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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廣告天地 BB1212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星期日 2015年10月11日 Sunday, Oct. 11, 2015

星期日 2015年10月11日 Sunday, Oct. 11, 2015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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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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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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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安裝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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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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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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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Furniture Discount Center

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
地址﹕9788 Clarewood Drive #30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832832--772772--72677267

餐桌餐桌$$129129起起 沙發沙發$$199199起起

開業大酬賓
開業大酬賓

（黃金廣場後面﹐合源坊院內)

涵翔具有三大優勢：是轉診速
度最快的公司，是休士頓
Methodist醫院合作機構轉診
機構，也是中國掛號網唯一合
作單位。
主要病種包括：各種癌症、心
臟疾病、不能確診的疑難雜
症。
涵翔服務內容包括（並不侷限
於）：病歷翻譯、美國醫療簽辦
理、醫院與醫生預約以及客戶
抵達後的公寓租賃、交通、翻
譯、生活購物等一些列服務。

聯繫電話聯繫電話：：
（（中國中國）：）：8686--40084008--571571--123123
（（美國美國）：）：11--713713--270270--88828882

赴美看
病找涵

翔
赴美看

病找涵
翔

赴美看
病找涵

翔

Web: http://www.handsomecare.comWeb: http://www.handsomecare.com

全美NO.1 AUDI DEALER

現存800臺新車供你選購

大量優質歐美日二手車 歡迎查詢

請聯繫：TONY CHAN 281-650-1428 精通國、粵、英語

全新2016車系

TONY CHAN

奧迪車種，全球存量之冠，售後服務，保證滿意。

奧迪
新
開
張

慶祝新張慶祝新張 化妝品禮盒大贈送化妝品禮盒大贈送

9889 Bellaire Blvd, #B 24E, Houston TX 77036 (832)834-0610

送完為止送完為止

（中國城第一家位敦煌廣場內）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150up送 凡購買$300up送凡購買$150up送凡購買$350up送

COSMETICS
BLOOMINGBLOOMING

休士頓黃頁

（休士頓/秦鴻鈞）休士頓 2015 年
雙十國慶升旗典禮，於昨（十月十日）
雙十節當天上午十時起，在僑教中心前
廣場舉行。是日，陽光普照，象徵國家
前途一片光明，起了大早趕來的僑胞，
將僑教中心前廣場擠的滿滿的，一片國
旗裝，再加上手持國旗的僑胞，人人臉
上充溢了 「國恩家慶」的喜悅。

上午十點十分，升旗典禮在潮州會
醒獅團熱鬧的醒獅表演開場，接著北一

女儀隊操槍，大專校聯會旗隊，榮光會
護旗隊，休士頓 FASCA 海外青年文化
志工……一個個雄鳩鳩，氣昂昂的進場
，只見現場一片旗海飄揚，還有很多年
輕的新面孔參加升旗的行列。

「國慶籌備會」主委黎淑瑛在升旗
典禮上表示︰各位僑胞，你們用你們的
行動來這裡祝賀中華民國104年的生日
，感謝所有工作人員，所有為國慶系列
活動付出的僑團，感謝大家前來，分享

升旗典禮莊重的一刻!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也在升

旗典禮上致詞︰今天，地不分東西南北
，人不分男女老幼，大家共同參加升旗
典禮。104年前，國父孫中山先生創建
中華民國自由，民主，均富的理想的追
求。黃處長也提到中華民國創立的經過
，是經過十次的失敗才最終獲得成功，
其間海外僑胞出錢出力，功不可沒。

休士頓休士頓20152015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
昨天上午在僑教中心前廣場盛大舉行昨天上午在僑教中心前廣場盛大舉行

圖為休士頓圖為休士頓20152015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於昨天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於昨天（（十月十日十月十日））上午上午
在僑教中心前廣場盛大舉行在僑教中心前廣場盛大舉行。（。（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秦鴻鈞）國慶茶會在昨天
升旗典禮後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在開
場北一女儀隊進場，作精彩的表演後，茶
會正式開始。 「國慶籌備會」主委黎淑瑛
首先致詞，感謝在場僑胞對中華民國的支
持。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也提到台
灣人民參加中華民國創建過程以及對日抗
戰，台灣很多青年同胞參加抗戰，今天將
頒發紀念章給七位抗戰老英雄，他們在二
十歲時，把人生最寶貴的時間貢獻給國家
，他對在座第一排的抗戰老英雄表示︰
「沒有你們，沒有抗戰勝利!」。黃處長提

到，一場對日抗戰，我犧牲了268位將領
，320 萬國軍及二千萬平民才換來最後的
勝利。在這歷史性的日子裡，祝我們國家
國運昌隆!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表示︰看到
升旗典禮儀式的莊重，我內心非常感動。
大家又到僑教中心來舉行茶會，大家的愛
國熱情，讓僑教中心成為總統府前的國慶
廣場。莊主任說︰台灣的自由，民主，民
富的生活，凝聚了海外僑胞支持中華民國
的力量。

會中還由黃處長領發僑務榮譽職人員
証書，給 「僑務諮詢委員」駱健明，王秀

姿（出城），胡啟年（出城）， 「僑務委
員」甘幼蘋， 「僑務顧問」湯亞麗，周滿
洪（出城），莊興亞（不克前來）。

會中也由黃處長頒發抗戰英雄紀念章
給蕭紀書，張益三，許紹平，徐立超，陳
淑坤，陳紀遠，潘光明等人。

茶上還表揚捐贈國內僑生獎助學金的
王敦正諮詢委員獎狀及王妍霞僑務促進委
員感謝函。

另外也頒發獎狀給方台生，感謝他捐
賬高雄氣爆，以及胡啟年，劉秀美，黃膺
榮等人（出城）。

最後由 「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夫
婦， 「國慶籌備會」主委黎淑瑛， 「僑教
中心」主任莊雅淑，僑務委員葉宏志，甘
幼蘋及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陳燦基，周
彩庭等人共同為雙十國慶茶會切蛋糕，祝
賀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國慶茶會於升旗典禮後舉行
處長頒發僑務榮譽職人員証書及贈勳抗戰英雄

圖為出席貴賓主持國慶茶會切蛋糕儀式圖為出席貴賓主持國慶茶會切蛋糕儀式，（，（左起左起）） 「「中華中華
公所公所」」 主席陳燦基主席陳燦基，，僑務委員葉宏志僑務委員葉宏志，，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主任莊雅主任莊雅
淑淑，，處長夫人邱瓊慧處長夫人邱瓊慧，，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黎淑瑛主委黎淑瑛主委，，陸忠副主委陸忠副主委
，，僑務委員甘幼蘋僑務委員甘幼蘋，，及中華公所共同主席周彩庭共同主持國慶及中華公所共同主席周彩庭共同主持國慶
茶會切蛋糕儀式茶會切蛋糕儀式。（。（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秦鴻鈞） 「福遍華裔選民協會」
昨舉行記者會，由該會會長常中政，糖城區委
浦浩德， 「糖城廣場」創辦人唐心琴，義工
DIANA MILLER，及張晶晶等人共同主持。

常中政表示︰今年七月間，糖城市議會修
改建地開發法規，放寬市內興建公寓戶數的限
制，並將批准建商在 59 號公路與 UNIVERSI-
TY BLVD. 交口土地上興建900戶的高密集公寓
群。消息一出，引起在社區居民強烈的反彈，
並自發性發起陳情連署。

常中政說︰福遍華裔選民協會認為︰市府
鬆綁開發案法規︰（一） 「學區」將首當其衝
，當地小，初，高中，大學，明星校區將更為

踴擠，人滿為患。（二）59號公路已非常踴擠
，再加上這九百戶的居民，該區交通將更加壅
塞。（三）對糖城水資源供應及下水道將造成
巨大壓力。（四）對糖城治安造成負面影響。
（五）對糖城區房價造成不利影響。

常中政說︰我們認為市政府及市議會，在
沒有對學區，交通，治安，水資源的衝擊做通
盤的評估，就貿然放鬆法規，允許建商無上限
建興巨型公寓，已有違居民的期望與福祉。因
此，該會呼籲社區居民積極參與連署，要求市
議會修正法規，如果市議會不做更正，將交由
全城居民公投決定。

常中政，我們連署在十一月四日前要有二

千零三十二人參加簽名，才能有放。
常中政說︰目前糖城居民，白人佔

44%，亞裔35%，華人比例高，多因該
區居住環境好，學區好。

反對在糖城區建大批公寓的前糖城
市議員 DIANA MILLER 表示︰該議案
會在市議會通過，是因為我們在市議會
沒有適當的代表，面對此不合理法令，
則交由全城居民公投決定。

浦浩德表示︰今年七月市政府通過
該案極不合理，以區區二百人代表八萬
個代表，讓我們都被蒙在鼓裡，頗有
「量身定作」的嫌疑。

唐心琴也認為︰這是開發商與市府掛鈎，
經過二年，頗有 「瓜田李下」之嫌。

義工張晶晶表示︰連署人資格必須是居住
在糖城，且已登記之選民。連署截止日是今年
十一月四日，請糖城居民本人到 「達心地產」

或 「騰龍學院」簽署陳情文件，或聯絡浦浩德
，張晶晶。

常中政說︰此次行動是糖城建市以來最大
的居民草根運動， 「福遍華裔選民協會」呼籲
華裔居民踴躍參與連署，保衛家園的治安和清
靜，並展現華人對社區的關注及影響力。

「福遍華裔選民協會」 昨召開記者會
糖城居民連署抗議市府鬆綁 反對建商興降大型公寓

圖為出席記者會的圖為出席記者會的 「「福遍華裔選民協會福遍華裔選民協會」」 代表代表（（右起右起
））唐心琴唐心琴，，DIANA MILLERDIANA MILLER，，常中政常中政，，浦浩德浦浩德，，張晶張晶
晶晶。（。（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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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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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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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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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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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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Ma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恆信貸款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Top USA InvestmentTop USA Investment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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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chentoby@ymail.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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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1111廣告天地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主
治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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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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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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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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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及高膽固醇血症

主治
歡迎電話預約查詢
通英、粵、國語、滬

Tel : 713-779-8148

★美國心臟學會院士
F.A.C.C.

★美國心臟專科特考文憑
Subspecialty Board of Cardiovascuiar

Disease.
★美國心臟超聲波學會特考文憑

National Board of Eohocardiography.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Certification Board of Nuclear Cardiology.
◆休士頓貝勒醫學院心臟專科

Cardiology Fellowship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紐約州愛因斯坦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
Residency at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N.Y.

◆Wayne State University生化博士 容永騏醫學博士
Steven Y. Yong, M.D., Ph.D. F.A.C.C.

STEVEN Y. YONG M.D., Ph. D., F.A.C.C.STEVEN Y. YONG M.D., Ph. D., F.A.C.C.
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

糖

城

16659 S.W. Frwy, # 215
Sugar Land, TX 77479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中
國
城

(每週二、五)

9440 Bellaire Blvd, #102
Houston TX 77036
(每週一、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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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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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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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設 備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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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曹有餘醫師

‧家庭全科醫師
‧精通中﹑英語

(713)772-8885
Jerry Tsao,M.D.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9:30AM-12:30PM

門診時間

7850 Parkwood Circle Drive,#A-6 Houston,TX 77036請來電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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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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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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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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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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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營業六天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 醫師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 Nephrology

診所電話：832-834-5226 傳真：832- 834-5229

敦煌醫療中心聯合門診
HILLHOUSE MEDICAL GROUP

本中心接受包括Medicare、Medicaid，
Obama Care在內的各種醫療保險。
無保險病人有特殊優惠。

內科,外科,婦產科,家庭全科,腎臟病,高血壓專科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02 (3RD Floor) 敦煌廣場百利大道入口處（東側）3樓

主治血尿，蛋白尿，水腫，腎結石; 急慢性腎臟病，
急慢性腎臟衰竭；血液透析，腹膜透析; 腎移植等。

營業時間：
周一至周日

8:30AM-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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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服務：

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心肺胃
腸脾腎、貧血、感染、過敏等疾病，
皮膚病，傷口護理。
各種體檢

住院治療
沒保險及學生優惠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生
隨到隨看，毋須等候

美國內科board證書
皮膚及過敏疾病證書
傷口護理以及高壓氧治療證書
同濟醫科大學醫學博士
二十餘年臨床經驗內科全科內科全科

陶清國醫學博士
Qingguo Tao,MD,PHD

門診時間：週二、三、四、六 9：00am-6:00pm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Suite 200,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可事先於網路預約掛號： www.qtaomd.com

Tel:832-831-6140
Fax:713-701-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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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宮宮暨宏暨宏
Jennifer GJennifer Gongong
832832--270270--24002400

www.LoanMaker.net
ChineseLoanOfficer@gmail.com

無
費
用
重
貸

最低利率最低利率
準時高效準時高效

隨時上網查利率，隨時跟蹤利率變化

貸款經紀貸款經紀 NMLS#NMLS# 12330721233072

方圓貸款

Free Prequalify!

體 檢 特 價
體檢＋化驗：$95

❶+女性婦科、宮頸膜片＋$45
❷+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Tel:832-433-7159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的廣場)

JYJY家庭全科及急症家庭全科及急症

顧瑛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認可醫師

主
治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常見皮膚病

週一至週六
8：30am-7pm

週日
1pm-7pm

★感冒
★咽喉痛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皮膚活檢
★婦科病
★兒科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鬱症

急
症

★腹瀉
★尿路炎
★關節注射

時

間

本診所自2014年起，週四公休

星期日 2015年10月11日 Sunday, Oct. 11, 2015 星期日 2015年10月11日 Sunday, Oct. 11, 2015

倫敦綿羊走上商業街頭倫敦綿羊走上商業街頭
迎國家羊毛週到來迎國家羊毛週到來

英國倫敦，英國國家羊毛周開幕，牧羊人趕著綿羊來到薩維爾街街頭。

巴黎時裝周巴黎時裝周 模特行走于鮮花草地之間模特行走于鮮花草地之間

夢幻巴黎總是以各種新奇創意引領時尚界夢幻巴黎總是以各種新奇創意引領時尚界，，
在近日巴黎時裝周上在近日巴黎時裝周上，，傳統走秀的傳統走秀的TT臺變成開滿臺變成開滿
鮮花的草地鮮花的草地，，身穿白色主調的模特宛如花中仙身穿白色主調的模特宛如花中仙
子子，，徜徉其間徜徉其間。。這次秀場是由義大利高級設計師這次秀場是由義大利高級設計師
詹巴迪斯塔詹巴迪斯塔··瓦利展示的瓦利展示的20162016春夏女裝成衣春夏女裝成衣。。



廣告天地 BB1010 BB33德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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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每一對助聽器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713-795-5343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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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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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及老人醫療卡(MEDICARE)

MD, PhD, FACR

醫生

風濕免疫內科
曾任耶魯大學醫學院免疫系博士後和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博士後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風濕免疫遺傳專科畢業
ABIM Board-Certified in Rheumatology
and Internal Medicine

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在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樓內)

現任休士頓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生
休士頓臨床研究中心研究員

電話: 713 541-1112 傳真: 713 270-8784 診所時間: 9 AM - 5 PM (星期一至星期五)

骨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 強直性脊柱炎, 牛皮
癬關節炎, 反應性關節炎, 感染性關節炎, 痛風, 網
球肘, 肩周炎, 腱鞘炎, 慢性背痛, 慢性肌痛, 骨

質疏鬆, 紅斑狼倉, 口眼乾燥綜合症, 硬皮病, 皮肌
炎, 血管炎等骨胳系統和免疫性系統的疾病。

主
治陶翔陶翔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藥，不
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Best Vision

精通英語,國語及臺語,接受多種醫療保險及視力保險

群 鷹 視 學 眼 科 中 心

鮑亞群 視學眼科博士
Dr Ya Chin Bao (O D)

Fellow of Orthokeratology Academy of America
Therapeutic Optometrist / Glaucoma Specialist

Pediatric Specialist / RGP and Soft Contact Lens
全新先進設備 醫術精湛周全
診治各類眼疾 青光眼專執照
幼兒視力保健 斜視弱視矯正
控制預防近視 精配隱形眼鏡

附設多種名牌鏡框專欄, 最新款式
優質服務，當天取貨 VSP, Eyemed, Superior, VCP, Cigna Vision, etc.

Tel: 713-270-9188
Fax: 713-271-9188
營業時間: 星期一、三、四、五、六
11:00am-6:30pm
星期日 12:00(noon)-5:00pm
星期二 公休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I Houston, TX 77036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bellaire@gmail.com

（前達君視力眼鏡）

惠
康
廣
場
診
所

糖
城
診
所

Tel: 281-491-2199
Fax: 281-491-2332
營業時間: 星期一 - 星期五
9:00am-6:00pm
星期六 9:00-4:00
星期日 公休
1730 Williams Trace,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Hwy 59 & Williams Trace)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center@gmail.com

周一至周五 9AM-5PM 7500 Beechnut #225
Houston, TX 77074713-773-1115

Xun Mao, MD
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 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毛迅毛迅 兒科醫生兒科醫生

Xiaodong Zhou, MD

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周曉東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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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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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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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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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檳生 醫學博士
Bin S. Sung, M.D., FAAP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德州大學小兒專科畢業

美國小兒專科院士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及

Methodist Health Center, Sugar Land主治醫師
精通﹕國﹐粵,台﹐英語﹐接收醫療保險

4610 Sweetwater Blvd, Suite 130,
Sugar Land, TX 7747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門門 診診 時時 間間
週一至五 11:00am-7:00pm

小小小
兒兒兒

專專專
科科科

281-565-7337
Sweetwater Blvd.

Hwy 6

59

Lexing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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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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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原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院修複科副主任醫師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畢業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修複學博士
˙德州大學牙科材料學碩士
˙德州大學牙科學校修複專科住院醫師畢業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收受各種牙科PPO以及政府保險 （位於Fiesta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中國城
百利大道8

號
公
路

G
es
sn
erFiesta悅來海鮮

★
百利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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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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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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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Secure Choice 5年年金計劃

年年 金金 金金 額額

$10,000以上

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3.1%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3.1%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3.1%

第四年利率第四年利率

3.1%

第五年利率第五年利率

3.1%

⊙低解約費僅3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三年是5%﹐5%﹐5%
⊙自7/1/12起如提早解約﹐兩計劃另有MVA﹐市值調整額﹐如提早解約
⊙二計劃可以提取利息﹐每次必需高於$125
(有效日期利率自9/1/15起﹐年金利率將隨市場利率變化和新年金金額做調整)

●高利率 ●本金安全無險 ●沒有手續費用 ●累積利息延稅作用

詳情歡迎來電洽詢 281-368-7257
11720 Katy Freeway #1700 Houston, TX 77079

⊙低解約費僅5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五年是5%﹐5%﹐5%﹐5％﹐5％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年年 金金 金金 額額

$10,000以上

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2.4%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2.4%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2.4%

Secure Choice 3年年金計劃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常規服務常規服務 洗牙，補牙，拔牙，植牙，鑲牙。

特
色
服
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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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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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隱形矯正美容，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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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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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 張耀淑 / 採訪報導)
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於

十月六日晚在世界知名的雪德水族館
（Shedd Aquarium）舉辦「慶祝中華民
國建國104年雙十國慶酒會」，由何震
寰處長主持。美方政要、主流社會、數
百位中西嘉賓、僑民及社區政治、商業
領袖，共同出席歡慶中華民國生日，場
面隆重盛大。

當天在雪德水族館內部，處處可見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駐芝加哥臺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何震寰處長、郭聖
明副處長伉儷及中華會館主席劉國新
伉儷、新聞組組長莊璧璘、辦事處組組
長孫良輔等在入口處熱情接待嘉賓。
辦事處各組組長林易民、臺貿中心主
任梁芷菊和芝加哥僑教中心主任王偉
讚、副主任葉子貞及工作人員都出席
了當晚的盛會。

酒會的司儀是由袁愷青擔任，在歐
純妃以及黎音合唱團帶領大家高唱中
、美國歌揭開酒會的序幕。

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
長何震寰致詞時，首先歡迎中西各界
嘉賓前來為中華民國祝壽。何處長說，
臺美關係從未如今日一般堅實友好，
雙方友誼建立在民主、自由與人權等
共同價值之基礎上，此可自雙方貿易
總額，以及在教育、科技等各領域之密
切合作交流作為印證。何處長繼闡明
臺灣在國際上扮演之五個角色。首先，
在「和平締造者」方面，馬總統先後提
出「東海和平倡議」及「南海和平倡議」
，盼相關各方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維

持區域和平穩定。本年我國內外各界
舉辦許多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活動
，此亦是在彰顯我國捍衛和平之決心。

何處長另指出，臺灣致力於國際合
作及人道援助，旨在回饋國際社會。人
道援助乃係雙向互助，並以址設芝加
哥的美國燒燙傷協會為例，說明在該
會促成之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院
燒燙傷中心醫療團隊於我一家水上樂
園發生重大粉塵爆傷亡意外後，迅速

前往臺灣提供專業醫療諮商等協助，
其愛心讓我國人極為銘感。言畢何處
長並請全體來賓共同鼓掌，向前來參
加本次酒會的兩名美國燒燙傷協會代
表致意，以表達我國對該協會感謝之
意。

何處長繼述及臺灣將持續推廣文
化交流，其目的在於引領中華文化之
傳承，亦樂於與世界各國友人分享臺
灣優質軟實力。又臺灣在科技領域亦

持續發展，並開創各項商機，如今年9
月我國再次籌組農業友好訪問團來美
，在愛州、伊州及明州等地簽署採購意
向書，有助各州之經濟發展。另何處長
特別指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於兩日前達成協議，此將有助創造就
業機會及經濟永續發展。我國身為「亞
太經濟合作」(APEC)成員及美國第十
大貿易夥伴，加入TPP第二輪談判至
為重要，且將進一步促進美國商品出

口與擴大就業機會，呼籲美國各界支
持中華民國加入TPP。

芝加哥中華會館主席劉國新也致
詞感謝大家，一起來祝賀中華民國生
日快樂。劉主席說，大家雖然住在海外
地方，但是對中華民國非常熱愛和支
持，發揮海外同胞內心的愛國情操。中
華民國在當今世界社會地位崇高，不
論是在政治、經濟發展、社會安定，都
與世界國家共存。祝賀中華民國，國運

昌隆、國泰民安。
最後，處長邀請全體賓

客共同舉杯祝酒，祝賀中華
民國生日快樂、國運昌隆，
會場洋溢著一片溫馨歡樂
的氣氛。

今年計有近 7 百餘名賓
客出席駐芝加哥辦事處舉
辦的國慶酒會，美方貴賓包
括：伊利諾州州長代表及愛
荷華州州長代表、多位聯邦
參、眾議員代表、伊州、密州
、印州等州參眾議員、伊州
總檢察長、審計長之代表、
郡長、郡議員、領事團、學界
、智庫等各界重要人士。若
干聯邦議員、州、郡、市政府
及議會並以決議案、文告或
賀函等方式祝賀中華民國
國慶，顯示美國各界對中華
民國之友好與支持。

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還準備了非常豐盛
的晚宴招待嘉賓。

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104104年國慶酒會冠蓋雲集年國慶酒會冠蓋雲集
何震寰何震寰:: 臺美關係建立在民主自由與人權價值之上臺美關係建立在民主自由與人權價值之上

((攝影攝影::鄺振明鄺振明//張耀淑張耀淑))

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處長何震寰致詞辦事處處長何震寰致詞 中華會館主席劉國新致詞中華會館主席劉國新致詞

Mr. Tim Ng, representativeMr. Tim Ng, representative
for Iowa Governor Terryfor Iowa Governor Terry

BranstadBranstad 致詞致詞

Mr. Eric Miller,Mr. Eric Miller,
representative for U.S.representative for U.S.
Senator Mark KirkSenator Mark Kirk致詞致詞

Ms. Rebecca Holwerda,Ms. Rebecca Holwerda,
representative for U.S.representative for U.S.
Senator Dan CoatsSenator Dan Coats致詞致詞

Mr. Ryan Peterman,Mr. Ryan Peterman,
representative for U.S.representative for U.S.

Congressman Peter RoskamCongressman Peter Roskam致詞致詞

Mr. Tim Binder,Mr. Tim Binder,
representative for therepresentative for the
Shedd AquariumShedd Aquarium致詞致詞

何震寰處長和何震寰處長和The Hon. JimThe Hon. Jim
Durkin, Illinois StateDurkin, Illinois State
RepresentativeRepresentative合影合影

榮光會參加雙十國慶酒會榮光會參加雙十國慶酒會
北一女校友會會長劉又明北一女校友會會長劉又明

((右一右一))和校友們參加雙十國慶酒會和校友們參加雙十國慶酒會
芝加哥台灣建築芝加哥台灣建築

學會參加雙十國慶酒會學會參加雙十國慶酒會

經文處組組長孫良輔經文處組組長孫良輔、、臺貿中心主任梁芷臺貿中心主任梁芷
菊和菊和The Hon. Patricia Bellock,The Hon. Patricia Bellock,
Illinois State RepresentativeIllinois State Representative合影合影

雙十國慶酒會現場一景雙十國慶酒會現場一景

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寰與美國貴賓舉杯祝賀中華民國國運昌隆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寰與美國貴賓舉杯祝賀中華民國國運昌隆

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同仁及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同仁們合影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同仁及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同仁們合影

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寰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寰
邀請全體賓客共同舉杯祝酒邀請全體賓客共同舉杯祝酒，，祝賀中華民國生日快樂祝賀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何震寰處長與何震寰處長與
僑務委員項邦珍僑務委員項邦珍



BB44經濟動態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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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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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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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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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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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遊客“買爆”日本

長假成就商家“黃金周”
綜合報導 大批“移動錢包”的涌入，讓

中國的“十一”長假也成了日本商家的“黃

金周”。

當前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並未影響民眾出行

熱情。據內地一家線上旅遊網站的數據，在國

慶假期十大出境遊目的地中，日本首次超過韓

國、泰國躍居榜首，出行人數比2014年同期翻

了一番。

從大陸一些社交媒體流傳的照片來看，赴

日“掃貨”的中國遊客在不少商店內排起了長

隊，甚至有商家用中文打出了“慶祝國慶”標

語。繼“買買買”之後，形容購物盛況的新詞

“爆買”又頻頻在微博、微信刷屏。

“十一”長假前夕，日本不少百貨商場爭

相推出各種具有日本特色的商品，並改進了結

算系統，以吸引中國消費者。

日本共同社稱，“十一”長假揭幕伊始，

關西地區的店舖已備好中國人喜愛的吉祥物、

化粧品。

《日本經濟新聞》報道說，大丸松阪屋百貨

店從9月30日起在部分分店引入微信支付；東武

百貨還在一家總店的食品櫃檯和女士日用品櫃檯

設置了裝置，顧客使用微信“搖一搖”功能，即

可接收店舖的推薦商品和優惠券資訊。

知名連鎖便利店“7-11”和羅森也趕在中

國國慶節假期到來前，在所有店舖實現了銀聯

卡結算。

日本發達的旅遊業也促使赴日遊升溫。世

界經濟論壇報告顯示，日本旅遊業競爭力位居

全球前十強，顯著高於東亞地區其他經濟體。

日元貶值也催熱了中國民眾赴日掃貨熱情。

對因內需低迷而復蘇疲弱的日本經濟而

言，中國逐漸壯大的“移動錢包”隊伍或將成

為“強心針”。

今年三季度以來，中國赴日遊已進入新高

潮。日本觀光旅遊局數據顯示，2015年7月和8

月中國赴日遊客同比增速分別高達 105%和

133%，連續兩月超過50萬人次大關；8月赴日

中國遊客數量近60萬人次。

分析人士認為，因中國內地直通日本的航

線增多，加之原油價格下跌降低了機票價格，

中國人赴日本旅遊的時間和經濟負擔有所減

輕，未來赴日旅遊或將“日常化”。

但也有聲音對日本能否“笑迎”中國遊客

表示懷疑。《日本經濟新聞》網站登文評論

說，日本“是否有足夠的心理準備”迎接眾多

海外遊客值得擔憂。

綜合報導 中國遊客的回歸讓韓

國免稅店市場再度進入高速發展的軌

道，今後大企業之間圍繞免稅店的競

爭也將愈發激烈。

據金融投資業界近日消息，受中

東呼吸綜合徵(MERS)影響業績驟跌的

韓國免稅店市場從7月起逐漸復蘇，

今年的年增長率有望達到2.7%。韓國

免稅店的總銷售額在今年底將超過8

萬億韓元，明年將突破10萬億韓元。

分析指出，儘管韓國經濟總體上仍

未能擺脫低增長的趨勢，但是免稅店市場

有望在明年和2017年分別實現25%、18%

的快速增長。而不斷入境的包括中國遊客

在內的海外遊客將成為最大推手。

2000年來韓旅遊的中國遊客僅有

44萬，但是去年已經突破了600萬。

目前中國人的護照持有率僅5%，因此

預測認為中國的出境遊需求還將出現

爆髮式的增長。去年中國出境遊人數

達到了1.16億，同比增長18.4%，若按

照年均 15%的增長速度來計算，到

2020年出境遊人數將達到2.68億。

韓國CLSA證券研究員李成鎬(音)

分析指出，“韓國與中國購買力較強

的東部及北部地區較為接近，團體遊

的價格也幾乎是日本的一半，因此來

韓旅遊的中國遊客持續增長”，“中

國遊客偏好市內免稅店，從中長期來

看這一市場十分具有潛力”。

SK證券研究員金基永(音)也認為，

“MERS等短時間的衝擊只是延緩了

需求，但是並未對基本面造成影響”，

“日元走低導致日本遊客減少，但是

日本遊客的每人平均支出少，最終還

是中國遊客掌握著免稅店中長期發展

的關鍵”。

數據顯示，全球免稅店市場的規

模還將持續增長，亞太地區的發展將

尤為耀眼。全球免稅店市場規模將從

2011年的510億美元增長至2016年的

710億美元，其中亞太地區將佔據總

體市場的40%。

韓國政府為了提升韓企在該市場

的競爭力，已于7月批准HDC新羅和

韓華開設市內免稅店。各大企業圍繞

下月即將展開審查的第二批市內免稅

店營業者評選已經展開了激烈競爭。

中國遊客提振韓國免稅店
銷售額望突破10萬億韓元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5年10月12日（星期一）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新賽季CBA聯賽將有20間俱樂部參賽，揭幕戰定於本月
31日19時35分，由北京首鋼隊在主場對陣新疆廣匯

隊，首輪的其餘9場比賽將於11月1日進行。常規賽經過主客
場雙循環共計38輪的較量後，將於2016年2月5日結束。在
新賽季中，各支參賽隊允許註冊兩名外籍球員的規定不變，
上賽季排名第15－20名的6支球隊可以額外註冊一名亞洲外
援。

末節單外援制度收效
同時，在本賽季基本工作安排和政策、規則等方面有新

變化。其中，本賽季增加針對球隊席人員違規行為錄像回放
的特殊規定。上賽季規程中增加了主教練申請錄像回放的特
殊規定，本賽季在此基礎上在電視轉播主機位兩側增加兩台
針對球隊席區域的錄像機。同時，對比賽中出現的惡意傷人
動作、挑釁行為、聯賽委員會委員及俱樂部高層管理者干擾
比賽等7項違紀違規行為加大處罰力度。
此外，會議上亦對上賽季

CBA聯賽進行了簡要總結，總

結中稱末節單外援制度的實行收到了良好效果。籃協的總結
材料中表示：“從比賽中可以看出，老將們對球隊的戰績起
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90後年輕球員的爆發是本賽季比賽的
一個顯著特點。但是，在比賽中讓人眼睛一亮的境內球員仍
然為數不多。”
2014－2015賽季各支球隊共註

冊了44名外援，其中亞洲外援6
人，賽季期間共更換外援14人
次。這些外援在總得分、籃板
球、三分球、助攻、搶斷、
封阻這6項技術統計排名
中，除封阻一項外，其
餘5項外援的技術數據
優勢明顯。

■新華社/
中新社

■■北京首鋼揭幕戰將北京首鋼揭幕戰將
主場出擊主場出擊。。 新華社新華社

■■新疆隊員周琦新疆隊員周琦((左左))在在
比賽中上籃比賽中上籃。。 新華社新華社

■■新賽季新賽季CBACBA聯賽工作會議在京舉聯賽工作會議在京舉
行行，，圖為國家體育總局籃球運動管理圖為國家體育總局籃球運動管理
中心副主任李金生在致辭中心副主任李金生在致辭。。 新華社新華社

2015－2016賽季CBA聯賽工作會議暨聯賽新聞發佈會10日在京召開，會上公佈了新賽季賽程，揭

幕戰定於本月31日進行，比賽雙方是北京首鋼隊和新疆廣匯隊。

中國排球聯賽工作協調會議
日前在京舉行。針對有媒體爆出
的有關新賽季聯賽將“裸奔”的
消息，國家體育總局排球運動管
理中心有關負責人回應說，新賽
季聯賽的冠名贊助確實沒有落
實，但是聯賽將正常進行。

據悉，由於原先的聯賽冠名
贊助商361°和聯賽推廣方中視
體育的合同已經到期，後者又沒
有找到新的贊助商，因此新賽季
排球聯賽暫時沒有冠名贊助。此
外，由於361°原本還是聯賽的
裝備供應商，他們的退出也讓各
參賽隊伍沒有了統一的服裝贊
助，各隊需要自行解決。

這位負責人表示，這次的情況和當年排球聯
賽創辦之初的“裸奔”有所不同。當時，因為沒
有找到贊助商，聯賽是由排管中心用自有資金舉
辦的。這次雖然中視體育沒有落實新的贊助商，
他們仍然會“兜底”承擔相關的辦賽費用。“該

給俱樂部的一分錢不會少。中視體育明確表態，
資金會按時到位，確保聯賽正常進行。”

改革提上日程可能分三步走
據悉，排管中心和中視體育之間的聯賽推廣

合同也即將到期，2015－2016賽季將是原有合
同覆蓋的最後一個賽季。

排管中心有關負責人表示，
排球聯賽改革已經提上日程。據
悉，下一步的排球改革有可能分
三步走。第一步是尋求運營能力
較強的公司來加強聯賽的市場化
運作，把聯賽搞得更成規模。第
二步是要推動現有的排球俱樂部
發展成真正意義上的俱樂部，推
出准入制，實現球員自由轉會。
第三步則是在適當的時候讓聯賽
向職業聯盟的方向靠攏。

■新華社

中國短道速滑隊主教練李琰日前在青
島表示，從正在舉行的全國短道速滑聯賽
首站比賽中可以看到很多能力非常不錯的
年輕運動員，短道速滑的人
才儲備較為充足。國家隊將
挖掘年輕隊員潛力，爭取平
昌冬奧會做到“最好”。
李琰說，全國短道速滑

聯賽是2016年全國冬運會
資格賽，國家隊成員只有代
表各自省隊參賽才能獲得冬
運會名額，所以基本都來
了。
李琰表示，從這兩天的

比賽看，特別是九圈追逐比

賽看，有不少能力不錯的年輕隊員，這和
北京申冬奧成功和國家的“北冰南展”戰
略密切相關。例如，青島、上海等城市都

組建了隊伍。
在談到2018年平昌冬奧

會時，李琰說，“我們每次
奧運會都爭取做到最好，這
次也會。”
當日的比賽中，韓雨

桐、郭奕涵和周洋佔據女子
1500米前三，青島隊安凱摘
得男子1500米冠軍，任浩博
和武大靖分別獲得銀牌和銅
牌。

■新華社

廣州隊奪青運跳水首金

中
國
排
球
聯
賽
﹁裸
奔
﹂照
舉
行

短道速滑隊挖小將潛力
爭取冬奧做到“最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
道）第一屆全國青年運動會跳水比賽日前
決出男子團體金牌，廣州隊一路領先，順
利拿下本屆青運會跳水首金，這亦是本屆
青運會主賽場——福州海峽奧體中心誕生
的首枚青運金牌；廣州隊的陳藝文奪得女
子1米跳板冠軍。

據記者獲悉，男子團體每隊需進行單
人1米跳板，單、雙人3米跳板，單、雙人
10米跳台5個項目，每個項目進行三輪，
最後計算總得分排出名次。廣州隊以
1870.62分、領先第二名武漢隊212分的巨
大優勢奪冠，南京隊以1631.15分獲得季
軍。在女子1米跳板決賽中，來自廣州的

陳藝文一路領先，以284.30分奪冠。世錦
賽女子10米跳台冠軍司雅傑在自己的副項
中以3分之差收穫亞軍，合肥隊的劉琬琪名
列第三。

■■中國短道速滑隊主中國短道速滑隊主
教練李琰教練李琰。。 新華社新華社

■■廣州隊陳藝文奪得女子廣州隊陳藝文奪得女子11米板冠軍米板冠軍。。
特約通訊員包華特約通訊員包華攝攝

■■中國排球聯賽將正常進行中國排球聯賽將正常進行。。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排球聯賽將改革。 新華社

BB44 BB99



BB55綜合經濟
星期日 2015年10月11日 Sunday, Oct 11, 2015

請請請 電電電：：：713713713---463463463---595759575957

最高價收購汽車最高價收購汽車！！
比CARMAX最多高出 $500 !!

Cube Auto Sales

1260 Blalock Roa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55
rental@cuberentalcar.com

The US-led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trade
agreement will not isolate China or seriously hurt
the Chinese economy, experts said Wednesday,
adding it could lead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
omy to reach similar deals with other nations, after
a deal was reached on the TPP earlier this week.
Amid widespread online pessimism over the trade
pact among 12 Pacific Rim nations that some be-
lieve deliberately excluded China, Chinese econo-
mists said such anxieties have been overblown.
Huang Wei,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id the TPP will affect China, but
will have a "minimal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long run because of the

economy's
size and its
irreplaceable
role in
regional and
global
markets.
Huang
believes the

TPP creates more of a "psychological effect" on
China that the country has been left out by its
neighbors and trading partners from such a
significant trade agreement. "But don't turn pale just
at the mention of a tiger," she told the Global Times
on Wednesday.
She said, if anything, the trade accord will push Chi-
na to further engage with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
mies and pursue more trade agreements with coun-
tries in Asia and around the world, which will help
the Chinese economy grow and better compete
globally.
Chen Feng ying, an expert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Studies under the China Institute of Con-
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so believes that
the TPP will not isolate China from the regional
economy and could even be beneficial.
"Given the important role China plays in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ics, a single agreement won't iso-
late China," Chen told the Global Times Wednes-
day. She added that if the TPP can help build a
more open and prosperous Asia, it will be condu-
cive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Both Huang and Chen's comments come after trade
ministers from the US, Canada,Mexico, Chile, Peru,
Japan, Malaysia, Vietnam, Singapore, Brunei, Aus-

tralia, and New Zealand reached a deal.
After days of negotiations on the details of the deal
in Atlanta, US officials announced Monday that an
agreement had been reached, ending years of
talks, though the deal still needs to go through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each country before it can be
signed and implemented.
Prevailing issues
Some posts on popula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n
China suggested Wednesday that China's own
issues in areas such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nd currency
policies prevented it from being included in the deal,
while others said the US is trying to single out
China and counter China because the US feels i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ominance
is being
threatened.
Experts said
understand-
ing the
TPP's
impact should not only be based on the "US
conspiracy theory" or the "China-deserves-it" angle.
Zhang Jianping, a foreign trade expert at the Nation-
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told the
Economic Daily that China lags behind in meeting
the TPP's requirements, such as environmental, fi-
nance and labor standards. It will take a long time-
for China to reach those standards, and that is why
China held back in joining the TPP, he said.
Chen also said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nd other factors might
have been reasons why China did not sit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but such a move has pushed
China to improve in such areas, as it holds

numerous trade
talks with countries
in Asia and beyond,
including TPP
member-nations.
China engages
world
China has reached
separate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Australia, New
Zealand, Chile,Peru, and Singapore, who are also
involved in the TPP, while continuing talks with the
US,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on free-trade deals.
China is also engaged in regional multilateral trade
talks, such as the Free-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 with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economies, and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with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and Japan, South Korea,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Indonesia.
All these efforts and other projects such a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Asia Infrastructure In-
vestment Bank (AIIB) show the Chinese economy is
moving toward being more open and inclusive,
Chen said. It will help the country to maintain its in-
creasing influence over regional and global trade,
she added.
Chen also said she believes these trade deals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saying they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by building a more open and fair region-
al economy in the Asia-Pacific.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said Tuesday that
China is open to any trade agreement"compatible"
with rules established by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
tion, and that is conducive to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ourtesy Peo-
ples Daily Online)

(Houston, Texas, Octo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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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It is this rich
ethnic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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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uments
of surrender were signed
and c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broke into unbridled
celebration with the end of
a global conflict that saw
the end of the threats of
tyr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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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ablish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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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morated
the sign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of 1945,
marking its 70th anniversary. The organization was
formally chartered on October 24, 1945.
Correspondingly, on October 24, 2015, the United Na-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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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re-
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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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said Wea
H. Lee, Chairman of South-

ern News Group.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usical and dance performanc-
es by representative ethnic group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participation of many governmental offi-
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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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r-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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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eoples of the world today while it also still guides the
events of daily life.
The war broke out in 1939 and ended in1945 and
was the largest war in modern history, with more than
100 million military personnel being mobilized and di-
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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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flect the past to teach us a lesson. This year the
world will hold many different forms of commemor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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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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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mber 7,
2015, please contact Jennifer
Lopez or Angela Chen at (281)
498-4310, or email at
jenniferitc@gmail.com or angela@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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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Wea H. Lee

The Allies Invasion Of
Normandy,June 6th,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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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merican Flag
Being Raised On Iwo
Jima During WWII

WWII 7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To Be Held At Minute Maid Park

Shern-Min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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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and Cultural Entertainm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TPP Trade Agreement Will Not 'Isolate' Chin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U.S. World War II
Veterans

Leaders of prospective member
states at a TPP summit in 2010

Economist: Chinese Economy More Open And Inclusive

中國遊客成境外旅遊目的地經濟發展新動力

綜合報導 國家旅遊局總值班室，

副局長王曉峰簽署了國慶節第七號值

班簡報。第37個黃金周長假畫上圓滿

的句號。

從2000年國慶節到2015年國慶節，

15年彈指一揮間，旅遊休閒見證了中國

社會的巨大變遷。

中秋國慶期間，湖北公務員王敏馨

請了年假，將黃金周拼成半個月假期去

了埃及。“金字塔真的很壯觀。拼假取

代加班，這是最大變化。"

“五年前，假期或黃金周，還有不

少人願意加一天班拿兩天工資，有的

還搶著拿加班費；現在除非擺脫不了

的工作，很多人已不再願意加班。休

閒娛樂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華東師

範大學旅遊係教授樓嘉軍對記者說，

按國際慣例，國家從城市開始進入休

閒時代。“為掙錢而加班的時代，正

在漸行漸遠。”

這一觀念變化，國外上世紀七

八十年代就開始了。“我國也是從

每人平均 GDP 進入 3000 美元之後，

休閒娛樂觀念開始出現。”樓嘉軍

說，“2008 年以後，我國整體上出

現城市居民追求生活休閒化發展趨

勢。”

同程旅遊大數據顯示，中秋節國慶

節，有將近四成出遊人群選擇拼假出

遊，比例與往年相比顯著提高。“拼假

族”首選方式為拼假三天、變“黃金雙

週”，這一人群佔比達到 12％；在黃

金周中出遊、選擇向後拼假1至2天的

約佔10％。

這個黃金周，在武漢一家銀行工

作的沈智和家人去日本自助遊，購物

就花費 5 萬多元。“買了一堆化粧

品、手袋、衣服、鞋子等，同等品牌

同等商品比國內便宜三到五成。”沈

智說。

記者從攜程、凱撒、康輝等多家

旅行社了解到，黃金週期間，出境旅

遊人數增幅都超過國內遊。“從8月開

始，報名人數就直線上升。”武漢中國

旅行社相關負責人劉霞說。

攜程旅遊數據顯示，長線出境自

助遊人次顯著提升，部分國家同比上

漲100％以上。同程旅遊數據顯示，美

國東西海岸、土耳其以及澳大利亞、

紐西蘭等線路，預訂量同比增長超過

70％。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沒有大規

模的出境旅遊。經過35年快速發展，我

國形成了國內旅遊、入境旅遊、出境旅

遊三大市場三足鼎立的格局。”國家旅

遊局局長李金早說，中國公民與世界各

國旅遊交流交往更加頻繁，旅遊外交

影響更加多元廣泛。這既是法律和經濟

規則的國際對接，也是深層次的國際交

流。

他說：“根據國家資訊中心初步

測算，2013 年旅遊業拉動出口占當

年出口的 7％以上。出境旅遊以旅遊

者‘走出去’為先導，帶動對外投

資、貨物出口、技術出口、服務出

口 ， 是 新 一 輪 對 外 投 資 和 出 口 的

‘先遣隊’。”

李金早一直努力消除人們對“旅遊

逆差”的片面理解。從出口拉動看，隨

著我國出境旅遊大規模增長，旅遊企業

紛紛到國外收購改造酒店，投資建設度

假設施。

“在歐美收購一個四星級酒店約

投資1億美元，改造裝修再花費1億美

元，大部分建築材料、酒店用品、設

施、裝備從中國進口，許多酒店管理人

員和服務人員也從中國帶過去，旅遊業

對我國的出口綜合帶動效應日益顯

著。”他說。

“從三個維度看，旅遊正改變中國

與世界的關係。”上海財經大學旅遊管

理系主任何建民說，從經濟維度看，發

展出境旅遊既滿足國民需要，也可以適

當平衡貿易收支；從文化角度看，旅遊

者是傳播中國形象的民間外交載體，是

五千年優秀文明的傳播載體；從“一帶

一路”戰略看，旅遊是先導。沿線國家

的人民，首先要認識中國的人，建立友

好信任關係。

數據表明，中國旅遊者成為越來

越多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新動力。中

國旅遊者，正使受中東呼吸綜合徵打

擊後的韓國市場迅速恢復。據台灣海

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的通報，1 至 4

日，大陸團隊遊客赴臺 2.33 萬人，同

比增長13.29％。這對島內民生經濟發

展福祉至關重要。”

據民航部門相關數據顯示，假日期

間我國民航運力投放平均增幅高達

35％。美國、義大利、俄羅斯、土耳其

等長線目的地排名上升。美國遊成為最

受歡迎長線產品之一。

“中國四大航空公司競相投入，

2015 年在中美航線的份額一舉超過美

國航空公司，背後是中國赴美旅遊的

高速增長。2016 中美旅遊年已經提前

預熱。”攜程旅遊事業部市場分析師

彭亮說。

專家：中國建築工業化與發達國家相差逾 10倍
綜合報導 近日，中國工程院土木水利與建築

工程學部院士周福霖在中建一局主辦的綠色建造與

可持續發展論壇上表示，目前中國建築工業化程度

僅為3%-5%，而歐美建築工業化達75%，瑞典更是

高達80%，日本也能達到70%。這意味著中國的建

築工業化程度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相差超過10

倍。

周福霖認為，建築工業化程度低造成了我國

建築施工品質低下、建築垃圾、建築能耗陡然攀

升等不可持續發展問題。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建築

能耗佔國家總能耗47%，建築垃圾佔各個社會垃圾

的45%。建築能耗與建築垃圾亟待降低。

資料顯示，建築工業化起始於20世紀三十年

代的歐美國家，在我國起步較晚。建築工業化通俗

地講就是“像造汽車一樣造房子”。傳統的建築方

式是在施工現場對各類建築原材料進行加工、堆砌

、澆築成為建築物，而建築工業化是將各類建築原

材料在工廠預製，運輸到施工現場後通過裝配成為

建築物。建築工業化具有設計標準化、生產工廠

化、施工機械化、管理科學化的基本特點，具有高

效快捷、高品質低成本、環保可持續等優勢，是現

代建築業的發展方向。

“事實上，我國從50年代便開始向建築工業

化方向發展，但因品質問題，暫且中斷。”周福

霖介紹說，我國50年代初期試驗了裝配式建房，

但因僅用空心板簡單拼接，品質問題較多，因此

改為目前常用的現場澆築混凝土，從現階段看，

我國建築方式需由現澆式，再轉回裝配式，但此

時的裝配式與過去並不一樣，並不是簡單拼接，

而是通過大量構件裝配，不僅能提高抗震、抗壓

性，提高房屋品質，也將大量減少現場垃圾耗能

。而現場澆築則造成了大量建築垃圾、耗能，品

質也難以管控。

對於我國工業化發展較慢的原因，魯班諮詢分

析員賀靈童也表示，近二十年來我國建築規模不斷

增加，建築業產值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長，且每年

的新開工面積達到全球的一半，巨大的建設需求使

得建築企業沒有時間與精力來進行建築工業化技術

的科研，開發商也不願意使用不成熟的建築工業化

技術。雖然在這個過程中也產生了不少帶有建築工

業化元素的產業，如混凝土製品企業、建築機械

生產和製造企業等，但這些企業處於建築工業化鏈

條的終端，沒有能力拉動整個產業的工業化進程，

整個建築產業依然沿襲著傳統的施工模式發展，沒

有太高的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建築股

份有限公司技術中心顧問總工程師肖緒文指出，只

有實現工業化才能實現綠色建造。“目前，房地產

行業佔我國經濟總量7%，帶動相關產業佔比也超

過三分之一，其能耗佔比也超過40%。因此，降低

其能耗，是實現我國綠色、節能環保的重要渠道。

”

“現在是提速我國建築工業化的好時機。”肖緒

文表示，隨著“用工荒”的蔓延，人口紅利的逐漸

消失，建築企業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需求不斷提升

。而建築工業化生產方式可以較大幅度地提升勞動

生產率，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建築工業化發展仍然

面臨著較大瓶頸。肖緒文表示，“建築設計”屬

於獨立的行業，因此設計時無須考慮施工的工藝

流程，而施工對設計階段的影響也有限。建築工

業化是建築業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由於設計和

施工的割裂，建築工業化的生產組織模式在我國

難有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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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0 Ranchester Drive Suite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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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713-988-9018 Ying Lai
Fax:(713)988-8846 Cell Phone: (832) 643-5830

僑福大樓出租﹕
◆2層樓專業辦公大樓，位於Ranchester(廉
潔路)與Harwin(好運街)交口處停車方便租
金合理
◆200呎-15000呎，多樣化隔局，彈性選擇
◆位南北疏通要道，近休士頓商業批發街，
各大銀行，商場，旅館，高速道路及中國城商
業區，交通便利，地理商業中心
◆厚實大樓外觀，專業完善管理及一流設備

休士頓中國城辦公樓最佳首選

中國城的鑽石地點

Ying Lai 賴太太

STERLING MCCALL LEXUS
10025 SOUTHWEST FREEWAY,HOUSTON TX 77074

(59號南﹐八號公路前)

TEL: 713-995-2600 1-800-256-6225
E-MAIL: mma@smlexus.com

原裝日本進口
最佳售後服務

☆☆☆另有大量優質二手車選擇☆☆☆
新車可享有兩年免費換機油及油隔服務

MARTIN MA

馬 田 澤
請電話預約﹕

713-995-2667( 直 線 )

713-501-6888( 手 機 )

通國﹑粵﹑英語

凌志全線車系 現貨供應或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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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陸Youtube官方網站，搜索itv
Houston 55.5 Live即可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Youtube 直播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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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555555...555頻道頻道頻道

《勇敢的心》講述了一段
可歌可泣的抗戰英雄
史，核心是一場人性的
自我鬥爭，放蕩不覊的
公子哥霍嘯林（楊志剛）
在時代洪流衝擊下振臂
一呼成為抗日英雄，而
趙舒城卻在日寇來襲時
由於懦弱甘當走狗，導
演郭靖宇希望通過在抗
戰與國共兩黨時期群盜
民亂的大時代背景下，
兩兄弟的不同命運走向
逐步挖掘關於人性的真
相。雖然主打“男人劇”，
但是由杜若溪飾演的梅
九哥化身“復仇公主”，
在革命亂世之中演繹出
了一段驚心動魄的女王
復仇記。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

《勇敢的心》將於近期登陸美南國際電視
55.5頻道與觀眾見面，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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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報關、卡車、倉儲連貫服務
˙每週貨櫃進/出口東南亞
˙承運整櫃、散貨、大宗貨及空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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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好服務客商,除洛杉磯
總部,紐約分部外,休士頓分
公司現已營運了二十年,我
們保證以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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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 CONTINENTAL CO., INC.

服務一定周到服務一定周到 ˙̇ 價格絕對優惠價格絕對優惠
請聯絡 ELLEN CHI

TEL:(713) 780-8727 , FAX:(713) 780-8867
Eldridge Pointe Office Condos

142 Eldridge Rd. #B,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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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仙師聽畢袁齊憨笑道院"善哉袁
善哉浴那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袁但不
能永遠依恃袁况又有 `美中不足袁好
事多魔 '八個字緊相連屬袁 瞬息間
則又樂極悲生袁人非物換袁究竟是到
頭一夢袁 萬境歸空袁 倒不如不去的
好遥 "這石凡心已熾袁那里聽得進這
話去袁乃復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
強制袁乃嘆道院"此亦靜極慫級 *袁無
中生有之數也．旣如此袁我們便攜
你去受享受享袁只是到不得意時袁切
莫後悔遥 "石道院"自然袁自然遥 "那僧

又道院" 若説你性靈袁 卻又如此質
蠢袁並更無奇貴之處．如此也只好
踮腳而已．也罷袁我如今大施佛法
助你助袁待劫終之日袁復還本質袁以
了此案．你道好否钥 "石頭聽了袁感
謝不盡．那僧便念咒書符袁大展幻

術袁將一塊大石登時變成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袁且又縮成扇墜大
小的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袁笑道院"形體倒也是個寶物了浴
還只沒有袁實在的好處袁須得再鎸上數字袁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

方妙．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袁詩禮簪纓之族袁花柳繁華
地袁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遥 "石頭聽了袁喜不能禁袁乃問院"不知

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袁又不知攜了弟子到何地方钥 望乞明示袁使
弟子不惑遥 "那僧笑道院"你且莫問袁日後自然明白的遥 "説着袁便
袖了這石袁同那道人飄然而去袁竟不知投奔何方何捨．

後來袁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袁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袁忽
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靑埂峰下經過袁忽見一大塊石上字迹分明袁編
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袁原來就是無材補天袁幻形入世袁
蒙茫茫大士袁渺渺眞人攜入紅塵袁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
故事．後面又有一首偈雲院

無材可去補蒼天袁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系身前身後事袁 倩誰記去作奇傳钥 詩後便是此石墜落之

鄉袁投胎之處袁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迹故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袁
以及閑情詩詞倒還全備袁或可適趣解悶袁然朝代年紀袁地輿邦國袁
卻反失落無考．

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説道院"石兄袁你這一段故事袁據你自己
説有些趣味袁故編寫在此袁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袁第一件袁無
朝代年紀可考袁第二件袁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袁其
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袁或情或痴袁或小才微善袁亦無班姑袁蔡女
之德能．我縱抄去袁恐世人不愛看呢遥 "

"我家里有吃人的老虎不成钥 "我使勁搖頭袁滿腦子想着的只是皇太極的警吿之
語遥

這時長廊盡處有奴才不明所以的探頭袁他猛地回過頭去袁厲喝一聲院"滾開浴哪個
膽敢再瞄一眼袁自個剜了眼珠子來見我浴 "我被他的突然爆發的戾氣嚇了一跳袁今天
的多爾袞很不正常浴平日里他就算窩火動怒袁也總是不露聲色的多袁哪里會這般輕易
的發作出來钥

"過來浴 "他不耐煩的掰開我的胳膊袁我驚呼一聲袁痛得差點掉下眼淚遥
"多爾袞浴"趔趄的被他拽進屋子袁屋內撲面的暖意刺激得我反而猛打哆嗦遥我驚

惶失色袁忍不住嚷道袁"你瘋了不成钥我可是宸妃浴是你嫂子噎噎"他倏地回過身來袁一
把摟住了我的腰袁咬牙道院"是浴 普天之下袁人人皆知你是宸妃浴是大清皇帝敕封的關
雎宮宸妃浴 你是我八哥的女人浴 "環在我腰上的力道一點點的收緊袁我前胸緊貼着他
的袁只覺胸悶氣喘袁幾乎閉過氣去遥

眼前是一張鬱悒含憤的臉孔袁許是我一時的錯覺袁那張臉平時總是挂着懶懶的
痞賴笑容袁這會子卻顯得格外猙獰恐怖袁似在發泄一種不滿的悲憤遥

我使勁捶他袁他滿不在乎袁渾然不覺袁只是惡狠狠的瞪着我袁眼神如狼般陰鷙袁眼
底充斥血絲遥

"你瘋了噎噎""我是瘋了浴 "牙縫里逼出一縷顫音袁他喘了口粗氣袁遽然俯下頭
來遥我下意識的仰頭避開他袁結果他的唇印直接落上我的脖子袁隨後一路沿着頸子往
下遥

他騰出一只左手袁順勢來扯我的衣襟遥
我頭皮發麻袁被他強行吻過的肌膚上泛起一層的鷄皮疙瘩袁忍不住尖叫院"你再

敢胡來浴 我便咬舌自盡浴 ""你敢死么钥 你以爲死是那么容易的事么钥 "他壓抑着一種

莫名的悲憤袁冷笑袁倏地伸手卡住我的脖子袁"假如你眞的想死袁那么我便成全你浴"他

忽然哧哧的笑出聲來袁笑聲毛骨悚然袁"我倒是很好奇袁皇太極那么寵你袁你如果死
了袁他會是什么表情钥 痛苦钥 傷心钥 瘋狂钥 九年前他初登汗位袁爲了一個遇刺身亡的
扎魯特博爾濟吉特氏袁險些連汗位也不要了袁人人都道他是情痴噎噎如今我倒愈發
想瞧瞧袁他可會爲了你袁痴得連皇位也不要了钥 "我的呼吸一窒袁胸口鬱結袁眼淚止不
住的落下遥

"不許哭浴 "他突然煩躁得叫了起來袁"有淚也不許流出來浴 "我哽着嗓子艱難的

擠出一句話院"旣然噎噎知道扎魯特博爾濟吉特氏袁便該知道皇上爲她滅了察哈爾林
丹汗噎噎你仔細掂量袁我今兒個死在你府里的後果噎噎"

待南陽王離去袁小靜尋思着主子的心意袁而後乖巧地問道院"陸郡

君袁依奴婢來看袁小琪去北園一定是見皇后娘娘了遥 "

"哼袁皇后娘娘钥 "陸令萱冷哼一聲院"她也配钥 "

第二卷 宮斗篇 揖立後風波铱 第二十二章 走出冷宮

曹素素抱着乾凈的衣裳走進馮佑憐的下人房袁 卻見她剛剛從廢後
的屋子里出來袁看起來還有些心事重重遥正當她猶豫着要不要上前的時
候袁 倒是馮佑憐抬頭看到了她袁 於是馮佑憐奔過來握着曹素素的手問
道院"怎么了钥 "

"沒什么遥 "曹素素微微側身袁盯着腳邊的花草袁嘆息道院"只是剛纔

看到你不開心袁所以才會有些失落遥 "

馮佑憐撫 mo着乾凈的衣服袁又問院"你這是做什么钥 "

"趙公公給姐姐賞賜了一些新衣服袁姐姐挑了幾件讓我來送給你遥 "

曹素素笑着遞給馮佑憐遥 馮佑憐將衣服展開袁 鵝黃色的小裙衫看似輕
盈袁拿在手中又滑膩袁她知道袁這是宮里的絲綢袁不是一般貨色袁但是也
不是她這種人能穿得上的遥

馮佑憐一邊拉着曹素素往自己房里走袁一邊推説道院"其實這一次

最大功勞就是你姐姐袁我什么都沒幫上袁所以受不起這么貴重的東西遥
你拿回去吧袁自己挑幾件就好遥 "

曹素素佯裝生氣地説道院"憐兒姐姐袁衣服不能不收袁這不但是姐姐
的心意袁還是我的一片心意呢遥再説了袁這一次姐姐算是想通了袁難道你
不想和姐姐講和嗎钥 " 馮佑憐猶豫着説院"但是噎"

"沒有什么好但是的遥 "曹素素將衣服硬塞給馮佑憐説道院"收下

吧袁到時候我們三個好姐妹一起穿着這么好看的衣裳袁然後在北園走來
走去袁一定很好看遥 "

馮佑憐低頭凝視着手中的衣服袁幽幽地嘆息院"我眞的好開心能和

蓉蓉和好遥 "

"那你就收下吧遥 "曹素素仍然一廂情願地説道袁根本沒有看出馮
佑憐的難言之隱遥

馮佑憐將衣服放在桌上袁 然後轉身拉着曹素素支支吾吾地説道院"

素素袁如果噎如果我們分開了袁你會怎樣钥 "

"憐兒姐姐袁我們怎么會分開呢钥 "曹素素不解地問院"趙公公不是

説過我們要一輩子都獃在北園嗎钥 "

"適才明玉將我帶進娘娘的房間遥 "馮佑憐憂心地説院"宋中使也在

那兒遥 "

陸景曜不想看到秦予喬再因爲他生氣袁嘆嘆氣袁不甘心地走出了
房間袁只是走到門口的時候他想到一件事袁"喬喬袁新婚快樂遥 "

"哦遥 "秦予喬心里眞是哭笑不得袁陸景曜看秦予喬依舊沒有什么
變化的臉色袁輕輕關上了門遥

陸希睿不能去 G市參加爸爸媽媽的婚禮整整生氣了一個晩上袁然
後早上收拾好書包準備上學的時候袁陸希睿還是非常開心地往爸爸媽
媽的套房跑去遥

陸景曜看着傻呵呵的兒子袁眞心更愁了遥小子你再不給力一點袁你
好不容易到手的媽媽又要飛走了遥

<

br> 陸希睿看到坐在沙發上的爸爸袁 先是跟陸景曜説早安袁然
後問媽媽在哪里遥

陸景曜對着臥室的門抬抬下巴袁示意媽媽在里面袁陸希睿要往臥
室走去袁被陸景曜一把抓住院"你上學要遲到了遥 "

陸希睿看看手腕上的電子表院"還早着呢遥 "

陸景曜把希睿拉到自己跟前袁然後給兒子整了整領子袁囑咐説院"

這幾天爸爸媽媽要去外公那里袁你在爺爺家要聽話些袁不準挑食袁每天
按時做作業外別忘記練琴袁總之不能偷懶袁等爸爸媽媽回來要對你進
行綜合檢查袁檢查你這幾天有沒有表現好遥"陸景曜説話的時候聲音估

計加大袁有些話其實更想讓里面的女人聽到袁然後希望她能因爲這些
話深入思考袁能看在這幾年他也不容易這方面而消消氣遥

只是陸希睿雖然聽進了爸爸的話袁還是很難過自己被拉單了院"爲

什么我不能去遥 "

陸景曜扯個了慌院"原來是要帶你去的袁但是昨天我跟你老師請婚
假時袁你老師説你下個星期就月考了袁所以你想要的婚假不給批遥 "

陸希睿鬱悶了院"你也可以説是病假啊遥 "

"病個頭袁我跟你媽才結婚沒幾天袁你能不能説點吉祥話了浴"陸景

曜差點把早上自己起床後的火氣發在兒子身上袁然後聽到臥室里面傳
來聲響袁立馬放柔語氣袁"好了好了袁下去吃早飯袁別遲到了遥 "

陸希睿一向是個認錯快的孩子袁 正巧秦予喬換好衣服從里面出
來袁立馬揚着笑臉對爸爸媽媽説院"爸爸媽媽袁睿睿祝你們百年好合袁早
生妹妹遥 "

寧有方朗聲一笑袁連忙客套了幾句遥 心里卻得意極了遥
陸子言早已忍不住搶上前來袁熱情的笑道院"寧汐妹妹袁你今天的表現

實在太精彩了遥 我眞爲你高興遥 "

寧汐抿唇輕笑袁眼眸如寶石般閃亮遥 之前所有的忐忑不安袁都在這一
刻煙消雲散遥 取而代之的袁是滿滿的愉快和歡喜遥

她眞的做到了

從沒有一刻比現在更令她驕傲滿足遥 她終于不再是躱在家人身後的
菟絲花袁終于有這么一天袁她能昂然的走在寧有方的身前袁爲他做些什么遥
這種感覺眞的很好很好遥

陸子言還在説着什么袁孫掌櫃和陸老爺也各自圍攏上來夸了她幾句遥
可是袁似乎還少了什么噎噎

寧汐的目光在空中與容瑾相遇遥 容瑾漫不經心的笑了笑袁眼里流露出
一絲讚許遥

寧汐的心里一動袁甜甜的笑着回應袁忽然覺得圓滿了遥
第一百二十一章委婉的拒絶

當天中午袁一行人在百味樓吃了飯才回了容府遥
在人家的地盤上袁自然不好表露的太高興遥 可在回來的路上袁寧有方

得意的笑容就未曾停過遥
張展瑜也湊趣笑道院"師傅袁汐妹子已經可以出師了吧 "旣然能和薛大

廚這樣的名廚一較高下毫不遜色了袁 也沒必要再做學徒了吧寧有方咧嘴
一笑院"嗯袁等鼎香樓開業了袁汐兒就正式的出師做廚子吧 "語氣很認眞袁顯

然不是在説笑遥
寧汐想了想袁笑道院"爹袁我覺得我還是該好好磨練一陣遥 "雖然已經

學了寧有方的八成手藝袁可剩餘的兩成袁卻是最重要的經驗和火候遥
雖然 "某人 "説話很刺耳袁可有句話卻是説的很對遥 她現在的手藝袁

做個廚子是綽綽有餘了遥 可要想做個眞正的好廚子袁做一個眞正的名廚袁
需要努力的地方還很多遥

就拿今天來説袁 她絞盡腦汁不知花了多少心思袁 可做出來的菜肴味
道袁其實還是差了一籌遥 若不是靠着新意創意取勝袁只怕現在黯然失落的
人就是她了遥

寧有方滿意的笑了袁點點頭院"也好袁再磨練個一年半載出師也不遲遥 "

本來他還擔心這樣的勝利會讓寧汐産生驕傲自滿的情緒遥 好在寧汐表現
的分外沉穩袁 簡直令人激賞張展瑜笑嘆道院"汐妹子才做了一年多學徒袁
就有這樣的手藝袁實在太厲害了遥 "簡直讓所有自恃有點天分的人臉紅羞

愧汗顔寧汐抿唇一笑袁脆生生的笑了院"張大哥袁你可別再夸我了遥 再夸下
去袁我待會兒連怎么走路都不會了遥 "

寧有方和張展瑜一起笑了起來遥馬車里傳出的歡聲笑語飄出了窗外遥
容瑾和陸子言坐在另一輛馬車上袁雖然聽不清楚他們在説什么袁可對

這清脆如銀鈴般的笑聲卻是再熟悉不過遥
陸子言心神不寧的探出頭袁正想張望袁就聽陸老爺咳嗽一聲袁無奈的

又將頭縮了回去遥
容瑾瞄了陸子言一眼袁忽的笑道院"姨夫袁寧大廚的胳膊受傷了袁就不

去一品樓比試了吧 "總不好讓寧汐繼續出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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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中國精彩瞬間環中國精彩瞬間 20152015 環 中環中
國國際自行車賽國國際自行車賽
於武漢蔡甸迎來於武漢蔡甸迎來
了第壹階段第四了第壹階段第四
賽段的比賽賽段的比賽。。經經
過過 22 小時小時 3333 分分
鐘鐘 5858 秒的雨中秒的雨中
激戰激戰，，由由33名車名車
手組成的突圍小手組成的突圍小
集團率先抵達位集團率先抵達位
於蔡甸後官湖畔於蔡甸後官湖畔
的終點的終點。。意大利意大利
尼波尼波--維尼凡蒂維尼凡蒂
尼車隊的科利在尼車隊的科利在
小集團沖刺中戰小集團沖刺中戰
勝烏克蘭科爾斯勝烏克蘭科爾斯
洲際隊的波利沃洲際隊的波利沃
達和白俄羅斯明達和白俄羅斯明
斯克洲際隊的巴斯克洲際隊的巴
茲科茲科，，拿下賽段拿下賽段
冠軍冠軍。。波利沃達波利沃達
和巴茲科位列賽和巴茲科位列賽
段二段二、、三位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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