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物 風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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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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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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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群燕(Rogene Gee Calvert) 女士
獲頒美華協會第17屆服務榮譽獎
參與非營利組織公共服務逾30年
OCA理事會全國執行委員會前成員
曾任前休士頓市長Bill White人力資源總監和志願
項目主任
休士頓大學Hobby中心公共政策及VN團隊顧問
委員會

韓式拌飯 石鍋拌飯

OR

OR

OR

OR

 

 
 

$39.97

8300 W. Sam Houston Pkwy S. #218, Houston, TX 77072  TEL832-486-0458 
(Viet Hoa Shopping Center) 

任選一款

韓式烤牛肉 韓式烤豬肉

韓式豆腐煲

韓式烤肉

韓式烤雞肉

大醬湯

任選一款

任選一款

加

加

$10.99$9.99

$9.99 $9.99

$16.99$17.99$18.99

$10.99$9.99

$9.99 $9.99

$16.99$17.99$18.99

本活動截止日期到2016年9月30號
每週一至週四，下午5點前

韓國烤肉食府

B8休城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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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楊笑）9月27日晚，中國駐休斯敦
總領館在總領館辦公樓舉行國慶招待會，熱烈慶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七周年。美國國務院外交
使團辦公室區域主任尼古拉斯•帕普，聯邦眾議員
艾爾•格林、聯邦眾議員傑克遜•李、聯邦眾議員
凱文•布拉迪、德州州長格雷格•阿伯特、德州眾
議員吳元之，休斯敦市長Sylvester Turner均派代
表出席並頒發賀信,休斯敦各界知名人士、華僑華
人、中資機構和留學生代表等近400位中外人士歡
聚一堂，共慶共和國華誕。

招待會在激昂的國歌聲中拉開序幕。李強民總
領事在致辭中特別表示，今年的國慶日在三個方面
有著顯著的意義。首先，中國經濟穩定增長，
2016上半年GDP同比增長6.7%，服務業增加值
占GDP比重的59.8%。中國已更多依靠科技創新
引領、支撐經濟發展。中國科技創新實現重大突破
，9月15日天宮二號發射升空、預計10月中旬將
與神州十一號交會對接，標志著中國向空間站時代
大步邁進。其次，中美兩國關系健康穩定向前發展
。在三周前的G20峰會上，中美兩國元首會晤，
圍繞如何增進兩國互信、加深相互了解，減少差異
和分歧，尊重彼此利益和關切，達成了一系列重要

共識。第三，中國和美國南部地區合作交流緊密。
中國在美南地區的投資超過200億美元，創造了
5000多個工作機會。人員往來不斷擴大，中國在
美南地區的留學生超過60萬人次。希望借由2016
中美旅游年，擴大人員往來，加強文化交流，為中
美關系發展培育更為厚實的民意和社會基礎。

國務院駐休斯敦領團辦主任帕普、傑克遜•李
、艾爾•格林和凱文•布拉迪眾議員、德州州長阿
伯特和休斯敦市長帕克的代表出席並頒發賀信，祝
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周年。休斯敦市市長特
納並宣布2016年9月27日定為休斯敦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日”，向中國政府和人民表示節日祝福。

來賓們在招待會期間進行了友好的交流，對中
美之間各領域合作面臨的機遇感到振奮，僑胞們討
論最多的是國內日新月異的變化，稱中國的發展極
大地促進了世界的發展和繁榮，也給海外華人創造
了良好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對祖國日益強大的實力
和逐漸上升的國際影響力感到由衷自豪。在歡快的
樂曲聲中，中外賓朋舉杯共賀新中國成立六十七周
年，共祝中國繁榮富強，共祝中美兩國友誼與合作
長存。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周年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舉行國慶招待會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由多元族
群政治行動委員會(Diversity Political Coali-
tion)、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與振興社區組
織(Revitalize Communities)聯合舉辦的 「慶
祝多元族裔融合拉力活動- 號召選民登記、
投票信息及就業訓練」 (Celebrate Diversity
Rally Featuring Voter Registration, Voting
Information and Employment Empower-
ment)，將在10月11日下午4時至7時在美
南新聞大樓登場，不只現場協助選民登記及
提供多樣化選舉資訊，也有超級盃足球賽約
5000名工作職缺，歡迎社區踴躍參加。

隨著美國總統大選即將來臨，為振興族
群融合，鼓勵選民積極投票，美南國際貿易
中心主席李蔚華、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員會
執行董事Lore Breitmeyer-Jones和振興社
區組織共同創辦人Jan Taylor一起策劃的拉

力活動，希望在德州選民登記最後一
天做最後衝刺，也順便慶祝多元族裔
團結。

現場將有志願者協助選民登記，
並提供說明包括更新選民身分、保護
選民權益的選舉信息。多元族群政治
行動委員提醒選民，請儘早完成選民
登記，未按時間在10月12日前完成
選民登記的民眾，將無法在11月8日
執行公民投票權利，德州不允許網上
選民登記。這項拉力活動主要是促進
族群溝通和建立信任感，不分種族、黨派，
強化各族裔經濟、政治、文化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現場也為明年超級盃美
式足球賽(Superbowl)招募義工，約5000名
職缺信息，其他商會代表、選舉協會也會有
就業資訊，正在尋找工作機會的求職者別錯

過了。
活動將於10月11日下午4時至晚間7時

在美南新聞大樓(11122 Bellaire Blvd, Hous-
ton, Texas)舉行，歡迎大家熱烈參加。如需
更多資訊，請洽Lore Breitmeyer-Jones ：
info@diversitypoliticalcoalition.org、 Angela
Chen： Angela_nwe@yahoo.com。

選民登記拉力活動10月11日舉行
提供上千名工作職缺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在2016國慶招待會上致辭。(記者楊笑／攝影)

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員會創辦人與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
席李蔚華鼓勵民眾積極投票。(本報資料照片)

振興社區組織共同創辦人 Jan Taylor(左)和
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員會執行董事 Lore
Breitmeyer-Jones(右)為活動共同策劃人。
(Jan Taylor提供)

（休士頓 / 秦鴻鈞 報導）僑教中心卡拉Ok 班學員鄭明明，
昨天中午12 時50 分 在僑教中心門口遭非裔年輕人持槍搶劫，
被搶走皮包，包括皮包裏剛從銀行領出來的現金一千多元，兩張
信用卡及手機等物品。

鄭明明女士經記者追問，道出她來僑教中心之前，曾去過
Harwin 與Gessner 交口上的銀行領取現金，在車子從Harwin
拐入Ranchester Dr. 上時，有一部高大的貨車開在她的車前，擋
住前面的視線，那部白色的貨車是僑教中心對面那家日本食品批
發公司的，他們在鄭車前方緩慢轉身然後右轉，鄭明明則急急左
轉開進僑教中心的停車場，剛停妥車時，她看到旁邊的車位也有

車駛入停下。她因為有拄拐杖，下車緩慢。待她完全走出車時，
旁邊的車跳出一人，一位非裔年約三十歲的年輕人，拿槍指著她
，叫她交出皮包，鄭明明還不相信打劫，直盯著槍看，想鑑定一
下真槍還是假槍，沒想到對方馬上把槍抵著她的臉，她這才意識
到真遭搶了。並看見該車內駕駛座及駕駛旁座還坐了二人。皮包
全部被搶走，她要人通知記者，才發現手機也一併在皮包內被搶
去。鄭明明報警後，警方查僑教中心的攝像頭錄影帶，鄭明明車
恰巧停在攝像頭下，惜當天居然攝像頭忘了插電，白白失去指認
的良機，令鄭明明十分扼腕。

鄭明明被劫事件使僑胞正視這些藏在暗處蹲點的歹徒，而

銀行洽好是他們蹲點的熱點，幾乎休士頓的中，美銀行都發生過
跟蹤，搶劫案件，而到銀行後下一個目的地，則是歹徒打劫的目
標。因此，僑胞們應正視此一現實，處處留心周遭的動靜，而前
往銀行後不要直接回家或辦公室，先到車少的小路繞一圈，如有
車跟蹤你，立即現形。如在大馬路上懷疑有車尾隨，為確定跟蹤
與否，不妨在下一個路口來一個U Tern,轉回原路，跟蹤者如仍
尾隨在後，立即現形。車主此時則需採取報警或直駛警局等必要
措施。

佛光山中美寺 「未來與希望」 講座邀請到MD Anderson 癌症中
心 健康教育專家 To Nhu Huynh 講 述 「腸癌的認知和預防」 , 之後
並有氣功和太極的示範。

地址: 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exas 77477
電話: 281-495- 3100
時間: 十月二日11:20AM – 12:30PM

佛光山中美寺 「 未來與希望」 講座
本周日主講 「 腸癌的認知和預防 」

楊德清主持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 節目
今晚訪問 「 群智貸款」 負責人畢鑑明談貸款事

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搶劫震動僑界
非裔昨在僑教中心前持槍行搶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 「 安穩保
險 」 負責人楊德清主持的 「 美麗家園 」
節目，今晚將再度暢談大家關切的房事，
專訪 「 群智貸款 」 的負責人畢鑑明（Mi-
chelle Young )女士，暢談自住房與投資房
的貸款應注意事項。以及國內人到美國來
買房，要show 出中國銀行的流水帳，如果
要拿到6.75% 的利息，必需在美國本地登
記公司。

畢鑑明也提到貸款必查的 「 信用 」 ，

如何維護自己的credit ? 如不要隨便開沒有
用的卡，很容易因卡多忘了付款，而影響
你的信用。每張卡如credit 在一萬元左右，
只要用$4000 元左右即可，公司卡，個人
卡一樣。如作私人貸款，利率在8.5% 左右
，必需用房子作抵押，如為30 年貸款，前
三年fix ,可過一段時間再作重新貸款（ Re-
finance )。

畢鑑明主持的 「 群智貸款 」 ，可說是
德州作的最好的貸款公司。可95% 貸款，

鎖定最低利率。還可作不查收入貸款，外
國人貸款，FHA 貸款，VA 退伍軍人貸款，
為多家知名建商的Prefer Lender ，並與超
過20 家Mortgage Whole Sale Lender 長期
合作提供最佳利率。

「 群智貸款 」 畢鑑明（ Michelle
Young ) 的直撥線：713-364-7788 或手機
： 832-498-7566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 周年升旗典禮
十月一日上午在中國人活動中心 - 華助中心廣場舉行

十月時節，金風送爽，今年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
週年升旗典禮將於2016年10月1日星期六上午9時30分在休斯
頓中國人活動中心廣場舉行。我們大休斯頓地區的國慶昇旗典禮
是華人社團，工商企業，學生會和校友會，各藝術團體和全體華
人華僑攜手團結，共同參與主辦的大型慶典。我們以此表達對故
鄉和親人的思念和對祖國的熱愛。

我們從兩岸三地及全球各處來到美國，在休斯頓紮下根來，
艱苦奮鬥，實現了自身發展；同時，也為美國當地的經濟和社會
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為促進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我們相聚在一起，慶祝祖國和我們海外華人的進步和
成功。屆時，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發表演說
，少林功夫學院表演舞龍，華夏中文學校學生表演合唱，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王曉芬演唱“我的祖國”。各位嘉賓還
將共享生日蛋糕，以及精美的點心和小吃, 慶賀祖國母親
的生日。

這一天，也是華助中心暨中國人活動中心 Open House。我
們竭誠歡迎僑社僑團僑企和各界朋友出席，參觀訪問，相敬互重
，攜手共進。

歡迎您的參與，歡迎您的家人和孩子的參與。讓我們祝愿中
美兩國和睦相處，地久天長。

聯繫電話 713-772-1133 中國人活動中心辦公室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圖為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 主持人楊德清（ 左 ），今
晚將訪問 「 群智貸款 」 負責人畢鑑明女士（ 右 ）。（
記者秦鴻鈞攝）



川普重申了他對克林頓的看法﹐亦即克林頓缺

乏出任總統的體力﹐她的政策導致國家目前面臨

一系列問題﹐包括伊斯蘭國組織的威脅等﹒

克林頓把川普的經濟計劃描述為傾向富人而

非中產階級﹒她提出川普不願意公布他的納稅申

報單﹐是因為他要麼沒有自詡的那麼富有﹐要麼他

在掩蓋某些事情﹐一旦他當選總統﹐這些事將構成

利益沖突﹒

克林頓宣稱﹐自己在奧巴馬總統第一屆任期內

擔任國務卿期間﹐到訪過100多個國家﹐並談判達

成很多和平協議和停火協議﹒

川普回答說﹐雖然她有經驗﹐但這是“糟糕的

經驗”﹒他尖銳批評了美國和其它大國同伊朗達

成的限制該國核項目的核武器協議﹒克林頓則稱

之為有效外交的典範﹐因為它切斷了伊朗制造核

彈的路徑﹒

兩位候選人都認為﹐核武器是目前世界上面臨

的最大威脅﹐而且任何列在恐怖分子觀察名單上

的人都不應該被允許購買槍支﹒

克林頓呼籲進行刑事司法改革﹐以“修復社區

和警察之間的信任”﹐並且確保警察只有在必要時

才使用無力﹒

川普強調了“恢復法治”的必要性﹒他提出了

恢覆有爭議的“攔截搜身”治安的計劃﹒

他說﹕“我們市中心的貧困區面臨的一個問題

是﹐非洲裔美國人和拉美裔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

中﹐那裏非常危險﹐你走在街上﹐就有可能遭到槍

擊﹒”

克林頓駁斥了川普對黑人社區的看法﹐並稱

之“極端”﹒

她說﹕“我們有很多引以為豪並且應該支持並

鼓勵的地方﹒”

兩位候選人還提到來自國外網絡襲擊的危

險﹒他們說﹐美國需要采取更多行動進行回擊﹒

在伊拉克戰爭的問題上﹐川普

堅稱﹐他從未支持這場戰爭﹐盡管

他在幾次采訪中做過此類暗示﹒

川普還對奧巴馬政府撤軍的方式

進行了批評﹒他說﹐至少應該留守

1萬美軍﹐如果這麼做了﹐加上“奪

取石油資源”﹐本來可以避免伊斯

蘭國的崛起﹒

克林頓指出伊拉克政府不願

意簽署給美軍提供法律保護的駐

軍地位協議﹐這是決定從伊拉克撤

軍的關鍵因素﹒

下一次總統辯論定於 10 月 9

日舉行﹒川普的競選搭檔彭斯和克林頓的競選搭

檔凱恩將在10月4日進行他們之間唯一的一場辯

論﹒

節目介紹﹕《空姐新發現》是由中國南航集團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攜手中央電視

台發現之旅頻道﹐推出的第一檔全原創節目﹐該節目融匯了空姐及明星嘉賓遊歷各

國的切身體會﹐以他們豐富的個人經歷和全球化視野展開情節﹐帶著觀眾深入南航

國際航線目的地的每一個精彩之處﹐去探尋和發現那些鮮為人知的自然奇觀和風土

人情﹒正如節目制片人所說﹐這個節目就是要帶觀眾“不走尋常路”﹒ 中央電視台

發現之旅頻道作為國內唯一以人文探索﹑科學揭秘類節目為主的專業頻道的優勢﹐

在這個節目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播出時間﹕每周日晚間7點30分至8點播出﹐每周六凌晨3點30分至 4點重播﹐敬請

準時收看﹒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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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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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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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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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電視介紹

川普和克林頓首場辯論針鋒相對
美國總統候選人唐納德·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頓星期一晚上進行了面對面的辯論﹐這是他們在11月8日選舉
日之前三場辯論中的第一場對決﹒他們把各自對經濟以及美國在國際上的角色截然不同的計劃呈現在美
國選民面前.

旅遊節目《空姐新發現》
自然景觀和風土人情發現之旅

《美國之音》全球重點要聞報導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左)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林頓首場辯
論﹐正面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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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Wanda In Early Talks To Pay $1 Billion
For Dick Clark Productions

holdings."
A rep for Wanda declined to comment.
Guggenheim and others purchased Dick Clark for 
about $370 million in 2012 amid increased demand 
for television content, especially live events, which are 
perceived as more "DVR proof" and thus appealing to 
advertisers. Many of the Guggenheim entertainment 
properties were spun off last year with Eldridge, which 
has been working with investment banks Moelis & Co. 
and Goldman Sachs to gauge interest in Dick Clark.
If Wanda seals a deal for the company, it will mark 
a major escalation for a firm that is aggressively 
pursuing Hollywood assets. Earlier this year, Wanda 
paid a reported $3.5 billion to acquire Legendary 
Entertainment, Thomas Tull's studio behind Pacific 
Rim, Warcraft and the upcoming The Great Wall, 
starring Matt Damon. 
Wanda, which began 
as a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ompany 
in China, already owns 
the AMC Entertainment 
theater chain in the U.S. 
and other chains around 
the world. It also inked 
a major partnership 
with Sony Pictures last 
week.
"My goal is to 
buy Hollywood 
companies and bring 
their technology and 
capability to China," 

Wang said in a recent interview with Reuters outlining 
his strategy. "We are interested not only in Paramount, 
but all of them. If one of the Big Six would be willing 
to be sold to us, we would be interested," Wang added. 
The Paramount deal was then taken off the table by 
Viacom's newly installed board.
A Wanda deal would be the second sale in a decade 
for Dick Clark, which was launched in 1957 by the 
legendary broadcaster and American Bandstand host, 
who died in 2012. (It is currently run by CEO Allen 
Shapiro.) In 2007, RedZone Capital Management, 
a private equity group funded by Daniel Snyder, 
paid $175 million for the company. Guggenheim 
partnered with Peter Guber's Mandalay Entertainment 
and others to buy it in 2012. (Courtesy http://www.
hollywoodreporter.com/news) 

sources. The price for DCP is 
said to value the company in the 
"neighborhood" of $1 billion.
Sources say Wanda has held talks 
in recent weeks about DCP, which 
produces 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 in addition to its stable of 
awards shows, though the talks are 
said to be in the early stages and 
due diligence on the company's 
assets has begun. DCP is part of 
a group of entertainment assets 
controlled by Eldridge Industries, 
the investment vehicle of former 
Guggenheim Partners executive 
and Los Angeles Dodgers co-

owner Todd Boehly. (The Hollywood Reporter and 
Billboard media brands also are part of those assets, 
but would not be part of a Dick Clark deal, according 
to sources.)
"Dick Clark Productions and Beijing Wanda Culture 
Industry Group Co., Ltd., have agreed to enter into 
exclusive talks with the 
shared goal of finalizing 
a mutually satisfactory 
transaction," a 
spokesperson for 
Eldridge Industries 
tells THR. "DCP is 
controlled by Eldridge 
Industries, which 
announced last month 
that it was conducting a strategic review of its media 

Last month, China's richest man went public with 
his goal of sealing at least two $1 billion deals for 
Hollywood companies this year. Looks like he wasn't 
kidding.
Dalian Wanda Group, run by the outspoken Wang 
Jianlin, has held preliminary talks to purchase Dick 
Clark Productions, the prolific company behind 

the Golden 
Globe Awards, 
American 
Music Awards, 
Billboard 
Music Awards 
and other live 
television 
events, 
according to 

MONTREAL -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said last 
week that his country is willing to open free trade talks 
with Canada as a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will benefit both sides.
"Signing an FTA with Canada will be a challenge for 
China as it will have to bear greater pressure tha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Li said at a business forum also 
attended by his Canadian counterpart, Justin Trudeau.
"However, China is willing to engage in FTA talks 
with Canada to press the low-end domestic enterprises 
to move up the ladder," added the Chinese premier, 
who traveled to Montreal after a 
tightly-scheduled stay in Ottawa.
Canada is the first Group of Seven 
economy that China is seeking an 
FTA with. During their Thursday 
talks in Ottawa, he and Trudeau 
agreed to boost trade and economic 
ties and push for progress in FTA 
discussions. The two sides also aim 
to double bilateral trade by 2025 
based on the 2015 level.
"We are willing to make China-
Canada relations a leading model for China's ties with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est," Li told the forum in 
Montreal.
The premier urged Chinese companies to get prepared 
for the tough competition from their Canadian 
counterparts, and learn from the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management of Canadian businesses.
For Canada, the FTA will create more trade 
opportunities and facilitate joint efforts with China to 
explore third-party markets, Li added, pointing out that 
China-Canada cooperation in aviation and railwa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ll be highly 
promising.
"China and Canada, if we combine 
our respective strengths in equipment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y, will 
be as competitive as the Montreal 
Canadiens at the Ice Hockey World 
Championships," said the premier, 
who visited the famed team before 
attending the business forum.
Meanwhile, Li reaffirmed that China 
welcomes Canadian investment and 

is increasing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rule of law and ensuring a level playing 
field.
Li, the first Chinese head of government to visit 
Canada in 13 years, arrived in Ottawa on Wednesday 
afternoon a week ago, after attending a series of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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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en Globe Statuettes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speaks to Montreal 
businessmen at the 6th China-Canada Business Forum in 
Montreal, Canada, Sept 23, 2016. (Photo/chinadaily.com.cn)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shakes hands with Canada's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at the 6th China-Canada 
Business Forum in Montreal, Canada, Sept 23, 2016. Photo 
provided to chinadaily.com.cn

The 2015 Golden Globe Awards 
presentation was hosted by 
Tina Fey and Amy Poehler. 

Comedien Ricky Gervais hosted "The 73rd Annual Golden Globe Awards," on January 10, 
2016, at the Beverly Hilton Hotel. 

Chinese Premier Envisions FTA With Canada

Purchasing The Producer Of The Golden Globes Would Show An Expansion
Of Wanda's Stated Plan To Enter The U.S. Entertainment Market In A Big Way

level meetings at the United Nations and engaging 
with a wide spectrum of U.S. society in New York. 
(Courtesy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 



B3海歸就業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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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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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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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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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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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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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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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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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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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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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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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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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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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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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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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歡迎“90後”海歸嗎？
“90 后”常具有鲜明的个

性，在择业与工作中也呈现显著

的特点。例如追求个人喜好、注

重实现自我价值、心态趋于平和

乐观。那么，作为如今海归群体

中的生力军，“90后”海归受到

企业的欢迎吗？

“90后”海归受企业欢迎

如今，在招聘会上，“90后”

海归的身影越来越多。但这是否

意味着企业也会倾向于招聘“90

后”海归呢？

据北京无二之旅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蔡韵介绍，

在她们公司，“90 后”海归占

据了近一半的比例。他们公司

主要是提供海外自由行的定制旅

行服务，客户对象又以“80后”

“90 后”为主。在其工作团队

中海归居多，且总体上较为年

轻，“90后”海归的占比也就相

对较高。

蔡韵坦言：“其实我们在招

人时，并不会看重他是‘80后’

还是‘90后’，这对于应聘者是

否符合我们的职位要求并没有绝

对的参考意义。主要还是看重应

聘者的相关背景和专业能力。”

但她也表示，从如今的就业市场

看来，总体上企业还是欢迎“90

后”海归的。“这是现在的一个

大趋势，越来越多‘90后’进入

职场。并且海归在见识、眼界等

方面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

“在我们公司，‘90后’海

归大概占据了 10%的比例。”北

京第三大联合办公空间无界空间

的首席运营官韩昕锜介绍。她对

于“90后”海归的身份表现出了

较为中立的态度。“不过‘90后’

海归可能在某些岗位上会更适

合。有些‘90后’海归在海外学

习的专业在国内是比较领先的，

我们可能因此对其更有兴趣。但

这并不是说招国内的毕业生就达

不到我们的要求。”她们的用人

标准同样在于应聘者能否胜任这

个岗位。

“90后”海归在工作中有独

特优势

对于聘用“90后”海归的企

业而言，他们在工作中扮演着什

么样的角色呢？

在蔡韵看来，“90后”海归

是具有创造力的群体，他们能给

公司的发展带来活力。据蔡韵介

绍，“90后”海归普遍对于事物

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他们身上具

备的敢想、敢做等性格特点，能

够使他们在工作中贡献出许多很

好的想法。一方面，某类公司在

工作性质、环境氛围等方面符合

年轻人的喜好；另一方面，“90

后”海归的背景和自身特点也符

合这类公司的职位需求。双向选

择的结果是，促进了双方的成长

和发展。

金瑞（化名）毕业于英国贝

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作为一名

“90后”海归，她对此有着些许

切身感受。她归国后首先找了一

份在银行的实习。“我在银行实

习时，能够感受到的、自己最明

显的优势就是语言。”她表示，

“一些‘90后’海归是很出色的，

他们在能力和思维上有自己的优

势，给公司带来的价值会更高，

对公司形象也会有一定的提升。”

“90后”海归推动企业改善

管理

“90后”海归在就业时对于

个人喜好和自我价值的追求也给

企业管理带来了影响。

“他们的跳槽率可能较高，

至少不稳定的因素较高。”李云

坦言。李云（化名）是一家与产

业投资相关的国营企业的投资部

副经理。她说：“我们公司由于

成立时间不长，这样的问题暂时

还没显现出来。但这样的问题对

于公司管理肯定有一定挑战。”

“这些‘90后’大多是在一

个经济比较良好的环境下长大，

家庭的经济负担相对较小，因此

他们能更自由地选择职业。所以

他们在选择工作时，更多的是看

重是否符合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是否是自己认可的行业、工作是

否有趣等。”蔡韵描述了“90后”

海归在选择职业时的特点，这样

的特点得到了金瑞的认同。正因

如此，金瑞认为：“如果用人单

位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的话，他们

可能会随时走人。因为没有后顾

之忧，也没有什么家庭压力。”

“90后”海归对个人喜好和

自我价值的追求，也反映了目前

年轻人在就业时的普遍特点。这

也促使部分企业在管理方式上做

出相应的调整。

“如果我们要管理好‘90后’

员工，就要注重他们的喜好，帮

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韩昕锜

坦言，因为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

性，他们在公司文化上非常强调

“成长”和“团结”。“我们每

个月都有很正式的一对一谈话。

让他们畅所欲言喜欢公司什么地

方、需要公司改进什么地方、希

望自己改进什么地方。”韩昕锜

说，这是公司目前在管理上更注

重员工个人喜好和个人发展所做

出的改变。

蔡韵介绍说，为了更好地激

发年轻人的工作热情，公司设有

一些有趣的福利：带补贴的旅行

假；每个月两个公费出行的海外

考察名额，可用工作积分拍卖。

这样的福利不仅给予员工良好的

激励，也会使其对海外各地的了

解更深入，从而提高工作能力，

促进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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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了解国内持续需

要哪些领域的人才？那就应该

仔细 看 看 教 育 部 等 5 部 门 印

发的《 2015-2017 留学工作行动

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海

归求职者提供了求职规划的方

向。

但是，更多的细节、更完美

的路径抉择，还需要每个海归自

己的悉心规划。

先做好规划 再登上飞机

别寄希望于下了飞机再考虑

去哪儿。

所谓职业生涯规划，就是对

未来事业持续性、系统性的规

划。对于海归来说，就业地点的

选择是在进行职业规划时首要考

虑的问题。

“一定要想好了再回国。”

李玉华（化名）在回国前其实并

没有想清楚未来要做什么，国内

的就业形势她也不太了解，便匆

忙回国了。尽管她已经找到了工

作，但却并不是很满意。依照李

玉华的判断，没有想清楚就回国

的海归并非少数。

蒋镒焘目前已经回国就业。

他表示，对于是否回国，最需要

考虑的因素是个人的发展和家庭

的需求。

蒋镒焘从悉尼大学毕业时，

已经拿到澳大利亚的工作签证。

但他还是选择放弃签证回国发

展。“国外的生活比较安逸，但

乐趣较少。国内不少大城市的工

作机会比较多，有利于个人发

展。”蒋镒焘更想从事金融方面

的工作，而目前澳大利亚金融业

的发展状况并不及国内理想。

究竟适合干啥 实习可成检

验

“3至4年内进入普华永道、

德勤、毕马威以及安永这 4家世

界著名会计师事务所中的一家工

作。希望以后再有机会转到一家

企业或是投行。以此站稳于金融

行业。”这是回国前，蒋镒焘作

出的未来职业规划。

“我在 5家公司实习之后，

才决定要做和金融有关的职

业。”在蒋镒焘看来，职业发展

上有变化很正常，因为要真正明

确自己想要做什么，需要不断地

检验摸索。

蒋镒焘最初实习的两家单位

都与其所学习的电气工程专业有

关。这也是大部分学生所做的正

常选择。但是实习过后，他发现

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行业的工作状

态和环境。

“我感觉如果从事了这个职

业，一眼就能预见到自己 40岁时

的样子。”蒋镒焘说。

机缘巧合下，蒋镒焘在上海

一家金融公司实习的时候，发现

了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我平

时在晚上是不愿意加班工作的。

但是在那段实习期间，尽管没有

人要求，我也十分愿意花休息时

间钻研工作。”蒋镒焘说。

现在，蒋镒焘已经被四大会

计师事务所中的一家录取做咨询

工作。

及时收集信息 避免盲从瞎

撞

何宇明在国外待了 7年，近

日才回国准备求职。他表示，不

了解国内的就业行情、缺乏即时

有效的消息，是海归求职的大难

题。

在何宇明看来，海归进行职

业规划的时候，尤需考虑的一点

便是如何避免与国内信息脱节。

时时关注，即时更新。

“你要把目光放长远一点，

如果你现在要找的是应届生的工

作，那么你可以看看招聘有 5年

工作经验的职位要求。这样你就

会知道，未来要达到什么样的要

求，现在有什么需要提高和弥补

的。”何宇明说。

经过观察和分析，何宇明发

现，国内有关会计的职位，招聘

时更倾向于寻找成绩较高、硕士

学历、英语水平高，最好还有各

种实习证明的毕业生。明白了就

业形势，何宇明开始准备。于

是，他继续攻读了硕士学位，之

后还进行了会计等许多相关领域

的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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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016年9月25日，美國加州杭廷頓海灘，當地舉行狗狗
沖浪比賽。主人們為了自己的愛犬在比賽中發揮出色甘當綠葉，在海中
為狗狗保駕護航形象全無。

英國慶祝珍珠收獲節
西服釘滿扣子亮瞎眼

當地時間2016年9月25日，英國倫敦，人們身穿深色西服，上面釘滿上百枚珍珠扣子，慶祝珍珠
國王與王後收獲節。

當地時間 2016年 9月 25
日，英國倫敦，綿羊被驅趕過
倫敦橋。壹年壹度的趕養活動
起源於中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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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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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羅
斯莫斯科，
白俄羅斯總
統盧卡申科
身著皮衣騎
著摩托車帶
著自己的小
兒子尼古拉
參加摩托車
巡遊活動。

英國威廉王子夫婦訪問溫哥華
獲小女孩贈送小熊玩偶

當地時間2016年9月25
日，加拿大溫哥華，英國威
廉王子夫婦訪問加拿大，參
觀當地壹家婦女支持中心。
獲小女孩贈送小熊玩偶。

美國加州舉行狗狗沖浪比賽
主人為愛犬形象全無

英國倫敦舉行傳統“趕羊”活動
綿羊淡定過倫敦橋

土耳其主權信用評級被降至垃圾級 總統：不care
周五，穆迪將土耳其主權信用評級

下降至垃圾級（從Baa3下降至Ba1），
這壹國際評級公司認為，隨著經濟放緩
，土耳其外部融資需求所面臨的風險與
日俱增，並且信貸基本面越來越疲軟。

這意味著，目前三大國際評級公司
只剩下惠譽仍將土耳其維持在投資級
（BBB-, 投資級最低檔）。在7月15日
土耳其發生未遂政變後，標普7月20日
將土耳其主權信用評級從“BB＋”下調
至“BB”，比投資級低兩檔，為垃圾級
第二檔，並將其評級展望從“穩定”下
調至“負面”。“這些風險已經增加：
跨境資本流動突然逆轉，外匯儲備下降
速度更快，最糟糕的是發生國際收支危

機，”穆迪在周五宣布該決定的壹份郵
件聲明中表示，“未來兩到三年，土耳
其信用狀況仍將持續緩慢惡化，Ba1評
級能更好地捕捉這些風險的平衡。”隨
著評級下調，土耳其將面臨難以吸引外
資以彌補其經常賬戶赤字的困境。摩根
大通曾在8月表示，評級下調可能導致
高達87億美元的土耳其債券遭致拋售。
埃爾多安：我才不care!

就在評級被下調的前壹天，土耳其
總統埃爾多安表示，如果土耳其評級被
下調至投資級以下，他對此並不擔心，
那些評級公司因為政治偏見做出錯誤決
定。“我壹點也不care，他們正在犯錯
誤，而他們這麼做是故意的，”埃爾多

安周四在紐約接受采訪時稱，“不管妳
是否誠實，土耳其的經濟都是強勁的。
”

埃爾多安還表示，這些評級公司發
表政治聲明，是“違背經濟倫理”，
“他們扶起壹些經濟崩潰的經濟體，另
壹方面，他們或者凍結或者削弱壹個經
濟穩定的國家”。

另外，埃爾多安稱贊土耳其央行本
周降息是正確的，以後央行應該繼續這
麼做。7月22日，土耳其央行將隔夜貸
款利率繼續下調25個基點至8.25%，這
是該國央行連續第七個月降息。

中國大城市房價猛漲或致資本外流
綜合報導 新加坡蘇格蘭皇家銀行集

團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胡誌鵬分析稱
，最大城市房價猛漲失控促使投資者到
海外尋找更便宜的替代品，造成中國資
金流失，給人民幣帶來下行壓力。

胡誌鵬指出，“國內和外國資產價
差擴大將導致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直
到恢復對等。”他說，壹線城市和二線
主要城市房價同比上漲30%意味著美元
升值 25%，遠遠超過美國大城市房價

5%的漲幅。
他表示：“普遍認為，中國決策者

將會犧牲人民幣匯率來避免國內房地產
價格大幅度校正，因為後者會更嚴重導
致中國經濟和金融體系脫軌。”

報道稱，這是因為在世界第二大經
濟體中，房地產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很多
行業，包括股市。

胡誌鵬說，中國房地產崩潰可能造
成影響深遠的後果，投資者恢復信心將

需要很長時間。
報道稱，這將決策者置於非常棘手

的境地。
雖然政府手中有壹些牌可打，比如

有能力控制土地供應和對新房限購，然
而歷史證明壹些收緊的措施可能事與願
違，只會加劇投資行為，比如今年早些
時候上海出現的“恐慌性購房”。

胡誌鵬說：“任何泡沫都沒有美滿
結局。”

綜合報導 珠寶還是奢侈品？都不
是！近幾年，香港保險已成不少內地
居民赴港“買買買”旅程中的重要壹
站。雖然監管不斷發出風險提示，但
內地客“赴港投保”熱度依然不減。

根據香港保險業監理處公布的上半
年香港保險最新統計數據顯示，香港
保險行業上半年總保費收入2075億港
元，同比增長12.2%。其中，內地客
戶貢獻新單保費收入301億港元，已
經接近去年全年水平（316億港元），
占個人業務新單保費（815億港元）的
比例也達到了37%，而2015年底，這
壹比例還僅為24%。

這些讓內地客瘋狂的香港保險產
品究竟有何不同，其與內地保險產品
在設計和保障方面有哪些出入呢？在
17屆中國精算年會上，太平洋人壽精
算部副總經理陳謙給出了答案。
低費率高保障是熱銷點

2010年以來，內地客戶拉動香港
壽險的新保保費持續快速增長，截至
2015年，內地客戶的年化新保貢獻已
占其年化新保保費的34%，規模新保
保費占24%。

據相關媒體報道，最受到內地客
追捧的香港保險產品有兩大類型，分
別是終身型的重大疾病保險和保障成
分極低、近乎完全就是儲蓄投資的終
身分紅保險。

“責任簡潔，保額分紅以及後期
的高利益演示是內地消費者赴港購買
重疾險主要看重的。”陳謙以香港熱
銷的重疾產品危疾終身保產品為例，
其保障責任明確劃分為四大塊：身故
保障、嚴重疾病、特定疾病、預支疾
病，並贈送額外保障，且每方面的保
障和賠付都標註的十分清晰。

同時，分紅也是吸引消費者的因
素之壹。跟內地產品對比，危疾終身
保與內地某款保額分紅產品在病種和
責任方面比較接近，最大的優勢是費
率低、重疾也參與分紅。“除保障條
款外，香港與內地最大的不同是，香
港的重疾險產品也參與分紅。”某業
內人士向記者表示，投保人在香港購
買壹份保額100萬元的重疾險產品，
保額隨著分紅會遞增，以抵禦通貨膨
脹，相比之下，投保人在內地購買的

重疾險產品，保額始終是100萬元。
除了保障功能，較強的儲蓄和理財

功能也是香港保險產品吸引消費者的原
因之壹。“如香港雋升，提供美元版，
其是壹款具有較強儲蓄功能的終身壽險，
通過現金價值和紅利實現資產增值。”
陳謙表示，而內地產品普遍采用生存給
付+附加萬能賬戶來實現客戶增值。同
時，香港保單在費率管理方面比較靈活
，首期保險費可打折，如雋升曾經階段
性對於保額達4萬美元/32萬港幣以上
提供壹定折扣優惠。

不過，香港保險並非有益無害，
其雖在演示和銷售靈活性方面具有壹
定優勢，但也存在壹些風險。如費率
不保證風險、紅利收益不確定性風險
、流動性風險、退保風險和匯率風險
等，這些也在保監會的風險提示中多
次被提及。
內地險企可從兩方面入手改善

無論如何，香港保險能吸引眾多
消費者趨之若鶩必然有其過人之處。
所謂“打鐵還需自身硬”，內地險企
想要讓消費者的目光停留在自家的產
品上，還需從產品入手。那麼作為內
地保險業的同行們，又改如何調整經
營策略和產品設計呢？

“隨著供給側改革和各類型產品
費改的推進，內地保險產品需升級責
任，擴充保障範圍，提高保障程度和
靈活性，以滿足客戶的差異化保險需
求。”陳謙表示，若內地同類分紅產
品和香港價格可比，則需要降價30%
左右，在此基礎上，產品價值率將大
幅降低，若要與香港保險競爭的同時
，維持價值水平，還需險企不斷提高
自身經營管理。

比如，加強分紅險的資產負債分
紅管理，根據產品的負債特性設置投
資策略，提高投資收益，維持長期投
資收益穩定，做好分紅險的可分配盈
余管理；提高公司的風險控制能力，
提高保險公司經營管理能力和盈利能
力，降低股東資本成本，從而降低貼
現率要求；嚴控銷售誤導，加強保單
品質管理，提高保單繼續率，更好地
支持現金流管理，攤薄保單成本，實
現規模效應，降低費用成本；做好發
生率經驗管理，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差

異化產品等。
產品創新和管理均離不開政策的

支持。在險企提高自己的同時，對監
管也提出了壹些期許。

“比如現金價值計算是否能夠有
更大的靈活性，但低現價不等於高繼
續率，保險公司需要規避通融退保風
險。”陳謙從四個方面給監管創新提
出了建議，香港長期險也可以贈送和
提供費率優惠，內地保險在贈險的保
險期間和贈險額度方面都有規定，如
無法贈送長期保險，內地監管能否嘗
試對贈險制定更加寬松的管理，但也
要看保險公司能否駕馭銷售的靈活度
、能否做到行業自律；十幾年前健康
保險可以開發成分紅型產品，但由於
經營不善被叫停，隨著內地公司在重
疾險開發管理經驗的增加、行業重疾
表的推行，是否試點重新放開重疾保
險的分紅限制等。

Twitter花落誰家？彭博稱迪斯尼也將參與競購
周壹，彭博新聞社援引知情人士稱，

迪士尼在和財務顧問公司合作，評估競購
Twitter的可能性。消息出來後，Twitter
股價短線上漲。上周五媒體稱，谷歌和
Salesforce都是Twitter 的潛在買家，該
消息推動Twitter當日漲超20%。

無論將花落誰家，至少現在Twitter
的身價已經增長。上周五，Twitter股價

收漲超過20%。周壹，在歐美股市下挫
之際，受迪斯尼可能將參與競購Twitter
消息影響，Twitter盤中快速拉漲，目前
漲幅為0.7%。

如今正是社交網絡大洗牌時期，
MySpace、YouTube、Instagram相繼被
收購。今年6月微軟宣布將以262億美元
的價格全現金收購領英，溢價近50%。

精算師拆解香港保險
分紅儲蓄理財功能才是吸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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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商界發聲：
移民數量和質量需同樣受到重視

日前，新西兰 BusinessNZ 首席

执行官Kirk Hope在移民的专栏发表

评论引起了很多争论，其中不乏批

评之声。

Kirk Hope说：“有人说商人或

者雇主只想雇佣便宜的人，这当然

不是事实。商人们愿意雇佣移民主

要是因为他们使劳动力市场变得更

加丰富，也可以为雇主提供多样化

的选择。”

Kirk Hope表示，目前的失业率

约为 5%，这是很低的，而且绝大多

数是处于过渡期的劳动者，比如转换

工作等，那些无法工作的人有着多方

面的原因。所以，这与移民无关。

移民问题是复杂的，关于移民

问题的辩论也有很多方面，当前的

争论主要围绕临时移民的数量和永

久移民的质量这两个问题。

关于临时移民的数量问题在奥

克兰、基督城和皇后镇这些建筑业

和酒店业快速发展的地区，临时移

民的数量问题最为明显，由于行业

发展超出了本地劳动力市场的供应

能力，所以创造出许多针对临时移

民的工作职位。这一现象在许多农

村地区也存在，当地劳动力数量无

法满足农牧场的发展需求。

“打工度假签证持有者、临时

工签持有者，以及国际留学生的兼

职工作时间等，这些人是填补上述

劳动力市场空缺的主力。这些临时

移民的数量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但

他们是受到雇主欢迎的，并将帮助

新西兰保持目前积极的经济增长态

势。”Kirk Hope说。

Kirk Hope表示，临时移民的名

词就决定了他们是短时入境的，随

着他们的签证到期，这种大量增长

的现象就有望随之消失。许多银行

经济学家都预测这类移民的数量可

能会像突然增加一样，出现急剧下

跌，甚至预计到 2020年甚至更快，

每年的净移民数量就将跌至 1.5 万

人。因此，临时移民的数量尽管现

在看起来很多，但其实不是问题。

关于永久移民的技能质量问题Kirk

Hope认为，永久移民方面需要着眼

于高层次技术人才，比如工程、IT、

科学技术等领域的技术人才，所以

我们需要更好地校准永居政策，以

吸引更多的高技术人才。这将有助

于新西兰高经济附加值企业获得他

们成长所需的高技术人才，同时为

新西兰人创造更多的高薪职位。

Kirk Hope说：“校准永久移民

政策其实并没有解决我们的基本问

题，因为，保持增长所需的高技能

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前许多

新西兰年轻人早早就从学校出来，

根本没有掌握现代经济社会所需的

相关技能。所以，我们的教育系统

应该承担起培养新西兰人的责任。”

Kirk Hope表示，企业应该起到

关键作用，企业和教育系统应该共

同努力，致力于培养新西兰人掌握

适应社会发展所需的高等技能，同

时，还应该向年轻一代灌输这样的

一个清晰概念，为了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掌握科学技术，才能在

现代社会找到一席之地。只有当本

地人掌握了越来越高的知识技能水

平，我们才不会需要那么多移民来

填补这些领域的人才缺失。

美國H1B簽證申請難
華人無奈改辦投資移民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

道，美国奥克兰华人吴璐12

日说，她因为感觉办理工作

签证H1B遥遥无期，决定辞

职和先生一起办理投资移

民，“不用老是想着是否抽

中签、如何维持签证等问

题，省去不少麻烦。”

吴璐在欧洲留学获得学

位，因先生赴美工作，她也

跟随过来，“美国教育、环

境都不错，非常想留下来，

我也想找个工作。”

吴璐应聘多家公司，发

现很多公司都不愿意帮留学

生办工作签证，且她是欧洲

大学毕业，难度更大。最终

湾区一家公司答应帮她申

请，但工作数月后，吴璐心

里直打鼓，慢慢体会到办签

证中间有很多细节问题非常

棘手。

“先不说工作签证本身

要抽签，有很大运气成分在

其中。最重要的是，签证要

求对应的学位、职位有一定

的最低工资要求。比如说某

些研究生毕业的，担任市场

营销方面的工作，签证生效

后，年薪可能要求 6 万元

（美元，下同）多，月薪

5000元左右，但公司老板开

不出这么高的工资，只答应

给4000元，账面上给你5000

元，你要退回给老板1000元。

而5000元工资相应的税收，

你却要如实缴纳，仔细计算

发现，一个月存不了几个钱。”

吴璐表示，工作签证审

批后，假如她的工作岗位有

变动，还要再次向移民局申

请，若不批准，签证就可能

取消，面临出境的风险，

“虽然可以找律师打官司，

拖延时间，但总归是麻烦。”

最近吴璐还发现所在公

司经营情况不理想，甚至面

临倒闭的风险，思前想后，

她决定辞职不干，和老公一

起办理投资移民，“投资移

民项目或 50万或 100多万美

元不等，最担心的就是移民

项目的真实性，因为之前也

有新闻报导说有华人受骗，

白白浪费血汗钱。最重要的

是前期做好信息搜索工作，

比如了解投资项目是否属于

政府批准的，一定要找一个

靠谱有口碑的律师。”

吴璐说，相比于工作签

证的不确定性，投资移民让

人觉得踏实些，她知道的是：

“每年 10 月移民局会放出

新的名额，如果申请到了，

要拿近两年的临时绿卡，两

年内投资项目没问题再拿永

久绿卡，最终拿到绿卡需要

五年时间。”

澳洲家庭簽證該何去何從
少數族群社委會籲免費

据《澳洲论坛》报道，

澳洲联邦少数族群社区委员

表示，在努力吸引技术工人

移民的情况下，同时也要注

意家庭签证问题不要被忽

视。但是对于此事，澳洲生

产力委员会曾持否定意见，

在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

该组织表示澳洲目前的家庭

签证政策需要调整，建议澳

洲政府减少发放年长者移民

永久居留签证，或者提高针

对这些人群的签证费用。

“我们担心这份报告的

建议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家庭

移民的重要性。低估家庭移

民的好处可能会导致对于技

术移民系统的严重歪曲。”

澳洲联邦少数族群社区委员

的主席卡普托说道。他指

出，尽管生产力委员会的报

告对于理解澳洲移民方案的

影响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

一些建议过度看重了家庭移

民签证对财政的影响，并低

估了家庭移民签证的社会和

文化贡献。

生产力委员会的报告建

议澳洲政府修改针对永久性

父母签证申请人的条款，包

括大幅增加父母签证的费

用，削减无贡献父母签证的

资格，不因同情而签发签

证，以及要配以清晰的标准

来限制此类签证的申请。此

报告还建议，政府应考虑降

低有贡献父母签证的上限，

引入更灵活的临时父母签证

来提供更长时间的居留权，

但要附带条件。至于其他临

时签证，移民者要保证父母

或需抚养的孩子在居留期间

有足够的金钱来支付医疗保

健的费用。

根据澳洲移民部的信

息，无贡献父母签证的申请

批准大约需要 30 年，而其

他的仅存海外亲属和年老需

照顾的亲属的签证申请可能

需要 50 年或更长的时间。

不仅如此，有贡献父母签证

的相关费用也比那些无贡献

签证高很多，此系统有点对

抗父母签证的意味。

“家庭团聚有利于移民

者维系家庭关系，对海外技

术人员定居澳洲来说至关重

要。另外，家庭团聚也与核

心人权准则有关，澳人有权

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澳洲联

邦少数族群社区委员从根本

上反对收取澳洲移民费用。

澳洲移民的流入应该是均衡

的并以自身优势为基础进行

的，而不应以潜在移民的经

济实力为基础。移民方案应

着眼于整体，考查移民者的

技术能力以及其他贡献。”

卡普托说。

高稅收高房價吃不消
越來越多美國人“逃離紐約”

2014年，纽约州的12.6万

名纳税人迁徙到其他州，这也

是全美迁出人口最多的州。

纽约州一直是“高收入

者”居住的地方，不少家庭

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

纽约州的人口目前仍在

增加，不过这大部分是由于

移民人口增长，许多本地居

民已搬往或正在计划搬往其

他州，主要原因是高税收、

缺少商业机会和无法负担的

高房价。目前，纽约州的生

活成本超过全美平均水平的

29%。

纽约州库默的发言人

Richard Azzopardi 则表示，

希望纽约州能进行税收改

革，并增加更多的私人企业

工作机会。

入境美國有些東西不能隨便帶
留學專家一一列舉

小邱回忆了他的经历，“美国

入境检查，被认为需要是拼人品的，

有的人带着一箱吃的喝的就可以完

全入关，有的人只带了几箱牛肉干

就会被拉进小黑屋。我第一次去美

国的时候，对入关检查也没什么概

念，就带了很多牛肉、猪肉铺、肉

松饼之类的，含肉类的零食，可能

是人品大爆发，海关人员并没有检

查我，也让我顺利的进入了美国境

内，但是到了学校之后，我的室友

也是一个中国人，他也是第一次来

美国，他带了一箱零食全部都被海

关没收了，他还被带到了一个小房

间内，被海关人员登记他的个人信

息，还有罚款了300多美金，因为他

是在洛杉矶被查到的，后来他每次

从洛杉矶入境的时候都会被检查，

现在他都再也不敢从那边入境了。

有的朋友说，如果在入境单子上填

写带的违禁食品是会被查的，零食

的话也只能拼人品，尽量让海关人

员不会查到你。”

留学专家莫单玉建议，美国海

关对于两类食品是绝对不允许带入

关的：

第一类就是植物类的，不能带

任何种类的鲜果、蔬菜、草木、种

子或者植物产品入境，如果需要的

话必须获得特许，像中国人可能经

常会遇到的一些中草药、茶叶或者

一些咖啡豆，因为它里面都可能会

含有禁止入关的成分，也建议大家

不要带。

第二个就是肉类和皮革类，它

是为了防治动物的病虫害，或者以

及各种肉类未加工的皮革，或者动

物毛皮、牛马或者家畜类的，包括

蛋在内，这些东西都如果没有经过

许可，也是不允许携带入境的。对

于中国人来讲，我们可能平时的饮

食习惯会喜欢的一些像肉干、牛肉

干、猪肉干，其他像燕窝、火腿这

些都在这一类禁止入境的产品当

中。还有一些含肉类的食

品，比如说肉松蛋卷、还有

包装成糖果状的牛肉粒，带

肉馅的月饼，或者粽子，以

及在飞机上的面包，如果它

里面含有肉其实也是不能代

入美国经境内的。有禽流感

隐患的燕窝、燕窝罐头或者

燕窝月饼也在之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很

多学生想要为了做饭方便，

带浓汤宝这样的汤粉类的产

品，它也是属于禁止的内

容 ， 因为它中间有可能含

有肉类的成分，海关没有办

法确定这个产品在处理的时

候温度是否达到杀死肉类里

面含有病菌的程度，所以才

会被禁止。其他的在允许范

围内的食物莫单玉也建议大家是

要带包装完整的，最好是真空包

装，并伴随着英语标识的产品。

药品也一样，最好都要有英文标

识的成份，这样海关的官员能方

便的去查看你这个东西里面含不

含有违禁的成份。当然会有很多

人包括同学也问到，能不能比如

说存着侥幸心理，把这个食物藏

起来，或者放在箱子里托运入

境，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去做，如

果一旦会被查出来，不仅是巨额

的罚款，会失去钱财，更失去了

诚信，而且还有可能会给别人带

来危险。实际上现在中美的贸易

非常的发达，在美国生存的华人

也很多，想吃的食品很多都在华

人超市或者是在亚马逊等购物网

站上都能买的到，虽然价格会比

国内用人民币购买会贵一点，但

是还是这样是最保险，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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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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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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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 Nose and Thr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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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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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95-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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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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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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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紀實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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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一百年前，1918 年，鲁

迅写成他的《狂人日记》，自此

连续发表“小说模样”的文章。

1923 年、1926 年，北大新潮社

与北新书局先后出版了他的小说

集《呐喊》与《彷徨》。

将近五十年前，1966 年，

“文革”爆发，所有孩子高兴地

辍学了。我猫在阁楼的昏暗中，

一页页读着鲁迅的《呐喊》与

《彷徨》，完全相信沦亡的孔乙

己、疯了的祥林嫂、被斩首的夏

瑜……都是旧中国的鬼魅，我一

边读，一边可怜他们，也可怜鲁

迅：他居然活在那样黑暗的年代！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书中的

故事远在晚清，而晚清并不像鲁

迅描述的那么可怕、那般绝望。

但我至今无法对自己解释，为什

么他笔下的鬼魅，个个吸引我。

在我的童年，革命小说如《红

岩》、《金光大道》、《欧阳海

之歌》……超级流行，我不记得

为什么不读，也读不下去。

同期，“社会上”流传着旧

版的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巴

金、萧红……我不知道那就是民

国书，零星读了，都喜欢。不过，

最令我沉迷惚恍的小说，还是鲁

迅。单看书名就有魔力：“呐喊”，

而且“彷徨”，天哪， 我也想

扯开喉咙乱叫——虽不知叫什么，

为什么叫——我也每天在弄堂里

百无聊赖地乱走。

我不懂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只觉得活活看见了书里的众

生——那位暗夜里抱着死孩的寡

妇单四嫂子（乡邻“蓝皮阿五”

动她的脑筋），那群中宵划船去

看社戏的孩子（从河边豆田偷摘

而旋即煮熟的豆子啊）……我确

信书中那个“我”就是鲁迅，我

同情他躲开祥林嫂的追问，在我

的童年，街巷里仍可随处撞

见令人憎惧的疯婆。这个

“我”还在酒桌边耸耳倾听另一

位食客上楼的脚步，而当魏连殳

被军服装殓后，他会上前望一眼

亡友的死相。那是我头一回读到

尸体的描述，害怕，但被吸引。

合上书本，瞧着封面上鲁迅

那张老脸，我从心里喜欢他，觉

得他好厉害。

我已不记得六十年代小学语

文课目——对了，有那篇《故乡》。

中年后，我童年的穷朋友也如闰

土般毕恭毕敬，起身迎我，使我

惊异而哀伤——八十年代后的中

小学生会被《故乡》吸引么？

实在说，我那一代的阅读语境，

永不复返了，那是前资讯、前网

络时代。如果今日的学生厌烦鲁

迅，与之隔膜，我深感同情。除

了我所知道的原因，我想了解：

那是怎样的一种烦厌。

近时果麦文化告知，新版

《呐喊》与《彷徨》面世在即，

要我写点什么。我稍稍吃惊，且

不以为然。近百年过去，解读鲁

迅的文字 —— 超过原著数百

倍——无论如何已经过时了，失

效了，除了我辈与上代的极少数

（一群严重过时的人），眼下的

青年完全不在乎关于鲁迅的累累

解读。然而《呐喊》与《彷徨》

被它的解读，亦即，过时之物，

厚厚粘附着，与鲁迅的原文同时

奏效，其中每个主题都被长串的

定义缠绕着，捆绑着。它并不仅

仅来自官府，也来自真心推崇鲁

迅的几代人，在过时的逆向中，

他们挟持着鲁迅。

眼下，倘若不是言过其实，

《呐喊》与《彷徨》遭遇问世以

来不曾有过的冷落（直到八十年

代末，它们仍然唤起必读的尊敬

与爱），鲁迅的读者即便不是大

幅度丧失，也在逐年锐减（太多

读物裹挟新生的读者，逐出了鲁

迅）。近年我以另一种理由，可

怜鲁迅。我曾议论他，但不谈他

的文学：我不愿加厚那淹没鲁迅

的附着物。

当我五十年前阅读他，《呐

喊》与《彷徨》经已出版四十

年：这是鲁迅无法望见的历史。

当初他嵌入小说的记忆，潜入被

他视为昏暗的晚清，停在十九世

纪末；此刻，我的记忆回向二十

世纪六十年代，那正是死后的鲁

迅被无数解读重重封锁的时期，

他因此一步步令日后的青年倍感

隔膜。

我庆幸儿时的阅读：“文

革”初年，一切文学解读暂告休

止，中小学停课，没有课本。没

人摁着我的脑袋，告诫我：孔乙

己与阿Q “代表”什么，我甚至

不知道：这就是文学——新版的

《呐喊》与《彷徨》旨在挽回文

学的鲁迅么？近时回想这些熟悉

的篇什，我的感喟可能不在文

学，而是时间。

在《明室》的开篇，罗兰 ·

巴特写道：有一次他瞧着拿破仑

幼弟摄于十九世纪中叶的照片，

心想：“我看到的这双眼睛曾亲

眼见过拿破仑皇帝！” 这是过

于敏感的联想么？它提醒的是：

在时间中，人的联想其实有限。

阅读古典小说，譬如《水浒》、

《红楼梦》，甚至略早于鲁迅的

《老残游记》与《孽海花》……

我们够不到书中的“时间”，可

是经由巴特的联想，我似乎找到

我与鲁迅可资衔接的“时间”：

它直接勾连我的长辈——《彷徨》

出版的翌年，1927 年，木心出生

了，属兔；又过一年，我父亲出

生，属龙，而鲁迅的公子周海婴

诞生于下一年，属蛇……我有幸

见过晚年的海婴先生，彼此用上

海话笑谈。

但在连接三代的“时间”之

外，还有什么？

“秩秩干干、幽幽南山”、

“粤有盘古，生于太荒”，这是

鲁迅幼年必须熟读的句子，之

后，他写出了《呐喊》与《彷

徨》。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

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这是我幼年必须熟读的句子，之

后，我读到了《呐喊》与《彷徨》。

现在的孩子熟读什么句子？

他们长大后，如有万分之一的青

年选择新版《呐喊》与《彷徨》，

而且读了进去，他们如何感知远

距鲁迅的时间，包括，远距我的

童年的那一长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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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的人》以卡登丝

的视角讲述了自己的青春时

光，她是辛克莱家族的第一

继承人，他的父亲在十五岁

的时候离开了她的母亲。本

文是小编读《说谎的人》心

得感悟，欢迎大家阅读借鉴。

那些年少轻狂、无知无

畏的岁月里，我们追求的是

绝对的公平和正义，追求平

等自由和无拘无束的快乐，

会因为一句玩笑反目成仇，

也会因为一件小事而化干戈

为玉帛。那时候觉得世界终

究是我们的，青春就应该轰

轰烈烈才能不悔，然而轰轰

烈烈我们是否能够承受呢。

《说谎的人》带给我们的就

是这样一段青春，而结局却

让人不忍直视，推开成人世

界之门的第一声叹息如此沉

重。

《说谎的人》以卡登丝

的视角讲述了自己的青春时

光，她是辛克莱家族的第一

继承人，他的父亲在十五岁

的时候离开了她的母亲。每

年夏天，辛克莱家族的成员

们都会到马萨诸塞州海岸附

近的一个私人小岛——比奇

伍德上度过整个夏天。从卡

登丝八岁起，她和约翰尼、

来伦、盖特就一起被家人称

为“说谎者”，每年夏天他

们都一起疯狂的玩、放肆的

笑，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是

岛上的祸害。然而十五岁那

年的夏天，发生的事故，造

成了卡登丝的失忆和挥之不

去的偏头痛困扰。第十七个

夏天，她终于能再次回到小

岛见到她的“说谎者们”，

她开始追寻真相，而随着真

相大白，卡登丝面对的却是

另一种难以承受的事实。

故事的最初虽然有伏

笔、有疑惑，在我看来仍旧

算是一部青春疼痛小说，只

是结局过于残酷。富有的家

族，私人岛屿，亲密无间的

小伙伴，三个姨妈却不见姨

夫，多么奇怪的家庭组合。

但对于孩子们来说，此时每

个夏天都是值得期盼的日

子，于是爱情自然而然的发

生了。而随着卡登丝的回忆

慢慢被唤起，展现在我们面

前的不再是团结友爱的一家

人。权利与金钱的诱惑、父

权制的压榨，老国王和三个

公主的故事被不断的演绎出

多个版本。为了争夺宠爱，

开始假意奉承;为了争取更多

的遗产，开始利用孩子们展

开温情攻势。残酷的、虚伪

的成人世界，展现在了我们

眼前，也展现在了孩子们眼

前。而对于爱情，盖特是一

个不被家族 boss外公喜爱的

存在，卡登丝与盖特的感情

是看不到希望的，就如同卡

丽姨妈为了不被剥夺继承

权，一直无法与她的情人步

入结婚的殿堂。

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

里，孩子们渐渐开始有了自

己独立的思考，开始苦恼，

开始想要对抗。正如卡登丝

所说“我们如此渴望我们拥

有：没有约束和偏见的人

生。自由去爱和被爱的人

生。”于是年少轻狂的岁月

里，无所畏惧的冲动下，

“说谎者们”最终在十五岁

的夏天点燃了希望的大火。

这场冲天的火光中，烧毁了

整个家族的骄傲，结束了无

休止的争夺，他们成为了自

以为是的改革者。而结果却

是无法磨灭的伤痛。

伴随着“说谎者们”的

离开，事实真相浮出了水

面，而卡登丝也终于记起

了所有伤痛的根源。书中

的故事就在叹息中结束了，

而留给我们的确实久久不

能平静的叹息。青春的爱

很直接，青春的世界里拒

绝谎言，年少冲动的一次

抗争，换来的确是这样一

个结果。卡登丝只能用谎

言来换取活下去的勇气，

是多么可悲的成长。虽说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

负责，即使我们曾经年少

无 知 ， 曾 经 不 知 天 高 地

厚，但该承担的必然不会

落到他人头上。而对于成

长，对于唯一留下的人来

说，做到如书中所言“可

以悲伤、抱歉——但不要承

担它。”才是活下去的唯

一方法吧。

用谎言告别了青春，却

要在成人的世界中默默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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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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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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