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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批發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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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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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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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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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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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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49 /呎

12mm $2.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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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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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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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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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瑞
Se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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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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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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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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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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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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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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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美食美客翁大嘴獨挑大樑 私房家常料理輕鬆做
美南國際電視頻道15.3熱門美食廚藝節目「美食美客」3日錄製第16集﹐

這次由美食美客主持人翁大嘴獨挑大樑﹐帶來兩道簡易家常菜「杏鮑菇玉子
燒」和「肉末燒茄子」﹐輕鬆上好菜﹒精彩內容﹐全在下周一晚間7點半到8點
半播出﹐敬請準時收看﹒

敬請關注 美食美客

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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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亞玲 國家一級演員﹐黃梅戲“五朵金花”之一﹒安徽省“四個一批”拔尖人才﹐安徽省政
協常委﹐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享受國務院頒發的特殊津貼﹒中國戲
劇“梅花獎”﹑中國文化藝術政府獎“文華表演獎”獲得者﹒她扮相俊美﹑氣質溫存﹑表演含蓄﹐曾在
電影《龍女》中飾演珍姑﹐電視劇《狐女嬰寧》中飾演嬰寧﹑《家》中飾演梅表姐﹐舞臺劇《天仙配》中
飾演七仙女﹑《女駙馬》中飾演公主﹑《遊春》中飾演趙翠花﹑《紅絲錯》中飾演章榴花﹑《秋千架》中飾
演公主﹑《長恨歌》中飾演梅妃﹑《牛郎織女》中飾演王母﹐尤其是在《紅樓夢》中飾演的林黛玉﹑《墻
頭馬上》中飾演的李千金﹑《雷雨》中飾演的繁漪等角色更是生動地體現了她的表演藝術風格﹐是
一位深得廣大觀眾喜愛的黃梅戲著名演員﹒

《黃梅飄香美利堅》休斯頓
專場5月16日隆重登場﹗

蔣建國 國家一級演員﹐中國戲劇“梅花獎”﹑中國文化藝術政府獎“文華表演獎”獲得者﹒中宣
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全國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安徽省“六個一批”拔尖人才﹒文
化部優秀專家﹐安徽省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安徽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享受國
務院頒發的特殊津貼﹒他扮相瀟灑俊朗﹑嗓音寬厚明亮﹑表演樸實大方﹐曾在舞臺劇《無事生非》中飾
演婁地鰲﹑《紅樓夢》中飾演蔣玉菡﹑《紅絲錯》中飾演薛春林﹑《喜榮歸》中飾演趙庭玉﹑《挑女婿》中飾演
李俊生﹑《風雨麗人行》中飾演廉泉﹑《秋千架》中飾演千尋﹑《墻頭馬上》中飾演裴少俊﹑《雷雨》中飾演周
萍﹑《逆火》中飾演柴夢軒﹐電視劇《家》中飾演高覺民﹑《朝霞滿天》中飾演劉思揚﹑《詩仙李白》中飾演李
陽冰﹐《明月清照》中飾演趙明誠等﹐是一位深受廣大觀眾喜愛的黃梅戲著名演員﹒

趙媛媛 國家一級演員﹐安徽省“六個一批”拔尖人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享受國務院頒發的特殊津貼﹐安徽省人大代表﹐曾榮獲中國
戲劇“梅花獎”﹑安徽省勞動模範﹑安徽省先進工作者稱號﹒她扮相俊美﹑氣質溫存﹑表
演含蓄﹐曾在舞臺劇《楊乃武與小白菜》﹑《包公嫁女》﹑《賣油郎與花魁女》﹑《公主與皇
帝》﹑《富貴圖》﹑《柳暗花明》﹑《打金枝》﹑《狀元女與博士郎》﹔小戲折子戲《夫妻觀燈》﹑
《遊春》﹑《洞房》﹑《放裴》﹑《打金枝》﹑《天女散花》和電影電視劇《山鄉情悠悠》《審婿招
婿》《公主與皇帝》﹑《西樓會》﹑《桃花女》﹑《琴癡宦娘》﹑《特殊連隊》﹑《花田錯》等飾演主
角﹒特別在大型古裝黃梅戲《孔雀東南飛》中飾演的劉蘭芝更是獲得廣泛好評﹐是一位
深受觀眾喜愛的黃梅戲著名演員﹒

孫 娟 國家一級演員﹐安徽省“六個一批”青年優秀人才﹒中國戲劇“梅花獎”獲
得者﹐享受省政府頒發的特殊津貼﹒曾榮獲首屆黃梅戲“嚴鳳英獎”大獎賽“金獎”﹑首
屆安慶黃梅戲藝術節“表演金獎”﹑中國戲劇“紅梅”獎大賽“大獎”﹑安徽省黃梅戲“黃
山杯”大賽“十佳演員”稱號﹒她扮相秀麗﹐嗓音甜潤﹐曾在舞臺劇《天仙配》中飾演七仙
女﹑《女駙馬》中飾演馮素珍﹑《風塵女畫家》中飾演張玉良﹑《紅樓夢》中飾演王熙鳳﹑《霸
王別姬》中飾演虞姬﹑《小喬初嫁》中飾演葉兒﹐在黃梅戲電視劇《春》﹑《花田錯》﹑《孔雀
東南飛》﹑《清風明月》中塑造了眾多個性迥異的人物形象﹐頗受觀眾好評﹐是一位深受
觀眾喜愛的黃梅戲知名演員

周 珊 國家一級演員﹐安徽省“六個一批”拔尖人才, 享受省政府

頒發的特殊津貼﹒曾獲安徽省黃梅戲“黃山杯”大獎賽“十佳演員”稱號﹐
第二屆黃梅戲“嚴鳳英獎”大獎賽“金獎”﹒ 他嗓音圓潤﹑表演自然﹑樸實﹐
在我院上演劇目《紅樓夢》中飾演焙茗﹑《十送英臺》中飾演梁山伯﹑《天仙
配》中飾演董永﹑《春香鬧學》中飾演王金榮﹑《回民灣》中飾演楊中秋﹑《雷
雨》中飾演周沖﹑《牛郎織女》中飾演牛郎﹐並在《朝霞滿天》﹑《祝福》等電
視劇中飾演重要角色﹐頗受觀眾的贊譽﹐是一位深受廣大觀眾喜愛的黃
梅戲主要演員之一﹒

劉 華 國家一級演員﹐安徽省“六個一批”拔尖人才﹐曾獲中國戲
劇“曹禺獎”（表演一等獎）﹔中央電視臺CCTV小戲小品大賽（優秀演出
獎）﹒曾在電影《龍女》﹑電視劇《嫦娥奔月》﹑《拉郎配》等劇中擔任重要角
色﹐在舞臺劇《女駙馬》中飾皇帝﹔《啼笑因緣》中飾樊家樹﹔《長恨歌》中飾
李龜年﹐《霸王別姬》中飾範增﹐《徽商胡雪巖》中飾王有齡﹑《小喬初嫁》中
飾演程普等角色﹐深受觀眾的好評﹒是一位深受廣大觀眾喜愛的黃梅戲
主要演員之一﹒

何 雲 國家一級演員﹐安徽省“六個一批”青年優秀人才﹐新世紀黃梅戲“五朵金花”之一﹒她噪音明
亮﹐扮相端莊大方﹐表演樸實生動﹐曾獲第二屆黃梅戲“嚴鳳英獎”大賽“銀獎”﹐首屆長江之星十二省市青年戲
曲演唱大賽“金獎”﹒先後在舞臺劇《女駙馬》中飾馮素珍﹑《天仙配》中飾大姐﹑《擋轎》中飾喬亞仙﹑《紅樓夢》
中飾賈寶玉﹑《大眼睛的期盼》中飾童小蕊﹑《雷雨》中飾四鳳﹐《徽商胡雪巖》中飾黃姑﹐《小喬初嫁》中飾演小
喬﹐是一位深受廣大觀眾喜愛的黃梅戲主要演員之一﹒

本報記者
翁大嘴報導

2016年「美國華人石油協會」（CAPA）
海域技術會議（OTC）招待會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朱憲懷前會長﹑Forland Petro-
leum Equipment公司副總裁蕭柯等歡迎北京中科
聯華石油科學研究院董事長紀新科蒞休晚宴

CAPA會長李怡德博士致歡迎詞及介紹CAPA主
要活動的內容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英文簡稱CAPA）為來自中國
大陸和臺灣的與會代表團舉辦一個晚宴﹒歡迎
CAPA的所有贊助者﹑會員和朋友們出席並與來自
海內外各地的客人們一起共享一個輕鬆的夜晚

中油休士頓陳雄茂總經理,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科
技組黃河領事﹑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李怡德會長, 史
大昌董事會主席﹑贊助商Tracy 龐熱烈歡迎中國石
油化工集團公司外事局美大處楊愛玲副處長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史大昌董
事會主席於5月3日在晚宴上
與國會議員Al Green代表譚
秋晴夫婦互相交流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朱憲懷前會長﹑張世曉財務長﹑
陳家傑副會長,李怡德會長﹑廖前會長借海域技術
會議（OTC）之便和參加會議的代表們之間相互建
立和鞏固其業務關係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尚柱成前董事會主席﹑2016年
史大昌董事會主席與贊助商Energo執行董事顧寶
鼎在晚宴上互動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2016年史大昌董事會主席﹑李
怡德會長﹑廖前會長﹑贊助商Energo執行董事顧寶
鼎﹑中油休士頓﹑陳雄茂總經理﹑臺北經文處科技組
遊慧光組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歡聚一堂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陳家傑副會長﹑黃冰夫婦與廣東
社科院王教授在珍寶海鮮餐廳一起共享一個輕鬆
的夜晚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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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

● 免費高清頻道
● 免費數位頻道

● 免費中、英文頻道

（本報訊）Chevron Corp 公司日
前表示在年底之前計劃裁員 8000 名員
工，占其公司員工人數 12％，這也是
公司為了縮減成本采取的瘦身政策。

作為美國第二大石油公司，從
2014 年夏季以來，該公司已經減少了

4000個固定工作和減少了
6500名的合同人員，公司
總裁之前也曾經表示將要
裁員7000人。
今年頭三個月，Chevron
一共損失了7.25億美元，
這也是該公司 20 年以來
第一次出現第一季度出現
虧損，因此，采取裁員的
方式成為公司消減成本和
支付債務的主要手段。
在美國和加拿大超過 60

個鑽井已經申請了破產，在美國，石油
生產業主和服務公司已經削減了 120,
000 個工作機會，石油大公司 Schlum-
berger, Halliburton, Baker Hughes 和
National Oilwell Varco 也都在最近幾周
宣布將裁員24000人。

還要裁員
Chevron總裁宣布再裁員８０００名員工

油價暴跌 波及美國煉油企業

（本報訊）位於哈瑞斯郡西部Katy的一家卡車運
輸公司，昨天發生一名員工開槍射殺主管的事件，之
後這名員工自殺身亡。

根據警方的報道，位於Katy地區的Morton Ranch
高中所在街道上的這家卡車運輸公司Knight Transpor-
tation上午8:45發生槍案。

哈瑞斯警官Hickman在描述案情時稱，這家卡車
運輸公司總部位於鳳凰城，而這名在休斯頓工作的員
工是在不久之前遭到了解雇，昨天他開車駛入公司，
停好車後，於是攜帶手槍進入辦公室，將總管射殺。

公司的另外一名員工看到這名持槍者進入公司大
樓，並聽到槍手聲稱：“你毀了我所有的生活”，目
前也不清楚，這位男子是否和其他人進行過特別談話
。

哈瑞斯警官Hickman稱這名主管在現場死亡後，
這名槍手於是就將槍口對准了自己，此外另有兩名工
作人員受傷。
目前這家公司所有員工停止工作，並且公司向員工提
供了心理咨詢師。

這家公司在聲明中稱：我們向受難者的家屬表示
深深的哀悼。同時公司也承認這名槍手是這家公司的
一名具有較長工作時間的員工。並且感謝警方的快速
反應，公司正在全力保證員工的安全，咨詢師也將服
務每一位公司員工，公司已經停止了ＫＡＴＹ的運作
，直到調查完成。

目前此案仍在調查當中，遇難的主管和槍手的名
字和具體信息都尚未對外公布。

在過去18個月石油行業其他領域都遭受了
低油價衝擊的情況下，美國煉油企業保持了強
勁的利潤增長勢頭，不過，第一季度這些煉油
企業的利潤增長最終還是陷入停滯。

許多煉油企業當季利潤都同比下降約一半
。煉油業務利潤的下滑對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Co.， XOM)等石油業巨頭以及全球產
量最大的獨立煉油商 Valero Energy Co. (VLO)
的業績造成衝擊。埃克森美孚曾指望煉油業務
抵消其能源生產利潤下滑的負面影響；Valero
Energy周二公佈第一財季利潤降至四年來同期
最低水平。

Valero首席執行長戈德(Joe Gorder)表示，
第一季度的市場狀況給該公司帶來很大挑戰，
汽油和柴油業務利潤率都面臨壓力。

導致煉油業務繁榮局面終結的是兩個趨勢
：其一，與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所產原油相比
，美國原油價格的大幅折價不復存在；其二，
美國汽油和柴油出口目的地市場供應日漸充足
。

雖然煉油企業大體上仍在盈利，而且現狀
好於2009年煉油行業上一次最為困難的時期，
但利潤的下滑凸顯出油價暴跌最終還是波及到
這個此前未受衝擊的領域。

許多分析人士預計，隨着冬去夏來美國駕
車出行量的增多，汽油需求會大幅回升。煉油
廠商稱，已看到駕車旺季即將到來的跡象。美
國能源情報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
tion)此前預計，今年美國國內汽油需求將增長
1.4%；去年增幅為2.7%。

Katy一家公司被解雇員工
開槍殺死主管後自殺

A man infected with Zika virus in Puerto Rico has died from 

a rare immune reaction to the virus,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ases, that there can be severe manifestations that result from 

but known complication of Zika and not a sign that the virus is 

"THIS DEMONSTRATES THAT, AS WITH 
GUILLAIN BARRE 

SYNDROMECASES, THAT THERE CAN BE 
SEVERE MANIFESTATIONS    THAT RESULT 
FROM ZIKA VIRUS INFECTION." – CDC

Juan, Puerto Rico, said the man who died developed the low 

Platelet counts fall, the blood doesn't clot well and a patients 

The CDC and Puerto Rico health department reported the 

"I DON'T THINK WE ARE GOING TO SEE 
A LOT OF MORTALITY FROM ZIKA VIRUS." – 

CDC

of all, were sick enough to require hospitalization, the CDC 

noted as Zika infect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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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th In Puerto R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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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Medicine, said the death in Puerto Rico does not set 

Zika causes severe brain damage in developing fetuses if the 

pregnant women will have 
children with birth defects 

that people need to do 

mosquito bites where Zika 

using repellents, wearing 
long-sleeved clothing 

screened windows when 

"Although Zika virus-

need for continued outreach to raise health care providers' 
awareness of complications that might lead to severe disease 

for 40 kilometers at speeds as high as 70 km per hour, 

Water, which controls the reaction temperature inside 

A hybrid tram powered by hydrogen cells and supercapacitors rolled 
off the assembly line in North China's Hebei province, April 2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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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面對面之「科技與生活」節目

【本報訊】美南國際電視網現場面對面系列節目之一的「科技與生活」﹐由張紹華擔任主持人與科技

電腦專家符濟群一起探討最新科技資訊﹐介紹有趣好玩的科技新聞和產品﹒日前播出節目內容探

討近期許多新奇科技新聞﹐包括德州羅萊特拆屋公司使用谷歌地圖卻拆錯房子﹑體型小﹐利用超音

波的隨身機洗衣機﹑可愛機器人嬌嬌﹑4月初SpaceX火箭成功降落在海面平臺﹐火箭回收使太空計

畫成本降低9 成與電腦畫面遭綁架的接套方式﹐都在當集節目內容播出﹐有興趣的觀眾可持續鎖

定周一至週五晚間7點30至8點30分﹐敬請關註﹒

節目主持人張紹華

科技專家來賓符濟群

兩人在節目上暢談科技新知

符濟群(右下)介紹有趣好玩的科技新聞

美南國際電視網熱播連續劇「小兒難養」
看夫妻教養衝突
劇情介紹﹕《小兒難養》是一部講述年輕人在

父母﹑婚姻及幼兒等壓力下引發的現今社會話

題﹒80後的模範夫妻簡寧和江心抱著對"有孩

兒生活"最美好的想像﹐手舞足蹈地開始了為人

父母的日子﹒但二人沒有想到的是﹐養孩子的

煩惱是一波接著一波﹒

妹妹簡艾意外的與一個叫樂樂的孩子成為知心

朋友﹒而樂樂的父親嚴道信卻對這個"從天而降

"的女兒手足無措﹒於是簡艾也不經意的涉入到

這個奇怪的父女二人組中﹒

趙曉柔與男朋友吳迪原本是標準的"頂客族"﹒

當她看著簡寧和簡艾身邊那雖然麻煩但卻溫暖

的孩子們﹐發誓不婚的她﹐竟然對吳迪提出要結

婚生子﹐並出奇招﹐有計劃﹑有步驟地努力實現

願望﹐讓吳迪徹底傻眼了﹒

這三對為了孩子而與生活搏鬥的年輕夫妻﹐在

經歷重重困難後認識到生命的神聖和偉大﹐在

跌跌撞撞中體會著愛的昇華﹒他們在家庭﹑社

會﹑工作以及自我中尋找平衡﹐在養育孩子的過

程中收穫了愛﹑責任與成長﹒

播出時間﹕有興趣的觀眾﹐節目首播時間

是周一至周五下午2點至4 點﹐每周二至六

淩晨4點至6點﹒敬請關註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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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走進韓國“死亡”治療中心 體驗者寫遺書泣不成聲

在韓國，每天選擇自
殺的人數高達39人。對於
一個在短短幾十年間從世
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躍
居全球第13大的經濟體來
說，這顯然並不是什麼令
人感到光彩的記錄。首爾
有一家Hyowon治療中心，
每天的來訪者絡繹不絕，
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那
便是“體驗死亡”。

肯
亞
首
都
一6

層
居
民
樓
倒
塌

住
戶
被
埋

肯亞首都內羅畢，暴雨洪水致肯亞首都一座6層居民樓發生倒塌，
目前還不確定有多人人被埋。

日本舉辦“寶寶哭”相撲比賽 幼童拼盡全力大哭

日本東京，相撲選手抱著小孩參加“寶寶哭相撲”比賽。日本人相
信如果相撲手能使自己的寶寶嚎啕大哭，那麼孩子便能健康成長。

轉型升級顯成效 “中國經濟危機論”可以休矣
近日，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董事會主席沃倫·

巴菲特在2016年股東大會上表示，索羅斯認為“中

國債務可能重蹈2008年美國經濟危機的覆轍”是擔

心過多了。對此，專家指出，無論從現實還是歷史

經驗來看，中國都不符合經濟危機的條件，完全有

能力應對結構轉型中出現的問題。

並不符合危機條件
說中國經濟危機的人多是在臆測，因為事實根

本不支援他們得出這一結論。韓國中國經濟金融研

究所所長權柄熙指出，經濟危機一般應滿足 4個條

件：經濟負增長、企業負收支、房地產泡沫造成金

融機構連續破產、外匯大量流出造成外匯持有量劇

減，中國經濟的現狀不符合其中任何一項，因此，

說中國經濟危機其實是一個誤會。

仔細對照這些條件可以發現，中國與經濟危機

完全不沾邊。數據顯示，一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

值(GDP)同比增長 6.7%，增速位居世界前列；規模

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 13421.5億元，同比增

長7.4%；3月份，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為2033413

億元，同比增長 16.6%；外匯儲備由降轉升，達到

32125.79億美元，較上月增加102.58億美元。

而從歷史經驗來看，中國也不具備爆發經濟危

機的條件。相關人士指出，當前中國外匯儲備充足，

人民幣匯率穩定，不會出現此前亞洲金融風暴的情

況；中國也並未出現“日本病”的 3個指標特徵：

房地產價格暴跌、股市崩盤、本幣對外暴跌；中國

金融衍生品處於初級階段，不符合2008年金融危機

中的金融工具過度創新的條件。

“通過全球經濟的比較分析也可以看出，說中

國經濟危機是言過其實了。當前，中國經濟增速維

持在6.5%-7%之間，全球經濟增速在3%左右，中國

經濟的世界貢獻率超過25%，在全球屬於‘優等生’。

如果說中國要發生經濟危機，那麼在這之前應該有

很大一部分國家已經出現了危機，事實上我們並沒

有發現這樣的情況。”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

副院長趙錫軍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

債務問題完全可控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有些人肆意“唱空”中國？

專家指出，不少“唱空”中國、說中國經濟危機的

人是在“雞蛋裏挑骨頭”、故意放大一些問題，債

務問題就是他們“唱空”的一大“噱頭”。

“不可否認，當前中國的債務的確給經濟造成

了一定的壓力，這裡面最主要的還是企業債務的壓

力較大，但這種壓力並沒有大到能讓中國出現經濟

危機，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趙錫軍說。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表示，中國

的債務率並不嚴重，結構優化後風險不大。從中國

國家資產負債表 2015年報告中所披露的 2013年全

球債務情況來看，中國在整體債務率上並不是太高，

而是處於中等偏上水準。

對於當前的債務問題，中國有足夠的能力去解

決。穆迪董事阿特西· 謝斯認為，中國政府不僅了

解情況，而且有工具和意願來應對“杠桿”問題：

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增長前景依然強勁；另

一方面，中國的債務大部分是內債，而非向外借貸，

具有一定程度的穩定性。

“目前，我們依然有很大的操作空間去解決債務問

題。短期來看，對存量債務可以利用債轉股、資產證券

化以及並購重組等手段降低債務成本、緩解債務壓力；

長期來看，改善融資結構是最重要的解決方法，要擴大

直接融資，特別是擴大股權融資，這可以將債務的風險及

時地通過市場表現出來，進而減少向其他企業及整個市

場的傳導，實現對風險的隔離。”趙錫軍說。

市場看好未來發展
相比不負責任的“唱空”言論，市場上理性的看

法更值得關注。近日，巴菲特表示，他對中國經濟的

正面預期從未改變，對中國的長遠發展依然有信心，

相信中國的發展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好。

“巴菲特的這一說法是十分合理的，他說出了一些

人沒有說出來的事實。”趙錫軍說，這是基於中國經濟

良好的基本面得出來的結論，在當前全球經濟持續低迷

的大背景下，中國依然保持了中高速增長，各項經濟指

標表現良好，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卻有部分人出於自身利

益的訴求而故意忽略這些，是典型的“罔顧事實”。

趙錫軍進一步指出，應該認識到，中國經濟的發

展並不掌握在別人的手裏，外界的“唱空”言論只是

在嘩眾取寵。面對這些，我們更應該做好自己，按照

中國既定的節奏去發展經濟。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既

要認清自身的優勢，同時也不回避發展中的問題，通

過有序的宏觀政策調控、推動“雙創”以及“三去一

降一補”等積極措施推動經濟的轉型升級。

事實上，隨著中國把握經濟發展主動權能力的

增強，外界對於中國經濟的“肯定”也越來越多。

此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多家機構已表示

看好中國經濟；瑞士銀行也將2016年中國經濟增長

預期從 6.2%提高到 6.6%；亞洲開發銀行行長中尾

武彥表示，中國經濟不會“硬著陸”；因帕拉資產

管理公司基金管理人畢曉普認為，今後兩年，中國

經濟狀況會比人們認為的要好得多。

萬元GDP能耗持續降低
節能減排這根弦仍松不得

綜合報導 近日，國家統計局、國家

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聯合公佈了

2015年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萬元地區

生產總值(GDP)能耗降低率等指標。從指

標看，吉林省萬元 GDP 能耗去年下降

10.69%，降幅最大；雲南緊隨其後，降

幅為 8.83%。此外，福建、湖北、甘

肅、貴州、四川、天津等省份的萬元

GDP能耗降幅在 7%至 8%之間。而寧夏

的萬元GDP能耗則上升了1.2%。

萬元GDP能耗指一個地區創造每萬

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衡量經濟發展

品質的重要指標。一般來說，萬元GDP

能耗降幅越大，表明一個地區節能降耗

的成效越顯著，反之則表明一個地區在

節能降耗方面存在壓力。重視萬元GDP

能耗考核，對於促進實現經濟發展與節

約資源能源、保護環境的共贏具有重要

意義。

從 2015年的監測結果看，我國多個

省份在節能降耗方面的成效十分顯著。

從工業領域看，萬元工業增加值能耗降

幅達到兩位數的省(區、市)達到 12個，

其中，雲南、福建的降幅超過16%。

長期以來，工業是我國的能源消

耗大戶。2015 年，第二產業用電量佔

比達到 72.2%。受粗放型發展模式的影

響，許多工業企業生產工藝相對落

後，工業經濟發展主要依靠消耗大量

的能源和資源來實現，加之不少企業

能源管理方式粗放，能源浪費現象嚴

重。不過，隨著近年來我國經濟結構

調整和轉型升級步伐的不斷加快，工業

經濟結構不斷優化，萬元工業增加值能

耗明顯降低。

儘管我國萬元GDP能耗持續降低，

但節能減排這根弦仍然松不得。“十三

五”規劃提出，到 2020 年，我國單位

GDP能耗要累計下降 15%；今年的《政

府工作報告》提出，2016年，單位GDP

能耗要下降 3.4%，主要污染物排放繼續

減少。要實現這些目標，難度不小。

一方面，我國仍處於新型工業化進

程中，不同地區工業經濟所處的發展階

段不同，對重化工業的依賴程度也不

同。特別是“十二五”以來，我國中西

部地區不少省份開工或投產了一批重化

工項目，這將進一步加重這些地區的節

能減排壓力。

另一方面，我國正處於“三期疊

加”發展階段，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和

工業企業效益明顯下滑的不利形勢下，

企業推進節能減排的積極性可能受到一

定的影響。

推進節能減排，促進單位 GDP 能

耗持續下降，關係我國經濟社會的

長期可持續發展，也事關廣大人民

群眾的根本利益。我們必須始終繃

緊節能減排這根弦，下決心走出一

條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共贏的道路。

一方面，要加快推動技術創新和結

構調整，構建科技含量高、資源消

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結構，加

快推動生產方式綠色化，大幅提高

經濟綠色化程度，有效降低發展的

能源消耗，提高發展品質和效益。

另一方面，要深入推進全社會節能

減排，在生產、流通、消費各環節

大力發展迴圈經濟，實現各類資源

的節約和能源的高效利用，減少資

源能源的不必要浪費。

此外，還要充分考慮我國經濟發

展不平衡、不協調實際，出臺差異

化的節能減排政策，完善節能減排

目標管理體系，強化目標責任和評

價考核，完善工業節能減排監測體

系，嚴控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新增

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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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五月廿一日
公開徵選旗袍格秀兒童模特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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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六晚七點半，華聲就要
舉辦第三十三周年年度演唱會。一如以往，華聲
演唱會的曲目如花團錦簇，多彩多姿。有西洋古
典名曲，中國的藝術歌曲到地方民歌。請不要錯
過這場音樂盛宴。

我們會唱四首西洋古典名曲，有巴洛克
(Baroque)時代的巨擘韓德爾的英皇加冕贊歌中
的一首《祭司札多克(Zadock the Priest)》，古典大
師又是曠古絕今的音樂神童莫扎特的《聖神降
臨(VeniSancteSpiritus)》和浪漫時期歌劇大師威
爾弟創作的《納不科(Nabucco)》歌劇中第三幕中
的經典合唱《希伯來奴隸之歌》，捷克作曲家貝
多伊齊‧斯美塔那歌劇《被出賣的新嫁娘》中

《為什麼不儘情歌唱》。這四首真是浩瀚西洋古
典名曲中精彩的選樣。

韓德爾在公元1727年創作的英皇《加冕贊
曲(Coronation Anthem)》的四首組曲表現出他特
有一貫的澎湃的曲風，唱起來和聽起來都十分
過癮，我們去年剛為您演唱過第二首《讓你的手
剛强有力(Let Thy Hand be Strengthened)》。而今
年將為您演唱第一首《祭司札多克(Zadock the
Priest)》，札多克是大衛王時代的祭司，大衛過世
後，由他為所羅門王加冕，選用這段舊約典故，
是韓德爾把喬治二世比作所羅門王這樣的明君
，韓德爾可說是識時務為俊傑的好漢。全曲分三
樂章，第一樂章就是簡單介紹祭司札多克和先
知納什(Nathan)替所羅門王傅油膏。第二樂章就
是全民歡騰；進入第三樂章的天佑吾皇。因為韓
德爾在作此曲時因剛寫完他的大作彌賽亞，所
以曲中以很多部份也很像彌賽亞的寫法，宏偉、
感人。這段音樂就是英國從喬治二世以來每朝
歷代每逢新王加冕必唱，甚至“歐足聯冠軍聯賽
”（UEFA Champions League）中也湊熱鬧演唱這
首《天佑吾皇》；當然歌詞已改換成足球冠軍之
類的。就是用英、法、德三種歐足聯官方語言反
復吟唱「偉大的比賽、冠軍」。

我們還要為您演唱古典音樂時期莫札特公
元1768年所作的《聖神降臨(VeniSancteSpiritus)》
，音樂評論家稱這首曲子是根據薩爾斯堡教會
所定規格為聖神降臨節(通常在六月中)而作，當
時他只有十二歲，實在很難想像那麼大的小孩
能譜出如此繁複又好聽的音樂。但整條曲子表
現出的活潑，絢麗，和曲尾的哈利路亞表現童稚
般的開心是和他成人以後的樂風是連貫一致的
。我們說韓德爾的EQ很高，是一位識時務為俊
傑的好漢，可是莫札特雖然學高八斗才富五車，
但為人處世方面卻永遠沒有成熟。他事業不順，
曾被薩爾斯堡的王子大主教的僕役踢出門外。
但莫札特最令人喜愛和欽佩的就是他的赤子之
心和永遠能看到生命中美好的一面，無論身處
多少困境直到他潦倒去世，他的音樂永遠那麼
好聽振奮人心。《聖神降臨(VeniSancteSpiritus)》
的拉丁文歌詞和中譯如下：
「VenisancteSpiritus:聖神請降臨
Repletuorum corda fidelium:讓我們心中充滿了
信德
ettuiamoris in eisignemaccende.也點燃熊熊愛火
qui per diversitatemlinguarumcunctarum藉着聖神
，天下萬國
gentes in unitatefideicongregasti.共尊主信共享主
榮
Alleluia.阿肋路亞」

時光急速向前滑行，來到了1813年，西洋音
樂已結束了古典時期而進入了浪漫時期，義大
利出生了一位歌劇大師威爾第(Verdi)。他的作
品有《阿依達(Aida)》，《弄臣(Rigoletto)》，《茶花
女(La traviata)》等廣受樂迷喜愛的作品。

他一生命運多舛，在他事業剛起步時，一對
可愛的子女雙雙夭折，不久夫人又因腦炎去世，
整日圍著米蘭大教堂直轉，命運的坎坷和折磨，
幾乎數度想到自殺。絕望當中，並發誓永遠放棄
作曲。

在此之前，有人勸他重寫歌劇，他意志消沉
，執意不肯，直到有一天，他的朋友把一部看得
發黃的手稿硬塞進他的衣兜裡，回到家裡，拿出
來一看，首先跳入眼簾的一行詩，立即深深地打
動了他：
「奔馳吧，我們的渴望
去到那深山峽谷的地方
就在那裡散發着芳香
那是我們的家鄉，親愛家鄉
致敬啊向着你約旦河致敬
致敬啊向着錫安山我的母親
懷念我們美麗的祖國
懷念我們家鄉，苦難家鄉

告訴我先知的金色豎琴為何不响
為什麼被挂在那柳樹上
告訴我豎琴啊，你為何沉默不响
為什麼你不為我們歌唱
讓我們再唱故鄉的歌曲
讓我們再唱消逝的以往
我們飲過多少的苦酒
流過多少辛酸淚，辛酸淚
神聖的祖國啊快給我們力量
讓我們堅持到生命最後時光」

那古老的猶太民族痛失家園，流亡巴比倫，
每每憶及往事，心潮澎湃，渴望重建美好家園的
復國之心：在西元前598年和西元前587年，巴
比倫王國的國王尼布甲尼撒兩次進攻耶路撒冷
，猶太王國的百姓展開了殊死抵抗。西元前586
年，耶路撒冷城在經過一年多的圍攻後被尼布
甲尼撒的軍隊政破，慘遭劫掠破壞。猶太的聖殿
被毀，耶路撒冷成為了一片血與火的海洋，猶太
國王齊德啟亞被抓獲後剜去了雙眼，和耶路撒
冷被俘的顯貴和百姓一起流放到巴比倫(現在
的伊拉克)，成為“巴比倫之囚”。這場苦難成了
猶太人永遠揮之不去的慘痛記憶。這首詩觸動

了威爾第最脆弱最敏感的神經，令他怦然心動，
他個人的命運與那苦難的猶太民族多麼相似！
突然間，靈光閃現，那激昂的旋律開始在腦際縈
繞，他再也顧不上吃晚飯，欣然提筆，奮筆疾書，
直到午夜，完整的歌曲便躍然紙上，他拿起曲譜
隨即哼唱，那隱忍激昂的旋律彷彿在黑暗的夜
空中久久地迴盪......

這就是威爾第的成名作歌劇《納布科(Na-
bucco)》第三幕中的經典合唱《希伯來奴隸之歌》
的由來。它是合唱曲中的典範，經典中的經典，
那雄渾蒼勁、大氣磅礴的旋律，跌宕起伏，隱忍
堅毅，感人肺腑。1842年3月9日，《納布科》在米
蘭著名的斯卡拉歌劇院首演，大獲成功。對此，
他自己說：「這是我藝術生涯才真正開始的一部
歌劇，雖然在這之前，我歷經磨難和打擊，但可
以肯定，《納布科》是在一顆幸運之星的庇佑下
誕生的歌劇。」意大利人曾一度把這條曲子當成
他們的國歌。

1901年1月27日威爾第與世長辭。根據其
遺囑，臨終和葬禮沒有任何宗教儀式，惟一曲

《希伯來奴隸之歌》為其送葬。在葬礼上，在街道
上，在圍得水洩不通的人群中，不約而同迸發出
那大家熟悉和喜愛的歌聲：
「Va, pensiero, sull'alidorate; 奔馳吧，我們的渴望
….」

華聲合唱團將在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六晚上
七點半，在布蘭諾Custer Road 的United Meth-
odist Church 舉行華聲第三十三周年年度演唱
會，教堂地址是 6601 Custer Road, Plano, Tx
75023，免費入場，但請勿攜帶六歲以下小朋友
入場。除了韓德爾、莫扎特和威爾第的三部氣勢
磅礴大曲子之外，我們還為您演唱非常好聽中
文歌曲如《青春舞曲》，《小河淌水》和《遠方的客
人請你留下來》。

華聲2016年年度演唱會專輯
從韓德爾的《祭司札多克》到威爾第的《希伯來奴隸之歌》

甘智岡

【本報系達拉斯訊】位於李察遜市中國城的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自一九八四年由熱心僑胞
創立迄今已廿餘年。民眾可以使用學習電腦、舞
蹈、,運動、借書、語言研讀或聚會，促進僑居生
活的品質。活動中心為非營利機購，在理事會堅
苦卓絕的經營下，依靠僑胞們的熱心支持，有錢

出錢，有力出力，勉力維持至今，依然不改初衷
為僑社僑民服務。

每年中心的募款餐會總會替達福僑社帶來
一陣熱潮，今年也不例外。理事會正緊鑼密鼓開
始籌備中，日期已訂於九月十一日舉行。地點則
選在Renaissance Hotel，舉辦一場兒童旗袍秀及

才藝與卡拉ok表演，希望僑胞僑社稟承對中
心的熱誠，繼續大力支持。

活動中心將在五月廿一日(週六)上午十
點卅分，於中心大廳舉行公開徵選兒童旗袍

秀模特兒活動，歡迎三歲至十歲報名，請至活動
中心填妥報名表。獲選者經集訓後，即可參加中
心於九月十一日在 Renaissance Hotel舉行的募
款餐會上演出，活動中心募款餐會場面盛大，燈
光音響一流，盡早報名，以免向隅。

獲選上的每位成員均需認購二張時裝秀餐
會券，以表示對中心的支持(一張$50)。參加兒童
旗袍秀表演服裝需自備，經過徵選後將會有專
人免費指導訓練。對于培養個人氣質，學習舞臺
經驗，都是不可多得的機會。請洽詢活動中心
電話: 972-480-0311
活動中心地址: 400 N. Greenville Ave., suite#12
Richardson, TX 75081 網 址: www.dallasccc.
org Email: info@dallasccc.org

九月十一日募款餐會登臺表演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全年辦
理聯邦和州政府的低收入家庭
兒童健康保險(CHIP/Medicaid)
和孕婦醫療補助(CHIPPerina-
tal)的申請。

CHIP 是針對一些父母因
收入較高或財產太多而導致他
們的小孩無法拿到 Medicaid，
同時又付擔不起私人保險公司
的保費而提供兒童健康保險。

懷孕但沒有健康保險和無
法獲得 Medicaid 的居民，可藉

由 CHIP 計劃獲得妊娠照顧服
務(CHIPPerinatal)。這個服務是
針對未出生的小孩。它涵蓋 20
次產前檢查，懷孕相關的處方
藥、維他命、生產服務以及最初
幾個月新生兒的健康和醫療照
顧等。
參與CHIP的資格要求:
小孩必須是：
‧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記
住：是小孩身份父母身份不作

要求）
‧德州居民
‧年齡19歲以下
‧家庭收入低于百分之二百聯
邦貧窮綫(FPL)
誰可代表小孩申請？
‧任何與小孩居住超過半年的
成年人，包括：父母，繼父母，祖
父母，其他親屬，合法照護人或
成年兄弟姊妹。
‧任何單獨居住的19歲或以下
者

‧任何年齡的低收入孕婦可以
為她們未出生的小孩申請妊娠
期間醫療照顧（CHIPPerinatal，
孕婦身分沒有特別要求）
申請需要的文件有：
‧社會安全卡
‧身份證明
‧地址證明
‧收入證明
‧懷孕婦女申請，還需提供懷
孕證明

年齡小於19歲，有公民或
綠卡身分，德

州居民，符合低收入標準的兒
童可以申請兒童醫療補助助
(children'sMedicaid/CHIP)。 沒
有健康保險也無法申請 Med-
icaid 的低收入孕婦，可以申請
孕婦醫療補助（CHIPPerinatal-
Care)。只有學生保險的孕婦也
有可能申請孕婦醫療補助。全
家每月收入上限如下：家庭成
員1人$2,014，家庭成員2人$2,
714，家庭成員3人$3,416，家庭
成員 4 人$4,115，家庭成員 5 人
$4,815，家庭成員6人$5,517。只

要是定居在德州的孕婦，家庭
收入未超過上限規定，我們都
可以協助申請。

需要協助的
民眾可以聯絡亞
美健康關懷服務
:
Tel469-358-723
9， emailasian-
cancercare@y-
ahoo.com 預 約
時間。(亞美供
稿)

低收入家庭兒童和孕婦醫療補助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將在
五月十四日星期六下午與布
蘭諾角聲社區中心合辦醫療
講座。我們很高興邀請到施文
良婦產科醫師來為大家介紹
「婦女保健與疾病預防」。施醫
生具有醫學博士學位和生理
學生殖內分泌博士學位，是美
國婦產科專科醫生和美國婦
產科學院院士。他有二十多年
臨床及科研經驗，最理解中國

女性的健康。講座時間：5月14
日星期六下午 2:00pm,地址：
1108W.ParkerRd.,#108,Plano,
TX75075.亞美健
康關懷服務電話
469-358-72
39， email:
asiancancer-
care@yahoo.
com。( 亞 美
供稿)

「婦女保健與疾病預防」
書畫協會聯展即將在 Plano Courtyard Theater 歌劇

院開始 (1509 H Ave, Plano, TX 75074)，展期是 5月初到
5月底，由 Plano 市政府宣傳，亞裔文化節籌備會贊助。

Plano 亞裔文化節由李鍵博士創辦，每年5月第一個
星期六，是北德州最大的室外園游會之一，每年數千名
觀衆在室外可看到亞洲各國文化藝術表演。

今年5月7號亞裔文化節室外活動在 Haggard 公園
之外，籌備會特別贊助書畫協會與攝影協會在歌劇院”
室內”當場揮毫與示範講解書畫與攝影技巧。書畫協會

顧問陳啟雄書法老師(由美
德粵語學校邀請)與何嘉雄
會長在亞裔文化節固定設書
法桌位已10年，今年配合聯
展與揮毫也將參與室內活動

。室內揮毫表演是當天5月7號早上10點半到下午4點
鐘，旨在廣邀書畫協會會員推廣中國書法國畫，不分國
籍種族文化背景，向更多觀衆現身說法、當場示範書法
與國畫。

揮毫表演，是會員之間的交流，也可推展自己作品。
歡迎喜歡中國文化及書畫藝術同道踴躍響應，前來觀賞
(有機會當場獲得墨寶)。想成為達拉斯中華書畫協會會
員，也可當天加入。(達拉斯中華書畫協會供稿)

Dallas中華書畫協會
聯展與揮毫交流 醫

學
講
座

為慶祝佛誕節，佛光山達拉斯講
堂將于五月八日(星期日)上午十點半
，于佛光山達拉斯講堂盛大舉辦『佛光
山 2016 佛誕節浴佛法會』，誠摯邀請
十方大衆届時前來佛光山達拉斯講堂
同霑法喜，共享歡慶。

佛誕節，俗稱浴佛節。公元前623
年，悉達多太子誕生於北印度，出生後

即向四方各走七步，每一步均生大蓮
花；然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天上
天下，唯我獨尊。」（「我」指衆生本具的
佛性）此時大地震動，天女散花，四天
王以十二種香湯、名花灌沐太子金身，
九龍亦從上而下吐水，一溫一凉為佛
沐浴，人天無不歡欣鼓舞，因為世尊的
到來，為三界熱惱的眾生，帶來無比清

凉的佛法，更為迷失的眾生找到一

條解脫之道。
後世佛教徒為慶祝教主釋迦牟尼

佛的誕生，每年于農曆四月八日﹝或國
曆五月的月圓日﹞，舉行『浴佛法會』，
法會中用甘草及木甘茶煎成甘茶來灌
浴佛像，以慶祝佛陀誕辰！

星雲大師說：「佛是覺悟的聖人，
是我們的老師，也像我們的母親，因為
佛弟子是由佛陀這偉大的母親而誕生

，佛法的慈悲、智慧、忍耐、戒、
定、慧都在我們心中，只要我
們向內心求，就取之不盡。其
實，佛陀不用我們來浴佛，真
正需要的是我們心裡的貪、瞋
、癡，需要獲得真正淨化。」大
師一語道盡浴佛法會的目的，
是希望當下每個人都要懂得
審視自己的身、口、意三業是

否清淨，心淨化，才能獲得身
心自在、吉祥。我們應以佛光
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推廣的
「三好運動」--「做好事」、「說好話」、
「存好心」來慶祝佛誕節，使社會能清
淨安寧，更祈願世界和平。

佛光山達拉斯講堂每年舉辦浴佛
法會以慶祝佛誕節，讓更多的民眾了
解佛教慈悲濟世的精神，藉由浴佛的
儀式，以法水來清洗自己內心的貪、瞋
、痴塵垢，讓我們沐浴在佛陀的慈光裏
，讓我們的人生能不斷的更新。竭誠邀
請您闔府參加於五月八日(星期日)上
午十點半到達拉斯講堂參加『佛誕節
浴佛法會』，讓我們手持淨水，內心誠
懇祝禱，向悉達多太子像沐浴，願藉此
浴佛功德，淨化自己的煩惱塵垢、貪欲
瞋恨。藉「浴佛」來淨浴我們的心。讓我

們以「道德人格」、「慈悲心」、「尊重他
人」等莊嚴的心來慶祝佛誕節。
佛光山達拉斯講堂地址: 1111 Inter-
national Pkwy, Richardson TX 75081
佛 光 山 達 拉 斯 講 堂 電 話:
972-907-0588
(佛光山供稿)

『佛光山2016佛誕節浴佛法會』
慶祝佛誕節佛光山達拉斯講堂將盛大舉辦

QS160505C達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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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9600 Bellaire 211室(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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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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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週一至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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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 ZHOU, M.D.

周藝

通中﹑英﹑粵

713-981-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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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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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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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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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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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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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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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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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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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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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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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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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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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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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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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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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 動 傷 專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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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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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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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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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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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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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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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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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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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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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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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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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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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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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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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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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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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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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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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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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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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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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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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8:30am-2: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B8醫生專頁
星期四 2016年5月5日 Thursday, May. 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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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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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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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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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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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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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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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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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1-988-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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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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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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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志剛牙醫博士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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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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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收受各種牙科PPO以及政府保險 （位於Fiesta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中國城
百利大道8

號
公
路

G
es
sn
erFiesta悅來海鮮

★
百利牙科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We Smile Dental
微 笑 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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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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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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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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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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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韓同偉華府報導】“母親像月亮一
樣，照耀我家門窗，聖潔多慈祥，發出愛的光
芒。為了兒女著想，不怕烏雲阻擋，賜給我溫
情，鼓勵我向上。母親啊！我愛您，我愛您，您
真偉大。母親像星星一樣，照耀我家門窗，聖潔
多慈祥，發出愛的光芒。不辭艱難困苦，給我指
引迷惘，親情深如海，此恩何能忘。母親啊！我
愛您，我愛您，您真偉大。”2016 年 4 月 29 日
晚，華府臺灣同鄉聯誼會的“母親節”晚會在
《母親您真偉大》的深情歌聲中隆重開幕。

百余位母親佩戴美麗的康乃馨胸花，相聚在
馬里蘭州蓋城新財神大酒樓，接受眾位嘉賓的祝
賀和歌頌。台聯會會長狄名芳首先致歡迎辭，感
謝各位來賓百忙之中，陪著媽媽與家人，一起來
參加這個最有意義的佳節聯歡。特別感謝在華府
桃李滿天下的著名國畫家毛先榮先生、麥施慧麗
女士，因為所有頒發給母親們的獎狀都是他們親
筆題名，麥施慧麗女士還千挑百選的親自製作了
所有送給母親們的精美胸花。

會場金玉滿堂，三代、四代同堂很多。狄名

芳會長為年齡在 70 歲以上的母親頒發“慈母
獎”，感謝他們崇高母愛，培育子女，勞苦功
高。這些高尚風範、母儀僑界的媽媽們與陪伴在
周圍的子孫，構成了一幅溫馨又感人的畫面。

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領務組組長吳文
齡代表貴賓致辭，認為出席“母親節”的活動是
最有意義的。他生動有趣的講到一份“工作”，
即“早晨6：00開始，一直到晚上12：00，不保
證早中晚餐，沒有工資，一年365天沒有任何休
假和加班費，一做好幾十年，是什麼工作？”最
後答案揭曉，可以這樣做到的就是我們的“母
親”！會場頓時掌聲雷動。吳文齡組長簡述母親
節的歷史淵源，同時指出我們中華民族是最為崇
尚孝道，每一天都是“母親節”。隨後將博大母
愛昇華到大家共同尊敬的“祖國母親”。會場再
次歡呼掌聲。

接下來，中華會館副主席謝天倫做貴賓致
辭，感謝母親的偉大，及母親節活動的重要價
值。

大會司儀有李智源、裴康凱擔任，他們協助

狄名芳會長，向台聯會新聘任顧問頒發證書。德
高望重的顧問有“積極推進中華文化”的麥施慧
麗女士；“積極進取、回饋社區”的謝林寶珠女
士；“德術兼備、僑胞典範”之稱的張夢麟先
生、“事業有成、台商典範”的劉耀聰先生、
“積極進取、廣結善緣”的汪良元女士。

會場特請華阜發展公司董事長李治瑞精彩發
言，她講述了有98歲高齡的李媽媽的傳奇人生
故事。並且，再次呼籲，“不要只在母親節的時
候，對媽媽好，給媽媽打電話、送卡片、買禮
物！每一天都應該對我們的長輩、我們的父母
好！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我們要
每一天都孝養我們的母親、我們的父親！”李媽
媽在會場也高聲祝賀大家“母親節快樂”！

隨後，由孟繁珂、詹孟綱擔任節目主持人。
各位嘉賓紛紛登臺獻唱，發自肺腑的歌唱偉大的
母親！至深的母愛！整個會場洋溢著“母愛滿我
心，湧泉報母恩”的真摯情懷！

華府臺灣同鄉聯誼會慶祝

華府臺灣同鄉聯誼會慶祝“母親節”的合影照 狄名芳會長為年齡在70歲以上的母親頒發“慈母獎”合照

狄名芳會長向台聯會新聘任顧問頒發證書 狄名芳會長介紹第36屆理事

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領務組組
長吳文齡代表貴賓致辭

台聯會會長狄名芳

中華會館副主席謝天倫做貴賓致辭

裴康凱和裴媽媽李治瑞和李媽媽 參會嘉賓合影

陳世池主任獻唱《媽媽的手》

部分參會嘉賓合影

司儀李智源（中）、裴康凱（左），狄名芳會長（右）

嘉賓歌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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