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616 BB11廣告天地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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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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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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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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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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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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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sintravel_tou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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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旅遊親自帶隊
北歐+俄羅斯15天（8/6-20）$5969（包機票）

黃石公園羚羊谷7天 (5/11-5/17) $588/人

豪華遊輪豪華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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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辦中國簽證

▲美東$153起、美加東 $239起（買二送二）
▲美西七天 $213起 (買二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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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plusvacation.com
Tel:713-981-8868

中國特價遊$49 起 江南，黃山，千島湖，

北京，九寨溝，雲南，張家界，廣東，海南，廈門......

IATAN & ARC認證旅行社
代理廉價機票

暑假往返北京机票：$1263-1458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機票﹐美國境內旅行團﹐遊輪﹐酒店﹐租車
現有暑期回國特價機票﹐$1299起

時間﹕6.1起飛﹔7.30返回
Tel:713-952-989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二十年豐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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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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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6年3月26日 Saturday, March. 26, 2016星期六 2016年3月26日 Saturday, March. 26, 2016

PUBLIC NOTICE for 2016 Annual Action Plan Public Hearings 
The City of Houston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Department (HCDD) has completed the draft on the 2016 Annual Action Plan 
and has scheduled its Spring Public Hearings on the Plan for Thursday, March 31, 2016 at 6:00 p.m. in the BUFFALO SOLIDERS NATIONAL 
MUSEUM (3816 Caroline Street, Houston, TX 77004) and Tuesday, April 5, 2016 at 6:30 p.m. in the RAINDROP TURKISH HOUSE 
TURQUOISE COMMUNITY CENTER (9301 West Bellfort Avenue, Houston, TX 77031). The purpose of these two hearings is to report on the 
intended use of approximately $41 million in federal funds and explain HCDD’s method for distributing these funds. 
 
VIEW DRAFTS OF THE 2016 ANNUAL ACTION PLAN  THROUGH APRIL 8, 2016, AT THE LOCATIONS BELOW: 

• www.houstontx.gov/housing 
• City Secretary's Office (City Hall Annex): 900 Bagby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 Houston Central Library: 500 McKinney, Houston, TX 77002 
• City of Houston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Department: 601 Sawyer, Suite 400, Houston, TX 77007 (copies may be obtained at this location) 

The public hearings will also be a forum to discuss fair housing and related issues. Residents with suggestions or concerns will be provided 
opportunity to voice those issues during the public hearing. . For specific questions or concerns about fair housing or landlord/tenant 
relations, please contact 832.394.6200. Both venues are accessibl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r to request 
special arrangements at the public hearings (interpreter, sign language, CART for the hearing impaired) contact Millie Walker at 832-394-
6266 or millie.walker@houstontx.gov. Special arrangements must be requested by March 28, 2016. www.houstontx.gov/housing. 
 
 

（本報記者黃麗珊）美南留台
僑生校友聯誼會於3月20日中午12
時在幸運村溫馨舉行2016年新春聯
誼餐會，梁栢堅會長夫婦熱烈歡迎
何明通創會會長夫婦，彭祥光，趙
婉兒，鍾章照前會長夫婦，簡仲堅
，曹春秋，宋建章牙醫，宋建田，
宋檳生醫師及馮奇彬醫師等參加盛
會。

梁栢堅會長介紹，美南留台僑
生校友聯誼會成立於2000年（民國
89年），適逢千禧之年，由當時擔
任僑務委員何明通博士所創立，成
員由早年僑居海外，特別是東南亞
地區，離鄉背井前往台灣求學之僑
生校友所組成，本會成員多為在台
灣畢業後轉至美國繼續求學進修或

依親來美，如今在美南地區各行各
業均有非凡成就，也有些校友係退
休後定居落籍以休士頓、達拉斯為
主的美南地區，由於大家有著相同
的學習經歷，有著共同的成長過程
，有著很多美好的生活回憶。因此
，何明通博士與當時任職休士頓華
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梁栢堅（亦為
越南僑生）共同研議章程，籌組
［美南留台僑生校友聯誼會。]

何明通創會會長出生於馬來西
亞，成長在新加坡，畢業於台大化
學系，在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取得
博士學位，就職休士頓醫學中心，
事業有成之餘更是熱心公益，投身
僑社，服務全僑，被僑務委員會聘
為僑務委員。

前會長鍾章照，為印尼僑生，
畢業於台灣大學，為休士頓名醫，
活躍休士頓僑社，現擔任休士頓客
家會理事。

現任會長梁栢堅，為越南僑生
，畢業於政治大學，在僑務委員會
服務30年，曾兩度擔任休士頓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退休後定居休
士頓，年前被推選為美南留台僑生
校友聯誼會會長。

梁栢堅會長表示，美南留台僑
生校友聯誼會除參與僑社一般活動
外，每年於春節期間辦理僑生校友
新春聯誼餐會活動，以增進會員間
之情誼。

美南留台僑生校友聯誼會溫馨舉行行20162016年新春聯誼餐會年新春聯誼餐會

美南留台僑生校友美南留台僑生校友20162016年新春聯誼餐會於年新春聯誼餐會於33月月2020日在幸福村餐廳溫馨舉行日在幸福村餐廳溫馨舉行，，
梁栢堅會長夫婦梁栢堅會長夫婦，，何明通創會會長夫婦何明通創會會長夫婦，，彭祥光彭祥光，，趙婉兒趙婉兒,,鍾章照前會長夫婦鍾章照前會長夫婦
，，簡仲堅簡仲堅，，曹春秋曹春秋，，宋健章牙醫宋健章牙醫，，宋建田宋建田，，宋檳生醫師宋檳生醫師，，馮奇彬醫師共襄盛舉馮奇彬醫師共襄盛舉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為了加強海內外文化交流，弘揚民族文化，慰
藉華人華僑的思鄉之情，安徽省人民政府僑務辦公
室黃英主任一行，將於今年5月16日率安徽省黃梅
戲劇院主要演員訪問休斯頓，進行中美文化交流和
採風活動。他們這次帶來的經典曲目有：《梁祝》
選段“十八里相送”、《天仙配·路遇》“一折”
、《女駙馬·狀元府》“一折”、《女駙馬·洞房》
“一折”、《夫妻觀燈》選段“觀燈”、《風塵女
畫家》選段“海灘別”、《打豬草》選段“對花”
以及新編黃梅小戲《六尺巷》等。

說起黃梅戲，相信華人朋友們都不會陌生。黃
梅戲發源於清乾隆以後的皖鄂贛交界地區，舊稱黃
梅調，源自安徽、湖北和江西三省交界地區，至今
已有近200年的歷史。黃梅戲是全國五大劇種之一
，以其清麗靈秀的演唱特色、自然舒展的體現形式
、雅俗共賞的表演風格在中國戲曲百花園中獨樹一
幟，風靡大江南北，它被首批列入了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名錄，安徽省黃梅戲劇院也成為傳承這一
優秀文化遺產的龍頭單位。今天的黃梅戲與黃山，
已被譽為“安徽兩黃”，成為安徽最具標誌性的文
化藝術品牌。

安徽省黃梅戲劇團成立於1953 年，1988 年改
團建院，已走過58年的歷程。在一大批新、老藝
術家們的共同辛勤努力下，《天仙配》、《女駙馬
》、《牛郎織女》等一批經典劇目享譽海內外。近
二十年來，《紅樓夢》、《徽州女人》、《雷雨》
等精品佳作更是迭出不窮、百花爭艷。黃梅戲劇院
在國內外常年演出《天仙配》、《女駙馬》、《羅

帕記》等優秀傳統劇目，以及根據民間傳說和中外
古典名著改編的《牆頭馬上》、《孟姜女》、《梁
山伯與祝英台》、《紅樓夢》、《長恨歌》、《無
事生非》等新編劇目；近年來又創作推出了《風塵
女畫家》、《風雨麗人行》、《木瓜上市》、《雷
雨》、 《霸王別姬》、《逆火》、《徽商胡雪巖
》等新劇目，均以其獨特的神韻，始終吸引著世人
的目光，黃梅戲自身也在創作演出中，不斷地適應
著時代的審美要求，贏得廣大觀眾的喜愛和歡迎。

安徽省黃梅戲劇院人才濟濟，薪火相傳，其中
有中國戲劇表演藝術最高獎“梅花獎”獲獎演員6
人、中國文化藝術政府獎“文華獎”獲獎演員4人
。這一次赴美演出，黃梅戲劇院派出了最強陣容，
有13位國家一級演員、15位國家二級演員，“梅
花獎”、“文華獎”得主蔣建國、吳亞玲、趙媛媛
、孫娟、何雲等均在其中。而被譽為新世紀黃梅戲
“五朵金花”之一的何云，不久前剛在2016年中
央電視台春節晚會上亮相，表演了《天女散花》，
令全國戲迷印象深刻。
這次黃梅戲訪問休斯頓，由德州安徽同鄉會主辦，
我們歡迎休斯頓的兄弟社團加入協辦，讓我們共同
努力，將中華民族文化在異國發揚光大。因為“越
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相信這次“黃梅飄香”
休斯頓，會給休斯頓的華人朋友帶來耳目一新的視
聽享受和難得一見的戲劇盛宴。

演出時間：5/16/2016，星期一，7pm-10pm
演出地址：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Dun-

ham Theater) 7502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74

一年一度，又到了報稅的季節。華夏
學人協會為了服務僑社，於3月20日星期
日早十點在中國人活動中心 129 教室舉辦
了有關報稅的講座。特邀請註冊會計師、
註冊理財規劃師、特許人壽理財師及財務
顧問，已經有近三十年稅務經驗的姚寧鋼
先生講解怎樣報稅和如何合理合法地省稅
和避稅等。講座尚未開始，教室已坐了四
十多人。

頭銜諸多、經驗豐富的姚寧鋼，在華
夏學人協會會長魏波的介紹下，在開場白
前十五分鐘主要介紹了在中國有資產的美
國居民如何報稅。隨著中國經濟尤其是房
地產的快速發展，很多在美華人如何處理
國內房產報稅是大家的主要關心話題。姚
寧鋼為大家如何申報
國內的資產做了詳細
說明。隨後應大家要
求下兩個小時的時間
裡是提問和回答方式
進行。有從加拿大到
美國的居民詢問關於
美加不同稅率問題；
有詢問如何贈與孩子
財產減免稅務方面的
問題；有諮詢如何從
國外轉移財產申報的
問題；有詢問如何投

資得到減免所得稅的問題；有如何和成年
孩子一起如何報稅等一系列問題。姚會計
師在仔細聆聽了觀眾的問題後，非常耐心
的回答了每一位的問題。不知不覺中， 近
兩個小時過去了，還有很多人需要姚會計
師回答各自的問題。

姚會計師在超過兩小時的時間裡不僅
將內容複雜、枯燥繁瑣的報稅演講得生動
、清晰、精彩，還不乏幽默。全場反映熱
烈，氣氛活躍充分互動，到場的四十多位
聽眾受益良多，無不讚賞，且意猶未盡。
在散場後依然有很多觀眾希望得到姚會計
師的聯繫方式以便諮詢更多稅務方面的問
題。大家也希望華夏學人協會可以舉辦更
多類似的講座方便華人社區。

華夏舉辦姚寧鋼主講的報稅講座熱烈斐然安徽黃梅戲 飄香休斯頓 5月16日震撼上演!
主辦：德州安徽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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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碗#1系列：春卷皮、雲吞皮 特脆，易包，
適合大小餐館使用 各大餐館批發均有代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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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ontonfood.com 832-366-1280

全新系列
NEW ARR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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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n to view Our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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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槍友匯舉行槍械安全知識講座及射擊模擬訓練
理論與實踐結合 與會人士獲益良多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休士頓槍友匯槍械安全知識講座活動休士頓槍友匯槍械安全知識講座活動，，準備真槍假子彈準備真槍假子彈，，牛仔老師牛仔老師,,
NemoNemo老師在場指導老師在場指導．．使參與者真實體驗槍械操作手感使參與者真實體驗槍械操作手感

參加人士用真槍假子彈進行槍械操作訓練參加人士用真槍假子彈進行槍械操作訓練。。理論與實踐結合理論與實踐結合，，與會人士與會人士
受益良多受益良多

休士頓槍友匯舉行槍械安全知識講座及射擊模擬訓練休士頓槍友匯舉行槍械安全知識講座及射擊模擬訓練,,由糖城隊白先生主持並介紹兩位講師牛由糖城隊白先生主持並介紹兩位講師牛
仔老師仔老師、、NemoNemo老師老師

休士頓槍友匯會長休士頓槍友匯會長NancyNancy 薄和方小姐負責休士頓薄和方小姐負責休士頓
槍友匯報到工作事宜槍友匯報到工作事宜

EricEric經理表示經理表示,,福遍音樂中心為社區教育福遍音樂中心為社區教育,,提供場地提供場地
供大家與會供大家與會

MichelleMichelle介紹福遍音樂中心介紹福遍音樂中心,,服務社區服務社區3333年年,,專營各專營各
式樂器式樂器,,音樂教學音樂教學,,音樂廳租賃音樂廳租賃,,樂器租賃樂器租賃,,修理修理,,搬運搬運..
歡迎大家到福遍音樂中心歡迎大家到福遍音樂中心,,進行社區教育進行社區教育.. 糖城隊白先生強調養成良好的用槍習慣非常重要糖城隊白先生強調養成良好的用槍習慣非常重要

主講人牛仔老師於主講人牛仔老師於33月月2020日下午在福遍音樂中心日下午在福遍音樂中心
由休士頓槍友匯舉行槍械安全知識講座講解左輪手由休士頓槍友匯舉行槍械安全知識講座講解左輪手
槍的機械原理槍的機械原理

主講人牛仔老師深入淺出說明與會者關心的槍支使主講人牛仔老師深入淺出說明與會者關心的槍支使
用的安全常識用的安全常識,,如何拆卸和清洗槍支如何拆卸和清洗槍支

星雲大師藝術書法研討會星雲大師藝術書法研討會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鄭帥帥在鄭帥帥在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主講主講 「「長期護理長期護理」」

研討會會埸一景研討會會埸一景。。

鄭帥帥演講鄭帥帥演講，，知無不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無不盡。。

鄭帥帥回答觀眾提問鄭帥帥回答觀眾提問 鄭帥帥主講鄭帥帥主講 「「長期護理長期護理」」 （（Long turn care)Long turn care) 會場一景會場一景。。

出席座談會的貴賓出席座談會的貴賓，，觀看星雲大師觀看星雲大師 「「一筆字一筆字」」 介紹介紹。。

星雲大師的書寫影帶星雲大師的書寫影帶。。

書法家黃鑫書法家黃鑫，，從近代佛門書法大師弘一從近代佛門書法大師弘一
法師李叔同談起法師李叔同談起，，到半個世紀後佛門書到半個世紀後佛門書
法又一瑰麗奇葩法又一瑰麗奇葩----------星雲大師星雲大師 「「一筆一筆
字字」」 書法書法。。

中美寺覺安法師以星雲大師入室弟子中美寺覺安法師以星雲大師入室弟子
，，談近身觀察星雲大師書寫的情形談近身觀察星雲大師書寫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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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160318A達福社區

【本報系達拉斯訊】萬裏晴空的好天
氣告訴我們：不知不覺中春天已經悄悄
地來臨了。本周五是三月份的第一個周
五，天翼蒙特梭利雙語學校迎來了一個
非常特別的日子：一年一度的睡衣日活
動。

“穿睡衣去上課？”—是啊，今天天
翼蒙校所有的老師們和孩子們都穿著
睡衣來學校上課，而且孩子們還能夠帶
著他們最喜歡毛絨玩具一起來上學。一
大清早，孩子們都早早的來到學校，有
的孩子穿著蜘蛛俠的睡衣，有的孩子穿
著小熊的睡衣，有的孩子穿著艾莎公主
的睡裙，有的孩子穿著茉莉花公主的
睡衣套裝，還有的孩子身著憤怒的小鳥
的睡衣來到學校呢。每個孩子的睡衣都
非常別具一格，而且老師們也都穿著自
己的睡衣加入到睡衣日的活動中來。
課堂上，老師們紛紛圍繞著睡衣的主題
給孩子們講著故事，孩子們都聽得十分
投入。這些溫馨的故事教育了孩子們，
同時也有利於孩子們的身心健康，要養
成早睡早起的好習慣。學前班的老師，
借由睡衣和毛絨玩具的主題，給孩子們
上了一次生動的演講課。每個學前班的
孩子都爭先恐後的分享了他們和睡衣
以及毛絨玩具的故事。

睡衣日不僅僅是一種形式，更是一
種教育方式。睡衣日的主題，不僅僅讓
課堂氣氛更加活躍起來，更重要的是，
它使老師和孩子們互相看到對方最生
活化的一面，使他們產生親切感，從而
進一步拉近師生距離，這就是意義所在
。這次睡衣日的活動真正做到了讓孩子
們在玩中學，在學中玩！

天翼暑假夏令營的 Open House:

於 3/26, 上午 10 a.m.-1：00
p.m.舉行, 當天註冊我們的
暑期夏令營會有特別優惠.
歡迎光臨！

天翼蒙特索利幼兒園招
收 18 個月到 6 歲的孩子，私
立小學招收學前班至三年級
(K-3) 的學生，課後班招收
K-5th 學生。周末中文學校
招收PreK-8年級學生，設有
中文小班教學課堂。暑期夏
令營正在火熱招生中：4月1
日之前註冊有特別優惠-免
註冊費 (價值$50)；註冊八周
或者八周以上可獲
得 5%的學費減免；
註冊少於八周也可
獲得 2%的學費減
免。若需詳情, 敬請
關註我們天翼蒙校
的 微 信 公 眾 號
Tianyimontessori!
歡迎隨時聯系參觀
我校！
電 話:
972-985-5010;
214-500-3557
傳 真:
972-596-2109
網 站:http://www.
tydiscoverymontes-
sori.com

http://www.tychinese.com
微信公眾號: Tianyimontessori
地 址:3901 W Park Blvd, Plano, TX,
75075

天翼蒙特梭利雙語學校天翼蒙特梭利雙語學校,,充滿歡聲笑語的睡衣日充滿歡聲笑語的睡衣日

老師與孩子們合影老師與孩子們合影學生展示自己的作品學生展示自己的作品

以藝弘道、美傳五州
華陽獎水彩畫北美巡迴展3月26日與您相見

【德州達拉斯訊】世界五洲華陽獎創立於
2007年，由創辦人陳陽春本著推動水彩藝術而
創立了該獎項，展覽活動區域由台北、全台灣、
擴大到亞洲各地，並自2014年起，提升至世界五
大洲，台灣僑委會為讓僑胞在海外也能有機會
欣賞到台灣各地美景及風土民情，特別安排了
「台灣之美」水彩畫美國巡迴展活動，以解僑胞
相思之愁。

台灣僑委會為讓海外僑胞也能欣賞到台灣
各地美景及風土民情，特邀請世界華人工商婦
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舉辦“台灣之美”水彩畫
美國巡迴展，這是由陳陽春先生提供的45幅原
作復制品，題材多為戶外寫生，內容包括：台灣
城市生活、鄉村風情、山海美景、民俗信仰等，呈
現豐富多樣的文化內涵，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前
往觀賞。

此次北美巡迴展，將由洛杉磯、橙縣、鳳凰

城、休士頓、達拉斯、芝加哥、舊金山
等地展覽，以藝會友，促進國際文化
交流。巡回結束后，這45幅畫將分別
贈予洛、橙、金山灣區、休士頓及西雅
圖等處僑教中心長年保有，讓更多的
僑民有機會觀賞。展覽作品中，並有
德國年輕畫家作品，畫作內容豐富多
樣，不僅具有文化內涵，更充分發揮
以藝會友的社教功能。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
德州分會會長孟敏寬竭誠邀請藝術
愛好者能前往觀賞。展出時間：3 月
26日至4月1日，展出地點：華人活動
中心，世華也將在3月26日下午1時，
舉行剪綵儀式，屆時將有茶點招待，歡迎各界朋
友能共襄盛舉，一起來參加這個【台灣之美】水
彩藝術創作畫展。有意者，請來電至：會長孟敏

寬 469-789-6858, 副 會 長 ： 姚 台 冬
469-662-5983、陳韻竹214-680-8856，世
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在此也祝福

您有一個豐富的文化巡禮。

台北一角台北一角
台灣街景台灣街景

孩子們身著睡衣合影孩子們身著睡衣合影 孩子們身著睡衣合影孩子們身著睡衣合影

孩子們身著睡衣合影孩子們身著睡衣合影學生展示自己的作品學生展示自己的作品

【華府新聞日報黃瑞禮報導】中
華民國前行攻院長、現任總統府資
政江宜樺，在華府新智庫台美關係
研究中心的安排下，2016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在馬州洛城海珍樓會見僑
界人士，並進行問答對談，交流熱
絡。台美關係研究中心特別致贈
「鐵漢院長，國家棟樑」獎牌給江

宜樺，表彰他在行政院長任內對國
家的貢獻。

台美關係研究中心董事長王燕怡
表示，該中心是華府的一個新智
庫，宗旨在於針對台美關係，提供
另一個研究管道和聲音，為雙邊關
係的良性發展作出建言。副董事長
白越珠則詳細介紹了江宜樺的學、
經歷，對他應邀前來華府訪問，在
國會山莊發表專題演說，讓該中心
第一次舉辦的台美關係研討會座無
虛席，圓滿成功，表達了萬分感謝
之意。

18 日的餐會由沈同主持，在用餐
時間，與會人士就迫不及待地與江
宜樺展開對話。江宜樺有問必答，
侃侃而談，贏得連連掌聲。以下是
問答精要：

問：中國與甘比亞復交對兩岸關
係的衝擊？

答：中國大陸兩會期間舖天蓋地
的重申 「九二共識」和 「一中原
則」，甘比亞復交應該是針對台灣
政黨輪替採取的行動之一，相較之
下，這只是 「打小牌」，未來是否
會點燃外交爭奪戰，端看蔡英文的
520就職演說及其後的新政府的兩岸

政策而定。
問：蔡英文是否會在 520 就職時

承認九二共識?
答：首先，大家要認清，九二共

識是過去八年來兩岸維持和平穩定
的基石。以蔡英文及其民進黨過去
的言論和主張來看，想要蔡英文在
就職演說中承認九二共議，可能性
不大。相信民進黨會透過接觸管
道，試探兩岸都可以接受的 「新方
程式」。當兩岸壓力大到民進黨無
法迴避時，也是雙方解決問題的企
機，時間要等多久？目前不得而
知。

問：國民黨能否起死回生？有何
建議？
答：在國民黨的歷史裡，比現在

更落魄，更沒希望的時刻歷歷在
目，最近，我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
究所翻閱蔣介石日記，更看到像
1949 年兵敗如山倒的挫折之後的沮
喪心情，但畢竟國民黨又站起來。
現在的國民黨，只不過是兩次選舉
的挫敗，不應該意志消沈。憑著百
年政黨的經驗，以及基層民眾的支
持，黨內有志之士必須思考福民利
國的政策，東山再起。

問：台灣民調顯示，70%的受訪者
自認為台灣人，國民黨在這種生態
之下要怎麼走？

答：國家認同是我的研究項目之
一，它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國家層
面，一個是文化層面。文化認同的
根很深，是中華文化的延伸。蔡英
文曾經對外談到 「中國性」和 「台
灣性」，如果為了要有 「台灣性」
而廢棄現行的語言文化，改採閩南
語拼音，那是不切實際、不負責任
的作法，將會帶來文化貧瘠，帶給
台灣災難。對國民黨而言，基層信
心並沒有動搖，現在面臨盤整期，
反省思考，穩住腳步後再站起來。
我本人是台灣人，根在台灣，和其
他人一樣，行有餘力總是希望能夠
奉獻國家，不一定要從政，出錢出
力支持一股力量，也是奉獻之道。

問：您在國會山莊演說時提到的
第二套劇本，台灣新政府在520之後
可能引發台海緊張，使得美國被迫
介入爭端，請問美國介入的立場何

在？
答：為了台灣好，我也不希望美

國袖手旁觀。很顯然的，台灣需要
美國支持與協助，在複雜的的美中
台三角關係之中，美國有台灣關係
法作為有力的立場和後盾，事實
上，在台灣大選之後，美國高層就
開始穿梭兩岸，維護美國的利益。
美國是個民主國家，將來會有什麼
具體行動，要看台灣新政府的作為
所產生的美國民意導向。

問：國民黨如何贏回民心？
答：兩個思考面向，第一是人

才，國民黨人才濟濟，黨員群眾並
沒有唾棄國民黨。第二個面向比較
弔詭，必須看民進黨將來的作為而
定，以民進黨的性格來看，將來維
持不開闊的氣度，趕盡殺絕，而不
是招降納叛的話，國民黨大可集思
廣納，擴大群眾基礎。

問：在民進黨執政之下，國民黨
可以做什麼？

答：如果民進黨往中間調整靠
攏，國民黨反而難有作為。但是，
民進黨以台獨為黨綱，國民黨正好
可以提供另一個選擇，所以，國民
黨應該積極思考有利台灣長遠利益
的戰略，來定位它的大陸政策。

問：大陽花運動過程中所面臨的
最大困難是什麼？

答：是非不明，價值不清，媒體
又一面倒向學生，使得有志之士面

臨 所
謂
「道

德 制
高
點 」
的 困
境 。
原 本
單 純
的 學

生運動，受到背後一股勢力操弄，
製造對立，我要跟學生對話被拒，
電視安排面對面溝通，苦等之後學
生又不來，社會上說真話的，被圍
攻，導致決策窒礙難行。

此時，主持人沈同回憶了去年在
國會山莊發生的小插曲，有一位精

神異狀的西
裔婦女載著
未滿兩歲小
孩，開車衝
撞了國會山
莊的拒馬，
當場遭警衛
開槍擊斃，
留下稚齡嬰
兒。美國人
認為警察正
當執法，這
就是美國的
民主法治，
反觀，太陽
花學運人士
非法攻佔立
法院，卻沒受到法治制止和制裁。
他反問說，台灣要學習美國的民主
法治，怎麼學成這個樣子呢？

問：大陸領導人學習 「群書治
要」，台灣不重視傳統文化，教育
出問題嗎？

答：教育的確是國家長治久安的
基石之一，而且法治也要有道德作
基礎，優良的傳統文化具有跨越時
空的價值，我們不但要在學校學習
好的傳統文化，更要讓傳統文化體
現在社會之中。

問：馬英九總統為什麼支持率
低？歷史定位如何？

答：我跟馬英九總統共事，深知
他被抹黑，被打擊，拿掉這些負面
的東西就可以還原真正的馬英九總
統。但是，要我評論馬英九總統，
這絕非我江宜樺的做人之道，所
以，無法回答。

問：台灣青年前途茫然，國民黨
要如何栽培青年？

答：我對年輕人從來不會失去信
心，台灣社會各個層面都有優秀的
青年人，默默耕耘，改變社會。我
從政多年，接觸到的年輕人比各位
想像的還要多，絕大部分的年輕人
都不同於太陽花學運人士，他(她)們
都很清楚該做什麼，要做什麼。我
認為，有志青年不茫然，不會問國
家或政府要給他們什麼，就像在座
的各位一樣，漂洋過海，為前途打
拼，僑胞奮鬥的過程比起我江宜樺

從政的生涯還要精彩很多。國家和
政府不是要蓋工廠，給工作，分錢
給年輕人，而是要創造一個環境良
好，讓年輕人有個性，更有機會奮
鬥發展的社會。

問答時間結束後，台美關係研究
中心董事王東輝作總結，他神來之
作，首先回憶了他個人成長在 「反
攻復國」，隨時準備打仗的時代故
事，然後他邀請了與會的青年學子
就台灣教改發表看法，並且問學生
說，如果台海發生戰爭，多少人會
自告奮勇從軍。綜合學生的答覆如
下：

教改針對區區幾個字在爭論，實
在沒有必要，現在有學生認為政府
照顧他（她）們是應該，這樣的思
想有問題。學生畢業都想找個在辦
公室吹冷氣的工作，對老闆來說，
給22k太多了!

過去八年來，從來沒有想過打仗
的事。台灣跟大陸的不同在於台灣
的民主自由，我們要用民主自由的
理由來對抗大陸，潛移默化改變大
陸年輕人，可以文攻，不要武鬥。
台灣的確跟中國不同，真要打，相
信會有很多年輕人回去拼命。

18 日的餐會，台美關係研究中心
團隊全員到齊，包括董事長王燕
怡、副董事長白越珠、董事巫和
怡、王福權、王東輝和執行長毛正
豐。餐會進行了將近四個小時，於
晚間十時圓滿結束。

台美關係研究中心安排 江宜樺會見華府僑界人士

江宜樺在餐會中逐桌向與會人士問候並合影留念

江宜樺有問必答，侃侃而談 台美關係研究中心董事長王燕怡（左）、副董事長白越珠
（中）致贈 「鐵漢院長，國家棟樑」 獎牌給江宜樺

主持人沈同董事長王燕怡董事長王燕怡（（右右））和主持人和主持人
沈同沈同（（左左））致贈獎牌給即將返致贈獎牌給即將返
國的聯合報特派員賴昭穎國的聯合報特派員賴昭穎 江宜樺與媒體記者們合影江宜樺與媒體記者們合影

餐會現場一景餐會現場一景

董事王東輝總結董事王東輝總結

餐會前江宜樺與媒體記者們茶敍餐會前江宜樺與媒體記者們茶敍

圖／鄧德成提供圖／鄧德成提供



BB44 BB1313廣告天地經濟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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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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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症狀

失眠、緊張 不用愁！

7天讓你不再依賴安眠藥!

《靈芝安神膠囊》
免疫、安神雙重功效，中老年人、青年學生都可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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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
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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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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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瓶40美元 (60粒)SINO-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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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5050(全天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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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

Kirkwood

中美
Bissonnet

W
ilcrest

Boone 8

BeechnutN

Leawood

281-498-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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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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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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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美南最大﹑最具經驗﹑貨品齊全﹐服務最完善之奶茶供應商●

包括﹕圖片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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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綜合經濟

七天營業

例湯水果

八人和菜 $148.00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蜜桃蝦
姜蔥雙龍蝦
黑鹽牛肉
清蒸游水魚 (大)
炒青菜
炒三鮮

十人和菜$168.00
雪花海鮮羹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黑椒牛肉
姜蔥雙龍蝦
香橙骨
炒三鮮
蜜桃蝦
清蒸游水魚
蒜蓉炒菜

歡迎光臨
特價午餐 電話: (713) 988-5745$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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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爐燒鴨
蜜汁叉燒

東江鹽水雞
新鮮游水魚
生猛龍蝦

隨餐附送
例湯、水果

菜色價格如有變更 以本樓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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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AM-3PM 星期一公休

時菜牛肉
滑蛋蝦
五柳魚片
椒鹽茄餅
宮保雞
咕嚕肉
豉汁青口
酸菜肉絲
四季豆
椒鹽鴨下巴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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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奢侈品到衛生巾
外媒：中國代購最好的時代已逝

綜合報導 外媒稱，奢侈品代購行業

已開始滑坡。對於普通代購們而言，現

在處於艱難時期。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對於

“代購”們而言，生活曾經相當安逸：

她們通常是年輕的女性，行走全球各地

為眾多手袋追捧者把外國的便宜貨帶回

國。她們白天網羅古馳（Gucci）等奢侈

品，到了晚上就依靠豐厚的利潤揮霍。

因為歐洲大城市的奢侈品價格遠遠低於

中國，中國的關稅、各種其他稅以及供

需法則推高了普拉達（Prada）和路易威

登（LV）等奢侈品的價格。

以高價買進、再以更高價賣出——

但價格還是低於中國國內的豪華購物中

心：這曾經是代購的業務模式。讓我們

把這稱作手袋套利吧。

聰明的代購不會放棄日常工作，因

為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代購並不合法；但

至少，代購的利潤足夠免費遊壹趟巴黎

了。

這種模式絕不可能持久，也確實沒

有持 久。中國調整了稅

率，壹些奢侈品品牌也調

整了價格，而且最近，人

們正依靠自己滿足代購需

求。去年，中國出境遊人

次達到1.2億，因此很多人

可以自己從國外購買面霜、

高跟鞋等等。他們已變成自

己的私人買手。

貝恩咨詢《2015年中國

奢侈品市場研究》稱，奢侈

品代購行業已開始滑坡。該

研究估計，該行業規模已同

比縮水逾三分之壹，從2014年的550億

元人民幣至750億元人民幣，降至去年

的340億元人民幣至500億元人民幣。

這並非是中國人因為經濟增速放緩

而減少支出。中國內地人仍在大手筆購

買奢侈品。他們只是更多地在自己搜羅

便宜貨，而代購正面臨更嚴格的海關審

查。人民幣貶值也沒有在其中發揮作用

。

因此對於普通代購們而言，現在處

於艱難時期。但她們很聰明，已經弄明

白如何向當今的中國市場提供它真正希

望私人買手提供的東西：越來越多的代

購商品變成衛生巾、維生素軟糖以及

“嬰兒防水護臍貼”。代購的數量必須

很大才能形成盈利的商業模式。

代購也不再像過去那樣有趣：在老

佛爺百貨掃貨，聽上去可比在當地折扣

藥店的個人護理品貨架上選購商品有意

思多了。

凱瑟琳（Catherine）是壹個生活在

德國的兼職中國代購，6個月前加入這

行。她告訴英國《金融時報》：“我

認為我入行太晚了，代購最好的日子

已經過去。”但她發現，國內對嬰兒

用品和零食的需求很大。她說：“德

國的Knoppers威化餅幹、日本‘生’巧

克力以及俄羅斯蛋糕，購物者喜歡它

們。”

她在海外購買，然後運到中國，她

把郵寄費用和利潤都計入售價。她表

示：“我仍對這個行業充滿信心，因為

在中國假貨很多。”

凱瑟琳說，她通過這種方式賣過的

最便宜的商品是嬰兒護臍貼；另壹位私

人買手說，她賣過的最便宜的代購商品

是“日本雙眼皮貼”。

“起初，我只是想賺些零用錢，”

凱瑟琳解釋稱，“但後來我萌生了把它

當成職業的想法。”她說，之後她才意

識到工作量有多大以及利潤有多低。她

以銷售嬰幼兒配方奶粉為例，這是受到

普遍歡迎的代購產品。

“6罐配方奶粉重 4.8 公斤（這是

中國海關規定的每件包裹可攜帶奶

粉的最大數量）。我每罐奶粉賣 198

元人民幣，但我可能要花壹個多小

時包裝。有時，超市會限制配方奶

粉的購買數量，每次只能買壹罐……

有時還會缺貨。考慮到時間和成本，

利潤很低。將來我不打算代購配方

奶粉。”

因此作為壹個職業，全球的中國代

購量已縮減。盡管雙眼皮貼仍有套利機

會，但在最近代購業下滑的日子裏，代

購很難做。

不過，永遠不要低估普通中國內

地人在前無古人的領域創造商機的

能力。

原材料壹年瘋漲300%遭爆炒 部分鋰電池廠商被迫停工
今年以來，碳酸鋰價格快速上漲，幾乎每一週

提價一次，每次提價在千元左右，累計漲幅已達

23%。

雖然新能源汽車市場的爆發讓整個鋰電池產業

鏈都處在亢奮之中，但持續漲價的原材料和不斷降

低的毛利率還是讓鋰電電芯企業大呼“受不了”。

原材料遭遇非理性爆炒
去年以來，鋰電池原材料價格就開始持續上漲。

為了緩解原材料價格上漲帶來的壓力，去年底市場

曾出現過一波調價，不過，多家電芯企業上調鋰電

電芯價格。記者了解到，部分鋰電池原材料供應商

和生產廠商決定在近期再次上調價格，或在原來基

礎上再漲10%。

中投顧問能源行業研究員宋智晨表示，春節以

來，碳酸鋰加速上漲，不足五周的時間裏提價四次，

每次幅度5000至10000元，累計漲幅已達23%。除

了碳酸鋰，氫氧化鋰也在一路漲價。而此次漲價主

要因為下游市場的產能逐漸釋放，對上游碳酸鋰、

氫氧化鋰的需求不斷增加，整個市場供不應求。

數據顯示，碳酸鋰價格已經從去年初的4萬元/

噸上漲到了7.3萬元/噸，今年1月份漲到了12萬元/

噸，累計漲幅已經超過了300%。2016年4月份、5

月份的期貨價格已經報出15萬元/噸。雖然價格瘋

漲，但整個市場呈現供貨緊張狀態。與此同時，電

解液、隔膜等材料也出現了不同幅度的增長。

成飛整合證券代表巨美娜表示：“鋰電池原材

料漲跌一般情況是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市場需求

大原材料價格就會上漲。從2015年開始鋰電池的需

求就出現較快增長，原材料供應緊張。”

碳酸鋰貨源難求或持續
經過幾輪原材料價格上漲，大部分鋰電池廠商

的生產計劃還是受到影響。業內人士表示，目前鋰

電池工廠的產能逐漸釋放，但原材料市場整體供應

出現問題，導致部分企業被迫持續停工，停工時間

已達數月，碳酸鋰產品現貨供應緊張。鋰電池製造

廠商產能擴張受到限制，工廠的生產計劃甚至要因

資源緊張而被迫拖延。

一位廠商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各地區市場

供貨有點緊張，工廠大多排期緊張，市場交易處於

供不應求狀態。長此以往將影響電池廠商的電池生

產，甚至造成因貨源短缺無法開工的局面，最終影

響整個電池行業的發展。”

據了解，磷酸鋰是目前較為重要的鋰產品，主

要用於電池工業。近年來，鋰電池的快速增長，讓

磷酸鋰需求猛增。同時在未來環保型汽車中，把氫

氧化鋰加到蓄電池電解質中，電池壽命將提到5

倍-10倍，這些新興需求在市場中佔比迅速增長。

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底，我國已查明的礦石

鋰礦區42處，查明資源儲量241萬噸。我國鋰礦資

源勘查程度很低，獨有的優質鋰資源主要集中在西

藏，但勘察進展仍然並不理想。

一位業內專家告訴記者：“目前，我國鋰礦

資源開發利用規模依然有限，鋰礦資源可以進一

步開發，暫時可以跟得上市場需求的增長。但由

於我國企業產能擴張過快，長期來看，鋰資源依

舊是緊張。”

另一方面，三元鋰電池商用被限制，也在一定

程度上促進碳酸鋰的漲價。

宋智晨表示：“目前國家正在考慮進一步提高

新能源汽車產品安全技術門檻，組織開展對三元鋰

電池客車等車型在現行安全標準體系下的風險評估。

在評估完成前，暫停三元鋰電池客車列入新能源汽

車推廣應用推薦車型目錄，間接導致磷酸鐵鋰電池

價格上漲。儘快讓三元鋰電池的生產重新上軌道，

也是抑制部分廠商利用稀缺資源概念爆炒這一產業，

從而集體漲價的有效措施。”

凱文凱利來華當導師
創業卡住了的看過來

綜合報導 2015年春天，中關村創業

大街。創業熱潮在全國各地開始蔓延。

一年後，深圳某咖啡館，推門進去

的這個年輕人只有19歲，他正在做一款

基於手機平臺2C的地圖應用，他今天來

見一個天使投資人。坐在他後邊，學生

模樣的3個男生正在互相擼著BP。如果

你仔細聽，還有很多為了產品、模式爭

論不休的年輕人……

這些每天穿梭在咖啡館的年輕人，

是全國各個城市青年創業者的群像。

過去一年，北京中關村平均每分鐘

誕生7 家公司，平均每天有一家企業獲

得融資。而被認為最具矽谷氣質的深圳

，1500萬的常住人口中，超過176萬人

在創業，其中過半擁有公司。

關於青年創業者的爭議由來已久。

年輕閱歷淺、錢少融資難、成功率低、

九死一生……但創業者熱情依然高漲。

那麼，在這輪青年創業熱潮裏，他

們正在經歷哪些困難？

謎底或許會于4月6日揭開，因為當

天“矽谷精神教父”凱文•凱利將來華

出席“2016KK鍾山創業創想預言聆聽會

”，分享他對未來30年中國或將出現的

創富機遇的預測和判斷。創業者的激情

與夢想、艱難與困惑，都有機會在這一

天獲得KK的答疑解惑！

創業卡在哪了？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不妨與矽

谷的創業環境做一下比較。

在矽谷，大部分年輕人就像上了一

根弦，周圍的朋友，不是創業，就是幫

別人創業。就現象上，兩邊同樣火熱。

矽谷的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

利分校等學府，在給矽谷輸送精英的同

時，其設立的“專利池”為想創業的學

生提供了創業樂土。

國內的大學高校也鼓勵創業，但並

未給青年人提供創業的基本條件。有很

多有激情和想法的人，因缺少資金、資

源等支援而夭折。

如果說學校是創業啟蒙地，那麼導

師就是擺渡人。有導師引航，創業者可

以少走很多彎路。在矽谷，導師對青年

創業者的提攜很普遍，如谷歌創始人拉

裏•佩奇，謝爾蓋•布林等人。在中國

，很多大學的教授或忙於課題研究，或

忙於個人創收。

再者，在矽谷，創業手續簡單到，

只要你有好創意，其他一切就有人給你

搞定。包括資金籌集，營業執照申請等

。風投公司遍地，融資便捷。配套完善

，提升辦事效率。

反觀國內，年輕人創業難題可以總

結為四點：一是沒錢。既體現在初始資

金上，又加重在融資難上。二是沒關係

，初出茅廬根本沒有人脈積累。三是沒

經驗。光看豬跑了，沒吃過豬肉。四是

沒辦法。在模式、產品、運營上遇到難

題時，沒人指點。

矽谷與國內，兩邊對比的目的不在

於討論到底哪邊創業好，而是通過對比

，找出問題並解決掉，讓年輕人能真正

沉下心來做事。

尤其是在雙創時代下，國家層面連

續出臺鼓勵創新創業的政策。各個行業

的龍頭企業也在資金、資源、技術等方

面發揮帶動作用。國內的創業環境與矽

谷的差距越來越小，甚至有所反超。

這時，擺渡人的作用則顯得越發重

要和珍貴。在遇到模式和行業上的困惑

時，青年創業者們更需要一個能給其建

議的人，即像拉裏•佩奇，謝爾蓋•布

林這樣的導師。

KK抵華預言新一輪趨勢

讓人興奮的是，現在，他們也將有

這樣的機會。

凱文•凱利4月6日是受蘇寧美國矽

谷研究院與蘇寧大學之邀，參加在南京

蘇寧總部舉辦的“2016KK鍾山創業創想

預言聆聽會”。作為美國《連線》雜誌

創始執行主編。因其對科技的精準預言

，被人們譽為“矽谷精神教父”。

在過去的二十年裏，他關於大數據

、雲計算、電子貨幣等諸多預言先後被

現實印證，創新工場創始人李開復、騰

訊CEO馬化騰等都先後把他請到中國，

對話網際網路發展趨勢。

距離上一次見這位高加索“白鬍子

”老頭，還是去年的某個財經產業論壇

上，這位“預言帝”發表了啟發創業者

思考的，未來科技發展趨勢的觀點。讓

創業者受益匪淺。

這一次，他攜新書《必然》將會給

創業者帶來什麼啟示暫不劇透，但可以

肯定的是，必然會讓正在創業的所有人

都有新的啟發。

營造創業生態圈

蘇寧為什麼要邀請這位牛人？從宏

觀層面，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願景從

描繪到落地，我國的創業人數從2008年

的100萬迅速增長到現在的每年600萬。

創業基數變化的背後，是全國各地涌現

出了一批有亮點、有潛力、有特色的創

業園區，並成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重

要陣地和創新創業者的聚集地。

但是，在青年創業領域還存在一些

問題，主要集中在政府和企業作為不同

投資主體，投資的方向和領域重合度較

高，導致青年創業者融資找不到人、需

求不匹配、資源調配欠合理等痛點無法

解決，不利於創新創業的全面發展。

於是，我們看到了蘇寧這樣的帶頭

企業，“行業龍頭骨幹企業，要為大眾

創業萬眾創新承擔企業的社會責任。應

該充分利用企業資源，支援創業創新，

提高投資效率。”蘇寧控股集團董事長

張近東在今年兩會上的創業提案中表示

。

2015年底，蘇寧宣佈將投入3億元

首批啟動資金，建起一個綜合性創業營

。

在創業營裏，為促進項目團隊的專

業化發展，蘇寧將邀請導師提供培訓指

導。一些大咖將成為創業營的合作夥伴

，他們當中有頂尖投資人與創業者，也

有蘇寧的高管，同時凱文•凱利這樣的

外部牛人也會加入到其中。

另外，創業營還可以為項目團隊提

供服務，包括雲計算、大數據、財務、

稅務、市場公關、人力資源等。

“實話說，真正想做產品的創業者更

需要的，是有創業經驗的導師來進行輔

導，為我們提供技術、商業以及融資等

方面的實用培訓。”某青年創業者如是

說。

從表面上看，蘇寧創業營跟其他創

業園區、孵化器沒有太大區別，但是，

因其行業龍頭的企業屬性，意味著其更

懂創業者的痛點，並有充足條件解決這

些沒被解決的痛點。

4月6日，南京。“2016KK鍾山創

業創想預言聆聽會”，只是一個開始。

隨著創業營的開營落地，蘇寧將幫助更

多的青年實現創業夢想。在張近東看來

，“創新創業只有形成一種生態，才能

讓中國的青年創業者真正釋放出活力，

才能催生更多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企業。

”



BB1212 BB55美味佳餚 德州新聞
星期六 2016年3月26日 Saturday, March. 26, 2016 星期六 2016年3月26日 Saturday, March. 26, 2016

美南國際電視網 服務休士頓華人

華人電視台首創 STV15.3全新上線

STV

諮詢電話：281 498 4310傳真號碼：281 498 2728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

責任編輯：XX

夏天最消暑怡人的美白方法袁莫過于冲調一杯美味又有美白肌膚作用
的鮮果汁了遥檸檬含有豐富的維他命 C袁有抑制黑色素産生的作用袁多飲能
幫助皮膚對抗紫外光遥另外袁番茄則有降血壓尧清熱解毒之效遥兩者混合加上
適量的蜂蜜調味袁便可發揮排毒美白的效用袁對預防色斑很有功效遥

材料院番茄 2個尧檸檬 2個尧蜂蜜適量尧冷開水 50cc遥

制法院將去皮的番茄切成塊狀袁放入攪拌機中袁再加進蜂蜜袁與冷水一起
攪拌袁最後加上檸檬汁和冰塊即可遥

番
茄
檸
檬
汁

清凉 一
材料院獼猴桃 3 個尧蘋果 1 個尧薄荷葉 2-3

片遥

做法院
1尧材料洗凈袁獼猴桃削皮尧切成四塊袁蘋果不必
削皮袁去核切塊遥
2尧薄荷葉放入果汁機中打碎袁再加入獼猴桃 尧
蘋果一起打成汁遥
3尧攪拌均匀後袁室溫下飲用或依個人喜好冷藏
後飲用遥 營養院獼猴桃不但入口風味極佳袁
所含的營養價値更是果中之冠袁不僅富含美白
功效的維生素 C袁還有大量可減少皺紋産生的
維生素 A袁加上清涼的薄荷袁略微冰凍後再飲
用袁味道更是令人難忘

獼猴桃薄荷汁

這一款美白冰凍飲品做起來實在是很簡單袁可是別小看了這么
一杯東東袁胡蘿蔔汁含胡蘿蔔素和維生素等袁可以刺激皮膚的
新陳代謝袁增進血液回圈袁從而使膚色紅潤袁對美容健膚有獨到
之效遥胡蘿蔔汁最好在早晨空腹時喝袁因爲袁這更利于胃腸吸
收遥
材料院胡蘿蔔尧橙尧檸檬汁尧蜂蜜尧冰塊

做法院因爲單獨用胡蘿蔔搾汁很難吃袁所以可以加橙一起攪拌遥之後加入適量的檸
檬汁尧蜂蜜和冰塊攪拌均匀即可飲用

主料院鳳梨 100克袁柳橙 1個袁洋芹 5
克袁番茄 1/2個遥

副料院檸檬 1/3/個袁蜂蜜 1小茶匙遥

做法院柳橙去皮袁鳳梨去皮與心袁番茄
去蒂袁各切成適當大小遥檸檬去皮後袁與
洋芹等全部放進壓搾器中搾汁袁再隨喜
好法添加蜂蜜

功效院本品是維生素 A含量甚濃的果

汁袁可提高皮膚的新陳代謝袁增強肌膚對
刺激及細菌的抵抗力遥而且可以順暢血
液循環尧預防皮膚老化遥

美味的胡蘿蔔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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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

鱼

材料
魚袁水煮魚調料袁豆芽袁小白菜袁鹽袁料酒袁生粉袁蛋白袁花椒袁辣椒

水煮魚的做法
1.豆芽袁小白菜袁這兩盤已經用水焯過了! 放入大盆中
2.將魚洗凈袁片成魚片袁並把剩下的魚排刴成幾塊遥將魚片用少許鹽尧料酒尧生粉和一個蛋白抓匀袁腌 15分鐘遥
3.在乾凈的炒鍋中袁放入調料包袁加一些熱水袁加入魚排袁轉大火袁待水開袁保持大火袁一片片將魚片放入袁用筷子撥散袁3~5分鐘即
可關火遥把煮好的魚及全部湯汁倒入剛纔盛豆芽和小白菜的大盆中遥
4.另取一乾凈鍋袁倒入半斤油(具體油量要看準備的容器大小袁以倒入大盆中時袁把魚和豆芽全部淹沒爲準)遥然後加入裝有花椒
及干辣椒調料包袁用小火慢慢炒出花椒和辣椒的香味遥注重火不可太大袁以免炒糊遥 辣椒顔色快變時袁立即關火袁把鍋中的油及
花椒辣椒一起倒入盛魚的大盆中遥香噴噴的水煮魚好了!

責任編輯：XX

深海的美味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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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魚第一次吃可能有點不習慣,
不過這東西屬於越吃越上癮型,類似麻
辣燙, 川菜所以能在全國各地大受歡
迎,奧秘可能就在此吧,隔一段時間不
吃眞是想的慌啊!!!!
第一次做,沒有任何經驗,而且家里

沒有人捧場,兒子怕辣,老公吃不慣這
個口味,做的時候很謹愼,基本上放的
配料都不多,而且把油菜改成了自己愛
吃的小白菜,大頭菜也沒放 ,説實話煮
出來硬硬的菜都不喜歡!

鱼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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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Forbes’ best company）評選的最佳公司名單已經出爐，今年總部在俄亥俄州的一家Mara-
thon石油公司 Findlay 名列前茅。這家公司對德州的能源行業產生了顯著影響，主要表現在該公司將其
管理標準運用到德州的煉油廠，而德州煉油行業目前正受到極其糟糕的安全記錄和工會的不滿，同時，
德州由於受到油價大幅下跌的影響，德州O&G公司的排名也大幅上下震盪。

福布斯今年出現的排名當中，Baker Hughes 和 Valero 被擠出前500強，此次德州沒有一家石油公司
排名進入前150位，去年，德州兩家石油公司National Oilwell Varco 和ConocoPhillips在前150位之列。

2016年德州最佳公司排名首位的公司是位於聖安東尼奧的保險公司USAA和達拉斯的西南航空公司
。奧斯丁和休斯頓兩座城市分別排名22位和33位。

從2015年德州公司最高的排名中位於 Coppell的 The Container Store 已經不再排行榜上.

福布斯今年最佳公司排名 德州公司受油價大幅影響

就在美國全國關注密執安州弗林特飲水危機的時候，美國媒體網絡調查發現，全美50州將近2000
個供水系統過去4年來鉛含量超標。

這項調查顯示，那些報告含鉛超過美國聯邦環保署指標的系統共為600萬人供水。大約350個超標
系統為學校和托兒所供應飲用水。調查還發現，至少180個供水系統沒有通知消費者有關鉛含量超標的
問題。

美國媒體網絡分析了鉛含量為 40ppb(超標一倍以上)的 600 家供水系統。盡管弗林特供水鉛含量
400ppb以上屬於極端案例，但鉛含量40ppb也是對懷孕婦女和兒童構成立即危害的一個界限。

報導稱，鉛會損害正在成長的大腦、降低智力、引起注意力不集中和其他問題行為。嬰兒配方奶粉
使用含鉛的自來水則構成更大風險。成人也不能免疫：鉛會引起腎病、高血壓和增加心血管病死亡風險
。

報導還稱，全美大多數人口都是從15.5萬個供水系統得到飲用水。環保署發現10%的水樣品鉛含量
超標之後才會確定某個系統超標。由於各州規定不同，對於超標的執法措施標準不一。其中373個系統
一再超標——連續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測試都超標，卻得不到糾正。

報導稱，其實所有自來水從水廠出來時都合乎標準，鉛含量主要是因為舊管道引起的。全美7500
萬家建於1980年之前的住房最有可能採用鉛管。那些老住房佔全美住房總數的一半以上，最集中的地
方包括紐約、羅德島、馬薩諸塞、康涅狄格和賓夕法尼亞。

美國飲用水問題嚴重
少年兒童安全問題擔憂

根據威斯康辛大學人
口 健 康 調 查 和 Robert
Wood Johnson基金會的統
計，整個德州，特別是鄉
村地區，肥胖成為該州最
突出的問題，根據排名，
達 拉 斯 北 部 的 Collin
County被稱為綜合評比最
健康的郡縣，相反，德州
南部的Brooks County則最
不健康。

哈瑞斯郡在2016年健
康郡縣的排名中名列56位
。

此次排名評比包括30
多個因素，包括教育，住
房，職業，吸煙和日常健

康食品，儘管哈瑞斯郡的
分數排名高於全美的平均
水平，但是和主要的地區
相比，以下方面問題十分
顯著。

哈瑞斯郡大約 41%的
駕駛死亡事件都和酗酒有
關，高於全美的 31%的平
均值，而德州的平均值為
32%。

哈瑞斯郡的性病傳播
的比例要高出全美平均數
值的一倍以上，即10萬人
當中性病患者的人數為
557 人，而全美的這個數
字比例為288人。

哈瑞斯郡 15-19 歲青

少年的生育數量為1000人
53起，超過全美平均水平
的1000人40起。

哈瑞斯郡女性乳腺 X
光攝影檢查的比例比全美
檢查比例要低 5%,全美的
這個數字比例為56%。

哈瑞斯郡暴力犯罪率
為 10 萬人 725 起，大大高
於全美的 10 萬人 199 起的
比率。

此外，休斯頓駕駛人
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用於
通勤，有 43%的駕駛人用
於道路上的通勤時間超過
30分鐘，而全美該數值的
平均比率為29%。

哈瑞斯郡在2016年健康郡縣的排名中名列5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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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檳生 醫學博士
Bin S. Sung, M.D., FAAP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德州大學小兒專科畢業

美國小兒專科院士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及

Methodist Health Center, Sugar Land主治醫師

精通﹕國﹐粵,台﹐英語
接收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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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門門 診診 時時 間間
週一至五 11:00am-7:00pm

小小小
兒兒兒

專專專
科科科

281-565-7337
Sweetwater Blvd.

Hwy 6

59

Lexington

★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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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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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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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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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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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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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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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電話: (713)272-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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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牙醫學士
北京大學牙醫碩士

新紐澤西醫科牙科大學牙醫博士
私立紐約大學植牙專科

艾瑞牙科Aria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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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全科牙醫學院會員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接受CHIP MCNA保險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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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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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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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三維X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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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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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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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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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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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收受各種牙科PPO以及政府保險 （位於Fiesta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中國城
百利大道8

號
公
路

G
es
sn
erFiesta悅來海鮮

★
百利牙科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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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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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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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1-988-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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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為各界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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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牙醫中心時代牙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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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志剛牙醫博士

全家人的牙醫 孫文燕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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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可享受優待
接受牙科保險

Corporato Dr.

Sam Houston Pkwy

6901 Corporate Dr.
※

#202

B
ellaire

B
lvd

，王朝
Dynasty Plaza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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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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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保險卡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5909 West Loop South, Suite 450
Bellaire, Texas 77401

Tel: 713-772-7900

多年豐富成功診治各類口腔疑難複雜病歷經驗

美國口腔修復學會認證口腔修復專家

接受各種保險，為患者確認保險範圍，確保無意外帳單。

We Smile Dental
微
微
微 笑

笑
笑 牙

牙
牙 科

科
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拔牙，補牙，
根管治療，牙齒美容及兒童牙科，
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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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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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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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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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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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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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6年3月26日 Saturday, March. 26, 2016 星期六 2016年3月26日 Saturday, March. 2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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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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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女人一樣，我深信愛情，追求完美，更喜歡寵愛有加的愛

情。
關於他，總是有太多的難以啟齒。不想輕易觸動那份回憶，又不忍

提及如煙往事。
在我們畢業後的日子裡，我踏踏實實的感受到了什麼是幸福。我喜

歡仰望他，一米八五的他，讓嬌小的我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他
總說，他恨不得把我裝進口袋裡，天天帶著我去上班。

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如夢如幻。當我從一個不更事的少女變成
一個家庭主婦的時候，我不住的回首來時的路，緬懷年少時的純真和
完美。

越緬懷就越想描畫未來的人生。可是我也知道，夢中的婚禮
不可能在他剛起步的事業期完成，但我依然默默的等待。

就如他所說，我是大方得體的。因此，儘管他時常提及他的同事
「蔣藍」，我也不會吃醋或者不允許他提。
他的工作漸漸忙起來，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在越來越空虛的日子

裡，我在一個下著雪的晚上獨自向車站走去，我想家了。
路過一棟樓前時，我突然停下腳步。我抬頭望向五樓大喊，藍姐！

蔣藍出現在陽台，笑的像朵焉掉的花。都四十多的女人了，我不明白
我為何要為難她。

我笑著說，藍姐，他在你這嗎？她平靜的說，沒呀，不信你
上來看看。我直直的看著她說，不用了。說完，大踏步向車站走去。

他那些沒有歸家的夜晚，無從解釋。我懶得問也不想問。隨著爭吵
和矛盾逐漸昇級，我對他說，這幾天去爸媽那住，不回來了。他衹是
溫柔的笑笑，勸我回家不要任性，聽爸媽的話。我看著他的眼睛，多
想從裡面看到答案。

當晚，我坐在黑漆漆的客廳，像個被打入冷宮的妃子。當鑰匙插進
門孔的聲音打破夜的寧靜時，我的心幾乎跳到了嗓子眼。我多希望一
切都是我小心眼，都是我胡思亂想。門開後，燈亮了。他和蔣藍像兩
個木頭一樣看著我。六目相對，我的心臟一直下沉。我笑著說，藍姐
好。蔣藍臉上呈現出一種說不清的表情。不到十秒，她說，我走了。
說完落荒而逃。她關門的瞬間，我的眼淚掉了下來。

一間屋子，兩個人，一夜無語。我穿上外套，真正的回到了父母的
家中。恍惚的過了幾天之後，回到他那裡。

日子衹能往前走，一個方向順始終，不知道還有多久，所以要讓你
懂。我依然愛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時時刻刻的幸福。

沒有一句承諾，沒有任何保證。他衹是告訴我，他會用實際行動給
我最幸福的生活。像從前那樣，我優雅的笑著，就像寬容一個時常偷
吃糖果的孩子。

不冷不熱的過了半年，女友約我去旅遊。見到女友時，才知道除了
她男友，還有一位他男友的朋友同行。那晚，在昂貴的旅遊景區，我
們衹開了2間房。女友笑著說，就將就一晚上，明天一早我們就換地
啦！說完，挽著男友的胳膊鑽進了房間。我對男人笑笑，大方的躺在
其中一張床上，沉沉睡去。

我想大概我衹是接觸過我男友，根本不懂男人的本性。所以當感覺
到有人摸我的手時，我才那麼慌張和驚訝，緊閉雙眼連大氣都不敢
出。

他衹是一直握著我的手，不一會，鬆開我的手，走開了。就
在我長長的鬆了一口氣時，他又走了回來握著我的手。我依然閉著
眼，不曾動彈。

我的身子幾乎僵了的時候，他還是握著我的手，做著思想鬥
爭。我突然覺得一整個夜晚就像一年一樣漫長。

當眼前出現一片光亮時，我知道天亮了。我睜開眼，他依然握著我
的手。我笑著說，謝謝你。他的表情難以捉摸。最終他摸摸我的頭笑
著說，該說謝謝的是我，傻丫頭。

旅行結束時，他把我送到了車站。他抱了抱我說，謝謝你的寬容和
善良，你是我見過的最優雅大方的女人。我付之一笑。也許，所謂寬
容和優雅在男友面前，不過是懦弱和卑微的表現。

從車站回到家，我試圖開門，卻聽見屋內傳來匆忙的腳步聲。在我
還沒將門打開之前，門就從裡面反鎖了。行李從手裡掉落，我冷靜的
說，開門。沒有任何反應。

我笑了笑。獨自下樓，卻又不知去何處。我坐在路邊，就像一隻被
人遺棄的小動物。他走到我跟前，蹲下身說，跟我回家吧，我想你。
我看著他的眼睛，像看見了一件世界上最好笑的事。

我深深記得剛和他在一起時，他說要我做他的女人。我瞪大了眼
睛，不明所以。他接著說，如果在我這得不到的，他會從別的女人那
得到。我就像一隻愚蠢的小綿羊，為了得到寵溺的目光，拔掉了身上
最珍貴的的毛取悅主人。於是僅僅一瞬間，我就從女孩變成了女人。
可是如今能從我這得到的，他為何又從別的女人那索取？我似乎想不
明白，卻又似乎想的透徹。

再次回到父母家，混沌度日。直到蔣藍約我見面。我看著眼前的老
女人，不明白二十出頭的我，究竟是哪裡輸給了這樣的殘花敗柳。我
笑著說，我還沒找你，你倒先找上我了。她楚楚可憐的說，我很愛
他。雖然我有孩子和老公，可是我在家中根本感受不到愛。衹有和他
在一起的時候，我才有被人寵愛，被人呵護的感覺。

被人寵愛的感覺，哪個女人不想要這種感覺。我突然覺
得她很可憐。四十好幾，還做著被二十幾的小伙寵愛的
夢。我平靜的說，姐姐，你要我就放手。她看著我，眼裡
綻放出驚喜。

後來，與他最後一次見面時，他憂傷
的問，那個下雪的夜晚，為什麼不上
樓？我沒有回答。

因為，就像海不曾懷疑天的藍，就像
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他
莫強求。

如果非要我回答，
那我的回答就是，如
果你要飛，傷痛我
背。

可是我依然不後悔
遇見他，那樣一個讓
我百轉千回的他，那
樣一個讓我哭了一夜
又一夜的他，那樣一
個多年之後仍無人能
代替的他。

你一定這樣無望的
愛過一個人，你在塵
世跋涉，經過萬水千
山，衹是為了給他驚
喜，於是結果給了
他，過程給
了自己。

可是不論
結局怎樣，
在愛恨交織
的情感裡，
我們都曾經
歡喜的擁有
過愛情。

第一次見到阿莫是在10年前，春天，深圳。那時我專科畢
業才半年多，尋覓了很久也沒有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於是投奔已
在深圳安家落戶的表姐阿慧。

阿慧在一家公司做高層管理工作，她給我找了一個文員的職位。
不久後，我遇到了一個高高瘦瘦、披著一頭長髮的年輕人，人們

稱他為阿莫。
在10年前青澀的我看來，阿莫身上有很濃厚的藝術家氣質，像

極了那些在斗室中揮筆作畫的畫家或在舞台上敲著爵士鼓的搖滾歌
星。他當時站在一輛紅色的桑塔納轎車旁，笑著問我敢不敢坐他的
便車。

那一瞬間，我想到了以前讀過的很多言情小說中的情節。那天下
午，阿莫不僅開車將我送回了市區，而且請我逛了世界之窗。

我和阿莫戀愛了，在我們相識不到24小時之後。
阿莫告訴我他畢業於師範大學藝術系，學的是油畫專業。他

來深圳發展已經有六七年了，剛開始很艱辛，但現在快要功成名就
了。他現在是一個自由的藝人，靠賣自己的作品生存。

「現在我的畫搶手得很，如果僅僅為了過上富裕的生活，我一個
月賣一幅畫就足夠了。作為一個畫者，我的目標不是深圳。我要去
世界藝術之都巴黎，那兒才是真正藝術家生活的地方。」

藝術、巴黎，這些離我的生活太遙遠的名詞，現在正由一
個年輕前衛並且對我表達了愛意的人娓娓道來。對一個剛二十出頭
的女孩子來說，這是怎樣的一種興奮和驚喜！

在阿莫的描述中，我知道巴黎塞納河的左岸，有許多藝術中心，
生活著大批的藝人。左岸代表了理想、藝術和超越世俗的美好境
界。阿莫說，我們的愛情，就是超越深圳滾滾物慾的左岸愛情。

和阿莫相戀不久，我便聽從阿莫的安排，辭去電子廠的工作，去
阿莫的畫室給他當助手。阿慧的臉上沒有我想像中的驚喜，她深深
地看了看我，說： 「青梅，深圳有太多的速成愛情，但願你的速成
愛情不像別人的那樣，成為速溶愛情。」

我和阿莫的愛情雖然沒有速溶，但我們的幸福生活卻是速溶
的。

阿莫的畫似乎並不像他說得那樣搶手。他幾乎每天都出去賣畫，
但能將畫變成現金的時候卻很少。每次失意而歸，他都會在門前的
小店買上幾瓶啤酒，邊喝邊罵，罵那些老闆庸俗，不懂藝術。

兩個月以後，我們開始拖欠房租。房東太太每天都不給我好臉色
看，我總是賠著笑臉求她再寬限一個月。

有一次因為有急事，我匆忙去門口小店用公用電話給媽媽打電
話，結果忘了帶錢包，小店老闆毫不留情地訓了我一頓。當時我委
屈地蹲在門口哭了。

後來我意外懷孕了。本來不想要這個孩子，但阿莫卻堅持說孩子
既然來了，就要留下來。可是，我們連自己都養不活，又怎麼去養
孩子呢？

想了很久，我決定和阿莫一起回家鄉的小城。哥哥在小城
的師範學校當副校長，安排阿莫當一個聘用的美術老師應該是可能
的。

家人對我和阿莫的到來很意外。考慮到木已成舟，媽媽歎
了口氣，說服爸爸將戶口本給我，讓我和阿莫領了結婚證。不久哥
哥給我回話，說校領導會議通過了聘請阿莫當繪畫老師的決定，讓
我將阿莫的畢業證書、學位證書送到校辦審核，辦理聘用手續。

這時候阿莫才告訴我，他在那所師範大學沒有畢業，沒有畢業證
書和學位證書。哥哥得知這個消息後非常生氣，表示以後再也不管
我的事了。

我心裡也產生了懷疑，也許，阿莫根本就沒有讀過大學。可看著
已微微隆起的腹部，對我來說，這些懷疑，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
我安慰自己，不管怎麼樣，阿莫的畫我是見過的，那的確是油畫，
挺好的油畫。他有真才實學，這就夠了。

一週後，阿莫一個人回了深圳。阿莫說現在是他人生最艱

難的階段，不能讓我和他
一起受苦，等事業有了起
色，就來接我和孩子。

媽媽也不放心我懷著孩
子東奔西走，我就這樣留
在了娘家。

最初，阿莫每週都會打
電話過來，有時候說他的
畫有人願意買了，有時又
很頹廢。

後來他的電話漸
漸少了。到我臨產前的一
個月，根本接不到阿莫的
電話了。我給從前租房的
房東打電話，房東告訴我
阿莫早就搬走了。

我和阿莫失去了聯繫。
一個月後我生下了女兒

小黎—這個名字是以前我
和阿莫一起想的，為了紀
念他所嚮往的藝術之都巴
黎。

我以為女兒出世後阿莫
會來電話的，但是，直到
女兒3個月大了，我還是
沒有阿莫任何的音訊。

我的家人非常生氣，認為阿莫是一個不負責任的騙子，他們
勸說我去法院公告離婚。那段日子我的心情很複雜。一方面我像家
人想的一樣，對阿莫的音信全無充滿了憤怒，但另一方面，我又總
覺得阿莫不聯繫我肯定是有原因的。雖然在和阿莫相處的日子裡，
他對我撒過很多次謊，但我總覺得他的本質並不壞，他衹是一個心
氣太高而境遇又不好，所以行事常常出人意料的畫者。其實，在我
的內心深處，我更擔心的是阿莫是否遇到了不測。

小黎6個月大時，阿莫終於給我打來了電話。這麼長時間沒有同我
聯繫，他的語氣裡卻沒有絲毫愧疚。他問了一下小黎的情況，然後
告訴了我他在深圳的新地址。我問他這幾個月幹什麼去了，他很簡
單地說，老樣子。

隨後，我把小黎留在媽媽那兒，隻身去了深圳。阿莫還是
住在一處民房，我進門時，阿莫穿著一雙拖鞋，正懶懶地靠在門口
抽煙。看見我，他一點也不意外，衹是淡淡地說： 「你來啦！」

我很希望阿莫在這大半年裡，生活中發生了重大的變故，從而使
他不與我聯繫有著合理的解釋。但實際上阿莫的生活真的是老樣
子。阿莫無所謂地說： 「聯繫又怎麼樣呢？孩子在你的肚子裡，終
歸是要生出來的，而我現在一無所有，聯繫不聯繫，都衹能是一個
讓人看不起的窮父親！」

阿莫的話讓我覺得很傷感。他房間裡還是放著許多賣不出去的
畫。阿莫已經有好長時間沒有作畫了。他每天喝酒、打牌，像一個
真正游手好閒的人，再也不同我說巴黎和左岸愛情了。

不久，我找了一份薪水很低的工作。
人是需要壓力的。年輕時，我曾夢想著白馬王子帶給我華麗高尚

的生活。當阿莫打碎了我的一切夢想後，我卻開始發奮了。
為了掙錢養家，我幾年都沒有時間回老家去看小黎。阿莫倒是有

的是時間，但他卻不願意去我家丟臉。
爸爸和哥哥對我把小黎丟在家裡非常有意見，說我是天下最狠心

的母親，阿莫是豬狗不如的父親。衹有媽媽，每次在電話中都安慰
我，說小黎很好，讓我放心地做自己的事情。

就這樣在低起點上慢慢努力著，最終我成了一家公司的中

層管理人員。
公司給我配了公寓，我有了安頓女兒的地方了。
我讓阿莫回去把小黎接過來，阿莫卻死都不願意去。這些年，阿

莫已經完全成了靠我生活的寄生蟲。他甚至根本不考慮賣畫了，心
情好時，就在陽台上支起畫架隨便畫幾筆，完全是為了消遣。

趁著清明放假，我自己回老家去接小黎。
幾年不見，小黎長大了許多，她已經讀小學了。我給她帶了很多

禮物，我以為見到我她會很高興。
可是，小黎對我很冷淡。她有著和年齡不相稱的成熟。我對小黎

說我要帶她去深圳，她搖搖頭，說： 「我要跟著外婆，不去深
圳。」

我問她為什麼不願意去深圳和爸爸媽媽在一起，她說：
「別人的爸爸媽媽都是從小就和孩子在一起的，你們不是。你們不

喜歡我。現在我長大了，我也不跟你們在一起。」
那一趟我兩手空空地回到了深圳。我知道，也許，從感情上說，

我已經失去自己的女兒了。
阿莫對此依然無所謂，他覺得女兒在哪兒都會長大的。事實上，

這些年，除了懷念自己失落的理想，他對一切採取的都是不負責任
和無所謂的態度。

算起來，我和阿莫已經在一起走過了10年的歲月。這10年裡，我
從一個虛榮輕信的女孩變成了一個為生計在麻木中奔波的女人。阿
莫衹是在我們相識的最初給了我一個華美的左岸愛情夢想，隨後，
我就一直行走在冰冷麻木的世俗右岸中。

我才三十出頭，但是，對於愛情和婚姻，似乎都已經麻木
了。我每天在深圳的大街上忙碌地為生計奔走著，換來的是阿莫對
我理所當然的依賴、女兒對我日漸增長的疏遠和家人對我年復一年
的抱怨。

我知道自己的婚姻遭遇在眾多打工者中是很平常的，但我不知道
自己的處理方式是不是最沒出息的。這段由虛榮愛情帶給我的婚姻
之痛，不是速溶，不是傷筋動骨，而是麻木。

而麻木，卻是婚姻中的至痛。

無法到達彼岸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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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精：
＊跌打一般痛症
＊足踝扭傷;彈響指
＊足跟骨剌;骨裂;痛風
＊膝關節炎;肘關節痛新傷老病,一次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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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洲孫振環,福建少林跌打師傅柯金木
名武術家萬賴聲傳人洪敦耕教授授徒

謝鸚瀚中醫碩士主理

滙 琳 堂: 7001 CORPORARE DR #213A HOUSTON TX, 77036
7天辦公,請電話預約 832-863-8882

Harwin

Bellaire Blvd.

C
or
po

ra
te

Be
ltw

ay
8

N S

59

X

在美南銀行後面，華埠大廈二樓213A室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可保安康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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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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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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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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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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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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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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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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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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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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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Cooper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productiv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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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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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捐卵婦女徵捐卵婦女((酬謝酬謝$$55,,000000起起))

試管嬰兒$7,900起
性別篩選，不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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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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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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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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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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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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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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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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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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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設 備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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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及高膽固醇血症

主治
歡迎電話預約查詢
通英、粵、國語、滬

糖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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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中
國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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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 713-779-8148

★美國心臟學會院士
F.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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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ease.
★美國心臟超聲波學會特考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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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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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diology Fellowship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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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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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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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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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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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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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通國、台、英語 281-491-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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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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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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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每一對助聽器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713-795-5343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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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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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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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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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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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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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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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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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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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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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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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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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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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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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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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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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DR. JOHN K. TAM醫師是全美認證的

專業內科醫師，尤其對糖尿病患者提

供的優質照護，更是獲得國家認可。

“我總是臉上帶著微笑來工作，因為

我熱愛醫治病人，這

也是為何我選擇就

讀醫學院，成為一名

醫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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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6年3月26日 Saturday, March. 26, 2016 星期六 2016年3月26日 Saturday, March. 26, 2016

713-781-4600
1429 Hwy6 South Sugarland TX 77478

Strip Center Raw Land

Loan Amount:
$1,35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 Term

Total Attorney Fees:
$750

Loan Amount:
$1,0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12 Month Extension Option

Purpose:
Refinance & Extra Equity for

RE Investment

Total Attorney Fees:
$950

Loan Amount:
$2,000,000 (Total 3 Loans)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e & Extra Equity for

RE Investment

Total Attorney Fees:
$2,025

Mobile Home Park Home Builder
Loan Amount:
$1,725,400
Term:

1 Year Line of Credit,
Interest only
Purpose:

Builder line of credit

Total Attorney Fees:
$1,500

For your Commercial Loan and SBA Loan inquiry, please contact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Cell Number: 713-560-1588
Office Number: 281-568-8888 ext.1118
Email: Ringo.Kwan@themintbank.com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 630, Houston, TX, 77036
Headquarters: 1213 Kingwood Dr., Kingwood, TX, 77339
We are currently offering 1.35% APY 13-month CD, please contact
Tinghui (Penny) Zhang, 281-568-8888 ext. 1117 for details

The MINT National Bank
Recently Closed Loans

CosplayCosplay愛好者齊聚德國萊比錫書展愛好者齊聚德國萊比錫書展

cosplaycosplay愛好者盛裝出席德國萊比錫書展上的愛好者盛裝出席德國萊比錫書展上的““漫畫漫畫--連環畫集會連環畫集會”。”。

喬
治
亞
舉
行

喬
治
亞
舉
行

﹁﹁冰
池
跳
水

冰
池
跳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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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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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選
手
赤
膊
上
陣
挑
戰
嚴
寒

印度民眾慶祝胡裏節印度民眾慶祝胡裏節 彩色粉末與花瓣漫天飛舞彩色粉末與花瓣漫天飛舞



BB88廣告天地 BB99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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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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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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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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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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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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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診所

曹有餘醫師

‧家庭全科醫師
‧精通中﹑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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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9:30AM-12:30PM

門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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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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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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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周藝藝

通中﹑英﹑粵

713713--981981--8898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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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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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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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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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連載

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及老人醫療卡(MEDICARE)

MD, PhD, FACR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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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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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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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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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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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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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陶翔陶翔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
Advanced Healthcare長期居家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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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271-8515
傳真：（713）988-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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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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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電話：832-834-5226 傳真：832- 834-5229

敦煌醫療中心聯合門診
HILLHOUSE MEDIC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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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外科,婦產科,家庭全科,腎臟病,高血壓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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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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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周一至周日

8:30AM-8:30PM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主
治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移民體檢

體 檢 特 價
體檢＋化驗：$95

❶+女性婦科、宮頸膜片＋$45
❷+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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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YJY家庭全科及急症家庭全科及急症

顧瑛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認可醫師

主
治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常見皮膚病

週一至週六
8：30am-7pm

週日
1pm-7pm

★感冒
★咽喉痛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皮膚活檢
★婦科病
★兒科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鬱症

急
症

★腹瀉
★尿路炎
★關節注射

時

間

本診所自2014年起，週四公休

移民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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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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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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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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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體檢
內科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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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6年3月26日 Saturday, March. 26, 2016 星期六 2016年3月26日 Saturday, March. 26, 2016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診所地址：：96009600 BellaireBellaire 211211室室((王朝商場二樓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診所人員通
國﹑粵 ﹑越﹑西﹑英語
接受各種醫藥保險

主治：一切眼疾、手術、雷射激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附設附設：：眼鏡專櫃眼鏡專櫃，，隱形眼鏡隱形眼鏡
休士頓：
7737 S.W. FRWY, SUITE#850
預約電話(713)271-2271
(59 & BEECHNUT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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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啟華眼科醫學博士 EDWARD CHAN. M.D.

精通英語,國語及臺語,接受多種醫療保險及視力保險

群 鷹 視 學 眼 科 中 心

鮑亞群 視學眼科博士
Dr Ya Chin Bao (O D)

Fellow of Orthokeratology Academy of America
Therapeutic Optometrist / Glaucoma Spec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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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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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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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達君視力眼鏡）

惠
康
廣
場
診
所

糖
城
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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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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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藥，不
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 Best Vision

红
楼
梦
曹雪芹

責任編輯：王荣欣

寶玉聽了袁 忙拿了書袁 別了黛
玉袁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這里林
黛玉見寶玉去了袁 又聽見衆姊妹也
不在房袁自己悶悶的．正欲回房袁剛
走到梨香院墻角上袁 只聽墻內笛
韻悠揚袁歌聲婉轉．林黛玉便知是
那十二個女孩子演習戲文呢． 只

是林黛玉素習不大喜看戲文袁 便不
留心袁只管往前走．偶然兩句吹到
耳內袁明明白白袁 一字不落袁唱道
是院"原來姹紫嫣紅開遍袁似這般都
付與斷井頽垣遥 "林黛玉聽了袁倒也
十分感嘅纏綿袁便止住步側耳細聽袁
又聽唱道是院"良辰美景奈何天袁賞
心樂事誰家院． "聽了這兩句袁不
覺點頭自嘆袁心下自思道院"原來戲

上也有好文章． 可惜世人只知看

戲袁未必能領略這其中的趣味遥 "想

畢袁又後悔不該胡想袁躭誤了聽曲子．又側耳時袁只聽唱道院"則

爲你如花美眷袁似水流年噎噎"林黛玉聽了這兩句袁不覺心動神
搖． 又聽道院"你在幽閨自憐 "等句袁 亦發如醉如痴袁 站立不

住袁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袁細嚼 "如花美眷袁似水流年 "

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 "水流花謝兩無情

"之句袁再又有詞中有 "流水落花春去也袁天上人間 "之句袁又兼
方纔所見叶西廂記 > >中 "花落水流紅袁閑愁萬種 "之句袁都一
時想起來袁湊聚在一處．仔細忖度袁不覺心痛神痴袁眼中落淚．
正沒個開交袁忽覺背上擊了一下袁及回頭看時袁原來是噎噎且聽
下回分解．正是院

妝晨綉夜心無矣袁對月臨風恨有之．
上卷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尙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話説林黛玉正自情思縈逗袁 纏綿固結之時袁忽有人從背後擊了
一掌袁説道院"你作什么一個人在這里钥 "林黛玉倒唬了一跳袁回
頭看時袁不是別人袁卻是香菱．林黛玉道院"你這個傻丫頭袁唬我
這么一跳好的．你這會子打那里來钥 "香菱嘻嘻的笑道院"我來

尋我們的姑娘的袁找他總找不着．你們紫鵑也找你呢袁説璉二奶
奶送了什么茶葉來給你的．走罷袁 回家去坐着遥 "一面説着袁一
面拉着黛玉的手回瀟湘館來了．果然鳳姐兒送了兩小瓶上用新

茶來．林黛玉和香菱坐了．况他們有甚正事談講袁不過説些這
一個綉的好袁那一個刺的精袁又下一回棋袁看兩句書袁香菱便走
了．不在話下．

如今且説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袁 果見鴛鴦歪在床上看襲
人的針線呢袁見寶玉來了袁便説道

陳康臂上的刀口很深袁顯然下手之人是用盡了全力的袁好在陳康武功底子不差袁
身體素質也很好袁才沒有斷筋傷骨遥 不過也因爲流血過多袁面色蒼白袁要不是他強撑
着袁只怕現在也昏迷了過去遥
簡單給陳康上了止血藥袁包紮好了傷口遥
就見到檢查完屍體的士兵湊到將領耳邊一番低語袁而那將領聽完回稟袁突然臉

色大變袁瞪大了眼睛一臉驚恐遥
"有線索了嗎钥 "陳康虛弱的問遥
"啓稟世子袁這些是雲隱的人浴"那將領上前抱拳恭敬的回稟袁儘管他極力保持平

靜袁但是還是能從語氣中聽出隱隱的恐慌遥
"雲隱钥 "陳康口中喃喃袁眉頭擰緊袁瞳仁微縮袁陷入沉思遥
雲隱浴百姓們或者並不清楚這個稱謂袁但是身在朝廷的人幾乎是無一不曉遥這是

近年來江湖上出現的一個秘密暗殺組織袁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來歷袁也沒有人知道他
們身份袁但是對方手段狠辣袁而針對的對象多是朝中重臣遥之所以知道他們的組織叫
雲隱袁那是因爲每次被他們暗殺的官員袁在死的前一天袁都會收到一朶隱秘的雲形圖
案袁有時候是隱藏在衣服上袁有時候或者會出現在飯菜里袁總之只要看見過這種圖案
的人袁絶無幸免袁第二天一定會慘死遥 也正是因爲這樣袁雲形的圖案就變成了朝中衆
人的噩夢遥 以至於朝中衆臣人心惶惶袁今上也多次派人暗中調訪袁但是依然一無所
獲遥他們行踪詭秘袁來無影去無踪袁又因爲只針對朝中大臣袁對百姓從不進犯袁因此也
加大了對雲隱的調查難度遥

只是雲隱向來都是秘密行事袁從不會如此大張旗鼓的公然在街市上行刺袁而爲
何袁他們對自己不僅動用這么多的人力袁還誤傷了百姓呢钥 而且自己此次是微服出
巡袁爲了保險袁他連小六子都沒有帶袁所以根本不會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行踪袁而雲隱
卻瞭如指掌浴而且他並沒有事先收到雲形圖案浴對方部署嚴密又不像是臨時起意遥這
一切都讓陳康百思不得其解浴 今天要不是有慕容清和簡單袁他只怕也難逃厄運遥

"雲隱钥"林一躱在慕容清的身後袁輕輕的重複着這簡單的兩個字袁心里卻陡然想
起玄颯來袁他和這個組織會有什么關係嗎钥 抬眸間卻看見酒樓對面的房頂上站着一
個靑色的身影袁那一雙眼睛在漆黑的夜里也是精光閃閃袁宛如天上最亮的那顆星辰袁
卻有着讓人心顫的冰冷寒意遥 林一忍不住倒吸一氣袁但隨即下意識的捂住了自己的
嘴遥

"你怎么了钥 "慕容婉一直站在林一身邊袁見林一神色有異袁扯了扯她的衣裳袁輕
聲問道遥

高煒壓制着怒火袁冷靜地聽着弘德夫人訴説袁深邃的眸光中滿是令
人琢磨不透的戾氣遥

"不知皇上是否還記得那一次在臣妾的鏡殿袁是誰將曹美人從後院
抱進來袁那日除了皇上袁又還有誰如此激動遥當然袁也許是薛大人義憤塡
膺袁可是皇上想想袁一向冷血無情的薛大人突然之間怎么就會對一個剛
剛纔認識的宮婢産生如此反常的同情心钥 何况袁曹美人也解釋了原由袁
然而薛大人的關切之心卻不小心被他的神色給出賣了遥 "弘德夫人添

油加醋地説院"其實那會兒皇上只顧着看曹美人袁卻忘了將這么精彩的
畫面收入眼中遥嘖嘖嘖噎不過這一切倒是被臣妾看到了袁所以臣妾就留
了個心眼噎這後宮之中噎有些人以爲能逃過皇上的眼袁便能放肆噎"

"住口浴 "高煒額角的靑筋不協調地鋪滿在英俊的臉上袁他的憤怒
可想而知袁他的威嚴正嘲笑着他的忍耐力遥

"皇上噎"弘德夫人呑了呑口水袁他還沒見過皇上這么大火遥
"朕現在就去怡紅堂袁如果證實了你説的袁朕絶不會輕饒他們袁但是

噎"高煒冷冷説道院"朕同樣也絶不會輕饒搬弄是非的人遥 "

弘德夫人慌張地垂首袁看了看身邊的琉璃袁只見琉璃臉色猝然遥 遭
了袁難道還有別的情况钥
第二卷 宮斗篇 揖立後風波铱 第八十三章 用計派遣

怡紅堂四下無人袁忽然只見一大群宮婢浩浩蕩蕩地前來袁爲首的幾
人更是神態凝重袁目光兇煞遥 靑兒倒退兩步袁然後跪在地上俯首稱道院"

奴婢噎奴婢叩見皇上噎" "曹美人呢钥 "琉璃厲聲問道遥
"曹美人钥 曹美人她噎"靑兒揚起詫異的小臉遥 剛纔主子一個人精

神恍惚地從外面進來袁與等候她多時的馮佑憐還沒説上兩句袁兩人就轉
進內室遥後來憐兒宮女就交代自己將怡紅堂所有的宮燈都熄滅袁並且説
遇到任何事情都要鎮定袁可是她沒想到皇上和弘德夫人會同時趕來袁他
們一下子出現在自己面前袁眞是想鎮定都不行啊袁根本沒法平靜下來遥
於是説話才會結結巴巴院"曹美人噎在內室遥 "

"哼袁皇上來了也不出來迎駕钥 "弘德夫人悶哼斥道遥
忽然曹美人在馮佑憐的攙扶下走了出來遥
"臣妾見過皇上遥 "

"奴婢拜見皇上袁夫人遥 "馮佑憐清脆的聲音頓時令高煒平靜了不

少袁不知爲何只要是有這個小宮女在的地方袁他總能感到一種前所未有
的寧靜遥她身上的幽靜仿彿一股清泉袁隨時隨地都能凈化心境遥不過袁此
時此刻不是來硏究這種莫名其妙的感覺遥

他確實很驕傲袁可這里有一個更甚于他的煉藥師袁他就算有再大
的傲氣也被磨掉了遥

這便是這個世界袁強者爲尊的世界遥
看到夏如風朝他伸出了手掌袁他只得一臉肉痛的把血紅蓮送到了

夏如風身上袁望着被夏如風收入靈戒的血紅蓮袁他的嘴角都抽搐了一
下袁哀嘆了一聲遥

當時爲了這血紅蓮袁他連命都差點丢到了袁現在卻要轉手送入袁他
怎么能不心痛钥

滿意的點點頭袁夏如風便提議離開這里袁前往黑石鎮袁戈洛也急忙
同意了袁碧雪還在城中等着他回去救治袁他也躭擱不起遥於是這一個隊
伍浩浩蕩蕩的向着黑石鎮出發遥

想着要去風之城袁走路肯定不行袁太慢袁但她並沒有飛行召喚獸袁
因此袁在旅館住下後便讓戈洛幫她去購買煉製復靈散的藥材遥

幸好復靈散的藥材不是很昂貴袁等夏如風把卡中存的金幣全都消
耗光袁終于買了夠煉製幾十瓶的藥材了遥但這樣一來袁夏如風也成了個
窮光蛋遥

雪狼的人都以爲夏如風的煉藥術已經很杰出袁 卻當第二天的早
晨袁望見桌上多出的幾十瓶藥散袁他們全都嚇傻了遥一夜的時間煉製了
幾十瓶也就算了袁不過貌似報廢的藥散也只有幾瓶吧浴

是的袁夏如風現在煉製二品丹藥的成功率到了百分之九十袁似乎
從火靈的危險下逃生袁她的成功率就增長了遥 難道險境能突破自身極
限钥好像也只有這個道理可通遥與雪狼的人吿別後袁夏如風便使用魅影
仙踪快速的向着風之城的方向跑去遥

每次體內靈力消耗一空袁她就呑服下復靈散袁然後繼續施展魅影
仙踪遥如果讓別人知道袁她爲了趕路才煉製了這么多復靈散的話袁絶對
會駡她敗家子袁浪費也不是這么個浪費法啊浴

魅影仙踪不愧是金階功法袁用了三天就敢到了風之城袁不過袁靈戒
中的復靈散袁也僅剩下十瓶了遥

"風之城袁終于到了袁不知道火炎的人會不會在此遥 "

威嚴高聳的城門口袁兩個侍衛筆直的站立在門前袁便如同兩座雕
塑遥夏如風在成面前停下了腳步袁望了眼城內的景色袁唇角揚起淡淡的
笑容袁手撫摸着下頜袁輕聲呢喃遥

那三角眼本就好色袁骨頭都有些酥麻了袁目光愈發的放肆遥 若不是礙
着周圍人多袁只怕早就忍不住調笑幾句了遥

容瑾的眼眸暗了一暗袁多了幾分冷意袁口中卻笑道院"李奇兄袁我這故
事還沒講完袁你到底聽不聽了钥 "

李奇依依不捨的收回了目光袁咳嗽一聲院"當然要聽遥 "

容瑾眸光一閃袁笑道院"四皇子殿下寬宏大量袁自然不會做強人所難的
事情遥寧大廚就一直留在了洛陽的太白樓遥這後續的故事袁就跟我有關了遥
"

衆人的胃口都被吊的高高的袁紛紛催促着容瑾往下説遥
容瑾瞄了四皇子一眼院"我和太白樓的東家是舅甥袁回來之後袁我便打

算和舅舅合夥開個酒樓遥 舅舅同意了之後袁特地派了寧大廚到京城這邊坐
鎮遥 所以袁你們現在才會在這兒看見寧大廚遥 "

四皇子何等城府袁頓時聞弦歌而知雅意袁扯了扯唇角院"容瑾袁你倒是
好手段遥當日我請都請不動的廚子袁你卻輕而易舉的請到了京城來遥 "當時

寧有方以故土難離爲藉口拒絶了他袁現在倒是大搖大擺的出現在京城了遥
容瑾不慌不忙的一笑院"寧大廚一開始不肯來袁多虧舅舅出面袁請寧大

廚來坐鎮兩年袁等鼎香樓生意有了起色袁再放他回洛陽去遥 "巧妙的爲寧有

方解了圍袁順勢解了四皇子心里最不痛快的一個疙瘩遥
李奇在一旁揷嘴道院"容瑾袁我今天可是眞佩服你了遥 四皇子殿下都請

不來的廚子袁你竟然請到鼎香樓做主廚遥 不知道你到底用了什么好法子袁
説來聽聽如何钥 "

好拙劣的挑撥容瑾扯了扯嘴角袁揶揄道院"這怎么能隨便吿訴你遥 要是

你以後也打算開酒樓袁跑來挖角怎么辦钥 "

衆人都哄笑起來遥 李奇也訕訕的笑了袁總算沒有追問下去遥
四皇子眸光一閃袁也笑了院"怎么説你都有理袁算了袁不提這個了遥 "

寧有方和寧汐悄悄松了口氣遥 只要不提當年的事情就好遥
容瑾卻挑眉笑了院"四皇子殿下袁你剛纔不是還夸今天的菜肴做的好

嗎钥怎么到現在也沒見你看賞钥該不是打算讓我這個做東家的掏腰包吧 "

四皇子朗聲笑了袁渾然不介意被調侃了一通院"邵晏袁給寧大廚父女
看賞遥 "

一直靜靜立在一旁的邵晏笑着應了袁走上前來袁將準備好的兩封銀子
遞了過來遥 寧汐眼都未抬袁低低的説了聲 "謝謝 "遥

邵晏掩住心里的失落袁笑着説道院"還不快點磕頭謝恩遥 "

被他這么一提醒袁寧有方立刻回過神來袁忙扯着寧汐的袖子袁一起跪
着謝了恩遥

四皇子隨意的嗯了一聲袁饒有興緻的問道院"今天那道香辣蝦和辣子

鷄是誰做的钥 "

寧有方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院"是小女寧汐做的遥 她年紀還小袁若有
哪兒做的不好袁還請您見諒遥 "老天保佑袁可別再出岔子了遥他的心臟已經
快承受不住了遥

同桌的幾個人袁都是一臉訝然的看了過來遥原來那兩道特別香濃美味
的菜肴竟然是這個小姑娘做出來的遥 尤其是李奇袁目光閃爍不定袁直直的
盯着寧汐不肯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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