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B111

休城社區
廣告天地 BB1212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星期日 2016年1月17日 Sunday, January. 17, 2016

星期日 2016年1月17日 Sunday, January. 17, 2016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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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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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 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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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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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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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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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Furniture Discount Center

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家俱折扣店
地址﹕9788 Clarewood Drive #30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832832--772772--72677267

餐桌餐桌$$129129起起 沙發沙發$$199199起起

開業大酬賓
開業大酬賓

（黃金廣場後面﹐合源坊院內)

Restaurant Equipment & Supplies ww.jks-tx.com
Over 25000 sq. ft.

餐具公司餐具公司JKS HoustonJKS Houston
批發零售

展廳展廳﹑﹑倉庫倉庫﹑﹑現貨供應現貨供應

中西式爐頭中西式爐頭﹑﹑油爐油爐﹑﹑
焗爐焗爐﹑﹑扒爐扒爐﹑﹑雪櫃雪櫃﹑﹑冷凍庫冷凍庫﹑﹑

製冰機製冰機﹑﹑洗滌洗滌SinksSinks﹑﹑
中西廚具中西廚具﹑﹑器皿器皿﹑﹑水喉水喉﹑﹑

PartsParts﹑﹑工工作鞋作鞋

經銷名廠

13715 Murphy Rd. Stafford, TX 77477
Tel: 281-403-5500
Fax:281-403-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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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安裝經驗

新
開
張

送完為止送完為止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150up送 凡購買$300up送凡購買$150up送凡購買$350up送

慶祝聖誕新年慶祝聖誕新年 化妝品禮盒大贈送化妝品禮盒大贈送
（中國城第一家位敦煌廣場內）
COSMETICS
BLOOMINGBLOOMING

本店誠徵經理及銷售人員，請電洽或上門應徵

9889 Bellaire Blvd, #B 24B, Houston TX 77036 (832)834-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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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信念
竭盡所能﹐為您提供誠信﹐

熱心﹐省錢﹐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負責人 CLU

呂振益 J.Eric Lu
保險師

外地（800）350-1078 Fax:713-988-6886 5855 Sovereign,Unit F Houston,TX 77036

˙餐館及商業
˙房屋及水災
˙人壽保險
˙汽車保險
˙員工保險
˙地產保險
＊此保險單(及保險計劃書)
若有提供為僅有之正式
版本﹐且以英文為準﹒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服務客戶逾20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www.farmersagent.com/jlu

713-988-0788

J. Eric Lu
Insurance Agency

呂氏
保險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1) 湖景豪裝共渡屋 1600尺 2房
2廁 近中国城，投資自住首選
僅售7萬9

2) 英式建築獨立屋，好區交通
方便。1620 尺,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11萬9

3) 獨立屋1300 尺 ,2房2.5厠，
2 車房，連好租客賣。僅售9萬9

買賣促銷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專業管理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713-981-6888E-mail: helen@helengo.com
web site: www.helengo.com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直線﹕(281) 265-1288 手機﹕(832) 618-2828
李惠娜Grace Liu
Broker, GRI, CCIM

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Excellent Properties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佳業地產
★4房3浴﹐湖邊﹐David Weekly Home﹐3000呎﹐售$258,000﹐樓下全新實木
寬地板﹐全新內外冷暖氣﹐油漆﹐屋況絕佳
★4房 3.5浴﹐後院湖景﹐交通便利﹐近小學﹐樓下木板﹐3000呎﹐售
$300,000萬
★密蘇里市﹐3房 2.5浴﹐樓上遊戲間﹐全新油漆﹐2550呎﹐售$153,000﹐
最佳投資

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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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數十種加州綠色基材，，，，，，，，，，，，，，，，，，，，，，，，，，，，，，，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甲荃含量超低，，，，，，，，，，，，，，，，，，，，，，，，，，，，，，，

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

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電話：：((228181)) 980980--13601360
((832832)) 878878--38793879

傳真傳真：：((281281)) 989800--13621362

十年老店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光新地板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3838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77477

（休士頓/ 秦鴻鈞）台灣總統大選的結果，在昨（休士頓時
間）凌晨正式出爐：蔡英文獲689萬，1782票，佔56.14%，朱立
倫獲 381 萬 1071 票，佔 32.03%，宋楚瑜獲一百多萬票，佔
12.83% ，今年民眾的投票率僅66.2 %, 創總統民選以來最低，比
過去經常達80% 的投票率，低了14% ，國民黨這次可說是全面
慘敗，大輸蔡英文三百多萬票，國民黨許多知名老將，紛紛在這
次立委選舉中落選，令人跌破眼鏡。如台北市前市長郝龍斌，李
慶華，丁守中，張顯耀，林郁芳，沈智慧，孫大千，王進士...等
人，甚至在區域性立委選舉中,國民黨更是慘敗，僅得20 席，而
民進黨竟高達73 席，台灣藍，綠板塊移動。

對於這項結果，各家看法不一，國民黨中評委葉宏志認為會
造成這局面的原因有：

（一）朱立倫出來的時間太短，僅短短二，三個月，比起蔡
英文長期
深耕地方，簡直毫無準備。

（二）藍軍的分裂：先是宋楚瑜出來，分去一百多萬票，還
有 「挺柱」的民眾，不滿洪秀柱被換，賭氣不肯出來投票。

（三）今年多了一百多萬的 「首投族」，這些新一代的選民
，在李登輝，陳水扁主政的二十年間出生，成長，還有去中國化
教科書的影響，他們的看法與我們有很大的不同。如 「時代力量
」（太陽花），國民黨沒有拉到他們的心，與他們在一起。這些
比較年輕的一代，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想法，民進黨拉攏 「時代力
量」，希望與 「時代力量」合併，擴大他們的力量。

（四）國民黨沒有培養新人，應世代更替，這個黨才有希望
。有位子，但年輕人上不來。

（五）台灣媒體：馬英九經常被媒體批三道四，造成 「九合
一」的敗選，媒體搗亂，變為今天的局面。

葉宏志希望國民黨在國會的少數人，扮演強而有力的監督的

角色，這樣經過四年的脫胎換骨，國民黨才
有機會捲土重來。

綠營的支持者，前 「客家會」會長梁慎
平表示：只要你經常關心台灣社會，這樣的
結果，大家心裡都有預感。政黨輪替，是民
主政治的常態，有大環境的因素，也有小環
境的因素。超過50% 的人支持蔡英文，即可
預知，台灣感覺要 「換」的時代來臨了。蔡
的改革，是台灣很好的下台階。任何政黨都
有包袱，不好的可丟掉，好的留下來改革。
梁慎平說：蔡英文不是笨人，她的觀念很新
潮，台灣全國人民會選她出來，是大家認為
是 「換」的時候了。建立新的形象，為台灣
前途的改進， 「換」是對的。民主政治就是
要 「去舊換新」，蔡英文主席的當選總統，
為全國打上一針興奮劑，帶來新的朝氣，對
台灣長遠的發展有好處。

來自中國大陸的休大政治系教授李堅強
教授表示：雖然選舉的結果在大家意料之中
，但台灣選舉對兩岸關係的衝擊，絕不像選
個上海市長，或香港特首。台灣的選舉，有
其獨特的地方，吸引大陸十三億人民的關注
，其影響正面與負面都有。蔡英文是學者出
身，對大陸的關係也處理了十幾，二十年，
就像她在當選演說中所說： 「兩岸關係，不會挑釁，也不會有意
外，（維持現狀）是我對台灣人民及國際社會的承諾。」她應會
把握台海關係的脈搏••••• 「維持現狀」，但我認為她應在
「九二共識」上有所表態。在就職典禮上表態。

李堅強教授從 「正面」來看：（一）這是台灣選民的決定。
（二）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三）蔡英文以一名女性，當選國
家的領導人，這在中華民族是劃時代的事，女性應感到驕傲，這
在中華民族政治史上創 「第一」的紀錄。

台灣總統大選，蔡英文獲壓倒性勝利
結果在意料之中，各陣營悲喜參半

（休士頓/秦鴻鈞）這次的國民黨大敗，各政論節目探討不
休，絕大部份的名嘴認為馬英九應付 60% 的責任，而朱立倫
30% ,綜合馬英九應負的重要責任如下：

選舉結果國民黨果然大敗，我認為國民黨大敗，馬英九要負
最大責任，綜合馬英九該負的重要責任如下：

一。馬英九八年以來任由民進黨版教科書去中國化，年輕人
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國民黨怎麼能跟中國人、中國文化完

全切割呢？國民黨改成台灣國民黨也不會
有選票。
二。政府配合民進黨建八田與一紀念館、
教科書歌頌日本建設是一種枉顧台灣人人
性尊嚴的行為。
三。國民黨的歷史，國民黨的主義是國民

黨最大的資產，而馬英九卻把資產當負債，避之唯恐不及。
四。配合民進黨揑造二二八歴史，製造族群仇恨。
五。非但不敢處理太陽花學運任其坐大，甚至在去年元旦文

告中讚美太陽花學生。
六。洪仲秋案廢軍法。
七。封存核四。
馬英九任內做了太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

綜合馬英九的過錯可分兩大類，其一。從市長到兩任總統，
口中從來不提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更不提國民黨的歷史傳
承，更沒提過三民主義。國民黨的理念、信仰在馬英九任內漸漸
消失。現在台灣民衆沒有人知道國民黨的主張是什麼。國民黨已
經變成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

其二。馬對民進黨的造謠、抹黑以及鬼扯論述從來不辯駁。
非但如此在二二八、本土化、媚日等議題上也鼎力配合。以致於
使民進黨的胡扯變成真理。

以上兩點都對國民黨造成致命傷害。今天國民黨想浴火重生
，必須針對馬英九造成的內傷對症下藥。避免犯同樣錯誤，否則
國民黨可能在歷史舞台上消失。

馬的時代過去了，可是馬對國民黨造成的傷害我們必須細心
診斷，快速修補。恢復國民黨的信仰及戰鬥力。

敗選之後，國民黨痛定思痛
認為馬英九應負最大責任

美南山東同
鄉會所有理事眾
志成城，昨（周
六）舉行年會前
最後一次理事會
，並排練該會的
招牌 「好漢歌」
。今年的節目相
當精彩，皆是份
量之作。有國際
樂壇巨星吳沁教
授專程前來演唱
；有應年節的 「猴戲」，還有獲中國全國大獎的詩朗誦；以及本地年輕精英的精
彩演出‧‧‧‧‧‧‧皆是一時之選。當天下午三時至六時，今年首創 「年會茶
話會」，是業主面對群眾，自我介紹企業信息的良機，也是年輕，找工作的人士
絕佳的契機。圖為山東同鄉會理事在會議上合影。

美南山東同鄉會昨召開理事會
討論周六年會及茶會細節討論周六年會及茶會細節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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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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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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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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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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Ma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恆信貸款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Top USA InvestmentTop USA Investment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E-mail: chentoby@ymail.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

◆中國城賺錢餐館生意出售，地點極佳，多年老店，生意很好，2500呎，接手即可營業，意者請洽Toby
◆糖城精華區，一層屋3房2浴，1821呎，格局方正，交通便利，2分鐘至6號與59高速，售$218,000
◆西北區Shoping Center,100%出租，佔地60,231呎，2003年建，高報酬8%，售$2,980,000
◆糖城RiverStone，新房促銷，地點好，送$35,000 upgrade，機會有限。
◆休斯頓北邊位45號，投資良機，50個單位公寓 / Motel混合出售，100%出租，超高報酬12%，
售$1,500,000

◆休士頓南部，距離Hobby機場1 Mile，2萬呎倉庫出租，可分隔，短期可議，租75￠/呎

BB1111廣告天地

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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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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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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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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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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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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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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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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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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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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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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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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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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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

城

16659 S.W. Frwy, # 215
Sugar Land, TX 77479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中
國
城

(每週二、五)

9440 Bellaire Blvd, #102
Houston TX 77036
(每週一、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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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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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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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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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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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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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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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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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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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ouri City﹐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好學區﹐2600呎﹐$31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租約到明年夏天可以收回自住﹒學區房
˙醫療中心 3室2衛一廳Condo單元出租﹐拎包入住﹐包租﹐分租﹐長租短租均可（為來看病﹑開會者首選﹐詳洽）
˙Stafford City二層﹐靚宅3/2.5/2﹐3臥﹐1書房﹐正式餐廳﹐正宅2160呎﹐外加中心廚房﹐大理石臺面﹐木地板﹐木樓梯﹐近Hwy90&Murphy Rd,保養好﹐位置佳﹐
交通便利﹐僅售$22萬﹒

˙糖城﹐Ashford Lake靚宅﹐4100呎﹐5室﹐3.5衛浴﹐雙車位車庫﹐外加書房﹐影視間及超大Gameroom,木地板﹐特制窗簾﹐Sonar Screen,低稅﹐低能耗﹐多項
加級﹐超值價$33萬8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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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發房，現金價：
◆Wilcrest & Briar Forest區，位石油走廊，連排屋，僅售$6萬9千+佣金，1232呎，2室1.5浴，現有房客租$950，可租$1100。
◆4個Condo單元出售，3個：2室2衛，1424呎，1個：3室2.5衛，1720呎，批發價$135K+佣金，ZIP 77061（Glenwood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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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to amyshaorealty@gmail.com 加入投資者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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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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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 中國城豪宅新屋，16年專業土地、公寓、商業地產、
管理及趕房客法庭翻譯經驗。新移民的老朋友

張 芸

1. Katy四房一廳兩層樓房，6022 Gatewood Manor Dr.，明亮寬敞，七湖高中
2. Katy吉屋出租，4/5房兩浴兩車庫，Barker Cypress，近十號公路，月租$1,595
3. 吉地出售，1.36 acres英畝, 近休斯敦近中國城/百利大道，可民用或商業建築，無限制
4. 3房一廳一層新屋，Katy高中，近Hwy99/I-10，僅$221,240
5. 投資良機，3房2浴2車庫，Katy高中，近2,000尺，$198,000

（832）757-8866
24小時

通國語、廣東話、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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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6年1月17日 Sunday, January. 17, 2016 星期日 2016年1月17日 Sunday, January. 17, 2016

印
度
女
兵
也

印
度
女
兵
也

﹁﹁開
挂
開
挂
﹂﹂

摩
托
特
技
亮
瞎
眼

摩
托
特
技
亮
瞎
眼

印度中央後備警察部隊女兵在共和國日閱兵綵排現場表演摩托特印度中央後備警察部隊女兵在共和國日閱兵綵排現場表演摩托特
技技。。據悉據悉，，印度將於印度將於11月月2626日在新德里舉行共和國日大閱兵日在新德里舉行共和國日大閱兵。。

英國發現青銅時代房屋遺址英國發現青銅時代房屋遺址 出土大量文物出土大量文物

英國東部康橋郡英國東部康橋郡
近日挖掘出一處木質近日挖掘出一處木質
民居民居，，考古學家稱此考古學家稱此
遺址為英國有史以來遺址為英國有史以來
發現的保存最完好的發現的保存最完好的
不列顛青銅時代不列顛青銅時代（（西西
元前元前25002500年至西元前年至西元前
800800年年））的房屋的房屋。。圖為圖為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11月月1212日日，，
考古學家在現場進行考古學家在現場進行
挖掘工作挖掘工作。。

上海迪士尼6月16日正式開園
部分景點曝光

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包括上
海迪士尼樂園——一座擁有六
大主題園區的神奇王國風格的
主題樂園、兩座精彩紛呈的主
題酒店、迪士尼小鎮——一個
國際化的購物餐飲娛樂區，以
及星願公園。其中主題樂園六
大園區包括“探險島”“奇想
花園”“米奇大街”“明日世
界”“寶藏灣”及擁有奇幻童
話城堡的“夢幻世界”。上海
迪士尼度假區包括許多度身定
制的全球首發項目。



廣告天地 BB1010 BB33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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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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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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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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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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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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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
康
廣
場
診
所

糖
城
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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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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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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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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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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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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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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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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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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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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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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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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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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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Secure Choice 5年年金計劃

年年 金金 金金 額額

$10,000以上

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3.15%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3.15%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3.15%

第四年利率第四年利率

3.15%

第五年利率第五年利率

3.15%

⊙低解約費僅3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三年是5%﹐5%﹐5%
⊙自7/1/12起如提早解約﹐兩計劃另有MVA﹐市值調整額﹐如提早解約
⊙二計劃可以提取利息﹐每次必需高於$125
(有效日期利率自1/1/16起﹐年金利率將隨市場利率變化和新年金金額做調整)

●高利率 ●本金安全無險 ●沒有手續費用 ●累積利息延稅作用

詳情歡迎來電洽詢 281-368-7257
11720 Katy Freeway #1700 Houston, TX 77079

⊙低解約費僅5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五年是5%﹐5%﹐5%﹐5％﹐5％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年年 金金 金金 額額

$10,000以上

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2.45%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2.45%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2.45%

Secure Choice 3年年金計劃

星期日 2016年1月17日 Sunday, January. 17, 2016 星期日 2016年1月17日 Sunday, January. 1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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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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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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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 BB99體育新聞經濟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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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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實施熔斷機制近20年
共熔斷10次q

澳大利亞房地產熱
出現降溫跡象

綜合報導 三家交易所發佈通知自

1月8日起暫停實施指數熔斷。至此，

指數熔斷僅實施了4個交易日，其間滬

深300指數已兩度觸及7%的熔斷閾值

，滬深兩市兩度提前收市。

新年首個交易日，熔斷新規實施

首日。當日13點13分，滬深300指數

跌幅觸及5%的熔斷閾值。暫停交易15

分鐘後，大盤恢復交易，跌幅繼續擴

大。13點 33分，滬深300指數跌幅超

過7%，再次觸發熔斷閾值，大盤暫停

交易直至收市。

次日，證監會新聞發言人鄧舸表

示，從境外經驗看，熔斷機制的完善

不是一步到位的，也沒有統一的做法

，需要在實踐中逐步探索、積累經驗

、動態調整。我們將根據熔斷機制實

際運作情況，不斷完善相關機制。

後兩個交易日，大盤止跌企穩。

但1月7日，兩市早盤大幅低開後迅速

跳水，滬指失守3200點。截至上午9時

42分，滬深300指數報3349.29點，跌

幅5.38%，再次觸發熔斷機制。9時57

分，兩市恢復交易，2分鐘之內滬深

300指數跌幅擴大至7.21%，當日第二

次觸發熔斷機制，兩市再次暫停交易

至收市。

7日晚，證監會決定暫停熔斷機制

。對此，鄧舸表示，引入指數熔斷機

制的主要目的是為市場提供“冷靜期

”，避免或減少大幅波動情況下的匆

忙決策，保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

者的合法權益；抑製程序化交易的助

漲助跌效應；為應對技術或操作風險

提供應急處置時間。熔斷機制不是市

場大跌的主因，但從近兩次實際熔斷

情況看，沒有達到預期效果，而熔斷

機制又有一定“磁吸效應”，即在接

近熔斷閾值時部分投資者提前交易，

導致股指加速觸碰熔斷閾值，起了助

跌的作用。權衡利弊，目前負面影響

大於正面效應。因此，為維護市場穩

定，證監會決定暫停熔斷機制。鄧舸

表示，下一步，證監會將認真總結經

驗教訓，進一步組織有關方面研究改

進方案，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不斷

完善相關機制。

美國：熔斷閾制閥值經歷調整
熔斷機制起源於美國。1982年芝加

哥商品交易所對標普500指數期貨合約

實行過日交易價格為3%的漲跌幅限制

，但不久即被廢止，直到1987年股災之

後人們才真正認識到價格限制制度的重

要性。1987年10月19日，紐約股市狂

跌 508.32 點，較前一個交易日下跌

22.6%，市值蒸發5000億美元，隨後美

國于1988年批准了紐約證券交易所和芝

加哥商品交易所設定的熔斷機制。

紐約證交所最初設立了3個等級的

熔斷機制：道瓊斯指數下跌10%、20%

，分別暫停交易1小時和2小時，發生

於14：30之後，暫停時間減半；下跌

30%則提前收市。

2012年 5月 31日，紐約證交所調

整了實施25年的3個熔中斷點的觸發

等級以及暫停交易的時間，並於2013

年4月8日正式實施。在新的熔斷機制

中，標普500指數單日下跌7%、13%時

，交易暫停15分鐘；單日下跌20%時

，交易將暫停直至休市。

英國：主要針對個股，每天有
規律進行

英國的熔斷機制主要針對個股交

易。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當英

國富時100指數成分股漲跌幅超過動態

參考價格3%或者靜態參考價格8%，則

實行5分鐘集合競價，即“自動終止執

行期”。對於富時100指數成分股以外

的其他股票按流動性高低和交易價格

設置不同的漲跌幅度限制。由於3%的

價格變動並不大，所以“自動終止執

行期”實際是市場每天有規律進行的

一種“內置”功能。

英國最大的金融保險和抵押貸款

銀行蘇格蘭哈裏法克斯銀行(HBOS)曾

經在2008年金融危機最黑暗的時候，

18次處於“自動終止執行期”。雖然

最後沒有逃脫倒閉的結局，但是專家

表示如果沒有這一機制，情況會更混

亂。

韓國：1997年以來一共熔斷10
次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韓

國股市先後引進了指數熔斷機制和個

股熔斷機制。如果韓國股票綜合指數

較前一天收盤價下跌了10%或10%以上

，並且這種下跌持續了一分鐘，股票

交易暫停10分鐘，個股漲跌幅限制為

15%。如果交易量最大的期貨合約價格

偏離前一天收盤價5%或5%以上，同時

期貨價格偏離其公平價格3%或3%以上

，並且這種價格變動持續了一分鐘，

期貨合約停止交易5分鐘。韓國熔斷機

制每天只實施一次，在14：20以後不

再實施。如果股票市場出現暫停交易

的情況，期貨合約停止交易20分鐘。

截至目前，韓國股市共出現10次熔

斷交易中斷現象，其中1997年亞洲金融

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後是熔斷

交易機制發揮作用較多的時候。

日本：熔斷閾值不固定
日本東京證券交易所于1994年2月

引入熔斷機制。該機制規定，當股價

波動超過一定幅度時，將停止交易10

分鐘。其熔斷閾值並不是一個固定的

比率，而是根據不同的基準股價設定

不同的熔斷閾值。比如，當基準股價

在100～200日元之間時，股價上下浮

動超過50日元，即觸發熔斷；當基準

股價在15000～20000日元之間，股價

上下浮動超過4000日元，才觸發熔斷

。

在日本，熔斷機制曾多次觸發。

2001年美國“9· 11”事件、2008年金

融危機期間、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以

及2013年“安倍經濟學”政策出臺前

後，東京證券交易所都因股價或期貨

價格浮動過大停止交易。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統計局公佈的數

據顯示，去年底全澳新住宅建造批准量

創3年來最大跌幅，遠低於此前市場的

預期。分析人士認為澳大利亞的房地產

熱“已經過了高峰期”。

據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2015年11

月全澳獲批新建住宅數量較上月下跌了

12.7%，大大超過此前市場預期的3%的

跌幅，且創下2012年以來最大跌幅。雖

然備受亞洲投資者青睞的高層公寓房近

年來銷售業績表現搶眼，但此前分析人

士就警告這種旺盛的需求難以持續。

這是澳大利亞獲批新建房屋數量連

續第八個月下跌，此前被認為過熱的房

地產市場已開始出現降溫跡象。

另據此間媒體報道，澳洲聯邦銀行

經濟學家埃爾德說：“維多利亞州獲批

新建房屋數量下跌了令人咋舌的35.5%

。(維多利亞州首府)墨爾本的新建公寓

房一度存在增長過熱的風險，因此從長

遠考慮這一數據回落對維多利亞州的房

地產市場是有好處的。”

一方面房地產市場降溫讓很多擔憂

房價繼續飆升的潛在購房者如釋重負，

但也有經濟學家擔憂，在澳大利亞“後

礦業繁榮”時期其他經濟板塊增長疲軟

的情況下，近年來房地產市場一直擔當

著對衝礦業蕭條、提供就業、拉動經濟

的火車頭角色，一旦房地產熱潮退卻，

澳大利亞整體經濟將面臨減速。

高盛經濟學家蒂姆· 圖倍說：“澳大

利亞房地產市場在近年來一直是拉動經

濟增長的主力，目前這一板塊顯然開始

冷卻了。鋻於除房地產市場外的內需疲

弱，我們擔心2016年的經濟增長表現會

再次令人失望。”

美南版■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6年1月18日（星期一）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CBA)18間俱樂部的投資人16日在
東莞召開會議，簽署註冊“中職聯籃球(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的各項法律文件，正式開啟工商註冊程序。投資人一致認為，
成立聯合公司是發展CBA聯賽，激活籃球市場的重要一步。
目前，CBA聯賽的發展狀況並不十分樂觀，表現為俱樂

部造血機制不足，經營困難，版權、商務權沒有得到充分開
發，場上場下糾紛頻出等。投資人認為，聯合公司的成立，
有利於俱樂部與籃協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利益共同體，唯有如
此，才能確保聯賽的核心利益。
投資人均表示，通過聯合，把聯賽的“蛋糕”做大，一方

面能從根本上改善俱樂部的經營困境，另一方面籃協也能增加
收入，用於增加對於青少年和女籃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利益
共同體形成後，俱樂部自我約束，自我管理，才能從根本上遏
制聯賽亂象，進而解決例如運動員保障、裁判員待遇、贊助商
服務、媒體服務等一系列問題。 ■新華社

U23亞洲盃暨里約奧運會
亞洲區預選賽15日在卡塔爾多
哈展開小組賽第2輪賽事，繼上
場慘遭卡塔爾逆轉後，中國國
奧隊又在1球領先的大好局面
下，被對手連入3球，最終以1:
3敗北，2戰全敗，目前已基本
失去出線可能。

上輪不敵東道主卡塔爾
後，已經不容有失的中國隊此
役迎來上輪同樣輸球的敘利
亞。上半場開局階段，中國隊
一度佔據優勢，並在21分鐘由
廖力生主射罰球入網，率先打
破悶局。失球後的敘利亞加強
攻勢，並在41分鐘把握中國隊
的糜昊倫回傳時失誤，巴赫爾
被出迎的門將杜佳撲跌，獲得
一記十二碼，而杜佳也被紅牌
罰下，國奧隊只得用替補門將
張一諾換下劉彬彬，但他並未
擋出赫爾本的十二碼，敘利亞
在上半場追成1:1平手。
易邊後，以寡敵眾的中國

隊幾乎沒有給敘利亞製造太多

麻煩，並被對手在第54、83分
鐘時打進入球，結果以1:3輸掉
全場比賽，兩戰皆北，基本與
里約奧運會就此告別。目前，
中國隊仍有出線的理論可能，
就是同組的卡塔爾要取得小組
賽3戰全勝，而且中國隊與其他
兩隊比較淨勝球時佔據優勢。
賽後，中國隊主帥傅博承

認，輸掉2場後，中國隊的出線
希望實際上已經不大：“這次
失敗是成長之中必須要承擔的
責任，我們要敢於面對這種局
面，所以第3場還要全力以赴去
打好，但最後一場對我們來說
更加嚴峻，希望隊員們能夠從
失利的陰影之中走出來。”

敘利亞主教練法吉爾坦
言，這是一場必須要取勝的比
賽，而中國隊門將杜佳被罰下
成為全場比賽轉折：“我們準
備得非常充分，不論戰術還是
心理都準備得很好，我們也發
揮出了自己的水平。”

■中新社

2016年吉隆坡乒乓球團體世錦賽抽
籤儀式16日在馬來西亞舉行，中國男
隊和女隊均在小組賽階段面對中華台北
隊。
本屆世乒賽男子團體賽和女子團體

賽分別有24支隊伍參賽，小組階段分
為4個小組。男團方面，世界排名前4
位的中國、德國、日本和韓國分別為各
組種子隊。根據抽籤結果，中國隊與奧
地利、中華台北、希臘、捷克和朝鮮隊
分在A組。香港隊與韓國、俄羅斯、克
羅地亞、羅馬尼亞和意大利隊同在D
組。
女團方面，世界排名前4的中國、

日本、荷蘭和香港隊為4支種子隊。中

國與中華台北、羅馬尼亞、匈牙利、西
班牙和東道主馬來西亞同在A組。香港
隊與韓國、奧地利、俄羅斯、美國、瑞
典隊分在D組。小組首名直接進入8
強，小組的次名和第3名將進行交叉淘
汰賽，決出另外4個8強名額。
出席抽籤儀式的韓國乒乓球名宿柳

承敏表示，今年是奧運年，因此世錦賽
更加重要，中國隊和其他隊伍都會把這
屆世錦賽視為奧運會的綵排和檢驗。他
認為，日本等少數球隊可能給中國隊帶
來考驗，但現在的中國乒乓球運動員普
遍經驗豐富，能夠克服奧運會即將舉行
的影響和壓力。本屆世乒賽定於2月28
日至3月6日舉行。 ■新華社

團體世錦賽 國乒中華台北同組

澳洲網球公開賽(澳
網)16日結束最後一輪資
格賽，中國“三小花”王
雅繁、王薔及張帥順利晉
級正賽，而張凱琳及朱琳
則在最後一關行人止步；
男子方面，吳迪以總盤數

2:0擊敗比利時球手，職
業生涯第3次躋身澳網正
賽，同時也是首次通過資
格賽進入大滿貫正賽，可
是柏衍在決勝盤宣佈因傷
退賽。

王雅繁與斯洛伐克球
手庫科娃經過 3盤苦戰

後 ， 終
以5:7、
7:6和6:
3，職業
生 涯 首
次 闖 入

大 滿 貫 正
賽。

■記者蔡明亮

CBA球會投資人
成立聯合公司

中國三小花躋澳網正賽

■■國乒在男國乒在男、、女子組均遇上中華台北女子組均遇上中華台北。。 新華社新華社

■■王雅繁首躋身大滿貫正賽王雅繁首躋身大滿貫正賽。。新華社新華社

各界重量嘉賓到賀各界重量嘉賓到賀

郎
平
郎
平北
京
再
披
嫁
衣

北
京
再
披
嫁
衣

當天的婚禮由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白岩松擔任現場司
儀，婚禮現場，雙方至親好友歡聚一堂。到賀的嘉

賓中有眾多排壇名宿，包括郎平昔日恩師、其排球生涯
的領路人前中國國家體委主任袁偉民、前國際排聯主席
魏紀中、前中國男排著名運動員汪嘉偉夫婦、前中國女
排主教練陳忠和、老女排隊長曹慧英，郎平隨中國女排
奪得三連冠的老拍檔張蓉芳、隊友朱玲、李延軍，老女
排首奪世界盃冠軍的無名英雄張潔雲、周鹿敏和老隨隊
醫生田永福等。

除了排球界的人士之外，著名電視解說員宋世雄和
主持人張斌、中國短道速滑隊奧運金牌教練李琰、著名
歌手沙寶亮、著名演員張瑜、中國探險家協會副主席張
繼民、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韓志遠、喜夢寶集團董事
長邱季端、恒大集團副總裁劉永灼等文體界、學術界、
企業界的朋友，也來到現場，見證郎平和王教授的幸福
時刻。郎平女兒白浪特地從舊金山飛抵北京參加婚禮儀
式。郎平曾經在海外執教十餘年，有很多朋友是專程從
美國、意大利、法國、奧地利、日本趕來參加婚禮的。
郎平說，自己多年在國際排壇執教，訓練、比賽的

節奏快、強度大，很難有機會碰到心儀的人，遇到王教
授是一種緣分。

感謝丈夫從旁解壓
郎平說：“感覺他知識淵博、非常熱愛體育，對於

我們這個帶有軍事化色彩的‘高危’職業，他充分地理
解和支持，非常大度。在我情緒波動、壓力較大的時
候，給我帶來寬慰和放鬆，有如心靈相通的老朋友。我
們在精神層面有很多的共同語言，相處非常舒服、融
洽。”
身材魁梧、風度儒雅的王育成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

系，是學術界知名的宗教學者和文物鑒定專家。據郎平
說，最早認識王育成是在一次和朋友聚會時，當時兩人
交流不多。1年多以後，兩人又一次在和這位共同的朋友
相聚時見面，了解到對方也是單身，然後慢慢相知、相
愛。“這一兩年重回國家隊執教，壓力很大，王老師給
了我很多解壓的方式，對我幫助很大。每次有壓力時和
他溝通，他都非常耐心地傾聽。”
郎平在獨自闖蕩20多年後終於找到自己的歸宿，她

對多年來一直對她個人問題給予關心和幫助的“袁
頭”、宋世雄、張蓉芳等老朋友表示真誠的感謝。她
說：“借着這次排球界大家庭的聚會、還有這麼多好朋
友相聚的機會，我也想告訴大家：‘紅娘’不用再做
了，我已經找到可以依靠的肩膀和心靈上的伴侶。”
在相戀的過程中，郎平和王育成一直保持低調，他

們之間的交往直到去年世界盃中國女排奪冠之後才浮出
水面。郎平對廣大關心自己的球迷表示衷心的感謝，她
說：“非常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也感謝大家對我
們的祝福。還有半年多就是里約奧運會了，我們中國女
排會繼續刻苦訓練、頑強拚搏，不負使命。” ■■新華社

2016年1月16日是

個喜慶的日子，中國女

排主教練郎平和中國社

科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育成在京舉行婚禮。

婚禮上，多位中國排球

壇重量嘉賓均到賀，此

外，郎平的女兒白浪也

從舊金山飛抵北京參加

婚禮。

■■郎平郎平((左左))與丈夫感情要好與丈夫感情要好。。 新華社新華社

■■郎平郎平((右右))與王育成在北京舉行婚禮與王育成在北京舉行婚禮。。 新華社新華社
■■郎平郎平((右右))下嫁中國社科院教授一博士生導師王育成下嫁中國社科院教授一博士生導師王育成。。

新華社新華社

■■糜昊倫糜昊倫((左左))在比賽中拚搶在比賽中拚搶。。 新華社新華社
■■糜昊倫糜昊倫((右右))離場時傷心流淚離場時傷心流淚。。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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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價收購汽車最高價收購汽車！！
比CARMAX最多高出 $500 !!

Cube Auto Sales

1260 Blalock Roa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55
rental@cuberentalc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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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Tops Patent Application List for Five Consecutive Years
http://en.yibada.com/articles/100271/20160115/

china-topping-patent-application-list-5-consecutive-years.htm

Cadillac Hybrid Built in China to Be Sold in the US Market
http://en.yibada.com/articles/100214/20160115/
cadillac-hybrid-car-built-china-sold-u-s-market.htm

Overseas experts laud China's anti-corruption gains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01/15/c_135013225.htm

China's tourism robust in 2015, investment surges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01/15/c_135013464.htm

Chinese players claim titile of men's singles 2nd round at Australian Open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photo/2016-01/15/c_135013175.htm

Evidence of Siberian Tigers Found in Northeast China
http://en.yibada.com/articles/100279/20160115/

evidence-siberian-tigers-found-northeast-china.htm

BEIJING, Jan. 14 (Xinhua) -- China hopes the Group
of Twenty (G20) summit this year will guide world
economic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 se-
nior official said Thursday.
China will host the G20 summit in the eastern city of
Hangzhou from Sept. 4 to 5. The country formally
took over the G20 presidency on Dec. 1, 2015.
"China expects this year's summit to promote the
leading role and the ambition of the G20 in the global
economy. We should work to transform the G20 from
a crisis-managing mechanism to a long-term gover-
nance platform,"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sai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first G20 sherpa meet-
ing.
The G20 is a major forum for global economic and fi-
nancial cooperation that brings together the world's

major advanced and emerging economies, represent-
ing around 85 percent of global GDP, 80 percent of
world trade, and two-thirds of world population.
In 2008, the first G20 summit was held in Washing-
ton, D.C., and the group played a key role in re-
spons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Yang called on the participants at the sherpa meeting
to show ambition, determination and insight to make
the G20 play a greater role in boosting world econom-
ic growth, improving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increasing people's
welfare.
The theme of the
Hangzhou summit is
"building an innovative,
invigorated,
interconnected and
inclusive world
economy."
Preparations for the
summit will focus on
innovation in growth
patterns, improving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governance, boos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promoting inclusive and
interconnected development.
Yang also briefed the participants on China's eco-
nomic prospects, sa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maintain a generally sustainable and stable growth
trend through reform, innovation and more emphasis
on quality.
"China will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eco-

nomic co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to inject impetus
into domestic reform and mid-to-high economic
growth," Yang said. (Courtesy http://news.xinhuanet.
com/english)
Related

China Takes Over G20 Presidency On Dec.1
BEIJING, Nov. 30 (Xinhua) -- China will host the
2016 Group of Twenty (G20) summit in the eastern
city of Hangzhou from Sept. 4 to 5, and formally take
over the presidency of G20 on Dec. 1, 2015.
China's host of the summit shows not only a high de-
gree of trust in China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
ty, but also China's sincere willingness to contribute
mor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inese Presi-
dent Xi Jinping said in a statement released on Mon-
day night.
The G20 presidency rotates annually among its mem-
bers. To ensure continuity, the presidency is support-
ed by a "troika" made up of the current, immediate
past and next host countries. In 2015, the members
of the "troika" are Turkey, Australia and China.
Last year's G20 summit was held in Brisbane, Austra-
lia, and this year' s summit was in Antalya, Turkey.
In 2008, the first G20 summit was held in Washing-
ton, D.C.,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oup played a
key role in respons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Xi reviewed the past development of G20 and empha-
sized that the most valuable thing is the members'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will be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all countries to meet challenges and real-
ize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
tion face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can
we
consoli-
date the
founda-
tion of
economic
recovery
and
growth to
resist risks? Can we grasp the historic opportunity of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new industry revolution to
make the global economy a new round of growth?
The answer depends on our common choice and
action, Xi said.
At the momen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witches
their attention to G20, Xi said, noting that as an impor-
tant platform where developed countrie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merging-market economies have co-
operation, G20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inter-
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Xi called on G20 to do more to promote the solution
of some extrusive problems of global economy, so as
to make effort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strong, sustain-
able and balanced growth.(Courtesy http://news.xin-
huanet.com/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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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opes 2016 G20 Summit
To Guide World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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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C, front)
poses for a group photo with delegates

attending the first G20 sherpa meeting during
its opening ceremony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Jan. 14, 2016. (Xinhua/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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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zation), will
take place on Saturday February 13, 2016, at the Reflec-
tion Pond at Houston City Hall in downtown Houston
from 10 AM – 5PM.
This year's 20th Annual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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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
munities of Houston, offering a series of displays, food
booths, entertainment, acrobats, lion dancers,
world-class Shaolin Temple Wushu mar-
tial arts demonstrations and games and
door prizes for all ages. Activities are se-
lected to compliment this great and excit-
ing celebration with lively entertainment
for the entire family. Last year's celebra-
tion drew over 20,000 attendees. The
year of 2016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Lu-
nar Calendar is the Year of Monkey.
The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cele-
bration is the largest celebration of the
Asian New Year in the southwestern Unit-
ed States. It is a one-of-a-kind family ori-
ented event that attracts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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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pez
at 281-983-8154 or jenniferitc@gmail.com or Angela
Chen at 281-983-8160 or angela@scdai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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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will host the G20
summit in the eastern city
of Hangzhou from Sept. 4 to
5. Hangzhou is the capital
and largest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Eastern China.

The Logo for the 2016 G20 Summit
incorporates a stylized bridge consisting of 20
layered lines, symbolizing the 20 members of
the Group, the pattern of “G20 2016 CHINA”

and a seal with the characters “中国”
(“China”) in traditional Chinese font. The
bridge signifies that the G20 is a bridge for

global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 win-win future. The layered

lines are reminiscent of fiber-optic cables,
representing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letter “O” highlighted
in the image of “G20” embodies unity and

coordination among G20 members. The seal is
a represen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matches the English word “CHINA”.

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

十一次會議上強調，在適度擴大總

需求的 同 時 ， 著 力 加 強 供 給 側 結

構 性 改 革 。當前我國經濟的有效

供給受到高稅費成本約束，降低稅

費成本有望使企 業 重 新 煥 發 生 機

活 力 。 記 者 了 解 到 ， 2016 年我國

“營改增”將全面收官，多行業迎

來減稅利好，部分政府性基金、收

費有望退出歷史舞臺，專家分析這

些舉措有望為企業降低成本逾 5000

億。

企業凈利潤未能覆蓋上繳稅費的規

模，這樣的例子不在少數。

從事企業減負工作十多年的江蘇

省減負辦主任楊富榮說：“我們通

過十幾年來走訪企業、調查研究發

現，大概有超過 50%的企業凈利潤不

及稅收和收費之和。估計只有大約

三分之一的企業凈利潤可以超過稅

費。”

在楊富榮看來，企業繳稅費之後凈

利潤較低，發展後勁就不足了。“在企

業的各項成本中，稅費成本應該是最高

的。如果企業稅費成本進一步降低，企

業的凈利潤提高，能有更多的資金用於

自身發展，那麼企業融資壓力也會小一

些。”

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對記者

表示，十多年來，我國土地、資金、

人工、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價格

大幅上漲，再加上稅收、行政等成

本，已經使企業不堪重負。如何通

過深化改革，解除要素供給抑制、

降 低 要 素 供 給 成 本 、 提 高 供 給 效

率 ， 已經成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降成本是重要組成部分、出發點之

一，也成為今年供給側改革的重點

之一。

滕泰說：“據測算，從微觀層面

看，中國企業的綜合稅費負擔平均約

40%。而以我國的政府總收入除以GDP

所得到的國家宏觀稅負在 2014年達到

37%，大致相當於發達國家最高水準，

高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準10個百分點左

右。”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胡怡建接受記

者採訪時表示，前幾年我國經濟增長

快，企業利潤水準高，還可以承受較

高的稅費。而如今，稅費制度不合理

的矛盾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就暴

露出來了。“很多稅收制度的設計是

從保障國家收入角度出發，沒有從企

業負擔角度考慮，所以出現了很多

合法不合理的情況，也存在一些問題

和隱患，這是不利於發展的。”胡怡

建稱。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積極的

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實行減稅政

策，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專家認為

，2016 年將成為減稅大年。而為企

業減稅更多應該在稅制改革的基礎上

調節稅收結構，“營改增”將在 2016

年收官，成為減稅的主力軍。

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日前

表示，財政部三年以前預測“營改增”

要減9000億的稅，至少還有五六千億甚

至更多的稅要減。

胡怡建預測稱，2016 年，已納入

“營改增”的行業減稅規模估計有

2000 億，金融業、房地產和建築業、

生活服務業等行業如 2016年納入“營

改增”，並與此前的減稅力度保持一

致，則以此測算減稅規模或接近 4000

億，由此得出 2016年“營改增”減稅

總規模接近6000億。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梁紅認為，

應該通過稅制改革來進一步降低企業

稅負。“在所有行業‘營改增’改革

完成後，未來‘營改增’改革將進一

步減少增值稅稅率檔次，並借機進一

步減稅。目前增值稅稅率檔次偏多，

有17%，13%，11%，6%，3%五檔。此

外，我國間接稅比重較高，2014 年以

增值稅和營業稅為主的流轉稅佔總收

入比重超過 70%，主要由企業部門負

擔，未來改革的方向是增加直接稅，

比如房產稅、財產稅等，為減少企業

稅負創造條件。”

業內人士認為，在實行減稅政策的

同時，要繼續加大稅收優惠力度, 減少

重復徵稅，減少稅收優惠政策審批環

節，改革稅收預繳制度，加大對違規徵

收“過頭稅”的整治力度，真正實現

“放水養魚”。

事實上，近年來我國以稅收計算

的小口徑宏觀稅負約為 20%左右，這

個數字並不算高。但是，稅收之外的

各項收費、政府性基金構成了企業負

擔的重要組成部分，絕不可小覷。專

家表示，2016 年，在國家進一步清理

收費、簡並政府性基金的改革方向下，

將有更多的政府性基金、收費退出歷

史舞臺。

不少專家建議，2016年進一步加大

涉企收費清理力度，重點整治“紅頂仲

介”收費，加快公佈行政審批前置仲介

服務收費，從制度上切斷仲介收費與行

政職權的聯繫。

事實上，今年以來，我國“清費

立稅”取得了一定進展。目前，中

央部門及各地區行政審批前置仲介

服務收費清單基本梳理完畢，湖南、

湖北、安徽、廣東、山東、海南等

省已率先公佈了行政審批前置仲介

服務收費清單，其他地區收費清單

也將陸續公佈。工信部副部長辛國

斌此前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我

們將在各地區、各部門公佈收費清

單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全國涉企收

費清單項目庫並公開，為企業繳費

提供查詢依據。”

雖然涉企收費明顯規範，亂收費

問 題 得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遏 制 ， 不 過

《2015 年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顯

示：仍有6%的企業反映，個別地區強

制企業訂購報刊雜誌的現象仍比較嚴

重，5%的企業認為一些部門的行政審

批前置仲介服務收費不夠合理。同時，

還有 26%的企業認為行政事業性收費

和政府性基金徵收後的支出情況不夠

透明。

在楊富榮看來，2016 年減費的主

要方向應該是政府性基金。“2015

年，行政事業性收費清理取得了一定

進展。尤其是省一級清理已經差不

多了，江蘇行政事業性收費數量已經

很少了。”他告訴記者：“政府性基

金這塊還比較多，我認為 2016 年要

進一步清理政府性基金。現在很多

政府性基金都是專向用於某項社會

公共產品的，之所以設立這些基金

是因為當年我們財政沒錢，收取這

項政府性基金專門辦某件事情，現

在財政收入比幾十年前好多了，很

多專項的政府性基金不合時宜，是

時候可以取消了。”楊富榮舉例稱，

比如殘疾人保障基金是專項用於殘

疾人保障事業這項公共產品的基金，

企業對此反應比較強烈，覺得不應

該收取。因此，2016 年減費的主攻

方向應該是政府性基金。

“營改增”今年將收官
企業減稅費料超五千億

重壓 超半數企業稅費超凈利潤

應對 “營改增”成減稅主力軍

前瞻 政府性基金或成重要清理對象

林先生是西南某省一個家用燈具製造公司的老總，談到企業成
本，他首先提及的就是稅費負擔。“我們企業的稅費規模大概 300萬
左右，企業凈利潤比稅費還要少一點。各項成本中稅費成本是比較重
的。”林先生道出了不少企業的心聲。中國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發
佈的《2015年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顯示，希望國家出臺“稅收減
免”政策的呼聲最高，反映此訴求的企業比例達到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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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713-988-9018 Ying Lai
Fax:(713)988-8846 Cell Phone: (832) 643-5830

僑福大樓出租﹕
◆2層樓專業辦公大樓，位於Ranchester(廉
潔路)與Harwin(好運街)交口處停車方便租
金合理
◆200呎-15000呎，多樣化隔局，彈性選擇
◆位南北疏通要道，近休士頓商業批發街，
各大銀行，商場，旅館，高速道路及中國城商
業區，交通便利，地理商業中心
◆厚實大樓外觀，專業完善管理及一流設備

休士頓中國城辦公樓最佳首選

中國城的鑽石地點

Ying Lai 賴太太

STERLING MCCALL LEXUS
10025 SOUTHWEST FREEWAY,HOUSTON TX 77074

(59號南﹐八號公路前)

TEL: 713-995-2600 1-800-256-6225
E-MAIL: mma@smlexus.com

原裝日本進口
最佳售後服務

☆☆☆另有大量優質二手車選擇☆☆☆
新車可享有兩年免費換機油及油隔服務

MARTIN MA

馬 田 澤
請電話預約﹕

713-995-2667( 直 線 )

713-501-6888( 手 機 )

通國﹑粵﹑英語

凌志全線車系 現貨供應或預定

BB77體育圖片

Website: www.zencon.com

貨貨 運運 報報 關關

˙海運、報關、卡車、倉儲連貫服務
˙每週貨櫃進/出口東南亞
˙承運整櫃、散貨、大宗貨及空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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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為更好服務客商,除洛杉磯
總部,紐約分部外,休士頓分
公司現已營運了二十年,我
們保證以下服務:

家

分

公

司

43
全
通船舶運輸公司

ZEN CONTINENTAL CO., INC.

服務一定周到服務一定周到 ˙̇ 價格絕對優惠價格絕對優惠
請聯絡 ELLEN CHI

TEL:(713) 780-8727 , FAX:(713) 780-8867
Eldridge Pointe Office Condos

142 Eldridge Rd. #B, Sugar Land, TX 77478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登陸Youtube官方網站，搜索itv
Houston 55.5 Live即可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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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袁
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

開路傳事人看見袁 連忙回去報與賈
珍．賈珍急命前面駐紮袁同賈赦賈
政三人連忙迎來袁 以國禮相見．水
溶在轎內欠身含笑答禮袁 仍以世交
稱呼接待袁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院
"犬婦之喪袁累蒙郡駕下臨袁蔭生輩
何以克當遥 "水溶笑道院"世交之誼袁
何出此言遥 "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

代奠．賈赦等一旁還禮畢袁復身又
來謝恩．

水溶十分謙遜袁 因問賈政道院"

那一位是銜寶而誕者钥 幾次要見一
見袁都爲雜冗所阻袁想今日是來的袁
何不請來一會遥 "賈政聽説袁 忙回
去袁急命寶玉脫去孝服袁領他前來．
那寶玉素日就曾聽得父兄親友人等

説閒話時袁贊水溶是個賢王袁且生得才貌雙全袁風流瀟灑袁每不以
官俗國體所縛．每思相會袁只是父親拘束嚴密袁無由得會袁今見
反來叫他袁自是歡喜．一面走袁一面早瞥見那水溶坐在轎內袁好

個儀表人材．不知近看時又是怎樣袁且聽下回分解．
上卷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説寶玉舉目見北靜王水溶頭上戴着潔白簪纓銀翅王帽袁 穿着
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蟒袍袁系着碧玉紅滞帶袁面如美玉袁目似明
星袁眞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參見袁水溶連忙從轎內伸出手
來挽住．見寶玉戴着束發銀冠袁勒着雙龍出海抹額袁穿着白蟒箭
袖袁圍着攢珠銀帶袁面若春花袁目如點漆．水溶笑道院" 名不虛

傳袁果然如 `寶 '似 `玉 '遥 "因問院"銜的那寶貝在那里钥 "寶玉見

問袁連忙從衣內取了遞與過去．水溶細細的看了袁又念了那上頭
的字袁因問院"果靈驗否钥 "賈政忙道院"雖如此説袁只是未曾試過遥
"水溶一面極口稱奇道異袁一面理好彩縧袁親自與寶玉帶上袁又
攜手問寶玉幾歲袁讀何書．寶玉一一的答應． 水溶見他語言

清楚袁談吐有致袁一面又向賈政笑道院"令郞眞乃龍駒鳳雛袁非小
王在世翁前唐突袁將來 `雛鳳清于老鳳聲 '袁未可量也遥 "賈政忙

陪笑道院"犬子豈敢謬承金奬．賴蕃郡余禎袁果如是言袁亦蔭生
輩之幸矣遥 "水溶又道院"只是一件袁令郞如是資質袁想老太夫人袁
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袁但吾輩後生袁甚不宜鍾溺袁鍾溺則未免荒
失學業．昔小王曾蹈此轍袁想令郞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郞在
家難以用功袁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袁卻多蒙海上衆名士凡
至都者袁未有不另垂靑目．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郞常去談會
談會袁則學問可以日進矣遥 "賈政忙躬身答應．

她把我想成惦念慕容清的花痴小丫鬟了袁罷了袁這個理由倒是不惹人懷疑袁隨即
紅着臉袁假裝眸光閃爍袁兩只手不住的絞着衣衫的下襬院"噎噎妹妹只是袁公子畢竟救
了妹妹噎噎進府這么久噎噎我還沒有好好的袁謝謝公子呢噎噎"

那樣子袁就連林一也要相信自己果眞是患了相思病的小丫頭了遥
"公子不在這兒浴 "緑靈低笑了兩聲袁突然正色説道遥
"不在么钥 "林一突然睜大眼睛看着緑靈袁心里確實慌張的緊遥慕容清不在袁怎么

辦钥自己好不容易才有機會出來這么一趟袁明天説不準還有沒有機會呢袁如果不能及
時的讓慕容清知道梅園的情况袁那慕容婉不是還要繼續那么病下去么钥

"不過小四在袁妹妹不是要找小四么钥"緑靈水汪汪的眼睛眨了眨袁語氣中滿是調
侃的意味兒遥

本來以爲慕容清不在袁林一多少會有些失落袁那成想林一卻爽快的應道院"還請

姐姐幫妹妹傳個話個小四哥袁説妹妹在這里等着見他浴 "

緑靈有瞬間的驚愕袁不過隨即就想明白了袁估計林一見小四也不過是爲了讓小
四幫忙在慕容清耳邊多提提她吧袁或者慕容清想起了她又收到身邊袁那時候就能每
天見到心中朝思暮想的人了遥

"那你在這兒等着吧浴 "緑靈雖然和緑巧一樣都是從小就在慕容清身邊伺候的袁
爲人比緑巧和善的多袁也沒有緑巧爭寵好勝之心遥説對慕容清沒有想法那是假的袁但
是卻不像緑巧一樣袁對於每一個親近慕容清的女孩子袁都像防賊那般防着遥
緑靈抬腳就要去找小四袁才看見掉落一地的書卷袁忙蹲身去撿遥
林一卻快人一步袁蹲在地上收拾起來袁催促道院"姐姐先去幫妹妹找小四哥吧袁這

里我來收拾浴 "

被林一輕推了一把袁緑靈掩嘴輕笑着離開了遥
等待的時間總是最難熬的袁眼看着日頭越來越高袁林一急的如熱鍋上的螞蟻袁饒

是深秋氣涼袁林一的頭上也淌滿了汗水遥
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響起袁就看見小四一路小跑袁氣喘吁吁的跑到了林一的跟前袁

抹着臉上的汗水院"咦钥 是你找我啊浴 你在二小姐那邊都還習慣嗎钥 "

聲音里有掩飾不住的喜悅遥
林一卻沒有時間跟他寒暄袁謹愼的看了看小四身後沒有人跟來袁才壓低了聲音

説道院"公子不在院子里嗎钥 "

"陪王爺用早膳去了袁你找公子有事钥 "

"恩浴急事浴 "林一遲疑了片刻才壓低嗓音湊到小四的耳根邊上院"是關於二小姐

的事浴 我必須當面和公子説浴 "

"那憐兒姐姐有沒有去靜宜苑看望蓉姐姐钥 "曹素素又道院"陸郡君

一直看我們不順心袁我就怕姐姐的日子也不好過啊遥 "

"這個噎"遭了袁曹蓉蓉失踪的事情袁素素還不知袁這個時候不能再
刺激她了袁可是我該怎么辦遥 馮佑憐暗自忖度遥

"憐兒姐姐袁蓉姐姐是不是出事了钥 "素素敏感地問道遥
"素素袁你靜心養傷袁蓉蓉很好袁我也去看過她遥 "馮佑憐違心説道院

"雖然陸郡君對你們有成見袁可是現在她忙着夫人的事情根本無暇顧及
蓉蓉了遥 "

"那就好袁那就好遥 "曹素素莞爾一笑袁
馮佑憐説了一些安慰曹素素的話袁最後在德喜的再三催促下袁兩人

才依依不捨地分開遥 一路上袁德喜一直追問素素的情况袁馮佑憐無心答
話袁只是隨便説了幾句了事遥

***

一個時辰前遥
"你去探望曹素素遥 "宋中使淡漠地吩咐袁馮佑憐自然求之不得遥可

是袁宋中使又説院"但是你要弄清楚袁究竟是誰指使她接近皇上的遥 "

馮佑憐錯愕地瞪着宋中使袁説道院"素素不是這樣的人遥 "

"如今宮里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袁皇上遲早要收了她遥 "宋中使冷

冷地説院"如果不是有人指使袁那就是自己設計往上爬了遥 "

自己設計钥馮佑憐憂愁地想着院不會的袁素素不會這么做遥爲什么袁
突然之間袁都變得這么陌生钥宋中使不是不過問這些事情嗎钥難道是因
爲弘德夫人钥 她還想怎么樣钥 難道權傾後宮眞的這么重要钥
第二卷 宮斗篇 揖立後風波铱 第六十章 坐觀虎斗

"曹素素钥 "胡太后蹲下來袁放了手中的波斯貓遥貓兒 "喵 "一聲袁又
跳出窗外遥 小敏杵在胡太后身邊袁點了點頭説道院"在花宴上袁太后見過
她遥 "

"嗯噎"胡太后猛地恍然説道院"想起來了袁就是靜宜苑里的那個不
會倒茶的小宮女遥 咯咯咯遥 "

"不知太后笑什么钥 "小敏笑着問道遥
"哀家笑什么钥哼袁哀家眞是不明白了遥 "胡太后蹙眉説道院"這個陸

郡君究竟想干什么钥 難不成一個弘德夫人怕不夠袁再加上一個钥 "

"那她豈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钥 "小敏不解地問遥
"如果宮里眞的有兩個弘德夫人袁只怕是永遠不得安寧咯遥 "胡太

后打趣地説遥

最讓夏如風感到欣喜的是袁由於契約三頭獸的力量袁與五天來獸
獸們的殺戮袁召喚書竟然晉級了遥

在召喚獸晉陞爲銅品召喚書之際袁 書上散落無數的靑色光芒袁靑
光中藴含着強厚的靈氣袁而沐浴在靑光中的小東西與火兒雙雙等級飆
升袁小東西晉陞了五級袁到達一階八級巔峰袁火兒本就比小東西高出一
階袁故此吸收的靈氣也高於小東西袁它整整躍升了六級袁達到二階八級
的地步遥

便當夏如風獃住的時刻袁靈魂中響起了白瑞的解説聲院"在遠古時

代的召喚書袁契約力量和獸獸們殺戮的力量都會轉換爲靈力保存在書
中袁每當召喚書晉陞袁那些靈力都會散發出來袁供給召喚獸吸收袁等級
越高的召喚獸袁吸收的也便越多袁自遠古時代過去袁召喚書進行了退
化袁也便喪失了這個能力遥 "

瞭解清楚內心的疑問袁夏如風點點頭袁五天以來袁凌波微步修煉的
差不多了袁她相信便是大靈師高手袁她也能輕而易舉的脫逃遥

於是袁她讓火兒與小東西繼續留在了外面捕獲獸晶袁自己則回到
了召喚書世界遥

"下面袁該開始修煉靈氣了啊浴還有九天袁便是拍賣會了袁隨即離那
場戰鬥袁也只剩下十九天了噎噎"

輕輕的嘆息袁憑藉着魅影仙踪和地炎焚身袁她不用擔心比試會輸袁
但是在比試後自己定會風頭大勝袁故此修煉也得加快速度遥

"你來了钥"白瑞手中拿着一個藥瓶袁輕步走來袁那一頭銀髮在風中
輕舞袁俊美的臉龐上卻帶着一絲的疲憊袁"五天袁我煉製了五顆三階高
級的洗髓丹袁我想袁此刻你應該需要的到遥 "

"洗髓丹钥"夏如風一愣袁洗骨伐髓是靈將級別特有的待遇袁但她從
無修煉到靈士時袁逆天決便突破了第二層袁第二層的逆天決賦予她的
能力是助人洗骨伐髓和消化別人無法消化的力量袁或者吸收他人無法
消化力量爲己用遥

不過這些她僅能幫助他人袁而無法用到自己身上袁沒想到白瑞竟
然煉製了洗髓丹給她遥

"白瑞袁 謝謝袁"看到白瑞臉上的疲憊袁 夏如風不由浮出感激的笑
容袁隨後接過了他手中的藥瓶袁倒出了一顆黃色的丹藥袁二話不説的呑
了下去遥

寧汐順着話音贊了幾句袁 寧慧臉上的笑意越發的濃了袁 打開了話匣
子袁説起了寧曜的事情遥 寧汐裝出興緻盎然的聽了起來遥

其實袁有些事情寧汐比寧慧更清楚遥 寧曜一直很聰明很能幹袁也很有
野心遥 在前世袁寧曜十九歲那年娶了大掌櫃家的獨生女袁一路做到了二掌
櫃遥 眼看着有望做大掌櫃了袁偏偏寧有方在宮里出了事袁累及所有的寧家
人遥 寧曜也不例外噎噎

寧汐的腦海里忽然又出現那血腥慘厲的一幕袁心里狠狠的抽痛着遥
不袁今生再也不會發生這些事情遥
只要寧有方老老實實的在鼎香樓里做主廚袁 就不會被扯進幾位皇子

爭奪皇位的腥風血雨里遥 寧家人也能平平安安的在大燕王朝里活下去 "

噎噎大哥年紀已經不小了袁我娘天天惦記着請媒婆去給他説親袁可他總是
不樂意遥 "寧慧邊笑邊説着寧曜的趣事院"我娘實在着急袁有一回還替他去
相看媳婦遥可大哥説了袁自己的親事自己做主遥要是娘再逼他袁他就不娶媳
婦了遥 我娘被他這么一嚇唬袁也不敢再自作主張了遥 "

寧汐聽的咯咯笑了起來袁隨口説道院"讓嬸娘別操這個心了遥 大哥以後
肯定會娶個好媳婦的遥 不出一年袁大嫂就會過門的遥 "

寧慧失笑院"你倒是很清楚似的遥 "

寧汐笑而不語遥
寧慧不知想到了什么袁眉宇間浮起一絲陰霾遥
寧汐心里一動袁低聲問道院"五姐袁過了年你就十六了袁親事定了嗎钥 "

若記得沒錯的話袁寧慧便是在這一年的年底定的親事遥
果然袁寧慧低聲説道院"前兩天有媒婆上門來提親袁不知道爹娘是什么

心意遥 "在婚嫁一事上袁女子是沒有自主權的遥 寧慧也只能盼着自己的運
道好些袁能有個好歸宿遥

寧汐笑着安撫道院"五姐你儘管放心袁你一臉的福相袁以後一定會嫁
個好丈夫的遥 "

寧慧紅了臉袁心里卻是甜絲絲的遥 默然了片刻袁才打起精神説道院"對

了袁洛陽那邊送了信過來袁説是二姐在年底出嫁遥爹娘都打算帶我們回去遥
你們回去嗎钥 "

寧汐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消息袁一臉的意外院"眞的钥 這也太快了
吧 "

寧慧笑道院"這哪里算快遥 二姐本來去年就該嫁過去遥 卻因爲李家有
喪事袁整整遲了一年遥要是再拖到明年袁可就十八歲了袁快成老姑婆了遥我
也有兩年沒回洛陽了袁這次正好趁着二姐的喜事回去遥 "

寧汐想了想袁 也下定了決心院"我也要回去遥 "寧雅出嫁可是件大喜

事袁怎么着也該回去看看遥
這一天袁一直在寧有德家吃了晩飯袁寧汐才隨着父母盡興而歸遥
走在路上袁寧汐便問起了寧雅出嫁的事情院"噎噎爹袁聽五姐説袁二姐

年底就要出嫁了遥 "

寧有方笑着點點頭院"是啊袁我也是聽你大伯提起才知道的遥 這可是
件大喜事袁到時候肯定要回去遥 "反正到了年底袁各大酒樓都會停業休息遥
一直到來年的正月十五才會開業遥 正好可以趕着回洛陽過年遥

阮氏也笑道院"來京城這么久了袁我早就想回去看看了遥 "

這些話正中寧汐的下懷袁咧嘴一笑袁點頭應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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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1616賽季英超第賽季英超第2121輪壹場焦點戰在聖詹姆斯公園輪壹場焦點戰在聖詹姆斯公園
球場爭奪球場爭奪，，曼聯客場曼聯客場33比比33戰平紐卡斯爾戰平紐卡斯爾，，魯尼梅開二度並魯尼梅開二度並
助攻林加德破門助攻林加德破門，，紐卡斯爾紐卡斯爾33人先後進球兩度扳平人先後進球兩度扳平。。曼聯曼聯
積分榜滑落至第積分榜滑落至第66。。

紐卡斯爾紐卡斯爾33--33曼聯曼聯

跳臺滑雪四山賽精彩跳臺滑雪四山賽精彩

近日近日，，經過經過99天在德國和奧地利的激烈爭奪天在德國和奧地利的激烈爭奪，，
第第6464屆跳臺滑雪四山賽落下了帷幕屆跳臺滑雪四山賽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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