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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2016年1月12日 Tuesday, January. 1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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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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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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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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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人份魚翅羹(高品質)，特價$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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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新年(2016年1/1起）
加拿大大龍蝦
買四磅算二磅

買三磅算一磅半
（節假日除外） （節假日除外）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southwestrealtywendy@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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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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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CHINESE WEEKLY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www.scdaily.com

1000
1000

1.14.2016

美南國際電視
UHF無線頻道
24小時免費收視

QQ Realty (QQ Realty ( 房地產公司房地產公司））CEO/QC Homes (CEO/QC Homes ( 開發公司開發公司））CEOCEO
川渝同鄉會會長川渝同鄉會會長//中國人活動中心副執行長中國人活動中心副執行長
「「大愛正心大愛正心」」 理事理事

卿卿 梅梅(Shirley Qing)(Shirley Qing) 女士女士

中國十五位畫家聯合在休斯敦中國藝術中心隆重舉辦大型書畫展中國十五位畫家聯合在休斯敦中國藝術中心隆重舉辦大型書畫展

本
報
記
者

陳
鐵
梅
整
理
報
道

由美國文體藝術聯盟由美國文體藝術聯盟、、休斯敦中國藝術中心休斯敦中國藝術中心、、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聯合舉辦大聯合舉辦大
型書畫作品展型書畫作品展，，於於20162016年年11月月1010日星期天的晚上日星期天的晚上66：：3030PMPM在休斯敦中國城世紀在休斯敦中國城世紀
廣場中國藝術中心隆重開幕廣場中國藝術中心隆重開幕。。美國文體藝術聯盟負責人張要武美國文體藝術聯盟負責人張要武、、程進才程進才、、吳因潮吳因潮
先後致詞先後致詞，，並接受媒體的采訪並接受媒體的采訪。。

這次書畫展由旅美著名畫家張要武先生組織策這次書畫展由旅美著名畫家張要武先生組織策
劃劃。。慘與本次書畫展的共有十五位畫家共同在慘與本次書畫展的共有十五位畫家共同在
一起舉辦大型書畫展一起舉辦大型書畫展。。圖圖：（：（左左））劉濤劉濤、（、（右右
））張要武張要武

圖左起圖左起：：李躍龍李躍龍、、吳因潮吳因潮、、王義順王義順、、張要武張要武、、程進程進
才才。。

書法家肖慶東的作品書法家肖慶東的作品。。

圖左起圖左起：：南風南風、、黃鑫黃鑫、、李躍龍李躍龍、、吳因潮吳因潮、、陳鐵梅陳鐵梅、、王義順王義順、、張要武張要武、、程進才程進才、、王福生王福生。。

來賓合影來賓合影。。

畫家郝玉玲的作品畫家郝玉玲的作品。。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林母陳太夫人碧華女士告別儀式

二二OO 一六年一月十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永福殯儀一六年一月十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永福殯儀
館由佛光山中美寺監事覺安法師主禮追悼法會館由佛光山中美寺監事覺安法師主禮追悼法會

佛教慈濟基金會美南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及師兄師姊佛教慈濟基金會美南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及師兄師姊
參加林母陳太夫人碧華女士告別儀式參加林母陳太夫人碧華女士告別儀式

家屬林重光家屬林重光、、王淑香王淑香、、林美玲林美玲、、黃榮富在永黃榮富在永
福殯儀館舉行追悼法會追思林母陳太夫人碧福殯儀館舉行追悼法會追思林母陳太夫人碧
華女士華女士

林重光先慈林母陳太夫人碧華女士林重光先慈林母陳太夫人碧華女士，，祖祖
籍臺灣臺南市人籍臺灣臺南市人。。慟於西元二慟於西元二OO 一六年一六年
一月三日下午一時二十分一月三日下午一時二十分，，在所居之地在所居之地
美國德州休士頓蒙佛接引美國德州休士頓蒙佛接引，，距生於一九距生於一九
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享壽九十六歲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享壽九十六歲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以典範長昭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以典範長昭、、佛教慈濟基佛教慈濟基
金會證嚴法師以華開見佛敬輓林母陳太夫人金會證嚴法師以華開見佛敬輓林母陳太夫人
碧華女士碧華女士

台南市長賴清德以駕返瑤池敬輓林母陳太夫人碧華女士台南市長賴清德以駕返瑤池敬輓林母陳太夫人碧華女士
有眾多的親友們來參加林母陳太夫人碧華女士思念儀式有眾多的親友們來參加林母陳太夫人碧華女士思念儀式、、顯現出林母陳顯現出林母陳
太夫人在世時廣結人緣及做人處事的成功太夫人在世時廣結人緣及做人處事的成功

佛光山中美寺監事覺安法師在林母陳太夫人碧華女士告別儀式誦經及開示佛光山中美寺監事覺安法師在林母陳太夫人碧華女士告別儀式誦經及開示

台商會陳志宏會長台商會陳志宏會長、、副會長周政賢副會長周政賢、、秘書呂明雪秘書呂明雪、、理事簡文雄理事簡文雄、、劉劉
元正及慈濟師姐在林母陳太夫人碧華女士告別儀式上負責接待工作元正及慈濟師姐在林母陳太夫人碧華女士告別儀式上負責接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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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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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謝: 龍緣大師啟示
信女黃彩美在絕望中，看到報章刊登龍緣大師的廣告，專替人化解疑難，我親自去求見大師，果然法力無邊，短短幾
日將本人的疑難全部化解，為表示心意，今日特登報，答謝大師，同時介紹各界善男信女，如有疑難之事，從速前來，
莫在空等，因時間不留人。 答謝人：黃彩美

大師現寓：9090 Southwest Fwy，Houston 77074（Southway Centre附近）

解答時間：早上10點-晚上8點 電話預約：832-542-3952

命 運 顧 問

泰國：龍緣大師親抵休士頓
提
醒
久
困
英
雄

指
示
迷
途
信
女

禍福參謀
人生一切皆有命運，但有許多人並不了解命運。有人在得意的時
候說沒有命運，終在失意時才向命運低頭。其實命運主宰著人
生，人又常受命運的捉弄。唯有了解命運的人，才能制造命運，改
變人生。龍緣大師自幼得中泰高僧秘傳玄學，用八字五行能量，
準確判斷過去和未來，今特將所學與研究的心得經驗，為您指點
迷津。命運對您是如何呢？請來詢問，現在及將來，榮枯得失，指
示您人生吉兇禍福，挽救子孫孝道、因果福報、事業不展、官非纏
身、家庭不和、夫妻外遇、婚姻難成、財運不通、小人陷害，神不守
舍或有不可告人之事，健康是否有問題，種種難題不能解決？如

是不必灰心，龍緣大師當為你竭心盡力，解決您目前的問題。若有懷才不遇者，隱憂難決，歧路仿徨，不知何去
何從，未見龍緣，未算絕望，請從速前來，佛渡有緣人。（真誠方賜教，氣傲莫問津）

驚人判斷，人生大事
命運 為何有人一生嘗盡酸甜苦辣？有人一生大風大浪，面對官非？而又有人一世豐衣足食，且一帆風順？為何
有人奮發圖強、勞勞碌碌，卻仍然兩手空空？而另有人一生悠閑，不必勞碌，可享終身幸福。命和運是分不開的，命
好需配合運好；命不好，更需要探索及了解命運，知命而把握機緣，反敗為勝，走上順利之途。
姻緣 有人享盡愛情的甜蜜，有人嘗盡愛情之痛苦，也有人根本不知愛情的滋味。每個人的桃花亦有所不同，三
妻四妾大有人在，也有一生為情所困，更有孤獨終生之人。情困需解決，早日要化煞，幸福緣分即會來到您身邊。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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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星期二 2016年1月12日 Tuesday, January. 12, 2016 星期二 2016年1月12日 Tuesday, January. 12, 2016

泰國大象公路上悠哉散步泰國大象公路上悠哉散步 致交通中斷致交通中斷

近日近日，，在泰國在泰國
考 艾 國 家 公 園考 艾 國 家 公 園
（（Khao Yai NaKhao Yai Na--
tional Parktional Park）） ，， 一一
頭大象突然闖入公頭大象突然闖入公
路 中 央路 中 央 ，， 開 始 漫開 始 漫
步步。。這頭大象在公這頭大象在公
園公路上漫步將近園公路上漫步將近11
小時小時，，他他““成功地成功地””
阻斷了交通阻斷了交通，，人們人們
不敢接近它不敢接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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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亞民眾在首都第比
利斯街道舉行大遊行，慶祝
東正教耶誕節。喬治亞迎來
東正教耶誕節，各大教堂在
這一天都舉行宗教儀式。

本美女導遊盛裝打扮提前慶祝本美女導遊盛裝打扮提前慶祝““成人節成人節””

日本的導遊小姐們在東京提前慶祝日本的導遊小姐們在東京提前慶祝““成人節成人節”，”，她們身她們身
著和服在日本明治神宮內舉行慶祝儀式著和服在日本明治神宮內舉行慶祝儀式。。據悉據悉，，每年的日本每年的日本
成人節時成人節時，，許多導遊都要忙於工作而無法出席成人禮許多導遊都要忙於工作而無法出席成人禮。。

红
楼
梦
曹雪芹

責任編輯：王荣欣

這八個單管監收祭禮．這八個

單管各處燈油袁蠟燭袁紙札袁我總支
了來袁交與你八個袁然後按我的定數
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

流各處上夜袁照管門戶袁監察火燭袁
打掃地方． 這下剩的按着房屋分

開袁某人守某處袁某處所有桌椅古董
起袁至於痰盒撣帚袁一草一苗袁或丢
或壞袁 就和守這處的人算帳描賠．
來升家的每日攬總查看袁 或有偷懶
的袁賭錢吃酒的袁打架拌嘴的袁立刻
來回我袁你有徇情袁經我查出袁三四
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

定規袁以後那一行亂了袁只和那一行
説話．素日跟我的人袁隨身自有鐘
錶袁不論大小事袁我是皆有一定的時
辰．橫竪你們上房里也有時辰鍾．

卯正二刻我來點卯袁巳正吃早飯袁凡
有領牌回事的袁只在午初刻．戌初燒過黃昏紙袁我親到各處查一
遍袁回來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説不得
咱們大家辛苦這幾日罷袁事完了袁你們家大爺自然賞你們遥 "

説罷袁又吩咐按數發與茶葉袁油燭袁鷄毛撣子袁笤帚等物．一
面又搬取傢伙院桌圍袁椅搭袁坐褥袁氈席袁痰盒袁腳踏之類．一面交
發袁一面提筆登記袁某人管某處袁某人領某物袁開得十分清楚．衆
人領了去袁也都有了投奔袁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袁剩下的苦差
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趁亂失迷東西．便是人來客往袁也都
安靜了袁不比先前一個正擺茶袁又去端飯袁正陪舉哀袁又顧接客．
如這些無頭緒袁荒亂袁推託袁偷閑袁竊取等弊袁次日一概都 Ь 了．

鳳姐兒見自己威重令行袁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袁賈
珍又過于悲哀袁不大進飲食袁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煎了各樣細粥袁
精緻小菜袁命人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
廈內袁單與鳳姐．那鳳姐不畏勤勞袁天天于卯正二刻就過來點卯
理事袁獨在抱廈內起坐袁不與衆妯娌合群袁便有堂客來往袁也不迎
會．

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袁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袁傳燈照亡袁參
閻君袁拘都鬼袁筵請地藏王袁開金橋袁引幢幡袁那道士們正伏章申
表袁朝三清袁叩玉帝袁禪僧們行香袁放焰口袁拜水懺袁又有十三衆尼
僧袁搭綉衣袁и 紅鞋袁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袁十分熱鬧．那鳳姐
必知今日人客不少袁在家中歇宿一夜袁至寅正袁平兒便請起來梳
洗．及收拾完備袁更衣肿手袁吃了兩口奶子糖粳米粥袁漱口已畢袁
已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諸人伺候已久．

林一才木訥的回身遥祥林嫂又呆呆的看了林一好久袁嘴唇抖了抖袁似是有什么話
要説袁最後還是一言未發袁從林一身邊擦身而過遥 走到房門口又像是不放心袁回頭看
了林一幾眼袁才嘆了一氣佝着背回了廚房遥

林一不過來慕容王府才幾日袁 除了當初小四幫忙在街上買的一套新的成衣以
外袁其他的都是紅玉的舊衫子遥 隨便扒了一件把身上的濕衣服換了下來遥

但是她卻再也不能平靜遥 雖然前世看過不少宅門鬥爭的戲碼袁但是眞的親身經
歷袁對於她的震撼還是太強烈了遥

坐在屋子里歇息了片刻袁腦海中不斷浮現慕容婉那雙大大的眼睛袁尖尖的下巴袁
蒼白的小臉袁時不時跳出的小女孩兒的靈動袁狡黠遥再聯想到慕容婉最終皮包骨頭的
奄奄一息袁她就覺得心臟像是被鈍刀剜一樣袁有種痛遥

不浴 她不能眼睜睜的看着一個花季少女就這樣被折磨隕落遥
心里暗暗下了決心袁抬腳往廚房里走袁雖然努力控制自己不往紅珠那邊看袁但是

也忍不住要瞄上兩眼遥
見紅珠已經煎好了藥袁裝在瓷盅里遥 林一巴不得自己腳下一滑把紅珠手里的藥

盅摔碎袁但是她知道她不能遥便是碎了這一盅袁慕容婉還是不能逃避接下來的每一次
服藥遥 她現在只能忍遥 而且她必須想辦法儘快的見到慕容清遥

第二天袁祥林嫂一大早就來叫林一起床遥
林一徹夜未眠袁頂着兩個大大的黑眼圈袁精神萎靡遥
勉強做完了早飯袁本想着回房間里再躺躺袁卻不想祥林嫂卻叫她一起去領東西遥
一想到終于可以出這個院子袁説不定有機會能夠見到慕容清袁將她發現的事情

和慕容清商量袁登時就有了力氣遥
出了梅園袁祥林嫂卻一改平日少言寡語的性子袁用低啞粗噶的嗓音給林一一一

介紹這里是哪里袁哪里是什么地方袁住着什么人袁從這個地方怎樣最快的回到梅園遥
最後特地指了指慕容清的芷泉閣給她看袁才來到領東西的大廚房遥

説是大廚房袁其實是一個兩進的四合院袁和她居住的院子差不多袁不過卻大的
多遥 還沒進院子袁就感受到里面熱火朝天的氛圍遥

剛一跨進院子袁就見到院子里到處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遥可是雖然忙碌的人多袁
卻並不見雜亂和喧嚷遥 一切都是井井有序的遥

院子中間停着一輛架子車袁車上有兩筐新鮮的蔬菜袁兩筐水果遥幾乎各種能在這
個朝代見到的品種都有遥 還有一筐是肉食袁豬肉羊肉牛肉袁活魚袁居然還有蝦遥

兩個手腳麻利的婆子正從車上把食材往正屋邊上的一個偏廳里抬遥
院子里的人一見祥林嫂袁都無聲的低身行了一禮遥

高煒也是吃驚地走過去袁對着曹素素説道院"素素袁有什么事情儘管
與朕説袁朕一定給你做主遥 "

"皇上袁奴婢何德何能遥 "曹素素暗嘆地説道院"奴婢不想再追究袁更
不想説什么遥 這一切都是奴婢的錯袁奴婢不該噎"曹素素説話時袁偷偷
瞄了一眼身邊的弘德夫人袁只見夫人冷眼盯着自己袁嚇得她背脊一抖遥

"皇上袁太醫來了袁是不是讓太醫瞧瞧钥 "弘德夫人熱情地提議遥
第二卷 宮斗篇 揖立後風波铱 第五十八章 近若咫尺

薛孤急得直跥腳袁想逼問曹素素袁可是礙于她的傷勢袁只好也先讓
太醫看一看遥納太醫越過高煒袁認眞地爲曹素素檢查傷勢遥弘德夫人一
直盯着納太醫的舉動袁納太醫瞅了一眼夫人袁然後説道院"皇上袁此宮女
有些受寒袁不如送到太醫院讓微臣認眞診治遥 弘德夫人剛剛分娩袁自然
要好好休息了遥 "

"咳咳咳遥 "弘德夫人揉了揉太陽穴袁輕輕咳嗽幾聲袁然後笑着説
道院"太醫袁我還好袁看這個小宮女傷勢嚴重袁就讓她住在我這兒吧遥 "

"夫人多慮了袁小宮女只是皮外傷遥 "納太醫説道遥
"好了遥 "高煒不耐煩地揮了揮手袁瞥了一眼太醫袁然後説道院"就聽

太醫的話袁將素素帶到太醫院診治袁納太醫遥 "

"微臣在遥 "

"朕給你半個月的時間袁素素宮女要干乾凈凈地袁完好無損地從太
醫院出來遥 "高煒冷傲地命令遥

"微臣斗膽建議遥 "納太醫又道院"如果皇上想素素宮女能完全康
復袁那么只怕需要一個月的時間遥 "

"哼袁你剛纔不是説她只是皮外傷嗎钥 "高煒不悅地問遥
"啓稟皇上袁微臣所指的是心里袁素素宮女此時一定是十分懼怕危

險的東西袁心靈上自然受到創傷袁那么微臣噎"

"好了遥 "高煒慍怒地説院"就照你説的做遥 "

薛孤一直杵在原地袁這個時候他倒是不擔心素素的傷勢袁只是不理
解皇上的行爲遥 照之前的舉動袁想必皇上對素素也是認識袁而且噎這種
認識令他有些不祥之感遥

"皇上袁不如就安排一兩個宮女送素素去太醫院吧遥 "弘德夫人笑

着説道院"琉璃袁你這次可得戴罪立功了遥 "

"夫人袁照你們這么解釋袁琉璃又何罪之有钥旣然沒有罪袁又怎么叫 '

戴罪立功 '钥 "薛孤嗤笑地反問遥
弘德夫人氣得臉色一紅一白袁也不知該如果接下去遥

"嗚袁嗚嗚遥 "

小獸用力的在夏如風手上掙脫袁卻半天都沒有效果袁它只得抬起
水汪汪的大眼眸袁祈求夏如風放過它遥

早知如此袁它便不那么好奇了袁眞是好奇心容易害死獸遥
"放心袁我不會傷害你袁我只想讓你成爲我的第一只召喚獸袁"夏如

風淡淡的勾起唇角袁輕聲的道遥 小獸縱然等級很低袁卻有着智慧袁前途
將是無量遥

小獸眨巴了下眼睛袁它剛出生不久袁對這世界還並不怎么瞭解袁故
此不明白夏如風所説的是什么意思遥

夏如風輕輕的嘆了口氣袁使用靈力從指尖逼出了一滴血液袁只見
淡淡的靈力包裹着血液飛向了小獸袁沒入了它的識海遥

小獸的身子整個一顫袁出于一種本能袁它抗拒着那股不屬於它的
力量控制着它的靈魂遥然而袁夏如風沒出多少力袁便在小獸的靈魂中打
下了自己的印記袁隨即袁小獸的額上出現一個契約符號袁再緩緩的隱了
下去遥 "召喚袁"指尖點在空中袁一點點白光自手指周圍瀰漫而開袁不消
片刻袁一本普通的召喚書出現在她的面前遥

召喚書共分爲幾種袁夏如風這種的便是普通袁普通之後還有銅品袁
銀品袁金品袁鑽石袁皇冠袁仙書袁聖書袁神書袁最初的普通召喚書只擁有一
頁的契約量袁日後每升一級會另贈一頁契約袁並且陞級之後袁召喚出召
喚書的時間也相對來説會減少袁故此袁提陞召喚書等級也很是重要遥

白瑞曾説袁她的召喚書並不只如此袁還另有諸多功能袁但召喚出召
喚書後袁她連看都沒來得及看一眼袁現不如趁此刻瞭解下這召喚書遥

忽然袁夏如風想到了一個問題袁她袁貌似與白瑞進行了契約袁那么
爲何她還能再契約钥 普通召喚書不是只有一頁的契約量嗎钥

思及此袁夏如風急忙打開了召喚書袁召喚書的首頁上僅寥寥幾筆
寫了白瑞的名字袁其他的種類袁屬性袁等級袁技能一概不知袁而第二頁的
小獸則詳細了許多遥

姓名袁無袁種類袁火龍袁屬性袁火袁等級一階一級袁技能小火球遥
除此之外袁召喚書的後面還有三頁是被解封的袁如此説來袁她還能

契約三只獸钥 這個得知袁饒是鎮定自若的夏如風袁也不由欣喜若狂袁要
知道能夠契約五只獸的只有鑽石級的召喚書袁而她最初就有了這個資
格袁多了此條件袁便相當于她日後多了一條保命的手段遥

"噎噎我本來不想吿訴你們袁怕你們擔心遥現在你們總該放心了吧我可
不怕她們遥 "寧汐笑臉如花袁故意説的輕鬆歡快遥

寧有方哪里不知道她的用心良苦袁嘆道院"汐兒袁你説的倒是輕巧遥 要
是以後她們再來怎么辦钥 "

寧汐挑挑眉院"爹袁你也太高估她們的承受力了遥 有了今天這一出袁我
敢擔保袁一個月之內她們絶不會再來了遥 "今天張敏兒丢臉可是丢大了袁估
摸着短期之內是不會出現了遥

一個月之內不來袁那以後呢钥
寧有方將到了嘴邊的話又咽了回去袁改而笑道院"這倒也是遥 "下次若

是再來袁打死他都不會讓寧汐去受這樣的屈辱了遥 哼張展瑜關注的卻是另
一個問題院"汐妹子袁你和她們根本不熟悉袁也沒機會開罪她們遥 她們怎么
會來找你的麻煩钥 "不可能只因爲馬管事吧寧汐笑容一頓袁旋即若無其事
的應道院"這我可不知道遥 "

不知道嗎钥 還是不想説钥
張展瑜沒有追根問底袁隨意的點了點頭便住了嘴遥
當天晩上回去之後袁 寧有方愼重其事的將寧汐喊到屋子里談心院"汐

兒袁你的廚藝已經很好了袁其實不用再去鼎香樓磨練了噎噎"

寧汐微微蹙眉袁無奈的笑道院"爹袁你該不會是又要勸我別做學徒了吧
"這一陣子袁幾乎人人都這么勸過她遥 可越是如此袁她越是倔強遥

寧有方正色的點頭院"是袁我之前就有這個想法遥 今天又發生了這樣的
事情袁我實在是忍不住了遥 汐兒袁當初同意你學廚袁一來是你很有天分袁二
來我也想找個人繼承我的手藝遥 可現在袁你的廚藝已經不下于我了遥 再待

在鼎香樓實在沒必要遥酒樓里魚龍混雜袁什么樣的客人都有遥難保以後不
會再遇到難纏的客人故意來找麻煩遥你畢竟是女孩子袁總這么可不好遥再
説了袁我還有展瑜這個徒弟噎噎"

"爹袁"寧汐緩緩的打斷寧有方院"女孩子抛頭露面確實有不方便的地
方遥不過袁我們鼎香樓的三樓卻是專門接待女客的遥我打算過了年之後袁就
正式的做大廚袁專門負責三樓的雅間遥就算要和客人打交道袁也都是女客遥
不會和男子有什么接觸遥 至於今天來找麻煩的張大小姐袁 她的來意是什
么袁不用多説你也能猜到遥 就算我不去酒樓袁她還是照樣會來找我遥 "

寧有方愣了一愣袁細細的琢磨起了寧汐的話遥 是啊袁如果專門負責女
客的話袁就不用和男子打交道袁也不會損了閨譽袁倒是個不錯的主意噎噎

寧汐繼續説服道院"爹袁我知道你是爲了我着想袁可我眞的很喜歡做
廚子袁每天這么忙忙碌碌的袁我覺得很踏實很開心遥 你就讓我繼續待在鼎
香樓吧 "

明亮的燭火下袁寧汐的雙眸如寶石般閃爍袁洋溢着滿滿的堅定遥
這樣的神情袁寧有方並不陌生遥那分明是一個以自己手藝爲傲的廚子

才會有的自豪和堅持寧有方默然片刻袁才輕聲問道院"汐兒袁你眞的這么
喜歡做廚子嗎钥 "寧汐點點頭院"嗯袁我非常非常喜歡遥 "

她喜歡將各種食材做成美味佳肴袁讓客人們一飽口福遥當客人贊口不
絶的時候袁那種滿足感從心底散發出來袁讓她覺得無比的快樂滿足遥

寧有方苦笑着嘆口氣院"好吧袁旣然你堅持要做廚子袁我也不攔着你
了遥不過袁以後再遇到這種故意來找茬的客人袁你可得吿訴我一聲遥由我出
面去替你應付遥 "

冰
伊
可
可

贵女难弃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BB33德州新聞
星期二 2016年1月12日 Tuesday, January. 12, 2016

(中英文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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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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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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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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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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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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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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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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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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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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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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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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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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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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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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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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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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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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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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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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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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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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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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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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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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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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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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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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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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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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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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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20th Annual Texas Lunar Festival To Be
Held At City Hall In Downtown Houston

Stock market rout continues, Shanghai index plunges 5.3%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6-01/11/content_23032028.htm

Two-child policy to create 30m more workers by 2050: official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6-01/11/content_23032394.htm

Terrorism prevention to intensify: Xinjiang chairman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6-01/11/content_23034017.htm

China to overtake US to become world’s largest film market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6-01/11/content_23027359.htm

Saudi-Iran row creates new uncertainties in volatile Middle Eas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01/11/c_134998368.htm

Music legend David Bowie dies after battle with cancer
http://english.cntv.cn/2016/01/11/VIDERAKCkNekn51aqo5x8x28160111.shtml

China has developed the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for a key part to be used on its super-heavy rocket
that will fulfill the nation's manned missions to the
moon.
The China Academy of Launch Vehicle Technology,
working with other Chinese institutes, has developed
a super-large interstage ring to be used to connect

stages of the rocket, tentatively called the Long
March 9.
The development was announced in a news release
by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p,
the country's major space contractor.
The release said an interstage ring is a key compo-
nent in a multistage rocket, and that those used on
China's current rockets were made in sections before
being assembled.
In contrast, the ring on the Long March 9 will be
made through a casting method that produces it in
one piece.
The China Academy of Launch Vehicle Technology
has begun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Long March
9. The work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State Adminis-
tra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for Na-
tional Defense, which is in charge of the nation's
space programs.
According to sources at the academy, it plans to take
up to five years to design and develop a liquid oxy-

gen/kerosene engine with 460
metric tons of thrust and a oxygen/
liquid hydrogen engine with 220
tons of thrust.
The rocket will have a launch
weight of 3,000 tons and is sched-
uled to make its maiden flight
around 2030, the sources said,
adding that it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helping to land astronauts on
the moon.
The Long March 9's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have still to be dis-
closed.
But Li Tongyu, head of aerospace
products at the academy, said its
diameter and height will be much
greater than those of the Long
March 5, which is undergoing fi-
nal tests and will make its first

flight soon. The Long March 9's thrust will also be
much stronger, Li said.
"Our current launch vehicles, including the Long
March 5, will be able to undertake the country's
space activities planned for the next 10 years, but
they will not have the capacity to carry out the na-
tion's long-term space programs," according to Li.
Li Jinghong, deputy chief designer of the Long March
3A at the academy, cited technical estimates stating
that the Long March 5 will require four launches be-
fore fulfilling a manned mission to the moon, while
the Long March 9 will need only one.
The senior engineer also said that the Long March 9
will not be used solely for lunar missions, hinting that
it will be required for other deep-space exploration
projects.
Tian Yulong,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hina National
Space Administration, said it has started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a Mars exploration program. (Courtesy
www.chinadaily.com.c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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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Lunar Mission
Moves A Step Cl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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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art for the Long March 9 rocket w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in Apri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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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exas) The 20th Annual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Celebration (operating under The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Inc., a non-profit organi-
zation), will take place on Saturday February 13,
2016, at the Reflection Pond at Houston City Hall in
downtown Houston from 10 AM – 5PM.
This year's 20th Annual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
tival, www.texaslunarfest.net, marks
the second time the multi-cultural event is being held
in the downtown Houston area, having been held
last year at Discovery Green Park
Southern News Group, located in southwest
Houston, is the founding organization of the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Southern News Group is a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s company that includes
publication of daily Chinese newspapers with
editions in major U.S. cities, a daily online
newspaper edition, a digital television station, yellow
pages, printing services and a world-class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event complex, Southern
News Group is now the largest Asian media
organization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year Southern News will team up with more
than 100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from the
many communities of Houston, offering a series of
displays, food booths, entertainment, acrobats, lion
dancers, world-class Shaolin Temple Wushu martial
arts demonstrations and games and door prizes for
all ages. Activities are selected to compliment this
great and exciting celebration with lively entertain-
ment for the entire family. Last year's celebration
drew over 20,000 attendees. The year of 2016 ac-
cording to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is the Year of
Monkey.
The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celebration is
the largest celebration of the Asian New Year in the

southwestern United States. It is a one-of-a-kind fam-
ily oriented event that attracts large numbers of peo-
ple from every ethnic group.
Since 1979, Southern News Group has not only built
the largest Asian media complex in the
southwestern United States, but has also reached
out to the broader community of southwest Houston
with programs that respond to the growing ethnic
diversity of this unique section of one of America's
fastest growing cities. We have initiated and been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many community projects,
programs and events that include the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the McDonald's Education
Workshops, the Texas African Summit, the ITC
Education Institute and have aired many more
educational, cultural and business-related television
programs on our digital
television station, ITV
International 55.5, as well
as having hosted over
200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lated
meetings and events at
our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he promoters of this
year's event are Southern
News Group,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Inc.,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istrict,
USA Printing, ITV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55.5, International Press
Club, Southwestern
National Bank, and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exa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Jennifer Lo-
pez at 281-983-8154 or jenniferitc@gmail.com
or Angela Chen at 281-983-8160 or angela@sc-
daily.com.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281-498-4310 Fax
281-498-2728
Website: WWW.texaslunarfest.net
The Texas Lunar Festival is a product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www.scdaily.com), Houston, TX.

Houston Mayor
Annise Parker (right)
is join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CEO
Wea Lee in front of
last year's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poster at the
event's kick-off party.

Houston's Largest Asian New Year Celebration

Houston’s City Hall Reflection Pond

An artist's illustration
of the Long March 9

rocket (L) in
comparison with the

Long March 3B
rocket.

20162016年美國壓力最大的工作年美國壓力最大的工作
入伍軍人排第一入伍軍人排第一

為了找出哪些職業工作壓力最大
，工作搜尋網站CareerCast評估了200
個職業的11項壓力指標，包括出差要
求，項目期限，在公衆監督下工作，
身體需求，工作環境，生命危險繫數
，以及和公衆互動頻率等。

排在前列的職業大部分較為危險
，第一名為入伍軍人，中位年薪為27,
936 美元。他們的壓力遠遠超過入榜
的其他職業。

第二名為消防員，中位年薪為45,
970 美元，他們在很多時候和軍人面
臨同樣的危險。

中位年薪分別為103,390美元的飛
行員和58,630美元的警察在榜單上分

列三、四位。活動協調員名列第五。
雖然他們不會像排在前幾位的職業那
樣面臨生命威脅，但他們
常常要趕在截止時間前完
成任務，並且在高壓力環
境下處理客人的需要。他
們的中位年薪為46,490美
元。

和活動協調員類似的
高壓工作佔據了榜單的中
后段位置，六至九名分別
為：公共關係主管、企業
高管、播音員和記者。

第十名為出租車司機
。他們的中位年薪僅為

23,210 美元，但職位未來成長率卻超
過榜單上的任何一位，高達13%。

勁球獎(Powerball)自去年 11 月以
來歷經18輪一直沒有幸運者中得頭獎
，美國媒體引述強力球官方資料表示
，此前中獎機率為2.92億分之一，真
的堪比被雷擊中的概率還要渺茫。目
前獎金額度將積累超過13億美元，就

看本週三能否花落誰手。
在此之前，最高的彩票頭獎獎金為
2012年的兆彩獎券(MEGA Millions) 創
下的6.56億元紀錄。

儘管毫無把握去中獎，還是有這
麼多人熱衷於試試手氣。

在休斯頓的彩票銷售點，也可以
看到接踵而至的購買者，為了應景，
休斯頓還專門評選出十大彩票旺銷的
地點，其中可以看到熟悉的中國城附
近的銷售點。

No.1 Rudy's Stop & Shop ，1018 Damon Street，Rosenberg, Texas
No. 2 Fiesta Mart #7，6200 Bellaire，Houston, Texas （見圖）
No. 3 Country Place Conoco，2620 Mchard Road，Pearland, Texas
No. 4 Columbia Stop，811 West Brazos Ave，West Columbia, Texas
No. 5 Super K Corner Store，5860 San Felipe Street ， Houston, Texas
No. 6 Stop n Joy，6303 Highway 6 ， Missouri City, Texas
No. 7 L Stop，411 North Wharton Street ，El Camp, Texas
No. 8 Bay City Food Mart ，2300 7th Street ，Bay City, Texas
No. 9 Corner Grocery ，13406 Greenway Drive，Sugar Land, Texas
No. 10 Salyer's Short Stop，708 North Highway 288B，Clute, Texas

根據樂透規定，如果你的獎券前五個數字都中了，只有勁球的數字沒中
，那麼也可以贏得100萬美金。如果你多花一點錢選擇了powerplay選項，
則獎金翻倍為200萬美金。

另外，彩票局官員表示，如果你想和其他人一起集資購買彩券，最好書
面說清楚獎金分配方式，不然一旦中了大獎，節外生枝的事情就多了。

勁球獎勁球獎(Powerball)(Powerball)獎金飆至獎金飆至1414億美元億美元
休士頓民眾繼續瘋買休士頓民眾繼續瘋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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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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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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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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2016年國際新興市場
要謹防出現“黑天鵝”

萬達集團
將收購美國傳奇娛樂

綜合報導 儘管新興市場國

家的經濟增速已經出現連續6年

的下滑，但2016年依然看不到

逆轉回升的可能。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的最新展望報告

中將新興市場今年的經濟增速

在原來預測的基礎上看低了0.1

個百分點。雖然降幅不大，但

其背後卻隱藏著新興市場經濟

體的諸多高危因素。

貨幣波動加壓
2016年美聯儲還將繼續加

息已成為市場的一致性判斷，

而美元的強勢對應的是非美貨

幣的弱勢，特別是由於缺乏經

濟基本面的良好支撐，今年新

興市場貨幣將在去年紛紛大幅

貶值的基礎上繼續承受下行的

壓力，加之不久前剛剛加入特

別提款權（SDR）的人民幣進

一步走貶或將牽引出的羊群與

倒逼效應以及由此造成的反衝

力更值得高度警惕。具有代表

性的判斷是，今年人民幣的貶

值幅度可能在5%甚至10%以上

，這或許會引發新興市場國家

的追隨性貶值。雖然貶值有利

於刺激出口，但在全球需求依

舊疲軟的背景下，其帶給新興

市場經濟體經常性賬戶的改善

空間相當有限。

更為嚴重的後果在於，本

幣的貶值已經讓近8000億美元

的國際資本在過去一年內從15

個新興市場國家抽逃，而且為

了干預外匯市場，新興市場國

家央行每個月平均動用了約

1000億美元外匯儲備，至去年

年底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外匯儲

備已然萎縮至不到6萬億美元。

如果貨幣繼續貶值，資本逃離

與外儲縮水的壓力還會進一步

增大。可怕的是，利用新興市

場國家被迫取消資本管制之機

，不少國際資本正在醞釀和佈

局目的性極強的新一輪貨幣沽

空潮，輻射到新興市場經濟體

的資本絞殺與逃離風險有可能

空前加大。

同時由於許多新興市場國

家主要以原材料出口作為創匯

和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最

主要來源，因此，結束了十年

超級上漲週期的大宗商品尤其

是原油價格的繼續走低無疑將

會給這些國家造成深度打擊。

債務加劇風險
日益加重的債務包袱可能

成為壓垮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又

一根稻草。據 IMF的數據，過

去十年新興市場企業債務規模

翻了兩番，達到創紀錄的18萬

億(兆)美元。另外，私人部門債

務方面壓力也不輕。惠譽警告

稱，在其報告覆蓋的7個超大型

新興市場國家中，私人部門債

務佔比已在去年年底達到77%

，超過了政府債務水準。

不僅如此，國際金融協會

的研究報告顯示，金融危機以來

全球家庭債務已增加了7.7萬億(

兆)美元，至逾44萬億美元，增

幅中的6.2萬億美元都來自於新

興市場。歷史經驗表明，私人部

門與家庭債務常常會轉移至國家

的資產負債表上。據此，國際金

融協會稱，新興市場整體債務佔

GDP之比正在持續上升，目前

已經達到了165%。

博匯總的數據顯示，新興

市場私人和公共部門今年在境

外市場必須償還的各幣種債券

總額達到了空前的2620億美元

，超過去年4440億美元債券發

行規模的一半；2017年的還債

規模還會進一步上升至3520億

美元，至2020年底增加為5000

億美元。重要的是，這些債務

過去都是以低利率借入，並且

大部分以美元債券的形式持有

，而伴隨美元的升值與信貸收

緊，新興市場的債務負擔實際

在不斷加重，償債成本在不斷

上升。

由於宏觀經濟的不景氣以

及大宗商品價格的持續走軟，

新興市場國家的償債能力也日

顯式微。按照標準普爾的分析

報告，去年新興市場國家借款

人的債務違約規模達到56億美

元，創下過去13年以來的最高

，而且投資級別以下的公司債

違約率幾乎翻倍，上升至7%，

遠高於4%左右的20年平均水準

。受到這些負面評級的影響，

新興市場不少國家的長期國債

收益率紛紛創出歷史新高，融

資成本顯著提升。據此，高盛

認為，第一波信貸危機是2007/

08年的次貸危機和銀行倒閉潮

，第二波是2011/12年的歐元區

主權債務危機，第三波應當是

新興市場綜合性債務危機。

除了本幣貶值、外儲縮水

、財政吃緊以及債務高壓等風

險外，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貿

易中所遭遇到的巨大承壓以及

由此引致的外溢風險也不可小

覷。世界貿易組織的數據顯示

，2015年新興市場國家的貿易

增長率多年來第一次低於發達

國家的貿易增長率，前者增長

率為1.4%，後者為3.05%。

不過，新興市場貿易趨冷

走弱的結果也充分說明，歐美

等發達國家經濟的改善以及進

口總量的增加，並沒有為新興

經濟體的出口帶來明顯的拉動

作用，全球經濟並沒有因個別

國家或者少數國家在反危機的

政策調整中實現再平衡。而只

要新興市場經濟體一日不寧，

世界經濟就難現盛世太平。

綜合報導 中國房地產與投資企業——大連萬

達集團已同意收購美國電影製作公司傳奇娛樂多

數股權，對後者的估值在30億~40億美元之間。

萬達將持有傳奇娛樂略超過50%的股權，其

餘股權由後者的創始人和執行長Thomas Tull以及

其他管理層持有。

該人士還稱，傳奇娛樂的其他投資者，包括

日本軟銀和投資公司Waddell & Reed已同意出售

他們持有的股權。這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還透

露，協議已經簽署並可能最早下周宣佈。

萬達、傳奇娛樂、軟銀和Waddell & Reed未

立即回覆置評請求。

減持新規將出
多公司自願多公司自願““鎖倉鎖倉””

在大股東減持禁令解封等壓力下A

股調整。昨日證監會安撫市場，稱大

股東減持新規將近日公佈，與此同

時 ，多家公司也發佈公告表示自願

“鎖倉”。同時，央行通過逆回購向

市場注入流動性。受此刺激，昨日滬

指收盤反彈，最終微跌 0.23%，滬深

300指數上漲0.26%。

有分析指出，A股短期確定性機會

並不大，但監管政策具有持續性和穩定

性，投資者對一季度行情也不必過於悲

觀，宜控制倉位，靈活操作。文/表 廣

州日報記者張忠安

在 2016 年首個交易日滬深兩市大

幅波動後，世紀華通、龍星化工、海

蘭信等多家公司大股東表示延長限售

期限。證監會在 5日早間也表示，大

股東減持新規將於近日公佈，因此，

有市場人士表示，未來實際減持壓力

或低於預期。

不過，昨日滬深兩市在前一交易

日的慣性下大幅低開，盤中大幅震蕩

後，尾盤抄底資金逐漸流入，權重股

帶領兩市迅速回升。截至收盤，滬指

報 3287.71 點 ， 跌 0.26% ； 創 業 板 報

2416.73 點 ， 跌 2.99% 。 兩 市 共 成 交

8115.41 億元。

2015年7月8日，中國證監會發佈18

號文，規定自7月8日起6個月內，上市

公司控股股東和持股5%以上股東及董

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得通過二級

市場減持本公司股份。而對於上市公司

大股東及董監高在6個月後減持本公司

股份的具體辦法，證監會將另行規定。

但截至去年12月底，IPO新規、熔斷機

制等都實施了，市場也沒看到“另行規

定”，引發市場猜測。今年首個交易日

股市遭遇拋壓。

證監會終於發聲指出，雖然大股東

股份的流通市值不小，但並不是都有

現實減持需求。證監會新聞發言人稱，

從近年實際情況看，大股東減持 60%

是通過大宗交易、協議轉讓進行的，

緩解了對市場的壓力。大股東通過集

中競價交易減持金額佔總流通市值之

比僅約 0.7%。他還透露，證監會目前

正在研究完善規範上市公司大股東、

董監高減持股份的規定，如建立減持

預披露制度，並在一定時間內對減持

股份的比例進行限制等。這個規定將

於近日公佈。

新規出臺前，不少上市公司提前公

佈大股東繼續“鎖倉”的承諾。世紀華

通率先作出表態稱，該公司大股東華通

控股承諾“減持禁令”到期後一年內(至

2017年1月9日)不通過二級市場減持公

司股份。龍星化工也表示，控股股東

劉江山和股東俞菊美將持有合計 7263

萬股轉讓給金鷹基金定向資產管理專

用證券賬戶，而承諾該賬戶將追加 6

個月鎖定期至今年 6月 30日。另外，

海蘭信、太陽紙業、三花股份、永利

股份、海倫哲、網宿科技、金達威和

美欣達等多家上市公司也發佈股東承

諾不減持公告。

因此，有市場人士表示，在證監會

新規出臺前，預計不會有太多的大股東

會大幅減持，而且隨著越來越多的大股

東加入到新“承諾”中來，預計未來實

際的減持壓力可能低於預期。

A股各大指數一度跳水，創業板跌

超4%。不過，多數機構人士稱，如果監

管層能有效銜接，股民情緒有望逐步企

穩，整體上，一季度行情或不用過於悲

觀。

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高挺

在給廣州日報發送的分析中指出，A股

遭拋售更多的是由於市場心理不穩定所

造成的，預期這樣的大幅調整不會延

續，投資者也不用過分悲觀。

高挺還指出，隨著兩會召開、“十

三五”規劃出臺，改革政策紅利有望在

一季度集中釋放，支援A股估值水準緩

步提升。不過，考慮到股市風險偏好短

期很難迅速回升，小盤股高估值也可能

會受到業績不達預期的制約。

東方證券分析師邵宇指出，從去年

9月份開始，市場有了較高漲幅，不少

個股更是創出新高，市場擔心大股東減

持，開始趨於謹慎，短期仍然面臨震蕩

調整的風險，確定性的機會並不大，因

此，短期即使反彈仍需謹慎，把握個股

機會更重要。但也不必過度悲觀，在風

險快速釋放後，金融、地產、電力和軍

工等還是值得適當關注。

安信證券分析師徐彪也指出，“穩

增長”將是2016年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

預計一季度很可能是政策落實的階段，

A股一季度整體上仍以震蕩上行為主。

徐彪建議投資者在防禦中適當關注彈性

較高的行業龍頭個股，如金屬資源股、

券商、家電、醫藥健康以及軍工等。

新發地水果交易先觸網 專員從守水果到守電腦
作為一個從師範大學畢業的本科生，禇文軒選

擇了一條更為艱辛的路——創業，成為一名新發地

的水果供應商。作為一名地道的敦煌人，禇文軒拉

到新發地的第一車商品就是敦煌無籽露葡萄。和以

往“新手”到新發地“兩眼一抹黑”不同，禇文軒

來到新發地找到了微農合作。還有很多像禇文軒一

樣的水果商通過微農這一新平臺向電子商務領域邁

步，新發地水果交易領域率先掀起了電商化潮流。

交易大廳變電商孵化基地
在新發地市場電子交易中心大廳內，巨大的顯

示屏上，交易金額時刻發生著變化，字幕滾動不

停，24小時不間斷刷新著蔬菜、果品、肉類、禽

蛋、茶葉等交易的最新資訊。

作為一名水果批發商的市場專員，小段每天的

工作就是在電腦面前，不斷查詢記錄供求資訊。跟

傳統水果批發商的市場專員不同，小段完全不必接

觸水果，“我應聘過來的時候，真沒想到，不用守

著水果，守著電腦也行”。他的客戶是新發地官方

旗艦店，這個旗艦店已經登錄各大網購平臺，他需

要不斷在各平臺間切換，搜尋水果需求資訊，一旦

有平臺缺貨，他就通知公司補貨。

如今，在京東、天貓和1號店都有北京新發地旗艦

店。據統計，目前每天有200多單業務誕生，每週成交

額在40萬元左右，其中60%是乾果，40%是品牌水果。

新發地湖北廳，已經成為了一個電商孵化基

地，微農雲商就是一家水果B2B線上交易平臺，甄

選並認證最優質的廠商、合作社入住平臺，為採購

者提供豐富的國產及進口原產地正品、新鮮、低價

的新鮮水果。用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董事長張玉

璽的話說，“好產品還要好吆喝”，借助這個平

臺，不少在原產地滯銷的優質水果都賣出了好價

錢，同時也為一些採購者提供了導向性採購，節約

了時間成本。

“獼猴桃大王”轉型做電商
今年38歲的徐柱經營水果批發已經20年了，

從一開始蹬著三輪車做水果批發，到後來開了4個

實體店，並被評為新發地的“獼猴桃大王”。而如

今，徐柱的“悠樂果”已經是北京新發地孵化最成

功的電商品牌。他對自己公司的要求是“跟上時代

發展節拍”——從普通水果販子，到自創品牌，再

到緊跟電商潮流，徐柱從新發地的繁榮中受益，也

推動並見證了新發地的轉型。

“年輕人都去網購了，實體店經營從2013年開

始走下坡。”2014年，徐柱在天貓、一號店和京東

同時上線悠樂果的品牌旗艦店，實現了從傳統水果

批發B2B模式到B2C商業模式的拓展。主營電商

後，徐柱的“悠樂果”運營一年，如今每個月流水

都在四五萬元。

“阿克蘇蘋果、徐香獼猴桃、庫爾勒香梨、越

南火龍果、蒲江醜柑，這些都是我們的悠樂果品牌

的產品。”徐柱介紹，他們有自己的生產基地，也

會直接向當地的農戶採購水果，之後統一以“悠樂

果”的品牌進行出售，而如今，這些都已經是有很

高辨識度的產品。

或有越來越多的大股東
加入到“鎖倉承諾”中

情緒望漸企穩 等待反彈機會
金融、地產、電力和軍工等

還是值得適當關注

責任編輯：沈玉蓮

“舌尖”有了电影艺术总监陈晓卿谈背后故事

中韩学者
齐聚婚礼文化论坛

中戏大幅提高文化课成绩要求
光靠颜值不行了

由紀録片叶舌尖上的中國 2曳導演
陳磊尧鄧潔尧李勇執導的野舌尖冶系列又
一部新作袁電影紀録片叶舌尖上的新年曳
7日在全國上映遥看完電影走出影院袁
觀衆們一個個都在喊餓袁有人驚嘆院野電
影院里看耶舌尖爷太過癮了浴那五花肉入
鍋炸的時候都像是從你腦後入鍋似

的浴冶
從電視熒屛到大銀幕袁從尋常菜肴

到除夕家宴袁影片的藝術總監陳曉卿
説袁野舌尖冶系列想要表達的絶不僅僅是
美食遥

用美食記録一些正在消逝的習俗

記者院這部電影是以什么標準選擇
食物的钥

陳曉卿院有 3個標準院一是要有傳
承袁是祖先留下來的東西曰二是確實好
吃袁不好吃的東西必須淘汰曰三是要有
鮮明的地域專屬特性袁要體現當地風物

人情遥電影
中沒有出現

餃子袁就是
因爲全中國

都在吃袁它
的地域專屬

特性不強遥
記者院

食物背後袁
這部紀録片

想表達什么钥
陳曉卿院其實從叶舌尖 1曳叶舌尖 2曳

都可以看到袁我們從最鄉野尧最原始的
地方尋找最新鮮的食材袁用最傳統的方
式進行烹制袁因爲食物在某種程度上塑
造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禮俗秩序袁是一
種特別的載體遥

我們希望用一種虔誠的態度把這

些正在消逝的習俗和傳統記録下來袁這

是善莫大焉的事遥
記者院從電視到電影袁野舌尖冶的表

現形式有哪些變化钥
陳曉卿院電視紀録片基本上是一分

鐘都不能丢掉觀衆袁你的節奏稍微鬆一
點觀衆就換頻道了袁拉都拉不回來曰電
影可調動的因素更多袁可以多些抒情袁
把一些感性的東西化成影像遥比如電影
里有兩處大的以音樂爲主的段落都長

達三四十秒遥
鏡頭的運用也不一樣袁電影不敢用

太多大特寫遥
本來導演拍來的素材里有很多大

特寫袁我們在影院放了一下袁覺得太恐
怖了袁坐前排的觀衆看完可能會有點暈
船的感覺袁後來全都剪掉了遥
紀録片商業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記者院IP 渊知識産權冤現在是個熱
詞袁野舌尖冶系列可以説做成了一個優質

IP嗎钥
陳曉卿院我不喜歡 IP這個説法遥IP

對我來説就是一個好內容搭在很多無

聊的東西上遥我們在創作的時候就是想

做一個好的內容遥至於是不是品牌袁還
要放在未來更長的時間里去檢驗遥

記者院野舌尖冶系列對中國紀録片的
産業化尧商業化帶來哪些影響钥

陳曉卿院最大的影響就是袁它吿訴
大家要有信心袁不是觀衆不好袁而是我
們沒有做好遥

在野舌尖冶之前袁國內很少提到紀録

片的商業化尧産業化袁但這其實是國外
一直在做的事遥從幾年前製作叶森林之
歌曳開始袁我一直在做嘗試遥商業化尧産
業化是紀録片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遥

一部紀録片的拍攝初衷往往決定

了它採用何種叙事策略袁商業紀録片的
出發點就是更多地從觀衆的角度出發袁
讓他們喜歡遥

比如對野舌尖冶來説袁眞正的美食
就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袁比如你吃一塊
藕袁你能想到挖藕人有多么辛苦嗎钥你
吃一口蜂蜜袁你能想到養蜂人爲了養蜂
會走幾千公里嗎钥瞭解後才會更加珍
惜遥所以袁商業紀録片就是用影像傳達
出觀衆更想看到的東西遥

現在國內有很多優秀的靑年紀録

片導演袁他們在觀念尧技術上對影像的
把控都和國際水平非常接近遥有了他
們袁中國的紀録片就有希望遥

削骨尧開眼角尧墊鼻梁噎噎很多人
認爲整出一張野明星臉冶袁就是進入演藝
圈的野通行證冶遥今後想當演員袁光靠顔
値怕是不行了遥昨天袁作爲我國戲劇藝
術敎育最高學府的中央戲劇學院發佈

野最嚴藝考簡章冶遥今年中戲招生將大幅
提高包括表演專業尧戲劇影視美術設計
專業尧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在內的文化
課録取門檻袁首次對文化課實行分省劃
線袁取消專業前三名降 20分録取的優
惠政策袁且不認可高考加分遥

2016年中戲共招收 573人袁包括 6
個專業的 22個方向遥最受矚目的表演
系仍招收 50人袁含話劇影視表演專業
25人尧話劇影視表演雙學位班 25人遥該
雙學位班由中戲與英國蓋德霍爾音樂

戲劇學院合作開設袁由兩校共同制定培
養方案袁互認學分袁成績合格且符合條
件者袁將由兩校分別頒發畢業證書和學
位證書遥

據瞭解袁中戲將取消沿襲了幾十年
的單獨制定全國統一分數線的方法袁各

專業都將依據生源所在地不同袁而劃定
不同的分數線遥其中最引人關注的就
是袁表演專業尧戲劇影視美術設計專業
的文化課録取分數線袁將按照生源所在
省(自治區尧直轄市)藝術類同科類本科
專業録取控制分數線劃定遥以北京生源
爲例袁去年表演系文化課分數線爲全國
統一的 280分袁但今年要求不得低於本
科二批次録取分數線的 65%遥參考去年
北京本科二批次文科録取分數線袁藝術
類本科的録取分數線今年將達到 342
分袁增加了 62分之多曰理科藝術類分數

線爲 321分袁也高出 41分遥而記者對比
最近 5年北京高考藝術類分數線袁最高
超中戲表演系分數線 99分遥

以往藝術院校被認爲是文化課成

績不好的學生上大學的捷徑袁許多從小
就讀于藝術學校的學生袁其文化課成績
也大大低於普通高中畢業生袁今年録取
分數增幅如此之大袁勢必會將更多人擋
在藝術院校的門外遥對此袁中戲表演系
主任郝戎認爲袁演員拼到最後不是看顔
値而是拼文化底藴遥

此外袁中戲還成立了國內首個戲劇
敎育系袁以彌補中小學戲劇敎師缺乏的
問題遥

濮存昕身上濃濃的書卷氣一直很

受觀衆的喜愛袁可是他經常自謙道袁因
爲野文革冶被迫中斷學業袁自己只有野小
學文化冶遥

其實他從未放棄過自學袁即使在東
北當知靑期間也堅持學習袁在農場圖書
館偷着看書袁後來又潜心硏究書法提高
修養遥

由韓國婚慶産業學會尧全國民政職
業敎育敎學指導委員會尧北京社會管理
職業學院尧上海婚慶
行業協會尧廣東婚慶
行業協會共同舉辦的

首屆中韓婚禮文化學

術論壇曁婚慶協會會

長論壇昨日在京舉

行遥
據瞭解袁本屆學術論壇的主題是院

野互聯網+冶時代下婚禮文化傳播的傳
承與創新遥
北京社會管理職業學院黨委書記尧

院長鄒文開在致辭中説院野弘揚和傳承
中國婚禮文化袁加快婚慶專業敎育事業
發展袁就要敢以耶拿來主義爷精神學習借
鑒韓國尧香港及其他地區婚禮文化硏究
的優秀成果和經驗袁主動付諸實踐袁依
靠行業辦專業尧依託産業興專業尧開展
校企合作強專業袁在行業企業的支持
下袁積極拓寬從業者國際視野袁紮實推
進婚禮文化硏究尧婚慶專業建設袁大力

培育專業人才遥冶
當代靑年更加注重個性婚禮的定

制袁婚禮中融入
文化已成一種

潮流遥另一方
面袁婚禮服務行
業在滿足市場

多元化尧個性化
需求的同時也

暴露出文化傳播的碎片化尧快餐化和功
利化等弊端遥據瞭解袁本屆論壇重點關
注傳統婚禮文化的傳承尧中西婚禮文化
的融合袁借鑒中韓兩國婚禮文化袁探索
野互聯網+冶時代下婚禮文化傳播硏究
的創新路徑遥

北京社會管理職業學院民政管理

系主任王曉玫接受記者採訪時説院野受
韓流影響袁很多中國新人在婚禮中選擇
韓國文化因素袁例如化妝袁音樂等遥韓國
婚禮策劃專業敎育起步較早袁我們將加
強在敎學上與韓方的互相合作袁同時也
將派學生和敎師到韓國交流學習遥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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