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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ce Houston 第十四屆年度舞蹈晚會
頒獎沈敏生培育下一代，傳播中華文化

（本報訊）Dance Houston 第十四屆年度舞蹈晚會於星期
六，11 月 5 日在市中心華生劇院隆重舉行。休斯頓總領事館文
化參贊解飛，領事張麗麗出席晚會。今年 Dance Houston 在演
出開始時特別頒獎給三位在舞蹈界作出傑出貢獻的教育家，她
們 是 亞 美 舞 蹈 團 的 沈 敏 生 ， HSPVA 的 負 責 人 Mary Martha
Lappe, and Dance School director Patsy Swayze。表彰沈敏生 30 多
年前在休斯頓創辦舞蹈學校，為傳播中華文化、培育下一代作
出了不懈的努力。2013 年與畢業於南美以美大學舞蹈系的女兒
葉繼瑩帶領學生進軍美國達人秀 - America's Got Talent，榮登
紐約 Radio City Music Hall 大舞台，向六千現場觀眾和一千六
百萬美國電視觀眾一展中華舞姿，為華人舞蹈團體進軍美國主
流電視節目譜寫了璀璨的第一樂章。沈敏生進而協助由葉繼瑩
創辦的亞美舞蹈團，至力於弘揚中華文化，融入美國主流社會

，以舞蹈架起中美文化交流的橋梁。
當晚應邀演出的藝術團體有：休斯頓芭蕾舞團、亞美舞蹈
團、Ad Deum Dance Company、MET Dance、HSPVAD Dance
Department 等 。 由 休 斯 頓 芭 蕾 舞 團 主 要 演 員 Sara Webb and
Connor Walsh 表演的“胡桃夾子”片段，亞美舞蹈團表演的
“且吟春雨”等。節目豐富多彩，有西方的芭蕾、街舞、爵士
舞到亞洲的中國舞、印度舞及非洲舞蹈等，使觀眾拓寬了視野
，看到了一個多元化民族的大休斯頓。
Dance Houston 是休斯頓一個富有威望的非盈利性組織，
創辦人 Andrea Cody 志在為休斯頓的優秀舞蹈團提供最好的舞
台，提高、促進大休斯頓的舞蹈藝術發展。每年舉辦的舞蹈晚
會都由亞美舞蹈團的團長葉繼瑩擔任晚會制作人，舞蹈晚會獲
得觀眾高度贊揚。

休士頓中華公所將主辦元旦升旗典禮暨園遊會
共同慶祝中華民國成立一百零六年
（本報訊）歲月如梭，2017 年即將來臨，休士頓中華公
所將於 1 月 1 日(星期日)10am 至 2pm 在僑教中心主辦盛大元旦
升旗典禮暨園遊會，休士頓僑教中心、榮光會、三民主義大
同盟、大專校聯會、休士頓重機車俱樂部和華裔青少年文化
外交大使團等社團協辦。共同主席黃泰生和林羅秀娟呼籲僑
胞們於元旦當天扶老攜幼來慶祝中華民國成立 106 年，華僑是
革命之母，歡迎大家來參加升旗典禮，不分老少，愛國不落
人後，當我們迎著朝陽看中華民國國旗冉冉上昇，心繫祖國
同胞，此刻可以拉近彼此間心靈，增進僑胞的團結。
園遊會設置於僑教中心大禮堂，每個攤位費用$40，可以
做為宣傳或販賣冷熱食品(譬如三明治、涼麵、炒米粉、炒麵
、茶葉蛋、波霸奶茶、菜肉包子、粽 子、熱狗、麵包、滷豆
乾、香腸，花生和豆花等)或珠寶、書籍、花草等等用途，吸
引普羅大眾共聚一堂，共同來歡渡 2017 年新年伊始，共迎好
兆頭，為新的一年加油及祝福，讓未來一整年平安、健康、
幸福滿滿。大會將於當天升旗典禮現場分發園遊會代金券。
凡有興趣參與攤位者，請電話聯絡(832)607-5038、電郵 julienews09@gmail.com 或 ehwong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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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版人物介紹預覽
休斯頓總領事館文化參贊解飛（左一），文化領事張麗麗（左二）
，亞美舞蹈團理事劉敏（右一），前往祝賀。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將於
2016年11月19日赴德州首府奧斯丁市辦理行動領務服務

休 斯 敦 浸 會 大 學 商 學 院 (Business School of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及休斯敦基督徒華商協會 (Houston Chinese Christian
Business Association) 從明年起將聯合舉辦一系列企業高級管理人
員的培訓課程。
此課程將針對不同層次管理人員的需要精心設計。使他們不
但從理論和實務中得到良好裝備, 開拓事業, 致勝商場。並使他
們從僕人領袖所主導的企業 文化中, 學習成為職場精兵, 移風易
俗, 造福人群。

為服務居住在奧斯丁鄉親，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訂於 2016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六)下午 1 時至 3 時在奧斯丁香雲寺（I. B.
P. S. Austin；地址：6720 N. Capital of Tx Hwy, Austin, TX 78731）辦理行動領務服務。奧斯丁地區鄉親倘需申請換（補）發護照、
赴臺灣簽證或辦理文件證明業務等，敬請攜帶相關文件，並備妥郵資與填妥地址之回郵信封後到現場遞件。本處將攜回相關文件，
並於辦理完畢後依據所附之回郵信封郵寄申請人。
申請相關規定及所需文件與表格，敬請自本處網站 （http://roc-taiwan.org/ushou）領務組項下查詢與下載，或電話詢問
（1-713-626-7445）。另關於服務地點查詢，請洽奧斯丁香雲寺（電話:512-346-6789）。

企業高管培訓課程
開課時間: 2017 年 3 月 4 日起至 2017 年五月＋三日止。為期
十週。每星期六 上午八時至下午＋二時。
授課地點: 休斯敦浸會大學
注冊費用: 每期,每人美金$500.00 。包括學費, 講義, 早餐, 及
各項活動。
課程內容: 含括商業計劃, 財務, 金融, 營銷, 管理, 契約, 雇用
, 法律, 人事, 商業文化等。
課程安排: 理論為本, 實務為重。五人一組, 每期 25 人到 30
人。主要以中文 授課。若教授只講英文, 將安排中文翻譯。
授課要求: 缺課不補, 學費不退。缺席二次以上者無結業證書
。

畢業證書: 順利完成各項學業要求者, 休斯敦浸會大學商學院
將頒發 正式 結業證書。
聯絡同工: Joe Wong 832-600-0151 joe.wong@rainbowproppants.com,
David Liu 713-443-8230 davidyliu@outlook.com
課程舉例:（1）業務規劃（2）營銷戰略與規劃（3）銷售管
理（4）財務管理（5）銀行融資安排 （6）合同和知識產權（7
）就業法律和人力資源管理（8）SBA - 如何贏得聯邦 合同
（9）CEO 峰會 - 僕人式領導（10）商業計劃研討會 (11) 商業
談判 (12) 預算的制定 與 控制 (13) 運輸與物流

休城工商

糖城 「GEM AND BEAD GALLERY 」 ，開設五年，租約到期
現正舉辦40% off 結束營業大減價，華人憑本報廣告前往，另有優惠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在糖城市政府同一條街上開設珠寶
店五年的 「GEM AND BEAD GALLERY 」，日前因租約
即將到期，不再續約，現正舉行大規模的結束營業大拍賣，
所有的珠寶一律 40% off 大減價，華人憑本報廣告前往者，
還另有優惠。
「GEM AND BEAD GALLERY 」珠寶店，位於糖城市
府前廣場（ 同一條街） 是在著名的 「Charming Charlie 」
名店隔壁，在糖城開設五年，是該區居民和遊客最喜愛前往
的所在，平時該店內還開設 「珠寶設計班」，是糖城區喜愛
珠寶的婦女並不陌生的所在。該店內的珠寶包括： 鑽石、K

金、紅寶、藍寶、綠寶、松石、珊瑚----- 等等多種珠寶
，應有盡有，還有專為正式場合，大型 Party 所設計的各式
珠寶項練。每一串項練，皆匠心獨運，你在這世界上找不到
另一串雷同者，每一串項練，都是精密打造，精心設計，美
得令您目不暫捨。是仕女們穿著禮服必不可少的配 件，出席
晚宴，令您立即艷冠群芳，成為全場的焦點。 「GEM AND
BEAD GALLERY 」所設計的項練，值得您多買幾套起來收
藏，搭配不同的禮服，洋裝，將使您成為 「美 」 的代言人
，走出來 「美」 得時尚， 「美」 得經典。
每年一度的大節 感恩節，聖誕節，新年即將來臨，更是
仕 女 們 每 年 一 度 大 肆 採 購 的 季 節 ， 「GEM AND
BEAD GALLERY 」所推出的各式珠寶，項練，不論
是自用，還是作為聖誕禮物贈送親友，都是最受歡迎
的禮品。還有很多來自中國的遊客，光是該店內的
「松石 」，就一口氣買了二公斤，只花了$14500 元
，還直喊便宜。還有觀光客最喜愛的珊瑚（ 現在珠
寶市場是論克拉在賣 ），在該店內就有多套珊瑚項
練，都是美得令人不敢逼視，堪稱珠寶市場的傳世之
作。
該店主還表示： 所有該店的珠寶都有鑑定書，你不
怕買到假貨。現該店正舉辦年終前結束營業大減價，
所有珠寶一律 40% off 大減價，華人看本報廣告前來
的，還另有優惠，請牢牢抓住這千載難逢的良機，為
您的珠寶箱再添稀世珍品。
「GEM AND BEAD GALLERY 」 的 地 址 在 ：
圖為 「GEM AND BEAD GALLERY 」 店內所陳列的各式精美珠寶
16230 City Walk, Sugar Land , TX 77479, 電話：（ 281
及精心打造的項鍊。（ 記者秦鴻鈞攝）
） 265- 0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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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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為 「GEM AND BEAD GALLERY 」 店內所陳列的各式精美珠寶及
精心打造的項鍊。（ 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 「GEM AND BEAD GALLERY 」 店內所陳列的各式精美珠寶及
精心打造的項鍊。（ 記者秦鴻鈞攝）

紅人歸膠囊（Sangel）三大功效改善更年期
女人到了中年，如果你曾經困惑同齡人是如何面若桃花，
膚如凝脂，曲線玲瓏，充滿青春活力的話，也渴望擁有持久魅
力的話，就得想法保住漸漸減少乃至消失的雌激素，紅人歸膠
囊（sangel）是你理想的選擇，讓你加入美麗女人行列，讓你在
你的生活的所有領域散發你難以抵擋的魅力。
紅人歸膠囊（sangel）是加拿大 viker 公司生產的針對女性
健康的產品，十五年來，紅人歸膠囊（sangel）對女性健康的傾
情奉獻，得到消費者的信賴，獲得國際婦女聯合會的推薦；加
拿大衛生研究院對紅人歸膠囊（sangel）進行了十四年質量療效
追蹤，確認紅人歸膠囊（sangel）是目前世界範圍內最安全、最
有效、最科學的產品；紅人歸膠囊（sangel）是唯一獲得加拿大
衛生部批准的用於女性更年期的產品！其三大功效有效改善更
年期症狀，讓女人散發迷人的風采！
營養卵巢活力再現
紅人歸膠囊（sangel）中的有效成分可以直接作用於卵巢,
為卵巢提供充足營養，恢復激素分泌。服用後可明顯感覺到疲
乏無力、月經不調等症狀很快改善，乳房萎縮下垂、皮膚粗糙

松弛、面色灰暗、皺紋等開始明顯改善，青春活力逐步恢復。
激活卵巢改善微循環
卵巢被激活，氣血兩虛得到改善，卵巢衰變的組織被激活
，微循環加快，卵巢恢復到發育狀態，性腺激素自然分泌，月
經逐漸規律，潮熱虛汗、頭暈失眠、煩躁易怒等更年期症狀消
除。不僅能恢復青春狀態，而且可以推遲絕經期 5-10 年；即使
是 50 多歲的絕經婦女，使用後可使月經再現，有效延緩機體衰
老。
活化卵巢，有效對抗更年期綜合症
紅人歸紅人歸膠囊（sangel）中的有效成分使內分泌系統紊
亂狀況改善，促進性腺二次發育、使性腺細胞再生，各髒腑機
能也得到補充的動力和能量逐步煥發出健康的活力。低垂的乳
房開始變得圓潤尖挺，皮膚光滑潤澤，充滿女性迷人魅力。
紅人歸膠囊（sangel）針對以下症狀最有效
閉經、痛經、月經不調等經期綜合症；頭暈目眩、注意力
不集中、失眠健忘、情緒緊張等症狀；潮熱、出汗、胸悶、心
悸、氣短等症狀；皮膚干燥、彈性減退、光澤消失、皺紋增多

等症狀；脫發、色斑、老年
斑等症狀；性欲衰退，陰道
分泌物減少，性交時出現疼
痛感等症狀
擁有紅人歸膠囊（sangel
），不僅讓您做個人人羨慕
的魅力女人，更是對您一生
的精心呵護！
加拿大 VIKER 公司榮譽
出品
女性更年期保健手冊”
花開花落話更年” 免費資料
索取網址 www.vikerm.com
加拿大 VIKER 公司 北美免費咨詢電話 1—888—518—7778
全球女性更年期保健免費咨詢電話 1—604—518—7778 傳真:
1-604-303-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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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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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選舉日登場 哈瑞斯縣投票地點早7點到晚7點開放
（本報訊）今天是美國選舉日，休斯頓地區數百所學校投票
點將成倍增加，沒有參加提前投票的選民可以查詢自己所在的投
票區域，利用最後一天進行投票。
今天所有投票地點開放的時間為早上 7 點到晚上 7 點。
對投票人需要攜帶的證件有明確規定，必須有以下 7 個德州
州務卿規定的可以接受的身份證件。
• 由德州交通和安全局發放的德州駕照
• 由德州交通和安全局發放的德州選舉身份證明
• 由德州交通和安全局發放的德州個人身份卡
• 由德州交通和安全局發放的德州持槍證
• 帶有個人照片的美國軍人卡

• 帶有個人照片的美國公民證件
• 美國護照
根據德州州務卿規定，德州選民如果具有合理的理由無法獲
得以上 7 種帶有照片的身份證件，將有額外的選擇，這些選民將
允許參加選舉，只要通過(1)在投票地點簽署聲明，說明有正當
理由未獲得以上 7 種身份證明的原因。(2) 提供各種類型的支持
文件。這些支持文件可以包括原始的出生證，有效的投票登記證
明，原始或復印的文件包括：現有的水電賬單，銀行證明，政府
支票或薪水單，或者其他的政府文件可以顯示投票人的姓名和住
址，凡是政府文件裡所包括的照片必須是原件，不可以是復印件
。

Election Day 2016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美選寫歷史 華文媒體多無緣見證

(本報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柯林頓
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的世紀對決，舉世矚
目，不過，絕大多數的華文媒體這次都無緣到
現場親身見證，申請採訪證多遭拒，近年少見
。
川普選舉以來對外籍媒體並不友善，不是
新鮮事，這次開票夜拒絕大多數華文媒體提出
的採訪證申請，也不讓人意外。
而一向安排媒體採訪較有組織、運作較良
好的柯林頓陣營，這次選在紐約西岸、玻璃帷
幕建成的知名展場賈維茨會展中心（Jacob K.
Javits Convention Center）舉行開票慶祝活動，
期待當晚柯林頓標榜 「打破玻璃天花板」、追
求性別平等，誕生美國首位女總統的目標得以
實現，但幾乎所有華文媒體申請採訪，都遭拒

絕於玻璃大門外。
據了解，包括中央社在內，台灣媒體直接
向柯林頓陣營提出的採訪申請都槓龜，而大陸
媒體僅官方的中央電視台直接提出採訪證申請
獲準；新華社、中新社則被拒於門外；大陸另
有其他省級電視台如上海東方衛視、香港鳳凰
衛視則是與美聯社合作，以付費方式、透過美
聯社協助取得採訪證件。
希拉蕊陣營在統一回覆無法發給採訪證的
信件中僅表示，因提出申請採訪的媒體數有上
千件，無法容納這麼多媒體記者，除提供網址
連結，請媒體收看直播，也給了衛星訊號的參
數資料，讓全球電視媒體得以自行擷取畫面使
用。
但對於審核核發採訪證的過程，如何決定

哪些媒體可獲得的考量為何？
共接到全球多少媒體記者提出
申請？最終核准多少張採訪證
？截至發稿，柯林頓競選團隊
未回覆中央社記者的查詢。
一些平時未派有常駐記者
在美國的台灣媒體，這次也派
員來美採訪，雖未獲得採訪證
，仍決定留在紐約，感受選舉
開票夜的氣氛。
據介紹，美國總統奧巴馬
4 年前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
體申請採訪都得到記者證，能於芝加哥的選舉
姆尼競選時，奧巴馬已貴為總統、要接待人數 之夜現場採訪奧巴馬連任成功，未受太多限制
眾多的各國採訪記者，對維安工作是一大挑戰 。
，儘管有嚴密且繁複的安檢過程，多數外籍媒

美國大選臨近 各部門嚴陣以待嚴防恐怖襲擊
（本報訊）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一名官員稱，11 月 8 日美
國大選日前后“基地”組織可能在紐約市、德克薩斯州和弗吉
尼亞州發動襲擊。安保部門已收到並正在評估該情報的可信度
，各級安保部門在為大選安全舉行做最后准備。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最先報導了“基地”組織圖謀襲擊
的消息。一名 FBI 官員告訴 CBS，襲擊可能發生在 7 日，“反恐
部門和國土安全部門時刻保持警惕，做好了挫敗襲擊的准備”
。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健強牙科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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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es Ho
D.D.S.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歡迎洽詢預約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713-272-8883

25 年 牙科臨床經驗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大通銀

大選日當天，兩黨候選人希拉莉•柯林
頓和唐納德•特朗普都將在紐約市舉辦
集會。紐約市警察局在一份聲明中說，
他們仍在評估所收到報告的可信度，並
稱報告空泛，“缺乏具體指向”。聲明還說，警察局與數家情
報機構、美國打擊恐怖活動聯合工作組開展合作，將共同防範
安全威脅。
德克薩斯州州長格雷格•阿博特表示正緊盯形勢，呼籲所
有德州人保持警惕。弗吉尼亞州州長髮言人布賴恩•科伊說：
“我們將全力保障弗吉尼亞人的安全，我們有自信在選舉日當
天他們能夠安全地進行投票。”

中興牙科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色服務

何繼強

一名聯邦政府官員 4 日告訴路透社記者，紐約市、德克薩
斯州和弗吉尼亞州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已收到一些聯邦政府機
構發出的有關通告。這名官員還說，這一襲擊威脅的風險級別
較低。
紐約州和新澤西州港務局管理着紐約及附近地區的機場、
隧道和橋樑等設施。該局發言人史蒂夫•科爾曼拒絕透露所獲
悉的安全威脅情報，只是表示港務局將一如既往地在管轄範圍
內展開高密度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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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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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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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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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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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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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英﹑
國﹑
粵語

713-981-1888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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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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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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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受各種牙科 PPO 以及政府保險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

悅來海鮮

Fiesta

中國城
百利牙科
百利大道

Gessner

主治

薛志剛牙醫博士 Steven Xue, D.D.S.

百 利 牙 科 Bellaire Dental 李

8 號公路

營業時間(七天)﹕Mon-Fri 9:30AM-6:30PM Sat. & Sun 10:00AM-6: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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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left) and President-elect
Barack Obama (right) met in the Oval Office of the White
House as part of the Presidential transition.

will be known and the winner will be revealed.-News&Review Editor
Voter Turnout: What To Expect
According to a Pew Research Center report from
August, voter turnout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low
compared to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In 2012, just
129.1 million people voted, out of about 241 million
people of voting age. That's a turnout of 53.6%, far
lower than the turnout in Belgium, which had the
highest voter turnout in a recent national election at
87.2%.
But Belgium has something the U.S. doesn't —
compulsory voting. And, even when not strictly
enforced, compulsory voting can have a "dramatic"
effect on the percentage of eligible people who cast a

The number of electors in each state is equal to the
number of members of Congress to which the state
is entitled based on population, while the Twentythird Amendment grants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the
same number of electors as the least populous state,
currently three. Therefore, there are currently 538
electors, corresponding to the 435 Representatives
and 100 Senators, plus the three additional electors
from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The Constitution bars
any federal official, elected or appointed, from being
an elector.
All states, except for Maine and Nebraska, have
chosen electors on a "winner-take-all" basis since
the 1880s. Under winner-take-all, a state has all of
its electors pledged to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who
wins the most votes in that state. Maine and Nebraska
use the "congressional district method", selecting one
elector within eac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by popular
vote and selecting the remaining two electors by a
statewide popular vote. Although no elector is required
by federal law to honor a pledge, there have been very
few occasions when an elector voted contrary to a
pledge.The Twelfth Amendment, in specifying how a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are elected, requires each
elector to cast one vote for president and another vote
for vice president.

劉興坤牙醫博士

﹑精心﹑盡心﹐願帶
給您美麗的微笑﹗
心﹑耐心
愛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Election 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November 8, 2016, is Election 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territories. Election 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held on the Tuesday
following the first Monday in November. It can fall on
or between November 2 and November 8. It is the day
when popular ballots are held to select public officials.
These include 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at all levels up to the president.
What Do People Do?
On Election Day,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n vote by popular ballot for candidates
for public offices at local, state and national levels.
In even numbered years, federal elections are always
held. In years divisible by four,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re always held. Elections for local and state officials
may be held in odd or evennumbered years, depending
on local and state laws.
The way in which people
vote depends on the state in
which they live. In Oregon,
all votes are cast by post
and all votes have to be
received at a given time on Election Day. In the state
of Washington, nearly all people vote by post and the
envelopes containing the voting papers have to be
postmarked with the date of Election Day. In other
states, people vote at voting stations, where long lines
can form.
Background
In 1792, a law was passed allowing each of the states
to conduc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t any point in the 34
days before the first Wednesday in December. This was
the date when the meetings of the Electors of the U.S.
president and vice-president, known as the Electoral
Colleges, were held in each state. A date in November
or early December was preferable because the harvest
would have been finished, but the most severe winter
storms would not have begun.
As long distance communication improved and became
quicker with the advent of trains and telegraphs,
allowing each state to conduct its elections at any point
in a period of more than a month, became outdated.
The results of the elections that were announced
earliest could influence the outcomes of elections held
later in the permitted period.

XingKun George Liu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時代牙醫中心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November 8, 2016 | John T. Robbins, Editor

（位於 Fiesta 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電話：281-888-5955 地址：8880 百利大道﹐Ste F﹐Houston﹐TX 77036

美國口腔修復學會認證口腔修復專家

多年豐富成功診治各類口腔疑難複雜病歷經驗

接受各種保險，為患者確認保險範圍，確保無意外帳單。

The U.S. Congress In 1845

In 1845,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chose a single date
for all national elections in all states. The first Tuesday
after the first Monday in November was chosen so
that there would never be more than 34 days between
Election Day and the first Wednesday in December.
Election Day is held on a Tuesday so that voters will
not have to vote or travel on Sunday. This wa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at the time when the laws were
written and is still so in some Christian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8, Barack Obama became the first AfricanAmerican to be elected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45 years after Martin Luther King Jr’s speech
about equal opportunities. On Inauguration Day, which
is on January 20 every four years, the president and
vice-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re
sworn in and take office.

vote, according to the Pew report. In the U.S., where
people voluntarily register to vote, only 65% of people
of voting age are even registered.
But will this year be different? On Oct. 31,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22 million early or absentee
votes had already been cast, and, according to the
Times, "in many states, the number of early voters is
higher than at the same point in the 2012 cycle." But,
while early voting was up among certain populations,
like Hispanic voters, it fell among voters between the
ages of 18 and 29. We'll just have to wait for Nov. 8 to
see if those trends continue on Election Day.
When Do The Polls Close?
Polls will close between 12am and 6am GMT.
There will be projections released immediately after,
based on opinion polls carried out throughout the day.
What Happens Next After Polls Close? When
Is The Winner Announced?
The first results will be announced in Dixville Notch,
New Hampshire. The town has only around a dozen
residents who all vote at midnight local time (4am
GMT) with the result declared around a minute later.
As results are counted and announced throughout the
night, we could have a clear winner by around 4am
GMT.
The Role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The United States Electoral College is the body that
elects th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every four years.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o not directly elect the president or the vice president;
instead they choose "electors", who usually pledge to
vote for particular candidates.

The candidate who receives an absolute majority
of electoral votes (currently 270) for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or of vice president is elected to that office.
It is possible that a winner might not be announced
until after election day. In 2000, the result was unclear
for around two weeks after voting closed because of a
near-dead heat in Florida.
George W. Bush was eventually declared the winner
of the state, beating Al Gore by a margin of 537 votes.
An Historical 2016 Presidential Process
Florida’s 29 electoral college votes were enough to
Ends Tonight
swing the presidency in either candidates favor.
The U.S. 2016
What Happens After The Winner Is
Presidential
Announced?
Process has been a
Once US TV networks have called the election, the
hard fought contest
loser calls the winner to concede, though Trump has
between former
hinted that he might break with this tradition should
U.S. Secretary of
he lose.
State (D) Hillary
The electoral college will meet on Monday December
Clinton (on the
19 to formally elect the new president and vice
right) and her opponent, businessman Donald J.
president.
Trump ® (on the left). As most informed
The results will be counted and officially
American have seen, the campaigns
announced by incumbent Vice President Joe
of both candidates have been full of
Biden on Friday January 16, 2017.
accusations, untruths and modern
What Happens Next After Election
“technical interceptions” by computer
Day? How Does The Transition Of
hackers worldwide, most notably,
Power Work?
Wikileaks. But with the availability of
Both candidates are likely to have already
social media and informative websites
started “measuring the drapes” for the White
dedicated to political news and updates,
House with preliminary transition teams.
the electorate of the 2016 election
Since August, both Trump and Clinton have
may possibly be the most informed in
been given access to 16,000 square feet of
the history of elections in the United
federal office – enough for 114 staff.
States. Throughout the campaign both
There, workers will have begun vetting
candidates have held modest leads in
potential names for the approximately 4,000
all the major polls, exchanging the
government positions that the new president
advantage several times up to the final
Electoral College map showing the results of the 2012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President will need to fill.
days of the campaign. Tonight, on all
Barack Obama (D-IL) won the popular vote in 26 states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darker Once either Clinton or Trump has been
major broadcast media, the results of
shaded states) to capture 332 electoral votes. Former Governor Mitt Romney (R-MA) won declared winner the new president-elect
the popular vote in 24 states (lighter shaded states) to capture 206 electoral votes.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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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 be given access to the Presidential Transition
Headquarters in Washington, DC and will be given a
multi-million dollar budget.
In 2008, Barack Obama was said to have employed a
450-person team at a cost of $12 million. Of that, $5.2
million as reportedly paid for by the US Government,
with the remaining $6.8 million coming from private
sources.
The victor will also attend a Secret Service intelligence
briefing. The agency has already revealed its code
names for the two candidates – Evergreen for Clinton,
the same name she has used since she was First Lady,
and Mogul for Trump.
Shortly after, Obama will invite the new presidentelect to tour the White House and discuss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the same manner as he did with his
predecessor Bush in 2008.
The meeting was hailed as a success after Obama
convinced Bush to release $350 million of bank
bailout funds.
Obama would later praise Bush "for his service to our
nation, as well as the generosity and co-operation he
has shown throughout this transition”.
When Will The New President Announce Their
Cabinet?
After their meeting with Obama, the new presidentelect will likely begin announcing cabinet appointments
in early December.
Obama revealed his first picks around three weeks
after election day.
Ahead of inauguration, the Center for Presidential
Transition recommends that the new cabinet are taken
on a retreat to “mould them into a cohesive team”.
The rest of December and January will be spent
preparing shaping agendas and continuing with
appointments.
The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Day
The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Day will be held on
Friday, January 20, 2017, in Washington D.C.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 ceremonial event marking the commencement of a
new four-year term of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day a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occurs is known as
"Inauguration Day" and occurs on January 20 (or 21st
if the 20th is a Sunday).

Prior to the Twentieth Amendment, the date was
March 4, the day of the year on whic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took effect in 1789; the
last inauguration to take place on the older date was
Franklin D. Roosevelt's first one on March 4, 1933.
The most recent public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ceremony, the swearing in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o begin his second four-year term in office, took place
on Monday, January 21, 2013.
The only inauguration element mand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is that the president make an oath
or affirmation before that person can "enter on the
Execution" of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cy. However,
over the years, various traditions have arisen that have
expanded the inauguration from a simple oath-taking
ceremony to a day-long event, including parades,
speeches, and parties.
(Courtesy https://en.wikipedia.org and www.mic.com)

種了些青菜和不同的花，也用來教孫輩們如何照顧土地裡
生長出來的各種植物。雖然如今讀中學的那兩個小女孩以
前也常常來幫忙，但是她們在忙功課和手機之外，幾乎不

副 刊

自然地消失了。慢慢地，我們看著這個南瓜逐漸長大，又由綠
色變成黃色（圖二）。進入十月後，那一片一片的綠葉開始
慢慢變色而逐漸乾枯老去。這是我們第一次仔細地看到一

星期二

2016 年 11 月 8 日

禁體會到自己和那南瓜一樣，如今都是走在金秋的光環裡。
但願這份開拓的心情能陪伴著我，讓我也能經常保有一份感
謝命運的心意。

Tuesday, November 8, 2016

從 YES 與 NO 說 開 去
那時我們還住在女兒家，沒事就幫女兒做做家務，帶帶
孩子。外孫女娟娟剛兩歲半，很是乖巧。一天吃過早飯後，
大孫女上學去了，我們和娟娟及小孫子在家玩耍聊天。期間
我試著用漢語向娟娟提出一些問題，娟娟卻是用蹩腳的英語
回答。兩人問答的具體內容如下：
娟娟乖，你喜歡外公外婆住在這裡嗎？Yes；外婆煮的菜
好吃嗎？Yes；外公煮的呢？No；你喜歡吃薯片嗎？No；喜
歡吃白菜嗎？Yes；你愛爺爺嗎？Yes；奶奶呢？Yes；你有沒
有跟姐姐吵架？No；你有沒有和弟弟爭玩具啊？No；你喜歡
爸爸嗎？Yes；媽媽愛你嗎？Yes；你愛弟弟嗎？Yes；媽媽今
天在家嗎？No；你想和姐姐一起上學嗎？Yes；你上次去飛沙
灘玩得開心嗎？Yes……
女婿家裡幾代都是華人，大人們在家裡都講漢語。娟娟
從小耳濡目染，也聽懂漢語的一些日常用語；但說話則受讀
小學的姐姐和四鄰小朋友的影響，學著講些少半生不熟的英
語。在我們入住的一個多月時間裡，她幾乎只用 Yes 和 No 就
應對了和我們的所有交談，令人忍禁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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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想，如果講漢語，娟娟該如何回答我的問題呢？起
碼得用上喜歡、好吃、不好吃、愛、沒有、不在家、想、開
心等字詞吧。對於一個還沒入過幼稚園的孩子來說，這並非
容易之事。但類似的問題，娟娟僅用 yes 和 no 就 ok 了，仿佛
yes 和 no 是萬能答案。
由此聯想到漢語詞彙的豐富性。就說量詞吧，我查了一
些相關資料，不查則已，一查嚇一跳。個、張、片、棵、株
、朵、粒、把、座、棟、輛、列、架、艘、封、則、首、篇
、道、幅、件、頓、場、通、席、股、門、家、盞、口、本
、發、縷、出、部、堂、台、節、盤、服、副、頂、記、宗
、項、幢、扇、面、牆、間、帖、方、封、枚、具、輪……
數以百計，不勝枚舉。用法上更為奇妙：同是四條腿的哺乳
類動物，說法上就有一隻狗、一匹馬、一頭牛、一峰駱駝等
的區別；同是直立行走的人，就有一個小孩、一位領導、一
條好漢、一名導演等的不同說法。我想，一個人從牙牙學語
開始，即便活到老，學到老，也不一定能學會使用漢語的全
部量詞。而英語，只用基數詞就可以表示數量，例如 One tree

時事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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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壹居民樓發生天然氣爆炸事故 致5死8傷
俄羅斯伊凡諾沃，當地壹兩層居民樓發生天然氣爆炸事故，造成 5 人死亡 8 人受傷，俄羅斯緊急
情況部人員在現場搜救。

印度新德裏，當地壹處多層住宅發生坍塌，傷亡人數未知，救援人員現場救援被困者。

哭了，聽完梅葆玖先生的“絕唱”《梨花
頌》。
“梨花開，春帶雨，梨花落，春入泥。此
生只為一人去，道他君王情也癡 ，情也癡。天
生麗質難自棄，天生麗質難自棄。長恨一曲千
古迷，長恨一曲千古思。”
這段二黃四平調，唱出了楊貴妃的心靈哀
嘆。她把梨園、梨花作為李楊愛情的象徵。 "
此生只為一人去"，詮釋了楊貴妃的純潔與癡情
。 “長恨一曲千古迷”，透徹了楊貴妃因自己
的美麗和才藝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就是這曲《梨花頌》中的“梨花落，春入
泥”，真的是把在舞臺上“芬芳”了 70 餘年的
梅葆玖先生帶入到泥土中了。痛惜、扼腕!
望著他，舞臺上的他，慈眉善目，熟悉的
面孔清瘦清瘦；遠去的背影，步履不再輕盈。
走了，走了，這一次，他邁上了“天堂”路。
2016 年 4 月 25 日 11 時，著名京劇表演藝術
家，梅葆玖先生因突發支氣管痙攣導致腦缺氧
，搶救無效而與世長辭了。
身在美國的丈夫和我，是從葆玖先生的親
家戴爾（Dale）那裡獲此噩耗的。其實，網絡
和電視都有報導，但戴爾的資訊實為最早。
說來有緣，戴爾是我們的近鄰，在一個社
區住了 20 多年。日常裡，每次見面都特別親切
，聊起天兒來，他總把話題引上京劇，問這問
那，說來說去，總離不開梅氏家族對“國粹”
的開創與奉獻。提到梅家，已過古稀之年的戴
爾，那一臉縱橫交錯的皺紋裡，無不綻放著自
豪與驕傲的“梅花”。感覺說：老漢把自己的
兒子能與葆玖先生的女兒（繼女）喜結連理，
視為人生的頭等榮耀。
戴爾哭了。他用那灰白的手，抹著從藍眼
珠了滾出的淚。悲嘆，遺憾，老親家走得太突
然了！
是啊，春節時葆玖先生還登臺演唱《梨花
頌》，兩月後，他就撒手人寰了。
葆玖先生駕鶴西去，丈夫和我，也深感悲
痛。悲痛是有理由的。葆玖先生的琴師姜鳳山
大哥是婆婆的義子；為他作二胡伴奏的是婆婆
的三姑爺虞化龍；加上丈夫吳博洲亦為北京京
劇院的琴師，彼此所從事，所摯愛的均為京劇

藝術，故而非但很熟，且常常見面。
葆玖先生給我留下的印象：親切、謙和、
寬容、穩重；豁達樂觀、平易近人；不擺架子
，不耍態度，從不因家世顯赫而盛氣淩人。
僅舉一例：每次見到婆婆，他總是鞠躬施
禮，規規矩矩地站在一旁，有時刻聆聽長輩指
教的實誠。
不忘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到
北京城時，他騎著摩托車，趕奔到西興盛胡同
去探望我的老婆婆。那日，葆玖先生湊到婆婆
身邊，用兒子看母親的眼神，問長問短……
怎不敬佩，怎不讚嘆: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
先生的公子，不張揚，不傲氣，其一舉一動都
落實在相當低調上。記得，有一次他與台灣的
四大老生胡少安先生同台演唱時，葆玖先生的
開場白竟是：“感謝胡先生帶著我......……”他
話沒說完，胡先生就受不了啦！那一刻，“老
生”的直接表情，除了不敢當，就是受之有愧
，受之有愧嘿！
這就是梅家的教育，這就是葆玖先生的品
格與修養。
舞臺上，他光彩照人，魅力四射。生活中
，他就是鄰家的大哥、大伯呀。他喜歡跟年輕
人交朋友，喜歡古典音樂、歌劇、芭蕾和流行
音樂。他另一嗜好：愛養貓。用它的話說：
“每當給它們準備好一大盤食物，就連街坊的
貓都會跑來蹭吃。對我來說，人生最大的興趣
就是看貓吃飯。”
葆玖先生脾氣甚好。像父親那樣，從沒跟
別人紅過臉，一輩子跟別人說話都是“別急，
慢慢來。”遇到大事梅蘭芳先生很少發言，永
遠是“您說呢”?藝術上他也是傾聽多，有時他
會問父親:“您怎麼不說兩句”?父親這樣回答：
“多聽別人怎麼說，把有用的拿來借鑒。”大
師“有一句話，“即便這個人有 99 句廢話，只
有一句有用就行，就是高人”。
良好的家教，德高望重的父親，賦予了葆
玖先生儒雅的舉止，恬淡的心態；賦予了他榮
辱不驚，虛懷若谷的博大胸襟。
上世紀的 1989 年，葆玖先生榮獲美國紐約
林肯美華藝術中心授予的“亞洲傑出藝人獎”
。

是年的初冬時節，他來美國領獎時，在馬
裡蘭州鮑媽府上，丈夫和我跟葆玖先生重聚了
。就是那一天，因當地某中文報紙在報導他獲
獎消息一欄，竟把“亞洲傑出藝人獎”給寫成
了“周龍章獎”。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文字？
只因周龍章先生從 1975 年就擔任美華藝術協會
的總監。
此一“號外”可把當地的京劇愛好者給氣
炸了。七嘴八舌不停口，票友們，粉絲們，同
聲疾呼：那家報社必須立刻更正，並登報真誠
道歉！再看葆玖先生，就那麼笑眯眯坐著，聽
著，笑著。領教了：泰然處之。
梅葆玖，四大名旦之首，梅蘭芳梅派藝術
的傳承人，什麼獎項沒獲得過呀！
2009 年梅葆玖先生被世界藝術家協會授予
藝術大師獎和終身成就獎；2010 年獲得國藝藝
術贊助大獎；2015 年獲第 15 屆華鼎獎終身成就
大獎......……
是非成敗轉頭空。他在乎的是把梅派藝術
傳承了，發揚了，流芳百世了。基此，他收徒
相當嚴謹，光一個胡文閣，葆玖先生就觀察了 9
個春秋，才有資格作他的入室弟子，並授予梅
派第五代傳人的稱號。葆玖先生要求自己的學
生，要靜靜地唱戲，別炒這炒那，最後炒股票。
正人先正己。父賢傳子子傳孫。眾所周知
，日寇侵華時，為拒絕效忠小鬼子，梅蘭芳先生
留起鬍鬚，不再登臺。不演出，一家人的生機只
好靠“大師”作畫賣錢維繫了。與此同時，他要
求葆玖白天學習、晚上回家學戲。起初葆玖想學
《霸王別姬》、《貴妃醉酒》等梅派代表劇目，
可父親堅持要他跟老師先學習最基礎的老戲，打
好底子，練好基本功，再議其他。
銘記父親教誨，勤學苦練後，葆玖先生在
梅劇團只演了3年傳統戲。就在他準備排新戲的
1964 年，災難臨頭了:他所演出的傳統戲遭到全
面封殺。就是那年年底，江青插手文藝界，剷除
傳統劇目，大搞現代京劇“試驗田”。兩年後文
革爆發了。那時那刻，舞臺上的才子佳人，帝王
將相，在江青眼裡，通渭:牛鬼蛇神。
在史無前例的破四舊運動中，紅衛兵曾到
葆玖先生的居住地，乾麵胡同去實施了打砸搶。
“打倒梅葆玖!”的怒吼聲亦同步炸響了北京城

文/宋曉亮
。特殊年代的特殊時，葆玖先生已完全徹底地
失去了登臺演出的權利。他不得不退到幕後，
負責音響工作。之後，他又在茶澱農場勞動數
年。那段日子，他白天幹農話，晚上到渠邊田
裡捉蛤蟆，吃蛤蟆腿兒。直到 1978 年，14 年的
“噤聲”，14年所荒廢的藝術，才得以重拾。
1995年，北京京劇院恢復成立梅蘭芳京劇
團，葆玖先生任團長。近年來，他一直主張
“交響樂京劇”，此一改進，在音符、音區、
音響上變得更豐富，從而可滿足年輕人的需求
。《梨花頌》就是以大型交響樂伴奏演出的代
表作。
葆玖先生的作品有《霸王別姬》、《貴妃
醉酒》、《穆桂英掛帥》、《太真外傳》、
《洛神》、《西施》等。
葆玖先生嗓音脆亮圓潤，柔中帶剛，行腔
婉轉自如，音色純淨飽滿。他的唱腔源於傳統
唱法，但無一照搬，而是以自己的潤腔方式和
行腔規律，將其化為具有從容含蓄的梅派韻味
的唱腔。
四大名旦：梅蘭芳、尚小雲、程硯秋、荀
慧生的老師，王瑤卿先生曾把自己的四個得意門
生，所代表的女性給分為四個類別：梅派美女、
尚派舞女、程派烈女、荀派妓女。也就說，在舞
臺上，他們所演繹著不同女性的喜怒哀樂愁。
梅派戲，上演楊貴妃的劇目偏多。尤其是
在塑造楊玉環的人物形象、內心挖掘和情感投入
，功力凸顯，演技精湛，堪稱舉世無雙。
極具代表性的《梨花頌》，葆玖先生是
以平靜從容的氣度，結合表達人物感情和劇情
內容的需求，設計出大量新的唱腔，悅耳動聽
，清麗舒暢。?
“梨花開，春帶雨，梨花落，春入泥……
”。
《 梨花頌》，楊貴妃的生命輓歌。《梨
花頌》，葆玖先生的不朽之作。留住，留住
，留住楊貴妃的千古永嘆，留住梅派藝術的
恆久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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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樹）、Two ducks（兩隻鴨）、Three books （三本書）
等。而且，在一般情況下，基數詞 one 還可以用 a 來表示（在
以母音音素開頭的單詞前則用 an），相當於中文的一棵、一
隻鴨、一本等，例如 A tree、A duck、A book。
yes，no。不僅簡明易懂，更讓人感受到語氣的果斷與大
氣。我不太懂英語，娟娟說的 yes 與 no，或許發音還不很標準
，或許有些回答還不很準確，但我已聽得很清楚，很明白，
這就夠了。語言文字是交流思想和溝通感情的工具。說話寫
文章，別人聽懂看懂就行了。譬如，“A camel”意思已經很
明白，若花時間和精力去考究一個駱駝、一隻駱駝、一匹駱
駝、一頭駱駝、一峰駱駝……哪種說法對，哪種說法更精准
更恰切，似乎沒什麼必要。
以上是隨便說說而已。其實漢語和英語（還有其它多種
語言）都各有特點，各有長處和優勢，各有其文化背景以及
合適的人群、語境和場合，不能以某些情況就妄斷其優劣對
錯。但就本人而言，還是喜歡講漢語多一些。一是因為習慣
了；二是因為還不太習慣講英語。

《梨花頌》. 梅葆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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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利馬棚戶區發生大火
大批災民流離失所

當 地 時 間 11
月 5 日報道，美國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特朗普正在美國內
華達州進行宣講，
但是人群中靠近講
臺位置發生騷亂，
特朗普因此被特工
緊急帶下場，但是
隨後又返回現場。

當地時間
2016 年 11 月 4
日，秘魯利馬
，利馬坎塔加
洛鎮發生火災
， 燒 毀 280 處
房屋，大火很
快被撲滅，大
批民眾流離失
所將被轉移。

演講現場發生騷亂
特朗普被特工緊急帶下講臺

印度首都遭遇霧霾襲城

17 年來最嚴重
當地時間 2016 年 11 月 6 日，首都新
德裏地區遭到了 17 年來最嚴重的霧霾侵
襲，這起因於新德裏市民 10 月 30 日燃放
數百萬只鞭炮以慶祝壹個宗教節日。這
場霧霾導致 1800 所小學被迫暫時關閉。
近年來，隨著印度各地城市化進程飛速
發展，汽車尾氣、火力發電廠、工業排
放等多重因素導致霧霾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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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665-0700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ALLCARE
MEDICAL CENTER

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姚聖坤
服務項目

醫學博士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BOARD Certified，ABIM)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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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師

713-779-3355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頂好廣場內)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周一到周五 8:30AM-5PM

Vision Source - TruVision

牙科診所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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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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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矯正牙科 ●美容牙科
●牙周病治療 ●人工植牙

Center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華人專線:(713)978-5959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Tel: (713) 978-7504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侯 大 任 臉部整形
Tang Ho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歡迎事先預約

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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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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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電話：(713)486-5019（中文）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通國、英語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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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 9AM~
4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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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曾任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營業時間

713-773-9621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主治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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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長庚﹑
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713-988-8889

診所地址：9600 Bellaire 211 室(王朝商場二樓)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

綜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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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本周揭曉
金融市場顛簸於驢象之爭
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大選將在當地時
間周二晚開始開票，這兩天民主黨總統
候選人希拉裏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
普之間的角逐愈發激烈。膠著的選情已
經在金融市場掀起風浪，股市傾跌、債
市下滑，而黃金等避險資產又重新獲得
青睞。
這場“驢象之爭”會給美國和全球
經濟帶來什麽？它的影響又將怎樣滲透
到金融市場？記者邀請學界及業界專家
就此展開探討，他們是商務部研究院國
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復旦大學全
球投資與貿易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袁堂
軍、英國差價合約券商 IG 集團資深金融
評論員 Chris Weston 以及 FXTM 富拓市場
研究副總裁 Jameel Ahmad。在他們看來
，此次美國大選由於兩位候選人的政策
取向不同，全球經濟分工格局也將因此
走向十字路口，而"大選周"的到來也將
為投資者帶來忙碌而緊張的壹周。
金融市場將經歷動蕩且有趣時期
記者：美國大選的膠著選情已經在
金融市場掀起壹些波動，伴隨大選結果
出爐，金融市場是否會掀起更多漣漪？
這會為新興市場帶來怎樣的影響？
Chris Weston：我不贊同特朗普贏得
競選將導致新興市場陷入危機的觀點，
但目前投資者和交易商心存許多疑惑，
這種不確定性開始產生動蕩。金融市場
已初顯壹些對特朗普可能當選的反應，
不僅標準普爾 500 股指正經歷最糟糕的
連續跌勢，美國市場波動性指數自 10 月
26 日以來更是猛增了 70%。交易商已經
使用各類金融衍生品來對沖投資組合的
風險，同時他們也購買具有避險特性的
日元和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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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完全與該行迫切地想
要日元走弱的意願相違
背。特朗普當選對墨西
哥比索也將是壹個很大
的打擊，因為特朗普對
墨西哥的態度壹向是非
常負面的。
現在作出判斷還為時尚早。但投資
者教育在市場動蕩時期尤為重要，因為
高素質的投資者將會有更強的避險能力
。正如我們在英國"脫歐"公投中所看到
的，投資者再壹次忽略了因"脫歐"投票
結果而產生的市場大波動。投資者將特
朗普贏得選舉納入考慮範圍的可能性很
低，因此，很多人相信美國大選將導致
更大的波動。
如果由於市場的不確定性使得"規避
風險"時期出現，投資者很有可能會駛離
更高風險的資產。在此期間，投資者從
股票市場、新興市場的資產及貨幣中抽
身將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例如日元和黃
金這樣的避險資產反而會獲得青睞。在"
脫歐"公投後，我們確實看到了新興市場
資產遭到沈重打擊，然而，幾周之內它
們便很快回復到了正常的價格水平。畢
竟，相比發達國家的市場，這些資產仍
然具備更強收益。
全球經濟分工格局迎來岔路口
記者：美國大選將如何影響世界經
濟？誰將成為贏家，誰可能受到沖擊？
白明：就長期世界經濟格局而言，
大選不會造成太大影響，但小格局會受
到壹些影響，因為兩者代表的利益集團
不同。但是在大格局上，美國在世界經
濟關系中的主導地位不會改變，因為特
朗普強調從內部做大做強美國，希拉裏
則註重通過對外擴張強化美國。
袁堂軍：特朗普和希拉裏的外交取
向不太壹樣。兩人都面對著美國經濟復
蘇的背景，假如希拉裏上臺，她基本上
還是會沿襲上壹任總統的做法，傾向內
外聯動。特朗普認為過去美國對外花錢
太多，取得的戰略效果不明顯。所以他

市場關註的兩個關鍵議題，其壹是
特朗普要撤換美聯儲主席耶倫的言論；
其二是征收貿易關稅，這將破壞美國與
多個貿易夥伴之間的關系，影響全球貿
易。美聯儲在過去 4 年裏壹直是支撐市
場的機制，所以阻礙該機制運作以及制
定貨幣政策的能力將使全球資產（例如
股票和企業信貸）承擔更高的風險溢價
。特朗普承諾會降低企業稅率，結合具
規模的財政刺激措施，將會促進大量外
國對美直接投資，改善美國經常賬。特
朗普還呼籲啟動稅收匯回國內的渠道，
允許公司將離岸以萬億美元計的稅收回
流美國且不會按現在 35%的稅率收稅，
這些舉措都將促使美元長期強勢。特朗
普同時提議減少對金融領域的監管，所
以美國股市將有正面反應。
如果特朗普當選毫無疑問將會讓市
場陷入恐慌，使日元、黃金以及定息產
品更受歡迎。但是壹旦市場弄清特朗普
和美聯儲之間的關系，風險資產將逆轉
。所以在接下來的幾周，金融市場應該
會經歷動蕩但有趣的時期，在這樣的市
場環境下，對風險和資金的妥善管理絕
對是生存和取勝的關鍵。
Jameel Ahmad：特朗普在美國大選
中獲勝幾率上升可能在短期內會顛覆整
個金融市場前景，但這不是政治原因導
致的，而是因為市場沒有考慮到這種情
況會出現。如果特朗普獲勝，金融市場
上的勝者將會是黃金和日元。黃金及日
元的避險特性將驅動投資者的需求。
事實上，在過去壹周的交易數據中
我們已經能看出這種趨勢了。特朗普當
選對日本央行來說將是壹個噩夢，作為
避險貨幣的日元將會受到投資者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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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先嘗試以美國內部為優先，亞太戰略
暫緩。但是在 2000 年以後的國際經濟局
勢下，他不會有太大突破，最終還是會
回到跟歐洲、亞太同盟的路線上來。因
此，希拉裏上臺的話對短期經濟的影響
會較小，特朗普則會挑戰新經濟模式。
希拉裏上臺後可能會重拾跨太平洋
(5.390, 0.03, 0.56%)夥伴關系協定（TPP
）的，這必然會給以新興市場為主導的
分工格局帶來挑戰，美國在和發展中國
家的密切配合上會有新規則和磨合。特
朗普方面，由於他在經濟政策上沒有非
常明確的方向，因此美國經濟政策的不
透明性會增加，情況會變得復雜且很難
判斷。這會使美國的歐洲同盟更加向中
國靠近，這是中國經濟大戰略的窗口期
，也為亞洲國家的聚合提供機會。
Chris Weston：在美國經濟增長難以
突破 2%增速的當下，特朗普推行打擊外
部需求的政策，是不合邏輯的。但是，
市場的恐懼似乎還存在，尤其是許多國
家的經濟處於低速增長且通貨膨脹率處
於低水平，讓央行很難作出調控。我確
信墨西哥經濟將會受到很強的沖擊，因
為其對美國進口商的依賴程度很高。
在全球經濟脆弱時刻，我們絕對不
想看到美國與許多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爆
發貿易戰爭。若特朗普贏得競選，日本
將會是真正的輸家。不僅是因為特朗普
反對 TPP，更因為日本投資者將降低海
外投資，把資金迅速調回本國。這將導
致日元大幅升值（美元兌日元的匯率將
會突破 100 關口），日本出口商也會因
此受到巨大沖擊。
中美之間有競爭也有合作
記者：美國大選會對中國帶來哪些
影響？如何看待大選後人民幣匯率的走
勢？
白明：特朗普和希拉裏之間有共性
，他們在拉選票時，都喜歡拿中國說事
。但若最後當選了，反而可能增加與中
國之間的合作。中美之間既有競爭也有
合作，這種關系決定了美國與中國在商

業利益上存在博弈。最近這幾年，美國
對人民幣匯率不像以前那麽關切了，對
人民幣貶值也是持放任態度。影響未來
人民幣匯率走向的壹個市場因素是美國
采取怎樣最優於該國經濟的匯率政策。
Chris Weston：特朗普當選可能會導
致美元迅速貶值，交易商會預期美聯儲
12 月加息的概率大減，這也會造成美元
對人民幣匯率的下降。我們認為人民幣
在未來 12 個月內將會保持穩定，但是外
圍的政治不確定性並不可控，所以美元
將以貿易加權計算拋售。若希拉裏當選
，則會大大增加美聯儲 12 月加息的概率
，雖然導致短期內美元升值可能使美元
對人民幣匯率上升，但會帶來更大的確
定性，中國和許多新興市場都會視她的
當選為正面。
袁堂軍：特朗普上臺，貿易保護主
義可能會擡頭，這放在 5 年前對中國的
打擊可能會很大。但是中國也經歷了危
機、市場萎縮、貿易不振的時期。我們
國家策略壹直在調整，例如提出了"壹帶
壹路"戰略，所以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
，對中國的影響不會特別大。
Jameel Ahmad：近期人民幣匯率的
波動並不是由中國經濟的基本面造成的
，可以說是美元走強導致了人民幣的波
動。美元走強有壹些基本面的因素，也
有壹些技術面的因素。鑒於特朗普當選
可能給整個金融市場帶來擾亂性影響，
這會使美聯儲決策者覺得需要更加謹慎
地行動。目前，外界預期美聯儲在 12 月
會議上加息的概率超過 70%，但如果市
場出現較大波動，結果可能會不壹樣。
不過，貨幣貶值也不壹定就是壹件
壞事。中國經濟目前處於再平衡的階段
，希望擺脫對出口的依賴，希望更加以
內需為驅動。貨幣貶值可以進壹步鞏固
經濟內需的基礎，再加上低息的環境，
就能夠扶持國內經濟。此外，目前全球
通脹都處於比較低的水平，中國的通脹
也略低於預期。貨幣走弱會使通脹提升
，這也符合貨幣政策的目標。

FBI 決定不起訴希拉裏 黃金重挫美元跳漲
綜合報導 在完成檢查新發現的與民主黨總統
候選人希拉裏(Hillary Clinton)私人服務器相關的郵
件之後，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上周日(11 月 6 日)表
示仍然相信沒有理由指控希拉裏。該結論消除了籠
罩在希拉裏競選之路上的壹片烏雲，而目前距離美
國總統選舉日只有兩天時間。
該消息傳出後， 美國股指期貨周壹(11 月 7 日)
在亞洲市場升逾 1%，拉開了美國大選周的帷幕，
暗示華爾街股市有望結束逾三十年來為期最長的下
滑走勢。此外，現貨黃金周壹開盤壹度重挫逾 1%
，刷新 1289.97 美元/盎司的日內低位。
FBI 局長科米(James Comey)周日在給國會的信

中表示，FBI 沒有改變 7 月所做的結論，即在希拉
裏使用私人郵件服務器處理公務壹案中，沒有理由
對她提出刑事指控。
科米在信中稱，“FBI 調查組壹直在夜以繼日
地處理和檢查來自壹個設備的大量郵件，該設備與
壹起無關的刑事調查有聯系。在此過程中，我們檢
查了希拉裏擔任國務卿期間的所有通訊。我非常感
謝，FBI 的專業人員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了這樣
大量的高品質工作。”
壹名執法機構的消息人士稱，該結論暫時結束
了 FBI 對於希拉裏郵件門的調查。
科米在壹周多之前將新發現郵件壹事告知國會

，使美國大選的選情也變得波瀾起伏，在本周二(11
月 8 日)即將迎來投票日之際，希拉裏對於共和黨候
選人特朗普的領先優勢也因此縮窄。
希拉裏競選團隊的媒體聯絡主管 Jennifer Palmieri 對記者表示，“我們很高興事情已經解決。”
重啟郵件門調查的消息讓人再次對希拉裏的誠
信感到憂慮，影響了她的選民支持率，壹度對特朗
普取得的巨大領先優勢也被縮小。特朗普大張旗鼓
地宣稱，此事就可作為他指責希拉裏腐敗的證據。
但是，FBI 結論公布後，特朗普在明尼阿波利
斯壹次集會上的講話中談及希拉裏時，沒有提及最
新的消息。

副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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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最新的民調顯示，希拉裏在對於大選結果
有決定性影響的各州依然占有優勢。但她的領先優
勢在壹周前曝出 FBI 在調查電郵門事件之後縮窄。
上周六(11 月 6 日)McClatchy-Marist 對全美選民
的民調顯示，希拉裏支持率領先 1 個百分點，低於
9 月時的 6 個百分點。周六路透/益普索調查顯示，
希拉裏在全國的支持率領先 4 個百分點，低於周五
的 5 個點。
民調顯示，在所有選情膠著的搖擺州中，佛羅
裏達州是競爭最為激烈的州之壹。Real Clear Politics 統計的佛羅裏達州民調均值顯示，希拉裏領先
約 1 個百分點，表明選情的確咬得十分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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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比古鎮與霍華德莊園行
北約克曠野（North York Moors）
旅 遊 車 從 約 克 朝 東 北 行 ， 穿 越 北 約 克 曠 野 （North
York Moors）。北約克曠野東濱北海懸崖，西北為低谷地，南
為盆地，面積廣達 1436 平方公里。曠野上有兩個截然不同的
地貌，一是綠油油一片的草原，一是紫棕色的大片亁地，其上
有英國最大片的石南原野。除此之外，北約克曠野上，還有一
些因沙岩被慢慢侵蝕而形成的一些含酸量高又不吸水的土壤，
漸漸成為了沼澤地帶，有大片的棉花草在此生長。
千百年來，北約克曠野的主要經濟來源是農業。適宜耕
種的農作物有大麥、小麥、油菜花、馬鈴薯與甜菜。牛羊為農
人的主要收入。住在山谷的農人有權可以在草原上牧放牛羊。
同時農人亦畜養豬、雞為副業。1952 年，北約克曠野被定為
國家公園後，招徠了許多喜歡戶外運動的遊客來此遊玩。公園
內為健走、騎馬、平地自行車、山間自行車等運動提供了多項
活動的設備，亦經常舉辦類似的比賽。
車子在北約克曠野上行駛，看到一片綠色的草原上有白
白胖胖的綿羊群，黑白分明的奶牛群，也有一匹匹的駿馬。農
地裡，那一片片鮮黃色的油菜花尤為矚目。沼澤地帶像蘆葦般
的高草叢，紫棕地上荊棘遍野。車子經過一排像軍營似的營房
，領隊安妮說這是二次大戰期間的義大利戰俘營。一甲子前的
大戰雖早已是今日年輕人眼中的“歷史”，對我們這些生於斯
，長於斯的一代，就不祗是白紙黑字的一頁了。安妮特別提到
柯奮翠（Coventry）市。該市是英格蘭中部的一個城市，因為
該城是當時英國軍工廠的所在地。二次大戰時被德軍一連轟炸
了 11 個小時，全城被夷為平地。10 點半左右，車抵輝比大教
堂遺址。
輝比（Whitby）鎮與輝比大教堂遺址（Whitby Abbey Ruin）
輝比鎮與輝比大教堂相互相成，有不可磨滅的關系，歷
史上鎮名與修道院的名字曾經更改了好幾次。輝比是北約克郡
內的一個鎮，位於艾斯柯（Esk）河口，距離約克市約 47 公里
。 鎮 始 建 於 西 元 656 年 ， 為 一 位 信 仰 基 督 教 的 諾 森 比 亞
（Northumbia）國王歐賽（Owsy）所建。諾森比亞是盎格魯
薩克森時代的一個王國。同年，歐賽王築建了輝比修道院。不
過那時的鎮名為斯專諾莎（Streoneshalh），也就是修道院之所
在地。西元 867 年維京人（Vikings）入侵時，修道院被毀。
1078 年，一位在諾曼國王“威廉征服者”（William the Conqueror ）手下的武士泊賽的威廉（William De Percy）重建為
一座天主教本尼迪派的修道院（Benedictine Abbey），易名為
普利斯特比（“Presteby”）在古挪威語意為“僧侶居住的地

方”，後又改為霍特比（“Hwytby”）、懷特比（“Whiteby
”），古挪威語意為“白色的殖民地”，可能是指那些白色的
房子。後來就演變成了今名“Whitby”（輝比）。這座重建
的修道院築於 1540 年，然在亨利第八與羅馬教廷鬧翻，脫離
教廷並自立為英國國教之領袖後，在他一系列摧毀修道院的行
動中，整座石砌的輝比大教堂的內部全毀，剩下的殘餘外殼是
一座沒有屋頂的本堂，成為北海上水手們的地標。
18 世紀時，輝比鎮變成一個造船與捕鯨中心。商貿以
明礬與黑玉為主。今日的輝比港是輸往北歐諸國的重要港口。
糧食、鋼鐵、木材等貨櫃均在此運轉。旅遊與魚業成為該鎮的
主要經濟支柱。
歷史上輝比鎮與多樣媒體有不解之緣。好些小說、電視
、電影皆曾以此地為背景。其中最有名的是布拉姆斯多寇
（Bram Stoker） 的小說《吸血鬼》（《Dracula》）。這部風
靡世界的恐怖小說便是以輝比為背景的。小說裡融匯了好些輝
比鎮的傳說故事。還有，作者布拉姆斯多寇便是在輝比鎮的公
共圖書館內，定下了這個後來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吸血鬼”
（“Dracula”）。輝比也是那位有名的 18 世紀航海家詹姆斯
寇克船長（Captain James Cook）的故鄉。
輝比大教堂遺址位於輝比鎮東邊的斷崖之上。在一片綠
色的草坪上，高聳雲霄的本堂外殼拔地而起。車子上遠遠便可
以看到其宏偉雄姿。下車走近後，益見其不凡的構架氣派。如
此出眾的古石建築，竟因人為的因素而剩下眼前的一點殘餘，
是多麼的可惜!我們在輝比大教堂遺址的周圍徘徊、觀望、欣
賞。風和日麗下，有幾隊中學生在草地上野餐寫生，構成一幅
有動有靜的畫面。
出了輝比大教堂遺址，我們穿過聖瑪麗教堂，步行前往
輝比鎮午餐。大教堂遺址東面的聖瑪麗教堂（St. Mary’s
Chapel）是一座築建在岩崖上的小教堂。我起先以為那裡只是
一塊墓園，後來才看到那座小教堂。墓園裡各式各樣的墓碑首
先映入眼簾。在《吸血鬼》小說裡，吸血鬼便是因為船遭海難
，被衝到輝比海灘，登岸英國，而女主角露西（Lucy）便是在
聖馬利教堂前的這塊教堂的墓園裡，首先看到吸血鬼的。不難
想像在一個陰風細雨，天暗雲低,西風冷颼的日子，聖瑪麗教
堂之所在地，的確是很容易與“恐怖”氣氛連在一起。祗是，
今日在艷陽天的春日，又是一番情景了。我們穿過聖瑪麗教堂
墓園，走下了 199 級石階，直赴輝比港鎮市區。下石階的時候
，俯覽鎮裡一棟棟醬紅色屋頂的小洋房，與港灣船塢內的大小
遊艇，真是美不勝收。大家在鎮裡的一家餐廳內吃了一點炸魚

B5

夏曙芳

午餐。魚的確實相當新鮮可口。午餐後，續訪霍華德莊園
（Castle Howard）
霍華德莊園（Castle Howard）
位於北約克郡的霍華德莊園是英國最宏偉的私人府邸之
一，屬於霍華德家族（Howard Family）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莊園建造於 1699-1712 年之間。當年是由建築師約翰范布魯
爵士（Sir John Vanbrugh） 為卡利斯萊伯爵三世（Earl Carlisle
III）設計的。它雖名為霍華德“堡”（Castle Howard），實際
上是一座建在鄉間的豪華屋邸，沒有任何軍事上“堡壘”的功
能。祗是，到了 16 世紀，雖已是“後”堡壘建築的時代，然
那時所建的房子仍喜歡加上“堡壘”之名。
霍華德巨廈是一座巴羅克（Baroque）式的建築，極盡
裝飾之能事。雕梁畫棟無所不用其極。1712 年大致竣工後的
數十年裡，又逐步增添擴建，直到 1811 年才大功告成。巨廈
內有145 間房間，周圍的地產在卡利斯萊伯爵七世（Earl Carlisle VII） 時 廣 達 一 萬 三 千 英 畝 ， 包 括 了 好 幾 個 村 莊 。 從
1845-1950霍華德莊園內甚至有他們自己的鐵路。1940年11月
9 日的一場大火，莊園損壞巨大，不過今已大部分復修。1952
年開始，霍華德莊園正式對外開放。豪宅今日的主人是西蒙
（Hon. Simon）與他的夫人子女。
霍華德莊園除了那宏偉的建築與精美的藝術珍品收藏外
，其周圍如公園一般的風景與造園設計更是出類拔萃，尤以玫
瑰園冠蓋群芳。莊園內的樹木花朵，修整得盡美盡善，一大片
綠草如茵。難怪此地常被一些電視電影用作場景。其中又以
1981 年的電視連續劇《布萊希》（《Brideshead》）與 2008 年
的電影《重訪布萊希》（《Brideshead Revisited》）為最。
我們進入霍華德莊園大門後，領隊便給了大家參觀豪宅
的入場券，再約定了集合的時間，各自參觀。在步行至巨邸前
，經過路旁玫瑰園的入口，我便走進去看了一眼，這下可好，
進去了就捨不得出來了。一朵朵又大又美盛開的玫瑰花，實在
是太迷人了。除了紅黃粉自的大小玫瑰花外，園裡還有多種嬌
艷的鮮花美枝，看了一行又一行，真是美不勝收。我從來沒有
看到過如此多樣的玫瑰花園，相形之下，前幾天在倫敦參觀的
那些“皇家”花園，都差了一大截了。
進入豪宅後，那些有點像皇宮又有點像博物館的陳列，
以“私人”住宅與收藏的標準而論，自是名列前茅，不過，我
腦裡還是在飄著那一朵朵又美又艷的鮮花…

JianWei Feng,

治

黃金心臟中心
MD, PHD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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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備 齊全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歡迎電話預約及查詢˙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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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JianWei Feng,

MD, PhD

心臟專科

李娜療痛中心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治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 動 傷 專 科

李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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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楠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832-863-8003
Tel:
713-492-0686 (英文） Fax： 713-534-11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Tel:
Tel: 832-818-2630
） TX (請預約)
832-863-8003
Fax: Tel:
713-534-11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中文
Houston,
77036 (黃金廣場）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設備齊全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週一至週五：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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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am-5:30pm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歡迎電話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預約查詢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UGAR LAND 診所：
56 Sugar Creek Center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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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 2005 H-Texas 雜誌
※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設有 X-RAY 復健設備

特價優惠 $100.00 OFF

www.advancedfootdocs.com

電話： 713-772-3338(FEET)通曉普通話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

休士頓診所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
推拿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專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即時Ｘ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光
檢
治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驗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醫生本人通國﹑
粵﹑
英語
骨刺
平板腳
風濕關節炎

灰指甲

腳趾縮變形

雞眼骨
甲溝炎

下肢麻痺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
甲溝炎根除手術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六號公路

治療項目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Houston 診所：

中國城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囊腫
★趾
★香港腳

專科

腳

李岳樺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 6 號公路

電話﹕
713-270-8682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Dr.
Bright Chen, DPM, AACFAS

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伯克利大學學士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