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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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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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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PM,
8：00PM, 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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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添正宗湘菜新添正宗湘菜

85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Golden Palace Seafood Restaurant

˙嶄新裝修 ˙貴賓隔間 ˙大型投影 ˙卡拉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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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點（周五﹑周六）營業時間：

每週七天點心每週七天點心，，周六周六，，周日推車周日推車
（特聘香港點心大師傅，三十年港式點心經驗）

特價午餐，只要$3.99起！

特價晚餐，只要$5.99起！

任性任性！！

正宗川菜正宗川菜（特聘川菜大師）

988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方便菜專櫃方便菜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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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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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敦煌超級市場新敦煌超級市場

本週特價：
豬腳 $0.99/磅

五花肉 $1.89/磅

無頭鴨 $10.50/只

王朝旅遊親自帶隊
北歐+俄羅斯15天（8/6-20）$5969
江南+臺灣16天（3/4-20）$999

(價錢已包機票和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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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5年12月26日 Saturday, Dec. 26, 2015 星期六 2015年12月26日 Saturday, Dec. 26, 2015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周潔曉慧舞蹈學校20152015年度第年度第1818屆舞展屆舞展《《東韻西語東韻西語》》
在史丹福中心劇場圓滿成功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周潔曉慧舞蹈
學校2015年度舞展[東韻西語]於12月
20 日 晚 上 6 時 至 晚 上 8 時 在 10505
CASH ROAD,STAFFORD,TX. 的 史
丹福中心劇場(STAFFORD CENTER)
圓滿成功舉行。舞展把東方的神韻和
西方的舞蹈語言融合在風格各異的節

目中，向觀眾們展示了學生們一年來
的學習成果。活潑的演出，精湛的舞
藝給一千六百多位觀眾們帶來了歡樂
大飽眼福,真是一埸精彩的藝術饗宴。
當晚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
民大使，李桂喜副總領事夫婦,僑務組
組長房振群，,和張鐵虹領事到場觀看

了演出。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
李蔚華,朱勤勤夫婦，及國會議
員希拉傑克森·李的亞裔代表羅
玲,世界大舞台藝術總監 Burton
Wolfe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
謝忠，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蘭
女士，內蒙同鄉會會長郭玉祥
等嘉賓親臨現場觀看了演出。
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在節目開演
前上台發表講話，對周潔曉慧
舞蹈學校 18 年來堅持傳播和弘
揚民族文化的精神大加讚賞，
對學校多年來熱衷於參與社區
文化和僑界各項活動開展所作
出的積極努力給予肯定！羅玲
女士代表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
李給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學校頒
發了“文化傳播特別貢獻獎”
以此鼓勵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為
東西文化的交流與傳播所作出
的努力。李桂喜副總領事親自
上台為5位畢業生頒獎，讚賞她

們 為 學 習 中
國 文 化 所 付
出 的 這 一 份
堅 持 和 喜 愛
。 美 南 新 聞

暨美南電視台董事長李蔚華
等嘉賓還特地為舞展送來了
花籃以祝賀演出圓滿成功,
並 且 上 台 與 高 曉慧校長及
參加表演師生們合影留念。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總
領事李強民大使在致詞中強
調，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是享
有良好聲譽的華人藝術團體
，致力於傳承中華文化，培
養青少年藝術人才，通過舉
行舞蹈等級考試，推薦學生
參加全美和國際比賽，主辦
藝術交流活動，發揮資源優
勢積極參與僑社活動等方式
，不斷提高藝術教育水平，
促進中美文化交流。這些成
果極大地擴大了休斯敦在海
外華人藝術領域的影響力,有
益地推動了中華文化在美國
的傳播和弘揚.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約
300 名 5 至 18 歲的學生和成
人班在這次的舞展共有22個
全新傑出創編節目呈現給觀
眾，中國古典舞、各族民間舞、當代
舞,芭蕾、現代舞、弗拉明戈舞，東方
的神韻，西方的摩登，讓這些在美國
土生土長的華裔孩子們拿捏得有分有
寸，無論是對舞蹈語彙的把握還是對
音樂及舞蹈表演的沉醉，都能使觀眾
們體會到舞蹈藝術在孩子們對中國文
化的認知和傳承上的引領和陶冶的無
窮魅力和深遠的意義！

他們以舞蹈這一唯美的藝術形式
生動展現了中華文化的精髓，以中西
合璧的方式讓美國觀眾體驗到濃濃的
東方韻味。

今年有5個學生畢業，會上播放
她們在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從小至今學
習舞蹈情形,接著她們在舞台上表演獨
舞片段，向多年辛勤培育她們的老師
表達感謝之意.

由於桃李滿園周潔曉慧舞蹈
學校在傳播中國文化工作中的突
出貢獻，國務院僑辦將每年從中
國派出兩位優秀舞蹈教師協助學
校的教學工作，高曉慧校長表示
這無疑使本就高質量教學的周潔
曉慧舞蹈學校如虎添翼！在此次
展演中，兩位年輕的梁詩詩等教
師也為休斯頓的觀眾們獻上了高
水準的獨舞表演,廣受歡迎.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自 1977 年
創辦至今已走過18年辦學過程，
成為休斯敦最具影響力，全美最
成功、發展最快的華人舞蹈學校
，已先後舉辦過17屆大型舞展。

100 多位學生在美國、中國大陸、香
港、澳門等各類舞蹈大賽中獲獎無數
，同時有多人榮獲休斯敦華埠小姐和
全美華埠小姐桂冠。

高曉慧校長說明，周潔曉慧舞蹈
學校和上海周潔舞蹈學校[姐妹學校]
，並與上海歌劇舞劇院簽約成為教學
交流基地，定期聘請中國一流舞蹈專
業團體的老師來美授課；作為中國東
上海國際影視集團和浙江衛視的海外
基地，該校還為孩子們提供了更多藝
術發展和展示的舞台。

高曉慧校長表示,周潔曉慧舞蹈學
校自開辦以來不光得到總領館的大力
支持，也得到了僑界各界人士的幫助
和厚愛，所以學校一直以來都想以更
多、更好地推廣舞蹈藝術來作為回報
服務於社會。介於優秀及充足的師資
力量，開設分校，為西區的華裔提供
更多更方便的教學的願望將於新年實
現！ 1 月 8 日，Katy 分校將正式開課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將開始又一個新
里程。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副總領事李桂喜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副總領事李桂喜、、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
的亞裔代表羅玲的亞裔代表羅玲、、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等嘉賓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等嘉賓
與校長高曉慧及參加的表演的學生們合影與校長高曉慧及參加的表演的學生們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幼兒舞蹈幼兒舞蹈””京韻京韻““((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羅玲女士代表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給學羅玲女士代表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給學
校頒發了校頒發了““文化傳播特別貢獻獎文化傳播特別貢獻獎””以此鼓以此鼓
勵學校為東西文化的交流與傳播所作出的勵學校為東西文化的交流與傳播所作出的
努力高曉慧校長代表接受努力高曉慧校長代表接受、、中國駐休斯頓中國駐休斯頓
總領事李強民大使總領事李強民大使、、晚會主持人晚會主持人Rose LiRose Li、、
James LiJames Li 觀禮觀禮((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美南新聞暨電視台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暨電視台董事長李蔚華、、朱勤勤夫婦朱勤勤夫婦，，陳家陳家
杰杰、、劉智元劉智元、、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的亞裔代表羅玲女士等親臨現場觀看了周潔曉慧舞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的亞裔代表羅玲女士等親臨現場觀看了周潔曉慧舞
蹈學校第蹈學校第1818屆舞展演出屆舞展演出((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BB22 BB1515廣告天地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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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rling McCall LexusSterling McCall Lexus

Danny Hou(中英雙語)

Sales Consultant(銷售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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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RX

832-361-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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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 HOUSTON
OF

Dan KaoDan Kao
Sales ManagerSales Manager

Efan HsuEfan Hsu
Internet ManagerInternet Manager

華語專線：

225-921-9157

11890 Katy Fwy
Houston TX 7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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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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手工製作麵食純手工製作麵食

Lucky Pot Restaurant
電話電話：（：（713713））995995－－9982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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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肉燒賣
手抓餅

芝麻大餅
手擀麵條
韭菜餡餅

特 價特 價
筍殼魚(一條)

$16.95

椒鹽小河蝦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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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登錄可以登錄：：1818song.comsong.com

二十年安裝經驗

蓮鎮金剛上師是蓮生活佛
親自認證“黑蓮花童子”轉世

再來人

根本傳承上師聖尊根本傳承上師聖尊
蓮生活佛慈悲加持蓮生活佛慈悲加持

密儀雷藏寺 地址﹕7734 Mary Bates Blvd.,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88-8822 傳真﹕713-988-8488 www.TBTHouston.org

隨喜贊助﹐共沾法益﹐同沐佛光

真佛宗密儀雷藏寺
息災祈福敬愛超度

大法會
感恩共襄盛舉感恩共襄盛舉
吉祥如意圓滿吉祥如意圓滿

所有功德主及報名眾等業障消除﹑消災解厄﹐身體健康﹐增福延壽﹐運程亨通﹐財源廣進﹐心願圓滿﹐一切吉祥如意圓滿﹒

報名費用﹕一切隨意﹐抬頭支票﹕TRUE BUDDHA TEMPLE

12月25日 星期五（8：00PM）
南摩大白蓮花童子息災祈福超度護摩法會

12月26日 星期六（8：00PM）
南摩愛染明王息災祈福敬愛超度護摩法會

12月27日 星期日（2:00PM)
南摩無極瑤池金母除障轉運替身

護摩大法會
替身法每位$88美元，九片護摩片。

三朵蓮花三包金紙紙人一張。

法王蓮生活佛

恭請真佛宗主壇恭請真佛宗主壇““金剛上師金剛上師””蓮鎮金剛上師蒞臨蓮鎮金剛上師蒞臨

12月27日星期日 6：00pm晚宴
7：00pm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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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超市均有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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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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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沈玉蓮

两岸专家畅谈“文化 +”园区建设要让链接产生创新

用沟通搭建桥梁中科招商与胡海泉战略合作
进军影视文化产业

中國經濟網北京 12 月 18 日訊
渊記者 魏金金冤在野互聯網+冶的時代背
景下袁文化産業的創新發展袁無疑將會
成爲今後野十三五冶時期尤爲重要的發
展主題之一遥如何發展新型文化業態袁
提高開放尧協調尧共享等在內的質量型
增長袁漸成國內各地文化産業領域人士
思考與探索的焦點遥17日下午袁由中央
文化管理幹部學院主辦的野耶文化+爷與
文化産業園區建設冶主題對話在尙 8國
際廣吿園舉行袁來自全國各地近百位文
化産業人士出席並參加袁主題對話由中
央文化管理幹部學院科硏處畢緒龍主

持遥
主題對話現場袁從左到右依次是畢

緒龍尧劉結成尧李正芳尧史勁松
據瞭解袁參加此次活動的嘉賓分別

是台灣華山文創園營運長李正芳袁北京
大學文化産業硏究院院長助理尧硏究員
劉結成袁尙 8文化集團總經理史勁松 遥
圍繞 野耶文化+爷與文化産業園區建設冶
這個主題袁分別討論瞭如何理解和認識

野文化垣冶尧野文化垣冶背景下文化産業園區
如何創新發展模式尧如何運用野文化+冶
思維發揮文化産業園區的平台功能尧
野文化垣冶背景下文化産業園區如何發揮
創新創業孵化作用尧野文化垣冶背景下文
化産業園區如何發揮創新創業孵化作

用等五個焦點問題遥嘉賓分別結合自身
實踐經驗袁各抒己見袁共享交流袁思維碰
撞遥

圍繞野文化+冶的生態構建袁李正芳
提出要堅持以人爲本袁圍繞文化的內在
力量,在不同程度上將其與新技術尧新服
務等進行融合創新曰劉結成則談到袁文
化本身是一種生活方式袁野文化+在冶融

合的過程中要注意營造一種包容的環

境袁讓鏈接産生創新袁野讓該遇見的人相
遇冶袁通過跨界産生新的力量曰史勁松詳
細介紹並強調野文化垣冶與人的需求的利
益關係袁通過整合需求打造專業服務平
台袁進而提供資源對接尧資金尧管理尧培
訓尧服務等方面的服務袁從而讓人可以
在開放共享的平台上享受更爲舒適的

工作與生活遥
曲江新區管理委員會文化産業發

展局局長王海煕 中國經濟網記者魏金

金/攝
期間袁在互動討論環節袁來自陝西

西安曲江新區管理委員會文化産業發

展局局長尧文化産業發展中心主任王
海煕就文化産業園區內部的孵化器經

營簡單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與觀點遥王海
煕談到袁大衆創業尧萬衆創新時代袁大陸
各地的文化産業園區出現了很多衆創

空間和孵化器袁這其中旣有國營袁也有
民辦遥國有的孵化器的優勢在于它可以
從國家和政府拿到大量的資源袁弊端卻

是管理粗放袁但由此也失去了很多商業
機會曰而民營性質的孵化器或是衆創空
間則可以充分挖掘更多潜在的商業機

會袁但卻無從享受或獲得政府的一些重
要性資源遥在這種利益分配下袁國有和
民營創新機構到底應該怎么來結合從

而破解它們在體制尧機制上的一些瓶頸
性問題遥

對此袁李正芳現場坦言袁有關體制
的問題袁的確是困難的事情袁野但除了政
府之外還有第三方的力量袁有助于其更
有效率得運作冶遥李正芳以華山文創園
運營的親身經歷談到非營利組織在國

有與民營機構之間過渡調節中發揮着

重要的作用袁野用基金會的身份以及其

天生的使命運作能夠幫助民間企業在

利潤追求上發揮效率冶袁也能夠在一定
程度上達到政府所想要的政策目的遥同
時袁站在政府規劃管理角度袁李正芳表
示袁如果能夠提出讓社會支持尧讓政府
滿意的有遠見的計劃袁第三方角色的運
營籌劃相對也會做得比較順利遥

同樣史勁松表示袁野大衆創業 萬衆
創新冶時代袁目前國內對創業的宣傳存
在過度傾向袁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對年
輕人有一定的誤導袁野目前我們很多年
輕人的創業袁我認爲有浮躁化的程度袁
而且非常高冶曰其次袁從地方政府層面來
看袁各地在鼓勵支持雙創計劃上都給出
了非常優厚的條件袁但關鍵在于要對地
方文化有非常深入的瞭解袁野做文化一
定不是兩三年的事情袁我們不是商業地
産開發商遥

要想把品牌做得更加廣泛袁在實操
上就要結合當地人和當地文化的東

西冶袁進一步強調抱團取暖袁開放共享袁
互利共贏的重要性遥

2015年接近尾聲袁股權投資機構中
科招商又出野奇招冶袁宣佈與海泉基金戰
略合作袁進軍國內影視文化投資行業遥

據悉袁中科招商 渊股票代碼院
832168冤此次與海泉投資基金合作袁將
共同出資設立中科海泉影視文化創業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袁注冊資本 1000萬遥
中科招商出資 510萬佔股 51%袁胡海泉
佔股 40%袁胡海泉將在合資公司擔任董
事及投委會委員一職遥此外袁中科招商
執行副總裁鄧力亦在中科海泉投資中

佔有 9%的股份袁爲野管理團隊的持股冶遥
胡海泉身爲歌手音樂製作人袁同時

也是中科招商旗下股權投融資平台雲

投匯的野明星領投人冶遥
不過袁胡海泉此次與中科招商的合

作並非其與私募股權投資機構的首次

合作遥此前 11月袁海泉基金與總部設在
上海的風投公司野老鷹基金冶達成協議袁

擬在文化創意産業方面開展合作遥
中科招商董事長單祥雙在新聞發

佈會上表示袁文化産業需要強大的資本
助推袁自己作爲投資人正好可以實現與
文化跨界的融合遥他説袁野這是我更爲眞
實的那一面袁靈魂深處對文化有一種渴
求與追求袁文化産業是我的一個情結遥冶

中科招商認爲袁文化産業是中國經
濟新常態下的産業袁未來發展空間巨
大袁從長遠來看袁此舉有利于公司綜合
實力的提陞袁對公司業績提陞將帶來積

極影響遥
這也不是中科招商第一次涉足文

化産業遥此前袁中科招商曾經投過慈文
影視尧長龍影視並成功上市實現退出袁
此次發起設立和受託管理影視文化類

股權投資基金袁是中科招商在文化産業
領域的進一步佈局遥在國外袁股權投資
機構藉助演藝明星的影響力和對文化

娛樂産品的理解力進行跨界資源融合

已不鮮見遥
今年 3月袁中科招商在新三板募集

百億資金以來袁在資本市場的動作可謂
眼花繚亂遥

公司從過去奉行野低調文化冶轉變
爲如今的野高調做事冶袁不僅在股市大跌
中宣佈逆勢舉牌 16家上市公司袁還宣佈
創設股權投融資平台雲投匯尧收購硅谷
創投機構 AngelList股份等袁擬打造成爲
一個全産業鏈的金融平台遥

中新網南京 12月 18日電(賈夏 吳
逸 劉銘)野掀起你的蓋頭來袁讓我看看
你的臉噎噎冶17日袁江蘇省淮陰師範學
院敎育科學學院民族風情文化節精彩

開幕遥使同學們近距離感受到多民族文
化魅力袁充分展示各民族學生風采遥

野回族男子
新婚帶什么顔色

的帽子钥黃道婆
把哪個民族的紡

織工藝帶到了中

原袁促進了我國
紡織業的發展钥冶
一場少數民族知

識問答爲晩會做

足預熱袁在座師生都踴躍參與袁氣氛相
當熱烈遥掌聲未息袁便傳來了獨特的少
數名族語言遥來自雲南大理的白族同學
用他渾厚的聲音向在座觀衆介紹了白

族的歷史尧習俗尧建築等袁給同學們拓寬
視野尧增長閲歷遥

當天晩上袁土家族尧回族尧苗族尧維

吾爾族尧哈薩克族等衆多少數民族同學
一一展示袁獨特的異域風情讓人心馳神
往院叶天竺少女曳服飾精美袁舞姿動人曰布
依族舞蹈叶好花紅曳曼妙舞姿袁令人陶
醉遥一首叶套馬杆曳激起台下觀衆的熱
情袁鼓掌聲不斷袁吶喊聲不絶曰哈薩克族

同學的情歌對唱袁
男生低音在口邊袁
女聲高唱在耳邊袁
聲聲入耳袁直擊心
靈遥最後袁一場精彩
華麗的民族服飾走

秀爲晩會畫上了一

個完美的句點遥
淮陰師範學院

敎育科學學院黨委書記顧書明尧黨委副
書記高衛國尧副院長何杰等領導老師觀
看了本次晩會遥顧書明作開場演講袁他
表達了對同學們展現多元化才能的欣

喜袁也相信敎科院野專業敎育尧職業敎
育尧素質敎育冶的辦學理念可以充分激
發和鍛煉同學們的更多才藝和潜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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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天主教 「耶穌聖心堂」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為了迎接聖誕佳

節，特別於十二月二十四(星期四)及二十五日(
星期五)舉行聖誕節彌撒聖祭，一共三台，由林
育明神父主祭，周國復執事同祭。彌撒地點為位
於 布 蘭 諾 區 的 「耶 穌 聖 心 堂 」，其 地 址 為
420114thSt，Plano，Texas75074，詳細地圖請見本
報宗教版廣告。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為了迎接聖誕佳
節，除了舉行聖誕彌撒外，二十三年來更積極參
與達拉斯St.James天主堂之仁愛修女會(此乃諾
貝爾和平獎得主，已去世之德勒莎修女所創)之
一系列慈善助貧之活動，例如認捐禦寒之冬季

毛毯百餘份，分送給所服務之南區貧困社區約
七百多貧戶的貧困家庭，使他們能夠感受到社
會之溫暖及關懷。如福音中主耶穌所言“凡是你
們對我最小的一個兄弟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團體為了鼓勵教友們，迎接聖誕佳節，亦舉行
了將臨期避靜(亦即退省Retreat)。協助教友們能
於將臨期前，在忙碌之生活中，藉著默想、反省、
和好聖事、妥善準備心靈，滌盡塵念，迎接主耶
穌之來臨。今年將臨期避靜，堂區邀請方濟各會
的會士白宇傑神父來帶領，目前正在華盛頓天
主教大學深造的白神父，有精湛的神學基礎，卻
善用風趣之生活例子，來詮釋信仰。此次避靜的

主題是「耶穌，仁慈的面容！」
。他特別藉聖經宣講耶穌之
仁慈及介紹教宗帶領全世界
天主教會進入聖神「慈悲年」

的恩寵並將這慈悲年向全世界傳遞。
依據天主教的傳統，莊嚴隆重的“聖誕子夜

彌撒”，將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四)當晚十一
時四十五分於「耶穌聖心堂」舉行。除了“聖誕子
夜彌撒”外，「耶穌聖心堂」另於下午五時，特舉
行一台“聖誕英文彌撒”，讓家中有幼童之教友
們，可提早望聖誕節彌撒。除了彌撒聖祭外，自
當晚十時到十一時將有朝拜聖體及和好聖事(
即告解聖事)，若教友無法在這段時間，領受和
好聖事者，亦可以電話(972)-516-8500 與林育
明神父預約其他之時間。當晚十時四十五分起

至十一時三十分，將由「聖詠團」及青少年兒童
們以他們美妙的歌聲，傳報聖誕佳音。

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中英文彌撒合併，
於上午十一時正，於「耶穌聖心堂」舉行“聖誕天
明彌撒。歡迎僑學各界朋友們依您適合時間，回
到"主的家”來參加莊嚴隆重又喜樂平安的聖誕
彌撒，縱合上述，三台聖誕節之彌撒時間如下：
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下午五時(英語)
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四)：
晚上十一時四十五分“聖誕
子夜彌撒”
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上午十一時“聖誕天明彌撒
”。(聖心堂供稿)

十二月二十四 日 及 二十五日 將舉行莊嚴
隆重 之"聖誕子夜彌撒" 及"聖誕天明彌撒”

歡迎 朋友們回“主的家”慶祝“平安夜”迎接 聖誕節

這是海天合唱團的傳統，每年我們都會舉
行一個耶誕節聚會。今年也不例外，聚會就在副
團長精美舒適豪宅中熱鬧展開。12/13/15晚上
團員們帶著自家拿手佳肴準時參加，可惜我們
合唱團指揮老師及靈魂人務林菁教授因重感冒
未克出席。”Pot-Luck”菜色林林總總，有開胃麻
辣粉皮，涼拌小黃瓜，健康蒸白地瓜，臘味糯米
飯，海鮮炒米粉，上海炒年糕，煙燻三文魚鮮蝦
拼盤，棒棒雞絲，肉丸蔬果串，紅燒雞翅，烤排骨
，炸裡脊，苦瓜鑲肉，酸甜雞丁，白菜獅子頭，義
大利千層麵，等等…再加上精緻甜點，水果，果
凍，紅豆湯;將厨房的花崗岩檯面排的滿滿滿。
六點準時開席，酒酣耳熱，大家大快朵頤。隨後
餘興節目登場，首先由男主人 Edison 獻唱”
Edelweiss”字正腔圓引起許多共鳴。夫唱婦隨，
接著由女主人 Stella 帶來兩首動聽歌曲”Nel
Cor Piu Non Mi Sento”and“O Holy Night”。將
本次聚會慶祝聖誕帶入高潮。再接再厲一對夫
妻檔賢伉儷 Tony&Betty 清唱”Little Drummer
Boy”男低音和女中音配合完美演出。接著由
Ariel 優美女高音獻上兩首名曲:“Ava Maria”&

“Amarilli，Mia Belle”，天籟歌聲餘音繞樑。聽完
女聲，隨後James鄧教授演出”
On the street where you live”
from“My Fair Lady”。James 的
渾厚男中音與唐夫人對白讓
大 家 重 溫 精 典 好 片 場 景。
James亦獻上“White Christmas
”合時合景。聽完多首西方名
曲，陸時時小阿姨唱出”花好
月圓”。她那纖纖蔻丹蓮花指，
唱做俱佳帶來滿堂彩。大飽耳
福之後，由本姑娘帶動唱跳”
瀟灑走一回”。全身運動，幫助
消化飽食後多餘卡路里。

本次聚會另一重點為討論明年奧地利演唱
及旅游。Edison以他留學居住歐洲多年經驗，提
出完整建議。精美幻燈片介紹歐式城鎮，宮殿，
花園，鹽礦等特殊景點。團員們均心動不已，對
六月奧地利大教堂演唱之旅既興奮又期待。令
一重頭戲登場，終于要玩白象禮物交換游戲
(Groupgame，White Elephant)!首先我們致贈合
唱團伴奏Mr. John Tarver聖誕卡片及紅包感謝
他多年支持及教導，並由 John&Paula夫婦率先
抽獎。抽獎過程高潮迭起，各個人依序精挑細選
。烏龍禮物搞笑令人噴飯，精緻禮物則引起小小
爭奪戰。譬如有一條美麗絲巾就數度易主，但仍
一團和氣，人人有獎，皆大歡喜。真是好好玩，太
開心了!

我們前任團長 Lily 小姐驚喜出現，帶來她
的小師弟為大家演奏 Lily 自譜爵士樂新曲。曲
調輕快流暢，十分悅耳動聽，真是學有所成。感
謝 Lily 分享，更加感念她四年來對海天的無私
付出及熱心帶領。希望她能在課餘之暇能早日
回歸海天合唱團這個溫馨大家庭。同時要感謝JJ
，Ron，Bill的全程錄影及攝影留念，將這美麗的
2015聖誕聚會好好記錄下並留存在我們心中。

此次聚會我們有新團員也喜見老朋友，海天的
宗旨就是將歌聲笑聲帶給自己也分享大家。海
天合唱團有最專業國際知名林菁教授指揮教導
，名鋼琴家Mr。JohnTarver伴奏。學習中外各國

名曲，結交好朋友，參加海天是我這十年來最快
樂時光。我愛我的海天大家庭!更歡迎愛好音樂
之舊雨新知加入我們的行列!(敦珮供稿)

海天合唱團海天合唱團 歌聲笑語迎聖誕歌聲笑語迎聖誕

QS151224A達福社區

QS151224C達福社區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的聯邦和州政府認證的
導航員（CertifiedNavigator)從十月一日起到明年
一月三十一日止，在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為華
人社區，辦理免費協助申請歐巴馬全民健保
（ObamaCare)、兒童健保(CHIP)、孕婦醫療補助
(PerinatalCare)。

申請歐巴馬全民健保，全戶最低收入可以
符合申請和減免保費如下（預估2016年全戶收
入）：家庭成員 1 人$11,770，家庭成員 2 人$15,
930，家庭成員3人$20,090，家庭成員4人$24,250
，家庭成員 5 人$28,410，家庭成員 6 人$32,570。
申請日期從十一月一日(11/1/2015)開始到明年
一月三十一日(1/31/2016)截止。已經在今年十
二月十五日前完成申請手續的人，他們的保險
將在明年一月一日生效。在2016年一月十五日

以前完成申請手續的人，他們的保險將於明年
二月一日生效，在一月十六日至一月三十一日
之間完成申請手續的人，保險將在三月一日生
效。合乎申請全民健保條件，但是選擇不加入任
何健康保險的人，在一年當中如有九個月以上
沒有醫療保險，在 2016 年成人將需繳付罰款
$695，小孩$347.5，或2.5%全家收入。

沒有健康保險也無法申請Medicaid的低收
入孕婦，可以申請孕婦醫療補助(CHIPPerina-
talCare)。孕婦醫療補助的全家每月收入上限如
下：家庭成員1人$2,014,家庭成員2人$2,714，家
庭成員3人$3,416，家庭成員4人$4,115，家庭成
員5人$4,815，家庭成員6人$5,517。只要是定居
在德州的孕婦，家庭收入未超過上限規定，不管
有沒有合法身分都可以申請。而且全年都可申

請。有公民或綠卡身分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可
以申請兒童健康保險（ChildrenHealthInsuran-
ceProgram,CHIP)。

從11月8日起到明年1月31日止，每星期
一，五，六，日有導航員在華人中心回答問題和
協助申請，歡迎到華人活動中心索取詳細資訊。

中心地址：400N.GreenvilleAve.#12,Richardson,
TX75081。同時亞美健康關懷服務在2223Roy-
alLn,Dallas,TX75229每星期二到星期五，也有導
航員協助韓國人和韓國華僑申請。歡迎打電話
到469-358-7239資詢或預約面談。
(亞美健康關懷供稿)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提供免費服務
協助民眾申請全民健保、低收入兒童健保，和孕婦醫療補助

佳節報佳音，路凱美專十
二 歲 小 畫 家 徐 若 晶（Crystal
Manyloun）在 榮 獲 所 在 Col-
leyville1 學校節日賀卡繪畫創
作比賽第一名的基礎上，力挫
勁旅，勇奪桂冠，更榮獲了整個
GCISD學區中學組的第一名。

徐若晶是個聰明可愛的小
女孩，她和妹妹倆同在路凱美
專進行深造。她們倆經過路凱
美專系統、專業加獨特的“路
凱高效教畫法”的教學方法的
學畫，在逐步加深地打好了扎
實的繪畫基礎和技巧的同時，
又訓練和培養了豐富的想像和創作，一步一脚
印，進步很快。

2013年春天，徐若晶在第十八届達拉斯丶
福特沃斯地區亞裔兒童繪畫 (當場！) 比賽中，徐
若晶榮獲年齡組的第一名。此届比賽競爭尤為
激烈，在舉辦單位指定的地點丶規定的時間和
要求，當場發紙，當場收卷，為時三個小時。來自
達福地區不同的中文學校丶美術學校丶畫室等
亞裔、美裔、墨裔等的小朋友參賽。

2013年底，徐若晶再次奪冠，又榮獲了所在
Colleyville1學校reflections繪畫創作比賽的第一
名。

2014年，徐若晶在學校節日賀卡繪畫創作
比賽中獲得第一名勝出的基礎上，更榮獲了整
個Colleyville1學區中學組的第一名。

更為重要的是，徐若晶所學到的繪畫一技
之長，不僅非常有效地幫助了她順利地完成了
學校的日常功課、Project的插圖等，贏得了高分
，更提升了她的自信心。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徐若晶家住 Col-
leyville1，到Plano教室上課相距甚遠，但他們從
不間斷，堅持補課，寒冬酷暑，風雨無阻。所以，
成功學子的背後更離不開家長們辛勤接送的毅
力拚搏。俗話說，天道酬勤，徐若晶的家長，也得

到了甜蜜的回報。
該校由阮老師主教，阮老師美術碩士研究

生，以杰出人才 - 美術家移民美國，有著三十年
中西方專業美術教學的豐富經驗，教學極為獨
特，教學碩果累累，舉例：“九連冠”：從 2005 -
2013年（主辦單位停辦為止），長達九年，連續九
年蟬聯達福地區亞裔兒童（當場！）繪畫比賽團
體總分第一名，真是疾風知勁草，路遙知馬力。
衆所周知，繪畫和繪畫教學是分別屬於兩個既
有聯繫，又有區別的領域，一個美術專業或工作
者，並不等同于一個美術教師。繪畫是藝術，教
學更是一門藝術，兩者的最佳結合，才能產生最

佳的教學效果。阮老師正是難得的、具有這兩者
最佳結合的優秀美術教師。

阮老師獨創的“路凱高效教畫法”，由中國
高科技產業化創新委審定編入《盛世之光---
中國當代創新理論與實踐》大型文獻，加以推廣
和普及。

為確保教學質量，路凱美專實行小班制，全
職特級優師，中英文講課。由于小班制，加之
Waiting List，名額有限，按報名先後，額滿為止。
詳情請電：(972)517-7192(路凱供稿)

徐若晶榮獲GCISD學區
節日賀卡繪畫比賽第一名

路凱
美專

CrystalCrystal獲獎賀卡獲獎賀卡

CrystalCrystal 11st Place of GCISDst Place of GCISD

CrystalCrystal在領獎臺上在領獎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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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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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逼軟殼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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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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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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天營業

例湯水果

八人和菜 $1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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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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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二人和菜 $19.95
三人和菜$36.95
四人和菜 $45.95
五人和菜 $55.95
六人和菜$6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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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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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日本人稱東亞安保環境嚴峻
期待與鄰國合作

人類將首次打穿地殼地幔邊界
中美等國參與

鐵娘子撒切爾夫人遺物拍賣
其孿生兒女鬧翻臉

綜合報導 蔚藍色的西南印度洋，連

日來晴空萬里。“決心”號大洋鑽探船

自16日晚抵達後，穩穩地停在這片位於

南緯32度42分、東經57度17分的目標海

域，連夜展開大洋鑽探工作。來自美國

、英國、中國等12個國家30名科學家參

加的這次大洋鑽探活動，準備在西南印

度洋中脊一處名為“亞特蘭蒂斯淺灘”

的地方，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打穿地殼與

地幔的邊界。整個鑽探計劃分3個航次，

本次開展的是首次鑽探。

亞特蘭蒂斯淺灘位於海水下方約700

米深處。“決心”號抵達後，一個巨大

的水下電視攝像系統和鑽桿一起，通過

船底與海水相連通的月池緩緩放入海底

。在燈光的照射下，亞特蘭蒂斯淺灘的

神秘面紗被小心翼翼揭開，通過電纜線

在船上電視螢幕上直播。經過近10個小

時的搜尋，水下錄影機17日終於找到一

塊合適的平坦區域。“決心”號鑽探人

員連夜在此展開鑽孔重返裝置的安裝工

作。他們將鑽桿、返孔錐下部導管和底

座以及一個擴孔器套在一起，緩緩放入

海底。鑽桿抵達海底後，鑽頭開始鑽進

。隨著鑽孔一點點深入，返孔錐下部導

管和擴孔器就會一點點嵌入鑽孔。

18日傍晚，經過整整一天鑽進，10

多米長的導管和擴孔器已全部嵌入鑽孔

，返孔錐底座也安裝在鑽孔口。通過月

池，工人們將漏斗狀的返孔錐套在鑽桿

上，讓它順著鑽桿落到海底的底座上。

反轉鑽桿，擴孔器收縮，直徑變小，就

可牢牢固定返孔錐。

這些安裝工作完成後，船上就可收

回“打底孔”的鑽桿，換上專門鑽取岩

芯的鑽桿。19日下午，岩芯鑽桿順利進

入了鑽孔。科學家將這個鑽孔編號為

U1473A。今後一個多月中，“決心”號

將一直在這個孔裏鑽取岩芯。

岩石是一定地質作用的產物，形成

和穩定於一定的地質環境。每當地質環

境改變，岩石也將隨之改變。因此深入

研究岩石，就能窺探地球發展和演化過

程的“蛛絲馬跡”。大洋鑽探猶如打入

海底的“岩石探針”，直接獲取珍貴的

研究樣品和科學數據。

科學家期待通過鑽取U1473A孔的岩

芯，研究一系列科學問題，如下地殼的岩

石是如何分層的？下地殼中有多少地幔混

入？莫霍面是否代表了地幔的蝕變邊界？

下地殼和含水的地幔中是否存在生命？

綜合報導 撒切爾夫人辦公時用

的首相紅箱。這次拍賣共有超過350

件總價值100萬英鎊(約合人民幣981

萬元)的遺物，拍賣品來自撒切爾夫

人62歲的女兒卡羅爾。

英國已故前首相瑪格麗特· 撒

切爾夫人的400多件遺物近期被拍

賣，受到全球買家的熱情追捧，拍

賣總價遠超預期數十倍。

不過，英國媒體援引知情人士

的話報道，撒切爾夫人的兩名雙胞

胎子女對是否拍賣母親遺物持不同

意見，兩人矛盾已經激化到“不能

待在同一個屋檐下”的程度。

英國佳士得拍賣行舉行傳統拍

賣會、網上拍賣會兩場活動，總共

拍賣撒切爾夫人的418件遺物，包

括手提包、連衣裙、翡翠項鍊、鑽

石胸針、傢具等物品，甚至還有婚

紗。

最終，本次拍賣的全部物品被

來自44個國家和地區的買家一搶而

空，拍賣總價超過450萬英鎊(約合

670萬美元)。

佳士得銷售部門主管阿德里

安· 休姆—塞耶說，此次拍賣會收

穫“非同尋常”的熱烈市場反應，

拍賣總收入“遠遠超過我們先前預

期”。

例如，撒切爾夫人的一隻公文

包原先估價3000英鎊(4468.5美元)

至 5000英鎊(7447.5 美元)，不料最

終成交價高達24.25萬英鎊(36.12萬

美元)。

另外，美國時任總統羅納德· 裏

根1984年贈送給英國時任首相撒切

爾夫人一件美國禿鷹模型，在此次

拍賣中估價5000英鎊至 8000英鎊

(1.2萬美元)，最終卻拍出26.65萬英

鎊(39.69萬美元)的高價。

不過，英國《每日郵報》19日

援引知情人士的話報道，拍賣“鐵

娘子”遺物是她女兒卡蘿爾的主意

，而兒子馬克持激烈反對態度。圍

繞拍賣一事，馬克與卡蘿爾這對雙

胞胎兄妹已經“鬧翻”，甚至到了

“不能待在同一個屋檐下”的地步

。

綜合報導 日本外務省不久前進行了

一項關於外交的民意調查。對於“是否

認為東亞地區的安保環境日趨嚴峻？”

這一提問，80%以上的受訪者做出了肯定

回答。

據報道，為了解日本人在外交問題

上的想法，日本外務省自今年 11月 30

日到 12 月 2日以該國 20歲以上的國民

為對象進行電話調查，收到 1000 人的

回答。

對於“是否認為近年來東亞的安保

環境日趨嚴峻？”這一提問，53%的受訪

者回答“完全同意這一看法”，30%的受

訪者回答“相對而言，較為同意這一看

法”，做出肯定回答的受訪者合計超過

80%。

此外，在回答“日本與韓國應在哪

些領域進行相互合作？”這一多選提問

時，82%的受訪者回答“文化交流”，佔

比最大。79%的受訪者回答“環境和氣候

變化問題”以及朝核問題等。

美京中華會館舉辦「大華府地區耶誕佳節茶話會」
【本報華府訊】美京中華會館於12月19日下午，假華府僑
教中心舉辦「大華府地區耶誕佳節茶話會」活動，包括大
華府地區各僑務榮譽職人員及僑團（校）負責人逾200人
出席；駐美代表處教育組組長劉慶仁、領務組組長吳文
齡、副組長馬博元、秘書廖朝宏、楊立彥、蕭瑤，以及僑教
中心主任劉綏珍、副主任賴思琦均出席與會。

美京中華會館張和成主席首先致詞表示，為加強大
華府地區社團間之橫向聯繫，該會館特別於歲末年終之
際舉辦「耶誕佳節茶話會」，感謝大華府地區各僑務榮譽
職人員及僑團（校）負責人的熱情參與，讓各僑團有機會

交流互動，
促 進 僑 社
團結和諧。

僑 教
中 心 劉 主
任 亦 於 會
中 代 表 僑
務 委 員 會
頒 發 本 年
度 首 次 榮
獲 僑 營 台
灣 美 食 標
章 之 好 客
來餐廳，以
及 再 度 獲
獎 的 海 珍
樓 及 新 陶
芳餐廳。接
著 由 各 僑
團 代 表 輪
流 上 台 表
演節目，會
場 氣 氛 歡
樂，與會僑
領 交 流 熱
絡，活動歷
時 約 兩 小
時後，在互
道 聖 誕 快
樂 聲 中 圓
滿 落 幕。
(攝影:黃政
傑)

中華會館主席張和成 主持人:李治瑞領務組組長吳文齡僑教中心主任劉綏珍

榮獲僑營台灣美食標章之好客來

榮獲僑營台灣美食標章之海珍樓

榮獲僑營台灣美食標章之新陶芳
烏克莉莉合唱表演

小朋友舞蹈表演

台聯回合唱表演

中華會館職員合唱

中華會館主席致贈耶誕禮品給到場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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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抽獎﹕
KAWAI 鋼琴(價值$15,000)﹑陳納德
畫像﹑吳歡（著名戲劇家新鳳霞之子)
名字畫名茶等百種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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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乔治五世四季酒店顶楼套房售价每晚 3.07万美元，看上去就像一间布置精美的公寓。三间卧室各自配有大型衣

柜和超大大理石浴室。

开设在毛里求斯的瑞吉毛里求斯度假酒店是岛上最豪华也是最大的酒店，其中最贵的瑞吉别墅套间售价 3万美元一

晚。含有四间卧室、四个温水游泳池、除了一个餐厅区、一间酒吧、两间休息室、一间办公室、一个健身房，别墅还提供私人通

道可以前往沙滩。

責任編輯：XX

盘点全球十大顶级酒店奢华套房（下）

卡莉·克劳斯首次代言维秘香氛“ ”

这是卡莉·克劳斯 (Karlie Kloss)第一次演绎维多利亚的秘密

(Victoria's Secret)香氛广告大片，并为香氛“Heavenly”系列代言。

大片中小 KK上身 Victoria's Secret品牌内衣，白色羽毛翅膀增添

朦胧性感味道。让人联想到小 KK为韩国 Vogue5月刊拍摄的封

面大片，身着七十年代 Giorgio Armani的迥异造型，看来还是回

归“天使”更令人倍感亲切。

日内瓦拍卖：5月 13日│香港预

展：4月 3日至 7日
香港苏富比将于春季拍卖期间举行环球拍

卖精选预展，重点包括三枚将于日内瓦苏富比 5

月 13日「瑰丽珠宝及贵族首饰拍卖会」上拍之

显赫巨钻。是次预展于 2014年 4月 3日至 7

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展览厅五举行。

估价：440万至 710万瑞士法郎／3,860万至

6,240万港元 *

镶嵌成指环的 31.34卡拉 D色方形钻石

「凯旋之星」乃为纪念盟军在二次大战中得胜而

命名，深具历史意义。其重达 770卡拉的原石

于 1945年在非洲沃耶河谷（Woyie River）被开

采，是当时在冲积矿床中发现最大的钻石。

1950年代，此原石被切割成 30颗钻石，「凯旋之

星」乃当中最大的一颗。

「凯旋之星」被美国宝石学院（GIA）评定为

白钻最高颜色级别 D色，经重新打磨后可能为

内部无瑕，属极纯净不含氮的 Type IIa钻石，纯

白明净。「凯旋之星」为美国铁路大亨杰.古尔德

的儿媳妇佛罗伦斯.杰.古尔德（Florence Gould）

旧藏，她乃二十世纪最显赫的珠宝及印象派艺

术收藏家之一。

100.09卡拉鲜彩黄钻「The Graff Vivid Yellow」

世上最大鲜彩黄钻之一

估价：1,325万至 2,225万瑞士法郎／1亿 1,650

万至 1亿 9,400万港元

重达 100.09卡拉的黄钻「The Graff Vivid

Yellow」被评定为彩钻中最高颜色级别「鲜彩」

（Fancy Vivid），乃世上最大鲜彩黄钻之一，呈现

黄水仙般的迷人色彩，于指环上闪烁慑人火光。

估价：310万至 445万瑞士法郎／2,710万至

3,880万港元

此枚被格拉夫（Graff）镶嵌成指环的 103.46

卡拉圆形钻石乃世上最大圆形钻石之一。圆形

明亮式切割一般用以凸显白钻的晶莹火光，特

别耗料，用于此枚重量级美钻更显其矜贵不凡。

此枚美钻亦于《Famous Diamonds》（2008）一书中

被列为世上最大已切割钻石之一。

*估价不包括买家佣金 |成交价包括落锤价及

买家佣金

責任編輯：XX

三枚将于日内瓦苏富比上拍之显赫巨钻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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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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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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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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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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我們又分開了，在我對你的思念看來，三個月見不到你，
真的好長好長……

我們相識於網絡，一個虛擬的遊戲世界，我還記得剛剛認識你的
時候，雖然說剛剛認識你到現在不過半年時間，可我們在一起的那
些日子歷歷在目。那個時候你好愛哭鼻子，你畢業了，為了工作的
事情不知道怎麼辦，一個女孩子獨自承擔這些確實需要很多勇氣，
所以經常被弄的悶悶不樂，然後我幫你出主意，分析這個社會什麼
的，再到對你的一點點關心時你就哭了，我說你畢業啦，要堅強一
點了，不要經常哭鼻子，如果這樣對你的一點點關心你就哭那我以
後都不敢關心你咯，你說這是視頻效果，並沒有哭，我當時都由著
你說，好好好，視頻效果啦。

見面了，你依然是這樣，對你的一點點關心就愛哭，我笑著豬
頭，現在還是視頻效果不，然後你把頭埋在我壞裡，哭的更凶。你
知道麼，每次你哭我就會覺得自己沒本事，我現在給不了你什麼，
因為我在讀書，可愛都是自私的，我不知道以後自己是不是會碌碌
無為，所以一直是那麼 「自私」的愛著你。

認識你之前，我過著那種傳 「統式」的大學生活，選修課必逃，
必修課選逃，一到週末就跟室友跑出去通宵上網，那時我不懂的
愛，因為我沒愛過，不懂什麼叫心痛，什麼叫真正的快樂，而且一
直覺得那些癡情的人好傻，為情而死的人更是笨，可是在現在看來
當時那樣好像都是在說自己，好像我一直生活在一個很可悲的世界
一樣。

可不知道是從哪一天開始，這一切都變了，我不再沉迷上網，不
再那樣虛度光陰，把更多的時間花在學習上，因為我知道，再不努
力，就沒機會了，心中一直想要的幸福從現在開始就可以讓它發
芽。

第一次見面的那天，我好緊張，我一直在想見了你該說些什麼，
該做些什麼，這是我的第一份戀愛，我沒任何經驗，雖然經常看著
身邊那一對對情侶手牽著手，可真正發生到自己身上的時候，確顯
得有點茫然，不過當時想的更多的是自己是男人，在你心中的形像
是可以給你保護，如果在你面前表現出不安的情緒，可能會讓你覺
得我不能托付一生，因為男人該有自己的主見，所以我強忍著緊張
的心理來到了車站……

「寶貝，你穿的什麼顏色的衣服哎，說出來我等會好找到你
呀。」 「嘻嘻，我就不告訴你，看你找不找的到我。」 「額，你不
告訴我我要是隨便看到一個和你很像的領走了怎麼辦納？」 「哼
哼，你敢，哪有自己女朋友都找不到的，我就告訴你，我就穿了件
粉紅色的 T 恤，接下來看你的啦老公。」 「好吧，還有多久到
呢？」 「我不知道哦，好像已經進武漢了吧，應該快到了。」
「嗯，那我坐這裡等你咯。」 「嗯，我到了跟你說。」
那天我一個人在車站等了幾個小時，很早就去那等了，想多在那

裡平復平復心情，那種開心中帶點緊張……就在緊張的心裡稍稍有
點好轉的時候， 「老公，我到咯。」 「啊？」 「啊什麼呀，我到
啦，下車咯，你在哪呢？」你到了，你在哪呢，我伸著頭東張西
望，尋找那鮮麗的粉紅色， 「老公，我看到一個猥瑣大叔咯。」看
到這條消息，我的心撲通撲通的跳啊，因為你平時就喜歡說我是猥
瑣大叔，我以為你看到我了，於是又把附近瞧了個遍，也沒看到穿
粉紅色衣服的女孩呀，原來你是真的看到一個年紀大的大叔，衹是
你習慣了叫我一樣的加了一個 「猥瑣」。

找了幾分鐘，我沒找到，於是我問你在哪，你說在下車的位置等
我，我暗罵自己笨，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朝著你所在的位置就跑
了過去， 「是她，那個另我牽魂引夢的女孩。」我懷著激動的心情
一步一步的像你走過去，當時完全忘了緊張，衹有見到你的喜悅。
走到你身邊的時候，我們四目對望，這樣彼此看了一會，你把行李
遞給我，我接過，然後牽著你的手一起過馬路，一起坐車回去，我
帶你參觀了我的學校，到晚上累了的時候，我們一起躺在草坪上，
那天，我吻了你，那是我的初吻，以前衹看過別人接吻，發生在自

己身上的時候，衹覺得好美好，好難
忘，雖然第一次吻的那麼生澀……

那次見面分開的時候，你又哭鼻子，
你說捨不得離開我，其實我心中也是有
很多不捨，可沒辦法，我們分隔倆地，
注定聚少離多，所以衹有強忍著內心的
不捨說這衹是暫時的，以後見面的機會
還很多，我不在你身邊的時候你要好好
的，要堅強，要開心，不要讓我再擔
心。當時費盡千辛萬苦才讓你停止哭
泣，送你進站的時候好想跟你著你一起
去，可我知道現在不是衝動的時候，為
了以後現在一定要忍住。

直到你告訴我你上車了之後，我知
道，我們又分開了，當時感覺心裡空空
的，車站裡人來人往我都感覺不到，我
告訴自己，必須要堅強，就像安慰你的
那樣安慰自己，以後時間還很長，見面
的機會還很多，分開的時候就該全身心
去學習，努力給你幸福……

很多人都不看好網戀，我心裡一直想
證明給他們看，就算是網上的戀情，也
會有一個美麗的結果，可想歸想，現實
歸現實，我們的愛也像大多數一樣，中
間出現了一些問題，我知道這些小問題
影響不到我們，可我一直不懂的是，分
開之後是你變了還是說社會讓我們都變
了，很懷戀以前那樣你很依賴我的時
候，雖然那時你愛哭鼻子，可你開心的
時候也是笑地那麼的天真無邪。

回去之後，你在家找了家公司去學
習，每天早上八點要起床，那時我正是
暑假，我怕你起來後會無聊，所以每天
早上比你起的更早一點，然後打電話叫
你起床，之後再上好 Q 等你上線，好在你工作之餘可以有個人聊
天，每次下班後到家了我會要你給我發條消息報平安，因為這樣我
才能安心的做自己的事，或者安心的睡一會，然後再起來再打電話
叫你起床，然後晚上把這一天對你的思念寫在日記本上，如此每
天，雖然很累，但是每天除了和你聊天我就找不到別的事情做。

可現在聊天的時候似乎變了些什麼，以前你對我的依賴沒有了，
你那些笑容，似乎也很少看到了，雖然我想很多辦法讓你去笑，可
好像都於事無補一樣，我不知道我倆分開後失去了些什麼，衹是有
時候感覺我會害怕你一樣，不像我剛認識的那個你，很多時候我關
心你的話如果用詞不對或者會有些其他意思的時候你就會用那種好
像帶嘲笑的語氣跟我說話，讓我感動心很痛，可每次這樣之後你又
會像以前受到感動的時候，像我安慰你一樣說些安慰我的話，然後
再過幾天了再出現這樣的情況，心痛過後又得到安慰。

身體累心也累，有的時候很想放棄，可我一直堅持到現在，也許
分開之後是你覺得我們年齡和距離的問題，很難有未來，所以不想
以前一樣顯得那麼天真。我時常會想，是這個殘酷的社會讓你變了
麼？還是根本就是我膽小，怕一個人生活，所以一直堅持到現在。
我不知道為什麼愛上你之後我會如此的怕分開，可能是分開之後就
感覺回不到以前那樣了，所以會害怕吧。

記得快到國慶的一天早上，你突然跟我說我在考慮我們國慶要不
要見面，我就知道，你又想多了，我問你為什麼昨晚都好好的，今
天又這樣了呢，你說我怕我們國慶見面了又會捨不得分開，我知道
我們沒有以後，與其這樣見了之後又要分開的痛苦，還不如不見。

當時聽了猶如驚天霹靂一般，我整個人都麻木了，我想，難道今天
就真的要分手了嗎？我強忍著悲痛問你，我說你是不是不想見我
了，覺得我煩了，那時你又哭了，你說沒有，我從沒覺得你煩過，
衹是想到以後，你努力了也不能來我這裡工作，因為這裡根本就沒
有適合你要的工作，我們都該為以後想想，以後我還是可以做你網
上的老婆，你可以在身邊找一個好的女朋友，這樣她可以一直照顧
你，我不是一個合格的女朋友，我一直都沒怎麼關心過你，弄的你
一直那麼累卻什麼都沒，我想還你自由……

當時聽了我哭了，我問你那我以後還可以像現在這樣關心你麼，
你說衹要你願意，任何適合都可以，我們還是可以做朋友，以後都
有時間了可以一起出來玩。我說那個時候我還能抱你麼，還能吻你
麼，如果那個時候我工作穩定了你又過的不幸福，我想我會做第三
者，當時你哭的更厲害，你問我為什麼這麼傻，我說這是我對你說
的，就算有一天我們真的分開了，我還是會愛你，除非我看到你過
的很幸福，那時我才能安心離開你的世界。你說等到那個時候如果
你工作穩定了你就來接我吧。那樣是我們現在在一起最好的辦法
了，你說那時不是情侶的情侶，我說我可以是你備份的老公，如果
你在身邊找到一個對你好的，我看到你幸福了，那我可以離開，你
說我也不會是備份的老公。

雖然我們又回到了以前，以前那些快樂的日子也還會有，可我們
之間確實丟失了一個東西，一些很重要很難找回的東西，可失去的
再多，我對你的愛永遠不會失去。

我還記得每天晚上我都會對你說的： 「臻愛一生，至死不渝！」

我想要這愛，天長地久

閔恩惠自己一個人搬東西的時候，我正在一邊
悠閒地看著《東風雨》，她好像搬的一點都不累，
邊搬邊說： 「羅向南啊，咱倆終於同居了，我等這
一天等了很久了，我都暗戀你那麼多年。」我立刻
拌出作嘔狀， 「閔恩惠啊，咱倆衹是拼房，以後是
住在一塊，可是日子呢，一定要各人過各人的
哈。」

為了表示我們井水不能犯河水，我套用了電影
裡男主角對范冰冰說的： 「我們倆呢，你是夏天，
我是冬天，冬天和夏天在一塊就好像是在暖爐上摸
到了雪。」然後非常惋惜地歎了一口氣，看著她說
了一句： 「It is impossible。」

可是我後來一直鬱悶，我是怎麼栽在她手裡的
呢？拼房是一件危險的事，尤其是和暗戀你，但你
卻一直把他當妹妹的女人。

博士第二學期，我跟寢室的那幫鐵子說： 「我
要租房子出去住，想租個兩室一廳的，所以，哪位
好心人介紹個漂亮的 MM跟我一起拼房呢？」五
分鐘後，寢室八個人的個性簽名都成了 「羅向南招
聘美女一起拼房，有意者面談，公平競爭，待遇從
優。」再過了五分鐘，閔恩惠就來應聘了。

我對她實在無語。閔恩惠是我從小到大一起長
大的妹妹，上下樓，從小一起伴家家酒，玩著玩著
要上學了，我大她兩歲，總高她一級，從小學到初
中，她一直屁顛屁顛地跟在我後面，放學了也以問
我題目為由 「死嘰掰咧」賴在我家不走，那時候我
就有點討厭她了。

可這丫的不知道為什麼學習那麼好，竟然初中
跳了一級和我一起上了高中。我承認高中三年我都
有點自卑感，總感覺她比我強。所幸大學是唯一的
奮鬥目標，何況我們都住校也沒在同一個班級，高
中三年沒有一點波瀾，最多的就是大休時候去我家
玩，我媽一個勁誇她長得漂亮學習又好……

可這份寧靜在她和我報考了同一家大學的那天
就打破了。

她找我說了無數次，從本科到研究生，每次我
失戀找她出來拼酒，她總不忘提醒我我身邊還有一
個光鮮鮮的她，可我確實衹把她當妹妹看，其他的

一點感覺都沒有。她的思想工作做的很全面，每
次我打電話給家裡，我媽總在耳邊不停的嘮叨：
「小南啊，恩惠不錯啊，人漂亮又優秀，以後我

們兩家做了親家，我去親家母家串門都省下路費
了。」我私下裡揣測了無數回，是不是她給我媽
賄賂了？

我就知道閔恩惠這人絕對不是省油的。拼房的
第二天，這個女人就給我惹麻煩，我承認當時我
真的想把她大卸八塊。第二天早上我六點就起來
打扮，原因是前天晚上鐵子說要給我介紹倆美
女，於是我六點起來把自己從頭到腳收拾了一
番，八點的時候鐵子帶著倆美女在樓下喊我，我
屁顛屁顛地下樓去，關門的時候看到閔恩惠一眼
霧氣的看著我。當時我感覺那個愜意啊……沒想
到剛到樓下，剛抬起手要和人美女打招呼，閔恩
惠就在樓上對著下面大喊： 「向南，出去和妹妹
玩要好好照顧人家哦，晚上我等你回來吃飯。」
我的動作當場就僵在那裡，鐵子用看外星人的目
光看著我： 「羅向南，才一晚上……你們就煮熟飯
了？」我像根木頭似的怔在那裡不知道該說點啥。
然後就是出去了一上午，倆美女愣是沒有正眼瞧我
一下……

中午回來的時候，我一腳踢開門，她一看我的
動作，馬上一臉訕笑地迎上來： 「向南，累了吧，
這麼熱的天。」我飛她一個白眼，壓根沒想和她
鬥，而且我知道和她鬥起來最後我肯定是要吃虧
的。然後我就去沙發上拿著遙控器幻燈片似的換著
頻道。然後她又開腔了： 「羅向南，明知道我暗戀
你，你還在我的眼皮底下找妞兒，我怎麼能受得了
啊。」說實話，聽完這話我是有點竊喜的。可她又
接著說： 「羅向南，你是不是審美觀有問題啊？找
就找唄，還每況愈下，今天早上那倆美女，一看就
不是省油的。」聽她說這話我來火了，我說：
「對，我就是審美有問題，可就是奇了怪了，你說

我的審美怎麼就和你一點都不著邊呢？」聽到這話
她臉都綠了。哈哈，為這話我得意了好幾天。

後來發現她說的那倆美女確實不是什麼好貨
色，我有點僥倖，心想她看人還是挺有眼光的。但
是我還總結出一條真理：拼房是一件危險的事，尤
其是和暗戀你未果但又懷有很強的嫉妒心的女人。

我就知道，和這個女的住在一起我就注定沒有
好日子過了。但也不是說和她住一塊就一點好處都
沒有。她是有點潔癖的，因此家裡的衛生從來不用
我操心。沒事的時候她會把家裡的東西重新整理然
後徹底打掃一遍。我的那些換洗的衣服堆在牆角也
會被她定期收走。反正有洗衣機，她洗一件也是
洗，洗兩件也不麻煩。對於這些，她不提我也假裝
沒事一樣。衹是哥們兒有一天突然問： 「哎向南，
你最近講衛生了啊，衣服一天換一套。」我得意地
說： 「是啊，家裡買滾筒自動洗衣機了。」

可我萬萬沒想到這些後來竟然成了她的殺手
鑭。那天哥幾個聚在一塊商量給我介紹個新對象，
然後開始天花亂墜地說那美女長得如何閉月羞花傾
國傾城。沒想到她聽到後向我哥們來了句： 「嘿，
你們知不知道啊，我們家向南竟然喜歡穿大號的花

褲衩，越花越好。」然後她回頭又跟我說了句：
「向南啊，今天回去把你的褲衩從我房間拿走

哈！」靠！陽台雖然在她房間，可這話怎麼聽怎麼
覺得彆扭……

然後我催哥們繼續講那女的，沒想到他們立刻
變卦了， 「向南……那個，我還是覺得那女的一點
都不適合你，我看還是算了吧。」

然後我滿眼憤恨的看向她，沒想到她也板著個
臉看我，我就鬱悶了，這是誰該生氣呢？

制怒了一天，我告訴自己回去我必須得爆發，
我不能讓這種事再次發生。晚上回家的時候老遠就
聽見她在家裡把勺子在鍋裡砍的辟裡啪啦響，我打
開門進去的時候，她正在炒一盤黃瓜，本來想發個
火給她個下馬威的，可眼看著那盤黃瓜被她炒的由
綠變黃，我就知道今天我發火天時地利人和都不適
合了，她從來沒有發過火，今天的情況不妙。悻悻
地滾到沙發上，打開電視老老實實地看新聞聯播，
連頻道都不敢隨便換。

然後就見她拿著勺子朝我走來，我當時大氣都
不敢喘一聲。 「羅向南，你不想知道我心裡的真正
想法呢？」 「想……」我弱弱的回答。 「好，你跟
我到我房間裡來。」然後我就像衹寵物似的跟在她
屁股後面進了她的房間。

於是那個晚上，我們躺在一張床上，她非常耐
心的從她記事開始講起，講我小時候幹什麼都帶著
她，保護著她。然後說從上學開始就一直想幹什麼
都和我一起，但是因為我比她高一級，兩個人幹什
麼都湊不到一塊，所以她衹有以問我題目為由每天
去我家，再後來她想這樣不是長久之計，最後決定
要跳一級，和我一塊上高中……高中大家都忙著考
大學，好不容易和我考上一個大學，竟然發現我們
之間的距離很遠，我的興趣也不在她身上，一直把
她當妹妹看，再後來說到拼房了，她說她高興了好
幾晚上沒有睡著……

那天晚上，我就這麼聽她說，自己一句話沒
說，然後那天晚上我們都失眠了。她後來就問了我
一句： 「羅向南，你真的對我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想了想，為了突出我的受歡迎而又不想掉面子，
我回答說： 「不是很討厭。」

她接過我的話茬，倆眼放光地問： 「那我以後
能光明正大地向你示愛？」我說： 「可以。」

話說這丫追人的方式是很獨特的。第二天晚上
吃完飯非要拉著我去散步，走著走著就走到學校著
名的鬧鬼勝地醫學樓。這丫突發奇想拉著我找了個
凳坐下就要開始給我講鬼故事。然後鬼話連篇的講
了好幾個，聽的我都快睡著了。她看我沒反應，然
後又講了一個很恐怖的，講到精彩之處她慘叫了一
聲，看我還是沒反應，又慘叫了一聲……然後她就
往我懷裡鑽。後來這丫理直氣壯地問我怎麼不往她
懷裡鑽呢？我就怒了： 「靠！追我不要把我倆的性
別顛倒了！」

再說一件很難堪的事。那天我剛進浴室她丫就
在外面催，剛好我這人又有那麼點逆流而上的精
神，越催速度就越慢，約摸著有一小時了，做好出
去挨罵的打算我打開門，這丫怒氣沖沖地掐腰現在

浴室門前，可一看到我表情立馬變了，這時我才發
現自己的穿著有多不合體。就裹一條薄薄的浴巾，
敏感部位若隱若現……我當場就僵在那裡。那丫就
那樣望眼欲穿的眼神盯著我看，我急了，急著為自
己解圍，正想著要用什麼話來刺激她，沒想到自己
下面被她瞅得有反應了……當時的處境那個難堪啊
……她呢？不但沒有半點羞恥心，用極其鄙夷的目
光盯著我那裡，邊看邊說：： 「阿基米德兄啊，表
走到哪都撐著你的槓桿嘛，在這種情況下你還想撐
起地球？」我那個廬山瀑布汗啊……結果從那天開
始我一個星期沒好意思和她說話……

我就知道我和閔恩惠這輩子沒完了，後來發生
了一件事讓我徹底栽在她手裡。那天春光明媚，春
心蕩漾，我順利的結束了一段感情，心情好的不
行，拉著閔恩惠出去拼酒，喝著喝著就有點多了，
我問她： 「閔恩惠，你從小到大就沒有喜歡過別
人？」她看著我，很認真地說： 「有，而且很
多。」然後她就開始和我說她初中的那些事，她說
他初二的時候暗戀了一大幫子帥哥，她把他們的名
字羅列了一個統計表夾在日記本裡，並做好了追求
的具體步驟，可她的想法還沒有完全付諸行動就夭
折了。

同桌發現了那張統計表，並把它抄在了黑
板上。她很認真地跟我說： 「當時我足足統計了十
五個呢。」然後我問她： 「那後來你都追到誰
了？」她極其惋惜的搖搖頭，歎了口氣： 「哎，可
惜我那時候把眼光放的太長遠，對每個帥哥都制定
了五年到十年不等的追求計劃，結果還沒追到手就
面對畢業了。」聽完我也挺為她感覺可惜的。

我就知道酒喝多了肯定要出事。喝完酒我們互
相攙扶著往回走，走著走著發現路邊有對情侶正在
接吻，她突然就沉默了，然後到了家也不說話，我
問她是不是看的春心蕩漾了，她又搖搖頭： 「我突
然想到從小到大我還沒有接過吻呢，你說我們小時
候玩過家家的時候怎麼沒有接吻這一項呢？」我也
不知道當時怎麼想的，我說： 「那就讓我來滿足你
下你的小小願望吧。」然後我就把嘴湊了過去，她
當時都傻了……

再然後……由於酒精的作用腎上腺素急劇增加
……倆人都瘋了……

第二天清晨，她一聲尖叫把我嚇醒，然後我就
看她抱著被子笑的花枝亂顫，邊笑邊說： 「完了，
羅向南，昨晚你被我強行佔有了……哈哈！」

其實昨晚做那個的時候我們都清醒的很，但為
了不失面子，我故作懵懂的來了句： 「笑也沒用，
閔恩惠你準備好了下半輩子對我負責吧。」

拼房確實是一件危險的事，尤其是和暗戀你未
果，又有很強的嫉妒心而且臉皮又極其厚的女人
……

最後一篇結束之後，肯定還會有人追問，閔恩
惠最後到底幹嘛了，我跟她之間到底會怎樣。其
實，今後會怎麼發展，我也不知道，更不願意虛構
一個美好的結局。衹是我想說： 「我想和她在一起
也很久啦……哈哈」

漂泊在流年裡的愛情故事



BB1010 BB77新聞圖片 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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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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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win

Bellaire B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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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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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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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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 Saturday, Dec. 26, 2015 星期六 2015年12月26日 Saturday, Dec. 26, 2015

面試面試 就是一種震懾就是一種震懾
第三方面試讓招生官有機會更直觀地第三方面試讓招生官有機會更直觀地

判斷申請人的資格判斷申請人的資格，，也給了申請人也給了申請人，，尤其尤其
是英語表達能力優秀的申請人是英語表達能力優秀的申請人，，一個突顯一個突顯
自己的平台自己的平台。。而從另一方面而從另一方面，，一些中國申一些中國申
請人抱怨請人抱怨，，第三方面試使得留學申請從時第三方面試使得留學申請從時
間間、、成本上投入更多成本上投入更多，，也承受更大的壓力也承受更大的壓力
。。喬治亞理工學院本科部招生主任裏克喬治亞理工學院本科部招生主任裏克··
克拉克克拉克(Rick Clark)(Rick Clark)說說：： 「「我想我想，，對於那些對於那些
不掌握高水平英語能力的學生來說不掌握高水平英語能力的學生來說，，要求要求
面試本身就是一種震懾面試本身就是一種震懾。。」」

留學申請專家稱留學申請專家稱，，第三方面試也有時第三方面試也有時
會影響申請人的選擇會影響申請人的選擇。。第三方面試機構則第三方面試機構則
指出指出，，參加的學生都是對自己的口語表達參加的學生都是對自己的口語表達
比較有信心的比較有信心的。。而且根據他們的初步觀察而且根據他們的初步觀察
，，在不強制要求參加第三方面試的學校在不強制要求參加第三方面試的學校，，

選擇參加的學生的錄取率有可能會選擇參加的學生的錄取率有可能會
高於不參加的高於不參加的。。

喬治亞理工學院從喬治亞理工學院從20122012年開始年開始
將第三方面試納入對國際學生英語將第三方面試納入對國際學生英語
水平的考量水平的考量，，在其本科招生頁面上在其本科招生頁面上
寫明寫明，，為證明語言能力為證明語言能力，，鼓勵申請鼓勵申請
人與一個第三方機構進行脫稿面試人與一個第三方機構進行脫稿面試
並提交託福或雅思並提交託福或雅思（（簡稱簡稱IELTSIELTS））成成
績績。。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為了應對申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為了應對申
請的激增請的激增，，克拉克通過郵件表示克拉克通過郵件表示，，
「「20072007年有年有3333名中國學生申請名中國學生申請，，到到

20112011 年有年有 11491149 名名」」 。。與此同時與此同時，，
「「我們也確實發現了在一些申請中我們也確實發現了在一些申請中

，，申請材料和證明材料存在不一致申請材料和證明材料存在不一致
，，申請人或仲介造假申請人或仲介造假。。」」

今年今年66月月，，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同性婚姻合法化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同性婚姻合法化。。跨性別族群的可見度也有顯着提升跨性別族群的可見度也有顯着提升，，包括登上包括登上《《浮華世浮華世
界界》（》（Vanity FairVanity Fair））封面的美國奧運金牌選手凱特琳封面的美國奧運金牌選手凱特琳．．詹納詹納（（Caitlyn JennerCaitlyn Jenner）、）、第一位獲得黃金時段艾第一位獲得黃金時段艾
美美（（Primetime Emmy AwardPrimetime Emmy Award））演技類獎項提名的公開跨性別演員拉弗恩演技類獎項提名的公開跨性別演員拉弗恩．．考克斯考克斯（（Laverne CoxLaverne Cox）、）、與與
作家簡妮特作家簡妮特．．默克默克（（Janet MockJanet Mock）；）；她描述自我性別認同的她描述自我性別認同的
的回憶錄的回憶錄《《真實再定義真實再定義》（》（暫譯暫譯，，Redefining RealnessRedefining Realness））首發首發
便登上便登上《《紐約時報紐約時報》（》（NYTNYT））排行榜排行榜。。

美國總統奧巴馬於在白宮橢圓美國總統奧巴馬於在白宮橢圓
形辦公室發表形辦公室發表1313分鐘長的全國電視分鐘長的全國電視
演演，，並揭示他在新恐襲模式下如何並揭示他在新恐襲模式下如何
保護美國人民的安全以及殲滅保護美國人民的安全以及殲滅““伊伊
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ISIL））的的
計劃計劃。。同時同時，，奧巴馬也疾呼國會趕奧巴馬也疾呼國會趕
快通過他提請的授權快通過他提請的授權，，讓美國能對讓美國能對
ISILISIL展開必要的軍事行動展開必要的軍事行動。。

歡樂假期來臨歡樂假期來臨 空中地上交通到處都塞空中地上交通到處都塞
洛杉磯國際機場因聖誕新年假期迎來客流量最高峰洛杉磯國際機場因聖誕新年假期迎來客流量最高峰，，機場提醒旅客多預留交機場提醒旅客多預留交

通和換票時間出現大塞車通和換票時間出現大塞車。。尤其是洛杉磯國際機場尤其是洛杉磯國際機場（（LAXLAX））被評選為聖誕期間全美被評選為聖誕期間全美
最忙碌的十大機場之首最忙碌的十大機場之首，，網站表示網站表示，，平時就屬全美最繁忙機場之一的平時就屬全美最繁忙機場之一的LAXLAX，，聖誕新聖誕新
年期間會迎來很多到加州避寒的遊客年期間會迎來很多到加州避寒的遊客，，搭飛機的民衆一定要多預留出時間搭飛機的民衆一定要多預留出時間，，因為因為
往機場的交通會更多堵塞往機場的交通會更多堵塞，，換票和安檢櫃檯也會大排長隊換票和安檢櫃檯也會大排長隊，，尤其是國內航班會比尤其是國內航班會比
平時增加大量旅客平時增加大量旅客。。除了機場到市中心和東區的道路除了機場到市中心和東區的道路，，通往機場的通往機場的105105號高速公路號高速公路
雙向雙向、、東西向的東西向的1010號高速公路交通狀況也可能非常擁堵號高速公路交通狀況也可能非常擁堵。。

交通信息服務公司建議民衆於聖誕新年假期出發交通信息服務公司建議民衆於聖誕新年假期出發，，避開白天的交通高峰避開白天的交通高峰，，並並
註意不要為了趕時間而忽略交通規則與安全註意不要為了趕時間而忽略交通規則與安全，，長周末期間長周末期間，，高速路上將設有更多高速路上將設有更多
巡警和檢查點巡警和檢查點，，切勿酒駕切勿酒駕、、藥駕或魯莽駕駛藥駕或魯莽駕駛。。

1212月月2323日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來京述職的香港特別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來京述職的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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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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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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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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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體檢

˙360度全方位循環進風系統

˙4層高精度過濾系統

˙全鋼機身 軍工品質

˙5年超長保修

Austin Air/奧斯丁空氣凈化器

歡迎致電: 832-620-0006 電子郵箱: pacacollection@gmail.com
金絲帶國際商貿有限公司 地址：3001 Fondren Road Suite D Houston, TX77063

霧霾殺手

HM405
過敏哮喘專用型

HM450
甲醛專用增強型

HM402
臥室專用型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星期六 2015年12月26日 Saturday, Dec. 26, 2015 星期六 2015年12月26日 Saturday, Dec. 26, 2015

红
楼
梦
曹雪芹

責任編輯：王荣欣

尤氏道院"他這個病得的也奇．

上月中秋還跟着老太太袁 太太們頑
了半夜袁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
後袁 一日比一日覺懶袁 也懶待吃東
西袁這將近有半個多月了．經期又
有兩個月沒來遥 "邢夫人接着説道院
"別是喜罷钥 "正説着袁外頭人回道院
"大老爺袁 二老爺並一家子的爺們
都來了袁在廳上呢遥 "賈珍連忙出去

了． 這里尤氏方説道院"從前大夫

也有説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薦了他

從學過的一個先生袁醫道很好袁瞧了
説不是喜袁 竟是很大的一個症候．
昨日開了方子袁吃了一劑藥袁今日頭
眩的略好些袁 別的仍不見怎么樣大
見效遥 "鳳姐兒道院"我説他不是十

分支持不住袁今日這樣的日子袁再也
不肯不扎掙着上來遥 "尤氏道院"你

是初三日在這里見他的袁他強扎掙了半天袁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
好的上頭袁他才戀戀的捨不得去遥 "鳳姐兒聽了袁眼圈兒紅了半
天袁半日方説道院"眞是 `天有不測風雲袁人有旦夕禍福 '．這個

年紀袁倘或就因這個病上怎么樣了袁人還活着有甚么趣兒浴 "正

説話間袁賈蓉進來袁給邢夫人袁王夫人袁鳳姐兒前都請了安袁方回
尤氏道院"方纔我去給太爺送吃食去袁並回説我父親在家中伺候
老爺們袁款待一家子的爺們袁遵太爺的話未敢來．太爺聽了甚喜
歡袁説院`這才是 '．叫吿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袁叫我
好生伺候叔叔嬸子們並哥哥們．還説那叶陰騭文曳袁叫急急的刻
出來袁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得
快出去打發太爺們並閤家爺們吃飯遥 "鳳姐兒説院"蓉哥兒袁你且
站住．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么着钥 "賈蓉皺皺眉説道院"不好么浴
嬸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遥 "於是賈蓉出去了．

這里尤氏向邢夫人袁 王夫人道院"太太們在這里吃飯阿袁還
是在園子里吃去好钥小戲兒現預備在園子里呢遥 "王夫人向邢夫

人道院"我們索性吃了飯再過去罷袁也省好些事遥 "邢夫人道院"很

好遥 "於是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院"快送飯來遥 "門外一齊答應

了一聲袁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一時袁擺上了飯．尤氏讓邢
夫人袁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了坐袁他與鳳姐兒袁寶玉側席坐了．
邢夫人袁王夫人道院"我們來原爲給大老爺拜壽袁這不竟是我們
來過生日來了么钥 "鳳姐兒説道院"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袁已經修
煉成了袁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么一説袁這就叫作 `心到神

知 '了遥 "一句話説的滿屋里的人都笑起來了．

這時紅珠好像才發現她袁歪着頭側目注視着她浴
紅玉忙介紹院"這是林一袁少爺剛賞給小姐的浴 "

"林一袁這是紅珠袁專門伺候小姐湯藥的浴 "

"紅珠姐姐好浴 "林一朝紅珠微微一福遥
紅珠不説話袁眉角抽了抽輕輕的頷首點了點頭袁算是打了招呼遥
見林一面色有些鬱鬱袁紅玉又附耳在林一解釋院"紅珠自小就不會説話浴 "

林一不免有些吃驚袁看向紅珠的眼神也多了幾分同情袁然而紅珠卻似受到了侮
辱一般袁瞪了林一一眼袁端了白玉碗轉身就出了大廳遥

林一被紅珠一瞪袁頓時覺得訕訕的遥
紅玉拍了拍林一的脊背院"紅珠性子孤僻袁不要和她計較浴 "

"是我的錯袁惹紅珠姐姐生氣了浴"不知道爲什么袁林一總感覺紅珠看自己的眼神
中隱隱有一絲敵意袁而且在看到紅珠的那一刻總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遥

"噎噎"紅玉還想説什么袁卻見慕容婉已經睜開了眼睛袁忙兩步上前袁扶慕容婉坐
直了身子遥 "小姐好些了么钥 "

"吃過藥袁無礙了浴"慕容婉轉頭看到林一袁卻像是一個出了醜的孩子袁臉色微赧院
"剛纔還嘲笑你呢袁現下就叫你看了笑話了浴 "

"小姐剛纔好些袁少説些話袁好好保重身體浴 "林一絲毫沒有嘲諷慕容婉的意思袁
心底里是眞心實意的關心她袁語氣也是分外的誠懇遥

"紅玉袁你安排個清靜的地方給林一好好將養吧浴 "

其實慕容婉若不是有這樣的病袁她應該是個很快樂的小女孩兒吧浴 在這樣的時
候也還不忘記調侃自己袁想來久病閨中的她還沒有丢失那份樂觀的精神浴 而林一也
更加喜歡這個小姑娘了遥

走在紅玉的身後袁林一這才好好的打量這個叫梅園的院落遥
前院里有一方不小的池塘袁池子里築有假山袁假山上有一座小巧精緻的涼亭袁六

個亭角挂着銅鈴袁風一吹袁便有清脆的鈴聲傳來遥 假山下面是一座漢白玉的石橋袁連
接池子中央一座翠竹搭建的水榭袁水榭里挂着水粉色的紗簾袁再過來便是九曲橋袁也
是漢白玉的袁直通岸上遥

池子里養着蓮花袁如今入了秋袁不過還僅剩下幾株白蓮而已袁蓮葉也多殘敗了袁
憑添了幾分蕭瑟浴

不過和院子前面的那一片梅林一樣袁想來當季的時候定是一副繁榮勝景吧浴
而慕容婉的綉樓和芷泉閣北方建築風格完全不同袁 是比照江南的建築而就袁處

處都透着精緻和靈動遥

馮佑憐慘白的臉頰頓時變得陰霾袁她竭力讓自己平靜袁可是不安仍
然侵襲着她袁而且越來越沉重遥 她思了一會兒袁而後説道院"德喜袁謝謝
你遥 這件事情袁我噎"

"憐兒袁 這種事情在宮里也都是司空見慣遥 "蟬兒突然上前説道院"

一兩個小宮女不見了袁被主子要走了噎那都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袁根本
不會有人理睬袁也沒有人管得着遥 "

"蟬兒袁你説我該怎么辦钥 "馮佑憐着急地説道院"我不能不救素素袁
我噎我卻無能爲力遥 "

"你們怎么都認爲素素一定會受到危害钥 "蟬兒安慰道院"説不定只

是問點事情遥 "

"我總是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意遥 "馮佑憐擔憂地説道院"不管怎么

説袁我一定要想辦法遥還有蓉蓉袁她怎么會在靜宜苑里失踪了钥如果她也
被陸郡君貶回北園袁那么明玉就不會讓德喜再去尋找袁只有這一次袁她
才是眞正的不見了遥 "

蟬兒焦慮地思索着袁德喜倒是靈光一閃袁説道院"憐兒袁不如我再去
打聽钥 或者你去求求宋中使钥 "

"好遥 "

"使不得遥 "蟬兒立刻阻止袁説道院"宋中使根本進不了華林園遥 "

"可是噎"

"但是宋中使可以説服一人遥 "馮佑憐咬着唇袁強硬地説道遥
***

弘德夫人慢慢坐下來袁對着跪在地上的女人又道院"你倒是説説袁用
了什么法子勾引皇上钥 是不是進宮前都想好了钥 預謀好了钥 "

"奴婢從未想過會進宮袁奴婢也從來沒有想要勾引皇上袁其實噎其
實奴婢沒有見過皇上噎"曹素素越説聲音越小遥

"恩钥 "弘德夫人悶哼一聲袁犀利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她袁彷如要將
她生呑活剝一般遥

"奴婢的意思是袁其實皇上並不認識奴婢袁奴婢也才見過皇上兩次袁
奴婢不敢有冒犯之心袁更不敢想啊遥 "曹素素嚇得身子抖瑟不停遥

"琉璃遥""奴婢在遥"琉璃冷笑説道院"夫人袁這個丫頭嘴硬袁依奴婢之
見袁她是不見棺材不掉淚遥 "

"好一個 '不見棺材不掉淚 '袁哼袁在我鏡殿里還敢睜眼説瞎話袁我
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遥 "弘德夫人憤然將手邊的茶杯摔在地上袁咬牙切
齒地吩咐道院"給我敎訓這個死丫頭遥 "

虛幻的藥鼎消散了袁一顆滾圓的紅色丹藥在森白火焰的包圍下出
現在夏如風的幽瞳之中遥

"我袁能夠煉藥钥"可此刻的夏如風再沒心思去注意那顆丹藥袁她因
白瑞的話而愣住了遥

在靈幻大陸袁煉藥師是最珍貴也最富有的職業袁甚至超越了召喚
師遥 無論是靈師袁還是召喚師所擁有的召喚獸都是無法離開煉藥師的
相助袁有一位煉藥師站在身後袁便算是用丹藥堆也可堆出一個強者袁或
者是強大的召喚獸遥

由此可見袁煉藥師的重要性遥
"煉藥需要用精神力控制袁你的精神力很強悍袁所以袁你是最佳的

煉藥師選擇遥 "

説着袁伸出了手袁從森白色火焰中拿出了紅色丹藥袁遞送到了夏如
風的眼前遥

夏如風深呼吸了一口氣袁接過了丹藥院"好袁我明白了遥 "

太陽的溫度籠罩着整座城市袁南宮拍賣行外袁人來人往的行人滔
滔不絶遥

此刻的夏如風袁身着斗篷紅袍袁把那一張容顔隱藏在了斗篷之內袁
低着腦袋袁腳步快速的走向了拍賣行遥

"這位噎噎請問你是來拍賣物品的袁還是來參加拍賣會的钥 "

見到她的走進袁一個性感美艷的女子迎了出來袁看到夏如風時眼
中劃過詫異袁柳眉微微蹙起袁由於夏如風整個人都隱藏了了起來袁又低
着頭袁所以她連眼前的人是男是女都分不清遥

有心想要低身查探袁卻又唯恐惹怒了這個客人袁一時間只得尷尬
的站在了原地遥

"咳咳袁"夏如風握着拳頭放到唇邊袁干咳了兩聲袁聲音故作男子般
的低沉袁"我是來拍賣三階低級的化靈丹遥 "

"什么钥三品低級的丹藥钥 "美艷女子大呼了一聲袁滿眼的驚訝袁隨
即想到自己剛纔的語氣太過無禮袁才尷尬的一笑袁"呵呵袁三品的丹藥
一般都無法用肉眼看出袁我先去通知下林大師袁只有林大師才能鑒定
如此級別的丹藥遥 "

沒想到拍賣一個丹藥還挺麻煩袁夏如風輕輕皺眉袁卻還是點點頭院
"那你快點遥 "

阮氏重重的嘆了口氣袁 一時也不知該説什么袁 心里別提是什么滋味
了遥

容瑾的身子緊綳着袁説話也有些硬邦邦的院"明天你哪兒都別去袁好好
的休息遥 "

寧汐微微一愣袁忙笑道院"我也沒那么嬌貴袁現在已經好好的了遥 張府
我是不會再去了遥不過袁我總得去鼎香樓袁讓張大哥替我去張府做事遥不然
肯定忙不過來的遥 "

容瑾深幽的眸子定定的看了過來袁眼里迅速的閃過一絲什么袁語氣倒
是平靜了不少院"也好袁那你今天早些休息遥 "説着袁就領着岳大夫一起出去
了遥

阮氏忙扯着寧汐一起送容瑾出了院子遥 説來也巧袁剛出院子袁就見翠
環拎着燈籠匆匆的走了過來遥 見容瑾果然在這兒袁翠環顯然松了口氣院"少

爺袁奴婢總算找着你了遥 "

容瑾心情不佳袁冷冷的説道院"有什么事急着找我钥 "

翠環被噎了一下袁聲音不自覺的小了下來院"也尧也沒什么事遥 就是天
色不早了袁奴婢和小安子都沒在您身邊伺候袁又不知道您在哪兒噎噎"

"我又不是三歲的孩子袁還怕我走丢了不成遥 "容瑾斜睨了翠環一眼遥
翠環反射性的瑟縮一下袁再也不敢多嘴了遥 少爺的脾氣最近越來越陰

陽怪氣了袁眞是太難伺候了嗚嗚這一邊袁寧汐卻在經受着阮氏審視的眼神
考驗遥

寧汐力持鎮定袁若無其事的去廚房做了簡單的晩飯袁然後和阮氏一起
坐下吃飯遥 阮氏壓根沒有心情吃飯袁撥弄了幾口之後袁索性放下了筷子袁直

勾勾的看着寧汐遥
難爲寧汐在這樣的眼神下袁居然還有胃口吃飯袁而且吃的津津有味遥

吃了一碗又去裝了一碗遥 埋頭吃的不亦樂乎遥
阮氏終于忍不住了院"汐兒袁我有話問你遥 "

該來的總是躱不掉寧汐心里暗暗嘆息袁 臉上卻是俏皮的笑容院"娘袁
有什么話吃完飯再説嘛 "

阮氏哪里還有心情吃飯袁一本正經的問道院"汐兒袁你覺得容少爺怎
么樣钥 "

寧汐神色自若的笑道院"怎么忽然問起這個來了遥 我們還是先吃飯吧
噎噎"阮氏一記瞪眼過來袁寧汐只得乖乖的改口應道院"容少爺家世一流袁
相貌出衆袁風度翩翩袁才華無雙遥 "除了説話刻薄性子高傲一點袁幾乎是無
可挑剔遥

阮氏凝視着寧汐袁輕聲説道院"容少爺喜歡你遥 "

她早就有這樣的預感了遥 容瑾是那樣的高傲袁可每次見了寧汐袁目光
就不自覺的柔和起來遥再細細想想容瑾平日里的一舉一動袁更是透露了他
的心意遥

尤其是今天袁一聽説寧汐身體不舒服袁立刻就喊了岳大夫過來遥 等了
一個時辰也沒有絲毫不耐遥 如果不是喜歡袁容瑾怎么可能有這樣的耐性钥

那短短的幾個字袁在寧汐的耳邊不停的迴響遥 一直不肯正面的事實袁
就這么被阮氏説出了口遥

寧汐只覺得耳際都有些火辣辣的遥
阮氏自顧自的説了下去院"汐兒袁你喜歡容少爺嗎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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