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chineseyellowpages4310@gmail.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活動中心：activity@scdaily.com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網址：www.scdaily.com

亞特蘭大新聞 Atlanta GA ˙ 波士頓新聞 Boston MA ˙ 芝加哥時報 Chicago IL ˙ 波特蘭新聞 Portand OR ˙ 西雅圖新聞 Seattle WA ˙ 聖路易新聞 St. Louis MO ˙ 亞美新聞 Houston/Washington/Dallas
BB11

本週四 美南周刊
頭版人物介紹預覽

BB88休城讀圖
星期二 2016年3月29日 Tuesday, March. 29, 2016

星期二 2016年3月29日 Tuesday, March.29, 2016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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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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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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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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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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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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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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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312 #316 #310 #309 #8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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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411 #66A #DRB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southwestrealtywendy@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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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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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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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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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人套餐價$388
(送龍蝦)

八人套餐價$198
(送魚翅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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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套餐

◆特價午餐買三送一
(週一至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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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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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企枱及
帶位多名

加拿大大龍蝦 特價
每磅 $16.95兩只小龍蝦

$21.95

十人套餐價$288
(送魚翅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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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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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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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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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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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動工 高消費區﹑車流量大
專業商業地產經紀

工廠﹑庫房
商場買賣﹑招租﹑管理

商鋪買賣﹑簽約
餐飲生意買賣

葉嘉瑩獲葉嘉瑩獲““影響世界華人大獎影響世界華人大獎””終身成就獎終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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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報訊：：鳳凰衛視供稿鳳凰衛視供稿））
學者學者、、詩詞家葉嘉瑩視詩詞為詩詞家葉嘉瑩視詩詞為
““民族生存延續的命脈民族生存延續的命脈”，”，她著她著
作等身作等身，，一生為學一生為學，，甘願做中國甘願做中國
古典詩詞的古典詩詞的““擺渡人擺渡人”。”。在她的在她的
九十餘年生涯中九十餘年生涯中，，執教地域之廣執教地域之廣
、、時間之長時間之長、、受眾層次之豐富都受眾層次之豐富都
堪為華人教育界之奇跡堪為華人教育界之奇跡。。因在中因在中
國古典詩詞研究取得的巔峰造詣國古典詩詞研究取得的巔峰造詣
以及對中國古典詩詞教育的卓越以及對中國古典詩詞教育的卓越
貢獻貢獻，，33月月2121日日，，華人盛典組委華人盛典組委
會公佈葉嘉瑩獲得會公佈葉嘉瑩獲得20152015--20162016年年
度度““影響世界華人大獎影響世界華人大獎””終身成終身成
就獎就獎。。

一任流年似水東一任流年似水東，，唯對文字不馬唯對文字不馬
虎虎

葉嘉瑩出生於葉嘉瑩出生於19241924年年，，別別
號迦陵號迦陵。。 19451945年畢業於北京輔年畢業於北京輔
仁大學仁大學，，曾在台灣曾在台灣、、加拿大與美國加拿大與美國
講學講學，，現任中央文史館館員現任中央文史館館員、、南開南開
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她她
幼承庭訓幼承庭訓，，1717歲考入輔仁大學歲考入輔仁大學，，受受

業於詩詞大師顧隨先生業於詩詞大師顧隨先生。。 19911991年年
被授予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稱稱
號號，，也是個該學會唯一的中國古典也是個該學會唯一的中國古典
文學院士文學院士。。

葉嘉瑩對詩詞以心相許葉嘉瑩對詩詞以心相許，，雖歷雖歷

經磨難經磨難，，但矢志不渝但矢志不渝。。出版有出版有《《王王
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靈谿詞說靈谿詞說》》
《《中國詞學的現代觀中國詞學的現代觀》》等專著近等專著近2020
種種，《，《迦陵文集迦陵文集》》1010冊冊，“，“迦陵說迦陵說

詩詩”“”“迦陵說詞迦陵說詞””系列系列，，20132013年起年起
台灣陸續出版台灣陸續出版《《葉嘉瑩作品集葉嘉瑩作品集》》2020
餘冊餘冊。。

年事已高卻仍然高產年事已高卻仍然高產，，晚輩們晚輩們
常驚訝於葉嘉瑩的工作熱情常驚訝於葉嘉瑩的工作熱情。。她的她的

生活極為簡單生活極為簡單，，兩個三明治兩個三明治、、兩兩
個水果個水果、、一杯開水就可以在圖書一杯開水就可以在圖書
館度過一天館度過一天。。助手張靜曾笑葉嘉助手張靜曾笑葉嘉
瑩說瑩說：“：“您對什麼東西都馬虎您對什麼東西都馬虎，，
就是對文字不馬虎就是對文字不馬虎。”。”之前每年之前每年
回國講學回國講學，，她都要帶著成箱的她都要帶著成箱的
研究資料研究資料，，回加拿大時再把所回加拿大時再把所
有的資料打包帶走有的資料打包帶走。。直到葉嘉直到葉嘉
瑩決定晚年回國定居瑩決定晚年回國定居，，她已經她已經
陸續帶回來數十箱研究資料陸續帶回來數十箱研究資料。。

她常用自己極為崇敬的詩人杜她常用自己極為崇敬的詩人杜
甫的詩句甫的詩句““蓋棺事則已蓋棺事則已，，此志此志
常覬豁常覬豁””自勉自勉。。她說她說，，能夠做能夠做
到哪一天到哪一天，，自己並不知道自己並不知道。。但但
一定會盡最大的力量一定會盡最大的力量，，把詩詞把詩詞
的美好傳統傳播下去的美好傳統傳播下去。。

葉落歸根再出發葉落歸根再出發，，願做詩詞願做詩詞
““擺渡人擺渡人””

葉嘉瑩的一生葉嘉瑩的一生，，經歷過諸多戰經歷過諸多戰
亂亂、、動盪動盪、、流離失所流離失所。。北平北平、、台灣台灣
、、美國美國、、加拿大加拿大、、天津天津，，構成她人構成她人
到九十的漂泊地圖到九十的漂泊地圖。。葉嘉瑩說葉嘉瑩說，，
““我平生都不是自己的選擇我平生都不是自己的選擇”，”，
““這就是命運這就是命運。”。”然而然而，，從事中從事中
國古典詩詞的教育和傳播國古典詩詞的教育和傳播，，既是既是
她的選擇她的選擇，，似乎也是她的命運似乎也是她的命運。。

葉嘉瑩是為詩歌而生的葉嘉瑩是為詩歌而生的。。她一她一
輩子從事教育輩子從事教育，，除大學講課除大學講課，，葉葉
嘉瑩更熱衷於在中小學和幼兒園嘉瑩更熱衷於在中小學和幼兒園
講述古典詩詞講述古典詩詞，，她做了很多她做了很多““清清
高高””的詩人或學者的詩人或學者
不願去做的事情不願去做的事情。。
她在國內率先建議她在國內率先建議
““振興傳統文化提振興傳統文化提
高國民品質要從幼高國民品質要從幼
兒園和中小學做起兒園和中小學做起
”，”，並上書時任總並上書時任總
書記江澤民書記江澤民，，得到得到
積極回應積極回應。。

葉嘉瑩曾說葉嘉瑩曾說：：
““每講到杜甫的每講到杜甫的''每每

依北斗望京華依北斗望京華''，，我眼我眼
睛裡面都是淚水睛裡面都是淚水，，因因
為我不知道哪一年能為我不知道哪一年能
夠回到我的故鄉夠回到我的故鄉。”。”
改革開放後改革開放後，，她向政她向政

府提出回國教學的申請府提出回國教學的申請。。終於在終於在
19791979年於北京大學講了第一堂課年於北京大學講了第一堂課，，
實現了多年夙願實現了多年夙願。。不久後又應李霽不久後又應李霽
野先生之邀去了南開野先生之邀去了南開。。 20132013年年，，
她決定不再越洋奔波她決定不再越洋奔波，，而是定居南而是定居南

開開。。海外詩詞愛好者獲悉後與南開海外詩詞愛好者獲悉後與南開
大學校方聯繫大學校方聯繫，，出資為她蓋了迦陵出資為她蓋了迦陵
學舍學舍。。在南開大學在南開大學，，她創辦了中華她創辦了中華
古典文化研究所古典文化研究所，，並且捐出自己退並且捐出自己退
休金的一半用於獎掖師生休金的一半用於獎掖師生。。

多年前多年前，，葉嘉瑩為蓮葉田田的葉嘉瑩為蓮葉田田的
南開馬蹄湖寫下過南開馬蹄湖寫下過““蓮實有心應不蓮實有心應不
死死””的詩句的詩句。。她說她說，，人生寒暑很容人生寒暑很容

易就過去易就過去，，但自己有一個但自己有一個““千春猶千春猶
待發華滋待發華滋””的的““癡夢癡夢””———在千年—在千年
以後以後，，自己結下的蓮子還能開出蓮自己結下的蓮子還能開出蓮
花花。。

““世界因你而美麗世界因你而美麗———影響世—影響世
界華人盛典界華人盛典20152015--20162016””頒獎禮將頒獎禮將
於於33月月2525日晚在清華大學華美登場日晚在清華大學華美登場
。。屆時屆時，，聯合主辦媒體北京青年報聯合主辦媒體北京青年報
、、中國新聞社中國新聞社、、聯合早報聯合早報、、明報明報、、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鳳凰衛視鳳凰衛視、、鳳鳳
凰網凰網、、星洲日報星洲日報、、大公報大公報、、旺旺中旺旺中
時媒體集團時媒體集團、、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世界日世界日

報報（（北美北美）） 、、
亞洲週刊亞洲週刊、、僑僑
報報、、歐洲時報歐洲時報
的代表將齊聚的代表將齊聚
現場現場，，向獲獎向獲獎
人提問人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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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士淘先生與王美燕小姐結婚典禮於3月26日在BRISCOE MANOR隆重舉行

徐松煥徐松煥，，雷群娣夫婦熱烈歡迎德州廣東總會董事會主席陳灼剛夫婦雷群娣夫婦熱烈歡迎德州廣東總會董事會主席陳灼剛夫婦,,商粵生會長商粵生會長，，張小帆張小帆、、鄭國祥副會長夫婦鄭國祥副會長夫婦、、
梁小姐參加徐士淘先生與王美燕小姐婚禮梁小姐參加徐士淘先生與王美燕小姐婚禮 徐士淘先生與王美燕小姐在婚禮宴席上合影徐士淘先生與王美燕小姐在婚禮宴席上合影

德州廣東總會前會長徐松煥德州廣東總會前會長徐松煥，，雷群娣雷群娣
夫婦與公子徐士淘夫婦與公子徐士淘，，新娘王美燕在喜新娘王美燕在喜
宴上歡聚宴上歡聚

250250位中外佳賓在位中外佳賓在BRISCOE MANORBRISCOE MANOR
禮參堂加徐士淘先生與王美燕小姐結禮參堂加徐士淘先生與王美燕小姐結
婚典禮婚典禮

王水源王水源，，吳巧鳳夫婦攜女王美燕小姐吳巧鳳夫婦攜女王美燕小姐
步入與徐士淘先生喜結良緣結婚典禮步入與徐士淘先生喜結良緣結婚典禮

徐松煥徐松煥，，雷群娣夫婦熱烈歡迎來自加拿大溫哥華蔡乙健夫婦雷群娣夫婦熱烈歡迎來自加拿大溫哥華蔡乙健夫婦
，，芝加哥李華美夫婦芝加哥李華美夫婦，，三藩市陳偉根夫婦三藩市陳偉根夫婦，，康州劉志紅小姐康州劉志紅小姐
，，鹽湖城蔡梓沛夫婦鹽湖城蔡梓沛夫婦，，芝加哥雷艷嫦小姐芝加哥雷艷嫦小姐，，雷月圓小姐參加雷月圓小姐參加
徐士淘先生與王美燕小姐結婚活動徐士淘先生與王美燕小姐結婚活動

徐士淘先生與王美燕小姐於徐士淘先生與王美燕小姐於33月月2626日日
在在BRISCOE MANORBRISCOE MANOR喜結良緣喜結良緣、、在在
牧師見証下交換信物牧師見証下交換信物

德州廣東總會前會長徐松煥德州廣東總會前會長徐松煥，，夫人雷群娣與親家王水夫人雷群娣與親家王水
源源，，吳巧鳳夫婦在喜宴上合影吳巧鳳夫婦在喜宴上合影

徐松煥徐松煥，，雷群娣夫婦於雷群娣夫婦於33月月2626日在日在BRISBRIS--
COE MANORCOE MANOR熱烈歡迎言雪芬戲曲之家成熱烈歡迎言雪芬戲曲之家成
員們出席徐士淘先生與王美燕小姐喜宴員們出席徐士淘先生與王美燕小姐喜宴



BB22新聞圖片 BB77小說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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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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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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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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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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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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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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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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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6年3月29日 Tuesday, March 29, 2016 星期二 2016年3月29日 Tuesday, March 29, 2016

哥斯大黎加民眾參加哥斯大黎加民眾參加““聖周聖周””遊行遊行

哥斯大黎加卡塔戈哥斯大黎加卡塔戈，，當地民眾舉耶穌像參加聖週游行當地民眾舉耶穌像參加聖週游行，，人們將絲帶人們將絲帶
纏繞在雕像上纏繞在雕像上，，象徵忠於耶穌基督象徵忠於耶穌基督。。

國際殘疾人職業技能大賽法國開幕國際殘疾人職業技能大賽法國開幕
中國參加中國參加2929項競技項競技

第九屆國際殘疾人職業技能大賽第九屆國際殘疾人職業技能大賽33月月2424日晚在法國波爾多舉行開幕日晚在法國波爾多舉行開幕
式式。。中國派出自參賽以來規模最大的代表團出征本屆賽事中國派出自參賽以來規模最大的代表團出征本屆賽事，，其中其中4242名名
選手將參加選手將參加2929個項目的角逐個項目的角逐，，1414名裁判參加競賽執法名裁判參加競賽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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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加德滿都尼泊爾加德滿都，，英國哈裏王子訪問坎蒂兒童醫院英國哈裏王子訪問坎蒂兒童醫院。。

红
楼
梦
曹雪芹

責任編輯：王荣欣

賈蕓出了榮國府回家袁 一路思
量袁想出一個主意來袁便一徑往他母
舅卜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

料鋪袁方纔從鋪子里來袁忽見賈蕓進
來袁彼此見過了袁因問他這早晩什么
事跑了來． 賈蕓道院"有件事求舅

舅幫襯幫襯．我有一件事袁用些冰
片麝香使用袁 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
給我袁八月里按數送了銀子來遥 "卜

世仁冷笑道院" 再休提賒欠一事．

前兒也是我們鋪子里一個夥計袁
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袁至
今總未還上． 因此我們大家賠上袁
立了合同袁 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
要賒欠袁 就要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
道． 况且如今這個貨也短袁 你就
拿現銀子到我們這不三不四的鋪子

里來買袁也還沒有這些袁 只好倒扁
兒去．這是一．二則你那里有正經事袁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
你只説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兒家很不知

好歹袁也到底立個主見袁賺幾個錢袁弄得穿是穿吃是吃的袁我看着

也喜歡遥 " 賈蕓笑道院"舅舅説的倒乾凈．我父親沒的時候袁我
年紀又小袁不知事．後來聽見我母親説袁都還虧舅舅們在我們家
出主意袁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就不知道的袁還是有一畝地兩間
房子袁如今在我手里花了不成钥 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來袁叫我
怎么樣呢钥 還虧是我呢袁要是別個袁死皮賴臉三日兩頭兒來纏着
舅舅袁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袁舅舅也就沒有法呢遥 "

卜世仁道院"我的兒袁舅舅要有袁還不是該的．我天天和你
舅母説袁只愁你沒算計兒． 你但凡立的起來袁到你大房里袁就
是他們爺兒們見不着袁便下個氣袁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
嬉和嬉和袁也弄個事兒管管．前日我出城去袁撞見了你們三房里
的老四袁騎着大叫驢袁 帶着五輛車袁有四五十和尙道士袁往家廟
去了．他那不虧能幹袁這事就到他了浴 "賈蕓聽他韶刀的不堪袁
便起身吿辭．卜世仁道院"怎么急的這樣袁吃了飯再去罷遥 "一句

未完袁只見他娘子説道院"你又糊塗了．説着沒有米袁這里買了
半斤面來下給你吃袁這會子還裝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钥 "卜

世仁説院"再買半斤來添上就是了遥 "他娘子便叫女孩兒院"銀姐袁
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袁有錢借二三十個袁明兒就送過來遥 "夫妻

兩個説話袁那賈蕓早説了幾個 "不用費事 "袁去的無影無踪了．
不言卜家夫婦袁 且説賈蕓賭氣離了母舅家門袁 一徑回歸舊路袁
心下正自煩惱袁一邊想袁一邊低頭只管走袁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
醉漢身上袁把賈蕓唬了一跳．

"看你做的混賬事浴"慕容長天瞪了慕容清一眼袁就去看陳康的傷勢袁見已經經過
了簡單的處理袁又低聲詢問了陳康幾句遥

"王爺袁不過是皮外傷袁小侄無礙浴"陳康臉色蒼白袁不過還是勉強起身行了一禮袁
扯了唇角袁淡然説道遥

"都怪清兒袁處事糊塗袁旣然約了你就該吿知府里知道袁也好安排人手護衛袁如今
出了這樣的岔子袁叫我如何像陳兄交代啊浴 "這禾邑城是慕容長天的封地袁如今堂堂
陳王府的世子在自己的地盤上出了事袁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遥 更加上他和陳王本
來就私交甚好袁在內心里也是眞心的當陳康是自己的侄子袁那里有不心疼的道理遥慕
容長天即刻抬手示意陳康不必多禮遥

"這事與慕容兄無關袁是我自己不想太過麻煩遥 "

"王爺恕罪袁都是屬下等疏忽袁讓賊人有機可乘袁才讓世子殿下受傷袁還請王爺治
屬下監察不力之罪浴 "陳康雖然説此事低調處理袁但是他畢竟是陳王世子啊袁就算不
讓官府和朝廷知道袁但是對於禾邑的主人袁慕容王爺卻是瞞不得的遥所以守衛將領早
就偷偷派人通知了慕容長天遥 此刻見慕容長天責備慕容清袁自己現在哪里還能置身
事外袁只好跪在慕容長天跟前袁請罪遥

"罷了袁好在你們救駕及時浴"那將領雖然這樣説袁但慕容長天也不是不講道理的
人袁今天的事斷然不是那些守衛的責任袁相反人家救駕及時袁沒有罪反而有功院"查到

是何人所爲嗎钥 "

"父親袁是雲隱浴 "

"雲隱钥確實钥 "想來能如此大膽的在禾邑公然對世子下手袁也只有雲隱了袁不過
雲隱向來都是暗中行事袁這一次钥所以慕容長天還是不置信的又問了一句遥畢竟只要
被雲隱盯上的目標根本沒有能夠幸免的袁如果眞的坐實是雲隱所爲袁那么陳康現在
的處境就相當危險遥

見慕容清點了點頭袁守衛將領也是面容堅定袁慕容長天便吩咐道院"先護送世子

回府療傷浴 "侍衛首領親自過來和小四一起扶陳康出了店們袁坐進慕容長天準備好的
轎子里遥

"是浴 "守衛將領帶着士兵在前面開道遥
旣然慕容長天吩咐大家回府袁 那林一和慕容婉這個時候是沒有辦法離開了袁只

好起身儘量不起眼的躱在簡單的身後遥
這時慕容長天才注意到簡單院"簡大夫也在浴 "

本來世子受傷袁簡單身爲禾邑的名醫在場是理所當然的袁但是簡單現在不是應
該在清泉山莊照顧婉兒的瘟疫么钥

薛孤低着頭不語袁他沒有猜到皇上要做什么袁但是他知道皇上這么
説一定有意外之事袁莫非之前噎

"薛卿家在想什么钥 "高煒意味深長地問道遥
薛孤怔忡地仰起臉袁無聲地搖了搖頭遥
高煒嘴角上揚袁邪笑地説道院"朕以爲如果有薛卿家一道同去袁想必

是萬全之策遥 "

"皇上噎"

"朕賜你爲護國將軍遥 "高煒神情凝重地説道院"你的任務就是爲朕

好好監視他們遥 "

"可是皇上袁如果臣離開皇宮袁那又有誰能保護皇上的安危钥 "薛孤

着實是在爲皇上考慮遥
"這一點你不用擔心遥 "高煒轉過身袁説道院"陸郡君爲朕推薦一人袁

此人不但身手不凡袁而且機靈聰明遥 你不在皇宮的這段時間里袁他倒是
可以暫代御前武衛一職遥 "

薛孤心里咯噔一下袁看來袁皇上早就打算好了遥
"臣袁領命遥 "薛孤叩首説道遥 他的心亂了袁怎么辦钥 如果她知道袁會

如何想钥
高煒眯着雙眼回首看了看怡紅堂的方向袁尋思院朕決不允許後宮之

中發生 yin亂之事袁哪怕是捕風捉影袁也不許浴
第二卷 宮斗篇 揖立後風波铱 第八十四章 錯亂猜想

待皇上一群人離開之後袁曹美人立刻起身扶着馮佑憐説道院"憐兒

姐姐袁謝謝你遥 "

"不要這么説遥 "馮佑憐吁了一口氣説道院"不過以後不要再發生

了袁奴婢看得出皇上一定是很痛恨這種事情的遥 "

曹美人松開馮佑憐的手袁賭氣地説道院"我根本就不想這么活下去袁
我覺得好累好累袁只有跟薛孤在一起才能減輕這種痛苦遥 "

"曹美人袁奴婢跟你説過很多次了袁這種話只能憋在心里袁不要再提
起遥 "馮佑憐緊張地抓住曹美人的手袁説道院"奴婢知道你心里痛苦袁可
是袁這日子還是要過下去啊遥你身處後宮袁不比尋常人家袁奴婢不希望曹
美人總是處在危險當中袁這弘德夫人根本就是將你視爲眼中釘袁你的一
言一行袁恐怕就在她的眼皮底下呢遥 "

"唉遥 "曹美人嘆了一口氣袁説道院"我知道袁她容不下我遥 其實我好
想跟夫人説袁我無心爭寵袁無心權力袁無心這一切噎"

那些人口中的話葛然而止袁驚恐的睜大了眼眸袁望着那帶着強烈
氣勢到達眼前的紅色長棍遥

"轟隆隆遥 "

"砰遥 "

長棍掃過之地袁倒下一片袁可還沒有絲毫停下來的打算袁似乎不把
些群靈師同時勒倒不罷休遥

拿鐵斧的高大男人一驚袁急忙拿下了自己的武器袁幾個腳步上前袁
擋在了那些還站在院中的傭兵們面前遥 所有的傭兵都松了口氣袁在他
們看來袁身爲九級靈師的他能夠輕而易舉的擋下這道攻擊遥

"鐺遥 "

斧與棍的相撞袁發出陣陣火花袁然後袁令諸人震驚難忘的一幕出現
了遥

只見男人震退了好多步袁地上留下一條深深的印子袁手中的鐵斧 "

哐當 "一聲斷裂開來袁他手拿斷裂的斧柄袁感覺喉嚨傳來一股腥甜的
味道袁張開了口袁"噗哧 "的吐出了一口鮮血遥

相反之袁夏如風僅是退了幾步就停住了遥

衆人獃住了袁張大了的嘴巴甚至都忘記閉了起來遥
男人是什么實力他們都知道袁那可是九級的靈師啊袁一招秒敗九

級的靈師钥難道她比他們的少主還要天才嗎钥而這等年紀袁便有如此成
就袁如果她是水域的人袁他們就眞的危矣了遥

不過夏如風的震驚絲毫不比他們少袁她苦笑了一聲袁這里不愧是
風之城袁靈師級別也不是火雲城能夠相比的遥

白瑞曾吿訴她袁她所使用的武器是世上最堅固的材料星鐵隕石所
鍛造袁也是他在遠古時無意得到的袁因爲對他來説沒有什么作用就一
直放在那里不曾使用過袁那天看夏如風沒有武器袁就把棍子給了她遥

據説袁此棍不比刀劍差袁同樣能夠削鐵如泥袁甚至更甚一籌袁何况
經過靈力猝體袁她肉身力量早就突破靈師了袁再加上堪比銀階高級的
靈技袁她以爲自己能輕鬆獲勝遥

沒想到的是袁她用了七分的力袁那個男人僅是後退了幾步袁受了一
點小傷袁當時在火雲城她還沒突破靈師袁便打飛了用藥散提陞實力到
九級靈師的雲琳袁雖然那時候是依靠着魅影仙踪遥但夏如風相信袁她升
上靈師後的八分力一擊袁雲琳根本不可抵擋遥

寧汐勉強的笑了笑院"一睜眼就不見我爹袁我有點發慌遥 "這點小事放

在平時也不算什么遥 可今天偏偏見了四皇子袁又做了那個噩夢袁她心情能
平穩才是怪事遥

張展瑜沒再多問袁心里卻莫名的嘆了口氣遥 寧汐的心里到底藏了多少
秘密钥 什么時候她才肯跟他説幾句眞心話而不是隨口敷衍钥

孫掌櫃正在低頭打着算盤袁見寧汐行色匆匆的找過來袁便停了手中的
事情袁笑着問道院"汐丫頭袁你有什么事嗎钥 "

寧汐無心寒暄袁直截了當的問道院"孫掌櫃袁你見到我爹了嗎钥 "

孫掌櫃笑着點頭院"下午的時候袁小安子來了一趟袁説是找到了一處不
錯的院子袁領你爹看看去了遥 "

原來是這樣寧汐高高懸起的一顆心總算落回了原處袁 抱怨道院"我爹

也眞是的袁走的時候也不叫醒我遥 "害的她像只沒頭蒼蠅似的到處找人遥
孫掌櫃啞然失笑院"這也不能怪你爹遥 小安子找的急袁你又睡的香袁他

哪捨得叫醒你遥 説起來袁他也出去快一個時辰了袁也該回來了噎噎"

話音未落袁就見兩個熟悉的身影一前一後進了鼎香樓遥 昂首闊步走在
前面的袁不是寧有方是誰钥

寧汐精神一振袁揚起笑臉迎了上去院"爹袁你可總算回來了遥 我剛纔里
里外外找了你好久遥 "

寧有方跑了一趟袁酒意早就沒了袁滿臉興奮的笑容袁顯然心情不錯院"

汐兒袁我剛纔隨小安子去看院子了袁離這兒不算遠袁只隔了幾條街遥 "

寧汐興緻勃勃的追問院"院子大不大钥之前的住戶爲什么要賣房子钥對
了袁有沒有談妥價錢钥我們什么時候可以搬過去钥 "一連串的問題聽的人頭

暈眼花遥
小安子失笑院"寧姑娘袁你別急袁等寧大廚喝口水喘口氣再慢慢跟你

説遥 "

寧汐吐吐舌頭袁扯了寧有方回廚房坐下袁殷懃的倒了熱茶分別送到寧
有方和小安子的手中遥 張展瑜還有事要忙袁卻捨不得走袁竪着耳朶聽了起
來遥

寧有方喝了口茶袁笑着説道院"下午小安子來找我的時候袁你睡的正
熟袁我不忍心叫醒你遥就一個人跟着小安子去看看遥那院子可不算小袁一共
有七八間屋子遥 足夠我們一家四口住的了遥 "

小安子湊趣的笑道院"何止是一家四口袁就算以後寧暉娶了妻子生三
四個孩子袁也照樣夠住的遥 "

這話聽的人舒坦極了遥 寧汐好奇的問道院"原來那戶人家是做什么

的钥 爲什么要賣房子钥 "

小安子搶着説道院"原來的那戶人家是做小本生意的袁聽説生意不太
景氣入不敷出袁就想賣了院子籌措些本錢袁再開家鋪子遥因爲急着出手袁價
格也不高袁只賣二百兩遥 "

二百兩钥 這還叫價格不高钥
寧汐疑惑的看了寧有方一眼遥
寧有方笑着解釋道院"這兒的地段可比你大伯他們的住處好多了袁房

價至少要高一倍遥而且袁那處院子很寬敞袁比你大伯家要大多了遥二百兩眞
的不算貴遥 今晩回去就和你母親商議商議袁要是覺得合適袁我明天就去付
定金遥 "

冰
伊
可
可

贵女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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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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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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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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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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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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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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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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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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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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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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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驛站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is confident that debris
found in the South of Mozambique is from the miss-
ing Malaysian Airlines flight MH370. The govern-
ment's recent confirmation has sparked hope that the
remains of the ill-fated flight can be recovered.
In a statement obtained by the Guardian, Darren

Chester,
Australian
Minister of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
confirmed that the
debris is "likely "
to have been from
MH370.
According to
reports, two
separate pieces
of debris were
found in
Mozambique
fueling
speculation that
the search for the
missing plane is

close to being discovered.
According to the British publication, an American law-
yer, Blaine Alan Gibson, who carried out an indepen-
dent search for the plane, discovered the first piece
of debris. Gibson discovered a meter long piece of
metal washed up on the banks in Mozambique this

year.
Owing to the media exposure of Gibson's
find, a teenager in South Africa came for-
ward with a similar piece of debris. The
youth claimed to have found it while on va-
cation in Mozambique as well.
Both pieces arrived in Australia recently to
be examined by investigators from Malay-
sia and Australia. In addition, it has been re-
ported that a team of Boeing specialists al-
so joined the team. Australian investigators
comprised researchers from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Geoscience Austra-
lia.
The investigations revealed that both pieces were
consistent with panels from a Malaysia Airlines Boe-
ing 777 aircraft. Prior to this discovery, part of a wing
from the missing flight in 2014 was discovered in the
Indian Ocean.
"That such debris has been found on the east coast
of Africa is consistent with drift modeling performed
by CSIRO and further affirms our search efforts in
the southern Indian Ocean," Chester said in the state-
ment. He further added that investigators are hopeful
that the aircraft will be found.

The discovery is likely to further pressure authorities
to continue the search, Reuters reported. Further-
more, the wire agency claimed the recent revelations
are more likely to call for the search to go on beyond
the set 2016 schedule before it is wound up.
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370 disappeared on March 8,
2014. It was an international passenger flight which
disappeared while flying from Kuala Lumpur Interna-
tional Airport, Malaysia, to Beijing's Capital Interna-
tional Airport in China.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
cles)

U.S. And China Create Largest Nuclear
Security Center In Asia-Pacific Region

China and the U.S. launched the State Nuclear Secu-
rity Technology Center, the largest nuclear security
center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 project both coun-
tries cooperated to finance.
Located in the Changy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in Beijing, the center includes facilities for train-
ing, experiments, environmental testing, emergency
response simulations and safe storage of nuclear ma-
terial. The facilities were provided by top nuclear U.S.
labs and are of the most up-to-date technology.
"China will make full play of the center as a demon-
stration platform …China has been dedicated to im-
prove the nation's nuclear security level and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inter-
national cooperation on nu-
clear security," Lu Kang, Chi-
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
person, told a daily briefing
on Friday.
Lu noted that preparation for
the center started in 2011,
and that construction began
in October 2013 and was
completed a year ahead of
schedule in December 2015.
"During this process, China
and the US have maintained
close cooperation. China ap-
preciates the efforts and con-
tribution made by the US,"
he said.
Constructed by the China
Atomic Energy Authority
(CAEA) and the U.S. Depart-
ment of En-

ergy, the center is equipped for
training 2,000 nuclear security per-
sonnel from China and other
Asia-Pacific countries every year,
said CAEA chair Xu Dazhe. Xu is al-
so the head of the State Administra-
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
dustry for National Defense (SAS-
TIND).
The center bears advanced security
measures, such as wire fences,
camera towers, microwave detec-
tors, surrounding the warehouse in-

side. The microwave detectors can precisely detect
external disturbances such as weather, plants and an-
imals. A laser system has also been installed to de-
tect and intercept drones, as in the case of many
countries, drone entrance to restricted areas have oc-
curred multiple times.
Detectors installed on the center's perimeter fence
can also detect behaviors indicative of invasion, such
as people climbing fences. Isolation areas have also
been installed to trap intruders upon entry.
Training is facilitated on a two-story facility, where in-
structors standing on the second floor can observe
exercises performed on the ground floor.
The center can also simulate extreme weather condi-
tions, including wind and rain, to develop trainees'
swift response to emergencies during outdoor inci-
dents. Drill grounds in the center also simulate an-
ti-terrorism scenarios.
The center's testing and analysis equipment can pre-
cisely detect radioactive residue in the air and check
the sample against a database to determine its origin.

All walls of the lab are
covered with special ma-
terial that blocks cell-
phone signals, accord-
ing to an article from
People's Daily.
The center's durability is
tested through subject-
ing it to simulated sand-
storms, UV ray bom-
bardment, electromag-
netic waves and
high-temperature roast-
ing.

The U.S. and China agreed to establish the center in
Washington, D.C. in 2010. Under the agreement, the
center will be administered by China, and the U.S.
will provide the equipment.
According to a SASTIND press release, the center is
responsibl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mu-
nication on nuclear security, regulating power plant
equipment and its exporting.
The Chinese mainland has 30 operational nuclear
powerplants to date. The nation's nuclear power ca-
pacity is planned to reach 58 gigawatts from its cur-
rent capacity of 28.31gW, with an additional 30gW to
be constructed by 2020.
Under China's 13th Five-Year plan (2016-2020), Chi-
na has vowed to upgrade its ability to ensure nuclear
and radiation safety, including facilitating training to
cope with accidents. (Courtesy en.yibada.com/arti-
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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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er will train up to 2,000 nuclear security personnel
every year. (Photo/Reuters)

Xu Dazhe (right), chair of the China
Atomic Energy Authority, shakes hand
with US Secretary of Energy Ernest

Moniz at the Nuclear Security Center in
Beijing on Friday. (Photo: AFP)

Nuclear Safety/Security: Over $7.3 million in U.
S. PUI funds have promoted 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around the world. (IAEA/ Photo)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Authorities Confirm Mozambique
Debris To Be From Flight MH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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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passenger flight 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370 disappeared
in March 8, 2014 while flying from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Airport,

Malaysia, to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China. (Photo/
YouTube/National Geographic TV)

Latest Find Sparks Hope That Ill-Fated
Malaysian Airlines Flight Will Be Found

技巧一：洗頭髮的方法
隨著年齡的增大，發質會越來越失去潤澤與彈

性，如果你的頭髮還齊腰，那就不能祇怪年齡
了。因此在洗髮之前先從根部開始輕輕梳理，適
當刺激頭皮 （頭部按摩），之後用洗髮露洗 2
遍。（如果祇是為了洗乾淨的話，建議不要使用
2合1洗髮露）第一次洗長髮，第二次則為了洗
去頭皮的皮脂等物質。洗完兩遍後，擦乾頭髮
後，在市面很容易買到的修復乳上放幾滴迷迭香
OIL（在市面上很容易購到），在手中撮合後從
髮根開始塗抹。

盡量不要在頭皮上塗（因為容易產生頭屑）。

之後把長髮盤起來，戴上塑料帽，2-3分鐘後
用清水洗去。（建議洗澡時先洗頭，之後戴上浴帽
再洗澡）。

技巧二：晾乾頭髮的方法
養成不用吹風機的習慣是第二個秘訣。
要讓頭髮自然晾乾，而且不要去梳理濕發（因為

頭髮容易受傷）。在頭髮完全沒干之前，長法的人
一定要多花時間在發鞘部分。把頭髮精華素塗在發
翹上，頭髮不容易分叉。

技巧三：平時習慣
禁止習慣性抓撓頭皮（特別是有手指甲）或用手

指常摸頭髮等動作。如果想頭髮的時候，用梳子從
根部開始輕輕梳。還有如果沒有特別的
理由不扎頭髮也是保護頭髮的一種習
慣，盡量披髮。外出時如果打嗜哩或摩
絲的話，當天一定要洗頭，因為保護頭
髮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清潔。

世界上沒有那個女人希望在自己的臉上
看到皺紋，但是不管你願不願意，它都會不請
自來。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讓它晚一些來。

當一個人開始衰老的時候，最開始衰老的部
位是腸道，而腸道衰老帶來的最直接的問題就
是便秘。

你需要：
早上起床，喝一杯溫熱的白開水，不但可以

補充水分，還可以排宿便、清毒素。
一定要吃早餐。在三餐定時情況下，人體內

會自然產生胃結腸反射現象，有利身體排毒；
反之若不吃早餐成習慣，就可能造成胃結腸反
射作用失調，產生便秘。久而久之，會導致皮
膚乾燥、起皺和貧血等，加速人體的衰老，嚴
重時還會造成營養缺乏症。

另外，建議每週食用高纖維食物2-3次。米
糠和麥糠中的膳食纖維含量最高，它們可促進
大腸的蠕動，縮短食物在大腸裡停留的時間，
防治便秘；另一方面它們能像海綿一樣，吸附
腸道內的有毒物質，並及時排出體外，減少腸
道對廢毒物質的吸收。

這是一套促進臉部血液循環，緩解皮膚肌肉
緊張的簡易臉部運動。

緩解面部肌肉緊張法
1、面對鏡子，挺胸直立。兩腳自然平行分

開。
2、用手背托住兩個下頜。
3、自然發笑，使面部下方肌肉稍顯緊張。
4、深呼吸的同時將兩個肘部向兩邊抬起。用

手指和手背輕按下頜，緩緩抬起。
5、兩肘部和手完全成水平時，利用手的壓力

托起下頜，直到頭微微揚起，接著動作4，繼續
深呼吸。第一次持續5秒鐘為佳。

「飲食是健康的基礎。」控制好飲食，你至
少控制了皺紋出現一半的幾率。

飲食秘密1、多食水果和蔬菜
飲食秘密2、多食含抗氧化劑食品
抗氧化劑能夠保護我們不受自由原子基的影

響。蔬菜和水果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能向
我們人體提供抗氧化劑。下列食物含有豐富的
自由基成分：橙子等黃色水果；胡蘿蔔、南瓜
等蔬菜；魚等；水果（尤其是柑橘類水果）；
綠葉蔬菜如椰菜、菜花等；漿果類如草莓、藍
莓、覆盆子等；以及馬鈴薯和甜薯等；堅果、
種子、鱷梨、蔬菜油、魚油等；巴西果、金槍
魚、捲心菜等；南瓜、葵花籽、魚、杏仁等；

飲食秘密3、多食含絡合碳水化物食品
碳水化合物能給人體提供能量，而能量的吸

取的多少，則完全取決於你所食用的碳水化合
物食品的形式。

推薦食物：燕麥粥、玉米
片、全麥麵包、新鮮的有機
酸奶、考鹹魚等。

在 人 體 器 官 衰 老 排 行 榜
中，第二位是胸部。女性的
胸部一般從 25 歲就開始衰
老。

隨著年齡的增長，當然也
有地心引力的影響，胸部會
慢慢開始下垂，而如果不注
意胸部的保健，還可能患上

乳腺增生、乳腺癌等疾
病。選一個適合的內衣
是每一個女人都必須要
做到的。

專家建議：
1、好的內衣能將你

的胸部最高點向上提。一般來說，這一點應在
肩膀至肘關節的正中。當體重出現明顯增加或
減輕時，應及時測量胸圍，更換內衣尺碼。

2、永遠記得乳房是女性最脆弱的部位，即便
是和他水乳交融之際，也不能容忍他粗暴對待
你的乳房。

3、生個孩子吧，在適當的時候。因為當你生
第一個孩子時，意味著你患乳腺癌的可能性減
少了7%，而如果你選擇母乳餵養則可讓其再降
低4.3%。

4、適當使用美胸、緊實乳房的健胸霜。
想保持年輕態，從生活中的小習慣開始做

起。
戒煙
研究證明，吸煙者的眼、嘴部會提前出現大

量皺紋，臉色也更灰暗。雖然很多讓人煩惱的
事情，但是並不一定祇有煙才能讓我們放鬆。
戒掉煙，不妨去運動一下吧。

愉快地笑出來
人們習慣把呆滯、無力的微笑，看作是 「年

老」的徵兆，蠟黃的牙齒從唇間露出，僵硬的
嘴角邊是條條細紋，缺點也在瞬間被無限放
大。然而，如果是發自肺腑地開懷大笑，其真
誠會感染週圍的人，甚至還能抹去額頭的年齡
標籤。

五分鐘完全放鬆
當一個人處於完全放鬆的狀態下，身體不會

產生抗壓激素，從而會感覺舒適宜人。人在這
種放鬆狀態下，緊張的情緒得到了釋放，受壓
的肌膚也獲得了休憩感。因此，不妨每天提醒
自己放鬆5分鐘吧！

讓身體年輕的方法習慣有很多，但是重要的
是要堅持。讓我們一起來做一個美麗小女人
吧！

讓熟女減齡10歲的訣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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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養護黑亮長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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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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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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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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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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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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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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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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6年3月29日 Tuesday, March 29, 2016 星期二 2016年3月29日 Tuesday, March 29, 2016

新興產業遭遇供需錯配梗阻
專家建議釋放市場空間

2016 年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

開局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

從全面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推出壹系列簡政放

權新政，到相關部委研究制定多個行業化解過

剩產能和推進結構調整的具體方案，再到創新

創業大潮在各地風起雲湧，供給側改革目前已

經進入深水區。不過，在深入推進供給側改革

的過程中，供需錯配、要素梗阻、產能過剩、

企業成本高等問題逐漸暴露，亟待各部門形成

合力尋找破解之道。從今天起，本報將推出系

列報道，揭示供給側改革遭遇的矛盾和問題，

從政策制定、路徑選擇、化解風險等維度建言

獻策，敬請讀者關註。

當前，我國經濟既存在有效供給不足，又

存在供需錯配的問題。《經濟參考報》記者調

研發現，在新興產業和部分關系民生的領域，

市場上既有供給也有需求，但受政策限制、利

益藩籬、配套不足等因素影響，這些市場出現

了供需錯配。

受訪專家和企業界人士建議，及時打通這

些抑制供需的關鍵環節，讓需求和供給有效銜

接，將釋放巨大市場潛力，加速形成新的經濟

增長點。

土地是供給側五大要素之壹，而當前土地

資源供需錯配表現突出。壹方面，城市用地緊

張，城裏人渴望下鄉置業面臨政策限制；另壹

方面，土地資源是農民最大的財富源泉，而農村

宅基地大量閑置，不能進入市場交易，農民難以

“因地致富”。

河南省民權縣的時先生最近就遇到了壹個麻

煩。“孩子在廣州買房的首付有缺口，原本想把

自己在縣城的二層小樓賣了，跟隨孩子在廣州生

活，雖然看房的人來了壹茬又壹茬，可壹聽說沒

房本扭頭就走了。”時先生說，“我的房子是

2000年蓋的，買的是農民的宅基地。由於政策有

限制，壹直辦不下來房本，這些年住著是沒啥問

題，現在想賣卻賣不出去了，周邊像我這樣情況

的住戶還有很多。”

壹方面農村建設用地有充足供給，壹方面

城市資本、城裏人有用地需求，但目前依然存

在供需錯配。究其原因，主要是擔心工商資本

進入農村後造成非農化、非糧化，農民流離失

所。對此，國土資源部調控和監測司巡視員董

祚繼表示，通過用途管制，農村耕地可以得到

有效保護和監管。

“城市住宅用地與農村住宅用地不同的制度，是

造成城鄉二元結構的主要原因。城鎮住房用地可以

進入市場，而農村的住房用地是無償無限期的

使用，出發點是保護農民利益，但這弊大於利，農

民沒法把它當成財產，不能去抵押，不能創造收

益。”董柞繼表示。

國土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底，農民

居民點用地是2.85億畝，城鎮居民點是1.34億畝，

二者比例2.14：1。而2015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

口比重達到56.1%，也就是說現在不到壹半的農村

人口住了壹多半的地。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學部副主任時和興建

議，推行供給側改革，土地要素方面最大的突破點

在於農村土地改革，應以還權賦能為取向，賦予農

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公平交換，也為城

市資本找到出路。

新供給並不會自動創造出相應的新需求，更難

以實現等量的新需求。光伏產業是戰略性新興產

業，由原來迅猛增長到產能嚴重過剩，包括無錫尚

德在內的大批企業倒閉，教訓深刻。

“有人指責是企業和部分地方頭腦發熱，

盲目擴大產能，其實只說對了壹半。另壹半原

因是國外市場坍塌後，沒有及時打通國內市

場應用的通道。”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

長賈康表示。

限電是制約國內光伏行業發展的瓶頸問題。國

內某大型光伏企業相關負責人說，近年來，限電平

均達到40%，高的時候可達70%。“妳發了電，不

讓妳上網，也不給妳錢，這直接影響了國內市場的

發展。”

“大家都知道新能源是未來發展趨勢，但在推

動新能源發展的過程中處處能感受到傳統能源的桎

梏。”中關村新華新能源產業研究院副院長林玉表

示，表面上是限電問題，實質上是新舊兩種資源、

兩種機制對市場的爭奪。

電網輸送能力不足是限電問題產生的重要

因素。國家電網能源研究院新能源與統計研究

所所長李瓊慧認為，電網項目核準滯後於新能

源項目，造成消納能力不足。“甘肅酒泉風電

基地裝機規模已超過 1200 萬千瓦、太陽能發電

近 600 萬千瓦，但酒泉-湖南特高壓直流工程

2015年 5月核準建設，預計2017年才能投產，外

送通道建設滯後2-3年。”

中國光伏行業協會秘書長王勃華建議，要

采取差別化用地政策支持新業態發展，打通

橫梗在供需之間的壟斷利益藩籬，引導部分

新需求對接新供給。同時做好電網電站規劃

的銜接、地方規劃與國家規劃的銜接，加快

電網項目核準。

我國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養老產業上的供需

錯配問題突出，壹方面養老機構“壹床難求”，另

壹方面養老機構的空置率居高不下。2014年發布的

《中國老齡產業發展報告》顯示，全國養老服務機

構每千名老人床位數僅為20張左右。而《中國養

老機構發展研究報告》顯示，我國養老機構空置率

平均達48％。

北京的劉先生今年80歲，常年獨居。家人在

離家不遠處的日間照料中心給他購買了最基本的養

老服務——每天兩頓飯、上門打掃等等。去年10

月初，他下樓時摔了壹跤，而居家養老中心只能做

簡單處理。“最大的問題是醫療保障，我們沒有辦

醫資質，遇到老人病了，只能做簡單處理，然後撥

打120等醫生來。”萬福年華居家養老照料中心負

責人吳溪說。

傳統的養老院只能是簡單的日常照料，老年人

壹旦患病，就不得不經常在家庭、醫院和養老機構

之間奔波轉折，十分不便。在這種背景下，“醫養

結合”模式解決了“醫院不能養、養老院不能醫”

的問題，受到社會歡迎。

但“醫養結合”模式在推廣時仍然困難重

重。國家尚未將“醫養結合”的機構認定為醫

療機構，因此無法享受醫保報銷政策、不能納

入醫保定點。除了個別省市，目前異地醫保報

銷尚未解決。

北京市西城區壹家老年公寓負責人坦言，他們

壹直想申請執照，但僅僅“診室分類”就要求有搶

救室、處置室、治療室、消毒間等，對於小規模養

老院來說確實很為難。

而壹家知名民辦養老院負責人透露，兩年前他

們就得到了衛生部門的資質，但醫保定點遲遲沒落

實，連基本的感冒藥都無法走醫保。

此外，醫療機構由衛生部門主管，養老機構由

民政部門主管，涉及醫療保險費用報銷事宜又由醫

保部門主管，導致多頭管理、交叉重疊，也成為阻

礙醫養結合發展的“絆腳石”。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董克用建

議，應成立協調領導機構，民政、衛生、醫保、

財政等加強協作，盡快聯合出臺統壹政策，推動

醫療與養老機構融合發展。支持符合條件的養老

機構申請開辦醫療機構，開展醫療服務；對“醫

養結合”養老機構實施衛生準入、民政扶持、醫

保定點等扶持政策；完善醫保報銷制度，切實解

決老年人異地就醫結算問題；探索建立長期護理

保險制度，對於養老機構內設的醫療機構，優先

納入定點範圍。

土地要素：為宅基地還權賦權

新能源產業：
打破壟斷利益藩籬

養老產業：完善公共配套

美中核合作增進兩國互信 加強全球核安全

中國視角下的核安全問題

（綜合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專機抵達布拉
格，開始對捷克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

當習近平乘坐的專機進入捷克領空時，捷克2
架鷹獅戰機升空護航。當地時間下午2時許，專機
抵達布拉格機場。習近平步出艙門，受到捷克外長
扎奧拉萊克、總統辦公廳主任米納日等熱情迎接。

習近平向捷克人民致以誠摯問候和良好祝願。
習近平指出，中捷兩國和兩國人民友好交往源遠流
長。捷克已經成為中國在中東歐地區重要合作伙伴
，在歐盟內的好朋友、好伙伴。當前，兩國關系發
展步入快車道，各領域交流合作蓬勃開展，並在中
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框架內開展良好合作，為推動

中歐關系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習近平強調，這是我首次以國家主席身份訪問

中東歐國家，也是兩國建交67年來中國國家主席首
次訪問捷克。我期待同澤曼總統等捷克領導人廣泛
接觸，深入交換意見，通過此訪加深兩國人民傳統
友誼，增強中捷政治互信，拓展兩國務實合作，為
中捷關系未來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王滬寧、栗戰書、楊潔篪等陪同人員同機抵達
。

中國駐捷克大使馬克卿也到機場迎接。
在結束對捷克的國事訪問後，習近平還將赴美

國華盛頓出席第四屆核安全峰會。

習近平抵達布拉格習近平抵達布拉格 開始對捷克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開始對捷克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

 






















（新華社）第四屆核安全峰會將於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１日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美國核能研究所副所長丹尼爾·李普
曼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美國和中國開展核合作
為兩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並促進兩國在雙邊關系問題上建立
互信。

李普曼曾在美國核電業巨頭西屋電氣公司擔任高級副總裁
多年，他在促成２００７年中美達成中國引進第三代ＡＰ１０
００核電技術的協議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李普曼現今所在的核
能研究所，是中美核合作包括去年美國政府續簽中美和平利用
核能合作協定的積極推動者。他認為，中美核合作還有助加強
全球核安全。

李普曼認為，雙邊核合作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與信任的牢
固基礎上，所分享的技術應僅僅用於和平目的。當這種合作順
利開展後，它將增進兩國互信，推進雙邊關系。此外，核貿易
也帶來廣泛的人與人以及機構之間的交流，從而有助於兩國分
享在核安全、核安保以及防止核擴散方面的經驗。

李普曼同時指出，“無論對中國、美國，還是其他國家來
說，美中合作都蘊藏著巨大商機”。但與兩國核合作的潛力相
比，美中現在的合作規模還很小。

近年來，防止核擴散成為中美合作的一個熱門領域。本月
１８日，由中國國家原子能機構與美國能源部共同建設的核安
保示範中心在北京市房山區投入運行，這是亞太地區乃至全球
規模最大、設備最全、設施最先進的核安保交流與培訓中心，
也是迄今中美兩國由政府直接投資建設的核領域最大合作項目
。

李普曼對此表示，過去幾十年，中國在防止核擴散方面取
得“巨大進步”，美國能源企業希望中國在這方面繼續取得進
展，因為唯有在確保核能安全性與可靠性的前提下，全球核電
市場才能發展。

今年１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中國涉核領域的
第一部白皮書——《中國的核應急》。白皮書指出，中國始終
把核安全放在和平利用核能事業首要位置，堅持總體國家安全

觀，倡導理性、協調、並進的核安全觀，秉持為發展求安全、
以安全促發展的理念，始終追求發展和安全兩個目標有機融合
。

按照中國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目標，到２０２０年，中國
大陸運行核電裝機容量將達到５８００萬千瓦，在建３０００
萬千瓦左右；到２０３０年，力爭形成能夠體現世界核電發展
方向的科技研發體系和配套工業體系，核電技術裝備在國際市
場占據相當份額，全面實現建設核電強國目標。

李普曼高度贊賞中國發展核能的決定，認為這有助於促進
中國能源與技術的多元性，加強中國的能源安全。他說，核電
能夠提供大範圍、可靠的基本負荷電力，是使用可再生能源的
間歇性電源的必要補充。與此同時，核電是零碳排放，發展核
電將為中國經濟帶來可持續發展。中國在國內建造並安全運行
核電站的經驗，將幫助中國在全球核能供應鏈中發揮更大作用
。

李普曼呼吁，零碳排放的核電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努力
中應該發揮更大作用。他說，通過在預算之內安全、適時地部
署核電站，中國將會證明發展核能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因此
“在某些方面，中國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了一個模板”。

（綜合報道）又到春暖花開時。未來幾天
，全世界的目光將再次投向華盛頓。多國政要
將齊聚於此，圍繞加強國際核安全體系展開對
話。2014年，習近平主席在海牙核安全峰會上
首次提出中國的“核安全觀”，成為指引中國
核安全努力和推進國際核安全進程的重要理念
。習主席時隔兩年再次出席峰會，是對中國踐
行新安全觀和增進普遍安全的最好詮釋，也充
分體現出中國對核安全的重視和對國際安全的
擔當。

當前，全球熱點問題頻發、恐怖主義繁衍
蔓延，核恐怖主義風險有增無減。國際社會必
須加強統籌協調，形成合力，集眾之所能，控
險於端倪，推進核領域全球治理。

第一，加強國家核安全能力建設是關鍵。

各國應積極履行
國家主體責任和
國際義務，不斷
加強國內相關立

法和監督管理機制，采取有效措施保護本國核
材料和核設施安全，為提高核安全能力提供制
度、機制、技術以及人力資源等方面的全天候
保障。

第二，減少核恐怖主義動因是根本。各國
應堅持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倡導共同、綜
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努力構建以合作
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堅定推進核領域
全球治理，為加強核安全營造有利國際環境，
從根源上鏟除滋生核恐怖主義的土壤。

第三，開展核安全國際交流合作是動力。
各國應攜手應對核安全這一跨國性挑戰，充分
發揮現有多邊和雙邊合作機制和渠道的作用，
推動國際原子能機構、聯合國以及國際刑警組
織等各司其職，協調並進，共聚合力。

第四，綜合施策消除核安全風險是保障。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各國應堅持核
材料供需平衡，發展現代化和低風險的核能技
術，加強防擴散出口控制，同時要密切關注國
際金融和網絡系統發展帶來的新風險，制定危
機應對預案，准確評估，果斷處置，及時掌控
局面。

中國不僅大力支持增進全球核安全，而且
為此付諸大量實際行動。中國始終秉持為發展
求安全、以安全促發展理念，在確保核安全前
提下，推進核能事業發展，並在發展中將核安
全努力不斷推向新的高度。

一是參與峰會進程，走中國特色的核安全
之路。中國領導人出席歷屆峰會，在核安全領
域發出中國聲音，有關理念和倡議獲得國際社
會高度認可。中國積極落實峰會成果，履行所
作承諾，發揮峰會輻射效應，借鑒國際先進經
驗，引進國外資金、技術和設備，服務國家安
全和發展利益，取得良好成效。

二是采取切實行動，加強自身核安全能力
建設。中國把核安全納入國家總體安全體系，
寫入《國家安全法》，明確了核安全的戰略定
位。中國不斷健全監管和執法機制，全面開展
從業人員能力建設，提升核應急能力和反核恐
能力。

三是開展國際合作，提供核安全公共產品
。中國批准了核安全領域所有國際法律文書，
支持國際原子能機構及聯合國等相關機構和機
制工作，認真履行國際義務。中美共建的核安
保示範中心已於3月18日在北京落成，這將大
大提升亞太地區乃至全球核安全水平。中國協
助加納改造其高濃鈾微堆的項目已取得積極進
展。中國將繼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
幫助。

中國期待，各國在本屆核安全峰會上不斷
凝聚共識，推動構建一個更加公平、合作、共
贏的國際核安全體系，引領全球核能持續健康
發展，為核領域全球治理作出新的貢獻。

兩個月8處樓盤因房價下跌遭遇 「維權」 糾紛

誰該為 「退房潮」 埋單
對大多數人而言，讓房價回歸到 「合理的

水平」是期盼已久的目標，然而對於那些在房價高
點入市的購房者而言，樓市泡沫的破碎意味著個人
財富的縮水。於是，伴隨著房價的下跌，要求開發
商退房、補價的聲音不絕於耳，愈演愈烈的 「退房
潮」在帶給中國房地產以衝擊的同時，還帶來了怎
樣的思考？

7000元房價落差
購房業主很受傷
北京中原地產市場總監張大偉告訴記者，

根據中原市場研究部門的初步統計，就在短短不到
兩個月的時間內，包括北京大興順馳領海、上海萬
科清林徑、南京天正濱江花園、安徽蕪湖鏡湖世紀
城、寧波合生國際城、上海浦東中海御景熙岸、上
海龍湖酈城、北京京貿國際城等八處樓盤的售樓處
發生 「維權」業主和開發企業的嚴重糾紛和衝突。
這些引發衝突的項目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其
在售房源的房價相比此前售出的已經大幅度縮水，
降價幅度最高的已經接近一半。

11月18日，不久前剛在北京順馳領海項
目定下一套四居室的姚峰（化名）來到售樓處要求
退還兩萬元定金。

用他的話來說，不久前自己的家人 「一衝
動交了定金」，看著現在房價的趨勢，如果不趕緊
退掉，沒準很快還要跌。

冷清的售樓處沒有太多看房的人，但卻坐
著十幾個如臨大敵的安保人員。事實上，僅僅交了
定金的姚峰仍然是 「幸運」的，就在他退房前的一
週，11月12日，這個樓盤的部分業主聚集到領海
售樓處進行 「維權」。

由於當時未能與相關代表達成一致意見，
部分業主情緒失控，對售樓處模型沙盤進行了打
砸。這處已經賣了一年多的五環外樓盤曾經在
2010年3月到5月間賣出了高達21000元每平方米
的均價，然而目前其在售戶型的價格已經回落到了
14000元每平方米左右。

7000 元左右的落差讓很多高點購房的業
主難以接受，僅僅一年自己的資產就蒸發了三分之
一，這使得開發商成為業主們口誅筆伐的焦點，也
成為很多業主現場維權的主要動因。

房價下跌財富縮水
是否有 「權」 可 「維」
順馳領海項目所遭遇的糾紛並非個案。短

時間內房價如此 「不靠譜」的變化，讓投入重金的
業主們無法釋懷，也使這些曾經門庭若市的售樓處
變成了開發商與業主們拳腳相向的戰場。 「維權」
成為業主們應對房價大跌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

「近期悄無聲息開盤的華業東方玫瑰
A9，將其中戶型最好的90和92平方米正南戶型通
過均價 14500 元/平方米的價格出售。得知這一消
息後，所有A4業主第一感受都是震驚，然後是憤
怒，A4 業主在幾週前花費19300 元的單價購買88
平方米的戶型、位置更差的A4樓盤，40多萬元房

款一夜蒸發……嚴重損害了已購A4業主的合法權
益，A4業主將採取合法手段維護自身權利。」

這段話來自一封業主寫給開發企業的公開
信，文中提到的華業東方玫瑰項目位於北京通州。
8月，該樓盤項目突然出現了大幅度的降價，進而
引發了先期業主的不滿。部分業主自發組成了一個
「維權小組籌委會」，向開發企業連續發出三封公

開信提出退房以及補償的要求。
在房價下跌的大背景下，要求退房或者維

權已成為一種無法迴避的社會現象，對於購房人而
言，一套房子在短短幾週內，損失幾十萬甚至上百
萬元，在情感上難以接受。然而即便業主既 「震
驚」又 「憤怒」，但在一紙購房合同面前，這種對
於價格的質疑卻很難獲得法律的支持。

所謂 「契約精神」
不能掩蓋責任
北京盛峰律師事務所房地產法律事務部首

席律師李松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表示，如果僅僅是因
為市場因素導致價格的變化，那麼開發商在其中沒
有過錯，在這種情況下，業主以市場變化為退房或
維權理由的話，法律上很難獲得支持，這樣的維權
在法律上很難站得住腳。

另一位房產糾紛
專家、北京市盈科律師事
務所律師張仁藏同樣認
為，因為房價下跌要求退
房或者退還差價是沒有道
理的， 「合同具有相對
性，對於在平等協商基礎
上簽訂的合同，既然簽字
了，就要受合同約束，如
果以當時合同簽訂價格過
高提出解除合同要求，這
是不能獲得支持的。」

事實上，在幾個
月前退房問題剛剛露出苗
頭的時候，對於業主要求
退房或者補差價的問題就
已經引發了社會上的廣泛
討論。

大 部 分 人 都 認
為，本著契約精神，既然
自願簽訂了購房合同就不
應該再糾結於價格的漲
跌，糾紛不僅無助於事情
的解決，而且還可能給房
價調控目標的實現添亂。

「在房價上漲過
程中，購房者並未平分利
潤給開發商，所以在下調
的時候也很難要求開發商
退差價。」

在 「契約精神」

的面前，業主們的 「維權」看上去似乎有些無理取
鬧，但在這些寄希望於 「維權」的業主眼中，那份
看似平等的購房合約背後本身就隱藏著諸多不平等
的 「潛規則」。

「和開發商相比我們永遠是弱者。」姚峰
說，面對開發商動輒採用的捂盤惜售、分批放盤的
手段，以及售樓人員或明示、或暗示告訴購房人房
子是不會貶值的說法，有多少人能始終保持所謂的
「理性」？

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
主任宋丁認為，對於退房潮，要堅持 「契約精
神」，但也要看到購房者在議價方面先天的弱勢地
位，看到開發商在推高房價方面承擔著不可推卸的
責任，因此開發商不能以 「契約精神」為由推開一
切責任。

「在處理退房潮問題上，不能單單考慮法
律因素，還要有道義和情感上的考量。」將退房問
題的解決寄托在企業自身的道義無疑有些理想化。
從監管著手，徹底理順房地產銷售環節的種種弊端
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遇降價必遭退房
漏洞該怎樣堵住

在華業東方玫瑰業主們發出的公開信中，
曾直言開發企業存在捂盤和虛假宣傳的違規行為。
而事實上，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之所以會存在 「每遇
降價必遭退房」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在於房地產銷
售環節上存在諸多不規範與不合理的漏洞。

「首先就是定價問題。」張大偉表示，當
下在降價項目出現糾紛首先就是開發商定價隨意。
很多項目預售週期過長，以北京通州為例，很多項
目從開盤的每平方米不到5000元，在短短幾年內
就漲到2萬元。在成本變動不大的情況下，對如此
大幅度的提價早就應該納入監管的視野。

還有就是開發商銷售過程中存在的部分違
規行為或者承諾。不少業內人士認為，現行的預售
制度仍然給捂盤惜售、分段放盤提供了存在的空
間。不僅如此，在銷售宣傳過程中避重就輕，誤導
消費者的現象十分普遍，由於大量的口頭承諾根本
不會寫入合同，購房者往往會吃啞巴虧，這些問題
在樓市走高的情況下容易被掩蓋，一旦市場遇冷就
會馬上暴露出來，成為矛盾衝突的焦點。

除此之外，頻頻出現的退房糾紛也從另一
個側面反映出多年來樓市的畸形發展， 「房價從來
沒有真正跌價過，使得購房者忽視了房屋作為商品

不僅會漲，而且會跌的事實。」上海
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綜合研究部部長楊
紅旭說，將投資賭在房子上的人們應
該增加風險意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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