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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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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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本週四 美南周刊
頭版人物介紹預覽

星期二 2015年10月20日 Tuesday, Oct 20, 2015

星期二 2015年10月20日 Tuesday, Oc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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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
向休斯頓各界介紹習近平主席訪美成果向休斯頓各界介紹習近平主席訪美成果

本報記者
陳鐵梅報道

習近平主席訪美成果說明會上貴賓滿座習近平主席訪美成果說明會上貴賓滿座。。

20152015年年1010月月1414日日，，由美國中國總商會承由美國中國總商會承
辦的習近平主席訪美成果說明會在辦的習近平主席訪美成果說明會在ZaZaZaZa
酒店舉行酒店舉行，，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
領事向美國主流和僑界介紹了習近平主席領事向美國主流和僑界介紹了習近平主席
訪問期間訪問期間，，中美雙方達成廣泛共識中美雙方達成廣泛共識，，取得取得
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李桂喜李桂喜、、趙宇敏副總趙宇敏副總
領事等總領館領導參加領事等總領館領導參加。。李總領事在演講李總領事在演講
中介紹習近平主席首次中介紹習近平主席首次
對美進行國事訪問情況對美進行國事訪問情況
，，全面解讀訪問成果全面解讀訪問成果，，
並針對美南並針對美南88州資源和州資源和
優勢優勢，，對美南地區抓住對美南地區抓住
中美關系發展的重要機中美關系發展的重要機
遇遇、、落實推進訪問成果落實推進訪問成果
提出建議提出建議。。李總領事呼李總領事呼
籲美南各界借習近平主籲美南各界借習近平主
席訪美的東風席訪美的東風，，積極參積極參
與到中美合作進程中來與到中美合作進程中來
，，成為中美新型大國關成為中美新型大國關
系的建設者系的建設者、、貢獻者和貢獻者和
受益者受益者。。

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頓分會會長李美國中國總商會休斯頓分會會長李
少林致歡迎詞少林致歡迎詞。。

出席說明會的有美國前總統老布什之子出席說明會的有美國前總統老布什之子、、布什家族代表尼爾布什家族代表尼爾••布什布什、、美國國務院駐休斯頓領團辦主任美國國務院駐休斯頓領團辦主任
帕普帕普、、德州眾議員吳元之德州眾議員吳元之、、休斯頓市長辦公室主任艾肯休斯頓市長辦公室主任艾肯、、多國駐休斯頓總領事等政界多國駐休斯頓總領事等政界、、外交界外交界，，殼牌殼牌
、、康菲康菲、、美國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美國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摩根大通銀行摩根大通銀行、、富國銀行富國銀行、、休斯頓大商會休斯頓大商會、、得州中央鐵路公司得州中央鐵路公司
、、華美銀行等商界華美銀行等商界，，安德森癌症中心安德森癌症中心、、休斯頓高新技術孵化中心休斯頓高新技術孵化中心、、萊斯大學萊斯大學、、休斯頓大學休斯頓大學、、得州南方得州南方
大學等教育大學等教育、、科技界及中石油科技界及中石油、、中石化等中資企業負責人和華人華僑代表共約中石化等中資企業負責人和華人華僑代表共約300300人參加人參加。。 （（圖左起圖左起
：：美國前總統老布什之子美國前總統老布什之子、、布什家族代表尼爾布什家族代表尼爾••布什布什、、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德州眾議德州眾議
員吳元之員吳元之、、德州地產負責人李雄德州地產負責人李雄、、美國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美國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左起左起：：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教育組組長張益群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教育組組長張益群、、全美華全美華
人協會會長喬鳳祥人協會會長喬鳳祥、、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梁成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梁成
運出席習近平主席訪美成果說明會運出席習近平主席訪美成果說明會。。

20162016年市長候選人年市長候選人（（左二左二））Marty McVeyMarty McVey出席說明會出席說明會。。
旅美華人藝術家楊萬清夫婦在說明會上表演葫蘆旅美華人藝術家楊萬清夫婦在說明會上表演葫蘆
絲二重奏絲二重奏。。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客家會與休士頓客家文教基金會舉辦
美南客樂迎重陽敬老會邀請著名的新竹紅如樂團演出

休士頓客家會與休士頓客家文教基金會於休士頓客家會與休士頓客家文教基金會於20152015年年1010月月1818日下日下
午二時午二時，，假僑教中心大禮堂盛大舉行美南敬老會假僑教中心大禮堂盛大舉行美南敬老會、、休士頓台北休士頓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邱瓊慧伉儷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邱瓊慧伉儷、、僑務委員甘幼蘋僑務委員甘幼蘋、、僑僑
務顧問陳美芬務顧問陳美芬、、客家會顧問李迎霞客家會顧問李迎霞、、AustinAustin客家會長陳兆香及客家會長陳兆香及
數百位中外人士參加盛會數百位中外人士參加盛會

梁慎平院長梁慎平院長、、新竹紅如樂團莊紅如團長新竹紅如樂團莊紅如團長、、 休士頓客家會管光休士頓客家會管光
明會長明會長、、僑務委員黎淑瑛僑務委員黎淑瑛、、休士頓客家文教基金會休士頓客家文教基金會 主委主委 賴江賴江
椿椿、、客家會顧問李迎霞客家會顧問李迎霞、、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
處長邱瓊慧伉儷處長邱瓊慧伉儷、、僑務委員甘幼蘋僑務委員甘幼蘋、、僑務顧問陳美芬一起聆僑務顧問陳美芬一起聆
聽到客家的創作與音樂聽到客家的創作與音樂

梁慎平院長夫婦梁慎平院長夫婦、、客家會顧問李迎霞客家會顧問李迎霞、、樂團顧問張永朋夫婦樂團顧問張永朋夫婦、、
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
長邱瓊慧伉儷長邱瓊慧伉儷、、新竹紅如樂團莊紅如團長新竹紅如樂團莊紅如團長、、 休士頓客家會管休士頓客家會管
光明會長光明會長、、齊永強副處長夫婦齊永強副處長夫婦、、僑務委員黎淑瑛僑務委員黎淑瑛、、休士頓客家休士頓客家
文教基金會文教基金會主委主委賴江椿賴江椿、、教育組長周慧宜共襄盛舉教育組長周慧宜共襄盛舉

新竹紅如樂團團長莊紅如新竹紅如樂團團長莊紅如、、休士頓客家文教基金會休士頓客家文教基金會 主委主委
賴江椿賴江椿、、 休士頓客家會管光明會長休士頓客家會管光明會長、、休士頓台北經濟文休士頓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在新竹紅如樂團演出前互相交換禮物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在新竹紅如樂團演出前互相交換禮物

休士頓客家會民謠班由魏明亮指揮休士頓客家會民謠班由魏明亮指揮、、演唱半山謠演唱半山謠、、一領一領
蓬線衫蓬線衫、、新竹紅如樂團伴奏新竹紅如樂團伴奏

美南客樂迎重陽敬老會上美南客樂迎重陽敬老會上AustinAustin客家會長陳兆香以美聲客家會長陳兆香以美聲
演唱客家組曲演唱客家組曲、、詹小姐伴奏詹小姐伴奏

美南客樂迎重陽敬老會上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美南客樂迎重陽敬老會上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
長邱瓊慧夫婦長邱瓊慧夫婦、、率黃瑪麗前會長及全體與會佳賓高唱祝鍾萬隆率黃瑪麗前會長及全體與會佳賓高唱祝鍾萬隆
8686歲壽星生日快樂歲壽星生日快樂

新竹紅如樂團莊紅如團長高歌摘茶細妹新竹紅如樂團莊紅如團長高歌摘茶細妹、、創新客家山創新客家山
歌及國語老歌組曲歌及國語老歌組曲

著名的新竹紅如樂團由莊紅如領軍此次應休士頓客家會及著名的新竹紅如樂團由莊紅如領軍此次應休士頓客家會及
客家文教基金會邀請客家文教基金會邀請，，中華民國外交部中華民國外交部、、僑委會僑委會、、客委會客委會
、、文化部指導文化部指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輔導輔導，，節目精彩節目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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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 Tuesday, Oct. 20, 2015 星期二 2015年10月20日 Tuesday, Oct. 20, 2015

(281)862-8218 GENERAL COMMUNICATIONS INC  •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整年7折優惠享受您最愛的中文電視!

觀看國際節目，需要額外訂購 $10/ 月的國際節目基本套裝或者任何美國頂級 (America’s Top package) 套裝。

重要條款及條件：12個 月每月$10優惠: 適用於新啟動和安裝的DISH用戶。訂購TVB翡翠套裝和台灣天王套裝時，需同時訂購符合資格的美國或DishLatino套裝才可享受優惠。訂購時需提供優惠代碼。頭12個月獲得每月$10月費折扣。12個月後，將收取平日價，除非致電或網上降級套裝。訂購時需提供優惠代碼。頭12個月獲得每月$10月費折扣。12個月後，
將收取平日價，除非致電或網上降級套裝。額外要求：自動付款無紙帳單: 自動付款無紙帳單: 活動優惠價格已反映每個月自動付款無紙帳單機制$10元優惠. 如果取消自動付款, $10元優惠會被移除. 安裝/設備要求：要同時收看國際和美國節目，可能需要第二個衛星碟。只限標準安裝。某些設備均為租用，取消服務時必須把設備寄回DISH，否則將收取設備費。
可能需根據接收器的型號和數目收取額外月費或提前收費。其他：優惠適用於符合資格的新舊客戶。可能有服務開通費用。優惠須要符合相關促銷與住宅客戶協定的條款。可能會有各州報銷費用制度。可能會有附加限制與稅款。優惠於2016年1月13日截止。

订购电话SAVEBIG
訂購時需提起優惠代碼：

不可與其他優惠代碼一起使用

AMERICA’S TOP 120 套裝 
$29.99/月，12 個月。平日價$59.99/月。
訂戶需要信用合格並持有24個月的合約與電子帳單自動付款, 

如果您在24個月內停止服務則會有終止服務費用的產生。

包括本地頻道

JADEWORLDTM TVB 翡翠套裝

$2999
月

平日價

$1999
月

12個月 台灣天王套裝

$2999
月

平日價

$1999
月

12個月 長城平台套裝

$1499
月

平日價

好禮相贈4大频道

收看國際高清頻道需要高清接收器以及符合資格的美國高清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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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打造越獄毒梟面具墨西哥打造越獄毒梟面具
搭配囚衣熱銷萬聖節搭配囚衣熱銷萬聖節

墨西哥庫埃納瓦卡， Grupo Rev公司打造的喬奎恩·古茲曼形象的萬聖節面具。想要在萬聖節期間抓獲越獄潛逃的
大毒梟古茲曼十分困難，但是Grupo Rev公司打造的搭配囚服的古茲曼形象的面具，已經出口全球30多個國家，將成
為熱銷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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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瑞士伯恩的議會外墻被投影上位於瑞士伯恩的議會外墻被投影上““山上珠寶山上珠寶””主題的主題的
光投影光投影。。當地聲光秀每晚都會舉行表演當地聲光秀每晚都會舉行表演，，直至直至1111月月2929日日。。

红
楼
梦
曹雪芹

責任編輯：王荣欣

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袁表字如海袁
乃是前科的探花袁 今已升至蘭台寺
大夫袁本貫姑蘇人氏袁今欽點出爲巡
鹽御史袁到任方一月有餘．原來這
林如海之祖袁 曾襲過列侯袁 今到如
海袁業經五世．起初時袁只封襲三
世袁因當今隆恩盛德袁遠邁前代袁額
外加恩袁至如海之父袁又襲了一代曰
至如海袁便從科第出身．雖系鍾鼎
之家袁卻亦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
林家支庶不盛袁 子孫有限袁 雖有幾
門袁卻與如海俱是堂族而已袁沒甚親
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袁只有
一個三歲之子袁 偏又于去歲死了．
雖有幾房姬妾袁奈他命中無子袁亦無
可如何之事． 今只有嫡妻賈氏袁生
得一女袁乳名黛玉袁年方五歲．夫妻
無子袁故愛如珍寶袁且又見他聰明清

秀袁便也欲使他讀書識得幾個字袁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袁聊解膝下
荒涼之嘆．

雨村正値偶感風寒袁病在旅店袁將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

體勞倦袁二因盤費不繼袁也正欲尋個合式之處袁暫且歇下．幸有
兩個舊友袁亦在此境居住袁因聞得鹺政欲聘一西賓袁雨村便相托
友力袁謀了進去袁且作安身之計．妙在只一個女學生袁並兩個伴
讀丫鬟袁這女學生年又小袁身體又極怯弱袁工課不限多寡袁故十分
省力．堪堪又是一載的光陰袁誰知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
終．女學生侍湯奉藥袁守喪盡哀袁遂又將辭館別圖．林如海意欲
令女守制讀書袁故又將他留下．近因女學生哀痛過傷袁本自怯弱
多病的袁觸犯舊症袁遂連日不曾上學．雨村閑居無聊袁每當風日
晴和袁飯後便出來閑步．

這日袁偶至郭外袁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忽信步至一山環水
旋袁茂林深竹之處袁隱隱的有座廟宇袁門巷傾頽袁墻垣朽敗袁門前
有額袁題着 "智通寺 "三字袁門旁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袁曰

身後有餘忘縮手袁眼前無路想回頭．雨村看了袁因想到院"

這兩句話袁文雖淺近袁其意則深．我也曾游過些名山大剎袁倒不
曾見過這話頭袁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亦未可知袁何不進去
試試遥 "想着走入袁只有一個龍鍾老僧在那里煮粥．雨村見了袁
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袁那老僧旣聾且昏袁齒落舌鈍袁所答
非所問．

雨村不耐煩袁便仍出來袁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杯袁以助野
趣袁於是款步行來．

"微臣差人護送娘娘回營吧遥"他左右環顧袁"這會子火勢已經減了噎噎""嘔浴"我

捂嘴干嘔袁難受的伏在馬背上遥
楊古利打量着我袁頗爲無奈的搖頭遥
咻地聲袁一枝利箭揷着我的頭頂飛過袁若非我恰好俯身干嘔袁指不定這箭已將我

的咽喉射個對穿遥
我條件反射的去摸隨身佩刀袁緊張之餘手指竟是微微發顫遥 楊古利不愧是身經

百戰的大將袁面對箭如飛蝗般的突襲袁兀自鎮定自若的指揮得當遥
"咴 --"我胯下的馬匹身中一箭袁箭翎微顫袁殷紅的鮮血順着傷口滴滴嗒嗒的往

下淌遥
我眼前一暈袁鼻端間嗅着那腥膻的血味袁只覺得氣血翻騰袁一時左手把持不住繮

繩袁竟被發狂的馬駒狠狠撂下馬來遥
楊古利在我墜地前及時拉了我一把袁這才使我摔得沒預想的那么狼狽遥
"謝謝噎噎"轉眼間袁身後的馬匹接連挨了七八枝竹箭袁在悲鳴慘嘶中轟然到底袁

渾身抽搐的閉目待死遥
我心有餘悸袁又驚又怕袁若非僥倖袁此刻被射成蜂窩狀袁倒地不起的只怕就該是

我袁而非是一匹馬浴
"快走浴 "楊古利抄起我的胳膊袁揮舞着手中的鋼刀袁替我擋開迎面射來的亂箭遥

他所率領的士兵將擋在前面袁井然有序的擺開陣勢袁與敵對峙遥
"娘娘浴請上馬浴 "楊古利的語氣是不容置疑的袁他讓出自己的坐騎袁硬托着我往

馬鞍上爬遥
此情此景袁似曾相識噎噎我心有所動袁才欲低頭喚他一同上馬袁楊古利已不耐的

叫道院"快走浴 "反手拿刀背用力砸在馬臀後遥
我被動的縱馬疾馳兩步袁忍不住擔心的回頭瞧他遥
只見一片亂石之間袁大清與朝鮮的士兵已混作一團袁廝殺得難解難分遥年過六旬

的楊古利手持長刀袁徒步殺敵袁英勇不減當年噎噎
楊古利噎噎舒穆祿楊古利噎噎
腦海里離奇的浮現出三十年前那段塵封許久的記憶遥
烏竭岩之戰浴那個奮勇殺退烏拉敵兵的楊古利浴那個把馬讓給我逃命的楊古利浴

那個一刀砍下烏拉大將首級的楊古利噎噎
眼角模糊的瞥到一抹鬼祟的身影袁我心頭狂跳袁凄厲的脫口尖叫院"小心 --""砰

--"伴隨着我的喊叫聲袁楊古利徐徐轉過身來袁黃色的鎧甲被鮮血染紅袁他的胸口猶如
綻開一朶無比詭異嬌艷的紅花遥

看着耶律夕死時的慘狀袁馮佑憐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遥站在一旁抽
泣的明玉趕緊拉起馮佑憐袁低聲説道院"千萬不能太傷心遥 憐兒袁收住哭
聲遥 "

"爲什么袁爲什么噎"馮佑憐抱着明玉袁傷心地説道院"娘娘不會自

殺袁不會的噎"

"憐兒遥 "明玉噙着淚水袁厲聲説道院"聽我説袁這件事情到此爲止袁
不管你心里怎么想袁我敎過你袁要觀而不語袁知而不曉袁言而不論遥 "

馮佑憐哭泣着垂首袁靠近明玉懷里袁喃喃院"我好怕袁我眞的好怕噎"

明玉一邊拍着馮佑憐的肩膀一邊安撫院"我知道袁我知道遥 但是又
如何袁懼怕只會讓別人更容易傷害自己遥 "

"明玉袁那娘娘會被送去哪兒钥 "馮佑憐抬頭焦急地問道遥
明玉頓了頓袁傷心地感嘆院"娘娘的家人參與謀反袁我也不知道她會

被帶去哪兒遥 "

馮佑憐幽然説道院"不管在哪兒袁我相信娘娘去了眞正安全的地方遥
那里不會有人再傷害她了遥 "

"嗯遥 "明玉拉着馮佑憐袁點了點頭遥
納太醫診斷過後袁越過屛風走出來袁皇上與陸郡君都迎上去問道院"

夫人怎么會突然昏倒在大殿之上了钥 "

"弘德夫人是受到驚嚇所以才會昏倒遥 現在已無大礙袁母子平安遥 "

納太醫祥和地説道院"不過袁現在是夫人最敏感的時期袁這種驚嚇還是不
要再出現了遥 "

"哼袁朕恨不得將這群奴才全都拖下去斬了遥 "皇帝怒氣難平袁惡聲
説道遥

"皇上袁您的身體也要緊袁就別這么動怒了遥 "陸令萱安慰着説院"昨

晩上袁是誰伺候侍寢的钥 "

"奴婢蝶花叩見皇上袁萬歲萬歲萬萬歲遥 "蝶花怯怯地跪在地上遥
"蝶花钥 "陸令萱瞟了一眼身下的宮婢袁又道院"琉璃呢钥 "

"奴婢在遥 "琉璃也跪在地上應聲遥
"你伺候夫人這么久了袁怎么突然換了個小宮女钥 "陸令萱又問遥
"回陸郡君的話袁蝶花是太后賜給弘德夫人的宮婢袁太后説袁琉璃一

個人只怕是照顧不過來袁所以就賜給一個遥 "琉璃回答道遥
"哦钥 太后賞賜的钥 "皇帝反問道院"這事兒袁朕怎么不曾聽説钥 "

陸令萱眼珠一轉袁又湊近皇帝説道院"皇上有所不知了袁自從夫人懷
了龍種袁太后可是上心着遥 "

"別吵了袁明天還有的忙呢袁你也趕緊去睡吧遥 "

"喬喬浴 "

"我不想説第二遍浴 "

"喬喬噎噎"陸景曜盯着已經閉上眼睛的女人袁吐出一口長長的郁
氣袁抱着被子回到了沙發上袁冷眼看向一點反應也沒有的秦予喬袁實在
有點不甘心遥

--

雖然陸景曜有點不甘心袁作爲新郞官袁第二天還是笑容滿面地出
現在衆人眼前袁所有的伴郞伴娘早早地出現地秦家樓下袁6點半不到袁
秦家已經開始有序地忙活起來遥

秦予喬起床後就開始化妝作弄頭髮袁最後穿着穿着禮服被秦家一
個遠方哥哥抱下樓袁然後跟陸景曜一塊兒跪在奶奶尧秦彥之和白天瑜
跟前敬了茶遥

秦予喬今天也沒有再穿婚紗袁而是一件中式改良蕾絲旗袍袁旗袍
領子袁魚尾式擺裙袁透明蕾絲手工綉花露背噎噎陸景曜總覺得太透明
瞭點遥

白天瑜還是給了秦彥之面子袁沒有讓 Joseph來秦家袁而是讓 Joseph

等會直接去酒店參加婚宴袁夏蕓也沒有參加這一次的酒宴袁而秦予遲袁
則是秦老太太帶他參加酒宴遥

早上的時候袁穿着筆挺的小西裝的秦予遲立在秦予喬跟前説吉祥
話院"姐姐袁祝你跟姐夫白頭偕老遥 "

"謝謝小遲遥 "秦予喬看了眼陸景曜袁陸景曜轉頭看江華袁江華扯
嘴袁從黑色皮包里拿出一個紅包遞給陸景曜袁然後陸景曜再把紅包給
秦予遲院"好好學習袁考試一百分啊遥 "

秦予遲點點頭袁秦予喬挽着陸景曜的手看着自己這個弟弟袁倒是
突然懂事了不少袁 比她還要懂事噎噎抬頭無意看到秦彥之投來的眼
神袁秦予喬突然有點心酸袁其實秦

彥之根本沒有必要這樣子討她歡心袁伸手摸了下秦予遲的頭院"以

後姐姐不常回來袁你要多照顧奶奶遥 "

"那噎噎可不可以讓我姐姐回來啊钥"秦予遲突然小心翼翼開口問

秦予喬袁"小遲想跟她一塊兒住在一起遥 "

容瑾隨意的應了一聲袁隨口吩咐道院"你先出去袁沒我的吩咐袁不準讓
任何人進來遥 "

翠環的笑容有些僵硬袁點頭應了袁輕輕退了出去遥
在一旁的硏墨的小安子早已瞄到了寧汐手中的包裹袁 一顆心頓時提

到了嗓子眼袁心里暗暗叫苦遥
完了袁寧汐居然眞的來還包裹噎噎
容瑾抬眼看了寧汐一眼袁看到她手里的包裹並不意外袁只是眼底的笑

意褪去了幾分遥 頭也不回的吩咐道院"出去在門口守着袁別讓任何人靠近書
房遥 "

小安子愣了一愣袁旋即反應過來袁忙應了一聲袁利索的出去了遥
書房里只剩容瑾和寧汐袁兩人一個坐着一個站着袁遠遠的對望袁誰也

沒説話遥 空氣里流淌着微妙的氣氛遥
寧汐也不知道自己在較什么勁袁就這么直直的看着容瑾袁不肯先移開

視線遥
容瑾深幽的眸子定定的落在寧汐的臉上袁 淡淡的問道院"你不是説有

正事找我嗎钥 "

寧汐這才想起自己的來意袁故作鎮定的點頭院"我是來還包裹給你的遥"

説着袁走上前幾步袁將包裹放到了書桌上遥
容瑾瞄了包裹一眼袁漫不經心的問道院"爲什么要還回來钥 不過是一件

衣服而已遥 那一天不是説好了嗎钥 "

寧汐定定神袁擠出笑容説道院"我們一家借住在容府已經很打擾了袁哥
哥去學館的事情袁也多虧了容少爺幫忙遥 這衣服就不用了袁多謝容少爺了 "

容瑾挑了挑眉袁 語氣很平靜院"衣服是我吩咐院子里的綉娘做的袁沒
費什么力氣遥 "

奇怪袁他明明很平靜袁可她爲什么覺得他在生氣钥更奇怪的是袁她爲什
么會有一點點心虛钥

寧汐咳嗽一聲袁笑着説道院"總之多謝容少爺的好意袁我以後每天都
得去廚房做事遥 這么漂亮的衣服實在用不着噎噎"

容瑾淡淡的打斷寧汐的話院"好了袁我知道了袁包裹就放這兒吧 "

呃钥
準備了一大堆説辭的寧汐一愣袁乾巴巴的笑了笑院"那好袁我先回去

了遥 "容瑾隨意的點點頭袁又低下頭去寫字遥 握着筆的右手似乎用了不小
的力氣袁第一筆就寫的有些歪了遥 這一整篇的字算是毀了遥

容瑾抿緊了嘴唇袁面無表情的又換了張紙遥 頭也不抬的説道院"你怎

么還沒走钥 還有別的事情嗎钥 "

寧汐訕訕的笑了笑院"容少爺袁這件衣服是依着我的身高做的吧要是
這么扔了怪可惜的遥 "以容瑾的性子袁很有可能她前腳一走後腳就將這衣
服扔了遥

容瑾挑了挑眉院"依你看袁我該怎么辦钥 "

寧汐想了想袁試探着建議道院"要不袁你賞給翠環姐姐穿吧她只比我
高了一點點噎噎"

容瑾的臉色難看極了袁冷冷的説道院"這衣服是送給你的袁你旣然不
要袁就扔掉 "賞給翠環钥 虧她想的出來寧汐陪笑道院"這么漂亮的衣服袁扔
掉多浪費啊還是別扔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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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JING — A
top Chinese
general said
last Saturday
that China's
newly created
islands in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are
intended
mainly to aid

shipping and dismissed concerns that Beijing is
seeking to strengthen its control over the
strategically vital region.
General Fan Changlong's remarks came as expec-
tations grow that the U.S. might directly challenge
Chines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y sailing a
Navy ship inside the 12-nautical mile (21-kilometer)
territorial limit surrounding one of the man-made is-
lands.
Concerns have been growing over the rapid appear-
ance of islands created by piling sand atop reefs
and atolls controlled by China, which is now adding,
harbors, air strips and large buildings. The U.S. and
others have called on Beijing to halt those projects,
saying they are destabilizing an increasingly milita-

rized region. Fan said concerns that the island con-
struction could affect freedom of navigation were un-
founded.
"In fact, those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mainly car-
ried out for civil purposes," Fan told the Xiangshan
Forum in Beijing. "As we have promised, the proj-
ects will not affect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stead, they will enable us to pro-
vide better public services to aid navigation and pro-
duc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s assurances
have failed to gain
much traction abroad,
and speaking shortly
after Fan, Admiral Gary
Roughead, the former
U.S.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said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he islands and a lack of clarity
from Beijing "heightens suspicions and presents the
potential for miscalculations."
While Beijing's assurances are welcomed, confi-
dence measures and increased transparency are
needed to assuage China's neighbors of its peace-
ful intent, Roughead said.
Fan cited the recent launch of operations by two

new lighthouses on Chinese island holdings as evi-
dence of good intentions and said Beijing was com-
mitted to resolving disputes peacefully.
"We will never recklessly resort to the use of force,
even on issues bearing upon sovereignty, and have
done our utmost to avoid unexpected conflicts, said
the general, a vice chairman of the powerful com-
mission controlling the military that is head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Fan also said China would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
ment of an 8,000-member stand-by force for U.N.
peacekeeping missions promised by Xi at the Unit-
ed Nations last month, as well as a commitment to
train 2,000 foreign peacekeeper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China will also pursue expanded military coopera-
tion with the 10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tates, whose defense ministers it
hosted at a forum in Beijing on Friday.
That includes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establish-
ing hotlines and exchanging liaison officers be-
tween their militaries, Fan said.
The ASEAN meeting and Xiangshan Forum are
part of an effort by China's military to burnish its rep-
utation in a region wary of Beijing's territorial ambi-
tions. Four of the ASEAN countries have claims to
seas an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at clash
with Beijing's own.
Unnamed Pentagon officials said last week that the
U.S. Navy may soon receive approval to sail a ship
inside the 12-nautical mile (21-kilometer) territorial
limit surrounding China's man-made islands, report-
ed the Navy Times, which is closely affiliated with
the U.S. Navy.
Sailing within the boundary would mark the first
time the U.S. has directly challenged China's territo-
rial claims since 2012 and reinforce Washington's
assertion that land reclamation does not add sover-
eign territory. (Courtesy www.navytimes.com and
Associated Press)

Addressing the 6th Xiangshan Forum, Vice Chair-
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Fan Chan-
glong unveiled a set of China's latest pledges to
boost peace and stability in war-torn areas and
China's neighborhood, such as the Southeast
Asia.

In a keynote speech at the annual high-level
defense and security event gathering of senior
officials and leading schola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on Saturday, Fan said the Chinese military
will implement the commitment and initiatives put
forth recently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a
down-to-earth manner".
In September, President Xi Jinping announced a
range of Chinese initiatives to boost peace and se-
curity at the summit in New York mark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Elaborating on China's future plans, Fan said that
China will "speed up the building of an 8,000-troop
standby peacekeeping force, and provide training
programs to 2,000 peacekeepers of relevant coun-
tries in the coming five yea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
tion, China will continue to carry out escort mis-
sions in the Gulf of Aden and offshore Somalia, he

said.
In the Southeast
Asia, China will
"strengthen
counter-piracy
experienc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relevant
countries in the
sea areas of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We will endeavor to improve the China-ASEAN
defense and security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s through consultation,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direct telephone links,
send liaison officers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to the
Chinese mission to ASEAN, and enhance

multilateral defense consultation and coordination,
" he said.
Fan confirmed that China "will make active prepa-
rations for the joint training by using CUES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joint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and HADR excises with rele-
vant countries".
A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security and defense
dialogue in the Asia-Pacific, the Xiangshan Forum
has been convened for five consecutive years.
Fan said the forum is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exchanging views, enhancing understanding and
expanding consensus".
China will carry further the positive outcomes and
consensus achieved at the Xiangshan Forum, and
put them into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prac-
tice, so as to work with all countries to maintain re-
g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nd world peace, he
added. (Courtesy Xinhua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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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se Official Reveals China's
Plans To Boost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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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6th Xiangshan Forum Was Held In Beijing, Oct 17,
2015. [Photo/Xinhua]

General Fan Changlong (AP Photo)

Adm. Gary Roughead, the
former U.S.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speaks at the

Xiangshan Forum, a gathering of
the region's security officials in

Beijing.

Chinese General Dismisses South China Sea Concern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Map Of The Disputed Territory Of South China Sea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Vice Chairman Unveils List Of
China's Pledges To Boost Peace And Stability In War-Torn Areas

“These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Mainly Carried Out For Civil Purposes”

(Houston, Texas, August 5, 2015)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 leading Asian
media group located in Houston, Texas, with offices
in major U.S. ci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hold a “ A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in Minute Maid
Park that will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celebrate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the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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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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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said Wea H. Lee,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usical and dance
performances by representatives of ethnic group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Goddess of
Auspicious (Thousand Hands Guangyin), acrobats
“ The Power & Strength” – Performers: the
Xiangyuen Brothers and “ Face Change Artist,”
Zhang Song.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which will
attract thousands of ethnic peoples
from multiple backgrounds including
Jewish, Asian, Latino and African
and they will represent the wishes
of the whole world for worl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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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
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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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ectly involved in this world conflict. Included
in the sad events of the war were the tragic Nanjing
Massacre in China and the Holocaust in Europe.
For the first time Japanese germ warfare was car-
ried on against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nd fi-
nally, for the first time United States dropped two
atomic bombs on Japan to put a finish to the war di-
saster. There were a total of 50 million to 70 million
deaths caused by the war -- the largest number of
deaths in the history of war.
Learning about history is like holding up a mirror to
reflect the past to teach us a lesson.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spons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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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verse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any talented
perform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ho will provide a variety of entertain-
ment while reminding us of the rich
and diverse community that is Hous-
ton, Texas.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
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
ton, Texa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t Min-
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Wea H. Lee

Houston, Texas
October 18, 2015

For additional details and spon-
sorships for the “WWII 70th An-
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
vers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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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ifer-
itc@gmail.com or angela@scdaily.com.

"Face Change
Artist"-- Performer:
Zhang Song. Face
Change is a
mysterious stunt
originating from
China's Sichuan Opera,
and a romantic way to
reveal one's inner
thoughts and feelings

resulting in a piece of magical instant
transformation on the painted face.

The American
Flag Being

Raised On Iwo
Jima During

W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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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To Be Held At Minute Maid Park

International and Cultural Entertainm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U.S. World War II
Veterans

Houston TV
Anchor,

Shern-Min
Chow

Wea H. Lee

Classic Dance
By The
GODDESS OF
AUSPICIOUS/
HEART VOICE
DISABLE
PEOPLE'S
ART TROUPE.

The dancers use different sensing method to meet
the beats of the music and the instruction of sign
language from the edge of the stage to coordinate
their motion and movement to accomplish the
complicated dance program with rhythmic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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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重要注意事項
2016年申請日期:
11/1/2015起至1/31/2016截止
1.務必提供交易市場帳戶的 User ID
和密碼。
2.務必提供註冊保險交易市場之email
電郵信箱。
Medicaid/CHIP低收入醫療補助
•申請日期: 沒有日期限制。
個人承擔責任(individual shared re-
sponsibility)
‧衛生保健法案內的個人承擔責任
(individual shared responsibility)規定您
和您的每個家庭成員：
‧有合格的醫療保險 (包含最低限度
的醫療保障)。
‧或是申請豁免 (exemption)。
‧或是在您申報聯邦所得稅時繳納罰
金。
‧大多數人都已經有了合格的醫療保
險，則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包含雇主
提供健康保險，Medicare，Medicaid/
CHIP)。
‧如果您在 2015 年沒有任何健康保
險，您將支付 325 美元 (兒童 162.5 美

元)或是家庭收入 2%的罰款 (取較高
者)。
‧如果您在 2016 年沒有任何健康保
險，您將支付 695 美元 (兒童 347.5 美
元)或是家庭收入2.5%的罰款 (取較高
者)。
申請或更新醫保所需資料
1. 您的個人信息：姓名和出生日期。
2. 有關您的家庭人數之信息,您的配
偶,和您住在一起的孩子:

任何在稅單上屬於您的撫養者的
人，即使他們不和你住在一起。

21歲以下和您住在一起，並由您
主要負責照顧的任何人。

任何一個下列條件成立時的的未
婚伴侶：報稅時，他們是您的撫養者他
們是您的孩子的家長。
3. 居住地址和/或郵寄地址：你不能用
郵箱 (PO Box) 地址當做居住地址。
4. 您的申請表上每個人的社會安全號
碼（SSN）。
5. 移民文件信息（這僅適用于合法移
民）。
6. 你將如何報稅的信息。你報稅時，健
康保險交易市場需要知道以下幾件事

情：
•如果你結婚了，你是單獨或聯合報
稅？
•誰會作為你的撫養者？
7. 雇主及收入信息：
• W-2表和工資單上記錄的工資和
薪水。
•小費。
•自營業的經營淨收入。
•失業失業救濟金。
•社會保障金，包括殘疾賠償（但不包
補充保障收入（SSI））。
•贍養費。
•退休或養老金收入，包括大多數
IRA或401K提款。
•投資收益，如股息或利息。
•租金收入。
8. 預估2016年收入。
9. 保險計畫號碼（此僅適用于在您的
申請家庭成員中目前有健康保險計劃
者）包括州政府醫療補助 (Medicaid)，
兒童健康保險計劃（CHIP ），TRI-
CARE，退伍軍人 (VA) 保健方案，
Peace Corps，或通過雇主提供的醫療
保險。

10. 您的家庭成員中的雇主資料。
11. 完整的雇主所提供之健康保險資
料。
12. 你目前的保險計劃的相關信息（這
僅適用於任何人 2015 年有加入保險
交易市場之保險計畫者）。
常見問題
既有資料不符合問題(Data Matching
Inconsistency issue)：
‧2014未報稅。
‧2014 報稅收入與 2015 預期收入有
落差。
‧移民身分未能確認。
‧身分證明文件過期尚未提交新證件
。

以上狀况皆可能導致APTC(ad-
vance payments of the premium tax
credit)被取消或終止保險。
錯誤訊息
‧拿財務補助(premium tax credits),不
能同時拿earned income credits。
‧金卡是醫療保險，不需擔心罰款。
‧醫師不接受“奧巴馬健保方案”。
‧65 歲以上不符合資格申請奧巴馬
健保。

協助專線
‧如果需要更多訊息，可上網請上
HealthCare.gov/taxes/或 致 電
1-800-318-2596以瞭解。
‧透過保險交易市場申請健康保險的
民眾將可得到免費的稅務申報協助，
其中包括了免費的線上報稅軟體。更
多詳細資料可上網IRS.gov/free file或
IRS.gov/VITA查詢。
‧達拉斯光鹽救助社奧巴馬全民醫保
導航站將免費協助您申請健康保險，
同時我們也可以幫您申請兒童醫療補
助Medicaid/CHIP以及懷孕婦女醫療
補助 CHIP Perinatal,歡迎您前來諮詢
辦理。

諮詢辦公地點：240 legacy Dr#
204，Plano，TX75023（百佳超市百草
堂內）

全 年 工 作 時 間：周 一 到 周 日
AM10:30-PM17:30
諮 詢 電 話 ：
949-338-7826 黃 小
姐 214-564-6618
耿先生(光鹽救助

社供稿)

2016年奧巴馬健保重要注意事項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將在十月十八日慈濟義診時提供下
列服務：
1. 協辦生前醫療指示文件：包括 a. 生前醫療意願書
(Living Will or Directive to Physician)，這分文件是讓醫
院、醫生、或許親人知道當你不冶時，你是否要繼續靠
人工系統來維持個人的生命。b. 醫療委託書( Medical
Power of Attorney)，這分文件是在個人神智清醒時，指

定一個或數個醫療代理人。代理人(委託人）
可以為你在你無法為自己做醫療決定時，替
你做決定。
2. 提供免費子宮頸抹片檢查 (Pap Smear)。

3. 接受登記十一月一日開放的全民健康保險 (Obama
Care)、底收入產婦 (不論身分)，兒童醫療補助 (CHIP)，
和 Medicaid 申請預約。(2016 Marketplace open enroll-
ment for Obarma Care，Medicaid，and CHIP)
時間: 10/18 星期日9:00 to 12:30
地點：534 W. Belt Line Rd.，Richardson，TX 75080(亞美
健康關懷服務供稿)

協辦生前醫療指示文件
和全民健保預約

布 蘭 諾 的 居
民你們好：

騙 局 依
然在全美和我們的城市流行。

在全國範圍發生的騙局數不勝數，防不勝防。其實
有一個容易的方法來警戒老式和新式的騙局。

聯邦消費者協會（FTC）有一個辦得很好的網站，那
裏有許多很有價值的信息，其中包括有關騙局的信息。
你甚至可以在那登記，一有新的騙局流行，你就會得到
警戒。

你還可以按種類來瀏覽各種有關騙局的資料。你可
上這個網頁：http://consumer.ftc.gov/scam-alerts 登記接
收警戒。知道現在都有什麼情况發生，可以幫助你免于
成為這些騙子的受害者。

我建議你上網去看看，看
都有什麼事發生，小心不要上
這些騙局的當。

注意安全，保護你的辛苦
所得。(布蘭諾警察局供稿)

布蘭諾警察局新聞發言人的信
騙局警戒

David Tilley

升級版！美國EB-5 投資移民方
案

Overview of the EB5 Immigrant
Investor Program.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develop-
ers, businesses
and foreign nationals to obtain a green
card.

想要了解最新的投資移民的法
規與方案嗎？北德卅歌林郡台灣商會
特別邀請專精美國移民法的羅迪雄
律師(Mr. Ron Rohde)為您做現場解
說。羅迪雄律師取得美國康乃爾大學
經濟學位後至美國佛州邁阿密大學
法律學院深造，畢業後即在佛州與德
州從事國際移民法專任律師迄今已
處理逾數百件投資移民案件。
主講人：羅迪雄律師
時間：10月17日週六下午2:00 PM
地點：DFW Technology Inc.
1201 International Pkwy, Ste. 200
Richardson, TX 75081
想要知道下面標題的解答嗎？
1. 成功的EB-5案件實列

2. 目前的EB-5 法規和程序
3. 美國國會正在審議的EB-5 立法
4. 美國EB-5 投資移名方案的主要
內容
5. 每年EB-5 移民簽證的名額限制
6. 需要多久時間才能獲得“綠卡,
並為其家人申請EB-5移民

請千萬不要錯過這次精彩的講
座，座位有限，請踴躍參加。如有問題
，請電洽會長：廖于萍 469-231-5553
，副會長：楊惠清469-877-0046，副會
長：盧英蘭469-688-3218，秘書長：李
震台972-365-5881.
主辦: 北德州暨歌林郡台灣商會
North Texas Collin County Taiwan-
ese Chamber of Commerce
（NTCCTCC）
e-mail: ntcctcc.dfw@gmail.com
http://ntcctcc-dallas.blogspot.com
協辦 : 北德州暨歌林郡台灣青商會
North Texas Collin County Junior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北德州台商會供稿)

EB5投資移民
INVESTMENT 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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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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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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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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5年10月20日 Tuesday, Oct. 20, 2015 星期二 2015年10月20日 Tuesday, Oct. 20, 2015

目前的反彈行情
或將要走到盡頭

綜合報導 印度可以說是世界珠寶的中

心，在這裏珠寶加工成本低，勞動力價格

也很低廉。印度珠寶行業在印度經濟中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爲國家GDP貢獻 6%至

7%的份額。

作爲印度國內經濟增長最快的行業

之一，珠寶業在 2013 年擁有 404.5 億美元

的市場，並且還會在接下來的 5 年內增

長一倍。

綜合報導 進入十月，在美

聯儲加息預期下降，以及市場

認爲中國財政刺激將開始顯效

的影響下，新興市場股市、彙

市及高收益債券反彈。但瑞士

信貸分析師認爲，目前的反彈

行情或許已經快要走到盡頭。

瑞信分析師 Ray Faris 及

Trang Thuy Le稱，新興市場的

這波行情與基本面的提升關系

不大，反彈的支撐因素依然脆

弱，此次行情可能在11月 6日

美國非農數據發布前終結。

他們寫道：

美國令人失望的9月非農數

據發布之後，新興市場資産反彈

加速，這種趨勢正從由空頭平倉

支撐，轉向由多頭參與支撐。國

際金融研究所（IIF）預計，在

三季度新興市場資産遭受大規模

抛售之後，過去一周新興市場資

本流入飙升。新興市場貨幣及股

市成爲最大的受益者。

他們在報告中稱，近期市

場對于新興市場資産態度的轉

變，主要依賴于兩大因素：美

聯儲推遲加息，以及市場預期

財政刺激政策正讓中國經濟增

長企穩。

美聯儲9月FOMC會議聲明

維持利率不變，並指出對新興

市場經濟增長的擔憂，特別是

中國，是作出不加息決定的一

個重要因素。Faris及Le認爲，

在這種情況下，新興市場未來

的反彈面臨風險。

如果中國經濟增長反彈，

那麽美聯儲9月不加息決定背後

的一個影響因素將不複存在。

中國經濟複蘇的越快越強勁，

市場就越需要考慮美聯儲未來

加息的影響。

這就意味著，如果中國經

濟數據持續改善，阻礙美聯儲

加息的一個因素將消失，美聯

儲加息的可能性也會越高。

Faris及Le稱，中國經濟增

長若不能持續發力，新興市場資

産的反彈也就不太可能持續下

去。而在他們看來，中國經濟增

長持續發力可能性並不高。

華爾街見聞今日稍早提及，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

示，中國三季度GDP同比增幅

爲6.9%，爲 2009年 1季度來最

低水平，不過這個數字好于彭

博預期的6.8%。與此同時，工

業增速再度跌破6%，9月工業

同比僅增長5.7%，爲今年3月

以來最低水准；1-9月投資增速

續降至 10.3%，爲 2000 年 12月

以來最低，當時爲9.7%。

分析師認爲，工業乏力、

投資下滑顯示GDP短期內下行

壓力依舊很大；未來穩增長政

策不會停，投資仍將是主要動

力來源，于此同時貨幣寬松也

仍有加碼空間。

此外，華爾街見聞上周提

及，彙豐也認爲，新興市場與

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速差距在

不斷收窄，這不一定是因爲發

達經濟體表現更好，而是新興

市場表現更差，領先指標也沒

有看到任何改善的迹象。“在

當前這種危險的環境下，我們

建議最好別配置新興市場的風

險資産。”

工匠撑起的黄金帝国
印度首飾加工廠

9月新增人民幣貸款1.05萬億

MM22 同比增長同比增長 1313..11%%

綜合報導 央行今日公佈的數據顯示，9月末，

廣義貨幣（M2）餘額 135.98 萬億元，同比增長

13.1%。當月，人民幣貸款增加1.05萬億元，同比

多增 1443 億元。9 月末，廣義貨幣（M2）餘額

135.98萬億元，同比增長13.1%，

一、廣義貨幣增長13.1%，狹義貨幣增長11.4%
9月末，廣義貨幣（M2）餘額135.98萬億元，

同比增長13.1%，增速比上月末低0.2個百分點，比

去年末高0.9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餘額36.44

萬億元，同比增長11.4%，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去

年末高2.1個和8.2個百分點；流通中貨幣（M0）

餘額6.10萬億元，同比增

長3.7%。2015年前三季度

凈投放現金763億元。

二、前三季度人民幣
貸款增加9.90萬億元，外
幣貸款增加38億美元

9月末，本外幣貸款

餘額97.76萬億元，同比

增長14.5%。月末人民幣貸款餘額92.13萬億元，同

比增長15.4%，增速與上月末持平，比去年末高1.7

個百分點。前三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9.90萬億元，

同比多增2.34萬億元。分部門看，住戶部門貸款增

加3.00萬億元，同比多增3463億元，其中，短期貸

款增加7758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2.23萬億元；非

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增加5.98萬億元，同比多

增9589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1.41萬億元，中

長期貸款增加2.91萬億元，票據融資增加1.40萬億

元；非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增加8029億元。當月，

人民幣貸款增加1.05萬億元，同比多增1443億元。

9月末，外幣貸款餘額8843億美元，同比下降

1.6%。前三季度外幣貸款增加38億美元，同比少

增955億美元。當月外幣貸款減少505億美元，同

比多減261億美元。

三、前三季度人民幣存款增加13.00萬億元，
外幣存款增加417億美元

9月末，本外幣存款餘額137.88萬億元，同比增長

12.4%。月末人民幣存款餘額133.73萬億元，同比增長

12.6%，增速比上月末低0.4個百分點，比去年末高0.5

個百分點。前三季度人民幣存款增加13.00萬億元，同

比多增1.93萬億元，其中，住戶存款增加3.97萬億元，

非金融企業存款增加2.74萬億元，財政性存款增加

5712億元，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增加3.95萬億元。

當月人民幣存款減少3192億元，同比少增4641億元。

9月末，外幣存款餘額6522億美元，同比增長

2.4%。前三季度外幣存款增加417億美元，同比少

增946億美元。當月外幣存款減少152億美元，同

比少減35億美元。

四、9月份銀行間人民幣市場同業拆借月加權平均

利率2.05%，質押式債券回購月加權平均利率2.01%
2015年前三季度，銀行間人民幣市場以拆借、

現券和回購方式合計成交400.51萬億元，日均成交

2.14萬億元，日均成交比去年同期增長88.8%。其

中，同業拆借、現券和質押式回購日均成交分別同

比增長54.2%、103.2%和91.3%。

9月份，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為2.05%，比

上月高0.26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低0.92個百分點；

質押式回購加權平均利率為2.01%，比上月高0.22

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低0.92個百分點。

五、國家外匯儲備餘額3.51萬億美元
9月末，國家外匯儲備餘額為3.51萬億美元。9

月末，人民幣匯率為1美元兌6.3613元人民幣。

六、前三季度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累計發生5.46
萬億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累計發生1.56萬億元

2015年前三季度，以人民幣進行結算的跨境貨

物貿易、服務貿易及其他經常項目、對外直接投

資、外商直接投資分別累計發生4.87萬億元、5903

億元、4993億元、1.06萬億元。

中英經貿合作逆勢而上 貿易增長進入“快車道”
近年來，中英兩國經貿合作動能強

勁、亮點紛呈。回顧此前發展歷程，兩國

傳統貨物貿易發展強勢而有韌性，大項目

和投資合作發展量質齊增且不斷深化，金

融合作更是引領中歐金融合作之先，國際

經濟治理領域合作共識也在不斷提升。

貿易增長進入“快車道”
2004年，中英兩國貿易量為197億美

元，這一數據經過10年的發展，到2015年

初已經達到了809億美元，增長了3倍多。

但如果細觀近年來雙邊貿易，不難發現

2009年到2014年雙邊貿易量翻了一番。英

國當前執政的保守黨將這一成績列為其近

年來對外經濟合作的重點成就，並在此前

的2015年競選宣言強調將進一步推進中英

雙邊貿易作為其對外事務的重中之重。

不僅如此，雙邊貿易合作充滿了韌性。

隨著當前全球貿易形式更加複雜嚴峻，新

常態下中國經濟對外需求發生結構性變

化，2014年以來中國與歐洲多個國家雙邊

貿易呈現下滑趨勢。在歐洲經濟整體增長

乏力、對外貿易下滑的形勢下，中英兩國

經貿合作再次逆勢而上，獨樹一幟，繼續

維持了此前的增長態勢。

事實上，2010年英國政府就確立了“將

英國市場與全球最具活力市場相連接”的政

策，高度期待中國企業投資英國。在這一政

策的帶動下，中英兩國投資合作增長迅速。截

至2015年上半年，中國對英投資存量約414億

美元。英國已成為中國在歐洲最大投資目的地

國，逾500家中國企業落戶英國。在英國，無

論是老牌百貨集團弗雷澤公司，還是最大早餐

穀物供應商維他麥，抑或是街頭常見的Pizza

Express，都已經貼上了中國的標簽。

在投資合作中，最引人關注的或許

是大型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日前，英

國財政部稱，中英兩國政府在兩國民用

核設施領域合作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

對中國中廣核集團和中核集團參與英國

欣克利角C核電項目表示支援，並對中

國企業利用中國核反應爐技術在英建設

塞斯維爾等核電站表示歡迎。這無疑將

為中國核電企業“走出去”，進入西方

國家市場提供了重要的展示窗口。此外，

在英國最大規模的潮汐發電項目、正在

推進的高鐵二號線計劃中，都能夠看到

中國製造業和基建企業積極參與的身影。

金融合作大步向前
始於2011年的中英離岸人民幣金融合

作，在過去4年的發展中更是大跨步向前，

成為中歐金融合作的先鋒。4年來，英國

在歐洲離岸人民幣業務對中國合作上實現

了多個“第一”。英國是第一個與中國政

府簽署本幣互換協議的歐洲國家，第一個

獲得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初始額度

的歐洲國家，第一個發行人民幣債券並將

人民幣納入儲備貨幣的西方國家，也是第

一個確定人民幣清算銀行的西方國家。

雙邊政府在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政策鋪

墊，帶來了倫敦離岸人民幣市場的不斷繁

榮。2011年至2014年，人民幣貿易融資年

均增速仍維持在雙位數，倫敦金融城市長

葉雅倫評論這一發展認為“在英國與中國

有貿易往來的企業中，過半企業傾向使用

人民幣結算，且這一比例正在加大”。在

外匯交易領域，倫敦充分發揮自身全球外

匯交易中心的地位，吸引了歐洲其他國家

企業的人民幣外匯業務。借力整個歐洲對

華貿易的發展，倫敦2014年人民幣外匯交

易額是2011年的5.7倍，交易量僅次於中

國香港，成為亞洲之外的第一大離岸人民幣

交易中心。而在人民幣存款領域，中英雙

邊貿易和投資快速發展促進了公司客戶人

民幣存款上升。在2011年至2013年倫敦

人民幣存款總量一直維持在140億元人民

幣的基礎上，2014年人民幣存款總量取得

突破性進展，強勢增長至200億元。

經濟契合度不斷上升
快速拓展的中英雙邊經貿合作不僅僅

局限于實體領域，同時也體現在雙邊在推

動國際經濟秩序改革領域越來越多的共識

和合作上。在全球多邊框架中，英國鼓勵

中國的金融市場改革，支援IMF份額及治

理結構改革、人民幣進入IMF特別提款

權；認可將二十國集團作為國際經濟合作

的主要論壇，並尋求與中國在其中發揮更

大的作用。在區域經濟治理問題上，英國

率先宣佈申請以意向創始成員國身份加入

中國倡議成立的亞投行，加強了在地區多

邊發展機構治理效率方面的合作，客觀上

為眾多西方國家申請加入亞投行起到示範

和引領作用；認同中國對於歐洲的經濟影

響力，從2013年開始與中國合作推動中歐

投資協定談判並積極倡導中歐自貿區可行

性研究報告。

中英經貿關係的快速發展，凸顯了新

形勢下中英兩國經濟的契合度、互補性的

上升。當前，中國經濟轉型帶來經濟外部

需求改變，英國經濟再平衡也需要更多的

外部經濟支援。在已有合作基礎上和上述

需求下，中英雙方經貿關係發展趨勢將繼

續大步向前。如英國首席國務大臣奧斯本

強調的：“世界經濟依然需要中國的幫

助，英國需要中國帶動其經濟的發展，英

國將進一步把自身打造成歐洲國家中對中

國最開放的國家。” 責任編輯：沈玉蓮

年會之一的主流平台上袁通過承擔午餐
贊助尧進行民樂表演等方式傳播營銷袁
最終與美國方面達成超過 80個商業演
出模式的合作意向遥

長期以來袁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公司
在中國文化引進來尧走出去方面袁構建
起了野立足國內尧走向世界冶的運營格局
和模式袁以文化貿易方式輸送中國優秀
演出産品走向國際市場袁至今保持着每
年演出 5000余場尧訪演國家 50個尧訪
演城市超過 300個尧商演比例超 70%的
記録袁穩居中國文化演出産品出口冠軍
寶座遥在中國文化走出去過程中袁我們
必須具備強烈的使命感袁同時又要遵循
市場規律遥

就內容層面而言袁目前國內許多演
出項目已十分成熟袁但海外演出尙屬拓
荒期遥有時我們甚至拿賺錢的項目貼賠
錢的項目袁拿國內的利潤貼國外的市
場遥企業不可能不談經濟效益袁但在義

和利之間袁我們將義放在利前面遥
就市場現狀而言袁歐美等發達國家

的文化産品普遍受國內市場歡迎袁而拉
美等發展中國家的文化産品則反響寥

寥遥單從利潤角度考慮袁我們完全可以
做更加市場化的文化産品袁但我們在文
化部支持下袁策劃運作了相當數量的非
洲尧拉美等國的文化交流項目遥

我 常

説袁中國的
高鐵需要走

出去袁野文化
高鐵冶同樣
要走出去遥
在中國對外

文 化 傳 播

上袁集團公
司站在第一

線袁不是車身袁而是火車頭袁賠着本尧咬
着牙袁也要堅持做下去遥

統一兩個效益袁旣要具備專業能
力袁還要勇于創新

作爲藝術節的重點項目和開幕展

覽袁野絲綢之路要要要意會中國冶國際美術
展在西安當代藝術館舉辦袁展出來自
野一帶一路冶沿線 37個國家共 73位藝
術家創作的 100組繪畫精品遥這就是立
足於國家野一帶一路冶總體戰略佈局袁展
示世界文化多樣性和中華文化魅力的

例子遥
在經濟效益方面袁推動中國文化眞

正走出去袁要打造強大的文化市場主
體袁生産出優質的文化産品遥

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並不矛盾遥要
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袁首先
要具備專業的精神和能力袁要善於整合
資源袁把握最佳時機袁降低成本袁獲取收
益曰其次是格局要大袁要胸懷全局袁在更
廣闊的視野上看待具體項目的社會效

益和經濟效益袁這樣更容易擺正位置曰

最後要勇于創新袁向改革創新尧綜合創
新要效益遥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方面袁我
們也在積極探索袁把藝術節的平台與海
外商演相結合袁把一地的交流拓展爲多
地巡演袁把一次性活動常規化袁形成良
性循環遥例如袁在兩年舉辦一屆的中國

國際合唱節上袁我們將合唱節與外派中
國合唱團參加國際重點合唱節尧藝術節
活動相結合袁和指揮大師硏修班相結
合袁不僅促進了中國合唱水平的提高袁
進一步擴大了合唱節的影響袁也獲得了
更大的經濟收益遥

在向國外輸送演出産品時袁我們有
一個基本標準院一定要承載中國人的價
値觀遥有價値觀的傳播才是有力量的傳
播袁國外優秀的文化産品也都藴含着他
們的價値觀遥我們的文化産品不僅要有
主題思想袁還要將核心價値觀用美妙的

形式呈現出來遥只有建立在本民
族藝術特色的基礎上袁並達到優
秀藝術水準和

進入主流市場尧找到主流夥
伴袁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

在對外文化傳播方面袁我們
有一些經驗可供分享遥

首先袁要藉助主流渠道尧找
到主流夥伴尧進入主流市場袁推動中國
文化走出去遥比如 9月在美國紐約林肯
中心演出的張火丁袁就是藉助野相約北
京冶藝術節的平台袁作爲野相約北京冶美
國主賓國活動和中美人文交流機制的

重點項目推向美國遥

文化传播，有价值观才有力量9月袁我們赴美參加了 2015美國中西部藝術
聯盟年會袁在這個美國最重要的區域性表演藝術

表演水平的文化作品袁才眞正有資格代表中國
走出去遥

在中國傳統産業里袁白酒的個
性極其突出袁但只要一提起 野酒
祖冶袁相信絶大部分人心里首先想
起的一定是杜康遥

百家講壇主講人尧河南大學敎
授王立群曾

經講過院野我
們在考察中

國酒的起源

的時候袁從
文 獻 記 載

看袁有兩個
人物最爲著

名袁儀狄尧杜
康袁他們是
中國酒的酒祖袁也是中國酒最早的
釀造者遥杜康其人成就杜康美酒袁
杜康控股又傳承並鞏固杜康造酒

的歷史價値袁成爲當今杜康文化價
値的直接繼承者和第一推動者遥冶

洛陽杜康控股銷售公司總經

理馬金全曾經説過院野文化是一個
企業的靈魂袁是最核心的競爭力袁
只有文化的改變袁才是最根本尧顛
覆性的改變遥冶這句話顯然透過表
象抓住了創新變革的根本遥馬金全
強調院野在紛繁複雜的局勢中袁唯有
改變袁才有未來遥冶

當前的白酒文化袁大都在講歷
史袁而缺乏文化創新袁白酒文化再
也難以擊中消費者內心袁尤其是 80
後尧90後的消費者遥杜康控股新品
野杜二冶恰恰迎合了這種消費需求遥

野杜二冶的主要目標消費群體
是年輕一代袁其瓶型設計時尙尧前
衛袁滿足了新新消費者獵奇的心
理曰小瓶容量 150毫升袁不會有大
瓶白酒帶來的生理壓力曰濃香型
42度袁更適合絶大多數消費者口
味遥再加上野杜康冶品牌厚重的歷
史感袁古老與現代在這里相遇袁經
典與時尙在這里起舞袁其綻放出
的誘人光彩袁年輕消費者怎能不
愛钥

在迎合新新人類消費需求的

同時袁杜康也不忘傳承珍貴的品牌
積澱袁以及豫酒野六朶金花冶之一的
責任與擔當遥無論是重建杜康造酒
遺址公園尧連年舉辦野名仕封壇大
典冶傳播酒祖文化袁還是野收縮戰
線袁聚焦河南袁深耕河南冶的戰略思
想袁以及頗具創建性的與酒類超級
大商洛百煙酒的戰略合作袁一切的
一切都是爲了讓野文化落地尧戰略
落地尧創新落地冶袁這也是杜康控股
創新求變的題中應有之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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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靑海海東 10月 13日
電 (張添福)13日袁靑海省海東科
技園一家虛擬産業技術公司里袁
技術人員正在展示率先硏發的

3D技術製作的藏民族文化瑰寶
唐卡的虛擬影像遥
該公司負責人説袁實現唐卡

3D模型只是一小步袁未來計劃
利用虛擬現實技術等創新手段袁
推動以熱貢文化爲代表的藏民

族文化藝術的創新發展與傳播遥

所謂 3D唐卡袁即採集高質
量的唐卡照片袁對其進行色彩還
原袁並利用專業軟件建模袁直到

最後形成唐卡三維模型遥
唐卡是用彩緞裝裱後用來

供奉的宗敎卷軸畫袁
有藏族歷史 野百科全
書冶的説法遥雖然傳統
礦物顔料繪製的唐卡

追求氣勢宏偉尧人物
形象惟妙惟肖尧風景
逼眞以及艷麗的色

彩袁但中新網記者注
意到袁3D技術處理的
唐卡虛擬影像袁猶如
浮雕一般袁人物尧動物尧花草形象
逼眞袁色彩鮮明袁立體感更強遥
實現傳統唐卡 3D 野變身冶的

靑海海東道通科技發展股份有

限公司副總裁孫志國説院野3D唐
卡就是希望找到非物質文化遺

産與現代信息技術創新發展的

結合點袁但這也僅僅是一小步袁
最終我們希望建成熱貢文化虛

擬創意産業園遥冶
孫志國介紹袁熱貢文化虛擬

創意産業園計劃將建立並逐步

完善唐卡尧堆綉尧泥塑等非物質
文化遺産的標準化數據庫袁形成
公衆數字化資料平台袁爲非遺傳
承提供可靠的資料袁並採用虛擬

現實技術袁將膾炙人口的民間故
事等製作成藝術影片袁並通過官

方網站袁實現熱貢文化傳播及相
關文化産品線上交易遥
孫志國説袁虛擬現實技術袁可

對非物質文化遺産進行充分展

示袁並實現文化事項的高精度永
久性保存遥野另外袁我們還希望打
造一個熱貢文化虛擬博物館袁讓
民衆足不出戶就可以實現熱貢文

化耶漫遊爷遥冶
熱貢袁藏語意爲野金色谷地冶袁

公元 14世紀袁形成了雪域文化和
中原佛敎藝術完美結合的獨特藝

術形式袁成爲藏傳佛敎藝術中的
一個重要流派袁即熱貢文化袁熱貢
是官方確定的國家級文化生態保

護實驗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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