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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武協會第三屆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頒獎儀式
周日中午在僑教中心舉行，共有二人獲獎

（ 休士頓/ 秦鴻鈞 ）第三屆 「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 頒獎
典禮，於周日（ 七月十日） 中午十二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共有二名學生獲獎。分別為 Andy Liu 及 Darren Raposas, 他們必
須學習武術四年以上，在武術有優良表現及貢獻的就學學生。
得 獎 人 Andy Liu 畢 業 於 Baton Rouge Magnet High School,
Baton Rouge, Louisiana, 他將進入伊立諾大學 Urbana-Champaign
主修核子等離子放射性工程。從 2010 年開始習武，獲得休士頓
舉行的 2015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 13 歲--17 歲現代武術總
冠軍。
另一位得獎人 Darren Raposas 畢業於 Bishop Eustace Preparatory School, Pennsauken ,New Jesey, 他 將 進 入 伊 立 諾 大 學 Penn
State University Penn State UniversityPark 主修電腦，從 2006 年開
始 習 武 ， 獲 得 2015 年 於 奧 蘭 多 舉 行 的 國 際 中 華 武 術 錦 標 賽
13 --17 歲現代武術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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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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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與宏武協會全體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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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反對菲律賓拒絕談判
單方面提起仲裁的立場
（休士頓/秦鴻鈞綜合報導）菲律賓前總
統阿基諾三世炮制的南海仲裁案，其結果即將
於 12 日出爐。雖然美國、日本等積極摻和仲裁
案，部分西方國家也在“敲邊鼓”，但據不完
全統計，目前已經有至少 66 個國家，通過國家
元首、總理、外交部、外長或防長等的表態，
明確支持中國在南海的立場，聲勢遠遠超過對
方。這也從側面證明中國“得道多助”，外交
部此前多次表示，“公道自在人心”。
密集表態的第一波在 4 月。外交部長王毅
先後赴俄羅斯出席中俄印外長第十四次會晤 、
訪問東盟三國、再回國參加亞信外長會議，爭
取到俄羅斯、印度、文萊、柬埔寨、老撾、岡
比亞、波蘭、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白俄羅斯
、吉爾吉斯斯坦等 11 國相繼表態支持中國南海
立場。其中，俄、印、柬埔寨、巴基斯坦、孟
加拉國、吉爾吉斯斯坦為“亞信”成員國。斐
濟、哈薩克斯坦也很快表態支持。
第二波則向西擴展。5 月 12 日，在多哈舉
行的中阿合作論壇第七屆部長級會議通過《多
哈宣言》。《宣言》強調，阿拉伯國家支持中
國同相關國家根據雙邊協議和地區有關共識，
通過友好磋商和談判，和平解決領土和海洋爭
議問題；強調應尊重主權國家及《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締約國享有的自主選擇爭端解決方式
的權利。阿盟國家共計 22 個，除了西亞國家外
，還包括埃及、阿爾及利亞、蘇丹、吉布提、
利比亞、毛裡塔尼亞、索馬裡、科摩羅等非洲
國家。其中阿爾及利亞、蘇丹、黎巴嫩、也門
、沙特、科威特、科摩羅等國還單獨表態支持

。

5 月多哥、阿富汗，外交部宣布莫桑比克
、布隆迪和斯洛文尼亞也加入了支持中國的隊
伍，上合組織會議上，各國外長一致確認，所
有有關爭議均應由當事方通過友好談判和協商
和平解決，反對國際化和外部勢力干涉。為此
，外長們呼吁恪守上述公約、《南海各方行為
宣言》及落實宣言後續行動指針全部條款。上
合組織除中國，以及已經表態的俄羅斯、吉爾
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外，還包括塔吉克斯坦
和烏茲別克斯坦。
第三波則以其他非洲國家為主。包括肯尼
亞、坦桑尼亞、贊比亞、喀麥隆、埃塞俄比亞
、萊索托、馬拉維、尼日爾、烏干達、厄立特
裡亞、塞拉利昂、多哥、阿爾及利亞、蘇丹、
加蓬等國。
6 月南非政府發表外交部聲明，支持中國
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6 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在訪問塞爾維亞期間，簽署了《關於建立全
面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聲明明確表示
，中塞雙方一致認為，在南海問題上，應根據
雙邊協議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規定，由
直接當事方通過友好磋商和談判，和平解決領
土和海洋爭議問題。厄瓜多爾高等教育部部長
雷內•拉米雷斯表示，南海爭端需要當事國通
過直接對話和平解決，這是解決地區領土領海
爭端的唯一方式。他贊同中方立場，認為海牙
國際仲裁法庭對中菲南海爭議不具有管轄權。
烏拉圭的執政黨廣泛陣線、薩爾瓦多執政黨馬
蒂陣線的中央委員等政黨代表，也認為在南海

問題上 “中國
政府選擇了正確
的道路”。
根據外交部
7 月 8 日的最新
消息，近日表態支持中國的還有中非、馬達加
斯加、幾內亞比紹、津巴布韋、安哥拉、利比
裡亞等非洲國家，名單又添上了巴布亞新幾內
亞和塞內加爾。非盟、阿盟和上合是明確表態
支持的國際政府間組織。還有一些歐洲國家的
政黨支持中國，包括捷克眾議院副議長兼捷克
和摩拉維亞共產黨主席，以及保加利亞第一大
黨爭取歐洲進步公民黨副主席。
德國社會民主黨副主席君貝爾本月 7 日接
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解決南海問題的關
鍵是對話磋商，“我們支持當事國通過雙邊和
多邊等各種談判方式尋求解決爭議的辦法
。……任何拒絕理解對方、不願進行談判的做
法都是不可取的。”
此前，長期在菲律賓外交部從事海洋工作
的菲律賓外交部海事中心前秘書長阿爾伯托•
恩科米恩達表示，阿基諾政府時期的外交部稱
，中菲進行了數十次談判但未能解決爭端，只
得提起仲裁。這是外交部在撒謊，因為當年正
是他負責這方面的工作，對來龍去脈很清楚，
中方一直試圖與菲方談判，但菲方一直沒有回
應。他還指出，美國、日本試圖逼迫中國遵守
所謂的仲裁庭裁決，完全是出於地緣政治算計
。美國過去幾年確實對南海仲裁案發揮了非常
大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重要國家中也有重大
變化。就在去年默克爾訪華時，她還大談南中
國海主權爭議是嚴重的衝突，建議中國通過多
邊法庭解決爭議。但今年，默克爾在南海問題
上保持了沉默。在 G7 峰會上，美國、日本試
圖在宣言中提高對中國的調門，英國首相卡梅
倫也附和稱 “中國必須尊重仲裁法院的裁決
” 。但由於無法與德國等統一立場，最後在宣
言中，僅僅對東海和南海的情況表示了 “關切
”。
與 60 多個國家明確表態支持中國立場不同
，許多西方國家即使沒有表態支持中國，但也
沒有站在菲律賓一邊，或要求中國接受仲裁結
果。澳大利亞等就謹慎地保持中立。
有些國人對外國的支持不以為然，認為都
是小國窮國，沒有什麼意義。對於這一問題，
個別西方媒體用自己的行為“完美”解答了。
在 6 月中旬，已有數十個國家表態支持中國的
時候，《華爾街日報》等西方媒體，故意視而
不見，聲稱真正支持中國的只有 8 個國家。
華春瑩指出：“我們以前知道個別西方媒
體有事會把白的說成黑的，現在才知道她們有
事居然連簡單的數數和加減也有問題。”如果
各國的支持沒有意義，西方某些人士何必歪曲
事實呢？他們迫不及待地說謊，正反射出自身
“失道寡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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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Endodontics 「 根管治療」專科
由多位華裔醫師及美國醫師共同看診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十號公路 Greenhouse 出口﹐靠近
Katy 的「
Contemporary Endodontics 」與 Post Oak 路上﹐
靠近 Galleria 附近的「Contemporary Endodontics 」兩家診所﹐同為「根管
治療 」專科﹐
由汪士鋒﹐
林政毅﹐
楊曉瑩三位通曉國語的青年牙醫
博士﹐
及多位美國牙醫共同看診﹒只看「根管治療 」
﹒
雖然這兩家「根管治療 」專科的病人﹐
80% ---90% 都是由

圖為（ 前排左起 ）圖為楊曉瑩醫師﹐
汪士鋒醫師﹐
林政毅醫師與
診所工作人員合影於「Contemporary Endodontics 」Post Oak
診所內﹒
（記者秦鴻鈞攝）

一般牙醫轉過來的﹐但也接受自己上
門來的病人﹒凡牙齒劇烈疼痛﹐臉腫
脹﹐
牙齒掉出來（ 小朋友與別人相撞 ）
﹐
或以前已作過「根管治療 」的病人﹐
都可來此作「根管重新治療 」﹐或 「
根尖顯微手術 」
﹒
這三位通曉國語的牙醫為﹕
汪士鋒（David S. Wan ): 德州州
立大學學士﹐
碩士及牙醫博士﹒
林政毅（James Cheng-I Lin ) : 哥
倫比亞大學專科訓練﹐
台北醫學大學﹐ 圖為汪士鋒醫師（ 中 ）與兩位醫師合影於 「Con廣島大學牙醫學系﹒
temporary Endodontics 」十號公路上診所內﹒
（記
楊 曉 瑩 （Candice Hsiao -Ying 者秦鴻鈞攝）
Yang ): 波士頓大學根管治療專科兼
逸
圖為「 根管治療 」 專科醫師汪士鋒﹐
醫
牙醫學博士﹐
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
﹐永保牙齒健康﹒請就 術超群﹐通曉國﹐英 語﹒
（ 記者秦鴻鈞
這三位醫生看的都是牙髓病科﹐
及根管治療專科﹒兩診所的 近駕臨十號公路及 Post
攝）
儀器都極為先進﹐
有 3D 立體電腦斷層﹐
及德國＂蔡斯＂顯微鏡﹐ Oak 上兩診所﹒地址﹕
治療時可看電視﹐
並使用 「笑氣 」
﹐
讓您看診時不會緊張﹐
還備有 19235 Katy Freeway , Suite 300 B, Houston TX77094, 電話﹕
（281 ）
按摩功能的診療椅﹐
讓您在徹底輕鬆﹐
舒適的環境下接受治療﹒
647-6687﹐
及 1990 Post Oak Blvd.Suite H, Houston TX 77056 , 電
「Contemporary Endodontics 」永久性根管治療﹐
讓您一勞永 話﹕
（832）659-0977

內蒙古 「 小肥羊」

感謝紅人歸，讓我恢復第二春
火鍋慶祝奧斯汀小肥羊新店開張

「Bobs & Grill 韓國烤肉食府」在越華廣場新開張
原 Ranchester & Harwin 上「 故鄉食府」東主，
歡迎舊雨新知光臨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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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女人比喻成花，說她溫柔美麗；有人把女人比
喻成水，說她嬌豔欲滴；有人把女人比喻成詩，說她清新
典雅。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更年期的各種癥狀在不知
不覺中襲來，曾經秀美乖巧的女人慢慢的出現了歲月的痕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老休士頓人對僑教中心旁
跡。年輕時候的我，從來都沒有想像過自己到了更年期時
Ranchester
& Harwin 交口上的韓國「
故鄉 」 餐廳并
（本報記者秦鴻鈞）
「小肥羊」 近期特別推出新款菜色，如如肉
滑蝦，鮮墨魚等海鮮，每一款都精緻可人，每一款都博得滿堂彩，令
會出現月經不調、失眠健忘等多種癥狀，然而，當自己真
質特別細嫩，好吃的Harwin
「春羊」上班，工作者解決午，晚
肉，涼拌花生，秘製羊肝及涼拌羊肚， 每一位食客大塊朵頤。
正跨入更年期以後，各種各樣的更年期癥狀卻始終困擾著
不陌生，它成了在
這是
「七天」
全天
「任點任食」
之外，需另外付費的新菜，但價格相
「小肥羊」
這種
「任點任食」 活動原則上是限二人以上堂食，最
我，每天擾的我是心煩意亂。月經不規律是我最頭疼的事，
餐最喜愛前往的地點。他們的午餐飯盒，豆腐煲，石
當公道，一大盤春羊肉僅 7.95 元，而其他新菜也不過三、四元之譜， 好是一大群知己好友歡聚一堂，盡情享受多種原料，聚集於一鍋，一
因為我聽說女人進入更年期後，一旦出現月經不規律，就
鍋拌飯，Bar. B. Q 韓國烤肉及各式小菜，泡菜，更是
但 「秘製羊肝」 非常可口，頗有嚼勁，滋味無窮，而 「涼拌羊肚」 更 鍋煮天下的樂趣，該店歡迎八人或以上來電預約桌位。
可能預示著卵巢功能的開始退化。
津津樂道，回味不已。如今老客人可以美夢成真，重
是你從未嚐過的美味，鮮脆可口，讓人停不下來。
「 小肥羊」 火鍋店，為慶祝，Austin
小肥羊新店開張，自即日
更年期是女性生理功能從成熟到衰退的轉變時期，也
溫舊夢了！「故鄉」
的老闆搬來搬去，還是在「
中
您多久沒來 「小肥羊」
大塊吃肉啦？作為休士頓第一家
「小肥羊 起推出 「一律買 50是從生育成熟期進入老年時期的過渡階段，也有人稱之為
元送 20 元活動」 ，多買多送，老人，小孩還有特
國城
」，這次在「 越華廣場
」與靠近八號公路區位
, 「小肥羊」
女性的第二個青春期。更年期時，女性身體內發生一系列
」 連鎖店，這家位於
Westheimer
Fountainview 交口上的
價優惠，Westheimer
店與百利店共同使用此優惠。
生理功能和器官系統的劇烈變化。由於更年期造成女性卵
，打著 「不用蘸小料的火鍋」
的招牌，六年來在休士頓打出一片天，
「
小肥羊」地址：
才新開張，
已有不少老客人聞風而至，
大塊朵頤一番。
巢功能衰退，直至最後消失，因此出現月經週期紊亂、月
因為他們改變了吃火鍋的傳統模式，也改變了許多人的進食習慣。60
5901-A Westhimer
Rd Houston Tx 77057
重新更名為「Bobs & Grill Koren B.B.Q. 」 的韓國
經量增多或減少、不易妊娠，直到月經完全停止，停經以
餘味藥材熬製的鍋底，濃湯，是訣竅，這種不需蘸料
「涮」
火鍋，涮
定座電話：（713）975-0687
烤肉食府，為了慶祝新張 , 特別優惠新，老客人，一
後會發生各個器官、組織進一步退化而逐漸衰老。
出美味與健康。再加上上等牛、羊肉，由他們進行了精細加工後，才 小肥羊（百利店）地址：
份 Order , 可同時享用兩種品種的菜色。如您點了石
因此，進入更年期以後，月經持續不規律甚至閉經就
送到顧客面前，每一盤肉均來自牛羊的不同部位，口感細膩，香氣四 848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鍋拌飯，可另選一份豆腐煲，或韓國烤肉，或煎魚，
意味著衰老的發生，而衰老的根本原因在於卵巢機能的萎
溢，自有別於一般，火鍋店的單一模式。
電話：（713）771-1153。
即算一個
Order 的價錢，還有供您隨時免費使用的泡菜，小菜吧，讓您儘量取用。
縮與退化，如何延緩卵巢功能的退化，維持機體內雌激素
顧名思義，
「小肥羊」 以大草原的精品牛、羊肉起家，還有各種
韓國菜是亞洲食物的一種，很合國人口味，吃多了中國菜的客人不妨換換口味， 的正常水準，是解決月經不調甚至閉經的最直接的方式。
據朋友介紹，由加拿大 VIKER 公司傾情推出的紅人
到 Bobs & Grill Koren B.B.Q.b 來嚐鮮，精緻健康的豆腐煲，口感十足的韓式石鍋拌飯，
歸（Sangel）膠囊，能從根本上改善月經不調甚至閉經等
還有風味十足的韓國烤肉，保證帶給您不一樣的口味和享受，讓您一吃就愛上它！
多種更年期癥狀。紅人歸（Sangel）膠囊上市十六年以來，
「Bobs & Grill Koren B.B.Q. 」的地址在：8300 W. Sam Houston Pkwy, Houston
曾得到了無數消費者的一致好評。為了改善我的月經不調
TX 77072 （ 位於越華廣場靠近 8 號公路區位 ），電話 :(832) 338-6653, ( 832 ) 486- 的毛病，我抱著試試看的態度購買了幾瓶紅人歸（Sangel）
9458
膠囊，服用後效果立竿見影。堅持服用兩個療程後，我的
月經不調的毛病既然好了起來，月經規律了，整個人看起

來氣色很好，我真的十分感謝紅人歸（Sangel）膠囊，它
讓我重新的感受到了青春的氣息。
紅 人 歸（Sangel） 膠 囊 是 採 用 現
代科學手段，從紅花、當歸、人參、
酸棗仁、淫羊藿、茯苓、枸杞子等多
種天然植物中提取出的精華素的複合
物。紅人歸（Sangel）膠囊中含有能與
卵巢紅囊竇受體特異性結合的 SAG 獨
特成分。年輕女士的體內雌激素水準，
能反射性啟動大腦垂體分泌 FSH, 作用
卵巢紅囊竇受體，使之定期排出卵泡，
分泌雌激素，恢復平衡水準。人至中
年，隨著組織器官老化，機體平衡能
力下降，更年期隨之而至。SAG 的化學空間結構能夠通過
與紅囊竇受體特異性結合，啟動並恢復卵巢分泌卵泡和雌
激素的能力和水準，雌激素作用於子宮內膜，子宮內膜週
期性的增生與脫落 ，月經週期恢復正常。
紅人歸（Sangel）膠囊中的所有成分都是純天然植物
提取精華素的複合物，安全沒有任何副作用，上市十六年
以來，為無數消費者帶來了福音，尤其在恢復月經方面的
功效是顯而易見的，中年女性能夠擁有健康就是擁有最大
的財富，願紅人歸（Sangel）能為更多女性朋友們帶來健
康。
女性更年期保健手冊」花開花落話更年」 免費資料索
取網址 www.vikerm.com
加 拿 大 VIKER 公 司 北 美 免 費 諮 詢 電 話 1—888—
518—7778 全 球 女 性 更 年 期 保 健 免 費 咨 詢 電 話 1—604—
518—7778

即日起一律買50 元送20元，多買多送，歡迎光臨

本週四 美南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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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Questions Neutrality Of Judges
In South China Sea Cas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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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es Ho
D.D.S.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歡迎洽詢預約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713-272-8883

25 年 牙科臨床經驗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

大通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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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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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堅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色服務

何繼強

中興牙科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彭莉

全新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牙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中國城診所

D.D.S.M.S

糖城診所 Delight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9889 Bellaire Blvd.,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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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CARE
MEDICAL CENTER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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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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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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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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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康醫療中心

王

牙科診所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師

713-779-3355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頂好廣場內)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周一到周五 8:30AM-5PM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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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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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矯正牙科 ●美容牙科
●牙周病治療 ●人工植牙

713-773-9621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頂好廣場內)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 9AM~
4PM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曾任

主治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台北長庚﹑
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713-988-8889

診所地址：9600 Bellaire 211 室(王朝商場二樓)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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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英﹑
國﹑
粵語

713-981-1888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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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O 笑氣鎮靜

牙醫博士 D.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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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 的微笑﹗
美麗

firms registered with
of $52.3 billion under
AMAC with 2.2 trillion
the QFII program and
yuan ($330.4 billion)
180.4 billion yuan ($29
under
management,
billion) under the RQFII
according to data from
program, which allows
the association. (Courtesy
investments
using
en.yibada.com/articles)
offshore yuan.
The move comes just days
The Shanghai bourse also
after the People's Bank of
said foreign investors
China, the central bank,
would now be permitted
doubled the daily trading
to trade asset-backed
band of its currency,
securities, when-issued
and after it earlier this
debt and bonds issued by
An investor watches the electronic board at a stock exchange
month provided an
Chinese
policy banks for
hall in Huaibei, China. (Photo : Getty Images)
explicit timeframe for the
the first time. They can
liber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 deposit rates.
now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preferred share program,
The country's stock markets showed muted reaction which is expected to be launched soon, it said.
to the latest change on Thursday but analysts said it "The move comes at a time when China's stock market
highlighted the overall direction of the reforms.
is quite weak and regulators hope to attract more
"We're at the point where developments of this kind foreign investment," said Zheng Weigang, a senior
represent important forward steps," said Tom Gatley, trader at Shanghai Securities.
a senior analyst at GaveKal Dragonomics in Beijing.
"Besides, because of lackluster growth of China's
With immediate effect, the exchange raised the economy in recent quarters, foreigners' interest in
shareholding limit for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China's stock market is also not that strong, and that
Investors (QFII) and Renminbi Qualified Foreign will also limit the impact of the new rules."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RQFII) in a single company The CSI300 index of top Chinese companies on the
to 30 percent from 20 percent, according to new rules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CSI300
by the exchange published on its website late on was up 0.3 percent on Thursday while the Shanghai
Wednesday.
Composite Index .SSEC was up 0.4 percent.
The QFII and RQFII schemes are the main channels Yuan, Interest Rate Reform
of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s stock markets. Last year, China doubled the overall quota of the
As of end-February, China had issued total quotas QFII scheme to $150 billion and said it would expand

We Smile Dental

電話﹕281-988-5930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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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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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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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 Source - TruVision

Center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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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713) 978-7504

A Chinese soldier takes aim during a military dril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hoto/SCMP)

such a statement was clear enough for China to raise
concerns over his impartiality in the case, the report
said.
In his article in Qiushi, Liu also cast doubt on the
make-up of the tribunal, saying none of the five judges
– one African and four Europeans – had knowledge of
the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f ancient East Asia.
But Yanai’s involvement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If
China had decided to take part in the proceedings, it
could have named one of the tribunal’s arbitrators and
jointly appointed three others in agreement with the
Philippines.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
diplomacy-defenc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ina Securities and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has announced that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 which was held in
Beijing in June, confirmed that qualified foreign and
joint-venture companies in the country can now be
registered as private securities firms with the Asse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of China (AMAC), China
Daily posted on Friday.
From Thursday, foreign investors on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will be allowed to invest in more
products and can invest up to 30 percent in a single
company, up from 20 percent previously.
With the announcement, overseas companies registered
as private securities firms can avail of licenses to invest
i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s, the report said.
"The new move can attract more excellent asset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from abroad to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and thus diversify participants in the
capital market," said CSRC spokesman Zhang Xiaojun.
"It also deepens the opening up of the Chinese capital
market."
During the S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de a
commitment to gradually increase the shareholding
proportion
of
qualified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securities firms and
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
As of May this year,
are 10,769
Investors Study Stock Data For there
private
securities
Their Next Move

微笑牙科

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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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診所

(BOARD Certified，ABIM)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薛志剛牙醫博士 Steven Xue, 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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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International Law, a Hong Kong and Hague-registered
NGO whose members are legal professionals and
academics.
Although Yanai did not explicitly name the “enemy”,

Foreign Companies Now Allowed To Invest
In China’s A-Share Markets – State Regulator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 281-565-0255

時代牙醫中心

心﹑耐
矯正牙科博士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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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Tel: 713-995-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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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特聘修复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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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mine Peng, D.D.S., M.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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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ifer Chen

FIRST CENTRAL DENTAL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最新 E4D 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院

日本舉辦水族館藝術展覽

日本東京，2016 年江戶日本橋水族館藝術展覽（2016 EDO Nihonbashi Art Aquarium exhibition）舉行預展，展覽將持續至 9 月 25
日，共計約 8000 條不同種類的金魚將亮相展覽。

健強牙科

姚聖坤

條多彩金魚讓人目不暇接
8000

演繹現實版駿馬圖
匈牙利牧民草原上策馬奔騰

近日，印尼巴紐旺宜縣，採礦工人在卡瓦伊真（Kawah Ijen）火山工作。 印尼東爪哇島的卡瓦伊真
（Kawah Ijen）火山堪稱世界上最危險的工作之地，這裡的硫礦工人幹著常人難以想像的危險工作。他們沒
有防毒面具，呼吸著有毒氣體；通常要冒著生命危險，背負 70 公斤重的礦石行走在採石場陡峭的小路上。由
於日復一日的辛苦勞作，他們的壽命通常都很短暫。

been branded a “rightist” and
South China Sea issue.
“unfriendly to China”.
The judges Yanai appointed included one who had ruled
Vice Foreign Minister Liu
against a party holding a position similar to China in a
Zhenmin questioned the
previous case, Liu added. “Leaving aside the obvious
“procedural justice” of the
violation of procedural justice, we can hardly make
appointment and the operation
a better explanation of Judge Yanai’s motivation and
of the tribunal in an article
purpose other than that he did it on purpose,” Liu said.
published in the Communist
Yanai has long been a figure of scorn among nationalist
Party mouthpiece magazine
Chinese. A commentary by Xinhua described Yanai, a
Qiushi last Monday.
former senior Japanese foreign ministry official who
China has refused to take part
also served as the country’s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in the proceedings, and in
as a “typical rightist, hawkish figure”.
its absence, four of the five
South Korea also expressed its concerns
arbitrators were appointed by
over Yanai’s presidency of ITLOS as it
Yanai, who at the time the case
also has territorial disputes with Japan.
The members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include (from left) Jean-Pierre Cot, Stanislaw was filed in 2013 was president
- Xinhua
Pawlak, Thomas Mensah, Rudiger Wolfrum and Alfred Soons. Courtesy/SCMP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In
2007,
during
Shinzo
Abe’s
first
term
as
Japanese
Pictures)
the Law of the Sea (ITLOS),
prime minister, Yanai served as chairman of a panel
established
set up to advise Abe on his plan
under the UN
to revise the constitution to allow
Convention
military action overseas. “South
on the Law of
Korea also expressed its concerns
the Sea. The
over Yanai’s presidency of ITLOS
other one was
as it also has territorial disputes
One Of The Dispute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amed by the
with Japan,” Xinhua said.
Philippines.
Soon after the appointment of
Chinese officials and media have questioned Liu said Yanai should have avoided Veteran Japanese diplomat elected as the tribunal, Yanai told Japanese
the neutrality of judges handling the South involvement given the territorial and head of UN-backed sea court. Judge broadcaster NHK that the islands
maritime disputes between China Shunji Yanai.
China Sea case initiated by the Philippines.
of Japan were under enemy threat,
and Japan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China has branded ITLOS Judge Shunji according to a research report
Fire has been focused on the person who picked the
Yanai a “rightist” and “unfriendly to
Tokyo’s attempts to involve itself in the China”.(Photo/SCMP Pictures)
arbitrators – Japanese judge Shunji Yanai, who has
by the Chinese Initiativ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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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QFII
pilot program
to London,
Singapore,
Taiwan and
other unnamed
locations. The
RQFII scheme
is currently
An investor reads stock information
available through on an electronic board at a brokerage
house in Shanghai.
designated
institutions in
Hong Kong.
However, foreign interest in Chinese equities has been
tempered in recent years by concerns that onshore
markets are driven primarily by speculation on policy
direction and stimulus spending instead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fundamentals.
Investors also cite corporate governance issues as
a problem. Analysts say a lack of clarity about how
Beijing will tax profits from QFII investments has also
restrained more conservative investors.
China is aiming to transform its commercial centre
Shanghai into a global financial hub on par with the
likes of London and Singapore by 2020 but analysts
say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If you want people to take you seriously as a financial
centre, then you have to allow non-Chines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whole range of capital instruments,"
Gatley said. (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foreigninvestment-st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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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漢之淚
在三哥家客廳裡，吃過早點的老母親坐
在輪椅上，曬著太陽，安靜地望著窗外。我
和三哥在離輪椅不遠的地方，一前一後坐下
。三哥戴上助聽器，聽我興奮地講述著去深
圳、澳門、北京的見聞，我們邊談邊議論，
輕松而又愉快。他也給我講了最近在網上看
到的一篇令他感動的報導：一對老干部夫婦
，有五個孩子，請了一個安徽的保姆，精心
照顧全家十年，保姆返回老家的二十年中，
日子過得不順利。一直牽掛著她的老干部夫
婦將已年邁的保姆接到家裡養了起來。幾年
後，老干部夫婦相繼去世，留下遺囑給孩子
們：一定要給老人養老送終。孩子們遵照父
母遺囑，悉心照顧老人。日復一日，年復一
年，孩子們相繼老去，自顧不暇。他們又把
任務交給了孫輩。有一個開出租車的孫子，
干脆辭去工作，在家照顧老人，直到老人安
詳地閉上雙眼。此時老人已經一百零四歲了
。
故事講完，出人意料的是三哥突然低下
頭哽哽咽咽啜泣起來。他努力克制自己，可
一連串的淚珠，從他痛楚的臉頰上，沿著細
小的皺紋不斷地湧流出來。他掏出一塊手帕
，一邊流淚，一邊擦拭。
天哪！這一幕讓我驚呆了！在我的記憶
中，三哥話不多，是個硬漢。我和三哥從童
年、青年、中年再到古稀之年一路走來，從
來沒有看見他流過一滴眼淚，今天怎麼這樣
傷心，這樣激動呢？
記憶的大門瞬間打開了……
六一年高考，三哥是昆一中的優秀學生,
班長。因老父親右派帽子的牽連，榜上無名
。在他陰沉的臉上，沒見過一滴眼淚。兩個

月後，他響應國家號召，報名去西雙版納邊
疆農場墾荒種膠。送別那天早上，天氣陰晦
，飄著毛毛細雨，農墾局接人的卡車等在昆
明北門街一個學校內。車廂空空沒有座位、
沒有篷蓋。支邊學生的家長陸陸續續都來送
行了，沒有鮮花、沒有歡笑，只有沉默和悲
傷，離情愁緒籠罩了整個學校。此時的三哥
萬箭穿心，因為要告別母親、家人到一個陌
生、艱苦、不可預測未來的遠方。我和六弟
站在一旁，繾綣難舍、無話可說。只見他把
行李往車上一放，鎮定地走過來低沉地對我
們說：“回去告訴媽媽，不要擔心我……”
臉上雖有幾分離別的凄涼，卻沒流下一滴眼
淚。回到家中，只見肝腸寸斷的媽媽半躺在
床上，昏暗中幽幽地抽噎著，她低聲的問道:
“走了？”“嗯，走了！”
十七歲，正是讀書求學的青春年齡，考
取大學的同學都走進了課堂，三哥卻在原始
、野蠻的叢林中，砍伐著一棵棵高大茂密、
盤根錯節的千年古樹，鋤頭、刀具、鋸子就
是他的武器。潮濕炎熱的氣候，蚊蟲、毒蛇
的叮咬，日曬雨淋高強度的體力勞動，缺菜
少油的飯食，只能點小油燈的夜晚，枯燥乏
味的精神生活，政治上的被歧視，渺茫的前
途……這一切，和昆明城市生活形成了多麼
難以忍受的差距啊！有的人無奈地逃回昆明
，還有一個同學絕望地跳進了波濤洶湧的瀾
滄江，一個同學因失望痛苦精神失常。更糟
糕的是：一年後，一場大火，將三哥的茅屋
、行李、書籍燒成了一片焦土。此時一無所
有的三哥仍以驚人的毅力堅持留了下來，每
日飢腸轆轆地伐樹種膠。在農場十多年，曾
獲得多次嘉獎。入了團，入了黨，當上了干

部。
七二年，三哥在勞動中不幸被拖拉機撞
斷了大腿。母親從好友那裡得知消息，拍電
報請求農場領導將其送回昆明治療。我和媽
媽去機場接他的那天下午，陽光燦爛。飛機
落地後，只見幾個知青，用擔架在夕陽的余
暉中將三哥一步一步地從飛機梯架上抬了下
來。我回頭看，媽媽那瘦小的身軀正撲在救
護車車身後，抽抽噎噎地哭了起來，她簡直
不敢朝擔架看一眼......我含著淚水，迎著擔架
而去，見躺在擔架上的三哥，瘦削剛毅地臉
上掛著一絲淡定的微笑……
為了將三哥調回昆明，媽媽想盡了一切
辦法，托了無數的人，跑了無數的路，有一
次幾乎昏倒在朋友家的樓梯上，甚至直接到
農場向領導反映家中的困難。在昆華醫院黨
委的努力下，支援邊疆十七年的三哥終於調
回昆明了。在職業病防治所當了一名駕駛員
，後任行政科長。以後的幾十年，盡管也遇
到了一些困難和挫折，他都能笑對人生。
客廳裡靜得針落地的聲音都聽得見。悠
閑的媽媽根本不知道身旁發生了什麼。過了
幾分鐘，三哥終於平靜下來了，他斷斷續續
地說：“這家三代人，對一個毫無血緣關系
的老人，照顧得無微不至，讓她幸福地養老
終老。回看我們自己，面對生我們、養我們
，經風雨，受屈辱，含辛茹苦邊工作、邊操
勞八個孩子的老母親，我們做的怎麼樣呢？
雖然我們管好了她的吃、喝、拉、撒，可我
們還是有對不起她的地方啊！我們沒有花時
間和她多說話、多陪伴她、讓她多快樂一些
......”
哦！明白了，今天三哥為什麼被一篇報

道如此撥動心弦，如此震撼內疚，原來是想
到了同樣高齡的老母親！
回家的路上，我陷入了沉思。平心而論
，繼七妹之後，近些年來，三哥一家放棄了
旅游，放棄了休息，對媽媽的照顧已經很周
到了。為了方便給媽媽穿脫衣服，不易摔跤
，在床頭櫃、衛生間洗手盆旁、洗澡盆的牆
上，都安了扶手，地上放了墊子。每天蓋過
的被子、墊過的褥子，只要天晴，都拿到窗
外晾曬。媽住的房間收拾得干淨整齊，沒有
一點味道，媽媽拉了屎、尿的褲子洗得不留
一點痕跡。媽媽想吃什麼就給她做什麼，還
專門用小電飯煲為她做五谷雜糧軟飯……
我們其他兄妹、孫輩、親戚，雖然不經
常在母親身旁，有的為了工作留在異鄉，但
只要有機會也經常回來探望。買輪椅、買衣
服、買用具、買媽媽愛吃的食品......陪她說、
陪她笑。當醫生的給她看病開藥，能護理的
在媽媽住院時輪流在醫院照顧。出錢的出錢
，出力的出力，大家都有一個共同心願，希
望媽媽幸福安康、頤養天年。可因為種種原
因，也有忽略她、冷落她、讓她感到寂寞孤
獨的時候啊！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三哥動情的眼淚再次提醒我們，面對風燭
殘年、生活不能自理、思維有些混亂的一百
零四歲的母親，我們應該不忘母恩、不忘根
本。
我們還有機會回報母愛，回報良心！一
定不要給今後的自己留下一絲的遺憾和悔恨
！

Tim Yung（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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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變了質，它就呈現軟弱，自卑，奴性
。縮頭烏龜，往往是中國人的陋習 。
雖然說是【百忍成金】，但細看【忍】
字，是刀【刃】加於【心】口之上，十分痛
苦的，【忍】久了會造成人性的壓抑 。表面
看似風平浪靜，但也可能是暗湧重重的假像
，說不定平地一聲雷爆出【大鑊?】來，像二
十多年前的【蘇東波】和柏林圍牆一樣 。
【忍】往往成了【恨】。
如果作為美德，我認為【忍】不如【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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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恕】字拆開是【如心】，有【將心比
心】的意思 。倘能推心置腹地為別人設想一
下，對人寬容一點，那就是一種最高尚的情
操。
孔子曰：“ 泛愛眾而親仁 ”，佛陀講
” 慈悲 “ 和 ” 怨親平等 “，耶穌基督宣
揚 ” 博愛 “ ，甚至 ” 愛你的敵人 “，都
是包含有【恕】的精神 。
有了【恕】，人與人之間就能互信互諒

，不周圍去【搞搞震】，【不折騰】，讓人
們能有個適合居住生活穩定的【和諧社會】
。
原諒和寬恕別人的過失，並不容易做到
。而真正要寬恕敵人或者仇人時，情況就更
加不同了 。
不論如何，拒絕原諒，不肯寬恕，只會
讓自己繼續承受更大更多的創痛 。

2016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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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不良貸款“雙升”
引中國銀行業警惕

後惠年

說文解字之“忍恕”之道
偶然看到一本《勸忍百箴》，又名《忍
經》，為元朝人許名奎所著 。他列?出來的忍
功有一百種，如：言忍，色忍，聲忍，食忍
，喜忍，怒忍，笑忍，貧忍，權忍 …… 以至
挫折之忍，不遇之忍，夫婦之忍等等 。
孔子是忍【饑】，顏回忍【貧】，閔子
忍【寒】，韓信忍【辱】，婁師德教人忍
【晦】，即唾面自?也 ！
【忍】，確實是一種美德 。可是，如果
【忍】過了頭，就會變成苟且偷安；萬一

綜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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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前舉行的第四屆銀行
綜合評選頒獎典禮頒出“最具投資價
值”“最具社會責任”等多個獎項，
但“最佳風險控制銀行”這壹獎項卻
最終空缺。銀行不良貸款總量和占比
的雙升，引發中國銀行從業者高度警
惕。
中國銀監會發布的壹季度數據顯
示，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 13921 億

長牛錫明坦言：“銀
行業 的 不 良 貸 款 並
沒有見底，風險並
沒有完全釋放，現
在 正 是 風 險管理的
關鍵時期。”
“發放貸款後利
潤當期就會增加，但
3 年後才會出現風
險 ，5 年後不良貸款
會增加，7 年後會形
成損失。這種利潤與
風險的錯配，往往
使我們只看到利潤而忽視了風險。”
牛錫明表示，在新的轉型發展期，銀
行特別要重視利潤當期性與風險滯後
性的錯配。
值得註意的是，不良資產雙升的背
後，是近年來中國銀行業利潤持續回
落。平安銀行行長邵平指出，中國銀行
業利潤從 2011 年的 36.3%銳減到 2015 年
的 2.4%，只用了短短四年時間。

元（人民幣，下同），不良率 1.75%。
中國銀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
會主席於學軍透露，5 月末統計顯示，
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已超過兩萬億
元，不良率達到 2.15%。據此推測，二
季度中國銀行業不良率或將繼續大幅升
高。
在這種情況下，風控成為中國銀行
從業者首要關註的事項。交通銀行董事

在這 種 情 況 下 中 國 銀 行 業 該 何 去
何從？中國銀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楊
再平表示，“銀行業必須要換新的活
法”。
興業銀行行長陶以平表示，未來壹
般性、普遍性的金融服務會明顯過剩，
銀行要想適應市場、贏得客戶，壹定要
堅定不移地走差異化的發展道路，聚焦
細分市場，提高服務質量和水平。
在中國大力對外開放、 推動“ 壹
帶壹路”和人民幣國際化的背景下，
中國銀行業的轉型探索也開始引海外
矚目。
中國銀行董事長田國立表示，1—
5 月“壹帶壹路”建設相關國家新簽合
同額 391.1 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對外承
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 51.8%，同比增長
55.9%，“未來中國銀行業海外拓展將
獲得更為廣闊的空間。”
面對技術發展和互聯網金融的沖
擊，浦發銀行行長劉信義指出，目前商
業銀行已經開始了“互聯網+”的趨

勢，需要註意的是，數字化設備並不代
表數字化的經營能力。商業銀行需要構
建數據核心的生態體系，發揮數字化經
營平臺的倍增效應，提升數字化經營管
理的能力。
陶 以 平 指 出 ，要 借 助 互 聯 網 工 具
提高風控能力，新時期要抓緊建立與
輕資本、輕資產以及科創型企業特點
相適應的新型風險管控體系，更好地
利用移動互聯、大數據、雲計算等現
代科技手段。
不過在業內人士看來，無論是把握
“壹帶壹路”建設帶來的新市場，還是
培育“互聯網+”產生的新動力，風險
控制的需求和服務實體經濟的目標都是
不變的前提。
陶以平表示，要深刻認識金融服
務業的本質屬性，堅持與實體經濟共
生共建共榮，不能掉入“脫實入虛”、
自娛自樂的陷阱。要始終牢記金融是
提供信用、經營風險的行業這壹基本
實際。

租金最高可增值 2 成 北京“商鋪改寫字樓”成新趨勢?
隨著網終購物日益普遍，
實體商鋪正受到衝擊。7 月 7
日，房地產服務商戴德梁行
發佈分析報告稱，在北京，商
鋪改造為寫字樓已成房地產市
場新趨。
網購拖累普通商業地產
租金？
中國網購市場交易規模逐
年增長。數據顯示，截至 2015
年，網路交易額為 3.8 萬億元，
增長率為 36.2%。預計到 2018
年，中國網路購物市場在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中的滲透率增
長到 19.2%。
據戴德梁行北中國區寫字
樓-企業服務部主管嚴區海介
紹 ，在網購快速發展的局面
下 ，普通商業地產租金增長

緩慢。
而與之對應的是寫字樓租
金卻在高位保持穩定，而且空
置率保持低位。
嚴區海稱，從 2010 年第 4
季度到 2012 年第 4 季度，北京
寫字樓租金增長了約 80%。自
2013 年開始，北京寫字樓租金
一直保持穩定。2016 年第二季
度，北京全市甲級(含頂級)寫
字樓市場平均租金繼續保持堅
挺，為每月每平方米 378.1 元。
另外，由於第二季度，北
京五大核心商圈暫無新增供應
入市，核心區空置率下降 0.8 個
百分點達 4.4%。從商圈層面來
看，除近期有新增供應入市的
燕莎、亞奧、望京和亦莊商圈
外，其他商圈空置率均低於
5% ，金融街商圈更是一席難

求，空置率僅為 0.8%。
寫字樓受到網際網路衝擊
較弱
戴德梁行北中國區研究部
主管魏東向記者表示：“第
三 產 業 發 展 對寫字樓的需求
量大。但目前，北京核心商
圈已經飽和且幾乎沒有新供
應，帶動本季度五大核心商
圈 甲級(含頂級)寫字樓市場平
均租金環比上升 0.5%。”
而且，在嚴區海看來，相
對於商鋪而言，寫字樓管理及
運營成本較低，受到網際網路
的衝擊也較為微弱。另外，受
營改增政策特點的影響，開發
商可以通過裝修或者“商改
寫”裝修進行進項抵扣，開發
商不僅改變或提升了自身資產

價值，同時避免了因重復納稅
帶來的多餘支出。
“直觀來看，在租金收益
及資產溢價方面，開發商也獲
得明顯收益增長，其中租金收
益增加可達 10%-20%。因此，
‘商改寫’可以有效增加業主
方的租金收益，有利於緩解北
京寫字樓的有限供應量。”嚴
區海稱。
但是在嚴區海看來，“商
改寫”也存在一些挑戰。例如
，從政策層面看，雖然商鋪和
寫字樓均為商業用地，但是，
如果當初拿地性質不含辦公用
途，則商場不可改為寫字樓。
另外，“商改寫”也需要優化
平面設計以滿足寫字樓用戶的
使用要求，大樓內原有租戶的
退租，續租工作複雜繁瑣。

這世上的秘密
孟悟

當暢銷書作家，或者去好萊塢寫恐怖劇，前
途無限大，眾人都嬉笑著回應。車上有個當
警察的堂哥，他皺緊了眉頭一直沒有出聲。
故事肯定還在繼續。亨利堂哥回到警察
局後向上司匯報了這個情況，眾警員開車前
往，在棉花地裏的橡樹下，果然挖出一具少
女的屍體。七年前的少女失蹤案終於破了。
潛逃到阿拉巴馬的罪犯落了網，剛開始還理
直氣壯地爭辯，警察也不跟他羅嗦，只出示
了棉花地的照片，他的一張臉瞬時變成了汙
水地裏的棉花，還能立起來嗎？
亨利對喬風說，我從來就不相信什麼前
世今生，因果輪回，但是小傑妮的這件事確
實震歪了人的下巴。喬風說，這說明什麼?這
世上根本就沒有藏得住的秘密，中國有句老
話是，要想人莫知，除非己莫為。亨利點頭
說，這個好懂，許多人把秘密藏得很深，但
是無意間就會被風吹到陽光下。就說我的前
妻吧，一直背著我在外面約野人，常打著公
司出差的借口，有次我在 google 上查邁阿密
的圖景，居然發現她跟一個男人手牽手，雖
然面部做了模糊處理，但是身材一眼就能看
出來，她身穿的那件禮服藍裙，還是我在結
婚紀念日送給她的禮物。
喬風說，你至少還能從 Google 上抓出她
的秘密，但是我妻子跑回中國，我至今不知
道真正的原因。亨利說，這根本不用抓證據
，肯定是在中國有人了。喬風臉發黑，一直
在搖頭，妻子在中國有男友，是他最不敢相
信的結果。妻子年輕時就相貌平平，白開水
一般，如今這把年齡，離更年期大路不遠的
黃臉婆，還好意思去找男人？要找也是他找
了女人把她蹬了，哪輪到她先跑人的？
亨利說，別氣了，先找個地方吃飯。兩
人在一個偏僻荒涼的小城用了午餐。喬風說
，這個地方就一個加油站，一個商場，一個
小餐館，紅綠燈也破歪歪的，像上個世紀的
標簽，生活在這裏的居民好無聊。亨利說，
別怨這裏荒涼，附近有個空軍基地，因為建
了基地，還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繁華和人氣，
沒有基地，這裏是連牛羊都看不見的荒原。
提及了空軍基地，亨利還告訴喬風，基
地旁邊就是航空博物館，免費對公眾開放，
他前幾年參觀過。喬風一臉喜悅的光，他說
怎麼不早提，我從小就對天上飛的各種器械
感興趣，快去看看。

進了博物館，裏面空蕩無人，全都是造
型奇特的飛機，眼花繚亂一片，什麼戰鬥機
，轟炸機，運輸機旁邊還放了幾枚原子彈，
就是當年二戰炸了廣島的類似原子彈。喬風
還進了飛虎隊的展廳，宋美齡和蔣介石的照
片，飛虎隊員的英姿，一旁高高懸掛著民國
時代的青天白日旗。喬風拿出手機，想仔細
拍個痛快，每個細節都想抓住。亨利在一旁
催他，我們時間不多了，快上車吧，以後自
己再來，想呆多久都成。
出了飛虎隊展臺，朝前走幾步就是主展
廳，喬風忘了亨利的催促，一個龐大的黑色
蝙 蝠 撞 進 了 他 的 視 線 ， 這 不 是 黑 鳥 （Black
Bird）嗎？美國的無人偵察機，七十年代曾服
務於越戰，是那個年代最牛的高超音速無人
機，身手神速，黑鳥威武。知道怎樣隱身躲
避雷達。
喬風告訴亨利，幾十年前的越戰，一架
黑鳥曾墜落中國的雲南。亨利說，根本沒有
的事，我一直在關註航空方面的性息，從來
就沒聽說過黑鳥墜毀？肯定是你們記者瞎編
搞出來的新聞，想吸引眼球。喬風說，如果
不是我叔叔親口告訴我，我也相信是記者亂
編的。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越戰爆發，中國是
越南的靠山。喬風的叔叔是”抗美援越”部
隊裏的一個連長，那年在雲南執行特別任務
，親眼看見一架飛機墜毀在密林中。部隊裏
有專家考察後發現：那不是普通飛機，那是
美國最先進的黑鳥，領導們高興壞了，說一
定保護好殘骸，運回北京仔細研究。
亨利問喬風，你敢確認是中國擊落的黑
鳥？喬風說，不是中國擊落的，是它自己朝
下栽的，是不是磕多了藥，誰知道呢？兩個
人都呵呵地笑起來。喬風又說，據說中國軍
事博物館有黑鳥的部分遺體，下次你來中國
，我帶你去瞻仰。亨利還是搖頭不願相信，
他認為不是黑鳥，掉在中國境內的可能是另
外的偵察機。
窗外依然是一望無際的棉花地。亨利一
邊開車一邊感嘆說，或許你說的對，黑鳥真
的落地了，美國政府想藏住秘密，沒有告訴
人民，但是你告訴了我。喬風說，這世上所
有的秘密，終究都會水落石出，但是我老婆
跑了，我至今還是想不通，到底藏了什麼秘
密。

李娜療痛中心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 動 傷 專 科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治

地，以粗糙堅實的形像仰望藍天，散發出強
壯的生命力，讓人想起那舉世聞名的電影
《亂世佳人》,女主人公思嘉麗（Scarlett）站
在紅土地上，夕光如火，悲愴地落在她的身
上。
車窗外的風景一直在變化，先是翠綠起
伏的草原牧場，像翠綠的絨毯子由著性子在
鋪展。嘩啦一下，視野又進入一望無涯的棉
花地，那輕柔雪白的棉花，正拼著生命在綻
放，似乎青春就是一剎那，一次怒放就是一
生一世，定要達到生命的極致。恍然之中，
那棉花地似乎變成了白玫瑰地，一棵龐大繁
茂的橡樹兀然立在白玫瑰叢中，那站立的姿
態，分明帶著幾分蒼涼的驕傲。
喬治亞的紅土地，生長了滄桑浪漫的傳
說，也有恐怖陰森的故事。亨利告訴喬風，
他就在這片紅土地上的一個小鎮長大。小鎮
人口不多，也就幾百人。鄰裏之間來來往往
，很多鄰居還成了親家。小孩子在一起長大
，長大了若不想出門讀大學，就在父母的農
場混日子，天長日久，愛情的樹也長得枝繁
葉茂。通婚之後，便是各種錯亂紛雜的親戚
關系。
亨利的父親經營一個龐大的奶牛場，有
自己的牛奶車間，奶制品加工生產線。亨利
兄弟姐妹 5 個人，就他一個人離開了紅土地的
村莊到大城市讀了書，然後找到心儀的工作
，攢足資金和人脈後，自己開始創業，每年
只有感恩節才回家。
三年前的一個感恩節，他經歷了一件詭
異的怪事。一大家人去附近的遊樂場玩，車
過棉花地的時候，姐姐的女兒傑妮，指著遠
方的一棵橡樹說，我就埋在那棵樹下。
傑妮那年才五歲。這孩子說話早，兩歲
就能吐出完整的句子。她常告訴父母，她是
被人殺死的，死後才降生到這個家庭，有了
新的爸爸媽媽，從前的爸爸媽媽對她不好，
離婚後誰也不管她，她才被壞人騙了又被他
殺了，他把我的屍體拖到自家的棉花地裏。
父母聽了很詫異，只當她看了大人的電影後
，自己胡思亂想出來的情節，小孩子的思維
怪異得讓成人不敢理解，以後只準她看兒童
動畫片。
那年感恩節，傑妮爸爸開了一輛 Van，一
不覺之間，車下了高速，小路的顏色居然是 大家子人坐在車上，傑妮又重復了匪夷所思
紅色的，紅色的土路，這就是喬治亞的紅土 的故事。亨利對姐姐說，這孩子長大了可以
喬風氣得頭大臉腫、眼睛出血，他吃錯
了藥也沒想到，妻子張小米主動向他提出離
婚！喬風剛過四十，比年輕時更瀟灑帥氣，
正是男人最好的年齡，自己在美國創建的房
地產公司，總算上了正軌，那生意像點了火
似的旺起來了。而張小米自從有了孩子後就
一直在家當主婦，一張臉越來越黃，越來越
幹，早沒了光彩和水嫩。
她居然敢大張旗鼓離家出走。她回了一
趟中國，曾經低眉順眼的那張臉，突然間高
高地昂起來。她的理由充分有力：多年來對
她冷暴力，不聞不問，生病了連句體貼的話
都沒有，在經濟上也一直制約她，她說自己
算什麼呢？不過就是他的保姆和生育機器，
受夠了！是瀟灑揮手的時候。
喬風嗆岔了氣，根本反應不過來，她要
離婚，她要離婚。是的，七八年的婚姻生活
，他一直對她不冷不熱，他懷想初戀情人的
嫵媚優雅，有時她像桀驁不馴野性的貓，有
時候又是一頭溫順靈性的綿羊。不管她是貓
也好，綿羊也好，但同他的母親就是一對天
敵，兩個人一見面就開咬。幾番回合後，喬
風還是選擇了母親，也接受了母親安排的相
親。
小米就像她的名字一樣，纖小細微得沒
有一絲的光，但是多年來對他言聽計從，從
來沒有違抗的動作和語言。反了，反了，乖
順的家兔要飛了！她以為她能上天當玉兔？
見喬風咬牙切齒，把離婚書朝空中扔去，小
米居然轉身就走，孩子也不要了。喬風沒有
辦法，只有讓母親從國內飛過來照看孫子。
當媽的也懵了，這媳婦不是自己當年挑中的
嗎？小米溫柔賢惠，跟誰出軌了？
月有陰晴圓缺，樹有花開花落，命中註
定的冰霜雪雨要來就來吧，日子還不是照常
得過？那天喬風和他的合夥人亨利見了面，
兩人相約去喬治亞的 M 城看一個項目。亨利
是個美國人，近日也在鬧離婚，跟喬風是同
病相憐。兩人合開一部車，一路邊開邊聊，
共同經歷締結了共同語言，齊心協力聲討這
世間的女人是多麼的邪惡陰暗，而自己就是
一朵純潔可愛的百蓮花，總是遭遇從天而降
的汙泥攻擊。

李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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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楠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832-863-8003
Tel:
713-492-0686 (英文） Fax： 713-534-11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Tel:
Tel: 832-818-2630
）
832-863-8003
Fax: Tel:
713-534-11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中文
Houston,
TX (請預約)
77036 (黃金廣場）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休士頓診所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
推拿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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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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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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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遠程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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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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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電話:
週六:8:30am-2:00pm
內設針灸診所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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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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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PHOTOGRAPHED SPOT IN THE WORLD

Tuesday, July 12, 2016

世界上拍攝率最高的地方

陳少明/文
According to Panoramio data, New York is ranked as the most
photographed city in the world and its most photographed
spot is not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Central Park or the
Statue of Liberty, but the Solomon Guggenheim museum.
據共享攝影网的數據，紐約是世界上拍攝率最高的城市，
而它拍攝率最高的地方並不是帝國大廈，中央公園或自由
女神像，而是所羅門·古根海姆博物館。
The Guggenheim museum is an art museum and permanent
home for the exhibition of Impressionist, Post-Impressionist,
early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and also features special
exhibitions throughout the year. It was named after Solomon
Guggenheim, an American businessman, art collector and
philanthropist. He is best known for establishing the Solo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 and the Solomon Guggenheim
Museum in New York City and other Guggenheim museums
around the world.
古根海姆博物館是一個藝術博物館，它為印象派，後印象
派，早期現代派和現代藝術的展覽提供了一個永久的家，
同時每年也舉辦特殊展覽。它是以一位美國商人，藝術收
藏家和慈善家所羅門·古根漢姆命名的。他以建立古根海
姆基金會和紐約所羅門·古根海姆博物館及在世界各地的
古根海姆博物館而聞名。
The architect for this museum w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Modern American Architecture-Frank Lloyd
Wright. Different than many modern architect of his time, he
believed that architecture should be firmly integrated with
nature and be part of it, either in shape or in other manners.
Wright developed a system of rotating geometric forms that

郭樹植/修改

became one of his favorite methods of design. Wright
believed that geometry is meant to connect man to the
cosmos. The museum’s spiral design looked like a nautilus
shell, with continuous spaces flowing freely one into another.
Compared to many rigid buildings of New York, this museum
designed in the 1940’s was way ahead of its time.
這個博物館的建築師是美國現代建築的奠基人之一 - 弗蘭
克·勞埃德·賴特。與他那個時代的許多現代建築師不同，
他認為建筑應當與大自然緊密結合並成為它的一部分，無
論是以外形或是用其他方式。賴特研發了一種旋轉的幾何
形體系統，並使其成為他最喜歡的設計方法之一。賴特認
為，幾何是為了使人能與宇宙相連結。博物館的螺旋設計
看似一個鸚鵡螺殼， 從而形成了使空間能彼此流動的連
續的空間。相比紐約的許多死板的建築，這個在上世紀40
年代設計的博物館卻是超越它所在時代的。
Wright kept no secret that he disliked New York. To Wright,
the city was overbuilt, overpopulated, and lacked
architectural merit. It was a big challenge for the architect,
who finally came up with this organic spiral form. The form
created a bright and gorgeous atrium with surrounding
winding exhibition spaces. This design later inspired the
design of many museums around the world. Wright chose
the proximity to Central Park; this is as close as one could get
to nature in New York City, and the park offered relief from
noise and congestion of the city. Today, the Guggenheim
museum is located at 1071 Fifth Avenue, Manhattan, New
York, right next to the splendid landscapes of Central Park
and 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 Reservoir.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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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備 齊全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歡迎電話預約及查詢˙

周 藝 醫師
YI ZHOU, M.D.

醫學博士

713-981-8898
˙週一至週六˙

通中﹑
英﹑
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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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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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JianWei Feng,

MD, PhD

心臟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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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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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餘年臨床經驗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醫學博士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 教授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Memorial Hermann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Southwest 主治醫師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主 治

治

MD, PHD

賴特從不隱瞞他對紐約的不喜歡。對賴特來說，這個城市
過度建設，且人口過剩，又缺乏建築素質。這對建築師來
說是個很大的挑戰，但他終於想出了這種有機的螺旋體。
這形體帶來了明亮而華麗的中庭與四圍環行的展覽空間。
這設計後來影響了世界各地的許多博物館的設計。賴特在
靠近中央公園處選址; 這是人們在紐約市最能接近大自然
的地方, 此公園能為鬧市從噪雜聲中和擁擠中提供緩解。
如今，古根海姆博物館位於紐約曼哈頓第五大道1071號，
緊挨著中央公園和杰奎琳·肯尼迪水庫。

黃金醫療中心

黃金心臟中心
JianWei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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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懷廣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現任Memorial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Hermann Southwest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Hospital 主治醫師

糖尿病﹑高血壓﹑腸胃﹑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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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齊全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週一至週五：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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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am-5:30pm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歡迎電話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預約查詢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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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侯 大 任 臉部整形
Tang Ho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歡迎事先預約

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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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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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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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外科專科醫師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通國、英語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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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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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專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即時Ｘ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光
檢
治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驗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OFF

www.advancedfootdocs.com

電話： 713-772-3338(FEET)通曉普通話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

榮獲 2005 H-Texas 雜誌
※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設有 X-RAY 復健設備

醫生本人通國﹑
粵﹑
英語
骨刺
平板腳
風濕關節炎

灰指甲

腳趾縮變形

雞眼骨
甲溝炎

下肢麻痺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
甲溝炎根除手術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六號公路

治療項目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Houston 診所：

中國城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囊腫
★趾
★香港腳

專科

腳

李岳樺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 6 號公路

電話﹕
713-270-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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