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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美客錦江飯店 正宗國宴級上海粵菜
美南國際電視頻道15.3熱門美食廚藝節目「美食美客」17日錄製第18集﹐

由休士頓著名中餐館錦江飯店負責人兼大廚與家樂小廚負責人丁師傅贊助
播出﹐在美食美客主持人翁大嘴示範講解下﹐帶來兩道精緻菜餚「雞絲綠豆
芽」與「黃金蝴蝶蝦」﹒精彩內容﹐全在下周一晚間7點半到8點半播出﹐敬請
準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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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批發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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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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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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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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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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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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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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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 & Remodel

敬請關注 美食美客

B12休城社區
星期四 2016年5月19日 Thursday, May. 19, 2016

休城讀圖

《黃梅飄香美利堅》休斯頓專場取得圓滿成功﹗

本報記者翁大嘴攝

《黃梅飄香美利堅》演出代表團在安徽演藝集團董事長董慶﹑安徽省外辦黃英副主任的率領下於5月16日下

午抵達休斯頓布什機場﹐並受到德州安徽同鄉會的熱烈歡迎﹗

5月16日晚﹐《黃梅飄香美利堅》休斯頓專場在HBU的Dunham劇院隆重上

演﹐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大使代表講話﹒

《六尺巷》縣官﹕王成﹔秀秀﹕魏瑜遙﹔吳太

太﹕王霞﹔地保﹕張小威 黃梅戲清唱﹕《愛歌》劉華﹐徐君
《女駙馬 - 狀元府》馮素珍﹕何雲﹔馮益民

﹕蔣建國﹔劉文舉﹕姚恩田﹔春紅﹕王娟

《女駙馬 - 洞房》馮素珍﹕孫娟﹔公主﹕吳

亞玲

傳統曲目《天仙配 - 路遇》七仙女﹕

袁媛﹔董永﹕梅院軍﹔土地﹕張立 黃梅戲清唱﹕《對花》周珊﹐淩夏

2016年度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春季學期學習
成果展
5月21日(SAT)上午10時至下午3時
僑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

兩岸和平發展座談會
5月21日(SAT)上午10時30分至12時30分
國際貿易中心大樓ITC二樓
11122 BELLAIRE BLVD.HOUSTON,
TX.77072

休士頓全僑慶賀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副總

統就職祝賀茶會
5月21日(SAT)下午3時至下午5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

[春之韻]民族音樂會
5月21日(SAT)下午7時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BELIN
CHAPEL
7502 FONDREN HOUSTON,TX.77074

慈濟健康日
5月22日(SUN)上午9時30分至中午12時

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77036

松年學院第五屆台灣文化系列活動
5月22日(SUN)上午11時至下午2時30分
僑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

大休士頓華語文能力測驗頒獎典禮
5月20 日（ Fri. )下午 5：30
辦事處領務大廳

松年學院春季結業典禮
5 月21 日（Sat. ) 上午10：00
松年學院

總統就職茶會
5 月21 日 ( Sat. ) 下午 3：00
僑教中心大禮堂

中美寺 「未來與希望 」 系列講座
5 月 22 日 （Sun. ) 上午11：20
佛光山中美寺 （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
TX 77477 )

活
動
快
報

(本報記者黃麗珊)由臺灣人公共事務會、休士頓客家會、松
年學院、和樂之聲、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文化導覽團隊、台
美學會、休士頓臺灣同鄉會、休士頓環資社、美南台灣旅館公會
、休士頓臺灣社、休士頓臺灣同鄉聯誼會等10個社團聯合承辦
的休士頓地區 「2016 年臺灣傳統週活動─花曲舞影 Taiwan So
Beautiful」於 5 月 13 日晚上 7 時至晚上 9 時在 10303 WESTOF-
FICE DR. HOUSTON,TX.77042 的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大
禮堂盛大演出，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等部會今年特別組派 「極至
體能舞蹈團」前來訪演，以具臺灣特色之舞蹈表演，讓世界看見
臺灣文化的活力與朝氣，當天晚上在休士頓僑教中心演出等候大
廳亦邀請僑委會文化種子老師聯合展出 「臺灣布袋戲」、 「電音
三太子」，搭配僑教中心的 Splendor of Taiwan文化展示區、臺
灣工藝精品展示櫥窗等，完整呈現精彩臺灣文化及藝術，吸引主
流人士以及美南僑胞近500人前來觀賞，另有遠從法國前來之藝
術總監特別表示此為第二次觀賞該團演出，相當感動人心，美國
聯邦國會議員 Al Green 代表 Catherine Le 送來祝賀文告，祝賀
「臺灣傳統週」演出成功，該舞團融合傳統及現代，精湛的舞藝

及豐富的內涵驚艷觀眾,精彩的演出，贏得滿堂安可與叫好聲以
及熱烈的掌聲不斷。

當晚訪團演出9支代表臺灣不同時代的舞蹈，近2小時的節
目包括花曲舞影、臺灣時光廊、雨夜花、望春風、四季紅等代表
作，彷彿帶人走入時光隧道，一窺臺灣社會的演變，近18位舞
者以純熟的舞步，精湛的舞技，充分展現現代舞結合臺灣本土文
化舞蹈之美，該團將戲劇、舞蹈、多媒體、庶民生活題材跨領域
結合，還將裝置藝術及表演藝術結合，甚至加重喜劇、互動、遊
戲的成分，呈現臺灣多元族群、兼容並蓄的豐富文化內涵，窺見
時空演變的作品，引起觀眾的廣大共鳴，給與會來賓留下深刻美
好印象。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邱瓊慧伉儷
、副處長齊永強、張琍琍夫婦、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副主任李
美姿、臺灣傳統週籌備會主席楊明耕、副主席江玟玟、陳煥澤、
臺灣人公共事務會會長郭正光、休士頓客家會會長劉志忠、前會
長鍾桂堂、賴江椿、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休士頓華僑文教服
務中心文化導覽團隊陳逸玲、休士頓環資社社長劉佳音、美南台
灣旅館公會會長嚴杰、僑務委員葉宏志、黎淑瑛、劉秀美,僑務
諮詢委員王秀姿等共襄盛舉，並有主流政要美國聯邦國會議員
Al Green代表Catherine Le及休台姐妹會小組主席Lina Corinth等

人出席觀賞。
休士頓僑教中心配合該項演出，於表演等候大廳布

置了電音三太子、傳統台灣布袋戲台，吸引許多主流觀
眾的目光，配合僑教中心原有的蘭嶼獨木舟、搗穀機、
臺灣農村等實體文物展示區，以及臺灣陶藝、法蘭瓷等
展示櫥窗，儼然是一場小型的臺灣民俗展示會，僑教中
心義工協助於現場僑委會送來的各項臺灣文化文宣，許
多主流友人佇足仔細觀賞，成功宣揚臺灣優質文化。

台灣傳統週籌備委員會主席楊明耕致歡迎詞，他盛
讚極至體能舞蹈團是台灣數一數二的舞蹈團，此行有相
當重要的使命，是要將台灣之美與特色帶到美國，呈現
在觀眾面前。

駐休士頓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致詞，
每年的5月是亞裔傳統月，而第二週則是台灣傳統週；
而極至體能舞蹈團在這個時刻來到休士頓這座重視多元
文化的城市，更顯得相當有意義。

黃敏境處長提到，剛聽到舞團名稱時還以為是體操
隊，後來才知道極至舞蹈團在對美術有著相當造詣的藝術總監石
吉智帶領下，將花朵、樂曲、舞蹈和光影等不同元素融合在一起
，打造出一個具有台灣特色的藝術饗宴，讓在場觀眾都能領略台
灣之美。

本次訪演團體－ 「極至體能舞蹈團」(MAD Theater)創立於
1997年8月，曾為 「表演藝術雜誌」以 「被期待的未來」為標題
專文報導。創辦人石吉智畢業於美術專科學校後，再踏入舞蹈創
作領域，因此被稱為 「以肢體作畫的編舞者」，曾獲邀至馬來西
亞、美國、澳洲、法國巴黎、俄國莫斯科等地邀請演出。舞團作
品風格頗具多元特色,如充滿臺灣意象風格的[掌中芭蕾]、[狂野
台];戲劇融合舞蹈表演風格的[背包客]、[狂想兒童樂園]、[瘋狂運
動會].經常獲邀於國際舞蹈節,如:法國馬恩河谷舞蹈節、印度In-
terface舞蹈節、澳洲Mirranu Arts Festival 、巴黎世界文化週等演
出.

扛著多尊布袋戲偶架子的舞者，踏著八家將的舞步表演布袋
戲，傀儡娃娃、婦女旗袍秀、青少年男女歡樂歌舞還有朗誦詩歌
獨舞的少女，歡樂舞蹈的花樣少女群等，，舞台有如時光走廊，
娓娓細數成長的辛酸、歲月的變遷，也展現生命的希望、愛情的
甜酸，生動豐富，令人陶醉在 「花曲」、驚艷於 「舞影」，看見

臺灣之美,讓僑胞及主流友人，看見傳統與現代融合的新台灣表
演藝術風格。。 「極至體能舞蹈團」全團18人，巡迴邁阿密、
休士頓之後、將前往亞特蘭大、華府、紐約、波士頓、多倫多、
蒙特婁，演出《花曲舞影，Taiwan so Beautiful》至少 12 場。
《花曲舞影，Taiwan so Beautiful》採用多首 「台灣傳統花系列民
謠」，例如：雨夜花、六月茉莉、望春風、四季紅、蝶戀花、桃
花鄉、孤戀花…混音重新創作編曲，經過改編，這些經典歌曲不
再悲情，曲風包含清唱、爵士、搖滾、RAP、古典樂、巴洛克風
格管絃樂，表現中西文化交流、新舊衝擊的台灣文化。《花曲舞
影，Taiwan so Beautiful》不僅讓僑胞回憶家鄉的味道，更讓主流
友人，看完節目後，愛上台灣。

這次參與藝術工作群有極至舞團藝術總監石吉智,領隊,排練
指導簡淑珠,行政陳郁樺,舞者陳雅惠、陳右禎、劉廷音、曾惠婷
、廖敏妙、陳建綺、楊正綸、江宜樺、白惠菁、謝旻軒、吳浤偉
、葉于瑄、石筌、吳季剛.台灣傳統週籌備委員會主席楊明耕把
祝賀演出圓滿成功文告贈送極至舞團藝術總監石吉智,副主席江
玟玟獻花給團長石吉智表示敬意.副主席陳煥澤贈送具有德州特
色的禮物給極至舞團每位團員。

演出後，僑胞們與舞蹈團熱切互動交流，場面熱烈,氣氛溫
馨.

休士頓臺灣傳統週 「花曲舞影 Taiwan So Beautiful」
極至舞團藝術饗宴5/13晚7時僑教中心圓滿成功演出

 













極至體能舞蹈團於5月13日晚上7時至晚上9時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大禮堂圓滿成功演出.由臺灣人公共事務會、休士頓客家會、松年學院、
和樂之聲、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文化導覽團隊、台美學會、休士頓臺
灣同鄉會、休士頓環資社、美南台灣旅館公會、休士頓臺灣社、休士頓臺
灣同鄉聯誼會等10個社團聯合承辦的休士頓地區 「2016年臺灣傳統週活
動─花曲舞影 Taiwan So Beautiful」 .演出者、來賓、主席楊明耕,副主席
江玟玟、陳煥澤,社團負責人熱烈互動交流.(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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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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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國際電視網

STV

（本報訊）聯邦政府在最近的一次嚴打
毒品犯罪團伙的行動中，抓獲一個16人的國
際犯罪團體，其中的一名成員是休斯頓大學
Victoria 分校的財經系教授。該案涉及超過
9.5 噸的合成大麻制品，金額高達 3500 萬美
元。

這種合成的毒品含有毒物質，過量服用
可以讓人窒息死亡，休斯頓Ben Taub綜合醫
院的報告稱，該醫院的急診室每天都能接到
因過量吸食這種毒品的人，並且每天都有多

起死亡病例。
報告稱，吸食這種毒品的人大多數為青

少年，而且這種毒品的外包裝多是以卡通畫
或者是兒童草莓口味的包裝紙，目前，已經
有12人已經被逮捕，另外兩人已經認罪，還
有兩人在逃。

36歲的休斯頓大學Victoria分校的財經系
教授Omar Maher Alnasser,被指控伙同犯罪、
洗錢，慫恿協助非法轉錢。他在休斯頓大學
為財經專業助理教授。

薪水最高的10大專業
大學石油工程領域的畢業生起薪最高

（本報訊）德州兩大城市達拉斯和休斯頓近年來齊頭並進，快速發
展，今年第一季度，在新建開發的民用住宅數量上，達拉斯風頭超過了
休斯頓，但是在大型零售商場的新建規模上，休斯頓不僅超過達拉斯，
而且成為全美第一。

根據商業地產公司Marcus & Millichap的報告，今年休斯頓地區的建
商計劃完成330萬平方英尺面積的零售業商場，其規模位居全美第一。

和達拉斯相比，建商預計2016年預計完成零售業面積250萬平方英
尺，去年，達拉斯已經完成的零售業新建面積為490萬平方英尺。

盡管休斯頓的工作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今年增加的趨勢不變，新
的零售面積的出現，也為更多的城市居民創造了消費的場地。根據統計
，2016年，休斯頓零售業商業地產的空置率一直穩定在5.5%。

2016年休斯頓零售業規劃的項目包括：
•Costco零售業在Humble新開148,000平方英尺的Costco店。

•Lovett 商業地產公司 新開發 Main Street Kingwood, 240,000平方英尺
綜合使用的33英畝土地，地點在 Kingwood Drive 和 West Lake Houston
Parkway
•Wal-Mart 商場Spring新開 187,000平方英尺新商場.
•The Signorelli Co地產開發公司已經和大型零售商 Kroger Marketplace,
Academy Sports + Outdoors 和Sam's Club簽約使用，打造休斯頓東北部
的 Valley Ranch Town Center 開發項目
•Stream Realty 地產公司開發Pearland Parkway 中心項目，並且和Acad-
emy Sports + Outdoors 簽約使用合同。

休斯頓2016年預計新增1.7萬個工作機會，達拉斯今年新增工作數
量為7萬個。今年第一季度，休斯頓新建住宅為27263個，而達拉斯的
數量為28878。

（華盛頓十七日電）美國根據喬治敦大學
教育與勞工中心發布的 「大學專業的經濟價值
」 報告說，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的
學生，在大學畢業后可以獲得比同齡人更高的

薪水。
報告指出，正如德州A&M大學石油工程專
業的畢業生Jennifer Stewart說的： 「一個關
於石油工程專業的最大好處是，拿到學士
學位后就可以進入高薪工作。」
報告說，那些在石油工程專業的畢業生可
以賺取每年136，000 美元的年薪，而教育

和社會服務行業的工資則停滯不前。一般的大
學畢業起薪為33，000美元，隨着時間的推移會
逐漸增加至約61，000美元。

工程師們的失業率很低。對此，網上工資

和薪酬信息公司 PayScale 的首席經濟學家 Katie
Bardaro說： 「這些專業提供的畢業生有限，因
為這些專業很難，很多學生被淘汰了。」

專家說，計算機工程學位的畢業生賺的錢
比大蕭條以前少了，但仍然領先於其他專業。
根據報告，計算機專業畢業生在職業生涯中期
的年薪比幾年前下降了11%，從98，000美元降
到87，000美元。Katie Bardaro解釋說， 「因為
學計算機的人越來越多。」

根據與就業相關的搜尋引擎 Indeed 的數據
顯示，計算機軟體架構師的年薪大約是 117，

000美元，前端開發的程序員年薪為89，000美
元。

該中心在 2015 年的報告中說，大約 20%的
學生在學習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專業。Ka-
tie Bardaro說，並不是每個學生都青睞最賺錢的
專業，根據教育部的統計，在大學最受歡迎的
專業是商業。

以下是薪水最高的前10個專業排名和平均
年薪中位數:

石油工程： 136，000美元
藥劑學、藥劑管理：113，000美元
冶金工程：98，000美元
煤礦工程：97，000美元
化學工程：96，000美元
電子工程：93，000美元
太空工程：90，000美元
機械工程：87，000美元
計算機工程：87，000美元
地質工程：87，000美元

德州兩大城市達拉斯和休斯頓齊頭並進
商業地產開發休斯頓增速全美第一

休斯頓抓獲16人國際販毒犯罪團伙
休大一財經系教授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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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War 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And World Peace" Event Was Also Recognized 
And Entered Into The U.S. Congressional Record.

College students born in the 1990s have no 
lack of experience in investing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but the group as a whole is in need of 
better financia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a new 
survey.

The Report on Financial Quotient of Chinese 
Youth was jointly carried out by Tsinghua Media 
Survey Lab, Ant Financial and Top Think Tank.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across 
the country, with 4,980 valid surveys collected.

More than 40 percent of the post-90s college 
students polled said they have experience in 

investing in the stock market and 36.7 percent 
have bought shares from investment funds, the 
survey shows.

Sixty percent of respondents show an interest 
in managing their money. Their first choice is 
investment products and services of banks, and 
internet finance comes next - 40 percent of those 
surveyed plan to invest in internet financial 
products or services in the next year.

Despite the college students' enthusiasm in 
managing their wealth, a lack of financial 
knowledge is obvious.

Three in five respondents believe that there are 
investment products with high yield and low 
risk, partly due to propaganda by illegal peer-to-
peer (P2P) lending platforms, shows the survey.

There is also unreasonable expectation for 
financial products among the respondents 
given the lowering benchmark interest rates - 
nearly one third expect a yield between 10 to 
18 percent from financial products they bought, 
and another one third anticipate a yield between 
5 to 10 percent.

Financial quotient (FQ) is an important skill 
to survive in modern society, after intelligence 
quotient (IQ) and emotional quotient (EQ), 
but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education has 
not kept up with that of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China, said Zhao Shuguang, director 
of Tsinghua Media Survey Lab, to China 
National Radio. (Courtesy www.chinadaily.
com.cn/china)

Southern News Group Chairman And ITC Founder, Wea H. Lee

Report: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Have Poor Financial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 watches stocks on a chart on his laptop. [Photo/IC]

More than 40 percent of the post-90s college students polled said 
they have experience in investing in the stock market and 36.7 
percent have bought shares from investment funds, the survey 

shows.

Wea H. Lee,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foun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Texas, has been 
awarded the "Presidential Volunteer Service 
Award" by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in 
recognition and appreciation for commitment 
to strengthen our nation and communities 
through volunteer service.”

Additionally,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sponsored "World War 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And World 
Peace" event was recognized and entered into 
the U.S. Congressional record. 

The unveiling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award 
was made by U.S. Congressman Al Green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on Sunday, 
May 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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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西班牙數百少女穿白裙持鮮花 慶祝春天到來

西班牙索爾薩諾。數百少女身穿白色長裙手持鮮花在街道上整齊前
行，這種古老的遊行是為了慶祝春天到來和致敬女性孕育生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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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邦，生活在巴裏哥特大壩附近的居民去遠低於正常蓄水量的
大壩偷水，迫使當地政府派駐大量警衛力量24小時執勤。在馬邦的拉
圖爾，缺水甚至讓一些診所被迫取消常規外科手術。

韓國舉辦傳統成年禮 美少女穿韓服忙自拍

規模增長合大勢
中企“走出去”吸引全球目光

近來，中國企業境外並購再次成為

外媒關註焦點，美國、英國、日本及印

度等多家主流媒體不約而同地對此進行

了大量報道：美國《華爾街日報》日前

報道稱，在並購交易原本可能清淡的壹

年，中國在全球尋求收購成為壹個引人

註目的趨勢；路透社報道稱，中國監管

部門近期可能取消壹項需由其批準壹些

大型境外並購交易的要求。對此，專家

指出，中企境外並購規模正處於增長階

段，這符合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及經濟全

球化大勢，外媒不應“大驚小怪”。在

這壹過程中，各個國家應同中國壹道減

少企業境外並購的限制，促進國際間企

業投資合作。

並購規模持續增長
《印度時報》近日援引數據提供商

迪羅基公司（Dealogic）數據稱，今年以

來，中企境外並購交易額達到 1108億美

元，超過了 2015年全年的 1068億美元；

到 2016年底，中國境外並購可能超過美

國。

日本《讀賣新聞》刊登題為《中國

資本勢頭未衰》的文章稱，中企收購希

臘比雷埃夫斯港為希臘的財政重建提供

了資本，而隨著中企境外並購的增多，

全世界都將見識到中國資本的威力。

“外媒之所以如此關註中企境外並

購，壹方面是因為中企境外並購規模的

確處於持續增長的狀態，在全球並購總

量中的份額也不斷提升；另壹方面則是

由於中企‘走出去’產生了比較大的國

際影響，對於壹些經濟低迷而急需資本

的國家來說，中國資本的進入為他們提

供了經濟支撐。”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

院經濟貿易系主任何維達在接受本報記

者采訪時說。

需要指出的是，面對外媒的多方面

報道，還需保持清醒的頭腦。就境外並

購規模數據而言，中國商務部數據顯

示，今年壹季度和 2015年全年中國企業

境外並購累計交易金額分別為 165.6 億

美元和 401億美元。商務部新聞發言人

沈丹陽指出，這壹數據與外媒報道差

別很大，主要是因為統計口徑的差

異，外媒將壹些正在談的和其他壹些

不準確的數據加進去，從而得出了壹

個很大的數據。

以中國化工集團收購先正達為例，

《華爾街日報》報道稱，中企境外並購

的 1108 億美元包括了中國化工集團以

430 億美元收購瑞士殺蟲劑和種子公司

先正達的交易。但事實是，該交易離最

終完成仍有很長的過程。

“逃離中國”說缺支撐
面對中企境外並購規模的增長，壹

些外媒竟將這壹現象解讀為“逃離中

國”。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指出，

把“走出去”說成“逃”的這個說法是

錯誤的。中國市場跟國際接軌是大勢所

趨，既然處於這個國際化的格局裏，中

企必須要“走出去”進行投資，“走出

去”是合法、合規的，是中國企業的必

然之路。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

長王曉紅表示，從整個開放型經濟的發

展來看，我們已經進入壹個“引進來”

和“走出去”並重的階段。將來，我們

的海外投資規模會超過我們吸收外資的

規模，即所謂的“凈流出”階段。

“中企境外並購規模保持增長是正

常的，外媒不應大驚小怪。首先，我國

企業目前的資本實力及技術實力都在不

斷提升，企業本身有著強烈的擴張需

求；其次，企業‘走出去’也符合我國

推進新壹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發展需

求，有助於實現企業核心技術和品牌的

積累；其三，由於缺乏資金支持，不少

優質海外企業價值被嚴重低估，中企投

資的結果將是共贏。”何維達說。

事實上，除了規模的持續增長，

中企境外並購的結構也呈現眾多積極

變化。清科研究中心分析師錢浩表

示，中企境外並購已從原來產能過剩

的能源、化工等領域轉向互聯網、

IT、生物醫藥等新興領域，近幾年並

購主要目的地也從亞非礦產富集地帶

轉向發達國家和地區，如韓國的綜藝

和動漫、德國的先進制造業、歐洲的

足球領域、美國的消費和生物醫藥都

成為中企熱門的並購標的。

減少限制合作共贏
國內限制門檻的降低也為中企“走

出去”提供了更多機會。日前，國家發

改委關於修訂《境外投資項目核準和備

案管理辦法》的決定（公開征求意見

稿）意見征求結束，根據意見稿，中企

境外並購的審批流程再次得到簡化。

柯傑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曹蕾指出，

原本企業向發改委申報項目信息報告，

會獲得確認函。而根據新政策，發改委

僅會給企業收悉函表示“知道了”，不

壹定會進行篩選。這意味著，政府部門

將把項目推向市場，由企業自己競爭，

政府對於中企海外投資並購的審批方面

有更大的放權。

相比於國內監管的放寬，海外的大

量限制依然困擾著中企的境外並購，年

初以來，多項中企境外並購因投資東道

國審查而終止。根據迪羅基數據，今年

以來，中企取消了 15項交易，總規模達

240 億美元，是至今為止最高的年度紀

錄。

“當前，壹些投資東道國對中企

境外並購采取了不太友好的態度，壹

些國家以戰略性資產及國家安全等為

借口阻撓中企在其國內進行正常的商

業並購行為，這種做法有失偏頗。這

類國家應減少不必要的限制，進而促

進兩國企業加強正常投資合作。”何

維達表示，同時，面對這樣的問題，

中企本身應總結經驗，投資之前深入

了解東道國的政策、法律及各項規則。

此外，應充分利用行業協會進行引導，

避免壹擁而上的投資，提高投資的準

確性、安全性。

綜合報導 委內瑞拉宣布延遲經濟緊急狀態進入

第三天。“恰似給處於經濟緊張局面中的委內瑞拉輸

了氧氣壹般。”委內瑞拉主管經濟的副總統米格爾·

佩雷茲這樣形容委中兩國達成的壹項新協議。英國路透

社稱，雙方對“石油還貸款”協議進行升級，新協議

條件更為優惠。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洪磊回答記者關於此事的提問時說，目前不能

提供有關具體項目和資金的情況，但表示“中委融資

合作是雙方金融機構和企業開展的商業性合作，有關

資金主要用於委經濟社會發展項目和兩國間的合作項

目，給雙方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據路透社報道，同時兼任委內瑞拉工業貿易部

部長的佩雷茲在辦公室接受采訪時說，“今天我們

可以宣布，委中兩國已經達成新的商業條款，這些

條款針對委內瑞拉的實際情況做出調整”，新貸款

協議中包括借貸時長、投資總額以及非財政方面等

條款都得到大幅改善。但他沒有透露資金總額等進

壹步細節。

路透社評論說，在過去十年，中國向委內瑞拉

提供貸款，後者以原油的方式予以償付。但由於全

球油價下跌，這樣的交換對委內瑞拉來說顯得日益

沈重，與中國達成條件更為優惠的協議將對委內瑞

拉大有好處。

“考慮到當前國際油價變動，雙方同意按照平

等互利的原則，探討增強兩國融資合作機制靈活性

的有效方式”，洪磊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中委互

為重要的經貿合作夥伴，中方願與委方在平等互利

的基礎上，繼續開展包括金融合作在內的各領域務

實合作，促進雙方共同發展。

據卡塔爾半島電視臺報道，佩雷茲在接受采訪

時說，與中國的新協議、進口數量的大幅縮減，再

加上新貶值後的匯率，將有助於委內瑞拉走出現在

“極為復雜”的局面。目前委內瑞拉正面臨嚴重的

經濟困難局面：食品藥品嚴重短缺、通貨膨脹高達

3位數、國內商業活動日益下滑。該國總統宣布，

從 14日開始延長經濟緊急狀態 60天。17日，委內

瑞拉反對派號召反對這壹措施。

在這種情況下，壹些人擔憂中國給委內瑞拉提

供的貸款是否面臨風險？據佩雷茲 16日估計，直

到2017年底前，委內瑞拉的經濟恐怕都難以走出衰

退。官方數字顯示，2015年前 9個月委內瑞拉的進

口總額約為 280億美元。佩雷茲說，2016年委全國

用於進口的資金將只有160億美元。美聯社14日報

道稱，中國援建委內瑞拉的南美洲第壹條高速鐵路

已幾乎停擺。這條 2009年開始建設的蒂納科-阿納

科鐵路原計劃在 2012 年完工，現在工程已超期 4

年。工程停滯是委內瑞拉方面資金短缺造成的。

對此，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長吳

洪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中國和委內瑞拉達成新

的“石油還貸款”協議雖然有壹定風險性，但目前

來看委內瑞拉依然有正常還款能力，且沒有拖欠任

何國家債務。對於中國來說，委內瑞拉依然是重要

的戰略合作夥伴，當其處於經濟衰退需要外部援助

時，中國有必要予以應有的支持，這有利於保持未

來兩國的合作勢頭。

中委升級“石油還貸” 中方：融資合作惠及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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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福地區台灣商會”與“美國猶
太人委員會“ 聯合舉辦理事座談會，
邀請“猶太人亞洲協會“ 的副主任
Daniel Silver擔任主講人，5月11日下
午自紐約飛至達拉斯，晚間6時30分
在五福樓舉行座談會。

“美國猶太人委員會”是一個民
間組織，主要的任務是促進世界各國
對以色列人的瞭解與支持，消除大部
分人對猶太人的歧見。他們透過民間
組織的募款進行對各國政府與民間團
體的遊說工作。並經常邀請政府官員
或學者專家訪問以色列，也進行國際
學生計劃。長期默默的外交工作，逐漸
地也得到了豐碩的果實。幫助了以色
列與世界上很多的國家之間實質上的
往來與互動。

而以亞洲為遊說對像是因為根據

聯合國人口統計，中國人口占全世界
的20%，印度人口占全世界的17%，整
個亞洲人口占全世界的60%，亞洲的
GDP是世界GDP的三分之一。亞洲人
在世界舞臺上的影響力愈來愈重要。

“ 猶太人亞洲協會“ 過去在亞
洲主要進行合作的國家包括了日本、
南韓、印度和中國，在日本和印度，他
們邀請了政府官員訪問以色列，在中
國他們透過了各種關係與政府官員接
觸，並逐漸地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最近
他們曾經捐助了一個半官方出版社出
版了一些藍皮書，其中有一個章節專
門介紹在世界上分布各地的猶太人。
這對他們來講是一個相當大的突破。
而在亞洲回教人口最多的國家就是印
度尼西亞，”猶太人亞洲協會“ 在印尼
進行了許多年的工作，也成功地邀請

了一些官方及民間的領袖訪問了以色
列。最近他們也開始了對東南亞一些
國家進行合作，包括緬甸，越南以及泰
國等。這些工作也都漸漸開始有了成
效。

最後，他提到以色列與台灣的關
係，他說以色列與台灣沒有官方的關
係。但是實質上以色列與台灣的關係
是非常密切的，雙方也都簽署了很多
互惠的協議。以色列給予台灣人民免
簽入境的待遇這樣促進雙方的觀光合
作，同時以色列也與台灣開始FT A的
談判。目前雙方合作最多的是科學與
技術方面交流。

主講人Daniel Silver 並提及，“中
華民國新當選的總統蔡英文女士曾經
於2013年訪問以色列，她回到台灣以
後，在新聞媒體上發表了一些感想，對

於以色列能够在强敵環伺以及恐
怖主義的威脅下仍然能够維持正
常的生活深表敬佩，她也在她的
臉書上貼了一張女兵持槍的照片
，對于以色列的女兵怎麽樣加入
戰鬥的生活充滿了好奇。她說，以
色列有很多地方值得台灣學習。
蔡英文總統與以色列駐臺北辦事處的
代表也維持良好的關係。相信在她上
任之後，會繼續加强台灣與以色列之
間的交流互動。懷著一個期待的心情
來看待蔡英文總統的當選。”

這位猶太人亞洲協會副主任
Daniel Silver 接著又說：“今天很感謝
達 拉 斯 猶 太 人 委 員 會 的 主 任 Joel
Schwitzer以及達福台灣商會的邀請，
給我這個機會與大家見面。我相信以
後台灣與以色列時間的關係還會越來

越進步”。
該活動是由達福台灣商會名譽會

長谷祖光醫師，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曹
明宗先生與美國猶太人協會共同發起
，也是首次與美國猶太人委員會共同
主辦的一次成功的座談會。除了雙方
的理事之外，與會的貴賓並包括: 德州
猶太人商會會長Clare Freeman，日本
榮譽領事 John Stich，貝裏斯榮譽領
事 Edwin Tench，全 球 商 會 執 行 長
Korina Smith 等。(達福台灣商會供稿)

達福台商會與美國猶太人委員會
携手合作舉辦座談會 猶太人亞洲協會副主任

Daniel Silver飛抵達城演講

達福台商會贈記念品給主講人 Daniel Silver

德州以色列商會會長 Clare
Freeman

主辦單位與來賓會後合影

這是一個生活在電磁波時代，無論手機、家用電器中電磁爐
、吸塵器、電視機、吹風機、微波爐、烤箱、電冰箱、電風扇、日光燈
管、冷氣、除濕機，以及無綫電話、無綫上網等，凡愈靠近，電磁波
强度愈高。而當我們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時，也正在和電磁波朝
夕相處，學習如何與電磁波和平共存以及學習保健，是現代人重

要的生活課題。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
州分會，此次特別邀請到陳韻竹醫師，
也是現任的副會長，以她多年理療的經
驗，與大家分享此重要訊息，陳醫師將
用power point 向大衆解說輻射、電磁波
的基本概念，並分享日常生活中電磁波
對身心的傷害及其解法。

我們都知道，電磁波會因距離的增
加而降低强度，所以為降低電磁波的危

害，可從减少電器使用、正確使用電器、和電器用品保持距離等
方面著手。例如：使用微波爐距離要超過3公尺才安全，建議减少
使用吹風機的時間，使用電燈、檯燈最好不要太靠近頭部，按摩
器、塑身帶等選購要注意輻射强度；另外，許多電器用品背面所

產生的磁波高于前面，所以使用時要注意方向。家中的電器用品
的擺設應儘量靠近墻壁，不用時拔掉插頭等等，陳醫師也會針對
何從日常生活中飲食、運動，早睡及自我情緒治療方法等介紹，
總之，如何減少磁波對人體的傷害，是我們大家共同的目的。因
此，為了您的健康，請來參加5月21日（週六）下午2：00，於達福
科技公司 (Activity Room)1201 International PKWY #200 Rich-
ardson TX 75081，所舉辦的生活在電磁波時代的保健妙方專題
講座，世華姊妹，敬邀您的出席。

世華工商婦女會北德州分會每月都會舉辦會員活動，不論
是專業性講座，身心靈的健康講座，公司參訪或是娛樂性活動等
，均為本地區職業及工商婦女提供了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提升，並
為會員們在職場打拼之餘創造了溫馨的女性互動。希望有興趣
的 婦 女 踴 躍 參 加，大 家 一 起 來 學 習 與 成 長。來 信 至 gf-
cbwnt@gmail.com、或來電：會長孟敏寬469-789-6858、副會長：
姚台冬469-662-5983、陳韻竹214-680-8856。(婦女會供稿)

世華工商婦女會
5月21日專題演講
生活在電磁波時代的保健妙方

QS160519A 達福社區

QS160519B 達福社區

2016年雙十國慶籌備會已於5月13日於華
人活動中心舉行，當日參與者包括榮譽職委員
及各社團負責人等共計20餘人，休士頓僑教中
心李美姿副主任特由休士頓前來參與此會議，
與會中，針對今年雙十國慶各項活動進行討論，
過程中融合不同建議且皆達到共識。

會議開始，首先由2015年雙十國慶籌備會

總 召 集 人
曹 明 宗 僑
務 委 員 引
言，並對去

年的各項活動作了簡短的介紹，也對去年各項
活動負責單位示以感謝，接著由休士頓僑教中
心李美姿副主任致詞，李副主任感謝僑胞們對
中華民國國家的認同、關心、熱情，並鼓勵大家
繼續秉持以往的精神，為國家、僑民共同合作而
努力。接著曹總召，根據去年的會議決議：2016
年雙十國慶籌備會總召集人由孟敏寬僑務委員

接任，孟總召感謝去年
榮譽職委員及各社團
負責人對每一項活動
的參與及支持，雖然今
年正逢政黨輪替，但海
外的僑民們對國家的
熱愛與肯定，是至始至
終的不變，因此，2016
年的各項活動，將本著
以往的機制與精神，繼
續傳承下去。

2016 年雙十國慶
籌備會在各社團的大
力支持下，大抵雛型已
定，升旗典禮：10 月 8
日～榮光會主辦、書畫
展：10 月 8 日～美南書
畫協會主辦、乒乓球比
賽：華人桌球協會主辦
、壘球比賽：達拉斯壘球協會主辦、高爾夫球比
賽：藍天高爾夫球會主辦，返國致敬團：于下次
會議中選出負責人、國慶酒會～中華社團聯誼
會莫錦強主辦、網球比賽：達拉斯網球協會主辦
，雙十健行：中華社團聯誼會主辦，整個會議在

群策群力下圓滿完成。
2016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已全面展開，有

關各項活動內容也將陸續公布，届時歡迎全僑
一起加入，共同為迎接中華民國105年生日而努
力。聯 絡 人：雙 十 國 慶 籌 備 會 總 召 孟 敏 寬
469-789-6858.(國慶籌備會供稿)

102年雙十國慶籌備會第一次會議與會人員

2016年雙十國慶籌備會於5月16日舉行
各項活動將全面展開

105年雙十國慶籌備會總召交接休士頓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致詞

【本報系達拉斯訊】中華民國僑務
委員會為服務海外僑胞同步觀看5月
20日「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副總統
就職典禮」及5月21日「海外僑胞回國
慶賀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副總統就
職茶會」活動，特別安排：

就職典禮活動於臺北時間5月20
日上午9時至12時(休士頓時間5月19
日晚8時至11時)在「台灣宏觀電視」及
「宏觀網路電視」(http://www.ocac-
mactv.net/mactv/)同步轉播，播畢後放

置「宏觀網路電視」/「一週節目」7天，
方便僑胞隨選收視。

就職茶會活動於臺北時間5月21
日下午3時30分至5時(休士頓時間5
月20日淩晨2時30分至4時在youtube
(https://goo.gl/ZMBKZg)及「宏觀網路
電 視 」 (http://www.ocacmactv.net/
mactv/)進行網路直播，歡迎大家踴躍
收看，並可利用行動載具QR Code掃
描觀賞。

歡迎收看轉播「中華民國第十四任
總統、副總統就職典禮」

【本報系達拉斯訊】五月十一日（星期三）下
午，李察遜警察局與當地華人社團的代表，在華
人活動中心聚集一堂，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
華人核心小組會議。此次會議的主要目的，在於
進一步加強當地警局與華人社區緊密合作的關
係，以共同維護社區安全，以確保良好的治安環
境。

當天李察遜市警察局出席會議的共有十一

位，包 括 局 長 史 比 維（ Chief Jim
Spivey）, 兩位副局長馬丁（Assistant
Chief Danny Martin）和樸易特（As-
sistant Chief Coby Pewitt）, 以及各部
門主管, 包括犯罪預防科的科長史代
孟（Sgt. Roger Steinman）華人警務專
員屠穎穎,及預防科的多位警官。華
人社團的代表有：李市警局公民警校
的歷届學員孟敏寬，達福中國城經理
李小濱，中華社團聯誼會主席莫錦强
，美中專業人士協會主席方靜慧，美
中商會主席秦永興，以及慈濟基金會
代表那英梅，角聲社區服務中心代表
伍靜娥，李市警局公民警校歷届學員
丁玉琦等。這是多年以來第一次由華
人社區牽頭的華人與警方的核心小
組會議，雙方在活躍氣氛下互動，使

整場會議進展順利。
此次會議，由李市警局公民警校的歷届學

員孟敏寬主持，孟敏寬是現任世華婦女會的會
長，與會中，她邀請在場的華人社區代表們，除
了作自我介紹外，並也針對所屬社團，做了歷史
與現狀的簡介。之後，華人警務專員屠穎穎女士
，介紹在場出席會議的警務同仁們予眾，接著，

史比維局長作
了簡短的演說
，他指出：李市
的治安情況逐
年 改 善，近 年
來，各 類 大 案
件的案發率急
劇 下 降，這 是
與廣大民衆和
警局共同努力
合 作 的 成 果，
因此，社區與警局繼續保持良好與密切的關係，
是首當之要。在綜合討論時，大家也提出了如何
提升與警局合作
空間，並維護與
加强社區治安等
建議。

李察遜市警
局，歷來重視與
華人社區的溝通
與交流，局長最
後還表示：此類
核心小組會議，
今後一定要定期

化、經常化舉行，他本人也希望警局能及時聽到
華人社會的意見與建議，並針對問題立即改善，
以共同維護社區的優質環境。

李察遜市警局與華人社區互動交流
核心小組上周三在華人活動中心舉行

與會中華人社團的代表

參加華人核心小組會議與會人員

核心小組會議綜合討論

B9醫生專頁
星期四 2016年5月19日 Thursday, May. 19,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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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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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遠程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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薔薇閣 (The Ivy Lofts)嶄新推出
滿 足 年 輕 人 住 在 市 中 心 的 夢 想

(本報訊)位於休士頓的東市中心區附近（EaDo）的薔薇閣大樓﹐

離舊中國城區不遠﹐是德州第一個商住混和住宅開發案﹐開車2分鐘
即可抵達市中心﹐3分鐘抵達休士頓大學﹐到德州醫學中心也只需
10分鐘路程﹒薔薇閣顛覆傳統德州傳統大而美的觀念﹐主打小而美
﹐聰穎精緻的生活理念﹐目的就是希望滿足年輕人上班族想住在市
中心的夢想﹐又 能輕輕鬆鬆買得起屬於自己的房子﹒

“我們的展示中心投入超過1百萬美金﹐花費七個月以上的營建
﹐藉由巧妙的設計理念和卓越品質﹐賦予薔薇閣全新的面貌﹐買家透
過除了可一目瞭然此建案的特色﹐10個平面圖地理位置和 Eado地
區的變化﹐並親眼能看到等比例縮小的建築模型與區域模型”開發商
Jack表示﹒ 除此之外﹐4個等比例且精心設計的樣品房 (Tokyo, New

York, Barcelona, Paris)﹐讓買家或投資者能充分體驗小而美的居住概
念﹐這股引領風騷的都市生活體驗將給住戶帶來全新的生活方式﹒
客製化設計理念:

藉由簡潔高尚的系統家具, 開放式的設計理念﹐賦予每一個空
間多樣化﹐提供一個嶄新的都市生活體驗﹒現代化轉變家具包含3
種可轉變床 (床變沙發, 床變書桌, 床變餐桌)﹐移動牆﹐隱藏式餐桌﹐
可轉動儲藏櫃(內置洗/烘衣機)﹒ 除此之外﹐六種行家設計材質與不
同色系選擇﹐能同時滿足不同買家的偏好﹒最迷人之處是每位客戶
都能依照自我需求﹐選擇不同的系統家具﹐譬如“Fashionista”提供
衣服和鞋的收納空間﹐特別是女性買家﹐“Intellectual”有充足的桌面
空間﹐適合經常在家辦公的用戶;“Gourmet”賦予美食專家, 進階版的
廚房與吧檯設計﹒

休士頓唯一智能大樓

薔薇閣大樓最大的特
色是它是全休士頓唯一的
智能型大樓﹐薔薇閣與北
美最大通訊業著 AT&T 數
位生活合作 ﹐每戶內建
AT&T Digital Life, 住戶透過
手機進行即時全自動來遠
端控制自家燈光﹐影像監
控﹐防盜﹐溫度控制與門
禁 (不用鑰匙也可開關門)﹒
綠色建築典範

每戶不管尺寸大小﹐都
有一個寬敞的步入式陽臺﹐
可欣賞全景式空中花園露
臺﹐加上社區內2座大型花
園及1座近2萬呎的超大空
中花園平臺﹐住戶可以在
此15層樓高平臺上烤肉 ﹑
散步,﹑休憩﹐以及俯瞰休士
頓市中心美景﹐是德州全
新綠色建築的典範﹒
綠色家電與節能空調

每戶除了都有自己專
屬的獨立電表與水表﹐還安
裝高效率 LED 燈源﹐節能
又環保﹐並與德國BOSCH
家電大廠策略合作惡略合
作﹐提供一系列綠色家電產

品﹐並與日系空調大廠Daiken合作﹐提供超省電﹐高效率的分離式空
調系統﹒
綠色交通工具

薔薇閣已與休斯頓自行車業者 (B-cycle) 簽訂合作備忘錄﹐同意
配置20輛自行車﹐且提供另外一個服務據點﹐方便住戶使用﹐省時﹑
方便﹑健康又環保﹒ 除此之外﹐還與 Zipcar公司合作﹐提供住戶用
車服務﹐讓不常開車的住戶, 能進行資源共享﹐擁有方便又省錢的交
通工具﹒
吃﹑喝﹑玩﹑樂在一起

薔薇閣社區內還擁有近15,500平方英尺的零售店鋪﹐計畫將當地著
名的咖啡廳﹑酒吧﹑餐館﹑超市結合在一起﹐滿足社區內住戶與附近
居民每日生活需求﹒除了提供健身房與瑜珈場地外﹐還在第15層樓
打造年輕人聚集 交友的平臺﹐住戶可在此舉辦生日宴會與視訊會議
﹒另外頂樓還有加勒比海般的露天遊泳池
﹐2座花園美景 和近兩萬呎的超大型空中花園﹐提供住戶休憩﹑燒
烤 (BBQ) ﹐還可在此欣賞市中心的美景﹒ 讓家成為讓人流連往返的
休閒中心與娛樂城!

薔薇閣開發案是由紐約地產開發商主導﹐並由知名建築師事務
所Powers Brown Architect 設計﹒銷售中心除了展示十種平面圖﹐還
提供4間等比例的樣品房 (樣品屋名稱從東京﹐紐約﹐巴塞隆納那到
巴黎)﹒ 每月管利費 $120元起﹐售價$ 15.9萬起﹐(地址在 2604 Lee-
land St, Houston, TX 770030)﹐歡迎都會男女親臨薔薇閣參觀﹐現場並
有專人為您解說﹒聯絡電話:347-677-9655﹒

居家與商圈相連﹐吃喝玩樂在一起﹐滿足年輕人住在市中
心的願望﹒

薔薇閣大樓高達15層﹐可俯瞰休士頓市中心夜景﹒

系統家具打造空間感﹐讓廚
房及餐廳更顯溫馨﹒

客製化設計﹐賦予居家空間
多樣化﹒

為方便年輕人聚會聯誼﹐15樓頂
樓還設有交誼廳﹐住戶可在此舉
辦生日宴會和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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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一飛 陳立家

In politics, diplomacy, and foreign relations, most would 
agree that people and nations are realists with a short-term or a long-
term view. Sure, there is always ideology at play in the domains of 
politics and foreign affairs, but in the timeline of history, vast number 
of principal involved inevitably have yielded their principles and 
ideologies to reality, especially over a long time. In hindsight, history 
is a book of realist stories not a hypothetic theory. The case in point in 
this column is the UK-China relations, its recent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evolvement prompted the author to ask the title question, 
will the current warm UK-China relation be a long-term one? This 
question is of great interest and importance not only to the British and 
the Chinese but also to the Americans and the world citizens.

The United Kingdom had a glorious history as an empire. As 
a nation the U.K. is not a typical democratic system; she maintains a 
royal crown yet she has contributed to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in a 
significant way. As an empire the U.K. practiced colonialism zealously 
enabling her flag flying in sunshine twenty four hours a day (Perhaps I 
should say daylight, since the Sun does not seem to favor London). 
The British footprint or occupation was appearing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all five continents and numerous isles in the four oceans. 
The U.K. is a realist in her evolution as a nation; she embraces 
democracy but remains as a royal kingdom to this day. She lost the 
entire North America yielding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hich 
claimed independence from her. The fact that the British Empire did 
not move her palace to New York or Toronto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ight be interpreted as the natural result of a Royal government with 
limited vision. The royal family perhaps never entertained the idea of 
moving away from Buckingham Palace. The political figures as 
subjects of the Crown thought and behaved as smart short-term realists 
just to satisfy the ruling Crown. They never worried the day that the 
British isles would be the limiting factor in sustaining the empire. 

China had been a great nation over several millennia. China 
had been called an empire only occasionally in her five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simply because colonialism was never in the Chinese 
dictionary or on her emperors' minds until she became a colonial target 
of the Western powers led by the British Empire. Different from the 
continent of North America, China has had a rich culture and strong 
economy despite of the fact that China had no navy. The Ming 
emperors, Yongle (1402-1424), Hongxi (1424-1425) and Xuande 
(1425-1435) were pro-commerce to enrich their treasury. Emperor 
Yongle (Zhu Di) sent the famous 'Ambassador' Cheng He (1371-1435) 

sailing the world seven times with a fleet consisting  of ships over 
400 feet long dwarfing any ship in the world at that time. Cheng's 
disappointing report to the Emperors,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re 
culturally backward, had made the Ming Court angry which made 
an edict to forbid ocean exploration to foreign land as a waste of the 
emperor's treasury. Most political figures in the Chinese dynasties 
behaved like realists with short-term views. All the maps and 
records of Ming Dynasty's ocean exploration were ordered to be 
burnt except a few were hidden and eventually passed on to the 
hands of foreigners. (reference Matteo Ricci, 1552-1610 and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 and their writings)

thThe U.K.-China relation in the late 19  to early 20th 
century was a sad story for the Chinese. The British started the 
infamous Opium War forcing China to accept opium trade and to 
open her ports to the British merchants. As the victor of the Sino-
British wars, the British Empire demanded not only huge amount of 
silver as reparation but also forced China to cede the Hong Kong 
island in perpetuity to her. Perpetuity was a very long time 
compared to Russia's 25 years of rights in control of Da Lian, a 
Chinese freeze free northern port (Port Arthur). This right was 
signed over to Japan (the Portsmouth Treaty, Russia also evacuated 
from China's Manchuria and recognized Korea to be Japan's 
territory of influence not China's protectorate) after Russia lost in 
the 1905 Russo-Japanese war. The 26th U.S.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 was the mediator for the Portsmouth Treaty and w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balancing the Russian and Japanese powers 
in Asia at the expense of China. Roosevelt made a realist decision 
far from justice and fairness. China was too weak to alter any of the 
unequal treaties infringed on her sovereignty. Given Hong Kong to 
the U.K. was just one case demonstrating that in foreign relations 
strong nations are realists (never idealists) and weak nations have 
no voices nor rights. Fortunately, China survived the invasions and 
WW II, the U.K. made a realist decision to return Hong Kong back 
to China on July 1, 1997.  

The U.K. is a declining empire ever since WW I and 
further damaged after WW II, but by her clever and realistic foreign 
policy allying with the rising superpower, the U.S., she remains on 

the center stage of the world. As a realist, the U.K. recognizes that 
the U.S. is the dominating player in world affairs. She acted as the 
strongest ally of the U.S., of course, without harming he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Being the ruler of Hong Kong over 150 years, 
the U.K. could not help but recognized the change of the Mainland 
China, especially over the recent three decades. China had 
struggled to build the nation avoiding the control of the Soviet 
Union. She had experimented with communism and learned bitter 
lessons. She had embraced capitalism in planned steps and had 
risen to be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It is clear to 
the U.K. that China is no longer an “Asian Patient” and China has 
grown mature enough to take a proper place on the world stage. 
The U.K. may not be the first (nor the only) West nation to 
appreciate China's transformation and continuous reform but she 
certainly appears to be the first to take a realist step to embrace 
China's rise. In contrast, the U.S. seems to wish away China's rise.
When China advocated a plan of stimula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he entire world by proposi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OBOR) vision, a collaborativ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gram bridging Asia, Europe and Africa in joint 
commerce development, the U.K., despite of the U.S. displeasure, 
took the initiative to join the China created 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to support the OBOR program.  
Observing the current activitie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it seems 
that the U.K. is forming a close bond with China. One wonders 
whether that is a short-term foreign policy or a long-term 
diplomatic relation?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visited the U.K. 
and received a royal “Royal Treatment” arousing the attention and 
envy of many heads of states. China has promised to invest $10B 
in U.K. and most recently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nounced 
plan to issue Chinese government sovereign debt in RMB in 
London. Do all these signal the beginning of a long-term warm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UK forgetting the Opium Wars and 
colonization of Hong Kong? So far, the U.K. seems to be the 
beneficiary of that warm relationship. However, no one can say 
that the current warm UK-China relation will definitely last long 
but we can say that as realists both China and the U.K. currently 
seem to desire their warm relation to last long. The increased 
activities between UK and China (likewise between Germany and 
China) do beg the question why is the U.S. holding out a hostile 
policy towards China? The U.S. has always been a realist just like 
the U.K., must she choreograph an anti-China play to maintain her 
supreme position in the world? No, it does not look like a good 
realist play!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佟秉宇～

父親長眠五指山國軍公墓，每回
來探望他，總是百感交集。從河南
農村隻身離家投入黃埔，在戰火中
顛沛流離;隨部隊到台灣後，因為調
防頻繁，我的童年記憶中，父親的
形象是模糊的，印象最深的是父親
掛在嘴邊的那句話：「我們上無片
瓦 ， 下 無 寸 土 ， 要 出 頭 ， 只 有 唸
書。」

當我燒煤球煮飯的時候，竹籬笆
外已經有瓦斯爐了，我們的生活離
所謂的「高級外省人」很遠很遠。

父親一生廉潔，一介不取，在役
時 ， 保 衛 國 家 ， 退 役 後 ， 守 護 家
庭，人生中最精華的歲月都給了台
灣。

開放探親後，父親回老家，在爺
爺奶奶墳前痛哭一場，回來後，再

中階軍官的薪水，要養活七口之
家，讓每個孩子都能上學，是多麼
艱 難 的 挑 戰 ！ 少 女 織 夢 愛 美 的 年
紀，我身上的制服，包辦了上學、
過年、喜宴、比賽...；開學後我是學
生，放暑假我是女工；母親用糧票
換代金，買肉給哥哥們補營養，標
會、起會、做家庭代工，東牆補西
牆 ， 那 時 候 ， 眷 村 裡 幾 乎 戶 戶 如
此。

也不提家鄉事，他鄉已成故鄉，
台灣承載著他生命的軌跡，居住
著他摯愛的家人與袍澤，這裡--也
是他的埋骨地。

記得他第一次聽到「外省豬滾
回去」的聲音時，問我：「台灣
人不都是外省人嗎？」我聽出他
的不安、疑惑和憤怒。我安慰他
這是政客刻意挑起的仇恨，台灣
社會已趨理性，我還跟他開玩笑
說：「沒有這批外省豬，我們就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我就
是紅衛兵了。」

父親和我都沒有料到，政客挑
起的族群仇恨，在這塊土地上像
癌細胞般蔓延開來，我被冠上外
省第二代的稱呼，這個頭銜標示
著我的政治不正確，明示我先天
基因就不愛台灣，所以即便是工
作 上 為 所 當 為 ， 批 評 台 灣 人 總
統，甚或揭發台灣總統貪污，你
的心意都是不純正的，因為你是
外省人，你親中，你沒資格。

我很慶幸父親沒有看到我在揭
發 陳 水 扁 貪 腐 時 ， 是 如 何 被 糟
蹋，但我也遺憾他沒有看到他的

女兒如何堅定的做該做的事。
社會獵巫的氛圍，讓所謂外省族

群，必須以高十倍的音量呼喊愛台
灣，以激烈十倍的動作強調愛台
灣，以求得認同。每每看到政界或
傳播界朋友，比激進更激進，比極
端更極端，都讓我不勝唏噓。

在墳前陪父親喝一杯高梁，杜鵑
開得正茂，山間雲霧蒸騰，一位女
性蒼老的聲音傳來：「OO啊，我老
了 ， 以 後 不 一 定 能 經 常 來 看 你
了。」頓時淚如雨下。

下山時經過士官區，荒塚孤墳處
處，袍澤凋零，後繼無人，生前死
後，一世孤獨。

五指山的勒石上刻有一句話：
「有幸身為軍人後，祖德留芳萬世
名」，我以老兵之女為榮，以身為
第二代為傲，我的身份認同，由我
自己決定。

編者按：朋友自臺灣傳來這篇網
路文章，署名李艷秋，不管作者是
否是李女士，文章的確是好文章，
特此轉載。

裡，如果他在世，我想跟他說，
你這個外省人，一點都沒有愧對這
塊土地，你不需要無恥無良的政客
來裁定你是哪裡人。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Will The Warm UK-China Relation Be A Long-term One?

 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而驕傲！
～李艷秋～

收到好友老曹寄來的這首打油詩 ( 
見附件 ),，詩是好詩,但我認為他是
對豬說教,白費心力。試想；你會在
豬 圈 裡 說 教 文 天 祥 的  " 天 地 有 正
氣，雜然賦流 ------  "？再者，目前
綠營的 " 棟樑 " 和時代力量的 " 精英 
" 們，有誰知道張宗昌？一條和一
餅？誰又在乎漁民的死活？誰的內
心壓縮著炎黃之血，而又哭爹喊娘
的向東北方向叩請天皇聖安？天生
我 才 必 有 用 ， 豬 有 其 榮 登 餐 桌 之
功，對豬亦必有一定之處理方式，
期待豬群克已復禮，深明大義，謬
矣 ！ 謬 矣 ！ 日 本 人 尊 敬 拚 命 之 對
手，臣服於強大的壓力，匍伏於兇
狠之惡魔，但絕不會憐恤屈膝之豬

群；替張自忠抬棺材的日本軍官，
絕非作秀。 2003 年，安倍晉三在台
北圓山忠烈嗣，祭拜 " 中國 " 抗日
將士時，所說的話， " 所有為自己
國家犧牲奉獻的，都應該受到尊重
和紀念 " ，相信綠營的上上下下，
包括年輕的精英，都該言猶在耳，
不知有何感受？受異族統治五十
年，罹患了斯德哥而摩症，而又期
望得到日本人的尊重和青睞？我看
是上錯了墳，拜錯了廟，抱錯了
腿！吃錯了藥！能不能請蔡英文女
士代表豬群表白自辯！

反對對豬說教
～周固猷～

打油一首 

諷立法院
我有一首打油詩 ，不忍埋沒報君知 。海外同胞相距遠 ，趁早了解

莫待遲 。
◎老曹 

昔日軍閥張宗昌，么雞吃餅打麻將。
他家么雞能吃餅，別家不許也學樣。
今有立委黃國昌，全靠民粹進殿堂。
自稱法學大教授，國際公法莫宰羊。
肯亞騙案吼主權，錯不知改反猖狂。
臺灣漁民逢倭寇，舉國痛罵幹伊娘。
獨有立院甘寂寞，伏首帖耳莫聲張。
反對課綱媚日本，藍營湧上要協商。
么雞怎能再吃餅，綠雞吃餅藍雞望。
惟恐東洋乾爺怒，力竭聲嘶護主忙。
但求天皇肯俯允，再當皇民好商量。
只盼重作殖民地，那管漁民拉空網。
國會議員竟如是，時代安能有力量？

台灣兩天內又連續發生三起突發
殺人案，被害人甚至包括四歲孩童
和警員。人神共憤之餘大家仍然只
把 問 題 焦 點 放 在 社 會 治 安 的 防 治
上，卻沒有針對人性惡化和社會風
氣敗壞的檢討！更諷刺的是平日鼓
吹暴力抗爭、破壞政府法制的一些
媒體，現在居然搖身一變以正義凜
然的姿態來批判政府能做些什麼？
如果這個社會還是繼續是非不分、
黑白顛倒，恐怕類似的案件仍然會
層出不窮甚至變本加厲。

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名言〝不要問
國家能給我什麼，而是要問我能國
家什麼？〞而今天台灣社會卻恰恰
相反，在反對派的刻意操弄下賤踏
道德良知，年輕人凡事只怪政府無
能而不怪自己無能！多年來積非成

美 國 蘭 德 智 庫 公 司 ， 論 未 來
202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中最貧窮國
家。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2
29/14/4551962_82307165.shtml

文中指出的目前中國人的素質，
將會在202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中最
貧窮國家。的確目前中國有很多毛
病是極需要改進，但以西方人的文
化及眼光來衡量中國人，2020年將
成為世界中最貧窮國家，就未免太
過武斷了。五千多年文化的民族，
命運就如此的不堪嗎？

以才立國二百多年的國家，來批
評五千多年文化的國家，似乎有認
識不足之處，不了解這民族的生命
力。中國五千多年的文化，歷經多
少朝代興衰，曾被蒙、滿外族共滅
亡兩次，近百多年來更給列強瓜分
國土、財富，二戰時受日寇侵略等
恥辱，變成了長期積弱，由一個富
甲世界的國家，變成了一窮二白，
社會、文化、人性都受到極大的破
壞 和 沖 擊 ， 誰 令 中 華 民 族 受 此 磨

難、恥辱？是過去的殖民主義、
帝國主義、和今天的霸權主義所
犯的惡行是分不開的。

西方所看到中國的負面問題、
只是從表面，而忽略了中華民族
文化的內涵、智慧、和民族的刻
苦耐勞，堅毅不屈的精神，創傷
後 的 恢 復 力 ， 才 是 民 族 的 生 命
力，缺少了就不可能創造出過去
輝煌的歷史。

今天的崛起，短短的四十多年
來 ， 從 一 個 極 度 落 後 的 國 家  
(1970年代初連包食物的紙張都短
缺)，一窮二白，憑著創造力，生
產力，刻苦耐勞的拼搏精神，一
躍 而 成 為 今 天 世 界 第 二 大 經 濟
體，這就是中華民族的生命力，
真的如美國蘭德智庫所說這麼脆
弱嗎？

中國文化中，對個人的道德行
為，都有很高的規範標準，個人
能否接受和實行，就因人而異，
正如各宗教的聖經和教義都是教
人忠誠，互助互愛，和諧相處，
一些以宗教信仰立國的國家，在
處理國際關係時，就強權霸道，
採取雙重標準，完全違背其宗教
聖經的教晦，這又是甚麼道德標
準呢？

中國成語和俚語，都有對人的
行為作出教導，例如：

對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博愛----己立立人，己達達人。 推
己及人。

感恩----滴水之恩，湧泉以報。施
恩莫望報。 誠信----一諾千金。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孝道----二十四孝。
面對現實 ----樂天知命，隨遇而

安。
仁義----殺生成仁，捨生取義。有

殺生成仁，無求生以害人。
無畏，無懼---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智，仁，勇----智者不惑，仁者無

敵，勇者不懼。
因果告戒----種善因，得善果。善

有善報，惡有惡報。
忍辱負重----臥薪嘗膽。 留得青山

在，那怕沒柴燒。 
壞的方面教導，例如：
自私----各家自掃門前雪，莫管他

人瓦上霜。 
學問求功利----書中自有顏如玉，

書中自有黃金屋。
沒做人宗旨----識時務者為俊傑。

良禽擇木而棲。
取巧----投其所好。
貪腐思想----祝賀人升官發財。
賭博----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

不肥。
把握時機----順水推舟。時世造英

雄。
記仇----君子報仇，十年未晚。
中華民族的性格，如流水，無孔

不入，就是民族的生命力
五千多年的中華文化、歷史，憂

患意識，孕育出中華民族的性格，
如流水，無孔不入，憑著刻苦耐
勞，樂天知命，委曲求存的精神，
無比的民族生命力，將走遍全球每
一角落，落地生根，中華文化將會
影響到全世界，如此未來的  [中國
夢] 亦很可能成為 [世界夢] ？那麼
中國2020年怎會成為世界中最貧窮
國家呢？除非有些國家刻意挑釁遏
制中國崛起，但歷史潮流不可抗
拒，中國注定再成為世界大國，將
是無可爭論的事實。

從善如流  活力似水

中華民族的生存力
～中偉～

是、目中無人把自己的問題都變成
理所當然是社會欠他的，養成了只
要不爽就可以發洩、報復的濫自由
氛圍！

反對派利用年輕人的叛逆和一踀
可成的心理，多年來凡事製造和政
府對立搏取社會焦點、爭取出頭的
機會，反死刑、反兵役、反課綱、
女學生反只能穿裙子………那將來
男學生也要反只能穿褲子，好一個
自己要決定自己的未來，當社會真
的翻轉後可要面臨的是覆巢之下無
完卵，不僅害死了別人也害死了自
己！

無獨有偶的是年輕人「害命」而
學者「謀財」，利用國家資源頂著

中央研究院的光環以技術轉移成立
上市公司來騙取投資人的錢財，研
究不出個名堂來到也罷了，還要搞
內線交易搶先出清持股落袋謀利。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些號稱學
者的卑鄙行徑與頂新的黑心油謀利
事件一樣低級，而更可惡的是那群
只看顏色不問是非的「利委」還想
以其職權阻止司法調查，這些人就
是倒倒底底做賤社會的原兇！

一個做賤自己的社會
～孫大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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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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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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XX

医生·女性健康

45岁高龄女星有孕?
（新快报）45岁的伊能静和小 10岁的秦昊已

相恋 1年多。近来, 有媒体爆料称伊能静因已有身

孕,需停工专心养胎,所以闪退出参加的电视真人秀

节目。最近更有爆料,伊能静在台北医院做试管婴儿

咨询,而她也坦承“的确还想要个孩子”。眼看着高龄

的伊能静又要当妈或希望当妈了,广州又有“单独二

胎”的政策,年龄相仿的生过或未生过的女性,也蠢

蠢欲动,计划怀孕。那么,高龄备孕有什么注意事项

呢?

高龄妈妈健康

怀孕几率下降
“并不是说高龄就不能怀孕,高龄也是可以怀

孕的,只是相对于年轻女性来说,高龄妇女需要提前

做好更多的准备工作。”广州长安医院孕育专家王

玉琴主任表示,女性过了 35岁才怀孕生产就属于高

龄了,尤其是头胎,年龄过大,孕育都较为困难。

她指出,高龄女性因为卵子质量下降,健康怀孕

的几率就会跟着下降。但是高龄女性怀孕前需提前

放下手头的工作,适当休息一段时间,做一个全面的

身体检查,适当休息一段时间,适当进行营养的补充,

让身体处在最佳状态。即使是高龄妇女,如果身体非

常健康,怀孕的几率就更大,生育一个健康宝宝的几

率也就越大。

科学备孕提高

孕育健康宝宝几率
有专家指出,备孕对准备孕育的高龄女性是非

常必要的,她不应懵懵懂懂地怀上就算,不能对怀孕

前的准备掉以轻心,否则不仅会伤害到未来的宝宝,

甚至会危害到自己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安全。

备孕一:孕前身体检查
怀孕前夫妻双方都要到医院进行一次全面的

身体检查,先排除一些遗传性疾病,有些遗传性疾病

可能导致胚胎发育畸形, 或是出生之后胎儿出现疾

病,这些情况一旦发生,对父母和孩子无疑都是致命

的打击。

女性年龄越大,患上妇科疾病的几率也就越高,

除了身体各项常规检查, 女性还需要做一个妇科检

查,排查可能存在的妇科疾病。在检查中,夫妻双方

中的任何一方有明显疾病都不宜马上怀孕, 需等病

情缓解或痊愈并休养一段时间之后,再进行备孕。

备孕二:提前口服叶酸
女性年纪越大,就越容易发生胎儿神经系统发

育异常, 而口服叶酸可以帮助预防胎儿神经系统发

育不良等问题。

因此,大龄女性怀孕在前 3个月就要开始口服

叶酸了, 怀孕后的前 3个月内也应继续坚持口服叶

酸。

王玉琴特别提示:35岁以上孕妇由于年龄的特

殊性,女性的生育能力、好孕几率降低,比年轻妈妈

更容易遭遇潜在危险, 如先天性缺陷儿及遗传病儿

的出生率要明显增加; 怀上有唐氏综合征的宝宝的

几率也增大;妊娠综合征(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

病等)的患病率也提高。

因此, 高龄产妇特别需要做好孕前准备的工

作。

高龄备孕简简单单有两招

（京华时报）夜晚有一盏小夜灯提供光亮，对于

夜 里

需 要

照 顾

孩 子

的 妈

妈 而

言 是

非 常

有 帮

助的。不过中日友好医院儿科主任医师王云峰提

醒，宝宝开夜灯睡觉会影响睡眠质量，还会增加宝

宝患近视的几率。

很多妈妈在宝宝睡眠时，都愿意给宝宝留灯。

王云峰表示，任何人工光源都会产生一种很微妙的

光压力，这种光压力的长期存在，会使人，尤其是婴

幼儿表现得骚动不安、情绪不宁，以致影响睡眠。

“好的睡眠能促进孩子的生长发育，增强智力和抗

病能力。开着灯睡觉，特别是强光容易导致孩子睡

眠不良。同时孩子在睡眠过程中会分泌生长激素，

如果睡眠质量不好，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进而会

影响孩子的发育。同时，室内整夜亮着灯，会改变人

体适应昼明夜暗的自然规律，从而影响宝宝正常的

新陈代谢，危害生长发育。”

此外，有关实验还显示，长久在灯光下睡眠，还

会对孩子的视力发育不利。因为持续不断的光线刺

激，眼球和睫状肌便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这对于

婴幼儿们来说，极易造成视网膜的损害，增加宝宝

患近视的几率。

王云峰提醒，要培养孩子从小习惯关灯睡觉，

夜里除了喂奶及换尿布时开灯以外，不要无原则地

迁就孩子。坚持一阵子，孩子会逐渐适应。父母可以

在熄灯的时候多陪陪宝宝，比如抱抱他，亲亲他，轻

轻抚摸宝宝的背部和后脑，唱轻柔的催眠曲，消除

宝宝对黑夜的恐惧。“如果宝宝夜间持续哭闹，可以

暂时开灯，给宝宝喂喂奶，或用玩具吸引宝宝的注

意力，再关灯让宝宝睡觉。如果家里确实需要一盏

小夜灯来照顾孩子的时候，家长们也要尽量购买灯

光柔和的，比如 1-2瓦的灯泡，同时使用时要避免

放在宝宝的床边，不要直射孩子的眼睛。”

宝宝睡眠不宜开夜灯
影响睡眠易患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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