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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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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2015年12月8日 Tuesday, Dec. 8, 2015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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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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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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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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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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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動工 高消費區﹑車流量大

桂花瑤柱羹
五福拼盤
椒鹽大蟹或酸子大蟹
三菇海參
椒鹽鮮尤
清蒸龍利魚
黑椒啤酒雙龍蝦
XO醬蒸帶子（８片）
精美甜品

金湯海鮮羹
雲耳炒蓮藕片
九層塔炒蜆
京都排骨
薑蔥雙龍蝦伊麵
荷葉大蟹飯
清蒸游水魚
椒鹽豆腐
ＸＯ醬炒貴妃蚌
精美甜品

雞絲魚翅羹
貴妃雞（一隻）
太極鵝肝
牛油軟殼蟹（三隻）
黑椒啤酒雙龍蝦
椒鹽排骨
海參鮑菇扒菜膽
清蒸游水魚
瑤柱蛋白炒飯
精美甜品

十人套餐價錢$288或$388

八人套餐價錢$198
香脆鰻魚 $5.99
麻香鳳爪 $6.99
魚翅撈飯(2 oz) $13.99
花菇扒雙鮑魚 $25.99
三菇炒海參 $25.99
荷葉龍蝦糯米飯 $25.99
咖喱大蟹 $42.99
潮式大凍蟹 $42.99
淮山海鮮菠蘿船 $25.99
酸子蟹 $42.95
鮑魚菇扒菜膽 $13.99

廚師推介

◆八人以上就餐，送每人一盎司魚翅
(週一至週四,只限晚餐)

◆特價午餐買三送一
(週一至週五)

◆點十人套餐，再送兩隻龍蝦
(週一至週四)

◆點八人套餐，再送一隻龍蝦
(週一至週四)

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慶祝三週年大特價

海港海鮮酒家海港海鮮酒家Harbor SeHarbor Seafood Restaurantafood Restaurant
地址：1176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72
電話：281-564-4288 傳真：281-568-5772 誠徵企枱多名

慶祝聖誕新年
龍蝦$18.95

（兩隻/加拿大龍蝦） （節假日除外）

Email：wychoi88@gmail.com www.wycrealty.com

現成餐館出租，不需購買，不同地點
低利率、買房、換房好時機
幫助貸款.不需查收入

住宅住宅、、商業商業、、租賃租賃、、物業管理物業管理

投資置業投資置業投資置業，，，正是時候正是時候正是時候;;;

把握機會把握機會把握機會，，，及時進場及時進場及時進場
281-881-3276
Wendy蔡

詢問，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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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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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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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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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411 #66A #DRB

20152015 Magical WinterMagical Winter冬季夢幻彩燈展冬季夢幻彩燈展

本
報
記
者

陳
鐵
梅
報
道

來自中國四川自貢的來自中國四川自貢的《《20152015 Magical WinterMagical Winter冬季夢幻彩燈展冬季夢幻彩燈展》》在休斯在休斯
頓舉行展覽頓舉行展覽，，從從20152015年年1111月月2020日到日到20162016年年11月月1010日在日在Sam HousSam Hous--
ton Race Parkton Race Park （（75757575 North Sam Houston Pwy, Houston TXNorth Sam Houston Pwy, Houston TX
7706477064））進行為期進行為期4040天的展覽天的展覽，，讓休斯頓人一飽眼福讓休斯頓人一飽眼福，，為中美文化交流為中美文化交流
做出貢獻做出貢獻。。在彩燈展會上各式各樣的大型彩燈讓人目不暇接在彩燈展會上各式各樣的大型彩燈讓人目不暇接，，世界各地世界各地
名勝古跡彩燈展示絕對是盛況空前名勝古跡彩燈展示絕對是盛況空前，，仿佛進入了魔幻世界仿佛進入了魔幻世界。。

《《印度泰姬陵彩燈印度泰姬陵彩燈》》

《《歐洲名勝古跡彩燈歐洲名勝古跡彩燈》》 休斯頓的標志休斯頓的標志《《火箭彩燈火箭彩燈》》

《《埃及金字塔彩燈埃及金字塔彩燈》》 《《北京天壇彩燈北京天壇彩燈》》 《《法國艾弗爾鐵塔與意大利比薩斜塔彩燈法國艾弗爾鐵塔與意大利比薩斜塔彩燈》》

2015 Magical Winter冬季夢幻彩燈展負責人
於成思小姐接受了美南國際電視的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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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棉寮華裔人士支持Sylvester Turner競選休士頓市長募款活動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理事長周滿洪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理事長周滿洪、、
和德州眾議員武休伯為支持和德州眾議員武休伯為支持SylvesterSylvester
TurnerTurner競選休士頓市長站台競選休士頓市長站台

1212月月33日黃曉明日黃曉明、、黃琛到場支持黃琛到場支持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競選休士競選休士
頓市長募款活動頓市長募款活動

越棉寮華裔聯誼會長翁作華是休士頓市長侯選人越棉寮華裔聯誼會長翁作華是休士頓市長侯選人SylvesSylves--
terTurnerterTurner強力支持者強力支持者

德州眾議員武休伯為支持德州眾議員武休伯為支持SylvesterSylvester
TurnerTurner競選休士頓市長募款活動上做競選休士頓市長募款活動上做
引言人引言人

哈瑞斯縣前警長賈西亞幫休士頓市長侯選人哈瑞斯縣前警長賈西亞幫休士頓市長侯選人SylSyl--
vester Turnervester Turner背書背書

支持休士頓市長侯選人支持休士頓市長侯選人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團隊團隊、、西南管委會主委李雄西南管委會主委李雄、、越棉越棉
寮華裔聯誼會長翁作華夫婦寮華裔聯誼會長翁作華夫婦、、德州眾議員武休伯德州眾議員武休伯、、..地產開發商地產開發商Steven LeSteven Le父父
子等子等

越棉寮華裔聯誼會長翁作華夫婦越棉寮華裔聯誼會長翁作華夫婦、、理事長周滿洪夫婦理事長周滿洪夫婦、、名譽會長許振城名譽會長許振城、、副會長楊贊榮夫副會長楊贊榮夫
婦婦，，黎國威黎國威，，梁偉雄梁偉雄，，張鎮琰張鎮琰、、副理事長李明德副理事長李明德，，陳富夫婦陳富夫婦、、秘書長王煒蘭等大力支持秘書長王煒蘭等大力支持
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競選休士頓市長競選休士頓市長

名譽會長許振城支持名譽會長許振城支持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競選休士頓市長競選休士頓市長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理事長周滿洪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理事長周滿洪
和和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競選休士頓市長競選休士頓市長
募款活動上互動募款活動上互動



BB22新聞圖片 BB77小說連載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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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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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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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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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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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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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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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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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三維X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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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人工植牙 (Dental Implant)
根管治療 (Root Canal Treatment)
烤瓷牙冠,烤瓷嵌體當天一次完成(One Visit)
牙齒美容矯正(隱形牙箍)及一小時漂白(One Visit)
固定牙橋
全口假牙
部份假牙含或不含鉤子(Attachment)
各類牙齒拔除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成人及兒童牙科
全口口腔重建
牙周病治療
一般及深部洗牙
各類牙周病(牙槽骨及牙齦)修補手術

Steven Xue, D.D.S.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醫博士(USC)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博士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281-988-5930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為各界人士服務

營業時間(七天)﹕Mon-Fri 9:30AM-6:30PM Sat. & Sun 10:00AM-6:00PM

時代牙醫中心時代牙醫中心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Medicaid under 21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薛志剛牙醫博士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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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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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診所地址：：96009600 BellaireBellaire 211211室室((王朝商場二樓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洗牙，補牙，鑲牙，植牙，根管治療，牙齒美容
及兒童牙科，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N2O 笑氣鎮靜結合STA電腦麻醉機，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
Advanced Healthcare長期居家照顧

服務內容
愛心的居家護理協助：走路，運動，更衣，梳洗，清潔，洗衣，
用餐，烹飪等。
服務對象
各家長期護理保險（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州政府補助保險（白卡Medicaid )

電話：（713）271-8515
傳真：（713）988-6262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06-A, Houston ,Texas 77024

家庭醫護訪視
服務內容
靜脈輸液，傷口護理，尿管、胃管及人工造管護理，
肌肉及皮下注射，物理複健。
服務對象
重症及急、慢性疾病需居家醫療護理及複健訓練。
具有老人保險（Medicare)及各種醫療保險。
服務團隊
註冊護士，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師
電話：（713）271-6999
傳真：（713）271-7002

星期二 2015年12月8日 Tuesday, Dec. 8, 2015 星期二 2015年12月8日 Tuesday, Dec. 8, 2015

德國參與軍事打擊IS
“龍捲風”戰機亮相

對於除維和和訓練目的外對於除維和和訓練目的外、、一般避免向海外派兵的軍隊來說一般避免向海外派兵的軍隊來說，，德國德國
此舉實屬罕見此舉實屬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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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四大才子江南四大才子””走進蘇州唐寅園走進蘇州唐寅園““點秋香點秋香””

““江南四大才子江南四大才子””打扮的年輕人走進蘇州唐寅園打扮的年輕人走進蘇州唐寅園，，上演上演““唐伯虎點秋香唐伯虎點秋香””情景劇情景劇。。唐寅園是一處建於明代唐寅園是一處建於明代
的漢族古典園林建築的漢族古典園林建築，，至今已有四百餘年曆史至今已有四百餘年曆史，，集中展示唐伯虎藝術生平及明四家書畫作品集中展示唐伯虎藝術生平及明四家書畫作品。。古代江南四大才古代江南四大才
子子又稱又稱““吳門四才子吳門四才子”，”，是明代時生活在江蘇蘇州的四位才華橫溢且性情灑脫的文化人是明代時生活在江蘇蘇州的四位才華橫溢且性情灑脫的文化人，，一般認為是指唐伯虎一般認為是指唐伯虎、、祝祝
枝山枝山、、文徵明文徵明、、徐禎卿徐禎卿。。

趣味立體書亮相昆明趣味立體書亮相昆明
觀眾體驗奇妙立體世界觀眾體驗奇妙立體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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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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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釵看畢袁 又從新翻過正面來
細看袁口內念道院" 莫失莫忘袁仙壽
恆昌遥 "念了兩遍袁乃回頭向鶯兒笑
道院"你不去倒茶袁也在這里發呆作
什么钥 "鶯兒嘻嘻笑道院"我聽這兩

句話袁 倒象和姑娘的項圈上的兩句
話是一對兒遥 "寶玉聽了袁忙笑道院"

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袁我
也賞鑒賞鑒遥 "寶釵道院"你別聽他

的話袁沒有什么字遥 "寶玉笑央院"好

姐姐袁你怎么瞧我的了呢遥 "寶釵被

纏不過袁因説道院"也是個人給了兩

句吉利話兒袁所以鏨上了袁叫天天帶
着袁不然袁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兒遥 "

一面説袁一面解了排扣袁從里面大紅
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

掏將出來．寶玉忙托了鎖看時袁果然一面有四個篆字袁兩面八
字袁共成兩句吉讖．亦曾按式畫下形相院

音注雲不離不棄

音注雲芳齡永繼寶玉看了袁也念了兩遍袁又念自己的兩遍袁
因笑問院"姐姐這八個字倒眞與我的是一對遥 "鶯兒笑道院"是個

癩頭和尙送的袁他説必須鏨在金器上 -"寶釵不待説完袁便嗔他
不去倒茶袁一面又問寶玉從那里來．

寶玉此時與寶釵就近袁只聞一陣陣涼森森甜絲絲的幽香袁竟
不知系何香氣袁遂問院"姐姐燻的是什么香钥 我竟從未聞見過這
味兒遥 "寶釵笑道院"我最怕燻香袁好好的衣服袁燻的煙燎火氣的遥
"寶玉道院"旣如此袁這是什么香钥 "寶釵想了一想袁笑道院"是了袁
是我早起吃了丸藥的香氣遥 "寶玉笑道院"什么丸藥這么好聞钥好
姐姐袁給我一丸嘗嘗遥 "寶釵笑道院"又混鬧了袁一個藥也是混吃
的钥 "

一語未了袁忽聽外面人説院"林姑娘來了遥 "話猶未了袁林黛
玉已搖搖的走了進來袁一見了寶玉袁便笑道院"噯喲袁我來的不巧
了浴 "寶玉等忙起身笑讓坐袁寶釵因笑道院"這話怎么説钥 "黛玉笑

道院"早知他來袁我就不來了遥 "寶釵道院"我更不解這意遥 "黛玉笑

道院"要來一群都來袁要不來一個也不來袁今兒他來了袁明兒我再
來袁如此間錯開了來着袁豈不天天有人來了钥也不至於太冷落袁也
不至於太熱鬧了．姐姐如何反不解這意思钥 "

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袁 因問院"下雪了

么钥 "地下婆娘們道院"下了這半日雪珠兒了遥 "寶玉道院"取了我

的斗篷來不曾钥 "黛玉便道院"是不是袁我來了他就該去了遥 "

"我父王呢钥 "少年攙着李嬤嬤的手臂往院子里面行去遥
"王爺知道公子回來了定要樂壞了浴 "

看着衆人熱熱鬧鬧的簇擁着少年往前走袁林一仿彿是被人遺忘的孩子袁心里躊
躇着是否跟上前去遥

"咦钥這是哪里來的小姑娘啊钥 "這時剛纔開門的小廝正要關門才看見站在台階

上一動不動的林一遥
小四聽見驚呼才回過頭來袁看見緊咬着下唇臉色猶疑的林一袁才一拍腦門跑了

過來袁拉着林一的手跨門而進遥
林一本能的想要抽回手袁卻不料小四動作靈敏已經將她的手緊緊的攥在了手心

里遥 跨過高高的門檻袁感受到周圍朝自己投射過來的眼神袁林一腳下卻宛如千斤袁感
受着這巨大的宅門帶給心臟的沉重負荷遥
第八章 丫鬟緑巧
慕容王府的衆多小廝丫鬟都怔楞的看着被小四牽着的林一遥
一個身着湖水緑高腰襦裙袁梳着雙環丫鬟發髻袁長相俏麗的小丫鬟袁從人群中蓮

步款款的走了過來袁掃了林一上下一遍袁媚眼一挑袁嬌滴滴的聲音似要滴出水來院"小

四哥袁這位小姑娘是誰呀钥 "

小四憨憨一笑院"她是公子新收的丫鬟浴 "

"公子钥新收的钥 "小丫鬟嗓音一轉袁眼神卻落在林一被小四攥在手心的小手上遥
林一就聞到一股酸溜溜的味道遥
靠浴 我才剛剛來這里袁連什么狀况都還沒有搞清楚袁就樹敵了钥 果眞是侯門深似

海啊浴 我的未來堪輿啊浴
看見一衆人等或好奇或帶着敵意的審視着自己袁林一微不可查的從小四手中抽

出手來袁環顧衆人袁淡然一笑袁微微福了一福院"林一初來王府袁不懂府中規矩袁以後還
請諸位姐姐哥哥們多多提點關照浴 "

"好説好説浴"那些個小廝看林一姿態謙卑袁很是知禮袁又因爲是公子親自帶回府
里的袁不免高看了幾分遥

先前説話的緑裳小丫鬟袁湊過身來袁語氣比先前緩和了幾分袁卻有着居高臨下的
威嚴院"旣然都是在府里伺候的姐妹了袁便不要這般客氣了袁以後有什么不懂的儘管
來問我們便是遥 "

這話説的袁都是姐妹袁不懂的儘管去問浴 不就是吿誡我説袁他們是先來的便是姐
姐袁不懂的也大可去請敎袁不過你首先都清楚自己的身份袁所謂先來後到袁先尊後卑袁
以後你得清楚知道自己當守的規矩浴

"韓公公袁奴才怎么敢欺瞞您啊遥 "小公公戰戰兢兢地説道院"奴才

剛纔去了靜宜苑打聽袁眞是沒這個叫素素的宮女遥 "

"這就怪了遥 "韓欒緊縮眉心袁最後不得不返回皇上看書的文林館遥
韓欒悄悄地走近皇帝袁畢恭畢敬地説道院"啓稟皇上袁奴才去了靜宜苑袁
沒見到素素遥 "

高煒眯着雙眸袁冷哼説道院"沒見到素素钥 "

"沒噎見到遥 "韓欒小心翼翼地回答遥
"哼袁這么個活生生的人難不成從宮里消失了钥 "高煒諷刺地説遥
"皇上袁奴才想袁不就是個小宮女袁指不定又被派去哪里當差了袁不

値得皇上龍體挂念遥 "

"大膽遥 "高煒不悅地喝道遥
"奴才該死遥 "韓欒嚇得撲通跪在地上遥
"哼遥 "高煒站起來怒斥院"朕給你三天時間袁你卻吿訴朕袁説人不見

了遥 "

"奴才該死袁奴才該死遥 "

"朕説要見她袁還容得你在這里説三道四钥 "高煒惡聲説道遥
"奴才這就去找袁一定找到這個小宮女遥 "韓欒嚇得雙腿發軟袁連滾

帶爬地就往外面退下去遥 韓欒慌慌張張地走在石甬路上袁 突然止住了
腳袁他猶豫着朝着另一方向走去袁那方向便是華林園噎噎

*********

"奴才知道了這件事情第一時間便想到了夫人您遥 "韓欒咽了咽口

水袁戰戰兢兢地説道院"不過此事不容聲張袁萬一皇上知道是奴才吿了
密袁只怕奴才是吃不了兜着走了遥 "

弘德夫人輕輕地摸了摸隆起的肚子袁 認眞地消化韓欒剛纔稟報的
事遥皇上看上長得標致的小宮女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遥自從自己懷了
孕袁便沒能好好服侍皇上了袁皇上很少接近後宮其他嬪妃袁自然而然更
容易喜歡上這些宮女遥不過袁皇上怎么會看上靜宜苑的小宮女钥這個陸
郡君究竟在搞什么钥

"你確定人已經不在靜宜苑了钥 "弘德夫人淡然説道遥
"應該不在了遥 "韓欒想了想袁然後肯定地説院"這些小公公不敢欺

瞞奴才我的遥 "

"恩遥 "弘德夫人吁了一口氣袁閉上眼説道院"聽説袁前不久太后在御
花園里開了個品茶宴會钥 "

第一卷 召喚師的崛起 第一章 火雲城
火雲城袁是在臨風國境內的一個城市袁由於地理位置臨近火山袁是

以袁一年四季都爲夏季袁酷暑炎熱袁但火山內盛産藥材袁所以這里來往
的傭兵總是許多遥 位于城內最西邊的袁是火雲城夏家遥

此時夏家的湖邊袁少女慵懶的躺在地上袁雙手撑着後腦勺袁面對着
陽光袁眼睛上蓋着兩片葱翠的緑葉袁透過晶瑩的葉子望着天空那正逢
響午時的太陽袁一絲嘲諷不經從嘴角蔓延而開遥

"穿越呀袁沒想到這種事讓我遇到了呢袁就當重新開始吧浴 反正在
哪里袁還不是一樣钥 "

沒錯袁這個少女此刻的靈魂就是從一個名爲華夏的國度穿越而來
的袁來了整整一個星期袁她才完全適應了新得到的身份遥

火雲城夏家袁是她母親的娘家袁也是她外公所在的家族袁她本是四
大國袁蒼狼國袁冰雪國袁龍天國袁臨風國中最強國蒼狼國嚴家的小姐袁因
母親是妾的緣故她並不受寵袁可也不算太差袁直到她年近十歲還無法
召喚出召喚書袁才被嚴家趕出家族袁剝奪姓氏袁幸好有夏家家主夏林洛
的收養袁她才能活到今日袁轉瞬已是五年已過遥

這片大陸袁名喚靈幻大陸袁是一個召喚師和靈師並存的世界遥
召喚師袁在大陸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袁能夠召喚出召喚書的人袁無

一不處在大陸重要之處遥
一般召喚師十歲以前都能召喚出召喚書袁 超過十歲還沒有召喚

的袁就代表他與這職業無緣了遥
如果無法成爲召喚師的袁就只能成爲靈師袁召喚師是不能自己戰

鬥袁必須依靠召喚獸袁而靈師則完全相反袁然而大陸里基本人人都能成
爲靈師袁包括已成召喚師的人袁所以靈師遠遠沒有召喚師來的重要遥

靈師是依靠靈技功法作戰袁 高階靈技與低階靈技的同等級人戰
鬥袁永遠是擁有高階靈技的人獲勝袁甚至於高階靈技可以對低階靈技
跨級作戰袁由此可知靈技功法對靈師的重要性遥

在靈技的等級中袁以低往高分爲銅袁銀袁金袁鑽四階袁其中又分低袁
中袁高三級袁大陸最廣泛的是銅銀兩階袁金階只有大家族的子弟才有袁
鑽階就是傳説中的了袁如此説袁一旦有人獲得鑽階的靈技袁那么袁等待
他的就是全大陸高手的追殺遥 鑽階的誘惑袁饒是那些隱士的強者也抵
擋不住遥

到了第二天中午袁 容瑾慣例去了鼎香樓的雅座待着袁 隨口吩咐小安
子院"去廚房説一聲袁今天我要吃炒蝦仁噎噎"隨口報了一長串菜名遥 小安
子聚精會神的將菜名都記下袁然後匆匆的跑到了廚房去找寧汐遥

寧汐果然在廚房袁小安子精神一振袁笑着湊了過去院"寧姑娘袁少爺今
天點了幾個菜遥 "説着袁就將容瑾要吃的菜名説了一遍遥

寧汐抬頭看了小安子一眼袁笑着應道院"好袁菜名我記下了遥 待會兒就
請我爹動手做遥 "

小安子的笑容頓了一頓院"寧姑娘袁你沒空嗎钥 "好好的袁爲什么突然要
讓寧大廚做菜钥

寧汐微微一笑院"我這兩天不太舒服袁沒力氣做菜遥 "

小安子不動聲色的打量面色紅潤神清氣爽的寧汐兩眼袁 識趣的沒有
多問袁點點頭表示知道了遥 等回去復命的時候袁原原本本的將寧汐説過的
話學給容瑾聽了一遍遥

容瑾微微皺眉袁沉聲問道院"她有沒有説哪兒不舒服钥請大夫看了嗎钥 "

呃袁這個該怎么回答钥
小安子謹愼的答道院"這個奴才也不清楚遥 "事實上袁寧汐的臉色好的

不得了袁壓根看不出有任何不舒服的迹象遥 只是袁這樣的大實話袁打死他也
不敢直説啊容瑾不悅的擰起了眉頭院"什么叫不清楚钥 你就沒問問嗎钥 "

小安子苦着臉袁期期艾艾的應道院"這個袁我也不好多問噎噎"關鍵是袁
人家寧姑娘擺明是隨口敷衍袁他要是眞的追問袁才是自討沒趣吧容瑾沉着
臉起身袁這動靜把小安子嚇了一跳院"少爺袁你這是要去哪兒钥 "

容瑾簡短的應了句院"去廚房 "

去尧去廚房钥 小安子一愣袁旋即反應過來袁忙勸道院"少爺袁依奴才看袁
寧姑娘應該沒什么袁您還是別去了吧 "

那語氣實在是迫切像是隱藏了什么內情似的噎噎
容瑾的腳步一停袁眼眸微眯袁冷冷的問道院"到底是怎么回事钥 別呑呑

吐吐的遥 "

小安子支支吾吾了半天袁終于扛不住容瑾冷然的目光袁老實的説了實
話院"少爺袁寧姑娘説自己不舒服袁沒力氣做菜遥 不過袁奴才看着袁她的臉色
挺紅潤袁挺有精神的遥 "

也就是説袁她根本就是隨意找了個藉口袁其實只是想避開他而已噎噎
容瑾的臉陡然黑了袁周身散發着強冷氣流袁讓小安子不自覺的抖了一

抖袁再也不敢多嘴了遥
容瑾立在原地半晌袁忽然又抬腳往廚房走遥
小安子忙跟了上去院"少爺袁你還是要去看看寧姑娘嗎钥 "

容瑾冷笑一聲院"我倒要看看袁她到底是哪兒不舒服遥 "一口氣堵在嗓

子眼袁上不來下不去袁實在憋屈極了遥 他還從來沒嘗過這種被人嫌棄敷衍
的滋味遥 今天非得找寧汐當面問個清楚不可哼孫掌櫃見容瑾冷着臉走過
來袁正想笑着上前打招呼袁卻見小安子擠眉弄眼的使眼色袁頓時一愣遥就這
一眨眼的功夫袁容瑾已經目無表情的走了過去遥

孫掌櫃疑惑不解的看了小安子一眼遥容少爺這是怎么了钥來的時候還
好好的袁怎么一轉眼就這副神情了钥

小安子苦着臉搖搖頭袁沒時間多説袁忙跟了上去遥
眼看着廚房就要到了袁容瑾忽然放慢了步伐袁故作悠閑的走了進去遥

冰
心
可
可

贵女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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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應診)

★SCURLOCK TOWER
6560 Fannin, Suite 1554
Houston, TX 77030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DR. DAVID S.C. HO, M.D.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博士
田納西州大學醫學院專科
德州專科醫師執照
任教德州大學醫學院及
貝勒醫學院

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地點：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 A119 Houston, TX 77036

呂 明

主治：中醫全科，頭痛，偏頭痛，頸背腰痛，各種過
敏症，氣喘咳嗽，各種胃病，男女不孕症，性功能障
礙，月經不調，更年期綜合症，各種腸胃病，運動損
傷，戒煙，神經性疾病，高血壓，中風偏癱，口眼歪
斜，風濕關節炎，內分泌失調，肝病等。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中 國 吉 林 長 春 中 醫 學 院 畢 業
具 有 35 余 年 臨 床 經 驗
美 國 德 州 執 照 中 醫 針 炙 醫 生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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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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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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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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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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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脊椎神經骨科脊椎神經骨科

電話﹕713-484-7400 傳真﹕713-484-7405(通國﹑臺﹑粵﹑英語﹑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地址﹕9630 Clarewood @Corporate, #A3,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後面)

專門治療
車禍﹑工作﹑及運動受傷
頭﹑頸﹑肩﹑背﹑腰痛與麻痹
坐骨神經痛﹑手腳麻痹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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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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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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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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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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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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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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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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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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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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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全美中醫師執照 NCCAOM
˙德州中醫師執照 AC01513
˙湖北中醫藥大學 皮膚科碩士
˙師從中國著名中醫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A 痤瘡酒糟鼻脂溢性皮炎口周皮炎
異位性皮炎濕疹蕁麻疹 帶狀皰疹及
後遺神經痛銀屑病白癜風 ......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te 238,Houston,TX 77036 (國泰銀行樓上)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Tel:713-541-0616 Cell:832-340-8205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HOUSTON MEDICAL CLINIC FOOT & ANKL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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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FRI 11/20 Noon-2 PM

SAT 11/21 Noon-5 PM

免費茶點，產品折扣，
獎品，孩子活動

免費足部健康檢查，健康講座

FREE REFRESHMENTS,
PRODUCT DISCOUNTS, PRIZES, KIDS FUN

FREE FOOT SCREENINGS
FREE FOOT HEALTH SEMINARS

新開張參觀新開張參觀
GRAND OPENINGGRAND OPENING
OPEN HOUSEOPEN HOUSE

BEIJING, Dec. 6 (Xinhua) -- The new initiatives
launched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Friday
during a landmark summit to boost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will inject a strong impetus in-
to the development in both China and Africa, and
chart a clear course for an all-round partnership be-
tween the two sides.
The proposals, aimed at pushing forward collabora-
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in the new
era, cover areas ranging from industrialization, agri-
cultural modernization to financial services and gree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peacekeeping and security.
NEW IMPETUS FOR COMMON DEVELOPMENT
The two-day summit, themed "Africa-China Progress-
ing Together: Win-Win Cooperation for Common De-
velopment," will be remembered in history as a new
starting point in building a much stronger China-Afri-
ca partnership.

Address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summit in Johan-
nesburg of South Africa, Xi put forward a massive
plan to carry out 10 major cooperation projects in the
coming three years in Africa with support from China
and urged the two sides to strengthen five "pillars" to
lift their time-honored win-win partnership to a higher
level.
Covering such areas of cooperation as industrializa-
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the 10 programs will tremen-
dously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frica and im-
prove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conti-
nent.
Meanwhile, to ensure a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itiatives, Xi pledged to provide 60 billion U.S.
dollars in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Africa, including 10
billion dollars for a China-Africa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fund.
"China-Africa relations have today reached a stage of
growth unmatched in history," Xi told African leaders
at the summit. "Let's join hands ... and open a new
era of China-Africa win-win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he added.
African analysts hailed Xi's keynote speech, saying
the 15-year-old FOCAC, as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explore ways to promote common growth and co-
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s drawn a blue-
print for the future China-Africa ties.
"China's strategies of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have helped the (African) continent to create fairly
rapid, visible and significant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said Professor Gerishon Ikiara, an

associate director at Kenya's Nairobi University's In-
stitute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e said the package of measures proposed by Xi re-
veals the new features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on Af-
rica and is set to be a vit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strengthening of bilateral pragmatic cooperation.
Professor Munene Machar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ecturer at
the U.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in
Nairobi of
Kenya, said
that the
documents
adopted in
Johannes-
burg will
soon be
translated
into serious actions.
HUGE POTENTIAL FOR COOPERATION
When the forum was first established in 2000, trade
volum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stood at 10 billion
dollars.
Now China has become the continent's largest trad-
ing partner, with two-way trade volume expected to
reach 300 billion dollars in 2015, according to the Min-
istry of Commerce of China.
Also, analysts predict that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
ca will continue to rise. This is in line with the vision
of Premier Li Keqiang, who pledged to boost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to some 100 billion dollars by

2020.
Twenty years ago, China's industrial capacity cooper-
ation with Africa hardly featured in international dis-
cussions, Ikiara said.
However, this situation has radically changed with
the African countries now regarding China as the
most suitable partner in their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other development programs, he added.
"Africa's manufacturing capacity failed to obtain
meaningfu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but it now provides huge opportunities for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as well as enough
spac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said Fay Chung, an
African scholar of Chinese descendant in Zimbabwe.
Meanwhile, China's engagement with Africa is chang-
ing. After decades of helping African countries build
infrastructure and providing aid, China has seen
more companies in Africa expand their presence in
other wider fields such as agriculture, transport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oth mutu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has entered
a new period, Chung said, suggesting that the two
sides should better combine China's development ex-
perience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Africa's natural
and human resources.
In Xi's speech, China and Africa are described as a
community with a common destiny as they share simi-
lar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similar courses of strug-
gle for in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What's
more, they also share the achievements of joint devel-
opment.(Courtesy news.xinhuanet.com/english)

JOHANNES-
BURG, South
Africa, Dec. 6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African leaders
rounded off a
landmark summit
here Saturday
with a unanimous
consensus to
upgrade
China-Africa
relations backed
by a roadmap for
further boosting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The leaders' meeting, officials and observers from
across the region say, has not only ushered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country and "most promising
continent" into a new era of common development,
but once again testified to China's brotherly
friendship and genuine partnership with Africa.
ONE UPGRADE, FIVE PILLARS, TEN PLANS
In his concluding remarks at the summit, the second
of the 15-year-old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
tion (FOCAC), Xi announced that he and the dozens
of participating African leaders reached a unanimous
agreement to lift the China-Africa relation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The upgrade, proposed by Xi on Friday in a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came nine years af-
ter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decided at the first
FOCAC summit in Beijing to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China-Africa strategic partnership featuring political
equality and mutual trust, economic win-win coopera-
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In support of the historic progress, African leaders
endorsed Xi's appeal to strengthen the five "major
pillars" of political equality and mutual trust, win-win
economic cooperation, mutually enriching cultural
exchanges, mutual assistance in security, and
solidarity and coord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o realize the upgrade, the two sides also agreed to

carry out 10
major
cooperation
plans in the
next three
years in the
areas of
industrializa-
t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inancial
services, green
development,

trade an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poverty reduction
and public welfare, public health,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peace and security.
The programs, he pointed out when proposing them

on Friday, will focus on helping African countries
break the three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of back-
ward infrastructure, talent shortage and inadequate
fund, accelerate industr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
ernization, and realize independ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garding the lack of skilled personnel, Xi an-
nounced that China will establish a number of region-
al vocational education centers and several capaci-
ty-building colleges for Africa, train 200,000 techni-
cians for African countries, and provide the continent
with 40,000 training opportunities in China.
Meanwhile, China will offer African students 2,000 ed-
ucation opportunities with degrees or diplomas and
30,000 government scholarships, he said, adding
that each year his country will also invite 200 African
scholars to visit China and 500 African youths to
study in China each year and train 1,000 media pro-
fessionals from Africa.
Among
many other
measures,
China will
also cancel
outstand-
ing debts in
the form of
bilateral
governmen-
tal
ze-
ro-interest loans borrowed by the relevant least
developed African countries that mature at the end of
2015, and launch 200 "Happy Life" projects and
special programs focusing on women and children,
according to the president.
The 10 plans "identified areas where Africa is interest-
ed in and which are in our Agenda 2063," comment-
ed Nkosazana Dlamini-Zuma, chairwoman of the Afri-
can Union (AU) Commission, which is a FOCAC
member along with China and 50 African countries
that hav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China.
"Those are areas we are going to cooperate on and
take this relationship to new heights," she told Xinhua
in an interview on Saturday, adding that the coopera-
tion with China will enable Africa to build the three
networks of highways, railways and aviation.
Zimbabwean Minister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Mike C. Bimha, to whose country Xi paid a state visit
before traveling to South Africa, said to Xinhua that
the package "is the best a head of state can propose
and the best to have come up from FOCAC."
GOOD FRIENDS, GOOD PARTNERS, GOOD
BROTHERS
Themed "Africa-China Progressing Together:
Win-Win Cooperation for Common Development,"
the summit adopted a declaration and a 2016-2018
action plan at a plenary session before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Jacob Zuma, who co-chaired the summit
with Xi, declared the closing of the two-day gathering.
While charting the course for China-Africa win-win co-
operation, the leaders' meeting, which Xi described
as "a historic conference" and "a complete success,"
has also been widely lauded as yet another embodi-
ment of the Asian nation's brotherly friendship with its
African partners and commitment to common devel-
opment.

"In conducting China's relations with Africa, we ad-
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sincerity, practical results, af-
finity and good faith and uphold the values of friend-
ship, justice and shared interests," Xi reaffirmed Fri-
day in his keynote speech, which was punctuated by
rounds of applause.
The principles are also enshrined in China's second
Africa policy paper, which was released during the
summit. It states that China and Africa "have always
belonged to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and "have
always been good friends who stand together
through thick and thin, good partners who share weal
and woe, and good brothers who fully trust each oth-
er despit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In a telling sign of Beijing's commitment to the
principles, the Chinese president met with more than
40 African
leaders either
separately or
in groups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summit,
comparing
notes with
them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and
other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Meanwhile, in order to ensure smooth implementa-
tion of the 10 major cooperation plans, Xi announced
that his country will proffer 60 billion U.S. dollars of
funding support, which comprises 5 billion dollars of
grant and interest-free loans, 35 billion dollars of pref-
erential loans and export credit, 5 billion dollars of ad-
ditional capital for the China-Africa Development
Fund and the Special Lo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f-
rican SMEs each, and a China-Africa production ca-
pacity cooperation fund with the initial capital of 10 bil-
lion dollars.
Besides, Xi stressed at a business forum that his
country "is ready to share, without any reservation,
advanced applicable technology with Africa" and help
strengthen "Africa's internal drive for economic devel-
opment," and that China-Africa economic coopera-
tion is open, including to companies from other coun-
tries on the basis of mutual benefit.
In a tender testimony to China's all-round engage-
ment with Africa, Chinese First Lady Peng Liyuan,
who i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oodwill Am-
bassador for Tuberculosis and HIV/AIDS, attended
an anti-AIDS advocacy activity on Saturday and reit-
erated China's pledge to support Africa's medical and
health programs.
The series of statements and measures are "very en-
couraging" and indicate that China is very genuine
and very serious about its relations with Africa, said
Bimha, the Zimbabwean minister, adding that they al-
so show that "China wants to be a true friend of Afri-
ca."
In the eyes of Tlohang Sekhamane, foreign minister
of Lesotho, "it is clear that China wants to be a part-
ner looking for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and it seeks

opportunities of real win-win cooperation instead of
looking for a situation of dominance."
COLONIZATION ACCUSATIONS "A COMPLETE
MISCONCEPTION"
While welcoming China's steadfast commitment to
and fresh measures on advancing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ir continent, African leaders and observers have al-
so joined the chorus of voices against the claim that
China is colonizing Africa.
Xi struck a chord with many African leaders, including
Dlamini-Zuma, when he said in Friday's keynote
speech that "China strongly believes that Africa be-
longs to the African people and that African affairs
should be decided by the African people."
Africa should be given space to chart its own destiny,
echoed the AU Commission chairwoman. "Africa be-
longs to Africans and we must be allowed to chart
our own development path."
Adji Ayassor, minister of state in the Togolese Minis-
try of Economy,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told Xinhua on Friday that the Chinese president's
keynote speech told "the truth abou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Contrary to what some claim in the West, China "is
not colonizing Africa," he said. "We believe that is the
best way to develop Africa. ... It (China) is taking a re-
al path of Africa's development. It is a real coopera-
tion."
Ayassor's remarks were in line with what
Zimbabwean President Robert Mugabe, who also
holds the rotating AU chair, said in his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While thanking
China for its
unconditional
support for Africa,
he slammed
actions by the
West that have derailed progress in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continent.
"China has never been our colonizer, and while some
detractors allege that our cooperation with Beijing is
commercially driven, the reality on the ground does
not conform to such a distorted view," Mugabe re-
marked.
Kenyan President Uhuru Kenyatta, who was in Johan-
nesburg for the summit, also lashed out at the vari-
ous insinuations that China's intentions in Africa
could b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colonialists, telling re-
porters Saturday that "the perception that China is
the new colonizer is a complete misrepresentation of
Beijing's activities here in Africa."
"Achievement of mutual benefits is the basis of Si-
no-Africa cooperation," Kenyatta pointed out. "I don't
think that a partner who is helping us fight poverty
and other development challenges can be called a
colonizer."
What China is doing in Africa is what the colonialists
failed to do in the past, namely help Africa out of pov-
erty, he stressed. "China is ready to help us develop
and meet our socioeconomic objectives without im-
posing its agenda on us. This is the outstanding as-
pect of our cooperation with China." (news.xinhuanet.
com/english)

Xi's Proposals Chart Course For Future Sino-African 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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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tends the plenary

meeting of the
Johannesburg Summit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Dec. 5, 2015. (Xinhua/Li Tao)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delivers a speech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Johannesburg Summit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Dec. 4, 2015. (Xinhua Photo)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enter],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Jacob Zuma [left] and
Zimbabwean President Robert
Mugabe cut the ribbon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Exhibition on 15 Years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XINHUA PHOTO)

New Initiatives Will Strengthen Development In Both China And Africa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
shakes hands with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Jacob Zuma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Johannesburg Summit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Dec. 4,

2015. (Xinhua/Pang Xinglei)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ront)
attends the plenary meeting of the
Johannesburg Summit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Dec. 5,

2015. (Xinhua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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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華府訊】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
梁書記國揚率領的美、墨、加一行六人的
訪問團11月16日早上飛抵舊金山，進行
為期十天的交流訪問，在舊金山短暫拜
會停留後，隨即趕赴洛杉磯，11月17、18
日拜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洛杉磯總領
館和兩岸僑胞社團，19 日赴墨西哥蒂華
納訪問，20日中午趕赴華府，拜會中華人
民共和國駐美大使館後，當晚趕赴紐約，
做為期兩天的拜會交流，隨即轉往加拿
大訪問，由溫哥華返回中國北京。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台親會)梁
義大會長?洛杉磯分會陳恬璧會長和會
員，18 日早上特地在洛杉磯市御運軒接

待全國台聯梁書記一行，共進早餐，北美
洲台親會感謝今年五月間舉辦促進兩岸
文化交流參訪團在北京拜會和赴內蒙古
參訪時，全國台聯熱誠的接待和照顧，並
就最近的習馬會後的影響和台灣明年的
大選，交換意見，並做了充分的交流，賓
主盡歡，梁書記還贈送親書的「滿江紅」
詩賦墨寶給北美洲台親會，大家並合影
留念。19 日梁義大會長並陪同梁書記一
行赴墨西哥蒂華納拜會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蒂華納總領館王堅總領事和墨西哥西
北地區和平統一促進會。

此次全國台聯梁書記一行訪美，團
員有四川省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劉琪、

全國台聯台胞部副部長郭京斌、全國
台聯聯絡部交流處處長張薈、辦公室
人事處副處長陳湛、聯絡部交流處主
任科員周偉為。北美洲台親會在洛杉
磯接待全國台聯訪問團，在全美各地
也都有分會的會長或顧問、理事前往
接機、送機或接待，舊金山有趙國華
會長，聖地牙哥有俞國勝財務長，華
府有李耀堯顧問，紐約有王琇慧會
長，大家都非常高興全國台聯梁書記
一行六人的回訪，並以能參予"促進
兩岸同胞交流"的神聖使命感到榮
幸。(北美洲台灣親聯誼會 會長 梁義
大供稿）

北美洲台親會熱烈歡迎全國台聯梁書記國揚一行訪美

梁國揚書記(左六）劉琪會長(左五)郭京斌副部長(左四)張薈處長(右三)
周偉為主任科員(左一)梁義大(前右五)陳恬璧(前右四)與部分會員合影

【本報華府訊】北京大學前校長，中國科學院前副院長許智宏，將於近期來DC出差，水木
燕園沙龍特別邀請了許校長從他繁忙的行程中抽出一段時間來和DC的朋友們聚會。

作為北大前校長和中國科學院前副院長，許校長對於國內的高校和科研機構以及教
學和科研環境是瞭若指掌，有意海歸的朋友們，一定能從許校長那裡得到第一手的翔實資
訊。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許校長還是中國科學院院士，研究的方向是植物發育生物學、植
物細胞培養及其遺傳操作、植物生物工程等，對於目前爭論很激烈的轉基因食品安全問題
有相當的瞭解。如果你不能判斷辯論雙方孰是孰非，或者對轉基因食品（包括前幾天FDA
剛剛批准的轉基因三文魚）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不妨來聽聽專家是怎麼說的吧。許校長這
次來DC是參加由中國科學院、美國科學院及英國皇家協會等聯合舉辦的人類基因編輯
國際峰會，想要瞭解這項目前生命科學領域最熱門技術的最新進展和其中牽涉的倫理問
題的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時間：2015.12.03 (星期四），7：00pm - 9:00pm
地點：美京華人活動中心（CCACC），9366 Gaither Road, Gaithersburg, MD 20877
註冊：為了便於我們統計人數，請於12月1日前通過此連結註冊（http://goo.gl/1l0Xa5）。
由於場地的限制，報名人數達到100時，將不再接受新的報名。由此帶來的不便，敬請原
諒。
北京大學大華府地區校友會，清華大學大華府地區校友會，美京華人活動中心
連絡人：鮑一明（301.272.5099）

水木燕園沙龍 許智宏談轉基因食品

【本報華府訊】音樂賞析沙龍將於12月19日星
期六上午10點, 假波多馬克社區中心,邀請資
深音樂家陳詠智教授介紹: 「動人的旋律迎接
聖誕: 從馬友友七歲首演一鳴驚人到海角<踏
雪尋梅>」。
地址：Potomac Community Center, Social Hall,
11315 Falls Road, Potomac, MD 20854 (Tel:

240-777-6960 )。非會員酌收五元場地費。請
注意本月講座由於聖誕假期,改為第三個星期
六。

1962年11月紐約管弦樂團名指揮伯恩
斯坦 (Bernstein)特意安排新移民, 年僅七歲的
馬友友及其十一?的姐姐在甘乃?總統面前演
奏, 一鳴驚人! 卅八年後, 蜚聲國際的馬友友拍

攝了紀錄片 <古典馬友友>,以琴韻回歸文化
根源。1937年製作的經典電影<一百位樂師與
一小女孩>,道出名指揮斯托考斯基 (Stokows-
ki) 受一小女孩感動,歲末為一百位失業樂師義
演的故事, 扣人心弦! 多年來,黃自的<踏雪尋
梅>與林聲翕的<圍爐曲>,其曲詞與曲調, 令
天涯海角的中華兒女,代代歲末心靈蕩漾, 凝

思文化溫情!
本講座並播放古琴<陽關三疊>,神曲<彌

賽亞>大合唱<哈裡路亞>,應節的芭蕾舞劇<
胡桃夾子>選段,及貝多芬的<獻予愛麗斯>等
多首名曲, 以動人的旋律迎接聖誕與新年。
詢問請洽朱以錚301-279-0219。

音樂賞析沙龍邀請陳詠智談 動人的旋律迎接聖誕

【本報華府訊】為增進市民福祉， Rockvill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洛市人權委員會現提供兩個獎，歡迎僑胞把握機
會，踴躍前來申請:
(1) Martin Luther King Youth Award 路德金獎：凡就讀洛市
的高中學生，為實現“金氏夢”而努力者
(2) F Michael Taff Award 特扶獎：凡洛市的個人，社團，商
家，企業對殘障人士有所照顧者
截止日期 : 12/16 週三
領取表格：Janet Kelly Jkelly@rockvillemd.gov 240-314-8316
提交表格: Rockvill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111 Maryland Ave. Rockville， MD 20850 或 fax
240-314-8130

“I Could Be Your Neighbor如何成為好鄰居”座談會，凡
在洛市居住，工作及活動者，期盼能提出見解， 凝聚共識，歡
迎僑胞踴躍前來參加。兩次座談會時間:
1. 12/5 週六 10am-1pm (便餐招待)
2. 12/8 週二 7pm-9pm
地點: Twinbrook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er
雙溪社區娛樂中心 12920 Twinbrook Parkway, Rockville
20851 (Ride On 26, 45 可達)
欲參加12/5週六座談會者，請事先登記：240-314-8316
或Jkelly@rockvillemd.gov (洛市亞太組)

洛市民眾福祉 兩獎項開設 歡迎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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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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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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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設 備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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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Tang HoTang Ho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六˙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6
Houston, TX 77036(王朝超級市場后)

YI ZHOU, M.D.YI ZHOU, M.D.

周周藝藝

通中﹑英﹑粵

713713--981981--8898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醫師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www.drmeizhang.com

電話﹕281-242-6889
傳真﹕281-884-6071

地址：4645 Highway 6, Suite H,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內）

門診時間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醫療美容項目：

張玫 醫生
Mei Zhang,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北京醫科大學醫學系畢業
★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研究生院畢業
★貝勒醫學院住院醫師畢業
★原貝勒醫學院家庭醫學系助理教授
★二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新增唯一FDA認證，最新最尖端抗衰老、聲波電波
拉皮除皺技術-U1thera和Thermage：

▲不用開刀，給真皮層導入熱能，收緊肌膚，解決皮膚下垂問題；
▲通過高強度超聲波，去除皺紋，不會對皮膚表面造成任何傷害；
▲提昇肌肉筋膜，刺激膠原蛋白大量重生，恢複彈性；
▲一次治療，可持續2-3年。治療後立刻恢複日常生活；
▲貴族的享受，平民的價格。

1）肉毒杆菌Botox除皺瘦面,$8/單位
2）玻尿酸，微晶瓷袪皺，隆鼻，豐頰豐唇
3）鐳射激光永久脫毛
4）電波拉皮緊膚除皺
5）脈衝光嫩膚美白
6）鐳射激光袪色斑、黑痣、靜脈曲張、紋身
7）微晶磨皮換膚改善肌膚質地
8）美素溶脂去眼袋、雙下巴、腹部及身體多餘脂肪
9）高頻電刀治療皮膚腫瘤、黑痣、疣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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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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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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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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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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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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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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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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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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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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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欲賣“中國造別克”
遭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反對

綜合報導 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宣佈明

年夏季將在美國市場出售別克昂科威汽車

。別克昂科威是通用汽車在中國生產的一

款SUV車型。美國《紐約時報》6日稱，

這是該國三大汽車商(通用、福特、克萊斯

勒)首次在美國市場引進“中國造”汽車。

新加坡《聯合早報》稱，這是第一家美資

企業在北美市場出售“中國汽車”。不過

，此舉遭到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反對，稱

通用汽車在美國引入別克昂科威是 “在

美國人臉上打了一巴掌”。

據法新社5日報道，目前原油價格下

跌，而北美市場對4X4 越野車、休旅車和

小型貨車的需求呈上升趨勢。在這個背景

下，通用汽車計劃今後每年向美國引入3

萬至4萬輛于中國廠房生產的別克昂科威

。報道稱，自今年1月以來，通用該款汽

車在中國出售了12.7萬輛。

“中國製造汽車明年進軍北美市場”

的消息一經公佈，代表美國和加拿大工人

的美國最大工人協會——全美汽車工人聯

合會立即做出反應。該聯合會副會長辛

迪· 埃斯特拉達4日發表聲明稱，通用汽車

的決定“對美國納稅人以及那些在該公司

最黑暗的時期努力工作的人來說，猶如在

他們臉上甩了一巴掌”。埃斯特拉達稱，

通用汽車應該繼續信守“當地建廠當地銷

售”的承諾，重新考慮引進“中國造”汽

車的決定。法新社稱，通用汽車在美國的

廠房目前面臨競爭力減弱、勞工成本上漲

等挑戰。

《中國汽車報》零部件事業部主任

張彥武 6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

時表示，通用汽車將中國製造汽車引入

北美市場有其利益考量——中國製造業

體系和汽車零部件體系已經成熟，中國

可以生產出高品質、低成本的汽車。美

國之所以有反對的聲音，除了這個決定

會對當地製造業及工人產生一定影響外

，美國汽車行業對中國相關製造業的認

識還停留在中國產品價格低、品質不高

的階段，其實，別克昂科威在通用汽車

的品牌中是比較高端的SUV。張彥武說

，現在美國的汽車製造業已經在走下坡

路，美國當局也更看重科技產業，逐漸

將汽車業“邊緣化”。

著名汽車評論員張毅對《環球時報》記

者說，汽車行業目前的趨勢就是市場、研發

和製造全球化，全球協作的程度很高。

法新社稱，別克是通用汽車在中國市

場最受歡迎的品牌，上個月在中國市場的

銷售量超過了10萬輛，在美國是1.9萬。

《紐約時報》稱，中國企業收購的沃爾沃

轎車也已經進口至美國。

綜合報導 國家外匯管理局今日發

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額度管理操

作指引》，指引明確，對QFII 投資額

度實行相對統一管理，放寬產品之間

額度調劑。QFII 額度分為開放式基金

額度、其他產品或資金額度。QFII 機

構可根據業務需要，向外匯局提出上

述兩類額度的申請。

關於投資額度，指引明確，對QFII

投資額度實行相對統一管理，放寬產品

之間額度調劑。QFII額度分為開放式基

金額度、其他產品或資金額度。QFII機

構可根據業務需要，向外匯局提出上述

兩類額度的申請。

開放式基金額度可在多只開放式基

金產品之間共用。開放式基金額度與其

他產品或資金額度相互調劑的，QFII機

構應通過託管行向國家外匯管理局提交

《QFII投資額度調劑備案表》，經外匯

局確認同意後可調劑使用額度。

關於投資本金匯入，通知指出，

QFII機構需延期匯入投資本金的，應在

本金匯入期滿前10個工作日，通過託管

行向外匯局提交《QFII延期匯入投資本

金備案表》，經外匯局確認同意後可延

期一次、最長6個月。

關於本金匯出，通知稱，QFII其他

產品或資金需匯出本金的，應通過託管

行向外匯局提交《QFII其他產品或資金

本金匯出備案表》，經外匯局確認同意

後，由託管行審核辦理匯出。

託管行應及時向外匯局報送《QFII

產品資訊登記備案表》。外匯局將根

據QFII 產品備案資訊，在資本項目資

訊系統為QFII機構辦理產品資訊(含變

更)登記。

已取得投資額度的QFII 機構，應

在本指引發佈後1個月內，對已取得的

投資額度進行梳理，按照開放式基金

額度、其他產品或資金額度進行分類

，填寫《QFII 已獲批額度分類備案表

》(附相關額度批復等證明性文件)，通

過託管人向外匯局備案。外匯局將統

一下發文件，明確QFII 機構已有投資

額度分類情況。

對QFII額度實行相對統一管理
放寬額度調劑

綜合報導 關於人民幣國際化的最新

進展，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二司司長

邢毓靜今日表示，目前為止人民銀行已

經和境外33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或

者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

目前總額度已經超過了3.3萬億。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今日舉行國務院

政策例行吹風會，請中國人民銀行研究

局局長陸磊、貨幣政策二司司長邢毓靜、

金融市場司司長紀志宏介紹區域金融改

革創新的有關情況，並答記者的提問。

邢毓靜表示，從2015年以來，特別

是從過去十個月，人民幣國際化還在持

續、穩定的發展過程中。

具體為，首先，人民幣在跨境貿易

和投資中的使用。從2015年1-10月來看，

跨境人民幣收付額接近9.6萬億元，同比

增長20%，佔中國本外幣跨境收支的比

重達28.1%，2014年人民幣跨境收支佔

中國本外幣跨境收支的23.6%。人民幣

已經連續5年成為中國第二大跨境收付

貨幣，超過17萬家企業參與了人民幣跨

境貿易和投資的結算，124家中資銀行

和61家外資銀行參與了人民幣跨境業

務，和中國開展貿易和投資的境外國家

到2015年10月末已達到192個。

其次，人民幣跨境使用是從貿易開

始起步的，但是隨著金融改革的深化，

隨著企業貿易投資便利化的要求，人民

幣跨境使用已經從原先的貿易逐步擴展

到了金融領域，從2011年開始，人民幣

在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外商來華直接投資

中的佔比不斷上升。此外還包括金融市

場的一些開放。2010年開始，三類機構

可以進入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今年以

來，境外央行類機構可以不受額度限制

進入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和中國銀行間

外匯市場進行投資；中國境內機構到境

外發行人民幣債券。同時，境外機構也

逐步開始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人

民幣債券。2014年開始試點，境外的非

金融企業到中國境內銀行間債券市場發

債，今年境外金融機構到境內銀行間債

券市場發債。人民幣跨境金融交易的範

圍在不斷擴大，從直接投資到證券投

資，再到債券市場、外匯市場的開放，

跨境金融交易在穩步擴大。

根據人民銀行的統計，到了2015年

10月末，境外機構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

的總批復額度已經超過1.7萬億元，債券

託管的總額也已經超過了6000億元，境

外主體持有人民幣的金融資產金額達到

了3.9萬億。

第三，人民幣跨境使用中一個比較

大的特點，就是境外離岸人民幣市場發

展平穩、較快地發展。截至目前，人民

幣在離岸市場可自由使用的程度不斷提

高，到目前為止，中國人民銀行已經在

全球超過20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人民幣

清算安排。這20個人民幣清算安排推動

了中國和這些國家及地區之間的貿易投

資便利化，成為離岸市場發展的重要基

礎設施。此外，離岸市場的人民幣產品

在不斷豐富，從香港離岸市場人民幣存

款起步，目前在多個離岸市場已經發展

出了包括存款、貸款、外匯交易產品、

債券等等一系列產品。

第四，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

中國人民銀行和其他央行貨幣的合作在

逐步深化。

體現為幾個方面：一是目前為止人

民銀行已經和境外33個國家和地區的中

央銀行或者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

換協議，目前總額度已經超過了3.3萬

億。本幣互換成為為境外市場提供人民

幣流動性、促進中國和這些國家及地區

之間的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的非常重要的

基礎設施。

二是人民銀行與越南、蒙古等周邊

五個國家簽署了邊境貿易本幣結算協

議，與白俄羅斯、俄羅斯、哈薩克和尼

泊爾四個國家簽署了一般貿易本幣結算

協議。推進了中國和這些國家及地區之

間開展人民幣以及雙邊貨幣的貿易和投

資便利化。

三是在央行之間的國際貨幣合作還

體現在RQFII方面，目前RQFII已經從最

開始的香港地區擴展到了全球超過14個

國家和地區，目前總額度已經超過了1.1

萬億。

第五，人民幣已經成為全球外匯

交易中比較重要的貨幣之一。除人民

幣對美元之外，在中國銀行間外匯市

場已經陸續實現了人民幣對澳元、英

鎊、歐元、新加坡元等8種貨幣的直接

交易。考慮到區域金融試點以及沿邊

開放的情況，中國在區域市場或者銀

行櫃檯實現了人民幣與周邊國家的貨

幣直接交易。

央行：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總額度已超過3.3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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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房地產稅改革向前推進之路雖

歷經坎坷，但步伐從未停歇。記者從權威渠

道獲悉，作為未來的新增稅種，房地產稅將

由現行的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合併而

成。房地產稅將由各地地方稅務局徵管，全

部稅收收入將劃歸地方，成為地方稅源的重

要補充。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將房地產稅立

法正式列入五年立法規劃，目前房地產稅法

草案正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牽

頭抓緊起草，財稅部門配合立法。財政部部

長樓繼偉在向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

次會議作2014年中央決算報告時表示，今年

將配合做好房地產稅立法工作，加快房地產

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

然而房地產稅的改革似乎並不順利。阻

力之一是作為直接稅，房地產稅需要自然人

納稅人直接繳納。阻力之二則是各界擔心開

徵房地產稅會對本已低迷的樓市帶來負面衝

擊。

記者了解到，在目前的方案設計中，房

地產相關的其他稅種，包括契稅、土地增值

稅、耕地佔用稅等將暫不納入房地產稅改

革，未來在房地產稅開徵後有可能逐步進行

改革。專家稱，只合併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

用稅這一改革思路是“小改”，意在減少改

革阻力、確保房地產稅順利推進。接受採訪

的專家表示，房地產稅改革的原則是對多套

房、高端房進行調節，因此很多人並不需要

繳納房地產稅。

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施正文接受

記者採訪時表示，房地產稅稅率開始不宜過

高，規模不宜大，需要一個長期培育的過

程，改革應當是漸進式的。

作為我國稅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房

地產稅改革是我國增加直接稅、降低間接

稅，調節稅制結構的重要一環。未來房地產

稅將由地方稅務局徵管，全部收入歸地方，

成為地方稅源的重要補充。“以後若開徵房

地產稅，將是地方政府一項可靠的財政收

入，也有利於化解土地財政難題。”一位地

方財政系統人士告訴記者。

改革之初，房地產稅將由房產稅和城鎮

土地使用稅合併而來。房產稅的稅基是企業

保有的自用房產原值總額和出租房屋的租金

收入總額。城鎮土地使用稅則是以開徵範圍

的土地為徵稅對象，以實際佔用的土地面積

為計稅標準，按規定稅額對擁有土地使用權

的單位和個人徵稅。

目前這兩個稅種都是小稅種，規模不

大，因此開徵之初的房地產稅很難成為地

方財力重要支柱。2014 年全國財政決算顯

示，2014 年我國全部稅收收入 119175.31 億

元，地方稅收收入59139.91億元。房產稅收

入共計1851.64億元，佔全國全部稅收收入

的 1.55%，佔地方全部稅收收入的 3.12%；

城鎮土地使用稅1992.62億元，佔全國全部

稅收收入的1.67%，佔地方全部稅收收入的

3.37%。

正如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

所言，房地產稅作為地方主要稅種之一還需

要一個培育和發展的過程。施正文也說，

“長遠看，房地產稅會成為省以下地方政府

的主體稅種，這在我國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至少要十年、二十年以後才能達到。”

此外，專家建議，未來開徵房地產稅

應對經營性房地產和非經營性房地產有所

區分。對經營性房地產徵收的房地產稅，

應該在房地產稅法通過後，立即停止徵收

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開始徵收房地

產稅。稅基要按照房地產市場價值評估，

且每幾年更新評估價值。所有經營性房地

產都應繳稅，不設免稅面積。不過，為了

保持稅負基本穩定，未來房地產稅的規模

在現有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的基礎上

不宜增加過多。

而對個人住房徵收的房地產稅，則將

給予地方較大的自主權。“稅率可能是浮

動稅率，具體定多少、何時開徵可能由地

方說了算。”施正文表示，“有的地方認

為當地房地產市場具備徵稅條件，徵管條

件也具備了，需要增加財政收入，就可以

儘早開徵房地產稅；反之則可能暫時不開

徵。” 責任編輯：沈玉蓮

"互联网 +湖南 "的壮美画卷

唱出乡情

網絡袁不斷野刷新冶人類的生活方
式;網絡袁不斷推進湖湘大地的時代進
程遥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創新尧協
調尧緑色尧開放尧共享 5大發展理念袁並
要求大力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尧野互聯
網+冶行動計劃和大數據戰略遥大會閉
幕一周後的 11月 6日袁由省委宣傳部尧
省委網信辦主辦袁以 5大發展理念爲引
領尧以野湘創 E時代冶爲主題的湖南省第
四屆網絡文化節盛大起航遥

縱觀湖南省第四屆網絡文化節 8
大板塊 27項主題活動袁野互聯網+冶尧創
新創業尧精準扶貧尧智慧城市尧緑色發展
等關鍵詞在野湘創 E時代冶這一宏大主
題的統領下袁貫穿 27項活動始終遥

網絡文化節啓幕 20多天來袁每個
板塊的各項活動有序推進袁旣有廟堂之

高的高談闊論袁也有江湖之遠的民情民
生袁正所謂野連天線冶袁野接地氣冶遥與此同
時袁因活動而激發的熱情尧凸顯的民情尧
流淌的人情和凝聚的湘情袁在湖湘大地
的互聯網脈絡上袁汩汩涌動袁徐徐鋪展袁
繪就成一幅野互聯網+湖南冶的壯美畫
卷遥

新湖南客戶端記者 王爲薇 彭彭

野互聯網+創新冶袁激發創新創業熱
情

在第四屆網絡文化節 11月 6日啓
幕當日袁中國網絡媒體湖南行活動即啓
動袁記者團第一站抵達的是長沙高新
區遥

接下來的 4天袁全國 40多家網絡
媒體組成的記者團深入長沙尧湘潭尧岳
陽尧婁底等市州的園區袁記録湖南園區
在新常態下做出的經濟探索院從連接超
過 10萬個勞動者的 58到家袁到一周
野搭冶出三層別墅的遠大住工緑色建築
硏發基地袁從將誕生最先進的光伏新能
源空調的寧鄉經開區到試圖打造移動

互聯生活之都的長沙高新區袁還有實現
居民在家門口野海外淘冶的金霞跨境保

稅直購體驗中心尧打造兩大五百億産業
集群的湘潭經開區尧首家食品工業示範
園噎噎

5天時間袁數十位記者見證了由創
新驅動的湖南經濟袁更用數十篇圖文並
茂尧聲視兼具的稿件袁讓廣大網民感受
到了野互聯網+冶背景下袁湖南人民野大
衆創業萬衆創新冶的火熱氛圍遥

説到野創客冶袁人們腦子里閃過的可
能是 野靑年冶尧野高科技冶尧野新興産業冶等
詞兒遥在湖南袁就連中老年農夫都開始
站上野互聯網+冶的風口要要要

60後野創客冶余正強通過互聯網實
現農牧農資線上線下銷售袁74 歲老人
楊意紅靠監控攝像實現足不出戶管理

農田遥

如果説袁兩位野中老年男子組冶的創
業故事讓我們看到的是 野互聯網+冶與
農業實踐的結合袁那么袁野村村通冶農業
平台將茶陵的生薑尧平江的紅薯野一網
打盡冶袁輕輕點擊鼠標就能嚐遍 野湘
味冶遥常寧的西瓜尧寧鄉的花豬肉都有
了野身份證冶要要要二維碼標籤袁用手機
一掃袁就能清楚瞭解産品從生産到食
用的全過程等細節袁足以説明袁不斷創
新的互聯網技術在助推農業發展袁保
障食品安全等方面不可忽視的力量遥
馬化騰認爲袁野互聯網+冶代表的是

一種能力袁是一種野信息能源冶袁能夠促
使互聯網與傳統産業不斷融合遥第四屆
湖南省網絡文化節袁給人們展示的湖南
野互聯網+冶的能力不僅僅局限在農業
方面袁互聯網與藝術尧金融尧人力資源尧
政務深度融合的成果袁在文化節的多項
活動中絢爛綻放要要要

11月 7日湖南省第二屆移動互聯
網大會上袁藝朶雲藝術電商生態平台正
式上線袁將顧客由單一的消費者轉變爲
消費者+推廣者的雙重身份袁藉助成熟
的移動互聯網社交方式袁以個人社交推

廣藝朶雲平台;11月 12日袁湖南省人力
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尧長沙高新區聯合舉
辦野互聯網+冶時代的人力資源服務論
壇袁圍繞互聯網産業與人力資源服務業
産業融合發展趨勢袁重點探討熱點問題
和解決方案噎噎

湖南日報新媒體中心尧華聲在線尧
紅網尧大湘網尧新浪湖南尧新華網湖南頻
道尧衡陽新聞網等多家網絡媒體圍繞
野互聯網+政務冶尧野互聯網+醫療冶尧野互
聯網+扶貧攻堅冶尧野互聯網+電商惠
農冶尧野互聯網+國學冶等開展多個活動遥
網友野磨剪子磨菜刀君冶這樣點評院野這
些契合群衆關切的活動袁必將帶領湖南
網民對腳下這片土地傾注更多的熱情

和思索遥冶

此次由天娛傳媒先鋒文化項目野明
天的派對冶策劃的藝術項目袁促成了 PC鄄
Music 首度與中國藝人展開合作袁PC
Music 藝術總監 FinnMactaggart 説院野基
于李宇春以及她對藝術和時尙的不妥協

態度袁我想創作一些非常不一樣的東
西遥冶他同時表示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
嘗試袁讓他們非常興奮遥野對於跨國合作袁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保留各自的特色袁
就像一個實驗皿袁融合豐富的靈感袁産生
與衆不同的結果遥這次我們跟李宇春的
合作目的不是區域性的袁不會爲了英國尧
中國尧日本尧韓國尧法國或者美國等任何
一個固定的區域而進行創作袁我們希望
呈現一個特別當代尧先鋒的尧令人興奮的
創作遥冶經過李宇春與 PC music的共同
創作袁及多次精益求精的溝通與打磨袁目
前袁兩支單曲已于北京尧倫敦兩地製作完

成遥而爲了更加完整地表達兩首歌曲內
涵袁此次視覺部分則邀請到曾爲 Katy
Perry 的熱門單曲 叶I kiss the girl曳拍攝
MV 的國際知名導演 Kinga Burza 親自
操刀遥李宇春也在繁忙的工作中專程抽
空趕往倫敦袁每天 16小時高強度拍攝袁
力求在MV視覺部分更加完美地呈現歌
曲意境遥

十年來袁李宇春在音樂尧電影尧時尙
等領域全面開花袁取得了諸多傲人成績遥

但她仍未停下探索的腳步袁而是在音樂
上力求更多突破袁不斷將創意的觸角伸
向更寬廣尧更多元的合作領域遥

去年袁李宇春推出自己的第七張音
樂專輯叶1987我不知會遇見你曳時袁策划
了一項特別藝術項目野1987冶袁李宇春通
過對話徐冰尧王廣義尧宋永紅尧張培力尧丁
乙和葉永靑六位野八五新潮冶中的靈魂人
物袁向當年的年輕人發問遥這次關於當時
的世界尧關於藝術的萌芽及兩代人的對
話袁讓李宇春的音樂與藝術袁首次産生出
奇妙的化學反應遥今年 9 月袁李宇春
野WhyMe冶十年演唱會上袁李宇春與余德
耀美術館及蘭登國際藝術小組合作的

野Chris Lee X Rain Room冶當代藝術跨界
項目首次公開呈現遥該項目將影像和音
樂結合袁探索人與自然的關係袁創造出獨
具風格尧令人驚嘆的演唱會現場新體驗遥

音乐影像装置艺术都来了
野禺山美渊呀咧冤珠水甜渊呀咧冤袁

情滿江渊呀咧冤歌滿船渊呀咧冤噎噎冶12
月 2日晩袁一首野白話漁歌冶在番禺區
行政會議中心大會堂響起遥宛轉悠揚
的唱調袁優美的農家式舞姿袁獨特的
民俗風情紀録片袁獨具番禺特色的藝
術煥發出了新的魅力遥台上的表演者
盡情地演繹袁台下的觀衆更是贊嘆不
已袁不少人還跟着哼唱起來遥

臨近年末袁這是廣東工人藝術團
開啓的 2015年最後一個月巡演要要要
番禺專場演出遥當晩袁糅合了歌曲尧舞
蹈尧雜技相聲等多種技藝專業表演與
本土民俗的咸水歌在水鄉番禺碰撞

出了藝術交流的火花遥番禺區各鎮
街尧系統尧直屬基層工會及職工代表尧
區工會法律律師服務團尧規模以上企
業職工代表尧勞模代表等近千人一同

享受了這一場文化大餐遥
活力十足的開場舞蹈 叶靑春綻

放曳拉開了整場晩會的序幕袁隨着獨
唱和各類主題舞蹈的上場袁會堂氣氛
慢慢活躍起來遥
魔術表演各種新奇幻彩的變幻袁

贏得場下連連掌聲曰雜技演員驚險的
表演動作袁讓現場觀衆驚嘆不已曰相
聲演員接地氣的逗趣對話袁惹得台下
歡笑不斷曰而來自番禺當地的一名小
伙子還與藝術團的歌手合唱了一首

叶春天里曳袁更是掀起了晩會的小高
潮遥

作爲嶺南水鄉袁番禺的咸水歌久
負盛名袁是當地藝術文化中極具特色
的一個元素遥當晩袁由番禺本土原創
的咸水歌叶禺山情要家鄉好曳贏足了
整場晩會的人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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