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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現場面對面預告﹕
2/8美食美客﹐2/9爸媽冏很大﹐2/10致富密碼﹐2/11爸媽冏很大﹐2/12體育報導火箭時間

栗懷廣栗懷廣醫師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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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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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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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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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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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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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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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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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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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商業地產經紀

工廠﹑庫房
商場買賣﹑招租﹑管理

商鋪買賣﹑簽約
餐飲生意買賣

現現場面對面節目專訪人物場面對面節目專訪人物

本報記者秦鴻鈞

亞美舞蹈團新春獻舞

亞美舞蹈團團長葉繼瑩為埃克森美孚國際公司亞美舞蹈團團長葉繼瑩為埃克森美孚國際公司（（Exxon MobilExxon Mobil））的迎春晚宴編排了小舞的迎春晚宴編排了小舞
劇劇““年年”。”。

由由 Emily WangEmily Wang 飾演飾演““年年”，”，她線條清晰她線條清晰，，動作富有爆動作富有爆
發力發力，，深刻的刻畫了深刻的刻畫了““年年”” 獸的形象獸的形象。。

由亞美舞蹈團資深團員由亞美舞蹈團資深團員、、Jenny Xu, Megan Teo, ErikaJenny Xu, Megan Teo, Erika
ZhouZhou 帶領大家驅趕帶領大家驅趕““年年””獸獸，“，“年年””獸大驚失色獸大驚失色，，
倉惶而逃倉惶而逃。。

亞美舞蹈團團員亞美舞蹈團團員、、沈敏生舞蹈學校的學生守更待歲沈敏生舞蹈學校的學生守更待歲，，歡樂起舞歡樂起舞。。小舞劇的表演小舞劇的表演，， 使使
眾多美國朋友恍然大悟眾多美國朋友恍然大悟，“，“過年了過年了”。”。

亞美舞蹈團的亞美舞蹈團的““風之舞風之舞”” 擴受歡迎擴受歡迎，，多次應邀表演多次應邀表演。。

亞美舞蹈團獨舞演員亞美舞蹈團獨舞演員 Sylvia NgoSylvia Ngo 在休斯頓在休斯頓““舞舞
蹈月蹈月””中表演的新疆中表演的新疆““鈴鼓舞鈴鼓舞”，”，阿娜多姿阿娜多姿、、
歡快活潑歡快活潑，，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亞美舞蹈團年輕團員亞美舞蹈團年輕團員Saranna ZhangSaranna Zhang，，Serena HouSerena Hou，，
Alice Yi and Tara DiepAlice Yi and Tara Diep 刻苦認真刻苦認真，， 短期內排練的短期內排練的
““風之舞風之舞””韻律十足韻律十足，，技巧過硬技巧過硬，，深獲好評深獲好評。。

壬德栽培的榕樹榮獲第一名、黃勁躒的南天竹榮獲第二名、李美限的南天竹榮獲第三名

中文沉浸小學春節園遊會 精彩可期

休士頓等2屆優秀盆栽花果評選

靈猴獻瑞靈猴獻瑞！！美南銀行祝您美南銀行祝您
猴年財運亨通猴年財運亨通 昇將封侯昇將封侯

(本報記者黃麗珊)一月三十日是“迎春花市'開張日，上午10
時是“休士頓等2屆優秀盆栽花果評選”在黃氏宗親會前院舉行.
第二屆休斯敦優秀花果盆栽評選委員會評委由下列人員組成：邵
啟明，黃孔威，李守棟，於春麗，干乃璇，黃綺潔，王小芝，劉
曉慧和傅紹文.,亞美園藝協會邵啟明會長宣佈,休士頓等2屆優秀盆
栽花果評選出,第一名榕樹-王德,第二名南天竹-黃勁躒,由黃孔威
榮譽會長代領,,第三名南天竹-李美限..

邵啟明會長說明,亞美園藝協會是由一群崇尚健康生活，大家
幫助大家，其樂融融的園藝愛好者組成的組織。該協會每月定期
舉辦月會，舉行有關有機蔬菜、果樹、花卉的種植技術講座，也
會有庭院設計、庭院管理、以及營養健康方面的講座；不定期的
舉行模範庭院園藝參觀，技術交流；同時，在每次月會時，開展
有關園藝成果分享，相互交換植株、種子，以及相關材料。

第二屆休斯敦優秀花果盆栽評選委員會評委邵啟明第二屆休斯敦優秀花果盆栽評選委員會評委邵啟明，，黃孔黃孔
威威，，李守棟李守棟，，於春麗於春麗，，干乃璇干乃璇，，黃綺潔黃綺潔，，王小芝王小芝，，劉曉慧劉曉慧
和傅紹文及參賽者以及僑界人士合影和傅紹文及參賽者以及僑界人士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第二屆休斯敦優秀花果盆栽評選委員會評委邵啟明第二屆休斯敦優秀花果盆栽評選委員會評委邵啟明，，黃孔威黃孔威，，
李守棟李守棟，，於春麗於春麗，，干乃璇干乃璇，，黃綺潔黃綺潔，，王小芝王小芝，，劉曉慧和傅紹文劉曉慧和傅紹文
及第一名王德與獲獎作品榕樹及第一名王德與獲獎作品榕樹,,第二名黃勁蹤躒獲獎作品南天竹第二名黃勁蹤躒獲獎作品南天竹
,,,,由黃孔威榮譽會長代領歡聚一堂由黃孔威榮譽會長代領歡聚一堂.(.(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讓各
族裔子弟都能感受農曆春節過節氣氛與學
習 中 華 文 化 ， 休 士 頓 中 文 沉 浸 小 學
(MCLIMS)將於2月20日上午10時至下午2
時於該校舉辦2016年中國春節園遊會，學
生們將展示學習成果與各式文化藝術表演
，邀請社區民眾共襄盛舉。

為增進學生對文化認知及加強社區關
係連結，休士頓中文沉浸小學歡迎社區民
眾、僑社、亞裔組織、學生家長一同歡慶
中國農曆春節，除了增進文化了解認識外
，也能展現對教育的贊助支持。

活動內容豐富，學生將展示文化課學
習成果，包括歌曲、舞蹈、短劇等傳統藝
術表演，現場也有遊戲攤位、跳房子、臉
譜彩繪、中華美食和食物餐車等應有盡有
，活動老少咸宜，適合各年齡層共同參與
， 活 動 地 點 為 6300 Avenue B, Bellaire,
Texas77401，預計將吸引超過2000人到場
，精彩可期。





































 



































((本報訊本報訊))歡歡喜喜渡羊年歡歡喜喜渡羊年、、金猴獻桃辭舊歲金猴獻桃辭舊歲！！正值萬家團圓和樂正值萬家團圓和樂，，
喜慶新春佳節之際喜慶新春佳節之際，，美南銀行董事暨全體行員向所有關心美南銀行董事暨全體行員向所有關心、、愛護美南銀愛護美南銀
行的社會各界朋友拜年行的社會各界朋友拜年！！感謝您一路走來感謝您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地支持始終如一地支持，，更與我們更與我們
一同成長一同成長、、茁壯茁壯。。美南銀行預祝大家在這嶄新的金猴年美南銀行預祝大家在這嶄新的金猴年，，財運滾滾財運滾滾、、萬萬
事如意事如意！！

舊歲已展千重錦舊歲已展千重錦，，新年再進百尺杆新年再進百尺杆。。在新一年裡在新一年裡，，美南銀行將繼續美南銀行將繼續
以積極誠懇的態度以積極誠懇的態度、、堅持不懈的努力堅持不懈的努力，，實現實現 「「追求卓越追求卓越，，創造輝煌創造輝煌」」的的
目標目標！！

時逢新春佳節時逢新春佳節，，美南銀行誠摯的邀請舊雨新知在美南銀行誠摯的邀請舊雨新知在 20162016 年年 22 月月 88 日日
（（農曆大年初一農曆大年初一））中午中午1212::3030，，蒞臨美南銀行總行蒞臨美南銀行總行（（69016901 Corporate Dr.,Corporate Dr.,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欣賞春節舞龍舞獅表演欣賞春節舞龍舞獅表演。。美南銀行期待與您一同美南銀行期待與您一同
度過新春佳節度過新春佳節，，祈願金猴年的喜慶為您的帶來滿滿的平安與吉祥祈願金猴年的喜慶為您的帶來滿滿的平安與吉祥！！
（（Member FDICMember FDIC））



BB22新聞圖片 BB1111美味佳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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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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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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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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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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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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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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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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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洗牙，補牙，鑲牙，植牙，根管治療，牙齒美容
及兒童牙科，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星期四 2016年2月4日 Thursday, February. 4, 2016 星期四 2016年2月4日 Thursday, February. 4, 2016

1、腌制鱿鱼时先加入一半的洋葱丝，这样可以更好去掉鱿鱼的腥气;

2、这道菜不需用加盐，因为辣酱里本身带有盐份。

4、腌制 20分钟;

5、锅中做油，油热后，将另一半洋葱头丝放入锅中炒制;

6、葱头丝炒出香味后，倒入腌制好的鱿鱼须炒制;

7、鱿鱼炒出弹性后，撒入芝麻即可。

責任編輯：XX

韩式辣酱炒鱿鱼须

鱿鱼头 2个 洋葱头 1个、炒熟的芝麻适量 韩式辣椒酱、料酒、胡椒粉、生抽

1、鱿鱼头洗净去除牙齿，改刀切成段状;

2、洋葱头切丝;

3、取一半洋葱头丝与鱿鱼须放入一容器中，加入辣酱、料酒、胡椒

粉、生抽，搅拌均匀;

（中国菜谱网）韩式辣酱炒鱿鱼须可以是说韩国比较经典的一道辣椒酱与海鲜结合的菜肴，鱿鱼吸收了辣椒酱的辣味，同时辣椒

酱也将鱿鱼的鲜味包裹住，经过大火煽炒后，鱿鱼的肉质劲道弹牙，再加上辣椒酱的火辣，绝对让你的味蕾大开。

1.辣酱本身已经有咸味，所以盐不要调的太多，避免过咸;

2.放入粉丝后也可以关火翻匀，免得粉丝被炒糊;

3.粉丝用开水烫一下就会变软透明;

4.这款菜看上去没有很多辣椒，只放了两个干红椒和一小匙辣酱，但对于我来说已

经相当辣了，因为粉丝特别吸味。

責任編輯：XX

香辣鱿鱼须粉丝煲

鱿鱼须 2个 粉丝一小把 葱姜蒜适量 干红小辣椒 2个 豆豉辣酱 1匙 料酒一匙 盐少许 糖少许 香

菜少许

1.鱿鱼须除眼睛和嘴，处理干净，分切条再切寸段;

2.烧水，水沸后下鱿鱼须氽烫变色捞出备用;

3.粉丝用水泡软后再用开水略烫一下，沥水，拦腰切几下备用;

4.葱姜切丝，蒜切片，干红辣椒切段备用;

5.炒锅注油，油 3成热时即入葱姜蒜和干红辣椒段煸炒，出香味后，倒入

氽烫过的鱿鱼须略炒，点料酒，煸炒，调入盐、辣酱、糖炒匀，觉得太干可点少

许水;

6.放入烫过的粉丝转小火，翻炒均匀，关火，撒上香菜段翻匀即可装入事

先预热好的砂锅内(砂锅里先滴少许油晃匀再用温火烧热备用)。

（中国菜谱网）海鲜香辣粉丝煲，粉丝吸足了海鲜的味道，又鲜又有点辣吃起来很是过瘾。粉丝可以软而不烂的秘诀在于，粉丝事

先泡软再用开水稍烫一下，剪断，不要太长，在鱿鱼调味炒好后把烫过的粉丝放入，转成小火，快速翻匀，这样粉丝就会吸足味道

又没有被过度炒制，所以出锅以后仍然会软而有弹性，口感十足，这样的菜就着米饭吃特别下饭。

砂锅事先用温火预热，再放入炒好的菜，这样端上桌不会很快就凉下来，很适合广州冬天的气候，如果天气不冷用普通菜盘

装也可以。

彩色兵馬俑現克羅地亞廣場彩色兵馬俑現克羅地亞廣場 迎接中國春節到來迎接中國春節到來

克羅地亞薩格勒布廣場上擺放了大約克羅地亞薩格勒布廣場上擺放了大約8080個真人大小的彩色兵馬俑個真人大小的彩色兵馬俑
雕像雕像。。這些雕塑是為了迎接中國傳統新年這些雕塑是為了迎接中國傳統新年———春節的到來而設立的—春節的到來而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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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設得蘭群島迎來維京火祭節英國設得蘭群島迎來維京火祭節。。維京火祭維京火祭(Up Helly Aa festival)(Up Helly Aa festival)
是英國蘇格蘭東北部設得蘭群島的傳統節日是英國蘇格蘭東北部設得蘭群島的傳統節日。。其於每年其於每年11月份的最後壹月份的最後壹
個星期二舉行個星期二舉行。。在維京火祭上在維京火祭上，，數千人將裝扮成維京戰士的模樣數千人將裝扮成維京戰士的模樣，，站在站在
維京戰船花車上接受人民的祝福維京戰船花車上接受人民的祝福。。最後最後““維京戰士維京戰士””將把所有的火把扔將把所有的火把扔
向戰船向戰船。。這是節日的高潮部分這是節日的高潮部分。。

中國漁船在韓國南部中國漁船在韓國南部
全羅南道可居島附近海域翻沈全羅南道可居島附近海域翻沈

在韓國南部全羅南道可居島附近海域在韓國南部全羅南道可居島附近海域，，韓國救援船只在事發海域實韓國救援船只在事發海域實
施救援施救援。。據韓國媒體據韓國媒體2727日報道日報道，，壹艘中國漁船當天在韓國南部全羅南壹艘中國漁船當天在韓國南部全羅南
道可居島附近海域翻沈道可居島附近海域翻沈，，目前已有目前已有44人獲救人獲救，，但仍有但仍有66人被困船內人被困船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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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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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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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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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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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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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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1010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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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前UTMB心臟科副教授•St.Luke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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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2016年2月4日 Thursday, February. 4, 2016 星期四 2016年2月4日 Thursday, February. 4, 2016

˙360度全方位循環進風系統

˙4層高精度過濾系統

˙全鋼機身 軍工品質

˙5年超長保修

Austin Air/奧斯丁空氣凈化器

歡迎致電: 832-620-0006

霧霾殺手

HMHM405405
過敏哮喘專用型過敏哮喘專用型

HMHM450450
甲醛專用增強型甲醛專用增強型

HMHM402402
臥室專用型臥室專用型

網址：www.pacatech.com

戶外滑冰場開放至周末 趕緊把握時間體驗滑冰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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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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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曾就
香港銅鑼灣書店
股東李波在無帶

回鄉證下， 「以自己的方式」返回內
地，並 「以證人身份協助調查」一事
，於兩周前寫下 「滿城風雨話李波」
一文。而該事件發生至今，已超過近
一個月，香港警方仍未掌握李波的實
際行蹤。廣東省省長朱小丹昨首度回
應事件，僅稱相信個別的事，一定不

會影響粵港關係，而有關事件的具體細節，則
要向主管部門了解；至於主管粵港出入境事務
的廣東省公安廳，正、副廳長，昨日則避談
「無回鄉證入境是否依法辦事？」香港律政司

長袁國強指出：香港政府會嚴謹處理，保安局
及警方亦會積極跟進。

刻下正在廣州出席廣東省第十二屆人大四
次會議開幕的省長朱小丹，成為香港傳媒重點
追訪對象。他在多名隨從陪同下表示，涉及李
波事件的具體細節 「要問主管的部門吧，要去
了解。」朱被追問作為省長對事件的看法時，
身邊隨從，即以手阻擋記者，擾攘一輪後，朱
才補充： 「個別的一些問題，這個當然最終要
看實際的情況是怎麼樣，我相信會有一個實是
求是的、一個公正的評論。」朱又不相信一個

個案，會影響粵港之間的整體關係，他
強調： 「一定不會。」

有香港記者再就事件，聯絡李波妻子
蔡嘉蘋，但電話一直無人接聽。袁國強

昨出席立法會會議後指， 「我相信香港人或者
我哋香港政府官員，都好希望喺警方調查落去
時，可以希望搵到事情嘅真相。」袁指，往後
知道事件的實情，政府會盡量找方法，消除港
人的憂慮，亦不希望因個別事件，影響港人對
「一國兩制」的信心，以及本港的國際形象。

今次對於省級及廳級官員均未有就李波事
件多言，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指，相信是與
內地政府面對敏感事件時，各有顧忌有關。他
解釋，內地政治決策一般 「政出多頭」，加上
「強力部門」的權力，實際較一般部門為高，

故不時出現各自為政的局面。
劉銳紹形容，若部門回應不慎， 「隨時會

引火燒身，甚至引起部門之間政策打架。」對
於如何追查書店5人失蹤事件，劉銳紹認同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的建議，港府應向中央尋求協
助，最好是由特首梁振英，透過現有機制，經
港澳辦向中央港澳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求助.
劉又稱，特區政府應進一步提升跟進事件的透
明度， 「追咗邊個、追咗幾多次都要公布，依
家含糊化，對成件事係無幫助。」

曾鈺成都曾向政府表達不同意見。最近的
例子是他不只一次指出，李波失蹤事件拖得愈
久，市民愈擔憂，最終問題愈難解決。所以他
建議特首梁振英，應該直接向中央匯報事件，

責成有關部門處理。可惜，事件拖了一個月，
梁特首只是重複說政府一直跟進，並會繼續跟
進事件，而他始終拒絕回應會否親身向中央要
求協助。他甚至替內地公安解釋，稱三個星期
才證實李波在內地這個回覆不算長，過往有時
間更長的例子。

市民看到資深愛國的曾鈺成，其意見政府
也好像不重視，他們對政府不信任，對立法會
內鬥不關心，便不足為奇了。

此外身兼全國政協常委的唐英年，亦提及
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李波失蹤事件，他承認事件
引起港人憂慮，至今未能釋疑，他會在下月北
京舉行 「兩會」期間代為表達，並呼籲政府部
門，包括入境處要 「積極一啲，交代清楚一啲
」，因李波離境的方法至今依然

銅鑼灣書店五名股東和員工失蹤逾月，李
波的妻子上周末預告將於2 月 1 日重新開業。
但直至1日傍晚，書店仍鐵門上鎖，門上仍貼
著休息字樣，店內漆黑一片，令不少兩岸三地
書迷大感失望。台灣一些大學生專程到場參觀
，以表達關注，並期望香港的出版和言論自由
得到保障。美國國務院1日表示，銅鑼灣書店
失蹤事件，令人質疑北京對維持香港高度自治
的承諾，國務院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籲中
國澄清失蹤五人的狀況，讓他們回家。

綜合媒體報導，關於李波自稱用 「自己方
法」返內地協助調查，香港入境處處長陳國基
表示，會配合警方調查事件，並重申任何人出
入境必須使用指定出入境管制站，及持有有效

旅遊證件，否則可能觸犯法。至於會觸犯甚麼
法例，陳國基稱要視乎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而
定， 「例如坐船離港，船主需申報給入境處知
，否則違法」。但他承認，香港永久居民有出
入境自由，不會被控告非法出入境罪，但不等
於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出入境。被追問李波事件
是否反映現行出入境機制有漏洞，他則稱要等
事件水落石出才能評論。

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亦提及 「一國兩制
」，他指香港的發展要始終堅定 「一國兩制」
的正確方向，他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月聽取
梁振英述職時說，中央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
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
二是全面準確，確保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
踐不走樣、不變形， 「香港在實踐 『一國兩制
』的過程中不能 『跑偏』、不能 『走歪』了。
」他又說， 「一國兩制」作為新事物，實踐中
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是正常，出現一些爭
議和分歧也不足為奇，關鍵是要全面準確地理
解 「一國兩制」的內涵，既尊重兩制差異，又
堅持一國原則；既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又維
護中央權力；既充分享有各種權利與自由，又
切實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義
務與責任，這才能確保香港發展不出方向性偏
差，才能使香港在國家的長治久安中保持長期
繁榮穩定。

聽其言，觀其行。但願所言不差，則港人
有幸，海外華人亦有辛!

李波失蹤至今成謎
楊楚楓楊楚楓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進入二月冬末
季節，這周氣溫雖然明顯偏低，但整體氣候陽光
普照，迎接春季的氛圍瀰漫開來，適合三五好友
相約出遊。不過，喜歡冬季限定的戶外冰上競速
樂趣的民眾可要把握機會，受市民歡迎的綠色探
索公園滑冰場(The ICE at Discovery Green)將開放
至2月7日(周日)，想把握冬季尾聲體驗滑冰美好
時光的民眾，可要加緊腳步。

綠色探索公園滑冰場自從去年11月開放後就
吸引各年齡層的民眾參與，迎來大批滑冰人潮。
除了一般滑冰課程外，周一至周五因應不同主題
派對規畫，炒熱氣氛，現場也有專為孩童設計的
滑冰場，老少咸宜，適合全家共享。滑冰場平日
票價一人14元，含冰刀租借，可使用約1.5小時
。

還沒體驗過滑冰主題派對的民眾，可參與最
後一場 2 月 5 日的 「Hot Nights on Ice」派對，現
場將有專業DJ播放熱門音樂，周邊也有販賣熱可可、咖啡和鬆餅暖胃，民眾可一邊享受滑冰樂趣，一邊體驗冬日美麗時光。

不過，公園管理處也提醒，即使一周天氣狀況良好，戶外滑冰場的場地開放與否還是取決於當天天氣，民眾前往時還是上網http://www.discoverygreen.com查閱營業情形。滑
冰場將開放至本周末，天氣逐漸暖和，會暫時關閉至11月再重新開放。

戶外滑冰場受市民歡迎戶外滑冰場受市民歡迎，，吸引滑冰人潮吸引滑冰人潮。。((本報資料照片本報資料照片))趕緊把握時間趕緊把握時間，，體驗滑冰主題派對體驗滑冰主題派對。。((取材至官網取材至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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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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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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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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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團歐洲團
* 西歐五國10天
* 瑞捷奧匈10天
* 義大利蔚蘭海岸12天
* 歐洲十國17天
* 西歐及義大利17天

www.tmttravel.www.tmttravel.comcom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5月至9月出發
* 加勒比海4/5/7天
* 阿拉斯加7天
* 地中海7天
* 夏威夷7天

亞洲各地旅遊團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美國精華團美國精華團
*美東5/6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加東6/8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西精華4-10天團（買二送一）*黃石公園7天團(買二送一）*加拿大洛磯山7天團(買二送一）*夏威夷4-7天團*佛州迪斯尼4-8天團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雲南﹑桂林﹐$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美加東團﹐美東團﹐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歐洲﹑其他國家均有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愉快旅遊 D & L TRAVEL & TOURS

 

泰國泰國$$9999..0000七天七天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399399..0000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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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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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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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代理豪華遊輪專賣店
星﹑馬﹑泰十一日$1399元起
泰國風情六﹑七日$799元起
日本風情系列遊$1099元起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玻璃橋﹑黃石公園﹑
總統巨石公園﹑拱門
7天遊(New新)
＄368元起（買二送一）
4月30日之前付錢減$20元

－－美西4－10天遊＄219元起
－－美加東岸五﹑六﹑七﹑八天遊

＄309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7天遊

＄419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GDS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7 天遊
＄738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4天三晚
＄299元起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全新中國特價團
●東北冰雪世界七天 399元
●桂林﹐龍勝﹐陽朔六天 199元
●七彩雲南超值七/八天 99/199元
●張家界鳳凰超值七天 99元
●海南/三亞/海口 五天 99元(不包括機票)

●●韓國韓國﹐﹐首爾首爾﹐﹐雪岳山雪岳山77天天 299299元元
●●日本日本﹐﹐東京東京﹐﹐大阪浪漫大阪浪漫77天團天團 199199元元
●●台灣台灣﹐﹐明譚明譚﹐﹐環島環島88//99天天 249249//299299元元
●●泰國泰國﹐﹐曼谷曼谷﹐﹐芭提雅芭提雅77天天 9999元元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全 新

((713713))774774--11171117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FAX: (713)774-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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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

$399上海往返機票
震撼價

星期四 2016年2月4日 Thursday, February. 4, 2016

英歐協議未果脫歐談判將延長
投資者謹慎看待退歐前景

歐盟對美在歐企業展開稅款調查

引美國不滿
綜合報導 尼日利亞向世界銀行

和非洲開發銀行申請35億美元緊急貸

款，以填補日益擴大的財政預算缺口

，顯示這一產油國深受油價大跌衝擊

。

尼日利亞申請緊急貸款，正值油

價大跌對發展中石油經濟體的衝擊不

斷疊加。英國《金融時報》1月31日

報道，亞塞拜然上月實施資本管制，

以期阻止本幣匯率下跌，同時接洽世

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並申請緊

急援助。

據《金融時報》數據，作為非

洲最大經濟體，尼日利亞石油收入

佔比財政收入今年將從原先的70％

減少至三分之一。尼日利亞原先預

計預算赤字為 110 億美元，佔國內

生產總值 2.2％。這一數字已經增

加至 150 億美元，佔國內生產總值

3％。

數據同時顯示，尼日利亞應對油

價大跌可以動用的外匯儲備已經不多

。尼央行外儲已從數年前峰值時期的

500億美元減少將近一半至282億美元

。另外，應急資金金額從2008年至

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的220億美

元縮水至23億美元。

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卡梅倫與歐洲理

事會主席圖斯克1月31日晚在倫敦就歐

盟改革、英歐關係舉行會談，雙方未達

成協定。英國“退歐”雖存在可能性，

但許多投資者對英國投資前景持謹慎態

度。

卡梅倫與圖斯克當天在英國首相府

出席工作晚餐並商議調整英國與歐盟關

係的具體舉措。圖斯克會後接受媒體採

訪時說，雙方目前尚未達成協定，但會

在未來24小時內繼續推進談判。

卡梅倫致力於推動歐盟就移民福利

、主權、經濟治理等問題進行改革，以

便讓英國繼續留在一個“改革後的歐盟

”。他要求限制歐盟移民在英國的福利

權，只允許在英國居留滿4年的歐盟移

民申領福利，但這一要求並未得到歐盟

全盤接納。

按照歐盟提出的方案，可以允許成

員國在必要情況下對歐盟移民的福利採

取至多4年的“急剎車”措施，但前提

是該成員國能夠證明本國福利體系“負

擔過重”，而且這一措施需在該成員國

申請並得到其他成員國同意之後才能實

施。

圖斯克當天通過個人社交媒體賬號

表示，歐盟與英國達成的協議必須能夠

被全體28個成員國所接受，並且在歐盟

核心自由權利方面“不會妥協”。英國

對移民的態度也招來了部分歐盟成員國

的批評。尤其是那些有大量本國民眾已

經前往英國就業的國家，它們拒絕接受

英國提出的改革建議。比如波蘭政府已

經明確表態，不會接受對該國民眾的

“歧視”。

法國總理瓦爾斯之前公開表示，英

國退出歐盟將是“悲劇”，不過英國的

主張難以在歐盟成員國內達成。德國財

政部長朔伊布勒日前也表示，英國退出

將是災難，對英國和歐盟都將造成經濟

損失。

卡梅倫也重申了英國政府主張的

四大目標：保護單一市場的獨立性，

保護英國和其他非歐元區國家的利益

；改革歐盟的僵化體制，提振歐洲的

競爭力；要加強各國議會的自主權力

，英國不參與歐盟建設一個“前所未

有緊密聯盟”的進程；限制歐盟移民

在英國領取福利的權益，比如低工資

稅收補貼等。

去年11月，卡梅倫就英國留在歐盟

的條件發表演講，提出歐盟改革的4個

目標，其中包括：控制歐盟其他國家進

入英國的移民、限制歐盟移民在英國領

取就業者福利的權益等。卡梅倫表示，

如果歐盟對英國的訴求充耳不聞，將不

排除英國通過公投脫離歐盟的可能性。

英國希望在今年2月歐盟峰會之前，就

相關問題與歐盟商定協議，以便屆時提

交參會成員國商議討論。如未達成，將

加大2017年英國舉行“退歐”公投的可

能性。

卡梅倫曾公開表示，如果英國能重

新談判成員資格，那將是“英國獲得的

巨大利好”。他還表示，對於英國來說

，“最佳答案”是留在改革後的歐盟裏

。卡梅倫發表這一言論時，一項調查顯

示英國大公司的大多數高管認為離開歐

盟不會損害企業前景，似乎表明脫歐對

商業的影響，可能沒有贊成留在歐盟的

活動人士所說的那麼消極。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在英

國涉足核電業務的日本日立公司對英

國退歐帶來的投資影響表示謹慎樂觀

，該公司總裁日前公開表示，即使英

國退出歐盟，日立仍將繼續在英投資

活動。

日經新聞社之前曾報道，日立

2012 年收購了英國核電企業地平線核

電公司，計劃在英國建設 4 至 6 個改

進型沸水堆（ABWR）。4個反應堆的

總投資額將超過 3萬億日元。日本國

內的核電站新建計劃自福島第 1核電

站事故後一直處於停止狀態。日立的

方案將促使此前陷入停滯的日本核電

站技術的開發。

在伊普索莫利與英國《金融時報》

聯手進行的年度研究中，大多數受訪的

英國商界領袖都表示，離開歐盟對英國

經濟整體的影響是負面的，但61%的人

相信其公司運營不會受到影響。

100多家英國大型企業中的多名董

事長、首席執行官及其他高管還表示，

他們希望解開英國與歐洲之間的密切政

治聯繫，回歸單純的貿易集團成員資格

。雖然超半數的商界領袖稱，歐盟成員

國身份最大的吸引力在於從歐洲招聘員

工不需要簽證。

但其中四分之三的人表示，英國退

出歐盟不會影響所在公司吸引海外人才

的能力。在被問及能否在下月布魯塞爾

召開的歐盟理事會會議上達成協定、為

今夏舉行投票鋪路時，卡梅倫說：“我

希望在2月達成一致意見，全民公投將

隨後進行。”

根據What UK Thinks網站對民意調

查的統計，最新6次民調的結果顯示，

55%的人將投票支援留在歐盟。

不過，多數機構投資者都對英國退

歐表示擔憂。在荷蘭基金公司NN投資

夥伴調查的120位機構投資者中，四分

之三的投資者表示英國退歐將對金融市

場造成負面影響。接近五分之一的投資

者表示，英國退歐將對歐洲金融市場造

成“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

綜合報導 關於歐盟針對美國在歐企

業“高調”展開的稅款調查，美國方面

1月29日作出回應，指責前者“針對美

國企業的調查違反公平原則並侵犯美國

政府對這些企業的徵稅權”。

美國財政部官員羅伯特· 斯塔克當天

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會見歐盟官員時

說：“我們（美方）擔憂，歐盟委員會

似乎不成比例地針對美國公司。”在斯

塔克來訪前一天，歐盟委員會出臺計劃

，以杜絕在歐盟國家的跨國企業非法避

稅。歐盟28個成員國一般自主決定稅收

政策，歐盟委員會不加干預，但一些歐

盟成員國私下向跨國企業提供稅收優惠

，涉嫌在歐盟內部造成不公平競爭。近

年來，歐盟開始加大對這類避稅行為的

打擊力度，不少美國企業受到影響。

“（跨國）公司過分避稅的日子不多了

，”歐盟經濟事務專員皮埃爾· 莫斯科維

奇說。

油價大跌衝擊
尼日利亞申請35億美元緊急貸款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6年2月4日（星期四）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創記錄4,200萬歐元 貴絕冬季轉會

■■恒大簽積臣馬
恒大簽積臣馬

天尼斯天尼斯。。路透社路透社

14次衝擊大滿貫首輪鎩羽而歸，第15次嘗試一鳴驚
人地闖進女單八強！這就是中國網球選手張帥在澳網書寫
的勵志故事。日前，載譽歸來的張帥與媒體再度分享了此
次澳網傳奇之旅收穫的心得。面對驕人的戰績，張帥並沒
有被勝利衝昏頭腦；她表示，自己是一個務實的人，要把
注意力集中在當下，專心做好每一天的工作。

張帥表示：“這次我取得了突破，當然不會滿足於
此，我希望能經常有這樣的發揮，但是不能這次前八，下
次就得是前四，甚至是冠軍。我畢竟還沒有能夠完全統治
比賽的能力，現在仍然是剛剛起步的階段，只能是盡力在
每一場比賽中有好的發揮。我也希望外界能對我保持一個
平常心，不要對我期望過高，我還是希望大家把我當成澳
網之前的那個我來對待。我不是那種把目標擺在嘴上的
人，如果我說得太高，大家對我期望就越高，我怕會讓大
家失望。我不會因為這一次突破，而忘記前方的路。”

重拾信心再享打球樂
澳網的突破，讓這位27歲的天津姑娘如釋重負。此

前張帥的職業生涯裡，失敗的痛楚要遠遠多於勝利的甜
蜜，屢戰屢敗的絕望以及質疑諷刺的眼神甚至將她逼到了
退役的懸崖邊。這次澳網八強之旅，讓她重拾信心，更重
要的是，讓她重新發現打球的快樂。
張帥表示：“以前打球的日子，99%的時間都是不快

樂的，只有獲得冠軍的那一刻是快樂的，剩下的大部分時
間都是不快樂的，用痛並快樂着來形容我此前的職業生
涯，都是奢侈的，大部分時間都是痛苦到絕望，沒有一點
希望。連希望都沒有，讓我怎麼堅持下去。但從現在開
始，我已經很期待上球場了，我希望能快樂打好今後的每
一場球。” ■新華社

五天前剛剛來到法國的中國女
足3日迎來了她們跨春節集訓的第
一場熱身賽，儘管在牢牢掌握了90
分鐘的場上優勢後與法甲女足尼姆
隊互交白卷，主帥布魯諾賽後卻表
示，首賽踢成這樣正是整個集訓所
需要的節奏。
面對本賽季剛剛升入法國女足

頂級聯賽的尼姆隊，中國女足姑娘
們從始至終鬥志高昂，全場壓着對
方打，控球、射門、定位球等數據
全部高於對手，只可惜沒能將機會
轉化為入球。
“考慮到隊員們現在的體能狀

況和時差調整的問題，我認為她們
本場發揮出了目前應該有的水
準，”布魯諾說，“當然她們現在
肯定還缺少些靈敏和力量，但如果
她們現在就達到了最佳狀態，那才
是我們要擔心的事情。”
布魯諾所謂的擔心，是不希望

姑娘們過早出狀態，因為中國女足
目前的首要任務是在2月底的里約

奧運會亞洲區女足預選賽上拿到那
寶貴的“六選二”入圍名額，而這
場衝刺才剛剛開始。他說：“現在
是慢慢準備的過程，不可能要求她
們在集訓之初就拿出最佳狀態，然
後到2月底還繼續保持100%的狀
態。” ■新華社

中國女足法國首戰摸和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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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至2016的冬季轉會中，世界最貴
轉會的頭把交椅已經三次被中超聯賽易

主。此前，恒大前鋒艾傑臣1,850萬歐元轉會上海上港，江
蘇蘇寧2,800萬歐元簽下拉美利斯，都曾登上冬季最貴轉會榜首。
恒大淘寶俱樂部在官方公告中說，積臣馬天尼斯將身披9號戰袍，

體檢合格後於9日直接飛抵迪拜與球隊會合投入冬訓，至此冬季外援轉
會工作宣告結束。

曾連奪三年葡超金靴
現年29歲的積臣馬天尼斯司職中鋒，是哥倫比亞的現役國腳，職業生涯從哥倫比亞

的麥德林獨立隊起步，2009年加盟墨西哥聯賽恰帕斯美洲虎隊，2012年被葡萄牙的波圖
招致麾下，連續三個賽季奪得葡超金靴。2015年，積臣馬天尼斯以3,500萬歐元的價格
轉會西甲勁旅馬體會，本賽季為馬體會在22場比賽中攻入3球。

恒大淘寶俱樂部在公告中表示，在俱樂部創造了中超五連冠、三年兩奪亞冠的輝煌
後，應該“從零開始，既往不戀”，對球隊未來外援引進確定了“巨星＋妖人”戰略，
“用巨星提升俱樂部國際形象、向世界一流靠攏，用妖人提升俱樂部盈利預期、讓球場
成績和報表業績說話”。

冬季引援第一號人選
公告還說，俱樂部已持續跟蹤觀察積臣馬天尼斯至少三年時間，主教練史高拉利對

球員本人非常認可，將其列為冬季引援的
第一號人選。“我們認為，積臣馬天尼斯
加盟球隊將和球隊的千萬級攻擊群產生巨
大的化學反應，共同構建前後平衡、攻守
兼備、攻防一體的世界級攻防體系。”俱
樂部在官方公告中說。俱樂部董事長劉永
灼在個人微博中表示“歡迎積臣馬天尼
斯……A計劃馬到成功”。此前有消息
稱，恒大準備了多個簽約計劃。 ■新華社

中超廣州恒大淘寶足球俱樂部中超廣州恒大淘寶足球俱樂部33日官方宣日官方宣

佈佈，，與西甲馬體會前鋒與西甲馬體會前鋒、、哥倫比亞現役國腳積哥倫比亞現役國腳積

臣馬天尼斯正式簽約四年臣馬天尼斯正式簽約四年，，轉會費為轉會費為44,,200200

萬歐元萬歐元，，這不僅創造了中國職業足球歷這不僅創造了中國職業足球歷

史上最貴引援的紀錄史上最貴引援的紀錄，，也成為目前為也成為目前為

止國際冬季轉會的止國際冬季轉會的““標王標王”。”。

總部位於馬來西亞吉隆
坡的亞足協3日宣佈，廣州恒
大在去年亞冠聯賽決賽第二回
合比賽中存在違規行為，決定
對其處以罰款 16 萬美元、
2016賽季亞冠聯賽首個主場
空場舉行的處罰。
亞足協方面認定，廣州

恒大在2015年亞冠決賽第二
回合中違反了多項亞冠聯賽
章程以及亞足協競賽市場行
銷和媒體章程中的規定，包
括拍攝對手的閉門訓練、未
經許可舉行賽後儀式、侵犯
了亞足協贊助商的商業權

利。亞足協同時認為，廣州
恒大在組織比賽過程中存在
多項違規行為，包括存在重
大安全和安保疏失等。基於
這些理由，亞足協紀律委員
會對廣州恒大作出處罰，中
國足協同時被罰款1萬美元。
在去年11月21日的亞冠

決賽第二回合比賽中，廣州恒
大主場1:0擊敗阿聯酋迪拜阿
赫利隊，三年內二度登頂。根
據本賽季亞冠小組賽賽程，廣
州恒大的首個主場比賽定於2
月24日，對手將由附加賽決
定。 ■新華社

亞冠決賽多項違規亞冠決賽多項違規 恒大恒大遭亞足協處罰遭亞足協處罰

中國足球有錢是好事，購入當打之
年的高水準外援是好事，俱樂部有錢願
意花也是自己的事。但對中國足球而
言，若在世人眼中留下“人傻錢多速
來”的印象，讓國際轉會市場把中超買
家視為“肥羊”，並不是什麼好事，其
他內地俱樂部怕是難以再引進“經濟適
用男”。而轉會費狂飆，也不利於中超
長遠健康發展，更擠壓中小俱樂部的生
存空間。

從長遠的角度理性來看，錢總不能
無限制“燒”下去，抬高價碼對整個市
場沒有好處，尤其是中小俱樂部。歐足

協之所以會推出“財政公平法案”，很
大程度是希望遏制少數俱樂部盲目“燒
錢”帶來的整體惡果。中國足球在過去
幾年裡的發展速度完全稱得上“中國速
度”——但這是指聯賽“燒錢”能力，
而非中國球員競技水準。面對大量仍在
蠢蠢欲動的資本，中國足協恐怕應該早
點出台自己的“財政公平法案”，以維
持整個聯賽的長遠健康發展——這其中
既要包括對俱樂部財務合理性的嚴格管
理，減少通貨膨脹，更要鼓勵投入青少
年足球，保障大多數中小俱樂部利益等
等。 ■新華社

錢不能無限制“燒”下去
體育時評中國足壇外援轉會費前十

排名 球員(球會) 轉會費(歐元)

1 積臣馬天尼斯(廣州恒大) 4,200萬

2 祖雲尼奧(天津權健) 3,000萬

3 拉美利斯(江蘇蘇寧) 2,800萬

4 艾傑臣(上海上港) 1,850萬

5 謝雲奴(河北華夏) 1,800萬

6 高拉特(廣州恒大) 1,500萬

7 保連奴(廣州恒大) 1,400萬

8 丹巴巴亞(上海申花) 1,300萬

8 古亞連(上海申花) 1,300萬

10 阿蘭(廣州恒大) 1,110萬

■■中國女足主教練布魯諾中國女足主教練布魯諾。。
新華社新華社

■4日是第17個世界癌症日，讓我們一起回顧體壇賽場上那些不
屈的“抗癌鬥士”，向他們致敬！聶衛平，有中國“棋聖”之美
譽。2013年被診斷出直腸癌並於當年接受手術。2015年7月聶衛
平再次回歸，參加第二屆世界圍棋公開賽，正式復出。 新華社

■恒大在去年亞冠決賽中存在違規行為。 美聯社

■■恒大發海報宣佈簽下積恒大發海報宣佈簽下積
臣馬天尼斯臣馬天尼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致敬致敬！！體壇抗癌鬥士體壇抗癌鬥士

■■劉永灼劉永灼((右右))與積臣馬天尼斯簽約後合與積臣馬天尼斯簽約後合
照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張帥與媒體見面。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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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科學家認爲人類已經進入新的地質年

代要要要人類世袁隨着人們廣泛使用新材料和核
武器等袁已經永久改變地球袁第一顆原子彈試驗
應是人類世的開端袁即 1945年 7月 16日

地球是否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紀元钥據英國
媒體日前報道袁英國科學家近日在叶科學曳雜誌
上發表文章稱袁他們通過蒐集野壓倒性的證據冶
和對地層鑒別等分析袁認爲人類已經進入一個
新的地質年代要要要人類世渊Anthropocene冤已經
來臨遥而且他們認爲袁這個地質年代大約是在上
世紀 50年代開始的遥
如何改變地球

廣泛使用混凝土尧鋁製品和核武器
報道稱袁這一理論是由英國地質調查局博

士科林窑沃特斯和其 24位同事提出遥沃特斯認
爲袁隨着科技的發展袁人們越來越開始廣泛使用
混凝土尧鋁製品尧塑料和核武器袁以及燃燒煤炭
和天然氣等袁這些行爲已經永久地改變了地球遥
而上世紀 50年代袁是沃特斯等科學家們認爲人

類世開始的最早日期遥
據瞭解袁科學界用宙尧代尧紀尧世等名稱來從

大到小劃分地質年代袁通常認爲我們現在處于
顯生宙新生代第四紀全新世袁全新世開始于約
1.17萬年前遥而以沃特斯爲首的科學家們認爲袁
由於人類活動的巨大影響袁全新世已經結束袁人
類世拉開帷幕遥

他們聲稱袁人類不僅僅是在地球上留下他
們行動的足迹袁而是開始改變整個地球系統遥在
過去的 1.17萬年中袁穩定的全新世爲人類文明
發展提供了條件遥在這段期間內袁人類社會通過
耕種土地尧增加食物産量尧修建城市住宅等方式
不斷進步袁而且在運用水資源尧礦物和能源資源
等方面變得越來越熟練遥

然而人類世的開始袁卻是因爲人口爆炸尧快
速工業化和消費主義等因素導致環境急劇變化

的一段時間遥許多人類行動都可以作爲進入人
類世的信號袁比如沉積物和冰層袁包括人類化肥
和殺蟲劑中高濃度的氮元素和磷袁海岸沉積物

以及物種滅絶等遥
新紀元何時開端

第一顆原子彈試驗袁即 1945年 7月 16日
野人類已經長期影響了地球環境袁但近些年

來卻因爲新材料的廣泛使用袁包括鋁尧混凝土和
塑料等袁而導致這些東西在沉積物中留下印
記遥冶沃特斯説道袁野化石燃料的燃燒袁導致揚塵
和灰燼顆粒被散播至世界各地袁和核武器試驗
釋放出大量放射性物質的時間點剛好相一致遥冶

英國萊斯特大學的扎拉斯維奇敎授稱袁野所
有這些迹象袁都在説明人類世概念已經變成一
種現實遥冶

而至於人類世具體的開始日期袁沃特斯和
其工作小組們在評估時有不同的建議袁有人認
爲是從 18世紀開始袁也有人認爲是在 300年後
開始遥不過袁沃特斯認爲袁地層物質的改變是在
二戰之後袁因爲在那之前袁馬車和馬匹是重要的
交通工具袁它們的使用並不會給地球帶來太大
的變化遥

最終袁工作小組們達成共識袁認爲第一顆原
子彈試驗應當是人類世的開端袁即 1945年 7月
16日遥需要強調的是袁沃特斯等人並非正式宣稱
地球已處於人類世遥他説袁野公衆已經清楚地意
識到需要對環境變化進行硏討袁而環境變化只
是地球發生的一部分變化遥人們開始有環保意
識袁但是如果不把信息提供給大家袁大家並不知
道變化的程度到底是如何的遥冶

國家級工藝美術大師曁景德鎮古窰陶瓷復燒

珍品展袁在北京榮會藝術館同期舉辦遥
本報訊 正在進行考古發掘的江西南昌西

漢海昏侯墓吸引了社會各界的關注袁上周末在
京舉辦的野第四屆中國工藝美術收藏年會冶上袁
野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土萬餘件珍貴文物冶就
入選了野2015年中國工藝美術十大事件冶遥

據介紹袁歷時 5年的發掘袁距今 2000多年
的西漢海昏侯墓袁已經出土了金器尧靑銅器尧鐵
器尧玉器尧漆木器尧紡織品尧陶瓷器等珍貴工藝
美術文物 1萬餘件遥考古學家認爲袁海昏侯墓
是我國迄今發現的保存最好尧結構最完整尧功
能佈局最清晰尧擁有最完備祭祀體系的西漢列
侯墓園袁其考古價値超過長沙馬王堆漢墓遥

此次發佈的 2015年中國工藝美術十大事
件還包括院明代御窰瓷器對比展在故宮舉行袁
中國工藝美術作品屢次榮登國禮袁故宮文創品
上半年銷售破 7億袁工藝美術受到互聯網新媒
體廣泛關注袁2015中國野陶瓷藝術 100冶實力榜

在景德鎮揭曉袁野紫砂泰斗冶顧景舟誕辰 100周
年系列紀念活動在全國展開袁野寶庫中國冶文化
盛典舉行尧易居中國挺進文化藝術圈袁上海自
貿區國際藝術品交易中心開業袁中國陶瓷藝術
大師評選啓動首次增加實際操作考核等遥

本次年會上還公佈了 2015中國工藝美術
收藏年度調查的結果袁調查顯示院消費者購買
工藝美術品的主要目的是收藏袁最看重的因素
是作品的工藝和材質曰收藏者最關注的題材是
大事紀念類袁最擔心的是眞僞問題曰2016年消
費者工藝美術收藏的最大傾向是優秀工藝美

術大師作品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硏究所對外公佈了太原蒙山

開化寺佛閣遺址最新考古發掘成果袁稱蒙山大佛及
佛閣是中國北朝時期體量最大的摩崖大佛和佛閣袁
大佛高度是世界第二大佛袁雕造年代是世界最早的
大型石刻佛像遥

蒙山開化寺位于太原西南 20公里的蒙山袁始
建于 551年(北齊天保二年)袁與龍山童子寺同時爲
北齊文宣帝所創建遥開化寺分前(下寺)尧後(上寺)兩
院袁後院在開化溝內蒙山之陽的山崖旁袁建築高大
宏偉袁依山勢鎸刻着高約 63米的蒙山摩崖大佛像曰
前院是爲遠瞻大佛而建袁在後院之東南 1公里處袁
兩院一前一後隔山澗遙遙相望遥開化寺由於寺毀
閣傾袁如今只剩下後院蒙山摩崖大佛和前院連理雙
塔遥

2015年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硏究所佛敎考
古組對蒙山開化寺佛閣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袁基本
上揭露了佛閣的全貌遥發掘清理出的大佛龕平面
略呈半橢圓形袁屬於露頂式袁面寬 29.60米尧進深 17

米遥大佛風化嚴重袁佛座爲石條砌築袁寶裝覆蓮部分
保存稍好遥佛閣大佛龕的建造袁中間爲面寬 5間袁進
深 2間遥兩側依山勢還各建有面寬 3間袁進深 5間
的建築袁柱網排列與中間 5間一致遥因此袁可以懷疑
佛閣的整體結構爲面寬 11間袁進深 5間以上巨型
佛閣袁是中國北朝時期體量最大的摩崖大佛和佛
閣遥出土的佛閣柱礎保存完好袁覆蓮柱礎和平柱礎
具有北朝時期的特點袁清晰的柱網結構應該是反映
了北朝佛閣建築的特點袁對瞭解和硏究佛閣建築和
大佛龕的形制有着重要的學術價値遥

據介紹袁蒙山大佛現場外露胸頸部分袁高 17.5
米袁寬 25米袁頸部直徑寬 5 米袁唐代記載野高二百
尺冶袁按唐普通尺計算約合今 63米遥論高度袁蒙山大
佛是世界第二大佛袁論年代則是世界最早的大型石
刻佛像遥大佛的腹尧手尧腿尧足尧基座尧大閣遺基袁都掩
覆于大佛胸下山坡泥石里遥此外袁還有一些重要的
碑刻也應在此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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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四季度產業升級勢頭良好
結構調整陣痛加劇

由經濟日報社中經產業景氣指數研究中心和國

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共同編制的2015年

四季度中經產業景氣指數1月29日發布。指數涵蓋

了工業領域的重點產業，包括裝備制造、煤炭、石

油、電力、鋼鐵、有色金屬、水泥、化工、家電、

服裝、乳制品等。從監測結果看，2015年工業景氣

延續緩中趨穩態勢，行業走勢日益分化。這表明，

我國工業經濟已進入結構調整、新舊動能轉換的關

鍵期，必須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結合2015年四季度景氣監測結果看，2015年工

業景氣延續緩中趨穩態勢，行業走勢日益分化。壹方

面，產業升級勢頭良好，高新技術產業快速發展；另

壹方面，結構調整的陣痛加劇，傳統產業亟待攻堅克

難。這表明，我國工業經濟已進入結構調整、新舊動

能轉換的關鍵期，必須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緩中趨穩來之不易
2015年，中經工業景氣指數走勢緩中趨穩的特

征明顯。2015年第壹、二、三、四季度中經工業景

氣指數值分別為93.1、92.7、92.3、92.0，呈現逐季

下降走勢，但景氣降幅在持續收窄，四個季度的下

降幅度分別為0.6點、0.4點、0.4點、0.2點。

當前，我國工業增速仍在

持續換擋的過程之中，承受著

較大的下行壓力。壹方面，國

際經濟復蘇乏力，出口訂單下

滑導致我國工業品出口持續下

降。2015年四季度工業企業出

口交貨值同比下降3.2%，連續

3個季度同比下降，且降幅逐

季擴大，在三季度比二季度擴

大0.9個百分點的基礎上，四

季度比三季度再擴大0.5個百

分點。另壹方面，國內“三期

疊加”的影響持續加深，產能

過剩矛盾突出，投資尤其是房

地產投資增長持續放緩，令工

業運行承壓。2015全年固定資

產投資（不含農戶）比上年名

義增長10.0%，扣除價格因素

實際增長12.0%，實際增速比

上年回落 2.9 個百分點；2015

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比上年

名義增長1.0%。

盡管面臨著困難和挑戰，

但是有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

本面支撐，尤其是國家發力穩增長等相關政策因素

的對沖，工業運行總體平穩，景氣回落的幅度溫和

可控，全年工業景氣仍處於正常區間。監測顯示，

進壹步剔除政策等隨機因素後，2015年四季度中經

工業景氣指數比未剔除隨機因素的指數值低2.0點，兩

者之差與上季度基本持平（略縮小0.1點）。國家

推出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趨於放松的貨幣政策以及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政策措施，對經濟的穩定增長

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僅以汽車行業為例，國家適時

推出小排量汽車購置稅減半相關政策的提振作用明

顯，汽車生產持續加速，2015年10月、11月、12

月汽車產量同比增速分別為4.6%、16.0%、16.3%。

有進有退可圈可點
工業總體運行平穩背後，是不同行業間走勢

的急劇分化。隨著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經

濟的主體和主導，經濟發展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

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工業的轉型持續推進，在高新

產業蓬勃發展的同時，傳統行業尤其是資源型行業

面臨重大調整，承受的陣痛加劇。從全局看，工業

行業此消彼長、有進有退，符合宏觀調控預期的方

向，能夠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發展質量，有利於促

進工業乃至宏觀經濟可持續發展。

從對經濟運行變化反映更為直接的預警指數看，

2015年四季度，乳制品、家電、服裝等消費品行業

預警指數分別為85.2、73.3、76.7，雖處於偏冷的淺

藍燈區，但明顯高於工業預警的平均水平（66.7），

日子相對好過；鋼鐵、煤炭這兩個行業預警指數分

別為54.3、55.6，在所監測的諸多行業中墊底，持

續處於過冷的“深藍燈區”，運行情況堪憂。

從行業增速看，高新產業較快增長。2015年高技

術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0.2%，比規模以上工業快

4.1個百分點，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為11.8%，比上年

提高1.2個百分點。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

業增長26.2%，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增長12.7%，

信息化學品制造業增長10.6%，醫藥制造業增長

9.9%。與此同時，受供過於求、節能減排制約等因素

影響，六大高耗能行業增速回落最為明顯。

從產品產量看，符合產業和消費升級方向的新

產品快速增長。僅從2015年11月份的情況看，自

動售貨機售票機同比增長2.6倍、新能源汽車增長

1.8倍、安全自動化監控設備增長1倍、運動型多用

途乘用車（SUV）增長58.4%、智能電視增長54.1%、

智能手機增長25.3%、環境汙染防治專用設備增長

22.3%、工業機器人增長20.6%。與此同時，原燃料、

建材產品產量下降。11月份，粗鋼產量同比下降

1.6%，煤炭產量同比下降2.7%，水泥產量下降6.6%，

平板玻璃下降3.4%，原油產量下降0.5%。

從效益狀況看，2015年四季度，利潤增長較快

的行業仍是與消費相關的食品、家具、文教娛樂用

品等制造業，與產業升級相關的技術密集型的醫藥、

電子、電氣機械等制造業，以及因國際油價下跌而

利潤大幅上升的石油加工業。同期，煤炭、石油開

采、鋼鐵等資源型行業受價格持續下跌影響效益惡

化，利潤降幅最高達到70%以上。其中，鋼鐵業處

於全行業虧損的邊緣，其銷售利潤率僅為0.2%。

從行業投資看，四季度，與消費升級相關的食

品、服裝、家具、文娛用品等制造業投資繼續保持

快速增長，尤其是服裝和文化娛樂用品制造業投資

繼續保持在20%以上的增速；與信息化相關的IT制

造業，與節能減排相關的環保制造業，以及電力熱

力燃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的投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

煤炭、鋼鐵、有色、石油開采加工等產能過剩行業

投資繼續呈同比下降態勢。

供給側改革需攻堅
展望2016年，工業經濟依然面臨下行壓力。經

模型測算，2016年壹、二季度的工業景氣指數分別

為91.9和91.8，預警指數為66.7和66.7。與此同時，

企業家對未來經濟形勢的判斷依然謹慎，訂單需求

低迷，用工和投資需求持續呈現回落態勢。

綜合國內外形勢判斷，工業乃至國民經濟不可

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V形反轉，可能會經歷壹個L

形增長階段。由於工業新舊動能的接續轉換不可能

壹蹴而就，尤其是目前重化等傳統行業在工業所占

比重很大，高新產業的發展增勢尚難以抵消傳統行

業的衰減。因此，加速培育新動能與改造提升傳統

動能必須雙管齊下。

當前，多數傳統行業乃至整個工業經濟運行面

臨著產能過剩矛盾，產品價格持續下跌、企業效益

持續下滑、去庫存壓力加大等問題突出。

數據顯示，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連續46個月同

比下跌，2015年四季度煤炭、石油、鋼鐵、有色金屬

開采及加工等行業產品價格環比跌幅依然較大；工業

企業利潤延續同比下降局面，2015年四季度工業利潤

總額同比下降1.9%；工業企業的庫存增速持續高於主

營業務收入增速，2015年四季度兩者之間差距為4.3

個百分點，企業的去庫存壓力仍然較大。

更值得註意的是，近三年工業企業生產能力利

用率呈逐年下降態勢，部分資源及資源密集型行業

深受產能過剩之苦。比如，2015年，鋼鐵業產能已

高達約12億噸，粗鋼年產量為8.03億噸，其中不少

成為生產企業和流通企業的庫存，產能利用率明顯

低於正常水平。如果不解決產能過剩這個主要矛盾，

尤其是不采取雷霆手段處置“僵屍企業”，市場壹

直供大於求，價格持續下跌，去庫存難以結束，工

業企業維持低效運轉，效益持續滑坡，經濟就難以

持續健康發展。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著力推

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將“去產能、去庫存、去

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作為今年經濟工作的五大

重點任務。這對於解決工業發展中存在的深層次矛

盾和問題可謂是有的放矢、猛藥去屙。

新的壹年，各方應堅決按照中央的決策部署，著

力破解化解過剩產能、消化不合理庫存、促進企業降

本增效等方面的難點問題，特別是拿出壯士斷腕的精

神，斷然處置僵屍企業，堅定不移去產能，從鋼鐵、

煤炭兩個矛盾最突出的行業入手率先突破，打贏減少

過剩產能攻堅戰，從而增強企業活力，縮短轉型陣痛

期，推動傳統行業盡快爬坡過坎；另壹方面，要著力

補短板，特別是補質量和效率的短板。為此需要深入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更加註重技術創新、生產模

式創新和管理創新，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創造新

的有效供給，持續增強發展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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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24小時全天候的精彩節目與美南
國際電視55.5 頻道同步播出﹐登陸
Youtube官方網站﹐搜索 itv Houston
55.5 Live即可收看﹒

有關美南國際電視
美南國際電視無線頻道, 於 2009 年 6 月 15 號正式開

播, 服務德州休士頓與奧斯丁的華人, 提供台灣台視
(TTV)﹑中視(CTV)﹑華視(CTS) 和大陸央視(CCTV)共四個
電視台衛星直播, 以及中港台三地精選的優質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每週七天, 每天二十四小時播出即時新
聞﹑娛樂綜藝﹑強檔戲劇﹑教育文化﹑時事座談﹑理財投資等
多元且豐富的節目. 週末節目採取國際走向, 有休士頓當
地國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節目, 節目內容專業且多
樣化, 自開播以來, 華人與主流社會觀眾的佳評如潮.
美南國際電視的強大優勢: 無線電視收視戶, 無需任何設
定費或月租費.每週七天, 每天24小時的精采優質節目.發
射涵蓋範圍高達兩百英哩, 東至 Chambers County, 西至
Austin County, 北 至 Montgomery County, 南 至 Brazoria
County.

播出訊號範圍涵蓋五百萬人收視人口.節目類型豐富,
收視年齡層廣, 從年輕人最喜愛的韓劇, 到熟齡觀眾最愛
的古裝劇, 以及大人小孩都喜歡的旅遊及美食節目, 美南
國際電視最能滿足男女老少各種不同的收視需求.

美南國際電視Youtube 直播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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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Vigilant for Any Possible Zika Outbreak in the Country
http://en.yibada.com/articles/102116/20160203/

china-vigilant-against-possible-zika-outbreak-country.htm

Chinese Court Slaps Fast Food Supplier with Fines, Jail Time
http://en.yibada.com/articles/102098/20160203/

chinese-court-slaps-fast-food-supplier-fines-jail-time.htm

Jackie Chan is 2nd on New List of Top Charitable Chinese Celebrities
http://en.yibada.com/articles/102011/20160202/

jackie-chan-is-2nd-on-new-list-of-top-charitable-chinese-celebrities.htm

Largest Container Ship Sets Sail on China-US Route from Guangzhou Port
http://en.yibada.com/articles/102142/20160203/

largest-container-ship-set-sail-u-s-china-route-guangzhou-port.htm

China Ready to Work with Latin America to Fight Spread of Zika Virus
http://en.yibada.com/articles/102108/20160203/

china-ready-work-latin-america-fight-spread-zika-virus.htm

Lowest price in all Disney parks in the world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6-02/03/content_23378752.htm

BEIJING, Jan. 25 (Xinhua) -- President Xi Jinping's
recent visit to the Middle East could signal the begin-
ning of a new era i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It was the president's first overseas tour of 2016 and
his first visit to the region since assuming office.
While Xi's trip will breathe new life into relations with
Saudi Arabia, Egypt and Iran, the ripples will be felt
far beyond these three.
Far-reaching effects will be seen by various players
across the region, as China -- unwaveringly commit-
ted to peac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 takes cen-
ter stage in the Middle Eastern theater.
CLEARER ROLE IN MIDDLE EAST
When President Xi addressed the Arab League (AL)
at its Cairo headquarters, his message was clear:
What China wants for a region dogged by decades of
troubles is peace,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China is neither looking for proxies nor trying to fill
any power vacuum. China seeks hegemony over no

one. The influence China seeks is that of dialogue
partner. Tough problems obstruct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Xi told league members. Only through dia-
logue and development can differences be properly
addressed and problems solved.
With the ris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look forward to China's playing a
more prominent role in the affairs of the region, said
An Huihou,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Egypt
and Lebanon.
Immediately prior to this trip, China released its first
policy document specifically addressing relations with
the Arab world,
leaving no one in
any doubt that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me
hand-in-hand with
peace and stability.
During his visit, Xi
clearly laid out this
policy, pledging
assistance with a
huge loan on one
hand, and carefully
targeting
investment
programs on the
other.
Li Weijian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mpared China's current policy to that of
the past. As China becomes a more active partner of
AL members, the ground-rules for pragmatic
cooperation have been clarified.
"China's explanation of the role it seeks promises
equilib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should help dis-
pel doubts and suspicions harbored by some coun-

tries both with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said Li,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Middle East
Studies.
By playing a consistent and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 af-
fairs of the region, China hopes to avoid ensnaring it-
self in the tangled web of regional conflict. Former
ambassador An emphasized that non-interference
with the domestic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have been corner-
stones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for decades. China
never pursues its own selfish benefit, he said.
"China will only inject positive energy into the Middle
East," An said.
POTENT ENGINE: SMOOTH ROAD
President Xi's visit brings fresh, concrete impetus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e put forward in 2013,
potentially a powerful driver of growth and develop-
ment along the routes.
Many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find themselves at
a similar juncture on their paths to development as
China reached decades ago. According to Fan Hong-
da, an expert on the Middle East at Xiamen Universi-
ty, these countries regard China's rise as a success
story they would dearly love to emulate. President
Xi's visit will help embed the Belt and Road in the po-
litical landscape of the region, he said, and China's
new role will be more clearly recognized as benign.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all natural partner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see the fruits of the plan
in the next five years. It is then that their new percep-
tion of China's role will be assured, said Fan.
Related
First Container Train Links China To Middle East
HANGZHOU, Jan. 28 (Xinhua) -- A container train
linking China and Iran departed from Yiwu City in
east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loaded with Chinese
small commodities last Thursday morning.

According to
the train's
operator,
Yiwu
Tianmeng
industry
investment
company, it
is the first
regular
container
train linking
China to the
Middle East.
The train will
exit China
through
Alataw Pass
in Xinjiang,
the westmost
Chinese region, and pass through Kazakhstan and
Turkmenistan before reaching its destination Tehran.
Company president Feng Xubin said it will take the
train 14 days to complete the 10,399 kilometers jour-
ney.
Catering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train is ex-
pected to further promote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Yiwu is a famous production base for small commodi-
ties and it has been keeping close foreign trade ties
with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re are currently about 4,000 Middle Eastern busi-
nessmen living in Yiwu and more than 180 compa-
nies set up by Middle Eastern investors. The city wit-
nessed 58.3 billion yuan (8.8 billion U. S. dollars) of
exports to the Middle East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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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urday February 13,
2016, at the Reflection Pond at Houston City Hall in downtown Hous-
ton from 10 AM – 5PM.
This year's 20th Annual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www.tex-
aslunarfest.net, marks
the second time the multi-cultural event is being held in the down-
town Houston area, having been held last year at Discovery Green
Park
Southern News Group, located in southwest Houston, is the founding
organization of the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Southern News
Group is a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s company that includes
publication of daily Chinese newspapers with editions in major U.S.
cities, a daily online newspaper edition, a digital television station,
yellow pages, printing services and a world-class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event complex, Southern News Group is now the largest
Asian media organization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year Southern News will team up with more than 100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from the
many communities of Houston,
offering a series of displays, food
booths, entertainment, acrobats, lion
dancers, world-class Shaolin Temple
Wushu martial arts demonstrations
and games and door prizes for all
ages. Activities are selected to
compliment this great and exciting
celebration with lively entertainment for
the entire family. Last year's
celebration drew over 20,000
attendees. The year of 2016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is the
Year of Monkey.
The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celebration is the largest celebration of
the Asian New Year in the
southwestern United States. It is a
one-of-a-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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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WU, Jan. 28, 2016 (Xinhua) --
Honored guests unveil the first

regular container train linking China
to the Middle East in Yiwu, east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Jan. 28,
2016. The train will exit China

through Alataw Pass in northwest
China's Xinjiang and pass through

Kazakhstan and Turkmenistan before
reaching its destination Tehran,

capital of Iran, completing a 14-day
and 10,399-kilometer journey.

(Xinhua/Photo)

CAIRO, Jan. 21, 2016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delivers a speech at the

Arab League headquarters in Cairo, Egypt, Jan.
21, 2016. (Xinhua/Photo)

RIYADH, Jan. 19, 2016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 is awarded with
Abdulaziz Medal by Saudi King
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
after their talks in Riyadh, Saudi
Arabia, Jan. 19, 2016. Xi arrived
last month in Riyadh for a state
visit to Saudi Arabia, the first
stop of his three-nation tour of
the Middle East. (Xinhua/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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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政笑道院" 倒是此處有些道

理．固然系人力穿鑿袁此時一見袁未
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

歇息歇息遥 "説畢袁方欲進籬門去袁
忽見路旁有一石碣袁 亦爲留題之
備．衆人笑道院" 更妙袁更妙袁此處
若懸匾待題袁 則田捨家風一洗盡
矣．立此一碣袁又覺生色許多袁非范
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遥 "賈

政道院"諸公請題遥 "衆人道院"方纔

世兄有雲袁`編新不如述舊 '袁 此處
古人已道盡矣袁莫若直書 `杏花村 '

妙極袁"賈政聽了袁笑向賈珍道院"正

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妙極袁只是還
少一個酒幌．明日竟作一個袁不必
華麗袁就依外面村莊的式樣作來袁用
竹竿挑在樹梢遥 "賈珍答應了袁又回
道院"此處竟還不可養別的雀鳥袁只

是買些鵝鴨鷄類袁才都相稱了遥 "賈政與衆人都道院"更妙遥 "賈政

又向衆人道院"`杏花村 '固佳袁只是犯了正名袁村名直待請名方
可遥 "衆客都道院"是呀．如今虛的袁便是什么字樣好钥 "

大家想着袁寶玉卻等不得了袁也不等賈政的命袁便説道院"舊

詩有雲院`紅杏梢頭挂酒旗 '．如今莫若 `杏簾在望 '四字遥 "衆

人都道院"好個 `在望 '浴又暗合 `杏花村 '意遥 "寶玉冷笑道院"村

名若用 `杏花 '二字袁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雲院`柴門臨

水稻花香 '袁何不就用 `稻香村 '的妙钥 "衆人聽了袁亦發哄聲拍
手道院"妙浴 "賈政一聲斷喝院"無知的業障袁你能知道幾個古人袁
能記得幾首熟詩袁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浴 你方纔那些胡説的袁不
過是試你的清濁袁取笑而已袁你就認眞了浴 "

説着袁引人步入茆堂袁里面紙窗木榻袁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
政心中自是歡喜袁卻瞅寶玉道遥 "此處如何钥 "衆人見問袁都忙悄
悄的推寶玉袁敎他説好．寶玉不聽人言袁便應聲道院"不及 `有鳳

來儀 '多矣遥 "賈政聽了道院"無知的蠢物浴你只知朱樓畫棟袁惡賴
富麗爲佳袁那里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浴 "寶玉忙答

道院"老爺敎訓的固是袁但古人常雲 `天然 '二字袁不知何意钥 "

衆人見寶玉牛心袁都怪他獃痴不改．今見問 `天然 '二字袁衆人
忙道院"別的都明白袁爲何連 `天然 '不知钥 `天然 '者袁天之自然
而有袁非人力之所成也遥 "寶玉道院"卻又來浴此處置一田莊袁分明
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遠無鄰村袁近不負郭袁背山山無脈袁臨
水水無源袁高無隱寺之塔袁下無通市之橋袁峭然孤出袁似非大觀．
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袁 得自然之氣袁 雖種竹引泉袁 亦不傷于穿
鑿．

第二天祥林嫂沒有來叫門袁林一醒來的時候袁她和紅珠已經在廚房里各自忙碌
開了遥 "嫂子袁怎的沒叫我呢钥 "林一抬腳就要去幫祥林嫂做早飯遥

祥林嫂卻擺手院"你先去把今天的份例領了袁等小姐用過早膳袁只怕有好多事情
要和你商議呢浴 "

林一略略想了想袁自己的確有很多事要和慕容婉商議袁而且昨天慕容清走的時
候暗示了自己袁今天她還要將自己找到的東西交給他袁讓他去查東西的來處遥

也就不跟祥林嫂客氣了袁跳梭梭的出了院子袁直接往芷泉閣的方向去遥
"這就是你所説的毒藥钥 "慕容清接過林一遞給她的錦帕包裹着的白色粉塊兒袁

滿臉不解遥 "對浴 這個東西是一種叫罌粟的植物的果實提煉的浴 "

"罌粟钥 是什么東西钥 "

"這種東西開的花極美袁果實中的漿液能製成鴉片袁含有很多種毒品成分袁少食
有藥用價値袁只是長期服用卻能讓人上癮袁最終導致人心力衰竭而死浴 "林一儘量讓

自己的解釋聽起來淡定從容袁但是一經聽到 '死 '的時候袁兩個人還是禁不住打了個
冷戰遥

"就這么一點小小的白色袁能有這樣大的功效钥"慕容清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東西袁
也不精通藥理袁總覺得還是有幾分的懷疑遥

林一點了點頭袁卻暗暗有些疑惑院"公子沒有聽過這種藥么钥"想來這種藥最早用

于軍中袁重傷的人止痛麻醉之用袁而慕容清雖説並未出仕袁但好歹也是御上親封的三
品侍郞袁而且此藥出自宮中袁好歹也該聽説過才對啊遥

慕容清搖了搖頭院"從未聽聞浴 "

"此藥最早用于軍中袁救治重傷之人時用來止痛麻醉的袁公子竟然從未聽聞钥"林

一稍微頓了頓袁恍然道院"不過此藥甚是珍貴袁尋常的人倒也用不起袁公子沒有聽説過
倒也不足爲奇遥 "

"用于軍中钥 異常珍貴钥 也就是説此藥確實出自宮中無疑了钥 "慕容清反問遥 看
來給婉兒下毒的人實打實是王妃無疑了遥而且依照林一所言袁此藥甚是珍貴袁那么在
宮里定然也有一定的規制袁並不是誰都可以得到的袁况且還是這么多年從不間斷的
供給遥 只是钥 慕容清突然想到了什么袁狐疑的看着林一問道院"如此珍貴的東西袁你又
是從何而知钥 而且還深知她的功效钥 你到底是什么人钥 "

乖乖浴 終于他也對自己起疑了袁不過林一早就預料到了這一點袁想也沒想就説
道院"原先在我家鄉曾有人生了重病袁一個游醫賣了此等靈藥給他袁剛開始的時候確
實將他的病醫治好了袁只是從此他去依賴上了這種藥袁散盡了家財袁最後還是毒發身
亡遥 "

"曹素素袁你跳啊噎"趕過來的弘德夫人和琉璃慫慂着遥
"你不是不想伺奉皇上嗎钥 "

"跳啊噎"弘德夫人猙獰地嚷道遥
曹素素猶豫着蹲下來袁抱着自己的頭大叫院"不要袁不要逼我袁不要

啊噎"

"素素钥 素素遥 "高煒一走進玉螭宮的寢宮便聽見曹素素躺在龍塌

上大喊大叫遥
曹素素猛地睜開雙眼袁盯着眼前的男子袁她從來沒見過這么好看的

男人了遥眉如偃月袁目炯曙星袁神態傲然袁器宇軒昂袁只是微微一笑袁便能
令人芳心亂串遥素素收回放肆的目光袁再一尋思袁頓覺失態袁於是馬上從
龍塌上爬起來遥 見來人身穿龍袍袁她才明白此人身份遥

"奴婢噎"素素想跪下來請安袁卻被高煒一把拉住遥
"誒浴 朕不許你這么稱呼自己遥 "高煒用一只手指輕輕勾住曹素素

的下顎袁邪魅地笑道院"你是朕的美人袁從今往後再也不是什么宮婢袁這
一點要牢記遥 "

曹素素驚愕地抬頭袁這個男人就連笑着説話也都那么令人生畏袁難
道這就是皇威钥 難道她今後就要生活在這種危險男人的身邊钥

***

"主子袁今天要去給太后請安袁不知道主子想什么時候過去壽昌殿钥
"靑兒一邊爲曹素素梳頭袁一邊説道遥

"還要去給太后請安钥 "曹素素悶悶地説遥
"昨晩主子被皇上冊封爲美人袁 今兒自然要上太后那邊請安咯遥 "

靑兒説道院"主子如果能討太后歡心袁以後想要爬升都容易得多呢遥 "

"太后袁是個怎樣的人钥 "素素問道遥
"其實太后這個人就是吃軟不吃硬袁很好説話呢遥 "

"可是我聽説她不怎么喜歡弘德夫人遥 "

靑兒機靈地左右張望袁然後蹲下來湊近素素袁悄聲説道院"那是因爲

弘德夫人想把持後宮袁就連太后那邊都不放過呢遥 "

曹素素憂愁地嘆道院"我應該不用去給弘德夫人請安吧遥 "

"主子袁您最好還是去一下遥 "靑兒小心地提議遥
曹素素皺着眉袁爲難地低吟院"能不能不要啊遥 "

***

胡太后挽着曹素素的手袁笑着説道院"當日在花宴上袁哀家就看出這
孩子一定不一般袁呵呵袁你們看袁這才幾天噎"

"小天袁好久不見袁你也長高了不少啊浴 "

身後袁一聲嫵媚戲虐的聲音驟然響起袁谷媚兒悄然的走到了他的
身旁遥 看到谷媚兒的出現袁夏天身子一抖袁腳步向旁邊挪動了幾下遥

谷媚兒見他的行爲袁眼睛一瞪院"該死的夏天袁老娘有那么恐怖嗎钥
爲什么小如風欺負你的時候袁你心甘情願的被欺負袁可每次我一出現袁
你就好像看到了惡魔一樣钥 "

曾經的夏如風袁性格軟弱袁便是初見夏天時袁也是弱弱的躱在夏林
洛的身後遥可之後袁夏天總是喜歡在夏如風眼前轉來轉去袁配着可愛委
屈的表情袁使得夏如風見到他袁也喜歡小小的欺負一番袁只爲看他那委
屈的如同小貓般的眼神遥 可穿越而來的夏如風袁輕易看透了夏天的僞
裝袁擁有着可愛稚嫩娃娃臉的少年袁卻有着與年齡不相匹配的成熟袁曾
經故作可愛委屈袁也是爲了那個夏如風吧遥

"因爲袁你是你袁她是她袁她是我的表姐袁所以袁我願意被她欺負袁而
且袁自那次甦醒以來袁她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袁不過袁不管如何袁她都會是
我曾經認識的那個風風遥 所以袁我也想變強袁變強保護她遥 "

"夏天钥 "谷媚兒一愣袁透過了夏天的眼眸袁她看清了他眼中的堅

毅袁微微一笑袁"眞羨慕你們姐弟啊浴 夏天你知道嗎钥 第一次見到小如
風袁她那燦爛的笑顔照亮了我沒有光的世界袁從那時候開始袁我便發
誓袁要守護她的笑容袁直到有人可以代替我守護她爲止袁本來我是不打
算再回火雲城袁可這里袁有我重要的摯友袁所以我回來了遥 "

夏天望着谷媚兒的側臉袁忽然發現袁那個永遠都有着堅強笑容的
女子袁也會有不爲人知的脆弱一面遥

第一卷召喚師的崛起第二十章夜天邪出場

雪峰之下袁少女閉目盤膝袁那一頭柔軟的靑絲在風雪中纏繞袁鮮紅
的衣裙在堆積成山的白雪中是如此的醒目遥然少女的身體卻是一動不
動袁任由周圍的天地靈氣緩緩的流入了她的體內遥

"八級巔峰袁終于到了袁想必不需要多久袁便能突破到九級袁只可
惜袁比試即將開始袁已沒那時間了遥 "

少女緩緩的睜開了雙眸袁那是一雙怎樣的眼睛钥 沒有年少該有的
明亮純眞袁反有着與年齡不相符合的淡然袁似乎什么也不在乎袁但若往
深看袁卻又發現袁她貌似在乎的東西有太多太多袁眞是個矛盾的結合
體遥

容瑾面上不動聲色袁心里卻舒暢極了袁很自然的和寧暉隔着窗子閑聊
起來遥 馬車啓動了之後袁他隨意的策馬前行袁正好和馬車保持速度一致遥

不一會兒袁寧汐也忍不住揷嘴了院"容少爺袁快過年了袁容將軍他們會
回京城嗎钥 "平時在邊關戍守也就罷了遥可現在已經快過年了袁怎么也該回
來一起過年才對吧容瑾淡淡的一笑院"這個不好説遥 我爹和二哥已經兩年
沒回來了遥 "鎮守邊關的將軍自然不能擅離職守遥 想回來袁也得有皇命才
行遥

寧汐試探着問道院"那你會惦記他們嗎钥 "他根本不是眞正的容瑾袁對
家人的感情也不會深厚到哪兒去吧這話里的試探之意從何而來钥

容瑾瞄了寧汐一眼袁似笑非笑的反問院"你説呢钥 "

寧汐咳嗽一聲袁笑嘻嘻的説道院"這么久沒見袁你一定很想他們遥 換了
是我袁別説是兩年沒見袁就算兩個月沒見袁我也會想的不得了呢 "

容瑾慢悠悠的笑了院"這也沒辦法袁不是我想見就能見的遥 "

寧暉聽着兩人的對話袁心里總有點怪怪的感覺遥 可到底怪在哪里袁一
時半會兒也説不清楚遥

好在馬車很快的到了寧有德的家門口袁 寧有德和徐氏都已準備妥當
等候多時了袁忙搬着行李上了馬車遥 寧有方和阮氏都忙着下車寒暄袁寧暉
利落的跳下了馬車袁幫着搬東西遥

寧汐本也想下去袁 可容瑾忽然喊住了她院"寧汐 "那聲音有些沙啞袁透
露着一絲絲曖昧的情愫遥

寧汐的心漏跳了一拍袁低低的嗯了一聲遥 竟然不敢直視容瑾遥
容瑾的眼底閃過一絲笑意袁聲音壓的更低了院"我等你回來 "

寧汐啞然袁怔怔的看着容瑾遥這噎噎算是容瑾式的表白嗎钥她該怎么
辦钥 拒絶不是袁答應更不是噎噎

容瑾淺淺的笑開了袁眸子里滿是神采飛颺的愉悅院"好好保重 "

寧汐心里一團紊亂袁胡亂點了點頭袁鬼使神差的竟然回了一句院"你

也好好保重遥 "等説完之後袁才意識到自己説了什么遥 白玉般的臉頰浮起
兩抹紅暈遥

她該做出淡然的樣子才對袁這么花痴一般的應答算什么遥眞是噎噎説
出的話潑出的水袁想後悔也來不及了容瑾深深的凝視寧汐一眼袁才張口説
道院"我還有事袁就不多送你了遥 "説的很清楚袁是 "送你 "

眼看着徐氏領着寧慧已經上了馬車袁 寧汐實在不願讓她們見到自己
和容瑾親昵説話的樣子袁匆匆的瞪了容瑾一眼院"旣然有事袁還不快走袁總
在這兒磨蹭做什么遥 "

這語氣實在不算客氣袁容瑾卻絲毫沒有被冒犯的感覺袁甚至莫名的覺
得愉快袁笑着點點頭袁便策馬走了遥

寧汐看着那個熟悉的身影消失在眼前袁心里總算松了口氣遥 一回頭袁
卻見徐氏正夸張的瞪大了眼睛袁一會兒摸摸這個袁一會兒碰碰那個袁嘴里
喃喃的説着院"我這輩子還沒坐過這么豪華的馬車噎噎"

寧汐撲哧一聲笑了起來遥
徐氏卻還沒回過神來袁一個勁兒的贊個不停遥 阮氏也覺得面上有光袁

一臉的笑意遥寧慧關注的卻不是這些袁她怔怔的看着遠去的容瑾遥剛纔雖
然只是匆匆的見了一眼袁可那張俊美無匹的面孔袁那份出衆的風華袁卻讓
人印象深刻極了遥 想忽略根本是不可能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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