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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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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Levine 先生
資深媒體集團出版業者
H.U.G.E. Magazine執行出版人
Small Business Today Magazine執行出版人
作家／出版多本著作
ITC商業午宴固定嘉賓與演講安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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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
8月9 日舉辦每個月大型午宴，邀請各行各業商務人士與
僑界領袖進行商業聯誼，建立多元商業合作交流平台，吸
引業界人士參加。本次邀請州眾議員 Jim Murphy 以
「State of the State」 為題，針對德州教育、經濟稅收和

政治作討論；另一位主講人則是the Wealth Source企業教
練 Kim Sawyer，以 「The Alchemy of Success, Turning
Failure into Success」 為題，教導正確成功心態，邁向成
功之路。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致詞表示，ITC在華人
社區扮演重要角色，光是看中國城百利大道上，ITC就幫
助孕育出眾多企業，可說是促進經濟發展重要的部分之一
。李蔚華提到，商業發展是國際區內很重要的元素，尤其
休士頓發展講求多族裔合作，因此，在此基礎下，ITC成
立商業聯盟(Business Federation)，ITC內有各族裔商會組
織，其他也有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員會(Diversity Political

Coalition)的推動，積極為政治活動籌款和號召群眾運動，
鼓勵社區參與投票。

另外，李蔚華也預告，下個月9月13日商業午宴將邀
請到重量級主講人休士頓市長透納(Sylvester Turner)，他
將會準備很精彩的演講，希望屆時大家能一起到場聆聽。

活動上，第一位主講人為州眾議員Jim Murphy，他針
對德州發展作主題延伸，內容涵蓋州稅、教育和經濟發展
，也接受現場觀眾提問，讓大家更了解德州現況。

另一位主講人則是專門為企業作訓練的Kim Sawyer，
他一開頭就以 「誰是每天出門就準備面對失敗」 作問題，
反向思考鼓勵大家不要怕失敗。Kim Sawyer說，失敗可以
讓明日成就更多事，他說與其只想著要成功，不如多點失
敗經驗，才知道哪裡要補強。 「失敗和成功只是兩個過程
而已」 ，他設計F.A.I.L.的模型，Failure、Attention、In-
tegration和Launch，人生就像繞圈圈一樣，總會邁向成功
。所以他鼓勵大家把失敗轉化為成功的必要條件。

ITC商業午宴
州眾議員作客講德州發展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美南國際電視
頻道15.3熱門美食廚藝節目 「美食美客」 8月9
日錄製第24集，該集由翁大嘴主持，邀請知名
錦江酒家負責人丁德忠師傅秀廚藝，現場示範
好吃又簡單作的 「魚麵筋」 和 「上海炒年糕」
，教觀眾做出想念的家鄉菜，精彩內容，全在

下周一晚間7點半到8點半播出，敬請準時收
看。

為讓觀眾能夠品嘗家鄉味，在家也能輕易
完成，剛從華盛頓特區淮揚文化開放日授課回
來的丁德忠師傅，一回來就大展廚藝，教導觀
眾用簡單的幾個步驟，就可做出端得上檯面的

家鄉料理，在配合翁大嘴的講解下，完整
呈現美食。
第一道 「魚麵筋」 所需材料有新鮮魚片、

雞蛋、薑末、蔥段、鹽和黑木耳等。作法
很簡單，使用新鮮魚片打成漿，以往用手
拌，現在可用攪拌機，方便許多。把數顆
雞蛋、薑末和蔥段一起攪拌，拌好的魚漿
濃稠，放鍋裡炸，炸至金黃色，再與黑木
耳等一起拌炒，即可上桌。炒魚麵筋只摻
進少許蛋青和泡打粉，口感相當有彈性，
魚肉的味道也鮮美爽口，味道也較魚腐濃郁
。
第二道 「上海炒年糕」 ，主料年糕，其他

輔助配料雪菜、金針菇、豬肉絲和蔥薑蒜鹽
等調料。把蔥薑蒜炒香，豬肉絲炒起來備用

，放入年糕和雪菜翻炒，加入豬肉絲與蔥花，
最後加入鹽、糖等調料，翻炒調味後即可出鍋
，是非常容易上手的家常味。

想學這兩道料理，可鎖定美南國際電視網
15.3頻道，8月15日晚間7點半播出。錦江酒

家營業時間為周一至周日上午11點至晚間10點
，地址996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95-0985。

美食美客錦江酒家
魚麵筋、上海炒年糕簡易家鄉味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右三)、Small Business Today雜誌執行出版人
Steve Levine(左一)與州眾議員Jim Murphy(右二)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商業午宴現場。(記者黃相慈／攝影)

主持人翁大嘴(左)和錦江酒家負責人丁德忠師傅(右)
。(記者黃相慈／攝影)

魚麵筋。(記者黃相慈／攝影)上海炒年糕。(記者黃相慈／攝影)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 「 安穩保險 」 負責人楊德清主持
的 「 美麗家園」 節目，自上周三開播以來，好評不斷。楊德清擅
長以大家最關心的話題切入，吸引全體人的眼球，從上周的 「 地
板 」 話題，到今（ 周三） 晚即將播出的 「空調 」 ，都有令人驚喜
的收穫。尤其現在時令正值興盛夏， 「 空調 」 更是每個家庭日日
不可或缺的要角，主持人楊德清訪問休士頓 「 長業冷氣 」 負責人
張勇民（ Kevin 張） 先生，以他長達16 年的空調經驗，談到如何

使用及維護空調，增加其壽命； 以及進入空調的閣樓必須注意的
事項（ 安全第一，注意安全 ），如何注意空調的保養，維護，以
及新科技的 「 閣樓省電系統 」 ，都是今晚的焦點話題，令您有
「聽君一夕談，勝讀十年書 」 之感，歡迎今晚七點半準時收看
15.3 台楊德清先生主持的 「 美麗家園」 節目，明天（ 周四 ） 下
午一時至二時重播。

已逝 「花蓮音樂之父」 著名音樂家、作曲
家郭子究先生的女兒，音樂教育家郭淑慈女士
為籌備父親紀念音樂會將專程來休士頓拜訪呂
佩琳老師。呂老師與郭子究先生年輕時曾共同
譜寫 「回憶」 及 「你來」 兩首膾炙人口，至今
仍傳唱不已的名曲。我們上星期五才從呂老師
得知這個消息，又據說郭老師將於十九日午夜
抵達，二十二日上午即離開休士頓。呂老師很
希望趁郭淑慈女士在休士頓時可以約一些喜歡
音樂、喜歡唱歌的朋友聚在一起舉行一個很溫
馨、知性又感性的座談會,

主辦單位: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
時間: 8月21日中午1:00至2:20
地點: 僑教中心205室
人稱 「牛背上的音樂家」 ，郭子究先生

1919年出生於台灣屏東新園鄉，曾祖父曾為清
朝武進士，原本家境優渥，為當地望族，至父
親時因吸食鴉片致家道中落，後來因宗教的洗

禮使父親改過自新，戒除了鴉片。父親為感念
耶穌的恩典，將長子取名為 「郭主救」 ，只是
報戶口時戶政人員誤植為 「郭子究」 。

只有小學資歷的郭子究先生，因幼年在教
會接觸了音樂而與音樂結下不解之緣。後因勤
奮不斷努力自修，精通多種樂器的青年郭子究
，終於通過檢定考試，成為合格音樂教師。

1942年郭子究先生應聘去到花蓮，在花蓮
高中擔任了34年音樂教師，期間創作了無數膾
炙人口，至今聲聲不息的歌曲，例如 「花蓮舞
曲」 以及和呂佩琳老師合作譜寫的 「回憶」 、
「蝴蝶」 (獨唱曲)、 「你來」 以及合唱練習曲
「習唱」 等等不勝枚舉。

八月二十一日，歡迎大家一起來聆聽呂佩
琳老師和郭淑慈女士親自為我們講述這位才華
洋溢音樂家的傳奇人生和創作歷程以及欣賞他
的經典名曲: 「你來」 「回憶」 「蝴蝶」 。

楊德清主持美南電視 「 現場面對面」 （ 美麗家園） 節目
今晚七時半將訪問 「 長業冷氣」 負責人張勇民，為 「 空調」 解密

休斯敦華裔聯盟HCA和休斯頓槍友彙
HANGO於8月7日周日下午2點-4點在中國
人活動中心召開了新聞發布會, 正式宣布聯合
組隊參加10月份的第13屆墨西哥灣國際龍舟
賽, 共有近五十人參加，同時隊員也進行了組
隊和模擬練習活動。

去年由華裔聯盟組織的第一支華人龍舟
隊一舉奪冠, 在當地社區和華人社團中引起很
大反響, 徹底打破了華人只重讀書不重體育的
偏見。今兩強聯合，組成倆隊, 意在摘金奪銀
, 同時彰顯華人社團間的團結一致。

龍舟起源於幾千年前的中國, 龍舟比賽是

一個具有濃郁中華文化色彩的水上體育活動
，綜合了團結合作, 歷史文化，積極向上，娛
樂健身, 風雨同舟等眾多符號。作為在美華人
，有責任和義務將龍舟活動發揚光大，並通
過積極參與此次活動，增進社區間各族裔的
友誼, 溝通與互動。

龍舟籌備組的籌款募捐活動也得到了一
些商家和個人的支持, 現在已有大四川888的
冠名捐款, 還有騰龍教育學院, 面面俱到,豐建
偉醫生 , 陳干和覃揚等. 龍舟組委會歡迎各商
家和個人繼續踊躍捐款，支持本次活動。

休斯敦華裔聯盟和休斯頓槍友彙
聯合組隊參加第13屆墨西哥灣國際龍舟節

等 「你來」 「回憶」

圖為美南電視15.3 台，由楊德清先生（ 左 ） 主持的 「 美
麗家園」 節目，今晚將訪問 「 長業冷氣 」 負責人張勇民先
生（右）。（記者秦鴻鈞攝）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Forum

地點：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 77036
時間：8/12/2016 星期五，4:00pm
歡迎每一位亞裔來了解民主黨、共和黨和自由黨對亞裔族群

的政見
從 2008 年起，Presidential Town Hall 成為 AAPI 推動亞太裔問題的
一個平台，觸及到與競選或媒體有關的議題。AAPI為總統競選人
提供了一個空間與機會，與亞太裔族群能夠面對面交流，討論我
們亞裔最關心的話題。

Presidential Election Forum將在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舉行。
屆時會有超過4000多位亞裔美國人及太平洋島民參加。他們是來
自美國的社區領袖以及專業人士。屆時三個總統競選團隊將親臨

現場來聆聽我們亞裔族群的需求，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讓我們的社區團結起來參與政治與競選活動，為了我們的現

在與未來，讓美國聽到亞裔的聲音！
APIAVOTE & AAJA PRESENT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FORUMCAESARS PALACE LAS VEGAS, NV AUGUST 12 , 2016
FRIDAY AFTERNOON

Bill Clintion 將代表民主
黨總統候選人 Hillary Clinton
講 話 。 自 由 黨 總 統 候 選 人
Governor Gary Johnson 也將出
席這次論壇。川普競選團隊被
邀請參加論壇，希望屆時能夠
出席。他們應邀對亞裔美國人
以及太平洋島民，就我們關心
的議題演講。

光鹽社現場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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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天地》前糖城市議員黃安祥作客
談論美國大選 周日下午3點播出

【本報訊】《粵語天地》節目請到糖城市前任市議員黃安祥博士做客﹐具體和大家談談今年的大選﹐分析

今年選情情勢﹐也鼓勵亞裔踴躍投票﹒

按照黃安祥博士的說法﹐選總統不是選聖人﹐選完人﹒你認為誰做事更接近你的理念﹐你就可以

做出決定了﹒亞裔在近年來就是這麼做出選擇的﹐並非只偏向於某一個政黨﹒亞裔人數占人口比例

本來就很少﹐而做了選民登記的人﹐有一半人沒去投票﹒這一現象很令人惋惜﹐同時也會直接影響到

亞裔在本地區的權益﹒他鼓勵亞裔為了自己的權益踴躍投票﹐選出能為大家做事的人﹒

播出時間﹕8月14日周六下午3點播出﹐8月16日周二上午10點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節目花絮﹒

前糖城市議員黃安祥﹒

節目主持人鄧潤京(左)與前糖城市議員黃安祥(右)上節目談論選舉﹒

主持人鄧潤京﹒

節目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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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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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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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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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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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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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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k and pale.
Despite this, coach 
Huang and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team are 
confident that 
Shang would be 
able to recover 
in time for the 
event and pull through, something that did happen on 
Monday.
Meanwhile, Russia's gymnastics team also made it to 
the top with Aliya Mustafina shaking off jitters and 
performing in the best of her abilities during the games.
While the U.S. team led by three-time world champion 
Simone Biles appears to be unstoppable, the gymnasts 
of Team China and Team Russia are still confident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put on a show. (Courtesy en.yibada.
com/articles)

Japanese Emperor Akihito, 82, in a rare video address 
to the public on Monday, said he worried that age 
may make it difficult for him to fully carry out his 
duties, remarks widely seen as suggesting he wants to 
abdicate.
In the pre-recorded message, Akihito spoke about 
his duties as a "symbol emperor" as stipulated by the 
constitution, palace officials said. He will most likely 
avoid the explicit expression of abdication, which 
would involve political and legal procedures that he is 
not allowed to discuss.
Akihito still works, though his aides have shifted 
some of his duties to Crown Prince Naruhito — the 
elder of his two sons and most likely successor. Yet, 

Akihito has referred 
to his old age in recent 
years, admitting to 
making small mistakes 
at ceremonies. During 
the Aug. 15, 2015,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kihito 
started reading a 
statement when he was 
supposed to observe a 
moment of silence.
After the initial 
surprise, the public 
warmly welcomed the 

from the Middle Kingdom had been suffering from 
illnesses prior to the opening of the 2016 Rio Olympics.
"The dining hall in the athletes' village is quite 

freezing. Shang caught a cold 
a few days ago and was having 
a fever," the outlet quoted Mao 
saying, referring to the Chinese 
gymnast team captain's bout with 
a flu.
Team China head coach Huang 
Yubin confirmed this and 
explained that Shang had been 
ill and weak for the past three 
days which is why she was not 
able to complete routines on the 
apparatus.
The outlet further noted that 
Shang refused to talk to them at 
the time because she looks a bit 

reported abdication plan, 
saying the hard-working 
emperor deserves to enjoy 
his long-overdue retirement. 
Lifting the abdication ban, a 
practice inherited from the 
prewar constitution, would 
also bring the imperial life 
closer to the public.
"Changing that will reflect 
the reality of Japanese 
society first of all, the way 
that almost all people here 
feel about working and 
life and career building," 
said Robert Campbell, 
a University of Tokyo 
professor and expert on 
Japa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Public broadcaster NHK reported last month that 
Akihito, who has had heart surgery and been treated 
for prostate cancer, wanted to step down in a few years 
- which would be unprecedented in modern Japan.
Once considered divine, the emperor is defined in the 
constitution as a symbol of the state and the unity of 
the people. He has no political power.
Surviving through samurais and shoguns and wars, 
an unbroken male line of emperors has endured in 
Japan for almost 3,000 years. They are said to be direct 
descendants of Amaterasu, the Shinto goddess of the 
sun.
Abdication was relatively common until 1817, when 
Kokaku became the last emperor to resign his post.
But the imperial system underwent a huge upheaval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when the U.S. occupying 
forces allowed Hirohito, the current emperor’s father, 
to remain in his position but stripped him of his powers.
The emperor was 
reduced to being a 
ceremonial figurehead 
who would serve as a 
“symbol of the state 
and of the unity of the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U.S.-written 
constitution. As such, 
he does “not have 
powers related to 

government,” meaning that he cannot say anything 
even remotely political.
Akihito stopped short of saying outright that he wanted 
to abdicate, which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interfering 
in politics.
"When I consider that my fitness 
level is gradually declining, I 
am worried that it may become 
difficult for me to carry out my 
duties as the symbol of the state 
with my whole being, as I have 
done until now," he said.
Akihito took the throne after 
the death in 1989 of his father, 
Hirohito, in whose name Japan 
fought World War Two. He has 
sought to soothe the wounds of the 
war in Asia during trips overseas 
and tried to bring the monarchy 
closer to the people.
Akihito feels strongly that an emperor’s full 
performance of his duties is integral to his constitutional 
role, experts say.
Opinion polls show the vast majority of ordinary 
Japanese sympathize with the emperor’s desire to 
retire, but such a step would need changes to the law.
Akihito has been cutting back on official duties, with 
his heir, 56-year-old Crown Prince Naruhito, taking his 
place. There were limits to how far that could go, he 
said on Monday.

LEGAL CHANGES
The emperor also seemed to cast doubt on whether it 

The Chinese gymnastics team takes the lead in the 
gymnastics qualifiers together with the Russian 
delegates, both of which encountered numerous 
difficulties during the event.

According to NBC Olympics, China's Shang Chunsong 
encountered a couple of hiccups during her turn in the 
vault where she scored an all-around total of 56.532.
"It's a pity that I failed to perform 
better in the balance beam. I really 
want to reach the final of the event, 
because I think I have great ability 
in this apparatus," 20-year-old 
Shang told the Chinese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Joining her in the Chinese team are 
rookies Wang Yan who also made 
a mistake while landing the vault 
while Mao Yi failed to perform her 
specialty perfectly when she fell 
off the floor.
In a separate report, Xinhua 
explained that the women gymn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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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e On The Uneven Bars

People watch a large screen 
showing Japanese Emperor 
Akihito's video address in 

Tokyo, Japan, August 8, 2016. 
(Photo/Reuters)

Japanese Emperor Akihito is 
82, has health challenges and 
is laying the groundwork to 

relinquish his role. But he may 
not be allowed to, and even 

bringing up the subject may be 
unconstitutional. 

(AFP/Getty Images) 

The Japanese emperor has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his ability to carry out his duties                                      
fully as he ages. Emperor Akihito made the remarks in a rare video message delivered                                     
to the public on national television on Monday. (Photo/SCMP)

Japanese Emperor Akihito (R), 
accompanied by His Wife, Empress 

Michiko.

In this Dec. 23, 2014 file photo, Japan's Emperor Akihito, 
third from left, accompanied by his wife Empress Michiko, 
fourth from right,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wave to well-
wishers as they appear on the balcony of the Imperial 
Palace to mark the emperor's 81th birthday in Tokyo. From 
left to right are: Crown Princess Masako, Crown Prince 
Naruhito, Akihito, Michiko, Prince Akishino, Princess Kiko 
and Princess Mako. (AP Photo/File)

China's Cheng Fei, Yang Yilin, Li Shanshan, 
He Kexin, Jiang Yuyuan and Deng Linlin(L 
to R) celebrate their victory during the 
awarding ceremony for gymnastics artistic 
women's team final of Beijing 2008 Olympic 
Games at National Indoor Stadium in 
Beijing, China, Aug. 13, 2008. The Chinese 
team claimed the title of the event with a 
score of 188.900. (Xinhua/Ren Long)

Japan's Emperor Speaks To Public
-Suggesting He May Abdicate

2016 Rio Olympics: Team China And Team Russia 
Lead Gymnastics Event Despite Apparent Struggles

Expresses Concerns About His Ability To Fulfill Duties Fully

was appropriate to use an existing system that would 
allow Naruhito to take over as regent if his father were 
incapacitated.
"Even in such cases (of a regency), however, it does 
not change the fact that the emperor continues to be 

emperor until the end of his life, 
even though he is unable to fully 
carry out his duties as the emperor," 
Akihito said.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told 
reporters that, in view of the 
emperor's age and the burden of his 
official duties, it was necessary to 
consider what steps could be taken.
The idea of abdication has sparked 
opposition from Abe’s conservative 
base, which worries debate of the 
imperial family’s future could widen 
to the topic of letting women inherit 

and pass on the throne, anathema to traditionalists.
Naruhito's only child is a daughter. Only males can 
inherit the Chrysanthemum Throne, which after 
Naruhito would 
pass to his 
brother, Prince 
Akishino and 
then to nine-
year-old nephew 
Hisahito.
Other 
conservatives 
worry devoting 
political energy to discussing abdication could 
sidetrack Abe’s push to revise the U.S.-drafted pacifist 
constitution, which many conservatives see as a 
symbol of Japan’s humiliating defeat in World War 
Two.
With Akihito apparently rejecting a regency, the only 
options would appear to be revising the Imperial 
Household Law or enacting a special law allowing 
him to abdicate, said Naotaka Kimizuka, an expert in 
monarchies at Kanto Gakuin University.
They will either revise the law without touching on 
(female) succession, or pass a special law," he said, 
adding steps could be taken next year. (Courtesy www.
reuters.com/article/us-japan-emperor-message)

China's Artistic Gymnastics Women's team pose during 
the 2016 Rio Olympics. (Photo : Getty Images)



B3海歸就業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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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
藥，不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
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 Best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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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報：中國二三線城市
如何留住“海歸”

美国《侨报》8月1日发表时评《二三线

城市如何留住“洋墨水”》称，二三线城市

能否留住“洋墨水”，既需要中国在顶层设

计方面给予制度安排，鼓励、引导大城市一

些资源流向二三线城市，也需要二三线城市

自我练好内功。

文章摘编如下：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等机构

联合发布了《2016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饱尝“洋墨水”的海归人员很重

视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资源”、“产

业基础”等方面优势。

从目前来看，符合以上定位标签的，大

多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近年北京、

上海等城市先后出台了优厚的引进人才战

略，加之一线城市的“户籍”又是特殊福利

的象征。从这方面而言，“一线城市”在吸

引海外留学人员，尤其是高学历人才方面依

旧具有明显的优势。

不过，目前二三线城市对留学人员显得

更加求贤若渴。比如，温州曾推出“了 580

海外精英引进计划”，武汉则推出了“黄鹤

英才”计划等等。高学历海归人员身上往往

都闪耀着高科技、高能力等符号，他们既是

中国人才队伍的重要不成部分，更是中国自

主创新能力的领跑者和生力军。一旦这些人

落户二三线城市创业，就能在推动地方经济

转型升级，提升城市魅力指数等方面都具有

重大作用。这对平衡中国发展不均衡等现

状，无疑是一剂良药。

近年，中国二三线城市在基础设施建

设上有了很大提升，地铁、高铁、机场等

交通工具如雨后春笋般在越来越多城市涌

现。不过，在商业环境、产业配套、公共

服务、政策执行等方面，中国地方城市依

旧还存着不少短板。比如，相较大城市政

府公共服务高效快速、热情周到，一些地

方城市则备受诟病。何况，一些地方城市

产业不足、资源紧缺、人才匮乏等现状，

也让海归人员生活品质打了折扣，也拉了

企业发展到后腿，最终给海归人员到二三

线城市创业泼了冷水。

二三线城市能否留住“洋墨水”，既需

要中国在顶层设计方面给予制度安排，

鼓励、引导大城市一些资源流向二三线城

市，也需要二三线城市自我练好内功。比

如，人才储备方面，就需要地方政府在社会

保障、带薪休假落实等方面多下功夫，这曾

导致很多人才对二三线城市心存芥蒂；在生

活配套方面，则需要地方政府招徕国际化医

院、学校等在本地建立分校，从而解决海归

人员的后顾之忧。

只要二三线城市能够想海归所想，那么

“栽下梧桐树，何愁凤不来”？

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創業海歸應發揮三作用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

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清

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提出，海归创

业人员应发挥整合文化、吸纳全球英才和桥

梁三大作用。

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国际人才蓝

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从1978年

到 2015 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

404.21万人，其中 221.86万人完成学业后选

择回国发展，占留学出国累计总人数的

54.9%。2015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 52.37

万人，较 2014年增长了 13.9%，而同年各类

留学回国人员总数 40.91万人，比上一年增

长 12.1%，可见年度回国人数与出国人数两

者之间的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

在论坛的“新时期海归企业对中国经济的

推动与影响”圆桌会议上，薛澜指出：海归人

员带回的不仅是技术，还有更多的是管理经验

和视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海归

创业人员能发挥三种作用：一是整合文化，创

立国际品牌最具挑战的是文化融合，海归企业

可将中国特色和国际文化有机结合；二是吸纳

全球英才，包括很多非中国籍和非华裔的全球

英才来到中国为发展做出贡献；三是桥梁作

用，海归企业运用文化上的优势，能够解决文

化融合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海外留學有福利
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求職可以早一步

近期，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

司（以下简称一汽）分别在德国慕

尼黑、亚琛和韩国首尔举行了“全

球海外招聘会”，吸引了大批当地

中国留学生。会场座无虚席。在招

聘会前期，企业还会举办相应的宣

讲会，让参与者可以相互交流。

招聘会座无虚席 方便高效是

首因

7月 23日，在韩国首尔的招聘

会上，能容纳 150人的会场座无虚

席。在韩国庆熙大学留学的小王

（化名）和朋友到达的时间有些

晚，他进入会场的时候发现，事先

安排的座位已经坐满了人，最后工

作人员不得不加了5排座位。

谈及对招聘会的兴趣，不少留

学生表示便捷是很重要的原因。大

多数留学生由于学习任务紧，再加

上身处异地，很难回国参加招聘，

甚至会错过国内的招聘季。“但是

海外招聘解决了这一问题，招聘会

就设在德国。我在德国各大城市往

返顶多需要一天。”在埃尔朗根－

纽伦堡大学留学的小薛（化名）说

道。在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留学

的胡兵（化名）也认为，这样的海

外招聘会既节约了时间成本，也缩

短了与中国的空间距离。并且将招

聘会直接设在海外，海外学子可以

从中直接了解国内的招聘讯息。来

自韩国科学技术院的小李（化名）

就表示：“这样的招聘会使我更加

清晰地认识到国内的就业形势和国

内企业的发展潜力，为我回国就业

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和平台。”

除此之外，此次一汽海外招聘

会招收的职位丰富，专业范围涵盖

面也很广，从汽车制造类专业到经

济管理类专业，覆盖了不同专业背

景的人群，为很多非汽车工程专业

的学生提供了进入一汽这样大型企

业工作的机会。

海外招聘会往往招聘的是专业

对口的学生，这为留学生省去了寻

找对口公司、对口职位的时间。海

外招聘会拥有这样的优势，自然吸

引了众多留学生。小薛说：“国内

前往海外招聘的企业往往实力雄

厚，并且很有诚意。这些企业希望

能够招收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毕业生，

这对我们来说有很强的针对性。”

就业有压力 海外招聘是机遇

7月份正值毕业季，毕业生面

临的头等大事就是找工作。近年来，

随着留学逐渐大众化，海归不再是

精英的代名词。海归就业难等报道

也不时出现在媒体上。留学生的就

业压力并不比国内大学毕业生小。

茹小霏（化名）与小王同在韩

国庆熙大学留学。她今年大三，尽

管还没有面临毕业找工作的困扰，

但是也或多或少地承受着来自父母、

社会等方面的压力。“在海外留学，

付出的辛苦肯定比国内的同学多一

些，比如语言不通、文化差异以及

金钱上的投入。如果回国后的工资

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很容易形成

海归就业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局。”

茹小霏说。

事实上，尽管相关的海归招聘

活动已经开展了很多年，但是主要

针对的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

留学生集中的国家，在亚洲国家相

对数量较少，所以此次招聘会在首

尔举办，对于韩国留学生来说实在

“来之不易”。小王表示：“我们

之前几乎没有接触到像一汽这样的

大公司的海外招聘，我们参与的很

多都是中国人开在韩国的一些小公

司招聘，基本都是私营性质的企

业。这次的机会真的非常难得。”

求职成功虽重要 沟通交流不

可少

求职有成功、有失败，但是留

学生参加海外招聘会，更看重的是

在招聘会上的交流和沟通。

在招聘会上，一汽的招聘团队

先以宣讲会的形式开场，之后针对

企业概况、技术、产品研发情况以

及人才的培养发展计划进行了讲解，

让参与者更进一步地了解到企业的

现状和发展方向，同时对于自身的

就业机会也有了更清晰的评估。

在提问环节中，参与者可以就

工作的内容、专业研究方向等提出

问题。会后，到场的留学生还有机

会与一汽的招聘代表进行单独交

流，在答疑解惑的同时，部分求职

者还当场确认了后续的个人面试。

这样的交流沟通，让留学生获

益匪浅。茹小霏认为，与招聘人员

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很重要，可以

解决心中的疑问，也可以通过交

流，更多、更好地了解自己应聘的

公司。

胡兵也认为在招聘会上的沟通

和交流大有益处：“通过这次活

动，我大致了解到招聘公司的信

息，通过对比自身的情况和条件，

能够给自己一个大致定位。同时我

也可以通过招聘会，宏观地了解到

国内的公司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自

己也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由于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留学

生求职面临诸多难题。而海外招聘

会将招聘地点直接设在海外，一方

面留学生可以在完成学业的同时提

前一步求职；另一方面对海外有需

求的企业也能更有针对性地招聘海

外人才。海外招聘堪称双赢。

星期三 2016年8月10日 Wednesday, August 10, 2016B6時事剪影

大話經濟

星期三 2016年8月10日 Wednesday, August 10, 2016

烏克蘭慶祝國家警察日 美女警花吸引眼球

烏克蘭在基輔舉行活動，慶祝國家警察日，紀念國家警察的正式創
立。其中，美女警員加入警察隊伍，尤其吸睛。

颶
風

﹁厄
爾﹂
侵
襲
中
美
洲

橋
梁
被
沖
毀

颶風“厄爾”持續接近位於貝里斯東部沿海的貝里斯城，並向瓜地馬拉
北部地區移動。緊鄰貝里斯的瓜地馬拉城鎮遭遇大雨襲擊，橋梁被沖毀。

探訪裏約街邊美食
烤肉三明治令人食指大動

2016年裏約奧運會，世界各地的運動員和遊客都來到了這座百年
老城裏感受它的魅力，行走在裏約，怎麼能少得了美食來作陪。 上圖
為裏約街邊的一家烤肉店，店主正在調製一塊美味的烤肉。下圖為當地
一家餐廳正在製作巴西烤腸。

麥當勞肯德基重謀中國局
特許經營或成未來發力點

肯德基所屬的百勝餐飲集團分拆計
劃仍在推進中，麥當勞（中國）有限公
司也正式宣佈在亞洲主要市場引進戰略
投資者，兩大洋快餐巨頭的一舉一動，
引起市場極大關注。

而麥當勞中國特許經營權花落誰家
也持續吸引眼球，據了解，根據中國買
家報價，入圍競標的已確定有包括中國
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北京三元食品公
司、三胞集團、格林豪泰酒店及華彬集
團等7家公司。

麥當勞方面相關負責人在接受記者
採訪時表示，“關於引進戰略投資者的
問題，由於公司現在尚未做出任何決
定，公司不方便作任何評論。”

不過，據接近麥當勞知情人士
透露，最終入圍者將會在今年9月底
揭曉。

麥當勞表示，讓95%的亞洲業務擁
有本土持有權，並宣佈出售中國大陸、
中國香港和韓國的特許經營權，為期20
年。而根據百勝此前的分拆計劃，百勝
集團最終將成為一家特許經營商，其門
店網路中的特許加盟店佔比計劃在2017

年年底前至少也達到95%。
對此，有餐飲行業分析師認為，洋

快餐在中國市場的策略都作出重大調
整，轉讓押寶特許經營，一是因為中國
快餐市場發生變化；二是洋快餐巨頭業
績開始下滑需要尋求突圍。

洋快餐業績承壓
根據麥當勞公佈最新公佈的第二季

財報顯示，截至今年6月30日，公司實
現62.65億美元，同比下降3.5%；凈利
潤為10.9億美元，合每股利潤1.25美元
，下降了1%，其中包括戰略費用總計
為每股虧損0.20美元。而根據其2015
年的財報顯示，麥當勞2015年的銷售額
為254.13億美元，同比減少7%，純利
潤為45.293億美元，下滑5%，仍然不
理想。

儘管如此，麥當勞仍十分看好中國
市場，麥當勞全球總裁和首席執行官史
蒂夫？伊斯特布魯克（Steve Easter-
brook）表示，“我們堅持在中國大陸長
期發展的目標，今年（2016年）將繼續
開設約250家新餐廳。”

麥當勞中國首席執行官張家茵表
示，麥當勞 2016 年新開的 250 家麥
當勞餐廳，將更多聚焦在二線到五線
城市，未來的麥當勞餐廳將採取組合
投資方式。

“面對快速變化的市場，我們需要
積極主動創新提升競爭能力，快速做出
適合本地化的決策，以滿足顧客和業務
的需求。”麥當勞中國首席執行官張家
茵同時表示，“我們未來引進的戰略投
資者必須高度誠信、財務穩健，深入了
解中國市場，並具備獨特業務模式和競
爭優勢，共同推動麥當勞在中國快速發
展。”

另一家餐飲巨頭百勝餐飲集團交出
的業績顯示，2015年百勝全球銷售收入
131.05億美元，同比下滑1%；不過情
況到後來出現好轉，根據其最新公佈的
2016 財年第二季度財報顯示，百勝餐
飲集團全球總營收同比上漲3%，其中
主要貢獻力來自肯德基全球業務，該部
門的銷售額同比增長 6%，中國業務的
銷售額增幅為 3%，在百勝集團的四個
事業部中位列第二。

中國市場為百勝帶去了信心，據外
媒報道，百勝中國事業部目前依然是該
集團最賺錢的部門，營業利潤位於所有
事業部之首。在上述背景下，百勝仍開
始分拆中國業務，並打算讓百勝中國在
香港上市。

對於最近的分拆進展情況，百勝中
國相關負責人在回復記者時表示，“一
切仍在推進中。”

特許經營權謀出路
今年3月份，麥當勞宣佈，將在其

亞洲主要市場引進戰略投資者，讓95%
的亞洲業務擁有本土持有權，並宣佈出
售中國、香港和韓國的特許經營權，為
期20年。

麥當勞在全球有超過80%的餐廳為
特許經營，每年的特許經營費用為集團
總利潤貢獻兩成以上。但在中國市場上，
還並未沒有大規模開展特許經營模式，
麥當勞顧慮的是市場誠信，加盟商能否
對麥當勞品牌形象維護的難題。

不過，上述情況開始逐漸出現轉變，
2014年，麥當勞決定在中國大規模提升
特許經營權的佔比。當前，麥當勞只在北京
、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開放對個人的特
許經營，申請人須擁有不少於200萬元資產
。截至2015年只有超過30%的餐廳由被
特許人持有和管理，被特許人為52位。

到了今年3月份，麥當勞直接宣佈
出售在中國特許經營權，“對麥當勞而
言，亞洲充滿了機遇。我們希望引進價
值觀和願景一致的戰略投資者，將麥當
勞全球的品質標準，與本土市場的洞察
及優勢相互融合。” 麥當勞全球總裁和
首席執行官史蒂夫？伊斯特布魯克
（Steve Easterbrook）表示，“此舉將
加速麥當勞在各市場的發展規模及速度
，讓我們更貼近顧客和社區。麥當勞正
處於業務變革的過程中，我們不斷思考
，採取策略性的方法，提升全球範圍內
的增長能力。引進戰略投資者是我們全

球重振計劃的一部分，我們並將借此提
升本地的主導權，提高決策效率，實現
餐廳增長。”

麥當勞同時表示，公司管理層團隊
將與相關專家顧問協作，全面評估一系
列方案，具體進展將將陸續公佈。

公開資料顯示，麥當勞在中國大陸、
中國香港和韓國共經營超過2800家餐廳，
目前大部分為直營。這三個市場屬於麥
當勞的高增長市場，即發展速度較快，
有較高特許經營潛力的市場。按照麥當
勞規劃，未來五年，這三個市場預計將
新開超過1500家餐廳。

百勝餐飲集團在中國同樣押寶特許
經營，目前百勝餐飲集團在中國大陸擁
有約 5000 家肯德基餐廳、1500 家必
勝客、300家必勝宅急送、15家東方既
白和 250余家小肥羊餐廳，其中超過
90%均是直營。

根據百勝此前的分拆計劃，百勝集
團最終將成為一家特許經營商，其門店
網路中的特許加盟店佔比，計劃在2017
年年底前至少達到95%。

對此，有餐飲業內人士表示，隨著
中國經濟增幅放緩，以及人們健康飲食
習慣的形成，洋快餐已經不如剛進入中
國時受追捧，“不過，中國市場對麥當
勞和肯德基來說仍是至關重要，洋快餐
們為此調整策略，改變經營方針也不足
為奇，至於後續推進是否順利還有待觀
察。”

日本奪泰國高鐵項目 英媒：日本對中國“扳回一局”
綜合報導 泰國與日本就曼谷至清邁高速鐵路項

目簽訂合作備忘錄，泰國將正式採用日本新幹線技
術，全長700公里的高鐵線路預計在2018年動工。

據報道，曼谷與東京媒體報道，合作備忘錄是
由訪問泰國的日本國土交通大臣石井啟一與泰國交
通部長阿空簽訂。

報道稱，中國中國曾向泰國大力推銷其高鐵技

術，最終未被採用於曼清高鐵之上。不過兩國另外
達成中泰鐵路項目協議，計劃將中國雲南昆明至寮
國萬象的鐵路延伸至泰國曼谷和馬達普。

報道稱，日本的新幹線是現代高鐵鼻祖，而中
國的和諧號高鐵網路近年迅速崛起，兩國在國際高
鐵市場上競爭激烈。

去年10月，中國擊敗日本取得印尼雅萬高鐵

承建合同。至12月，日本獲印度選為興建孟買至
亞美達巴德高鐵的承辦方。

日本共同社指出，泰日兩國政府于2015年5月就
以採用日本新幹線為前提展開實地調查達成協定，力
爭在2017年簽訂正式合同。不過泰國也有人擔心採用
新幹線並不划算，最終能否實現還存在不確定因素。

共同社報道說，阿空在新聞發佈會上承認，曼

清高鐵要產生利潤需時50年。
按照泰日兩國協定，曼清高鐵將分成兩段興建，

首段將連接曼谷與彭世洛府，次段再通至清邁。
日本媒體特別提到，兩國簽訂高鐵合作備忘錄

之際，曼谷地鐵紫線正式開通運營。這條地鐵線採
用了由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JR東日本)旗下東急車
輛製造公司所生產的列車。

麥當勞肯德基重謀中國局
特許經營或成未來發力點

肯德基所屬的百勝餐飲集團分拆計

劃仍在推進中，麥當勞（中國）有限公

司也正式宣佈在亞洲主要市場引進戰略

投資者，兩大洋快餐巨頭的一舉一動，

引起市場極大關注。

而麥當勞中國特許經營權花落誰家

也持續吸引眼球，據了解，根據中國買

家報價，入圍競標的已確定有包括中國

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北京三元食品公

司、三胞集團、格林豪泰酒店及華彬集

團等7家公司。

麥當勞方面相關負責人在接受記者

採訪時表示，“關於引進戰略投資者的

問題，由於公司現在尚未做出任何決

定，公司不方便作任何評論。”

不過，據接近麥當勞知情人士

透露，最終入圍者將會在今年 9 月底

揭曉。

麥當勞表示，讓 95%的亞洲業務擁

有本土持有權，並宣佈出售中國大陸、

中國香港和韓國的特許經營權，為期 20

年。而根據百勝此前的分拆計劃，百勝

集團最終將成為一家特許經營商，其門

店網路中的特許加盟店佔比計劃在 2017

年年底前至少也達到95%。

對此，有餐飲行業分析師認為，洋

快餐在中國市場的策略都作出重大調

整，轉讓押寶特許經營，一是因為中國

快餐市場發生變化；二是洋快餐巨頭業

績開始下滑需要尋求突圍。

洋快餐業績承壓
根據麥當勞公佈最新公佈的第二季

財報顯示，截至今年 6月 30日，公司實

現62.65億美元，同比下降3.5%；凈利潤

為 10.9億美元，合每股利潤 1.25美元，

下降了1%，其中包括戰略費用總計為每

股虧損 0.20美元。而根據其 2015年的財

報顯示，麥當勞 2015 年的銷售額為

254.13億美元，同比減少 7%，純利潤為

45.293億美元，下滑5%，仍然不理想。

儘管如此，麥當勞仍十分看好中國

市場，麥當勞全球總裁和首席執行官史

蒂夫？伊斯特布魯克（Steve Easterbrook）

表示，“我們堅持在中國大陸長期發展

的目標，今年（2016年）將繼續開設約

250家新餐廳。”

麥當勞中國首席執行官張家茵表

示，麥當勞 2016 年新開的 250 家麥當

勞餐廳，將更多聚焦在二線到五線城

市，未來的麥當勞餐廳將採取組合投

資方式。

“面對快速變化的市場，我們需要

積極主動創新提升競爭能力，快速做出

適合本地化的決策，以滿足顧客和業務

的需求。”麥當勞中國首席執行官張家

茵同時表示，“我們未來引進的戰略投

資者必須高度誠信、財務穩健，深入了

解中國市場，並具備獨特業務模式和競

爭優勢，共同推動麥當勞在中國快速發

展。”

另一家餐飲巨頭百勝餐飲集團交出

的業績顯示，2015年百勝全球銷售收入

131.05億美元，同比下滑 1%；不過情況

到後來出現好轉，根據其最新公佈的

2016 財年第二季度財報顯示，百勝餐飲

集團全球總營收同比上漲3%，其中主要

貢獻力來自肯德基全球業務，該部門的

銷售額同比增長 6%，中國業務的銷售

額增幅為 3%，在百勝集團的四個事業

部中位列第二。

中國市場為百勝帶去了信心，據外

媒報道，百勝中國事業部目前依然是該

集團最賺錢的部門，營業利潤位於所有

事業部之首。在上述背景下，百勝仍開

始分拆中國業務，並打算讓百勝中國在

香港上市。

對於最近的分拆進展情況，百勝中

國相關負責人在回復記者時表示，“一

切仍在推進中。”

特許經營權謀出路
今年 3月份，麥當勞宣佈，將在其

亞洲主要市場引進戰略投資者，讓 95%

的亞洲業務擁有本土持有權，並宣佈出

售中國、香港和韓國的特許經營權，為

期20年。

麥當勞在全球有超過 80%的餐廳為

特許經營，每年的特許經營費用為集團

總利潤貢獻兩成以上。但在中國市場上，

還並未沒有大規模開展特許經營模式，

麥當勞顧慮的是市場誠信，加盟商能否

對麥當勞品牌形象維護的難題。

不過，上述情況開始逐漸出現轉變，

2014年，麥當勞決定在中國大規模提升特

許經營權的佔比。當前，麥當勞只在北京、

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開放對個人的特許

經營，申請人須擁有不少於200萬元資產。

截至2015年只有超過30%的餐廳由被特許

人持有和管理，被特許人為52位。

到了今年 3月份，麥當勞直接宣佈

出售在中國特許經營權，“對麥當勞而

言，亞洲充滿了機遇。我們希望引進價

值觀和願景一致的戰略投資者，將麥當

勞全球的品質標準，與本土市場的洞察

及優勢相互融合。” 麥當勞全球總裁和

首席執行官史蒂夫？伊斯特布魯克

（Steve Easterbrook）表示，“此舉將加

速麥當勞在各市場的發展規模及速度，

讓我們更貼近顧客和社區。麥當勞正處

於業務變革的過程中，我們不斷思考，

採取策略性的方法，提升全球範圍內的

增長能力。引進戰略投資者是我們全球

重振計劃的一部分，我們並將借此提升

本地的主導權，提高決策效率，實現餐

廳增長。”

麥當勞同時表示，公司管理層團隊

將與相關專家顧問協作，全面評估一系

列方案，具體進展將將陸續公佈。

公開資料顯示，麥當勞在中國大陸、

中國香港和韓國共經營超過2800家餐廳，

目前大部分為直營。這三個市場屬於麥

當勞的高增長市場，即發展速度較快，

有較高特許經營潛力的市場。按照麥當

勞規劃，未來五年，這三個市場預計將

新開超過1500家餐廳。

百勝餐飲集團在中國同樣押寶特許

經營，目前百勝餐飲集團在中國大陸擁

有約 5000 家肯德基餐廳、1500 家必勝

客、300家必勝宅急送、15家東方既白

和250余家小肥羊餐廳，其中超過90%均

是直營。

根據百勝此前的分拆計劃，百勝集

團最終將成為一家特許經營商，其門店

網路中的特許加盟店佔比，計劃在 2017

年年底前至少達到95%。

對此，有餐飲業內人士表示，隨著

中國經濟增幅放緩，以及人們健康飲食

習慣的形成，洋快餐已經不如剛進入中

國時受追捧，“不過，中國市場對麥當

勞和肯德基來說仍是至關重要，洋快餐

們為此調整策略，改變經營方針也不足

為奇，至於後續推進是否順利還有待觀

察。”

日本奪泰國高鐵項目 英媒：日本對中國“扳回一局”
綜合報導 泰國與日本就曼谷至清邁高速鐵路項

目簽訂合作備忘錄，泰國將正式採用日本新幹線技

術，全長700公里的高鐵線路預計在2018年動工。

據報道，曼谷與東京媒體報道，合作備忘錄是

由訪問泰國的日本國土交通大臣石井啟一與泰國交

通部長阿空簽訂。

報道稱，中國中國曾向泰國大力推銷其高鐵技

術，最終未被採用於曼清高鐵之上。不過兩國另外

達成中泰鐵路項目協議，計劃將中國雲南昆明至寮

國萬象的鐵路延伸至泰國曼谷和馬達普。

報道稱，日本的新幹線是現代高鐵鼻祖，而中

國的和諧號高鐵網路近年迅速崛起，兩國在國際高

鐵市場上競爭激烈。

去年 10月，中國擊敗日本取得印尼雅萬高鐵

承建合同。至 12月，日本獲印度選為興建孟買至

亞美達巴德高鐵的承辦方。

日本共同社指出，泰日兩國政府于2015年5月就

以採用日本新幹線為前提展開實地調查達成協定，力

爭在2017年簽訂正式合同。不過泰國也有人擔心採用

新幹線並不划算，最終能否實現還存在不確定因素。

共同社報道說，阿空在新聞發佈會上承認，曼

清高鐵要產生利潤需時50年。

按照泰日兩國協定，曼清高鐵將分成兩段興建，

首段將連接曼谷與彭世洛府，次段再通至清邁。

日本媒體特別提到，兩國簽訂高鐵合作備忘錄

之際，曼谷地鐵紫線正式開通運營。這條地鐵線採

用了由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JR東日本)旗下東急車

輛製造公司所生產的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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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媒:中國買家
抄底歐洲房地產市場“各有所好”

据法国欧洲时报网报道，最新消

息称，西班牙已经成为地中海地区吸

引最多中国商人前来投资房产的国

家，准确来说，是仅次于英国的欧洲

第二大房地产市场。事实上，欧洲一

直都是中国买家热衷的投资选择地，

加上近来欧元疲软抄底欧洲房地产市

场的中国买家越来越多。

买房=合法居留 西班牙成中国人

在欧洲第二大房产投资市场

西班牙《20 分钟报》报道，据

官方统计，中国人在西班牙投资买房

率 已 经 在 一 年 之 间 增 长 了 将 近

39.2%，而成交的平均价格也从之前

的 72.8 万欧元增长到了 92 万欧元，

增幅达26%。

马德里、巴塞罗那、马尔贝拉和

瓦伦西亚是中国人在西班牙投资买房

首选的几个目的地城市。其中，巴塞

罗那是最受中国买家好评的一座城

市，而瓦伦西亚被评为加泰罗尼亚地

区最具购买潜力的城市。

据西班牙知名房产网站 idealista

的负责人介绍，这些地区之所以吸引

了大量中国投资者，原因是房价的下

跌和欧元的贬值，同样也有一方面原

因是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了，同时西班牙对华的签证也在一定

程度上简化了部分手续。在西班牙

50 万欧元买套房子可以换来一张合

法的居留卡，而有了合法身份还能无

条件进出欧洲其他国家。除此之外，

现在很多中国人在西班牙买房更是为

了有个优越的生活环境，地中海式的

生活让操劳的中国人得以寻求更加简

单和经济的生活方式。因此，西班牙

相比较英国这些传统房地产市场来说

更加具有吸引力。

中国人赴英购房现热潮 泰晤士

河沿岸和剑桥房产是最爱

《英国房产周刊》最新发布的研

究数据显示，近几年中国人赴英国投

资购房出现热潮，英国成为中国人海

外投资的热点国家。

仅 2014 年一年里，中国买家在

伦敦投资住宅房产超过 11亿英镑，

其中 100万英镑以上的伦敦豪宅交易

中，有11%的买家是中国人。而中资

企业在伦敦商业地产的投资更是硕果

累累，共投资 22亿英镑，所拥有资

产以及项目完工后的物业价值预计超

过90亿英镑。

据统计，赴英国投资住宅房产

的中国买家中，有六成是为了自住，

四成是为投资出租房产获得租金收

益或者是期房楼花的短期套现。而

所购房产集中在英国的优质学区、

高等院校周边、新建轨道交通的站

点附近、以及大型公园绿地周边的

宜居区域。

在伦敦，中国购房者格外青睐伦

敦泰晤士河沿岸或运河湖泊旁的水景

房。据统计，伦敦东区新建的水景住

宅中，28%的房产被华人购买，居所

有购房者之首，远远高于英国本国人

16%的比例。而在伦敦之外，最受华

人青睐的是大学城剑桥的房产。整个

剑桥房产中 6%由华人购买，其中新

房的华人买家接近两成，个别新建楼

盘的房产有三分之一均被华人所购得。

法国房产中介：中国买家爱投资

高端物业 喜欢砍价

目前中国个人买家投资法国房地

产的情况也较为普遍，但中国投资者

确实并非法国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外国

买家。

玛丽是巴黎 16 区房地产中介，

她所代理的房源都是巴黎超过 100万

欧元的豪宅。她在采访时表示，“我

一半以上的客户都是外国人，他们来

自俄罗斯、中东、英国、美国以及中

国。目前，中国客人还不是我最大的客

户源。但我相信，来巴黎购房的中国

买家的目标肯定是高端房地产市场。”

她分析说，在这些外国买家中，

中东的富豪往往只买最贵的，经常要

求自己的房子是整幢楼里面积最大

的，可谓有钱又任性。英美客人的投

资最为“理性”，也最为“挑剔”。

而中国客人“喜欢砍价，只要价格合

适就会出手”。购买豪宅的中国人

“往往都不是长期居住在法国的中国

移民。他们买了房子后也并不经常居

住，只是在来巴黎度假时才会住”。

目前中国普通投资者在法国购

房的热情并不高，其中最为重要的

一个原因就是：法国并非投资移民

国家，单纯购房并不能实现移民法

国的目的。而中国投资客到海外置

业，主要目的还是移民。此外，巴

黎的房地产市场已经相当成熟，通

过短线“炒房”实现资产增值的目

的很难达到。

移民美國要做的
五步財務規劃

美国的税法五花八门，完善的财务规

划是非美公民在移民或长居美国前最好的

投资。提早做好规划，能够确保大家在享

受美国生活的福利及优势之余，还能有效

合法的减少不必要的税务支出。

1选择正确的绿卡申请人

1、以收入低、财产少且有长居美国

意愿的配偶来做绿卡的主申请人。如果

只有太太一个人申请绿卡，那么先生在

美国以外的资产就不会有海外收入交税

的问题。

2、太太名下的财产也要在移民前做好

规划，最好不要拥有美国地区以外的资

产。因为依照美国税法要求，绿卡持有人

必须披露其在海外持有的资产、公司股

份，同时还要申报其海外拥有的金融账户。

2移民前考虑财产处置与否的差异

美国税务居民是需要被征收全球资本

利得税。在取得临时绿卡之后，如果出售

美国境外的房产或股票，即使是属于长期

的资本利得收入（持有超过一年），其收

入在美国可能仍需要缴纳 20%的联邦资本

利得税及各州的州税。

以下案例供大家参考比较。假设某申

请人移民前有以下三个资产：

资产A：成本 100万美元，移民前价值

150万美元，市值170万美元。

资产B：成本 80万美元，移民前价值

50万美元，市值40万美元。

资产C：成本 120万美元，移民前价值

130万美元，市值140万美元。

情况 1：移民前申请人完全不处分资

产，移民后依照市值处分。资产A获利 70

万美元，资产B亏损 40万美元，资产C获

利20万美元。这种情况下，获利90万美元，

扣除亏损 40万美元，实际获利 50万美元。

由于他是成为美国税务居民后才变卖的，

还应缴 20%的美国资本利得税，约 10万美

元，最后净获利40万美元。

情况 2：移民前申请人以移民前价值

处分所有增值的资产，之后再买回，移

民后依当时市值价处分所有资产。此状

况下，资产 A 移民前获利 50 万美元，移

民后获利 20 万美元，资产 B 移民后亏损

40万美元，资产C移民前获利 10万美元，

移民后获利 10 万美元。这样，他在移民

前获利的 60 万美元无需缴纳美国 20%的

资本利得税，实际获利为 60 万美元。而

移民后再将 A 与 C 资产买回，总获利 30

万美元，但由于 B 资产亏损 40 万美元，

最后无需缴税，并有 10 万美元的损失可

抵其他所得，净获利为 50 万美元，比情

况 1多了 10万美元。

美国征税的原则，一般只针对已实现

的收入征税，即财产在买卖或转移时才

征税。若财产还未转移，账面上的增值

是不征收增值税的，如房地产的涨价、

股票债券和珠宝的增值。成为美国居民

时从国外带入的财产不必缴税，最简单

的办法是在报到前把账面增值未实现的

收入换现，例如把股票抛售、房地产过

户。待到获得身份后再用手上的现金投

资新的股票和房地产。反之，若有亏损

的投资，也不必急着卖，可以等拿到绿

卡后再卖，这样以后可抵税。但自己使

用的自住房可以暂时不出售，因为移民

后如果满足自用住宅的条件再卖掉，还

可以享用个人 25 万美元或者夫妻 50 万美

元的自用住宅免税额。

3准备移民时资产项目的净值报告，供

以后弃籍税申报时使用

许多移民其实不知道往后会不会选择

放弃美国籍，所以建议各位准备移民时，

向移民局递交财产申报文件一定要副本留

底，避免未来资产出售计算资本利得税会

遇到问题。

最好在移民报到时，申请人及附带申

请人名下的全部财产，请公证处和鉴价机

构出具一份资产项目的净值报告，未来决

定放弃美国籍时可以确认移民时的成本，

以明确计算弃籍税。但注意，鉴价报告只

供弃籍时使用，如果是实际出售房产时，

房产的成本仍要以原始时取得的成本价为

基准。

4避免绿卡取得前就成为税务居民

美国税务居民包含三种：美国公民；绿卡

持有者；外国护照前一年度在美国停留时

间超过183天或前三年依照美国税法规定加

权计算超过了183天。

183天加权计算方式：今年在美国天数

（至少31天） 去年在美国天数的1/3 前一

年在美国天数的 1/6，计算结果不超过 183

天就不会被当做美国税务居民。这个为什

么重要呢？因为许多人怕在移民美国前就

成为税务居民，所以在取得临时绿卡前先

把美国境外大部分资产转移给父母，希望

达到避税的效果。

规划固然好，但许多新移民都有每年

接父母来美短期居住的习惯，然而忘记了

计算他们每年待在美国的时间，可能不巧

会让他们也成为美国税务居民。这里提

醒，非美籍人士一年最好不要在美国逗留

超过120天。

5移民美国后，设立生前或不可撤销信

托

成立生前信托可有效避免日后遗产争

议，亦有可能减少或递延美国税务，在遗

产分配上也可缩短处理时间。此外，如果

夫妻两个人都是美国公民，互相赠与也可

免税。

美国人主要用两种方法来避免遗

产税，一是盾牌信托，二是家庭有限合

伙。盾牌信托有效避免夫妻谁先去世的

不确定性，它为夫妻各设一个信托，哪

一个先去世，哪一个的部分资产就转入

孩子的信托中。这样，夫妻两人的减税

额都不会浪费。创立家族企业的家庭可

以设立家庭有限合伙，最好在中年时就

成立，父母亲担任总合伙人，然后把资

产一点点转移到子女账户，最后，所有

孩子都有一小部分。对于喜欢购买商业

物业的华人家庭来说，非常适合利用家

庭有限合伙来转移资产。

最后，考虑移民美国的高净值人士，

如果不趁早咨询专业的财务规划师和会

计师来进行美国入境前的财产规划，很

可能会犯下重大的财务失误。更重要的

是，进行此类规划的时间节点一定要在

赴美之前最为合适，这样才会事半功倍

无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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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移民不移居”热潮迅速将

欧洲购房移民推向了投资的巅峰，众

多中国投资人开始关注移民项目和欧

洲房源，其中希腊 25万欧元购房移

民项目因其办理时间最短、投资金额

最低和性价比最高等优势，最受投资

者青睐。近年来，希腊房产热度持续

攀升，选房源成了投资人最烦心的事

情，那么置业移民希腊，究竟选哪里

房产才不亏呢？

市中心：出租率高适合投资人

希腊的市中心属于老城区，地处

热闹繁华的商业区，各项交通设施都

非常的便利。另外，由于希腊市中心

的名校众多，雅典大学、雅典国家技

术大学和雅典经济与商业大学等知名

大学齐聚老城区，教育资源丰富，吸

引了当地及海外人士在此居住和生

活。自然而然的，房产出租率也是相

当的高，平均年出租收益率3%.

就希腊市中心的房价来看，25

万欧元能买到使用面积 70-80平左右

的两居室，40-50平左右的一居室价

格在15万左右，100平或更大的房产，

价格大多 30万欧元或以上。与国内

高不可攀的价格相比，希腊的房产觉

得是投资理想选择，最合适选择购房

移民的投资人。

西南区：名流众多房价偏高

希腊西南区的房产从小户到大户

型，自北向南分布，这一区域的房源

大都是设计前卫，特色鲜明并且拥有

开阔视野和海景的别墅型。西南区与

市中心的生活设施一样都是相当的健

全，所有的交通设施也是高效便捷。

对希腊有所了解的国人都知道，希腊

的南部属于新兴的富人区，许多雅典

的名流或家境殷实的人都在南部居

住，房价相对其他区来说也是偏高。

而购房移民投资人最关心的还是房

价和投资的回报值，在希腊的西南区，

25万欧元能买到使用面积50平左右的

公寓，70-80平的两居公寓约30万欧左

右。虽然无法与市中心的高性价比所媲

美，但是对于高净值人士来说能够拥有

舒适的生活，投资再多也是值得的。

东北区：房产设计感强公寓居多

希腊的东北区域是属于传统的富

人区，这一区域周边使馆云集，区域

绿化及整体氛围非常好，各大名校林

立，国际学校众多，是很多想为孩子

未来考虑的父母首选的区域。这一区

域因独特的地理位置，房源的建筑设

计感强且质量都是很高的。

东北区因居住人群的独特性，房

源多以别墅及复式公寓等大户型为

主，25万欧元能买到使用面积 60-70

平左右的公寓，非常适合想要举家搬

到希腊居住的投资人，这一区域的生

活氛围浓，无论对于老人还是孩子都

是相当理想的居住之地。

岛上房产：独栋别墅为主适合度假

除了常规的房产类型，希腊还有

一些房产是位于圣托里尼岛和克里特

岛上的，这一区域的房产以联排、独

栋别墅为主，房价与市中心雅典的房

价相比是要贵很多的。另外，在希腊

这些岛上的房源，房屋面积即为使用

面积，无公摊一说，但是会赠送花园

和车位，精装修不带家具，还享有永

久产权。相关移民专家分析，对于购

房移民的投资人来说，这一区域的房

产可以作为移民之后的度假之选，而

想要作为海外移民的投资项目，前三

大区域是最佳的选择。

希腊的每个区域的房产都有各自

的特色，想要通过购房移民项目移民

希腊的投资人，在选择房源的时候可

以根据上述的特点来决定适合自己

的。毕竟，房子是安稳生活的第一

步，选对了未来的生活就会更有保障。

在希腊，没有高楼大厦、没有大型楼

盘社区，房屋面积即为使用面积，无

公摊一说。赠送超大阳台，很多楼盘

还附送车位和储藏室，精装修不带家

具，更有永久产权，是国人海外房产

配置、移民生活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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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
˙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每一對助聽器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713-795-5343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主
治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移民體檢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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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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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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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實文學

母親的“壞脾氣”

在我眼中母亲算不上慈母，主要是她

那“坏脾气”让我这个“80 后”不堪忍

受，我们常因一些琐事争得面红耳刺，但

每次我都在母亲“坏脾气”的强悍攻势中

败下阵来。

女孩爱美丽，在变换发型上敢于革

新，常常“赔了money又折发”，依旧屡

试不爽。某日，我顶着“爆炸头”回家，

后果便是被母亲的“坏脾气”整整“折

磨”了一下午。其支撑理论——此举“有

毁形象、有害健康、有损经济……”机关

枪般的怒斥以我为载体，从房间扫射到客

厅、从客厅扫射到走廊，从走廊扫射到厨

房……让我无处藏身。

母亲脾气不好但记性颇佳。从小到

大，我有几套衣服，几双鞋子，几打袜子

乃至袜子图案花色她都能如数道来。某学

期末，我穿了一件时尚的新衣服回家，一

进门母亲便发现了“异常情况”，起先还

夸衣服买的漂亮，当我告诉她，这衣服花

了 200多元时，她的脸色立刻晴转多云，

随后又是那“坏脾气”开始发作了。那次

以后，每添置新装我都瞒着母亲，在校穿

新衣，回家套旧裳，正所谓：“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

母亲的“坏脾气”让人感觉不够温

柔，但她却有诸多优秀品质：勤劳、持

家、俭仆、热爱生活……

家中的桌椅滴尘不染、衣被整洁干

净、玻璃明亮照人，家中的一切被母亲收

拾得井井有条，她还常说我衣服没洗干

净，我则反驳她喝汤不用公勺不卫生，我

们彼此认定对方“假干净”。

母亲持家有道不在开源、重在节流，

虽没能让家产增值却也最大程度地合理利

用每一分钱，用她的话说就是“小老百姓家

的日子能省则省”，因此赠人钱财更是没

门儿的事。前年汶川大地震，我捐款100元，

回到家我向母亲谎称：只捐了10元，母亲

嗔怪道：“这次地震太悲惨了，你应该多捐

点！”母亲的“大度”让我着实吃了一惊

，从此推翻了对她“葛朗台”的评价。

母亲既俭仆却也爱美，她每次从市场

上淘得物美价廉的衣裳回来必定让我们参

与评价，若得到赞美便开心的拍掌打转，

像个孩子；若惨遭“攻击”则愤愤地试图

反驳，之后明显减少穿那件衣服的次数。

闲暇之余，母亲常在屋内一边扭秧歌、一

边歌唱祖国，于是我从小便会唱“大海啊

故乡……”、“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

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

毛泽东……”之类的老歌。

母亲的一生似乎都在“愁”：愁吃穿、

愁存款、愁儿女前途……在我单身时期频

繁催促我结交男伴，甚至不惜让我网恋，

同学都叹母亲思想前卫！

母亲的“坏脾气”常常攻破我的忍耐

底线，自然有不快发生，她说我“脾气

大，说不得，”我说她“嘴太毒，话太多。”

尽管如此，每当我收拾行装离开家赶赴工

作地时，母亲的“坏脾气”却化成了几行

眼泪和千叮咛万嘱咐的关切话语。“儿行

千里母担忧”，此刻的她像热锅上的蚂蚁

团团转的样子，丝毫没有发脾气时那股强

悍的气势，我是她的“大小姐”，血浓于

水，母女没有隔夜仇。

等下次再回到家时，母亲依旧是那副

“坏脾气”，但这“坏脾气”让我这个

“80后”更加懂得了如何“勤劳、持家、

俭仆、热爱生活……”

下輩子，妳不要再做我的孩子！
他始终走在同龄人的边

缘,虽然他从不抱怨,却是一

个母亲不能释怀的亏欠……

黄昏浅浅的光影里瘦

瘦的少年戴着围裙正在做

饭。倒适量的油，放细细

的葱花、姜丝，放洗净切

好 的 蔬 菜 ， 熟 练 地 翻

炒 ……站在那里看着他的背

影，恍然觉得，他还是那个

幼小的孩子，淘气，爱到

处跑，惹是生非，用男孩

子特有的方式撒娇。

他是什么时候长大的

呢？现在他几岁，要到腊月

才是 18 岁吧，我回来时在

街上碰到和他一样大的孩

子，他们在广场上玩滑板，

玩赛车，或者约了去书店去

影院……我知道还有一些，

他们在家里打游戏，或者做

功课、看书……他们的母亲

在为他们做着可口的饭菜。

不像他，8年前，就开始自

己做饭了。我曾经是以为会

给他幸福生活的，让他着医

生可以温暖幸福,虽然不见

得大富大贵,至少会衣食无

忧。18年前，他来到这个世

界上那天，我在心里面认真

地立下了这样的誓愿。

生活那么不遂人愿，好

好的厂子，说散就散了。两

个人一同失去了工作。也应

“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话，

因为生活的茫然和困惑，我

们开始相互抱怨、争执，不

顾年幼的他因为这样的家庭

争端而害怕。

终于，家也说散就散

了，留下了不足 60 平方米

的家，800元的积蓄，还有

快要读小学的他。当然，我

会要他，不管生活如何，我

不会放弃他。

对这样的变故，他很快

明白了什么，有一天放学回

来忽然问我，妈，你是不是

下岗了？是不是和爸爸离

婚?他不要咱们了对吗?

写作业去!我没好气冲

他喊了一嗓子。他耸耸肩，

说，妈，你别生气了，反正

咱们还在一起。然后他不等

我说什么，就飞快地冲进了

他的小屋。我楞了半天，那

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点

都不了解他，忽视了他的成

长。

终于找了份工作，在一

家私人的超市里收款，待遇

并不比以前差但每天要工作

10 个小时，晚上 9 点才下

班，这样我没有办法回家

给他做晚饭。

开始上班的那天早上，

多给了他两快钱，让他在外

面吃饭。他把钱接过去塞进

书包，然后检查是否带好了

钥匙，说，没问题的。

第一个晚上，终于熬到

了下班，因为担心着他，疾

步地朝家里走。在路口的转

弯处他却忽然跳了出来，把

我吓了一跳。

家离我上班的超市有两

站路，那么晚了，他一个人

跑过来，心头一紧，劈头冲

他就是一顿骂。他也不辩

解，手放在背后，低着毛茸

茸的小脑袋听我数落完，把

手拿到身前说,没事,我有武

器!说着把一根不长但很结

实的小木棍舞动了两下,我

不怕坏人,我是来接你的。

嗓子一下子被什么噎住

了，他仰着的小脸脏乎乎的，

钥匙还挂在胸前晃晃荡荡。

我再也说不出话来，牵过他

的小手，两个人朝家里走。

他做的第一顿饭是蒸鸡

蛋。他很认真地学，拿个小

本子记我说过的，几个鸡

蛋，放多少水，多少盐，搅

到什么程度……只当他是小

孩子的新鲜好奇，却没想

到，第二天晚上回来，他仰

着小脸无比兴奋地对我说，

妈，看我做的鸡但羹，你尝

尝吧。然后把它端到我面前，

很期待地看着我。

看着那水汪望的鸡蛋

羹，他的鼻子一扇一扇，左

侧有两块小小的灰尘，我笑

了。然后，我低头尝了一

口，他放多了盐，太咸了，

吃着那碗被他命名为“鲁阳

式”的鸡蛋羹，眼泪忽然扑

簌簌地掉下来。

那天起，只要有时间，

他就缠着我教他做饭。他有

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关于

厨房的一切注意事项，包括

先关什么后关什么……那个

暑假，不到 10 岁的他学会

了煮面条煮水饺炒鸡蛋烧稀

饭，渐渐做的有模有样。最

让我吃惊的，是在不久后我

生日时，他竟然为我做了一

份粗糙难道手擀面，面很

厚，粘在一起，有些地方没

有煮熟……他打电话问了几

百公里外我的母亲，知道这

是最爱吃的。

那碗依旧被他命名“鲁

阳式”的手擀面带给我的不

是感动，而是伤感。我不希

望他这样，过早地承担起生

活里这些琐碎的内容，曾

经，我想过我愿意替他承担

一辈子，而现在，是他在为

我这样做。

那个暑假过后，他不再

在外面吃饭，而是自己做，

然后吃一半给我留一半当宵

夜。我更加努力，并希望有

机会换一份更好的工作，可

以有时间照顾他。

休假的那天，我带他去

游乐园，已经很久没带他出

去放纵地玩过了。他很开心，

换了新衣服，但在路上，又

问我，会不会花很多钱？

我按了按他的小脑袋，

让他以后不要想不该想的问

题。他吐了吐舌头。

下了车在路口，碰到他

同学的母亲，问，鲁阳为什

么没去参加班里的夏令营

啊？

我诧异地问他，是不是

因为要交钱？半天，他点了

点头。

我没有再问下去，也没

有责备他，只是在那天让他

玩遍了所有的娱乐项目，花

光了我口袋里所有的钱。最

后剩下两块钱，给他买了一

盒酸奶。回家的 7站路，我

们走着回去的。他一直走在

我的左边，高过了我的肩，

像个小男子汉。

我终于换了工作，他读

中学了，我希望可以多一点

时间照顾他，只是收入不如

从前。他没有电脑，没有那

种张扬的赛车，没有名牌的

衣服，也不能奢侈地喊着同

学庆祝自己的生日……他始

终走在同龄人的边缘，因为

我给不起他这些。虽然他从

不抱怨，却是一个目前不能

释怀的亏欠。

过了 40 岁，我的身体

渐渐不如从前，腰部开始出

现疼痛的症状。在他的催促

下检查，结果是严重的腰部

劳损，不是急症，但治疗起

来很麻烦，不能劳累，需要

辅助的按摩或牵引治疗，医

生建议适当做运动。

他开始在每天早上更早

地起来，喊了我去散步，他

也不再让我做饭，每天早上

上学把中午的饭也做好，读

到高中的他，已是个熟练的

厨房操作工了，会做多样饭

菜。然后等他下午放学，回

来做晚饭。他像我的家长，

把我照顾的无微不至。

我常常不知道，该对他

说写什么，他是我的孩子，

有什么可以说呢？

转眼，他参加了高考，

没有要我陪同，一切自己应

对得从从容容。考试完毕，

跟我聊起作文试题，说，我

在作文里写了这样一句话：

下辈子，希望我还做他的孩

子。妈，很煽情的吧？

我没有跟他一同笑，想

着他写下的这句话，心底真

的没有感动，只有心酸。

好半天，我抬起头认真

地看着他，慢慢地说，儿子，

下辈子，希望你不再遇见

我，不要再做我的孩子。下

辈子，我想你出生在另外一

个幸福富有的家庭，被他们

爱和照顾，应有尽有，过真

正美好的生活。

他哭了，我也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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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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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