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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妃雞(半隻)
五福拼盤
椒鹽大蟹或酸子大蟹
三菇海參
椒鹽鮮尤
清蒸龍利魚
黑椒啤酒雙龍蝦
XO醬蒸帶子（８片）
精美甜品

貴妃雞(半隻)
雲耳炒蓮藕片
九層塔炒蜆
京都排骨
薑蔥雙龍蝦伊麵
荷葉大蟹飯
清蒸游水魚
椒鹽豆腐
ＸＯ醬炒貴妃蚌
精美甜品

魚翅羹
貴妃雞（一隻）
太極鵝肝
牛油軟殼蟹（三隻）
黑椒啤酒雙龍蝦
椒鹽排骨
海參鮑菇扒菜膽
清蒸游水魚
瑤柱蛋白炒飯
精美甜品

十人套餐價$388
(送龍蝦)

八人套餐價$198
(送魚翅羹)

萬事如意（雞絲火腿魚翅湯）
金玉滿堂（油泡帶子蝦球）
大紅大紫（北京片皮鴨）
百福駢臻（黑啤雙龍蝦）
龍鳳呈祥（鮑魚海參）
橫財就手（髮菜好市豬手）
喜氣盈門（京都排骨）
花開富貴（酸子大蟹）
春回大地（瑤柱扒豆苗）
年年有餘（清蒸海上鮮）

農曆年套餐$388

◆特價午餐買三送一
(週一至週五)

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

海港海鮮酒家海港海鮮酒家Harbor SeHarbor Seafood Restaurantafood Restaurant
地址：1176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72
電話：281-564-4288 傳真：281-568-5772 誠徵企枱多名

農曆新年期間
加拿大大龍蝦 特價
每磅 $16.95

兩只小龍蝦
$21.95

十人套餐價$288
(送魚翅羹)

#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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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 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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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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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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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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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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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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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Katy Creek Ranch Plaza 商鋪獨家招租商鋪獨家招租 Pre-Leasing

位置佳﹕
Walmart Neighborhood Shadow,
小學對面﹐5 Mins to 99號公路
商鋪招租面積28,750 平呎,
2000平呎獨棟 Built to Suit

租金$32.00/平呎/年, NNN: $8.57/平呎/年
誠招﹕超市﹐學校﹐醫生﹐會計﹐餐廳

王王 迪迪
DavidDavid WangWang
專業商業專業商業地產經紀地產經紀

電話﹕+1 346 204 0267
微信﹕weixindavidw
電郵﹕dwang004@gmail.com

2016年動工 高消費區﹑車流量大
專業商業地產經紀

工廠﹑庫房
商場買賣﹑招租﹑管理

商鋪買賣﹑簽約
餐飲生意買賣

美食美客東北女士菜 拔絲地瓜雪綿豆沙回味無窮
美南國際電視網熱門美食廚藝節目「美食美客」近期將播出第八集﹐由休

士頓小瀋陽餐館負責人兼大廚Kevin李﹐帶來兩道回味無窮的東北甜點「拔絲
地瓜」和「雪綿豆沙」﹐讓人吃在嘴裡﹐甜在心裡的製作過程﹐全在下周一晚間7
點半到8點半播出﹐敬請準時收看﹒

敬請關注敬請關注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頻道頻道

美南國際電視網

STV

下周一晚間7時30分至8時30分播出

佛光山中美寺佛光山中美寺 「「 未來與希望未來與希望」」 講座講座
本周日上午鍾山英醫師主講本周日上午鍾山英醫師主講 「「 傾聽寵物心聲傾聽寵物心聲」」

美食美客東北女士菜 拔絲地瓜雪綿豆沙回味無窮

親子教育專家蘇中麗老師
管教兒女有妙招講座 佳評如潮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美南國際電視網熱門美食廚藝節目
「美食美客」近期將播出第八集，

由休士頓小瀋陽餐館負責人兼大廚
Kevin 李，帶來兩道回味無窮的東
北甜點 「拔絲地瓜」和 「雪綿豆沙
」，讓人吃在嘴裡，甜在心裡的製
作過程，全在下周一晚間7點半到
8點半播出，敬請準時收看。

「拔絲地瓜」和 「雪綿豆沙」
是東北老少咸宜的童年回憶，也是
大家都不陌生的 「女士菜」，外脆
肉軟的甜滋味，非常受女孩們歡迎
，是兩道女性必點的道地小點心。

這次在Kevin和美食美客主持人翁大嘴的講解下，呈現給觀眾最正宗、街頭巷尾美食。
拔絲地瓜作法簡單，是將地瓜切塊，裹上雞蛋炸熟。可先在炒鍋內放上少許油，用小火加熱先炒糖，直到糖融化變稠，把地瓜放入混合炸熟。

Kevin表示，小秘訣是使用日本地瓜口感較好，酥炸兩次，第一次炸到油冒小泡，第二次再來持續翻動地瓜受熱均勻，炸到顏色金黃就可起鍋。因為
剛起鍋地瓜很燙口，所以預備一碗冰水使糖絲變硬，也有降低表面溫度作用。

另一道雪綿豆沙也是東北經典熱賣甜品，色澤潔白，形狀團圓，外酥內軟，入口香甜，是許多東北人的童年回憶。需要的材料有紅豆沙、雞蛋
、糖、生粉等。作法將豆沙與生粉揉成大小均勻球狀，再將蛋黃與蛋清分離，順時針方向慢慢攪拌，打蛋速度由慢到快，打蛋清必須一氣呵成才能
均勻，再將揉好的豆沙球裹上蛋清放入熱鍋油炸，炸成金黃色就可起鍋，一顆顆球狀的圓子，外表雪白蓬鬆，內餡甜又紮實，入口即化。

在場嘉賓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嵐、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鋼琴教師吳曉萍與主流人士都稱讚這些甜點火侯控制很好
，才能呈現這麼完美的口感，非常好吃。

美食美客主持人翁大嘴美食美客主持人翁大嘴((左左))與小瀋陽餐館負責人與小瀋陽餐館負責人
KevinKevin李李((右右))合影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美食美客主持人翁大嘴美食美客主持人翁大嘴((左左))試吃拔絲地瓜試吃拔絲地瓜，，拔出亮拔出亮
晶晶的糖絲晶晶的糖絲，，非常有趣非常有趣。。((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拔絲地瓜拔絲地瓜((上上))、、雪綿豆沙雪綿豆沙((下下))都是東北經都是東北經
典甜點典甜點。。((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不少人都有與
寵物相處的經驗，當你們共
居一屋簷下，朝夕相處，領受同樣的磁場和空
氣，分享共同的快樂和
憂傷時光，你會深深感覺，牠們已不是寵物，
而是你家裡的一份子，
你生病或憂傷時，牠們可能連飯都不吃，而在
牠生病時，夜晚總要睡在
主人房門口，親眼看到主人才能安心入睡。而
當您的寵物失蹤時，那種失
魂落魄，食不下嚥的傷痛，只有親身體驗者，
才能真正得知。

您想更加了解您的寵物嗎？您與牠們有良
好的互動嗎？您希望牠們
能夠健康又快樂的陪伴您嗎？佛光山中美寺有
幸邀請到學識豐富又有三十

幾年行醫經驗的鍾山英醫師為您提供專業的指
導。鍾醫師擁有德州農工
大學獸醫博士學位，曾經在普渡大學臨床實習
，密蘇里州立大學獸醫教學醫院醫師，目前他
在位於 Katy 的 Grand Westheimer Animal Hos-
pital 行
醫。

鍾山英醫師應佛光山中美寺之邀，在本周
日（ 3月13 日） 上午十時
半至十二時，在中美寺 「未來與希望」 系列
講座中主講： 「傾聽寵物心聲」，

歡迎有養寵物者及想養寵物的人士，踴躍
前往聽講。中美寺地址：12550
Jebbia Ln.Stafford, TX 77477, 電 話 ： （281）
495-3100

【本報訊】由親子教育專家蘇中麗老師主
講的 「管教兒女有妙招」於3月5日在糖城大休
士頓生命河靈糧堂舉行，兩個小時的課程精彩
生動，內容豐富實用，得到家長們及與會人士
一致的好評。

蘇中麗老師從事家庭婚姻輔導及親子教育
諮商有15年的時間，經常在各地開辦講座，此
次針對管教兒女的原則與方法作詳盡的說明，
幫助與會者學習如何拿捏管與教可以得到雙贏
。蘇老師首先講解什麼是 「管教」？管教就是
「管」與 「教」， 「管」就是定規範、立界線

，讓孩子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可做
，什麼不可做； 「教」就是指導、教育、糾正
，也就是從旁督導指正，讓孩子藉著管與教，
能建立正確的品格、人生觀和價值觀，從而能
有個健康和樂的家庭關係，蘇老師特別強調管

教的目的是在教而不是在罰。另外，蘇老師也
說明了管教的3C原則，就是在愛中管教 (Car-
ing)、不在怒氣中管教(Calm)、堅持說到做到
(Consistency)。接著蘇老師針對中國父母常犯的
錯誤來做提醒，其中一項談到要鼓勵孩子的品
格在成就之先，使與會者產生極大的共鳴。同
時蘇老師也就兩百位8-18歲學齡兒童及青少年
的問卷調查，來提醒家長們孩子心中渴望的是
什麼，孩子渴望的是得到父母無條件的接納、
父母的讚賞、感到自己是重要的，以及看見父
母的榜樣。最後蘇老師提出幾項管教兒女有效
的方法，來幫助孩子們建立負責任的態度。

課程後的 Q & A 時間，與會者熱烈的提出
問題來請教，並紛紛表示希望日後能繼續開辦
相關的課程與講座，使華人家長藉著成長課程
的學習，能建立更健康與優質的親子關係。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休斯頓國劇社京劇清唱會

一支實力堅强的文一支實力堅强的文、、武場隊伍武場隊伍

郭楓演唱郭楓演唱 「「望江亭望江亭」」

台下觀眾聽得十分入神台下觀眾聽得十分入神，，融入劇中融入劇中。。

鐵大鵬演唱鐵大鵬演唱：： 「「 坐宮坐宮」」 ，，激動人心激動人心。。

「「 東北同鄉會東北同鄉會」」 由會長李秀嵐由會長李秀嵐（（ 右三右三）） 率領率領，，向鐵大鵬向鐵大鵬，，洪家洪家
鶴夫婦鶴夫婦（（ 圖中圖中）） 獻花獻花。（。（左三左三）（）（左一左一））為副會長高緒春為副會長高緒春 夫婦夫婦，，
（（ 右二右二））為副會長馮青為副會長馮青。。

張世燿演唱張世燿演唱：： 「「 探陰山探陰山」」

圖為何丹妮圖為何丹妮（（左左）） 在演唱後將人家獻在演唱後將人家獻
給她的花給她的花，，轉獻給恩師李學中轉獻給恩師李學中（（右右））



BB22新聞圖片 BB1111健康保養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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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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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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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三維X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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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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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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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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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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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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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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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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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1-988-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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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為各界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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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牙醫中心時代牙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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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志剛牙醫博士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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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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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收受各種牙科PPO以及政府保險 （位於Fiesta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中國城
百利大道8

號
公
路

G
es
sn
erFiesta悅來海鮮

★
百利牙科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We Smile Dental
微
微
微 笑

笑
笑 牙

牙
牙 科

科
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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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拔牙，補牙，
根管治療，牙齒美容及兒童牙科，
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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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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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星期四 2016年3月10日 Thursday, March. 10, 2016 星期四 2016年3月10日 Thursday, March. 10, 2016

16001600隻紙熊貓佔領泰國大皇宮廣場隻紙熊貓佔領泰國大皇宮廣場

泰國曼谷大皇宮前的廣場展出泰國曼谷大皇宮前的廣場展出16001600隻紙熊貓隻紙熊貓，，由法國藝術家由法國藝術家PauPau--
lo Grangeonlo Grangeon創作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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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英國倫敦，，現年現年8484歲的傳媒大亨默多克與名模女友傑麗歲的傳媒大亨默多克與名模女友傑麗··霍爾完婚霍爾完婚，，正式步入人生正式步入人生
的第四段婚姻的第四段婚姻。。倆人的婚禮是在英國倫敦的一個教堂內完成倆人的婚禮是在英國倫敦的一個教堂內完成，，出席婚禮的都是親朋出席婚禮的都是親朋
好友好友，，有趣的是婚禮上充當伴娘團的不是別人有趣的是婚禮上充當伴娘團的不是別人，，正是倆人的正是倆人的66個女兒個女兒。。

陽春三月四川民眾踏春賞花忙陽春三月四川民眾踏春賞花忙

四川多地迎來暖陽四川多地迎來暖陽，，櫻桃花櫻桃花、、鬱金香等競相盛開鬱金香等競相盛開，，巴蜀大地美輪美巴蜀大地美輪美
奐的自然景觀奐的自然景觀，，吸引不少民眾舉家外出踏春賞花吸引不少民眾舉家外出踏春賞花。。

責任編輯：XX

医生·保健与养生

（金羊网）据新华社电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近期严格规范、整顿电视养生类节目的制作和播

出，不仅要求各级广电播出机构停播“健康 365”“杏

林好养生”两档养生类节目，还出台有关文件，要求

整顿电视养生节目：严禁发布广告，并规定此类节

目只能由电视台策划制作，社会公司不得参与。

“糖尿病可以通过摄取营养素调理治疗”“加入

会员就可以接受远程调理”……禁令发出后，记者

打开电视，亲身体验了一些电视养生节目的“吸引

力”。

事实上，这些由公司制作的养生节目，表面上

讲授的是“健康知识”，背后念的却是促销产品的

“生意经”，不少观众因此被“忽悠”，破财又误诊。

养生节目“外包”

专家生动讲解暗藏广告
16

日 16

时 48

分 ，河

南卫视

播 出

“ 健 康

就 好 ”

节目。主讲人王涛博士在节目中声称，糖尿病根本

上是肝脏有问题，糖尿病可以通过摄取营养素来调

理治疗。

资料显示，自 2012年开播以来，这档节目已在

江西、云南、四川、青海等 10多家卫视播出过。尽管

其“营养调理”理论是否科学有待论证，但该节目的

营销目的却显露无遗。

该节目中不时播出提示：报名可以接受王涛博

士远程调理，栏目热线“4001-899-899”。记者拨打

该热线，发现是“‘健康就好’王博士吉林服务中

心”。客服人员说，节目在各电视频道播出时留的热

线电话不一样，但都会接入位于吉林省吉林市的服

务中心。

“客户接受营养调理，先要加入会员，每年收

360元的服务费和调理方案费；营养素目前由服务

中心统一订购，厂家直接发货。”这位客服人员说，

因为营养素来自 10多个厂家，统一订购是为方便

会员、保证质量。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养生节目屡见不鲜。某

些时候的下午时段，近半的省级卫视都在播放养生

节目，地面频道则更多。节目大多采用健康讲座、专

家咨询的方式传授所谓养生知识，然后穿插蜂胶、

天山雪莲、花粉等各式各样的产品介绍。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不少养生节目都是由

社会公司制作，然后以购买时段的形式投放到多个

电视频道。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叫停的“健康

365”和“杏林好养生”这两档节目，就都是由吉林一

家传媒公司制作的。

“忽悠术”三部曲

让消费者破财又误诊
有网友发帖质疑，收看青海卫视的“健康就好”

栏目后，在推荐的银杏树营养超市运营中心购买

1000多元的营养素，吃了一个月后发现有问题，根

据营养素名称和批准文号去国家食药监总局网站

查，才知道有些产品是冒用其他厂家的厂名和品

牌。

一些消费者，尤其是老年人收看这类养生节目

后，有的损失不少钱财，有的被“洗脑”后拒绝正规

治疗，导致病情不断加重，甚至危及生命。

湖南谷女士告诉记者，她母亲曾在看到“杏林

好养生”节目后，执意花 4000多元购买节目推荐的

“铁皮枫斗口服液”。受到劝阻后老人还很不高兴：

“电视台还会骗人，都是专家，不比你懂？”结果不但

没有效果，还因停用正常药物而导致病情加重。

记 者

梳 理

发现，

一 些

电 视

养 生

节 目

的“忽

悠术”主要有“三部曲”：

首先，主讲人往往先普及一些疾病知识，一般

语言形象生动，很容易引起观众兴趣；其次，在疾病

防治讲解中，主讲人往往以举例子等形式，“不经

意”地提到某种产品对此病的神奇疗效。第三，在节

目的最后，总有现场观众讲述产品帮助自己战胜病

魔的故事。

一些消费者反映，家中老人往往先被主讲人的

“渊博学识”和“语言艺术”折服，接受其讲解中植入

的广告，最后被现场观众的“深情讲述”所感动，不

知不觉中被“洗脑”。

严规更要监督落实

公众养生理念需引导
绿豆治百病，艾灸疗百伤，活吃泥鳅保健康

……近年来，作为大众化媒体，电视台的部分养生

节目助推了社会养生乱象，误导了消费者。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胡光伟说，对

电视台养生节目进行规范，有助于扼制非理性的养

生手段，避免消费者的财产、健康受到损失，是一个

让群众拍手称快的好举措。

“任何一个严格的规范，都更需要严格监督落

实。”胡光伟说，以前一些养生节目在被叫停后，没

多久又改头换面“重出江湖”，希望此次整顿政策能

在各方监督下彻底落实，并保持监管力度的持续

性，而不是“一阵风”。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安白说，除了大师和养生

类节目“忽悠术”高明，一些人轻信养生节目也与科

学素养缺失有关。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具备健康素

养的总体水平为 6.48%，“营养盲”甚至多于文盲。

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候任主委姜辉表示，在

整顿违规节目的同时，相关部门也应积极作为，尊

重公众的养生需求，对公众的健康理念进行正确的

指导。

“杏林好养生”等被叫停
广电整顿电视养生节目

責任編輯：XX

医生·保健与养生

（生命时报）王大爷是个糖尿病患者，尽管平时

非常注意饮食和运动，可是监测血糖时，经常发现

餐后血糖偏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教授高

妍说：“只注意饮食和运动是不够的，要通过糖尿病

全面管理才能更好地控制血糖。”10月 27日，“中国

企业员工健康行·健康领跑 2014”走进中航工业成

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妍教授在此传

授了适合中国人的糖尿病全面管理经验。

吃饭选油香的，出门开汽车，业余玩电子产品

……吃得丰富，运动更少，肥胖的人多了，患糖尿病

的风险也高了。据调查，中国 18岁以上成年人的糖

尿病病人一亿多，40岁以上的成年人，糖代谢异常

约一半。

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

密不可分
糖尿病最主要的合并症是大血管病症、微血管

病症。大血管包括脑部血管、心脏血管、四肢大血管

等，微血管有眼底的血管、肾小球的血管。也就是

说，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肾

病、视网膜病变、四肢末端麻木等，最严重的后果是

心肌梗死、肾脏透析、失明、足部坏疽等。另外，糖尿

病患者容易表现为代谢综合征，经常表现为血糖不

稳定，血脂异常、高血压、腹围明显偏大。

调查显示，心脑血管病患者中，60%~70%有糖

代谢异常，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密不可分，防治糖

尿病的关键是减少和延迟这些糖尿病并发症。

管好“三高”危险因素
医生在做糖尿病普查的过程中发现，一半的糖

尿病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要筛查糖尿病，最好查

餐后血糖，因为调查发现，糖尿病最早期容易出现

餐后血糖升高的症状。

要诊断糖尿病，可以通过空腹血糖、餐后血糖

来判断。

首先查空腹血糖。空腹血糖低于 5.6毫摩尔 /

升是正常，一旦高过 5.6毫摩尔 /升，就要查餐后血

糖。查餐后血糖最标准的方法就是口服葡萄糖耐量

试验，喝 75 克葡萄糖糖水，在 2小时之后查血糖，

不超过 7.8毫摩尔 /升为正常，超过 7.8毫摩尔 /升

就要提高警惕。目前认为，餐后血糖为 7.8~11.1毫

摩尔 /升，或空腹血糖为 6.1~7.0毫摩尔 /升之间

属于糖尿病前期。虽说糖尿病不能最终治愈，但在

糖尿病前期可以逆转这一过程。因此，早期诊断十

分重要。

除血糖以外，糖尿病患者应每月测一次血压、

每 3个月查一次血脂等。英国的研究显示，严格控

制上述危险因素，心脑血管的合并症风险可减少

1/4。

管住嘴

蔬果占 1/2，蛋白质占 1/4，

谷薯类占 1/4
饮食直接影响血糖。糖尿病患者在吃饭时要关

注升糖指数。升糖指数高的食物有烙饼、油条、糯米

粥、土豆泥、南瓜、胡萝卜、西瓜等。另外，也应注意

饮食搭配，如果把一顿饭的总量比作 1，主食应占

1/4，蛋白质占 1/4，蔬菜、水果占 1/2。这样可以保证

餐后血糖不会太高，有利于减轻胰岛负担，还有利

于减肥，预防和治疗并发症。

主食占 1/4。第一，主食控制量。早晨吃主食 1

两，中午和晚上各 2两。第二，饭菜莫太烂软。第三，

吃饭要细嚼慢咽。第四，注意饮食顺序。吃饭时，应

先吃青菜、喝汤，最后吃主食。第五，谷类、粗粮、细

粮搭着吃。粗粮可以减少人体的摄取量，所以，糖尿

病病人应多吃粗粮。

蛋白质占 1/4。含蛋白质比较丰富的食物有鸡

蛋、肉、鱼、豆腐、牛奶等。早饭可以吃 1个鸡蛋，午

饭不吃鸡蛋。肉不要超过鸡蛋的大小，如果吃鱼的

话可以稍微大一点儿，吃豆腐可以更大一点儿，喝

牛奶可以更多一些。跟植物蛋白相比，动物蛋白跟

人类相近，可以很好地被吸收利用，但也不宜多吃。

蔬菜、水果占 1/2。蔬菜一定要少放油，最好凉

拌或用水煮。生吃蔬果也最好在两餐之间，西红柿

最佳，也可以吃一些火龙果、猕猴桃、苹果，比较甜

的水果要少吃。

迈开腿

每周 5天、每次

运动 30分钟
如果已经做了饮食控制，再适当进行运动，可

以降血糖、降血脂，还可以改善心脏功能，而且使心

理状态、身体状态更健康。运动能减少心脑血管疾

病，是因为运动减少了发生心脑血管的危险因素，

并不是可以治疗中风、心肌梗死。

但是，运动要根据自身情况来定。年龄大的患

者站着就好;糖尿病患者如果跑不动，就走。

心肌梗死患者、肥胖者不要勉强运动，因为心

脏的负荷太重，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糖尿

病患者在饥饿时不要运动，因为一旦出现低血糖可

造成猝死。

糖尿病患者最好每天有一定的运动量，每周有

3次强度稍微大一点儿的运动，也可以练瑜伽。总体

来说，每周运动 5天，每次运动 30分钟是最基本的

要求。

其实，只要把身体的全面管理当成一个工作来

做，控制高危因素，管住嘴，迈开腿，糖尿病并不可

怕。

糖尿病没那么可怕
少吃多动助你远离“三高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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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地點：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 A119 Houston, TX 77036

呂 明

主治：中醫全科，頭痛，偏頭痛，頸背腰痛，各種過
敏症，氣喘咳嗽，各種胃病，男女不孕症，性功能障
礙，月經不調，更年期綜合症，各種腸胃病，運動損
傷，戒煙，神經性疾病，高血壓，中風偏癱，口眼歪
斜，風濕關節炎，內分泌失調，肝病等。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中 國 吉 林 長 春 中 醫 學 院 畢 業
具 有 35 余 年 臨 床 經 驗
美 國 德 州 執 照 中 醫 針 炙 醫 生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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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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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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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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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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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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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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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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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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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全美中醫師執照 NCCAOM
˙德州中醫師執照 AC01513
˙湖北中醫藥大學 皮膚科碩士
˙師從中國著名中醫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A 痤瘡酒糟鼻脂溢性皮炎口周皮炎
異位性皮炎濕疹蕁麻疹 帶狀皰疹及
後遺神經痛銀屑病白癜風 ......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te 238,Houston,TX 77036 (國泰銀行樓上)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Tel:713-541-0616 Cell:832-340-8205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BB1010大陸要聞

(中英文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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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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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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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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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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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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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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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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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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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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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8:30am-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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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2016年3月10日 Thursday, March. 10, 2016 星期四 2016年3月10日 Thursday, March. 10, 2016

廣告天地

休斯頓哈裡伯頓公司開始削減管理層福利和員工休斯頓哈裡伯頓公司開始削減管理層福利和員工401401(k)(k) 退休福利退休福利

休斯頓房銷售經歷四個月連續下跌後 二月份重新上漲 無證移民是否受歡迎 德州政策寬松

（本報訊）受到油價的衝擊，休斯
頓哈裡伯頓公司 Halliburton Co.本周三
向員工發出電子郵件，這家石油巨頭公
司此次將開始削減高管的獎金，以及減
少員工的退休計劃福利。

位於休斯頓的這家能源巨頭目前在
全球擁有65000個員工，公司表示采取
這樣的措施將可以避免公司更多的裁員
，這家公司從 2014 年的高峰期開始大
幅裁員，瘦身幅度達到30%，裁員人數
27000人，此次該公司並沒有宣布內部
最新裁員的計劃。

公司的執行長 Jeff Miller 表示，我
們采取這種方式是為了保住更多的工作
，從油價開始出現跌落，公司就開始實
施了裁員。

休斯頓哈裡伯頓公司表示將裁減員

工401(k) 計劃公司提供的福利部分，哈
裡伯頓公司目前提供員工十分優惠的待
遇，同時，該公司還強調將裁減管理層
2015到2016年的福利和獎金。

Miller 沒有對外公開目前公司的這
種削減福利的政策是否會對公司的底線
產生影響，也沒有具體透露管理層的獎
金狀況。

哈裡伯頓公司的報告顯示截至去年
年底，由於支付裁員的費用和公司資產
的縮水，公司賬面顯示在最後三個月的
時間一共損失了2800萬美元。

美國石油巨頭哈裡伯頓發言人埃米
莉-米爾日前表示，受原油價格長期低
迷的影響，該公司將進一步裁員 8%左
右，約5000個工作崗位。

自 2014 年中旬以來，國際原油價

格下跌超過70%，致使一些公司采取了
裁員和削減開支的舉措，其中包括斯倫
貝謝這一世界最大石油服務公司。

事實上，自 2014 年起，哈裡伯頓
公司就已經在全球範圍裁減了約25%員
工，大約22000人。

相關管理文件顯示，截至 2014 年
12月31日，該公司在全球範圍擁有8萬
多名員工，而到了 2015 年底，總計還
有6.5萬名左右。

哈裡伯頓目前正在等待政府部門批
准該公司收購貝克休斯的項目。哈利斯
頓表示，公司已在上月與美國和歐洲的
相關部門達成一致，為剝離資產做好了
准備。

（本報訊）受到能源行業油價持
續低迷的影響，以及不確定的經濟前
景，休斯頓房屋市場銷售在經歷了四
個月的連續下跌之後，二月份重返上
漲趨勢。

休斯頓地產協會昨天公布的數據
顯示，休斯頓獨立家庭屋的銷售比年
初上漲了2.2%, 本月一共成交了4602
棟房屋。

其中，銷量最好的房屋價格介於
15萬至50萬之間，但是50萬以上的
房屋銷售下降了12%。

休斯頓地產協會主席 Mario Ar-
riaga表示，目前地產市場仍保持健康
態勢，盡管休斯頓的能源業正受到低
油價的衝擊和影響。休斯頓的高價房
屋市場銷售仍然下降，正如我們一月
份所看到的，中價位房屋銷售良好，
當地的庫存房屋數量不斷增長。

根據休斯頓地產銷售協會的報
告，對 MLS 新舊房屋的銷售進行統
計和追蹤報告，其中包括休斯頓當地

主 要 的 地 區 Harris, Fort
Bend and Montgomery coun-
ties.

近期房屋銷售主要有以
下特色：

休斯頓中價位獨立家庭
房屋的價格在20萬元之間

庫存房屋的數量從年初
的2.7個月增長至3.4個月

2 月底的可供銷售的房
屋數量比年初增長了 17.6%
，增長至32914.

2 月 份 ， townhouses 和 condo-
miniums 銷量下降了 17.8%，而這兩
類房屋的需求增長了10.3%，房屋的
平 均 租 賃 價 格 為 每 個 月 $1,688，
Townhome/condominium的租金略有
上漲為每個月$1,545。

以下是二月份休斯頓房地產銷售
不同價格房屋的銷售狀況
價格低於 $80,000 – 下降 1.1 %
$80,000-$150,000 –下降 7.3 %

$150,000-$250,000 – 上漲9.5 %
$250,000-$500,000 – 上漲 4.4
$500,000 以上 – 下降12 %
不同價格房屋銷售的比例狀況
低於$80,000 -- 5.8 %
$80,000-$150,000 -- 21 %
$150,000-$250,000 -- 38 %
$250,000-$500,000 -- 28.4 %
$500,000 and up -- 6.8 %

（本報訊）無證移民是否受歡
迎，各州的態度不一。移民不再是
大城市及邊境州份的事情，全美國
50 個州都是外國出生者的居住地
，也可以說移民是全美國的問題。
一些州份對無證移民，是寬容與嚴
格混合的，譬如，德州對無證移民
婦女提供產前照護服務，並從2001
年起准許無證移民依本州學生條件
念該州公立大學，但是去年開始要
求州僱員要通過 「聯邦就業資格查
證系統」（federal eVerify system）
。

歷史上，就像其他全美事務一
樣，美國移民政策是由華府作主的
; 但是，最近十年有一些改變，由
於聯邦未推動移民改革，使美國數
十個州進行它們自己的立法，使各
州對全美 1，100 萬名無證移民，
或是較歡迎或是較不歡迎，有了差
別。

非謀利研究組織 「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一項最新報
告，對各州採取的移民政策作出評
分。

在 2010 年和 2012 年之間，各
州通過一些立法，要求警方確認犯
罪嫌疑犯的身分，限制公共利益只
能給有合法身分的移民，同時對於
港口、運輸或者庇護無證移民，全
都視為非法。這些州份不必等待川
普所說的興建美墨邊境圍牆，他們
早已採取行動對付無證移民。

但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州份
對無證移民十分友好，特別是善待
未成年無證移民。譬如，加州、伊
利諾州和馬裏蘭州，他們允許無證
移民可以用本州學生的學費優待，
去念公立大學，讓他們申請駕照。

美國各州對無證移民的立場，
大致上與執政的政黨立場有關，多
數共和黨執政州分對無證移民採取
較嚴格規定，相反的，民主黨執政
州份則對無證移民較寬鬆。

 































全國人大代表劉源全國人大代表劉源：：
感謝關心支持和愛護感謝關心支持和愛護

（綜合報導）南海問題近日又成
焦點。在科技界小組討論的間隙，全
國政協委員、海軍網絡安全和信息化
專家諮詢委員會主任尹卓接受中國青
年網記者專訪，就南海問題、朝韓問
題以及網絡安全問題等答疑解惑，並
做出分析研判。

“最近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作為
大家有目共睹，它在有意保持南海問
題的熱度”，尹卓表示，美國的戰略
意圖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首先中
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使美國產生了焦慮
感，“按照國際專家的評估，如果沒
有 大 的 動 亂 ， 中 國 的 GDP 在 2025
年-2030 年可能會超過美國。”尹卓
認為，目前美國與我們相比最大的優
勢就是軍事，所以他們“利用軍事上
的優勢，在我們周邊製造安全問題，

比如東海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先後
爆發，今後還可能轉移到台海問題上
”，歸根結底就是“利用安全問題破
壞中國經濟發展的大環境，割裂中國
與經濟夥伴之間的聯繫”。

尹卓指出，美國在南海地區的一
個重大目標就是“破壞中國與東盟之
間的合作”，中國“10+1”大市場建
立以後，與東盟的經貿金額持續穩定
增長，目前我國跟東盟經濟聯繫的量
級，接近跟美國的量級，這齣乎美國
意料之外，美國因此非常焦慮，所以
“用安全環境的問題來破壞中國的經
濟發展是美國最重要的一個意圖”。

他總結道，南海問題是美國製約
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美國想
利用南海問題把東盟國家、把日本、
澳大利亞甚至印度拉進來，形成製約

中國的聯盟體系。”
尹卓表示，美國在南海問題上混

淆視聽“達不到目標”。他分析稱，
印度是一個非常獨立自主的大國，不
會成為美國的馬前卒；日本也不會完
全跟著走，“替美國火中取栗日本還
是要考慮的”；澳大利亞也是“說得
多做得少”，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
貿易夥伴國，而美國跟澳大利亞的經
貿關係與之相比根本不在一個量級上
，“所以總體來講，美國達不到預期
的目標”。儘管如此，尹卓仍提醒稱
，我們不能掉以輕心，“美國在亞太
地區不會放掉這個問題。”

如何應對美國在南海問題上“興
風作浪”？尹卓委員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是冷靜觀察，“我們不希望因為
美國挑唆影響跟東盟各國緊密的合作

關係”，尹卓解釋稱，“一帶一路”
戰略的實施，東盟是一個重要的節點
， “如果在東盟這個地方卡住了，'
海上絲綢之路'基本就會發生梗阻。”

他表示，在主權問題上我們堅決
不妥協，因為老祖宗留給我們的領土
，“一寸也不(能)丟”！但他同時強
調，中國對東盟國家不輕易動武，
“不像美國到處張牙舞爪，到哪都像'
黑老大'”，他主張用和談的方式來解
決，“我們絕對不會在南沙問題上打
第一槍，但誰要敢用武力來侵害，我
們就一定用武力回應，我們不打第一
槍，但第二槍一定不讓別人打。”

尹卓指出，我國在南沙西沙的建
設會按部就班地持續推進下去，不管
美國說什麼做什麼，“我們還是持續
推進島礁建設”，因為這是國際法、

國內法賦予中國的權利，是“我們主
權範圍內的事，美國無權指揮”；他
以馬航MH370事故的搜救工作為例稱
，中國島礁部署的力量很不夠，“我
們大型的搜救船搜救飛機因為沒有機
場不能部署，所有的船都不能停泊”
，但是根據《國際搜尋救助公約》的
規定，南海地區北緯10°以北，全是
中國的搜救責任區，以南有協助新加
坡搜救的責任，“這是我們作為安理
會常任理事國，作為一個海洋大國，
必須要承擔的國際義務。”除了部署
搜救力量，尹卓還談到要部署助航標
誌物，以及包括海警在內的民用力量
，但這些防禦性力量的部署都是“為
了自衛”，“這些問題我們不會退讓
，今後還會按照既定的方針推進下去
，加大我們在南海地區的存在。”

沒必要為釣魚島跟日本鬧翻？
少將：這種說法一臉奴相

王榮首次公開談深圳滑坡事故王榮首次公開談深圳滑坡事故：：

很內疚痛心很內疚痛心
（綜合報導）原深圳市委書記、廣

東省人大代表、廣東省政協主席王榮，
29日下午在廣東省十二屆人大四次會議
深圳代表團上談及深圳滑坡事故時稱，
該起事故的發生令人揪心，作為深圳的
老書記，他很內疚，為這麼多生命的付
出感到痛心。

公開的信息顯示，這是王榮首次在
公開場合就去年12月20日發生的深圳
光明特別重大滑坡事故發表看法。

王榮自2010年4月開始擔任深圳市
委書記。 2015年2月，其卸任深圳市委書
記職務，隨後當選為廣東省政協主席。

截至 1 月 28 日 11 時，深圳滑坡事
故現場發現 73 名遇難者；已查明涉案
的犯罪嫌疑人42人，全部到案。

王榮當天在深圳代表團分組討論會
議上稱，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城
市，深圳發展得這麼好，卻發生了引起
國內外十分關注、造成人員巨大傷亡的
事情，這給我們帶來了血的教訓。

“發生滑坡事故的光明，其人口、
產業密度在深圳全市中最低。”王榮稱
，作為城市管理者，責任重大，絲毫不
能懈怠。

王榮稱，在中國乃至世界，此前從

未發生過這麼大規模的城市滑坡事故，
這體現了深圳的城市管理經驗不足，我
們必須加強提升管理水平。

他還表示，深圳去年經濟增速、結
構調整、創新驅動、對外開放等方面都
發展得很好，尤其是金融業的貢獻特別
大。他稱，像深圳這樣整體走上創新驅
動發展軌道的城市，且創新主體是企業
，很有生命力和可持續性，這在中國並
不多見。

王榮稱，在廣東自貿區三大片區中
，前海及蛇口片區目前的發展成效最好
，體現的功能和發揮的作用也最大。

王光亞直言“香港出了點事”
就對港政策提四不

（綜合報導）3 月 9 日
下午，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
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
次全體會議，全國人大代表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
副主任劉源參加會議。對於
就職新崗位的感受，劉源連
說“抱歉”拒絕了採訪。只
是在記者提及民眾非常喜愛
他的時候，劉源對《環球時
報》記者說， 感謝大家的
關心、支持和愛護。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國
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錶示
，經習主席和中央軍委批准
，總後勤部政委劉源任正大
軍區職滿 10 年，根據軍官
法和任免條例有關規定免職
，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

2月26日，劉源的新職
務公開。新華社報導，當天
下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在人民大會堂首次舉行憲法
宣誓儀式。領誓人、新任命
的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劉源走到宣誓台
前，將左手撫按在憲法上，
右手舉拳，宣讀誓詞。

3 月 4 日，全國人大新
聞發言人傅瑩在回答記者提
問時表示， “劉源將軍到
人大來，我們是非常歡迎的
，也期待他能夠作為人大代
表依法履行職責。我們外事
委員會就有好幾位軍隊的將
軍參與，他們發揮的作用是
不可或缺的，對人大常委會
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綜合報導）港澳辦主
任王光亞星期三列席全國人
大全體會議，他在會前主動
的向媒體表示，最近香港出

了點事，有人擔心中央對港
的政策會不會變，他強調中
央對港的方針政策是一貫的
，堅定的，一是，一國兩制

的方針不會變
、不動搖；二
是，全面準確
確保一國兩制
的方針在香港

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他
又指中央始終支持港澳長期
繁榮穩定。

港 澳 辦 主 任 王 光 亞 ：

“我相信，只要港澳兩地秉
承'國家所需、港澳所長'思路
，把國家的發展戰略舉措同
港澳兩地的獨特優勢結合起
來，就一定能夠找到港澳兩
地發展新的定位，不僅為國
家的改革開放和發展做出新
的貢獻，同樣要為港澳的發
展找到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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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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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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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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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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設 備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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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週一至週六˙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6
Houston, TX 77036(王朝超級市場后)

YI ZHOU, M.D.YI ZHOU, M.D.

周周藝藝

通中﹑英﹑粵

713713--981981--8898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醫師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www.drmeizhang.com

電話﹕281-242-6889
傳真﹕281-884-6071

地址：4645 Highway 6, Suite H,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內）

門診時間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醫療美容項目：

張玫 醫生
Mei Zhang,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北京醫科大學醫學系畢業
★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研究生院畢業
★貝勒醫學院住院醫師畢業
★原貝勒醫學院家庭醫學系助理教授
★二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新增唯一FDA認證，最新最尖端抗衰老、聲波電波
拉皮除皺技術-U1thera和Thermage：

▲不用開刀，給真皮層導入熱能，收緊肌膚，解決皮膚下垂問題；
▲通過高強度超聲波，去除皺紋，不會對皮膚表面造成任何傷害；
▲提昇肌肉筋膜，刺激膠原蛋白大量重生，恢複彈性；
▲一次治療，可持續2-3年。治療後立刻恢複日常生活；
▲貴族的享受，平民的價格。

1）肉毒杆菌Botox除皺瘦面,$8/單位
2）玻尿酸，微晶瓷袪皺，隆鼻，豐頰豐唇
3）鐳射激光永久脫毛
4）電波拉皮緊膚除皺
5）脈衝光嫩膚美白
6）鐳射激光袪色斑、黑痣、靜脈曲張、紋身
7）微晶磨皮換膚改善肌膚質地
8）美素溶脂去眼袋、雙下巴、腹部及身體多餘脂肪
9）高頻電刀治療皮膚腫瘤、黑痣、疣

歐洲團歐洲團
* 西歐五國10天
* 瑞捷奧匈10天
* 義大利蔚蘭海岸12天
* 歐洲十國17天
* 西歐及義大利17天

www.tmttravel.www.tmttravel.comcom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5月至9月出發
* 加勒比海4/5/7天
* 阿拉斯加7天
* 地中海7天
* 夏威夷7天

亞洲各地旅遊團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美國精華團美國精華團
*美東5/6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加東6/8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西精華4-10天團（買二送一）*黃石公園7天團(買二送一）*加拿大洛磯山7天團(買二送一）*夏威夷4-7天團*佛州迪斯尼4-8天團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雲南﹑桂林﹐$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美加東團﹐美東團﹐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歐洲﹑其他國家均有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愉快旅遊 D & L TRAVEL & TOURS

 

泰國泰國$$9999..0000七天七天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399399..0000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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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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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Dr. Bright Chen, DPM, AACFAS
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伯克利大學學士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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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代理豪華遊輪專賣店
星﹑馬﹑泰十一日$1399元起
泰國風情六﹑七日$799元起
日本風情系列遊$1099元起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玻璃橋﹑黃石公園﹑
總統巨石公園﹑拱門
7天遊(New新)
＄368元起（買二送一）
4月30日之前付錢減$20元

－－美西4－10天遊＄219元起
－－美加東岸五﹑六﹑七﹑八天遊

＄309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7天遊

＄419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GDS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7 天遊
＄738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4天三晚
＄299元起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全新中國特價團
●東北冰雪世界七天 399元
●桂林﹐龍勝﹐陽朔六天 199元
●七彩雲南超值七/八天 99/199元
●張家界鳳凰超值七天 99元
●海南/三亞/海口 五天 99元(不包括機票)

●●韓國韓國﹐﹐首爾首爾﹐﹐雪岳山雪岳山77天天 299299元元
●●日本日本﹐﹐東京東京﹐﹐大阪浪漫大阪浪漫77天團天團 199199元元
●●台灣台灣﹐﹐明譚明譚﹐﹐環島環島88//99天天 249249//299299元元
●●泰國泰國﹐﹐曼谷曼谷﹐﹐芭提雅芭提雅77天天 9999元元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全 新

((713713))774774--11171117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FAX: (713)774-1460

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
TRAVELNETTRAVELNET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

新推出

$399上海往返機票
震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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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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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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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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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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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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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磚巴西”2015年經濟萎縮3.8%
風光不再

美制裁中興通訊公司
商務部堅決反對 繼續交涉

綜合報導 印度一家創業公司

Ringing Bells因為聲稱將出售僅為251

盧比（1盧比約合 0.1 元人民幣）的

“全球最便宜智慧手機”而網紅了一

把。該公司稱這款即將生產的3G手機

是響應印度政府“印度製造”計劃的

一部分。但據印度當地媒體報道，這

款手機的零配件將由台灣代工，僅在

印度組裝。有印度網友評論這是頂著

“印度製造”的標簽，內核還是進口

的“中國製造”。

很多人質疑如此低廉的價格在競爭

本已激烈的手機行業是否可行。據報道

，該公司聲稱此價格並非製造手機所需

的成本而是銷售價格，且每台還能有31

盧比的利潤，同時該公司還推出了價格

在2999盧比的4G智慧手機。

當地媒體評論稱，目前世界上最

便宜的智慧機是中國製造的，價格在

2200至2500盧比，以這一價格的十分

之一齣售智慧手機，或者是一個謊言

，或者這家公司想成為一個改變商業

模式的市場破壞者。

連印度政治家也跳出來稱，這是

印度最大的騙局。據報道，印度政府

的稅務和電信部門已于上周開始對該

公司進行調查。此外，該公司也與為

其提供電話服務外包的公司發生了支

付糾紛。

但這並未阻止3萬多人付款預定

這款“世界最廉價手機”。不過，這

家公司上週日卻表示將在一週內退回

已經收到的770萬盧比預定款，改為

貨到付款，並表示希望4月底可以開

始交貨。此前該公司創始人聲稱，已

經收到250萬個網上預定。

這一事件的真假還有待檢驗，但

專家估計，低價行銷策略為這家不知

名的公司節省了百萬盧比的廣告費。

印度公司一向擅長低價行銷，以“世

界最廉價”名頭吸引注意力，並不是

第一次。具有良好商業信譽的印度塔

塔集團幾年前也曾推出“世界最廉價

汽車”Nano，得到世界媒體的鎂光燈

，以至於西方主流媒體紛紛報道印度

的“窮人經濟”，稱印度以各種“廉

價”製造見長，仿佛印度成為世界廉

價製造的形象大使。

就在這款所謂“世界最廉價智慧

手機”開始接受網上預定前一週，倣

照德國每年一度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

，孟買也舉辦了為期一週的製造業博

覽會。印度總理莫迪試圖借此重振

“印度製造”計劃，但這一倡議此前

被一些印度實業家稱為“炒作”。

印度製造業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

僅佔17%，遠低於中國35%的比例。這

個12億人口的大國無法單靠僅能吸納

幾千萬人就業的資訊技術和服務業發展

。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擴大印度製造業

部門是莫迪面臨的最大挑戰。

上臺快滿兩年的莫迪正努力推出

其他重振經濟信心的措施。印度2月

底剛頒布的財政預算中，意外宣佈將

允許沃爾瑪和宜家這樣的跨國零售巨

頭，進入印度零售市場的投資上限從

51%提高到100%，還計劃對房地產行

業減稅，並推出了總額2.18萬億盧比

的鐵路和公路投資計劃，使得印度孟

買股市在3月1日創造了自2009年以

來的最大單日漲幅，似乎為印度經濟

信心注入了強心劑。

綜合報導 商務部美大司負責人就

美國商務部宣佈制裁中興公司事發表

談話。美國時間3月7日，美國商務部

在其網站發佈消息，以違反美國出口

管制法規為由將中興通訊公司等中國

企業列入“實體清單”，對中興公司

採取限制出口措施，中方對此表示強

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商務部美大司負責人表示，中興公

司一直在積極從事國際化經營，與數百

家美國企業開展了廣泛的貿易投資合作

，為美國貢獻了數以萬計的就業崗位。

美方此舉將嚴重影響中國企業的正常經

營活動。中方將繼續與美方就此問題進

行交涉。

綜合報導 2015 年巴西經濟萎縮

3.8%，為1990年出現負增長4.35%以來

經濟表現最差的一年。

官方的這個數據與巴西金融市場早

前預期的萎縮3.71%相當，略好于巴西

央行2月18日宣佈的萎縮4.08%。

拉美最大經濟體“金磚巴西”經濟

衰退加深，風光不再。數據顯示，該國

2015年第四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

比下滑5.9%，環比下滑1.4%，連續第四

個季度出現萎縮。

數據顯示，2015年巴西國內生產總

值(GDP)為5.9萬億雷亞爾(約合1.51萬億

美元)，每人平均國內生產總值為28876

雷亞爾(約合7404美元)，比2014年減少

了4.6%。

數據顯示，2015年巴西農業增長

1.8%，但工業下降6.2%，服務業下降

2.7%。失業率觸及7.9%創6年新高，而通

脹率也高達10.67%為12年最高。雷亞爾

兌美元匯率2015年也貶值了三分之一。

政府支出減少 1%，財政赤字佔

GDP比重飆漲至10.3%，也創下歷史最

高水準。穆迪、惠譽、標普三大國際評

級機構均已將巴西主權債務評級降至垃

圾級。

進入2016年，巴西經濟衰退勢頭依

然沒有好轉。有關經濟專家預計，巴西

經濟2016年將再度萎縮3.5%，將創下

20世紀30年代以來首次出現經濟連續

兩年萎縮。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預計，巴西將

陷入更長期更嚴重的經濟衰退。

美國4580萬人領糧食券 寧讓政府養不願

找工作

2016-03-03 15:29:27 來源：環球網 作者

：${中新記者姓名} 責任編輯：葛雨帆

2016 年 03 月 03 日 15:29 來源：環球網

參與互動 0 據美國“世界新聞網”3月

3日報道，美國的失業率在2016年1月已

降至4.8%，雖然這已是八年來新低，但

全美領取“糧食券”福利的人數依舊居

高不下，仍接近2013年最高紀錄的4763.6

萬人。報道說，這種現象反映出有越來

越多民眾寧願讓政府供養而不願工作。

據報道，正式名稱為“補充營養協助

計劃”(The 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

tance Program, 簡稱SNAP)的糧食券，從

2011年至今均維持在約4600萬名受益人

。在2月的統計數據，仍有多達4580萬人

領取糧食券。

美國彭博商業新聞先前曾報道指出，

在2008年4月失業率為5%的期間，美國

僅有2800萬人領取糧食券。

專家指出，糧食券受益人的人數居高

不下，有許多原因;其中包括政府讓民眾

更容易領取糧食券。至少歐巴馬總統上

任至今，即曾推出一項措施，讓民眾更

容易領取糧食券。

依據當局可提供最近年度的資料顯示

，在2013年符合資格的糧食券受益人中

，有超過85%接受政府援助;相較之下，

在2008年僅70%接受政府的援助。

專家指出，目前美國已是一個基於政

府供養的國家。華府保守派智庫“傳統

基金會”研究員瑞克特(Robert Rector)指

出：“顯然有一大群人目前並非勞動人

口，十年前曾經屬於勞動人口，但現在

正依賴糧食券度日。”

專家表示，若一個政府有許多推動者

不斷告訴民眾不需要工作，以供養自己

和家人，則他們就會創造一個供養和依

賴的環境。

“印度製造”

不如“印度行銷”搶眼？

美南版■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6年3月10日（星期四）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國羽強陣戰全英
葉姵延晉正賽

作為世界羽協超級系列賽
的全英公開賽，當地時間8日率
先結束各項資格賽。中國19歲
小將何冰嬌及港將葉姵延齊齊闖
關晉級正賽。其中前者連勝兩仗
出線，後者則以16：21、21：
10、21：11挫捷克選手晉級。

與往年一樣，擁有百年歷
史的全英賽再次吸引了世界羽壇
各大高手參賽。中國羽毛球隊
（國羽）也不例外，派出一線主
力赴賽，其中包括男單的林丹、
諶龍、田厚威、王睜茗、薛松及
女單的王儀涵、王適嫻、李雪芮
等。
現時世界排名第1的諶龍為

男單頭號種子，林丹5號種子，
二人同處上半區，有機會在四強
時短兵相接。反觀下半區，大馬
“一哥”、2號種子李宗偉很有
機會在第2輪便與王睜茗“狹路
相逢”。

女單方面，由於國羽只能
有兩名隊員獲得里約奧運入場
券，故主力王儀涵、王適嫻以
及李雪芮三人便須通過全英賽
證明自己的實力。王儀涵處在
上半區，該區最強的對手是目
前世界排名第一的西班牙女將
馬林。
下半區，王適嫻與李雪芮

恐怕要競爭4強席位，該區還
有多次戰勝國羽選手的2號種
子、印度名將內維爾坐鎮。在
3個雙打項目中，國羽均派出
超過3對選手參與角逐。
8日結束的資格賽，何冰嬌

先以 2：0 勝馬來西亞的謝沂
逾，其後再以兩個21：13淘汰
俄羅斯選手克謝尼婭·波利卡波
娃，闖進正賽。另外，香港的葉
姵延、美國的張蓓雯及德國的科
儂也均出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王適嫻、李雪芮、王儀涵（從左至右）將競逐兩個奧運席位。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香港乒乓“一哥”黃鎮廷9日
中午出席一手培育他成為世界乒壇
新星的“恒生乒乓球學院”15周年
頒獎活動，他透露8月的里約熱內
盧奧運會（里奧）將以拿獎牌為目
標。
9日和媽咪一起出席活動的黃

鎮廷表示：“今屆里約奧運，我本
人的確有過想染指獎牌的念頭，我
會食住個勢，一直以奧運獎牌為奮
鬥目標，四年一度的賽事，絕不能
有到此一遊的心態。”他接着說：
“上周的世乒團體賽打出信心。接
下來的中東賽事和亞洲區奧運外圍
賽，參賽高手越多，打出來的成績
或獎牌就越有份量、越有意義。”
目前世界排名第11的他，下

周將征戰中東卡塔爾及香港乒總主
辦的亞洲區奧運外圍賽。對於後
者，黃鎮廷表示對爭得一張奧運入
場券充滿信心。他表示，會盡力打
好這兩個賽事，在高手雲集下搶
分，保持較前的世界排名，以防萬
一在外圍賽拿不到奧運資格，仍可
以通過世界排名進軍里奧。
現役港隊代表黃鎮廷、李皓

晴、杜凱琹、何鈞傑及蘇慧音等，
都是由恒生乒乓球計劃培育出來的
新血。
9日活動的主禮嘉賓、香港特

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席上也
提及兩名兒子曾是計劃的學員。她
在致詞時除鼓勵學員外，還祝願香
港有更多的運動員能參與巴西里約
熱內盧奧運會。

港乒“一哥”目標里奧獎牌

布魯諾去年9月出任中國
女足主帥。據悉，中國

足協與其簽訂的是“1＋3”合
同。也就是說，布魯諾執教滿
一年後，中國足協將和布魯諾
重新談判，決定續約與否。如

果雙方同意，就會再簽3年合同。
在回答記者足協是否會與布魯諾

續約到2016年的問題時，于洪臣說：
“這是一件很客觀的事情。如果足協
不續簽，包括媒體在內的大家都不滿
意。在這方面，經過奧外賽檢驗，
（與布魯諾的合同）完全可以延
續。”“對於任何運動隊，如果頻繁
更換主教練，這個隊的運動成績肯定
好不了。這是個傳承的過程，包括技
戰術的理念、管理的理念和模式，”
他坦言，“如果今天東明天西，就沒
有積累。”
于洪臣還透露，足協當初選擇主

教練時，也是希望通過奧運外圍賽的
檢驗，找到一個能執教4年、8年甚至

更長時間的主教練。

獎金沒有八百萬那麼多
“不僅僅是帶隊伍，也讓他把好

的帶隊經驗、管理理念向我們傳授，
加強國家隊建設。女足國家隊每2個
月有一個大例會，包括青年隊、少年
隊在內的女足隊伍教練進行交流。國
內女足整體水準提高，才能使中國女
足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于洪臣
說。

此外，對於“中國足協將給予女
足800萬元重獎”的這一傳聞，于洪
臣回應說：“作為足協，對奧運資格
賽出線肯定有政策，但是金額肯定沒
那麼多。”

足協尚未制定奧運目標
于洪臣還表示，足協目前並未就

里約奧運制定目標。“女足隊伍還有
很多不足。在進入里約的12支隊伍
中，我們排名靠後。我們的技戰術和
身體素質，（跟強隊相比）確實還存
在很大差距。”于洪臣稱，作為一支
隊伍，中國女足肯定希望在奧運會上
走得更遠。“布魯諾教練團隊和球員
們現在都有這樣一種心態：我們要憑
藉努力，將不可能變成可能，把可能
變成現實。”

于洪臣還透露了布魯諾鼓舞士氣
的一個小秘密。“布魯諾主教練每天
給球隊講一條勵志名言。今天的是
‘匯聚一起是開始，團結一致是過
程，共同努力是成功’。這三句話總
結得非常好。布魯諾主教練帶隊經驗
豐富，隊員們不僅踢球比賽，也能學
習一些做人的原則。” ■新華社

中國女足提前一輪獲得里約奧運會出線權後，正在

日本大阪觀戰奧運女足亞洲區外圍賽的中國足協專職執

委于洪臣表示，中國足協與法國主教練布魯諾的合同

“完全可以延續”。不過，關於女足出線的獎金，于洪

臣透露沒有傳聞中的800萬元（人民幣，下同）那麼

多。對於里約奧運，他透露足協目前並未制定目標。

亞洲區女足奧運外圍賽9日在日本大阪結
束最後一輪爭奪。提前一輪獲得里約奧運會門
票的兩支球隊──中國與澳洲隊短兵相接，第
16分鐘，馬曉旭打破僵局，第84分鐘，澳洲的
艾默德扳平比分，最終雙方1：1握手言和。中
國隊最終5戰3勝2和，時隔8年後再次站上奧
運賽場！而本次賽事各隊名次為：澳洲4勝1平
13分列第1，中國3勝2平11分列第2，日本2
勝1平2負積7分列第3，韓國1勝2平2負5分
憑借淨勝球優勢列第4，朝鮮1勝2平2負5分
排名第5，越南5戰全敗墊底。

至此，里約奧運會女足11個參賽名額已確
定：除東道主巴西外，已經確定晉級的10支隊
伍為：中國、澳洲（亞洲）；法國、德國（歐
洲）；美國、加拿大（中北美）；哥倫比亞
（南美）；南非、津巴布韋（非洲）；新西蘭
（大洋洲）。歐洲區附加賽還將產生一支晉級
的球隊，瑞典和挪威將爭奪最後一張門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馬曉旭建功
中國女足戰和澳洲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右三右三））任主禮嘉賓任主禮嘉賓。。左二為港左二為港
將黃鎮廷將黃鎮廷，，右一為杜凱琹右一為杜凱琹。。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女足隊員吳海燕（左）在對日本一
役拚搶。 新華社

■馬曉旭慶賀進球。 新華社

■■布魯諾布魯諾（（中中））率中國女足提前奪得奧運參賽資率中國女足提前奪得奧運參賽資
格格。。 新華社新華社

■■于洪臣于洪臣（（右右））
接受記者採訪接受記者採訪。。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南華潰
敗亞協盃前景亮紅燈！回歸主場旺角大球
場的南華，9日晚遭遇球隊亞協盃史上最大
挫折，以0：4大敗於印度球會莫亨巴根腳
下，小組二連敗位列榜尾，出線形勢非常
險峻。

南華的亞協盃主場第一擊吸引近2千
名球迷冒雨入場欣賞，賽前有陳肇麒受傷
的南華被迫變陣出擊，以張健峰客串左
翼，而科夫則擔任右閘與保贊、張志勇鎮
守防線，矢志重回勝軌的南華卻於早段受
到打擊，15分鐘莫亨巴根乘南華門將梁興
傑接罰球甩手先開紀錄。

1分鐘後車潤秋一次攔截被出示第二面
黃牌驅逐離場。落後一球兼打少一人，南
華隨即陷於混亂頻頻失誤，被對手羅德及
格蘭兩名外援連下兩城，結果上半場南華
落後3球敗局已成。

換邊後南華對陣容作出多處調整，將
科夫移前擔任防守中場與後備入替的朱兆
基拍檔，下半場南華表現明顯有所改善。
不過仍鮮有威脅埋門，更於83分鐘被對手
一次死球攻勢再入一球，結果南華主場以
0：4不敵莫亨巴根，吞下亞協盃二連敗。
今仗亦是南華出戰亞協盃以來的最大敗
仗。

賽前有陳肇麒於訓練中受傷，加上外
援卡路士及陳偉豪缺陣，未能派出完整陣
容的南華只能依靠年輕球員出戰。

不過張志勇、車潤秋及陳肇均等球員
在本地賽事少有上陣機會，無論經驗及狀
態均難以應付強度更高的亞協盃比賽，加
上莫亨巴根的個別外援質素甚高，打了南
華一個措手不及招致大敗。

■南華林學曦（左）突破受阻。 郭正謙 攝

南華潰敗 亞協盃前景亮紅燈

■海地國腳羅德為莫亨巴根交出一入球一
助攻。 郭正謙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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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佛掘金隊主場迎來丹佛掘金隊主場迎來
達拉斯小牛隊達拉斯小牛隊，，兩隊在常兩隊在常
規時間內戰成規時間內戰成106106平平。。加加
時賽裏時賽裏，，最後時刻掘金奧最後時刻掘金奧
格斯汀憑借罰球準決賽格斯汀憑借罰球準決賽，，
掘金掘金106106--014014險勝小牛險勝小牛。。
圖為比賽精彩瞬間圖為比賽精彩瞬間。。

西甲第西甲第2828輪先賽輪先賽11場場，，皇馬主場皇馬主場77比比11橫掃塞爾塔橫掃塞爾塔。。伊斯科角球助伊斯科角球助
攻佩佩首開紀錄攻佩佩首開紀錄。。下半時下半時，，CC羅上演大四喜並中橫梁羅上演大四喜並中橫梁，，以以2727球超過蘇亞球超過蘇亞
雷斯雷斯，，升至本賽季西甲射手榜首位升至本賽季西甲射手榜首位；；以以252252球超過薩拉球超過薩拉，，升至西甲總射升至西甲總射
手榜第手榜第22位位。。替補赫塞和貝爾各下壹城替補赫塞和貝爾各下壹城。。

皇馬皇馬77--11維戈塞爾塔維戈塞爾塔

第第5353屆吉隆坡團體世乒賽結束女子團體決賽屆吉隆坡團體世乒賽結束女子團體決賽，，中國隊成功衛冕中國隊成功衛冕。。
劉詩雯首場劉詩雯首場33比比00橫掃福原愛為中國隊贏得開門紅橫掃福原愛為中國隊贏得開門紅，，李曉霞接著連扳三李曉霞接著連扳三
局逆轉石川佳純局逆轉石川佳純，，丁寧第三場丁寧第三場33比比11力克伊藤美誠力克伊藤美誠，，中國隊在決賽中中國隊在決賽中33
比比00橫掃日本隊橫掃日本隊。。中國隊再次捧起考比倫杯中國隊再次捧起考比倫杯，，實現女團三連冠實現女團三連冠。。

女團女團33--00日本日本

責任編輯：郑彩燕

冬末春初袁一本被遺忘在上海文廟的老相冊野溫暖冶了申城遥相冊里
的野民國女神冶在社交媒體走紅了半月之久袁至今還讓很多上海人
津津樂道遥個中緣由袁早已不是一個野美冶字能夠解釋盡的袁而是因
爲相片背後那份屬於老上海的特別記憶遥

有野魔都冶之稱的上海素來以野時尙冶尧野前衛冶聞名遐邇袁似乎絶
大多數讚美都和野新冶脫不了關係遥但在野魔都冶背後袁其實還有着一
份念舊袁尤其對於上海人來説袁這是怎么都割捨不下的情懷遥

家住虹口區的馬智瑋就是個念舊的上海人袁家里存了不少老
上海野舊貨冶院野這些是不同年份的上海市糧票遥還有我母親出嫁時
定做的耶女兒箱爷也還在遥冶剛過 60歲生日的朱龍秀至今仍留着當
年的三五牌台鐘和野五斗櫥冶袁野婆婆家里還有更多袁老上海的縫紉
機等陪嫁的嫁妝都放着遥冶

這樣的野念舊冶在上海人中實在常見袁光是從此前 K11展出古
董收音機時人頭攢動的盛况里便可知一二遥

穿着上也是野念舊冶的袁尤其是上海女人對旗袍的愛不釋手遥只
要説起旗袍店袁上海女人張口就能報出一串地名院城隍廟袁長樂路袁
茂名南路噎噎至於野上海望族旗袍特展冶尧野浦東海派旗袍展冶等等
和旗袍有關的活動袁也從來都不缺上海女人的追捧遥

這兩天袁某國際知名咖啡品牌新推出的會員卡上就有一個
野藏冶在石庫門里的旗袍女子袁令不少上海人一見鍾情遥正在陸家嘴
就職的白領王靜就是專程來購買會員卡的袁野實在太喜歡了袁我昨
天才在朋友圈看到的消息袁今天就來買了遥其實就是爲了收藏袁很
有老上海的味道遥冶

在上海人的印象里袁還有那么幾個約會 野聖地冶總是備受推
崇要要要思南路袁南京路袁新天地袁田子坊袁噎噎它們都有一個共通
點院能夠看到歷史的相貌和上海特有的海派風情袁像是老式的弄
堂袁還有石庫門遥正在上海市第四中學擔任語文老師的朱思蓉吿訴
記者袁喜歡在這些地方喝下午茶袁主要還是因爲這里有着能夠被稱
作城市記憶的歷史文化袁野心里多少會有些歸屬感帶來的平和遥在

這里的感悟還可以帶到課堂上融會貫通袁也是種文化的傳遞遥冶
其實在上海的不少地方袁出于道路拓寬尧新城改建等原因袁不

得不抹去一些類似的舊址或老房子曰但念舊的上海人總是能想到
辦法留下哪怕只是一點點歷史的印記遥徐匯區正大樂城北邊的百
年義門就是如此袁四周現代化高樓林立尧背後是熱鬧的商業廣場袁
只有義門仍矗立其間袁留下了對一段文化的懷念遥

在這座城市里袁從來都不缺這類念舊的故事袁從野白領穿越老
上海跨年冶尧野海上年俗風情展冶袁到政府推動的一系列有關歷史建
築的保護工作遥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曾反復強調院要盡全力去保護我
們這座城市的老建築尧挖掘城市文脈尧留住城市記憶遥

上海的野念舊冶在弄堂里袁在石庫門里袁在衣尧食尧住尧行的生活
里袁在張愛玲尧程乃珊等等文人墨客的詩書里曰作爲一座有歷史感尧
有文化底藴尧充滿念舊情懷的野時尙之都冶袁她讓每一個上海人的心
里存下了一份明媚而溫暖的榮譽感遥

主办者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袁文化节以野健康长寿尧生命智
慧冶为主题袁将着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太极文化品牌袁突
出文化性尧传统性与学术性袁由世界太极拳网尧三亚市文体局尧三
亚市旅游委尧三亚南山景区等机构联手打造遥

首届世界太极文化节将传统与现代紧密结合袁充分运用互联
网手段袁为中国首个野互联网+太极文化活动冶袁系列活动中多项
内容贯穿互联网尧特别是移动新媒体元素袁实现线上线下互动袁使
得传统经典文化焕发崭新时代活力遥

太极文化节内容丰富多彩袁包括开幕式与世界太极大巡游尧
世界太极文化巡展尧野南山论剑冶世界太极名家精英会演尧南山太
极课堂尧野海纳百川冶世界太极导师辅导活动尧海滨太极集体晨练尧
南山太极拜师会尧叶中华太极优秀人物曳图书首发式尧中华太极百
位优秀人物颁奖盛典与闭幕晚会尧太极健康旅游等多项活动遥

该活动组委会已向全国和世界各地太极拳爱好者尧传人和太
极拳机构发出邀请袁欢迎广大太极拳爱好者积极参与袁汇聚南山袁
以太极结缘袁共享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遥作为一项高层次太极文
化活动袁受到太极拳界热烈响应袁届时将有超过一百位各流派太
极拳名家参会及数万名太极爱好者参加遥另外袁文化节期间袁还将
举行十场太极名家导师讲座和举行世界太极交流大赛袁并发表
野世界太极南山宣言冶遥

据主办方介绍袁自去年 12月三亚南山首届世界太极文化节
启动以来袁筹办工作进展顺利袁一些活动已经陆续开展袁如作为重
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世界太极摄影大赛袁太极人物纪录片叶太极人
生曳的拍摄工作等已经全面进行袁并获得广泛参与遥

南山景区总裁关鹏在发布会上表示袁南山作为海南最大的国
家 5A旅游景区袁2001 年曾成功举办过 野首届世界太极健康大
会冶袁极大推动了三亚旅游与全民健身的发展遥2016年野三亚南
山冶首届世界太极文化节的举办袁将对于景区丰富野寿比南山冶健
康文化内涵袁并引进太极文化产业和引领海南健康旅游文化产业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太极文化节内容丰富多彩袁包括开幕式与世界太极大巡游尧世
界太极文化巡展尧野南山论剑冶世界太极名家精英会演尧南山太极
课堂尧野海纳百川冶世界太极导师辅导活动尧海滨太极集体晨练尧
南山太极拜师会尧叶中华太极优秀人物曳图书首发式尧中华太极百
位优秀人物颁奖盛典与闭幕晚会尧太极健康旅游等多项活动遥

在太极文化节举办期间袁南山景区还将面向所有市民游客推
出以野游三亚南山袁品太极文化冶为主题的野三亚南山太极文化周冶
活动袁让所有爱好太极尧爱好养生的人士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太极
文化尧感悟太极文化袁深度体验中华生命智慧的文明成果遥

据主办方介绍袁世界太极文化节自 2016年之后袁每年举办一
次袁将成为中国文化国际交流的长期性活动遥

宁德 2月 29日电 (叶茂)记者 29日从福建宁德市委宣传部获悉袁畲族
题材院线电影叶梦归山哈曳目前已基本完成拍摄工作袁转入后期制作阶
段袁影片预计今年 6月完成遥

宁德市委宣传部部长徐姗娜表示袁电影以干部下派畲村挂职扶贫
为主线索袁全面融入畲族文化元素袁实现了闽东人民将畲族文化搬上电
影大屏幕的梦想袁非常值得期待遥

宁德是中国最大的畲族聚居地袁现有畲族人口 18.9万人袁占中国畲
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袁福建省的二分之一遥该市设立 1个畲族经济开发
区袁9个畲族乡袁234个畲族村遥

叶梦归山哈曳于 2015年 11月 27日在宁德市开机遥2016年 2月 29
日袁叶梦归山哈曳剧组又来到宁德市霞浦县北岐摄影基地补拍了部分外
景镜头遥

据介绍袁影片以近年福建省派驻干部驻村扶贫事迹为原型袁融入宁
德特有的山海景致和畲家风情袁讲述了驻村干部张东闽为提升畲族
村要要要盘龙山村群众的幸福指数袁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经济袁动员外出打
工的青壮年回乡创业袁家家团聚尽享天伦之乐的动人故事遥

徐姗娜表示袁希望以电影叶梦归山哈曳的拍摄为契机袁进一步弘扬畲
族文化袁宣传畲乡发展袁让更多人了解宁德袁感受宁德的锦绣河山和灿
烂文化遥

电影叶梦归山哈曳由中共宁德市委宣传部尧福建电影制片厂尧湖南一
甲传媒有限公司以及蕉城尧霞浦尧福安尧福鼎等地宣传部联合摄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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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世界經濟展望：
復蘇將依然疲弱乏力

綜合報導 國家統計局在其網站發佈

2015年世界經濟回顧及2016年展望的文章，

文章指出，2016年，世界經濟運作中的不

利因素和不確定性因素增多，繼續低速運

作的可能性較大，政策措施的有效性下降，

新的增長動能尚未確立，仍會維持“低利

率、低通脹、低增長、高負債”的“三低

一高”態勢，復蘇將依然疲弱乏力。

文章指出，2015年世界經濟運作的

主要特點：第一，世界經濟增速低緩。

GDP增長略低於上年。據共識公司2月份

預測，2015年世界經濟將增長2.5%，增

速比上年放緩0.3個百分點；工業生產低

迷。2015年全年，發展中國家工業生產

同比增長3.9%，比上年放緩1.3個百分點。

前11個月，世界、發達國家工業生產同

比分別增長2.3%和1.1%，比上年同期放

緩1.1和1.0個百分點。從逐月走勢看，世

界、發達國家工業生產同比增速分別從1

月份的最高點3.2%和1.7%波動下滑到11

月份的最低點1.2%和0.1%；發展中國家

則從1月份的最高點4.1%波動下滑至12

月份的3.6%（最低點為9月份的3.2%）。

第二，美國和歐元區個人消費增長

加快。2015年，美國個人消費支出增長

3.1%，比上年加快0.4個百分點；歐元區

個人消費支出增速加快，從一季度的

1.6%加快至三季度的1.7%；2015年，日

本民間最終消費支出下降1.2%，降幅比

上年擴大0.3個百分點。

第三，世界貿易進一步放緩。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2016年1月份預測，2015年世

界貿易量增長2.6%，比上年回落0.8個百

分點。波羅的海幹散貨運指數波動走低。

2015年，波羅的海幹散貨運指數從年初的

771點一度回升至8月5日的1222點(年中

最高點)，隨後持續回落並屢創新低，2016

年1月6日，該指數降至467點。

第四，全球CPI漲幅回落、大宗商

品價格大幅下跌。2015年，世界、發達

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CPI 同比分別上漲

2.0%、1.0%和4.3%，比上年回落0.5、0.7

和0.2個百分點。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

大幅下跌。2015年，能源價格比2014年

暴跌45.1%，非能源價格比2014年下跌

15.1%，均連續4年下跌。其中，農產品

價格下跌13%，原材料下跌9.4%，肥料

下跌5.1%，金屬和礦產下跌21.1%。2015

年12月18日，紐約期貨市場輕質原油價

格為34.73美元/桶，創2009年 2月 18日

以來最低水準。

第五，三大經濟體就業形勢均有所

改善。2015年，美國、日本、歐元區失

業率分別為5.3%、3.4%和 10.9%，較上

年降低0.9、0.2和0.7個百分點。分月看，

年內三大經濟體失業率基本延續持續走

低態勢。

第六，國際金融市場大幅動蕩。一

是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繼續分化。2015

年，25個國家58次實施了降息措施或施

行寬鬆貨幣政策，另有10個發展中經濟

體升息，合計升息了22次。2016年頭兩

個月日本和印尼采取了進一步的貨幣寬

鬆政策，丹麥、秘魯、南非和墨西哥則

出臺了升息政策。總體來看，發展中經

濟體貨幣投放量增加，全球流動性總體

寬鬆，但各國實體經濟並未受惠。二是

其他主要貨幣對美元明顯貶值。2015年，

38個國家和地區本幣兌美元貶值超過

6%。其中，哈薩克、阿根廷、烏克蘭、

巴西和馬拉維幅度超過30%；亞塞拜然、

奈米比亞、哥倫比亞、俄羅斯、摩爾多

瓦、土耳其和巴拉圭超過20%。三是世

界股指動蕩加劇。2015年，世界股指上

下波動幅度加大，全年跌幅超過4.2%。

下半年震蕩進一步加劇，5月末到9月下

旬最大跌幅達到15.5%。2016年美國道

瓊斯工業指數在短短兩個月內最高下跌

振幅達到11%，截止2月26日今年累計

下跌了4.5%。四是發展中國家資本凈流

入持續減少。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發

展中國家資本凈流入持續5個季度減少，

2015年下半年則為凈流出。2015年第三

季度，國際投資者從發展中國家股市和

債市撤資520億美元，創歷史紀錄。

談及對2016年世界經濟運作的初步

判斷，文章指出，2016年，世界經濟仍

將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修復期，政策

措施的有效性下降，新的增長動能尚未

確立，仍會維持“低利率、低通脹、低

增長、高負債”的“三低一高”態勢，

復蘇將依然疲弱乏力。

首先，世界經濟面臨的不利因素較

多。一是流動性充沛已造成一定的泡沫，

但2016年多數國家仍傾向於寬鬆貨幣政

策。二是美國加息帶來的不確定性。美

聯儲與其他主要經濟體中央銀行的貨幣

政策分化加劇可能會進一步推高美元，其

他經濟體貨幣將被動貶值，加大市場匯

率風險。新興經濟體國際資本異常流動

將加劇，據國際金融協會預計， 2015年

主要新興經濟體將面臨27年來的首次資

本凈流出，總金額將超過5000億美元，

2016年還將面臨3000多億美元資本凈流

出。美元走強也必然令國際油價等大宗

商品價格繼續承壓。三是曾經作為世界

經濟復蘇主要推動力量的新興市場經濟

體的經濟增長可能進一步放緩。

其次，2016年世界經濟初步預測。

據世界銀行2016年 1月6日最新預測，

按匯率法GDP加權，2015年世界經濟將

增長2.4%，2016年將增長2.9%，均比6

月份預測值下調0.4個百分點。

至於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及

政策建議，文章認為，第一，需求疲弱

將制約中國經濟增長。一是全球貿易增

長低緩，進而影響我國對外貿易的穩定

增長；二是隨著發達國家再工業化以及

部分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世界經濟，加

上我國生產成本上升和環境、資源制約

加強，我國出口面臨發達國家下壓和發

展中國家上擠的雙重壓力；三是國際大

宗商品價格將持續保持低位，如果持續

下跌，將使我國進口量較大的能源、資

源產品呈量增價跌態勢，雖然有利於降

低進口成本，但同時也會拉低我國進口

的總體增速。可採取如下措施應對需求

疲弱的衝擊：一是積極推進“一帶一路”

戰略，有助於擴大外需，並有利於化解

國內產能過剩問題。二是在世界經濟復

蘇乏力的背景下，我國應著力擴大內需，

例如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減稅以降低

中低收入階層和小微企業負擔；積極推

進“供給側改革”，努力解決供需錯配

問題，即低端產品供給過剩、中高端產

品供給不足。

第二，貿易、新技術競爭倒逼中國

經濟轉型升級。一是愈發激烈的國際貿

易之爭對我國貿易領域既是挑戰也是機

遇。一方面，傳統的貿易理念適用空間

會縮小，在新的貿易規則、產業行業標

準及技術、品質、環保等方面會造成很

多困難，也會使我國貿易在外部需求疲

弱的影響下雪上加霜。另一方面，我國

可利用外部壓力倒逼國內加速調整產業、

產品結構，在技術上創新、在工藝上提

高、在環保效能上加強，對我國經濟結

構的轉型升級是難得的機遇。

二是新技術的競爭將成為經濟增長

的突破點。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興

起，科技創新正加速推進，並廣泛滲透

到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成為重塑世界

格局、引領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我國

如能在這波競爭中佔據一席之地，在航

太、核能、高鐵及網際網路+等領域發

揮優勢並佔領國際市場，將對國內社會

經濟和科學研究發展產生巨大的推動作

用。面對來自TPP和TTIP的戰略擠壓，

未來需擴大與主要貿易夥伴簽訂雙邊或

多邊自由貿易協定，並與“一帶一路”

戰略密切結合。

第三，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將波及我

國金融市場穩定。未來，中國經濟與貨

幣的國際地位有望進一步提升，國內與

國際金融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進一步

加大。但在這一背景下，國際金融市場

動蕩也將影響我國金融市場穩定。首先，

美聯儲加息、人民幣被納入SDR（特別

提款權）等，都會導致人民幣匯率波動

擴大；其次，我國跨境資本的流動性在

日益提高，對我國國際收支的影響會越

來越大，波動性也將加劇；再次，面對

新形勢，我國宏觀政策必須在匯率穩定、

貨幣政策調控和資本國際流動之間艱難

地尋求平衡。

針對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增大的風險，

我國可採取如下措施：一是密切監測國

際資本流動，關注美聯儲貨幣政策動

向，做好各種應對預案；二是考慮到金

融市場衝擊具有多邊性甚至全球性，我

國可聯合其他國家做好防範金融衝擊的

準備，例如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實

施雙邊或多邊貨幣互換以應對短期流動

性和償債風險；三是必要時可考慮採取

限制國際資本流動的措施，比如徵收托

賓稅限制外匯投機交易等。

第四，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將影響我

國經濟增長。地緣政治動蕩加劇將會為

我國經濟增長帶來下行壓力。全球熱點

主要集中在中東及周邊地區，這是我國

重要能源供應地，也涵蓋我國“一帶一

路”沿線地區；正在升溫的朝鮮核問題

是另一潛在熱點問題。在目前世界經濟

增長動力不足的情況下，一旦戰事爆發，

緊張情緒激化，消費者信心和投資者信

心必將大受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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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40 people in Beijing and you'll find only two or
three have heard of Donald Trump. Many have heard
his name, but few realize that the US real estate ty-
coon has become the most controversial figure in the
2016 presidential race.

The replies below are the results of interviews with
workers, couriers, drivers, security guards, street ven-
dors and other everyday people on the streets of cen-
tral Chaoyang district in Beijing. The question put to
each: "Have you heard of Donald Trump?"

While many simply referred to the current Republican
front-runner as "that man," some added a detail or
two, like "outspoken" and "dramatic facial expressions.
But others who keep an eye on US politics offered sur-
prisingly diverse and insightful views on the conten-
tious and rising candidate.

"The name is always in the newspaper, but I have no
idea of who he is or what he looks like."

"He knows how to use the media. He's very talented
and resourceful in presenting himself as a successful,

smart businessman. His offensive, stupid, and radical
comments are probably part of his strategy, which to
a certain degree has been working so far.

I am quite interested to see how he would implement
some of his ideas, such as building a great wall along
the US southern border to stop migrants from enter-
ing - an idea which is hard to understand or accept by
people living in modern society.”

"I watched many of Trump's speeches, and his plain
way of speaking is quite appealing and understand-
able to people living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who
might also be antipathetic to the elites represented by
Hillary. Those people may vent their dissatisfaction
for the status quo by supporting someone they find
more down-to-earth… I sincerely hope Trump wins,
which could bring the world more fun."

"He is very dedicated and confident in his proposi-
tions but sometimes I feel he has a too big of an ego.
It seems to me that he never disguises his love for
money and beauty, and he's had many supermodel
wives, as far as I know.

I don't love him, don't hate him, but I am really fond of
his daughter Ivanka, who always appears elegant
when in public, has a sharp brain and is gorgeous -
very different from her father."

"Trump has a very
unique and special
way of attracting vot-
ers: he is never politi-
cally correct, he refus-
es mainstream opin-
ion, and has disas-
trous manners. But
Trump speaks for the
American blue collar
worker. His strategy
continues to find suc-
cess among unedu-
cated white people be-
cause he's unleashed

their long-suppressed voices. Trump's coming is a sur-
prise, but not a coincidence."

"He is rich, has a weird hairstyle, a big mouth, and is
not friendly toward China. Some of his bold and crazy
statements wouldn't be heard coming from a decent
or normal politician, like when he attacked a TV news
host by saying she was having her period.

His campaign promises, especially the more extreme
sounding ones, are unlikely to actually come through
after he wins, which is also almost impossible."

"He's always rude
and looks terrible
in the news. I
didn't expect him
to get so far. Per-
sonally speaking,
I preferred Jeb
Bush, but he
dropped out. But
US citizens are
the deciders, and
they might see
more from where
they are standing.
"

Qi Xin, retired executive at the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He's always rude and looks terrible in the news. I
didn't expect him to get so far. Personally speaking, I
preferred Jeb Bush, but he dropped out. But US citi-
zens are the deciders, and they might see more from
where they are standing."

"The reason why
he probably
stayed on The Ap-
prentice is the
thrill he got from
saying 'You're
fired.' That same
thrill-seeking is
probably what mo-
tivates his run for
the US presiden-
cy."

China is showing a degree of nervousness over the
prospect of a Donald Trump presidency. Recently,
Chinese officials warned the US not to punish them
for currency manipulation - an idea the Trump has
been campaigning on.
Essentially China manipulates its currency through de-
valuation, making their exports cheaper. Almost all
capitalist economies do not control the exchange rate
for their currencies, preferring to allow the market to
set rates.
But devaluing currency is almost always an emergen-
cy measure. China devalues to gain a competitive ad-
vantage - something that goes against the rules of in-
ternational trad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told re-
porters in Beijing that “ we are following with interest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Hua was asked about China’ s response to a possible
Trump presidency and his announced plan to punish
China for currency manipulation with a tax on Chi-
nese goods.
“ Since it belongs to the domestic affair of the U.S., I
am not going to make comments on specific remarks
by the relevant candidate,” she said.
“ But I want to stress that China and the U.S., as world
’ s largest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shoul-
der major responsibilities in safeguarding world
peac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and driving world devel-

opment,” the spokeswoman added.
“ The sustained, sound and steady growth of China-U.
S. relations
serves the
fundamental
and
long-term in-
terests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benefits
the world.
We hope and
believe that
the U.S. gov-
ernment will
pursue a posi-
tive policy to-
ward China in
a responsible manner.”
The comments came as Wang Yi, the Chinese for-
eign minister, is holding talks in Washington that in-
clude U.S. concerns about a Chinese military buildup
on dispute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coop-
eration on dealing with North Korea’ 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vocations.
Hua said Wang and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agreed the two sides will enhance cooperation and in-
crease talks and exchanges.
“We stand ready to preserve and advance China-U.
S. relations together with the U.S. side,” she said.
Trump's proposal - taxing Chinese imports - might
lead to a tit for tat trade war between the world's larg-
est economies.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in trade
would be disrupted. Frankly, I don't think Trump is se-
rious. But in case he is, it's good to remember the
Smoot-Hawley tariff bill of 1930 that eventually cut US
trade in half, worsening an already terrible depres-
sion.
Smoot-Hawley was a far broader tariff, but there's a
possibility that the trade war would spread to other
economies where Chinese imports are costing a lot of
jobs. It's the uncertainty that China is concerned
about and is warning Washington about the conse-
quences. (Courtesy www.americanthinker.com/blog)
Related

Will Trump's Tough Talk on China Soften?
To Donald Trump, China is one mammoth obstacle to
an American winning streak. And as the voting in Io-
wa and New Hampshire edges closer, Trump has

raised the volume of his rant.
"China is ripping us on trade. They're devaluing their
currency and they're killing our companies." Trump
said at the Republican debate Jan. 14. "I love the Chi-
nese people but they laugh themselves, they can't be-
lieve how stupid the American leadership is."
This preoccupation with China isn't new for Trump. In
his campaign announcement in June, he said the
word "China" 23 times — more than twice as much as
he referenced the United States, accusing the Com-
munist power of "devaluing their currency to a level
that you wouldn't believe" and making it "impossible
for our companies to compete, impossible."
Xiaodang Fang, a 28-year-old Georgetown University
PhD student who left Shanghai in 2010 to study Amer-
ican politics, isn't surprised by the tenor of the GOP
campaign. He said China is
often used in presidential con-
tests as a "scapegoat" for the
decline of the U.S. manufac-
turing industry.
Fang said candidates tend to
air their grievances about Chi-
na during the campaign, but once they take the oath
of office, they realize the economic advantage of do-
ing business with his home country — something he
said entrepreneurs like Trump are well aware of.
"It's a campaign speech. It helps increase voter
choice, but it's not necessarily true," Fang said in a
phone interview. He is scheduled to finish his PhD
program on American government this year. "Most
candidates will take a tough stance on China, but
once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end they will be soft."
China Stance Not New
Like Trump, former Massachusetts Gov. Mitt Romney
during his 2012 White House bid promised to in-
crease U.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nd designate the
country as a currency manipulator. As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in 1980, Ronald Reagan also took a tough
stance on China by proposing to restore official rela-
tions with Taiwan, but then abandoned the idea after
he took office. And in his 1992 campaign, Bill Clinton
coined the term "butchers of Beijing" in reference to
the China's human rights record, then as president
supported the country's e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
ganization.
But Trump's characterization of China as the country
to beat appeals to voters with a "nationalistic streak,"
said Adrian Gray, a Republican strategist who previ-

ously worked with the George W. Bush administration.
"His electorate is mostly defined by people who ha-
ven't really caught up to some of the larger macro
trends that are going on in America," he said, refer-
ring to glob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
think they're hoping for the world that was — and not
preparing for the world that's coming."
While announcing his presidential run, Trump lament-
ed the U.S.'s trillion-dollar debt to China, expounded
on their allegedly unfair trade tactics, and even sug-
gested that the country's military buildup was of great-
er concern than the Islamic State. Trump presented
himself as the best candidate to take on what he
views as a growing hegemon.
"Our country is in serious trouble," Trump said. "When
was the last time anybody saw us beating, let's say,

China in a trade deal? They
kill us. I beat China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The New York real estate
mogul trumpeted similar rhet-
oric about Japan in the
1980s, but China's economic

rise in the 21st century has altered the conversation,
said Gray, who worked on both Bush-Cheney cam-
paigns.
Yet Trump has stuck to his decades-old argument
that the U.S. needs to even the playing field with Chi-
na on trade, defending his proposal to impose a tariff
on Chinese exports in the most recent Republican de-
bate.
Trump's claim about Chinese devaluing currency by
selling it in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to keep the
price of their goods low had carried some weight in
previous Republican contests, Gray said.
However, attempts to contain China could have Cold
War implications, said Philippe Le Corre, a visiting fel-
low at Brookings and a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xpert.
Anti-Chinese policies will only cause the country's in-
vestments in the U.S. to dry up and migrate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Le Corre said.
"American multinationals are the ones who created
China," he said. "If you start being anti-Chinese, that
will backfire."
Trump may not have the power to reverse global
trends as his oratory suggests, Gray said, but voters
are paying attention. (Courtesy www.usnews.com/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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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told reporters in Beijing that "we are
following with interest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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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Shengyu, employee at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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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u Yaling, staff at an institution affiliated 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Qi Xin, retired executive at the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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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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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這個媳婦美貌異常袁 輕浮無
比袁衆人都呼他作 "多姑娘兒 "．如

今賈璉在外熬煎袁 往日也曾見過這
媳婦袁 失過魂魄袁 只是內懼嬌妻袁
外懼孌寵袁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
兒也曾有意于賈璉袁 只恨沒空．今
聞賈璉挪在外書房來袁 他便沒事也
要走兩趟去招惹．惹的賈璉似飢鼠

一般袁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廝們計議袁
合同遮掩謀求袁 多以金帛相許．小
廝們焉有不允之理袁 况都和這媳
婦是好友袁一説便成．是夜二鼓人
定袁多渾蟲醉昏在炕袁賈璉便溜了來
相會．進門一見其態袁早已魄飛魂
散袁也不用情談款叙袁便寬衣動作起
來． 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袁一
經男子挨身袁便覺遍身筋骨癱軟袁使
男子如臥綿上袁更兼淫態浪言袁壓倒

娼妓袁諸男子至此豈有惜命者哉．那賈璉恨不得連身子化在他
身上．那媳婦故作浪語袁在下説道院"你家女兒出花兒袁供着娘
娘袁你也該忌兩日袁倒爲我臟了身子． 快離了我這里罷遥 "賈璉

一面大動袁 一面喘吁吁答道院"你就是娘娘浴 我那里管什么娘
娘浴 "那媳婦越浪袁賈璉越醜態畢露．一時事畢袁兩個又海誓
山盟袁難分難捨袁此後遂成相契．

一日大姐毒盡癍回袁十二日後送了娘娘袁閤家祭天祀祖袁還
願焚香袁慶賀放賞已畢袁賈璉仍復搬進臥室．見了風姐袁正是俗
語雲 "新婚不如遠別 "袁更有無限恩愛袁自不必煩絮．

次日早起袁 鳳姐往上屋去後袁平兒收拾賈璉在外的衣服鋪
蓋袁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綹靑絲來． 平兒會意袁忙拽在袖內袁
便走至這邊房內來袁拿出頭髮來袁向賈璉笑道院"這是什么钥 "

賈璉看見着了忙袁搶上來要奪．平兒便跑袁被賈璉一把揪住袁按
在炕上袁掰手要奪袁 口內笑道院"小蹄子袁你不趁早拿出來袁我把
你膀子橛折了遥 "平兒笑道院"你就是沒良心的． 我好意瞞着他

來問袁你倒賭狠浴 你只賭狠袁等他回來我吿訴他袁看你怎么着遥 "

賈璉聽説袁忙陪笑央求道院"好人袁賞我罷袁我再不賭狠了遥 "

一語未了袁 只聽鳳姐聲音進來．賈璉聽見松了手袁平兒剛
起身袁鳳姐已走進來袁命平兒快開匣子袁 替太太找樣子．平兒
忙答應了找時袁鳳姐見了賈璉袁忽然想起來袁便問平兒院"拿出去

的東西都收進來了么钥 "平兒道院"收進來了遥 "鳳姐道院"可少什

么沒有钥 "平兒道院"我也怕丢下一兩件袁細細的查了查袁也不少遥
"鳳姐道院"不少就好袁只是別多出來罷钥 "平兒笑道院"不丢萬幸袁
誰還添出來呢钥 "

"姐姐有心事袁瞞着婉兒浴"慕容婉一聽袁把手里的筷子往桌上一拍袁雙臂抱胸袁噘
着嘴把臉別向另外一邊袁假裝嗔怒遥

"哎呀浴婉兒袁不要生氣了遥 "林一知道慕容婉不是眞的跟自己置氣袁不過就是套
自己的話而已遥

"哼浴姐姐不當婉兒是妹妹了袁明明有事還騙我浴 "慕容婉不理林一袁瞟了林一一
眼往一邊挪了挪身子袁眼眶一紅袁還眞擺出一副泫然欲泣的樣子來遥

"好了袁是姐姐不好袁我吿訴你便是浴 "林一無奈的嘆了一氣袁才湊到慕容婉耳邊
娓娓道來遥

"我當是什么事呢浴姐姐想去有何難的浴"五年前袁慕容婉生了病以後也再沒有去
過上元燈節了袁被林一這么一説袁她自己就向往的很遥

"咦钥 你有辦法钥 "林一雙目圓睜袁一臉的渴望遥
"咳咳浴"慕容婉剛纔夸了海口袁現在有些後悔了袁不過又不想在林一面前丢了面

子袁輕聲的咳了兩聲掩飾神色間的尷尬道院"這個嘛袁簡單的很袁姐姐就等着到時候聽
我的好消息吧浴 "

林一早就察覺出異樣袁不過礙于小姑娘的自尊袁她也沒有當即點破袁反正到了那
一天袁她大不了就裝病説是自己不能去就是了遥
第三十四章 上元燈節
接下來的兩天袁林一都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袁每日里還是和平常一樣的精心照

顧着慕容婉袁對上元燈節的事只字不提遥 可是慕容婉每每看到林一那平靜的面容卻
如坐針氈遥眼看着明天就是上元燈節了袁慕容婉卻一點辦法也沒有袁急的就像是熱鍋
上的螞蟻遥
本來嘛袁不説她是個深閨小姐袁就是冲着她長年幽居養病袁對於出莊子這樣的大

事袁那里能有什么法子遥 這個時候她是多么希望慕容清能在她的身邊啊浴
第二天一大早袁靈兒送早膳過來袁又無意間説漏了嘴袁聽在慕容婉的耳朶里更是

難受的緊遥
靈兒故意説漏嘴袁林一那里不知道靈兒轉的是什么心思遥 只是昨天一整晩就聽

見慕容婉在床上輾轉難眠袁一大早也沒有精神袁林一很是心疼袁忙把靈兒給支了出
去遥
簡單一進門就看見慕容婉無精打採的歪在迎枕上袁 面前的桌上擺着一碗清粥袁

卻是半分未動遥紅珠着急的在旁邊指指這個盤子袁又挪挪那個碟子袁慕容婉都是有氣
無力的搖搖頭袁嘆息一聲乾脆把面前的粥碗也推開了去遥 簡單以爲是身子又有那里
不舒服了袁心里一急院"婉兒怎么了袁是哪里不舒服了么钥 快讓我好好把把脈浴 "

"胭脂钥 "突然袁身後又有人呼喚她袁她的手停在半空中袁始終沒有
摸上去遥 也許他們都已經承受不起這樣的傷痛遥

玉胭脂立刻恢復神色袁縮回手轉身看了看來者遥
那人便是陸提斯袁他笑着拉過玉胭脂的手袁説道院"你怎么跑這兒來

了钥 "

"我噎"玉胭脂尷尬地收回手袁不想就這樣被陸提斯抓着遥
"誒遥慕容公子钥 "陸提斯笑道院"眞是恭喜慕容公子啊袁穿得這么隆

重袁想必也是接到邀請了吧遥 "

"邀請钥 什么邀請钥 "玉胭脂緊張地問遥
"呵呵遥 "陸提斯説道院"小皇子滿月自然要宴請大臣們遥 "

"慕容公子要進宮嗎钥 "胭脂緊張地問遥
慕容冷掃一眼身前的男女袁然後抱着古琴揚長而去遥陸提斯不死心

地拉着憂心忡忡的玉胭脂袁説道院"我也會跟着南陽王進宮袁不知胭脂姑
娘想要什么钥 "

玉胭脂回首瞪着陸提斯那張猥瑣的面孔袁冷聲説道院"我要什么袁難
不成你還能從皇宮里偷出來钥 "

陸提斯愣了片刻袁而後又道院"胭脂姑娘袁你放心袁我一定會拿到你
想要的東西遥 "

玉胭脂不屑地輕笑袁暗忖院哼袁你永遠也不會知道我想要什么遥
***

馮佑憐正與蟬兒説笑袁突然大家沸騰起來袁紛紛低着頭窸窸窣窣地
談論起來遥馮佑憐剛想站起來詢問袁可就在這時袁從門口走進幾個宮婢袁
爲首的女人囂張地掃視四周袁看見宋中使也只是微微點頭請安袁然後恢
復本色遥

蟬兒拉着馮佑憐袁低聲説道院"她就是華林園弘德夫人的大宮女袁叫
琉璃遥 "

"額钥 "馮佑憐想了想袁又問院"我們新織的衣裳就是弘德夫人的嗎钥
"

"恩遥 "蟬兒一邊幹活一邊點頭遥
琉璃對着宋中使説道院"夫人説了袁這一次她想換一種款式遥 "

"夫人的衣服已經開始做了遥 "宋中使想推脫遥
"那就重做遥 "琉璃冷冷地説院"難道你們這些綉坊里的宮女都是沒

事做的嗎钥 不就是件衣裳袁還怕做不完钥 "

"哼袁你以爲只是爲弘德夫人綉嗎钥 "蟬兒輕聲埋怨遥

看來以後不能隨處亂闖袁否則定會再次發生今天的危險袁如果當
時不是看到那些灰土産生警惕沒有再入前一步袁説不定她會被那火焰
追上袁到時候後悔也來不及了遥

夏如風剛想問白瑞關於那火焰的事袁 便發現遠處就走來了一行
人袁看他們衣服上的標誌袁似乎是屬於什么傭兵團的遥

其中領頭的那個中年男子也發現了夏如風的存在袁帶領着手下們
走了過來袁問道院"姑娘袁你是一個人來這里歷練的嗎钥 看你這么狼狽袁
應該是遇到了強大的靈獸吧钥 "

中年男子一臉友善的表情很容易讓人放下心防袁只是夏如風還是
暗暗提着神袁畢竟在這異世隨處可見危險遥

"嗯袁剛纔不小心遇見了一頭二階獸袁"夏如風微微一笑袁她此刻靈
力消耗一空袁無法在紫林山脈中穿梭袁何况她對這里不熟悉袁有一個傭
兵團袁正好爲她帶路遥

雖然能夠召喚出火兒與小東西幫她找路袁可是他們對此地的熟悉
情况不會超過傭兵袁等它們找到路還不知道要多久遥

"二階獸钥 姑娘袁你運氣眞好袁在二階獸的追捕下還能逃脫袁"中年

男子搖頭嘆息了一聲袁説道袁"這樣吧浴你的家在哪钥我們是雪狼傭兵團
的袁打算前往黑石鎮袁如果同路的話袁就順道帶你一程吧浴 你一個小姑
娘家的袁在這里多危險遥 "

"團長钥"中年男子身後的那群人不滿意了袁帶着她袁豈不是個纍贅
嗎钥但中年男子一記眼神掃過袁他們都只得閉緊嘴巴袁卻望着夏如風的
眼神很是不屑遥

夏如風並沒有在意那群人的目光袁她點了點頭院"我也正打算去那

里袁那就麻煩你了遥 "

第一卷召喚師的崛起第三十一章晉級二級靈師

來到了雪狼傭兵團的領地袁夏如風很快和一些傭兵團的成員混熟
了遥
在華夏袁她作爲古武世家養女袁並不缺乏交際能力遥而通過他們的

口袁夏如風才知道那帶領她來的男子叫做戈洛袁是傭兵團團長遥她所在
的這傭兵團不算大袁也不是很小袁畢竟里面有個一品高級的煉藥師遥

雖只是一品袁但在煉藥師珍貴的大陸袁放到一個小家族內絶對會
被供養起來遥 可見煉藥師的珍貴遥

如果是別的男子説這樣的話袁寧汐一定嗤之以鼻遥 這未免太矯情了可
容瑾淡淡的説來袁旣沒提高音量袁也沒刻意的煽情袁卻有股讓人信服的力
量遥
兩人的眼眸在空中對視袁心里俱是一顫遥 空氣中流淌着一股曖昧的情

愫遥
寧汐不自在的移開視線袁嘟噥道院"你巴巴的跑來袁難道就是要和我説

這些么钥 "

她一定不知道袁每當她心虛的時候袁眼神總是閃爍不定袁迫不及待的
就想逃開遥 尤其是在對着他的時候眞是個不誠實的小丫頭容瑾在心里嘆
息袁到底配合的轉移了話題院"其實袁我來找你是想送樣東西給你遥 "

寧汐一臉的戒備院"什么東西钥 "上元節袁半夜敲窗送東西噎噎怎么想
都有點不對勁吧容瑾輕笑一聲袁 變魔術似的從懷里掏出兩本薄薄的冊子
來遥

這又是什么東西钥 寧汐一臉的疑惑遥
容瑾輕描淡寫的説道院"這是我替你找的兩本食譜袁 你沒事的時候看

看打發時間好了遥 "

食譜钥 寧汐的眼睛陡然亮了袁再也顧不得男女之別袁立刻上前一步袁將
兩本冊子接了過來緊緊的攥在手里遥 恨不得現在就翻開看看才好遥

容瑾失笑袁調侃道院"別急袁以後這就是你的了袁隨你怎么看都好遥 "

拿了人家這么貴重的禮物袁寧汐也不好再板着臉了袁好奇的問道院"這

食譜是哪兒來的钥 "她之前有的那一本袁可是寧暉費了好多心思才弄到手
的遥

容瑾卻不肯多説袁含糊的應道院"我拿書和人家換的遥 好了袁你別問這
么多了遥這兩本食譜記録的都是不同菜系的做法遥你好好硏究一下袁可以
多多借鑒遥 "

這份禮物實在太合寧汐的心意了袁怎么也捨不得拒絶袁索性厚着臉皮
應了遥 反正欠他的人情也不止一樣兩樣了袁再多一樣也沒什么遥

此時袁忽然門外響起了阮氏的聲音院"汐兒袁你怎么還沒睡钥 "

寧汐被嚇的魂飛魄散遥
第一百七十四章登徒子
老天袁要是被阮氏闖進來看到她和容瑾這副樣子袁指不定會想到哪兒

去呢大冷的天袁寧汐愣是被嚇出了一身冷汗袁急中生智應了句院"我起來

方便袁現在就去睡了遥 "

阮氏顯然也困頓的很袁並未起疑心袁只叮囑道院"早點睡袁明天還要早
起呢 "

寧汐嗯了一聲袁故意打了個哈欠院"娘袁我這就睡了袁你也早點睡遥 "

等阮氏走了袁寧汐的一顆心才緩緩的落回原位遥 再看容瑾袁早已機靈
的蹲下了身子遥 就算阮氏推門進來袁也看不到他的身影遥

這么憋屈的姿勢袁難爲他居然還是很帥氣袁甚至在寧汐俯下身子的時
候袁瀟灑的揮了揮手遥

寧汐咬着嘴唇袁忍住笑意遥 又等了片刻估摸着阮氏已經睡下了袁才低
低的説道院"謝謝你的食譜袁這么晩了袁你快些回去吧 "

容瑾隨意的嗯了一聲袁站了起來袁見寧汐迫不及待的攆他走袁心里忽
然有些不痛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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