世遥 "

誰知狗兒利名心最重袁聽如此一説袁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
又聽他妻子這話袁便笑接道院"姥姥旣如此説袁况且當年你又見
過這姑太太一次袁 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趟袁 先試試風頭再
説遥 "劉姥姥道院"噯喲喲浴可是説的袁`侯門深似海 '袁我是個什么
東西袁他家人又不認得我袁我去了也是白去的遥 "狗兒笑道院"不

妨袁我敎你老人家一個法子院你竟帶了外孫子板兒袁先去找陪房
周瑞袁若見了他袁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
件事袁我們極好的遥 "劉姥姥道院"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多時不

走動袁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也説不得了袁你又是個男人袁又這
樣個嘴臉袁自然去不得袁我們姑娘年輕媳婦子袁也難賣頭賣腳的袁
倒還是捨着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袁大家都有益袁
便是沒銀子來袁我也到那公府侯門見一見世面袁也不枉我一生遥 "

説畢袁大家笑了一回．當晩計議已定． 次日天未明袁劉姥姥便
起來梳洗了袁又將板兒敎訓了幾句．那板兒才五六歲的孩子袁一
無所知袁聽見劉姥姥帶他進城逛去袁便喜的無不應承．

天色濛濛亮袁林一從老婦懷里坐起身來環顧四周袁才發現城門口烏壓壓的或躺
或坐一大片流民袁大約數來足有兩三百遥先前因爲疲憊的原因才沒有看清楚遥和老婦
攀談了半天她才搞清楚這里是大周國袁宣仁十二年袁當政的是周武王袁眼前這座城池
是大周國第二大的城池袁禾邑袁聚集着半個大周的富豪商賈袁王宮貴胄遥

也正是因爲如此袁才會有這么多的流民到這里來討生活遥 而老婦的家鄉前不久
遭遇了一場地震袁家里老少都在地震中喪生了袁只有她和五歲的小孫女僥倖逃脫遥一
場地震家園盡毀袁而古代的人不知道地震的原因袁以爲是山神發怒袁認爲家鄉一定是
被山神詛咒的地方遥 大家都不敢再獃在家鄉了袁活下來的人處理完家人的喪事都各
自投奔親戚去了遥

老婦此次便是投奔在禾邑城中的表妹遥
又是地震浴當初自己就是在地震中倒在了自己出租的平房里遥還好老天垂憐袁給

了她重生的機會袁雖然不再活在自己的年代袁能活着總歸是件好事浴
看着老淚縱橫的老婦袁稚嫩天眞的小女孩兒袁林一也感覺到深深的無助感袁陪着

老婦落了會兒眼淚袁想到那無數在地震中隕滅的性命袁林一慶幸自己的重生遥
這時袁不知誰喊了一聲院"城門開了浴 "

原本安安靜靜的流民們紛紛起身袁鬧嚷嚷的就往城門口擠遥
林一和小女孩兒攙扶着老婦袁慢慢的走在人群的最後遥
突然袁前面的人群里響起一聲凄厲的慘叫聲袁劃破黎明遥
先前蜂擁朝前擠的流民朝城門外的空地四散開來袁圍在外圍的流民被前面退後

的人推搡着袁好幾個都歪倒在地上 '哎喲袁哎喲浴 '的叫喚遥
還好林一他們走在最後離流民有一段距離袁否則也是被踐踏在地上的那些人遥
遠遠隔着人群袁看見城門口站出來七八個士兵裝扮的人袁分別站在城門口的兩

邊袁中間一個身着鎧甲袁一臉橫肉袁濃眉倒竪袁兇神惡煞的官兵遥 他單手叉腰袁另外一
只手里握着一根長鞭袁長鞭上隱隱能看到殷紅的血迹往下滴落遥

那官兵橫眉怒目的向四周掃視了一圈就叫喊道院"都他娘的給我閉嘴袁要想進城
給老子排好隊浴 "説完剛纔站立在兩邊的士兵走向流民袁拔出腰間的大刀推攘着流民
退後排隊遥

在明晃晃的大刀威嚇下袁先前還鬧嚷嚷的流民們紛紛低垂下頭顱袁大氣也不敢
出袁老老實實在士兵的指示下依次排隊遥 不過片刻先前混亂的流民就井然有序的在
城門口排開了一條長龍遥林一這才看清楚在官兵的一只腳下踩着一個滿臉是血的男
子袁男子一動不動顯然已經斷了氣遥林一從來沒有如此近距離的面對過死亡袁不禁嚇
的渾身哆嗦袁臉色發白袁攙着老婦的手心直冒冷汗遥

"胡昭儀這么爲蝶花狡辯袁難道你們有什么不可吿人的秘密钥 "弘

德夫人冷言説道遥
"你噎"胡昭儀嚇得大驚失色遥
"弘德夫人袁這事情可大可小袁千萬不能冤枉一人啊浴 "董夫人也説

道院"不管怎么樣袁還是等皇上來了再定奪吧遥 "

弘德夫人媚眼一轉袁突然變臉自問院"奇怪了袁我已經吩咐宮女通知
皇上袁怎么還沒有見皇上趕過來钥 "

"蝶花的確是哀家賜給你的袁今天夫人想説什么就説吧袁哀家絶不
反駁遥 "與此同時袁胡太后強作平靜地説道遥

弘德夫人驚嘆胡太后的鎮定袁一時間不知該怎么應付遥倒是身邊的
陸令萱賠笑地説道院"雖然蝶花是太后所賜袁可是又怎么能説太后與此
事有關钥這都是無中生有遥于情于理袁這都説不過去啊浴 "陸令萱一邊輕

輕推弘德夫人一邊説院"呵呵袁其實我的意思是噎旣然查明兇手袁就請太
后定奪遥 此事如果傳到皇上那里怕是不好收拾了遥 "

"陸郡君噎"弘德夫人嚷道院"這事噎"

"什么這事那事噎"陸令萱瞪了一眼她又道院"太后是後宮之主袁這
種事情不需要經過皇上就能處理了袁何必那么麻煩浴 "

胡太后長吁一口氣袁瞅了一眼殿外袁除了御醫和尙袁就是一些微不
足道的侍衛了遥 沒錯袁陸令萱説得沒錯袁這事情一定要趕在皇上來之前
處理袁到時候鬧大袁便是兩敗俱傷浴 不袁哀家現在就很受傷了袁沒想到這
個女人如此陰險袁盡然用曇獻逼哀家就範袁不行袁不能讓他露面袁只能噎
只能委屈蝶花了噎

"這件事情袁弘德夫人已然查明袁哀家也沒什么話可説了遥 "胡太后

抿了抿嘴袁別過臉厲聲説道院"傳哀家的懿旨袁將宮女蝶花拉下去噎收
押遥 "

"求太后噎賜死噎"蝶花隱忍着疼痛袁掙扎着坐起來袁微弱地説道遥
胡太后不忍心看見此時的她袁只好扭過頭袁掩嘴説道院"拉下去噎問斬遥 "

"多謝太后浴 "蝶花噙着淚水袁苦笑着低吟院"多謝太后浴 "

董夫人唏噓一聲袁然後扶着精疲力竭的胡太后慢慢走出鏡殿噎
"這么大的事情袁你怎么不跟我商量钥 "內室里袁陸令萱對着坐在鏡

奩邊的女人袁吼道院"你可知道袁你剛纔犯了什么錯钥 "

"犯錯钥 "弘德夫人隱忍悶氣袁透過銅鏡看着怒氣騰騰的陸令萱袁説
道院"在乾娘眼里袁穆麗做什么都是錯的袁所以這一次我就要做給乾娘看
看遥

小番外 --關於高考和復讀

小睿睿三歲的時候袁一位遠房堂哥高考結束後來陸家玩袁遠房表
哥高考考不好袁所以這次來 S市主要是來散心的遥

那時候小睿睿基本上丢在陸宅給陸老太太帶的袁小睿睿那段時間
是非常喜歡這位遠方來的客人袁每天纏着小堂哥講事情袁將他不知道
的事情遥 "哥哥袁你説的高考是什么啊钥 "

"就是很可怕的一場考試遥 "遠房堂哥感嘅出聲袁"不過我沒考好遥
""考試啊袁我知道遥 "小睿睿興奮地説袁"就是一個人做作業是不是钥 "

遠房堂哥用一陣你眞天眞的眼神看着小睿睿院"差不多吧遥 "

"那你考得怎么樣啊钥 "小睿睿問遥
遠房堂哥很受傷院"不好袁所以我要復讀遥 "

小睿睿愣了愣袁然後着急的拉上堂哥哥的手院"你不要服毒啊遥 "

第二天袁陸景曜把小睿睿接回去袁回去的路上小睿睿問爸爸院"爸

爸袁我以後是不是要高考啊遥 ""隨便你啊遥 "陸景曜回答遥
小睿睿院"那我如果考不好是不是就不需要服毒了噎噎"

陸景曜斜睨了兒子一眼遥

小睿睿擔心地低下頭院"我不想服毒噎噎"

陸景曜很想把自己兒子扔下車袁扔下車袁果然那個女人拖低了他
兒子的智商浴
第七十三章

秦予喬在卡羅博士那里進行催眠恢復記憶袁他最初恢復記憶的時
候並沒有很清楚得想起愛丁堡的一切,除了不斷席捲過來的悲傷,愛丁

堡所有的場景都是模模糊糊袁模模糊糊的陸六,不清不楚的場景人物

對話袁剪不斷理更亂的揮之不去的感情糾纏袁但是在那種類似夢境的
催眠中,秦予喬卻能很眞眞切切得感受到了果果情緒,她跟陸六相遇相

愛時的快樂和甜蜜, 依舊戀愛失敗後她的悲傷, 她的壓抑和的不快樂

噎噎
那樣的果果對秦予喬是陌生的,但是同樣是熟悉的,只是一段突然

復甦的記憶就像看一部投入的電影,曲終人散了袁她轉頭看到是滿面
春風的陸六袁然後突然覺得記憶跟現實接軌不上袁出現了違和感袁這是
什么感覺呢袁就像做了一個悲傷的夢醒過來袁然後有個聲音吿訴她這
不是夢袁這是你丢掉的記憶遥

呃袁還是別多想了袁要是讓張展瑜察覺她有這樣的心思袁以後日日見
面相處多尷尬啊張展瑜只覺得寧汐的眼神有些怪怪的袁 壓根不知道寧汐
心里已經轉過了這么多的念頭遥 笑着招呼道院"你做花式冷盤比我強多了袁
還是留給你來吧 "

寧汐深呼吸口氣袁笑着點了點頭袁打起精神繼續忙碌遥
寧有方站在爐竈邊袁自然酷熱難耐袁時不時的用毛巾擦汗遥 張展瑜看

着心疼袁低聲説道院"師傅袁你稍微休息會兒袁我來替你做幾道遥 "

比起擅于出新的寧汐袁張展瑜的廚藝卻是穩扎穩打袁做出的菜肴已經
有了九分寧有方的神髓遥 一般的客人袁根本嘗不出其中的區別遥

寧有方點了點頭袁將大廚的位置讓給了張展瑜袁趁着這短暫的時候休
息片刻遥

一碟冒着絲絲涼氣的果盤忽然遞到了他面前袁 伴隨着果盤一起出現
的袁還有寧汐笑眯眯的俏臉院"爹袁這是客人剛纔點的冰鎮水果袁我多做了
一點袁你來嘗嘗 "

寧有方啞然失笑袁接過盤子吃了幾口袁那股涼意從口腔蔓延至全身袁
果然精神了許多遥

在炎炎夏日里袁能吃上這樣的冰鎮水果袁自然是奢侈的享受遥
鼎香樓開業之後袁 容瑾慷慨的將窖藏的冰塊運了不少過來遥 有了冰

塊袁自然就能做出不少新奇的菜式遥 冰鎮水果做起來簡單袁卻極受客人的
歡迎遥 只要將各式水果放在冰碗里袁等水果徹底涼透了袁再切片裝盤擺出
漂亮的花式就行遥

寧汐做這道菜式的時候袁總是特別的精心遥 將各種水果都雕成漂亮的

造型圖案袁別説吃了袁光是這么看着袁也是一大享受遥
也因此袁這道菜式已經成了鼎香樓最受歡迎的菜式遥
寧有方吃的津津有味袁寧汐也跟着嘴饞起來袁伸手拈起一片水梨塞入

口中袁那冰涼清甜的味道沁人心脾袁簡直美妙絶倫小安子進來看上一眼袁
饞的口水都快流下來了遥 寧汐撲哧一聲笑了袁冲小安子招手院"來來來袁見
者有份遥 "

小安子也不客氣袁拿筷子夾了塊西瓜送進口中袁邊吃邊贊道院"又涼

又甜袁眞是好吃遥 "

寧汐抿唇一笑袁隨口問道院"剛纔上的菜肴夠吃吧 "只有五個人袁她卻
足足做了十幾道菜袁再怎么能吃也足夠了遥

小安子咧嘴一笑院"寧姑娘袁你的手藝可眞是好遥 除了少爺之外袁其他
幾位少爺都吃的讚不絶口呢尤其是那道川汁鴨掌袁味道鮮美極了遥就連少
爺也夸了好遥 "

寧汐心里一動袁不假思索的脫口問出院"那邵晏呢钥 他説了什么沒有钥
"

她的語氣異常的迫切袁眼眸里閃着異樣的亮光遥 小安子微微一愣袁旋
即笑道院"邵公子一直都沒怎么説話袁不過袁他説等你不忙了袁想請你到雅
間説説話遥 "

食客指名要見廚子袁實在不算什么遥 一般來説袁客人大多是因爲比較
滿意當天的菜肴袁才會要求見一見廚子遥 打賞也是少不了的遥

對廚子來説袁這其實是件很露臉很愉快的事情遥

隨
侯
珠

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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