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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讓我們攜手為您的企業找出適合的信貸選擇，向您的業務 
目標加速前進。有了我們的網上資源、信用查詢工具和經驗 
豐富的華語專員，我們能夠齊心協助您的企業慎選信貸， 
持續往前邁進拓展業務。

瞭解您的信貸選擇，請上網 
wellsfargoworks.com/credit 
 （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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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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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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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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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1-988-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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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為各界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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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牙醫中心時代牙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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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志剛牙醫博士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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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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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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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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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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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劉興坤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百利牙科 Bellaire Dental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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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東方
DDS MS PHD
二十餘年牙科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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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6:00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老人牙科 急症處理

收受各種牙科PPO以及政府保險 （位於Fiesta廣場，悅來海鮮酒家隔壁）

中國城
百利大道8

號
公
路

G
es
sn
erFiesta悅來海鮮

★
百利牙科

德州新聞

多年豐富成功診治各類口腔疑難複雜病歷經驗

美國口腔修復學會認證口腔修復專家

接受各種保險，為患者確認保險範圍，確保無意外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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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休斯頓一名男子日前在商場試圖引爆一枚炸彈被警方抓獲，本周在法庭上
承認自己和 ISIS伊斯蘭極端恐怖機構有關聯，並將接受與恐怖活動相關的審判和指控。

根據法庭的指控，24歲的Omar Faraj Saeed Al Hardan，在其休斯頓西部的公寓內私藏
大量和爆炸有關的物品及遙控裝置，被告人曾宣稱，希望和恐怖組織人員在一起，並計劃
采取自殺式的恐怖襲擊。

同時，在他的私人物品中發現的祈禱名單中，宣稱要為聖戰而獻身。此外，ＩＳＩＳ
的旗幟也在其私人物品中被發現。

Al Hardan 對其指控供認不韙，將面臨兩項指控，除了參與恐怖組織和恐怖活動外，
他還在美國公民的申請過程中撒謊。

2009年，Al Hardan 以伊拉克難民的身份進入美國，2011年獲得綠卡並居住在休斯頓
地區。

2014年Al Hardan因涉嫌和恐怖集團進行聯系，美國聯邦政府開始著手對其實施調查和
監控 ，根據指控，Al Hardan當年宣誓向ISIS效忠。

Al Hardan將面臨20年的聯邦入獄和25美元的罰款。

試圖制造恐怖炸彈襲擊 休斯頓男子對法庭指控供認不韙

休斯頓KTRK電視台主持人Art Rascon本周因遭到蛇咬而被
送往醫院接受治療，當天11點鐘的節目檔“新聞目擊”也被迫中
斷。

在推特上，Art Rascon稱，自己被一只有毒的銅頭蛇咬傷，
正在赫曼醫院的緊急治療室接受治療，目前狀況良好。

據Rascon稱，他是在自家的前院，從汽車裡取東西時，被一
只潛藏在車下面的毒蛇咬傷了左腳。

被咬後，他並沒有意識到嚴重性，直到他的兒子發現了毒蛇

後，他在兒子的幫助下才緊急返回家中。
Rascon隨即趕到頭暈，被咬的左腳很快出現腫脹，並出現疼

痛，他說，如果腫脹的程度超過腿部的位置，就要進行抗毒素的
特別治療。

根據德州公園和野生動物的報告，南部銅頭蛇（Southern
copperheads）在德州東部非常普遍，淡褐色的毒蛇具有較深的條
紋，經常出沒在休斯頓的樹叢中，盡管這種蛇類具有毒素，但通
常毒性較小，鮮有出現罕見的致命現像。

休斯頓電視台主持人被毒蛇咬傷休斯頓電視台主持人被毒蛇咬傷
病床上不忘提醒大家當心毒蛇出沒病床上不忘提醒大家當心毒蛇出沒

20162016美國總統大選進入衝刺階段美國總統大選進入衝刺階段
美南日報開設美南日報開設““我看总统大選我看总统大選””周末專欄周末專欄

（本報訊）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進入最後衝
刺階段，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果被稱做是預測
難度最大的一屆，截止目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川普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裡已完成本月9日
的第二場辯論，雙方激烈角逐，難分高下。

此次大選也引起僑社各界的高度關注，本報
編輯部近日接到不少讀者的電話和來信，紛紛發
表對今年大選的看法，本報已在周末特別開設
“我看总统大選”周末專欄，歡迎讀者踊躍投稿
，各抒己見。

來 稿 請 用 電 子 郵 件 傳 至 scdailynews-
room@gmail.com 字數不超過 800 字，要求觀點
明確，言簡意賅。歡迎大家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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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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地址診所地址：：96009600 BellaireBellaire 211211室室((王朝商場二樓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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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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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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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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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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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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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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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時事圖片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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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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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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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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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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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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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診所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Tel：713-665-0700

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JANE DENTAL
亮 珍亮 珍亮 珍 牙 科牙 科牙 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星期二 2016年10月18日 Tuesday, October 18, 2016

加拿

大壹架小

型飛機在

不列顛哥

倫比亞省

墜毀，造

成包括艾

伯塔省前

省 長 吉

姆 · 普倫

蒂斯在內

的 4 人遇

難。

當地時間10月15日，民眾在位於泰國曼谷的大皇宮前悼念國王普密蓬。

尼日利亞21名少女被博科聖地綁架兩年後獲釋
當地時間 10月 13日

，尼日利亞總統辦公室發

布聲明證實，極端組織

“博科聖地”釋放了 21

名兩年前被綁架的尼日利

亞少女。這是自2014年綁

架事件發生以來，“博科

聖地”首次釋放人質。據

悉，尼日利亞總統辦公室

新聞發言人說，這批被釋

放的少女是政府與“博科

聖地”進行談判的結果。

摩洛哥舉辦馬博覽會
騎兵表演精彩騎術

當地時間10月12日，第九屆

馬博覽會在摩洛哥傑迪代舉行，摩

洛哥騎兵現場表演精彩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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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壹架小型飛機墜毀加拿大壹架小型飛機墜毀
艾伯塔省前任省長等艾伯塔省前任省長等44人遇難人遇難

10月14日，在
利比亞西部城市蘇
爾特，利比亞民族
團結政府衛隊展開
軍事行動。利比亞
民族團結政府衛隊
14日在清剿西部城
市蘇爾特的極端組
織“伊斯蘭國”武
裝時遭遇激烈抵抗
，戰鬥造成14名衛
隊士兵死亡，另有
多人受傷。

利比亞政府衛隊與利比亞政府衛隊與““伊斯蘭國伊斯蘭國””激戰激戰
1414名衛隊士兵身亡名衛隊士兵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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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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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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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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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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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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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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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如何管理網約車：英國嚴格審查印度政府定限價
連日來，國內多個省市相繼出臺了

對於網約車的管理規範，以北京、上海

兩地為代表的“京人京車”以及“滬籍

滬車”更是引發大量討論。

其實，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網約車

自誕生之日起，就飽受爭議。以優步公

司為例，盡管其已經進軍多個國家，但

也引來不少法律糾紛。法國、日本、比

利時等國家的部分城市甚至不允許優步

等網約車軟件在當地提供打車服務。與

此同時，也有部分國家及城市承認網約

車的合法地位。

英國倫敦
司機申請執照需經歷嚴格審查
倫敦交通局新聞官丹· 邁斯凱爾告訴

《京華時報》記者，在倫敦，私家車想

要從事載客，司機本人已運營的車輛需

要向交通局申請執照，擁有執照的人和

車才可以從事這壹行業。

此外，對於司機而言，申請者必須

年滿21周歲，擁有合法駕照且駕齡在3

年以上，同時還必須“擁有在英國生活

、工作的合法身份”；同時，交通局還

要求申請者必須品行良好，為證明這壹

內容，申請者需要接受犯罪紀錄查詢，

無紀錄者方可申請，此外，申請者還需

身體健康，並接受必要的體檢。

只有符合上述條件的人員，才可以

申請執照。申請執照時需要在交通局的

官網上註冊賬戶，之後填寫壹系列表格

。同時，申請者還必須通過壹項關於有

關倫敦地形路況等信息的測試，只有導

遊以及此前通過過此類考試或出租車司

機測試的人，才可以免於此項測試。

申請者還需繳納大約300英鎊的申

請費用，包括壹些表格的工本費以及各

項測試的費用等。交通局還規定，獲得

執照的司機，必須佩戴相應的徽章，且

必須無償搭載殘疾人。

截至2016年10月9日，倫敦交通局

壹共向113099人頒發了私人雇傭司機執

照，給83438輛頒發了私人雇傭車輛執照

。邁斯凱爾說，這壹數字仍然在持續不

斷地增加。

為了保證出租車市場的有序運作，

在路段管理上，倫敦也有壹些因地制宜

的做法，像是公共汽車專用道，黑色出

租車可以分享。另外在火車站或是機場

，也有專門為黑色出租車(倫敦傳統出租

車，外觀為黑色)停靠接客的路段。而這

些地方，網約車都不能占用。同時，出

租車可以招手即停，而網約車則只能通

過事先預訂。

據邁斯凱爾介紹，倫敦出租車司機

和網約車司機的主要區別在於對倫敦的

了解程度：出租車司機往往通過了壹項

十分嚴苛的測試，對倫敦市內的地形十

分了解，能夠背出25000條街道的名稱，

還要對查令十字路周圍方圓6英裏內的

地標爛熟於心。而網約車司機雖然經過

了相關測試，但要求並不像前述出租車

司機這樣嚴格。

美國紐約
新規定定義為“運輸網絡公司”
在紐約，私家車想要從事載客服務

，同樣需要向紐約交通部門申請執照。

按照要求，執照的申請者必須年滿19周

歲，且從最新壹次違章記錄之後的15個

月內，駕照扣分不得超過5分。

在申請時，需要向交通部門提供自

己的駕照以及各項相關文件，包括駕駛

技能證書等，同時還需完成藥物測試，

並前往相關部門錄入指紋，申請者還需

要接受壹系列的培訓課程，包括如何向

殘疾人提供服務、判斷是否存在人口販

賣等內容，並完成壹項共計24小時的課

程。在申請者提交完表格後，交通部門

將會對申請者的背景情況進行評估，包

括其違章駕駛狀況以

及是否存在違法行為

等。同時，司機還必

須持有購買的合格保

險以及有效登記的當

地車輛。

目前，在紐約從事網約車服務的司

機，都必須擁有這壹執照。同時，針對

近年來越來越火的網絡約車，紐約交通

部門也在2015年6月出臺了壹項新的規

定，將從事網絡約車服務商定義為“運

輸網絡公司”。按照規定，私家車輛加

入網約車平臺公司且在提供服務之前，

必須依照規定完成包括19個車輛部件的

全面安全檢查。此後，平臺公司有義務

確保車輛每年接受同樣的檢查，並保留

檢查記錄以供審查。同時，禁止重度改

裝的車輛用於網約車運營。

說法
美國專家：未來管理體制或合二為壹

隨著網約車服務在世界各地的陸續

興起，傳統出租車行業正在面臨極大挑

戰。壹些國家都曾出現過傳統出租車司

機抵制網約車的現象。

美國薩福克大學法學院教授賈妮思·

格裏菲斯表示，網約車依靠其極高的服

務效率和相對低廉的價格，日漸贏得民

眾喜愛，而傳統出租車司機對於網約車

的不滿，絕大多數都來自於認為網約車

受到的約束較少，不像傳統出租車行業

從車輛、司機、公司等各個環節都受到

各項嚴格的約束，同時出租車司機還需

繳納相當數量的費用。

如今，大多數民眾都已經感受到網

約車服務的便捷，因此，對於政府部門

來說，壹味禁止網約車服務並不是壹個

明智的選擇。即使短時間內能使傳統的

出租車行業獲益，但從長久來看，政府

部門仍會因禁止網約車服務而面臨來自

民眾的壓力。目前，不少地方都在陸續

完善對網約車的管理，大多數情況下，

政府部門都是將網約車與傳統出租車分

開，采用兩種辦法分別進行管理。不過

，格裏菲斯認為，目前還無法斷言網約

車的未來會怎樣，或許隨著管理辦法越

來越詳盡，這兩種不同的管理體系最終

可能會重新合二為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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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媒稱，中國的房地產價
格持續暴漲，地方政府接連采取了價格調
控措施。主要包括降低住宅貸款利用比例
和實施第二套房限購，目的是使價格持續
暴漲的房地產市場穩定下來，但目前對互
聯網金融進行限制還比較難。

日本經濟新聞網近日刊登題為《20城
市房地產限購 效果有限》的報道稱，10
月1日國慶節前後，導入調控政策的城市
大約達到 20 座。中國長假期間有很多人
看房和買房賣房，在這壹時期導入規定估
計是為了削弱購買意願。

報道稱，上海和深圳等沿海地區的大
城市2016年春就出臺了投機遏制措施，而
此次相關規定擴大到了內陸地區，這是壹
大特點。濟南、無錫和成都降低了部分住
宅的貸款利用比例，此外，還有很多像杭
州和昆山那樣限制購房數量的城市。不過，
認為能立即抑制房地產泡沫的觀點比較少。
限制了住宅貸款的使用，還可以通過互聯
網金融籌資。另外，通過離婚來規避限購
的事例也層出不窮。

在率先導入投機遏制措施的上海等地，
效果非常有限。不過，如果壹味放任價格
暴漲不管，市場環境惡化時將會對金融系
統造成巨大打擊，需要采取切實有效對策。
另據日本經濟新聞網10月14日報道，在
中國，通過互聯網籌集的資金正在增加，

其中壹部分流入了房地產，正在成為住宅價格暴漲的原因
之壹。中國政府提出了抑制房價的措施，但避開監管的融
資行為泛濫，調控能否產生效果仍是未知數。

在中國，2015年中期股市暴跌，上證綜合指數僅處於
去年高點六成左右的水平。由於中國個人投資者的海外投
資受到嚴格限制等原因，資金正在大量流向房地產市場。

報道稱，在中國，住宅貸款比率受到限制，房地產公
司等出借首付款的“首付貸”的服務正在普及。當局自今
年春季以後，加強了對首付貸的取締，結果，資金需求的
壹部分流向了P2P網貸平臺。

綜合報導 中國汽車銷售的火爆

，帶動本不景氣的全球汽車市場9

月銷量創歷史新高。

據摩根大通，全球汽車銷量在

經歷7月和8月的強勁增長後，9月

環比繼續上漲3.5%，季節性調整年

化銷售速率SAAR(Seasonally Adjust-

ed Annual Sales Rate)飆升至7800萬

輛的歷史最高水平。三季度全球汽

車年化銷量同比增幅達16.2%，截

至9月年化增幅則高達27%。

（如果剔除中國銷量）全球汽車

銷量三季度基本沒有增長，拖累主

要來自除了中國以外的新興市場，

這些經濟體年化汽車銷量當季下滑

5%。發達市場三季度年化汽車銷量

也沒有太大起色，僅略微增長2%。

在日本、瑞典、挪威、韓國、

巴西、俄羅斯以及捷克等地，三季

度汽車銷量出現大幅下滑，其中受

新興市場以及巴西和俄羅斯等產油

國受到的影響最大。

單從中國市場來看，進入“金

九銀十”，汽車

銷售持續火爆。

華爾街見聞此前

提及，全國汽車

工業協會本周公

布的數據顯示，

9月汽車銷量同

比增長 26.1%，

其中乘用車同比

增長 28.9%，創

下2013年1月份以來最快增速。

另據全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數

據，中國9月廣義乘用車銷量為220

萬輛，同比增長28.8%，創19個月

新高，累計銷量同比增加14.6%。8

月廣義乘用車銷量為165萬輛，同

比增長21.8%。

興業證券認為，9月中國汽車

銷量大漲主要原因是1.6升以下小排

量購置稅減半的優惠即將在12月底

結束，今年第四季度的購買力提前

在9月釋放。

去年10月，國務院推出1.6升

排量及以下車輛購置稅減半征收的

舉措。

據《華爾街日報》此前報道，這

項措施適用於超過70%的汽車，幫

助新車消費者節省至多人民幣1萬

元，使國內汽車銷量強勁回升。隨

著這壹政策即將到期，分析人士對

於未來汽車市場的表現也不樂觀。

《華爾街日報》援引汽車行業研究

機構 IHS Automotive 分析師林淮濱

稱，預計四季度中國乘用車銷量增

速將降至個位數，如果中國政府不

延長購置稅優惠，恐怕明年的增速

會降至零。

在其報告中，摩根大通也表達

的同樣的看法：

過去壹年，中國汽車銷量大幅

上漲。但是，這並不是受到自然需

求的推動，而是幾乎全部歸因於

2015年 9月引入的小排量汽車減稅

政策。自政策實施以來，中國汽車

銷量增長了33%。

摩根大通認為，對於全球汽車

銷量近期的大漲，中國市場的影響

很大，當前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並

不能視為行業好轉的積極信號。

多虧了中國多虧了中國！！
99月全球汽車銷量創歷史新高月全球汽車銷量創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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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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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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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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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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設 備備 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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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Wei Feng, MD, PHD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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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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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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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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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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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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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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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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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環島，是高中時的夢想。高中
時的死黨們（黃正仁、劉昌湧、徐惠明
、敗筆、金鳥等）曾為夢想努力籌劃，
也曾踏著簡陋的單車從新竹騎到石門水
庫再騎回新竹，為單車環島做暖身。上
了大學，死黨們分落各地，單車環島的
夢想也就逐漸遠離了。

前陣子得知，為響應【生命力環
騎圓夢之旅】，楊修微正在籌組華府車
友，將於11月5日至13日騎自行車環台
灣寶島一圈，讓手搖三輪的身障者和腳
騎二輪的伴騎者一起完成環島追夢之旅[
註一]。一群華府人在修微的鼓舞感動下
紛紛成了騎士、車友、鐵粉，組成 「鐵
騎環臺美東團隊」[註二]，某些週末在
大華府地區不同的單車道施行越野訓練
。

訓練以逐夢，逐夢以圓夢，圓環
島之夢，圓人生之夢。
9/24（星期六）這一天，在維州訓練。
集合時間：9/24星期六，上午八時
集合地點：W&OD, Asburn, VA[註三]
路線：W&OD trail, Ashburn 到 Pur-
cellville，往返共34英哩
路面：柏油路面
注意事項：
- 帶安全頭盔、自行車水壺、備胎等工
具備件
- 遵守車道規則、行車安全，尊重用道
者
- 午餐自理，或在附近的 Carolina

Brother BBQ用餐
- 請準時，逾時不候

維州，這不是我的地盤嚒？我這
地頭虎何不加入他們這一回的越野車訓
？集人氣兼打打氣，雖然我已經28年未
騎單車了。

修微的先生胡威借給我一輛單車
（越野單車）、一頂安全頭盔，我就加
入了。

修微十餘年前因天外飛來的一場
車禍而致截肢，人生驟變，由前程似錦
跌至why me的穀底，由陽光爽朗到自
憐憂慮。在那段人生的低谷期，她的二
個男人（另一半及兒子）成為她生活上
及精神上的強力支柱。堅忍勁韌的修微
不願成為家人的負擔，她面對事實，迎
向挑戰，堅持復健，積極地恢復自立自
主的生活步調，努力地過著正常生活，
包括開車、工作、旅遊、跳舞、義工服
務，甚至去義務輔導其它殘障者、疾病
人。

有一次她回到臺灣，在街頭遇到一
位坐著輪椅賣著彩券的陌生女孩，那女
孩主動向她問侯： 「師姐，妳今天的生
意這麼好呀，恭喜妳！」

坐輪椅就只有賣彩券一途嗎？同是
天涯身障人，命運還是大有差別。

因緣際遇，修微搖起三輪手搖車，
搖向環台灣之旅。騎車，駕馭，苦練，
馳騁以鼓舞運動，尤其是鼓舞身障者到
戶外運動。

其實修微是不適合長時間曝曬在太
陽下的。她每兩個月得去打類風濕點滴
，醫生唯一的囑咐就是不要長曬太陽，
因為此點滴的"附贈產品"就是皮膚癌。
她也怕熱，但為了騎車，她裹著全身，
以防"附贈產品"，熱，不透風，也得忍
著，再加上重達10磅的義肢和黏在腿上
的硒膠套，全身早已濕透。她會自嘲，
每次騎車都打扮成"恐怖份子"，極引人
側目。雖然有這些限制、副作用、及引
人眼球，修微做足準備，往夢想前進，
她吶喊： 「手搖車環台灣，我們來了！
」

這回越野訓練、伴騎之旅，近二
十人參與。起先我還一逞當年勇，勇猛
前衝，隨後身體告訴我，我已不再當年
；越野單車告訴我，它不是用來競速；
路旁景色告訴我，人生何須匆匆。我聽
著雙腳，量力而騎；我看著四週，欣賞
中秋美景；我吸著清新的空氣，與大自
然融為一體。W&OD單車道景色優美
，十七哩路，穿過四個城市，越過多樣
風情地景：大路小鎮、田園社區、綠蔭
黃花、藍天白雲、牛馬農場、路橋學校
、橋樑湖泊、彎曲陡斜、採石場、休憩
區。我偶爾還與夥伴同騎，更多的時候
是千山我獨騎不必相伴，獨騎有獨騎的
自由自在，可隨時停車，可隨處觀光，
可隨意拍攝，可隨緣走些叉路探奇，更
可隨興放雙手馭風而逸。

來回34哩路，近五小時，真是個

舒暢舒服的半天。
回到起點後，修微與胡威又向東

（反方向）前騎3哩，堅持湊足40英哩
（65公里）的訓練量，還計算出是日總
爬坡高度是307公尺（1006英呎）。

築夢圓夢，他們為【生命力環騎圓
夢之旅】已準備好了。

《2016年10月10日於華府》
[註一]：為慶祝台灣自行節，中華

民國觀光局委託生命勵樂活輔健會主辦
和台灣自行車旅遊協會承辦 【生命力
環騎圓夢之旅】，將於11月5日至13日
騎自行車環台灣寶島一圈，讓搖三輪手
搖車的身障者和騎二輪的伴騎一起完成
環島追夢之旅，一路上品嚐台灣美食和
欣賞台灣美景，費用每人約1000美金左
右（實際款項將於7月底算出），包括
吃、住，主辦單位並提供價值2,160美
金的自行車和安全帽，並有大巴士保姆
車一路跟隨。

【生命力環騎圓夢之旅】的路線重
點在全台灣著名的騎車風景路線，如：
阿里山、日月潭、花東縱谷、清水斷崖
等。

11/05(六) 第一天 生命勵觀山站
基地/臺北市政府出發(參加隆重啟程典
禮 )/沿著自行車道/大佳河濱公園/新月
橋/樹林鹿角溪/鶯歌/三峽 預計石門水
庫收隊 或更遠(視車隊行進速度調整)

11/06(日) 第二天 17 公里海岸線/
西濱公路/白沙屯拱天宮 預計大甲鎮瀾

宮收隊或更遠(視車隊行進速度調整)
11/07(一) 第三天 日月潭環潭/車

埕/水裡/集集 預計紫南宮收隊或更遠(
視車隊行進速度調整)

11/08(二) 第四天 塔塔加/阿里山
公路/奮起湖/嘉義

11/09(三) 第五天 布袋好美裡 /奇
美博物館 預計奇美博物館收隊或更遠(
視車隊行進速度調整)

11/10(四) 第六天 高雄前鎮之星自
行車道/舊鐵道自行車道/枋山 預計楓港
收隊或更遠(視車隊行進速度調整)

11/11(五) 第七天 花東縱穀公路/
關山/伯朗大道 預計玉裡收隊或更遠(視
車隊行進速度調整)

11/12(六) 第八天 太魯閣峽穀/長
春祠/蘇花公路/清水斷崖 預計和平火車
站收隊或更遠(視車隊行進速度調整)

11/13(日) 第九天金山/北海岸公
路/台灣最北端富貴角燈塔/淡水/臺北市
自行車道 生命勵觀山站基地收隊解散

[註二]：這次海外團隊共有20人(美
東12人、香港1人、大陸7人)，美東12
人全是大華府華僑：楊修微、胡威、胡
油銘、邱啟琳、劉永和、祝錚、黃珍珍
、 徐安華、林冠志、鄧萍華、李逸超
、王昌遠。

[ 註 三]： W&OD 是 Washington
and Old Dominion (Railroad Region-
al Park)的縮寫。

金大俠築夢圓夢~單車集訓為環島

由於住在舊金山灣區，這個禮拜有幸聽到
兩個遠方來客的講座，不但見到了一位多年不
見的老朋友，還由這兩個講座裡學到一些遊記
寫作的要點和對祖國近況的瞭解。

上個月收到舊金山圖書館的通知，華府的
文友張純瑛要來我們書友會分享她的新書“古
月今塵萬裡路“。為了這個難得的機會，特別
在百忙中跑到舊金山圖書館，借了這本報導她
在2007-2014年間旅遊活動的新書，仔細地看
了一次。很佩服她在工作，寫作和照顧家庭之
外，幾乎跑遍了世界上有名的名勝景點，再用
她精深的觀察力和細膩的筆法，寫出了那七年
裡旅遊海內外的見聞和感受。雖然多年來看過
很多她的散文和短篇小說，沒想到現在她也是
一位很好的旅遊文學家。此外，在最近的一篇
散文“願天下眷屬皆成旅伴”裡，看到她在旅
遊中發現的“旅遊寡婦”－－那些喜愛遊山玩

水，而不幸自己老伴卻不願同行的太太們。所
以她在“願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之外，附加
了一句“願天下眷屬皆成旅伴”！

雖然舊金山那天有個很熱鬧的艦隊週活動
，慕名而來參加講座的文友依然很多。看了她
那特別準備的幻燈片報告後，我們在瞭解她的
遊記之外，也學到了如何寫好旅遊文章。她說
文章起首要避免老生常談的時間和地點等，要
用一點能引起讀者好奇和想讀下去的事物，例
如為什麼要在那時間去那兒等。寫景的文章要
注意細節和風趣，最好用些帶詩意的文筆，避
免常見的俗語如山明水秀，鳥語花香等。最好
用些擬人化的語法來做動態描述，使得風景更
加生動。文章內容也要用心意和聯想對比的筆
法來寫，盡量避免用流水帳的方式和過度的細
節。最重要的是要瞭解旅遊地點的人文歷史等
，用以培養一份對當地歷史和人文的關懷，讓

讀者在心裡感受到那些風景背後的歷史和當地
的演變等。除了她自己書裏的文章之外，她也
用了很多名家如余光中和餘秋雨等人的作品來
說明遊記的寫法。講完後，她又為讀者簽書，
答覆了好些旅遊和寫作的問題，包括她擔任會
長的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的活動等，當然也同
大家一起照了好些紀念照（圖一）。

第二個講座是在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由來自台灣和菲律賓的兩位教授報告，有關
中國在南海群島的主權問題。首先由來自老伴
的母校菲律賓大學法學院的 Batongbacal 教授
（圖二）介紹這個於七月十二日才由國際海洋
法庭宣判的案子。根據菲律賓的申訴，他們判
決中國用歷史上所謂九條虛線在南海區域內所
佔據的島嶼沒有法定的主權。其次，他們認為
那些島嶼也不是真正適合為人長住的島，而只
是石頭礁。因此中國不可以把島岸外四周200

浬來作為中國領域的範圍。然後由台灣來的中
研院研究員宋燕輝博士（圖三）報告他研究該
案的結論。他說中國從來都不承認這個法庭有
判決的權力，也沒有參與討論。因此，中國不
會同意這個結論。他認為中菲兩國應當用雙邊
討論的方式來解決這個爭執。何況就法律來說
，國際法也沒有兩國之間的合約更為有效等。
看來身為亞洲龍頭的中國不會尊重這個法庭的
決定，依然會繼續在那個區域興建人工島嶼和
軍港等。

由這兩個來自遠方朋友們的講座裡，學到
一些寫旅遊文章的方法和國際間實際問題的分
析。如果能籍此培養出我們旅遊時的視野和對
國際關係的興趣，就沒有辜負他們的心力了。

蔡老師有朋自遠方來有朋自遠方來有朋自遠方來
1013D09



BB66副 刊1013B04

中秋一過，幾場秋雨，華府的深秋就悄
然而至。

經過幾次醞釀和籌備，昨天華美長樂社
組織的Swallow Falls & Deep Creek Lake一日踏
秋之旅，讓我們又一次感受到了一種老有所
樂，老有所為的精神愉悅，也領略到人生美
好昇華的享受。

我們相約7點半在Lake Forest停車場集合
，一路北上，Sideline Hill Mountains地形越來
越高，時而迷霧，時而轉晴，據說，週末天
氣要變了。所以，大家也都默默祈禱有一個
好天氣。車廂內大家歡歌笑語，張明文的領
唱“在一起”，黃麗安和湯逸鳳的口琴伴奏
，蘇先生的笛子，悠揚的旋律，似乎把《當

你老了》的歌聲把我們帶到了青春歡暢的時
辰，好不熱鬧。穿越了一段段彎彎曲曲的山
路，高聳茂密的樹林，終於進入了 Swallow
Falls公園景區，原來這裡林大人稀，空氣清新
透暢，仿佛變成了一個洗肺的氧吧。沿著曲
徑幽深的林間小道，我們來到了Swallow瀑布
的觀賞台，一眼望去，這個?Swallow Falls?好
似一條飄蕩的白絲帶，平靜的山頂就像我們
臉上蒼老的皺紋，留下了所有歲月流淌的痕
跡，我們這些返老還童從千里之外（中國）
風塵僕僕趕來觀賞她的人群，依然情誼濃濃
地愛著Swallow Falls虔誠的靈魂。我們戰戰兢
兢，有拉有扶，簇擁著跨過搖搖晃晃的墊腳
石，留下了“智者樂山”，“仁者樂水”的

精彩鏡頭。人生猶
如流水，上善若水
，“善於處下”成
為老有所樂的老生
常談的話題。但在
這裡，大家卻在彼
此 鼓 勵 ，
“You-Raise-Me-
Up”你鼓勵我，超
越自己!，所以人就
能站在青山瀑布之
巔 ；
“You-Raise-Me-
Up”你鼓勵我，超
越自己!，所以我就
能走過暴雨洪水沖
刷過的礁石險灘。
人到深秋。只要我
們心裡還有追求，

那就還沒有變老。假如有一天，路也不想走
，山也不能夠爬，讓後悔和抱怨取代了夢想
和希望，那也許這人可就真的變老了！所以
，我們看到的是一張張陽光燦爛的“臉書”
，我們看到的是一對對手拉手構成的“心形
”願景，在那顆“You-Raise-Me-Up”的
“心”型空間，我們看到了 Swallow Falls 迸
流不息的自強與自信，長樂社團結向上的精
神和不斷超越自己的氣質。

我們離開 Swallow Falls 瀑布景點，驅車
二十分鐘又來到了 Deep Creek Lake 迪普克裡
風景區。

這個是一個是馬里蘭最大的人工湖，有
山有水有瀑布。冬天還可滑雪滑冰。我們沿
著湖邊，看到一些垂釣的愛好者，手持魚竿
，滿懷希望，曬著太陽，若無旁人，與湖中
的小魚博弈鬥智。我們各有所愛，有的喜歡
礁石，有的喜歡沙灘，有的喜歡楓葉紅了的
景色，一群永葆青春，楚楚動人的秀女，淑
女，展開了雙臂，在沙灘上比賽誰能跳得最高
！這真是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活百歲，最活
躍的三個女豪傑就算趙蔚文，夢圓，薔薇啦！
夢圓的姿勢最標準，蔚文的悟性最高，薔薇的
動作優美。 “You-Raise-Me-Up”的圖案中
，我們看到了她們三個，都成功地超越了自己
！非常開心，當然，藍天美的心曠神怡，湖水
美的清澈，山林的樹美的多姿多彩，可最美的
還是我們長樂社的弟兄姐妹釋放了背負的重擔
，驅散了平日的疲倦，綻放了大愛無疆的胸懷
。

最後，我們又增添了一個“魂斷藍橋”的
觀賞景點，Casselman River Bridge卡斯爾曼橋
，這本來是一條連接南北公路的主要橋樑，偉

大的林肯曾利用這座橋發動了葛底斯堡戰役
，結束了南北戰爭，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但
是如今這座老橋已經報廢了，成為了一條僅
供觀賞的單孔橋古跡和歷史記憶。當然這種
歷史遺址與中國的橋樑歷史無法比擬。但也
讓我們近距離領略到了美國的發展和自然的
保護，很多人喜歡“穿越時空”，情不自禁
地走到橋下，感受那些用自己生命換取美國
和平與統一的無名將士們的英靈，感受那一
百年前的美國交通公路的設計構思。在盡興
以後，我們毫無遺憾地離開了這一片北國之
秋的景點，交頭接耳述說著今天的感受，希望
再過個把月再來欣賞山裡的楓葉。

在晚霞映襯下，車廂裡響起了一首著名的
美國歌曲“You-Raise-Me-Up”，那清新和
婉轉的旋律，述說著”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You-Raise-Me-Up感謝華美長樂，你鼓
勵我，超越自己!，所以我能一次次站在群山瀑
布之巔。

You-Raise-Me-Up感謝華美長樂，你鼓
勵我，超越自己?!?，讓我能一次次走過狂風暴
雨之大海。

《You Raise Me Up》這首歌呼喚我們能
勿忘感恩，勿忘勇往直前，勿忘為我們今天做
出奉獻和犧牲的前賢和無名英雄！這首歌也在
教堂中唱誦，也曾被用於紀念911事件！很多
人都說，聽到這首歌會有一種油然而生的感
動，會讓你情不自禁地想起曾經陪你走過風
風雨雨的人，在困境中扶持和幫助過您的人
。我們還會繼續在心裡，唱著這首歌，走向
明天的新生活。

You-Raise-Me-Up感謝華美，長樂，一路走來，你鼓勵我，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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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華合唱團成立於2006年。那時我家遷居
馬裡蘭霍華郡剛好五年，事業生活安穩，孩子
離家求學。空巢後的我在鄰居學長的引薦下加
入盛華，站到了女高聲部的行列中。彈指一揮
間，時光已流逝過十年歲月。回首來路，耳畔
歌聲不絕，細細述說著快樂往事。

想來我們這代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早
年的音樂教育是貧乏的。年輕的我們足步匆匆
，忙碌於立業成家出國，奔波於事業家庭生計
。人到中年時才感到生命之河漸漸開闊平緩，
更加關注精神層面的生活品質。非常慶幸在年
過半百之年遇到了盛華，開始習修聲樂，探索
合唱藝術，激發音樂表現的熱情，享受合唱活
動帶來的歡樂。

初建的盛華集合了一群愛唱歌卻大多不懂
聲樂更不懂合唱的中文學校家長們，而今這媽
媽班已成為大華府最具人氣和活力的大型合唱
團。盛華的成長得益於優秀的指揮和高素質的
團隊。過去十年間，盛華有幸先後得彭瑜先生
和許郁青博士執棒，讓盛華綻放光彩。兩位指
揮將各自的音樂素養，文化閱歷和審美情趣帶
入合唱的二度藝術創造。他們是盛華的靈魂人
物，既專業又敬業，鼎力指導合唱團的聲樂訓

練和作品表現。
回顧盛華過去十年演唱過的曲目，洋洋灑

灑竟有近60部作品。音樂風格多樣，表現形式
豐富，既有學院派藝術歌曲，也有經久不衰的
民歌民謠；既有歌劇百老彙的經典，也有台灣
校園的小調。盛華以日臻成熟的合唱表現力，
自信地站在社區春晚的舞臺上，海華文藝季的
歌臺上，甚至華府頂尖藝術殿堂裡， 展示合唱
作品的思想內涵，聲響構思和音樂形象。

我發現身邊愛唱歌的朋友都熱情能幹，友
愛好群。分聲部練歌常由歌友開放家庭主持，

出城排練演出多採取拼車形式，只要盛華人聚
在一起，歡歌笑語總是交織在一起，此起彼伏
。盛華有非凡的凝聚力和行動力，這裡有一批
精英骨幹從盛華出發投身於社區服務和公益活
動中。盛華還派生出一些亞社團或俱樂部，諸
如筆會，樂隊，徒步群，聲樂課，舞蹈班，等
等，使得我們華人社區的文化生活如此豐富健
康多彩。

每逢星期日下午，人們從社區四方欣欣前
往社區大學教室N220排練合唱。我覺得這是一
周中最舒心開懷的時刻。在激情洋溢的人群裡

，高歌低吟，進入音樂意境，由此引發的生理
反應使身心愉悅舒泰。我想盛華的這些歌友會
一直相伴唱下去的，讓歌聲和友情陪著我們一
起慢慢變老。讓我們用心歌唱，在合唱中感受
藝術之美，和諧之美以及人性之美，讓歲月流
淌成難忘的歌。

盛華建團十週年專場音樂會將於2016年11
月 19 日，週六下午 2 時整，假座於洛市的 F.
Scott Fitzgerald Theatre舉行。許郁青博士和彭
瑜先生擔任合唱指揮，音樂會的選曲涵蓋中外
、內容豐富，作曲風格及演唱形式多樣，屆時
歡迎各位老師前輩、合唱界舊雨新知及親朋好
友撥冗光臨。音樂會免費，憑票入場，時間為
2016年11月19日，週六下午2：00 ，地址為
603 Edmonston Dr., Rockville, MD20851。演出
結束後在大廳有會後招待，以便大家切磋聯誼
。

音樂會詳細垂詢及有關廣告贊助事宜請聯
絡 ： 黃 進 團 長 （443） 834 － 8405, drjim-
huang@yahoo.com; 郭 唯 副 團 長 （443）
248-9136, wguo2k@yahoo.com; 曹漢彪副團長
（ 410）869－2623, cao2k1@yahoo.com。

安舟歲月無聲心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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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 potential and promise," Modi said.
The thrust of the declaration reflected the flagging 
economic fortunes of the BRICS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global slowdown.

In Russia, the decline in global oil and commodity 
prices coupled with biting Western sanctions have 
dealt a blow to the economy.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slowed to its slowest pace in 25 years, although its 
7 percent growth rate still places it among the fastest-
growing global economies.
South Africa remains caught in severe economic 
turmoil, with the country's credit rating at risk of being 
downgraded to junk by the end of the year.
Brazil is only just emerging from months of the worst 
economic recession it has seen since the 1930s, a 
situation that was further worsened by recent political 
turmoil.
India, although the fastest-grow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at 7.5 percent annually, is grappling with widespread 
poverty and the challenge of strikes against militants 
in Kashmir.
The high priority that the summit's final declaration 
gave to fighting extremism will likely be seen as 
a major victory for India. New Delhi has long been 
trying to gather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stemming from its own concerns 
about militants who it says cross the border from 
Pakistan into Indian-controlled Kashmir. Pakistan 
denies the allegation. (Courtesy http://www.nytimes.
com/aponline and www.indianexpress.com/article/
india/india-news-india)

The Philippine Pivot: Duterte Readies Huge Business 
Delegation For Beijing Visi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everal sources said, 
citing a tentative program.
While no concrete deals have yet been finalised, several 
Filipino businessmen said exploratory talks would be 
held on cooperating in a range of sectors including 
industry, finance and low-cost manufacturing.
"We have members who are looking for some tie-up with 
their like in power, agriculture, financing facilities and 
joint ventures," said Sergio Ortiz-
Luis,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 
Exporters Confederation. "They 
(China) might be offering certain 
packages, grants on the table."
Trade Minister Ramon Lopez told 
Reuters on Monday that Chinese 
manufacturers could benefit from 
low manufacturing wages in the 
Philippines, which could vie with Vietnam for some 
investments.
EARLY SIGNALS
Some Chinese companies have already indicated 
interest in new projects in the Philippines.
China's CRRC-Dalian Co., Ltd, a unit of China's 
CRRC Corp, said in a statement on Monday it had 
"solid intent" to modernize the antiquated railway 
system in the Philippines.
And while there has been no firm talk of defense deals, 
Duterte said last month the United States had refused 
to sell some weapons to his country but he didn't care 
because Russia and China were willing suppliers.

U.S. officials said they were doing their best to ignore 
Duterte's hostile rhetoric and taking comfort in the fact 
that he had yet to translate his words into less military 
cooperation.
A closer Philippines-China relationship, analysts say, 
could jeopardize regional efforts to forge a unified 
position on how to handle China's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y engaging with China, Duterte 
could improve his chances of 
tackling urgent issues at home, 
such as weak infrastructure, 
unemployment and energy 
security as domestic natural gas 
reserves run out.
There are oil and gas reserves 
off Palawan island and at the 

Reed Bank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the Philippines 
lacks the expertise to exploit them. State-run Philex 
Petroleum has not ruled out resuming stalled joint 
surveys with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CNOOC) at the Reed Bank.
Undersecretary Terrado, who heads the trade ministry's 
industrial promotions department, said it would be 
businesses setting the agenda themselves next week, 
fre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e are allowing market forces to just get it on," said 
Terrado. (Courtesy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
philippines-china) 

between Manila and Beijing.
But Duterte, who took office on June 30 after winning 
an election in May, has instead aggressively courted 
China and said he wants to reduce the nation's 
depend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He has said he will 
hold talks with China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His promises to engage with China have in large 
part come in a near-daily barrage of hostility against 
Washington,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his 
overtures carried weight, or were simply aimed at 
boosting his profile at home by espousing a "pro-
Filipino" foreign policy.
CLOUDS "FADING AWAY"
In recent days there have been clear signs of improving 
business ties. On Saturday, Philippines Finance 
Minister Carlos Dominguez said in an interview 
in Washington that Duterte would seek billions of 
dollars i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from China in 
coming months. And Philippine Agriculture Secretary 
Emmanuel Pinol said on Sunday that China would lift 
a ban on fruit exports by 27 Philippine firms as a "gift" 
to Duterte.
And the size of the delegation going to China and early 
comments from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Manila 
signal a new and potentially much deeper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Beijing than there has ever been 
before.
"We do have a very popular president and the president 
decided that he wanted to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aid Francis Chua, chairman emeritus of 
Philippin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We are neighbours... this is actually what the president 
is thinking: instead of fighting, why don't we just 
become friends?"
Officially, Beijing has yet to confirm Duterte's visit, 
but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told a 
regular press briefing on Tuesday that both sides were 
in close contact and it 
hoped Duterte would 
visit at an early date. 
He said both sides had 
the desire to improve 
relations and China 
was willing to increase 
cooperation in all 
aspects.
Beijing's ambassador to 
the Philippines, Zhao 
Jianhua, has been more 
lyrical in welcoming 
the transformation. "The clouds are fading away. The 
sun is rising over the horizon, and will shine beautifully 
on the new chapter of bilateral relations," he said at a 
Chinese National Day reception in Manila last month.
Discussions between officials of the two governments 
would be held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visit and on day 
two about 600 representatives of private firms from 
both countries would be addressed by Duterte and 

About 250 Philippine business executives will visit 
Beijing with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this week as he 
puts aside years of hostility to seek a new partnership 
with China at a time when tensions between Manila 
and its traditional ally, the United States, are mounting.
There has been no announcement about the delegation, 
but business group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said 
registration to join Duterte on his Oct. 19-21 visit had 
been oversubscribed. Filipino executives are eager to 
talk with Chinese business leade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about deals in a range of sectors, from rail, 
and construction to tourism, agribusiness, power and 
manufacturing, the sources said.
Initially only about two dozen Philippine entrepreneurs 
were to accompany Duterte but the number had 
ballooned to about 250, Trade Undersecretary Nora 
Terrado told Reuters. "I understand there are 100 more 
wanting to go," Terrado said, adding the size of the 
delegation was unusual because the two sides agreed 
on the visit only about one month ago.
The trip could signal a transformation in a relationship 
dogged in recent years by mistrust over rival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could upset strategic 
alliances in a region growing wary of China's influence 
and military might and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strong presence.
An arbitration court ruling in the Hague on July 12 

that said 
China had 
breached the 
Philippines' 
sovereign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d 
threatened 
to lead to 
a further 
deterioration 
in ties 

The leaders of five of the world's rising powers ended 
a two-day summit Sunday with a pledge to speed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as well as fight terrorism 
and extremism, forces that they said pose a threat to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The 
Summit was held in Benaulim, Goa. The tourist state 
had been converted into a fortress with the entire state 
being put on high alert given the presence of world 
leaders.
Meeting in the beach resort state of Goa in southwestern 
India, the five countries known collectively as BRICS 
—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 
adopted a final declaration endorsing their commitment 
to act against the financing of terror groups and their 
supplies of weapons and other equipment.
The Goa Declaration unanimously hit out at the 
growing threat of terrorism, among other issues.   
“We have adopted the Goa Declaration that lays down a 
comprehensive vision for our cooperation. Combating 
terrorism, including cross border terrorism, and its 
supporters will be a BRICS priority,”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said. India was the host nation of the 
8th Summit and the 9th will be organised by China.

BRICS Summit 2016 Goa Declaration:                                                 
"We acknowledged the need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e agreed that those who nurture, shelter, support 
and sponsor forces of violence and terror are as 
much a threat to us as terrorists themselves. We were 
unanimous in recognising the threat that terrorism, 
extremism and radicalisation presents,” he added.
At the plenary summit, leaders of the member states 
adopted the declaration, which, among other issues, 
spoke of the need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e 
welcome the early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India was proud to 
ratify it on 2nd October this year,” Modi said.
On 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which completed a 
year, Modi said BRICS nations agreed that it should 
continue to focus on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 and 
renewable energy sectors, adding that “in order 
to further bridge the gap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we agreed to fast track the setting up of a 
BRICS Rating Agency”.
At the BRICS business council meeting that took 
place Sunday noon, Prime Minister Modi said “India 
has transformed into one of the most open economies 
of the world”. Later in the day, the BRICS-BIMSTEC 
outreach summit will be held where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held talks with invit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BIMSTEC states. In the morning, PM Modi met 
with Sri Lankan President Sirisena and Bhutan PM 
Tshering Tobgay. Myanmar’s State Counsellor Aung 
San Suu Kyi also arrived in Goa and will meet with 
Prime Minister Modi later in the day.
The other nations invited to the BRICS Summit were 
Bangladesh, Myanmar, Nepal and Thailand. Meetings 
between representatives of these nations also took 
place on Sunday. The Summit helps member nations 

of BIMSTEC – 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
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 in 
its outreach with BRICS nations. BIMSTEC was 
launched in 1997.
On Saturday,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met with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s well a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he first day of the BRICS 
Summit concluded with an informal dinner hosted 
by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India and Russia 
signed a total of 17 agreements/MoUs during the 
meeting on Saturday.
The group, which represents nearly half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nd a quarter of its economy, with a 
combined annual GDP of $16.6 trillion, renewed its 
commitment to speed global recovery by investing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nd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he BRICS leaders adopted three agreements, 
including two to set up separate research networks 
for developing agriculture and railways. They agreed 
to crack down on economic crime by fighting tax 
evasion, money laundering and corruption.
"We have agreed to make the BRICS a strong voice 
on emerging regional and global issues," Modi told 
reporters.
The BRICs leaders 
stressed the need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ailed 
the early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The BRICS nations agreed that 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which the group set up in 2014, should continue 
to focus on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 and renewable 
energy sectors, adding that "in order to further bridge 
the gap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we agreed 
to fast track the setting up of a BRICS credit rating 
agency."
"In a world of new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continuing 
economic uncertainties, BRICS stands as a beac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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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CS Summit 2016: BRICS leader Brazil President Michel 
Temer (far left),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of India,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nd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Jacob Zuma pose for a 
group photo before the BRICS informal dinner in Benaulim, 
Goa, India last Saturday. (Photo PTI)

BRICS Leaders Celebrate Their 
Meeting In Benaulim, Goa, India.

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NDB BRICS), formerly referred 
to as the BRICS Development Bank, is a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 operated by the BRICS states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US-dominated World Bank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and Philippines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pose for photo during the ASEAN Plus 
Three Summit in Vientiane, Laos September 7, 2016. 
(Photo/REUTERS)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speaks during a meeting 
with banana production 
businessmen in Davao city, in 
southern Philippines, October 
7, 2016. (Photo REUTERS)

Bilateral meeting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at 
the East Hall,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2011.

BRICS Leaders Vow To Speed Global Recovery, 
Fight Terrorism

BRICS Summit 2016: ‘Those Who Shelter, Support, Or Sponsor Terror Are As Much A Threat As Terro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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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休斯頓80-20亞裔美國政治行動
委員會於2016年10月16日晚間6點30分假休士頓 長江餐
廳 (6601 W. Sam Houston S. Pkwy, Houston, TX 77072) 舉辦
支持2016年11月選舉候選人的餐會活動，有十多位眾議員
，德州州議員, 市議員 ，法官，治安官和休斯頓獨立學區地
區受託董事會成員及80-20亞裔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成員參
加, 共有逾百名人員共同推動11月選舉候選人的選舉活動。

休斯頓80-20亞裔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是一個非黨派組
織，致力於幫助在大休斯頓區的亞裔美國人了解他們的政
治和生活福利狀態和特權，並參與政治進程。 由於許多亞
裔美國人的選民通常對候選人或候選人的政策知之甚少，
所以休斯頓80-20亞裔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作為幫助亞裔美
國人了解美國政治環境的指南，列舉了對亞裔社區感興趣
的候選人的支持和贊助名單。 過去很多年, 80-20亞裔美國
政治行動委員會年對於支持候選人贏得選舉結果是至關重
要的。

休斯頓80-20亞裔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通過書面調查表
和面試過程仔細篩未來將得到支持的選候人。獲得 支持的
選候人必須贏得超過委員會2/3多數票的贊成, 贊成委員會
由共和黨，民主黨和獨立代表組成的，代表大休斯頓多樣
化的亞裔美國社區，是選出最佳候選人所必需的過程。 休
斯頓80-20亞裔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將通過亞洲族裔媒體，
郵件，電話和街頭行走活動幫助亞裔認識被認可的候選人
，鼓勵亞裔家庭投票支持這些傑出的候選人。 休斯頓
80-20亞裔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還提供老年人到選舉投票站
的交通運輸服務。

今年，所選出的候選人傑出的政治代表們包括：美國
＃7 區代表 James Cargas 先生，美國＃9 區代表尊敬的 Al
Green先生，美國＃18區代表尊敬的 Sheila J. Lee先生，美
國＃27區代表尊敬的Ron Reynolds先生，美國＃28區代表
John Zerwas 先生，美國＃132 區代表尊敬的 Mike Schofield
先生，美國＃133 區代表尊敬的 Jim Murphy 先生，美國＃
137區代表尊敬的Gene Wu先生，美國＃146區代表Shawn
Thierry女士，美國＃149區代表尊敬的Hubert Vo先生，哈
里斯縣警長尊敬的 Ed Gonzalez, Fort Bend 縣警長尊敬的
Troy Nehls, ＃127地方法院法官 R. K. Sandill和休斯頓獨立
學區Vii區受託董事會Anne Sung 女士。

每位候選人都談論他們個人的政治政策，並且感謝對
亞裔社區支持他們執行他們的政策，以更好地服務於對亞
裔社區。Fort Bend 縣警長Troy Nehls說：Fort Bend縣是美
國的一個非常大的縣，Fort Bend 是美國最強的縣，因為
Fort Bend縣的巨大種族多元化和它優秀和突出的理解能力
，溝通和合作能力，幫助縣警察顯著降低犯罪率和解決 許
多犯罪劫案; 相反的，許多其他縣像芝加哥，他們的警察表
現遠遠不如Fort Bend縣效率高，因為他們與社區溝通不好
，他們不合作和不一起工作。 我感謝亞洲社區給予我們最
好的支持和幫助，使我們的工作高效和有成效。 我們希望
在未來能更好，更高效地為亞裔社區服務。

這些大休斯頓最優秀的政治代表們可以充分代表和支
持亞裔的心聲及獲取和最大化亞裔的特權利益。 休斯頓
80-20亞裔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徵求亞裔選民2016年11月
選舉共同支持和票選這些候選人，以保護亞裔的權益。

美國德州今年秋天很 「南管」— 10月初有台灣 「心心南管
樂坊」在休士頓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演出，獲得廣大迴響；緊接著
10月20日至22日，也是來自台灣的南管樂團 「南薰閣」，將讓
大家再次一飽耳福！這是台灣書院繼 「心心南管樂坊」演出後，
再度和亞洲協會德州中心以及萊斯大學合作，為喜愛東方傳統音
樂的觀眾朋友，所企劃的活動。

源於 「江之翠劇場」的 「南薰閣」此次將由團長魏美慧女士
率領8位表演者，呈現來自唐宋宮廷樂府的清音雅曲，並與萊斯
大學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陳士惠教授，及享譽國際的 「福爾摩沙
」四重奏進行合作演出，讓東方的南管音樂與西方的弦樂四重奏
交流對話。

10月20日在亞洲協會的演出，主要為傳統南管曲目，將搬
演《陳三五娘》經典劇碼〈賞花〉及〈留傘〉二段折子戲；節目
內容精心安排南管合奏及傳統梨園戲身段的示範講解，引領觀眾
細細品味南管活絡的音樂內涵以及梨園戲中細膩婉約的身段語言

。10月22日在萊斯大學的演出，則將帶來3首當代南管
樂曲，如 「推枕著衣」、 「弦外之音」、 「足鼓協奏曲
」。

這兩場精彩、創新的表演方式，將帶給觀眾耳目一
新的絕佳饗宴，歡迎熱愛東方傳統音樂的愛好者踴躍與
會參加。

演出時間地點為：
第一場：時間：2016年10月20日(週四)下午6時工作坊，7

時30分正式演出。
地點：亞洲協會德州中心（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2 樓

Edeward Rudge Allen III教育中心(地址：1370 Southmo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04)

備註：該場次為購票(會員15美元、非會員20美元)，可以至
該協會網站訂票，網址為(http://asiasociety.org/texas/events/per-
forming-asia-l% C3% A2m-hun-koh-nanguan-music-and-the-

ater-troupe)
第二場: 時間：2016年10月22日(週六)下午2時整
地點：萊斯大學謝弗德音樂學院Duncan Recital Hall廳(地址

：6100 Main Street , Houston, Texas 77005-1892)
備註：本場次為免費
活動聯絡人：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台灣書院劉忠耿

副主任；
電話：713-840-3865；手機：713-502-9894

休斯頓80-20亞裔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
週日舉行支持2016年11月選舉候選人的會議

台灣台灣 「「心心南管樂坊心心南管樂坊」」
於休士頓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演出於休士頓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演出

圖為休士頓圖為休士頓8080-- 2020 亞裔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幾位負責人與今年該會亞裔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幾位負責人與今年該會
背書的候選人合影於背書的候選人合影於 「「長江餐廳長江餐廳」」 門口門口。（。（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國會議員候選人圖為國會議員候選人 Al Green (Al Green (右立者右立者 ）） 周日晚在與百餘周日晚在與百餘8080--2020 成員聚成員聚
餐時餐時，，鼓勵大家踴躍前往投票鼓勵大家踴躍前往投票。（。（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國航特價機票旅游團套餐】
$99/人（含機票,稅金.團費）
2016年10月-2017年3月31日休斯敦出發

含：休斯敦-上海往返國際機票(兩人成行，同
去同回）！
（注：美國其它城市出發請來電咨詢！也有特
價！）
含：機場稅！
含：中國七天順道游及五星級吃住玩！
含：可免費停留探親180天！
含：可選上海或廣州或雲南或桂林返回休斯敦

！
座位有限, 預購從速（促銷截止日期11/30/

2016) TEL:713-568-8889
此價格未含，簽證, 小費（$70）及部分景

點門票（$90），需美國護照或綠卡者華僑享有
此特價

【國航聖誕假期機票特價】直飛北京只要
$1299!

休斯頓出發日期: 12/18/2016； 北京回程
日期: 1/3/2017or 休斯頓出發日期: 12/18/2016
；北京回程日期: 1/1/2017

713-568-8889
【感恩節特價機票】
$520.00-回香港史上最低！
另有回廣州/福建/台灣/北京/上海/沈陽/武

漢全面特價中！
【長榮航空團票】$399 (含稅,含機票,含旅

遊)坐長榮，回台灣，游大陸！
預定2016秋冬季 (NOW-3月31日2017) 長

榮回台灣, 順道遊江南.可最多停留台灣90天
只需$399/人(含稅，含團費，含機票） . 座位有
限, 欲購從速

休斯頓 全旅假期
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後棟大樓)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 chinatourus

有人把女人比喻成花，說她溫柔美麗；有人
把女人比喻成水，說她嬌豔欲滴；有人把女人比
喻成詩，說她清新典雅。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
，更年期的各種症狀在不知不覺中襲來，曾經秀
美乖巧的女人慢慢的出現了歲月的痕跡。年輕時
候的我，從來都沒有想像過自己到了更年期時會
出現月經不調、失眠健忘等多種症狀，然而，當
自己真正跨入更年期以後，各種各樣的更年期症
狀卻始終困擾著我，每天擾的我是心煩意亂。月
經不規律是我最頭疼的事，因為我聽說女人進入
更年期後，一旦出現月經不規律，就可能預示著
卵巢功能的開始退化。

更年期是女性生理功能從成熟到衰退的轉變
時期，也是從生育成熟期進入老年時期的過渡階
段，也有人稱之為女性的第二個青春期。更年期
時，女性身體內發生一系列生理功能和器官系統
的劇烈變化。由於更年期造成女性卵巢功能衰退
，直至最後消失，因此出現月經週期紊亂、月經
量增多或減少、不易妊娠，直到月經完全停止，
停經以後會發生各個器官、組織進一步退化而逐
漸衰老。

因此，進入更年期以後，月經持續不規律甚
至閉經就意味著衰老的發生，而衰老的根本原因
在於卵巢機能的萎縮與退化，如何延緩卵巢功能
的退化，維持機體內雌激素的正常水準，是解決
月經不調甚至閉經的最直接的方式。

據朋友介紹，由加拿大 VIKER 公司傾情推
出的紅人歸（Sangel）膠囊，能從根本上改善月
經不調甚至閉經等多種更年期症狀。紅人歸
（Sangel）膠囊上市十六年以來，曾得到了無數
消費者的一致好評。為了改善我的月經不調的毛
病，我抱著試試看的態度購買了幾瓶紅人歸
（Sangel）膠囊，服用後效果立竿見影。堅持服
用兩個療程後，我的月經不調的毛病既然好了起
來，月經規律了，整個人看起來氣色很好，我真
的十分感謝紅人歸（Sangel）膠囊，它讓我重新
的感受到了青春的氣息。

紅人歸（Sangel）膠囊是採用現代科學手段
，從紅花、當歸、人參、酸棗仁、淫羊藿、茯苓
、枸杞子等多種天然植物中提取出的精華素的複
合物。紅人歸（Sangel）膠囊中含有能與卵巢紅
囊竇受體特異性結合的SAG獨特成分。年輕女士

的體內雌激素水準，能反射性啟動大腦垂體分泌
FSH, 作用卵巢紅囊竇受體，使之定期排出卵泡
，分泌雌激素，恢復平衡水準。人至中年，隨著
組織器官老化，機體平衡能力下降，更年期隨之
而至。SAG的化學空間結構能夠通過與紅囊竇受
體特異性結合，啟動並恢復卵巢分泌卵泡和雌激
素的能力和水準，雌激素作用於子宮內膜，子宮
內膜週期性的增生與脫落 ，月經週期恢復正常。

紅人歸（Sangel）膠囊中的所有成分都是純
天然植物提取精華素的複合物，安全沒有任何副
作用，上市十六年以來，為無數消費者帶來了福
音，尤其在恢復月經方面的功效是顯而易見的，
中年女性能夠擁有健康就是擁有最大的財富，願
紅人歸（Sangel）能為更多女性朋友們帶來健康
。

女性更年期保健手冊」花開花落話更年」 免
費資料索取網址 www.vikerm.com

加拿大 VIKER 公司 北美免費諮詢電話 1—
888—518—7778

全球女性更年期保健免費咨詢電話1—604—
518—7778

感謝紅人歸感謝紅人歸，，讓我恢復第二春讓我恢復第二春

圖為楊俊義老師圖為楊俊義老師

美國楊俊義永年太極拳中心定於10月29日上午9時舉辦 "楊式太極拳
健康日"特邀請你蒞臨指導！並歡迎同仁和各界人士參加、到現場來和我們
—道，走進太極、健康、動起來活動。現將活動簡介如下:

(—) 主題:休斯頓楊式太極拳健康日;
(二)宗旨:走進自然，服務大眾，結緣太極，共享健康。
(三)主辦單位:美國楊俊義永年太極拳中心。
(四)時間:10/29/2016 上午9點開始，計劃活動1小時左右。
( 五) 地 點:Arthur Storeg Park 7400 W. Sam Houston Parkway， TX

77036 。
(六)活動內容: 首先有貴賓致詞 ;〈2〉表演熱身太極拳六式;〈3〉楊式

太極拳37勢; 〈4〉楊式太極 劍;〈5〉24式太極拳|;〈6〉合練表演:楊式太

極十三刀 和楊式太極功夫扇;〈7〉大師表演…(另附表演序列)，其中由楊
俊義老師表演傳統楊式太 極拳85式—路。

(七)最後由楊老師現場教授五式原地楊式太極拳，並帶領到場各界人
士共同練習 。作為學練楊式太極拳已有40多年老師， 楊老師深知太極拳
具有康、健、壽、樂、強的功能！太極拳是健康拳;是文明拳;也是—門省
力並給習練者帶來活力的運動！楊老師希望人們走向大自然，走進你們的
附近公園中，在不分膚色、不同語言互動中;在舉手投足中;貼近太極、了
解太極、 摸仿太極、學練太極、體悟太極。

有條件的也可以精研太極拳。太極拳源於中國，但作為—項健康和優
化運動應該屬於世界！楊老師願望更多層次人們去實踐、去體驗太極拳，
以共享太極健康之道和得到修心養性文明精神。

美國楊俊義永年太極拳中心舉辦楊式太極拳健康日

回大陸$99/人（包機票，稅，團費）!重出江湖!
明年3月31號前出發!可由上海/廣州/雲南/桂林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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