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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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新年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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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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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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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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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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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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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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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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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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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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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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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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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瑞
Se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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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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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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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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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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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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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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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Katy Creek Ranch Plaza 商鋪獨家招租商鋪獨家招租 Pre-Leasing

位置佳﹕
Walmart Neighborhood Shadow,
小學對面﹐5 Mins to 99號公路
商鋪招租面積28,750 平呎,
2000平呎獨棟 Built to Suit

租金$32.00/平呎/年, NNN: $8.57/平呎/年
誠招﹕超市﹐學校﹐醫生﹐會計﹐餐廳

王王 迪迪
DavidDavid WangWang
專業商業專業商業地產經紀地產經紀

電話﹕+1 346 204 0267
微信﹕weixindavidw
電郵﹕dwang004@gmail.com

2016年動工 高消費區﹑車流量大
專業商業地產經紀

工廠﹑庫房
商場買賣﹑招租﹑管理

商鋪買賣﹑簽約
餐飲生意買賣

美南國際電視頻道網重點美食廚藝節目「美食美客」近期將播出第七集﹐

由休士頓金殿海鮮餐廳大廚劉明春師傅帶來兩道重慶特色菜「酸菜魚」和「泉
水雞」﹐廣受大眾喜愛的川味菜製作過程與訣竅﹐全在下周一晚間7點半到8

點半播出﹐敬請準時收看﹒

敬請關注敬請關注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頻道頻道

美南國際電視網

STV

下周一晚間7時30分至8時30分播出

(本報記者黃麗珊)光鹽社 2016慈善音樂會,為休士頓地區華
人癌友,特殊需要家庭及社區關懷基金募款,於2月27日下午3時
至下午 5 時 45 分在 10305 S. Main,Houston,TX.77025 的曉士頓中
國教會溫馨舉行，由劉會緣節目策劃,丁峰與歐凱莉主持,涵蓋獨
唱、合唱、舞蹈、中國傳統樂器演奏等15項精彩豐富,視覺盛宴
的節目，許多中外教友們與僑界人士安可聲不斷,大家用愛心來
欣賞光鹽社的這台音樂會，在享受豐富的藝術之美時, 同時也為
休士頓地區有需要的人獻上了一份愛心!

光鹽社理事長潘敏及歡迎詞並感謝所有來賓19年來對光鹽
社的支持，讓光鹽社的音樂會一年比一年辦得更好；她並且介紹
了與會佳賓。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幽默致詞，此次是
來參加光鹽社的音 「樂」會。德州不只是個產油的地方，更有一
群人（光鹽社）辛勤的做光、做鹽來幫助當地有需要的民眾。他
強調，這群人因有著充滿發自內心的愛，有心，才有關懷、有心
才有付出，真正幫助民眾獲得喜樂.

岳彩輪, 旅美華人男中音歌唱家, 民族英雄岳飛後裔, 唯一榮
獲 「格萊美」大獎提名的中國大陸美籍聲樂家。他畢業於中央音
樂學院, 從師著名男中音歌唱家黎信昌教授。來美後在哈特音樂
學院學習，獲得 「演出者証書」和歌劇表演碩士學位並多次在國
際聲樂大賽中獲獎。長期以來，他任教於美國大學並作為合唱指
揮和音樂/藝術導師活躍在國際舞台。近年出版發行了獨唱專輯
《二十四首17、18世紀義大利歌曲集》和《歲月悠悠 - 中國近
代經典藝術歌曲》。岳彩輪現為哈特弗德音樂學院聲樂系主任並
任教於 Trinity College、 Wesleyan University 等文理大學以及他
的母校 The Hartt School。他在華盛頓、芝加哥、波士頓、北京
等大城市舉辦的大師班和聲樂講座均獲巨大成功。岳彩輪是全美
榮譽音樂家協會及美國聲樂教育者協會的終身會員, 現為 CON-
CORA（康州的專業合唱團）理事並兼任其音樂會委員會首位亞
裔主席。這次他從外地趕來，為大家演唱：“Ave Maria 聖母頌
”,南太平洋、歌劇【塞維利亞的理髮師】中的唱段“快給大忙
人讓路”、“星月交輝”和“教我如何不想他？”等多首歌曲。

“Ave Maria”是由舒伯特作曲的一首最為著名的拉丁語宗
教歌曲，廣為傳唱於各種教會活動、慶典以及音樂會上；詠嘆調
“快給大忙人讓路”，選自意大利音樂家羅西尼作曲的著名歌劇
【塞維利亞的理髮師】，旋律明快，活潑，風趣，歌曲的節奏速
度很快，意大利的繞口令，將充分展現演唱者的演唱功技。華人
作曲家李中和作曲的“星月交輝”，其優美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詞
，是廣大觀眾、尤其是台灣朋友們非常熟悉和喜愛的歌曲 (李中
和先生以98歲高齡於2009年逝世於台北)。由趙元任作曲、劉半
農作詞的“教我如何不想他？”，這首歌可以說是家喻戶曉，被
譽為中國近代藝術歌曲的代表作。

王曉芬，抒情女高音，2004年畢業於中國音樂學院。中國音
樂家協會會員、湖南省音樂家協會聲 樂藝術委員會理事。曾師
從湖南籍著名歌唱家何紀光。中國音樂學院著名聲樂教育家金鐵
林教授、鄒文琴教授、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吳碧霞和上海音樂學院
著名聲樂教 育家周小燕教授曾親自指導。曾多次參加湖南省文
化廳和電視台舉辦的新年音樂會等大型演出，並獲得省級如紅牛
杯等歌唱比賽一等獎。不僅能成功演繹西洋歌劇， 還能夠結合
西洋的科學發聲方法成功地演繹風格性很強的地方民歌、山歌、
音樂劇和通俗歌曲等。近年活躍在休斯頓各大僑界社團主辦的各
種大型演出的舞台，如在 休斯頓中華民樂團主辦的新春音樂會
中擔任獨唱演出。2015年在休斯頓迎國慶音樂快閃中擔任音樂總
監。2015年6月參加休斯頓歐洲演出團出訪德國、奧地 利維也納

等五座城市進行
《 音 樂 之 聲 50
周年紀念》合唱
巡演，擔任領唱
獲得國內外專家
的 一 致 好 評 。
2015 年 9 月參加
蕭楫老師指揮的
抗 戰 勝 利 70 周
年 大 型 交 響 樂
隊演出，擔任領
唱 。 2015 年 11
月擔任萊斯大學
好聲音比賽的評
委。她曾經教授
過的學生多人考
取中央音樂學院
、中國音樂學院
等專業音樂院校。帶過的小 天使學生合唱團曾經出訪過日本、
柏林音樂節等。這次王曉芬為大家演唱“長江之歌”和“山路十
八灣”。

男中音賴永敬先生出生於馬來西亞，曾於張寶華博士以及已
故馬來西亞知名男高音陳容先生門下接受 聲樂訓練。賴先生於
2006 年啓程前往美國威啓達州立大學深造，主修聲樂演繹，並
於2010年獲得該校歌劇演繹獎學金並繼續攻讀碩士學位。大學
期間，賴先生得到無數次歌劇演出的機 會。 2012年獲得碩士學
位後，賴先生前往休士頓新心音樂事工擔任實習生，並且於2013
年受聘於曉士頓中國教會擔任中文部崇拜主任至今。這次賴永敬
和來自馬 來西亞的女高音蔡林碧蓉小姐演唱男女聲二重唱“盼
望”。

朱珠小姐，本科畢業於美國密西根大學，鋼琴碩士畢業於萊
斯大學，現在是萊斯大學鋼琴博士生。朱 珠近年來活躍於休斯
頓各大社團主辦的大型演出舞台上，並於2015年8月舉辦了鋼琴
獨奏音樂會。經過了本科-碩士-博士的鋼琴專業嚴格訓練，朱
珠的琴技已 是爐火純青。這次她鋼琴獨奏“圖蘭朵幻想曲”, 這
是根據歌劇《圖蘭朵》中幾個著名唱段的音樂改編的, 既恢弘又
東方, 其音樂作品宏大和富有強烈的交響性色彩。《圖蘭朵》是
意大利歌劇巨匠普契尼 1924 年獻上的最後一部歌劇，是根據
《一千零一夜》中塑造的我國明朝公主圖蘭 朵的故事改編的。
在這音樂會中，朱珠還為岳彩輪老師的演唱鋼琴伴奏。

新民樂組合，由休士頓器樂愛好者熟悉的電鋼琴手狄子楓、
古箏手魏詩魏和大提琴手張淑娟表演[琵 琶語,Titanium]，邊彈奏
邊演唱，洋溢著無限的青春活力。狄子楓12歲開始學習鋼琴，
師從吳長璐老師。考入休士頓表演視覺藝術高中。在萊斯大學
獲 得音樂學士和英語學士學位，佛羅裡達州立大學獲得音樂碩
士。作為一名業餘歌手，狄子楓曾在華夏杯卡拉OK大賽、中國
國際歌唱新秀才藝大賽、以及休士頓業餘 歌唱比賽中進入前三
名，並在許多演出中一展歌喉。魏詩魏，六歲開始學習古箏，師
從瀋陽音樂學院閆俐教授。小學五年級獲得了古箏八級証書，於
2004年考入 瀋陽音樂學院古箏表演專業，多次獲得民樂比賽一
等獎及二等獎。在校期間曾代表學校出訪日本及新加坡等地演出
。2009年赴美留學，主修作曲以及鋼琴。 張淑娟，八歲師從吳
長璐老師學習古箏，隨後學習大提琴和琵琶。2009年及2011年
獲得古箏獨奏獎和團體合奏獎。她也是校園交響樂團的大提琴手

，曾獲得 校區大提琴獨奏特別優秀獎。
二胡手彭晨，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音樂學院，休斯頓州立大

學音樂治療在讀研究生。自幼學習二胡， 先後師從著名二胡教
授歐景星、林東坡。大學期間師從中國十大二胡演奏家王小楠老
師，表現優異，兩次獲得中日韓國際二胡大賽的金獎（日本站）
（韓國站），並 發表論文數篇。彭晨有著豐富的舞台表演經驗
，曾應邀參加CCTV翰墨因緣節目錄制。現今致力於音樂治療的
工作，並鑽研將中國民樂融合於音樂治療中。這次用 二胡演奏
“阿拉木汗”和“新騫馬” 。“阿拉木汗” 是一首流傳在新疆
吐魯番地區的維吾爾族歌舞曲，也是中國著名的維吾爾族民歌,
在彭晨優美的二胡聲中，有畢業於中央民族大學舞蹈學院舞蹈專
業的張蕊為之翩然起舞。張蕊，2005年曾參加北京電視台春節聯
歡晚會的演出，2008年參與 在天安門迎接奧運聖火儀式的演出
，2012年在水立方參加第四屆全國少數民族文藝演出等。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的優秀學生萬詩嘉，數年來獲得多項獎項
，如在達拉斯地區舞蹈大賽的白金獎章 (Platinum Medallion), 少
年水晶組總分第一名(Overall Awards)，少年水晶組類別獎(Cate-
gory Awards)第一名，獎金禮品証書（Gift Certificate) 和服裝特別
獎(Special Showcase Awardes for the Costume); 在全國舞蹈大賽中
獲得精英白金獎章(Elite Platinum Medallion), 少年水晶組總分第二
名(Overall Awards)，少年水晶組類別獎(Category Awards)第一名
。這次萬詩嘉為大家表演中國古典舞“空谷幽蘭”和芭蕾舞“睡
美人”中的片斷。

這裡特別需要提到的是，慈善音樂會還有特殊兒童表演鋼
琴/手鈴合奏[禰鼓舞了我,如鹿切慕溪 水],讚美操[靠主喜樂]和光
鹽社癌友關懷網的舞蹈[踏歌起舞]獻給大家。熱愛中國歌曲、常
活躍在華人社區的黑人朋友Louis McCray，也演唱周傑倫的“菊
花台”和張學友的 「藍月亮」。還有黑人女歌手 Teresa Webb，
混聲演唱“Amazing Grace”，“You Raise me up”和“ I always
love you”。還有賴永敬指揮中國教會詩班演唱“Rejoice!Give
thanks! Celebrate!”作為壓軸節目

最後進行到全體與會人士大合唱 「一切歌頌讚美」曲目，達
到了節目的高潮，獲得大家的熱烈參與，2016年光鹽社慈善音樂
會圓滿成功. 潘敏理事長贈送蘭花給節目製作人劉會緣表示感謝
之意。

光鹽社2016年慈善音樂會在曉士頓中國教會溫馨舉行

光鹽社癌友關懷網由孫秀蕊老師指導在光鹽社光鹽社癌友關懷網由孫秀蕊老師指導在光鹽社
20162016慈善音樂會表演舞蹈慈善音樂會表演舞蹈[[踏歌起舞踏歌起舞].(].(記者黃麗珊記者黃麗珊
攝攝))

中國教會詩班中國教會詩班,,特殊需要關懷中心特殊需要關懷中心,,光鹽社癌友關懷光鹽社癌友關懷
網網,,賴永敬賴永敬,,蔡林碧蓉蔡林碧蓉,,狄子楓狄子楓,,魏詩魏魏詩魏,,張淑娟張淑娟,,王曉芬王曉芬,,
岳彩輪等演出人士與會衆大合唱岳彩輪等演出人士與會衆大合唱[[一切歌頌讚美一切歌頌讚美],],光光
鹽社鹽社20162016慈善音樂會圓滿成功慈善音樂會圓滿成功.(.(記者黄麗珊攝記者黄麗珊攝))

記者秦鴻鈞攝

空軍大鵬聯誼會春節聯歡聚餐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 中中
立者立者）） 在餐會上致詞在餐會上致詞。。

大鵬會員在餐會上高唱大鵬會員在餐會上高唱 「「 空軍軍歌空軍軍歌」」 。。

「「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主任主任
莊雅淑致詞莊雅淑致詞。。

「「 大鵬聯誼會大鵬聯誼會」」 會長孫長會長孫長
寧致詞寧致詞。。

理事龍隨雲介紹航校每一期理事龍隨雲介紹航校每一期
的人才的人才。。

程美華介紹程美華介紹 「「 公視公視」」 的的
「「 一把青一把青」」 ，，出自白先勇出自白先勇
的的 「「 台北人台北人」」 一書一書。。

圖為出席的貴賓在會上合影圖為出席的貴賓在會上合影（（ 左起左起）） 「「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副主任李美姿副主任李美姿，，王姸霞王姸霞
，，中華公所主席羅秀娟中華公所主席羅秀娟，，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 大鵬聯誼會大鵬聯誼會」」 會長孫長寧會長孫長寧
，，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黃敏境處長，，大鵬前會長王心一大鵬前會長王心一，，中華公所主席黃泰生等中華公所主席黃泰生等
人人。。

圖為圖為 空軍空軍 「「 大鵬聯誼會大鵬聯誼會」」 會長孫長寧會長孫長寧（（ 立者立者
）） 在餐會上致詞在餐會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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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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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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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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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三維X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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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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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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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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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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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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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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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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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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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1-988-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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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為各界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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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牙醫中心時代牙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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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志剛牙醫博士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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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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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收受各種牙科PPO以及政府保險 （位於Fiesta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中國城
百利大道8

號
公
路

G
es
sn
erFiesta悅來海鮮

★
百利牙科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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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拔牙，補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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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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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星期四 2016年3月3日 Thursday, March. 3, 2016 星期四 2016年3月3日 Thursday, March. 3, 2016

俄羅斯聖彼得堡民眾打雪仗俄羅斯聖彼得堡民眾打雪仗 互扔雪球享歡樂互扔雪球享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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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加勒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斯里蘭卡加勒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嘟嘟嘟嘟
車車””馬球錦標賽馬球錦標賽，，吸引了眾多高手前來一決雌吸引了眾多高手前來一決雌
雄雄。“。“嘟嘟車嘟嘟車””是極具地方特色的出租三輪車是極具地方特色的出租三輪車，，
顧名思義顧名思義““嘟嘟車嘟嘟車””馬球就是乘坐著馬球就是乘坐著““嘟嘟車嘟嘟車””
打馬球打馬球。。

哈薩克漁民冰天雪地中垂釣哈薩克漁民冰天雪地中垂釣
全身裹塑膠袋禦寒全身裹塑膠袋禦寒

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是世界上第二冷的城市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是世界上第二冷的城市，，在這座城市冰凍的伊在這座城市冰凍的伊
希姆河希姆河（（IshimIshim））上上，，一些漁民正在全神貫注地垂釣一些漁民正在全神貫注地垂釣。。

責任編輯：XX

渊二分之一冤

从眼影到眼线 用好绿色洋气不吓人
本季军绿色真的好夯，秀场、少女时代的机场时尚出现好多军绿单品，彩妆也出了不少绿色系！想要

完美驾驭军绿色，又潮又不怕吓到人，小编教教你！

挑战最易上手的军绿色珠光眼影全框式超有 party感

想尝试军绿却又怕失手，不如先从基本款眼线开

始挑战。而流行的雾面眼影范围要减半才不显脏，饱和

的珠光眼影则是 party的最佳选择！勇于尝试的人可挑

战显色珠光眼影，加点蓝色调的绿更能显白！但建议腮

红与唇色减淡！

STEP1大范围涂抹底色

大范围刷开底色，可超出双眼皮折痕 2mm。

STEP2框出下眼线并连接

同色眼影刷下眼线，顺着眼型连接上眼线，不拉长。

STEP3浅色珠光打亮眼中

瞳孔上方用米白色打亮，并用余粉沿着眼窝往外刷开。

眼线不敢用饱和军绿就先挑战墨绿，先从色感低

的深色眼线开始，眼睛一眨就有惊喜！

STEP1画上眼线并连接眼尾

如果直接画眼尾容易失手，可先框眼尾，再顺着下

眼线拉长。

STEP2用眼线刷拉出眼尾

若眼线笔太粗，可用眼线刷沾取，做出细细的眼

尾。

雾面眼影利用打亮色降低浑浊感

雾面虽然流行但容易像沾到脏～东～西～减少涂

抹范围再混搭一点打亮色就可以解决！

STEP1将眼影涂抹在眼尾

用海绵棒沾取，从眼尾往前涂，让中间的颜色淡一点。

STEP2刷开边界防色块

用刷子将眼影往眼中刷匀，再用余粉将边界晕开。

STEP3打亮色降低浊色感

选择珠光细到几乎看不到的米色，刷在前半部。

化妆包是什么鬼
有一盒腮红就够了

最大限度的发挥一个胭脂盒的用途，刷眼睛？刷嘴唇？刷面颊？甚至指甲？全都 OK！想成为一

个高效的精致女人可不仅仅是工作的需要，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运用这种技能。最大限度运用我们已

有的工具，既可以珍惜钱包君，还会创造出一些酷炫的新妆容。下面编辑手把手地教你一个胭脂盒的

六种使用方法，新技能赶紧 GET起来吧！

1.打造眼影

使用一把眼影刷蘸取胭脂轻轻扫过眼睑，同时带过眼窝的部分以提亮。

2.打造自然的腮红

使用一把腮红刷将其视为腮红运用在面颊的苹果肌上。（微笑，面颊上最丰满的那一块地方就是

苹果肌的位置）

3.打造修容或高光

使用一把腮红刷或者高光刷都可以，将其刷在支撑起颧骨的最丰满的地方，修容和眼影会配合的

很好，所以不必担心修容之后会让你看起来有点单一。

4.打造哑光唇色

用手指从眼影膏上刮取一小部分的眼影并且和一点点眼霜相混合以打造哑光的色泽，然后用手

指将其涂抹在嘴唇上。

5.打造亮泽唇色

刮取一小部分的腮红然后和透明唇膏混合，然后用唇刷或者化妆棉涂抹在嘴唇上。

6.作为彩色指甲油

刮起一小部分的腮红和放在一个干净的平面上，然后和透明或者中性的指甲油混合打造出彩色

指甲油，然后就想正常的指甲油一样使用就可以了。

打造眼部新色彩
倩碧蜡笔小胖眼影新品

倩碧“蜡笔小胖”唇膏的粉丝无处不在，如今倩碧将带来“小胖彩色系列”家族 的新成员———蜡笔小胖

眼影。完美的便携设计，使用更加方便，霜状质地使得颜色轻薄，妆容更精致，持久。值得玩味的彩虹色系小

胖眼影，给你五颜六色的多样选择。

Clinique倩碧蜡笔小胖眼影 RMB160/3g

Clinique倩碧产品，通过过敏性测试，百分之百不含香料。由皮

肤学专家研制，专为亚洲女性肌肤度身定造。

色彩纯粹，易上色，可层层晕染及叠加，色泽持久。乳霜质地配

合独有无晕染配方，不易落妆。蜡笔设计，易于携带，可随时随地使

用，打造眼部非常新色。隐形眼镜使用者亦可放心使用。

延续之前蜡笔小胖宛如蜡笔的玩趣造型，它的笔身颜色就是

妳擦在 眼上的完美色泽！使用时只须需旋转底部转出翘唇笔即可轻

妳松上色。出门前别忘了带上一支令 秋冬妆容个性十足的蜡笔小胖

眼影。

責任編輯：XX

渊二分之一冤

古怪精灵小 S，拿出自己的慵懒颓废劲儿唱出了新歌《Blue》，慵懒吟唱，钢琴键音错落酝酿

忧伤，更忧伤的不是歌曲，而是颓废蔓延的妆容。

小 S的蓝调爵士妆够奇特！

小 S的蓝调爵士妆够奇特！

这次新歌的造型确实让粉丝眼前一亮，蓝色紫色拼接的色调，烟熏眼影唇妆颜色都不按

照常理出牌，整个妆容营造的氛围爵士味十足又很有灵性，看起来好像一副艺术插画，复杂

又难以模仿。什么？屏幕前的你喜欢这个妆容？还想学习？好吧算你看对了文章，本编就爱

扒明星妆容，一步一步教你化小 S的爵士妆，超越小 S！

眼妆够乱才够味

被刘海遮住了眼妆的乌七八糟，所以只需要大片的深色眼影狂扫就 OK，最好再做出

一点哭晕妆的效果，不会？那就选一款刷子把下方的眼影晕染开。再不会？让身边的姐妹

打你一拳吧，保证有效果！不开玩笑，下面是烟熏示范图，跟着做准没错。

“眼下腮红”酝酿忧伤

人家的腮红都是装粉嫩、或

者假小脸。小 S的腮红却是在眼

睛周围，看起来真是古灵精怪。这

款腮红让整个妆容看起来另类了

不少，所以学到这款妆容画法才

是精髓哦。

姨妈唇≠老气

看习惯了妖娆大红唇、少女

粉嫩唇，小 S为我们展示了酱色

的姨妈唇，颇有一番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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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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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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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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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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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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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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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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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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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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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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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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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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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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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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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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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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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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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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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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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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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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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BB1010大陸要聞

(中英文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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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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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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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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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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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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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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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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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8:30am-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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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2016年3月3日 Thursday, March. 3, 2016 星期四 2016年3月3日 Thursday, March. 3, 2016

廣告天地

（（本報訊本報訊））根據美國人口統計根據美國人口統計
局最新的美國社區的調查局最新的美國社區的調查，，大休斯大休斯
頓地區最富裕郡縣的平均收入頓地區最富裕郡縣的平均收入 超出超出
最貧困郡縣平均收入的兩倍以上最貧困郡縣平均收入的兩倍以上。。

根據對根據對1616個郡縣的統計個郡縣的統計，，超過超過
一半以上的郡縣的平均收入低於德一半以上的郡縣的平均收入低於德
州平均收入州平均收入 55..1919 萬美元萬美元，，全美國各全美國各
個郡縣的平均收入為個郡縣的平均收入為55..225225萬美元萬美元。。

以下是大休斯頓地區從收入最以下是大休斯頓地區從收入最
貧困的郡縣到收入最富裕的郡縣排貧困的郡縣到收入最富裕的郡縣排
名名。。
德州德州
家庭平均收入家庭平均收入: $: $5151,,900900
Walker CountyWalker County
家庭平均收入家庭平均收入: $: $3737,,617617

Brazos CountyBrazos County
家庭平均收入家庭平均收入: $: $3838,,310310
Wharton CountyWharton County
家庭平均收入家庭平均收入: $: $4040,,411411
Matagorda CountyMatagorda County
家庭平均收入家庭平均收入: $: $4343,,096096
Grimes CountyGrimes County
家庭平均收入家庭平均收入: $: $4343,,994994
Washington CountyWashington County
家庭平均收入家庭平均收入: $: $4444,,858858
Colorado CountyColorado County
家庭平均收入家庭平均收入: $: $4545,,146146
Liberty CountyLiberty County
家庭平均收入家庭平均收入: $: $4747,,228228
Waller CountyWaller County

家庭平均收入家庭平均收入: $: $5050,,097097
Harris CountyHarris County
家庭平均收入家庭平均收入: $: $5353,,137137
Austin CountyAustin County
家庭平均收入家庭平均收入: $: $5353,,265265
Galveston CountyGalveston County
家庭平均收入家庭平均收入: $: $6161,,877877
Brazoria CountyBrazoria County
家庭平均收入家庭平均收入: $: $6767,,603603
Montgomery CountyMontgomery County
家庭平均收入家庭平均收入: $: $6767,,766766
Chambers CountyChambers County
家庭平均收入家庭平均收入: $: $7272,,489489
Fort Bend CountyFort Bend County
家庭平均收入家庭平均收入: $: $8585,,297297

大休斯頓地區最富裕郡縣和最貧困郡縣統計排名大休斯頓地區最富裕郡縣和最貧困郡縣統計排名

納稅季節到來 今年會獲得退稅嗎
（綜合報道）你今年會獲得退稅嗎？如果有

退休，你計畫如何使用這筆錢呢？
根據GOBankingRates.com網站調查，如果你

像大多數獲得退稅的美國人，你今年獲得退稅，
可能會用來減少債務。

當可能獲退稅的人被問到， 「你會你計畫如
何使用你的退稅款？」5，000位受訪者提供下列
答覆，你會是那一種使用的類別呢？

. 百分之30的人說， 「我今年不會得到退稅
。」

. 百分之27的人稱， 「付掉債款」，包括貸
款、信用卡等。

. 百分之25說會儲蓄起來。

. 百分之9的人準備度假之用。

. 百分之5說，要用來做較大項目的購買，譬
如購屋、買車等項。

. 百分之4把它花掉，作消費性購物，如買電
視、鞋子等。

這是 「谷歌消費調查」（Google Consumer
Survey）從2015年12月30日至2016年1月1日進
行網絡調查，正負誤差為百分之1.8。

同時，GOBankingRates 發現，年齡自 18 歲
至24歲的年輕族群，將退稅款作大項目或消費性
購物的比例，比嬰兒潮世代的人多一倍。

在這項調查中，資深財務記者柯克翰（Elys-
sa Kirkham）說， 「從這項調查發現，多數人會
將退稅款，以儲蓄或還債的方式，改善他們的財
務情況。」

他說， 「用這種方式處理退稅款，可以讓納
稅人有更多財務安全，以及得到心安，若是揮霍
花掉，便使退稅失去價值。」

接到退稅款，可以使納稅人的 「現金流」
（cash flow）加強，但是，如果你獲得大筆退稅
款，則意味著你給政府一筆無息貸款，其實你可
以不必付那麼多稅給政府，等到報稅之後才退回
，你可以用來獲得有利息的儲存或放進退休帳戶
，獲得增值。你當然也可以把退稅款，當作一筆
意外之財，其實那是你把錢先交給政府，政府獲
得一年之外的 「我欠你錢」（IOU），在你申報
所得稅之後，才還給你。

如果你將退稅款用來減少債務，特別是高利
率的信用卡餘額，這是利用退稅款很好的方式。

減低債務也可改善你的信用狀況。當你準時
信用卡債，把卡債壓到低水平，可以使你的信用
評比變得更佳。因此，如何使退稅款，十分重要
，首要是減少債務，改善 「現金流」，除非你已
無債一身輕，否則拿來揮霍掉，就不是那麼明智
了。

科魯茲贏得德州大本營 川普希拉裡鞏固領先優勢
 

































（綜合報道）美國總統大選前哨戰〝超級星期二〞初選結果
出爐，兩黨初選或大局已定。共和黨參選人川普和民主黨參選人
希拉裡雙雙贏得7個州。盡管兩人都未能在這一天贏得黨內提名
，提前結束這場提名戰，但都擴大了黨內的領先優勢，使對手追
趕變得更加艱難。

川普的對手科魯茲在〝超級星期二〞贏得了德州、俄克拉荷
馬州和阿拉斯加州。這3州的勝利為科魯茲的白宮之路，保留了
一線生機，顯示他是唯一有可能打敗川普的共和黨參選人。

科魯茲以這3州的勝利，以及此前愛荷華初選勝出，證明自
己是共和黨內唯一能夠擊敗川普的人選。科魯茲呼吁競爭對手讓
位，讓他單獨挑戰川普。

科魯茲說，〝今晚之後，我們看到，我們是唯一曾幾次擊敗
、並能最終擊敗川普的競選陣營。〞

他暗示，盧比奧和其他共和黨參選人正〝認真地〞考慮退選
，將共和黨團結起來。

但科魯茲在南部各州還遠未獲得全面勝利。這些州曾是他選
戰的基本盤。

在〝超級星期二〞初選中，川普一舉拿下了7個州：阿拉巴
馬州、阿肯色州、喬治亞州、馬薩諸塞州、田納西州、弗吉尼亞
州、佛蒙特州。 CNN預測，川普在超級星期二已獲得233張黨
代表票，遠遠超過科魯茲的188張和盧比奧的90張。迄今為止，
川普在這場提名戰中總計獲得315張黨代表票，科魯茲和盧比奧
分別為205張和106張。贏得共和黨提名，需要至少獲得1,237張
黨代表票。

川普這次大勝顯示，最近的三K黨（Ku Klux Klan）爭議，
並沒有對他造成太大的負面影響。如今的他，距離獲得黨內提名
僅一步之遙。

3月1日，美國2016年大選中的初選〝超級星期二〞，共和
黨與民主黨分別有十余州舉行初選或黨團會議投票，推選黨內總
統競選提名人。圖為共和黨候選人川普。(Mark Wallheiser/Getty
Images)

川 普 在 其 位 於 佛 州 棕 櫚 灘 （Palm Beach） 的 馬 阿 拉 歌
（Mar-A-Lago）私人俱樂部說，〝這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夜晚。
〞他發誓要成為一名〝統一者〞。

〝我是一個具有凝
聚力的人。我知道，人
們會發現，這或許有點
難以置信。但請相信我
。〞川普說。

在早前一些州的初
選中，川普證明了其聯
盟更加團結。如今在超
級星期二，他也證明了
這一點：他正領導一個
聯盟。拿下新罕布什爾
州和馬薩諸塞州，顯示
他獲得了工薪階層白人
溫和派—裡根民主黨人
（the Reagan Democrats
）的支持；拿下南卡羅
來納州、田納西州、阿
拉巴馬州和喬治亞州表
明，川普在〝聖經地帶
〞（Bible belt）贏得了
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
在弗吉尼亞州，共和黨
選民破記錄的投票率顯
示，川普擴大了在基層
選民中的支持率。

在對科魯茲贏得德
州表示祝賀之後，川普已將矛頭轉向民主黨贏家希拉裡。

〝重建偉大的美國，比重建完整的美國，更能說明問題。〞
川普說。

川普此前表示，要〝讓美國再現輝煌〞，並主張在美墨邊境
修築高牆，拒絕非法移民入境。希拉裡則表示：〝我們不需讓美
國再現輝煌。美國一直都很偉大。但的確需要再度讓美國成為一
個整體。我們需要拆除屏障，而不是修築高牆。〞

共和黨建制派對川普崛起大傷腦筋，似乎害怕他真的獲得提

名，紛紛出來發聲反對川普。CNN稱之為〝共和黨的起義〞
在超級星期二的前一天，2012年總統選舉共和黨候選人羅姆

尼（Mitt Romney）稱，川普的稅務政策將引發〝爆炸性後果〞
，並指川普〝默默接受〞白人優越主義團體三K黨前領袖杜克
（David Duke）的支持。川普此前曾表示，沒有當場拒絕杜克的
支持，是因耳機出了故障，收音不清晰。

內布拉斯加州聯邦參議員薩斯（Tristan Sasse）也指責，川普
只在意〝分裂美國人〞，並誓言絕對不會支持川普。

多部委談民生經濟熱點多部委談民生經濟熱點
明確數項舉措落地時間表明確數項舉措落地時間表

環保部環保部：：全國全國163163個城市出現個城市出現空氣污染空氣污染

（本報訊）開年以來，中國商務
部、國家發改委、人社部等多個部委
召開一系列新聞發布會，總結2015年
經濟工作成效的同時，積極部署今年
經濟改革和發展工作，為延遲退休方
案、城鄉基本醫保制度整合、全國碳
排放權交易市場等關乎民生和經濟發
展的改革舉措明確了落地“時間表”
。延遲退休的話題自提出就備受民眾
關注，而來自人社部的最新表態則給
出了這一改革政策的準確時間表。

2月29日，國新辦就就業和社會
保障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人社部部
長尹蔚民透露，漸進式延遲退休方案
已經出來，還要按照相關程序報經批
准後才能向社會廣泛徵求意見。他表
示，今年肯定會拿出方案。

至於徵求意見後何時正式出台實
施？人社部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金維
剛近日表示，延遲退休方案將在明年
正式出台，出台後會有五年左右的過
渡期，或到2022年正式實施。

針對不同群體，延遲退休的舉措
也略有不同。尹蔚民明確表示，實施
延退，將區別對待不同群體。 “根據
我們國家現在不同群體的退休年齡，
我們會從實際出發，區分不同群體的
情況，分步進行實施。”尹蔚民說。

同時，尹蔚民還透露了方案“小
步慢走、漸進到位”的考慮。每年推
遲幾個月的時間，經過一個相當長的
時間再達到法定退休的目標年齡。

同樣是在國新辦組織的就業和社
會保障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上，人力
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游鈞表示，
人社部正在積極貫徹落實整合城鄉居
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工作，要求各
地在6月份全面啟動這項工作，爭取
在年內能夠基本完成城鄉居民基本醫
保制度的整合。

那麼，現在城鄉居民醫保的覆蓋
率如何呢？遊鈞表示，新農合、城鎮
居民醫保制度和城鄉居民醫保制度這
三項醫保制度覆蓋人數超過了13億人
，我國已進入了全民醫保時代。

但隨著城鎮化和人員的流動，新
農合和城鎮居民這兩項製度的分割帶
來了一些問題，造成了製度和待遇上
的不均衡。對此，人社部已經開展相
關行動，“爭取在年內能夠基本完成
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制度的整合”，遊
鈞表示。

2月3日，發改委主任徐紹史在發
布會上表示，“發改委現在在做兩張
清單、四個平台”。

徐紹史稱，這四個平台分別是投
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台、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全國統一的資源交易平台
和 12358 價格監管平台，目前四個平
台已經開始運行，其中的資源交易平
台年底實現全國聯網。

無獨有偶，在發改委2月17日召
開發布會上，新聞發言人趙辰昕談及
《巴黎協定》的國內落實任務時也表

示，中國將加快推進全國碳交易市場
建設，建立健全碳排放權初始分配製
度，力爭2017年全面啟動全國碳排放
權交易市場。

關於履行協定過程中需要落實的
內容，趙辰昕談到了五個方面：一是
探索實行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重目標
控制機制，確保實現我國2020年應對
氣候變化目標任務，為2030年左右實
現碳排放達峰奠定基礎；二是積極構
建低碳能源體系和低碳產業體系；三
是深入推進低碳試點示範；四是加快
推進全國碳交易市場建設；五是加強
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

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局長張
茅看來，完善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
系統可能是今年最重要的工作。

2月22日，張茅在國新辦召開的
發布會上表示，“企業信用公示系統
的作用正在逐步發揮，爭取到2016年
底，使這個體系跟各省銜接，把它真
正完善起來。”企業的信用管理系統
如果能夠完善，今後放開的步伐就會
更順暢，市場公平競爭的環境會得到
大大的改善。

張茅稱，促進經濟增長的第一個
浪潮是工商總局放寬了市場的准入，
第二波是構建信用管理體制，通過創
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使誠信的企
業處處暢通無阻，使不守信用的企業
處處受阻。有的企業提出信用就是財
富，我們提出讓信用創造財富，這樣

就會推動經濟不斷發展
。

近幾年，4G技術已
從“傳說”走進普通居
民生活，截至2015年12
月底，全國4G用戶總數
已經接近 4 億戶，而現
在看來，仍處發展成熟
階段的4G技術就將迎來5G的挑戰。

今年年初，中國正式啟動了 5G
研發技術試驗，搭建開放的研發試驗
平台，促進 5G 技術研發與產業發展
，為中國 2020 年啟動 5G 商用奠定基
礎。

“中國與國際同步啟動 5G 研發
工作，5G 基礎研發試驗將在 2016
年-2018年進行，分為5G關鍵技術試
驗、5G技術方案驗證和5G系統驗證
三個階段進行。”工信部新聞發言人
張峰2月25日在國新辦就工業穩增長
調結構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上表示。

張峰介紹稱，今年年初中國正式
啟動了 5G 研發技術試驗，搭建開放
的研發試驗平台，也邀請國內外企業
共同參與，推動全球 5G 統一標準的
形成，促進 5G 技術研發與產業發展
，為中國 2020 年啟動 5G 商用奠定基
礎。“中國與國際同步啟動 5G 研發
工作”張峰稱，一是建立協同工作機
制；二是開展 5G 研發，這裡面有很
多的企業、大學投入了大量的資源，
全面開展 5G 各領域的研發；三是加

強國際合作。
在2月18日的發布會上，環境保

護部部長陳吉寧提出了北京地區環境
污染治理的30項具體任務，具體包括
五項工作：一是解決北京散煤的問題
，今年年底北京要完成 400 個村的煤
改清潔能源的任務，要淘汰所有的燃
煤電廠，2017年城八區要實現無煤化
，2020年要完成全部平原地區的散煤
治理任務。

二是強化機動車管控，特別是重
型柴油車，2018年底前基本淘汰國二
及以下的新型客車，2020年前基本淘
汰國三的柴油車。今年還要修訂排放
限值及測量方法，道路可以實時監測
方法。

三是解決北京工業大院問題和麵
源污染問題，2017年南部四區小企業
密集群的整治任務要完成，2018年前
完成全市整治工作。

四是強化重污染天氣的應急管理
，這是要求京津冀區域統一行動的。

五是強化聯防聯控，包括聯控的
協作機制問題，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
的問題。

（本報訊）截至２日１２時，全
國１６３個城市出現空氣污染，其中
，唐山和阜陽２個城市為嚴重污染，
廊坊、秦皇島和天津等２１個城市為
重度污染。

環保部環境監測司司長羅毅介紹
說，２月２３日至２月２９日，全國
空氣質量總體較好，３月１日，部分
城市空氣質量逐漸轉差。實施新標準
的３３８個城市中，９９個城市空氣

質量超標，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及周邊
、成渝、西北及兩廣等地區，其中４
個城市達到重度污染，７個城市為中
度污染， ８８個城市為輕度污染。
３３８個城市的ＰＭ２．５、ＰＭ１
０平均濃度分別為６０微克／立方米
和１０５微克／立方米，分別較前一
日上升１７．６％和１１．７％。

北京市前７天（２月２３日～２
９日）空氣質量均為優良，３月１日

空氣質量為中度污染。 ３月１日２０
時起空氣質量逐漸變差，至２日１２
時ＰＭ２．５小時平均濃度達到１９
０微克／立方米，空氣質量屬重度污
染。

羅毅指出，根據中國環境監測總
站，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環境監
測中心站空氣質量預報會商結果，預
計３月３～４日，京津冀及周邊地區
擴散條件逐步轉差，污染物不斷積累

，京津冀中南部、山東西部和河南北
部可能出現中度至重度污染，至４日
夜間，隨著擴散條件好轉，污染狀況
將逐步緩解。

北京市３月２日受弱氣壓場控制
，高空為偏西北氣流，地面處均壓區
，中層繼續升溫，擴散條件不利，以
中度污染為主。 ３日，高空氣流減弱
，地面低壓增強，中層西南風繼續升
溫，擴散條件持續不利，空氣質量可

能達到重度污染水平。受冷空氣影響
，４日傍晚至入夜，近地面為偏北風
，擴散條件將有所好轉，本次重污染
過程將結束。

據悉，環保部已要求京津冀及周
邊地區相關省份，切實做好空氣重污
染過程應對工作，狠抓大氣污染防治
各項措施的落實工作，嚴格環境執法
監管，大力削減污染物排放，努力減
緩空氣重污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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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2日假馬來西亞

吉隆坡進行最後一天小組賽事，“港韓大

戰”成當日焦點，香港男女隊惡鬥韓國爭取

首名晉級資格，鬥志旺盛的香港女乒以3:1勝

出取得首名晉級，直入八強；男隊卻以相反

比數1:3落敗，只列小組次名。

香港女隊先派杜凱琹對徐孝元，但面對對
手削球打法的杜凱琹，表現得力有不

逮，以0:3先失一場。第二場女隊改派李皓晴
迎戰梁夏銀，李皓晴連鬥五局後，贏3:2將大
分扳平。第三場由姜華珺對朴英淑，姜華珺輕
鬆助女隊再贏一場。第四場再度上陣的杜凱琹
迎戰梁夏銀，最終表現出色贏3:1。結果，香
港女隊以3:1擊退韓國，於D組以首名出線，
下場將會輪空，直入八強。

賽後女隊教練李靜大讚球員的鬥志：“她
們發揮出色，最大轉變是鬥志比以往提高，以
前常在關鍵分數輸波，今次能贏。杜凱琹對削
球手心態上還不夠定，她有水平只要戰術對的
話，是有機會贏，但她在調整方面做得好好，

沒受第一場影響，第四場能夠好好把握，這次
香港的鬥志表現特別優秀。”

港男打附加賽爭入八強
至於香港男隊面對削球強隊，今仗在排陣

上作出了變動，三位上陣球員次序為黃鎮廷、
何鈞傑及唐鵬。頭場黃鎮廷以3:1反勝李相
秀。然而，次場上陣的香港小將何鈞傑面對世
界排名第16位的朱世赫，打法保守兼顯得緊
張，直落三局慘負。第三場由唐鵬對鄭榮植，
唐鵬要打足五局，最終僅負2:3，港隊處於落
後。至第四場為全場最精彩的一仗由黃鎮廷對
朱世赫，雙方打足五局，黃鎮廷以2:3落敗。

香港男隊只獲小組第二而需打附加賽爭入

八強。未能直入八強，於第二場失分的何鈞傑
賽後責怪自己：“香港隊派我來是對我打削球
有信心，但沒想到會輸得離譜，自己有些緊張
打得保守，上場與想像有不一樣，我把第一場
贏波的氣勢拉了下來。但我相信這要靠自己親
身經歷然後克服，最重要不要洩氣，香港仍在
有能力爭冠的組別上，希望我能出一分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2016年馬來西亞吉隆坡世乒團體賽，2
日進入到小組賽最後一輪爭奪。在女團比賽
中，李曉霞、丁寧和劉詩雯均以3:0取勝，助
中國女團以3:0完勝中華台北女團，小組賽五
連勝且一盤不失，霸氣鎖定晉級八強；至於
在男團比賽中，馬龍、許昕及張繼科均贏
波，助球隊以3:0輕取奧地利，亦以五戰全勝
晉級八強。
中國女團第一場比賽由李曉霞出場，迎戰

世界排名第128位的劉星茵，首局比賽李曉霞
進入狀態很快，連續得分之後以11:2大勝先下
一城。第二局雙方逐漸有些膠着，李曉霞以11:

6勝出。第三局劉星茵放手一搏給李曉霞造成
了很大的麻煩，李曉霞仍以11:8拿下，總比分
3:0為中國女團拿下第一分。第二場比賽丁寧出
場，迎戰林佳慧，後者甚至沒有世界排名；最
終丁寧贏3:0，為中國隊拿到賽點。第三場比賽
劉詩雯出場，迎戰世界排名第98位的程淑瑜，
同樣以3:0擊敗程淑瑜，幫助中國女隊3:0擊敗
了中華台北。
而中國男團則迎戰奧地利男團，最終馬

龍和許昕均以3:0取勝，而張繼科則失一盤下
贏3:1，中國男團以3:0輕取對手，以全勝姿
態晉級八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中國男女乒霸氣鎖定八強

世 乒 賽 小 組 賽
男子組2日賽果

中國 3：0 奧地利

中國香港 1：3 韓國

女子組2日賽果

中國 3：0 中華台北

中國香港 3：1 韓國

亞冠盃小組賽第二輪2日進行，衛冕冠軍中國廣州恒大客場挑
戰澳職FC悉尼。上半場第17分鐘恒大被對手的史譚保薛夫射入率
先失球，此後馬天尼斯搏得12碼，但高拉特射失，黃博文低射扳平
比分。隨後的比賽雙方互有攻守，悉尼在第88分鐘由迪米查捷域攻
入絕殺球。最終恒大以1:2客場失利，小組前兩戰僅積一分，這也
是恒大在亞冠小組賽上的最差開局。
恒大今仗表現不算差，但只是往往客戰澳洲，就拿不到理想成

績。今年是恒大連續第五年出現在亞冠小組賽，2012年他們沒有碰
到澳洲球隊。2013年在淘汰賽首輪，他們客場2︰1小勝中岸水
手。2014賽季小組賽客場0︰2不敵墨爾本勝利；8強戰客場0︰1不
敵西悉尼流浪。2015賽季小組賽客場3︰2成功復仇西悉尼流浪，

但主場卻再次以0︰2負於這支球隊。總體來說，恒大過去赴澳洲出
戰，沒有優勢可言，今仗敗北而回，絕非無理由。

上港主場滅藍翼
至於同日另一支出戰亞冠的中超球隊上海上港，2日在主場對

韓職球隊水原藍翼，最終以2:1擊敗對手，贏來亞冠正賽首場勝
利。上半場第31分鐘，武磊中場送球，艾傑臣擺脫對方兩人防守推
射左側死角，為上港得分。下半場第51分鐘，呂文君傳球，武磊殺
入禁區射入，為上港領先2:0。第71分鐘水原藍翼梁相珉左路傳
中，張鉉洙近門推射扳回一球。最終上港在主場維持2:1紀錄到終
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恒大遭悉尼絕殺寫亞冠最差開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港超球隊南華前
晚突然發表聲明，指因應
球隊近日成績不穩，加上
後防出現問題，決意邀請

標準流浪主帥列卡度回巢擔任助教，並簽15個
月長約。不過最令人摸不着頭腦的是，是次列
卡度回巢，竟然連南華教練團及流浪高層都是
懵然不知。南華足主張廣勇2日晚就急急解畫
稱，自己交帶不足，令友會有微言希望獲理
解，並已致電流浪會長莫耀強解釋。

流浪2日晨操，列卡度到場與球員話別，
但他表示尚未簽約，拒絕回應提問。至於流浪
則安排甄力健擔任主教練一職，而比圖及陳鴻
平繼續協助訓練。至於南華訓練時，主帥米路
亦表示會尊重球隊決定；他稱：“ 這就是足
球，名帥摩連奴也無可避免被炒，老闆足球由
老闆決定！而球隊這兩個月的成績亦令他(張廣
勇)不開心。”
另外，2日晚於旺角大球場舉行的港超聯

賽事，傑志在主場迎戰冠忠南區，最終以2:0
擊敗對手，以勝利賀65歲生日的總領隊伍健。

南華突邀列卡度回巢 張廣勇認交帶不足惹微言中國女足逼和朝鮮
2016年巴西里約奧運會女足比賽

亞洲區外圍賽2日在日本展開第二個比
賽日的爭奪，中國女足對陣朝鮮女

足，最終以1:1逼和對手，目前在分組中取得1勝1和得
4分的成績；中國女足4日將對陣強敵日本。

CBA準決賽 遼寧負廣東
CBA季後賽準決賽2日晚繼續進行，賽前總比分以2:

0領先的遼寧男籃坐鎮主場迎戰廣東隊，最終球隊以96:

97未能擊敗對手，欲連續兩年闖入CBA總決賽，需加把

勁。 ■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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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壇美女如雲，近日正出戰世乒賽的羅馬尼亞女乒中
的斯佐茨，被外界稱為本屆賽事顏值最高的女球手。 美聯社

■■列卡度列卡度((中中))回巢南華回巢南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黃鎮廷擊回對方來球黃鎮廷擊回對方來球。。 法新社法新社

■FC悉尼的史譚保薛夫(中)起腳破門一刻。 法新社

顏 值 最 高顏 值 最 高

■■杜凱琹發球杜凱琹發球。。
法新社法新社

■■李皓晴慶祝得李皓晴慶祝得
分分。。 乒總圖片乒總圖片

■■李曉霞擊球李曉霞擊球。。
法新社法新社

BB44 BB99經濟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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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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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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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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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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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設 備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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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週一至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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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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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周藝藝

通中﹑英﹑粵

713713--981981--8898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醫師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www.drmeizhang.com

電話﹕281-242-6889
傳真﹕281-884-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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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醫療美容項目：

張玫 醫生
Mei Zhang,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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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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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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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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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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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mttravel.www.tmttravel.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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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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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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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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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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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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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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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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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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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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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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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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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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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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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營業時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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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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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西4－10天遊＄219元起
－－美加東岸五﹑六﹑七﹑八天遊

＄309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7天遊

＄419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GDS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7 天遊
＄738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4天三晚
＄299元起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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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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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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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全 新

((713713))774774--1117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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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713)774-1460

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
TRAVELNETTRAVELNET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

新推出

$399上海往返機票
震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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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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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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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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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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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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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取消對華緊固件反傾銷措施
商務部表示歡迎

華爾街分析師預計
美企首季盈利將大幅下滑

綜合報導 根據WTO爭端解決機構

的相關裁決，決定自公告發佈次日正式

取消對原產于中國鋼鐵緊固件的反傾銷

措施，同時取消對自馬來西亞轉口緊固

件的反規避措施。商務部條法司負責人

29日對此表示歡迎，認為這是歐盟執行

世貿組織裁決的正確行動。

該負責人指出，中國歷經近七年的

世貿訴訟，最終使歐盟撤銷了緊固件反

傾銷措施。但是，自歐盟2009年對中國

緊固件產品徵收高額反傾銷稅以來，中

國的相關產業和就業遭受了巨大損失。

中方希望歐盟反傾銷措施撤銷後，雙方

的緊固件正常貿易能夠儘快恢復，促進

雙邊經貿關係不斷向前發展。

對於我國緊固件行業而言，這是一份

等待了七年之久的公告。這意味著，我國

緊固件將重新敲開歐洲市場的大門。

緊固件俗稱工業之米，可以說是

“小產品，大用途”。本案涉案產品包

括了幾乎所有的碳鋼緊固件。中國機電

產品進出口商會相關負責人告訴《經濟

參考報》記者，歐盟對中國碳鋼緊固件

反傾銷案從2007年發起原審調查至今已

進入第十個年頭，從2009年徵收高達

85%的反傾銷稅至今則已進入第八個年

頭。我國緊固件產業遭受了長期的重大

損失。中國緊固件對歐盟出口金額從

2008年的 10.8 億美元降到了 2014年的

8000萬美元，下降了12倍，許多企業已

經倒閉或瀕於破產，中國緊固件企業已

被迫退出歐盟市場。

而這份公告的發佈也正源於我國最

近在WTO取得的一場勝訴。日內瓦時

間1月18日下午，WTO就我訴歐盟緊固

件執行之訴發佈終裁，裁定我國獲得勝

訴。這同時也是我國入世以來針對其他

成員執行世貿爭端裁決措施第一次提起

的執行之訴，並獲得執行專家組和上訴

機構的支援。

業內專家指出，除了帶給行業和企

業實質性利好之外，該案還具有重大體

制性利益和意義，該案已經動搖了歐盟

長期以來針對中國實施的反傾銷立法，

將歐盟對華反傾銷長期以來實施的“一

國一稅”做法送入墳墓。

其次，改變了歐盟反傾銷調查實踐

中的不合理做法。與此同時，本案勝訴

具有普適意義，即對於正在對我國適用

替代國做法的、歐盟以外的其他WTO

成員，也具有重要的警示意義。

事實上，中歐貿易具有互補性，中

歐緊固件貿易也是互補的，雙方的緊固

件均為對方所需。

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相關負責

人指出，據中國海關統計，從2007年到

2014年，原產于歐盟的緊固件對中國出

口金額從2.85億美元增長到6.95億美元

，2014年歐盟對華出口金額是2007年的

2.44倍，其原因是中國近年來汽車市場

的迅猛發展給歐盟緊固件產業提供了巨

大的發展前景，歐盟產業從中獲得了巨

大利益。“中歐緊固件產業之間沒有根

本的衝突，只要我們能夠消除極端的貿

易保護主義，中歐緊固件產業之間有著

合作共贏的廣闊前景。”

綜合報導 受油價暴跌和經濟增

長放緩等因素影響，華爾街分析師

下調美國企業第一季度盈利狀況的

預期，即由微弱增長調降至大幅下

滑。

華爾街分析師今年初預計美國第

一季度每股盈利將恢復增長，同比增

幅0.6%，但目前已經把盈利預測下調

至降低7.4%。對標普500成分股企業

的預期是營收縮水0.6%，而在去年年

底，分析師曾預計增長2.6%。

美國企業自身的前景展望也偏

向悲觀。據報道，標普 500 指數的

成分股企業中，大約有 110 家企業

發佈了第一季度每股盈利指引，其

中88家企業發佈的預期低於分析師

預測，這一比例高於 72%的五年平

均值。

由於歐洲、日本和部分新興經濟

體增長持續疲弱，全球經濟增長前景

的悲觀情緒正在蔓延。開年以來，美

股持續大幅波動。而隨著一季度財報

季的逐步到來，市場可能還存在更多

下行風險。

一些分析指出，人們曾預計2016

年企業盈利狀況會出現止跌回升的現

象。但企業在低增長環境下似乎很難

獲得增長動力，企業盈利的壓力不斷

增大。而原油價格跌至13年低點，導

致分析師不斷大幅調降對能源企業的

盈利預期。同時，美國正在逐步啟動

加息進程，金融市場正面臨收緊。這

些都是市場層面的不利因素，對營收

增長不利。

之前，美國企業提交了金融危機

爆發以來的最差業績季報，去年第四

季度企業盈利連續第三個季度下跌，

而營收則為連續第四個季度下滑。美

國企業的營收和利潤預計在今年上半

年都難以恢復增長，不斷惡化的經濟

環境還可能意味著股市會進一步下跌

。

國際油價的暴跌不僅令能源企業

的業績大受衝擊，也在逐步對美國的

金融業造成威脅。低油價不僅衝擊能

源企業營收，致使許多項目停建，金

融機構貸款無法收回的風險逐步上升

。美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近期的數據

顯示，美國銀行業貸款業務的虧損正

在大幅擴大，這在2009年金融危機之

後尚屬首次。去年第四季度，銀行業

用來應對貸款業務潛在虧損的撥備資

金同比增長了45.5%，達到三年來最

高水準。聯邦儲蓄保險公司的主席馬

丁· 格林貝格爾表示，儘管美國銀行

業業績仍在回升，但是油價和其他大

宗商品持續維持低位造成的影響可能

尚未完全顯現。

另外，美國零售業業績也遭遇

下滑。美國最大百貨零售商梅西百

貨上周公佈的數據顯示，由於關閉

門店等因素影響，去年第四季度盈

利大幅下滑 31%。沃爾瑪上一財年

第四財季的凈利潤也同比下滑 7.9%

，並預警銷售前景依然黯淡。美國

去年底的假日零售市場增長不及預

期，2015 年最後兩個月的零售額同

比僅增長3%。

綜合報導 近日，4000多名難民參

加了德國首都柏林舉辦的一場招聘會，

其中有211家來自資訊技術、醫藥、旅

遊和建築領域的企業為這些難民提供就

業機會。

據報道，此次招聘會旨在讓難民在

被保護的狀態下進入勞動力市場。聯合

舉辦該招聘會的德國聯邦就業局的發言

人克裏斯汀•亨克斯表示，共有4000多

名求職者參加了這次招聘會，比預期人

數要多得多。

斯•阿姆蒂是一位45歲的敘利亞難

民，他之前是一名機械工程師。3個月

前他來到德國，現在他希望能找到一份

工作。他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這次招聘

會是找工作的重要機會。“我來這裡諮

詢別人，希望選擇到最好的職位。我已

經在3、4個公司那裏做了登記，我認為

我會獲得一個好的機會。”他說。

柏林地方官員弗蘭奇斯卡•吉弗雷

也出席了該招聘會。他說：“我們為人

們投資，讓他們能夠為自己而戰。多虧

了這場招聘會，我們有了一個絕佳機會

，讓難民們融合到我們的社會之中。因

為只要有人工作，只要有人學習我們的

語言，他們就能融入這個社會並努力成

為這個國家中的一員。這對於社會和平

是十分重要的。”

據悉，此次招聘會上的企業大多是

德國的私營企業，包括萬豪國際集團在內

的一些大型企業和生物公司等中型企業。

德國柏林舉辦招聘會
4000多名難民前來應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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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NBA常規賽繼續進行常規賽繼續進行，，凱爾特人主場凱爾特人主場100100--9595逆轉爵士逆轉爵士，，喜迎喜迎33連連
勝勝，，同時送對手同時送對手33連敗連敗。。布拉德利關鍵時刻布拉德利關鍵時刻44罰罰33中中，，小托馬斯連送小托馬斯連送44次次
助攻助攻，，是主隊奏凱的關鍵人物是主隊奏凱的關鍵人物。。

20152015--1616賽季德甲聯賽第賽季德甲聯賽第2323輪輪，，多特蒙德坐鎮多特蒙德坐鎮
伊杜納信號公園球場伊杜納信號公園球場33比比11逆轉擊敗霍芬海姆逆轉擊敗霍芬海姆，，取得取得
各項賽事各項賽事66連勝連勝。。姆希塔良姆希塔良、、拉莫斯和奧巴梅揚各建拉莫斯和奧巴梅揚各建
壹功壹功。。霍芬海姆由魯迪率先攻入壹球霍芬海姆由魯迪率先攻入壹球，，但他在下半場但他在下半場
被紅牌罰下被紅牌罰下。。

德甲多特德甲多特33--11
霍芬海姆霍芬海姆

男人運動印尼無鞍賽馬男人運動印尼無鞍賽馬

印度尼西亞亞奇印度尼西亞亞奇，，GayoGayo傳統賽馬每年舉辦壹屆傳統賽馬每年舉辦壹屆，，不少遊客慕名前來不少遊客慕名前來
觀戰觀戰。。參加比賽的選手都很年輕參加比賽的選手都很年輕，，集中在集中在1010歲到歲到1515歲之間歲之間。。比賽中比賽中，，騎騎
手不使用馬鞍作戰手不使用馬鞍作戰，，該項運動風險比較大該項運動風險比較大，，參賽選手壹般都為男性參賽選手壹般都為男性。。

責任編輯院林炜添

導語院86 版叶西遊記曳自播出
至今已有 30年袁 重播 3000余次袁
似乎已經被人民視爲恆定的 野正
版冶袁 也有網友指出袁86版事實上
並不符合叶西遊記曳原著遥 馮慶認
爲袁叶西遊記曳作爲一部博大精深的
文化寶典袁大部分的思想內涵不可
能百分之百搬上電視袁 一些血腥尧
色情尧野封建迷信冶的內容更是不適
宜呈現遥 86版西游不僅重構了原

著中的修道體驗袁還融入了當時的
時代氣息袁呈現了原生態的自然風
光袁足以讓人體會到那份質樸眞摯
的心意遥在缺少崇高與眞誠的後現
代語境中袁人民一再選擇 86版袁就
是想緬懷那份 野敢問路在何方冶的
浪漫情懷遥

每當有以叶西遊記曳爲原型的
影視作品面世袁 總免不了要和 86

年的叶西遊記曳電視劇進行一番對
比遥 可見袁86 版已經成了普遍標
準袁人民對野西游冶主題影視劇是否
優秀的評價袁 大多依據的是其與
80年代版的差異大小遥 六小齡童
飾演的孫悟空袁被人民視爲恆定的
野正版冶袁 回民馬德華扮演的豬八
戒袁則成了中國喜劇史上永不磨滅
的經典形象遥

與後來的許多作品相比袁86
版事實上並不符合原著遥原著里的

野美猴王冶當然一點都不美袁是野雷
公相冶袁八戒也是野黑臉短毛冶袁兩個
都是呲牙咧嘴的妖怪袁野不可能這
么可愛冶曰 唐僧更是一個對待徒弟
髒話滿口尧極不耐煩的人物院

潑孽畜袁又來報怨了浴常言道袁
長安雖好袁不是久戀之家遥 待我們
有緣拜了佛祖袁取得眞經袁那時回
轉大唐袁奏過主公袁將那御廚里飯袁
憑你吃上幾年袁 脹死你這孽畜袁敎
你做個飽鬼浴

叶西遊記曳作爲一部博大精深
的文化寶典袁大部分的思想內涵不
可能百分之百搬上電視遥小説中時
常出現的佛家機鋒問答和道敎煉

丹術數等內容袁包括野心猿意馬冶這
樣的譬喩袁如果出現在現代觀衆眼
前袁尤其是 80年代的觀衆眼前袁或
是不明所以袁或是被視作野封建迷
信冶而遭遇批判遥 小説里還有很多
血腥尧色情的描寫袁也幾乎不可能
出現在一部八十年代的電視劇里遥
譬如袁 原著中的孫悟空殺人如麻袁
獸性難馴袁在回到花果山時袁聽説
自己的猴國子民被獵戶欺負袁便作
法殺死千餘人院

大聖按落雲頭袁 鼓掌大笑道院
野造化袁造化浴 自從歸順唐僧袁做了
和尙袁他每每勸我話道院千日行善袁
善猶不足曰一日行惡袁惡自有餘遥眞

有此話浴我跟着他袁打殺幾個妖精袁
他就怪我行兇遥 今日來家袁卻結果
了這許多獵戶遥 噎噎你們去南山
下袁把那打死的獵戶衣服袁剝得來
家洗凈血迹袁穿了遮寒曰把死人的
屍首袁都推在那萬丈深潭里曰把死
倒的馬袁拖將來袁剝了皮袁做靴穿袁
將肉腌着袁慢慢的食用曰把那些弓
箭槍刀袁與你們操演武藝曰將那雜
色旗號袁收來我用遥 冶

這是小説前半部分孫悟空的

基本形象遥 在取經路上袁孫悟空有
一個成長或者説自我修煉的過程遥
到了後半部分袁孫悟空變得更加正
義且仁慈遥 在寶象國的故事當中袁
他甚至引用叶詩經曳譴責公主不孝院

蓋父兮生我袁母兮鞠我遥 哀哀
父母袁生我劬勞浴 故孝者袁百行之
原袁萬善之本遥 卻怎么將身陪伴妖
精袁更不思念父母钥 非得不孝之罪
如何钥

叶西遊記曳小説中的孫悟空與
荷馬史詩中的奧德修斯一樣袁經歷
了種種由天意安排的命運磨難袁其
內在心靈也隨之得到重塑遥天生天
養的孫悟空一開始並不向往人倫

世界袁而是憑藉其自然所予的野本
性冶在天地間奔馳遥 從一開始出海
訪道問學求長生袁 到甘受天庭賜
封袁孫悟空追求的並不是自我的世
俗尊嚴和倫常安定袁他不斷地提陞
自己的法力袁其最終要達至的目標
是方外之人的野逍遙冶袁是不受其他
任何外物的干擾袁也就是莊子所説
的野無所待冶遥

86版的孫悟空袁 雖然在很多
方面並不符合原著袁尤其是在形象
上野美冶了太多渊考慮到人民對野醜冶
的天然排斥冤袁 但在反映原著思想
的方面袁可以説做得比後來許多版
本渊尤其是比叶大話西游曳里面缺少
政治維度的愛情叙事冤 要好很多遥
哪怕對於如今的觀衆而言也能理

解的就是袁電視劇必須考慮到普遍
人民群衆的接受能力袁所以不會突
出太多超越倫常世俗的故事情節遥
迷信尧殺伐尧色欲尤其是要被悉心
遮蔽遥 這並不是違背原著精神袁而
恰恰是看清了原作者對種種因世

俗化而背離宗旨的宗敎進行反諷

的背後用心遥影像叙事畢竟不同于
語言叙事袁如果將直接訴諸感官慾
望的刺激場景展現出來袁即便勸導
觀衆不要沉迷在其中袁但展現本身
就是一種引誘遥 渊野古惑仔冶的影片
可以爲例袁無論陳浩南怎么現身説
法要人不要混黑社會袁但黑社會江
湖文化的展現本身就會對尙未形

成正確倫常價値觀的靑少年構成

一種魅力因素遥 冤如果不在電視屛
幕上處理掉孫悟空身上醜陋兇暴

的一面袁直接將其搬上電視袁那么
別説審查機構那里通不過袁人民群
衆袁 尤其是關注靑少年成長的人
們袁也會反對這種藝術表達對良風
美俗可能的破壞遥

之後的影視作品袁如周星馳的
叶大話西游曳或者叶降魔篇曳袁當然也
會分享原著中的自我克服的求道

意志袁但更多地在表達的是當代靑
年面對去崇高化後愛欲生活的臨

時困惑袁原著中關於圓融生活的實
踐智慧失去了踪迹袁修道參悟的磨
礪過程被解構爲存在主義式的自

我懷疑與確證遥這是九十年代末以
來盛行的野去政治冶風潮所導致的遥
在其他一些更加離譜的 野西游冶重
構故事里袁孫悟空這一人物身上對
高級逍遙自由狀態的追求甚至被

徹底捨棄袁還原爲慾望的放縱和生
活的鄙俗遥 這樣一比較袁80年代版
當中沒有太多迎合人性當中低劣

成分的處理遥 許多人説它是野兒童
劇冶袁 這就是混淆了深刻的質樸與
單純的幼稚遥

烏雲壓頂夜森森袁 塔鈴響聲

聲遥 月色昏暗燈不明袁知是寶
塔第幾層遥 一片禪心悲衆僧袁
師徒掃塔情殷殷遥 驅散妖霧

乾坤凈袁換來晴空袁換來晴空月兒
明遥

熟悉八十年代前後文藝思想

界氛圍的人袁 甚至是一般民衆袁一
聽這首歌就明白其中的所指袁與自
身相關的政治情感油然而生遥這一
點袁是之後將焦點集中在野去政治冶
的情欲個體的某些影視作品極難

做到的遥 別的不説袁八十年代能讓
回民演豬八戒袁其集體動員力之強
令人驚嘆袁 在今天則根本不可能遥
就此相較袁不難理解人民一再選擇
86版的根本原因院 在一個 野後現
代冶缺少崇高與眞誠的語境中緬懷
那份野敢問路在何方冶的浪漫情懷遥

80年代的叶西遊記曳電視劇最
大的亮點是對祖國壯麗 野風景冶的
還原遥這是後來很多自詡更加貼近
原著的影視未必能做到的遥後來的
版本的確會發掘更奇詭的場景袁做
出更精彩的特效袁但都不如在資金
和設備極度匱乏的 80年代實打實

走遍中國甚至出國取景最終完成

的景觀盛宴有震撼力遥今天的拍攝
者是將風光作爲吸引眼球的奇觀

来打造的袁但在当初袁在 80年代拍

摄者们的眼里袁 对这些风光的记
录袁都是对华夏大地及其背后悠久
传统的礼赞遥 无论是火焰山袁还是
雷音寺袁无论是女儿国袁还是花果
山袁自然风光的原生态呈现的确能
让人体会到那份质朴真挚的心意遥
相信这也是原著中那个最终修成

正果的孙悟空所具备的同一份心

意遥 80年代的叶西游记曳电视剧在
这个意义上袁最为忠实地延续了原
著叶西游记曳的深邃与美丽遥

冯庆袁叶先进曳主编袁人大文学
院博士生袁 研究中西方文学思想
史遥

不照搬原著 是 86版西游的溫柔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不及格不及格””的外的外貿為什麼被評“優等生”？

作為即將召開的兩會上當仁不讓的

“重頭戲”，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

又將給今年的各項經濟工作定目標，同

時總結去年經濟工作的得失。其中，面

對去年沒有“達標”的外貿，來自高層

的評價備受關注。

海關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進出口

總值24.58萬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7%。

其中，出口下降1.8%；進口下降13.2%。

而在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進出口增長6%左右”赫然在列。

“2015年，中國向國際社會交出一

份滿意的答卷，我個人認為是一份優等

生的答卷。”對於上述外貿“不及格”

的顯示，中國商務部部部長高虎城日前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明明“不及格”的外貿，怎麼就成

了“優等生”了呢？高虎城給出了以下

答案：

全球份額上升
“外貿是國與國之間的貿易，評價

外貿運作情況，必須放在國際大背景下

考慮。”高虎城說，2015年全球貿易都

在“迅速下降”。根據目前世貿組織公

佈的2015年全球73個主要經濟體（佔全

球貿易總額90%以上）的情況來看，全

球貿易出口2015年下降11.1%，進口下

降12.56%。

高虎城分析，2015年，在世界經濟

放緩、外需不振的情況下，全球性的產

能過剩導致國際貿易收縮，大宗商品價

格斷崖式下降。2015年原油、鐵礦石的

價格都下降了40%左右，這一“驚人降

幅”是 2015年中國外貿下滑的重要原

因。此外，地緣政治衝突、極端主義和

恐怖主義蔓延等問題也對世界經濟和全

球貿易造成負面影響。

“總的來看，2015 年，在複雜嚴

峻的形勢下，我們的出口表現要好

于其他主要經濟體。”高虎城說，

由此導致中國在全球出口貿易中份

額增加。

據世貿組織統計，2015年，全球主

要經濟體合計出口下降11%，比中國的

出口降幅高出8.1個百分點。預計全年中

國出口的國際市場份額將超過13%，比

2014年提高1個百分點，是歷史上提高

幅度最大的一年，繼續保持世界第一貨

物貿易大國和出口大國地位。

出口結構進一步優化
高虎城指出，2015年，中國出口商

品結構正在實現從消費品為主向消費品

和資本品並重的歷史性轉變。2015年，

民營企業、一般貿易、機電產品出口占

比分別提高2個、2.1個、1.6個百分點，

代表一個國家工業發展水準的大型成套

設備出口增長了10%，其中軌道交通、

航空航太等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

增長 15%以上，機車車輛出口增長

30%。目前，我們的通訊設備已經出口

到全球140多個國家，電力設備已經進

入歐洲等中高端市場，鐵路設備出口覆

蓋了全球六大洲。

進口的品質和效益提高
大宗商品進口量保持增長，其中，

原油進口量增長 8.8%、天然氣增長

17.8%、鐵礦石增長 2.2%、大豆增長

14.4%、銅精礦增長12.5%。由於國際市

場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降，我國進口減

少付匯1880億美元，折合人民幣1.2萬

億元。

外貿對國民經濟貢獻增加

2015年外貿直接和間接帶動就業1.8

億人左右，創造了18%的全國稅收。同

期，貨物貿易順差達到5930億美元，增

長55%，對促進經濟發展、穩定外匯儲

備規模、維護經濟金融安全發揮了重要

的支撐作用。

對今年外貿的研判
“總的來看，今年外貿形勢異常嚴

峻複雜，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在增加，

下行壓力很大。”高虎城說。

高虎城指出，從國際上看，世界經

濟復蘇乏力，外需繼續低迷。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權威機構最近分

別不同程度下調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

期。主要經濟體進入不同的經濟週期和

政策週期，市場波動的突發性和放大效

應明顯上升，局部地區地緣政治風險在

上升。

“在充分認識到外貿形勢嚴峻性、

複雜性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中國外

貿發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仍然存在許

多有利條件。”高虎城舉例稱，中國與

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具有較

強的互補性，基礎設施完善，產業配套

完備，營商環境在持續改善，仍然具有

較強的綜合競爭優勢。

融券做空拖累大盤？分析師稱“影響極為有限”
連續多日震蕩後，A股在2月25日遭遇長假後

單日最大幅度的暴跌，滬指當天跌幅達6.4%，深成

指跌幅則達7.3%。

對於導致暴跌的背後根源，市場分析及傳言

紛起，向來助漲助跌的融資融券再次被問責，餘

額連日上漲的融券被疑問做空元兇。多位分析師

對此表示，以當前融券的規模和業務開展情況等

多方面分析，融券目前不足以對市場造成做空壓

力。

融券被疑為做空元兇
融券交易已非首次被問責拖累大盤，此次被推

上融券做空風口的，是剛剛宣佈解除融券交易限制

的方正證券。

在去年A股首次異常波動之後，滬深交易所在

去年8月3日分別下發公告，修改融資融券交易實

施細則，最主要的調整是將融券操作由“T+0”改

為“T+1”。此舉被視為對叫停程式化高頻交易的

進一步補充，意在降低波動性以達到穩定市場的目

的。彼時，多家券商宣佈修改融券交易規則，更有

券商宣佈暫停融券業務。

方正證券就在2015年7月4日發佈公告，宣佈

採取暫停公司融券券源供給、對融券客戶異常交易

行為進行嚴格監控的臨時性限制措施。公告稱，此

次調整為維護市場穩定，充分發揮融資融券業務逆

週期調節功能，防範融券交易對股票價格的衝擊，

減緩對市場預期的負面影響。

今年方正證券在其官方發佈了《關於解除融

券交易的臨時性限制措施的公告》。通知稱，經

公司研究決定，擬解除公司融券交易的臨時性限

制措施，調整自2016年2月29日起生效。當天，

滬深兩市小幅收漲，該公告並未引發市場較大關

注。

2月25日，股指出現大幅波動，午後跌幅進一

步擴大，A股重現“千股跌停”。隨即有市場觀點

指出，券商放開融券交易、融券餘額連日上升等都

有可能是拖累當天大盤的重要原因，更有報道文章

以“做空大殺器”之稱，稱券商放行融券交易為重

大利空。

現有融券規模對市場衝擊有限
與此同時，融券交易的近日漲幅也引起關

注。按照融券做空的理論基礎，投資者以保證金

作為抵押，向券商融入證券後賣出;在規定時間

內，通過買券還券、直接還券的方式向券賞償還

融入證券。在下跌的行情中，將融來的股票高位

賣出並在低位將股票接回，以類似做空的操作實

現最終獲利。

Wind數據顯示，長假後融券餘額出現小幅上

漲；2月5日融券餘額為18.1億元，至2月24日時已

增至22.55億元，增幅達25%，單日融券賣出額也

有小幅回升。2月5日單日融券賣出額為0.69億元，2

月24日的單日融券賣出額則達到1.18億元，期間，

2月16日的單日融券賣出額衝至1.88億元。

“融券做空影響股價走跌的理論基礎是存在

的。但是以現有規模來看，融券賣出對市場的衝

擊是極為有限。”國內某大型券商策略分析師向

《第一財經日報》稱，其在監測兩融數據時通常

不會參考融券指標，主要是由於與融資規模相

比，融券餘額規模太小且數據變動具有很多的偶

發性。

Wind數據也顯示，單周的融券賣出額為3.75億

元，凈賣出額為 1.09 億元，佔 A 股成交額的

0.02%，該指標遠低於去年上半年的水準。在

2015年的一季度和7月時，融券單周賣出額佔A股

成交額比例都曾突破過2%。

國金證券策略分析師李立峰表示稱，當天股市

走跌主要受宏觀經濟預期影響，包括對人民幣貶值

的預期，以及貨幣政策走向的不確定性預期。其還

強調，考慮到融券本身成本和當前交易規則，目前

券商推進融券的動力也不足，以融券做空而套利的

機會並不大。

另有券商兩融業務人士此前還指出，融券業務

的市場觀念還有待培育，如部分上市公司大股東等

長期持券機構，多數情況下不會把所持券源拿出來

作為貶值對衝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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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is growing for Isle of Man as China avails it-
self of the British dependency's location and exper-
tise in financial and other sectors

The Isle of Man i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its former image as a sleepy tax haven to a business
center championing industries such as financial ser-
vic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China is becoming a key partner

The island's government decided to prioritize China
as a top trading and investment partner a few years
ago, and since then many delegations have visited
the country. Isle of Man representative offices have
been set up there to promote a wide range of opportu-
nities.

The self-governing British Crown dependency, locat-
ed in the Irish Sea between Britain and Ireland, has a
population of about 85,000, and includes the main is-
land and several small islands nearby. It has one of
the world's highest standards of living, as its GDP per
capita, measured by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in
2010, was $53,800.

One Chinese company that expanded into the Isle of
Man last year is Shanghai-based Gush Multimedia
Arts, which intends to use the island as a base to sell
its virtual cinema technology in Europe.

The company's 3-D live-action film technology was
used in the private entertainment sector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e 2015 Milan Expo. The company is set to
launch it across Europe, using the offshore British tax
haven as a production site.

The technology allows real actors and virtual actors

to appear together as in a live
performance. Only one or two re-
al actors are required - the rest
of the cast, and setting and
props, are virtual.

Zhao Yunfeng, president of
Gush, made his first visit to the
Isle of Man about three years
ago.

"I visited several film production
companies and was very im-
pressed. They had good infra-
structure, lots of professional
workers, and we made a calcula-
tion of how much production
would cost compared with other
European locations and realized
it's much cheaper," he says.

The Isle of Man has a strong film production sector
because of its natural scenery, says Zhao, but it has
weakened with international filmmakers having more
location choices. Countries such as Australia and Chi-
na are becoming more competitive, and an increas-
ing number of outdoors scenes are filmed there, he

says.

"So when I visited the Isle of Man, I realized it is not
in its boom time anymore, but the facilities and skills
are still excellent, so I decided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to set up a subsidiary and make the most of the
country's facilities," Zhao adds.

Gush's investment is happening as the island is expe-
riencing great economic growth. Three decades ago,
GDP per capita in the Isle of Man was half of that of
the UK, but now it is 240 percent the UK's figure.

Spellman says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can set
up "captive" insurance services for themselves on the
Isle of Man by utilizing the island's expertise. Captive
insurance is when a company establishes its own in-
surance to lower its risks, in this case risks associat-
ed with the warranties of its products.

Chinese firms also can set up operations on the Isle
of Man and use it as a base to invest in overseas as-
sets, diversifying investments.

In addition, Chinese firms can create insurance prod-
ucts targeting overseas Chinese, and use the Isle of
Man as a sales base. These products would be creat-
ed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old using familiar Chinese brands.
The growth mainly occurred because the Isle of Man
has changed from relying on tourism to championing
new ideas and innovation. The new business culture
encouraged risk-taking businesses.

The key sector now is financial services, including
banking and insurance, which account for a third of
GDP, but the island has a diversified economy and
sectors lik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high-tech
manufacturing are also crucial.
Other Chinese companies have come to the Isle of
Man with a vision of growing in Europe. Many are
trading companies that manufacture in China and sell
in Europe, using their island subsidiary as a Europe-
an marketing office.

Steven Beevers, head of special projects at the Isle
of Ma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ays the island has increased its efforts to attract Chi-
nese companie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establish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s in Shanghai, Beijing and Shen-
zhen.

"Traditionally, Chinese manufacturers would sell
through European trading companies that act as inter-
mediaries, because they didn't know the European
market very well. But increasingly, they realize the in-
termediaries have profit margins that are too big, and
they are now trying to export by themselves. We

have started to help them," Beevers says.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Isle of Man in fi-
nancial services is just starting, but many opportuni-
ties exist, says John Spellman, director of financial
services 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fice.

The two complement each other, he says, given that
the Isle of Man is known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is growing and
changing due to its economic structural shift.

In the insurance industry, the two governments
signed a cooperation agreement last year.
Another area Spellman's staff is working to encour-
age is the clearance of Chinese exports to Europe,
now that the Isle of Man government has invested in
an entry processing unit for imports and exports. The
unit, including computer systems and operators, "al-
lows importers, exporters and freight forwarders to
complete customs information electronically, and au-
tomatically checks for entry errors", according to a
UK government website on customs.

It determines which goods or documents need to be
physically examined, which "gives legitimate goods,
and those deemed to be a low-level risk, faster pas-
sage", the site says, cutting delays and costs.

Increasingly, Chinese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are
making use of the island's expertise in fiduciary ser-
vices.
With cooperation still being relatively new, the govern-
ment is putting strong emphasis on growing its rela-
tionship with China, says Allan Bell, the Isle of Man's
chief minister. Bell has visited China twice to meet
with Chinese leaders and executives. He has visited
Beijing, Tianjin, Shanghai and Wuxi.

"The Chinese people are friendly and helpful, and
we've done our best to learn about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ese people are full of energy, dynamism
and ambition," he says. (Courtesy www.chinadaily.
com.cn)

Many Chinese companies have come to the Isle of Man
with a vision of growing in Europe. (Photo/China Daily)

Location Of The Isle Of Man In The Irish Sea

Isle Of Man Film Commission Logo

Isle Of Man Holiday Festivities on
Tynwald Day, 5 July, the national
day of the Isle of Man.

BEIJING -- Latest home price data suggest an un-
even recovery in China's housing market, with
first-tier cities leading price increases.

Of the 70 cities monitored in January, new home pric-
es climbed in 38, compared with 39 the previous
month,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said
Friday. There were 24 declines,down from 27 in De-
cember, according to NBS data.

On a annualized basis, 25 cities posted increases
with 45 falls, compared with 21 and 49 in December.

New-home prices rose most, 52.7 percent year on
year, in Shenzhen, followed by Shanghai(21.4 per-
cent) and Beijing (11.3 percent). Zhanjiang in Guang-
dong Province, performed worst,falling 4.9 percent.

Prices for existing homes also warmed up last month,
with 37 cities up and 25 down. The average annual in-
crease in first-tier cities was more than 20 percent,
while prices in most third-tier cities fell. A huge over-
hang of unsold homes continues to limit increases in
smaller cities.

Economist Ma Guangyuan believes prices in first-tier
cities will continue to rise, but huge increases will not
be sustained because the market is close to satura-
tion.

As compiled by Reuters, new home prices fell
month-on-month in a record 69 of the 70 major cities,
up from 68 in August. Only the southern city of Xia-
men saw stable prices last month,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data showed. The worst perfor-
mance was in the eastern city of Hangzhou, where
prices sagged 7.6 percent in September from a year
before.

Property took a downturn in 2014 with weak demand
and a supply glut. Sales and prices fell and invest-
ment slowed, while the stock of unsold grew.

There were 719 million square meters of unsold
homes at the end of 2015, enough to house nearly 24
million people at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
ban-rural Development estimate of 30square meters
of living space per capita.

Taking homes under construction into account, Chi-
na's housing inventory would hit 5.87 billion square
meters by the end of last year, requiring at least five
years to clear, Xia Dan, an analyst with Bank of Com-
munications said in a report to clients.

To tackle the woes, policy makers made reducing the
home supply glut one of their top priorities this year
and announced a slew of measures. Last week, tax-
es on some property transactions were slashed and
further reductions to the minimum down payments for
first- and second-time home buyers was announced
earlier this month.

Analysts expect more support measures to be un-
veiled this year as the country tries to bolster the
property sector amid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likely to loosen restrictions
on home purchase using public housing accumula-
tion funds and continue to lower transaction taxes,
Xia Dan said. (Courtesy www.chinadail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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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Data Suggest An Uneven Recovery

China's Housing Market
Recovery:“Patchy”

Photo taken on Feb 17, 2016 shows a
cluster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under
construction inShijiazhuang, capital of
north China's Hebei province. China's
housing market continued to warm in
January, with more than half of sur-
veyed major cities reporting
month-on-month rises in new home
prices. Of 70 large and medium sized
cities surveyed in January, new home
prices climbed month on month in 38,
compared with 39 the previous month,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said Friday. (Xinhua/Mou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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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便料定袁 原來天生人爲萬物
之靈袁凡山川日月之精秀袁只鍾于女
兒袁 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
已．因有這個獃念在心袁把一切男
子都看成混沌濁物袁 可有可無．只
是父親叔伯兄弟中． 因孔子是亙

古第一人説下的．不可忤慢袁只得
要聽他這句話．所以袁弟兄之間不
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袁 並不
想自己是丈夫袁 須要爲子弟之表
率． 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袁 卻怕
賈母袁才讓他三分．如今寶釵恐怕
寶玉敎訓他袁倒沒意思袁便連忙替賈
環掩飾． 寶玉道院"大正月里哭什

么钥這里不好袁你別處頑去．你天天
唸書袁倒念糊塗了．比如這件東西
不好袁橫竪那一件好袁就棄了這件取
那個．難道你守着這個東西哭一會

子就好了不成钥 你原是來取樂頑的袁旣不能取樂袁就往別處去
尋樂頑去．哭一會子袁難道算取樂頑了不成钥 倒招自己煩惱袁不
如快去爲是遥 "賈環聽了袁只得回來．

趙姨娘見他這般袁因問院"又是那里墊了踹窩來了钥 "一問不

答袁再問時袁賈環便説院"同寶姐姐頑的袁鶯兒欺負我袁賴我的錢袁
寶玉哥哥攆我來了遥 "趙姨娘啐道院"誰叫你上高台盤去了钥下流
沒臉的東西浴 那里頑不得钥 誰叫你跑了去討沒意思浴 "正説着袁
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聽在耳內．便隔窗説道院"大正月又怎

么了钥環兄弟小孩子家袁一半點兒錯了袁 你只敎導他袁説這些淡
話作什么浴憑他怎么去袁還有太太老爺管他呢袁就大口啐他浴他現
是主子袁不好了袁橫竪有敎導他的人袁與你什么相干浴 環兄弟袁出
來袁跟我頑去遥 " 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袁聽見叫他袁
忙唯唯的出來．趙姨娘也不敢則聲．鳳姐向賈環道院"你也是

個沒氣性的浴時常説給你院要吃袁要喝袁要頑袁要笑袁只愛同那一個
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袁就同那個頑．你不聽我的話袁反叫這些人
敎的歪心邪意袁狐媚子霸道的．自己不尊重袁要往下流走袁安着
壞心袁還只管怨人家偏心．輸了幾個錢钥 就這么個樣兒浴 "賈環

見問袁只得諾諾的回説院"輸了一二百遥 "鳳姐道院"虧你還是爺袁
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浴 "回頭叫豐兒院"去取一吊錢來袁姑娘們
都在後頭頑呢袁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這么下流狐媚子袁我
先打了你袁打發人吿訴學里袁皮不揭了你的浴爲你這個不尊重袁
恨的你哥哥牙根癢癢袁 不是我攔着袁 窩心腳把你的腸子窩出來
了遥 "喝命院"去罷浴 "賈環諾諾的跟了豐兒袁得了錢袁自己和迎春
等頑去．不在話下．

"可是噎噎"何嫂還想爭取袁 突然聽見慕容婉的房間里又傳出乒乒乓乓的響聲袁
想是慕容婉又醒了袁林一忙和何嫂説了一句院"嫂子把東西放在門口就行浴"就急匆匆

的跑上了樓遥
慕容婉癱倒在地上袁紅珠死死的壓在她的身上袁任由慕容婉的一雙手在她臉上

胡亂的抓着袁林一趕緊上前和紅珠一左一右把慕容婉給架上了床袁用布條綁了起來袁
又給嘴里塞了棉布袁讓慕容婉不會咬到自己的舌頭遥

慕容王府

"你説什么钥她不是瘟疫袁而是中邪了钥 "聽完底下跪着的婆子回話袁端坐在椅子
里的慕容王妃袁瞳仁微縮袁不可置信的質問道遥

"莊子里都傳遍了袁還有人説袁説噎噎"那婆子低垂着頭袁呑呑吐吐的欲言又止遥
"説什么袁還不細細説來浴"慕容王妃最煩別人在她面前呑呑吐吐袁當即甩了甩長

袖袁不耐煩的喝道遥
"是浴"像是得了聖旨袁那婆子叩了一首才説道院"他們傳説是大小姐的冤魂索命袁

附了二小姐的身浴 "

'嘭 '的一聲袁桌上的茶盞被慕容王妃掃落在地袁霍的站起身來袁抬手指着地上抖
的如篩糠的婆子院"一派胡言袁這話是誰説的袁給我查出來一一打殺了浴 "

"奴婢遵命浴 "

房間里恢復了平靜袁慕容王妃跟前的端莊丫頭扶着她重新坐回到椅子里遥
"眞意袁你説會是香兒嗎钥 "慕容王妃頽廢的倚靠在圈椅里袁一手扶額袁沉默了半

響袁甫一出聲卻是説不盡的疲倦和哀傷遥
"那都是無知小人的妄言袁王妃怎可信的浴 "眞意不過一句話就打消了王妃的顧

慮遥
她的香兒袁不過四歲就香消玉殞了袁大家都説是婉兒克死了她的香兒遥 這么多

年袁她一直都不待見慕容婉袁也一直不肯讓府里的人喚她做大小姐袁因爲在她的心
里袁慕容王府的大小姐只能是她的香兒遥但是只有她自己心里最清楚袁當初要不是她
的疏忽袁香兒也不會從鞦韆上摔下來袁斷了脖頸袁一命嗚呼遥可是她不能這么説袁爲了
她在王府的地位袁爲了慕容長天的心重新回到自己身邊袁她只能讓慕容擔負克母妨
姐的惡名遥而自從她去了之後袁雖然還有蘇姨娘極受他的寵愛袁但是慕容府的正妃卻
只有她一個了遥 想起當初和她爭寵的日子袁她的心就不免憤恨又有淡淡的愧疚和哀
傷浴

而此時的芷泉閣後院書房遥

"主子噎"靑靑提着曹美人的鞋子跟在她身後遥
又是笛聲袁這一次她忍不住了袁她要飛奔過去袁她要找到他袁旣然就

是他袁她爲什么還要隱藏自己的感情钥
"主子遥 "靑靑抱住曹美人袁跪着替她將鞋子穿上遥
"你下去吧遥 "曹美人幽幽地説道遥
"主子袁要不讓奴婢陪着您吧遥 "

"不用了遥 "曹美人冷聲説道院"我沒事遥 "

"是遥 "靑靑只好退回怡紅堂遥
曹素素提着裙擺袁踏着小步子隨着樂聲尋找她朝思暮想的男人遥
她還記得袁她第一掉進他懷里噎
她還記得袁他對她的微笑總是那么絢麗袁令自己目眩神搖噎
她還記得袁那每個孤寂的夜晩袁他和他的笛聲總是陪伴自己度過噎
她還記得袁思念像一場洪水袁衝擊着她的心靈曰她的人袁她的每一個

細胞袁每一處神經都爲他觸動噎
薛孤屹立在城門口最角落的亭子里袁 清風憐憫地撫 mo他的憂思袁

他沒有勇氣吹完這一整首曲目袁他的手緊緊握住笛子袁想放下又有些猶
豫遥

身後的步子越來越近袁飄渺的香氣逼人遥 他感到這是個女子袁熟悉
而陌生的女子遥

轉過身袁凝視對方曰正如她也在注視自己袁他們用力地對視袁彷如想
將彼此揉進心里遥

"薛孤噎"曹素素強忍着淚水袁不自然地出聲院"我噎"

薛孤緩緩地退後一步袁而後俯身説道院"微臣噎見噎過噎曹噎曹美
人噎"

一字一句劃傷了兩人的心袁悲切止不住地流出袁蔓延全身遥
"曹美人钥 "曹素素深吸一口氣袁冷笑地嘟囔院"好一句曹美人遥 "

薛孤沒有抬頭袁他不想看見自己不能看見的眼神袁他不想瓦解最後
一絲防線遥

曹素素慢慢走過去袁她向前一步袁他便退後半步袁兩人相持不下遥
"一定要這樣嗎钥 "曹素素傷心地問道遥
"後宮宮規袁凡是皇上的妃子都不能與大臣噎交往過密袁也不能噎

私自噎"薛孤實在説不下去遥
"哼袁説到交往袁我與薛大人恐怕也只是萍水相逢吧遥 "曹素素負氣

地説道遥

夏如風把這件事和大長老説了袁礙于院長的要求袁她沒有説他是
靈風學院的院長袁只説是學員中負責招生的老師袁有他的幫忙袁夏銀月
進入靈風學院是勢在必得之事袁大長老當時便激動的同意了遥

這一次袁院長離開便帶走了夏銀月袁大長老固然不捨袁可爲了夏銀
月的未來只得送別遥

回到房間袁夏如風拿出了三本書潜心硏習袁整整半個月袁她才把書
中的知識袁全都深深的記入了腦海中遥

幾天前夏林洛便把她需要的手鐲給拿回來了袁 那個手鐲很是普
通袁看起來平常無奇袁但也僅是如此袁帶到手上就能感覺到功效了遥 一
開始靈力猝體時她疼痛難忍袁後來卻漸漸的習慣了袁而進入身體的靈
氣袁比以爲要純凈的多袁修煉也是事半功倍遥

半個月的時光袁她直接從九級靈士到了靈士巔峰袁且她並沒有刻
意修煉下就如如此袁若是她全心修煉不直接突破了钥

隨後她進入了召喚書空間袁 待白瑞把二顆大靈丹交給她之後袁她
再次離開袁找來了大長老袁把三顆化靈丹都交給他讓他去拍賣會拍賣袁
當見到她手上的化靈丹時袁大長老驚獃了袁這時他才知當時的化靈丹

是他拿去拍賣的遥 不由得袁大長老看向夏如風的目光袁從一開始的感
激袁變得尊敬起來遥

"其中一顆拍賣袁我不需要金錢袁我要的是人情袁至於另一顆袁就當
是我送給大長老的禮物了袁"夏如風微微一笑袁現在的夏林洛無法服用
化靈丹袁但總有一天袁她能夠幫助他的袁現在最關鍵的是讓自己無後顧
之憂袁才能離開火雲城遥

"還有袁麻煩大長老吿訴林谷大師一聲袁拍買者等級越高越好袁然
後讓拍買化靈丹之人來夏家找我袁另外袁拒絶火雲二家遥 "

"是袁"大長老握着化靈丹的雙手不停顫抖袁 他沒想到自己也能得
到這種丹藥袁不知不覺中連對夏如風説話都充滿了恭敬遥

在大長老退下後袁夏如風再入了召喚書世界尧白瑞也正式的開始
敎授她煉藥遥

幾天前袁她讓大長老幫她去購買藥鼎袁大長老才確定了袁夏如風背
後有一個神秘的老師袁否則半月前便不會拒絶那老者的收徒了遥 而那
些藥袁肯定是夏如風的老師煉製的袁不過這些事大長老都沒有吿訴人袁
便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袁他竟然在維護着夏如風的利益遥

寧汐皮笑肉不笑的應道院"我也不想綳着臉遥 只不過袁我這個人向來就
是這副脾氣遥 對看不順眼的人袁實在懶得應付遥 "

很顯然袁他就是那個 "看不順眼的人 "

邵晏的笑容僵住了袁 眼里閃過一絲怒氣遥 他雖然不是什么名門貴公
子袁可自小和四皇子一起長大袁被四皇子倚重爲左右手遥 不管到了哪里袁也
沒人敢看輕了他遥 像這樣被人毫不客氣的奚落袁眞是生平頭一遭遥 若是換
個人袁他早就忍不住拂袖而去了遥

偏偏眼前這個袁是他這么多年來第一個放進心里的少女遥 他捨不得用
犀利的言詞反擊袁更不想就此離開遥 所以袁這口氣不忍也得忍噎噎

邵晏深呼吸口氣袁擠出了笑容院"這樣的脾氣倒是耿直遥 "笑容如常袁只
是嘴角有些僵硬遥

別人看不出來袁可寧汐卻很瞭解邵晏的脾氣遥 他分明惱火的要命了袁
可硬是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和她説話遥

寧汐的心情忽然好了起來遥 旣然他樂意受這個白眼冷遇袁 由着他好
了遥 今兒個倒要看看他能忍到什么時候遥

這么想着袁寧汐刻意的往張展瑜的身邊靠了靠袁顯得親昵隨意袁談笑
風生笑顔如花遥 張展瑜平日里和寧汐雖然熟絡袁 可這么親近卻是從未有
過遥 明知道其中有些蹊蹺袁可還是忍不住沉醉其中遥

相較之下袁邵晏就有些格格不入了遥 衆廚子和他都不熟悉袁沒人上前
搭話遥 寧汐又不拿正眼看他遥 明明周圍這么熱鬧袁可他一個人卻莫名的覺
得有些涼意遥

走吧袁捨不得遥 可不走袁難道就一直這么僵持着钥

邵晏心里不斷的權衡着袁一時也拿不定主意遥
孫掌櫃見衆人冷落了邵晏袁 心里有些過意不去袁 主動的上前搭話院"

邵公子袁可有些日子沒見你了遥 "

邵晏笑着應道院"年底一直很忙袁也沒時間去鼎香樓遥 過了年倒是有
些空閑遥 對了袁四皇子殿下近日打算宴請些朋友袁我到時候推薦鼎香樓如
何钥 "

孫掌櫃精神一振袁連連笑道院"多謝邵公子關照我們鼎香樓袁到時候
提前派人來説一聲就行了遥保證不會讓四皇子殿下失望遥 "鼎香樓來來往

往的客人不少袁其中不乏身份尊貴的遥若是連四皇子殿下宴請賓客也放在
鼎香樓袁酒樓的檔次可就更上了一層遥

寧有方自然也想到這一層了袁笑着附和院"有勞邵公子在四皇子殿下

多多美言幾句遥 "去年那一遭可是結結實實的得罪了四皇子遥每每想到這
個袁寧有方便覺得心里不太踏實遥 若是有機會好好表現一回袁扭轉一下四
皇子心中的印象可就再好不過了遥

邵晏微微一笑院"舉手之勞袁寧大廚孫掌櫃不用這么客氣遥 "

寧汐看似滿不在意袁其實早已竪起耳朶將他們的對話聽進了心里袁不
由得暗暗焦急遥這樣的 "好事 "不要也罷遥和四皇子打交道可是件很危險
的事情遥

只可惜她人小力微袁這個時候根本揷不上話遥
孫掌櫃倒是和邵晏聊的很熱乎袁不知怎么的袁話題竟然轉到寧汐的身

上來了院"噎噎不是我成心夸耀袁我做了這么多年酒樓掌櫃袁像汐丫頭這么
有天分的可從沒見過遥 學廚還沒滿兩年袁就已經出師做大廚了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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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女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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