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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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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票﹐美國境內旅行團﹐遊輪﹐酒店﹐租車
現有暑期回國特價機票﹐$1299起

時間﹕6.1起飛﹔7.30返回
Tel:713-952-989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二十年豐富經驗

B8休城僑社

休城工商

蜂膠中含
有 豐 富 的 黃
酮 類 和 烯、
萜、甾類化合
物 及 多 種 氨
基 酸、 維 生
素、 微 量 元
素； 研 究 表
明，蜂膠具有
驚 人 的 抗 菌
消 炎 能 力 和
增 強 機 體 免
疫功能。一方

面，它的抗菌作用，抑制了致病微生物的生長、
繁殖；另一方面，通過增強機體的免疫能力，
最終消滅病原體，使疾病得以痊愈。另外，蜂

佛光山中美寺本周日系列講座 帶來希望的東亞共同體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佛光山中美寺2016 年

「未來與希望 」 系列講座，本周日（ 5 月29
日） 上午十一時半將邀請教育博士，註冊營養
師，合格營養師貝弗利 泉 高爾（Beverly J.
Quan Gor, EdD, RD , LD )主講： 「帶來希望的
東亞共同體： 如何診所開始，以及它如何可以
幫助你 」。

貝弗利高爾博士是休士頓衛生廳（ HHD )
的分析師。高爾博士在史蒂芬威廉姆斯主任監
督下有效率的與規劃，評估，和研究的部門合
作。高爾博士和她的同事們負責評估該HHD 協
調公共衛生項目。高爾博士是在休士頓土生土
長的，是亞裔健康聯盟（ AAHC )和希望診所
（ HOPE ) 的創始人之一。身為一名註冊營養

師，高爾博士從事一些弱勢民族健康差距的研
究，特別註重改善營養，減少慢性病和癌癥的
風險。在來HHD 之前，高爾博士是在德州大學
安德森癌癥中心（ M.D.Anderson Cancer Center
)下的健康差距研究的部門當講師。高爾博士是
一名活躍於 Can Do Houston 的義工，Can Do
Houston 是一個促進在缺醫少藥的社區人民健康

飲食和積極生活的非營利組織。她獲得休斯頓
大學營養學學士學位和專職醫療教育博士學位
。她的營養和食品科學碩士學位是德克薩斯女
子大學頒發的。

佛光山中美寺的地址： 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281 ）495- 3100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
演繹傳奇品質—服務人類健康
多年來，醫學界一直致力於對糖尿病的研究。這是因為一旦

患上“糖尿病”，人體的麻煩隨其而至，因為免疫功能減弱，容
易感染由感冒、肺炎、肺結核所引起的各種感染疾病，而且不易
治愈。難怪有這樣的說法，一旦得了“糖尿病”，壽命減去十多
年。因此許多人對糖尿病談之而色變，千方百計的治療。很多虛
假和誇大宣傳的產品傷透了消費者的心。但是作為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不但沒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反而越來
越壯大，越來越受到消費者的真心擁護，銷量屢創新高。是什麼
原因讓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演繹著這樣的“傳
奇”呢？

憑的是真實效果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作為行內的龍頭企業

，精選巴西綠蜂膠為原料，純天然無污染，並采用高科技生物提
取技術，不含有任何沉澱和雜質，類黃酮最高並保留了巴西天然
綠色蜂膠特有香氣和品質，因此被稱為“最純淨的黃金”。通過
老用戶，你可以看出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不但
改善失眠、便秘、乏力、瘙癢、心腦血管等並發症，而且能提高
糖尿病人的抗病能力，還能保肝護腎，避免降糖藥對身體的損傷
。

憑的是過硬的質量
現在的蜂膠市場假膠劣膠漫天飛，很多都是家庭式的小作坊

生產出來的，質量上沒有絲毫保障。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是第一家獲得巴西農業部批准的企業，萬蜂牌巴
西極品綠蜂膠都要經過原料關、檢測關、提純關；十萬級的空氣
淨化，GMP藥品生產的嚴格要求，獨家專利的提純技術，保證
了他們金子般的過硬品質，這樣的產品誰用了都放心！

憑的是口碑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所以深受青睞，消費

者才是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最好的代言人！服用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多年的老病友個個紅光滿面、精神抖擻
！糖尿病人該有的症狀在他們那壓根找不到！不僅血糖控制的好
，並發症也很少，好幾年都不感冒，精神頭足，生活質量自然越
來越好！新來的顧客，只要您一打聽，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老
病友介紹來的，因為病友的康復實例才是最好的廣告！

憑的是經濟合理的費用
糖尿病的發展規律就是越來越重，所以不但要終身吃藥，而

且越吃越貴，使許多家庭承受巨大的經濟壓力。而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親民的價格，讓更多的消費者體驗到萬
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帶給的神奇效果。

萬蜂牌巴西
極 品 綠 蜂 膠
（Multiflowers）
堅持“永遠不打
折扣的質量”宗
旨去做一項有意
義的健康事業。
萬蜂牌巴西極品
綠 蜂 膠 （Multi-
flowers） 已 經 服
務了成千上萬糖
尿病患者。如果
一個質量有問題
、效果不理想的
產品，會有這麼
長久的生命力嗎
？萬蜂牌巴西極
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多年來的市場熱銷就是最好的見證。

專家咨詢熱線：1-888-518-7778
網站：http://www.vikerm.com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 「百佳商場 」 內，百佳超巿旁的 「來來餃子
館 」 自今年三月四日推出北方特色早點後，於日前更新推出台灣特色小炒
，由休巿著名的台菜名師葉師傅主理。

「來來餃子館 」 的台灣特色小炒，有三杯雞，三杯小卷，熏雞，熏
鴨，韭菜豬紅，老酒鎮蝦，糟溜魚片，水煮魚片，生炒魚片，豬耳朵拌黃
瓜，香辣魚片，椒鹽大腸，三杯大腸，九層塔炒蜆，九層塔炒螺肉，紅燒
三文魚頭，客家小炒，鹹蛋苦瓜，蝦卷，豆瓣魚，五更腸旺等等，都是葉
師傅的拿手名菜。

「來來餃子館」 將於今年6月1 日起，每天早上八點起即推出早點，
內容包括：油條，煎餅果子，油炸糕，蔥油餅，麵條，水餃，鍋貼，爐包
，雞湯餛飩，特色鍋巴菜，甜沫，甜、鹹豆腦，煎蛋，茶葉蛋，牛肉夾
餅------ 等等，為休士頓中國城的 「早起一族」， 「上班族」 更增添

生命的色彩。讓您從每天的開始，就吃的開開心心，營養健康，累積一整
天工作的能量！

「來來餃子館」除了以麵點馳名外，他們所推出的新鮮石斑魚丸，魚
皮，魚臉肉，魚排，大鍋貼，手抓餅也遠近馳名，是僑胞們的最愛，每週
必要報到之處。尤其他們的 「新鮮石
斑魚丸」 更是休市獨家青島 「斉海魚
聖」 連鎖店的美國第一家分店，值得
大家一吃再吃，細細品味。

「來來餃子館」在 「百佳商場」
內， 地址：9262 Bellaire Blvd.Hous-
ton, Tx.77036, 電話：713-271-0080

來來餃子館新推台灣特色小炒，葉師傅主理
三杯大腸，三杯小卷，五更腸旺，百吃不厭

五更腸旺

三杯雞 三杯小卷

（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百佳商場」內，百佳
超巿旁的「來來餃子館」自今年三月四日推出北方特
色早點後，於日前更新推出台灣特色小炒，由休巿著
名的台菜名師葉師傅主理。

「來來餃子館」的台灣特色小炒，有三杯雞，三
杯小卷，熏雞，熏鴨，韭菜豬紅，老酒鎮蝦，糟溜魚
片，水煮魚片，生炒魚片，豬耳朵拌黃瓜，香辣魚片，
椒鹽大腸，三杯大腸，九層塔炒蜆，九層塔炒螺肉，
紅燒三文魚頭，客家小炒，鹹蛋苦瓜，蝦卷，豆瓣魚，
五更腸旺等等，都是葉師傅的拿手名菜。

「來來餃子館」將於今年 6 月 1 日起，每天早上
八點起即推出早點，內容包括：油條，煎餅果子，油
炸糕，蔥油餅，麵條，水餃，鍋貼，爐包，雞湯餛飩，

特色鍋巴菜，甜沫，甜、鹹豆腦，煎蛋，茶葉蛋，牛
肉夾餅 ------ 等等，為休士頓中國城的「早起一
族」， 「上班族」更增添生命的色彩。讓您從每天的
開始，就吃的開開心心，營養健康，累積一整天工作
的能量！

「來來餃子館」除了以麵點馳名外，他們所推出
的新鮮石斑魚丸，魚皮，魚臉肉，魚排，大鍋貼，手
抓餅也遠近馳名，是僑胞們的最愛，每週必要報到之
處。尤其他們的「新鮮石斑魚丸」更是休市獨家青島
「斉海魚聖」連鎖店的美國第一家分店，值得大家一
吃再吃，細細品味。

「來來餃子館」在「百佳商場」內， 地址： 9262 
Bellaire Blvd.Houston,Tx.77036, 電話：713-271-0080

為什麼糖尿病人服用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

膠能有效促進組織再生、雙向調節血壓、降低
血脂、軟化血管、減少和控制糖尿病並發癥。
據報道，蜂膠的抗癌作用和蜂膠中含有咖啡酸、
咖啡酸脂有關。

通常情況下，一個擁有幾萬只蜜蜂的蜂群，
每天只能采集 0.2 克 左右的樹脂類物質，經過
蜜蜂反復的加工過程，才轉化為蜂膠，可見蜂
膠之珍貴。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 對糖
尿病患者的治療和保護作用是多方面的，最主
要的是有較好的降血糖效果和明顯地抑制糖尿
病並發癥的作用。實用表明，萬蜂牌巴西極品
綠蜂膠（Multiflowers) 能明顯增強巨噬細胞的吞
噬能力和自然殺傷細胞活性，增加抗體產量，
顯著增強細胞免疫功能與體液免疫功能，對胸
腺、脾臟及整個免疫系統產生強有力的功能調

整，增強人體抗病力與自愈力。那麼，萬蜂牌
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 對糖尿病患者有
什麼好處呢 ?

糖尿病人堅持服用蜂膠，具有以下幾方面
的作用。

1、幫助降低血糖。
在幫助降低血糖方面，每一位糖尿病患

者降糖效果不太一樣。一般來說，有部分的
患者 ( Ⅱ型 )，在服用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 一星期左右，血糖指標就開始恢
復到正常水平。

2、消除炎癥，治療感染，預防和治療感染
性並發癥。

糖尿病患者堅持使用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
膠（Multiflowers)，可有效預防各種感染，使久
治不愈的感染得到控制。

3、降低血脂、軟化血管、改善微循環，防
止視力下降及心腦血管並發癥。

一些糖尿病患者堅持服用萬蜂牌巴西極品
綠蜂膠（Multiflowers)，4 周後四肢發麻現象逐
步消失：1-2 月後，血脂顯著降低。

4、恢復體力，消除“三多一少”癥狀。
糖尿病患者在服用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一段時間後，多數體力明顯恢復，
而且“三多一少”癥狀逐步得到改善。

5、強化免疫，增強體質，提高生活質量。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 你健

康的保證，你終生的朋友，你值得信賴的品牌！
加拿大 viker 公司出品
北美免費咨詢訂購專線：1-888-518-7778 
網址：www.vikerm.com

來來餃子館新推台灣特色小炒，葉師傅主理
三杯大腸，三杯小卷，五更腸旺，百吃不厭

內蒙古 「 小肥羊」 火鍋
慶祝奧斯汀小肥羊新店開張

即日起一律買 15 元送 5 元，
多買多送，歡迎光臨

（本報記者秦鴻鈞） 「小肥羊」近期特別推出新款菜色，
如如肉質特別細嫩，好吃的「春羊」肉，涼拌花生，秘製羊
肝及涼拌羊肚，這是「七天」全天「任點任食」之外，需另

外付費的新菜，但價格相當公道，一大盤春羊肉僅
7.95 元，而其他新菜也不過三、四元之譜，但「秘
製羊肝」非常可口，頗有嚼勁，滋味無窮，而「涼
拌羊肚」更是你從未嚐過的美味，鮮脆可口，讓人
停不下來。

您多久沒來「小肥羊」大塊吃肉啦？作為休士
頓第一家「小肥羊」連鎖店，這家位於 Westheimer 
與 Fountainview 交口上的「小肥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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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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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味藥材熬製的鍋底，濃
湯，是訣竅，這種不需蘸料「涮」火鍋，涮出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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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氣四溢，自有別於一般，火鍋店的單一模式。

顧名思義， 「小肥羊」以大草原的精品牛、羊肉起家，還有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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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位食客大塊朵頤。

「小肥羊」這種「任點任食」活動原則上是限二人以上堂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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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煮天下的樂趣，該店歡迎八人或以上來電預約桌位。

「小肥羊」火鍋店，為慶祝，Austin 小肥羊新店開張，自即日起
推出「一律買 15 元送 5 元活動」( 剪本報週五週六廣告前往），多買
多送，老人，小孩還有特價優惠，Westheimer 店與百利店共同使用此
優惠。

「小肥羊」地址：5901-A Westhimer Rd Houston Tx 77057
定座電話：（713）975-0687
小肥羊（百利店）地址：
848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771-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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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友會於周日下午舉行
卡拉OK聯誼暨歡送齊副處長

休士頓中華公所主辦全僑歡送茶會
五十個僑團熱烈參加，歡送齊副處長及陳組長

圖文：秦鴻鈞
休士頓成大校友會於周日（ 7 月17 日 ）下午在敦煌廣場二樓Stage Lunge 舉行卡拉OK聯誼暨

歡送台北經文處齊副處長。圖為部份校友在酣唱了整個下午後，與齊副處長伉儷（ 後排中） 合影
。（ 前排左四 ）為現任會長趙婉兒，（ 前排右五） 為成大校友暨現任大專校聯會會長葉宏志。

范增瑩女士

范增瑩女士逝世一周年 大專校聯會懷念永恆義工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美南大專聯合校友

會」 會長葉宏志日前表示：今年七月對校聯會來
講，是具有特殊的意義----- 本會一位長期的義
工范增瑩女士，於去年七月，英年早逝，對她的家
人，對大專校聯會，都是難以承受的傷痛及不可磨
滅的損失，她這麼多年來對校聯會的貢獻，大家永
誌不忘，在她逝世一周年之際，校聯會以最大的追
思來懷念她------校聯會永恆的義工。

范增瑩女士，祖籍四川省羅江縣，民國四十一
年七月十九日生於台灣台北。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
四日逝世於美國休士頓貝勒聖路克醫學中心，家人
摯友隨侍在側，享壽六十三歲。

女士出生書香世家，為范公啟明次女，自小天
資聰穎，勤學儉良，更兼具藝術、審美天賦。中學
及大學期間師事張大千衣鉢傳人國畫大師孫雲生先
生，長於山水，仕女、花鳥，深得大師贊賞，並曾
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參與師生聯展。增瑩曾就讀國語
實小，古亭女中，北一女； 台灣大學農化系畢業
後來美深造。榮獲波士頓大學化學碩士學位後即任

職於德州大學醫學中心，數年後轉任藥廠，又轉環
保分析及稽核公司，退休時任資深稽核。

增瑩於1978年在休士頓與大學同窗蔡亞麟教授
結縭。育有一子振德，2012年與林琳小姐完婚，長
孫聖濂出生於2014年，次孫亦將於年底出世。她生
性至孝，父母退休後移居休士頓，於生活起居等各
方面均安排妥當周祥；父母年老病衰後更依靠她與
姐妺們不辭辛勞、細心照顧。她雖全職工作，但相
夫教子仍是盡心盡力，使振德求學及亞麟教研發展
上無後顧之憂。女士與姊妹們手足情深、友愛互助
，是任何人需要幫助時最能依靠的援手。

兩千年愛兒進入大學就讀後，增瑩開始參與僑
界活動；她初露鋒芒是在2002年出任北一女校友會
會長，在任期間舉辦了盛大的休士頓北一女年會暨
百年校慶晚宴。女士於2004年7月出任校聯會會長
，2005年卸任後代表校聯會擔任休士頓華人愛心組
織召集人，又於2007年出任校聯會風雅集召集人。
增瑩於風雅集卸任後仍積極參與校聯會與北一女校
友會會務；她是2012年北一女校友儀隊成功創立的

中堅人物，更為籌劃七零級重聚不遣餘力，為兩會
及僑社貢獻良多。

增瑩待人接物親和得體、勇於任事、無私奉獻
、思緒慎密、長於組織策劃，是優質的領導人，亦
是共事的好夥伴。她生性活潑、能言善道、外型嬌
美、熱愛舞蹈、精於女紅，更常是服裝走秀的主軸
。歲月似乎未曾在她臉上留下痕跡，反因時序歷練
愈顯典雅大方，儀態萬千。

她於2013年6月退休，隔年愛孫出世為她帶來
福杯滿溢的感覺，外出旅遊參與活動也更加頻繁。
2015年初甫接任大專校聯會理事長，剛開始接管理
事會身體即感不適，三月底開始住院檢查。女士在
病中深感生命的渺小與脆弱，蒙主恩典，於五月接
受主耶穌為她個人的救主，與淋巴癌奮戰四個月後
安息主懷。

女士英年早逝，然其音容笑貌、優雅品味、無
私社服、以及賢妻、良母之典範將長存人心。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五十個僑團，在中華公所的召集下，於周日（ 7 月17 日 ）
晚間，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全僑歡送齊副處長永強榮調暨陳組長福生榮退茶會，會中除了中
華今所共同主席黃泰生致歡迎詞及休士頓中華公所主席聯誼會召集人林國煌致詞外，還分別由
僑務諮詢委員鄭昭，王秀姿，駱健明，及僑務委員甘幼蘋，葉宏志，黎淑瑛，劉秀美頒發德州
州長Greg Abbott 賀狀； 以及由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黄泰生，林羅秀娟代表頒發德州聯邦眾議員
Pete Olson 賀狀； 以及由張文華法官代表頒發哈瑞斯郡郡長 Ed Emmett 賀狀； 以及德州聯邦
眾議員由特助譚秋晴代表頒發賀狀； 並由每一社團派一位代表上台贈送紀念獎牌給齊副處長
永強，經濟組陳組長福生，及文化部台灣書院秘書張琍琍，由他們致詞後，最後由共同主席羅
秀娟致感謝詞，並請共同主席黄泰生，林羅秀娟，齊副處長，陳組長，張琍琍文化秘書及林國
煌，莊雅淑主任合切蛋糕後，禮成。並請現場嘉賓品嚐精美茶點。

圖為中華公所各僑團致贈紀念品給齊副處長（ 後排中）後全體合影留念。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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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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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日本最大合法大麻農場 可用於製作傳統服飾

日本櫪木縣鹿沼市，探訪在日本最大的合法經營的大麻農場。人們通過收
割煮沸大麻，從中提取大麻纖維，用於日本傳統服飾和配飾的製作。

印
尼
波
羅
摩
火
山
濃
煙
沖
天

位於印尼泗水西南大約150公里的波羅摩（Bro-
mo）火山噴發出大量濃煙衝上天空。

霸王龍不孤獨 阿根廷發現一種“小短手”恐龍

科研人員向公眾介紹他們在阿根廷偶然找到的獸腳亞目
恐龍化石，他們發現，這只恐龍擁有著不同於霸王龍的短小
前肢。據了解，這只恐龍身高約為20英尺或更高，而它的前
肢卻只有2英尺長，並且每個前肢只有2根手指。

diagnosis via email, phone and video conferencing.
“The way the telemedicine system is set up now is 
to augment resources,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not to 
replace physician-to-patient care,” says Tad Ferris, a 
partner at Foley & Lardner LLP who specializes in 
Chinese telemedicine regulation.
Another promising application of telemedicine is its 
educational potential. 
“It’s a very unhealthy population in terms of lifestyle 
and diet,” Then says. One of every three smokers in the 
world lives in China, and 300 million Chinese suffer 
from high blood pressure. There’s hope that online 
health education could change some of these behaviors 
and thus drastically reduce chronic disease.
Then says that “one of the areas you will see the most 
disruption” thanks to telemedicine is pharmaceutical 
markets. Until now, generic label prescription 
drugs have been much more accessible than name-
brand ones. But these generic brands are generally 
unregulated. Then recalls one incident where unusually 
high amounts of metal were discovered in generic pill 
capsules.
E-commerce sites like Alibaba could address this 
problem by offering same-day delivery of reputable 
pharmaceuticals.  Earlier this year the 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pproved online sales of 
prescription drugs. While China hasn’t specified when 
it might allow prescription medicines to be sold via the 
Internet, Then says web sales should begin this year. 
(Courtesy www.finance.yahoo.com/news/)

infrastructure for 
web-based healthcare 
collaboration, or 
telemedicine, already 
exists in China.
Now, it’s a matter of 
application to see if 
telemedicine can meet 
the demands of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and fix some of its 
longstanding healthcare 
woes. 
How it works
Florian Then, a partner at 
McKinsey & Company, 
says that telemedicine has 
the potential to correct 

a number of issues in the Chinese healthcare system, 
many of which stem from a deep well of mistrust 
betwee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 and 
its institutions, which include healthcare providers.
Consider the 
overcrowding that 
plagues urban 
hospitals. Rural 
patients tend to 
commute to major 
cities like Beijing 
and Shanghai for 
treatment rather 
than go to local 
clinics, which people perceive as unreliable. Urban 
hospitals “look like train stations in India” says Then, 
while rural clinics stand nearly empty.
Then says that rural institutions would gain the 
legitimacy they’re currently lacking if they were 
“telemedically supported” by recognized urban 
institutions. Furthermore, this could shift Chinese 
healthcare from reactionary to preventative, as 
rural patients would enter the health system and get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earlier – before they wind up at 
city hospitals with more advanced medical problems. 
To be clear, urban doctors would not directly treat rural 
patients in the current telemedicine model. Rather, they 
would support their rural colleagues in treatmen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ealt 
a blow to Beijing’s claims 
to the contested waters, 
according to mainland 
analysts.
Beijing has vigorously 
denounced the tribunal’s 
decision and stressed that 
the dispute should be 
resolved through dialogue, 
while also calling on 
parties to refrain from 
provoc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newly 
installed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said on Thursday 
he hoped to send former 
leader Fidel Ramos to 
Beijing to initiate talks, 

insisting that war was not an option.
Ramos has yet to accept the offer, but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u Kang said he 
welcomed the suggestion, 
adding “the door to settling 
the issue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has never been 
closed”.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in The Hague 
ruled on Tuesday that China’s 
“nine-dash” line did not give 
it historic rights to the waters. 
Beijing refused to take part in 
the case, arguing the dispute 
involved sovereignty and the 
court had no jurisdiction. 
A meeting between Ramos and officials in Beijing 
would mark a dramatic improvement in bilateral ties. 
There has been little high-level contact between the 
two sides since Manila filed the case in 2013, although 
previous leader had a brief discussion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summit in Beijing in 2014, 
and again at the following one 
in Manila last year.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professor Su 
Hao said that even if Ramos 
declined to act as envoy, 
Manila would try to send 
someone else. “But the 
priority now is to ease 
tensions first before finding 
solution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Su said. 
Discussions about China 

helping the Philippines to build a high-speed rail, a 
project Duterte wants, could begin “any time”, he 
sai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is 
holding a meeting of foreign ministers in Vientiane, 
Laos, next week, and the two sides could talk about 
the ruling then, he said. (Courtesy www.scmp.com/
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

Chinese people will no longer have to stand in long 
queues or deal with scalpers while making a doctor’s 
appointment as the country is trying to phase our on-
site registration and widely adopt online services. 
The “smart medicine” guideline includes a mobile app, 
long-distance medical system, and cloud services. 
The idea was pushed forward in a new guideline 
released by the State Council on Friday, aiming to 
establish a standardized, sharable and mutually trusted 
medical system. 
Earlier this week, Beijing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officially replaced its on-site registration counters with 
online registration. More than 20 other hospitals in the 
capital are also going to introduce the online service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having access to 
the Internet — 
approximately 700 
million people are 
connected to the 
web — more people 
are now using online 

registration for hospital visits. The new guideline not 
only continues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medical inquiries but also popularize mobile payment 
at hospitals. 
The guideline also sketches e-services that would 
compile patients’ health records in a cloud system, 
making it easier for doctors access the records despite 
the distance. 
The “Internet + Medicine” service will not only make 
tele-diagnoses and tele-imaging feasible, but also help 
foster cooperation between hospitals and local clinics 
as all diagnosing results would be archived and shared 
on this platform. 

The guideline also 
states the need of a 
cloud platform for 
medical education 
that would provide 
a wide range of 
learning resources 
to medical 
professionals. This 

would allow them to 
improve on their skills 
and knowledge, the 
document says. 
In light of the new 
guideline, many hospitals 
in China are already 
guiding people to use the 
“Internet + Medicine” 
services. Self-service 
registration and paying 
machines, as well as self-
service printers for testing 
transcripts have been put 
into operation. This allows 
people to swipe their ID 
or medical cards to claim 
their registration number 
or test reports. The service, many say, helps save time 
and the hassle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hospital visits.
(Courtesy www.facebook.com/cctvnewschina)
Related

China Betting On Telemedicine To Solve Its 
Healthcare Woes

There are around 
847 million 
mobile phones 
in China as of 
2015, according 
to market 
intelligence firm 
IDC. The average 
Chinese person 
spends about 
three hours on 
their smartphone 
daily and about 
83% of Chinese 
Internet users 
access the web 
via a mobile 
phone.
What’s more is that a majority (54%) of doctors in 
China are currently on social media sites like Weibo 
and WeChat.
Clearly, the conditions and much of the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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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ish farm off Mischief Reef in the Spratly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in The Hague ruled last Tuesday that China’s “nine-dash” line did not 
give it historic rights to the contested waters. (Photo/Xinhua)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wants to send 
former leader Fidel Ramos (pictured) to Beijing to 
initiate talks. Photo: Xinhua 

Dr. Alan Shatzel is displayed on the monitor RP-VITA robot 
at Mercy San Juan Hospital in Carmichael, Calif. (AP Photo)

China Set To Promote ‘Smart Medicine’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Set
For Talks After Tribunal Ruling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will seek to prevent tension 
from escalating after an international tribunal ruling on 

Former Philippine Leader Fidel Ramos May Go to Beijing For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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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中國城鎮化將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動力

綜合報導 日前，2016年世界城市峰

會在新加坡召開，峰會以“可持續發展

的宜居城市：機遇無限的創新都會”為

主題，並同時舉辦新加坡國際水周和潔

凈環境峰會。會議期間還頒發了 2016李

光耀世界城市獎，哥倫比亞麥德林市獲

獎。麥德林市通過建設世界上第一個纜

車大眾運輸系統等措施，有效提升基礎

設施水準並改善城市生活環境。

中國城鎮化和城市發展也成為與會

者關注的話題，廣東還在峰會中分享了

垃圾處理等城市治理經驗。與會專家表

示，廣東作為中國經濟大省，近年來無

論在政策環境還是產業發展方面，轉型

升級動作都比較快，接下來隨著城鎮化

進程不斷推進，政府應更加重視引導各

方參與，合力建設更加宜居的城市。

世界趨勢：宜居城市關鍵在“第三
空間”

新加坡副總理尚達曼在談到公共空間

時強調：“公共空間是一個宜居城市的關

鍵，所有城市要關注聚焦我們稱之為‘第

三空間’的東西，它不是辦公場所、居家

場所，而是我們每天用到的公共場所，包

括公園、活動中心、遊樂場等。”

他舉例：“新加坡對公共場所的規

劃經過了深思熟慮，目標是到 2030年，

讓 90%的居民在 10分鐘內可以從住所走

到最近的公園。第三空間不是私人空

間，而是每一個居民都可以享用的，這

種公共空間的設計不應該由官員來設

計，而是由使用空間的居民來共同設

計，設計的時候參考居民需求，不同區

域居民有不同需要。

另外，尚達曼還強調“第四空間”

的重要性：“文化也是城市非常重要的

空間，要讓居民參與到保護和創造城市

文化的過程中。”他認為，一方面要讓

居民看到已有文化的價值並積極保存；

一方面要把藝術帶入社區，讓居民一同

參與創造新的文化，這也是打造宜居城

市並保有城市特色非常關鍵的一步。

據新加坡國際基金會執行理事 Jean

Tan介紹，目前新加坡和上海的藝術家

正合作開展項目，通過將藝術帶進社區

並鼓勵當地居民參與創造的方式，來加

強國際文化交流，並促進人們對自己本

土文化和風格的理解和認同。

中國轉型：將為世界提供三大發展
機遇

“目前，世界上超過一半的人口住

在城市，預計到 2050年，會有 70%人口

居住在城市中，城市化有潛力帶來經濟

加速發展、能源高效使用，城市也將在

這個新的時代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聯合國秘書長特使韓升洙說。

“中國每年有 1600萬的農村人口進

入城市，有260個城市人口超過100萬。

中國的城市發展和城市發展將給世界帶

來機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

濟研究部副部長陳昌盛在峰會上表示。

“這將為世界帶來三大發展機遇。

未來 10年，中國有超過 4億人口進入中

等收入人群，這將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

重要力量。同時，未來每年將有超過

1600萬人口進入城市，2.73億進入城市

的農民要真正轉化成市民，我們由粗放

發展轉變為可持續的城市也將帶來機遇。

再者，我們的製造業加入全球經濟鏈條，

使中國經濟發揮巨大變化，接下來中國

的再次開放特別是服務業的開放，將加

入全球新的分工，而服務業又正是新加

坡等國家的優勢所在。中國每年的GDP

增量還相當於全球第 20大經濟體，這對

於很多國家還是很大的機遇。”

陳昌盛表示，世界過去30年也適應了

一個持續快增長的中國，對於中國的減速

和創新轉型，世界也需要調整和適應。城

市正在快速興起，也面臨很多困難和困

惑。需要通過更多的國際合作，讓中國轉

型成為世界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

氣候變化談判大使、2015巴黎氣候

會議特別代表勞倫斯· 圖比婭娜對此表示

同意，“為應對困難和挑戰，應當吸引

各國政府以及多方力量一同參與進來。

我們都能夠在一張桌子上作出貢獻，但

不是作為功能表放在桌子上，而是關於

怎樣實現目標”。

廣東經驗：多方合力應對城市發展

挑戰
作為中國城鎮化率最高的省份，廣

東也在峰會上分享了城市治理的經驗。

廣東省環境衛生協會會長陳善坤建議，

要引入政府、企業、社會三方力量，特

別是把社會組織的力量發動起來，在政

府和企業之間搭建平臺，讓雙方需求都

能得到及時的資訊反饋，提高城市治理

的效率和水準。

她以垃圾處理為例，“垃圾如果分

散處理，成本高效率低，我們可以向主

管部門提供整體統籌推進垃圾收運處理

的參考解決方案和案例，專家、企業家

與政府形成三方聯動，更加關注效益。

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朱迪斯· 羅丁表

示，政府、私有部門、NGO的合作，是未

來城市“柔韌性”建設的三個關鍵。“在

很多城市，最昂貴的投資是基礎設施的建

設和重建，要通過富有創新的融資結構和

方案，釋放資本能量；同時，公共和私營

部門可以合作推出一些激勵措施促進跨部

門之間的合作和創新；最後要通過網路來

推廣經驗，實現規模效益。”

還有與會專家補充，在多方合作中，

地方政府的力量也應得到重視。聯合國

人居署執行主任霍安· 克洛斯表示，過去

20年，為解決城市發展面臨的問題，在

很多情況下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有更多

意願和承諾，因為發展中遇到的具體問

題，地方層面執行很容易產生社會影響

並解決問題。

世界自然基金會：糧食生產已成全球面臨最大挑戰
綜合報導 由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主辦的

2016年“全球大宗糧油產業峰會”在成都開啟。世

界自然基金會(美國)高級副總裁 JasonClay在介紹全

球糧食安全與可持續問題時表示，糧食安全不僅僅

是關於人類健康，也是關於整個地球的安全，糧食

生產已經成為全球面臨的最大挑戰。

JasonClay認為，糧食安全不僅僅是關於人類健

康，也是關於整個地球的安全。在接下來的40年，

人類必須要生產過去8000年生產糧食的總合，糧食

的生產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星球面臨的最大的挑戰。

“可以看到，為了糧食生產，在過去的150年，

人類失去地表 50%的土壤，導致地球 70%的生物喪

失，還有70%的水也被用來生產糧食，包括在這個

過程中使用的農藥和化學產品，水污染、農業污染

對其他行業的擴散。”JasonClay說。

他表示，英國花了 155年使 900萬人的GDP翻

番，美國是 53年，印度 17年，而中國只花了 12年

的時間，便使 10多億的人口大國GDP翻番，這其

中糧食生產的速度非常驚人。

“今天，人類大概有 70億的人口，到 2050年

至少有 90億人口，這些人口在地球的消費，將是

現在的兩倍。”

但是，儘管如此，人類並沒有準備好生產更多

的糧食，目前有 23個國家已經面臨非常嚴峻的糧

食安全的運用，全球還有10億人食不果腹。

對於如何解決糧食生產中派生出的一系列問題，

JasonClay給出了基於數據的思考和解決之道。

JasonClay認為，為了要滿足這麼多人對於糧食

的生產需求，我們必須要減少每個卡路裏所有消耗

資源的地球影響的水準。所以，人們必須更加有效

地進行糧食生產，要投入更少而產出更多。

首先，是土地的可利用性日趨減少。JasonClay

表示，人們40%的土地用來生產糧食生產，地球上

沙漠佔比是 5%，18%是山地，12%是城市和設施，

還有一些國家公園和保護區大概是12%，減掉所有

的這些只有23%，到2050年只有23%用於糧食生產，

“這就意味著我們要提高生產的效率，減少浪費和

消費。同時，消費者應該去選擇可持續的產品。”

對於未來，JasonClay表示在6至10年內，智慧

農業要完全改變人類的作物，就必須要進行重新規

劃。“今天全球大宗糧油系統效率已經非常高了，

產品可以相互替代，大宗商品的這種可替代性是一

種革命，這也是大宗商品的一種特性，但是他們都

是基於一種物理特性。”JasonClay說。

此外，JasonClay 還認為，糧食安全也意味著

國家安全，自給自足在整個現代社會來說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指標，“我們如何進行更有效的交易，如

何去除貿易壁壘，對整個糧食有效生產是非常重要的，

全球化給出了非常重要的機會：更高效率生產糧食

的技術”。

據悉，為推動全球糧油業界的交流與合作，促

進國內外糧油行業發展，進一步分析當前經濟形勢

與市場走勢，第八屆“全球大宗糧油產業峰會”于

7月 14日-15日在四川成都舉辦。會議邀請了政府

主管部門、國內外行業專家全方位、多視角解讀相

關政策，分析市場走勢，闡述產業發展新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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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北11日電）中國大陸有
一家被網友稱為 「全世界最孤獨的
咖啡館」，座落在海拔 4860 公尺達
古冰川之巔上，遊客可以一邊喝咖
啡，一邊欣賞冰川美景。

綜合四川日報、四川在線等大陸
媒體報導，這家咖啡館去年6月修建
打造，去年10月建成投入使用，所
有建築材料透過纜車索道（空中纜
車）進行運輸。

咖啡廳設在達古冰山之巔索道
（空中纜車）中心二樓，玻璃窗戶
視野開闊，雪山景致盡收眼底，不
少遊客專程慕名前來。

達古冰川位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

族自治州黑水縣境內，最高海拔
5000 公尺以上，山頂終年被雪覆蓋
。

達古冰川最為壯觀的三截冰川是
1、2、3號冰川，形成年限達億年，
遊客可坐空中纜車，到達高海拔冰
川。（來源：中央社）
照片
中國大陸有一家被網友稱為 「全世
界最孤獨的咖啡館」，座落在海拔
4860 公尺達古冰川之巔上，遊客可
以一邊喝咖啡，一邊欣賞冰川美景
。（圖取自四川在線網頁www.scol.
com.cn）

（中央社威靈頓11日綜合外電報導）紐西蘭1名男
子雄心勃勃發起集資運動，如願買下紐國南島號稱
「地表最棒」的海灘之後，昨天正式捐給公家，劃

為國家公園。他T今天表示，看到願望成真，真有
點像作夢的感覺。

法新社與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牧師梅
傑（Duane Major）今年稍早發起集資運動，希望
買下原屬私人所有的阿瓦洛亞（Awaroa）海灘，再
捐給紐西蘭當國家公園。這項活動一傳十，十傳百
，很快就吸引4萬筆捐款，共募得230萬紐西蘭幣
（170萬美元）。形容自己只是 「普通小夥子」的
梅傑昨天出席捐贈儀式，見證阿瓦洛亞海灘正式劃
入亞伯塔斯曼國家公園（Abel Tasman National
Park）。

他今天告訴電視台TV 3： 「我不得不承認，大概

是因為風吧，我好像掉了一兩滴眼淚。」
阿瓦洛亞海灘位於南島頂端，黃金般的沙灘綿延

800公尺，只有搭船或直升機才能到達，原本是1位
地產大亨的私人產業，去年底打著 「地表最棒海灘
」名號待價而沽。

去年耶誕假期間，梅傑和親人討論後，決定設立
集資網頁， 「我們就想試試」， 「我們不知道這計
畫會如何發展，也沒預料到會是這麼驚奇的經驗，
真有點像在作夢」。

他告訴英國廣播公司： 「這是美好的1天，有時
你會覺得無能為力，我們也會，但這個驚奇經驗讓
人覺得力量大增，讓人有種團結在一起的感覺。」

「我們處在各種形式的科技讓人不相往來的
年代，但在這個案例，科技卻讓人們凝聚在一
起。」（來源：中央社）

（中央社倫敦10日綜合外電報導）1名穿著長洋裝的年輕女性
雙手交叉放在胸前，目光堅定地看著一排全副武裝的警察，其
中兩名警察衝上前去將她銬上手銬，這張照片吸引全球關注。

英國 「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照片中的女子是來
自紐約的伊凡斯（Ieshia Evans）；28歲的伊凡斯不僅是1名母
親，也是1名領有執照的護理師，她首度參與示威活動時被捕
。

伊凡斯的摯友海恩斯（Natasha Haynes）說，伊凡斯在警方
槍殺史特林（Alton Sterling）後前往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
）巴頓魯治（Baton Rouge），是因為 「希望給5歲兒子1個
更美好的未來」。

伊凡斯的朋友說，她看著抗議活動遍地開花後 「情緒激動
」，因此決定從紐約前往加入示威。伊凡斯昨天在巴頓魯治參
與人生第1場抗議遊行活動，遭武裝警察逮捕時，被人拍下這

張具有代表性的照片。海恩斯說，史特林和卡斯提（Phi-
landro Castile）遭警方射殺後，伊凡斯很擔心兒子的未來。

32歲的非裔卡斯提6日傍晚被明尼蘇達州警方攔檢後就
遭到槍殺；他死亡前不到1天，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
37歲的史特林（Alton Sterling）因與警察發生爭執，遭兩
名員警槍殺。

海恩斯說： 「伊凡斯有1顆美麗的心，愛好和平生活。
我認識她20年了，她是我結婚時的伴娘，我是她兒子的教
母。」海恩斯說： 「她是我的一切，我很高興她安然無恙
，最重要的是，我很高興她挺身而出，為發生在美國的不
公不義做些什麼。」（譯者：中央社劉文瑜）
（來源：中央社）

（中央社巴黎10日綜合外電報導）葡萄牙
今 天 在 歐 洲 國 家 盃 足 球 賽 （European
Championship）擊敗法國，葡國明星射腳
「C羅」羅納度（Cristiano Ronaldo）把勝

利獻給 「所有葡萄牙人和所有僑民」。
此役 「C羅」上半場就因傷被擔架抬

下場，後來沒有再回到場上。他說： 「我
試著要回來，但膝蓋腫起來，沒辦法，太
痛了。」

「這不是我想要的決賽，但我非常開
心。這是獻給所有葡萄牙人、所有僑民、
所有相信我們的人的獎盃，所以我非常開
心，非常自豪。」根據葡萄牙當局，約有

120萬葡萄牙公民與葡裔旅居法國。
此役開踢第8分鐘，C羅和法國隊佩特

（Dimitri Payet）撞在一起，C羅痛苦倒地
，治療後回到場上。

數分鐘後，Ｃ羅又下場，這次纏了繃
帶回來。

後來他嘗試加速推進，第 24 分鐘時，
卻痛苦地坐了下來，向板凳區示意自己無
法再踢下去，最後含著眼淚被擔架抬出場
。此役法國與葡萄牙經過90分鐘正規賽與
30分鐘延長賽鏖戰後，由葡國以1-0勝出
，奪下隊史首座歐洲盃金盃。（來源：中
央社）

年輕非裔媽上街抗議被捕 照片全球瘋傳

歐洲盃奪冠 C羅：獻給所有葡人和僑民

年輕非裔媽上街抗議被捕 照片全球瘋傳 世界最孤獨咖啡館
在億年冰川之巔

他上網集資170萬美元
買下地表最棒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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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春天來得又早又急，春節還沒到，
溫麗家的桃花就等不及了，顯擺出明媚嬌艷。
到了四月，一個個小綠桃玲瓏有致，讓人看得
歡喜。溫麗對白玉說：“要想桃子有好收成，
現在就得蔬果，你看這個有蟲眼，那個瘦歪歪
的發育不良，都必須淘汰掉。”白玉說：“雖
然可惜，但是也只能淘弱留強，被蔬掉的果子
要是有怨，也得怪自己不爭氣。”白玉問溫麗
：“你說北達科他會有桃樹嗎？”溫麗反問：
“你說大興安嶺產桃子嗎？”

溫麗先生就職的公司，被北達科他州的一
個集團公司買了。白玉嘆道：“我聽人提過北
達科達，石油工業很發達，但是冬天冷起來跟
哈爾濱一樣天寒地凍。我們都是在廣西長大的
人，路易斯安那四季花開，沒有寒冬，時間長
了，感覺就像第二故鄉。“溫麗愁眉苦臉說：
”誰喜歡滴水成冰的地方？小時候去吉林的奶
奶家過春節，那風把骨頭都吹痛了。如果公司
要搬，我老公也不能搬，我們都是四十多歲的
人，樹大根深，哪能說移就移，再說孩子們有
了喜歡的學校和朋友，要去重新適應一個新環
境，想想都在發抖。”

溫麗的老公果然聽話，沒有跟隨大部隊拔
營北上，留守本地的代價是失去了高薪穩定的
工 作 ， 暫 時 屈 居 在 一 家 公 司 當 技 術 咨 詢
（Consultant），工資按小時計算，沒有覆蓋
全家的各類保險，看病也成了問題。沒有辦法
，只能申請奧巴馬醫療保險。溫麗後來對白玉
說：“那奧巴馬搞的什麼醫療補助，程序之煩
，簡直是逼人撞墻，我在網上填了四次表都發
不走，你說都是什麼人設計的網站？要是在我
老公的公司，根本就混不了飯吃。網上聯系不
了，那就打電話吧，響了一百年的音樂也沒有
人接，好不容易接通了，那人的英文哄哄隆隆
的，根本聽不懂，好歹是聯邦政府機構，雇一
個英文說得利落的，頭腦清楚的，有那麼難嗎
？”

白玉說：“早知道這樣煩，後悔去北達科
達嗎？”溫麗搖頭說：“家裏三個孩子，老大
學棒球，老三學鋼琴，都踩在節奏上，老三個
性強，脾氣怪，小朋友都不喜歡他，好不容易
有個油畫老師收了他，他能安靜學習我就好開
心，搬起家來傷筋動骨，不知要混亂多久！還
是在路易斯安那先賴著，過幾天我在網上發發
簡歷，最好能找個full time的工作，能保障一
家子的福利，奧巴馬的醫療太不靠譜。”

白玉跟溫麗一樣，也是三個孩子的母親，
丈夫是一家能源公司的技術經理，收入頗高，

經濟不用她操心，但是大大小小的家務事全扛
在她一個人肩上。白玉對溫麗說：”有時候感
覺好累，當全職媽媽真有成就感嗎？就算我的
三個孩子都爬了藤，社會能認定我的奉獻嗎？
”溫麗若有所思說：“奉獻給了家庭，社會不
會給你鼓掌，時光如果能退回到十五年前，或
許我會開啟另一種人生。”

15 年前，白玉和溫麗還是商學院的留學
生，一臉的青春，一身的活力，剛一畢業就以
耀眼的成績被四大（Big 4，美國四大會計事
務所)錄用，兩個人同時進了普華永道（PWC
）的辦公大樓。初入四大，壓力大得像被扔進
了洗衣機。白玉和溫麗咬緊牙根，都耐住了考
驗，一年後加薪晉級。四大的程序就是這樣直
截了當，如果不是晉升，那就被剪掉，物競天
擇，適者生存, 不流血的優勝劣淘。

白玉和溫麗記得很清楚，那個有颶風的夏
天，跟她們同進四大的一個中國女生被淘汰了
，她叫陳剪梅，是個溫柔沈靜的女孩。她後來
去了哪兒？白玉告訴溫麗：“在四大磨練過，
找工作不是難事，聽說陳剪梅去了一家食品廠
，後來又跳槽到了大學的財務部。”溫麗說：
“就算是四大的次品，到其他地方也是寶貝。
”

冬去春來，日月流轉，白玉和溫麗嫁了心
儀的人，有了孩子後，裏裏外外忙得暈頭轉向
。白玉有次為了去幼兒園接兒子，慌忙中闖了
紅燈，被一卡車撞翻，幸好只受了點皮外傷。

溫麗呢，因為稅務季節趕項目，周末也在
加班，沒時間去看女兒的表演，更沒時間收拾
布置房間，準備兒子的生日宴會，讓孩子好沒
面子！白玉和溫麗互訴衷腸，兩人相約，一起
辭職當好家人的後勤。

兩人後來還打算，等孩子稍大些再返職場
。無奈在家呆得越久，跟社會越脫節，有一種
慣性，讓她們覺得走出去山重水復，還是呆在
原地舒服安心。直到有一天，溫麗先生的公司
要北遷，環境發生了巨變，福利沒了，溫麗對
白玉說：“沒辦法，我還是得出去工作，否則
家裏的生活質量會滑到太平洋。”白玉問她：
“工作好找嗎？”溫麗搖頭說：“難啊，兩個
月了，四次面試，沒有一家給我合同。”白玉
不敢相信，她說：“怎麼可能呢？ 你在四大
有多年的經驗，還當過 Team Leader。”溫麗
苦笑道：”今非昔比啊，我都八年沒有上班了
。”白玉說：“要不試一下政府部門，工資雖
然不高，各種福利挺厚實的。”溫麗說：“我
試過了，面試都沒有。”

兩個人同時想起，當年那個被四大踢掉的
陳剪梅，不是在州立大學的財務部嗎？州立大
學因為屬於州政府，大學正式員工全部享受公
務員待遇。白玉說，我不我們給她打過電話問
問？ 溫麗搖頭不願意，這麼多年沒打交道，
突然打電話多唐突。如今網絡四通八達，什麼
查不到。

答案很快立在她們的眼前，陳剪梅如今是
什麼，大學財務部的預算主管（Budget Direc-
tor)，這可是匹不小的官。那她的工資？ 溫麗
知道，公務員的工資網上全能查，只要年薪在
5萬5以上。白玉說，那不簡單嗎？溫麗幾個
手指頭動動，那竄數字就跳出來了，溫麗突然
大叫一聲：“我的天，她的年薪居然是12萬8
千。”

12.8萬！居然比白玉的老公還高，雖然只
高一層蘋果皮。白玉的聲音都在發抖：“我老
公多聰明的人，上班又辛苦，居然還敵不過她
，她算什麼啊。”溫麗也氣急敗壞地回應：
“當初被四大淘汰的次品，居然在大學當了主
管，她能當主管，我就能當她的主管。”白玉
問：“你上大學的網站看看，看財務部有沒有
招聘。”溫麗一邊翻網頁一邊回答：“大學財
務部還真有招聘。”

招聘的職位是金融分析師，本科學位，有
兩年的經驗就可以應聘。溫麗第二天對白玉說
：“工資只有四萬五，但是能享受政府的醫療
和人壽保險，我家太需要了，我必須爭取。”
白玉說：“萬一是陳剪梅面試你呢？”溫麗苦
笑道：“我老公太想我拿下這份工作，她若能
給我，我給她鞠躬好不好。”

不出白玉所料，財務部的面試人就是陳剪
梅。快十年了，當初的青澀早已褪去，眉眼之
間雖然隱約出歲月的痕跡，但沈澱出一份職業
女性的優雅從容。她當然認出了溫麗，在溫麗
投簡歷的時候就了如指掌。溫麗後來跟白玉復
述詳情：“陳剪梅完全不是當年的陳剪梅，英
文非常流利，邏輯相當清晰，她對我在四大的
那段工作經歷高度贊揚。“白玉說：“她好意
思贊揚，你在四大的輝煌，不正是印證了她當
年淘汰的恥辱嗎？還有，她的英語流利嗎？磕
磕碰碰的，像在碎石子路上騎自行車，客戶抱
怨了好多次，說與她交流困難多多。”溫麗說
：“我老公說的，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更
何況不是三日是十年。”

十年有多少地動山搖，改朝換代。溫麗有
個小秘密，沒有向白玉坦白，面試的時候，她
用中文求過陳剪梅，能否看在同胞的面上幫她

一個忙。她還告訴她，丈夫的工作是技術咨詢
，合同每半年簽一次，而孩子們正是用錢的時
候。陳剪梅沈思了一陣，懇切告知，她會盡力
，但是不能保證，因為一百多個候選人，只有
兩個名額，至於歸誰，是由四人小組討論決定
。

溫麗還是笑到了最後，她知道陳剪美起了
決定性的作用。關鍵時刻，還是聽了丈夫的建
議，放下昔日的身架，乞求對方的幫助，必要
時流幾滴眼淚又何妨。溫麗進了大學的財務部
，以為直接聽命陳剪梅，沒料到陳剪梅是她上
司的上司。溫麗的老板是個50多歲的胖黑女
子，業務不精，一堆報表做得亂七八糟，到了
下午兩點，便下班去接孩子，鋪天蓋地的活兒
就扔給溫麗。溫麗幹活細膩認真，頻頻得到表
揚，但是表揚都被黑老板抓去了，全是因為她
指揮有方，效率得以提高。溫麗在電話裏對白
玉說：“就黑女人那個水準，連四大的門都摸
不到。我現在是虎落平陽被賴皮狗欺負。”

溫麗掙了三個月的表現，胸悶氣短， 吃
不消了，找陳剪梅訴苦，用中文訴苦，母語是
心靈的家園，總能找到安慰和溫暖。陳剪梅坦
率告訴她，你上司是財務部的元老，三十年的
工齡，大頭和我都要讓她幾分，而你的試用期
還沒滿。你上司如果在年底給你寫了差評，我
不能保你，只能讓你走人，而外面想要你位置
的人就像海裏的魚群。

溫麗只能忍氣吞聲。她對白玉笑道：”我
最初還做夢，憑自己的能力和勤奮，總有一天
會當陳剪梅的上司，你知道陳剪梅的上司是誰
嗎？大學財務部長，跟副校長一個級別，他的
工資網上也能查到，中國人要爬到那個階梯的
，真是人中的鳳凰了。”白玉說：“陳剪梅智
商不高，情商超人。”

溫麗知道，陳剪梅的智商並不差，那辦公
室墻上高掛的CPA和CFA的證書，就是向世
人的證明。她的聰慧在於懂得學習，總結人生
的教訓，當年遭遇四大的淘汰，她並沒有沈淪
，而是爬起來繼續走。她在溫麗和白玉結婚生
子，享受天倫之樂的時候，她苦考證書，還請
人陪練英文口語，時間都給了理想和奮鬥，37
歲初戀，38歲結婚, 40歲當母親，世人只見她
的成功，卻沒見她的血汗。

溫麗點了點頭，後院的桃樹繁果累累。果
子在陽光下閃爍出燦亮的光芒，是的，那一樹
誘人的華美並不是一天長成。

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一樹華美不是一天長成
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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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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ABIM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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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立夏，童心參加在愛爾蘭科克市舉行的第62屆國際合
唱節，結束後順道旅遊英倫三島，其中的一個景點，就是愛丁堡
城堡（Edinburgh Castle）。愛丁堡城堡，坐落在愛丁堡市內海拔
120公尺的城堡岩頂，從上面可以俯瞰愛丁堡全城的景色。城堡
從西元12世紀到16世紀一直是蘇格蘭王家城堡，見證了蘇格蘭的
多次戰爭。17世紀起成為軍事基地，目前歸屬於蘇格蘭文物局。
城堡的大多數建築於1573年的長期圍城（Lang Siege）事件中被
毀，但也有少數建築挺過這次圍城，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建造於12
世紀早期的St. Margaret's Chapel。城堡目前對公眾開放，每年能
迎接世界各地前來的120萬名遊客。城堡內有軍事博物館，內陳
列有各類實物，並記述有蘇格蘭、英國及歐洲的軍事歷史。每年
一度的愛丁堡軍操表演，也在愛丁堡城堡前舉行。
城堡入口兩門神

5月5日晨，在愛丁堡假日酒店餐廳，我們嘗到一道傳統的蘇
格蘭名菜羊雜（Haggis）與羊雜丸的早餐後，巴士讓我們在Roy-
al Mile下車，步行到愛丁堡城堡。羊雜，製法是先將羊的胃掏空
，裡面塞進剁碎的羊內臟如心、肝、肺，再加上燕麥、洋蔥、羊
油、鹽、香辣調味料和高湯等，製成袋，水煮約三小時，到鼓脹
而成。Royal Mile自西向東，包括著名街道：Castle Esplanade、
Castlehill、Lawnmarket、High Street、Canongate和Abbey Strand
，構成了蘇格蘭城市愛丁堡老城的主要幹道。顧名思義，Royal
Mile大約長一個蘇格蘭里，連接了蘇格蘭歷史的兩大焦點：愛丁
堡城堡與Holyrood Palace。Royal Mile是愛丁堡老城最繁忙的旅
遊街道，只有愛丁堡新城的王子街能與之匹敵。來到愛丁堡城堡
入口，兩旁神龕內各有一座門神，左邊是蘇格蘭國王Robert
Bruce，由蘇格蘭雕刻家Thomas J. Clapperton（1879-1962）雕
刻；右邊是蘇格蘭民族英雄William Wallace，由愛丁堡藝術學院
首席雕刻師Alexander Carrick（1882-1966）雕刻。此兩雕像同
時建立於1929年5月28日。Robert Bruce出生於蘇格蘭貴族世家
。1296年英王Edward I起兵攻佔了愛丁堡，並推翻了當時的蘇格
蘭國王。1314年的一個夜晚，Edward I死後的第七年，蘇格蘭國
王合法繼承人的他，帶領著最精銳的勇士，從愛丁堡城堡北面的
火山岩底攀爬過城牆。這次的勝利，僅僅只是蘇格蘭與英格蘭人

爾後長達300年戰爭的開端而已，愛丁堡城堡也在這些戰爭中易
主多次。同年，蘇格蘭與英格蘭軍隊在Bannockburn進行會戰並
取得決定性勝利，此戰成為了蘇格蘭獨立運動的重大轉折點。
1320年，教皇開始承認Robert Bruce的地位，並收回了 「逐出教
會」的命令。1328年，愛德華三世與Robert Bruce簽訂協定，承
認蘇格蘭王國的獨立主權。1329年，Robert Bruce病逝，被蘇格
蘭人敬稱為民族英雄。William Wallace是蘇格蘭的騎士，在蘇格
蘭獨立戰爭中領導了一支反抗武裝力量。1995年Mel Gibson曾經
主演過William Wallace的故事，這部名為 「英雄本色(Braveheart)
」的電影，深切的描述蘇格蘭獨立戰爭的過程，激烈戰爭並未在
主角高喊著 「Freedom」及被處以極刑後結束。他的名言： 「每
個人都會死，但不是每個人都曾活過。（Everybody dies, not ev-
erybody lives.）」
王宮、戰爭博物館與人民議堂

入城口到王室路，經過禮品店和導覽器出租店，右邊就是城
牆眺望的部分。? 「One O'Clock Gun」大砲景點，每天13:00 準
時發放。值得一提的是，愛丁堡從1861年開始用這種方式為港灣
中的船隻和市區報時。雖然現在已經不用這樣報時了，但這個儀
式反而變成了一個熱門景點。這裡有個大廣場，是愛丁堡藝術節
軍樂隊（Military Tattoo）的表演場地。沿著斜坡而上，古堡大大
小小的景點有數十個。有建於十二世紀的St. Margaret's Chapel，
可容納20人站立。古堡內有一尊砲口大到可以爬進去的Mons
Meg 大砲，是於1449年在比
利時建造，大砲重達5.9噸，
每個砲彈更有150公斤重，17
世紀時有著 「最強大的鐵殺
手」之稱，當時要當作禮物
送給蘇格蘭王詹姆士二世。
經二百多年來多次戰役，終
於在1829年重回愛丁堡。王
冠廣場 （Crown Square）旁
邊圍繞著三棟主要的建築物
，王宮、蘇格蘭戰爭博物館
與 人 民 講 堂 。 王 宮 裏 的
Crown Room放著蘇格蘭重
要 的 傳 國 之 寶 Honours of
Scotland和Stone of Scone?。
Honours of Scotland是由蘇格
蘭皇冠 (The Crown of Scot-
land)， 蘇 格 蘭 權 杖 (The
Sceptre of Scotland)和蘇格蘭
國家劍 (The Sword of State
of Scotland)的總稱。王冠是
1540年為蘇格蘭王詹姆士五
世而設計，紅色絨布嵌著黃
金打造的王冠，鑲以珍珠，
冠框以寶石裝飾，下面佐以

一圈白色狐毛，雖無巴洛克式的懾人霸氣，卻有著內斂的莊重風
格。權杖屬詹姆士四世，也是純金打造，沒鑲任何鑽石，只有一
個圓型晶球在上方，閃耀著自然的折射，代表著中心的權力。?再
前往真品展示廳的途中，介紹了Honours of Scotland的歷史和在
多次被藏起來的故事。Honours of Scotland在英國推翻王權時，
要跟英格蘭和愛爾蘭的王權象徵一樣被破壞回收，但是那時的
Honours of Scotland卻被偷偷藏起來，直到1660年才在Kinneff
Parish Church的地板下被發現，之後1707年蘇格蘭和愛爾蘭正式
統一後，因為Honours of Scotland失去的代表國家 (蘇格蘭)的意
義，從此就被遺忘在愛丁堡城堡裡，沒有人再去注意。直到1818
年Sir Walter Scott才又率領團隊在愛丁堡城堡內將其找到。1819
年開始開放參觀，但是在二戰時因害怕被德國搶走又被藏起來
。直到1953年，交還給英國皇室並展示於愛丁堡城堡中。Stone
of Scone 是塊長26英寸，寬16英寸，高11英寸，重336磅的砂
岩，這是蘇格蘭王登基時，放在座位底下代表其登基的奠基石
和Honours of Scotland一樣經過多次輾轉流傳，最後在1996年
由英格蘭歸還給蘇格蘭，並與Honours of Scotland放在愛丁堡
城堡裡。據說說當年伊莉莎白女王登基時座位底下也有放著這
個登基石，或許未來英皇登基時愛丁堡城堡裡的Stone of Scone
就會被搬到倫敦進行儀式使用。

（全文完）

愛丁堡城堡 呂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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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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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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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