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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四 美南周刊
頭版人物介紹預覽

BB88休城讀圖
星期二 2016年2月9日 Tuesday, February. 9, 2016

星期二 2016年2月9日 Tuesday, February.9, 2016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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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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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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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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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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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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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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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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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411 #66A #DRB

★Top Producer 王牌經紀★
Call：281-886-6416

Office：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知識、經驗
服務品質的保證德州地產

6918 Corporate Dr. Ste. A5 Houston, TX 77036

Wendy Xu
southwestrealtywendy@gmail.com

專精休斯頓西南區
住宅，投資及管理

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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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貸款 屋檢 產權過戶 無限期售後諮詢服務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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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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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CHINESE WEEKLY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www.scdaily.com

1004
1004

2.11.2016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
UHFUHF無線頻道無線頻道
2424小時免費收視小時免費收視

僑務委員僑務委員
中山學術研究學會會長中山學術研究學會會長
世界華人婦女工商企業協會美南分會前會長世界華人婦女工商企業協會美南分會前會長

甘幼蘋甘幼蘋 女士女士

《《神猴變萬象神猴變萬象，，盛世鑒千年盛世鑒千年》》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趕三座寺廟在猴年上頭炷香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趕三座寺廟在猴年上頭炷香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道

20162016年年22月月77日深夜日深夜，，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總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總
領事在猴年到來之際領事在猴年到來之際，，連趕三座寺廟連趕三座寺廟（（本頭公廟本頭公廟、、天天
後宮後宮、、關帝廟關帝廟））上新年頭炷香上新年頭炷香，，李強民總領事祈禱華李強民總領事祈禱華
僑華人幸福安康僑華人幸福安康、、中美關系平穩發展中美關系平穩發展、、中華民族繁榮中華民族繁榮
昌盛上香祈禱昌盛上香祈禱，，每到一座寺廟李總領事都會奉獻上香每到一座寺廟李總領事都會奉獻上香
油錢油錢，，李總領事在為蒼生祈禱的同時李總領事在為蒼生祈禱的同時，，他感謝在過去他感謝在過去
的一年中華僑華人對總領館工作的大力支持的一年中華僑華人對總領館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說他說：：
總領館是所有華人永遠的家總領館是所有華人永遠的家。。

李強民總領事在李強民總領事在《《本頭公廟本頭公廟
》》上猴年頭炷香上猴年頭炷香。。

接下來李強民總領事來到了接下來李強民總領事來到了《《天後宮天後宮》》與大家一起放與大家一起放
彩炮彩炮，，慶祝猴年到來慶祝猴年到來！！

李強民總領事在李強民總領事在《《天後宮天後宮》》董事長周滿紅董事長周滿紅
及會長翁作華的陪同下上頭炷香及會長翁作華的陪同下上頭炷香。。

李強民總領事在李強民總領事在《《天後宮天後宮》》代天後娘娘蓋代天後娘娘蓋
平安印給信徒平安印給信徒，，現場信徒擠得水泄不通現場信徒擠得水泄不通。。

李強民總領事每到一個地方都會發紅李強民總領事每到一個地方都會發紅
包給醒獅團包給醒獅團。。

馬不停蹄馬不停蹄，，李強民總領事趕到李強民總領事趕到《《關帝廟關帝廟》》敲響了猴年敲響了猴年
第一聲平安鐘第一聲平安鐘。。

李強民總領事奉獻上香油錢李強民總領事奉獻上香油錢，，為休斯敦為休斯敦
華僑華人祈福華僑華人祈福。。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金城銀行2016年舞龍舞獅慶新年

德州德儀隊表演元極舞功夫扇德州德儀隊表演元極舞功夫扇 李氏金龍醒獅團表演金猴獻瑞李氏金龍醒獅團表演金猴獻瑞 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總經理黃國樑總經理黃國樑,,董事譚秋晴等主持董事譚秋晴等主持
20162016年舞龍舞獅慶新年活動年舞龍舞獅慶新年活動

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夫婦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夫婦,,總經理黃國樑夫婦總經理黃國樑夫婦,,董事譚秋董事譚秋
晴率全總行員工向大家拜年啦晴率全總行員工向大家拜年啦

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夫婦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夫婦,,總經理黃國樑夫婦總經理黃國樑夫婦,,董事譚秋董事譚秋
晴等於晴等於22月月88日大年初一在總行歡迎各界人士共度春節日大年初一在總行歡迎各界人士共度春節

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夫婦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夫婦,,總經理黃國樑夫婦總經理黃國樑夫婦,,董事譚秋晴董事譚秋晴,,公公
關侯秀宜等與李氏金龍醒獅團財神關侯秀宜等與李氏金龍醒獅團財神、、金猴合影金猴合影

李氏金龍醒獅團在金城銀行總行採青李氏金龍醒獅團在金城銀行總行採青

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總經理黃國樑夫婦總經理黃國樑夫婦,,董事譚秋晴等贈送紅董事譚秋晴等贈送紅
包大禮給李氏金龍醒獅團彩龍包大禮給李氏金龍醒獅團彩龍

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總經理黃國樑夫婦總經理黃國樑夫婦,,董事譚秋晴贈送紅包大董事譚秋晴贈送紅包大
禮給瑞獅禮給瑞獅



BB22新聞圖片 BB77小說連載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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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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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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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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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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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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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診所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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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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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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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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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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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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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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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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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三維X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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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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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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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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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1-988-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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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為各界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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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牙醫中心時代牙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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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志剛牙醫博士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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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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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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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
任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
Advanced Healthcare長期居家照顧

服務內容
愛心的居家護理協助：走路，運動，更衣，梳洗，清潔，洗衣，
用餐，烹飪等。
服務對象
各家長期護理保險（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州政府補助保險（白卡Medicaid )

電話：（713）271-8515
傳真：（713）988-6262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06-A, Houston ,Texas 77024

家庭醫護訪視
服務內容
靜脈輸液，傷口護理，尿管、胃管及人工造管護理，
肌肉及皮下注射，物理複健。
服務對象
重症及急、慢性疾病需居家醫療護理及複健訓練。
具有老人保險（Medicare)及各種醫療保險。
服務團隊
註冊護士，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師
電話：（713）271-6999
傳真：（713）271-7002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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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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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6年2月9日 Tuesday, February. 9, 2016 星期二 2016年2月9日 Tuesday, February. 9, 2016

“中國節”首度亮相東京 華人華僑感受中國年味

敘利亞現連環爆炸致上百人死傷敘利亞現連環爆炸致上百人死傷 極端組織稱負責極端組織稱負責

敘利亞大馬士革，大馬士革南郊發生連環爆炸襲擊事件，造成至少45人死亡、110人受傷。

意大利威尼斯狂歡節意大利威尼斯狂歡節
華服面具精彩亮相華服面具精彩亮相

红
楼
梦
曹雪芹

責任編輯：王荣欣

該賞我們了遥 "寶玉笑道院"每人一

吊錢遥 "衆人道院"誰沒見那一吊錢浴
把這荷包賞了罷遥 " 説着袁一個上
來解荷包袁那一個就解扇囊袁不容分
説袁 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
道院"好生送上去袁罷遥 "一個抱了起

來袁幾個圍繞袁送至賈母二門前．那
時賈母已命人看了幾次．衆奶娘丫

鬟跟上來袁見過賈母袁知不曾難爲着
他袁心中自是歡喜．

少時襲人倒了茶來袁 見身邊佩
物一件無存袁因笑道院"帶的東西又

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

"林黛玉聽説袁走來瞧瞧袁果然一件
無存袁因向寶玉道院"我給的那個荷

包也給他們了钥 你明兒再想我的東
西袁可不能夠了浴 "説畢袁賭氣回房袁
將前日寶玉所煩他作的那個香袋兒

--才做了一半 --賭氣拿過來就鉸． 寶玉見他生氣袁便知不妥袁
忙趕過來袁早剪破了．寶玉已見過這香囊袁雖尙未完袁卻十分精
巧袁費了許多工夫．今見無故剪了袁 卻也可氣．因忙把衣領解

了袁從里面紅襖襟上將黛玉所給的那荷包解了下來袁 遞與黛玉
瞧道院"你瞧瞧袁這是什么浴 我那一回把你的東西給人了钥 "林黛

玉見他如此珍重袁帶在里面袁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袁因此又自悔
莽撞袁未見皂白袁就剪了香袋．因此又愧又氣袁低頭一言不發．
寶玉道院"你也不用剪袁我知道你是懶待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
奉還袁何如钥 "説着袁擲向他懷中便走．黛玉見如此袁越發氣起
來袁聲嚥氣堵袁又汪汪的滾下淚來袁拿起荷包來又剪．寶玉見他
如此袁忙回身搶住袁笑道院"好妹妹袁饒了他罷浴 " 黛玉將剪子一

摔袁拭淚説道院"你不用同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袁要惱袁就撂開手．
這當了什么遥 "説着袁賭氣上床袁面向里倒下拭淚．禁不住寶玉
上來 "妹妹 "長 "妹妹 "短賠不是．

前面賈母一片聲找寶玉． 衆奶娘丫鬟們忙回説院"在林姑

娘房里呢遥 "賈母聽説道院" 好袁好袁好浴 讓他姊妹們一處頑頑
罷．才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袁讓他開心一會子罷．只別叫他們
拌嘴袁 不許扭了他遥 "衆人答應着．黛玉被寶玉纏不過袁只得起
來道院"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袁 我就離了你遥 "説着往外就走．

寶玉笑道院"你到那里袁我跟到那里遥 "一面仍拿起荷包來帶上袁
黛玉伸手搶道院"你説不要了袁這會子又帶上袁我也替你怪臊的浴 "

説着袁"嗤 "的一聲又笑了．寶玉道院"好妹妹袁明兒另替我作個
香袋兒罷遥 "黛玉道院"那也只瞧我高興罷了． "一面説袁一面二
人出房袁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袁可巧寶釵亦在那里．

"旣然嬸子這么説了袁妹妹倒是攀個高枝兒袁不知道嬸子嫌不嫌棄袁以後妹妹便
是嬸子的親妹妹袁將來嬸子有何差遣袁妹妹自當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浴 "還有太多的事

情都需要向張嬸兒瞭解打探袁而且在這宅門兒中袁也需要多幾個人在身邊袁行起事來
也能多些方便袁林一乾脆就起身福在張嬸兒的跟前袁拜起姐妹來遥

張嬸兒神情僵了僵袁隨即一張臉就笑開了花兒袁拉林一起身院"好好好浴嬸子有這
么如花似玉的親妹子袁嬸子高興都來不及呢袁怎么會嫌棄浴來袁妹子也別拘禮了袁以後
我們就是一家人了浴 "

"多謝姐姐不棄袁妹子感激不盡浴 "林一由着張嬸兒拉起來袁又客氣了一番袁才揚
着笑臉滿臉的感激和喜悅遥

"這是好事啊袁晩上我做幾道小菜袁我們在梅園好好聚聚浴 "

"這噎噎只怕不便吧浴 "

"有什么不便的袁聽説昨兒個你做了梅園主事了袁那後院子不是一直就你一個人
住么钥 到時候叫上祥林嫂子袁我們三個好好喝幾盅浴 "

林一腦中閃過一絲什么遥
第二十六章 情深
就在這個時候袁門口走進來一個十六七歲的丫頭袁一進門就撇着嘴嗔怪道院"嬸

子慣常喜歡漂亮的小姑娘袁我們這些個粗鄙的嬸子就從不待見钥 "

那丫頭十六七歲的樣子袁個子高挑袁長臉袁柳眉彎彎鳳眼微斜袁唇紅齒白袁雖然不
及緑巧緑靈的姿色袁但是絶對不是她口中所説的那樣袁生的粗鄙遥

張嬸神色略微異樣袁便松了林一的手袁起身迎了那丫頭進來院"就你嘴巴歹毒袁嬸
子什么時候就不待見你了袁有了好吃好喝的嬸子那樣沒有惦記着你了遥 "

"是浴 嬸子對春環最好了袁不過那可是沒有林一妹妹之前啊浴 現在嬸子有了林一
這個妹子袁那里還記得我們這些舊人啊浴現如今倒嫌棄我嘴巴歹毒了袁前兒里可是説
我能言善辯袁心思靈巧呢浴 "春環撇嘴一笑袁倒是走到林一身邊拉了林一的手袁笑嘻嘻
的嘖嘖稱讚道院"聽主子提過二小姐院子里來了個美人兒袁今兒個一見果眞是天仙下
凡袁倒叫我也開了眼了浴 "

乖乖袁天仙下凡浴 林一心頭那個汗噠噠的流袁訕訕的給春環見禮院"姐姐天資絶

色袁妹妹怎當得起姐姐這樣的贊譽啊浴 "

"想那緑巧是個什么人袁 可是這府里拔尖兒的美人呢袁 就連緑巧都説過不止一
次袁在妹妹面前都自愧不如袁妹妹就不要跟我謙虛了浴 "春環手上緊了緊袁卻好像發現
什么新大陸一般袁眉目一挑袁把林一的一雙手翻來覆去的瞧了瞧院"喲浴妹妹這手兒可
眞美袁又白又嫩袁就跟水葱兒似的袁讓姐姐這個做粗活的瞧着可是羨慕的很呢浴 "

鄭歡喜暗自神傷地搖了搖頭袁 領着一臉驚疑的琅琊王靠近喝酒的
男人遥

"四弟钥 "琅琊王伸手擋住蘭陵王要端起的酒壺袁説道院"你近日是

怎么了钥 "

"三哥遥 "蘭陵王淡笑一聲袁然後松開手放下酒壺袁又對着蘭姨道院"

蘭姨袁給琅琊王上酒遥 "

"大白天的喝什么酒钥 "高焰慍怒地説道院"你究竟怎么回事钥 "

"沒什么遥 "高恭允面無表情地説道院"如今國泰民安袁也許是感嘆
英雄無用武之地吧遥 "

高焰將信將疑地望了一眼身邊的鄭歡喜袁 誰知歡喜大大咧咧地説
道院"王爺想必又是在思念憐兒了遥 "説着袁又蹲下來袁拿起地上掉落的
畫冊遥

"歡喜遥 "蘭陵王頓時暴怒地站起來袁 踉踉蹌蹌地指着女人駡道院"

你好大的膽子遥 "

"四弟遥 "高焰訝然弟弟的反常袁於是上前擋住他想奪走畫冊的手袁
自己倒是拿起畫冊看起來遥 怎么會眼熟钥 等一下袁這個女人噎

"三哥袁不要看什么畫冊袁我們喝酒遥 "高恭允苦笑地舉起酒壺袁吐
着濃濃的酒味念叨遥

"這個女人是誰钥 "高焰警惕地問道遥 怎奈此時的高恭允也不知是
有意無意袁聽到高焰的質問袁只是淡笑地搖頭遥

高焰自知在他這里是問不出什么所以然袁而且四弟這種狀態袁自己
也難以辨別事情的原委眞假遥

依靠在臥榻上的男人袁木訥地盯着案台上的燈籠袁不知什么時候燈
籠里的蠟燭已經耗盡袁然而自己對她的思念卻越來越深遥 猶記得袁當日
驚鴻一瞥袁便令他今生難忘袁一顰一笑足以塞滿他整個空間遥

他痛恨自己的猶豫袁之前不知道她究竟怎么樣袁於是拼命地尋找下
落袁現在知道了她的去處反而更不能使自己安心了遥爲什么堂堂戰場上
的梟雄遇到心儀的女人卻望而卻步噎不該袁不該啊浴

***

"琅琊王遥 "鄭歡喜小跑着跟出王府袁立刻叫住剛要上轎的男人遥
"歡喜钥 "高焰停住腳袁趕忙走過去遥
鄭歡喜弄了弄裙擺袁將琅琊王拉到一處袁猶豫地説道院"歡喜考慮再

三袁決定還是想説出來遥 "

夏林洛臉色微微一變袁自拍賣會後袁夏如風再次失去踪影袁可他願
意相信袁這么大的事她不會忘記遥

"雲小子袁話可不能亂説袁風兒一定會來的袁"夏林洛冷哼一聲袁臉
上不見絲毫擔憂遥

"老傢伙袁"雲林惡狠狠的瞪了眼夏林洛袁這老傢伙袁竟敢對他如此
不敬袁比試過後袁想要對夏家如何袁還不是在他的一念之間么钥

時間緩緩的流逝袁但身爲主角之一的夏如風還沒有來袁所有人都
微微失望袁難道她眞的害怕了钥所以躱起來了钥便是連最初堅定的相信
着夏如風的夏林洛袁心也動搖了一下遥

當然袁夏林洛並不是害怕夏如風臨陣退縮袁而是在擔憂袁她是否遇
上了危險遥

"爺爺袁她會來的袁"突兀的袁耳旁響起少年稚嫩卻堅定的聲音袁讓
夏林洛的心再次安穩下來遥少年微微一笑一笑袁那一張正太臉上袁哪還
有曾經的稚嫩可愛钥 眉宇間的那一絲成熟穩重的氣息袁便是連在場的
一些人都無法比擬遥

也許袁他的以後無法成爲像夏如風或者夜天邪那般驚才絶艷的強

者袁但無可厚非袁是一個優秀的領導者遥
"哈哈袁我看她眞的不會來了袁我想我們還是散了吧浴 馬上我會讓

人過去接替夏家袁"雲林現在很得意袁不費一點力氣便收了夏家袁這全
要靠那夏如風遥

嘴角勾起一絲鄙視袁臨陣脫逃的人袁連和雲家的人戰鬥的資格都
沒有遥那個女孩袁怎么可能和他的女兒相比钥連琳兒的一根寒毛都比不
上袁這種人來到火雲城袁簡直是侮辱了火雲城袁她不配活在世上遥

"哎袁看來今天的沒好戲看了遥 "

"我還故意早起呢袁夏家的夏如風眞的逃脫了嗎钥 "

"看來是這樣的袁夏家完了袁不過夏家人竟然如此懦弱袁太丢人了遥
"衆人皆是搖頭嘆息袁一個不戰而逃的人袁是不配得到他們的尊重遥

谷媚兒握緊了拳頭袁臉上撫媚的笑容袁早在剛纔就收了起來袁一雙
冷冽的眼眸掃過了除夏家外的諸人遥 口中發出一聲冷哼袁驀然上前戰
了幾步袁一只腳踏在擂臺上袁説道院"這場戰鬥袁我替小如風接受遥 "

那些原本緊跟在谷媚兒身後的一群小混混袁 聽到谷媚兒要出手袁
皆是不由得大喊助威遥

去去去袁這都是什么形容詞
寧汐用力的搖搖頭袁將那絲不該有的悸動揮開袁鄭重的説道院"不管容

少爺怎么想袁總之袁我絶不會做小妾遥 "

討論的熱切的三人頓時靜默了下來遥 總算想到了門當戶對這類問題遥
寧汐淡淡的説道院"容少爺出身尊貴袁又是出了名的才子遥 明年春闈袁

考中進士之後就會入仕途遥 我不過是個卑微的廚子袁哪里攀得起這樣的高
枝遥 "

寧敏想了半天袁才弱弱的反駁院"或許袁他很喜歡很喜歡你袁願意娶你
爲妻噎噎"話到一半袁自己都説不下去了遥

寧汐自嘲的一笑院"六姐袁這樣的事只有在戲文里才可能發生遥 "她可

沒這個奢望遥
寧慧惋惜的嘆口氣院"要是容少爺出身普通些袁倒是還有些可能遥 "偏

偏容府的門第太高了袁平民百姓哪里高攀的起遥 不要説正妻袁就算是做小
妾都算是幸運了遥

寧敏的眼珠轉了轉袁嘟噥着説道院"其實袁要是容少爺眞心喜歡你袁嫁
過去做小妾也是可以的遥 只要對你好就行了嘛噎噎"

寧汐忽的笑了袁眼里掠過一絲堅決院"不袁我這輩子絶不會做妾遥 要么
不嫁袁要么袁就嫁一個眞心眞意對我的男子遥 這輩子只對我一個人好 "

三人都安靜了下來袁就連最嘰嘰喳喳的寧敏也沒了聲音遥
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郞哪個懷春少女不曾夢想過這樣的相守钥 只不

過袁越是出色優秀的男子袁越不可能只屬於某一個女子遥 左擁右抱享齊人
之福的比比皆是大有人在遥 別説那些貴族公子哥了袁就連稍微有些家産的

男子袁 也都卯足了勁的想納妾呢寧雅即將出嫁袁 對這樣的話題特別的敏
感袁忍不住嘆道院"是啊袁我也不求什么榮華富貴袁只要眞心對我好袁比什
么都重要遥 "

寧敏立刻笑道院"姐姐袁未來姐夫長的俊俏袁又溫柔又體貼袁一定會對
你好的遥 "寧汐心里一動袁忙追問道院"二姐袁未來姐夫來找過你嗎钥 "

寧雅紅着臉輕輕點頭遥 寧敏立刻補充院"來過好幾次呢每次都是到我

們家的包子鋪去袁買幾個包子袁然後趁機和姐姐説兩句話才肯走遥 "那副

情意綿綿的樣子袁讓人想着都臉紅遥
寧汐思忖了片刻袁才笑着説道院"恭喜二姐嫁得如意郞君遥 "

前世的李君寶給她的印象很惡劣遥可這一世看來袁似乎有了些微妙的
變化遥至少袁此刻的李君寶是眞心的喜歡寧雅遥只要寧雅不再那么軟弱可
欺袁以後的日子也會好多了吧寧雅羞紅了臉袁眼角眉梢卻都是歡喜遥

接下來袁話題卻一直圍繞着三日後的喜事打轉了遥
對寧汐來説袁只要不提到容瑾就好遥 她口中説的雲淡風輕袁一切都撇

的遠遠的遥 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袁只要一提容瑾這個名字袁就像一顆石子投
進湖心袁層層的漣漪不停的漾開遥 心里一片紛亂遥

遠離容瑾的這些天袁她要好好的想一想噎噎
寧雅出嫁袁對寧家來説袁自然是樁大喜事遥寧有方一拍胸脯袁將酒席的

事情承攬了過來遥寧汐是當仁不讓的助手遥至於打下手做雜事袁自然有寧
曜寧暉和寧皓他們幾個遥

寧汐正在廚房里低頭忙活袁忽然聽到寧敏紅着臉跑了進來袁湊在她的
耳邊低聲説道院"七妹袁外面有個年輕俊朗的男子來敲門袁説是姓張遥 "

冰
伊
可
可

贵女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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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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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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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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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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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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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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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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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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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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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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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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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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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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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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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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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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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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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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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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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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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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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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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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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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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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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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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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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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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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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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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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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Houston, Texas) The 20th Annual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Cele-
bration (operating under The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Inc., a non-profit or-
ganization), will take place on Satur-
day February 13, 2016, at the Reflec-
tion Pond at Houston City Hall in
downtown Houston from 10 AM –
5PM.
This year's 20th Annual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www.texaslu-
narfest.net, marks
the second time the multi-cultural
event is being held in the downtown
Houston area, having been held last
year at Discovery Green Park
Southern News Group, located in
southwest Houston, is the founding
organization of the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Southern News Group
is a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s
company that includes publication of
daily Chinese newspapers with
editions in major U.S. cities, a daily
online newspaper edition, a digital
television station, yellow pages,
printing services and a world-class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event
complex, Southern News Group is
now the largest Asian media
organization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year Southern
News will team up with
more than 100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from the
many communities of
Houston, offering a
series of displays, food
booths, entertainment,
acrobats, lion dancers,
world-class Shaolin
Temple Wushu martial
arts demonstrations and
games and door prizes

for all ages. Activities are selected to
compliment this great and exciting
celebration with l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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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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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governor fired for 'disloyalty' as Xi tightens grip
https://us.yahoo.com/

Brit lands top job in China's new development bank
https://us.yahoo.com/

What the world's biggest human migration looks like on a map
http://edition.cnn.com/2016/02/03/travel/china-baidu-chunyun-map-2016/index.html?

eref=rss_travel

Chinese spending more money on buying printedbooks
http://www.chinadaily.com.cn/culture/2016-02/03/content_23367386.htm

China to implement 2.5-day weekend this summer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6-02/03/content_23369098.htm

China to contribute more to world's innovation: Bill Gates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6-01/24/content_23216830.htm

International retail brands are seeking to woo
Chinese customers by adorning their products with
monkey characters and images as Spring Festival
approaches.
At KFC restaurants, Monkey King
toys have become so popular that
many customers are lining up at
the fast-food chain for a chance to
get them. The gift sets cost nearly
200 yuan ($30) on Taobao.com.
The sets, which were released on
Jan 25 in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KFC and Shanghai Art Film Studio,
include three Monkey King toys
and three cartoon books.
PepsiCo has distributed cola cans in China featuring
a special edition inspired by the Peking opera version
of The Monkey King. The special edition cans were
first released on JD.com on Dec 29 and will cost
about 100 yuan on taobao.com.
Mondelez China, a US-based snack and food giant,
has adapted traditional paper-cut monkeys into its gift
package design.
Stephen Maher, president of Mondelez China, said, "I
hope the beaming golden monkey image on our

in-store product displays, gift bags and promotional
items can bring a smile to our customers' faces."
Jason Yu, general manager of Kantar Worldpanel Chi-

na, said the monkey-related market-
ing indicates that more global
brands are trying to adapt more to
the Chinese market and delight their
consumers.
Yu said it is questionable if the Year
of the Monkey gift sets and cam-
paigns can substantially increase
sales or profits, but they can make
consumers feel that the companies
are making an effort to engage their

consumers in a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Domestic brands have also adopted the sales strate-
gy, although many have failed to achieve sufficient
popularity.
Erdos Group, the Inner Mongolia-based manufacturer
of cashmere sweaters, has launched a series of cash-
mere products using the monkey image.
Chow Sang Sang Holdings International, a Hong
Kong jewelry store chain, is selling golden monkey
pendants to mark Spring Festival. The pendants
come in three shapes derived from the Confucian

saying "See no evil,
hear no evil, speak no
evil."
Philix Liu, an analyst
of Asia-Pacific trends
at Mintel Group, said
Chinese consumers
and brands have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marketing with a Year
of the Monkey theme
thanks mainly to the
Chinese classic novel
Journey to the West.
Liu said that market-
ers and consumers
from the post-'70s and post-'80s generations have
strong emotional associations with the novel and with
Sun Wukong, the hero, dating to the first television
production of Journey to the West.
Zhang Jinlai, who starred as Sun Wukong in the 1986
TV adaptation of Journey to the West, said: "Every-
one has a Monkey King in their heart. It is a symbol of
joy." (Courtesy www.chinadaily.com.cn/china)

NEWS & REVIEW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February 9 , 2016 | John T. Robbins, Editor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Foreign Brands Look To Profit
From "Year Of The Mon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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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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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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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psiCo's 2016 Chinese New Year campaign,
“Bring Happiness Home: The Monkey King

Family.”

A KFC outlet in Hangzhou displays
an ad for one of its meal packages
that come with a Monkey King
toy. Long Wei / For China Daily

McDonald's Chinese New
Year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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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侨务”新浪微博：http://weibo.com/gocn2011

乡亲们、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金羊辞旧岁，福猴迎新春。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谨代表
广东省人民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广
大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
和各界朋友 ,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
最美好的祝福！
      刚刚过去的 2015 年，国际国内
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我们沉着应对
经济下行的严峻挑战，着力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促进广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7.25 万
亿元、比上年增长 8%，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2%，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 7.9%；结构
调整取得新进展，服务业占比首次
超过 50%，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区域创新
能力连续八年居全国第二；重点领
域改革攻坚深入推进，开放型经济
加快发展，进出口总额 6.36 万亿元，
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
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 7000 公
里，稳居全国首位，实现“县县通
高速公路”；绿色发展水平整体提
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二五”
节能减排目标任务，PM10、PM2.5
双双下降，空气质量为十年来最好；
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 8.4%。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
不 开 全 省 人 民 的 奋 发 进
取、 团 结 努 力， 也 离 不
开广大海外侨胞、港澳
同胞、台湾同胞的关心
和 支 持。 过 去 一 年，
依靠广大海内外同胞
的团结合作，我省在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加 快 构 建 对 外 开 放
新格局上取得了一
系列重要的进展：
我们在全国率先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
成功举办第二届广东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和
港口城市发展合作高端论坛，与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重点 14 国进出口
额达到 8504 亿元、增长 5.7%；高
标准推进广东自贸试验区建设，在
对接国际投资贸易规则体系上先行
先试，南沙、前海蛇口、横琴三大
片区新入驻港澳资企业 2400 多家；
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深入推进，
粤台经贸、科技、文化、农业等方
面合作更加紧密；《广东华侨史》
修编工作扎实推进，全省华侨农场

基本实现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
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的“三融入”
目标，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
区 建 设 深 入 推 进， 累 计 注 册 企 业
2129 家、注册资本 198 亿元。所有
这些充分表明，我省与海外侨胞、
港澳同胞、台湾同胞的交流合作更
加紧密、更富有成效。借这个机会，
我代表广东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
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广东经济社会发
展和家乡建设的海外、境外乡亲们、
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也是我省率先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胜阶段的第一年。我们将
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
念，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围绕“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目标，
坚持稳中求进，努力保持经济在合
理区间运行，去产能、去库存、去
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着力加强
结构性改革，着力提升传统比较优
势，着力培育新的发展动能，促进
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努力实现
“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良好
开局。

      广东的发展，无论过去、现在还
是将来，都离不开广大海外侨胞、
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社会各界的
鼎力支持。我们将充分发挥广东毗
邻港澳、华侨众多的独特优势，始
终坚持“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
宗旨，高度重视做好涵养侨源、凝
聚人心、汇聚侨智、发挥侨力的工作，
进一步加强侨务法治建设，依法维
护、发展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根
本利益，全面深化粤港澳台互利合
作，加快打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与海外侨胞、港澳同胞、
台湾同胞更紧密地携起手来，共同
投身“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开创
广东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
局面。我们诚挚希望大家一如既往
地关心、支持、参与广东的改革发展，
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和广东人民
一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共同贡献智慧和力量。
      最后，祝乡亲们、朋友们新春吉
祥、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广东省省长  朱小丹
二○一六年二月

海外侨胞们、乡亲们、朋友们：

　　金猴献瑞，辞旧迎新。值此新春
佳节到来之际，我谨代表广东省人民
政府侨务办公室和广东省海外交流
协会，向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同胞、
归侨侨眷、乡亲们拜年！向关心支持
侨务工作的各界朋友致以节日的问
候和良好的祝愿！
       2015 年，我们锐意改革、创新
驱动，各项侨务工作取得新成绩、

新进展：侨务法治建设取得新突破；
服务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果；
海外联谊、涵养侨务资源有新拓展；
对外宣传和文教工作有新提升；侨界
民生改善有新成效。
       这一年，广大海外乡亲一如既往
地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奋发进取，努
力奋斗，在世界各地成绩斐然；一如
既往地关心支持家乡发展、传承发扬
中华文化，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作出可贵贡献。在此我们谨致以崇高

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2016 年，是我省侨务工作转型
发展、提质增效的开局之年。我们将
精准发力，进一步加强引智引资引
技，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对海外
人文交流等工作，继续努力为侨胞事
业的发展、侨社的和谐建设以及侨界
民生的改善服务。让我们共同携手合
作，锐意进取，促进万侨创业创新，
实现共同发展，为广东构建对外开
放新格局，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再谱新的篇章！
        祝大家猴年新春大吉、万事兴
旺、家庭和睦、万事如意！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
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

李  心
二○一六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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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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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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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設 備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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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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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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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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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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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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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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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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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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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周藝藝

通中﹑英﹑粵

713713--981981--8898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醫師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www.drmeizhang.com

電話﹕281-242-6889
傳真﹕281-884-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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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醫療美容項目：

張玫 醫生
Mei Zhang,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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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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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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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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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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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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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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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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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日是農曆臘月
二十三袁也是中國北方傳
統節日野小年冶遥

野二十三袁糖瓜粘袁竈
王老爺要上天遥 冶在徐曉
毅的記憶中袁奶奶總會在
這一天將糖汁抹到年畫

上的竈王爺嘴上袁然後揭
下來袁在竈膛點燃袁並在
口中唸唸有詞袁爲家人祈
求平安如意遥

儘管只有 35歲袁 徐曉毅已是製作年畫的老手藝人袁竈
王爺正是其製作的年畫中常出現的民間俗神之一遥 當日袁在
由中國民主同盟河北省委員會尧河北省文化廳主辦袁河北省
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中心尧 正覺藝術館承辦的 野我的中國
夢要要要2016年河北省迎新春民間美術作品展冶活動上袁徐曉
毅將製作年畫的畫版搬到了正覺藝術館袁 現場向人們展示

年畫製作技藝遥
野六子爭頭冶尧獅子滾綉球尧麻姑獻壽尧戳錘門神噎噎很

快袁色彩鮮艷尧造型夸張的年畫便吸引了很多人圍攏過來遥
當看到小孫子站在一幅小猴子的年畫前流連忘返時袁

64歲的周蘭柱老人毫不猶豫地掏出錢給孫子買了一幅遥 他
説院野小時候袁小年一過袁家里就開始張貼各種各樣的年畫袁
特別喜慶袁現在的小孩兒哪見過啊遥 冶

野年畫是農耕社會産生的民間藝術遥 冶徐曉毅的師傅馬
習欽是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武強木版年畫的代

表性傳承人遥 馬習欽説袁新春佳節張貼年畫曾是一件重要活
動袁野以前人們住的是土坯房袁 由於在屋子里做飯總會把屋
子燻得黑黑的袁所以過了臘月二十三袁人們會對房子進行大
掃除袁貼上喜歡的年畫遥 冶

57歲的馬習欽出生在河北省武強縣袁 那里是中國著名
的民間木版年畫之鄉袁同天津楊柳靑尧山東濰坊尧江蘇桃花
塢尧四川綿竹並稱中國年畫五大生産基地遥 因自幼對木版年
畫産生興趣袁馬習欽 15歲就在當地年畫工厰當學徒袁如今
從事年畫創作與製作已 40餘年遥

然而袁隨着社會的發展袁人們居住環境在變化袁審美觀
也在變化袁年畫的市場需求量已非常小遥 徐曉毅説袁自從奶
奶去世後袁家里不再進行野祭竈王冶的活動袁因爲收入不高袁
像他一樣喜歡年畫尧樂于學習製作年畫的年輕人也少了袁年
畫的傳承面臨着危機遥

經歷了年畫的繁榮袁亦經歷了年畫的沒落袁馬習欽選擇
淡然看待袁野就像人的生老病死袁 傳統民俗習慣逐漸被淡化
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遥 冶

但爲了年畫技藝的傳承袁馬習欽還是積極地提出建議院
野年輕人可以將其作爲副業袁來延續這種記憶遥 冶

徐曉毅則積極地探索武強年畫的新的生存方式遥 他發
現袁 隨着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袁 很多人對文化開始感興趣
了袁傳統手工作品又回歸到生活當中袁以精緻的室內裝飾品
和紀念品的面目出現在人們眼前遥

奧運會尧世博會等野與時俱進冶的題材開始出現在徐曉
毅等藝人的年畫作品當中遥 徐曉毅認爲袁野從元末明初到現
在袁武強年畫沒有斷代過袁只有不斷與時俱進袁才能更好地
傳承這門老手藝遥 冶

由首都博物館主

辦的野首屆京津冀民間收藏文化季冶之非遺藏品展示月活動
2日在首都博物館開幕袁活動持續至 3月 2日遥 展覽精選三
地較有代表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袁通過 70余組件的實
物展品袁以及文字尧圖片尧著作尧多媒體播放等相結合的方
式袁挖掘三地各具魅力的民間技藝袁追溯三地同根同源的文
化脈搏袁共同促進京津冀非遺資源的傳承與保護遥 在大年初
一至初五期間袁 還將結合展品設置非遺技藝展示和互動環
節袁在新春佳節之際袁讓市民感受喜慶熱鬧尧妙趣橫生的節
日氣氛袁啓迪靑少年對非遺文化的興趣袁發展尧培養尧扶植非
遺傳承的種子遥

展覽共分三大展區遥 野千年智趣冶展示的是九連環尧七
巧板尧孔明鎖尧華容道等中國傳統益智玩具遥 這些看似簡單
的古老智力遊戲藴含着幾何學尧拓撲學尧圖論尧運籌學等複
雜的數學原理袁並在千年的流傳過程中融入軍事尧建築尧生
活等方方面面袁成爲寶貴而獨特的中華文化遺産遥 此次的展
品遠至明清尧近至當代袁不僅有傳統而典型的益智玩具袁還

有很多難得一見的變種與實用器具袁 例如由七巧板衍生出
的七巧桌尧 孔明鎖結構的筷子籠尧 精緻的九連環戒指手鐲
等袁令人大飽眼福遥 農曆新年期間袁還將有大師親臨袁演示這
些傳統玩具的各種玩法袁並邀請市民朋友互動參與袁體驗復

古尧單純的樂趣遥
野雕形塑意冶展區展出的是天津野泥人張冶泥塑世家的代

表作遥 野泥人張冶自清道光年間創辦袁經歷六代傳承袁至今已
有 200餘年歷史遥 與大家熟悉的喜慶卡通的泥塑形象不同袁
此次展品均爲達摩尧羅漢尧關公尧鍾馗等大型人物塑像袁作品
色彩純雅袁線條流暢袁技藝精湛袁意境深遠袁每一件都是形神
兼備的藝術珍品袁藴含了野泥人張冶傳人對佛敎尧民俗尧古典
文學的理解和感悟遥

野畫韻年豐冶展區展出的則是河北省著名的武強年畫作
品遥 這一極具鄉土氣息和地方特色的民間鄉土藝術形式袁設
色鮮亮袁線刻粗獷袁在過年期間尤其能夠營造濃厚的喜慶氛
圍袁表達人民對來年生活的美好期望遥 武強年畫的誕生袁需
要複雜的木板套色工序方可完成袁此次除展示故事戲曲尧吉
祥喜慶尧門畫尧窗花等不同類別共計 24組件年畫佳作外袁還
在互動區準備了猴子年畫制板一套袁 廣大市民可親身體驗
年畫製作工藝袁 在猴年到來之際用一張 DIY年畫裝點自己
的生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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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基微幅反彈
趨勢未明基金保持謹慎

市場仍然籠罩著悲觀的情緒，滬深兩市過

去壹周雙雙收漲，而本周又再度迎來大跌。不

過，在謹慎的同時，壹些機構人士也表示，打

新不再抽血、匯率短期穩住、高層承認熔斷錯

誤，市場顯階段性底部。市場的估值壓縮的時

點還未到，急速下跌後，市場不少個股已經出

現投資機會，年報中有些高增長個股、高送轉

個股，有望形成局部熱點。投資者短期內不用

太悲觀，砸坑下蹲之後或有反彈的機會，行情

值得珍惜。

來自凱石金融產品研究中心統計顯示，股票基

金過去壹周業績微幅反彈，平均收益為0.81%，主

動股基反彈幅度大於指數股基。具體來看，普通股

基平均收益為1.50%，有89%的產品上漲，最高收

益為銀華中國夢30的5.54%。指數股基平均收益為

0.56%，有63%的產品上漲，最高收益為招商國證

生物醫藥的4.68%。

從風格來看，成長風格優於價值風格。從投資

範圍來看，投資醫療醫藥等健康主題的基金表現最

好，國富健康優質生活（4.89%）、招商國證生物

醫藥（4.68%）等表現好於同類產品。投資高鐵行

業的指數型基金表現其次，南方中證高鐵產業

（4.58%）、鵬華中證高鐵產業（4.44%）等表現好

於同類產品。

另外，混合基金反彈幅度大於股票基金，平均

收益為0.94%。其中，偏股型平均收益為1.49%，偏

債型產品平均收益為0.04%，靈活型平均收益為

0.71%，平衡型平均收益為0.78%。

偏股型產品中，有83%的產品上漲，最高收益

為國泰中小盤成長的7.59%。靈活型產品中，有

63%的產品上漲，最高收益為富安達新興成長的

7.08%。平衡型產品中，有82%的產品上漲，最高

收益為廣發聚富的2.99%。偏債型產品中，有47%

的產品上漲，最高收益為海富通收益增長的

2.21%。

相比之下，各類債基普調，二級債基跌幅較

大。其中，純債基金平均收益為-0.17%，有 26%

的產品上漲，長城增強收益 C 漲幅最大，達

0.84%。壹級債基平均收益為-0.23%，有26%的產

品上漲，最高收益為融通通福分級的0.27%。二

級債基平均收益為-0.81%，有 38%的產品上漲，

最高收益為萬家雙利的1.05%。指數債基平均收

益為-0.60%，有 24%產品上漲，最高收益為國泰

上證5年期國債ETF聯接C的1.86%。

情緒面上，倉位方面，好買基金研究中心數據

顯示，偏股型基金倉位上升 1.52%，當前倉位

73.06%。其中，股票型基金上升1.12%，標準混合

型基金上升 1.55%，當前倉位分別為 86.18%和

72.01%。而來自余額寶的情緒指數保持在1100點至

1300點之間的低位小幅震蕩。觀察余額寶情緒指數

可以看出，投資者當前入市意願不高，對股市信心

大幅下降。

進入 2016 年之後，情緒指數已經連續兩周

下降，投資者對股市信心不足，情緒較為低

迷。天弘基金分析指出，造成近期市場下跌首

先是由於，臨近新年市場資金流動性會習慣性

趨於緊張，股市面臨利空壓力。雖然近期央行

持續通過逆回購、國庫現金定存、MLF、SLO持

續向市場投放資金，但是春節期間流動性是否

能保持穩定依然不確定；其次，外圍市場經濟

形勢也在影響A股市場。歐美股市、大宗商品

價格持續調整，港股暴跌，這些都進壹步壓低

A股的風險偏好。而值得註意的是，觀察余額

寶情緒指數可以發現，在市場大跌時，情緒

指數不增反降，僅 1233 點。這壹表現繼續延續

新年以來歷次大跌時情緒指數都在逐次遞減的

規律，部分投資者已經對入市抄底保持謹慎，

投資股市的熱情消退。

本周二，A股市場再次出現大幅下跌，上證

綜指和創業板分別下跌 6.42%和 7.63%，兩市再

現千股跌停，成交量也再度萎縮。“從目前市

場的表現來看，投資者買入意願極為低迷或是

導致近期市場持續下挫的主要原因。”上投摩

根分析人士指出。

在投資者情緒低迷的同時，基金公司則紛

紛發布分紅公告。據凱石金融產品研究中心統

計，上周共170只基金公告分紅，公募基金迎來

最大分紅潮。其中靈活配置型基金9只，偏股混

合型基金 59 只，平衡混合型基金 4只，偏債混

合型基金7只，指數型基金6只。分紅的股混基

金合計 85 只，占比 50%。債券型基金中以中長

期純債基金和混合債券型基金為主，分紅基金

數分別為43只和 39只，公告分紅的債券型基金

合計 83只，占比 49%。此外還有兩只QDII 基金

公告分紅。

盡管 2015 年資本市場跌宕起伏，但股債市

場從整體上看表現良好，基金“手有余糧”，

通過分紅鎖定收益；加之產品數量不斷增長，

部分產品契約有硬性分紅規定，年初的分紅大

戲更顯熱鬧。

對於目前的市場，上投摩根認為，2015

年上半年和四季度，兩輪牛市的大幅上漲造

成了市場中結構化類固定收益產品激增。然而

在單邊下跌的市場中，該類產品紛紛觸及平倉

線，被迫平倉賣出，又導致市場承壓下跌。

如此惡性循環，導致指數也不斷下行。在市

場孱弱的情況下，買盤不足又導致壹旦賣壓

出現，股指隨即大幅下挫，這也是市場在糾

正 2015 年大幅上漲後的結構錯配。短期來看，

近期市場趨勢未明，需保持謹慎。中期來看，

指數下行空間已在逐步縮小。

在經歷新年前兩周的大幅調整後，中歐基

金認為，市場正在“築底”過程中，整體估值

逐步趨於合理水平。中歐基金劉明月認為，整

體來看，預計 2016 年 A股市場將有結構性投資

機會。短期可能會由於情緒、估值、政策等出

現震蕩調整，但這也是蓄勢的機會，中長期趨

勢是向上的。宏觀層面，2016 年中國經濟或仍

在尋底過程中，從目前各項宏觀經濟數據來看，

消費相對穩定，但工業增速仍相對疲弱，投資

端、出口端並未見明顯起色，預計經濟增速整

體可能仍然是下行的。

劉明月認為，為了要“穩經濟”，管理層或

將繼續使用“促改革、調結構”政策，在對部分

過剩產能進行清理的同時，通過供給側改革等多

重方式，促進符合未來經濟發展趨勢的新興產業

發展，使經濟整體保持相對穩健的態勢。從資金

面角度來看，由於通脹整體仍不存在壓力，貨幣

政策方面或將繼續較為寬松。如果市場的無風險

利率仍在低位徘徊，那麽在大類資產比較下，權

益類投資或將吸引居民財富不斷流入。同時，長

期資金（例如養老金）或成為新的增量資金，資

金面整體相對寬裕。不過，註冊制改革的漸行漸

近、海外上市公司回歸A股等或將加大市場的供

給，對資金面形成壹定的影響。同時，美聯儲的

加息動態、人民幣的貶值進程及其預期也將對A

股市場資金面造成影響和幹擾，投資者需要保持

關註。

凱石金融產品研究中心則認為，雖然節前

資金面偏緊，市場情緒低迷，但A股繼續大幅

下跌的概率較小，不過大幅反彈的觸發因素

也難覓蹤跡。對於短期投資者來說，目前無

需過度悲觀或者樂觀，可以相對均衡應對。

對於長期投資者，A股當前處在底部區域的概

率較大，可以分批介入布局。股混基金的選

擇上，建議左側投資者分批布局行業前景較

好的新能源、環保、高端制造、國防軍工等

成長風格基金，以及在暴跌中估值優勢更突

出的券商主題及有政策支撐的農業現代化、

煤炭等行業基金。而對於右側投資者，建議

關註市場磨底節奏和各方面消息變動，待市

場上漲趨勢確定後再參與。

股混基金微幅反彈
成長風格表現更佳

情緒持續低迷
公募迎最大分紅潮

市場“築底”
整體估值漸趨合理

歐經濟體製造業PMI數據普遍走軟

PMI終值下滑至52.3
綜合報導 英國市場調研機構馬基

特集團 2 月 1 日發佈的數據顯示，今

年 1月份的歐元區製造業採購經理人

指數（PMI）終值由前一個月的 53.2

大幅下滑至 52.3，其中歐元區核心國

德國和法國製造業 PMI 均較前月有大

幅回落。

利空數據打壓了歐股1日的開盤表

現，截至北京時間18時45分，英國倫敦

股市富時100指數、德國法蘭克福股市

DAX指數和法國巴黎股市CAC40指數分

別下跌0.44%、0.64%和0.60%。

數據難以提振歐股

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18時45分

，衡量歐洲股市藍籌股整體表現的斯托

克斯歐洲600指數下跌0.37%至341.30點

；其中10大行業板塊裏有7個板塊下跌

，其中以科技、石油天然氣和金融板塊

跌幅領先。

整體來看，作為經濟先行指標之

一，歐元區和英國的製造業 PMI 並不

算差，甚至說略有亮點，只是投資者

將關注重心集中在未來經濟前景上，

認為外部需求疲軟會影響到歐洲經濟

復蘇的速度。

具體來說，今年1月份的德國製造

業PMI由前月的53.2降至 52.3，是自去

年10月份以來的最低值，但略高於該指

數從2015年以來的均值水準（52.1）；

法國製造業PMI從前月的51.4大幅下挫

至50.0，也就是剛好站在行業活動擴張

與萎縮的分水線上，創自去年10月份以

來的最低水準；荷蘭製造業PMI從前月

的53.4降至52.4，是過去11個月來的最

低值。

其他歐元區國家的製造業表現則

出現分化。如 1月份的義大利製造業

PMI為 53.2，大幅低於去年12月的55.6

，且跌破自 2015 年以來的 PMI 均值

（53.7）；當月希臘製造業PMI為 50.0

，略低於前一個月的50.2，但相比去年

夏天該指數大幅下挫至30下方，已有

很大改善；西班牙製造業PMI為55.4，

比前一個月的 53.0 有大幅提高，因為

出口訂單數量的大幅增長為該指數上

漲提供有力支援。

英國方面，1月份英國製造業PMI

為52.9，高於去年12月的52.1，是連續

第34個月保持活動擴張態勢，表明該

國實體經濟復蘇勢頭要強于歐元區整體

表現，這主要是因為國內製造業活動活

躍，但出口訂單未能給行業整體表現提

供支撐。

馬基特首席經濟學家克裏斯· 威廉姆

斯表示：“歐元區的製造業經濟未能在

今年年初打響頭炮，在此前的三個月，

製造業活動擴張速度在逐月加快，並在

2015年年底站在了20個月高點上。但現

在無論是訂單數量、出口還是產出水準

，其增速都在放慢。”

市場關注歐英央行政策

在馬基特當天發佈的系列國別PMI

報告中，該機構的經濟學家對有可能重

新來襲的通縮風險表示擔憂，認為如果

大宗商品低價環境持續下去，那麼通縮

或會重新來襲。這會給歐洲央行一定壓

力，促使該行擴大量化寬鬆政策規模，

同時也會導致英國央行暫緩加息的決議

。

數據顯示，自從去年10月份擺脫通

縮、實現調和消費者價格指數（HICP）

同比正增長後，歐元區HICP漲幅拾階而

上，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的同比漲

幅為0.1%、0.2%、0.2%和0.4%；英國同

期的通脹率則為-0.1%、-0.1%、0.1%和

0.2%。儘管通脹率溫和回升，但仍不能

做出完全擺脫了通縮發生可能的結論，

甚至更難說即將實現通脹目標（2%）。

威廉姆斯表示：“倘若製造業活動

的放緩還不足以讓決策者擔憂的話，那

麼生產者價格以過去一年最快速度在下

跌，會讓各界對通縮的擔憂更成為現實

。”馬基特預計，最新數據將給歐洲央

行施壓，使其最快在今年3月份決定擴

大貨幣刺激政策規模。

關於對英國央行的政策預期，馬

基特高級經濟學家羅伯· 多布森表示：

“行業銷售方面的激烈競爭以及國際

大宗商品價格的疲軟導致製造業的產

品售價和材料進價在1月份都顯著走低

。經濟放緩、全球經濟逆風增強和通

脹壓力的匱乏都將給英國央行施壓，

導致後者將加息決策推遲到今年年底

甚至是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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