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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休城讀圖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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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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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四 美南周刊
頭版人物介紹預覽

星期二 2015年9月29日 Tuesday, September 29, 2015

星期二 2015年9月29日 Tuesday, September 29, 2015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 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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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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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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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休斯頓地區華人華僑舉行中國大休斯頓地區華人華僑舉行中國6666週年國慶晚宴週年國慶晚宴

本
報
記
者

陳
鐵
梅
報
道

99月月2626日晚日晚，，大休斯頓地區華人華僑在大休斯頓地區華人華僑在Westin GalleriaWestin Galleria大酒店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酒店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66週年週年
國慶晚宴國慶晚宴，，休斯頓華僑政商僑學界及中資企業代表近一千人出席晚宴休斯頓華僑政商僑學界及中資企業代表近一千人出席晚宴。。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大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大
使攜夫人曾紅燕女士出席國慶晚宴使攜夫人曾紅燕女士出席國慶晚宴，，李強李強
民大使在晚宴上致辭民大使在晚宴上致辭。。

國慶晚宴主席王曉霞女士致歡迎詞國慶晚宴主席王曉霞女士致歡迎詞。。

美國國會議員美國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先生出席國慶晚宴先生出席國慶晚宴，，並致詞並致詞。。

德克薩斯州州議員德克薩斯州州議員
吳元之先生出席國吳元之先生出席國
慶晚宴慶晚宴，，並致詞並致詞。。

飛虎隊陳納德將軍的孫女嘉蘭惠女士應邀出席國慶晚宴飛虎隊陳納德將軍的孫女嘉蘭惠女士應邀出席國慶晚宴，，國慶晚國慶晚
會組委會為嘉蘭惠女士頒發會組委會為嘉蘭惠女士頒發““中國之友中國之友””獎獎。。

剛剛結束的剛剛結束的《《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的部分選手參加國慶晚宴的演出的部分選手參加國慶晚宴的演出，，她們用委婉端莊的身姿展示了中她們用委婉端莊的身姿展示了中
華旗袍文化華旗袍文化，，傳承了古韻豐盈的中國情結傳承了古韻豐盈的中國情結，，成為國慶晚宴上最靚麗的風景成為國慶晚宴上最靚麗的風景。。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世華婦女工商企管協會美南分會9月26日在
Sugar Land Memorial Park 舉行國慶中秋賞月烤肉

右起右起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世華婦女工商企管協會美世華婦女工商企管協會美
南分會會長林琬真南分會會長林琬真，，國慶主委黎淑瑛攝於國慶主委黎淑瑛攝於MemorialMemorial
Park PavilionPark Pavilion

..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主席關紫紅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主席關紫紅（（右二右二），），元老關元老關
毓駿毓駿，，中華公所共同主席周彩庭與親朋好友們共度中華公所共同主席周彩庭與親朋好友們共度
中秋佳節中秋佳節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她特別感謝婦女工商的優她特別感謝婦女工商的優
質團隊質團隊，，舉辦慶祝中華民國舉辦慶祝中華民國104104年的國慶團圓活動年的國慶團圓活動，，
並祝福在場並祝福在場180180多位中外佳賓多位中外佳賓，，月滿人齊全月滿人齊全，，中秋節中秋節
快樂快樂。。

世華婦女工商企管協世華婦女工商企管協
會美南分會會長林琬會美南分會會長林琬
真祝福中華民國國運真祝福中華民國國運
昌隆昌隆，，在普天同慶的在普天同慶的
日子日子，，大家共同美味大家共同美味
蜜汁的烤肉蜜汁的烤肉，，多樣美多樣美
食食，，應景月餅應景月餅，，並在並在
中秋佳節送上濃濃的中秋佳節送上濃濃的
祝福祝福。。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及國慶主委黎淑瑛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及國慶主委黎淑瑛與，，與中外佳賓與中外佳賓
老中青少老中青少，，共聚一堂共聚一堂，，共賀中秋共賀中秋。。

前台商會會長林飛虎前台商會會長林飛虎（（左五左五））與親家蔡亞麟博士與親家蔡亞麟博士（（左四左四））閤家閤家
團圓團圓，，林琬真會長也祝福大家一切圓滿美好林琬真會長也祝福大家一切圓滿美好。。

OCA-Greater HoustonOCA-Greater Houston 方宏泰會長方宏泰會長（（後左三後左三），），華僑協會黃泰生華僑協會黃泰生
會長會長，，王秀姿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僑務諮詢委員，，大專校聯會會長洪良冰大專校聯會會長洪良冰，，中央大學中央大學
會長黃春籣會長黃春籣（（前左一前左一））在濃濃的節日氣氛裏在濃濃的節日氣氛裏，，心情若秋高氣爽心情若秋高氣爽，，
笑臉如鮮花常開笑臉如鮮花常開。。

國慶主委黎淑瑛感謝婦女工商美麗的團隊國慶主委黎淑瑛感謝婦女工商美麗的團隊，，把國慶的系列活動辦把國慶的系列活動辦
得這麼精彩多元得這麼精彩多元，，祝福中華民國國泰民安祝福中華民國國泰民安,, 經貿交流事事圓經貿交流事事圓，，祝祝
福大家中秋節喜悅滿堂福大家中秋節喜悅滿堂

世華婦女工商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的姊妹們劉秀美世華婦女工商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的姊妹們劉秀美、、邵梅五邵梅五
、、洪良冰洪良冰、、廖秀美廖秀美、、李迎霞等準備了豐富晚餐李迎霞等準備了豐富晚餐，，以便迎接以便迎接
180180多位前來慶祝中華民國國慶的貴客多位前來慶祝中華民國國慶的貴客。。



BB22新聞圖片 BB77小說連載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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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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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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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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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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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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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診所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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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人工植牙 (Dental Implant)
根管治療 (Root Canal Treatment)
烤瓷牙冠,烤瓷嵌體當天一次完成(One Visit)
牙齒美容矯正(隱形牙箍)及一小時漂白(One Visit)
固定牙橋
全口假牙
部份假牙含或不含鉤子(Attachment)
各類牙齒拔除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成人及兒童牙科
全口口腔重建
牙周病治療
一般及深部洗牙
各類牙周病(牙槽骨及牙齦)修補手術

Steven Xue, D.D.S.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醫博士(USC)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博士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281-988-5930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為各界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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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牙醫中心時代牙醫中心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Medicaid under 21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薛志剛牙醫博士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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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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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
任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洗牙，補牙，鑲牙，植牙，根管治療，牙齒美容
及兒童牙科，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N2O 笑氣鎮靜結合STA電腦麻醉機，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
Advanced Healthcare長期居家照顧

服務內容
愛心的居家護理協助：走路，運動，更衣，梳洗，清潔，洗衣，
用餐，烹飪等。
服務對象
各家長期護理保險（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州政府補助保險（白卡Medicaid )

電話：（713）271-8515
傳真：（713）988-6262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06-A, Houston ,Texas 77024

家庭醫護訪視
服務內容
靜脈輸液，傷口護理，尿管、胃管及人工造管護理，
肌肉及皮下注射，物理複健。
服務對象
重症及急、慢性疾病需居家醫療護理及複健訓練。
具有老人保險（Medicare)及各種醫療保險。
服務團隊
註冊護士，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師
電話：（713）271-6999
傳真：（713）271-7002

星期二 2015年9月29日 Tuesday, September 29, 2015 星期二 2015年9月29日 Tuesday, September 29, 2015

雲南野生動物園建玻璃通道雲南野生動物園建玻璃通道 遊客近距離看猛獸遊客近距離看猛獸

雲南野生動物園獅虎山莊玻璃通道竣工迎客雲南野生動物園獅虎山莊玻璃通道竣工迎客，，遊客透過鋼化遊客透過鋼化
玻璃墻面玻璃墻面，，可以從不同方位觀看老虎的生活狀況可以從不同方位觀看老虎的生活狀況，，與老虎親密接與老虎親密接
觸觸。。小男孩對身後老虎的小男孩對身後老虎的““小動作小動作””毫不知情毫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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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荣欣

如今面對虎狼之師袁 若無抵抗
良策袁拼死以御袁只怕眞的會國土殘
缺袁江山飄搖袁讓百姓遭受痛失家國
之災遥

"殿下袁 除了各地安防必須留
存的駐軍以外袁 可調動的兵力已經
統計出來了袁共計十七萬袁其中行台
軍十萬袁駐防軍七萬遥

另外南境和西境噎噎"

" 南境和西境軍都不能動袁一
來勞師遠調袁磨損戰力遥

遠水也救不了近火袁 二來大楚
和西厲也不是只會看熱鬧的遥

必須保持威懾遥 "蕭景琰一把

從兵部尙書李林的手中拿來奏摺袁
飛快地看着這些兵力地分布情况袁"

行台軍不用説了袁 這七萬駐防軍的
裝備如何钥 "

"還可以袁大約有兩萬人甲胄不全遥
但兵部還有庫存袁很快就能配好遥 "

"錢糧方面呢钥 "

"危急時刻袁 臣會盡力籌措袁"沈追立即接言道袁"臣已想了

幾個妥當的募資法子袁只要殿下同意袁臣會負責實施遥 "

"不必細説了袁照準遥
你加緊辦吧遥 "蕭景琰握緊手里地折報袁喃喃地又重複了一

遍遥
"十七萬噎噎諸位軍侯覺得如何钥 "

他這句話袁 顯然是針對座下被召來議事的幾個高位武臣問
地遥

這些人面面相覷一陣袁一時都難以發言遥
最後還是衡國公囁嚅着開口道院"殿下袁臣等還是主和噎噎

先派員前去商談爲好噎噎"

"主和钥 "蕭景琰冷笑了數聲遥
"一般來説遥
都是文臣主和袁武將主戰遥
怎么咱們大樑是反的袁 戰火都快燒過江了袁 卻是文臣們主

戰袁列位軍侯主和钥 "

"殿下袁柳大人沈大人他們的意見當然也是爲國爲民袁只不
過有點站着説話不腰疼袁不是臣等怯戰袁可這只有十七萬袁要應
對大渝尧東海尧北燕尧夜秦噎噎兵力實在不足啊噎噎"

蕭景琰面如寒鐵袁目光如冰針般扎向這位老軍侯的臉院"兵

力倒未必不足袁要看怎么算法了遥 "

未央奇怪的看着我袁過了會兒袁慢慢張大了嘴院"難道噎噎主子您居然不知道钥 ""

我應該知道什么钥 ""明兒個是大妃的封後典禮浴 ""哦遥 "我淡淡的應了聲袁隔了三四
秒袁猛地想到濟尓哈朗昨天分手時曾説袁打明兒起我就該忙得抽不開身了遥

難道指的就是這個钥
"旣是封後大典袁必然得穿禮服去遥 ""不是的袁主子遥 "未央耐心的解釋袁"明兒封

後大典袁這一應的妃子禮服都需新制的袁原先舊的袁都不能再穿了遥 "我茫然的點點

頭袁最近忙得有點暈頭轉向袁壓根兒就顧不上過問宮里頭的這些瑣碎事情遥皇太極也
是袁怎么就沒提前和我透露些內幕呢钥萬一明早我要傻傻的仍是出了宮去袁那該如何
是好钥

於是想着等晩上皇太極回來好好 "興師問罪 "一番袁 可沒想他竟是一宿留在翔
鳳樓的書房未歸遥

第二日七月初十是吉日袁大清早我便被未央喊了起來袁梳洗妥貼袁隨意挑了件半
新不舊的大紅鸞鳳袷袍袁才穿上身還沒顧得上照鏡子袁門外便響起娜木鍾的笑聲遥

"喲袁這副打扮眞俊哪袁都快賽過新娘子了浴 "她裝束也是簡單袁身上是件淡藍色
的長袍袁外頭套了件寶藍色鑲邊坎肩遥 她膚色原本偏暗袁可是這會子和她一比袁我就
好像是剛從赤道跑回來的一樣遥

這個樣子如果也算俊的話袁那我可實在找不出醜的來了遥
少時與娜木鍾一同出門袁只見院子里已經站了好些妃子袁我素來與她們交往不

深袁這些人里頭只能報得出名字袁卻不熟識其稟性遥
布木布泰一身桃紅色袷衣袁衣襟上綉着金絲彩鳳袁十分搶眼袁愈發襯托得她膚色

細膩袁滑若凝脂遥
"西側妃的這身行頭怕是頗費手藝啊浴 "娜木鍾嘖嘖稱讚遥
布木布泰笑而不答遥
顔扎氏在一旁笑道院"那是她丫頭手巧袁宮里頭論起針黹來袁怕沒一個能及得上

蘇茉兒的噎噎"我走上兩步袁顔扎氏住了嘴袁目光掠過我袁掩唇輕笑袁"啊袁東側妃屋里
的未央也是不錯的遥"我無所謂的扯了個笑容院"旣然蘇茉兒有這個能耐袁倒不如讓她
費心替咱們裁制新禮服浴 ""奴婢不敢放肆浴 奴婢雕蟲小技袁讓東側妃見笑了遥 "清越

的聲音袁如同山中的泉水濺落袁叮咚有聲遥
"沒有敢與不敢的噎噎"我知道蘇茉兒素來聰慧袁心靈手巧不説袁在待人接物上

頭也是落落大方袁一點沒有尋常宮女的那種阿諛奉承袁扭捏作態遥
我對這丫頭還是存有幾分好感的袁只可惜她是布木布泰的陪嫁丫頭袁也算是布

木布泰的心腹遥

"珠兒遥 "馮佑憐禮貌地行禮遥
"給我搜遥 "珠兒一聲令下袁身邊的宮女立刻抓住一頭霧水的馮佑

憐袁並且毫不客氣地在她身上亂摸一通遥
"你噎你們這是干什么钥 "馮佑憐驚慌地問道袁也只能任由他們放

肆遥
"珠兒袁什么都沒有遥 "搜完的宮女搖了搖頭説道遥
珠兒身邊的曹蓉蓉湊近她耳邊嘀咕院"偷了東西又怎么會藏在自己

身上钥 "

"偷東西钥 "馮佑憐指着曹蓉蓉駡道院"你不要血口噴人袁我哪有偷
東西袁你憑什么説我偷東西遥 "

曹蓉蓉冷笑地説道院"你是明玉的人袁只管娘娘的飲食起居袁今日怎
么無緣無故地走進其他遺妃們的臥室钥偏巧就在今天袁陳妃的玉簪不見
了袁唉袁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遥 "

"曹蓉蓉袁我今天爲什么會走進遺妃們的房間袁這件事情袁你又不是
不知道遥 "馮佑憐忿忿地説院"我進她們房間自然是爲了打掃袁根本不是
你想的那樣不堪遥 "

"馮佑憐遥 "珠兒厲聲喝道院"在宮中自然有宮中的規矩袁打掃遺妃
的房間不是你的事情袁你又怎么忽然間變得如此熱情钥 説袁東西藏哪兒
了钥 "

"珠兒袁我沒有偷東西袁我眞的沒有啊浴 "馮佑憐着急地辯解遥
"給我把她押起來袁我要將你交給趙公公袁在宮中偷竊可是大忌袁看

你以後還敢不敢遥 "珠兒吩咐道遥
猛然袁曹素素從走廊另一頭聞訊趕了過來袁拉着曹蓉蓉的手袁説道院

"姐姐袁憐兒是爲了幫助我所以才會打掃遺妃們的房間袁她沒有偷東西
的袁姐姐袁你不要這樣好不好钥 "

"素素袁難道她打掃房間的時候袁你也跟着钥 "曹蓉蓉故意問道遥
"這噎"曹素素猶豫着説院"雖然沒有在她旁邊袁可是袁她不會偷東

西的袁她不會的遥 "

"哼袁你説不會就不會钥 你又不是她遥 "珠兒怒吼道院"不管怎么樣袁
她的嫌疑最大袁自然要先關起來遥 "

"慢着遥 "吵鬧的人群中袁突然響起高亮的女聲遥明玉本來還在尋找
馮佑憐袁後聽了此事袁於是趕了過來遥

"明玉袁我沒有偷東西遥 "馮佑憐懇切地説道遥

關於這個問題袁陸六也想了很久袁也想不出答案袁這是因人而異
吧袁而且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答案也不一樣袁沒有遇上果果之前袁他很
確定愛情跟婚姻是不一樣的遥 在跟果果分手之前他也是如此認爲遥

然後現在袁陸六覺得其實跟果果結婚挺好的袁即使她什么也做不
好袁他也可以樂呵呵地跟她斗斗嘴袁人生已經太無聊了袁有些事爲什么
還要那么不盡如意遥

--

陸六還是去了一趟愛丁堡袁 他在果果居住的公寓駐足了很久袁他
看到西蒙和果果一塊兒下來袁西蒙牽着果果的手袁果果穿着一件淺緑
色毛衣袁頭上帶着一個紅紅的帽子袁低着頭走在西蒙的身後袁西蒙走一
步袁她也走一步遥

陸六看不到果果的神色袁但是他可以看到她的肚子袁她已經把孩
子生下來了遥

然後陸六上樓袁上樓之前從車里拿來兩罐嬰兒奶粉袁然後帶着複
雜的心情上樓袁每走一層腦子就換一個想法院是他兒子袁不是他兒子袁
是他兒子噎噎

陸六走到最上面一層的時候袁恰好是 --不是他孩子遥
他先是按了按門鈴袁然後按不住性子袁開始拍着防盜門袁然後里面

傳來一道上了年紀的女聲袁是墨西哥口音院"請問您是誰钥 "

"我是果果的朋友遥 "

老婦人給陸六開了門袁 陸六把帶來的奶粉放在客廳的茶几上袁有
禮貌地對老婦人説院"這是給孩子的禮物遥 "

老婦人樂呵呵地招呼陸六住下袁就在這時袁小房間傳來了嬰兒的
哭聲袁陸六的心又瘋狂地跳了起來袁腦子又換了一個想法袁哭聲那么嘹
亮袁也可能是他兒子遥 <

br>

老婦人連忙進門把醒來的寶寶抱出來袁寶寶很乖袁被人抱起來後
立馬不哭了袁陸六探着頭看着婦人手里的寶寶袁但是角度不對袁他只看
到寶寶的額頭前的頭髮袁是黑色的袁雖然頭髮不多遥

"我可以看看他嗎钥 "

陸六對老夫人説袁老婦人樂呵呵地把孩子抱給陸六看院"這可眞是

一個漂亮的孩子遥 "

兩人正有説有笑的從容府里走出來袁 待見到門口的馬車時袁 都是一
愣遥 再看到馬車旁狼狽不堪的寧有方時袁更是一驚遥

"寧大廚袁你的胳膊怎么了钥 "陸子言第一個搶了上來袁急急的問道遥寧
有方額頭上有傷不説袁胳膊更是纏上了一層又一層布袁看起來頗爲嚇人遥

寧有方無奈的苦笑院"被馬車撞了一下袁就成這樣了遥 "

陸子言嘆了口氣院"明天就得去百味樓了袁 怎么又偏偏出了這樣的岔
子遥 "雖然沒有責怪之意袁可寧有方卻有些羞愧的垂下了頭袁低聲説道院"都

怪我不小心袁明天怕是不能去百味樓比試了遥 "

寧汐忙安撫道院"爹袁今天的事怎么能怪你遥 該怪我不小心才對遥 要不
是爲了救我袁你也不會受傷了遥 "

陸子言聽的一愣袁追問起了事情的經過遥
一旁的孫掌櫃接過了話茬袁將事情的原委説了一遍遥 待聽到寧有方十

天之內都不能做重事的消息袁 陸子言心里頓時一沉袁 忍不住看了容瑾一
眼遥

這可怎么辦才好钥
容瑾皺了皺眉頭袁旋即又舒展開來袁淡淡的説道院"寧大廚不用擔心袁

先好好休養身體吧明天的事情袁就交給我處理遥 "

不知怎么的袁聽到這樣雲淡風輕的話袁寧有方的慌亂無措卻陡然平息
了許多袁點點頭應了遥

寧汐本想説什么袁眼睛余光瞄到那位楚小姐含羞帶怯的眼神袁頓時把
到了嘴邊的話又咽了回去遥

有外人在場袁那件事還是等會兒再説吧噎噎

等了半天袁 也沒見容瑾正眼看自己一眼遥 那位楚小姐終于按捺不住
了袁微笑着走上前來院"容三少爺袁你還記得我嗎钥 "

容瑾瞄了滿眼期盼的楚小姐一眼袁扯了扯唇角院"是楚小姐吧 "奇怪袁
她來做什么遥

楚小姐眼里閃過一絲亮光袁羞澀的笑了笑院"叫我雲柔就行了遥 今天
都怪我袁因爲有些事急着回去袁就催促着車夫把車趕的快一些遥 沒曾想無
意中傷到了貴府的客人袁眞是對不住了遥 "

容瑾挑了挑眉袁淡淡的應了句院"旣然是無心之舉袁也不能怪你遥 你不
用放在心上遥 "

楚雲柔連忙説道院"因爲我的緣故袁才使得寧大廚受了傷袁請讓我略
表點心意遥 "

寧汐冷眼旁觀兩人説話袁心里忽然冒出一絲莫名的酸意遥
第一百一十七章讓我去浴
自從認識容瑾以來袁 還從未見過他對哪個女子如此的隨和客氣呢上

一次遇到的那個張敏兒和王嬌嬌袁也都是世家貴女袁可容瑾從頭至尾都懶
得搭理她們遥 對這個楚雲柔袁卻客氣多了噎噎

寧汐忍不住細細打量楚雲柔一眼袁不得不承認袁這個楚雲柔的氣質涵
養都極好袁聲音更是悅耳動聽遥這樣的美人兒袁難怪容瑾捨不得綳着臉了遥

接下來袁自然要請這位楚雲柔小姐入府坐上片刻遥
寧汐不想去湊熱鬧袁冲張展瑜招招手院"張大哥袁和我一起扶我爹回

去吧 "

隨
侯
珠

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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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應診)

★SCURLOCK TOWER
6560 Fannin, Suite 1554
Houston, TX 77030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DR. DAVID S.C. HO, M.D.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博士
田納西州大學醫學院專科
德州專科醫師執照
任教德州大學醫學院及
貝勒醫學院

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地點：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 A119 Houston, TX 77036

呂 明

主治：中醫全科，頭痛，偏頭痛，頸背腰痛，各種過
敏症，氣喘咳嗽，各種胃病，男女不孕症，性功能障
礙，月經不調，更年期綜合症，各種腸胃病，運動損
傷，戒煙，神經性疾病，高血壓，中風偏癱，口眼歪
斜，風濕關節炎，內分泌失調，肝病等。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中 國 吉 林 長 春 中 醫 學 院 畢 業
具 有 35 余 年 臨 床 經 驗
美 國 德 州 執 照 中 醫 針 炙 醫 生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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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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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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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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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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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脊椎神經骨科脊椎神經骨科

電話﹕713-484-7400 傳真﹕713-484-7405(通國﹑臺﹑粵﹑英語﹑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地址﹕9630 Clarewood @Corporate, #A3,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後面)

專門治療
車禍﹑工作﹑及運動受傷
頭﹑頸﹑肩﹑背﹑腰痛與麻痹
坐骨神經痛﹑手腳麻痹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270-0909(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198, Houston, TX 77077電話: 281-759-0200(Dairy Ashford)
2505 Park Ave #B, Pearland, TX 77581 電話: 281-485-0334(Pearland)

˙診所環境優良, 設備先進齊全, 治療方法可靠, 準確, 多樣化。開業十年無差錯，
獲得眾多好評。有更全面的檢查項目, 並有不同的專科醫生住診。

˙高血壓, 心臟病，甲狀腺疾病，糖尿病，肝/腎/胃腸疾病，皮膚病，過敏，哮喘，
婦科，小兒科，外科小手術，創傷, 腰腿疼, 關節炎, 我們都能給你最好最安全治療。

˙查體中心提供VIP全面檢查，血尿化驗，心電圖，超聲波，肌電圖，中風檢查，尿流
動力學，肺功能檢測，學生，工作查體。

姜楠醫學博士 (Nan Jiang, MD) Jennifer Farrell, DO

雖然你有很多選擇, 可是我們相信可以給你更滿意, 更可靠的治療。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六 8:30am-5:00pm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Local Magazine 2013年度休斯頓最佳醫生
華人陣容最強大的醫療團隊 接收各種保險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內設針灸診所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腿疼, 關節炎,
手腳麻木, 各種外傷,
工傷, 車禍……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新增西醫家庭全科（通國、粵語）

電話:713.777.5123

康樂活動中心

9630 Clarewood Suite A1, Houston, TX 77036（王朝中心後面）

★凡有Medicaid者即可申請。
★專車接送，包括送醫及購物。
★特設營養餐廳，供應早、午餐、點心、水果及飲料。
★免費中醫、針灸、診治。
★麻將、Bingo、中英文電視、英語學習。
★專業教授歌唱、舞蹈、繪畫、標準乒乓球、台球等健身器材。

電話:713.777.5123

電話:713.272.6688
傳真:713.271.6689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 府 醫 療 卡

★各類成人疾病﹐傷風感冒﹐過敏花粉症﹐高血壓﹐
糖尿病﹐肺炎﹐支氣管炎﹐腎病﹐肝炎﹐心臟病﹐皮膚病﹐
貧血﹐出血﹐尿道發炎﹐風濕關節痛及全身檢查﹒

★超聲波﹐神經測試﹐心電圖﹐肺功能﹐骨質疏鬆檢查﹐
★物理治療﹐中醫針炙推拿﹒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全美中醫師執照 NCCAOM
˙德州中醫師執照 AC01513
˙湖北中醫藥大學 皮膚科碩士
˙師從中國著名中醫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A 痤瘡酒糟鼻脂溢性皮炎口周皮炎
異位性皮炎濕疹蕁麻疹 帶狀皰疹及
後遺神經痛銀屑病白癜風 ......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te 238,Houston,TX 77036 (國泰銀行樓上)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Tel:713-541-0616 Cell:832-340-8205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Stacy Tao Art Book Charity Sale

And Art Exhibition Huge Success
On September 20,
2015, the Stacy Tao
Art Book Charity Sale
And Art Exhibition
was held at the
Houston Chinese
Civic Center
multi-purpose hall.
The event was both
an art show and
display of the
exceptional artistic
talents of young
Houston artist Stacy
Tao and was also a

sales event for an colorful art book of Ms. Tao's
works, the proceeds of which were donated to charity.
Prior to the event, due to Stacy's artistic talents and
the charitable intent of the event, Houston Mayor An-
nise Parker had sent Stacy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an-
nouncing September 20, 2015, as "Stacy Tao Day" in
Houston, Texas.
The Chinese Civic Center multi-purpose hall was dec-
orated with a contemporary new look and artistic at-
mosphere with a bright red Chinese banner on the
wall together with a sky blue English banner. Hang-
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wall, standing on easels and
leaning against a long table, were 30 pieces of Stacy
Tao's carefully selected works of art. These works
consist of painting series, drawing series, and mixed
media series.
At 2:30 pm, the opening ceremony began hosted by
Stacy Tao and the Anhui Association of Texas
(AHAT)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Yuxin Fan. Stacy
presided in English and Dr. Fan hosted in Chinese.
The audience included many Chinese friends as well
as American friends.
In attendance were Houston celebrity politicians and

overseas Chi-
nese leaders
who voiced
their congratu-
lations for the
event. The VIP
guests includ-
ed the Consul-
ate 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Houston Consul ZhenQun Fang; US Con-
gressman Al Green Asian Representative Alice
Chen; Texas State Representative District 137 Gene
Wu; Southern News Group President Wea Lee and
"Southern Daily" newspaper publisher Qinqin Zhu;
2015 Houston Mayor candidate Marty McVey; Anhui
Association of Texas President Hongzheng Wang;
Clements High School AP art teacher Donna Reedy;
Stacy Tao’s junior high school art teacher Carl Stock-
man, Dejuan Hickerson; Xinsheng Wang Art Acade-
my teacher Gigi; Chinese Civic
Center Chairman Ke Chen, President Zhong Xie;
CAPST founding president Ruling Meng, law club
president Jessica Chen; Sino Professionals Associa-
tion President Jing Lu, former president Yichuan
Fang, Lizhi Zhu; Chinese Women Happiness Read-
ers Club President Cindy Chan; Hunan Club of Hous-
ton President Annie Wu, former president Xuemei
Luo; Great Houston Jiangsu Association President Ji-
ahua Yang; Texas Northeast Chinese Association
President Mary Li; Houston Chuanyu Association
President Mei Qing, Vice President Zhuo Chen; Hous-
ton Qipao Association President Michelle Hu; Chi-
nese International Women Entrepreneurs and Profes-
sionals Association Chairwoman Vicky Neufer, Presi-
dent Grace Jacobson; Jin Baoshan librarian Xu Hua
etc.
Houston media guests included Southern TV station
Kevin Hsieh; the US China News deputy editor Yang
Xu; Xinhua News Agency photographer Larry Lao;
Chinese Times Gang Lu; fame hall chief editor Alex
Wang and other major Chinese and foreign media.
Stacy Tao gave a keynote speech first, acknowl-
edged all the helps and support she had received
from her parents, school teach-
ers, friends, and expressed her
gratitude for having the support
of so many people in attendance
at the event.
The Honorable VIP guest Chi-
nese Consul Mr. Fang spoke
next. He said that he highly ap-
preciate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Anhui Association of Texas and
warmly prais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acy Tao art book charity
sale and art exhibition and its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ociety.
Stacy donated two art books to show her apprecia-

tion.Texas State Representative Gene Wu presented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and applauded Stacy for her
hard work, her artistic talent, and her heartfelt gener-
osity, raising money for global health causes and
school supplies for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Anhui
China. US Congressman Al Green representative Al-
ice Chen invited Stacy's parents, her brother came to
podium after her speech, thanks to their efforts to
raise an outstanding young lady like Stacy.
"I am glad to see that Chinese American kids don't
only need to be a doctor, a lawyer or an engineer; we
are here to appreciate art, promote arts and look
forward to more Chinese artist in the future", 2015
Houston mayoral candidate Marty McVey said. Marty
McVey also presented the "September 20, 2015
Stacy Tao Day" proclamation on behalf of Mayor
Annise Parker. Mr. Wea Lee,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chairman recognized that Stacy has a dream
to pursue what her passion is and to in turn to
change the world. Mr. Lee also gave Stacy a copy of
his book, "From Harvard To See The World." Stacy's
two art teachers Donna Reedy and Carl Stockman
both delivered
warm
speeches.
Stacy
presented her
art books to art
teacher Ms.
Reedy, Mr.
Stockman and
Ms. Gigi in
appreciation.
As the event organizer, Anhui Association of Texas
President Hongzheng Wang highly praise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nhuiness Stacy Tao. On behalf of all
co-organizations, Chinese Civic Center (CCC)
President Zhong Xie spoke proudly mentioning that
for the past seven years Stacy spent many of her
weekends at Xinsheng Wang Art Academy, which
located in the Chinese Civic Center. Stacy also has
received a very prestigious CCC scholarship for
outstanding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scholarship earlier this year. In order to encourage
more children to learn art, Stacy donated two art
books to Jing Boshan library.
Next, Stacy's mother, former president of Anhui Asso-
ciation of Texas Ning Cheng came to the stage to
share her thoughts at this moment. Ning said that her

feelings could be described in three words to: grati-
tude, pride and hope."I am grateful there are so
many guests, teachers, friends, classmates, and oth-
er art lovers to congratulate and buy the art book; I
am grateful for your love and support to charity event
like this; I am grateful for all the help and encourage-
ment we received from book design to prepare the
art exhibition; I am grateful that Stacy was lucky to
have so many mentors ...I am very proud to have
such a wonderful daughter, not only because her ar-
tistic achievements, but also and more importantly,
because she grows into a caring, responsible, initia-
tive young lady. hope by initiating this activity, there
are more people in the future to do the exhibition, so
that more people enjoy the arts, promote arts; hope
parents to support children to pursue their dreams,
as long as the kids have a good personal traits, re-
gardless of the career they choose in the future, the
sky is unlimited, the road will be wider and wider.
Stacy is one of the youngest
members of the Artists of Tex-
as Association. Co-founder
Vernita Hoyt couldn't attend
this event in person, but she
sent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in
advance, and designated Sta-
cy Tao as the "Young Artist of
2015". The event also attract-
ed attention from abroad, es-
pecially in Anhui China.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
fice of Anhui Provincial Peo-
ple's Government, the Anhui
Overseas Exchange Association and other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also sent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cy Tao art book charity sale and art exhibition end-
ed at 5pm. There were pre-sale total sales of
150 art books and charity fund-raising of $3000. In
addition, contributions received totaled $1000, includ-
ing Stacy Tao individual donation of $500, which she
donated from CCC scholarship received early this
year. Overall, the Stacy Tao art book charity sale and
art exhibition raised a total of $4000. Half of the funds
will be donated to the Against Malaria Foundation
(AMF) to buy anti-malaria nets for children in Africa.
The other half will be donated to Jinzhai County
Taolin Village Tonggang elementary school located
in Anhui China to purchase school supplies.

Xi's UN Announcement Wins Warm Applaus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nounced on Satur-
day that China will provide $2 billion to support
South-South cooperation when addressing the Unit-
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at the
UN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Xi's announcement
of thos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measures met with
warm applause from the audience.

China will set up a fund, with initial contribution of
$2 billion, to support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assist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implementing their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Xi said.
China will also do its best to raise its investment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 to $12 billion
by 2030, Xi said.
In addition, China will exempt the debt of the out-
standing intergovernmental interest-free loans due
by the end of 2015 owed by the relevant LDCs,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president said.
As part of China's plan in implementing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adopted by the UN
summit, Xi also announced that China will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knowledge center to
facilitate studies and exchanges by countries on the-
ories and practices of development suited to their re-
spectiv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will propose dis-
cussion on establishing a global energy network to
facilitate efforts to meet the global power demand
with clean and green alternatives.
The president added that China is ready to work
with other relevant parties to move forward the im-
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chieve an early operation of the Asian Infrastruc-
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the BRICS New Develop-
ment Bank, and contribute to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people's well-being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XI'S OUTLINE FOR POST-2015 DEVELOPMENT
Sharing his view on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Xi called for an equitable, open, all-round
and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path,
stressing that no
country should be left
behind.
"We need to ensure
equitable development
to make access to
development more
equal," Xi told the
audience.
"Countries may differ in
capacity for and

achievement in development, but they have
common ye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with
shared objectives," he said.
He called for improving global economic gover-
nance, increasing the representation and voic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giving all countries equal
right to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rule-making.
"We need to ensure open development to deliver its
benefits to all parties," Xi said, noting that all coun-
tries should uphold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build an open economy and come to share its bene-
fits through mutual consultation and joint collabora-
tion.
The president also asked for ensuring "all-round" de-
velopment to make the groundwork of development
more solid, stressing the need to uphold equity and
social justice, and to achieve harmonious coexis-
tence between man and society and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e also need to ensu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
ment to fully tap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Xi said.
All countries should look to reform and innovation
for ways to bring out their development potential,
build stronger engines for growth, and cultivate core
competitive edge that they have not had before, he
said.
To well implement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
da, Xi put forward a four-point proposal for the inter-
national community: building up the development
capacities; 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development; updating the partnership for devel-
opm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ordination mecha-
nisms for developmen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a duty to help de-
veloping countries with capacity building and pro-
vide them with support and assistance tailored to
their actual needs," the president noted.
He called on all countries to work together to main-
tain international peace for the sake of development.
Meanwhil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hould step up
governance reform, and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agencies should increase their supply of develop-
ment resources, he said.
Xi propos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ile

maintaining the role of South-North cooperation as
the main channel, should work to deepen
South-South and tripartite cooperation.
In addition, Xi said, countries need to step up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to avoid as
much as possible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and re-
gional organizations should accelerate their integra-
tion process and build their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by mutually complementing intra-regional advantag-
es.
CHINA'S ROLE IN MDGS
During his address, the president briefed the audi-
ence on the role and contributions of China in imple-
menting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laid down 15 years ago.
China has lifted 439 million people out of poverty
and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areas of educa-
tion, health and women's welfare over the past
30-plus years since the country embarked on re-
form and opening-up, Xi said.
Over the past 60-plus years, China has provided
166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ith
nearly 400 billion yuan (about $63 billion) worth of
assistance, and dispatched over 600,000 aid work-
ers, over 700 of whom have laid down their lives in
helping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countries, he said.
"Looking to the future, China will continue to take a
right approach to justice and interests by putting jus-
tice before interests and join other countries in the
concerted efforts to realize the post-2015 develop-
ment agenda," the president stressed.(Courtesy Chi-
na Daily)

NEWS & REVIEW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September 29 , 2015 | John T. Robbins, Editor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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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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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September 3, 2015,
UN Secretary-General
Ban Ki-moon (L2) joined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R2) at China's
Victory Day Parade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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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 Jinping Announced On Saturday At The UN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That China Will Provide $2 Billion To Support South-South Cooperation

Houston Mayor Proclaims “Stacy Tao Day”

Stacy Tao

China's President Speak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 New York

Stacy Tao with CHS AP art
teacher Donna Reedy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Speaks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New York On Saturday

Stacy Tao With
Wea H. Lee,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Stacy Tao pictured with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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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繼指揮大師曹丁及著名
華人歌唱家丁羔將加盟芝加哥《黃河
大合唱》音樂會的好消息之後，東方藝
術團今天宣佈，8 月 22 日在芝加哥交
響音樂廳舉辦的《黃河大合唱》朗誦將
由中國著名話劇和影視演員，國家一
級演員郭東文擔綱。

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的郭
東文，曾在《大宅門》，《恰同學少年
時》、《紫檀王》、《記者甘遠志》、《英雄
無悔》、《絕對權力》等劇作中有著上乘
表演。由於本身具有極高的文化修養，
郭東文所塑造的黑鬍子頭、王子敬、甘
遠志等人物角色都成為了螢幕經典形
象，郭東文也因此被譽為主旋律演員
專業戶。郭東文主演的影視作品也獲
獎無數，其中話劇《男兒有淚》獲得過
第五屆中國戲劇節優秀表演獎，他也
曾獲得 廣州新星演藝大賽銀獎。

郭東文不僅演技精湛，主持朗誦
的實力也不容小覷。在《孫中山——獻
給偉大的辛亥革命100周年》這場由詩
朗誦串聯起了大型交響音詩中，郭東
文沉穩大氣的朗誦，言詞間迸發的激
情和大氣，將現場的原本厚重的氣氛
推向了一個高潮，感染了現場每一位
觀眾。

曾多次參加這種大型活動的郭東
文表示：主持和朗誦是自己的興趣，主
持是為了歷練自己舞臺的心理素質，
朗誦則是一種學習與吸收營養的過
程。主持與朗誦這兩種藝術與影視表
演是相輔相成的，它們能夠夯實演員

的表演功底，提升演員駕馭現場表演
的能力。

《黃河大合唱》以黃河為背景，由
七種不同演唱形式的歌曲構成,熱情歌
頌了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莊嚴地謳
歌了中華民族的堅貞不屈、頑強抗爭
的英雄氣概。這部作品的詞寫出了中
華民族的氣魄，音樂表現了濃郁的生
活氣息和民族風格，其高度的思想性、
象徵性、藝術性為中國大型聲樂創作
提供了優秀的典範。朗誦是《黃河大合
唱》這部音樂史詩裡畫龍點睛的部分。
郭東文聲音明亮清晰，他的朗誦激情
澎湃、迭宕起伏，由他來擔綱這場海外
最大的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黃河大
合唱》的朗誦是再合適不過的。

演技純熟的郭東文身上有種歷史
人物的厚重感，能折射出或親切或堅
毅或狡猾或謀算的炯炯眼神，讓人過
目難忘。在《紫檀王》中，郭東文飾演的
親日派參議員王子敬，是一位“十惡不
赦”的文化流氓。而《傳奇》中，郭東文
飾演的則是一代名相張祿。兩種完全
不同的人物角色，郭東文都詮釋地惟
妙惟肖，入木三分。郭東文出道至今與
郭寶昌、陳健、張瑜等知名導演有過愉
快合作，影視劇中與唐國強、陳寶國、
黃志忠、倪大宏、斯琴高娃、楊童舒等
高手過招，給廣大觀眾留下極其深刻
的印象。郭東文塑造的經典角色也是
不勝枚舉，電視劇《野鴨子》慈父方浩，
與電影《雲之錦》中的童樹生，《恰同學
少年時》的校長孔昭綬，《絕對權力》中
陳立仁等等。“不論正邪，我愛每一個

角色，因為角色靈魂有一半是自己賦
予的。”我們期待郭東文在《黃河大合
唱》音樂會的精彩表演！

“黃河大合唱”音樂會的籌備工作
即將進入最後階段，來自美中地區參
加《黃河大合唱》的十六個藝術團體演
員們正積極積極排練著，音樂會目前
還有少量餘票，組委會希望大家不要
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來欣賞這一
場高水準、創紀錄的音樂盛會。
黃河大合唱音樂會
時間：2015年8月22日（3 pm）
地點: Chicago Symphony Hall
220 South Michigan Avenue
Chicago IL 60604
票價：$20, $100 Box Seat
網上售票: www.dongfangarts.org
票務:
西 郊:劉 麗 630-272-8218
北 郊:唐 勇 847-854-8970
西北郊:劉明輝 224-402-9650
鄭征:630-667-3183
西南郊:李 青 630-247-8144
中國城:張 力 630-222-6686
劉冰:312-363-8106
徐荃:847-840-6611
風華:李榮順 224-805-0821
瑞華:傅仁傑 630-749-8191
華聯會:汪興無 847-340-9298
劉炯玲:847- 217-1688
何達權;312-560-5706
趙建航:312-5932181
主辦單位:東方藝術團
亞洲文化中心

特邀協辦單位：大芝加哥
地區華僑華人聯合會
特邀音樂協作：瓦爾普萊
索大學孔子學院
媒體支持:芝加哥中文網
www.chicagowind.com
旅行協作:美地假期
www.magvacations.net
參加演出團體:
東方藝術團合唱團(芝加
哥伊利諾州）
南岸交響樂團（印第安那
州）
芝加哥兒童合唱團(芝加
哥伊利諾州）
樂樂藝術團（堪薩斯州）
密西根華人合唱團（密西
根州）
聖路易斯長江藝術團（密
蘇里州）
印地安那波利斯華夏文
化中心合唱團（印第安那
州）
印第安那西北合唱團（印
第安那州）
黃河藝術團（芝加哥伊利
諾州）
風華中文學校（芝加哥伊
利諾州）
瑞華中文學校合唱團（芝
加哥伊利諾州）
三月風合唱團（密西根州）
春之聲合唱團（密西根州）
芝加哥華人藝術團（芝加哥伊利諾州）

愛樂合唱團（密西根州）
溫心合唱團（加拿大溫莎市）

著名影視劇演員郭東文擔綱《黃河大合唱》朗誦

著名影視劇演員郭東文擔綱著名影視劇演員郭東文擔綱
《《黃河大合唱黃河大合唱》》朗誦朗誦

【【本報訊本報訊】】近年來僑委會為加強近年來僑委會為加強
華裔青年聯繫服務華裔青年聯繫服務，，遴選海外專業青遴選海外專業青
年回國參加研習會年回國參加研習會，，研習課程著重鼓研習課程著重鼓
勵華裔青年參與僑社活動勵華裔青年參與僑社活動，，協助政府協助政府

推動公眾外交工作推動公眾外交工作。。
芝加哥地區已有數位青年才俊芝加哥地區已有數位青年才俊

參加過這個研習會參加過這個研習會。。這次他們為回饋這次他們為回饋
給僑界他們的心得給僑界他們的心得，，將在七月十九日將在七月十九日

的下午兩點鐘舉辦心得報告的下午兩點鐘舉辦心得報告。。同時由同時由
青年才俊吳秉叡醫師主講及示範本青年才俊吳秉叡醫師主講及示範本
次專題次專題：（：（Author of The One MinuteAuthor of The One Minute
WorkoutWorkout）） 鍛 煉 一 分 鐘鍛 煉 一 分 鐘 ，， (Build(Build

Fat-Burning Lean Muscle, MassiveFat-Burning Lean Muscle, Massive
Strength, andBetter Health in JustStrength, andBetter Health in Just 6060
Seconds a Day)Seconds a Day)。。

歡迎僑社老中青共聚一堂歡迎僑社老中青共聚一堂，，免費免費

入場備有茶點招待入場備有茶點招待。。聯絡人王慶敏聯絡人王慶敏
（（847847--946946--06590659） ，） ， 郭 正 崇郭 正 崇
（（847847--674674--38493849）。）。

台聯會將舉辦海外專業青年研習會心得報告台聯會將舉辦海外專業青年研習會心得報告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 The One Minute Workout: The One Minute Workout《《鍛煉一分鐘鍛煉一分鐘》》

【本報訊】柔情似水、腰肢纖細、
唇紅齒白、頭髮飄逸、肌膚吹彈可破、
美豔動人、沒有細紋、口氣清新、臉色
紅潤、身材婀娜、是對女性的讚美。

可現實是，很多女性因為工作繁
忙、家務煩心、壓力巨大、營養不均
衡、內分泌失調、慢性病纏身、化妝品
護膚品使用不當等等因素，以上美好
詞語竟在歲月中悄悄從她身上滑落，
18歲那年擁有的種種美麗竟不復存
在。這實在是一件令人悲傷的事情！

今天，我就來推薦各位好姐妹用
viker公司生產的紅人歸膠囊（Sangel）
重塑當年的完美形象！
皮膚是女性第二性征的表現，也是雌
激素的重要靶器官之一。當女性進入
青春期，卵巢功能日漸成熟，雌激素
分泌旺盛，在毛髮皮膚上顯示出女性
皮膚柔嫩、光滑、紅潤、有光澤的美。
進入更年期，卵巢開始衰退，雌激素
分泌日漸減少，皮膚乾燥、瘙癢、彈性
減退、光澤消失、皺紋增多、老年斑、
浮腫、脫髮等現象會不同程度的出
現。可見只有女性體內雌激素平衡，

才是防止女性皮膚衰老、保持皮膚健
康的根本。
由加拿大VIKER公司推出的紅人歸
膠囊（Sangel）是採用現代科學手段，
從多種天然植物中提取的不含任何
激素的精華素的複合物。紅人歸膠囊
（Sangel）能夠滋潤活化卵巢，強化卵
泡活力，旺盛雌激素水準。由內而外
滋養女性，保持肌膚的細膩緊致白皙
……
紅人歸膠囊（Sangel）內含有能與卵巢
紅囊突受體特異性結合的SAG獨特
成分，能夠通過與紅囊突受體特異性
結合，啟動並恢復分泌卵泡和雌激素
的能力和水準。服用紅人歸膠囊
（Sangel）後，通過營養滋潤卵巢可增
加自身雌激素分泌，對皮膚中粘多糖
酸，尤其是透明質酸有特殊作用，便
可以使透明質酸濃度增加，從而增加
表皮厚度。減少皮膚皺紋，恢復肌膚
的彈性與豐滿。
堅持長期服用紅人歸膠囊（Sangel）不
僅可以活化滋潤卵巢，恢復女性體內
自身雌激素的分泌，它更是一個陰陽

雙補、全方面溫和調理的百年漢方。
服用紅人歸膠囊（Sangel）後有助於鎖
住皮膚的水分，更能全面調節女性內
分泌，氣血雙補，使女性保持面色紅
潤、細膩、有光澤。
衰老雖是客觀規律，皮膚作為人體一
大器官，無疑也不可違背逐步衰老的
命運。及早堅持服用紅人歸膠囊
（Sangel）這種科學的養巢平衡雌激素
的方法即可防止老化過早出現的現
象，延緩衰老，是完全可以實現的。紅
人歸膠囊（Sangel）採用天然草本，科
學組方，經現代科學工藝提取精華，
可直接被人體快速吸收，從根本上滋
養卵巢，促進自身雌激素的分泌，保
護女性細膩光潔、緊致白皙的肌膚，
讓女性美由內而外，自信體現青春靚
麗！
紅人歸膠囊（Sangel）是加拿大衛生部
唯一批准的用於女性更年期的產品，
加拿大衛生研究院十四年品質療效
追蹤確認紅人歸膠囊（Sangel）是目前
世界範圍內最安全、最有效、最科學
的產品。

紅人歸膠囊（Sangel）針對以下症狀最
有效
閉經、痛經、月經不調等經期綜合症；
頭暈目眩、注意力不集中、失眠健忘、
情緒緊張等症狀；潮熱、出汗、胸悶、
心悸、氣短等症狀；皮膚乾燥、彈性減
退、光澤消失、皺紋增多等症狀；脫
髮、色斑、老年斑等症狀；性欲衰退，
陰道分泌物減少，性交時出現疼痛感
等症狀
擁有紅人歸膠囊（Sangel），不僅讓您
做個人人羡慕的魅力女人，更是對您
一生的精心呵護！
加拿大VIKER公司榮譽出品
女性更年期保健手冊”花開花落話更
年”免費資料索取網址 www.vik-
erm.com
加拿大VIKER公司 北美免費諮詢電
話1—888—518—7778
全球女性更年期保健免費諮詢電話
1—604—518—7778 傳 真:
1-604-303-7720

「紅人歸」讓女人美麗一生妖豔到老

世界週刊2015-5-24刊出冷鴻升
的《美英對中報告中缺乏客觀公正》一
文，用美英等對中國軍事報告的評論，
說明西方國家出於政治目的，歪曲事
實，缺乏客觀、公正和理性。
有人讚說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公正，
甚麼普世價值，還有媒體做監督，云
云。我看，這是幼稚瞎說，也是自欺、欺
人。

請看，當年烏克蘭發生所謂橙色
革命，有幾萬人在基輔集合示威幾天，
美國的電視台從早到晚不停播放報
導。後來不久臺北有數十萬倒扁紅衫

軍集結示威數周，但芝加哥的主要報
紙隻字不提，數家電視台也不當一回
事。

2008 年初，芝加哥一個小小公園
有幾個藏人和幾個老美集合示威撐藏
獨，電台有報導。不久在舊金山奧運火
炬傳遞時受到藏獨份子和幾個無喱頭
的老美阻撓，CNN 在報導時說華人是
惡棍，引起全美各地華人集會抗議
CNN。芝加哥市中心有四、五百華人示
威，當天晚上芝加哥沒有一個電視台
報道這示威。次天芝加哥兩大報之一
的太陽時報沒報導，另一大報芝加哥

論壇報也沒有報導，但刊出一幅一個
示威者的照片，說明是“示威者認為奧
運應與中國的人權問題和西藏問題分
開來”。看，多陰險！不但不說示威源起
於CNN侮辱華人，反而明示中國有人
權問題和西藏問題，但中國人不願意
去解決。
鐵路築到拉薩，美國媒體要說的是中
國政府破壞西藏文化和生態。青海玉
樹大地震，不到24小時，救援大軍已上
路趕去災場，美國報紙沒提，卻說災民
有怨言。

有一電視節目討論如何處理報廢

的扭紋節能電燈泡，這種電燈泡與光
管一樣內中有水銀，要小心處理，以免
污染環境和傷害人。討論中有一華盛
頓官員溜出一句話，說“ 99% 這種電
燈泡是中國製造的”。其實不管誰製造
的，大家都要妥善處理好它。但很明
顯，華盛頓政客和媒體，乘機向廣大的
美國人傳遞一信息：“中國人很壞，製
造這些有毒的東西來傷害我們 ”。實情
是，中國人作出巨大的犧牲，製造出價
廉物美的用品讓廣大的美國人日子過
得更舒服，但美國政客和媒體不感謝
中國人，反而陰險地散播中國人很壞

的訊息，何來公正？！
在 2012 年日本挑起釣魚島事端

後，華爾街日報有一社論，說釣魚島是
日本的，中國當政者為了轉移國內視
線，挑起這次爭端。我寫信去指正和批
判，當然沒有登出來。原因很簡單，他
們不但掌握了胡說八道的言論自由，
而且有不登出我的指正、反駁言論的
權力。可見，媒體與政客狼狽為奸，操
控老百姓。若果通過所謂的民主程序，
要美國老百姓和政客討論與決定與中
國有關的議題、決策，其結果能體現真
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價值嗎？

張一程
誰來監督西方的媒體？讀者回響讀者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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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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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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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設 備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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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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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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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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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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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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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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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六˙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6
Houston, TX 77036(王朝超級市場后)

YI ZHOU, M.D.YI ZHOU, M.D.

周周藝藝

通中﹑英﹑粵

713713--981981--8898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醫師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www.drmeizhang.com

電話﹕281-242-6889
傳真﹕281-884-6071

地址：4645 Highway 6, Suite H,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內）

門診時間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醫療美容項目：

張玫 醫生
Mei Zhang,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北京醫科大學醫學系畢業
★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研究生院畢業
★貝勒醫學院住院醫師畢業
★原貝勒醫學院家庭醫學系助理教授
★二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新增唯一FDA認證，最新最尖端抗衰老、聲波電波
拉皮除皺技術-U1thera和Thermage：

▲不用開刀，給真皮層導入熱能，收緊肌膚，解決皮膚下垂問題；
▲通過高強度超聲波，去除皺紋，不會對皮膚表面造成任何傷害；
▲提昇肌肉筋膜，刺激膠原蛋白大量重生，恢複彈性；
▲一次治療，可持續2-3年。治療後立刻恢複日常生活；
▲貴族的享受，平民的價格。

1）肉毒杆菌Botox除皺瘦面,$8/單位
2）玻尿酸，微晶瓷袪皺，隆鼻，豐頰豐唇
3）鐳射激光永久脫毛
4）電波拉皮緊膚除皺
5）脈衝光嫩膚美白
6）鐳射激光袪色斑、黑痣、靜脈曲張、紋身
7）微晶磨皮換膚改善肌膚質地
8）美素溶脂去眼袋、雙下巴、腹部及身體多餘脂肪
9）高頻電刀治療皮膚腫瘤、黑痣、疣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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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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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營業時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星期二 2015年9月29日 Tuesday, September 29, 2015 星期二 2015年9月29日 Tuesday, September 29, 2015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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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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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寮國葉臘石即將投放中國市場
綜合報導 記者從老中寶石發展有限公司(老中

寶石公司)獲得的消息，由該公司獨家開發的寮國

阿速坡省普甘洪山葉臘石礦將於本月底正式開採並

將有序投放至中國市場。

正在寮國對礦區進行考察和科研的中國珠寶玉

石首飾行業協會印石專業委員會副主任、著名印石

學者姚春茂在接受新華國際記者專訪時表示，寮國

葉臘石礦的開採對面臨資源日趨緊缺的中國印石市

場意義非同尋常。

據新華國際記者了解，老中寶石公司是由中

國保利集團公司與寮國政府共同組建，專門負責

寮國阿速坡省葉臘石礦的開發。保利礦業(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長、老中寶石公司總經理顧威告訴新

華國際記者，公司日前已完成註冊手續及組建，

並開始運作。經過緊張的前期籌備和採礦基地修

建，目前礦山已基本具備開採條件，將於本月底

前後正式進行開採，並在適合的時候首先有序向

中國市場投放。

專程從福建來寮國對葉臘石進行考察和科研的

業內專家姚春茂在礦山考察了數日回到萬象後接受

新華國際記者專訪時說，在山上看到品質上乘和儲

量如此豐富的印石礦感覺十分震撼和興奮，“我發

現，中國四大名石—壽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巴

林石在寮國石中都有類似品種，從紋理色彩以及形

成過程都有相似的地方，我們很難一眼就分辨出是

哪的石頭，有些石種相似度甚至接近於百分之百，

這是一件令人非常驚訝和振奮的事情。”

圖為中國珠寶玉石首飾行業協會印石專業委員

會副主任、著名印石學者姚春茂日前在寮國首都萬

象接受新華國際記者專訪。

姚春茂認為，從規模、品質以及品種三方面來

說，寮國石在印石市場一定會自成體系，對未來市

場格局影響巨大。“這個礦區的石頭儲量大、品種

多、品質好，可持續發展。目前價格處於低位，能

讓很多人玩得起，也帶動很多新的玩家進來，門檻

低了，對印石文化的普及與推廣也極為有利”。

姚春茂說，中國的印石行業從業者很多，福建

福州地區就有十多萬人，全國應該有100萬人左右。

由於目前國內印石資源日趨緊缺，如果沒有後續資

源進入，對於這個行業將是致命的打擊。“現在保

利集團開發寮國印石資源，不但確保國內印石行業

可以繼續發展，而且有這樣一個公司作為龍頭企業

可以引領、規劃和規範這一行業，也將會有一個遠

景的規劃來健康有序地開發這個市場，其意義非常

重大”。姚春茂說：“希望保利集團能儘早向市場

投放產品，而且要品種多、品質好，因為這些產品

目前市場比較緊缺，但投放數量要適宜”。

據新華國際客戶端了解，中國保利集團公司今

年6月19日與寮國政府簽署了葉臘石項目合資協議，

宣佈雙方將組建合資公司共同集中開發去年在寮國

曾掀起投資熱潮的葉臘石礦產。

綜合報導 雖然巴西不是蘋果6S手機的首發

國，巴西目前的經濟形勢也不樂觀，但無法阻

止巴西“果粉”的購買力，全球首部蘋果

6SPlus手機就被一名18歲的巴西大學生在澳大

利亞買到。

這位名叫維多· 埃皮法尼奧的大學生目前正

在澳大利亞進行交流，趕上了蘋果新手機的售

賣。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 庫克在自己的推

特賬號上發佈了埃皮法尼奧的照片，並寫到：

“謝謝你，在雪梨的維多。世界上最早購買6S

手機的人之一。”

不過埃皮法尼奧說：“我自己沒有推特賬

號，是一個朋友看到後告訴我的，這真是世

界上最好的感覺，他是世界上最大企業的總

裁啊！”

雖然蘋果新手機的發售日期是25日，但是

從21日起，澳大利亞雪梨的蘋果店門口就排起

了隊，埃皮法尼奧在排隊期間需要由朋友來替換

他，好讓他有時間上廁所和吃東西，他還甚至翹

了英文課。

埃皮法尼奧的澳大利亞同學林賽也幫了不少

忙，不過這名同學對蘋果手機並不感興趣，而是

打算買到後進行拍賣，然後把拍賣所得捐贈給慈

善組織。

新華國際客戶端了解到，埃皮法尼奧購買的

是一部金色的128GB6SPlus手機，花了1530澳元(

約合6847元人民幣)。在買到新手機後，他一直

在擺弄，他最感興趣的是新的3D觸摸功能。

這是埃皮法尼奧購買的第二部蘋果手機。上

周，他還買了一塊蘋果手錶，對於蘋果電視等新

產品，他也想嘗試一下。不過他表示，要是在巴

西，他不會去搶蘋果手機的，因為“在巴西太貴

了，我可不想花那麼多錢買”。

巴西大學生搶到全球
首部蘋果6SPlus手機

據彭博新聞社報道，從中國最

常用的搜索引擎、最大的電子商務

公司和主要銀行卡網路收集的數據

顯示，中國經濟正在企穩。

三個不同的指標顯示，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下降速度正在放緩，硬

著陸風險降低。這也是本週發佈的

一項私人調查得出的結論。調查顯

示，在股市暴跌和貨幣貶值後，中

國經濟基本上沒有崩潰的危險。

根據日處理搜索量超過60億

次的百度公司發佈的一項指數的

預覽值，在最近跌至2010年以來

最低水準後，網路用戶對中小企

業的興趣9月份出現反彈。

跟蹤中小企業點擊量的百度

公司在回復彭博的電子郵件中表

示，網際網路用戶的搜索請求可

以反映市場需求，說明中小企業

的形勢。

預覽值通常早于作為當月首

個經濟指標的財新中國製造業採

購經理人指數（PMI）。

雖然持續三年之久的工業品

出廠價格跌勢仍在加劇，但隨著

食品價格上漲，消費物價漲幅已

出現回升。由中國第一大電子商

務公司阿里巴巴開發的一個指數

顯示，消費者物價上漲速度比官

方數據顯示的更快。

阿里巴巴旗下研究機構推出

的指數顯示，阿里巴巴全網網購

價格指數同比增速漲幅為7.4%。

在阿里巴巴跟蹤的10類商品

中，愛好收藏投資類商品價格同

比上漲幅度最大，達到14.1%；

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類同比

上漲 13.7%；食品類同比上漲

13.1%。

不過，通縮跡象也有顯現。

跟蹤由大約10萬種商品組成的固

定籃子的網購核心商品價格指數

同比下降，其中衣著類商品降幅

最大。

一項衡量中國高檔酒店消費

的指數上月升至紀錄高位，說明

富裕的遊客今年夏季曾縱情享受

生活。

中國銀聯旗下網路處理著中

國幾乎所有的銀行卡交易，該公

司通過實時跟蹤開支數據來了解

各個行業的消費模式。

根據銀聯數據，餐飲開支

保持在與 2011 年大致相同的

水準。銀聯數據和官方指標

顯示，房地產交易已從去年的

低點反彈。

中國經濟放緩真有那麼糟糕？ 數據顯示並非如此

今年四川經濟總量預計超3萬億 或升至全國第七
省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

議舉行聯組審議，對四川省政府關於

“十二五”規劃執行和“十三五”規劃

編制情況開展專題詢問。

副省長甘霖、省政府副秘書長李志強

及省發改委、省經信委、科技廳、財政廳、

交通廳、國土資源廳、住建廳、林業廳、商

務廳、國資委、扶貧移民局等相關單位主要

負責人當場應詢，實事求是直面問題。

陳煥祥委員第一個發問，他很關心

“十二五”規劃執行後到底有哪些成效？

副省長甘霖“接招”，他說，四川經

濟總量2012年超過兩萬億，預計2015年將

超過3萬億，在全國各省（市）排名今年有

望前進一位，有可能進入到第七位。深化

政治體制改革，在大幅度減少行政審批事

項方面，四川卓有成效，“目前我們省本

級的行政審批項目在全國是最少的。”

甘霖還回答了陳煥祥想知道的“十

三五”規劃編制情況：“十三五”期間

重點落實以下五件事：一是圍繞提高產

業核心競爭力和市場佔有率，推動創新

驅動和產業轉型發展；二是圍繞促進基

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區域城鄉協調發

展；三是圍繞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

實施精準扶貧和促進社會事業全面進步；

四是圍繞參與“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

建設，大力發展內陸開放型經濟；五是圍

繞構築長江上游生態屏障、維護國家生態

安全格局，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從省扶貧移民局局長張谷那裏，劉

海金委員問出了“十三五”規劃中有關

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更多構想。

“十三五”期間四川將打扶貧攻堅

“3+10”組合拳，確保到2020年 497.65

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11501個貧困村和

88個貧困縣全部“摘帽”。

精細實施扶貧開發“10個專項方案”，

深化精準識別建檔立卡、深化幹部駐村幫

扶、深化精準扶持措施、深化資金項目管

理、深化扶貧脫貧實效、深化社會參與扶

貧等“六個深化”或寫進規劃綱要。

省委十屆三次全會將創新驅動作為

四川“三大發展戰略”之一，“十三五”

時期將通過哪些措施來繼續推進創新驅

動發展戰略深入實施？吳得民委員的疑

問由省科技廳廳長劉東作答，“我們將

重點抓好八個方面工作措施。”

深入推進國家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

建設，創新驅動產業轉型升級，全面推

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創新推動富農惠

民，打造各具特色的創新型區域，激發

企業創新主體活力，建設創新創業人才

隊伍，構建開放協同的創新體系。

據悉，實施企業創新主體培育、產業

創新牽引升級、區域創新發展示範、產學

研用協同創新等“四大科技創新工程”；

實施“網際網路+”行動計劃和“中國製

造2025”；積極培育頁巖氣、節能環保裝

備、資訊安全、航空與燃機、新能源汽車

五大高端成長型產業，以及積極培育電子

商務、現代物流、現代金融、科技服務、

養老健康服務五大新興先導型服務業發展

等，已經考慮寫入“十三五”規劃綱要。

城鎮化問題是楊文委員特別關心的

問題，他說2014年四川省城鎮化率已經

達到46.3%，但比全國還是低了8.4個百

分點，未來我們要如何走？

住房城鄉建設廳總工程師邱建承認，

四川推進城鎮化還存在推進理念、發展路

徑和建設品質等問題。“十三五”期間四

川定的目標是，將以引導700萬人就近城

鎮化、促進800萬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

改造約500萬人居住的城鎮危舊房和棚戶

為重點，推進新型城鎮化健康發展。

目標能倒逼工作。邱建說，“十三五”

要全面放開除成都市以外的其他城鎮落戶

限制；徹底改變傳統以“土地財政”為唯

一模式推動城鎮化的路徑，著力創新驅

動，走出一條集節約、資源環境友好、可

持續的新型城鎮化發展之路。

同時，還要確保新型城鎮化建設品

質，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優

化城鎮化佈局和形態，實施“多規合一”

的縣（市）域全域規劃等。

胥健委員把問題瞄準多點多極支撐

發展戰略，他提問“十三五”期間如何

推動川東北經濟區發展。

省發改委副主任邵小龍回答說，

“十三五”期間，四川將著力打造“三

橫兩縱”經濟支撐帶，壯大沿線中心城

市，輻射帶動區域發展。

推動首位城市成都提升品質，高水準建

設天府新區，形成全省新興增長極，推動一批

市州經濟總量邁上2000億、1500億台階。

加快川南經濟區率先突破，著力攀西

經濟區和川西北生態經濟區發展特色經濟。

關於建設川東北區域經濟發展核心

增長極，邵小龍說要加快北向和東向進

出川綜合運輸大通道建設，加強水利設

施建設，統籌推進重點水源和渠江、嘉

陵江防洪工程建設；著力打造川渝陜甘

結合部區域物流、商貿和金融中心；抓

好川陜革命老區振興發展規劃實施，推

動革命老區全面振興、跨越發展等。

中小企業反彈

阿里巴巴網購價格上漲

豪華酒店業務蓬勃發展

關鍵詞：經濟總量
2015年有可能躍升到全國第七

關鍵詞：扶貧
將打扶貧攻堅“3+10”組合拳

關鍵詞：創新驅動
實施“四大科技創新工程”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

引導700萬人就近城鎮化
關鍵詞：區域發展

推動川東北革命老區跨越發展

責任編輯：于千玉

一本有点有面的“民国文学史略”

南都訊 記者黃茜 發自北京 近日袁著名學者尧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院長孫郁先生的叶民國文學十五講曳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遥該
書的底本是孫郁在人民大學給學生上文學課的録音袁孫郁在此基礎上
進行野重寫冶袁它們讀起來沒有口語體的活潑生氣袁更像是深思熟慮尧字
斟句酌的嚴謹之作遥

9月 18日袁孫郁叶民國文學十五講曳出版座談會在北京舉行袁謝璽
璋尧黃集偉尧止庵尧陸建德尧林白尧李靜尧徐小斌等學者作家與會遥徐小斌
稱叶民國文學十五講曳是一本野美文集和才子之書冶袁陸建德認爲袁這本
書向讀者展示了民國文學生態的 野多樣化格局冶院野有些東西也許是新
的袁但新的很快又變老袁有些東西看起來是老的袁但現在讀起來又覺得
有盎然新意遥冶

野創作的獨立性越來越少了冶
叶民國文學十五講曳里除以單篇重點論述魯迅尧老捨尧曹禺尧沈從

文尧蕭紅尧張愛玲外袁叶學人筆記曳一篇涉及到周作人尧梁實秋尧朱光潜尧
錢鍾書尧謝無量袁叶左派小説曳一篇里談到茅盾尧丁玲尧張天翼尧柔石袁叶新
詩之路曳一篇提及胡適尧劉半農尧廢名尧穆旦尧李金髮尧馮至噎噎雖不是
一本正經的野文學史冶袁大致也可以算作一本有點有面的野民國文學史
略冶遥

一本小小的文學講稿袁輻射到如此衆多前輩作家袁卻並不給人浮
泛或陳腐之感遥作者在行筆之中不經意觸及某個角度袁揭開某項事實袁
反而讓人感到這些作家需要重新定義和重新認識遥

黃集偉認爲袁孫郁在談論人物和創作時特別在意作家的性格遥野比
如説錢鍾書那種高冷袁老捨的反文人的話語方式袁張愛玲糾結一生的
失敗感噎噎他提示我們在今天這樣一個泛傳媒的時代里袁人人在媒體
上的趨同性袁對於文學寫作或者對於學術硏究來説是很致命的傷害遥冶
當媒體愈來愈成爲日常生活不可割裂的部分袁野我們個性的存留袁我們
創作的獨立性越來越少了遥冶

然而袁從張愛玲尧錢鍾書尧老捨等文學史上許多個案見出袁作家往
往是有些怪癖袁不那么野合適冶的一群人遥孫郁在叶舊屋檐下的張愛玲曳
里引用胡蘭成初見張愛玲的描述院野張愛玲的頂天立地袁世界都要起六
種震動袁是我的客廳今天變得不合適了遥冶野她是個新來到世上的人袁對
於她世上的東西都還未有品級遥冶

野魯迅的文字是深水里泡過的冶
孫郁是魯迅硏究的專家袁在叶民國文學十五講曳里袁叶魯迅的暗功

夫曳一文把作者多年來在魯迅硏究領域深厚的文本經驗和透闢理解演
繹得當行出色遥

黃集偉提到野柵欄式閲讀冶袁閲讀者或者硏究者在閲讀過程中發現
作者的沉默和空白袁繼而在空白處尋找作者的理由和因果遥孫郁談及
的魯迅的野暗工夫冶袁是很多硏究者忽略的地方遥譬如魯迅藏書 14000
多冊袁一生翻譯過 15國的文字袁有 77位作家尧共 225部作品遥魯迅的
外文藏書也甚可觀袁其中日文 164種袁德文尧英文 151種袁俄文 86種遥

野孫郁強調魯迅文本的背後有一個東西在支撑袁實際上這個支撑

是模糊的袁看不見摸不着的遥這個看不見的尧空白的地方袁就是他的下
筆之處遥他能夠感受到魯迅的很多文字袁是深水里浸泡過的遥冶黃集偉
説遥

止庵也表示袁如果要給這本書里的文章排個座次袁叶魯迅的暗功

夫曳一文當屬第一遥
野魯迅已經被人説
得太多了袁孫郁的
強項在于袁他清楚
別人在議論什么袁
他也可以調動那些

別人不太關注的東

西袁包括魯迅對古
籍的整理袁魯迅的
翻譯這些方面遥冶

野老孫這個人袁
有一極是學院派袁
有一極是讀書人袁
可他骨子里是一個

詩人遥冶止庵認爲袁
這本書不光是文學

的理解尧審美的辨
析袁還有許多詩意
的感受袁經由溫潤
的詞句顯透出來遥

野激發出對文
學的深厚的愛冶

一部講稿袁首
先面對的是校園里的學子遥孫郁在後記里寫道院野文學史不都是知識的
羅列袁還有精神的對話遥敎師的任務之一袁是與學生一起體驗過往的精
神袁發現我們生命里缺失的存在遥文明的延續袁離不開對有詩意的靈魂
的凝視遥冶

孫郁對民國文學的描述袁處處體現出對創作的理解與對作者的同
情袁確有諄諄善誘的效用遥作家林白表示袁讀完書這幾天很興奮袁野寫
詩袁寫散文袁整個人好像振奮起來遥冶

從叶民國文學十五講曳袁陸建德看出孫郁是位好老師袁野那種娓娓道
來的風格袁讓人欽佩遥冶對於文學袁野自己不能有所愛袁就不能讓學生分
享他的愛遥冶而孫郁的著作野對於學生有待塑造的心靈袁是一種滋養的
力量遥冶

和傳統的現代文學史課程不同袁孫郁還講到了舊派小説尧舊詩詞尧
學人筆記尧梨園戲曲袁對於文學史叙述里非常邊緣化的體裁重作估斷遥
陸建德尤其提到叶草根與政治曳一章遥野這里面揭示了很多悖論袁民國時
期的小資産階級文人袁就是向往草根遥但是眞的草根來了袁草根的洪流
又會將他們徹底淹沒袁甚至像一個巨大的滾石機把他們碾碎遥有很多
歷史經驗敎訓袁値得回味遥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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