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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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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23 #411 #66A #DRB

4號出口

星期二星期二、、三三、、四四
9：00AM
星期五星期五、、六六
9：00P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11：00AM,6:00PM,

8：00PM, 10:30PM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有Medicaid & Medi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請注意：

今年德州的七個郡，包括Harris County，為減少保險的濫用，減

低費用，交由第三方管理公司管理，將您列入MMP的保險計劃，

您今年4月至8月底，會陸續收到這家公司的來信，您的計劃則

會自動轉入MMP計劃中去，MMP計劃較新，有很多醫生和藥店

還不在此網絡裏邊，如果您還去看原來的醫生，您會突然發現自

己的保險不能報銷了，MMP計劃有很多限制，有許多藥要自費，

現在有很多被保人都不願意被轉入，若您是Medicaid & Medi-

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歡迎您與我聯絡，我們可免費幫您查看

是否被轉，免費諮詢，并免費幫您保留原來的計劃。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wendyc21sw@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宮宮暨宏暨宏
Jennifer GJennifer Gongong
832832--270270--24002400

www.ChineseLoanOfficer.com
ChineseLoanOfficer@gmail.com

群
智
貸
款

最低利率最低利率
準時高效準時高效

專精各種購房貸款，外国人貸款，不查收入貸款等

貸款經紀貸款經紀 NMLS#NMLS# 1233072123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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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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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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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星期四 2015年9月3日 Thursday, September 3, 2015 星期四 2015年9月3日 Thursday, September 3, 2015

1. 敦煌商場，雙連體旺舖出售，每單位1600呎，地處Corner位置，價格
超好，機會難得，可以聯繫Gina或Shannon.

2. 福遍糖城二層獨立屋，4/2.5/2，近2800呎。地理位置極佳，近59，
DairyAshford，超低稅率，Corner位置後院方正寬大，配有游泳池及
花園平台，僅售$235,000。

3. 合作路/百利大道近敦煌超市，全新裝修獨立屋，3/2/2，近2300
呎。高屋頂，采光極好，新油漆，新地板，花崗岩台面。僅售$131,000

4. Richmond/Galleria區，兩單位出租：1 bedroom，包水電，$750/月；2
bedroom,包水電，僅$1000/月

專精各類商業地產之買賣投資
承租及管理…積20年之從業
經驗為您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Shannon Gao

高紅
Sales Associate

xiannen_g@yahoo.com

713-550-6373(專線)

城中區大型著名自助餐館生意出售。

餐館裝修高雅、寬敞明亮、地理位置極佳，

已有20多年的經驗，積累了很多客人，

生意興隆、穩定，客人川流不息。

sunny.hsu@aarealtytx.com

以二十年經驗，為您做完整服務

Sales Associate andy.hsu@aarealtytx.com

1)Cypress , 3 房 3衛1.5 story.高屋頂,正
式餐廳,客廳,遊戲間.游泳池.社區環境優美,
有八個湖,網球場,籃球場.售價 314,900
2)5,000呎空地，近中國城8号公路，售價
$25,000.00
3)近中國城，玉佛寺，一層樓Town Lome，
3房3衛,近1680呎,光敞明亮,高Ceiling.
104,900

房屋買賣，投資，管理

HAR Client Experence Rating A 4.99* Realtor
Houston 以南 1 小時車程 Hartz
Fried Chicken炸雞店出售。業主
退休。連房地產僅售46萬。機會難
得，請電713-899-1968查詢

有意者請電713.550.6373，高小姐

WWW.CHINATOUR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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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Debbie文媛/Manager
專線：281-799-2833
debbie@chinatourusa.com

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起

加拿大洛磯山七天,
哥倫比亞大冰原 露易絲湖 溫哥華

$566/人(原$629)

美東六天 $175起 美加東八天 $303起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266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286起

（
買
二
送
一
）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北歐七天 $730起

（
買
二
送
二
）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699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張家界三峽遊輪十一天
$$299299//人人 ((原原$$499499))

99//66 -- 99//1717
( 含三峽遊輪)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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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票﹐美國境內旅行團﹐遊輪﹐酒店﹐租車
代辦中國十年簽證﹐中國境內特價團﹒

Tel:713-952-989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二十年豐富經驗

秋天回中國探親團
只需 $699/人

可自由選擇回程日期

豪華游輪豪華游輪

王
朝
旅
遊

王
朝
旅
遊

專辦中國簽證

▲美東$175起、美加東 $303起（買二送二）
▲黃石公園、美西 $215起 (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脈$566起、歐洲、中國

6918 Corporate Dr Ste.A-14, Houston,TX 77036

aaplusvacation.com
Tel:713-981-8868

中國特價遊$49 起 江南，黃山，千島湖，

北京，九寨溝，雲南，張家界，廣東，海南，廈門......

IATAN & ARC認證旅行社

（機票+7天江南團費）

B&T International

全球快遞服務全球快遞服務 特別服務美國特別服務美國 中中、、港港、、臺臺

百泰快遞百泰快遞

電話：713-988-0718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 精誠服務精誠服務，，安全快捷安全快捷

普通物品$$44..9999特價特價

教育展場內講座內容豐富 場外大學資訊詳細表演精彩

講座開場由講座開場由 「「夏普斯坦國際學校夏普斯坦國際學校」」 的合唱團帶來美妙歌聲的合唱團帶來美妙歌聲，，為一天的為一天的
精彩活動有個優美的開場精彩活動有個優美的開場。。

本
報
記
者
劉
旻
柔
報
道

「「夏普斯坦國際學校夏普斯坦國際學校」」 樂隊表演樂隊表演，，鼓聲震撼鼓聲震撼，，活絡現場氣氛活絡現場氣氛

ShaprstownShaprstown 校方代表校方代表Mario MarquezMario Marquez 為為
一整天的教育展講座開場一整天的教育展講座開場，，期許這次活動期許這次活動
能夠圓滿成功能夠圓滿成功。。

市議員市議員Richard NguyenRichard Nguyen與贈送感現狀給與贈送感現狀給McDonaldMcDonald’’ss特許經銷商特許經銷商Maria LimMaria Lim女士以女士以
及及Sarem SoudagarSarem Soudagar先生先生，，表示感謝麥當勞對於教育的付出與努力表示感謝麥當勞對於教育的付出與努力。。 逐夢創作家逐夢創作家David ChoiDavid Choi在座談上與家長及學生分享其實家長支持小孩的熱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座談上與家長及學生分享其實家長支持小孩的熱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台灣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組長周慧宜分享地球村的概念，並且積極
推動台灣的留學教育。

My College TrakMy College Trak 創辦人及輔導員洪仁鼎用清晰思路的表格創辦人及輔導員洪仁鼎用清晰思路的表格、、線條線條
……向學生展現目前各大名校的成績還有排行……向學生展現目前各大名校的成績還有排行，，了解自己想要的了解自己想要的
是甚麼樣的未來是甚麼樣的未來，，在去選擇大學在去選擇大學。。

紐約大學校友兼投資分析師紐約大學校友兼投資分析師RichardRichard
HuangHuang以以 「「把握未來把握未來，，從現在開始從現在開始」」
勉勵學生從求學階段就珍惜每分每秒勉勵學生從求學階段就珍惜每分每秒
，，不要浪費時光不要浪費時光。。

活動講者活動講者John ParkJohn Park向台下的學生向台下的學生
展示展示GPAGPA對申請學校的影響對申請學校的影響，，以及以及
清楚的分析新的清楚的分析新的SATSAT還有還有ACTACT，，幫幫
助學生在新制上路的時候不要驚慌助學生在新制上路的時候不要驚慌
，，也希望學生在校時就多注意自己也希望學生在校時就多注意自己
的成績的成績，，以利進到理想大學以利進到理想大學。。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歡送資深副總裁楊國貞榮退餞行宴歡送資深副總裁楊國貞榮退餞行宴

出席餐會同事聆聽楊國貞講話出席餐會同事聆聽楊國貞講話 圖為楊國貞圖為楊國貞（（右一右一，，立者立者））在餐會上致詞在餐會上致詞

（（左起左起））張世燿張世燿，，楊國貞夫婦楊國貞夫婦，，與吳文龍董事長夫與吳文龍董事長夫
婦在餐會上婦在餐會上

楊國貞楊國貞，，張世燿夫婦張世燿夫婦（（中中））與與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副董事長高成副董事長高成
淵夫婦淵夫婦（（左左），），董事長錢武安夫婦董事長錢武安夫婦（（右右））在餐會上合影在餐會上合影

楊國貞楊國貞（（中中））與華文媒體好友與華文媒體好友（（左起左起）） 「「國際日報國際日報」」
賴坤泉賴坤泉，， 「「美南新聞美南新聞」」 秦鴻鈞秦鴻鈞，， 「「德州中文台德州中文台」」 田秋田秋
芳芳，， 「「華報華報」」 李元平李元平

楊國貞楊國貞（（後排右二後排右二））與與 「「德州第一銀行德州第一銀行」」 前董事長前董事長（（前排前排
左一左一），），貴人劉麗媺貴人劉麗媺（（前排右一前排右一））及同事們合影及同事們合影

楊國貞楊國貞（（中中））與新任公關經理周明潔與新任公關經理周明潔
（（左左））孟慶萱孟慶萱（（右右））合影合影



BB22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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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st International Bank
隔壁廣場內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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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ulte203, Houston, TX 77072

BB1111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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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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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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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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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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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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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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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洗牙，補牙，鑲牙，植牙，根管治療，牙齒美容
及兒童牙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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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2015年9月3日 Thursday, September 3, 2015 星期四 2015年9月3日 Thursday, September 3, 2015

印尼青蛙印尼青蛙““戴粉花戴粉花”” 實為螳螂站頭頂玩耍實為螳螂站頭頂玩耍

印尼巴淡島，一隻蘭花螳螂在一隻青蛙頭頂玩耍，看起來就像青蛙頭頂戴了朵小粉花。青蛙本是螳螂天敵，
但在這組照片中，它們看起來卻像親密無間的朋友。

泰國將泰國將1414隻猩猩遣返回印尼隻猩猩遣返回印尼
送行前為其體檢送行前為其體檢

泰國叻丕府泰國叻丕府，，獸醫為獸醫為1414隻猩猩進行體檢隻猩猩進行體檢，，之後它們將被送回原產地印尼之後它們將被送回原產地印尼。。

僑教中心社區安全講座上警官與民眾們討論熱烈僑教中心社區安全講座上警官與民眾們討論熱烈,, 警官還警官還
介紹了幾種非常易於攜帶的防身物品介紹了幾種非常易於攜帶的防身物品

「如何進行犯罪防禦與自我保護」 安全講座

本報記者
吳凱俊攝

（本報訊）休士頓槍友匯微信群和台商會分別在8月16日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和8月22日在僑教中心舉辦兩場 「如何進行犯罪防禦與自我保護」 講座，邀請多名華裔警官講解
槍枝安全與防護。由於近期來休士頓地區接二連三發生歹徒搶劫案件、華人開槍自衛等事件，為了讓更多華人了解槍械安全知識和用槍時機，休士頓市公共關係室華裔警官汪得聖
在活動中率先簡介休士頓市警局和中國城警局的警力部署防範措施，希望民眾一旦發現可疑人物，務必善用警局資源。關鍵時做出適當的防衛並立即報警處理。

華裔警官華裔警官Gary HoGary Ho講解基本人身安全講解基本人身安全，，以及遇到劫匪或者罪以及遇到劫匪或者罪
犯時犯時，，如何應對如何應對。。也教導槍友如何避免槍枝遭竊也教導槍友如何避免槍枝遭竊，，就是在槍就是在槍
枝上做記號枝上做記號、、牢記序號或拍照存證牢記序號或拍照存證，，列表格清單等列表格清單等，，一旦尋一旦尋
獲贓物獲贓物，，才能清楚辨別失竊物品才能清楚辨別失竊物品

華裔警官華裔警官Jack LiuJack Liu介紹了幫助華人和警局溝通中保障介紹了幫助華人和警局溝通中保障
槍枝安全的作用槍枝安全的作用

民眾們進行實際演練操作民眾們進行實際演練操作

華裔警官華裔警官Michael LeeMichael Lee說如果面對持槍搶劫時說如果面對持槍搶劫時，，採取採取 「「逃逃、、躲躲、、
反擊反擊」」 這三步這三步，，要考慮到個人的生命安全要考慮到個人的生命安全。。並非任何時刻都可並非任何時刻都可
恣意掏槍恣意掏槍，，若危機解除卻開槍若危機解除卻開槍，，就屬違法就屬違法，，恐會吃上官司恐會吃上官司

台商會會長台商會會長John Chen(John Chen(圖右三圖右三)) 和警官周錫俊和警官周錫俊((圖左二圖左二))，，Michael Lee(Michael Lee(圖左一圖左一,),)
Gary Ho(Gary Ho(圖右二圖右二), Jack Liu(), Jack Liu(圖左三圖左三),), 中國城軍火庫槍支販賣店負責人之一中國城軍火庫槍支販賣店負責人之一ArAr--
thur Kuo(thur Kuo(圖右一圖右一))合影於僑教中心社區安全講座上合影於僑教中心社區安全講座上。。

休士頓槍友匯講座主辦人薄洋休士頓槍友匯講座主辦人薄洋((圖左四圖左四))和警官汪得聖和警官汪得聖((圖左二圖左二))，，MiMi--
chael Lee (chael Lee (圖右三圖右三),), 周錫俊周錫俊((圖右一圖右一) Gary Ho() Gary Ho(圖左三圖左三) Jack Liu() Jack Liu(圖左圖左
一一) Alvin Ling() Alvin Ling(圖右二圖右二),),合影於中國人活動中心社區安全講座上合影於中國人活動中心社區安全講座上

勞工節好去處------“麵麵聚道”新菜色

本
報
記
者

翁
大
嘴
報
導

剁椒涼粉剁椒涼粉。。素燈影絲素燈影絲。。

位於敦煌廣場內的位於敦煌廣場內的““麵麵聚道麵麵聚道””近期推出新菜品近期推出新菜品。。

重慶泉水雞重慶泉水雞。。

極品紅燒肉極品紅燒肉。。

小米蒸排骨小米蒸排骨。。

鮮椒魚片鮮椒魚片。。

香菜春卷香菜春卷。。



BB33華府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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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地點：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 A119 Houston, TX 77036

呂 明

主治：中醫全科，頭痛，偏頭痛，頸背腰痛，各種過
敏症，氣喘咳嗽，各種胃病，男女不孕症，性功能障
礙，月經不調，更年期綜合症，各種腸胃病，運動損
傷，戒煙，神經性疾病，高血壓，中風偏癱，口眼歪
斜，風濕關節炎，內分泌失調，肝病等。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中 國 吉 林 長 春 中 醫 學 院 畢 業
具 有 35 余 年 臨 床 經 驗
美 國 德 州 執 照 中 醫 針 炙 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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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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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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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1010健康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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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前UTMB心臟科副教授•St.Luke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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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359.6468 www.themintbank.com
銀行總部：1213 Kingwood Drive, Kingwood, TX 77339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281-568-8888 ext.1118
Tinghui Zhang Executive Assistant 281-568-8888 ext.1117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630, Houston, TX 77036

Late Summer Special !

星期四 2015年9月3日 Thursday, September 3, 2015 星期四 2015年9月3日 Thursday, September 3, 2015

責任編輯：XX

医生·保健与养生

(39健康网)“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写得了代码，查得出异常，

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好车，买得起新房，斗得过二奶，打得

过流氓。”这是此前网上流行甚火的新时代女性标准。

最近一直在热议一种“职业通病”叫做“过劳肥”，律师、记者、IT

人士等都是最容易中招的人群。专家解释，这类人长期处于工作状态，

缺乏休息和锻炼。此外，很多上班族三餐饮食不规律，早上中午凑合

吃，晚上暴饮暴食，进食大量高糖、高热量食物。

由于长期的睡眠不足、心理压力过大和生活不规律，造成这些人

人体内分泌紊乱，新陈代谢延缓，身体自我调节能力下降，引起了脂肪

堆积、代谢不良，肥胖烦恼因此而来。过劳肥也成了一种受关注的“职

业病”

作为现代女性，她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依

附男人生活。她们已经和男性一样，处于一个生活节奏增快的社会。而

虽然只是一句调侃，但是也可以看出，现代的女性比起过去要承担更

多的工作和责任。这种种带来的后果除了压力倍增，健康状况比起过

去也是大打折扣。不过，“过劳肥”并不可怕，只要调整生活习惯即可。

“‘过劳肥’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属于亚健康的一种状态，所以

不需要吃药，只需对个人生活习惯进行改善。专家支招：要摆脱“过劳

肥”，要吃得清淡，早睡早起，以及多运动。切记不要熬夜，拒绝油腻、过

甜的食品，三餐规律，并养成每周运动锻炼的习惯，适量多饮水，加快

新陈代谢。

(凤凰健康）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会选择躲在空调屋里不出门，

要知道长期吹

空调是不利于

身体健康的。那

么，我们摆脱空

调后该如何度

过炎热的夏季？

下面我们就来

看看 9 个小妙

招：

挂上湿窗

帘
当户外的空气

较为干燥时，把

窗帘浸湿或在

窗口挂上湿浴

巾，蒸发的水分

会使吹进的微

风清凉宜人。

窗帘或百叶窗

尽量选择反射

性强的白色，它

们可将 45%的

热量阻挡在窗

外。

自制“小空

调”

室内空气燥热时，可在电扇前放一大碗冰。随着冰块的融化、蒸

发，吹过来的风也会变凉爽。

凉水当喷雾
往空香水瓶子装一些水，然后放在冰箱里。

当你浑身大汗淋漓、酷热难耐时，可向手腕上喷射，给流经的血

液迅速降温，接着再喷射身体其他部位。

电扇朝外扇
当一整天的热量聚集在屋内时，晚上要打开窗户通风降温。

最关键的是风扇的扇叶要朝窗外吹，将热风排出、冷风吸进。

穿大领衣服
尽量选择大领子、宽身、浅色的衣服，以便增大皮肤和空气接触

面积。不爱出汗的人选择纯棉制品，爱出汗的人选择合成纤维质地的

衣服。

偶尔光脚丫
当脚上的汗液蒸发时，脚上的皮肤和血管也跟着“凉快”。变“凉快”的

血液流动到全身各个部位，身体就会感到一丝凉爽的惬意。

吃辛辣食品
气候炎热的地区，人们都会以吃辣的方式给身体降温。红辣椒所

含的辣椒素能帮助汗液顺畅地排出体外，带走身体大部分热量。

简易米冰袋
找一只棉袜子，里面塞满大米，用麻绳拴紧口，在冰箱里冷冻 2

小时。上床前用冰袋在床单上滚动降温。大米富含淀粉、结构紧致，可

以将冷气保存很长时间。

吃西瓜防脱水
身体水分大量流失后，体温迅速升高，可以吃点西瓜防脱水。

远离含有酒精、咖啡因、各种糖分的饮料，它们均具有脱水功能。

夏季消暑不一定用空调
教你 个降温小妙招

长期心理压力大“过劳肥”离你还吗

0828B06

【本報工商訊】九月起鍛鍊邏輯推理力及專注力
，並開辦中文家教課程
1.學生賣力表演中文歌曲＜小草＞.
2.青少年詩詞吟唱表演了白居易的＜鳥＞和＜
觀遊魚＞兩首. 3.傅方方和黎都都（自左至
右）表演相聲＜拍馬屁＞.
4.＜功夫健身操＞讓小朋友朗誦中文並練習基
本功.
5.＜青少年武術＞表演完畢, 學生向觀眾抱拳致
意.
6.青少年詩劇＜長干行＞是吸睛的節目, 學生
接著吟唱了蘇軾的＜水調歌頭＞.
7. CSL班的學生用中文向觀眾作自我介紹. (左
起趙一姍, 李台風, 趙一安, 亞麗莎, 梨安娜)
8. 小朋友一連吟唱了＜江雪＞、＜春曉＞、＜靜
夜思＞等三首詩.
9.邏輯推理的訓練絕非一蹴可幾，必須自小養成
凡事肯用腦推敲細思的習慣.

龍林學苑夏令營於上星期五（8月21日）下午
四點，舉行了第五期的?親子同樂會暨學習成果
發表會，中文詩劇、相聲、詩詞吟唱、武術、功夫
健身操、中英文歌曲……等節目紛紛出籠，展現

出龍林學苑多元教學的成效。許多家長表示：
短短兩週內，孩子竟然學了這許多東西，更難
能可貴的是，在龍林老師的引導下，學生表演
得十分開心，毫不造作，許多從來不肯上台的
孩子也大大方方表演所學，令台下的家長開
心極了，掌聲持續不斷。

節目一開始，該校校長林秀蘭首先向放下
工作撥冗來觀賞的家長致意，她表示：家長的
參與是對孩子最大的鼓勵。接著，她向大家介
紹暑期中試辦的?邏輯推理?課程 (Logic &
Reasoning)，她表示：每天短短一小時的邏輯
推理課程中，學生都能全神貫注，不斷提問，
顯然非常有興趣；老師則循循善誘，耐心加以
解說。可惜時間不足，上課人數太多，很難根
據個人不同的問題和需求特別加以引導。九
月開始，該校將開?邏輯推理家教班?，以精緻
而小型的家教班模式（學生最多四人），配合
公校的資優測驗 (GT Test)，為學生進行專注
力, 創造力, 及邏輯推理力的訓練，讓學生有
機會接觸高度挑戰性的腦力活動，並接受高
層思考（complex-level thinking，包括批判思
考、創造思考與問題解決）的訓練。

林校長強調：「思考技巧」的學習是資優教育
(GT Program) 的重點，而?邏輯推理?的訓練絕對不
是一蹴可幾的，必須循序漸進，改變思維模式，自小
養成凡事肯用腦推敲細思的習慣，而不能只是人云
亦云，不假思索；該校能提供的是：引導學生多動頭
腦，鍛鍊其邏輯推理、組織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此外，有鑑於欲學中文的其他族裔人士越來越
多，許多沒有華裔背景的學生無法適應一般中文課
程，往往半途而廢。該校因而計劃開辦中文家教課
程 (Chinese Tutorial Program)，特別歡迎親子一同
上課，以提升學習效果。

已經邁入第24年的龍林學苑，地點：112 West
Montgomery Ave., Rockville, MD 20850。詢問請電
：
240-460-4
594，亦可上
網 ： www.
dragon-
world-
school.com
。

中文詩劇、相聲、詩詞吟唱、武術、功夫健身操…
龍林學苑夏令營 學習成果發表會 展現多元學習成效

學生賣力表演中文歌曲＜小草＞.

青少年詩詞吟唱表演了白居易的＜鳥＞和＜觀遊魚＞兩首.

傅方方和黎都都（自左至右）表演相聲＜拍馬屁＞.

＜功夫健身操＞讓小朋友朗誦中文並練習基本功.＜青少年武術＞表演完畢，學生向觀眾抱拳致意.

青少年詩劇＜長干行＞是吸睛的節目，學生接
著吟唱了蘇軾的＜水調歌頭＞.

CSL班的學生用中文向觀眾作自我介紹
. (左起趙一姍, 李台風, 趙一安, 亞麗莎,
梨安娜)

小朋友一連吟唱了＜江雪＞、＜春曉＞、＜靜夜思＞等三首詩.

邏輯推理的訓練絕非一蹴可幾，必須自
小養成凡事肯用腦推敲細思的習慣.



BB44 BB99體育新聞經濟動態

新增西醫家庭全科（通國、粵語）

電話:713.777.5123

康樂活動中心

9630 Clarewood Suite A1, Houston, TX 77036（王朝中心後面）

★凡有Medicaid者即可申請。
★專車接送，包括送醫及購物。
★特設營養餐廳，供應早、午餐、點心、水果及飲料。
★免費中醫、針灸、診治。
★麻將、Bingo、中英文電視、英語學習。
★專業教授歌唱、舞蹈、繪畫、標準乒乓球、台球等健身器材。

電話:713.777.5123

電話:713.272.6688
傳真:713.271.6689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 府 醫 療 卡

★各類成人疾病﹐傷風感冒﹐過敏花粉症﹐高血壓﹐
糖尿病﹐肺炎﹐支氣管炎﹐腎病﹐肝炎﹐心臟病﹐皮膚病﹐
貧血﹐出血﹐尿道發炎﹐風濕關節痛及全身檢查﹒

★超聲波﹐神經測試﹐心電圖﹐肺功能﹐骨質疏鬆檢查﹐
★物理治療﹐中醫針炙推拿﹒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診所地址：：96009600 BellaireBellaire 211211室室((王朝商場二樓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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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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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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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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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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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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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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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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團歐洲團
* 西歐五國10天
* 瑞捷奧匈10天
* 義大利蔚蘭海岸12天
* 歐洲十國17天
* 西歐及義大利17天

www.tmttravel.www.tmttravel.comcom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5月至9月出發
* 加勒比海4/5/7天
* 阿拉斯加7天
* 地中海7天
* 夏威夷7天

亞洲各地旅遊團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美國精華團美國精華團
*美東5/6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加東6/8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西精華4-10天團（買二送一）*黃石公園7天團(買二送一）*加拿大洛磯山7天團(買二送一）*夏威夷4-7天團*佛州迪斯尼4-8天團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雲南﹑桂林﹐$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美加東團﹐美東團﹐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歐洲﹑其他國家均有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愉快旅遊 D & L TRAVEL & TOURS

 

泰國泰國$$9999..0000七天七天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399399..0000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玻璃橋﹑黃石公園﹑
總統巨石公園﹑拱門
7天遊(New新)
＄368元起（買二送一）
4月30日之前付錢減$20元

－－美西4－10天遊＄219元起
－－美加東岸五﹑六﹑七﹑八天遊

＄309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7天遊

＄419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GDS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7 天遊
＄738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4天三晚
＄299元起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713713))774774--11171117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
TRAVELNETTRAVELNET FAX: (713)774-1460

江南八日$49
$99北京九日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 代理豪華遊輪專賣店

星﹑馬﹑泰十一日$1399元起
泰國風情六﹑七日$799元起
日本風情系列遊$1099元起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全新中國特價團
●東北冰雪世界七天 399元
●桂林﹐龍勝﹐陽朔六天 199元
●七彩雲南超值七/八天 99/199元
●張家界鳳凰超值七天 99元
●海南/三亞/海口 五天 99元(不包括機票)

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新推出
●●韓國韓國﹐﹐首爾首爾﹐﹐雪岳山雪岳山77天天 299299元元
●●日本日本﹐﹐東京東京﹐﹐大阪浪漫大阪浪漫77天團天團 199199元元
●●台灣台灣﹐﹐明譚明譚﹐﹐環島環島88//99天天 249249//299299元元
●●泰國泰國﹐﹐曼谷曼谷﹐﹐芭提雅芭提雅77天天 9999元元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
全 新

快捷旅遊快捷旅遊快捷旅遊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ASAP Travelwize
www.asaptravelwize.com

˙$49 8天江南遊（全年放行）
˙$99 8天北京承德天律皇家御景團（新）（特價）
˙5/4 11天九寨溝﹑峨嵋山﹑張家界之旅
˙5/28 7天黃石公園（有買二送一）
˙6/8 6天美東豪華遊（有買二送一/二）專人帶團
˙不同天數美東﹑美西﹑夏威夷團(有買二送一)
˙各大城市機票＋酒店套餐
˙代理各大遊輪公司及4.5.7天歡樂遊輪由蓋文斯
頓港出發
＊ ＊機場接送服務﹐待客以誠﹐服務至上

專辦本地特色團﹑遊輪﹑各地旅遊團﹐代辦簽證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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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星期四 2015年9月3日 Thursday, September 3, 2015 星期四 2015年9月3日 Thursday, September 3, 2015

人民幣中間價再升百點
專家稱無持續貶值預期
綜合報導 人民幣匯率的貶值預期似

乎在減弱。昨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無

論是中間價還是盤中即期價格，都出現

了百點左右的升值。在一些業內人士看

來，人民幣並沒有長期貶值的預期。

數據顯示，昨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

中間價為6.3893，較上一個交易日升值

93個基點，創下一週來新高。這已經是

中間價連續兩個交易日近百點的升值。

業內人士表示，兩日近200個基點的上

漲，或將扭轉此前市場對人民幣的貶值

預期。

不僅如此，盤中人民幣對美元即

期匯率也出現了百點跳升，並刷新了

兩周新高。截至北京晨報記者發稿

時 ，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保持在

6.3760 附近，較上一個交易日收盤價

6.3885升值 125個基點，也創下了兩周

以來的新高。

從8月11日央行調整人民幣匯率中

間價報價機制以來，人民幣中間價就出

現了連續數日的大幅調整，並形成了強

烈的人民幣貶值預期。不過，在建設銀

行董事長王洪章看來，此前連續的大幅

調整讓人民幣貶值壓力得到了一次性的

釋放，對於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矯正比

較圓滿。“但人民幣並沒有持續貶值的

預期。”王洪章表示。

而高盛最新報告顯示，人民幣如今

“接近公允價值”，而從未來3年的預

期來看，人民幣將僅對美元溫和貶值。

“在2005年至2007年中，人民幣被嚴重

低估了；但隨後的幾年，人民幣實際貿

易加權匯率升值大約46%，因此當兩周

前中國央行對人民幣進行貶值時，大部

分的背離已經得到矯正。”

不過，也有業內人士認為，人民幣

對美元匯率仍然沒有觸底。法興銀行的

分析報告顯示，今年年底前，人民幣對

美元匯率將跌至6.8關口附近。而渣打銀

行的分析報告則認為，年底前，人民幣

匯率將觸底在6.5關口附近。

綜合報導 上周，國際油

價結束連跌模式，迎來六年

來雙日最大漲幅。不過，由

於調價日已近在眼前，暴漲

模式恐也難以扭轉國內油價

下調的局面。

受原油需求疲軟和供應充

裕等因素影響，本週期國際

原油價格震蕩走低，帶動所

有 原 油價 格 變化 率負 向 擴

大。不過，由於美國經濟數

據總體向好，加上中東地緣

局勢緊張，在前一個交易日

上漲10%後，國際油價繼續大

漲。這也給本來已成定局的

國內油價“六連跌”局面增

加了一點懸念。

截至 28 日收盤時，紐約

商品交易所 10 月交貨的輕質

原油期貨價格上漲2.66美元，

收于每桶 45.22 美元，漲幅為

6.25%。10月交貨的倫敦布倫

特原油期貨價格上漲 2.49 美

元，收于每桶 50.05 美元，漲

幅為5.24%。

卓創資訊分析師王能對

中新網能源頻道表示：“美

國原 油 期貨 兩日 累 計漲 幅

17%，布倫特原油期貨雙日漲

幅 16%，歐美原油期貨雙日

百分比漲幅為 2009 年以來最

大。”

不過，國際油價漲勢似乎

已顯後勁不足。亞市盤已雙雙

走跌。

另外，由於前期跌幅較

大， 本 次國 際油 價 的強 勁

反彈 對 於國 內油 價 的下 調

格局 影 響也 不大 。 安迅 思

研究 中 心高 級研 究 員梁 丹

表示 ： “預 計未 來 幾天 國

際油 價 維持 目前 低 位或 繼

續慣 性 下滑 ，因 此 週二 國

內汽 柴 油零 售價 格 下調 結

局不可逆轉。”

卓創數據顯示：截至8月

28日收盤，第9個工作日原油

變化率-7.30%，對應下調 175

元/噸。折合 93 號汽油下調

0.13 元/升，0號柴油下調 0.15

元/升。而隆眾石化也預計本

次 汽 柴 油 下 調 幅 度 約 在

170-190元/噸。

隆眾石化分析師徐瑩表

示：“目前國內93號/92號汽

油零售價格，除海南省外已

全線 跌破 六 元線 。 若本 次

‘六連跌’落實，油價將直

逼年初‘十三連跌’時的價

格水準。以北京地區為例，

1 月 26 日‘十三連跌’落實

後，92號汽油零售價格為5.77

元/升，當前價格為 5.95 元/

升，價差尚不足兩毛。”

國內油價今迎調價窗口
或迎年內首次“六連跌”

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5年9月3日（星期四）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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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拳手 力爭“武林風”拳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2日記者從廣州市體育局獲悉，

經過兩個多月籌備，“武林風環球拳王爭霸賽廣州站”將於本月5日正式開
打，屆時來自7個國家的16對泰拳高手會在廣州天河體育館展開對決，其中
中國拳王“死神”方便將對抗白俄羅斯的亞歷山大斯維里德。

據知本賽事亮點紛呈，賽事設置相當有對抗性，既有中日、中泰、中
歐、中俄、中荷等10對拳王的巔峰對決，還有6對新人亮相，而在10對拳王
對決中，包括有中國“鐵拳小虎”鐵英華對日本王牌星野伸之、中國散打冠
軍王方坤對荷蘭“怪拳手”皮特多耶、中國“KO女皇”龔艷麗對東瀛女拳
王松川敬子、中國散打王郭傑對俄羅斯的世界泰拳王牌弗拉迪斯拉夫波波夫
等，至少會有3對中日選手對決，比賽激烈程度值得期待。

““最後金花最後金花””王薔王薔
首圈獲勝首圈獲勝

和首日出現意外爆冷賽果不同，美網在1日的第二日

賽事冷門尚算不多，大牌男女球星包括“瑞士天王”費達

拿、英國名將梅利、羅馬尼亞女將夏莉普等紛紛平穩晉

級，只有法國男單代表西蒙和捷克女球手莎花露娃均是首

圈被淘汰的種子選手，換言之踏入次圈仍有很多實力球手

落場，賽事可觀性依然很高。

今屆美網的“中國金花”獨苗王
薔，1日以7:5和6:2直落兩盤擊敗首輪
對手、希臘球手沙卡里，晉級次圈。
賽後“最後金花”表示心態放平是取
勝關鍵，後面的比賽就是做好自己。
王薔賽後說：“一上來打得沒太進入
感覺，後來慢慢來了狀態，能贏主要
是心態放平吧。”

沙卡里是通過資格賽打上來，首
盤雙方戰至2:2，隨後沙卡里率先破
發，但王薔此後狀態神勇，迫使對手
失誤頻頻，繼而以7:5拿下首盤。次盤
她倆戰成1:1後，王薔拿下自己的發球
局並率先破發，及後她完全掌握進攻
節奏，沙卡里又連失兩個發球局，以2:
6敗陣。

事實上，王薔在上屆美網也是通
過首圈後便被淘汰，這也是她目前美
網的最佳成績，對於有望站在大滿貫
賽事的次圈舞台刷新個人成績，王薔
表示壓力和動力都談不上，做好自己
才最重要。 ■新華社

和塞爾維亞“一哥”祖高域輕
鬆晉級相比，2號種子費達

拿面對阿根廷的美亞也是兵不血
刃取勝，他僅花77分鐘便以6:1、
6:2和6:2拿下比賽。賽後“費天
王”直言自己準備充足，打得滿是
信心，所以順利取得開門紅：“其
實在昨日甚至今仗之前，我還有點
信心不足，慶幸我足夠認真地對待
比賽。”

“費天王”指球場太“應聲”
然而這位天王級好手並非沒

有投訴，費達拿指比賽時竟能聽
到觀眾的高聲說話，如此“應
聲”在以往是不會發生，有指或
跟球場加設鋼鐵製的開閉式天花
有關。“我覺得今天現場的聲音
很大，可能這是美國體育的傳
統，大家習慣邊看球邊談話。我
認為天花反射了現場一些聲音，
因此你聽到觀眾更多的聲音，這
在之前美網並沒有的。”可是，
“費天王”承認安裝天花可減小
風勢對球員的影響，有利於他們
發揮。
至於3號種子梅利，亦以7:

5、6:3、4:6及6:1無驚無險的擊敗
澳洲“壞孩子”基治奧斯，順利
殺入次圈。反觀11號種子西蒙，
則被世界排名68位的名氣不響東
道主選手楊格以2:6、4:6、6:4、6:
4、6:4擊敗，完成楊格12年職業
生涯的一次精彩逆轉，因他之前
五次碰上西蒙都是落敗。賽後楊
格激動地說：“太感謝觀眾了，
如我在法國或其他地方，我可能
已輸掉。旁邊的球迷不停加油，
你不能讓他們失望，這感覺實在
妙絕。”

夏莉普禾琪雙雙晉級
女單方面，2號種子夏莉普只

需47分鐘便解決了跟新西蘭代表
伊娜高域的戰鬥，全因後者在次
盤落後0:3時因身體不適退賽。4
號種子“丹麥甜心”禾絲妮雅琪
（禾琪）亦僅需67分鐘便以6:2
及 6:0 力克憑外卡身份參賽的
NCAA冠軍露比。捷克的莎花露
娃則未能打回日前在紐黑文賽的
氣勢，1日被烏克蘭的圖索倫科以
總盤數2:0拍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御龍

美國奧委會於1日宣佈，洛杉磯被選為代表美國申辦2024
年夏季奧運會的候選城市，代替7月放棄的波士頓。洛城市議
會當日是以15:0全票一致通過，支持該市申辦奧運，市長加
爾塞特在表決後說：“我們知道未來兩年要充實細節，但此
乃我們的DNA。我們知怎麼去辦奧運，這個城市是世上最棒的
舞台。”

過往洛城已於1932年及1984年舉辦過奧運，換言之有望
成為繼倫敦後另一個三辦奧運的城市。猶記得今年初波士頓曾
擊敗洛杉磯、三藩市和華盛頓，成為代表美國競逐2024奧運的
城市，但其後波士頓的申奧計劃受成本過高而一直受到爭議，
最終於7月27日宣佈放棄申奧。

2017年落實主辦權
相比下，洛城預計主辦奧運的總支出雖約為46億美元，但

有信心通過大量現有場館、轉播和贊助收入等創造1.61億美元
盈餘，大量奧運遺產是洛城“省錢辦奧運”的最有利之處。今
後洛城將要和法國巴黎、德國漢堡、意大利羅馬、加拿大多倫
多和匈牙利布達佩斯進行競爭，在2017年由國際奧委會
（IOC）決定2024年奧運主辦權誰屬。

另外，明年里約熱內盧奧運（里奧）舉行在即，里約望借
這個全球最大型體育盛事可像2012年的世界盃一樣，為當地帶
來旅業效益。至於里奧組委會主席努茲曼則堅稱備受批評的水
質問題，必定能及時得以解決。 ■綜合外電

洛杉磯正式申辦2024奧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桂麗、實習記者 張超越 青島報
道）俄羅斯摩爾曼斯克時間9月1日14時，“中國．青島”號
帆船航行暨北冰洋創紀錄航行活動新聞發佈會在著名的“列寧
號”破冰船上舉行。來自“中國帆船之都”青島的代表團到當
地參加新聞發佈會，據悉郭川團隊將於9月3日向東穿過北冰
洋巴倫茲海、喀拉海、拉普捷夫海、新西伯利亞海和楚科奇海
五大海域，直到白令海峽，全程採取無動力、不停靠、無補給
的方式挑戰北冰洋東北航線的首個不間斷航行世界紀錄。航程
總長約3,300海里，預計在20天內完成航行。

郭川在新聞發佈會上說：“我們船隊的六名船員，代表的
國家在7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站在對立面，70年後我們為了
世界和平與人類探索自然的航海事業，將共同升起‘中國．青
島’號的風帆。”並稱“推廣帆船運動的同時，促進和平與體
育的發展”。
青島市人大常委會委員、副秘書長夏偉麗，代表青島21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帆船航行組委會進行致辭，她說：“中俄兩國
體育友誼源遠流長。作為中俄兩國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
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系列活動，我們衷心希望以此次航
行活動為契機，促進中俄兩國體育、文化全方位的友好交流、
務實合作、互利共贏。”
作為“和平與體育”組織唯一來自中國的“和平冠軍”，

郭川在出發前收到來自摩納哥親王阿爾伯特二世的書信祝福，
阿爾伯特二世在信中寫道：“挑戰如此艱難的航行，體現了體
育運動的核心價值——和平、尊重和寬容。”摩納哥親王對
“中國．青島”號在“和平與體育”的旗幟下航行致敬，並祝
願郭川船隊能達成目標，創造新的世界紀錄。

美網首圈部份賽果
男單
(2)費達拿（瑞士） 3:0 美亞（阿根廷）
(3)梅利（英國） 3:1 基治奧斯（澳洲）
(5)華連卡（瑞士） 3:0 艾拔拉莫斯（西班牙）
(6)貝迪治（捷克） 3:0 法坦加路（美國）
(11)西蒙（法國） 2:3 楊格（美國）

女單
(2)夏莉普（羅馬尼亞）2:0 伊娜高域（新西蘭）
(4)禾絲妮雅琪（丹麥）2:0 露比（美國）
(5)基維杜娃（捷克） 2:0 施治蒙特（德國）
圖索倫科（烏克蘭） 2:0 (6)莎花露娃（捷克）
(9)梅古露莎（西班牙）2:0 維特赫夫特（德國）
(11)卻芭（德國） 2:0 杜嘉露（羅馬尼亞）
註：( )內數字為種子排名

■■夏莉普銳夏莉普銳
不可擋不可擋。。

美聯社美聯社

■■費達拿於美網首圈輕鬆費達拿於美網首圈輕鬆
淘汰對手淘汰對手。。 路透社路透社

■■““武林風環球拳王爭霸賽武林風環球拳王爭霸賽””主辦方介紹籌備狀況主辦方介紹籌備狀況。。
敖敏輝敖敏輝 攝攝

■■郭川團隊合影郭川團隊合影。。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經過投票後經過投票後，，洛杉磯正式通過洛杉磯正式通過
申辦申辦20242024年奧運年奧運。。 法新社法新社

■■““中國中國
金花金花””王王
薔躋身次薔躋身次
輪輪。。

法新社法新社

■■西蒙是西蒙是11日落馬日落馬
的最大牌男單球的最大牌男單球
手手。。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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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第英超第44輪在伊蒂哈德球場開始輪在伊蒂哈德球場開始11場較量場較量，，曼城主場曼城主場22比比00擊敗沃擊敗沃

特福德特福德，，延續開局全勝且不失球延續開局全勝且不失球，，英超跨賽季英超跨賽季1010連勝連勝，，改寫本隊頂級改寫本隊頂級
聯賽連勝紀錄聯賽連勝紀錄。。斯特林打進曼城正式比賽處子球斯特林打進曼城正式比賽處子球，，席爾瓦助攻費爾南席爾瓦助攻費爾南
迪尼奧破門迪尼奧破門。。

優科豪馬精英賽第三輪優科豪馬精英賽第三輪

優科豪馬輪胎優科豪馬輪胎LPGALPGA精英賽第三輪因天氣緣故未能如期完賽精英賽第三輪因天氣緣故未能如期完賽，，曾雅曾雅
妮落後領先者恩斯特妮落後領先者恩斯特11桿桿，，位居第二位位居第二位。。

責任編輯：鄭亦楠

資料圖：“很高興遇見你”餐廳工作人員在張貼“暫

停營業”的通知。圖片來源：中國寧波網記者唐嚴攝

中新網 8月 27日電作家韓寒的 野很高興遇見
你冶餐廳寧波店袁因涉嫌無證經營備受關注遥 文化人
野搞副業冶的現象也再次進入人們的視線遥 其實袁韓
寒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袁文化名人野搞副業冶並不鮮
見遥 以下袁中新網爲您梳理那些文化名人搞出的野副
業冶遥

資料圖：韓寒

韓寒院開餐廳火爆開書店也火爆
事實上袁韓寒的野很高興遇見你冶餐廳袁從第一

家開店就備受關注袁餐廳門口排起長龍的報道也屢
見報端遥 有媒體統計袁如今袁該餐廳已在全國開出了
30多家分店遥
當然袁韓寒開的餐廳也必然有其獨特之處遥 餐

廳菜單的設置凸顯着文藝范和小清新袁每一道菜都
配有一張手繪圖遥
菜名則更是特別袁比如野你沒吃過我的豆腐冶尧

野你濃我濃的蛤蜊麵包湯冶尧野微風輕撫蕎麥的苗冶尧
野寒之寒冶尧野紙牌屋肋排冶尧野北京味兒的鴨餡餅冶尧
野一座城池冶尧野岳父漢堡冶尧野來自星星的炸鷄冶等等遥
不過袁被網友奉爲野國民岳父冶的韓寒直言自己

並不喜歡野岳父漢堡冶這樣的菜名袁更喜歡正兒八
經尧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的菜袁野不喜歡故弄玄虛的菜

名袁雖然是我自己的餐廳袁但我也得實話實説遥 冶
別致的菜單和特別的菜名袁讓大批文靑慕名而

來遥而這也時不時地引發一些問題遥2014年年底袁韓
寒的餐廳野很高興遇見你冶南京旗艦店開業遥 據報
道袁當天前來排隊的韓粉超過一千人袁到了中午袁就
連晩上的號也發光了遥 韓寒現身後袁場面還一度非
常混亂袁這讓計劃中的野岳父端菜冶環節被迫取消遥

杭州的分店也有類似遭遇遥 這家店開業頭兩
天袁大家紛紛評價其野上菜慢尧等待時間長冶曰現場服
務也被認爲有問題袁 比如餐廳外沒設任何等候座
位尧沒有叫號機尧食客須在門口等號尧服務員態度冷
淡尧等位號發放過多等遥
作家出身的韓寒袁當過賽車手袁拍過電影袁現在

又晉陞爲了餐廳老闆袁有網友質疑韓寒是不是有點
野不務正業冶遥 對此袁韓寒笑稱袁野首先得吿訴我正業
是什么钥 我覺得過得開心就好袁就是正業遥 冶
今年袁韓寒再次野跨界冶回到文化領域遥 6月袁國

內首家野快閃書店冶在上海的一家商場開業袁名叫
野在一起冶遥
隨着互聯網尧網店尧數字出版尧新媒體的迅速發

展袁實體書店遭受了很大衝擊遥 韓寒卻反其道而行
之開起了實體書店遥
和之前的餐廳一樣袁這家書店面臨的問題也是

人多遥 書店正式營業的第二天袁由於前來參觀的人
數實在太多袁書店工作人員不得不限制進店人流遥
在今年 7月底叶成都商報曳的一篇關於野快閃書

店冶的報道中袁韓寒竊喜道院野成本早就賺回來了袁人
氣火爆袁一掃而空遥 冶

資料圖：張嘉佳

張嘉佳院賣小龍蝦以節氣命名不同口味
跨界餐飲業的不只有韓寒袁 還有作家張嘉佳遥

今年袁他和前上市公司高管尧褚橙營銷負責人蔣政
文袁聯手賣起了小龍蝦遥
作家給出的文案就透露出濃厚的文藝氣息遥 舌

尖范兒的高清美圖袁 再配以如下的文案院野一只龍

蝦袁一對好基友袁跨越十年的夢想袁好吃又安全的小
龍蝦遥 冶
而龍蝦口味也是文藝范兒的袁張嘉佳按照二十

四節氣來制定不同的龍蝦口味遥 初期袁店里只有野驚
蟄冶野立夏冶野春分冶三種口味遥
和韓寒不同的是袁這家開在南京的龍蝦店是衆

籌而來的遥 野之所以衆籌袁不是爲了籌錢袁而是爲了
控制人數袁因爲剛開始做袁擔心供不應求袁所以第一
批全國配送的數量不多袁只有衆籌上的人可以吃到
我們的小龍蝦遥 冶張嘉佳説遥

資料圖：相聲演員郭德綱（左）與主持人孟非（中）、

黃健翔（右）一起吃麵條。當日，江蘇衛視主持人孟

非位于南京河西萬達廣場的面館“孟非的小面”開

業，郭德綱、黃健翔、黃菡等一衆好友趕來捧場。

中新社發泱波攝

孟非院不菲的價格讓小面館陷入爭議
同樣是投身餐飲業袁主持人孟非開了家重慶小

面館遥
叶現代快報曳的報道指出袁該面館的裝潢頗具中

國風院店門口有野孟非的小面冶LOGO袁店門左側的玻
璃窗內擺放着一個巨大的木雕袁據説是孟非好友所
贈袁一進門右手邊的幾對石凳也是這位好友送的禮
物袁野聽説是明朝的袁這幾對凳子就値一套房子了遥 冶
面館負責人余女士説遥
因爲堅持要做出野家鄉的味道冶袁所以孟非面館

的菜價大概是市面的一倍遥 不過袁不菲的價格也讓
孟非的小面館陷入爭議遥 這里主打的重慶小面一碗
28 元袁其餘的湯麵袁如酸菜魚面尧川味紅燒排骨面
等袁基本都是 35元一碗遥

除了小面袁孟非也賣蓋飯快餐袁但價錢也不便
宜院一碗米飯 5元袁一碗麵最少 28元袁而一碗紅燒
牛肉飯更是高達 42元遥

對此袁孟非深感無奈院野開了面館才知道袁做生
意最大的成本就是房租袁尤其是在寸土寸金的鬧市
區遥 冶

郭德綱院做起跨國生意曾要在美國買電視台
在這些文化名人中袁相聲演員郭德綱的野副業冶

似乎都已經超過了前述幾位遥 他已經開始做起了跨
國生意遥

開餐館袁搞服裝袁賣面膜噎噎郭德綱的副業已
經快數不過來了遥 此外袁他還是澳洲薰衣草小熊的
幕後大金主遥不過袁這還不是他的全部遥郭德綱曾在
微博中表示袁自己不僅賣面膜和小熊袁還忙于經營
自己的餐廳和水果酒遥
他曾在微博中這樣記録自己忙碌的生活院 野誰

説我光賣面膜和小熊了钥 這一天累得我夠嗆遥 三百
多回的評書叶水滸曳整理完了袁單口相聲叶濟公傳之
活佛登基曳也基本搞定遥 髯口通出來袁準備年後唱
戲遥忙里偷閑袁給謙哥畫了個扇面遥今天各種水果酒
正式開壇袁 晩上來串門的一夸我又送人一瓶香蕉
酒遥 忙到現在袁蝴蝶還沒喂吶噎噎冶

2014年 7月袁在接受採訪時袁郭德綱更是透露
自己準備在美國洛杉磯買個電視台遥

野因爲德雲社在澳大利亞有分社袁澳大利亞分
社除了做商演袁承接其他的演出袁還包括出售澳大
利亞的紅酒尧種植薰衣草等副業遥 在澳大利亞的時
候袁我們就想到了袁國外的電視台尧電台袁它是當生
意來做袁和開公司沒什么區別遥 冶郭德綱表示干別
的袁自己是外行袁揷不上手袁可是做電視台袁就很熟
悉了遥
談到電視台的用處袁郭德綱表示袁野到時候可以

將德雲社的相聲尧自拍劇拿到電視台播放冶遥
不過袁他也説院野終歸不是個小事袁另外我要眞

做袁大部分時間都會在國外袁現在説不準袁還不太現
實遥 冶

資料圖：相聲演員郭德綱、于謙率領德雲社弟子在

美國洛杉磯舉行相聲專場商業演出。中新社發毛建

軍攝

韓寒開餐廳開書店 郭德綱買美國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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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前期貨幣政策的效果已開始逐漸顯現

綜合報導 日前，中國人民銀行再次下調金融

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

率。自去年11月以來，已5次降息、4次降準。

如何理解央行“頻頻出手”的意圖？如何看待

一段時期以來貨幣政策調整的效果？下一步又該怎

樣提升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水準？《經濟日報》

記者就此採訪了專家學者。

“我國貨幣政策是多目標體系。”中國農業銀

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表示，我國貨幣政策目標包

括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

和金融穩定等。從今年數次降準

降息實施的時點來看，其觸發因

素有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各

個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走勢的分

化及我國金融市場流動性狀況的

波動，都不是由單一事件或某一

市場波動引發。

今年以來，我國面臨的國內

外環境複雜多變。從全球看，多

個經濟體陸續調整貨幣政策，國

際資本流動不確定性上升。從國

內看，經濟下行壓力不減，經濟

增長新動力不足和舊動力減弱的

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經濟企穩

的基礎仍需要進一步鞏固。同時，近期外匯佔款下

降的壓力也使得流動性壓力上升。

貨幣政策必須為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

民生和防風險營造中性適度的貨幣環境。一方面，

通過降息使企業財務成本進一步降低；另一方面，

通過降準使金融機構具有更充分的金融資源調配能

力。同時，通過定向降準推動金融機構支援消費，

加強對國民經濟薄弱環節如小微企業和三農的支援

力度，並配合公開市場操作和其他貨幣政策工具的

使用，保持長中短期流動性的合理適度。

可以說，降息、降準及定向降準配合使用，保

持了流動性鬆緊適度，貨幣市場利率明顯下降。從

央行統計數據來看，銀行間人民幣市場同業拆借月

加權平均利率從今年1月3.18%的水準，下降至6月

的1.44%，質押式債券回購月加權平均利率從1月

的3.10%下降至6月的1.41%。前期貨幣政策的效果

已經開始逐漸顯現。

也有觀點認為，貨幣政策的效果並不理想，對

實體經濟的幫助有限。比如由於PPI持續為負且降

幅還有所擴大，儘管名義利率下行，企業實際融資

成本仍然居高不下。

“貨幣政策有時滯性，並不會立竿見影。”向

松祚表示，評價貨幣政策的效果要有耐心，並進行

綜合考量。一般來說，貨幣政策在治理物價上行時，

效果要18個月左右才會顯現；治理物價下行時，

其效果也需要半年至1年才能看出來。

“要不是得益於迄今為止的穩增長政策，基建

投資增速就不會在房地產和製造業投資顯著下滑時

逆勢快速增長，目前的經濟增長也不會穩定在7%

左右的水準。”瑞銀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說。

從後期來看，貨幣政策仍需繼續發力。汪濤認

為，降低實際利率可以減輕償債負擔、延緩不良貸

款生成速度。進一步降準並通過其他貨幣政策工具

投放流動性，可以確保銀行間市場流動性充裕，引

導貨幣市場利率下行。二者也有助於債務重組、防

範金融風險，進而避免信貸收縮，間接支撐經濟增

長。

提升貨幣政策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關鍵在於

提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進一步疏通其傳導機制。

在不久前舉行的中國工商銀行中期業績發佈會

上，該行行長易會滿坦言，銀行面臨整個信貸有效

需求下降的問題。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金融服務

實體經濟的能力？

央行研究局局長陸磊認為，“雙降”政策意在

為實體經濟發展營造中性適度的貨幣環境，但真實

經濟增長需要實體經濟部門的有效融資需求與金融

機構的高效率金融服務供給加以配合，依靠實體經

濟部門和金融機構的良性互動，還要高度關注貨幣

政策與財政政策等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配合。

“如果沒有其他政策配合，貨幣政策可能難以

充分發揮作用。”向松祚表示，貨幣政策的效果並

非機械性的，並不能實現“一踩油門就跑”的效

果。他認為，從根本上來看，提升貨幣政策的有效

性關鍵是要將各項改革落到實處。

如果能較好地結合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滲

透力”將更為明顯。汪濤認為，在穩增長、調結構

的過程中，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應根據各自特點，

協調配合，共同為結構性改革贏得時間和空間。

晨曦百貨東方廣場店將閉店 一櫃檯一月才賣200
“尊敬的顧客，晨曦百貨將於2015

年9月5日閉店，感謝您長久的支援和厚

愛。”昨天，市民李女士收到這麼一條

短信，她撥打短信上留的客服電話，卻

始終無人接聽。據了解，晨曦百貨富力

廣場店、國貿店和雙子座大廈店此前已

相繼關閉，即將閉店的東方廣場店是目

前僅存的一家。

今天早上，記者來到晨曦百貨東方

廣場店，路過一個櫃檯聽到櫃員聊天

說：“一個月才賣200塊錢，玩呢？”

記者看到，店內擺設比較淩亂。另外，

記者看到了一個閉店通知，通知說，由

於經營戰略調整，晨曦百貨東方廣場店

9月4日晚10點起正式停業，“我們2000

年開業以來，已經走過15年，感謝厚愛

和陪伴。”據了解，富力廣場店、國貿

店早已關閉。

其實，晨曦百貨是最早一批入駐購

物中心的百貨品牌，在北京國貿商城、

富力廣場、雙子座大廈、東方廣場等都

能找到蹤影。當時，晨曦百貨以會員

制、店中店、主題百貨等經營亮點一度

成為CBD商圈購物中心內最受青睞和最

具競爭力的品牌。不過，現在隨著體驗

性購物中心的崛起，晨曦百貨開始被消

費者拋棄。

在大眾點評網上，晨曦百貨東方廣

場店被消費者狂吐槽。“地方不大、東

西比較雜、擺放擁擠”，這是留給消費

者的不好的印象。有一名消費者說，晨

曦百貨是一家沒有存在感的百貨店，因

為和東方新天地相連，每次都是路過，

從來沒有駐足過，更沒有買過什麼東

西，“因為和東方新天地連著，又沒有

明顯的界線，很容易被忽略。”一些試

圖去買東西的顧客更是說，商場佈局淩

亂，而且特別小，品牌也少，不值得一

逛，還不如直接去東方新天地。

如今體驗式購物中心越來越多，傳

統百貨店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在新興

消費模式興起的背景下，“倒閉潮”成

為2015年國內零售業的關鍵詞。中國百

貨商業協會統計顯示，從2012年開始出

現的中國百貨行業關店潮，到2015年有

愈演愈烈之勢，截止到2015年4月份，

全國共有近180家內外資實體百貨零售

店關店。

不僅是關店，寄居在購物中心內的

傳統百貨店也被拋棄。晨曦百貨就是寄

居在東方廣場內，但是東方廣場內卻有

更綜合的東方新天地，這讓晨曦百貨東

方廣場店很是尷尬。此前朝陽大悅城在

開業時曾引入日本永旺百貨，但二者的

合作僅維持了兩年便分道揚鑣，此後的

天津大悅城經過各方評估後，最終沒有

引入百貨業態；在全國擁有最多百貨店

與購物中心的萬

達集團也于2014

年開始對百貨進

行瘦身。

據了解，百

貨店被購物中心

拋棄或有租金的

緣故。因為如果

購物中心把這些

面積切分租賃給多

個品牌，租金收益

能翻2至3倍。

商業專家洪濤聽到晨曦百貨要閉店

的消息一點兒也不驚訝，他說，現在已

經不是傳統百貨店的時代了，它們必須

轉型，“傳統百貨店的轉型有三條路，

一條就是購物中心化，你要有體驗，要

有餐飲和娛樂；另外就是可以專業化，

你要有特色，比如菜百就專門做黃金，

一提黃金就去菜百買；做社區型的百貨

店也是可行的，不求大，只求能夠滿足

周邊居民的需要，這也有市場。”

志起未來行銷諮詢集團董事長李志

起說，現在傳統百貨店受著購物中心和

電商的雙重打擊，必須尋找新的盈利增

長點，它們必須要為消費者帶來除了購

物之外的體驗，否則將被時代拋棄。

囧境
一家沒有存在感的百貨店

囧態
百貨店被購物中心拋棄

快評
傳統百貨店 必須要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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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Texas, August 5, 2015)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 leading Asian media
group located in Houston, Texas, with offices in ma-
jor U.S. ci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hold a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
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in Minute
Maid Park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
Houston's community.
The event will honor all those veterans who served in
WWII and will celebrate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
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It is this rich ethnic diversi-
ty that now makes our great city one of the world's
major international melting pots.
Seven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guns of WWII

were silenced, docu-
ments of surrender
were signed and cit-
ies all over the world
broke into unbridled
celebration with the
end of a global con-
flict that saw the end
of the threats of tyran-
ny and oppression.

And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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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ab-
lished – many of which still survive to this day.
Recently, the 69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by consensus a resolution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World War II victory. On

June 26,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com-
memorated the sign-
ing of the United Na-
tions Charter of
1945, marking its
70th anniversary.
The organization
was formally char-
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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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which

will attract thousands of ethnic
peoples from multiple
backgrounds including Jewish,
Asian, Latino and African and
they will represent the wishes of
the whole world for world pe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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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d Wea H. Lee,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usical and dance
performances by representative ethnic group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participation of many
governmental officials at all levels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several branches of the U.S. armed
services.
These will include the “ Sound of Soul” Art Group
from Beijing performing – Thousands hands of Guan-
yin, the Bodhisattva of Compassion or Goddess of
Mercy (Sanskrit Avalokiteśvara), Chinese acrobats
and Mask Change (Face Change). There will also be
many singing groups and individual vocalists, opera
singers, international dancers, Instruments, and a
fashion show representative of several local ethnic
groups. MC for the event will be well-known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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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ed in1945 and was the largest war
in modern history, with more than
100 million military personnel being
mobilized and 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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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lect the past to teach us a lesson. This year the
world will hold many different forms of
commem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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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me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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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cist
powers of that

time.
Also in remembrance of
the war, the Chinese
Peop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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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ebrations since Xi Jinping became
China's top leader.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sponsor the “World War II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that
will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World War
II while also celebrating diversity and world peace
along with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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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ponsorships for the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
ber 7, 2015, please contact Jennifer Lopez or Angela
Chen at (281) 498-4310, or email at jennifer-
itc@gmail.com or angela@scdaily.com.

BEIJING, Sept. 2, 2015 (Xinhua) -- China's military
parade today that celebrates the World War II
(WWII) victory is an event that highlights the com-
mon aspiration of mankind, including many lead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namely, peace.
China also celebrates a new national holiday today
as it honor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with events across the country, a
three-day holiday and a martial spectacle that will
rumble through the ceremonial heart of the capital.

President
Xi Jinping
ordered
up the
festivities
long
before the
latest
round of
economic
news, but
the event
is good

timing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as it grapples with a
slumping stock market and fears that a slowdown
could spur social unrest.
The event should allow Mr. Xi to push a much bold-
er nationalist agenda just as the Chinese public is
beginning to question the party’ s main source of le-
gitimacy: its ability to deliver economic growth.
“ As social conflicts continue to sharpen, the party
needs to divert attention, and of course, a parade is
a good way to do that by whipping up nationalist fer-
vor,” said Zhang Lifan, a historian in Beijing.
The parade commemorates the hard-won peace af-
ter years of bloody war that inflicted heavy losses
on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China has never before held such an event after the

end of WWII in 1945, while similar commemorative
events have been seen across Europe, which bore
the impact of invasions by Nazi Germany during the
war.
The Beijing parade brings to light China's contribu-
tion to the Allied victory that has previously been lit-
tle known to people outside Asia and further ob-
scured by time.
Former German Chancellor Gerhard Schroeder,
who is among dozens of foreign statesmen invited
to witness the military parade, said that when
people in Europe talk about WWII, the main focus is
usually on their own continent. Few people there
know specifics about how WWII also raged in Asia
and how fascism also brought terrible suffering to
the Asian people.
However, commemoration is not the sole reason for
the event that will also feature foreign troops from
17 countries in the parade, and will be joined by 30
national leaders and UN Secretary-General Ban
Ki-moon.
The parade also demonstrates China's aspiration
for peace and its determination to safeguard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in honoring all the
Chinese who
perished in the war
and those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victory in the
deadly conflicts
with Japan.
Peace after all the
chaos and
turbulence of war
has been
particularly
treasured by the
people in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Peace
has enabled them
to get on their feet and resume normal lives free
from fear and hatred.
The military parade is by no means designed to "fan
a smoldering antipathy" against Japan as touted by
certain Western media, which have often
misinterpreted the upcoming event.
Instead, the military parade's aim is to "remember
history, cherish the memory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martyrs, uphold peace and create the future,"
Zhang Ming, vice minister of China's Ministry of For-
eign Affairs, told a press conference Tuesday.

"The celebrations are not targeting Japan, nor the
Japanese people," Zhang said.
No one in their right mind is a fan of confrontations,
and China has always hoped for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 Japan, expecting Japan to deeply
reflect on its wartime past.
However, the attitude of the Japanese rightist gov-
ernment is regrettable, and the recent moves by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s administration to
change the country's constitution to allow Japan's
military a greater role have infuriated people in east
Asia.
Tokyo in recent days has seen massive demonstra-
tions against Abe, demanding the government re-
scind the controversial security bills.
Some 120,000 people, including many political
heavyweights, rallied and surrounded Japan's parlia-
ment building on Sunday to oppose the bills.
The war inflicted suffering not only on the Chinese
people, but also on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the
profoundness of their bitterness could be seen at
their
commemorative
events in
Hiroshima and
Nagasaki.
Most citizens in
Japan want no
more war,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ill
hopefully listen to
its people to better
serve their
interests and
ensure lasting
pea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ORLD LEADERS IN ATTENDANCE
Revealing the much-anticipated list of foreign
guests, Zhang Ming, vic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told a press conference that 30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leaders, including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nd Republic of Korea (RoK) Presi-
dent Park Geun-hye, will attend the military parade
on Sept. 3.
Other foreign leaders include South African Presi-
dent Jacob Zuma, Myanmar President Thein Sein,
Venezuelan President Nicolas Maduro and Vietnam-
ese President Truong Tan Sang.
The list does not includ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When asked about Abe's absence,
Zhang said, "China has noticed that Abe will be skip-

ping the event because of his parliamentary sched-
ule. We have stressed several times that the cele-
brations are not targeting specific countries, not Ja-
pan or its people. It has no direct link to current Si-
no-Japanese relations."
The vice minister said China had always advocated
the improvement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 top leader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DPRK) Kim Jong Un will not be attending,
either. Instead, Choe Ryong-hae, a high-ranking offi-
cial, will represent DPRK.
The attendees also include government representa-
tives from 19 countries and heads of 10 internation-
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United Nations Secre-
tary-General Ban Ki-moon.
Six former politicians, including form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 former German chancellor
Gerhard
Schroeder
and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Tomiichi
Murayama,
have
confirmed
their
attendance.
Ambassa-
dors and envoys to China will also be present.
UNITED WE STAND
Upholding the shared victory of WWII, Zhang an-
nounced that dozens of foreigners acknowledged in
China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including veterans of
the "Flying Tigers" will attend in person or send rep-
resentatives.
In total, more than 100 foreign VIPs or relatives of
wartime heroes from 15 countries will attend, includ-
ing relatives of Canadian doctor Norman Bethune,
and Japanese veterans who served in the Eighth
Route Army, a counter-Japanese force.
In addition to the military parade, "Victory and
Peace", a 90-minute gala is slated for Sept. 3, ac-
cording to Dong Wei, vice cultural minister.
Dong said the gala would highlight China's role as a
fundamental battlefield in Asia, and celebrate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was not just a victory for the Chinese people,
but also for the world," said Qu. (Courtesy news.xin-
huanet.com/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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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rican Flag
Being Raised On Iwo
Jima During W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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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rn-Min Chow

U.S. World War II Veterans

International and Cultural Entertainm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Decorations filled Beijing's
Tiananmen Square on Tuesday in
preparation for today's parade.

(Photo 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The martial spectacle that
will rumble through the
capital on Thursday could

not come at a better time as
the Communist Party

grapples with a slumping
stock market and fears that
a slowdown could spur
social unrest. (Photo
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Retired Members Of The
14th Air Force's (Flying

Tigers) 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5th Fighter

Group Will Attend The
Parade Or Send
Representatives

China's WWII Victory Parade Today Marks
A New National Holiday For The Country

A new holiday allows China to
promote a nationalist agenda, with
the help of patriotic eggs, just as

the public is questioning th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deliver

economic growth. (Photo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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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長蘇再次笑了笑袁 徐徐抬起
雙眼袁"還有一件事袁想要拜託殿下
噎噎"

"你跟我客氣什么钥 儘管説好
了遥 "

"壽儀那日袁 請殿下帶我一起
去吧遥 "

蕭景琰一下子睜大了眼睛袁吃
驚地瞪着他遥

"我也算有客卿地身份袁 雖然
出現在那種場合仍然會引人注目袁
但也不是特別的突兀遥

噎噎等了這些年袁 無論最終是
成功還是失敗袁 我總想要親眼看到
那一幕噎噎" 梅長蘇説到這里袁突
然發現景琰的神情不對袁 停頓了一
下問道袁"殿下覺得很爲難嗎 "你在

説什么钥 "蕭景琰繼續瞪着他袁眸中
已升起怒氣袁"這還用拜託我钥 你本來就應該在場的浴 走到今天
這一步袁煎熬的都是你的心血袁我怎么可能噎噎不讓你親眼目睹
這個結果钥 "

"殿下噎噎"

蕭景琰不知爲什么袁 突然有點控制不住自己袁 沉着臉道院"

殿什么下袁你不知道我叫什么钥你難道是今天才認識我的钥你剛
纔用的是什么身份在跟我説拜託袁我的謀臣嗎钥 "

"景琰袁"梅長蘇將左手放在了蕭景琰的小臂上袁用力按住袁
重逢後第一次清清楚楚地叫了他的名字袁"這也是噎噎我必須
要跟你説清楚的一件事噎噎"

第一百六十九章 身份
乍一聽到自己的名字如同往日一樣被叫了出來袁 蕭景琰又

是驚訝又是感嘅又是歡喜袁心頭熱辣辣地涌起滾燙的硬塊袁堵在
喉間咽之不下袁可又不願表現的過于激動袁讓好友看了難過袁所
以一時之間臉色變幻了幾次袁最終也沒能穩妥地定下來遥

梅長蘇不由笑了起來袁道院"你也別太體貼我了袁我能從梅
嶺的血海里爬出來袁走到這里袁哪里有那么脆弱钥在你面前袁感到
傷痛是難免的袁但若是一味沉溺于慘苦哀情難以自拔袁那倒也不
是我噎噎"

這句話簡直就是説到了蕭景琰的心里袁 他立即高興地道院"

你能想開我就放心了袁其實你也沒怎么大變袁就是安靜了些袁大
家年歲漸長袁這也是應該的袁你看我袁我也不象當年那般愛跟你
鬧了遥

"派個人去傳召吧遥"我咬着嘴唇袁哀傷的説袁"他會想明白的袁他只是噎噎一時冲
動罷了遥 "皇太極額上靑筋凸起袁終是在我無聲的懇求下袁松開了緊綳的拳頭遥

派出去的太監很快就回來了袁可帶回來的結果卻讓我嚇了一大跳遥
"回大汗袁大貝勒稱小阿哥祜塞得病袁無法奉召前來噎噎"砰浴皇太極一拳砸在書

案上袁嚇得小太監撲通跪在地上袁瑟瑟發抖遥
"你要我怎么饒他钥 你要我噎噎"眼淚奪眶而出袁我捂着嘴輕輕啜泣遥 他面色微

變袁從桌後跳了出來院"悠然浴悠然噎噎別哭遥 "他用力摟緊我袁下巴頂住我的頭頂袁恨
聲袁"不許再爲他流淚噎噎"皇太極再次壓下了心中怒火遥

第二日阿巴泰在營中娶俄爾哲圖福晉袁大擺筵席袁皇太極偕我一同親往祝賀遥酒
席之上袁薩哈廉借敬酒之際袁婉言代父解釋求情遥

皇太極當即説道院"我與你阿瑪意見相左袁不過你阿瑪是我兄長袁我焉能責怪他
什么钥只是以後但凡你阿瑪有做的欠妥之處袁你如果能夠體諒我的苦心袁當需好好勸
諫他浴 ""是浴 大汗聖明浴 "薩哈廉暗暗的噓了口氣袁躬身離開遥

這番敲山震虎的喩旨晌午才傳達給薩哈廉袁誰曾想到得傍晩袁營中傳出大貝勒
竟然帶着親信家眷私自返回盛京袁旁人勸阻不得遥

薩哈廉前來回報請罪時面如死灰袁一臉惶恐遥
皇太極連日來壓抑的怒火終于爆發袁薩哈廉首當其冲袁在一通責駡之後袁被狼狽

的轟出營帳遥
我早已震駭無語袁只覺得手足無力袁皇太極的殺意已經很明顯的擺在臉上遥我最

不願意見到的事袁終于還是噎噎要發生了遥
"悠然袁不是我不肯放過他袁是他執迷不悟浴"怔怔的袁淚水無聲的滑過臉頰袁一顆

心仿彿正在被一把鈍刀木訥的反復割着袁左右撕扯成兩瓣遥
難道説噎噎代善的命運終將和褚英尧阿敏他們一樣嗎钥
手足相殘浴
我可以自我安慰的認爲這是一個帝皇爲了要獨霸天下袁而不得不實行的政治手

段遥 對於阿敏尧對於莽古爾泰袁甚至對於當年被逼殉葬的阿巴亥袁我都能任由自己狠
起心腸漠視不理袁任由時代的命運巨輪殘酷的從他們身上碾過袁湮滅了他們的生存
軌迹遥

然而代善噎噎
代善不能浴
我無法眼睜睜的看着他慘死袁記憶中那個溫柔似水的儒雅少年袁深深的刻在我

的腦海里袁他即使做不成我的愛人袁卻也是我心目中最最重要的親人浴

"皇上今日還有奏章尙未批閲袁所以噎"韓欒戰戰兢兢地説道院"所

以派奴才過來通傳一聲袁皇上擔心夫人的身體袁希望夫人早些休息遥 "

弘德夫人冷瞟一眼跪在地上的韓欒袁淡漠地説道院"皇上要批閲到

何時钥 "

"這噎這沒跟奴才説遥 "韓欒支支吾吾地回答遥
"韓公公遥 "

"奴才在遥 "

"韓公公伺候皇上不是一朝一夕的時間了遥 "弘德夫人含笑地説

道院"沒有誰能比你知道皇上的心思遥 "

"夫人過奬了袁奴才們自然要瞭解主子們的習性遥 "韓欒諂媚地説

道遥
"公公身爲皇上身邊的紅人袁爲人處事也算是低調遥 "弘德夫人又

道院"聽説袁公公在外面有個家钥 "

"那都是進宮前的老家了遥 上有老母親袁下有個小弟遥 "韓欒回答遥
"公公是個明白人袁從來都不會將家里人接來鄴城遥 "弘德夫人冷

聲説道院"但是公公袁這天下之大莫非王土袁公公想藏住兩個人恐怕還是
很難吧遥 "

這個女人究竟想説什么钥 韓欒暗自思量着遥
"皇上究竟去了哪兒钥 "弘德夫人猝然變臉袁厲聲喝道遥
"夫人息怒袁夫人息怒遥 "韓欒嚇得一怔袁只好先緩一緩弘德夫人的

性子遥
***

鏡殿迷漫着硝煙的味道袁韓欒公公跪在地上抖瑟着老骨頭袁弘德夫
人繞着他走了一圈袁冷聲又道院"韓公公袁前不久您的老母親可曾生了一
場大病钥 ""啊噎"韓欒驚訝地抬頭袁脫口而問院"夫人是如何知道的钥 "

弘德夫人淡笑地説道院"韓公公不必知曉我是如何知道的袁只要給
我記住袁無論是什么事情都很難逃過我的雙眼遥 "

"夫人息怒袁奴才也不過是皇命難爲遥 "韓欒乾脆破罐子破摔袁一股
腦兒説道院"皇上的確沒有批閲奏章了遥 "

"去了哪位嬪妃那里钥 "弘德夫人冷靜地問道遥
"錦玉堂的胡昭儀遥 "韓欒説道遥
弘德夫人深吸一口氣袁捂着胸口艱難地站了起來遥琉璃驚慌失措地

攙扶着弘德夫人走了幾步遥 誰知袁韓欒趕緊攔住弘德夫人袁説道院"夫人

可是想去錦玉堂钥 "

陸景曜安撫拍了拍兒子的後背院"一點也不疼遥 "

然後醫生就下手了袁"哇 --"的一聲袁小睿睿嚎啕大哭院"爸爸 --"

陸景曜一邊按住兒子袁開口跟家庭醫生説院"再哭袁就多給他打幾
針遥 "

後爸爸袁趴在後爸的小睿睿連忙捂住自己的小嘴巴袁只是雖然捂
住了嘴巴袁依舊嗚嗚聲不停院"嗚嗚噎噎"

第六十一章
"六哥哥袁你不是要跟我分手嗎钥那你怎么還想跟我上 |床呢钥 "果

果趴在陸六肩頭問完,陸六猛地松開了放在她身上的手遥
"對不起遥 "陸六説遥
果果站直身子,搖搖頭袁抬眸看了看陸六身前皺到一塊的襯衫,伸

手給他整了整院"六哥哥袁你跟我分手是要跟小鹿姐姐結婚嗎钥 "

陸六抬眸看向果果袁燈光下她眸子一閃一閃,閃爍的光線落在她

長長卷卷的睫毛上,留下一道細碎的光芒遥
"果果噎噎"

"我開玩笑的遥 "果果低下頭,然後低頭看向自己餐盤沒有吃完的

牛排,抬頭問陸六院"我可以吃完再走嗎钥 "

陸六只覺得心口好像猛地灌入一陣冷風,然後他轉過頭深吸一口

氣,蹲□ 子看向果果院"果果,你不用走袁這房子我會聯繫屋主買下袁你可
以永遠住在這里遥 "

"謝謝啊遥"果果低下頭袁然後把大塊的牛排塞到自己的嘴里袁盯着
紅酒後面的蠟燭看袁跳躍的燭光一晃一晃袁晃得她淚眼朦朧袁然後她連
忙低下頭袁繼續切割牛排袁可惜切了好久袁還是切不斷中間相連的肉
絲遥

眞討厭袁分手情景跟她預想的一點兒都不一樣袁她做了一個多月
的準備袁從在墻上第一道比劃的時候袁她就開始準備了袁然後她等了一
天又一天袁終于在墻上有六個 "正 "多兩劃的時候袁六哥哥跟她説分手
了遥

她在寫到第五 "正 "的時候就想好了分手台詞袁 結果眞分手的時
候袁她説出口的居然還是她不想分手遥

手起刀落了斷感情這事袁六哥哥比她痛快多了遥

這話可説到陸老爺的心坎里了袁嘆口氣接道院"是啊袁子言也老大不小
的了袁總這么晃悠可不成遥等這邊酒樓順利開張了袁就跟我回洛陽去遥我替
他好好挑個漂亮媳婦噎噎"也免得他總是惦記寧大廚的閨女遥

陸子言一聽這話音袁額頭上的汗都冒出來了袁連忙説道院"爹袁這事以
後再説吧鼎香樓開業以後袁總得有人在這兒盯着噎噎"

"表哥袁有孫掌櫃和寧大廚在袁你就別操心了遥 "容瑾閑閑的接道院"實

在有什么事情解決不了的袁還有我遥 你只管放心的回洛陽去袁給我娶個漂
亮賢惠的表嫂袁兩年之內生個大胖小子遥 這可比開酒樓重要多了遥 "

陸老爺深以爲然袁連連點頭遥
到了這一刻袁陸子言自然聽出容瑾在故意使壞袁恨的牙癢袁狠狠的瞪

了他一眼遥
別來添亂了

容瑾挑了挑眉袁漫不經心的笑了笑袁忽的翻身上馬袁姿勢非常的瀟灑
帥氣袁嘴角噙着微笑袁顯然心情很不錯遥 周圍不知有多少大姑娘小媳婦含
羞帶怯的偷偷的看了過來遥

陸子言見他總算閉了嘴袁偷偷松了口氣袁連忙上了馬車遥 心里卻打定
主意袁不管陸老爺怎么説袁他可不會輕易回洛陽去噎噎

一想到那張甜蜜的笑顔袁他的心立刻就火熱起來袁俊朗的眉宇舒展開
來袁滿是笑意遥

陸老爺瞄了魂游天外的陸子言一眼袁心里輕哼一聲袁眼眸暗了下來袁
也不知在盤算些什么遥
第一百零八章巧遇

寧有方邊打聽邊問路袁走了約莫一個時辰左右袁總算找到了珍味齋遥
鋪子並不大袁至少沒有想象中的氣派遥 可進進出出的客人卻十分多袁

還有幾個穿戴講究的僕婦模樣的女子在排隊買糕點遥
剛一走近鋪子門口袁就聞到一陣濃濃的甜香遥 讓人忍不住咽口水遥
寧汐低笑道院"早就聽説珍味齋是京城老字號點心鋪袁 果然名不虛

傳遥 "大伯寧有德就在這家老字號的鋪子里做糕點師傅遥寧有方一直惦記
着袁今天總算是找過來了遥

寧有方打起精神笑了笑院"走袁我們進去找你大伯遥 "

寧汐甜甜的笑着應了遥
珍味齋里忙忙碌碌的袁幾個小夥計不停的招呼着客人遥寧有方衣着普

通袁並未引起夥計的注意遥寧有方等了片刻袁見一個夥計有空閑了袁連忙笑
着湊了過去院"請問你們這兒有個叫寧有德的嗎钥 "

那夥計先是一愣袁旋即笑道院"你説的是寧大師傅吧他正在後面忙着

做糕點呢請問你找他有什么事钥 "

寧有方立刻稟明來意遥那個夥計一聽説他是寧有德的弟弟袁態度頓時
熱情多了院"寧大師傅一般都要忙到晩上才有空閑袁要不袁我現在就帶你
去找他吧 "

寧有方迫不及待的點頭應了袁低聲叮囑道院"汐兒袁你別亂跑袁就在這
兒等我遥 我先去找你大伯遥 "

寧汐乖巧的應了下來遥
等寧有方跟着夥計走了之後袁寧汐頗感興趣的四處打量起來遥

隨
侯
珠

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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