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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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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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餘年牙科經驗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為各界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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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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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牙齒矯正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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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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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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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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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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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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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收受各種牙科PPO以及政府保險 （位於Fiesta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中國城
百利大道8

號
公
路

G
es
sn
erFiesta悅來海鮮

★
百利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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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新聞

（本報訊）周一下午，位於
Conroe的一家珠寶商店遭到四名持
槍男子的搶劫，他們率先向店內的
顧客和工作人員射擊，珠寶店老板
特納用他的 AK-47 步槍奮起還擊
。此案發生在位於德州105以西道
路Conroe的一個購物中心。

在槍戰中，一名搶劫人員被子
彈擊中當場死亡，摔倒在一片破碎
的玻璃當中，而老板特納和店內的
工作人員及顧客盡管處於驚嚇當中
，但沒有出現人員傷亡。

其余三名搶劫人員驚慌之中奪
路而逃，店主特納的律師表示：你
擁有自衛的權利，特別是在搶劫人
員正對你射擊的緊要關頭。

現場證人都表示，是四名搶劫
人員率先開槍，業主才持槍自衛還

擊。
根據當地警方的報告，當天正

值午餐時間，四名男子均身穿黑色
牛仔裝闖入珠寶店進行打劫，並且
向店內的人員開槍，當時至少有三
名工作人員開槍還擊。

據稱，現場出現了激烈的對射
，當時店內的十幾個人都非常驚慌
。2014年該珠寶店曾經歷打劫，一
輛管道修理的車輛停靠在該珠寶店
的門前，5名劫犯破門而入。

業主特納回憶稱，當時還沒有
開門營業，當劫犯開始搶劫珠寶時
，店內的工作人員持槍還擊，劫犯
見狀迅速逃離。

警方已經發現劫犯丟棄的車輛
，警方的直升飛機當天也參與了搜
索案犯的行動。

四人打劫Conroe珠寶店 店主員工持槍奮力還擊

（本報訊）根據擁有2.6萬合同公司的一家美國綜合合同者協會的報告，休斯頓地區在全美的城市對比中，其建築工作的
數量減少幅度列居美國各大城市之首。

報告稱， Woodlands 和 Sugar Land地區一共損失了3700個建築工作。這個數量比上一次出現1500個工作機會減少的阿拉
巴馬州的城市Birmingham-Hoover要多出一倍，顯示出休斯頓當地的建築業正呈現停滯下滑的現狀。

盡管休斯頓地區的該行業工作數量下滑顯著，但是該城市建築業的整體現狀在2015年至2016年並非十分糟糕，行業下降
的幅度為2%，和阿拉巴馬州的Birmingham-Hoover 6%的下降水平先比，仍幅度有限。

休斯頓建築業工作數量大幅下降休斯頓建築業工作數量大幅下降
全美大城市居首全美大城市居首

今年美國總統大選，移民是熱門議題，全美申請入籍件數呈
二位數增長，但積案也迅速攀高，目前已逾50萬件，有些人可
能來不及在11月8日投票。

CBS 報導，白宮 「新美國人專案小組」（Task Force on
New Ameri）今年鼓勵880萬有資格申請入籍的永久居民，儘速
提出歸化申請，加上申請費可能會調漲，美國公民和移民服務局
（USCIS）先前已預見今年的歸化申請案會激增。

根據USCIS的數據，自去年下半年開始，申請入籍美國的件
數呈二位數增長，去年下半年同比增長14%，今年第一季為28%
，第二季躍升為32%；2012年到2014年的年增率平均僅5%。

今年有許多移民組織趕着敦促在搖擺州的永久居民儘早提出
入籍申請，以便有足夠的時間在各州選民登記截止日期前完成歸
化程序。

不過，截至目前為止只有少數申請人成功入籍，全美還有逾
50萬申請案尚未完成入籍，其中有二成在加州。加州的選民登記
截止時間為10月24日，許多想要取得選民身份的移民，有可能
無法在這個日期前成功入籍。

截至9月中旬，移民局的舊金山辦事處入籍積案超過1.6萬
件，在全美居冠。該辦事處發言人朗梅尼（Sharon Rummery）
表示，處理積案需要花七個月的時間。

朗梅尼表示，加州情況還不算太糟，在內華達州，有人今年
一月提出入籍申請，到現在移民官還沒有安排會談。

自2015年以來，內華達州的入籍積案已翻倍，佛羅里達州
增長六成，加州增長三成。

「新美國人伙伴」（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New Americans
）9月30日發布報告稱，今年歸化申請案大量積壓可能剝奪選民
的權利。

副主任雷格胡威爾（Tara Raghuveer）表示，當她獲悉今年
只有少數申請人成功入籍時感到十分震驚，並認為： 「這種積案
是荒謬的」。

她說： 「他們（移民局）應立即將積案件分配到還有處理容
量的辦事處，或者增加支援到有積案壓力的辦事處。」

美入籍積案逾50萬 移民11月選總統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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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豐富成功診治各類口腔疑難複雜病歷經驗

美國口腔修復學會認證口腔修復專家

接受各種保險，為患者確認保險範圍，確保無意外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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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地址診所地址：：96009600 BellaireBellaire 211211室室((王朝商場二樓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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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6年10月4日 Tuesday, October 4, 2016
時事圖片

在朝鮮首都平壤，各界代表向中朝友誼塔敬獻花籃。當日，在中國的第三個烈士紀念日到來

之際，中國駐朝鮮大使館外交官、中國人民誌願軍老戰士祭掃團等來到平壤牡丹峰區的中朝友誼

塔前舉行烈士紀念日公祭活動，深切緬懷在朝鮮戰爭中犧牲的中國人民誌願軍戰士。誌願軍烈士

紀念設施修繕工程工作組、駐朝中資機構代表、華僑和留學生等百余人也參加祭掃活動。

當地時間10月 1

日，韓國在忠清南道

舉行閱兵式紀念建軍

節，樸槿惠出席並檢

閱部隊。

墨西哥政府開始緊急疏散科利馬火山附近的300多名村民。墨西哥民防局局長基洛斯

(Melchor Ursúa Quiroz)表示，9月30日夜間火山開始活躍，噴發出大量巖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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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當地時間1010月月11

日日，，英國威廉王子壹英國威廉王子壹

家結束加拿大之旅家結束加拿大之旅，，

準備乘水上飛機離開準備乘水上飛機離開

加拿大維多利亞加拿大維多利亞。。

墨西哥科利馬火山噴出巖漿墨西哥科利馬火山噴出巖漿
周邊民眾被緊急疏散周邊民眾被緊急疏散

中國駐朝鮮大使館祭掃中朝友誼塔

金正恩視察龍嶽山礦泉水廠金正恩視察龍嶽山礦泉水廠

韓國舉行閱兵式紀念建軍節韓國舉行閱兵式紀念建軍節 樸槿惠檢閱部隊樸槿惠檢閱部隊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

（左二）日前視察了朝鮮龍

嶽山礦泉水廠。龍嶽山礦泉

水廠是朝鮮已故領導人金正

日指導建設並親自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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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屆巴爾的摩書展於九月二十三日
（週五）至二十五日（週日），一連三天在內
港免費舉行，吸引眾多人士入場。書展除了近
百間書店、傳媒出版、非牟利組織、文娛機構
、精品商店等參展外，並設十二個主題區，如
文學、浪漫、漫畫、童書、科幻、動物等，另
有烹飪示範、兒童手作攤位、現場音樂表演等
節目。入場人士根據個人興趣，參加不同活動
，其中不少書迷踴躍參與座談會，藉此跟喜歡
的作者對話，像 「如何創作讀者喜愛的青年小
說」、 「未來科幻小說的發展」、 「如何創作
漫畫」等。
華人旅客參與書展

書展位於巴城著名旅遊區內港，不但吸引
巴城居民，更有不少華人旅客入場。在波士頓
工作的顏先生表示： 「我們來巴爾的摩探望朋
友，順道參觀著名的內港，行前我們也不知道
有書展在舉行。」同行的鐘小姐說： 「希望可
以找到一些甜品食譜書。」

來自成都的留學生鄭小姐很欣賞巴城的
露天書展，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參加國內的書
展，印象中小時候去的書展都是室內的，巴城

書展在熱門景點舉行，遊客觀光時順便參與，
不像在展覽館的書展那麼局促、正規，這樣子
的海旁露天書展，形式較輕鬆、生活化，更吸
引我入場。」

在美的華人媽媽也很努力孩子的中文教
育，居於紐約的中國媽媽雖然與白人先生、一
歲和三歲半的孩子在逛沒有中文書的巴城書展
，但她表示： 「中國朋友每次回國都會帶一些
中文圖書給我，我會跟孩子講中文故事書，先
生則跟他們說英文故事，小孩子看中文書和英
文書的比例大約是一比一。」

年輕的日裔媽媽是巴城居民，也很喜歡
是次書展， 「書展比一般社區嘉年華更具文化
氣息，兩個小女兒可以於遊戲攤一邊玩、一邊
學習。」
馬州亞裔青年小說作家

今年參加書展的作者，包括一位亞裔女作
家，Pintip Dunn。Pintip是第二代泰國移民，
畢業於哈佛大學，主修英國文學及語言，也是
耶魯法學院畢業的法律博士，現居馬州。她的
首本小說 “Forget Tomorrow”榮登《紐約時
報》暢銷書榜，憑此書更獲得美國羅曼史作家

協 會 （Romance Writers of America， 簡 稱
RWA）2016 年度的 「最佳新人獎」（RWA
RITA® Best First Book Winner）。

“Forget Tomorrow”已賣出法國、巴西
、土耳其版權，Pintip的泰文聽、說能力俱佳
，她表示： 「我的泰文寫作能力不太好，希望
將來有機會賣出泰國版權，出版泰文翻譯本，
讓不會英文的泰國親友可以閱讀我的故事。」

在美國出生、成長的Pintip感慨： 「我小
時候看的美國小說鮮少有亞裔出現。」因此她
筆下的故事總會加插亞裔角色，“Forget To-
morrow”的主角兩姊妹Callie和 Jessa是亞裔美
國人、預計明年夏天出版的“Girl in Between
”更重點描述一個泰裔
美國女生如何面對東西文化衝突。Pintip補充
： 「我特別加入亞裔角色，也為了我的三個孩
子，我希望他們透過閱讀，找到自己的身分認
同。」

其他出席書展活動的知名人士，包括曾
拍成電影的“How Stella Got Her Groove Back
” 原著作者 Terry McMillan（最新作品 “I
Almost Forgot About You”）

、臉書追蹤人數近 23 萬的博客 Luvvie Ajayi
（ 首 本 作 品 “I’ m Judging You: The
Do-Better Manual”）等近百位作家。
Top of The World免費開放

位於內港的世界貿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平日旅客或居民如欲參觀二十七樓
的觀景台Top of The World，成人票價為六美
元、三至十二歲小童票價是四美元，書展期間
免費對外開放，並與書展主辦機構 Baltimore
Office of Promotion & The Arts合辦兩大文藝活
動。

首先是由非牟利組織 Pets on Wheels 借出
他們已接受訓練的療癒犬（Therapy Dog），
牠們個性溫和、友善、喜愛與陌生人互動，經
常與義工一同探訪病人、安養院老人、有學習
困難的兒童、災民等，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心靈
治療。書展期間療癒犬與小朋友一起看圖書，
鼓勵小朋友閱讀。此外是摺書工作坊，由藝術
家Carol Maurer帶領參加者親自用書頁製作屬
於他門的藝術品。

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巴城內港一連三天露天書展 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豐富資訊講座 多元文藝活動
鄧彩欣

星期二 2016年10月4日 Tuesday, October 4, 2016
綜合經濟

歐元區風暴來臨：
美元融資成本創債務危機後最高

綜合報導 再看三個月期歐元-美元交叉

貨幣基差互換，其昨日報-58個基點, 比歐元

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還低。 按收盤水平來

看，這是2012年7月以來的最大負值，當時

債務危機被認為威脅到歐元的存亡。

交叉貨幣基差互換指的是，不同貨幣基

於不同參考利率的浮動利率對浮動利率的互

換，即以壹種參考利率的浮動利率交換另壹

種參考利率的浮動利率，交易雙方分別收取

和支付兩種不同浮動利率的利息款項。當美

國貨幣市場基金不願向歐洲銀行出借美元時

，該基差會下滑，同時也意味著以歐元換取

美元的融資成本上升。

由此可見，歐洲銀行的美元流動性需求

和歐元換取美元的融資成本都急劇上升，達

到近四年最高， 歐元區的壹場美元風暴正

在來臨。

壹方面歐洲銀行業的困境，導致各大銀

行的美元需求上升，但出於避險等考慮，美

國貨幣市場基金不願輕易向歐洲銀行借出美

元。歐洲第壹大行德銀自英國退歐後遭遇了

壹系列打擊，美國司法部最近又向其提出

140億美元的巨額罰單。昨日德銀股價壹度

跌破10歐元， 同時拖累歐洲Stoxx銀行股指

數大跌近3%。除了德銀，歐洲銀行中的意

大利西雅那、德國商業銀行等最近也是麻煩

不斷。

另壹方面，受即將實施的全行業改革影

響， 美國貨幣市場基金的資產規模不斷下

降，實際上能借給歐洲銀行的錢也越來越少

。 美國SEC在2014年公布了對美國貨幣市

場基金的監管框架進行改革，允許所有貨幣

市場基金在危機發生時征收流動性費用並設

置贖回限制，以降低貨幣市場基金發生擠兌

風險。限制贖回，壹定程度上刺激了資金從

貨幣市場基金撤離。目前主要貨幣市場基金

的規模僅約0.8萬億美元，而2008年其峰值

為2.1萬億。貨幣市場基金資產規模的下降

，直接影響了銀行業的融資渠道，包括歐洲

銀行業在內的融資渠道變少，從而只能增加

對歐洲央行的流動性需求。美國貨幣市場的

資金短缺，從美元3個月Libor就可以看出，

最近美元3個月Libor已從2014年的0.200升

至0.83769。

全球房價漲幅土耳其位居第壹
城市漲幅溫哥華第壹

全球房地產市場從去年以來開始變得活躍。

日前，獨立國際房地產顧問機構萊坊(Knight Frank)

對2015年第二季度-2016年第二季度全球房價發布了統計

數據顯示，土耳其、新西蘭和加拿大成為了房價漲幅排

名前三的國家/地區，漲幅分別是13.9%、11.2%和10%。

漲幅排在第四至第十的國家/地區分別是：智利、瑞典、

馬耳他、奧地利、冰島、墨西哥和德國。而加拿大的溫

哥華因房價暴漲了36.4%成為全球城市房價漲幅最高的城

市。

土耳其房價上漲是前幾年暴跌後的反彈
受到恐怖襲擊和政變困擾的土耳其房價漲幅居然高

居世界榜首，但這壹結果並未令分析機構感到意外。

分析人士將土耳其的強勁表現歸因於”強勁的外國

投資和不斷增長的人口”，並指出，這些因素彌補了其

鄰國敘利亞和伊拉克因貨幣崩潰、社會動蕩及混亂加劇

所帶來的不良影響。

事實上，近期土耳其房價的強勁走勢更多的是暴跌

後的反彈，2007年到2011年，土耳其的房價因經濟急劇

放緩暴跌29%。直至2012年才出現房價的回調。由於土

耳其裏拉貶值，使土耳其的住房對於外國買家來說，更

加劃算更吸引，這也成為了土耳其房價上漲的重要原因

。雖然在漲幅榜上，新西蘭房價的漲幅次於土耳其位列

第二，但若排除通貨膨脹的因素，新西蘭全國房價的年

增長率就將達到11%，位列全球第壹。

而在過去壹個季度，新西蘭房價以每月兩萬新西蘭

元（約合近10萬人民幣）的速度飛漲，儼然成為了全球

最火爆的房地產市場。

新西蘭房價的暴漲或許和英國脫歐有關。據新西蘭

移民局公布的數據，自脫歐公投以來，英國人移民新西

蘭的申請數量出現大幅增長。在脫歐公投後的49天內，

超過1萬名英國人在新西蘭移民局網站上註冊，去年同期

這壹數字僅為4599人。

加拿大壹年來房價暴
漲10%，中國人是主
要買家

加拿大房價漲幅

為10%排在全球國家

和地區房價漲幅榜的

第三；而加拿大溫哥華則排名在全球城市房價漲幅榜第

壹名。在2015年6月到2016年6月，溫哥華以36.4%的年

價格漲幅蟬聯第壹，遙遙領先第二名22.5%的漲幅。

不過，許多評論認為加拿大房價飛漲也於中國投資

者有關。

此前加拿大國家銀行金融分析師彼得· 勞特利奇在壹

份報告中稱，中國買家在2015年花費127億加元（約641

億元）在溫哥華購置房產，占當地房產銷售總額的33%

。加拿大按揭和住房公司總裁Evan Siddall也曾表示，在

西溫哥華三個社區賣出的豪華住宅中，約三分之二的買

家是中國人名字。

7月25日，溫哥華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宣布，

從8月2日起，將向海外房地產投資者征收15%的額外房

屋轉讓稅，此舉被認為是與中國買家“撕破臉”。

而該項新政公布後，8月1日至14日，西溫哥華地區

的住房銷售量立刻暴跌了94%。

當然，全球房價自然是有漲有跌，房價低迷的國家

和城市也不在少數。中國兩個地區位列全球房價跌幅榜

第壹和第二名，分別是中國香港和中國臺北。

其中，香港房價在過去壹年的降幅達到8.4%，位列

全球城市房價降幅榜首位，臺北以7.7%的降幅排在第二

。俄羅斯的莫斯科也受該國經濟影響，壹年來房價降幅

為5.2%，排名第三。

此外，脫歐也已對倫敦房價造成了小幅影響，倫敦

房價下降0.6%，排名全球城市房價降幅榜第八。美國紐

約表現同樣不給力，降幅0.5%排名第七。

綜合報導 新西蘭壹名 3 歲男童超幸
運，中了澳新銀行債券分紅存款大獎100
萬新元大獎(約合72.66萬美元)，成為該國
最年輕的樂透帳戶得主。

這名新的小富豪剛隨父母度假回家後
得知了這個消息。他的媽媽對當地媒體表
示，他的父親在電話上聽到消息後興奮不
已，手舞足蹈。但不清楚獲獎者得知後有
什麽反應。

澳新銀行債券分紅(Bonus Bonds)存款
大獎是壹個類似於彩票的投資，每個月為
儲戶開獎，最高頭等獎1百萬新元。

據稱，這個孩子在出生的時候，親戚
送了250新元(約180美元)，他的父母就把
這筆錢為他存到債券分紅帳戶中。澳新銀
行確認上述中獎消息，但表示尊重這個家
庭意願，不透露有關中獎者信息。

俄羅斯質疑OPEC減產協議
仍堅持預測未來三年油價40美元/桶

盡管本周OPEC會議上剛剛達成減產

協議，俄羅斯財政部長Anton Siluanov周

五表示，俄羅斯仍堅持預測未來三年油

價將維持40美元/桶。

周三OPEC會議達成減產協議後，原

油價格壹度追近50美元/桶，自2010年來

再次迎來9月油價的上漲。“我們知道在

OPEC會後價格會有變化”，Siluanov對

索契記者表示，“但俄羅斯用來計算財

政預算的油價以前和現在都是40美元/桶

。”據彭博報道，俄羅斯財政部長對

OPEC減產協議的後續實施情況表示質疑

。“妳以為這（油價）是穩定的？”Silu-

anov說道，“我們需要看的是這個協議

之後被實施得怎樣。”

盡管作為世界最大能源輸出國的俄

羅斯曾暗示其願意同OPEC成員國壹起來

控制全球供給，彭博匯編數據顯示，9月

，俄羅斯石油產量有望達日均1110萬桶

，較8月增加40萬桶/日，或將創下後蘇

聯時代的單月紀錄新高。

OPEC會前，伊朗和沙特之間就限產

水平無法達成壹致，伊朗已經拒絕了限

制產出的計劃。

鑒於OPEC現在面臨減產具體實施上

的葛總挑戰，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分析師

都對最終是否能夠完成表示質疑。花旗

預測最終價格還是維持40美元/桶，除非

OPEC采取其他措施。

油價暴跌導致俄羅斯今年的赤字已

達自2010年以來最大水平。該國正在制

定接下來三年的的預算計劃。此前，俄

羅斯財政部預計2017年的財政缺口為國

內生產總值（GDP）的3.2%，而今年的

財政缺口為GDP的3%。財政部計劃每年

減少1%的缺口，並最終在2020年達到財

政平衡。

如果油價超過40美元/桶，俄羅斯計

劃減少儲備的支出。另壹反面，產量限

制並不是影響價格的唯壹因素。全球市

場需求、世界經濟發展，都會影響價格

。俄羅斯財政部長認為，另壹個問題在

於美國頁巖油市場將會如何反應。因為

頁巖油項目資金周轉快，頁供給量很大

，“這也是為什麽我們在油市看到供給

過量。”在收緊財政政策的同時，俄羅

斯今年啟動了壹種新的機制來限制支出

。這項財政預算規定會在預設油價下控

制政府支出，旨在使原油經濟趨於穩定

，將額外收入劃入儲蓄以保護匯率。俄

財政部長表示在這壹政策下，油價也應

定為40美元/桶。

新西蘭新西蘭33歲寶寶中百萬大獎歲寶寶中百萬大獎
成最年輕富豪成最年輕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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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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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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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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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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設 備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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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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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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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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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我倆從女兒家搬出來住進一套聯
棟屋。門前有一塊20平方米的草地，草長勢
不好且多雜草。心想憑著我這侍弄慣了“社會
主義苗”的手，侍弄這點“資本主義草”，一
樣會得心應手。於是，剪草、拔雜草、澆水，
毫無懈怠。但幾年下來，草的長勢仍毫無起色
，好草退雜草進的趨勢不止。在我逐漸弄懂要
適時施用殺（雜）草劑；適時施用草肥；必要
時還須補種草籽等不可省略的招數後，雖也做
了些補救，但終因缺課多，時機挫過，致使草
地的觀瞻讓人尷尬。

其實右鄰韓裔老太太比我還著急，她深知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雜草早晚會蔓延到
她家草地。雖然語言不通，她還是一會兒拿出

裝草籽的袋子讓我看，比比劃劃告訴應補草籽
啦；一會兒又拿出殺草劑，幫我殺雜草；前不
久，又抓住我女兒，強調我家草地的威脅。面
對這積重難返的草地，我決心重新換草。

來給我換草的，不是通常幹這活的那些五
短身材、敦實憨厚、樂觀可愛的老墨，而是兩
位金髮碧眼，身材高挑的帥小夥，這倒是罕見
的。他倆工作起來雷厲風行，全神貫注：鏟掉
舊草，鬆土平地，從車上把一卷卷像地毯卷一
樣的草皮卷搬下來展開，鋪放在地上，拼接的
嚴制合縫，再均衡的用力壓實。施工中，兩人
或單膝跪地，或雙膝跪地，配合默契，動作嫺
熟嚴謹；最後，把廢草及渣土收集裝袋放到車
上，用吹風機把現場吹的乾乾淨淨。

明確給我的後續任務有好幾項，唯有澆水
一項觸動了我的神經。每天早、晚要開大水龍
頭各澆一次水，每次不少於20分鐘，要連續
澆三周。就這麼一小塊新生的草地，竟要喝這
麼多水，前所未聞！致使我思緒大開：在美國
，有人群活動的地域，到處都是人工種植的草
地，不允許有一寸土壤暴露出來。種草的代價
之大，僅從耗水一項就可見一斑。再細算上殺
（雜）草劑，草肥料及施肥器，剪草機及打邊
機，機器的油耗，公共草地的人工管理費，家
庭草地雇人打理費等等，怎麼說都是一筆相當
可觀的投入。

世界上也許只有美國才敢用這麼多土地來
種草。聯棟屋每戶都有一塊數以十平米計的草

地；獨棟屋都有幾畝、十幾畝，甚至幾十畝的
草地；草地還是學校、社區、公司、公園的運
動場等場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至於
星羅棋佈的高爾夫球場，更是一片片一望無際
，連綿不斷的草地。保證這些美麗的草長好的
基本資源，是寶貴的不可再生的水。而水在美
國就好像真的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似的。這狀
況在那些人多地少，以及缺乏水資源的國度看
來，是一種讓人嫉恨的奢嗜，不可饒恕的浪費
。但是再一細想，育草、種草、護草、修草，
已形成一條極為完整、成熟、發達的產業鏈，
創造了無數的就業崗位，是經濟結構中不可缺
少的一環，難改的國情。大規模種草，或許是
美國獨具的特色。

種草 鄒少男

我們移民到美洲大陸，在此學習、工作和生
活，許多人卻對誰是這裏的真正主人不甚瞭
解。趣味俱樂部有幸請到了海蒂女士，將從
歷史、地理、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系統地
講述美洲大陸原住民的悠久歷史，燦爛文化
，和悲慘命運。
美洲大陸占世界土地面積的1/4，居住在這
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已在此生活了萬年，產生
了豐富多彩的文化。但就在短短的幾百年前
，被文明的西方人野蠻地摧毀了。這是人類
和世界文化的巨大損失。
海蒂多年學習研究，走過了美洲的重山複水
，深入部落探訪，為他們的信仰而感動、為
他們的文化而贊嘆，為他們的命運而不平，
為世界文明的重大損失而痛心。將特別對有

代表性的頑強的因紐特人，輝煌輝煌的瑪雅
文化，神秘的印加帝國，以及可貴的梅本宮
柯瑞民族作重點介紹。
望此講座能帶領聽衆，通過時光隧道，從遼
闊莽荒的遠古，來到輝煌文化的古代，再到
黑暗血腥的殖民時期，直至艱難求存的當今
。使美洲真正的主人屹立在人們的心中。
特約嘉賓：海蒂女士
時 間： 10/04（星期二）12:30 – 1:30 pm
地點：
長樂社Upper County Community Center
8201 Emory Grove Rd. Gaithersburg MD
20877
連絡人：董鐵柱 titchu@yahoo.com

肖淑娟 xiao.shujuan@gmail.com

話題70 美洲真正的主人
趣味俱樂部活動資訊

10月24日週一上午八 時30分至下午五
時 30 分於本會會議廳 917 Veirs Mill Road,
Rockville, MD 20851（Rt586 與 Rt28 交叉
東-南側）舉行。會議將有豐富內容。特請
國寶級管竟環教授講中藥歸經，肺經病證
與用藥並將介紹管教授主持下的最新研究
成果數則。雲南中醫學院李平教授講她對
香砂養胃丸的實驗和臨床研究，李教授主
持的研究揭示了香砂養胃丸對胃腸動力學
和胃腸道微生物的作用，受到醫界的高度
評價。我會資深會員新加坡大學博士陳智
松醫師講皮膚病的中醫治療介紹他的多例
臨床病例經驗。我會資深會員施海燕醫師

在華府地區久負盛名，求醫者甚眾，施醫
師將不惜介紹自己在美國艱苦創業，打下
一片天地，取得成功的經驗。施醫師的演
講將給欲將創業或新創業的同道極現實的
借鑒。四位講演者均有頂級的高學歷與豐
富臨床經驗。故講座內容極為豐富並緊密
結合臨床實踐。講座共計8個NCCAOM學
分。歡迎同道們參加我會活動。每人收費
30元。聯繫電話202-380-6619 方能御醫師
，301-738-8284葛曉川醫師。請諸同道好
友邦助轉告，為謝。計畫來會者請將您的
英 文 名 和 執 照 號 提 前 發 給 方 醫 師 neng.
fang@dc.gov，以便印製學分證。

大華府針灸學會 (AAMW)
2016秋季繼續教育學術活動

定於10月24日舉行

 

























自從十年前由職場退休，搬來矽穀幫忙照
顧孩子們後，就常走到居處鄰近的一個大教堂
裡參加一些音樂的表演活動。上週六的晚上看
到很多華人在教會附近，就在忙完家事後走了
過去，正好趕上灣區華人海盟合唱團二十週年
音樂會的下半場（圖一）。還沒有看清節目單
，就聽到他們以委婉的歌聲唱出了當晚的主題
曲“閃亮的日子”。然後在他們以懷舊的心情
，創新的歌曲連唱方式，唱出“把根留住”，
“牽手”，“再回首”，甚至Sanctus等自己熟
悉的老歌時，不禁想起多年來參加合唱團隊所
獲得的那些閃亮的日子。

因為自幼失聰，靠著半個耳朵考進大學，
然後在助聽器的幫助下讀完，再來到美國念
書，就業和成家，從來沒有想到要加入合唱

團。但是在1979年擔任華府博城中文學校校
長的時候，看到好些家長們在孩子們上課時
，聚集在音樂教室裡開心地唱歌，令人好不
羨慕。所以當我任滿下臺，接到他們團長唐玲
的邀請時，就不顧自幼重聽的毛病，加入了童
心合唱團的隊伍。除了少數學音樂的人之外，
我們大多數人都不認得五線譜。所以當時的李
友石指揮還要教我們如何念譜，或者為我們
“翻譯”成簡譜。這樣學了兩支歌，就上臺參
加了1980年在肯乃迪中心，為越華難民籌款的
義演。?然後的二十年裡，同這些童心未泯的朋
友們一起在歌聲裡跨濄了中年，看到彼此孩子
們的成長和歌本的加厚。由於週末教車等活動
，我離開了週日練唱的童心合唱團。但是這份
由那兒得來的心情和經驗帶我加入了更多的合

唱團隊，包括華府的夕陽紅和如今在矽谷的萬
年青，也經常參加很多音樂的活動，交了好些
朋友，充實了晚年的生活。

這些年也有幸參加了好多有意義的活動，
唱過很多不同的中外歌曲，深深地體會到合唱
，特別是有意義的大型合唱，的感人之美。記
憶裡最深的一次是於1989年9月16日在紐約林
肯中心，為記念“六四”百日的“國殤”音樂
會。那時由大陸來的團隊還不多，我們美東十
四個合唱團三百多人在三個月內，練了包括
“國殤”和“欲悲聞鬼叫”等十幾支名曲，會
師在紐約，一起為那些死難在坦克車下的青年
們哭泣。其次是在1995年的八月，由包括美東
各地加上北京中央合唱團的三百多人在嚴良?指
揮下，在紐約林肯中心用“黃河大合唱”來紀

念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在那兒，第一次聽到汪
燕燕的“黃河怨”，心幾乎都碎了。十年後，
在華府的Strathmore?音樂廳的紀念抗戰勝利六
十週年音樂會上，再聽到汪燕燕那充滿了悲情的
“黃河怨”時，令人感受到古人說的“長歌當哭
！”的真諦。

那天晚上，在灣區名聲樂家丁國勳精彩的指
揮下，海盟的朋友們，包括我們萬年青的一位歌
友蔡佩妮（圖二）在內，讓我在回憶那些閃亮的
日子之外，也欣賞到了很多中外藝術歌曲和民謠
。為此，我們都應當感謝他這二十年來的辛勞
和那份對合唱音樂的熱情與堅持。

閃亮的日子閃亮的日子閃亮的日子 蔡老師



Yao Ming Appointed to Post With New Chinese 
Basketball Company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pro sports is linked to the 
prevailing conditions in the country," Zhang told 
Shanghai news outlet The Paper, alluding to the fact 
that state-owned institutions still dominated key 
sectors. Without help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CBA 
cannot develop, and private companies are not capable 
of running the league, he added.
According to a person who attended the April 
negotiations, Zhang tol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BCU 
that "you can choose to join the joint venture or not. 
… (If you want to,) you need to position yourself in 
the right place."
Frustrated with the result, Yao said at a news conference 
in April that the new plan is "like wrapping our current 
system up in a company's shell" and that he would not 
consider joining the joint venture.
Clubs have long complained that the CBA's business 
structure thwarted competition. Unlike the NBA, 

where teams can keep most of the sponsorship money 
they earn, Chinese teams must transfer all earnings 
to the league. The CBA redistributes the profits after 
taking a cut and paying millions to Infront Sports & 
Media, which holds broadcasting rights, a practice 
many say has left the teams with very little to invest 
in the sport.
Yan Xiaoming, a former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the CBA's Liaoning Flying Leopards, said the 
contract lets Infront pocket nearly 500 million yuan 
($75 million) a year, or as much as 70 percent of all 
revenue collected by CBA teams. The CBA, through 
its revenue redistribution system, gives each team only 
13 million yuan a year toward costs including player 
salaries, Yan said.
Most teams have been bleeding money for years, 
media reports showed. (Courtesy http://english.caixin.
com/2016-09-23) 

which gives the state 30 percent control and each of 
the 20 pro teams a 3.5 percent stake.
The new venture is still unnamed, although media have 
been calling it "the CBA Company."
The appointments come five months after the 
government-run China Basketball Association (CBA) 
blocked attempts by Yao, who owns the Shanghai 
Sharks, and other club owners to revamp the league 
to more closely resemble the profitable U.S.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BA) by giving team owners 
a greater say in managing the league.
In January, the former NBA All-Star center and the 
owners of 17 teams formed the China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Club United Inc. (BCU), and proposed 
a joint venture in which the BCU had a majority 63 
percent stake. But the CBA shot down the idea in April 
and proposed an alternative that ensured greater state 
control.

(Beijing) — NBA Hall 
of Famer Yao Ming 
was appointed deputy 
chairman of a Chinese 
government-led joint 
venture with local clubs to 
manage the country's pro 

basketball association.
But Yao has not said whether he will accept the post. 
Five months earlier, Yao said the arrangement would 
do little to boost the sport.
Li Jinshe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Basketball 
Management Center at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which oversees all athletics activities in the 
country, was appointed chairman of the new venture on 
Thursday, state broadcaster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reported. Also at the venture's shareholders meeting, 
shareholders approved the company's constitution, 

Will Increase The  Flow of People, Goods & 
Capital
Chinese construction company CCCC-FHDI i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12 billion, 31 mile (50 km) 
bridge between Hong Kong, Macau and Zhuhai, in 
effect connecting the east and west banks of the Peral 
River Delta. The bridge, which will include the longest 
bridge span in the world, will be a direct link for 
passengers and freight traffic heading to and from the 
western part of PRD.
The project, overseen by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authorities will increase access of mainland 
China to Hong Kong and bring together densely 
populated and booming centers of manufacturing, 
finance and tourism. The project is wholeheartedly 
supported by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 which is sparing no expense to 
make the project a success. Toll fees are expected to be 
minimal to encourage use of the new bridge.
Longest Bridge In The World Will Employ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The longest 
bridge span will 
be 18.3 miles 
(29.6 km), have 
three cable-
stayed spans 
between 1,246 
feet (280 m) and 
1,509 feet (460 
meters) tall and a 
3.75 mile (6 km) 
harbor tunnel. 
Critical to the 
project are new 

floating modules to support sections of the bridge and 
two new artificial islands in Macau and Zhuhai.
The main Y-shaped bridge uses cutting-edg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design enabling it to 
withstand earthquakes up to 8.0 magnitude, typhoons 
and 300,000 ton cargo vessels; the bridge is designed 
to have a 120-year life span. 
Social & Economic Benefits To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he project, now expected be completed by some time 
in 2017, is a series of bridges and tunnels that will cut 
commuting tim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Zhuhai or 
Macau by 40 minutes or from 4.5 hours to 3 hours and 
45 minutes. The bridge will create a regional transport 
network, improving upon what is considered to be a 
weak land transport network currently in place.
As expected, the new bridge comes with environmental 
issues, including its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natural 
beauty of Tung Chung Bay as well as questions about 
its effect on currently popular destinations like Ngong 
Ping 360 cable car tourist attraction and Hong Kong 
itself. 
Project Background

Since the 1980s,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developing 
transportation links 
from Hong Kong and 
Macao to mainland 
China, especially 

the direct vehicular route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eastern bank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which has strongly promoted 

and ensured mutua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region. 
However, the transportation link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western bank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were underdeveloped and insufficient to meet the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needs.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to revitalize the economy and seek new 
points for economic growth,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deemed 
it necessary to build a sea crossing linking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Zhuhai 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so as to exploit the advantages of Hong 
Kong SAR and Macao SAR and therefore propos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HZMB)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2002.
In July 2003, research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AR on “Transport 
Link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West Bank of 
the Pearl River ” 
was comple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ridge connecting 
the three places is 
of grea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ortance, and 
should be arranged as 
soon as possible.
In August 2003, the 
State Council approved the starting of preliminary work 
for the HZMB, and agreed to establish the Advanced 
Work Coordination Group (AWCG) of HZMB, which 
consisted of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Hong Kong and Macao SAR, with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as the convener. In March 2004,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HZMB Advanced Work Coordination Group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preparatory work of the 
HZMB project was commenced on full scale.
In December 2006, the State Council approv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pecial Taskforce for the HZMB 
l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to be in charge of the coordination 
of important and critical issues in order to further 
accelerate the preliminary work.
Over the last six years, the Special Taskforce and the 
Advanced Work Coordination Group have been making 
significant progress with devoted attention and support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three regional governments. Major issues such as 
the landing points of the bridge, the bridge alignment 
across the Pearl River, the technical alternatives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BCF as well as project financing 
have been resolved in order to pave the way for smooth 
development of the preliminary work.
The significance and necess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ZMB
Based on the planning of the national highway 
network, the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will 
connect Hong Kong on the east bank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to Zhuhai and Macao on the west bank.,It 
will provide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loop - being a key new highway 
transport corridor crossing the Lingdingyang and 
connecting the east and west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The Pearl River Delta is seen as a pioneering region 
fo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and an 
economic center of great importance.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proximity of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Pearl 
River Delta plays a leading role and has a significant 
strategic status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as well as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coasts of 
the Pearl River has widened during the recent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Pearl River Delta,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est coast evidently lagging 
behind that of the east coast. The lack of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with Hong Kong SAR is an important 
reason. Obstructed by the Pearl River, overland 
transport has to detour through the Humen Bridge, 
while the transportation by water is time-consuming 
and vulnerable to weather conditions. The current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cannot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ransport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bank of Pearl River.
Hong Kong is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inancial, commercial and shipping center, and has 
a significant radiating and gathering effect on the 
adjacent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Hong Kong itself 
relies on the abundant resources of the adjacent region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economic 
connec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east coast 
of Pearl River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 Hong 
Kong maintains continuing prosperity and the east 
coast of Pearl River takes the lea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pen economic system, and has become the 
economic region having the highest export-orientation. 
As such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Financing, insurance and tourism are 
Macao’s pillar industries. The long-standing industrial 
division and social pattern between Macao and Hong 
Kong forms a close link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Constructing the transport 
corridor between Hong 
Kong, Zhuhai and Macao 
to enhance the economic 
radiating effect of Hong 
Kong and east coast 
of Pearl River, to fully 
exploit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ity of the west 
coast of Pearl River and 
to facilitate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Macao and the east and west coasts of the Pearl River 
has become a common wish of Hong Kong, Zhuhai 
and Macao.
The Future Of The Bridge
Looking to the fu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ong 
Kong – Zhuhai – Macao Bridge is both essential 
and urgent in order to coordinate and fully develop/
interlink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expressway network with the networks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to establish a closer economic 
and soci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West coast of the 
Pearl River and Hong Kong;  to improv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of Pearl River’s West coast; to speed 
up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layout; to widen the area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Pearl Delta; to maintain th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to coordinat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coasts of the Pearl River.
General Situation and Major Contents 
The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consists of 
three major parts;_the Offshore Bridge and Tunnel; the 
Boundary Crossing Facilitates (BCF) at Hong Kong, 
Zhuhai and Macao; and the Link Roads in these three 
regions. It has been mutually agreed that the offshore 
bridge and tunnel within mainland Chinese territory 
(from the Guangdong/Hong Kong border to the BCFs 
of Zhuhai and Macao) will be built jointly by the three 
regional governments, and the remaining section in 
Hong Kong territory (from San Shek Wan in Hong 
Kong to the Guangdong/Hong Kong border) will be 
built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BCFs of the 
three regions and 
their link roads 
will be built 
independently by 
each jurisdiction.
The Offshore 
bridge and tunnel 
will follow 
a route from 
San Shek Wan to Zhuhai Gongbei / Macao Pearl, 
starting from San Shek Wan on Lantau Island in Hong 
Kong, connecting to the BCF in Hong Kong, passing 
through Hong Kong waters, then continuing to the 
west along the north side of the 23DY anchorage, 
before crossing several navigation channels (Tonggu 
Channel, Lingding West Channel, Qingzhou Channel 
and Jiuzhou Channel) to complete at the artificial 
islands of Zhuhai and Macao BCFs. The total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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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s Rendering Of The Bridge That Will Connect 
Hong Kong, Macau and Zhuhai.

Contract Signing Ceremony for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HZMB) 
Hong Kong Boundary Crossing 
Facilities (HKBCF) - Automatic Vehicle 
Clearance Support System (AVCSS) 
2015-9-21

Progress Photo From The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Project

A Stretch Of The Completed Bridge

The Bridge Project Has Been 30 Years In The Making

The Longest Bridge In The World To                      
Connect Hong Kong, Pearl River Delta

of the crossing is about 35.6km, of which 6km is in 
Hong Kong territory and 29.6km is in the territory 
of Guangdong. A scheme using a bridge and tunnel 
combination has been adopted for this main part of 
the project; the tunnel section is approximately 6.7km 
long across the Lingding West Channel and Tonggu 
Channel, and the bridge section is about 22.9 km. For 
the transitions of the bridge to tunnel sections and to 
accommodate the tunnel ventilation shafts, artificial 
islands are being built at each end of the tunnel. The 
east edge of the east artificial island is 150m from 
the Hong Kong border, and the east edge of the west 
artificial island is 1800m from the Lingding West 
Channel. The minimum edge to edge distance between 
the artificial islands is approximately 5250m.
The bridge and tunnel section provides a dual 3-lane 
carriageway with a design speed of 100 km/h. The 
total bridge width is 33.1m, with the tunnel width of 
2×14.25m and a vertical clearance of 5.1 meters. The 

design live load for the 
bridge complies with both 
China’s Highway Class I 
for Bridge Design Vehicle 
Loads, and the live load 
provisions in the Design 
Manual for Roads and 
Railways of Hong Kong. 
The designed service life 
of the bridge is 120 years. 
The remaining technical 
standards adopted are in 
accordance with Highway 

Technical Standard (JTGB01-2003)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of China. Navigation standard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tement of Navigation 
Clearance and Technical Demands of the Hong Kong-
Zhuhai-Macao Bridge (JSF [2008] No.97) by Ministry 
of Transport of China.
The BCFs will be built independently and administer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of the three governments in a 
format of “Three regions, Three Custom Inspections”. 
The BCF for Hong Kong will be located in Hong 
Kong. The BCFs for the mainland (Zhuhai) and 
Macao will be co-located on an artificial island in 
mainland waters adjacent to Mingzhu, Macao. The 
reclaimed land of 208.87 hectares for this artificial 
island consists of four distinct areas,the administration 
facilities of HZMB; the connecting area in Zhuhai; the 
Zhuhai BCF administrative area and the Macao BCF 
administrative area.
The link road to Zhuhai starts at the Zhuhai BCF on 
Zhuhai -Macao artificial island, passes Wan Chai 
and the north side of Zhuhai Free Trade Zone. and 
ends at Hong Wan in Zhuhai. It will then connect to 
a proposed 13.4km highway, to form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l loop, from Nanping in Zhuhai to Hong 
Wan. The link road will be constructed to two-way 
six-lane expressway standard, with the design speed 
of 80 km/h, the roadbed width of 32 m, the total bridge 
width of 31.5 m and tunnel width of 2×14 meters. The 
designed load rating for vehicle will be Highway- 
Grade I, and the remaining technical standards 
adopted wi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Highway Technical 
Standard (JTGB01-2003)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Financing of the Main Offshore Work of the 
Bridge and Tunnel
The main offshore work of the bridge and tunnel which 
will be built jointly by the three regional governments, 
will cost about RMB 38.1 billion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statement following the 
preliminary design of the main works.). The total 
capital investment in the project will be RMB 15.73 
billion (being approximately 45.3% of the estimated 
total cost). The Mainland, Hong Kong SAR and Macao 
SAR will contribute RMB 7 billion, RMB 6.75 billion 
and RMB 1.98 billion respectively. 
The remainder will be financed by the legal authority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Authority) through 
syndicated loans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ble laws of 
mainland China. (Courtesy  http://www.hzmb.hk/eng/
about_overview)

NBA Hall Of Famer Has Not  Formally Accepted Post Of Deputy Chairman On Government-Led CBA Managemen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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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女人比喻成一本書，那書的內容當屬散文類，讓人越
看越想看，越看越讓男人如痴如醉。有人說女人似水，有人說女
人如花，我認為女人是藍天上飄忽的白雲，在自己的那一片天中
詮釋著自己的童話。

如花似玉的女人、溫柔可人的女人、柳絮才高的女人，無不
令男人神往.。豐滿的身材、細膩的皮膚、溫柔的舉止，令每一
個男人陶醉。女人如花，因為女人含蓄、美麗、嫵媚，世界因為
有女人的陪襯而更加絢麗多彩。

然而，‘歲月不饒人’隨著時間的推逝，更年期隨之到來，
更年期就是從性成熟到性機能衰退的生理過渡時期，此時婦女卵
巢功能逐漸衰退，乃至消失，由生殖旺盛期轉入老年期。

更年期是每個女人在一生的必經階段，家庭和社會應該給予
更多的關愛和重視。然而，更年期的女人並不老，老的是自己的
想法，人生在成熟中成長著，在意自己的感受，感受中學會調整
生活。記住該記住的，忘卻該忘卻的，詮釋自己，心胸開闊坦然
。更年期的女人，其實正是人生的旺季，是曾經播種過，品嘗收
獲的季節。依然渴望被重視，依然希望在呼吸著青春，呼吸著生
命。

進入更年期後，女性的身體不再像年輕時那樣反應靈敏，從
性生活中獲得的快感也大不如前，一項調查表明，很多女性到了
中年就出現明顯的性欲減退和陰道分泌物減少。絕經後的女性不

僅覺得自己精力不如以前，每逢老公要與自己親熱時，還會產生
反感。因為陰道變僵、狹窄和干燥，性生活給自己帶來的只是疼
痛和痛苦。看到丈夫失望的目光，回憶夫妻間曾經擁有的美好時
光，很多女性朋友都頗感遺憾。

更年期的婦女除了生理上的不適外，還會存在心理上的不適
。不少婦女認為自己喪失了生育能力也就意味著喪失了性功能，
因而顯得十分消極悲觀，甚至拒絕性生活。眾所周知，更年期婦
女的性興奮較年輕女性本來就低，陰道分泌物也逐漸減少，如果
再人為地抑制性生活，會造成惡性循環，使陰道更加干澀，性交
更困難。其實，更年期婦女只是月經停止，並沒有喪失性生活的
能力；相反，只要更年期婦女放下精神上的包袱，完全可以過上
和諧美滿的性生活，因為這時她們已不必擔心懷孕。

由於進入更年期的女性體內的雌激素水平驟然下降，會引起
一系列生理變化，比如失眠、易怒，性欲下降等等。盡管更年期
的話題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熟知，可是更年期女性的性健康問
題一直是蒙著厚重的面紗，似有若無性欲衰退並不是性功能喪失
，追求“性”福的晚年生活是每個更年期女性的權利。

現代醫學研究表明，陰道干澀、分泌物減少主要是由卵巢功
能的退化和萎縮、卵泡異常、雌激素分泌減少造成的。當雌激素
恢復到正常水平時，機體的相應機能很快得到改善，女性在性生
活方面很快得到自信，可盡情展示女人的韻味，使男人更加魂牽

夢繞，浮想聯翩，女人會把自己
最溫柔風采展現給男人，重新享
受‘性’福的甜蜜味道。

服用紅人歸（Sangel）膠囊
吧，一種純天然植物提取物的復
合精華素，安全無毒，使用方便
，她能恢復您旺盛的雌激素分泌
水平，營養和活化卵巢細胞，改
善卵巢微循環網，使卵巢排出的
卵泡更加紅潤，陰道會出現緊縮
、亢進、分泌物增加，變得柔軟
，舒適，潤滑，使‘性’福的溫
度升高，盡享二人世界的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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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免費咨詢電話1—888—518—7778
全球女性更年期保健免費咨詢電話1—604—518—7778 傳真:

1-604-303-7720

紅人歸紅人歸（（SangelSangel））膠囊膠囊———助您重享魚水之歡—助您重享魚水之歡

（ 本報記者秦鴻鈞 ）韓國料理最令人
戀戀難忘的莫過於風味，口感十足的韓國烤
肉，營養又美味的豆腐煲，以及美味，營養
兼口感甚佳的石鍋拌飯。位於八號公路旁與
Beechnut 交口上的越華廣場今年六月才新開
張的 「Bobs & Grill 韓國烤肉食府 」，多年
來一直在中國城，與中國人有不解之緣，從
Harwin & Ranchester 交口上的 「故鄉 」 ，
到如今仍在中國城 「越華廣場」，吸引了
不少中國老客人前來，大家忍不住要就近前
來大塊朵頤一番。

「Bobs & Grill 韓國烤肉食府 」 現正舉
辦烤肉，豆腐煲，石鍋拌飯 「三合一 」 特
價大優惠，自十月三日起至十月十三日止，
凡選韓式烤肉（ 牛，豬任一種，原價$18.99
，$17.99） 及韓式豆腐煲（ 原價$9.99 ），
及石鍋拌飯（$10.99 ）三合一，即任選三種
，平常要$39.97 的價格，現只收 $24.99，
（可獲15元優惠），還有免費供您取用的泡
菜，小菜。這項優惠僅限周一至周四每天下
午五點前，其他時間還是原價。且必需在店

內 「堂食 」 ，沒有 「外
賣 」（ To go ),敬請把握
十月十三日前的優惠時間
，多人前往大塊朵頤一番
，只需付 一 ，二人的餐費
，再划算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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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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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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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bs & Grill Koren B.B.Q. 」的地址在
：8300 W. Sam Houston Pkwy, Houston TX
77072 （ 位於越華廣場靠近8 號公路區位 ）
，電話:(832) 338-6653, ( 832 ) 486- 9458

在越華廣場的 「Bobs & Grill 韓國烤肉食府 」
現正舉行烤肉，豆腐煲，拌飯三合一特價優惠，至10月13號止

王朝通訊徵人王朝通訊徵人
（（本報訊本報訊）） 位於位於 「「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內的內的 「「 王朝通訊王朝通訊 」」 徵人徵人，，凡對手機的性質與功能凡對手機的性質與功能

有所了解者有所了解者，，皆能前往應徵皆能前往應徵，，請電請電（（713713））777777--72337233 LilyLily 洽洽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陳康元醫師，王琳博士上周六在華
人聖經教會的光鹽社講座中宣稱：今年，2016 年是 「免疫療法
」 的豐收年，已被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 正式批准應用於
臨床治療，和正在進行臨床實驗的藥物，如雨後春筍，被FDA
加速破格批准。

陳康元，王琳表示：他們將癌症免疫療法分為： 「被動免
疫」： 將標靶治療藥物，直接注射治療用的抗體； 「主動免疫
」： 使用細胞激素，癌症疫苗，以活化，訓練病人自體免疫系
統為目標； 「免疫檢查點」： 以單株抗體抑制人體 T 細胞膜上
的接受器。

但是專家學者都認為癌症預苗和免疫療法還有一段漫長的路
要走，不單是癌細胞的抗原靶式措綜複雜，對人體免疫系統的反
應極其狡猾，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每個人的免疫力都不同，以致
用同樣的藥物對付同樣的癌症，其效應卻常有不同。推理而知，
每個人自身的免疫力水平，對於癌症的預防和治癒，都極具關鍵
性。

陳康元醫師和王琳博士介紹人體免疫系統及相關功能，癌症
預防針（也就是癌症預苗），以及免疫療法。陳醫師夫婦進一步
介紹：如何提升個人的免疫功能及水平，延年益壽，有個健康的
身體。

陳康元醫師和王琳博士說實踐健康生活提升你的免疫力策略
健康生活的準則是你可以採取對保持免疫系統強大和健康的最好
的一步：
• 不要吸煙。
• 吃的飲食富含水果，蔬菜和全穀物和低飽和脂肪。
• 經常運動鍛煉身體。
• 保持健康的體重。
• 控制血壓。
• 如果你喝酒，只喝適量。
• 獲得充足的睡眠。
• 採取措施避免感染，如經常洗手，徹底烹調肉類。
• 找正規的醫療篩查測試你的年齡組和風險類別。
陳康元醫師和王琳博士說五種方法可以幫助你的免疫系統

1.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
• 防禦個人感染，也避免將疾病傳給別人。

• 準備食物前和如廁後，要用肥皂和水洗手。
• 當你打噴嚏或咳嗽時 ，用紙巾摀住嘴和鼻子，或
用你的胳膊肘遮住，而不是你的手。
• 清洗並包紮所有傷口。任何嚴重的傷口，動物或人
的咬傷，都應該由醫生進行檢查。
• 不要擠弄正在癒合的傷口或青春痘。這樣做會使細
菌進入而感染。

2.免疫接種預防
• 許多嚴重的感染可以通過免疫接種預防。
疫苗通常是安全的和有效的，可能發生的一些常見的副
作用包括手臂酸痛或低熱。
• 諮詢你的醫生有關你的免疫狀況。
一般來說：
• 兒童應接受推薦的兒童疫苗接種。
• 成年人應該確保他們的疫苗接種是最新的。
• 旅行者應得到任何必要的補充免疫接種。

3.食品安全。
雖然食物中毒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沒有生命危險的，但
是少數仍然有可能導致嚴重的醫療條件，包括腎功能衰
竭和腦膜炎。以下防範措施，將有助於殺死你購買的食物中的病
菌，並幫助您避免將食物中新的病菌引入家中：
• 每次處理生的食物以前和以後，都用肥皂和水清洗雙手。
• 在烹調前用自來水用所有肉類，家禽和魚類。
• 在食用之前用流水沖洗所有的水果和蔬菜。
• 分開生和熟的食物，決不用處理生肉時使用過的相同器皿或
菜板用於熟肉製品。
• 徹底煮熟食物，使用肉類溫度計，以確保整個禽肉熟到
180°F，烤肉和牛排到145°F，和肉餡160°F。烹調魚類食品
直到它是不透明的。
• 僅在冰箱或在微波爐解凍食品。

4. 旅遊健康
• 旅行之前至少三個月，諮詢醫生你是否需要任何免疫接種。
• 如果您是前往蟲媒疾病存在的地區，採取和使用含有避蚊胺
的驅蚊劑(insect repellent containing DEET )。在許多熱帶地區，
蚊子可以攜帶瘧疾，登革熱，黃熱病，日本腦炎，以及許多其他

嚴重感染。在美國的許多地方，草地和樹林也會帶來萊姆病(tick
& Lyme disease)或其他疾病。
• 避免讓國外任何不必要的注射 ，免疫接種，甚至紋身。針
頭和注射器（甚至一次性的）被重用在世界的某些部分。

5.清潔的飲用水
• 在旅途中不要飲用冰。冷凍不會殺死所有微生物感染。
• 只飲用瓶裝飲料 - 如汽水或瓶裝水 - 有安全蓋。要知道，
有些果汁含有當地不純淨的水。
• 飲水前煮沸所有自來水，或只喝瓶裝水;
• 如果你必須喝的水，使其處於沸騰一分鐘。
• 使用瓶裝水或開水刷牙。
• 不要生吃的蔬菜，包括生菜;
• 不吃你沒有自己去皮的新鮮或未煮過的水果。
• 不要食用奶製品（牛奶也許沒有用巴氏殺菌）。
• 避免湖泊和溪流，它可以包含來自人或動物排泄物因此致病
。

為服務居住在達福地區鄉親，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訂於2016年10月15日（星期六）下午2時至4時在達拉斯華人
活 動 中 心 （Dallas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地 址 ： 400 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1）辦理行動領務服務。

達福地區鄉親倘需申請換（補）發護照、赴臺灣簽證或辦理文件
證明業務等，敬請攜帶相關文件，並備妥郵資與填妥地址之回郵
信封後到現場遞件。本處將攜回相關文件，並於辦理完畢後依據
所附之回郵信封郵寄申請人。

申請相關規定及所需文件與表格，敬請自本處網站 （http://
roc-taiwan.org/ushou）領務組項下查詢與下載，或電話詢問
（1-713-626-7445）。另關於服務地點查詢，請洽達拉斯華人
活動中心（電話：972-480-0311）。

陳康元醫師王琳博士漫談2016 免疫新知
實踐健康生活可提升你的免疫力的策略及方法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將於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將於20162016年年1010月月1515日日
赴德州達拉斯地區辦理行動領務服務赴德州達拉斯地區辦理行動領務服務

圖為陳康元醫師，王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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