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B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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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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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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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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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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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6年2月7日 Sunday, February. 7, 2016

星期日 2016年2月7日 Sunday, February. 7, 2016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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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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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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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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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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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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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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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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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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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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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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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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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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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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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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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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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 & R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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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具公司餐具公司JKS HoustonJKS Houston
批發零售

展廳展廳﹑﹑倉庫倉庫﹑﹑現貨供應現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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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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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sParts﹑﹑工工作鞋作鞋

經銷名廠

13715 Murphy Rd. Stafford, TX 77477
Tel: 281-403-5500
Fax:281-403-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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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完為止送完為止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200up送 凡購買$200up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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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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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店誠徵經理及銷售人員，請電洽或上門應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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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信念
竭盡所能﹐為您提供誠信﹐

熱心﹐省錢﹐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負責人 CLU

呂振益 J.Eric Lu
保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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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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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服務客戶逾20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www.farmersagent.com/jlu

713-988-0788

J. Eric Lu
Insurance Agency

呂氏
保險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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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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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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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促銷買賣促銷 專業管理專業管理
房屋，土地，倉庫，商場，大樓，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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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TOR, GRI
英、粵、國語及台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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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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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southwestrealtywendy@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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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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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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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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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傳真：：((281281)) 989800--13621362

十年老店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光新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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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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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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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大龍蝦 特價
每磅 $16.95

兩只小龍蝦
$21.95

十人套餐價$288
(送魚翅羹)

2月14日下午2點有舞龍舞獅，燃放煙花活動

J.R.N'S NurseryⅡJ.R.N'S NurseryⅡ

Bellaire

Harwin

HONG KO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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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0111701 Alief Clodine, Houston, TXAlief Clodine, Houston, TX7707277072 Tel:Tel: 281281--235235--34603460 Bus:Bus: 281281--495495--54505450

新春花市大優惠新春花市大優惠，，勿失良機勿失良機

無論送禮，自用皆宜，滿足您的一切需求。

熱帶果樹熱帶果樹，，室內室內，，室外各種盆栽室外各種盆栽，，假花假花。。數千數千

種花卉供您選擇種花卉供您選擇，，專業園藝師為您服務專業園藝師為您服務。。

OPEN 7 DAYS A WEEK
MON-SAT: 8AM-7PM
SUN: 10AM-6PM

通英語、國語、越南語

中國城槍店中國城槍店 SUPER ARMORY

地址： 9896 Bellaire Blvd.,#G1,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
（281）236-4723
(832)347-2888

★ 供應各種槍支、彈藥的買賣。
★ 申請德州帶槍執照課程-可在全美36個州攜帶。

歡迎機關，團體報名，可赴該公司授課，另有優惠。
★ 兼賣各種防身用品：辣椒噴液，電擊槍...等等。

營業時間：
Mon-Sat 11AM-6PM

郵箱： superarmory@yahoo.com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隨著春節腳步
近，海外華人心情也愈來愈輕鬆，準備開心喜迎
金猴年。對於海外的華人來說，無論身在何方，
透過欣賞家鄉春節特別節目，都能遙寄對家鄉的
思念，與家鄉親友零距離。

說到農曆過年，除了年三十包餃子，全家人
圍爐吃團圓飯、守歲，前往廟宇搶頭槍及參加祈
福儀式，一直到大年初一拜大年等傳統習俗外，
最受海內外全球華人關注的莫過於每年除夕夜的
央視春晚，準時收看春晚已成了過年不可少的一
件事。2016年猴年春晚播出在即，華人民眾開始
放送期待，期待充滿歡聲笑語的精彩開年大戲。

春晚自 1983 年首屆現場直播的聯歡晚會形
式在央視正式播出後，大受好評，至今，央視春
晚已經陪伴不同世代人走過30幾個年頭。為了
解海外民眾對春晚期待，央視也在官網開闢專區
，讓海外華人訴說對春晚的情感，也讓網站湧入
從美國、印尼、越南、奧地利、柬埔寨、加拿大
等觀眾留言，其中 「希望今年春晚與眾不同，有
新驚喜」、 「看春晚想家」、 「心與祖國在一起

」等都是網友滿滿對春晚的熱情。
休士頓當地華人留學生顧征說，中國大陸人

對春晚的熱情，尤其在80年代左右的華人更能
體現，加上留學生離家遠，總會邀一幫朋友到家
裡聚聚，一起吃著年夜飯看春晚吐槽，成了必做
的事。

休士頓上班族Diana呂也說，央視春晚是全
球華人過年不可少的文化大餐和象徵。她說，雖
然大家對春晚相當有激情，但每年總免不了要吐
槽一番，尤其她記得四年前的春晚正逢30周年
，可能因觀眾期待太高，但播出後無笑點成致命
傷，她期待今年春晚能越來越好，每年看完一定
與國內家人討論一番。

除了春晚吸引人，兩岸三地電視台也有許多
自製熱鬧聚氣氛的春節特別節目，為讓觀眾感受
過節氣氛，美南電視將從6日(周六)起陸續播放
兩岸春節特別節目，和休士頓鄉親一起辭歲迎新
過大年，並將於7日(周日)清晨6時同步播放央視
春晚，敬請準時收看。

兩岸三地猴年春節特別節目兩岸三地猴年春節特別節目 華人解鄉愁零時差華人解鄉愁零時差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每年吸引全球萬眾矚目、收視居高
不下的第 50 屆美國職業美式足球
(NFL) 「超級盃」 (Super Bowl)總冠
軍賽，美聯由防守勁旅丹佛野馬出
線，對戰攻勢犀利的卡羅萊納黑豹
，這場勢均力敵世紀對決將於2月7
日開打，正巧碰上中國農曆新年，
除了華人球迷為之瘋狂號召組團看
球外，不少休士頓酒吧也以低價啤
酒和美食做促銷，邀請球迷加入轉
播派對(Watch party)，預計再度掀起
美足旋風。

第50屆NFL超級盃將在南灣李
維(Levi's Stadium)球場舉行，據主流
媒體報導，這場體育盛事將吸引數
萬人搶票入場觀戰，全球也會有數
億觀眾聚焦兩支實力堅強的球隊，
預計將為灣區帶來龐大的球迷和遊

客湧入，灣區旅館住宿費也因此飆
漲2至8倍，可見NFL魅力驚人。

雖然休士頓民眾無法現場感受
NFL 熱鬧氣氛，但主流運動酒吧或
餐館搭上轉播列車，推出觀戰派對
，邀請球迷一同狂歡。運動酒吧
The West End's就搭上超級盃風潮，
前25名觀眾登記索票，將可得到免
費啤酒，現場也供應漢堡、熱狗等
美食餐點，以及DJ播放熱門音樂，
轉播派對時間晚間6時30分至11時
30分，有興趣的民眾趕快上網索票
。

另一家運動酒吧也是以狂歡為
號召，但以熱鬧的勁歌熱舞集餘興
表演節目，供應美食與酒飲，並邀
請在場球迷設計獨樹一格的達陣
(Touchdown)舞，展現團隊精神，互
相叫囂，更有集體觀戰的樂趣，入

場費需洽詢官網，有興趣的球迷可
前往一同高聲喝采。

若想省荷包存看球的民眾，也
可 前 往 Twin peaks、 Buffalo Wild
Wings等主流餐館觀看球賽外，享受
美食之餘就可免費加入觀戰。年輕
華人球迷Mike表示，身為NFL野馬
隊四分曼寧(Peyton Manning)的鐵桿
粉絲，為了幫他助陣，已約好一大
票朋友前往運動酒吧幫他加油，
Mike說，希望新年可幫喜愛的球隊
帶來獲勝好運。

美聯社也預測，第四度闖進超
級杯的老將曼寧與黑豹26歲主力紐
頓(Cam Newton)，雖都以選秀狀元
身分進入聯盟，但本季紐頓率領球
隊例行賽打出開季14連勝佳績，黑
豹勝野馬機率

超級盃除夕夜對決超級盃除夕夜對決 運動酒吧大開轉播派對

圖圖：：想要為支持隊伍加油想要為支持隊伍加油，，可至運動酒吧觀戰可至運動酒吧觀戰。。((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選購年節商品之餘選購年節商品之餘，，觀看春節特別節目感受過節氣氛觀看春節特別節目感受過節氣氛。。((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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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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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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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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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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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RY HU胡中平
通英、國、粵語及台山話

電話熱線：
(832)335-3207精 英 地 產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為您爭取最高權益,助您投資致富

商業地產、購物商場、商業大樓、倉庫廠房
土地開發、農場用地、公寓旅館、餐館商店

專精專精

買賣買賣

新舊住宅房屋買賣、銀行政府、查封房、建築商存貨大特價

Email:perryhu8@yahoo.com

1. 大型Buffet中餐館出售，生意好近達拉斯，另位於休士頓黃金商業地段中餐館老店
出售，生意穩，售12萬。

2. 社區旅館，生意好，收入高，28房，僅售28萬。
3. 西南區，靠近中國城，10分鐘車程，兩層樓房2仟多呎，主臥房在樓下，售18萬。
4. 全新房子katy學區，10＆6交界，4房二層樓，主臥樓下。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300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SOLD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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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恆信貸款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BB1111廣告天地

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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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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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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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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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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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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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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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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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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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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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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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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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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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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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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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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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及高膽固醇血症

主治
歡迎電話預約查詢
通英、粵、國語、滬

Tel : 713-779-8148

★美國心臟學會院士
F.A.C.C.

★美國心臟專科特考文憑
Subspecialty Board of Cardiovascuiar

Disease.
★美國心臟超聲波學會特考文憑

National Board of Eohocardiography.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Certification Board of Nuclear Cardiology.
◆休士頓貝勒醫學院心臟專科

Cardiology Fellowship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紐約州愛因斯坦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
Residency at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N.Y.

◆Wayne State University生化博士 容永騏醫學博士
Steven Y. Yong, M.D., Ph.D. F.A.C.C.

STEVEN Y. YONG M.D., Ph. D., F.A.C.C.STEVEN Y. YONG M.D., Ph. D., F.A.C.C.
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

糖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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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中
國
城

(每週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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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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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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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設 備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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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曹有餘醫師

‧家庭全科醫師
‧精通中﹑英語

(713)772-8885
Jerry Tsao,M.D.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9:30AM-12:30PM

門診時間

7850 Parkwood Circle Drive,#A-6 Houston,TX 77036請來電預約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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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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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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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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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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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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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診所

˙週一至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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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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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周藝藝

通中﹑英﹑粵

713713--981981--8898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醫師

*過去26年內共售出超過2655幢房子
*全德州ERA地產公司，94/95/96年銷售
總冠軍

*97及98H.B.J全曉士頓經紀排行榜第八
及第九名

281-26KCLAM 或 281-265-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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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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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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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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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營業六天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 醫師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 Nephrology

診所電話：832-834-5226 傳真：832- 834-5229

敦煌醫療中心聯合門診
HILLHOUSE MEDICAL GROUP

本中心接受包括Medicare、Medicaid，
Obama Care在內的各種醫療保險。
無保險病人有特殊優惠。

內科,外科,婦產科,家庭全科,腎臟病,高血壓專科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02 (3RD Floor) 敦煌廣場百利大道入口處（東側）3樓

主治血尿，蛋白尿，水腫，腎結石; 急慢性腎臟病，
急慢性腎臟衰竭；血液透析，腹膜透析; 腎移植等。

營業時間：
周一至周日

8:30AM-8:30PM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主
治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移民體檢

體 檢 特 價
體檢＋化驗：$95

❶+女性婦科、宮頸膜片＋$45
❷+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Tel:832-433-7159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的廣場)

JYJY家庭全科及急症家庭全科及急症

顧瑛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認可醫師

主
治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常見皮膚病

週一至週六
8：30am-7pm

週日
1pm-7pm

★感冒
★咽喉痛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皮膚活檢
★婦科病
★兒科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鬱症

急
症

★腹瀉
★尿路炎
★關節注射

時

間

本診所自2014年起，週四公休

移民體檢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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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Clements高中約2300呎靚宅﹐4房2個半衛浴﹐雙車庫﹐高廳﹐新廚房﹐新衛浴﹐私家泳池﹐綠帶景觀﹐小學﹐初﹑高中均好﹐走路可達﹐圖書館﹐郵局及兩個
大湖﹐為養育兒女極佳寶地﹐$330K讓﹒

˙糖城﹐Ashford Lake靚宅﹐4100呎﹐5室（7室）﹐3.5衛浴﹐雙車位車庫﹐外加書房﹐影視間及超大Gameroom,木地板﹐特制窗簾﹐Sonar Screen,低稅﹐低能耗﹐
多項加級﹐超值價$32萬﹐絕無僅有﹒

˙Missouri City﹐2600呎靚宅﹐4/2.5/2,臨近Riverstone﹐木地板﹐高廳﹐好學區﹐$31萬﹐$1900月租﹐帶好房客轉讓﹒租約到明年夏天可以收回自住﹒學區房
˙醫療中心 3室2衛一廳Condo單元出租﹐拎包入住﹐包租﹐分租﹐長租短租均可（為來看病﹑開會者首選﹐詳洽）

地產
精選

特別
推薦

◆中國城，醫療中心數個1、2、3室數單元轉讓，3萬-10萬不等。
◆4個Condo單元出售，3個：2室2衛，1424呎，1個：3室2.5衛，1720呎，批發價$135K+佣金，ZIP 77061（Glenwood Village)
◆中國城數間單間，套間辦公室招租，$100起至$1200

Houselink Service, L.L.C.
E-mail:amyshaorealty@gmail.com 微信：amys0529
Amy Shao

5855 Sovereign Dr. Unit D155

++管理管理++貸款貸款

專
精
糖
城
附
近
新
屋

貸款﹕貸款利率歷史新低﹐買屋重貸均為良機
助您買到夢之屋﹐投資房亦可,精於外國人貸款

※精於投資房地產買賣﹐批發價
一般低於市價30%-50%

請上網查詢請上網查詢www.har.com/amyshaorealtywww.har.com/amyshaorealty鑫匯地產鑫匯地產
832-878-8988 713-931-8601(O)

批發房，現金價，行銷快，請Email to amyshaorealty@gmail.com 加入投資者商圈，得最新信息

星期日 2016年2月7日 Sunday, February. 7, 2016 星期日 2016年2月7日 Sunday, February. 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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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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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chentoby@y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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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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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Telfair精華區，一層屋3房2浴，2098呎，2分鐘至Costco與59高速，近休大糖城分校，

僅售$368,000
◆西北區近249公路&Louetta Rd，二層屋5房3.5浴，4255呎，交通便利，近高爾夫球場，僅租$2390
◆休士頓近8號&Westheimer Rd，二層屋出租，3房2.5浴，租$1600
◆Katy Cinco Ranch二層樓出租，好學區，4房2.5浴，租$2000
◆糖城6號公路，商業用地出售，發展潛力無限，歡迎洽詢
◆中國城賺錢餐館生意出售，地點極佳，多年老店，生意很好，2500呎，接手即可營業，意者請洽Toby

醫療服務：

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心肺胃
腸脾腎、貧血、感染、過敏等疾病，
皮膚病，傷口護理。
各種體檢

住院治療
沒保險及學生優惠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生
隨到隨看，毋須等候

美國內科board證書
皮膚及過敏疾病證書
傷口護理以及高壓氧治療證書
同濟醫科大學醫學博士
二十餘年臨床經驗內科全科內科全科

陶清國醫學博士
Qingguo Tao,MD,PHD

門診時間：週二、三、四、六 9：00am-6:00pm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Suite 200,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可事先於網路預約掛號： www.qtaomd.com

Tel:832-831-6140
Fax:713-701-7281 美國移民局美國移民局

移民體檢指定醫師移民體檢指定醫師

巴拿馬籍商船在法國西部海域傾覆巴拿馬籍商船在法國西部海域傾覆
船員被救起船員被救起

法國西部的比斯開灣法國西部的比斯開灣，，一艘在巴拿一艘在巴拿
馬註冊的商船馬註冊的商船““現代捷運現代捷運””發生傾覆發生傾覆。。
““現代捷運現代捷運””長長364364米米，，搭載搭載36003600噸木噸木
材和建材材和建材。。船員已被直升機救起船員已被直升機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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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馬德里舉行國際機器人博覽西班牙馬德里舉行國際機器人博覽
會會，，各色機器人爭奇鬥異各色機器人爭奇鬥異，，吸人眼球吸人眼球。。
為期為期 44 天的展會將展現機器人發展方面天的展會將展現機器人發展方面
所舉得的成就所舉得的成就。。

5353歲的蔬菜水果商歲的蔬菜水果商Dean FletcherDean Fletcher等待十年終於打破記錄捕捉到了等待十年終於打破記錄捕捉到了
英國最大的淡水魚英國最大的淡水魚，，這條鯉魚重達這條鯉魚重達6868磅磅11盎司盎司。。

英國商販等待十年英國商販等待十年 捕到國內最大淡水魚捕到國內最大淡水魚



廣告天地 BB1010 BB33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每一對助聽器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713-795-5343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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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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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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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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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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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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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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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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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及老人醫療卡(MEDICARE)

MD, PhD, FACR

醫生

風濕免疫內科
曾任耶魯大學醫學院免疫系博士後和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博士後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風濕免疫遺傳專科畢業
ABIM Board-Certified in Rheumatology
and Internal Medicine

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在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樓內)

現任休士頓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生
休士頓臨床研究中心研究員

電話: 713 541-1112 傳真: 713 270-8784 診所時間: 9 AM - 5 PM (星期一至星期五)

骨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 強直性脊柱炎, 牛皮
癬關節炎, 反應性關節炎, 感染性關節炎, 痛風, 網
球肘, 肩周炎, 腱鞘炎, 慢性背痛, 慢性肌痛, 骨

質疏鬆, 紅斑狼倉, 口眼乾燥綜合症, 硬皮病, 皮肌
炎, 血管炎等骨胳系統和免疫性系統的疾病。

主
治陶翔陶翔

精通英語,國語及臺語,接受多種醫療保險及視力保險

群 鷹 視 學 眼 科 中 心

鮑亞群 視學眼科博士
Dr Ya Chin Bao (O D)

Fellow of Orthokeratology Academy of America
Therapeutic Optometrist / Glaucoma Specialist

Pediatric Specialist / RGP and Soft Contact Lens
全新先進設備 醫術精湛周全
診治各類眼疾 青光眼專執照
幼兒視力保健 斜視弱視矯正
控制預防近視 精配隱形眼鏡

附設多種名牌鏡框專欄, 最新款式
優質服務，當天取貨 VSP, Eyemed, Superior, VCP, Cigna Vision, etc.

Tel: 713-270-9188
Fax: 713-271-9188
營業時間: 星期一、三、四、五、六
11:00am-6:30pm
星期日 12:00(noon)-5:00pm
星期二 公休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I Houston, TX 77036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bellaire@gmail.com

（前達君視力眼鏡）

惠
康
廣
場
診
所

糖
城
診
所

Tel: 281-491-2199
Fax: 281-491-2332
營業時間: 星期一 - 星期五
9:00am-6:00pm
星期六 9:00-4:00
星期日 公休
1730 Williams Trace,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Hwy 59 & Williams Trace)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center@gmail.com

周一至周五 9AM-5PM 7500 Beechnut #225
Houston, TX 77074713-773-1115

Xun Mao, MD
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 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毛迅毛迅 兒科醫生兒科醫生

Xiaodong Zhou, MD

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周曉東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

(中英文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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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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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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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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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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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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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1-988-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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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為各界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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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牙醫中心時代牙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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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志剛牙醫博士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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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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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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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三維X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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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宋檳生 醫學博士
Bin S. Sung, M.D., FAAP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德州大學小兒專科畢業

美國小兒專科院士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及

Methodist Health Center, Sugar Land主治醫師
精通﹕國﹐粵,台﹐英語﹐接收醫療保險

4610 Sweetwater Blvd, Suite 130,
Sugar Land, TX 7747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門門 診診 時時 間間
週一至五 11:00am-7:00pm

小小小
兒兒兒

專專專
科科科

281-565-7337
Sweetwater Blvd.

Hwy 6

59

Lexington

★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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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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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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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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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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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李

電話：281-888-5955 地址：8880百利大道﹐Ste F﹐Houston﹐TX 77036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原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院修複科副主任醫師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畢業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修複學博士
˙德州大學牙科材料學碩士
˙德州大學牙科學校修複專科住院醫師畢業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收受各種牙科PPO以及政府保險 （位於Fiesta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中國城
百利大道8

號
公
路

G
es
sn
erFiesta悅來海鮮

★
百利牙科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Houston, TX ,77072(位於Bellaire與Wilcrest﹐Kimson Bellaire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所有保險項目﹕汽車﹑船類﹑房屋﹑商業﹑健康﹑人壽﹑共同基金﹑各類年金﹑退休金﹑IRA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Tel: 281281--933933--00020002 Fax:Fax: 281281--933933--9898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AP 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常規服務常規服務 洗牙，補牙，拔牙，植牙，鑲牙。

特
色
服
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隱形矯正美容，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www.drmeizhang.com

電話﹕281-242-6889
傳真﹕281-884-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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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醫療美容項目：

張玫 醫生
Mei Zhang,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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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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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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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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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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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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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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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e Choice 5年年金計劃

年年 金金 金金 額額

$10,000以上

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3.15%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3.15%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3.15%

第四年利率第四年利率

3.15%

第五年利率第五年利率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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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利率 ●本金安全無險 ●沒有手續費用 ●累積利息延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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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解約費僅5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五年是5%﹐5%﹐5%﹐5％﹐5％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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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 金金 金金 額額

$10,000以上

第一年利率第一年利率

2.45%

第二年利率第二年利率

2.45%

第三年利率第三年利率

2.45%

Secure Choice 3年年金計劃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
藥，不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
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 Best Vision

德州新聞
星期日 2016年2月7日 Sunday, February. 7, 2016 星期日 2016年2月7日 Sunday, February. 7, 2016

QS160204A達福社區

達拉斯美中商會設宴迎接李強民總領事達拉斯美中商會設宴迎接李強民總領事
達福慰僑之行行

總領事李強民總領事李強民（（右右11））與達拉斯美中商會與達拉斯美中商會
會長秦永興會長秦永興（（右右22））與僑胞和企業家互道與僑胞和企業家互道

新春新春

總領事李強民先生與全體與會僑界代表合影總領事李強民先生與全體與會僑界代表合影

眾人齊聚眾人齊聚 大家舉杯歡慶新春大家舉杯歡慶新春

達拉斯美中商會會長秦永興達拉斯美中商會會長秦永興
先生組織晚宴並主持先生組織晚宴並主持李強民總領事發言李強民總領事發言

IrvingIrving市長市長Beth VanBeth Van
DuynenDuynen女士女士 GarlandGarland市長市長Douglas AthasDouglas Athas先生先生（（左左））

【走進美國-現場報道/記者：GinnyLiu】“每
逢佳節倍思親”，當春節來臨，這句從中國唐代
一直流傳至今的詩詞便代表了每個海外華人最
深切的感受。而每年，中國駐美國總領館的官員
們也正是抱著一份對游子和海外華僑們的關懷
之情，要將春節的祝福親自送到我們心裏。

1月30日，達拉斯豔陽高照，我們欣喜地迎
來了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總領事李強民先生
一行四人，他們特意從休斯頓驅車4個多小時來
到達福地區，慰問本地華僑和華人社團的代表
們。

當日晚上，達拉斯美中商會秦永興會長邀
請到 Irving 市市長、Garland 市市長、
華人社團領袖、商會代表、美國高校
代表、美國當地媒體、華人媒體等近
50人，在本地資深企業家、慈善家陳
芃先生的宅邸舉行了對總領事一行
的歡迎晚宴。

晚宴在十分歡快熱烈的氣氛中
進行。

在熱烈的問候和彼此介紹之後，
達拉斯美中商會會長秦永興先生作
為晚會主持，率先發言。他首先代表
賓客們誠摯歡迎總領事在百忙之中
親臨達拉斯，讓本地華僑們直接感受

到來自祖國的問
候。

剛剛過去的2015年，秦會長率團共13人，
前往中國江蘇常熟、上海、貴陽、成都、北京5個
城市進行了為期11天的訪問，受到了國內各級級
政府官員政府官員和企業家的熱情接待，參與了大小會
議15個，與國內相關組織和機構簽訂合作協議
5 份。秦會長表示 2016 年要繼續努力加強達拉
斯美中商會和美國各地、中國大陸以及港澳台
的商業交流與合作，在德州大好的經濟形勢下
創造更好的中美商業合作機會。

之後，在眾人熱烈的掌聲中迎來李強民總

領事的發言。他回顧了2015年中美關係的發展、
海外華僑所取得的成績，過去一年，海外華僑們
共同見證了習近平主席成功對美國進行國事訪
問，見證了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向前推進的這一
歷史性時刻。總領事館也見證了廣大僑胞積極
投身社區建設，面向華人社區舉辦的許多慰僑
演出、聯誼聚會等活動活動，，真正做到凝聚僑心真正做到凝聚僑心、、彙彙
聚僑力聚僑力。。同時，他鼓勵大家要在新的一年大展宏
圖，為祖國強盛，為中美經濟、貿易、文化等各方
面的交流繼續盡力！

緊接著 Irving 市長 BethVanDuynen 女士、
Garland市長DouglasAthas先生也紛紛代表本市
政府官員表示2016年，他們將會繼續積極與華
人社團組織保持緊密的聯繫，共創美好未來好未來。。

為了表達對美國人民的友誼，總領事特意
準備了富有中國特色的青花瓷藝術挂曆和精美
的刺繡工藝品，令在場的美國朋友愛不釋手。

晚會結束時，大家互道珍重，盼望新的一年
，在總領館的關懷和支持下，德州華僑可以為強
大的祖國帶來更多驕傲的成績。

李強民總領事向受邀前來的美國李強民總領事向受邀前來的美國
FoxFox 44 電視臺主播電視臺主播Jenny AnchondoJenny Anchondo

女士贈送精美的中國藝術品女士贈送精美的中國藝術品

總領事為亞特蘭大遠道而來的華商贈總領事為亞特蘭大遠道而來的華商贈
送新春年曆送新春年曆

GarlandGarland市長從李強民總領事手中接市長從李強民總領事手中接
下祝福禮物下祝福禮物



BB44 BB99芝加哥僑社經濟動態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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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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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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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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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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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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萬呎展示中心萬呎展示中心

週一﹑二﹑四﹑五﹕12pm ~ 8:00pm
週六﹕10:00am ~ 8:00pm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六天營業

真能省真能省真能省 Nelson & Jean Corp.
傢俱公司傢俱公司

二件式 全套單人床
七件式 客廳組＊
五件式 木面鐵腳餐桌組
五件式 實木餐桌組
三件式 玻璃面咖啡桌﹑茶几組
三件式 木面鐵腳咖啡桌組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29
$289
$259
$19
$159

5呎高落地燈
四件式 臥房組
雙層床（含兩床墊）
Queen Headbord
一套Queen bed

床墊廉售高達71%off

＊含沙發﹑雙人座﹑咖啡桌﹑茶几（2）﹑檯燈（2）

地址﹕12677 Hiram Clarke, Houston距休士頓中國教會約 1 哩

貨真價省貨真價省﹐﹐華人自營華人自營
((華華﹑﹑台台﹑﹑英語英語))美國第一名牌ASHLEY沙發及臥房組大量供應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電話﹕713-723-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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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城台美商會尾牙晚會氣氛熱烈芝城台美商會尾牙晚會氣氛熱烈 節目精彩紛呈節目精彩紛呈
陳聰能陳聰能::感謝歷任會長貢獻感謝歷任會長貢獻 恭祝大家新年快樂恭祝大家新年快樂 財運亨通財運亨通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張耀淑張耀淑//採訪報導採訪報導))

芝加哥台美商會一年一度的尾牙晚芝加哥台美商會一年一度的尾牙晚
會會，，於一月三十日晚間於一月三十日晚間，，在近歐海爾機在近歐海爾機
場的凱悅大酒店場的凱悅大酒店（（Hyatt Regency HotelHyatt Regency Hotel
））舉行盛大尾牙慶祝晚會舉行盛大尾牙慶祝晚會，，冠蓋雲集冠蓋雲集，，
約有約有600600多位芝加哥台美商會會員多位芝加哥台美商會會員、、各各
界僑領以及中美貴賓歡聚一堂界僑領以及中美貴賓歡聚一堂，，共迎共迎
猴年的到來猴年的到來。。商會特別從台灣邀請了商會特別從台灣邀請了
演藝界大師超偶第一屆演藝界大師超偶第一屆「「粉紅坦克粉紅坦克」」
之稱之稱、、第二屆亞軍的符瓊音以及歌壇第二屆亞軍的符瓊音以及歌壇
唯一公認轉音小王子葉秉桓演唱唯一公認轉音小王子葉秉桓演唱，，二二
人的勁歌熱舞風靡全場人的勁歌熱舞風靡全場，，再加上美酒再加上美酒
佳餚佳餚、、航空公司國內外的來回機票航空公司國內外的來回機票、、多多
個現金大獎個現金大獎，，讓大家渡過了一個熱情讓大家渡過了一個熱情、、
溫馨溫馨、、難忘的夜晚難忘的夜晚。。

駐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駐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
寰寰、、副處長郭聖明伉儷副處長郭聖明伉儷、、組長莊璧璘組長莊璧璘、、
林易民林易民、、張志強家人張志強家人、、孫良輔家人孫良輔家人、、秘秘
書王偉年伉儷書王偉年伉儷、、秘書葉佳韻秘書葉佳韻、、華僑文教華僑文教
中心主任王偉讚中心主任王偉讚、、副主任葉子貞副主任葉子貞、、中華中華
會館主席黃于紋會館主席黃于紋、、前主席梅國彬伉儷前主席梅國彬伉儷、、
僑務委員區一平僑務委員區一平、、趙奕洋和伊州政府趙奕洋和伊州政府
財務長方仲華財務長方仲華(Michael Frerichs)(Michael Frerichs)、、伊州伊州
審計長蒙格審計長蒙格(Leslie Munger)(Leslie Munger)、、代表美國代表美國
參 議 員參 議 員 Mark KirkMark Kirk 出 席 的出 席 的 HamiltonHamilton
ChangChang、、The Candidate forThe Candidate for 22nd Districtnd District
State representative TheresaState representative Theresa、、以及以及MahMah--
Hon. Patricia Bellock, Illinois StateHon. Patricia Bellock, Illinois State
RepresentativeRepresentative等貴賓均出席了當天的等貴賓均出席了當天的
尾牙晚會尾牙晚會。。

駐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駐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
寰寰，，特別在尾牙晚會頒發聘書給僑務特別在尾牙晚會頒發聘書給僑務
咨詢委員陳德香和王昌洋咨詢委員陳德香和王昌洋；；並且頒發並且頒發
感謝獎狀給慶祝中華民國感謝獎狀給慶祝中華民國104104年雙十年雙十
國慶活動有功團體及個人國慶活動有功團體及個人，，感謝他們感謝他們
任勞任怨任勞任怨、、勞苦功高的傑出表現勞苦功高的傑出表現。。

晚會由美麗動人的芝加哥台美商會晚會由美麗動人的芝加哥台美商會

理事李蘋蘋理事李蘋蘋，，以及英俊瀟灑的青以及英俊瀟灑的青
商會會長羅文康聯合擔任主持商會會長羅文康聯合擔任主持。。
象徵吉祥喜慶的祥獅獻舞揭開了象徵吉祥喜慶的祥獅獻舞揭開了
晚會的序幕晚會的序幕。。晚會首先由由會長晚會首先由由會長
陳聰能致歡迎詞陳聰能致歡迎詞，，他熱情的表示他熱情的表示
歡迎大家參加當晚的盛會歡迎大家參加當晚的盛會，，並且並且
先恭祝大家猴年旺旺來先恭祝大家猴年旺旺來、、錢財滾錢財滾
滾來滾來、、新年快樂新年快樂、、身體健康身體健康、、財運財運
亨通亨通、、事業順利事業順利。。在歷屆會長的努在歷屆會長的努
力力，，以及許多商會前輩在時間與以及許多商會前輩在時間與
金錢的付出與支持下金錢的付出與支持下，，芝加哥台芝加哥台
美商會在芝加哥台灣人的僑社中美商會在芝加哥台灣人的僑社中
一直是最具影響力的團隊一直是最具影響力的團隊。。會長會長
陳聰能並在致詞時向嘉賓一一介陳聰能並在致詞時向嘉賓一一介
紹歷任會長紹歷任會長，，感謝他們對商會所感謝他們對商會所
做出的貢獻做出的貢獻。。陳會長表示陳會長表示，，面對著面對著
世代的變遷與傳承的挑戰世代的變遷與傳承的挑戰，，今年今年
商會成立了創業就業平台商會成立了創業就業平台，，希望希望
提供一個環境提供一個環境，，使年輕的創業者使年輕的創業者
在商會中能與成功有經驗的前輩在商會中能與成功有經驗的前輩
建立咨詢的管道建立咨詢的管道，，也能夠幫助商也能夠幫助商
會的會員企業找到適當的人才會的會員企業找到適當的人才，，同時同時
藉著這平台吸引更多的年輕世代參與藉著這平台吸引更多的年輕世代參與
商會商會。。預祝尾牙晚會成功預祝尾牙晚會成功，，芝加哥台美芝加哥台美
商會邁向更成功而精彩的一年商會邁向更成功而精彩的一年。。

駐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駐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
寰在應邀致詞時寰在應邀致詞時，，首先感謝台美商會首先感謝台美商會
不僅在個人事業上有傲人的成績不僅在個人事業上有傲人的成績，，更更
在與主流政商關係交流上扮演重要角在與主流政商關係交流上扮演重要角
色色。。他表示他表示，，台美商會以台美商會以「「結合工商企結合工商企
業業、、從事商務活動從事商務活動、、進行聯誼交流進行聯誼交流、、宏宏
揚合作精神揚合作精神」」為宗旨推動會務為宗旨推動會務，，促進中促進中
美貿易以及和伊州之間的貿易美貿易以及和伊州之間的貿易，，所做所做
的貢獻大家一致肯定的貢獻大家一致肯定。。台美商會在睿台美商會在睿
智的陳會長帶領下智的陳會長帶領下，，一年來舉辦非常一年來舉辦非常
多且有意義的活動多且有意義的活動，，慶祝雙十國慶慶祝雙十國慶、、豬豬
羊海陸羊海陸BBQBBQ烤肉烤肉、、專業座談等等活動專業座談等等活動
，，這些活動這些活動，，對於團結我們的僑界對於團結我們的僑界、、增增

加大家的和諧加大家的和諧，，都具有深遠的影響都具有深遠的影響。。最最
近台美商會建立輔導青年就業網站近台美商會建立輔導青年就業網站，，
這個平台對於年輕人踏出社會這個平台對於年輕人踏出社會、、邁出邁出
成功的第一步成功的第一步，，是非常有幫助的是非常有幫助的，，這些這些
種種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種種都是非常值得肯定。。何處長祝福何處長祝福
台美商會會務興隆台美商會會務興隆、、所有會員生意興所有會員生意興
旺旺、、所有嘉賓身體健康所有嘉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萬事如意！！

伊州政府財務長方仲華伊州政府財務長方仲華(Michael(Michael
Frerichs)Frerichs)、、伊 州 審 計 長 蒙 格伊 州 審 計 長 蒙 格 (Leslie(Leslie
Munger)Munger)、、代表美國參議員代表美國參議員 Mark KirkMark Kirk
出 席 的出 席 的 Hamilton ChangHamilton Chang、、Illinois StateIllinois State
Representative MahHon. Patricia BellRepresentative MahHon. Patricia Bell--
ockock等貴賓都在致詞中表示等貴賓都在致詞中表示，，肯定台美肯定台美
商會對促進伊州經濟繁榮商會對促進伊州經濟繁榮、、社區發展社區發展
的貢獻的貢獻，，最後一位致詞的貴賓是最後一位致詞的貴賓是 TheThe
Candidate forCandidate for 22nd District State reprend District State repre--
sentative Theresa Mahsentative Theresa Mah，，出生美國出生美國，，她是她是

第一位中國人被提名第一位中國人被提名 ForFor 22nd Districtnd District
State representativeState representative 的候選人的候選人，，她熱心她熱心
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推廣教育推廣教育、、促進經濟發展促進經濟發展，，
希望大家能夠給予支持希望大家能夠給予支持。。

餘興節目開始餘興節目開始，，首先由首先由 Luke LinLuke Lin 所所
表演的表演的「「猴舞猴舞」」揭開了晚會的序幕揭開了晚會的序幕；；蔣蔣
耀東編舞耀東編舞、、五位年輕貌美女孩所表演五位年輕貌美女孩所表演
的的「「鄉村歌曲裡的女孩鄉村歌曲裡的女孩」」，，充滿活力的充滿活力的
勁歌熱舞勁歌熱舞，，贏得在場觀眾的熱烈掌聲贏得在場觀眾的熱烈掌聲。。
緊接著緊接著，，巨星之夜開始巨星之夜開始，，首先由演藝界首先由演藝界
大師超偶第一屆大師超偶第一屆、、有有““““粉紅坦克粉紅坦克””之之
稱的符瓊音演唱稱的符瓊音演唱，，國語歌曲國語歌曲「「我相信我相信」」、、
「「你把我灌醉你把我灌醉」」、、「「夢醒時分夢醒時分」」、、「「當掌聲當掌聲
響起響起」」、、「「三天三夜三天三夜」」，，英文歌曲英文歌曲「「FireFire
WorkWork」」，，台語歌曲台語歌曲「「追追追追追追」」、、「「鼓聲若鼓聲若
響響」」等多首經典國台語和英文歌曲等多首經典國台語和英文歌曲，，高高
亢及渾厚的歌聲亢及渾厚的歌聲，，再加上芝城五花瓣再加上芝城五花瓣

舞團的拌舞舞團的拌舞，，勁歌熱舞勁歌熱舞，，贏得嘉賓熱烈贏得嘉賓熱烈
回應回應，，場面場面 HighHigh 到最高潮到最高潮，，大家在興大家在興
奮熱鬧中奮熱鬧中，，欲罷不能欲罷不能。。符瓊音和台美商符瓊音和台美商
會前會長吳慕雲醫師合唱會前會長吳慕雲醫師合唱「「當掌聲響當掌聲響
起起」」，，兩人默契的歌聲更是獲得全場熱兩人默契的歌聲更是獲得全場熱
烈掌聲烈掌聲。。接著是由歌壇唯一公認轉音接著是由歌壇唯一公認轉音
小王子的葉秉桓演唱小王子的葉秉桓演唱，，「「你是我的眼你是我的眼」」、、
「「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小葳小葳」」、、「「阿嬤的話阿嬤的話」」、、「「心心
中的熱戀中的熱戀」」、、「「Unchained MelodyUnchained Melody」」等多等多
首經典國台語和英文歌曲首經典國台語和英文歌曲，，最後和符最後和符
瓊音聯合演唱瓊音聯合演唱「「廣島之戀廣島之戀」」，，兩人默契兩人默契
優美動人的歌聲優美動人的歌聲，，讓在場的觀眾聽得讓在場的觀眾聽得
是如癡如醉是如癡如醉。。

整個晚會在熱鬧整個晚會在熱鬧、、歡樂歡樂、、溫馨的氣溫馨的氣
氛中氛中，，一直進行到晚間約十一點三十一直進行到晚間約十一點三十
分分，，大家在依依不捨下大家在依依不捨下，，為一年一度的為一年一度的
尾牙晚會畫上溫馨句點尾牙晚會畫上溫馨句點，，圓滿落幕圓滿落幕。。

台美商會會長台美商會會長
陳聰能致歡迎詞陳聰能致歡迎詞

台北經文處處長何震寰台北經文處處長何震寰((左五左五))頒發感謝獎狀頒發感謝獎狀
給慶祝中華民國給慶祝中華民國104104年雙十國慶活動有功團體及個人年雙十國慶活動有功團體及個人

貴賓合影貴賓合影::左起為左起為Theresa Mah,Theresa Mah,陳聰能會長陳聰能會長,,
伊州府審計長蒙格伊州府審計長蒙格(Leslie Munger),(Leslie Munger),台北經文處處長何震寰台北經文處處長何震寰,,
Hamilton Chang ,Hamilton Chang ,伊州府財務長方仲華伊州府財務長方仲華(Michael Frerichs)(Michael Frerichs)

台北經文處處長何震寰台北經文處處長何震寰((後排右三後排右三))及台美商會及台美商會
會長陳聰能會長陳聰能((後排右二後排右二))向僑界朋友們敬酒祝賀向僑界朋友們敬酒祝賀

台美商會會長陳聰能伉儷和中華會館主席黃于紋台美商會會長陳聰能伉儷和中華會館主席黃于紋((右右
四四),), 華僑文教中心主任王偉讚華僑文教中心主任王偉讚((左一左一))與貴賓們合影與貴賓們合影

台美商會會長陳聰能伉儷及青商會台美商會會長陳聰能伉儷及青商會
和符瓊音及葉秉桓合影和符瓊音及葉秉桓合影

象徵吉祥喜慶的祥獅獻舞象徵吉祥喜慶的祥獅獻舞

符瓊音和葉秉桓聯合演唱符瓊音和葉秉桓聯合演唱「「廣島之戀廣島之戀」」
演藝界大師超偶第一屆演藝界大師超偶第一屆,,

有有「「粉紅坦克粉紅坦克」」之稱符瓊音演唱之稱符瓊音演唱
符瓊音和華僑文教中心符瓊音和華僑文教中心

主任王偉讚合唱主任王偉讚合唱「「夢醒時分夢醒時分」」

符瓊音演唱符瓊音演唱「「三天三夜三天三夜」」，，芝城五花瓣舞團拌舞芝城五花瓣舞團拌舞
蔣耀東編舞蔣耀東編舞、、五位年輕貌美女孩所表演五位年輕貌美女孩所表演
充滿活力勁歌熱舞充滿活力勁歌熱舞「「鄉村歌曲裡的女孩鄉村歌曲裡的女孩」」

歌壇唯一公認轉音歌壇唯一公認轉音
小王子葉秉桓演唱小王子葉秉桓演唱

符瓊音和台美商會前會長符瓊音和台美商會前會長
吳慕雲醫師合唱吳慕雲醫師合唱「「當掌聲響起當掌聲響起」」

駐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寰駐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寰((左九左九))和台美商會歷任會長及理事們合影和台美商會歷任會長及理事們合影

寬鬆預期籠罩多國央行本週議息
日央行推負利率政策

韓對華首推十年簽證
放寬多次往返簽證申請條件

巴西將提供200億美元貸款
以提振經濟

綜合報導 巴西財政部長內爾

松· 巴爾博薩28日宣佈，巴西將從

國有銀行釋出 830億雷亞爾(約合

200億美元)新信貸，提供給農業、

住房、基礎設施及中小企業等受經

濟萎縮打擊的企業，旨在幫助巴西

擺脫經濟衰退。

不過有分析人士認為，此次巴

西經濟衰退將是巴西百年來最嚴重

的一次，額外的信貸將使央行更難

應付通脹問題。對此，巴西總統羅

塞夫表示，國營銀行提供更多信貸

，將不會影響控制政府支出及壓低

通脹年率的種種努力。

綜合報導 昨天，記者從國家旅

遊局官網發佈的資訊了解到，據韓

國媒體報道，韓國法務部已于本月

28日起對中國遊客放寬多次往返簽

證的申請條件，年齡限制從60歲以

上降至55歲以上，同時也首次推出

十年簽證。

預計新政實施後將有8000萬中

國人列入多次往返簽證的簽發對象

，每次最長停留期限也將從30天延

長至90天。此外，對於韓國法務部

首次簽發有效期達十年的簽證，報

道稱律師、大學教授等專門職業從

事者或具有碩士以上高學歷者在辦

理一次簽證後，可使用十年。

今年3月起，中國全境的團體

遊客可申辦赴韓的電子簽證。下半

年起，韓國政府將專為中國遊客發

放“韓流簽證”(暫名)，以吸引更

多遊客。韓國法務部介紹，計劃分

階段完善向中國人發放簽證的程式

和條件。

報道同時指出，適逢“2016韓

國旅遊年”，韓國法務部已將免收

中國團體遊客簽證手續費時間延長

到今年年底。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英國、印度、

泰國等國的央行本週將相繼舉行貨幣政

策會議，因1月29日日本央行（日本銀

行）突然宣佈實施“負利率”，力圖繼

續推升通脹並打壓匯率。分析師普遍預

計，此舉將對其他經濟體構成降息壓力

，而貨幣寬鬆預期將主導全球市場。

日本央行擲出“負利率”
日本央行1月29日宣佈，2月19日起

，民間金融機構存入日本央行的存款準

備金利率下調至-0.1%。這一“負利率”

政策是日本央行奉行寬鬆貨幣政策的又

一利器。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表示，

為達到2%的通脹目標，日本央行將全力

以赴，不排除進一步採取寬鬆貨幣政策

的可能性。此外，日銀維持承諾，將通

過“量化和質化”寬鬆政策，積極購買

日本國債和風險資產，使貨幣基礎每年

增加80萬億日元（約合6640億美元）。

日本央行此次實施的“負利率”與

之前歐洲央行、丹麥央行和瑞士央行執

行的“負利率”在概念和範疇上有所不

同，但追求的效果有類似之處，與歐洲

央行一樣，日本央行同樣希望推升國內

物價水準並刺激金融領域的資金流入實

體經濟，與丹麥、瑞士央行的立場類似

，日本央行也不願看到本幣在外匯市場

上因避險情緒被越推越高。自“日元升

值的鬥士”黑田出任日本央行行長以來

，寬鬆貨幣政策就晉級為世界第三大經

濟體的主基調，也成為“安倍經濟學”

中三支利箭中射得最遠的一支。

日本央行宣佈實施“負利率”後，

日本股市大漲而日本國債利率重挫，日

元對美元的比價也跌破120日元兌1美元

關口。但市場分析人士對其實際效果仍

心存疑慮。《日本經濟新聞》刊文說，

如果以負利率為契機，家庭收支將目光

從偏重存款轉向股票投資，依賴海外投

資者的日本股市有可能形成個人投資者

為主角的市場。負利率有可能成為約

1700萬億日元個人金融資產進入投資領

域的契機，另一方面，也有可能給市場

和經濟造成混亂，可以說是一劑猛藥。

有“末日博士”之稱的國際金融投資專

家馬克· 法貝爾就表達了對日本央行舉措

的質疑，認為可能不會產生效果。“當

日元貶值30％時，日本人手中的資產將

會縮水。對於日本經濟和家庭來說，日

本央行負利率政策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將

遠大於正面意義。”

貨幣政策分化成“新常態”
這是日本央行首次實施“負利率”

，也被解讀為全球貨幣政策分化趨勢下

的積極防禦之術。

最近兩年，全球主要經濟體貨幣政

策逐漸分化，一方面美國聯邦儲備委員

會先是退出了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後又

開始加息，邁入貨幣政策正常化軌道；

另一方面受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重挫、貿

易增長低迷、世界經濟復蘇緩慢等多重

因素影響，很多國家特別是一些新興市

場經濟體必須採取寬鬆貨幣政策加以應

對，但政策分化形成了效果對衝，導致

金融市場出現動蕩。

在剛剛結束的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

年會上，貨幣政策分化成為與會者關注

的焦點之一。印度央行行長拉詹說，過

去幾年大規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後遺

症可能正在顯現，“許多央行仍堅定地

把腳踩在油門上，但我們是否真的從中

獲得了巨大利益，其實並不清楚”。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則表示，不同

的貨幣政策反映了歐元區與美國處於不

同的復蘇階段，美國的復蘇強于歐元區

和日本。貨幣政策分化將持續一段時間

，其表現為利率的差別，這是一個正常

的過程，“只要貨幣政策正確，分化的

外溢影響就足夠應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日前發佈

的報告預計，2016年和2017年全球經濟

增速分別為3.4％和3.6％。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總裁拉加德在年會上對今年世界經

濟形勢保持謹慎樂觀。

哪家央行將接棒寬鬆

澳大利亞央行、英國央行、印度央

行、泰國央行等本週相繼舉行貨幣政策

會議，瑞士國家銀行總裁托馬斯· 喬丹也

將對該國經濟前景和貨幣政策進行闡述

。全球市場將關注哪家央行會接棒日銀

，成為下一個寬鬆者。“末日博士”馬

克· 法貝爾認為，隨著全球其他央行擴大

寬鬆的壓力增加，一場貨幣“暗戰”升

級或難以避免。

澳大利亞央行（澳聯儲）2日議息。

在2015年最後一次貨幣政策會議上，澳大

利亞央行決定維持現行2%的水準不變。此

前，澳大利亞國內一些經濟學家呼籲澳大

利亞央行繼續降息25個基點，但未得到澳

大利亞央行積極響應，澳聯儲官員只是表

示依舊會保持寬鬆立場來刺激經濟。法新

社此前對14位經濟學家所作調查顯示，他

們全部預計本次會議上澳大利亞央行可能

按兵不動。但日本央行突然加息，增加了

澳大利亞央行降息的幾率。

印度央行一直站在寬鬆陣營當中。

2015年以來，印度央行已四次降息，基

準利率下調了125個基點，目前6.75％的

基準利率是四年多來最低。但和其他國

家相比，印度的利率水準仍相當高，這

也主要是因為印度的通脹水準相對較高

。正因如此，印度央行既有降息的訴求

，也有降息的空間。

英國央行2月4日舉行貨幣政策會議

，市場預計一直籌劃退出量化寬鬆措施

的英國央行不會貿然行動，維持當前貨

幣政策仍是首選。自2009年 3月以來，

英國央行將基準利率降至0.5%這一歷史

最低水準已超過6年時間。

此外，市場預計歐洲央行將在今年3

月有所動作，進一步實施寬鬆貨幣政策。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去年年底表示，必要

時歐洲央行將擴大貨幣寬鬆措施以實現通

脹目標，對此不存在任何政策限制。歐洲

央行在2015年最後一次貨幣政策會議上下

調歐元區隔夜存款利率 10個基點至負

0.30％，並將每月600億歐元的資產購買

計劃延長至2017年3月底，同時將購債計

劃中到期的債券本金進行再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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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th Annual Texas Lunar Festival To Be
Held At City Hall In Downtown Houston

China 'seriously concerned' about DPRK satellite launchplan
http://en.people.cn/n3/2016/0204/c90883-9013720.html

Special troops to help keep China-Pakistan corridor safe
http://en.people.cn/n3/2016/0204/c90883-9013662.html

New education reform proposal worries Chinese in the U.S.
http://en.people.cn/n3/2016/0204/c90000-9013678.html

China is evaluating the TPP, says commerce ministry
http://en.people.cn/n3/2016/0204/c90000-9014096.html

Beijing Capital Museum Holds‘Monkey King’Exhibit
http://en.yibada.com/articles/102197/20160203/

beijing-capital-museum-holds-monkey-king-exhibit.htm

Visa-free Entry for Chinese Tourists in Malaysia
http://en.people.cn/n3/2016/0204/c90883-9013800.html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 has been signed
by ministers from its 12 member nations in New Zea-
land on Feb. 4, 2016, according to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An official in char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the min-
istry said that China has noted the signing of the TPP
in Auckland. China is not a signer of the TPP.
The official said that the TPP covers a large range of
fields and China is evaluating the trade deal.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is a trade agree-
ment among twelve Pacific Rim countries signed on
4 February 2016, in Auckland, New Zealand after 7
years of negotiations, which has not entered into
force. The TPP Agreement concerns a variety of mat-
ters of public policy and a stated goal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support the creation and retention
of jobs; enhance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competi-
tiveness; raise living standards; reduce poverty in our
countries; and promote transparency, good gover-
nance, and enhanced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pro-
tection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Agreement con-
tains measures to lower trade barriers such as tariffs,
and establish a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but states can opt out from tobacco-relat-
ed measures).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has
considered the TPP as the companion agreement to
the proposed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a broadly
similar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
ropean Union.
Historically, the TPP is an ex-
pansion of the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
ship Agreement (TPSEP or
P4), which was signed by
Brunei, Chile, New Zealand,
and Singapore in 2005. Be-
ginning in 2008, additional
countries joined the discus-
sion for a broader agreement:
Australia, Canada, Japan,
Malaysia, Mexico, Peru,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bringing the total number of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in the
negotiations to twelve. Current trade agreements be-
tween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such as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will be reduced to
those provisions that do not conflict with the TPP, or
that provide greater trade liberalization than the TPP.
Gao Hucheng, China's commerce minister, men-
tioned China's attitude towards the organization in an
interview with state media on Oct. 8, 2015, which

was posted on the
ministry's website.
"China hopes that
the TPP and other
free trade arrange-
ments in the region
will boost each other
and contribute to

trade, investment and econom-
ic growth in the Asia-Pacific re-
gion," Gao said in the interview.
What People In China Are
Saying About The TPP
Global Times: “ U.S., Japan and
10 Other Nations Create Mas-
sive Economic Bloc to Rival Chi-
na.”
Xinhua: argued that the door to
the TPP cannot be closed to
China forever.
Here are what some netizens
are saying:
“ Nations that are joining the
TPP have political systems that
have pledged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democracy, rule of
law … and universal values,”

said one commentator from China’ s southern Guan-
dong province. “ Do you think China could make such
a pledge?”
China could face “ a slow death ahead if it fails to join
(the TPP).”
“ Nations that are joining the TPP have political sys-
tems that have pledged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de-
mocracy, rule of law … and universal values,” said
one commentator from China’ s southern Guandong
province. “ Do you think China could make such a
pledge?”
One even quoted a popular phrase from the U.S.-tele-
vision show “Game of Thrones” warning “winter is
coming” for the world’ s second-largest economy."
TPP proponents tout that the 12 members account
for 40% of global GDP, but America and Japan

together account
for just under
85% of that 40%.
With Japan's
economy
stagnant and
America's
recovery modest,
the two biggest
economies in the TPP will likely see only modest
gains based on TPP relations. Vietnam should do
okay, and maybe Malaysia to some extent, but the
other reality is that the number one import partner for
Vietnam, Malaysia, and Japan is, in fact, China. The
number one export market is America.
What that reality signifies is that the Asian TPP mem-
bers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through supply chain rela-
tionships such that they need Chinese origin inputs to
produce goods for huge consumption countries like
America. Moreover, as China becomes more con-
sumption oriented, the Asian economies, whether
TPP members are not, will increasingly look at China
for their exports, too.
Moreover, the TPP exclusion of huge population
countries with huge potential -- India, China, Indone-
sia -- suggests American government indifference to-
wards exploiting those opportunities.
The Asian TPP members, including Japan, do not in-
tend to miss those opportunities. Inexplicable is also
the exclusion of South Korea, the thirteenth largest
economy, even though it has overcome the competi-
tiveness and corruption problems of Malaysia, for ex-
ample, and democratic Philippines is excluded while
communist dictatorship Vietnam is included. (Courte-
sy en.people.cn/ and thediplom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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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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ummit with leader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Pictured, from left, are Naoto
Kan (Japan), Nguyen Minh Triết (Vietnam), Julia
Gillard (Australia), Sebastián Piñera (Chile), Lee
Hsien Loong (Singapore), Barack Obama (United
States), John Key (New Zealand), Hassanal Bolki-
ah (Brunei), Alan García (Peru), and Muhyiddin
Yassin (Malaysia). Six of these leaders represent
countries that are currently negotiating to join
the group.

專家解讀：如何正確看待
當前財政收支形勢

綜合報導 根據財政部發布的數

據，2015年全國壹般公共預算收入僅

比上年同口徑增長 5.8%，而全國壹般

公 共 預 算 支 出 比 上 年 同 口 徑 增 長

13.2%。如何看待當前的財政收支形勢

及其給財政管理改革帶來的挑戰？記

者日前采訪了有關業內專家。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

院院長胡怡建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2015年，全國壹般公共預算收入增幅偏

低的主要原因：壹是大宗商品進口價格

下跌、壹般貿易進口大幅下滑導致進口

稅收大幅下降；二是工業生產放緩，尤

其是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持續下降導致

按現價計算的增值稅等稅收低增長；三

是企業效益下滑、利潤增幅回落使企業

所得稅增幅相應回落；四是實行結構性

減稅和普遍性降費，減輕了企業負擔，

也直接帶來財政減收。

“增值稅幾乎負增長，主要原因是

受經濟下行和結構調整的影響；企業的

所得稅增長緩慢，反映的是企業的效益

和收入下降。這當中，壹個突出的亮點

是金融業，其中證券交易印花稅2553億

元，同比增長2.8倍，主要是受股票市場

交易活躍帶動。”胡怡建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

究員張斌接受記者采訪時說，2015年財

政收入增速名義上高於經濟增速，但同

口徑實際上是低於經濟增速的。與此同

時，2015年較好地完成了支出指標，這

反映了財政收支矛盾壓力加大。我國經

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隨著經濟增速由高

速轉為中高速，財政收入中低速增長的

態勢愈加明顯。

盡管這樣，2015年各級財政通過大

力調整支出結構，盤活財政存量資金，

最終使各項重點支出得到較好保障，增

幅都達到較高水平。

胡怡建說，2015年財政支出體現了

突出重點、壓縮壹般、有保有壓的特

點，尤其是與民生相關的支出指標完成

較好。

他表示，財政重點支持的領域包

括：壹是推動教育改革發展。落實農

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和城市義務

教育學生免學雜費政策，惠及約1.1億

名農村學生和 2944萬名城市學生。健

全國家助學貸款、國家助學金等資助

政策體系，全國約775萬名高校學生、

514萬名普通高中學生和 265萬名中職

學生得到資助，約 1045萬名中職學生

享受免學費政策。

二是支持做好社會保障和就業工

作。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

最低標準由每人每月55元提高到70元。

三是支持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

保險財政補助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380

元。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年人均財政

補助標準由35元提高到40元，農村地區

新增資金全部用於支付村醫提供的基本

公共衛生服務。在全國所有縣（市）推

開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城市公立醫

院綜合改革試點擴大到100個城市。

四是加快現代農業發展。在部分地

區開展農業“三項補貼”改革試點，著

力支持耕地地力保護和糧食適度規模經

營。推進節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區域

規模化高效節水灌溉和高標準農田建

設。進壹步加大財政扶貧資金投入，推

動實施了壹批效果突出的減貧項目。加

強草原生態保護，支持落實新壹輪退耕

還林還草任務1000萬畝。實施國家水土

保持重點建設工程。

五是加強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增

加投入，突出重點，提升大氣汙染防治

效果。推進地下綜合管廊和海綿城市建

設試點，加大對農村環保基礎設施運行

管理的支持。推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產業發展。

六是完善住房保障政策。實行實物

配租與租賃補貼並舉。

張斌認為，2015年，各級財政積極

加強財政資金統籌使用，壓減涉及競爭

性領域、不符合現行政策方向或效益不

高的支出，取消零散重復的專項轉移支

付項目，主要包括：清理政府性基金項

目，地方教育附加等11個項目由政府性

基金預算轉列壹般公共預算；進壹步清

理整合專項轉移支付，專項數量從2014

年的150項減少為96項；嚴格控制壹般

性支出。此外，進壹步加強預算績效管

理，出臺中央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績效

目標管理暫行辦法等制度。

財政收支矛盾加大，新常態下已成

“常態”，該如何應對？

“對於企業來講，經濟下行，財政

收入下降，企業效益下降，但是稅收沒

有減少。為了促進企業更好地發展，必

須堅定不移地全面推進營改增政策，適

當地為企業減稅減負，落實好普遍性降

費措施。”胡怡建說。

對於政府來講，壹方面，要實施

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加大赤字，為

減稅擴大空間；另壹方面，要加大支

出結構調整，緊縮政府行政性開支，

進壹步加快精簡機構，保證政府的公

共服務質量。

另外，為了充分調動地方積極性，

應加快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劃分，

通過制度設計，從體制上激勵地方政府

轉型發展。

張斌告訴記者，當前和今後的壹段

時間，必須優化支出結構，尤其是深層

次改革盤活財政存量資金，加強政府各

部門間資金的統籌力度，提高資金使用

效益。同時，深化預算績效評價，保證

支出質量和效率，編制中期滾動財政規

劃，防止產生新的資金沈澱。創新管理

思路，加大PPP模式的支持力度，積極

促進財政和金融方式的融合。

“還要關註基層財政困難，加大對

地方轉移支付的支持力度，積極幫助化

解地方政府存量債務。”張斌說。

傳統年貨最招人 電燈籠賣不過手工制作紙燈籠
傳統年貨最招人 電燈籠賣不過手工制作的紙

燈籠

近日，新文化記者在歐亞超市、中東大市場、北

方市場等商場發現，臨近春節，市民紛紛為迎新春做

準備，對聯、剪紙、燈籠、中國結等年貨火爆熱銷。

而以往熱銷的電燈籠，今年沒那麽受歡迎了，在很多

商場，它的受歡迎程度已經不及傳統的紙燈籠了。

對聯、“福”字 受寵猴子玩具暢銷

在歐亞超市，壹位正在銷售年貨的銷售人員在

接受新文化記者采訪時表示：“對聯、‘福’字和

中國結都是迎新春的必需品，盡管在款式和創意上

與往年沒有太大變化，但並不影響銷售。猴年春節

還有不到半個月時間就到了，市民購買這些物品的

熱情越來越高漲。而猴年吉祥玩偶、孫悟空造型娃

娃等猴子玩具也是近來暢銷的熱門商品。”

在中東大市場，裝飾類年貨已經成為壹道風景，

無論是購買的人還是路過的人，都會被主街上的壹

片紅色所吸引。記者在采訪時發現，剪紙、對聯、

燈籠、中國節都以紅色作為主色，並且大都以“福”

字、“喜”字為圖案。據某攤主介紹：今年，中國

結、對聯、“福”字銷量壹路上升，而價格與去年

沒有太大變化，銷售情況良好。

電燈籠賣不過紙燈籠

近日，記者在北方市場看到，今年壹些民間傳統手

工藝制作的紙燈籠，頗受廣大市民青睞。壹位攤主表

示：“往年都是電動塑料材質的燈籠好賣，沒想到今年

這些傳統手工制作的紙燈籠竟然大受歡迎！”“今年市

場上這些手工制作的紙燈籠做得很有意思，造型可愛，

也很有創意，所以就忍不住把它買下了。”長春市民王

女士給女兒買了壹盞手工制作的紙燈籠。

在北方市場內的日雜區，幾乎每個攤位上都掛

滿了各式各樣的傳統燈籠，吸引了眾多過客駐足觀

看和挑選。“傳統紙燈籠價格便宜，造型也更具創

意，我們小時候都愛玩這種紙燈籠，現在送給孩子，

感覺找回了壹些傳統的年味兒。”記者在此又隨機

采訪了幾位購買燈籠的市民，他們道出了選購傳統

紙燈籠的其他原因。

今年7歲的瑤瑤跟著奶奶壹起備年貨，看到傳

統的大紅色紙燈籠，喜歡剪紙的瑤瑤再也邁不動腳

步，她說：“最喜歡那個紅色的小紙燈籠，奶奶給

我買壹個就好，回家我要按照這個樣子自己動手做

壹個，貼上我剪的各種小動物和花朵，做壹個獨壹

無二的新年燈籠！”

業內人士表示，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們在選擇過春節的物品時，更加註重品質，壹些回

歸傳統的年貨受追捧也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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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人不知其意袁只當他受了這
半日的折磨袁 精神耗散袁 才盡詞窮
了袁再要考難逼迫袁着了急袁或生出
事來袁 倒不便． 遂忙都勸賈政院"

罷袁罷袁明日再題罷了遥 "賈政心中

也怕賈母不放心袁遂冷笑道院"你這

畜生袁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袁限
你一日袁明日若再不能袁我定不饒．
這是要緊一處袁更要好生作來浴 "

説着袁引人出來袁再一觀望袁原
來自進門起袁所行至此袁才游了十之
五六．又値人來回袁有雨村處遣人
回話． 賈政笑道院"此數處不能游

了．雖如此袁到底從那一邊出去袁縱
不能細觀袁也可稍覽遥 "説着袁引客
行來袁至一大橋前袁見水如晶簾一般
奔入． 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袁
引泉而入者． 賈政因問院"此閘何

名钥"寶玉道院"此乃沁芳泉之正源袁就名 `沁芳閘 '遥"賈政道院"胡

説袁偏不用 `沁芳 '二字遥 "於是一路行來袁或清堂茅舍袁或堆石
爲垣袁或編花爲牖袁或山下得幽尼佛寺袁或林中藏女道丹房袁或長

廊曲洞袁或方廈圓亭袁賈政皆不及進去．因説半日腿酸袁未嘗歇
息袁忽又見前面又露出一所院落來袁賈政笑道院"到此可要進去

歇息歇息了遥 "説着袁一徑引人繞着碧桃花袁穿過一層竹籬花障
編就的月洞門袁俄見粉墻環護袁緑柳周垂．賈政與衆人進去袁一
入門袁兩邊都是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幾塊山石袁一邊種着數本芭
蕉袁那一邊乃是一棵西府海棠袁其勢若傘袁絲垂翠縷袁葩吐丹砂．
衆人贊道院"好花袁好花浴 從來也見過許多海棠袁那里有這樣妙
的遥 "賈政道院"這叫作 `女兒棠 '袁乃是外國之種．俗傳系出 `女

兒國 '中袁雲彼國此種最盛袁亦荒唐不經之説罷了遥 "衆人笑道院"

然雖不經袁如何此名傳久了钥 "寶玉道院"大約騷人咏士袁以此花
之色紅暈若施脂袁輕弱似扶病袁大近乎閨閣風度袁所以以 `女兒 '

命名．想因被世間俗惡聽了袁他便以野史纂入爲證袁以俗傳俗袁
以訛傳訛袁都認眞了遥 "衆人都搖身贊妙．一面説話袁一面都在
廊外抱廈下打就的榻上坐了． 賈政因問院"想幾個什么新鮮字

來題此钥 "一客道院"`蕉鶴 '二字最妙遥 "又一個道院"`崇光泛彩 '

方妙遥"賈政與衆人都道院"好個 `崇光泛彩 '浴"寶玉也道院"妙極遥
"又嘆院"只是可惜了遥 "衆人問院"如何可惜钥 "寶玉道院"此處蕉棠

兩植袁其意暗蓄 `紅 '`緑 '二字在內．若只説蕉袁則棠無着落袁
若只説棠袁蕉亦無着落．固有蕉無棠不可袁有棠無蕉更不可遥 "

賈政道院"依你如何钥 "寶玉道院"依我袁題 `紅香緑玉 '四字袁方兩
全其妙遥 "賈政搖頭道院"不好袁不好浴 "

林一最討厭這種生在宅門兒大戶里的紈絝子弟袁 動不動就説僕人賤奴賤婢的袁
也不看看自己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袁那樣不是他們口中的 '賤 '奴婢所爲袁要不是這些
奴婢的伺候他們能活的這么舒坦钥 不就是一個連 XX都還沒有長齊的小屁孩兒袁居然
還敢在姑奶奶面前自稱 '小爺 '袁林一翻了翻白眼兒袁手上毫不不客氣的抓住慕容啓
指着她的樹枝院"三少爺袁奴婢也是人袁也是娘生父母養的袁也不是天生就是奴婢的袁
當不起少爺金口一開的 '賤 '字袁何况少爺身份尊榮高貴袁還請注意言行舉止袁若是
傳了出去只怕會説慕容王爺和姨娘的家敎不當袁所以還是請少爺自重些的好浴 "

説完手上一甩袁就把慕容啓連同樹枝給拽到了一邊袁大步流星闊步而去遥
慕容啓一個踉蹌袁站穩就看見林一已經出了小道的路口袁氣的直跳腳院"你袁你給

我站住浴 "林一的身影消失在視野里袁慕容啓氣憤之餘袁卻突然發現這個丫頭果然不
像府里的那些人袁要不是見到哥哥們就死命的討好或者懼怕袁就是看見自己恭敬卑
躬袁死氣沉沉的看着就難受無趣袁倒是林一這個丫頭不僅不忌諱自己的身份袁竟然還
敢和自己動手袁倒是個有趣兒的遥只是她到底是從哥哥的院子里出來的袁到底所爲何
事呢钥 慕容啓轉臉看着芷泉閣的方向袁心下沉思遥
林一後來才又想起來有些後怕袁要是慕容啓把她的事情吿訴了王妃袁可怎么辦钥

不過慕容啓是蘇姨娘的兒子袁看他那樣子也不過就是有些貪玩兒罷了袁而且蘇姨娘
素來和慕容婉兩兄妹親厚袁應該不會有事吧钥不知怎么的袁林一突然就想起慕容清的
另外一個兄弟來袁慕容珞浴一想起他那雙桃花眼滴溜溜的在她身上打轉袁她就心里發
毛浴

好不容易到了大廚房袁見到張嬸那張圓圓的笑臉袁林一第一次感覺張嬸的笑容
是那么的溫暖遥

"張嬸兒浴 "跳進院門就直奔張嬸兒的身邊遥
"丫頭來了袁來袁快跟嬸子進屋浴 "張嬸還是那么熱情袁進了屋里袁才卸了笑容袁神

情嚴肅的和林一耳語院"聽説昨兒個二小姐又發病了袁現在沒事了吧钥 "

"恩浴 蒙嬸子惦記了袁小姐服過藥沒什么事了浴 "感覺到張嬸的關心是發自肺腑

的袁林一也是由衷的替慕容婉感激遥
張嬸舒了一口氣袁鬼鬼祟祟的朝門外張望了片刻袁才又湊的近了些袁似乎有些不

可置信的看着林一一字一頓的問道院"聽説王爺昨兒也去了钥 "

"是啊浴王爺袁王妃袁蘇姨娘還有兩個小少爺都去看二小姐了浴 "林一不解張嬸兒

爲何如此袁但還是認眞的回答遥
"謝天謝地袁二小姐總算有出頭之日了浴"張嬸聽完拍了拍胸脯袁雙手合十仰天拜

了三拜袁一臉的欣喜和激動遥

"夫人噎"小宮女冲進房間袁氣喘着説院"皇上噎皇上來了遥 "

"來了钥 "弘德夫人趕忙跳上 chuang袁急切地吩咐院"快袁快把那碗藥
放好遥 還有噎弄快熱帕敷在我頭上遥 "

"是遥 "宮女們在寢宮里手忙腳亂遥
"是什么是袁快點啊遥 "弘德夫人焦急地指揮遥
高煒大步跨進鏡殿袁宮婢們紛紛跪下院"叩見皇上遥 "

"皇上遥 "小宮女面色焦慮地説道院"皇上袁夫人她噎"

"夫人怎么了钥 "高煒越過小宮女袁直接走向弘德夫人的床沿遥看着
面色蒼白的弘德夫人袁高煒的心又軟了下來袁畢竟是與自己同床共枕這
么久的女人遥 他緩緩地坐下袁撫 mo着眼前的女人遥

弘德夫人似有感觸袁睜開眼便慌張叫道院"皇上袁妾身噎"

"夫人袁不必行禮了遥 "高煒輕聲説道院"朕這幾日冷落了夫人袁也沒
有來看皇子噎"

"臣妾知道皇上忙於國事遥 "弘德夫人故意打斷皇上的話袁關切地
説道院"其實臣妾只是太着急皇兒了袁所以才會噎咳咳咳遥 "

"來人啊遥 "高煒又冷聲喝道院"可有宣太醫钥 "

"啓稟皇上袁白天的時候納太醫已經來瞧過了袁還開了藥給夫人袁可
是噎"小宮女支支吾吾地説院"可是袁夫人卻不想吃藥噎"

"什么钥 "高煒詫異地問道院"麗兒袁你怎么不吃藥钥 "

弘德夫人佯裝着憂愁袁雙手捂着頭説道院"藥苦袁臣妾實在嚥不下
去遥 "

"良藥苦口遥 "高煒搖了搖頭袁説道院"把夫人的藥端過來遥 "

"是遥 "小宮女興冲冲地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那碗藥袁然後小心地遞
給皇上遥 想不到弘德夫人眞的能讓皇上喂藥袁看來夫人並沒有失寵嘛遥

弘德夫人偷偷地看着正爲自己弄藥的皇上袁 不由得嘴角露出一絲
獰笑袁哼袁曹素素浴我堂堂一個夫人就不信斗不過你一個小小的臭丫頭浴

***

靑兒張望屋外袁已經是三更了袁看樣子今晩上皇上是不會來了袁可
是怎么會寵倖了一個晩上就噎

"靑兒袁我們可以就寢了嗎钥 "曹素素有些累了袁想睡覺遥 靑兒折返
回屋里袁看着一點都不着急的主子袁就上去説道院"主子袁您怎么不好奇
啊钥 "

"好奇钥 "曹素素納悶地問院"我好奇什么钥 "靑兒苦心説道院"主子袁
皇上今晩上沒有來怡紅堂袁難道你一點都不急钥 "

夏如風僅看到一陣白風閃過袁隨後片刻的功夫袁俊美絶世的便男
子再次回到了原地袁微微詫異袁夏如風目光放到那群人身上遥

"噗哧遥 "

除了領頭的大漢之外袁那些人的身體像是被利器劃破袁鮮血頓時
飆出袁他們還不知道發生何事袁便沒有痛苦的死去了遥

秒殺袁赤果果的秒殺了一群靈師袁到底要多大的力量袁才能做到如
此一步袁便是大靈師袁也無法秒殺這么多靈師吧钥這個男人袁到底是誰钥
他救她袁又有什么目的钥

"抱歉了袁我的秘密被你知道了袁"男子抬起紫色的邪眸袁嘴角的笑
容依舊和煦袁卻看在領頭大漢的眼中袁恍若惡魔降臨袁他從沒見過袁有
人能夠笑着殺了這么多人遥

現在誰也無法相信袁這個突如其來的男子袁眞的如他表面那般和
煦明媚袁或許如同紫眸的顔色袁邪氣凜然袁才是眞正的他遥

"所以袁知道了我最大的秘密袁你該去地獄找你的同伴袁"男子微微

一笑袁鐮刀再次劃過優美的弧度袁大漢還沒有來得及喊叫袁便直直的倒
在了地上袁他的眼神驚懼袁直到最後一刻也沒有想到袁調戲個女人袁會

把自己的命送了遥
如果男子沒有出現袁火兒和小東西也不會放過他們袁因此不管如

何袁他們的結局是注定了的遥
"你是什么人钥爲什么要幫我钥"夏如風挑了挑眉袁淡淡的目光看着

眼前的男子袁她倒想知道袁他想要做什么钥 她是不會相信袁這個邪魅的
男子袁會無緣無故的助她遥

男子溫和的一笑袁便似剛纔眼睛不眨一下便殺了諸多人的那人不
是他一樣遥

"記住我的名字袁夜天邪袁我想袁我們以後還會再見的袁"男子最後

一句話説的意味深長袁使得夏如風不解的皺了皺眉袁便待她想要詢問
時袁前方傳來了一陣腳步聲遥

聽到那些腳步聲袁夜天邪嘆了口氣袁收起了黑色彎鐮袁手指一彈袁
指尖出現一簇黑色火焰袁分散到每個屍身上面袁瞬間的功夫袁屍體皆是
化成煙灰消失不見袁連地上的鮮血也被燃燒盡了遥

若不是夜天邪還在夏如風眼前袁她都會認爲袁剛纔的一切不過是
場夢遥

寧慧忍住笑意連連點頭遥
等安頓下來之後袁天色也快晩了遥 寧大山興緻極高袁親自下廚做了桌

好菜遥 寧家上上下下十幾口圍坐在大圓桌前袁雖然擁擠袁卻也十分熱鬧遥
即將出嫁的寧雅袁羞答答的坐在一邊袁連飯菜也沒吃幾口遥
寧汐頑皮之心大起袁故意扯了扯寧雅的袖子院"二姐袁難道今晩的飯菜

不合你的胃口么钥 你怎么到現在也沒吃幾口钥 "

寧雅紅着臉袁小聲應道院"我尧我不餓遥 "這也是王氏特地叮囑過的遥 從
今天起要儘量少進食袁到了出嫁當日袁連口水都不能喝遥 不然袁新嫁娘到了
夫家第一日可就難看了遥
這樣的俗禮袁未出閣的女孩子當然是不知道的遥 寧慧和寧敏也跟着起

哄了幾句袁把寧雅鬧了個大紅臉遥
王氏笑吟吟的説道院"好了好了袁 你們幾個別鬧了遥 等輪到你們的時

候袁你們就都懂了遥 "

寧汐年齡還小袁聽了這話沒什么反應遥 可寧慧卻是定了親的袁俏臉頓
時飛起一片嫣紅遥

寧雅也顧不得羞澀袁好奇的問道院"五妹袁聽説你的親事已經定下了遥
對方什么模樣你可曾見過钥 "

寧慧連連搖頭袁耳際火辣辣的遥
徐氏接過話頭院"見是沒見過袁不過袁媒婆當時拿了畫像給我看過了遥

長的眉清目秀袁一表人才遥 家里開着雜貨鋪子袁慧丫頭嫁過去肯定有好日
子過的遥 "語氣里不凡炫耀遥
王氏不甘示弱袁立刻笑道院"我家那個姑爺長的才叫俊俏遥 前兩次還特

地跑到我們包子鋪里袁當時可惹了好多人過來遥 "

這有什么好攀比的

寧汐心里嘀咕不已袁暗暗慶幸自己年齡還小袁這樣的話題總之扯不到
她的身上來遥

這個念頭剛一閃過袁就聽阮氏接過了話茬院"大嫂二嫂袁你們可眞是
好福氣遥 也不知道我家汐丫頭將來能找個什么樣的人家噎噎"

徐氏酸不溜丢的來了一句院"汐丫頭生的這么標致袁將來可不愁找不
到好人家遥 那個容少爺不就挺好的嗎钥 "

阮氏嘆口氣院"大嫂袁這話可不能亂説遥 這樣的親事我們哪里攀的上遥
"王氏的耳朶立刻竪的老長院"等等袁這位容少爺是從哪兒冒出來的钥 "

徐氏瞄了寧汐一眼袁笑吟吟的應道院"這些我也不清楚遥 你還是問問
汐丫頭自己吧 "

不是吧這就扯到她身上來了钥 寧汐哭笑不得袁唯恐王氏眞的問出口袁
連忙起身説道院"我吃飽了袁先回去歇會兒遥 "又準備施展三十六計中的 "

走爲上策 "遥
只可惜袁這次可沒那么輕易脫身了遥
寧敏眼疾手快袁一把扯着寧汐的衣襟袁口中嚷道院"我也吃飽了袁咱們

倆一起回屋遥 "

寧雅和寧慧很有默契的對視一笑袁也跟着起了身遥一路擁着寧汐進了
屋子袁然後圍着寧汐坐了下來袁擺明一副拷問到底的架勢遥

寧汐看着三人不懷好意的笑容袁只覺得頭皮發麻袁心里暗暗叫苦遥 暗
暗盤算着今晩怎么脫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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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NBA常規賽繼續進行常規賽繼續進行，，勇士在上壹場絕殺勇士在上壹場絕殺7676人之後人之後，，繼續其客繼續其客
場之旅場之旅，，奔赴紐約挑戰尼克斯奔赴紐約挑戰尼克斯。。勇士首節低迷勇士首節低迷，，湯普森第二節比賽湯普森第二節比賽
大發神威獨砍大發神威獨砍1717分分，，率隊將比分反超率隊將比分反超，，最終勇士隊最終勇士隊116116--9595大勝大勝。。
勇士隊勇士隊，，湯普森湯普森1818投投1414中中，，砍下全場最高的砍下全場最高的3434分分；；格林格林2020分分1010
籃板籃板1010助攻助攻；；庫裏三分球庫裏三分球1111投投33中中，，得到得到1313分分44助攻助攻；；利文斯頓利文斯頓
1111分分33助攻助攻。。尼克斯隊尼克斯隊，，安東尼安東尼2424分分1010籃板籃板；；波爾津吉斯波爾津吉斯1414分分66
籃板籃板；；威廉姆斯威廉姆斯1111分分66籃板籃板；；武賈西奇武賈西奇1111分分。。

20162016年進入最後壹個比賽日年進入最後壹個比賽日。。在混雙決賽上在混雙決賽上，，55號種子維斯尼娜號種子維斯尼娜//索索
阿雷斯與跨國組合範德維格阿雷斯與跨國組合範德維格//特卡烏狹路相逢特卡烏狹路相逢。。經過三盤激戰後經過三盤激戰後，，維斯尼維斯尼
娜娜//索阿雷斯以索阿雷斯以66--44//44--66//1010--55取勝取勝，，拿下今年混雙冠軍拿下今年混雙冠軍。。而巴西人索阿而巴西人索阿
雷斯也繼昨晚的男雙後再次捧杯雷斯也繼昨晚的男雙後再次捧杯，，成就雙冠王成就雙冠王。。

多特多特22--00因戈爾施塔特因戈爾施塔特

德甲第德甲第1919輪開始輪開始55場較量場較量，，多特蒙德主場多特蒙德主場22比比00勝因戈爾勝因戈爾
施塔特施塔特，，奧巴梅揚包辦奧巴梅揚包辦22球球，，以以2020球領跑德甲射手榜球領跑德甲射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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