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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現場面對面預告﹕
11/9文人政事﹐11/10爸媽冏很大﹐11/11光影的故事﹐11/12常談天下事﹐11/13體育報導火箭時間

敬請關注敬請關注
《《光影的故事光影的故事》》電影介紹電影介紹﹕﹕世界經典電影世界經典電影《《歌劇魅影歌劇魅影》》

20152015//1111//1111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5555..55頻道頻道

主持人主持人﹕﹕楊倩楊倩﹑﹑胡暢胡暢

BB1212休城讀圖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wendyc21sw@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購物商場 商業土地 公寓倉庫 承租管理
新舊屋買賣 投資 管理 快速 誠信市場分析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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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2015年11月5日 Thursday, Nov. 5, 2015

星期四 2015年11月5日 Thursday, Nov. 5, 2015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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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機票﹐美國境內旅行團﹐遊輪﹐酒店﹐租車
代辦中國十年簽證﹐中國境內特價團﹒

Tel:713-952-989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二十年豐富經驗

冬 季 團

洛磯山脈6天 $399/人
北極光4天 $839/人(含禦寒套裝)

上海北京雲南張家界九寨溝
日本韓國泰國 豪華郵輪

中國特價遊 $49起

美東5天 : $153起 (4人)
美加東6天 : $239起 (4人)
美西7天 : $213起 (3人)

歐 洲 團

名人假期優惠 $300(10月報名)

天寶旅遊 $730起

震撼價 僅
$1399 (12/19 - 1/3/2016)

北京來回機票
$399/人

(含上海機票+旅遊團)

$499/人
(含台灣&上海機票+旅遊團)

Debbie文媛/Manager
專線：281-799-2833
debbie@chinatourusa.com

全旅用心全旅用心 顧客安心顧客安心

WWW.CHINATOURUS.COM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王朝旅遊親自帶隊
江南 + 台灣賞櫻花15天團

3/19 - 4/2/16
$888 (包機票、團費、稅金）

豪華游輪豪華游輪

王
朝
旅
遊

王
朝
旅
遊

專辦中國簽證

▲美東$153起、美加東 $239起（買二送二）
▲美西七天 $213起 (買二送一)
▲2016年歐洲早鳥優惠$300

6918 Corporate Dr Ste.A-14, Houston,TX 77036

aaplusvacation.com
Tel:713-981-8868

中國特價遊$49 起 江南，黃山，千島湖，

北京，九寨溝，雲南，張家界，廣東，海南，廈門......

IATAN & ARC認證旅行社
代理廉價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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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大嘴吃四方大嘴吃四方》》之糖城之糖城““翠苑翠苑””

本報記者
翁大嘴報道

在糖城翠苑在糖城翠苑，，各種粵式名菜認各種粵式名菜認
人流連忘返人流連忘返，，贊不絕口贊不絕口！！

糖城糖城““翠苑翠苑””的地址是的地址是 45554555 HWYHWY 66，，Sugar LandSugar Land，，TXTX7747877478。。
電話電話：：281281--265265--88688868

剛剛裝修一新的剛剛裝修一新的““翠苑翠苑””給人給人 煥然一新煥然一新
的感受的感受。。七天提供特價午餐只要七天提供特價午餐只要$$55..9999!!

廣式燒腊也是翠苑的一大特色廣式燒腊也是翠苑的一大特色。。

特價雙龍蝦每份只要特價雙龍蝦每份只要$$1818..9999!!

美南電視美南電視《《大嘴吃四方大嘴吃四方》》節目組來到翠苑采訪節目組來到翠苑采訪。。

翠苑每天提供美味可口的廣式飲茶翠苑每天提供美味可口的廣式飲茶。。

曉巿頓同源會第六十一屆年會晚宴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全體肅立全體肅立，，唱國歌唱國歌。。 全體肅立全體肅立，，唱國歌唱國歌。。

（（左起左起）） 「「同源會同源會」」 休士頓主席劉秀美休士頓主席劉秀美，，全國主席敖錦全國主席敖錦
賜賜，，頒發獎牌給頒發獎牌給Mr. Parker GeeMr. Parker Gee家人家人

會長劉秀美致詞會長劉秀美致詞

「「同源會同源會」」 全國主席敖錦賜致詞全國主席敖錦賜致詞

陳卓銘教授致詞陳卓銘教授致詞

Dr. Sonia RyangDr. Sonia Ryang作主題演講作主題演講



BB22新聞圖片 BB1111科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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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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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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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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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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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收受各種牙科PPO以及政府保險 （位於Fiesta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中國城
百利大道8

號
公
路

G
es
sn
erFiesta悅來海鮮

★
百利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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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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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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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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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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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2日，在近两年迎来飞速发展的电动汽车市场有望在 2017

年迎来自己的发展黄金时期，因为届时市场上将出现至少两款售价在

4万美元以内，而电池续航里程超过 200英里的电动车型。

除了即将推出入门级车型Model 3的特斯拉以外，现有的领军电

池制造厂商也在纷纷计划为电动汽车研发新型电池组来进一步增加

电动车型的续航能力。

据 LG 化工 CEO普拉布哈卡 -帕蒂尔(Prabhakar Patil)透露，公

司目前正在研发的新型车载电池组基于“锂离子电池袋”（lithium-ion

pouch cells）技术开发，该技术可以允许电池组在不同的车内空间拥有

更加灵活的摆放特性。而且，LG化工在化学组合、电池存储技术、电力

系统管理研发以及成本控制方面做出的努力最终将有望降低现有电

动汽车电池组的成本，同时增加续航里程。

“我们当然希望能使续航里程在 200英里左右的电动汽车售价

控制在 3-3.5万美元左右。这不仅仅是一个想法这么简单，因为我们

认为公司有能力在 2017年左右将其变为现实。”帕蒂尔(Prabhakar

Patil)说道。

帕蒂尔透露，目前已经有不止一家汽车厂商对这一全新电池技

术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但他拒绝就此给出具体的厂商名字。

从目前的消息来看，美国通用汽车极有可能是帕蒂尔所说的有

兴趣厂商之一。目前，通用已经和 LG化工联手打造出了 4座插电式

混合动力车雪佛兰伏特(Chevrolet Volt)，而通用表示自己希望能在未

来推出一款售价在 3万美元左右、续航里程达到 200英里的新型电动

汽车。

据通用一名官员透露，公司的这一计划目前正在逐步展开，但他

拒绝就此给出更多细节信息。与此同时，通用汽车前 CEO丹 -艾克

森(Dan Akerson)也曾在去年接受采访时提及过这一计划。

就目前而言，通用旗下的两款电动车型雪佛兰伏特和雪佛兰斯

帕可（Spark）的单次续航里程都仅为 85英里左右，因此该公司希望在

2015年推出一款经过了全新设计的雪佛兰伏特车型。

显而易见的是，特斯拉车型在电池续航里程方面的优势一直都

是该公司的最大竞争优势所在。但当特斯拉宣布计划在 2017年推出

一款续航里程在 200英里左右的廉价车型的时候，不少业内人士都怀

疑这一计划能否最终成为现实，因为目前业内在成本和电池续航能力

之间还没有找到重大技术突破点。

在另一方面，包括全球最大电动汽车厂商日产在内的电动汽车

厂商似乎依旧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价格，而不是电池续航能力方

面。目前，日产推出的纯电动汽车“LEAF”(聆风)的续航里程就只有 75

英里，但这一续航能力已经能够满足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日常用车需

求。

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款售价低廉，且电池续航能力出众车型的出

现还是能够吸引到更多消费者的注意。现在，美国地区所有出售新车

中电动汽车的所占比例还不足 1%，这部分是因为消费者对于电动汽

车续航能力不够自信所致。

就拿日产来说，该公司今年 7月在美国地区总共售出了 1.57万

部“LEAF”车型，同比去年上升了 35%。但这些汽车厂商推出电动车型

的举动大多只是为了满足加州空气质量法规要求的形象工程而已，且

很少有车型的续航里程能够超过 100英里。因此，特斯拉 Model S就

成为了目前唯一一款续航里程超过 200英里的电动汽车。但该车的起

价高达 7.1万美元，分析人士认为Model S内置重达 1000磅电池组的

成本就高达至少 1.5万美元。

对此，特斯拉希望通过与松下电器合作建立一家大型电池生产

厂的方式争取将电池成本降低 30%，并计划在 2017年推出一款续航

能力达到 200英里，售价在 3.5万美元的新车型。值得一提的是，特斯

拉首席执行官艾伦 -马斯克(Elon Musk)在上月还曾信心满满的表示

“就成本而言，汽油车根本无法同电动汽车相提并论。”

LG化工研发新型电池技术
欲破特斯拉垄断局面

(腾讯科技讯) 8月 12日，今日，火车票预订应

用高铁管家与艺龙旅行网（以下简称“艺龙”）宣布

达成战略合作，艺龙获得高铁管家酒店频道运营

权，承诺开放所有国内签约酒店库存，并在价格优

惠力度上给予最大支持。

高铁管家称，选择与艺龙合作，是希望通过国

内专业的酒店预订平台，让高铁管家用户在酒店方

面也能得到最专业和最具性价比的服务。

业内人士认为，近几年国内高铁线路的快速

扩张，使得移动火车票预订成为在线旅游市场的又

一战略级流量入口，而用户出行频次高、有移动支

付习惯的特点，使高铁管家的流量更具价值。

高铁管家自 2013年 4月份上线以来，使用用

户超过 2000万，日支付订单量超过 10万笔，其主

要的功能包括：实时查询铁路列车时刻信息、车票

价格、支持在线购买、退票和改签 、车票预售期提

醒、中途票等。

艺龙网上周五刚刚发布第二季度财报。财报

显示，艺龙第二季度总营收为 3.124 亿元，同比增

长 24%；净利润为 3150万元，好于上年同期的净亏

损 7610万元。其中，艺龙酒店业务的表现较为抢

眼：第二季度，通过艺龙预定的酒店客房天数为

830万，较上年同期的 580 万天增长 44%；第二季

度酒店预订业务营收为人民币 2.541 亿元 (约合

4100万美元)，同比增长 28%。

艺龙与高铁管家战略合作
获后者酒店频道运营权

菲律賓菲律賓““清明節清明節”” 民眾趟污水掃墓民眾趟污水掃墓

菲律賓當地傳統的諸聖節和亡人節，數以百萬的菲律賓民眾都會前
往各處的公墓拜祭逝者。近些天，菲律賓持續降雨，不少墓碑已經浸泡
在積水中，但這並沒有影響到市民掃墓，他們索性就站在水坑裏掃墓。
由於地方有限，菲律賓的公共墓地裏，墓碑都搭在一起，形成了一度墓
碑墻。掃墓的人們需要爬梯子才能祭奠逝去的親人。

沖浪達人在葡萄牙挑戰沖浪達人在葡萄牙挑戰““世界最大海浪世界最大海浪””

隨著秋季來臨隨著秋季來臨，，葡萄牙納塞雷葡萄牙納塞雷（（NazareNazare））小鎮上著名的小鎮上著名的““北方海灘北方海灘””
（（Praia do NortePraia do Norte））近日又迎來強風暴近日又迎來強風暴，，引起沖天巨浪引起沖天巨浪，，吸引眾多沖浪吸引眾多沖浪
達人前來一展風姿達人前來一展風姿。。 20112011年年，，來自夏威夷的沖浪者加勒特來自夏威夷的沖浪者加勒特··麥克納馬麥克納馬
拉曾打破世界沖浪高度的紀錄拉曾打破世界沖浪高度的紀錄，，令此地名聲大噪令此地名聲大噪，，沖浪愛好者們紛紛前沖浪愛好者們紛紛前
來挑戰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海浪來挑戰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海浪。。

英國舉辦老爺車耐力賽英國舉辦老爺車耐力賽
500500輛古董車一路狂奔輛古董車一路狂奔

英國皇家汽車俱樂部一
年一度的“從倫敦到布萊頓”
老爺車大賽開賽，大約500
輛古董車參加了今年的比賽，
從海德公園出發，穿過倫敦
城，最後行駛到蘇塞克斯郡
的布賴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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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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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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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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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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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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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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1010散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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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前UTMB心臟科副教授•St.Luke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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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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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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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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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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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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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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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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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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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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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360度全方位循環進風系統

˙4層高精度過濾系統

˙全鋼機身 軍工品質

˙5年超長保修

Austin Air/奧斯丁空氣凈化器

歡迎致電: 832-620-0006 電子郵箱: pacacollection@gmail.com
金絲帶國際商貿有限公司 地址：3001 Fondren Road Suite D Houston, TX77063

霧霾殺手

HM405
過敏哮喘專用型

HM450
甲醛專用增強型

HM402
臥室專用型

281.359.6468 www.themintbank.com

銀行總部：1213 Kingwood Drive, Kingwood, TX 77339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281-568-8888 ext.1118
Tinghui Zhang Executive Assistant 281-568-8888 ext.1117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630,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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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率調查和使用中存在的種種漏洞，為造假行為提供了可乘之
機。另一方面，僅有收視率這一電視行業的 「通用貨幣」，也加劇
了電視發展的商業化趨勢和低俗化風險。

收視率這一 「通行貨幣」，如何不 「失真」，從而更好地作為評
價指標，更成為引導電視行業健康發展的風向標呢？
讓第三方修補 「一家獨大」 之憂
雖然收視率調查市場 「一家獨大」的現象在其他國家也存在，但

很多業內人士和專家指出，國外往往有一個強大的第三方監督機構
來制衡 「一家獨大」。而這恰恰是中國的收視率調查和使用過程中
缺失的部分。

據央視—索福瑞副總經理鄭維東介紹，為保持收視率數據的客觀
公正，該公司已經組建了由電視台和廣告公司構成的客戶代表委員
會，通過定期舉行會議，對數據的收集統計流程進行監督。

不過，也有業內人士指出，該委員會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三
方，調查公司的操作流程和電視台、廣告商對數據的使用，也還不
夠透明。

「真正的第三方，應該既不是政府，也不是調查機構，而是由政
府部門推動，甚至設立一定的行業調查基金，組織包括數據使用
者、電視觀眾、調查公司代表組成的用戶委員會，即所謂互換第三
方，對收集數據的流程是否客觀公正、使用數據的過程是否科學真

實，進行全面評估和監督。」國家廣電總局發展
中心信息研究所副所長李嵐說。

據瞭解，尼爾森在美國就曾因對某少數族裔投
入樣本過少，違反了美國 「媒介視聽率評議會」
的相關規定而陷入司法糾紛。美國國會眾議院也
曾因為尼爾森的視聽率調查受到人們質疑而專門
舉辦聽證會，讓調查機構相關人員與公眾面對
面。 「這種質疑是在幫助行業健康成長，督促它
改進質量，接受監督機制的約束。」中國傳媒大
學受眾研究中心主任劉燕南說。
讓 「挖樣本」 的人不敢想、不敢做
事實上，不管是索福瑞，還是尼爾森，都不斷

提醒客戶，收視率衹是衡量某個頻道或者欄目受
歡迎程度的重要標準之一，絕對不可能成為
100%的判斷標準。

「收視率衹是工具，本身無所謂善惡，
而在於它的使用者，對收視率是恰用、善用，還
是誤用、濫用。」劉燕南說。

「我們反對惟經濟效益至上的觀點，也反對收
視率就是萬惡之源的觀點。」一位多年在電視台
工作的人士表示，收視率在促進電視台經營發
展、電視節目質量提高上發揮的作用不可否認。
「難題在於，你如何拿捏這個尺度。業內人士如

何自律，如何確保不走偏？」
北京大學教授彭吉象表示，收視率調查能夠反映觀眾人數多寡，

卻無法說明觀眾對節目的喜好和評價，無法判斷觀眾是 「邊罵邊
看」還是 「賞心悅目」，而收視率也受時段、編排等多種因素的影
響，僅憑收視率的高低並不能判斷節目質量優劣。

在中國傳媒大學受眾研究中心對全國21家省級電視台和省會城市
電視台的深度訪談中，超過 1/3 的受訪者提出 「希望加強數據分
析」、 「聯繫節目時段和對像進行分析」、 「提供深度報告」等要
求。

劉燕南認為， 「缺少對原始數據的吸收、消化並結合相關
因素進行分析研究，影響了收視率的有效反饋，也無助於人們對電
視市場的基本把握和正確決策，還造成了社會投入的巨大浪費。」

對收視率的認識和使用欠缺科學性，導致了當前 「挖樣本」、收
視率造假等行為的頻頻發生。不少專家表示，要改變目前的情況，
在努力培養業界和公眾對收視率的正確認識以外，更要加快建立健
全相應的行業法規，明確相應的懲戒措施，讓收視率調查能夠有法
可依。

此外，一位電視台從業人士也指出，收視調查公司是數據管理者
也是數據生產者，樣本信息的保密，防範樣本戶受干擾，杜絕數據
作假現象，也是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

「加強調查機構預警機制和數據用戶行業自律，也是促進
科學使用收視率的重要途徑。」
讓 「滿意度」 指標提高市場化水平
「幾乎所有電視台都得靠市場和廣告生存，大家都不能不看收視

率；但電視媒體作為政府公共服務和宣傳陣地，不能衹看收視率。
這決定了我們必須建立一套綜合性的節目評估體系。」劉燕南說。

據瞭解，在不少國家，包括一些商業體制下的電視台，一些節目
即使收視率不高，也要保留下來，尤其是一些人文科教類的節目，
不僅有一定的資金支持，並且保證一定的播出量。劉燕南建議，中
國電視行業也應對不同頻道和不同節目採取不同的策略，電視台在
採用節目綜合性評估體系的同時，應該注意區別對待不同節目。

事實上，從上世紀末開始，中國電視業就開始調查觀眾對電視節
目的滿意度。1999年初，中央電視台開始委託央視調查咨詢中心進
行全國觀眾滿意度調查，包括節目滿意度和頻道滿意度兩部分，目
前已進行了11次。

此後，其他電視台陸續跟進。但是10年來，這個指標一直
沒能市場化，與備受追捧的收視率截然不同，滿意度數據幾乎無人
購買，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電視台繼續開展這項調查的熱情。

劉燕南表示，滿意度指標要想成為一項行業公認與遵從的指標，
除了建立和完善一套科學、客觀的運作機制外，還需要在電視機
構、觀眾、廣告商三者之間找到契合點。

「事實上，滿意度指標能夠反映不同觀眾的評價和喜好，
對廣告商具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應深入發掘這一指標的價值，發
揮其功效，引起更多的關注。」
【結語】
「收視率造假追蹤」報道，到今日告一段落。從揭秘網絡推手到

關注相親節目亂象，再到收視率造假調查，我們的報道，受到廣大
讀者的關注，來信來電踴躍，提供了不少線索，發表了不少見解，
在此，表示感謝。

我們感到欣慰，更受到鼓勵——如一些讀者所言，這些報道，對
「誰在左右公眾的眼球」，對當前低俗文化流行的幕後情況，給公

眾提供了更全面瞭解、觀察與思考的窗口；通過這些報道，對主流
意識形態如何弘揚、媒體如何肩負社會責任、公共權利如何捍衛、
道德底線如何堅守等，有了理性的思考。

在一個市場經濟時代，一個提倡多元價值觀的時代，一個社會轉
型的時代，一個 「眼球關注」的時代，如何在市場化運作中堅守公
共文化平台的社會責任，如何在多元價值的包容中讓主流文化凸
顯，如何在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時能夠為廣大群眾所喜愛，這，
當然不是通過一篇文章、一組報道、一次呼籲就可達到。

作為主流媒體的一員，作為公眾成員的一部分，我們，願和廣大
讀者、廣大同行，一起努力。

調查公司 「一家獨大」 懲戒措施尚未明確

誰為收視率誰為收視率 「「保真保真」」
收視率調查和使用中存在的種種漏洞，為造假行為提供了可乘之

機。另一方面，僅有收視率這一電視行業的 「通用貨幣」 ，也加劇了電視發
展的商業化趨勢和低俗化風險。
收視率這一 「通行貨幣」 ，如何不 「失真」 ，從而更好地作為評價指標，

更成為引導電視行業健康發展的風向標呢？

紀念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七十週年
國際畫展畫家介紹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七日下午四時半

於休士頓太空隊捧球場舉辦開幕儀式

4:30PM-5:30PM 國際畫展

6:00PM-9:00PM 文藝演出

恭候光臨

老蔣，現代藝術家，90 年代初畢業於魯
迅美術學院，96 年赴美深造至今。受印象主
義，現代主義和寫實主義影響，20 餘年來潛
心研究具象和抽象的繪畫精髓，創造出很多具
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作品被國內博物館和中美
各界名士收藏，其中包括布什家族,李肇星等
。繪畫對於他是深層的精神創造，他想要通過

抽象和具象的形式以及絢麗的色彩表達深刻的
精髓與人的情感，巧妙地運用視覺語言來傳達
超越文化的深度。同時，他通過“客觀”和”
不客觀”以及具象和抽象藝術形式作為理想的
視覺方式來表達藝術家對“內在需要”和情感
的表達，從而傳達人類普遍的感觸和想法。大
多數藝術家都會通過他們的雙眼來觀察生活，
他們的目的是分享他們的理想，通過藝術的
“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理念達到一種共鳴
。同時作為現代藝術家的他對音樂同樣有著更
深一層次的理解，音樂對於他來說是藝術的最

高境界，他也在不斷地努力探索音樂與繪畫的
關係，追求和實現一種將音樂與繪畫充分融合
的表達方式。音樂人僅僅通過七個音符的變換
與表現形式讓聆聽者從內心抒發自己的情感以
及對內心世界情感的一種釋放，從而使聆聽著
完全融入到音樂當中。所謂的“觸景生情”在
音樂的世界中得到完美的表達！藝術是歌頌自
由，讚美生命以及對某種情感的釋放。他說：
“在精神上豐富自己並通過藝術語言去完成他
們的作品，通過感覺的整合再創作出美妙的畫
面，音樂亦是如此。。。”

老蔣簡歷

媒體採訪：
舞蹈和音樂，是老蔣情有獨衷的表現手法。

在他的作品中，大部分都是表現音樂和舞蹈的。
用他的話來講：無論是藝術家，音樂家還是舞蹈
家，我們都是非常孤獨的群體，幾乎每個人都懷
有崇高的藝術理想，他們辛勤地在各自的藝術領
域默默耕耘著、努力著。一方面是為了藝術，另
一方面是為了生存，這是一個非常艱苦的過程。
如果為了純粹的藝術，他們並不需要去討好這個
社會，而是毅然決然堅持他們所堅持的，但如果
為了生存，他們有時不得不去妥協去放棄一些藝
術元素。用他的話來講：”我們要讚美藝術家，
因為他們對藝術的付出是不可估量的；我們要歌
頌舞蹈家，音樂家，因為他們所堅持的所努力的
是為人們能在視覺和聽覺上得到一種享受與共鳴
。而這一切努力並不一定被許多人理解和認可，
我個人認為，我們應該對藝術家的付出和努力給
與肯定和支持”他本人是旗幟鮮明，唾棄那種文
人相傾的思想。藝術家就是不同，創作品質也不
同，對藝術的表達和思想更會有不同之處，也不
能用簡單的“像”與“不像”來評論。那可能正
是藝術家與畫家的區別。他的作品堅持著一動一
靜，簡單的構圖，絢麗的色彩，沒有追求三維的
立體效果。金色是他非常喜歡的顏色。畫面上就

幾 乎 幾
種 簡 單
的 色 彩
， 這 種
簡 約 而
不 簡 單
的 表 現
形 式 同
時 也 能
讓 我 們
深 切 地
感 受 到
畫 面 無
比 的 豐
富 ， 有
形，有色，耐人尋味。當人們問這是什麼主義，
他就簡單一答：老蔣主義。 ” 老蔣繪畫具有很
強的裝飾效果，這也正是他所追求的。他的部分
作品有種兒童畫的效果，同時他也畫了大量寫實
作品，其中包括人物和風景。他認為基本功還是
非常重要的，造型、點、線、面在藝術的表現上
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他的美國老師是這樣評價他的：”有個性，有想
法，對藝術有著獨特的見解，寓意和色彩結合的

非常好，他的作品有著很強的表現力，同時會讓
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

老蔣為人謙虛、儒雅，低調。對人生的榮華
富貴沒有絲毫興趣。在美研究生畢業後，也從事
了一些其它行業的工作，藝術至始至終是他的最
愛是他的追求。他說：”這輩子最感謝他自己的
是沒有爰上金錢，藝術在他的生命里永遠都是第
一位的。” 業餘時間，他也嘗試參與小說和電影
的創作，同時也為公益事業付出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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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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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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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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設 備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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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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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團歐洲團
* 西歐五國10天
* 瑞捷奧匈10天
* 義大利蔚蘭海岸12天
* 歐洲十國17天
* 西歐及義大利17天

www.tmttravel.www.tmttravel.comcom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5月至9月出發
* 加勒比海4/5/7天
* 阿拉斯加7天
* 地中海7天
* 夏威夷7天

亞洲各地旅遊團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美國精華團美國精華團
*美東5/6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加東6/8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西精華4-10天團（買二送一）*黃石公園7天團(買二送一）*加拿大洛磯山7天團(買二送一）*夏威夷4-7天團*佛州迪斯尼4-8天團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雲南﹑桂林﹐$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美加東團﹐美東團﹐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歐洲﹑其他國家均有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愉快旅遊 D & L TRAVEL & TOURS

 

泰國泰國$$9999..0000七天七天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399399..0000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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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玻璃橋﹑黃石公園﹑
總統巨石公園﹑拱門
7天遊(New新)
＄368元起（買二送一）
4月30日之前付錢減$20元

－－美西4－10天遊＄219元起
－－美加東岸五﹑六﹑七﹑八天遊

＄309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7天遊

＄419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GDS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7 天遊
＄738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4天三晚
＄299元起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713713))774774--11171117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
TRAVELNETTRAVELNET FAX: (713)774-1460

$399上海往返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 代理豪華遊輪專賣店

星﹑馬﹑泰十一日$1399元起
泰國風情六﹑七日$799元起
日本風情系列遊$1099元起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全新中國特價團
●東北冰雪世界七天 399元
●桂林﹐龍勝﹐陽朔六天 199元
●七彩雲南超值七/八天 99/199元
●張家界鳳凰超值七天 99元
●海南/三亞/海口 五天 99元(不包括機票)

●北京九天 99元
●上海八天 49元

機票
震撼價

●●韓國韓國﹐﹐首爾首爾﹐﹐雪岳山雪岳山77天天 299299元元
●●日本日本﹐﹐東京東京﹐﹐大阪浪漫大阪浪漫77天團天團 199199元元
●●台灣台灣﹐﹐明譚明譚﹐﹐環島環島88//99天天 249249//299299元元
●●泰國泰國﹐﹐曼谷曼谷﹐﹐芭提雅芭提雅77天天 9999元元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
全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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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2015年11月5日 Thursday, Nov. 5, 2015

中 醫 按 摩 足 療中 醫 按 摩 足 療

9440 Bellaire Blvd. Suite 226 Houston, TX 77036Tel: 832-875-8308，713-992-7506

腰痛、腰酸背痛、頭痛、偏頭痛、肩週炎、落枕、
坐骨神經痛及各種痛症。

Mon. - Sun.
10:00am-9:00pm

TTIP談判提速分歧依舊難彌合
大難點待推進

綜合報導 美國與歐盟日前在美國佛

羅裏達州邁阿密結束“跨大西洋貿易和

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第11輪談

判。雖然談判目前仍然在“投資者與國

家間爭端解決機制”（ISDS）、數據跨

境流動和監管合作等方面存在較大分歧

，但歐美雙方均希望未來數月將加快談

判節奏，致力於2016年最終完成TTIP談

判。在目前世界經濟面臨多重不確定性

的背景下，TTIP可能對全球經濟以及貿

易標準制定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正在推動

談判不斷提速。

明年收官仍存挑戰
10月初“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宣佈完成談判，奧巴馬政府目

前的貿易談判重心已轉向TTIP，力爭在

2017年1月奧巴馬總統任期結束前留下

另一重要貿易政策遺產和重塑全球貿易

體系。

美歐雙方的談判代表稱，23日在邁

阿密結束的長達一週的最新談判取得了

實質性進展。

歐盟首席談判代表伊格納西奧· 加西

亞· 貝爾塞羅表示，歐美雙方都有很強的

政治意願達成TTIP協議，此輪磋商的重點

是如何將政治意願轉化為實際進展，雙方

在很多領域的談判都取得進展，包括相互

交換涉及工業產品原產地規則的方案，充

分討論政府採購市場準入和汽車、紡織、

機械工程等9個行業的監管合作等。

美歐自貿談判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

消除美歐之間的商品貿易關稅。對於美

歐雙方來說，很多領域的關稅已經降至

較低水準，因此有關關稅問題的磋商並

非最大的難點。貝爾塞羅證實，在市場

準入問題上雙方取得了實質性進展。歐

美談判官員相互交換了免除97％的對方

商品進口關稅的方案，僅保留3％的敏

感產品徵稅到最後談判階段協商。未來

幾週，雙方將在此基礎上就關稅減讓平

等展開磋商。其中，敏感產品包括農產

品和轉基因產品。

美國首席談判代表達恩· 馬拉尼表示

，美歐雙方仍在向著完全消除關稅的方

向努力。馬拉尼表示，以全球的標準來

看，美歐之間的關稅水準已經很低，但

是仍然超出所需水準。消除關稅將有助

於中小型企業的發展。

據美國媒體報道，此前美歐曾于

2014年2月首次交換商品進口關稅減讓

方案，歐盟當時提議立即取消85％的美

國商品的進口關稅，但美國僅提議立即

取消69％的歐盟商品的進口關稅，遠低

於歐盟提出的關稅削減幅度，引發歐盟

強烈不滿。

馬拉尼表示，美國貿易代表弗羅曼

和歐盟貿易委員塞西莉亞· 馬爾姆斯特倫

9月份在華盛頓共同評估TTIP談判進展

時，已同意在所有領域加快談判工作，

以便於實現2016年完成TTIP談判的目標

。未來4個月的談判進展對於明年TTIP

談判能否順利實現收官尤為關鍵，美歐

雙方已同意在上一輪與下一輪談判之間

的間隔期比以往更加頻繁地進行磋商，

以加快談判進程。這一表態不同於美國

談判官員不為貿易談判設定具體時間表

的一般做法。下一輪談判將在明年的2

月份進行。

邁阿密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華金·

羅伊表示，仍有一些重要議題需要不斷

討論、核對和平衡，這並不簡單，談判

的進程不會很快。

羅伊認為，如果美歐雙方希望在奧

巴馬任內完成TTIP談判，雙方必須在明

年4月份之前達成全面協議，否則之後

美國總統競選活動日益升溫，將不再適

合就TTIP展開實質性談判。針對美國談

判官員用“加滿一箱汽油”來比喻期望

在奧巴馬任內完成TTIP談判的說法，羅

伊表示談判官員“可能需要前往加油站

三到四次”。

還有分析指出，即便談判最終如期

完成，這些協定也仍需通過其成員國的

立法批准程式，其中有爭議的條款仍會

引起持續不斷的反彈。除此之外，這些

協定對於全球貿易規則的影響是正面還

是負面居多，也仍待利益相關者進一步

觀察評估。

貝爾塞羅表示，不管美歐雙方能否在

奧巴馬的任期內完成談判，歐盟方面都願

意在下任總統就職後繼續推進磋商。

大難點待推進
TTIP自誕生起就是一個富有爭議性

的自由貿易談判。支援者認為它可以促

進經濟增長，創造更多就業，增強歐洲

在世界貿易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而反

對者認為，談判缺乏透明度，一些條款

可能削弱主權國家在貿易爭端中的決策

權，還可能在環保、食品安全和醫療等

領域存在監管放鬆等負面影響。

因此，TTIP談判的推進在歐美一直

遭遇了來自政商界和民眾的各種阻力，

談判推進愈加緩慢。TTIP在美國目前並

沒有遭遇強烈反對，但有分析指出，隨

著TPP談判的完成，美國貿易談判問題

的焦點將開始聚集到TTIP上，更多阻力

也可能隨之而來。

在歐洲，歐盟內部對於這一貿易談

判始終是矛盾重重，成員國之間，政黨

之間意見很難達成一致，民眾更是不時

舉行遊行進行反對。

雖然歐美官員聲稱此輪談判雙方幾乎

就TTIP涵蓋的所有領域進行了磋商，但一

些敏感議題仍被擱置討論。例如，“投資

者與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在大西洋兩岸

民眾中引起的爭議最大，歐美雙方均未決

定是否將該機制納入TTIP協議。

根據該條款，投資者與投資東道國

發生爭議時，允許投資者將爭議提交國

際仲裁機構裁定。這也意味著許跨國企

業可以將政府訴諸法庭。民眾的擔憂主

要集中在擔心該條款會賦予跨國企業更

大影響力，損害一個國家在公共衛生、

安全等規範公共利益領域內的主權。

美國政府堅持將“投資者與國家間

爭端解決機制”納入貿易協定的意願更

為強烈，儘管這一機制在美國也遭遇了

一些反對。在最近達成的TPP協定中就

已包含這一條款。此外，類似條款早已

存在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中美洲自由

貿易協定中。

迫於歐洲公眾的壓力，歐盟早在2014

年初就擱置了TTIP中關於投資者保護條款

的談判，並進行了公眾諮詢。上月，歐盟

提出創建一個國際投資法庭和上訴機制來

最終取代“投資者與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

”的新方案，規則比目前的“投資者與國

家間爭端解決機制”機制更加透明，但遭

到美國商會強烈反對。美國商會歐洲事務

副總裁馬喬麗· 科林斯表示，美國商界認

為歐盟上述方案對外國投資的保護程度達

不到投資者在一國投資時理性預期可獲得

的應有保護水準，最多只能作為美歐進行

相關談判的起點。

貝爾塞羅表示，上述方案並不代表

歐盟在投資者保護議題上的最終立場，

歐盟委員會尚未向美方提交相關談判方

案。總部位於華盛頓的捍衛公眾利益組

織的梅琳達· 聖路易斯說，許多貿易專家

、政府官員和消費者組織最關心的是

“投資者與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賦予

了外國投資者一個特別的訴訟體系來解

決爭端，卻不適用於國內投資者和公民

，美國和歐盟提議的方案都未能解決這

一擔憂。

數據跨境流動和隱私保護也成為美

歐自貿談判難以繞開的敏感話題。早在

2013年7月的TTIP首輪談判之前，美國

防務承包商前僱員愛德華· 斯諾登就通過

媒體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通過網路和

電話秘密監聽歐洲多國政要和民眾，引

起歐洲多國政府的不滿，在國際社會掀

起軒然大波。

歐盟最高司法機構歐洲法院本月初

作出判決，認定歐美2000年簽署的關於

自動交換數據的《安全港協議》無效。

今後美國網路科技公司將收集到的歐洲

公民數據送往美國將受到法律限制，這

一裁定對臉書、谷歌、亞馬遜等美國網

際網路巨頭影響重大，再度引發對數據

跨境流動的討論。

羅伊表示，歐洲的一些利益團隊對

美國共用敏感數據的政策和體系缺乏信

任，他們會以此為由反對TTIP協議，這

可能會成為未來拖延TTIP談判進程的重

要敏感議題之一。

著眼全球貿易標準制定
目前，全球貿易格局處於不斷的變

化之中，雙邊和區域自由貿易談判發展

迅猛。如果歐美順利達成TTIP協議，將

對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產生深遠影響。有

分析指出，美歐作為全球最重要的經濟

區域，正力爭在貿易標準制定中佔據先

機，享有更多話語權。

德國經濟部長西格· 加布裏爾在德國

媒體發表文章稱：“我們有機會在促進

全球貿易增長方面制定新的以及更好的

標準。為環保和消費者制定標準，為投

資和工人創造公正的條件，這必將是我

們的目標。”

歐洲一些商業組織也對TTIP表示支

援。德國工業聯合會負責人烏爾裏希· 格

裏洛表示，公正和全面的自貿協定將有

助於促進歐洲的經濟增長和繁榮，我們

需要積極地參與到未來世界貿易規則的

制定中。

奧巴馬政府將TTIP將制定的規則稱

之為“21世紀貿易和投資規則”，對於數

字貿易和智慧財產權保護問題尤為重視，

對於全球商業監管的統一也是其中重點。

有分析認為，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

展以及經濟和金融危機正在造就一個劇

烈變化的國際環境，在此背景下，歐美

均在調整其貿易政策。對於歐盟來說，

構建全面的雙邊和地區協議貿易網路的

趨勢正更加明顯，不僅在與新興市場國

家，也在與工業化國家積極推進貿易談

判，以打開更廣闊的市場。

目前，歐盟也在抓緊與其他國家和地

區推進自由貿易談判。歐盟已經與墨西哥

、智利、秘魯和新加坡簽署了雙邊貿易協

定，與加拿大和越南就貿易協定達成原則

性一致，並正與美國、日本、馬來西亞進

行談判。此外，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也在推

動啟動與歐盟的貿易談判。但是一些經濟

學家也對雙邊和大型區域貿易協議可能帶

來的弊端進行了警示。

德國科學和政治基金會的經濟學家

黑裏貝特· 迪特爾教授認為，目前全球貿

易政策出現多邊主義低位下降，地區協

議盛行的趨勢。TTIP對於出口和進口企

業的影響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超大型

地區協議可能存在結構性缺陷，這些貿

易協定的支援者可能低估了管理成本，

而這對於中小型企業來說可能是相當大

的負擔。臆想中的貿易自由化可能成為

鞏固大企業低位、削弱競爭的措施。

迪特爾教授還警告稱，應當避免大

型地區協議中的歧視回歸問題。1947年

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中第一條的最惠條

約就是將對國家的歧視排除在外。兩個

就貿易自由化達成一致的國家必須令所

有其他國家從中受益。但是現在人們往

往忽視了這一點。

加拿大國際治理創新中心全球經濟

主任研究員多米尼克· 隆巴迪對《經濟參

考報》記者表示，這像TPP和TTIP這樣

的區域性貿易協定將會成為促進增長的

一個動力，但是也要警惕不要讓這些貿

易協定將其他國家排除在外，不要讓其

成為政治籌碼。這些貿易協定也應當向

其他希望申請加入的國家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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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成中國球員闖西甲平台
中資擬購愛斯賓奴

“哪怕只有一名中國球員能通
過愛斯賓奴立足西甲賽場，比如達
到姚明在NBA的水準和影響力，當
中國球迷打開電視，看到西甲聯賽
對陣皇馬或者巴塞的比賽中出現中
國球員的身影，肯定是一件讓人期
待和振奮的事情”，中國星輝互動
娛樂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互動娛樂)
董事長陳雁升4日受訪時說。

互動娛樂早前發佈公告，擬以
總計不超過6434.80萬歐元收購愛
斯賓奴股權並增資，交易完成後，
互動娛樂可控制愛斯賓奴股份合計
將超過50.1%，實現對該球會的控
股。

根據互動娛樂發佈的公告，本
次交易需獲得西班牙高級體育監管

局的許可。如果交易順利完成，將
是中國公司首次實現對五大聯賽球
會的控股。

陳雁升告訴記者，在他看來交
易順利完成只是時間問題，之後公
司計劃以愛斯賓奴為基礎，搭建一
個促進中西兩國足球產業以及足球
運動員交流的平台，既可以幫助中
國的足球會引進高水準的西班牙球
員，也可以幫助中國球員進入西甲
踢球。

不過陳雁升同時強調，雖然互
動娛樂成為愛斯賓奴的大股東，但
是在足球競技方面，球會的技術部
門擁有最終的決定權，“畢竟球員
的水準將直接影響到比賽的結
果，”他說。 ■新華社

■互動娛樂擬收購愛斯賓奴。
法新社

作為升班馬，重慶力帆本賽季未戰便遭遇轉讓風波，儘管開局不順但

力帆笑到了最後，不但提前2輪成功護級，最後還取得了聯賽第8的中超最

好戰績，一改“中超升降機”的形象。該隊主教練王寶山認為，力帆能艱

難保級的關鍵在球員的責任感，除了錢，中國足球還需要責任和信仰，這

也是目前中國足球缺乏的。

有關轉投新疆男籃的前北京首鋼男
籃球員李根在球員通道領取上賽季總冠
軍戒指的新聞引起了廣泛關注。不過，
這個決定是如何產生的至今還眾說紛
紜，北京首鋼俱樂部也一直沒有對外發
聲。新華社記者4日聯繫了CBA聯賽辦
公室有關負責人，該負責人否認李根通
道領獎是籃協決定。

據介紹，根據CBA聯賽的慣例，
如果一支球隊或其球員、教練獲得了上
賽季聯賽的某個獎項，聯賽主辦方會在
這支球隊新賽季的第一個主場比賽時頒
發。由於北京男籃和新疆男籃的比賽是
新賽季的揭幕戰，相關的頒獎環節也就
與開幕式合併到一起。

眾所周知，北京男籃獲得了上賽季

CBA聯賽的總冠軍，主辦方要為他們
頒發總冠軍戒指。不過，從慣例上講中
國籃協並不過問冠軍球隊的哪些球員參
與現場領獎，俱樂部只要將參與領獎的
人數告知主辦方即可，以便準備相應數
量的總冠軍戒指。

在CBA聯賽開始之前，中國籃協收
到了北京首鋼男籃關於此事的回覆。經
過與有關各方的慎重研究，北京首鋼男
籃最終決定李根不在現場領取總冠軍戒
指。CBA聯賽辦公室有關負責人表示，
球隊的哪些人員在現場領取戒指的決定
權在俱樂部。

由於比賽在首都北京舉行，又是揭
幕戰，北京首鋼男籃的決定肯定是在仔
細考慮了包括安保等在內的各方面因素

之後慎重作出的。雖然
中國籃協從自己的角度
給出了建議，但是也充
分尊重俱樂部的決定。

李根是上賽季北京
男籃奪得總冠軍的功臣
之一，但在今年夏天轉
會新疆男籃。在10月31
日的CBA揭幕戰當天，
李根並沒有作為上賽季
總冠軍球隊的一員在開
幕式現場領取自己的總
冠軍戒指。揭幕戰結束
之後，北京男籃俱樂部
派代表在球員通道裡將
總冠軍戒指交到了李根
手中。

■新華社

郭川團隊總經
理劉玲玲4日通知記
者，世界帆船速度
紀錄委員會(WSSR)
已 經發佈正式文
件，認可郭川9月份
帶領5名國際船員駕
駛“中國·青島”號
穿越北極東北航道
創造的世界紀錄。

WSSR本月2日
發佈第259號新聞公告，宣佈世界帆船航行中一個
“新的基準時間的確立”，正式認定郭川船隊創
紀錄時間為12天3小時8分15秒。根據WSSR公
佈的數據，郭川船隊於國際標準時間9月3日13點
41分從俄羅斯的摩爾曼斯克出發，於9月15日16

點49分15秒穿過設在白令
海峽的終點線，完成了人類
歷史上首次駕駛帆船不間
斷、無補給穿越北極東北航
道的航行。

郭川駕船衝過終點線
時，岸上有人負責進行記
錄，並把相關數據傳遞給
WSSR。“中國·青島”號隨
後一路南下，於27日返回青
島靠岸。上岸後，郭川隨即

託人把記錄船隊航行的黑匣子帶給WSSR，後者要
解讀黑匣子的有關內容，並結合“中國·青島”號
在白令海峽衝過終點時的數據進行分析，確定一切
程序操作無誤後，才能對郭川船隊穿越北極東北航
道創造的世界紀錄予以確認。 ■新華社

郭川北極航行世界紀錄獲認可

■■王寶山認為中超再好王寶山認為中超再好，，
最終還是要體現在國家隊最終還是要體現在國家隊
((右右))的水準上的水準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新疆球員李根新疆球員李根((中中))在在
比賽中投籃比賽中投籃。。 新華社新華社

■■郭川早前創出郭川早前創出
世界紀錄世界紀錄。。新華社新華社

■■重慶力帆重慶力帆
主教練王寶主教練王寶
山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球隊能夠取得第8，也與球迷的大力支
持分不開。”王寶山說。力帆提前

成功護級後，接下來的比賽並沒有放棄。收
官之戰前的備戰，王寶山因吉利奧蒂未按要
求訓練與這名外援發生激烈爭吵將其趕出訓
練場，後來師徒二人相互致歉和解，末輪力
帆以最強陣容出戰與天津泰達的關鍵之戰，
羅歆、陳雷兩人拚得頭破血流。

最終體現在國家隊水準上
“球員的責任和信仰對於一支球隊來說

太重要，不管是練習、熱身還是正式比賽，
職業球員都必須追求勝利。因此，國家隊有
比賽，我也要求球員必須放下其他事情觀
看，給球員提出更高的目標，培養球員的責
任和信仰。球迷除了要看到本隊勝利，還要
看到比賽雙方表現出精神來，如果贏了，但
缺乏鬥志，不是我們需要的，也
不是球迷願意看到的。”王寶山
說。隨着中國足球改革的大幕開
啟，中超版權也賣出了80億元
人民幣的天價。“中超聯賽會越
來越好，全國上下都渴望振興足
球，從國家隊到地方俱樂部，每
個人都有責任。”王寶山認為中
超再好，最終要體現在國家隊的

水準上，“現在中國足球不缺錢、球迷、硬
件設施，缺的是對球員的教育，尤其是責任
教育。中超球員的收入在整個亞洲都是很高
的，金錢解決不了一切，只是動力的一個方
面，更需要對國家、對俱樂部有責任。”

重視加強球員的責任教育
王寶山又說：“國家隊對香港隊的比

賽，我要求所有球員都看，第二天跟球員開
會的時候我很生氣，我們一個球員的收入可
能是整個香港隊全隊的收入，技戰術水準和
鬥志高很多嗎？球員們要捫心自問，錢多
了、環境好了，你的責任和信仰達到相應地
步了嗎？一場勝負無法反映出所有問題，但
是能夠反映出你的責任和信仰。這麼多年，
我都在思考如何加強對球員的責任教育，這
個必須引起重視。” ■新華社

■■44日日，，中超廣州恒大球員李帥的妻子周伊凡中超廣州恒大球員李帥的妻子周伊凡、、鄭智的妻子邵娜鄭智的妻子邵娜、、劉健的妻子梁然劉健的妻子梁然、、郜林郜林
的妻子王晨和金英權的妻子朴歲振的妻子王晨和金英權的妻子朴歲振((從左至右從左至右))，，在廣州出席恒大球星太太團俱樂部成立暨在廣州出席恒大球星太太團俱樂部成立暨
20152015亞冠決賽迪拜助威之旅活動亞冠決賽迪拜助威之旅活動。。 新華社新華社

恒大球星太太團恒大球星太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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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亞錦賽結束了首個
比賽日的爭奪。中國
女子十米氣步槍團體
發揮出色，一舉打破
了原來的世界紀錄獲
得冠軍。本次亞錦賽
女子十米氣步槍團體
的比賽，由老將杜麗

領銜，奧運會和世錦賽冠軍易思玲和張彬彬共同
參賽。之前的世界紀錄是中國隊在去年韓國仁川
亞運會上創造的1253.8環。杜麗在團體賽中發揮

出色，打出420環的好成績，她也獲得了一枚個人
銀牌。這名老將也在微博中激動的表示：“新世
界紀錄誕生！”

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表現不佳後，杜麗一度
心灰意冷，她曾申請暫時退役，離開國家隊，專
心回家帶孩子。但之後，不甘退役的她又選擇復
出。在去年年底的冬訓中她開始訓練，此後又相
繼參加了諸如射擊世界盃美國站、德國站等幾項
比賽。在上個月進行的里約奧運會的第一階段選
拔賽上，杜麗在10米氣步槍的比賽中總積分排名
第三，獲得了參加里約奧運會的初步資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杜麗率隊亞錦賽奪金破世績

■■杜麗在比賽中杜麗在比賽中。。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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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士下半場發力騎士下半場發力，，客場以客場以107107--100100擊敗擊敗7676人人。。勒布朗勒布朗--詹姆斯得了詹姆斯得了2222分分、、1111
次助攻和次助攻和99個籃板個籃板，，他還搶斷他還搶斷44次次。。凱文凱文--勒夫勒夫1515分分88個籃板個籃板，，莫莫--威廉姆斯威廉姆斯2121分分。。
馬修馬修--德拉維多瓦德拉維多瓦1212分分99次助攻次助攻，，詹姆斯詹姆斯--瓊斯三分球瓊斯三分球55投投44中中，，貢獻貢獻1212分分。。

拉齊奧拉齊奧11--33ACAC米蘭米蘭

意甲第11輪開始1場較量，AC米蘭客場3比1擊敗拉齊奧，終結藍鷹主場全勝，2014年4月以來首次單賽季意甲3連勝，
反超對手1分升至第6位。貝爾托拉奇打進處子球，但此後因傷下場。切爾奇打中門柱。下半時，阿萊士也受傷，替補他出場
的梅克斯頭球破門，巴卡再添壹分，博納文圖拉助攻2球。拉齊奧替補基什納扳回壹分。

國安球員雷騰龍大婚國安球員雷騰龍大婚

小麥中國行小麥中國行--上海亮相上海亮相

小麥在匯豐冠軍賽開賽前夕亮相上海小麥在匯豐冠軍賽開賽前夕亮相上海，，與球友見面與球友見面、、互動教球互動教球。。

責任編輯：沈玉蓮

長期以來袁國有文化企業
始終是我國文化産業發展的中

堅力量遥數據顯示袁截至 2013
年末袁全國國有文化企業共計
12159 家袁同比增長 12%曰在第
七屆文化企業 30強中袁國有文
化企業佔 22家袁在主營收入尧
凈資産等主要經濟指標上均佔

野30 強冶企業相關指標總和的
80豫以上袁野國家隊冶優勢顯著遥

然而近年來袁民營文化企
業尧小微文化企業快速崛起袁在
新興業態的文化産業領域攻城

掠地袁異彩紛呈袁正成爲一支重

要的生力軍遥面對同樣的市場
競爭考驗袁國有文化企業應如
何在網絡時代的新生態中保持

競爭力钥如何在文化體制改革
的浪潮中煥發出新的活力钥近
年來着力打造的野文化航母冶能
否眞正成爲有現代化水準的

野實力戰艦冶钥這些問題還需要
進一步探索和思考遥

1尧業態拓展與融合成爲趨
勢

揖案例铱面對電子商務對實
體書店的巨大衝擊袁安徽新華
發行集團開始實施多元化經營

策略袁通過傳統主業轉型提陞尧
實體經濟和資本市場雙輪驅

動袁破解出版發行困局遥除圖
書尧音像産品出版等主營業務
外袁集團成立控股公司進行資
産經營管理袁涉及網絡零售尧物
流配送尧文化地産等多重業務遥

在國有文化企業的業態創

新和轉型發展上袁安徽新華發
行集團是個成功的範例遥當前袁
文化産業格局在不斷整合調

整袁相關業態的拓展與融合尧進

行資本運作成爲發展的趨勢遥
野需要放開眼界和思路袁創新發
展袁固守傳統領域耶吃老本爷袁最
終只能不斷萎縮遥冶中國社會科
學院文化硏究中心副主任張曉

明指出遥
隨着互聯網和新媒體時代

的到來袁新興業態不斷涌現袁不
少傳統傳媒企業加快了探索的

步伐要要要中南出版傳媒集團旗

下的 20 個公司包括了圖書的
出版尧發行尧印刷袁網絡尧報刋等
媒體以及金融公司袁將相關業
務連接整合袁打造成全方位的

媒介平台曰鳳凰出
版傳媒集團同樣除

了傳統業務外袁涉
足了文化酒店尧文
化地産尧金融投資
和藝術經營等多個

産業板塊遥
當前袁文化與

旅遊業尧金融業尧零售業等行業
界限正在被打破袁對於影視尧演
藝等各行業袁傳統企業都加快
了全産業鏈佈局遥保利文化集
團的業務涉及演出與劇場管

理尧藝術品經營與拍賣尧影院投
資管理多方面曰中國電影集團
除了影片製作和發行外袁積極
發展電影器材營銷尧後電影開
發尧光盤生産尧廣吿尧物業管理尧
房地産等袁形成多種産業門類
共同發展的鏈條式經營模式遥

面對數字化技術帶來的變

革袁2013 年 8 月袁中宣部尧財政
部尧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聯
合發起 野中央文化企業數字化
轉型陞級項目冶袁計劃用兩年左
右的時間袁通過國有資本經營
預算支持中央文化企業開展數

字化轉型陞級工作袁首批 53家
企業的全流程數字化轉型陞級

項目得到支持遥到如今袁首批成
果已經出現袁電子圖書數據庫
建立尧移動閲讀 APP開發尧網絡
課程和富媒體課件等項目已在

各單位展開了應用遥

科學設立考核指標

野科學界定功能尧建立文化企業社會責
任評價指標尧探索文化産品評價指標體系是
科學建立文化企業雙效考核指標的三大途

徑遥冶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發展硏究院院長范
周介紹説遥叶意見曳提出袁硏究制定文化企業
國有資産監督管理辦法袁要充分考慮不同類
型國有文化企業的功能作用袁科學界定功
能尧分類指導進行改革遥根據提供文化産品
和服務的一般規律袁以職能分工和生産規律
對國有文化企業進行科學分類袁對代表國家
水準尧體現民族特色尧起示範作用的重點院
團尧對關係宣傳文化導向的重要新聞媒體單
位袁劃分爲公益一類尧公益二類單位袁或者進
行內部業務分離改革袁確保社會效益的實
現遥

可量化尧可核查袁關係着社會效益考核
指標能否落地遥叶意見曳明確指出袁社會效益

指標考核權重應佔 50%以上袁並將社會效益
考核細化量化到具體指標中遥對國有文化企
業的社會責任內涵及內容進行理論分析袁從
文化企業特殊性出發袁明確國有文化企業經
濟責任尧法律責任尧環境責任尧文化責任和公
益責任的具體內容遥制訂與國際經驗可以對
接袁面向文化企業的社會責任評價指標袁將
國有文化企業與民營文化企業置于同一標

準體系進行分析袁加強文化企業責任感遥
文化産品評價的關鍵性指標袁要按照文

化規律來完善遥其中導向規範尧政治規範爲
硬性約束性指標曰是否遵守社會公序良俗尧
是否倡導眞善美尧是否放任拜金主義及物質
主義等不健康風氣言論作爲價値取向指標曰
收視率尧上座率尧發行量尧出口情况尧利稅情
况等量化數據爲經濟效益指標曰公衆主流口
碑尧社會主流反響尧藝術性尧觀賞性尧知識性
等爲社會效益引導指標曰科技性尧國際化尧品

牌價値等爲創新性指標遥
作爲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

點袁深圳已經形成了一套自身的
做法遥深圳市委宣傳部建立以野效
益集團冶爲目標的考核和管理體
制,通過野1+7冶文件對媒體經濟效
益和社會效益進行量化考核袁其
中社會效益指標佔 75%袁包括導
向正確度尧市場佔有率尧城市形象
塑造力尧決策執行力等分指標遥

推動企業做強做優

野無論是掀起收視熱潮的電視劇叶歷
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曳叶老有所依曳袁還是創下
票房佳績的國産電影叶周恩來的四個晝夜曳袁
或者是人們爭相觀看的話劇叶紅旗渠曳尧傳唱
大江南北的歌曲叶時間都去哪兒了曳袁都有力
地證明院正能量與市場化根子上必然一致遥冶
范周表示袁雙效統一會有力促進文化企業做
強做優做大遥

比如電影文化內容的生産取決于對

文藝規律的把握袁只有做到深入地硏發袁讓
電影科技和推廣傳播爲內容服務袁才能釋放
眞正的野正能量冶袁也自然會得到市場靑睞遥

市場發展依賴全面改革

十年來袁文化體制改革釋放出了大量
的生産力袁要想進一步推動文化市場繁榮發
展袁改革必須繼續全面尧深入推進遥范周認
爲袁完善資産管理尧完善企業制度尧優化人員
激勵尧開展行業自律等是下一步改革重點遥

“双效统一”激发文化活力

昨日下午袁重慶育才中學第 13屆文化
節開幕式在學校田徑場舉行袁學子們創意頻
出袁連老師們也穿着旗袍伴着 TFBOYS的
歌上演靑春舞曲遥最後登場的跑酷展示袁更
是引來尖叫聲陣陣遥

開幕式上袁學生方陣里文藝民國風是主
打袁白色尧藍色旗袍把靑春的笑臉映照得更
加漂亮遥

初 2窑24班的男生穿上專業裝備袁騎着
山地自行車入場袁打着熱門電影叶破風曳的海
報袁一個個英俊少年乘風破浪袁稚嫩的臉上
恍若泛着光袁閃得現場的觀衆拿着手機一個
勁地拍遥

初 2.12班方陣看起來挺普通袁前面的同
學拿着黑色的神秘盒子袁走到主席臺打開袁

一群白鴿飛向運動場的各個方向袁將方陣現
場的氣氛推向高潮遥

野敎師方陣馬上入場遥冶聽到廣播袁同學
們都沸騰了袁大聲呼喊着自己老師的名字遥

伴隨着學生的尖叫袁老師們入場了袁初
中部的老師穿着民國旗袍緩緩走來袁一舉一
動優雅端莊袁到了主席臺前袁畫風突變袁突然
響起了 TFBOYS的歌曲袁老師們和着靑春

的節奏跳起來遥看着平時課堂上嚴肅認眞的
老師穿着旗袍跳 TFBOYS袁看台上尖叫聲
連連遥

一名男老師説袁活動對自己來説是一種
體驗袁能夠更好地與同學們打成一片袁同時
也鞭策自己以後也要做一個學生們都喜歡

的老師遥
入場式凸顯的有厚重的歷史袁也有個性

的新新人類袁有頑皮的卡通角色袁也有傳統
的水墨天書遥

一位參加開幕式的家長説袁以前袁學生
都是統一穿着中規中矩的校服遥但近年來學
生們的創意越來越多袁能看出學生們的思維
和創新能力在不斷開闊尧提高袁更願意將自
己個性的一面展示出來遥

教师穿旗袍跳 TFBOYS舞蹈

“实力战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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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P2P倒閉
自融拆標或成行業“潛規則”

綜合報導 據網貸之家發佈的《中國P2P網貸

行業2015年10月月報》顯示，10月份新增問題平

臺47家，高於歷史同期水準。今年前十個月，新

增P2P問題平臺數已高達711家。

通過梳理記者發現，截至目前，P2P問題平臺

數已累計至1078家，而我國從事P2P業務的公司共

有約3000家。由此看來，高達三分之一的平臺出現

問題或倒閉。

一位 P2P從業者向

記者坦言，行業出現問

題原因很簡單，就是市

場上沒有那麼多優質資

產可以投資，導致平臺

不得不通過虛構項目進

行自融來付息，實現資

金流通。目前甚至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家平臺是完全

不存在自融情況的，只是自融程度不同罷了。他表

示，絕大多數平臺為了吸引客戶，往往通過拆標將

大額融資標分拆成小額融資標，再標榜“小額、安

全”原則來誤導投資者。

“事實上，就是由於行業早期的‘三無狀態’

和野蠻生長導致了目前的狀況。”金信網首席運營

官安丹方告訴記者，網貸作為金融的一個分支，其

風險爆發具有滯後性。

紫馬財行創始人唐學慶對此表示贊同，並稱早

期由於沒有準入門檻，一批人涌入網際網路金融行

業“圈錢”甚至“騙錢”，從而形成人人畏懼的

“雷”。

“另外，目前實體經濟面臨下行風險，很多實

體企業生存艱難，加之大部分P2P網貸資產品質低

於傳統金融機構，因此，如果P2P借款所涉實體企

業出現風險，那麼P2P網貸將首當其衝受到波及。

”民信貸總經理唐武告訴記者。

金融工場董事長魏薇則認為，行業高風險的原

因歸根結底是因為部分從業者缺乏對網際網路金融

的深刻認知，沒有理解其橫跨網際網路和金融兩大

領域，對從業者的素質要求極高，而錯誤地以為這

是進入金融行業的捷徑。

另者，設置資金池也是導致P2P出現問題的重

要原因之一。錢包金服相關負責人坦言，很多平臺

在沒有借款項目時就開始吸引投資者投資，或投資

金額遠大於借款金額，這樣就產生了資金池，而一

旦平臺無法儘快找到借款項目，就很容易導致資金

鏈斷裂，致使平臺倒閉。

不過，金蛋理財CEO鄧巍表示，從行業角度來

看跑路問題，更應該關注金額，即跑路平臺所涉及

資金量在行業中佔比多少。僅從問題平臺數量上來

說跑路現象不夠客觀。目前來看，大部分跑路平臺

總體體量依舊偏小。

“不過，即便如此，仍應當注意防範系統性

風險。當金融出現問題後，平臺是很難用經營所

得利潤或股權投資人的錢去覆蓋壞賬的。”鄧巍

補充道。

“十三五”規劃保駕：
新能源汽車發展長期向好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

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推進交通運輸低碳發

展，實行公共交通優先，加強軌道交通建設，鼓勵

自行車等綠色出行。實施新能源汽車推廣計劃，提

高電動車產業化水準。分析人士指出，推廣新能源

汽車將寫入“十三五”規劃，新能源汽車產業鏈有

望長期向好。

目前，多個部委已出臺相關政策20多項，建

立了從新能源汽車研發、生產、購買、使用到監管

等方面較為完善的政策扶持體系。

《關於2016-2020年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財政

支援政策的通知》今年4月發佈，明確了未來五年

補助標準，資金申報和下發由原來的審批改為預

撥；《關於節約能源，使用新能源車船車船稅優惠

政策的通知》5月發佈，對節約能源車船減半徵收

車船稅；對使用新能源車船，免征車船稅；9月，

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支援新能源和小排量汽車發展

措施，明確從 2015年 10月 1日到 2016 年 12月 31

日，對購買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車實施減半徵收

車輛購置稅的優惠政策。

充電樁建設一直是新能源汽車產業鏈上相對薄

弱的部分。目前已經建成的充電樁數目與需求尚有

距離。9月發佈的《關於加快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

施建設的指導意見》提出，大力推進充電基礎設施

建設、完善充電基礎設施和標準規範並拓闊多元融

資渠道。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鼓勵社會融資及設立

融資擔保基金的方式，促進充電設施基礎建設，進

一步拓展了融資渠道和參與主體。

在政策扶持和技術進步之下，我國新能源汽車

行業在今年迎來了井噴式發展。1-9月，新能源汽

車生產144284輛，銷售136733輛，同比分別增長

2.0 倍和 2.3 倍。其中純電動汽車產銷分別完成

93032輛和87531輛，同比分別增長2.0倍和2.7倍；

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產銷分別完成51252輛和49202

輛，同比分別增長1.9倍和1.8倍。業內人士預測，

今年新能源汽車銷量將達到20萬-25萬輛，全年產

量或將位居世界第一。

隨著新能源汽車高速增長，上游的電機及電

池、中游的整車產品及其主要部件以及下游的充電

站、充電站配套設施等均處於高景氣度，相關上市

公司業績增速明顯，全年有望維持高成長。

從三季報業績看，近7成新能源汽車相關公司

業績預喜。比亞迪預計，2015年全年將實現凈利潤

232000 萬至 252000 萬元，同比上升 435.15%至

481.28%。宇通客車前三季度實現凈利潤18.65億

元，同比增長 35.29%。受益於動力電池需求旺

盛，國軒高科前三季度實現凈利潤3.3億元，同比

增長258%。

業內人士表示，新能源汽車今年以來維持高速

增長，一方面得益於政策的直接推動；另一方面也

由於去年基數較低。目前新能源汽車相關領域同質

化競爭明顯，核心競爭力仍需進一步提升。

國家發改委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聯盟秘書長陳

東升近日表示，“十三五”期間要重點解決新能源

汽車在補貼減少或沒有補貼的情況下，依然能夠良

好運營的問題。

在技術突破方面，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執行副

理事長歐陽明高此前表示，“十三五”新能源汽車

發展重點將圍繞動力電池與電池管理、電機驅動與

電力電子、電動汽車智慧化、燃料電池動力系統、

插電/增程式混合動力系統和純電動力系統6個創新

鏈部署。

完善政策扶持體系

產業鏈處於高景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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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24小時全天候的精彩節目與美南
國際電視55.5 頻道同步播出﹐登陸
Youtube官方網站﹐搜索 itv Houston
55.5 Live即可收看﹒

有關美南國際電視
美南國際電視無線頻道, 於 2009 年 6 月 15 號正式開

播, 服務德州休士頓與奧斯丁的華人, 提供台灣台視
(TTV)﹑中視(CTV)﹑華視(CTS) 和大陸央視(CCTV)共四個
電視台衛星直播, 以及中港台三地精選的優質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每週七天, 每天二十四小時播出即時新
聞﹑娛樂綜藝﹑強檔戲劇﹑教育文化﹑時事座談﹑理財投資等
多元且豐富的節目. 週末節目採取國際走向, 有休士頓當
地國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節目, 節目內容專業且多
樣化, 自開播以來, 華人與主流社會觀眾的佳評如潮.
美南國際電視的強大優勢: 無線電視收視戶, 無需任何設
定費或月租費.每週七天, 每天24小時的精采優質節目.發
射涵蓋範圍高達兩百英哩, 東至 Chambers County, 西至
Austin County, 北 至 Montgomery County, 南 至 Brazoria
County.

播出訊號範圍涵蓋五百萬人收視人口.節目類型豐富,
收視年齡層廣, 從年輕人最喜愛的韓劇, 到熟齡觀眾最愛
的古裝劇, 以及大人小孩都喜歡的旅遊及美食節目, 美南
國際電視最能滿足男女老少各種不同的收視需求.

美南國際電視Youtube 直播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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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JING, Nov. 4 (Xinhua) -- Xi Jinping and Ma
Ying-jeou will hold an historic meeting in Singapore
on Saturday, the Taiwan affairs chief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said on Wednesday.
In line with the one-China principle, the two sid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reached the pragmatic ar-
rangement, showing the spirit of shelving difference
while respecting for each other, said Zhang Zhijun,
head of the Taiwan Work Off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Tai-
wan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two leaders will exchange views on promoting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dis-
cuss major issues on deepening cross-Strait coopera-
tion in various areas and improving the people's wel-
fare, in a bid to safeguard and further push forward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Zhang said.
The Xi-Ma meeting is arranged to take place in Singa-
pore after various considerations, Zhang said, with-
out giving more details.
The two leaders are expected to have a dinner after
the meeting, Zhang said.

Zhang said the meeting is a "milestone"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breaking through in direct ex-
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after hardships and twists since 1949.
Both sides said the talks would focus on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China claims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and views
the island as a breakaway province which will one
day be reunited with the mainland.
But ties have improved since President Ma took of-
fice in 2008.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reatens to use military
force against Taiwan if it ever attempts to gain out-
right independence.
Taiwanese spokesman Chen Yi-hsin said Presi-
dent Ma's aim was "to promote peace 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maintain status quo".
This meeting, less than three months before Tai-
wan's elections, is a sign of how concerned China
is that th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ies of recent

years could be jeopardized if the pro-independence
opposition party's candidate becomes president.
Opinion polls show Tsai Ing-wen is leading - a big
worry for Beijing.
Ms Tsai has said
she welcomes
dialogue with
Chinese leaders,
but Beijing has
refused to meet
her, indicating it
does not trust her.
She was a minister
in charge of
developing policy
toward mainland
China under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which angered Beijing by trying to work towards
formal independence.
Mr Xi may believe he can sway Taiwanese voters but
this could backfire. While some voters who want to
maintain stable relations may heed his words, they
may offend Taiwanese voters who are already wor-
ried that Beijing will have increasing influence over
Taiwan if the candidate from President Ma's party is
elected.
And this could hurt, rather than help, the party fa-
vored by Beijing.
The two leaders are expected to handle the meeting
in a delicate manner. Mr Ma's office has emphasised
no agreements will be signed and no joint statement
will be issued.
Mr Ma will hold a news conference on Thursday to
explain his decision to hold the talks. More details
are also expected from Taiwan's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later on Wednesday.
China's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said the two
sides would "exchange views on promoting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BBC's John Sudworth in Beijing says Saturday's

meeting will
mark a
significant break
with the
long-established
diplomatic
stance.
Contact of any
kind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s been
extremely limited and China has resisted anything
that might be seen to be giving Taiwan equal status,
he says.
In a sign of how politically sensitive the meeting is,
the leaders will address each other as Mr Xi and Mr
Ma, rather than president, on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 has said.
White House spokesman Josh Earnest said the US
welcomed any steps to reduce tensions and improve
relations, but added: "We'll have to see what actually
comes out of the meeting."
The two sides across the Strait used to have drastic
military conflicts and sharp political confrontation, till
in the late 1980s when the two sides broke the ice in
mutual isolation, Zhang said.
In early years of the
21st century, Zhang
said, provocations
from the Taiwan
secessionist forces
put the situation into
crisis, when leaders
across the Strait
could not be
imagined to meet
face in face in such tension and turbulence in
relationship.
In April 2005, Hu Jintao, then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n Chinese
Kuomintang (KMT) Party Chairman Lien Chan made
the first meeting between top leaders of the two politi-
cal parties in 60 years.
They met in the name of two respective party leaders
at that tim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eeting between Xi and Ma re-
sults from concerted efforts of both sides and all com-
patriots, benefiting from accumulated fruits achieved
in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Strait rela-
tions," Zhang said.
Related:

Xi Stresses Mainland-Taiwan Unity
For War Anniversary

BEIJING, Sept. 1 (Xinhua) -- President Xi Jinping last
month called on people of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to unite to safeguard peace, as he met with a Taiwan-

ese political delegation to attend events for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Lien Chan, former chairman of Taiwan ruling party
the Kuomintang (KMT), and other Taiwanese officials
are in Beijing for a military parade and other activities
commemorating the WWII anniversary and that of vic-
tory in the overlapping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
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Xi, also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ntral Committee, said during the
meeting that victory in the counter-Japan war was
"China's first complete victory against foreign inva-
sion in modern times" and that it was only possible
through the efforts of the entire nation, including
those of Taiwan.
When Japan invaded
northeast China on
Sept. 18, 1931 and
launched its full-scale
invasion on July 7,
1937, "the
unprecedented
national calamity
roused
unprecedented
national awareness.
At the critical moment,
the Chinese rose to
fight bitterly with the
Japanese militarist
invaders," Xi said.
The CPC and the
KMT jointly
established a
counter-Japan united
front to safeguard
state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dignity, he
said. "Both the front line and the battlefield behind
enemy lines closely coordin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victory."
The president told his guests that the compatriots in
Taiwan share a common destiny with their mother-
land, and their struggle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ntire Chinese struggle.
"
During the half century of Japan's occupation of Tai-
wan, the islanders never stopped struggling, and hun-
dreds of thousands of Taiwanese lost their lives be-
fore victory in the war which ended Japan's colonial
rule, he said.
Through drastic historical changes,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realized that they are close-
ly linked with each other, Xi said. (Courtesy news.xin-
huanet.com/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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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And China To Hold
Historic Summit I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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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dia group located in Hous-
ton, Texas, with offices in
major U.S. cities, and the In-
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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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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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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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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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 Jinping (left) and Ma Ying-jeou will discuss stronger
ties, Taiwan Reports.

Map Of Singapore

Xi Jinping (1st R),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ntral
Committee, meets with Lien

Chan (2nd R), former
chairman of the Kuomintang
(KMT), Taiwan's ruling party,
and others from the island,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Sept. 1, 2015. A

Taiwan delegation was in
Beijing attending events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Xinhua Photo)

President Xi Jinping (right) and
Taiwan's President Ma Ying-jeou,

who will meet on Saturday in
Singapore.

China And Taiwan Showing
Taiwan Strai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Taiwan's President Ma Ying-jeou Will Meet In Singapore On Saturday

- The First-Ever Meeting Between Leaders Of The Sides

Thousands of Taiwanese
students protested in 2014
against a trade agreement

with China.

红
楼
梦
曹雪芹

責任編輯：王荣欣

雨村聽了袁如雷震一驚袁方想起
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內一

個小沙彌袁因被火之後袁無處安身袁
欲投別廟去修行袁 又耐不得清涼景
况袁因想這件生意倒還輕省熱鬧袁遂
趁年紀蓄了發袁充了門子．雨村那
里料得是他袁便忙攜手笑道院"原來

是故人遥 "又讓坐了好談．這門子

不敢坐． 雨村笑道院"貧賤之交不

可忘．你我故人也袁二則此系私室袁
旣欲長談袁豈有不坐之理钥 "這門子

聽説袁方吿了座袁斜簽着坐了．
雨村因問方纔何故有不令發簽

之意． 這門子道院"老爺旣榮任到

這一省袁 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 `護

官符 '來不成钥 "雨村忙問院"何爲 `

護官符 '钥我竟不知遥"門子道院"這還

了得浴 連這個不知袁怎能作得長遠浴
如今凡作地方官者袁 皆有一個私單袁 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
勢袁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袁各省皆然袁倘若不知袁一時觸犯了這
樣的人家袁不但官爵袁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浴 所以綽號叫作 `

護官符 '．方纔所説的這薛家袁老爺如何惹他浴 他這件官司並無
難斷之處袁皆因都礙着情分面上袁所以如此遥 "一面説袁一面從順
袋中取出一張抄寫的 `護官符 '來袁遞與雨村袁看時袁上面皆是
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其口碑排寫得明白袁下面所注
的皆是自始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曾抄寫了一張袁今據石上所
抄雲院

賈不假袁白玉爲堂金作馬．(寧國榮國二公之後袁共二十房
分袁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袁現原籍住者十二房．)

阿房宮袁三百里袁住不下金陵一個史．(保齡侯尙書令史公

之後袁房分共十八袁都中現住者十房袁原籍現居八房．)

東海缺少白玉床袁龍王來請金陵王．(都太尉統制縣伯王公

之後袁共十二房袁都中二房袁余在籍．)

豐年好大雪袁珍珠如土金如鐵．(紫薇捨人薛公之後袁現領
內府帑銀行商袁共八房分．)

雨村猶未看完袁忽聽傳點袁人報院"王老爺來拜遥 "雨村聽説袁
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袁方回來細問．這門子道院"這

四家皆連絡有親袁一損皆損袁一榮皆榮袁扶持遮飾袁俱有照應的．
今吿打死人之薛袁就系豐年大雪之 `雪 '也．也不單靠這三家袁
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袁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钥 "雨村

聽如此説袁便笑問門子道院"如你這樣説來袁卻怎么了結此案钥 你
大約也深知這兇犯躱的方向了钥 "

崇德三年正月初一袁朝鮮國王李倧借新春賀喜之機袁向大清皇帝上賀箋表袁除卻
上箋于皇帝和皇后外袁尙有一表獻于皇八子袁表中稱道院"噎噎皇太子祗承天旨袁祥雲
于清宮袁隆福如河水奔流袁似燕賀奔騰噎噎"前來盛京的兩位朝鮮王子袁除上獻箋表
外袁還特意奉上進獻 "皇太子 "的表禮一份 --白夏布二十匹尧金黃細葛布二十匹尧花
席十塊尧各色花席十塊尧白紙五百張尧黃鼠狼尾筆五十枝尧上漆墨塊五十塊尧黃夏布三
十匹尧白夏布三十匹尧黃綿綢二十匹尧紫綿綢二十匹尧白綿綢三十匹尧金黃細葛布二十
匹尧龍席兩塊尧黃花席十五塊尧花席十五塊尧各色花席十五塊尧豹皮五張尧白紙兩千張
噎噎
禮物運至關雎宮袁我瞪着滿滿當當塞了一屋子的東西袁唯有瞠目結舌的份遥
這天夜里袁等乳母嬤嬤將玩鬧後耐不住倦意甜甜睡去的小八抱去西屋後袁皇太

極笑吟吟的一把摟住了我院"今兒送來的那些東西里頭可有中意的钥"我噘嘴袁醋意濃
烈的説院"都是送給小八的袁又不是送給我的遥 ""呵噎噎"他笑着將我抱坐在床上袁"給

小八的還不就是給你的么钥 ""那不一樣噎噎""那好袁你要什么袁我另外送了給你浴 "他

強調的補充一句袁"只是送給你的浴 "我坐在他腿上袁抿嘴兒竊笑袁媚眼如絲袁狡譎的
笑院"要什么就給什么钥 ""是遥 "他的眼睛里藴藏着深深的笑意袁熠熠生彩袁十分吸引
人遥

"那我要天下浴 "我壞壞的笑袁"我要你的天下浴 "皇太極神情絲毫未變袁低頭寵溺
的親了親我的嘴角袁呢喃院"這個天下早就是你的了噎噎"吻一點點的落了下來袁情意
無限袁"我整個人袁整顆心都是你的噎噎"我的噎噎皇太極浴

我的天下噎噎
"悠然袁漢人有句成語袁用你身上最恰當貼切不過了遥 ""什么钥 "他開始解去我身

上的衣物袁唇印不斷往下滑袁我的思緒漸漸斷層袁心搖神馳的接不上他話里的意思遥
"步悠然 --悠然 "獨步天下 "浴 "隨手一撥袁明黃色的帳簾飄落遥
黃色帳簾上用金線銹成的龍紋在我眼前晃過袁耀眼奪目遥
獨步天下噎噎
獨步天下浴
原來是這個意思遥
恍惚間袁 耳邊似乎響起了一個似男似女的聲音在歇斯底里的歌唱院"可興天下袁

可亡天下噎噎"原來是這個意思浴
八字讖言浴
亡了女眞袁興了滿清浴
簡短的八個字袁揭示了我的前世今生噎噎

胡昭儀緊咬着紅唇袁氣得説不出話來遥 與此同時袁小琪緩緩走來湊
近兩人説道院"啓稟夫人袁藥煎好了遥 "

"嗯遥 "董夫人將手搭在小琪身上袁然後對着身邊的女人輕聲説道院
"好妹妹袁我看袁你還是謹遵太后的敎誨袁乖乖地獃在錦玉堂吧遥 "

胡昭儀怒視着董夫人消失的背影袁氣得低駡院"哼袁你根本就是踩進
冷宮里的女人了袁還想敎訓我钥 "

"主子遥 "蕓兒想勸慰遥
"住嘴袁都是你叫我借刀殺人袁對着這個失寵的女人讒言袁反而招來

冷麵遥 "

"主子袁依奴婢看來袁主子的話並不是沒有産生效果遥 "蕓兒慧黠一

笑袁然後説道院"在奴婢老家有句老話袁叫做 '不叫的狗才是最會咬人的

狗呢 '遥 "

"哼遥 "胡昭儀冷哼道院"你這是拐着彎兒駡我咯钥 "

"奴婢不敢袁奴婢不敢遥 "蕓兒慌張地跪地袁求道院"奴婢只是噎"

"起來吧遥 "胡昭儀打斷蕓兒的解釋袁説道院"我量你也不敢遥 不過袁
人袁你還是得給我看緊了遥最好是與那個什么小琪打好關係袁這樣的話袁
知道的事情也可以來的準確些遥 "

"遵命遥 "蕓兒低首着説道遥 "我們走吧遥 "

第二卷 宮斗篇 揖立後風波铱 第三十一章 偶知陰謀
話説弘德夫人三日都做同一個噩夢袁她更是不敢與皇上述説袁於是

找來陸令萱商量遥兩人合計之下袁想到去寺廟拜神驅邪遥弘德夫人擔憂
地看着隆起的肚子袁答應了陸令萱的建議遥 皇上恩準後袁就安排自己的
御前武衛薛孤護駕前往城內妙勝寺遥

曹素素與曹蓉蓉被揷在宮婢中跟着走出了皇宮袁兩人不敢造次袁安
安分分地跟隨身前的宮婢走在車輦後面遥

這日袁風和日麗袁曹素素回眸間瞥見騎在馬上的薛孤袁頓時目眩情
搖袁心神都顫遥她沒想到自己今生還能遇見他袁從他的着裝中袁她明瞭了
他的確是個將軍袁是皇上身邊的人遥 如果能就這樣一直仰慕着他袁她都
心滿意足了遥 這一切被敏感的曹蓉蓉瞧在眼底袁她緊跟着妹妹身後袁小
聲説道院"你看什么呢钥 千萬別走錯了遥 "她們的步伐都是同一緊跟着

的袁如果前面的人走錯或者趕不上袁就會連累身後的宮婢也出錯遥
"呃钥 "曹素素回過神袁頓了頓袁卻不料一個步子沒走出去袁曹蓉蓉

只能撲上去差點摔倒遥身後的宮婢發出窸窸窣窣地聲響袁這聲音惹得前
方的宮女回首袁一下子整個宮婢的隊伍里像炸開了鍋袁熱鬧起來遥

蘇康是蘇寅正親手創立的一家上市公司袁之前爆料要被陸氏一併
收購袁現在最近消息袁陸氏沒有收購蘇康袁蘇康前陣子已經破産清算
了遥

秦予喬是知道陸景曜收購了蘇氏的房地産和最後成立的科技公

司袁唯獨沒有拿走蘇康是因爲蘇寅正前妻現任丈夫韓崢袁也是現在 S

市政法委副書記遥
那天陸景曜跟韓崢一塊兒吃飯的時候袁秦予喬也在場的袁回來的

時候陸景曜還跟她感嘅院"前任就是一根刺啊遥 "

秦予喬點頭遥
"我的前任對你就是一團棉花一朶浮雲吧钥 "

秦予喬反問院
"你有前任嗎钥 "

陸景曜是有前任袁秦予喬認識的姚小愛袁果果認識的穆鹿袁兩個都
是大美人級別袁只是陸景曜對前任的處理態度一直很好袁所以有時候
秦予喬差點忘了他也是有前任的人遥

陸景曜説他跟姚小愛的爸爸吃個飯袁然後這件事他是坑了前任的

爸爸袁他的 EX-岳父钥秦予喬眞覺得胸口藴着一股怎么也發泄不出來的
氣袁密不透風地壓在她的胸口像是會化成秘密密麻麻的小針遥

--

秦予喬約了韓崢見面袁韓崢在政法大樓附近的一家茶餐廳跟秦予
喬見了面袁秦予喬跟韓崢不算熟袁只是上次跟陸景曜跟他一塊兒吃過
飯袁這次能約韓崢出來袁也是陸家瑛幫的忙遥 不過韓崢倒是很爽氣袁一
般從政的人對麻煩事都是推三阻四袁而韓崢在電話里直接説院"我下午

還有事袁明天就要出去開兩天會袁這樣吧袁中午你有時間嗎钥 "

秦予喬比韓崢早半個小時趕到茶餐廳袁韓崢趕到的時候説院"被事

拖出了袁陸太太久等了遥 "

秦予喬解釋説院"是我來早了遥 "

"陸總的事我聽下面的人説了遥 "韓崢坐下來後開門見山説袁"不

過我聽説城東公安局的副局長跟陸總關係是不錯的袁陸總在里面吃不
了虧遥 "

秦予喬低頭看了眼茶杯里的緑葉袁抬頭院"如果陸六沒有答應韓書

記你的要求袁蘇康不會破産袁陸六也根本沒有必要進去遥 "

孫掌櫃撥着算盤袁眼都笑成了一條線遥 陸老爺過來的時候袁他立刻精
神抖索的迎上去袁笑着把好消息説了院"噎噎老爺袁照這架勢下去袁我們鼎香
樓的名頭很快就響了遥 "財源滾滾來啊陸老爺滿意的點點頭院"好好好袁這
樣我也就放心了遥 過兩天我就回洛陽袁這兒可就全權交給你了遥 "

孫掌櫃不敢怠慢袁正色應了院"老爺您放心袁小的一定會盡力打理好酒
樓遥 "

陸老爺笑了笑袁意味深長的看了孫掌櫃一眼院"寧大廚有一成的干股袁
我也不會虧待你的遥 "孫掌櫃最惦記的袁就是孫冬雪的終身大事遥對陸家而
言袁多一個通房丫鬟袁將來多養一個小妾袁眞的不算什么遥

孫掌櫃顯然聽懂了陸老爺的暗示袁連忙感恩戴德的道謝遥 心里卻暗暗
嘆口氣遥 女兒啊女兒袁我也算對你仁至義盡了遥 希望你將來能在陸府里過
的好好的噎噎

陸老爺繞了一圈袁又特地去了廚房遥 這個時候客人還沒來袁廚子們還
算悠閑遥 可寧有方卻一刻不肯懈怠袁正指揮打雜的將廚房打掃乾凈遥 張展
瑜和寧汐分別忙着做事遥

見陸老爺過來袁寧有方也是一愣袁忙笑着迎了上去遥
陸老爺親昵的拍了拍寧有方的肩膀院"以後可要辛苦你了遥 "

這樣平易近人的舉動袁立刻使寧有方激動起來袁豪氣干雲的承諾院"東

家老爺你就放心吧袁廚房這邊交給我袁絶不會出岔子的遥 "

陸老爺笑道院"你的手藝我當然信得過袁以後鼎香樓就仰仗你了遥 "

高帽子一頂一頂的抛過來袁寧有方自然樂顛顛的照單全收袁簡直恨不
得掏心置腹才好遥

寧汐看着寧有方滿面紅光的激動樣子袁啞然失笑遥寧有方確實是性情
中人袁別人對他好一點袁他絶對會記在心里袁加倍的回報回去遥不管是前世
還是今生袁這樣的性子怕是改不了了遥

陸老爺夸完了寧有方袁又看向寧汐院"汐丫頭袁你好好的磨煉個一年
半載袁到時候可就是我們鼎香樓的另外一根頂梁柱了遥 "陸老爺能成爲洛

陽首富袁果然有自己的一套遥 夸起人不帶重樣的遥
寧汐甜甜的一笑院"多謝東家老爺夸讚袁我一定好好努力遥 "心里卻有

預感袁只怕陸老爺還有下文吧噎噎
果然袁陸老爺眸光一閃袁有意無意的笑道院"過兩天袁我就帶着子言回

洛陽去遥 説起來袁子言也不小了袁早該考慮終身大事了遥 總這么躭擱可不
行遥這次回去袁我得好好的爲他挑門親事遥 "看似輕飄飄的幾句話袁可卻含
義深遠遥

寧汐若無其事的笑道院"那可要恭喜東家少爺了遥 "

寧有方迅速的接口笑道院"只可惜太遠了袁 一來一回實在耗費時間袁
只怕我們是趕不上喝這杯喜酒了遥 "

陸老爺朗聲一笑院"喜酒自然少不了你們的遥 "

説笑一番之後袁陸老爺面色如常的走了遥 他的身影剛消失在門口袁寧
有方的笑容就沒了袁緊緊的抿着嘴唇袁輕哼了一聲遥 眼底隱隱浮着怒火遥

寧汐倒是無所謂袁笑着低聲安撫道院"爹袁你就別生氣了遥 東家老爺這
么説袁肯定也沒別的意思噎噎"

寧有方冷冷的説道院"他根本就是這個意思 "

隨
侯
珠

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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