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C111
休城社區

CC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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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有經驗,穩重的保險經紀人。

代理上百家A級保險公司

Personal個人保險
Home房屋
Auto汽車
Life人壽
Health健康

Commercial商業保險
Property產業
Restaruant餐館
ShoppingCenter購物中心
Office Building辦公大樓

優勝保險
www.ChampionsIG.com

李仕球李仕球

Champions Insurance Group

英文專線：832-484-8899英語、西班牙語 中文專線：713-446-9185國語、粵語、福州、福建、台語

5307 FM 1960 Rd. W.Ste B, Houston, TX 77069★專精房屋及商業保險★

一通電話一通電話一通電話
立即省錢立即省錢立即省錢

優勝保險，你值得擁有？

休城工商

CBR,GRI

Terry Fan
(國、臺、英語)

吳念湘

E-mail: terry@terryfan.com,
Http://www.terryfan.com

SOUTHWEST
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

買房,賣房,置房,投資,貸款,全套服務,
買全新屋高手,賣半舊屋拿手, 誠實可靠,值得信賴

1490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

1.福遍近糖城惠康超市，大湖區Brghtwater區，兩層樓房，3210呎，全木地板，僅售31萬5仟
2.糖城近惠康，二層樓房，約2500呎，高挑屋頂，三房加遊戲間，新屋頂，新廚房，新電器用品，
花崗石臺面，新燈，新地板，僅售$299,950

3.糖城，Lake Pointe高級區，2013年新房，屋主精心設計，獨一無二的高質量，高享受的湖邊
豪華屋，僅售八十九萬九仟

4.糖城，Telfair社區，單層洋房，高挑屋頂，2010年，約2500呎，3卧室加書房，僅售四十萬八仟
5.新房買賣最佳服務，廣及休市，Memorial區，Bellaire市，Mo、city，Katy，Sugar land等市。

281.207.5088, 281.772.0888

七天營業
10:00～1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D#227(敦煌廣場內)

ME1941

˙全身按摩
˙頭頸肩背腰按摩
˙腹部、腰腿按摩
˙肩肘手按摩
˙眼頭部按摩
˙中藥熱敷熱石足療

治
療
按
摩

專
業
執
照

莉 莉 按 摩莉 莉 按 摩莉 莉 按 摩

專業治療按摩老師 資深治療執照按摩師

713713--988988--90289028







禮物卡
$18、$25、
$30、$50，

送禮、自用最佳。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暑假上海特價團（機票+7日江南團) $1350.00含稅
青島﹐成都﹐廈門﹐廣州......特價中

現招聘有經驗或者熱愛旅遊服務業的全職旅遊代理
Tel:713-952-989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二十年豐富經驗

星期六 2015年6月6日 Saturday, June 6, 2015

休士頓地區
唯一中文店

包月計劃最低$20 家庭計劃4線$100

T版手機分期付款 國際版手機物美價廉

完美售後讓您放心 另有手機解鎖服務

9188 Bellaire Blvd, Ste.H
Houston, TX, 77036

713-271-2737
CHINA TOWN STORE

只只 要要 進進 店店
就就 有有 合合 適適 您您 的的 計計 劃劃！！

王朝旅遊親自帶隊：
張家界，三峽11天特別團$499

（含三峽遊輪）9月6-17日

豪華游輪豪華游輪

王
朝
旅
遊

王
朝
旅
遊

專辦中國簽證
★中國特價團$49 起，江南，北京，雲南，

四川，山東，廣州，桂林，張家界，三峽等
▲美東$175起、美加東 $303起（買二送二）
▲黃石公園、美西 $215起 (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脈$566起、歐洲、中國

價格保證 我們承諾價格匹配

6918 Corporate Dr Ste.A-14, Houston,TX 77036
網站﹕aaplusvacation.comTel:713-981-8868

Jenny ZhangJenny Zhang
C:(713) 298-9685
O:(713) 771-5910

新屋優惠
購屋貸款
免費估價

10333 Harwin Dr. Suite 415, Houston, TX 77036

工商管理碩士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房地產經紀人AlphaMax Realty
西南區，糖城，醫學中心，Memorial，Katy，西北區。專精專精

•Memorial近 Dairy Ashford，黃金地段土地出售，占地2萬英尺，可自建私人住宅或商業店鋪，適用小型療養院，嬰幼中心，教育中心
等等。欲尋有識投資人士。出售價：$ 679,000.00•糖城二層屋4房2.5浴，適初次購屋人士，正式餐廳，私人遊泳池, 漂亮庭院，遊戲間，交通便利，緊鄰6號。售價$14萬9千9•近Humble/1960, 4.5英畝商業用地，待開發，緊鄰商業中心區/大型連鎖店，投資前景好，覓有遠見人士，回報潛力高。距休斯頓國際
機場15分鐘，每尺售價: 8.75•近249/LOUETTA繁華商業區，三千尺大屋，四房三衛，挑高廳，落地窗，一層實木地板，正餐廳，挑高頂書房，新油漆，寬敞廚房，大理
石臺面，大遊戲間，仿木地板，一年新冷氣，屋況極好，售$218,800•KATY明星校區，2300尺兩層4房2.5浴，寬大客廳，正餐廳，開放式廚房，優美庭院設計，戶外亭臺。二樓大遊戲間，保養佳。月租: $1950•新屋銷售，位於6號和Fort Bend Parkway, 超豪華湖景屋，每棟保證占地一英畝以上，基本四房/五房/三車位，戶外廚房，特別制定
酒窖，奢華內部裝飾，最新節能材料，遠程操控，定時燈光系統等等智能管理，盡顯主人個性，售價$550,000起•Pearland Sunrise Lakes社區 3200尺屋，一任房主，保養佳，挑高大廳，正式餐廳/書房，一層全地板，二樓遊戲間，開放式廚房，大理石
臺面，前後院自動撒水系統，售價$274,900•近香港城雅房出租，3房2浴，全新內外油漆，一樓高挑大廳/早餐廳，月租$1250. 出入方便, 近八號公路/WestPark Toll。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any

3200 Southwest FWY, #1900, Houston,TX 77027
email: clai@ft.newyorklife.com www.connielai.com黎瓊芳Connie Lai

（通英、國、粵） 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紐約人壽 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傳家之保713-480-9988

人壽保險 長期護理保險
教育基金 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Agent LUTCF, CLTC The offering documents (Policies, Contracts) for all New York and its subsidiaries' products are availble only in English. In the event of a dispute, the provisions
in the policies and contracts will prevail. 對於保單、合約等相關文件，紐約人壽保險公司及其子公司僅提供英文版本。如有爭議，一律以保單和合約中的條款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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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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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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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開張期間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商業部門 陳先生手機陳先生手機281281--561561--62886288

18001800--856856--00020002××111616
281281--630630--22122212

Mei Tan
陳 太 太

(國、臺、英語)

1. 近醫學中心, 975 尺，二臥二浴公寓，明亮寬敞，廚房花崗石枱面，不銹鋼廚具，有社區鐵門。僅售 $119,000
2. 近醫學中心，788尺，二層樓共渡屋，一房，一浴，一車庫，有書房，大客廳，僅售 $109,000。
3. 近Westheimer 與八號路，一層公寓，一房, 一浴，有車房，社區鐵門，遊泳池。可自住或投資。僅售$94,900.
4. 密蘇里市，四房，2.5浴，二車庫，寬敞明亮，一樓主臥室套間，二樓有大遊戲間。大後院。僅售 $236,000。
5. 西北區, 離中國城20分鐘，兩層樓漂亮洋房。2368尺，四房，二套半浴室。主臥室在一樓，二樓大遊戲間。

一樓瓷磚與硬木地板，二樓全地毯，近小學。僅售 $215,000
6. Montgomery區，一英畝多土地，湖邊，有鐵門，高級洋房社區，湖景優美，近高爾夫球場。售 $ 125,000-145,000.
7. 6 號與288 號公路，Sienna Plantation 南邊，二畝土地，高級住宅區，售$60,000.
8. 近香港城商業土地，5.74 英畝, 僅售 $2,751,100.
9.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500平方尺，每尺$0.54，可立即搬入。
10. 59號，8號，交叉口，13,716 平方尺，鋼筋水泥建築，14尺高，交通方便。二尺高的上卸貨區。售 $780,000.

專精專精::房屋房屋 商業商業 公寓公寓 土地開發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物業管理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

E-mail: chentoby@ymail.com

Cell:Cell: 832832--235235--50005000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Richmond City，近Westpark Tollway & Fwy 99，交通便利，3房2.5浴，二層樓，售$179,000
◆西北區近290位Lake Jersey Village社區，原Darling Homes建商，稀有硬瓦屋頂，3房3浴，一層樓，
售$289,000

◆休斯頓北邊位45號，投資良機，50個單位公寓 / Motel混合出售，100%出租，超高報酬12%，售$1,500,000
◆Missouri City，兩棟獨棟商業樓出售，位6號邊 & Sienna Parkway，100%出租，佔地38,115呎，室內使用
8,040呎，售$3,370,000

◆西北區，近290成熟區Shopping Center，100%出租，佔地58,370呎，建築Building 58,370SF，高酬率約
8.25%，售$1,499,000

◆休士頓南部，距離Hobby機場1 Mile，2萬呎倉庫出租，可分隔，短期可議，租75￠/呎
◆westheimer 商業區成熟日本餐館出售，有意請洽Grace.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Cell: 713713--459459--26562656

Top USA InvestmentTop USA Investment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1. 敦煌商場，雙連體旺舖出售，每單位1600呎，地處Corner位置，價格
超好，機會難得，可以聯繫Gina或Shannon.

2. 福遍糖城二層獨立屋，4/2.5/2，近2800呎。地理位置極佳，近59，
DairyAshford，超低稅率，Corner位置後院方正寬大，配有游泳池及
花園平台，僅售$235,000。

3. 合作路/百利大道近敦煌超市，全新裝修獨立屋，3/2/2，近2300
呎。高屋頂，采光極好，新油漆，新地板，花崗岩台面。僅售$131,000

4. Richmond/Galleria區，兩單位出租：1 bedroom，包水電，$750/月；2
bedroom,包水電，僅$1000/月

專精各類商業地產之買賣投資
承租及管理…積20年之從業
經驗為您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Shannon Gao

高紅
Sales Associate

xiannen_g@yahoo.com

713-550-6373(專線)

城中區大型著名自助餐館生意出售。

餐館裝修高雅、寬敞明亮、地理位置極佳，

已有20多年的經驗，積累了很多客人，

生意興隆、穩定，客人川流不息。

sunny.hsu@aarealtytx.com

以二十年經驗，為您做完整服務

Sales Associate andy.hsu@aarealtytx.com

1)Cypress , 3 房3衛1.5 story.高屋
頂、正式餐廳，客廳，遊戲間。游泳
池。社區環境優美，有八個湖，網球
場，籃球場。售價 314、900
2) 5，000呎空地，近中國城8号公
路，售價$30,000.00

房屋買賣，投資，管理

HAR Client Experence Rating A 4.99* Realtor 位於HOUSTON 西區及醫學中心4家
連鎖三明治餐廳（WHICHWICH SUPE-
RIOR SANDWICHES）出售，年營業額
一百七十萬。售９９萬９千９百元。新
投資移民創業最佳選擇。機會難得.

有意者請電713.550.6373，高小姐

星期六 2015年6月6日 Saturday, June 6, 2015

phone:713-270-0177
Web: AkasakaTexas.com

Opening Hours:
Mon. - Thurs. :11:00 AM - 10:00 PM
Fri.、Sat.: 11:00 AM - 11:00 PM
Sun: 公休

6833 W. Sam Houston Pkwy.S. #109, Houston, TX 77072

Akasaka Japanese Restaurant & Lounge

Happy HourHappy Hour
All day (All day (全天全天))

(8號公路與百利交界 希爾頓花園旅館對面)
敦煌廣場隔鄰 步行距離

Appetizers : $3 - $10
Rolls : $4 - $9
Sushi(1pc) : $1 - $2.20
Sashimi(3pc) : $5 - $8
Drinks : $2 - $5

10%
OFF
有效期至

not include happy hour
6月30日2015年

李娜正骨療痛， 兼治心臟早搏，視線重疊
上海歌劇院作曲指揮，親上電視推薦名醫

（本報訊）休士頓衛理公會醫
院成功的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個頭骨
和頭皮及一個新的腎臟和胰腺移植
手術。

兩 個 星 期 前, 當 吉 姆 - 百 勝
(Jim Boysen) 在休士頓衛理公會醫院
走進手術室時他幾乎崩潰, 因為他的
胰腺受損，他的腎臟惡化，他的腦
袋有一個不能癒合的傷口。因為他
五歲的發生並發症，百勝的各種健
康問題超過二十年。 因為放射治療
一種罕見的癌症在他的頭部留下了
一個開放的傷口，不會癒合。隨著
頭皮和顱骨放射治療，他的胰腺和
腎臟惡化並獲得終身糖尿病。吉姆
在與癌症治療時造成了頭部受傷的
大傷口。

休士頓衛理公會醫院的醫生沃
爾特 (J. C. Walter Jr.) 移植中心主任
烏薩馬博士(Osama GABER)，重建

外科醫生邁克爾 (Michael Klebuc) 和
神經外科醫生托德 (Todd Trask) 與
MD安德森團隊合作，給予這名患者
帶來新生。2015 年 5 月 22 日休士頓
衛理公會醫院和 MD 安德森癌症中
心的醫生團隊，由十幾個醫生和其
他40個衛生工作者，為吉姆 - 百勝
(Jim Boysen) ，奧斯汀55歲軟件工程
師，在15小時的手術操作後，完成
頭骨和頭皮移植的醫療手術和腎臟
和胰腺的移植。

頭骨和頭皮移植的醫療手術是
一項艱鉅而複雜的手術，涉及嫁接
新的骨和皮到他的頭上，需要重新
連接只有針頭寬度的許多微小血管
，以保持血液流向移植的手術區域
。15 個小時，他們認真刪除百勝的
頭皮和頭骨的部位，用一個10× 10
英寸的頭顱移植和一個15英寸寬的
一塊皮膚替換它們。重建外科醫生

邁克爾說“這是一個操作顯微鏡使
用人頭髮絲一半厚度小針完成的，
使用的工具像一個珠寶商會用做一
個精緻的瑞士手錶” 。然後，他們
移植百勝的胰腺和腎臟。

百勝是世界上第一個頭骨和頭
皮移植的接收者，醫生，這是一個
創新， 也是唯一 的解決百勝疾病的
措施。這個首創與創造性的頭骨和
頭皮移植的醫療手術具有巨大的里
程碑意義， 它會在另一個最高層次
醫療技術的多元化應用境界中造福
人類。

衛理公會醫院的頭骨和頭皮移
植手術是來自人體的第一個頭骨和
頭皮移植，而不是一個人工植入物
或一個簡單的頭骨移植手術。 吉姆
非常感謝為他完成移植的醫生團隊
給他帶來新生。

休士頓衛理公會醫院全球首創頭骨和頭皮移植手術休士頓衛理公會醫院全球首創頭骨和頭皮移植手術

圖為圖為（（右起右起））李娜李娜，，李楠醫師李楠醫師，，與來自上海的名音樂家與來自上海的名音樂家
莊德淳夫婦合影於診所內莊德淳夫婦合影於診所內。（。（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醫生們正在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外科手術室認真地為吉姆醫生們正在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外科手術室認真地為吉姆 -- 百勝進百勝進
行頭骨和頭皮移植的醫療手術行頭骨和頭皮移植的醫療手術。。((照片屬於衛理公會醫院照片屬於衛理公會醫院))

（本報記者秦鴻鈞）休士頓著名的 「李娜
療痛中心」，專治頸背腰腿痛，肩臂手腕
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壓迫神經痛，腰
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脊椎側彎，工
傷，運動傷，車禍受傷，不僅本地人治癒
無數。很多遠來自國外的病人更是治癒其
多年頑疾，乃親上美南電視，陳述其被治
癒經過，也大力向國內外人士推薦李娜。
李楠母女醫師的神奇醫術。
譬如這位七十八歲的前 「上海歌劇院」的
作曲指揮莊德淳先生，這是他第二次來美
探親，每次簽證六個月，他有兩大毛病：
（一）腰椎不適兼頭昏眼花，視物有疊影
。（二）心臟早搏，心臟亂跳。他在李娜
這裡共治療了十二次。李娜看了他之後，
診出他因為前胸有骨頭塌陷所致，李娜醫
師僅僅用手檢查他的腰椎，胸椎和骨椎，
她說“每一塊骨頭都對應著五臟六腑，骨
頭的錯位變形都會壓迫相關的神經，而神
經又連接著內臟，從而造成內臟的疾病。
她明確指出：（一）病人的盆骨嚴重錯位

，通過軟手法正骨，把錯位的骨骼挪到正
確的位置，（二）胸椎有一塊骨頭錯位，
這個錯位的胸椎骨頭壓迫的神經剛好對應
他的心臟，李娜大夫將他的胸椎正骨歸位
，神經的壓迫解除了，神經的傳導正常了
，心臟立即恢復跳動。
還有他的頭昏眼花，視物重疊，經李楠醫

生診斷： 「他的頭昏眼花是視神經淤結造
成的，必須解開這個淤結，讓它暢通復活
就不會頭昏眼花了。」經治療後，病人馬
上就好了一半，頭不昏，眼睛也看的清了
，明顯的感覺到頭兩側的橡皮筋化掉了，
過去開車，看見車分隔的白線是分叉的，
治療後車道二根分叉的白線合併了，過去
，他晚上絕對不能開車，治療後在高速公
路開車，看的一清二楚，晚上出門，都由
他開車。

莊先生還透露，李娜醫師檢查時，看
到他褲子的當中縫偏向右邊，經檢查是盆
骨歪斜，（過去他曾摔在樓梯上）骨歪，
一高一低，腿是一長一短，李娜果然是

「手到病除」，這是硬碰硬，令
您驚奇的事實。莊先生說：李娜
採 「牽引」治療，李娜診所的牽
引床複雜，看不同的病人，作不
同的治療，其力度受李娜的控制
，尤其，肩距的矯正不是一，兩
次完全可解決的，他有拉鋸戰的
過程，經常要作 「鞏固性」治療
， 「間距」才可拉開，還要 「鞏
固」治療解決病患隱痛，回歸環
境的活力。莊先生形容這是 「皇宮」治療
， 「頂尖」級別。只有李娜繼承獨家絕技
，還需她本人具備 「靈感，悟性，天分」
。
莊先生表示：希望與他同病相憐的朋友，

如 「關節」問題， 「僵化」問題，李娜都
能治療。他表示：年紀大的同胞，兄弟姐
妹，應廣為宣傳，讓 此醫術發揚光大，希
望李娜這麼好的尖端醫術，讓大家有福同
享。莊先生表示：回上海之後，將把休士
頓的奇遇反應給衛生部門的負責人，希望

不靠吃藥，僅僅通過骨骼的準確歸位，以
及有關神經系統來治療人體內臟的疾病，
希望把西方先進的脊椎神經專科和中國古
老神奇的正骨醫術宣傳開來，讓大家有福
共享啊！莊先生採訪視頻鏈接：youtu.be/
urmLoYF9EC4

「李娜療痛中心」每週一至週六上午九時
到下午六時看診。週日休診，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
金廣場內），電話：（832）863-8003

2015大愛正心慈善晚宴
7月26日休市舉行，將有一明星團隊前來

（休士頓/秦鴻鈞）由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
「AQZ CHARITY FOUNDATION (AQZ)」和

北 京 屈 正 愛 心 基 金 會 （BQZ） 聯 合 主 辦 的
「2015大愛正心慈善晚宴」將於7月26日晚在

休士頓希爾頓大旅館 「Hilton Houston Westchase
」（9999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42 tel
：（713）735-5923）隆重舉行。屆時 「北京屈
正愛心基金會（BQZ）」的志願者——華人影
視明星代表團將從北京飛到休士頓，出席這項
公益活動，並與所有來賓面對面，手拉手進行
互動，傳播AQZ和BQZ的 「大愛正心」理念，

促進美中慈善文化交流。
這支明星團隊，包括青年演員楊志剛，台

灣籍演員王思懿，著名戲曲乾旦演員董飛，大
陸著名配音演員張靜等人。其介紹如下，

明星團隊領銜人物楊志剛，是當今最受觀
眾喜愛的青年演員之一。他近年主演的《鐵梨
花》、《紅娘子》、《勇敢的心》等電視劇，
一部經一部“火”。更火的是，他通過BQZ對
6名先心病兒童進行了一幫一捐助，使這些孩
子們重獲健康，使6個家庭重拾幸福。

曾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飾演潘金蓮而
一炮走火的台灣籍演員王思懿
，深受華人觀眾的喜愛。1989
年她榮獲台北十大模特稱號。
2007年獲首屆華鼎獎“2007公
眾最滿意演藝明星”。她出演
了《巾幗英雄穆桂英》、《大
染坊》、《莊姬公主》等40余
部電視連續劇和《愛情呼叫轉
移》、《後廚》、《飛刀》等
近20部電影。她不僅一幫一的
捐助貧困先心病兒童，還為常
常為BQZ的慈善活動搖旗吶喊
。

著名戲曲乾旦演員董飛，是
中國大陸昆曲男旦復興第一人
。2014 年 11 月北京 APEC 期間
，董飛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
舉行的國宴演出中為中外來賓

演出了傳統表演藝術的代表—昆曲。主演作品
有阪東玉三郎中日合作版昆曲《牡丹亭》、京
劇《燈官油流鬼》、在陳凱歌導演電影《梅蘭
芳》飾一縷麻春蘭。他還被授予聯合國世界和
平基金會慈善藝術家。

大陸著名配音演員張靜，近年已為40余部
電影、電視劇和動畫片等配音。她在韓劇《神
話》和《戰國》中 的精彩配音表演，被譽為韓
國影星金喜善在中國大陸的專門配音。

這些愛心藝術家，都是志願到來，義務傳
播愛心，不求回報。據悉洛杉磯的影視藝術也
將趕來為慈善晚宴助陣。

「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簡稱AQZ）」是
由休士頓華人醫生豐建偉，李虎鬆和屈正等醫
學專家發起，並在德州正式註冊的非營利性組
織，與 「屈正愛心基金會」（簡稱BQZ）一脈
相傳，為弱者提供 「一幫一，點對點」的救助
。給大家宣教 「延年益壽」的醫學常識，向世
人傳播 「大愛正心」的理念。在已經成功救助
100例貧困家庭先天性心臟病兒童的基礎上，將
為更多的貧困患病孩子們伸出援助之手。

「大愛正心慈善晚宴」每位入場券一百元
，贊助券二百元及VIP三百元。

（本報訊）為紀念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
週年，中華民國國防部於本年7月4日於新竹湖口舉行 「國防
戰力展示」，規劃 「空中分列」、 「地面部隊校閱」及 「戰技
操演」等項目，藉新式武器裝備陳展與精實戰技操演，展現國
軍嚴整壯盛軍容及建軍備戰成果，並紀念抗戰期間，全國軍民
浴血禦侮獲致最後勝利之史實，以激發全民愛國情操，堅定國
家信念與共識。

凡旅居國外僑胞，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均可報名參加該
項展示活動，1.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境，並持有效之僑居國居留

證明文件（如僑居國護照或居留證等）或其護照已加簽僑居身
分者。2.持僑居國護照入境之國人或華裔人士。已取得僑居國
護照並經許可入國之前項僑胞隨行之配偶或子女，得以僑眷身
分辦理報到。3.參加人員如需他人隨行照料者，隨行人員（含
在臺親友或外籍人士）以1人為限。4.持用中國大陸地區所發
護照或香港、澳門特區護照者，不受理報名。

歡迎符合資格且有意返國參觀僑胞，請於6月12日前洽休
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電話：713-789-4995 ext 105辦理報名
。

中華民國 「國防戰力展示」
歡迎海外僑胞返國參加

德州李氏公所六十週年
將於7月29日舉行慶祝大會

（休士頓/秦鴻鈞）德州李氏公所慶祝成立六十週年，將在
「國際貿易中心」（ITC）舉行六十週年圖片展及慶祝大會等

一系列活動。
慶祝活動包括：七月二十四日（週五）在 「美南報系」董

事長李蔚華先生宅邸舉行晚宴，七月二十五日（週六）為華埠
小姐選美。七月二十九日在ITC舉行德州李氏公所六十週年慶
祝大會及圖片展。相關訊息，請留意本報後續報導。

董飛董飛 楊志剛楊志剛王思懿王思懿

圖為圖為 「「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 （（AQZAQZ））發起人豐建偉醫師發起人豐建偉醫師，，秘書長秘書長
劉江妍與劉江妍與 「「中領館中領館」」 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夫婦合影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夫婦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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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紅木家俱公司上海紅木家俱公司

3020 Fondren Houston TX 77063
http://www.rosewoodfurniture.us Tel:(713)975-8605

ROSEWOOD FURNITUREROSEWOOD FURNITURE

時尚典雅時尚典雅 五折惠賓五折惠賓

星期六 2015年6月6日 Saturday, June 6, 2015 星期六 2015年6月6日 Saturday, June 6, 2015

香港超級市場香港超級市場 FOOD MARKETFOOD MARKET
NEW LOCATION 去年6月10日正式開張
9820 Gulf Freeway Houston, TX 77034
FOR LEASING CALL:281-575-7886
JAMES:713-303-5968, HANNA:832-866-0838

Leasing OfficeLeasing Office
1120511205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7277072
Tel:Tel: 832832--866866--08380838

VVùùng Southwestng Southwest
1120511205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7277072
Tel:Tel: 281281--575575--78867886
Fax:Fax: 281281--575575--87618761

VVùùng Northwestng Northwest
1340013400 Veterans MemorialVeterans Memorial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1477014
Tel:Tel: 281281--537537--52805280
Fax:Fax: 281281--537537--53985398

4545 South GalvestonSouth Galveston
1090910909 ScardaleScardale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8977089
Tel:Tel: 281281--484484--61006100
Fax:Fax: 281281--484484--61226122

Hobby AirportHobby Airport
98209820 Gulf FreewayGulf Freeway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477034
Tel:Tel: 281281--575575--79547954

66//44//20152015--66//99//20152015 特 價 商 品特 價 商 品
紫米、紅米飲料 Purple Rice、Red Rice On sale

速溶咖啡Vina Coffee $2.99/Bag

白蘆筍Asparagus White Peeld $3.49/Can

桃子牌茉莉花香米Peach BrandJasmine Rice 25/bs

洛克植物 Rockman Vegetable Oil $3.99/Ea

綠蔥Green Onion 5 For $1.00

家樂調料Knorr Liquid Seasoning $5.99/Ea

雞味湯Chicken Flavor Broth $1.49/Can

富士蘋果Fuji Apple $0.69/Lb

吳郭魚Tilapia Fish $1.99/Lb

營養乾麵Dried Alimentary Paste $3.49/Ea

蘆薈飲料Aloe Vera Drink $2.49/Ea/1.5L

香菇調味Mushroom Seasoning $4.99/Bag

新鮮菠蘿蜜Fresh Jackfruit $0.89/Lb

金鯧魚Golden Pompano $2.99/Lb

辛碗面Nongshim Shin Bowl Noodle $7.99/Box

熊貓蠔油 anda Brand Oyster Sauce $2.99/Lb

腌制韭菜Pickled Leeks（Buy 1 Get 1） $0.89/Ea

哈密瓜Hami Melon $0.89/Box

芥蘭Gai Lan $0.79/Lb

挪威鯖魚Norway Mackerel $1.99/Lb

甜牛奶Sweet Cow Creamer $0.99/Can

蟹糊CrabPaste $2.99/Ea

香菜Cilantro $2.99/Bag(12 Bunches)

各特價品以庫存量為限，售完為止。如此廣告價格不符，請以賣場實際公佈為准。本公司有權更改或取消優惠商品與方式，恕不另行通知。本廣告圖片均為美術設計作用，可能另於實物。本公司對於排印錯誤將不負責任。
Not responsible for typographical or pictorial errors. Please refer to in-store sign.While supplies last, no raincheck, Products may not be available at all stores.

（本報記者黃梅子）今天6月6日晚，華裔女高音歌唱家宋

海燕教授(Summer Haiyan Song)和墨裔女高音歌唱家瓦妮莎阿朗佐

(Vanessa Alonzo)將在亞洲協會Asia Society同臺演唱同一首歌：中

國和墨西哥的家鄉音樂！

亞洲協會Asia Society1956年由約翰•D. 洛克菲勒三世創辦，

目前已成長為美國最權威的亞洲政策民間研究機構。總部設於紐

約，目前在美國的休斯頓、洛杉磯、舊金山、華盛頓特區、亞太

地區的墨爾本、馬尼拉、孟買、首爾、香港和上海設有分支機

構 。

亞洲協會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亞太事務組織，致力於促進美

國與亞洲之間的民間交流，增進亞太地區人民、領袖和機構之間

的相互了解。亞洲協會的宗旨是增加知識和加強對話，鼓勵創造

性的表達，並產生跨越藝術、文化、政策、商業、教育等領域的

新思路。亞洲協會德州中心(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於2012年4

月建成並投入使用，得到了主流社會和政界、商界、藝術界人士

的高度重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明天的音樂會和上個月的藝術展覽“中國和墨西哥移民到美

洲大陸的另一面”都是關於華裔和墨西哥裔新移民在美國的生活

和加入美國籍的故事。確實，不論我們的文化、國度、背景，音

樂如何不同，音樂和歌聲是無國界的，永遠是講故事最有力的工

具之一。千百年來，音樂和歌聲已經幫助我們發現我們是誰，我

們從何而來。在這個傳統音樂的盛會上，休斯頓著名歌唱

家宋海燕(Summer Haiyan Song)和瓦妮莎阿朗佐(Vanessa

Alonzo)將成為中國和墨西哥文化融合與傳承的紐帶。鋼琴

家戶田輝彥(Teruhiko Toda)和吉他手索爾•阿瓦洛斯(Saul

Avalos)將為這場音樂會傾力伴奏。

宋海燕是休斯頓歌劇院的歌劇演員和德州南方大學音

樂系的歌劇教授，並且還開設有海燕聲樂教室(Haiyan

Voice Studio)。她經常穿梭於美國、中國、意大利和英國

之間的各大演出，擔任的歌劇角色包括“蝴蝶夫人”中的

Cio-Cio San，“女人皆如此”中的Dorabella，“曼儂”中

的Manon，等等。

瓦妮莎阿朗佐（Vanessa Alonzo）,墨西哥裔著名歌唱

家，自1998年以來她一直是流浪樂隊裏一個有特色的表

演家，演遍了整個休斯頓。1999年，她榮獲流浪巴爾加斯

匯演(Mariachi Vargas Extravaganza)聲樂比賽最佳歌手。瓦

妮莎阿朗佐經常去愛爾蘭、墨西哥、挪威和越南巡回演出。她在

世界上已經完成Cruzar香格裏拉卡拉德月光女神首演和El Pasado

Nunca Se Termina首演——世界上第一個流浪歌劇。

這場音樂會是亞洲協會的藝術展“中國和墨西哥移民到美洲

大陸的另一面”的壓軸戲。讓我們拭目以待！

演出時間： 2015年6月6日晚7:30。

地點：1370 Southmore Blvd.

Houston, TX 77004

713.496.9901

購票

$10 Members, $15 Nonmembers. All sales final.

http://asiasociety.org/texas/events/asia-society-presents-one-song-chi-

nese-and-mexican-music-home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人長期腰痛背痛頸痛，這
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椎間盤突出。椎間盤突出分
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間盤突出。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
腿痛常見原因之一，其主要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椎
間盤突出又名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癥或腰椎間盤髓核突
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腰脫”或“腰突”。它是指人
體隨著年齡的增長或急性外傷和積累性外傷等原因，使
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
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的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
腿痛癥狀的骨科常見病、多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底部疼痛，下肢放射性
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
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
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
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外傷史，造
成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髓核向後或後外側突出，壓迫脊神經根
引起腰腿痛，坐骨神經痛是腰間盤突出癥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有明顯的頸部外傷史或有長時
間低頭位工作的職業史。神經根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上背
部劇烈疼痛，伴上肢放射性神經痛；頸部運動和睡眠時，疼痛加
重。肌力下降，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臂叢神經牽拉試驗陽性。部
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
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
，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
採用非手術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腰
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
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診斷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

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
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
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
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
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
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
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
馬上減輕80%。李醫生還
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
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
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
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主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8am -6pm）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夏季是旅遊旺季

。美國人最喜歡在

晴朗的夏日駕車在

寬闊的公路上奔馳

。今年夏季，在您

開車出遊之前，不

妨採取一些簡單的

預防措施來保證出

行安全，同時節省

油耗。汽車在高溫

天氣下跑長途很容

易出問題。軟管破

裂、散熱器漏水、

車胎充氣不足、濾

芯結有污垢都可能大大提高油耗，更嚴重的還會導致

汽車徹底癱瘓。

夏季汽車保養秘訣一

車胎在車檢時最容易被忽視。根據美國橡膠製造

商聯合會（Rubber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RMA）統

計，只有一成的駕駛者知道如何正確檢查胎壓，這個

數字大大低於經常洗車的駕駛者人數（有近七成駕駛

者經常洗車） 。事實上，車胎充氣不足或過足、過度

磨損或者四輪定位不准都是安全隱患，在炎炎夏日更

是如此。胎壓常常隨氣溫改變——外部氣溫每上升

10℃，氣壓就會上升約7～14Kpa。車胎側面會標有車

胎的標準胎壓。您可以利用手動測壓計來測量胎壓，

也可以讓維修站的維修人員為您測量。

如果胎壓不足，車胎與地面的接觸部分會癟進去

，而車胎兩側則向外鼓，氣壓就會完全作用在車胎側

壁上。當溫度和氣壓上升到一定程度時，車胎就會爆

裂。另一方面，胎壓過足的車胎與路面的接觸面相對

較小，很容易在濕滑路面打滑。

別忘了檢查備用胎。如果備用胎還不如在用的四

個車胎，那就失去了備用的意義。所以一定要確保您

的備用胎胎壓正常而且沒有過度磨損。夏日高溫可能

會讓您口乾舌燥。您的愛車是不是也會如此呢？

夏季汽車保養秘訣二

機油是汽車的生命線，它可以讓發動機零件保持

清潔，同時也可以讓它們運轉得更加順暢，並防止它

們因摩擦而過熱。事實上，大部分駕駛者通常會在夏

天頻繁用車，而在這個季節發動機的溫度很容易就會

變得過高。因此，在您準備駕車帶全家出門之前，千

萬別忘了檢查機油。

檢查機油時，先開車跑幾分鐘，然後將車停在水

平路面上，關閉發動機。接著打開引擎蓋，插入量油

尺，注意觀察機油的液面高度和狀態。如果液面過低

，您可以添加或更換機油。粘在油尺上的機油應該是

黃褐色的透明液體。如果機油顏色發黑或混有雜質，

您應該馬上更換機油和機油濾芯。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夏季汽車保養秘訣（1）

今晚宋海燕教授於亞洲協會今晚宋海燕教授於亞洲協會Asia SocietyAsia Society演唱中國和墨西哥同一首歌演唱中國和墨西哥同一首歌！！大休斯敦僑界慶祝中國國慶大休斯敦僑界慶祝中國國慶
6666周年周年、、紀念抗戰勝利紀念抗戰勝利7070周年系列活動新聞發布會周年系列活動新聞發布會

暨國僑辦給暨國僑辦給““華星書屋華星書屋””贈書儀式贈書儀式

【本報訊】休士頓的著名華裔風光及民俗

攝影師賈忠將於6月13日 晚 7:00-8:30，在張要

武藝術中心舉辦一場《攝影藝術欣賞》的攝影

講座。屆時，賈忠老師將就藝術&攝影、攝影藝

術&攝影技術、攝影藝術的分類、攝影的真實性

、攝影與繪畫的相同與不同、真實是一切攝影

藝術的生命、攝影創作等方面的內容與大家進

行分享。當晚，還將播放賈忠老師拍攝的配樂

攝影《中國西部——壯美的河山》。

賈忠老師是旅居休士頓的著名華裔風光及

民俗攝影師。從事攝影創作20餘年，中美多個

攝影協會會員，曾多次在中國及國際攝影大賽

中獲獎，由於其在攝影創作實踐中不斷努力探

索，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攝影風格。多年來

，曾在中國及世界各地進行攝影創作，拍攝了

大量的風光及民俗圖片。特別是近十年來，曾

多次前往中國的西部地區，如新疆、西藏、甘

肅、內蒙、貴州、山西、四川等地進行攝影創

作，已編輯了數十個攝影專輯並舉辦了自己的

攝影展覽，其作品在中國的《大眾攝影》等專

業攝影報刊上發表1000餘幅。賈忠先生作為休

士頓華人攝影學會的董事，多年擔任該學會月

賽及年度大賽的評審。目前，賈忠老師擔任休

士頓華夏中文學校和糖城華盛中文學校攝影班

老師。

2012年10月，賈忠老師作為休士頓美中文

化教育經濟基金會藝術總監獲准在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UNESCO)與中國科學院共同舉辦的“第

四屆國際遙感考古會議”上展示了他拍攝的30

幅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的攝影作品，其中三幅

作品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永久收藏。多年來

，賈忠先生積極關注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相關

的拍攝，曾多次深入相關地區進行攝影創作，

此次入選的30幅攝影作品包括中國長城、西藏

的布達拉宮、大同雲岡石窟、雲

南哈尼梯田、江南水鄉古鎮、麗

江古城、皖南古村落、三江並流

、黃龍風景名勝區、絲綢之路、

新疆喀納斯風景名勝區以及美國

紐約的自由女神像等。

2014年1月，賈忠老師在休

士頓舉辦了“行攝美利堅—賈忠

攝影展”（Photos America —— Photography Exhi-

bition by Zhong Jia）。休士頓市長安妮絲-帕克、

美國國會眾議員艾爾-格林專門發來賀信，對於

賈忠先生通過攝影為大眾服務給予了高度評價

。

目前賈忠老師正在籌備另一個大型的攝影

展覽——“賈忠《中國西部》攝影展”，這組

圖片是賈忠先生近15年間先後數十次前往中國

西部地區，大部份使用的膠片相機拍攝創作的

優秀攝影作品，展現了當地悠久的民俗文化和

美麗的自然風光，圖片在人物神態、光影效果

等方面得到了較好的運用，彰顯了賈忠老師在

攝影藝術方面的深厚功底。

時間：6月13日 晚 7:00-8:30

地點：張要武藝術中心Zhang Yao Wu Art

Cente

地址：6515 Corporate Dr. #M1, Houston, TX

77036（慈濟對面）

（恆豐銀行協辦）近來社區治安日漸敗壞，有感我們不能

袖手旁觀，因此救國團，僑灣社，凱蒂華人協會將於6月13日

星期六，上午10時在恆豐銀行12樓聯合舉辦社區安全座談會，

警民合作打擊犯罪。警局在這方面也責無旁貸，這是社區首要

工作之一。我們邀請到哈裡斯郡警察局Michael Lee警官到場主

講。

社區安全內容包括社區槍支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

工作場所安全，家居安全，老年人安全，兒童安全，涉水

安全，藥物安全，學校安全，社會治安，防災安全…… 等

等。

我們當前是講社會治安，安全是社區和諧，穩定的基

礎。提升居民安全意識，結合轄區，協調警民全面合作，

打造一個溫馨，祥和安全的社區環境。

為了強化安全知識，李警官將為我們講解槍支安全，人生

安全，危險信號，自我防衛。我們應該注意什麼，該做什麼，

不該做什麼，並介紹保護個人的安全用品，防盜措施，如何保

護財物，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各類事故和傷害。我們將會討論德

州最近通過的槍支攜帶，及大學生可攜帶槍支進入校園的法案

。

槍支自衛是美國文化之一，來到美國體驗一下美國文化有

其必要。Michael Lee 提醒民眾一定要有正確的用槍常識，才不

至於傷到自己或別人。他也將講解如何申請槍支執照及使用的

法律知識。

如果有個人願意加入警界行業服務，Michael Lee警官樂意

提供寶貴的資訊。加入警界不限種族，性別，年齡，歡迎有志

之士積極報名。

屆日將提供簡便早餐，警局也將贈送小禮品。有問題請電

：徐朗 713-596-2812；或李佳832-973-8934。機會難得，以免向

隅。

賈忠老師將舉辦
《中國西部——壯美的河山》攝影講座

三個社團聯合舉辦社區安全
如何用槍及槍支法律座談會

（本報訊）大休斯敦地區僑界將於2015年下半年舉行慶祝

中國國慶66周年、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勝利70周年系列活動。同時，中國國務院僑辦向休斯敦中國人

活動中心圖書館贈送了新一批“華星書屋”新書。為此，休斯敦

中國人活動中心聯合有關華人社團，於2015年6月6日（周六）

共同舉行新聞發布會，向社會各界公布系列活動信息，並舉行新

書轉交儀式。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總領事和趙副總領事將出席

新聞發布會！

時間：2015年6月6日（星期六）上午9:30-11:30

地點：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130多功能大廳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主辦單位：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夏學人協會、東方藝

術教育中心

新聞發布內容 （按照時間順序）：

1. 願和平永駐”-大休斯敦僑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

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型史詩音樂會

2. 慶祝中國國慶66周年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升旗典禮

3. 慶祝中國國慶66周年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國慶晚宴

4. “親情中華”-慶祝中國國慶66周年暨紀念抗戰勝利70周

年國慶文藝晚會暨圖片展覽

5. 國僑辦給“華星書屋”贈書儀式

圖為賈忠在中國長城進行攝影創作圖為賈忠在中國長城進行攝影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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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價收購汽車最高價收購汽車！！
比CARMAX最多高出 $500 !!

Cube Auto Sales

1260 Blalock Roa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55
rental@cuberentalc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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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告訴我最近有人告訴我，，某一華文網站某一華文網站
有一篇揭露華人社區中保險傳銷的內有一篇揭露華人社區中保險傳銷的內
幕文章幕文章,,還有一些後續的議論還有一些後續的議論，，希望談希望談
談我的看法談我的看法。。下面是由此事而引起的下面是由此事而引起的
我對美國保險傳銷我對美國保險傳銷，，尤其在華人社區尤其在華人社區
的保險傳銷的瞭解和分析的保險傳銷的瞭解和分析。。
讓少數人先富起來讓少數人先富起來

我與壽險傳銷打交道已我與壽險傳銷打交道已3030年了年了。。
在在19801980年代年代，，有一美式足球教練改行有一美式足球教練改行
，，創立了一套傳銷模式賣人壽保險創立了一套傳銷模式賣人壽保險，，參參
加者首先自己要買一份保險加者首先自己要買一份保險，，不但賣不但賣
保單給親戚保單給親戚、、朋友朋友、、同事同事、、同學同學、、同鄉同鄉、、
鄰居等等鄰居等等，，而且再將他們發展成而且再將他們發展成““下線下線
”，”，慫恿他們賣保險給其他熟人慫恿他們賣保險給其他熟人，，再要再要
他們發展下下線他們發展下下線，，這樣一個人發展三這樣一個人發展三
個人個人，，三個人發展九個人三個人發展九個人，，九個擴大到九個擴大到
二十七個二十七個，。。。。。。，。。。。。。層層抽傭或分成層層抽傭或分成，，所所
以先參加的人成了以先參加的人成了““先富起來的人先富起來的人”，”，
與當時中國開放改革後先讓一部份人與當時中國開放改革後先讓一部份人
富起來的情形相映成趣富起來的情形相映成趣，，所不同的是所不同的是
參與中國開放改革的人需要自己苦幹參與中國開放改革的人需要自己苦幹
才能成為才能成為““萬元戶萬元戶”，”，然後帶動大批人然後帶動大批人
脫貧脫貧，，甚至致富甚至致富；；但美國保險傳銷卻希但美國保險傳銷卻希
望人家加入望人家加入，，自己能坐享其成自己能坐享其成，，結果是結果是
大批人因貪而貧大批人因貪而貧，，卻造就極少數早期卻造就極少數早期
加入的人發財加入的人發財。。
保險的紅衛兵運動保險的紅衛兵運動

足球教練大力鼓吹一套足球教練大力鼓吹一套““買有錢買有錢
儲蓄的人壽保險儲蓄的人壽保險，，不如買衹有保障功不如買衹有保障功
能的人壽保險能的人壽保險，，將省下的保險費投資將省下的保險費投資
””的理論的理論（（Buy term, and invest the difBuy term, and invest the dif--
ferenceference ），），他有很強的組織和鼓動能他有很強的組織和鼓動能
力力，，可以召集上千人在大酒店舉行激可以召集上千人在大酒店舉行激
勵人心的誓師大會勵人心的誓師大會。。說好聽說好聽，，參加者莫參加者莫
不感到自己參加了正義的征伐行列不感到自己參加了正義的征伐行列，，
有有““要解放全人類要解放全人類””之豪情之豪情；；說難聽說難聽，，是是
一群被誤導操控的盲從信徒一群被誤導操控的盲從信徒，，參加邪參加邪
教活動教活動。。

他成了教主他成了教主，，其數十萬業餘保險其數十萬業餘保險
傳銷大軍橫掃全美國傳銷大軍橫掃全美國，，瘋狂地將大批瘋狂地將大批
客戶原有的終生壽險客戶原有的終生壽險（（Whole LifeWhole Life））搞搞
掉掉，，改買他們推銷的昂貴的有期壽險改買他們推銷的昂貴的有期壽險
(Term Life)(Term Life)。。後來後來，，這些參與者這些參與者 9999..99%%
都跑掉了都跑掉了，，他們發覺事情並非教主所他們發覺事情並非教主所
說的那麼簡單和正義說的那麼簡單和正義，，實在也沒有甚實在也沒有甚
麼可支援他們的麼可支援他們的““革命熱忱革命熱忱””或或““信仰信仰
狂熱狂熱”。”。在保險業在保險業，，足球教練的盲從者足球教練的盲從者
有一綽號有一綽號 ---- 白蟻白蟻（（TermiteTermite），），喻其善喻其善
於將人家可靠的房子於將人家可靠的房子（（終生壽險終生壽險））蛀掉蛀掉
。。我有一個更恰貼的名稱我有一個更恰貼的名稱 ---- 美國壽美國壽
險業的紅衛兵險業的紅衛兵。。這些人跟文革年代的這些人跟文革年代的
紅衛兵幾乎一模一樣紅衛兵幾乎一模一樣，，有這些共同特有這些共同特
色色：：
○○頭腦簡單頭腦簡單。。○○一哄而起一哄而起。。○○打倒一打倒一
切切。。○○錯破了舊錯破了舊，，立不了新立不了新。。○○無顏見無顏見
受害的親朋師友鄰居熟人受害的親朋師友鄰居熟人。。○○到頭來到頭來
發覺給人利用了發覺給人利用了。。○○亂中華亂中華，，全民受全民受
苦苦；；亂美國保險亂美國保險，，大批客戶受害大批客戶受害。。
三次保險文革動亂三次保險文革動亂

足球教練的白蟻運動培養了不足球教練的白蟻運動培養了不
少傳銷少傳銷““人才人才”，”，衍生出不同的門派分衍生出不同的門派分
支支。。19901990代中開始代中開始，，有保險傳銷組織利有保險傳銷組織利
用股市不斷上昇的強勁勢頭用股市不斷上昇的強勁勢頭，，大力推大力推
銷 投 資 於 股 市 的 浮 動 壽 險銷 投 資 於 股 市 的 浮 動 壽 險（（VUL,VUL,
Variable Universal LifeVariable Universal Life ），），向客戶吹說向客戶吹說
每年每年（（每年每年！）！）可以賺可以賺 1010%-%-1212%%，，並且並且
又將大批終生壽險搞掉又將大批終生壽險搞掉，，換成浮動壽換成浮動壽
險險，，掀起第二次保險紅衛兵運動掀起第二次保險紅衛兵運動。。進入進入
20002000 年後年後，，股市大瀉股市大瀉，，再吹說可賺再吹說可賺
1010%-%-1212%%，，沒人相信了沒人相信了，，於是推出指數於是推出指數
壽險壽險( IUL, Index Universal Life)( IUL, Index Universal Life)，，說股說股
市上漲你發財市上漲你發財，，股市下跌你保本股市下跌你保本，，又掀又掀
起了第三次保險紅衛兵運動起了第三次保險紅衛兵運動，，大量將大量將
客戶原有的很好或不太差的保險換成客戶原有的很好或不太差的保險換成
保險歷史上欺騙性最重的指數壽險保險歷史上欺騙性最重的指數壽險。。
（（對指數壽險的分析對指數壽險的分析、、評論此略評論此略））
人性缺陷人性缺陷，，貪婪無知貪婪無知

這三次保險紅衛兵運動能夠掀這三次保險紅衛兵運動能夠掀
起和持續作亂起和持續作亂，，原因有很多原因有很多。。其一是利其一是利
用人性貪婪的缺陷用人性貪婪的缺陷，，用不實的用不實的、、虛假的虛假的
高利來引誘無知者上鉤高利來引誘無知者上鉤。。

本來人壽保險的基礎是愛心和本來人壽保險的基礎是愛心和
責任感責任感，，但這些傳銷組織卻將人壽保但這些傳銷組織卻將人壽保
險變為險變為，，通過激勵貪心和迎合貪婪來通過激勵貪心和迎合貪婪來
榨取不義之財的工具榨取不義之財的工具。。

要做好人壽保險真不容易要做好人壽保險真不容易，，要受要受
到良好的培訓到良好的培訓，，不斷學習提昇不斷學習提昇，，要為客要為客
戶著想戶著想，，瞭解客戶瞭解客戶，，解釋和討論實際可解釋和討論實際可
靠的保險方案靠的保險方案，，才能做得好做得長才能做得好做得長。。這這
種工作種工作，，全職的代理人都往往感到心全職的代理人都往往感到心
有餘而力不足有餘而力不足，，疲於應付疲於應付。。

傳銷組織招了一大批業餘兼職傳銷組織招了一大批業餘兼職
者來打遊擊者來打遊擊，，上了幾次產品吹噓課就上了幾次產品吹噓課就
以理財專家的模樣去呼悠熟人以理財專家的模樣去呼悠熟人，，說甚說甚
麼過去股市投資平均每年可賺麼過去股市投資平均每年可賺 1111%%，，
複數增值威力如原子彈複數增值威力如原子彈，，7272定律可幫定律可幫
大家幾年就資產翻大家幾年就資產翻倍倍，。。。。。。，。。。。。。
對爆料的各種議論對爆料的各種議論

在對那篇內幕爆料文章的後續在對那篇內幕爆料文章的後續
的議論中的議論中，，綜合起來綜合起來，，有幾點值得注有幾點值得注
意意 ----
●●當事人在該傳銷組織有好幾年當事人在該傳銷組織有好幾年，，而而
且也已經是甚麼名銜的幹部了且也已經是甚麼名銜的幹部了，，為甚為甚
麼要拖上那麼多年才揭露麼要拖上那麼多年才揭露？？
●●當事人所說是否真實當事人所說是否真實？？是否言過其是否言過其
實實，，是否競爭者捏造是否競爭者捏造、、安排來攻擊該組安排來攻擊該組
織織？？
●●其他保險公司也有問題其他保險公司也有問題，，這組織有這組織有
問題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問題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何必專挑這何必專挑這
組織組織。。
●●有人說保險傳銷組織是合法經營有人說保險傳銷組織是合法經營，，
也有人說他對美國的經濟也有人說他對美國的經濟、、金融金融、、企業企業
、、法規法規、、操作等情況很熟悉操作等情況很熟悉，，不會發生不會發生
爆料文章所說那些情況爆料文章所說那些情況，，意即該文不意即該文不
可信可信。。

請讓我簡單評論一下這些議論請讓我簡單評論一下這些議論。。
爆料的動機和實情爆料的動機和實情

無論當事人出於甚麽原因無論當事人出於甚麽原因、、動機動機
要爆露內幕要爆露內幕，，何以拖了那麼久才爆出何以拖了那麼久才爆出
來來，，我們要就事論事我們要就事論事，，搞清楚其所說的搞清楚其所說的
是否事實是否事實？？如果不是事實如果不是事實，，大家可將她大家可將她

““鬥倒鬥臭鬥倒鬥臭”；”；如果是事實如果是事實，，大家可從中大家可從中
瞭解到甚麼瞭解到甚麼？？有甚麼可借鑒有甚麼可借鑒、、警惕警惕？？應應
如何解決如何解決？？

無獨有偶無獨有偶，，44月底鳳凰衛視的月底鳳凰衛視的《《公公
益中國益中國》》節目中節目中，，就播出對主角李旭的就播出對主角李旭的
訪談訪談，，介紹他怎樣陷入商品傳銷活動介紹他怎樣陷入商品傳銷活動，，
參加者發覺傳銷組織用美麗謊言參加者發覺傳銷組織用美麗謊言，，讓讓
大家跳入火坑大家跳入火坑，，發覺上當後騎虎難下發覺上當後騎虎難下。。
他在電話中向媽媽哭訴他在電話中向媽媽哭訴，，終於下決心終於下決心
站出來站出來，，買一部電腦買一部電腦，，將自己的經歷寫將自己的經歷寫
出來出來，，希望讓更多人知道希望讓更多人知道，，不要上當不要上當。。
需要勇氣需要勇氣，，跳下虎背跳下虎背

當事人為甚麼會拖上好幾年才當事人為甚麼會拖上好幾年才
出來揭露出來揭露？？具體的情況我們無從得知具體的情況我們無從得知
和判斷和判斷，，但我們知道這種或類似情況但我們知道這種或類似情況
也會發生在其他事情也會發生在其他事情，，例如某會計在例如某會計在
參與做假賬很多年後參與做假賬很多年後，，終於站出來揭終於站出來揭
發其老闆或該公司制度發其老闆或該公司制度、、文化文化、、作風作風。。
又例如某人偷東西又例如某人偷東西，，隔了多年後終於隔了多年後終於
主動出來認錯主動出來認錯；；又例如又例如，，有人外遇多年有人外遇多年
，，最後終於向配偶懺悔最後終於向配偶懺悔，。。。。。。，。。。。。。所以大所以大
家何必對當事人苛責家何必對當事人苛責？？大家宜讚賞她大家宜讚賞她
能大膽站出來講真話能大膽站出來講真話，，讓更多人能警讓更多人能警
惕惕，，以免上當受害以免上當受害。。

我們回想一下我們回想一下，，在在20072007年的次貸年的次貸
海嘯和海嘯和20082008年的金融風暴年的金融風暴，，幾乎將全幾乎將全
球經濟拖垮球經濟拖垮。。如果有人如果有人，，有不少人有不少人，，在在
這些災難發生前幾年大膽站出來講話這些災難發生前幾年大膽站出來講話
，，這些災難或可避免或這些災難或可避免或減輕減輕。。
傳銷德行傳銷德行，，罄竹難書罄竹難書

我相信很多人對其揭露的情況我相信很多人對其揭露的情況
不甚瞭解不甚瞭解，，或半信半疑或半信半疑，，這是正常的反這是正常的反
應應。。以我與保險傳銷打交道以我與保險傳銷打交道3030年的觀年的觀
察察、、瞭解瞭解、、經驗和分析經驗和分析，，我覺得她所揭我覺得她所揭
露的還不夠全面露的還不夠全面、、深入深入。。我可以說我可以說，，實實
際情況比她所談的更糟糕得多際情況比她所談的更糟糕得多，，衹能衹能
用壞用壞、、爛爛，，狠狠，，無良無良、、可惡等字來做簡單可惡等字來做簡單
的形容的形容；；大批上當者則可哀大批上當者則可哀、、可悲可悲、、可可
憐憐，，有些則活該有些則活該。。

我為甚麼會這樣說呢我為甚麼會這樣說呢？？很簡單很簡單，，
我有不少保險傳銷的客戶被騙的具體我有不少保險傳銷的客戶被騙的具體
資料資料，，顯示那些傳銷組織做了很多壞顯示那些傳銷組織做了很多壞
事事，，大量的非法和不合情理的惡行大量的非法和不合情理的惡行。。他他
們的胡作非為們的胡作非為，，真是罄竹難書真是罄竹難書。。假如有假如有
一天有哪個傳銷組織及其保險公司給一天有哪個傳銷組織及其保險公司給
客戶告狀客戶告狀，，甚至集體告狀甚至集體告狀，，我有大批資我有大批資
料記錄可以呈堂和公諸於世料記錄可以呈堂和公諸於世，，讓法庭讓法庭
和公眾更清楚瞭解其真相和公眾更清楚瞭解其真相，，還受害客還受害客
戶十萬個公道戶十萬個公道（（受害者何止十萬受害者何止十萬？！）。？！）。

我所講的都有事實基礎我所講的都有事實基礎，，不怕那些作不怕那些作
惡者挑戰惡者挑戰，，不容他們否認不容他們否認。。
胡作非為胡作非為，，順手撿來順手撿來

保險傳銷組織有哪些胡作非為保險傳銷組織有哪些胡作非為
呢呢？？順手撿幾個順手撿幾個：：
●●吹和騙吹和騙，，給客戶錯給客戶錯、、假假、、不實信息不實信息。。出出
餿主意餿主意；；
●●無執照賣保險及多種違規無執照賣保險及多種違規、、非法行非法行
為為。。
●●作假作假，，例如冒客戶簽名例如冒客戶簽名，，抽煙報不抽抽煙報不抽
煙等煙等；；用假地點用假地點、、地址辦保險地址辦保險，，掩蓋在掩蓋在
某州沒執照賣保險的勾當某州沒執照賣保險的勾當。。
●●以不實資訊和作欺騙性的比較以不實資訊和作欺騙性的比較，，誘誘
導客戶轉換保險導客戶轉換保險，，讓客戶遭受多重巨讓客戶遭受多重巨
大損失大損失。。在表面上在表面上、、技術上技術上，，這些轉換這些轉換
合法合法，，但合法不等於合適但合法不等於合適、、恰當恰當，，尤其尤其
大多是用誤導大多是用誤導、、欺騙手法做成的欺騙手法做成的，，實質實質
上不合法上不合法。。若果哪一天爆發大量客戶若果哪一天爆發大量客戶
告狀告狀，，或政府調查或政府調查，，就可以顯出絕大多就可以顯出絕大多
數轉換是敲吃客戶的骨髓數轉換是敲吃客戶的骨髓。。
●●將客戶原有的保險搞掉將客戶原有的保險搞掉，，換成他們換成他們
賣的保險賣的保險，，但不依法規通知原有公司但不依法規通知原有公司
這意圖這意圖，，原有公司不能及時派人與客原有公司不能及時派人與客
戶瞭解戶瞭解、、溝通和探討溝通和探討，，剝奪了客戶瞭解剝奪了客戶瞭解
真相的權利而遭受重大損失真相的權利而遭受重大損失。。
●●用謊言賣不可靠的保險給客戶用謊言賣不可靠的保險給客戶，，但但
客戶還以為很賺錢客戶還以為很賺錢、、很先進很先進、、很實在很實在，，
不知被騙不知被騙，，或被騙後存僥倖之心或被騙後存僥倖之心。。
●●。。。。。。。。。。。。
是制度性是制度性，，已常態化已常態化

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也可以發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也可以發
生在其他保險公司生在其他保險公司，，但其他保險公司但其他保險公司
的情況遠遠沒那麼嚴重的情況遠遠沒那麼嚴重，，仍未泛濫成仍未泛濫成
災災。。

比較正規的保險公司管理比較比較正規的保險公司管理比較
嚴格嚴格，，願意也好願意也好，，被迫也好被迫也好，，還是要盡還是要盡
量按規矩去做量按規矩去做，，以免惹上大麻煩以免惹上大麻煩。。但保但保
險傳銷組織卻大不相同險傳銷組織卻大不相同，，不但沒嚴格不但沒嚴格
的管理的管理，，而且無視倫理道德和法規而且無視倫理道德和法規，，很很
明顯故意放縱明顯故意放縱、、鼓勵不當行為鼓勵不當行為。。可以這可以這
樣說樣說，，保險傳銷就是靠胡作非為來發保險傳銷就是靠胡作非為來發
財財；；若果他們不胡來若果他們不胡來，，老老實實將保單老老實實將保單
的內容的內容、、真相告訴客戶真相告訴客戶，，100100個有個有9999個個
會做不成會做不成，，客戶也不會隨便將保險轉客戶也不會隨便將保險轉
過去過去。。

保險傳銷組織的亂來是制度性保險傳銷組織的亂來是制度性、、
常態化的常態化的。。我接觸過無數傳銷組織的我接觸過無數傳銷組織的
客戶客戶，，我至今仍未從他們那裡得知我至今仍未從他們那裡得知，，在在
保險傳銷組織中保險傳銷組織中，，有哪個人沒向他們有哪個人沒向他們
講講假話假話。。
糊塗上當糊塗上當，，往事休提往事休提

我也認識曾參加過保險傳銷的我也認識曾參加過保險傳銷的
過來人過來人，，他們有些會很爽快地說發覺他們有些會很爽快地說發覺
傳銷有甚麼問題傳銷有甚麼問題，，所以離開了所以離開了；；有些則有些則
不想再提往事不想再提往事，，不好意思說自己糊塗不好意思說自己糊塗
上當了上當了，，也拖累了一些親友也拖累了一些親友、、熟人熟人。。至至
今今，，我仍未遇到一個曾參與保險傳銷我仍未遇到一個曾參與保險傳銷
的過來人說的過來人說，，參加保險傳銷和向傳銷參加保險傳銷和向傳銷
組織買保險有甚麼好處組織買保險有甚麼好處。。我卻收過曾我卻收過曾
參加傳銷組織的過來人給我的信參加傳銷組織的過來人給我的信，，揭揭
露內情露內情，，說說““這群烏合之眾這群烏合之眾，，本著急功本著急功
近利作富翁的歪念近利作富翁的歪念，，一擁而上一擁而上，，橫刀割橫刀割
愛地轉保單愛地轉保單，，再拉人下水再拉人下水，，踢人入會踢人入會，。，。
。。。。。。。。。。惡性循環惡性循環，，即使醒悟了即使醒悟了，，也身不也身不
由己由己，，越溜越深越溜越深，。。。。。。”，。。。。。。”
華人社區華人社區，，受害最大受害最大

至於其他保險公司也有問題至於其他保險公司也有問題，，何何
必責怪保險傳銷組織這一說法必責怪保險傳銷組織這一說法，，有若有若
說說““還有其他人偷東西還有其他人偷東西，，何必責怪這個何必責怪這個
賊賊？”？”或或““還有很多人也貪汙還有很多人也貪汙，，為何衹抓為何衹抓
這個貪官這個貪官？”？”不合邏輯不合邏輯，，更不合公共利更不合公共利
益益。。其他保險公司或保險代理人有不其他保險公司或保險代理人有不
正當的地方正當的地方，，該批判還是要批判該批判還是要批判，，要制要制
裁的也是要制裁裁的也是要制裁。。

美國保險業確實亂七八糟美國保險業確實亂七八糟，，問題問題
叢生叢生，，每家保險公司都有不少問題每家保險公司都有不少問題，，正正
因如此因如此，，我們更要注視問題最嚴重的我們更要注視問題最嚴重的
傳銷組織傳銷組織，，尤其他們在華人社區肆虐尤其他們在華人社區肆虐
嚴重嚴重，，華人社區成了華人社區成了““重災區重災區”。”。傳銷組傳銷組
織比賊更壞織比賊更壞，，賊衹偷了財物賊衹偷了財物，，但傳銷組但傳銷組
織偷客戶的錢和心織偷客戶的錢和心。。
英文不靈英文不靈，，華人吃虧華人吃虧

保險傳銷在亞裔社區特別活躍保險傳銷在亞裔社區特別活躍，，
遺害特大遺害特大。。有些保險傳銷組織就是靠有些保險傳銷組織就是靠
吃華人來發財吃華人來發財。。其一原因是華人英文其一原因是華人英文

不靈光不靈光，，不懂保險不懂保險、、理財理財、、法律法律
、、規則規則，，容易給保險傳銷組織容易給保險傳銷組織
利用和肆虐利用和肆虐。。如果是老美如果是老美，，即即
使沒唸完中學使沒唸完中學，，其其 ABCABC 都比都比
我們大多數人強得多我們大多數人強得多，，他們會看會問他們會看會問，，
不那麼容易上當不那麼容易上當；；如果不察如果不察，，後來發覺後來發覺
上當了上當了，，可以大吵大鬧可以大吵大鬧，，不但投訴不但投訴，，甚甚
至至老爸可告兒子騙了他老爸可告兒子騙了他。。
黃皮了哥黃皮了哥，，專挑熟吃專挑熟吃

其二其二，，有有““他是我的親戚他是我的親戚//朋友朋友//同同
學學//同時同時//熟人熟人//同鄉同鄉，，不會騙我不會騙我””的想的想
法法，，容易上當容易上當。。後來發現了問題後來發現了問題，，也礙也礙
於情面於情面，，不好與之爭論不好與之爭論，，更不會投訴告更不會投訴告
狀狀，，衹能啞子吃黃連衹能啞子吃黃連，，忍聲吞氣忍聲吞氣，，息事息事
寧人寧人，，不了了之不了了之。。

這樣這樣，，胡作非為者更可繼續肆無胡作非為者更可繼續肆無
忌憚地吃其他人忌憚地吃其他人。。華人怕事華人怕事，，被搶了被搶了、、
偷了偷了，，很少人報案很少人報案，，在保險在保險、、理財方面理財方面
亦如此亦如此。。
看似機會看似機會，，實是陷阱實是陷阱

第三個原因是華人在美生活不第三個原因是華人在美生活不
容易容易，，教育程度較低或英文能力較弱教育程度較低或英文能力較弱
的人的人，，大多從事低薪粗工大多從事低薪粗工，，或做靠勞力或做靠勞力
辛苦賺點錢的小生意辛苦賺點錢的小生意。。而教育程度較而教育程度較
高高、、英文較好的知識份子英文較好的知識份子，，因為種族因為種族、、
語言語言、、文化及社會關係等因素文化及社會關係等因素，，在在““主主
流流””社會競爭中不易出頭社會競爭中不易出頭。。

現在傳銷組織在華人社區吃得現在傳銷組織在華人社區吃得
開開，，無論是參與推銷或買賣無論是參與推銷或買賣，，碰到這麼碰到這麼
好的快捷致富捷徑好的快捷致富捷徑，，難不心動難不心動，，一哄而一哄而
上上。。尤其是剛唸完大學的年青人尤其是剛唸完大學的年青人，，乳臭乳臭
未乾未乾、、缺乏工作缺乏工作、、人生和社會經驗人生和社會經驗，，容容
易被吸收加入易被吸收加入，，還以為自己在做很有還以為自己在做很有
意義的事意義的事，，家人也以為他們唸過書家人也以為他們唸過書，，很很
懂懂，，錯不了錯不了，，殊不知助長了自己的孩子殊不知助長了自己的孩子
去傷害別人去傷害別人。。

一些教育程度較高的華人一些教育程度較高的華人，，以為以為
自己懂自己懂 ABCABC，，甚麼都懂甚麼都懂，，當然也懂保當然也懂保
險險、、理財理財，，可以向大眾指點江山可以向大眾指點江山，，殊不殊不
知保險知保險、、理財的複雜性和傳銷組織的理財的複雜性和傳銷組織的
欺騙性欺騙性，，助紂為虐助紂為虐。。
不守法規不守法規，，不明制度不明制度

第四原因是華人法制觀念薄弱第四原因是華人法制觀念薄弱，，
推銷者或買者推銷者或買者，，明知有些不合規矩明知有些不合規矩、、法法
律律，，也不以為然也不以為然，，還自喜有小聰明還自喜有小聰明，，縱縱
容了胡作非為容了胡作非為。。

傳銷組織吃買方傳銷組織吃買方、、賣方兩頭賣方兩頭，，讓讓
買賣雙方都以為很容易發財買賣雙方都以為很容易發財。。現實是現實是
除了政府可印鈔票除了政府可印鈔票，，何來買賣雙方都何來買賣雙方都
發財發財？？實情是實情是9999%%買者吃大虧買者吃大虧，，絕大多絕大多
數賣者也吃了虧數賣者也吃了虧，，賠了自己的信譽賠了自己的信譽，，衹衹
有傳銷組織及其極少數的頭目發了大有傳銷組織及其極少數的頭目發了大
財財。。有些議論者很幼稚有些議論者很幼稚，，說一家公司怎說一家公司怎
可能靠亂搞發展得那麼大可能靠亂搞發展得那麼大。。很抱歉很抱歉，，實實
情就是這樣情就是這樣。。問題不在於問題不在於““大大”，”，而在於而在於
是否正當地做大的是否正當地做大的？？看看大批糊裡糊看看大批糊裡糊
塗上當的客戶塗上當的客戶，，尤其那些每天早出晚尤其那些每天早出晚
歸歸，，辛苦賺幾個錢養家的華人同胞辛苦賺幾個錢養家的華人同胞，，如如
此受騙而造成推動者的輝煌此受騙而造成推動者的輝煌，，我豈能我豈能
無動於衷無動於衷，，衹嘆息不揭露批判衹嘆息不揭露批判？？
主流忽視主流忽視，，華人無助華人無助

另一重要原因是媒體和監管部另一重要原因是媒體和監管部
門對華人社區的問題沒興趣門對華人社區的問題沒興趣，，或即使或即使
有興趣也因外表有興趣也因外表、、語言語言、、文化等因素不文化等因素不
能做有效的調查能做有效的調查、、暴露和處置暴露和處置。。所以過所以過
去去2020多年來多年來，，保險傳銷組織不斷地能保險傳銷組織不斷地能
夠在各地華人社區發展和肆虐夠在各地華人社區發展和肆虐，，而且而且
變本加厲變本加厲，，大膽大膽、、露骨地騙露骨地騙，，作各種非作各種非
法或不合情理的事法或不合情理的事。。
大膽露骨大膽露骨，，能騙就騙能騙就騙

舉些例子舉些例子，，在在 19801980 年代年代，，保險代保險代
理人普遍向客戶說衹需供理人普遍向客戶說衹需供XXXX年就不年就不
需再供了需再供了，，但在但在 19901990 年代中年代中，，很多客很多客
戶發覺不兌現戶發覺不兌現，，還需再供還需再供，，大量投訴和大量投訴和
告狀告狀。。此後大多數保險公司和代理人此後大多數保險公司和代理人
都盡量清楚解釋給客戶都盡量清楚解釋給客戶，，所說的要供所說的要供
年份是不肯定年份是不肯定、、不保證的不保證的。。然而然而，，當下當下
絕大多數傳銷客戶絕大多數傳銷客戶 ----至少在華人社至少在華人社
區區 ----都以為那年份是保證的都以為那年份是保證的、、肯定肯定
的的，，很明顯很明顯，，傳銷組織制度性的傳銷組織制度性的、、廣泛廣泛
地讓其代理人以不實之辭來獲取生意地讓其代理人以不實之辭來獲取生意
。。

又例如又例如，，當今傳銷組織大力推銷當今傳銷組織大力推銷
指數壽險指數壽險（（IUL, Index Universal LifeIUL, Index Universal Life），），
很多買者都說很多買者都說，，他們買的保險的資金他們買的保險的資金

用來買用來買500500家大公司的股票家大公司的股票，，很賺錢很賺錢，，
很安全很安全，，云云云云。。然而然而，，在保單中或有關在保單中或有關
的英文介紹中都清楚地印著並不投資的英文介紹中都清楚地印著並不投資
在在500500家公司股票家公司股票。。

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幾乎沒有指數壽險幾乎沒有指數壽險
客戶明白客戶明白，，即使股市大昇即使股市大昇，，保險公司有保險公司有
權將分給他們的利息壓低到菲薄如紙權將分給他們的利息壓低到菲薄如紙
，，令保單最終失效令保單最終失效；；而所謂股市大跌也而所謂股市大跌也
保本的說法帶欺騙性保本的說法帶欺騙性，，因為要扣開銷因為要扣開銷，，
實情是保證不能保本實情是保證不能保本。。

宗旨作風宗旨作風，，大有問題大有問題
很明顯很明顯，，傳銷組織整個宗旨傳銷組織整個宗旨、、作作

風風、、文化文化、、系統和操作都容忍系統和操作都容忍、、鼓勵推鼓勵推
銷者胡說八道銷者胡說八道,, 欺侮華人英文不靈光欺侮華人英文不靈光
而講假話大話而講假話大話。。請留意請留意，，這不是個別或這不是個別或
少數推銷者所作所為少數推銷者所作所為，，也不是個別或也不是個別或
少數客戶得到錯誤的訊息少數客戶得到錯誤的訊息。。當幾乎所當幾乎所
有人都有如此問題時有人都有如此問題時，，這不能不說是這不能不說是
整個機構組織有大問題整個機構組織有大問題。。

所以在傳銷組織在短期內發展所以在傳銷組織在短期內發展
成為成為““大公司大公司””時時，，我們不是讚賞其我們不是讚賞其““大大
”，”，而要探索它如何變大而要探索它如何變大，，量度內中吸量度內中吸
滿了多少我們華人的血汗錢滿了多少我們華人的血汗錢，，查算客查算客
戶及家屬所遭受的重大損失戶及家屬所遭受的重大損失。。賣保險賣保險
與任何其他行業與任何其他行業、、生意生意、、工作一樣工作一樣，，能能
賺很多錢賺很多錢，，不是罪過不是罪過；；用不正當的方法用不正當的方法
賺的才是罪過賺的才是罪過。。一個保險一個保險、、理財從業員理財從業員
，，如果用不正當的方式賺很多錢如果用不正當的方式賺很多錢，，獲得獲得
甚麼獎狀甚麼獎狀、、名銜名銜、、榮譽榮譽，，我看不起他們我看不起他們；；
若果踏踏實實地若果踏踏實實地做做，，雖然業績平平雖然業績平平，，我我
會尊重他們會尊重他們。。
時辰一到時辰一到，，統統都報統統都報

保險傳銷在華人社區越來越猖保險傳銷在華人社區越來越猖
獗獗，，似乎很難抑制似乎很難抑制，，組織者組織者、、鼓動者和鼓動者和
參與者可以繼續肆虐下去參與者可以繼續肆虐下去。。表面上如表面上如
此此，，在一段時期仍會繼續在一段時期仍會繼續。。但但，，熱衷於熱衷於
用不當方法來吃華人的傳銷主謀用不當方法來吃華人的傳銷主謀、、附附
從要留意喲從要留意喲！！你們今天仍能夠肆虐你們今天仍能夠肆虐，，並並
不是你們做得對不是你們做得對，，並不是正義在你們並不是正義在你們
這邊這邊，，衹是時辰未到衹是時辰未到；；時辰一到時辰一到，，統統統統
都報都報。。
油條稀飯油條稀飯，，漢堡牛奶漢堡牛奶

此話怎說此話怎說？？隨著華人移民第二代隨著華人移民第二代
在美國成長在美國成長、、學習和生活學習和生活、、工作工作，，他們他們
不但有很強的英文能力不但有很強的英文能力，，而且有學識而且有學識
和有膽識和有膽識，，當他們發覺父母一輩及很當他們發覺父母一輩及很
多其他親戚多其他親戚、、同鄉給傳銷組織欺侮同鄉給傳銷組織欺侮、、詐詐
騙之後騙之後，，他們將不會像父輩那樣保持他們將不會像父輩那樣保持
沉默沉默，，將會追究有關公司將會追究有關公司、、組織和人員組織和人員
，，我相信我相信，，再過十年再過十年、、八年八年，，華人社區將華人社區將
會有大量的投訴和告狀會有大量的投訴和告狀，，今天又騙又今天又騙又
掠的人掠的人，，將脫不了責任將脫不了責任，，難以逍遙自在難以逍遙自在
。。要知道要知道，，第一代移民是吃油條第一代移民是吃油條、、喝稀喝稀
飯長大的飯長大的，，他們就好像隔夜油條那樣他們就好像隔夜油條那樣
沒有抗爭力沒有抗爭力；；但第二代是吃漢堡和喝但第二代是吃漢堡和喝
牛奶長大的牛奶長大的，，他們會像牛那樣有勁他們會像牛那樣有勁，，會會
向作害者討個公道向作害者討個公道。。不信嗎不信嗎？？走著瞧走著瞧。。
後頭好戲後頭好戲，，耐心稍候耐心稍候

可能不必等到第二代成長後才可能不必等到第二代成長後才
向胡來的傳銷組織爭鬥向胡來的傳銷組織爭鬥。。請看請看，，不久前不久前
紐約州政府著手調查指數壽險的推銷紐約州政府著手調查指數壽險的推銷
了了。。州政府的人吃飽飯州政府的人吃飽飯，，閒來沒事幹嗎閒來沒事幹嗎
？？很明顯很明顯，，他們接到大量的投訴他們接到大量的投訴，，不能不能
置之不理置之不理。。當然當然，，很多保險公司也推銷很多保險公司也推銷
指數壽險指數壽險，，但傳銷組織幾乎獨沽一味但傳銷組織幾乎獨沽一味，，
雖吹說可賣數十家保險公司的不同產雖吹說可賣數十家保險公司的不同產
品品，，其實衹推銷其實衹推銷““關聯企業關聯企業””的指數壽的指數壽
險險。。其大群由蛀木白蟻進化成咬人紅其大群由蛀木白蟻進化成咬人紅
蟻蟻，，必是調查的要點之一必是調查的要點之一。。誠然誠然，，由於由於
語言語言、、文化文化、、社區等因素社區等因素，，調查會很困調查會很困
難難。。但從不作為到著手調查但從不作為到著手調查，，這是一大這是一大
轉折點轉折點。。這次調查這次調查，，也容易引起主流媒也容易引起主流媒
體和公眾的注意體和公眾的注意，，好戲在後頭好戲在後頭，，請耐心請耐心
稍候稍候。。

（（本文內容和觀點與任何保險公司和本文內容和觀點與任何保險公司和
報社無關報社無關，，文責作者自負文責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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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最近一段时间，空气中的雾霾迟迟

无法散去，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雾霾竟然

达到了 130万平方公里。众多城市的空气质量为重

度污染和严重污染，甚至传出由于 PM2.5的浓度太

高，超出测量仪的量程以至于“爆表”。

媒体和公众都在关注雾霾天气人们的呼吸系

统和心血管系统造成的生理性损伤，殊不知，空气

污染也会对人们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为此，魔

鬼心理实验室今天特地为您介绍这方面的研究成

果。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

少，我们这里介绍的是美国的研究。

影响之一降低老年人认知能力

引发或加剧老年痴呆症
美国学者对全美

境内 19000 名年龄在

70 到 81 岁的老年女

性进行调查，根据她

们居住地点的空气污

染情况进行分类，那

些在污染环境生活的

女性暴露在污染空气

的时间为 7到 14年。结果发现，长时间居住在空气

污染严重地区的那些老年女性认知能力下降显著

地高于污染水平较低

地区。

该研究获得了一

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结

果。以前人们以为直

径在 2.5到 10微米的

粗颗粒物(PM10)要比

直径小于 2.5 微米

(PM2.5)的细颗粒物对

人们健康的影响要轻

微一些，比如先前的

研究发现，PM2.5 更

容易穿透人类身体的

防御系统，它们可以

从肺里进入血液，甚

至可以经过嗅觉神经

的轴突节进入大脑。

但是该项研究发现粗

颗粒和细颗粒污染物对人们的认知能力的影响是

相似的。

另一项针对汽车尾气 (PM2.5 的一个重要来

源)、以 680名老年男性为对象的研究同样发现长时

间暴露在汽车尾气环境的老年男性要比较少暴露

在汽车尾气的老年男性认知能力下降得更剧

烈———相当于衰老 2年时间。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空气污染可能对老年痴

呆症有重要影响，因为在老年痴呆症出现前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里，患者会表现出认知能力降低的症

状。如果空气污染被证实能够导致认知能力下降、

引发老年痴呆症，这将为干预老年痴呆指明了新的

方向。

影响之二影响儿童智力发育

导致注意力问题
除了对老年人有影响，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同样

也对儿童的认知能力有影响，有研究跟踪了 200名

从出生到 10岁的儿童，它发现汽车尾气会降低儿

童在记忆力、语言和非语言智力测试上的得分。最

近的一项研究甚至发现在怀孕期间，母亲暴露在高

水平的多环芳烃污染之中，孩子会表现出更多的注

意问题、焦虑和抑郁症状。多环芳烃是最普遍的空

气污染源，来源于石油燃料的燃烧。

空气污染还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很大影响，有

一项研究比较了靠近工业区的学校(污染水平较高)

和远离工业区的学校(污染水平较低)，在控制经济

社会水平和其他干扰因素之后，比较结果依然表明

空气污染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很大影响。

更糟糕的是，该研究发现差不多 2/3的公立学

校校址都靠近高污染区域，而且很多地区并没有对

学校校址的选取在环境污染方面进行什么限制。报

告因此提出，今后学校选址要把空气污染因素考虑

进去，最好要远离工业区。

影响之三空气污染

可以改变白鼠的大脑结构
美国一位学者通过模拟城市的空气污染水平

对白鼠的大脑结构的影响进行研究，他把实验白鼠

一周 5天、一天 8小时放入一个空气高污染的笼子

里，其他时间，他会把白鼠撤出这个高污染的笼子，

他解释说，这么做的目的是模拟一个居住在低污染

水平郊区的白领必须到高污染水平的市中心上班

的情况。

10个月以后，他们就发现高污染条件的白鼠在

走迷宫需要的时间更长而且更容易犯错误。而且他

们还发现这些白鼠表现出了抑郁症的症状，比如很

快放弃了游泳测试，甚至连通常白鼠最喜欢的糖水

它们也不喜欢喝了。通过服用抗抑郁药物，上述行

为很快得到了改善。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白鼠的这些心理与行为的

变化是由于污染的空气导致它们大脑发生改变所

致。首先空气污染增加了实验白鼠大脑中的细胞活

素水平，这种物质的增加以为身体出现了炎症。不

过，这个发现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之前许多研究都

已经发现污染的空气会引发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

炎症。

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实验白鼠的海马回的神经

细胞发生了变化，神经细胞顶端突触的数量减少

了，突触的作用是连接不同的神经细胞，而海马对

空间记忆有重要的影响。突触减少会导致树状细胞

的复杂性下降，最终导致记忆力下降。

研究人员表示，对这一结果他们感到万分惊

讶，因为之前他们并没有想到，空气污染真的会导

致大脑的结构改变。

分级限制
空气污染指数为 0－50，空气质量级别为 I

级，空气质量状况属于优。此时不存在空气污染问

题，对公众的健康没有任何危害。

空气污染指数为 51－100，空气质量级别为Ⅱ

级，空气质量状况属于良。此时空气质量被认为是

可以接受的，除极少数对某种污染物特别敏感的人

以外，对公众健康没有危害。

空气污染指数为 101－150，空气质量级别为

Ⅲ⑴级，空气质量状况属于轻微污染。此时，对污染

物比较敏感的人群，例如儿童和老年人、呼吸道疾

病或心脏病患者，以及喜爱户外活动的人，他们的

健康状况会受到影响，但对健康人群基本没有影

响。

空气污染指数为 151－200，空气质量级别为

Ⅲ⑵级，空气质量状况属于轻度污染。此时，几乎每

个人的健康都会受到影响，对敏感人群的不利影响

尤为明显。

空气污染指数为 201－300，空气质量级别为Ⅳ级，

空气质量状况属于中度重污染。此时，每个人的健

康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

空气污染指数大于 300，空气质量级别为 V

级，空气质量状况属于重度污染。此时，所有人的

健康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責任編輯：XX

医生·疾病与预防

研究发现空气污染
会导致大脑结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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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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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人的牙醫 孫文燕 牙醫博士

服務範圍：
補牙、拔牙、安裝假牙、牙齒美容、牙週病、牙床外科手術、根管治療、最新特殊技術、
牙齒漂白、以最新式科學儀器為大家服務。
週 一：8:30AM-4:00PM
週 二：8:30AM-12:30PM
週 三：8:30AM-6:00PM
週 四：2:00PM-6:00PM
週 五：10:00AM-5:00PM
每隔週六：9:00AM-12:30PM
通國、潮、泰、英語

老人可享受優待
接受牙科保險

Corporato Dr.

Sam Houston Pkwy

6901 Corporate Dr.
※

#202

B
ellaire

B
lvd

，王朝
Dynasty Plaza

N
→

6901 Corporate Dr., at Bellaire, Suite 202
Houston, TX 77036

PUNNEE SATITPUNWAYCHA D.D.S. F.A.G.D. (713)779-9281
預約專線：

接受保險卡

713-781-4600
1429 Hwy6 South Sugarland TX 77478

周一至周五 9AM-5PM 7500 Beechnut #225
Houston, TX 77074713-773-1115

Xun Mao, MD
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毛迅 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兒科醫生毛迅毛迅 兒科醫生兒科醫生

Xiaodong Zhou, MD

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周曉東周曉東 婦產科醫生婦產科醫生

CC44 CC1313廣告天地廣告天地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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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88-0088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82

中
國
城

6
號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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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癌症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可保安康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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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多種醫療保險
及老人醫療卡(MEDICARE)

MD, PhD, FACR

醫生

風濕免疫內科
曾任耶魯大學醫學院免疫系博士後和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博士後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風濕免疫遺傳專科畢業
ABIM Board-Certified in Rheumatology
and Internal Medicine

7737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310, Houston, TX 77074 (在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 的門診大樓內)

現任休士頓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生
休士頓臨床研究中心研究員

電話: 713 541-1112 傳真: 713 270-8784 診所時間: 9 AM - 5 PM (星期一至星期五)

骨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 強直性脊柱炎, 牛皮
癬關節炎, 反應性關節炎, 感染性關節炎, 痛風, 網
球肘, 肩周炎, 腱鞘炎, 慢性背痛, 慢性肌痛, 骨

質疏鬆, 紅斑狼倉, 口眼乾燥綜合症, 硬皮病, 皮肌
炎, 血管炎等骨胳系統和免疫性系統的疾病。

主
治陶翔陶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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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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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營業六天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糖城地址：16659 S.W.Freeway S#581, Sugar Land, TX77479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 醫師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 Neph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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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
＊跌打一般痛症
＊足踝扭傷;彈響指
＊足跟骨剌;骨裂;痛風
＊膝關節炎;肘關節痛新傷老病,一次見效

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武術跌打名醫傳人
滄洲孫振環,福建少林跌打師傅柯金木
名武術家萬賴聲傳人洪敦耕教授授徒

謝鸚瀚中醫碩士主理

滙 琳 堂: 7001 CORPORARE DR #213A HOUSTON TX, 77036
7天辦公,請電話預約 832-863-8882

Harwin

Bellaire B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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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南銀行後面，華埠大廈二樓213A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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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有餘醫師

‧家庭全科醫師
‧精通中﹑英語

(713)772-8885
Jerry Tsao,M.D.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9:30AM-12:30PM

門診時間

7850 Parkwood Circle Drive,#A-6 Houston,TX 77036請來電預約

˙週一至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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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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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周藝藝

通中﹑英﹑粵

713713--981981--8898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醫師

Keller Willams Realty
Donna朱碧君

832-803-8629
Donnabkw@gmail.com



CC1212 CC55影視世界 休城工商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出售各種製冰機、洗碗機、冰箱、絞肉機、冷凍機、油鍋、爐頭、
抽風罩、電飯鍋、各類盤碗、叉燒爐、切肉機、絞面機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Tel:(713)772-7494 Fax:(713)772-8719
外地請撥：1-800-448-749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太平洋抽油煙機

10800 Bellaire Blvd Suite C
Houston,TX.77036

Bellaire and Wilcrest

AC3100 3300, IT30, 自動清洗系列抽油煙機

˙自動清洗 ﹐掃除拆洗煩惱:
最先進的技術﹐只需一按AUTO CLEAN就會自動清洗扇
葉油污﹐操作簡單方便﹐清除油污,掃除您清洗油污的煩惱﹒

˙最超強的吸力﹐最低的噪音 :
專利設計Ｓ型排風系統﹐形成強勁離心吸力﹐全新流線
內部結構﹐使其吸力稱霸﹐噪音最低﹒

˙最先進的外型設計﹐覆蓋美式四個爐頭:
全新流線外型﹐採用西歐無接口收邊技術﹐完美造型﹐
雙吸風口﹐覆蓋四個爐頭﹐使您的廚房充滿高貴現代氣息﹒

訂購電話﹕281-530-1511

最新最新最新

把看見的油煙看不見的細菌統統一網打盡﹒
優質售後服務﹐專業的安裝師傅﹐
馬達永久保證﹐零件十年保證

殺菌抽油煙機

PR 9630A
STAINLESS STEEL

大酬賓特價特價特價
299.00

((台灣製造精品台灣製造精品))

首創蒸氣除油 | 融解油汙 免拆洗
太平洋首創「全自動蒸氣洗」抽油煙機，獨家「130 C超高溫蒸氣洗」，以超高
溫蒸氣環繞去汙，再輔以熱水沖刷潔淨，全方位迅速除油，徹底殺菌，除臭，
自動清洗毫無死角，更配備全新「吸力霸靜音馬達」，給您超強吸力與極靜
音。挑選油煙機，就該選擇解決您所有煩惱的太平洋「蒸好洗」抽油煙機!

有名牌禮品贈送!!

。

20132013

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Ho
ne

yw
ell

★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STANLEYSTANLEY＆＆ASSOCIATESASSOCIATES PLLCPLLC

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勝利律師事務所

對商業糾紛及對商業糾紛及
人身傷害具有豐富經驗人身傷害具有豐富經驗

˙車禍/人身傷害:讓您獲得高額賠償
陳德威律師曾為保險公司特聘律師,熟悉保險公司心理
和作業方式,不得賠償,不用付款

˙刑事辯護:酒後駕駛,吸毒,輕罪,重罪,家庭暴力,人身攻擊
˙訴訟:商業糾紛,商業訴訟,民事訴訟,意外傷害訴訟等
˙婚姻法:協議離婚,有爭議離婚,跨國家庭糾紛,監護權,
撫養費

˙移民法:結婚移民,親屬/工作移民(H1B),投資移民(EB5),
公民入籍

˙商業法:租賃約,各種商業合同,公司成立

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AARON M. STANLEY

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陳德威律師

美國人,中國通,能說流利中文

Kai@stanley-Lawfirm.com
((281281)) 766766--79397939

9889 Bellaire Blvd. #117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二樓 101樓上）

致諾電腦

諾致
713-981-8504(通中、英文)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背後)

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Dell 授權電腦方案合作夥伴

▲世界頂級網路通訊公司設計及IT服務經驗
▲休斯頓華人區實力最強的電腦網路公司

買電腦？一定要去致諾發展公司
1．性價比最高，價格真的便宜。
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1到2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LENOVO DELLLENOVO DELL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IT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VPN連接訪問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美元IBM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IT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熊莊齡 律師事務所
◇離婚

◇子女撫養費
◇監護及探視權

●家庭案件

電話：713.988.6388
傳真：713.988.1898
6100 Corporate Dr., Suite 170,
Houston, TX 77036 (福祿大樓)

◇L/H/E簽證及綠卡申請◇各種勞工﹑廚師移民
◇各種親屬移民◇勞工卡﹑回美證申請
◇ B-1/B-2延長◇未婚夫妻簽證

●移 民
●遺囑認證 ◇遺囑 ◇授權書 ◇遺產處理 ◇財產規劃

●訴 訟 ◇民事訴訟 ◇人身傷害 ◇商業訴訟權
◇生意/地產買賣 ◇合同糾紛 ◇公司組織/契約文件●商業案件

請勿放棄您應得權利﹐協助車禍後修車﹑
租車及盡速獲得理賠﹒

車禍
熊壯齡 律師

Diana C. Hsiung
法學博士

德州及聯邦律師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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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敬騰健康亮紅燈

常喊“眼前一片黑”
綜合報導 蕭敬騰近年行程滿檔，

雖然常在活動上搞笑耍寶，但他最近開

始出現暈眩、想吐症狀，健康狀況令人

憂心。

據報道，日前，蕭敬騰在南京舉辦

巡迴演唱會，唱到中途開始頭暈，但硬

是撐完全場。下臺後，他坦承中場後就

“一直想吐”。表演隔天，他進棚錄節

目前又感覺到暈眩，加上最近頻頻拉肚

子、常常喊“眼前一片黑”，身體明顯

出了問題。

近來行程滿檔的蕭敬騰，除了籃球

公益活動、巡迴演唱會，還要兼顧導師。

雖然接下來的邀約已經排滿，但公司會強

迫他停下來好好休息，不再接新工作。

綜合報導 韓國組合EXO成員黃子

韜今天現身北京，為代言的遊戲宣傳

。談到在美國養傷的生活，他直言除

了接受治療外，還積極鍛鍊和學習音

樂，生活非常充實。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是黃子韜自4

月底與經紀公司SM提出解約後的首度

公開亮相，身穿藍色西裝的他一登臺

就獲得粉絲尖叫。

黃子韜透露，因為剛從美國回來下

飛機，尚未倒好時差，所以略微疲倦。

對於此次美國養傷之行，他表示除了接

受治療外，還積極鍛鍊和學習音樂，並

帶媽媽四處遊玩，生活非常充實。記者

在現場所見，經過一個多月的休養，黃

子韜的腿傷似乎已經並無大礙。

活動現場，黃子韜為遊戲《超神

戰隊》拍攝的宣傳海報、視頻短片首

度曝光。

看著自己在遊戲中的“二次元英

雄”形象，黃子韜笑言非常驚喜，透

露自己私底下也經常打遊戲，但沒想

過出現在遊戲中，“大家都說我像從

二次元漫畫走出來的人，很多粉絲也

會送我他們畫的漫畫，我也會拿來當

屏保”。

黃子韜解約風波後首現身
稱美國休養生活充實

張馨予身披婚紗現身引混亂

不回應李晨指責

李晨與范冰冰在微博曬出親密合照

，並寫道“我們”，正式公開戀情。本

應被祝福的一件事，卻因李晨前女友張

馨予的介入變得十分狗血。就在李晨發

聲明稱曾因張馨予出軌導致兩人分手後

，2日下午，張馨予在北京出席活動時

拒絕接受媒體採訪，並引發混亂。

李晨曬與范冰冰合影公佈戀情
前女友張馨予送祝福

5月29日中午，李晨在微博曬出與

女友范冰冰的親密合照，寫道“我們”

，正式公開戀情。

隨後，李晨的前女友張馨予也高調

在微博寫道：“最後一條關於你的微博

：有時候你以為一輩子在身邊的人，也

許會突然消失，甚至來不及抱一下。三

年，時光荏苒。不管外界怎麼看。你要

幸福！木子曰辰。”最後一句“木子曰

辰”，意指李晨

。

張馨予的這

條微博迅速引發

熱議，有網友祝

福她也早日覓得

心上人，但更多

網友指責她借機

炒作，更調侃稱

“感謝不嫁之恩

”，向華強妻子

陳嵐也公開爆粗

炮轟張馨予。

張馨予好友
曝范冰冰為“小
三”

李晨澄清斥
舊愛出軌在先

就在網友熱

議張馨予是否應該祝福李晨戀情之際，

劇情開始變得“狗血”。

張馨予閨蜜、名為“米妮小甜心是

我”的網友發表長微博爆料稱，李晨在

無錫拍攝《武媚娘傳奇》，還住在張馨

予昆山家裏，直到去年10月份，張馨予

還會經常去李晨家裏和他媽媽吃飯聊天

，李晨有時候也會住到張馨予北京的家

裏。

“米妮小甜心是我”透露，張馨予

宣佈和李晨分手後，兩人一直藕斷絲連

，李晨“甚至已經買了鑽戒準備和馨予

求婚”，最後慘被范冰冰插足。

針對范冰冰是“小三”的說法，6

月1日晚，正在西藏和女友一起忙慈善

的李晨，發佈長微博澄清，他先怒斥這

些說法是“明顯的‘捆綁消費’”，坦

言雖然不願幫對方炒作，但更不想看到

女友“小范兒莫名受到詆毀與傷害”。

李晨強調，自己與范冰冰確定戀愛

關係時都是單身，此前保密是為了保護

感情的發展。文章中，李晨並未直呼張

馨予全名，僅用“張小姐”代替，他寫

道：“必須明確的是，我知道張小姐出

軌的那一刻，我和她就結束了。”首次

披露了兩人分手的真相。

“這世上沒有人可以通過傷害別人

獲得幸福，你有你的手段，我有我的生活

。今日之後，不管張小姐如何生事，我們

也不再回復了，願你走好，此生不再交集

。”除了與張馨予劃清界限外，李晨還表

示會用盡一切能力保護范冰冰。

當晚，張馨予也在微博寫道：“緣

起，緣滅，總無情，俱往矣！”疑回應

李晨的一番言論。

張馨予露面引發混亂
身披婚紗拒談李晨

2日下午，張馨予在北京參加《佛

本是道》遊戲發佈會，這也是她在“冰

晨戀”曝光後的首次露面，引發數十家

媒體追訪。

記者現場所見，張馨予一直待在化

粧間內，直到發佈會進行到一半才走出

房間，並迅速被記者們的長槍短炮包圍

。身披婚紗的她一直低頭不發一言，混

亂中只聽見花盆碎一地的聲音。張馨予

入場後，過道上全是盆栽的碎片，一片

狼藉。

張馨予登場後全程表情呆滯，強顏

歡笑。面對台下的觀眾，她用低沉的聲

音說：“不管發生什麼，大家要注意安

全。”在簡單的互動環節後，張馨予迅

速離開，對於“有沒有看李晨微博”、

“劈腿傳聞是否屬實”等問題，她未予

回應。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鄢旎律師於休斯頓醫學中心舉辦法律講座鄢旎律師於休斯頓醫學中心舉辦法律講座
與學生分享經驗 人人滿載而歸

（本報訊）UTHSC（德州大學休斯頓健
康 科 學 中 心 ）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CSSA 學生學者聯會在休斯頓醫學
中心舉辦了一場法律講座，聯誼會邀請到休斯
頓著名律師鄢旎律師作為主講嘉賓。鄢律師以
十多年豐富的辦案經驗和專業的知識給到場的
學生學者詳細介紹了在美學生簽證、工作簽證
類型、綠卡申請類型以及各種簽證類型的申請
流程，同時介紹了各種身份轉換申請相關需要
做的准備以及申請現狀。同時，到場的學生也
准備了各自具體的問題，紛紛向鄢律師提問，
鄢律師一一給大家做了耐心細致的回答。這場
法律講座，給到場的學生學者在簽證和綠卡申
請道路提供了寶貴的信息，每個人都帶著滿滿
的收獲離開！感謝鄢律師寶貴的經驗分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的主任
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美南新聞，世界
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六連載。鄢旎律師主
講的移民路路通節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
期一下午 5: 30(11-1 月下午 5 點)在電台調頻
AM1320時代華語廣播電台播出。提供最新的

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問題。鄢旎律師同時
還擔任美南國際電視台法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
法律顧問。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
括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各類簽證
，身份轉換,親屬移民,公民入籍等。同時受理
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意買賣,
委托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翻譯，遺囑等
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位於百利大道旁
，惠康超市廣場內。地址是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 系 電 話 是 ：
713-779-4416， 傳 真:713-583-9749。 網 址:
http://solisyanlaw.com/電子郵箱：yanni@soli-
syanlaw.com 周一到周五:9:00AM-5:00PM, 周
六:10:00AM-1:00PM.

鄢旎律師最新一期的電視節目可在該鏈接
中 收 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etaT11Xo7O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MCVQBTDF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9bUlEu-
SOk



診所人員通
國﹑粵 ﹑越﹑西﹑英語
接受各種醫藥保險

主治：一切眼疾、手術、雷射激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附設附設：：眼鏡專櫃眼鏡專櫃，，隱形眼鏡隱形眼鏡
休士頓：
7737 S.W. FRWY, SUITE#850
預約電話(713)271-2271
(59 & BEECHNUT ST.)

糖城新址：
20/20 Eye Clinic& optical
4675 HWay6 S.#B TX.77478
(281)277-6100
(HWay6 & Dulles AV.)

陳啟華眼科醫學博士 EDWARD CHAN. M.D.

莊仲華醫師莊仲華醫師
JOSEPH C. CHONG, M.D.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

9250A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商場）
頂好診所 713.981.0988

移民體檢
內科全科

CC1111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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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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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dnesbury Medical Building
8200 Wednesbury Lane,Suite 210
Houston, Texas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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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復健聯合診所糖城復健聯合診所糖城復健聯合診所糖城復健聯合診所
車禍、工作意外、術後復健、物理治療

專治：肩頭痛、腰酸背痛、手麻腳麻、
坐骨神經痛、扁平足、扭傷、
運動傷害、關節炎。

免費諮詢，預約電話：（281）302-6902 email:SugarlandDC@gmail.com
地址：3540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大華超市旁，Luby's隔壁)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士
-伊利諾州立大學生物力學碩士
-伊利諾州國家健康科學大學解剖學兼任教授
-美國脊骨神經醫學專科醫師(德州、伊利諾州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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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 檢 特 價
體檢＋化驗：$95

❶+女性婦科、宮頸膜片＋$45
❷+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Tel:832-433-7159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的廣場)

JYJY家庭全科及急症家庭全科及急症

顧瑛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認可醫師

主
治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
★常見皮膚病

週一至週六
8：30am-7pm

週日
1pm-7pm

★感冒
★咽喉痛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皮膚活檢
★婦科病
★兒科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鬱症

急
症

★腹瀉
★尿路炎
★關節注射

時

間

本診所自2014年起，週四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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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ial Southwest
Family Practice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美國家庭醫學學會認證醫師
☆西南紀念醫院主治醫師

家庭全科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科博士 ☆西南紀念醫院主治醫師

殷正男醫學博士 Zhengnan Yin, M.D.

9440 Bellaire Blvd, Ste106, Houston TX 77036

門診時間﹕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每月一﹑三週）﹕
8:30AM-1:30PM

電話﹕ 713 ●778 ●1813
傳真﹕ 713 ●778 ●6098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外科小手術 痣瘡 年度體檢 學生體檢 婦科年檢

主治
糖尿病

高血壓

高血脂

胃腸疾病

皮膚病

婦科病

關節痛

兒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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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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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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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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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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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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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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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兼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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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內科醫生執照）

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及高膽固醇血症

主治
歡迎電話預約查詢
通英、粵、國語、滬

糖

城

16659 S.W. Frwy, #331
Sugar Land, TX 77479

(Sugar Land Methodist Hospital
Professional Building II)

中
國
城

9440 Bellaire Blvd, #102
Houston TX 77036
(每週二全天看診)

Tel : 713-779-8148

★美國心臟學會院士
F.A.C.C.

★美國心臟專科特考文憑
Subspecialty Board of Cardiovascuiar

Disease.
★美國心臟超聲波學會特考文憑

National Board of Eohocardiography.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Certification Board of Nuclear Cardiology.
◆休士頓貝勒醫學院心臟專科

Cardiology Fellowship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紐約州愛因斯坦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
Residency at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N.Y.

◆Wayne State University生化博士 容永騏醫學博士
Steven Y. Yong, M.D., Ph.D. F.A.C.C.

STEVEN Y. YONG M.D., Ph. D., F.A.C.C.STEVEN Y. YONG M.D., Ph. D., F.A.C.C.
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容永騏醫學博士心臟專科

●●全新數碼全新數碼XX光減少輻射光減少輻射
●●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
●●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
●●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
●●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

楊臻牙醫博士
Zane Yang DDS & Heidi Tang DDS

牙醫全科

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畢業
德州大學植牙 preceptorship 畢業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直線鋼絲（Straight wire)矯正Certified
美國牙醫協會及美國矯正協會會員
（ADA,AOS)

電話：
713-773-9889

˙CEREC碳瓷牙當天可取
˙鋼絲牙齒矯正
˙各類一般及手術拔牙
˙各種活動及固定假牙
˙人工植牙、根管治療
˙一般及深度潔牙
˙兒童牙科、包括ORAL

Sedation
˙超薄烤瓷美容貼面

本診所為您全家本診所為您全家
提供全套牙科服務提供全套牙科服務

門診時間：
周 二 至 周 五:
9AM-6PM

周六:電話預約

1st International Bank
隔壁廣場內二樓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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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2015年6月6日 Saturday, June 6, 2015

JIANLI, Hubei Province, June 5 (Xinhua) -- The
death toll from a Chinese cruise ship that cap-
sized on the Yangtze River has climbed to 97,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said Friday.
Xu Chengguang, the ministry's spokesman,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that by 10:20 a.m., 97 bod-
ies had been retrieved from the ship that had 456
people onboard when it capsized Monday night.
Some 50 divers worked overnight to tie slings
around the 2,200-tonne ship so that it can be
hoisted over.
With rescuers working through the night, the ship
was righted at about 9 a.m. Friday, and the Chi-
nese characters of "Eastern Star" could be seen
on one side of the hull.
Xu said oil leaking from the ship was found in the
river water. Blankets have been placed to help
contain it.

The cruise ship, carrying mainly elderly tourists,
was on a 11-day trip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when it was immediately overturned by a tornado
on Monday night in Jianli in central China's Hubei
Province. Only 14 people have been found alive
so far.
More than 3,400 soldiers, 1,700 paramilitary peo-
ple together with 149 vessels, 59 machines and
a helicopter have joined in the rescue mission.
The search and rescue team started to right the
capsized cruise ship on the Yangtze River at 8 p.
m. Thursday,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Trans-
port (MOT).
The decision was made after the rescue head-
quarters decided the rescue plan should be
moved forward quickly.

The ship will be hoisted by cranes capable of lift-
ing the whole vessel to set it upright. Experts in
diving, recovery, relief and ship design experts
are at the scene to provide support. The plan is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norms.
Every cabin of the cruise ship will be searched.

The righting of the ship, refloating and follow-up
work is being done in a scientific and prudent
manner, said the MOT, adding that updates
would be published in a "timely, accurate, open
and transparent" way.
More people have been brought onboard to join
the rescue effort and "we shall not give up as
long as there is still hope", said the MOT, adding
that the plan included identifying cabins that had
the biggest likelihood of survivors still inside.
"We will leave no stone unturned," it said.
Chairing a meeting with members of a State
Council work team that is overseeing the rescue
operation, Vice Premier Ma Kai said experts had
concluded that the "timing was right" to upright
the cruise ship.

He urged rescuers to put the people first and to
carry out the rescue operations in a scientific,
swift and orderly manner.
Xu Chengguang, spokesman with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MOT),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on
Thursday evening that detection equipment used
in recent searches has failed to locate any signs
of life.
Xu explained that lifting and uprighting the cap-
sized wreckage would help find the missing "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time" and "protect the digni-
ty of the deceased" as much as possible.
Over 450 people were onboard the Eastern Star
when it sank on Monday night after being hit by a
tornado in Jianli, Hubei Province. The incident
could become China's deadliest shipping acci-
dent in almost seven decades.
Related
Finding More Survivors In Ship Unlikely:

Official
WUHAN, June 4 (Xinhua) -- The decision to up-
right the Eastern Star cruise ship was made as
chances for finding more survivors in the ship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lim, said Xu Cheng-
guang, spokesman with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MOT).
Detection equipment used in recent searches
has failed to locate any signs of life, Xu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on Thursday evening, three
days after the ship carrying over 450 people cap-
sized in a freak tornado in Hubei Province. About
360 remain missing.
"We believe chances for finding more survivors
in the ship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lim. We
have made the general judgement that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survival," he said.
Xu explained the decision to lift and upright the
capsized wreckage would help find the missing
"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time" and "protect the
dignity of the deceased" as much as possible.
A total of 91 people have been found, including
14 survivors, after the cruise ship carrying mostly
elderly tourists sank in the Jianli (Hubei province)
stretch of the Yangtze on Monday night.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ends
Condolences Over Chinese Cruise Tragedy
BEIJING, June 4 (Xinhua) -- Leaders of many
countries and organizations have sent condolenc-
es over a cruise ship tragedy, which could be the
worst ship accident in China in decade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South Korean
President Park Geun-hye, Portuguese President
Anibal Cavaco Silva, King Philip of Belgium, Ger-
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and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have respectively ex-

tended their condolences to ei-
the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
ping or Premier Li Keqiang.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UN Secretary-General Ban
Ki-moon and EU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chief Federi-
ca Mogherini also conveyed their
condolences.
Officials of the United States,
Spain, Australia, Afghanistan,
South Africa and Guinea-Bissau
sent their condolences to Chi-
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as
well.
A cruise liner, Eastern Star, car-
rying more than 450 people cap-
sized Monday night in the Hubei
se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Lat-
est official figures have con-
firmed 77 deaths with 14 survi-
vors having been rescued. (Cour-
tesy English.news.cn)Location Of The Ship Disaster

The disaster of the Cruise Ship "Eastern Star" is
now being seen as the worst ship accident on the
Yangtze River in recorded history.
The following contains details of major ship acci-
dents on the 6,300-km-long Yangtze River, Chi-
na's longest river,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1, On January 15, 2015, 22 people were confirmed
dead after a tug boat with 25 on board sank on the
Yangtze River in east China's Jiangsu Province.
2. On September 8, 2009, 20 people died when a
boat carrying 40 suddenly capsized and threw all
passengers into the river on the Tongling se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east China's Anhui Prov-
ince.

3. On June 19, 2003, the Fuzhou No. 10 ship was
sailing on the Jialing River, a tributary of the Yang-
tze River, with 64 people aboard when it collided
with another ship travel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
tion. The Fuzhou No. 10 ship capsized and sank.
All 64 passengers fell into the river, leaving 29 of
them dead and 23 missing.
4. On June 22, 2000, a ferry boat capsized on the
Yangtze River in Hejiang County in southwest Chi-
na's Sichuan Province. It was overloaded and navi-
gating in foggy conditions while breaking operating
rules, resulting in the deaths of 130 people.
5. On November 13, 1995, a passenger ship cap-
sized after it collided with a barge on the Yangtze

River near Jiangjin City, Si-
chuan Province, leaving
more than 40 dead or miss-
ing.
6. On May 8, 1987, a ferry
capsized after colliding
with a tug boat on the
Yangtze River near the
eastern port city of Nan-
tong in Jiangsu Province,
resulting in 105 deaths and
nine passengers still listed
as missing.
The flood-prone Yangtze
River, which originates in
northwest China's Qinghai
Province and flows
through many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before
emptying into the East Chi-
na Sea, is a major trans-
port link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China.

Death Toll Climbs To 97 As Capsized Ship Is Righted

NEWS & REVIEW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June 6, 2015| Section B 3***| John T. Robbins, Editor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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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jor Ship Accidents In Recent
Years On The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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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nch President Hollande Sent
Condolences From People Of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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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tern Star”Cruise Ship Being Hoisted To Upright Position

The Cruise Ship "Eastern Star" Being Righ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On Friday

Detection Equipment Has Failed To Locate Any Signs Of Life

(Editor's Note) Although many ships today are well-equipped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they are not im-
mune to sudden changes in the weather and waters, nor can they always avoid the consequences of hu-
man negligence. The following are some of the largest shipwrecks that took place in recent years.

The Flow Of The Yangtze River

中心電話：832-532-6690 傳真：832- 834-5229診所電話：832-834-5226 傳真：832- 834-5229

敦煌醫學超聲中心
ACH Medical Ultrasound

專業團隊

敦煌醫療中心聯合門診
HILLHOUSE MEDICAL GROUP

本中心接受包括Medicare、Medicaid，
Obama Care在內的各種醫療保險。
無保險病人有特殊優惠。

超聲檢查項目:
肝，膽，胰，脾，腎，婦科，產科，排卵監測，
三維/四維胎兒成像，四肢血管，心臟，
甲狀腺，乳腺，前列腺，陰囊，軟組織等。

內科,外科,婦產科,家庭全科,腎臟病,高血壓專科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02 (3RD Floor) 敦煌廣場百利大道入口處（東側）3樓

營業時間：
周一至周日

8:30AM-8:30PM

主治血尿，蛋白尿，水腫，腎結石; 急慢性腎臟病，
急慢性腎臟衰竭；血液透析，腹膜透析; 腎移植等。

本中心接受包括Medicare、Medicaid, Obama Care在內
的各種醫療保險、無保險患者特別優惠。接受各科醫生
及各大醫院檢查處方單，歡迎電話預約。

•資深放射科醫生和心臟科醫生分析超
聲檢查圖像，出具診斷報告。與醫學中心
不同專科醫生團隊合作，方便患者就醫。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主
治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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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1010廣告天地 CC77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設備齊全： X光、Ultra Sound、電療機、
復健機、牽引、矯正、推拿按摩

5909 West Loop South, Suite 450
Bellaire, Texas 77401

Tel: 713-772-7900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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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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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檳生 醫學博士
Bin S. Sung, M.D., FAAP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德州大學小兒專科畢業

美國小兒專科院士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及

Methodist Health Center, Sugar Land主治醫師
精通﹕國﹐粵,台﹐英語﹐接收醫療保險

4610 Sweetwater Blvd, Suite 130,
Sugar Land, TX 7747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門門 診診 時時 間間
週一至五 11:00am-7:00pm

小小小
兒兒兒

專專專
科科科

281-565-7337
Sweetwater Blvd.

Hw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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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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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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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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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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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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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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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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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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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1-988-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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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為各界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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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牙醫中心時代牙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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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志剛牙醫博士

全口植牙
根管治療
牙週手術
智齒拔除

各式假牙
牙冠假牙
全瓷貼面

兒童牙科
隱形矯正
牙齒美白
急症處理

主治項目
9889 Bellaire Blvd., #330,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內二樓)

Mon.-Sat. (10am-6pm)
Sun. by appointment

預約電話: (713)272-9800

郭瑞祥醫師
Ruixiang Guo, D.M.DRuixiang Guo, D.M.D

北京大學牙醫學士
北京大學牙醫碩士

新紐澤西醫科牙科大學牙醫博士
私立紐約大學植牙專科

艾瑞牙科Aria Dental

郭艾詩醫師
Estella Guo, D.D.S.Estella Guo, D.D.S.
私立紐約大學NYU牙醫博士

美國全科牙醫學院會員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接受CHIP MCNA保險

Cooper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productive Medicine

鍾正芳James Chuong, M.D.
美國婦產科專科醫師
美國內分泌及不孕症專科醫師

休士頓: 7500 Beechnut St., Suite 308, Houston
糖 城: 16651 Southwest Fwy, #200, Sugar Land
電 話: 713-771-9771 www.cooperinstitutearm.com

徵捐卵婦女徵捐卵婦女((酬謝酬謝$$55,,000000起起))

試管嬰兒$7,900起
性別篩選，不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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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www.drmeizhang.com

電話﹕281-242-6889
傳真﹕281-884-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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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醫療美容項目：

張玫 醫生
Mei Zhang,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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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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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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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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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驛站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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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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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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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三維X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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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各種內科，皮膚疾患，外傷及急診
各種體檢，血尿化驗
心電圖，高血壓，糖尿病
外科小手術，腰腿疼痛

主治主治：：

每週七天，方便病人就診！
看診時間：8:30AM-6:00PM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9750 Bellaire Blvd., #180

(黃金廣場內)
Houston,Texas 77036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和政府計劃，歡迎預約～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
★北京醫科大學原教授
★Baylor College of Medical Instructor
★St. John's Episcopal Hospital內科住院醫師
★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醫生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美國內科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心臟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介入性心臟學會鑑定醫師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唐衍賢唐衍賢唐衍賢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心臟專科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精通國、台、英語 281-491-6808

Sherman Y. Tang, M.D., F.A.C.C.
心導管﹑血管氣球﹑擴張術及支架安裝權威

心臟及全身血管阻塞（包括冠狀
動脈﹑頸動脈﹑腎動脈及腳部動
脈）高血壓及各種心臟血管疾病

主
治

3527 Town Center Blvd.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9

˙師從中國著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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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天津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從事
臨床工作13年。

˙全美NCCAOM 中醫師執照
˙德州中醫醫師執照（AC01513）
˙湖北中醫藥大學臨床皮膚科碩士

1999-2002
˙河北中醫學院五年本科 1994-1999

主
治

百利中醫皮膚科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地址：9415 Bellaire Blvd #68,Houston,TX 77036 (金城銀行西側)

門診時間:
Monday - Saturday 9:00 a.m. -5:00 p.m.

Sunday 10:00 a.m. - 1:00 p.m.
Tel:713-541-0616 Cell:832-340-8205

www.tcmskindisease.com

˙皮膚疾病：痤瘡 酒糟鼻 黃褐斑 兒童異位性皮炎 濕疹

蕁麻疹 各類瘙癢癥 皮膚變應性血管炎帶狀皰疹及後

遺神經痛 扁平疣 手足癬 銀屑病 白癜風 脫發

˙自身免疫性疾病(紅斑狼瘡 皮肌炎 硬皮病 幹燥綜合癥 ),

天皰瘡及各種疑難皮膚病

˙慢性支氣管炎、哮喘、風濕與類風濕性關節炎 老年畏寒癥 痛經

及月經不調 過敏性鼻炎、變異性咳嗽、脾胃虛寒、平素易感冒等）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270-0909(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198, Houston, TX 77077電話: 281-759-0200(Dairy Ashford)
2505 Park Ave #B, Pearland, TX 77581 電話: 281-485-0334(Pearland)

˙診所環境優良, 設備先進齊全, 治療方法可靠, 準確, 多樣化。開業十年無差錯，
獲得眾多好評。有更全面的檢查項目, 並有不同的專科醫生住診。

˙高血壓, 心臟病，甲狀腺疾病，糖尿病，肝/腎/胃腸疾病，皮膚病，過敏，哮喘，
婦科，小兒科，外科小手術，創傷, 腰腿疼, 關節炎, 我們都能給你最好最安全治療。

˙查體中心提供VIP全面檢查，血尿化驗，心電圖，超聲波，肌電圖，中風檢查，尿流
動力學，肺功能檢測，學生，工作查體。

姜楠醫學博士 (Nan Jiang, MD) Jennifer Farrell, DO

雖然你有很多選擇, 可是我們相信可以給你更滿意, 更可靠的治療。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六 8:30am-5:00pm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Local Magazine 2013年度休斯頓最佳醫生
華人陣容最強大的醫療團隊 接收各種保險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常規服務常規服務：：洗牙，補牙，拔牙，鑲牙。
低輻射數碼影像，無痛麻醉，

微創智齒拔除，口腔功能重建，美容牙科，
精密植牙，根管治療，仿真假牙，隱形矯正，
口腔癌普查，口腔疑難雜症，口腔頜面及牙
周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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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歲兒童第一次檢查免費

Westheimer Rd

Meadowglen Ln

長青兒童牙科中心

Bellaire Blvd

3131 Briarpark Drive Suite 102 Houston, TX 77042

長青兒童牙科專科

1、預防性工作 - 維護口腔清潔

2、口腔治療 - 蛀牙深度，

牙齦咬合牙齒生長發育等

3、殘智障患童的口腔照護

4、口腔病變之處置

ESTHER YANG DDSwww.evergreenkidsdentistry.com

email:info@evergreenkidsdentistry.com

提供兒童專屬完整牙科服務

˙紐約大學醫學院流動牙科診所主任醫師
˙德州兒童醫院主治特殊需求兒童
˙貝勒醫學院和德州休士頓 大學任教
˙牙買加、墨西哥、海地等國家志願治療醫師
˙刊登於芝麻街健康牙齒欄目,並製作成DVD

o.713.244.0100
f.713.244.0101 ～ 楊雅詩 牙醫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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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0 Bellaire Blvd., #10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和頂好商場之間百利醫療廣場內
電話：832-239-8538 傳真：713-772-8032
周一至周五：8:00AM-5:00PM 周六：9:00AM-3:00PM
工作人員精通國，英，越文，西班牙文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RI - 磁波共振照影
★CT SCAN- 電腦斷層掃描
★ULTRASOUND- 超聲波掃描/B超
★X-Ray - X光片檢測
★DEXA- 骨質密度檢查

服
務
項
目

★提供各項病理檢
測並與外來醫療診斷做詳細對比。歡迎來電查訊。

★專為無醫療保險人士特設低價位高品質檢測服務
★接受各科醫生及各大醫院檢查處方單

自費特價
高科技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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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15年6月6日 Saturday, June 6, 2015 星期六 2015年6月6日 Saturday, June 6, 2015

美國婦產科學院院士陳良駒醫師宣稱：
“防禦性婦女健康檢查是保障婦女健康
的關鍵程序。防禦性健康檢查是專為每
位婦女按其年齡及症狀情況而設計的健
檢。常規性的檢查可以及早查驗出各類
婦科潛在的病症；可以極大治癒病患。”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每個減肥的人都常常聽到一句話：要提高你的新陳
代謝率。那麼，如何才能保持甚至適當提高代謝率，
讓它為我們開啟美麗之門呢？

秘訣1：補充蛋白質
康寶萊營養和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大衛‧赫伯博士

指出，蛋白質能加速新陳代謝。由於蛋白質主要由氨
基酸組成，比脂肪和纖維更不易被人體吸收，因此人
體必須消耗更多的卡路里來消化它。研究發現，消耗
蛋白質所需的能量是消耗碳水化合物的兩倍。

所以，正在瘦身的你更要注意多吃富含蛋白質的
食物，如堅果、吞拿魚、低脂奶酪等。

秘訣2：早餐很重要
如果想加速新陳代謝和減肥，早餐是你一天中最重

要的一餐。根據相關研究，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
人更容易減少體重。因為在睡覺的時候，身體的新陳
代謝會減慢，而祇有在你再次進食的時候，它才會回
昇。所以，如果你跳過早餐不吃，身體消耗卡路里的
能力在午餐前都無法達到正常水平。這也就是為什麼
新的一天最好從一頓擁有 300～400 卡路里的早餐開
始，它能立刻把你的新陳代謝帶入 「工作狀態」。

生活在 「有利於鍛煉」的環境
另外，據美國心臟協會最近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

如果人們生活在一個 「有利於鍛煉」的環境中，他們
罹患肥胖症的風險就會降低。所謂 「有利於鍛煉」的
環境指的是生活區附近有步行道、公園、綠地或運動
場等。

清除頭屑
食鹽：用食鹽加入硼砂少許，放入盆中，再加入適

量清水使其溶解後洗頭，對於消除頭皮發癢，減少頭
屑有很好效果。

陳醋：用 150 毫昇的陳醋加入 1 公斤溫水攪
勻。每天堅持洗頭1次，不僅能去屑止癢，對於
減少頭髮分叉、防治頭髮變白也具有一定效果。

讓頭髮變亮
醋蛋：洗頭時，在洗髮液中加入少量蛋白洗

頭，並較輕地按摩頭皮，會有護髮效果。同時，
在用加入蛋白的洗髮液洗完頭後，將蛋黃和少量醋調勻混合，順著髮絲慢慢
塗抹，用毛巾包上1個小時後再用清水清洗乾淨，能使頭髮烏黑髮亮。

啤酒：用啤酒塗搓頭髮，不僅可以保護頭髮，而且還能促進頭髮的生長。
在使用時，先將頭髮洗淨、擦乾，再將整瓶啤酒的1／8均勻地抹在頭髮上按
摩，使啤酒滲透頭髮根部。15分鐘後用清水洗淨頭髮，再用木梳或牛角梳梳
順頭髮。啤酒中有效的營養成分對防止頭髮乾枯脫落有良好的治療效果，還
可以使頭髮光亮。

茶水：在用洗髮液洗頭後再用茶水沖洗一遍，可使頭髮烏黑柔軟、光澤亮
麗。

治落發
柚子核：如果頭髮黃、斑禿，可將柚子核25克用開水浸泡24小時後，每天

塗抹2～3次，以加快毛髮生長。
生薑：將生薑切成片，在

斑禿的地方反覆擦拭，每天
堅持 2～3 次，刺激毛髮生
長。

頭髮稀疏
蜜蛋油：用1茶匙蜂蜜，1

個生雞蛋黃，1 茶匙蓖麻油
一起攪勻，塗抹在頭皮上，
戴上塑料薄膜的帽子，不斷
地用熱毛巾敷帽子上部保持
溫度，過一兩個小時之後，
再用洗髮水洗淨頭髮。堅持
一段時間，頭髮稀疏的情況
就會有所改善。

加班熬夜，紫外線侵入，氣溫變化……都會給肌膚帶來壓力和
負擔。面對鏡中的自己，干紋、粗糙的膚質、黯淡無光的膚色
……顯得如此疲憊不堪。喚醒你的肌膚活力，讓肌膚由內而外地
通透而富有光彩!

滑 喚醒肌膚新活力
肌膚之美，來自日月循環的代謝活力。皮膚新陳代謝加速，廢

物和老化角質層也迅速堆積，從而使肌膚失去細嫩的光澤。要煥
發肌膚新生，第一步就是去除老化角質。隨著溫度昇高，角質層
由於受紫外線照射而啟動保護功能，會自動黏緊皮膚，致使肌膚
表層沉積的老化角質更容易變厚，這會導致皮膚呼吸和吸收水分
的能力下降，甚至堵塞毛孔造成惱人的痘痘、髒髒的黑頭，使肌
膚沒有光澤，因此非常需要定期去角質。

護 持久滋潤的肌膚防護傘
陽光下，潛移默化的肌膚損傷也隨之而來，色斑、老化、皺紋

……驕陽對皮膚的傷害不可忽視。不正確的防護措施反而容易使
皮膚受到傷害，而全面防護是避免紫外線傷害的關鍵。防曬非常
重要。過度的紫外線照射會破壞皮膚的細胞膜，引起皮膚表面的
血管擴張、充血，導致皮膚疾患。長時間的紫外線照射，還會使
皮膚本能的防禦功能增強，大量的色素顆粒集中於表皮的基底細
胞層，所以皮膚色斑會有明顯的加深。每天面對電腦的OL，在室
內祇要使用SPF指數15至20的防曬霜就足夠了，補充塗抹防曬霜
的時間也可適當延長。長時間在空調環境，使用防護

產品的同時還要搭配補水產品。
潤 降溫補水令肌膚鮮活明亮
補水第一招：使用適合自己的保濕護膚品 空調房、長期面對電

腦等，都會造成肌膚水分流失。想要肌膚保持新鮮活力，一定要
給予它充沛的水分。皮膚足夠水分的基本組合是保濕噴霧與保濕
乳。前者能為皮膚及時補充水分，後者則能長時間補充並鎖住水
分。

補水第二招：深層補水面膜 日曬，從空調房間出來後，乾燥問
題會冒出來，補水面膜是急救護理的最佳選擇。 當補水面膜緊緊
貼在肌膚表層時，減少了營養成分的蒸發和流失。面膜使肌膚表
面的溫度上昇，促進血液循環，保濕因子會更深更廣地擴散開，
滋潤角質細胞。

透 按摩讓透明度加倍
按摩能促進微循環，使肌膚血液循環良好，讓肌膚細胞得到所

需要的氧氣與營養，提高新陳代謝率。很多人覺得按摩既麻煩又
浪費時間，其實，掌握了正確手法，每天祇需幾分鐘，就可以讓
肌膚煥然一新，同時還可以幫助保養品更好地吸收。按摩不是簡
單的摩擦，需要一定技巧，讓肌膚感覺到一點壓力是最合適的。
帶有一定壓力的按摩可舒緩肌肉緊張，消除肌膚因外在壓力而產
生的緊繃感。按摩時最好使用專業的按摩霜，也可以使用含水分
或油分多的乳液型產品。

教你如何迅速恢復水嫩肌膚教你如何迅速恢復水嫩肌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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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發的 「綠色」 妙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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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英語,國語及臺語,接受多種醫療保險及視力保險

群 鷹 視 學 眼 科 中 心

鮑亞群 視學眼科博士
Dr Ya Chin Bao (O D)

Fellow of Orthokeratology Academy of America
Therapeutic Optometrist / Glaucoma Specialist

Pediatric Specialist / RGP and Soft Contact Lens
全新先進設備 醫術精湛周全
診治各類眼疾 青光眼專執照
幼兒視力保健 斜視弱視矯正
控制預防近視 精配隱形眼鏡

附設多種名牌鏡框專欄, 最新款式
優質服務，當天取貨 VSP, Eyemed, Superior, VCP, Cigna Vision, etc.

Tel: 713-270-9188
Fax: 713-271-9188
營業時間: 星期一、三、四、五、六
11:00am-6:30pm
星期日 12:00(noon)-5:00pm
星期二 公休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I Houston, TX 77036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bellaire@gmail.com

（前達君視力眼鏡）

惠
康
廣
場
診
所

糖
城
診
所

Tel: 281-491-2199
Fax: 281-491-2332
營業時間: 星期一 - 星期五
9:00am-6:00pm
星期六 9:00-4:00
星期日 公休
1730 Williams Trace,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Hwy 59 & Williams Trace)
網址: www.EagleEyeCtr.com
Email: eagle.eye.center@gmail.com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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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拔牙，補牙，鑲牙，植牙，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 N2O 笑氣鎮靜結合STA電腦麻醉機，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832832--919919--83388338產品詢問：

批發熱線：732732--694694--31683168

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

強力排油煙機
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

·全自動高溫熱水清洗
·輕觸式數碼控制板

·專利節能熱水清洗系統
·全不銹鋼隱藏式油杯

·美國及加拿大電檢處註冊
·美國專利註冊電機熱清洗系統

全自動清洗全自動清洗ACAC830830型號型號
包安裝只需包安裝只需$$595595（（限時供應限時供應））

特約代理商

通用傳訊：Tel:281-983-00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床墊世界：Tel:713-777-1188 6121 Hillcroft ST. Suite#M Houston, TX 77081
家樂超市：Welfresh Market 4635 Highway 6. Sugarland, TX 77478
帝國健康器材：ComfortCity Inc. Inside Hongkong Market 11209 Bellaire Blvd, S# C-13 Houston, TX 77072

特價酬賓傾銷特價酬賓傾銷

www.accelaRH.com

快捷旅遊快捷旅遊快捷旅遊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ASAP Travelwize
www.asaptravelwize.com

˙$49 8天江南遊（全年放行）
˙$99 8天北京承德天律皇家御景團（新）（特價）
˙5/4 11天九寨溝﹑峨嵋山﹑張家界之旅
˙5/28 7天黃石公園（有買二送一）
˙6/8 6天美東豪華遊（有買二送一/二）專人帶團
˙不同天數美東﹑美西﹑夏威夷團(有買二送一)
˙各大城市機票＋酒店套餐
˙代理各大遊輪公司及4.5.7天歡樂遊輪由蓋文斯
頓港出發
＊ ＊機場接送服務﹐待客以誠﹐服務至上

專辦本地特色團﹑遊輪﹑各地旅遊團﹐代辦簽證

星期六 2015年6月6日 Saturday, June 6, 2015 星期六 2015年6月6日 Saturday, June 6, 2015

主日聚會時間：
上午 9：30 中、英文主日學
上午 10：30 中英文崇拜，兒童主日學
中午 12：00 午餐交誼
下午 1：00 英文ESL班
晚上 6：30 家庭小組聚會

(713) 461-9868, (281) 796-6388
羅葦園 牧師 REV. WAYNE LO

歡迎您來參加聚會

1055 Bingle Rd.
Houston, TX 77055救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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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科技大樓美南科技大樓
演講演講//展覽展覽//生日生日//婚禮婚禮//週年慶週年慶//舞會舞會//表演表演

場地預定專線場地預定專線：：
281281--498498--43104310 AngelaAngela

責任編輯：沈玉蓮

野筷子是中國餐飲文化的一個標
誌遥有人説袁筷子是中國人的耶第五大
發明爷遥冶奧地利華人餐飲服務聯合總
會副會長單家潜説遥

日前袁第 38期華僑華人社團負責
人硏習班曁海外中餐業協會負責人特

色班在北京舉行袁參加硏習班的海外
中餐業者向中新社記者講述了一雙筷

子所藴含着的中餐故事遥
單家潜曾在奧地利中餐廳中發起

了一場野筷子革命冶遥他回憶起 1986年
初到奧地利中餐館打工時的場景袁野當
地人幾乎全部使用刀叉袁他們用扠子在
小碗里叉起米飯吃的樣子很笨拙袁於是
會將米飯扣到盤中袁與菜攪拌着吃袁失
去了中餐原本的美妙的菜色遥冶

十年後袁單家潜擁有了自己的中餐
館袁他的中餐館里不見了刀叉袁取而代
之的是一雙雙筷子袁餐館還特別做出了
鼓勵食客使用筷子進食中餐的規定袁因
爲當時會使用筷子的當地客人不及

5%遥
野於是袁我們看到了這樣的畫面遥冶

單家潜吿訴記者袁野客人們有的左右手
各持一只筷子袁有的用橡皮筋把另一頭
捆住袁有的索性用勺子吃飯遥我給了他
們吃中餐要用筷子的理由院首先袁用筷
子吃飯非常健康袁因爲使用筷子需用巧
力袁可疏通經脈遥同時袁吃中餐需領略中

餐文化袁而筷子則是中餐文化之精粹遥冶
當外國食客們拿起筷子袁嘆服中國

餐飲文化之不可思議時袁他們向中國文
化走近了一步遥單家潜説袁野如今袁在歐
洲袁講中文尧吃中餐成爲一種時尙遥通過
旅遊袁歐洲人對正宗中餐越來越瞭解袁
中餐在歐洲的市場也將會越來越大遥冶

對於美國全美中餐業聯盟常務副

會長黃民而言袁一雙小小的筷子不僅傳
播了中華文化袁還幫助他的餐廳招徠生
意遥

在美國的中餐館大多提供一次性

木筷子袁這種筷子不易於使用遥黃民想
了一個方法袁將紙質筷子套摺叠起來袁
夾在筷子頂部袁用橡皮筋將他們綁在一
起袁以此敎食客們使用筷子遥

這樣的自製筷子就像一些快餐店

隨餐贈送的玩具一樣袁吸引了許多美國

人前來就餐遥
野在我的中餐館中袁自製的筷子喚

起了美國孩子學習使用筷子的興趣袁
他們甚至因爲這樣的筷子而更喜歡來

我的中餐館就餐遥許多成年人就餐後
會特意多要幾雙自製筷子袁拿回家練
習使用遥冶黃民吿訴記者袁通過筷子袁他
將中國人的禮儀文化尧飲食文化傳遞
給美國民衆及世界各地的遊客遥

俄羅斯莫斯科友誼酒店的食客以

俄羅斯當地人爲主袁總經理劉祥飛被
問及最多的問題便是院筷子應如何使
用钥

野俄羅斯人認爲袁中國人用兩根竹
棍就能將花生米夾起來袁這是非常了不
起的事情遥冶

劉祥飛耐心地敎每一位食客使用

筷子袁並講述中國人使用筷子的禁忌和
風俗故事遥他説袁野我會吿訴他們不能把
筷子揷到碗中央袁因爲那是祭祀活動的
方式曰吃飯的時候不能用筷子敲打飯
碗袁因爲那是乞討的動作曰在碗上放一
雙筷子袁則寓意耶晩上愉快爷遥冶

當莫斯科友誼酒店的食客們發現

一雙筷子背後隱藏着如此多精彩有趣

的故事時袁他們對中國文化産生了濃厚
的興趣遥他們中的許多人袁手持筷子袁品
嚐着中國美食袁吿訴劉祥飛袁野我們想要
親自到中國去看一看遥冶

中餐在海外：一双筷子蕴含的饮食文化

中國文化網絡傳播硏究會成立

大會今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袁硏究
會是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管尧
經由民政部審批成立的全國性社團

組織袁旨在引導網絡文化健康發展袁
提陞中國文化國際影響力尧傳統文化
現代轉化力尧優秀文化網絡傳播力遥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主任

任賢良在致辭中表示袁中央網絡安全
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以來袁中央高
度重視網絡社會組織建設遥中國文化
網絡傳播硏究會是中央網信辦指導

成立的第一個全國性社會團體袁旨在
團結各界有識之士袁藉助網絡社會各種
有效模式袁發揮線上尧線下的橋樑紐帶
作用袁促進中華優秀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和創新性發展袁引導網絡文化健康發
展袁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網絡文

明建設服務袁爲提陞國家軟實力貢獻力
量遥任賢良還就辦好硏究會提出四點希
望袁第一袁牢牢把握正確的辦會方向袁始
終圍繞黨和國家大局開展工作曰第二袁
堅持開門辦會袁廣泛團結凝聚各類人

才曰第三袁突出自身優勢袁充分發揮獨
特作用曰第四袁加強能力建設袁不斷提
高辦會的科學化規範化水平遥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認爲袁

硏究會的成立恰逢其時袁互聯網在當
今已經成爲最大的話語平台和信息

發佈平台袁成爲重要的輿論場和文化
傳播場所遥在信息化時代袁文化傳承
與推廣也必然在方式上應物變化尧與
時遷移袁不斷開拓更爲多元尧更爲便
捷尧更爲奏效的途徑和手段袁依託網
絡這個平台袁藉助網絡傳播的優勢無
疑是一個具有時代特徵尧體現時代精

神的戰略抉擇遥文化爲體尧網絡爲用尧體
用結合袁將中華文化的精華更好的普及
于社會尧作用于當今尧影響于民衆尧傳播
于世界袁達到隨風潜入夜袁潤物細無聲
的境界遥

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成立 由国家网信办主管

2014年秋拍一組白玉雕作品
叶極樂世界曳拍得 6400萬

2012年至今袁中國藝術品拍賣
市場持續保持調整優化的態勢袁
野調整冶已成爲中國藝術品市場的
新常態遥除了整體結構有所調整優
化外袁各版塊比重尧拍品比重尧拍品
價格都有所調整和優化遥

藝術品市場處于調整階段袁玉
石市場也同樣在調整優化遥投機性
投資尧價位虛高的現象有所改觀袁
大衆化消費行爲逐漸凸顯袁專家
稱袁這是藝術品市場去泡沫化的必
然現象遥隨着中央反腐力度的不斷
加大袁以往火爆的玉雕禮品市場勢
必極度降溫袁玉器作品高不可攀的
價格也必將回落袁野虛火冶消褪後的
景象才是玉石市場的本來面目遥

相比 2013 年袁2014 年中國書
畫版塊成交量增加 1021件(套)袁成
交額減少 3.09億元袁呈現 2.41%的
小幅下降曰瓷玉珍玩相比 2013年
成交量減少 2276件(套)袁成交額減
少 3.89億元曰油畫及當代藝術年成
交量減少 69件 (套)袁成交額減少
6.72億元袁下滑幅度達 37.4%曰紫砂
茗具成交量減少 270 件(套)袁成交
額減少 1.07億元曰郵品錢幣成交量
減少 2577 件(套)袁成交額減少 0.9
億元曰古籍碑帖成交量減少 1604
件(套)袁成交額減少 0.94億元噎噎

2014年袁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
的調整仍在繼續遥全年共舉辦文物
藝術品拍賣會 2736 場袁成交額
307.6億元袁較 2013年微降 2%遥藝
術品拍賣主體版塊要要要中國書畫

成交量增加了袁但成交額卻減少
了袁呈現下滑趨勢曰其他如瓷器珍
玩尧油畫及當代藝術尧古籍碑帖等
版塊成交量和成交額普遍減少遥

雖然文房清

供尧佛敎藝術尧古典
傢具版塊相比 2013
年微有所漲袁但漲
勢最喜人的還是宮

廷藝術和珠寶玉石

版塊遥2014年宮廷
藝術版塊成交量增

加 111件(套)袁成交
額增加 2.91 億元曰
珠寶玉石版塊成交

量減少 68件 (套)袁成交額卻增長
2.71億元袁漲幅超過 60%遥在全球
經濟持續疲軟的大環境和中國藝

術品市場成交額總體下降尧行情持
續低迷的情况下袁珠寶玉石成版塊
呈現出整體行情逆市上揚的態勢遥

據中國拍賣行業協會數據顯

示袁珠寶玉石 2014年度內 10家文
物藝術品拍賣公司 (北京保利尧中
國嘉德尧北京匡時尧北京翰海尧西泠
拍賣尧中貿聖佳尧上海朶雲軒尧北京
誠軒尧北京榮寶和北京華辰)共推
出珠寶玉石專場 19個袁上拍 3483
件 (套 )成交 1855 件 (套 )袁成交率
53.26%袁成交額 7.22 億元遥相比
2013年袁成交量減少 68件(套)袁成
交額卻增長 2.71億元袁漲幅超過
60%遥

業內專家稱袁珠寶尧翡翠尧當代
玉雕尧國石等因其易於鑒定尧欣賞
和使用袁成爲高收入人群進入藝術
品市場的首選袁從而在近年呈持續
增長態勢遥有些玉石拍賣專場取得
最高尧當今中國白玉雕拍賣最高兩
項紀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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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了不錯的成績袁2014年北京保利秋
拍野瑰麗珠寶及翡翠專場冶成交 1.26億元袁西
泠拍賣春秋兩季的 野當代玉雕專場冶共成交
3.38億元遥

縱觀 2014年至今的當代玉雕拍賣情况袁
其中不乏高價拍品遥2015年 4月袁西泠春拍
中國當代玉雕大師作品專場拍賣中袁當代玉
雕作品叶流風余韻白玉海棠鏈爐曳以 2030 萬
元的價格被神秘買家拍走袁成爲此次拍賣專
場被拍走的價格最高的拍品曰2014 年 6 月袁
北京保利春拍當代玉雕作品 叶妙趣橫生曳以
1380萬的高價拔得專場頭籌曰2014年西泠秋
拍舉辦的玉雕拍賣專場中袁一組叶極樂世界曳
當代白玉雕作品以 6400萬人民幣創下全場
最高尧當今中國白玉雕拍賣最高兩項紀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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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風疾猛袁 不多時便燒成一道
火線袁並漸漸有快速蔓延之勢遥

密林之外遥
便是一道山溪袁寬約五丈遥
水量豐沛袁天然一道分火墻袁根

本不怕火勢被引向更高處的獵宮遥
梅長蘇站在獵宮外的高台上袁

凝目望着密林方向升起地滾滾濃煙

和愈來愈烈的火勢袁 素白的臉上卻
平靜無波遥

沒有絲毫地表情遥
"蘇先生袁"列戰英氣喘吁吁地

奔了過來袁滿臉黑灰袁"禁軍現在還

有戰力的共計一千三百人袁 再加上
各府地護衛袁可以湊足兩千人袁大統
領建議全部退守進獵宮袁 叫我來問
先生的意思遥 "

梅長蘇點點頭袁"這樣做很對遥
獵宮四周是開闊草坡袁無險可守袁不必設防遥
直接退守獵宮是最好的選擇遥
"是遥 "列戰英一面應答袁一面也伸着脖子看了看遠處的火

光遥
笑道遥
"雖説是春天袁可看這這火勢遥
只要不下雨袁也能燒個一天兩夜的袁可惜這是皇家園林袁素

來清理地乾凈袁沒什么積葉袁不能把整片林子都點着了袁只夠燒
斷好走的那些地方遥

不過那群叛軍崽子就算撤得快袁沒被燒成黑炭袁現成的路也
沒了遥

北面南面都是陡坡袁滾兩根擂木就能砸死一片袁東邊又連着
主山頭袁他們也只能等火勢小些還是從這邊繞着爬過來袁估計爬
到溪邊時袁怎么也得明天晩上了遥 "

"只怕明天殿下回不來噎噎"梅長蘇淡淡道袁"禁軍已經太

累袁而慶歷軍戰力起碼還有一萬袁繼續密林戰是不可能的了袁趁
着這一夜消停袁除了崗哨袁大家都抓緊時間休息吧遥 "

"大統領已經在安排換休袁"列戰英説着突然想起一事袁"對

了袁我剛纔過來時袁看見靜妃娘娘的侍女端着調補的藥湯袁説是
補氣的袁送到先生的房間里去了遥 "

梅長蘇輕輕嗯了一聲袁裹緊披風袁轉身下了高台遥
這時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已移入獵宮袁一時擁擠非常袁不過這

種情况下袁根本無人有閑心抱怨條件惡劣袁每個人地臉都綳得緊
緊的袁面黃如土遥

"喔浴"一個沒留神袁腳下被什么東西絆了下袁我跌倒袁雙手及時撑地袁掌心接觸到
的冰冷堅硬的皮革遥

我爬起退後兩步袁沒來得及看清腳下的是什么東西袁腳後跟又踢到一件硬物袁當
當有聲遥 猛然旋身袁我恐怖的倒抽一口冷氣遥

天爺呀浴 這是噎噎什么地方钥 牙齒情不自禁的咯咯打起顫來袁極目而視袁在我的
腳下匍匐臥倒的袁竟是成堆連片的屍體 --一個個身穿盔甲袁頭戴盔帽的士兵屍體遥

這里分明就是一處尙未清理過的戰場袁 人和馬的屍首縱橫狼藉的倒了一地袁各
色的兵器尧旌旗散亂的揷在泥土里噎噎

我捂着嘴袁一個音也發不出來遥
強烈的震撼和驚怖剎那間奪去了我的思維袁我被嚇懵了浴足足僵了一分多鍾袁我

才激靈靈的打了個冷顫袁哇地聲大叫袁沒命似的撒腿狂奔遥
這是夢嗎钥 這還是夢嗎钥 爲什么夢境會是如此的眞實钥
如果這一切都不是夢袁那么誰又能來吿訴我袁到底發生了什么事钥地上的那些死

屍全是漢人打扮袁沒有一個是我熟悉的八旗辮子兵浴 我到底又來到了什么地方钥
"嗒浴 嗒浴 嗒噎噎"黑夜里遠遠傳來聲聲清晰而又冷清的鐵蹄踏響遥 我猛地剎住

腳袁氣喘如牛袁方纔的一番驚乍狂奔袁逼得我出了一身大汗袁身上倒是不像先前那般
冷了袁可是內心的恐懼卻緊緊的抓住了我袁令我不寒而慄遥

灰濛濛的遠處漸漸亮起一點火光袁接着是兩點尧三點噎噎象是鬼火般袁越聚越
多袁在半空中蜿蜒成一條參差不齊的長龍遥

我腿肚子上的肌肉一跳一跳的袁想跑袁卻連轉身的勇氣都沒有遥眼睜睜的看着那
條長龍越逼越近袁我撲嗵一下坐在地上袁朦朧的黑夜里隱隱綽綽顯出一團團的叠影袁
猶如鬼魅遥

噩夢噎噎快點醒來浴醒來浴醒來啊 --我在心里不停的尖叫吶喊袁然而嗓子干澀袁
連一聲最輕微的嘶聲也發不出來遥只能顫抖着閉上眼袁緊緊的抱住自己的膝蓋袁瑟瑟
發抖遥

馬蹄聲近在咫尺袁過了好久袁有人驚訝的大叫一聲院"見鬼袁又轉回來了浴"然後嘁

嘁喳喳的響起一片議論聲遥
我猛然一震袁睜眼抬頭袁離我不到十米開外亮了一排的火把袁約莫兩三百名兵卒

湊成一堆遥我眨了眨眼袁見他們一副明朝漢裝的穿戴袁不象是鬼怪遥我心下略定袁只要
是活人袁不是鬼怪袁也就沒什么可怕了遥

想到這里袁我不由大大松了口氣袁有氣無力的從地上翻身爬起遥
"什么人钥浴 "鏘鏘聲不斷袁數十人機警的拔出刀刃遥

"那賀遲三番五次地來公司是怎么回事钥 "

"我也不知道遥 我們私下沒有聯絡遥 "喬落也煩躁袁這種感覺比之前顧
意冬那會兒有過之而無不及袁甚至讓她更無措遥
商雨嘖嘖地嘆院"喬落啊喬落袁你原來説你對自己最狠我是看出來了遥
你可以完全不考慮自己的心情是不是钥你覺得自己現在是無敵金剛吧钥
如果不是瞭解你袁我眞是看不出來你對他有情遥 "

"噎噎是哦遥 "喬落笑笑遥
"要我説袁你要是眞打算跟他了斷就趕緊開展下一段感情袁對你對他
都好浴 "

"這不沒有合適的嘛浴 "喬落開始第一千零一次打太極遥
"我看方歌和鄭老師都很合適浴 "商雨説院"你説你跟賀遲不可能袁那你
爲什么拒絶方歌钥又爲什么拒絶鄭老師钥你別跟我拿什么想多陪你爸之
類的爛藉口來搪塞啊浴 我不吃這套浴 "

喬落笑眯眯地院"你猜钥 "

商雨白她一眼院"傻唄浴 "

喬落樂不可支袁舉起咖啡杯院"半斤八兩浴 "

是誰在唱院傻瓜袁我們都一樣噎噎
沙塵天氣襲來袁 喬落上班看見辦公桌上靜靜地放着滋養氣管的營養
品遥
組上全部人都留下加班袁昏天黑地的忙碌中袁喬落抽空翻出最後一塊
薩其馬三口兩口呑進胃里袁那一瞬似乎有些什么片段冲進腦海袁喬落搖
搖頭擺脫那種沉重感遥
好不容易忙到一個階段袁聽見走廊里嘈雜聲起袁抬頭只覺肩頸酸痛非
常袁然後看見來人袁眼睛都開始酸痛遥
賀遲氣度矜貴地邁步進來袁Ferragamo的皮衣襯得他肩寬腿長袁 深色調
衣服映得他眉眼濃重深邃袁他笑着朗聲道院"非常不好意思袁勞煩諸位爲
我公司的案子加班操勞袁爲表示感謝袁送上小小宵夜袁大伙兒也都休息
一下遥 "

歡呼聲四起袁喊萬歲的都有遥 男人們不客氣地撈過外賣就吃袁一邊還
嘖嘖稱嘆院"這五膳樓的宵夜就是頂級啊浴 "女人們竟然還有力氣先矜

持一番袁 幾個年輕的女孩甚至還要去洗手間補了妝後袁 才細嚼慢嚥起
來遥 喬落木然地坐着袁聽着自己的心跳一聲大過一聲遥
她恍惚憶起那些起風的夜晩袁樹影下沉默的路虎遥那些關懷和陪伴原
來早就在她防備鬆懈之時侵蝕入內袁擺脫不得遥

白天瑜和白耀對望一眼袁然後白耀開口院"想想也只能先這樣了遥 "

陸景曜保證説院"請你們放心袁喬喬進門後我不會讓她受到一點委
屈袁至於媒體袁到時候我也會跟幾家主流媒體協商袁不會讓他們亂寫
的遥 "

什么是亂寫袁 比如 "原來陸景曜新婚妻子是侄子前任女友 "尧"陸

景曜要結婚袁小兒子親生母親何去何從 "等等這些就是亂寫曰什么是
可以報導的袁比如 "陸景曜和秦予喬一百個相愛的鐵證 "這些袁到時候
如果媒體要照片袁他也會免費送他們幾張遥

然後進門後的事呢袁陸景曜也想好了袁媒體不是很愛捕風捉影么钥
他就讓媒體捕風捉影喬喬和睿睿的關係遥

比如可以登一些 "疑是秦予喬就是陸希睿的親生母親 "尧"愛丁堡

相愛的約定 "這樣的報導袁讓媒體慢慢把喬喬是睿睿母親的事透露出
來袁中間可以編幾個感人的故事袁怎么寫隨便他們袁但是他和予喬的形
象不能壞了袁所以倒時候媒體的主控權要在他手里遥

中午陸景曜跟白天瑜和白耀把事情商量好袁然後就是他要帶着秦
予喬光明正大出現在陸家人的面前了遥

陸氏每年一共有兩場年會袁先是每家公司的分年會袁前幾天都已
經舉辦完了袁但是總年會一直都是除夕前一天遥 這一天陸和爍也會出
席袁會在直播電視前講話袁對駐海外分公司的員工們表示慰問和感謝遥

秦予喬沒有見過陸和爍本人袁只見過他的照片袁看起來實在很嚴
肅遥秦予喬在試穿禮服的時候問陸景曜院"你爸爸是個什么樣的人啊钥 "

"年輕大了袁脾氣越老越怪遥"陸景曜親自幫她拉了拉領子袁然後盯
着往里面看袁"穿胸托了嗎钥 "

秦予喬捂胸院"當然墊上了遥 "

陸景曜蹙着眉頭袁這段時間因爲事情眞的太大袁他對秦予喬的體
重就沒注重袁今天試穿禮服才發現問題大了遥

秦予喬知道陸景曜在意什么袁她瘦了袁胸當然會縮點袁
陸景曜圈了圈秦予喬的腰袁然後將手移到她的胸上袁盯着鏡子里

面的身形纖細的女人看了看院"喬喬袁你現在去稱□ 重遥 "

秦予喬朝陸景曜伸出手院"你抱下袁然後看猜得準不準遥 "

陸景曜轉了下頭袁然後抱了下秦予喬袁然後臉色一下子沉下來院"

誰允許你可以那么輕了钥 "

第六十六章一絲疑雲
到了子時袁寧有方總算閑了下來袁卻是連抬手的力氣都沒了遥
寧汐也跟着忙了一天袁 也累的不得了袁 眼里卻閃着亮晶晶的笑意院"

爹袁你現在還擔心嗎钥 "

屈指算來袁今天整整忙了近十桌宴席遥 比平日里多了一倍遥 聽説孫掌
櫃還推掉了不少袁或是將桌席轉給別的廚子做了遥

寧有方得意的咧嘴笑了袁 用寧汐再熟悉不過的語調吹噓道院"有什么

擔心的袁我這樣的手藝袁還愁客人不肯來嗎钥 "

寧汐咯咯的笑了起來袁眉眼彎彎袁無比歡快遥
這些天她一直暗暗爲當時做過的事情內疚自責遥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袁

她都破壞了寧有方的夢想遥
好在柳暗花明又一村袁寧有方現在也算闖出名堂來了袁一躍成了洛陽

城里最炙手可熱的大廚遥 或許袁在不久的將來袁名氣還會越來越響亮噎噎
寧汐越想越高興袁本已疲乏的身子忽然有了力氣院"爹袁你肯定餓了吧

我去做點吃的遥 "

寧有方哪里捨得寧汐忙碌袁忙笑道院"還是我來吧 "

寧汐笑嘻嘻的將正欲起身的寧有方按了回去院"爹袁你都忙了一天了袁
就好好的歇着吧我去下碗麵給你吃遥 "

寧有方心里一暖袁果然不再拒絶遥
寧汐利索的去了廚房袁開始忙活起來遥
案板上有擀好的麵條袁鍋里還有溫熱的鷄湯袁各種食材配料更是應有

盡有遥 不一會兒功夫袁一碗熱騰騰的湯麵就做好了遥

寧汐想了想袁又特地炒了份竹笋肉絲袁還有一個靑椒茄絲袁再涼拌了
一盤黃瓜一盤蘿蔔絲袁放在托盤上一起端了過去遥

"爹袁麵條來啦 "寧汐笑嘻嘻的進了飯廳袁意外的看見張展瑜竟然也
在遥

也不知他和寧有方在説些什么袁兩人的臉色都有些怪怪的遥
寧汐也沒時間細想袁笑眯眯的招呼道院"張大哥吃過了嗎钥 和我們一

起吃吧 "

張展瑜僵硬的笑了笑院"不尧 不用了袁 你們吃吧我先回去歇着了 "説

着袁匆匆的走了出去遥
"張大哥這是怎么了袁怎么怪里怪氣的遥 "寧汐咕噥了一句袁忙碌着將

托盤放到了桌子上袁然後又將麵條和幾樣小菜一一放了下來遥
寧有方神色自若的笑了笑院"別管他了袁我肚子餓的要命袁至少能吃

兩大碗遥 "

寧汐樂呵呵的應道院"鍋里還有好多呢吃三碗也有遥 "説着袁坐到了寧
有方的身邊袁津津有味的吃了起來遥

麵條是寧有方親手擀的袁筋道又有嚼勁遥 鷄湯香濃美味袁喝一口心里
熱乎乎的遥 再吃着爽口的小菜袁別提多滋潤了遥

寧有方邊吃邊贊道院"汐兒袁你這道竹笋肉絲炒的很夠火候袁酸辣微
甜袁用來配麵條吃再好不過了遥 "以一個學徒的水平來説袁寧汐的進步只
能用神速來形容了遥

寧汐被夸的美滋滋的袁一臉期待的追問道院"那這道靑椒炒茄子呢钥 "

寧有方嘗了一口袁暗暗一驚遥

隨
侯
珠

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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