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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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Tuesday, Oct 27, 2015

星期二 2015年10月27日 Tuesday, Oct.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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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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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慶國慶6666周年升旗和晚宴慶功答謝會周年升旗和晚宴慶功答謝會
歡迎國僑辦中餐廚藝培訓團歡迎國僑辦中餐廚藝培訓團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道

20152015年年1010月月2424日日，，中國人活動中心舉中國人活動中心舉
行國慶行國慶6666周年升旗和晚宴慶功答謝會周年升旗和晚宴慶功答謝會
兼歡迎國僑辦中餐廚藝培訓團到訪休斯兼歡迎國僑辦中餐廚藝培訓團到訪休斯
頓頓。。答謝會由中國人活動中心秘書長範答謝會由中國人活動中心秘書長範
玉新主持玉新主持，，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僑務領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僑務領
事房振群出席答謝會及歡迎國僑辦訪問事房振群出席答謝會及歡迎國僑辦訪問
團並且致辭團並且致辭。。

國僑辦國僑辦““文化中國文化中國，，中華美食中華美食””北美北美
行中餐廚藝培訓團團長行中餐廚藝培訓團團長，，國僑辦孫剛國僑辦孫剛
處長出席國慶答謝和歡迎訪問團午餐處長出席國慶答謝和歡迎訪問團午餐
會會。。

江蘇省僑辦魏學勇處長出席國慶答謝江蘇省僑辦魏學勇處長出席國慶答謝
和歡迎訪問團午餐會和歡迎訪問團午餐會。。

左起左起：：五邑同鄉會戴慧儀會長五邑同鄉會戴慧儀會長、、國僑辦孫剛處長國僑辦孫剛處長、、中國人中國人
活動中心謝忠執行長活動中心謝忠執行長、、中國人活動中心陳珂董事長舉杯互中國人活動中心陳珂董事長舉杯互
送祝福送祝福。。

嘉賓合影嘉賓合影。。

美南江蘇總會部分代表美南江蘇總會部分代表，，江蘇總會理事長李步鵬的夫人中江蘇總會理事長李步鵬的夫人中
國人活動中心前董事長張亦勤國人活動中心前董事長張亦勤、、陳鐵梅副會長陳鐵梅副會長、、江蘇省僑江蘇省僑
辦魏學勇處長辦魏學勇處長、、國僑辦孫剛處長國僑辦孫剛處長、、陳韻梅常務副會長陳韻梅常務副會長、、江江
蘇總會資深負責人喬鳳祥教授合影蘇總會資深負責人喬鳳祥教授合影。。

左起左起：：五邑同鄉會戴慧儀會長五邑同鄉會戴慧儀會長、、江蘇省僑辦魏學勇處長江蘇省僑辦魏學勇處長、、山山
東總會前會長孫鐵漢東總會前會長孫鐵漢、、國僑辦孫剛處長國僑辦孫剛處長、、美南國際電視主持美南國際電視主持
人鄧潤京先生人鄧潤京先生、、休斯頓東北同鄉會高旭春副會長休斯頓東北同鄉會高旭春副會長、、上海聯誼上海聯誼
會金鍾賢會長合影會金鍾賢會長合影。。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慈濟基金會10月24日在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舉辦健康日活動

執行長黃濟恩執行長黃濟恩、、召集人孫秀蕊表示召集人孫秀蕊表示、、慈濟基金會健康日活動是慈濟基金會健康日活動是
依靠眾多富有愛心的專科醫師依靠眾多富有愛心的專科醫師、、護士護士、、志工和企業家共同努力志工和企業家共同努力
將此一活動辦的圓滿將此一活動辦的圓滿

醫師諮詢醫師諮詢::心臟科施惠德心臟科施惠德、、內科汪家成內科汪家成、、趙耿偉趙耿偉、、牙科牙科、、
眼料眼料、、風濕病學科風濕病學科、、產科產科//婦婦//產產//不孕科鍾正芳不孕科鍾正芳、、腎臟腎臟//高高
血壓謝春血壓謝春、、中醫黃瑜琳與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中醫黃瑜琳與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
召集人孫秀蕊召集人孫秀蕊、、UTUT醫生診所黃護士等健康日活動後合影醫生診所黃護士等健康日活動後合影

UTUT醫生診所黃護士及中外謢士為健康日活動造福社區醫生診所黃護士及中外謢士為健康日活動造福社區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前執行長莊慈銘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前執行長莊慈銘、、黃師兄及師姊黃師兄及師姊
為參加慈濟基金會健康日活動中外人士贈送急救包為參加慈濟基金會健康日活動中外人士贈送急救包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召集人孫秀蕊感謝企業召集人孫秀蕊感謝企業
家石山地產負責人伯尼麗香率公司經理家石山地產負責人伯尼麗香率公司經理Sharon HsuSharon Hsu、、
女兒香蓮熱心參與女兒香蓮熱心參與

慈濟健康日活動提供包括膽固醇檢測慈濟健康日活動提供包括膽固醇檢測、、血糖血糖
測量測量、、量血壓量血壓、、身體質量指數身體質量指數BMIBMI、、身高身高、、
體重等在內的數項身體檢查服務及免費提供體重等在內的數項身體檢查服務及免費提供
流感疫苗注射流感疫苗注射

HEBHEB藥房經理藥房經理StevenSteven 歐藥劑師歐藥劑師、、實習生和何國鐸夫人成功開展實習生和何國鐸夫人成功開展
健康服務健康服務

金荷中醫針灸黃瑜琳醫師為慈濟基金會金荷中醫針灸黃瑜琳醫師為慈濟基金會
健康日活動作問診服務健康日活動作問診服務

慈濟國際人醫會美國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慈濟國際人醫會美國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召集人孫召集人孫
秀蕊秀蕊、、何國鐸夫人和醫療團隊回饋社區何國鐸夫人和醫療團隊回饋社區，，向中外群眾提向中外群眾提
供健康問診服務供健康問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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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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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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2015年10月27日 Tuesday, Oct. 27, 2015 星期二 2015年10月27日 Tuesday, Oct. 27, 2015

印度教徒慶祝印度教徒慶祝““十勝節十勝節””
熊熊大火燃燒魔王雕塑熊熊大火燃燒魔王雕塑

印度查謨印度查謨，，當地的印度教徒燃燒魔王羅波那雕塑當地的印度教徒燃燒魔王羅波那雕塑，，慶祝慶祝““十勝節十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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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超過700名來自阿富汗和蘇丹等國的移民在一處空置的中學
內暫居。雖然生活艱難，但他們還是利用學校裏閒置的設施來進行學習和運
動。然而好景不長，據悉，他們可能近日遭到驅逐。

菲律賓一貧民區發生火災 100間棚屋夷為平地

菲律賓馬尼拉奎松市一貧民區發生火菲律賓馬尼拉奎松市一貧民區發生火
災災，，火災致火災致100100間棚屋夷為平地間棚屋夷為平地，，325325個個
家庭無家可歸家庭無家可歸，，並造成並造成99人受傷人受傷。。

20152015中國國際絲綢博覽會女裝走秀杭州中國國際絲綢博覽會女裝走秀杭州

一場絲綢走秀在杭州拉開序幕，模特們穿上帶有中國風的絲
綢服飾，為觀眾帶來一場視覺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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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荣欣

卻不進正門袁只進了西邊角門．
那轎夫抬進去袁走了一射之地袁將轉
彎時袁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的婆
子們已都下了轎袁趕上前來．另換
了三四個衣帽周全十七八歲的小廝

上來袁復抬起轎子．衆婆子步下圍
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 衆小廝退

出袁衆婆子上來打起轎簾袁扶黛玉下
轎．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袁進了垂
花門袁 兩邊是抄手遊廊袁 當中是穿
堂袁 當地放着一個紫檀架子大理石
的大揷屛．轉過揷屛袁小小的三間
廳袁 廳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正
面五間上房袁皆雕梁畫棟袁兩邊穿山
遊廊廂房袁挂着各色鸚鵡袁畫眉等鳥
雀．台磯之上袁坐着幾個穿紅着緑
的丫頭袁一見他們來了袁便忙都笑迎
上來袁 説院"剛纔老太太還念呢袁可

巧就來了遥 "於是三四人爭着打起簾籠袁一面聽得人回話院"林姑

娘到了遥 "

黛玉方進入房時袁 只見兩個人攙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

上來袁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袁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摟
入懷中袁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當下地下侍立之人袁無不掩面
涕泣袁黛玉也哭個不住．一時衆人慢慢解勸住了袁黛玉方拜見了
外祖母．____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袁 賈赦賈政之母也．
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院"這是你大舅母袁這是你二舅母袁這是
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子遥 "黛玉一一拜見過． 賈母又説院"

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才來袁可以不必上學去了遥 "衆人答應了

一聲袁便去了兩個．
不一時袁只見三個奶嬤嬤並五六個丫鬟袁簇擁着三個姊妹來

了．第一個肌膚微豐袁合中身材袁腮凝新荔袁鼻膩鵝脂袁溫柔沉
默袁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袁長挑身材袁鴨蛋臉面袁俊眼修
眉袁顧盼神飛袁文彩精華袁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袁形容尙
小．其釵環裙襖袁三人皆是一樣的妝飾．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
禮袁互相廝認過袁大家歸了坐．丫鬟們斟上茶來．不過説些黛玉
之母如何得病袁如何請醫服藥袁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
起來袁因説院"我這些兒女袁所疼者獨有你母袁今日一旦先捨我而
去袁連面也不能一見袁今見了你袁我怎不傷心浴 "説着袁摟了黛玉
在懷袁又嗚咽起來．衆人忙都寬慰解釋袁方略略止住．

衆人見黛玉年貌雖小袁其舉止言談不俗袁身體面龐雖怯弱不
勝袁卻有一段自然的風流態度袁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院"常

服何藥袁如何不急爲療治钥 "

回家噎噎多么倉促的一個抉擇浴
這意味着在某種程度上袁皇太極把這次出征的原本能獲得的收益無奈的放掉了

一部分袁作爲一個向來身先士卒袁親臨第一線的皇帝袁他在勝利的最後關頭很不負責
的把一堆爛攤子丢給了多爾袞 --那個他最最疼愛的弟弟袁同時也是他最最防備的勁
敵浴

爲了我袁他不得不把這一切全權托給了多爾袞浴 甚至還狠心撇下攻取皮島這么
重要的戰事袁義無反顧的撤出朝鮮境內浴

這一切袁只爲了我噎噎只是爲了我浴
"對不起噎噎""你有什么對不起我的钥 "他笑袁眼角起了幾條淡淡的笑紋袁更添一

分滄桑與成熟並濟遥
我撫着他的眼角袁眼圈酸澀院"是我拖累了你噎噎"他定定的看着我袁眼里漸漸的

多了幾分柔情院"你從未拖累我什么袁是我虧欠你太多浴 ""皇太極噎噎""在遥 ""求你件

事遥 ""好遥 ""朝鮮百姓無辜袁你只當替咱們的孩子積福袁莫讓士兵再擾民奪財浴 "他頓

了下袁湊過唇袁在我額前吻了一下袁嘆道院"好浴我們悠然最是心慈袁上天必會庇佑這個
孩子遥一切殺戮罪名且由我一人擔當就是袁上天若有罪罰袁只降罪我皇太極一人噎噎
"我一把捂住他的嘴袁顫道院"別胡説噎噎你我夫妻一體袁禍福與共袁一生一世袁不離不
棄浴"當日初四袁皇太極即刻在回程路上書下一道聖旨袁傳諭各路軍將領院"嗣後爾等袁
各値嚴禁所屬滿洲尧蒙古尧漢人士卒袁勿得劫掠降民袁違者該管章京及驍騎校尧小撥什
庫等袁一併治罪遥 劫掠之人袁置之重典袁爲首者斬以徇遥 "

第二十一章(3)

二十天浴 從朝鮮長途跋涉回到盛京袁居然只用了二十天浴
二月廿一袁濟爾哈朗率領群臣至城門口迎駕袁當他看到皇太極小心翼翼的將我

從馬車內抱下時袁驚訝之情不言可表遥
"即刻宣太醫進宮浴 "誰也不曾想到袁皇太極落地後的第一句話袁竟是如此遥
濟爾哈朗側目悄悄瞥了我一眼袁我嬴弱的對他展顔一笑袁他嘴角抽動兩下袁關切

之情油然顯現在臉上袁眉心微擰袁打出一個大大的問號遥
我仍是一笑袁只覺得胸口抑鬱難舒袁最近特別容易傷感袁見到什么人或物袁都會

莫名其妙落淚遥 忍着鼻腔中的酸楚之意袁我忙轉過頭去袁將臉埋在皇太極胸口遥
原本歡騰熱鬧的迎駕儀式就這么被冷清清的帶過場袁少時鑾駕回宮袁不等皇后

率衆妃來迎袁皇太極逕直入關雎宮歇息袁下令后妃一律不用見駕面聖遥
未央心慌意亂的鋪床袁地龍燒得正旺袁我卻仍是冷得直打哆嗦袁皇太極又命在屋

內燃起薰爐袁我這才感覺好些遥

"薛孤袁你有何話想説遥 "

"微臣只不過想到什么便説了什么袁 絶無他意遥 "薛孤低着頭袁説
道院"不過依微臣之見袁這後宮也不能一日無主袁皇后之位虛待時日袁恐
怕噎不妥浴 "

皇帝點了點頭袁以表贊同袁然而袁眉心的愁意卻越來越深噎
***

胡太后起了個早袁送走黏人的胡昭儀以後袁便招來心腹徐長樂遥 徐
長樂跪在壽昌殿等着胡太后用完早膳袁然後又隨太后逛逛後花園遥兩人
雖然心事重重袁卻始終只字不提遥

胡太后捻起一朶鮮花袁湊近着嗅了嗅袁淡然説道院"聽説袁這御花園
里的花都比不上華林園的一個小花園遥 "

"太后要是想去瞧瞧袁奴才這就領着您過去看看遥 "徐長樂討好地

説道遥
"罷了袁罷了遥 "胡太后擺了擺手袁悶悶地説道院"哀家一把老骨頭袁

受不了折騰袁端不起華林園的繁華咯遥 "

"太后袁這是哪的話袁太后神采飛颺袁就像牡丹噎對袁花中之王袁唯有
牡丹眞國色袁羞殺百花不敢開浴 "

"哈哈哈遥 "胡太后掩嘴笑道院"老咯浴 不過這話兒哀家愛聽遥長樂遥
"

"奴才在遥 "徐長樂俯首應聲遥
"説這么多好聽的話袁想必事情沒有辦成咯钥 "胡太后平靜地問道遥
徐長樂貼近胡太后袁然後低聲回道院"奴才昨夜里潜入妙勝寺袁雖然

沒有找到該找的人袁但是奴才卻見到很多不該見到的人遥 "

"哦钥 "胡太后輕輕蹙眉袁追問道院"什么人钥 "

"南陽王高琸遥 "

"他钥 "胡太后思索着説道院"哀家的確聽説了他進鄴城的事情袁還
是陸郡君在皇上身邊説了好話才讓他留住鄴城了遥 "

"除了蘭陵王袁無論是南陽王還是太后第二子琅琊王都不能長住鄴
城袁可是這一次南陽王不但打算長住袁恐怕還有其他陰謀遥 "徐長樂悄

聲説道遥
"你説什么钥 "胡太后驚愕地問道遥
"太后息怒遥 "徐長樂趕忙穩住震驚的胡太后袁而後説道院"小心隔

墻有耳遥 "

胡太后穩定了情緒袁然後退下所有身後的宮婢遥

陸元東眞被陸希睿説煩了院"能不能安靜一點遥 "

黑夜中陸希睿眨眨眼睛袁有點委屈袁過了會袁陸元東總歸不忍心袁
碰了下希睿的胳膊院"問你一個問題袁予喬是不是你的親生媽媽钥 "

"不説了袁睡覺遥 "陸希睿很懂得沉默是金袁氣鼓鼓地轉了個身袁撅
着小屁股對着陸元東不説話遥

陸元東側頭看了眼躺在身邊生氣的希睿袁這脾氣也是像極了秦予
喬袁因爲像極了秦予喬袁陸元東心頭有個地方還是會柔軟袁所以當希睿
轉過身子的時候袁陸元東把自己的手擱在陸希睿的腦袋上院"那么就晩

安吧袁希睿遥 "

過了會袁已經消氣的希睿開口院"晩安遥 "

--

秦予喬和陸景曜原本是定後天回 S市袁但是陸景曜在大清早的時
候接到一個電話袁折回來的時候臉色有點沉袁然後直接從衣櫥把秦予
喬今天要穿的衣服拿過來袁 然後彎腰拍了拍還沉睡的秦予喬院"喬喬袁
醒來遥 "

秦予喬大清早被陸景曜叫醒袁大腦都還沒有開始運轉袁只覺得耳

邊嗡嗡地響個不停袁她皺着眉頭半眯着眼睛不悅地着陸景曜袁有點
起床氣院"怎么了噎噎"

"喬喬袁我爸爸昨晩腦溢血送進了急救室袁我已經訂了最早的航班
回去袁你起來洗把臉袁我現在收拾好東西然後我們立馬趕回去噎噎"

秦予喬有點愣袁但是動作還是很快袁也不知道是緊張還是擔心袁聽
完陸景曜的話後眼眶有點濕潤院"景曜噎噎"

"別擔心遥 "陸景曜拍拍秦予喬的肩膀袁然後很自然地把內衣內褲
遞給秦予喬袁就在這時袁陸景曜電話又進來了袁秦予喬不再多問什么袁
一邊穿衣服一邊聽陸景曜打電話遥

"爸爸還沒有醒來么噎噎我跟喬喬立馬回來噎噎嗯噎噎等會我跟
喬喬直接去醫院袁不用讓人來接了噎噎對了袁二姐袁讓姐夫幫忙先穩住
媒體那邊袁如果可以不要放任何消息出去噎噎"

陸景曜挂完陸家瑛的電話後袁秦予喬已經穿好衣服洗好臉袁洗臉
的時候陸景曜的手機一直響個不停袁 響得秦予喬心里跟打鼓似的袁稍
稍洗了把臉出來袁秦彥之套着睡袍過來袁先是跟陸景曜説了幾句話袁然
後看向秦予喬院"喬喬袁爸爸有話對你説遥 "

這個婦人袁是當年隨着梅妃一起入宮的貼身丫鬟袁四皇子出世之後袁
又被梅妃派到了四皇子身邊伺候遥 這么多年來袁早已成了四皇子身邊的管
事嬤嬤袁深得四皇子的信賴遥

當然袁這些並不是寧汐能記住她的主要原因遥 更重要的是袁這位厲害
的秦嬤嬤袁還是邵晏的親娘遥

秦氏一直不喜歡自己袁總是百般刁難遥 爲了邵晏袁她前世不知受了秦
氏多少閑氣噎噎

寧汐不願再回想那些紛亂的往事袁忙垂下頭遥
秦氏果然還是那副得理不讓人的脾氣袁氣勢洶洶的駡道院"撞了人袁説

句對不起就行了嗎钥 "

寧汐唯唯諾諾的繼續道歉院"對不起袁都是我不小心遥 "

秦氏冷哼一聲袁正待再駡袁就聽一個溫潤的聲音響了起來院"娘袁你怎
么了钥 "

一個斯文俊美的白衣少年翩然走了進來遥 整個鋪子里的女子幾乎都
看了過去遥 這樣的俊美的少年郞袁 平日可是難得一見啊秦氏見是邵晏來
了袁不快的哼了一聲院"晏兒袁你來的正好遥 我剛進來還沒站穩袁就被這個小
丫頭撞了一下袁腰都被撞疼了呢 "

邵晏笑着安撫她幾句袁目光隨意的瞄了過去遥 待見到那個低垂着俏臉
的小姑娘時袁眼眸忽的亮了起來袁試探着喊了聲院"寧姑娘钥 "

寧汐心里暗暗嘆息袁打起精神抬起頭來袁微笑着打了招呼院"邵公子袁
我們又見面了遥 "

邵晏看着那雙水盈盈的眸子袁心情莫名的好了起來袁唇角浮起一絲笑

容院"是啊袁眞的很巧遥 "怎么也沒想到袁會在這兒遇見她噎噎
正準備讓兒子替自己出口氣的秦氏袁見了這一幕不免一愣袁疑惑的問

道院"晏兒袁你認識這個小丫頭嗎钥 "

當着人家的面還能嚷出小丫頭幾個字袁 果然不愧是四皇子身邊得力
的管事嬤嬤遥 實在是目中無人啊寧汐暗暗腹誹着袁臉上卻沒露出分毫遥

邵晏顯然也覺得秦氏態度不妥袁微微一皺眉袁溫和的説道院"娘袁這位
是寧大廚的女兒寧汐遥 剛纔肯定是沒留心才撞了你一下袁你就別生氣了遥
你不是要買些脂粉回去嗎钥 快些過去看看吧 "

秦氏被兒子這么一哄袁心情好了不少袁斜睨了寧汐一眼袁便施施然的
去挑脂粉了遥

孫冬雪一直埋頭挑脂粉袁壓根沒留意到這邊的動靜遥 等脂粉挑好了袁
才留意到這邊的異常袁忙小跑了過來袁小聲的問道院"寧汐妹妹袁剛纔是怎
么了钥 "目光早已忍不住向邵晏瞄了過來遥

寧汐不想多説袁輕描淡寫的笑道院"剛纔都怪我不小心袁撞到人了遥 現
在沒事了袁我們走吧 "有邵晏的地方袁她一刻都不想多待噎噎

孫冬雪不疑有他袁笑着點點頭遥
邵晏卻不想眼睜睜的看着寧汐這么離開院"寧姑娘袁旁邊那個新酒樓

就是鼎香樓吧 "

寧汐隨意的笑着點了點頭袁滿腦子想的就是趕快離開遥
邵晏似是沒看出寧汐的疏遠淡漠袁笑了笑院"等鼎香樓開業了袁我以

後一定到鼎香樓去嘗嘗寧大廚的手藝遥 "

寧汐的笑容一頓遥 不是吧袁還要到鼎香樓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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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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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 24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made a successful state visit to Britain from
Monday to Friday, which was not only valued by Brit-
ain's political leaders, but also drew extensive atten-
tion from the country's media, scholars and the public.
Various communities in Britain believe that Xi's visit
has profoundly promoted British-Chinese relations
and opened a golden era of the global comprehen-
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ile Britain should catch this opportunity to grow to-
gether with China.
GOLDEN RELATIONS SET EXAMPLE FOR COOP-
ERATION
In an article recently published by British newspaper
The Observer, British Chancellor of Exchequer

George Osborne wrote: "It's in Britain's interest
to bond with China now."
"We want a golden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at
will help foster a golden decade for this country.
It is an opportunity that the UK can't afford to
miss," he said.
"We need to double our efforts to strengthen our
economic links, help British firms enter there,
and attract more investment into the UK and the
northern provinces," he said.
"Rather than standing back and being left be-
hind, we must make the most of the opportuni-
ties that a growing China presents to us," he
added.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on the website of British
newspaper The Guardian, Martin Jacques said: "
(British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s claim
that the UK could be 'China's best partner in the

West' was not empty rhetoric, nor was the idea of a
'golden decade' in Sino-British relations."
"...it shows how Britain can prosper in the Asian-ori-
ented and China-centric world rapidly unfolding be-
fore us," said th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Poli-
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Cambridge Universi-
ty.
Keith Bennett, a veteran China watcher, told Xinhua
that the outcomes of Xi's state visit showed that the
British-Chinese ti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a
model for handling relations between a major devel-
oping country and a major developed country, a mod-
el for handling relations between permanent mem-
bers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nd a model for han-
dling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Strategic topics and big economic and trade deals
perhaps were the highlights of the visit, but the visit
was an all-around and multi-level one, said Bennett,
who is also the deputy chairman of the 48 Group
Club, an independent business network committed to
promoting positive relat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Chi-
n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PULLS
COMMON GROWTH
A huge number of commercial deals signed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during
Xi's visit will
bring job
opportunities
to Britain,
said Dr.
Ramon
Pacheco
Pardo, 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expert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The deals
als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o explore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said Pardo.
Bennett said that cooperation projects on nuclear
power st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drawn great attention, and the extensiveness and di-
versification of cooperation agreements between
them also deserve to be focused on.
The British newspaper Daily Telegraph has published
an article on its website entitled "Hinkley is not kow-
towing to China -- this is a two way street," referr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companies in building of
a nuclear power plant at Hinkley Point in southwest-
ern England.
The agreements signed during Xi's visit should be
viewed in a positive way, it said, noting "Not only
should our strengthene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e
seen as a good thing... it should also be viewed as a
way of allowing British business to take a bite out of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and fastest growing, ma-
jor economy."
"I feel that this is a powerful time in UK-China
relations, the outcomes of President Xi's visit are
reflective of this with important announcements in

several key
sectors of our
economies such
as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
energy, property,
educ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said James
Brodie, Britain-China Business Council Scotland
Manager.
"Details of further improved visa regulations for out-
bound Chinese visitors are also to be welcomed, es-
pecially for somewhere like Scotland which has a
thriving tourism market that receive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tourists each year," Brodie told Xi-
nhua on Thursday.
"Our two economies are currently well matched for
mutual benefit and I believe that this will continue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Brodie added.
PEACE AND DEVELOPMENT BENEFIT WORLD
As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second-largest
economy, and with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diplo-
matic role, China needs to cooperate with other coun-
tries, said Pardo.
China's strategies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feed
its current new responsibilities, and benefit the Chi-
nese people as well as people of the whole world,
said Pardo.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49, China has been advocat-
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 peace as well as sin-
cere and friendly co-existence with other countries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said Bennett.
The idea for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 is wise, profound, with common prosperity
as its core, Bennett sai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Asian Infrastruc-
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the BRICS (a bloc embrac-
ing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among others, all are components of the community
aimed at reaching a shared, prosperous and harmoni-
ous future.
(Courtesy news.xinhuanet.com/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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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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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s UK Visit Given High Marks By
Britain's Political Leaders,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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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exas, August 5, 2015)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 leading Asian media
group located in Houston, Texas, with offices in ma-
jor U.S. ci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hold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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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m-
bly adopted by consensus a resolution to commemo-

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World
War II victory. On June 26,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commemorated the sign-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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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g-
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
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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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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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ied on against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nd finally, for the first time United States dropped
two atomic bombs on Japan to put a finish to the
war disaster. There were a total of 50 million to 70
million deaths caused by the war -- the largest
number of deaths in the history of war.
Learning about history is like holding up a mirror to

reflect the past to teach us a 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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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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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exas.
The coming
commemora-
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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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ober 18,
2015

For
additional
details and
sponsor-
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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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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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crobats: “ The
Power & Strength” –
Performers: Xiangyuen
Brothers. The twin
brothers (Yang Lin and
Yang Jian) started their
dedicated acrobatic
career at the age of only
ten years ol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ccompanied by Prince Philip,
inspects the guard of honor during a traditional ceremonial
welcome held by British Queen Elizabeth II at the Horse
Guards Parade in London, Oct. 20, 2015. (XinhuaPhoto)

UK's Future Rail Plans To Be Part Of
China-UK Economic Agreements

British Chancellor of Exchequer George Osborne

Chinese Tourists In The UK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Dr. Bright Chen, DPM, AACFAS
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伯克利大學學士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答謝: 龍緣大師啟示
信女陳秀珠，近年來運氣低落，百事不順，加上姻緣又出現問題，更令信女苦惱萬分。
幸得有人介紹得以求見龍緣大師，經大師一番指點，化解許多煩惱，使信女的運氣、
人緣皆順利，婚姻也美滿幸福。信女感激萬分，特此登報答謝。

龍緣人現寓：6468 Corporate Dr, Houston (中國城附近）
解 答 時 間：早上10點-晚上8點
電 話 預 約：832-542-3952

命 運 顧 問

龍緣大師親抵休斯頓龍緣大師親抵休斯頓龍緣大師親抵休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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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福參謀
人生一切皆有命運，但有許多人並不了解命運。有人在得意的時候說沒有命運，終在失意時才向命運低頭。
其實命運主宰著人生，人又常受命運的捉弄。唯有了解命運的人，才能制造命運，改變人生。龍緣大師自幼得
中泰高僧秘傳玄學，用八字五行能量，準確判斷過去和未來，今特將所學與研究的心得經驗，為您指點迷津。
命運對您是如何呢？請來詢問，現在及將來，榮枯得失，指示您人生吉兇禍福，挽救子孫孝道、因果福報、事業
不展、管非纏身、家庭不和、夫妻外遇、婚姻難成、財運不通、小人陷害，神不守舍或有不可告人之事，健康是
否有問題，種種難題不能解決？如是不必灰心，龍緣大師當為你竭心盡力，解決您目前的問題。若有懷才不遇
者，隱憂難決，歧路仿徨，不知何去何從，未見龍緣，未算絕望，請從速前來，佛渡有緣人。（真誠方賜教，氣傲
莫問津）

驚人判斷，人生大事
命運 為何有人一生嘗盡酸甜苦辣？有人一生大風大浪，面對官非？而又有人一世豐衣足食，且一帆風順？
為何有人奮發圖強、勞勞碌碌，卻仍然兩手空空？而另有人一生悠閑，不必勞碌，可享終身幸福。命和運是分
不開的，命好需配合運好；命不好，更需要探索及了解命運，知命而把握機緣，反敗為勝，走上順利之途。
姻緣 有人享盡愛情的甜蜜，有人嘗盡愛情之痛苦，也有人根本不知愛情的滋味。每個人的桃花亦有所不
同，三妻四妾大有人在，也有一生為情所困，更有孤獨終生之人。情困需解決，早日要化煞，幸福緣分即會來
到您身邊。

答謝人陳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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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88成高中生心聲成高中生心聲：：
累累、、壓力大壓力大、、無聊無聊

（綜合報導）一項讓美國高中生自己評價學校生活的研
究結果發現，80%受訪學生的回答都很消極，其中普遍使用的
三個關鍵詞是累、壓力大和無聊。

研究人員警告說，高中生在學校中的負能量會影響他們
的注意力、記憶力、決策力、學業表現和社交生活。

來自耶魯大學心理學系的研究人員布拉克特(Marc Brack-
ett)，同時也是“耶魯大學情緒智能中心”(Yale Center for
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主任，他說：“如果你的大腦一直要
對壓力做出反應，想要集中註意力和在學業上表現出色都是
很困難的。”

這項新研究的結果是在23日公佈，該研究與“生而如此
基金會”(Born This Way Foundation)合作，同時受到“羅伯特

伍 德 強 生 基 金 會 ”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 的 支 持 。 其 中
“生而如此基金會”由歌手女神卡卡
(Lady GaGa)創辦。

研究調查了全美2萬2000名高中
生，得到的研究結果也十分清楚：美
國高中生總體感到不開心，他們至少
在學校裡
感到不開

心。
研究人員設計問卷調查問學

生們“你對目前的高中生活感覺
如何”，之後是三個空格可供學
生們填寫，其中39%學生表示累，
29%學生表示壓力大，26%的生表
示無聊。在正面情緒中高興和興
奮分別占22%和4.7%。

布拉克特表示家長和教育者
應該關注這個問題。

休士頓上週末遭遇大雨，街道和車輛被淹。

（綜合報導）根據德克薩斯州酒精
飲品管理委員會的統計，休士頓和蓋文
斯頓（Galveston）地區的酒品零售商向
未成年人售酒的比例要明顯低於德州其
他地區，數字顯示，在所有的接受調查
的酒類零售商中，僅有5%的業主有向未
成年人售酒的情況。

達拉斯一福特沃斯的情況最為糟糕

，在245個調查的售酒商中，有32家向
未成年消費者出售酒品，整個德州 933
家接受調查零售商中，有91%的業主遵
守法律。

管理機構稱，非常滿意這次的調查
結果，有大部份的酒商都能遵守德州法
律，但是，向未成年人售酒的現象仍不
容忽視。

在此次調查中，德州酒精飲品管理
委員會採取突然進行的調查方式，並由
未成年人協助進行購買（在沒有出示身
份証的前提下）。

目前，這些未遵守法規的零售商將
接受罰款或暫時停止商業行為，涉案的
個人員工還將面臨懲罰。

向未成年人售酒 休士頓比例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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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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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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灝

作者預見袁人類將目睹又一個劃時代事件遥我們將在幾個世紀後
消失袁要么因爲我們獲得了神明般的力量袁變得難以認出袁要么因爲我
們對環境管理不善而自我毀滅遥

人類不擅長將能力轉換爲幸福

在大多數人的觀念中袁原始社會通常被描述成貧困的狀態袁充滿
了殘酷的競爭遥但作者認爲袁在原始社會袁個體的生活質量優于農業社
會袁考古學證據可以支持這樣的觀點遥

有一類證據來自古人類的骨骸遥
早期農業社會的人的骨骸通常比狩獵採集社會的人小袁而且有更

多營養不良尧疾病和畸形渊比如因長期農業勞作造成的脊柱變形冤的迹
象遥遺傳學的證據也表明袁很多對人類致命的疾病最初來自家畜家禽袁
豬和鷄在被馴化的同時袁也把疾病帶給了人類遥

更重要的是袁對古代聚居地和墓葬的考古發掘顯示袁早期農業社
會有着前所未見的社會分層院有些人住在宮殿里袁有些人卻住在草房
里曰有些人的陪葬品極盡奢華袁有些人的屍骨卻被隨意抛棄在大坑里遥

赫拉利説袁原始社會當然有它的艱難和殘酷之處袁但這些也存在
于現代社會中遥許多書和電影將原始社會描述得如此可怕袁也許是爲
了讓人們相信現代社會在各個方面都優于原始社會袁以免人們對現實
産生質疑遥因此袁我們更應該提醒自己袁事實上袁世界各地仍有數億人
口袁對他們來説袁今天的生活也許比幾千年前的狩獵採集者更艱難遥

作者説袁我們常常用能力去衡量發展袁認爲我們的能力超越過去
了袁便是一種進步遥但他認爲應該用幸福來衡量發展遥可惜袁人類擅長
獲取能力袁卻不擅長將其轉換爲幸福遥如今袁我們擁有遠勝過去任何時

期的能力袁享受着遠勝過去任何時期的舒適生活袁但我們就一定生活
得比我們的祖先幸福嗎钥

作者用了一組數據進行對比遥石器時代袁平均每人每天爲吃穿住
和娛樂而消耗 4000千卡能量遥在今天的美國袁人們每天的能耗是 22.8
萬千卡袁不只是爲了塡飽腸胃袁還要野供養冶他的車尧電腦和冰箱遥能耗
差了 60倍袁但今天的美國人比當初的狩獵採集者快樂了 60倍嗎钥不
見得遥野人類就像一輛車袁司機一腳把油門踩到底袁但變速杆還放在空
擋袁於是噪音嘎嘎袁油耗很大袁卻走不了多遠遥冶

科學不能回答關於價値的問題

人類在征服世界的高歌猛進中袁沒有獲得相應提高的幸福感袁卻
讓曾經是夥伴的動植物陷入痛苦遥

赫拉利認爲袁人類從食物鏈中段到頂端的倉促跳躍袁不僅讓生態
系統猝不及防袁就連人類自己也不知所措遥在他看來袁人類歷史上衆多
的災難袁不論是生靈塗炭的戰亂還是生態遭遇的浩劫袁其實都源自這
一倉促的跳躍遥

作者認爲袁人類確實取得了一些眞正了不起的成就袁最値得一提
的成功是減少了戰爭遥21世紀初袁世界正在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和平
時期遥不但國家間戰爭的數量和強度下降袁而且和平的定義也變化了袁
即和平不只是野戰爭的缺席冶袁而是野戰爭的難以置信冶遥

但另一方面袁我們也不能過于自信遥因爲袁我們也必須看到袁與人
類的進步相伴是全球變暖尧動植物大面積滅絶這樣的生態惡化遥

有時候袁科學爲解決問題而製造出新問題遥科學雖然能賦予我們
強大的力量袁卻不能吿訴我們該如何駕馭這種力量遥因爲科學不能回

答關於價値的問題袁例如野什么是好的冶袁或野什么是重要的冶遥
所以袁僅僅依靠科學是很危險的遥
同一種技術可以被用在完全不同的目的上遥比如袁基因技

術可以治療癌症袁也可以用來設計超級嬰兒袁或者創造生化武器遥
作者説袁野歷史在人類創造神的時候開始袁在人類成爲神的時候終

結冶遥
人類的演化已經脫離了自然規律遥如今袁科技通過智能設計袁而非

自然選擇袁來創造新的生命形式遥在未來 50到 200年內袁我們極有可
能將自己野陞級冶爲一個完全不同的物種遥我們可能會製造出比自己強
大得多的人工智能袁我們還可能將自己的大腦與計算機連接遥許多科
幻小説中的設想袁也許在不久的將來都會變成現實遥

未來幾十年袁人類將會進行歷史上最爲劇烈的變革要要要人類的身

體和想法成爲變革的産物遥或許袁未來不再是造出飛得更快的宇宙飛
船袁而是人類自己就能飛遥著名
物理學家史蒂芬窑霍金也曾説袁
野人工智能的全面發展可能導致
人類的滅絶遥冶

野我們人類究竟想要什么冶袁
作者在書中最後部分追問遥

赫拉利説袁我希望讀者從書
中看到的不僅是人類的發展歷

程袁更可以借此思考生命的意
義袁思考人類的命運遥明白我們
是從哪里來袁才能想清楚我們要
去哪里遥

《人類簡史》：原始社會比想象中幸福？（二）

隨着電影叶1980年代的愛情曳上演袁野1980年代冶這個許久以來被
人們懷念和歌頌的年代袁再一次成爲焦點遥

1980年代袁或者上世紀 80年代袁那個開放之初的時代袁對於今天
的許多人來説袁新奇尧開放尧寬容尧充滿了向上的力量遥那是一個思想解
放的年代袁一個文學爆發的年代袁一個積極進取的年代噎噎

對於 1980年代的懷念袁或許可以稱之爲 1980年代情懷遥不過袁也
有人懷疑袁30多年前的那個年代袁沒有網絡尧沒有股市尧沒有多彩的娛
樂尧沒有豐富的物質商品袁甚至自由市場才剛剛開始萌發袁眞的是黃金
時代嗎钥

對此袁本報採訪了著名歷史學家雷頤袁對於那個年代的記憶袁雷頤
説院野把事件放在歷史的情景和脈絡之中袁我們就知道袁那是一個許多
方面都開先河的年代袁現在習以爲常的很多東西袁當年都曾經付出過

艱辛的努力甚至是代價袁溫
故而知新袁記住歷史袁不是爲
了回到過去袁而是爲了更好
的前進遥冶

開眼看世界

過去的 1980年代袁雷頤
把它稱爲破堅冰的時代遥他
説院野許多事情袁要放在歷史
本身的情境中去看袁上世紀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袁耶文
革爷已經結束袁中國從那個動
蕩尧封閉的時代走出來袁在冰

天雪地中邁出艱難的一步袁非常不容易遥冶
從無到有袁比從有到多更困難袁雷頤説院野破

堅冰的一霎袁是最困難尧最需要勇氣的遥比如説朦
朧詩袁我有一個朋友袁當年寫朦朧詩袁而被開除公職袁但是到了上世紀
80年代中後期袁朦朧詩就已經被社會所接受袁到了現在袁人們可能都會
覺得朦朧詩根本不算什么袁這當然是社會的進步袁但這個進步袁是許許
多多像我那位朋友一樣的人袁付出過沉重的代價換來的遥冶

一個時代的進步袁帶來的不僅僅是某個領域袁某些人的變化袁而是
整個社會的變革遥雷頤説院野開放袁影響的是所有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大
解放袁比如説糧票尧布票等的消失袁使得人的遷徙變得自由袁在此之前袁
遷徙是非常困難的袁要受到糧票的制約袁一個北京人袁要去上海袁你拿
北京的糧票肯定不行遥但是廢除糧票之後袁人們可以在任何地方獲得
基本的生存資源遥冶

那並不是一個神話的時代袁但卻是一個一切都在前進的時代遥雷
頤説院野從堅冰中破冰而出袁一切都是欣欣向榮袁整個社會方方面面都
在想辦法往前走袁變得更加開放遥所以袁並不是那個時代眞的一切都
好袁恰恰相反袁開眼看世界的人們袁發現我們有那么多的不足袁那么多
需要學習的東西袁一下子爆發出來的熱情袁彌足珍貴袁也値得學習遥冶

記住過去袁記住歷史袁正是因爲我們需要不斷前進遥雷頤説院野僅僅
和現在對比袁當然會發現那時候社會的發展遠遠沒有現在好袁但學歷
史就是要培養人的歷史感袁把事件放在歷史中去評判袁從這個意義上袁
當時中國社會逬發的向上的能量袁發展的願望袁以及爲了社會進步所
付出的艱辛努力袁是値得肯定的遥冶

打破計劃經濟

社會在前進袁但前進的社會袁是有來源的袁是有根基的袁而這個根
基之中袁許多磚石都是在上世紀 80年代奠定的遥這就是上世紀 80年
代的意義袁並不因爲大廈落成尧高樓入雲而消失遥

雷頤説院野太多東西在那個時代奠定袁比如思想學術領域袁在開放
之前袁人們對西方袁對世界的學術尧思想極少瞭解袁開放之後袁西方學術
被大量引進袁薩特進來了袁太多的東西是我們以前不知道的遥比如文
學袁自由詩尧朦朧詩在之前是不許談的袁但是後來也成了文學中重要的
部分遥再如國企改革袁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袁還有敎育袁上大學不再看
家庭出身了袁還有農村的土地承包袁直接改變了當代中國的農業生産
模式袁林林總總袁這些開風氣之先的舉措袁都是在那個時代完成的袁並
且袁直接影響着中國社會後來這數十年的發展遥冶

不斷進取袁不斷改變袁這就是上世紀 80年代留給中國的財富遥雷
頤説院野可以説上世紀 80年代是當代中國最開始啓蒙尧萌芽的時代袁整
個社會都在高速地往前發展袁這是最難的袁比如市場經濟袁我們現在習
慣了市場上豐富的物資袁自由的價格袁但是在開放之前袁計劃經濟時
代袁一盒火柴的價格都是國家制定的袁年輕人可能想象不到那種情景
究竟意味着什么袁但是毫無疑問袁打破計劃經濟袁轉向市場經濟袁它的
意義是開天闢地的遥可以説袁沒有那個時代的無數人的開闢道路袁沒有
艱難的努力和付出袁就不可能有今天繁榮的社會袁不可能有今天大多
數人優裕的生活袁社會發展帶來了生活質量的提高袁生活方式的改變袁
生活條件的便利袁但是不應忘記袁這一切都是怎么得來的袁否定了這個
基礎袁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一切袁都會失去意義遥冶

80年代被神話了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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