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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偏頗理解生搬硬套。尤其是一直服用萬蜂牌巴
西極品綠綠蜂膠（Multiflowers）的中老年人，切
忌不要中斷服用蜂膠。持之以恒才能收效顯著。

電話：1-888-518-7778
網址：www.vikerm.com  
電郵：vikerm.co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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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家達牙醫今年一月起在糖城開業
以技術精湛，高誠信，合理的價格贏得信賴

（本報記者秦鴻鈞） 甫於今年一
月在糖城開業的曾家達牙醫全科，為
糖城區的居民，牙齒的健康與醫療的
保障，帶來福音。

曾醫生出生在中國廣東，不到一
歲，即與家人移居美國舊金山，在舊
金山長大。在學校刻苦學習，並順利
從加州柏克萊分校畢業後，又進入匹
茲堡大學醫學院牙醫學系就讀。在那
裏獲得牙科醫學學位後，他在紐約市
擔任牙科駐院醫生一年，之後，他轉
赴哥倫比亞特區（D.C.)再工作五年，
才搬來德州糖城（Sugar Land ) 一年，
在今年一月，他在糖城最繁華地區
（六號公路與Dulles 交口，與家樂超
巿同排， 隔Dulles 路的購物中心內）
，以一般牙醫全科開業。曾醫生以他
的高品質技術，值得信賴的誠信，及
人人付得起的合理價格，為所有患者
服務。

談到醫牙，曾醫師首重平時的保
健。他建議平常要好好照顧自己的牙
齒，防止牙齒受傷，尤其對嬰兒和幼
童牙齒的保健。他建議：
1) 要非常小心你每天攝取的食物和
飲料，尤其是對你攝取的飲料: 因為
糖在口中可以變成酸性液; 當二氧化
碳與口液混合它將具有微酸性。咖啡

，牛奶和含有太多糖分的食物或飲料
對牙齒很不好，如果糖和二氧化碳結
合起來它可以快速導至牙齒的侵蝕或
腐蝕。當我在匹茲堡讀書時，有的同
學每天不喝水只喝Mountain Dew，不
一會兒他們的牙齒腐爛得厲害。因此
，當地居民給那種症狀命名為齒匹茲
堡牙，顯示Mountain Dew對牙齒傷害
是多麼嚴重。甜飲料中Mountain Dew
是最甜的一個，因為它有大量的糖，
第二甜的是可樂可樂; 牛奶和咖啡對
牙齒的腐蝕性略小於Mountain Dew和
可樂可樂。 你吃甜的水果後，漱口一
分鐘，以清理掉嘴裡多餘的糖分。
2) 漱口的方法: 當你吃完飯或者喝
過甜汽水，咖啡或牛奶後，請你在刷
牙前先漱口。 先漱口可以沖淡糖變酸
的機會，這也有助於減少糖酸侵蝕你
牙齒的機會。特別是你喝咖啡後，你
刷牙前需要等30分鐘; 如果你喝咖啡
後馬上刷牙，與保護你的牙齒相反，
你傷害你牙齒的程度可能會超過你的
想像。請用軟毛牙刷輕輕刷牙; 並慎
重選擇牙膏。一些牙膏含有刷牙齒斑
小顆粒，如果你刷牙太用力，顆粒可
以變成侵蝕你牙齒外陶瓷層的有害砂
紙。
3) 幫助嬰兒和幼童牙齒清潔牙齒:

許多嬰兒和幼兒睡覺之前不斷吮吸牛
奶瓶，直到睡前他們不清洗牙齒，最
終導致嚴重的牙齒糜爛， 需要拔掉乳
牙。年輕父母在寶寶喝牛奶後，需要
幫助他們擦乾淨寶寶的口腔和牙齒;
這是非常重要的，否則寶寶會遭受極
大的痛苦並且父母需要花費大量的時
間和金錢來治療寶寶的牙齒酸痛問題
。
4) 你需要每天喝足夠的水 (2000 C.
C. 或 8 杯水) ：如果你覺得嘴乾，這
意味著你已經是輕微的脫水。如果你
的身體有足夠的水分，特別是如果你
正在服用的藥物， 它可以保護你的牙
齒在良好的健康狀態。如果你只喝蘇
打水 (Sparkling Water) ，它不含糖，
蘇打水不會傷害你的牙齒。

很多人都害怕看牙醫，但曾家達
牙醫說，除了非常合理的服務收費，
病人可以和他談論他們害怕看牙醫的
各種顧慮。曾醫生在牙科手術之前，
會先給病人建議和給他們必要的藥品
物 (如果他們牙科手術前需要)，所以
病人不會感到疼痛。曾醫生希望患者
有一個均衡的營養，和定期對口腔進
行保健檢查，以獲得對他們牙齒的最
好保護。曾醫生他鼓勵人們經常使用
牙線清潔牙齒，保持義齒清潔，上床

睡覺的時候取出義齒，以防止牙齒
腫脹。兒童和青少年可以跟曾醫生
說他們看牙醫的憂慮，曾醫生可以
幫助他們不要再擔心看牙醫的疼痛
，使他們不必害怕去看牙醫。他在
他的診所檢查足夠的設施和工具給
患者提供良好的服務。

很多人不願意去看牙醫，因為
他們沒有牙醫保險或他們知道牙醫
不接受 Medicare 醫療保險。曾醫生
鼓勵人們與他討論有關他們的牙齒
預算和牙科治療計劃。他會樂意向
他們提供牙齒健康計劃的最佳組合
，並花最少的錢以保持牙齒的清潔
和健康。曾醫生會為病人提供免費
諮詢和零利息的服務費支付計劃。

此外，他在假期的時候沒有牙
醫開門時，提供特殊的緊急求助服
務。有時，人們在假期的時候會受
傷或摔掉他們的牙齒，曾醫生會為病
人提供假期時特殊的牙齒治療服務。
曾醫生他建議病人摔掉了牙時給他打
電話，不要清潔掉了的牙齒 (你可能
清掉牙齒上好的身體組織) ; 如果他在
休斯頓地區，在一個小時之內去看他
，這樣他可以幫助把失去的牙齒救回
來。如果清潔掉了的牙齒， 你可能不
能把失去的牙齒救回來。

曾醫生的聯繫方式：診所週一至
週五：上午8時到下午5點

辦公室電話：(281) 261-0555
傳 真 ： (281) 261-5559 手 機 ：
(832) 598-1269

曾 家 達 牙 醫 博 士 的 「Preferred
Dental Care) 地址：4723 Highway 6 ,
Misssouri City, TX 77459

曾家達牙醫

（本報記者秦鴻鈞）Tokyo One 日式
海鮮自助餐，整個四月晚餐期間，小朋
友十歲以下，晚餐每人7.99元，每四個
大人就餐，免費送一只龍蝦。（ 八個人
就送二只，十二個人就送三只等等）

Tokyo One 是最靠近中國城的日式
海鮮自助餐廳。交通方便，四通八達，
菜色精美，口味獨特，是附近上班族的
最愛，也是華人全家團聚，宴請親友的
最佳去處。陪您歡度周生難忘的母親節
假期。

Tokyo One 位於八號公路邊，（近
Westheimer 大道），地址：2938w.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77042,電話
：（713）785-8899

Tokyo One 日式海鮮自助餐
晚餐小孩與大人都有特價優惠

（ 本報記者秦鴻鈞）Tokyo One 日式海
鮮自助餐為慶祝一年一度即將來臨的春假和
復活節，整個三月份小朋友十歲以下，晚餐
每人7.99 元，以及整個三月及四月晚餐 期
間，每四個大人就餐，免費送一只龍蝦。
（ 八個人就送二只，十二個人就送三只等
等）
Tokyo One 是最靠近中國城的日式海鮮自助
餐廳。交通方便，四通八達，菜色精美，口
味獨特，是附近上班族的最愛，也是華人全
家團聚，宴請親友的最佳去處，Tokyo One
將陪您歡度終生難忘的春假及復活節假期。

Tokyo One 位 於 八 號 公 路 邊 ， （ 近
Westheimer 大 道 ） ， 地 址 ： 2938w.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77042,電話：
（713）785-8899

Tokyo One 日式海鮮自助餐慶祝春假和復活節
三月及四月晚餐 小孩與大人都有特價優惠

近來，有不少患者慕名來到位於黃金廣場的李娜疼痛中心，
希望李娜醫生幫忙治療膝蓋的疼痛。

常言道：人老腿先老！如果腿腳開始不靈便，人的健康很快
就衰退了。尤其是人到中年，活動量減少，現代人以車代步，膝
蓋的肌肉得不到鍛煉，不能很好地保護關節，稍不留意，就會造
成髕骨偏離，膝蓋開始疼痛，但是自己不知道為什麼，有的人還
努力加強運動，結果更加劇了疼痛，很多患者看了不少醫生，拍
片檢查，打封閉針，結果疼痛還是無法減輕，症狀也沒有消退，
最後只能做人工膝關節換置，想起來就害怕。

患者到了李娜醫生這裡，李醫生的手只要觸摸到膝蓋骨節，
馬上就發現了病症所在，所有的疼痛就是來自髕骨偏離，她的判
斷真是比拍出的X光片子還要準。李醫生採取特殊的正骨療法，
很快就能讓髕骨歸位，不用打針，不用手術，讓膝蓋立刻減少磨
損，很快就能恢復健康。但是李醫生強調：髕骨偏離一定要早期
治療，一旦拖久了，就會損傷到膝蓋軟骨，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所謂髕骨疼痛症候群( Patellofemoral pain syndrome， PFPS)是
一個極其常見的疾病，主要表現在髕骨偏離股骨滑車溝(trochlear
groove)，使髕骨不在正常的軌跡上，造成膝蓋周邊的疼痛，臨床
表現：
1、病人在久坐、蹲、跪或上下階梯時會有疼痛或刺痛產生。
2、一些病案中，膝關節在彎曲伸直時會有捻發音(crepitus/pop-
ping/grinding) 。
3、膝關節突然無力或交鎖（knee gives away/knee buckling） 。

通常如果只有膝蓋痛，而在病理學檢查上髕骨軟骨沒有發現
軟骨有纖維化的現象，就只可稱為髕骨股骨痛徵候群，如軟骨已
發生變化的就稱為髕骨軟骨軟化症，髕骨軟骨痛久了，軟骨易磨
損而變成退化性關節炎，最後會導致下肢肌肉萎縮！

髕骨股骨痛徵候群的患者，大多是髕骨向外側傾或者半脫位

，導致髕骨內側的面軟骨撞擊股骨外髁滑車，引起關節外側間隙
軟骨過度磨損，軟骨細胞脫落，骨質增生，關節間隙狹窄一系列
病理變化，出現：膝關節前側疼痛，久坐起立或下樓、下坡時疼
痛加重，常有腿打軟，關節怕涼，或膝關節反复腫脹、積液等。
如果你走路時感覺膝蓋前方會刺痛，甚至爬樓梯時疼痛加劇，痠
軟無力無法走路，小心可能是髕骨外翻警訊。如今有很多年僅20
至30歲的年輕女性，完全沒有扭傷等運動傷害，以為自己罹患
關節炎，其實不然，一檢查就發現是髕骨外翻。臨床上還發現，
女性比男性容易發生髕骨外翻，主要是因為女性骨盆比男性寬很
多，加上久坐少運動，骨四頭肌較缺少訓練，顯得無力或萎縮，
所以當肌肉拉扯時，髕骨會往外牽移不穩定，在活動時便容易產
生外翻。此外，女性經常穿高跟鞋，讓重心前傾，也容易導致肌
肉力量不平衡，使膝關節重心前移，加速關節磨損而發生外翻情
況。髕骨移動時是沿著一個圓形凹槽滑動，當彎曲伸直時滑動距
離可以達到6至7公分，大概4根手指頭的長度的距離，活動範
圍很大，但是，女性髕骨滑動的軌道淺，加上骨盆寬、常穿高跟
鞋等，造成拉力往外，以致移動時髕骨不穩定，很容易發生髕骨
外翻。嚴重髕骨外翻時，髕骨會與外側大腿骨相撞，甚至造成脫
臼，骨頭跑到外側，後果非常嚴重。

李娜醫生說，由於髕骨面出現高低不平，在髕骨下可發生摩
擦音或捻發音，或出現膝關節突然不能屈伸，即所謂的交鎖。稍
加活動在髕骨下發出清脆響聲後又能活動，故又稱為“假交鎖”
症狀。但如果不及時歸位，產生了互不協調的摩擦，膝關節反复
屈伸、扭轉，使關節面不斷相互撞擊、捻錯、摩擦，時間長了就
引起了磨損性損傷，致使軟骨面磨損，營養欠佳，出現了退行性
的改變。這時候的軟骨表面已經沒有了光澤，而且彈性也如同橡
皮筋一樣逐漸減弱，甚至出現了裂紋、缺損，軟骨原纖維化變性
，髕骨關節面軟骨有局限性軟骨軟化纖維形成，就會引起膝關節

疼痛，形成骨性關節炎。
所以要儘早歸位，盡量避
免手術治療。

李娜醫生特別強調，
為了讓軟化的髕骨堅強起
來，除了防止引起髕骨軟
骨面的損傷的劇烈運動外
，對於年紀較大者，尤其
是年齡在50歲以上，身體
較肥胖者，更應避免膝關
節半屈曲位的反复操練，
防止病情的加重。因為年
紀較大者由於內分泌或動
脈硬化的原因，以及髕骨
軟面長年的磨損，已發生退變，若再發生強力反复的摩擦，必然
會引起損壞。要注意：
1.避免頻繁上下樓梯：注意減少上、下樓梯的次數，避免因為上
下樓梯時，髕骨面承受較大的力量，容易磨損受傷，另外最好避
免膝蓋全蹲的動作。
2.避免長時間穿高跟鞋走路：穿高跟鞋容易使膝蓋受力加大，並
使髕骨不穩定，即容易受傷，應該儘量減少穿高跟鞋的時間。
李娜醫生最擅長治療椎間盤突出，頸椎，胸椎和腰椎引起的一切
病症及各關節脫位，軟組織受傷造成的疼痛。李醫生診斷準確，
療效好，備受患者好評。

李娜疼痛中心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聯絡電話: 713-492-0686 832-863-8003

李娜醫生談膝關節疼痛治療的重要

（ 本報記者秦鴻鈞）Tokyo One 日式海
鮮自助餐為慶祝一年一度即將來臨的春假和
復活節，整個三月份小朋友十歲以下，晚餐
每人7.99 元，以及整個三月及四月晚餐 期
間，每四個大人就餐，免費送一只龍蝦。
（ 八個人就送二只，十二個人就送三只等
等）
Tokyo One 是最靠近中國城的日式海鮮自助
餐廳。交通方便，四通八達，菜色精美，口
味獨特，是附近上班族的最愛，也是華人全
家團聚，宴請親友的最佳去處，Tokyo One
將陪您歡度終生難忘的春假及復活節假期。

Tokyo One 位 於 八 號 公 路 邊 ， （ 近
Westheimer 大 道 ） ， 地 址 ： 2938w.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77042,電話：
（713）785-8899

Tokyo One 日式海鮮自助餐慶祝春假和復活節
三月及四月晚餐 小孩與大人都有特價優惠

近來，有不少患者慕名來到位於黃金廣場的李娜疼痛中心，
希望李娜醫生幫忙治療膝蓋的疼痛。

常言道：人老腿先老！如果腿腳開始不靈便，人的健康很快
就衰退了。尤其是人到中年，活動量減少，現代人以車代步，膝
蓋的肌肉得不到鍛煉，不能很好地保護關節，稍不留意，就會造
成髕骨偏離，膝蓋開始疼痛，但是自己不知道為什麼，有的人還
努力加強運動，結果更加劇了疼痛，很多患者看了不少醫生，拍
片檢查，打封閉針，結果疼痛還是無法減輕，症狀也沒有消退，
最後只能做人工膝關節換置，想起來就害怕。

患者到了李娜醫生這裡，李醫生的手只要觸摸到膝蓋骨節，
馬上就發現了病症所在，所有的疼痛就是來自髕骨偏離，她的判
斷真是比拍出的X光片子還要準。李醫生採取特殊的正骨療法，
很快就能讓髕骨歸位，不用打針，不用手術，讓膝蓋立刻減少磨
損，很快就能恢復健康。但是李醫生強調：髕骨偏離一定要早期
治療，一旦拖久了，就會損傷到膝蓋軟骨，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所謂髕骨疼痛症候群( Patellofemoral pain syndrome， PFPS)是
一個極其常見的疾病，主要表現在髕骨偏離股骨滑車溝(trochlear
groove)，使髕骨不在正常的軌跡上，造成膝蓋周邊的疼痛，臨床
表現：
1、病人在久坐、蹲、跪或上下階梯時會有疼痛或刺痛產生。
2、一些病案中，膝關節在彎曲伸直時會有捻發音(crepitus/pop-
ping/grinding) 。
3、膝關節突然無力或交鎖（knee gives away/knee buckling） 。

通常如果只有膝蓋痛，而在病理學檢查上髕骨軟骨沒有發現
軟骨有纖維化的現象，就只可稱為髕骨股骨痛徵候群，如軟骨已
發生變化的就稱為髕骨軟骨軟化症，髕骨軟骨痛久了，軟骨易磨
損而變成退化性關節炎，最後會導致下肢肌肉萎縮！

髕骨股骨痛徵候群的患者，大多是髕骨向外側傾或者半脫位

，導致髕骨內側的面軟骨撞擊股骨外髁滑車，引起關節外側間隙
軟骨過度磨損，軟骨細胞脫落，骨質增生，關節間隙狹窄一系列
病理變化，出現：膝關節前側疼痛，久坐起立或下樓、下坡時疼
痛加重，常有腿打軟，關節怕涼，或膝關節反复腫脹、積液等。
如果你走路時感覺膝蓋前方會刺痛，甚至爬樓梯時疼痛加劇，痠
軟無力無法走路，小心可能是髕骨外翻警訊。如今有很多年僅20
至30歲的年輕女性，完全沒有扭傷等運動傷害，以為自己罹患
關節炎，其實不然，一檢查就發現是髕骨外翻。臨床上還發現，
女性比男性容易發生髕骨外翻，主要是因為女性骨盆比男性寬很
多，加上久坐少運動，骨四頭肌較缺少訓練，顯得無力或萎縮，
所以當肌肉拉扯時，髕骨會往外牽移不穩定，在活動時便容易產
生外翻。此外，女性經常穿高跟鞋，讓重心前傾，也容易導致肌
肉力量不平衡，使膝關節重心前移，加速關節磨損而發生外翻情
況。髕骨移動時是沿著一個圓形凹槽滑動，當彎曲伸直時滑動距
離可以達到6至7公分，大概4根手指頭的長度的距離，活動範
圍很大，但是，女性髕骨滑動的軌道淺，加上骨盆寬、常穿高跟
鞋等，造成拉力往外，以致移動時髕骨不穩定，很容易發生髕骨
外翻。嚴重髕骨外翻時，髕骨會與外側大腿骨相撞，甚至造成脫
臼，骨頭跑到外側，後果非常嚴重。

李娜醫生說，由於髕骨面出現高低不平，在髕骨下可發生摩
擦音或捻發音，或出現膝關節突然不能屈伸，即所謂的交鎖。稍
加活動在髕骨下發出清脆響聲後又能活動，故又稱為“假交鎖”
症狀。但如果不及時歸位，產生了互不協調的摩擦，膝關節反复
屈伸、扭轉，使關節面不斷相互撞擊、捻錯、摩擦，時間長了就
引起了磨損性損傷，致使軟骨面磨損，營養欠佳，出現了退行性
的改變。這時候的軟骨表面已經沒有了光澤，而且彈性也如同橡
皮筋一樣逐漸減弱，甚至出現了裂紋、缺損，軟骨原纖維化變性
，髕骨關節面軟骨有局限性軟骨軟化纖維形成，就會引起膝關節

疼痛，形成骨性關節炎。
所以要儘早歸位，盡量避
免手術治療。

李娜醫生特別強調，
為了讓軟化的髕骨堅強起
來，除了防止引起髕骨軟
骨面的損傷的劇烈運動外
，對於年紀較大者，尤其
是年齡在50歲以上，身體
較肥胖者，更應避免膝關
節半屈曲位的反复操練，
防止病情的加重。因為年
紀較大者由於內分泌或動
脈硬化的原因，以及髕骨
軟面長年的磨損，已發生退變，若再發生強力反复的摩擦，必然
會引起損壞。要注意：
1.避免頻繁上下樓梯：注意減少上、下樓梯的次數，避免因為上
下樓梯時，髕骨面承受較大的力量，容易磨損受傷，另外最好避
免膝蓋全蹲的動作。
2.避免長時間穿高跟鞋走路：穿高跟鞋容易使膝蓋受力加大，並
使髕骨不穩定，即容易受傷，應該儘量減少穿高跟鞋的時間。
李娜醫生最擅長治療椎間盤突出，頸椎，胸椎和腰椎引起的一切
病症及各關節脫位，軟組織受傷造成的疼痛。李醫生診斷準確，
療效好，備受患者好評。

李娜疼痛中心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聯絡電話: 713-492-0686 832-863-8003

李娜醫生談膝關節疼痛治療的重要

夏季養心正當時 
火熱的夏季令人們熱情高漲，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溫馨提醒：夏季來臨，
勿忘養心！

中醫理論認為，季節和五行五臟一一對應 : 夏
季屬火，對應的臟腑為“心”，所以養心也成為
夏季保健的一大關鍵點。心為神之主，脈之宗，
起著主宰生命活動的作用。心的生理功能主要有
兩方面：一是主血脈，二是主神誌。心臟機能異
常可引起心血管系統的諸多病變，如心律不齊、
心律失常、心絞痛、心肌梗死等。

夏季天熱氣壓低，晝長夜短，人吃飯少，出
汗多，睡眠不足，體質下降。人體火旺水弱，宜
少臥、少食、少怒、少欲、少言，以固密精氣、
養護心腎。

夏季心血管事件的發生會明顯增多，不僅體
弱的老人容易出現危險，中年人甚至二三十歲的
年輕人也頻頻出現問題。因此對於已經患有心血

管疾病的患者，以及具有心血管疾病高危因素的
人都應該要留心自己的身體狀況，重視和預防急
性心肌梗死、心臟性猝死、心力衰竭等突發事件
的發生，做到安全度夏。

心血管危險癥侯群，在夏季要特別註意日常
保健。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多
方面的保健功能中，保護心腦血管功能，是最主
要的、最根本的保健功能。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總黃
酮具有即刻保護心肌的作用，能降低心肌耗氧量，
降低冠脈阻力及外周阻力，調節血壓，調節血脂，
調節血糖，調節血酸，調節血液粘稠度，增強心
臟收縮力，增加冠脈血流量，減慢心律和抵抗自
發性心律不齊，有效抑制血小板集聚和抗血栓形
成。

蜂膠總黃酮八種主體黃酮中的一種“蘆丁”，
是國際公認的保持血管彈性與通透性所必需的重

要功效成份。能有效舒張血管，降低血管脆性，
改善血管彈性和通透性。蜂膠總黃酮抗氧化，穩
定和清除過剩自由基的作用。由於其有效抑制脂
質過氧化進程，防止脂質過氧化物沈積於血管內
壁，使血流通暢。蜂膠被稱作出色的“血管清道
夫”。服用蜂膠不但能清除血液中的毒素垃圾，
還能強化心肌功能、恢復心臟活力，是中老年人
夏季保養佳品。

中華傳統養生有“夏不進補”的說法，但值
得註意的是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
同一般的補品不同，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被世界衛生組織（WHO）確認的
營養極為豐富、成份非常均衡的、富含高蛋白，
並含有多種維生素、礦物質、多糖等人體所必需
的營養成份，保健功能更為顯著，是人類 21 世紀
理想的天然綠色營養食品。它重在調整內臟機能，
尤其能清心火，所以在夏季服用蜂膠正當時，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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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秦鴻鈞報導）有著名跌打師傅羅
榮華組織，主持的健康養生講座，於週日下午
二時起，在西南區中國城安良工商會二樓舉行
，首先，由中醫師李韻梅介紹：疾病何處來？1
、先天，從父母遺傳而來，非人能掌控。2、後
天性：病毒感染，意外發生，不良生活飲食習
慣，不良心理狀態所導致的疾病。後者是可以
我們可以控制的。首先要調整心態，明白健康
是人生的1，後面的名譽、財富、地位、愛情、
家庭等等都是首位數1後面的0 0 0 0 0，沒有身
體健康1了，一切都化為0，聽說休斯頓一年輕
有為的企業家，在事業發展時，突然中風，現
在有他母親照料他。最近一位高血壓病人，高
壓200，找我治療，我采用生機飲食療法，讓他
使用我調配的果汁，只用了三天，血壓就恢復
正常了，因為飲食經常下飯館。吃菜油水大、

鹽分多，人一台有六毫克鹽就夠了，飲食不當
造成血壓高，而我配制的果汁，由於電解質的
原理，含鉀，可以帶走鈉，因而可以降壓。我
在微信上經常發有關知識和信息，歡迎多聯絡
。

楊俊義老師主講:什麼是太極拳;太極拳練習
方法;練太極拳的好處。並有楊老師學生韓衛良
講談跟楊老師學練太極拳身體由弱變強的體會
。楊老師講:太極拳是—項內涵哲理，具有武術
招法和身法中正，動作鬆柔，而又動靜相兼，
內外合練的健康養生運動！也是—項適應不同
人群老少咸宜的健康運動！太極拳的特點是:在
練習方法正確的前提下，運動對人體沒有沒有
什麼負作用;古今被稱為有百利而無—害的運動
！太極拳不是—項局部運動，而是—項全身內
外的整體運動！過去幾十年、特別是近年來，

它的健康養生成果已被西
方國家健康養生和教育部
門、教育院校等重視的同
時，並列入推廣內容、或
用於康復醫療和健康養生
、保健項目及健康研究項
目！楊老師講:練習太極拳
身要正;體要放鬆;動作要緩
慢;氣要沉;神要專注;動作要
虛實分明;學練要心誠;習練
要持恆等，才能收到或感
受到，不同階段層次的健
康效益！楊老師講了他多
年練習楊式太極拳總結，太極拳五字精神:勤、
恆、禮、誠、和！習練太極境界和總旨:康、樂
、壽、強！另外楊老師還講了太極拳起碼有:穩

定平衡、放鬆減壓、培養元氣、強腰固腎、美
榮肌膚等十大好處和優點等。

休士頓美術館今年重頭大展〞帝王品味-國立故宮博物院精品展〞
婦女工商美南分會率先贊助

第三屆 「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 在休士頓頒獎
（本報訊）第三屆 「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頒獎典禮將於七

月十日中午十二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辦，共有2名學生獲獎，
該獎學金每年選拔2名學習武術四年以上，在武術有優良表現及
貢獻的就學學生。

獎學金創辦人宏武協會會長吳而立為鼓勵海外青年學習中華
文化及中華武術功夫，特別成立基金會，提供習武的青年學生鼓
勵及獎助，目前每年獎助2名，每名1000元的獎助。

不同於其他類別獎學金， 「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希望能透過中
華武術的學習，進而能培養出文武兼備的優秀人才，其中尊師重
道、嚴守武德、謙恭待人、熱忱服務、慈悲為懷等美德更是獲獎
的評選重點。今年參加選拔的候選人，來自全美各州，著實花了
一番功夫，才確定了得獎名單。

宏武協會創立於1985年，歷年舉辦武術導覽、武術觀摩活
動，致力於介紹此一中華傳統之資產，屢屢受邀前往Shell石油

公司及主流企業、學校、社區中心介紹中
國武術，其中包括了主辦防身術講座，透
過現場模擬示範，提醒並教導民眾提高警
覺；舉凡各大節慶、龍舟節、國際節，甚
至火箭隊開幕戰都曾受邀表演。秉持著取

之社區、用之社區的理念與想法，宏武協會服務僑社更是不遺餘
力。

每年春季在休士頓主辦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數百
名參賽選手來自全美各地，經由比賽切磋、見習，並特別邀請武
術名家開講，提供武術愛好者以武會友並推廣武術。

獎學金設立以來，確實鼓舞了學子對中國武術的學習與熱忱
，也是宏武協會成立三十餘年對社會的回饋。

羅榮華組織主持 「健康養生講座」
週日下午在安良工商會舉行

（本報訊）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恊會美南分會昨(六
月廿六)日召開臨時理事會，一致通過參與休士頓美術館將
在今年十月舉行的〞帝王品味-國立故宮博物院精品展〞
活動，以贊助資格加入贊助名單，成為華裔社團第一個支
持這項大展的團體。

會長羅茜莉表示，在海外推動中華文化活動是件不容
易的事，尤其這次展覽來之不易，更應該將我們中華文化
之美讓在此地的華裔和美國人士認識和欣賞。她說，婦女
工商會自三月份開始與休士頓美術館商討贊助事宜，經過
多次商討，決定以贊助人資格參與，婦女工商會之名將會
出現在各種博物館的贊助名單上，不但美國團體會看到我

們的名字，了解工商婦女會對此活動的熱心參與，同時婦
女會也將積極展開社區推動的活動，讓更多人知道這個展
覽，前往參觀，也希望有更多華裔社團共襄盛舉，支持這
個活動。

這項展覽文物出自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經過兩年接
洽始成行，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第一次到休士頓展出，
也是國立博物院展品海外展出廿年之後的才有國寶出行的
盛事。人氣超高的國寶肉形石也在展出之列，這是它第一
次出國，讓世人一睹傳說中的寶物，故宮文物出訪海外，
前次是在1996年，以〞中華瑰寶〞主題赴美。

工商婦女恊會美南分會召開臨時理事會 會長羅茜莉和與會理監事

圖為安良工商會主席陳燦基（左一）在會中頒獎給三位主講人（左起
）李韻梅醫師，楊俊義老師，羅榮華師傅。（記者秦鴻鈞攝）



B2大陸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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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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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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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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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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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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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0 Bellaire 211室(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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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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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6年6月28日 Tuesday, June 28, 2016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6年6月28日（星期二）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77歲陳愛蓮嫩裝再舞林黛玉
77 歲的著名舞蹈家陳愛

蓮，本月25日、26日連續兩晚

在北京舞台上完成大型古典舞

劇《紅樓夢》的復排演出，一

身青春嫩裝領銜“林黛玉”一

角。演出結束，面對湧上台的

喜愛她的觀眾，陳愛蓮說，

“只要觀眾喜歡，我的身體狀

況 也 許 可 ， 就 會 一 直 演 下

去”。 ■中新社

■陳愛蓮在
18 分鐘獨
舞“焚稿”
中有很多高
難度動作。
網上圖片

■陳愛蓮日前出席大型古典舞劇
《紅樓夢》的新聞發佈會。

網上圖片

無論是此前的新聞發佈會，還是
演出結束後的採訪，都有記者

追問她諸如為何堅持演出、為何挑戰
“林黛玉”這樣的問題。陳愛蓮並不
太喜歡“堅持”、“挑戰”這樣的字
眼。在發佈會上，她說“現在是我演
林黛玉最好的時候”。

“就要堅持該堅持的”
大型古典舞劇《紅樓夢》一共8

幕約2個小時，除了“寶玉結婚”一
場外，其餘場次“林黛玉”大部分時

間都在舞台上，其中包括一段18分鐘
的獨舞“焚稿”。每當陳愛蓮完成連
貫流暢的旋轉、甚至倒踢紫金冠這樣
的高難度動作，觀眾席裡都會響起陣
陣掌聲。她的表情豐富，或喜、或
嗔、或怒、或泣，試圖從情緒變化上
幫助刻畫黛玉的性格。
對於林黛玉，陳愛蓮有自己的理

解。“我抱着《紅樓夢》看了十幾
遍，你們一直覺得黛玉愛素淨嗎？其
實原著中寶釵更喜歡素白、月白色，
林妹妹也喜歡鮮艷顏色，也喜歡打扮
得漂亮。所以你看我的林黛玉，會穿
紅着綠，跟你們想的不一樣吧？”
她認為，舞蹈演員和運動員是相

似的，不管多少歲，只要從事這一事
業，“就要堅持該堅持的”。她每天
用一個半到兩個小時進行基本訓練：
把沙袋綁在腿上進行力量訓練，大幅
度下腰、劈叉、踢腿……

“我就是有種使命感”
她第一次跳“林黛玉”是 42

歲。那時就有不看好的意見，認為其
年齡太大。2002年，她67歲時完成
《紅樓夢》第500場的演出。26日

晚，她告訴記者，“今晚的演出應該
是700多場了”。為了保持好狀態，
陳愛蓮只在下午三點多吃了幾口點
心。
訪談間隙，不時有觀眾湊近合

影，還有觀眾送上關於她的特種郵票
《穿越時空的舞音》。
“我想，我就是有種使命感，對

中國舞的使命和對觀眾的使命”，陳
愛蓮說。

77歲高齡的陳愛蓮
無論是身材還是打扮都宛
若少女，她是新中國第一
代舞蹈家，從藝 60 多
年，是現今世界上最年長

的舞劇主演。1939年陳愛蓮出生在上
海，1952年從上海一心孤兒院考入中央
戲劇學院附屬舞蹈團學習班，1954年考
入中國第一所舞蹈學校——北京舞蹈學
校，1959年各科均以全優成績畢業。同
年主演了中國第一部芭蕾舞與中國舞蹈
相結合的舞劇《魚美人》而一舉成名，
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舞蹈家之一。
中國幾乎所有的報刊多年來都對陳

愛蓮高超的表演藝術和她的品德給予過
很高的評價。
1989年她創辦內地第一個以個人名

字命名的藝術團——愛蓮藝術團，1995
年又創辦了“北京市愛蓮舞蹈學校”。她
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財力投入了辦學。變
賣自己的財產，拿出全部積蓄，建起2萬
平米的校舍，購置大量的教學設備，使愛
蓮舞校成為中國一流的舞蹈學校，為國家
培養了400多名優秀的舞蹈人才。
陳愛蓮樂於幫助家庭貧困又有舞蹈

天分的孩子求藝，對他們的困難總是伸
出熱情之手給予幫助，減免困難學生的
學費、雜費及伙食費、住宿費等。

■綜合搜狐網、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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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1886年6月25日的新疆喀什地區疏勒縣庫木
西力克鄉拍昆吾伊拉(11)村“人瑞”阿麗米罕．色依
提，日前度過了其130歲的生日。她也是目前世界上
最長壽的老人。
從今年初開始，老人起身要有子女在身邊照顧，

主要擔心她摔倒。但是老人性格倔強，不樂意別人攙
扶，喜歡“自食其力”，過無拘無束的生活。她說自
己長壽的最大秘訣就是性格好，不生氣，喜歡孩子，
閒不下來，愛唱情歌，還愛跳舞。

思維清晰 孫子輩達40人
阿麗米罕．色依提並保持着多年來養成的習慣，

每天按時吃飯，身體再不舒
服也要下地活動鍛煉身體。
以前，她特別喜歡光腳在地
上走，春秋季也不例外。現
在生活質量提高了，也依然
保持着樸素本色，最愛玉米
糊糊、剛烤的熱饢、剛成熟的瓜果，偶爾會要求吃一
次拉麵……如今，阿麗米罕．色依提依然每天都在院
子裡曬上幾個小時的太陽，和鄰居聊聊天，她的聽力
很好，思維清晰，並一直幫忙照看重孫子們。阿麗米
罕老人的孫子輩至今已有40人之多，8個孫子孫女都
是由老人一手帶大。 ■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

“世界第一壽星”
新疆過130歲生日

■阿麗米罕．色依提在
自己院子裡曬太陽。

香港文匯報新疆傳真

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和紅軍長
征勝利80周年，由河南省軍區主辦、中國鄭
州抗美援朝老戰士之家承辦的“高舉旗幟跟黨

走，共築強國強軍夢”老戰士書畫攝影作品展
在河南鄭州開幕。
這次展覽共徵集並展出書畫作品260餘

幅，參展的作者均是進入耄耋之年的老戰士，
他們通過揮毫潑墨，抒發了他們對黨、對祖
國、對人民、對軍隊、對社會主義的無限熱
愛，表達了他們永葆革命青春的寬廣胸懷和壯
志豪情。
由抗美援朝老戰士吳君仁創作的兩幅80

米長的畫卷讓人歎為觀止，一幅《回顧半個世
紀前的硝煙——抗美援朝戰爭》生動地展示了
那場兩年零九個月的戰爭全景，一幅《長征路
上》將血戰湘江、突破烏江、巧渡金沙江、飛
奪瀘定橋、喋血婁山關等重大戰役進行了情景
再現，讓參觀人員彷彿回到了那個戰火紛飛的
年代。

■記者 劉蕊，通訊員 鄒豐秋、
馬昕 河南報道

鄭州老兵辦書畫展 慶中共建黨95周年

■老戰士們參觀書畫攝影展覽。
香港文匯報鄭州傳真

countries and other Central and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s a part of the greater transport route 
Maritime Silk Road linking the European and Asian 
continents.
Mihajlovic revealed that Serbia, by starting the 

project, had shown that it "not 
only welcomes and promotes 
the Chinese 'Road and Belt' 
initiative, but has taken direct 
action in implementing it."
The projec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Belgrade-
Budapest railway was initially 
agreed on in 2013 at the China-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EE) countries leaders' 
meeting that took place in 
Bucharest, while at last year's 
summit held in Belgrade, China, 
Hungary and Serbia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t that point, Macedonia and Greece both expressed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ake in the project that is 
planned to turn Piraeus, the main port of Greece, into a 
Chinese hub for trade with Europe.
The cooperation pla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ailway 
was sign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in Belgrade at 
the meeting of the Trilateral Group of China, Hungary 
and Serbia for Traffic and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setting dates for certain phases of the project. (Courtesy 
news.xinhuanet.com/english) 

BEIJING (AP) — Last Sunday China recovered an 
experimental probe launched aboard a new generation 
rocket, marking another milestone in its increasingly 
ambitious space program that envisions a mission to Mars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Space program authorities said the spaceship's landing on 
the vast Inner Mongolian steppe keeps China on schedule 
to place its second space station into orbit later this year.
The launch of the spaceship aboard the newly developed 
Long March 7 rocket on Saturday was hailed as a 

may also be in the program's future.
A source of enormous national pride, 
China's military-backed space program 
plans a total of 20 space missions this 
year at a time whe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programs are seeking new 
roles.
China is also developing the Long 
March 5 heavier-lift rocket needed 
to launch the Tiangong 2 and other 
massive payloads.
China plans to launch a mission to land 
a rover on Mars by 2020, attempting to 
recreate the success of the U.S. Viking 
1 mission that landed a rover on the 
planet four decades ago. (Courtesy 
bigstory.ap.org/article)

breakthrough in the use of safer,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uels. The 
launch also marked the first use of 
the massive new Wenchang Satellite 
Launch Center on the southern island 
province of Hainan.
Since launching its first manned 
mission in 2003, China has sent up 
an experimental space station, the 
Tiangong 1, staged a spacewalk and 
landed its Yutu rover on the moon.
Its second space station, the Tiangong 
2, is due to be slung into space in 
September.
Following that, the Shenzhou 11 
spaceship with two astronauts on board 
is scheduled to dock with the station and 
remain for several days. Administrators 
suggest a manned landing on the moon 

Related
China, Serbia, Hungary Intensify Cooperation 

On Railway Deal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high-
speed railway between the capital cities of Serbia and 
Hungary is underway and on 
schedule, the Serbian Ministry 
of Transport, Construction and 
Infrastructure announced last 
week.
On a three-day visit of Chinese 
Vice Premier Zhang Gaoli 
to Serbia which commenced 
Monday, Serbian minister 
Zorana Mihajlovic explained 
that cooperation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on the several-
billion-dollar project had 
intensified. Mihajlovic said they 
would discuss the feasibility 
study and financing for the 
projec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Belgrade-Budapest 
railway in mid-July.
Mihajlovic told Xinhua that the railway was 
strategically the most important project of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nd the first one that involves more than 
one country from the reg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on a common project.
She explained to the press that the railway from 
Belgrade to Budapest would be a part of the line that 
directly links the port city of Piraeus in Greece with 
at least six to eigh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BELGRADE, June 27 (Xinhua) -- China and Serbia 
stressed Saturday that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should be settled by directly concerned parties through 
friendly consultations and negotiations.
The two sides set forth the consensus in a joint 
statement issued here during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ongoing state visit to the Balkan country.
In the document, Beijing and Belgrad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ose directly involved 
parties should abide by bilateral 
agreements and the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 while 
seeking a peaceful solution to 
th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rows.
The DOC, signed by China and 
10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November 2002, states 
that the parties concerned 
will "resolve their territorial 
and jurisdictional disputes 
by peaceful means, without 
resorting to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through friendly 
consultations and negotiations 
by sovereign states directly 
concerned, in accordance 
with universally recogniz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Xi arrived in Belgrade on 

Friday for a historic visit to Serbia as China seeks 
to carry forward traditional friendship and step up 
economic engagement with the Balkan country. It is 
the first visit by a Chinese head of state to Serbia in 
32 years.
A number of cooperation deals covering economy, 
trade, industrial capacity, finance and education were 
signed by the two parties. (Courtesy http://news.
xinhuanet.com/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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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ators watch as a Long March 7 (CZ-7) rocket lifts off the launch pad 
in Wenchang in southern China's Hainan Province Saturday, June 25, 2016. 
Saturday's launch was the first flight of the 53-meter (174-foot) tall rocket, 

which also carries a scaled-down version of a new Chinese re-entry capsule 
for human spaceflight. (Photo/Chinatopix via AP) A man holds a child as they visit a park with replicas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space vehicles displayed in Beijing, China, Sunday, June 26, 
2016. China on Sunday recovered an experimental probe launched aboard 

a new generation rocket, marking another milestone in its increasingly 
ambitious space program that envisions a mission to Mars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AP Photo) 

In these photos released by the Xinhua News Agency, workers retrieve a 
reentry module that was aboard the carrier rocket Long March-7 after it 
touches down successfully in Badain Jaran Desert in northern China's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June 26, 2016. China on Sunday recovered 
an experimental probe launched aboard a new generation rocket, marking 
another milestone in its increasingly ambitious space program that envisions 
a mission to Mars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Photo/Xinhua via AP) 

BELGRADE, June 18, 2016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 and Serbian 
President Tomislav Nikolic attend a signing ceremony for a joint statement to lift 
bilateral relationship of China and Serbia to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fter they held talks in Belgrade, Serbia, June 18, 2016. (Photo/Xinhua)

A bullet train runs through a grand bridge 
in Foshan City, south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Dec. 26, 2014. (Photo/Xinhua)

China On Schedule For Launch
This Year Of 2nd Spac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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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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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新聞
■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6年6月28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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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說，高效率地匯集和運用眾智就可以形成眾力，
這樣可以使科技研發、專業知識、工匠技能合作共

享。共享經濟也是眾創經濟，它可以讓人人參與、人人受
益，有利於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為每個人提供平等競
爭的機會，壯大中等收入群體，也讓每個人都有發揮自己潛
能的機會，去追求人生的價值，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他表示，全球化深入發展和網絡日益普及，為人民群
眾創業創新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舞台。我們將通過推 動
“雙創”，把精英和草根、線上和線下、企業和科
研院所的創新活動融合起來，以千千萬萬市場主
體的“微行為”，匯成創新發展的“眾力量”。

新動能將撐起新天地
在致辭中，李克強回顧了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歷

程。他說，經過多年的快速增長，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
面對持續較大的經濟下行壓力，我們沒有搞“大水漫灌”式
的強刺激，而是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
着力培育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動能。這幾年，保持了經濟
的穩定增長，經濟的增速居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前列，而且結
構調整取得了積極進展。
李克強說，一路走來，可以說充滿風險和挑戰，但是

令人欣慰的是新動能呈快速增長態勢，儘管目前在規模上還
難以和傳統的動能等量齊觀，但它在保障就業、增加收入、
促進轉型升級方面，乃至在推動發展方面，正在發揮着越來
越大的作用。假以時日，異軍突起的新動能必將撐起未來中
國經濟的新天地。

中國經濟不會硬着陸
談到今年以來在世界經濟增長繼續放緩的背景下中國

經濟運行情況時，李克強概括為“總體平穩、穩中有進，保
持在合理區間，的確來之不易”。在列舉了今年上半年的各
項經濟數據後，李克強補充說，上半年中國經濟穩定發展，
還表現在改革創新和調整轉型有新的進展。
此外，消費的主導作用，新技術、新業態、新經濟的

快速增長等因素，也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
“總的來看，中國經濟的結構在優化、質量在提升、動能在
積蓄。”他說，“中國經濟不會‘硬着陸’，今年能夠實現
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

有能力保人民幣穩定
在談到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結構性矛盾時，李克強

說，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矛盾），主要在供給側，我們要
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的供給，擴大
有效和中高端的供給，這既有利於經濟轉型，也有利於促進
經濟增長。
在致辭的最後部分，李克強重申了中國政府在“人民

幣是否貶值”這一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和觀點。他說，面對當
前國際金融市場撲朔迷離的波動，我們將堅持以市場供求為
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實行）有管理的浮
動匯率制度。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決定了人民幣不存在長期貶
值的基礎，我們有能力保持人民幣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
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大明 天津報道）

第十屆夏季達沃斯論壇全會開幕式27日上午在

天津舉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發表致辭時

表示，我們倡導創新的理念，也包含着共享的

精神和理念，共享經濟也是眾創經濟。通過推

動“雙創”，以千千萬萬市場主體的“微行

為”，匯成創新發展的“眾力量”。

“微行為”匯成創新“眾力量”
壯大中等收入群體 讓每個人發揮潛能

三個大學畢業生、
85萬港元啟動資金、一
間30平米的辦公室，這
是2009年天津卓朗科技

初創時的全部家底。如今，這家新興
科技企業已發展為銷售收入近6億元、
員工近300人的規模。在公司寬敞的辦
公樓裡，企業負責人張坤宇向到訪的
李克強介紹了他們開發的“萬企轉型
升級平台”和運行的成效。

據了解，這家科技“小巨人” 企
業為4.8萬家企業提供雲計算服務，幫
助1.7萬家企業與政府部門對接，為近
20萬名軟件工程師搭建平台。

李克強說，服務型平台企業是新
模式，也為傳統製造業轉型發揮了強

大的助推作用，這充分說明新經濟發
展與傳統產業升級有巨大的互促共
進、融合發展空間，在一定意義上包
含着推動傳統產業改造的新技術等多
種要素。

關於如何充分用好這一新模式，
李克強亦指明具體路徑。他強調，要
立足創新驅動，鼓勵發展更多有效聚
合政府、企業、社會等多方資源和創
新要素的服務型平台，使各具優勢的
個體成為極具價值的聯合創造者，使
資源更好對接需求實現優化配置，服
務傳統企業化解過剩產能、改造升級
的巨大市場，做強新動能成長和傳統
產業轉型這對推動中國經濟升級發展
的“雙引擎”。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第十屆夏季
達沃斯論壇正在天津舉行，在圍繞主題“第四次
工業革命——轉型的力量”進行的各場討論中，
轉型升級的中國經濟令與會者充滿信心。
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說：“大家對中國

經濟一定要有信心，我們有雄厚的物質基礎，
有比較完整的產業體系，有比較完善的基礎設
施，有13億人口市場，有9億多勞動力，有
7,000 萬市場主體，人力資源的總量也達到

7,100多萬。這就是我們的潛力、我們的空間、
我們的韌性。”
全球性管理諮詢公司埃森哲26日發佈的一

份調查報告顯示，在對119位在華跨國企業高
管的訪問中，絕大多數跨國企業高管依然看好
中國市場潛力，其中有71%的高管正計劃在未
來幾年增加對中國的投資。
荷蘭皇家帝斯曼集團在中國持續投資，集

團首席執行官兼管理委員會主席謝白曼表示，

雖然中國經濟增速出現下降，但中國市場廣
大，有良好的基礎設施，還有大量的技術工
人，這些基本面都非常好，而且中國也正在努
力轉型，因此他對中國非常有信心。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

瓦布說，在令世界處於智能化的第四次工業革命
中，中國已在無人機、太陽能、超級計算機等新
興技術領域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展望未來，我
認為中國將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軍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大明 天津報道）第
十屆夏季達沃斯論壇全會開幕之際，恰逢日前英
國公佈“脫歐”公投結果。英國“脫歐”將給世
界經濟以及中英、中歐關係帶來哪些影響，在本
屆達沃斯預定議題之外，成為多場分論壇討論的
焦點。在27日上午舉行的開幕式上，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在特別致辭中首度回應了這一問題。
李克強說，前幾天英國公投“脫歐”，對國

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已經顯現，世界經濟的不確定
性進一步增加。在此情況下，推動世界經濟復甦
和各國經濟增長，需要共同應對挑戰，提振信
心，來營造穩定的國際環境，共同尋求治本之
策。這裡我也想說，歐洲是中國重要的合作夥
伴，中方將繼續致力於維護好發展好中歐、中英
關係。我們希望看到一個團結、穩定的歐盟，也
希望看到一個穩定、繁榮的英國。在全球化的大
背景下，各國都不可能離開世界經濟環境去談本
國的發展，所以需要攜手共進。

﹁脫
歐
﹂添
世
界
經
濟
不
確
定
性

達沃斯嘉賓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

科技“小巨人” 提供專業雲服務
����&&

講話要點
中國經濟穩定向好

1、經濟發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

2、改革創新和調整轉型為上半年經濟穩定發展發揮了
關鍵作用。

3、經濟下行的壓力仍然較大，困難不可低估。

4、有能力保持人民幣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把脈世界經濟

1、地緣政治風險加大，不穩定因素增多。

2、中方將繼續致力於維護好發展好中歐、中英關係。

3、為推動世界經濟穩定復甦開出三劑“藥方”：

（1）要積極實施結構性改革；

（2）加快經濟轉型升級；

（3）加強高效有序的全球治理。

記者 趙大明 整理
■李克強在開幕式
上致辭。 彭博社

■第十屆夏季達沃斯論壇在天津舉行，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與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出
席開幕式。 彭博社

李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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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美最高法院封殺德州法律
墮胎權陣營大勝

美國德州一舞蹈工作室發生槍案
6人中槍2人死亡

(本報綜合報道)根據福遍警方的報告，
Katy 一位兩個女兒的母親 Ann Sheats Wooten
上周五在Katy自家門前槍殺了自己的兩位女兒
。

根據報告，當天是兩個女兒的父親 45 歲
的 Jason Sheats的生日，但在家中發生了爭執，
兩個女兒和其父剛從家門想要出來，17歲的女
兒就被其母當場開槍殺死在家門口。姐姐
Taylor Sheats衝到街道，據目擊者稱，其母親
回到屋內重新裝上子彈走到屋外，並對Taylor
連發多槍。

這位父親逃到街道的一個封閉角落才幸免
被殺。

當天，警方接到大量的報警電話迅速趕至
現場後，發現22歲的Taylor Sheats 和17歲的妹
妹 Madison Sheats 倒在街道上，警方在現場看

到Wooten正手持一把手槍，警方在她拒絕放
下武器後開槍將她擊斃，之後，大女兒Taylor
Sheats被直升飛機送至德州醫療中心後不治身
亡。除了孩子的父親之外，已經證實這家母女
三人全部喪生。

持槍殺人者Christy Sheats是一位積極支持
擁槍權利的倡導者，在她的臉書上多次顯示她
支持擁槍的觀點。當地反對槍支暴力的社區聯
合機構負責人表示，Christy Sheats即使患有精
神疾病，她也不能成為殺人的借口，更不能用
擁槍的權利去破壞一個家庭。

另外，據臉書上的調查，昨天星期一還是
22歲的女兒Taylor Sheats計劃和已經戀愛四年
的男友結婚的日子，家人曾計劃舉辦慶賀典禮
。

（本報訊）美國最高法院以5票對3票通過，封殺德州一項對墮胎診所施以種種限制的法律，讓
支持墮胎選擇權的陣營贏得重大勝利，這是最高法院近1/4世紀來對墮胎問題所作最重大裁定。

此案對美國千千萬萬婦女有深遠的影響，最高法院8位大法官以過半數裁定撤銷相關法規。維權
人士聲稱這些法規已迫使德州超過半數墮胎診所關閉。

大法官佈雷爾（Stephen Breyer）提出的多數意見書指出，德州這些法規在醫療上沒有必要，而且
違反憲法限制女性的墮胎權利。

Katy一母親槍殺兩女兒 結婚喜日變祭日

（本報訊）當地時間25日，美國德克薩斯州一家舞蹈工作室發生槍擊案，導致2人死亡，多人受傷。
據報導， 當地警方表示，槍擊案發生在午夜之後，一名受害者被發現死在舞蹈工作室外。這起槍擊案

共有6人中槍，其中2人死亡。
該舞蹈工作室表示，有一伙人曾在那裏開派對，但是並未得到許可。這家工作室稍後再網上發表聲明

稱與槍擊案並無聯繫。
目前，警方仍在對這起槍案進行調查。

二女兒

槍手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大女兒

受英國“脫歐”影響
全球資本市場巨震

英鎊大跌！瞬間超過8%；黃金暴漲！

漲幅達到 100美元；紐約股市三大股指

開盤大跌……昨日，隨著英國公投的結

果分區片逐步公布，隔著手機屏幕都能

感到窒息的緊張。“英國離開歐盟是小

概率事件，但是小概率事件也有可能發

生。”在結果公布前，幾乎所有分析者

都這麽說著，恐怕沒有幾人預想到結果

真的會是“離開歐盟”。

受英國“脫歐”影響，東京股市 24

日高開低走，日經 225種股票平均價格

指數暴跌超過1000點。

英國人該幹什麽還幹什麽
北京，早上 9點左右，陽光已經開

始刺眼。英國公投的消息開始在手機的

各個新聞軟件中不斷推送，從每隔半小

時壹條推送，到幾分鐘就壹條。然而，幾

乎令所有經濟學家大跌眼鏡的是，“脫歐

派”與“留歐派”之間的差距逐漸擴大，

最終“小概率事件”還是發生了。

即便是隔著屏幕，也能感受到倫敦

彼時的緊張。英鎊預料之中地大幅下跌，

留下走勢圖裏歷史性長長的綠色柱形——

自 1985年 6月份以來，英磅對美元匯率

從沒有如此低沈。

早在公投開始前，國際金融巨鱷索

羅斯就曾警告英國，如果真的“脫歐”

成功，那麽英鎊會在短時間內貶值 20%

左右。而香港首富李嘉誠也曾表示，脫

歐後他將減少在英投資。然而，這些來

自全球巨擘的半威脅性的言語，以及對

“留歐派”議員遭刺殺事件的同情心，

似乎對公投結果影響並不大。

在地球另壹側的倫敦，緊張的氛圍

似乎並不嚴重。“大家該怎麽過就怎麽

過，壹片祥和。”壹位常駐倫敦的金融

從業者表示，昨天，倫敦晴空萬裏，而

前壹天還是狂風暴雨。“這是雨過天晴。

我相信英國‘脫歐’後會有短期震動，

但壹切都會越來越好。”

而另壹位英國居民則表示，盡管投

了“留歐”，但其並不反對“脫歐”。

在他看來，移民是個重要問題，耗費了

大量政府救濟。

全球資本市場哀鴻遍野
英國人的淡定，似乎源於其深沈的自

信。“其實，英國‘脫歐’對其自身的影

響沒有媒體報道得那麽大。”上述常駐倫

敦的金融從業者表示，或許會經歷壹到兩

年陣痛期，但英國有獨立的貨幣體系，有

不可替代的硬實力，且並沒有脫離歐洲經

濟共同體，對於英國而言算不上危機。

不過，公投已經結束，英國要真正

離開歐盟還需要英國國會審核，但震動

已經開始。各國資本市場度過了“黑色

星期五”；各國金融部門也紛紛表態，

將采取措施。

就在“脫歐”結果出爐後，全球資本

市場震動不斷。歐洲股市早盤下跌10%。

其中，英國富時100指數幾秒鐘就暴跌將近

9%，而法國CAC40指數則下跌近11%。日

股也應聲下跌將近8%。就連關系不大的A

股，也因此受到波及。昨日，A股盤中大

跳水，股指壹度逼近2800點整數關口。

星展集團投資總監林哲文表示，股

票和風險資產自 6月初已面臨拋壓。由

於不斷放緩的全球經濟、下降的企業盈

利以及全球貨幣政策的乏力，全球股票

市場的增長變得不可持續。

此外，各國相關部門昨日下午也開始

紛紛表態。被避險情緒推高匯率的日本表

示，將準備好提供充足的流動性。“日本

央行已經做好與美聯儲、歐洲央行、英國

央行、瑞士央行、加拿大央行等5家央行

動用互換安排，盡壹切可能提供流動性。”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表示。

此外，分析認為，美聯儲的加息預期，

也將再度被英國“脫歐”事件所打斷。

人民幣匯率首當其沖受影響
“對於客戶而言，1秒鐘就可能意味著

損失很多。”壹位銀行交易員向北京晨報記

者表示。昨日英鎊出現12%左右的下跌，不

少人去銀行將英鎊兌換成人民幣。“雖然沒

有數字統計，但是的確比以往多了很多。”

實際上，昨日人民幣對英鎊匯率從

9.865升值至8.7479，升值幅度超過11%。

也就是說，1萬元英鎊換算成人民幣壹

天就縮水了11171元人民幣。

英國“脫歐”對於中國而言，人民

幣匯率將首當其沖受到影響。昨日，英

國“脫歐”推高了美元匯率，也讓人民

幣對美元匯率出現較大波動。數據顯示，

昨日人民幣對美元及其匯率較開盤價下

跌475個基點至6.6215。

民生證券首席宏觀研究員管清友表

示，英國“脫歐”成功，按照英鎊和歐

元齊跌 20%的情景來估計，美元指數被

動上漲 12.4%至 106。這意味著人民幣對

美元中間價也將受影響。

中國央行：已做好應對預案
不僅如此，英國“脫歐”還引發了

中國是否降息、降準的討論。

對此，中國央行昨日發布聲明稱，

中國人民銀行密切關註英國脫歐公投情

況，已註意到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公布後

金融市場的反應，並已做好應對預案。

“我們將繼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綜

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

合理充裕，維護金融穩定。保持人民幣

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24 日，參加完二十國集團（G20）

財政和央行副手會的財政部副部長朱光

耀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英國脫歐公投問

題是本次會議需要直接面對的最突出的

不確定性，它將會對市場產生非常深刻

的影響。他表示，當前全球經濟仍處於

復蘇進程中，但復蘇極為緩慢、不平衡

，而且出現了新的不確定因素。壹些重

要新興市場國家面臨較大的經濟困難。

大陸老酒價格暴漲引發假貨潮 臺媒：大部分人投資賠
綜合報導 老酒收藏市場沉寂多年，最近突然

爆出大冷門，各大品牌名酒的老酒價格全線上漲，

八大老酒甚至漲了75%，許多人躍躍欲試想加入老

酒收購行列；專家提醒，實際投資老酒賺到錢的

人很少，賠錢的一堆，錢都被製造假酒的不法商

人撈走了。

據台灣中時電子報6月24日報道，業內人士指出，

以1980年茅臺來說，2007年賣900元（人民幣，下同）

一瓶，當年底飆漲至4000元，價格翻了4倍多。2008

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價格跌至1800元，2009年又飆至3

萬元，2011年又重演暴跌，差點跌破萬元大關，去年

下半年又開始漲價，現已漲到2萬元。

十年間老酒身價大漲大跌好幾次，讓越來越多

人加入老酒收藏行列。上世紀 90年代中期的茅臺

酒，去年同期是 3700元一瓶，如今已漲到 7500元

左右，漲幅超過100%。

老酒真偽難辨別
中國酒業協會副秘書長宋書玉指出，目前老酒民

間收藏市場的交易總額約50億元，未來3到5年，白

酒收藏市場規模可能達200到300億元。“其實很多

人高價收購的都是假酒”，專家指出，每波老酒漲

價，都會引發一波瘋狂倣冒潮，酒標做得十分逼真，

有時候用強光手電筒加放大鏡，都未必看得出來。

老酒收藏家吳平舉說，不少自稱收藏上百瓶老

酒的藏家，經鑒定得知有一半都是假貨，投入的資

金都進了假酒商口袋。

老酒藏家余洪山認為，要鑒別老酒真偽，可看封口，

必須是完好無損，沒有鬆動現象；酒標應有正標、背標或

頸標，套色準確、印刷精美、字體不模糊、無毛邊。此

外，80年代末期開始大部分名酒出廠都有盒裝。

混新酒喝最對味

“老酒價格上漲，除了炒作，也有市場需求。”

廈門市酒類同業公會副秘書長黃振鑫表示，老酒喝

一瓶少一瓶，有市場，漲價也是必然，有錢人很願

意花錢買一瓶好酒品嘗。

怎麼品嘗老酒，吳平舉建議，用老酒混新酒喝

最對味。老酒過綿過柔，加入新酒勾兌，反而可將

老酒激活，釋放它的濃香；混酒比例則和酒的年份

有關，也因人而異。老酒勾兌新酒，不僅好喝，也

讓喝老酒成本降低許多。

報道稱，存放時間較長的酒統稱為老酒，泛指

所有陳年佳釀，包括白酒、紅酒、黃酒、葡萄酒、甜

酒、威士忌、白蘭地、琴酒、伏特加等，最佳飲用

期一般在 5年以上。啤酒因保存期過短，沒有老酒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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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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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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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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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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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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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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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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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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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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變數多 景氣燈號亮第二顆黃藍燈

台股跌幅收斂 守住8450整數關卡

國定7天假暫時恢復 工商團體中止協商

（綜合報道）近期全球經
濟變數多，剛出現英國公投脫
歐派獲勝的黑天鵝。國發會今
天公布 5 月景氣對策信號，維
持 「轉向」的黃藍燈，為連續
第二個黃藍燈，綜合判斷分數
再上升至20分。

國家發展委員會今天公布

105年5月 「景氣對策信號」，
呈現 「轉向」的黃藍燈，為連
續第 2 個月呈現黃藍燈，綜合
判斷分數較 4 月上升 3 分至 20
分。

根據已發布經濟數據，5月
工業生產指數、機械及電機設
備進口值雙雙變燈，分別來到

黃藍燈與黃紅燈。因此，綜合
判斷分數再往上攀。

國發會所公布的景氣對策
信號，是由涵蓋金融、勞動市
場、工業生產、進出口以及消
費等九項指標構成。

(綜合報道) 針對勞動部暫時恢復7天假，工
總等7大工商團體指出，有鑑於先前勞資協議未
獲履行，一再反覆，自即日起 「中止協商」，
直到政府公告先前協商結果，再考慮重啟協商
之門。

工總、商總、工商協進會、中小企業總會
、電電公會等7大工商團體，中午一起舉行記者
會宣布中止勞資協商。

工商團體的聲明指出，針對勞動部暫時恢
復7天假，未能有效落實勞資協議，使雇主負擔
不斷加重，嚴重影響企業競爭力，7大工商團體
今天共同宣布，無限期全部退出所有勞資協商
會議，以及對政府的一再失信表示抗議。

勞動部之前邀集勞資雙方進行協商，達成
全面週休2日，不過要廢除7天國定假日的共識
。但過去半年來，在勞工團體抗爭下，新政府
再提出折衷方案，讓勞資雙方都還有意見。

工總理事長許勝雄表示，工商團體沒有能
力也沒有條件與勞團協商，因為即使達成共識
，也沒有公權力可以立法執行，期待政府扮演
稱職的角色，以建立社會互信。

商總副理事長許舒博也說，既然已經協商
，就應該按照協商結論走，如果無法信守承諾
，哪個企業可以承受？他說： 「如果每次都用
抗爭，大聲的人就有糖吃，這個國家運作會陷
入危險。」

(綜合報道)台股漸擺脫英國脫歐陰霾，跌幅收斂，終場收在
8458.87點，8400點大關和年線8401點失而復得。法人表示，英
國脫歐短期對台股盤面影響不大，後市台股仍將回歸基本面。

台股早盤受英國脫歐、美股重挫效應衝擊，失守季線8465
點，一度跌破8400點大關和年線約8401點。

不過在台積電、富邦金和國泰金除息行情帶動下，台股盤中
跌幅收斂，8400點大關和年線失而復得，大盤在8440點到8460
點區間狹幅整理。尾盤台股小跌，站上8450整數關卡，但季線
8466點仍失守。

台股加權股價指數終場收在8458.87點，下跌18.12點，跌幅
0.21%，成交金額相對萎縮到新台幣 630.75 億元，電子股跌
0.36%，金融股跌1.35%。

主要電子權值股漲跌互見，台積電今天除息行情啟動，終場
收在155.5元，漲1.6%。股王大立光跌勢明顯，終場收在2810元
，跌90元，跌幅3.1%。鴻海收在82元，漲0.6%，聯發科收226.5
元，漲1.3%。日月光盤中翻紅，終場收在35.15元，漲0.5%。

聯電收在 12.45 元，漲 3.7%
。華碩收在265元，跌3.6%。

金控股國泰金和富邦金今天
也發動除息行情，國泰金終場收
在34.55元，漲0.4%，富邦金收
在 36.7 元，漲 1.3%。兆豐金相
對弱勢，收在23.45元，跌1.4%
。

台新主流基金經理人施昶成
表示，英國脫歐，受到國際股市重挫影響，台股短線受衝擊，不
過，短期對盤面影響不大，後市台股仍將回歸基本面。

觀察台股後市，施昶成表示，觀察指標包括美國初領失業金
人數、美國銀行信用違約互換交易CDS（Credit default swap）走
勢、7月美國聯準會（Fed）利率動向、人民幣走勢等。

施昶成指出，目前看來，四大權值股塑化、半導體、蘋概股
及金融股景氣回溫動能不強，估計第3季台股在8100點到8700

區間整理。
觀察類股族群表現，施昶成表示，第3季權值股基本面偏弱

，小型股先前股價整理已久，籌碼相對穩定，後市較有表現空間
，可留意具題材的中概股、汽車電子及汽車零組件、受惠物聯網
等高流量時代的網通類股；另外，高殖利率概念股及低基期個股
可做防禦性操作。

7月電子金融期齊漲
（綜合報道）台北股市今天下跌 18.12 點

，收 8458.87 點。7 月電子期收 336.3 點，上漲
4.85點，逆價差3.95點；7月金融期收913.4點
，上漲2.6點，逆價差6.69點。

7月電子期以336.3點作收，上漲4.85點，
成交4089口。8月電子期以331.6點作收，上漲
4.9點，成交69口。

電子現貨下跌1.22點，以340.25點作收；

7月電子期貨與現貨相較，逆價差3.95點。
7月金融期貨以913.4點作收，上漲2.6點

，成交4196口。8月金融期以898.6點作收，上
漲2.6點，成交37口。

金融現貨以 920.09 點作收，下跌 12.63 點
；7月金融期貨與現貨相較，逆價差6.69點。
實際收盤價以期交所公告為準。

台灣期貨市場成長快 邱正雄有感觸
台灣期貨交易所27日領先全球推出首檔人民幣計價人民幣匯率選擇權，永豐銀行董事長邱正
雄感慨，18年前擔任財政部長時，台灣期貨交易所剛成立，日成交量不過208口，現在日均量
已達100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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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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遠程會診）

蔡總統感謝在全世界打拚的台灣人

機捷遲未通車 鄭文燦：政府加油解決

小燈泡案 林全要遏止網路傳播不當內容

漁業三法修法 行政立法達成6共識

（中央社）總統蔡英文今天參觀長榮集團箇
朗貨櫃碼頭時有感而發說，今早她在電視上看到
巴拿馬人準備盛典時，鏡頭出現長榮的貨櫃船，
這是非常漂亮的綠色、壯觀的一幕，讓她對於在
全世界打拚的台灣人與企業，感到由衷的感謝。

正在巴拿馬訪問的蔡總統今天參訪長榮海運
的箇朗碼頭。蔡總統致詞指出，貨櫃碼頭不僅是
長榮在巴拿馬重大投資，也是台灣與巴拿馬互惠
互助、邦誼穩固的象徵與指標，長榮在巴拿馬有

很好的企業形象；這是除了兩國官方互動之外，
台灣與巴拿馬非常重要的友誼基礎。

蔡總統說，這基礎經過長榮集團多年來的
累積，也愈來愈深厚，過去張榮發受到巴拿馬敬
重，曾獲聘巴國總統府顧問，巴拿馬駐台名譽理
事， 「我相信有這樣光榮傳統，長榮集團一定會
持續促進台巴之間的官方與民間合作，讓台灣與
巴拿馬繼續當好朋友，繼續交往下去」。

蔡總統出席巴拿馬運河拓寬竣工典禮
巴拿馬運河拓寬工程竣工啟用儀式26日（當地時間）在巴拿馬可可利水閘舉行，總統蔡英文
（前左3）率團出席竣工典禮。

（綜合報道）桃園市長鄭文燦今天體驗法
國輕軌，指有機會引進桃園；至於遲未通車的
桃園機場捷運，仍有通信斷訊及緊急煞車等問
題，希望新政府要加油，有問題不掩飾、不迴
避，好好解決。

鄭文燦歐洲之旅，今天參訪重點在巴黎交
通建設方面，一行人先參訪Systra交通規劃公司
，搭乘輕軌捷運，並坐在駕駛艙體驗，隨後參
訪巴黎都市計畫協會（APUR），並接受法國權
威性經濟類日報 「回聲報（Les Echos）」專訪，
晚上參加晚宴，聽取駐法代表處代表張銘忠簡
報。

鄭文燦參訪systra公司時，進一步了解捷運
及輕軌系統規畫及運作， 他在公司一樓員工休
息區，邊騎腳踏車運動邊打果汁，他說，辛苦
打的果汁特別好喝。

systra擅長交通、城市規畫，其執行長費爾
札（Pierre Verzat）以法國尼斯、波爾多為例說
明。

費爾札說，尼斯廣場透過輕軌建設，重新
規畫，廣場旁的停車場移往他處展現另一番風
貌；波爾多則藉輕軌改善河堤風貌，成為全法
國第一個地底授電通車案例，吸引許多居住、
觀光人口，成為全國最適居住城市。

鄭文燦說，桃園機場連結國際，是台灣交
通樞紐，有接軌台北捷運和市內運輸入需求，
但是目前仍有通信斷訊、緊急煞車在內的7項問
題。

他指出，機場捷運目前在做最後測試，交
通部目標預定在年底交給桃園市政府營運，目
前主要問題在於，機場捷運有51公里長，在某
些路段無線通訊會斷訊，斷訊會帶來緊急煞車
問題，目前交通部正做最後的改善措施。

鄭文燦說，桃園捷運計畫，捷運綠線已經
確定，目前正進行專案顧問管理標（PCM）發
包，捷運綠線 27 公里長，預定在 7 月 1 日要
PCM開標，也許綠線未來也需要Systra協助。

鄭文燦指出，捷運計畫是捷運棕線，它是
monorail的系統，目前可行性報告已經由交通部
審查通過，後續也會進行綜合規劃，路線是11
公里長；最後，捷運中壢內環線，約8公里長，
目前在可行性規劃審查階段。

鄭文燦看了簡報中談的波爾多輕軌（LRT
），也很適合桃園，包括一個是舊市區的舊鐵
道（桃林鐵路）是否改為LRT，另一個是較大
的航空城計畫，也很適合LRT，希望下次有機
會可以到波爾多參觀。

（中央社）行政院發言人
童振源今天表示，針對漁業三
法修法，行政立法政策協調會
報達成 6 項共識，包括重大違
規罰則再區分小船級別，降低
罰鍰額度。

歐洲聯盟去年10月對台灣
遠洋漁業舉出黃牌，共分三階
段審查改善情況，第一次是今
年3月底、第二階段9月底、最
後期限是明年 3 月底，如果不
過將遭貿易制裁，但漁業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投資經營非
我國籍漁船管理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與遠洋漁業條例草案
（漁業三法）仍待立法院朝野
協商。

行政院傍晚召開行政立法

政策協調會報，由行政院副院
長林錫耀、民主進步黨立法院
黨團總召集人柯建銘主持。

童振源會後轉述，針對漁
業三法修法，行政院與立法院
民進黨團達成 6 項共識。第一
，本會期結束前將通過漁業三
法修法；第二，行政院將迅速
成立跨部會專案工作小組，加
強相關執法工作及打擊非法、
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業活動
（IUU）具體行動方案。

他說，第三，修正遠洋漁
業條例審查會條文第13條，第
1項第5款有關遮蔽漁船標幟及
第11款捕撈、持有禁捕魚種，
刪除審查會增列 「故意」一詞
；第四，刪除遠洋漁業條例審

查會條文第28條及第33條：不
收取資源使用費，不成立遠洋
漁業發展基金。

童振源表示，第五，保留
遠洋漁業條例審查會條文第36
條（院版第35條）：有關重大
違規或遭禁止而強行出港未依
期限直航至指定港口的罰則，
維持行政院版文字；第六，保
留遠洋漁業條例審查會條文第
37條（院版第36條）：有關重
大違規的罰則，依委員會建議
再區分為小船的級別，由三級
改分為四級，增列 「總噸位未
滿50漁船」，罰緩額度為新台
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
。

（中央社）行政院今天舉
行治安會報，為遏止類似小燈
泡事件不當內容在網路和媒體
傳播散布，行政院長林全要求
行政院政務委員吳政忠召集相
關單位，兩個月內釐清各單位
權責劃分。

林全主持上任後第二次治
安會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報告 「政府處理不當網路內容
因應措施及努力方向」，林全
凝重表示，應設身處地，以同
理心將小燈泡當家人處理。

林全裁示，請政委林美珠

召集衛生福利部、通傳會、內
政部警政署和法務部，研議網
路散播不當內容解決方案，確
保有效遏止網路傳播不當照片
等內容。

相關宣導方面，林全請各
部會基於自身權責範圍，持續
向社會大眾及媒體宣導不應散
布不當內容，造成當事人及家
屬二度傷害。

此 外 ， 林 全 聽 取 衛 福 部
「強化防範社會高風險族群隨

機傷人事件之策進作為」後說
，隨機殺人事件難找出一個最

明顯的因果關係，可能是任何
社會問題造成的反應，但仍要
努力做好該做的事，至少做到
讓社會安心。

行政院發言人童振源會後
轉述，林全在第一次治安會報
就關切隨機傷人議題，但各部
會報告沒清楚提出解決方案，
許多都是在談各部會業務，沒
說要如何避免隨機傷人、避免
不當照片在網路流傳，林全非
常不悅，要求各部會下次治安
會報提完整內容。

陳添枝談英脫歐因應措施
國發會主委陳添枝（右起）、行政院發言人童振源， 27日在行政院記者會，對於英國脫歐事
件，國內因應措施提出說明。

工總理事長與工商界大老議論紛紛
工業總會27日上午舉行 「工總等不滿修勞基法延遲」 記者會，勞團闖入抗議，工總理事長許
勝雄（左2）與工商界大老議論紛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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