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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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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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2日 星期日
Sunday, October 2, 2016

黃泰生 先生
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主席

休士頓華僑協會會長

休士頓美南國建會前會長

休士頓中華公所主席聯誼會前召集人

人
物
風
采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3203201_19111 

5.7x10

4c

所有信貸決定都須經信貸批准。© 2016 Wells Fargo Bank, N.A. 保留所有權利。 
FDIC會員銀行。(3203201_19111)

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讓我們攜手為您的企業找出適合的信貸選擇，向您的業務 
目標加速前進。有了我們的網上資源、信用查詢工具和經驗 
豐富的華語專員，我們能夠齊心協助您的企業慎選信貸， 
持續往前邁進拓展業務。

瞭解您的信貸選擇，請上網 
wellsfargoworks.com/credit 
 （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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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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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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唐納德·川普和希拉裏·克林頓周四分別回到了他們
在競選征程上贏得第一個勝利的州舉行選舉活動﹒

周三﹐川普在芝加哥舉行競選活動﹐對波蘭裔美國人的組織
發表講話﹒

他宣稱﹐如果他當選﹐美國將稱為波蘭真正的朋友﹒他還將
自己的競選和英國人公投脫歐做對比﹒

他說﹕“現在他們叫我‘脫歐先生’﹒因為某種程度上來說﹐我
們跟那裡發生的事很相似﹒我們不希望讓我們不想要的人進入
我們國家﹒我們不想讓可能有懷有不好企圖的人進入我們國
家﹒”

克林頓周三與曾是她在黨內初選時的對手﹑佛蒙特聯邦參議
員伯尼·桑德斯一起在新罕布什爾州進行競選活動﹐爭取年輕人
的選票﹒她告訴一群學生﹐這次競選的結果會在未來幾十年裡
產生巨大回響﹒

她說﹕“接下來的40天會決定接下來的40年﹒我要以我開始
公職和我的事業時同樣的方式來結束我的競選活動﹐為孩子和
家庭抗爭﹐這一直是我生活的目的﹐也是我的總統使命﹒”

川普周四在新罕布什爾州舉行活動﹐而克林頓則在愛奧華州
發表講話﹒這兩個州在8個月前進行的黨內提名過程中首先進
行投票﹒兩人都獲得了勝利﹒不過﹐這兩個州不會在11月8日
的全國大選日產生初選時那麽大的影響﹒

而按照選舉人團的制度﹐密西根和佛羅里達這樣的人口較多
的州在大選時會有更多的權重﹒川普周五將去密西根﹐而克林
頓將計劃在佛羅里達舉行兩場集會﹒

密西根有16票選舉人票﹐而佛羅裏達有29票﹐而愛奧華和新
罕布什爾加起來有10票﹒

中國網路人氣脫口秀《大鵬嘚吧嘚》
笑看網路發洩解悶

B2美南電視介紹

休城社區

節目介紹﹕《大鵬嘚吧嘚》是國內一檔接地氣的娛樂脫口

秀節目﹐和其他的脫口秀節目不同﹐《大鵬嘚吧嘚》是一檔

站在觀眾身邊﹐以最大限度的誠意擁抱觀眾的脫口秀節

目﹒

《大鵬嘚吧嘚》的目標是﹕一樣的網絡﹐不一樣的大

鵬﹔一樣的事件﹐不一樣的觀點﹒《大鵬嘚吧嘚》﹐邀你“笑”

看網絡新生活﹐讓你由外看內﹐解悶發泄﹒沒有高昂的調

子也沒有宏偉的目標﹐只要借用一小時間你的視覺和聽

覺﹐在這一小時間裡讓你暫時忘了生活的壓力和緊張﹐笑

聲不斷﹒

播出時間﹕每周六下午3點半至4點首播﹐每周一凌晨5

點至5點半重播﹒

《美國之音》全美重點要聞報導
川普克林頓周四再次踏上競選征程

星期日 2016年10月2日 Sunday, October 2, 2016

紐約市民在一個餐館觀看9月26日的美國總統候選人的辯論﹒

新澤西州列車事故造成一死﹐114人傷【VOA】美國新澤西州霍博肯市
(Hoboken)一輛交通通勤列車撞到一
個繁忙的火車站台﹐至少造成一人死
亡﹐108人受傷﹐其中一些傷勢嚴重﹒

霍博肯市發言人梅里對美國之音
說﹐這列火車脫軌後沖上站台﹒

目擊者說﹐他們看到一位婦女被
被壓在水泥板下面﹐還有些人流著
血﹒火車最後停下來的位置在候車
室和站台之間﹒房頂的金屬支架有
一部分跨了下來﹒

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克里斯蒂
說﹐這列火車進站時“速度太高”﹐撞
倒了所有的障礙﹐然後才停了下來﹒

克里斯蒂沒有說這次火車事故的

具體原因﹐不過他認為這“完全是一
次悲劇事故﹒”

這位州長表示﹐列車工程師因受
重傷住院﹒克裏斯蒂說﹐工程師“對
執法官員正在進行的調查正在予以
合作”﹒

車上的旅客羅斯·鮑爾事發時在
第三或者第四節車廂﹒他說﹐“突然
間﹐列車猛地停住﹐車子的震動把所
有人都甩出了座位﹒所有的燈都滅
了﹐我們聽到碰撞發出的巨大的聲
響﹐就像炸彈爆炸﹐結果發現那是候
車室的房頂塌了﹒我聽到人們驚恐
的叫聲﹐每個人都蒙了﹒”

傑伊·洛佩茲是在附近散步時聽

到撞車的聲音的﹒他在接受美國之
音采訪的時候說﹐“我看見人們在跑﹐
說要立即找個安全的地方﹒大家以
為是炸彈或者別的什麽”﹒

電視和社交媒體上的圖像顯示
火車站破壞嚴重﹐車頭停在鐵軌外
面﹒

霍博肯市距離紐約市 11公里﹒
該車站是連接新澤西州與紐約市的
重要交通線路﹒救援人員到了現場﹐
全國運輸安全委員會和全國鐵路管
理局的調查員也到了事故現場﹒

美國新澤西一列交通通勤列車脫軌﹐撞塌了候車室的屋頂﹐衝上了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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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
sh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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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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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教育展透過多場講座和現場諮
詢，幫助華裔青少年和學生家長了解美
國大學的招生制度和錄取標準。上午9時
40分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資深主任Fred Hordge講解SAT考試形
式和技巧，學生們可熟悉考試方式和內容；中午12時麻省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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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也有來自台灣高等教育升學招生代表，上午10時20分開始
實踐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長郭壽旺、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學院副院長鍾
崇斌教授與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研究助理教授馬文隆、賴威達和吳
東川將 「改變人生-留學台灣」為題，分別介紹各校的招生方案、交
換課程與獎學金信息做解說。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組
長周慧宜也將到場參與開幕剪綵。

另外，下午場次3時10分邀請兩位大學優秀青年萊斯大學James
Chen與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Minse Cha到場分享申請進入名校秘訣，

大學助學金及稅務規劃專家Michael Chen和富國銀行(Wells Fargo)將
會指導家長如何為孩子上大學做好財務規劃。

教育展活動將在10月8日上午9時開始註冊，夏普斯堂國際高中
將有太鼓表演與剪綵活動揭開序幕，一系列主題講座： 「揭開名校面
試神秘面紗」、 「新制SAT最新重要資訊動態」、 「如何慎選大學/
主修科目和生涯規劃」、 「如何免費就讀大學」、 「FASFA聯邦助學
金和獎學金申請機會」、 「避免犯下申請大學就學補助金和稅表填寫
8大錯誤」與 「大學入學與財務規劃準備方向」。

教 育 展 地 址 在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8330 Triola Ln,
Houston, TX77036)，免費入場，提供抽獎活動和免費午餐，網上報
名http://mcdew.eventbrite.com或電832-448-0190，電子郵箱：ange-
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第六屆升學教育展10月8日登場 免費入場報名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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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大學入學詳細資訊。

這次除有大量最新教育訊息和主題講座外，也
提供豐富抽獎活動和免費午餐，參與升學講座的8
至12年級學生和來賓皆可參加抽獎，頭獎是Apple
iPad Mini、二獎是Chrome Book和三獎Walmart與
Amazon的Gift cards與百佳超市購物禮券20元，提
早(Early bird)報名者還有多重實用的精美禮品，送
完為止，錯過可惜，歡迎家長帶孩子踴躍報名。

網 上 報 名 http://mcdew.eventbrite.com 或 電
832-448-0190，電子郵箱：angela@scdaily.com。

美南升學教育展獎品豐富
iPad、Chrome Book、禮物卡和百佳超市禮券好禮大方送（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由美南新聞集團出版發行的 「2016
年休斯頓旅遊購物指南」(Houston
Travel Shopping Guide)，現已全面
發行，為來訪休斯頓遊客提供實用
的旅遊資訊，豐富多彩內容，值得
人手一本珍藏，有興趣的讀者，歡
迎到報社免費索取。

休斯頓為全美第四大城，地理
位置佳，航空路線發達，成為航運
的旅遊熱點。為因應中國航空、土
耳其航空、長榮航空與全日空開通
直飛休斯頓航班，美南新聞集團推
出休斯頓旅遊購物指南，自2014年
發行後，廣受好評，發行量遍布華
人生活每一個角落，為休斯頓唯一
官方中文雜誌。

今年2016休斯頓旅遊購物指南
內容更加豐富多元，包括 「多元發
展休斯頓」專題， 「休斯頓交通介
紹」、 「休斯頓不可錯過的10個景
點」、 「華人購物商區」、 「休斯
頓不可不嘗的牛排店」、 「休斯頓
消費稅退稅攻略」和 「休斯頓一年
主要活動集錦」，邀請遊客一起體
驗休斯頓獨特的文化魅力。

旅遊指南資料實用，隨身攜帶
，讓您輕鬆玩遍休斯頓。有興趣的
民眾，請到歡迎到報社免費索取，
民 眾 有 任 何 疑 問 可 電 洽
281-498-4310 或 直 接 至 本 報 社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詢問。

2016休斯頓旅遊購物指南實用豐富 歡迎免費索取

Typhoon Megi: Dozens Missing After Landslides Hit 
Two Chinese Villages 

severe weather warning in anticipation of the storm.
Xinhua said more than 120,000 people who work 
close to shore or at sea have been moved by Fujian 
authorities. The province’s 31,700 fishing boats have 
been recalled to port to avoid the high winds.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said it had cancelled 24 flights 
beginning from Tuesday.
More than 14,700 people were evacuated in Taiwan, 
while millions lost power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homes were without water.
Typhoons are common at this time of year, picking 
up strength as they cross warm Pacific waters and 
bringing fierce winds and rain when they reach land.
Large swathes of China have been inundated with rain 
and battered by typhoons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killing hundreds of people. (Courtesy https://www.
theguardian.com/world) 

the landslides occurred had in recent years prioritised 
landslide and flood defences.
Critics say local governments, especially in the 
frequently hit coastal provinces in China’s east, 
misallocate funding or fail to spend enough on 
defences against floods and other problems caused by  
heavy rain.
In Sucun, a mass of debris rolled down a lush mountain 
toward the small village, according to images posted 
by local state media on their official Weibo microblogs.
Earlier on Wednesday, China shut schools and cancelled 
dozens of flights as Typhoon Megi made landfall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Fujian on Wednesday with winds 
of close to 120kph (75mph), Xinhua said.
Megi, which has killed four people and injured more 
than 523 in Taiwan since roaring in from the Pacific, 
made landfall at 4:40am local time (2040 GMT 
Tuesday). Chinese authorities issued their third-highest 

Two landslides have plowed into villages in China’s 
eastern Zhejiang province, swallowing up dozens of 
houses and leaving more than 30 people missing.
Heavy typhoon rains caused one landslide to crash into 
Sucun village on Wednesday, said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Rescuers pulled 15 people from the mud, but 27 were 
still missing, according to state media. Another six 

people were 
missing in 
Baofeng village 
after a landslide 
destroyed their 
homes.
Last month, the 
official People’s 
Daily newspaper 
reported that the 
region where 

BEIJING, Sept. 30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other senior leaders attended a ceremony 
Friday at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to honor and 
remember deceased national heroes on Martyrs' Day.
Veterans, family members of marty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all walks of life gathered at the 

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es at Tian'anmen 
Square to mark the country's third Martyrs' Day on the 
eve of National Day.
The marble monument, the foundation of which was 
laid on Sept. 30, 1949, stood tall against a blue sky. 
Eight carvings depicting major episodes in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since the First Opium War (1840-
1842) adorn the monument's pedestal.
Premier Li Keqiang, top legislator Zhang Dejiang, top 
political advisor Yu Zhengsheng, senior leader Liu 
Yunshan, top discipline inspector Wang Qishan and 
Vice Premier Zhang Gaoli also attended the event and 
presented flowers to the people's heroes with other 
participants.
A military band played trumpets to commemorate 
martyrs before the ceremony started.
At 10 a.m., a crowd of around 3,000 people sang the 
national anthem. They then bowed their heads in silent 
tribute to those who devoted their lives to the liber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which was founded in 1949.
Following a patriotic song by school children in white 
shirts and red scarves, the uniform of China's Young 
Pioneers organization, 18 honor guards laid nine 

baskets of flowers in front of the monument.
The baskets were presented in the nam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China's top legislature, the State 
Council, the top political advisory body,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democratic 
parties and non-party individuals, mass 
organizations, veterans, senior cadres and 
the families of martyrs, as well as China's 
Young Pioneers organization.

This Is The Third Year That China Is Observing 
Martyrs' Day

Beginning Of Martyrs' Day 
In China

On August the 31st 2014, lawmakers approv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ay to commemorate martyrs 
nationwide. This decision was made at a bi-monthly 
sess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and a 
sense of national unity.

So it gives everyone a dedicated day to honor the 
pioneers who paid the ultimate sacrifice for the greater 
good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ina has a long tradition of honoring its martyrs. The 
country now has about one million graves for them, 
visited every year by some 100 million people.
The government says about 200,000 martyrs' families 
now receive government pensions. They also enjoy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other 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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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ive Landslide Hits Villages In East China.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other senior leaders Li 
Keqiang, Zhang Dejiang, Yu Zhengsheng, Liu Yunshan, 
Wang Qishan and Zhang Gaoli attend a ceremony at the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Sept. 30, 
2016, to honor and remember deceased national heroes on 
the Martyrs' Day. (Photo/Xinhua) 

A pedestrian walks on waterlogged 
streets in Fuzhou, China. Typhoon 
Megi has brought torrential rains to the 
province. Photograph: Feature China / 
Barcroft Images

An aerial view of the flooding in Fujian province. (Photo/
Feature China / Barcroft Image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other senior leaders Li 
Keqiang, Zhang Dejiang, Yu Zhengsheng, Liu Yunshan, 
Wang Qishan and Zhang Gaoli attend a ceremony at the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Sept. 30, 
2016, to honor and remember deceased national heroes on 
the Martyrs' Day. (Photo/Xinhua) 

Martyrs' Day Is Now Celebrated Across China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idies 
red ribbons on a flower basket during 
a ceremony at the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Sept. 30, 
2016.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other senior leaders Li Keqiang, Zhang 
Dejiang, Yu Zhengsheng, Liu Yunshan, 
Wang Qishan and Zhang Gaoli attended 
a ceremony Friday at the Tian'anmen 
Square to honor and remember deceased 
national heroes on the Martyrs' Day. 
(Xinhua/Ju Peng) 

China Marks Martyrs' Day At Tian'anmen Square

Heavy Typhoon Rains Created Landslides That Crashed Into Sucun
And Baofeng Villages In Zheijiang Province, Destroying Scores Of Buildings

President Xi straightened red ribbons on one of the 
baskets and led a group of senior officials in a walk 
around the monument to pay tribute.
School children and other participants followed them 
and laid bouquets of chrysanthemums at the foot of the 
monument.
Martyrs, as defined by the government, are "people 
who sacrificed their lives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prosperity, as well as the welfare of people in 
modern times, or after the First Opium War."
It is estimated that China has about 20 million martyrs.
China's legislature approved Sept. 30 as Martyrs' Day 
in 2014 to commemorate those who lost their lives 
fighting for national causes. (Courtesy http://news.
xinhuanet.com/english) 

Photos: Typhoon Megi Drenches Southea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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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休士頓僑界慶祝105年雙十
國慶，將於10月8號星期六上午10點，
在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升旗典禮，隨後
在上午11點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慶
祝國慶茶會並備有精彩娛興節目。國慶
升旗典禮以及國慶茶會，是本次105年雙
十國慶活動最重要的一天，雙十國慶籌
備委員會敬邀休士頓全體僑界共同參與
。

本次的國慶升旗典禮，將有榮光會
，海外青少年文化志工大使，大專院校
旗隊以及北一女校友儀隊精彩的表演，
並配合舞獅活動，精彩可期。參加升旗
典禮，是僑民們表達對中華民國擁護和

支持，敬請各位愛護中華民國的僑胞們
，前來共襄盛舉，您的出席是對中華民
國的愛護，最佳的見證。

隨後在11點的茶會中，將有此次國
慶籌備委員會趙婉兒女士的心得分享，
以及經文處長官們的致詞。隨後有精彩
的表演節目，有太鼓，元極舞，大提琴
，創作舞蹈以及合唱，僑胞們將用藝術
的形式，來表達對中華民國的讚頌。茶
會備有精美茶點招待各位僑胞，預期必
將此次105年雙十國慶活動推上高潮，雙
十國慶籌備委員會期待與所有僑胞見面
，共慶雙十！

105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暨慶祝國慶茶會

＜本報訊＞15.3 美南電視之粵語天地節目，主持黎瓊芳邀請了休斯頓大學的張
錦芳教授和梁毓熙教授，為大家介紹十月八日(星期六)的升讀大學講座的主題，並
分析如何使大學教育成為成功的起步點。當天的資料除了講述如何申請名校和獎助
學金外，還討論可用什麼方法與子女溝通，為將來的職業作成功的預備，包括鼓勵
他們向學長或教授請教，亦在高中時期多參與課外活動或做義工和實習生，在選擇
學科前可以作實地觀察和參考。此節目於10月2日下午三時播出，下週二上午十時
重 播 。 若 對 此 集 內 容 有 提 問 ， 可 電 郵 conniekflai@hotmail.com 或
monitcheung@gmail.com。

黎瓊芳主持 張錦芳教授 梁毓熙教授
STV15.3 粵語天地之<美南新聞升學教育展>

好消息!中華航空公司休士頓辦公室,為慶
祝中華民國 105 年國慶,及僑委會國慶綜訪團
在奧斯汀演出, 特贊助一張來回台北的機票,
給奧斯汀國慶籌備委員會,以供觀眾抽獎, 凡購
票觀賞奧斯汀僑委會國慶綜訪團之觀衆 ,都有
機會抽中這張機票，主辦單位將在表演結束
後立刻抽獎，抽出幸運的入場卷號碼，中獎
之人必須在場， 憑入場卷号碼領取機票。

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雙十國慶訪問團
闊別五年首度到奧斯汀演出， 「奧斯汀全僑
慶祝中華民國105年國慶籌備會」將於10月2
日下午6 時 30 分訂妥全新奧斯汀獨立校區表
演 藝 術 中 心 (AISD Performing Arts Center),
1500 Barbara Jordan Blvd., Austin TX 78723)，
歡迎大家扶老攜幼，痛同慶賀中華民國生日
。

今年僑委會中華民國國慶訪問團, 是由台
灣知名歌星潘越雲小姐及有民歌王子之稱的
李明德所率領，還有酷似鄧麗君, 張惠妹及伍
佰等知名歌手及舞群, 像這種國家級的表演節
目, 必定精彩萬分, 加上最新最華麗的場地,先
進的音嚮及灯光設備, 相信會帶給您及您的家
人及朋友, 最頂級的視聽享受，同時還能抽華
航台北洛杉磯來回機票，活動訊息請參考主
辦單位網站:austinsc.org

觀賞僑委會雙十國慶訪團表演 抽華航台北洛杉磯來回機票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今年的慶

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7周年升旗典

禮於昨天（ 十月一日 ） 上午九時半起

，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前廣場舉行，共有

大休士頓地區華人社團，工商企業，學

生會和校友會及僑胞們熱情參與，在釋

行浩（程浩）少林功夫學院的學生們精

彩的舞獅表演開場後，升旗典禮主席倪

大剛登場，介紹升旗典禮副主席劉姸，

秘書長陳韻梅，以及贊助企業 Michael

Zhongshan, David Du, 以及Steven 葉等人

。倪大剛主席表示： 以此升旗典禮表

逹對祖國的熱愛，對故鄉親人的思念，

他表示：國慶升旗也是促進社區交流，

合作，團結，展示華人華僑風貎的一項

活動。緊接著，由華夏中文學校學生組

成的升旗儀仗隊入場，演奏國歌，並舉

行升旗儀式。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

強民大使在儀式上致詞表示

：剛才鮮豔的五星紅旗，伴

隨著昂揚的「 義勇軍進行

曲 」迎風升起，在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67 年之際，大休

士頓地區華人華僑慶祝祖國

生日，表達對國家的美好祝

願，祝福而感動。李總領事

說：67 年前的今天，在雄偉

的天安門廣場，升起第一面

五星紅旗，中國歷史開始新

的紀元，大家在神州大地上

艱辛奮鬥，產生翻天覆地的

變化，四個全面，保持經濟

的高度提升，今年又成功的

主辦G20 杭州峰會，中美兩

國元首習近平總書記與歐巴

馬總統在杭州成功會晤，中

美新型大國關係繼續向前邁

進。堅信，展望未來，由中

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一定

能完成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五星

紅旗是我們的驕傲，無論在太空，在奧

運會現場，那𥚃𥚃有五星紅旗，就有我們

成功，驕傲。大家心緊密相連。願五星

紅旗永遠飄揚，繁榮強大的祖籍國是你

們的驕傲。也是你們的依靠。總領館在

此地為你們回國探親，旅行，創業，大

開方便之門，願大家一起努力，共促祖

籍國的發展，祖國的繁榮與昌盛。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

士致詞表示： 今天是祖國 67 歲的生日

，當國旗冉冉升起，禁不住熱血沸騰，

心潮澎湃。近年來，國內產生翻天覆地

的改變，令海外僑胞為中國的繁榮而驕

傲，我們在國際社會具影響力，G20 的

成功說明一切。今年又是孫中山先生誕

辰 150 周年，中山先生「 天下為公 」

的思想對我們頗有啓發。總之，「 萬

水千山總是情」，我們秉持「 中國心

」，在國內外開拓進取，創造更美好的

未來。

升旗儀式上還安排王曉芬女士演

唱＂我的祖國＂王女士歌聲優美，真摯

感人，另外，華夏中文學校學生也合唱

＂祖國祖國我們愛你＂，並由全體合唱

學生及來賓施放氣球，一時，所有五彩

汽球升空，蔚為一片美麗的圖像。

此時執行長倪大剛宣佈升旗典禮

到此結束，請嘉賓進入中心大廳合切國

慶蛋糕並享用精美點心。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 周年升旗典禮
十月一日上午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前廣場舉行

圖為昨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前舉行升旗典禮現場。（ 記者秦鴻鈞攝）

所有出席國慶升旗典禮的嘉賓共切國慶蛋糕祝賀。（ 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 周年，昨在
中國人活動中心前舉行升旗典禮。（ 記者秦
鴻鈞攝 ）

美國德州福遍郡拉瑪聯合獨立學區

(Lamar Consolidated Independent School Dis-

trict)總監藍道博士 (Dr. Thomas Randle)去

(2015)年 4月隨同Hebert郡長訪問台灣，與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簽署教育合作備忘錄，

經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持續追蹤居間聯

繫，雙方選定佛斯特高中 (Foster High

School)及東港高中作為雙邊教育交流的指

定學校。

該學區主管中學教育的Leslie Jo Haack

主任，率領佛斯特高中Brian Curtis Forshee

及 Leslie Lynn McDowell兩位副校長，以及

Dorothy Marie Stewart老師，與來自台灣刻

任教喬治農莊高中的楊鳳台老師乙行共五

人於本(2016)年 9月 25日至 30日專程前往

東港高中訪問，雙方親自晤面研商可能合

作的細節。

東港高中好幾個月前便開始規劃接待

行程，雖然遇到梅姬颱風襲台，該校陳貞

吟秘書及實驗研究組組長李銘芷仍特別北

上到桃園國際機場迎接拉瑪學區代表團貴

賓，東港高中也安排了國樂團演奏迎賓，

提供全然不同的音樂饗宴。下午把握風雨

前的寧靜出遊了遠近馳名大鵬灣，晚間由

東港高中郝靜宜校長及家長會會長李寶貴

先生聯合作東宴請外賓。屏東縣政府教育

處王鳳美督學及東港扶輪社蔡進祥社長與

東港鎮東新國中湯博榮校長也都出席這項

盛會。

最快預計明(2017)年1月東港高中就會

規劃安排10名學生前往佛斯特高中交流，

透過校內接待家庭及社區的協助，該校學

生可以體驗美國高中生日常生活及上課模

式，同時也藉機深入了解全美第四大城休

士頓的文化特色與都市樣貌，增進國際視

野。

福遍郡拉瑪學區訪臺風雨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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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今年第17號台風“鲇魚”于9月28日淩晨4時40分在福建泉州惠安沿海登陸，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12級(33米/秒)，給福建大部

、浙江東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區帶來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據統計，截至9月28日23時，溫州市受災人口58.72萬人；倒塌房屋101間；農作物受

災面積43.18萬畝，成災面積22.66萬畝，直接經濟損失12.29億元人民幣。文成縣突發泥石流災害，衝毀房屋，導致6人因災失蹤。圖爲溫州平陽因

台風而造成的受災現場（航拍）。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9月29日，澳大利亞悉尼，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阿薩羅泥人部落(Asaro)泥人們頭頂碩大的泥面具，爲澳大利亞博物館的遊客

表演部落儀式，這是他們首次在部落外公開表演。

綜合報道 2016年 9月 29日報道（具體拍攝時間不詳），

秘魯東南部Los Amigos河水邊一頭鳄魚的腦袋變成了鮮花，

吸引了一大群彩蝶環繞，看上去神奇極了。

綜合報道 9月 28日，武漢大學國學班學生身穿漢代朱子

深衣，行“釋菜禮”，紀念中國先賢孔子誕辰 2567年。現場

，武大學子通過行跪拜禮、鞠躬禮，誦讀祭文等方式，表達

對先賢及傳統文化的尊崇。釋菜禮，是中國流傳下來的兩大

祭孔禮之一，也是古時讀書人在入學時所行的一種典禮，是

古代學子表達尊師重道的一種方式。

外媒：人民幣將成世界貨幣 5年萬億美元流入中國
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網站近日刊

登亨德裏克· 安肯布蘭特撰寫的壹篇文章

，題為《中國人民幣現在正式成為世界

貨幣》。文章稱，埃斯瓦· 普拉薩德是在

中國以外最了解人民幣歷史的人士之壹

。這位出生於印度的經濟學家是美國康

奈爾大學教授、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中國部主任。

關於被政治家和部分學術界人士稱

為人民幣的中國貨幣“元”的崛起，普

拉薩德寫了壹本新書——《不斷發展的

貨幣：人民幣的崛起》。這位經濟學家

在書的序言中毫不懷疑世界正在發生歷

史性的事件。他引用馬可波羅 13世紀出

訪中國時的話說：“壹天快要結束時人

們抵達壹個名為寶應的美麗城市。這裏

的居民供奉神像，將去世的人火化並且

使用紙幣。”

文章稱，在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所

生活的歐洲，紙幣在四五百年之後得以

才廣泛使用。這也很合情理，畢竟中國

人在公元 200年前就發明了紙張。當中

國當今的貨幣人民幣於 10月 1日被納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貨幣籃

子時，普拉薩德暗示，這是壹個幾千年

來壹直領先世界的國家重新崛起過程中

合乎邏輯的壹步。

對美元不是威脅
文章稱，長期以來，普拉薩德壹直

以分析批判的方式但也帶著明確無誤的

善意觀察中國經濟的崛起。因此，這位

經濟學家在書中指出中國在歷史上的強

大是可以料想的。但是更加值得壹提的

是，普拉薩德沒有沈醉在預言中國將日

益取代美國成為領先世界大國的其他中

國觀察家和支持者的亢奮當中。人民幣

將成為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普拉薩德

寫道，並且很快也會被大量地用在全球

貿易和金融交易當中。但是，人民幣並

不是“遊戲改變者”——並不是可以取

代美元在世界上主導地位的貨幣。

盡管中國今天的對外貿易顯示出巨

大的順差，但這個國家的貨幣在世界上

使用得並不多。甚至在與美國的貿易當

中，中國企業采用人民幣支付的也只有

2%左右，全球來看，人民幣在支付往來

中所占的比例就更低了。歐元、英鎊、

甚至日元——這些貨幣的使用都比中國

的人民幣更廣泛。文章稱，眼下隨著被

納入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貨幣籃子，

人民幣所占的比重將提高。據估計，在5

年時間內可能會有 1萬億美元流入中國

，因為在人民幣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的認證後世界各地的央行和基金都將購

買人民幣。但普拉薩德並不認為美元的

日子已經進入倒計時、美國的衰落會因

為其政治制度看似暴露無遺的功能失調

而不可避免。

雖然到處都有跡象顯示中國正在令

規則向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改變：去年

10月北京啟動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與

美國主導的環球銀行間金融通信協會

（SWIFT）系統直接競爭。據愛德華· 斯

諾登披露，SWIFT系統在美國國家安全

局的監控之下。眼下人們可以使用中國

的銀聯系統在法蘭克福甚至希臘的小島

上進行支付，而通常占據主導的美國信

用卡公司的在華業務卻未見提升。

兩邊的好處
文章稱，盡管如此，正如達拉斯聯

儲最近在壹份報告中所說，人民幣並不

會很快成為“安全港”。（用分析家的

話說）這主要與北京執政者希望“兩邊

的好處都占”有關：壹個國際儲備貨幣

，但卻受國家的監管，通常來說不受國

家監管是儲備貨幣的定義之壹。

文章稱，去年 8月，中國在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就是否令人民幣成為儲備貨

幣作出決定之前向世界發出信號，未來

將允許人民幣向著更加市場化的方向發

展。但自那之後北京多次出手避免人民

幣大跌。過去 12個月裏人民幣與美元相

比僅貶值 2.6%，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央行

拋售美元。僅這壹時間段內，中國外匯

儲備就減少了 10%以上，與兩年前相比

甚至減少了四分之壹。

文章稱，有效的金融市場在中國仍

還十分有限。股市不穩定，大批資金外

逃只能靠嚴格的監管來阻擋。普拉薩德

預言，如果不進行改革，就算中國在歷

史上非常重要，人民幣的崛起在可以預

見的時期內仍將是有限的——因為外國

投資者對這個國家缺乏信心。

歐佩克8年首限產
國內成品油降價恐落空

日前，歐佩克（石油輸出國組織，英文縮寫

：OPEC）非正式會談終於修成正果。歐佩克通過

電郵發布的聲明稱，該組織在阿爾及爾就 3250萬

桶/日~3300萬桶/日的產量目標達成壹致，以加速

去庫存令市場重新平衡。這是OPEC國家八年來

首次降低原油輸出。

此前不被外界抱太大希望的限產協議竟意外

達成，消息傳出後，原油市場大受提振，國際油

價盤中直線拉升。WTI原油期貨價格盤中最高觸

及47.43美元/桶，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盤中最高觸

及49.49美元/桶。

值得壹提的是，國家發改委油價調整窗口今

日開啟，面對歐美原油期貨暴漲，有分析指出，

國內汽柴油價格本輪恐無望下調。

部分國家得到豁免權
歐佩克主席稱，在歐佩克本周非例行會議達

成了歷史性成果，OPEC國家同意將產出目標設定

在 3250萬桶/日~ 3300萬桶/日區間；OPEC將成立

技術性委員會，研究限產的實施機制。此外，

OPEC國家認為需要加快市場的供需再平衡進程。

OPEC月報顯示，該組織 8月份石油日產量為

3323.7萬桶，限產目標意味著將較8月份石油產出

減少 23.7萬桶/日~73.7萬桶/日。受此消息影響，

國際油價最高漲近 6%，收復前壹日因沙特預期

OPEC無法達成凍產造成的跌幅，且逼近 50美元/

桶大關。

卓創資訊原油分析師李燁向記者分析指出，

此前談判的阻力主要來自伊朗、利比亞和尼日利

亞這幾個前期產量處於低位的產油國。無論是此

前沙特提出的“用沙特減產換取伊朗減產”的方

案，還是當前正在討論的“減產 100萬桶/日”的

方案，在伊朗等產油國看來都是不公平的，因為

這幾個產油國沒有

被“區別對待”，

或者說是沒有被

“特殊照顧”。

從協議內容來

說，此次三國確實

獲得了“特殊照顧”。根據協議，伊朗、尼日利

亞和利比亞三國將獲得限產豁免權，不需要降低

產量，而最大的石油生產國沙特阿拉伯將每天減

產35萬桶。

李燁表示，沙特作出讓步，或因目前亟須通

過提升油價來穩定財政收支。有消息顯示，沙特

國內公務人員降薪，如沙特政府各部門部長薪水

將下調 20%，說明沙特財政可能比較吃緊，這也

是沙特積極推動凍產的動力之壹。

減產執行情況有待觀察
對於此次協議的達成，銀河證券石化化工裘

孝鋒團隊認為，核心是觀察 11月份OPEC的產量

執行情況，如果堅決執行（限產）的話，為時 2

年的原油熊市或宣告結束。裘孝鋒團隊稱，7、8

月份OPEC產量在 3330萬桶/日~3340萬桶/日，如

果OPEC的產量 11月份能夠限制在 3250萬桶/日，

意味著OPEC當前的產量要減產 80萬桶/日~90萬

桶/日，全球原油供需將實現平衡，到2017年下半

年甚至可能出現供需緊張。

但也有不少機構對限產並不樂觀。高盛就表

示，歐佩克限產協議的意外達成將在短期內支撐

油價，不過未來數月油市不確定性仍高企。此外

，從委內瑞拉石油部長的表態來看，歐佩克將在

11月決定減產持續多久。這意味著協議何時執行

、執行速度等也不明確。

李燁表示，歐佩克曾多次聯手限產，但總有

部分國家為了自身經濟利益而不遵守協議約定，

導致再度發生惡性增產。同時，歐佩克國家之間

的協議，對於非OPEC國家來說是缺少約束力的

，這也就是為什麽OPEC同時表示還需要得到非

OPEC國家的支持。

目前的壹個現狀是，美國活躍鉆井數量持續

增長。“油價上漲必然會加速頁巖油產量回升，

而美國顯然不會與歐佩克達成限產協議，這也是

歐佩克凍產後期所要面臨的最大難題。”李燁指

出。

李燁認為，現在還不能盲目樂觀。伊朗、利

比亞和尼日利亞得到了凍產豁免權，而這 3個國

家當前的產量水平距其正常水平的差額總計在150

萬桶/日~200萬桶/日，這就意味著其他OPEC國家

要額外承擔這部分減產任務，這就為後期的談判

埋下了壹個巨大的隱患。

李燁表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風險事件較

多，美聯儲加息、英國脫歐、美國大選及歐盟銀

行危機等都會對油價形成很大的沖擊。因此，市

場壹旦恢復理性，不排除油價將在近期出現明顯

回調。但由於凍產預期在 11月底的OPEC年會前

會繼續為原油市場背書，這就會對油價形成壹個

托底，國際油價或沖高回落，然後再度維持震蕩

局面，但整體水平會較目前小幅上漲。

國內成品油調價恐落空
盡管市場對中長期國際油價走勢尚存壹定分

歧，但限產協議短期內將刺激原油價格上漲已成

共識。

恰逢今日為國家發改委油價調整窗口期，卓

創資訊成品油分析師王能對《每日經濟新聞》記

者分析表示，長期馬拉松的限產協議意外達成，

本輪油價下調基本擱淺。

隆眾資訊油品分析師李彥表示，本輪調價周

期內，受美聯儲會議和OPEC會談預期的影響，

導致調價結果壹直不是很明朗。

最近幾日，產油國對於會議前景的表態不壹

，國際油價也因此坐上了“過山車”。9月 23日

，因歐佩克官員稱“本次會議只是磋商，不會達

成具體協議”，國際油價大跌近 4%；隨後阿爾及

利亞能源部長的積極表態又燃起了市場信心，26

日國際油價上漲逾3%。27日，伊朗石油部長關於

“達成減產協議不在當前議程之內”的表態，令

市場對於本次會議達成協議的預期降低，油價再

度下跌近3%。

外
媒
關
註
中
國
拋
售
美
債

持
有
量
已
達3

年
來
最
低

綜合報導 外媒稱，自年中以

來，中國慢慢開始逐步拋售美國國

債。僅 7月份中國就賣出了總值達

220億美元的債券。今年年初時的

情況還正相反。據彭博新聞社報道

，中國持有的國債壹度達到近 1.22

萬億美元。這是自 2013年初以來的

最低水平。2013年底時中國持有的

美國國債曾達到暫時的高點——約

1.32萬億美元。

據“德國經濟新聞”網站 9月

28日報道，沙特阿拉伯似乎也開始

不斷拋售美國債券。沙特所持有的

美國債券在 7月份連續第六個月減

少，達到965億美元。

相反，日本——繼中國之後美

國的第二大債權國——7 月買入了

近70億美元國債。日本持有的美國

國債因此而增加至約 1.15萬億美元

。美國金融分析師吉姆 · 裏卡茲看

到了這其中的趨勢：尤其是中國試

圖拋售美國國債，同時將很大壹部

分流動資金投資到實體黃金上，目

的是在適當時候令得到黃金支持的

人民幣相對於美元能夠站穩腳跟，

成為世界主導貨幣。

裏卡茲認為，從壹定時間開始，美國國債市場將

爆發恐慌，因為其他國家將跟上這壹趨勢：“阻止壹

個國家通過撤出債券市場囤積黃金來建立自己的金本

位制是不可能的。最新的數據顯示，中國在定期拋售

美國國債（而且沙特阿拉伯也同樣在這麽做）。這樣

的趨勢隨著時間推進將進壹步加快，並有更多的追隨

者。到某個時候，所有的大債權人都會開始拋售美國

國債，因為它們想避免成為最後壹個持有此類債券的

人，如果美國因為加息而面臨失去償還能力或者說出

現超級通貨膨脹的話。”外媒稱，眼下美聯儲將負責

讓美國的銀行加大買入美國國債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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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明湖（Clear Lake）專業人士拹會於9月17日晚上在Bay Area Community Center 舉行2016年的中秋聯歡晚會。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 游慧光 組長，及政務組 何仁傑 組長到塲參加大會，大會共有四百多位住在明湖的鄉親父老們

參加晚會，歡慶中秋。

太空城專業人士協會 溫馨舉行2016年的中秋聯歡晚會

SCiPA會長張啟明介紹嘉賓

明湖女仕美麗大方的服裝旗袍秀

休士頓民樂社胡琴和古箏合奏：紅樓組曲

明湖地區醫學中心藥劑師林慧櫻表演古箏彝族舞曲

台北經文處科技辦公室遊慧光主任致詞

Lucy Wang舞蹈《雲中舞》

頗負盛名的Bay Area Youth Singers演唱中文歌曲大海啊故鄉,
明亮月光下

清泉小集載歌載舞演出民謠組曲

明湖合唱團精彩合唱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67 周年升旗典禮
昨天上午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前廣場舉行

華夏中文學校學
生合唱＂祖國祖
國我們愛你＂。

嘉賓及主辦單位切國慶蛋糕。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 前排中） 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67 周年升旗典禮上
致詞。

王曉芬演唱 「 我的祖國 」 ，深刻
感人。

釋行浩（ 程浩） 少林功夫學院的學生表演開場
舞獅。

貴賓總領事等人與華夏中文學校演唱學生合影。

中 國 人 活
動 中 心 執
行 長 范 玉
新 博 士 致
辭。

由華夏中文學校學生組成的升旗儀仗隊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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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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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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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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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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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any

3200 Southwest FWY, #1900, Houston,TX 77027
email: clai@ft.newyorklife.com www.connielai.comCo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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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Insurance and
Annuity Program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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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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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有經驗,穩重的保險經紀人。

代理上百家A級保險公司

Personal個人保險
Home房屋
Auto汽車
Life人壽
Health健康

Commercial商業保險
Property產業
Restaruant餐館
ShoppingCenter購物中心
Office Building辦公大樓

優勝保險
www.ChampionsIG.com

李仕球

Champions Insurance Group

英文專線：832-484-8899英語、西班牙語 中文專線：713-446-9185國語、粵語、福州、福建、台語

5307 FM 1960 Rd. W.Ste B, Houston, TX 77069★專精房屋及商業保險★

一通電話
立即省錢

優勝保險，你值得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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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週四，九月廿二日是“秋
分”節氣，其取義為秋季日夜平分，
各為十二小時。

漢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著《春秋繁露》稱：“秋分者，陰陽
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我國傳統定義的秋季，從
“立秋”節氣開始，至“霜降”節氣結束，為時九十天。
“秋分”節氣日正當秋季九十天的中分點，平分了秋季。

在古代，“秋分”是一個重要節氣。早在周朝，天子
就有“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的隆重儀式，因此“秋分
”被稱為“祭月節”。此後歷代皇帝相沿承襲，並成為
“國之大典”。不過由於“秋分”節氣日這一天，不一定
都有圓月（如今天“秋分日”為農曆八月廿二日），祭月
沒有圓月，未免大煞風景，故將“祭月節”從“秋分”節
氣日調至中秋節，即農曆八月十五日。

現代科學觀測表明，“秋分”節氣日，太陽黃經一百八十度，
陽光直射赤道，全球晝夜平分，各為十二小時。國際天文學界公認
，秋分是為北半球秋季開始之日。

常年進入“秋分”節氣（今年為九月廿二日至十月七日），隨
着太陽直射位置繼續南移，北半球獲得的太陽熱量，會逐漸減少，
地面散失的熱量較多，氣溫以較大幅度下降，天氣逐漸轉涼，晝夜
溫差也明顯拉大。

此時，我國長江流域以北廣大地區日平均氣溫，已降到攝氏
（下同）廿二度以下，符合以氣溫劃分秋季的標準。以此同時，北
方冷氣團，已具有一定勢力，我國大部分地區雨季結束，涼風習習
，碧空萬里，秋高氣爽。

“秋分”節氣旣是秋涼降溫的轉捩點，昭示大熱天已經過去，
諺云：“秋分夜夜涼”，有覺好瞓了。

常年“秋分”節氣期間，地處低緯度的廣東，秋涼降溫雖然不
太明顯，但遇到北方強冷空氣南下，懷集——河源——梅州一線以
北山地，最低氣溫可能會降至十度左右。一九七二年十月五日，廣
州市區錄得“秋分”節氣期間最低氣溫十四點四度的歷史紀錄。

近日早上起來，己感絲絲涼意，拉開窗簾，外面一片天朗氣清
的樣子。走在街道上，涼風習習，抬頭看見天空如此湛藍乾淨，一
塵不染，這分明是秋天的感覺啊！秋天終於來了！秋天總是姍姍來
遲，且來去匆匆，可是如今畢竟中秋已過，所謂秋高氣爽該是這個
時候了吧！

今年中秋節，此地不似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有風雨干擾。記
得中秋節當晚，無風無雨，喜見明月當天，亮光無限，頓感歡樂綿
綿。過去的中秋之夜，曾因天氣欠佳，未能好好賞月。天氣不穩定
固然是一個因素，就算不下雨，月亮也不一定會露臉，因此賞月的
閒情逸緻，也為之削減。

中秋節是中國的傳統節日，寓意人月兩團圓。今年此地的節日
氣息，尚算濃郁，在商家的推波助瀾下，月餅之多種多樣，比以前
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惟真正重視一家人團聚的意識越來越薄弱。
腦海裡一直認為小時候在澳門家中過的中秋，才是真正過中秋節。
那時候的中秋節，一家人吃過晚飯後，家母就會把飯桌搬到樓上的
陽台，放上月餅、柚子、芋頭、田螺等供品，伯娘負責對著月亮上
香，拜拜過後，一家人就圍著桌子聊天，吃東西，賞月。祖母生前
，每年都會跟我們講有關嫦娥和吳剛的故事，雖然每年都聽同一個
故事，但我們並不覺得枯燥，反而總是繞在祖母的膝間，要她一再
複述。那時候的夜晚，天空一片漆黑，月亮又亮又圓，星星眨著眼
睛，那時候的我們，真正在團圓，在賞月。

22 年前的中秋節，剛好回到香港省親訪友。那晚不巧有熱帶颱
風預警，我不懼狂風，依舊迎風走在香港熱鬧的夜市上，抬頭竟看
見圓圓的月亮，掛在天空，人在異鄉多年的我，對此甚感興奮，難
怪古人常說， 「月是故鄉明，」我剛巧從美國回港，而在將有颱風
吹襲的夜晚，仍能看見應節的月亮，心裡頓感溫暖和踏實。

中秋佳節，皓月當空，人們總會記起李白的著名詞句： 「床前
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但李白望月生
情的詩詞還有的是，如《古朗月行》一詩的首句，便是 「小時不識
月，呼作白玉盤」。又詠及 「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 「長安
一片月，萬戶搗衣聲」、 「月下沉吟久不歸，古來相接眼中稀」、
「赧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

流」、 「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湖月照我影，送
我到剡溪」、 「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 「萬里浮雲
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

光是一個李白，詠月的詩詞不可勝數，若是再計算一下其他古
代著名詩人，所寫的舉頭望月詠作的詩詞，千首萬句亦相去不遠矣
。為什麼？因為月亮皎白高懸太空，容易引起詩人遐想。夜闌月清
，詩思洶湧，正是寫詩詠懷的好時光也。

古代詩人，雲遊大好河山，如果月下獨酌，更是 「舉杯邀明月
，對影成三人」。

難得那個時代，生活簡單，不用捱貴租，免為稻梁謀。詩人可
以自由自在，吟詩作對，並不是為了博取稿費，而是一訴胸臆，便
為後世留得名篇。我常常感到，為什麼古代的唐詩宋詞，留傳千古
，而今人詩歌，卻缺乏傳世名篇？

我想，原因是，古代詩詞，用字簡練，對偶容易琅琅上口，而
現代詩詞，卻太 「白」了，不堪咀嚼，因而生命力不長。於是有人
主張恢復押韻對偶的古代詩詞寫作。雖然寫誦的不少，但卻難與唐
詩宋詞相比。也許現代詩人太忙，缺乏千錘百煉的工夫。

有人說，唐詩所以能有卓越的成就，是因為許多作者能在藝術
上推陳出新， 「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唐代詩人能學古更能變古
，更因為律詩絕句的規範化已經完成，音調圓美諧和，氣勢稍現壯
闊，而且內容從宮廷擴闊至社會現實，能在民間傳誦，加上出了詩
仙李白和詩聖杜甫，唐詩成就空前，其有因焉。

今晚下筆千言，最終只常講多句： 「明月千里寄心思，懷人宜
在九秋天」。

又到秋分夜夜涼
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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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黨辯論定江山？
楊楚楓

深受舉世億萬人注目的美國總
統大選的首場辯論，如期於當地時間九
月廿六日晚，在紐約長島的霍夫斯特拉
大學舉行。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莉·克林
頓與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不
僅在“報稅單”和“電郵門”等問題上
，相互攻擊，相互撕裂，也在就業、減
稅、種族歧視和反恐等問題上，激烈交
鋒。

當晚，辯論開始不久，希拉莉就猛
攻特朗普的“報稅單”問題，稱他至今
尚不公開報稅單。要麼是他實際上沒那
麼有錢，或者並不像他說的那麼慷慨慈
善，亦或是他欠了華爾街和外國銀行六
點五億美元，甚至有可能是他，根本不
想讓美國人知道，他沒交過聯邦稅。
“我們祇能繼續猜測他，到底隱藏了甚
麼？”

特朗普回擊，祇要她公開已被删除
的約三萬封電郵，他就公開報稅單。台
下觀眾，立刻予以掌聲，這在辯論直播
現場中，是極為特殊的。

兩位候選人在就業問題上的觀點，
也大相徑庭。希拉莉強調要加大基建投
資、發展清潔能源等，並對富人加稅；
特朗普則將美國就業崗位流失，歸咎於
希拉莉的丈夫克林頓簽訂的北美自由貿
易協定等一系列國際貿易協議，並攻擊
希拉莉對TPP（跨太平洋戰略夥伴協議
）的前後矛盾態度。在反恐問題上，特
朗普則乾脆將恐怖組織“伊斯蘭國”
(IS)崛起的責任，壓在希拉莉身上。批
是希拉莉，縱容IS，以至坐大IS.

現場主持人萊斯特·霍爾特, 為當晚
的辯論, 設置了三個方面的問題，美國
方向、成就繁榮和保障美國安全，主要
涵蓋美國的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

據統計，在辯論開始的前廿六分鐘
內, 希拉莉的發言, 被特朗普打斷了廿五
次，全場共被打斷五十一次，交鋒激烈
程度可見一斑。

參選以來, 一直以擅長攻擊對
手聞名的特朗普, 在當晚多次展現出這
一特色。他時常在希拉莉發言時, 搖頭
噘嘴嘆息：“錯、錯、錯！”甚至在提
及TPP協議時, 連問三次希拉莉“, 是總
統奧巴馬的錯嗎？”並直斥希拉莉“雖
然有經驗，卻都是糟糕的經驗。”

相對而言，打斷特朗普十七次的希
拉莉, 顯得較為克制，在很多時候, 對
他的批評, 都一笑而過，例如在被問及
“電郵門”時, 也正面承認“這是一個

錯誤，我會負責。”
但是希拉莉的火力, 並未因其時常

的笑語而減弱。當特朗普稱希拉莉不具
備總統的外表和體力時，她抓住機會斥
責他, 性別歧視，稱特朗普叫女性是豬
、懶蟲和狗，認為女人懷孕給僱主帶來
不便等等。而在談及種族歧視問題時，
更抓住特朗普, 在多年否認後, 最終承認
現任總統奧巴馬, 是美國公民這一話題
，直指特朗普在一九七三年開始其職業
生涯時, 就曾被美國司法部, 以種族歧視
起訴。

不過，當主持人最終問兩名候選人
，如果對方贏了, 是否會予以支持時，
特朗普和希拉莉都給出了同樣的回答：
“支持。”這可能是當晚兩人唯一的共
同點。

大會結束后，美國媒體即時調查，
結果是各有勝負, 在這場九十分鐘的辯
論中，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與民主黨候
選人希拉莉，展開了兩人之間首次針鋒
相對的直接較量。

第一場辯論後，美國社會“精英”
與“普通人”的看法差異，再度凸顯。
主流西方媒體的評論，大多認為希拉莉

表現更好，《紐約時報》甚至說希拉莉
明顯佔上風，CNN 民調顯示，百分之
六十二民眾認為，希拉莉在辯論中勝出
，祇有百分之廿七認為，特朗普表現較
佳。然而《時代周刊》發起的已有五十
多萬人參與的網絡調查則顯示，百分之
五十九的網民認為，特朗普獲勝。

其實，即使是辯論贏了，也並非是
最後的勝勝利者！

對此，美國研究中心一位副秘書長
表示，贏得辯論以及對最後選舉的加分
（或者說能否影響選民的投票偏好）是
兩個問題。以往也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辯論辯贏了，但選舉最後還是輸了。舉
個例子，15 年前，當初克林頓的副總統
戈爾和小布什對奕時，感覺是戈爾辯論
贏了，但最後因為其他錯綜複雜的原因
，戈爾還是輸給了小布什。現在，辯論
後有這樣一個民調數據，當然對希拉莉
陣營是一個巨大的鼓舞。因為之前特朗
普和希拉莉拉的民調拉得很近，差距在
縮小，半月前，希拉莉也因為“健康門
”的事件，出現了一些慌亂的情況。但
現在拿下一局，對穩定希拉莉陣營軍心
，尤為重要。整體上，把特朗普的上升
趨勢控制住，鞏固既有成果，再擴大兩
者的差距。從選戰的策略角度來講，這
很關鍵，對士氣的影響也很關鍵。希拉
莉勝在對具體政策的掌握上。特朗普本

身確實有差距，他說話很隨意。最後總
的來看，選民還是賣賬的。

國際在線引述社科院另位專家表示
，這次首場辯論，從雙方的議題到交鋒
程度，都讓人印象深刻。他表示，首先
是辯論激烈，觀點針鋒相對。其次，辯
論議題廣泛。此次辯論議題，分別涉及
美國的未來發展方向、經濟、安全等，
這些都是美國人關心的議題，議題設置
也反映出美國人關注的焦點。民眾應該
明白：美國總統大選的雙方辯論，並不
是代表兩個人，而是代表他們背後的團
隊。在這個方面希拉莉稍勝一籌，因為
以前希拉莉在政府部門任職多年，所以
顯得更老練一些。特朗普的“大嘴巴”
在這場辯論中有所收斂，至少保持了一
定程度的克制，但也體現了他的風格。

一些政治觀察家認為，特朗普祇在
辯論開始的半小時表現可圈可點，但在
之後一個小時幾乎完全落入希拉莉的攻
擊圈套，完全失去對辯論節奏的掌控力
。

然而，首場辯論能否就此論定江山
？近半美國選民表示，：不會改變我心

根據CNN/ORC最新民調，近2/3
選民認為，希拉里在首場辯論表現較好
，近1/3認為，特朗普的表現優於希拉
里。近半選民更表示，並未因首場辯論
而改變支持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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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9 West Loop South, Suite 450
Bellaire, Texas 77401

Tel: 713-772-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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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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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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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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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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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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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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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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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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電話： 713-772-3338(FEET)

李岳樺

通曉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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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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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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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電話﹕713-270-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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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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