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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防火 注意用電檢查火警警報器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退休不一定是老年人的權利， 然而
根據一份最新調查報告，在美國，超過1/3的人沒有退休儲蓄
金，年輕人比率更高達7成。但也有愈來愈多人瞭解及早儲蓄
對晚年的重要性。研究調查發現，四分之一的美國人沒有自己
存退休基金，甚至不知道需要多少退休金才夠。根據統計報導
，14%的65歲以上的美國人都沒有退休計劃；大約26%的50到
64歲的人；33%的30到49歲的壯年族都沒有退休計劃。

Bankrate.com網站針對1003名成年人所做的調查顯示，約
70%的18到29歲的年輕人根本沒有退休儲蓄；不過資料也顯示
，35歲且有工作者已經開始著手準備退休儲蓄了。面對高生活
開銷，剛踏進社會的年輕人很難有儲蓄，加上要還助學貸款或
私人信貸更讓他們很難存錢。根據數據顯示，大約 26% 的美國
人與另一半的退休存款加起來不到 1000 美元。另外有 16% 的
美國人表示他們的退休存款金額介於 1000 美元至 1 萬美元之
間。

退休存款專家表示，如果要有比較安穩的退休生活，
建議將年收入的 10% 存起來。然而美國 27% 的夫妻表示
，由於生活用品支出、教育費、信用卡等各種開銷金額都
不小，因此很難存到錢。他們一年存的錢不到家中總收入
的 10% 。專家建議，不管金額大小都要存，趁年輕的時
候多存一些錢。此外，如果想要過有品質的退休生活，專
家建議退休時，每個月可以花費的存款還要有過往薪水
的 70% 。除了拉高儲蓄率以外，還要及早規劃和估算退
休時每月的花費，才能在未來的退休生活中至少得到安穩
的保障。

目前仍在工作的人之中，百分之17表示，他們要改變預期
的退休年齡，百分之77希望能延長工作年數，百分之6甚至說
永不退休。由於難以預測的疾病、失業、家庭有人需要照護和
其他因素，往往使將近半數的勞工不得不提早退休。美國民衆
多數沒有做好退休準備，許多上班族都是有多少所得全都花光

，顯示美國民衆的財務情況不佳，退休都存在着危機，這種情
況令人擔憂。 相反，大部分亞裔人有較好的退休儲蓄狀況。其
中一個關鍵的原因是亞裔人強調優質教育和專業技能。因為有
較好的教育背景和專業技能，亞裔人可以賺取較好的薪水，並
開始提前為自己的退休計劃攢錢。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春節時分溫暖乾
燥多風，近日休士頓地區包括中國城華裔社區
火警事故頻傳，大部分都是因為日常生活疏忽
，不慎導致起火，使消防人員疲於奔命。為預

防火災事故發生，休士頓消防局(Houston Fire
Department, HFD)與國家消防協會(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NFPA)聯合提醒民眾，居
家用電務必謹慎小心，遠離導致火災及受傷的

潛在危機，避免不當作
業，造成傷亡。

為有效加強春季消
防控管，休士頓消防局
推 出 「Get Alarmed
Houston！」計 畫 ， 鼓
勵居民加入火警預防課
程，符合資格者可獲得
免費煙霧探測器(Smoke
Detector)，確保居家安
全。消防局表示，每天
都會有一些不必要的火
災死亡事故發生，甚至
每三個發生火災的住宅
，就有一戶人家的火警
警報器無裝上電池、故

障，或者根本沒有火警警報器裝
置。消防局說， 「一個正常運作
的火警警報器，可24小時全天候
給予安全警示」。

NFPA 建議，夏季時間才剛
實施，為火警警報器更換電池正
是好時機。民眾記得每月檢測警
報器，每半年換一次電池，可選
在夏季和冬季時間轉換時更換最
恰當，正好一年兩次，方便記憶
或計算時間。

防災專家說，最好是家中的
每一層，包括地下室和臥室內外
都應加裝警報器。在更換電池時
應順便給警報器除塵。若每月測
試的時候，發現警報器不能正常
運作或警報器已使用了十年，應
換新的警報器。最後，家人需一起準備火警演
習，提前計畫好火警發生時的逃亡路線、碰頭
地點等。

消防局還提醒，煙霧探測器是最重要的火
警預警系統，可防止死亡和一氧化碳中毒，呼
籲民眾可至網站查詢宣傳計畫。

美國人沒有退休儲蓄美國人沒有退休儲蓄
想要退休必須提早規劃想要退休必須提早規劃

 
















【本報訊/記者鄧潤京】開餐廳的門檻很低，少則
有幾萬塊錢的現金，就可以搖身一變，當上一家中餐
廳的老板。正因為對如何當老板這個問題認識不足，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新開張的中餐廳過3、5個月就換字
號了。

如何使中餐廳避免這樣的厄運？美南電視台
《粵語天地》欄目邀請休斯頓中餐界的老前輩黃國崇
（Denial Wong ）先生來到演播室，為大家點撥。

和許多中餐廚師一樣，黃先生並非烹飪專科畢
業。他早年是美軍高射炮部隊的一名炮手。長官需要
廚房工作人員，就調他去了。黃先生也奇怪，難道自
己的長相就適合當廚師？或許在美國人眼裡，中國人
天生就知道如何炒菜。就這樣，黃先生成為了廚師。
這個行業的門檻就這麼低。

戰爭結束後他回到美國，先後在夏威夷，舊金
山打工。1958年來休斯頓開“明宮”中國餐廳。當年

在休斯頓的中國餐廳寥寥無幾。1984年，一間以
他的名字命名的餐廳，Denial Wong Kitchen 開張
。這間餐廳開了20多年，直到黃先生退休。為什

麼他的餐廳可以長盛不衰？他給的答案只有簡單的兩
個字：“創新”。

1984年的Denial Wong Kitchen餐廳，是本地區第
一家在餐牌上印上“免費送餐到家”服務的中餐廳。
當年周圍的人都笑話他傻，而這項創新早已成為現在
許多中餐廳的“標配”。許多餐廳的餐牌來源單一，
無非是抄別家餐廳的。因此，餐牌大同小異，並且自
己的沒有特色。在這些餐牌中，有一道頭枱，用中餐
的餛飩皮，包裹西餐的奶酪。後來這道菜被稱為:
Cheese Wen Ton。它就是在1984年由黃先生發明的，
一直被許多中餐廳沿用至今。

美南電視台（ITV）15.3頻道的《粵語天地》欄
目的播出時間是3月13日，星期日，下午3：00 點。
重播時間是3月15日，星期二，上午10：00。敬請關
注。

夏季時間剛實施夏季時間剛實施，，需確保火警警寶氣正常運作需確保火警警寶氣正常運作。。((網路照片網路照片))

春季乾燥多風春季乾燥多風，，火警事故頻傳火警事故頻傳，，民眾用電需小心謹慎民眾用電需小心謹慎。。((取材取材KHou)KHou)

(本報訊) 2016 年 3 月 20 日中午，休斯頓西
南區華阜休斯敦黃氏宗親會（6925 Turtlewood
Dr., Houston, TX77072）裡熱鬧非凡，成立三年
多的休斯頓廣州聯誼會在這裡再次舉行盛大春
節聯歡宴會。一百多名會員，南粵大地父老鄉
親和朋友們歡聚一堂，載歌載舞，席開十桌，

由同鄉會自己的大廚高手潘國能和胡潔鳴，一
展烹調粵菜廚藝冬瓜煲鴨湯，這是中國傳統苗
圃贊助自己種的冬瓜和養的5隻大鴨，也買來多
味菜餚，大家邊吃邊看節目演出， 很是開心。

節目由休斯頓著名節目主持人Lucy 和吳天
一主持，廣州聯誼會會長黃仕遠致詞，副會長

黃孔威介紹來賓和聯歡會安排。黃孔威特別感
謝中山大學美南校友會第一副會長兼中山醫科
大學美南校友會會長，炎黃堂組建的炎黃歌舞
團負責人，這次聯歡會總策劃朱全勝帶領很多
文藝界高手的友情演出。虞曉梅，孫熙海，雪
梅，顧晴，王煒蘭，張佩儀，張玲，馮潔晶，

吳天一，趙俊，黃廷標，宋燕等奉獻了優美的
歌聲。朴英超表演了女子獨舞《那場雪》，一
人一傘，輕盈灑脫，似在追憶，似在訴說。
Steffanee Fan, Kathy Gu, Anna Kung 3人表演了激
情四溢的西班牙舞蹈，表現出火熱不羈的民族
性格。也感謝眾多鄉親踴躍參加。

(本報訊)3/27 華盛學校舉辦復活節遊園活
動，詳情請看下面的具體活動安排。

具體活動安排如下：
活動時間：11:30am-2:30pm
活 動 地 點 ： Lost Creek Park (3703 Lost

Creek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活動流程: 11:30am: 家長陪同學生簽到。

大人每人 $5，領取 5 張 Raffle Tickets，，每位
華盛老師、學生免費領取一張。為了增加中獎
的機會，您還可以當場購買Raffle Tickets（$1/
張、 $5/6張、 $10/12張）。

·11:30am: 宣布遊園會開始。學生先享
用複活節美食（Pizza、Hot Dog 等），然後由
家長品嚐各家精製的不同風味的中華美食。

·11:45am: 第一輪抽獎。復活節遊戲: 遊
園會八個親子遊戲活動（ 笑臉彩繪，貼兔子尾
巴，扔球進洞，夾氣球跑，筷子夾彈珠，跳繩
，呼啦圈 ，月球漫步），家長先讓孩子用中文
大聲讀出遊戲名稱，完成每個 遊戲均可獲得獎
品一份。

·12:30pm: Piñata
·12:45pm: 第二輪抽獎。超級尋蛋迷踪：

第一組：學前班 一二三年 級。第二組：四年
級以上。

·1:30pm: 第三輪抽獎。
·1:45pm: 收拾工作，大獎iPad Mini 4抽獎

。拔河比賽開始。
·2:30pm: 遊園會結束。

(本報訊)中華文化服務中
心2016年暑期,將開辦青少年
「兒童創意美術班、英文閱

讀與寫作班、鋼琴、扯鈴、
少林功夫、籃球」及成人

「有氧舞蹈」等課程，自 6
月 4 日起至 8 月 13 日止,每週
六上課，本校師資優良，設
備齊全，歡迎報名參加學習
。

地 址 為:

9800 Town Park, Houston
Texas 77036。

詳細課程資訊請洽文化
中心中文學校 713-271-6100
ext. 163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暑期課程

休士頓廣州聯誼會成功舉辦春節聯歡宴會休士頓廣州聯誼會成功舉辦春節聯歡宴會
炎黃歌舞團炎黃歌舞團 精彩助興表演精彩助興表演

3/27華盛復活節遊園會

3/26慈濟德州分會健康講座：
「骨關節炎(退行性關節炎)的預防,診斷及治療」

(本報訊)隨著年紀漸長，多數人都有關節僵硬，疼痛的經驗
。特別是在早晨或休息後，膝關節與髖關節痛經常是很多年長者
訴苦的話題。膝關節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很多年長的家
人與朋友身受著退行性膝關節炎的痛苦，生活品質因此而大受影
響。

引起關節炎痛苦的原因很多；諸如骨關節炎，風濕性關節炎
，等等…。骨關節炎有時被稱為退行性關節炎或“磨損“關節炎

。骨關節炎是關節最常見的
慢性病；它發生在軟骨或關
節之間，緩衝墊破損，導致
疼痛，僵硬和腫脹。

本月二十六日週六，上
午十時至十一時三十分(3/26
Sat.10:00 am to 11:30 am)，慈
濟德州分會幸運地邀請到休
士頓卓著有名的莊仲安醫師
為大家講解退行性關節炎的

發病原因、診斷與治療、以及如何預防等等，與大家殷切相關的
課題。

莊仲安醫師是風濕病學專家。她自2011年起擔任衛理公會
醫院醫學中心的臨床工作者，以及臨床教學者。莊仲安醫師擅長
結締組織的炎症性疾病，與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類風濕性關
節炎、系統性紅斑狼瘡、血管炎、脊柱關節病、痛風、骨關節炎

和骨質疏鬆症等。莊醫師德術兼備，熱心公益。在僑社經常受邀
進行義診與健康講座。目前担任休士頓華醫學會會長。

莊仲安醫師畢業於芝加哥醫學院，在克利夫蘭完成她的醫學
實習項目，並在加州La Jolla完成風濕病專科研究。莊醫師在成
為風濕病學專家之前，是電力工程師，任職于NASA。她在休士
頓長大，會說流利的粵語和英語。

德州分會關心您並提醒您留意膝關節。請不要錯過這次的健
康講座。

主題： 「骨關節炎(退行性關節炎)的預防,診斷及治療」
日期：2016年3月26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00AM–11:30AM
主題：骨關節炎(退行性關節炎)的預防,診斷及治療
主講人：莊仲安醫師
地點：慈濟德州分會活動中心
6200 Corporate Dr.Houston,TX 77036
TEL:713-981-8966，713-270-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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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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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中國城地王全新裝潢公寓，位於敦煌，陽光和王朝廣場旁，幾分
鐘可走路去中國城各個超市，銀行及餐廳！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272-8100

百
樂
公
寓

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 9:00 — 下午 5:00 

      週五：上午 9:00 — 下午 5:30 

      週六：上午 9:00 — 下午 1:00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arwin Branch 
713-273-1888 

 
Katy Branch 
281-762-6688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972-348-3488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Harry-Hines Branch 
972-348-3433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Legacy Branch 
972-348-3466 
Plano Branch 
469-429-2422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Pahrump Branch 
775-751-1773 
 
 

恆豐銀行總分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帳戶           

個人定期存款帳戶         

個人貸款 

    商業: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商業定期存款帳戶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www.afnb.com 

4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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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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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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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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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本 團

日本東京大阪6日 $49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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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洲 團

名人假期優惠最高$300
天寶旅遊 $699起

翠明假期 超值旅遊

$499/人 (含台灣&上海機票+旅遊團)

$399/人 (含上海機票+旅遊團) Debbie文媛/Manager
專線：281-799-2833
debbie@chinatourusa.com

全旅用心全旅用心 顧客安心顧客安心

WWW.CHINATOUR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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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上海北京雲南張家界九寨溝
日本韓國泰國 越南馬來西亞

澳洲新西蘭中南美迪拜

特 價 遊 $49起

黃石公園4-12天 :特價$398起

星期五 2016年3月25日 Friday, March. 25, 2016 星期五 2016年3月25日 Friday, March. 25, 2016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休斯頓休斯頓《《美南新聞日報美南新聞日報》》喜登中國國航喜登中國國航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導本報記者陳鐵梅報導))美南新聞日報服務社區三十七美南新聞日報服務社區三十七
年年，，發展到今天成為美南新聞日報發展到今天成為美南新聞日報、、休斯頓黃頁休斯頓黃頁、、美南美南
國際電視國際電視、、印刷廠印刷廠、、互聯網及美南國際貿易中心等綜合互聯網及美南國際貿易中心等綜合
性傳媒產業集團性傳媒產業集團，，在美國社會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在美國社會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並受並受
到主流社會的認可與重視到主流社會的認可與重視。。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用多方面的傳媒功能記錄下了華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用多方面的傳媒功能記錄下了華
人社區人社區，，以及美國社會的發展以及美國社會的發展，，同時為中美兩國民眾提同時為中美兩國民眾提

供了第一手包括新聞供了第一手包括新聞、、文化文化、、教育教育、、旅遊旅遊、、商業商業、、移民移民
、、法律等多方面的最快資訊法律等多方面的最快資訊，，是休斯頓華僑華人了解社是休斯頓華僑華人了解社
會資訊的一個重要的窗口會資訊的一個重要的窗口。。

自從國航北京自從國航北京--休斯敦直飛航線開通以來休斯敦直飛航線開通以來，，大大方便大大方便
了休斯頓與中國的往來人員了休斯頓與中國的往來人員，，同時更促進了中國乃至整同時更促進了中國乃至整
個東南亞與美國南部廣大地區的經濟交流個東南亞與美國南部廣大地區的經濟交流。。

今天今天《《美南新聞日報美南新聞日報》》和美南休斯頓旅遊指南喜登中和美南休斯頓旅遊指南喜登中
國國際航空休斯頓飛北京的航班國國際航空休斯頓飛北京的航班，，將來在休斯頓飛往北將來在休斯頓飛往北
京的每一個航班上都能看到美南新聞京的每一個航班上都能看到美南新聞，，讓美南新聞陪伴讓美南新聞陪伴
您的旅途您的旅途，，為您提供多一項服務為您提供多一項服務。。今天無論您來自何方今天無論您來自何方
，，將去何處將去何處，，是非停留是非停留，《，《美南新聞日報美南新聞日報》》將會為您提將會為您提
供最快最新的供最快最新的，，休斯頓各方面的新聞資訊休斯頓各方面的新聞資訊，，讓您在第一讓您在第一
時間更多的了解休斯頓時間更多的了解休斯頓，，為您的選擇引路指航為您的選擇引路指航。。

德州東北同鄉會年會預告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導) 德州東北同鄉會2016年年會將

於4月3日（星期日）晚6點在休斯敦珍寶樓隆重舉行，這
將是一次東北同鄉會和各界朋友相聚、相識、共敘友情和
鄉情的盛會，屆時真情熱盼東北同鄉會會員及各界朋友挈
婦將雛、扶老攜幼，踴躍前來，和我們一起歡度良宵。
自1990年成立以來，東北同鄉會已經走過了26個春秋寒

暑，東北同鄉會的發展壯大永遠離不開朋友們的鼎力支持
和兄弟姐妹們的熱心幫助，我們願藉年會之機表達深深的
感謝之情。屆時，與會嘉賓在品味美味佳餚的同時，將欣
賞到具有濃郁東北民間特色的文藝節目和國家、省級專業
藝術家們的精彩表演，還有諸多大獎等候著您。

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嵐和全體會員誠摯期待您和家人朋友
的光臨！

年會日程安排如下：
時間：2016年4月3日（星期日）
商貿論壇：3：00 - 5：00 pm
晚會晚宴：6：00 - 9：00 pm
地點：珍寶樓 Ocean Palace 11215 Bellaire Blvd #

D Houston, TX 77072
費用：VIP 500美元/每桌(V)，個人座位100美元/每人

(V)。
普通:300美元/每桌(R)，個人座位 30美元/每人(R)。

票面廣告：500張，費用$300-$500。
年會廣告：封面$800，$500/彩頁， $300/黑白頁。
聯 繫 電 話 ： Mary Li 832-858-5899； 高 緒 春

832-231-3682；張黎波832-212-9148；
馮 樹 832-660-1759； 格 格 713-885-4818； 安 娜 王

713-979-8242；
辛維克713-882-0398。
取票地址 ：10161 Harwin Dr，Ste 115 Houston TX

77036；安娜趙713-988-4638。
東北同鄉會



BB33各地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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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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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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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電話: (713)272-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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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牙醫學士
北京大學牙醫碩士

新紐澤西醫科牙科大學牙醫博士
私立紐約大學植牙專科

艾瑞牙科Aria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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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全科牙醫學院會員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接受CHIP MCNA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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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6年3月25日 Friday, March. 25, 2016

We Smile Dental
微
微
微 笑

笑
笑 牙

牙
牙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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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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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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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ce in eastern China have arrested 37 people for illegal sales of
vaccines in a widening scandal that again has raised questions
about product safety in China and a possible government cover-up.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Xinhua news service on Wednesday, police
are investigating thre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at might have
been involved in sales of expired or improperly stored vaccines go-
ing back at least four years.

The case was revealed last month when Shandong Province authori-
ties acknowledged the 2015 arrest of a mother and daughter ac-
cused of illegally selling $88m worth of vaccines across 20 provinc-
es since 2011.

As public outrage has mounted over the scandal, top Chinese lead-
ers have stepped up their involvement.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was quoted as saying Wednesday there would be “ no leniency” for
those involved.

The scandal has stirred angry debate, casting a shadow over gov-
ernment ambitions to bolster the domestic drug industry and under-
lining the challenge it faces to regulate a widespread and fragment-
ed medicine supply chain. “We don’ t know if our children have prop-
erly had the vaccine or whether it is ineffective or even if they are at

risk,” said Zhang Jieqi, 32, who works at a tourism company in the
city of Chengdu and has a child under two years -old.

She said she was angry that the case, which started early last year,
had not been made public widely until now. The government has
said the vaccines themselves were real, although traded illegally.
The issue of regulation, from food and drugs to online sales, has be-
come increasingly contentious in China as it looks to cast off a repu-
tation for poor quality and safety. However, regulators such as 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FDA) have pointed to a lack of re-
sources and personnel to adequately regulate their sectors.

China’ s top court, the supreme people’ s procuratorate, said on
Tuesday it will directly oversee the investigation.

Photo shows officials from China’ s 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
tion inspecting vaccines stored at the loc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
trol and Prevention office in Rong’ an county in southwestern China’
s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P Photo)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some users were questioning why it has
taken so long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spond. According to news re-
ports, Shandong authorities first learned of the illegal sales after ar-
resting the unnamed mother and daughter in April of last year. They
apparently went public last month to help track down those who
might have purchased the vaccines.

“ These criminals were caught on April 28, 2015,” wrote one com-
menter on Weibo, China’ s version of Twitter. “Why is the govern-
ment only telling us now?”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product safety and public health scares,
as well as government efforts to control information about them.

In 2008, a toxic chemical called melamine was found in children’ s
milk powder, causing the deaths of at least six children and sicken-
ing another 300,000. In 2002, China was also slow to report an out-
break of Sars, leading to the deaths of hundreds of people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website of the Shandong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
tion, the current investigation is focused on 12 vaccines, including
ones used to prevent Japanese encephalitis and rabies. It is not yet
known how many people may have been exposed to the expired
drugs. Xinhua reported that the 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has given local authorities until Friday to find out who bought the
vaccines.

In a statemen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s China office said
that improperly stored or expired vaccines rarely posed a health risk.
“ The risk to children is lack of protection from the disease for which
the vaccine was intended,” the WHO statement said.

The government has so named only one of the thre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under investigation. According to Xinhua, authorities
have revoked the operating certificate for Shandong Zhaoxin
Bio-tech Co and ordered it to halt operations. (Courtesy www.the-
guardian.com/world/2016)

At 33, Wu Chen is China's youngest recipi-
ent of an award honoring women in the sci-
entific field.
Wu has spent several years studying how
cancer may be linked to genes.
And now, her research on genetic mecha-
nisms of cancer is being recognized by the
country's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December, Wu, 33, became the young-
est recipient of the China Young Women in
Science Fellowships Award, an annual hon-
or jointly sponsored by government agen-
cies -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 - and the Chi-
nese arm of French cosmetics company
L'Oreal.
The award, which was also given to eight

others, seeks to highlight the contributions made to society by the country's
young women scientists.
Wu is a researcher with Cancer Hospita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where she earned a doctorate in oncology in 2011.
Her studies mostly center on genetics that make people susceptible to the
risks of cancer.

Esophageal cancer is her area of special-
ization. The cancer related to the esopha-
gus is among the deadliest cancers in Chi-
na, with half of the world's 300,000 deaths
caused by it being reported from the coun-
try every year, Wu says.
The National Central Cancer Registry says
that the incidence rate of esophageal can-
cer is 21.62 people per 100,000 nation-
wide, and the death rate is more than 16
people using the same base figure.
Shen Yan, academic director with the
award's panel of judges and vice-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says Wu was unanimously select-

ed for the award owing to her significant research on genetics related to can-
cer.
By comparing genetic samples of more than 20,000 patients of esophageal
cancer with those without cancer, Wu and her team found 14 gene fragments
that increase the risks of this particular type of cancer.
When researchers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mechanisms involving cancer
and genes, they will know how to lower the risks of cancer, Wu says.
Wu spent two years as a postdoctoral fellow at Harvard University, before join-
ing Cancer Hospital in 2013.

Widely considered the
best Chinese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the hos-
pital has been studying
esophageal cancer
since the 1960s, espe-
cially after scientists
found the cancer's inci-
dence rate to be signifi-
cantly higher in areas
south of the Taihang
Mountains along the

borders of Henan, Shanxi and Hebei provinces than in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hospital's researchers have delved into etiolo-
gy, the branch of medicine that studies causes and origins of diseases, and
trace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cause esophageal cancer. The hospital also
enhanced its study of cancer genetics from 2000 due to progress in technolo-
gy, Wu says.
Developing a bank with genetic samples of more than 20,000 cases is a big
achievement of the hospital, she adds.
While strongly committed to research, Wu says she believes women in sci-
ence are just like those in any other field and should not be treated different-
ly - either through discrimination or praise.
The stereotypical image of a female scientist is someone in a white lab coat
with little care for her appearance.
Wu says it is up to a woman to decide how she wants to look. Besides, "a
woman's confidence is her best makeup", she adds. (Courtesy europe.china-
daily.com.cn/e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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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ly born babies receive vaccines at a hospital in Aksu. Police
have arrested 37 people for sales of vaccines that might have

expired. (Photo/CHINA/REUTERS)

Police Investigation Focused On Thre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at Possibly

Sold Expired Or Improperly Stored Vaccines

China's Vaccine Scandal Widens
As 37 Arrested Over Illegal Sales

Researcher Recognized For Her Research And Discov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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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眾議員古提耶雷茲捐五千美元力挺聯邦眾議員古提耶雷茲捐五千美元力挺
「華埠更好團結聯盟」舉行記者會支持馬靜儀競選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周周 鋒鋒//採訪報導採訪報導】】
33月月88日上午日上午1111時半時半，，芝加哥華芝加哥華

埠更好團結聯盟主席陳增華在華埠埠更好團結聯盟主席陳增華在華埠
廣場舉行記者會廣場舉行記者會，，支持馬靜儀競選支持馬靜儀競選
伊州第二選區眾議員伊州第二選區眾議員。。出席記者會出席記者會
的有西語裔重量級人物聯邦眾議員的有西語裔重量級人物聯邦眾議員
古提耶雷茲古提耶雷茲、、橋港區三一禮拜堂牧橋港區三一禮拜堂牧
師湯姆斯師湯姆斯、、同源會會長林寶嫦同源會會長林寶嫦、、華咨華咨
處總裁黃羅瑞雄處總裁黃羅瑞雄、、培德中心行政主培德中心行政主
任吳常義任吳常義、、至德三德公所總理周兆至德三德公所總理周兆
禧禧、、著名律師丘岩著名律師丘岩、、藝城廣告公司總藝城廣告公司總
裁黃暉及芝加哥華文裁黃暉及芝加哥華文、、英文媒體記英文媒體記
者者。。

記者會的主要發言人是聯邦眾記者會的主要發言人是聯邦眾

議員古提耶雷茲議員古提耶雷茲。。他說他說，，除芝加哥華除芝加哥華
文媒體外文媒體外，，兩大兩大英文主流報紙英文主流報紙““芝加芝加
哥論壇報哥論壇報””和和““芝加哥太陽報芝加哥太陽報””都為都為
馬靜儀背書馬靜儀背書。。雖然第二選區西語族雖然第二選區西語族
裔人口最多裔人口最多，，其次才是亞裔人口其次才是亞裔人口，，但但
是他還是支持馬靜儀是他還是支持馬靜儀，，認為她是第認為她是第
二選區眾議員的最佳人選二選區眾議員的最佳人選。。聽說有聽說有
些華人在投票選馬靜儀時受到干擾些華人在投票選馬靜儀時受到干擾
，，他發表感想說他發表感想說，，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每個人都有平等的
選舉權選舉權，，也有權競選也有權競選，，有機會追求自有機會追求自
己的理想己的理想，，不應有族裔的區別不應有族裔的區別，，不應不應
受到干擾受到干擾。。18821882 年美國制定的排華年美國制定的排華
法案對華人危害極大法案對華人危害極大，，我們不允許我們不允許
類似排華法案的歧視行為在芝加哥類似排華法案的歧視行為在芝加哥

重演重演。。他帶頭捐他帶頭捐 50005000 美元作為馬靜美元作為馬靜
儀競選費用儀競選費用。。

芝加哥同源會會長林寶嫦十分芝加哥同源會會長林寶嫦十分
讚賞聯邦眾議員的意見讚賞聯邦眾議員的意見。。同源會的同源會的
宗旨是為華人爭取平等權益宗旨是為華人爭取平等權益、、謀取謀取
福祉福祉，，支持華人參政議政支持華人參政議政，，現在有華現在有華
人馬靜儀出來參政人馬靜儀出來參政，，我們當然要力我們當然要力
挺挺，，絕不能讓絕不能讓 18821882 年的排華法案重年的排華法案重
演演。。華咨處總裁黃羅瑞雄以個人的華咨處總裁黃羅瑞雄以個人的
名義發言名義發言。。她認為今年的她認為今年的33月月1515日將日將
是伊州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日子是伊州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日子，，一一
位資深望重的眾議員候選人馬靜儀位資深望重的眾議員候選人馬靜儀
將穩操勝券將穩操勝券，，順利當選順利當選。。我將要看到我將要看到
正義和公平在伊州正義和公平在伊州，，尤其在我們第尤其在我們第

二選區實現的這一天二選區實現的這一天。。她的當選將她的當選將
給我們區帶來有實效的顯著變化給我們區帶來有實效的顯著變化。。
現在在春田市州政府中現在在春田市州政府中，，連一個亞連一個亞
裔眾議員裔眾議員、、參議員也沒有參議員也沒有，，我們不感我們不感
到羞恥嗎到羞恥嗎？？是該改變這種現狀的時是該改變這種現狀的時
候了候了！！培德中心行政主任吳常義說培德中心行政主任吳常義說，，
他和他兒子已經投票選馬靜儀做眾他和他兒子已經投票選馬靜儀做眾
議員議員。。他認為馬靜儀擔任教育基層他認為馬靜儀擔任教育基層
工作工作（（嘉理高中委員會委員嘉理高中委員會委員））期間期間，，
顯著提高了學生學業成績顯著提高了學生學業成績，，表現出表現出
卓越能力卓越能力，，還為恢復第還為恢復第 3131 路公交車路公交車
出了力出了力，，為華埠新圖書館的建立出為華埠新圖書館的建立出
過力也是事實過力也是事實。。吳常義鼓勵大家投吳常義鼓勵大家投
馬靜儀的票馬靜儀的票。。 芝加哥婦女界領袖芝加哥婦女界領袖

黃伍佩玲說黃伍佩玲說，，馬靜儀擔任前州長奎馬靜儀擔任前州長奎
恩的高級政策顧問時恩的高級政策顧問時，，常代表州長常代表州長
出席華埠會議出席華埠會議，，結交了許多華人朋結交了許多華人朋
友友，，大家與她很熟悉大家與她很熟悉。。黃伍佩玲鼓勵黃伍佩玲鼓勵
大家每人催促大家每人催促1010個親戚朋友鄰居去個親戚朋友鄰居去
投馬靜儀的票投馬靜儀的票。。

馬靜儀說她祖父于馬靜儀說她祖父于19241924年從大年從大
陸移民美國陸移民美國，，她父親馬金權也是在她父親馬金權也是在
香港高中受過教育香港高中受過教育，，有深厚的愛祖有深厚的愛祖
國國、、愛家鄉的感情愛家鄉的感情。。現在離初選日現在離初選日 33
月月1515日只有日只有77天天，，她希望在這最后的她希望在這最后的
衝刺的關鍵時刻能得到大家的支持衝刺的關鍵時刻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今天大家的發言使她很受感動今天大家的發言使她很受感動，，她她
將永遠銘記大家對她的鼓勵將永遠銘記大家對她的鼓勵。。

支持者合影支持者合影
華埠更好團結聯盟華埠更好團結聯盟
主席陳增華致詞主席陳增華致詞

牧師湯姆斯講話牧師湯姆斯講話 華咨處總裁黃羅瑞雄講話華咨處總裁黃羅瑞雄講話 黃伍佩玲講話黃伍佩玲講話 培德中心行政主任吳常義講話培德中心行政主任吳常義講話

馬靜儀講話馬靜儀講話,,右為大力支持右為大力支持
捐款者捐款者,,眾議員古提耶雷茲眾議員古提耶雷茲

同源會會長林寶嫦講話同源會會長林寶嫦講話

「Chicago Tribune」 為華裔馬靜儀背書
((本報訊本報訊))本市主流媒體本市主流媒體

““芝加哥論壇報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Chicago
Tribune)Tribune) 日前針對伊利諾州日前針對伊利諾州
眾議員選舉第二選區之侯眾議員選舉第二選區之侯
選人情況做了以下分析選人情況做了以下分析：：

有太多伊利諾州的家有太多伊利諾州的家
庭庭，，當他們把公職代代相傳當他們把公職代代相傳
的時候就像家族企業一樣的時候就像家族企業一樣
運作運作--或者至少這些家庭好或者至少這些家庭好
像是這麼認為的像是這麼認為的。。

當芝加哥民主黨的州當芝加哥民主黨的州

眾議員愛德華眾議員愛德華““埃迪埃迪””艾斯艾斯
維德去年夏天告知人們他維德去年夏天告知人們他
會在擔任公職二十年後退會在擔任公職二十年後退
休時休時，，他也同時表示希望他他也同時表示希望他
五個兒子中的長子五個兒子中的長子，，3030歲的歲的
雅曆仕雅曆仕••艾斯維德可以接艾斯維德可以接
班填補他的位置班填補他的位置 -- 最好是最好是
老艾斯維德早點騰位置老艾斯維德早點騰位置，，這這
樣小艾斯維德就可以直接樣小艾斯維德就可以直接
被任命為州議員被任命為州議員。。

芝加哥的民主黨官員芝加哥的民主黨官員

阻止了這個直接任命的接阻止了這個直接任命的接
班班，，所以年輕的艾斯維德所以年輕的艾斯維德，，
一個在醫療健保方面有令一個在醫療健保方面有令
人讚美的履歷人讚美的履歷，，但在政府和但在政府和
公共政策部門卻毫無經驗公共政策部門卻毫無經驗
的兒科護士的兒科護士，，就只好來競選就只好來競選
他父親留下的空位了他父親留下的空位了。。

在民主黨內與年輕的在民主黨內與年輕的
艾斯維德競爭的對手是馬艾斯維德競爭的對手是馬
靜儀靜儀，，她曾經是一位大學教她曾經是一位大學教
授授，，一個公共政策的諮詢人一個公共政策的諮詢人

和社區活動的積極分子和社區活動的積極分子，，當當
然她缺少艾斯維德這樣顯然她缺少艾斯維德這樣顯
赫的名字赫的名字，，但很有經驗但很有經驗--她她
曾經在伊州首府春田市擔曾經在伊州首府春田市擔
任過上任州長派特任過上任州長派特••奎因奎因
的高級政策顧問的高級政策顧問，，在芝加哥在芝加哥
，，她也在幾個與亞裔社區有她也在幾個與亞裔社區有
緊密聯繫的社團工作過緊密聯繫的社團工作過。。

4848歲的馬曾積極參與重歲的馬曾積極參與重
劃選區劃選區，，將大部分中國城劃將大部分中國城劃
歸統一的伊州議員選舉的歸統一的伊州議員選舉的

第二選區的工作並獲得成第二選區的工作並獲得成
功功，，這 個 選 區 目 前 包 括這 個 選 區 目 前 包 括
Bridgeport, Pilsen, BrightonBridgeport, Pilsen, Brighton
Park, McKinley Park andPark, McKinley Park and
Back of the YardsBack of the Yards等地區等地區。。根根
據以上情況據以上情況，，芝加哥論壇報芝加哥論壇報
選擇為馬背書選擇為馬背書。。



BB44廣告天地 BB99體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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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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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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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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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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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線﹕(281) 265-1288 手機﹕(832) 618-2828
E-mail:gliu@cci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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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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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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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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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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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281-988-0088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82

中
國
城

6
號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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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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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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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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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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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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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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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
Advanced Healthcare長期居家照顧

服務內容
愛心的居家護理協助：走路，運動，更衣，梳洗，清潔，洗衣，
用餐，烹飪等。
服務對象
各家長期護理保險（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州政府補助保險（白卡Medicaid )

電話：（713）271-8515
傳真：（713）988-6262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06-A, Houston ,Texas 77024

家庭醫護訪視
服務內容
靜脈輸液，傷口護理，尿管、胃管及人工造管護理，
肌肉及皮下注射，物理複健。
服務對象
重症及急、慢性疾病需居家醫療護理及複健訓練。
具有老人保險（Medicare)及各種醫療保險。
服務團隊
註冊護士，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師
電話：（713）271-6999
傳真：（713）271-7002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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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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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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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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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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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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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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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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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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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6年3月25日 Friday, March. 25, 2016 星期五 2016年3月25日 Friday, March. 25, 2016
美南版■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6年3月25日（星期五）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
$1$1

;
��;
��
-,&-,&

一年一度的中國羽毛球隊世界冠軍
登榜儀式24日在中國國家隊訓練館舉
行。兩位“90後”小將劉成、唐淵渟登
榜，標誌着總教練李永波“培養100個
世界冠軍”的目標已達到80人。

包括林丹、諶龍在內的國羽全體隊
員出席了當天活動。在升國旗、唱國歌
後，劉成、唐淵渟在隊友們的注視下，

走到榮譽榜前，分別揭下了蓋在各自照
片上的紅布，看着自己與前輩們的頭像
貼在同一個大紅榜上，並欣喜地在冠軍
牆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成為世界冠
軍，是我人生第一個夢想的實現，將給
我帶來更大動力。”談到這次登榜，男
雙隊員劉成頗為激動。他表示，今年5
月的湯姆斯盃，他將繼續為“捍衛中國
羽毛球隊的榮譽”而努力。

在中國羽毛球隊，世界冠軍登榜儀式
是每年重要的一個傳統。根據規定，只有
在世界羽聯主辦的正式國際比賽中奪冠，
才能被認定為世界冠軍，包括奧運會、
世錦賽、湯優盃、蘇迪曼盃等。而且，
按照國羽傳統，如果是打團體賽，那至
少要出場贏一場，才能具備世界冠軍的
認定資格。幫助國羽在去年蘇迪曼盃實現
六連冠的劉成、唐淵渟，正是達到了以上
標準，才得以登榜。 ■新華社

兩“90後”小將登世界冠軍榜 中國羽毛球隊24日上午在國家體育總
局訓練局舉行了冠軍登榜儀式，儀式結束
之後，國家隊總教練李永波宣佈了在昆山
舉行的湯姆斯盃和優霸盃的國羽參賽隊員
名單。林丹、諶龍、李雪芮、王儀涵、王
適嫻等名將均在列，蔡贇和劉小龍／邱子
瀚遺憾落選。

男隊方面，諶龍、林丹、田厚威、王
睜茗和薛松五位選手將參加單打的比賽，
傅海峰／張楠、柴飆／洪煒和劉成／鄭思
維確認參加雙打的比賽。

女隊方面，李雪芮、王適嫻、王儀
涵、何冰嬌和孫瑜將參加單打的比賽，駱
贏／駱羽、田卿／趙芸蕾、于洋／唐淵渟
和黃雅瓊／湯金華將出戰雙打的比賽。

“我們報了男女隊各3個新人參加，
希望都能磨礪他們，也是為下一屆奧運會
人才梯隊培養，爭取走在前面。”李永波
在談湯優盃計劃時說，由於小組賽前兩名
都可以出線，因此會在第一階段嘗試讓更
多隊員上場，“目標是奪回湯姆斯盃，保
住優霸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帥位難定 國籃集訓無期
里約奧運漸行漸

近，中國男籃卻正遭
遇着帥位難定、集訓
無期的尷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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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重返亞洲之巔，獲得直通里約奧運的
入場券。

目前由於籃協與宮魯鳴的“談判”
陷入僵局，終致中國男籃的奧運備戰陷於如今的尷尬之境。 ■中新社

奧運選拔 杜麗暫列第二
中國國家射擊隊24日進入奧運選拔賽倒數第二輪。當日進行的女子10米

氣步槍項目中，倫敦奧運會冠軍易思玲僅獲得第三名，但是憑藉114分的國際
比賽獎勵積分，易思玲總積分遙遙領先，入選奧運參賽名單已無懸念。奧運會
三屆元老杜麗暫列第二，福建選手張彬彬暫列第三。

■中新社

巴洛迪利扮小丑嚇驚人
AC米蘭意大利射手巴洛迪利狀態一般，24日卻

以一個恐怖小丑妝吸引目光，後來被發現應該是用了
改圖應用程式來“換臉”。 ■記者梁志達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安莉）
博鰲論壇成立15
年來首次開設以
體育為主題的分

論壇。上海籃球俱樂部董事長姚明表
示，中超轉播費80多億（人民幣，下
同）真的不算什麼，應該可以標得更
高一點。

姚明認為，未來的體育應該成為
“四輪驅動”。原來獨輪驅動由國家
投資，進行集中訓練，最後有成績回
報社會。而四輪驅動是指原來的政府
投入和社會投入、市場交易及社會大
眾的參與，共同推動一輛新的“越野
車”往前走。四輪驅動的控制系統一
定比獨輪車複雜得多，從結構上應考
慮更多複雜的管理理念，適應新形式

下的變化。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董事
長黎瑞剛認為，80億拿下中超版權是一
個開始，需要用這錢去撬動中國足球產
業、體育產業更為深入地發展。他認為
80億彷彿成了一種符號，代表中國體育
在這個瞬間的壓強高度。80億代表價格
背後的價值，需要一整套體育產業化的
改革、市場化的運作才能實現價值。

姚明：中超賣80億不算什麼

林丹林丹 李雪芮李雪芮領銜湯優盃領銜湯優盃

■■姚明在博鰲論壇發言姚明在博鰲論壇發言。。 新華社新華社

■■林丹於上周六奪全英賽冠軍林丹於上周六奪全英賽冠軍。。新華社新華社

■■宮魯鳴臨陣指揮宮魯鳴臨陣指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MS守時 碧基膺巴塞“罰錢王”
巴塞羅那今季再衝擊五冠霸業，

主帥安歷基以罰款制要麾下嚴守紀
律，訓練遲到首次罰款200（歐元，下
同）、第二次400、第三次800……比
賽日遲到首次400、第二次800……本
球季至今，尼馬累計罰金為1200歐
元，是隊內第二多，“罰錢王”是一
向口沒遮攔的西班牙後衛碧基，被罰
了6200歐元。

至於美斯和蘇亞雷斯（MS）都沒
因遲到被罰款。據悉，罰金都會捐出
做善事。

奧巴馬女兒未能如願見美斯
另外，正在阿根廷進行國事訪問

的美國總統奧巴馬透露，他的女兒希

望見到回南美備戰世盃外圍賽的美斯
一面，但阿根廷球王身處智利比賽，
奧巴馬亦稱：“我不能安排這樣的
事。” ■記者梁志達

■■碧基(左)的罰款是零罰款美斯(右)的多
少倍？大家猜猜。 資料圖片

提升狀態全力爭冠

想跟死黨在同一隊打波需付多少
代價？NBA騎士巨星勒邦占士24日透
露自己在退役前望能跟好友安東尼、
保羅、韋迪組成“Big Four”攜手出

戰，為達這願望，他甚至甘願減薪。
勒邦占士今年球季結束後可選擇跳出
合約，韋迪今年季後將成為自由球
員，安東尼與保羅則要在2018/19賽
季才能使用球員選項，故短時間內應
不會看到“Big Four”的組合。24日
騎士在NBA常規賽以113:104主場戰
勝公鹿。

勇士馬刺主場繼續全勝
至於其他常規賽，史堤芬居里獨

取33分，加上三分球10投7中的基利
湯遜又收穫32分，助勇士主場以114:
98擊敗快艇，今季主場33戰全勝，跨
季主場連勝戰績改寫至51場。李奧拿
德24日攻入平個人生涯最高的32分，
帶領馬刺以112:88輕取熱火，開季以
來主場36戰全勝，只差一場便追平公
牛在1995/96球季的開季主場連勝紀
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勒邦占士想組“Big Four”

■■勒邦占士入樽勒邦占士入樽。。 美聯社美聯社

■■巴洛迪利巴洛迪利

24日，在國羽一年一度的世界冠軍登榜儀式後，李永波在回答
記者提問時，談到了奧運席位、里
約前景等熱門話題。他表示，4年前
的倫敦奧運，還是這批隊員，他們
的能力和經驗在當時都是“黃金一
代”，平均年齡為25歲，全隊整體
以23歲—29歲之間的“最豪華陣
容”，取得了五金的佳績。但即便
如此，當時奪得的每一塊金牌，過
程都是“如履薄冰”，這也預示着
衛冕之路的艱難。

“在 4年後，依然還是這批
人，他們的年齡和傷病是無法阻止
的。我們在面對自身時，已經有了
很多困難。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隊
伍，確實進步了，湧現出很多優秀
選手。”李永波說，這將是國羽面
臨的雙重考驗。

正如李永波所說，隨着世界更
多隊伍的進步和追趕，國羽受到的
衝擊越來越大。拿本月結束的全英
公開賽為例，中國隊在參賽的5個
項目中，只憑藉林丹贏得男單一個
冠軍，是過去17年中參加全英賽成
績最差的一次。

此外，李永波還表示，從奧運
會賽制上來說，也將有新的挑戰。
比如，參賽人員少了，每一個單項
比賽，每一個代表團最多派兩人

（對）參加。而且，只有世界排名
第一、第二的選手，才能分在上、
下半區，剩下的將全部抽籤，這意
味着在里約奧運會，一個隊伍的兩
個隊員，可能被分到一個半區，遇
到的困難將更多。但是，李永波堅
定地說：“羽毛球隊的目標和決心
沒有改變”，也“有能力要讓自己
變得更強”。

李永波表示，國羽成績的下
滑，並不全是實力因素導致，而是
部分程度上基於全年的通盤考慮，
因為前半段面對密集的奧運積分
賽，要以搶分、拿滿額席位為主，
後半段則要以調整和集訓去帶動狀
態，在兩大賽事上，全力爭冠。

他介紹，雖然前一段于洋、趙
芸蕾都有傷病，但也必須堅持，因
為要在5月1日最後一項奧運積分賽
結束前，去拿夠奧運積分，才能確
保參賽席位。5月1日後，確保了奧
運席位，國羽的目標將從“拿分”
向“奪金”轉變。

“主要奪金的目標，就是5月
的湯優盃和8月的奧運會，一定要
將所有狀態集中在這兩個階段爆
發。”他還介紹，全隊很早會去巴
西，盡早適應時差，“7月底出發，
去訓練營，比賽前4天進村（奧運
村）”。 ■新華社

■■李永波李永波（（中中））和唐淵渟和唐淵渟（（左左）、）、劉成合影劉成合影。。 中體在線圖片中體在線圖片

在隊員老化、傷病累積和賽程密集的困難下，中國羽毛

球隊一年來在各大賽事中受到的挑戰越來越多，即便展望里

約奧運會的前景，也已沒有4年前在倫敦時的底氣。不過，

總教練李永波表示，雖然壓力很大，但2016年的國羽將會以

5月為分水嶺，那以後會通過系統的休整和集訓，力爭將“所

有狀態集中在湯優盃和奧運會上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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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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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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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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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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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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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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服務德州已超過25年了﹗
SAM SHUMSAM SHUM岑偉文岑偉文

CPA﹐MBA﹐CPCU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精通﹕國﹑粵﹑英﹑越﹑潮﹑臺語

營業﹕星期一至五 9AM-6PM
星期六 9AM-2PM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777-911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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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詢問免費詢問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健康保險

●初學者﹐年青駕駛者﹐有罰單
和車禍者﹐價比別家更優惠

●屋主﹑兩車以上﹑續保﹑良好記錄
者﹐保價特優

●最好的保費 ●完善的保障
●多家A級公司 ●比一下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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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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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保險

汽車保險

房屋保險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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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

中美論壇
星期五 2016年3月25日 Friday, March. 25, 2016 星期五 2016年3月25日 Friday, March. 25, 2016

爵士勝雄鹿榜眼遭襲爵士勝雄鹿榜眼遭襲
密爾沃基雄鹿隊主場密爾沃基雄鹿隊主場

迎來猶他爵士隊迎來猶他爵士隊，，兩兩隊上隊上
場比賽剛輸球場比賽剛輸球。。最終爵最終爵
士士9494--8585擊敗雄鹿擊敗雄鹿，，雄鹿雄鹿
遭遇兩連敗遭遇兩連敗。。爵士隊中海爵士隊中海
沃德沃德1818分分55板板，，戈伯特戈伯特1212
分分1414籃板籃板22搶斷搶斷22蓋帽蓋帽，，
馬克馬克 1313 分分1212助攻助攻，，胡德胡德
1010分分，，萊爾斯萊爾斯1414分分，，英格英格
爾斯爾斯1122分分，，費沃斯費沃斯1212分分99
板板。。雄鹿隊中帕克雄鹿隊中帕克1919分分88
板板，，字母哥字母哥1212分分77助攻助攻44
板板，，米德爾頓米德爾頓1313分分。。

意甲第意甲第3030輪上演都靈德比輪上演都靈德比，，尤文圖斯客場尤文圖斯客場44比比11大勝都靈大勝都靈，，近近2020輪輪
1199勝勝11平平。。迪巴拉因傷下場迪巴拉因傷下場。。博格巴任意球首開紀錄博格巴任意球首開紀錄，，赫迪拉奔襲赫迪拉奔襲
破門破門。。布馮改寫意甲門將連續不失球紀錄布馮改寫意甲門將連續不失球紀錄，，但貝洛蒂下半時點球破門但貝洛蒂下半時點球破門，，
將布馮紀錄定格為將布馮紀錄定格為974974分鐘分鐘，，尤文連續尤文連續1010輪不失球勢頭也被終結輪不失球勢頭也被終結。。博格博格
巴助攻替補莫拉塔梅開二度巴助攻替補莫拉塔梅開二度。。赫迪拉被罰下場赫迪拉被罰下場。。

都靈都靈11--44尤文圖斯尤文圖斯

花滑世青賽精彩瞬間花滑世青賽精彩瞬間

20162016年國際滑聯世界青少年花樣滑冰錦標賽在匈牙利的德布年國際滑聯世界青少年花樣滑冰錦標賽在匈牙利的德布
勒森落下帷幕勒森落下帷幕。。在最後進行的兩項比賽中在最後進行的兩項比賽中，，日本選手本田真凜拿日本選手本田真凜拿
下女單冠軍下女單冠軍，，我國小將李香凝排在第我國小將李香凝排在第2020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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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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經濟

BB77

電郵: info@chinese-radio.org

華人之聲中文福音廣播

KHCB 1400AM

禮拜五晚上十二時至凌晨一時

禮拜六及禮拜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

KHCB 105.7FM

節目多采多姿 歡迎全家收聽

www.chinese-radio.org
（24小時全天播放）

2424 South Blvd., Houston, TX 7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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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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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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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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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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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華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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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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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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909 West Loop South, Suite 450
Bellaire, Texas 77401

Tel: 713-772-7900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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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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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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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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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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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五:8:3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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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6年3月25日 Friday, March. 25, 2016 星期五 2016年3月25日 Friday, March. 25, 2016
大陸要聞

三部委聯合回應非法經營疫苗案六大焦點問題三部委聯合回應非法經營疫苗案六大焦點問題
山東非法經營疫苗案曝光以來，引起社會

廣泛關注。 ２４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
局和公安部、國家衛生計生委聯合召開新聞發
布會，通報非法經營疫苗案調查處置進展，並
回應了公眾關切的６大焦點問題。

焦點１：問題疫苗流向哪裡？
食藥監總局藥化監管司司長李國慶說，截至目
前，各地已查實與涉案線索相符的人員上線４
１人，下線４６人，排查出涉嫌違法藥品經營
企業２９家，涉嫌購進非法疫苗的接種機構１
６家。

其中，最早案件發生地山東省已經撤銷了
山東兆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東實傑生物藥
業有限公司、山東福泰藥業有限公司的藥品經
營質量管理規範認證證書，暫停他們三家企業
的經營活動。下一步，各地還將繼續加大工作
力度，對已到案的要盡快突破，核實查清疫苗
流向等情況，對尚未到案的要加緊排查，爭取
早日查明到案。

李國慶說，隨著案件調查逐步發現，一些
疫苗接種機構與疫苗販子和經營企業長期勾結
，將容易在最終消費環節出現庫存積壓甚至過
期的二類疫苗在臨近有效期結束時低價甩賣給
違法分子，再由違法分子通過借用經營企業資
質、虛構購銷流向的方式銷售到有需求的地區
和單位，特別是管理薄弱的農村偏遠地區診所
或接種點。

國家衛生計生委疾病預防與控制局局長於
競進稱，目前，國家衛生計生委與食品藥品監
管總局保持密切的溝通，根據查獲提供的疫苗
流入醫療機構的名單以及疫苗的名稱和批號等
相關信息，以便迅速查清涉案疫苗的去向，鎖
定使用單位，確定使用人群。

焦點２：案件偵辦有何進展？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長華敬鋒說，鑑於

案件重大復雜，公安部對該案掛牌督辦，前期
調查取證已經取得階段性進展，部分犯罪嫌疑
人已經移送起訴。

各地公安機關按照公安部部署成立了多警
種聯合工作專班，在前期工作基礎上狠抓線索
核查工作。截至目前，已對該案涉及的上下線
逐一進行甄別查證，各地立刑事案件６９起，
抓獲涉案人員１３０名。他說，從辦案了解的
情況看，大部分問題疫苗都已使用。

華敬鋒還對案件相關數字進行了特別說明
：犯罪嫌疑人龐某累計購進疫苗共計２．６億

元，銷售金額３．１億元，違法所得近５０
００萬元，並不是價值５．７億元的疫苗流
入市場。

焦點３：脫離冷鏈的疫苗風險有多大？
李國慶表示，國家規定疫苗必須在冷鏈

條件下運輸儲存，脫離冷鏈條件進行運輸儲
存是嚴重的違法行為。從科學層面講，疫苗
短時間脫離冷鏈一般不會產生安全性和有效
性問題。

他說，疫苗產品在批准上市前，實行嚴
格的註冊審批制度及有效性長期穩定性試驗
。批准上市之後，每一批產品都要經過監管
部門檢驗審核後簽發上市銷售，即批簽發製
度，逐批產品進行檢驗審核。對溫度比較敏
感的一些疫苗，在出廠前還要進行極端條件
下的熱穩定性挑戰試驗。即根據不同的產品
，在３７攝氏度高溫條件下放置１到４週，
符合標準的產品才可以出廠。疫苗本身會有
一定的異常反應發生概率，脫離冷鏈的疫苗
一般來講並不增加異常反應的概率。

不過，李國慶表示，由於對涉案疫苗脫
離冷鏈時間長短難以準確把握，因此，對長時
間脫離冷鏈的疫苗的有效性，可能會受到一些
影響。

此外，他還表示，根據國家疫苗預防接種
異常反應監測系統的報告看，過去五年未見異
常，特別包括這次涉事問題疫苗比較突出的山
東、河南兩個省。世衛組織對脫離冷鏈以後疫
苗的安全有效性問題也做出了同樣的評估結論
。

焦點４：性質如此惡劣的案件為何發生？
華敬鋒說，從公安機關查證情況看，該案

疫苗不是黑工廠生產的，而是一些正規的藥廠
合法生產的正規疫苗，屬於二類疫苗。濟南公
安機關現場查扣的２萬支疫苗已封存。

李國慶說，龐某等疫苗販子既沒有藥品經
營資質，又沒有冷鏈儲運條件。由於其販賣的
都是合法企業生產的合格產品，即使儲存運輸
條件不夠，接種效果不好，出現安全性問題的
概率也較低，導致了這些問題隱藏時間長、相
關部門難以及時發現。

此外，疫苗販子之間還互通有無、共同作
案。例如本案犯罪嫌疑人龐某一人的上、下線
就有３００餘人之多。

一些規模小、管理差的藥品經營企業受利
益驅使，為違法分子提供資質證明和票據，使

其能夠在無資質情況下違法經營，為疫苗販子
違法行為提供便利和掩護。

焦點５：我國疫苗管理有何漏洞？
於競進說，按照疫苗流通與預防接種管理

條例，我國疫苗的管理分一類疫苗和二類疫苗
。一類疫苗就是政府出錢，百姓免費接種。一
類疫苗是在嚴格的冷鏈運行監管體系下運行的
。一類疫苗是由省級集中招標採購，並逐級進
行配送，冷鏈條件完全能夠得到保障。二類疫
苗是群眾自願、自費接種的疫苗。

他說，根據條例規定，二類疫苗使用上實
行市場化。從供應上，生產企業可以向疾控機
構、接種單位、疫苗批發企業供應，而疫苗批
發企業可以向疾控機構、接種單位供應，不同
的企業之間也可以互相供應。我國目前有疾控
機構３０００多家，接種單位有２０多萬家。
由於疫苗的生產、流通企業直接向接種點供應
疫苗，點多面廣，同時各個地方發展又不平衡
，監管的難度比較大。

由此來看，不排除存在疾控機構從非法途
徑購買疫苗這種可能，不排除個別的機構和個
人為了謀取私利違法違規的情況。

李國慶坦承，在實際工作中由於監管責任
不落實，導致違法行為未能及時發現。此外，
一些違法企業虛構購銷流向，查實某一個企業

的違法犯罪事實需要延伸檢查上下游多家企業
，有的還涉及跨區域配合問題，增加了監管的
難度。

他表示，目前，我們國家有１．２萬家藥
品批發企業、５０００家藥品生產企業、４０
多萬家藥品零售企業，監管對像數量多，基層
人員缺乏，全國有藥品檢查資質的人員不足５
００人，監管檢查存在死角盲區。加之近幾年
機構改革也對基層監管帶來一定的影響。

焦點６：如何加強二類疫苗的監管？
於競進說，目前，國家衛計委正在研究推進加
強二類疫苗管理，特別是要求疾控機構和接種
單位今後在使用第二類疫苗的時候，都要在省
級的公共資源交易平台交易，堅持公開透明、
陽光采購，強化管理。同時，按照預防接種管
理工作規範，提供規範服務，嚴格執行疫苗管
理和使用的登記制度，做到疫苗來源可查詢，
去向可追溯，努力保證疫苗安全。

他說，國家衛計委正在積極協調相關部門
，完善疫苗流通管理和採購機制，加強對疾控
機構和接種單位二類疫苗購進使用管理的監督
。比如要求購進疫苗時向疫苗生產企業和疫苗
批發企業索取證明文件，完善疫苗儲運和冷鏈
運轉的記錄，確保了預防接種的記錄能夠完整
保留，以便加強進行監管。

美元對巴西雷亞爾匯率
下跌1.12% 跌破3.7關口

全球最大資訊產業展在德國漢諾威開幕

難民成議題之一
綜合報導 義大利前總理、歐盟委員會前主

席羅馬諾•普羅迪表示，義大利希望與俄羅斯改

善關係，但受限于歐盟的政策。後者在與俄關係

中犯下不少錯誤。

普羅迪稱：“對任何歐盟國家而言，實行違

背歐盟方針的政策都不容易。義大利希望改善與

俄羅斯的關係，但行為邊界由歐盟統一政策框架

確定。我認為，俄羅斯應盡一切可能幫助那些更

希望改善與其關係的歐盟成員國。”

他指出，當前歐盟在與俄關係中犯下很多錯

誤，正在進行“政治和經濟自殺”。

普羅迪相信，俄羅斯與歐盟應該重啟經

濟關係，建立文化交流。他表示：“俄羅斯

的現代化進程離不開與歐洲的合作。應該開

始政治對話，然後恢復經濟關係，之後開展

人文領域活動。在全球化條件下，這將有利

於各方。”

他還強調了俄羅斯與歐洲在全球政治中合作

的必要性。據他稱，打擊國際恐怖主義是應該一

同解決的主要共同利益。普羅迪相信，在該領域

的合作將促使移民問題情況得到改善。

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新聞秘書德米特裏•佩斯

科夫表示，義大利前總理普羅迪正在莫斯科進行

私人訪問，其間他將會見俄總統普京。

綜合報導 受國際油價上漲和巴西政治因素

影響，3月9日巴西雷亞爾走強，美元對雷亞爾

匯率下跌1.12%，跌破3.7關口，收報3.697雷亞

爾兌1美元，跌回去年11月20日水準。

9日一開市，巴西雷亞爾持續走強升值，而

近兩日稍處於劣勢的美元則穩步下跌。當日美元

最大值是3.7515兌 1美元，最小值是3.6842兌 1

美元。收盤時報3.697雷亞爾兌1美元，為去年

11月20日以來新低。

本週美元貶值1.7%，本月貶值7.66%，而今

年以來美元已累計貶值6.36%。

有關分析人士稱，9日美元匯率再次下跌，

主要由國內外兩大因素造成：

一、國際上，由於美國原油產量下降及汽油

庫存降幅高於預期，國際油價9日大漲近5%，

每桶升至38.29美元。處於低價位多時的油價升

高給市場帶來了額外的動力。

二、巴西國內政局不穩定因素增多。繼4日

發生巴西前總統盧拉因涉嫌腐敗被警方“強行帶

走接受問訊”後，9日又有媒體報道稱，13日將

有百萬民眾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包括盧拉的支援

者和反對者。這些行動可能對巴西當前政局帶來

變化，人們看到了國家走出經濟危機的希望，投

資者因而信心大增。

綜合報導 全球規模最大的資訊、通信和軟體

領域權威展覽CeBIT(漢諾威消費電子、資訊及通

信技術展覽會)14日在德國城市漢諾威開幕。

本屆CeBIT聚焦“數字化”，來自德國和世

界各國的企業展示其在工業數字化、物聯網、雲

通信、人工智慧等領域的最新成就和未來趨勢。

其中，集體亮相的約550家中國ICT(資訊與

通信技術)企業成為本屆CeBIT一大亮點。華為

、中興等企業均帶來了各自最新產品或解決方

案，第六年參展的華為還宣佈了在德國的最新

研發和合作計劃。阿里巴巴和浪潮帶著各自的

全新商業模式和產品，亦吸引了大量國際參展

人士目光。

與往屆最大的不同在於，始於2015年夏季、

並在德國和歐洲範圍內愈演愈烈的難民危機，首

次進入CeBIT的議程，成為此項旨在描繪“未來

世界”的展會不得不聚焦的現實難題之一。

3月15日，由德國之聲主辦的一場開放式討

論會將聚焦社交媒體在難民危機中的角色。屆時

，德國之聲的記者兼社交媒體專家CarlNasman將

與來自敘利亞的兩位新難民一起探討難民危機的

解決之道，以及社交媒體在難民問題上可以發揮

的作用。

就在本屆CeBIT開幕前一天，德國剛剛舉行

了三個聯邦州的地方選舉。現任總理默克爾領導

的基民盟遭遇滑鐵盧，丟掉三個重要州中的兩個

，而主張排外、反對現行難民政策的右翼政黨

AfD崛起為位於德國東部的薩克森-安哈爾特州第

二大黨。

本週稍晚時候將再度舉行的歐盟與土耳其難

民問題會議，將就難民問題最終解決方案進一步

展開磋商。

據悉，本屆CeBIT的主賓國為瑞士，將從3月

14日持續至18日。

義大利前總理意願與俄改善關係

但受限于歐盟政策

多位專家談銀行“債轉股”：

警惕短痛變長痛

近日，“商業銀行將被允許把企業

的不良貸款置換為股權”的消息引發市

場熱烈討論，記者就“債轉股”國際做

法及中國90年代“債轉股”經驗採訪多

位專家，如何用好“債轉股”是備受關

注的焦點和難點。

銀監會披露的商業銀行經營指標

顯示，2015 年末商業銀行不良資產餘

額 1.27 萬億元、同比升 51%，不良率

1.67%、同比升 42BP。在不良雙升的

背景之下，“債轉股”消息一齣，便

被市場認為是擴充處置不良資產的手

段之一。

90年代“債轉股”經驗：轉股為了
回收貸款

“債轉股”在中國並不是首次提

出，20世紀末，“債轉股”曾經在我國

處置銀行不良資產時大量採用，被視為

國企解困三大政策之一。國家經貿委

（2003 年被撤銷併入發改委、商務

部）、中國人民銀行于 1999 年 7月發

佈《關於實施債權轉股權若干問題的

意見》，同年9月，中國信達資產管理

公司與北京建材集團簽署北京水泥廠

“債轉股”協議，由建設銀行剝離給

信達資產公司的9.7億元貸款債權轉為

股權，這是我國第一次真正的“債轉

股”運作，在此輪不良資產處置當中，

通過債轉股方式處置了約 4000億不良

資產，佔比約30%。

中信證券分析師肖斐斐在研報中分

析稱，從歷史上“債轉股”的經驗看，

“債轉股”完成後的收益主要來自分

紅、股權轉讓或資產重組。商業銀行在

完成“債轉股”之後，持有股權的根本

目標並非實現資本增值，亦非運營企

業，而是最大限度、最快速度的實現貸

款回收。

有分析指出，銀行成為股東之後，

有望更加深入地介入企業生產經營，

甚至通過投貸聯動、並購貸款等方

式，推動部分產能過剩行業的戰略性

重組兼併。

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

祚接受央廣網記者採訪時表示這種想

法太簡單，他反問道：“銀行成了大

股東，難道銀行派出董事長嗎？如果

是私有企業之間那是可以的，這種做

法很多。國有企業比如大國企，銀行

成了大股東難道能向大國企派董事長、

總經理？不能派董事長、總經理，怎

麼參與管理。”

銀行當債主拿不回本息 當股東就能
分紅嗎？

從國際上看，在 1929 年的金融危

機、股市崩潰和經濟蕭條之際，義大利

就曾將企業無力歸還的貸款轉化為銀行

對企業的股權。之後義大利政府成立了

伊利亞控股公司，由其購買銀行持有的

企業股權，對這些企業進行重組，重組

成功後，再把企業賣給私人。

美國、日本在幾次金融危機時處理

不良資產的模式與中國“四大AMC（資

產管理公司）”模式並無二致，即由政

府籌建資產管理公司統籌，背後以財政

力量不斷消化壞賬。

我國目前的不良資產處置也以資產

管理公司（俗稱“壞賬銀行”）為主，

從四大AMC到各省AMC到前不久落戶

地市的溫州AMC，不良資產市場近兩年

愈發活躍。向松祚認為，允許商業銀行

“債轉股”基本目的是一石二鳥，一方

面銀行的不良資產變成投資就是正常資

產，防止銀行不良率出現大幅上升，賬

面上比較好看，同時可以降低企業的財

務成本，不用付息。

與其他國家處理不良貸款的方式相

比，向松祚指出，“債轉股”是一個通

常的做法，關鍵的問題在於必須要按照

市場的原則，由企業、銀行、金融機構

由自主談判來決定，不能由政府指令來

做，否則埋下的隱患非常大。

向松祚進一步指出他的擔憂主要在

於：“企業本身沒有市場前景，就應該

讓他破產，不應該讓它通過‘債轉股’

方式繼續生存。銀行當債主的時候拿不

回本息，當股東的時候就能分紅嗎？哪

些行業、哪些企業能做‘債轉股’需要

區別對待，像僵屍企業就不能這麼做

了，該退出市場的就應該退出市場，老

是希望轉移、延緩風險，最終風險只會

越積越大。”

“債轉股”仍在設計研究中 業界態
度偏保守

哪些行業、哪些企業將首先迎來

“債轉股”仍未可知，銀監會主席日前

回應稱，銀行“債轉股”還在研究中，

需要經過一系列制度設計和技術準備才

能推開。

站在監管層角度，我們認為大面積

推動“債轉股”的可能性不大，更多可

能還是個別試點，同時對於債轉股企業

資質的認定應該會較為謹慎，以防止將

僵屍企業的風險傳導至銀行體系和潛在

的利益輸送發生，平安證券分析師勵雅

敏分析稱。

向松祚直言：“我認為‘債轉股’

近期內幾乎沒有什麼作用，從銀行本身

來講，很多是不會同意‘債轉股’的，

本身本息就拿不回來，轉成股權以後也

是不良資產，一個投資長期沒有回報，

也要核銷掉，遲核銷不如早核銷，調賬

不能永遠調下去。”

國泰君安首席銀行分析師邱冠華亦

在研報中指出，銀行需要對債務方的甄

別很嚴格，否則只會變短痛為長痛。

他認為，“債轉股”將對銀行產

生四點影響：第一，不良資產“債轉

股”，將降低賬面不良額和不良貸款

率，提高撥備覆蓋率，緩解銀行核銷

壓力；第二，增加資本佔用，目前企

業貸款風險權重為 100%，不良資產

“債轉股”後，風險權重將為400%；

第三，拉長回收週期，降低資產週轉

率，但未來的退出機制有待厘清；第

四，對銀行股影響為中性，實施進度

和效果仍有待檢驗。

鐵總擴大路局運價調整自主權 煤炭運價可降20%
綜合報導 記者從壹家專業運輸公司了解到，

近日中國鐵路總公司下發文件，進壹步擴大鐵路局

運價調整自主權，直通運輸運價自主下浮幅度由現

在的15%調整為 30%，煤炭運價下浮不超過 20%

的，由鐵路局自主確定。業內人士表示，該文件是

貫徹落實國家供給側改革的要求，適應企業貨主降

低物流成本的需求，以煤炭、冶煉物資為重點，通

過擴大鐵路局運價調整自主權限，實現貨運量止跌

回升。

雖然中國鐵路總公司近幾年壹直進行鐵路貨運

改革，但是面對需求不足的經濟形勢，鐵路貨運量

壹直在下滑。在鐵路貨運中，占大頭的是煤炭。據

發改委網站消息，2015年，全國鐵路煤炭發運量20

億噸，同比下降12.6%。主要煤運通道中，大秦線

完成煤炭運量4億噸，同比下降11.8%；侯月線完

成1.7億噸，下降11.7%。2016年1月份鐵路煤炭發

運1.76億噸，同比下降10.8%。

面對鐵路貨運發送量不斷下滑的態勢，3月18

日中國鐵路總公司下發的《中國鐵路總公司關於推

進鐵路供給側改革深化現代物流建設拖桿措施的通

知》稱，將以煤炭、冶煉物資為重點，通過擴大鐵

路局運價調整自主權限，堅決實現貨運量止跌回升。

這包括：壹是直通運輸運價自主下浮幅度由現在的

15%調整為30%，下浮幅度不超過30%時由始發局

自主確定，超過30%報總公司審批；管內和鄰局運

價仍執行既有政策。二是煤炭運價下浮不超過

20%，由鐵路局自主確定（包括管內河直通），已

經實行管內下浮的鐵路局仍執行原管內政策。三是

石油仍執行既有運價政策。四是氧化鋁、鋁錠由總

公司統壹協調確定，目前暫時執行既有運價政策。

五是關聯性強的港口金屬礦石、運價下浮不超

過20%由鐵路局自定，超過20%時由總公司統籌

確定。

另外，對於直通運價高於國鐵的合資鐵路，調

整為國鐵統壹運價水平；經由國鐵和合資鐵路並有

運價下浮的，國鐵和合資鐵路實行統壹的運價下浮

幅度。業內人士稱，如果是按照目前最高的比例

20%來算的話，內蒙古、山西等地的煤炭運到秦皇

島等沿海地區的價格將會降低30元/噸左右，這將

進壹步降低企業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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