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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醫生引進最新設備治療下肢疼痛李醫生引進最新設備治療下肢疼痛！！
第一次治療第一次治療$$4949元元CouponCoupon！！

（本報記者黃梅子）步入中年，不少人會
發現膝關節靈活不比從前，患有膝關節炎
（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的風險也隨著年
紀大了而提高。膝關節炎由軟骨及其周圍細胞
耗損而引發，屬於相當常見的人體老化疾病之
一。膝關節炎病發是由關節細胞耗損程度和修
復程度失去平衡而導致，癥狀包括關節疼痛、
僵硬和功能減弱。情況嚴重時，還需要手術治
療。

還有一部分患者下肢疼痛是Lateral
Patellar Compression Syndrome髕骨外側壓縮
綜合癥。另有些患者是因為頸椎腰椎或坐骨神
經引起的下肢疼痛。還有些患者是車禍後遺癥
，有些人在車禍過去幾年以後才感覺到身體各
種疼痛。

總之，不管您是哪種原因引起的下肢疼，
都要引起重視，積極做康復治療，不管是膝關
節炎還是車禍後遺癥，康復治療總是比動手術
更保險。康復治療一定要在醫生的指導下進行
，否則有可能使得病情惡化。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引進最新的多功能下肢牽引治療
儀，幫您減輕疼痛，快速恢復健康！這個機器
經過FDA批準，是目前最先進最有效的下肢疼
痛治療儀，其組成包括固定裝置，放松裝置，
牽張裝置，能刺激雙腿內側肌群及穴位，可通

經活絡，緩解肌肉攣縮，激活運動神經元，恢
復下肢運動功能。李醫生還有儀器測試足底，
電腦掃描足部定做康復鞋墊，能很大程度地緩
解下肢疼痛以及行走困難。

我們首先來看一看膝關節炎的病因，常居
潮濕、寒冷環境的人多有癥狀，與溫度低，引
起血運障礙有關。第二是體重因素，肥胖和粗
壯體型的人中發病率較高。第三是年齡因素，
從中年到老年，隨年齡增長，常發生關節軟骨
退行性變，關節多年積累性勞損是重要因素。
第四，營養不良也有可能致病，關節軟骨內沒
有血管，其營養依靠從關節液中吸取。軟骨的
修復是靠外層的軟骨細胞分裂繁殖和軟骨細胞
分泌基質來完成的，由於營養和氧供應不足，
影響到軟骨細胞的增殖時，就會導致軟骨基質
減少，軟骨新生不足而變軟弱，極易在負重部
位發生磨損。

髕股關節綜合征占到了所有運動相關的膝
關節問題的25-40%，在膝關節功能障礙與運
動損傷中十分常見。髖股疼痛綜合征風險最大
的人群是跑步者，騎自行車者，籃球運動員以
及相關跑跳較多的愛好者到運動員，當然主要
還是動作模式問題與過度不正確使用所引起，
病癥發作可能是由於慢性損傷或者單次急性損
傷直接引起，癥狀包括膝關節彌漫性疼痛和局

部髕下疼痛。髕骨周圍和下方、膝蓋前部、膝
蓋骨的內側邊緣經常有壓痛，髕骨周圍後方發
生持續的鈍疼疼痛，運動後有時會出現腫脹。
在上下山坡、上下樓梯、久坐起身時，髕股關
節位置疼痛往往更嚴重。膝蓋彎曲時可能伴隨
發出哢哢聲 「關節噪音 」 ，髕股關節綜合癥
往往伴隨著大腿肌肉 「股四頭肌」 的肌張力異
常，髕骨周圍的圓圈性疼痛範圍，久坐後癥狀
加劇，無力疼痛伴有膝關節屈曲減少。

髕骨與股骨組成髕股關節，髕骨關節和我
們的脛股關節共組成了我們身體上著名的——
膝關節，而我們的髕股關節形成在髕骨和股骨
遠端之間，可謂是在夾縫中成長。治療中最重
要的第一步是避免使問題惡化的活動，並且及
時休息，光嚷嚷“疼”而不去治療的人是打算
坐輪椅過下半生？

我們的髕骨本身沒有血液和淋巴液供應，
所以一旦損傷恢復會非常的緩慢，停止進一步
的損害是十分必要的。

李醫生治療下肢疼痛，先用電腦掃描儀掃
描足部，幫您定製復健矯正鞋墊，能極大地緩
解走路時的疼痛，然後再用下肢牽引治療儀來
復健治療，配合使用醫用去痛風濕乳液和營養
素，是目前治療下肢疼痛的最佳治療組合。您
攜帶這篇文章可以在第一次檢查和體驗治療時

抵49元錢，2021年11月15日之前打電話預約
或walk in有效。

李醫生還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
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
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至五全天，周六上午。

作者: 李淑惠(萬德福保險負責人)
各位長者好，今年的老人保險競爭

感十足，每家保險公司都卯盡全力顯示
他們的財力，福利給得很足，相信大家
都看得有些撲朔迷離。 Medicare Advan-
tage的福利越來越多，照理來說這應該
是好事，但也請大家理智選擇，別被這
些福利所迷惑，而忘失了老人健康保險
最重要的核心。

選對保險計畫，才能安心養老
聯 邦 醫 療 保 險 （Medicare， 俗 稱

「紅藍卡」）是政府管理的健康保險計
劃，為美國滿65 歲的民眾、和其他有特
定疾病而符合資格的人所提供的醫療保
險。眾所周知，在美國看病是非常昂貴
的，尤其年紀大了，難免都需要看醫生

，因此，對老人家而言，有醫療保險是
極為重要的，選對保險計畫，才能安心
養老。

美國有不少人破產，並非因為做生
意失敗，而是因為高額的醫藥費而破產
，長者們有了對的老人保險，一切就輕
鬆得多。 因此，不要因為這家公司給您
非處方零用錢多而選它，而是根據自己
的健康狀況，選有足夠保障的計畫，萬
一需要看病時，才不會因小失大。

先了解保險計畫用的牙保網路
今年的保險計劃有一點突出，好幾

家公司都給不少牙保，就算不是低收入
的客戶，也有不少的牙保。但是，淑惠
和牙醫做過功課，不應只選高保額的牙
保，而是要了解這家公司用的牙保網路

與規定。有些計畫保30%或50%，有的規
定您要看他的網路牙醫，有的只要有接
受Medicare的即可接受您的保險。最好
在選保險時，事先和自己的牙醫和專科
醫生談一下，免得加入某個保險計畫後
，才發現根本不是你想像的。

保險是看病用的? 還是享受福利?
今年長者們都有比較好的防疫心態

了，至少打了兩針也就放心的出去聽網
課，了解保險。但請保持冷靜，了解自
己的需要，知道不可能拿到每一樣的福
利。要了解，保險是看病用的，不是拿
來減少Part B的月費，也不是用來買非
處方的，牙保、眼鏡、助聽器、健身房
會員卡等等福利，只是補助，感謝因為
市場競爭所帶來的好處。

選保險前先考慮周全
在選保險之前，如果考慮周全，對

自己的保障將會更全面，要考慮的幾個
條件包括: 醫生、醫院、醫療網、自己的
健康、眼睛、耳朵、牙齒 (一般老人都需
要)等等狀況，若喜歡旅遊的人，還應考
慮買一個全國可以使用的保險，或可以
Cover world travel的計畫。

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同，有些人不
太吃藥，有的人則有一些慢性疾病，需
要長期吃藥。有些
藥很貴，最好和自
己的保險經紀人了
解不同保險的差異
，做研究比較，看
有無自付額，如果

自付額大，拿藥就會比較貴，比較過不
同的計畫之後，看哪種計畫最適合自己
。

而每個人的經濟狀況也不一樣，有
些人喜歡 HMO，有些人比較青睞 PPO
。不同的保險計畫適合不同情況的人。
就福利來說，一般而言，HMO的福利比
較多，但是網路比較窄，看專科醫生要
經過家庭醫師推薦，比較不自由。然而
，有些人如果與家庭醫師比較熟，打一
通電話即可，也不是太麻煩。建議找比
較大的保險公司，萬一需要找專科醫生
的時候，會比較容易找。

李淑惠專精的服務項目:老人健康保
險Medicare、健康保險、退休基金、人
壽保險、長照保險、年金。代理多家知
名公司。10月15日開始，週六增加辦公
時間 10:00am到2:30pm。

連 絡 電 話 281-758-9152，
346-364-8405 或 wonderfulsuelee@gmail.
com。微信和LINE 的ID 是kpc2056 (如
果無法加微信/Line，請直接打電話)。若
使用AT&T家庭電話無法撥通者，請改
用 手 機 打 。 網 站: https://suelee.agent-
medicareplans.com。 地 址: 9600 Bellaire
Blvd., #111, Houston, TX 77036

老人保險是看病用的老人保險是看病用的?? 還是享受福利還是享受福利?? 哪個優先哪個優先??
選有足夠保障的計畫選有足夠保障的計畫 需要時才不會因小失大需要時才不會因小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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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要轉動大球小球要轉動大球 （（之四之四））
【本報訊/鄧潤京】 當說到“小球

轉動大球”，往往說的是中美兩個大國
通過這樣一個契機，改變了兩國之間的
外交關系。“大球”上當然不止這兩個
國家。收益的只有這兩國嗎？也不盡然
。

據新華社日本名古屋4月17日電，
“紀念乒乓外交50周年國際研討會”17
日在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商工會議所舉行
，與會人士共同回顧歷史、展望未來，
期待通過體育交流推動中美、中日關系
向好發展。

名古屋，正是50年前，1971年的3
月28日到4月7日，第31屆 世界兵乓球
錦標賽的舉辦城市。在這裏，世界各國
運動員以球會友，開闊眼界，增長見識
。在那樣的場合，交朋友不必先看護照
、簽證。這樣才有了美國運動員科恩上
錯車，中國運動員莊則棟送點小禮物，
交個朋友的巧遇。

和美國人交朋友，當時在北京有兩
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在激烈交鋒。筆者當
時在北京上中學，記憶尤新。一種觀點
認為，美國人還要幫助臺灣反攻大陸呢
，無論如何不能和美國人成為朋友。另
一種觀點搬出了一段主席語錄。那是在
著名文章《愚公移山》裏的一段話。原
文是： “我們第一要把美國人民和他們
的政府相區別，第二要把美國政府中決
定政策的人們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員相
區別。” 兵乓球運動員只是些小老百姓
咯，和美國政府沒關系。正是有了這句
話的“尚方寶劍”，莊則棟才沒有在當
時的“文革”環境中被批鬥，躲過一劫
。50年過去了，我們看到了兵乓外交的
成功，也享受到了中美建交所帶來的紅
利。對於當時的風險和遭遇，則是，只
談過五關斬六將，不談走麥城了。

4月17日研討會由日本東海日中關
系學會主辦。學會會長川村笵行，日本
眾議院議員、日中友好議員聯盟幹事長
近藤昭一，小田悠祐等“乒乓外交”親
歷者及中日兩國專家學者、媒體人士等
150余人通過線上或線下方式參會。

近藤幹事長在致辭時表示，50年前
在名古屋開啟的“乒乓外交”，不僅改
變了中美關系，也改變了世界。重溫這
段歷史，正如參與“乒乓外交”的先人
所說“政界交往是國之交的動脈，而民
間外交是國之交的靜脈，動脈與靜脈應
該聯動”。

劉曉軍總領事致辭說，當前國際形
勢發生深刻復雜變化，但和平和發展仍
是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中日作為全球

主要經濟體和合作夥伴，對亞洲乃至世
界的發展繁榮穩定肩負重要責任。後疫
情時代，國際合作的重要性更加凸顯。
我們願以中日先後舉辦奧運會及邦交正
常化50周年為契機，傳承發揚和平友好
的“乒乓外交”精神，深化中日人文交
流，增進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推動中
日關系健康穩定發展。

“乒乓外交”親歷者小田悠祐發表
主旨演講，作為時任日本乒乓球協會會
長後藤鉀二秘書，他多次陪同後藤會長
訪華，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他
追憶後藤會長克服重重困難和阻力，力
邀中國乒乓球隊來日參加第31屆世乒賽
的歷史經緯和突出功績，情至深處，不
禁哽咽。

研討會上，主辦方還宣讀了當年參
加第31屆世乒賽的4名日美兩國選手以
及美國前乒協主席謝•克羅斯蘭發來的
致辭，她們表示有幸目睹了乒乓球為世
界和平作出貢獻，深切感到民間交流與
體育交流的重要性。

50年來的過往，的確顯示出民間交
流與體育交流的重要性。這樣的交流要
搞得聲勢浩大，方能影響深遠。

11 月 21 日 ， 在 Hilton Ameri-
cas-Houston 大 酒 店 （1600 Lamar St,
Houston, TX 77010）將舉辦盛大晚宴。
就是要把聲勢浩搞大，把影響搞深遠。
慶祝“乒乓外交” 50周年，希望借此

契機讓中美外交出現新曙光。主辦協辦
單位有：休斯頓體育局，中國人活動中
心，國際乒乓球聯合會，美國乒乓球協

會，喬治.布什美中關系基金會等。晚宴
的贊助和售票工作正在積極推進當中。
票價分為5000.00/桌和2500.00/桌兩種

。購票可恰中國人活動中心辦公室，
713-772-1133。

日本名古屋的著名觀光景點日本名古屋的著名觀光景點，，名古屋城的大天守閣名古屋城的大天守閣。。 20212021年年44月月1717日日，，駐名古屋總領事劉曉軍在出席東海日中關系學駐名古屋總領事劉曉軍在出席東海日中關系學
會主辦的紀念會主辦的紀念““乒乓外交乒乓外交””5050周年國際研討會周年國際研討會，，並在會上致辭並在會上致辭。。

““乒乓外交乒乓外交””歷史見證人小田悠祐在研討會上發表主旨演講歷史見證人小田悠祐在研討會上發表主旨演講，，他他
多次陪同後藤會長訪華多次陪同後藤會長訪華，，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

侨 乡 广 东
广东省连续派遣 31 批医疗队援助赤道几内亚

半个世纪接力相传 广东医生情满赤几
10 月 25 日，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

年。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恢复

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翌日，一支来

自广东的 12 人医疗队，启程前

往赤道几内亚，拉开了广东派遣

援外医疗队的序幕。

至今，广东已连续 50 年向

赤道几内亚派出医疗队，共派出

31 批 589 人次医疗队员。他们

在这片遥远的非洲黑土地上不畏

艰险、救死扶伤，铸造了传奇，

传播了大爱。

中国驻赤道几内亚大使亓玫

评价说，这些来自广东的白衣卫

士，谱写了中国和赤道几内亚友

谊及卫生健康合作的历史篇章。

抱着牺牲决心

“你去出个远差，下周出发，

这几天准备一下。”1971 年的

秋天，一次平常的部门会议后，

广东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留下了

刘梅珍。

“新疆还是西藏？”这两个

地方，是 36 岁的儿科医生刘梅

珍对“远差”的想象极限。“赤

道几内亚，在非洲。”

刘梅珍愣了。赤道几内亚，

从未听过的国家。她只知道，非

洲是很遥远的地方。

赤道几内亚在非洲中西部，

长期被列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

医疗条件落后。1971 年，我国

作出了向刚建交不久的赤道几内

亚无偿派遣医疗队的决策。这一

光荣任务，交给了广东。

刘梅珍是援助赤道几内亚的

首批队员之一。“那时候是不讲

条件的。”回家收拾行李，刘梅

珍看着 4 岁和 8 岁的两个儿子，

流下了眼泪。

4 天后，刘梅珍就和 11 名

队友出发前往北京培训。队员们

分别来自省内12家不同的单位，

除了医生，还有翻译和司机。在

北京，他们只有两个星期来学习

最简单的西班牙语并采买物资。

出国是光荣的。但工作的艰

苦超出了队员们的想象。

“不是缺医少药，而是无医

无药。”刘梅珍当时在赤道几内

亚巴塔地区总医院的儿科工作，

病床上通常都只有一张席子。患

儿们主要是疟疾与营养不良。工

作非常繁忙。白天，刘梅珍的诊

室外总是挤满了人，她每天都要

看 100 多个患儿。晚上，也随时

有家长带着发烧的孩子来拍门求

诊，无论多晚，她都会开门。

1973 年 12 月，第一批医疗

队完成使命归国。因接替的队员

家中有事，刘梅珍又延期了半年。

回来后，小儿子赌气两个星期没

理她，丈夫为孩子缝制的裤脚一

边长一边短……但刘梅珍觉得，

能回来就好：“当时我们都是抱

着牺牲的决心去的。”

不忙的时候，第四批援赤道

几内亚医疗队员、广东省人民医

院儿科医生李渝芬就坐在驻地附

近的礁石上看大海，“大西洋上

没有一艘船，也没有一个人”，

强烈的孤独感令她窒息。回国

后，她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再去过

海边。

全力以赴救治

新冠肺炎疫情在当地发生之

时，派遣医疗队也未中断。今年

1 月 12 日，中国第 31 批援赤道

几内亚医疗队接过“接力棒”，

逆行出征。

“一些援外岗位有好几个人

报名，竞争激烈。”队长陈光卫

说，队伍里“80”后是援外的主

力，如今的年轻人更加积极主动

地投身于医疗援外事业中。

50 年来，面对风险挑战，

中国医生始终勇往直前。

面对疫情，赤道几内亚核酸

检测能力不足、医院没有预检分

诊能力，每个患者都可能是感染

者，医院几乎处处都是“高风险

区”。第 31 批援赤道几内亚医

疗队员出诊时，都采取二级以上

防护。

在当地，艾滋病、肺结核、

梅毒等传染病很常见。第 20 批

援赤道几内亚医疗队到赤道几内

亚巴塔地区总医院的第 7 天，一

位合并艾滋感染的卵巢肿瘤患者

需马上手术，但本地医生却借着

各种理由陆续离开。

中国医疗队员、中山市博爱

医院妇产科医生林霞没有闪躲。

晚上，医院停电了，缺乏照明。

手术台上，林霞深呼吸调整心态，

不断告诫自己小心再小心，最终

顺利地完成手术。

50 年来，为了病人利益，

中国医生总是全力以赴。

2018 年 2 月，一个 96 岁的

男性患者找到了广东第 29 批援

赤道几内亚医疗队队员黄荣柏，

希望由他主刀手术。但手术风险

太大，患者还是当地知名的寿星，

一旦失败，黄荣柏的名声将大大

受损。

“医生不能因为爱惜名声、

害怕失败而拒绝病人的请求。”

经过周密准备，黄荣柏两小时就

顺利完成了手术，患者出血仅

50 毫升，很快康复。

50 年来，开展传帮带教，

中国医生一直毫无保留。

赤道几内亚人习惯用头顶着

物品出行，颈椎病在当地很常见。

中国第 31 批援赤道几内亚医疗

队员、中山市中医院骨科医生张

振山运用“棍点理筋正骨疗法”，

用一根木棍为当地老人埃瓦娜治

疗脖子疼痛，10 多分钟就立竿

见影。一下子就有 7 个“非洲徒

弟”登门求教。

刻下中国印记

50 年来的大爱坚守，广东

医生们在这个跨越了半个地球的

异国他乡，刻下了深深的中国印

记。

“我小时候就知道我们国家

一直有中国医生来援助，一批又

一批。”57 岁的赤道几内亚医

生圣地亚哥说。年轻时，他在中

国医生的感召下，学习了中文，

并于 1984 年到中国学医。毕业

后，他来到中国医疗队驻扎的马

拉博医院工作。

50 年来，中国医生成为当

地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医疗队员

们走在街上，总会有当地人笑着

向他们挥手：“中国医生，你好！”

50 年来，有的中国医生，

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这

里。1978 年 3 月， 第 6 批 援 赤

道几内亚医疗队员何贤杰，在

援外工作期间因病不幸逝世，

长眠在非洲热土。赤道几内亚

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

式，时任执政总统马西埃夫妇

亲自为墓地培土。

50 年来，援外医疗队带来

的改变，也已生根发芽。中国

医生带来的消毒理念，让当地

手术感染率大幅降低；当地护

士从找不到血管，到顺畅地打

针、发药；当地患者的感谢，

也从西班牙语变成了简单而清

晰的中文——“谢谢！”

中国医疗队先后有 304 人

荣获赤道几内亚最高荣誉“国

家独立勋章”，累计 10 批医疗

队全体队员同获殊荣。

不 久 前， 赤 道 几 内 亚 总

统 奥 比 昂 向 广 东 发 来 贺 词 视

频——

“1971 年以来，中国医疗

队在长期工作中以奉献精神，

在工作中舍己为人、忠于职守，

帮助赤道几内亚改善国家卫生

体系，拯救民众生命，增强国

民健康。我们深深铭记，并对

中国医疗队表示衷心感谢。”

如今，中赤几友谊故事还

在继续谱写。浩瀚的大西洋东

侧，几内亚湾的礁石上，浪花

拍岸，涛声不绝。

（朱晓枫 李秀婷）

李渝芬当年与同事的合影照片。 徐昊 翻拍

侨 村 推 介：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鸡山村

鸡山村位于珠海市唐家湾镇，

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背靠凤凰山，

面向珠江口，面积约 12.8 平方公

里，建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 年），

保留有清朝修建的古桥、古庙，拥

有凤凰洞摩崖石刻、凤凰山石亭、

杨寮迳烽火台等 7 座市级不可移动

文物，还有现存完好的珠海祠、石

屏祠、松鹤祠、粤台祠、何氏大祠

堂，以及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鸡

山牛歌、唐家湾镇著名文化遗产唐

家茶果。

鸡山村华侨历史源远流长，

是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美国归侨

唐国安先生的故乡。清华大学在鸡

山村设立清华科技园，现有园区企

业140多家。鸡山村华侨资源丰富，

足迹遍布世界。侨胞情系家乡，慷

慨捐资兴办鸡山学校、鸡山村史馆、

鸡山村牌坊，修缮古桥古庙等，为

鸡山村的学校教育、医疗卫生、文

化建设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

近年来，鸡山村以“基层治理、

村容村貌、产业发展、侨乡特色”

四大方面为抓手，全村生态宜居、

产业兴旺、村民幸福。投入 2800

万元建设鸡山“一河两岸”生态走

廊，村容容貌焕然一新，达到省美

丽宜居村标准。

（宗禾）

10 月 26 日 晚， 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奖牌“同心”发布。奖

牌正面采用了圆环造型，做打洼

处理，取意传统弦纹玉璧，上面

浅刻装饰纹样。

据官方资料，该奖牌设计创

意参考了从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

土的同心圆纹玉璧。

记者从南越王博物院了解

到，1983 年发现的南越王墓，

共出土了 71 件玉璧。考古学家

黄展岳先生曾评价：“了解了南

越王墓玉璧，也就基本了解了西

汉玉璧。”这些精美的南越玉璧，

雕琢工艺巧夺天工，纹饰造型寓

意美好。

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维一

介绍，根据造型、分区和纹饰，

南越王墓出土玉璧可分为素面玉

璧、分区玉璧、镂雕玉璧和出廓

玉璧等，其中三区玉璧将玉璧分

为三个同心圆，南越王墓共出土

五件三区玉璧，在同时期汉墓中

极为罕见。

据悉，此次官方发布的玉

璧参考图片即为五件之一的 D54

玉璧。这块玉璧为青玉材质，呈

深绿色出自广州南越王墓主棺室

棺椁头箱内，璧面有内中外三区

纹饰，内区阴刻三组龙纹，中区

为涡纹饰，外区为六组龙纹。

“南越王墓出土的玉璧体

现了中华民族以玉为贵、有玉

为安的观念。”南越王博物院

副院长林冠男认为，此次南越

玉璧成为冬奥会奖牌的创意来

源，展现了岭南文化在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中的贡献。玉璧的

同心圆造型、吉祥纹饰，体现

了冬奥会“冬奥荣光，全球共享”

的精神。

（毕嘉琪 黄堃媛 关雨晴 黄

巧好 胡田甜）

北京冬奥会金牌正面。新华社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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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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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邦元食品公司的家庭風格豆腐麵筋腸邦元食品公司的家庭風格豆腐麵筋腸

（本報記者秦鴻鈞 ）剛來到美國的
華人,最早能融入此地生活的莫過於每天
還能吃到國內每天必喝的豆漿，吃到三
餐不忘的豆腐、春捲、餃子、雲吞，成
立已40 年的 「邦元食品公司」 撫平了
遊子思鄉的愁緒，他所生產的豆腐、豆
漿，使所有的華人在 「食」 的滿足與慰
藉中，能在異鄉再重拾信心與精力，在
海外打拼，創造人生中另一個高峰。而
四十年來， 「邦元食品公司」 不僅只照
顧離鄉背井的華人，它不斷的改良、創
新，來美後新創的 「豆腐麵筋腸」 ，更
以東方的食材為元素，開啓了本地美國
人 「瘋靡」 的口味，連帶著也帶動 「豆

腐」 這食材朝著主流素食市場邁進的潮
流，改寫本地健康美味的食物新趨勢和
繁榮的市場。

豆腐帶來了來自亞洲的大豆食品的
風味，並創新地將其用於德克薩斯州的
傳統食品中。一個休斯頓家族製造商店
的業務是生產家庭系列玉米麵筋腸而賺
錢獲利。 Chiu家的成員，邦元食品公司
的所有者，不要因為有些關於豆腐的笑
話而變的太認真。 邦元食品公司的紅辣
椒和綠辣椒豆腐麵筋腸宣稱：現在墨西
哥，中國和德州對特殊麵筋腸食品有不
同的看法。。

三十年前，他們就開始了生產系列

玉米麵筋腸的計劃和工作。 Carol Chiu
和她的前夫以及兩個兒子從台灣台北搬
到休斯頓，希望從事進出口業務。 但抵
達休斯頓後不久，她在當地的一家雜貨
店買了一些豆腐，她發現豆腐已變壞了
。 公司總裁Carol Chiu說: 我們可以自己
製作好的和新鮮的豆腐。 因為Carol全
家人都喜歡豆腐，因此，全家人決定在
一個3000平方英尺的租房中開始他們
的豆腐工作製作。 他們向當地銀行家查
爾斯內夫（Charles Neff）借錢，從日本
購買機器，查爾斯內夫現任華盛頓大道
誠信銀行（Integrity Bank）總裁兼首席
執行官。 查爾斯從路易斯安那州來到德
克薩斯，他在那里長大。 當他到達德州
時，一些人向他詢問豆腐和豆漿。 他說
我聽說過，但我不知道，豆腐和豆漿對
我來說是新的東西。

公司副總裁Gary Chiu說: 2001年，
這個家庭開始出售春捲。 這是一種以可
識別的形式將豆腐放在顧客手中的方法
。 他們添加了各種其他大豆食品和主菜
，包括玉米粉蒸肉。 2005年，他們開
始製作豆腐麵筋腸而不是傳統的餡料，
如雞肉，豬肉和牛肉。人們不知道豆腐
麵筋腸的市場結果表現，因為它是一種
新產品。自從幾年前第一次嘗試品嚐玉
米麵筋腸以來，Gary Chiu想要製作一種
更健康，但仍然美味的玉米麵筋腸。 我
認為很多人會做出更健康的選擇。 他每
週幾天在當地的Whole Food食品市場商
店裡發放玉米麵筋腸的樣品。 我希望人

們喜歡它和祖母來自墨西哥邊境城鎮的
玉米麵筋腸一樣好。 最近到整個食品市
場的一些顧客表示，他們發現玉米麵筋
腸非常好吃，並將9.99美元的麵筋腸食
品包放到他們的購物籃中。

客人非常喜歡玉米麵筋腸，因為它
是一種味道好且更健康的產品，不使用
豬油和肉製成。 這是一種獨特而省時的
食物。 我們很喜歡它，因為它是一種在
休斯頓製作的產品，它是天然食品，
Whole Food食品公司Kirby Drive的品嘗
專家Sarah Drews說: 我最喜歡的是春捲
和豆腐麵筋腸。 客人們一直都在享受和
搜索玉米麵筋腸。 許多最好奇的顧客都
是西班牙裔，Gary Chiu說。 我們已經
找到了我們特殊的市場趨勢，並且沒有
當地的玉米麵筋腸公司可以製作豆腐麵
筋腸。 今天，家人和十幾名工人在休斯
頓西南部32,000平方英尺的豆腐麵筋腸
製造廠裡製作出各種形式的豆腐，豆漿
，春捲，豆腐麵筋腸，五香豆腐乾，豆
腐炒飯以及其他產品。 Gary Chiu說，
我們以高效率的方式做了很多豆腐系列
產品。 我的銷售不僅是原始形式的豆腐
，還包括大豆產品，邦元食品公司正在
迎合其亞洲市場以及不斷增長的健康食
品市場。 這些市場幫助邦元食品公司去
年產生了超過300萬美元的銷售額，公
司今年將有更
多的銷售豆腐
系列產品，包
括豆腐麵筋腸

。根據北美大豆食品協會的數據，全國
大豆食品去年銷售額接近40億美元，高
於1992年的3億美元。 豆腐現在正朝著
主流素食市場邁進。

「邦元食品公司」 所有豆腐產品
（包括老豆腐、嫩豆腐、中豆腐、五香
豆干、油豆腐、豆漿）都是採用高蛋白
質不改基因的美國黃豆製成。是唯一在
德州有殺菌、消毒處理過。所有產品絕
無防腐劑，可安心使用。

「邦元食品公司」 的產品，在美國
中、美各大超市都可買到。 「邦元食品
公司」 的地址：10940 S. Wilcrest Dr.,#
B, Houston, TX 77099 ,電話：（281 ）
575- 8801

是對抗新冠病毒疫情最有力的武器是對抗新冠病毒疫情最有力的武器

圖為圖為20032003年年11月月1414日日，，HEBHEB 在在 「「越華超市越華超市」」 對面開設休對面開設休
市第一家市第一家，， 「「邦元豆腐邦元豆腐」」 的廣告就在上面的廣告就在上面（（圖左上圖左上），），

現現HEBHEB 在休市已有在休市已有400400多家多家。。

【美南新聞泉深】世界首富、特斯拉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
為了行使一些股票期權，自 2016 年以來出售了他的第一批特斯
拉股票，以籌集為他收購的股票需要納稅的現金。

馬斯克行使的股票期權大約是他到 2022 年 8 月需要行使的
期權的 9%，否則購買期權將到期。在最高聯邦所得稅率為 37%
的情況下，行使這些股票期權將為生 10 億美元的聯邦稅單，此
外還要繳納 3.8% 的淨投資稅。

盡管他已搬遷到沒有州所得稅的德克薩斯州，但他還將在加
利福尼亞州面臨數額不詳的州所得稅。加利福尼亞州的最高州所
得稅率為13.3%。聯邦稅和加州州稅合在一起最高要交超過50%
稅，這就是為什麽他將特斯拉總部和工廠遷入德克薩斯州的主要
原因：省稅。

雖然馬斯克周末在推特上進行了一項廣為人知的民意調查，

詢問他的粉絲是否應該開始出售股票，這實際上是他在和粉絲玩
了一場遊戲。盡管多數人認為他應該為售股票，但不管粉絲同意
還是不同意，他必須出售股票，出售股票的真正動機“只是為了
滿足馬斯克與行使股票期權相關的預扣稅義務”。為了股票期權
，他必須交稅。

雖然投資者已經知道馬斯克需要出售股票來納稅，但在
Twitter 民意調查後，特斯拉股價下跌，因為一些投資者認為這
意味著馬斯克打算出售比預期更多的股票。周一股價下跌，部分
原因是馬斯克當天出售了近 100 萬股。

但周叁晚間提交的文件顯示，馬斯克在本周至明年 8 月期間
行使股票期權時並不打算出售他將獲得的所有 2290 萬股股票。

顯然，他只計劃在行使股票期權時出售繳納稅款所需的最低
數量的股票。他持有的特斯拉股票增加了 120 萬股，這是他獲得

的股票數量與他出售
的股票數量之間的差
額。提交文件後，特
斯拉 (TSLA) 的股價
在盤後交易中上漲了
2.7%。

在本次交易之前，
他 已 經 直 接 擁 有
1.705 億股股票，根
據周叁的收盤價計算
，價值 1820 億美元
。即使在本周行使期
權後，他也已經有資
格購買未行使的股票
期權，以購買額外的
7140 萬股，其中包括
將于 2022 年 8 月到
期的剩余 2070 萬股
期權。

他從他購買的股票
中獲得了 25 億美元
的可觀利潤，因為根
據 2012 年期權的條
款，他只需支付每股

6.24 美元即可購買每股股票，這是當時特斯拉股票在拆分調整基
礎上的成本。根據他出售的股票的平均售價，他獲得的股票價
值 1,180 美元。

但 25 億美元的利潤只是他淨資為的一小部分。 據彭博社計
算，他的淨資為接近 3000 億美元，使他成為地球上最富有的人
。

對身價 3000 億美元的人來說，25 億美元的利潤相當于典型
的美國家庭通過出售其已擁有的股票賺取略高于 1000 美元的收
入。 美聯儲的最新估計顯示，美國家庭淨資為中位數為121,700
美元。

馬斯克的大部分淨資為是他的特斯拉股票和購買額外股票的
選擇權。 兩周前，特斯拉 (TSLA) 成為第六家市值達到 1 萬億美
元的公司，但他也是私人持有的SpaceX的主要股東。

馬斯克拋股前與粉絲玩遊戲
實情是為了股票期權必須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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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世盃門券爭世盃門券
列強拚後勁列強拚後勁

意荷葡分迎榜首對決 西班牙出線形勢兇險今明兩周的國際賽期將會上演最後兩

輪世界盃歐洲區外圍賽較量，仍屈居小組

次席的西班牙與葡萄牙以至榜首位置難言穩

陣的意大利和荷蘭隊，最終能否登上

直接進軍明年決賽周的直通車，還

看他們的後勁發揮如何。至於南

美洲區世盃外圍賽（世盃外），

巴西與阿根廷俱大幅領先身後球隊

穩居積分榜前兩名，假如本輪國際賽

期可除去爭出線路上的強敵，將可減

輕下周雙雄正面交鋒的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世盃外歐洲區10組中J
組的德國與F組的丹

麥已穩奪小組首名，直接
出線決賽周；而已確定至
少可取得第2名附加賽資
格的，則有A組塞爾維
亞與葡萄牙、C組意大
利與瑞典、D組法國、
H 組俄羅斯與克羅地
亞；至於傳統豪門中現
時僅得葡萄牙和B組的
西班牙非居榜首。

B組次名的西班牙出
線形勢暗湧最多，12日凌
晨（為北京時間，下同）
作客對陣排名第3晉級未絕
望的希臘，15日主場更要火拚
暫以2分優勢領跑的北歐勁旅瑞
典，由於瑞典來仗對陣已出局的格
魯吉亞3分在握，“狂牛兵團”若要避免踢附加賽增加出局
危機，最後一輪硬撼瑞典相信勢必是非勝不可的一戰。

葡萄牙形勢較西班牙佳，畢竟A組多葡足1分領跑的塞爾維
亞只得15日最後一輪未踢，更是要作客葡萄牙。葡足則還有兩輪在
手，12日作客對倒數第二位的愛爾蘭很大機會可全取3分奪走塞軍的
“一哥”位置，即使打平也可憑得失球差壓過塞爾維亞登上榜首，這樣最後
一場對塞爾維亞的榜首戰依然可不敗即出線。

應屆歐洲國家盃王者意大利12日將在主場與同分的瑞士展開生死對決，
得失球差較佳暫守頭名的意軍，要忘卻上月歐洲國家聯賽4強37場不敗身
遭破的失意，擊敗或戰和瑞士已足夠確保榜首的主動權。領跑G組的荷
蘭亦有主場對挪威的榜首戰於17日等着他們，但只要14日作客黑山發
揮正常袋走3分，“橙衣兵團”最後一輪不輸給挪威已可鎖定決賽周
入場券。

英格蘭法國比利時首名在望
法國與英格蘭都是領先排名身後的球隊3分，分別穩居D組

和I組第1位。英格蘭13日主場對阿爾巴尼亞及16日作客“魚腩
球隊”聖馬力諾勢可連取6分登上決賽周直通車，而法國隊接下來
14日迎戰哈薩克和17日作客芬蘭相信亦不難連勝過關。至於E組的比
利時14日只要戰勝排尾二的愛沙尼亞，便可提前鎖定首名。

南美雙雄交鋒前誓先除強敵
南美洲區方面是前四名可直接出線決賽周，現時還有6至7輪未踢。巴西與

阿根廷分別積31分及25分佔據了前兩名，大幅領先17分排第3的厄瓜多爾及同積
16分的哥倫比亞與烏拉圭。12日巴西主場對哥倫比亞，13日阿根廷作客烏拉圭，雙
雄都有望解除爭出線路上的強敵，有助減輕17日巴阿正面交鋒的爭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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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巴操練受傷退出法足大軍
効力曼聯的法

國中場球星保羅普
巴，8日在隨國家隊
操練時受傷，據報是
在一次射門後拉傷了右
腳大腿，最終無奈退出
了今次國際賽的大軍，法
足隨即補選了羅馬隊的
中場維列度入伍，而
普巴的受傷對英超近
績疲弱的曼聯無疑
是另一壞消息。

●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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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十字軍”再增員
即將對決瑞士隊的意大利，中

場羅倫素柏歷堅尼和辛尼奧路因傷
退隊，令原本已有中場核心馬高華
拉堤缺陣的意軍人腳更加緊張。而比
利時隊方面，則有効力李斯特城的中
場主將泰利文斯因為受傷，而
無緣最後兩場世盃外比賽。

●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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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美路維升格三獅大國腳
英超阿仙奴的21歲中場新星伊美路維以

及後防球員加比爾馬加希斯，8日分別獲得英
格蘭與巴西國足大軍的首次徵召，補選入伍
備戰接下來的兩場世盃外圍賽。伊美路維
上季冒起，本屆英超已為“兵工廠”貢獻
4入球2助攻的表現優秀，本來入選
U21國家隊的他由於英格蘭隊的傷
兵問題而首度升格“三獅軍”大國
腳。 ●綜合外電

●保羅普巴

●●伊美路維伊美路維

●● 葡萄牙攻擊中場葡萄牙攻擊中場
貝拿度施華貝拿度施華，，期望能期望能
將近來在曼城的好表將近來在曼城的好表
現帶到國家隊現帶到國家隊。。

美聯社美聯社

◀◀雲積迪克的狀態雲積迪克的狀態
好壞好壞，，將左右荷蘭將左右荷蘭
隊防線的穩定性隊防線的穩定性。。

法新社法新社

◀◀莫拉達要助西莫拉達要助西
班牙破關爭分班牙破關爭分。。

法新社法新社

●● 盛李豪維持在東京盛李豪維持在東京
奧運時水準奧運時水準。。 新華社新華社

國際射擊運動聯合會年度收官戰“世界
盃總決賽”今年改名為“主席盃”，步手槍
項目比賽於當地時間9日在波蘭弗羅茨瓦夫
落幕。在增設項目、測試新賽制和規則的12
項比賽中，中國老將李越宏和新秀盛李豪贏
得各自的第一個世界三大賽冠軍。

本次比賽在奧運項目的基礎上增加了
25米手槍速射混團和50米步槍三姿混團；
所有混團項目均為跨協會組合，由抽籤決
定搭檔；除男子25米手槍速射和女子25米
運動手槍外，其餘奧運項目都引入了準決

賽（或階段賽）和新的計分方式。據了
解，這是為下個奧運周期的規則修改進行
測試。

32歲的李越宏是東京和里約兩屆奧運會
男子25米手槍速射銅牌得主。此次遠赴波
蘭，他延續了奧運會季軍和全運會奪冠的良
好狀態，資格賽592環排第一，決賽36中，
以兩中的優勢力壓法國選手、新科奧運冠軍
基康普瓦，問鼎“主席盃”，並因先後包攬
奧運會、世錦賽、世界盃總決賽冠軍，真正
成為“世界冠軍”。他同時還獲得了代表該
項目最佳運動員的金靶獎。

在東京奧運橫空出世的男子步槍小將
盛李豪，在未滿17歲的年齡就初次加冕三
大賽冠軍。10米氣步槍混團比賽中，他一
路協助抽籤抽中的羅馬尼亞搭檔伊利耶，
從資格賽、本小組準決賽到決賽高歌猛
進，摘得金牌。在氣步槍個人賽中，他惜
敗於斯洛伐克選手亞尼，獲得銀牌。名將
楊皓然在個人賽和混團比賽中均止步準決
賽。 ●新華社

“張寧蔚縣羽毛
球培訓基地”於 11
月 11日揭牌，該基
地位於河北蔚縣的益
海小學。張寧（圖）
表示將親自前往益海
小學，帶領當地的農
家孩子一起享受羽毛
球的快樂。

張寧是中國羽毛球的代表人物之一，在
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她奪得了羽毛球女單冠
軍，4年後的北京奧運會，她又在家門口實現
衛冕。退役後的張寧，成為世界羽聯名人堂成
員。而在自己的專業之外，張寧也一直心繫公
益事業。

蔚縣位於河北省，張寧希望可以把自己奧
運冠軍的精神帶給這裏的農家子弟。益海小學
建設的目的是讓困難家庭的孩子也可以正常上
學讀書。目前這所學校可容納2,000名孩子，
學校的各項設施也都是蔚縣首屈一指的。

據張寧介紹：“蔚縣盛產小米，歷史上曾
經是貢米，色香味俱佳，但受地理位置及銷售
渠道的影響，這裏的小米雖好，卻一直賣得並
不好。”

張寧說，自己有力出力、有名出名，希望
奧運冠軍身份免費為蔚縣小米代言，幫助他們
把優質的小米賣到更多的地方去，讓當地的老
百姓過上更好的日子。 ●中新網

奧
運
冠
軍
張
寧
蔚
縣
設
羽
球
培
訓
基
地

●●李越宏表現李越宏表現
出色出色。。 新華社新華社

射擊世界盃總決賽易名

中國老將新秀齊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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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觀

休城畫頁

缺爱，才是婚姻消亡最大的
原因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罗

子君和陈俊生离婚了，人人都在骂

陈俊生找了凌玲，陈俊生真的喜欢

凌玲吗？其实不见得，不过是不喜

欢罗子君了而已。

他们的婚姻，其实一开始的时

候很好，两人都是名校毕业，一毕

业就结婚了，结婚之后，罗子君为

了养家，就没有去工作，而是一直

在家中，照顾孩子。

本身是很完美的婚姻，有大房

子，丈夫有钱，妻子相夫教子，孩

子听话，怎么看都是一个完美的家

庭。

但是这样的完美并不长久，陈

俊生在工作中，有时候很有压力，

而他一开始是愿意告诉罗子君的，

但是慢慢地就不愿意了，在他看来

，罗子君是不懂的，毕竟没有工作

过。

而此时的他想要诉说有没有人

，刚好凌玲出现了，一个独自带娃

的妈妈，她一个人辛苦地工作，一

个人辛苦地带娃，陈俊生，瞬间觉

得她很不容易，罗子君太幸福了。

他越看罗子君越不满意，最后

背着子君和凌玲在一起了。

其实他们的婚姻走到了这一步

，并不是陈俊生没有钱，和钱没有

关系，唯一的问题，就是缺爱了。

陈俊生不够爱了，所以他看子

君怎么看怎么有问题，开始埋怨，

开始嫌弃，最终婚姻出现了问题。

其实，很多婚姻的消亡，并不

是金钱的原因，而是缺爱的原因，

当一段婚姻中，爱没有的时候，一

个人就不愿意包容一个人，不愿意

关心和在乎一个人，最终婚姻会出

现问题。

有爱没钱的婚姻，可以一起
努力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那些有爱没

钱的婚姻，这样的婚姻中，虽然生活

得很辛苦，但是两人都很努力，两人

都很在乎对方，都愿意为了对方去努

力，都想要生活更好一些。

我有个朋友就是如此的，她的

老公家庭条件很一般，可是他们却

很相爱，一开始她的父母是不同意

的，怕嫁给他之后，女儿辛苦。

但是朋友却非老公不嫁，最后

家人没有办法就同意了。

结婚之后，虽然钱不多，两人

很辛苦，一直不停地赚钱，为了让

家里的生活更好一些，但是两人的

感情很好。

丈夫很疼爱朋友，对朋友很好

，他有一百元，就能给朋友90元，

他有什么都愿意给朋友。

他很心疼朋友，每次两人工作

完回家的时候，他总是怕朋友辛苦

，不让朋友做饭洗碗，想要自己去

做。

但是朋友又觉得他太辛苦了，

于是两人一起做饭，一起洗碗。

虽然没钱，但是他们过得一样

很幸福，一样很甜蜜，让很多人羡

慕不已。

其实，在一段婚姻中，钱很重

要，决定了生活质量，但是，即便

是没钱，只要有爱的时候，一段婚

姻也能够过得很好。

当没钱的时候，两人可以一起

努力，让婚姻变得更好一些，毕竟

两人的心是在一起的，但若是有钱

没爱的时候，心不在一起，多有钱

都没用。

有钱没爱的婚姻，没有任何
希望

在一段婚姻中，若是有钱，却

没爱的时候，这段婚姻是没有希望

的，因为你感受不到对方对你的关

心，对你的在乎，对你的重视。

你感受的只有冷冰冰的婚姻，

冷冰冰的家，冷冰冰的另一半，而

在这样的婚姻中，会让一个所有的

热情都消失，会让一个人所有的热

情都没有。

这样的婚姻会消耗一个人，让

一个人崩溃，让一个人痛苦。

不得不说，当一段婚姻这样的

时候，我们会发现，不管多么有钱

，我们都是孤单的，都是寂寞的，

我们感受不到温暖，感受不到爱，

感受不到在乎和重视。

我们感受到的只有对方的不在

乎，对方的不重视，只有对方的忽

视，在这样的一段婚姻中，我们会

发现，自己过得一点都不幸福，自

己过得一点都不开心。

于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婚姻

，会让我们崩溃，会让我们失去所

有的希望。

重要的是，这样的婚姻很不稳

固，这样的婚姻很容易消亡，比如

有了矛盾，有了误解，或者是出现

了问题的时候，夫妻两人不会一起

想办法解决，而是为自己着想。

这样的婚姻，充满了算计和利

益，没有一点点情与爱。

缺爱的婚姻，是最凄凉的

在一段婚姻中，若是缺爱，必

然是凄凉的，必然是让人痛苦的。

你要知道，在婚姻中，每个人

都希望得到另一半的爱，得到另一

半的在乎和重视，若是可以，谁都

希望拥有一段热气腾腾的婚姻，而

不是冷漠疏离的婚姻。

谁都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爱自

己的，但若是得不到爱，那么在婚

姻中，两人就会过自己的，只为自

己着想，从不在乎对方的感受，这

样的婚姻会让一个人崩溃，会消磨

一个人所有的热情。

当一段婚姻缺钱的时候，也许

为了鸡毛蒜皮会吵架，但是心依然

是在一起的，但是缺爱的婚姻，吵

不起来，也爱不起来，就像是一潭

死水一样，没有任何的生机。

这样的婚姻，荒芜到令人觉得

凄凉，凄凉到让人想要逃离。

所以说，当你觉得在一段婚姻

中钱很重要的时候，你要明白，其

实在一段婚姻中，更重要的是爱。

没有钱可以努力，但没有爱的

时候，婚姻就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了。

婚姻中，最可怕的不是缺钱，而是缺爱

网上有这样的一个问答

：你觉得一段婚姻走向死亡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有人说：是互相之间的

性格不合，也有人说是钱，

更有人说是两人之间的相处

出现了问题。

其实，一段婚姻，真正

会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并

不是性格和钱，而是爱，当

爱不够的时候，所有的问题

都出来了，而当爱足够的时

候，一切都不是问题。

所以说，在一段婚姻中

，其实真正可怕的并不是缺

钱，而是缺爱。

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館與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及大都會博物館齊名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館與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及大都會博物館齊名，，
是休士頓必去的三大博物館之一是休士頓必去的三大博物館之一!!該館展出兩位台灣雕刻大師該館展出兩位台灣雕刻大師4040餘件精緻餘件精緻
卓越的金雕卓越的金雕、、玉雕作品玉雕作品，，讓臺灣細膩高超之雕刻藝術站上國際舞台讓臺灣細膩高超之雕刻藝術站上國際舞台，，是雙是雙
邊文化交流大成功邊文化交流大成功!!

《《臺灣雕刻大師吳卿臺灣雕刻大師吳卿、、黃福壽金雕玉琢雙人展黃福壽金雕玉琢雙人展》》展期將從展期將從99月月1717日至日至
20222022年年22月月66日止日止，，歡迎大家前往欣賞歡迎大家前往欣賞!!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臺灣雕刻大師吳卿臺灣雕刻大師吳卿、、黃福壽金雕玉琢雙人展黃福壽金雕玉琢雙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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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您的帳戶  

Houston Area:                                                                                                                                                                                Nevada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281-762-6699                  702-777-9988           775-751-1773         775-372-1100             702-216-5500                                       

Dallas Area:                                                                                                                                                                                                                                                Californi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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