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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有關本校$10,000的獎學金的詳情

˙中外中醫名流授課
˙中西醫學多元化教學
˙學科及臨床並重
˙全時或半時上課
˙日班或夜班課程

˙美國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認准

˙美國中醫院校評鑑會認准

˙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准頒授碩士學位

˙中醫專業碩士學位

˙綜合保健管理碩士學位

●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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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治治
主主主

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中國城槍店中國城槍店 SUPER ARMORY

地址： 9896 Bellaire Blvd.,#G1,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
（281）236-4723
(832)347-2888

★ 供應各種槍支、彈藥的買賣。
★ 申請德州帶槍執照課程-可在全美36個州攜帶。

歡迎機關，團體報名，可赴該公司授課，另有優惠。
★ 兼賣各種防身用品：辣椒噴液，電擊槍...等等。

營業時間：
Mon-Sat 11AM-6PM

 




























要旅遊要旅遊，，趁淡季趁淡季！！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人長期腰痛背痛頸痛，這
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椎間盤突出。椎間盤突出分
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間盤突出。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
腿痛常見原因之一，其主要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椎
間盤突出又名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癥或腰椎間盤髓核突
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腰脫”或“腰突”。它是指人
體隨著年齡的增長或急性外傷和積累性外傷等原因，使
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
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的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
腿痛癥狀的骨科常見病、多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底部疼痛，下肢放射性
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
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
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
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外
傷史，造成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髓核向後或後外側突出，壓迫脊神經根引起腰腿痛，坐骨神
經痛是腰間盤突出癥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有明顯的頸部外傷史或有長時間低頭位工作的職業史。神經
根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上背部劇烈疼痛，伴上肢放射性神經痛；頸部運動和睡眠時，疼
痛加重。肌力下降，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臂叢神經牽拉試驗陽性。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
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
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術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
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
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診斷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
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
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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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8am -6pm）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9、運行中發動機溫度突

然過高。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如果汽車在運行過

程中，冷卻液溫度表指示很快

到達100℃的位置，或在冷車

發動時，發動機冷卻液溫度迅

速升高至沸騰，在補足冷卻液

後轉為正常，但發動機功率明

顯下降，說明發動機機械系統

出現故障。導致這類故障的原

因大多是：冷卻系嚴重漏水；

隔絕水套與氣缸的氣缸墊被沖

壞；節溫器主閥門脫落

；風扇傳動帶鬆脫或斷

裂；水泵軸與葉輪鬆脫

；風扇離合器工作不良

。

10、汽車加速時機油

壓力指示燈會點亮。

故障判定：真、假故障

並存。

原因分析：機油燈點亮

有實與虛兩種情況。所

謂實，就是機油壓力確

實低，低到指示燈發出

警告的程度，說明潤滑

系統確有故障，必須予

以排除。所謂虛，正像懷疑的

那樣，機油潤滑系統沒有故障

，而是機油壓力指示燈系統發

生了故障，錯誤地點亮了指示

燈。這種故障雖不會影響發動

機的正常工作，但也應及時找

到根源，排除為妙。通常情況

下實症的可能性較大，應作為

判斷故障的主要思路。

11、車輛在高速行駛時出

現全車抖動現象。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車輛在正常行駛至

96km/h左右時，出現全車抖動

現象，降低車速，現象即消失

，若再加速至 90km/h 左右時

抖動又出現說明汽車底盤存在

故障。其故障原因有：輪胎動

平衡失準；前後懸架、轉向、

傳動等機構鬆動；前輪定位、

軸距失準；半軸間隙過大。首

先，輪胎平衡失準會使車輪連

滾動邊跳動行駛，這是造成全

車抖動的主要原因。其次，懸

架機構、轉向機構、傳動機構

松曠、鬆動，造成前束值、車

軸距失準，鋼板彈簧過軟，導

致車輛在行駛中產生共振，誘

發全車抖動。再次，半軸間隙

過大，使後化在行駛中作不規

則運動，磨損加劇，造成旋轉

質量不平衡，引起全車抖動。

以上故障若不及時排除，將導

致惡性循環，並引發其他故障

。（未完待續）

完 整 修 車 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

ton, TX77072

汽車維脩大全（三）

（本報記者黃梅子）進入九月，學校已經開學了。此時離聖
誕節還有一段時間，正是旅遊淡季，但淡季正是出去旅遊的好時
候，為什麽？因為可以用最便宜的價錢獲得同樣的精彩！這對於
有年假的上班族和退休人士以及隨時可以上路的自由職業者、家
庭主婦來說，是一個大好的時機！走，出門去！去旅遊！旅遊能
增長見識，探索世界，開闊視野，放鬆心情，童鞋們何樂而不為
？如果可以回國探親，順便再遊覽一趟祖國的大好河山，豈不是
快事？但是面對那麼多旅行目的地、旅遊勝地，想好去哪裡玩了
嗎？

這個時候，您就需要專業的旅行社來幫你設計路線和辦簽證
了。中美旅遊為您推薦幾條經典路線。美國東部遊：紐約-費
城-華盛頓-康寧玻璃中心-尼加拉大瀑布-波士頓-耶魯大學-西
點軍校，深度走訪美東各大城市名勝，暢遊巴爾的摩，克利夫蘭
，底特律，芝加哥，還可遊覽邁阿密-西鎖島等度假勝地。及遊
覽東岸首個國家公園-卡地亞國家森林公園，體驗淳樸的悠閒漁
港小鎮。而美國西部遊：洛杉磯（好萊塢影城，聖地亞哥海洋世

界，迪斯尼樂園）-拉斯維加斯-大峽谷- 舊金
山-斯坦福大學-優勝美地國家公園。不得不提
的是，目前正是遊覽黃石公園的黃金季節，提
前報名的話您可以入住公園內的小木屋，讓您
體驗大自然，享受森林浴。加拿大溫哥華維多

利亞落基山脈也是不錯的選擇。以上這些旅遊路線，目前大部分
都有買二送一或買二送二的活動，即便是幫國內的親戚朋友在這
邊報名，也是件皆大歡喜的事情哦。

再說說中國的特價團，很多朋友已經深深體會到了其中的
“物有所值”！中美旅遊最新推出魅力上海，華東名城（上海，
杭州，蘇州，無錫，南京）8天遊。包休斯敦-上海來回國際機
票，只需$299起（含稅），贈送時令陽澄湖大閘蟹，兩人以上成
行，可延長在上海停留最多180天。名額有限，預購從速！

目前還有一個特價項目：夏季北極光三/四天之旅，2015年
09 月 01 日-11 月 07 日天天出發，團費$449/$659， 加拿大黃刀
鎮---世界觀賞天然北極光最佳地方之一，鎮上觀光了解當地風
土人情，嘗試陸上狗拉車，湖上捕魚，觀賞獨特水牛生活習性等
等夏日活動。夏季時間所剩不多，請趕快報名！

中美旅遊現推出旅遊套餐，即：訂機票+中國特價遊+免費
幫您辦簽證的服務。如果您正好計劃著回國一趟，又想看望親戚

朋友，又想自己輕鬆一下利用有限的假期順帶旅遊觀光，這可是
一個很好的機會哦，畢竟可以幫您既省心又省力。該活動名額有
限，先到先得，記得儘早報名哦！

中美旅遊的電話：832-643-3518，Annie 蔣小姐，地址：
7001 Corporate Dr.,# 212，Houston, TX 77036.(中國城美南銀行
後面)。也可發郵件諮詢，Email：cajtravel@yahoo.com。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最新技術治療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上海紅木傢俱公司上海紅木傢俱公司
慶中秋慶中秋，，大圓桌大圓桌，，大團圓大團圓

（本報訊）中秋佳節，闔家歡聚，品佳餚，賞明月，大團
圓。上海紅木傢俱公司，為您提供精美紅木大圓桌，高貴典雅
，讓闔家歡聚，更具濃厚節日氣氛。圓桌有48”，54”，60”
，72”不同尺寸，並配有桌上轉盤，迎合大家的不同需要。還
有玻璃面圓桌，木面圓桌之分，漆色也有深淺兩種選擇。如果
您家中今年擺上全新的紅木大圓桌，親朋相聚，更顯中秋的團
圓氣氛。

除了大圓桌，上海紅木傢俱公司還有多款長方形紅木餐台
，正方形早餐台，既有中式鑲貝殼餐台，也有英式雕花虎爪餐
台，可配座椅4-12人，供您選擇。

此外，為喜歡茶道的朋友，該公司還新進了一批精美的紫
檀木茶枱，茶椅，有方形，扇形兩種，為客人增加節日品茶的
樂趣。另還有紫檀木的客廳沙發組合（十件套），高端大氣，

古色古香。
除以上餐

廳， 客廳的紅
木傢俱外，該
公 司 25000 呎
的寬敞展示大堂，陳列有各式睡房傢俱， 辦公室傢俱，可整套
買，也可分件購，皆美觀舒適，質量上乘。

上海紅木傢俱公司，是德州最大，品種最全的紅木傢俱公
司，具有33年歷史，以良好的信用，優良的品質，享譽休士頓
社區。該公司地址：

3020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75-8605
網址：www.rosewoodfurniture.us

南地（South Land）房地產過戶公司
由Wanda Star Reyna及華人代表禹道平為您服務

（本報記者秦鴻鈞） 「南地土地產權過戶公司」，是
一家二十年經驗的房地產過戶公司，現因為華人代表禹道
平女士（Patty Yu）的加入，大力開拓華人的市場，並擬
在中國社區開設辦事處。現該公司位於Augusta 路上，在
Westheimer與Fountain View上的 「小肥羊火鍋店」斜對面
。

從 1995 年開始營業的 「南地房地產公司」（South

Land Title ,LLC）有豐富的房地產過戶經驗，無可挑剔
的客戶服務，可去客戶辦公室或家中提供快速主動和
優質的房地產過戶服務，精通多種語言過戶 (普通話，
台語，英語和西班牙語)，靈活定制過戶預約，在
Galveston和休斯頓區有自己的房地產權公司，代表幾
家產權保險公司，專業的工作人員有禮，有知識和迅
速回覆客戶來電，良好的溝通技巧，積極和快速完成
交易的承諾。

萬達星-雷納: 分公司經理/房地產中介服務主管
並發揮母親和妻子的責任與功能。在每個角色她能夠
提供並給予格外引人關注著的巨大道德和誠信。雖然
有這些忙碌的角色和責任，偶然她仍然能夠安排出一
個特別選定的日期與她的丈夫約會。

作為一個房地產經紀人，並在房地產產權行業工
作超過20年，萬達對休斯敦的房地產市場和得克薩斯
州的房地產產權保險具有良好的知識，她徹底明白滿
足客戶的需求和期望是非常重要的。她已經通過她的
出色表現成績證明了她的專業能力和她是休斯敦地區
的一名重要房地產產權服務主管。她認為，“購買或
出售 (住宅或商業物業) 是大多數人做的最大的投資決

策 。”她參加房地產產權經紀人的動機是因為有機會在這
個行業工作，並因為她與房地產建築商合作夥伴建了良好
的合作關係。她說，因為她非凡的專業表現和她對客戶的
獨特和優越的服務，她的客戶持續回來，還把她介紹給客
戶自己的朋友們。

萬達和她超強的團隊持續專注於滿足和超越其客戶的

期望。她的成功給她帶來了良好的聲譽，知識
和信任。萬達達信從由 Ray Kroc（麥當勞創始
人）創建的座右銘，“如果你工作只是為了錢
，你將永遠不會使它; 但如果你愛你的工作，並

始終把客戶置於首位，成功將屬於你。 ”
公司內部的法律顧問: 帕翠克 F.多伊爾 (Patrick F.

Doyle) - 支持我們辦公室和客戶
在擔任第5區太平紳士的期間，帕翠克他為服務社區

和創新的青年計劃和方案貢獻了多年的努力和真誠熱情，
他贏得了巨大的榮譽，被德克薩斯城 (Texas City) 和 La
Marque商會 (2000) 提名為德州青年商會和公民的5位傑出
青年德州人之一。2011年10月，帕翠克獲得德克薩斯市獨
立學區榮譽名人堂的榮譽，最近他被玻利瓦爾 (Bolivar) 商
會評為年度榮譽市民。目前他是加爾維斯頓縣 (Galveston
County) 第1區專員; 他在2012年年底完成他的第二個任期
。他的每年釣魚邀請賽已經成為一個傳奇，他慈善募捐獲
得了50萬美元的慈善基金，用於當地的市慈善活動。他的
非營利實體已經購買了25名乘客的公車為 加爾維斯頓縣
的高齡長輩使用，他期待募取另一客車給高齡長輩使用。

多伊爾先生擁有South Land房地產權公司在 Brazoria,
Chambers, Fort bend, Galveston, Harris 和 Montgomery 縣都
有辦公室。他的工作專注於房地產產權保險和房地產產權
相關事宜的法律實務，房地產文件的準備，銀行，企業法
，商業計劃和小企業收購等領域。

他是得克薩斯州律師，加爾維斯頓縣律師協會，德州
律師基金會和得克薩斯州土地產權協會的成員。

產權過戶請聯絡該公司華人代表禹道平（Patty Yu）
電話（832）520-9188，或分公司經理 Wander Star

Reyna 電話：（713）447-5265，該公司地址：2400 Au-
gusta,Suite 453,Houston TX 77057

圖為圖為 「「南地房地產過戶南地房地產過戶」」 公司的分公司經理公司的分公司經理Wander StarWander Star
ReynaReyna（（左左））與華人代表禹道平女士與華人代表禹道平女士（（Patty YuPatty Yu）（）（右右））合影合影
於該公司內於該公司內。（。（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空軍子弟小學本週日辦講座空軍子弟小學本週日辦講座

FF8686飛官將口述當年戰績飛官將口述當年戰績
（本報訊） 「休士頓空軍子弟小學」

校友會，將於九月六日（週日）下午二時
至五時，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辦講座，由F86
飛官口述，民國 47,48 年（1958-1959 年間
）我空軍 F86 戰機，八次空戰打下米格
MIGIT戰機35架的事蹟。

民國 47 年 7 月，王上尉駕 2 號 F-86 戰

機，隨三架F-86挑釁浙江溫州，米格機未
起飛。第二天，又有七架F-86戰機，飛三
萬呎高空挑釁浙江溫州上空，金門地面空
官報告，米格機起飛後只在低空盤旋，起
飛前，王叔銘將軍親來基地，嘉許新式戰
機F86，及各飛官保衛領空的戰績。

「「洪秀柱海外後援會洪秀柱海外後援會」」 於後援會造勢大會後合影於後援會造勢大會後合影。。

（休士頓/秦鴻鈞）休士頓洪秀柱後援會於週日（八月三十

日）再舉行盛大的造勢及募款活動，很多不會開車的老太太，坐

計程車趕來，捐出一疊疊平常積攢起來的鈔票，還要主辦單位保

守機密，不要讓她的兒女們知道，一場造勢和募款大會，多少感

人的故事，捐款人表示：他們都曾為中華民國打拼過，他們都希

望看到有智慧，有理想，有抱負的洪秀柱能當選總統，承擔起撥

亂反正，還給台灣一個公平正義祥和安寧的社會。

「洪秀柱後援會」的召集人甘幼蘋首先在大會上致詞表示：這

場選戰是一場權貴與貧民，公主與女僕，邪惡與正義，醜陋與無

私的一場選戰，也是考驗台灣人民是選擇公平正義，國家前途與

社會安定祥和的智慧一戰。

洪秀柱從自喻拋磚引玉的領取報名表開始，到今年7月19日

國民黨第十九次全代會通過洪秀柱代表中國國民黨參選中華民國

第十四任總統至大選也只不過是約180天，而蔡英文已準備了七

年多，2600多個日子。洪秀柱準備的時間比蔡英文準備的零頭都

不夠，再說蔡英文還挾著13個縣市的優渥資源。

甘幼蘋說：如果洪秀柱輸了，不是她個人輸了，是全台灣有

智慧，有理想，有抱負，有正義的選民都輸了，相反的，如果她

贏了，不要忘記您的承諾，承擔起撥亂反正，還給台灣一個公平

正義祥和安寧的社會。

甘幼蘋說：於此同時，未來還有138天的選戰之路，我們全

部的泛藍支持者，一本初衷， 一定與她共同承擔， 共同努力，

所有泛藍支持者祝洪秀柱女士在中華民國105年一月十六日柱進

總統府。

當天還有後援會的九位執行委員紛紛上台致詞：

負責活動和募款的駱健明說：這次如果蔡英文當選，台灣將

動亂，大陸反彈，很可能會造成族群撕裂，黨派競爭。

負責「視頻」的黃膺超也在現場播放洪秀柱向休士頓的僑胞

致謝影片。洪秀柱說：秀柱獲海外僑胞熱情支持，感謝，感動，

我們絕不灰心，也不放棄，台灣今天的成果得之不易，我們應珍

惜，守護台灣的價值，雖然秀柱這選的非常辛苦，但新的力量崛

起，愈來愈多的支持者投入陣容。

黃膺超說：除了捐錢，籌款之外，我們還

可作「網軍」之事，去影響「中立」的人，如

每週固定的上網聊時事。

負責視頻聯絡的陳建中表示：現已成立了

107個「藍網」——支持洪秀柱的網站，台灣

90%的媒體偏綠，他們將利用休士頓Line族群

，「臉書」群及官方網：Hung2016.com

駱健明「民調」，台灣的網路民調，洪是

第一名，而台灣的平面媒體，全部給「綠」的

霸佔。

金俊家報告財務，當天開會之前收到的捐

款為12330元。

負責「海外選民登記」的唐心琴表示：返

國投票是最有效的幫助。「後援會」將組團幫

你作「選民登記」。凡持中華民國護照，在台

居住六個月以上（經文處辦護照需一個月時間

），他們將幫助大家申請返國投票事宜。

召集人甘幼蘋也提到今年7月25日，在僑教中心辦「華美空

軍歷史回顧展」當天，有一位93歲的老太太搭計程車（她不會

開車）前來，交給她四疊鈔票，每疊一千美金，她說她在中華民

國工作17年，洪秀柱這個女孩子太勇敢了，她一定要支持她。

當天現場還有T恤拍賣，一件洪秀柱的分身王芬穿的Polo衫

，賣了一萬元，捐款人堅持寫「無名氏」，另三件各賣了八百，

七百及六百元，還有人要買兩件伍佰元，共捐了一千元，當天現

場的「辣炒空心菜」，也賣出了一千二百多元，真合乎該會所標

榜的「十元不嫌少，一百元不嫌多」的要求。

最後全體出席人士大合唱「中華民國頌」結束了這場熱鬧的

造勢，募款大會。

「休士頓洪秀柱後援會」 週日辦造勢及募款活動
民眾們踴躍捐輸，很多以無名氏捐出血汗錢，感人事跡無數

新聘僑務委員甘幼蘋新聘僑務委員甘幼蘋
服務僑界數十年如一日服務僑界數十年如一日，，實至名歸實至名歸

圖文：秦鴻鈞
「中山學術會」會長甘幼蘋，多年服務僑界，日前被僑務委

員會聘為 「僑務委員」，消息傳來，僑界咸認為實至名歸，原僑
務委員王秀姿，現新聘為 「僑務諮詢委員」。



CC22休城社區

我們的信念
竭盡所能﹐為您提供誠信﹐

熱心﹐省錢﹐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負責人 CLU

呂振益 J.Eric Lu
保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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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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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服務客戶逾20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www.farmersagent.com/jlu

713-988-0788

J. Eric Lu
Insurance Agency

呂氏
保險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當您把汽車和房屋一起投
State Farm＊開始，就可平
均節省$763保費！＊更可享
受State Farm代理人的個
人化服務，適合的保障，迅
速公平的理賠！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使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
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1205075 State Farm-Bloomlngton, IL

許宏婷
Winnie Hui
CLU CPA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Cell: 281-772-3972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誠徵有經驗,穩重的保險經紀人。

代理上百家A級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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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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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勝保險
www.ChampionsIG.com

李仕球李仕球

Champions Insuranc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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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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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電話一通電話一通電話
立即省錢立即省錢立即省錢

優勝保險，你值得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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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有Medicaid & Medi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請注意：

今年德州的七個郡，包括Harris County，為減少保險的濫用，減

低費用，交由第三方管理公司管理，將您列入MMP的保險計劃，

您今年4月至8月底，會陸續收到這家公司的來信，您的計劃則

會自動轉入MMP計劃中去，MMP計劃較新，有很多醫生和藥店

還不在此網絡裏邊，如果您還去看原來的醫生，您會突然發現自

己的保險不能報銷了，MMP計劃有很多限制，有許多藥要自費，

現在有很多被保人都不願意被轉入，若您是Medicaid & Medi-

care 雙資格的被保人，歡迎您與我聯絡，我們可免費幫您查看

是否被轉，免費諮詢，并免費幫您保留原來的計劃。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華人代表

禹道平

Patty Yu

(832)520-9188

自1995年以來專業住宅和商業房地產過戶交易！

Wander Star Reyna
South Land Title, LLC
Branck Manager/
Sr. Escrow officer
分公司經理

Cel:(713)447-5265

www.southlandtitle.net

2400 Augusta, Suite453 Houston, Texas 77057

南地南地((SOUTH LANDSOUTH LAND)) 房地產房地產((過戶過戶))公司公司
-有豐富的房地產過戶經驗

-無可挑剔的客戶服務

-可去客戶辦公室或家中提供快速主動和優質的

房地產過戶服務

-精通多種語言過戶（普通話，英語和西班牙語）

-靈活定制過戶預約

-在 Galveston和休斯頓區有自己的房地產權公司

-代表幾家產權保險公司

-專業的工作人員有禮，有知識和迅速回覆客戶來電

-良好的溝通技巧

-積極和快速完成交易的承諾

Rei Ryan 朱小姐
20年房屋 / 商業貸款
NMLS 244297

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
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

利率低 另有免手續費 本人親自接聽電話 回郵件

915915－－691691－－90729072
洽詢專線 and Text:

Email: rei@milesfunding.net
9999 Bellaire, BLVD s#909, Houston, TX 77036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另有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借貸
◎◎外國護照可貸款
◎◎專精H1B, L1, L2, E1, E2貸款及建築貸款,
從新貸款拿現金,不需等六個月

另誠徵 有經驗 Loan Processors 有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經驗, 會 DU/DO 英文說寫流利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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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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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壽保險 長期護理保險
教育基金 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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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1515廣告天地

#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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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地產預購新屋﹑舊屋﹑拍賣屋,辦公大樓公寓屋

281-798-0868（手）
281-561-7275

1919年豐富房產經驗年豐富房產經驗
住

家

商

業

住家專精﹕西南區﹑醫學中心﹑糖城﹑Katy﹑Pearland
商業專精﹕店面﹑倉庫﹑購物中心﹑辦公大樓招租﹑

買賣管理﹑土地投資
Email:tsuiweihuang@yahoo.com

蕭翠薇蕭翠薇

★西南區平房,近2000呎﹐全磚2003年﹐全新裝修﹐售$218,000
★I10 & Memory Townhouse 2-2.5-2車庫,狀況極佳
現有房客租$1300 叫價$138,000

★中國城附近Townhouse 2-2-2車棚 叫價$52,000
★中國城Condo(樓下)1房1衛﹐全新裝修$30,000
★西南區Townhouse 2樓 2-2-2車庫$69,900
★288&H6,17畝地 $1,200,000
★西南區﹐辦公樓出售﹐設備齊全﹐$275﹐000
★查封屋 Shopping Center 請電281-798-0868

美聯地產美聯地產

電話：（713）823－2226

HoustonRealtyd@gmail.com
詹慧(Diane Sum)

中國城餐館出售
靠近中國城新屋出售
Sugar Land, Katy Medical Center
Downtown of Houston優美與豪華住家

好
學
區

9896 Bellaire Blvd, #D Houston TX 77036

專精買賣 商業＆住家˙新、舊、大、小、豪華房子˙公寓˙土地

投資˙管理˙協助投資者長短期投資、高效期回報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wendyc21sw@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CBR,GRI

Terry Fan
(國、臺、英語)

吳念湘

E-mail: terry@terryfan.com,
Http://www.terryfan.com

SOUTHWEST
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

買房,賣房,置房,投資,貸款,全套服務,
買全新屋高手,賣半舊屋拿手, 誠實可靠,值得信賴

1490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

1.福遍近糖城惠康超市，大湖區Brghtwater區，兩層樓房，3210呎，全木地板，僅售31萬5仟
2.糖城近惠康，二層樓房，約2500呎，高挑屋頂，三房加遊戲間，新屋頂，新廚房，新電器用品，
花崗石臺面，新燈，新地板，僅售$299,950

3.糖城，Lake Pointe高級區，2013年新房，屋主精心設計，獨一無二的高質量，高享受的湖邊
豪華屋，僅售八十九萬九仟

4.糖城，Telfair社區，單層洋房，高挑屋頂，2010年，約2500呎，3卧室加書房，僅售四十萬八仟
5.新房買賣最佳服務，廣及休市，Memorial區，Bellaire市，Mo、city，Katy，Sugar land等市。

281.207.5088, 281.772.0888

直線﹕(281) 265-1288 手機﹕(832) 618-2828
李惠娜Grace Liu
Broker, GRI, CCIM

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
★4房3浴﹐湖邊﹐David Weekly Home﹐3000呎﹐售$258,000﹐樓下全新實木
寬地板﹐全新內外冷暖氣﹐油漆﹐屋況絕佳
★4房 3.5浴﹐後院湖景﹐交通便利﹐近小學﹐樓下木板﹐3000呎﹐售
$300,000萬
★密蘇里市﹐3房 2.5浴﹐樓上遊戲間﹐全新油漆﹐2550呎﹐售$153,000﹐
最佳投資

糖城:

商業部門 陳先生手機陳先生手機281281--561561--62886288

18001800--856856--00020002××111616
281281--630630--22122212

Mei Tan
陳 太 太

(國、臺、英語)

1. 糖城，4,211尺，後院湖景美麗，二層樓漂亮洋房，五房，四浴，樓上，樓下各一主臥室，高級水晶燈，挑高天花板，
遊戲間。僅售 $375,000.

2. 糖城，有湖社區，一層樓漂亮洋房，2143尺，四房，二浴，二車庫，內外全新油漆，新地毯，新瓷磚，客廳木地板。
大後院。僅售 $269,000.

3. 近醫學中心，1212尺，二層樓公寓，二房，二套半浴室，一樓大客廳，新地板，浴室花崗石臺面，僅售 $175,000。
4. 近醫學中心，788尺，二層樓共渡屋，一房，一浴，一車庫，有書房，大客廳，僅售 $109,000。
5. 近Galleria, 1115尺，二層樓公寓，二房，二套半浴室，一樓客廳木地板，廚房花崗石臺面，有車庫，僅售 $185,000。
6. 西北區, 離中國城20分鐘，兩層樓漂亮洋房。2368尺，四房，二套半浴室。主臥室在一樓，二樓大遊戲間。一樓

瓷磚與硬木地板，二樓全地毯，近小學。有房客，月入$1670,僅限投資者購買，售 $215,000
7. Montgomery區，一英畝多土地，湖邊，有鐵門，高級洋房社區，湖景優美，近高爾夫球場。售 $ 165,000.
8. 辦公室及倉庫出售，於59號，8號，交叉口，13,716 平方尺，鋼筋水泥建築，內部14尺高，交通方便。二尺高的

上卸貨區。售 $780,000.
9. 6 號與288 號公路，Sienna Plantation 南邊，二畝土地，高級住宅區，售$60,000.
10. 百利大道路上，近香港城，商業土地，5.74 英畝, 僅售 $11.00/尺
11.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租$0.54，可立即搬入。

1) 湖景豪裝共渡屋 1600尺 2房
2廁 近中国城，投資自住首選
僅售7萬9

2) 英式建築獨立屋，好區交通
方便。1620 尺,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11萬9

3) 獨立屋1300 尺 ,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9萬9

買賣促銷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專業管理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713-981-6888E-mail: helen@helengo.com
web site: www.helengo.com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專精專精::房屋房屋 商業商業 公寓公寓 土地開發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物業管理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

E-mail: chentoby@ymail.com

Cell:Cell: 832832--235235--50005000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中國城賺錢餐館生意出售，地點極佳，多年老店，生意很好，2500呎，接手即可營業，意者請洽Toby
◆糖城精華區，一層屋3房2浴，1821呎，格局方正，交通便利，2分鐘至6號與59高速，售$218,000
◆西北區Shoping Center,100%出租，佔地60,231呎，2003年建，高報酬8%，售$2,980,000
◆糖城RiverStone，新房促銷，地點好，送$35,000 upgrade，機會有限。
◆休斯頓北邊位45號，投資良機，50個單位公寓 / Motel混合出售，100%出租，超高報酬12%，
售$1,500,000

◆休士頓南部，距離Hobby機場1 Mile，2萬呎倉庫出租，可分隔，短期可議，租75￠/呎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Cell: 713713--459459--26562656

Top USA InvestmentTop USA Investment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Knowledgeable! Experienced!Knowledgeable! Experienced!
Competitive! Action Oriented!Competitive! Action Oriented!

誠信可靠誠信可靠，，敬請賜電敬請賜電！！

有緣為您服務
我必全力以付

國語、粵語、寧夏話、英語

電話/微信 832-803-8629 Donna朱碧君
Donnabkw@gmail.com

Keller Willams Realty
休斯頓房產經紀人wk

買賣房屋 豪宅 商業 生意買賣 投資 租賃 管理 協助貸款

˙幫您賣房精心打造幫您買房精挑細選
˙Pasadena 大型buffet店出售，生意穩定要價九萬，
NASA 八千尺大型buffet店出售，三十萬，機會難得

˙中國城附近，冰店出讓，生意穩定，地點好，發展潛力大。
因老板移居外州，機會難得

˙小型商場出售，有穩定收入，六十八萬

我們有專業的裝修公司,信譽好,手藝精湛. 電話：832-803-8628 John

1. 休士頓賺錢 連鎖旅館Super 8，49房，年營$75萬，售$325萬，頭款$100萬。
2.布希機場連鎖旅館，80房，年營$170萬，售$650萬，頭款$150萬。
3.休士頓Holiday Inn 109房，年營$350萬，售$13.5M，頭款$300萬。
4.休士頓Americd's Best Value Inn & Suites 117房，售$500萬，頭款$160萬，業主供銀。
5.休士頓獨立旅館44房，年營45萬，售$235萬，頭款$70萬
6.德州獨立96房，年營$75萬，售$250萬，頭款$70萬，路州獨立144房，$210萬，
獨立166房，年營$130萬，售$425萬。

集廿五年經驗 幫您德州投資 助您鴻圖大展 助您永續基業
德 州 華 美 投 資 地 產 熱心為家庭、公司、

企業全面服務！

Kenny Huang

(832) 348-7824

Senior Investment Consultant

Realty Associaties

黃顯意
Hotels Specialist

Email: kennyhuang1889@yahoo.com

1. 敦煌商場，雙連體旺舖出售，每單位1600呎，地處Corner位置，價格
超好，機會難得，可以聯繫Gina或Shannon.

2. 福遍糖城二層獨立屋，4/2.5/2，近2800呎。地理位置極佳，近59，
DairyAshford，超低稅率，Corner位置後院方正寬大，配有游泳池及
花園平台，僅售$235,000。

3. 合作路/百利大道近敦煌超市，全新裝修獨立屋，3/2/2，近2300
呎。高屋頂，采光極好，新油漆，新地板，花崗岩台面。僅售$131,000

4. Richmond/Galleria區，兩單位出租：1 bedroom，包水電，$750/月；2
bedroom,包水電，僅$1000/月

專精各類商業地產之買賣投資
承租及管理…積20年之從業
經驗為您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Shannon Gao

高紅
Sales Associate

xiannen_g@yahoo.com

713-550-6373(專線)

城中區大型著名自助餐館生意出售。

餐館裝修高雅、寬敞明亮、地理位置極佳，

已有20多年的經驗，積累了很多客人，

生意興隆、穩定，客人川流不息。

sunny.hsu@aarealtytx.com

以二十年經驗，為您做完整服務

Sales Associate andy.hsu@aarealtytx.com

1)Cypress , 3 房 3衛1.5 story.高屋頂,正
式餐廳,客廳,遊戲間.游泳池.社區環境優美,
有八個湖,網球場,籃球場.售價 314,900
2)5,000呎空地，近中國城8号公路，售價
$25,000.00
3)近中國城，玉佛寺，一層樓Town Lome，
3房3衛,近1680呎,光敞明亮,高Ceiling.
104,900

房屋買賣，投資，管理

HAR Client Experence Rating A 4.99* Realtor
Houston 以南 1 小時車程 Hartz
Fried Chicken炸雞店出售。業主
退休。連房地產僅售46萬。機會難
得，請電713-899-1968查詢

有意者請電713.550.6373，高小姐

*每一檔商鋪以1000英呎為一單位（可多不能少）每英呎售價樓上$190樓下$235
可自用或投資，擁有單獨房契，經紀人付3%佣金，歡迎承租，每呎$2-2.5

* 餐廳、辦公樓、國際學校、醫生診所、
活動廣場、公寓式酒店等。

高檔次商場高檔次商場規劃有規劃有：：

唐心琴/負責人
Sheree Lee/Broker
公司(281)242-6655
手機(832)651-2848
Email: DreamsRealty88@yahoo.com

糖城廣場糖城廣場
糖城第一個中國城銷售中

17.5英畝、5棟商業建築、預計130單位
地址：4899 HWY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位於家樂超市，恒豐銀行糖城分行之間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本報訊）I. 本年第三季度、即7、8、9月

慶生會謹定於9月26日(星期六) 上午10:00假僑

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屆時有精彩歌唱、舞蹈節

目表演、還有豐富的獎品抽獎助興。入場劵分

有三種: 壽星劵 (含免費午餐盒帶回家)、自費餐

盒券(每張酌收五元)、和免費節目觀賞劵。壽星

會員可憑有效會員証領取壽星劵。非壽星會員

可憑有效會員証自由選擇購買自費餐券或領取

免費參加劵。以上三種入場劵皆可參加抽獎。

請於9月22日之前，每週一到週五上午十點到

十二點半到僑教中心102室營養午餐部向徐先生

登記領取或購買餐券。

II. 2015年到期或已過期的會員請注意、本會

換証日期定每月的第三週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

在僑教中心 108 室辦理。十一月和十二月將暫

停辦理換証。須要換証的新舊會員請於9月 19

日或 10月 17 日前來換証。凡持有已過期的會員

證將不能参加本會所舉辧的任何活動，也將停

寄活動通告。

III. iPad初學入門班和電腦班II、會在九月初開

課、Ipad班定於每週三和週五下午一點到三點、

為期共六週。每班人數有限。有興趣的會員請

到僑教中心102室向徐驊先生詢問開班日期和報

名。

IV. 本會新增提供會員

免費剪髮服務、只限會員

參加。由持有美國剪髮和

多年的教學經驗、專業教

學執照的韓老師義務為本

會服務。剪髮日期為每個

月的第一週和第三週的星

期五上午9:30開始。由於

剪髮需要時間、人數有限

、想要剪髮的會員請憑有

效會員証電本會電話 (713)

784-9049或到僑教中心102 室預約排期

。

V. 2015年9月19日星期六、一日旅遊

。將於9月3日星期四開始 接受報名收

費。只限會員參加。報名請 於9/3/2015

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憑有效會員証

到僑教中心102 室向徐先生報名繳費。

收費35元。費用含早點、午餐、司機

午餐、小費 、瓶裝水、意外保險、和

門票 。名額有限、請盡早報名。行程

如下:

• 上午 8:45 -----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

記上車。

• 上午 9:00 ----- 準時出發、過時不

候。

• 上午 9:20 ----- McGovern 百年花園

與 & Cherie Flores涼亭花園這裹有寬敞

的綠色草坪，百花盛放鮮明的花園。分别有乾

旱花園，玫瑰園，林地花園，一個互動的家庭

花園和多樣化的集合。其中有龍舌蘭，蘆薈、

也種植有蔬菜，藥材，水果，柑橘類，漿果等

。

• 中午11: 00 ----- 午餐中式自助餐。

• 下午 1: 00 ---參觀位於休士頓的Lyndon B.

Johnson太空中心，也是美國國家航空和航天局

的中心，是訓練太空人、策劃、控製和航空活

動中心的所在地。更是德州、休斯敦遊客必到

的觀光景點之一。

• 下午5:40 ---- 回到僑教中心。

從中醫觀點淺談現代常見病的居家預防及照護從中醫觀點淺談現代常見病的居家預防及照護  



僑教中心9/8休館
2015年9月7日(星期一)為美國勞工節(Labor Day)，適逢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例休日，依規定將於9月8日

(星期二)補休一日，並於9月9日(星期三)照常開放。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15 年 9月份通告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發布美南地區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發布美南地區
新續任僑務委員及僑務榮譽職人士名單新續任僑務委員及僑務榮譽職人士名單

（本報訊）中華民國政府為提供全球僑胞優質服務，多年來

借重各地僑界賢達的服務熱忱與專業長才，依相關規定審慎遴聘

僑務委員以及僑務諮詢委員、僑務顧問與僑務促進委員等僑務榮

譽職人士。這些職位皆為無給職，擔任政府與海外僑胞間的溝通

橋樑，積極協助僑民於僑居地參與公共事務、政經活動及推廣國

民外交工作。鑒於美南地區部分僑務委員及僑務諮詢委員聘期屆

滿，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依僑務委員遴聘要點規定，經綜合考量

後，報請行政院轉呈總統府核定，日前公布續聘僑務委員曹明宗

(達拉斯)及新聘僑務委員甘幼蘋(休士頓)，任期自2015年9 月1日

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僑務委員會並另依規定續聘僑務諮詢委

員李紫鳳(達拉斯)及羅玉昭(達拉斯)，新聘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

休士頓)，任期均自2015年9 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駐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休士頓僑教中心將另擇期舉辦頒授

聘書儀式，並期許美南地區所有僑務委員及僑務榮譽職人士繼續

秉持堅定支持中華民國的理念及服務僑社的熱誠，共同為增進僑

社福祉而努力。

講員：葉羨敏中醫師

時間：2015年9月5日 (SAT) 2:00PM-4:00PM

地點：華人聖經教會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葉醫師將深入淺出的介紹中醫基礎理論和觀念，並將其基本

觀念應用到現代常見病如頭痛、失眠、頸、肩、背痛、高血壓、

高血糖、高膽固醇及中風的居家預防及照護，透過講解與實做加

強參與者對常見病的了解，並將其基本知識和技能帶回家，嘉惠

自身和家中長者。

演說內容綱要 (120分鐘)

1. 中醫哲學與基礎理論 (35分鐘)

2. 中醫基本診斷 (10分鐘)

3. 針灸和中草藥治病的基本原則 (10分鐘)

4. 休息(5分鐘)

5. 中醫觀點對現代常見病的居家預防及照護 (45分鐘)

a. 頭痛、失眠

b. 頸、肩、背痛

c. 高血壓、高血糖、高膽固醇

d. 中風

e. 癌症

6. 問題提問及回答(15分鐘)

葉羨敏中醫師簡介

葉醫師擁有德州針灸醫師執照，並是中華民國執照營養師，

他具有美國針灸及東方醫學博、碩士的學歷外，並擁有台灣營養

學碩士和美國電腦科學碩士學位，他目前更是在中國天津中醫藥

大學做博士後研究並為該校博士生候選人，葉醫師除了中醫藥專

業外也曾參與中醫藥與白內障、飲食與動脈粥狀硬化及網路個人

健康管理系統等的醫學相關研究，他更著手中醫藥與肌纖維痛症

及婦科疾病的研究計畫。

葉醫師過去在休士頓華美中醫學院擔任診所臨床主管及教員

，並在該校任教八年，他也曾服務於西南紀念醫院(Memorial Her-

mann Southwest Hospital)和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從事針灸醫療的工作數年，目前葉醫師是休士頓悅氏中

醫診所的負責人及主要針灸醫師，並於休市仁和中藥行駐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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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

專線：832-437-4191 傳真：1-888-806-1136

VA，Lot & Construction，JUMBO專家www@katymtg.com
email:sc@katymtg.com

25307 Terrace Arbor Lane, Katy, TX 77494

CONVENTIONAL LOT/CONSTRUCTION
JUMBO FHA/VA REVERSE

Shirley C 侯璦珠
通國語，英語 Broker #969832
公司NMLS ID:994796

買屋貸款 舊款重貸 費用低廉
免手續費＊ 利息最好 準時過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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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

Conventional LoanConstruction Loan

不查收入 信用分數580以上FHA/VA

Hard LoanJumbo Loan Cash Out

7001 Corporate Drive #100A, Houston, Texas 77036

手機:713-825-8807
直撥:832-649-5887

NMLS ID 49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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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TOP ONE MORTGAGE

通國﹑ 台語﹑ 西班牙語

www.toponemortgage.com邱黃美嘉

Email:may@toponemortgage.net

May H Chiu

誠實可靠˙專業負責˙成功率近100%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Houston, TX ,77072(位於Bellaire與Wilcrest﹐Kimson Bellaire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所有保險項目﹕汽車﹑船類﹑房屋﹑商業﹑健康﹑人壽﹑共同基金﹑各類年金﹑退休金﹑IRA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Tel: 281281--933933--00020002 Fax:Fax: 281281--933933--9898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AP 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上海紅木家俱公司上海紅木家俱公司

3020 Fondren Houston TX 77063
http://www.rosewoodfurniture.us Tel:(713)975-8605

ROSEWOOD FURNITUREROSEWOOD FURNITURE

推陳出新推陳出新 夏季酬賓夏季酬賓

紫檀寫字臺及雕花立櫃紫檀寫字臺及雕花立櫃

紅木雕花大床紅木雕花大床

紅木雕花沙發紅木雕花沙發（（組組））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1.糖城Clements高中4/2﹐5/2﹐重新裝潢﹒木板地花崗石廚房檯面﹐新地毯﹐新油漆﹐約2200呎﹒售$239,900

2.First Colony,密蘇里市﹐原Newmark的樣品房約3100呎﹐面湖﹐木板地﹐花崗石檯面﹐3車庫﹐4/2﹑5/2 售$299,900

3.糖城TelFair 2006年建﹐約2900呎4/2,5/2保養好﹐地段佳﹐售$389,900

4.醫學中心﹐2房2衛Condo. Bellaire高中﹒GATED,24小時門房﹐警衛﹔重新裝潢﹐售$198,000.

5.糖城Clement高中﹐3/2.5/2臨湖TownHome月租$2480.

6.糖城Clement高中 3/2.5/1TownHome.近郵局及圖書館 月租$1600.

※商業 KATY, 旺鋪出售﹐位於FRY RD & $I-10公路﹒室內有2萬呎﹐外加室外地皮﹐開價一百五十萬﹒

＊＊賣屋，免費市場估價，提供Virtual Tour網路虛擬活動畫面，保證高價盡快出售＊＊
＊＊ 請洽年業績逾千萬的Super Agent ＊＊

電話：(281) 980-7671(隨時)
公司：(281) 980-7671 傳真：(281) 980-5570

糖城，醫學中心， 百利市，KATY，PEARLAND，西南各區
房屋出售迅速快捷！ 購屋置產﹐值得信賴﹐買方代表永保權益﹗

專
精秦鴻台(負責人)

JENNIFER YU

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住宅住宅
商業商業

SKY ENTERPRISES REALTY
18 GrantsLakeCircle,SugarLand TX. 77479

* HAR TOP PRODUCER PEALTOR (TOP 1% OF ALL REALTORS IN HOUSTON)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300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SOLDSOLD

PERRY HU胡中平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電話熱線：
(832)335-3207精 英 地 產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商業地產、購物商場、商業大樓、倉庫廠房
土地開發、農場用地、公寓旅館、餐館商店

專精專精

買賣買賣

新舊住宅房屋買賣、銀行政府、查封房、建築商存貨大特價

Email:perryhu8@yahoo.com

1. 大型Buffet中餐館出售，生意好近達拉斯，另位於休士頓黃金商業地段中餐館老店
出售，生意穩，售12萬。

2. 社區旅館，生意好，收入高，28房，僅售28萬。
3. 西南區，靠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兩層樓房2仟多呎，主臥房在樓下，售18萬。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過去26年內共售出超過2655幢房子
*全德州ERA地產公司，94/95/96年銷售
總冠軍

*97及98H.B.J全曉士頓經紀排行榜第八
及第九名

281-26KCLAM 或 281-265-2526

˙Missouri City﹐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好學區﹐2600呎﹐$29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租約到明年夏天可以收回自住﹒
˙Medical Center 2室2衛1廳﹑3室2衛一廳Condo二個單元出租﹐$900-1200﹐即將上市﹒
不定期批發房上市﹐Email to amyshaorealty@gmail.com 加入投資者商圈

˙求租Medical Center﹑DownTown及610附近庫房﹐1000-1500呎﹒

地產
精選

Houselink Service, L.L.C.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Amy Shao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管理管理++貸款貸款

專
精
糖
城
附
近
新
屋

貸款﹕貸款利率歷史新低﹐買屋重貸均為良機
助您買到夢之屋﹐投資房亦可,精於外國人貸款

※精於投資房地產買賣﹐批發價
一般低於市價30%-50%

請上網查詢請上網查詢www.har.com/amyshaorealtywww.har.com/amyshaorealty鑫匯地產鑫匯地產
832-878-8988 713-931-8601(O)

特別
推薦

◆糖城，Hwy6大型辦公室分租，靠近99大華，適用於課後教育，午蹈教室及大型聚會，長期、短期、臨時均可。低於市價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起至$1200
查詢 www.har.com/amyshowrealey現在上市房屋買賣、出租現況

Southwest

www.ShereeChang.comwww.ShereeChang.com
E-mail:ShereeChangE-mail:ShereeChang＠＠Gmail.comGmail.com

張
陳
雪

張
陳
雪
津津

●百億萬元成交經驗 ●25年以上經驗
●榮獲Houston TOP 50及RE/MAX TOP 20獎Sheree Chang 地產經紀人
※房屋管理，認真負責，收費合理，好評有佳，電腦作業，請查詢。

休
士
頓
精
選

1. Katy/Cinco Ranch﹐4房,約3383呎﹐4房,新漆﹐新地毯﹐好學區﹐降價售32萬.
2. Bellaire高中﹐4房2衛﹐約2175呎﹐廚房﹑浴室有花崗石枱面﹐屋瓦﹐冷氣﹐

車道﹐已換新﹐售45萬9千元
3. 近中國城﹐4房3衛﹐新漆﹐新地毯﹐車庫改成房間附廚房﹐浴室﹐售19萬8千元﹒
4. 商業用地﹐近290/8號公路﹐約2.8 Acres﹐售35萬元﹒Gessner會通過此地右邊﹒

福
遍
精
選

1. Sugar Lakes: 臨湖豪宅，約4603呎，Pool，設計好，高挑客廳，地點安靜，交通方便，
湖光水色，售$788,888

2. Clements高中/Telfair，約4122呎，5房4.5衛3車庫，保養好,近湖，公園，售60萬9千元.
4. Clement高中,SWEETWATER,臨高爾夫球場豪宅,約6,000呎,佔地約22,000呎

6房5.5衛,3車庫，書房,新Granite廚台,新廚具,高挑客廳,書房,游戲間,新浴室
Granite台面,新漆,新地毯，新木地板，游泳池，Patio,降價1.1百萬.

3. Clements高中，約2633呎，4房2衛，木地板，Granite廚房枱面及浴室枱面，售27萬9千5.

SoldSold

SoldSold

SoldSold

直撥:(281)207-6888 外州免費電話:888-289-7679X5227

權相佑大讚張雨綺素顏很美

想與霍建華組銀幕

加拿大“搖滾小天后”艾薇

兒出道16年，感情路一直不太順

遂，有過 3段婚姻的她，日前宣

佈和老公“五分錢樂團”查德克

羅格分居，消息一齣讓外界相當

震驚。

艾薇兒2013年和查德克羅格

結婚，2人相差 10歲，日前她在

社交媒體上傳夫妻倆在法國舉行

婚禮的恩愛照，對外發表聲明，

“我帶著沉重的心宣佈我和查德

從今天開始分居。我們不論是在

婚姻，或是音樂上，我們都創造

了許多難忘的回憶。但我們仍

然，也永遠都會是最好的朋友，

而且會繼續關心彼此。”

事實上，艾薇兒近幾年來陸續

出現和查德克羅格婚姻觸礁的消

息，但每次都堅定否認，2014年《

E! News》就曾報道，小倆口在工作

上很合拍，卻也造成她感覺人生像

是被男方推銷，接著她碰上差點導

致喪命的“萊姆病”，臥病在床5個

月，老公在旁悉心呵護，原以為2人

會就此甜蜜共度余生，沒想到仍走

不過婚姻難關。

由郭在容監製，張林子執導，張雨

綺、權相佑、霍建華、施予斐主演的浪

漫愛情喜劇《情敵蜜月》，正在影院熱

映。張雨綺化身“拼命三娘”，與權相

佑上演一場愛情大戰。霍建華則不再受

虐，而是狠狠虐了一把同時愛他的兩個

女人。

@陸芳觀影團聯手片方，送出該片30

張微信電影票。有興趣者，可上新浪微博

關注@陸芳觀影團，參加搶票活動。

14年前，一部《我的野蠻女友》讓

郭在容名聲大噪。所以《情敵蜜月》邀

請郭在容出任監製，期待再續郭氏經典

浪漫愛情傳奇。片中張雨綺扮演的夏小

雨，延續了典型的“野蠻”路線，不但

與情敵鬥智鬥勇，對搭檔權相佑也是

踢、打、扔、拋。

不同於以往深情款款的形象，權相佑

這次有很大突破，出演和自己年紀相當的

“落魄總裁”周雲楓，風流儒雅、霸道腹

黑。他大讚張雨綺素顏太美，還主動要求

和霍建華組成銀幕CP，大秀兩人友情。

霍建華依舊延續“高冷”風，一方面

渴望愛情，另一方面又在兩個女人之間做

著外人認為錯誤的抉擇。他大方談及自己

的情感觀，希望另一半能自強自立，而且

要溫柔。“其實我很想扮演一個普通人、

正常人。想很簡單地去演戲，起碼身上是

乾乾淨淨的，不用每天打、摔、吐血、中

毒，這是這部戲讓我覺得十分放鬆。”

第 72 屆威尼斯電影節于北京時

間今天淩晨開幕。昨日晚間，開幕

片《絕命海拔》率先進行了媒體場

放映。

近年威尼斯的開幕片《地心引力》、

《鳥人》一直為人稱道。在威尼斯亮相

後，兩片都成為了次年奧斯卡的獲獎影

片。今年的這部《絕命海拔》也被寄予

很高期望。

《絕命海拔》由傑克· 吉倫哈爾、

凱拉· 奈特莉、羅賓· 懷特、傑森· 克拉

科、喬什· 布洛林、薩姆· 沃辛頓主演，

講述攀登珠峰的故事。

不過昨晚媒體場放映完畢，場內一

片沉寂，無人鼓掌。有在前方的同行表

示，電影十分平庸，毫無新意，就是一

碗常見的心靈雞湯。傑克· 吉倫哈爾、

凱拉· 奈特莉的戲份不多，可以說是打

醬油。

今年威尼斯電影節，侯孝賢是

評委。

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曾獲威尼斯

電影節金獅獎，這也是侯孝賢首次擔任

威尼斯電影節評委。

在侯孝賢之前，謝晉、陳凱歌、張

曼玉、許鞍華、杜琪峰、陳可辛、姜

文、陳衝等華語影人都曾擔任威尼斯電

影節評委，鞏俐、張藝謀、李安曾任評

委會主席。

今年威尼斯評委會主席由《地心

引力》導演阿方索· 卡隆擔任，除了

侯孝賢，還有努裏· 比格· 錫蘭、保

羅· 帕夫利剋夫斯基、黛安· 克魯格

等大腕，這些評委都出現在了開幕紅

毯上。

今年主競賽單元中，華語電影只有

一部紀錄片入圍，趙亮的《悲兮魔獸》。

《悲兮魔獸》是一部4K拍攝的作品，畫

面精美，寓意深厚，英文名《Behe-

moth》，指的是希臘傳說中，和海裏怪

獸對應的山中怪獸。這部紀錄片講述的

是環保問題。

華語片方面，管虎執導，馮小剛、

李易峰、吳亦凡等主演的《老炮兒》

成為閉幕片。9月 12日，馮小剛、李

易峰、吳亦凡等將踏上閉幕紅毯；萬

瑪才旦導演的新片《塔洛》，入圍了

“地形線單元”；威尼斯電影節常客

蔡明亮，將帶著他的《那日下午》在

展映單元亮相。

威尼斯電影節開幕片平淡無奇

評委侯孝賢高調亮相

艾薇兒宣佈分居
發昔日恩愛照:我們永遠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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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713. 224.2822或713.223.0332
Fax﹕713. 223.4666

Full Line Restaurant Supplies

KITCHEN DEPOT

STORE CLOSE OUT SALE
30% off all in-stock items*

*except refrigeration & cooking
equipment at 20% off
(Starting 9-1-2015)

歡迎來電
免費咨詢﹐免費估價

提供UPS郵寄和貨運服務

退休清倉大減價
多買多折扣！

(Houston, Texas, August 5, 2015)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 leading Asian media
group located in Houston, Texas, with offices in ma-
jor U.S. ci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hold a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
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in Minute
Maid Park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
Houston's community.
The event will honor all those veterans who served in
WWII and will celebrate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
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It is this rich ethnic diversi-
ty that now makes our great city one of the world's
major international melting pots.
Seven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guns of WWII

were silenced, docu-
ments of surrender
were signed and cit-
ies all over the world
broke into unbridled
celebration with the
end of a global con-
flict that saw the end
of the threats of tyran-
ny and oppression.

And after six years and one day of great human loss
and suffering, the world was set on a course from
which many countries' political systems were estab-
lished – many of which still survive to this day.
Recently, the 69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by consensus a resolution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World War II victory. On

June 26,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com-
memorated the sign-
ing of the United Na-
tions Charter of
1945, marking its
70th anniversary.
The organization
was formally char-
tered on October 24,

1945.
Correspondingly, on October 24,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in Houston will hold its annual
UN Day event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event will bring
together peace
organizations from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highlight the 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create equality, rights
and peace.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which

will attract thousands of ethnic
peoples from multiple
backgrounds including Jewish,
Asian, Latino and African and
they will represent the wishes of
the whole world for world peace.
“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said Wea H. Lee,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usical and dance
performances by representative ethnic group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participation of many
governmental officials at all levels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several branches of the U.S. armed
services.
These will include the “ Sound of Soul” Art Group
from Beijing performing – Thousands hands of Guan-
yin, the Bodhisattva of Compassion or Goddess of
Mercy (Sanskrit Avalokiteśvara), Chinese acrobats
and Mask Change (Face Change). There will also be
many singing groups and individual vocalists, opera
singers, international dancers, Instruments, and a
fashion show representative of several local ethnic
groups. MC for the event will be well-known Houston
TV anchor, Shern-Min Chow.

A Message From Wea
H. Lee, Chairman,

Southern News Group
Seventy years ago, an
unthinkable and now
unmentionable calamity
that had never been
seen befor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humanity
occurred. But the
tragedy, even 70 years
ago, is still unforgettable.

And the trauma that World War II brought to all of
mankind so many years ago, still
haunts all peoples of the world
today while it also still guides the
events of daily life.
The war broke out in 1939 and end-
ed in1945 and was the largest war
in modern history, with more than
100 million military personnel being
mobilized and directly involved in
this world conflict. Included in the
sad events of the war were the tragic Nanjing Massa-
cre in China and the Holocaust in Europe.
For the first time Japanese germ warfare was carried
on against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nd finally,
for the first time United States dropped two atomic
bombs on Japan to put a finish to the war disaster.
There were a total of 50 million to 70 million deaths
caused by the war -- the largest number of deaths in
the history of war.
Learning about history is like holding up a mirror to
reflect the past to teach us a lesson. This year the
world will hold many different forms of
commemoration of World War II. From Moscow,
Minsk, Warsaw, Berlin, Paris and other famous
international cities, to Auschwitz, the beaches of
Normandy, the Berlin Wall, Mitte Jewish cemetery
and so many famous war relics – all these events
and places and more remind posterity to memorialize
the many martyrs
and keep in mind
the war and the
world's struggle
against the fascist
powers of that

time.
Also in remembrance of
the war, the Chinese
People's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70th
Anniversary will be held
in September in Beijing
and will include a
spectacular military
parade in Tiananmen
Square. This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celebrations since Xi Jinping became
China's top leader.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sponsor the “World War II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that
will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World War
II while also celebrating diversity and world peace
along with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Wea H. Lee
Houston, Texas
August 2, 2015

For additional details and sponsorships for the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
ber 7, 2015, please contact Jennifer Lopez or Angela
Chen at (281) 498-4310, or email at jennifer-
itc@gmail.com or angela@scdaily.com.

BEIJING, Sept. 3 (Xinhua) -- China will cut the num-
ber of its troops by 300,000, President Xi Jinping an-
nounced on Thursday.
It will be the country's fourth cut of troop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1980s.
Xi revealed the information while delivering a
speech at a gathering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
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Chinese people's resis-
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In 1985, the country decided to cut off one million
troops in an effort to focus on accelerating econom-
ic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 quality of the
troops.
In 1987, the total troop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reduced to a total of 3.235 million from 4.238
million. By 1990, the number of troops lowered to

3.199 million, with a total
cut of 1.039 million.
In 1997, China decided to
further shrink its troops by
500,000 within three years,
reducing the total to 2.5 mil-
lion.
Between 2003 and 2005, a
third-time cut of 200,000
downsized the troops to 2.3
million, with the army taking
up the least proportion in
the country's history.
Xi made the unexpected
pledge to cut his army by
300,000 troops, even as his
armed forces put on a
massive show of force
during a 70th anniversary
military parade
commemorating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the surprise announcement in front of a gathering
of some of the world’ s leaders in Beijing’ s Tianan-
men Square, Xi said China was committed to peace-
ful development.
And he pledged his country would “ never seek
hegemony or expansion. It will never inflict its past
suffering on any other nation” .
However, his words will not reassure some of China
’ s neighbors who will have looked on the display of
military with some concern.
“ The aim of our commemoration … is to bear histo-
ry in mind, honour all those who laid down their
lives, cherish peace and open up the future,” he
said.
“ That war inflicted over 100 million military and
civilian casualties. China suffered over 35 million
casualties and the Soviet Union lost over 27 million
lives.
“War is like a mirror. Looking at it helps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peace.
China will
remain
committed to
peaceful
development.
We Chinese
love peace.”
Xi did not
indicate when
the troop cut –

a 13% cut in the nation’ s 2.3 million-strong armed
forces – would happen, but stressed the country
would always “walk down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
Tanks, missile launchers and more than 12,000
troops paraded through the square as China
marked the occasion with a spectacular show of mili-
tary strength designed to strengthen Xi’ s grip on
power.
Xi kicked off proceedings at around 10am, address-
ing thousands of hand-picked guests who had as-
sembled in front of the Forbidden City under a blaz-
ing sun.
“ This great triumph … put an end to China’ s nation-
al humiliation [and] re-established China as a major
country in the world,” Xi said, flanked by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nd Communist party veter-
ans including Jiang Zemin, the former president.
Sudanese president Omar al-Bashir, who has been
indi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for mass
atrocities, and former UK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
were also at the parade, although many nations – in-
cluding Japan and the US – declined to attend, and
some, including the UK and Australia, sent only
low-level representatives.
By 11am a massive display of Chinese military
might was rattling through the notorious Beijing
square where troops launched their 1989 crack-
down on student demonstrators.
Spectators waved red flags in the air as tanks,
drones and ballistic missiles rolled past beneath a
perfect blue
sky – the
result of
Beijing’ s
decision to
close more
than 12,000
factories and
power
plants
ahead of the event.
James Hardy, the Asia-Pacific editor of IHS Jane’ s
Defence Weekly, said the parade was about using
military power to send a message about “ China’ s
strength and invulnerabilit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On the eve of the parade Liu Xiaoming, China’ s am-
bassador to London, claimed the event was de-
signed to “ cherish the memory of heroes and
mourn the lives lost in the flames of war” .
However, Roderick MacFarquhar, a Harvard
University scholar, said it was primarily about using

China’ s rivalry with Japan to bolster Xi’ s position
as China’ s commander-in-chief.
“ Chinese have a visceral dislike of Japan because
of the war and so on. You can arouse feelings
about Japan very easily and this is a way Xi Jinping
is attempting to consolidate his hold [on power] so
that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get rid of him
because he is seen as the great nationalist leader,”
he said.
“ Short of having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vote it is a
way of consolidating his position with the people.”
MacFarquhar said the parade was also a means of
piling pressure on Japan without risking drawing the
United States further into regional affairs by
continuing to ratchet up military tensions in the East
China Sea.
Tensions flared there after China’ s decision to
declare an air defence zone in the region in late
2013.
“ If you are going to cool it in the East China Sea,
but you still want to use the Japanese as a whipping
boy, then you emphasise the past,” he said.
The Communist party’ s reading of the past is on full
show at a war exhibition recently opened by Xi at
Beijing’ s Museum of the War of Chinese People’ 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Japan’ s wartime crimes are exposed in exhibits
with names such as: “ Cruel slaughters” , “ Indiscrimi-
nate bombings” , “ Creating bloody massacres” and
“ Plundering and Devastation” .
Addressing the crowds in Tiananmen, Xi insisted
the parade was aimed at no country in particular.
(Courtesy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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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a During W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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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President Gestures With His Announcement Of A 300,000 Troop
Cut In China

Chinese Military Tanks Move
Through The Streets During

WWII Victory Parade

American WWII War Poster In Support Of
Chinese

China's Military Parade Displays Might As
Xi Jinping Announces 300,000 Troop Cut
And Downplays Parade's Military Muscle

Soldiers of China’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march during the military parade mark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Two, in Beijing, China, September 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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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貝爾剛剛宣布退出跑男，壹時間引來熱議，分分鐘擠上熱搜

榜。2周星馳公司項目及業務總監陳震宇在微博上宣稱包貝爾加盟

《西遊降魔2》，並曬出包貝爾與周星馳合影。

電影《西遊· 降魔2》由周星馳擔任監制，徐克執導，已於8月

初開機。此前曝光的演員陣容十分搶眼：姚晨將飾演女壹號，壹名

亦男亦女的道士；吳亦凡飾演唐僧，光頭造型在網絡上流傳，被賦

予極大期待出演最帥唐僧；林更新飾演孫悟空；籃球明星巴特爾飾

演沙僧；汪鐸將出演豬八戒壹角。

2013年賀歲片《西遊· 降魔篇》由周星馳監制、編劇並執導，

文章、舒淇、黃渤等主演，最終斬獲了2.18億美元的票房，可謂贏

家。而根據《西遊· 降魔2》的演員陣容來看，其票房也著實讓人期

待。

包貝爾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2008年憑借《復活的三葉蟲》中

齊小滿壹角獲得第16屆大學生電影節“最受歡迎男演員”提名。此

後，又出演了《畫壁》《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宮鎖沈香》等

多部電影，逐漸被觀眾熟悉。即將上映的喜劇電影《港囧》中，徐

崢、趙薇和包貝爾擔任主演。

陳震宇發微博表示，歡迎包貝爾加盟《西遊降魔2》。如此看

來，包貝爾的電影之路將越走越寬闊。

劉燁諾壹互動法國導演：
期待《萌猴奇遇記》

日前，壹封法國導演蒂埃裏· 拉

格貝爾的手寫信，近日在網上引發關

註，收信人是中國年齡最小的“西遊

學者”——諾壹。

信的開頭這樣寫道：“聽說妳

很喜歡《西遊記》，我知道那是壹

個猴王的故事，它歷盡艱難困苦最

終尋找到了幸福的真諦。而我這裏

也有壹個猴子的冒險故事想要與妳

分享……”

諾壹的父親劉燁在微博回信說：

“真的多謝擡愛，小諾的媽媽很早就

知道拉格貝爾導演的這部經典電影，

也特高興這部片能來中國上映。她讓

我壹定回復，說我們會去看的，因為

這種電影能建立起孩子與自然之間的

聯系和感情。”

劉燁提到的“這部經典電影”，

正是拉格貝爾歷時7年完成的《亞馬

遜萌猴奇遇記》。影片的主角是壹只

來自馬戲團的僧帽猴，它在壹次空難

中意外地幸存下來，獨自走進亞馬遜

熱帶雨林，靠自己的力量艱難求生，

慢慢學會了叢林生存法則，重回自然

的懷抱。

為什麽拉格貝爾會給壹位中國小

朋友寫信分享這部電影？

拉格貝爾坦言，“這樣做，既是

為了這部電影能被更多的人看到，

更是為了讓大家了解亞馬遜，了解

它對我們的生活是如此重要。法國

距離亞馬遜有 8600 公裏，中國更

遠，但它卻跟這個星球上每壹個生命

都息息相關。”

正因如此，拉格貝爾在信中說：

“在漫長的拍攝過程中，我逐漸意識

到人類對這片地球上最後的凈土——

亞馬遜雨林產生了多大的破壞。所

以，我下定決心要用《亞馬遜萌猴奇

遇記》這部電影來號召人們，去保護

我們的大自然母親。”

這封信不只寫給諾壹，所有熱愛

地球和生命的人們都是收信人。

看過這封信，有網友留言說：

“讓我們的心靈在這個浮躁的時代學

會慢慢感受最本真的美好，多年前看

《帝企鵝日記》時的感動，相信看這

部電影時也會有。”

8月28日，這部備受期待的《亞

馬遜萌猴奇遇記》在北京、上海、深

圳等8個城市同時啟動看片會，引發

觀影熱潮，不少家長和影評人都選擇

用腳投票。

“電影壹開場，孩子就被片中那

些奇怪的動物們吸引了，幾乎是不錯

眼珠地看完整場。”壹位上海家長在

觀影後表示，“這是壹次潛移默化的

成長教育”。

影評人吉安冰在看過電影後表

示：“電影無處不體現制作方對大

自然的熱愛，它的意圖很明確，希

望通過這樣壹部作品，喚起人們對

於自然保護的關註以及對人類野蠻

發展的擔憂。”

大家壹致認為，這是壹部與眾不

同的作品。

“所謂與眾不同，並不止於它是

壹部完全由動物出演的影片，也不在

於它用3D技術真實呈現亞馬遜熱帶

雨 林 的 奇 景 。 ”

壹位 80 後觀眾認

為，影片的獨特之處，是導演用驚心

動魄的故事，讓觀眾感受到每壹塊土

地與自己生存的關聯。即使是遙遠的

亞馬遜，我們也在呼吸著它所提供的

氧氣。

事實上，這正是拉格貝爾想傳遞

給所有觀眾的。他期待，無論是孩子

還是成年人，都能意識到，亞馬遜森

林對我們而言，至關重要。

據悉，《亞馬遜萌猴奇遇記》將

在9月4日全國上映。資深影評人沙

丹希望觀眾都能走進影院去欣賞這場

“奇觀”。在他看來，動物的驚艷出

演和亞馬遜雨林的壯麗都很吸引眼

球，同時影片更讓人感受到大自然的

美，並由此對它產生崇敬和愛。“有

愛，才會有守護。”這正是拉格貝爾

壹直想說的。

“前任2”首發預告
張藝興陷鄭愷郭采潔三角戀

由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新聖堂

（天津）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電影

《前任攻略》導演田羽生掌鏡的最新力作

《前任2：備胎反擊戰》即將於11月6日全

國公映。日前，影片的先導預告重磅爆笑來

襲，鄭愷，郭采潔，王傳君，以及特別出演

的“小鮮肉”張藝興所組成的超強卡司陣

容，全員首次曝光。鄭愷在片中延續《前任

攻略》中余飛的角色，與造型“多變”的郭

采潔上演爆笑又浪漫的愛情故事，而張藝興

的出現似乎又為這對cp曲折的愛情之路帶來

了新的“危機”。在王傳君飾演的“愛情大

師”的指導下，究竟誰是備胎，似乎更加撲

朔迷離了 起來。

《前任2：備胎反擊戰》是田羽生導演

“前任”系列故事的第二部。田導以2014年

的“黑馬”愛情喜劇《前任攻略》闖入人們

的視線，其段子式的喜劇表達法，“從走腎

到走心”對男女情感和思維價值觀的深刻剖

析，令其營造出壹種反差的驚喜，形成了特

別的都市喜劇風格，網友們都戲稱他為“心

腎教主”。

此次“心腎教主”重出江湖，《前任2：

備胎反擊戰》在前作的基礎上全面升級，鄭

愷首次和郭采潔搭檔出演情侶。片中鄭愷的

角色瀟灑不羈風流成性，身邊美女環繞，備

胎絕不算少；而郭采潔的角色也不再是那個

女王範兒氣場十足的高

傲大小姐，而是頂著壹

頭亂亂卷發，衣著平凡

的怪咖軟妹。她拋下女

王的王冠自降顏值，這樣的“犧牲”引發了

不少好奇心。並且，影片延續了《前任攻略》

爆笑段子式喜劇的風格，在影片隨預告曝光

的劇照中，“鄭郭”兩人醉酒曖昧，鄭愷學

“猩猩”郭采潔大笑的橋段，展現了影片獨

特的愛情喜劇魅力。其用手機充電寶來判斷

男女關系的臺詞，以及鄭愷被曝“活兒壹般”

時尷尬又憋屈不甘的場景，成為絕對亮點。

王傳君向郭采潔等壹眾學徒傳授“壹定要

hold住，不要當備胎”的攻略，也讓人對在

這部影片中究竟誰是“備胎”，充滿了期待。

韓國當紅組合EXO-L的中國成員張藝

興，近日因出演人氣真人秀而話題不斷。

《前任2》是張藝興回國發展之後的大銀幕

作品之壹，也得到了粉絲全面的追捧和

期待。在此次

曝光的預告片

中，張藝興所

飾演的角色首

度驚喜亮相，

與男女主角鄭

愷和郭采潔分

別都有對手戲，

且關系都非比

尋常。他不是

跟郭采潔約會

氣氛曖昧，就

是跟鄭愷針鋒

相對，陷入了壹段奇怪的“三角關系”中，

引發了不少粉絲的好奇。在預告片中上臺領

獎的這壹橋段，也讓觀眾對張藝興飾演的角

色身份充滿好奇。

作為主打情感類的愛情喜劇，“前任系

列”的第壹部《前任攻略》在2014年的春節

檔，從《澳門風雲》、《西遊記之大鬧天宮》、

《爸爸去哪兒》等眾多強敵中突圍成為黑馬，

取得了過億的票房好成績，其強大的口碑效

應使它成為當時時光網、豆瓣等幾大電影網

站春節檔評分最高的華語電影。此次《前任

2：備胎反擊戰》相較於前作，劇情將進壹

步升級，在保持原有愛情喜劇風格的基礎上，

會更加接地氣，更加爆笑，以吸引更多年輕

的觀眾。影片如此早的定檔11月6日，就是

要搶先占據了檔期的有利位置，將系列的黑

馬之勢延續，制霸“光棍節檔”。

電影《前任2：備胎反擊戰》將11月6

日全國上映。

《前任2：備胎反擊戰》首發爆笑預告
鄭愷搭檔郭采潔被曝“活兒壹般”

張藝興深陷“鄭郭”三角戀
角色身份惹人遐想

延續《前任攻略》爆棚口碑
《前任2》制霸“光棍節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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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西安出發，衹要不是來北邊的神木，往哪

個方向坐14個小時的火車都能出省了。」在陝西省神木縣
火車站，幾位來採訪的記者小聲議論著。

神木縣，這個在陝西省內都被視為偏僻的縣城，因
為一則 「全民免費醫療」的報道，陡然成為了億萬人的視線
中心，一批又一批媒體、考察者蜂擁而至。

羨慕、疑惑來訪者大都懷著探尋 「烏托邦」似的心
情。他們想知道，一個西部偏遠縣城，一個很多人都不知道
的地方，如何竟然在全國實現了很多發達地區想都不敢想的
「全民免費醫療」？這究竟是傳奇還是謊言？

「錢不是問題」
其實，對於神木縣， 「全民免費醫療」的實現並不

像人們想像得那麼神奇。
「神木縣已連續數年排行陝西經濟強縣首位，而且

與第二名的距離十分大。」神木縣縣委書記郭寶成向《中國
經濟週刊》記者介紹說，今年預計縣財政總收入將超過100
億元。

得益於豐富的煤炭資源，神木縣域經濟綜合實力目
前位列全國第92位，西部第5位，陝西省第1位。2008年，
該縣財政總收入72.27億元，其中地方財政收入17.19億元，
農民人均純收入 6028 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075
元。

「神木目前已探明煤炭儲量500億噸，按現在年出
產1.2億噸計算，可持續400年。」神木縣縣委常委、宣傳
部長雷江聲對《中國經濟週刊》說， 「雄厚的財力是 『全民
免費醫療制度』得以實施的基礎。同時，我縣人口僅有40
萬，加上地處西部，醫療收費標準不太高，這也是財政能夠
負擔得起的原因。」

而神木縣實施 「全民免費醫療」的起因也不是領導
班子的 「突發奇想」。

「眾所週知，神木的GDP是少數煤老闆支撐起來的，但他
們的富有衹代表一部分人，而全縣近 40 萬人中的大多數還是老百
姓。老百姓如果享受不到財政富裕給他們帶來的實惠，那麼神木的
富就衹能炫耀在表面上。」郭寶成告訴記者，解決多數人無錢看
病、因病返貧的現實問題才是神木實行 「全民免費醫療」制度的根
本出發點。

從今年的3月1日起，神木的 「全民免費醫療」制度開始實
施。

根據《神木縣全民免費醫療實施辦法（試行）》的規定，
凡具有神木籍戶口並參加了城鄉居民合作醫療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
的全縣幹部職工和城鄉居民，在定點醫療機構（鄉鎮21所、縣級7
所、市級5所、省級5所、北京6所醫院，縣級5所定點藥店）進行
醫療的，實行門診醫療卡和住院報銷制。

每人每年可享受100元門診補助，門診醫療卡結餘資金可以
結轉使用和繼承。全年住院報銷設定有起付線，鄉鎮醫院住院報銷
起付線為每人次200元，縣級醫院為每人次400元，縣境外醫院為每
人次3000元。起付線以下(含起付線)的住院醫療費用由患者自付，起
付線以上部分，在每人每年累計報銷費用不超過30萬元的情況下予
以全額報銷。

此外，神木還把安裝人工器官、器官移植等特殊檢查費、
治療費和材料費也列入報銷範圍，對部分特殊病規定了相應的報銷
比例，如癌症、肝硬化、腎病和嚴重消耗性疾病等不能進食，需要
靠營養液維持生命的，或者某些特殊疾病必須用生物制劑治療的，
使用營養藥品費用報銷80%；血液系統疾病、其他疾病引發嚴重貧
血或者各種手術中大出血的，必須使用血液製品的費用報銷90%。
因病情需要，需做CT、ECT、核磁共振等大型儀器、設備檢查的，

其費用報銷90%；因病情需要做器官移植或導管、支架等介入治療
的，國產材料報銷90%，進口材料報銷70%。

據記者瞭解，去年的早些時候，在 「全民免費醫療」進行
初步論證階段，神木縣就開始規劃今年的一些惠民工程，預算了13
個億的開支，其中就包括 「全民免費醫療」在2009年的1.5個億。

「用計劃支出的1/8給老百姓報銷醫療費用，這不會影響我
縣的其他工作。與此類同的是，我縣在好幾年前就開始實行12年免
費教育了。」在接受採訪過程中，郭寶成反覆強調 「錢不是問
題」。

「堅定不移地實施下去」
當神木的 「全民免費醫療」經媒體報道後，旋即引起社會

廣泛關注，且褒貶不一。突如其來的關注令神木縣領導班子感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同時數據顯示，在神木縣 「全民免費醫療」制
度實施頭兩個月，病人數量猛增，個別醫院床位緊張，並且在3月下
旬到4月上旬住院病人達到了高峰，同期相比增加了30%。 「全民免
費醫療」的可持續性受到質疑。

5月25日下午，由縣委書記郭寶成親自主持的神木縣委常
委擴大會議召開，30 餘名縣級領導及相關部門負責人被召集在一
起，議題衹有一個：免費醫療還堅持不堅持？

最終大家意見高度一致：免費醫療必須堅定不移地實施下
去，同時，也要不斷完善制度體系和監控體系。

「神木縣目前參加合作醫療和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已經
佔到了全縣總人數的99.07%，我們之所以開會研究、之所以設置起
付線標準，並不是因為資金問題，也不是因為外界的質疑聲，衹是
為了防止無病住院、小病住院的情況發生，因此，儘管有人說我們
不是嚴格意義的 『全民免費』，但我們並不打算改變它現有的名稱
和運作流程。」郭寶成說。

而對於猛增的住院率，郭寶成認為： 「這很正常，因為許

多之前無錢看病的患者，衹有等到免費醫療制度實施後才可
能住院治療，更加說明我們實行免費醫療的必要性。」

「至於對我縣財政是否能夠持續承受的擔心，其實
也是大可不必的。我們自2008年初開始進行了為期1年零3
個月的調研論證，就資金費用反覆測算，通過對2005年至
2007年全縣醫藥費用狀況的核查，計算出2009年全縣醫藥
費用大概需求在1.5億元至1.8億元之間。從前三個月的實際
報銷數額上看，並未超出測算範圍。」雷江聲介紹說，3月
份全縣報銷醫療費960萬元，4月份報銷1270萬元，5月份從
日報表分析看比4月份有所下降。

「長久免費是現實的」
神木 「全民免費醫療」的資金運作方式也是輿論

關注的焦點之一。
記者從《神木縣全民免費醫療實施辦法（試行）》

中看到，該縣全民免費醫療基金組成分為4個部分：縣醫保
辦收繳的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縣合療辦收繳的合作醫療基
金；社會募捐資金和縣財政撥付的資金。一份縣衛生局統計
材料顯示，2008年該縣農村合作醫療基金總收入為2498萬
元，城市合作醫療基金收入505萬元。 「具體構成為，農合
籌集標準每人每年90元，其中個人繳納10元，中央、省、
市匹配共68元，縣財政匹配12元。城合100元，其中個人繳
納20元，其他匹配標準與農合一致。」神木縣衛生局副局
長、全民免費醫療辦主任郭永田向《中國經濟週刊》介紹
說。

對於社會募捐資金，郭寶成此前在接受其他媒體採
訪時這樣解釋：社會捐助是自願的、不定期的，因此不能算
作常規、固定投入，但是這部分資金可用於架橋修路等相關
公共設施建設，等於是間接支持了全民免費醫療。

針對 「如何實現有效監管，避免患者與醫院受利益
驅使合謀，造成醫療資源浪費」的問題，郭永田說，神木縣衛生局
今年1月出台了《全民免費醫療實施細則（試行）》，對許多可能出
現的問題規定了監管辦法，其中明確要求嚴格控制醫藥費用，對縣
內住院治療執行住院日費用限額制，即一般住院患者平均每日總費
用在鄉鎮定點醫療機構不得超過200元，在縣級定點醫療機構不得超
過400元，急、危、重患者在縣級醫院不得超過1600元（特殊檢查
費、手術費除外）；2月初印發了 「慢性病門診治療全年限額報銷」
規定，糖尿病、高血壓等 23 種慢性病實行全年限額報銷，數額自
1800元至60000元不等；3月中旬又制定了 「住院單病種定額付費管
理暫行辦法」，對剖宮產、闌尾炎等30個單病種進行了住院費用定
額包乾標準的規定。

對定點醫院實行 「個例查合理，綜合查指標」的監管制
度，每月組織專家不定期對醫院進行病案抽查，對其檢查、治療、
用藥是否合理進行評審。綜合指標上則設置了3個主要指標：自費藥
品費用不能超過總藥品費用的10%；住院藥品費用不能超過住院總
費用的50%；大型檢查設備檢查陽性率不得低於75%。

「我們對定點醫院實行准入制和動態制，一年一考核，神
木縣城共有14家醫院，目前定點醫院衹有7家，如果醫院在檢查考
核中不合格，就會被淘汰出局。」郭永田說。

「由於我們是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沒有經驗可借鑒，
加上政策實施的時間還不長，目前暴露出來的問題都衹是表象層面
的，所以，這種模式是否存在真正深層次的矛盾，究竟有哪些問題
是不可逾越的，這些都衹能等到更長一段時間後，隨著實踐的不斷
檢驗才能被發現，並逐步解決。」雷江聲說， 「我們特別希望社會
能給我們充分嘗試的時間，不過我相信，我們的規劃是科學的，長
久 『免費』是現實的。」

農村 「二次土葬」 缺監管，
入土豈能安

廣東省人民檢察院6月4日通報，廣東汕頭潮南區仙城鎮國
土部門負責人洪某，因在該鎮東浮山村毀林佔地造墳事件中涉嫌玩
忽職守被立案偵查。

然而在記者連續兩個月的調查中發現，發生在4月初的 「汕
頭毀林佔地造墳事件」，並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佔地建墳、 「豪
華大墓」等事件近年來在部分農村屢屢發生。

殯葬改革啟動後，相關管理部門注重 「火化率」，而在
「土葬」管理方面出現真空，致使 「二次土葬」問題嚴重。不僅達

不到殯葬改革 「厚養薄葬、節約用地」的目的，反而使原本緊張的
土地上，出現了 「死人與活人爭地」的局面。

「世界文化遺產」 前也有不少墳塋矗立
今年4月初，廣東省汕頭潮南區仙城鎮東浮山村村主任朱鎮

豐毀林圈地24畝，建造三層雕花漢白玉豪華墓地。同時，朱鎮豐還
允許村民馮烈華兄弟毀林200多畝建造墓地。這件事情經媒體曝光
後，引發社會熱議。

4月7日，潮南區對朱鎮豐作出開除黨籍處分決定，並對潮
南區林業局相關負責人和仙城鎮相關負責人立案調查。6月4日，仙

城鎮國土管理所洪某也因玩
忽職守被立案偵查。

記者近日在農村調
研發現，由於政府的強力推
動，在廣大農村喪葬 「火化
率」快速提高，但是 「骨灰土葬」、佔地建墳的問題依然嚴重，
「死人與活人爭地」已經成為普遍現象。

在廣州通往汕頭的高速公路海豐路段，記者見到，兩旁鬱
鬱蔥蔥的青山綠地間出現許多大大小小的墳頭，有些位於山腳，有
些在半山上。在已經確定為 「世界文化遺產」的廣東開平雕樓中的
某些雕樓前，也有不少墳塋矗立。

記者日前在河北省採訪時也見到，保定市的高速公路兩
旁，一馬平川的華北平原，大大小小的墳塋隆起在農地裡， 「先
人」與莊稼、林木同眠。

由於監管缺失，城鎮墓園價格高昂，城市人也紛紛到週邊
農村佔地建墳。江門市的鐘女士說： 「我們在郊區物色了一座小山
頭，給了村民小組組長一點錢，他就默許我們在那裡建墳，把家族

幾位 『先人』的遺骨全部移
葬到那裡了。」

據廣東省民政廳有
關負責人介紹，汕頭屬於殯
葬改革成功的地區，2002年
起火化率一直保持在100%。
然而家住該市潮南區東浮山
村西門小組的羅姓村民對記
者說，儘管火化推廣了，但
骨灰安葬還是講究土葬。

多因素致 「骨灰墓
葬」 亂象

除 了 生 養 死 葬 、
「入土為安」 「隆喪厚葬」

等傳統習俗在中國社會尤其
是廣大農村群眾的意識中根
深蒂固之外，一些社會名流
的示範效應也引導了骨灰豪
華墓葬的社會風氣。

鐘 女 士 說 ： 「過
去，大家都放在骨灰樓裡，
公家省地自家省錢。現在，
有些地方政府帶頭大搞墓

地，地方領導、企業家、文藝名流的墓葬越來越奢華。連廣州銀河
革命公墓也冒出佔用大片土地的豪華墳墓。有點錢的人家都要買地
搞 『入土為安』，村幹部、有錢人競相建大墳，老百姓哪有不跟風
的道理？」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城鎮經營性墓地價格高昂，農村地
區骨灰樓和公益性墓地匱乏，導致廣大農民沒有安放骨灰的合適地
方。以廣東汕頭為例，根據規劃， 「十一五」期間汕頭將建設33座
公益墓地，但至今衹建了1座。

與此同時，殯葬管理對政府的 「考核指揮棒」也出現了偏
頗──民政部門對於下屬各地 「火化率」的考核要求佔據了大量分
值，而對於真正體現 「節約土地」精神的火化後埋葬管理問題，卻
因為相關執法部門責任不清、執法主體不明，出現了執法的 「真
空」。

廣東省民政廳副廳長陳桂光對記者說： 「對墓地整治有管
理權的包括民政、林業、國土、公安以及地方黨政機關等多個部
門。毀林佔地建墳，需要相關部門依照法定職責齊抓共管。」而廣
東省林業廳工作人員李濤向記者表示，在佔地建墓問題上，民政部
門才是執法主體，林業部門僅起輔助作用。記者向廣東省國土廳發
函瞭解當前廣東省農村建墓用地的管理現狀，但至記者發稿時止，
對方未作回應。

要 「堵」 更要 「疏」 ：倡導環保節地殯葬新理念
相關人士認為，在殯葬管理方面，既要加強監管和執法，

要 「堵」；同時，也要在觀念上倡導能夠滿足廣大群眾表達情感的
殯葬新理念，要 「疏」。

據汕頭市民政局介紹，汕頭市海葬數量是全國最多的。特
別是澄海區，近幾年骨灰海葬率超過60%。汕頭潮南區雷嶺鎮也屬
於偏遠山區，但當地基層幹部重視殯改，多年來火化率100%，骨灰
在骨灰樓免費寄存，迄今沒有出現私建墳墓。

近年來，長沙、武漢、天津、廣州等地，墓葬、燃燒紙
錢、燃放爆竹等陳規舊習，正在被樹葬、草坪葬、天堂信箱、網上
紀念館等既環保又節地的文明殯葬和祭奠方式所取代。

與此同時，殯葬管理除了繼續提高、鞏固火化率，還應當
從骨灰管理等角度深化變革。例如，增加財政投入，支持農村公墓
建設。鄉鎮政府指導村委會劃定墓葬區，引導村民自覺把 「先人」
葬入墓園，或者寄存在骨灰樓。同時，嚴格控制公墓規模，引導社
會轉變 「入土為安」的傳統觀念。

依山百建的豪華墳墓依山百建的豪華墳墓。

殯葬
改革啟動後，相關管理部門注重 「火化

率」 ，而在 「土葬」 管理方面出現真空，致使 「二次土
葬」 問題嚴重。不僅達不到殯葬改革 「厚養薄葬、節約用

地」 的目的，反而使原本緊張的土地上，出現了
「死人與活人爭地」 的局面。

田間隨處可見的墳包田間隨處可見的墳包。。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簽證簽證（（VisaVisa））與身份與身份（（StatusStatus））的區別的區別
絕大多數外國人必須持有美國使領館

頒發的有效簽證（Visa）方可合法進入美

國。有效簽證（Visa）是進入美國的必要

文件。外籍人士持簽證或豁免簽證（如日

本籍人士）進入美國時，機場的移民官會

給外籍人士的護照上蓋一個章，這個章上

注明了該外國人在美國的身份（Status）及

其身份的有效期。入境官員是根據護照上

的簽證類別作出決定的。與簽證的有效期

沒有直接的關系。比如，F-1學生身份的

有效期以I-20表上的有效期為准，會被蓋

上D/S的章；旅游探親者通常會給6個月

的有效期；商務考察者入境通常為1個月

至６個月的有效期；持H-１，H-4簽證的

外籍人士其身份有效期與H-1B批准書一致

。有些國家的公民無需簽證即可來美國旅

游探親，這些短期訪問者的護照上會被蓋

上一個有效期為90天的WT的身份等等。

進入美國3個月後，大多數人就允許

向移民局申請改變原來的身份。如果原來

身份的有效期快到了，也允許向移民局申

請延期。比如，原來用B-1簽證入境的商

務考察者，如果在原有效期內無法完成公

司的事務，允許在過期前提出延期的申請

；原來用B-2簽證入境的旅游探親者，如

果對美國的風光流連忘返，允許在過期前

提出延期的申請，如果碰巧有美國公司給

與聘用的機會，也允許提出從B-2轉換成

H-1B的申請；原來用F-1簽證入境的學生

，寒窗多年，獲得美國大學高等學位後，

可以提出轉換成H-1B的申請。只要符合條

件，這些申請都應該獲得批准。當然，有

些身份的轉換是受一定限制的，比如，J-1

轉換成其他身份，B-1/B-2轉換成F-1，等

等。還有些身份是嚴格禁止在美國境內轉

換身份的，如K1,免簽證入境的B1/B2等。

一個外國人，不管原來在美國境內是什麼

身份，一旦離開美國國境，就什麼非移民

身份也沒有了。下一次再來美國，需要看

是用什麼簽證進入美國的，由移民官再次

決定該外國人的身份及其有效期。應該特

別注意的是，如果某人向移民局提交了身

份轉換或延期的申請，在等待審批的期間

，如果離開美國，那麼，這個身份轉換或

延期的申請就自動作廢了。

由此可見，簽證（Visa）與身份（Sta-

tus）是兩回事。前者由美國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下屬的美領館管轄，後者由

美國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下屬的移民局（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管轄，性質和作

用都不同。

最新移民消息

1. EB-5移民投資金額2015年9月30

日後很可能會大幅提高。參議院於2015年

6月4日開始進行EB-5法案的重整工作。

新提案呼吁對EB-5投資移民的核心內容進

行改革。改革措施包括：五十萬投資移民

類別將漲至八十萬，一百萬投資移民類別

將漲至一百二十萬。

2. 2015年5月27日，眾議院提出一

項法案,將可能禁止外國孕婦以B-1或B-2

身份入境美國生育孩子。該法案要求憑

B-1或B-2簽證入境的外國婦女攜帶能夠證

明其1）未懷孕，

或2）未打算在美期間生育的醫生證明方

可入境。

3. 史上最激烈H1B名額爭奪戰役，

23.3萬人搶占8.5萬個名額。美國移民局4

月13日宣布，截止4月7號，移民局一共

收到約233,000份H-1B申請，並於13日進

行並完成了H-1B名額電腦抽簽。首先進行

抽簽的是為美國碩士或以上學位的受益人

設立的20,000個H-1B名額。未抽中名額的

美國碩士或以上學位的受益人再與其他受

益人一同參與65,000H-1B名額的抽簽。對

於未抽中的H-1B申請，移民局將退回申請

材料及申請費。移民局再次承諾，將會最

晚不遲於5月11號開始對要求加速處理的

H-1B申請進行審理。另外，移民局也會繼

續受理不受H-1B名額的申請，包括H-1B

延期申請，更換雇主申請，以及免受

H-1B 名額限制的雇主遞交的H-1B申請。

4. 3月23日,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兩年一

度的［選擇美國高峰會談］（Select USA

Investment Summit）上表示，美國政府將

對L－1B工作簽證進行改革，以吸引更多

海外人才。

5. 聯邦國土安全局(DHS)、美國移民

及海關執法局(USICE)等執法單位，於3月

3日清晨持搜查令(Search Warrant)，掃蕩南

加州三縣二十處月子中心。一些孕婦的護

照、新生兒的出生證明被扣留。部分孕婦

收到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USICE)的約

談通知.月子中心涉嫌移民詐欺、稅務詐欺

、福利詐欺，洗錢等多項罪名。

6. 美國移民局於2015年2月24日宣布

，已經遞交職業移民申請的H1B持有人的

配偶如果符合相關條件，將能夠在美國合

法工作，移民局將從2015年5月26日起開

始接受申請。符合申請條件的H1B身份的

配偶必須符合以下條件：H1B持有人的

I-140職業移民申請已經獲得批准，而該

H4配偶為主要受益人或H1B持有人已經處

於H1B6年以後的延期階段。國土安全局

此次頒布的規定將造福數十萬計的H4持

有人。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民法

律知識而作，並非針對個案，不可作為個

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情況咨

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的

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

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連載

。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路通節目每個月

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一下午5: 30(11-1月下

午5點)在電台調頻AM1320時代華語廣播

電台播出。提供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

答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國

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律顧問

。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

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各類簽證

，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民入籍等。同時

受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

意買賣,委托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

譯，遺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

位於百利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地址

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系電話是：713-779-4416，傳真:

713-583-9749。 網 址:http://solisyanlaw.com/

電子郵箱：yanni@solisyanlaw.com 周一到

周 五:9:00AM-5:00PM, 周 六:10:00AM-1:

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

鏈接中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9bUlEu-

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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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中華民族抗日戰爭暨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

七十年前的九月二日，在東京灣

的美國“密蘇里”號戰艦上，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反法西斯同

盟國，舉行了接受日本投降的莊嚴簽字儀式。經過中國人民長

達十四年艱苦卓絕的鬥爭，經過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人民的長

期浴血奮戰，終於迎來了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

爭的偉大勝利。至此，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危害最烈的戰爭

終於落幕，正義得以伸張，和平重歸世間，人民獲得解放。從

太平洋到大西洋，從亞洲到歐洲，所有飽經戰爭苦難和為自由

而戰的各國人民，都歡欣鼓舞，奔走相告。新中國成立後，中

國政府將日本正式投降次日（九月三日）定為抗戰勝利日。

今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

日，作為二戰主要戰勝國之一，中國首次在抗戰勝利日舉辦閱兵式，

以最隆重的方式，紀念偉大的抗戰勝利。來自五大洲、四十九個國家

的元首、政府首腦和高官，以及十個國際組織負責人，美國飛虎隊老

兵、國共兩黨老戰士等出席盛典，重溫這一人類共同勝利的偉大時刻

，共同攜手捍衛二戰勝利成果，維護用鮮血換來的戰後和平秩序。

日本侵華從“九一八事變”開始。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

本關東軍安排鐵道“守備隊”炸毀瀋陽柳條湖附近日本修築的南滿鐵

路路軌，栽贓嫁禍於中國軍隊。日軍以此為藉口，炮轟瀋陽北大營。

次日，日軍侵佔瀋陽，又陸續侵佔了東北三省。“九一八事變”標誌

着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開始，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序幕

。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軍又藉口一名士兵“失蹤”

，要求進入北平宛平縣城搜查，遭到中國守軍第廿九軍嚴辭拒絕。日

軍炮轟宛平城，掀開了全面侵華的序幕。

在中華民族亡國滅種、存亡絕續的危難關頭，各族人民在蔣介石國

民政府及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廣泛動員起來，

與日本侵略者殊死決戰。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無數抗戰軍民與鬼子

血拼到底！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在正面戰場，中國軍人槍

炮對決，刺刀見血，拼至最後一兵一卒，流盡最後一滴鮮血；在敵後

戰場，老百姓使用最原始的武器、甚至赤手空拳與鬼子搏命，視死如

歸，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經過十四年抗戰，中國軍民斃傷日寇一百五十多萬人，最終贏得

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中國抗戰為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二戰中，中國戰場抗擊和

牽制着日本三分之二以上的陸軍兵力和部分海空軍力量，挫敗了日本

“北進”侵蘇的戰略圖謀，遲滯了其“南進”太平洋的步伐，有力支

援了遠東太平洋戰場以及歐洲戰場。

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說：“如果日本進軍西印度洋，必然會導致

我方在中東的全部陣地崩潰。而能防止上述局勢出現的只有中國。”

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斯大林說：“只有當日本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

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時任美

國總統羅斯福指出：“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有多

少個師團的日本兵，可以調到其他地方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

大利亞，打下印度……”

回望七十年前那場波瀾壯闊

、艱苦卓絕的戰爭，中國人民付出

了沉重代價，三千五百多萬同胞死

傷，直接經濟損失達一千億美元，

間接經濟損失六千多億美元。但是抗戰讓中國人民收穫了更多：這一

偉大勝利，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殖民奴役中國的圖謀，洗刷了近

代以來中國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這一偉大勝利，為世

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貢獻，重新確立了我

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

這一偉大勝利，開闢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開啟了古老中

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更重要的，是我們在血與火的洗禮、生與死的抗爭中鍛造出偉大

的抗戰精神，中華兒女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

，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

，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衆志成城、共禦外侮的大局意識

。這是戰勝強敵、保家衛國的精神支柱，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歷經苦難

而巍然屹立的根與魂。

七十年過去了，硝煙早已散去，但是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不散。時

至今日，日本右翼勢力仍不願正視其侵略罪行，依然對日本戰敗耿耿

於懷，近幾年各種小動作不斷：從修改教科書、極力掩蓋慰安婦罪行

，到公開為“神風敢死隊”申遺、內閣成員大規模“拜靖”，以至最

近背棄和平憲法，推出安保法案，解禁集體自衛權……這一切不難看

出，昔日日本侵略者的亡靈依然遊蕩，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已成現實

危險，國際社會必須提高警惕。

中國人民不可欺，中華民族不可辱。七十年前曾付出了巨大犧牲

的中國人民，將繼承抗日烈士遺志，大力弘揚抗戰精神，堅定不移地

捍衛用鮮血和生命寫下的抗戰歷史、捍衛中華民族的尊嚴和榮譽、捍

衛國家的領土主權完整，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

20 世紀的偉大勝利到21 世紀的偉大復興
楊楚楓楊楚楓



CC1111香港娛樂CC66體育圖片

【特設2歲~4歲幼兒中文班】【西班牙文班】【電腦班】【瀚
崴中文合唱舞蹈班】【歌唱技巧班】【音樂律動班】【初/中
段西洋棋】

藍球&乒乓球1 on 1或 5~12歲

最佳幼教、文理、才藝、游泳、球類、綜合學校專業教學20餘年豐富經驗 持政府執照學費可扺稅

糖城校園: Fame Well School
TEL: 281-980-1489 832-279-8143
2317 Settlers Way Blvd.
Sugar Land 77478

文理文理
才才藝藝瀚瀚崴崴 學學校校 連續榮獲2009~

2011年糖城最佳
教育獎﹑歡迎別校
轉學生另有優惠﹑
Katy週六中文學
校﹑國外來美遊學
營﹑來電或上網查﹒

休士頓華人唯一買地自建最大民營連鎖綜合學校附設:游泳池﹑體育館﹑舞蹈室﹑會議室﹑繪畫室﹑鋼琴房﹑電腦室﹑圖書室﹑
Playground﹑學校標準格局寬敞安全57,000呎﹑全新設備﹑政府培訓一流師資﹑勤教嚴管﹑品質保證﹐學費合理﹐課超所值﹒

凱蒂校園: Best Kids Academy
TEL: 832-437-1777 832－282－9886
21915 Royal Montreal Dr.Katy 77450

8/25開課.採用馬立平漢拼簡体字課本敎學﹑ 珠心算數學﹑ 繪畫﹑
GT英數﹑ 老外學中文﹑ 鋼琴﹑ (中)小提琴﹑ 電子琴﹑ (木)電吉他﹑ 古
箏﹑ 舞蹈﹑ 藍球﹑ 乒乓球﹑ 西洋棋﹒

KATY周六中文學校特設2歲~4歲幼兒班和5歲~12年級實力班

珠心算實力班及數學高分保證班 (5歲~G8)
梁楚宜校長親授珠心算(加﹑減﹑乘﹑除)技巧,啟發智慧,增強記憶
力,配合應用數學分析演算,訓練思考邏輯及計算能力的快又準,
使學習過程不在害怕,而是充滿自信﹐質量控管限定70位﹒
糖城﹑凱蒂唯一蒙特梭利雙語學校 (1歲~5歲)
由Montessori專業執照經驗教師分級小班教學,獨特教材及
教具訓練手部肌肉,使幼兒反應靈活強化自信心及群體生活
能力,提昇日後認真學習﹑閱讀書寫能力及情緒穩定﹒天天密
集中文教學建立識字背誦好根基﹒供午餐及早晚點心﹒
課後輔導班 After School (PreK-9年級 )
校車接送, 完成作業﹑每日密集分級中文(漢拼簡體)教學﹑英數
加強﹑TAKS﹑IOWA考題訓練﹑提供點心﹐定期和家長聯繫﹒

沈敏生舞蹈

翰崴音樂學校:鋼琴(有考級)﹑吉他﹑(中)小提琴﹑合唱班
留學法國音樂學院主修鋼琴MS VANESSA等三位專業教師
採生動活潑式教學,短時間達事半功倍之效﹒

暑期游泳訓練密集班 (瀚崴校內標準游泳池)
由First Colony Swim Team(FCST)主辦,專業教練教授呼吸
划水﹑滾翻轉身﹑蹬腿出發﹑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全年訓練
成績優良可到外地參加比賽﹒
繪畫基礎﹑中級﹑高級班(3歲~14歲)
由三位專業老師教授各種繪畫技巧﹑物像遠近大小比率﹑色
彩調配﹑及不同筆具和材料之使用﹒含素描﹑彩色鉛筆﹑蠟筆﹑
馬克筆﹑炭﹑墨汁﹑水彩﹑油彩﹑粉彩﹑膠彩并定期畫展﹒

全年招生﹑歡迎參觀校
園優美環境﹑雙語幼兒
園﹑課後輔導班（可代
送回家）﹑暑期育樂營﹑
Field Trip﹑中文班﹑各
項才藝﹑球類﹑繪畫﹑電

影】歌唱﹑游泳﹒
www.famewellschool.com

控球/運球/投藍/傳球/接傳/防守/進攻/團隊戰略/體能彈跳﹒
暑期國外來美遊學營 (5歲~14歲)
安排知（感）性參觀從活動中潛移默化的認識美國生活文化﹑
遠程旅遊﹒

暑期數學﹑閱讀寫作先修班

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天天學中文！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

聯絡電話：281-242-0989 , 832-528-0880 , 832-528-0882
校 址：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學費可申請低稅中英雙語幼兒園 （1歲半～5歲）Day Care
在美獲教育學碩士老師親自執教
中西結合教學方法﹐幼兒早期智力開發
藝術熏陶教學生動﹐室內室外遊樂活動

騰龍課後班 After School
全新校車接送﹑分班制﹑教學中﹑英﹑數﹑GT等豐
富多彩﹐各色才藝班﹐全部專業老師執教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TEST PREP CENTER
solutions-edu.com

HOUSTON總校：

(832)758-5872
14740 Barryknall Ste100

Houston, TX 77079

·可選擇當前SAT或新SAT
·日期：6月8日至8月15日
·時間：週一,週三,週五 9am-5pm 或 週二,週四,週六 9am-5pm

* 10週-夏季SAT/ACT密集班
大學升學預備課程（座位有限）

* 高中課程

* 初中課程

School Math: Algebra 1,2, Geomety, Precalculus, Calculus BC
School Science: Chemistry, Physics, Biology

Critical Thinking: recommend books reading, PSAT, critical reading,
grammar, vocab, essay writing

Math Club: Junior High GT, Algebra 1
* 小學課程 (4年級&5年級)

Book Club: recommend books reading, critical reading, grammar, vocab,
essay writing

SUGARLAND分校：

(832)499-3772
4709 Lexington Blvd.

Missouri City, TX 77459

我在申請大學及大學入學作文上從
Solutions education學校得到大量的
幫助, 最終幫助我進入我的理想大學.

Solutions學校對我的高中生涯影響
巨大, 無論在SAT，大學作文和我的個
人簡歷 , 教師們都一步一步地引導
我, 使整個過程變得比原來簡單很
多. 沒有他們的幫忙, 我不會走得這
麼順利, 這麼遠.

因為Solutions學校的幫助, 我的SAT
考到2400分滿分.

Solutions學校對我的SAT及大學入學
作文幫助非常多, 如果沒有他們在整
個申請過程上的協肋, 我不可能進入
我的理想大學.

Solutions學校的老師及工作人員們
都非常關心學生們的教育及未來, 我
們遇到問題時, 都非常有耐心的幫忙
我們.

·日期：2015年5月25日 ·時間：早上8：45至下午1：00
Memorial Day“免費SAT測試+1對1諮詢”

教師水平高： 數學張老師：是HISD從中國聘用的，直接來休士頓教高中數學的高級教
師， 這在中,美兩國的高中領域，都是絕無僅有的。張老師具有中美兩國二十多年的教學
經驗，使用中、美兩國的教學方法教學。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提高學生的數學成績。

家長朋友們：如果你對孩子現在的成績不滿意，或者是想讓孩子多學一些知識，那就趕快
把孩子送到育才學校來吧！我們會根據你孩子的情況，制定教學計劃的。育才學校提供的
是高水準的(GT) 教學，適合2—12 年級的學生。我們同時也提供一對一的教學服務。育
才學校歡迎你們的到來！

育才學校育才學校 Double Star Academy

Saturday and Summer School Cell：713-259-1565
地址：9730 Town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數學： 2—6 Grade Math GT Class
3—4 年級Word Problems Solving ;Number Sense; Math Count 奧數
5—6 年級Word Problems Solving ;Number Sense; Math Count 奧數
7—9年級 Word Problems Solving ; Math Count
SAT；Pre-Algebra; Algebra 1; Algebra 2; Geometry; Pre-Calculus; Calculus。

英語： 2—6 grade Reading; writing; Vocabulary ; grammar；7—12 grade Reading ; Writing ; SAT

秋季班現在開始報名了！9/5 Saturday開課

關 懷、誠 實、效 率、踏 實、創 新、專 業、穩 健、熱 忱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713-273-1838 281-762-668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East Branch
817-261-5585 972-272-3375 972-578-7777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702-777-9988 775-751-1773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恆豐銀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賬戶
個人定期存款賬戶
個人貸款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絡、ATM服務

商業：商業支票賬戶
商業儲蓄賬戶
商業定期存款賬戶
商業貸款

http://www.afnb.com

恆豐銀行總分行

以心服務以心服務，，服務至心服務至心
恆豐銀行卓越團隊

快速、多元、便利、彈性、周到、
的全面服務。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9：00-下午5：00
週五：上午9：00-下午5：30

週六：上午9：00-下午1：00

提供您：

沙 漠 美 術 學 校沙 漠 美 術 學 校沙 漠 美 術 學 校
兒童畫兒童畫 素描素描
水彩水彩 油畫油畫
靜靜物寫生物寫生

美國油畫家協會會員
Oil Painters of America

沙漠，1962年出生於西安，1986年畢業於西安美術學院。
師從中國著名油畫家，美術教育家張榮國先生。沙漠的油畫作品
以人物和風景為主，多年來一直堅持寫實主義風格，其作品具有

強烈的地域色彩。2005年移居美國，2013年加入美國油畫家協會。
其教學風格與繪畫風格一致，潛心創作，耐心育人。

For all ages, allFor all ages, all levelslevels地址：9730 Town Park Dr.,Houston,TX 77036

電話：832-506-9570 郵箱：mosha120162@gmail.com

Sha Mo Art Academy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星期六 2015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15

**招聘有責任心，有經驗的中文，數學，英文及各類才藝老師！

3. 專業特色才藝課程
• 招生對象：K-12年級
• 上課時間：4-7pm星期一到星期五

（不包括學區假期）
• 服務項目：英文閱讀，英文寫作，GT考試輔
導與訓練，專業繪畫，少兒舞蹈，西洋擊劍，少
林功夫，鋼琴吉他打鼓等音樂課。

新世紀學院
聯絡電話：281-947-2410（糖城大華超市旁）

校 址：3410-A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

網 址：gtlearningacademy.com
GT Learning Academy

2. 初中，高中小班制課程輔導及個人輔導
• 招生對象：6-12 年級
• 上課時長：一個半小時，星期一到星期六
• 服務項目：校車接送，課後作業輔導。
輔導科目包括：Algebra, Geometry, Pre-Cal-
culus,Statistic, Biology, Chemistry, Physics, All
AP classes, SAT/ACT/PSAT, Duke Tip，STA-
AR Prep classes, Chinese class.

1. Afterschool Program
• 招生對象：K-5 年級
• 上課時間：3pm-7pm 星期一到星期五

（不包括學區假期）
• 服務項目：校車接送，家庭作業輔導，GT考
試輔導與訓練，馬立平中文，弟子規國學課,
英文閱讀與寫作，心算速算數學課，手工唱歌
GT學校藝術課。

4. 星期六課程：10am-4pm
• 招生對象：6-12年級
• 上課時間：4-6pm星期一星期五，

10am-4pm星期六
• 服務項目：初中，高中小班制課程輔導及

個人輔導，專業特色才藝課程
（詳情請查閱學校網站）

曼聯曼聯11--22斯旺西斯旺西

20152015//1616賽季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第賽季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第44輪壹場焦點戰在自由球場展輪壹場焦點戰在自由球場展
開爭奪開爭奪，，曼聯客場曼聯客場11比比22不敵斯旺西不敵斯旺西，，馬塔打破僵局馬塔打破僵局，，但阿尤和戈米斯但阿尤和戈米斯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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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大師賽皮特斯奪冠

比利時23歲高爾夫選手湯瑪斯-皮特斯決賽輪打出69桿，在捷克大師賽上輕松實現歐巡
賽首勝。 佩利-埃德伯格單獨位於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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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之表示與紅姑同場只傾了兩句，雖然她倆不常
見，但一年總會於聚會見到一、兩次，都是無所

不談，問有否交換保養心得？她笑指又沒有，不過最
近自己推出新護膚品可以送給紅姑用。談及息影的林
青霞復出做真人騷，之之表示沒有看過，而一直都有
人透過經理人找她做真人騷，但她不感興趣，不想曝
露太多私人生活，問是否想多留時間拍拖？她答謂：
“不是，是自己已決定了不拍戲，除非有一樣很特別
的事打動到我，像有一個好劇本令我很有興趣，否則
不會為了賺錢去做。”

關之琳擬夥大班朋友慶生
之之於本月24日生日，她透露往年均在外地過，

今年應會留港與一班朋友慶祝，也覺得生日大班朋友
慶祝夠熱鬧，比起二人世界開心一些。生日願望是否
想男友求婚？她笑着說：“不是！”
提到3日舉行慶祝抗戰勝利閱兵，之之在微博祝

祖國萬歲，她說：“朝早起床就見到閱兵，場面好感
動！”藝人平日大多不談政治，但3日亦有表態？之

之續稱：“我沒看到其他人的，這是祖國的事，身為
中國人真的很驕傲，我講自己的感受，這是很自然
的事！”
紅姑與之之合照後表示大家沒時間攀談，然而

大家間中都有見面，記者讚她倆多年來都沒變過，
都是大美人，紅姑笑說：“怎會呀？你們覺得而
已，她是大美人，我不是呀！”問她又有否興趣做
真人騷？她笑指沒這興趣，加上自己反應又不夠
快。會否不想私生活曝光？她表示沒想得這麼深
入，即使有人找她都被經理人推掉。要是關於環保
題材的呢？她笑說：“有這麼着數？種樹、擔泥有
人看嗎？有就幫我推廣一下，但相信沒人願這樣
做。”紅姑愛四處旅行，關於旅行又會否肯拍《四
個美人去旅行》？她笑說：“幾吸引呀，幾好
喎！”會找誰做伴？她說：“圈中有很多大美人，
但我不是，而且我揀了人，對方不理我豈不是好
瘀？還有我選的地點是去種樹去街市買海鮮，人家
都未必想一齊去。”

周汶錡離家工作不捨愛兒
周汶錡（Kathy）產後極速收身，一身Deep V

性感晚裝示人，跟產前一樣fit，體重也維持之前的
110磅。談到兒子Jacques3日剛滿兩個月大，Kathy
指他現表情多多常眼仔碌碌，跟他說話又有反應在
笑，開始認得她，所以出來工作總會很捨不得。至
於妹妹周麗淇與男友徐正曦分手，Kathy坦言沒特
別去問，妹妹在北京拍劇，傳短訊也只叫她多傳
BB相，且感情事他倆會去處理。但有指男方交了
個十九歲新歡？她表示並不知道，報道或真實都不
會特別去問，過去妹妹都有情傷，會否替她不值？
Kathy說：“她會處理得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兩大美人關之琳與鍾楚紅4日晚難得同場出席活動，二

人各具美態，之之身穿白衫黑裙以全新短髮示人，裝扮並不性感，但散發着青春氣息，而

紅姑則身穿黑與墨綠喱士裙盡顯高貴一面。近日真人騷大行其道，愛旅行的紅姑坦言覺得

如《四個美人去旅行》開拍應會頗吸引，但她怕揀了拍檔，對方卻不理她就覺瘀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梁雨恩
（Cathy）及安俊豪日前於文化中心演出舞台劇
《君子術．淑女拳》，獲不少圈中人前往捧場，包
括有鄭融、甄詠珊、張致恆、劉威煌及李思欣等。

Cathy手抱着貓仔演員“小虎”接受訪問，她
表示劇中與“小虎”有不少對手戲，事前花了一個
月時間培養感情。她又謂相隔三年再演出舞台劇，

心情很緊張，在綵排時更因忙亂而不慎撞到佈景
板，幸好沒有撞傷影響演出。談到她上次所演的舞
台劇是與王祖藍合演，祖藍在這幾年間已經上位，
但她仍在原地踏步，可會感到不快？Cathy說：
“我仍在繼續學習，上次他確實教了我許多東西，
我亦學了好多，在演戲方面，他是一位好老師。”
Cathy又稱當晚亦是她的唱碟推出之時，希望大家

可以多多支持！
前三人女子組合Freeze成員甄詠珊，表示是

來支持師弟安俊豪，問到她知否舊拍檔石詠莉
（Suki）快要結婚時，她聞言反問記者：“佢幾時
結婚？Suki由入行就話想結婚。”已有男友的她被
問到何時結婚？她坦言都想結婚，但還是隨緣：
“結唔結都係差一紙婚書，我男朋友又有個八歲大
的女兒，我當了是親生女看待，她亦當我是媽咪，
可能我們八字夾，合得來，但我都好想生個屬雞或
猴的BB。”

梁雨恩從祖藍身上獲益良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梁靜儀） 鄭丹瑞（旦
哥）、梁嘉琪及張景淳主
持的健康資訊節目《活得
健康嗎？》4日於將軍澳
電視城舉行記者會，更邀
得嘉賓“半百美魔女”羅
霖、黃心穎、張秀文
（Sammi）及嚴浩分享健
康心得及示範健康測試，
現場旦哥見到羅霖即大讚
說：“真係美魔女，因我
老婆係老魔女。”

羅霖表示今次會擔
任十集嘉賓主持，有機會
都想再拍劇，並有信心可
入屋，但暫時未有監製接
洽她。她又謂主持節目從中學到很多健康知識，令她越
來越注重健康。她謂日前不慎跌落梯級至臀部撞瘀了一
大片及右手掌骨凸出兼甩骹，但因近日工作忙及傭人放
大假要做家務兼湊仔，原遲遲未抽到時間照X光，但3
日因為去試裙時不慎又跣倒，竟錯有錯着令到原先甩骹
的位置推回原位。記者笑指她不似懂得做家務的人？羅
霖笑言要澄清一下：“媽咪自小就教我做個賢妻良母，
煮飯煲湯都難唔到我，最拿手係煮鮑魚。”
現場心穎與Sammi又即場拗腰測試腰骨韌度，Sam-

mi自言腰骨不及心穎柔軟：“我跳咗十幾年中國舞條腰
都好硬，但心穎就可以一個人捲埋一個圈，好似車軑
咁。”心穎就笑道：“係呀，我無腰骨嘅。”穿上熱褲
露腰裝的Sammi，被指近日頻頻性感亮相，她解釋因天
氣熱，加上早上便開工拍外景，連續曬了幾個鐘。心穎
則相反，打扮密實之餘更穿上外套，她笑謂一向都密
實，而且最近天氣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久沒露面的
陳秀雯將聯同廖啟智、應昌佑、譚芷翎等人於
12月合演舞台劇《折翼天使》，一眾演員4日齊
集柴灣拍攝宣傳海報。秀雯透露已是第三次跟智
叔合作，對上一次乃2009年合拍劇集《跟紅頂
白大三元》，當時大家合作偷快，接這個劇也是
用了很短時間便答應，因故事不錯，拍檔又是智
叔。
問到秀雯近況？她笑言：“都是遊山玩水，

拍戲多年，好多劇種都試過，現時希望接一些有
意思的劇本，其次是要觀眾覺得好看和有好拍
檔，（會否再拍劇？）有適合的角色和劇本都會
拍，（近年都有很多劇本給你挑選？）間中會
有，但不及以前多，因年齡層已不同，要有適合
的並不容易遇到，總之我未退休，有合適便會
拍。”智叔笑指秀雯是挑完再揀，秀雯即否認
說：“不是，而是不想自己和觀眾失望。”
秀雯對於昔日娘家不獲續牌，她自言沒有留

意亞視動向，又反問《再見艷陽天》一劇版權是
否已賣掉，說到亞視又再重播她演出《再見艷陽
天》，她笑說：“都播了十萬次，播我的劇始終
是好事，可讓觀眾看到我以前做的劇，對於亞視

終結，畢竟我在這地方成長，我在麗的訓練班
大，由麗的轉到亞視，經歷過不同老闆、年代，
計起來經歷過邱德根年代，其後再返去已是林百
欣，王征年代好似拍過《法網群英》，好多記憶
都跟這電視台有關，現時香港只剩得一個電視
台，令我覺得‘想點？’，不再像以前可以來
去轉台，自己身為電視從業員都有種失落感，
因我經歷過（上世紀）80、90年代的輝煌，幾
時會再像以前大家會趕返屋企追劇境況？所以最
希望香港電視台有更多選擇，可能現在內地選擇
更多。”
另秀雯和胞妹陳加玲因財反目，問兩人可有

聯絡？秀雯拒談說：“這問題不講，家事不想
講。”

廖啟智與故事主角有緣
智叔表示《折翼天使》是真人真事改編而

成，故事主人翁廖智，是一位四川省舞蹈老師，
於2008年汶川地震被活埋26小時獲救，但卻失
去女兒、雙腿和婚姻，而智叔跟對方名字只差一
個字，智叔謂：“我和好多人都有緣分，而這女
生的爸爸廖海智也是跟我差一個字，很有緣分。

這是個勵志故事，講述一個女生的人生，每個人
的人生都不是一帆風順，這個劇是希望帶給大家
正能量。”

對香港電視業感唏噓

陳秀雯遇啱劇本便拍
接二連三跌倒

羅霖甩骹離奇痊癒

■陳秀雯(右)將聯同廖啟智(左)、譚芷翎等人於
12月合演舞台劇。

■周汶錡跟產前一樣fit。

■■馬詩慧穿上馬詩慧穿上Deep VDeep V裝上陣裝上陣，，比兩位囡囡搶眼比兩位囡囡搶眼。。 ■Lisa S.同是索模兼靚媽。■■兩大美人關之琳兩大美人關之琳((左左))與鍾楚紅與鍾楚紅
難得同場出席活動難得同場出席活動。。

■羅霖(中)站在後生女黃心穎
(左)、張秀文旁也毫不輸蝕。

““美人旅行團美人旅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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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佳天然藥業

   中秋節大酬賓 購

貝 佳 天 然 藥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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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營養學會會員企業，擁有強大的 FDA 法規、營養學、醫學專家陣營，生產 100 多種保健品，暢銷全球，請上網或親臨各地特約經銷商選購

地址：3203 Pomona Blvd., Pomona, CA 91768
909-839-2880  週末 909-967-67791.888.902.1688 免費

洽詢

【2015 最新見證】李先生在成都中石油工作，自己與太太都吃心血通、骨精華，太
太心臟與關節不適，懷孕前吃了半年心血通和骨精華，順利產子！ ●上海韓建煌被醫
院診斷為冠心病（心絞痛型）高血壓（3級極高危組），出院後服用心血通，胸悶胸痛
大大改善，飛到紐約看兒子！【最新見證】王小姐 (780-966-61XX) 內蒙古老爸
腦血管鈣化，左手麻得厲害，早上服用兩粒心血通，晚上兩粒益腦靈，頭痛、
手麻明顯減輕，現在像變了個人，還能去放羊。 

【2015 最新見證】●洛杉磯羅蘭崗周女士（626-318-xxxx）說她二姐是做醫生的，
本來膝關節痛，上樓梯嘎嘎響，還打顫，吃了骨精華就好了，後推薦給親朋好友，大
家都反應效果好！●天津外國語學校創校校長范桐行，因骨質疏鬆幾次骨折，她在美
國的學生陳先生購骨精華給她服用，骨折關節癒合，願意實名見證骨精華的卓著功效。

消除胸悶、心悸、心慌、心絞痛，預防心
肌梗塞    
降血壓 / 甘油三酯 / 壞膽固醇，升好膽固醇
起效快，作用持久，安全無副作用，讓你
精力充沛，大量實名見證

◆打通血管

◆三降一升
◆強健心肌

修復軟骨，消除關節疼痛、僵化、響聲、骨刺、五十肩、
網球肘
大劑量補充 II 型骨膠質 Kolla2，又補鈣，全面防止骨質疏
鬆、腿腳抽筋、骨折
珍貴小雞胸軟骨提取，保證 6 周見效，兩療程鞏固療效，
無數成功案例

◆快速修復

◆雙效合一

◆配方科學

增強腦供血供氧，克服銀髮族、電腦族丟
三落四
改善手腳麻木、頭暈、目眩、耳鳴、突然間
口角歪斜
增加認知能力，抗中老年癡呆階段性惡化

◆提高記憶力

◆預防腦中風

◆抗老年癡呆

買 5 送 2〔一療程〕 ● 買 10 送 5〔兩療程〕美國專利 US Patent# 7030102  美國專利 US Patent# 6524616

骨精華
美國專利
US Patent 
# 6838440

買 6 送 1〔一療程〕●買 12 送 3〔兩療程〕

大力消除關節疼痛
全面防止骨質疏鬆

保證六周見效 *100 個成功案例上網查詢

花好月圓人安康  美國專利健骨強心
【骨精華】【心血通】【益腦靈】

每個療程加送葡萄籽精    瓶

從 業 21 載
鑄 就 好 品 牌

新產品 繽紛上市

好產品 效果卓著

蝦 青 素
納 豆 溶 栓
白 藜 蘆 醇

伊 美 寶
糖 尿 淨
明 眼 素 休 士 頓 燕 窩 城 713-776-2888、713-534-3233 

金荷 713-772-2999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東方中藥 713-774-5558 燕補堂 713-772-7888 
達拉斯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達福出
國人員 469-586-8195 陽光禮品中心 972-758-
9588 百草堂 972-519-8488，469-233-7751  燕
窩 城 972-235-3888，972-527-9888（Plano）
奧斯丁 恒豐 512-719-3864

快速打通血管堵塞
改善胸悶 / 心絞痛

有效改善頭暈耳鳴
預防腦中風/老年癡呆

心腦健康得安寧 *70 個成功案例上網查詢

益 腦 靈

保養重點1：頸肩 成為最性感的誘惑
出糗狀況：零鎖骨、雙下巴、深刻頸紋
保養方向：去角質、緊實按摩、保濕、防曬
基本上頸部的保養需求與臉部沒有太大不同，需要清潔去角質增

加明亮度，輕柔按摩增加緊實彈性，加強保濕避免干紋，做好防曬
以免肌膚提早鬆弛老化。將肌膚保養延續到頸肩部位吧！加點小技
巧，讓頸肩線條為你的性感加分。

Tips
1、洗澡時使用按摩刷，沾取沐浴泡泡，從肩膀往脖子、耳際方

向，以小螺旋方式按摩清潔。
2、雙手塗抹頸胸霜，左手以斜45度的角度放在右耳下方，以撫觸

的方式順著右頸，滑到右肩，再輕撫過鎖骨滑到左肩。
3、換右手輕撫在左肩，以斜45度順著左頸滑到左耳下方，再延著

左頸往下撫順，左右手反覆交替進行按摩。
4、雙手輕柔包覆在頸部，輕輕加壓按摩，避免過度牽動肌膚。
保養重點2：手足 第一次接觸的致勝關鍵

出糗狀況：乾燥、粗紋、龜裂、局部暗沉
保養方向：軟化去角質、滋養修護、舒壓按摩
因油脂分泌少、經常曝曬在外，手足保養的需求性，在

濕度、溫度下降的冬天特別明顯。選擇乳油木果油、維他
命B5、爪鈞草等植物成分，可提供更多滋養修護作用。
對於指關節處的明亮加強、足跟部位的軟化滋潤、肌肉的
放鬆，甚至延伸到手臂、小腿線條的保養，都可以歸類在
手足保養範疇裡。

Tips
1、人字舒壓按摩：按摩足部時，可用兩隻大姆指在整

個足底小面積畫人字，撥開足底緊繃肌肉，讓足部循環更
好。

2、滋養加倍：塗完護手霜可以包上保鮮膜，或是戴上
手套，加強滋潤。

3、促進血液循環：握住手臂，以向上扭轉的方式按摩
整隻手臂，可促進循環。

4、去除硬皮：腳皮軟化後，取去角質霜以螺旋按摩的
方式按摩足底。角質較粗後的足踝部位，可適度以磨砂
板、浮石輔助去角質，一個禮拜約 1-2 次，幫助角質更
新，肌膚保持滑嫩。

保養重點3：美肌 愛上在你身上遊走的肌膚觸感
出糗狀況：局部暗沉、粗糙干荒、紅癢脫皮
保養方向：去角質、保濕、按摩

當肌膚之親的機會來臨，你有信心自己的肌膚觸
感，可以讓他一碰就捨不得離開你嗎？

身體肌膚表面積大，很怕隨著環境改變造成水分皮
脂流失，降低肌膚的防禦能力。就算你沒時間花太多
心思在身體保養上，每天洗完澡後，也一定要馬上塗
抹上乳液，不管是保濕用、塑身用還是緊實為主，都
能立即補充肌膚流失的水分。

Tips
1、局部去角質：使用身體去角質產品，采由下往

上、由內往外的方向按摩身體大面積肌膚。針對局部
小地方，例如膝蓋、手肘，以螺旋畫圓的方式，一週
2-3次輕柔去角質。

2、按摩促進循環：塗抹身體乳時除了按摩，你可經
常性泡澡、做運動，都是增加新代謝、促進血液循環
的好方法。

3、補充體內足夠水分：肌膚要水嫩除了外在補水是不夠的，你還
需要多喝水。因為水分是參與體內新陳代謝的重要物質，每天2000c.
c.，采20-30分鐘就小口飲用一次的方式攝取水分，補水效果最好。

保養重點4：美背 用背影擄獲男人的心
出糗狀況：長痘痘、毛孔粗大、觸感粗糙
保養方向：清潔控油、去角質、收斂、保濕
背部的保養以清潔控油、收斂肌膚為主，控好皮脂分泌問題，就

能降低長痘痘、毛孔粗大問題。因為背部油脂旺盛，避免提供滋養
型的身體乳液，加強清爽保濕，定期做背部去角質保養，如果還能
培養運動習慣，練出漂亮的後背線條，就能讓美背也成為攻陷男人
的武器之一。

Tips
1、沐浴長巾來幫忙：對肢體柔軟度不好的女生來說，雙手構不到

背部，清潔保養難度變很高。建議，可借助沐浴長巾或沐浴刷的輔
助，清潔摸不到的背部，光是磨擦作用，就有幫肌膚去角質的效
果。

2、收斂肌膚：你可以使用身體專用的收斂噴霧，或是臉部用收斂
化妝水，輕拍在容易出油的背部肌膚上，或將臉部用的淨化收斂面
膜敷在背部，加強淨化控油效果。

3、清爽滋潤：背部因為皮脂腺旺盛，不宜使用太過滋養的身體乳
液。你可為背部準備清爽型的乳液，或者全身塗抹完身體乳液後，
將剩餘的乳液量塗在背部，避免增加背部肌膚過多負擔。

女人女人必須重點保養的4個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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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分叉：
護髮素中的潤滑劑能修復毛髮的分叉。但是，如果在

用完護髮素後馬上把頭髮用過熱的吹風機吹乾，那就會
導致護髮素停留的時間不夠，頭髮無法有效吸收護髮素
中的潤滑劑。因此，用過護髮素的之後，最好不要馬上
對頭髮進行加熱整型。此外，如果是夜間修護，可以用
一些含有益於增強發質的蛋白質護髮液。

加固髮根：
晚上，你可以先用香波將頭髮洗乾淨，然後將濕漉漉

的頭髮用鬆緊布圈或者真絲圍巾高高地、蓬鬆地紮成一
個馬尾。這樣能夠加固髮根，同時給你的頭髮減減
「負」。

減少燙髮：

每天清洗厚而捲曲的頭髮會使頭髮變干。但是，當
你燙了一頭 「卷毛」，你卻不得不每天洗頭，你會發現祇
有香波才能把他們理順。為了使捲髮保持蓬鬆，你可以在下
午時分往發尾和打結的頭髮上拍一些免洗潤發素，或是潤滑
油，這樣你的髮型就能夠保持到第二天了。

消除頭屑：
含有水楊酸的洗髮水能夠有效祛除頭屑，它促進死去的細

胞及時脫落，同時有止癢效果。
防止 「爆炸式」：
睡覺時，頭髮與枕頭套之間的摩擦容易產生靜電，使你看

起來頗像 「愛因斯坦」。為了防止這樣的麻煩事情發生，你
可以在上床前往頭髮上抹一些防靜電定型劑。如果發覺用
處不大，也可以買個睡帽回來戴在頭上。

責任編輯：X X

渊三分之二冤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明最

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

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

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

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

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清明节的来历与习俗

清明节的来历

  荡秋千
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

绳而迁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

避忌讳，改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

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

上踏板的秋千。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而且可

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 
 蹴鞠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

紧。蹴鞠，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

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

是用来训练武士。

踏青 
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三月清明，春

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

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

青的习惯。

 植树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

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

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

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1979年，人大常委

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我国植树节。这对动员

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活动，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  放风筝 也是清明时节人们所
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夜

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上一串串

彩色的小灯笼，象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

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

清风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

给自己带来好运。

清明是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由于二十四节气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所以古代劳动

人民用它安排农事活动。《淮南子·天文训》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

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

过清明”的农谚。可见这个节气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明是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由于二十四节气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年四季

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所以古代劳动人民用它安排农事活动。《淮南子?

天文训》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

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

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可见这

个节气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明节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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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港港
隊隊33日晚於世界盃外圍賽作客國足成功日晚於世界盃外圍賽作客國足成功
搶分搶分，，不過港隊門將葉鴻輝指國足隊長不過港隊門將葉鴻輝指國足隊長
鄭智在比賽末段曾出言不遜掀起餘波鄭智在比賽末段曾出言不遜掀起餘波。。
鄭智否認曾出言辱罵對手鄭智否認曾出言辱罵對手，，而葉鴻輝則而葉鴻輝則
對國足經歷失望賽果後的心情煩躁表示對國足經歷失望賽果後的心情煩躁表示
理解理解，，認為事件已告一段落認為事件已告一段落，，只想集中只想集中
精神應付精神應付88日主場對卡塔爾的賽事日主場對卡塔爾的賽事。。

港隊憑藉門將葉鴻輝的出色表現及港隊憑藉門將葉鴻輝的出色表現及
運氣之助下運氣之助下，，作客以作客以00：：00
打和國足打和國足，，佔有壓倒性攻佔有壓倒性攻
勢的國足明顯不甘和局勢的國足明顯不甘和局。。
港隊門將葉鴻輝賽後在社港隊門將葉鴻輝賽後在社
交網站上表示交網站上表示，，國足隊長國足隊長
鄭智在他受傷時曾前來罵鄭智在他受傷時曾前來罵
他是他是““狗狗”，”，不過鄭智就不過鄭智就
否認曾作出有關言論否認曾作出有關言論，，並並
指責葉鴻輝拖延時間指責葉鴻輝拖延時間：：
““我當時只是叫他盡快起我當時只是叫他盡快起
來來，，球證當時就在旁邊球證當時就在旁邊，，

如果我有什麼不當行為球證會有所表如果我有什麼不當行為球證會有所表
示示。”。”

葉鴻輝葉鴻輝44日於深圳起程回港時明顯日於深圳起程回港時明顯
不想再在這次事件上糾纏不想再在這次事件上糾纏，，只對國足大只對國足大
熱倒灶後的心情表示理解熱倒灶後的心情表示理解：“：“國足一直國足一直
在進攻都取不了入球在進攻都取不了入球，，當時他們心情煩當時他們心情煩
躁我很理解躁我很理解。。我現在只想集中注意力去我現在只想集中注意力去
應付下場對卡塔爾的賽事應付下場對卡塔爾的賽事，，相信下場面相信下場面
對的攻勢會更加猛烈對的攻勢會更加猛烈。”。”對於有傳聞指對於有傳聞指

國足球員曾對他吐口水國足球員曾對他吐口水，，葉鴻葉鴻
輝則表示絕無其事輝則表示絕無其事。。

打出漂亮一仗再次搖身一打出漂亮一仗再次搖身一
變成為變成為““英雄輝英雄輝”。”。葉鴻輝表葉鴻輝表
示滿意今仗表現示滿意今仗表現，，不過興奮感不過興奮感
不及當年東亞運奪金不及當年東亞運奪金：“：“我每我每
次比賽後也會失眠次比賽後也會失眠，，對國足後對國足後
也整晚睡不着也整晚睡不着，，目前最想的就目前最想的就
是好好休息一下是好好休息一下，，為下周的比為下周的比
賽做好準備賽做好準備。”。”

8日之戰，國足原定作客馬爾代夫，惟因
後者主場草皮受損，在國際足協批准

下，比賽移師至瀋陽進行，令國足由客場變主
場。雖然有主場之利，但被港足守和，痛失兩
分，令球隊元氣大傷，故對馬爾代夫之前，國
足能否盡快復元成為關鍵。

卡塔爾15：0大炒不丹
根據規則，每個小組的頭名以及4個成績

最好的小組第二將會晉級預選賽下一階段——
亞洲區12強賽。在國足0：0遺憾地戰平港足
後，卡塔爾在主場面對本組的魚腩球隊不丹，
最終以15：0的比分狂勝。國足不僅在本組積
分榜上滑落至第3位，同時也意味着第5輪客
場和卡塔爾交手時，國足至少不能落敗，否則
將失去爭奪小組第一的機會；若要將小組出線
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則需要在客場戰勝卡塔
爾，而且兩場和卡塔爾的較量必須拿到4分，
才能保證擠掉對手獲得小組頭名。

接下來，國足已經沒有犯錯的空間。不但
要在下周二戰勝馬爾代夫，還應該多拿淨勝
球。10月8日客場對陣卡塔爾，對於國
足來說可能是提前上演的生死戰，如果
客場戰勝卡塔爾，國足仍然保留比較大的
小組出線希望，反之，國足想要晉級到亞
洲區12強賽的難度非常大，但願接下來的世
外賽，國足能夠守住底線，不要再給中國球迷
添堵了。

蔡振華：隊伍不夠成熟
談回國足被港足逼平一戰，國家體育總局

副局長、中國足協主席蔡振華4日接受新華社
記者採訪時點評：“結果（令人）遺憾，（球
隊）不夠成熟。”他認為，國足上下半場的表
現有差異，顯示隊伍還不夠成熟。

蔡振華評價道，國足上半場從開局開始，
機會把控得不錯，但是下半場就不一樣了。
“如果主教練佈置整個90分鐘都這麼踢，肯
定能攻破對方的球門，或者能勝利。從球員的
支撐力上來看，上下半場應該是一樣的，但感
覺下半場沒踢20分鐘就開始急了，射門的有
效性就明顯下降，這個就顯示隊伍不夠成
熟，”他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經過3日晚被港足守和一戰後，

國家男足（國足）4日飛抵瀋陽，準

備8日“作客”馬爾代夫的下一場世

界盃亞洲區外圍賽小組賽。由於3日

晚卡塔爾主場大炒“魚腩”不丹15：

0，現時國足不僅在小組積分榜上滑

落至第3位，更失晉級主動權。

葉鴻輝理解國足 現蓄力下周比賽

排名 球隊 場次 勝 平 負 進球 失球 淨勝 積分

1 中國香港 3 2 1 0 9 0 9 7

2 卡塔爾 2 2 0 0 16 0 16 6

3 中國 2 1 1 0 6 0 6 4

4 馬爾代夫 2 0 0 2 0 3 -3 0

5 不丹 3 0 0 3 0 28 -28 0

（截至2015年9月4日）

■■國足遭香國足遭香
港隊守和港隊守和，，
隊長鄭智黯隊長鄭智黯
然離場然離場。。

新華社新華社

■■港門將葉鴻輝港門將葉鴻輝
（（綠衫綠衫））撲出國足撲出國足
的射門的射門。。 法新社法新社

■■國足世外賽失分國足世外賽失分，，
主帥佩蘭面臨巨大壓主帥佩蘭面臨巨大壓
力力。。 新華社新華社

■■““英雄輝英雄輝””44日返港日返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從北京世錦賽移師蘇黎世鑽石聯賽，
中國田賽選手當地時間3日晚繼續優異發
揮。世錦賽男子跳高銀牌得主張國偉當晚
以2米30的成績獲得蘇黎世站季軍，總成
績創歷史地位列國際田聯鑽石聯賽年度亞
軍。

在蘇黎世站總決賽開始之前，24歲的
張國偉以7個積分在賽季總排名中位列次
席，落後排名首位的卡塔爾名將巴爾希姆
5個積分。

考慮到“跳高神通”巴爾希姆在北京
世錦賽上僅位列第四，如果張國偉蘇黎世
奪冠並且巴爾希姆仍然無緣獎牌，本賽季
鑽石聯賽總冠軍及世界排名第一的殊榮將

首次落入中國選手的囊中。
蘇黎世當晚室外氣溫只有18攝氏度，

四輪比賽過後成功征服2米30高度的只有
巴爾希姆、張國偉與烏克蘭選手邦達連
科。最終巴爾希姆成功越過2米32收穫冠
軍，張國偉與邦達連科最終成績均為2米
30，但張國偉以第三次試跳2米30成功的
劣勢獲得季軍。

本站總決賽後，巴爾希姆以20分斬獲
國際田聯鑽石聯賽男子跳高賽季總冠軍，
張國偉以9個積分收穫亞軍。這是中國選
手參加國際田聯鑽石聯賽中獲得的年度最
好成績，去年中國名將李金哲獲得男子跳
遠年度總排名第四。 ■新華社

2015年射擊世界盃總決賽（步手槍）當地時間3日在德國慕
尼黑揭幕。19歲的中國小將張博文最後兩發驚險“超車”，奪得
男子50米手槍慢射冠軍，衛冕冠軍王智偉摘得銅牌。

山東小伙張博文今年剛剛開始參加成年組比賽就迅速在國際
賽場打出名聲，此前參加了三場分站賽獲得一站冠軍一站亞軍，
在難度相當大的50米手槍項目中年紀輕輕便有連續的不俗表現實
屬不易。

首次站到賽季總決賽戰場，張博文表現出不怯場的比賽氣
質，繼韓國昌原站之後再次上演終極逆轉，在最後的金牌爭奪輪
兩發趕超越南老將黃春永，以192.6環的決賽成績加冕世界冠軍。
41歲的黃春永在中國小將的窮追之下掉了鏈子，最後兩輪４發之
中有3發不到8環，最終以3.3環的差距獲得亞軍。

連續兩屆總決賽冠軍、27歲的中國選手王智偉在倒數第二輪
以0.2環之差被淘汰，獲得銅牌。這是中國選手自2012年以來連續
四年奪取該項目冠軍。

慕尼黑世界盃總決賽包括步槍和手槍的10個奧運項目，中國
隊共有16人參加除步槍臥射和男子10米氣手槍之外的8項比賽，
其中三人身兼兩項。 ■新華社

張國偉獲鑽石聯賽年度亞軍

■■張國偉在上月北京世錦賽奪銀牌張國偉在上月北京世錦賽奪銀牌。。 新華社新華社

■■張博文張博文（（中中））奪手槍慢射冠軍奪手槍慢射冠軍，，
王智偉王智偉（（右右））摘銅摘銅。。 ISSFISSF圖片圖片

國奧終集合全部適齡精英
一直為缺兵少將發愁的國奧隊主教練傅博終於長出了

一口氣。正在瀋陽備戰與巴林隊熱身賽的國奧終於集合了
全部優秀適齡球員。這支備戰里約奧運會的國奧隊自組建
以來，就一直很難湊齊所有精英球員訓練、比賽。除了海
外球員一直缺少與球隊的磨合外，一些在中超踢上球的隊
員，也一直在國家隊和俱樂部之間左右逢源。而隨着徐新
在瀋陽與球隊匯合，傅博終於聚齊了所有好牌。 ■新華社

女籃亞錦賽 中國坐亞望冠
正在武漢進行的2015年亞洲女子籃球錦標賽4日晚進

入準決賽爭奪，中國女籃以60：45大勝韓國女籃晉級決
賽。而當日另一場準決賽在日本隊和中華台北隊之間進
行。中華台北隊以58：65負於對手，日本隊將於今晚7時
30分與中國隊爭奪本屆賽事冠軍；中華台北則於今晚5時
30分與韓國隊爭奪季軍席位。本屆女籃亞錦賽的冠軍將直
接獲得明年里約奧運會的參賽資格，第二名和第三名的球
隊則將參加奧運落選賽。 ■中新社

逾1500鐵人戰三項系列賽
2015年鐵人三項世界系列賽將於9月12日在山東威海

開幕。目前已有來自36個國家和地區的1511名運動員報
名參加。比賽共設置長距離、標準距離、半程、體驗組4
個競賽距離。長距離比賽包括游泳3公里、自行車80公
里、跑步20公里，總距離103公里。比賽分專業組和業餘
組計算成績，其中，專業組共分為6個組別、業餘組分為
34個年齡組。 ■新華社

、

■國奧將士難得大合照。微博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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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博文逆轉 射落世界盃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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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 Summer Speci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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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二﹑四﹑五﹕12pm ~ 8:00pm
週六﹕10:00am ~ 8:00pm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六天營業

真能省真能省真能省 Nelson & Jean Corp.
傢俱公司傢俱公司

二件式 全套單人床
七件式 客廳組＊
五件式 木面鐵腳餐桌組
五件式 實木餐桌組
三件式 玻璃面咖啡桌﹑茶几組
三件式 木面鐵腳咖啡桌組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29
$289
$259
$19
$159

5呎高落地燈
四件式 臥房組
雙層床（含兩床墊）
Queen Headbord
一套Queen bed

床墊廉售高達71%off

＊含沙發﹑雙人座﹑咖啡桌﹑茶几（2）﹑檯燈（2）

地址﹕12677 Hiram Clarke, Houston距休士頓中國教會約 1 哩

貨真價省貨真價省﹐﹐華人自營華人自營
((華華﹑﹑台台﹑﹑英語英語))美國第一名牌ASHLEY沙發及臥房組大量供應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電話﹕713-723-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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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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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度全方位循環進風系統

˙4層高精度過濾系統

˙全鋼機身 軍工品質

˙5年超長保修

Austin Air/奧斯丁空氣凈化器

歡迎致電: 832-620-0006 電子郵箱: pacacollection@gmail.com
金絲帶國際商貿有限公司 地址：3001 Fondren Road Suite D Houston, TX77063

霧霾殺手

HM405
過敏哮喘專用型

HM450
甲醛專用增強型

HM402
臥室專用型

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
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
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

美聯美聯美聯鐵工鐵工鐵工

951595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77036

(((832832832))) 868868868---109010901090

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AG150906B達福社區

2015唐崇榮博士達福佈道大會「人的墮落、尊嚴與救贖」

唐崇榮博士簡介
唐崇榮博士，著名基督教華人佈

道家和神學家。創設印尼歸正福音教
會、美國華府歸正學院，及唐崇榮國際
佈道團。自1957年迄今，向全球超過
三千萬人次講道，足跡遍及亞、歐、美
及大洋洲。他是歷史上最多聽眾的一
位華人牧師，聽眾超過3千萬人，講道
紀錄多達33,000次，環遊世界超過100
次。故他被稱為 「東方的葛培理」，是
宋尚節博士之後最具影響力的一位傳
道人。

生命價值的重建(上)
每個人都曾被生在這個世界，每

個人都有機會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
每個人都只在世界上活一次。無論我
們多窮、多豐，只有一次。無論我們多
成功、多失敗，只有一次。無論我們是
健康或者是生病，只有一次。這是一去
不回頭的路程。人有一生，也有一死。
在生與死之間，上帝把氣息賜給我們，
使我們可以活在這個世界上。但是為
這個生活，我們需要知識，我們需要人
格，我們需要生活，我們需要食物，我
們需要產業，我們需要朋友，我們需要
許多物質的供應。因此，我們用許多時
間應付生活上的需要，使我們的生活
可以被滿足，使我們的生活可以得著
供應。

「價」與「值」的衡量
正因為感到生活在世界上有價值

的必須，所以我們常常思想到「價值」
的問題。但是「價值」本身到底是什麼
呢？許多人用「價錢」代替「價值」。有些
人為了錢放棄他的生命，他就把整個
價值建立在錢財上。「價」與「值」是不
同的兩件事。「價」不等於「值」，「值」不
等於「價」。有價錢的東西常常不是真
正有價值的事情。許多時候我們出了
太多的錢，得到一些沒有價值的東西
的時候，我們就感到自己受騙了，或者
浪費了這筆錢。當人有成品要賣出去，
他先定建議的零售價，賣主期望從貨
品販售中回收利潤。有些很好的東西
定價定得太低，相反的，有些不好的東
西定價定得太高，這世界「價」與「值」
不平衡、不相稱的事情天天發生。

「身內」與「身外」價值的衡量
當我們注意到我們生命之外的時

候，我們很敏感我們的錢是不是得回
了應當有的「值」。我們買東西的時候
都有一個習慣，要出價，「討價還價」變
成一種商業的藝術了。有一些的國家，
他們常常把價錢抬得高得不得了，趁
機敲詐不懂貨的人，所以許多人他們
的錢就給人這樣騙去了。但真正「價」
與「值」的平衡，是使賣方與買方都在
公義中彼此相待。今天我們對世界的
東西都有一些經驗，經驗告訴我們什

麼東西有「價」，
什麼東西有「值
」。我們對衡量
身外之物的價

值，但對自己的生命，到
底有沒有價值的衡量呢
？若無，這是人生的憾事
。許多有大好前途的青
年為了一時的錯誤，把
他們的生命隨便付出去
。許多人為了一時的快
樂，卻將一生一世最重
要的時間永遠地失去，
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建立
生命的價值。

在建立生命價值以
前，要明白什麼叫作「價
值」？哲學裡對「價值」有
兩種基本理論。第一種
理論叫做「價值本身的
存在論」，第二種理論是
價值定於有興緻的人對
它的評價──如果我對
你有興趣，你就有價值；
如果我對你沒有興趣，
你就沒有價值。這樣，你

的價值是誰定的呢？你的價值是對你
有興趣的人來決定你的價值，這是第
二種的理論。但第一種理論不是這樣，
無論你懂或者不懂，無論你有興趣或
者沒有興趣，無論你欣賞或者不欣賞，
無論你尊重或不尊重，價值的本身就
在價值自己裡面。價值不會因為你不
懂它就變成沒有價值，沒有價值的也
不會因為你很欣賞就變成很有價值，
這種叫做「存在論的價值的哲學」。

我們今天到底
要怎樣思想關於人
的生命的問題呢？
在某些國家，人的
生命很有價值；在
某些國家，統治者
把百姓當作砲灰，
把百姓當作像動物
一樣的價值來對待
，他們沒有尊重人
權，沒有尊重民主，
沒有尊重人生命的
價值。這樣的地區
沒有自由、人格。今
天我們看見，人類
的歷史就這樣過了
幾千年。

人生命的價值
要怎麼定呢？聖經
裡很清楚告訴我們
，聖經第一面就告

訴我們：
人 是 尊
貴的，人
是 榮 耀
的。從來
沒 有 一
個 宗 教
對 人 的
評價，超
過 這 本
聖 經 的
評價；從
來 沒 有
一 個 社
會，可以
找 到 比
這 本 聖
經 對 人
格的尊重更高的價值觀。為什麼？因為
這本聖經是神自己的話語。

神是價值的本體，神是永恆不變
的價值。當上帝創造萬有的時候，就憑
著祂價值的衡量，定每一個受造物的
地位。《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告訴我們，
「日頭有日頭的光，月亮有月亮的光，
星球有星球的光。」《傳道書》第三章告
訴我們：「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
好。」每一樣的事都是神所造的，每一
樣事都有它的重量，有它的價值，有它
的整個價值觀次序中間的位分。（未完
，待續；內文編錄自唐崇榮博士佈道會
文字紀錄）

欲知更多唐崇榮博士精采講道，
切勿錯過2015唐崇榮博士達福佈道
大會「人的墮落、尊嚴與救贖」：
地點Location：Canyon Creek Baptist

Church (2800 Custer Parkway, Rich-
ardson, TX 75080)
Sept 25 Fri 7:30pm 佈道會 Evange-
listic Rally
Sept 26 Sat 10:00am 專題講座-教會
復 興 之 動 力 Seminar: Dynamic of
Church Revival
Sept 26 Sat 6:00pm 問題解答 Q&A
Sept 26 Sat 7:30pm 佈道會 Evange-
listic Rally
Sept 27 Sun 2:00pm 佈道會 第三場
Evangelistic Rally
連續性信行 敬請連續參加
國語主講 現場設英語翻譯(with Eng-
lish Translation)
所有聚會 免費入場 及早入座
FREE ADMISSION for all events.
Please come early to reserve your
seat.(佈道團供稿)

【本報系達拉斯訊】廣東會館籌備會多
次會商下，日前宣告正式成立，
正名為「北德州廣東會館」，經籌備會一致通
過蘇張錦娥當首任會長，副會長莫錦強，副
會長鄭查理，財務長李盈香，永遠榮譽顧問
李慶民，榮譽顧問余宣震。
顧問團成員:莫志堅會計師，蘇振輝，張麗珠
會計師，李佩婷，吳家盛，朱威健律師，李中
原律師。

會長蘇張錦娥表示，該會將擴大聯繫本
地區各階層粵藉同鄉，歡迎大家參與協力壯

大本會影響力及社區服務，同鄉可借本會平
臺互相交流商業及生活資訊。同時將與北美
州及世界各地廣東同鄉會建立溝通管道，加
強日後合作與支援。

會址由蘇會長提供，位於2132EBeltlin-
eRd。，Richardson，Tx75081。

預估會員大會將在本年十一月間舉行。
歡迎北德州地區粵籍或會說粵語同鄉

加入。聯絡會長蘇張錦娥214-497-4668或電
郵莫錦強mokjerry@gmail.com。

北德州廣東會館己成立
蘇張錦娥當選首任會長

We Are Here 
2015

【本報華府訊】大華府區正昇財務顧問公司總
裁張文進博士，將於9月份舉辦「投資策略」及
「退休金領取策略及資產轉移規劃」財務講座，
從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止。報名請洽
Grace、Casey 或 Lily，240-479-2688 分機 1001
或 admin@uprightplanning.com。講座地點位于
該公司大樓的會議 廳，地址是 15245 Shady
Grove Rd.(North Lobby), Rockville, MD 20850
。

9月12曰的講題是「投資策略」。投資就是
要賺錢，也希望能保本，股市投資最難的是，上
漲時捨不得賣，期望能漲的更高，跌價時更不
能賣，總希望能回到不虧本再出手，這樣的操
作方式常常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張博士將解說CMG戰術型投資如何替您
賺錢，CMG 戰術型投資從 2000 年至 2014 年，

沒有任何一年是負成長，14年的總成長是10倍
，換言之若您在2000年投資10萬元，現在則有
100萬元。這類型的投資?品，是不可多得的，無
法參與講座者，可直接與張博士聯絡。

張博士建議投資人應依時限，設立短中長
期的投資標的。短期投資應以有固定收入為主
，中期投資以?定收入又可成長為主，上述的
CMG戰術型投資是長期投資的優良選項。

如此一來，股市的波動，對短期固定收入
的需求不造成威脅，再加上中期投資能提供穩
定的收入，讓您接受風險的能力相對提高，因
此股市對長期投資反而有正面的效果。

「商業房地產投資信託」是中期投資的最
佳選項，它的優點是利息穩定，具成長潛力，並
可延稅。銀行及債券的利率超低，無法對抗通
膨。房地產的價值及房租，會因利率上揚而上

昇，應是您保本保值及穩定收入的好投資。長
久以來房地產一直是抗通膨的好投資，超過半
數的美國富人是靠房地產致富的，其成長潛力
不容忽視。

「終生收入年金」提供您一輩子都有穩定
的收入，且收入有可能增加，但絕不會降低。當
股市上漲時，年金的價值也隨著上揚，因此終
生收入也會跟著升高。當投資下跌時，您的收
入絕對不會下跌；只要你活著，就一定有收入。
年金是取代退休前那份工作收入的好資源。

9月19曰的講題是「退休金領取策略及資
產轉移規劃」。亞裔家庭多有良好的儲蓄習慣，
並蓄備退休金，然而對如何提領退休金，則毫
無規劃。張博士將講解如何將退休金領取的時
限延長到三代之久，以增加領取的總收入值，
並降低稅額。

人壽保險是一項好的資產轉移項目，因為
死亡理賠不用繳所得稅。還有很多投資項目也
是好的資產轉移項目，羅斯退休帳戶是一項，
「1031同性質房產交換」也是一項好的資產轉
移項目。張博士將講解如何運用上述的項目，
幫您達到資產轉移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能省下
相當可觀的稅。

年金也可以是好的資產轉移項目，張博士
將詳述如何運用「自用並可轉移年金」及「死亡
資產增值年金」，來增高資產轉移的額度。這些
投資及資產轉移策略是財務規劃師常用的好
策略，並非一般業務代理商所能了解。

張博士也將探討資產轉移策略應注意的
事項，遺囑的設立，如何避免遺囑認證，財產應
以何種方式擁有較適切，信托的種類、用途、及
節稅的考量，如何防止信托被課重稅，設立受
益人該注意的事項，那些投資產品適合做資產
轉移並可節稅。這些課題跟退休金領取策略有
密切關聯。

張文進博士9月份二場財務講座

【本報華府訊】奧巴馬總統對埃塞爾比亞的訪
問，讓我們在電視上對這個東非國家有過短暫
一瞥。埃塞俄比亞是人類祖先Lucy的發現地，
也是咖啡的發源地；是有三千年歷史的文化古
國，也是絲綢之路海路上的重要中轉站。那裡
八十多個民族與五種宗教並存，語言文化傳統
色彩斑斕。如果您希望對其歷史、文化與現狀
加深了解，就請前來聆聽劉嫄《鏡頭裡的文化》
系列的新話題，讓她為我們揭開蒙在這神秘古
國頭上的面紗吧！

演講人將引領您神遊這片「被太?曬黑臉
龐人」的土地、追溯她悠久歷史的源頭，探究她
多元宗教的來龍去脈、重溫非洲最後一位皇帝
的傳奇、領略意為「新鮮花朵」的亞的斯亞貝巴
的風采、到博物館去「看望」Lucy；她也會??您深
入南部腹地與當地農民一起趕集、到孔索部落
拜訪有工程師學位的酋長、去多爾茲村寨向大
媽學紡線，進「象屋」品原汁原味的咖啡、去露
天灶坑嚐古早的「健康食品」;她還會與您一起
，討論埃塞爾比亞與非洲鄰居及世界的複雜關
係，探尋古國的內在潛力與發展前景。
演講人簡介：

神經生物學博士劉嫄雖是理科出身，對人

文藝術也有涉獵。她愛讀書、好思考、喜行路、
長於用鏡頭捕捉異域的多元文化，足跡遍及五
大洲。前幾年在書友會講過《神遊彩虹之國
——南非》及《劉大白其人、其事、其詩》。她精
彩的演講獲得了大華府眾多文友的好評。
劉博士是位認真的學者，每次講座前都會閱讀
不少有關書籍文獻，作大量案頭功課。聽過她
講座的朋友，對此或許仍有深刻的印象。
演講人：劉嫄博士
題目：東非古國埃塞爾比亞文化巡禮
時間：2015 年 9 月 26 日（星期六）1:30-4:00
PM?（請注意此次活動是第四個週六）
地 點：Davis Library,6400 Democracy Blvd.
Bethesda, MD 20817 (240) 777-0922
聯繫人：
李海崙（會長）wclsweb@gmail.com
丘宏義（副會長）hongychiu@gmail.com (301)
990-7276
華府書友會(WCLS)?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site/joinwcls/upcom-
ing-events
會員免費;非會員樂捐$5 (場地費)

華府書友會九月活動通知 (9/26)
劉嫄博士演講：

東非古國埃塞爾比亞文化巡禮
【本報華府訊】人心不調，氣候異常，全球人禍、天災頻傳！為募集慈善基金，慈濟美國總會
邀請到目前台灣最熱門的純人聲(Acapella)演唱團體─VOX玩聲樂團，全美巡迴演出。9月
26日下午2時，玩聲樂團將在馬里蘭大學Clarice Smith Performing Art Center 演出。金韻獎
民歌手，也是「秋蟬」原唱者的楊芳儀，也將同台演出。邀請平安而有福的您與您的親朋好
友，一起來聆聽這場難得的音樂會，並與慈濟一同匯聚善的力量，守護社區、守護愛！

「VOX玩聲樂團」由一群大男孩組成，是台灣第一支以純人聲演唱為職業演出的團體
。有別於一般合唱團的無伴奏演唱，
這一群年輕人以流行的語法，從古典
跨界到流行，唱出令人驚艷的「現代
阿卡貝拉」，不但曲風豐富多元、歌唱
技巧精湛、現場魅力更是令人無法抵
擋！

2012年「VOX玩聲樂團」轉型成
為職業表演團體後，更加入了重量級
音樂製作人「李壽全」老師，讓整個團
隊的音樂更為成熟！ 他們積極增加
表演的元素、嘗試多元的演出風格，
希望將精緻與娛樂兼具的新流行元
素帶給大家，讓大家在音樂欣賞上，
有更多的選擇。

您可到下列網址欣賞VOX演出
片段，並了解慈濟在全球的慈善足跡
:
www.tzuchi.us/video/videos/
we-are-here-charity-concerts/
購 票 請 洽 (571) 252-0713 ( 維 州)，
(301) 404-7277 或 (410) 570-7406 (
馬州)

慈濟舉辦慈善募款音樂會 玩聲樂團9月26日 馬大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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