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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

●免費高清頻道
●免費數位頻道

●免費中、英文頻道

受到水災威脅 休斯頓多個學區繼續放假

美移民行政令一旦落實
9萬華人將走出“黑戶”陰影

（本報訊）針對休斯頓乃至德州多地遭遇的重大水災
，休斯頓市市長特納本周做出重大舉措，在其首次任期內
任命專門負責防水的官員協同地方官員努力減少水災損失
。

此次水災是休斯頓地區在不到12個月內，第二次遭遇
的百年不遇的災情。

市長特納強調，在我的任期當中首要的任務就是防範
水災，並且已經發生的災情更是強調治理水災的重要性，
我傾力來進行相關的工作並且給予負責官員特別的權利，
對休斯頓的防範計劃做到具體有效。

市長特納指出，休斯頓在特大暴雨後出現的排水問題

已經非常突出，我們將召集開
發商，社區首領，工程師，商
業人士和有關市政聯邦有關排
水機構的官員共同商議應對的
措施。

即將展開的工程項目都要
悉數向新任命的防水官員報告
，並且在休斯頓增加地區的排
水區，有效防止大水決堤造成
的人員和財產損失。

市長特納同時也指出，由於一些市民對如何幫助受到

災害的民眾等問題有不少迷惑，因此他提議民眾可以查看
網站 www.houstonrecovers.org，了解相關捐款的程序。

(綜合報道)周一的暴雨讓休斯頓多處遭到水災，周三又出現另一次降雨，讓一些已經遭受水災的
地區雪上加霜。一些學區的學校已經是第三天停課，德州教育機構也表示不需要額外增加兩天的上
課來彌補此次水災放假。同時，遭到水災相當嚴重的 Cypress-Fairbanks地區將繼續停課，Katy學區發
言人表示該學區60個學校秩序良好，並計劃停課的時間。

已經遭受水災的沿著Cypress Creek的哈瑞斯東北部地區，能夠看到的情況會更加嚴重。目前這
裡的水位仍然沒有退去，許多道路仍無法通行，一些被迫撤離的居民還不能返回家中。

氣像部門已經預報周四仍然有大量降雨出現，並會伴隨更多的水災。周五周六情況將會好轉，
周日和下周一的降雨幾率為三成。

目前，Fort Bend 的遭到水淹並有危險的路段已經關閉，司機可提前了解路況，做好出行前的准
備。

（綜合報道）聯邦最高法院18日開始就
德州等26個州提出的告訴聽取辯論，以決定
奧巴馬總統利用行政命令，向無證移民提供
工作許可的最終命運，伊利諾州移難民權益
聯盟(ICIRR)18 日表示，“年輕無證移民暫
緩遣返”(DACA)和“美國人父母暫緩遣返”
(DAPA)一旦落實，將使約500萬無證移民受
惠，其中約有9萬華人，可望借此法案走出
“黑戶”陰影。

伊州移難民權益聯盟表示，根據丕優研

究中心報告，由出生國家作為統計基准，目
前在美無證移民最多的前十個國家，分別為
墨西哥、薩爾瓦多(El Salvador)、瓜地馬拉、
印度、宏都拉斯、中國、菲律賓、韓國、多
明尼哥及哥倫比亞。

其中來自兩岸三地的華人無證移民人數
，高居第六位，約30萬人，而在上述兩項暫
緩遣返實施後，可望有9萬人符合資格免被
遣返，換句話說，目前在美的華人無證移民
，10人約有3人受惠，可借此走出陰影。

休斯頓特大暴雨成災
市長特納強調將任命專人負責防範

China’s Growth Will Remain Enviable For
Next 20 Years, Says Alibaba’s Jack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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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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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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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A former police officer convicted in 
the shooting death of an unarmed man in a darkened 
stairwell was spared prison time Tuesday, and a judge 
reduced his manslaughter conviction to a lesser charge.
Peter Liang was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probation and 
800 hours of community service in the 2014 shooting 
of Akai Gurley, who was walking down a stairway in a 
public housing complex when the rookie officer fired a 
bullet into the dark by accident after being startled, he 
said. The bullet ricocheted and killed Gurley, 28.
"Given the defendant's background and how 
remorseful he is, it would not be necessary to 
incarcerate the defendant to have a just sentence in this 
case," Brooklyn state Supreme Court Justice Danny 
Chun said in sentencing Liang, also 28.
A jury had convicted him in February of a 
manslaughter charge carrying up to 15 years in prison. 
But Chun on Tuesday reduced the offense to criminally 
negligent homicide, which carries up to four years in 
prison.

Brooklyn prosecutors recommended Liang serve no 
time, based on his record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trial. They suggested five years of probation, six months 
of home confinement and 500 hours of community 
service.

Some members of Gurley's family said they felt 
betrayed by Thompson's recommendation and had 
hoped Chun would sentence Liang to prison anyway.
The shooting happened in a year of debate nationwide 
about police killings of black men. Activists have 
looked to Liang's trial as a counterweight to cases in 
which grand juries have declined to indict officers, 
including the cases of Michael Brown in Missouri and 
Eric Garner in New York. Like Gurley, Brown and 
Garner were black and unarmed. Liang is Chinese-
American.

Brooklyn District Attorney Kenneth Thompson 
cautioned that Liang's case shouldn't be commingled 
with others. But relatives of other New Yorkers killed 
in police encounters had joined Gurley's family outside 
court during the trial to call for police accountability.
Meanwhile, Liang's supporters have said he has been 
made a scapegoat for past injustices.
The missteps made by Liang after the shooting were 
on display during the trial, including that he failed to 
aid the bleeding Gurley as the dying man's girlfriend 
frantically performed CPR. A neighbor called out 
instructions delivered from a 911 operator on the 
phone. Liang and his partner, who wasn't charged and 
testified during the trial, said they didn't help because 
they weren't well-trained. The admissions prompted an 
internal investigation into training by Commissioner 
William Bratton.
Liang's attorneys had sought to get the verdict tossed 
out based on juror misconduct, but the judge refused. 
Liang was fired after the verdict as was his partner. 
(Courtesy www.cbsnews.com/news) 

Peter Liang Speaks To Reporters Following Verdict

Liang In Fatal Stairwell Shooting

Alibaba Founder Jack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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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委內瑞拉加拉加斯，囚
犯“佔領”一警察局屋頂並
劫持一名警察，抗議監獄過
度擁擠要求轉移。

首屆“四渡赤水”
國際越野挑戰賽貴州遵義舉行

首屆“四渡赤水”國際越野挑戰賽
在貴州遵義舉行，23支參賽隊用划船、
騎行、跑步3種方式，沿赤水河完成從
土城鎮到佛光岩景區共33公里的賽程。

“英雄聯盟”女玩家
賽前組團進行魔鬼訓練

韓國首爾，“英雄聯盟”電腦遊戲的女性玩家團“QWER”。在“女子聯賽”之前的一個
星期，“QWER”的成員被聚集到一起，接受密集的訓練。為了能達到最專業的男玩家團隊標
準，訓練期間，她們吃住在一起，連續玩幾個小時遊戲，接下來再接受教練和前冠軍們的培
訓。儘管在韓國取得頂級遊戲玩家證書的女子團體鳳毛麟角。但是對於那些擅長策略性、多方
博弈的玩家來說，國際賽事無疑可以獲得豐厚的獎金，並且可以得到與國外優秀團隊簽約的機
會。電子競技在韓國發展迅速，職業團隊經常可以獲得國內大型科技公司的贊助。

委內瑞拉囚犯“佔領警察局屋頂

抗議監獄太擠

北京海淀盛宏達市場下月遷燕郊 5月底試營業

昔日熙熙攘攘的盛宏達市場，近

日變得有些冷清。昨日起至下月，這

家有著 13 年經營歷史的京北地區專業

性商品批發市場，將整體搬遷騰退至

河北燕郊。

新盛宏達位於燕郊金融商貿區的

京貿物聯廣場內，目前 3萬平方米的主

體建築已完工，預計 5月底進入試營業

階段，未來將打造網上商城。騰退

後，該地區將整體納入中關村東升科

技園三期。

【選址】
總經理一個月內跑遍河北選址
“聽說盛宏達要搬，我第一個想法

就是不幹了。”昨日，盛宏達小商品城

公司總經理劉紹清笑著說，自己年過半

百，想想要“二次創業”，心裏還是有

些打退堂鼓。然而，此次搬遷最終選址

燕郊，就是他拍板做出的決定。

劉紹清是土生土長的海澱區東升鎮

塔院村人，他此前從沒想過會投入 4000

萬去燕郊“二次創業”。他說，想到目

前全市疏解市場的大形勢，相處得像兄

弟、朋友一樣的商戶再過幾個月將無處

可去，心裏很不是滋味兒。最終，在商

戶和東升鎮以及塔院村的支援下，他決

定到燕郊去。

為了把商戶帶走，也為了繼續盛宏

達的生意，劉紹清四處選址，一個月時

間，他走遍了河北徐水、白溝、衡水等

各個周邊適合開市場的地方，跟當地政

府談合作、要政策。因為緊鄰通州，人

口聚集、地段也好，劉紹清走了一大

圈，最終相中了燕郊，並連續“繞城三

天”，選定了金融商貿區緊挨著學院大

街的這塊兒區域。

除了出手 4000余萬投資，劉紹清事

無巨細，連新商城的局部造型和大門外

的招牌字體也是他親自設計的。

如今，劉紹清每天要在燕郊和盛宏

達之間往返，一方面緊盯施工進度，另

一方面也為乘通勤車去新盛宏達考察的

老商戶們介紹新商城的配置和發展前

景。“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盛宏

達”、“跟著政策走，吃喝全都有”，

為了動員大家，劉紹清還特地編了一系

列的順口溜。

【籌備】
“只要產品過硬，生意肯定紅火”
從去年 10月至今，盛宏達 600多家

商戶中，在燕郊購房安家的已經有

近 100 家 。 5 月 起 ， 他 們 也 將 結 束

“北漂”，在燕郊開始

新的生活。

最 近 幾 天 ， “80

後”的湖北商戶劉淩

已經開始忙著甩貨清

理，為搬遷做準備。

月底前，他將離開待

了 16 年的北京，舉家

遷往燕郊。

剛聽說盛宏達要搬

遷，他就立刻去燕郊買

了 3 套房，“那會兒 1.5

萬元的價格，現在肯定

沒有了。”劉淩相信，

去了燕郊，生意會越來

越好。

對於帶著全家一起

搬到燕郊的商戶來說，

孩子上學的問題是大家

最關心的，有部分商戶

的小孩以前一直在老家，

此次也打算讓小孩在燕

郊上學。不過，有的涉及轉學籍的問題

，這也讓劉紹清操了不少心。他說，這

幾天他正在跟當地的教育部門和學校聯

繫，幫著商戶們解決好轉學孩子的學籍

問題，讓大家安心。

出生於 1979 年的郭濤是河北人，

但從小在海淀長大，是地地道道的海

淀老商戶。他剛出生不久就跟著父母

來到北京，在紅極一時的北太平莊市

場賣海鮮，他經常給忙不過來的父母

打下手，小學6年級，他就學會了綁蟹、

調水。

2003年，北太平莊市場關閉搬遷，

大部分商戶在新開業的盛宏達小商品

城落了戶，郭濤也在盛宏達開起了窗

簾店。起初聽說盛宏達要拆遷，郭濤還

有些抵觸。不過，去燕郊看過之後，郭

濤的心裏一下子踏實了，“新地方很敞

亮，比北沙灘的老市場大很多，位置也

好。”他相信，只要產品過硬，生意肯

定紅火。

【利用】
市場升級後將主打“教育科研”
位於京藏（G6）高速輔路、北沙灘

橋西南側的北京盛宏達商品交易市場有

限公司成立於 2003年，屬民營企業。佔

地面積3萬平方米，分為11個區域、600

多個商位，有 4000余人在此實現就業。

該市場經營的商品涉及日用百貨、特色

工藝品、服裝鞋帽、五金家電、金屬材

料、針紡織品、辦公設備等 20類上萬種

商品，是京北地區家喻戶曉的專業性商

品批發市場。

隨著盛宏達啟動騰退以及新盛宏達

在 5月底試營業，這也意味著海澱區最

大的棚戶區改造工程——京昌路楔形綠

地棚戶區改造項目騰退工作取得實質進

展，目前該區域內 14家大型綜合市場騰

退已經完成了 12家，盛宏達和南側的萬

家燈火因體量大，所以放在了最後。騰

退後，盛宏達所在區域將納入中關村東

升科技園三期工程。

據介紹，中關村東升科技園三期

項目（京昌路楔形綠地棚戶區改造項

目）位於海澱區東升鎮塔院村，全長

約 6.5 公里，是北京市規劃的七條楔

形綠地之一，具有重要的生態功能和

景觀功能。

該項目涉及騰退搬遷的地上物建築

面積約94萬平方米，其中宅基地約27萬

平方米，集體非住宅約 64萬平方米，國

有單位約 3萬平方米，涉及總人口近 10

萬人（動態），其中常住本地戶口人數

為 2056人。項目範圍內涉及萬家燈火、

盛宏達小商品城、堯舜建材市場等 14家

大型綜合市場。

中關村東升科技園三期建成後，將

以教育科研為主要產業定位，吸引科研

院所、外資企業等具有競爭力、形成規

模的企業進駐，引入高新技術成果到園

區實現產業化。東升鎮塔院村將進一步

整合現有資源，

提升人員綜合服

務能力，為進駐

企業提供優質服

務 和 良 好 的 人

文、辦公環境。

此外，作為北京

市規劃的七條楔

形綠地之一，該

項 目 還 將 建 設

106 公頃的景觀

綠地，改善地區

生態環境面貌。

另外，該區

域的農民上樓之後，將通過加入股份合

作社的形式實現就業，農民變成股東，

資產變成股權，農民從產業開發中長期

受益。

【規劃】
將牽手“燕郊線上”打造網上商城
新盛宏達燕郊商品城離燕郊火車站

駕車只需 10分鐘。新盛宏達將入駐京貿

物聯廣場內的 3個大廳，廳內一層為經

營區，二層為倉儲區，其中，大部分攤

位面積為 16平方米，可容納 800多家商

戶。目前大部分建設工程已經完工，正

在安裝空調及通風系統。

新盛宏達配備了 300間公寓配套、2

萬平方米的大型停車場及 3萬平方米倉

儲庫房，未來將牽手“燕郊線上”打造

網上商城。做日化生意的商戶劉淩最看

重這 3萬平方米的倉儲庫房，他說，北

京目前的盛宏達院內都是商鋪和攤位，

沒有庫房，商戶們需要在外面租房子放

置貨物。

部分商戶表示，這 300 間公寓也

很有吸引力，燕郊的房價長得快，附

近的兩居室月租金 2000 元左右，而公

寓樓距離營業區只有 50 米，每間公

寓 28 平方米，帶廚房和衛生間，非

常方便。

劉紹清說，市場搬遷總會有風險，

但同時也為大家改善經營條件、彌補

現有業務的不足提供了機會。老盛宏

達主要是批發和零售業務，新的盛宏

達市場會下大力氣幫商戶們拓展線上

業務，形成實體店體驗和線上購買的

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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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珍妮安息禮拜
休斯頓香港會館創辦人之一 Jennie Lee

Gee 李珍妮（娥姑）﹒痛於新曆四月三日﹐二

零一六年﹐享年九十歲﹐仙齡高壽﹐四代同堂

兒孫繞膝﹐可稱福人﹐食能稱足﹐衣可稱豐﹐桑

榆暮景﹐快慰安欣﹐此乃相伴神的左右﹐隨神

指引﹐也是神的邀請﹒

古往今來﹐人世間﹐帝王將相﹐才子英雄﹐

誰無不死﹐誰不歸陰﹐青山依舊常在﹐夕陽幾

度常紅﹐大江東逝之水﹐淘盡千古英雄﹐善事

惡事皆成古話﹐善人惡人都來評論﹐然好人好

事將留芳千古﹐惡人惡事萬世罵名﹐李珍妮一

生好人將千古留芳﹐永垂汗青﹒

本報記者樊文超報導

眾多李女士生前的朋友陸續到場參加故人的安息禮拜
靈柩帶走了最敬愛的人﹐但是她的音容相貌以及對身

邊人的影響和對社團的貢獻將永世長存

親朋紛紛向逝者家屬送上慰問﹐並將李女士的最後一幕慈

祥化作淚水或唏噓在記憶中長存

到場送別的親友起立為故人詠唱聖歌﹐用歌聲的方式將思

念之情和追憶的憂傷表達和宣揚

由其家人以及生前好友於Forest

Park Funeral Home 送故人最後

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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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高級資深顧問瓦莉瑞‧賈瑞特
(Valerie Jarrett)日前突然現身"芝加哥藝術
博物館"(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出 席 了 一 個 為 " 歷 史 締 造 者 "(History
Makers)籌款的活動，那也是"口述歷史"(
oral history)的計畫項目之一，賈瑞特的
舉動似乎象徵了她將揮手告別白宮的歲
月。

賈瑞特這一位最接近世界權力核心
的女人，是最受到歐巴馬總統器重的智
囊和文膽,也是歐巴馬心目中的“紅顏知
己” 。二零零八年因為歐巴馬當選美國
總統，她隨著第一家庭從芝加哥去到了
白宮擔任要職，嚐盡了權位的滋味，如
今隨著十一月的新一輪總統大選後，她
的工作也將到期，對於即將返回芝加哥
、返回故里、返回家庭， 賈瑞特開心的
告白說到:"我感到很興奮她感到很興奮，
交接完了之後，我就要好好睡一覺了，
因為我真的很累，我非常想念我的家人
和朋友，是時候去彌補我對他們的愛了
。”
從賈瑞特的身上讓我們體認出，從政真

的是隨緣，她原本只是一位女企業家兼
律師，擔任了芝加哥哈比特公司(Habitat
Co)的執行長，壓根兒都沒有想到要從政
，但是卻因緣際會，被芝加哥的兩任市

長哈諾德‧華盛頓(Harold Washington)和
理查‧戴利(Richard M. Daley)先後延攬
入府擔任權位並不很大的副主管，不過
她卻因為聘用了米雪兒‧羅賓森(Mi-
chele Robinson)而改變了她未來的仕途，
賈瑞特回憶道:"她對我說，她和她的未婚
夫(歐巴馬)有些迷茫，於是我們一起吃了
晚餐，接下來的，就是歷史了。”

雖然許多政治人物都是絕情絕義的，
但是也有一些政治人物知道感恩圖報，
對於提拔過他們的人念念不忘知遇之恩
，因為有了米雪兒‧歐巴馬的提攜，所
以才造就了賈瑞特的權位，賈瑞特因為
有了權位，所以她才能夠成為美國歷史
上的一個重要角色。

賈瑞特的政治道路曾經一度出現過分
歧點，當歐巴馬當選總統之後，他的聯
邦參議員大位空缺，依據伊利諾州的法
律 規 定 ， 州 長 布 拉 葛 傑 維 契 ( Rod
Blagojevich )有權任命接任者 ，雷姆‧
伊曼紐(Rahm Emanuel)御歐巴馬之命與
布拉葛傑維契 「談判」,並告知州長，賈
瑞特是歐巴馬可以接受的繼任者, 但是利
慾薰心的州長卻要求"交換條件"，他要求
歐巴馬答應給他衛生部長或是駐外使節
的高官位子以做為任命瓦莉瑞‧賈瑞特
為參議員的交換條件,所幸雷姆‧伊曼紐

立刻踩煞車，否則歐巴馬可慘了，也正
因為雷姆‧伊曼紐的機智才使得歐巴馬
有驚無險的避開了一場恐怖要的政治大
地震，否則以布拉葛傑維契州長政治性
格，他一定會把尹歐兩人一起拖下水，
要死大家一起死！

瓦莉瑞‧賈瑞特因為伊州州長的貪
得無饜而無法圓聯邦參議員的美夢，不
過政治這東西， 「失之桑榆，收之東隅
」，瓦莉瑞‧賈瑞特雖不能進入國會山
莊，歐巴馬卻義無反顧，把他從風城帶
進白宮，成為他身邊最資深，最受倚重
的資深顧問，掌理國際政府與公共關係
的重任，雖然是冪僚的位子,但是其權位
之重，絕不亞於聯邦參議員一職，不過
，令人感慨的是，歐巴馬一人得道升天
，但是因為政客們不擇手段來兢奪他的
參議員大位，並因此而導致一位州長收
賄入獄和一位聯邦眾議員辭職下台，唉

，這就是政治，險惡的政治！
在白宮裡面，瓦莉瑞‧賈瑞特因為

權大勢大，所以她強悍的個性曾經招惹
了不少的政治人物，包括白宮前後任的
幕僚長雷姆‧伊曼紐和威廉‧戴利(Wil-
liam Daley)這兩位也是跟隨著歐巴馬一起
入宮的芝加哥在地人都因為瓦莉瑞‧賈
瑞特地目中無人而辭退離去，從此幾乎
形同陌路,三年前當瓦莉瑞‧賈瑞特的女
兒在芝加哥結婚的時候，歐巴馬總統一
家人特別從白宮趕回芝加哥參加婚宴，
真是讓新娘與新郎風光十足！但是雷姆
‧伊曼紐和威廉‧戴利兩人竟然未被邀
請參加這場豪門的喜宴，政治人物的恩
恩怨怨，從喜宴名單上面就可以看得出
來，現在瓦莉瑞‧賈瑞特即將要遠離白
宮這個世界上最高的權力核心，當他洗
盡人生鉛華，黯然離去的時候，權位的
滋味只能點滴在心頭回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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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州勇士隊在 82 場正規季
賽裡竟能打出73場勝績，也打破
了芝加哥公牛隊（Chicago Bulls)
在 1995-1996 年球季所創下的常
規賽季72勝的記錄。

勇士隊自從去年以84勝17負(
正規季賽 67 勝 15 負)奪下 NBA 總
冠軍之後，氣勢磅礡，今年開季
以在來,在教練史蒂夫柯爾(Steve
Kerr)領軍之下, 戰術靈活，更在

控衛葛林(Draymond Green)的穿
針引線之下,兩位 NBA 的"將門"
之後柯瑞(Stephen Curry)與湯普
森(Klay Thompson)一再的聯手展
現出洗練的球技,尤其是3分線的
神準,威力無窮,從正規季賽一開
始就打出六24連勝不敗的的佳績
,被評鑑為全聯盟第一名的隊伍,
後來雖然陰溝裡翻船，分別輸給
了密爾瓦基公鹿隊、達拉斯小牛
隊與丹佛金磚隊，但是卻一而再
、再而三、三而四的打出五連
勝－七連勝－拾壹連勝－拾捌連
勝－七連勝－捌連勝……………
勇士們竟創下整球季沒有連輸過
兩場的記, 這一點，就連喬丹和
皮平所聯手的 1995-1996 年球季
也做不到！ 在過去五個月來
，勇士隊的戰績實在是顯赫，他
們拼命的在改寫 NBA 的歷史;他
們一場場的勝利，只為了追上甚
至打破記錄，但是，打破歷史記
錄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們誰都不
敢掉以輕心，尤其是他們在四月
初竟在自家球場輸掉今年第一場

主場戰給波士頓塞爾特人隊，破
滅了主場連勝四十一場的夢想之
後，又在兩天之後,再次挫敗，負
於 明 尼 蘇 達 灰 狼 隊 （Minnesota
Timberwolves）, 使得 72 勝或 73
勝的機率大降，他們的狀態不行
了嗎？他們會不會功虧一簣呢？
這真是很難判定的,要知道他們隊
中最大的秘密武器安德烈·伊格達
拉（Andre Iguodala）因為腳踝受
傷四月只參加了三場比賽，中鋒
主 力 費 斯 圖 斯·艾 澤 里 （Festus
Ezeli）過去兩個月也因為膝傷一
直缺席，在傷痛之下，這讓隊伍
的其他人承受了更多壓力，主教
練教練史蒂夫柯爾身上的擔子更
是不輕。

不過，真金不怕火煉, 他們
之後竟兩次戰勝了勁敵馬刺隊
（San Antonio Spurs），拿下今
年常規賽季的第七十二次勝利，
並於今晚在主場地輕輕鬆鬆打垮
曼菲斯灰熊隊創造了新的歷史，
而成為NBA史上最偉大的球隊之

一！
73場勝績，這樣的光輝成績

不止得靠天賦，還得靠整個團隊
的認真、決心和團結，才能得來
, 這個榮耀確實不易，不同於開
始時的二十四場勝利，現在他們
正處於另一個新的階段— NBA
的決賽，雖然他們已擁有在家主
場 優 勢 (Home Court Advantage)
，但是有主場優勢並不盡然都能
夠在決賽系列中勝出,在未來的決
賽中，金州勇士隊所面臨的精神
折磨可能比八十二場常規賽的體
能折磨更嚴重，一向少話的MVP
柯瑞這樣說道 : 「你們都知道我
們追求的是什麼。」

是的，我們當然都知道柯瑞
所要追求的是NBA總冠軍，這也
是每一位NBA的球員與教練真的
都很想拿到的榮譽，縱使73勝可
以寫進歷史，但那只是一筆記錄
而已，因為只有拿到了NBA總冠
軍，那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不是
嗎！

在美國大學校園裡"師生戀"雖然不是
違法的,但是基於崇高的教育倫理與道德規
範，絕大部分的學校校規都有嚴厲的規定
，禁止"師生戀"，但是路易斯安那理工大
學（Louisiana Tech）女子籃球隊的一位年
輕男教練卻公開的與一位漂亮的女球員譜
出"戀曲 2016"，由於女球員懷孕，無法再
上場打球，引起了軒然大波，男教練在千
夫所指之下，日前黯然的辭掉了教練的職
位。

「我對自己非常失望，我捲入了一段不
正當的關係當中，對我所愛的、我所敬佩
和我所關心的人們都帶來了負面影響。我
希望、我計劃和祈禱未來可以修復這些關
係。我很感激路易斯安那理工大學給我這
個當教練的機會。要結束這段時光，我很
難過，但出於對隊伍的尊重，我辭職是最
好的選擇。」

這就是那位"師生戀"的男主角泰勒‧史
密 特 (Tyler Summitt) 的 懺 悔 言 論 ， 喜 愛

NCAA女子籃球的球迷應該對他不會陌生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田納西大學女子籃球
隊的"鐵血女教練"派特‧史密特(Pat Sum-
mitt)的男公子，他從小就天天跟在母親的
身邊，電視上經常有他的鏡頭出現，從小
他就是媒體的"寵兒"，他可以說是在籃球
的環境中長大的。派特‧史密特在球場上
的戰績相當輝煌，她帶領田納西大學女籃
球隊八次獲得全國冠軍和十六次SEC冠軍
賽，她也是全美國贏球場數最多的女子籃
球教練，並且還入選了名人堂。

泰勒‧史密特從小就接受了母親的
調教,高中時，他參加了母親舉辦的訓練營
，還經常跨越城市去看田納西大學女籃隊
的訓練。2009年到2010年的賽季，他是母
親 的 學 生 助 手 ， 接 下 來 兩 年 又 擔 任 了
Bruce Pearl和Cuonzo Martin的陪練，空閒
時間，他也作為教練參加訓練營，以及培
訓了幾支Knoxville地區的AAU隊伍，包括
擁有很高天賦的 「Fury 17U Girls」..........,
這些都是他在年紀輕輕時的教練經歷，這
也絕對不是一般的人在他這個年紀時所可
以擁有的，但不幸的，2012年他的母親卻
因為患了老年痴呆症而退休，就在這一天
，23歲的他接下了路易斯安那理工大學女
子籃球隊教練的職務，那似乎是象徵了傳
承母親的衣缽。

"雖然我看起來很像是十五歲的少年
，其實我今年二十三歲。"

天生娃娃臉的泰勒‧史密特在接下
教練的時候，球隊裡面年紀最大的女球員
只比他小十三個月，當時他謙虛的說道:"如
果這是我最大的弱點，那沒關係，因為它
絕對會改變的。」

是的，泰勒‧史密特是會改變的，就
在這個時候，他原先在馬凱特大學擔任助
理教練時的女球員布魯克‧卜瑪柔(Brooke
Pumroy)竟然也隨著他轉學到路易斯安那理
工大學，而成為他的先發球員，這當然不
得不讓人懷疑，或許他們的戀情早在馬凱
特大學時就已經發生了，而泰勒‧史密特
本人卻早已經在三年前與他的高中同學結
過婚了,他倆都是虔誠的教徒,但是.........

泰勒‧史密特在路易斯安那理工大學
擔任了兩年的教練，雖然在球場上有他母
親雷厲風行的作風以及超凡的戰術和超越
他實際年齡的成熟，但是比起他母親顯赫
的戰績卻相去甚遠，如今他又因為不倫的"
師生戀"而失掉了教職、失去的未來的挑戰
，更可悲的是，他那驕傲了一世的母親病
情現在卻很嚴重，在兒子蒙羞的關頭也無
法出來為他做任何的辯護了，唉， 『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看到傳

奇女教練的孩子自己鑄造出來的慘境，真
是令人唏噓不已啊！天生娃娃臉的泰勒‧
史密特在接下教練的時候，球隊裡面年紀
最大的女球員只比他小十三個月，當時他
謙虛的說道:"如果這是我最大的弱點，那沒
關係，因為它絕對會改變的。」

是的，泰勒‧史密特是會改變的，就
在這個時候，他原先在馬凱特大學擔任助
理教練時的女球員布魯克‧卜瑪柔(Brooke
Pumroy)竟然也隨著他轉學到路易斯安那理
工大學，而成為他的先發球員，這當然不
得不讓人懷疑，或許他們的戀情早在馬凱
特大學時就已經發生了，而泰勒‧史密特
本人卻早已經在三年前與他的高中同學結
過婚了,他倆都是虔誠的教徒,但是.........

泰勒‧史密特在路易斯安那理工大學
擔任了兩年的教練，雖然在球場上有他母
親雷厲風行的作風以及超凡的戰術和超越
他實際年齡的成熟，但是比起他母親顯赫
的戰績卻相去甚遠，如今他又因為不倫的"
師生戀"而失掉了教職、失去的未來的挑戰
，更可悲的是，他那驕傲了一世的母親病
情現在卻很嚴重，在兒子蒙羞的關頭也無
法出來為他做任何的辯護了，唉， 『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看到傳
奇女教練的孩子自己鑄造出來的慘境，真
是令人唏噓不已啊！

瓦莉瑞‧賈瑞特因緣際會成為最接近世界權力核心的女人
，她是最受到歐巴馬總統器重的智囊和文膽,也是歐巴馬心目
中的“紅顏知己”, 如今隨著十一月的新一輪總統大選後，她
將揮手告別白宮的歲月！從政真的是隨緣，當她洗盡人生鉛華
，黯然離去的時候，權位的滋味只能點滴在心頭回味了........

大名鼎鼎的田納西大學女子籃球隊"鐵血女教練"派特‧史密特一心栽培自己的孩子
，但是他卻因為不倫的"師生戀"而失掉了教職、失去的未來的挑戰，更可悲的是，他
那驕傲了一世的母親因為患了老年痴呆症，在兒子蒙羞的關頭也無法出來為他做任何
的辯護了，唉，『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看到傳奇女教練的孩子自
己鑄造出來的慘境，真是令人唏噓不已啊！

權位的滋味

73這個數字今晚正式載入NBA的史冊之中！這個數字是金州勇士隊
在今年NBA正規季賽贏球的場數，那實在太不可思議了。不過嘛，
縱使73勝可以寫進歷史，但那只是一筆記錄而已，因為只有拿到了
NBA決戰最後的總冠軍，那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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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9600 Bellaire 211室(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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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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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藝

通中﹑英﹑粵

713-981-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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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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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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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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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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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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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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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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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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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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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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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診所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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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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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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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 - 796 - 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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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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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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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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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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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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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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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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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五:8:3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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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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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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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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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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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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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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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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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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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