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616 BB11廣告天地 休城工商

4號出口

星期二星期二、、三三、、四四
9：00AM
星期五星期五、、六六
9：00P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11：00AM,6:00PM,

8：00PM, 10:30PM

福達旅行社福達旅行社 (713) 773-1243
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

另代訂酒店租車﹑簽證及Package Tour.→→→→→→→→→→→→→→→→→→→→→→→→→→→→→→→→→→→→→→→→→→→→→→→→→→→→→→→→→→→→→→←←←←←←←←←←←←←←←←←←←←←←←←←←←←←←←←←←←←←←←←←←←←←←←←←←←←←←←←←←←←←←休士頓 世界各大城市特價機票

˙美東5～8天豪華遊
˙美西4～12天精華遊
˙黃石公園總統巨石/北大峽谷7天6夜（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6天/7天 特惠遊（買二送二）
˙加拿大東部5天遊（多侖多﹑屋太華﹑滿地可﹑魁北克﹑

京士頓﹑尼亞加拉大瀑布）（四人一房）
˙超值雲南風情遊
˙超值黃山江南風情遊

9889 Bellaire Blvd 2 ND. Fl Bldg A#121 Houston TX 77036

˙佛州奧蘭多迪士尼4～9天遊（四人一房）
˙日本關東風情6日遊
˙日本關西風情7日遊
˙北京,蘇州,水鄉﹑同里﹑杭州,上海8天
˙夏威夷 4~7天遊
˙歐洲（英﹑法﹑意﹑德﹑蘇俄）7～17天經典之旅
˙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等地機票連酒店套餐
˙蓋文斯頓港出發墨西哥4～7天遊輪

cousintravel_tou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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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鮮酒家

Tel:(713)776-8808﹑776-8809

港式點心港式點心港式點心 +++ 粵菜粵菜粵菜 +++ 湘菜湘菜湘菜

幹鍋系列﹕田雞﹑肥腸﹑土雞﹑雞胗﹑牛腩
剁椒系列﹕魚頭﹑全魚﹑魚片﹑香芋﹑田螺肉
蒸菜系列﹕香芋/冬瓜蒸排骨﹑老幹媽蒸全魚
湘味特色﹕毛氏紅燒肉﹑煙筍臘肉﹑

香辣田螺肉﹑酸蘿蔔炒雞胗

85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Golden Palace Seafood Restaurant
正宗粵菜正宗粵菜 名廚精烹名廚精烹 宴席小酌宴席小酌 豐儉隨意豐儉隨意
天天飲茶天天飲茶 廣東點心廣東點心 七天特價七天特價 超值足量超值足量

˙嶄新裝修 ˙貴賓隔間 ˙大型投影 ˙卡拉OK

新添正宗湘菜新添正宗湘菜

容納350人同時就餐

上午10點-晚上9點（周日～周四） 上午10點-晚上11點（周五﹑周六）營業時間：

新聘香港點心大師傅新聘香港點心大師傅，，推出多種獨家新式點心推出多種獨家新式點心
中、小點心一律只要$1.99!!!
(只限週一至週五、大點和特點除外，周末和節假日除外）

特價午餐
只要$3.99起！

任性任性！！

雙龍蝦 $18.88
必須額外Order $20的菜，只限堂吃

有效期：2015年11月30日。本店保留最終解釋權。

七天營業
10:00～1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D#227(敦煌廣場內)
713713--988988--90289028

˙全身按摩
˙頭頸肩背腰按摩
˙腹部、腰腿按摩
˙肩肘手按摩
˙眼頭部按摩
˙中藥熱敷熱石足療







禮物卡
$18、$25、
$30、$50，

送禮、自用最佳。

治
療
按
摩

專
業
執
照

莉 莉 按 摩莉 莉 按 摩莉 莉 按 摩

ME1941專業治療按摩老師 資深治療執照按摩師

詢問有關本校$10,000的獎學金的詳情

˙中外中醫名流授課
˙中西醫學多元化教學
˙學科及臨床並重
˙全時或半時上課
˙日班或夜班課程

˙美國高等教育院校評鑑會認准

˙美國中醫院校評鑑會認准

˙德州高等教育局認准頒授碩士學位

˙中醫專業碩士學位

˙綜合保健管理碩士學位

星期六 2015年11月14日 Saturday, Nov. 14, 2015 星期六 2015年11月14日 Saturday, Nov. 14, 2015

(本報記者黃麗珊)第 27 屆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於11月7日
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
TON,TX. 77046 的僑教中心大
禮堂舉行,由休士頓亞裔健康教
育協會、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休士頓中國護士聯誼會、光鹽
社、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
、國防醫學院校友會、世界華
人婦女工商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角聲癌症協會、H-E-B及休
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辦.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會長及
健康日總召集人施惠德心臟科
醫師,眼科著名醫師余兆一、休
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
婉兒和創會長饒美華、陳超及
與會家庭科醫師黃博文、休士
頓中國護士聯誼會前會長孫秀
蕊、會長詹淑姿、國防醫學院
校友會會長莊希聖醫師等社團
代表出席.,禮堂場地佈置在週
五11月6日,由饒美華、陳超負
責.全僑健康日11月7日僑教中
心提早於早上8時30分開門..視
力、瞳孔的檢查 Vision& pupil
screening,University of Houston
有十位 OD 的學生來服務、借
用其它與眼科有關的儀器在僑

教中心 103 室為民眾作進行視
力、瞳孔的檢查.眼壓檢查[In-
traocular pressure screening],檢查
眼壓器材有兩台會在大禮堂進
行檢查,並己由 UH 代購買 200
個眼壓器檢查接頭價錢$164.眼
壓測量預計每人將花大概 1 分
鐘時間.血壓測量 Blood pres-
sure screening,預計準備 6 台以
上血壓測量器,在大禮堂進行.
護理人員,由詹淑姿負責邀請20
位護理人員分配負責協助血壓
測量、 Flu Shot和103室眼睛檢
查.趙婉兒負責工作人員名牌製
作及義工,慈濟提供5位、經貿
協會3位、工商婦協3位及老人
服務協會3位.林琬真負責向陳
啓華醫師詢問捐贈其它眼睛保
健的贈送品,以分送給填寫問卷
調查表者.攤位Booth,光鹽社、
H-E-B、山水眼鏡行、 Hope
Clinic等.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會長及
健康日總召集人施惠德心臟科
醫師說明,全僑健康日今(2015)
年度重點議題為眼科健康，主
要提供眼科方面的常識保健，
現場會有專業醫療護理人員免
費為僑界人士 11 月 7 日(星期
六)上午9時至上午10時30分進
行視力、瞳孔檢查和眼壓測量

及青光眼的篩檢，另外也會有
血壓的測量、血糖的篩檢，連
鎖超市HEB有六位員工出席幫
忙負責並準備超過 200 份試片
(strips)做血糖篩檢(Blood glu-
cose screening)．及四部儀器同
步進行，正確血壓測量法,孫秀
蕊說正確的血壓測量是非常重
要,特別是有高血壓的人士.你
知道如何測量血壓才獲得最準
確的數據嗎?我們有經驗豐富的
醫護人員為你講解測量血壓特
定的技術和程序.注射流感疫苗
,H-E-B 將為持有保險的人士
注射流感疫苗.注射流感疫苗需
出 示 你 的 健 康 醫 療 保 險 或
Medicare證明.負責安排上午10
時30分至中午12時講座的眼科
權威余兆一醫師提到，現場供
應眼部維他命、折價券(cou-
pon)、人工淚液(artificial tear)等
眼睛保健贈送品，以 分送給
填寫問卷調查表民眾。

總召集人施惠德醫師談到
，全僑健康日活動11月7日上
午 10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現場
有四個專題講座，由陳澤威、
鮑亞群、林柏成和王楠等四位
眼科專家主講、包括老年性黃
斑病變、斜視弱視矯正的新發
展及精配隱形眼鏡、眼鏡及驗

光、青光眼的診斷與治
療及白內障的成因、症
狀及治療，現場也有各
科醫師和營養師諮詢服
務，包括內科、家庭科
、眼科、營養師和眼鏡
行負責人提供眼鏡展覽
，其中包括莊希聖醫師
和 Dr. David Huang 黃
博文醫師、休士頓華裔
醫師協會先後兩任會長
莊仲安、陳章靜蓮在現
場義診及諮詢服務。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處長黃敏境應邀
致詞， 「全僑健康日」
針對僑民們都要有健康
身體、而今年健康日的
主題是 「眼科健康」，
他說自己的手機是越用
越大，要不然越來越看
不清楚了，這裡就顯示
眼睛健康的重要性。

黃敏境談到在美國
看病的花費不便宜，參
加健康日活動來接受免費的醫
師諮詢，但卻又不是真的 「零
成本」、因為聽完醫師建議之
後還是要 「聽醫師的話」，確
實的去就醫。

總召集人施惠德心臟科醫

師強調，今年第27屆休士頓全
僑健康日在活動設計上採多元
化創新，即使主題為眼科保健
，但還會邀請其他相關醫療科
別到現場，提供亞裔民眾更多
免費醫療檢查服務和各類座談

會，希望透過健康日，喚醒民
眾健康意識，大家一起關注健
康。

第27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圓滿成功
於11月7日上午9時至中午12時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第第2727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總召集人施惠德心臟科醫師和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總召集人施惠德心臟科醫師和HEBHEB歐歐
藥劑師藥劑師、、余兆一余兆一、、陳澤威陳澤威、、鮑亞群鮑亞群、、林柏成林柏成、、王楠王楠、、張曹煌張曹煌、、莊希聖莊希聖
、、莊仲安莊仲安、、陳章靜蓮陳章靜蓮、、黃博文等醫師邀請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博文等醫師邀請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處長黃敏境夫婦處長黃敏境夫婦、、副處長齊永強副處長齊永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大家一起關注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大家一起關注
健康健康((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訊＞2016年11月8日，是美
國第45任總統選舉的大日子，民主黨及
共和黨各候選人，正在密鑼緊鼓進行激
烈的競爭。

本週日（11 月 15 日）下午三時,
55.5 美南電視之粵語天地節目，主持人
黎瓊芳請到黃安祥博士，繼續與大家討
論一下這個題目，亦會扼要的介紹各熱
門候選人的背景及政綱，希望大家積極
關注與我們息息相關的選舉大事，亦希

望更多的華人參予投票。只要華人的投
票率不斷增加，我們在美國的地位及影
響力才會與日俱增。

黃安祥博士從澳門移民美國三十多
年，在休斯頓大學完成高等教育至土木
工程博士學位，除了自己創業成功經營
建築工程公司外，多年來一直熱心參予
地方政府公務，曾任糖城市議員、德州
市委聯會14區會長、大休士頓區统籌協
會會長 。現任德州政府工程委會主席和

福遍經濟發展局會董。在完成了個人
「安居樂業」的目標後，仍然努力不懈

地為公眾事務獻身，實在是華人移民的
典範。

此節目于下週二上午十時重播，也
可在這兩個時段上網同步收看。

http://www.ustream.tv/itv-pro-
graming

對此集內容有提問，可電郵 con-
niekflai@hotmail.com

ItvItv55.5 粵語天地 「2016-美國總統大選」 之二



世界變清晰世界變清晰
盡在全飛秒盡在全飛秒

無刀飛秒準分子激光治療近視，遠視和散光，
安全，方便，恢復快！

Mann Eye 眼科中心，擁有目前世界上最先進最安全的WaveLight
FS200 和 Allegratto Wave Eye-Q EX 500 無刀飛秒準分子激光
技術。幫助您解除戴眼鏡的煩惱，重新獲得清晰明亮的視力。

-為您量身定做手術治療區，有效防止術後散光的發生。
-紅外光自動眼球跟蹤系統，避免激光治療偏差。
-無刀激光自動製作角膜瓣，讓手術變得更加精確，安全和完美！
-我們提供您最具競爭力的價格，而且提供靈活彈性的付款方式。

現在就打電話，預約免費手術諮詢。
電話: 800.MY.VISION (698-4746)，713-580-2500

網址: MannEye.com

福布斯 (Forbes) 冠名
全美前十名的眼科中心

BB22 BB1515廣告天地廣告天地

金碗#1系列：春卷皮、雲吞皮 特脆，易包，
適合大小餐館使用 各大餐館批發均有代售

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脆 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

www.wontonfood.com 832-366-1280

全新系列
NEW ARRIVAL

金碗#1系列：
春卷皮: 7'' X 7'' 6'' X 6''
雲吞皮: 4'' X 4''

Scan to view Our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協助低收入人士申請政府輔助。

Ann:832-367-1124（蔡）Tam:832-713-5111（談）

學校：713-920-1120 手機：661-877-6929（Annabelle 楊）Pasadena校園

全美NO.1 AUDI DEALER

現存800臺新車供你選購

大量優質歐美日二手車 歡迎查詢

請聯繫：TONY CHAN 281-650-1428 精通國、粵、英語

全新2016車系

TONY CHAN

奧迪車種，全球存量之冠，售後服務，保證滿意。

奧迪
星期六 2015年11月14日 Saturday, Nov. 14, 2015 星期六 2015年11月14日 Saturday, Nov. 14, 2015

各大超市均有銷售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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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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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美看
病找涵

翔
赴美看

病找涵
翔

赴美看
病找涵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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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rling McCall LexusSterling McCall Lexus

Danny Hou(中英雙語)

Sales Consultant(銷售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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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

RXRX

832-361-9088

雷克薩斯被消費者反饋評為

最值得信任品牌
美國高速公路安全機構 撞擊測試

安全性最高的品牌之一



BB1414 BB33文藝沙龍廣告天地
星期六 2015年11月14日 Saturday, Nov. 14, 2015 星期六 2015年11月14日 Saturday, Nov. 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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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KATY MORTGAGE

專線：832-437-4191 傳真：1-888-806-1136

VA，Lot & Construction，JUMBO專家www@katymtg.com
email:sc@katymtg.com

25307 Terrace Arbor Lane, Katy, TX 77494

CONVENTIONAL LOT/CONSTRUCTION
JUMBO FHA/VA REVERSE

Shirley C 侯璦珠
通國語，英語 Broker #969832
公司NMLS ID:994796

買屋貸款 舊款重貸 費用低廉
免手續費＊ 利息最好 準時過戶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

Conventional LoanConstruction Loan

不查收入 信用分數580以上FHA/VA

Hard LoanJumbo Loan Cash Out

7001 Corporate Drive #100A, Houston, Texas 77036

手機:713-825-8807
直撥:832-649-5887

NMLS ID 49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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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國﹑ 台語﹑ 西班牙語

www.toponemortgage.com邱黃美嘉

Email:may@toponemortgage.net

May H Chiu

誠實可靠˙專業負責˙成功率近100%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Houston, TX ,77072(位於Bellaire與Wilcrest﹐Kimson Bellaire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所有保險項目﹕汽車﹑船類﹑房屋﹑商業﹑健康﹑人壽﹑共同基金﹑各類年金﹑退休金﹑IRA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Tel: 281281--933933--00020002 Fax:Fax: 281281--933933--9898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AP 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1.糖城Clements高中4/2﹐5/2﹐重新裝潢﹒木板地花崗石廚房檯面﹐新地毯﹐新油漆﹐約2200呎﹒售$239,900

2.First Colony,密蘇里市﹐原Newmark的樣品房約3100呎﹐面湖﹐木板地﹐花崗石檯面﹐3車庫﹐4/2﹑5/2 售$299,900

3.糖城TelFair 2006年建﹐約2900呎4/2,5/2保養好﹐地段佳﹐售$389,900

4.醫學中心﹐2房2衛Condo. Bellaire高中﹒GATED,24小時門房﹐警衛﹔重新裝潢﹐售$198,000.

5.糖城Clement高中﹐3/2.5/2臨湖TownHome月租$2480.

6.糖城Clement高中 3/2.5/1TownHome.近郵局及圖書館 月租$1600.

※商業 KATY, 旺鋪出售﹐位於FRY RD & $I-10公路﹒室內有2萬呎﹐外加室外地皮﹐開價一百五十萬﹒

＊＊賣屋，免費市場估價，提供Virtual Tour網路虛擬活動畫面，保證高價盡快出售＊＊
＊＊ 請洽年業績逾千萬的Super Agent ＊＊

電話：(281) 980-7671(隨時)
公司：(281) 980-7671 傳真：(281) 980-5570

糖城，醫學中心， 百利市，KATY，PEARLAND，西南各區
房屋出售迅速快捷！ 購屋置產﹐值得信賴﹐買方代表永保權益﹗

專
精秦鴻台(負責人)

JENNIFER YU

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美南房地產住宅住宅
商業商業

SKY ENTERPRISES REALTY
18 GrantsLakeCircle,SugarLand TX. 77479

* HAR TOP PRODUCER PEALTOR (TOP 1% OF ALL REALTORS IN HOUSTON)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300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SOLDSOLD

PERRY HU胡中平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電話熱線：
(832)335-3207精 英 地 產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商業地產、購物商場、商業大樓、倉庫廠房
土地開發、農場用地、公寓旅館、餐館商店

專精專精

買賣買賣

新舊住宅房屋買賣、銀行政府、查封房、建築商存貨大特價

Email:perryhu8@yahoo.com

1. 大型Buffet中餐館出售，生意好近達拉斯，另位於休士頓黃金商業地段中餐館老店
出售，生意穩，售12萬。

2. 社區旅館，生意好，收入高，28房，僅售28萬。
3. 西南區，靠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兩層樓房2仟多呎，主臥房在樓下，售18萬。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過去26年內共售出超過2655幢房子
*全德州ERA地產公司，94/95/96年銷售
總冠軍

*97及98H.B.J全曉士頓經紀排行榜第八
及第九名

281-26KCLAM 或 281-265-2526

˙Missouri City﹐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好學區﹐2600呎﹐$29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租約到明年夏天可以收回自住﹒
˙Medical Center 2室2衛1廳﹑3室2衛一廳Condo二個單元出租﹐$900-1200﹐即將上市﹒
不定期批發房上市﹐Email to amyshaorealty@gmail.com 加入投資者商圈

˙求租Medical Center﹑DownTown及610附近庫房﹐1000-1500呎﹒

地產
精選

Houselink Service, L.L.C.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Amy Shao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管理管理++貸款貸款

專
精
糖
城
附
近
新
屋

貸款﹕貸款利率歷史新低﹐買屋重貸均為良機
助您買到夢之屋﹐投資房亦可,精於外國人貸款

※精於投資房地產買賣﹐批發價
一般低於市價30%-50%

請上網查詢請上網查詢www.har.com/amyshaorealtywww.har.com/amyshaorealty鑫匯地產鑫匯地產
832-878-8988 713-931-8601(O)

特別
推薦

◆糖城，Hwy6大型辦公室分租，靠近99大華，適用於課後教育，午蹈教室及大型聚會，長期、短期、臨時均可。低於市價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起至$1200
查詢 www.har.com/amyshowrealey現在上市房屋買賣、出租現況

Southwest

www.ShereeChang.comwww.ShereeChang.com
E-mail:ShereeChangE-mail:ShereeChang＠＠Gmail.comGmail.com

張
陳
雪

張
陳
雪
津津

●百億萬元成交經驗 ●25年以上經驗
●榮獲Houston TOP 50及RE/MAX TOP 20獎Sheree Chang 地產經紀人
※房屋管理，認真負責，收費合理，好評有佳，電腦作業，請查詢。

休
士
頓
精
選

1. Katy/Cinco Ranch﹐4房,約3383呎﹐4房,新漆﹐新地毯﹐好學區﹐降價售32萬.
2. Bellaire高中﹐4房2衛﹐約2175呎﹐廚房﹑浴室有花崗石枱面﹐屋瓦﹐冷氣﹐

車道﹐已換新﹐售45萬9千元
3. 近中國城﹐4房3衛﹐新漆﹐新地毯﹐車庫改成房間附廚房﹐浴室﹐售19萬8千元﹒
4. 商業用地﹐近290/8號公路﹐約2.8 Acres﹐售35萬元﹒Gessner會通過此地右邊﹒

福
遍
精
選

1. Sugar Lakes: 臨湖豪宅，約4603呎，Pool，設計好，高挑客廳，地點安靜，交通方便，
湖光水色，售$788,888

2. Clements高中/Telfair，約4122呎，5房4.5衛3車庫，保養好,近湖，公園，售60萬9千元.
4. Clement高中,SWEETWATER,臨高爾夫球場豪宅,約6,000呎,佔地約22,000呎

6房5.5衛,3車庫，書房,新Granite廚台,新廚具,高挑客廳,書房,游戲間,新浴室
Granite台面,新漆,新地毯，新木地板，游泳池，Patio,降價1.1百萬.

3. Clements高中，約2633呎，4房2衛，木地板，Granite廚房枱面及浴室枱面，售27萬9千5.

SoldSold

SoldSold

SoldSold

直撥:(281)207-6888 外州免費電話:888-289-7679X5227

責任編輯：肖玉霞

陳寅恪被歷史學界稱爲 野敎授中的敎授冶尧野三
百年來僅此一人冶遥一般人恐難理解其中眞意遥但普
通人都可在書店中購買一冊叶劍橋中國隋唐史曳袁在
這部全世界硏究隋唐史的頂尖專家撰寫的書里袁陳
寅恪被尊稱爲野偉大的中國史學家陳寅恪冶遥

2009年 8月 1日袁 國學大師陳寅恪 60余名家
屬與學者尧記者齊聚廬山袁共同紀念這位離開我們
已經四十周年的學者袁 在這個大師稀缺的年代袁回
顧陳先生波瀾壯闊的學術生涯尧坎坷的命運袁並思
考後來者如何傳承這份來之不易的百年文化遺産遥

江西義寧(今修水)陳氏家族出過很多名人遥 陳
寅恪的祖父尧 清末維新派政治家陳寶箴(1831要要要
1900)靑年時期即足智多謀袁同時又具有務實精神遥
洪秀全的太平軍佔領永寧縣後遥 寶箴的父親陳偉琳
傚法曾國藩組織鄉勇創辦了義寧團練遥 陳寶箴幫助
父親操辦袁由此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遥 曾國藩以兩
江總督駐安慶時袁與陳寶箴有過交流袁曾國藩對眼
前出現了這樣的人才驚喜交加袁 待陳寶箴爲上賓袁
視之爲野海內奇士冶遥 曾國藩想留陳于幕府袁但陳此
時已不願爲幕僚之客袁他急欲親臨戰場與太平軍一
較高下遥

不久陳寶箴加入江西席寶田部隊遥 湘軍攻入天
京後袁太平天國幼主洪天貴福在洪仁玕等人的協助
下逃出天京袁並一路逃到江西遥 陳寶箴以他戰略家
的敏鋭眼光袁預估他們必定路過瑞金袁立即向席寶

田獻一奇策院在廣昌尧石城間設伏袁必能有所收穫袁
因爲幼主出逃野奔逸數千里袁日夜疾行袁輜重婦女相
隨袁見無追軍袁憊甚袁行必緩遥 我亟趨間道袁要擊廣
昌尧石城間袁寇可滅也遥 冶席依其計袁果然俘獲了太平
天國幼主洪天貴福及洪仁玕尧黃文瑛尧洪仁政等重
要人物遥 陳寶箴由此名動公卿袁聲布朝野遥

陳寶箴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被詔命爲湖南巡
撫袁陳寶箴終于等來了獨當一面尧施展抱負的機會遥
陳寶箴打算在湖南野營一隅爲天下倡袁立富強之根
基冶袁 使國家有所憑恃遥 陳寶箴之子陳三立 (1859-
1937)爲了幫助父親實現抱負袁年富力強的他放棄了
吏部主事之職袁隨侍父親到湖南上任遥 陳氏父子聯
手袁傚法日本明治維新袁在湖南辦時務學堂尧武備學
堂尧算學館尧叶湘報曳尧南學會遥 湖南成爲全國維新運
動的中心之一遥 有人因此評論野丁酉戊戌間袁湘省政
績燦然袁冠于各省冶遥

1898年袁 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袁野戊戌六君
子冶被殺袁陳寶箴因保薦野戊戌六君子冶中的楊鋭和
劉光弟而被革職袁野永不叙用冶遥 陳三立也被加上野招
引奸邪冶的罪名袁與父親一起被清廷革職遥 陳三立描
寫過當時的情形院野凡累年所腐心焦思袁 廢眠忘餐袁
艱苦曲折經營締造者袁蕩然俱盡冶遥 野往往深燈孤影袁
父子相語袁仰屋欷歔而已冶遥

兩年後袁儘管叶清史稿曳沒有記載袁陳三立爲父
親寫的傳記中也沒有明顯暗示袁但據最新的史料表
明袁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袁陳寶箴在西山家中被慈
禧秘密賜死袁懷着巨大難言家國隱痛的陳三立從此
以詩歌自娛袁開始了詩人生涯遥

維新運動中陳三立曾起到重要作用袁 與譚嗣
同尧丁惠康尧吳保初並稱野維新四公子冶袁名動一時遥
陳三立(1859-1937)字伯嚴袁號散原袁1886年進士袁散
館編修尧吏部主事遥 曾與黃遵憲創辦湖南時務學堂袁
深受張之洞器重遥 陳三立爲近代詩文名家袁野同光
體冶詩歌代表人物袁被譽爲中國最後一位傳統詩人遥

很多人可能從錢鍾書的小説叶圍城曳中讀到野董斜
川冶對當時文壇中頂尖詩人的歸納院野陵谷山原冶袁其
中最受推崇的野原冶(陳散原)即陳三立遥

戊戌變法後袁陳三立不問世事袁自謂野神州袖手
人冶遥 曾在詩中表明心迹院野憑欄一片風雲氣袁來作神
州袖手人冶遥 作爲詩人的陳三立袁經徐志摩的介紹袁
曾與獲得諾貝爾奬的泰戈爾有過一次歷史性會面袁
成爲當時媒體的熱點遥

除了詩歌袁陳三立還寫作有叶散原精捨文集曳袁
其中介紹父親的事迹極具史料價値遥 許多史料記載
陳寶箴對李鴻章的不滿遥 叶馬關和約曳簽訂後袁陳寶
箴泣曰院野無以爲國矣浴 冶陳三立在文中詳細介紹了
父親的觀點與當時衆人的觀點是有差異的遥 衆人責
怪李鴻章的是野不當和而和冶袁陳寶箴所痛心疾首的
則是李鴻章野不當戰而戰冶袁他認爲李鴻章對國力軍
力知之甚詳袁 明明知道 野不堪一戰冶袁野上迫于毒後
(野毒後冶指慈禧袁編者注)仇外之淫威袁下怯于書生貪
功之高調袁忍以國家爲孤注袁用塞群昏之口袁不能以
死生爭遥 冶同時袁陳三立也向張之洞發出了那封著名
的電報院野請誅合肥以謝天下冶(野合肥冶 即李鴻章袁編
者注)遥 父子之間的默契顯示了他們歷來主張隱忍尧
立足于未來尧眞正爲國家着想的務實風格遥

晩年陳三立在廬山居住袁 曾倡議重修 叶廬山
志曳袁所邀請的作者如李四光等人袁均爲當時國內的
一時之選遥 據廬山管理局書記鄭翔介紹袁解放後許
多國家領導人至廬山度假袁都會索要叶廬山志曳袁如
果第二天有重要會議袁往往會徹夜通讀該書遥

1937年野七七事變冶後袁陳三立袁這個自稱野神州
袖手人冶的老詩人袁痛感國家危難之時自己卻無能
爲力袁絶食拒藥而終遥

陳三立之子陳寅恪(1890-1969)早年留學日本
及歐美袁學貫中西遥 回國後與梁啓超尧王國維尧趙元
任一起袁成爲清華國學院著名的野四大導師冶之一袁
終生從事著述和敎學袁1969年去世遥 這位雖在學術

界享有盛譽的

學者在大衆中

一直默默無聞遥
直到 1995 年 袁
廣東學人陸鍵

東一本極爲暢

銷的叶陳寅恪的
最後二十年曳的
傳記書籍問世袁
陳寅恪在去世

後二十多年後袁
突然成爲了文

化界的熱點人

物遥
這本書以感人的筆調尧剪裁得當的故事描繪了

陳寅恪表面上看來很普通的學者生涯中極富魅力

的一面袁陳寅恪年輕時振興民族文化的宏願尧靑年
時鯨飲龍吸的廣泛閲讀尧 中年對世俗權勢的蔑視尧
晩年的遭遇在這本書中具有悲劇的意味遥 還有一些
傳説袁比如説斯大林見到毛澤東的時候詢問野陳先
生身體如何冶的軼事袁也都爲陳寅恪平添了神秘的
色彩遥

然而袁陳寅恪的一生卻是坎坷的袁他寫過這樣
的詩句院野一生負氣成今日袁四海無人對夕陽遥 冶坎坷
的經歷一直持續到他身後遥 他曾留下遺囑袁希望埋
葬于西湖之濱的父親墓旁遥 但是袁由於種種原因袁此
事一直不能得到解決遥 據陳寅恪的女兒陳美延表
示袁父母的骨灰多年來不能入土爲安袁其中諸多曲
折袁實在難以盡述遥 儘管陳寅恪的名聲從學界擴展
到媒體袁從大陸波及海外袁著名畫家黃永玉曾爲此
事奔波呼籲袁原江西省領導人吳官正曾專門作過批
示袁但此事仍一再被延宕遥 遲至 2003年袁隸屬科學
院的廬山植物園才將陳寅恪尧唐筼夫婦埋葬于植物
園內袁距陳先生去世已有 34年遥 而將陳氏家族在廬
山購買的野松門別墅冶改造成野陳三立紀念館冶計劃
距實施仍遙遙無期遥

陳寅恪被歷史學界稱爲 野敎授中的敎授冶尧野三
百年來僅此一人冶遥一般人恐難理解其中眞意遥但普
通人都可在書店中購買一冊叶劍橋中國隋唐史曳袁在
這部全世界硏究隋唐史的頂尖專家撰寫的書里袁陳
寅恪被尊稱爲野偉大的中國史學家陳寅恪冶袁他的名
字被引用達十多處袁他的種種觀點仍然被今天的史
學家所反思尧權衡尧吸收袁成爲不朽的人類精神財
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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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5050(全天供應)

干逼軟殼蟹
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
西汁蝦球
羊腩煲

特 別 推 薦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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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29.95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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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

Kirkwood

中美
Bissonnet

W
ilcrest

Boone 8

BeechnutN

Leawood

281-498-1280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超 值 套 餐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七天營業

例湯水果

八人和菜 $138.00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蜜桃蝦
姜蔥雙龍蝦
黑鹽牛肉
清蒸游水魚 (大)
炒青菜
炒三鮮

十人和菜$158.00
雪花海鮮羹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黑椒牛肉
姜蔥雙龍蝦
香橙骨
炒三鮮
蜜桃蝦
清蒸游水魚
蒜蓉炒菜

歡迎光臨
特價午餐 電話: (713) 988-5745$5.25

二人和菜 $19.95
三人和菜$35.95
四人和菜 $43.95
五人和菜 $52.95
六人和菜$62.95

明爐燒鴨
蜜汁叉燒

東江鹽水雞
新鮮游水魚
生猛龍蝦

隨餐附送
例湯、水果

菜色價格如有變更 以本樓公布為準

93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超市同棟購物中心)

11AM-3PM 星期一公休

時菜牛肉
滑蛋蝦
五柳魚片
椒鹽茄餅
宮保雞
咕嚕肉
豉汁青口
酸菜肉絲
四季豆
椒鹽鴨下巴
等等......

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Phone:281-933-6660
Fax: 281-933-6662

Tapioca KingTapioca KingTapioca King E-mail:bobby@tapiocaking.com
Web Site:www.tapiocaking.com
6811 Baneway Dr., Houston, TX 77072

●全美南最大﹑最具經驗﹑貨品齊全﹐服務最完善之奶茶供應商●

包括﹕圖片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綜合經濟

平
價

信 用 卡 機
點 餐 系 統

Flat Rate Merchant services

TEL:(832)779-6300謝佳哲(Chia)

*單一費率信用卡服務(Flat Rate)
*低價點餐系統，零售系統軟硬體安裝
*監視器，音響系統架設(一條龍服務)
*無合約，無外加費用，無租金
*AMEX 1.85%起

*網站及手機刷卡服務
*上網點餐功能，Loyalty&Gift Card
*LCD菜單設計
*專修營業用電腦
*安裝ADT保全系統

*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給你
現有的帳單再低價，
我們會給你
現金$250

星期六 2015年11月14日 Saturday, Nov. 14, 2015 星期六 2015年11月14日 Saturday, Nov. 14, 2015

黃金飾品價跌至5年來低點

美聯儲加息概率驟增

綜合報導 最近一週，國際金價連

續下跌， 已經刷新1085.20美元/盎司

的三個月低位，距離7月觸及的6年半

低位1077美元僅有一步之遙。受此影

響，菜百、太陽金店等北京黃金飾品價

格再次下調。北京太陽金店黃金飾品價

格下調至276元，每克下調了11元。

“今年以來，國際金價一直處於下跌趨

勢，黃金飾品價格也是跌多漲少。”

北京太陽金店總經理于桂英錶示，此次

價格下調之後，黃金飾品價格已跌至5

年來的低點。

于桂英錶示，上周美國10月非農

表現異常強勁，令美聯儲12月加息概

率驟增，美元大幅上漲，黃金價格在

數據公佈後迅速跳水超過20美元。在

黃金投資方面，于桂英建議，由於今

年以來黃金一直被美聯儲加息預期等

因素打壓，靴子至今仍未落地，建議

投資者持謹慎觀望態度，減少高位買

入操作。“黃金飾品消費方面，消費

者受到金價走低的影響就小很多。”

于桂英錶示。今年幾個黃金消費的旺

季，如五一、十一等節日，市民購買

黃金的熱情依舊比較高。畢竟黃金作

為飾品佩戴的作用還很難由其他珠寶

完全取代。

數據面平淡使得金價迎來短暫喘

息，週二金價窄幅震蕩，不過缺乏

動力上行。明富金融研究所分析師

沈楊指出，本週數據面非常平淡，

週一市場較為關注的美國就業市場

狀況指數表現略差于預期，不過該

數據對市場的影響比較有限。週二

、週三美國均無重要數據出臺，週

四的初請數據以及週五的零售數據

比較重要，在這樣的節奏下，金價

短線或迎來喘息機會。

香港永豐金融集團研究部主管涂

國彬則表示，隨著美聯儲加息腳步的

日益迫近，金價將維持在1100美元/盎

司下方。

綜合報導 今年以來，我國稅務

部門更加積極地參與應對稅基侵蝕和

利潤轉移（BEPS）行動計劃、聯合

國國際稅收規則制定和稅收情報交換

國際規則制定，有力維護我國及發展

中國家的稅收權益。截至目前，已與

有關國家和國際組織開展專項反避稅

調查立案250件，預計補繳稅款600

多億元。

“一年來，我國稅務部門樹立大

國稅務理念，深度參與全球稅收合作

，積極構建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稅收

關係。”國家稅務總局國際稅務司負

責人日前接受《經濟日報》記者採訪

時表示。

2014年11月，二十國集團（G20

）第九次領導人峰會上發表的二十國

領導人聯合公報，將打擊國際逃避稅

列為重要議題，並承諾要“採取措施

確保國際稅收體系公平”。

作為G20的創始成員國和2016年

即將召開的G20領導人峰會的舉辦國

，我國積極參與G20國際稅制改革。

據悉，國家稅務總局專門成立了G20

稅制改革工作領導小組，制定了做好

G20稅制改革工作的中長期規劃，確

定了37項具體工作任務。目前，出臺

一般反避稅管理辦法、修訂完善非居

民享受協定待遇管理辦法等26項工作

任務已經完成。

目前，稅務總局已與聯合國、

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25個國

際組織和區域稅收組織建立了合作關

係，與113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雙邊

稅收合作機制，與103個國家和地區

簽署了避免雙重徵稅協定，減少了跨

國企業的重復徵稅。其中，已與“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簽署了53個雙邊稅

收協定。“下一步，稅務總局將積極

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線尚未簽署稅

收協定的國家，特別是與我國有產能

合作的國家開展協定談簽工作。”上

述負責人表示。

同時，建立“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稅收溝通機制，充分利用稅收協定

項下的雙邊磋商，開通稅務糾紛受理

專門通道，為跨境納稅人挽回稅收損

失。截至目前，與有關國家雙邊磋商

190多例，為跨國企業消除國際重復

徵稅近300億元。

為防止跨國企業通過不良稅收

籌劃侵蝕我國稅基，稅務總局著力

健全管理、調查、服務“三位一體

”的反避稅防控體系，加大打擊國

際逃避稅力度。在健全制度保障的

同時，不斷創新反避稅方法，比如

，對汽車、奢侈品和制藥行業實施

全國聯查，實現反避稅調查從傳統

購銷交易向股權和無形資產等交易

類型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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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推動國際經濟治理體

系改革完善，積極引導全球經濟議

程，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

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稅務

部門將以此為遵循，進一步參與國

際稅收規則制定，主動服務對外開

放戰略，讓‘大國稅務’的形象更

加清晰。”該負責人說。

中國積極參與G20國際稅制改革

確定37項工作任務

中國多措並舉解決賣糧難 保障糧食安全和農民利益
綜合報導 隨著今年中國秋糧再獲豐收，糧食產

量“十二連增”已成定局，面對庫存大幅增加、價格

下降，如何防止“糧賤傷農”成為問題，11日舉行的

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要多措並舉，穩定糧食生產、

增加種糧收入，通過做好收購、消化庫存、改革糧食

價格形成機制等保障糧食安全和農民利益。

對於當前中國糧食市場的供需形勢，專家以“三

高”概括，即糧食產量高、庫存量高、進口量高，受

供應大於需求影響，三大糧食市場價格連續下跌，嚴

重影響農民的收入。與此同時，國內糧食生產成本越

來越高，國家保護價格收購政策面臨較大壓力，相對

於國際市場的較低糧價形成了“堰塞湖”。

對於糧食庫存大幅增加的原因，中國社科院農

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認為，過去幾年，國內

糧食價格偏高，社會對價格的高預期調動了農民發

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再加上國家鼓勵培育新興主

體，許多大戶、資本紛紛投資開發農業，導致了現

在的產能嚴重過剩，“賣糧難”成為種糧農戶遭遇

的普遍問題。

為保障種糧農民利益，國務院常務會議對於抓好

秋糧收購作出部署，要求加大倉儲設施建設投入，加

快在建糧庫和維修改造進度，按需追加跨省移庫計劃，

加大北糧南運，抓緊出臺鼓勵加工企業入市購糧政策，

嚴查“打白條”、壓級壓價，防止“賣糧難”。

在加大收購力度的同時，消化現有庫存成為提

高糧食產值、增加倉儲能力的有效辦法，專家指出，

受益於糧食原材料的供應充足，食品飲料、飼料加

工、畜牧養殖等產業將擴大加工能力，延伸產業價

值鏈，促進糧食消費水準的提升。

會議提出，推動南方挂坡地退耕還林，推進

休耕及玉米與大豆輪作，擴大“糧改飼”試點範

圍，促進種植結構調整，在李國祥看來，當前糧

食供求偏松的形勢下，適當調整糧食生產能力，

對一些不適宜糧食生產的耕地實行休養生息、退

耕還林等，有助於保持農業的生態功能，保持糧

食生產能力的彈性。

長期以來，由於主要農產品臨

時收儲價和最低收購價不斷提高，

糧食價格與國內市場供求和國際市場價格的背離

越來越明顯，專家指出，改革農業補貼和農產品

價格政策是反映市場供求、實現合理糧食價格的

根本舉措，改革的原則是糧食價格的形成應當貼

近市場，同時兼顧生產者的收益。

此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改革糧食價格形成

和收儲機制，完善玉米、大豆補貼政策，小麥、稻

穀等口糧品種明年繼續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專家

指出，糧食價格的形成機制將按照“價補分開”的

方向實行改革，更加貼近市場，搞活市場流通，增

強市場活力，同時，對生產者採取直接補貼的方式，

更好保護種糧農戶的積極性。

2015年安排貧困地區
中央預算內投資超過1500億元

綜合報導 國家發展改革委政研室主任施子海

今日指出，初步統計，2015年安排貧困地區的中央

預算內投資超過1500億元，約佔全年中央預算內投

資總規模的1/3。

國家發展改革委今日召開新聞發佈會，發佈宏

觀經濟運作數據並回應熱點問題，發改委相關負責

人出席發佈會，並回答記者提問。

對於扶貧開發工作，施子海表示，按照黨中

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發改委下達2015年農村減

貧人口計劃1200萬人，開展了規劃編制、政策制

定、投資安排、機制創新等一系列工作，取得了

積極進展。

具體為：一是加大對貧困地區的支援力度。會

同有關部門對貧困地區予以傾斜和支援，重點加大

對農村飲水安全、鄉村道路、農房抗震改造、農村

電網改造、鄉村旅遊基礎設施等專項的投入力度。

初步統計，2015年安排貧困地區的中央預算內投資

超過1500億元，約佔全年中央預算內投資總規模的

1/3。

二是大力支援革命老區等欠發達地區加快發展。

發改委印發實施了

《左右江革命老區振

興發展規劃》和《大

別山革命老區振興發

展規劃》，編制上報

了《川陜革命老區振

興發展規劃》。左右

江、大別山、川陜革

命老區規劃的編制實

施，有利於這些重點

欠發達革命老區加快

振興發展。同時針對民族地區、邊疆地區的特殊困

難和問題，繼續實施興邊富民行動，加大少數民族

地區扶貧攻堅力度。

三是易地扶貧搬遷工作進展順利。今年安排易

地扶貧搬遷中央預算內投資55億元，支援搬遷農

村貧困人口91.65萬人。今年7月以來，發改委會同

扶貧辦等部門和金融機構研究起草了“十三五”時

期易地扶貧搬遷工作方案，擬對利用專項建設基

金、地方政府債務規模、金融機構信貸資金支援易

地扶貧搬遷的途徑進行探索創新。

四是以工代賑工作取得明顯成效。今年安排以

工代賑中央資金57.2億元，在貧困地區農村建設了

一批基本農田、小型水利、鄉村道路、小流域治理

等農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礎設施。為便於各地提前安

排扶貧工作，發改委提前下達了2016年以工代賑投

資計劃34億元。

五是啟動“十三五”扶貧開發相關規劃編制工

作。包括：會同扶貧辦啟動編制“十三五”扶貧開

發規劃，組織編制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十三五”省

級實施規劃，組織地方啟動編制易地扶貧搬遷和以

工代賑“十三五”專項規劃。

對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作，施子海表示，發

改委會同各地區、各有關部門開展了7個方面的工

作。

具體為：一是認真貫徹落實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規劃綱要。按照《社會信用體系建設2015年工作要

點》，積極推動有關部門出臺了保險、外匯、交通

運輸等領域信用體系建設發展規劃或意見。探索開

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情況第三方評估。

二是全面實施法人和其他組織統一社會信用代

碼制度。6月11日國務院批轉實施了《法人和其他

組織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建設總體方案》。10月

1日起，工商登記管理部門在全國全面實施“三證

合一、一照一碼”登記制度改革。截至10月底，

全國累計核發“三證合一、一照一碼”新營業執照

109.3萬張。

三是推動運用大數據建立以信用為核心的新型

監管機制。實施行政許可和行政處罰等資訊7個工

作日內上網公開制度，並積極支援有關機構開展中

小企業大數據信用平臺建設、大數據城市信用評價

示範等工作。

四是開通運作“信用中國”網站。6月1日，

“信用中國”網站正式上線運作，目前已整合各部

門約1400萬條可向社會公開的信用資訊，面向社會

提供一站式查詢服務。持續開展地方和行業信用

周、一週信用評價等活動，開通“信用中國”微信

公眾號，累計訪問量約900萬次。

五是加快建設統一的信用資訊共用交換平臺。

平臺先導工程已于10月底試運作，目前已聯通36

個部委，匯總17個部門共用目錄，歸集中央部門

和地方信用資訊1.5億條。

六是推動實施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

戒。發改委會同稅務總局、工商總局等部門分

別簽署了《關於對重大稅收違法案件當事人實

施聯合懲戒措施的合作備忘錄》和《失信企業

協同監管和聯合懲戒合作備忘錄》。食品藥品、

安全生產、上市公司等領域失信行為聯合懲戒

工作正在積極推進。

七是開展示範試點和培育信用服務市場。發改

委和人民銀行批復同意了瀋陽等11個城市開展社

會信用體系建設示範城市創建工作方案。會同共青

團中央開展青年信用體系建設試點工作。與社會徵

信機構合作，共同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大力推

進誠信建設宣傳與誠信文化培育工作。

下一步，施子海表示，發改委將進行以下工

作：一是年底前全面實施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

加快推進存量代碼轉換和基礎資訊共用。

二是進一步發揮“信用中國”網站作用，加強

資訊發佈和持續更新，推動信用資訊“一站式”查

詢，不斷提升網站社會影響力。

三是完善全國統一的信用資訊共用交換平臺，

推動各地區、各部門信用資訊系統建設並與國家平

臺實現互聯互通和資訊共用。

四是落實行政許可和行政處罰結果7個工作日

內上網公開制度，加大信用資訊公開力度，支援信

用服務機構發展。

五是繼續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示範城市創

建，進一步擴大示範覆蓋面，加強對創建城市的指

導和督促。

六是大力推進重點領域失信聯合懲戒，加快組

織簽署法院執行、上市公司、食品藥品、安全生產

等領域失信行為聯合懲戒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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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彩票网（纽交所证券代码：WBAI）昨天发布财报。财报显示，500彩票网第二季度净营收为 1.561

亿元（约合 2520万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5.4%；

500彩票网第二季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7540万元（约合 1220万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44.4%。

500彩票网第二季度活跃用户数量大约为 253万人，超过前一季度的 114.4万人。活跃新用户总数为

216万，比前一季度的 73.7万增加了 193.1%，活跃新用户购买彩票额为 12.283亿元（约合 1.98亿美元），比

上一季度的 16.16亿元增长了 660.1%。

500彩票网第二季度活跃 PC用户数量为 106.7万人，环比增长 76.7%；这些用户购买彩票总额为

13.749亿元（约合 2.216亿美元），环比增长 74.1%。

活跃移动应用用户数量为 71万人，环比增长 193.4%，这些用户购买彩票总额为 4.934亿元（约合 7950

万美元），环比增长 260.1%。活跃移动网站用户数量为 147.5万人，环比增长 124.5%，这些用户购买彩票总

额为 2.249亿元（约合 3630万美元），环比增长 75.2%。

直接活跃用户数量为 76.9万，环比增长 134.5%，这些用户购买彩票总额为 18.311亿元（约合 2.952亿

美元），环比增长 96.7%。第三方渠道的活跃用户为 176.1万人，环比增长 115.8%，这些用户购买彩票总额为

2.621亿元（约合 4220万美元），环比增长 111.5%。

500彩票网 Q2营收 1.561亿元同比增 185.4%

500彩票网第二季度彩票购买总额为 20.932亿元（约合 3.374亿美元），环比增长 98.4%，前一季度为

10.549亿元；同比增长 199.1%，去年同期为 6.999亿元。

500彩票网第二季度净营收达到 1.561亿元（约合 2520万美元），比前一季度的 8980万元增长了

73.8%，比去年同期的 5470万美元增长 185.4%。

净营收和彩票购买总额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 2014年 6月 30日开始的世界杯赛事推动，另不断增强的营销

措施也是推动 500彩票网第二季度彩票购买总额大幅增长的原因之一。

500彩票网第二季度从各省体彩管理中心收取的总服务费达到 2.212亿元（约合 3570万美元），比去

年同期的 7450万元增长 196.9%，比前一季度的 1.121亿元增长了 97.3%。

500彩票网第二季度运营开支为 9940万元（约合 160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的 4850 万元增长了

104.9%，比前一季度的 6050万元增长 64.3%。

500彩票网第二季度服务成本为 1410万元（约合 23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的 670万元增长 110.4%，

比前一季度的 850万元增长了 65.9%，同比增长主要是由于彩票总购买额增加。

其中，销售与营销开支为 5040万元（约合 810万美元），同比增长 143.5%，环比增长 141.1%；总务与行

政开支为 2610万元（约合 420万美元），同比增长 75.2%，环比增长 9.2%，这些增长主要是由于授权公司员

工股票期权相关的股权奖励开支增加；服务研发开支为 880万元（约合 140万美元），同比增长 41.9%，环比

增长 23.9%。

500彩票网 Q2运营利润 5950万元运营利润率 38%

500彩票网第二季度运营利润 5950万元（约合 96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的 1110万元增长了 436%，比

前一季度的 3170万元增长了 87.7%。500彩票网第二季度运营利润率为 38%。

500彩票网 Q2净利 7540万元同比增 543%

500 彩票网第二季度净利润为 7540 万元（约合 1220 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的 1170 万元增长了

544.4%，比前一季度的 2750万元增长了 174.2%。

500彩票网第二季度净利润增长主要是由于总彩票购买额增加以及公司被多个政府部门授权“国家

重点软件企业”、而此待遇帮助 500彩票网的适用税率降到 10%。每股美国存托凭证基本和摊销利润分别为

0.37美元和 0.34美元。

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500彩票网持有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计 4.393亿元（约 7080万美元），限制用

途现金为 1560万元（约合 250万美元），定期存款为 2.606亿元（约合 4200万美元）。

500彩票季报图解：
世界杯带动净利增长 544%

僑 社 新 聞A5 Fri. Nov.13, 2015 Chicago Chinese News 芝加哥時報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 A5

(本報記者/周 鋒/採訪報導)
11月8日上午11時，芝加哥中華會

館暨全僑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
獻花典禮在中山公隆重舉行，典禮由
中華會館中文書記李本安主持。

依次向國父獻花的單位和個人
有：中華會館、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芝加哥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安良工商會、協勝公會、洪門致公堂
、洪門粵韻曲藝社、中國國民黨美中
支、分部、國父紀念館、梅氏總公所、
至孝篤親公所、至德三德公所、黃氏
宗親會、伍胥山公所、李氏公所、溯源
公所、龍岡親義公所、林西河堂、鳳倫
公所、阮氏公所、華僑婦女會、台灣同
鄉會、緬華聯誼會、廣東同鄉會、港澳

之友協會、同源會、華裔退伍軍人會、
芝加哥榮光會、海外中山學社、香港
德明校友會、美中三民主義大同盟、
旅美芝加哥中華民國退伍軍人協會、
世華婦女會、台灣同鄉聯誼會。

會後，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處長何震寰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國父孫中山先生受到全球華人的一

致頌揚，他率領先烈革命，雖失敗多
次，但屢敗屢戰，堅韌不拔，終於推翻
滿清帝制，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
國。

他領導中國人民實踐三民主義，
並制定了“建國方略”等宏偉的建設
藍圖，居功至偉。由於台灣努力實踐
三民主義，乃有今日台灣之民主自由

繁榮之局面。
緬懷國父創業的豐功偉績，我們

要努力弘揚國父的革命精神，實現國
父的遺志，凝聚全球華人的力量，把
國父的理想貫徹到底。」

採訪時中華會館主席劉國新也
表示明年將舉行更大規模的紀念
國父誕辰的活動。

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芝加哥中華會館暨僑學各界隆重舉行
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紀念國父 孫中山先生誕辰獻花活動

中華會館主席劉國新中華會館主席劉國新,,董事長黃于紋獻花董事長黃于紋獻花

至孝篤親公所代表獻花至孝篤親公所代表獻花

芝加哥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獻花芝加哥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獻花 梅氏總公所代表獻花梅氏總公所代表獻花

黃氏宗親會代表獻花黃氏宗親會代表獻花

華僑婦女會代表獻花華僑婦女會代表獻花

洪門致公堂代表獻花洪門致公堂代表獻花

協勝公所代表獻花協勝公所代表獻花 安良工商會代表獻花安良工商會代表獻花 台灣同鄉聯誼會獻花台灣同鄉聯誼會獻花

台灣同鄉聯誼會參加獻花台灣同鄉聯誼會參加獻花 芝加哥榮光聯誼會參加獻花芝加哥榮光聯誼會參加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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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勝利二戰勝利7070週年紀念活動上週六盛大揭幕週年紀念活動上週六盛大揭幕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教育組周慧宜組教育組周慧宜組
長長（（左左））與陳納德孫女一見如故與陳納德孫女一見如故

（（右起右起）） 「「石山地產石山地產」」 負責人莊麗香負責人莊麗香，，大會主席李蔚華大會主席李蔚華，，劉秀美劉秀美，，趙婉兒趙婉兒，， 「「台台
北經文處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葉宏志葉宏志，，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王妍霞在大會現場合影王妍霞在大會現場合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左一左一））與陳納德孫女內爾與陳納德孫女內爾••凱樂威凱樂威（（左二左二））合合
影於陳納德將軍肖像前影於陳納德將軍肖像前

「「僑灣社僑灣社」」 社長浦浩德社長浦浩德（（右一右一））代表福遍縣縣長代表福遍縣縣長Robert HebertRobert Hebert致贈祝賀文致贈祝賀文
告給大會主席李蔚華先生告給大會主席李蔚華先生（（左二左二），（），（左一左一））為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為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
，（，（右二右二））為國會議員為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本報系李著華社長本報系李著華社長（（右二右二））與柏尼與柏尼••麗香夫婦麗香夫婦（（左二左二，，右三右三））等人持老兵畫像合影等人持老兵畫像合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右三右三））頒發獎章給二戰老兵余厚義頒發獎章給二戰老兵余厚義
（（右四右四），（），（右起右起））州議員武休伯州議員武休伯，，國會議員席拉國會議員席拉••傑克森傑克森••李李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左一左一））在開幕式上向二戰老在開幕式上向二戰老
兵余厚義兵余厚義（（左三左三））道賀道賀 參加演出的參加演出的 「「休士頓華星藝術團旗袍隊休士頓華星藝術團旗袍隊」」 成員在開幕式上合影成員在開幕式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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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檳生 醫學博士
Bin S. Sung, M.D., FAAP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德州大學小兒專科畢業

美國小兒專科院士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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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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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門門 診診 時時 間間
週一至五 11:00am-7:00pm

小小小
兒兒兒

專專專
科科科

281-565-7337
Sweetwater Blvd.

Hwy 6

59

Lexington

★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主治項目
9889 Bellaire Blvd., #330,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內二樓)

Mon.-Sat. (10am-6pm)
Sun. by appointment

預約電話: (713)272-9800

郭瑞祥醫師
Ruixiang Guo, D.M.DRuixiang Guo, D.M.D

北京大學牙醫學士
北京大學牙醫碩士

新紐澤西醫科牙科大學牙醫博士
私立紐約大學植牙專科

艾瑞牙科Aria Dental

郭艾詩醫師
Estella Guo, D.D.S.Estella Guo, D.D.S.
私立紐約大學NYU牙醫博士

美國全科牙醫學院會員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接受CHIP MCNA保險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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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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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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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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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人的牙醫 孫文燕 牙醫博士

服務範圍：
補牙、拔牙、安裝假牙、牙齒美容、牙週病、牙床外科手術、根管治療、最新特殊技術、
牙齒漂白、以最新式科學儀器為大家服務。
週 一：8:30AM-4:00PM
週 二：8:30AM-12:30PM
週 三：8:30AM-6:00PM
週 四：2:00PM-6:00PM
週 五：10:00AM-5:00PM
每隔週六：9:00AM-12:30PM
通國、潮、泰、英語

老人可享受優待
接受牙科保險

Corporato Dr.

Sam Houston Pkwy

6901 Corporate Dr.
※

#202

B
ellaire

B
lvd

，王朝
Dynasty Plaza

N
→

6901 Corporate Dr., at Bellaire, Suite 202
Houston, TX 77036

PUNNEE SATITPUNWAYCHA D.D.S. F.A.G.D. (713)779-9281
預約專線：

接受保險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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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9 West Loop South, Suite 450
Bellaire, Texas 77401

Tel: 713-772-7900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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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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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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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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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常規服務常規服務 洗牙，補牙，拔牙，植牙，鑲牙。

特
色
服
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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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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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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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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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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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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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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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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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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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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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5年11月14日 Saturday, Nov. 14, 2015 星期六 2015年11月14日 Saturday, Nov. 14, 2015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 免費高清頻道免費高清頻道 ●● 免費數位頻道免費數位頻道 ●● 免費中免費中、、英文頻道英文頻道

週一至週五下午2點至3點首播
週二至週六淩晨4點至5點重播

登陸Youtube官方網站，搜索itv
Houston 55.5 Live即可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Youtube 直播頻道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555555...555頻道頻道頻道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

7月11日，江蘇鎮江古運河畔的大型商住樓盤 「如意江南」建設
項目現場，依然繁忙，工程的地基開挖工作仍在繼續，旁邊的樓盤
銷售處，則忙著迎接一個個前來看房的客戶。

而一處對大運河申遺有著重要意義的考古遺址，就在一輛輛推土
機、挖掘機的轟鳴聲中，漸漸消逝……
震驚：考古新發現，尚未面世就要消逝
「如意江南」是鎮江市近年啟動的棚戶區改造項目，由國有資本

的鎮江市城市建設投資集團負責實施。
據集團有關負責人介紹說，該項目拆遷面積有20多萬平方米，許

多居民要求就地安置，因此在 「如意江南」30多萬平
方米的住宅建設面積中，有10萬屬於原有居民的拆遷
安置房。而去年8月，正好在位於拆遷安置房的地塊下
兩米處，發現了宋元糧倉遺址。

當時，鎮江博物館考古人員立即對該區域進行了搶
救性考古發掘，先後發現宋元糧倉、元代石拱橋等遺
址。這些遺址前臨宋元時期的運河，後枕長江，規模
宏大，佈局規整。根據考古發現與文獻對比考證，這
處糧倉很可能就是轉般倉和大軍倉遺跡，是宋、元、
清三個朝代的遺跡。這處遺址的發現，豐富了古代鎮
江作為轉運港口的歷史，對於大運河申遺和大運河文
化遺產保護具有特別意義。

這個發現，也作為江蘇省兩個候選項目入圍了
「2009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初評名單。
對此，國家、省兩級文物部門高度重視。
2010 年 1 月 8 日，國家文物局向江蘇省文物局發來

《關於鎮江市運河相關遺跡保護的函》，提出保護要
求。

1月23日，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與考古司司長關強
率領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有關專家赴現場視察，進
一步提出了大運河倉儲遺跡保護意見。

2月3日，江蘇省文物局召開專題會議，要求鎮江市
文物考古部門開展全面徹底的考古勘探發掘工作，同
時明確了要將糧倉、橋、河道、驛站、衙署機構等建
築遺跡整體進行保護，與未來小區結合起來進行規
劃。按照要求，鎮江市文化局將根據考古工作的結果
盡快制訂遺跡保護方案，待省級文物考古專家論證通
過後實施。

然而，一道道保護令之下，13座宋元糧倉遺址，還
是在挖掘機不停施工中，遭到巨大毀壞。考古 「新發
現」尚未與公眾見面，已經面臨著消逝的可能。

「在考古工作進行搶救性發掘的時候，挖掘機、推
土機等大型工程機械，還一直在考古人員身邊作
業」。南京博物館考古所所長林留根對此非常氣憤，
「如意江南」建設方對13座宋元糧倉遺址的破壞 「是

慘烈的」。
憤怒：開發商與考古部門 「搶時間」 ？
鎮江這處宋元糧倉遺址，是中國大運河沿線最重要的歷史資源之

一，包括糧倉、古橋、驛站在內的遺跡，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
「在中國已經啟動的大運河申遺工作中，保護好這塊豐富的歷史

資源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林留根介紹，去年考古發掘時，當地
政府對宋元糧倉遺址的 「整體保護」，還是可行的， 「房地產開發
和文物保護的矛盾不是不可調和，關鍵是開發商要在文物部門論證

的保護方案基礎上進行開發。然而他們卻與考古部門搶時間，先下
手為強，造成破壞的既成事實」。

鎮江城投集團有關負責人則辯解說， 「如意江南」的開發面積有
15萬平方米，而遺址區大約有4萬平方米，其中一部分在現有房屋
的下面。該負責人表示，遺址區正好是規劃中的拆遷安置房所在位
置，如果將其保護起來而不進行開發， 「不僅政府無法兌現對拆遷
居民的承諾，那些拆遷待安置的居民也不會答應。」

7月10日，鎮江市城投集團關於宋元糧倉遺址的保護方案，在經
過三輪修改完善後，再次擺在省市文物部門專家面前。林留根也參
加了這個方案的討論，他認為： 「建設方目前的方案衹是在走形
式。不像是 『保護』，更像是把這些遺址的一部分變成小區景
觀。」據林留根介紹，專家組並沒有同意這個保護規劃，而要求進
一步修改並報國家文物局同意。

「就目前的保護方案而言，我們投入宋元糧倉遺址保護的資金預
計在1.5億元以上，對我們這個住房保障項目來說，無疑是一大筆巨
額支出。」建設方也在 「叫苦」。
荒唐：一邊在 「毀遺」 ，一邊卻在 「仿古」
鎮江市城投集團在介紹 「如意江南」項目時表示，建設過程中一

直注重優化三個空間：城市的物理空間、歷史文化空間和功能集聚
空間，其中後兩項的著力點就是要更好地傳承歷史文化和優化人居
環境。

「如意江南」的規劃方案上也提出，要對古運河的歷史進行整理
挖掘，在運河由北向南依次設置京口驛碼頭、京口驛博物館等內
容，充分運用歷史元素來表現古運河的人文文化。

林留根對此批評說： 「像宋元糧倉這樣的歷史文化遺跡被毀棄殆
盡，反而去造一些仿古的東西，這到底是在保護還是在糟蹋歷史文
化遺產？！」

按照7月10日的專家意見， 「如意江南」在國家文物局同意宋元
糧倉遺址保護方案之後才可繼續施工。但建設方在回遷居民和資金
投入雙重壓力之下，施工能暫停多久，也尚未可知。

文物保護、民生工程、政府財政等等多種因素交織，令宋元糧倉
遺址在保與不保之間充滿了矛盾和懸念。有人說，對於鎮江這個急
需改變城市落後面貌的文化古城而言，宋元糧倉遺址無疑是對當地
政府的一道考驗，保與不保，對文物保護來說，有著導向作用。

林留根表示： 「大樓隨時可以造，而文物古跡卻是成百上千年歷
史積澱而成。一個城市究竟是急功近利，還是為子孫後代多保留一
些能夠流傳的東西，這是對當政者的一個嚴峻考驗。」

11日上午，鎮江市政府作出決定，按江蘇省專家評審意見，對遺
址保護方案進一步充實完善。在國家、省文物部門批准該方案前，
對保護範圍內的所有施工一律暫停。

千年糧倉上的這場開發商 「強拆」行動，能否終結？人們把目光
投向鎮江這座歷史文化名城……

曾候選去年考古十大發現 現如今遺址竟成建築工地

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鎮江千年糧倉遭遇 「「「「「「「「「「「「「「「「「「「「「「「「「「「「「「「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強拆」」」」」」」」」」」」」」」」」」」」」」」」」」」」」」」

考古勘探探明的幾處糧倉考古勘探探明的幾處糧倉
遺址遺址，，如今基本毀壞如今基本毀壞。。

77月月1111日日，，江蘇鎮江古運河畔的大型商住樓盤江蘇鎮江古運河畔的大型商住樓盤 「「如意江南如意江南」」 建設項建設項
目現場目現場，，依然繁忙依然繁忙，，工程的地基開挖工作仍在繼續工程的地基開挖工作仍在繼續，，旁邊的樓盤銷售處旁邊的樓盤銷售處，，則則
忙著迎接一個個前來看房的客戶忙著迎接一個個前來看房的客戶。。
而一處對大運河申遺有著重要意義的考古遺址而一處對大運河申遺有著重要意義的考古遺址，，就在一輛輛推土機就在一輛輛推土機、、挖掘挖掘

機的轟鳴聲中機的轟鳴聲中，，漸漸消逝……漸漸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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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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人員通
國﹑粵 ﹑越﹑西﹑英語
接受各種醫藥保險

主治：一切眼疾、手術、雷射激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附設附設：：眼鏡專櫃眼鏡專櫃，，隱形眼鏡隱形眼鏡
休士頓：
7737 S.W. FRWY, SUITE#850
預約電話(713)271-2271
(59 & BEECHNUT ST.)

糖城新址：
20/20 Eye Clinic& optical
4675 HWay6 S.#B TX.77478
(281)277-6100
(HWay6 & Dulles AV.)

陳啟華眼科醫學博士 EDWARD CHAN. M.D.

精通英語,國語及臺語,接受多種醫療保險及視力保險

群 鷹 視 學 眼 科 中 心

鮑亞群 視學眼科博士
Dr Ya Chin Bao (O D)

Fellow of Orthokeratology Academy of America
Therapeutic Optometrist / Glaucoma Spec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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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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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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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達君視力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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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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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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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仲華醫師莊仲華醫師
JOSEPH C. CHONG, M.D.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

9250A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商場）
頂好診所 713.981.0988

移民體檢
內科全科

專精：
＊跌打一般痛症
＊足踝扭傷;彈響指
＊足跟骨剌;骨裂;痛風
＊膝關節炎;肘關節痛新傷老病,一次見效

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
滄洲孫振環,福建少林跌打師傅柯金木
名武術家萬賴聲傳人洪敦耕教授授徒

謝鸚瀚中醫碩士主理

滙 琳 堂: 7001 CORPORARE DR #213A HOUSTON TX, 77036
7天辦公,請電話預約 832-863-8882

Harwin

Bellaire B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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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南銀行後面，華埠大廈二樓213A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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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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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aodong Zhou, MD

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周曉東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可保安康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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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Cooper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productive Medicine

鍾正芳James Chuong, M.D.
美國婦產科專科醫師
美國內分泌及不孕症專科醫師

休士頓: 7500 Beechnut St., Suite 308, Houston
糖 城: 16651 Southwest Fwy, #200, Sugar Land
電 話: 713-771-9771 www.cooperinstitutearm.com

徵捐卵婦女徵捐卵婦女((酬謝酬謝$$55,,000000起起))

試管嬰兒$7,900起
性別篩選，不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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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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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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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及高膽固醇血症

主治
歡迎電話預約查詢
通英、粵、國語、滬

糖

城

16659 S.W. Frwy, #331
Sugar Land, TX 77479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中
國
城

9440 Bellaire Blvd, #102
Houston TX 77036
(每週二全天看診)

Tel : 713-779-8148

★美國心臟學會院士
F.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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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ease.
★美國心臟超聲波學會特考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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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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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diology Fellowship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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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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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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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內科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心臟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介入性心臟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唐衍賢唐衍賢唐衍賢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心臟專科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精通國、台、英語 281-491-6808

Sherman Y. Tang, M.D., F.A.C.C.
心導管﹑血管氣球﹑擴張術及支架安裝權威

心臟及全身血管阻塞（包括冠狀
動脈﹑頸動脈﹑腎動脈及腳部動
脈）高血壓及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主
治

3527 Town Center Blvd.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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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 Nose and Thr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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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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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95-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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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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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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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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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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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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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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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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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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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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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營業時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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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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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星期六 2015年11月14日 Saturday, Nov. 14, 2015 星期六 2015年11月14日 Saturday, Nov. 14, 2015

DR. JOHN K. TAM醫師是全美認證的

專業內科醫師，尤其對糖尿病患者提

供的優質照護，更是獲得國家認可。

“我總是臉上帶著微笑來工作，因為

我熱愛醫治病人，這

也是為何我選擇就

讀醫學院，成為一名

醫師的原因。”

德國漢莎航空機組人員罷工德國漢莎航空機組人員罷工
逾逾900900航班被取消航班被取消

由於機艙乘務人員表示將恢復罷由於機艙乘務人員表示將恢復罷
工工，，以抗議節省成本措施以抗議節省成本措施，，德國漢莎德國漢莎
航空公司在當天恐面臨更多的飛航混航空公司在當天恐面臨更多的飛航混
亂亂，，將取消超過將取消超過900900次國內和歐洲航次國內和歐洲航
班班。。漢莎漢莎““獨立空服員工會獨立空服員工會””（（UFOUFO））
表示表示，，罷工將波及法蘭克福罷工將波及法蘭克福、、杜塞爾杜塞爾
多夫和慕尼黑三地機場多夫和慕尼黑三地機場。。

數十萬海龜蜂擁至哥斯大黎加海灘產卵數十萬海龜蜂擁至哥斯大黎加海灘產卵

成千上萬隻太平洋麗龜蜂擁至哥斯大黎加西北部的奧斯蒂奧納爾海灘產卵。這是
今年以來太平洋麗龜第13次大規模上岸產卵，也是近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太平洋
麗龜分佈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溫水水域，每年9月至次年1月，處於繁殖期的太平洋
麗龜會集體上岸產卵。

印尼警方解救印尼警方解救33隻猩猩幼崽隻猩猩幼崽
小猩猩發佈會搶話筒萌翻小猩猩發佈會搶話筒萌翻

印尼北幹巴魯印尼北幹巴魯，，印尼警方出印尼警方出
席新聞發佈會席新聞發佈會。。印尼警方從不法印尼警方從不法
商販手中解救出三隻猩猩幼崽商販手中解救出三隻猩猩幼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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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苗族同胞的蘆笙會在貴州省黃平縣谷隴苗鄉舉行一年一度苗族同胞的蘆笙會在貴州省黃平縣谷隴苗鄉舉行，，當地數萬苗當地數萬苗
族同胞身著節日盛裝族同胞身著節日盛裝，，載歌載舞共慶節日載歌載舞共慶節日，，據悉據悉，，黃平谷隴蘆笙會是每年秋黃平谷隴蘆笙會是每年秋
後喜慶豐收的節日後喜慶豐收的節日。。集會當日集會當日，，來自全縣各地來自全縣各地，，以及鄰近縣數萬名苗族同胞以及鄰近縣數萬名苗族同胞
歡聚一堂歡聚一堂，，向參會遊客展示了傳統服飾及民族特色向參會遊客展示了傳統服飾及民族特色。。谷隴苗族谷隴苗族““蘆笙會蘆笙會””是是
全國少數民族十大傳統集會全國少數民族十大傳統集會、、貴州省四大民族民間集會之一貴州省四大民族民間集會之一，，苗族同胞八方苗族同胞八方
雲集在蘆笙會上慶祝當年的豐收及祈求來年的風調雨順雲集在蘆笙會上慶祝當年的豐收及祈求來年的風調雨順。。



BB88廣告天地 B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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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有餘醫師

‧家庭全科醫師
‧精通中﹑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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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9:30AM-12:30PM

門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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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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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 檢 特 價
體檢＋化驗：$95

❶+女性婦科、宮頸膜片＋$45
❷+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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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YJY家庭全科及急症家庭全科及急症

顧瑛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認可醫師

主
治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常見皮膚病

週一至週六
8：30am-7pm

週日
1pm-7pm

★感冒
★咽喉痛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皮膚活檢
★婦科病
★兒科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鬱症

急
症

★腹瀉
★尿路炎
★關節注射

時

間

本診所自2014年起，週四公休

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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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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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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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清國醫學博士
Qingguo Tao,MD,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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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事先於網路預約掛號： www.qtao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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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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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設備齊全： X光、Ultra Sound、電療機、
復健機、牽引、矯正、推拿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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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81-4600
1429 Hwy6 South Sugarland TX 77478

小說連載

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及老人醫療卡(MEDICARE)

MD, PhD, FACR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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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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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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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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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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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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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陶翔陶翔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美國家庭醫學學會認證醫師
☆西南紀念醫院主治醫師

家庭全科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科博士 ☆西南紀念醫院主治醫師

殷正男醫學博士 Zhengnan Yin,M.D.

9440 Bellaire Blvd, Ste106, Houston TX 77036

門診時間﹕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每月一﹑三週）﹕
8:30AM-1:30PM

電話﹕ 713 ●778 ●0754
傳真﹕ 713 ●778 ●6098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外科小手術 痣瘡 年度體檢 學生體檢 婦科年檢

糖尿病

高血壓

高血脂

胃腸疾病

皮膚病

婦科病

關節痛

兒科疾病美國國家品質保證委員會認證診所

Memorial Southwest
Family Practice

主治
新移民體檢
新移民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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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電話：832-834-5226 傳真：832- 834-5229

敦煌醫療中心聯合門診
HILLHOUSE MEDIC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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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外科,婦產科,家庭全科,腎臟病,高血壓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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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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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周一至周日

8:30AM-8:30PM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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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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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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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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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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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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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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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5年11月14日 Saturday, Nov. 14, 2015 星期六 2015年11月14日 Saturday, Nov. 14, 2015

红
楼
梦
曹雪芹

責任編輯：王荣欣

霽月難逢袁彩雲易散．心比天
高袁身爲下賤．風流靈巧

招人怨． 壽夭多因譭謗生袁多
情公子空牽念．

寶玉看了袁 又見後面畫着一簇
鮮花袁一床破席袁也有幾句言詞袁寫
道是院

枉自溫柔和順袁空雲似桂如蘭袁

堪羨優伶有福袁 誰知公子無
緣．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個袁
又去開了副冊廚門袁拿起一本冊來袁
揭開看時袁只見畫着一株桂花袁下面
有一池沼袁 其中水涸泥干袁 蓮枯藕
敗袁後面書雲院

根並荷花一莖香袁 平生遭際實
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袁 致使香魂返
故鄉．寶玉看了仍不解．便又擲了袁再去取 "正冊 "看袁只見頭
一頁上便畫着兩株枯木袁木上懸着一圍玉帶袁又有一堆雪袁雪下
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言詞袁道是院

可嘆停機德袁堪憐咏絮才．
玉帶林中挂袁金簪雪里埋．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袁情

知他必不肯泄漏袁待要丢下袁又不捨．遂又往後看時袁只見畫着
一張弓袁弓上挂着香櫞．也有一首歌詞雲院

二十年來辨是非袁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袁虎兕相逢大夢歸．後面又畫着兩人放風

箏袁一片大海袁一只大船袁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
句寫雲院

才自精明志自高袁生於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望袁千里東風一夢遙．後面又畫幾縷飛雲袁一

灣逝水．其詞曰院
富貴又何爲袁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吊斜暉袁湘江水逝楚雲飛．後面又畫着一塊美玉袁落在

泥垢之中．其斷語雲院
欲潔何曾潔袁雲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袁終陷淖泥中．後面忽見畫着個惡狼袁追撲一美

女袁欲啖之意．其書雲院
子系中山狼袁得志便猖狂．
金閨花柳質袁一載赴黃粱．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袁里面有一美

人在內看經獨坐．其判雲院
勘破三春景不長袁緇衣頓改昔年妝．

小小宅斗篇
楔子

淅淅瀝瀝下了一整天的雨袁明明不過是傍晩時分袁天幕卻黑沉沉的壓的極低袁房
間里到處都是徹骨的寒氣袁卷裹着她早已經被汗水濕透的薄衫子袁緊緊的貼附在肌
膚上袁又濕又冷遥

只是現在她連哆嗦的力氣都沒有了袁只能僵硬的躺在那里袁感受着體溫一點一
點的流逝袁意識一點一點的模糊遥

"吱呀 "一聲袁門被推開了袁一陣卷了水珠的風撲到身上袁更是冷的很遥
林一的眼皮子抖了抖袁卻還是睜不開眼睛袁想要張開嘴呼救袁喉嚨里也只是發出

一聲低的連自己都聽不眞切的氣息聲遥
悉悉索索的衣服摩擦的聲音慢慢的近到跟前遥
"你動作快點浴要是眞哥兒醒了就壞了浴"一個壓低的尖利的婦人嗓音袁刺的耳膜

生生的疼袁林一下意識的皺了皺眉頭遥
"噎噎嫵娘袁還是算了吧袁好歹也跟了我們十三年噎噎"男人的聲音渾濁袁透着小

心翼翼的猶豫遥
"啪 "的一聲脆響袁婦人低吼道院"算了钥你不想活命袁我還要活呢袁誰知道這丫頭

得的是什么病浴 "

先前的男人又説話了袁哽咽的嗓音壓的更低了院"可是袁那人説了袁説了會回來接
她的袁要是回來袁我們怎么交代啊噎噎"

"回來钥 哼浴 "婦人冷嗤一聲院"要回來早回來了袁還用等這十三年钥 "

"噎噎"

許是男人被婦人的話噎住了不再言語袁 婦人不耐煩的丢了一句院"你倒是捨不

得袁好浴 明天我就帶着玥娘和眞哥兒回我表哥家浴 "

"哎浴 "林一睜不開眼睛卻也能感受到男人這聲嘆息里濃濃的不捨和無奈袁她聽
見胸腔里有一個聲音在低聲的嚶嚀着袁似有千般的絶望和悲傷遥 她本能的想要伸手
去抓扯胸口袁卻一丁點兒力氣也使不上來遥

一只有力的肥嘟嘟的手粗暴的拽着她的手臂袁從床上扯了起來袁丢在了一個人
的懷里袁那人慌忙將她打橫抱在懷里袁隔着衫子林一能感覺到那人瘦弱的胸膛顫抖
的厲害遥

被抱着出了門袁外面的雨還沒有停袁一顆顆的打在身上袁還是冷到了骨子里的
寒遥 抱着他的人小心翼翼的把她放平在了一塊冷硬的木板上袁緊接着就聽見那婦人
壓低的囑咐聲院"給我扔遠點袁省的死了還給我們添麻煩遥 "

寶兒始終垂首袁聽到太后發話袁於是趕緊將身上的信封呈上袁並説
道院"啓稟太后袁這些都是蝶花宮女吩咐奴婢一定要交給太后的遥 寶兒
懇請太后救救蝶花噎"

小敏趕忙將信封遞給胡太后袁太后迅速打開袁用極快的迅速看完信
封里的內容遥猛然袁她雙手緊握袁又將信紙捏變形遥小敏被太后的陰鷙眼
神嚇得一怔袁卻也不敢説話遥

"哈哈哈噎"太后忽然發笑袁 自言自語地説院"好一個弘德夫人袁所
犯欺君之罪袁看我怎么收拾你遥 "

"太后噎"寶兒擔憂地抬起頭遥
"就憑一封信袁你讓哀家如何信服你钥 "太后狡猾地追問遥
寶兒頓了頓袁然後從香囊里拿出一個玉佩遞給小敏袁説道院"這是蝶

花讓奴婢交給太后的袁她説袁太后看到這個就會明白一切了遥 "

"嗯袁你先下去吧遥 "胡太后平定自己的興奮袁然後説道院"事成之

後袁哀家一定重重有賞遥 "

"是遥 "

"太后袁不知有何事這般令人高興啊钥 "小敏試探地問道遥胡太后瞥
了一眼她袁卻轉移了話題反問院"今日是不是有妙勝寺的和尙前去華林

園爲弘德夫人驅邪钥 "

"此事也是奴婢早上才知道的袁聽説華林園鬧鬼遥 "小敏煞有其事

地説道院"弘德夫人前段時間上香還願也不能驅走噩夢袁所以這才讓高
僧們進宮爲其驅邪遥 "

"哼袁平日不燒香臨時抱佛腳遥 心中有鬼袁這些高僧又豈能驅走钥 "

胡太后冷哼一聲袁説道院"給哀家好好準備準備袁哀家倒是有興趣參觀一
下弘德夫人的驅鬼大會遥 順便將她的僞善面具摘下來袁出一出惡氣遥 "

小敏驚詫地應聲袁心中更是疑慮萬分遥
***

弘德夫人沐浴齋戒袁 琉璃全權負責遥 夫人躺在浴池中陰笑地説院"

有時候我在想袁如果你是太后身邊的人袁我該怎么辦啊钥 "

"琉璃生生世世都是夫人身邊的奴才遥 "琉璃一邊將花瓣灑向池

中袁一邊諂媚地説道遥
"嗯袁這是天助袁將你這么個聰慧的女子安排在我身邊袁爲我出謀劃

策袁想要鏟除宮中的絆腳石眞是易如反掌啊遥 "弘德夫人睜開雙眸袁笑
道院"很久都沒有看這樣的好戲了袁這一次袁要讓這個多管閑事的老太婆
嘗嘗自己種的惡果袁哈哈哈噎"

小番外 --媽媽的緋聞

小睿睿上小班的時候新來了一位幼兒園文化課老師袁 因爲新來袁
新老師對小睿睿的情况並不怎么瞭解袁有一天放學了小睿睿還沒有被
接走袁當時雖然還有一排孩子沒被接走袁新老師還是走到了長得最漂
亮最萌的小睿睿跟前遥

"新老師好遥 "小睿睿很有禮貌遥
"小睿睿好啊袁睿睿啊袁今天誰來接你啊钥 "

"爸爸遥 "

"怎么不是媽媽來接啊钥 "

然後睿睿愣了幾秒袁低頭又抬頭袁聲音響響的院"媽媽出門賺大錢

買飛機了遥 "

小番外 --堆積木

小睿睿從小在堆積木這件事上就表現出了他是一個有耐心的孩

子袁有時候陸景曜把小睿睿帶到書房玩袁他辦公袁兒子就在他邊上堆積
木袁然後基本上可以不哭不鬧堆上一個下午遥

小睿睿對堆積木很有耐心袁小房子堆積得高高的袁堆出漂亮的理

想品時就叫爸爸來看袁然後陸景曜也瞅幾眼袁心情好的時候摸一摸袁然
後常常不小心袁嘩啦一聲袁把小睿睿的擺好房子全弄塌了遥

陸景曜收回手院"對不起啊遥 "

小睿睿眨着大大眼睛袁低頭繼續堆袁 然後堆好之後繼續給爸爸
看袁陸景曜再次手癢袁然後積木又塌了遥

按理説暴躁的孩子早就爆發了袁 小睿睿只是默默地看着陸景曜袁
然後把繼續堆積木遥

陸景曜眞的納悶了袁懷疑兒子是個軟性子袁第三次堆好的時候袁又
再次堆到兒子的積木遥

終于噎噎
小睿睿有反應了袁站起來彎腰抱着自己的積木走出了書房遥

第七十二章
秦予喬眞覺得陸景曜這人眞的是死精死精的袁如果她要在他眼皮

底下做點什么事基本上不可能的,最可惡的是他明明心里將所有的事

算計了一遍,臉上表現出來是一副坦蕩蕩的君子模樣袁弄得全世界好
像除了他之外的其他人都是不懂事拎不清瞎攪和類型的遥

寧有方本也沒打算瞞着他們袁一五一十的將事情説了出來遥
京城有名氣的酒樓實在不少袁 可像鼎香樓這樣一開業生意就異常火

爆的也沒幾家遥 這兩天袁因爲鼎香樓的開業袁就連雲來居的生意都被搶來
了不少遥更別提附近幾家酒樓了遥這么一來袁自然有人心里不痛快袁一大早
就上門來挑釁了遥

"噎噎今天早上袁附近幾家酒樓的掌櫃一起來了袁説了不少的難聽話遥
説什么我們鼎香樓搶了他們的生意之類的遥 "寧有方皺着眉頭説道院"孫掌

櫃畢竟初來乍到袁對這兒的環境不熟悉袁也不好輕易得罪人袁好説歹説將
他們幾個都應付走了遥 "

孫掌櫃心里也不踏實袁特地喊了寧有方過去商議了半天袁可商議來商
議去袁也沒什么好法子遥

寧汐一臉的不以爲然院"開酒樓做生意各憑本事袁 客人樂意來那也沒
辦法遥 "

寧有方笑着嘆口氣院"傻丫頭袁哪有你説的這么簡單遥 以前在洛陽袁誰
都知道太白樓的幕後東家是陸家袁當然沒人敢來鬧事遥 現在可不一樣了遥
人家看我們是外地人袁不欺負上門才是怪事遥 "

寧汐想了想袁説道院"這事得吿訴容少爺一聲遥 "孫掌櫃分量不夠袁只能
讓容瑾出面了遥 有容府在後面撑腰袁想來這些人也不敢太過分遥

寧有方點點頭院"嗯袁剛纔我回來的時候袁容少爺正好來了袁孫掌櫃已
經把這事吿訴容少爺了遥 不過噎噎"

"不過怎么了钥 "寧汐好奇的追問遥
寧有方遲疑片刻袁才笑道院"可能是我多心了遥 今天容少爺心情似乎不

太好袁和他説了這事之後袁他什么也沒多説袁就問了是哪幾家酒樓的掌櫃
來過袁然後就出去了遥 "

寧汐微微蹙起眉頭袁腦子里靈光一閃院"爹袁容少爺該不會去人家酒
樓鬧事了吧 "以容瑾的脾氣來看袁 這事實在太有可能了寧有方一愣院"應

該不會吧噎噎"語氣顯然並不確定遥
寧汐卻越想越不對勁袁急促的問道院"爹袁你吿訴我袁今天到底是哪幾

家酒樓的掌櫃來過了钥 "

"迎賓樓袁還有寶悅樓噎噎"話音未落袁就見寧汐抬腳往外跑遥
"汐兒袁你要去哪兒钥 "寧有方一驚遥
寧汐頭也沒回的應道院"我出去看看就回來遥 "不知怎么的袁她就是有

種預感袁容瑾肯定是去這幾家酒樓了遥
以他的家世身份袁 肯定沒人敢爲難他遥 可是她實在放心不下噎噎算

了袁還是去看看好了張展瑜二話不説也丢下一句院"師傅袁我跟着汐妹子
一起去遥 "然後便追了上去遥

寧有方追之不及袁只得任由寧汐去了遥 有穩重的張展瑜跟着袁應該不
會出什么岔子才對吧

第一百三十三章領敎了
除了雲來居之外袁離鼎香樓最近的就是迎賓樓了遥
寧汐一路跑了過去袁剛靠近迎賓樓的大門袁就聽到了一個熟悉的冷冷

的聲音院"噎噎王掌櫃袁 是你説鼎香樓搶了你們的生意吧你就沒打聽打聽
鼎香樓幕後的東家是誰嗎钥 "

隨
侯
珠

贵女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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