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B111

休城社區
廣告天地 BB1212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星期日 2015年8月2日 Sunday, August 2, 2015

星期日 2015年8月2日 Sunday, August 2, 2015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上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832--353353--69006900
832832--877877--37773777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櫥浴更新。

8mm $$11..9999 /呎＆up

12.3mm $$22..3535 /呎＆up

12.3mm $$22..9999 /呎＆up

(高仿真複合地板)

$$44..99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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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705 Lubbock,Houston, TX 77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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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警局交通罰單（包括CDL罰單）
* 市政府各類罰單（衛生局，工商局及其他市府部門罰單）
* 刑事案件（搶劫，酒駕，毒品，暴力）

•五位資深專業律師
•二十多年職業經驗
•二十余萬客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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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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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enegonzalezlaw.com

無需翻譯無需翻譯，，不用助理不用助理

高鴿律高鴿律師師（（Eva)Eva)
（（工商碩士工商碩士，，德州註冊律師德州註冊律師））

本人親自本人親自出庭出庭
為您爭取最大權益為您爭取最大權益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 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皇冠地板皇冠地板
休士頓最具規模專業老字號

˙實木﹑複合地板
˙花崗石台面﹑櫥櫃
˙各大名牌地磚﹑地毯
˙室內外裝修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顏色﹑種類多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rownflooringtx.com
※價優品優﹑服務好

※庫存量大﹑現場提貨

12mm Laminate (限特定顏色） $0.90/sf & up

邊條Q-Round (限特定顏色） $1.50/pc & up

邊條T-Mold/Reducer(限特定顏色） $4.50/pc & up

邊條Stair nosing(限特定顏色） $6.50/pc & up

有大量馬賽克﹐石材﹐地毯及其他材料

搬遷新址，特價酬賓

二十年安裝經驗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招聘：銷售員、倉庫管理員（懂
開叉車者優先），待遇面談。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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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中國城槍店中國城槍店 SUPER ARMORY

地址： 9896 Bellaire Blvd.,#G1,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
（281）236-4723
(832)347-2888

★ 供應各種槍支、彈藥的買賣。
★ 申請德州帶槍執照課程-可在全美36個州攜帶。

歡迎機關，團體報名，可赴該公司授課，另有優惠。
★ 兼賣各種防身用品：辣椒噴液，電擊槍...等等。

營業時間：
Mon-Sat 11AM-6PM

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

3528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99大華同一廣場）

832-999-4921

夏令營招生 (可選擇半天或全天課)

˙暑期 II : 7月6曰至7月31曰
˙暑期III : 8月3日至8月21日

˙(高 , 中, 小學) 數學, 英文閱讀, 自然科學 -輔導並做考前準備
˙赴國家級數學競賽MATHCOUNTS, AMC8/10, AIME的參賽準備

(詳情請至www.starlearning.com)

推薦獎金: 凡推薦您的朋友來
報名, 雙方皆可獲得$50 明星學院明星學院,,幫助您的孩子贏在起跑點上幫助您的孩子贏在起跑點上..

夏令營地址: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 筆情墨韻味——李昕霖水墨創作展 今還有一天，參觀請早
（休士頓/秦鴻鈞） 「僑教中心」昨天有

一場極特殊的畫展，展畫者一臉稚氣未脫，
今年才24歲，剛自大學畢業，但看到四壁懸
掛的十幅他的水墨畫作，每一幅皆相當大氣
，畫中自有胸壑，很難想像他是如何完成的
？！尤其當他告訴記者，他學水墨畫才只有
兩年，更令人跌破眼鏡。李昕霖來休市度假
寫生，周圍陪伴著親友，他準備進入研究所
。昨天，當記者前往，他剛畫完一幅，立即
認真著手畫第二幅，尤其畫上的提字，相當
清新可喜，有令人驚異的功力。李昕霖的水
墨畫展，今還有一天，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
，歡迎帶小孩前往，當場揮毫研習。

昕霖於2006年在臺灣水墨名師張鎮金老

師、曾柏錄老師座下學習水墨後，即浸淫於
山水自然的創作天地，這期間除了多次舉辦
師生聯展，同時也參加《楊勝安藝術獎水墨
大賽》、《亞太國際墨彩藝術聯盟畫展》、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均獲致優異成績。
2010年高中畢業，於台中民俗公園舉辦第一
次個展：《墨雨心淋—李昕霖水墨畫個展》
；2015年大學畢業，於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舉
辦第二次個展：《鄉土水墨情—李昕霖水墨
畫個展》。

昕霖認為水墨這種藝術表達方式非常不
同於西方的美學經驗，創作者投入於其中，
會持續與大自然山水交融於心，藉由水份和
墨汁濃淡乾溼之間的揮灑，呈現於宣紙上自

在舒適、意境高雅的效果。
昕霖從大三開始，每週會到社區附設的

弱勢學童安親班教他們畫水墨、寫書法，看
到這群孩童浸淫在筆墨的天地中，自由無拘
束，一堂課下來，無須過多語言，即可得到
心靈的沉澱和寧靜，是他將水墨畫推展出去
的一個模式，也是創作之外最快樂的一個時
刻。

這次於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所
進行的《筆情墨韻—李昕霖水墨畫展》，將
於8月1日起至8月2日止，展出今年所創作
的十餘幅作品，現場並可揮毫創作，或教導
孩子可以怎麼來畫水墨，豐富而有趣，歡迎
蒞臨參觀指教。

20152015金僑獎金僑獎 延長徵件日期至延長徵件日期至88月月1717日日
圖為李昕霖手持兩幅他昨天現場揮毫的作品圖為李昕霖手持兩幅他昨天現場揮毫的作品，，一幅已一幅已
完成完成，，另一幅還未完工另一幅還未完工。（。（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本報訊）以 「僑見心動時刻」為主題的2015金僑獎活動，因多數網友反映希望延長參賽作
品上傳期限，主辦單位決定將截止作品上傳日期延至臺灣時間8月17日中午12時整，以讓更多有
意願參賽但尚未上傳作品的網友，有更充裕的時間準備參賽。

本屆金僑獎分 「照片組」及 「短片組」兩組別徵件，廣邀海內外華人透過照片及短片傳達最
深刻的僑情印象，串連全球僑胞的心，總獎金獎品逾新臺幣30萬元，請全球僑胞把握最後上傳作
品機會，進而贏得大獎！

「2015金僑獎 『僑見心動時刻』全球徵件活動」詳情，可上網搜尋［金僑獎］或至活動網站
：video.ocacmactv.net查詢，亦可按讚加入 「宏觀數位媒體」Facebook粉絲團，隨時掌握活動最新
資訊。

（休士頓/秦鴻鈞）由休士頓華僑協會
主辦，恆豐銀行贊助的 「慶祝中華民國104
年雙十國慶兒童歌唱比賽」，將於9月5日
（星期六）上午九時半起，在僑教中心展
覽室舉行，比賽分A 組（6 歲至 9 歲），B
組（10歲至12歲），每人選唱歌兩首，其
中一首華語（國、台、客、粵語）等，請
自備伴奏或無伴奏，亦可自備CD伴唱碟，
不得使用卡拉OK

（主辦單位將提供鋼琴）
：各組取前三名
第一名獎金80元獎杯一座
第二名獎金60元獎杯一座
第三名獎金50元獎杯一座

並將在國慶活動公開頒獎表揚，主辦
單位表示：凡支持中華民國人士之子女、
親屬均歡迎報名參加。

年齡6至12歲。
報名：即日起至 8 月 20 日截止，報名

表可至僑教中心索取。
酌 收 報 名 費 10 元 ， 支 票 抬 頭 請 寫

「OCA Houston」
報名表連同報名費請寄：OCA Hous-

ton
11713 Durrette Dr. Houston TX 77024

洽詢電話：黃泰生（713）975-9888
程美華（713）773-1907

空軍大鵬聯誼會慶祝814空軍節舉辦慶祝活動 雙十國慶兒童歌唱比賽雙十國慶兒童歌唱比賽
年齡六至十二歲年齡六至十二歲，，報名請早報名請早

（本報訊）休士頓空軍大鵬
聯誼會定於八月十六日(星期日)
中午十二時在中美酒樓舉行慶祝
814 空軍節活動。78 年前 8 月 14
日中國空軍先賢先烈與師長們在
筧橋上空以劣勢兵力，發揮無比
勇敢，智慧與堅強意志力，擊潰
日軍精銳的木更津海軍航空隊，
擊落日機 6 架、擊傷 1 架，而我
方零傷亡的輝煌戰果，創造了中
國空軍無比光輝歷史與崇高典範
。自此八一四成為中國空軍光榮
勝利的永恆輝煌。回溯煙塵瀰漫
，篳路藍縷的建軍歷史，空軍健
兒在歷史上的偉大榮光是中國人
不可磨滅的驕傲。

休士頓空軍大鵬聯誼會每年
固定兩次活動:一是春節聯歡,另
一是慶祝 814 空軍節。兩次聯歡
會也都是申請入會的好機會。休

士頓空軍大鵬聯誼會成立於1978
年由劉賡元,田威武,吳銘彬,歐陽
葉,金培禮,馬宗駿等人發起,以加
強本地區中國空軍退休袍澤之聯
誼,互助,歡聚,及發揚空軍團隊精
神,砥礪志節,服務僑社為宗旨。
凡畢業或肄業於空軍各級軍事院
校,曾服役於中國空軍各種役別之
軍人袍澤及眷屬,擔任空小教師及
其眷屬,曾就讀空小學生均可申請
入會。

活動內容有餐敘,空軍軍歌大
合唱,卡拉 OK,有獎猜謎,說笑話
。歡迎各界僑胞，三軍袍襗及眷
屬踴躍參加。今年是對日抗戰勝
利70週年，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
學會主辦多項慶祝活動。 7月25
日將在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辦
“華美空軍抗日歷史回顧展”，
祈望我三軍袍澤及各界僑胞踴躍

參與，緬懷我們的先賢先烈。
理事龍隨雲將在會中介紹他

剛出版的新書 「英雄無悔：一個
偵察機飛行員的故事」這是描述
空軍大鵬聯誼會前會長葉常棣，
U2 飛行員，英雄事蹟的巨著。

時間：8月16日中午12 時
地 点 ： 中 美 酒 樓 (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11317 Bis-
sonnet, Houston,TX)

餐費: 每位10元
年度會費：每位10元 (歡迎

加入會員)
聯絡電話: 713-723-1312 理事金
俊家，281-320-2278 理事龍隨
雲，281-980-2609 理事黃膺超
，832-455-8242 理事謝元興，
832-668-0523 理 事 魏 幼 廉 ，
713-277-8465 會長孫長寧























BB22新聞圖片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Houston, TX ,77072(位於Bellaire與Wilcrest﹐Kimson Bellaire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所有保險項目﹕汽車﹑船類﹑房屋﹑商業﹑健康﹑人壽﹑共同基金﹑各類年金﹑退休金﹑IRA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Tel: 281281--933933--00020002 Fax:Fax: 281281--933933--9898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AP 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PERRY HU胡中平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電話熱線：
(832)335-3207精 英 地 產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商業地產、購物商場、商業大樓、倉庫廠房
土地開發、農場用地、公寓旅館、餐館商店

專精專精

買賣買賣

新舊住宅房屋買賣、銀行政府、查封房、建築商存貨大特價

Email:perryhu8@yahoo.com

1. 大型Buffet中餐館出售，生意好近達拉斯，另位於休士頓黃金商業地段中餐館老店
出售，生意穩，售12萬。

2. 社區旅館，生意好，收入高，28房，僅售28萬。
3. 西南區，靠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兩層樓房2仟多呎，主臥房在樓下，售18萬。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300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SOLDSOLD

Conventional LoanConstruction Loan

不查收入 信用分數580以上FHA/VA

Hard LoanJumbo Loan Cash Out

7001 Corporate Drive #100A, Houston, Texas 77036

手機:713-825-8807
直撥:832-649-5887

NMLS ID 49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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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

通國﹑ 台語﹑ 西班牙語

www.toponemortgage.com邱黃美嘉

Email:may@toponemortgage.net

May H Chiu

誠實可靠˙專業負責˙成功率近100%

Peter Ma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恆信貸款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Top USA InvestmentTop USA Investment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E-mail: chentoby@ymail.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

◆中國城賺錢餐館生意出售，地點極佳，多年老店，生意很好，2500呎，接手即可營業，意者請洽Toby
◆糖城精華區，一層屋3房2浴，1821呎，格局方正，交通便利，2分鐘至6號與59高速，售$218,000
◆西北區Shoping Center,100%出租，佔地60,231呎，2003年建，高報酬8%，售$2,980,000
◆糖城RiverStone，新房促銷，地點好，送$35,000 upgrade，機會有限。
◆休斯頓北邊位45號，投資良機，50個單位公寓 / Motel混合出售，100%出租，超高報酬12%，
售$1,500,000

◆休士頓南部，距離Hobby機場1 Mile，2萬呎倉庫出租，可分隔，短期可議，租75￠/呎

BB1111廣告天地

中心電話：832-532-6690 傳真：832- 834-5229

診所電話：832-834-5226 傳真：832- 834-5229

敦煌醫學超聲中心
ACH Medical Ultrasound專業團隊

敦煌醫療中心聯合門診
HILLHOUSE MEDICAL GROUP

本中心接受包括Medicare、Medicaid，
Obama Care在內的各種醫療保險。
無保險病人有特殊優惠。

超聲檢查項目:
肝，膽，胰，脾，腎，婦科，產科，排卵監測，
三維/四維胎兒成像，四肢血管，心臟，
甲狀腺，乳腺，前列腺，陰囊，軟組織等。

內科,外科,婦產科,家庭全科,腎臟病,高血壓專科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02 (3RD Floor) 敦煌廣場百利大道入口處（東側）3樓

主治血尿，蛋白尿，水腫，腎結石; 急慢性腎臟病，
急慢性腎臟衰竭；血液透析，腹膜透析; 腎移植等。

本中心接受包括Medicare、Medicaid, Obama Care在內
的各種醫療保險、無保險患者特別優惠。接受各科醫生
及各大醫院檢查處方單，歡迎電話預約。

•資深放射科醫生和心臟科醫生分析超
聲檢查圖像，出具診斷報告。與醫學中心
不同專科醫生團隊合作，方便患者就醫。

營業時間：
周一至周日

8:30AM-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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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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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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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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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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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及高膽固醇血症

主治
歡迎電話預約查詢
通英、粵、國語、滬

Tel : 713-779-8148

★美國心臟學會院士
F.A.C.C.

★美國心臟專科特考文憑
Subspecialty Board of Cardiovascuiar

Disease.
★美國心臟超聲波學會特考文憑

National Board of Eohocardiography.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Certification Board of Nuclear Cardiology.
◆休士頓貝勒醫學院心臟專科

Cardiology Fellowship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紐約州愛因斯坦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
Residency at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N.Y.

◆Wayne State University生化博士 容永騏醫學博士
Steven Y. Yong, M.D., Ph.D. F.A.C.C.

STEVEN Y. YONG M.D., Ph. D., F.A.C.C.STEVEN Y. YONG M.D., Ph. D., F.A.C.C.
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

糖

城

16659 S.W. Frwy, # 215
Sugar Land, TX 77479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中
國
城

(每週二、五)

9440 Bellaire Blvd, #102
Houston TX 77036
(每週一、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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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營業六天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 醫師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 Nephrology

曹有餘醫師

‧家庭全科醫師
‧精通中﹑英語

(713)772-8885
Jerry Tsao,M.D.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9:30AM-12:30PM

門診時間

7850 Parkwood Circle Drive,#A-6 Houston,TX 77036請來電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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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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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 ZHOU, M.D.YI ZHOU, M.D.

周周藝藝

通中﹑英﹑粵

713713--981981--8898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醫師

*過去26年內共售出超過2655幢房子
*全德州ERA地產公司，94/95/96年銷售
總冠軍

*97及98H.B.J全曉士頓經紀排行榜第八
及第九名

281-26KCLAM 或 281-265-2526

˙全美中醫師執照 NCCAOM
˙德州中醫師執照 AC01513
˙湖北中醫藥大學 皮膚科碩士
˙師從中國著名中醫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A 痤瘡酒糟鼻脂溢性皮炎口周皮炎
異位性皮炎濕疹蕁麻疹 帶狀皰疹及
後遺神經痛銀屑病白癜風 ......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te 238,Houston,TX 77036 (國泰銀行樓上)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Tel:713-541-0616 Cell:832-340-8205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Missouri City﹐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好學區﹐2600呎﹐$29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租約到明年夏天可以收回自住﹒
˙Medical Center 2室2衛1廳﹑3室2衛一廳Condo二個單元出租﹐$900-1200﹐即將上市﹒

不定期批發房上市﹐Email to amyshaorealty@gmail.com 加入投資者商圈
˙求租Medical Center﹑DownTown及610附近庫房﹐1000-1500呎﹒

地產
精選

Houselink Service, L.L.C.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Amy Shao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管理管理++貸款貸款

專
精
糖
城
附
近
新
屋

貸款﹕貸款利率歷史新低﹐買屋重貸均為良機
助您買到夢之屋﹐投資房亦可,精於外國人貸款

※精於投資房地產買賣﹐批發價
一般低於市價30%-50%

請上網查詢請上網查詢www.har.com/amyshaorealtywww.har.com/amyshaorealty鑫匯地產鑫匯地產
832-878-8988 713-931-8601(O)

特別
推薦

◆糖城，Hwy6大型辦公室分租，靠近99大華，適用於課後教育，午蹈教室及大型聚會，長期、短期、臨時均可。低於市價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起至$1200
查詢 www.har.com/amyshowrealey現在上市房屋買賣、出租現況

糖城復健聯合診所糖城復健聯合診所糖城復健聯合診所糖城復健聯合診所
車禍、工作意外、術後復健、物理治療

專治：肩頭痛、腰酸背痛、手麻腳麻、
坐骨神經痛、扁平足、扭傷、
運動傷害、關節炎。

免費諮詢，預約電話：（281）302-6902 email:SugarlandDC@gmail.com
地址：3540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大華超市旁，Luby's隔壁)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士
-伊利諾州立大學生物力學碩士
-伊利諾州國家健康科學大學解剖學兼任教授
-美國脊骨神經醫學專科醫師(德州、伊利諾州執照)

張育豪 醫師

星期日 2015年8月2日 Sunday, August 2, 2015 星期日 2015年8月2日 Sunday, August 2, 2015

主
治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

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20152015沙巴州地球小姐誕生沙巴州地球小姐誕生

在馬來西亞沙巴州首府哥打基納巴盧，獲得前四名的佳麗一同合影。當晚，馬
來西亞沙巴州舉行地球小姐比賽，共有12名佳麗參加了環保服飾、泳裝、晚裝和口
才環節的角逐。

日本東京現膠囊旅館日本東京現膠囊旅館 由舊辦公大樓改造而成由舊辦公大樓改造而成

日本東京現膠囊旅館日本東京現膠囊旅館，，它由舊辦公大樓改造而成它由舊辦公大樓改造而成，，賓館裏各種設備一應俱全賓館裏各種設備一應俱全。。



廣告天地 BB1010 BB33德州新聞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Secure Choice 5年年金計劃

年年 金金 金金 額額

$10,000以上

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3.2%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3.2%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3.2%

第四年利率第四年利率

3.2%

第五年利率第五年利率

3.2%

⊙低解約費僅3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三年是5%﹐5%﹐5%
⊙自7/1/12起如提早解約﹐兩計劃另有MVA﹐市值調整額﹐如提早解約
⊙二計劃可以提取利息﹐每次必需高於$125
(有效日期利率自5/1/15起﹐年金利率將隨市場利率變化和新年金金額做調整)

●高利率 ●本金安全無險 ●沒有手續費用 ●累積利息延稅作用

詳情歡迎來電洽詢 281-368-7257
11720 Katy Freeway #1700 Houston, TX 77079

⊙低解約費僅5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五年是5%﹐5%﹐5%﹐5％﹐5％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年年 金金 金金 額額

$10,000以上

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2.45%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2.45%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2.45%

Secure Choice 3年年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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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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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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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及老人醫療卡(MEDICARE)

MD, PhD, FACR

醫生

風濕免疫內科
曾任耶魯大學醫學院免疫系博士後和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博士後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風濕免疫遺傳專科畢業
ABIM Board-Certified in Rheumatology
and Internal Medicine

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在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樓內)

現任休士頓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生
休士頓臨床研究中心研究員

電話: 713 541-1112 傳真: 713 270-8784 診所時間: 9 AM - 5 PM (星期一至星期五)

骨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 強直性脊柱炎, 牛皮
癬關節炎, 反應性關節炎, 感染性關節炎, 痛風, 網
球肘, 肩周炎, 腱鞘炎, 慢性背痛, 慢性肌痛, 骨

質疏鬆, 紅斑狼倉, 口眼乾燥綜合症, 硬皮病, 皮肌
炎, 血管炎等骨胳系統和免疫性系統的疾病。

主
治陶翔陶翔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主治項目
9889 Bellaire Blvd., #330,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內二樓)

Mon.-Sat. (10am-6pm)
Sun. by appointment

預約電話: (713)272-9800

郭瑞祥醫師
Ruixiang Guo, D.M.DRuixiang Guo, D.M.D

北京大學牙醫學士
北京大學牙醫碩士

新紐澤西醫科牙科大學牙醫博士
私立紐約大學植牙專科

艾瑞牙科Aria Dental

郭艾詩醫師
Estella Guo, D.D.S.Estella Guo, D.D.S.
私立紐約大學NYU牙醫博士

美國全科牙醫學院會員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接受CHIP MCNA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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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通英語,國語及臺語,接受多種醫療保險及視力保險

群 鷹 視 學 眼 科 中 心

鮑亞群 視學眼科博士
Dr Ya Chin Bao (O D)

Fellow of Orthokeratology Academy of America
Therapeutic Optometrist / Glaucoma Specialist

Pediatric Specialist / RGP and Soft Contact Lens
全新先進設備 醫術精湛周全
診治各類眼疾 青光眼專執照
幼兒視力保健 斜視弱視矯正
控制預防近視 精配隱形眼鏡

附設多種名牌鏡框專欄, 最新款式
優質服務，當天取貨 VSP, Eyemed, Superior, VCP, Cigna Vision, etc.

Tel: 713-270-9188
Fax: 713-271-9188
營業時間: 星期一、三、四、五、六
11:00am-6:30pm
星期日 12:00(noon)-5:00pm
星期二 公休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I Houston, TX 77036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bellaire@gmail.com

（前達君視力眼鏡）

惠
康
廣
場
診
所

糖
城
診
所

Tel: 281-491-2199
Fax: 281-491-2332
營業時間: 星期一 - 星期五
9:00am-6:00pm
星期六 9:00-4:00
星期日 公休
1730 Williams Trace,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Hwy 59 & Williams Trace)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center@gmail.com

周一至周五 9AM-5PM 7500 Beechnut #225
Houston, TX 77074713-773-1115

Xun Mao, MD
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 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毛迅毛迅 兒科醫生兒科醫生

Xiaodong Zhou, MD

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周曉東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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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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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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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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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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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檳生 醫學博士
Bin S. Sung, M.D., FAAP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德州大學小兒專科畢業

美國小兒專科院士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及

Methodist Health Center, Sugar Land主治醫師
精通﹕國﹐粵,台﹐英語﹐接收醫療保險

4610 Sweetwater Blvd, Suite 130,
Sugar Land, TX 7747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門門 診診 時時 間間
週一至五 11:00am-7:00pm

小小小
兒兒兒

專專專
科科科

281-565-7337
Sweetwater Blvd.

Hwy 6

59

Lexing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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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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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常規服務常規服務：：洗牙，補牙，拔牙，植牙，鑲牙。
低輻射數碼影像，無痛麻醉，

微創智齒拔除，口腔功能重建，美容牙科，
精密植牙，根管治療，仿真假牙，隱形矯正，
口腔癌普查，口腔疑難雜症，口腔頜面及牙
周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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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5年8月2日 Sunday, August 2, 2015 星期日 2015年8月2日 Sunday, August 2, 2015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暑假期間，學生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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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之聲天籟聲音樂之聲天籟聲

達拉斯機場客機起落架起火達拉斯機場客機起落架起火 乘客幸無礙乘客幸無礙美最健康房產市場排名 休士頓入主前十名
（本報訊） 財經網站WalletHub發布最新報告，按房

產市場的健康發展情況，對美國前25個大都市區進行了分
析和排名。

據美國《時代》雜誌網站報導，WalletHub 調查結果
顯示，前10個房產市場發展最健康的城市中，波士頓位列
榜首，前五名還有奧斯汀、紐約市、紐約州羅切斯特和費
城。

拉斯維加斯則排在25個城市的最后一名。其它相對健
康發展情況較差的城市還有佛羅里達州坦帕-聖彼德斯堡
（Tampa-St. Petersburg， Florida）、奧蘭多（Orlando）、
亞利桑那州圖森（Tucson， Arizona）以及明尼蘇達州明尼
阿波利斯-聖保羅（Minneapolis-St. Paul）。

排名依據的因素有十項，包括房產凈值貸款、資不抵
債型房貸、首付比例、房貸成本、對首次購房者的協助等
。

美國10個發展最健康的房產市場：
1. 麻薩諸塞州波士頓（Boston， Massachusetts）
2. 奧克拉荷馬州奧克拉荷馬市（Oklahoma City，

Oklahoma）
3. 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 Texas）
4. 新澤西州北澤西地區（Northern New Jersey， New

Jersey）
5. 康乃狄克州哈特福

（Hartford， Connecticut）
6. 德克薩斯州奧斯汀

（Austin， Texas）
7. 紐 約 州 紐 約 市

（New York， New York）
8. 紐 約 州 羅 切 斯 特

（Rochester， New York）
9. 賓西法尼亞州費城

（Philadelphia， Pennsylva-
nia）

10. 德克薩斯州休士頓
（Houston， Texas ）

房產市場最健康 原因何在
《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分析了波士頓

的成功所在，一是具有吸引力的房產存量，二是這裏發展
強勢的科技和生命科學產業，有助於吸引投資、吸納教育
水平高的年輕人士。

調查發現，波士頓居民人均房產凈值水平，即房屋凈
值佔房價的比例，位列全美第二，為43%，僅次於紐約市

（47%）。這意味着他們的房貸只多出房產價值一點點。
波士頓房產的資不抵債型房貸（underwater mortgages

）規模相當小，只有6.7%，僅次於紐約的羅切斯特。而相
比之下，拉斯維加斯39%的房產是資不抵債型房貸。

當然，房產市場健康發展並不代表房價便宜。美國知
名房地產網站Zillow的數據顯示，波士頓的平均房價接近
45萬美元。

（作者：胡暢）65 年好萊塢
出品的“音樂之聲”就頗有天籟
神韻，今年時值這部經典影片 50
周年慶典，更有好萊塢第87界奧
斯卡金像獎當晚夫人 Gaga又深情
演繹了《音樂之聲》中的插曲，
不由的又讓人重拾《音樂之聲》
曾為我們留下難以磨滅美好的記
憶，再次觀看一掃看前時還帶著
的倦意，身心如沐春風，更感這
部風靡了五十年歷久不衰的經典
影片是常見常新。

一、開篇與結尾是鏡像對稱
，用阿爾卑詩山脈表現尋求自由
精神之所在的對接呼應。

開篇畫面是：奧地利美麗的
阿爾卑詩山脈，清澈的河流湖泊
，遼闊的藍天，翠綠的山坡草地
上瑪麗亞盡情的歌舞，她余音繞

梁般的歌聲在山巒間回蕩，想想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畫面，何等令
人陶醉與融化，這開篇的寓意更
是為影片的主題做了對應的鋪墊
—尋求自由的精神之所在，與結
尾時對接呼應。

影片結尾：上校一家正翻越
著阿爾卑斯山，追尋著自由而去
，影片末尾是上校一家在納粹台
下的監視下，在台上深情的表演
，表演演唱了一首首動人、感人
至深的歌曲，趁宣布頒獎之時在
朋友麥克和修道院修女們的幫助
下，上校一家驚險逃離納粹，最
後翻越了阿爾卑斯山，此時上校
背著最小的孩子，一家人迎著在
阿爾卑斯山跋涉，從他們穿的衣
服上看，天氣已轉涼，讓我為他
們一家未來的命運所牽掛，為男

主角尋求自由的勇氣所感動。
2， 就 上 校 兩 次 演 唱 的

“雪絨花”來作賞析，每次聆
聽都是心中暖流湧動

“音樂之聲”中的所有歌
曲都那麼的經典，朗朗上口，
為我們所耳熟能祥，像哆來咪
，孤獨的牧羊人，my 喜歡的
東西等，但“雪絨花”影片中
上校兩次演唱，極令人動容，
是令我最感動之一的地方，第
一次唱時是孩子們歡迎男爵夫
人的到來，上校被孩子們天籟
般歌聲所感染，不由自主加入
其中，忘情的演唱，令我們感到
美好的音樂又重在這個家中復蘇
，孩子們和瑪麗亞讓上校再為大
家演唱一曲，這是上校第一次飽
含深情的演唱了“雪絨花”，字

裡行間包含著祖國奧地利無限的
情深，讓我們看到上校先前表面
上冷峻，不苟言笑的外表背後卻
有著一顆博愛之心，包含著對和
祖國的情深，子女和戀人的愛，

當他唱到永遠祝福我的祖國（bless
我的家園ever）時目光中充滿的深
情和憂慮，迷離的目光游走到了
遙遠的地方，無不讓人與之共鳴
。

美國廉價航空精神航空公司（Spirit
Airlines）一架航班正準備降落達拉斯-沃
斯堡國際機場時，起落架卻驚傳起火，所
幸未造成任何人員傷亡。

據美聯社報導，精神航空發言人曼德
斯（Iraida Mendez）說，精神航空 407 航
班由佛羅里達州奧蘭多起飛，歷時3小時
，今天下午1時左右抵達機場準備降落時
輪胎起火，所幸機場消防員迅速撲滅火勢
，乘客也陸續由機門魚貫步下飛機。

曼德斯說，這架空中巴士A-320客機

搭載178名乘客。
這起火災是達拉斯-沃斯堡國際機場

（Dallas-FortWorth International Airport）
今天發生的第2起客機事故。

美國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s）一
架航班準備飛離機場時，有人發現機艙冒
煙。機組人員使用緊急逃生滑梯疏散乘客
時，有3名乘客身體受到輕傷。

之前原本有一說是美航班機起飛後被
發現冒煙，但後來修正為在準備飛離機場
時偵測到煙霧。

 










BB44 BB99體育新聞經濟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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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www.drmeizhang.com

電話﹕281-242-6889
傳真﹕281-884-6071

地址：4645 Highway 6, Suite H,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內）

門診時間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醫療美容項目：

張玫 醫生
Mei Zhang,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北京醫科大學醫學系畢業
★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研究生院畢業
★貝勒醫學院住院醫師畢業
★原貝勒醫學院家庭醫學系助理教授
★二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新增唯一FDA認證，最新最尖端抗衰老、聲波電波
拉皮除皺技術-U1thera和Thermage：

▲不用開刀，給真皮層導入熱能，收緊肌膚，解決皮膚下垂問題；
▲通過高強度超聲波，去除皺紋，不會對皮膚表面造成任何傷害；
▲提昇肌肉筋膜，刺激膠原蛋白大量重生，恢複彈性；
▲一次治療，可持續2-3年。治療後立刻恢複日常生活；
▲貴族的享受，平民的價格。

1）肉毒杆菌Botox除皺瘦面,$8/單位
2）玻尿酸，微晶瓷袪皺，隆鼻，豐頰豐唇
3）鐳射激光永久脫毛
4）電波拉皮緊膚除皺
5）脈衝光嫩膚美白
6）鐳射激光袪色斑、黑痣、靜脈曲張、紋身
7）微晶磨皮換膚改善肌膚質地
8）美素溶脂去眼袋、雙下巴、腹部及身體多餘脂肪
9）高頻電刀治療皮膚腫瘤、黑痣、疣

體 檢 特 價
體檢＋化驗：$95

❶+女性婦科、宮頸膜片＋$45
❷+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Tel:832-433-7159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的廣場)

JYJY家庭全科及急症家庭全科及急症

顧瑛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認可醫師

主
治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常見皮膚病

週一至週六
8：30am-7pm

週日
1pm-7pm

★感冒
★咽喉痛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皮膚活檢
★婦科病
★兒科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鬱症

急
症

★腹瀉
★尿路炎
★關節注射

時

間

本診所自2014年起，週四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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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88-0088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82

中
國
城

6
號
公
路

醫療服務：

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心肺胃
腸脾腎、貧血、感染、過敏等疾病，
皮膚病，傷口護理。
各種體檢

住院治療
沒保險及學生優惠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生
隨到隨看，毋須等候

美國內科board證書
皮膚及過敏疾病證書
傷口護理以及高壓氧治療證書
同濟醫科大學醫學博士
二十餘年臨床經驗內科全科內科全科

陶清國醫學博士
Qingguo Tao,MD,PHD

門診時間：週二、三、四、六 9：00am-6:00pm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Suite 200,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可事先於網路預約掛號： www.qtaomd.com

Tel:832-831-6140
Fax:713-701-7281

星期日 2015年8月2日 Sunday, August 2, 2015 星期日 2015年8月2日 Sunday, August 2, 2015

主治各類成人精神疾病困擾：
憂郁，燥狂，緊張，心理輔導
咨詢為主兼藥物治療。

Whole Health ◆德州大學醫學院住院畢業
◆現貝勒醫學院主治醫生助理教授
◆有數年診治經驗
◆中科院神經科學研究生

電話：832 659 9389 地址：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5 Houston Tx 77036

周五或部分周六開放，精通普通話英文。
不接受醫療保險，接受現金或支票支付。

徐醫生 精神科診所

醫學博士醫學博士

金磚銀行內部可能出現5個貨幣資金池
綜合報導 68歲的印度人昆普爾· 瓦

曼· 卡馬特正式履新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

（簡稱“金磚銀行”）首任行長的職務。

從提出倡議到正式開業，金磚銀行

曆經三年的籌備終于實現起航。在7月

21日的開業儀式上，卡馬特表示金磚銀

行將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啓動運營，

首批項目也將于明年4月份正式啓動。

對于一家新成立的國際多邊合作金

融機構來說，時間是最大的挑戰。卡馬

特現在的工作是“只爭朝夕”。開業儀

式結束的當天下午，他就馬不停蹄地召

開了第一次董事會。

不過，一切都在有條不紊地推進過

程中。複旦大學金磚國家研究中心學者

王磊是金磚銀行籌備組中的一員，他表

示，目前中國和印度的部分人員已經開

始在這裏辦公，預計從８月份到今年年

底期間，其他國家的人員會陸續到位。

當“金磚銀行”從一個紙面上的概

念，變成如今觸手可及的現實，卡馬特

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帶領這家全新的區域

性金融機構，在現行的國際金融市場上

走出一條“新路”。

業內人士表示，金磚銀行7月就舉

辦開業儀式令人“出乎意料”。在某種

程度上，這也反映出金磚銀行之于金磚

五國互相抱團、互相幫助的意義

7月21日，金磚銀行開業儀式在上

海舉行，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上海

市市長楊雄與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行長

昆普爾· 瓦曼· 卡馬特共同啓動了金磚銀

行。據悉，金磚銀行的總部位于上海世

博園區內，目前仍處于建設過程中。

但這並不妨礙金磚銀行在7月就正

式開業。“關于金磚銀行的很多政策制

定、組織架構以及投融資方式等各種方

面的工作一直處于探討、研究的狀態。

除了一些原則性、綱領性的規章制度是

既定的，各個具體細節方面的內容還需

要不斷地推敲。”一位接近金磚銀行的

人士告訴《國際金融報》。

上述人士同時表示：“盡管有很多

成熟的國際金融機構的運作模式可供借

鑒、參考，但是金磚銀行在不少方面是

有別于其他金融機構的，需要在實踐中

去不斷地摸索。”

2011年，尼古拉斯· 斯特恩勳爵和諾

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 斯蒂格利茨

兩位知名教授倡議金磚五國設立一個新

的多邊開發銀行。第二年金磚國家開發

銀行的概念就形成了。

2014年7月，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六

次會晤在巴西舉行。金磚國家發表《福

塔萊薩宣言》宣布，金磚國家新開發銀

行初始資本爲1000億美元，由5個創始

成員平均出資，總部設在中國上海。

緊接著，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

2014年12月15日在“第三屆金磚國家財

經論壇”上透露，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首

次臨時董事會已于幾天前在土耳其最大

城市伊斯坦布爾舉行。

今年7月7日，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七

次會議召開前夕，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在

莫斯科舉行了首次理事會會議，完成正

式運營前的組織准備工作。兩周之後，

金磚銀行開業儀式在上海舉行。

“說實話，我們預計金磚銀行正式

開業時間會是在今年年底，而在7月就

舉辦開業儀式的確有些出乎意料。不過

，由此可見金磚五國領導人對金磚銀行

的重視，每次金磚五國領導人會晤都會

極大地推進金磚銀行的籌備工作。”上

述人士表示。

在金磚銀行概念被提出之初，英國

《金融時報》對這一設想評價稱：金磚

國家開發銀行將成爲1991年歐洲複興開

發銀行成立以來設立的第一個重要多邊

貸款機構。而隨著金磚銀行的正式落地

，外界對其的期待值也與日俱增。

“盡管，當前金磚五國的經濟增速

普遍出現了放緩的迹象，而且同時面臨

著各自國內經濟改革、轉型的各種難題

。然而，這恰好突顯了金磚銀行之于金

磚五國互相抱團、互相幫助的意義。”

上海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楊建文在

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金磚銀行成立之初，其目的就是爲

金磚國家構築一個共同的金融安全網，

保護金磚國家金融危機中免受貨幣波動

的影響。

在剛剛過去的這一輪金融危機中，

美國金融政策變動導致國際金融市場資

金的波動，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幣值穩定

造成很大影響。雖然人民幣彙率波動較

小，但是印度、俄羅斯、巴西等國都經

曆了貨幣巨幅貶值，導致通貨膨脹。

這輪金融危機還暴露了現行全球金

融體制的弱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的救助總是存在不及時和力度

不夠的問題。爲此，金磚五國還設立了

金磚應急儲備基金，主要解決金磚國家

短期金融危機。如果某一金磚國家出現

貨幣不穩定，可以借助這個資金池兌換

一部分外彙來應急。

金磚應急儲備基金是一種救助機制

，而非盈利機制。儲備基金爲1000億美

元，其中，中國提供410億美元，俄羅

斯、巴西和印度分別提供180億美元，

南非提供其余的50億美元。

世界很大，容得下一個金磚銀行。

對于國際金融體系而言，金磚銀行的出

現不是挑戰，而是對其的補充和改進。

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巨頭們

的做法已經招致太多的诟病，良性的競

爭有助于上述機構進行改革

從2012年正式倡議以來，金磚銀行

不僅受到金磚五國的高度重視，同樣也

受到西方發達國家的緊密關注。其中不

乏一些“威脅論”的出現。金磚銀行之

于國際金融體系究竟意味著什麽？這個

問題顯然不會現在就有答案，或許要等

待幾年甚至幾十年才能明白。

其實，毋庸諱言金磚銀行對現有國

際金融體系究竟是不是挑戰，只要有存

在的作用與價值，那麽就是合理的。從

市場的角度來看，無非就是一種“有需

求就會有供給”的市場自然規律。

盡管目前金磚銀行尚未有投資動作

，但許多發展中國家已將其視爲獲得融

資的另一種途徑。一名駐中國的非洲外

交官說：“我們還在觀望，但第一感覺

是良好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僅在借

出資金時要求擔保，還規定了我們必須

執行的經濟政策。這些條件非常苛刻，

且在很多情況下是不可接受的。”

俄羅斯經濟學家尼基塔· 伊薩耶夫說

，金磚銀行早就被稱爲除世界銀行和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等巨頭之外的新選擇，這些

巨頭們的運作方式已招致了大量批評。

“看看希臘的金融危機以及西班牙

、意大利和保加利亞的窘境就知道了。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減少社會開支和增

稅爲條件發放貸款。金磚銀行將另辟蹊

徑，它將資助以發展爲目的的全球性項

目。”尼基塔· 伊薩耶夫說。

“世人總是喜歡將金磚銀行與世界

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看作是一種競爭關系。然而事實上

，發展中國家每年在基礎建設方面對國

際金融機構的貸款需求遠遠大于這些機

構所提供的數額。”倫敦商學院教授威

廉· 伯格（William Berg）在接受《國際

金融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即使金磚銀

行以及亞投行全部投入運作，也較難看

到與現有這些多邊銀行競爭的局面。

而且，在威廉· 伯格看來，即使存在

一定程度的競爭也並非壞事，“從金磚

銀行的角度而言，可以在一定的競爭氛

圍中更快、更好地學習成熟的多邊開發

銀行的做法和經驗，尤其是在風險管控

方面的經驗。而從世行、IMF以及亞行

等機構的角度出發，他們的很多做法已

經招致太多的诟病，良性的競爭可以促

發這些機構改革的步伐。”

卡馬特在談及金磚銀行與其他多邊機

構的主要區別時表示：“我們會理解我們

的客戶，爲其量身定做可持續發展的項目

，而非明確告訴某國家應該怎麽做。”

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在金磚銀行開業

當日發表聲明表示祝賀。他表示，世行

將致力于與金磚新開發銀行及其他多邊

機構的緊密合作，提供分享世行的知識

，開展基礎設施項目的聯合融資。他認

爲，這種合作夥伴關系對于實現到2030

年消除極度貧困、促進共享繁榮和減少

不平等的共同目標至關重要。

金磚銀行開門營業之後，最受人矚

目的是其融資方式以及融資途徑。外界

預計，債券以及金融衍生品都可能成爲

金磚銀行的融資方式。而在金磚銀行內

部甚至可能出現５個貨幣資金池，以降

低金磚銀行對美元的依賴

根據目前的消息，金磚銀行將在

2015年底或2016年初啓動運營。而金磚

銀行的第一個項目自然是備受矚目。

卡馬特表示，目前金磚銀行的團隊

主要圍繞銀行啓動運營開展工作，包括

設計組織架構、制定業務政策、開展項

目准備等。談及下一步工作的推進計劃,

卡馬特透露，各成員國都列出了一批備

選項目，未來幾個月會從中篩選項目，

並制定貸款政策。卡馬特預計，第一批

項目有望在明年4月份落地。

對于外界關注的金磚銀行選擇項目

時的標准，卡馬特稱，金磚銀行在評定

項目時主要看其是否符合可持續發展以

及是否有利于發展中國家人民生活的改

善，主要聚焦基礎設施建設及可持續發

展項目。

“事實上，基礎設施建設和可持續

發展項目之間並沒有明確的分界線，只

要有助于改善發展中國家的人民生活水

平的項目就是值得做的。我們的投資方

向將趨于多元化，而不僅限于基礎設施

建設。”卡馬特表示。

目前，不少市場分析人士認爲，金磚

銀行的第一批項目很可能花落中國。對此

，上述接近金磚銀行的人士告訴記者：

“金磚五國都已經提出了一批項目，在敲

定第一批項目之前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現在並沒有說第一批項目一定會是中國的

，五個國家中任何一個都有可能。”

其實，比金磚銀行第一批項目更引

各界關注的是金磚銀行的融資方式及融

資渠道。簡單來說，就是金磚銀行用于

投資的錢將如何籌集。

金磚銀行的法定資本是1000億美元

，初始認繳資本500億美元，中國、俄羅

斯、南非、巴西、印度5個國家平均分配

，每國認繳100億美元，實繳比例爲20%

，分7年繳清。這也就意味著金磚銀行的

資金運作並不能完全依靠法定資本。

樓繼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金

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正在研究利用域內融

資。而卡馬特則給出了更爲具象的答案

。在開業儀式上，卡馬特明確表示了希

望能率先發行人民幣計價債券進行融資

的意願。“如果第一筆借貸選擇的是中

國推薦的項目，那麽依照使用當地貨幣

的原則，人民幣就將成爲借貸貨幣。”

威廉· 伯格認爲，金磚銀行在資本市

場的融資方式應該會更多元化。

“從亞洲開發銀行的資金來源來看

，除了最基本的各個成員國根據各自的

股權比例認繳的資金外，還有通過亞行

旗下設立的幾個日本扶貧基金、日本特

別基金等獲得的捐贈資金。另外，亞行

也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但是融資的來

源多是官方機構。”他告訴記者。

亞行除了用自己籌集到的資金從事

貸款和技術援助以外，還通過聯合融資

這一形式爲本地區的經濟發展籌集更多

的開發資金。

亞行的聯合融資是指一個或一個以

上的外部經濟實體與亞行共同爲某一開

發項目融資。亞行最大的融資夥伴是官

方機構，官方融資總數爲177.23億美元

，占聯合融資總額的72.04%，另外商業

融資24.88億美元，占10.11%，出口信貸

爲43.9億美元，占17.84%。

威廉· 伯格進一步指出，金磚銀行的

融資以及投資的結算貨幣很可能不會完

全采用美元計價，也許會出現多國貨幣

並存的局面。

“比如在五個金磚國家發行以各自

國家貨幣計價的債券，進而在金磚銀行

形成五個貨幣資金池。在投資俄羅斯時

就用盧布資金池裏的資金，投資中國時

就用人民幣。而被投資方也可以完全以

本國貨幣來還貸。”威廉· 伯格告訴記

者。

“這種方式能夠降低金磚國家對美

元的依賴，同時降低美元彙率波動所帶

來的風險。”威廉· 伯格說。

美南版■責任編輯：盧子軒 2015年8月3日（星期一）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男子3米板項目，何超的哥哥何
沖和秦凱是一直以來中國隊的

首選，然而隨着兩位老將的逐漸淡
出，誰來接位成為日顯緊迫的問
題。喀山世錦賽，“夢之隊”派出
了何超與去年才開始從跳台轉攻跳
板的曹緣。
事實上，對於新人的檢驗從非

奧運項目的1米板已經開始了，因
為受重視而被特別給予兩次機會的
何超在三天前沒能過關。

1米板未能過關得第七
1米板從預賽開始何超就顯得不

在狀態，決賽中明顯的失誤更是令這位賽前最被
看好的選手以第7名的成績收官。

中國隊領隊周繼紅賽後對何超的評價是：
“想得太多，完全沒發揮出來。”
“跳成那個樣子，不少朋友親人會聯繫我給

我加油，但是後來的三天，可以說我跟外界沒有
任何聯繫，我只想靜下心來，想清楚後面的比賽
我到底要怎麼比。”
三天之後，再次站在喀山跳水賽場的何超變

得簡單了很多，“我不再想成績，不再想觀眾，
也不再想對手，腦子裡只剩下動作。”

比賽中何超前三跳的表現中規中矩，甚至沒
有進入前三，隊友曹緣經過兩個規定動作的調整
後，到第三跳追到第一的位置，東道主強手扎克
哈羅夫表現穩定。

最後一跳力壓對手奠勝
第四跳，曹緣在207C這個動作上失誤，名

次一下子跌到第四。此時何超開始進入狀態，
307C高質量的完成拿到95分，躍升至第一。第
五跳何超在曹緣失誤的207C上憑藉完美表現獲
得93.60分，領先優勢達到10分以上。

最後一跳，分數緊隨何超並主場作戰的扎克
哈羅夫在109C上得到驚人的106.40分，將壓力
完全拋給了何超。

“壓力肯定大，當時全場都在為他歡呼，算
是到了一跳定勝負的時候，但是這一次我知道自
己該怎麼做。”翻身入水前被現場攝像機捕捉到

皺眉表情的何超，這一次沒有再讓人揪心，這一
跳，他拿下102.60分。

盼登上里約冠軍領獎台
從三天前的第七到三天後的冠軍，何超完成

了一次蛻變，“這個經歷值得珍惜，因為是對手
的主場，困難確實挺大，但還是幫助我認清了一

點，就是自己永遠是最重要的，只要戰勝自己，
對手也好主場也好，都無關緊要了。”

對於自己的首枚世錦賽金牌，何超並未顯露
出多少激動，“說實話跟經歷相比，這枚金牌真
的不代表甚麼，我想最主要的是明年的里約奧運
會，我最希望的是站在里約的冠軍領獎台上。”

此前進行的女單3米板預賽、準決賽，中國

隊派出的小將施廷懋力壓衛冕冠軍何姿頭名晉
級，何姿次席進決賽。
另外，當天結束的花樣游泳集體自由自選項

目決賽，中國隊在主題為《尋龍》的節目中發揮
出色，得到96.1333分，最終獲得銀牌。俄羅斯
隊獲得金牌，日本隊第三名。

■中新社

喀山舉行的游泳世錦賽當地

時間7月31日展開男子3米板激

烈爭逐，中國隊何超憑藉出色表

現力壓東道主選手扎克哈羅夫越

險奪冠。從1米板的第7名到3

米板的第 1，何超用了三天時

間，“我不跟任何人聯繫，專

注於自己的訓練，完全靜下來

想好接下來的比賽怎麼比。”

喀山游泳世錦賽，能夠在主隊強
大對手虎口拔牙，搶下跳水男單三米
板金牌，中國好手何超的表現殊為不
易。當何超表現出色時，外人自然聯
想到為何何沖（何超的哥哥）未有參
加世錦賽。對此，何沖在接受內地媒
體訪問時略微有些無奈：“如果我的
離開給他（何超）帶來的是一個機
會，離開會更有意義。”

何沖是目前中國的頭號選手，也
是世界盃、世錦賽和奧運會的大滿貫
得主，然而志在衛冕的何沖在倫敦最
終收穫銅牌，讓他大受打擊，甚至一
度傳聞想退役。但何沖在接受訪問時
直接否認了退役之說：“其實我沒有

退役，只是離開了國家隊。”
離開國家隊還另有原因，就是何

沖希望何超能夠更上一層樓，“對我
來說，成績、成就，不能說足夠，但
是我很欣慰能獲得這些。所以，眼看
着弟弟也是一步一步地往上走，他缺
少一個機會，如果我的離開給他帶來
的是一個機會，我覺得我這樣的離開
會更加有意義。”
喀山未見何沖，里約奧運能見到

他在賽場的身影嗎？何沖就說：“我
也不知道，但是當我知道里約奧運會
只有一個機會的時候，我覺得應該讓
弟弟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何沖“退位”成就弟弟

■■何沖何沖（（右右））與何超於與何超於
1313年共同代表廣東出戰年共同代表廣東出戰
全運會全運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何超在男子何超在男子33米米
板比賽中板比賽中。。 美聯社美聯社

■■何超在頒獎儀式何超在頒獎儀式
後留影後留影。。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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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次申奧經過
2015年的7月31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的國際奧委

會第128次大會上，北京又一次成功申奧，這次是成功申辦
2022年冬季奧運會，此前兩次則是申辦夏季奧運，成為歷史
上首個贏得夏季和冬季奧運會主辦權的城市。

北京的三次申奧有兩次成功，完全可以反映出中國的國
力足以讓國際社會重視。中國申辦奧運的歷史始自1992年，
可惜在1993年9月23日，在國際奧委會的蒙地卡羅大會中，
北京以2票之微輸給悉尼。2000年夏季奧運會在悉尼舉行，
這次申奧是筆者最印象深刻的；倒是北京成功申辦2008年奧
運，似有點在意料之內的感覺。

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是當年的大事，在1990年，北京曾
主辦過亞運會，雖然當年的國際環境對中國很不利，但北京
亞運頂住了壓力辦得很成功。當年北京決定申辦2000年奧運
的決定，已故的霍英東會長在申辦過程中起了不可代替的作
用。

據當年前線記者報回來的消息，北京申奧代表團對成功
申辦頗為樂觀，其中霍英東會長做了大量有效工作，我們在

前線獲得的都是利好消息。霍英東會長在投票前一晚曾邀請
全體來自內地和港澳的記者遊船河，交換有關申奧的意見和
情況，在現場對申奧成功更為樂觀，香港體育界當時亦已準
備了為申奧成功慶祝，並已在酒樓準備舉行慶祝晚會，可惜
投票揭曉，北京以2票之微輸給悉尼，未能取得2000年奧運
主辦權。
事後媒體鬧得沸沸揚揚的是，究竟是哪2票沒有投給北

京？查實這都是一些沒有根據的推斷和指責。只能夠承認，
對於這種投票選舉，我們是經驗不足，在最後時刻，原先答
應投票給你的都可以改變初衷，把票給了你的對手，過分樂
觀只會害苦自己。
2000年申奧失利後，北京再蓄勢7年，終在2001年於莫

斯科申奧成功，圓了中國人的奧運夢，香港亦得益於北京申
奧成功，主辦了馬術比賽，成為奧運城市。今次北京申辦冬
季奧運成功，讓人關心的是有否冬奧運項目獲批准在香港舉
行。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步入夏天，
香港天氣愈來愈炎熱，香港業餘游泳總會1
日就與泳裝品牌合作舉辦首屆“全城游泳
日”，更邀得多名本地運動名將擔任星級教
練，希望讓一眾參加者享受游泳樂趣。

首屆“全城游泳日”吸引近千人報名參
加，大會亦按不同程度的參加者設計了5大
課程，而負責指導的星級教練團亦分量十
足，包括有蔡曉慧、朱鑑然及黃鍇威等前港
隊泳手，另外健美運動員鄭麗莎及滑浪風帆
夫婦陳慧琪及何智豪亦加入體驗。

“全城游泳日”的5大課程包括“游泳
初體驗”、“水中健美gym”、“水中躍
動”、“精英泳術改良”及“水底攝錄泳姿
分析”，首3個項目均是為一般游泳愛好者
而設，將游泳與健身結合，讓參加者有全新
的游泳體驗，鄭麗莎表示這課程老少咸宜，
無論健身及復健均有一定幫忙，帶同孖女參
加的陳慧琪及何智豪更認為活動可以促進親
子感情，適合繁忙的香港人一享天倫之樂。

“精英泳術改良”及“水底攝錄泳姿分
析”兩大項目就更是港隊訓練“秘密武器”
之一，由專業教練分析一班進階參加者的泳
姿，藉此提升泳手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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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Selected As Host
Of 2022 Winter Olympics

Seven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guns of WWII
were silenced, documents of surrender were signed
and c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broke into unbridled cele-
bration with the end of a global conflict that saw the
end of the threats of tyranny and oppression. And af-
ter six years and one day of great human loss and
suffering, the world was set on a course from which
many countries' political systems were established –
many of which still survive to this day.
On Wednesday, July 1,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in the ballroom at Minute
Maid Park to announce the “World War II Anniversa-
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on November 7, 2015.
The event will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World War II while also celebrating the diversity and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Also, on
June 26,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commemorated the sign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of 1945, marking its 70th
anniversary. The organization was formally chartered
on October 24, 1945. Correspondingly, on October
24,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in Houston
will hold its annual UN Day event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event will bring together peace organizations from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highlight the 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create
equality, rights and peace.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vent at
Minute Maid Park and Diversity and Prayer for World
Peace will be the event's theme. This unique event
promises to attract thousands of ethnic groups from
multiple backgrounds including Jewish, Asian, Latino
and African and they will represent the wishes of the
whole world for world peace.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usical and dance performanc-
es by representative ethnic group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participation of many governmental offi-
cials at all levels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several
branches of the U.S. armed services. These will in-
clude the “ Sound of Soul” Art Group from Beijing per-
forming – Thousands hands of Guanyin, the Bodhisat-

tva of Compassion or Goddess
of Mercy (Sanskrit Avalok-
iteśvara), Chinese acrobats and
Mask Change (Face Change).
There will also be many singing
groups and individual vocalists,
opera singers, international danc-
ers, Instruments, and a fashion
show representative of several
local ethnic groups. MC for the
event will be well-known Hous-
ton TV anchor, Shern-Min Chow.

A Message From Wea H. Lee, Chairman,
Southern News Group
Seventy years ago, an unthinkable
and now unmentionable calamity that
had never been seen befor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humanity occurred.
But the tragedy, even 70 years ago,
is still unforgettable. And the trauma
that World War II brought to all of
mankind so many years ago, still

haunts all peoples of the world today while it also still
guides the events of daily life.
The war broke out in 1939 and ended in1945 and
was the largest war in modern history, with more than
100 million military personnel being mobilized and di-
rectly involved in this world conflict. Included in the
sad events of the war were the tragic Nanjing Massa-
cre in China and the Holocaust in Europe.
For the first time Japanese germ warfare was carried
on against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nd finally,
for the first time United States dropped two atomic
bombs on Japan to put a finish to the war disaster.
There were a total of 50 million to 70 million deaths
caused by the war -- the largest number of deaths in
the history of war.
Learning about history is like holding up a mirror to re-
flect the past to teach us a lesson. This year the
world will hold many different forms of commemora-
tion of World War II. From Moscow, Minsk, Warsaw,
Berlin, Paris and other famous international cities, to

Auschwitz, the beaches
of Normandy, the Berlin
Wall, Mitte Jewish ceme-
tery and so many famous
war relics – all these
events and places and
more remind posterity to
memorialize the many
martyrs and keep in mind
the war and the world's
struggle against the fas-
cist powers of that time.
Also in remembrance of the war, the Chinese Peo-
ple's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70th Anniversary will be held in September in
Beijing and will include a spectacular military parade
in Tiananmen Square. This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cel-
ebrations since Xi Jinping became China's top leader.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Inter-
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sponsor the
“World War II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
ty & World Peace” event that will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World War II while also celebrat-
ing diversity and world peace along with the many di-
verse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
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Wea H. Lee
Houston, Texas
August 2, 2015

For additional details on the “WWII 70th Anniversa-
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on November 7, 2015, please contact Ange-
la Chen or Jennifer Lopez at (281) 498-4310.

Beijing won its bid to host the 2022 Winter Olym-
pics on Friday, making it the first city to be award-
ed both a summer and winter games.
Beijing narrowly beat out Almaty, earning 44 votes
compared to the city in Kazakhstan's 40. Oslo
was initially named a finalist, but its Olympic bid
was withdrawn after the Norwegian government
voted against financially supporting it.
Beijing hosted the 2008 Summer Games and Chi-
na plans to reuse several venues from it for the
2022 event.
In winning its bid to host the winter games, Beijing
managed to overcome questions over a potential
lack of natural snow and concerns over the dis-
tance between proposed venues. The 2022 com-
petitions will be spread across three clusters over
100 miles.
While Kazakhstan had hoped to bring the games
for the first time to Central Asia, Beijing's selection
means East Asia will play host to three straight
games: the 2018 Winter Olympics in South Korea
and 2020 Olympics in Tokyo.
Ahead of the IOC vote, both the Almaty and Be-
jing bids had drawn criticism from human-rights
groups.
Human Rights Watch has cited violence and dis-
crimination that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
gender people face in Kazakhstan, according to
the AP, while activists say China's human-rights
record worsened rather than improved after the
2008 Olympics.

The Voting
Offical Results: Almaty 40 / Beijing 44 / Absten-
tion 1 / 85 participants/Valid ballots. Beijing elect-
ed #Beijing2022 #128IOCSession #olympics
—Courtesy IOC MEDIA (@iocmedia) July 31, 2015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which
is holding its
annual congress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this
week, voted in

favor of Beijing over its lone competitor,
Almaty, Kazakhstan. The vote finished 44
to 40, a margin that was far smaller than
many observers had predicted given the
success of the 2008 Summer Games in
Beijing and the relative anonymity of
Almaty in the sporting community. Voting
was conducted with traditional paper
ballots after electronic voting devices
failed.
“ This will be a memorable event at the
foot of the Great Wall for the whole Olym-
pic Family,” organizers for Beijing’ s bid
said in a statement afterward.
While many na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have hosted both the Summer and
Winter Games, no single city had been
able to convince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that it had the requisite infra-
structure,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climate

necessary to pull off such a double
Beijing, it should be noted, did not necessarily do
that either, but it won over the delegates with an
elaborate plan that uses some well-known venues
from the Summer Games, including the Bird’ s
Nest stadium and the Water Cube arena, in addi-
tion to relying on an elaborate, artificial snow-mak-
ing operation to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its sur-
rounding region has few mountains and, general-
ly, little actual snow.
Beijing presented the 2022 Games as a catalyst
to help develop the mostly dormant interest in win-
ter sports among the 300 million people in north-
ern China. China has already created a special
program, said to have cost roughly $30 million,
that is intended to produce athletes in sports with
little history in the country, like Nordic combined
skiing and the sliding sports of luge, skeleton and
bobsled.
“ Summer or Winter Games, they all represent the
Olympic ideals,” Yao Ming, the N.B.A. star who re-
tired in 2011, said at a news conference before
the vote. “ It’ s the right time, the perfect time, for
the Olympics to return to Beijing.”
At the Olympic Green in Beijing, the site of the
2008 Olympics, hundreds gathered to celebrate
the announcement. Many waved giant Chinese
flags, and dancers in red robes performed to
traditional songs.
“Winning the bid will surely make more people
know about
China, that we
are a major
power now,
and we are no
worse than the
United States,”
said Zhang
Zhaoshi, 76, a
retiree, as he
opened a bottle
of Chinese
wine at his
home in Beijing
to celebrate.
“ The victory

will surely allow us Chinese to speak more
confidently in the world.”
Some Beijing residents said they looked forward
to cleaner air now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face
international pressure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Others said they thought the flood of tourists and
investment would help improve the local econo-
my, which has slowed recently.
But the celebration seemed somewhat muted com-
pared with the euphoria of 2001, when it was an-
nounced that Beijing had won its bid for the 2008
Summer Olympics.
“We are not that enthusiastic about it because it is
not the Summer Olympics but only the Winter
Olympics,” said Wu Xiaowen, 46, an accountant
in Beijing. “We don’ t play or watch those games.”
Beijing plans to stage the so-called city events —
hockey, figure skating and speed skating —
downtown, while the sliding and skiing events will
be held at venues in Yanqing, about 40 miles
outside Beijing, and in Zhangjiakou, which is
about 90 miles away. A planned high-speed rail
line to Zhangjiakou is supposed to cut travel time
to less than an hour, though Chinese
organizers — no doubt w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s renewed sensitivity to
skyrocketing
Olympic
budgets — have
said repeatedly
that the rail project
should be seen as
separate from the
Olympic bid.
Either way,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Beijing’ s hosting
model involves
multiple venue
clusters with
significant
distance between them. Almaty, on the other
hand, had tried to position itself as the opposite to
what it suggested was Beijing’ s manufactured
bid — Almaty’ s slogan was, pointedly, “ Keeping
It Real” — and the former Kazakh capital cited the
compact nature of its city. It also frequently noted
that its nearby mountains were covered with
genuine snow.
The cost of hosting an Olympics has become a re-
current talking point for Thomas Bach, the presi-
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ne
of Mr. Bach’ s primary initiatives, known as Olym-
pic Agenda 2020, is essentially an overhaul of the
bidding process. The goal is to force cities to low-
er infrastructure costs — and thus broaden the
pool of potential bid cities — but also to meet ba-
sic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before they can be ful-
ly considered.
This election was the final one before the rules of
the Agenda 2020 program take effect, and many
critics of the bidding process noted that it was, in
many ways, a fitting coda. Bidding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which are both significantly smaller and
less popular than the Summer Games, has
always been difficult, but this race was particularly

rocky.
Four European
cities, including
winter havens
such as Oslo and
Stockholm, pulled
out of the race
after initially
expressing
interest; all cited
various political or
financial concerns,
as well as tepid
public support.
Those departures
left behind only
two viable
candidates, both
of which came
with question
marks.
The global political
concerns with
China's
government are well known, and Minky Worden,
the global initiatives director at Human Rights
Watch, sai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might
best be described as “ the worst crackdown in the
post-1989 period across the board.”
Mr. Bach’ s Agenda 2020 plan would, hypothetical-
ly, make those sorts of problems more germane to
future bidding votes, but it was not clear what sort
of role — if any — human rights concerns had
played in the 2022 decision.
Ultimately, the voters went with the known com-
modity. And, artificial snow-making plans notwith-
standing, Beijing’ s bid slogan of “ Joyful Rendez-
vous Upon Pure Ice and Snow” seemed to reso-
nate eight years after the city spent at least $40
billion to host the Summer Games.
In a video message played to voters before the
balloting,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was reso-
lute.
“ Let me assure you,” he said, “ if you choose Bei-
jing,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stage excellent and
extraordinary Games.”

On Friday Xi hailed the success of the bid for the
2022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by
Beijing together with Zhangjiakou.
In a congratulation letter to the Beijing 2022 bid
delegation, President Xi said, "All of you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in the bid. I hope that with the
support of all Chinese people, you keep on work-
ing hard to present a fantastic, extraordinary and
excellent Winter Olympics." (Courtesy www.nbc-
news.com)

NEWS & REVIEW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August 2 , 2015 | John T. Robbins, Editor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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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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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merican Flag
Being Raised On Iwo
Jima During WWII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President Thomas Bach
reveals the winning city.
(Photo AFP - Getty Images)

WWII 7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To Be Held At Minute Maid Park

Shern-Min Chow

The Beijing delegation
celebrates. (Photo AFP/

Getty Images)

Flags Of Many Countries Fly
Outside The United Nations In New

York City

Chinese people wearing
traditional costumes gather to

celebrate as Beijing is
announced as the host city for

the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Shijiazhuang, the
capital of northern China's

Hebei province on July 31, 2015
(AFP Photo)

Chinese policewomen wave
a Chinese national flag to
celebrate as Beijing is

announced as the host city
for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at the ski resort
region of Chongli where the
Nordic skiing, ski jumping,
and other outdoor Olympic

events will be held in
northern China's Hebei
province. Beijing was

selected Friday to host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becoming the first city

awarded both the winter
and summer games. (AP
Photo/Ng Han Gua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peaks To Voters
Before The Balloting

Volunteers parade in front of
journalists in Beijing to

celebrate the announcement
by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that Beijing
had been named to host the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on July 31, 2015 (AFP Photo)

澳大利亞、德國多地
嚴格限制中國遊客購買奶粉

說起購買“洋奶粉”，以往，能想到的大多是

街坊到香港購買。自從香港限奶後，“奶粉大軍”

開始漂洋過海到海外購買，網路上更涌現出大量私

人代購，掀起“白色淘金熱”。

據了解，澳大利亞、紐西蘭、荷蘭和德國等地

成了代購奶粉的熱門地點。面對來勢洶洶的“奶粉

大軍”，多地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限奶令”。

然而，“洋奶粉”是否真的適合中國人體質？

有消息稱，國外奶粉是根據當地寶寶的體質來均衡

配比，不一定適合中國人。有專家直斥，這種說法

是“炒作”，雖然各國奶粉標準不同，但基礎配方

一致，並不存在“洋奶粉”不適合中國人的說法。

“今年冬天遭遇寒冬，澳大利亞奶牛產量減少

鬧奶荒，愛他美2段漲價要斷貨了，媽媽們要囤貨

的趕緊了！”最近，一名來自澳大利亞墨爾本的代

購商小樂在微博上發佈消息，引來不少客人追問。

當地的中國留學生小鄒則稱，雖然不至於鬧奶荒，

但當地的確有太多代購，導致不少超市的奶粉貨架

是空的。

在雪梨定居、曾從事海淘代購業務的小袁告訴

記者，在澳大利亞，

包括雪梨、墨爾本

等地的各大超市已

經對奶粉實施比較

嚴格的限購制度，每名顧客只能購買一定數量的奶

粉，如嬰兒奶粉一般每人限購2罐或4罐，成人奶

粉每人限購6罐。“在超市還能看見中英雙語的限

購說明。”小鄒稱。

限購後，貨架不至於一搶而空，但也會出現階段性

缺貨，尤其是可瑞康、貝拉米等國內流行的奶粉品牌。

“不過，一些中國人不熟悉的牌子倒是沒人買。”

雖然遭遇“限購令”，但代購商們也有對策。

假如無法一個人一次多買，那就幾個人一起掃貨，

或是到不同的超市、藥店去買。當地的媽媽對此也

覺得十分無奈。“代購通常都會選在超市補貨的時

候去買，不少當地的華人媽媽還得反過來向做代購

的朋友拿貨。”

此外，限購令之下，代購奶粉的價格水漲船

高，有的上漲了4~5成。“倒不是因為超市漲價，

而是現在做代購比以前更辛苦了，所以費用也上漲

了。”小袁說。

唐小姐今年3月到紐西蘭奧克蘭讀書，待了沒

幾個月，眼看身邊的中國留學生都做起代購，她也

開始幫人代購。

她介紹，在紐西蘭，超市並沒有直接限購，

但同樣禁止個人奶粉郵寄出國。“如果想要代購

奶粉，一般很少做一罐一罐買的，要整箱6罐一

起買。”

她說，此前紐西蘭奶商遭“投毒”威脅，如今

超市將一些知名品牌的奶粉放到收銀臺處銷售。

“每罐奶粉買的時候都要求客人搖一搖，確保沒有

問題再購買。”

另一家紐西蘭海淘買家也在產品介紹內明

確，由於超市裏買到的奶粉不能直接郵寄回國，

需要複雜的手續，因此只接受整箱奶粉銷售，而

且不接受“拼箱”。“這其實對我們的生意也有

一定影響。”

從今年4月起，德國不少超市貼出告示稱，所

有需要喝愛他美奶粉的德國寶寶需要在商店註冊，

貨架上已經不放存貨了，如果要買，得讓工作人員

去倉庫裏找。由於奶粉銷售過度火爆，限購從1罐

到3罐，買的時候得詢問工作人員。

供不應求是否因中國人買空德國奶粉？對此，

德國嬰兒奶粉主要生產商美樂寶公司發言人施托爾

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暫不能斷論，但他也覺得很無

奈，畢竟企業的產量與2013年相比已經遠遠翻倍，

但需求仍然急速上升。

記者了解到，“限奶令”在德國、英國、澳大

利亞等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但實際上，這些限

購，除了中國香港地區，其他基本都不具備法律意

義。”乳業專家王丁棉分析道。

王丁棉分析，由於一般情況下，奶粉銷售主

要應對本國嬰幼兒，適當地照顧有需要的旅遊

者，而且，有的國家對嬰兒奶粉是有一定福利補

貼。由於“奶粉大軍”的到來打破了原有的平

衡，政府只好採取臨時措施和政策。根據他的調

研，自從“三聚氰胺”事件後，國內的奶粉行業

遭遇信任危機，在這種消費心態下，不少國人都

想方設法到國外買奶粉。因此，最近這3到 4年

來，網購奶粉特別火，根據他的統計，估計銷售

額達到近200億元。

“洋奶粉”是否真的適合中國人體質？網上有

消息稱，國外奶粉是根據當地寶寶的體質來均衡配

比，不一定適合中國人。

對此，王丁棉直言，這是一些奶粉企業的“炒

作”手法。他介紹，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的嬰幼

兒配方奶粉專家組對嬰幼兒奶粉制定了全球統一的

營養標準，各國企業只是在此基礎上做微調。

中國奶業協會常務理事、廣東省奶業協會會長

陳三有也表示，雖然各國奶粉標準不同，具體配方

會有少許差異，但基礎配方一致，並不存在“洋奶

粉”不適合中國人的說法。

日企獲得泰國鐵路大訂單 曼谷抱怨成本太高
綜合報導 “日本號”列車有望在泰

國首都曼谷的市區穿行。由住友商事、

三菱重工和日立製作所三家日本企業組

成的聯盟，獲得了曼谷城市鐵路新線路

的建設訂單。訂單額為324億泰銖（約

合9億美元），這是日本企業獲得的最

大一筆亞洲城市鐵路建設訂單。

據報道，日本政府的資金援助、

技術實力以及腳踏實地削減成本的努

力，這“三支箭”的相互配合取得了

成果。

報道說，三家日企組成的聯盟

之所以能夠獲得這筆大單，源於充分

的準備。

首先三家企業從日本政府獲得了

年利率僅 0.4%的低息日元貸款。泰國

等發展中國家獲得日元貸款的利率通

常在 1.5%左右。由於緩解交通擁堵狀

況將減輕大氣污染，所以日本政府將

該項目定位為可獲得低息貸款的“環

保事例”。

另外，日本的技術實力也受到了

較高評價。泰國國家鐵路的條件是使

用1米寬的鐵軌，列車最高運作時速達

到160公里。如果使用更窄鐵軌的話可

節省高架建築物和墊木成本，但在運

營方面很難達到160公里的時速。日立

曾承建日本國內同等規模的“築波快

線”，這一經驗成為了獲取訂單的有

利因素。

《日本經濟新聞》報道說，日本鐵

路要實現出口國際市場的目標需要闖過

的最大難關是價格。

在曼谷城市鐵路新項目的招標案

中，泰國方面給出的預算為 270 億泰

銖，而住友商事、三菱重工、日立製作

所三家日本企業聯合提出的報價金額為

490億泰銖。兩者間存在明顯差距。泰

國方面曾考慮重新招標，但由於手續需

要調整，最終選擇了與三家日本企業展

開談判。

在長達一年的馬拉松式談判中，日

本方面重新探討了合同內容。三家企業

逐一篩選出無需自己承擔費用的項目，

要求泰國方面加以調整。同時，它們還

通過改變車門性能參數等各方面的調整

不斷小幅削減成本，最終降低了金額，

最後與泰國方面達成一致。

不過，泰國運輸部負責人也抱怨

稱，“雖然日本技術非常先進，但成本

太高”。在這次的曼谷城市鐵路項目談

判中，日元對泰銖貶值的“神力”給降

低成本的努力帶來了成果。但行業相關

人士也有意見認為“要盈利可能非常困

難”。

在東南亞的城市鐵路領域，阿爾斯

通和西門子在領先一步發展起來的新加

坡、馬來西亞具有優勢。而日本企業計

劃在印度尼西亞和越南捲土重來。最

近，新興的中韓企業也在尋找獲得訂單

的機會，競爭日趨激烈。除了任何人都

認可的品質和交付期，日本企業還要考

慮如何提高成本競爭力。可以說，這也

是為了實現可持續鐵路業務發展而需要

跨越的一個障礙。

澳大利亞：雪梨、墨爾本限奶
海淘奶粉漲價

紐西蘭：不接受個人奶粉
郵寄出國業務

德國：奶粉限購3罐 購買需先註冊

專家：限購大多無法律意義

釋疑 “洋奶粉”不適合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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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電832-643-5830

Gulf South Investment
5800 Ranchester Drive Suite 200,
Houston TX 77036南

地產
灣

Tel: 713-988-9018 Ying Lai
Fax:(713)988-8846 Cell Phone: (832) 643-5830

僑福大樓出租﹕
◆2層樓專業辦公大樓，位於Ranchester(廉
潔路)與Harwin(好運街)交口處停車方便租
金合理
◆200呎-15000呎，多樣化隔局，彈性選擇
◆位南北疏通要道，近休士頓商業批發街，
各大銀行，商場，旅館，高速道路及中國城商
業區，交通便利，地理商業中心
◆厚實大樓外觀，專業完善管理及一流設備

休士頓中國城辦公樓最佳首選

中國城的鑽石地點

Ying Lai 賴太太

STERLING MCCALL LEXUS
10025 SOUTHWEST FREEWAY,HOUSTON TX 77074

(59號南﹐八號公路前)

TEL: 713-995-2600 1-800-256-6225
E-MAIL: mma@smlexus.com

原裝日本進口
最佳售後服務

☆☆☆另有大量優質二手車選擇☆☆☆
新車可享有兩年免費換機油及油隔服務

MARTIN MA

馬 田 澤
請電話預約﹕

713-995-2667( 直 線 )

713-501-6888( 手 機 )

通國﹑粵﹑英語

凌志全線車系 現貨供應或預定

Website: www.zencon.com

貨貨 運運 報報 關關

˙海運、報關、卡車、倉儲連貫服務
˙每週貨櫃進/出口東南亞
˙承運整櫃、散貨、大宗貨及空運

三

十

年

歷

史

為更好服務客商,除洛杉磯
總部,紐約分部外,休士頓分
公司現已營運了二十年,我
們保證以下服務:

家

分

公

司

43
全
通船舶運輸公司

ZEN CONTINENTAL CO., INC.

服務一定周到服務一定周到 ˙̇ 價格絕對優惠價格絕對優惠
請聯絡 ELLEN CHI

TEL:(713) 780-8727 , FAX:(713) 780-8867
REGENCY SQUARE TOWER

6200 SAVOY DR., #950,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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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galeria mall 二樓的 E--Tao稻香
村的菜品以粵菜小炒和港式點心為
主，招牌菜：小籠湯包、軟殼蟹炒飯、荷
香龍仔大蟹飯等。
E--Tao稻香村的小籠湯包被美食雜誌
《Houston's Dining Magazine》認為是
休斯頓最好吃的中國菜推薦給大家。

名門金宴名門金宴名門金宴Regal
招牌菜招牌菜

北京北京片皮鴨二吃片皮鴨二吃
廚師現場廚師現場片皮片皮、、二吃斬件二吃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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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粵菜 多倫多風味

Regal名門金宴
電話：281-494-8888
地址：12350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77477

稻香村集團美國總店

獨家秘制的養生湯品，品味潤無聲。

E-Tao稻香村
電話：713-965-0888
地址：5135 west alabama st, suite 7295,

Houston, TX77056
(Galleria Mall二樓，Norstrom和Macy's之間)

稻香村集團美國分店

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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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太平洋抽油煙機

10800 Bellaire Blvd Suite C
Houston,TX.77036

Bellaire and Wilcrest

AC3100 3300, IT30, 自動清洗系列抽油煙機

˙自動清洗 ﹐掃除拆洗煩惱:
最先進的技術﹐只需一按AUTO CLEAN就會自動清洗扇
葉油污﹐操作簡單方便﹐清除油污,掃除您清洗油污的煩惱﹒

˙最超強的吸力﹐最低的噪音 :
專利設計Ｓ型排風系統﹐形成強勁離心吸力﹐全新流線
內部結構﹐使其吸力稱霸﹐噪音最低﹒

˙最先進的外型設計﹐覆蓋美式四個爐頭:
全新流線外型﹐採用西歐無接口收邊技術﹐完美造型﹐
雙吸風口﹐覆蓋四個爐頭﹐使您的廚房充滿高貴現代氣息﹒

訂購電話﹕281-530-1511

最新最新最新

把看見的油煙看不見的細菌統統一網打盡﹒
優質售後服務﹐專業的安裝師傅﹐
馬達永久保證﹐零件十年保證

殺菌抽油煙機

PR 9630A
STAINLESS STEEL

大酬賓特價特價特價
299.00

((台灣製造精品台灣製造精品))

首創蒸氣除油 | 融解油汙 免拆洗
太平洋首創「全自動蒸氣洗」抽油煙機，獨家「130 C超高溫蒸氣洗」，以超高
溫蒸氣環繞去汙，再輔以熱水沖刷潔淨，全方位迅速除油，徹底殺菌，除臭，
自動清洗毫無死角，更配備全新「吸力霸靜音馬達」，給您超強吸力與極靜
音。挑選油煙機，就該選擇解決您所有煩惱的太平洋「蒸好洗」抽油煙機!

有名牌禮品贈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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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你聰明袁"范呈湘伸指在

她臉上彈了一下袁笑了笑袁"夏江是

現在太子殿下最想得到的人袁 如果
我立下這個功袁不要説抹去舊罪袁運
氣好地好袁能保住日後的前程袁只怕
也有指望噎噎"

"老爺噎噎拿得準么钥 "

"現在的太子殿下袁 已不象他
當靖王時那樣不知變通了遥

我犯在夏江手里地事袁 不過是
貪賄袁庇護了幾個兇犯而已袁早就過
了七八年袁不値得放在心上遥

他如肯恩赦我袁 立時便能拿住
夏江這個心腹之患袁無論怎么權衡袁
他都不該拒絶的遥 "瑤珠眼波如水袁
笑生雙靨袁柔聲道院"如眞能象老爺

所説地這樣袁那可太好了遥
這擔驚受怕地日子實在難熬袁

老爺還是快些去東宮首吿的好遥 "

"你説地對袁我原來是求穩求平袁想收留這個瘟神兩日袁快
些送走了的好袁雖知他逃不出去袁倒訛上了我遥

這日子確實熬不住了袁我已決定袁明日早朝後袁就去東宮求
見太子殿下遥 "

"明日钥 "

"這樣的事袁宜早不宜遲袁明日就去遥 "

"老爺的決斷袁一定不會有錯遥
那就喝口安神湯袁早些歇息吧袁明日還有得折騰呢遥 "瑤珠

説着袁起身去茶爐上端來煨着的湯碗袁喂給范呈湘喝了兩口袁扶
他躺平袁輕輕爲他打扇遥

也許是心中作了決斷袁 稍稍安寧袁 也許是那安神湯的確有
效袁不及一刻袁范呈湘便沉沉入睡遥

瑤珠等他鼾聲起時袁伸手推了推他的肩膀袁又低低叫了他兩
聲袁見沒有回應袁立即放下扇子袁悄悄下了床袁裹起一件黑色披
風袁身如魅影般飄閃而出袁很快就消失在如墨的夜色之中遥

第一百六十一章 復甦
立太子大典後的京城朝局袁 由於老皇的休養與新儲君的求

穩而顯得有些波瀾不驚遥
在沒有什么更大事件發生的情况下袁 丞台御史范呈湘的突

然死亡引起了大家的關注遥
不過一開始袁此事並不怎么轟動袁因爲京兆衙門最先得報前

往勘探時袁得出的結論是 "意外失足袁溺水而亡 "遥

林丹汗死後袁汗位由嫡長子額哲繼位袁據聞喀爾喀卻圖台吉已率領他的人馬離
開袁轉入靑海遥林丹汗遺留部衆除一部分跟隨蘇泰母子由大草灘返回鄂爾多斯外袁其
餘人均作鳥獸散袁大部分就和高爾土門福晉尧竇土門福晉一樣袁陸陸續續的輾轉投靠
了大金遥
林丹汗的叔父毛祁他特最終也未在科爾沁久留袁我不清楚他和科爾沁之間發生

了什么事袁他最終到底還是明智的選擇了皇太極遥
許是這幾日日有所思袁到得夜晩我竟接連數日頻頻夢見多羅福晉蘇泰尧囊囊福

晉娜木鍾尧還有伯奇福晉尧泰松格格尧淑濟格格尧托雅格格噎噎夢里顛倒袁衆相凌亂袁
攪得我白天醒着時腦子也是迷迷糊糊的袁不甚清醒遥

囊囊福晉噎噎她應該已經分娩了吧钥 那個曾經被視爲能帶來吉兆的嬰兒袁沒曾
想最後的命運竟是一出生就失去了父親浴

我在屛風後長吁短嘆袁額角太陽穴上隱隱脹痛袁我用大拇指輕輕按着袁沒揉上幾
下袁就聽代善的聲音不緊不慢的響起院"林丹汗之妻竇土門福晉袁乃上天所賜袁大汗宜
娶之噎噎"我驚異的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袁代善噎噎他剛纔在説什么钥

"我不宜納此福晉袁把她配予家室不睦的貝勒吧遥 "皇太極淡淡的拒絶遥
"大汗浴 竇土門福晉乃上天所賜袁大汗若不納娶袁恐違天意浴 ""天意钥 "皇太極冷

笑袁"因何見得是上天所賜钥 ""大汗難道忘了袁三個月之前袁雌雉西來袁夜入御帳袁這難
道不是上天諭之吉兆钥 ""呵噎噎"皇太極猛地暢然笑起袁殿上衆人許是從未見他們的
汗王如此眞心實意的歡笑過袁不禁一齊愣住了遥
我在屛風後苦笑連連袁此時皇太極心里想的可與代善他們想的差了十萬八千里

遠遥
蒙古風俗與女眞風俗大致差不多袁 但是蒙古女子的待遇可比女眞女人強百倍袁

蒙古女子若是喪夫袁有繼承丈夫財産的權力遥但是在這個男權強盛的時代袁女人又不
得不依附男人而活袁那么等到這個寡婦再嫁時袁前夫留下的財産將成爲她最好的嫁
妝遥
如今旣要合理的繼承林丹汗的財産和部民袁又要讓這些部民心悅誠服的歸順大

金袁最好的辦法就是娶了林丹汗的福晉遥
如果僅從政治面考慮袁代善的提議確實不失爲最最穩妥的好辦法遥
"大汗非好色多納妃子之輩噎噎若是大汗眞如古代暴君那般袁荒淫無度袁貪戀女

色袁臣等不僅不會勸納袁必當極力勸阻噎噎然而我大金國汗修德行義袁允符天道袁受
天眷佑遥汗思所洽袁凡兄弟臣民袁咸安樂利袁是以百姓擁戴袁視汗如父浴臣時常在想袁不
知該用什么辦法使大金國庫充盈袁治臻殷富噎噎"

第一卷 宮變篇 揖入宮窑前因铱 第二十九章 情動瞬間
寺廟柴房盡頭袁一男人警覺地四下張望袁而後拐進小道袁逕直跨入

柴房另一角落遥
"薛孤拜見欽差大人遥 "男人冷聲説道遥身前的男人立刻轉過身袁朝

他身後瞅了瞅袁然後扶起薛孤問道院"可有人跟踪你钥 "

"沒有遥 "薛孤冷淡地回答遥
"薛大人不必拘泥袁往後這禮節也都免了吧遥 "張孝卿笑着説道遥
"多謝張大人遥 "

"陸郡君又怎么會突然造訪寶林寺钥 "張孝卿疑惑地問道院"臣已稟

報皇上疑犯家人的行踪袁爲何皇上不阻止钥 "

"皇上本來想阻止陸郡君袁但是轉念一想袁我便有足夠理由來此接
應張大人了遥 "薛孤堅硬地解釋院"如果曹祖庭想在此解救他的家人袁也
是最好的時機遥你想想袁他一定會認爲大家的注意力已然轉移到陸郡君
身上遥 "

"就怕曹祖庭太過狡猾袁不會上當遥 "張孝卿爲難地説道遥
"所以寶林寺接下來會有一場盛大的祈福儀式遥 "薛孤湊近張孝卿

悄聲道院"我們要做的便是掌握寺內所有人的行踪遥 "

張孝卿猶豫地點了點頭袁唯今之計袁只保不要出現差錯了遥
***

"來袁你踩着我的背爬上去遥 "馮佑憐蹲在樹下袁對着一旁乾着急的
曹素素説道院"貓兒太小了袁它不能自己下來袁如果我們不將它救下來袁
萬一摔傷了就很麻煩了遥 "

曹素素緊張地盯着樹幹上嚇得 "喵喵 "叫的小貓袁 又擔憂地拍了
拍馮佑憐的背袁躊躇着説院"可是袁我噎你能承載我嗎钥 "

"你放心袁我以前經常背着我妹妹遥 "馮佑憐抓着曹素素的手袁安慰
着説院"快點吧袁不要猶豫了遥 "然後袁蹲在樹下背朝天等着曹素素踩着
自己爬上去遥
薛孤從後院另一邊走出來袁不經意瞥見兩個身穿囚服的女人遥一個

吃力地蹲在地上袁而另一個則踩着女人的背袁手抓着樹幹袁正努力地向
上勾着什么噎

他順勢望過去袁不難發現一只身處危險的小貓袁就在女人那只手上
面的樹幹上徘徊着遥 "呼呼噎"薛孤縱身一躍袁繼而抓住樹上的貓再跳
下來遥曹素素被這突如其來的狂風嚇得失去重心袁只聽她大叫一聲 "救

命 "袁然後從身後栽了下來遥

"其實王寶兒那女孩我也覺得不錯袁 但是元東爺爺那里還沒態度
呢袁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遥 "

陸和爍怎么想的袁秦予喬怎么會知道袁陸家的晩飯後她又不知死
活地問了問陸景曜院"你覺得你爸爸會同意元東和王姑娘的婚事嗎钥 "

然後陸景曜看她的眼神就變味了院"你什么意思钥 "

"你能不能別那么小氣啊遥"秦予喬現在學乖了袁該軟的時候就軟袁
坐在陸景曜的腿上袁"我跟元東是什么時候的事了袁你能不能別老惦記
着啊袁好像我眞的跟他很有什么貓膩一樣袁你知不道有些事你越在意
就越會像一根刺一樣扎着你袁扎着你遥 "説到最後的時候袁秦予喬伸出
一根手指戳着陸景曜的胸膛遥

陸景曜眞沒想到自己會被秦予喬敎育了一頓袁然後他將她的手指
放到自己嘴里袁先是輕咬了下袁不給秦予喬抽走的機會袁繼續啃咬遥

頓時又酥又麻袁還帶點小疼的感覺從她的指尖傳來袁秦予喬抬眸袁
陸景曜含笑的眸子正迫在眉睫袁過了會袁他終于松開她的手指袁大發慈
悲地吿訴她想知道的遥

"爸爸應該會同意元東娶王寶兒遥 "

秦予喬有點不理解了院"怎么又同意了钥 "

陸景曜忍不住又吃起秦予喬的豆腐袁張狂地將手伸到她的羊絨小
外套里袁隔着一件黑色絲絨的打底衫揉捏她的柔軟遥

秦予喬拍掉陸景曜的手院"到底説不説啊钥 "

陸景曜眨了下眼睛袁然後抱着秦予喬開始談心院"爸爸有想法讓元

東跟我一塊兒打理藍田袁或者是説他目前還不想讓藍田經營權全部給
我遥但是呢袁他現在找不到理由把自己手上還留着股份分出來給元東袁
唯有元東結婚袁他好把股份送給元東作爲結婚禮物遥 "

秦予喬有點明白過來了袁其實她對陸家誰當家這個問題並不感興
趣袁但是她要嫁的人是陸景曜袁有些問題不是她想不想袁而是她要不要
跟陸景曜在一起袁旣然在一起袁她對有些問題必須有有個清楚的瞭解遥

"那你怎么想呢钥 "秦予喬望着陸景曜 "你想不想讓元東進藍天遥 "

陸景曜雙手下移袁最後來到秦予喬的腰上袁這腰眞是越來越細得
沒肉感了袁陸景曜不爽地捏了捏她的腰袁回答院"股份並不重要袁一年少
幾千萬的分紅對我並沒有多少感覺袁但是我也只能在錢的問題上不計
較袁陸家的繼承人那個位子袁我是不會讓的遥 "

也只能如此了遥
吃了早飯之後袁寧汐卷起袖子袁和寧暉一起幫着阮氏收拾屋子遥 先是

將帶來的所有東西一一的收拾放好袁然後再將所有的屋子清掃一遍遥
這活兒聽起來輕鬆袁可做起來卻很煩瑣袁一直忙了兩個時辰袁還沒忙

完遥
容瑾和陸子言進來的時候袁 見到的就是寧汐拿着抹布踮起腳尖擦窗

戶的情景遥
容瑾微微皺眉袁還沒等説什么袁就聽陸子言急急的説道院"寧汐妹妹袁

這種粗活讓下人來做就行了遥 "

咦钥 這兩人是什么時候冒出來的钥
寧汐停住了手中的動作袁回頭笑了笑院"不用了袁我們借住在這兒已經

夠麻煩的了袁這些小事我們自己來就行了遥 再説了袁我也不是什么千金小
姐袁這些粗活本就做慣了的遥 "

那張白凈凈的小臉上袁黑溜溜的大眼含笑袁像一陣春風吹拂進人的心
田遥

陸子言的目光直直的落在寧汐的臉上袁幾乎移不開眼睛遥
孫冬雪已經正式成爲陸子言的貼身丫鬟袁自然跟在了陸子言的身邊遥
見了寧汐袁她正打算上前來打招呼袁可在見到陸子言異常灼熱的眼神

後袁孫冬雪的笑容立刻僵硬在了嘴角邊遥
而寧暉在聽到了動靜之後袁也走了出來袁見到孫冬雪的那一剎那袁他

的眼里閃過一絲歡喜袁可在看到長身玉立的陸子言之後袁笑容立刻暗淡了
下來遥

寧汐心里暗暗嘆氣袁眞是怕什么來什么遥
第九十四章容瑾的計劃

院子里一時沒人説話袁氣氛有些凝滯袁説不出的尷尬遥
寧汐咳嗽一聲袁笑着説道院"站在這兒説話太失禮了袁請兩位少爺到

里面坐會兒遥 我爹和孫掌櫃都還沒起床呢 "

容瑾唇角微微翹起袁眼里飛快的閃過一絲笑意袁淡淡的問道院"寧大

廚和孫掌櫃還沒醒酒嗎钥 "

寧汐笑着聳聳肩院"還沒醒呢 "

孫冬雪總算回過神來袁連忙低聲央求道院"少爺袁奴婢想進屋去看看
爹怎么樣了遥 "

陸子言不假思索的點頭應了遥
孫冬雪走過寧汐的身邊時袁冲寧汐匆匆的笑了笑袁顧不上打招呼袁就

急急的去了孫掌櫃的屋子里遥
寧暉被無視的很徹底袁笑容早就沒影了遥 低低的説了句院"我去把爹

喊醒遥 "也匆匆的走了遥
這可倒好袁就剩下寧汐一個人應付兩位少爺了遥
寧汐打起精神來袁笑着迎了兩人進屋子里坐下遥 又去倒了茶袁正忙活

着袁阮氏也走了進來袁忙接過了寧汐手里的事情遥
説心里話袁寧汐實在不想面對這兩人遥陸子言也好袁容瑾也罷袁對她而

言都是麻煩人物遥可眼下孫掌櫃和寧有方都還沒過來袁也只能由她陪他們
説話了遥

隨
侯
珠

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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