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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休城讀圖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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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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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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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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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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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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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本週四 美南周刊
頭版人物介紹預覽

星期二 2015年11月3日 Tuesday, Nov. 3, 2015

星期二 2015年11月3日 Tuesday, Nov.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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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y Creek Ranch Plaza 商鋪獨家招租商鋪獨家招租 Pre-Leasing

位置佳﹕
Walmart Neighborhood Shadow,
小學對面﹐5 Mins to 99號公路
商鋪招租面積28,750 平呎,
2000平呎獨棟 Built to Suit

租金$32.00/平呎/年, NNN: $8.57/平呎/年
誠招﹕超市﹐學校﹐醫生﹐會計﹐餐廳

王王 迪迪
DavidDavid WangWang
專業商業專業商業地產經紀地產經紀

電話﹕+1 346 204 0267
微信﹕weixindavidw
電郵﹕dwang004@gmail.com

2016年動工 高消費區﹑車流量大

山東省濰坊市醫療代表團訪問休斯頓山東省濰坊市醫療代表團訪問休斯頓

20152015年年1111月月11日日，，由山東省濰坊市衛計委主任楊錫廣由山東省濰坊市衛計委主任楊錫廣、、濰坊市人民醫院院長盧洪凱濰坊市人民醫院院長盧洪凱、、濰坊市中濰坊市中
醫院院長牟作峰醫院院長牟作峰、、濰坊市婦幼保健院院長高振忠等組成的濰坊市醫療代表團抵達休斯頓濰坊市婦幼保健院院長高振忠等組成的濰坊市醫療代表團抵達休斯頓。。代表團代表團
在休斯敦期間將對在休斯敦期間將對BaylorBaylor 醫學院醫學院、、MDMD安德森癌症中心安德森癌症中心、、德州心髒研究所德州心髒研究所、、德州兒童醫院等醫學德州兒童醫院等醫學
研究和醫療機構進行考察訪問研究和醫療機構進行考察訪問。。

1111月月11日晚上代表團應邀觀摩了休斯頓華人醫生網絡醫院與北京中日友好醫院日晚上代表團應邀觀摩了休斯頓華人醫生網絡醫院與北京中日友好醫院
進行的遠程網絡會診現況進行的遠程網絡會診現況，，休斯頓華人醫生網絡醫院院長休斯頓華人醫生網絡醫院院長，，著名心髒專科醫生著名心髒專科醫生
豐建偉博士豐建偉博士、、Robert LodatoRobert Lodato醫學院教授醫學院教授、、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貝勒醫學院馬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貝勒醫學院馬
欣教授欣教授、、著名淋巴瘤專家王魯華博士熱情接待了代表團全體成員著名淋巴瘤專家王魯華博士熱情接待了代表團全體成員，，美南山東同美南山東同
鄉會前會長張磊鄉會前會長張磊、、同鄉會理事孫志國等陪同參加同鄉會理事孫志國等陪同參加，，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科技參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科技參
贊陳宏生出席贊陳宏生出席。。

休斯頓華人醫生網絡醫院院長休斯頓華人醫生網絡醫院院長，，著名心髒專科醫生豐建著名心髒專科醫生豐建
偉博士偉博士、、著名葛益民醫學博士正在對中國醫院提供的一著名葛益民醫學博士正在對中國醫院提供的一
位疑是肺癌病人資料進行病情分析位疑是肺癌病人資料進行病情分析。。

Robert LodatoRobert Lodato醫學院教授與中國醫學專家們共同醫學院教授與中國醫學專家們共同
為中國病人會診為中國病人會診。。

中美兩國醫師專家通過網絡中美兩國醫師專家通過網絡，，為大洋彼岸的病人進為大洋彼岸的病人進
行會診行會診。。

山東省濰坊市衛計委主任楊錫山東省濰坊市衛計委主任楊錫
廣廣、、濰坊市人民醫院院長盧洪濰坊市人民醫院院長盧洪
凱凱、、濰坊市中醫院院長牟作峰濰坊市中醫院院長牟作峰
、、濰坊市婦幼保健院院長高振濰坊市婦幼保健院院長高振
忠參加了中美華人網絡醫院兩忠參加了中美華人網絡醫院兩
國醫師共同會診過程國醫師共同會診過程。。

休斯頓華人醫生網絡醫院院長休斯頓華人醫生網絡醫院院長，，著著
名心髒專科醫生豐建偉博士向山東名心髒專科醫生豐建偉博士向山東
省濰坊市衛計委主任楊錫廣省濰坊市衛計委主任楊錫廣、、濰坊濰坊
市人民醫院院長盧洪凱市人民醫院院長盧洪凱、、美南山東美南山東
同鄉會前會長張磊等人介紹成立中同鄉會前會長張磊等人介紹成立中
美華人醫師網絡醫院的意義美華人醫師網絡醫院的意義。。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道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11月1日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光鹽社辦公室舉行全僑健康日委員會議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會長及健康日總召集人施惠德醫師亞裔健康教育協會會長及健康日總召集人施惠德醫師、、前會長陳超前會長陳超、、眼科醫師余兆一眼科醫師余兆一、、黃博文醫師黃博文醫師、、國防醫學院校友會會國防醫學院校友會會
長莊希聖醫師長莊希聖醫師、、中國護士聯誼會前會長孫秀蕊中國護士聯誼會前會長孫秀蕊、、會長詹淑姿會長詹淑姿、、創會會長饒美華創會會長饒美華、、老人服務協會趙婉兒會長出席參與討論老人服務協會趙婉兒會長出席參與討論1111
月月77日健康日日健康日

黃博文醫師黃博文醫師、、中國護士聯誼會前會長孫秀蕊計畫邀請各部中國護士聯誼會前會長孫秀蕊計畫邀請各部
門醫師門醫師、、營養師營養師、、眼鏡行的展眼鏡行的展

眼科醫師余兆一說明將於眼科醫師余兆一說明將於1111月月77日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在僑日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在僑
教中心大禮堂舉行全僑健康日重點議題為眼科健康教中心大禮堂舉行全僑健康日重點議題為眼科健康，，提供眼科提供眼科
方面的保健常識方面的保健常識，，現場會有專業醫療護理人員為民眾進行視力現場會有專業醫療護理人員為民眾進行視力
、、瞳孔和眼壓檢查瞳孔和眼壓檢查

中國護士聯誼會會長詹淑姿負責中國護士聯誼會會長詹淑姿負責
邀請邀請2020位護理人員位護理人員、、分配負責協分配負責協
助血壓測量助血壓測量、、Flu ShotFlu Shot和眼睛檢和眼睛檢
查查、、亞裔健康教育協會前會長陳亞裔健康教育協會前會長陳
超超、、中國護士聯誼會前會長饒美中國護士聯誼會前會長饒美
華負責場地佈置華負責場地佈置

老人服務協會趙婉兒會長負責義工安排老人服務協會趙婉兒會長負責義工安排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會長及健康日總召集人施惠德醫師表示亞裔健康教育協會會長及健康日總召集人施惠德醫師表示
全僑健康日活動現場有四個專題講座包括老年與黃斑部病全僑健康日活動現場有四個專題講座包括老年與黃斑部病
變與糖尿病及視網膜病變變與糖尿病及視網膜病變、、眼鏡及驗光眼鏡及驗光、、雷射屈光矯正和雷射屈光矯正和
雷射白內障手術及青光眼的診斷與治療雷射白內障手術及青光眼的診斷與治療

國防醫學院校友會會長莊希聖醫師亞裔健康教育協會前會長陳超國防醫學院校友會會長莊希聖醫師亞裔健康教育協會前會長陳超、、中國護士聯誼中國護士聯誼
會前會長饒美華會前會長饒美華、、孫秀蕊孫秀蕊、、..黃博文醫師黃博文醫師1111月月11日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光鹽社辦日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光鹽社辦
公室參加全僑健康日委員會議公室參加全僑健康日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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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 Tuesday, Nov. 3, 2015 星期二 2015年11月3日 Tuesday, Nov. 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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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博覽會在法國巴黎舉行巧克力博覽會在法國巴黎舉行，，模特模特
身著巧克力時裝走秀身著巧克力時裝走秀TT臺盡顯甜美外表臺盡顯甜美外表。。

土耳其舉行大閱兵土耳其舉行大閱兵
紀念第紀念第9292個共和國日個共和國日

秘魯港口現兩隻巨型木筏 預計漂浮6週到復活節島

秘魯城市利馬秘魯城市利馬1515公公
里以西的卡亞俄港里以西的卡亞俄港，，工作工作
人員正將兩隻巨型木筏停人員正將兩隻巨型木筏停
放在它們的碼頭處放在它們的碼頭處。。這兩這兩
隻大木筏都由密度最小的隻大木筏都由密度最小的
輕木製成輕木製成，，每只重量達每只重量達
2323噸噸。。它們將於它們將於1111月月11
日啟航日啟航，，預計預計66周後漂浮周後漂浮
至復活節島至復活節島。。

红
楼
梦
曹雪芹

責任編輯：王荣欣

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院 一個是
自幼奶娘王嬤嬤袁 一個是十歲的小
丫頭袁 亦是自幼隨身的袁 名喚作雪
雁．賈母見雪雁甚小袁一團孩氣袁王
嬤嬤又極老袁 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
的袁便將自己身邊的一個二等丫頭袁
名喚鸚哥者與了黛玉．外亦如迎春

等例袁每人除自幼乳母外袁另有四個
敎引嬤嬤袁 除貼身掌管釵釧肿沐兩
個丫鬟外袁 另有五六個灑掃房屋來
往使役的小丫鬟．當下袁王嬤嬤與
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櫥內．寶玉之

乳母李嬤嬤袁並大丫鬟名喚襲人者袁
陪侍在外面大床上．

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袁本
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袁生恐寶
玉之婢無竭力盡忠之人袁 素喜襲人
心地純良袁克盡職任袁遂與了寶玉．

寶玉因知他本姓花袁又曾見舊人詩句上有 "花氣襲人 "之句袁遂
回明賈母袁更名襲人．這襲人亦有些痴處院伏侍賈母時袁心中眼
中只有一個賈母袁如今服侍寶玉袁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只

因寶玉性情乖僻袁每每規諫寶玉袁心中着實憂鬱．
是晩袁寶玉李嬤嬤已睡了袁他見里面黛玉和鸚哥猶未安息袁

他自卸了妝袁悄悄進來袁笑問院"姑娘怎么還不安息钥 "黛玉忙讓院
"姐姐請坐遥 "

襲人在床沿上坐了． 鸚哥笑道院"林姑娘正在這里傷心袁自
己淌眼抹淚的説院`今兒才來袁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袁倘或摔
壞了那玉袁豈不是因我之過浴 '因此便傷心袁我好容易勸好了 "．

襲人道院"姑娘快休如此袁將來只怕比這個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
呢浴 若爲他這種行止袁你多心傷感袁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快別多
心浴 "黛玉道院"姐姐們説的袁我記着就是了．究竟那玉不知是怎
么個來歷钥 上面還有字迹钥 "襲人道院"連一家子也不知來歷袁上
頭還有現成的眼兒袁聽得説袁落草時是從他口里掏出來的．等我
拿來你看便知遥 "黛玉忙止道院"罷了袁此刻夜深袁明日再看也不
遲遥 "大家又叙了一回袁方纔安歇．

次日起來袁省過賈母袁因往王夫人處來袁正値王夫人與煕鳳
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看袁 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個媳婦
來説話的．黛玉雖不知原委袁探春等卻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
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袁倚財仗勢袁打死人命袁現在應
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袁故遣他家內的人來
吿訴這邊袁意欲喚取進京之意．

門口象是炫耀般的挂起了小弓箭袁第二天事先安排好的乳母嬤嬤便來給八阿哥
開奶袁我忽然有些不捨袁躺在床上絮絮叨叨的關照院"過幾日我要自己喂的袁你別把他
慣得太嬌氣浴 "乳母嬤嬤唬了老大一愣袁半晌才訥訥的應了遥

按着風俗袁我有七天是不能下床走動的袁可挨到第三天袁我的精神大好袁聽見外
屋衆人嬉鬧着給小東西洗澡袁不禁心里癢癢的袁很想出去瞧瞧遥

"哇 --"嘹亮的哭聲突然響了起來遥
我的心莫名的被揪緊了院"怎么回事钥 "強撑着半坐起來袁未央忙按住我袁笑道院"

娘娘別緊張袁是大吉大利的好事袁這是小阿哥 "響盆 "呢浴 "果然聽外頭衆人歡呼雀

躍袁時不時的竟還夾雜了一道熟悉的笑聲遥 我眨了眨眼院"怎么皇上在外頭么钥 ""是袁
皇上一早就下了朝袁特意趕回來瞧小阿哥洗三遥 "我噗哧一笑袁掌不住心里無限安慰
和喜悅遥 皇太極對這個孩子袁似乎寵愛得有些過頭了遥

七月十六袁是我産後滿七天的日子袁大清早未央便扶了我下地袁我感覺腹部空落
落的袁往日的平衡感竟一點也找不着了袁晃晃悠悠的笨拙如一只企鵝遥

看着未央想笑而不敢放肆的臉袁我唯有苦笑袁看來今後有好長一段日子我得先
適應走路袁再然後就是減肥計劃遥

昨兒個哲哲命人送來一架悠車袁我比划了下長度袁約一米三四袁寬度則不到一
米袁兩端呈半圓形袁外型上有些酷似現代的搖籃袁可因是用樺樹皮做袁乍一看更象是
條小船遥 悠車外端漆成了紅色袁繪製了吉祥圖案的花紋袁瞧着倒也有幾分精緻遥

悠車前後兩端各系了兩股繩索袁用以懸于樑上袁輕輕搖動袁分外有趣遥
滿人的習俗慣常都是把嬰兒放在懸吊着的悠車內養大的袁我見怪不怪袁只是有

些擔心小八會從悠車里翻出來摔着遥
思忖間袁 乳母嬤嬤已經手腳麻利的把小八放進事先鋪墊好糠麩褥子的悠車里袁

將他四肢放平袁用柔軟的布帶子把他的胳膊肘尧膝蓋和腳脖子一一綁在悠車上遥小傢
伙睡的正香袁小腦袋底下枕着高粱枕袁兩道稀疏的眉毛袁狹長的眼線袁小鼻子上淡淡
的密布着細小的白點子袁紅紅的小嘴微微張開噎噎

我瞧着出神袁一時頗有感觸的濕了眼睛袁忙用帕子拭去遥
"娘娘怎么傷心了钥 "未央不解的看着我遥
"不是傷心遥"我淡淡的笑袁"只是瞧這孩子長得和他阿瑪象是一個模子里刻出來

的噎噎""那是袁來瞧過小阿哥的人都説袁小阿哥眉眼長得像極了皇上浴 "未央樂滋滋

的抿嘴笑遥 我輕輕的撫觸孩子幼嫩的臉頰袁腦海中勾勒着當年那個小皇太極稚嫩的
模樣袁不禁勾起了唇角院"是袁像極了噎噎""宸妃娘娘吉祥 --"門外陡然響起一道尖鋭

的聲音遥

"夫人遥 "小琪趕忙攙扶着董夫人袁又對着身後的宮女吩咐道院"快

去打盆熱水過來遥 "

"是遥 "幾個小宮女紛紛跑了下去遥就在這時袁胡昭儀帶着幾個自己
的宮婢走進隆基堂袁 看着忙進忙出的宮女們趕緊走進屛風後面問道院"

這是怎么回事钥 "

"胡昭儀遥 "宮女俯身請安遥
"哎呀袁我的好姐姐袁你這是怎么了钥 "胡昭儀看見董夫人滿面憔悴

的躺在臥榻上袁於是迎上去安撫道院"唉袁好姐姐袁你怎么把自個折磨成
這副模樣了钥 "

"妹妹來了钥 "董夫人坐起來説道院"小琪袁快給胡昭儀上點心遥 "

"是遥 "

"姐姐袁不用這么麻煩了遥 "胡昭儀笑着説道院"好在妹妹我上隆基

堂來探望姐姐袁不然袁姐姐恐怕都悶死了吧遥 "

董夫人淡笑地點了點頭袁説道院"妹妹有心了遥 "

"有些病就是憋出來的遥 "胡昭儀上前攙扶着董夫人下了塌袁然後
説道院"不如就讓我領着姐姐在後花園里走動走動吧遥 "

"可是噎"小琪擔憂地想上前阻止袁無奈又被董夫人勸退遥
胡昭儀拉着病病怏怏的董夫人走在石板路上袁 兩人根本無心欣賞

四周簇擁的鮮花遥 胡昭儀瞅了一眼身邊的女人袁尋思着院看樣子這個董
夫人也是個病美人了袁又如何與她聯手對付弘德夫人钥 不行袁還得先探
一探口風袁哼袁我就不信袁她不記恨那個女人遥

"唉袁雖然姹紫嫣紅袁可也比不上華林園的小花園啊浴 "胡昭儀試探

地説道院"整個華林園里住了一頭母老虎袁眞是浪費咯遥 "

董夫人淡定地説道院"胡昭儀對華林園可謂是又恨又愛啊遥 "

"不滿姐姐説袁我才不稀罕遥 "胡昭儀悶哼一聲袁説道院"其實妹妹是

替姐姐不値遥 "

董夫人轉念一想袁問道院"哦钥 眞是難爲妹妹了遥 "

胡昭儀詫異董夫人的平靜袁看着她走向另一方袁於是自己又跟上去
支支吾吾地説道院"姐姐袁你也是夫人袁平心而論袁在後宮與那弘德夫人
能一爭高下的自然也只有你了遥妹妹實在替你想不通袁爲何她能在華林
園作威作福袁而姐姐卻只能窩在小小隆基堂里遥姐姐噎難道你從未想過
以後钥 "

董夫人微笑地搖頭袁回首説道院"胡昭儀袁你所想到的以後是不是她
登上皇后之位之後袁你害怕她會施以報復袁自己就沒有好果子吃了钥 "

第二天陸希睿上學之後袁陸景曜沒有去公司袁而是悠哉游哉一邊
看報一邊吃早餐袁倒是秦予喬急乎乎地看着他袁然後陸景曜對她淡淡
一笑院"急什么袁只是換個地方吃幾天飯而已遥 "

秦予喬突然説不出話袁低下頭院"我隨便你噎噎"

陸景曜扯扯嘴角院"口是心非遥 "

"是嗎钥 "秦予喬抬頭陸景曜袁"如果你這次沒有出來袁別指望我會
進去給你送飯遥 "

"呵呵遥 "陸景曜站起來袁然後聞了聞身上的衣服袁"我要上去先洗

個澡遥 "

陸景曜上樓洗好澡袁然後穿戴好西裝筆挺地下來袁下來的時候手
里還拿着一本書院"睿睿的語文書拉在家里了袁喬喬袁睿睿第一堂課就
是語文課袁你先給他送去吧遥 "

秦予喬不説話袁表情沒有任何波動袁過了會袁她拿過陸景曜手上的
書袁狠狠地説了句院"陸景曜袁我眞管不了你了浴 "

陸景曜上前揉了揉秦予喬的頭髮院"喬喬袁你不需要擔心我袁你只
需要在家等我出來就可以了遥 "

秦予喬看了眼陸景曜袁拿着希睿的書出門了遥
噎噎
秦予喬開着車去二小的時候袁 一輛警車從她的車後面超過她袁秦

予喬看着笛鳴而過的警車袁然後慢慢將車停靠在路邊袁過了會袁秦予喬
忍不住笑起來袁笑得眼淚都掉下來遥

昨晩陸景曜跟她説院"喬喬袁我跟你説件事遥 "

"明天我可能要進警局幾天袁你騙騙希睿袁別讓他知道遥 "

"還有袁你離陸元東遠點遥 "

"噎噎"

秦予喬想起秦彥之跟她説的話袁其實她是想要跟陸景曜同舟共濟
的袁一切問題等船靠岸後再説袁

結果陸景曜還是提早把她送下了船遥
這個男人袁還是牢底坐穿算了浴
作者有話要説院今天求了一張上上簽袁原本打算加更一章的袁但是

眞的太累了袁走了幾百石台階袁今天回來寫完這章的時候已經差不多
了窑

若是其他的女孩子甜甜的喊一聲袁小安子大可以厚着臉皮應了再説遥
可眼前這個少女卻是少爺中意的那一個遥 雖然小安子暫時還不清楚容瑾
到底有多中意袁不過袁他可以確定袁容瑾絶對不樂意聽到寧汐這樣親昵的
喊他遥

寧汐烏溜溜的大眼分外的明亮院"我就是酒樓里的小學徒袁 喊你一聲
哥哥袁説起來還是我佔便宜了遥 "

小安子在那雙明亮的大眼里敗下陣來袁舉手投降院"好好好袁你想怎么
喊都隨你袁不過袁當着少爺的面袁你就直呼我的名字好了遥 "

寧汐笑着點頭袁將心里那一絲微妙的感覺按捺了下去袁好奇的問道院"

小安子哥哥袁剛纔聽孫伯伯説袁容少爺今年要參加會試了是嗎钥 "

------------

今天忽然看到大神之光從兩個變成六個袁 眞的好感動 ~謝謝讀者們

的支持袁已經各種倦怠想偷懶的小情袁決定在裸奔的日子里繼續兩更了 ~O

(∩ _∩ )O~

第一百二十九章容瑾的過往
一説到這個袁小安子的話匣子立刻被打開了袁滔滔不絶的説道院"寧姑

娘袁我們少爺去年就考過鄉試了遥當時可是轟動一時遥以我們少爺的文采袁
今年考個狀元也是十拿九穩的了噎噎"

從小安子亢奮的樣子來看袁説上個一天一夜也沒問題遥
寧汐好奇的打斷小安子院"可我看容少爺天天悠閑自在袁 似乎連夫子

都沒有呢 "居然還有心思搗鼓着開酒樓袁實在是不務正業遥

説到這個袁小安子可就更神氣了院"少爺當然有老師遥 少爺和四皇子
殿下在國子監里是同窗遥敎導少爺的袁是鼎鼎有名的楚大學士遥後來少爺
考過了鄉試之後袁楚大學士就默許少爺可以在家中自習遥有什么不懂的再
去請敎遥 不過袁我們少爺十天半月才去一回噎噎"

有人天資聰穎讀書手到擒來不用費絲毫力氣袁 輕輕鬆松就能學會的
東西袁別人要花十倍的時間和精力遥這樣的人袁簡直就是天才而容瑾袁顯然
就是這樣的人遥

讀書像吃大白菜一樣輕鬆袁寫字如行雲流水飄逸瀟灑袁棋下的好袁會
撫琴袁還畫了一手好畫噎噎

小安子夸夸其談袁其中不免有些吹噓的成分遥不過袁有一點毋庸置疑遥
容瑾確實很聰明很有天資遥

寧汐微笑着傾聽袁不知怎么的袁竟然漸漸走神了遥
難怪容瑾那么的高傲遥 這樣的人袁實在沒有不驕傲的理由如果説袁她

和陸子言之間的差距猶如隔了一條河遥 那么袁 和容瑾的距離更像是一座
山遥

他站在高高的山頂袁她在卑微的山腳遥
好在山腳也有山腳的風景袁只要努力袁小人物也有精彩的人生遥 與其

仰望不可及的風景袁還不如腳踏實地更好自己的日子遥
奇怪袁怎么會忽然想到這些了钥難道是因爲今晩聽了太多容瑾的事情

被刺激到了嗎钥
寧汐自嘲的笑了笑袁忽的問了一句院"小安子哥哥袁你伺候容少爺多

久了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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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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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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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faces a significant slowdown at the end of the
year, official figures suggested yesterday, raising
new fears about a knock-on effect that could hit glob-
al commodity prices and damage British industry.
The country’ s manufacturing sector unexpectedly de-
clined for the third consecutive month in October,
while the services sector grew at the slowest pace
since 2008’ s financial crisis.
The figures suggest that China could miss the rough
7pc growth target set by Beijing, with growth unlikely
to improve upon the 6.9pc annual rate seen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the year without a substantial re-

bound.
The news comes as surveys show UK business
chiefs see unstable currency and commodity prices
and slowing growth in emerging markets as the big-
gest threats to British companies, with small busi-
nesses’ export orders falling at their fastest rate for
six years.
Almost one in three executives sees volatile curren-
cies and commodities as the greatest danger to their
businesses, according to EY’ s latest Capital Confi-
dence Barometer, with 28pc saying a slowdown in
emerging markets is the biggest threat.

Commodity prices, already near their lowest levels
since 2001, could be hit today should investors read
the latest Chinese data as a further indicator of slow-
ing demand in the world’ s second-largest economy.
The country’ s economic malaise has already rocked
many of the world’ s biggest metals and oil produc-
ers, with commodities giants such as Glencore hop-
ing to ride out the storm before a recovery.
But last week's PMI figures from China’ s National Bu-
reau of Statistics gave little indication of an immedi-
ate turnaround.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recorded a

reading of 49.8, below the 50 mark that separates
contraction from expansion, for the third month in a
row. Markets had widely expected a rebound, with ex-
pectations set at 50.
Meanwhile, the services sector, which has helped
make up for disappointing factory output in recent
months, saw its slowest growth for seven years. The
non-manufacturing PMI fell from 53.4 in September
to 53.1.
The country’ s central bank has repeatedly cut bank
lending requirements in an attempt to boost growth
and ward off deflation, but economists suggested the
new figures could herald further measures.
“ As deflation risks intensify, a further RRR cut [the re-
serves a bank must hold against lending] before the
end of this year is still possible,” said economists at
ANZ Bank.
Small UK exporters are already suffering from slow-
ing demand, according to a CBI survey today. Of the
434 manufacturers surveyed, 46pc said export or-
ders had fallen in the three months to October,
against 10pc reporting a rise. The net balance
of -35pc is the worst recorded since April 2009.
(Courtesy www.telegraph.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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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Chinese Economy Stumbles
For Third Straight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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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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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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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ed Nations commemorated the sign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of 1945, marking its 70th anniversa-
ry. The organization was formally chartered on Octo-
ber 24, 1945.
“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
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said Wea H. Lee, Chair-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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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mention-
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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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tainment while reminding us of the rich and
diverse community that is Housto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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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obe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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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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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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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wth Recently Fell Below 7Percent.
(Photo/AP)

PMI Figures Show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Decline With Global Demand Conc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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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世粤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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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5 日晚，闻名世界的澳大利亚标志性
建筑悉尼歌剧院，迎来来自全球的 2000 多名广
东乡亲。第八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暨第二
届世界广东华人华侨青年大会（简称“世粤联
会”）在此隆重开幕，现场响起中国锣鼓，舞
起广东醒狮。这是世粤联会创办 16 年来首次在
亚洲以外地区举办，开创了全球粤籍乡亲联谊、
合作、发展的新里程。
         这次大会以“百载粤侨路·心系中国梦”为
主题，目的是缅怀广东华侨发展历史，凝聚侨
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大会得到国务院侨办，
广东省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务
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在大会开幕典礼上致辞，广
东省省长朱小丹向大会发来贺信。澳大利亚总
理代表、毛里求斯副总统贝勒波等有关国家政
要，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马朝旭等出席了典礼。
       裘援平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粤籍侨胞凭借
“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为住在国的繁荣进步
及与中国的友好往来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她高度评价世粤联会，称其已发展成为全球粤
籍乡亲联谊、交流、协作的重要平台，希望第
八届世粤联会为世界各地粤籍乡亲搭建沟通交
流、合作共赢的桥梁。
　　朱小丹在贺信中表示，世界广东同乡联谊
大会自 2000 年举办以来，已发展成为世界各国
粤籍社团和乡亲联谊交流、共谋发展的一个重
要平台。今年，第八届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
是世粤联会首次在亚洲以外的地区举办，具有
里程碑式的意义。相信在组委会的精心策划和
积极筹备下，大会将进一步团结广大海外粤籍
侨胞，促进合作交流，加强侨胞与祖籍国家及
家乡的联系，并在推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实施，深化粤澳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
用。希望海外粤籍侨胞借助世粤联会这一平台，
把握发展机遇，密切与家乡联系，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共同促进海内外粤籍乡亲事业发展，
为深化广东与世界各地交流合作、全面提升广
东对外开放水平作出更大贡献。
      本届世粤联会为期 3 天，期间除举办《百
载粤侨路——澳洲粤侨历史纪录片》首映礼、
2015 世界广东侨青十杰颁奖礼、交流大会、世
粤侨青论坛、经济论坛、文化讲座等多场活动，
还将举行“服务华社·真情奉献”荣誉人士授
荣仪式。（南方日报林亚茗）　

■世粤侨青大会达成悉尼共识：为民族复兴奋勇前行
　　10 月 6 日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广东华人华
侨青年大会呼吁广大粤籍青年将个人梦想根
植于国家梦、民族梦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而奋勇前行。
　　第二届世界广东华人华侨青年大会 10 月
6 日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园举行，来自世界各
地的 350 多位粤籍青年出席了大会。大会通
过了《世粤侨青悉尼共识》，呼吁广大粤籍
青年心怀桑梓，情牵故里，勇担重任，敢于
创新，将个人梦想根植于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无愧于祖先，不负于来者，为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而奋勇前行。
　　大会宣布了“2015 世界广东华侨华人十
大杰出青年”及提名奖结果。冯汝洁 ( 加拿大
潮商会执行会长 )、廖智锋 ( 塞舌尔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会会长 )、任洁仪 ( 曼城华人社团联
合会首席副会长 )、苏战 ( 北京大学北加州校
友会理事长 )、姚宾 ( 老挝万象中华理事会副
理事长 )、杨振良 ( 马华工会沙巴州联委会主
席 )、余威达 ( 澳洲中山同乡会常务副会长 )、
余伟杰 (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副秘书长 )、郑安
庭 ( 澳门江门青年会会长 )、朱铭江 ( 日本广

东同乡会副会长 ) 等 10 人被评为“世粤侨青
十杰”，梁青 ( 澳大利亚维州华联会副主席 )、
温国伟 ( 巴拿马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
萧志国 ( 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副会长 ) 获
提名奖。
　　大会还举行了世粤侨青论坛。北京大学
北加州校友会理事长苏战、著名歌唱家韩磊、
央金兰泽、澳大利亚联通国际有限公司高级
副总裁尚海龙等嘉宾围绕新世代主题分享了
自己的心得体会与经验，并与参会侨青愉快
地进行了交流。（广东侨网）

■广东省侨办向 104 位资深粤籍侨领授荣 感谢对侨社奉献
　　10 月 6 日上午，在澳洲悉尼举办的“第八
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暨第二届世界华人华
侨青年大会”交流大会上，广东省人民政府侨
务办公室、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联合向来自全
球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4 位资深粤籍侨领颁发

“服务华社·真情奉献”荣誉人士纪念章与证书。
广东省侨办主任李心、广东省海交会常务副会
长吴锐成出席了授荣仪式并为侨领授荣，广东
省侨办副主任黎静宣读授荣决定。

　　来自马来西亚的吴德芳先生表示，中华文
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马来西亚华
人社团在促进华文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扮演
着重要角色。在华社多年的坚持下，马来西亚
已发展成为了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之外拥有
最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吴德芳表示，有
生之年将尽其所能，继续回馈华社，奉献华社，
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美国侨领梁冠军先生看来，获奖是对他

个人的一种肯定，也是对美东侨界的褒奖。他
回顾了美东华社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团结当地
200 多个华人社团构建和谐侨社的过程，他感
慨地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任重道远。
        来自香港的余国春先生，几十年来一直为侨
社服务，他认为荣誉和成绩代表新的起点，在
新时代新形势下，社团的角色可以更积极、更
重要，与时俱进，团结乡亲，建设和谐侨社，
共同谱写世粤乡亲共赢发展的新篇章。

■第八届世粤联会圆满闭幕 下届大会在温哥华举行
　　10 月 6 日，第八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
会暨第二届世界广东华人华侨青年大会在悉
尼圆满落下帷幕，加拿大广东联合总会获得
下届大会主办权，2017 年世界广东乡亲将在
温哥华再聚。
　　 6 日当天，第八届“世粤联会”交流大会、
“服务华社·真情奉献”荣誉人士授荣仪式、
第二届“世粤侨青大会”全体会议、第八届“世
粤联会”暨第二届“世粤侨青大会”闭幕式

等活动在悉尼科技园举行。在上午举行的交
流大会上，“世粤联会”常务理事会主席、
广东省侨办主任李心代表常务理事会作报告。
她说，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广东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这次大会，本次大会以“百载
粤侨路，心系中国梦”为主题，既是对澳大
利亚 160 多年华侨历史乃至整个广东华侨历
史的致敬，也代表了广大粤籍乡亲携手共创
美好未来的心声。

　　当天晚上举行了大会闭幕式。中国驻悉
尼总领事李华新、广东省侨办主任李心、世
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历届大会主席以及全球
粤籍侨胞代表近 2000 人出席仪式。李心主任
在闭幕式上宣布，经第八届“世粤联会”第
三次常务理事会议充分酝酿，审议决定加拿
大广东联合总会获得第九届“世粤联会”暨
第三届“世粤侨青大会”主办权，大会将于
2017 年在温哥华举行。（广东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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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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什么如此懷念

即便那是一個開先河的時代袁但也不能否認袁30年後的社會和 30
年前的社會相比袁無疑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袁更優裕的生活袁更豐富
的享受袁但結果卻是讓許多人更加懷念當年遥

從思想解放尧到
學術進取尧到文學繁
榮尧再到精神積極袁
一直到現在的情感

純眞袁人們對於
1980 年代的詮釋和
想象袁不斷地深入到
人類生活的方方面

面袁1980 年代情懷
越來越重袁或許和那
個年代成長起來的

人們如今正掌握着

最多的話語權有關袁
但卻不僅僅如此遥

雷頤説院野社會
總是在往前發展袁但

並不總是一往無

前的遥事實上袁到
了上世紀 90 年
代袁經濟的發展

已經非常快袁但相對應的袁其他領域的發展卻開始滯後袁這導致整個社
會的前進開始放緩袁到了上世紀末袁我們加入WTO袁經濟的發展進一
步得到加強袁成爲了世界上有巨大影響力的經濟體袁但是社會尧文化等
諸多方面的發展沒有跟上來袁甚至有些領域處于停滯狀態遥冶

當高速的發展狀態不再袁激情也就慢慢減退袁當積累的社會問題
漸漸爆發袁情緒也開始發生變化遥雷頤説院野如果我們一直都在乘風破
浪袁如果我們在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保持大體相當的前進速度袁那
么人們會懷念那個開闢的時代袁但不會有那么深的情懷袁因爲人們總
是在往前看袁社會和生活總是在變得更好遥但事實上袁沒有什么完美無
缺的發展模式袁我們在 30多年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袁積累了太多的問
題袁而這些問題和各個領域改革開放的程度不同有很大的關係袁最終
讓人們對於未來的預期降低袁對於過去的懷念加強遥冶

對於 1980年代的美好印象袁或許有許多想象和夸大的成分袁或許
眞正的 1980年代袁遠沒有那么好袁但這樣的想象背後袁卻有不得不讓
人重視的問題袁雷頤説袁野這種情緒的出現袁某種程度上也是社會心理
的一種反映袁値得引起注意冶遥

重視歷史 整理得失

記住歷史袁是爲了發展的基礎更加堅實袁關注現在袁則是爲了讓前
行的腳步更加輕鬆袁今不如昔並不是對待歷史恰當的態度袁但忘記歷
史也不是對未來負責的做法遥

雷頤説院野我在網上也看到有人説袁1980年代沒有手機袁沒有互聯
網袁甚至沒有股市袁怎么和今天比袁看看今天的股市袁市値多少萬億袁就
知道今天比 30年前更發達尧更好遥這樣的説法不能説有問題袁確實如
此袁社會總在前進袁今天的社會袁在許多方面都比當年更發達尧更好遥但
我們學歷史袁就要明白袁今天的生活更好袁更方便袁但這一切恰恰得益
於當年打下的基礎遥同時袁我們也要明白袁僅僅懷念過去意義不大袁更
重要的是袁在歷史當中學到經驗袁究竟怎樣才能讓我們繼續前進袁讓我
們的生活變得更好遥冶

以史爲鑒袁可以知得失袁而加強所得尧彌補所失袁正是歷史給我們
的敎育遥雷頤説院野我們應該總結袁過去的那個年代袁我們究竟爲什么要
選擇改革開放袁30多年改革開放的歷史中袁我們成功在哪里袁弊病在哪
里袁爲什么會有這些弊病袁只有知道這些袁才能找到治療弊病的藥方遥
只有懂歷史袁才知道未來的路在哪里钥比如説當年我們從計劃經濟轉
向市場經濟袁但又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轉向袁於是實行雙軌製作爲過渡袁
但是雙軌制下袁也出現了一些問題袁那些掌握權力的人袁或者和掌權者
靠近的人袁可以用底價拿下許多緊俏的商品袁然後以高價在市場上賣
出袁獲得驚人的財富袁但是這些財富袁不是依靠能力獲得的袁而是依靠
權力獲得的遥今天我們再回頭去看袁就應該知道袁扭轉這樣的問題袁彌
補這些缺陷袁就需要更進一步的改革袁推動市場經濟的更加完善遥冶

只往後看永遠不能前進袁但不往後看袁也會失去前進的基礎遥雷頤
説院野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説袁往前看當然是最重要的袁因爲我們總要往
前走袁總要發展袁但是另一方面袁如何才能更高的發展袁更好的前行袁就
需要我們重視歷史袁整理得失遥冶

80年代被神話了嗎？（二）

布拉格是捷克共和國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袁位于該國的中波希米
亞州尧伏爾塔瓦河流域遥該市地處歐洲大陸的中心袁在交通上一向擁有
重要地位袁與周邊國家的聯繫也相當密切渊特別是在地理上恰好介于
柏林與維也納這 2個德語國家的首都中間冤遥布拉格是一座著名的旅
遊城市袁市內擁有爲數衆多的各個歷史時期尧各種風格的建築袁其中特
別以巴洛克風格和哥特式更佔優勢遥
布拉格也是歐洲的文化重鎮之一袁歷史上曾有音樂尧文學等諸多

領域衆多杰出人物袁如作曲家莫扎特尧斯美塔那尧德沃夏克袁作家萊納窑
瑪利亞窑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耀1926冤,弗蘭兹窑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耀1924)尧米蘭窑昆德拉渊Milan Kundera,1929耀冤尧瓦茨拉夫窑哈
維爾(Vaclav Havel 1936耀2011)等人在該城進行創作活動袁今天該市仍
保持了濃鬱的文化氣氛袁擁有衆多的歌劇院尧音樂廳尧博物館尧美術館尧
圖書館尧電影院等文化機構袁以及層出不窮的年度文化活動遥

一百年前的寧城袁緊鄰布拉格袁啤酒厰任管事的父親和熱情美麗的母
親過着寧靜的田園生活袁貝賓大伯的出現袁給小城帶來了熱鬧袁也帶來
了麻煩噎噎這部小説完稿于一九七〇年袁此時野布拉格之春冶遭到扼
殺袁赫拉巴爾被作家協會除名袁作品遭到封禁袁直到一九七六年出版遥
一九八零年由閔採爾改名叶金黃色的回憶曳搬上銀幕遥這部作品旣不是
一部家史袁也不是準確含義上的回憶録袁而是以母親講述啤酒厰日常

生活的方式寫就的遥摻入了一些作家自己的傳
記材料袁以玄秘的筆調喚起人們對久遠時期的
回憶遥

赫拉巴爾的一生與布拉格這個夢幻城市緊

緊相連袁他所畢業的查理大學就在 U Zlateho tygra的不遠處袁那是歐
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遥但有趣的是袁他並非出生在布拉格袁也並非出生
在以布拉格爲核心的波希米亞地區袁他的家鄉日德尼採屬於捷克的另
一部分袁即摩拉維亞地區袁臨近摩拉維亞最大城市布爾諾遥

生活在布拉格的卡夫卡一點都不野布爾喬亞冶袁也一點都不野波西
米亞冶院他是猶太人袁卻用德語寫作袁是奧地利國籍曰他一生都在做回家
的夢袁他的家不是老城區里那些寬敞的房子袁而是黃金小巷 22號遥黃
金小巷原本是術士們替君王冶煉黃金的地方袁20多間相連的小木屋像
彩筆繪出的神秘街道遥卡夫卡在那兒爲人類的靈魂煉金遥卡夫卡的朋
友烏爾維迪爾説院野卡夫卡就是布拉格袁布拉格就是卡夫卡遥冶但對於布
拉格袁卡夫卡更像一個無家可歸的陌生人遥

小巷上泛着冷光的鵝卵石和深不可測的伏爾塔瓦河給好萊塢間

諜片烘托出了最詭秘的氣氛袁而居住在布拉格的卡夫卡卻把這種危機
和不安無限地放大了遥布拉格的老街至今還鋪着卡夫卡走過的石板
路遥活了 41歲的卡夫卡知道每一座老房子的故事袁他帶着朋友走過古
老的敎堂袁穿過巴洛克風格的大門袁橫貫文藝復興時期的迴廊袁走進黑
暗得像地洞一般的地道袁光顧窩在狹小院落里凄涼的啤酒館遥他站在
院子里等待着陽光的撫慰袁有羅馬式迴廊環繞的院子只有在正午時分
陽光才會直瀉而下遥

本片根據米蘭窑昆德拉的小説叶生命不能承受之輕曳改編遥1968年袁
布拉格外科手術醫生托馬斯 渊丹尼爾窑戴-劉易斯 Daniel Day-Lewis
飾冤生活在對女人追逐的快樂中袁享受着性的快感遥畫家薩比娜渊莉娜窑
奧琳 Lena Olin 飾冤是托馬斯的紅顔知己袁但在一次去溫泉療養院出診
的過程中袁托馬斯結識了女招待特蕾莎 渊朱麗葉窑比諾什 Juliette
Binoche 飾冤遥不久袁特蕾莎只身來到布拉格袁二人結婚遥托馬斯在婚後
依然不改與薩比娜或其他女人偷情的惡習袁特蕾莎無法忍受託馬斯的
不忠袁深夜出走袁卻碰上蘇聯武裝入侵捷克遥三人先後逃亡至瑞士日內
瓦袁薩比娜認識了當地大
學敎授弗蘭茨 渊德雷克窑
德窑林特 Derek de Lint
飾冤袁特蕾莎失去工作終
日悶悶不樂袁帶着小狗卡
列寧孤身重返布拉格遥在
自由與束縛之間袁托馬斯
究竟該如何選擇呢钥

本片是 1988年美國
十佳影片之一袁獲 1989
年奧斯卡最佳攝影尧最佳
改編劇本提名袁金球奬最
佳劇情片和最佳女配角

渊莉娜窑奧琳冤提名袁並獲
英國電影電視協會最佳

改編劇本奬袁美國影評人
協會最佳導演和最佳影

片奬遥

布拉格：古老的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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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榜的那些事兒
富豪與排榜機構利益雙贏？

綜合報導 10月 26日，2015年福布

斯中國富豪榜發榜。大連萬達集團董事

長王健林重新奪回首富之位，財富從去

年的132億美元迅猛增至300億美元。10

月中下旬，除了福布斯中國富豪榜，胡

潤全球百富榜、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排

行榜、彭博億萬富豪全球排行榜等各種

富豪榜相繼公佈，令觀者應接不暇。這

些名目繁多的富豪榜是如何出爐的，排

榜機構如何計算富豪們的身價？他們統

計出來的數據可信度有多少？富豪排行

榜背後又有哪些利益牽扯或者不為人知

的趣聞？

哪些富豪榜影響力較大？
比較有影響力的有福布斯富豪榜

、胡潤富豪榜和彭博全球億萬富豪榜

。其中福布斯最早推出全球富豪榜，

胡潤最早推出針對中國的富豪榜。在

今年的三大排行榜中，比爾· 蓋茨都是

全球首富。

不管是對中國、美國等區域性富豪

的排行榜，還是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富豪

排行榜，目前比較獲得公眾認可的主要

有《福布斯》雜誌推出的富豪榜與胡潤

研究院的胡潤富豪榜。2013年開始，彭

博社也推出彭博全球億萬富豪榜，以其

實時更新的特點後來居上，在富豪榜大

戰中獲得一席之地。

截至今年10月，三大排榜機構都對

富豪們今年的身價和表現作出了評估。

在福布斯10月 26日公佈的中國富

豪榜中，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

重新奪得中國首富之位，福布斯對其

財富的估值為300億美元。來自網際網

路行業的巨頭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

雲、騰訊創始人馬化騰和小米科技董

事長雷軍佔據福布斯榜單的第二、三

、四位。

在另一份同樣頗受重視的富豪榜

——胡潤中國富豪榜上，王健林同樣佔

據中國首富的位置。胡潤中國富豪榜對

王健林的財富估值為2200億元。馬雲則

以1450億元位於這份榜單的第二位，宗

慶後以1350億元排名第三，馬化騰、雷

軍分列第四和第五。

相較于中國富豪榜各富豪的身價及

名次不一，福布斯富豪榜、胡潤富豪榜

在對全球富豪的身價估值上，顯然更能

取得一致意見。

在10月份公佈的2015胡潤全球億萬

富豪排行榜中，位於前三位的全球富豪

分別是微軟創始人比爾· 蓋茨、墨西哥電

信業巨頭卡洛斯· 斯利姆· 埃盧以及股神

巴菲特。比爾· 蓋茨以5200億美元的身

價重回世界首富之位。社交網站Face-

book創始人馬克· 扎克伯格以2700億美

元的身價位居胡潤全球富豪榜的第七位

。來自中國香港的李嘉誠以2000億美元

的身價位列第16位。

在福布斯的全球億萬富豪排行榜中

，位居前三位的同樣是比爾· 蓋茨、卡洛

斯· 斯利姆· 埃盧以及巴菲特。略有不同

的是，福布斯的排行榜統計的是富豪們

的凈資產，比如排在榜首的比爾· 蓋茨凈

資產為792億美元，比胡潤榜單上的資

產足足少了4000多億美元。

這兩份全球億萬富豪排行榜，對中

國富豪身價的評估和排名也相當接近。

進入全球億萬富豪排行榜的中國富豪均

為李嘉誠、王健林、馬雲、馬化騰等這

些熟悉的名字，並未殺出意料之外的

“黑馬”。

與先行進入的福布斯、胡潤富豪榜

相比，“後起之秀”彭博全球億萬富豪

實時排行榜的特點是它會實時對富豪的

資產狀況進行每天的即時更新。而在彭

博全球億萬富豪榜中，比爾· 蓋茨同樣佔

據著首富之位。

如何計算富豪們的身價？
設置大約100人的團隊專注于收集中

國內地的富豪數據，包括查詢、獲取公開

的上市公司的股權報告、財務報告以及收

集媒體對上榜候選人、候選公司的公開報

道，尤其是財經類媒體的報道等。

這些富豪排行榜是如何出爐的，排

行機構如何計算富豪們的身價呢？

福布斯2003年開始每年更新一次中國

富豪排行榜，並且相繼推出中國名人排行

榜、中國企業五百強等排行榜。在名目繁

多的各類排行榜中，福布斯是進入中國最

早，影響最大的富豪排行榜之一。

福布斯獲得富豪們財富數據的方法

可以說具有一定代表性。福布斯上海分

社社長、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的排榜

人范魯賢（Russell Flannery）在解釋其

獲取數據的方法時說，福布斯的編輯團

隊中有大約100人的團隊專注于收集中

國內地的富豪數據。他們的日常工作包

括查詢、獲取公開的上市公司的股權報

告、財務報告以及收集媒體對上榜候選

人、候選公司的公開報道，尤其是財經

類媒體的報道。

胡潤富豪榜的創榜人胡潤在此前接受

媒體採訪時也指出，胡潤富豪榜的排榜團

隊也有100余人。這些工作人員的調查不

限于獲取上市公司的年報和公告。“我們

還要調查他的投資、收藏等情況。如果我

們要發佈1000個人的排行榜，我們至少要

調查3000個富豪的情況。”

胡潤傳訊副總監潘小英則概括了胡

潤研究院評估企業家財富的四個渠道。

首先，集中了解中、外媒體對重要富豪

的報道，從媒體報道中初步挑選出候選

人；其後，胡潤研究院將需要獲取和調

查上榜候選人所在企業的股市公告，包

括中國內地和香港主機板、創業板、新

加坡、納斯達克、紐約、多倫多、倫敦

和雪梨等國際主要證券市場，通過候選

人及其候選企業在這些主要證券市場的

表現來評估候選人的資產規模；第三步

，胡潤研究院還將派遣相關工作人員到

候選人所在企業進行實地探查和採訪，

並與當地政府機關、媒體共同開展相關

研討會，進一步了解該候選人情況。最

後，胡潤研究院還將利用胡潤百富榜累

計十餘年建立起來的遍佈全國的有效資

訊網路和巨大的數據庫來進行求實、認

證。

與福布斯和胡潤富豪榜相比，彭博

億萬富翁排行榜的特點是其更貼近當下

的時效性。彭博富豪榜會根據每日市場

和經濟變動，再加上彭博的新聞報道，

以美元計算富豪資產值，並在每天紐約

時間下午5點半進行更新。

彭博億萬富翁排行榜的負責人馬修·

米勒（Matthew Miller）表示，彭博億萬

富翁排行榜已經建立起較為成熟的評估模

型。彭博會通過參照同類上市公司的企業

價值、利潤比率、股價或盈利比率（即市

盈率）等，對未上市公司進行估值。當所

有權或未上市公司的資產無法核實時，這

部分資產將不會被納入計算。

馬修· 米勒指出，彭博富豪榜的工作

人員每天會對全世界最富有的20名富豪

進行跟蹤調查，通過彭博的數據系統和

新聞分類特點來保證精確度和真實性。

米勒介紹說，彭博有20個記者組成專門

團隊，在世界上9個國家專職為富豪榜

收集和求證不同的財富數據。

富豪與排榜機構利益雙贏？
胡潤與《福布斯》都憑藉富豪排行

榜的關注度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影響力，

這意味著在社會資源、廣告收入等方面

的優勢和利益，進入富豪榜的富豪們也

能從排行榜中獲得名利雙收的效果。

一份富豪排行榜，一經發佈就會引

起全球公眾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在吸引

公眾眼球的同時，富豪榜還為排榜機構

及上榜企業家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這

也是為什麼多個媒體和研究機構會爭相

製作富豪排行榜。

胡潤富豪榜的創榜人胡潤最初是

《福布斯》雜誌的一名自由撰稿人。

1990年，胡潤來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漢

語，後在上海的安達信從事會計工作。

胡潤回憶說，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

國的經濟正發生著日新月異的巨變，

GDP年增長連續超過10%。胡潤想到了

那些在中國經濟成長中的最大受益者。

由此，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國的富豪們。

1999年，胡潤開始利用業餘時間和

假期，查閱了100多份報紙雜誌及上市

公司的公告報表，經歷了幾個月的折騰

，他排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和國際接

軌的財富排行榜。

胡潤在當年的9月向《金融時報》

、《經濟學人》、《商業週刊》、

《福布斯》等專業財經媒體發去了傳

真，希望可以刊登他的榜單。最終，

《福布斯》向胡潤伸出了“橄欖枝”

，開始定期為《福布斯》提供富豪榜

的數據。

2001年，胡潤辭去了安達信的工作

，在名片上將自己的身份改印為“《福

布斯》雜誌中國首席調研員”。《福布

斯》也默認了胡潤在福布斯的身份。

但是，隨著富豪榜越來越受到重視

，胡潤跟《福布斯》之間的合作也打破

了微妙的平衡。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負

責人范魯賢看來，《福布斯》作為一家

深具全球影響力的媒體，完全有能力將

富豪榜做得更專業。胡潤也認為自己早

已不是居無定所的自由撰稿人，不必依

賴《福布斯》的平臺。

於是，胡潤與《福布斯》逐漸分

道揚鑣，成為兩家鼎力博弈的財富榜

製作機構。胡潤與《福布斯》也都憑

藉富豪排行榜的關注度大大提升了自

身的影響力，影響力的提升則意味著

在社會資源、廣告收入等方面的優勢

和利益。

除了給排榜機構帶來利益，進入富

豪榜的富豪們也能從排行榜中獲得名利

雙收的效果。范魯賢和胡潤都承認在榜

單製作過程中，不時會受到富豪們的邀

請，或者是直接送物送錢等行為，希望

以此進入排行榜。范魯賢分析說，有一

些公司外債較多，如果他們能夠得到類

似像《福布斯》這樣的全球專業財經媒

體的肯定，對這些公司的融資和發展都

會大有好處。即使是盈利狀況良好的公

司，如果進入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也意

味著這個富豪及其產業在跟銀行以及投

資人談生意時會擁有更多底氣和信心。

“他（富豪）會覺得這個排行榜對他跟

銀行的關係，還有跟投資者的關係都是

有好處的。”

10月製造業PMI環比持平 經濟增長保持企穩態勢
綜合報導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國

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10月中國製造業

採購經理指數（PMI）為49.8%，與9月持

平。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53.1%，環比

下降0.3個百分點。分析人士認為，這表明

當前經濟增長繼續保持企穩態勢，服務業成

為推進經濟穩健而有效增長的重要支點。

製造業PMI指數連續三個月在50%

以下，呈現膠著狀態，國務院發展研究

中心宏觀經濟研究員張立群認為，10月

PMI指數與上月持平，顯示經濟增長繼

續保持企穩態勢。新訂單和積壓訂單指

數略升，表明市場需求趨穩；產成品庫

存和採購量指數略升，表示企業生產活

動趨穩。出口訂單指數下降，反映出口

恢復增長仍然存在壓力。這些情況顯示

當前經濟增長總體處於底部企穩狀態。

中金公司固定收益研究組認為，需

求方面，全球經濟總體低迷繼續拖累外

需，外貿很難對經濟形成明顯貢獻；內

需仍依賴房地產投資，當前商品房庫存

偏高制約企業投資意願，房地產投資難

以顯著反彈。

供給方面，產出指數在9月反彈後維持

相對低位，從耗煤量乃至發電量數據看，10

月製造業產出仍然偏弱，工業增加值低位徘

徊的可能性大，城鎮就業增長依然疲軟。

價格方面，企業購進價格繼續下降；從主要

行業情況看，黑色金屬價格繼續快速下降，有

色金屬價格降幅擴大，油氣價格相對平穩，動

力煤價格繼續下行，預計10月PPI環比降幅仍

不小，PPI同比增速或持平于上月附近。

庫存方面，由於下游需求持續低迷，生產

企業積極去化產品庫存和原材料庫存，以減

輕跌價損失以及對現金流壓力；由於工業品

價格持續下跌，貿易企業進行低庫存操作，

也是導致經濟持續去庫存的重要原因。

民生證券宏觀研究員張瑜認為，從貨

幣政策看，由於實際利率依然較高，央行仍

有可能通過下調名義利率來壓低實際利率，

如果CPI與PPI下行超預期，未來降息仍有

可能。考慮到外匯佔款趨勢性下降，基礎貨

幣缺口尚需降準對衝，未來降準次數或不止

一次；從財政政策來看，可盤活存量（前期

沉澱財政資金流向實體），借助金融資本

（專項債與下調固定資產資本金）和社會資

本（繼續加速推進PPP）加杠桿。

從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來看，10

月雖較上月回落0.3個百分點，但仍保持

較高水準，市場活動增勢穩定。

長江中游70％濕地已消失
整體保護刻不容緩

中國長江濕地保護網路年會近日在重慶開縣舉

行。與會專家代表呼籲，目前長江流域濕地面積減

少、功能退化、生物多樣性下降的嚴峻形勢沒有根

本性扭轉，生態安全面臨的威脅比以往更大，應該

儘早在長江流域構建完善的生態安全屏障。

參加長江濕地保護網路年會的多位專家表示，

長江流域濕地保護現狀不容樂觀。濕地面積減少、

功能退化、生物多樣性下降的嚴峻形勢沒有根本性

扭轉，生態安全面臨的威脅比以往更大。

中國林業大學自然保護區學院雷光春教授說，

作為中華民族的生命之河，長江的現狀令人揪心，

全流域的整體保護刻不容緩。

數據顯示，長江流域洞庭湖水域面積已由新中

國建立初期的4350平方公里減少到現在的2650平

方公里，枯水期水域面積已不足500平方公里。在

洪湖國家濕地保護中心，由於水體污染，水面萎縮

等原因，許多生物品種已消失。

雷光春表示，相較于上世紀50年代，長江中

游70％的濕地已經消失。濕地保護雖然在局部地區

成效顯著，但是整體形勢依然嚴峻。“我們打了很

多勝仗，但卻在失掉整個戰爭。”雷光春說。

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歐陽志雲

說，過去十年間，長江流域生態退化嚴重，水土流

失面積佔長江全流域的32.3％。

國家高原濕地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田昆表示，

目前長江源頭濕地沼澤、湖泊萎縮鹽化，土地退化、

草場沙化嚴重。退化草地佔可利用草場面積的50％以

上，其中約10％的退化草地已淪為“黑土灘”。

世界自然基金會的數據顯示，自1976年至2010

年間，淡水生態系統物種地球生命力指數下降了

76％。世界自然基金會長江項目高級總監雷剛表

示，長江濕地生態保護的嚴峻形勢沒有根本性扭

轉，生態安全面臨的威脅比以往更大。

2014年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了推進長江

經濟帶建設的重大戰略，該經濟帶9省2市主要位

於長江流域。11個省市國土面積達205萬平方公

里，長江幹流 6397 公里中有 5326 公里位於該區

域，區域濕地面積1154萬公頃。

長江經濟帶濕地在我國乃至全球生態保護中處

於極其重要的地位，廣泛分佈的湖泊群和密集分佈

的河流，在降解污染、蓄洪防旱、調節氣候和維護

生物多樣性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歐陽志雲說，

長江流域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自然資源利用與

生物多樣性保護之間衝突最為激烈的地區之一。

世界自然基金會長江項目高級總監雷剛說，今

年長江濕地保護網路年會的主題是“濕地——長江

經濟帶的生命命脈”，就是探討在長江經濟帶背景

下，如何找到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平衡點。

在國家層面，今年以來，國家林業局大力推進長

江經濟帶濕地保護工作。4月份，配合全國政協開展

了長江經濟帶開發中的濕地保護調研；5月份，全

國政協就該專題專門召開了雙週協商座談會，把長

江經濟帶重要濕地納入了《全國濕地保護“十三五”

實施規劃》，提出了編制該經濟帶濕地保護工程專項

規劃的思路。加大了投入力度，支援該經濟帶省份實

施了一批濕地保護工程和中央財政濕地補貼項目。積

極發展建設濕地公園，進一步完善濕地保護體系。

在基層，重慶開縣在三峽水庫消落帶濕地治理

工程中，把濕地保護與改善民生結合起來，協調經

濟社會發展與濕地保護關係，探索出生態保護與民

生改善“雙贏”的“開縣模式”。

專家呼籲，應該在長江流域率先構建完善的生

態安全屏障，實行因地制宜政策，共同守住長江流

域生物多樣性保護紅線。

在長江源頭，主要採取退牧還濕等措施，穩定和

擴大濕地面積。在長江上游的干支流，要積極參與對

重大水利工程的論證，嚴格控制工程建設對濕地的破

壞。在長江中下游，要堅決打擊侵佔湖泊濕地的行為，

開展退田還湖擴大湖泊面積，並實施江湖連通工程，

恢復江湖天然聯繫，增強濕地生態功能。

流域內各部門之間協調溝通，使上下游、左右

岸濕地保護的目標相一致。要按區域同步實施濕地

保護重點工程，對於流域內聯繫緊密的重要濕地，

同步安排項目，同步開展建設，發揮重點工程對濕

地保護和生態狀況改善的示範倍增效應。

國家高原濕地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田昆表示，

長江源頭的保護關乎到整個流域的生存與發展。田

昆建議加強源頭濕地用途管制，嚴格保護，禁止一

切用途的濕地佔用。同時對生態脆弱、生活條件惡

劣的核心地帶實施生態移民。

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副研究員關

保華表示，應建立健全濕地生態補償機制，探索長

江流域上下游區域的補償模式。

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歐陽志雲

提出，在長江流域生態安全屏障建設中，應積極預

防重大水利工程、交通網路、資源開發等工程建設

對生物多樣性的不利影響，加強長江流域水資源保

護，控制水環境污染。

同時，專家們還認為，長江流域生態安全屏障

建設在法制建設、宣傳教育等方面均需加強。

長江生態安全面臨威脅越發嚴重

長江經濟帶背景下尋找發展與保護的平衡點
專家呼籲構建長江流域生態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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