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B111

休城社區
廣告天地 BB1212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星期日 2016年3月13日 Sunday, March. 13, 2016

星期日 2016年3月13日 Sunday, March. 13, 2016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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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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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Restaurant Equipment & Supplies ww.jks-tx.com
Over 25000 sq. ft.

餐具公司餐具公司JKS HoustonJKS Houston
批發零售

展廳展廳﹑﹑倉庫倉庫﹑﹑現貨供應現貨供應

中西式爐頭中西式爐頭﹑﹑油爐油爐﹑﹑
焗爐焗爐﹑﹑扒爐扒爐﹑﹑雪櫃雪櫃﹑﹑冷凍庫冷凍庫﹑﹑

製冰機製冰機﹑﹑洗滌洗滌SinksSinks﹑﹑
中西廚具中西廚具﹑﹑器皿器皿﹑﹑水喉水喉﹑﹑

PartsParts﹑﹑工工作鞋作鞋

經銷名廠

13715 Murphy Rd. Stafford, TX 77477
Tel: 281-403-5500
Fax:281-403-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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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完為止送完為止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150up送 凡購買$300up送凡購買$150up送凡購買$350up送

慶祝農曆新年慶祝農曆新年 化妝品禮盒大贈送化妝品禮盒大贈送
（中國城第一家位敦煌廣場內）
COSMETICS
BLOOMINGBLOOMING

本店誠徵經理及銷售人員，請電洽或上門應徵

9889 Bellaire Blvd, #B 24B, Houston TX 77036 (832)834-0610

我們的信念
竭盡所能﹐為您提供誠信﹐

熱心﹐省錢﹐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負責人 CLU

呂振益 J.Eric Lu
保險師

外地（800）350-1078 Fax:713-988-6886 5855 Sovereign,Unit F Houston,TX 77036

˙餐館及商業
˙房屋及水災
˙人壽保險
˙汽車保險
˙員工保險
˙地產保險
＊此保險單(及保險計劃書)
若有提供為僅有之正式
版本﹐且以英文為準﹒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服務客戶逾20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www.farmersagent.com/jlu

713-988-0788

J. Eric Lu
Insurance Agency

呂氏
保險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1) 湖景豪裝共渡屋 1600尺 2房
2廁 近中国城，投資自住首選
僅售7萬9

2) 英式建築獨立屋，好區交通
方便。1620 尺,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11萬9

3) 獨立屋1300 尺 ,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9萬9

買賣促銷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專業管理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713-981-6888E-mail: helen@helengo.com
web site: www.helengo.com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直線﹕(281) 265-1288 手機﹕(832) 618-2828
李惠娜Grace Liu
Broker, GRI, CCIM

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
★4房3浴﹐湖邊﹐David Weekly Home﹐3000呎﹐售$258,000﹐樓下全新實木
寬地板﹐全新內外冷暖氣﹐油漆﹐屋況絕佳
★4房 3.5浴﹐後院湖景﹐交通便利﹐近小學﹐樓下木板﹐3000呎﹐售
$300,000萬
★密蘇里市﹐3房 2.5浴﹐樓上遊戲間﹐全新油漆﹐2550呎﹐售$153,000﹐
最佳投資

糖城: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southwestrealtywendy@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

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

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電話：：((228181)) 980980--13601360
((832832)) 878878--38793879

傳真傳真：：((281281)) 989800--13621362

十年老店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光新地板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3838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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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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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企枱及
帶位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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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槍店中國城槍店 SUPER ARMORY

地址： 9896 Bellaire Blvd.,#G1,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
（281）236-4723
(832)347-2888

★ 供應各種槍支、彈藥的買賣。
★ 申請德州帶槍執照課程-可在全美36個州攜帶。

歡迎機關，團體報名，可赴該公司授課，另有優惠。
★ 兼賣各種防身用品：辣椒噴液，電擊槍...等等。

營業時間：
Mon-Sat 11AM-6PM

郵箱： superarmory@yahoo.com

 










圖文：秦鴻鈞
昨天（3 月12 日） 是 國父逝世紀念日，中國國民黨休士

頓分部和僑教中心，榮光會，台聯會，三民主義大同盟，空軍
大鵬聯誼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協會美南分會，同源會，台大
校友會等八個社團共同舉辦植樹活動。來紀念 國父孫中山先生
，倡導三民主義，建立中華民國，把他的生命歲月獻給了國家
。

當天主辦單位還提供了免費的樺樹及板栗橡的樹苗，供參
加的民眾帶回家種植。其中樺樹可長到30 至40 呎（ 三，四層
樓高）。

昨天是國父逝世紀念日也是植樹節昨天是國父逝世紀念日也是植樹節
國民黨暨休士頓八社團共同舉辦植樹活動國民黨暨休士頓八社團共同舉辦植樹活動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年會，於昨
天植樹活動後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共有黨員七十餘人與會。
會長甘幼蘋首先在年會上致詞表示： 感謝同志們參與了植樹活動
，並踴躍出席了今天的年會。

甘幼蘋首先表揚資深黨齡同志，今年度獲得中央頒發獎章獎
狀的資深黨員共有11人，其中黨齡滿50 年者有甘幼蘋，胡宗駒
，唐心琴，江震遠等四人，獲頒獎狀和銀質獎章，六十年黨齡的
有徐永銘，楊大陸，洪志魯，王竹林等四位獲中央頒發獎狀及金
質獎章；另滿七十年的有禹如思，丁承元，秦重華三位也獲中央
頒發獎狀及金質獎章。恭喜各位資深黨員同志，也敬佩各位資深
黨員同志，也敬佩各位的忠貞愛黨，對中國國民黨的不離不棄。

甘幼蘋說： 相信大家和我一樣對本黨在今年一月十六日總統
大選和立法委員選舉的嚴重挫敗有著錐心之痛！尤其是近日立法
院高志鵬立委 「廢除懸掛 國父孫中山先生遺像」 的提案閙得沸
沸騰騰更是不可思議。現階段人民最需要的是社會安定，經濟繁
榮的民生法案。如果還要清算鬥爭，絕非全民之福。我們更需要
痛定思痛，對今後本黨何去何從，對中央黨部提出更積極的看法
。

會中並由分部第十九全黨代表陳煥澤同志發表其看法： 自己
對黨的期許，如果沒有得到執政權，一切都是空談！我們不想當
在野黨！

陳煥澤說： 我是台灣人
，祖先到台灣三百多年，我
從小給自己期許： 我非常
信仰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
先烈。當年國民黨執政時，
我們是時代力量。而現在，
他們 「叛經逆道，數典忘
祖」：（ 一）對我們執政
的成果，老百姓沒有感覺，
很多事不是今天做馬上就看到成果。（ 二） 媒體推出不好的舉
動，民進黨咬定我們，循規蹈 矩，不耍手段。像黃俊英在選前被
造謠買票還被抓，大家耳語相傳，造成黃的失敗，還有 「二顆子
彈」 事件，這個政黨充滿了 「權謀」。我們不夠團結，我們需
要年輕人，但台灣媒體80% ，操控在綠的手上。希望把失聯黨員
找回來。否則不用等共產黨，等我們自己慢慢凋零，我很不服氣
！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趕快把此黨鼓勵，改造。

另一位蔡姓黨員也在會中表示：要砲口一致向外，應該說No
時就說No!,不必一切事都去抬轎子，政務官應秉持公正態度處理
！

當天年會現場，還一併辦理黨員報到，繳交年度黨費十元，
並辦理恢復黨籍，失聯黨員同志歸隊等活動。

中國國民黨休士頓分部昨舉行年會
並頒發獎章獎狀給十一位資深黨員

圖為頒發滿七十年黨齡的金質獎章及獎狀給禹如思先生圖為頒發滿七十年黨齡的金質獎章及獎狀給禹如思先生（（ 中中））
，（，（ 左起左起））美南支部美南支部 常委葉宏志常委葉宏志，，休士頓分部常委休士頓分部常委暨中山學術暨中山學術
會會長甘幼蘋會會長甘幼蘋，，國民黨中評委林國煌國民黨中評委林國煌，，黃泰生黃泰生。。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休士頓中山學術會會長甘幼蘋在圖為休士頓中山學術會會長甘幼蘋在
年會上致詞年會上致詞。。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中山學術會及休士頓八大社團成員參加植樹節活動圖為中山學術會及休士頓八大社團成員參加植樹節活動。。圖為參加種樹的部份社團正在種樹圖為參加種樹的部份社團正在種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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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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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mortgage-alli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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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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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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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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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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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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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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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RY HU胡中平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電話熱線：
(832)335-3207精 英 地 產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商業地產、購物商場、商業大樓、倉庫廠房
土地開發、農場用地、公寓旅館、餐館商店

專精專精

買賣買賣

新舊住宅房屋買賣、銀行政府、查封房、建築商存貨大特價

Email:perryhu8@yahoo.com

1. 大型Buffet中餐館出售，生意好近達拉斯，另位於休士頓黃金商業地段中餐館老店
出售，生意穩，售12萬。

2. 社區旅館，生意好，收入高，28房，僅售28萬。
3. 西南區，靠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兩層樓房2仟多呎，主臥房在樓下，售18萬。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BB1111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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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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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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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

城

16659 S.W. Frwy, # 215
Sugar Land, TX 77479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中
國
城

(每週二、五)

9440 Bellaire Blvd, #102
Houston TX 77036
(每週一、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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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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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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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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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26年內共售出超過2655幢房子
*全德州ERA地產公司，94/95/96年銷售
總冠軍

*97及98H.B.J全曉士頓經紀排行榜第八
及第九名

281-26KCLAM 或 281-265-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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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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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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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Clements高中約2300呎靚宅﹐4房2個半衛浴﹐雙車庫﹐高廳﹐新廚房﹐新衛浴﹐私家泳池﹐綠帶景觀﹐小學﹐初﹑高中均好﹐走路可達﹐圖書館﹐郵局及兩個
大湖﹐為養育兒女極佳寶地﹐$330K讓﹒

˙糖城﹐Ashford Lake靚宅﹐4100呎﹐5室（7室）﹐3.5衛浴﹐雙車位車庫﹐外加書房﹐影視間及超大Gameroom,木地板﹐特制窗簾﹐Sonar Screen,低稅﹐低能耗﹐
多項加級﹐超值價$32萬﹐絕無僅有﹒

˙Missouri City﹐2600呎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木地板﹐高廳﹐好學區﹐$31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租約到明年夏天可以收回自住﹒學區房
˙醫療中心 3室2衛一廳Condo單元出租﹐拎包入住﹐包租﹐分租﹐長租短租均可（為來看病﹑開會者首選﹐詳洽）

地產
精選

特別
推薦

◆中國城，醫療中心數個1、2、3室數單元轉讓，3萬-10萬不等。
◆4個Condo單元出售，3個：2室2衛，1424呎，1個：3室2.5衛，1720呎，批發價$135K+佣金，ZIP 77061（Glenwood Village)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起至$1200

Houselink Service, L.L.C.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微信：amys0529
Amy Shao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管理管理++貸款貸款

專
精
糖
城
附
近
新
屋

貸款﹕貸款利率歷史新低﹐買屋重貸均為良機
助您買到夢之屋﹐投資房亦可,精於外國人貸款

※精於投資房地產買賣﹐批發價
一般低於市價30%-50%

請上網查詢請上網查詢www.har.com/amyshaorealtywww.har.com/amyshaorealty鑫匯地產鑫匯地產
832-878-8988 713-931-8601(O)

批發房，現金價，行銷快，請Email to amyshaorealty@gmail.com 加入投資者商圈，得最新信息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Top USA InvestmentTop USA Investment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E-mail: chentoby@ymail.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Telfair精華區，一層屋3房2浴，2098呎，2分鐘至Costco與59高速，近休大糖城分校，

僅售$368,000
◆西北區近249公路&Louetta Rd，二層屋5房3.5浴，4255呎，交通便利，近高爾夫球場，僅租$2390
◆休士頓近8號&Westheimer Rd，二層屋出租，3房2.5浴，租$1600
◆Katy Cinco Ranch二層樓出租，好學區，4房2.5浴，租$2000
◆糖城6號公路，商業用地出售，發展潛力無限，歡迎洽詢
◆中國城賺錢餐館生意出售，地點極佳，多年老店，生意很好，2500呎，接手即可營業，意者請洽To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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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移民局美國移民局

移民體檢指定醫師移民體檢指定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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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6年3月13日 Sunday, March. 13, 2016 星期日 2016年3月13日 Sunday, March. 13, 2016

西班牙街頭現西班牙街頭現““女性女性””信號燈信號燈 提倡性別平等提倡性別平等

西班牙巴倫西亞，民眾穿越“女性”信號燈街道。據悉，該設置為提倡
性別平等。

法國白獅一家嬉戲畫面溫馨萌化人心
法國拉弗萊什法國拉弗萊什，，母獅母獅NikitaNikita和雄獅和雄獅YabuYabu與它們三個月大的白獅幼崽與它們三個月大的白獅幼崽

在公園玩耍在公園玩耍，，一家子其樂融融萌化人心一家子其樂融融萌化人心。。

加拿大龍鳳胎加拿大龍鳳胎
熊貓寶寶名字出爐熊貓寶寶名字出爐

熊貓幼崽熊貓幼崽““加盼盼加盼盼”（”（右右））與與““加悅悅加悅悅””被飼養員抱著拍攝合影被飼養員抱著拍攝合影。。
作為首批出生在加拿大國土上的熊貓寶寶作為首批出生在加拿大國土上的熊貓寶寶，“，“加盼盼加盼盼””與與““加悅悅加悅悅””由由
20132013年年33月從中國來到加拿大多倫多動物園的雌性大熊貓月從中國來到加拿大多倫多動物園的雌性大熊貓““二順二順””于于
20152015年年1010月月1313日產下日產下。。



廣告天地 BB1010 BB33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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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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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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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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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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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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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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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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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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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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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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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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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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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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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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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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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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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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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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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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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政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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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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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台湾民进党立委高志鹏提出修

法，表示在台湾法律中，没有一条

言明孙中山先生是中國人民的国父

，而国父遗像的存在, 是封建主義的象征。因此他提議将

废除国父遗像，未来國民和學生，将不再对孙中山遗像行

礼。消息傳出之後，台灣中兴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公共

行政学者李长晏表示，今次民進黨绿委炒作议题，抓住台

湾人对“国家认同”不足的趋势，推动取消对国父孙中山

的敬仰，难保未来连“中华民国”也可以取消，对于这个

议题，新任總統蔡英文必须要面对、说清楚态度，台灣未

来要拼经济，还是继续拼政治。

對於民进党立委拟提案撤除国父遗像，国民党代理主席黄

敏惠反问总统当选人蔡英文“这是您的政策吗？”，当选

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吗？如果不是，就请要

求民进党闭嘴。

接著，黄敏惠以“中华民国”公民、22年的国民党员及现

任的国民党代理主席发出五点声明。

首先要问第十四任的“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这是您的政

策吗？”、“您当选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吗？” 废除的

原因是什么？是否认中华民国？或否认中华民国创建的历史？

黄敏惠说，如果不是，就请蔡英文要求民进党党籍立委闭嘴。

她说，废除国父遗像, 是中华民国公民同意的吗？人们支持民进党

执政，是希望生活过得更好、更有尊严，不是让民进党来消灭中华

民国的。

第二，黄敏惠说，前总统陈水扁在2004年, 以总统身份强调, 孙

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的地位，当时民进党的说法, 是为

了族群和谐，而今天民进党在取得完全执政的此刻，猴急

又毫无顾忌的抛出这个议题，就是操弄族群对立最粗暴的

做法。

黄敏惠说，身为国民党代理主席，她不容许操弄族群的议案,

在立法院成案，已即刻指示本党所有立委, 坚决阻挡民进党废止国

父遗像的提案成案。

第四，黄敏惠表示，很多人提醒她，“废除国父遗像”也许只

是个幌子，民进党又在玩族群对立的杠杆，在国民党最虚弱的时机

，挑动本党内部的团结，藉此把国民党打为极端路线，“让我们分

裂，让我们一蹶不振”。

黄敏惠说，她要清楚地告诉民进党，没那么容易，坚定的中心

思想, 早就巩固了，在不断的淬炼和辩论，国民党的中心思想, 就是

包容中道，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非常坚定，不会动摇。

民进党已经全面取得政权，蔡英文也已经当选“中华民国”总

统，这个透过民主选举、取得政权的过程，蔡英文主席和民进党,

也一直表示承认“中华民国”；如果蔡英文和民进党仍然承认“中

华民国”，那么为什么不敢或不愿意面对历史的真相，哪就是“中

华民国”是由国父孙中山所创建! 他认为历史的全貌, 不该被任意曲

解或部分诠释。

記得民进党曾提案将台灣鬥士郑南榕自焚日, 订为法定纪念日

。坦白说，郑南榕是为台湾民主自由奋战的勇士，值得台灣人尊敬

。所以國民黨籍的台北市长郝龙标，也将郑南榕先生自焚的旧址，

命名为“自由巷”。

國人若是回顾历史，均認同孙中山先生和郑南榕先生，都是为

中华民族民主、自由而奋斗的一员，虽然兩人所处的时空相差幾十

年，环境也不一，但坚持民主自由的价值和作为，都是同样的。

中国民国创建已经105年，不管谁执政，都应该坦然客观面对

这105年的所有历史，和尊敬每一位为自由、民主付出的先圣先贤

。有容乃大。民进党已经取得全面的执政权，此刻应该努力的是，

如何凝聚全民共识，大家一起让“中华民国”更好；实在不需还展

现政党意识形态，制造这些有争议、制造对立的议题。

对于废除向孙中山遗像行礼, 对“爱国心”培养及加强“国家

”意识由何影响？从某个角度而言，废止对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

，透过这个议题操作，会让民众对“国家”的象征感到无感，引导

到民众对中华民国开国者孙中山不在乎。 换言之，当对“国父”

孙中山的敬仰可以取消，“中华民国”也可以取消掉。

绿委操作废止对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是否如同陈水扁执政时

，民进党政府一系列的去中化政策？筆者個人认为，其实去中国，

不只是去“中华民国”，也是去掉跟中国大陆的牵连，目标就是只

剩下台湾。

民进党立委提出废止对孙中山遗像躬礼等去中化议题，应该要

估算过对台灣内部冲击有多大，對海外的衝擊又有多大。

對此，中國大陸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在回答台灣媒體有關民

進黨立委提出要廢除懸掛在台灣學校裡或者機關裡孫中山遺像的問

題時表示，孫中山先生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一生追

求國家統一和中華振興，受到全民中華兒女的敬仰。

他說，民進黨人士的這一舉動，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大陸注意到台灣輿論也指出，這是「破壞台海和平穩定與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現狀」和「去中國化」的又一舉動，應引起兩岸同胞

高度警惕

本人雖然是無黨無派，但自小在澳門唸書時，已有向國父孫中

山先生遺像行禮的舉動，更兼我跟孫氏同為廣東同鄕，中山人氏，

所以個人全力反對去除

废止对孙中山遗像躬礼等去中化议题！為海峽兩岸大局著想，

民進黨不宜妄動！

国父遺像豈能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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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出線 希拉莉大笑
楊楚楓楊楚楓

經過“超級星期二”初選，美國共和黨特朗

普和民主黨希拉莉，就像金庸著名武俠小說一樣

，可以「笑傲」江湖了。他倆各贏七州，朝確定

獲得黨提名為美國總統候選人大步邁進。不過，

他們的對手未言放棄。特朗普和希拉莉現在面臨

壓力，需展現他們可在各自所屬政黨團結選民，

避免黨內可能發生的災難式分裂，折損他們十一

月八日總統大選勝選的機會。

希拉莉發表勝選談話時，攻擊特朗普“要再

度讓美國偉大”的承諾。她在邁阿密對支持群眾

說：“美國一直很偉大。今晚很清楚的是，這次

選舉的風險，從未如此高，我們聽到另一邊的言

論，卻是前所未見的粗鄙。”特朗普則將希拉莉

稱為華府的圈內人，根本無法解決選民求變的渴

望。特朗普說：“她在那兒那麼久了。我是說，

她如果在此之前，沒能改善形勢，未來四年也無

法做到。”

儘管州初選和黨團會議仍將持續數月，對手

要趕上領先的這兩人，勢必要全力以赴。“超級

星期二”提高了特朗普和希拉莉兩人在十一月大

選對決的可能性，兩人也成為選民一生當中，所

面臨對比最尖銳的總統候選人：希拉莉政治態度

謹慎、注意細節；特朗普則是廢話多多的政治門

外漢。特朗普對穆斯林、墨西哥人和女性等的詆

譭性言論，引發憤慨，但也吸引到許多對華府政

治憤怒，並對恐怖主義、移民和經濟感到焦慮的

美國人。

經過“超級星期二”初選， 特朗普大獲全勝

，競爭者魯比奧與克魯茲難望其項背，共和黨主

流派的惡夢成真。“超級星期二”後，初選之爭

，將繼續奮戰到十五日，屆時伊利諾、佛羅里達

、俄亥俄、北卡羅來納與密歇根等票數較多的州

開出後，應可決定最終候選人。特朗普如果在勝

者全拿的俄州與佛州獲勝，黨代表票數將接近過

半的一千二百三十七票，獲得提名將勝券在握。

共和黨的集體焦慮，不僅反映在魯比奧與克

魯茲身上，黨內高層也憂心特朗普將改寫共和黨

機制，共和黨籍聯邦眾議院議長瑞安仍維持中立

，但他強調任何人都不得與白人優越主義團體

“3K黨”有關連。特朗普先前由於未能明確切割

白人優越主義者，以及前“3K黨”大龍頭杜克的

支持，招致外界批評。此外，共和黨權力重心國

會山莊，幾乎一面倒支持魯比奧。不過，“西瓜

偎大邊”的效應已現，共和黨黨籍聯邦參眾議員

與州長開始表態挺特朗普。

美國社會和輿論認為，特朗普快速崛起、屢

戰不倒，是二○一六年的最大驚奇。回顧共和黨

過去十六年的執政與在野表現，二○○○至二○

○八年，小布什政府掀起阿富汗與伊拉克戰役，

國內深陷金融風暴與經濟危機，共和黨人心盡失

。政治經驗豐富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麥凱恩與羅姆尼相繼落敗。二○○八

至二○一六年，奧巴馬的政策過關斬

將，即使共和黨在期中選舉奪回兩院

，仍難有效運作，黨團運作如多頭馬

車，缺乏方向與領導，癱瘓政府運作，成了麻煩

製造者，共和黨草根的鬱悶與不滿在初選爆發。

共和黨高層未能體察基層支持者的怒火遠比預期

來得高漲，初選按表操課，難阻特朗普崛起，之

後動員並使用各種手法打壓，結果猶如提油救火

，特朗普的聲勢越打越旺。

特朗普如果出線，應該對希拉莉來說是一大

幸事。多項民調顯示，特朗普如果與希拉莉對決

，希拉莉在全美支持度會以五成二勝特朗普的四

成四。但希拉莉如果對決魯比奧或克魯茲，反而

更有可能落敗。在初始階段，特朗普偏激言論，

使他的曝光度頗高，人氣急升，但進入選戰關鍵

階段後，輿論關注焦點，會轉移到政策闡釋方面

。如此一來，相比其他議員或州長出身的候選人

，特朗普便會遜色很多。雖然特朗普現階段洋洋

得意，但真正到了大選階段，情況將會不一樣，

因為需要接受所有選民檢驗，而非只迎合一部分

選民。少數族裔和女性選民的支持， 是特朗普的

軟肋。不過，善變、沒有固定的政治立場，可以

說是特朗普的制勝法寶之一。未來就要看他能否

出奇制勝。

據中央社報道，美國總統大選兩黨初選的重

頭戲“超級星期二”一日登場，有線電視新聞網

和民意研究公司的最新民調顯示，民主黨初選無

論是希拉莉或桑德斯出線，都能輕易擊敗特朗普

。

但是在民主黨初選聲勢領先的希拉莉，如果

在十一月總統大選面對的是佛羅里達州聯邦參議

員魯比奧或得州聯邦參議員克魯茲，可能面臨較

大的挑戰。

初選最可能出現的局面，是前國務卿希拉莉

與億萬富豪特朗普對決，根據這項民調，如果最

終是兩人對決，在登記選民中，希拉莉以五成二

得票率，勝特朗普的四成四。希拉莉的領先幅度

，較有線電視新聞網一月公佈的上次民調擴大。

有線電視新聞網昨天公佈的民調顯示，七成

的受訪者認為特朗普與希拉莉最後將成為兩黨候

選人。

但是如果希拉莉面對的是魯比奧或克魯茲，

都將是勢均力敵的激烈選戰，得票率和一月民調

大致相當。

希拉莉如果和魯比奧對決，得票率是四成七

，落後魯比奧的五成，和一月民調相同。

希拉莉如果和克魯茲交鋒，得票率是四成八

，與克魯茲的四成九僅差一個百分點。在一月民

調，兩人的差距是三個百分點。

廣受年輕世代力挺的佛蒙特州聯邦參議員桑

德斯，有六成登記選民對他持正面觀感，是選民

觀感最正面的參選人，他與共和黨聲勢領先的三

名參選人任一人對決，都能輕易勝選。

如果他與克魯茲廝殺，得票率是五成七比四

成，和特朗普拼鬥，得票率是五成五比四成三，

和魯比奧交手，得票率是五成三比四成五。無論

是和哪一人對決，支持桑德斯的男性、年輕和獨

立選民，都比希拉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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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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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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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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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城

六
號
公
路

星期日 2016年3月13日 Sunday, March. 13, 2016 星期日 2016年3月13日 Sunday, March 13, 2016

High
way

8

Beechnut

玉佛寺

High
way

6

Syn
ott

We
stB

ranc
h.

Leader St.

Dair
yA

shfo
rd

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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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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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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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Memorial Church of Christ
中 文 堂

（本教會設有聖經學校,其學分可轉至
正式聖經學院,以申請聖經研究學學士
和碩士學位,並可保持學生身份）

Memarial Church of Christ

Memarial High SchoolMemarial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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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中文主日學及團契
(Family Center #303): 9:30 Am
英文成人及兒童主日學 : 9:30Am
英文敬拜: 8:20Am; 10:30Am

地 址：900 Echo Lane,
Houston, Texas 77024

連絡人：陳相如
電 話：713-732-6265

休士頓華嚴蓮社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休士頓華嚴蓮社每週開放七天（週一至週
六上午9：00～下午5：00）。每週日皆
有法會，由上午9：00～下午5：00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禮拜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九時起 每月第二個星期日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三個星期日
禮拜藥師經 九時起 每月第四個星期日
禮拜萬佛/彌勒三經 九時起 每月第五個星期日

地址：9369 Wilcrest Dr.,Houston,TX 77099
電話：（281）495-9700or (281)879-4485
傳真：（281）498-2984

每月定期共修法會及活動 英語崇拜、粵/國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普通話翻譯)、英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高中 SAT 補習班
週五生活團契、普通話小組及其他聚會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禮拜六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張文傳博士
主任牧師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原油引領全球資源價格大舉反撲
鐵礦石漲20%

綜合報導 土耳其總理達武特奧

盧的“加倍”要價讓歐盟領導人感

到頗為棘手，徹夜的磋商雖取得所

謂的“突破性”進展，但所有的細

節內容都要等到3月中旬的歐盟峰會

再做決定。

以上就是3月7日舉行的歐盟-土

耳其峰會最終得出的結果。此次峰

會旨在解決“二戰”以來歐洲面臨

的最大的難民危機，歐盟冀望安卡

拉方面能夠斬斷難民流，緩解現有

的困境。

達武特奧盧在峰會伊始就給了

歐盟領導人一個“下馬威”。他提

出，歐盟必須額外再向土耳其提供

30億歐元的資金用於應對涌入的中

東難民。去年11月，歐盟曾同意向

土耳其提供30億歐元援助。

土耳其總理的要價在4個月之後

翻了一番。除此之外，達武特奧盧

還希望歐盟方面加快土耳其入盟談

判的節奏，提速實施簽證自由化路

線圖。安卡拉方面還要求歐盟出資

安置每一名由希臘進入土耳其和由

土耳其進入歐盟的敘利亞難民。

安卡拉方面的“報價”顯然超

出了歐盟的心理預期。3月7日上午

就開始的歐盟-土耳其峰會一直拖延

至3月8日淩晨仍未達成決議。期間

，歐盟方面不斷放出各種“煙霧彈

”，各種跡象都表明雙方的談判一

度處於僵持。

經過徹夜長談，歐盟28個成員

國首腦最終表態“熱烈歡迎”土耳

其的提議，但具有法律效應的細節

內容必須等到3月17日至18日召開

的歐盟峰會再做決定。

峰會之前連續在土耳其、希臘

及巴爾幹諸國斡旋的歐洲理事會主

席圖斯克認為各方最終還是取得了

“突破性”進展。他說：“我們所

有人都意識到，實際上我們取得了

突破。”

在圖斯克看來，所謂的“突破

性”進展就是各方都有意接受土耳

其的“報價”，而這也正是解決歐

洲難民危機的重要一步。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接受媒體採

訪時指出：“如果這一突破性進展

最終得以實施，將對難民危機的解

決產生正面影響。”

確如默克爾所說，協議只有落

實，才能成為現實，最終產生影響

。為了化解難民浪潮，歐盟去年年

底加強了與土耳其方面的合作，承

諾向土耳其提供30億歐元援助。但

歐盟做出的努力並沒有得到實在的

回報。歐盟方面提供的數據顯示，

每天仍有近兩千名難民從土耳其方

面“入境”歐盟。

安卡拉方面也抱怨不斷，指出歐

盟的承諾只停留在紙面上，真金白銀

一點未見。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峰

會召開之前還有些嘲諷地說：“希望

總理這次去布魯塞爾不要白跑一趟，

能真的帶點現金回來。”

由此看來，要想徹底解決歐洲

的難民危機，道路依舊漫長。3月7

日的歐盟-土耳其峰會只是曲折山路

中一個節點。

綜合報導 在國際油價大幅攀升的帶

動下，全球資源價格尾隨上行，其中鐵

礦石價格漲幅約20%，至62.6美元/噸，

為2009年以來最大單日漲幅。

截至3月7日收盤，紐約商品交易所

4月交貨的輕質原油期貨價格上漲1.98美

元，收于每桶37.9美元，漲幅為5.51％

。5月交貨的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上

漲2.12美元，收于每桶40.84美元，漲幅

為5.48％，接近去年12月份以來高點，

也是國際油價進入2016年之後，首次重

返40美元大關。

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與非歐

佩克產油國推進凍結產量的議程，是近

期國際油價攀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前

，俄羅斯、沙特等國就凍結石油產量達

成共識，同意將石油產量凍結在今年1

月的水準。

阿聯酋石油部長馬扎魯伊3月7日表

示，當前價格水準將迫使更多產油國加入

凍結產量的行動中來。而俄羅斯能源部長

諾瓦剋日前也表示，歐佩克和非歐佩克產

油國可能在本月下旬舉行會談。

法新社援引“再來資本”分析師約翰·

基爾達夫的話說，有關凍結產量的對話，

將有助於國際油價在短期內保持升勢。

石油經紀公司派拉蒙期權的總裁雷

蒙德· 卡本表示，原油市場的悲觀情緒從

2月份以來發生了巨大扭轉，促使投資者

由做空轉向做多油價，不過未來原油市

場仍會有較大的波動，“這個反彈令人

振奮，但大部分的市場參與者都不認為

市場的震蕩已經結束了。”

在國際油價持續反彈的帶動下，基

本金屬等資源的價格也逐漸走高。據英

國《金融時報》報道，鐵礦石是許多礦

商的主要大宗商品之一，3月7日當天上

漲近 20%，至每噸 62.60 美元，這是自

2009年開始編制價格指數以來的最大單

日漲幅。

《日本經濟新聞》稱，在倫敦市場上

，廣泛應用於電力基礎設施等領域的銅價

也時隔4個月再次升至每噸5000美元。此

外，綜合反映商品價格變化的路透CRB商

品指數也創下兩個月來的最高水準。

土耳其“加倍”要價歐盟

難民決議推遲出臺

美南版■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6年3月14日（星期一）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里約奧運男籃分組抽籤結果揭曉，

中國男籃將在奧運小組賽中第六次遭遇

美國“夢之隊”。當地時間11日，里約

奧運籃球分組抽籤儀式在瑞士進行，中

國男籃與十四屆奧運冠軍得主美國隊、

大洋洲冠軍澳洲隊、去年美洲錦標賽冠

軍委內瑞拉和兩支落選賽的晉級球隊同

為 A組，B組為阿根廷、西班牙、巴

西、立陶宛、尼日利亞和一支落選賽晉

級隊伍。

奧運男籃分組抽籤已經揭
曉，中國男籃的帥位卻依然懸而未決。中新社記者
12日獲悉，宮魯鳴仍未確定續任中國男籃主帥。

在去年的亞錦賽上，第二次出任中國男籃主
帥的宮魯鳴重壓之下帶隊重返亞洲，獲得直通里約

奧運的入場券，這位功勛教練續執教鞭在情理之
中，也是眾望所歸。兩周前，一則網曝消息引發媒
體熱議：因中國籃協無法滿足宮魯鳴160萬人民幣
年薪要求，恐導致其無緣里約奧運。儘管宮魯鳴本
人和中國籃協都通過不同途徑對此予以否認。

一位了解宮魯鳴的人士稱：“待遇”確實是
宮魯鳴未能與籃協續約的原因之一，但這個“待
遇”並非外界猜測的多少錢才能滿足，宮魯鳴全力
以爭的只是——對他、對所有為中國籃球事業付出
努力的教練、隊員應有的尊重！ ■中新社

這一抽籤結果，對於中國男籃而言可謂風險與機
會並存。從奧運會的交鋒戰績來看，中國男籃

對目前已知的三個對手還從無勝績。美國男籃堪稱
中國隊的老對手，雙方在奧運會小組賽上已相遇五
次，分別是在1984年的洛杉磯、1988年的漢城、
1996年的亞特蘭大、2000年的悉尼和2008年的北
京，五戰中國隊均以30分以上的大比分告負。

五戰均大比分敗北
中國男籃與澳洲隊在1992年的巴塞羅那和

2012年的倫敦兩次相遇小組賽，分別以66：88和
61：81告負；與委內瑞拉隊在1992年奧運會上兩次
交鋒，先是在小組賽上以88：96敗北，隨後在排位
賽上又以97：100遭遇連敗。

儘管如此，中國男籃此番抽中的仍然堪稱上
籤，較之整體實力均衡的B組，A組隊伍相對強弱
分明，為中國男籃再次躋身奧運前八名創造了機
會——雖然美國隊與澳洲隊的實力在中國隊之上，

但中國隊卻有望在奧運會上首次戰勝委內瑞拉隊。
在目前世界最新排名中，中國男籃位居委內瑞拉之
上，而在去年為亞錦賽備戰的熱身賽中，中國男籃
在核心球員易建聯缺席之際，曾戰勝以主力陣容出
戰的委內瑞拉隊。
男籃奧運落選賽將於7月上旬在都靈、貝爾格

萊德和馬尼拉三地進行，共有18支隊伍參加，每個
賽地的冠軍將獲得里約奧運的入場券。中國隊要想
重溫奧運八強之夢，至少需要戰勝兩個對手躋身小
組前四名。

曾三次獲得第八名
在中國男籃的奧運史上，曾三次獲得第八名。

第一次是在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上，時任主帥正
是第二次出山、並於去年帶領中國男籃重獲亞洲冠
軍的宮魯鳴，這也是中國男籃唯一一次由本土教練
帶隊獲得奧運第八名；後兩次分別是在2004年的雅
典和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上，主教練分別是外教哈

里斯和尤納斯。2012年倫敦奧運會，中國男籃小組
賽五戰皆墨，跌落“谷底”。
奧運女籃分組結果也已揭曉。中國女籃將在6

月參加落選賽，以決定能否趕上里約奧運的末班
車。 ■中新社

中國男籃里奧再遇“夢之隊”

里約奧運男籃分組
A組 B組

落選賽1 阿根廷

美國 西班牙

委內瑞拉 巴西

落選賽2 立陶宛

中國 落選賽3

澳洲 尼日利亞

分組抽籤揭曉 風險與機遇並存

宮魯鳴仍未續約 盼更多尊重

;�;�
$1$1

;
��;
��
-,&-,&

全英羽毛球公開賽當地時間11日在伯明翰結束了
全部5個項目的8強賽，林丹、薛松和田厚威攜手闖入
男單準決賽，不過女單中國隊只有王適嫻一人獲得四
強資格。
當天最為引人注目的比賽當屬林丹與丹麥名將約

根森的對決，結果五屆冠軍“超級丹”在以10：21輸
掉首局後，通過調整戰術，以21：9和21：15逆轉對
手。“第一局打法有些短路了。”林丹賽後說，“但
今天最成功的一點就是，輸掉第一局後重新調整了狀
態，破了他的戰術，這是非常大的收穫。”

去年8月在印尼舉行的世錦賽上，同樣是在8強賽
中，約根森以21：12、21：15擊敗林丹，這場勝利讓
約根森激動地流下了熱淚，但對於林丹來說刻骨銘
心。“去年輸給他後，我知道裡面有很多的問題需要

總結，冬訓期間我和教練看了他很多的比賽錄影，不
斷找原因。這場比賽之前我準備得比較充分。”

他說，首局失敗的原因與世錦賽一樣，那就是讓對
手的戰術得到了充分發揮。“我自己根本沒有激發出狀
態和鬥志，從第二局開始，我把自己的狀態調動了出
來，腳步的移動和反應也都好了，這樣他的戰術發揮得
再好，對我來說也不是問題。”
林丹準決賽的對手是年輕自己11歲的隊友薛松，

後者以21：19、23：25、21：11力克丹麥選手埃克爾
森。談到這場準決賽時林丹說：“我們在家裡經常一
起比賽，這次比賽薛松作為一名年輕選手打得非常出
色，恭喜他，我會全力以赴的。”“在33歲的年齡困
難肯定很多，但我依然享受競技場上的殘酷和競
爭，”他說。 ■新華社

舒娃否認“被提醒過五次”
日前有英國傳媒指，有關米曲被

列入禁藥名單的事，舒拉寶娃在藥檢不
過關前“已收到5次通知”，3次國際網
聯所發，2次是女子網球協會所發，新禁
藥信息都在去年12月通知個人。舒娃12
日發表公開信駁斥，去年12月18日確收
過一封題為“球員新聞”的電郵，但反
興奮劑規則的變化混在其中。 ■新華社

韓天宇 范可新世錦賽奪金
2016年短道速滑世錦賽12日在首爾

舉行。男子1500米決賽，韓天宇是唯一
參賽的中國隊選手，以2分17秒355率先
衝過終點，奪得冠軍。女子500米決賽，
范可新以43秒258獲得金牌。 ■新華社

恒大輕取亞泰 止雙線連敗
中超聯賽第二輪11、12日結束五場

比賽的爭奪。其中，江蘇蘇寧繼續奏
凱，在主場2：1戰勝“升班馬”延邊富
德；山東魯能以3：2戰勝遼寧宏運，走
出首輪0：3失利的陰影；備受關注的衛
冕冠軍廣州恒大，以3：0大炒長春亞
泰，打開聯賽勝利之門。 ■新華社

中國選手丁俊暉當地時間11日在威爾士的蘭迪德諾進行的世界桌球
大獎賽8強賽中，在1：3落後的情況下連扳三局，以4：3逆轉泰國選手
塔猜亞，本賽季首次闖入排名賽的準決賽。

由於上個賽季狀態平平，丁俊暉的世界排名已經從2014年底的世界第
一降到目前的第19位，但這一勝利讓他至少獲得2萬英鎊的排名獎金，在
世界錦標賽前重新殺回世界排名前16的希望大增。

“這是一場艱苦的比賽，”丁俊暉賽後說，“但即使在1：3落後的
情況下，我也沒有分散注意力，塔猜亞今天打得比他訓練中水準要高，
節奏掌握得很好，也表現出了很強的自信。”

另外一名中國選手梁文博以0：4慘敗給前世界冠軍梅菲，無緣四
強。丁俊暉將與梅菲爭奪決賽權。 ■新華社

林丹晉全英賽四強 享受殘酷競爭

丁俊暉闖入大獎賽準決賽
■■林丹激情慶祝勝利林丹激情慶祝勝利。。 新華社新華社

■■宮魯鳴率中國男籃重宮魯鳴率中國男籃重
奪亞洲冠軍奪亞洲冠軍。。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郭艾倫郭艾倫（（中中））成為中成為中
國男籃新主力控衛國男籃新主力控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易建聯易建聯（（右右））仍是中國男仍是中國男
籃的領軍人物籃的領軍人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里約奧運藍球項
目的分組抽籤日前
舉行。 FIBA圖片

今期專欄繼續談
另一項較重要的運動
員選舉──“傑出青
少年運動員選舉”。
此項選舉的歷史雖然
比不上現在舉行的

“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但時間亦
不短。它由香港體育學院主辦，香港
奧委會及香港體育記者協會協辦，以
上三個是完全具有代表性的機構。筆
者有幸擔任評委之一，初期的會議在
贊助商的九龍灣總部舉行。
隨着各項目的青少年運動員人

數日增，各體育總會推舉出來參選
的人數不斷增加，在評選的過程中
亦必須花更多心思，這是好現象，
象徵了香港體育事業後繼有人。當
年不少當選的青少年運動員已成為
香港體壇的主力或明星運動員，有
些已退役，時間過得真快。現在這

選舉已越搞越有規模和受到重視，現在贊
助此項選舉的是“運動燃希望基金”，頒
獎典禮在體院舉行，簡單而隆重。

若說遺憾的是選舉仍未能受到傳媒的
高度重視，由於傳媒多報道體育明星，對
尚未成名的青少年運動員當然沒有高度關
注和重視，如大家都認同對表現傑出的青
少年運動員進行報道和表揚，這是對他們
的鼓勵，對青少年運動員的成長和發展都
是有力的強心針。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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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March 8 (Xinhua) --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will not change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and

there are no plans for a complete relaxation current-

ly, a top health official said Tuesday.

Li Bin, head of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

ning Commission, made the remarks when address-

ing a press conference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coun-

try's annual legislative session.

As of 2015, the Chinese population numbered 1.375

billion, compared to 320 m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Li said China's per capita economic output was "con-

siderably low" as was the average living standard.

"Our resources pale in comparison with our vast pop-

ulation. Until this changes, we will continue with the

current family planning policy," she said.

"There is no timetable for the full relaxation of the poli-

cy [although] it will continue to be improved and ad-

justed," she added.

China this year allowed all married couples to have

two children. This follows an earlier easing of the poli-

cy in 2013 that allowed couples to have a second

child if either parent was an only child.

The latest change ended the "one child" policy since

it was implemented in the late 1970s.

The two-child policy will see 3 million more children

born in China every year. (Courtesy news.xinhuanet.

com/english)

Related

China’s ruling Communist Party

announced on Oct. 29, 2015, that it will

abolish the country’s decades-old

one-child policy and allow all couples to

have two children

The “ one child policy, ” instituted in the late 1970s,

restricted most couples to only a single offspring and

for years authorities argued that it was a key contribu-

tor to China ’ s economic boom and had prevented

400 million births.

It has been enforced by a dedicated national commis-

sion with a system of fines for violators and often

forced abortions, leading to heartrending tales of loss

for would-be parents.

The policy led to sex-selective abortions or

infanticide targeting girls, because of a centuries-old

social preference for boys.

Rural families were already allowed two children if

the first was a girl, while ethnic minorities were

allowed an extra offspring, leading some to dub it a

“ one-and-a-half child ” policy.

As a result China ’ s population — the world ’ s larg-

est at 1.37 billion — is now aging rapidly, gender im-

balances are severe, and its workforce is shrinking.

These concerns led to limited reforms in 2013, includ-

ing allowing couples to have two children if either of

them was an only child, but relatively few have taken

up the opportunity due to limited income and higher

perceived opportunity costs.

Experts say that the shift to a two child policy is likely

too little, too late to address China ’ s looming popula-

tion crisis an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unlikely to dis-

mantle enforcement mechanisms for reproductive

control due to deeply entrenched bureaucratic inter-

ests. (Courtesy newsinfo.inquirer.net)

'Treat Environment Like Our Live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called for grea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verty relief and develop-

ment in the country’ s ethnic regions.

Xi made the remarks when he joined national law-

makers from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 of Qinghai in

Beijing yesterday during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

tional People’ s Congress.

Xi listened as the lawmakers outlined their ideas for

green development, medical reform, equal access to

education, ethnic unity and targeted poverty relief.

He called on authorities to adopt an overall and

long-term view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ro-

mote green lifestyles.

“We shoul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like pro-

tecting our eyes and

treat the environment

the way we treat our

lives,” Xi said.

He urged concerted ef-

forts to tackle poverty

and ensure that people

in need in rural regions

are lifted out of poverty

by 2020, the year when

China’ s 13th Five-Year

Plan draws to a close.

Poverty relief should be

targeted and have an

emphasis on education to ensure the people do not

return to poverty, he said.

Xi also said more efforts would be made to improve

infrastructure in ethnic regions and develop industrie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at are competitive, in

order to enhance regional development.

Xi emphasized respecting ethnic difference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Also yesterday, Premier Li Keqiang urged all-out ef-

forts to maintain ethnic unity and long-term stability

through development in the Xinjiang Uygur Autono-

mous Region.

Xinjiang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the country’ s

overall situation, Li said when he took part in a discus-

sion with national lawmakers from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Xinjiang should push development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lasting stability, optimize industrial struc-

ture,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ex-

tiles and tourism, and enhance the proportion of

non-resource industries in the regional economy, Li

said.

Improving people’ s livelihoods is the core task of the

Xinjiang government, he said,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provide greater

support for

infrastructure

needed for

water

conservation,

electricity and

transport.

He asked the

authorities in

Xinjiang to provide better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social insurance services while increasing incomes

for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he region should continue to do its best to maintain

ethnic solidarity, which he said was the “ lifeline” of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Meanwhile, in a panel discussion with lawmakers

from southwest China’ s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Vice Premier Zhang Gaoli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governing Tibet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striving to

make people richer and the region prosperous.

He urged Tibet to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

ety by 2020.

Tibet also needs to strengthen ethnic unity and main-

tain stability, he said. (Courtesy www.shanghaidaily.

com/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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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Relaxation Of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Will Not Happen Anytime Soon: 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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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JING, March 10, 2016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1st R, front) receives a hada, a
piece of silk used as a greeting gift, from a deputy
to the 12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while

joining a group deliberation of deputies from
Qinghai Province to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PC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March 10, 2016. (Xinhua/

Huang Jing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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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joins a group deliberation of deputies
from Qinghai Province to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Beijing, March 10, 2016. (Xinhua/Huang

Jingwen)

Chin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andards

Administration (China EPSA)

Li Bin, minister in charge of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gives a press conference on China's two-child policy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fourth

session of China's 12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March 8,
2016. (Xinhua/Chen Junqing)

A Chinese woman plays with her grandchild
at the Ritan Park in Beijing. China’s ruling

Communist Party announced in Oct. 29, 2015
that it will abolish the country’s decades-old

one-child policy and allow all couples to
have two children, removing remaining

restrictions that limited many urban couples
to only one,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said. (AP File Photo)

Xi Stressed Eco-System Protection, Poverty Relief In Ethnic Regions
分析師表示，加油站暴利將伴隨低

油價持續存在，下游投資也將趨向狂熱，

產業資本拋棄上游涌向下游的趨勢也愈

加明顯

近期，國際油價在經歷了非理性反彈

之後，再次大跌。由於供過於求的因素長期

存在，業內認為，低油價時代仍將持續。

而低油價正在造成原油上下游產業

鏈冰火兩重天的境況。

由於油價不斷走低，已經超出多數油

田的生產成本，油田紛紛陷入虧損。準油

股份、光匯石油、中國油氣控股等公司已

經虧損；三桶油的利潤也大幅下滑。

與之相反的是，油價下跌使得加油站

賺得盆滿缽滿，利潤創五年來新高，而高

利潤也推升了資本進入加油站的熱情。

分析師指出，由於低油價使得產業鏈

利潤加速從上游向下游轉移，產業資本拋

棄上游涌向下游的趨勢也愈加明顯。

多家油企陷入虧損
油田從盈利大戶變賠錢資產
國際油價最近可謂過山車。在本週初

油價連續反彈，但是昨日，高盛認為油價

漲勢不會持續，北海油田將增產，國際油

價大跌。布倫特原油再次跌落40美元/桶。

業內認為，由於原油市場供過於求

的利空因素仍舊存在，油價再度大幅反

彈的可能性不高，低油價仍將持續。

受困于低油價，油田陷入虧損，且

虧損呈逐漸擴大之勢。從目前多家上市

公司披露的資訊來看，勘探開採業務去

年均陷入利潤暴跌甚至虧損境地。

其中，準油股份發佈的業績快報顯

示，其2015年虧損1.7億元，影響經營

業績的主要因素是受國際原油價格持續

走低影響。

光匯石油公告稱，截至2015年12月

31日的六個月，公司錄得虧損5.2億港元，

期內虧損主要歸因于大幅下滑和持續低

位之國際原油價格而引致中國境內之曹

妃甸油田自願性減值。

同時，中國油氣控股也發佈公告稱，

初步核算2015年公司經營將由盈利轉為虧

損，主要是因為對油田資產做減值準備。

另外，根據山東寶莫股份公告，

2015年凈利潤同比下降39.7%，主要是

油氣勘探開發業務受油價下跌衝擊，子

公司加拿大銳利能源產生較大幅度虧損。

該公司去年10月份參與投標了新疆油田

區塊招標，並成功競得其中一塊，今年

1月份獲得勘察許可證。

需要一提的是，三桶油的利潤也大幅

下滑，日前都做出了減產的措施。中海油

的上游集中度最高，中石油次之，中石化

最低。據中石油預測，2015年中石油凈利

潤將銳減60%-70%，首次跌落到千億元以

下。中石化前三季度營收同比下降25.62%，

凈利潤同比下降47.82%。

安迅思分析師張葉青向記者表示，

單純從事上游生產的公司業績受衝擊較

大，一體化或多元化公司還能在其他業

務彌補一部分。隨著油田從盈利大戶轉

為賠錢資產，如何減虧增效正成為嚴峻

的課題。

加油站暴利創五年新高
成產業資本爭搶香餑餑
與油田的虧損相反，自油價進入下

降通道後，國內加油站的利潤就節節攀

升，成品油地板價出臺後，零售利潤更

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根據安迅思數據顯示，2015年零售

平均利潤國標0#柴油 1295元/噸，國標

93#汽油 1105 元/噸，調和 93#汽油 1784

元/噸，全國綜合利潤高達1515元/噸，

為2011年以來新高。

“這種利潤大大推升了產業資本進

入零售終端的熱情。”張葉青表示，貿

易商紛紛向加油站靠攏，拋出的收購橄

欖枝比比皆是，地煉也在積極拓展終

端。鋻於昂貴的土地成本和好地段已被

先入者圈佔，目前新建油站幾乎是普

通資本望塵莫及的，市場更多的是並

購意向。

因此，目前，很多資本都產生了收

購加油站的興趣。

例如：廣東東莞東長、中山中桂這

些貿易商，近期均有求購加油站的興趣；

華東、山東等地貿易商也有收購意向；甚

至地煉也較強意願進入零售市場。不過，

加油站顯然已經成為“賣方市場”，即

使有貿易商到府洽談收購事宜，但暫時

少有成交。

張葉青認為，在我國目前的成品油

價格機制及資源高度壟斷的市場格局下，

加油站暴利將伴隨低油價持續存在，因

此，下游投資也將趨向狂熱。

除了加油站，倉儲也正在成為投資

熱門。

業內人士表示，油價低位為原油儲

備的絕佳時機，也倒逼著原油倉儲設施

建設進程加快，特別是當油價剛跌入低

位時。2015年初之時，一些商業儲備庫

投建的消息不絕於耳，包括華信洋浦石

油儲備基地、國投孚寶一期132萬方商

業儲備庫、湛江135萬方原油商業儲備

基地。

張葉青還指出，由於低油價使得產

業鏈利潤加速從上游向下游轉移，產業

資本拋棄上游涌向下游的趨勢也愈加明

顯，加油站和油庫正受到越來越多的資

本寵愛。

前 2 個月中國進出口總值3.31 萬億元 同比降 12.6%
綜合報導 國家海關總署今日發佈的數據顯

示，2016年前2個月，我國進出口總值3.31萬億元

人民幣，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12.6%。其中，

出口1.96萬億元，下降13.1%；進口1.35萬億元，

下降11.8%；貿易順差6159億元，收窄15.9%。

數據顯示，2月份，我國進出口總值1.43萬億

元，下降 15.7%。其中，出口 8218 億元，下降

20.6%；進口6123億元，下降8%；貿易順差2095億

元，收窄43.3%。

前2個月，我國外貿進出口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一、一般貿易出口比重有所提升。前2個月，我國一

般貿易進出口1.87萬億元，下降12.8%，佔我外貿總

值的56.5%。其中出口1.12萬億元，下降12.6%，佔

出口總值的56.8%，較去年同期提升0.3個百分點；進

口7532.7億元，下降13.2%，佔進口總值的55.9%；

一般貿易項下順差3630億元，收窄11.3%。同期，我

國加工貿易進出口9788.1億元，下降15.3%，佔我外

貿總值的29.6%，比去年同期回落0.9個百分點。其中

出口6297.3億元，下降15.9%，佔出口總值的32.1%；

進口3490.8億元，下降14.4%，佔進口總值的25.9%；

加工貿易項下順差2806.5億元，收窄17.7%。

此外，我國以海關特殊監管方式進出口3401.3

億元，下降3%，佔我外貿總值的10.3%。其中出口

1268.5億元，下降5.3%，佔出口總值的6.5%；進口

2132.8億元，下降1.6%，佔進口總值的15.8%。

二、對主要貿易夥伴進出口下降。前2個月，

歐盟為我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中歐貿易總值5160.6

億元，下降9.7%，佔我外貿總值的15.6%。其中，

我對歐盟出口3368.4億元，下降10.7%；自歐盟進

口1792.2億元，下降7.7%；對歐貿易順差1576.2億

元，收窄13.9%。美國為我國第二大貿易夥伴，中

美貿易總值為4711.4億元，下降12.2%，佔我外貿

總值的14.2%。其中，我對美國出口3526億元，下

降10.9%；自美國進口1185.4億元，下降15.8%；對

美貿易順差2340.6億元，收窄8.2%。

前2個月，東盟為我國第三大貿易夥伴，與東

盟貿易總值為3987.3億元，下降14.9%，佔我外貿總

值的12%。其中，我對東盟出口2384.4億元，下降

20.4%；自東盟進口1602.9億元，下降5%；對東盟

貿易順差781.5億元，收窄40.3%。日本為我國第五

大貿易夥伴，中日貿易總值為2456.8億元，下降

6.7%，佔我外貿總值的7.4%。其中，對日本出口

1282.4億元，下降7.3%；自日本進口1174.4億元，

下降6.2%；對日貿易順差108億元，收窄17.8%。。

三、民營企業進出口比重提升。前2個月，民

營企業進出口1.29萬億元，下降7.3%，佔我外貿總

值的38.8%，較去年同期提升2.2個百分點。其中，

出口9282.4億元，下降10.2%，佔出口總值的47.3%；

進口3579億元，增長1.2%，佔進口總值的26.6%。

同期，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1.5萬億元，下降13.7%，

佔我外貿總值的45.3%。其中，出口8274.1億元，

下降14.7%，佔出口總值的42.1%；進口6710.5億元，

下降12.5%，佔進口總值的49.8%。

此外，國有企業進出口 5131.9 億元，下降

21.4%，佔我外貿總值的15.5%。其中，出口2072.3

億元，下降 18.7%，佔出口總值的 10.6%；進口

3059.6億元，下降23%，佔進口總值的22.7%。

四、機電產品、紡織服裝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

品出口下降。前2個月，我國機電產品出口1.11萬

億元，下降12.2%，佔出口總值的56.6%。其中，電

器及電子產品出口4873億元，下降7.2%；機械設

備3225.2億元，下降12.6%。同期，服裝出口1570.5

億元，下降11.8%；紡織品1005.3億元，下降9.3%；

鞋類520.8億元，下降17.3%；傢具517.9億元，下

降17.8%；塑膠製品349.5億元，下降11%；箱包

256.3 億元，下降 14.7%；玩具 127.6 億元，增長

3.5%；上述7大類勞動密集型產品合計出口4347.9

億元，下降12.4%，佔出口總值的22.1%。此外，肥

料出口383萬噸，減少28.8%；鋼材1785萬噸，減

少1.3%；汽車9萬輛，減少33.5%。

五、鐵礦砂、原油、成品油和銅等主要大宗商品

進口量增加，煤、鋼材等進口量減少，主要進口商品

價格普遍下跌。前2個月，我國進口鐵礦砂15580萬

噸，增加 6.4%，進口均價為每噸 287.2 元，下跌

33.3%；原油5849萬噸，增加9.3%，進口均價為每噸

1654.6元，下跌36.7%；煤2877萬噸，減少10.2%，

進口均價為每噸311.2元，下跌25.1%；成品油530萬

噸，增加5.5%，進口均價為每噸2236.8元，下跌

25.4%；初級形狀的塑膠361萬噸，減少4.7%，進口

均價為每噸1.02萬元，下跌6.4%；鋼材186萬噸，減

少8.4%，進口均價為每噸6555.7元，下跌12%；未鍛

軋銅及銅材86萬噸，增加23.3%，進口均價為每噸

3.25萬元，下跌18.5%。此外，機電產品進口6461億

元，下降8.7%；其中汽車12萬輛，減少27.6%。

加油站利潤創五年新高 成資本爭搶香餑餑

（綜合報導）“部長通道”是今年兩會一大亮點，成為兩會
開放透明和善待媒體的一個像征。在這個通道上，以往記者拉著
喊著部長接受采訪的場景不見了，變為部長主動站出來回應關切
，甚至變成部長排隊10多分鐘等著接受采訪。媒體報道稱，兩
會前李克強總理接連兩次“發話”，要求各部委主要負責人“要
積極回應輿論關切”。部長主動放料，使這個通道上傳出了很多
新聞，如交通部長對擁堵費傳聞的回應，人社部部長稱網傳延遲
退休時間表屬誤讀等。

記者之所以喜歡跑兩會，原因之一是兩會上高官雲集，能
“堵”到、“逮”到、“搶”到很多大新聞——現在不需要堵、
逮和搶，部長們主動曝料，打通了各種阻隔，樹立了開明開放的
政府形像。期待“部長通道”不只在兩會期間存在，最好能成為
一種官媒交流、官民溝通的常態化新聞通道。

事實上，“部長通道”已經有了常態化的制度基礎。各部委
已建立新聞發布制度，定期向媒體發布新聞，回應記者提問——
只不過部長們較少親自出席，以後部長們應更多地站到發言席上
。國務院在推進這種制度安排，中辦、國辦印發的《關於全面推
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首次明確，遇重大突發事件、重要社會

關切等，政府主要負責人要帶頭接受媒體采訪，表明立場態度，
發出權威聲音，當好“第一新聞發言人”。

此次部長們在通道上的活躍表現，既起到了在很多問題上
“澄清謬誤，明辨是非”的正能量傳播效果，滿足了媒體和公眾
的新聞渴求，也有效引導公眾理性看待政府部門工作，在一些問
題上贏得公眾理解。部長越坦誠，公眾也越理解，沒有一個實話
實說的部長被吐槽，也沒有一個坦誠回應的部門被批評，這就是
打通官民阻隔後產生的效果。

部長們主動站出來答問，能夠讓政府部門更有親和力，民眾
對政府部門更有親近感。各部委負責的事務與百姓利益密切相關
，公眾有很多困惑需要與政府有關人員交流，而部長往往是一個
部委最直觀、最直接的像征，是部門最好的名片。部長站出來通
過媒體與公眾交流，會讓公眾覺得政府離自己很近，產生實在的
“交流和信息獲得感”。

部長站出來答問，也體現了一種政府誠意，能夠減少新聞信
息傳播的中間損耗，部長應該是一個部門掌握信息最多、最先知
情、也最權威的人，站出來回應公眾關切，公眾會更相信。老百
姓有時候之所以變成“老不信”，不僅是“說了什麼”，更在於

“誰在說”，部長站出來說更能提高發言的可信度。這可能也是
總理多次要求部委主要負責人“積極回應輿論關切”的重要原因
之一。

不是部委主要負責人說，而是層層授權讓其他人說，不僅信
息轉換中會有損耗，其他新聞發言人有時因為不掌握權威信息，
也怕擔責，在種種自我審查、自我限制中“不敢說不願說”，部
長們就不用有這種擔心了。常常發生這種情況，部委中某個官員
接受采訪後，引發爭議，該部委又去澄清，影響了政府公信力
——部長親自去說，可以避免這種現像發生。

部長們經常面對媒體，可以形成一種自上而下的示範效應，
部門其他官員也會善待媒體，積極讓部門事務變得開放透明，而
不會把記者當皮球踢。記者們的經驗是，一個部的部長很開明的
話，局長、處長們與媒體也會相處融洽。

部長們多面對媒體多發言，不僅能提高自身的媒介素養，也
帶動部門新聞發言人，更加重視與媒體溝通。部長直接面對媒體
回應關切，還能直接讀到民情民生民意，而不是看別人的輿情彙
報。

總理敦促部長們當第一新聞發言人

（綜合報導）首付貸靠譜嗎？是該買股票還是賣股票？存在銀行的錢安全嗎？……12日，
這些與老百姓“錢袋子”息息相關的熱點話題，引爆全國兩會新聞中心記者會現場。

盡管當天全國人代會休會，梅地亞兩會新聞中心卻迎來“最火爆”一天——“一行三會”
一把手周小川、尚福林、劉士余、項俊波，以及國資委新任掌門人肖亞慶同日亮相，回應與
“錢”相關的熱點話題，吸引了數百名中外記者前來采訪，距第一場記者會開始還有三小時，
大批記者就已排隊等候入場。

想知道2016年怎麼掙錢、怎麼花錢？全天3場記者會傳出的這些重磅消息不可不知！
上午10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攜三位副行長易綱、潘功勝、範一飛亮相首場記者會

。記者向周小川等央行負責人拋出了很多直接關系到老百姓“錢袋子”的熱點問題，如“房貸
政策”“首付貸”“Ｐ2Ｐ”等。“商業銀行信貸政策要適應不同地方的變化，綜合考慮住房
信貸的可行性和所面臨的風險。”“住房信貸政策必須與全國房地產的形勢相匹配。”“房地
產中介機構、房地產開發企業自辦的金融業務、或者與Ｐ2Ｐ平台合作開展的金融業務，沒有
相應資質屬於違法經營。”……央行高官們的回答非常有針對性。

人民幣貶值，該不該去買美元？周小川也給出直接回答——“本來就沒有必要急著去買美
元。”針對“外彙市場波動較大，外彙儲備降幅收窄”等問題，他表示，市場情緒有時候會有
波動，但回歸正常、回歸理性、回歸基本面的趨勢會繼續下去。

上午央行發聲完畢，下午國資委、金融“三會”閃亮登場。
對國企新任“大管家”肖亞慶來說，“如何替老百姓看管好國有資產”是國企改革的重點

，也是社會關注的焦點。雖然肖亞慶今年2月剛剛“接棒”國資委主任，但從記者會的答問來
看，他的改革決心非常堅定。

“監管是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防護網，也是當前國企改革發展中的重要保障。”肖亞慶說

，國企改革是一項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只有一任
接著一任干，一棒接著一棒傳，一件事一件事地做
好，持之以恆、久久為功，才能取得成效。
與肖亞慶相比，中國證監會主席劉士余接任“掌

門人”時間更短，也是當天下午銀證保“三會”負責人專場記者會上最受關注的人物。用他自
己的話說“到證監會上任22天，還沒滿月”。

不過，記者對劉士余提出的問題卻絲毫沒留情面：近期是否推出注冊制？中證金何時退出
股市？熔斷機制會否再次提出？一個個尖銳的問題背後，是投資者們對中國股市的殷殷期待。

“作為資本市場頂層設計，股票發行注冊制要搞，但這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注冊制改革
不能單兵突進。”

“至於中證金退出的問題，還沒有考慮，未來較長時間內談中證金退出都為時尚早。”
“未來幾年，可以預見，我們的市場投資主體結構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所以未來幾年

我們也不具備推行熔斷機制的基本條件。”
談及劇烈波動的中國股市，劉士余深感“責任重大，而且越來越重”。長期從事民生金融

的他更表示“深知老百姓掙錢不容易”。回答提問直奔主題、不回避不打“太極”，真誠的表
述讓現場記者頻頻點贊。

除劉士余外，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和保監會主席項俊波也接到了記者們提出的不少與“錢袋
子”有關的問題。

“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場大病全泡湯。”項俊波在回應“因病返貧”問題時說，保險業開
展精准扶貧主要從大病保險扶貧、農險扶貧、補位扶貧和產業扶貧四個方面進行，發揮保險業
兜底社會保障、服務社會方面的作用。

銀行業風險幾何？錢在銀行裡是否安全？尚福林對此表示，我國銀行業總體運行平穩、風
險可控，不少指標優於一些發達國家平均水平。銀監會將防範交叉金融產品的風險，對跨行業
、跨市場的資金流動加強監管協調，始終能夠“看得見”“管得了”“控得住”……

提問不設“禁區”，回答坦誠直接，現場很多金融“老記”們直呼過癮。

2016如何管好你的“錢袋子？”——聽金融、國資部門負責人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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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袁金的袁銀
的袁 圓的袁扁的袁壓塌了箱子底袁只
是勒 ц 我們．舉眼看看袁誰不是兒
女钥 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了你老
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钥 那些梯己只

留于他袁我們如今雖不配使袁也別苦
了我們．這個夠酒的钥夠戲的钥 "説

的滿屋里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院"

你們聽聽這嘴浴我也算會説的袁 怎
么説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

嘴袁你和我辙辙的遥 "鳳姐笑道院"我

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袁 我也沒處
去訴冤袁倒説我強嘴遥 "説着袁又引
着賈母笑了一回袁 賈母十分喜悅．
到晩間袁 衆人都在賈母前袁 定昏之
餘袁大家娘兒姊妹等説笑時袁賈母因
問寶釵愛聽何戲袁 愛吃何物等

語．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人袁喜熱鬧
戲文袁愛吃甜爛之食袁便總依賈母往日素喜者説了出來．賈母更
加歡悅．次日便先送過衣服玩物禮去袁王夫人袁鳳姐袁黛玉等諸
人皆有隨分不一袁不須多記．至二十一日袁就賈母內院中搭了家

常小巧戲臺袁定了一班新出小戲袁昆弋兩腔皆有．就在賈母上房
排了幾席家宴酒席袁並無一個外客袁只有薛姨媽袁史湘雲袁寶釵是
客袁余者皆是自己人．這日早起袁寶玉因不見林黛玉袁 便到他
房中來尋袁只見林黛玉歪在炕上．寶玉笑道院"起來吃飯去袁就
開戲了．你愛看那一出钥 我好點遥 "林黛玉冷笑道院"你旣這樣

説袁你特叫一班戲來袁揀我愛的唱給我看．這會子犯不上者着人
借光兒問我遥 "寶玉笑道院"這有什么難的．明兒就這樣行袁也叫
他們借咱們的光兒遥 "一面説袁一面拉起他來袁攜手出去．

吃了飯點戲時袁 賈母一定先叫寶釵點． 寶釵推讓一遍袁無
法袁只得點了一折叶西遊記 > >．賈母自是歡喜袁然後便命鳳姐
點．鳳姐亦知賈母喜熱鬧袁更喜謔笑科諢袁便點了一出叶劉二當
衣曳．賈母果眞更又喜歡袁然後便命黛玉點．黛玉因讓薛姨媽王
夫人等．賈母道院"今日原是我特帶着你們取笑袁咱們只管咱們
的袁別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袁 爲他們不成钥 他們在這里
白聽白吃袁已經便宜了袁還讓他們點呢浴 "説着袁大家都笑了．
黛玉方點了一出．然後寶玉袁史湘雲袁迎袁探袁惜袁李紈等俱各點
了袁接出扮演．至上酒席時袁 賈母又命寶釵點．寶釵點了一出
叶魯智深醉鬧五台山曳．寶玉道院"只好點這些戲遥 "寶釵道院"你

白聽了這幾年的戲袁那里知道這出戲的好處袁排場又好袁詞藻更
妙遥 " 寶玉道院"我從來怕這些熱鬧遥 "寶釵笑道院"要説這一出熱

鬧袁你還算不知戲呢．冶

旣然都説到這個份兒上了袁林一自然不能再阻止人家兄妹團聚遥 只是不知道爲
什么袁林一總是覺得心虛不平袁總覺得會有什么事情發生遥

呸浴 呸浴 呸浴 你這只烏鴉袁凈想些不吉利的袁林一在心里暗暗駡了自己一句遥 想
那慕容清怎么説也是個御上親封的兵部三品侍郞袁而且這禾邑也是大周朝第二大的
城邑袁在這么熱鬧的節日袁官府也一定會有所部署袁哪里就會出什么亂子了遥 况且他
們可以學太平公主袁喬裝打扮啊浴 到時候她只要寸步不離慕容婉袁多加留心就是遥 這
樣一番分析袁林一才稍微安了安心遥
一整天袁慕容婉的心情都很好袁完全忘記了她現在還是處于隔離期的 '瘟疫 '病

人遥倒是林一心思細膩袁這件事反正也瞞不過紅珠了袁就把簡單抬出來好好的給紅珠
解釋了一番袁才算勉強打消她的疑慮遥不過紅珠卻表示一定要跟着去才放心遥本來林
一想着他們這一次畢竟是偷偷的溜出去袁人多了反而容易壞事袁而且紅珠又不能説
話遥只是如果當眞不讓紅珠跟着的話袁只怕又要惹來她的猜忌袁才勉爲其難的讓紅珠
準備了些簡單做過手腳的湯藥跟着一起遥

靈兒本來是眼巴巴的就盼着能出去的袁但是林一實在不同意袁好説歹説袁才哄的
靈兒安心的替他們守着院子袁 還千叮囑萬囑咐一定要幫忙瞞住莊子里的人和紅玉遥
靈兒不過一個小丫頭袁聽主子這么重視自己袁感覺到身上的重擔袁也是神情篤定表着
衷心院"姐姐就放心吧浴 二小姐溜出去的事袁我一定不會讓任何人知道浴 "

申時一刻袁大家吃了晩膳袁就等着簡單從城里回來接他們遥
莊子里除了一些年紀較大的對那些熱鬧也沒什么興趣的袁 留下來看家以外袁年

輕的也都去城里湊熱鬧去了遥
申時三刻簡單風塵僕僕的從城里趕回來袁就扔給他們一個藍布包袱遥 這是林一

和簡單商議的袁他們三個都是十幾歲的小姑娘袁雖然説上元燈節袁其實就相當于後世
的情人節袁這一天對女子和男子都是完全開放的遥 但是林一他們不過只是去湊熱鬧
的袁又不是眞的想去偶遇良人的袁未免有不必要的麻煩袁還是最好就喬裝成慕容清的
小廝遥

三個人換好了衣服袁簡單買通了平日伺候他的小廝袁從偏僻的角門把他們帶出
了莊子袁走了差不多一里地袁就到了山腰下簡單早已經準備好的馬車遥

慕容婉第一次這樣偷溜出囚牢一般的家袁心情無比的嗨皮袁不是問林一和紅珠袁
她這樣的裝扮人家會不會認出來袁就是撩開窗簾打量着她生存了十三年袁卻異常陌
生的世界浴
只是馬車離城里越近袁林一的心卻越發的恐慌起來浴後來她只能安慰自己袁肯定

是自己隱居的時間太久了袁要不就是禾邑第一次給自己的影響太差浴

曹蓉蓉緩了緩神袁不再逼問遥
"蓉蓉遥 "馮佑憐憂心忡忡地説院"後宮里太多險惡袁今後我們都要

小心行事遥 大家彼此都有個照應也好遥 "

見曹蓉蓉不説話袁她又道院"弘德夫人實在難以捉摸袁你一定要當心
啊遥 "

"嗯遥 "曹蓉蓉冷冷地應了一聲袁然後走出涼亭遥 似乎又想起什么袁
後又轉身説道院"如果你要爲弘德夫人刺綉袁她最喜歡紫色遥 "

"啊钥浴 "馮佑憐笑着喊道院"謝謝遥 "

馮佑憐悵然若失地望着曹蓉蓉遠去的背影袁 突然有種説不出的哀
傷遥

***

"你怎么確定弘德夫人一定就喜歡紫色钥 "蟬兒不解地問馮佑憐遥
馮佑憐將宮燈調的亮一些袁然後笑着説道院"你放心吧袁是我一個姐

妹吿訴我的袁她在華林園當差遥 "

"在華林園钥 "蟬兒羨慕地嘟囔院"沒想到你還有在華林園當差的姐

妹遥 "

"怎么了钥 "馮佑憐問遥
"雖然心里不怎么喜歡弘德夫人袁可是我聽其他在華林園當差的宮

女説袁弘德夫人心情一好就會將皇上賞賜的東西送給下面的宮婢們遥那
些珍寶是我們在宮里當一輩 *女也賺不來的遥 "蟬兒酸溜溜地説遥

"在宮里當一輩 *女钥 "馮佑憐的心莫名地沉了下來遥她看着宮燈袁
輕嘆地説院"我是戴罪入宮袁恐怕連皇恩浩蕩的那一天都等不到了遥 "

"憐兒袁你是犯了什么事钥 "蟬兒好奇地問遥
馮佑憐回過神袁釋懷地笑道院"算了袁過去的事情不要再説了袁你明

天還有更多的活兒袁我看你還是先去休息吧遥 "

"沒事遥 "蟬兒莞爾一笑袁然後低着頭忙碌起來遥
馮佑憐感激地看着她袁不久後袁自己也忘神地做起來遥 待到天際泛

白之時袁馮佑憐才懶懶地伸伸手袁打個哈欠遥 她轉身看見蟬兒已經趴在
地上睡着了袁爲了不吵醒她袁馮佑憐將宮燈挪了挪位置袁然後脫下自己
的外套披在她身上遥

"謝謝你遥 "馮佑憐淡然一笑遥 又返回自己的坐位開始加工余下的
工作袁她相信他能做出令兩個夫人都滿意的衣裳袁袁這種成就感頓時像
盛開的花兒袁在她心里變得越來越飽滿噎

***

"子晴袁你噎噎"

李清正想爲夏如風説話袁 身旁忽然傳來的聲音讓他的話放了下
來院"我同意子晴所説袁帶着她袁只是個纍贅遥 "

傭兵團內唯一的煉藥師走上前幾步袁揚着高傲的頭顱袁嘴角含着
一絲不屑袁剛纔便是他阻止了李清的話遥

見到中年男子的身影袁李清只得嘆了口氣袁退到了後方不再開口遥
要知道袁這可是個煉藥師袁煉藥師向來高傲袁連團長和他説話也是客客
氣氣的袁借自己十個膽子袁也不敢和他叫板遥

"夠了袁"戈洛臉色一冷袁後想起中年男子的身份袁緩了緩語氣袁説
道袁"讓如風姑娘一個人留在這里很危險袁 你們馬上保護好自己就行
了袁如風姑娘我來護着袁我們傭兵團從來信守諾言袁答應送如風姑娘到
黑石鎮袁就不會半途返回袁否則我們還有何信譽钥 "

被戈洛一訓斥袁 那些同樣看不起夏如風的人都不敢再説話了袁隨
後一行人便向着璧山崖前進袁而人群中袁那個煉藥師始終陰沉着臉袁狠
毒的目光就好像夏如風是他的殺父仇人遥

第一卷召喚師的崛起第三十二章血獅

璧山崖袁位處在紫林山脈的最西邊袁是個風景秀麗之地遥遠遠眺望
下去袁能夠看到下面清澈的激流和光滑的石塊袁如果忽略掉此地隨時
會竄出來的靈獸袁倒是個很好的旅遊之地遥

此刻的璧山崖上袁一朶血紅色的小草隨風搖曳袁充滿了一種妖冶
血腥的美袁便像是生長在地獄的血草遥

山下袁有十幾個人向着璧山崖走來袁除了其中那個身着紅衣袁臉龐
還未脫去稚氣的絶世少女袁 其餘的人衣服上都挂着傭兵團的徽章袁金
色的徽章閃閃發亮袁這是屬於他們的象徵遥

而那一行人就是夏如風和雪狼傭兵團的諸人遥
"止血草钥太好了袁終于找到了袁"戈洛遠遠的望見了那孤單單生長

在崖上的小草袁眼睛一亮袁他認出來了那就是他們此行的目標袁二階止
血草袁"倉木大師袁那二品止血散袁就拜託大師了遥 "

倉木大師袁就是傭兵團中的一品高級煉藥師點了點頭袁自信滿滿
的道院"團長你放心好了袁前一段時間我煉製一品高級丹藥袁成功率已
到了七十袁相信這一次我一定可以突破到二品遥 "

看了約莫一個時辰左右袁寧汐才心滿意足的下樓回了廚房遥
太好了袁她已經記下了不少菜肴的做法遥 等以後找機會慢慢實踐一番

就行了以她的悟性天分袁最多兩個月袁就能將這兩本食譜上的菜肴都學會
了噎噎

正想的得意袁寧有方的面孔忽然出現在眼前袁眉頭皺的都能打結了院"

汐兒袁你跑到哪兒去了钥 怎么也不跟我説一聲袁我找你半天了遥 "急的就差

沒到外面去找了遥
寧汐自知理虧袁忙使出看家本事袁扯着寧有方的胳膊來回晃悠院"爹袁

你別生氣嘛我剛纔到三樓雅間待了一會兒袁不知怎么的袁竟然趴在桌子上
睡着了遥 剛一醒我就立刻回來了遥 "

寧有方的神情頓時柔和起來院"下次若是想去休息袁記得吿訴我一聲遥"

那種遍尋不着的滋味可眞不好受遥
寧汐滿口應了袁心里暗暗竊喜不已袁總算蒙混過關了遥 從明天開始袁她

要開始苦練食譜上的菜式了遥
第一百七十五章突飛猛進
半個月的時間一晃即過遥
這半個月里袁寧汐過的分外充實遥 每天忙着硏究食譜做新菜式袁然後

讓寧有方張展瑜幫着品嚐袁若是不太合衆人口味袁就稍加改進再編入菜單
里遥

別的廚子菜單十天換一次袁寧有方五天換一次遥 而寧汐卻是三天就換
一次遥而且袁換的時候幾乎是所有菜式都更換遥客人的反響一次好過一次遥
寧汐這個名字袁迅速的在貴婦小姐們之間傳了開來遥 已經有客人點名要寧

汐做菜了遥就連寧有方都開始詫異了袁寧汐的進步只能用飛速兩個字來形
容遥 在寧汐又興緻勃勃的端了新菜式給他品嚐的時候袁忍不住笑道院"汐

兒袁你這些日子做的菜式一道比一道稀奇袁都是從哪兒學來的钥 "

寧汐嘻嘻一笑院"我沒事胡亂琢磨的唄 "唯恐寧有方再追問不休袁忙
把手里的盤子放到了寧有方的面前院"爹袁這道蒜泥白肉卷你嘗嘗看遥 "

寧有方笑着看了過去遥 白底藍花的盤子上袁整齊的碼着一圈白肉卷袁
里面裹着切成細細的黃瓜條和葱段袁 上面澆淋了褐色的醬汁和細碎的蒜
泥袁散發出無比誘人的香氣遥 讓人看了食慾大開遥

寧有方來了興緻袁夾起其中一個送入口中袁頓時被那絶妙的口感征服
了遥 白肉混合着蒜泥醬汁的香氣袁再配上黃瓜和葱絲的爽口袁簡直是精妙
絶倫的搭配遥

"好味道實在好 "寧有方讚不絶口院"尤其是這醬汁袁麻辣鮮香袁簡直
絶妙遥 "

寧汐被夸的眉開眼笑得意極了遥待寧有方追問起醬汁的做法袁寧汐卻
不肯明説了袁狡黠的眨眨眼院"這是我新硏製出來的醬汁袁恕不外傳遥 "

食譜上記録了數十種醬汁的做法袁這只是其中的一種罷了遥今天小試
身手袁果然不同凡響遥

寧有方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院"果然是敎會徒弟餓死師傅早知到這樣袁
當初就不該敎你廚藝遥 "衆廚子都被逗的哈哈大笑遥

早有嘴饞的瞄準了這盤菜肴院"寧大廚袁讓我們也嘗嘗蒜泥白肉卷吧
"寧有方爽快的點了點頭遥 寧汐早已跑去廚房又端了兩盤出來袁殷懃的放
在桌子上遥 衆廚子吃了之後袁都是讚不絶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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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軍勝灰熊綠軍勝灰熊

NBANBA常規賽繼續進行常規賽繼續進行，，凱爾特人坐鎮主場迎戰灰熊凱爾特人坐鎮主場迎戰灰熊，，經經
過四節較量過四節較量，，凱爾特人凱爾特人116116--9696戰勝灰熊戰勝灰熊。。

歐冠歐冠11//88決賽次回合開始決賽次回合開始22場較量場較量，，皇馬主場皇馬主場22比比00擊敗羅馬擊敗羅馬，，總比總比
分分44比比00晉級晉級，，連續連續66個賽季打進個賽季打進88強強。。紅狼薩拉赫紅狼薩拉赫((22次次))，，哲科哲科、、弗洛倫弗洛倫
齊齊、、馬諾拉斯錯過得分良機馬諾拉斯錯過得分良機。。替補巴斯克斯助攻替補巴斯克斯助攻CC羅破門羅破門，，CC羅羅1313球領球領
跑本賽季歐冠射手榜跑本賽季歐冠射手榜，，將歐冠進球紀錄改寫為將歐冠進球紀錄改寫為9090球球，，歐冠淘汰賽紀錄改歐冠淘汰賽紀錄改
寫為寫為4141球球。。此後此後CC羅助攻羅助攻JJ羅進球羅進球。。納瓦斯歐冠納瓦斯歐冠720720分鐘不失球分鐘不失球，，超越超越
範德薩範德薩((658658分鐘分鐘))，，升至歐冠不失球排行榜第升至歐冠不失球排行榜第22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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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博晉級傅家俊惜敗梁文博晉級傅家俊惜敗20162016年世界斯諾克大獎賽年世界斯諾克大獎賽
進入了第二天比賽的較量進入了第二天比賽的較量，，中中
國雙星壹喜壹憂國雙星壹喜壹憂，，梁文博表現梁文博表現
搶眼搶眼，，44--11輕取多特輕取多特，，傅家俊傅家俊
雖在雖在 00--33 落後情況下連下三落後情況下連下三
局局，，但在決勝局痛失好局但在決勝局痛失好局，，
33--44輸給泰國人塔猜亞無緣輸給泰國人塔猜亞無緣1616
強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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