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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2016年1月19日 Tuesday, January.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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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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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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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www.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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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
UHF無線頻道
24小時免費收視

資深地球物理測井顧問資深地球物理測井顧問、、AE&EAE&E國際副總裁國際副總裁

梅梅 紅紅（（Hong MeiHong Mei））博士博士

貴妃雞(半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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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妃雞(半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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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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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
(送龍蝦)

八人套餐價$198
(送魚翅羹)

萬事如意（雞絲火腿魚翅湯）
金玉滿堂（油泡帶子蝦球）
大紅大紫（北京片皮鴨）
百福駢臻（黑啤雙龍蝦）
龍鳳呈祥（鮑魚海參）
橫財就手（髮菜好市豬手）
喜氣盈門（京都排骨）
花開富貴（酸子大蟹）
春回大地（瑤柱扒豆苗）
年年有餘（清蒸海上鮮）

農曆年套餐$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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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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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農曆新年 (2016年1/19起）

（節假日除外）

加拿大大龍蝦
1磅$16.95

加拿大螃蟹
1隻$25.95

十人套餐價$288
(送魚翅羹)

慶祝慶祝KatyKaty世界劇場世界劇場（（ World TheaterWorld Theater ））
開業剪彩並舉行首場演出開業剪彩並舉行首場演出

本報記者
陳鐵梅報道

20162016年年11月月1515日晚日晚，，由由Burton WolfeBurton Wolfe 和和LawLaw--
rence Wangrence Wang創建的世界劇場創建的世界劇場（（ World TheWorld The--
aterater ））在在KatyKaty開業精彩並舉行了首場演出開業精彩並舉行了首場演出。。數數
百人到場觀看了演出百人到場觀看了演出，，演出由演出由Burton WolfeBurton Wolfe 主主
持持。。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文
化參贊楊松出席剪彩儀式化參贊楊松出席剪彩儀式，，並且在並且在
節目演出前致辭節目演出前致辭。。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參加了演出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參加了演出。。

釋行浩武術學校派出了強大釋行浩武術學校派出了強大
的團隊的團隊，，66歲的小精靈王真真歲的小精靈王真真
有模有樣的表演有模有樣的表演，，引起觀眾引起觀眾
雷鳴般的掌聲雷鳴般的掌聲。。

印度舞印度舞。。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文化參贊楊松與王真真及小真真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文化參贊楊松與王真真及小真真
的父親合影的父親合影。。

晚會有來自各種族的精彩演出晚會有來自各種族的精彩演出。。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在珍寶海鮮餐廳舉行第十五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11月月99日日3030周年慶周年慶、、新任會長翁作華新任會長翁作華、、楊桂松元老楊桂松元老、、王煒蘭秘書長熱烈歡迎王煒蘭秘書長熱烈歡迎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齊永強夫婦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齊永強夫婦、、俞欣嫻秘書俞欣嫻秘書、、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李美姿副主任、、劉劉
秀美僑委秀美僑委、、王妍霞王妍霞、、張文華法官張文華法官、、陳先生譚秋晴夫婦出席陳先生譚秋晴夫婦出席

在張文華法官見證下在張文華法官見證下、、新任會長翁作華新任會長翁作華、、理事長周理事長周
滿洪和理監事會成員宣誓就織滿洪和理監事會成員宣誓就織

州眾議員伍修伯州眾議員伍修伯、、吳元之頒發賀文給德州越棉寮華吳元之頒發賀文給德州越棉寮華
裔聯誼會天后廟新任會長翁作華裔聯誼會天后廟新任會長翁作華、、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

金城銀行黃國樑總經理夫婦金城銀行黃國樑總經理夫婦、、侯秀宜公關及行員們贊助社區活動侯秀宜公關及行員們贊助社區活動
不遺餘力不遺餘力

楊桂松元老夫婦楊桂松元老夫婦、、安良工商會共同會長陳燦基安良工商會共同會長陳燦基、、李雄李雄、、台北經濟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副處長齊永強夫婦文化辦事處副處長齊永強夫婦、、俞欣嫻秘書俞欣嫻秘書、、黃鈺程秘書黃鈺程秘書、、僑教僑教
中心莊雅淑主任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李美姿副主任、、劉秀美僑委劉秀美僑委、、孟繁芝參加德州孟繁芝參加德州
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11月月99日日3030周年慶周年慶

市長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宣佈宣佈11月月99日日20162016年年
為德州越棉寮華裔聯為德州越棉寮華裔聯
誼會天后廟新任會長誼會天后廟新任會長
翁作華之日翁作華之日美南銀行公關邱嘉雯與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美南銀行公關邱嘉雯與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

后廟副會長楊贊榮交流后廟副會長楊贊榮交流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3030周年慶上周年慶上
理事長周滿洪夫婦與市長理事長周滿洪夫婦與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相見歡相見歡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天后廟3030周年慶周年慶、、新任會長新任會長
翁作華夫婦翁作華夫婦、、理事長周滿洪夫婦理事長周滿洪夫婦、、許振城顧問許振城顧問、、市長市長
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州眾議員伍修伯州眾議員伍修伯、、張文華法官張文華法官、、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代表譚秋晴代表譚秋晴、、台北經濟文化辦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副處長齊永強夫婦處副處長齊永強夫婦、、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劉秀美劉秀美
僑委歡聚一堂僑委歡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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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6年1月19日 Tuesday, January. 19, 2016 星期二 2016年1月19日 Tuesday, January. 19, 2016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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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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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亞垂死袋鼠媽媽
給孩子最後壹抱給孩子最後壹抱

近日近日，，網絡上壹組母袋鼠垂死的圖片令人心碎網絡上壹組母袋鼠垂死的圖片令人心碎。。畫面中畫面中，，袋鼠媽媽奄奄壹息時袋鼠媽媽奄奄壹息時，，
努力抱著袋鼠寶寶努力抱著袋鼠寶寶，，袋鼠爸爸則默默地抱著袋鼠媽媽袋鼠爸爸則默默地抱著袋鼠媽媽，，壹直陪伴在側壹直陪伴在側。。攝影師埃文攝影師埃文··
斯威策斯威策（（Evan SwitzerEvan Switzer））拍攝了這壹組照片拍攝了這壹組照片。。

德國科研人員將解剖兩頭死亡抹香鯨德國科研人員將解剖兩頭死亡抹香鯨

德國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德國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NordstrandNordstrand，，科研人員將檢查和解剖科研人員將檢查和解剖
兩頭在黑爾戈蘭島被發現死亡的死亡的抹香鯨兩頭在黑爾戈蘭島被發現死亡的死亡的抹香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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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荣欣

小廝們又吿訴他原委． 寶玉聽

説袁便上來擰轉作耍袁自爲有趣．只
見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莊丫頭跑

了來亂嚷院"別動壞了浴 "衆小廝忙

斷喝攔阻．寶玉忙丢開手袁陪笑説
道院"我因爲沒見過這個袁所以試他
一試遥 "那丫頭道院"你們那里會弄

這個袁站開了袁我紡與你瞧遥 "秦鍾

暗拉寶玉笑道院"此卿大有意趣遥 "

寶玉一把推開袁笑道院"該死的浴 再
胡説袁我就打了遥 "説着袁只見那丫
頭紡起線來． 寶玉正要説話時袁只
聽那邊老婆子叫道院"二丫頭袁快過
來浴 "那丫頭聽見袁丢下紡車袁一徑
去了．

寶玉悵然無趣．只見鳳姐兒打

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 鳳姐洗了

手袁換衣服抖灰袁問他們換不換．寶
玉不換袁只得罷了．家下僕婦們將帶着行路的茶壺茶杯袁十錦屜
盒袁各樣小食端來袁鳳姐等吃過茶袁待他們收拾完畢袁便起身上
車．外面旺兒預備下賞封袁賞了本村主人．莊婦等來叩賞．鳳

姐並不在意袁寶玉卻留心看時袁內中並無二丫頭．一時上了車袁
出來走不多遠袁只見迎頭二丫頭懷里抱着他小兄弟袁同着幾個小
女孩子説笑而來．寶玉恨不得下車跟了他去袁料是衆人不依的袁
少不得以目相送袁爭奈車輕馬快袁一時展眼無踪．

走不多時袁仍又跟上大殯了．早有前面法鼓金鐃袁幢幡寶
蓋院鐵檻寺接靈衆僧齊至．少時到入寺中袁另演佛事袁重設香
壇．安靈于內殿偏室之中袁寶珠安于里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
待一應親友袁也有擾飯的袁也有不吃飯而辭的袁一應謝過乏袁從公
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袁至未末時分方纔散盡了．里面的堂
客皆是鳳姐張羅接待袁先從顯官誥命散起袁也到晌午大錯時方散
盡了．只有幾個親戚是至近的袁等做過三日安靈道場方去．那
時邢袁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來家袁也便就要進城．王夫人要帶
寶玉去袁寶玉乍到郊外袁那里肯回去袁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
無法袁只得交與鳳姐便回來了．原來這鐵檻寺原是寧榮二公當
日修造袁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佈施袁以備京中老了人口袁在此便
宜寄放．其中陰陽兩宅俱已預備妥貼袁好爲送靈人口寄居．不
想如今後輩人口繁盛袁其中貧富不一袁或性情參商院有那家業艱
難安分的袁便住在這里了袁有那尙排場有錢勢的袁只説這里不方
便袁一定另外或村莊或尼庵尋個下處袁爲事畢宴退之所．即今秦
氏之喪袁族中諸人皆權在鐵檻寺下榻袁獨有鳳姐嫌不方便袁因而
早遣人來和饅頭庵的姑子凈虛説了袁騰出兩間房子來作下處．

沒想到那少年卻跳到前面擋住林一的去路袁不依不饒院"大白天的到這種沒人的

地方來袁我看你也不是磊落之人袁説袁你來這里到底行什么苟且之事钥 "

林一眨眼一笑院"公子大白天的來這種沒人的地方袁又是行什么苟且之事呢钥 "

一句話噎的少年憋紅了臉半天説不出話來袁樣子煞是可愛袁要不是還要去大廚
房領東西袁林一還眞想好好逗逗這個小正太遥那少年還在想對策的時候袁林一飛也似
的跑開了遥
第二十章 中毒已深
急匆匆的從大廚房里領了當天的份例袁回到梅園後院遥
剛一進院子就看見祥林嫂焦急不安的徘徊在廚房門口的台階上遥
"嫂子袁我回來了浴 "雖然還沒有能見到慕容清袁但是總算是和慕容清聯繫上了袁

心里也不免輕快了許多遥
祥林嫂停住腳步袁從林一手里接過竹籃子袁淡淡的説了一句院"回來就好浴 "

林一也不多話袁一整天都安安靜靜的跟在祥林嫂身邊袁像往常一樣做着活兒袁不
過每一次見到紅珠在熬煮湯藥的時候袁心間還是忍不住要抽搐兩下遥 只好在心底不
斷的吿訴自己 '只要過了明天就好了袁明天就好了 '浴 又強迫自己不往那邊看遥

好不容易熬到晩膳過後袁林一主動送祥林嫂回前院的房間袁又再三叮囑袁要祥林
嫂多休息幾天袁不要太急着勞累袁這每天取份例的事就放心交給她就好了浴

祥林嫂只是略做遲疑袁便應允了遥
第二天一早收拾好早飯袁林一就別了祥林嫂往芷泉閣去遥
雖然心里記挂着慕容婉袁但是一想到馬上就能見到慕容清袁她的心里還是有些

小小的嗨皮的遥 畢竟慕容清也是她來到這個世界袁第一個對她好的人浴
走到小道口上還是謹愼的打探了一番袁確定沒有人袁這才急忙閃身鑽了進去遥
小四從開着的門縫兒里探出半個頭向小道這邊張望着袁 一見到林一就跳了出

來袁把她拽進門里遥
待到大門緊閉袁靑松後面閃出一個人影袁盯了紅漆角門兩眼袁才又閃進了靑松的

陰影里遥
"公子在嗎钥 "一進院子林一就迫不及待的問道遥
"已經等你好一會兒了浴 "小四小心的揷好門閂袁才引林一去那排朝南的房間遥
"公子袁她來了浴 "小四上前輕叩房門遥
"讓她進來浴 "自從芷泉閣一別袁林一就再也沒有聽到慕容清的聲音了袁此時一

聽袁總覺得別樣的親切遥
小四推開房門袁輕聲的對她説院"進去吧浴 "

琉璃心中一緊袁哼袁這個老傢伙袁想必是有事隱瞞了遥 不過袁她們爲
什么要這么對付一個小宮女钥 難道她們不怕宋中使追究嗎钥

***

琅琊王高焰奉皇上之命袁提前趕來鄴城遥可是這個時候的高煒卻心
有戒意袁他開始有些後悔召回琅琊王之舉遥

高焰領命覲見皇帝哥哥高煒袁但是在此之前他已經密見蘭陵王了袁
高焰對高琸的到來很是不解遥當年父王特地將此人送去自己的領地袁然
後下旨袁 如沒有皇帝的命令是不允許進城的袁 可是如今他不但進了鄴
城袁反而聽説修建了自己的府邸住了下來遥

"這些年辛苦你了遥 "高煒坐在高焰對面袁一邊爲自己的弟弟倒茶
一邊説道遥

"爲了皇帝哥哥袁當然談不上辛苦遥 "高焰憨笑着説院"國泰民安是

我們作爲臣子最大希望遥 "

"焰兒袁聽説這些年你一直都沒有娶過任何女子袁爲此事太后可是
抱怨不少袁弄得朕這個做哥哥的袁眞是不知該如何是好了钥 "皇上笑着

説遥
"説到婚娶袁我還眞沒想過遥 "高焰煽笑着説院"其實這些年袁我一個

人也過得習慣了遥 有沒有女人還不都一樣遥 "

"朕後宮三千袁朕的弟弟豈能孤家寡人钥 "高煒説道院"這樣吧袁你看
上哪個女子只管與朕説袁朕給你做主遥 "

"多謝皇帝哥哥遥 "高焰恭敬地説道遥
韓欒站在門外袁 看見胡太后被宮婢們簇擁着走過來袁 於是高喊一

聲院"太后駕到遥 "

高煒與高焰立刻站起來走出大殿之外來迎接遥 胡太后笑着看着他
們袁開心地説道院"這個韓欒袁想給你們驚喜都不成遥 "

"太后敎訓得是遥 "韓欒笑着俯首説道遥
"哈哈遥 "胡太后一手牽着一個美男子袁左右望瞭望袁滿足地説道院"

哀家看到你們袁眞是什么煩惱都沒有咯遥 "

"母後能有什么煩惱钥 "高焰心直口快地問道遥
胡太后尷尬一笑袁説院"你一直駐守邊疆袁母後自然思念得緊袁唉袁這

還不夠哀家煩惱啊遥 "

"母後不必擔憂袁孩兒長大自然要以國家爲重袁可是不能常伴左右袁
確實慚愧啊浴 "高焰無心説道袁然而站在一邊的高煒卻心里咯噔一下遥

第一卷 召喚師的崛起 第十五章 夏天的驚訝

"那個袁如風表妹噎噎"

天色正逢午後袁天空熱辣的太陽曬得人差點窒息袁夏如風剛回到
夏家袁便有一道弱弱的女聲叫住了她的去路遥 她眉心一皺袁停下了步
伐袁轉眼望向叫住她的女子袁那一瞬間關於女子的所有資料都涌入了
腦海遥

喊住她的女子名叫夏銀月袁是大長老的孫女袁在夏家的身份是旁
系袁天賦不錯袁前不久剛剛到了八級靈士的巔峰袁若不是和雲家比試必
須直系出場袁她也可與雲蘭一戰遥

"月兒表姐袁有事么钥"夏如風淡淡的勾起唇角袁對夏銀月她談不上
好感袁也並不討厭袁因她五年前剛來夏家時袁夏銀月是少數有禮相待的
人袁所以現在見面她才會喊一聲月兒表姐遥

夏銀月嬌美的臉上揚起一抹柔柔的笑容袁 細聲細語的道院"嗯袁是
家主讓我們若見到如風表妹袁去找他一下遥 "

"哦袁我馬上便去袁"夏如風摸了摸鼻頭袁卻在跨入大門之際似想起
了什么袁腳步一頓袁停在了原處袁纖細修長的背朝着夏銀月袁淡淡的語

氣像是在詢問一件平常事袁"月兒表姐修爲達到九級靈士了吧浴 "

"啊钥"夏銀月的臉龐閃過詫異袁她在幾天前才突破的袁除了爺爺之
外並沒吿訴任何人袁她是怎么知道的钥內心縱然疑惑袁夏銀月還是點點
腦袋院"是啊袁僥倖罷了袁如風表妹年紀尙輕袁待你到我如此年紀時袁估
計早已突破到了靈師了袁不過前段時間聽爺爺所説袁表妹修爲倒退了钥
表妹可千萬別放棄袁修爲一定會再回來的遥 "

"嗯袁我明白 "淡淡一笑袁夏如風沒有再説話袁逕自的走入了夏家
大門遥

大廳之中袁陽光緊密的鋪落袁夏家説話有份量人皆在坐袁連夏天都
安靜的獃在夏林洛的身旁袁他們似乎又在爭論什么袁各個面紅耳赤袁夏
林洛的臉色很不好看袁然而袁在望到出現在門口的少女時袁那變了的神
色逐漸恢復柔軟遥

"風兒袁你回來了钥 "

"外公袁這里袁又發生什么事了钥 "夏如風眉心微皺袁難怪夏家會沒
落袁家族內分歧意見大袁不沒落才怪遥看來以後有必要要幫外公好好的
整治袁讓這些老骨頭們知道袁外公才是一家之主遥

她的語氣異常的堅決袁甚至透露出一絲不自覺的悲愴和凄涼袁唇角抿
的緊緊的袁眼眸里依稀有水光閃過遥

寧有方心疼不已袁忙安撫道院"好好好袁你説什么都好遥 旣然你沒這個
心意袁爹以後再也不問了好不好钥嫁人的事袁等過幾年再説遥到時候你喜歡
誰就嫁給誰袁爹絶不會攔着你遥 "

寧汐這才察覺到自己的失態袁忙平心靜氣袁故作鎮靜的點了點頭遥
只可惜袁越想避開的人袁越是陰魂不散遥 到了中午的時候袁邵晏又來

了遥
第一百五十六章陰魂不散
跑堂的匆匆的跑到了寧汐身邊笑道院"汐妹子袁那位邵公子又來了袁點

了幾道菜袁我這就把菜名報給你聽噎噎"

眞是陰魂不散早上剛提起他袁 中午就來了寧汐忽然覺得説不出的煩
躁袁略有些不耐煩的打斷跑堂的話院"不用説了遥 "

那個跑堂的楞了一愣遥 寧汐平日里笑的甜甜的最是可愛袁何曾見過她
這般不耐煩的樣子钥

寧有方聽到邵晏的名字袁也不由得扭頭看了過來遥
寧汐迅速的恢復鎮定袁淡淡的説道院"煩勞你去替我説一聲袁就説我以

後只負責做女客的菜肴遥 要是想在鼎香樓吃飯袁就讓別的廚子動手遥 要是
願意袁就留下來吃飯袁不願意的話袁去別家酒樓好了遥 "

這番話實在不算客氣袁那跑堂的苦着臉袁正想説什么袁卻見寧有方冲
他點了點頭遥 立刻心領神會袁一路跑着去了遥

不肖片刻袁跑堂的便回來了院"邵公子説袁一切都由寧姑娘安排遥 "也就

是説袁不管她是什么態度袁反正他是不會走了遥
寧汐隨口嗯了一聲袁心情實在不算好遥
邵晏的脾氣她很清楚袁別看他溫和好説話的樣子袁其實性子比誰都執

拗遥 她已經拒絶的如此明顯袁他卻還是不肯走遥 顯然不好打發噎噎
寧汐低着頭袁狠狠的將手中的魚頭剖開袁嘴唇抿的緊緊的袁眼眸里滿

是漠然袁就像跟魚頭有仇似的遥 手起刀落一連切了三個魚頭袁還是意猶未
盡袁又四處張望起來遥

張展瑜無奈的笑了院"今天廚房里一共就三條鰱魚袁別找了遥 "本來還

算留着做糖醋魚的袁可魚頭都被刴了袁只能做些炒魚片之類的菜肴了遥
寧汐這才留意到自己剛纔做了什么袁訕訕的笑了笑院"今天做魚頭豆

腐湯吧 "

也只能如此了張展瑜點點頭應了遥
寧汐打起精神袁 把切好的魚頭用葱薑鹽腌漬片刻袁 又忙着準備些配

料遥 等一切就緒了袁才開始動手做起了這道菜遥
等鍋熱了之後袁先用薑片擦一下鍋袁然後將切開的魚頭鋪在鍋底袁等

水分烘干的差不多了先盛起來遥 然後再放油袁將葱薑爆香袁再將魚頭放進
鍋中袁小心的煎至微黃遥

張展瑜在一旁看着袁忍不住贊了一句院"這魚頭煎的眞是好袁魚皮一
點都沒破遥 "

煎魚不難袁可能將魚皮保持完整一點都不破損卻是很難很難遥寧汐之
前用鍋將魚頭的水氣烘幹這個法子袁張展瑜也會遥 不過袁寧汐做來卻如行
雲流水異常的流暢遥

冰
伊
可
可

贵女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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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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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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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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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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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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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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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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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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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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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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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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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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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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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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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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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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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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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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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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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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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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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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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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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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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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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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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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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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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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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Picks São Paulo as Training Base for Rio 2016
http://en.yibada.com/articles/100293/20160115/china-picks-s%C3%

A3o-paulo-training-base-rio-2016.htm

GE Sells Appliance Business for $5.4B to China’s Haier
http://en.yibada.com/articles/100311/20160115/

ge-sells-appliance-business-for-5-4b-to-china-s-haier.htm

More Foreigners Buy Authentic Chinese Brands Over Imitations
http://en.yibada.com/articles/99987/20160113/

more-foreigners-buy-authentic-chinese-brands-over-imitations.htm

China defends exchange rate policy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

Russian warplanes carry out more than 5,000 sorties
for airstrike mission in Syria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01/16/c_135014276.htm

Over 1,000 fugitives returned last year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6-01/16/content_23112113.htm

BEIJING,
Jan. 14
(Xinhua) --
China's top
anti-graft
body on
Thursday
vowed to
keep up
high
pressure on
corruption in
the new yea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ill maintain a
heavy-handed approach against corruption, "with un-
abated forces and unchanging rhythm," said a com-
munique released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three-day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
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CCDI), urg-
ing strong willpower and tenacity in deepening the an-
ti-graft fight.
Chinese President and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Xi Jinping spoke at the meeting.
Other senior leaders including Li Keqiang, Zhang De-
jiang, Yu Zhengsheng, Liu Yunshan, Wang Qishan
and Zhang Gaoli also attended the session.
The communique urged all party members to be con-
fident in the achievements and the prospects of the
anti-graft campaign.
It listed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s anti-corruption
efforts in 2015, including full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of the public, intensified supervision and disciplinary
inspection by graft-busters, and significant results in
chasing international criminals.

Crime In China
The investiga-
tions of Zhou
Yongkang
and Ling Ji-
hua have re-
moved hid-
den political
threats in the
Party and
demonstrated the CPC's resolve to strictly govern it-
self, it said.
The communique noted that lingering problems re-
main, while urging Party members to have a calm
and sober mind, confidence and resolution.
The Party will strengthen its discipline and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system in 2016, as well as deepen in-
stitutional reforms.
In addition, the CCDI said it will continue the inspec-
tion work this year, aiming to cover all central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Currently 47 inspection
teams dispatched by the CCDI have covered major
central CPC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BEING STRICT IS LOVE
The principle of strict governing will be upheld to pun-
ish the violators and deter the others, the communi-
que said, citing the anti-corruption experience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Strict governing is a form of deep love, and curing ill-
nesses is done to save people's lives," it said, stress-
ing that disciplinary departments have a crucial role
to play in "educating a majority by punishing a minori-
ty."
Stressing Party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both eth-
ics and discipline, the communique highlighted Party

constitution as the fundamental code of conduct for
all Party members.
"In order to manage the Party strictly, high standards
must be upheld... [if] all Party members pursue these
high standards and bear in mind the awe and fear,
they will firmly obey discipline and help make the
CPC forever clean and advanced," it said.
The document urged CPC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to take lead responsibility in the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management of the Party, while disciplinary de-
partments were urged to exert full efforts to supervise
officials and pursue violators.
"Stricter than the law, Party discipline must serve as
the benchmark and unassailable bottom line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rty," the document said, urging
Party groups to warn against potential misconduct
and punish violators in a timely fashion.
In particular, the com-
munique noted that
those involved in cor-
ruption that under-
mines the people's di-
rect interests will be
strictly punished,
vowing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ity of the
Party's grassroots organs.
KEY CORRUPT OFFICIALS TARGETED
The document stressed that corrupt officials on key
posts as priority targets of the graft-busting campaign
this year.
It said in the general work requirements for 2016 that
those who hold important posts and are likely to be
further promoted but have not stepped back from
their serious corrupt behaviors will be "top priority."

It emphasized the exemplary roles of the "key minori-
ty," or officials of high rank, in following the
eight-point frugality rules, saying efforts to implement
the regulations will not relent during holidays.
The communique specified that those who attend pri-
vate VIP clubs or organize secretive get-togethers
will be punished heavily. For those who attend the
gatherings, disciplinary officers will talk with them and
require them to review their mistakes at intra-Party
conferences.
The disciplinary inspections will be increasingly strict,
the communique said, and problems concerning for-
malism, bureaucracy, hedonism and extravagance
discovered during the inspection will be seriously in-
vestigated.
Anti-graft officials will work to reduce corruption and
prevent corruption cases from growing. Work also
needs to be done to make sure officials "do not dare
to be corrupt" and to strengthen the system so that of-
ficials "are unable and unwilling to be corrupt."
Greater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pursue fugitives and
recover stolen assets as part of upgraded internation-
al cooperation against corruption, according to the
communique.
The communique also stressed easing public access
to supervision of officials.
Outstanding problems such as forceful seizure, extort-
ing bribes and embezzlement, as well as corruption
and extravagance in poverty relief work, will be the fo-
cus of the campaign.
The communique vowed to build a "loyal, clean and
responsible team of discipline and inspection staff"
who are loyal to the Party and trusted by the people.
(Courtesy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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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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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
u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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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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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
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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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
tainment, acrobats, lion dancers, world-class Shaolin Tem-
ple Wushu martial arts demonstrations and games and
door prizes for all ages. Activities are selected to compli-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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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rding to the Chi-
nese Lunar Calendar is the Year of Monkey.
The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celebration is the larg-
est celebration of the Asian New Year in the southwestern
United States. It is a one-of-a-kind family 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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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ral Former High Ranking Chinese
Officials Have Received Severe

Punishment For Corruption Charges

美國伊朗換囚：
7換4 休斯頓三伊朗囚犯被釋

經濟持續好轉經濟持續好轉
美國人向南方和西部地區尋求發展美國人向南方和西部地區尋求發展

隨著美國經濟持續好轉，
美國人在向南方和西部地區尋
求發展，以追尋就業機會和可
負擔住房。人口普查資料顯示
，從2014到2015年，南方16個
州和華盛頓特區的人口增加近
140 萬 ， 西 部 13 州 約 增 86 萬
6000 人，但與此同時，有降雪
帶之稱的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
，人口增長日趨疲軟，兩個地
區2014至2015年只增加約25萬
8000人。

丕優慈善基金公佈的分析
指出，南方和西部地區過去一
年的人口增幅，為數十年來最
大，表明人口向陽光帶移動的
趨勢，在受到金融危機和經濟
疲軟的影響而出現停滯後，如
今又重新恢復。

布魯金斯研究院的人口學
家佛雷表示，在經濟衰退和復
甦疲軟之後，人口又開始從降
雪帶向陽光帶移動，但移動的
速度還沒有趕上就業和住房市
場的增長。

在經濟衰退和復甦疲軟時

期，五人中只有一人表示願意
搬家。但如今的人口流動趨勢
表明，以人口為基準的選區政
治版圖，今後將因人口移動而
出現變化。

如果目前的人口流動趨勢
保持下去，那麼在下次人口普
查完成後，德州在國會眾院的
席位將增加三席，佛羅裏達州
將增兩席，亞利桑納、科羅拉
多、北卡羅來納和俄勒岡四州
將分別增加一席。與此同時，
阿拉巴馬、伊利諾、密西根、
明尼蘇達、紐約、俄亥俄、賓
州、羅德島和西維吉尼亞九個
州，將各損失一席。

人口流動的背景是經濟因
素，在 2014 至 2015 年搬家的人
口中，三分之二是追求工作機
會和可負擔住房，家庭團聚和
婚姻是占四分之一。

德州 2014 至 2015 年的流入
人口最多，淨增 49 萬人，總人
口 2746 萬 9114 人，是因德州的
工作機會增長快，衰退後的經
濟增速超過全國平均水平。

美少數族裔將成為主要族裔
德州城市拉雷多人口結構最單一

（綜合報導）美國人口統計局的
數據顯示，再過15年左右，美國的人
口構成中少數族裔將成為主要族裔。
目前，在不到 5 歲的美國兒童中，
50.2%的孩子屬於少數族裔。同時，白
人的死亡率正超過出生率。

自2000年到2013年，許多曾經的
少數族裔已經在美國的78個郡成為那
裏的主要族裔，主要分佈在加州、美
國南部和東海岸地區。

據金融資訊網WalletHub的最新統

計數據，美國人口最多元化的四座城
市全部集中在首都華盛頓特區附近的
馬裏蘭州，而人口最單一的城市位於
德州。

報告顯示，馬裏蘭州的蓋瑟斯堡
（Gaithersburg） 、 德 國 城 （German-
town）、銀泉（Silver Spring）和洛克
威爾四座城市，位居全美人口最多元
化城市前五名。

全美人口結構最單一的城市是德
州 的 拉 雷 多 （Laredo） ， 居 民 中 有

95.2%的人口都是西
班牙裔。

此外，白人聚
居最多的城市是南
卡州的Mount Pleas-
ant，占居民人口的
90.6%。黑人聚居最
多的城市是密西根

州的底特律市，占居民總人口的79.1%
。亞裔聚居最多的城市是夏威夷，占
居民人口的52.1%。

這份報告對全美313個人口最多的
城市，在族裔、語言和出生地這三項指標
進行分析和統計后，得出了上述排序
。

報告還發現，全美講英語最多的
城市是密蘇里州的銀泉市，占居民人
口96.4%。講西班牙語最多的城市是佛

羅里達州的邁阿密，占人口
的69.3%。

毫無疑問，美國繼續成
為膚色和人種越來越多的國
家。

據美國人口統計局數據
，全美人口中有 1億9，790
萬人是非西班牙裔的白人；
5，540萬人口為西班牙裔；
4，570萬為黑人；2，030萬
為亞裔；650 萬為印度裔；
150 萬為夏威夷本土居民和
其他太平洋島民。

（綜合報導）根據最新的報導，
伊朗方面目前已經和美國達成了“換
囚”協議，伊朗釋放了《華盛頓郵報
》記者傑森雷薩安和另外3名其關押
的美國人，人是美國從監獄中釋放 7
名伊朗人，並公佈了7人的姓名。記
者39歲的雷薩安去年在伊朗被判犯有
間諜罪。

於此同時，在美國達成的釋放 7
名伊朗人的計劃中，有三名被關押在
休斯頓的伊朗人即將被釋放，69歲的
Mechanic 和 72 歲的 Khosraw Afghahi,
已經在休斯頓被關押了 9 個月，2015
年他們被指控違反國際緊急經濟法規

，將數百萬美元的技術運送到他們位
於伊朗的公司。這兩位伊朗人都在休
斯頓和洛杉磯設有公司，他們通過向
伊朗的公司輸送技術，而這些技術被
廣泛應用在伊朗的軍事系統上，從
2010年至2015年，Mechanic通過台灣
和土耳其向伊朗輸送了2400萬美元的
技術產品。

另3人為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阿
米爾•赫克馬蒂、賽義德•阿拜迪尼
，以及商人諾斯拉圖拉•霍斯拉維。

據媒體介紹，現年35歲的賽義德
•阿拜迪尼在2012年7月被關押，他
因為在居民家裡組織基督教會；現年

32 歲 的 前 美
國海軍陸戰隊
員阿米爾•赫
克馬蒂於2011
年 8 月被關押
，他在前往伊
朗探視祖母時
被控有“間諜
罪”；而另一
名被關押的商人、一名政客的兒子諾
斯拉圖拉•霍斯拉維，他被關押的消
息此前並未公佈。

伊朗國家電視台也稱，美國通緝
的14名伊朗人已經從國際刑警組織通

緝名單中撤掉。
此外，本週之前也有報導，伊朗

已經釋放了此前扣留的10名美國海軍
船員。

據報導，伊朗革命衛隊公佈聲明

稱，被扣留的美國海軍士兵此前並非
有意進入伊朗海域。在這些士兵道歉
後，伊朗方面讓他們重回國際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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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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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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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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誌銀行拋股套現
凸顯外資行困境

綜合報導 在2015年的最後幾天，

德意誌銀行賣出了其持有近十年的華夏

銀行19.99%的股權。在2016年新年伊始

，德意誌銀行又將倫敦金庫和銀庫的租

賃權出售給了中國工商銀行旗下工行南

非標準銀行。

短短幾日內，德銀的兩大變動似乎

讓外界進壹步深切地感受到這家銀行當

前所經受的艱難局勢。美國經濟復蘇了

，歐洲經濟也有了從低谷向上走的跡象

，但是歐美的大型跨國銀行依舊需要

“勒緊褲腰帶過日子”。

“我們以為走過了最差的時期，不

曾想現在似乎仍在最好的日子裏艱難前

行。”壹位外資銀行人士打趣道。

德銀陷入困境套現解壓
2015年12月28日，德意誌銀行公布

稱，將所持有的華夏銀行19.99%股份出

售給中國人保財險，交易價格為 230

億-257億元之間，具體金額取決於外匯

水平。據測算，交易完成後，德意誌銀

行持股10年獲利約150億元。

對於此次交易，德銀在接受《國際

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該交易的完

成尚需滿足壹些前提條件，包括慣常交

割條件以及監管批準（包括中國銀行業

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批準）。

德意誌銀行聯席首席執行官 John

Cryan表示：“德銀自2006年首次入股

華夏銀行以來，壹直對華夏銀行的發展

和業績表示滿意。根據德意誌銀行戰略

計劃的實施進度，當前應是我們出售華

夏銀行股份的適當時機。德銀自1872年

設立首個中國辦事處以來壹直致力於在

中國協助我們的客戶達成其目標，中國

也將繼續是德銀著力發展的主要市場。

我們殷切希望能與華夏銀行和中國人民

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鼎力合作順利完

成本次股份轉讓。”

壹位銀行業分析人士對《國際金融

報》記者指出：“德銀等歐美的外資行

由於受到經濟環境的影響，以及本身資

產結構重組和經營方式等有所轉變，這

些銀行普遍面臨著資本不足的困境。而

出售部分資產，壹方面可以緩解銀行面

臨的資本不足的‘錢荒’居民；另壹方

面也是響應了監管機構對這些大型銀行

提出的轉變經營模式和資產重組的要求

。”

1月8日，有消息稱，工商銀行旗下

工行南非標準銀行將購買德意誌銀行倫

敦金庫和銀庫的租賃權，旨在擴展在倫

敦金市的版圖。雙方交易的價格可能為

400萬美元。該金庫自2014年6月投入運

行，容量為1500噸，由英國安保服務公

司G4S修建並負責管理。德意誌銀行在

2015年辭去倫敦金銀場外業務清算行會

員，就此淡出大宗商品交易。

德國媒體援引消息人士稱：“起初

談論的數字可能在400萬美元左右，但

現在則低得多。”他並未透露支付給金

庫的具體數字。眼下西方銀行正在撤出

大宗商品業務，以削減成本及監管負擔

。工行標準銀行希望填補他們留下的缺

口。該消息人士稱，工行標準銀行已經

接手金銀庫的租賃。

而相較於德銀拋售華夏銀行股權的

獲利，倫敦金庫租賃權的轉讓收益顯得

有些微不足道。2015年12月29日，德意

誌銀行宣布同意以人民幣230億-257億元

的對價向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出售其在華

夏銀行持有的全部19.99%股份。雖然該

價格受制於交割時的最終價格調整，但

預計德銀投資華夏銀行10年的獲利將達

到150億元人民幣。這對當前正陷入困

境的德銀無疑是有極大幫助的。

本次股份出售將對德意誌銀行產生

積極財務影響，並預計將使德意誌銀行

截至2015年9月30日的備考普通股壹級

資本充足率（全面適用《資本要求監管

條例》和《資本要求指令（四）》

（CRR/CRD4））提高約30-40個基點。

德意誌銀行首席財務官Marcus Schenck

表示：“我們正在與監管部門積極合作

完成本次交易。交易完成後，德意誌銀

行資本狀況將得到加強，我們也將在實

施本行戰略計劃的道路上取得進壹步進

展。”

根據德銀公布的資料，德意誌銀行

2015年三季度出現了62億歐元虧損，引

發全球市場壹片嘩然，甚至業內有傳言

德意誌銀行是“雷曼第二”，或面臨破

產危險。不過，對於這樣的傳言，德意

誌銀行（中國）有限公司的相關負責人

士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

示不予置評。

拋中資股權緩資本壓力
其實，對於像德銀這樣近兩年來在

中國市場拋售所持中資銀行股份的外資

銀行並不少見，而這壹現象也引發了不

少市場人士對外資銀行的質疑。

在德銀拋售華夏銀行股權之前，關

於外資銀行撤資中資行的最新消息是，

花旗集團正在洽商出售所持有的中國廣

發銀行20%的股權。壹位知情人士曾對

《國際金融報》記者提及：“花旗正在

就出讓廣發銀行股權事宜與多個買家進

行商談，目前尚未敲定由哪家機構接盤

。具體的交易價格也並不清楚，預計會

根據達成交易協議前後廣發銀行的股價

做出壹定的折讓之後出售。”

2006年，由花旗牽頭的財團收購了

廣發銀行 85.6%的股權，交易價格為

242.7億元，其中包括中國人壽持股20%

，中信信托持股 12.9%， IBM 收購了

4.74%股份，洋浦普華投資發展公司占股

8%。有消息稱，中國人壽和中信信托是

目前正在洽購花旗所持少數股權的買家

之中的兩家。

另外，匯豐銀行控股的恒生銀行也

在去年拋售了5%興業銀行股份。而匯豐

銀行本身除了至今仍舊持有20%的交通

銀行股權外，此前所購入的中國平安的

股權和上海銀行的股權已在過去幾年全

部出售。通過拋空中國平安股份，匯豐

實現稅後收益約26億美元。拋售上海銀

行股份，月獲利4.68億美元。

根據彭博匯總的數據，全球大型銀

行包括美國銀行、高盛等自2012年以來

，至少拋售了140億美元的中資銀行股

股份。

而無壹例外地，這些外資銀行通過

拋售中資銀行股權全都賺得盆滿缽滿。

因此，市場上也出現了壹些對外資行當

初以戰略投資者身份投資中資銀行的質

疑，而大

“其實，在中國銀行業改制之初，

外資銀行紛紛以戰略投資者的身份持有

中資銀行少數股權並無異議。而且，外

資銀行對中資銀行的市場化經營的確產

生過壹定影響。”不過，上述銀行業分

析人士指出，“此後外資銀行對中資銀

行戰略投資的角色逐漸弱化，其中的因

素比較復雜，並不是外資銀行單方面不

願意再承擔這樣的角色。”

該分析人士進而表示：“無論是戰

略投資還是財務投資，其本質都是投資

，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獲利。而凡是投資

就會出現選擇合適的時機購入，以及在

合適的時機賣出獲利了結的狀況。外資

行對中資行的投資基本都有10年左右的

時間，其實並不算短。而在集團財務狀

況不佳之時，選擇出售已經獲利頗豐的

投資是不錯的選擇。”

節約成本變主要目標
雖然，通過拋售中資銀行股權，外

資銀行普遍收益頗豐，能在壹定程度上

改善外資銀行整個集團的資本狀況。然

而，這並不能改變外資銀行如今所面臨

的生存狀態。“每壹年大家都說是最糟

糕的壹年，但是到了下壹年發現並不比

過去的壹年過得好。現在誰都無法斷言

‘全球銀行業最糟糕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壹位法國外資銀行高管曾這樣對

《國際金融報》記者感嘆。

根據路透社幾日前公布的消息，銀

行家和獵頭均表示，今年，包括法國巴

黎銀行、德意誌銀行、巴克萊銀行在內

的歐洲銀行可能削減亞洲非核心市場的

股票交易和研究團隊。

在巴克萊首席執行官Jes Staley推動

成本削減之際，該行計劃關閉亞太地區

的大部分現金股票業務。巴克萊計劃在

亞太地區的股票部門總計裁去約50%的

崗位。

德意誌銀行在出現巨額虧損之後，

於2015年10月宣布，將在2020年之前裁

減9000個全職崗位，裁減6000個合同工

；關閉10個國家的分支業務，處置40億

歐元的資產，隨之縮減2萬個崗位。德

銀擬退出業務的國家包括阿根廷、智利

、墨西哥、烏拉圭、秘魯、丹麥、芬蘭

、挪威、馬耳他和新西蘭。

此外，２０１５年12月，摩根士丹

利啟動了1200人的全球範圍裁員計劃。

荷蘭合作銀行也表示，計劃在2016年至

2018年裁員9000人。

據不完全統計，2015年，歐洲和美

國的大銀行已宣布了共計近10萬人的裁

員計劃。自2008年，全球大銀行累計裁

員人數已有約60萬。而法國巴黎銀行和

巴克萊銀行將在2016年初宣布裁員幾千

人，意味著自2007年開始的銀行裁員浪

潮並未有減弱的跡象。

畢馬威中國香港銀行業主管合夥人

馬紹輝（Paul McSheaffrey）表示，收益

越來越疲弱，監管收得更緊，導致亞洲

股票業務利潤減少，因此，壹些銀行在

非核心市場削減業務。

而除了持續不斷地大規模裁員之外

，那些沒有被裁掉的歐美跨國銀行職員

的收入也已經是今非昔比。根據薪酬咨

詢公司Johnson Associates 發布的研究報

告顯示，受全球市場動蕩的影響，2015

年華爾街銀行業的獎金可能出現４年來

首次下降。Johnson Associates表示，銀

行業獎金降幅最多將達到10%。

“對跨國銀行這樣的大型金融機構

來說，最大限度的開源是他們壹直所追

求的，而節流在大部分時候往往不被重

視。然而，在如今這樣的經營狀態和市

場環境下，節約成本已經成為了這些銀

行的頭等大事。”上述銀行業分析人士

指出，“應對監管機構更高的要求、高

昂的法律訴訟費用等，以及收入的降低

，逼迫著這些銀行做出轉變。而轉變所

帶來的陣痛很可能將持續多年。”

專家談新常態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風險仍存在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GDP增

長率由 2010 年的 10.4%下行到目前的

7.0%左右。在這種情況下，唱衰中國、

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幾率增大等

聲音又起。那麽，步入新常態後，我國

能否以及如何實現對“中等收入陷阱”

的成功跨越？對這個問題，需要從理論

與實踐的結合上作出符合發展規律的研

判。

“中等收入陷阱”是 2006 年世界

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

的概念。該報告通過對二戰後壹些國

家經濟的回顧性觀察，發現大多數國

家在進入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中

等收入階段後，由於資源占有不合

理、收入分配不公、技術進步遲緩、

社會矛盾集中爆發等原因，致使經濟

社會發展長期陷入停滯狀態，只有日

本、韓國等少數國家例外。總結這壹

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就將人均GDP5000

美元左右經濟發展相對停滯階段稱為

“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08年我國

人均GDP達到約3300美元，進入中等收

入國家行列；2011年達到約5400美元，

進入發展容易停滯的階段。然而，我

國經濟並未停滯，人均GDP於 2012年

達到約 6100美元，目前達到約7800美

元，跨進中高收入門檻。不過要看

到，這是壹個水平不高的中高收入。

目前，發達經濟體人均GDP普遍達到

四五萬美元，世界人均GDP已超過壹

萬美元。當然，眾多低收入國家是

“ 被 平 均 ” 的 。 而 我 國 距 離 人 均

GDP11000美元的中高收入上限尚有較

大差距，因而“中等收入陷阱”風險

依然存在。能否成功跨越這壹陷阱，

是對我國“十三五”時期發展的壹次

大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通過

的壹道關隘。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減速是

合乎規律的現象。這壹減速既有直接原

因，也有深層次原因。

直接原因需從拉動經濟增長的

“三駕馬車”分析。2011年到2013年，

我國消費、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持續下降，特別是受國際金融危機後

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出口的貢獻率

甚至下降到負數，唯有投資的貢獻率

不斷增大。2014 年和 2015 年第壹季度

情況有所好轉，消費、出口增速和貢

獻率均有所提高，不過投資獨大局面

並未根本改觀。加之邊際投資效益遞

減規律發生作用，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的作用持續下降，導致經濟下行壓力

不斷加大。

深層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壹是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滯後。經濟增長主要

依靠投資拉動，投資主要投向“鐵公

基”，致使鋼材、粗鋼、水泥等在過去

30多年實現了二三十倍的超高速增長，

粗放外延式擴大再生產致使發展不可持

續性增強。二是經濟結構失衡。以GDP

論英雄和投資驅動的經濟發展，最容易

引發項目、投資爭奪戰，重復引進、重

復建設、結構失衡、產能過剩致使經濟

效益下降。三是人口紅利衰減，勞動力

成本提高。改革開放以來，新增GDP中

約有1/4—1/3是新增勞動創造的，得益

於人口年齡結構變動“黃金時代”提供

的人口紅利。2010年，15—64歲勞動年

齡人口占比達到74.5%的峰值，撫養比

下降到34.2%的最低值。但越過這壹拐

點後出現相反的趨勢，勞動年齡人口占

比下降，撫養比上升。在此背景下，經

濟增速自然會下降。四是資源短缺瓶頸

收緊，生態環境逼近上限。粗放發展方

式的壹個直接後果，是自然資源大量消

耗、稀缺性加劇，能源資源對外依存度

迅速提高，生態環境承載力不堪重負。

認識我國新常態下經濟減速的必然

性，是為了順應和駕馭規律，尋求適宜

的發展速度。如果以2014年GDP636463

億元、人口136782萬、人民幣對美元中

間匯價6.1224為基期，按照GDP年均增

長7.0%、5.5%和4.0%的高、中、低三種

方案預測，到2020年、2025年我國人均

GDP分別為：高方案10834美元、14987

美元，中方案9954美元、12831美元，

低方案9135美元、10961美元。總體判

斷是，只要未來經濟不發生大的起伏，

我國就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

不同方案跨越的時間相差較大：按高方

案，“十三五”時期結束即可基本跨

越，中方案到2022年、低方案到“十四

五”時期結束方能跨越。

經濟增長與就業關系密切，從壹定

意義上說，保增長、穩增長就是保就

業、穩就業。近年來的統計數據顯示，

GDP增長1個百分點可帶動130多萬人就

業，城鎮登記失業率可下降0.5個百分點

左 右 。 2014 年 城 鎮 登 記 失 業 率 為

4.09%，2015年要控制在4.5%以內，故

GDP增速可有1個百分點下調空間。如

果將失業率5.0%作為上限，則GDP增長

率存在2個百分點的下調余地，只需維

持在5.4%以上。跌破此警戒線，失業率

升至5.0%以上、GDP增長率降到5.4%以

下，對經濟運行和社會穩定影響較大，

應當避免。

減速不失速，是新常態下經濟發展

應有的訴求。容忍減速，如前所述，只

要經濟增速保持在5.4%以上，也即保持

中方案的增速，各項目標的達成就不成

問題；不容忍失速，是因為壹定的經濟

增速除了為保就業和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所必需，還是轉方式、調結構、惠

民生的必要條件。固然，轉方式、調結

構、惠民生需要將過高的經濟增速降下

來，如同汽車轉彎時需要踩剎車減速；

但是，如果減速變成失速，轉方式、調

結構、惠民生就會失去基礎和動力，如

同飛機失速就要釀成失事。自2008年國

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發達經濟體經濟

集體失速，至今難以擺脫困境；亞洲、

拉丁美洲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長期陷入

停滯，掙紮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都是經濟失速的惡果。容忍減速而不容

忍失速，爭取高方案、守住中方案，是

經濟新常態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要義和基本方略。

社會擴大再生產有增加勞動量和提

高勞動生產率兩條途徑。改革開放伊

始，我國正值人口年齡結構變動“黃金

時代”初期，人口和勞動力比較優勢顯

著，經濟發展順理成章地走上以增加勞

動量為主的軌道。改革開放釋放了社會

資本活力，解放了生產力，投資擴大加

上近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力成就了30多年

的經濟持續增長，創造了幾近10%的超

高速增長率。然而，這樣的超高速在成

就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使發展方式、經

濟結構、資源環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

矛盾和問題積累起來。

速度與效益不對稱，反映了當前經

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和問題。經濟發展

方式粗放，重投入、輕產出，重數量、

輕質量，突出反映了經濟效益不高的問

題；經濟結構失衡，重復建設、重復生

產、產能過剩，嚴重影響經濟效益提

高，甚至使經濟效益為負值；不計成本

鋪攤子、搞建設，資源環境瓶頸凸顯，

導致邊際投資效益和生態效益大幅度下

降；收入差距擴大嚴重損害社會公平。

這些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

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手段總是相伴而

生的。既然速度與效益不對稱由速度偏

好而起，那麽，解決問題就要從去除速

度偏好開始，以犧牲壹點兒速度換取效

益的有效提升。應當說，中央很早就關

註到效益問題。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到

2000年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時，前面就

冠有“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

可惜，這個前提常常被忽略或遺忘，只

講翻番不談效益，這才使速度與效益不

對稱日益加深。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再

次強調“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

心”，特別是提出創新發展等五大發展

理念，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是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法寶。

當然，提出以速度換效益，並不是

速度越低越好，更不是不要速度，而是

要符合客觀實際的速度，不要不顧效益

的速度。發展是硬道理，發展自然是具

有壹定速度的發展。前面提出的高方案

至中方案的經濟增速，就是適宜的、可

以達到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速

度。利用由高速到中高速增長騰出的空

間，針對目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

問題，推進旨在提高經濟效益的改革，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逐步實現向低

投入、高產出和低消耗、高效益轉變；

調整經濟結構，完成向現代產業結構、

現代經濟技術結構轉型；加速由要素驅

動向創新驅動轉變，提高發展的質量和

效益；堅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基本國

策，加快提高生態環境效益等的改革，

就能逐步解決速度與效益不對稱的矛

盾，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

提及的是，在勞動年齡人口供給越過劉

易斯拐點、投資加勞動力無限供給發展

模式終結以後，把提高人口素質、實現

由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放到突出

位置，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

的關鍵。走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主導

的發展道路，是實現經濟增長與效益

提高均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理性選擇。

“中等收入陷阱”風險依然存在

減速不失速是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方略

以速度換效益是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責任編輯：劉泠然

人民網北京 1月 11日電 野原發的思維袁原發的事實袁
原發的情懷遥儘可能接近事實眞相袁儘可能遠離虛僞遥 冶騰訊
網與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聯合發起的 2015年度 野騰訊窑商報
華文好書冶近日在京頒奬遥
在 2015野華文好書冶評選過程中袁主辦方從過去一年浩如

煙海的衆多出版物中袁選出 50種好書袁覆蓋文學尧社科尧生
活尧童書領域遥 獲奬作品兼具人文價値與可讀性袁爲 2015中
國出版業留下路標遥 其中着重推出 10個評委會特別奬院叶説
中國院 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共同體曳渊許倬雲冤尧叶群山之巔曳
渊遲子建冤尧叶歷史的峽口曳渊王軍冤尧叶我的涼山兄弟曳渊劉紹
華冤尧叶南華録院晩明南方士人生活史曳渊趙柏田冤尧叶我的詩篇院
當代工人詩典曳 渊秦曉宇編冤尧叶一尺閑夢曳渊老樹冤尧叶長脖子女
人曳渊姜淑梅冤尧叶正體字回家院 細説簡化字失據曳渊流沙河冤尧
叶經與史院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曳渊劉仲敬冤遥

在頒奬典禮現場袁遲子建尧老樹尧秦曉宇尧姜淑梅尧趙柏
田尧王軍尧劉仲敬和劉紹華袁與對話嘉賓史航尧謝璽璋一起袁
在現場爲觀衆們開設了一堂別開生面的 野創意寫作課冶袁講
述他們寫作的故事遥

野華文好書冶評委會特別奬揭曉的第一本得奬的書是姜
淑梅的叶長脖子女人曳遥

78歲的姜淑梅經歷傳奇院60歲前是文盲袁60歲時學認
字袁75歲開始寫作遥 她的第一本書要要要自傳叶窮時候袁亂時
候曳一經出版便引起關注袁而叶長脖子女人曳是她的第三本
書袁內容與村莊的民間故事有關袁風格爲白描遥 這些故事都
是她聽來的袁她把這叫做野上貨冶遥

野叶長脖子女人曳中有很多故事讓人聽着心里發緊遥 冶編
劇史航在對談時表示遥 他稱袁以前人們聽到的民間故事都在
歌頌勤勞勇敢尧正直無私袁里面的主人公都是好人袁但是姜
淑梅的故事特別眞實袁野也挺狠的冶遥

野讀這本書袁感覺不是高高在上袁而是跟衆生一起辛苦
感悟遥 冶在與遲子建對話的開頭袁史航談到自己讀叶群山之
巔曳時的感受遥 遲子建則謙遜表示袁叶群山之巔曳只是自己 50
歲的一個階段性作品袁她希望以後能寫出比叶群山之巔曳更
好的小説袁野因爲文學藝術眞是遠遠沒有耶群山之巔爷冶遥

史航問遲子建袁如何看待非虛構寫作與虛構寫作遥 遲子
建説袁非虛構最大的優勢在于它不貧血遥 而虛構類文學有下
滑的趨勢袁或許與當代作家有的作品的貧血趨勢有關遥 但她
也指出袁如果過分強調和擁抱非虛構袁人人都爭當思想家袁
野我們也有落入另一種思想牢獄的危險冶遥 此外袁野如果虛構

文學消失了袁我覺得文學也就眞的死了遥 虛構爲文學揷上了
翅膀袁這雙翅膀不能折斷冶遥

2015年袁許倬雲的叶説中國院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共同
體曳出版之後袁獲得了衆多好評遥 在因這本書接受騰訊文化
採訪時袁他曾經表示袁自己永遠不能離開自己成長的文化背
景袁也不能忘記自己曾經經歷的生活經驗遥

86歲的許倬雲目前生活在美國遥 這本書的出版方要要要
廣西師大出版社理想國學術館主編馬希哲説袁 這本書出版
後袁許倬雲録了一個視頻袁在視頻的最後説院野我離開祖國已
經 60年了袁經過兩次大的手術袁已經沒有機會再回到母國遥
我用這本書對我的同胞做一個交代遥 冶

野許先生這本書是在一個很大的歷史視角中給耶中國爷
這個概念找核心袁探尋歷朝歷代都有哪些政治尧經濟尧文化尧
社會觀念在維係着耶中國爷這個共同體遥 冶他説遥
秦曉宇院工人詩是獻給無名的記憶

野一粒灰塵伏在你的肩頭痛哭袁你伸出手袁像似撫慰袁其
實你是撣掉它遥 冶

在活動現場袁史航朗誦了叶我的詩篇院當代工人詩典曳一
書中鞍鋼工人田力寫的一首詩遥 它引起了在座者的廣泛共
鳴遥
作爲收録中國一線工人作品的詩集袁叶我的詩篇院當代工

人詩典曳曾被詩人楊煉稱爲野當代工人的叶詩經曳冶遥 這本書的
編者秦曉宇現場説到了編這本書的緣由院 當代工人詩歌的
優秀作品文學價値不低袁但卻被遮蔽袁當代文學史中很難看
到其身影遥 他希望藉助這本書袁促進不同階層的互相理解和
對話袁推動社會進步遥

田力和淮南煤礦工人老井也來到現場袁 分別朗誦了自

己的作品叶貝殻曳和叶地心的蛙鳴曳遥 野如果沒有這種工人詩典
的呈現袁我們如何想象當代工人的精神世界钥 冶秦曉宇問遥他
表示袁野這些工人詩人寫的詩是要獻給無名的記憶袁 默默無
名的勞動者在他們筆下被記憶和紀念着遥 冶

叶我的涼山兄弟曳此次也獲得了野華文好書冶評委會特別
奬遥 這本書是台灣人類學家劉紹華在涼山進行深度田野調
查的成果袁記録了涼山諾蘇人在現代化轉型浪潮中的遭遇遥

對話嘉賓解璽璋在現場問劉紹華袁 現代性究竟給人類
帶來了福祉袁還是禍患遥 劉紹華回答袁現代性是雙刃的遥 野它
不一定是美好的袁也不一定是痛苦的袁它通常是兩個同時發
生袁重點是我們要保持警醒遥 冶

劉紹華表示袁爲了寫這本書袁她在 2002年到 2009年常
駐涼山地區袁和當地人一起生活遥 野當跟他們一起生活了那
么長的時間袁很自然地好像會變成他們的一部分袁但我是一
個硏究者袁不是他們的一部分遥 因此袁在書寫上袁主觀跟客觀
就會處在來回擺蕩的狀態袁那是一種永遠的張力袁那種張力
可能就是耶反省爷遥 冶

野這個奬不僅僅是頒給我袁也是對這個精緻的文化傳統
的一個致敬冶遥 談到自己的叶南華録院晩明南方士人生活史曳
時袁作者趙柏田在現場説遥

趙柏田説袁 這本書寫的是晩明這個大時代里被冲到一
邊這些人的花花朶朶尧壇壇罐罐的事遥 主人公們把自己的志
趣寄託在主流社會看上去野十分沒用冶的東西上袁以此實現
了內心的解放遥

野進取式的儒家跟莊子合在一起袁這才是儒家中國的完
整一面遥 冶他表示遥

學者劉仲敬的叶經與史院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曳是一本
爭議之書遥 它以野經冶與野史冶爲角度袁將中國歷史叙事納入了
當下的世界文明體系遥 在活動現場袁謝璽璋問袁根據劉的説
法袁 歷史建構是通過發現異己來實現建構的框架遥 但這個
野異己冶袁是否是劉所見的野異己冶袁而非周圍人所見的野異
己冶遥

劉仲敬稱袁 嚴格來説袁 世界的整體是人完全認識不了
的遥 各種解釋體系都不能讓人完全認識世界袁但人總想發現
更好的方法去解釋世界袁因此會不斷地發現一些范式遥 野范
式革命開始以後袁原有的手段都必須改掉遥 如果改不掉袁原
來解釋不了的東西仍然解釋不了遥 冶

野信史是不存在的遥 冶他表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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