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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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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2016年9月18日 星期日
Sunday, September 18, 2016

張磊 先生
華商石油行業協會執行會長
美國泰普石油公司董事長
美南山東同鄉會前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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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信念
竭盡所能﹐為您提供誠信﹐

熱心﹐省錢﹐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負責人 CLU

呂振益 J.Eric Lu
保險師

外地（800）350-1078 Fax:713-988-6886 5855 Sovereign,Unit F Houston,TX 77036

˙餐館及商業
˙房屋及水災
˙人壽保險
˙汽車保險
˙員工保險
˙地產保險
＊此保險單(及保險計劃書)
若有提供為僅有之正式
版本﹐且以英文為準﹒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服務客戶逾20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www.farmersagent.com/jlu

713-988-0788

J. Eric Lu
Insurance Agency

呂氏
保險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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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AL HOUSING
LENDER FDIC

Member

  

1. 優惠年利率(Annual Percentage Yield - APY)適用於在優惠期內開立並符合上述年期的個人或商業定存帳戶。開戶金額不可轉帳自現有的國泰銀行帳戶。於優惠期內續期的存款，只需存入最少$10,000新資金進該續期的存款，可獲享優惠年利率。上述的年利率自2016年7月11日起生效，國泰銀行保
留更改利率權利。獲享優惠年利率，定存帳戶的最低結餘須為上述所定的開戶金額。提前取款將會或可能會被收取罰款。費用會影響帳戶收益。2. 僅限個人客戶開設國泰超值支票帳戶。開立國泰超值支票帳戶最低存款為$2,000 (優惠期內獲得豁免)。若每日最低結餘未達$2,000或綜合其他存款帳戶的總
結餘未達$10,000，需繳付$15維持月費。國泰超值支票帳戶為浮動利率帳戶，隨存額調動，開戶後利率可變動，恕不另行通知。最低存款金額$2,000 的年利率為0.10%。其他存款金額：$2,000至$9,999.99為0.10%年利率，$10,000至$24,999.99為0.10%年利率，$25,000至$99,999.99為
0.15%年利率，$100,000或以上為0.20%年利率。年利率自2016年6月7日起生效，或可能更改。費用可能影響帳戶收益。 3. 如客戶已擁有國泰超值支票帳戶，只需要開設合資格定存帳戶，即可獲享特惠年利率。  
國泰銀行保留隨時終止此優惠的權利。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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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火辣優惠

1-800-9CATHAY
1-800-922-8429
www.cathaybank.com

1.00%獲享
高達 年利率

 優惠期﹕2016年7月11日至9月23日止

符合以下條件可獲享特別年利率1優惠:

• 開設13個月定存帳戶並存入相應的最低存款 
• 及開設國泰超值支票帳戶2,3 (優惠期內豁免最低存款要求) 

 開戶金額  13個月

 $38,000 - $99,999 0.90% 年利率

 $100,000 + 1.00% 年利率  

請親臨就近分行查詢開戶！

休士頓分行: 9440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 278-9599

布蘭諾分行: 4100 Legacy Dr.- Ste #403, Plano, TX 75024
電話: (972) 618-2000

廣 告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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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OFF

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

$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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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白色活動櫥櫃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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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y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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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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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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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

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

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281) 980-1360
(832) 878-3879

傳真：(281) 980-1362

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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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帳單》現金挑戰真人秀
了解帳單背後故事

B2美南電視介紹

休城社區

節目介紹﹕《幸福帳單》是中國首檔大型現金挑戰真人

秀﹒展示你對幸福的感知﹐解讀凡人瑣事背後的酸甜

苦辣﹒為快樂而戰﹐普通人講述手中帳單背後的故事﹐

並參與因此量身定制的大型遊戲﹐來贏得帳單報銷的

形式﹐講述了人與人之間的真情﹐展現了當今百姓生活

中的幸福之態﹒

播出時間﹕周五下午3時30分至5時首播﹐周一上午9

時30分至10時30分與周日凌晨4時至5時30分﹐敬

請準時收看﹒

【VOA】奧巴馬總統星期三宣布美國

已經準備好取消對緬甸的經濟制裁﹒

之前﹐奧巴馬與緬甸實際掌權的領導人

昂山素季在白宮舉行了會談﹐並在橢圓

形辦公室向媒體發表了講話﹒

奧巴馬以緬甸所經歷的“卓越的社

會和政治變革”為例說明﹐“美國現已準

備好要取消長期以來對緬甸實施的制

裁﹒”

早些時候﹐奧巴馬致函美國國會﹐稱

政府將采取行動恢覆對緬甸的貿易優

惠﹐對緬甸的貿易優惠因為侵犯人權問

題在20多年前被中止﹒

昂山素季對奧巴馬本人作為第一位

美國總統訪問緬甸表示感謝﹒她還感

謝美國國會為恢覆人權曾經向緬甸政

府施加壓力﹒但是﹐她說現在是美國取

消所有制裁的時候了﹒她說﹕“團結也

需要繁榮﹐因為當人們不得不為有限資

源而抗爭時﹐他們就會忘記團結的重要

性﹒”

她呼籲人們到緬甸觀光和投資﹒她

說﹕“我期待商人們到我們國家來賺取

利潤﹒”她說﹐她預計並期望緬甸議會通

過一項吸引世界各國的新的投資法﹒

昂山素季承認﹐雖然緬甸在向民主

過渡方面取得了進展﹐但是仍有“很多

工作要做﹒”她以緬甸135個民族之間持

續不斷的緊張局勢為例指出﹐她的政府

目前關註的焦點是若開邦的局勢﹐她說

“族裔間的紛爭不容忽視﹒”

【VOA】在休息了三天之後﹐民主黨總
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周四將前往
北卡羅來納州中北部城市格林斯博羅
向當地民眾發表講話﹐為其競選拉票﹒

活動結束後克林頓將前往華盛頓﹐
與總統奧巴馬一起參加一場西班牙裔
領袖晚宴﹐並在晚宴中發言﹒

她的競選搭檔﹑民主黨副總統候選
人蒂姆•凱恩周四下午將在新罕布什

爾州與當地支持者會面﹒
此外﹐希拉里•克林頓的女兒切爾

西•克林頓周四將在俄亥俄州代頓市
的辛克萊爾社區學院﹐向當地民眾介紹
她母親希拉裏就推行免費社區學院教
育﹑免債大學教育﹐以及確保年輕家長
們能夠獲得高質量且可擔負的兒童保
育項目等問題所制定的計劃﹒之後﹐切
爾西•克林頓將前往俄亥俄州的韋斯

特威爾繼續為希拉里的競選活動拉票﹒
共和黨方面﹐川普周四在紐約發表

講話之後將前往新罕布什爾州﹐在當地
時間周四晚上七點半於一所中學體育
館內發表講話﹒

他的競選副手邁克•彭斯與川普
一同出席在紐約的活動之後將前往佛
羅里達州繼續為競選造勢﹒

星期日 2016年9月18日 Sunday, September 18, 2016

2016年9月14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會見緬甸領導人昂山素季﹒

《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奧巴馬﹕美國準備好取消對緬甸制裁

克林頓恢復競選活動
兩黨總統候選人競選行程活躍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準備搭乘飛機前往北卡羅來納州參加
一個競選集會﹒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由麥當勞贊助，美南新聞2016第
六屆升學教育展(McDonald's 2016 Education Workshop)將於10月8日
(周六)上午9時至下午4時在夏普斯堂國際高中(Sharpstown Interna-
tional School)登場，現場設有升學機構諮詢攤位，多場升學輔導講
座、SAT新制考試和模擬面試指導及各校代表招生方案解說，提供
大學入學詳細資訊，歡迎學生、家長踴躍出席。

「教育是成功的起點」 (My Educa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my
Success)，美南新聞教育展年年舉辦，獲得社區廣大迴響。今年教育
展邁入第六屆，邀請升學專家、稅務規劃專家和多家升學教育機構
共襄盛舉，為學生和家長提供大學入學標準和最新訊息，互動交流
優質平台。

今年教育展除準備多場升學講座、各校招生代表現場諮詢，提
供學生家長了解美國高等教育升學資訊和準備方向，另外因了解獎
助學金對學生家長的重要性，也邀請大學助學金及稅務規劃專家
Michael Chen到場，為家長解說大學助學金和稅務規劃的最新動態
與最新政策。

美國每年提供 1700 億大學助學金給符合資格的高中生申請，
Michael Chen將說明最基本大學助學金填表資訊，他表示，申請大
學助學金不只是低收入戶、低資產家庭的權利，還牽扯到美國
CCRAA法律、稅法、教育部規範和各州與每所大學設定的各種申
請規定，所以稅務規劃和助學金息息相關。

Michael Chen總結發現，家長申請大學助學金最常犯的四大致

命錯誤： 「認為只有低收入戶家庭能得到大
學助學金」、 「受到同事、朋友和其他專業
人士誤導覺得自己收入、資產太多而放棄申
請」、 「僅抱著試一試的心態，不認真準備
就匆忙申請」和 「擔心申請大學助學金會影
響大學錄取機會」。若有以上刻板印象的家
長，適合於教育展時參加講座。講座時間於
10月8日下午2時至3時，Michael Chen將憑
著多年專業知識和經驗，給予最正確的助學
金申請和稅表填寫最新信息。

另 外 ， 現 場 迎 來 大 學 理 事 會 (College
Board)資深主任講解 SAT 考試形式和技巧，
學生們可熟悉考試方式和內容；麻省理工學
院(MIT)面試官 David Liu 也將在現場為學生
進行一對一模擬面試，傳授應對絕竅，吸引面試官的有價值答案。

各大名校校友包括萊斯大學、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校友，將會
分享申請進入名校秘訣。除了美國大學，來自台灣的高等教育殿堂
，實踐大學、交通大學和中國醫藥大學將有招生代表現場諮詢，說
明招生方案和獎助學金細項。富國銀行(Wells Fargo)將會指導家長如
何為孩子上大學做好財務規劃。歡迎踴躍報名，網上報名 http://
mcdew.eventbrite.com 或電 832-448-0190，電子郵箱：angela@sc-
daily.com或angela_nwe@yahoo.com。

美南新聞第六屆升學教育展10月8日登場
助學金稅務專家Michael Chen現場解惑

助學金申請和稅務規劃專家Michael Chen現場提供最
新資訊。(資料照片)

去年教育展舉辦情形。(資料照片)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HS-
CACPAS) 9月17日(周六)中午在珍寶海鮮城舉辦年度午餐會，活動
上理事和會員除聯誼交流外，也舉行會長交接，由卸任會長辜淑芬
交棒給新任會長譚秋晴。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為當地資深非營利社團，成立於1983年
，社團資歷已有33年。為華人會計師行業提供良好互動交流平台，
定期舉辦講座和聚會，聯誼彼此情感也交換財稅知識。

譚秋晴接下新任會長，她表示很榮幸擔任華人會計師協會會長
，自己30年前就是會員，身為專業會計師，希望能為
華人社區服務。她也提到今年一系列活動規劃，由於
每年稅法都會改變，為迎接之後報稅季到來，11月19
日將在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辦省稅座談會，用中文方
式跟社區解釋如何報稅和避免查稅；之後也會有一系
列公司稅和個人稅的報稅資訊。譚秋晴說，未來希望
邀請美國主流和華人社區一起為大家服務。

卸任會長辜淑芬謝謝社區幫忙贊助，未來希
望能招募新血。辜淑芬說，希望華人會計師加入協會
，這裡提供會計師學習機會和社區會計服務，華人社
區能獲得更詳實的最新訊息。

活動上，辜淑芬頒發獎項給辛勤理事團隊，
並與譚秋晴完成交接，象徵傳承意義，希望新的一年
協會能更活躍。

華人會計師協會會長交接 譚秋晴接棒

全體會員理事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新任會長譚秋晴(右)與卸任會長辜淑芬(左)交接。(記
者黃相慈／攝影)

Chinese Premier To Attend UN Conference,
Visit Canada, Cuba

comment on the current government."
The paper, which costs less than 20,000 yuan 
(HK$25,000) a month to produce, is financed by 
donations, the source said. Its founders registered the 
publication in Hong Kong. because they believed it 
would not get the necessary publication serial number 
on the mainland.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with its late leader. Mao is widely credited with 
restoring China to a position of strength after the 
century of colonialism. His portrait still hangs in 
Tiananmen Square and 
"Mao Zedong thought" 
remains a founding 
tenet of the party's 
constitution.  But 
many - especially those 
who lived through the 
horror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reject the more 
extreme elements of 
his ideology. Concerns 
about a leftist revival have grown more pressing after 
the market-based economic boom that has made China 
richer, but also more unequal.
In March, Premier Wen Jiabao issued a rebuke to 
Chongqing, just days ahead of Bo's ousting. "Any 
policy measures we take must be based on experience, 
on lessons we have learned from the past, and serve the 
people," he said.
Beijing leaders were reportedly further alarmed in 
September when Mao posters suddenly appeared at 
government-sanctioned rallies against Japan's efforts 
to buy the disputed Diaoyu, or Senkaku, islan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uthorities fear any spread of Mao's ideas, because 
they do not have much confidence in themselves," 
said Ding Xueliang, a Chinese politics expert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uppression leads to 
a weird situation in which 
you cannot criticise Mao, 
but also cannot spread 
Mao's ideas," Ding said. 
"This has resulted in a 
distorted discussion about 
Mao, which is not healthy."
Mao supporters say they 
have reservations about the 
opening-up policies that 
China has been pursuing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They also question Bo's removal from the party, even 
as the party prepares to prosecute him for corruption 
and unspecified charges related to his wife's murder of 
a British businessman last year. "What has Bo done 
wrong?" the newspaper source asked. "The media 
gave a thumbs up to Bo's campaign in Chongqing, but 
that changed overnight once he was ousted. It is very 
puzzling."(Courtes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bilateral relations. It will require all of our government's 
attention and without doubt it will be very successful," 
Rodriguez said recently.

Li's tour will be the first official 
visit to Cuba by a Chinese premier 
since the two countries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56 years ago.
Cuban Minister of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Rodrigo Malmierca 
recently told reporters that the visit 
will boost joint efforts to expand 
cooperation into new areas.

"During the premier's visit, a number of important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s will be signed," 
said Malmierca.

The two sides are expected 
to sign cooperation deals in 
areas such as technology,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inese investments in 
our nation are starting to 
blossom and we have a 
joint strategic vision for the 
future," he added.
China is Cuba's second 
largest trade partner. 
(Courtesy http://www.ecns.
cn/2016/09-15) 

countries during his stay in New York.
"China hopes to take the premier's UN tour as an 
opportunity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sides and underline the basic norm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jointly establish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with cooperation and 
reciprocity at its core," Li Baodong 
told a press conference Wednesday.
As for the premier's visit to Canada, 
the first by a Chinese premier in 13 
years, Li Baodong said it shows the importance China 
attach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anada and it will inject strong impetu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Cuba, the first countr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o have diplomatic ties with China, is the 
last stop on Li's visit. It will be the first visit by a 
Chinese premier since the two countries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56 years ago.
Vice Foreign Minister Wang Chao said Li will discuss 
with Raul Castro Ruz how to strengthen China-Cuba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The two sides will also sign 
cooperation documents in areas such as the economy, 
technology, new energy,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lated

Chinese Premier's Cuba Visit To Boost 
Cooperation: Cuban FM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s upcoming visit to Cuba 
is expected to boost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Cuban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Bruno 
Rodriguez said.
Li will visit Cuba later this month, following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71st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nd an official visit to Canada.
"It will be a very important visit and a great step in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will attend the 71st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nd 
pay official visits to Canada and Cuba.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Hua Chunying said 
Wednesday that Li's trip will last from Sept. 18 to 28.
Li was invited by UN Secretary-General Ban Ki-moon,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and President 
of the Cuban Council of State and Council of Ministers 
Raul Castro Ruz, Hua said.
According to Vice Foreign Minister Li Baodong, 
the premier will outline China's stance on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ts measures 
to cope with global challenges, while addressing the 
general debate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session.
Li's attendance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is one 
of China's major diplomatic events in the multilateral 
arena this year and shows China values the UN and 
multilateralism, Li Baodong added.
Li will also hold talks with state leaders of other 

In Mao’s hometown of Shaoshan, thousands of pilgrims 
are arriving to pay tribute and lay flowers for him in a 
public square, said Li Wentao, who works for a local 
history and e-commerce website devoted to Mao. For 
those unable to go in person, she said the site is also 
encouraging people to send virtual chrysanthemums, 
cigarettes and dishes of red-braised pork (one of Mao’s 
favorites) via a special platform they’ve built online.
Historians estimate more than 30 million Chinese 
perished because of Mao’s policies during his years 
in power, which were marked by both man-made 
famine and mass political persecution. In more 
recent years, the foun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come a rallying point for leftists within 
the party discomfited by the country’s economic 
reforms. He also remains beloved by many, with his 
face emblazoned everywhere from car dashboard 

decorations to calendars and 
other paraphernalia—as well 
as on the Chinese currency, 
the yuan.
Ms. Li said such adulation 
is a good thing. “China is a 
country that lacks faith, not 
like Western countries,” she 
said. “To have faith in Mao 
Zedong is something that 
helps people.”
Not all have similarly 
reverent views. This week, 
a campaign that allowed 
people to send electronic 
flowers in tribute to Mao 
circulated widely on the 
Chinese messaging app 
WeChat, urging users to “Use 
0.5kb of data to remember 
‘Chairman Mao!’”
After scrolling through, 
viewers were confronted 
with a variety of ads and it 
was unclear who produced 
the campaign. Later versions 

of the tribute appeared scrubbed of any ad content.
As of Friday morning, more than 1.8 million people 
had sent virtual flowers.

On Friday, China’s censors tamped down online 
discussion of the anniversary. The Communist Party’s 
People’s Daily newspaper circulated a series of Mao 
photos and some of his quotes via its verified account 
on the Weibo microblogging platform with the 
exhortation, “Review it and recall it fondly!”
Those attempting to comment on the message received 
a notice, “Comment is forbidden on this Weibo.”
The tight leash on Mao-related commentary didn’t go 
unnoticed. “Today marks the day we observe 40 years 
since Chairman Mao passed. I searched online for most 
of the day and couldn’t find much commemoration 
activities,” wrote one Weibo user.
Another user contrasted it against the 2014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former 
Communist Party leader 
Hu Yaobang,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iberal. 
“[At the time], all kinds 
of media and officialdom 
were paying unbridled 
tribute. But this year 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Mao’s death, it’s this 
quiet. Especially today, 
you don’t even see a few 
comments here or there.”
Beijing keeps a careful watch on neo-Maoists, fearful 
that their critiques might blossom into a more muscular 
political movement. Ironically, a volunteer with the 
Hong Kong Society of Mao Zedong Thought said he 
had the impression it was easier to be a neo-Maoist in 
the capitalist hub of Hong Kong than in the mainland, 
which he left in 1995. ”There are lots of celebrations 
that will happen there,” said Mr. Li, whose society is 
convening a symposium on Mao’s legacy. “But people 
won’t hear about them, they are censored.”
Ever since Mao died, subsequent Chinese leaders have 
“betrayed the Chinese people,” he said. “Now Chinese 
farmers lose their land, workers are laid off, and the 
rich steal the wealth of the nation.” Still, he said trends 
have improved under current leader Xi Jinping, whom 
he credited with taking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party, including through a vast antigraft campaign.
In Australia, multiple concerts planned to commemorate 
the anniversary of Mao’s 
death were later canceled 
following widespread 
condemnation.
News that a Cantonese 
opera about Mao’s life 
will be staged next 
month in a Hong Kong 
theater has also sparked 
a backlash. For his part, 
Hong Kong playwright 
and feng shui practitioner 
Li Kui-ming, who 
penned “Mao,” says 
that the controversy 
is overblown, and that the production received no 
government support. “We’re not interested in doing 

something political, we are doing art,” he said.
Reached by phone, Fan Jinggang of the popular 
mainland Maoist site Utopia said the site planned 
no special commemor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official practice of focusing tribute on past leaders’ 
birthdays. “But of course, Mao Zedong’s spirit is 
eternal,” he said. (Courtesy http://blogs.wsj.com/
chinarealtime/2016/09/09)
Related

Maoists Sympathetic To Hardliner Bo Xilai 
Disseminate Their Views The Old-Fashioned                     

Way: Maoists Print Newspaper To Spread 
Views After Utopia Website Shut Down.

Faced with the shutdown of leading leftist websites 
earlier this year, supporters of the late Mao Zedong 
are spreading 
their views the 
o ld- fash ioned 
way: printing a 
newspaper.
A small but 
dedicated group 
of Maoists have 
for the past six 
months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an eight-page monthly newsletter to 
promote the idea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patriarch. 
Its circulation remains small - about 100 copies - but 
is still likely to worry authorities jittery about any re-
emergence of hardline party ideology.
The newspaper, China Maozedong Paper, which began 
free delivery to retired cadres and military personnel in 
May, is attempting to pick up where mainland-based 
Maoist websites, such as Utopia and Maoflag, left off.
The websites were abruptly shut down in the wake of 
Bo Xilai's removal as Chongqing party boss in March 
amid a sprawling murder and corruption scandal. Bo's 
promotion of Mao-era culture, such as his controversial 
"red songs" campaign, had made him a darling of 
party hardliners, and some in Beijing feared he might 
attempt to harness that support in a play for power.
Unlike the now defunct websites - which would 
publish articles critical of the business-friendly 
central government - the new newspaper eschews 
contemporary politics and 
focuses on the lif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Mao.
One recent issue featured 
a piece summing up Mao's 
achievements and claimed 
there was no corruption, 
prostitution or drug 
trafficking during his 27-
year reign. Another article 
said China suffered a "great 
loss" when the party turned 
against Mao after his death 
in 1976.
"The media does not convey a correct perception of 
Mao," said a source close to the newspaper. But he 
added: "There would be a lot of trouble for the paper if 
we did things like Utopia did. We will not use Mao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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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s undying kitsch 
appeal on display at a 

Beijing market a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his physical 

death approached this 
month. (Photo/GETTY 

IMAGES)

Member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ay 
their respects to the body of Mao Zedong in China. Four 
decades after Mao Zedong died, the dictator’s life is being 
marked with solemn pilgrimages and online red-braised 
pork tributes (Mao's favorite) — but little official fanfare. 
(Photograph/AP)

Shaoshan City is the 
hometown of Chairman 
Mao Zedong. It is also a 
renowned revolutionary 
memorial site in China as 
well as one of the major 
tourist destinations of 
the country. Situated 
in the middle of Hunan 
Province, Shaoshan 
is 40 kilometers from 
Xiangtan City and about 
120 kilometers from 
Changsha City, capital 
of Hunan Province It is 
a county-level city with 
a population of 100,000 
and covers an area of 210 
square kilometers. 

Commemorative plates with 
images of Mao Zedong are 
displayed in a stall in Beijing.                          
(PHOTO/GETTY IMAGES)

From the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Zedong’—
aptly nicknamed the ‘Little 
Red Book’— a reader may 
learn that ‘a Communist 
must never be opinionated 
or domineering.’ (Photo/
REUTERS)

On the fine-arts end of 
the Mao-appreciation 

spectrum, portraits of late 
chairman at the opening 
of an exhibition of Mao-
related art in Beijing this 
month. (Photo/REUTERS)

After going 50 years with a 
variety of characters on its 
currency, China shifted to all-
Mao money with the fifth series 
of its yuan notes, introduced 
between 1999 and 2002. (Photo/
GETTY IMAGES)

Cuban President Raul 
Castro (R) shakes hands 
with Chinese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during their 
meeting at the Revolution 
Palace in Havana June 5, 
2011.[Photo/Agencies] 

China Premier Li Keqiang (R) meets with Peter Thomson, 
president of the 71st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Aug. 26, 2016. (Xinhua/Xie 
Huanchi) 

Official Tributes To Mao Subdued                                                                                                                       
On 4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Chinese Government Policy Dictates That Past Leaders’ Birthdays, Rather Than The Anniversary
Of Their Passing, Get Celebrated, And Official Notice Of The Date Has Not Been Rel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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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新世代網絡上的新世代
iPhones。 Verizon 隆重宣布鼎力推介
有史以來最佳、最先進的iPhone 7 及
iPhone 7 Plus；備有嶄新先進照相機
系統、防塵及防水設計、立體喇叭系
統與智能手機中最強之A10 Fusion晶
片、更提供在iPhone中耐力最長的電
池。 Verizon 為讓全新及現任客戶更
容易取得全新 iPhone 7，客戶只需將
iPhone 6、iPhone 6 Plus、iPhone 6s、
及iPhone 6s Plus 舊換新，即可獲高達
$650舊換新折合價- 換取等價之全新
32 GB iPhone 7。 Verizon客戶可以於
九月九日星期五東岸時間凌晨3:01開
始，在 www.verizonwireless.com 預先
訂購 iPhone 7 及 iPhone 7 Plus。請由
九月十六日星期五本地時間早上8:01
開始在網上和Verizon零售店選購該兩
款手機。

iPhone 7 及 iPhone 7 Plus 是由有
史以來最大力推介之全世界最先進的
行 動 通 訊 運 作 系 統 iOS 10 驅 動 。
iPhone 7 及 iPhone 7 Plus 均備有銀色
、金色、玫瑰金色、以及全新黑色和
烏黑色，任君選擇。

Verizon LTE Advanced 網絡讓您
在新世代網絡上盡情發揮您的全新
iPhone 7 或 iPhone 7 Plus 的 功 能 。
Verizon LTE Advanced 網絡不但讓您
可以高達50% 更快的速度傳送無線數
據，更可在公路、州際公路、和郊外
道路等涵蓋率較小地區享用。

iPhone 7 和 iPhone 7 Plus 亦支援
Verizon’s Advanced Calling，與別人
通話時，若對方也有Advanced Calling
功能，您會體驗高清聲音和視頻通話
效果，音質像素就如近在咫尺，而非
東西岸天各一方般遙遠。

Verizon 宣布了 LTE Advanced 網
絡兩個星期後，Verizon 已在全新Ve-
rizon通訊計畫上增加更多選擇和價值
。你可以選擇月費 $80 全新限時供應
的12 GB Verizon通訊計畫，包括剩餘
數 據 (Carryover Data)、 安 全 模 式
(Safety Mode)、以及由美國與墨西哥
和加拿大的國際通話和短訊服務。家
庭客戶若將目前每條線的 2 GB 數據
優惠加入該通訊計畫，則可以月費
$160 在 Verizon 通訊計畫上獲得四條
線共 20 GB，另加稅金和費用。現在

所有全新Verizon通訊計畫，無論大小
，均包括安全模式 (Safety Mode)，無
須另加費用*。

您想無須付款而取得 iPhone 7 嗎
？由九月九日星期五西岸時間凌晨12:
01開始，當您將iPhone 6、6 Plus、6s
、及6s Plus 舊換新，無須付款即可獲
取Verizon提供的32 GB iPhone 7，優
惠時間有限。 ** 您有iPhone 5、5c、
5s 或 SE？購買 iPhone 7 或 iPhone 7
Plus 則可節省高達$400。或您可以將
您的 Android 或 iPhone 4 通訊器材舊
換新，可獲高達 $300舊換新折合價。

欲知有關訂購價及供應詳情，請
登 入 https://www.verizonwireless.com
。有關iPhone詳情，請登入www.ap-
ple.com/iphone。

* 速度達 128 kbps 時，串流音響
或視頻內容可能受到影響。

** 需購買價值 $649.99 器材。
$649.99舊換新折合價在帳戶內分二十
四個月分攤扣除：在第二至第三張月
結單開始計算並在付清結餘時結束；
年度利息百分率(APR) 為零。扣除全
部折合價則手機線路必須維持有效兩

年。舊換新器材必須仍可操作及外
殼無損。 iPhone 5 系列和iPhone SE
器材舊換新折合價為 $400。適用於
購買 32GB iPhone 7 及 32GB iPhone
7 Plus (年度利息百分率(APR) 為零
；原價 $769.99) 。舊換新器材必須
仍可操作及外殼無損。符合 $300舊
換新折合價資格手機為：Samsung
Galaxy S6、 S6 edge、 S6 edge + 、
Note 5、LG G4、或 V10、和 HTC
One M9。符合 $200 舊換新折合價
資格手機為：Samsung Galaxy S5 或
Note 4、 LG G3、 HTC One M8、
Droid Maxx 2、 和 Droid Turbo 2。符
合 $100 舊換新折合價資格手機為：
Samsung Galaxy S4、 LG G2、 HTC
One M7、Apple iPhone 4或4s、Droid
Maxx、和 Droid Turbo。優惠時間有
限。舊換新器材必須仍可操作及外殼
無損。

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紐
約證券交易所及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
代號：VZ）Verizon 總部設在紐約，
僱用 162,700 名多元化員工，2015 年
營收達1,320億美元。 Verizon 營運美

國最可靠的無線網絡，全國有 1 億 1
千 3 百 20 萬零售連線。 Verizon 也透
過美國最先進的光纖網絡提供通訊和
娛樂服務，並為全世界各地客戶提供
結合商業方案。

VERIZON網上新聞中心：Veri-
zon 網上新聞中心 www.verizon.com/
news/ 公佈Verizon的新聞發布、主打
故事、行政人員履歷和媒體聯絡人等
資訊。新聞稿亦可透過簡易資訊聚合
摘要 (RSS feed) 發布。如欲訂閱，請
登 入 www.verizon.com/about/
rss-feeds/。

全新及現任Verizon客戶破天荒首度可以高達 $650舊換新折合價，將舊iPhone 6、6 Plus、6s、及6s Plus免費取得全新32 GB iPhone 7

九月九日開始請在Verizon LTE Advanced
新世代網絡上取得新世代iPhones

(本報記者黃麗珊)炎黃中秋大型
綜藝晚會9月10日在使丹佛藝術中心
隆重舉行，由休斯頓炎黃堂，休斯頓
黃氏宗親會主辦，多個社團協辦，眾
多社團朋友參加。這次晚會的主題是
傳揚炎黃文化，歌頌黃帝精神，慶賀
中秋佳節。晚會主席黃孔威，名譽主
席陳珂，謝忠，顧問黃克晴，楊德清
，張玲，王冬梅，修德明，秘書長朱
全勝，導演虞曉梅，世界日報，美南
新聞，僑報，美中信使報，華夏時報
等媒體記者出席。晚會由台風穩健陸
峻和姜晗主持。節目豐富多彩，有開
場紀錄片《黃帝頌歌》，休斯頓愛樂
合唱團的合唱《嘎哦麗泰》《掀起你

的蓋頭來》 指揮：蕭楫鋼琴伴奏
Lawrence Xie，東方藝術教育中心Al-
ice Ma, Kelly Huang 的雙人舞， 編導
：羅思奇， 北京紫鳳鳴樂文化藝術有
限公司的劉麗環女聲獨唱《蘆花》
《瑪依拉變奏曲》， 弦尚文化傳媒尚
向東的薩克斯管獨奏《我愛你中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炎黃歌舞團歌
曲聯唱， 韓麗玫和思楊的《兩地曲》
， 石雪梅的《月亮花兒開》， 姚奇
志的《當你老了》， 陶翔的《康定情
歌》，周潔曉慧舞蹈學校陳蔚琳的獨
舞《Wind》， 編導：高曉慧， 明星
演藝團陳小時，劉戎，胡辛曙， 熊偉
的男聲四重唱《半個月亮爬上來》》

《回娘家》， 指導：蕭楫， 東方迴
聲新民樂團的新民樂合奏，狄子楓的
電子琴《Adventure of a Lifetime》，
張淑娟的琵琶《甜蜜蜜》 ，閆亦修的
竹笛《採花》，華星藝術團美南華星
旗袍隊的《國色天香》 獨唱：虞曉梅
指導：宋笑琳， 明星演藝團李舞玲，
王桂生， 陳小時，虞曉梅演出小品
《新房》， 金孔雀舞蹈學校凌晉美獨
舞《飄》， 陶真，許伊莉，王艾琳三
人舞《戀》， 編導: 趙雁鳴,張吉平，
炎黃歌舞團孫熙海，張艾男女聲二重
唱《橘子掛在半山腰》， 明星演藝團
。行雲流水彭靜《穆桂英掛帥》， 來
麗華《三家店》， 何丹妮《鳳還巢》

， 程銘芳《天女散花》， 藝術指
導：喻慧霞，炎黃歌舞團歌舞宋
燕《突然想愛你》 伴舞：朴英超
， 編導：陳夢(J & H DS)， 亮亮

(Liangston JamesOu)演唱《貝加爾湖畔
》 場景表演：徐美麗馬瑙等，張玲演
唱《哈巴涅拉舞曲》 伴舞：紅扇舞蹈
團編導：陶斐， 楊萬青雙葫蘆絲獨奏
《竹林深處》， 董兵男聲獨唱《大黃
河》《鷹翔》， 熊宏慧《紅樓夢》原
創組曲《初試雲雨小魚兒》《寶玉情
探花襲人》， 詞曲：靜遠， 紅扇舞
蹈團的大型舞蹈《九兒》。
晚會主席黃孔威歡迎詞

炎黃文化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的
核心和源頭。軒轅黃帝是中華民族的
人文始祖。休士頓炎黃堂自2007年成
立以來，一直以宣揚炎黃文化，團結
海內外華人華僑，服務僑社和社區為

宗旨。幾年來做了大量工作，得到美
國政府肯定，被定為501（C）非盈利
團體。中秋節是中國人傳統佳節，是
為紀念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而自然形
成的節日，尤其是對於我們這些海外
赤子，更有思鄉愛國之鄉情。我們休
士頓黃氏宗親會自2005年舉辦大型中
秋晚會以來，每年都舉辦這樣的活動
，以便讓更多的人了解黃帝的歷史地
位，發揚愛鄉愛國之情。

今年的晚會參與的人員是歷年來最
多的，所以節目也特別豐富多採，大
有看頭。在這裡我們要代表組委會感
謝所有演出單位和演員，工作人員。
也謝謝各位觀眾的熱情支持，感謝一
切贊助晚會的團體和個人。尤其是世
界黃氏總總商會董事長黃明頂先生。

祝賀晚會成功！祝福大家節日快樂
安康！

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圓滿成功舉辦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全僑慶祝雙十國慶系列
活動，昨天（ 九月十七日） 的 「百善孝為先 」 園遊會，吸
引了眾多人潮前往，尤其以 「為母親洗腳 」 一段，更感動全
場，令大家深思自己與父母，親人的關係。

主辦單位 「台灣同鄉聯誼會 」會長陳煥澤首先在儀式上
介紹主辦該活動的目的，是希望把中國人的 「孝道 」傳揚下
去。他以自身為例，作為第二代，他希望好好把 「孝道 」 宣
揚下去，他永遠忘不了當年在飛機場對母親的 「最後一抱 」
，竟成永訣。他要大家好好孝順父母， 「愛要及時」。

「台北經文處 」 黃敏境處長也在儀式上表示： 「百善
孝為先 」，今天的主題非常有意義，沒有國，那有家？在國
慶的時刻，更凸顯 「國恩家慶」 的意義。

「僑教中心」 主任莊雅淑致詞表示： 謝謝國慶籌備會，
以這種方式，為國家慶生。 沒有國，那有家？百善孝為先，

應以 「孝 」為家庭中心。
「國慶籌備會 」 主任委員趙婉兒表示： 今年國慶共有

20 項活動，這項活動的特色，在提醒我們在國外的下一代，
要孝順父母，為父母洗腳。她也提到自己的父母，年紀大了，
離開他們。因此，多一天見面，就多一天幸福，為父母洗腳只
是一象徵意義，我們真是 「養兒方知父母恩 」。

當天的園遊會上，還有烤香腸，大腸米粉，肉圓，碗粿，
炒米粉，波霸奶茶，各式滷味，特色小吃等，以及新鮮剛採收
的木瓜及台灣愛文芒果等等，以及 「建中校友會 」設置的選
民登記投票專人講解等。

當天還把所有貴賓及贊助單位請上台合影，贊助單位包括
： 客家會，光鹽社，保健中心，元極舞協會，美南銀行，恆
豐銀行，國泰銀行，金城銀行，西南管理委員會，建中校友會
及Tara Energy 等單位。

休士頓全僑慶祝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台聯會主辦 「百善孝為先」 活動感動全場

圖為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 百善孝為先 」 所有主，協辦單位及贊助
人，貴賓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台聯會主辦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 百善孝為先 」 為母親洗腳一
景。（ 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華夏學人協會，休斯敦國慶
基金會主辦，僑灣社協辦的中秋賞月活動，於周五（9 月16 日
） 晚間六時半起，在Safari Texas Ranch 舉行。由於該農場的東

主溫大杰是2012 年2月18 日促成佛山巿與福遍郡締結友好
城市的推手，周五晚間福遍郡長率領該郡多位重要官員，
與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重要官員相聚一堂，大家一起歡度

中秋。
共有二百多位華夏學人協會，僑

灣社及中美政要出席這項活動。在中國
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首先致詞，
向大家致以佳節的問候後，會中還特別
以中英文介紹中秋節的由來： 當年漢
民族反抗元朝的統治，劉伯溫等人把團
結起義的信息放在月餅裡，就在中秋節
這天，漢民族起義成功。才有中秋節吃
月餅習俗的由來。

福遍郡郡長Bob Herbert 也在會上
致詞，今年十月，他將第五次訪問佛山
寺 及北京，上海，這是兩巿自2011 年
建立友好關係以來，第五次率代表團訪
問中國。他並頒贈文告給佛山市，寫著
福遍郡是多元化社區，兩市已建立非常
好的關係，由李強民總領事代表接受。

另外，美國國會議員Pete Olson 也由助
理張晶晶代表頒發祝賀文告。而州議員
Gene Wu （ 吳元之 ），及德州州議員John
Zerwas, M.D., Phil Stephenson 也與 Gene Wu
一起上台，向大家致以佳節的問候。

而國會議員Al Green 的代表譚秋晴，國會議員席拉.傑克森.
李的代表羅玲，及張文華法官也蒞臨會場。

當晚還有 「四川省僑聯親情中華藝術團」 的成員在現場表
演舞蹈，雜技及變臉+ 木偶選段，為次日的演出暖身。

慶祝福遍郡與中國佛山市締結姊妹市
福遍郡長周五率官員與中國官員共賀中秋

圖為出席中秋晚宴的中美政要及代表在現場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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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9月14日晚，天津一海洋公園舉辦了一場“海底”中秋宴，市民在“水下樂師”及“人魚公主

”的伴隨下，感受童話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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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2016年 9月 14日報道，巴哈馬群島，23歲的金發美女Amelia Klonaris曬出了一系列

與小動物們自拍照，顯示她與動物們之間獨特的關系。照片中，她與海龜、魔鬼魚和鲨魚同框，並

于清澈的湖水中同遊。除了水生動物，Amelia也顯示出了她與陸地動物也能親密相處，像是抱著可

愛的小豬和蜥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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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每當我們想起北

極熊時，總是會想起他們躲藏在

冰雪之中的樣子，但是下面這些

拍攝于北冰洋巴芬島上的照片卻

令人唏噓不已——曾經那些優雅

的生物如今竟在一片幾乎看不到

冰雪的陸地上生存著。據聯合國

2014 年發布的一篇報告來看，

北冰洋現存2.2萬到3.1萬只北極

熊，他們的數量正在隨著棲息地

的縮小而減少。對此，尼古拉斯

表示：“如果我們不想再讓北極

熊的數量繼續減少，就必須要采

取行動對抗溫室效應了。

中國城市將成為帶動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美國將解除對緬甸制裁
恢復對緬貿易優惠待遇

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歐巴馬近日在白宮
會見來訪的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季後表示
，美國將“很快”解除長期以來對緬甸實
施的制裁。歐巴馬當天並未給出解除制裁
的範圍和時間表。他表示，緬甸在過去幾
年中經歷了重要的政治和經濟轉型。

美緬兩國當天發布的聯合聲明說，
美國將終止實施針對緬甸的《國家應急
法》，並將撤銷總統行政命令框架下的

制裁措施。昂山素季表示，緬甸已做好
準 備 與 外 界 共 同 發 展 該 國 經 濟 ， 因 此
“解除所有傷及緬甸經濟的制裁措施的
時機已經到來”。

當天早些時候，歐巴馬致信國會，宣
布恢復對緬甸的貿易優惠待遇，並把緬甸
列入壹個不征收高進口關稅的國家名單。

美國對緬甸的制裁始於 1997 年。2011
年，美國逐步放松對緬甸實行的制裁。

歐洲未來：轉角能否有新機遇？
綜合報導 歐盟27國定於9月16日在

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舉行的歐盟峰

會上，商討英國脫歐後續事宜、歐洲防務

壹體化等議題。這是繼 1973年英國加入

歐盟後，首次沒有英國出席的歐盟峰會。

據法新社報道，德國總理默克爾與法國總

統奧朗德於9月15日暨峰會召開的前夜舉

行會談。歐盟兩大軸心國首腦選擇在峰會前

夜會見，這壹信號似乎別有深意。

危機重重恐分裂
多事之秋，歐羅巴的天空愁雲慘淡，

壹如歐洲民眾此刻的心境。歐債危機、

英國脫歐、難民問題、恐怖主義……每

個問題都深深刺痛著歐洲民眾的心。

歐債危機已經影響了歐洲國家經濟

恢復的步伐，同時還增加了全球經濟復

蘇的不確定性。歐洲國家經濟恢復增長

面臨更大的挑戰。希臘等深受債務危機

困擾的國家自不必說，連意大利這種歐

盟中的大國也因救助問題與歐洲央行鬧

得甚為不快。

經濟下行，歐盟內部疑歐情緒日益

增長。英國脫歐無疑給這種情緒做出了

不良示範。在英國乃至歐洲，壹股民粹

主義潮流正在湧動。奧地利、西班牙、

意大利、法國，民粹主義政黨紛紛擡頭

，讓歐洲民眾愈發無所適從。

而難民危機和恐怖主義給歐盟撕裂

的傷口上撒了壹把鹽。英國廣播公司最

新發布的壹份研究報告稱，2016 年前 7

個月，在西歐國家發生的恐怖襲擊中共

有 143人喪生。這是 2004年以來西歐國

家最慘烈的恐怖襲擊紀錄。從法國去年

的《查理周刊》連環血案、“11· 13”巴

黎連環襲擊案到今年 7月尼斯卡車碾壓

案、德國 7月中下旬接連不斷的暴力恐

怖事件，都讓歐盟國家深深擔憂。由捷

克、匈牙利、波蘭和斯洛伐克這 4個歐

盟成員國組成的“維謝格拉德集團”十

分擔心歐盟的存亡問題。據俄羅斯衛星

網報道，上個月，捷克和匈牙利的領導

人表示，為了加強歐盟的安全，需要建

立壹支“歐洲聯合部隊”。

《金融時報》稱，當今歐洲的核心

問題並非“歐洲懷疑主義”，即認為歐

盟從根本上是惡的，而是“歐洲悲觀主

義”，即壹種認為歐盟壹體化註定失敗

的想法。歐洲雖然面臨種種危機，但最

為擔憂的，歸根結底仍是歐盟是否會分

裂的問題。

多重原因互交織
歐盟從建立之時起壹直是區域合作

的典範，現在卻面臨著分裂的大考。個

中原因紛繁復雜，究其根源，經濟方面

的壓力不容忽視。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研究

所所長馮仲平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

“由於經濟形勢不好，歐盟出現了反壹

體化的浪潮。原本壹體化是二戰後歐洲

發展的壹個方向，但現在反壹體化的力

量比較大。歐洲經濟雖然復蘇了，但復

蘇乏力，增長虛弱，許多國家失業率很

高。貧富分化加劇，引發了歐洲民眾的

不滿。”經濟每況愈下，歐盟卻回天乏

術。英國《獨立報》稱，歐洲央行越來

越無能為力。“不惜壹切代價”這樣的

咒語不再有效。歐洲央行迄今為止壹直

未能應對脆弱的銀行和超過1.2萬億歐元

的不良貸款。

在經濟這雙“無形的手”扼住歐盟

的咽喉之時，還有壹雙手正在它背後攪

弄風雲。光影投射間，星條紋樣的袖口

若隱若現。西班牙皇家埃爾卡諾研究所

網站發表了壹篇題為《歐巴馬的歐洲遺

產》的文章。文中指出，美歐對於威脅

，以及如何應對威脅的認識不同，這讓

歐盟面臨壓力，而且這不單純是國際間

協調立場的問題。對於美國在歐洲事務

中扮演的角色，馮仲平說：“二戰後，

美國是支持歐洲壹體化的，沒有美國的

支持歐洲壹體化進程也不會得到迅猛發

展。但美國並不希望歐洲太強大。”

在經濟與政治的雙重壓力下，社會

動蕩不安成為必然。面對難民危機和恐怖

主義，歐盟各國自顧不暇。對難民政策意

見不壹，歐盟內部分歧頻發。團結不再，

與美國抗衡的“世界壹極”之勢漸衰。俄

羅斯《生意人報》刊文指出，盡管德國傾

向於避開“恐怖主義”壹詞，也不認為難

民制造的系列襲擊已經形成某種趨勢，但

近期發生的襲擊事件將給德國和歐洲帶來

長期後果，默克爾將同時受到來自反對者

和聯盟夥伴的壓力。

前途未蔔待博弈
在歐洲悲觀主義的籠罩下，歐洲會

更團結壹致，還是會趨於渙散？

中國人民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王

義桅在接受采訪時說：“在離心化傾向

明顯的現在，歐盟只是歐洲的壹個選擇

，只能代表部分歐洲。”俄羅斯外交和

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費奧多爾· 盧基揚諾

夫也撰文稱，超越國家的“大歐洲”時

代即將成為歷史。

然而，美國《耶魯全球化》雜誌刊

登的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克裏斯·

米勒撰寫的文章則指出，歐洲面臨的危

機反而可能增強歐洲的凝聚力。因為英

國脫歐後遭受經濟損失證明了歐盟的經

濟價值；歐盟仍是解決歐洲種種問題不

可或缺的舞臺。

歐債危機爆發以來，“雙速歐洲”

問題日益凸顯。2015年 6月，針對希臘

是否應該退出歐元區的問題，德國副總

理加布裏爾與法國財政部長馬克龍，曾

再度共同呼籲推動建立以德法為核心的

“雙速歐洲”架構。2015年年底，歐盟

委員會主席容克也公開表示，“雙速歐

洲”可能是歐盟的未來出路。

對於歐盟未來的發展走向，王義桅

認為仍需辯證看待。壹方面，容克半年

來多次訪問歐盟核心 6國，就是為了警

惕疑歐情緒在各國大選中蠢蠢欲動。目

前歐盟處於相當緊要的關頭，這會加強

各國團結，有利於歐洲的壹體化進程。

另壹方面，英國脫歐會鼓勵越來越多的

國家疏離歐洲，將有許多國家紛紛效仿

，跟歐盟討價還價。“最終結果還是要

看兩股力量博弈的如何。”王義桅說。

今年上半年新加坡就業緩慢增長
新加坡人力部15日發布報告說，

受外部經濟環境疲弱、新加坡經濟處
在轉型期、本地勞動力市場增長空間
有限等因素影響，今年上半年新加坡
就業緩慢增長。

報告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加坡就
業總人數(不包括外籍女傭)增加1.16萬

，扭轉了去年同期萎縮的局面，但低
於2013年和2014年同期增長水平。
此外，經季節調整後，新加坡6月份失
業率為3.0%。報告說，新加坡今年第
二季度有4800人被裁退，較第壹季度
的4710人有所增長，也創下2009年
以來第二季度裁員最高水平。

今年上半年，制造業、零售業、
房地產等行業就業出現下滑，而社區
、社會及個人服務業、運輸及倉儲業
就業仍維持增長態勢。

人力部預計，受全球經濟增長放
緩影響，新加坡受外部經濟環境影響
較大的行業可能出現更多裁員。

綜合報導 世界報業辛迪加最近發

表文章稱，在長達 15年的時間裏中國

壹直是帶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動

機。然而現在投資熱降溫，所以無論

是中國還是全球的的經濟增速將取決

於中國城市的消費者。

到 2030年城市人口將保證世界消

費增長的 91%，而中國恰好在大力推

動城鎮化和消費型增長模式。中國城

市消費者人數將和他們的收入壹樣，

持續增長。在到 2030 年這段時間，

700個中國城市將確保全球城市消費

增長的 30%，為7千萬。目前中國城

市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達 5.2億。只要

再過15年這個數字就會增至6.28億。

中國城鎮居民收入現在正接近這

樣的門檻：商品和服務支出開始快速

增加。到 2020 年每年出國旅遊的中

國人數將超過 1億。新的中國消費者

大軍將擁有物質上的可能，最主要的

是有花錢的願望。2016年在來自全球

26個國家的 22000名消費者中，中國

勞動力人口消費額外收入的

願望最高。

中國勞動年

齡消費者，都出

生在數字時代。他們通過直接與公司

合作，幫助它們改進商品和服務質量

，所有這些都有助於創新。為了保持

增速，中國將不得不實現從經濟的生

產模式向消費模式的過渡。世界經濟

需要中國消費者——沒有壹家依靠消

費者的公司會讓自己忽視他們，美國

ProjectSyndicate的文章作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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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哈里斯縣交通局

2017年度METRO營運及資本預算聽證會將在2016年9
月21日，週三，中午十二時，位於1900  Main Street, 
Houston, TX 二樓的董事會會議室舉行。

2017年度營運及資本預算目前可在METRO總部位於
1900  Main Street, Houston, TX 的14樓供公眾參閱，
公眾可以通過電話713-739-4834聯繫董事部辦公室。
另外，建議您瀏覽METRO的網站www.ridemetro.org
參閱文獻並提出意見

RideMETRO.org • 713.635.4000

2017年度METRO營運及建設預算聽證會

公眾聽證會
(METRO)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any

3200 Southwest FWY, #1900, Houston,TX 77027
email: clai@ft.newyorklife.com www.connielai.com黎瓊芳Connie Lai

（通英、國、粵） 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 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713-480-9988

人壽保險 長期護理保險
教育基金 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Agent LUTCF, CLTC The offering documents (Policies, Contracts) for all New York and its subsidiaries' products are availble only in English. In the event of a dispute, the provisions
in the policies and contracts will prevail. 對於保單、合約等相關文件，紐約人壽保險公司及其子公司僅提供英文版本。如有爭議，一律以保單和合約中的條款為準。

B9休城讀圖

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星期日 2016年9月18日 Sunday, September 18, 2016

主廚行程包括接送機訪視僑營餐廳及早餐參觀

臺灣兩位名廚遠道而來, 主持台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在全美六個城市的
活動. 休士頓臺灣經貿聯誼會深夜至布希機場, 接到了坐長榮直飛班機抵
達的主廚何育任, 郭家宇; 讓人意外的是 聯誼會理事張世勳,也與主廚同
班飛機返家. 大家在機場開心合照, 包括兩位主廚, 會長劉佳音, 副會長戴
啟智, 復會會長方台生伉儷, 張世勳,及活動工作人員李元平.

兩位主廚住進聯誼會為
他們預訂的希爾頓旅館,
地點方便, 陳設及房間舒
適大方. 主廚們與戴啟智
副會長,及活動工作人員
Dora Liu, 合影於建築很
有特色的旅館大廳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緊湊又豐富的兩天過去, 聯誼會長劉佳音在機
場送別兩位主廚前往他們下個拜訪城市; 並感
謝主廚的辛勞, 介紹當代台灣美食給主流及僑
社僑民. 主廚表示在休士頓他們學到很多, 也
瞭解到美國頂級餐廳的運作, 又與其他主流大
廚及僑營餐廳經營者交流 做朋友, 收穫滿滿.
雙方都期待很快有機會後會有期.

除了餐廳, 表現優秀的六品麵包也在主廚訪視行程
中. 圖為兩位主廚,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在聯誼會
工作人員陪同下參觀六品, 並與經營者交換意見.
六品在休士頓共有四家門市部, 兩位主廚對他們的
經營及成績表示恭喜與祝福.

主廚及活動工作人員及媒體朋友,在第二天示範教學活動結束後, 至僑營台灣美食
標示長江餐廳共進晚餐, 也順便進行餐廳訪視活動. 餐廳經營者束太太,與兩位主
廚討論關於僑營餐廳經營的各類細節; 除了聽取主廚意見, 也讓主廚瞭解在此地開
餐館的狀態. 經文處長黃敏境,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也與主廚, 束太太,及聯誼會會
長劉佳音, 副會長周宏, 理事王美華, 工作人員李元平等,一起參與活動. 大家交談
愉快, 還順便為適逢生日的王美華促進委員慶生.

明星冰谷也是兩位主廚訪視點, 老闆沙金國特別趕回, 將他經
營餐廳多年的經驗與主廚分享, 也討論到他的未來改進計畫.
主廚也品嘗了明星甚受歡迎的刨冰; 看到菜單上的其他菜式,
主廚說有興趣, 但是連餐美食, 他們真的一點也吃不下了.

聯誼會在主廚緊湊的
行程中, 仍想方設法為
主廚排進有趣的本地
特色餐廳行程; 如此間
在華埠經營多年的墨
西哥餐館, 菜式就是墨
西哥媽媽的味道. 簡單
的食材, 家庭式經營,
加上捲餅, 兩位主廚 都
迫不及待拿起手機拍
照, 希望捕捉這家家庭
餐廳生意興隆的祕訣.

兩位主廚行程緊湊, 在補買食材的行程中,歇腳與聯
誼會會長劉佳音, 理事王美華僑務促進委員,一起在
星巴克嘗試休士頓的當季咖啡及點心; 身心補充能量
後,就得開始多個小時的第一天的晚宴準備工作了.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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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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33-0002 Fax: 281-933-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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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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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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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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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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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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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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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A+
BBB“PINNACLE AWARD”-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糖城﹐Clements高中約2300呎靚宅﹐4房2個半衛浴﹐雙車庫﹐高廳﹐新廚房﹐新衛浴﹐私家泳池﹐綠帶景觀﹐小學﹐初﹑高中均好﹐走路可達﹐圖書館﹐郵局及兩個
大湖﹐為養育兒女極佳寶地﹐$330K讓﹒

˙糖城﹐Ashford Lake靚宅﹐4100呎﹐5室（7室）﹐3.5衛浴﹐雙車位車庫﹐外加書房﹐影視間及超大Gameroom,木地板﹐特制窗簾﹐Sonar Screen,低稅﹐低能耗﹐
多項加級﹐超值價$32萬﹐絕無僅有﹒

˙Missouri City﹐2600呎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木地板﹐高廳﹐好學區﹐$31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租約到明年夏天可以收回自住﹒學區房
˙醫療中心 3室2衛一廳Condo單元出租﹐拎包入住﹐包租﹐分租﹐長租短租均可（為來看病﹑開會者首選﹐詳洽）

地產
精選

特別
推薦

◆中國城，醫療中心數個1、2、3室數單元轉讓，3萬-10萬不等。
◆4個Condo單元出售，3個：2室2衛，1424呎，1個：3室2.5衛，1720呎，批發價$135K+佣金，ZIP 77061（Glenwood Village)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起至$1200

Houselink Service, L.L.C.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微信：amys0529
Amy Shao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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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ar.com/amyshaorealty鑫匯地產
832-878-8988 713-931-8601(O)

批發房，現金價，行銷快，請Email to amyshaorealty@gmail.com 加入投資者商圈，得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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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s Insurance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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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6年9月18日 Sunday, September 18, 2016
休城工商 B8

休城讀圖

星期日 2016年9月18日 Sunday, September 18, 2016

(

美
南
人
語
）

真是天緣巧合，今年 9.15. 週四，
剛巧為中華民族一個廣受歡迎的八月
十五中秋佳節。十五、十五，天上月

圓，人間月半，巧日成雅事，休士頓兩大文化團體：頤康講座
及培英校友會七十多位會員，聯合舉辦中秋晚宴。我忝為頤康
成員，當然不會錯過跟各長者歡聚，更何況距今4 個月後，便
是頤康講座創辦人何敏公恩師100 歲生辰，正是 「人生百歲世
難求」，故此今個中秋夜宴，便顯得格外有意思。
當夜珍寶酒樓中，雲集不少本地僑界名人，如培英張景燊夫婦
、朱佩玲夫婦，香港中文大學王植頤教授伉儷、鄭就堂醫生伉
儷.、關毓駿、林慰嚴僑領、餐館界名人關沃湛、...等。筵席
甫開，王植頤教授即向大家推薦休市3 位詩家，為當晚中秋佳
節，寫下應景詩歌1. （中秋抒懷） 楊楚楓（即本人，拋磚引
玉之作）

白雲秋水兩悠悠，圓缺陰晴轉不休。
海外故人今夜月，爭將思念托瓊鈎 。
註：瓊鈎：月亮。出處：庾信《燈賦》：“瓊鈎半上，若木全低。

”
2.中秋望月 陳友堂（陳老師才是休市詩家，他為休市上世紀九十

年代 「晚晴詩社社長」）
定知玉兔十分圓, 善舉人間正緜緜。
夢寐不忘生貴苦，人間天上善為先。
3.秋夜感懷 王植頤（家學淵源的香港詩人）
天涯斑髮憶韶年 往日如風記不全
多少人間悲喜 事 玉輪今夜為誰圓?
3 首詩句的介紹，引起座中不少詩情雅意。
酒過三巡，菜香撲鼻後，來到我這位 「粵曲王子」，高歌一首《彩

雲追月》的粵曲，應時應節為當夜中秋佳節，信添節日歡樂氣氛。看看
以下的曲詞： 「明月究竟在哪方？白晝自潛藏，夜晚露毫芒，光輝普照
世間上。漫照著平陽，又照著橋樑，皓影千家人共仰。人立晚風月照中
，獨散步長廊，月浸在池塘，歡欣充滿了心上，靜聽樂悠揚，逾覺樂洋
洋，夜鳥高枝齊和唱……難逢今日風光，一片歡欣氣像，月照彩雲上，
薰風輕揚，如入山陰心響往。如立明月旁，如上天堂，身軀搖蕩，俯勢
遼望世界上，海翻滾浪，千點光，瓢飄泛泛，碧天在望，欣見明月越清

朗。」
一曲既

罷，台下
掌聲如雷
，剛巧當

晚珍寶酒樓左翼，有休市餐館界及地產界名人容太太跟友好餐聚，她與
我相灕36 年，聽見本人在台上高聲演唱，禁不住步過我邊大堂，細心
聆聽。為了酬謝知音人仕，在大眾力邀之下，我馬不停蹄，續唱另一首
香港七十年代著名的粵調歌曲， 「歌神」許冠傑 之 「有酒今朝醉」

此曲作詞者：許冠傑/黎彼得。原曲來自：美國民謠。曲詞如下：
「童年就八歲 ，多歡趣 ，見到狗仔起勢追

爺爺話我趣，興嗲幾句 ，買包花生蔔蔔脆
跳嚇飛機 ，街邊玩嚇水，爺爺重教我，講呢一句， 有酒應該今朝

醉
(爺爺重教我講呢一句 有酒應該今朝醉)

行年十八歲 ，懶風趣 ，有名高級徒置區
求其係派對，僕倒去， 見到o交嗚都請佢
咪個謙虛 ，幾大充有水
連隨問嚇佢，幾多歲 ？有酒應該今朝醉
(連隨問嚇佢，幾多歲 ？有酒應該今朝醉)
行年廿八歲 ，金翡翠 ，鬢影衣香拖靚女
同埋趙阿翠 ，雙雙對 ，結果卒之娶咗佢
以為歲晚煎堆 ，點知雀聲跟咗老許
無謂問過去 ，盞心碎 ，有酒應該今朝醉
(無謂問過去 盞心碎 ，有酒應該今朝醉)
行年六十八歲 ，腰骨都脆 ，阿o既風濕中氣衰
人哋窒兩句 ，濕濕碎 ，我都o骨聲吞咗佢
嘆嚇雙蒸 ，打牌抽嚇水
回頭望過去 ，始終個句 ，有酒應該今朝醉
（回頭望過去 ，始終個句 ，有酒應該今朝醉）
當晚夜，有佳餚，有美酒，有詩歌，有粵調。最後又有頤康女歌手

梁秀娟、劉小芝、李美卿演唱時代歌曲。更有猜燈謎壓軸好戲，令大家
興盡而歸。

折返家中，月色溶溶，想到當晚我所唱的 「彩雲追月」，不禁思潮
起伏，欣然下筆，略述一下華人世界對粵曲的看法。廣東人向來奉行
「拿來主義」，歐西流行曲都可以變成粵曲裏的小曲，何況國樂。《帝

女花．香夭》一段，原曲本是琵琶古曲《塞上曲》中的一段《妝台秋思
》。70 年代香港女歌星劉鳳屏所唱的一支粵曲《腸斷大江東》（亦名

《惆悵大江東》），開始處，便採用洞簫名曲《幽思》來填詞演唱。
幾十年前，香港的粵語流行曲，也有若干例子，是以國樂名曲來填

新詞演唱的。像周聰詞，周聰、許卿卿合唱的《鸞鳳和鳴》，乃取自著
名京劇曲牌《夜深沉》，這首粵語歌收於標題為《快樂進行曲》的大碟
（編號WL129），1959年面世。又如胡文森詞，許艷秋唱的《鷓鴣飛
》，則改編自著名的同名笛曲，收於標題為《青春的情侶》的大碟（編
號WL171），1961年面世。

奈何那些年的粵語流行曲，地位既低，而且一向以來，俗易傳雅難
傳。日前問過一位資深笛子高手： 「知否《鷓鴣飛》曾改成粵語流行曲
」，對方訝然： 「是嗎？」。

我唱之 「彩雲追月」曲詞，是李願聞寫的，屬雅詞，調寄的也是國
樂中的名曲：《彩雲追月》。據作曲家於粦憶記，這闋歌詞是特為電影
《永遠的微笑》而填寫的，由崔妙芝演唱。於粦謂，這應是《彩雲追月
》第一個歌曲版本。查電影《永遠的微笑》由白茵主演，首次公映的年
份是1963年，距今剛好53年！

《彩雲追月》是在1935年的時候，由曾留學法國學音樂的任光創
作的輕音樂作品，曲中採用了不少西洋作曲手法，是很摩登的國樂。近
年網上有傳，此曲本是廣東地區一帶的民間音樂，甚至清朝大臣李鴻章
都聽過，並把曲譜上呈朝廷。此說殊不可信，筆者曾在澳門份月刊上，
寫過一篇辨說文字 「李鴻章聽過《彩雲追月》？」所以在此就不贅言了
。

1969年的時候，崔妙芝曾把李願聞填詞的《彩雲追月》灌成唱片
，惜知者不多。據《彩雲追月》填詞的歌曲，人們更熟知的是台灣的國
語版本《幾度花落時》，鄭錦昌唱的另一粵語版《幾度夕陽紅》，以至
更後來葉蒨文唱的又一粵語版《紅塵》。其中，還可說到日本作曲家古
賀政男涉嫌剽竊《彩雲追月》之事，但這兒不想岔開了。

說了四種調寄《彩雲追月》的歌曲版本，當中《幾度花落時》、
《幾度夕陽紅》和《紅塵》三個版本都捨棄了《彩雲追月》原曲中的最
後一段，只採用了開始的兩段。唯有李願聞填的版本是依足原曲來填，
一段都沒有少，何況，李願聞所作的還是古代文人所喜歡的 「本意式填
詞」，也就是依足原作標題的語境來填寫新詞。所以，李氏填的《彩雲
追月》是四個版本中最難能而可貴的。可惜這個版本產生於粵語流行曲
地位低微的年代，加上總是俗傳雅不傳，不少人又對伶人的演繹頗多抗
拒，故此縱是 「第一（首歌曲版本）」也枉然，這個版本是如此的寂寂
無聞於世間。

但筆者卻相信，現在的中樂音樂會上，常把《彩雲追月》以粵樂風
格演奏，其遠因也應可追溯至李願聞填詞的這個五十年前歌曲版本，我
之所以在休市演唱出來，也具有這種含意在內哩！

中秋夜《彩雲追月》賀良宵
楊楚楓

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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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政學界三人赴港參加論壇 被拒入境
楊楚楓

上月8月26日，三位台政學界人士，
擬出席 「香江文化交流基金會」舉辦的
「香江論壇」，但被香港政府拒絕入境，

主辦單位認為：現今中台兩岸關係，比想
像中嚴峻。

今次在港舉辦的 「香江論壇」，主要
討論如何化解中台兩岸關係。該論壇邀請
4名台灣嘉賓，包括前國民黨發言人楊偉
中、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范世平、
民進黨籍立法委員郭正亮以及國策研究院
資深顧問蘇進強。但在數日前，基金會分
別接到北京國台辦及香港中聯辦電話通知
，其中3人在簽證已辦妥的情況下，仍然
被拒絕入境。

香港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江素惠，在
論壇上以 「你懂的」（大陸政壇流行語）
來解釋3人無法來港出席論壇的原因，又
說今次是自己的疏忽，因為過去論壇，皆
有綠營人士參與， 「我們的平台上，是藍

綠紅大家一起溝通的，過去沒有任何的
困難，也沒有產生任何的問題，」她認
為蔡英文遲遲不承認 「九二共識」，令
在民進黨有公職的人，無法到香港，形

容現今兩岸關係的嚴峻，超乎她的想像。
江素惠續說論壇在一個月前，已經定下，
當時兩位台灣嘉賓，還沒有公職，數日前
才有公職，所以不在今次掌握之中。

江素惠並澄清香江論壇的屬性， 「我
們不屬於綠的，我們也不屬於藍的，我們
更不屬於紅的。」認為她創立的香江論壇
，應是屬於香港的，另一方面也是她的，
「香江論壇是江素惠的論壇，所以我有我

的風格，我超越藍綠，並且超越兩岸，希
望提供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在野的人提供
意見給兩岸參考。」

前國民黨發言人楊偉中, 8 月 23 日上
電台節目時表示，原本受邀參加香港香江
論壇演講，但卻接獲主辦單位通知，北京
以出任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委員為由，拒
發香港簽証。

針對台灣民進黨立委郭正亮、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范世平、國民黨前文

傳會副主委兼發言人楊偉中等台灣政學界
人士被告知不能入境香港一事，港府發言
人8月24日表示，不評論個別個案。據中
央社報導，香江文化交流基金會定於8月
25日在香港舉辦香江論壇，主題是 「兩岸
僵局如何化解」，並邀請郭正亮、范世平
、楊偉中和國策研究院資深顧問蘇進強參
加。

但有關方面近日告知基金會，范世平
、郭正亮和楊偉中即使取得香港簽證，也
未必可以入境香港。基金會主席江素惠23
日說，范世平、郭正亮被拒入境的原因，
相信與民進黨執政有關；楊偉中則可能因
為評論國民黨黨產一事，令北京方面不快
。

楊偉中23日接受廣播節目受訪時表示
，他機票買好，電子港簽也辦好了，卻接
獲通知 「臨時有變化」，主辦單位清楚表
示， 「北京通知，因為接任黨產委員、清
算國民黨，拒給港簽」。港府發言人說，
在審理任何入境申請時，入境事務處根據
香港法例及現行入境政策，考慮所有與申
請相關的因素和情況，決定是否批准個別

人士的申請。
「香江論壇」始於

2002 年，是香江基
金會在香港定期舉
行的座談會，專門

討論兩岸關係，而基金會方面過去都會邀
請台灣的藍、綠人士及大陸學者專家與會
。而過去應邀與會的綠營人士，來港都沒
有問題。

繼民進黨立委蘇治芬日前在越南參訪
受阻後，綠委邱治偉也透露，自己到南非
參加台商總會的交流，原訂行程結束後前
往日本，卻在香港轉機時，遇到颱風而取
消班機，在航空公司安排下，原本要到旅
館休息一晚，但只有他一個人，無法取得
香港的入境簽證。邱治偉認為，中國政府
拒絕他因颱風因素入境香港，是一件非常
荒謬的， 「一個大國竟如此小氣，真令人
搖頭，實在沒有多餘力氣，再多加評論這
個沒有人情味的可笑政權。」

日前立法院臨時會結束後，邱志偉便
到南非德本參加台商總會的年會及非洲華
人聯誼會的大會，與非洲台商、僑胞進行
交流。邱志偉說，原本預計1日晚上趕往
東京跟立法院長蘇嘉全所率領的國會訪問
團會合，但在香港轉機時遇到颱風而取消
班機，航空公司原安排旅客到旅館休息一

晚， 「但好笑的是只有我無法取得入境簽
證」。

不過邱志偉也說， 「還好我睡機場的
經驗豐富，從年輕開始，大概睡過數十個
機場」，在狂暴的風雨中，享受這可笑政
權招待他的平靜又安靜的機場小旅行。

部分台灣人士受邀到香港參加研討會
但遭拒絕入境。台灣陸委會副主委兼發言
人邱垂正8月25日表示，已向港府表達嚴
正立場，希望港府能以正面及包容的態度
對待不同意見人士，以免損及台灣人民對
香港的觀感。進而影響雙方過往累積良好
的互動關係。至於港人訪台，政府仍依照
目前現有法律與規定 處理，希望台港關
係正面發展，對於港人來台，政府一直採
取開放態度，不會因為不同意見或言論理
由而限制港人來台。陸委會並呼籲中國大
陸信守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承諾。

「一國兩制」是由中國偉大的改革大
師鄧小平先生一手打造，這是一件史無前
例的偉大創舉，它讓生活在英國殖民主義
下百年的香港澳地區居民，來次浴火重生
，重新見到當家作主的希望。當然，兩制
必須恪守，不要以 「一國」來壓制 「兩制
」，但 「兩制」必須在 「一國」的大前題
下，靈活地處理，過份解讀北京底線的意
向，往往會造成反效果的！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台聯會舉辦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百善孝為先 」

出席園遊會的 「 台聯會 」 代表們。

（ 左起 ）前 「 國慶籌
備會 」 主委王姸霞，
中華公所主席羅秀娟
與美南銀行代表合影
於攤位前。

（ 前排左起） 「 國慶籌備會 」 主委趙婉兒，
黃敏境處長夫婦，（ 後排左起 ）僑教中心主任
莊雅淑，僑務促進委員李迎霞在大會上。

「 國慶籌備會 」 主委趙婉兒致詞。 現場表演 「 為母親洗腳 」 。 中華保健中心代表合影。

（ 左起）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 國慶籌備會」 副
主委陳美芬，僑務委員甘幼蘋 在大會上合影。



B6醫生專頁

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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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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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95-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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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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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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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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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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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Tang Ho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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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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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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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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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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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TAL
亮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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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 時 間
週一至五 11:00am-7:00pm

小
兒

專
科

281-565-7337
Sweetwater Blvd.

Hwy 6

59

Lexington

★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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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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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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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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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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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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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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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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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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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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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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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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藝

通中﹑英﹑粵

713-981-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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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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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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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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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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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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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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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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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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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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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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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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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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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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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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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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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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