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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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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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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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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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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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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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新聞
星期二 2017年1月10日 Tuesday, January 10, 2017

休士頓警方在一名男子的汽車上搜出大量
顆粒物體，警方立刻斷定那些毒品，並宣稱
「查獲該郡最大量毒品案」，結果化驗後才知

那些可疑顆粒只是貓砂，男子為此事被關押3天
。

當地媒體 「Inquisitr」報導，這件事發生在

去年 12 月，一名叫羅斯．勒伯(Ross Lebeau)的
男子在開車時被警方盤查，結果警方在他的車
上發生一只 「可疑的襪子」，襪子裡塞滿了不
明顆粒物體，於是警方懷疑是甲基安非他命毒
品，雖然羅斯已說明那只是貓砂，但警方還是
將他帶回警局偵訊，顆粒也帶回實驗室化驗。

按理說這件事應該很容易澄
清，但奇怪的是，警方對顆粒的
檢驗，都呈現具有非法藥物的反
應，而且兩次測試都呈陽性，使

得羅斯被迫關押三天。一直到具有更精密儀器
的法醫研究室在檢驗後，才證明顆粒只是貓砂
，與安非他命毫無關係。

這不是美國警察第一次把日常物品誤認為
非法違禁品。2016 年 7 月，一個佛羅里達州的
男子被逮捕時，警察錯把他的Krispy Kreme甜甜

圈的糖霜當成是甲基安非他命，也被關押了一
段時間。

羅斯表示，他並不責怪警察，畢竟最終也
還了他的清白，也對他的生活沒什麼影響。然
而，他和他的律師更在乎警方的簡易檢驗儀倒
底有多不準確，這才是更應該被檢討的地方。

至於羅斯為什麼要在車上放一只塞滿貓砂
的襪子?羅斯說，這是他父親的主意，塞滿貓砂
的襪子可以吸收空氣中的水氣，使車窗不易起
霧。

七年施工宣告結束 休斯頓East End綠色線路通車
（本報綜合報道）本周三，持續七年之

久的休斯頓最新輕軌列車擴大工程終於完工
，官方表示將對East End地區Harrisburg沿線
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

選舉官員、商業人士以及社區
領袖周一和大都市交通機構官員
聚 會 ， 共 同 乘 坐 綠 色 線 路
（Green Line）最後一英裡的工程
路 程 ， 沿 途 從 Harrisburg 經 過
Magnolia交通 中轉中心。
好消息是，所有的綠色通道的乘
客從本周三開始一直到本月22日
都可以免費乘坐輕軌列車。

對休斯頓當地社區的居民來講
，有關輕軌列車的重要性已經有

15 年的討論，並且 Harrisburg 沿途長達 7 年
的修建工程讓當地交通不便，更是對當地的
小商業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最後的一段施工，投資3000萬美元的高
架橋工程去年年底宣告完工，結束了繞路通
行。

East End當地的居民表示，雖然這個項
目曠日持久，但是為最終完成感到高興。

綠色線路（The Green Line）一共投入
了5.87億美元，和2013年擴建開通的紅色線
路和2015年投入的紫色線路相比，綠色線路
沒有獲得任何的總數為9億美元的聯邦交通
管理局的資助。

受到能源市場低迷影響受到能源市場低迷影響
休斯頓地區豪宅價格受衝擊休斯頓地區豪宅價格受衝擊

（本報綜合報道）2016年，休斯頓地區的家庭住宅銷售價格
持續走高，但豪宅市場銷售則差強人意，而當年銷售價最高的五
大豪宅，其中有兩家都出自於The Woodlands地區。

根據休斯頓地產協會的界定，價格在50萬美元以上的獨立
房屋都被稱為高檔住宅，由於去年豪宅價格遭遇市場衝擊，許多
豪宅的成交價格和上市售價相差顯著。

縱觀2016年休斯頓地產市場的月報，可以看出不同價位的

成交狀況各不相同。但豪宅類市場一直低迷，直到
去年11月份，豪宅市場的銷售才出現一年來的首次
增長。
休斯頓地產市場發言人表示，從2015年8月到2016

年10月，由於當地受到石油價格大幅下跌，能源業
裁人不斷，也導致高價豪宅市場受挫。售出的房價
也未能出現過去的千萬美元的天價，因此石油和能
源業低迷對豪宅市場的衝擊最為直接。
去年休斯頓售出的最貴的豪宅以其獨特的設計和配

置而吸引買家，其中包括3000平方英尺的套房，以及特有的飲
料設備。

2016年休斯頓售價最貴的前5名地產分別是：
• 休斯頓2016年成交價格最貴的豪宅：527 Buckingham Drive
in Memorial: 占地16,385平方英尺，法國式風格，由Texana 建商
投入四年時間2014年完成，上市售價為1220萬美元，成交價格
介於1000萬至1180萬元之間。

• 高居第二的是位於 3688 Willowick in River Oaks的豪宅，由
著名的 Curtis & Windham 設計，建商Randy Ratcliff 2000年建成
， 英國Bayou Breeze鄉村風，面積1.6萬平方英尺。售價1450萬
，實際售出價格介於900萬至1100萬。
• 售價位居第三位的豪宅位於Woodlands 的15 Grand Regency
，占地兩英畝，豪宅占地1.7萬平方英尺，擁有9洞高爾夫球場
，衛生間數量12個，2006年建成，其中還包括3000平方英尺的
戶外娛樂空間。
• 售價第四位的豪宅仍然位於 Woodlands，88 Grand Regency
Circle，Dubbed DanMar Manor占地4英畝土地，業主為一名未透
露姓名的新澤西企業家在拍賣會上競價獲得，3000英尺的主套房
，1950年風格的飲料機器，私人浴場和設備齊全的影院廳一應俱
全。
• 第五位是位居3311 Del Monte in River Oaks，為歷史風格建
築，占地8115平方英尺，要價780萬美元，實際售出價格為570
萬美元至700萬美元之間。

毒品和貓砂分不清休士頓警察擺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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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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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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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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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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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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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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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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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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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時事圖片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星期二 2017年1月10日 Tuesday, January 10, 2017

巴西馬瑙斯市，壹輛卡車上裝滿了棺材。巴西亞馬孫州馬瑙斯市郊區壹所監獄發生血
腥騷亂，當地兩大黑幫犯人因派系鬥爭和毒品問題大開殺戒，造成至少56人死亡，其中多
人被肢解或砍頭。目前暴亂雖已結束，但有144名囚犯趁亂越獄逃走，巴西警方正在全力
追捕中。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3日評論稱，這是亞馬孫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壹次監獄暴
動，也是巴西歷史上第二大規模的血腥監獄暴動。不少囚犯家屬接到這壹消息後，聚在監
獄門口，現場哭聲壹片。

““和服小姐和服小姐””站臺東京證券交易所站臺東京證券交易所 微笑招手畫風好甜微笑招手畫風好甜

日本東京證交所，笑容甜美的“和服小姐”們在這裏迎接2017年
首個交易日。

加沙動物園動物被餓死加沙動物園動物被餓死
幹屍成為兒童玩具幹屍成為兒童玩具

巴勒斯坦加沙壹所動物園內巴勒斯坦加沙壹所動物園內，，
被餓死的獅子和小馬被做成幹屍擺被餓死的獅子和小馬被做成幹屍擺
放在空地上放在空地上，，成為兒童的玩具成為兒童的玩具。。

巴
西
監
獄
暴
動
致
數
十
人
死
亡

巴
西
監
獄
暴
動
致
數
十
人
死
亡

大
卡
車
搬
運
屍
體

大
卡
車
搬
運
屍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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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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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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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國企業在德國共進行了45

次並購，項目數量和金額都創下歷史紀

錄。圖為去年7月，德方員工在中企投

資的模塊化液壓系統供應商林德液壓的

現代化廠房內工作。

核心閱讀
據德國普華永道會計事務所統計，

2016年中國企業在德國共進行了45次並

購，總金額超過110億歐元，項目數和

金額都創下歷史紀錄。中國駐德國使館

經商處官員對本報記者表示，中德加強

投資合作互利雙贏，雙方企業、政府都

有進壹步加強合作的內在需要。

投資呈現多元化趨勢
普華永道的統計沒有重復計算壹些

早期交易項目，也沒有把發生在其他國

家的並購帶來的德國子公司股權轉移算

成中德並購記錄。如果根據安永咨詢公

司的統計，2016年1月到10月，中國企

業在德國並購數為58個，比2015年全年

多出19個，金額達到116億歐元。

普華永道並購服務交易合夥人王煒

對本報記者表示，近年來中國對德投資

並購持續發力。2010年之前，中國企業

主要投資德國傳統機械制造業或工業產

品行業，並且將近1/3為破產企業收購。

但從2010年到2015年底，中國投資者6

年間在德國投資了將近 150 個並購項

目，其中19個項目交易額超過1億歐

元；另有11個項目雖然交易額不足1億

歐元，但標的公司在全球均擁有超過

1000名員工。

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對德國

投資呈現加速和多元化趨勢。首先是大

型項目顯著增多。2010年以前未出現過

1億歐元以上的並購，2010年到2015年

壹共有19起上億歐元的並購，但沒有出

現10億歐元以上的交易，而2016年壹年

就出現了16起上億歐元的中資並購，其

中有3起在10億歐元以上：美的收購庫

卡（46億歐元）、三峽集團收購德國最

大海上風電場Meerwind（估計金額16億

歐元）、北京控股收購EEW垃圾能源公

司（14.38億歐元）。其次在投資領域方

面，制造業領域的交易（汽車產業、機

械工程、壹般工業產品）仍占總數的壹

半左右，並將保持穩定，同時中國投資

者逐漸將興趣轉移至德國的醫療、服

務、環保技術和消費品行業等領域。比

如2016年中國企業首次全資收購了壹家

德國私人銀行。另外，民營企業在對德

投資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

並購是互利雙贏之舉
德國公眾對中國並購的認知越發正

面。但2016年多起大規模並購項目在德

國引起了壹些爭論。

在德國政府部門幹預

下，去年 10 月有兩

起中資並購案被中

止。王煒強調，關於

中資並購的壹些論調

脫離了事實依據。中

企對德並購看重的是

技術、市場和品牌，

有著長遠的戰略目

標。近年來被收購的

德國子公司大多數發

展良好，不少中國投

資者在德進行“連環

收購”，這表明絕大多

數的中國在德並購活動

是互利雙贏之舉。

不久前德國經濟

專家委員會向德國總

理默克爾提交的最新

年度經濟評估報告稱，

2015年中國在德直接投資額約為20億歐

元，但僅占外國在德凈投資總量的4.7%。

這壹數字相比其他國家和地區，如瑞士

（14.4%）、美國（28.1%）、歐盟（60.8%）

還有很大差距。報告建議德國應該對中國

投資者保持開放姿態。聯邦政府應該致

力於保證開放的市場準入，因為這將

更有利於改善國際分工。

中國駐德國使館經商處公參王衛東

表示，中德經貿合作正在從傳統的雙邊

貿易向投資合作、創新研發、區域發展

等更多領域拓展，進入“提檔升級”的

關鍵階段。他指出，世界經濟復蘇乏力，

以數字化、網絡化為特征的新壹輪產業

革命正在孕育興起，雙方企業、政府都

有進壹步加強合作的內在需要。從企業

合作角度來看，兩國企業優勢互補，強

強聯合，在數字化轉型以及國際化經營

等方面都是對方理想的合作夥伴。預計

未來壹段時間，雙向投資仍會延續快速

增長的勢頭，尤其是中小企業、民營企

業的投資會繼續增加。雙方企業在設計、

研發、檢測、服務、管理等更多環節將

開展深度合作。

“資本寒冬”下共享單車緣何受追捧？
綜合報導 從2015年下半年起，“資本寒冬”

就成為創投圈人士的共識，但共享單車領域卻壹枝

獨秀、屢獲融資。

智能共享單車平臺摩拜單車宣布完成新壹輪

（D輪）2.15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5億元）的股權

融資。騰訊、華平投資領投本輪，新引入的戰略和

財務投資者包括攜程、華住、TPG等；紅杉、高瓴

等現有股東均跟投本輪融資。

據不完全統計，過去三個月，包括摩拜、

ofo、小鳴、優拜等多家共享單車公司共計獲得10

輪融資，已有30余家投資機構加入了這場混戰，

金額高達數十億元。

在資本的追捧之下，共享單車市場成長迅速。

2016年是共享單車元年，但根據艾媒咨詢日前發布

的《2016年中國單車租賃市場分析報告》，2016年

中國單車租賃市場規模可達0.54億元，用戶規模可

達425.16萬人。而平安證券的研報則指出，共享單

車未來蘊藏的市場規模在120億元到200億元。

在“資本寒冬”下，共享單車緣何如此受追

捧？事實上，無論投資人還是創業者都清楚的壹點

是：錢並不少，只是資本在經歷了2015年上半年的

無理性瘋狂之後，趨於理性。而共享單車受資本追

捧，自然有異於壹般行業之處。

首先，與滴滴等專註中長途出行需求的服務商

不同，共享單車企業專註的是短途出行需求，即解

決市民出行“最後壹公裏”的難題。事實上，這壹

點共享單車已經做到了，“地鐵+共享單車”已經

成為不少大城市市民出行的新方式。

其次，目前諸多城市面臨交通擁堵、空氣汙染

等問題，市民飽受困擾，共享單車這壹綠色環保、

門檻較低、取用便捷、費用低廉的出行模式，符合

時代潮流。

再次，政府有關部門對共享單車總體而言持支持

態度。例如，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員會2016年12月發

布 《關於鼓勵規範互聯網自行車服務的若幹意見

（征求意見稿）》，明確促進互聯網自行車健康發展，

保障各方合法權益，同時要求規範自行車的停放；上

海市也將出臺類似規定，支持共享單車規範發展。

最後，作為共享經濟的類型，以滴滴和優步為

代表的共享出行模式在“互聯網+”時代被證明具

有非常強的用戶集聚能力和資本變現能力。共享經

濟在改變出行方式上的成功應用讓人們看到了它朝

著更加便利方向發展的可能性，而其在共享單車上

的成功應用強化了人們的這種判斷。

正如互聯網分析人士孟永輝所言，共享單車在

資本寒冬下依然能夠獲得資本關註，並非單單是因

為它代表著壹種綠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它更多的

是壹種對“互聯網+”時代優質經驗的傳承，壹種

消費升級市場環境的應對，壹種重塑商業模式的嘗

試。共享單車將平臺在共享經濟當中的作用進壹步

放大，改變了原有的“用戶+平臺+用戶”的模式，

變成了如今的“平臺+用戶”的模式。

不過，共享單車畢竟是壹種新生事物，其發展

時日尚短，還存在很多不足之處，例如人為損毀、

亂停放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後期還會面臨運營維

護方面等問題。因此，對共享單車企業而言，發力

共享單車，不應只是資本的遊戲，更應該註重產品

質量的把控、用戶體驗的改進和線下運營服務水平

的提高，這樣才能持續發展。

中企對德國投資並購持續續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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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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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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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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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設 備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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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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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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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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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副 刊1229D06

不久前的一個週末，上午九時許，我和妻去超市購物
，回到樓下時，已十點多了。在電梯裡，我下意識的摸摸
腰帶上的鑰匙扣。糟糕，鑰匙不在！再摸遍全身上下大小
口袋，都不見鑰匙的蹤影，妻說恐怕是丟了。說話間，電
梯就停在了三樓。我納悶的走出電梯口時，遠遠的看見好
像有人堵在家門口。走近一看，原來是 M 女士。“你們回
來啦，鑰匙一直插在門上哩。我拍了幾次門，不見有回應
，估計你們是出門去了。”聽著 M 女士的述說，我才想起
：早上出門到了樓下，發現忘了帶手機，便獨自返回屋裡
取。因為走得急，進出都忘了拔鑰匙。“Thank you……”
還沒等我說完，M 女士就摁下電動輪椅上的按鈕，微笑著
朝我們點點頭，緩緩的離開了。事後有人告訴我，M 女士
已在門口守候了很久。

M 女士和我們同住一棟公寓樓。她是 Y 裔美國人，看樣
子已年過半百。她下肢殘疾，行動靠輪椅。但她樂觀、自

信、熱情。無論見到誰，都給人一個燦爛的笑容，使
人感到特別親切與舒服。儘管活動能力受限，她也熱
心為公眾、為他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她給我的
印象，不是殘枝敗葉，而是一枝堅韌、純潔的冰山雪
蓮，美而不嬌。

多年前讀過一則新聞，講的是一個感人肺腑的真
實故事。某地一位中年婦女不幸被毀了容，本是漂亮
的她剎那間面目全非，自覺無顏見夫君兒女，絕望中
欲求一死了之。在這緊要關頭，她的女兒卻含著淚說
：“媽媽，無論怎樣，你在我們心目中，永遠是世界
上最美的女人。”女兒的話，使這位不幸的母親重新
揚起生活的風帆……

其實，女兒說母親“最美”，並非對母親外表形
象的評價，而是對母親的感受和認同，是對母愛更深
層次的發現。從某種意義上說，所謂美，就是這樣的
一種感受，一種發現，一種認同。世間事物千姿百態
、千差萬別，完好與殘缺，美與醜，很多時候是相對
而言的。有的事物雖然有殘缺，但也不乏美，甚至很
美。這在於我們是否發現它、認同它。滿月如輪固然
美，殘月如勾亦不失其美；維納斯斷了雙臂，仍以殘
缺美和含蓄美震撼世界；劫後的圓明園，雖已成了歷
史的陳跡，但那斷壁殘垣卻永遠向世人展示著如泣如
訴的一份淒美；而在歷屆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上,
殘障人士表現出來的驚人的意志、毅力，以及自強不息的
拼搏精神，更是美不勝收。

出生于 1955 年的張海迪，5 歲時因患血管瘤導致高位
截癱，喪失了上學讀書的機會。但她人殘志不殘，躺在床
上或坐在輪椅上堅持自學，艱難地學完小學和中學的全部
課程，以及大學英語、日語、德語、世界語等多門外語，
並攻讀大學和碩士研究生課程，獲得哲學碩士學位；還讀
完了針灸學、人體解剖學、內科學、實用兒科學等門類的
醫學書籍，並運用學到的醫學知識為群眾無償治病。1982
年結婚後，她在丈夫的關愛、支持下，毅然走上文學創作
的道路，在病榻及輪椅上創作和翻譯了 100 多萬字的作品
（其中不少作品獲大獎），被譽為“當代保爾”。她關心
公益事業，積極參政議政，歷任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和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連續當選中國殘聯第五、六屆
主席團主席，2014 年 10 月當選康復國際主席，2016 年 8 月
擔任裡約殘奧會中國代表團團長……幾十年來，張海迪為
推動殘疾人事業的進步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曾被授予“全
國勞動模範”等多種榮譽稱號，並獲“亞太殘疾人權利領
袖獎”。她以實際行動告訴世人：殘缺也美，殘疾人也可
以活得很美。那是一種堅韌不拔的美，一種樂於奉獻的美
，一種永不凋謝的美。

殘缺也美，甚至很美，這是不爭的事實。許許多多的殘

疾人士，在艱難曲折的人生道路上，堅持不懈的與頑疾抗
爭，與厄運抗爭，征服一個又一個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
創造一個又一個常人都不容易企及的奇跡。他們展示給世
人的，是一顆積極向上、永不言敗的美好心靈。

美國第 32 任總統佛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19 歲患上
了脊髓灰質炎症，喪失了正常站立行走的能力。但大多數
的美國人不介於他身體殘疾，不介於他拄著拐杖走路，不
介於他坐著輪椅工作，而是認同他過人的膽色、超群的智
慧、堅強的意志、出色的政績和豐富的經驗，一屆又一屆
的選擇了他，使他成為美國歷史上唯一連續四屆當選、迄
今為止執政時間最長的總統。其人性之美、人品之美，人
格之美，光耀美國大地，影響著一代又一代追求自由幸福
的美國人。

毋庸置疑，對於殘缺事物，尤其對於殘疾人士，只要我
們付以真情和愛心，多包容，少挑剔，就一定會發現和認
同蘊含在其中的內在美，讓它在寬鬆和諧的環境中積澱昇
華，綻放異彩；相反，如果我們總是評頭品足、責備求全
，覺得這也不順眼，那也不稱心，甚至鄙夷之，嫌棄之，
那就會錯失許多美好的機遇，錯失許多美好的心情，錯失
許多美好的事物。像前面所述，在那緊要關頭，當兒女的
如果不熱愛母親，不同情母親，不理解母親，不鼓勵母親
，不支持母親，就會失去自己最親愛的人。

殘缺也美
文/錢 錚

張海迪張海迪（（網路圖片網路圖片））

輪椅上的總統輪椅上的總統———佛蘭克林—佛蘭克林··德拉諾德拉諾··羅斯福羅斯福（（網路圖片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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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晚 7 時許，我攬著故鄉圓月，乘坐 UA808 航
班，經過 13 小時的“穿雲破霧”，平安抵達了首都華盛頓
。

舉頭望明月，明月笑盈盈。感謝故鄉月，長途飛行中，
她與我可用寸步不離作比。圓月隨我回美國，我摯愛的親
朋好友卻割捨在大洋的另一邊。心不快，情不悅，濕眼眺
東方。

11 月 6 日——15 日，是我與故鄉的歡聚期。前 4 天，精
力集中在第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上，後 5 天，我被親朋好
友的盛情給淹沒了。

會議結束後，11 日上午 9 時許，外甥女李美村驅車把我
接回了家……

三姊的淚水洇濕了我的肩頭，我的淚水潤澤了姐的心田
。淚，是思念的細雨，綿綿在離別的歲月裡；淚，是興奮
的甘露，唰唰在重逢的歡樂時。

耄耋之年的三姊扯著我的手，邊指邊說：“桌上這 8 個
萊陽梨，是你兒時的最愛；這一筐是煙台的國光大蘋果；
這一盆是北京大棗；這一堆是美國買不到的大方柿子；這
一盤是揚州的小籠包；這幾棵娃娃菜是高寒菜......”

“娃娃菜是近幾年從日本引進的新品種。據說，它性微寒
，經常食用可養胃生津、除煩解渴、清熱解毒什麼的。”
美村插話。

三姊抓過一棵像炊帚那麼大那麼粗的‘新品種’： “今天
中午，姐就用娃娃菜給你做熱湯麵，媽媽味兒的。”

媽媽，我不滿25歲，她老人家就撒手人間了。那年那月
那天，我真的把天都哭黃了。母愛就此全無？不，三姊和
家人不一直在為我盡心嘛。

內心充滿感激，歷經人生重重磨難的我，為何還能如此
樂觀向上？一是繼承襲了母親的遺傳基因，二是在父母和
姊姊們的寵愛與呵護下，我心靈的藍天一直碧透碧透，胸
滿陽光，陰霾從無。

“心體光明，暗室中有青天。”——《菜根譚》。
心體光明，乃人生幸福快樂的根本。總能發現當下快樂

，像是我的與生俱來。能不快樂嗎？我的雙腳剛踏上故鄉
的土地，手機裡的短信即刻爆滿。一入住北京新世紀日航
飯店，美村就發來微信：“老姨，您需要什麼，缺什麼我
給您送過來。要不，這就給您送些水果？” “這裡什麼
都有，你正在評職稱，別為我分心。”我火速回覆。

進京的第二天晚上，師妹李朝霞夫婦就直奔飯店與我
見面。幾十年的心碰心，千言萬語化作一句話：基礎情誼
牢不可破，彼此間早已情同手足了。隨即，2003 年去雲南
采風時，結識的北京帥哥兒梁飛、老街坊何歡小妞妞和
2014 年為我編書的李猛小伙子，他們都在百忙中，抽空到
酒店與我歡聚、暢談。

緊接著，老街坊余鳳蘭捧著 19 朵紅色的康乃馨，跑到
“新世紀”為我獻花。曾經，鳳蘭和我同住在西城區西斜
街 62 號的院落裡。那時，情投意合的我與她，有著同樣的
耳環，同款的羽絨服，同樣的興趣與愛好——喜歡清靜、喜
歡把自家收拾得乾淨整潔。

30 年前的 1986 年 10 月 18 日清晨，我灑淚走出 62 號的那
一刻，鳳蘭沒露面。直到 1997 年夏天，我重回故園，她才
真情告白：“我不敢親眼看到您遠去的背影。不送行，才
能留住您從沒離開我的感覺呀！”話說至此，她抱緊我，
無言無聲只有淚。

此次見面，我倆擁在一起，久久不肯鬆開。這一次，也
不知是誰用力過猛，我左邊的肋骨受傷了。那幾日，疼得
我連大氣兒都不敢喘。我樂享這份憋足了勁的“碰撞”，
所碰撞出的真情火花，可在京城的夜空閃爍，閃爍。

京城的夜空，華燈輝映著眨眨繁星。夜幕下的豐澤園，
富麗堂皇，更加炫人眼目。11 月 12 日晚，美村與夫婿周成
斌在此設宴，為我接風洗塵。

豐澤園是個四進大院，青堂瓦舍、門面精飾、環境高雅
、風格別致的大飯莊。豐澤園飯莊是經營正宗山東菜的著
名老字號，乃舊京城“八大樓”之一，創辦於 1930 年，所
烹飪的山東菜，以濟南風味和膠東風味為主。

生在膠東，長在膠東的我，舉步豐澤園，那香氣四溢
的家鄉美味，即勾起我透心徹肺的思念，想爹娘，想婆婆
，想已同老人們“定居”在天國的大姊、二姊和婆家大姊
吳博英。

同行的美村似猜透了我的心思，連忙把我拉進他們事先
訂好的包間裡。成斌一步上前，拿起菜單簿：“老姨，您
想吃什麼，敞開點。”

專程從大連赴京看我的外甥女麗子湊了過來：“原本打
算，今晚上用我帶來的新鮮魚給俺三姨和小姨包山東風味
的餃子吃。”

“這外甥女可真孝順啊！你小姨一回來，你立馬就進京
。”鐵哥們兒楊力強出現了。

“那當然了，俺小姨就是去新疆、西藏，俺也會跑去看
俺小姨的。” “嗨，這外甥女，我咋沒有哇！”強子
哈哈笑。

我搗他一拳：“你老小子啥時鑽進來的？”
“不是鑽，是請。”美村調皮一笑：“您回來，哪能不

請您的鐵哥們兒呀！”
楊力強可謂我在京的發小，也是男性中唯一的鐵哥們兒

。多少年如一日，鐵打的友情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應了那
句話：不以勢異，不以境遷，歷久彌堅。

怎能忘，在我落難的那些年，連自家的另個姊姊都與我
劃清界限，脫離姊妹關係，而強子卻在竭盡全力救我、幫
我。他為我送當歸紅棗湯、買藥醫口苦、請人幫我治療甲
溝炎、為小兒拍下來世間的第一張照片……

尤為難得，強子竟用錄像機讓我的老父親“重返”人
間了！

22 年前的 1994 年 11 月，我的首部長篇小說《湧進新大
陸》在山東友誼出版社出版了。是年的 12 月 4 日，當出版
社把書送我三姊家時，強子用錄像機幫我和家人留住了幸
福的永恆。

此次回京，強子把當年的錄像作成視頻，又轉到了我的
手機上。爹，看到活生生的老爹出現在手機的視頻上，我
不禁熱淚分流，一行痛，一行樂……

17 年前就與世長辭的老爹“復活”了。爹在說，爹在
笑，爹拿起《湧進新大陸》在一頁一頁地翻著看。看見了
，爹的笑容滿盈在88歲的皺紋裡。

那一刻，我本能地把視頻轉發給在美國的兒子、在山
東的外甥王力軍。兒子看後發來微信：“媽，楊力強叔叔
為宋家留下富有生命力的史料。”轉瞬間，力軍也有動靜
了：“珍貴、心痛！感謝楊力強，宋家的‘太史公’。”

昨晚，越洋電話裡，強子這樣說：“等醫院裡的雜事
處理好了，我會把姥爺那個視頻製成盤，等你下次回來再
帶回美國去。”

“謝你啦，強子！”
“說什麼哪，哥們兒！”話畢，他又補問一句：“你什麼

時候再回來呀？”
“下一個月圓時。”
“拿哥們兒開涮不是，月圓月月有。”
“我恨不得月月都能跟親朋見面啊！”
……

最深的眷戀
文/宋曉亮

1229D08

幾天前應邀去華府華人作家協會去演講。
剛一入場就有一位高挑女子熱情洋溢地朝我走
來，自我介紹是多年前就已結識的網友，讓我
猜猜看她是誰。我兩眼昏花、一時窘迫，只好
承認自己是笨伯，於是她說她叫冰花。啊，原
來是多年前我在網上曾經編輯過的一個文藝刊
物的撰稿人，在海外華人圈子裡亦頗有名氣的
詩人冰花。

熱情洋溢的她，頂著這樣一個筆名，誇張
浪漫到了極致，難怪要去做詩人。在我演講過
程中，她一直恭恭敬敬地坐在第一排。輪到聽
眾提問時，她開口便問我對詩歌的看法，簡直
近乎於問道於盲。我趕緊聲明我不懂詩，又急
中生智地找出一段收錄於自己近作的“詩論”
來做擋箭牌。

記得我是這樣寫的，“對於詩歌，我向來
是門外漢。這裡暫且不談的是，解讀詩歌會有
分歧，因為那是肯定的。也不談蘿蔔青菜，各
有所愛，那也是必然的。同一首詩，你去問兩
個名家，一個可能說極好，一個可能說極壞。
記得這話好像是劉半農說的，真真講到了我的
心坎兒上”。

也就是說，相比其他藝術形式而言，詩歌
是最無定論的，各人眼中的好詩，往往大異其
趣。手頭現成的例子就是，當我演講完畢，冰
花拿出一本她的詩集相贈，我回家翻開一看，
前面有兩篇推薦性的序言。二位作者恭維舉例
推薦的冰花的詩，竟然沒有一首是一樣的。而
在我這個詩盲眼裡，先是完全不理解第一位的
推薦，接下來雖然能領會第二位推薦的幾首，
但很快又不能理解他接下去推薦的另外幾首了
。可見就是在三位讀者那裡，也不能統一認識
。

這本詩集名叫《這就是愛》，除了兩篇序
言外，還有冰花的詩作一百二十五篇，結集在
這樣一部書名下，應該都算是愛情詩了。可惜
我不但不懂詩，尤其是不懂愛情詩。可憐我這
一輩子，連一首情詩都沒有寫過，你說算不算
情商等於零？
就連我這樣的詩盲，也從冰花的這批詩裡看出
了一點情趣。例如，有一首詩是這樣的：

《一句話的代價》

等待一句話
花了一年的代價
有了一句話
不是 等待的一句話
於是 付出了終生的代價

真是一首具有哲理悟性的愛情小詩。然而，恕
我直言，如果是我有這樣的靈感寫得
出這樣的好詩，我會做一處細微的改動，細微
到連一個字都不改，只是稍微挪動一個位置。
我會把“不是 等待的一句話”，寫成：“不
是等待的一句話”。這樣調整一下音律的節奏
，或許會更加順暢自如一些。試問，變成這樣
可好？

《一句話的代價》

等待一句話
花了一年的代價
有了一句話
不 是等待的一句話
於是 付出了終生的代價

這次閱讀時，有一首小詩似曾相識，因為當年
好像編入過我主編的網上文學雜志。它是這樣
寫的：

《驚鳥》

哦 嚇了一跳
原來是一只鳥
從樹上飛走

不知道
是我嚇著了它
還是它嚇著了我

好牛的鳥
我回頭
它沒回頭

我不知道這首詩，算不算愛情詩，哪裡算愛情
詩，但如果算，想一想，還真牛！

當然，冰花筆下還有更直白的愛情詩，但也寫
得深沉、大度、雋永。例如這樣三首：

《愛戀》

有沒有這樣一種愛戀
離開你
變成你身後的一雙眼
寒風來前
把披風搭在你的肩

有沒有這樣一種愛戀
離開你
變成你的左右手
下雨前
為你撐起一把傘

有沒有這樣一種愛戀
離開你
讓往日的誓言
通過別人來兌現
你卻蒙在鼓裡邊

有沒有這樣一種愛戀
離開你
忍辱負重吞下千恨萬怨
只為你
有個更美好的明天

《如果》
如果我的愛
成了你的負擔
如果我的真心呼喚
不能使你的心意回轉
請你一定要告訴我
我會選擇悄然離開

我會重新適應
沒有你的生活
也會慢慢地尋找答案
為什麼我真誠付出
收獲卻是如此的干癟
我還會把你藏在心窩
也會為你
一聲聲祈禱平安

當你到了鬢發花白的殘年
回憶你的一生的愛戀
我也能占據一個小小的空間
那樣
我因你而苦了的余生
就沒有了一絲絲的怨

《你在》
你在
有約見
有分手
你不在
天天見面
趕也趕不走

當然，也有寫得活潑有趣的，例如這一首，投
入郵筒的豈止是一封信，分明是一顆心喲：
《投心》

早春
把狂跳的心
裝入信封
羞到信箱
咬咬牙 手一松兒
一顆心滑入

臉紅 捂住雙眼
手縫裡邊 沒人看見
跑開 一溜煙兒

綜上所述，冰花的這本詩集裡，有著上述值得
玩味的幾首小詩。我曾在一篇寫卞之琳的書話
裡說過，“舞台上的戲劇演員，哪怕是名角，
隨便哪場演出也不能稍有差錯，一個晚上演砸
了，很可能就毀了一輩子的名聲。而對於詩人
，讀者則幾乎是給予無盡的寬容，從來不在乎
詩人寫過多少壞詩爛詩，只要能有一首滿意就
行。一首十足的好詩，就能讓一個人一輩子無
愧於詩人的桂冠。”。
所以，能有以上幾首不錯的小詩，這本詩集也
就應該算是物有所值了。何況還有下面這樣一
首：
《雙面扇》

一面是春 一面是秋
你是那春 我是那秋

春與秋
一紙之隔
天涯之遙

春與秋
常有相同的溫度
卻永遠不屬於
相同的季節

說了大半天，我這個詩盲
和詩人冰花，恰只是
常有相同的溫度
卻永遠不屬於
相同的季節

2016年12月13日星期二

朱小棣 （馬裡蘭州）

朱小棣：有花如冰我不識 -- 讀冰花《這就是愛》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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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1 million new jobs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The meeting comes shortly after SoftBank Chairman 
and Japanese billionaire Masayoshi Son, who is also a 
good friend of Ma and early investor in his e-commerce 
empire, pledged to invest $50 billion in the U.S. to 
create 50,000 jobs.
"Yes, we had a great meeting. It's jobs. You just saw 
what happened with Fiat (FCAU) where they're 
going to build a massive pl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ichigan," said President-elect Trump during a press 
Q&A after the meeting that was broadcast on CNBC's 
"Halftime Report" on Monday afternoon. 
"We're very happy, and Jack [Ma] and I are going to do 
some great things."
Trump has been critical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a 
trade perspective.

"I think the door is opened for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on trade issues. I'm thinking that the 
President-elect is very smart," said Ma He's very open-
minded and listens. So I tell him my ideas about how 
he can improve the trade, especially supporting small 
business."
Shares of Alibaba were up 1.2% to $95.01 per share in 

Alibaba has been planning to expand 
more aggressively into the US. The 
company has expanded its New York City 
US headquarters and has been making a 
push for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in its 
signature Singles' Day sale.
Alibaba also tweeted pictures of Ma 
walking to meet Trump and waiting inside 
Trump Tower.

Tweet From Alibaba Group
@AlibabaGroup

Jack Ma on the way to meet President Elect @
realDonaldTrump to discuss $BABA plans to 
create 1MM US jobs by helping small biz sell 
to China. 10:38 AM - 9 Jan 2017.

The meeting comes just a few weeks after Trump met 
with another Asian technology powerhouse, CEO 
Masayoshi Son of SoftBank. At that meeting, Trump 
took credit for a previously announced investment by 
a fund run by Son and said that the fund would help to 
create 50,000 jobs.
Following news of the meeting, Alibaba stock rallied 
and is up just over 1.26% as of 12:20 p.m. ET.     It had 
been trading in the red up until the announcement.
Related

Alibaba's Jack Ma Says 'Door Is Open' on 
China-U.S. Trade Relations
After Meeting With Trump

Alibaba (BABA) founder and executive chairman Jack 
Ma met with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at Trump 
Tower today to discuss the company's commitment to 

Jack Ma, the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Alibaba Group, 
met with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at Trump 
Tower on Monday.
Ma and Trump met with reporters briefly after the 
meeting and said they discussed plans to create 1 
million US jobs by allowi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to sell to China through the company's 
platforms.
"Alibaba wants to create US jobs by helping US small 
businesses and farmers sell to China's 300 million-
strong middle class," said a tweet from Alibaba.
"We had a great meeting." Trump told reporters. "[Ma 
is] a great, great entrepreneur, on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He loves this country and he loves China."
Ma told reporters at Trump Tower that the two discussed 
allowing US products such as "garments, wine and 
fruit" to be sold on the platform. Additionally, Ma 
said that the discussion included talk on the need for 
China and US to improve their relationship. Trump has 
repeatedly attacked China for their economic policies 
and accused the country of stealing jobs away from the 
US. Additionally, Trump has said he may raise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sold in the US.

midday trading on Monday.
Since Alibaba'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n September 
2014, which raised $25 billion in total, the e-commerce 
giant has been seeking channels for U.S. expansion.
"We want to help U.S entrepreneurs, small business 
owners, and brands and companies of all sizes sell their 
goods to the growing Chinese consumer class. Chinese 
consumers will get to buy the American products they 
want. This, in turn, will help create American jobs and 
increase U.S. exports," wrote Ma in an Op-Ed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ack in 2015.
Alibaba Group president Michael Evans, a former 
top Goldman Sachs (GS) executive, who oversees the 
company's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strategy, will also 
meet with Trump.
Back when Trump was first elected in November last 
year, Ma said that he's not afraid of a Trump presidency, 
citing the importance of a healthy and positive China-
U.S. Relationship.
"He's a smart 
person, he will 
adjust," Ma 
told CNN in 
an interview 
in November. 
"He will never 
neglect th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Exactly what 
Alibaba's U.S. 
i n v e s t m e n t s 
would look like remains to be seen. That said, Ma 
has been vocal about his intentions to expand Alibaba 
beyond its home market and outside its wheelhouse of 
e-commerce.
In October, Alibaba announced it had acquired a 
minority stake in Amblin Partners, Steven Spielberg's 
film, TV and digital content creation label. Terms 
of the acquisition weren't disclosed. (https://www.
thestreet.com/story) 

reshuffles ahead of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in autumn, 
in which the new line-up of the next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the top decision-making body, will be 
unveiled.
Zhan Jiang, an international news and communications 
professor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said 
tighter internet controls were expected.
“Any news that involves high-level politicians will be 
deemed to be sensitive news,” Zhan said. “Regulations 
over public opinion are inevitable.”
Zunyou Zhou, a senior researcher at Germany’s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Foreign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gree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tighten its grip 
on internet content this year.
“China’s internet regulation agencies have two 
missions,” he said. “The first one is to promote ... the 
adop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second is to ensure information security, which 
many interpret as internet control.”
China internet controls are a step backward
A study l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scholar Gary 
King said that ¬every year Beijing faked about 488 
million social media comments that prais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efforts.
In June last year, the government vowed to crack down 
on online comment at news websites and social media, 
saying these disrupte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harmed “a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public opinion”.
In December, the government tightened its grip 
over the live streaming industry by ordering stricter 
registration of the sector’s websites.
(Courtesyu http://www.scmp.com/news/china/
policies-politics/article) 

China’s top cybersecurity officials have pledged 
loyalty to th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head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the lead-up to a major party 
congress this year, a move pointing to tighter controls 
on the internet.
At a national meeting of directors at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C) on Tuesday and 
Wednesday, the officials said one of their priorities was 
to cultivate an online environment that was “conducive 
to a successful 19th party congress”.
In a statement, the directors agreed that the level of 
urgency and the frequency that Xi had spoken about 
cybersecurity last year were both “rare” in history. 
They also pledged their absolute loyalty to Xi.
China cybersecurity law likely to harm foreign firms 
operating on mainland, says Asia finance body chief
Other priorities were cleaning up cyberspace, 
strengthening cybersecurity and promo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cross various sectors.
The statement comes in a critical year of leadership 

China’s Cybersecurity Chiefs Pledge Total Loyalty
To Leadership Under Xi

Alibaba Founder And CEO Jack Ma Meets With Trump, 
Pledges To Create 1 Million New US Jobs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January 10, 2017  |  John T. Robbins,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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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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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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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 Jinping: “...Every country has the right to preserve its 
own information security."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J. Trump And Alibaba Founder And CEO 
Jack Ma Met Together At Trump Tower In New York City On Monday.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J. Trump And Alibaba Founder 
And CEO Jack Ma Shake Hands After Their Successful  
Meeting Monday At Trump Tower In New York City On 
Monday.

Online Environment Will Be ‘Conducive To Successful 19th Party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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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行者 — 時代楷模
博大精深武學傳  深明大義醫術精（第二篇）

—記武學大師、醫學大師李國忠教授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有的放矢降血糖綠色安全保健康

( 接 1 月 3 日 B8 版）
功成名就 濟世為民
李國忠教授遲暮之年，為宣揚中華武學，

弘揚中華醫學文化，前往美國後，在休斯頓還
運用“內功秘笈”治愈了雙眼瞎了八年的老太
太，他的丈夫寫了感恩信，好轉後劉麗婧可以
動，可以下五子棋在各華文報上登載。另一位
病員十年腦溢血後遺癥又得了嚴重的腎衰竭。
在他多次的感恩信中詳細寫了經過，都在 各報
刊登了，在報刊上刊登了“遇到神仙李國忠大
師”。在美國一年的時間內，被“世界名人堂”
收錄其事跡，成為了名副 其實的名人。另受邀
請在第一次世界針灸和醫學聯合大會上作了特
殊的論文報告取得對自己醫學的有力證明。

江西省方面登載了一篇題為“東方武神首
創生命奇跡——劉麗婧康復傳奇”的文章：江
西省電視臺來上海奉賢區功夫保健特許培訓基
地專訪轟動美國和北美洲的美國德州大學阿靈
頓分校年齡最小的女博士劉麗婧和武醫大師李
國忠。劉麗婧 21 歲，於 2009 年 7 月 13 日，突
發腦溢血，帶著呼吸機昏睡不醒整整兩個月，
美國醫院決定放棄治療的意思。在此期間，中
國駐美休斯頓領事館副總領事和兩位領事到醫
院探訪。2009 年 10 月 24 日劉麗婧在美國醫
生的陪同下乘坐專機送回江西吉安老家中心醫

院、後轉入江西省中醫院接受康復治療。此間，
江西省各家電視臺，山東衛視、重慶衛視、江
西《江南都市報》、武漢《長江日報》、和中
國新聞網、新浪網站等各大網站媒體相繼做了
跟蹤報道。在美期間美國的世界日報、達拉斯
時報等美國多家媒體做了報道。由於對女兒前
途的不樂觀於 2010 年 9 月 9 日劉軍夫婦經伯樂
上海威寅醫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蔣誌榮
醫師和美籍華人楊幼芬醫師介紹帶著女兒劉麗
婧，慕名來到上海功夫保健基地接受李國忠大
師在不服藥物、不註射針劑的前提下，采用“內
功秘笈傳統運動健康療法。”

劉麗婧在被美國醫院診斷為，蘇醒後是植
物人狀態，決定放棄治療！

這麼優秀年輕的生命就結束了嗎？自從劉
麗婧轉入上海忠明保健科技有限公司奉賢區特
許培訓基地內，李國忠大師在一個月中的功夫
保健裏在她身上出現了許多難以想象的奇跡：
聽覺和思維程度提高了；有辨別能力，肌張力
明顯降低，改善了的僵硬臉部，經常露出了笑
容，而且能自己拿吸管吸牛奶了；對看望她的
人能彬彬有禮的舉手打招呼，能控制自己的情
緒；近來，能用右手抓著橫桿站立，右偏癱的
右手右腳都能活動起來了，而且能拄著拐杖行
走。這樣奇跡般的出現，足以說明中國的中醫

對神經系統疑難雜症患有顯著的療效。李國忠
大師也正在為中國傳統的中醫屹立於世界民族
之林的地位和威望一如既往地做著不懈的努
力！

愛的延續讓劉麗婧生命的奇跡也正在不間
斷地延續著……

李國忠教授挽救的並不是劉麗婧一個人，
她的康復是向全世界類似的病員都亮起了康復
“有希望”的綠燈！ 這是世界醫學史上一大突
破，也是中國傳統武術文化光輝燦爛的一頁，
也是顯示中國中醫武醫療法，向世界醫學界推
薦了最新最先進的無毒素的康復療法即“內功
秘笈”療法。對世界人民健康有利！ 2011 年
朋友邀請李國忠教授到北京。為一位老同誌治
兩次腦梗後遺症，他到處求醫，坐了兩年多輪
椅，經李教授運用三次“內功秘笈”後，他就
可以自己站起來，獨立的在他兒子辦公室裏走
了三圈！看完病後才知老先生的身份，事後才
知道這位老先生是退休的領導干部，可惜他後
來沒有來上海復診和鞏固（有他和李教授的合
影並送李教授一本書）。目前李國忠教授在美
國的基礎上將憑借著自己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健
康的身體，對於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弘揚做出更
多的貢獻，繼續向世界大力宣傳中國的“內功
秘笈”，為世界人民健康服務！

李國忠聯絡電話：832-757-3787

冬天也是各種疾病多發的季節，尤其是對於老年人，這個
季節是心腦血管疾病高發的時間段，很多心腦血管意外也最容
易發生在冬季。因為，天氣變冷，導致血管的收縮，老年人血
管大都已經出現一些硬化，導致官腔狹窄，血管再一收縮，使
得血管的官腔更加的狹窄，就非常容易出現栓塞。造成腦血栓
。還有很多老年人在冬季，呼吸道很容易出問題，冷空氣的刺
激會引起氣管炎和支氣管炎，甚至肺炎，這些都是要足夠的重
視。

既然冬季對於老人有很大的健康威脅，我們更要注重保健
，增強免疫力健康度過冬季。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是珍貴的天然藥物
，它含有380多種成分，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小藥庫。它由動植
物精華有機結合而成，性味平和、無毒副作用， 可調節人體陰
陽、氣血平衡、“扶正祛邪”、防病治病；

一、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補“正氣”。

“正氣”相當於免
疫力，蜂膠能提高
巨噬細胞的吞噬能
力 提高 T 細胞和
細胞的活性，增加

抗體生成量 增強了人體免疫系統的抗病能力。換句話說，也就
是增強人體正氣，足以抗病防病。

二、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驅邪解表。病
毒病菌猶如中醫所指的外感六淫邪氣。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
（Multiflowers）是天然的廣譜抗生物質，消滅入侵人體的病毒
細菌，清除過氧化脂質和過剩自由基、這相當於中醫的解除外
邪。廓清內境，達到攘外安內的功效。

三、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能通氣血，消
腫塊。西醫上突變、癌變細胞所導致的病變如同中醫所說的因
七情過極、氣血不通，體內有害物質如痰、濕、火、濁凝結而
成的腫塊。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活血化淤，
通經活絡，攻補兼施，消除腫塊。從西醫的角度看，萬蜂牌巴
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是天然免疫調節劑。能刺激人體
的免疫機能和兩種蛋白的活性，增加抗體生成量。能刺激腫瘤

壞死因子、白芥素和干擾素的合成，有效抑制突變和癌變的細
胞。

四、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扶正祛邪。蜂
膠類似人參、黃連、蟲草、熟地等許多補益藥，能增進人體功
能。從西醫看，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能促使
細胞合成更多的ATP。

五、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能疏通氣血，
平衡陰陽。中醫講究人體氣血運行，如環無端，通則不痛、通
則不病。萬蜂牌巴西極品蜂膠能暢通氣血、平衡陰陽、協調髒
腑。這就類似西醫所說的微循環。微循環障礙則百病叢生。萬
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中含有蘆丁、槲皮素、高
良姜和咖啡酸等能降脂、降血糖。軟化血管，防止血管硬化，
有效改善微循環和細胞生態環境。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是大自然賜予人類
最好的禮物，是您健康的保護神！

電話：1-888-518-7778
網址：www.vikerm.com
電郵：vikerm.com@gmail.com
加拿大viker公司出品

增強免疫力健康過冬季

為使各界見證，醫術之精妙和願為廣大患者熱
心服務，進一步推廣“少林秘功”的目的，將自即
日起，每周二、四、六開展義診，歡迎大家來電預
約：832-757-3787。

“少林秘功”的最大特點：病人不需服藥、不
注射針劑、不開刀、不使用針灸的前提下，采用
“少林秘功”中的內氣功發功療病和防病的，對待
復雜困難病情時不按書本上的老路走，而是按自己
創新，突破的走“經”外奇穴、“經”外奇“經”
，再靈活的回歸到十四經絡使病情得以緩解和康復
！所以對患病的男、女、老、少都適用，而且收費
也按病情合情合理的對困難者還可以照顧，因此，
患者不必操心。

請看一位腦溢血患者手術和治療後，經醫院和
西方專家教授會診，下的結論是“就是醒了也是植
物人狀態，永遠不會有知覺了！”的斷語，劉麗婧
被判了死刑。事情是這樣的：出生在中國江西的美
國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的留美女博士劉麗婧，在
2009年學校宿舍突發腦溢血，經德州沃斯堡市哈裡

斯衛裡公會醫院搶救和治療三個
月後，由醫院和專家教授會診得
出以上結論。2010年9月9日劉麗
婧經介紹由他父母陪同來到中國
上海我的特許培訓基地保健部，
由本人對她運用了四個月的“少
林秘功”後，劉麗婧康復了，這
徹底推翻了以上錯誤的結論！她
的這一康復不僅僅是解決了劉麗
婧一個人，更重要的是向類似的
，大多數無希望的患者，亮起了
“有希望康復的綠燈”，為中國
中醫方面的武醫“少林秘功”在
世界醫學史上增添了光輝的一頁
。（有材料、照片、錄像。）

再一位60多歲有近10年腦溢血病史和伴有
三、四年尿毒症的病員，為了治病看遍了中美
各國醫生，得到的答復：右手、右腿想恢復功
能是不可能的！他求醫康復的信心徹底破滅了
，每天坐在沙發上像死人一樣，不能動。他經
“少林秘功”幾次後，就渾身產生了力量，右
手大拇指可以拿東西，右腿可以彎曲，而且可
以用力踢出去。頭腦也清醒了，現在完全可以
用單拐走路，右手還可以拎重的大提包，特別
是右手可以拿筆寫字了！他提出以後還要開汽
車！同時由於運用“少林秘功”後對洗腎也起
了促進作用，洗腎中心醫院最近也開出了證明
，說他小便檢查後連一點尿毒也沒有了，醫生
說：“這是建設醫院來第一例！”他自己非常
高興，寫了很多感恩信！他的腦溢血後遺症能
全面的，快速的康復起來，也是給所有腦溢血、腦
血栓後遺症的患者一個很好的好轉榜樣的介紹！這
對所有類似的病患者只要經過“少林秘功”都可以
康復，早日脫離苦海，希望病人本人積極爭取就診
，病人的子女應該孝順支持父母，報答他們的養育
之恩。
此65歲的病員還在美南日報上登了他遇見了“神仙
”李國忠大師的感恩信。（有材料可來我處查看）
。

第三位是89歲的老太太，她中風後必須用架子
（WALKER）撐著走也很困難，經運用“少林秘
功”後可以放掉架子走路很輕松。原來早上醒了後
不能起床，因為腰痛，兩大腿、小腿和關節都痛，
不能坐起來，也不能站起來。經“少林秘功”後可
以坐起來，大腿、腰也不痛了，可以自己直著走路
，頸椎也不痛了，可以自己隨意左右轉動，總之身
體健康很多，感謝李大師的熱情精心的為她康復，
謝謝。

第四位是50多歲的婦女，在為她用“少林秘功

”康復了各醫院認為復雜和難治的婦科病和幾十年
的腰痛——每次腰一痛就要臥床幾天的重病症也痊
愈了，多年的花粉症也康復了，她深深的體會到
“少林秘功”的神奇作用，提出為她身高增加兩公
分，經運用“少林秘功”24次後，她的身高果然增
加了2.2公分！（有美南日報秦鴻鈞主任在場作證
）這位女客戶寫了許多感恩信可來我處查看。

第五位在美國休斯敦老人公寓一位老太太，雙
眼瞎了八年，經眼科專家教授醫治後無效，還對她
說“你這雙眼不能復明了。”後經“少林秘功”後
，雙眼可以像常人一樣看見任何東西，完全復明了
。她的丈夫寫感恩信登載在美南日報上說挽救了他
的一家。

“少林秘功”的運用，對需要去除小病，健康
長壽的中老年人來說，是非常有利的，既沒有後遺
症也不會產生醫源性疾病，能夠無痛苦的健康長壽
，希望你們能積極來康復，收費也低，嘗試一下
“少林秘功”的神奇效果！謝謝！

少林秘功創始人李國忠頓首

少林六合門掌門人李國忠大師介紹“少林秘功”治癒奇效

近年來，不論是患者還是醫護人員都越來
越重視藥物不良反應的問題，其中當然也包括
各種降糖藥物。曾有不少患者由於用藥不正
確，降了血糖卻傷了肝腎。面對這種問題，我
們除了要盡量做到規範用藥，還可以去尋找一
些不良反應較小的天然“綠色藥物”。

當年。神農嘗百草就是認定世間萬物都遵
循著相生相克的道理；目前，東西方科學家

們正希望能從大自然
裏找到攻克艾滋病，
腫瘤、糖尿病等醫學
難 題 的 方 法。 萬 蜂
牌 巴 西 極 品 綠 蜂 膠
（Multiflowers） 就 是
新近得到國際廣泛認
同的，能夠治療糖尿

病的神奇物質。
在對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

中的有益成分進行研究時，研究者發現萬蜂牌
巴西極品綠蜂膠中的黃酮類、皂甙類以及多糖
成分都對人體健康有著明顯的好處。

有的放矢降血糖
胰島損傷是造成糖尿病患者血糖不穩的根

源，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中
黃酮類、萜烯類化合物具有促進外源葡萄糖合
成肝原糖，並對胰島細胞起保護作用；其所含
梓醇蝶芪等物質具有明顯的降低血糖作用；萬
蜂牌巴西極品蜂膠（Multiflowers）中鉻、鈣鋅
鎂鉀等微量元素有激活胰島素，改善糖耐量，
參與胰腺細胞功能調節等功效，讓胰島 β 細胞
逐漸恢復自身分泌功能，從根本上阻斷胰島衰
竭。伴隨著內分泌及神經兩大系統和糖、蛋白

質、脂肪三大代謝系統趨於正常，機體內部的
各種調節系統逐漸進入良性循環狀態，糖尿病
患者的各種症狀因此逐步減輕和消失，從而達
到穩定不反彈。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所
含有的各種成分，針對糖尿病的病理根源有的
放矢，不但可以改善血糖、血脂，還能夠改善
血液循環、調節免疫。特別是對糖尿病引起的
並發症有獨特的防治作用。

綠色安全保健康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是

大自然賜給人類的天然藥物，與西藥相比，現
有臨床研究表明未發現毒副作用。

  長期服用降糖藥會引發低血糖、酸中毒、
刺激腸胃、肝腎功能受損等很多副作用；萬蜂
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天然無任何

毒副作用，清除血液毒素垃圾，可保護肝腎，
通過尿液排出體內毒素，增強藥效，減少藥物
的傷害作用。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最
大的優勢在於綜合功效，能同時作用血管、
神經、代謝、免疫四大系統；單用萬蜂蜂膠
（Multiflowers）就可同時解決並發癥、穩定
血糖、保肝護腎、祛除耐藥性多種難題！避免
了多藥同服的花費，就能有效控制住並發症、
不用住院，省去了大筆醫療費，而且越久越實
惠！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是
大自然賜予人類最好的禮物，是您健康的保護
神！
加拿大 viker 公司出品

電話：1-888-518-7778 網址：www.vikerm.com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為了鼓勵休巿的中老年人多
多運動，維持良好的身體和心臟，由休巿著名心臟科醫
生，西南紀念醫院副院長豐建偉醫生贊助舉行的第七屆
＂建偉杯＂中老年乒乓球比賽，於周日（ 一月八日）
上午九時半起，在 「中國人活動中心」 舉行，今年共
有53 人參賽，是歷屆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

豐醫生親臨現場，並主持開球儀式。當天的比賽分
四個年齡段進行.參賽者年齡最大的是90歲。整個賽場
精彩紛呈.掌聲不斷.爆了不少冷門,經過102場比賽.獲得
前四名是：

50歲-59歲 第一名蔡榮,第二名余鋒,第三名譚家森.第四
名王淵.
60歲-69歲 第一名,龐展.第二名江建新.第三名牛漫.第四
名譚馬克
70歲-79歲第一名熊長材.二名聶遠義.三名李明.四名梁
天光
80歲以上 第一名鄭凡.二名袁國鴻.三名何國鐸.四名金慶
祥

總領館房振群組長為獲勝者頒發了獎杯和獎金。
組委會並向豐醫生頒發了公益事業榮譽獎。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於上周
六（ 元月七日）舉行 2017 年
度會員大會暨餐會，共有校友
及其眷屬一百多人參加。因當
天適逢蔡總統過境，所有的貴
賓都忙著接機去了，當天的貴
賓僅恆豐銀行公關經理周潔明
一人出席。

當天最重要的儀式為新舊
任會長交接，由會長馬振銘將
會長重任交給新任會長傅鶴山
，由附中最年長校友（1947 年
附中第一屆校友） 鈕先蔭監
交，場面莊嚴隆重。

當天還舉行理事會團隊改
選及精彩的餘興節目。包括：獨唱，二胡表演，香香舞蹈班，元極舞及附中1965 級校友大樂
隊等人為年會助興演出。

附中校友會上周六舉行年度會員大會暨餐會附中校友會上周六舉行年度會員大會暨餐會

圖為附中校友會新舊會長交接儀式圖為附中校友會新舊會長交接儀式，，由馬振銘會長由馬振銘會長（（ 右右 ））
將會長重任交給新任會長傅鶴山將會長重任交給新任會長傅鶴山（（ 左左 ），），而由附中最年長而由附中最年長
校友校友（（19471947 年第一屆校友年第一屆校友））鈕先蔭鈕先蔭（（中中 ））代表監交代表監交。。

第七屆＂建偉杯＂中老年乒乓比賽
於一月八日舉行，共有53 人報名參加

親愛的朋友，
有關一月十七日在珍寶樓(Ocean Palace) 擧行的 「歡

迎洪秀柱餐會」，目前已有45+ 桌，我們還在繼續接受
報名，更歡迎您能包桌贊助，有許多人因為有其它的既
定行程而無法參加，若您願意
贊助，也可用支票捐款：

支票擡頭Pay to： Dr. Sun Yet Sen Studies Associa-
tion

地址 Mail to： 5406 Linden Rose Lane, Sugar Land
，TX 77479

有意願參加餐會者１）請回電郵報名；２）
電 話 聯 絡, 甘 幼 蘋 281-620-5557， 駱 健 明

832-878-4184
時間：1/17/2017（週二）晚7:00pm
餐費：每人$30
地點：珍寶樓 (Ocean Palace)
@Hong Kong City Mall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感謝您的熱情支持！

歡迎洪秀柱餐會本月17 日舉行
祈請僑胞慷慨解囊，救黨救國

圖為參賽者合影於開賽前圖為參賽者合影於開賽前（（前排右前排右88））為贊助人豐建偉醫生為贊助人豐建偉醫生。。

圖為總領館僑務組組長房振群圖為總領館僑務組組長房振群（（右右）） 頒發頒發 「「5050 至至5959 歲組歲組」」 第一名蔡榮第一名蔡榮((左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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