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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國最大規模亞洲超市 Hmart 漢亞龍已在
WeChat開通官方帳號﹒Hmart將透過平台發佈最新活動
資訊﹑每週賣場促銷特價商品及優惠券(coupon)等﹒關注
漢亞龍官方微信帳號可添加官方 ID: hmartofficial或輕掃
QR Code一鍵關注﹒

H-Mart集團公司經營部負責人介紹說﹕“漢亞龍豐富
又安心的食材一直深受中國消費者的歡迎﹐希望借We-
Chat 平台的推出﹐讓消費者能更快和準確的了解店鋪活
動﹐享受到更多地優惠及便利﹔平台也會介紹推廣有趣和
精彩的亞洲美食文化﹒”

Hmart漢亞龍超市是全美最大的亞洲超市集團﹐現已
在全美 11 個州有 50 家分店﹐並同時下轄網絡購物中心
(www.hmart.com)﹒漢亞龍致力於以更好的產品﹑最舒適
的環境及最專業的服務﹐為熱愛亞洲美食和生活的美國顧
客帶來優質生活體驗﹒“更好的食品﹐更好的生活”是Hmart
的理念﹒其競爭優勢﹕一是新鮮﹐二是低價﹒Hmart的食
品﹑蔬菜﹑水果質量上乘﹑新鮮又廉價﹒另外﹐店內整潔乾
淨﹑寬敞明亮﹑空氣清新﹐購物環境好﹒

詳情諮詢﹕漢亞龍超市顧客服務中心（T. 877-427-7386）

颶風時節 德州20多個縣市居民可申請聯邦災害援助
（休斯頓/孫雯訊）德克薩斯州，奧斯汀 -

據緊急事務管理德州司(TDEM)以及聯邦緊急事
務管理署(FEMA)擴大了自 5 月 4 日開始的嚴重
的風暴、龍卷風、直行風和水浸，聯邦災害管
理救助辦法， 對新增的20多個縣的個人進行援
助。

最新指定的個人援助20個德克薩斯州縣為
： Bastrop, Blanco, Caldwell, Denton, Eastland,
Fort Bend, Gaines, Guadalupe, Henderson, Hidal-
go, Johnson, Milam, Montague, Navarro, Rusk,
Smith, Travis, Wichita, Williamson 以及 Wise。根
據5月29日聯邦災害宣言，最初指定的三個縣
為：Harris, Hays 以及 Van Zandt。

對業主和房客的救災援助，可包括贈款，
幫助支付租金、臨時住房和家庭修理，以及其
他嚴重災難有關的需要，如醫療、牙醫費用、
葬禮或葬禮費用。

幫助所有規模的企業、私人非營利組織、
業主、以及租戶資助維修或重建努力，並涵蓋
更換丟失或災害損壞的個人財產的成本。這些
災難貸款涵蓋保險或其他恢復未能完全賠償的
損失，但不重復其他機構或組織的救濟金。

作為聯邦災害恢復進程的一部分，居民和

企業所有者應立即向美國小企業管理局（SBA
）提出申請，而不是等待保險賠付解決。

符合下列條件的受災家庭與個人可以申請
救助:
一、對於非直接擁有的付租金/還貸款居住的房
屋因本次天災無法繼續居住的， 查實後可為房
主提供3個月，為房客提供最少一個月的暫時
居住協助。協助時間通過申請的具體情況可有
所延長。
二、在受損住宅的安全，衛生與功能性等重大
硬件缺失上，政府協助給予保險未保障的修補
，更換費用。
三、個人財產，包括醫療，牙科，喪葬，交通
和其他受災害影響的相關需求， 政府協助給予
保險未保障的補償，援助費用。
四、如自僱個人等沒有聯邦補助與社會保障的
人員， 因本次天災造成失去工作等情況， 聯邦
政府給予最多26周的工資補償。
五、為未付清貸款的個人受損住宅提供最高$20
萬的低利率貸款; 為未付清貸款的個人財產提供
最高$40萬的低利率貸款， 包括出租損失; 為未
付清貸款的商業財產提供最高$200萬的低利率
貸款。

六、為在本次天災中現金流與資本運營受到影
響的小型企業，小型農業合作社與大部分私人/
非盈利機構提供高達$200萬的貸款。本項貸款
與第5條的財產貸款總共不可超過$200萬。
七、為農民， 牧場與水產養殖者的直接損失提
供最高$50萬的貸款， 此項貸款與個人住所補
助分開。
八、其他救濟方案：為受災地區人民提供救災
咨詢服務；提供傷亡損失所得稅服務；提供法
律，退伍軍人以及社會保障咨詢服務。

人們可以在線申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
(FEMA)援助 www.disasterassistance.gov，或通過
智能手機與基於 Web 的設備在 m.fema.gov。申
請人亦可在中部時間上午 6 時至晚上 9 時致電
800-621-3362 或 (TTY) 800-462-7585。有多
語種接線員，包括中文。

不論種族、膚色、宗教信仰、國籍、性別
、年齡、殘疾、英語水平或經濟地位如何，都
可獲得災難恢復援助。如果您或您認識的人受
到歧視，請致電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免
費電話號碼 800-621-FEMA (3362)。TTY 請致
電 800-462-7585。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的任務是

支持我們的公民和急救人員，確保我們作為一
個國家一起創建、維持和改善我們的能力，做
好準備，防止、響應、恢復和減輕所有危險。
請 在 Twitter 上 跟 進 我 們 https://twitter.com/
femaregion6 和 FEMA 博客 http://blog.fema.gov
。

美國小企業管理局（SBA）是聯邦政府災
難破壞私人財產長期重建的主要供資來源。美
國小企業管理局（SBA）幫助所有規模的企業
、私人非營利組織、業主、以及租戶資助維修
或重建努力，並涵蓋更換丟失或災害損壞的個
人財產的成本。這些災難貸款涵蓋保險或其他
恢復未能完全賠償的損失，但不重復其他機構
或組織的救濟金。有關更多信息，申請者可聯
系美國小企業管理局（SBA）的災害援助中心
的客戶服務，致電 (800)659-2955，通過電子郵
件 disastercustomerservice@sba.gov，或訪問美國
小企業管理局（SBA）的網站 www.sba.gov/di-
saster。耳聾和有聽力障礙的個人可以致電 (800)
877-8339。

熱帶風暴“比爾”(Bill)已
於16日中午11點45分左右，
在德州西南的 Matagorda Bay
登陸，登陸前後德州海岸普降
大雨。休斯頓城區、西部和西
南部情況較好，大多時候一片
風平浪靜。但休斯頓北部從今
天上午便暴雨傾盆，59 號高

速公路 Spring 路段和 Wood-
lands路段行車緩慢，布什機場
多個航班延誤或取消。

最新消息預計休斯頓降水
主要集中在 16 日晚與 17 日，
因此暴雨警報直到周三(17日)
下午6點解除，龍卷風警報於
16 日生效，將影響休斯頓在

內 13 個 郡 ， 包 括 Galveston,
Grimes, Harris, Jackson, Liber-
ty, Matagorda, Montgomery,
Polk, San Jacinto, Walker,
Waller, Washington and Waller
，請市民做好一切災情預備準
備。

比爾登陸 氣象局提醒市民時刻關注實時天氣














 

信託退休計畫和傳統退休計畫的分析

人生的不同階段,常常有著不同的規劃,一個
善於規劃,提早計畫的人,在遇到問題時,都會從
容不迫的面對。

喜歡儲蓄,為將來存錢,全球華裔的一大美德
,但就退休計畫來說,如果不是很好的提早規劃,
退休計畫中錢太多了,未必是劃算的事。對於有
工作拿薪水人群來講,真正花錢最多的是退休前,
如買房子,子女的教育基金等,投入退休計畫的錢
太多,除了意味著你退休前能夠支付的錢少,同時
，以潛在著今天省了很多的稅,明天可能要繳更
高的稅的危機。

談到退休計畫,更多的人想到的是傳統退休

計畫的 IRA OR Roth IRA ,401K 等,而信託退
休計畫和傳統退休計畫的差別及益處,卻從來沒
有比較過。

美南銀行作為社區銀行,長期以來一直熱心
支持並參與社區服務,盡一切力量盡可能的將好
的資訊，信息及時提供社區民眾。三年前為社
區開放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 並在本中心舉
辦了多場不同主題的專業講座, 目的是將好的
資訊提供社區民眾,受到一致好評。

美林美銀財務顧問趙海英女士為華裔民眾,
尤其是年長族群,提供了很好的資訊和建議。,自
今年三月份以來,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每月
都舉辦有關財務管理和退休計畫的講座,受到社
區民眾的好評,趙海英女士,將於六月二十日,在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跟您一起分析信託退休
計畫和傳統退休計畫的不同之處，歡迎各位參
加。

講座主題:信託退休計畫和傳統退休計畫的

分析
講座地點: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TX 77036)
講座時間:六月二十日10am-11:45am

今天的規劃今天的規劃,,保護明天的財富保護明天的財富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市長候選人賈西休士頓市長候選人賈西
亞亞（（Adrian GarciaAdrian Garcia））出席台出席台
商會年會活動商會年會活動，，台上台商會台上台商會
會長陳志宏會長陳志宏,,副會長周政賢及副會長周政賢及
理事們高喊理事們高喊 「「凍蒜凍蒜((當選當選))」」
，，預祝賈西亞順利當選預祝賈西亞順利當選。。

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夫婦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夫婦,,副董事長楊明耕副董事長楊明耕,,總經理黃國樑夫總經理黃國樑夫
婦婦,,公關楊瓊芬公關楊瓊芬,,董事譚秋晴董事譚秋晴,,陳適中夫婦陳適中夫婦,Billy,Billy 陳及郭又萍出席休士頓陳及郭又萍出席休士頓
臺灣商會臺灣商會66月月1313日晚在休士頓珍寶海鮮餐廳舉行第日晚在休士頓珍寶海鮮餐廳舉行第2929屆年會暨新舊屆年會暨新舊
會長交接典禮會長交接典禮

休士頓台灣商會陳志宏會長歡送台北經休士頓台灣商會陳志宏會長歡送台北經
文處經濟組長黃立正及外交部鄭蔡雄文處經濟組長黃立正及外交部鄭蔡雄，，黃立黃立
正組長將榮返台灣繼續為國服務正組長將榮返台灣繼續為國服務,,鄭蔡雄組長鄭蔡雄組長
返台退休返台退休

休士頓市長候選人賈西亞休士頓市長候選人賈西亞（（Adrian GarciaAdrian Garcia））夫婦出席台商夫婦出席台商
會年會活動趨前向台商會會長陳志宏會年會活動趨前向台商會會長陳志宏,,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邱邱
瓊慧夫婦瓊慧夫婦,,李迎霞李迎霞,,王妍霞及張世勳等人致意王妍霞及張世勳等人致意

休士頓台灣商會休士頓台灣商會66月月1313日在珍寶海鮮餐廳舉行第日在珍寶海鮮餐廳舉行第2929屆年會屆年會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美南銀行董事黃泰生美南銀行董事黃泰生,,王秀姿夫婦王秀姿夫婦,,資資
深副總裁盧建昌深副總裁盧建昌,,公關周明潔及行員等參加台灣商會第公關周明潔及行員等參加台灣商會第2929屆年會屆年會

哈里斯郡張文華法官哈里斯郡張文華法官,,張少歐心臟科醫師張少歐心臟科醫師,,李衛民牙醫師李衛民牙醫師,,
朱洪恩及王妍霞共襄盛舉參與台灣商會第朱洪恩及王妍霞共襄盛舉參與台灣商會第2929屆年會屆年會

休士頓台灣商會休士頓台灣商會66月月1313日在珍寶海鮮餐廳舉行第日在珍寶海鮮餐廳舉行第2929屆屆
年會台上台商會會長陳志宏贈送蘭花給商會榮譽副會長張智年會台上台商會會長陳志宏贈送蘭花給商會榮譽副會長張智
嘉嘉,,王敦正王敦正,,陳舜哲陳舜哲,,李迎霞李迎霞,,吳堯明吳堯明,,方台生方台生,,楊崇肯楊崇肯,,張世勳張世勳..

朱洪恩朱洪恩(Jeffrey Chu)(Jeffrey Chu)和劉秀美僑務委員及和劉秀美僑務委員及
HEBHEB 經理謝碧蓮經理謝碧蓮,,休士頓警察局中尉女警官休士頓警察局中尉女警官
Conn,GaryConn,Gary 何警員合影何警員合影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人
長期腰痛背痛頸痛，這個病不能
輕視，很有可能是椎間盤突出。
椎間盤突出分為腰椎間盤突出和
頸椎間盤突出。腰椎間盤突出癥
為腰腿痛常見原因之一，其主要
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椎間盤
突出又名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癥
或腰椎間盤髓核突出癥，就是人

們常說的“腰脫
”或“腰突”。
它是指人體隨著
年齡的增長或急
性外傷和積累性
外傷等原因，使
腰椎間盤發生退
行性變異導致纖
維環破裂，造成
髓核脫出壓迫神
經根或硬膜囊而
引起的坐骨神經
痛等一系列腰腿
痛癥狀的骨科常

見病、多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底

部疼痛，下肢放射性疼痛（坐骨
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
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
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
，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
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
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多數患者

有不同程度的外傷史，造成腰椎
間盤纖維環破裂，髓核向後或後
外側突出，壓迫脊神經根引起腰
腿痛，坐骨神經痛是腰間盤突出
癥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
，有明顯的頸部外傷史或有長時
間低頭位工作的職業史。神經根
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上背
部劇烈疼痛，伴上肢放射性神經
痛；頸部運動和睡眠時，疼痛加
重。肌力下降，腱反射減弱或消
失，臂叢神經牽拉試驗陽性。部
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
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
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
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
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
用非手術治療，運用推拿、器材
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

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
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
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
診斷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
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
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
水程度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
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
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
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 80%。李醫
生還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
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 療 時 間 ： 週 一 至 週 五
（8am -6pm）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男人的難言之男人的難言之

李醫生李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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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利醫學影像檢測診斷中心
Bellaire Diagnostic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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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0 Bellaire Blvd., #10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和頂好商場之間百利醫療廣場內
電話：832-239-8538 傳真：713-772-8032
周一至周五：8:00AM-5:00PM 周六：9:00AM-3:00PM
工作人員精通國，英，越文，西班牙文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RI - 磁波共振照影
★CT SCAN- 電腦斷層掃描
★ULTRASOUND- 超聲波掃描/B超
★X-Ray - X光片檢測
★DEXA- 骨質密度檢查

服
務
項
目

★提供各項病理檢
測並與外來醫療診斷做詳細對比。歡迎來電查訊。

★專為無醫療保險人士特設低價位高品質檢測服務
★接受各科醫生及各大醫院檢查處方單

自費特價
高科技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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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270-0909(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198, Houston, TX 77077電話: 281-759-0200(Dairy Ashford)
2505 Park Ave #B, Pearland, TX 77581 電話: 281-485-0334(Pearland)

˙診所環境優良, 設備先進齊全, 治療方法可靠, 準確, 多樣化。開業十年無差錯，
獲得眾多好評。有更全面的檢查項目, 並有不同的專科醫生住診。

˙高血壓, 心臟病，甲狀腺疾病，糖尿病，肝/腎/胃腸疾病，皮膚病，過敏，哮喘，
婦科，小兒科，外科小手術，創傷, 腰腿疼, 關節炎, 我們都能給你最好最安全治療。

˙查體中心提供VIP全面檢查，血尿化驗，心電圖，超聲波，肌電圖，中風檢查，尿流
動力學，肺功能檢測，學生，工作查體。

姜楠醫學博士 (Nan Jiang, MD) Jennifer Farrell, DO

雖然你有很多選擇, 可是我們相信可以給你更滿意, 更可靠的治療。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六 8:30am-5:00pm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Local Magazine 2013年度休斯頓最佳醫生
華人陣容最強大的醫療團隊 接收各種保險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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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琅
琊
榜
海宴

責任編輯：王荣欣

"是遥 聶將軍與聶夫人如此情
深意重袁 他們想要早日相見的心情
我是能夠想象的噎噎可是聶夫人究
竟什么時候可以出獄現在還不能確

定袁不如就讓我進去替代幾日袁至少
可以讓他們先見上一面袁 彼此説一
説話噎噎"

梅長蘇垂眸沉思了一下遥
徐徐問道院"你有把握嗎钥 "

"宮羽自信不會被人戳穿遥 "

"你和夏冬的身高不一樣吧钥 "

"要矮上幾分袁 不過我有特製
的鞋子袁可以把身材拔高一些袁那就
相差不多了遥 "

"你這個主意倒是可行噎噎只
要那段時間小心不要讓夏冬被提

審袁 大概是能瞞過去地噎噎"梅長

蘇凝目看向宮羽袁" 可是讓你替她

進天牢袁怕是要吃點苦了遥 "

被他這樣一看袁 宮羽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許多袁 輕聲
道院"能爲宗主分憂遥 宮羽不覺得苦噎噎"

"這就好了袁"蒙摯合掌一笑袁"你心里總懸着這件事情遥
我也擔心遥
我看宮姑娘這條計策不錯袁雖是天牢遥
找藉口進去探個監還是可以的遥
就這么辦吧遥
我來安排袁你就別管了遥 "

梅長蘇面上也浮起淡淡地笑意遥
溫和地對宮羽道院"那就委屈你了袁下去早點準備袁到時候

聽大統領的安排遥 "

"是遥 "宮羽抿着櫻唇袁眸中閃過極歡悅地神情袁蹲身微微一
福袁緩步退了出去遥

蒙摯伸長脖子瞧着她迤邐而去的背影袁 又回頭看了看梅長
蘇袁挑了挑眉道院"小殊啊袁我已經算是一個很粗的人了袁但我覺
得連我都能看出來噎噎"

"你還是繼續粗着的好遥 "梅長蘇冷冷甩過來一句袁"大統領

現在很閑嗎钥靖王如今沒時間管巡防營了袁叫你給歐陽激物色一
個合適的搭檔袁這事兒你辦好了沒有钥 "

"我薦了幾個袁 靖王覺得朱壽春不錯袁 他是我以前地副統
領袁絶對的實誠人袁靠得住遥 "蒙摯説着將頭湊了過來袁壓低了聲
音道袁"還有個消息袁內廷已經下旨給司天監占卜吉日了遥 估計
再過兩天袁這消息就會傳的滿城皆知遥 "

"大汗聽聞扎魯特部貝勒戴靑之女甚爲貌美賢惠袁正月里便託人去提親遥今兒個
有消息傳來袁扎魯特部的送親隊伍已經離瀋陽僅余五十里袁明後兩天必可抵達遥 "頓

了頓袁濟爾哈朗的語氣忽然凝重起來袁"大汗今日下達軍令的同時袁亦下了道後宮的
封妃令遥大妃博爾濟吉特哲哲高居中宮那是毋庸置疑的袁可是你卻怎么也想不到遥大
汗只是讓側妃博爾濟吉特布木布泰入主西宮袁卻下旨封還未過門的戴靑之女爲東宮
妃袁地位猶高於側妃之上遥"烏塔娜噫呼一聲袁訝然道院"這是何道理钥難道扎魯特部竟
然比科爾沁更重要钥不對啊噎噎完全説不通啊袁戴靑之女尙未過門袁而側妃博爾濟吉
特布木布泰不是已經替大汗誕下兩位格格了嗎钥怎么看都應該是側妃爲尊吧钥"她連

連搖頭袁一臉的不可思議袁"即使不封布木布泰袁若論母以子貴袁也該先封側妃葉赫那
拉氏才對袁怎么算也輪不上一個未過門的女子啊浴 ""平日我怎么跟你説來着袁你難道
都忘了钥"濟爾哈朗小聲低語袁"大汗的心思噎噎東宮妃袁只能由扎魯特博爾濟吉特氏
來做浴其他人袁想都不要想噎噎""啊浴 "烏塔娜恍然大悟袁一字一頓的念道袁"扎魯特博

爾濟吉特氏 --"我的心仿彿一下子被人掏空了袁冷風嗖嗖的往里倒灌袁卻始終無法塡
滿我的空袁止住我的痛遥
眼淚簌簌墜落袁我低着頭袁看着淚珠濺濕綉花鞋面遥 我抽噎袁胸口難受得象是要

炸開般袁一個響亮的聲音不斷在我耳邊盤旋院"悠然噎噎步悠然浴 扎魯特博爾濟吉特
氏噎噎我愛新覺羅皇太極獨一無二的噎噎""阿步浴 "我抬起頭袁淚眼婆娑遥 濟爾哈朗
夫婦詫異的望着我遥

"你怎么了钥 "烏塔娜關切的詢問遥
我用手背抹去淚水袁強顔歡笑院"不袁沒什么遥 只是噎噎見貝勒爺夫妻恩愛遥 我

噎噎我想我丈夫了浴 "語音哽咽袁眼淚忍不住滾落袁我蹲下身子袁悲聲哭泣袁放任自己
宣泄心底無盡相思袁"我想他噎噎我好想他浴我好想回到他的身邊噎噎好想再見到他
噎噎"

第十六章(3)
四月初一袁征討察哈爾的大軍正式起行袁由瀋陽出發向西挺進
第二日抵達遼河袁時値遼河河水泛漲袁除八旗親貴貝勒乘船渡河外袁其餘將士皆

靠鳧水而過遥 因人馬衆多袁竟是耗時兩天兩夜才全數安然渡得河去遥
之後沿途經都爾鼻尧喀喇和碩尧都爾白爾濟尧西拉木輪河等地袁大軍于四月十二

抵達昭烏達袁途中不斷有蒙古諸部貝勒率兵前來會師集合遥
這其中包括喀喇沁尧土默特部諸貝勒尧喀喇車里克部的阿爾納諾木車尧伊蘇忒部

的噶爾馬伊爾登巴圖魯尧扎魯特部的內齊尧敖漢部的班第額駙昂阿塔布囊尧奈曼部的
袞出斯巴圖魯尧阿祿部的薩揚尧巴林部的塞特爾尧科爾沁的奧巴等遥

"讓開袁快讓開噎"馬上的女聲尖叫不已遥 馮佑憐驚嚇地跪在原地袁
瞳孔中的駿馬越來越近袁聲響越來越刺耳袁還伴隨着女聲尖叫袁仿彿要
刺破她僅剩的知覺遥她下意識緊摟自己身下的女人袁閉上雙眼等待死亡
的敲門袁對不起袁她實在沒有力氣拖着寒娥躱過駿馬的襲擊了噎

"啊 --"

"嘶 --"

鄭歡喜驚慌之下拉不住狂奔的駿馬袁可是馬兒在接近馮佑憐之時袁
卻突然失去控制袁仰天長嘯袁發狂似地在原地打轉袁騎在它身上的鄭歡
喜頓時被甩出去袁抛向半空中噎
第一卷 宮變篇 揖入宮窑前因铱 第四章 情竇初開

聞聲趕來的四爺見鄭歡喜抛向空中袁 於是立刻飛身上去抱住驚嚇
不已的女人遥鄭歡喜的駿馬突然又向另一方向奔跑離去袁留下失魂的主
人倒在四爺懷里微微發顫遥

"歡喜钥 歡喜遥 "四爺輕呼遥
"四爺袁四爺噎"賈南也下了馬袁奔向主子們遥
"賈南袁你過去看看他們有沒有受傷遥 "四爺擔憂地説道遥
"哦遥 "賈南立刻轉身走向驚魂未定的馮佑憐袁他蹲下來袁輕輕觸碰

女人的肩膀遥
"啊噎"馮佑憐瞪着雙眸袁呑了呑口水袁微啓的蒼白嘴唇時而合攏遥

賈南心憐女人受了驚嚇袁於是輕聲安慰道院"姑娘袁你噎你沒事吧钥 "賈

南看到馮佑憐衣衫襤褸的模樣袁不難猜到她就是一個乞丐遥
"馬噎馬噎"馮佑憐支支吾吾地呢喃遥
"姑娘袁馬走了袁姑娘袁我是問你袁你有沒有受傷钥 "賈南耐心地説

道遥
"受傷钥 "馮佑憐低吟袁然後指着懷里的女人哭訴道院"求求你救救

她噎"

"呃钥 "賈南不解地瞟了一眼馮佑憐懷里的女人袁尋思袁這個女人不
是嚇傻了吧钥

馮佑憐乾脆坐起來袁抓住賈南的衣袖袁悲切地説道院"求求你救救我

妹妹噎"不管了袁現在能遇上人就不錯了袁再看他的衣着袁都是上好絲
綢袁想必是個有錢人家袁一定要求到他們救寒娥啊遥

"姑娘噎"賈南驚詫地掰開馮佑憐的手遥 這時袁回過神的鄭歡喜忽
然叫道院"馬袁馬突然不受控制了噎馬噎馬兒呢钥 "

"雙修啊遥 "陸景曜看着這模樣的秦予喬袁眞想立馬剝將她剝 |光

了壓在自己身下袁眯着雙眼正要解釋雙修之事的時候袁房間的門突然
打開袁已經把新衣服穿好的陸希睿跑了過來院"予喬噎噎媽媽噎噎"

秦予喬看着陸希睿新穿的衣服院"怎么晩上就把新衣服穿起來了

啊钥 "

陸希睿解釋説院"我看見小舅舅也穿起來了噎噎"

小孩子性子啊袁秦予喬讓陸希睿立正袁然後上上下下地給他整了
整衣服袁褲子買得有些長了袁秦予喬彎下腰給陸希睿卷了下褲腿説院"

睿睿明年穿這條褲子就正好了遥 "

作爲一個母親哪個不是期盼着自己的小孩每年長點長點袁然後不
知不覺哪一天袁他已經長大了遥

陸景曜看着秦予喬幫陸希睿整理褲腳衣角的樣子袁笑了下袁問希
睿院"樓下他們正在做什么钥 "

秦予喬瞪了一眼陸景曜袁示意他別拿希睿當眼睛袁不過希睿畢竟
是個孩子袁 沒有多想把樓下的事一五一十描述出來院"老太已經睡了袁
外公和噎噎小舅舅媽媽在看電視袁 江叔叔帶着小舅舅放鞭炮噎噎"陸

希睿説到最

後的時候語氣有點酸袁估計是江華沒有帶着他放鞭炮的原因遥
秦予喬從床上下來袁套上靴子對陸景曜説院"我們也下去放鞭炮遥 "

陸景曜冷哼兩聲院"不放遥 "

陸希睿拉着秦予喬的手院"那媽媽我們下去吧遥 "

"好遥 "秦予喬抿着笑袁拉着希睿往門外走袁心里默數了五秒袁果然
她還沒有走到房間門口袁陸景曜開口了院"等人啊遥 "

噎噎
秦予喬其實好久沒有玩煙火鞭炮了袁秦予喬問秦彥之要煙火鞭炮

的時候袁秦彥之像是以前每次過年一樣袁立馬起來從儲藏室里拿出兩
箱子的煙火遥

箱子里有各種各樣煙火袁大的袁小的袁秦予遲看到自己的煙火被秦
予喬和陸希睿分瓜了袁 急冲冲地上前院"這些煙火都是我的遥 "話音剛

落袁被秦彥之立馬訓斥了遥
"秦予遲袁我剛剛跟你媽媽説了袁如果你再這樣不聽話袁明天我就

讓你媽媽帶你到鄉下過年遥 "

陸子言連連點頭袁贊個不停遥 就連陸老爺也覺得面上有光袁笑着説道院
"寧大廚的手藝可眞是越來越好了遥 "

容瑾漫不經心的目光落在了盤子上袁微不可見的點了點頭袁正想説什
么袁忽然聽來福帶笑的聲音響了起來院"東家老爺袁這回您可猜錯了遥 這道
富貴孔雀可不是寧大廚做的遥 "

陸老爺一愣院"什么钥不是寧大廚做的钥那我們太白樓還有誰有這樣的
好手藝钥 "

陸子言心里一動袁搶着問道院"是寧汐妹妹做的吧 "

來福笑嘻嘻的直點頭遥
這一年里袁東家少爺出現在太白樓的次數着實不算少袁對寧汐又格外

的關注袁能猜到這道菜是出自寧汐的手筆也算正常遥
那個熟悉的名字忽然這么鑽進了耳中袁容瑾不由得挑了挑眉袁嘴角扯

出一絲莫名的微笑袁意味深長的瞄了陸子言一眼遥
寧汐妹妹钥 這稱呼可眞是親熱啊噎噎
陸子言一時激動之下袁喊出了這么親昵的稱呼袁俊臉也有些熱熱的遥

再被容瑾這么一看袁愈發不自在袁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解釋道院"我常過來看

看太白樓運營的情况袁和寧姑娘也算熟絡遥 "

容瑾似笑非笑的調侃道院"表哥這么緊張干嘛袁我又沒説什么遥 "

陸子言困窘的微紅了臉袁自知論口舌遠遠不是容瑾的對手袁索性閉了
嘴遥 任由容瑾挑眉取笑遥

陸老爺卻微微皺了眉袁不着痕迹的提醒道院"子言袁以後説話得注意些
分寸遥 這兒沒外人袁你偶爾失言也就罷了遥 要是有外人在袁你這么亂喊一

氣袁豈不被人取笑钥 "

他是很欣賞寧有方的手藝和性情袁也很喜歡聰慧伶俐又漂亮的寧汐遥
不過袁這可不代表他會樂見唯一的兒子對寧汐心生愛慕遥

陸子言可是堂堂陸家大少爺袁將來要繼承陸家所有的家業遥怎么着也
得娶個名當戶對的少女爲妻吧陸老爺話雖然説的不甚明朗袁 可話里話外
的意思卻很清楚遥 陸子言的笑容頓時僵住了遥

容瑾瞄了陸子言一眼袁心情莫名的好了起來袁忍不住又瞄了那盤精緻
奪目的富貴孔雀一眼遥

這是那個牙尖嘴利的小丫頭做出來的嗎钥一年不見袁她的廚藝倒是長
進了不少噎噎

咦钥 不對
這盤子里花枝招展的孔雀怎么看起來有點怪怪的噎噎
容瑾細細的打量兩眼袁心里忽的有所領悟袁眼眸微眯袁薄薄的嘴唇不

自覺的抿了起來遥
就在此時袁來福又端了其他幾道冷盤上來袁一一的放好之後袁又殷懃

的替各人倒茶斟酒遥
到了容瑾面前袁忽的聽到一個慵懶的聲音淡淡的問道院"寧姑娘有沒

有特別的叮囑過你袁這道富貴孔雀一定要放在我面前钥 "

來福一愣袁很自然的點了點頭院"汐妹子確實是這么叮囑的遥 容少爺
是怎么知道的钥 "他剛纔明明什么也沒説吧容瑾忽的笑了起來袁那張俊美
的臉龐頓時綻放出令人屛息的光芒院"很好好極了你再去廚房的時候袁記
得吿訴她一聲遥 這道富貴孔雀做的好極了袁我很喜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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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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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華爾道夫酒店婚禮現場

爆離奇槍擊案 4人受傷

綜合報導 作爲萬衆矚目的公衆

人物，美國總統歐巴馬每天都會收到

數萬封信件。他日前對媒體表示，自

己每天都會挑選10封信親筆回複，包

括“罵人信”。

據美國政治新聞網“The Hill”13

日報道，歐巴馬在接受一檔娛樂節目

采訪時說：“我每天大概能收到4萬

份信件、電子郵件或者手機短信。我

每天晚上都會親自回複其中的10封。

”歐巴馬稱，收到的信件中，既有感

謝信，也有批評信，甚至有人直接寫

信罵他是“傻瓜”，但他對這三類信

都一視同仁，不會只挑表揚信回複，

因此“有時候人們收到回信時會感到

十分吃驚”。

采訪過程中，歐巴馬還自嘲道

：“白宮工作人員很專業，讓我

知道半數來信者稱我爲‘白癡’

。這些信能讓我暫時離開總統的

位置思考問題，與民衆保持密切

聯系。”

綜合報導 “美國黑人領袖居然

是個白人”，在過去的周末，這則新

聞成爲美國各大媒體關注的熱點：全

美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斯波坎市

分會的會長瑞秋-道紮爾被母親爆料，

她原本是白人血統，卻一直隱瞞種族

身份，僞裝成黑人獲取聲望。據《紐

約時報》14日報道，瑞秋僞造種族身

份的事情引起憤怒。對此，道紮爾表

示，將在15日晚的NAACP大會上作

出說明。

全美有色人種協進會是保障美國

少數種族權利的組織，斯波坎市是美

國華盛頓州第二大城市。瑞秋-道紮爾

現年37歲，出生于美國蒙大拿州，是

斯波坎市最著名的黑人領袖之一，被

當地市長任命爲警察監督委員會主席

，她反對白人警察對黑人民衆濫用武

力，並在當地大學教授非洲文化課程

。《紐約時報》稱，瑞秋現在以淺棕

色的皮膚和卷發示人，但她的父母近

日卻出示她小時候的照片顯示，她原

本是金黃色的直發、藍色的眼睛，瑞

秋的出生證明也顯示，她的親生父母

均爲白種人。

據CNN14日報道，瑞秋的母親稱

，瑞秋在一個多樣化的家庭長大，有

4個收養來的黑人兄弟姐妹，他們家

的朋友來自各個種族，“她一直對種

族和多樣性很感興趣”。瑞秋長大後

就讀于主要是黑人學生的霍華德大學

，從2007年，她開始將自己打造成非

裔人士，並和家庭疏遠。文章稱，瑞

秋和母親的關系並不好，她將目前的

爭執歸咎于對弟弟撫養權的爭執。

媒體報道稱，21歲的養弟2010年

申請和道紮爾夫婦脫離關系，因爲經

常受到他們的體罰，而和姐姐瑞秋同

住。但這些指控遭到道紮爾家族另一

名養子以斯拉的否認，他還稱，3年

前去斯波坎看望瑞秋時，瑞秋告知他

自己已經開始了新生活，請求他不要

揭穿自己的種族身份。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14日采訪瑞秋

的學生和同事，他們均表示支持。

《紐約時報》稱，斯波坎市政府正在

調查此事。NAACP周五發表聲明，表

示支持瑞秋。聲明稱，“一個人的種

族身份並不是能否擔當NAACP領袖

的決定性條件，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

角落，NAACP致力于保障所有人在政

治、教育和經濟上的公平權利”。

歐巴馬自爆
愛回罵人信
半數來信稱其“白癡”

美黑人領袖
為白人“假扮”

偽造種族身份引憤怒

美國將在波羅的海及東歐多國

存放重型軍事裝備

綜合報導 由“華府湖北同鄉會與華

盛頓華人經濟聯盟(CBAW)”聯合主辦，

華府湖南高校同學會協辦的第二屆“萬通

杯”華府華人撲克牌拖拉機大獎賽， 6

月7日在萬通貸款銀行圓滿落幕。

去年第一屆大華府華人撲克牌拖

拉機大獎賽由華府知名人士李新章先

生發起，並得到華盛頓華人經濟聯盟

(CBAW)與華府湖北同鄉會，湖南高校

同學會等社團的大力支持。由于此活

動不需要領導講話，人人可以參與，

自娛自樂，一開始就受到廣大華人朋

友的喜愛。

去年第一屆大獎賽就獲得圓滿成功

，在過去的一年裏，更多隊伍按照比賽

規則組織牌聚，進行多次學習曆練，使

得選手們的牌技有了明顯的提高，比賽

也更加精彩。

今年的第二屆“萬通杯”華府華人

撲克牌拖拉機大獎賽成功吸引了32隊，

100多人報名參賽，還有很多的啦啦隊

和支持者的參與。參賽者兢兢業業，充

分發揮各自的最佳水平，比賽過程起伏

跌宕，扣人心弦。

此次比賽前八名排名次序是，第一

名：華山隊，第二名：德國鎮足隊球，

第三名：鐵牛隊，第四名：武大狼隊，

第五名：川渝一隊，第六名：LLS 隊，

第七名：西北狼隊，第八名； 美中實

驗學校四隊。

萬通貸款銀行全力支持本屆“萬

通杯”，提供所有獲獎隊伍的獎品。

華府湖北同鄉會與華盛頓華人經濟聯

盟(CBAW)，華府湖南高校同學會精城

合作，使得整個過程圓滿成功。此外

，華府湖北同鄉會理事會專門召開會

議，敲定明年將擴大比賽規模，加大

贊助力度，把大獎賽辦成華府最受群

衆喜愛的節目。

綜合報導 美國官員表示，美國計

劃在波羅的海國家和東歐國家存放重型

軍事裝備，以使因俄羅斯和烏克蘭局勢

而感到不安的盟國“寬心”。

報道指出，這將是美國頭一次把重

型軍事裝備駐紮在這些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新成員國境內。

不願具名的美國官員透露，雖然

還沒有作成最後決定，但五角大廈

已打算存放足敷 5000 名部隊運用的

戰鬥坦克、步兵作戰車輛和其他重

型武器。

這名官員說，這項計劃設計在波羅

的海3個小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

愛沙尼亞境內，各自存放夠一連150名

官兵使用的裝備，另外在波蘭、羅馬尼

亞、保加利亞甚或匈牙利境內，貯放夠

一個連甚至一個營，也就是約750名士

官兵使用的裝備。

高層美國官員說：“我們將預先安

置重要裝備。”

這2名官員也都證實《紐約時報》

的相關報道。紐時是率先報導美國這項

計劃的媒體。

綜合報導 紐約著名的華爾道夫酒店

13日晚正在舉行一場奢華的婚禮聚會時

，突然爆發離奇槍擊事件，導致4人受

傷。14日，兩名被證實爲兄弟關系的俄

羅斯男子，因襲擊、篡改證據和魯莽危

害他人等罪名被指控。

官方消息說，13日晚，一場華麗

的婚禮聚會正在紐約具有百年曆史的

華爾道夫酒店舉行，弗拉基米爾· 古特

波夫斯基(Vladimir · Gotlibovsky)的手槍

突然開火，子彈擦過一名女賓客的頭

部。

頓時，這場豪華的婚禮頃刻間變成

令人沮喪的、充滿血腥的槍擊案現場，

現場到處散落著玻璃、大理石碎片，並

傷及其他賓客。官方消息證實，在這場

離奇的槍擊事件中，共有4人受傷。槍

擊事件發生後，酒店被警方封鎖，受傷

人員被送往附近醫院急救。

42歲的弗拉基米爾· 古特波夫斯基隨

身攜帶的槍支意外開火後，弗拉基米爾

將其交給了他51歲的哥哥菲力克斯· 古

特波夫斯基，其後菲力克斯的妻子將這

把槍儲藏在自己的家中。

當地媒體援引執法人士的消息說，

調查人員不得不出具搜查令才從古特波

夫斯基家中尋獲該肇事槍支。

弗拉基米爾聲稱自己有攜帶武器的

許可證。一名警方消息人士說，弗拉基

米爾有在住宅或企業持有武器的許可證

。這個許可證允許在這些指定地點攜帶

槍支。

14日，古特波夫斯基兄弟兩人均被

指控篡改物證。弗拉基米爾· 古特波夫斯

基還被指控犯有襲擊、魯莽危害他人等

罪名。

一位熟識弗拉基米爾的人士告訴

當地媒體說，弗拉基米爾經常攜帶

槍支參加社交活動，而且總是喝得

太多。

美國華盛頓舉辦第二屆
華人撲克拖拉機大獎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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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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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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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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dnesbury Medical Building
8200 Wednesbury Lane,Suite 210
Houston, Texas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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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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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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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脊椎神經骨科脊椎神經骨科

電話﹕713-484-7400 傳真﹕713-484-7405(通國﹑臺﹑粵﹑英語﹑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地址﹕9630 Clarewood @Corporate, #A3,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後面)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專門治療
車禍﹑工作﹑及運動受傷
頭﹑頸﹑肩﹑背﹑腰痛與麻痹
坐骨神經痛﹑手腳麻痹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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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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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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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 &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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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SHANGHAI - Chinese and American
scientists have jointly developed a
new antibody targeting the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MERS)
virus, which has killed 16 people and
landed 150 others in hospital in South
Korea.
Fudan University, which worked with
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to de-
velop the antibody, said on Monday

that tests on animals had seen
"very effective" results.
Jiang Shibo, who led the re-
search team at Fudan, said the
m336 antibody could neutralize
MERS virus more effectively
than other antibodies.
The m336 antibody treatment
has proved more effective when
coupled with a specific type of
polypeptide, according to Jiang.
He also added the polypeptide
could be used as a nasal spray
as a preventive measure theo-
retically for high-risk groups
such as medical staff.
Zhong Nanshan, a respiratory ex-
pert, called for an immediate clini-
cal trial. He thinks the certain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tibody for MERS cannot be
seen if it doesn't go to clinical phase
due to safety concerns.
The four phases are needed before
new medicine goes to the market –
laboratory tests, animal testing, trials
on humans and approval from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 Korean official said over 100,000
people have canceled their trips to the
country this month due to the deadly
MERS disease.
About 1.18 million travelers visit South
Korea every month last year. The for-
eign currency earnings may decline
by $2.3 billion if the number of travel-
ers goes down 50 percent, he said.
Related

Mers Outbreak: Hong Kong
Warns Against So. Korea Travel

As of last Wednesday, the MERS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 had claimed nine lives in South
Korea. Another 13 people had con-
tracted the virus and nearly 3,000 re-
main quarantined. Yet the Chinese au-
thorities haven’ t advised against trav-
elling to their east Asian neighbour.
(In contrast, Hong Kong issued its
first-ever formal advice against trips to
South Korea on Tuesday.)
China has already reported its first
MERS case: a South Korean man,
who was supposed to have been un-
der medical surveillance, but instead
boarded a plane to Hong Kong, and
subsequently caught a bus to Hui-
zhou in Guangdong province.
South Korea is one of the most popu-
lar destinations for Chinese tourists.
Last year more than 6 million Chinese
visited, while 4.2 million South Kore-
ans made the opposite journey.
On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the
MERS outbreak, says the Korean Her-
ald, could be slower adoption by Kore-
an legislators of a landmark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which has just been

signed with the Chinese. Repre-
sentatives of the two countries
inked the pact at a ceremony
last week in Seoul. But approval
from South Korea’ s legislature
is still needed to seal the deal.
“MERS and other current affairs
top our priority list as of this mo-
ment. I haven’ t heard any ma-
jor discussion on the free trade
deal taking place right now,”
New Politics Alliance for Democ-
racy spokesperson told the
newspaper.
The Korean FTA is the biggest

bilateral deal that China has
signed to date. Under the pact
South Korea will eliminate tariffs
on 92% of Chinese exports over the
next 20 years. In return the Chinese
are set to scrap import duties on 91%
of South Korean goods.
Critics of the deal are focusing mostly
on the timeframes. Xinhua notes that
other FTA arrangements have tended
to eliminate tariffs within five years of
an agreement being signed.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 window has
been lengthened considerably to “ re-
duce possible damage to the farmers
and industries of both countries” .
Meanwhile the Nikkei newspaper says
the South Korean FTA won’ t have
much impact on Japan’ s trade with
China, because car exports to the Chi-
nese market – where Japanese firms
compete fiercely with the South Kore-
ans – are excluded from the new ac-
cord.
Still, the mood in China is much more
upbeat. State broadcaster CCTV

notes that Chinese manufacturers
that rely on Korean imports of lithium
batteries and LCD parts (about 60%
are imported from South Korea) will
achieve significantly lower production
costs, while prices for popular Korean
consumer goods like cosmetics and
fashion items are also likely to fall.
But it’ s kimchi which looks set to be
one of the first Korean imports to get
the benefit of duty-free treatment in
China. That may help to avert the rath-
er embarrassing trade deficit that the
Koreans have been running with the
Chinese over their traditional dish
(see WiC282). Consumption of the
pungent pickles was one of the rea-
sons given by the South Koreans for
why their collective immune system
seemed capable of fending off the
worst of the SARS outbreak in 2003.
MERS looks to be more kimchi resis-
tant.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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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US Develop New MERS Treatment

China Says South China Sea Island Building To Finish Soon

BEIJING (AP) — China will complete
land reclamation projects on its disput-
ed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ial claims
as planned within days, the Foreign
Ministry said Tuesday, in an apparent
bid to reassure its neighbors over
moves seen as sharpening tensions
in the strategically vital region.
However, in a sign that developments
were far from over, a statement post-
ed to the ministry's website said Chi-
na would follow up by building infra-
structure to carry out functions rang-

ing from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to environmental conser-
v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t is learned from relevant Chi-
nese competent departments
that, as planned, the land recla-
mation project of China's con-
struction on some stationed is-
lands and reefs of the Nansha
Islands will be completed in the
upcoming days," the statement
said, using the Chinese term for
the Spratly islands, which lie at
the hear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ial dispute.
Apart from satisfying defense
goals, it said the main purpose
of such projects was civilian in
nature and not targeted at any
third parties. It said the projects
fell within the scope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were "lawful,
reasonable and justified," while
causing no harm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he statement, attributed to ministry
spokesman Lu Kang, said the projects
"do not affect the freedom of naviga-
tion and overflight enjoyed by all coun-
trie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at assertion will likely be scrutinized
by the U.S. military following an inci-
dent last month during which a U.S.
Navy plane flying near one of the re-
claimed islands was repeatedly chal-
lenged by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told to leave the area.

The disputed islands lie amid some of
the world's busiest shipping lanes,
rich fishing grounds and a potential un-
dersea wealth of oil, gas and miner-
als. China claims virtually the entire
South China Sea, while Vietnam, Ma-
laysia, Brunei, the Philippines and Tai-
wan also they own parts or all of it.
The U.S. says it takes no side on the
sovereignty questions, but insists on
the right of free navigation and urges
all parties to negotiate a settlement.
The reclamation work has sparked
fears China will use the artificial is-
lands as military bases and to assert
control over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ccording to the U.S., Beijing's build-
ing program on reefs and atolls now
totals more than 2,000 acres (800
hectares) and includes up to two air-
strips capable of handling large mili-
tary planes.
The announcement is a sign of trans-
parency showing that China is pro-
ceeding according to its pre-estab-

lished schedule, said Ruan Zongze,
of the Foreign Ministry think tank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
ies, speaking on state broadcaster
CCTV.
"China is showing that it has its own
timetable," Ruan said.
That could be an attempt to reas-
sure others that the projects are not
open-ended, in hopes of limiting the
damage to China's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Beijing attempted to keep the issue
out of the headlines during a
low-key visit to Washington this
month by Defense Minister Fan
Changlong, during which Defense
Secretary Ash Carter called on Chi-
na and others to "implement a last-
ing halt on land reclamation" and
cease further militarization.
Vietnam, with whom China has
clashed bitterly over the Spratlys
and other islands, is sending its de-
fense minister to Beijing this week
for talks.
China also doesn't want the issue to
overshadow President Xi Jinping's
state visit to Washington in Septem-
ber.
Tuesday's statement was a form of cri-
sis management" intended to reduce
speculation and lower tensions, said
Zhao Kejin, 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pert at Beijing's Qinghua University.
"It's better to squelch problems before
his (Xi's) visit, since there are more im-
portant things to be dealt with," Zhao
said.
Related
Philippines To Present China Sea

Case At Hague Next Month
The Philippines will argue its case
against China's claim over most of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at The
Hague next month, the foreign depart-
ment said Monday.
The Netherlands-based UN court is
scheduled to conduct a hearing from
July 7 on a case lodged by the Philip-
pines in 2013 which China has

spurned, foreign department spokes-
man Charles Jose said.
"Right now we are preparing for the
oral arguments in The Hague on July
7 to 13. Our team from Manila an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flying
there," Jose told reporters in the Phil-
ippine capital.
Philippine officials and diplomats, as-
sisted by US lawyers, will represent
the country in the proceedings, Jose
said.
China claims almost all of the South
China Sea, even areas close to the
coasts of its neighbours. Its claim is
disputed by the Philippines as well as
Brunei, Malaysia, Vietnam and Tai-
wan.
The waters are a crucial sea lane and
rich fishing ground also believed to
hold large mineral resources.
The Philippines asked the UN tribunal
in January 2013 to declare China's
claim invalid and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Manila says some of the areas
claimed by its powerful Asian neigh-
bour encroach on the former's exclu-
sive economic zone as defined by a
1982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which both countries have rati-
fied.
Recently the Philippines has accused
China of taking more aggressive mea-
sures to press its claim.
These include reclaiming land to turn
previously submerged islets into artifi-
cial islands capable of hosting military
installations.
This has alarmed foreign govern-
ment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raising fears it could eventually
impede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commerce.
The Philippines says next month's
hearings will be crucial to the
five-member tribunal's decision on
whether Manila's complaint has legal
merit as well as whether the court has
jurisdiction over the case.

Activists display signs and a placard
of a Chinese soldier as they march
towards the Chinese Consulate
during a protest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 Makati City,
Metro Manila June 12, 2015.
Thousands of protesters from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held a protest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Makati City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on Friday which marks
Philippines' Independence Day,
police said. (Photo/REUTERS)

Aerial photo taken through a glass
window of a military plane shows

China's alleged ongoing reclamation
of Mischief Reef in the Spratly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will

complete land reclamation projects on
its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ial claims as planned within
"upcoming days," the Foreign Ministry

said Tuesday, June 16, 2015. (Pool
Photo via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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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S Fort Worth conducts patrols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s the Chinese guided-missile frigate Yancheng sails

close behind. Photo: U.S. Navy

Passengers wear masks to prevent
contracting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MERS) at the Inche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Incheon, South
Korea, June 14, 2015. [Photo/Agencies]

US Defense Secretary Ash Carter
speaks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in New York. Two large artillery
vehicles were detected on one of
the artificial islands that China is
creat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

S. officials said Friday,
underscoring ongoing concerns
that Beijing may try to use the
land reclamation projects for
military purposes. (AP Photo)

On High Alert In Hong Kong

【本報達拉斯訊】第八十
四屆德州立法會議自今年一
月十三日在德州首府奧斯汀
開幕，參、眾兩院努力工作了
幾個月，已於六月一日正式結
束。議會期間，眾議院通過好
幾項重要議案，包括教育、工
作機會、政府透明化和負責任
。最重要的是：通過近40億美
元的德州人減稅計劃。

眾議院院長 JoeStraus 在
立法會議結束時說：「眾議院是我們立
法人員仔細探討事項的地方，大家互相

尊重、積極參與討論，找到對選民最有
利的共識。我相信在場的每一位議員今
天都可榮歸故里。」

陳筱玲州眾議員
簡報

陳筱玲陳筱玲((右右)) 與達拉斯眾議員與達拉斯眾議員 KennethKenneth
Sheets (Sheets (左左)) 在眾議院討論與北德州有關在眾議院討論與北德州有關

的問題的問題

【本報達拉斯訊】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下午二點至四點在達拉斯活
動 中 心 舉 辦 (6/21/15 Sunday 2:00
to 4:00 pm at DCCC)

亞美癌症關懷服務特別邀請婦
產科施文良醫生(Wenling Shi, M.
D., Ph.D.)，來講解婦科癌症的預防
和早期診斷的重要性。詳情請email

asaincancercare@yahoo.com 或 電 話
214-868-5903。

施醫生是美國婦產科學院院士
，他畢業於江蘇徐州醫學院，並擁有
瑞士日內瓦大學醫學博士，和美國
Tulane大學主修生殖內分泌的生理
博士。施醫生有二十多年的臨床和
研 究 經 驗，目 前 是 Texas Health

Presbyterian Hospitalof Plano 主治醫
師。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Dallas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DCCC) 地 址：400 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1,
972-480-0311

婦科癌症預防與早期診斷
Female Cancers Prevention and Early Diagnosis

時間：六月廿一日(星期日)下午六時
地 點：達 拉 斯 華 人 活 動 中 心 (400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1)
費用：大人每人十二元，小孩六-十二歲
每人五元
聯絡人：鍾博史 972-436-3241，馮憲財
972-863-9353

謹訂六月廿一日星期日下午六時於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舉行端午節聚餐
晚會，備有粽子、梅菜扣肉、紅燒牛肉、九
層塔茄子、海帶黃瓜冷盤、炒米粉、酸菜
肚片筍湯。

請鄉親們帶家人和邀請親朋好友踴
躍參加，並向聯絡人報名以便預備菜餚。
(客家會供稿)

達拉斯台灣客家會
二○一五端午節聚餐晚會

達拉斯海天合唱團每年一次的公演已於4月25日
很成功的演出。博得各僑界人仕與觀眾得力的讚賞。而
每年公演時由兩位攝影學會的朋友把整個演出從頭到
尾用錄像機錄了下來。然後放映給團員，工作人員及朋
友們觀看。今年的欣賞錄影也不例外，於6月6日，上星
期六在海天秘書長陳鳳芝家的家庭電影院放映。看錄
影前先來一個 potluck 晚餐。各位親朋好友帶來了各色
各樣的美味好菜，有一位董事會員還帶了幾十個可口
的棕子。不論是菜餚，甜品，水果都各有特色及美味可
口。

今年的公演與往年截然不同。而且與眾不同。因為
林菁教授的新構想，打破了傳統的表演型像。由於她的
鼓勵，幾乎每位團員都有機會表演獨唱两，三段。這次

精 彩 的 演 出 獲
得觀眾好評。但
獨 唱 者 並 不 知
道 自 己 唱 時 的

音色，音量，口形，表情及姿態如何，因此，觀看了
視頻後才知道自己演唱時的情况。看完了視頻，
好几位團外來賓為我們的演出叫好。其中一位前
團員給我們以下的稱讚，他說：“不但唱得很好，
而且每一位獨唱者都唱得好”。謝謝他的讚賞！

接下來是各團員，前團員及朋友們互相交談。團長
，副團長與我突然興起，彈了幾首鋼琴曲。時間過得真
的太快了，恰似英文彥語所說：“Time flies when you
have fun”。有些團員要回家去了，但有些團員及朋友餘
興未了，於是唱了好幾首外文歌，因為有一位朋友會說
法 文 ， 故 我 們 唱 了

“Dites-Moi“,“Barcarolle“，
以及一些英文歌曲。

海天團員們跟朋友們
又過了一個心身健康，愉
快，互相砌磋的週末。(陳鳳
芝供稿)

達拉斯海天合唱團
公演後活動

【本報達拉斯訊】美南銀行近年來積極擴展
商業貸款業務，擁有超優質的貸款團隊，及卓越
的顧客服務。特別介紹兩位貸款專家，Richard
Park先生以及Don Vo先生，兩位均任達福地區
貸款部副總裁，擁有相當豐富的專業知識及經
驗，將協助您辦理各種商業或私人貸款、取得企
業所需資金，讓您的事業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得心應手。

美南銀行全力拓展的商業貸款業務，包括
機器設備貸款、週轉資金貸款、商業資產貸款、
信用狀融資貸款、及不動產貸款。不動產貸款包
括醫療中心、購物中心、旅館和汽車旅館、加油
站和便利店、公寓、建築工程、業主自用倉庫、辦
公大樓等等。我們的貸款團隊將以熱誠的態度、
專業的知識和經驗，為您提供最專業及最有效
率的服務。

Richard Park畢業於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

專攻會計學，擁有企業管理碩士學位，曾服務於
BBCN Bank及前首都銀行，擔任貸款部門副總
裁，在金融界有超過十年的豐富資歷。Richard
非常瞭解華人的市場，待人熱忱、做事認真負責
，週六也提供貸款服務 (請預約)。他不但擁有豐
富信貸分析及商業地產貸款經驗，各類小型企
業貸款業務及商業地產貸款更特別擅長，包括
建築工程貸款等。歡迎洽詢 Richard 服務電話:
972-301-5998。

另一位貸款專家Don Vo畢業於德州理工
大學，擁有財務金融學士，之後又取得了南衛理
公會大學(SMU)銀行碩士學位。Don服務銀行界
十年有餘，曾任City Bank商業貸款部門副總裁
兼分行經理。Don待人親切熱忱，對於各類小型
企業貸款及各種商業貸款業務經驗豐富, 包括
購物中心、酒店、業主自用物業等的融資或再融
資的需求、收購、擴張和建設等。歡迎洽詢Don

的服務電話: 972-301-5996。
美南銀行十七年來穩健經營、深耕亞裔市

場，提供客戶多種語言的服務，包括中文、英文、
韓文以及越南
文 。 Richard
Park 精通韓文，
Don Vo 先生則
精通越南文，他
們都曾任職華
資銀行，深徹瞭
解華人市場，能
夠迅速地了解
您的業務所需，
為您提供最專
業、最快捷、最
完善的服務，以
及合理的貸款

利率，如果您有融資或再融資貸款的需求，歡迎
來電或前來分行洽詢。美南銀行存款受聯邦儲
蓄保險公司 (FDIC) 擔保。

美 南 銀 行 布 蘭 諾 分 行 電 話:
972-673-0188, 2304 Coit Road #600, Plano,
TX 75075。

李察遜分行電話: 972-301-5988, 1131 N.
Jupiter Road, Richardson, TX 75081。

Web address: www.swnbk.com 歡迎電話查
詢或蒞臨指教。

美南銀行 積極擴展貸款業務
優質貸款專家Richard Park和Don Vo先生

貸款部副總裁貸款部副總裁 Don VoDon Vo先生先生貸款部副總裁貸款部副總裁 Richard ParkRichard Park先生先生

QS150611C達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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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應診)

★SCURLOCK TOWER
6560 Fannin, Suite 1554
Houston, TX 77030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DR. DAVID S.C. HO, M.D.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博士
田納西州大學醫學院專科
德州專科醫師執照
任教德州大學醫學院及
貝勒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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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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5年6月17日 Wednesday, June 17, 2015 星期三 2015年6月17日 Wednesday, June 1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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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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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癌症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可保安康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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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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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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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拔牙，補牙，鑲牙，植牙，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 N2O 笑氣鎮靜結合STA電腦麻醉機，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全新數碼全新數碼XX光減少輻射光減少輻射
●●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
●●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
●●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
●●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

楊臻牙醫博士
Zane Yang DDS & Heidi Tang DDS

牙醫全科

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畢業
德州大學植牙 preceptorship 畢業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直線鋼絲（Straight wire)矯正Certified
美國牙醫協會及美國矯正協會會員
（ADA,AOS)

電話：
713-773-9889

˙CEREC碳瓷牙當天可取
˙鋼絲牙齒矯正
˙各類一般及手術拔牙
˙各種活動及固定假牙
˙人工植牙、根管治療
˙一般及深度潔牙
˙兒童牙科、包括ORAL

Sedation
˙超薄烤瓷美容貼面

本診所為您全家本診所為您全家
提供全套牙科服務提供全套牙科服務

門診時間：
周 二 至 周 五:
9AM-6PM

周六: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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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lte203, Houston, TX 77072

尼加拉瓜將組團參加台北國際食品展

香港航空娛樂革新 經濟艙也有大螢幕

星國洋服業非夕陽 夾縫生存拓商機

（中央社）香港航空與 AirComPacific、Klin-
gon Aerospace簽約合作，最快年底可提供全新機上
娛樂系統，經濟艙旅客也可用超大螢幕玩遊戲、觀
賞與院線同步的電影。

AirCom Pacific、香港航空與Klingon Aerospace
在兩年一度的巴黎航空展（Paris Air Show）簽署合
作協定，發表即將推出的飛機娛樂及上網系統。

Klingon Aerospace董事長施允澤表示， 「這不
只是進步，這是一個革命」，新服務提供的上網速
度不僅比別的公司更快， 「AirCinema」還可收看
與院線完全同步的新片，且支援3D電影，還有上

百個電視頻道，經濟艙的螢幕最大可以做到28英
吋，旅客的體驗有如身在電影院。

Klingon Aerospace總經理邱運輸表示，這是機
上娛樂系統 「革命性的改革」，除了香港航空外，
也已與幾家台灣的航空公司洽談合作，一定不會錯
過為台灣旅客提供這項服務的機會。

香港航空的航空服務總監簡浩賢說，開發新
服務的目的永遠是以旅客為考量，簽署協定後，將
著手改裝和測試，很快就能正式推出新的機上娛樂
服務。

（中央社）走過 135 年歷史
的新加坡軒轅洋服商會，迄今仍
在這個東西文化匯聚地為商旅量
身訂做西服，合身剪裁、得體穿
著，反讓傳統洋服業重新洗牌，
走出夕陽，從夾縫中嗅出無限商
機。

新加坡位於東南亞海運交通
樞紐，卓越的地理位置讓獅城百
年來成為商旅往來必經之地，也
是商業公司在東南亞的重要根據
地，洋服業在獅城也因此孕育而
生。

新加坡早年在英殖民時代，
不少商旅甫下港口即直奔洋服店
，找老師傅訂做一套英式剪裁西
裝，不僅體面大方，在當年英國
國力鼎盛時代也合乎上流社會潮
流。

洋服其實在新加坡多半指的
是男性西裝，新加坡的洋服業歷
經百餘年發展，1950到1980年代
也因經濟發展之賜逐漸邁向高峰
，達到全盛的黃金年代。

「老師傅剪裁工藝品質，洋
服款式和歐美同步」，新加坡建

國一代老者言談之間，一語道破
獅城洋服店老師傅的西服剪裁水
準，尤其，優秀的海運樞紐讓中
途的異國商旅順便帶一套不落俗
套西裝，更讓新加坡的洋服店每
天車水馬龍。

伴隨著經濟高度發展，新加
坡的洋服業也因歐美名牌服飾大
舉入侵、西裝成衣、租金上漲壓
力，也重創了新加坡的洋服業，
讓洋服店榮景不再，難敵成衣大
廠夾擊，相繼結束營業，此情此
景也讓老師傅們唏噓不已。

不過，危機也帶來了轉機，
這也讓新加坡的洋服業有了重新
洗牌整合機會。不少家族第二代
的洋服業經營者除堅持 「尺、剪
刀、粉餅…….」傳統工具，更能
融入獅城多元民族特色，重新開
創出一片彩色天空。

可樂洋服（Coloc）位於新
加坡最老旅店萊佛士酒店裡，這
家逾半世紀的洋服店不僅由第二
代接手經營，服務的顧客也到了
第四代。

信心滿滿的第二代傳人馮笑

薇說，洋服業發展今非昔比，但
精緻化、客製化、真材實料、價
格公道，讓來往商旅穿出自我和
自信，正是今天新加坡洋服店殺
出重圍的必勝秘笈。

對馮笑薇來說，洋服業不是
只有簡單的縫紉工線活，這中間
涉及數十道複雜序，慢工才能出
細活，每套客製化的西裝都蘊含
著老師傅的工藝水平與靈魂生命
於其中。

她指出，今天的新加坡年輕
人添購洋服習慣也有所轉變，除
了一般的成衣選擇外，也會主動
到洋服店讓老師傅們為自己量身
定做符合身形比例的洋服。尤其
，也有不少專業女性也特地到洋
服店訂作洋服。

新加坡洋服業的重新洗牌，
讓堅持這條道路的洋服業者改變
經營理念和格局，傳統老式店面
改頭換面，線條簡單更明亮的店
面裝潢，也和新加坡快速經濟發
展同步，吸納更多年輕族群穿著
剪裁合身的客製化西裝。

（中央社） 「臺尼企業商會」籌組17
人團將參加 24 日至 27 日在台北舉行的
「2015年台北國際食品展」。尼國參展團

計有8家廠商參展，6家廠商採購，為中美
洲國家中最大代表團。

中華民國駐尼加拉瓜大使館11日上午
於尼京馬納瓜皇冠廣場飯店舉辦行前簡報
餐會，說明去年參展成效、本年籌展現況
及商機，駐尼大使莊哲銘、臺尼企業商會
會長蓋瑞羅、生產暨出口商協會（APEN）
理事鞏薩雷斯及尼國參團成員均出席。

莊哲銘在會中以 「台灣市場商機」為
題，介紹台灣產業、貿易發展及市場商機
，呼籲尼商把握此行，尋找商機。經濟參
事吳樹民於會中簡報2015年台北國際食品
展籌備情形及去年食品展成果，與會廠商
對於參與本年食品展活動深具信心。

蓋瑞羅、副會長沙藍、理事兼本團團
長王海南於會中現身說法，就往年率團參
加台北國際食品展經驗與團員交流，也再
度感謝中華民國外貿協會、中美洲經貿辦
事處及中華民國大使館多年來輔導尼國訪
台參展，有效建立尼國高品質農漁牧產品
在台灣及亞太市場地位及行銷管道，外銷
創匯功不可沒。

去年尼加拉瓜台北國際食品展代表團
接單交易達800萬美元，為 「FTA區」國家
首位。本屆代表團在擁有尼國輸台牛肉龍
頭廠商MACESA公司以及尼國主要咖啡、
可可、甘蔗酒、有機蜂蜜等企業參團，加
上採購食品加工設備、包裝機器、建築設
備、輪胎、美容用品業者，可望再度刷新
交易紀錄，也將有效深化雙邊經貿合作關
係。

 























港股收黑創10週來最低點

優衣庫代工廠優衣庫代工廠 深圳爆工潮深圳爆工潮300300人絕食人絕食

巴西智慧手機熱賣 不受景氣影響

網購吸客 大陸百貨業掀關店潮

（中央社）當前巴西經濟景
氣處於低迷，冰箱、洗衣機、電
視、汽車及房屋等滯銷之際，智
慧型手機仍熱賣。

市場調查公司GFK數據顯
示，今年元月至 3 月，一般電子
電器商品平均銷售較2014年首季
減8%，智慧型手機則成長34%；
同期電子電器零售業營收約減少
巴西幣20億元。

GFK 電訊部主任魯莫謝德
（Oliver Roemerscheidt）表示，
當前唯一熱賣的產品是智慧型手
機，因為它就像數位時代的 「瑞
士小刀」。

消費者荷包緊，唯有購買智
慧型手機捨得掏腰包，因為它集

多種用途於一身，還可作為口袋
型電腦使用。

摩托羅拉行動公司（Mo-
torola Mobility）銷售部主任阿魯
達（Marco Arruda）指出，為供
應市場需求，位於聖保羅州內地
賈瓜里烏納（Jaguariuna）的工廠
正開足三班，全力生產智慧型手
機。

在大型家電工廠近 12 個月
累計裁撤8000名員工的同時，摩
托羅拉手機廠正招聘 200 名工程
師，以擴大產品研發領域。

阿魯達表示，智慧型手機在
巴西熱賣，除了因為它是許多人
想要擁有的產品外，另一個因素
是巴西正轉向 4G 新科技，許多

公司開始以較吸引人的價格促銷
3G手機。

由於進口零組件，智慧型手
機近半生產成本以美元計算，美
元匯率飆升連帶推高商品價格，
但消費者並未因此停止購買。
GFK指出，在巴西銷售的手機每
10支就有9支屬智慧型手機。

儘管國內經濟不景氣，最受
消費者青睞的並非較便宜的機型
。以摩托羅拉為例，熱賣的機型
是起價巴西幣699元的Moto G，
而非569元的Moto E。

另一項令人意外的調查結果
是，民眾收入較低的東北部、北
部與中西部地區，智慧型手機銷
售成長幅度最高。

（中央社）香港股市今天收低，創10週來最低
點，本週就選舉改革方案進行表決前所產生的政治
不確定性，加上希臘債務違約疑慮和中國大陸股市
收黑，都抑制投資人的風險胃納。

恆生指數下跌 295.11 點或 1.10%，收 26566.70
點。恆生國企股指數（H股指數）下挫369.83點或
2.71%，收13252.93點。恆生紅籌股指數挫跌80.54

點或1.62%，收4897.90點。
立法會本週將就重要的政改方案進行表決，香

港正邁向新的民主攤牌，投資人也保持謹慎。
今天有數十名警員在港府總部周圍看守，昨

天當局逮捕10人，並發現疑似爆裂物。
能源、地產和營建以及金融股等幾乎所有類股

都收黑。

（中央社）隨著網路購物興起，中國大
陸傳統百貨業面臨沉重壓力，北京、天津、
山東等地已出現關店潮。專家指出，要留意
對上游供應鏈和消費者權益帶來的連鎖效應
。

經濟參考報今天報導，大陸傳統百貨
業出現的關店潮已在多地零零散散地發生，
二、三線市場還不嚴重，東部沿海城市由於
市場競爭相對激烈，發生頻率更高。

大陸知名的王府井百貨已感受到涼意
，第1季營收年減4.9%。繼2014年7月關閉
廣東省湛江門市後，王府井也把湖南省株洲
分公司股權全數轉讓，戰線不斷收縮。

電子商務衝擊是讓傳統百貨業走下坡
的主因之一。大陸國民經濟研究所長樊綱說
，網購選購方便、價格親民、產品豐富，為
購物提供全新體驗，這些都是傳統百貨業難
以企及的。

北京富基融通科技公司董事長顏艷春
認為，傳統百貨業專注用實體店面和淘寶、
京東等電商業者抗衡，是拿自己的弱項硬拚
別人的長處。

另一原因則是傳統百貨業同質化競爭加
劇。北京朗姿服飾公司品牌管理中心總經理
王國祥表示，大陸很多商場裡的品牌都差不
多，去哪家都一樣，有點 「千店一面」。

報導引述專家說法指出，百貨熄燈恐
引發房租拖欠問題，長期也可能對上游供應
鏈帶來連鎖效應。大陸各地政府應了解當地
百貨業的發展狀況，劃分面臨關店風險的等
級，及早因應。

專家建議，大陸地方政府對經營不錯
但資金緊繃的百貨業者可適當支持，對可能
引發商業合約糾紛的提前介入。此外，還應
妥善處理會員卡、預售卡等，避免百貨關店
傷及顧客。

（中央社）位於深圳、為國際品牌優衣庫
（Uniqlo）和G2000生產服裝的慶盛服飾皮具公司
爆發工潮，13日有300名工人開始絕食。

港資的慶盛服飾皮具公司去年12月就曾因欠
繳社會保障基金和住房公積金，爆發千人罷工。

根據這間公司員工在新浪微博上的說法，公司
5月突然搬遷廠房，加上勞資談判沒有結果，6月5
日起工人開始在廠區內抗議，阻止廠方搬走設備，
並有300人自13日晚間起開始絕食。

香港蘋果日報報導，駐守廠區抗議的員工達
900名，數百警員奉命到場，並帶走13名工人，其
中一名52歲吳姓女工友到昨天都還沒有被釋放。

報導引述一名女性員工的說法，約200多人昨
天前往深圳市政府請願，要求釋放被捕者，但被大
批警察攔截。

由於慶盛是日本知名服飾品牌優衣庫的代工
廠，有網友呼籲優衣庫應該介入。報導說，優衣庫
表示正在了解事件。

英國紀念《大憲章》頒布800週年

當地時間2015年6月15日，英國Runymede，英國紀念《大憲章》頒布800

週年，首相卡梅倫與伊麗莎白女王出席紀念儀式。

近期，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尼泊爾加德滿都谷地三處古王宮廣場即“杜巴廣場”

在廢墟旁恢復開放。儘管三處建築群均在地震中遭受重創，尼官方仍宣佈對遊客重新

開放，並呼籲各國遊客訪尼。三處“杜巴廣場”分別位於首都加德滿都及臨近的巴德

崗城、帕坦城，代表了尼泊爾古代文化、建築、藝術的巔峰，地震前廣受國際遊客青

睞。在“4· 25”大地震中，三處廣場大量寺廟、宮殿和民房倒塌，不少珍貴的遺產變

成“遺址”。

金正恩觀看朝鮮海軍反艦火箭試射訓練

尼泊爾古王宮廣場恢復開放尼泊爾古王宮廣場恢復開放

當地時間6月14日，英國
泰特伯裏，英國小王子喬治和媽
媽凱特王妃一起觀看慈善馬球比
賽，為賽場上的爸爸威廉和叔叔
哈里加油，小王子歡脫的在草坪
上打滾玩耍。

英王室戶外郊遊英王室戶外郊遊
喬治小王子草地玩耍嗨翻天喬治小王子草地玩耍嗨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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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韓國首爾，，清溪廣場上舉辦清溪廣場上舉辦

20152015韓國瑜伽馬拉松韓國瑜伽馬拉松，，參與者需要參與者需要

在在66個小時時間內個小時時間內，，不間斷的進行不間斷的進行

瑜伽運動瑜伽運動。。

朝鮮最高領導

人金正恩近日觀看

朝鮮海軍進行反艦

火箭試射訓練。報

道稱高度智慧化反

艦火箭安全飛行至

預設高度後，準確

識別並打擊“敵船

”，艦船戰鬥性能

和反艦火箭命中率

均達到最新軍事科

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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