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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休城讀圖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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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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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本週四 美南周刊
頭版人物介紹預覽

星期二 2015年9月15日 Tuesday, September 15, 2015

星期二 2015年9月15日 Tuesday, September 15, 2015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 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SOUTHERN CHINESE WEEKLY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www.scdaily.com

美南國際電視
UHF無線頻道
24小時免費收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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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全國陳式太極拳總會會長,
美南河南同鄉會會長,
美國全國武術總會顧問,
美國太極拳總會顧問,
國際陳式太極拳推廣中心負責人,
中國河南省焦作太極拳研究會名譽會長。

程進才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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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旗袍晚裝賽圓滿成功旗袍晚裝賽圓滿成功

99月月1212日日，，由由Maxwell Flooring DisMaxwell Flooring Dis--
tributorstributors邁威地板批發公司冠名贊助的邁威地板批發公司冠名贊助的
《《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賽》》在在
SharpstownSharpstown國際學校舉行旗袍晚裝賽國際學校舉行旗袍晚裝賽
！！辣媽們表現優秀辣媽們表現優秀，，二十四號辣媽潘二十四號辣媽潘
羅莎黑色緞面旗袍更襯托了她婀娜多羅莎黑色緞面旗袍更襯托了她婀娜多
姿的身材與性感的氣質姿的身材與性感的氣質。。

娉婷秀雅的二十五號辣娉婷秀雅的二十五號辣
媽宮學梅一身亮紅色旗媽宮學梅一身亮紅色旗
袍袍，，笑容靦腆端莊笑容靦腆端莊。。

二十六號辣媽劉艷向觀眾嫣然一笑二十六號辣媽劉艷向觀眾嫣然一笑，，與傳統旗袍的氣質共同呈現古典之美與傳統旗袍的氣質共同呈現古典之美。。

穿上設計簡穿上設計簡
單典雅的白單典雅的白
色緞面旗袍色緞面旗袍
，，二十七號二十七號
辣媽陳韵梅辣媽陳韵梅
對觀眾展現對觀眾展現
大方姿態大方姿態。。

二十八號辣媽劉楊撐著流蘇傘進場二十八號辣媽劉楊撐著流蘇傘進場，，流蘇不僅擋不流蘇不僅擋不
住她精緻的臉蛋更凸顯了她高挑的身材住她精緻的臉蛋更凸顯了她高挑的身材。。

二十九號辣媽陳亞萍二十九號辣媽陳亞萍
笑的燦爛笑的燦爛、、走的優雅走的優雅
，，充分表現辣媽正能充分表現辣媽正能
量的生活態度量的生活態度。。

橘紅色的旗袍在燈光下更加耀眼橘紅色的旗袍在燈光下更加耀眼，，三十號辣媽李國玉勇三十號辣媽李國玉勇
敢的向觀眾展示辣媽的自信敢的向觀眾展示辣媽的自信。。

三十二號辣媽肖家楣一身天藍色的改良旗袍展現俏麗活潑的態度三十二號辣媽肖家楣一身天藍色的改良旗袍展現俏麗活潑的態度，，舉手投足之間舉手投足之間
充滿活力充滿活力。。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金城銀行慶祝三十週年慶高爾夫球公開賽

金城銀行副董事長曾國華金城銀行副董事長曾國華、、總經理黃國樑博士總經理黃國樑博士、、公關侯秀宜公關侯秀宜、、
副總裁陳啓輝副總裁陳啓輝、、葛芹葛芹、、財務長石行俠財務長石行俠、、郭又萍等行員熱情接待郭又萍等行員熱情接待
參賽者參賽者

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夫婦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夫婦,,總經理黃國樑博士總經理黃國樑博士,,副董事長楊明耕副董事長楊明耕、、曾國華及曾國華及7070位參賽者為慶祝創行三十週年慶於九月十二日假密蘇位參賽者為慶祝創行三十週年慶於九月十二日假密蘇
里市的里市的Quail ValleyQuail Valley高爾夫球場舉辦球賽揭開序幕高爾夫球場舉辦球賽揭開序幕

金城銀行總經理黃國樑博士為許文忠及鍾先生參賽者打氣加油金城銀行總經理黃國樑博士為許文忠及鍾先生參賽者打氣加油

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總經理黃國樑博士總經理黃國樑博士、、為為7070位參賽者打位參賽者打
氣加油氣加油

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先生也加入賽局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先生也加入賽局，，總經理黃國樑博士總經理黃國樑博士
更是全程參與更是全程參與

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夫婦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夫婦、、總經理黃國樑博士總經理黃國樑博士、、公關侯秀宜公關侯秀宜、、
副總裁陳啓輝副總裁陳啓輝、、葛芹葛芹、、財務長石行俠等與客戶財務長石行俠等與客戶，，僑界朋友暨鄉親僑界朋友暨鄉親
們共同為這個嶄新里程碑慶賀們共同為這個嶄新里程碑慶賀

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公關侯秀宜公關侯秀宜、、楊瓊芬於九月十二日假楊瓊芬於九月十二日假
密蘇里市的密蘇里市的Quail ValleyQuail Valley高爾夫球場舉辦慶祝三十週年慶球賽揭高爾夫球場舉辦慶祝三十週年慶球賽揭
開序幕開序幕

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總經理黃國樑博士為感謝參賽者的熱總經理黃國樑博士為感謝參賽者的熱
情參與情參與，，宣佈加發現金獎金給各組獲勝者宣佈加發現金獎金給各組獲勝者



BB22新聞圖片 BB77小說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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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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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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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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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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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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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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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洗牙，補牙，鑲牙，植牙，根管治療，牙齒美容
及兒童牙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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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
Advanced Healthcare長期居家照顧

服務內容
愛心的居家護理協助：走路，運動，更衣，梳洗，清潔，洗衣，
用餐，烹飪等。
服務對象
各家長期護理保險（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州政府補助保險（白卡Medicaid )

電話：（713）271-8515
傳真：（713）988-6262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06-A, Houston ,Texas 77024

家庭醫護訪視
服務內容
靜脈輸液，傷口護理，尿管、胃管及人工造管護理，
肌肉及皮下注射，物理複健。
服務對象
重症及急、慢性疾病需居家醫療護理及複健訓練。
具有老人保險（Medicare)及各種醫療保險。
服務團隊
註冊護士，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師
電話：（713）271-6999
傳真：（713）271-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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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亞百萬角馬大遷徙肯亞百萬角馬大遷徙
場面蔚為壯觀場面蔚為壯觀

肯亞馬賽馬拉肯亞馬賽馬拉，，角馬大遷徙角馬大遷徙。。每年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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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荣欣

因此她的身影剛剛出現袁 滿殿
中便已一片寧寂袁 大家都不自禁的
推杯停箸袁睜大了眼睛看她袁連御座
之上的梁帝也不由自主地放下手中

的金杯袁 略有些吃驚地問道院" 莅

陽袁你要作詩钥 "

"臣妹素乏文才袁 哪會做什么
詩噎噎"莅陽長公主眸中露出決絶

之意袁 深吸一口氣袁 揚起了下巴袁"

請陛下恕罪袁臣妹借此良機袁只是想
在衆位親貴大人們面前袁 代罪臣謝
玉供呈欺君罔上尧 陷殺忠良的大逆
之罪遥

驚擾陛下雅興袁臣妹罪該萬死袁
但謝玉之罪實在霍霍滔天袁 人神共
憤袁 臣妹實不敢瞞袁 若不供呈于御
前袁大白于天下袁只怕會引來上天之
譴袁還請陛下聖明袁容臣妹詳奏遥 "

"你在説什么噎噎"梁帝迷惑中有些不悅地道袁"聽説謝玉

不是已經死了嗎钥他的罪朕也處置過了噎噎莅陽袁朕雖然沒有赦
免他袁但看在你的面上多少還是從輕發落的袁也沒有牽連到你和

孩子們袁你還有什么不足袁要在朕的壽儀上鬧這樣一出钥 "

"臣妹爲什么會在這壽殿之上代夫供罪袁 陛下靜聽後自然
明白遥 "面對皇兄陰沉沉射過來的目光袁莅陽長公主一咬牙袁胸
中的怯意反而淡了些袁語音也更加清亮袁"十三年前袁謝玉與夏
江串謀袁令一書生模仿赤焰前鋒大將聶鋒筆迹袁僞造密吿信件袁
誣陷林帥謀反袁瞞騙君主袁最終釀出潑天大案袁此其罪一也噎噎"

就這樣一句話袁 整個武英大殿如同沸油中被淋了一勺冷水
一般袁瞬間炸開了鍋遥

梁帝的臉色也刷得變了袁抬起一只顫抖的手指向長公主袁怒
道院"你噎噎你噎噎你瘋了不成钥 "

"爲坐實誣吿內容遥
謝玉暗中火封絶魂谷袁將聶鋒所部逼入絶境袁全軍覆沒遥
並嫁禍林帥袁此其罪二也遥 "莅陽長公主完全不理會周邊的

干擾袁仍是高聲道袁"謝玉借身在軍中袁瞭解前線戰况和赤焰動
態之便袁謊奏林帥要兵發京城遥

騙得陛下兵符袁與夏江伏兵梅嶺袁趁赤焰軍與入侵大渝軍血
戰力竭之際袁不宣旨袁不招降袁出意不其大肆屠戳袁令七萬忠魂冤
喪梅嶺袁事後卻誣稱被害者謀逆抗旨袁不得不就地剿滅遥

此其罪三也噎噎"

"住口浴住口浴 "梁帝終于聽不下去袁渾身上下抖得如同篩糠
一般袁嘶聲大喊遥

滿族與漢族的問題都解決了袁接下來就還剩個蒙古遥
轉眼已近年底袁薩哈廉左右奔波終于病臥床榻袁無法再下地走動遥然而在他的提

點下袁諸貝勒紛紛開始忙着上摺子寫各自的誓詞袁以表忠心不二遥
十二月廿六袁就在大家忙着上誓言的時候袁莽古濟的家奴冷僧機吿發莽古爾泰尧

德格類在生前與莽古濟等人結黨謀逆遥
而後皇太極下令徹查袁 果然在莽古爾泰家中搜出十幾塊刻有 "金國皇帝之印 "

的信牌遥 莽古濟的丈夫瑣諾木杜棱見勢不妙袁主動自首袁轉 "污點證人 "袁爲冷僧機的
吿發提供旁證袁供稱曾與莽古濟一起對莽古爾泰發誓袁明里效忠大汗袁而背地里實則
襄助莽古爾泰遥

人證物證一應俱全袁不由人不信遥
舉國嘩然遥
滿朝文武明知莽古爾泰和德格類均已暴斃袁如今的證據不過是 "死無對證 "袁卻

都不敢站出來吭一句話袁只是默默的看着富察袞代的那些個子孫們被一股腦的一網
打盡袁想必他們心中亦有兔死狐悲的心悸與害怕遥

以皇太極的城府與心計袁想要藉題發揮袁弄死一兩個人袁實在是太輕而易舉了遥
而選在衆人正準備發誓的當口來這么一下袁更是起到了殺鷄儆猴的效果遥
衆人皆是誠惶誠恐的寫下最爲誠懇的誓言袁不敢再馬虎造次遥
若説以前我對皇太極是又憐又愛袁到如今也不知打什么時候起袁憐惜之情漸漸

的已轉變爲敬畏之心遥
直到這一刻袁我才眞正深深體會出清太宗的可怕來遥
如果噎噎如果不是因爲我袁代善會是如何钥
代善的命運只怕會比莽古濟等人的下場更慘浴
莽古濟謀逆罪名很快就定了下來袁這位驕橫任性的三格格最終頂着一個庶人的

名分走上了不歸之路遥
同時被處死的還有莽古爾泰的三個兒子尧富察袞代與前夫所生之子袁也就是莽

古濟的同母異父的兄長昂阿拉尧袞代與努爾哈赤所生的十六子費揚古袁以及正藍旗
將士一千餘人遥

血雨腥風瀰漫在盛京城上空袁 這是一場自大金建國以來最爲殘酷的政治傾軋袁
也是皇太極在登上帝皇之位前袁爲徹底掃清道路所施行的必然手段遥

正藍旗的兵權由此正式收入皇太極手中遥
十二月廿八袁皇太極看罷那些誓詞後下旨説道院"大貝勒年邁袁可免誓遥薩哈廉誓

詞暫存袁待其病癒袁再盟其誓遥

"奴才在遥 "

"將胡昭儀打入冷宮遥 "皇上咬牙切齒地説道遥
"皇上袁你不能這么對我袁皇上袁燕兒知罪了浴燕兒以後再也不會了遥

嗚嗚遥 "胡昭儀一下子六神無主袁趴在地上痛哭流涕起來遥
"你還想以後钥朕的皇子豈容你這等邪惡之人留在身邊钥如今夫人

只是動了胎氣袁萬一驚動了胎兒袁量你有十個腦袋也不夠朕砍遥 "

"皇上噎"弘德夫人眼看時機成熟袁在身邊侍女的攙扶下緩緩走出
臥室遥 皇上趕忙奔過去袁摟着虛弱的弘德夫人説道院"夫人袁你現在要好
好休息遥 "

"皇上袁臣妾是來求情的遥 "弘德夫人想跪下來袁卻被皇上阻攔遥
"求情钥 你爲誰求情钥 "皇上不解地問遥
弘德夫人用余光看了一眼膽戰心驚的胡昭儀袁 然後故意跌進皇上

懷里袁嬌喘呼呼地説道院"皇上袁胡昭儀雖説打了臣妾一巴掌袁但畢竟也
是因爲走丢了心愛之物而心急了才會錯手的遥 如果皇上因此而將胡昭
儀打入冷宮袁豈不是與太后過不去钥 胡昭儀畢竟是太后的親姪女袁臣妾
實在不想皇上與太后又添隔閡了遥 "

皇上輕嘆道院"如果嬪妃都能像夫人這般通情達理袁善解人意袁朕的
後宮也就不會出現這種忤逆之人了遥 "

弘德夫人輕笑地貼近皇上懷中袁溫婉地説道院"多謝皇上夸奬袁那就
不要生氣了好嗎钥 "

"死罪可免活罪難逃袁犯了錯豈能不責罰钥 "皇上對着胡昭儀狠厲

地説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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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咳咳噎"皇上正準備下令之時袁突然又涌進來一群宮婢袁在蕓
兒和小敏的攙扶下袁只見胡太后走進鏡殿遥

"叩見皇上袁萬歲萬歲萬萬歲遥 "蕓兒與太后身邊的宮女全都跪地

請安遥 "拜見太后袁千歲千歲千千歲遥 "琉璃與弘德夫人的宮女也請安遥
"母後钥母後怎么也來了钥 "皇上與弘德夫人一起扶着胡太后坐下遥
"聽説胡昭儀犯了大罪袁要被打入冷宮袁哀家當然是趕來送行的遥 "

胡太后慍怒地説道遥
皇上搖了搖頭袁然後坐在胡太后身邊袁説道院"這一次胡燕兒確實犯

了大錯袁不過弘德夫人已經爲其求情袁朕不會將她打入冷宮了遥 "

胡太后瞥了一眼身邊的弘德夫人袁 又伸出手摸了摸她的雙手袁説
道院"夫人這等賢良眞是後宮嬪妃們的典範啊遥 "

陸六再次看見果果袁是他去跟客戶談判的一個合作項目的路上遥
六月袁難得的大晴天袁陸六開着新購買車從哈丁頓回來袁路過一段

石子路袁路後面是一個廢舊的修道院袁外面正有一大幫人在修葺房子
外墻遥

其實陸六跟果果一直很有緣分袁老天爺一直很眷顧他們袁但是他
們總是錯過緣分袁然後老天爺再給袁他們再錯過袁是典型一對不知足
的遥 換個説法袁何嘗不是緣分未到所以反復蹉跎遥

陸六路過修道院的時候並不想停車袁 但是有個人攔住了他的車袁
説前方發生了發生了交通事故禁止通行袁讓他不要再開車過去遥 可惜
回愛丁堡就只有那么一條路袁所以陸六只能先停車袁然後下車到外面
透氣遥

小鎮上的修道院有點破舊袁一幫年輕人來來回回地搬運材料重修
這家修道院袁陸六並不想進這家修道院看看袁所以如果不是有人撞上
了他袁他根本不會進去袁也不會再次遇上果果遥

是一個有着牛津口音的年輕人撞到了陸六袁他手上拿着刷墻的刷
子袁帶着顔料的刷子不小心沾上了陸六的新西裝上遥

然後陸六只能跟着這個滿臉歉意的年輕人走進修道院袁年輕人吿
訴他自己有專門顔料的神奇藥水袁只要塗上去就可以擦拭掉他西裝上
的污漬遥

陸六閒着也是閒着袁打算試試這種神奇藥水遥
修道院里面人比外面更多袁左右墻面各架着高高的鐵架袁上面站

着兩人正在畫壁畫遥
年輕男人領着陸六進去的時候陸六也沒有多瞧袁男人熱情地給他

找了一張乾凈的凳子袁讓他稍微等下遥
男人離去後袁陸六掏出手機看同學打電話袁吿訴朋友他今天談判

的結果袁就在撥號的時候袁他聽到一個清脆響亮的聲音院"TOM袁你是不是
又偷懶了钥 "

陸六拿手機的手顫抖了下袁循聲望去袁聲音的來源是左邊墻上的
高架上袁身穿寬大工裝褲的果果正站在架子上跟把他衣服弄髒的年輕
人打招呼袁她笑容燦爛袁燦爛地陸六很久才注意到果果是挺着一個肚
子遥

陸六覺得自己要瘋了遥

容瑾哼了一聲院"本少爺更沒做過好不好遥 "他生性有些潔癖袁不要説
是殺魚這樣的腌臜事情了袁就連椅子上稍微沾些灰塵也是不肯坐的遥

寧汐揶揄道院"是是是袁知道你是錦衣玉食的少爺袁肯定做不來這種粗
活的遥 算了袁還是等我爹來再説吧 "反正她是不會去殺魚的遥

容瑾聽到這樣的話不樂意了袁辯駁道院"喂喂喂遥 你可要搞清楚遥 本少
爺是不愛做這些事遥 不代表我做不來遥 "不想做和不會做可完全是兩碼事

好不好遥
第一百一十二章殺魚

"那好袁旣然你會袁就做給我看看遥 "寧汐笑嘻嘻的給容瑾設套院"光説

不練就是騙人的遥 "

容瑾果然禁不起激袁哼了一聲院"今天讓你開一回眼界遥 "迅速的擄起

了袖子袁露出光潔的胳膊遥
寧汐難得捉弄容瑾一回袁心里別提多得意了袁連忙閃開了一點遥
要想從這么大的一口缸里撈兩條滑不溜丢的魚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遥

別看容瑾現在一身光鮮亮麗袁還不知道等會兒會怎么狼狽呢想到這兒袁寧
汐得意的笑開了遥 可還沒等笑容展開袁就在看到接下來的一幕時瞪大了眼
睛遥

容瑾站在水缸邊袁猛然探手入水袁還沒等寧汐看清他是怎么動作的袁
一條活蹦亂跳的魚已經被抓了出來遥 好利落的動作袁好帥氣那條可憐的魚
被牢牢的握住了魚頭袁便使勁的甩起了魚尾巴遥 濺起的水珠自然大部分都
到了容瑾的身上遥

容瑾嫌惡的皺眉袁手下滑不溜丢的黏膩手感袁更讓他有將這條魚扔回
缸里的冲動遥可在眼角余光瞄到寧汐驚嘆不已的小臉時袁心里忽然有一種
無法言語的愉快和滿足遥

算了袁勉強忍一回好了遥
容瑾隨手拿起一旁的刀袁用刀背用力的敲一下袁剛纔還活蹦亂跳的魚

頓時被敲暈了遥
寧汐笑嘻嘻的拍手道好院"容少爺果然厲害遥 "

容瑾傲然的抬頭挺胸院"這點小事當然難不倒我遥 "

"是是是袁那是當然遥 "寧汐笑眯眯的繼續拍馬屁院"那就請容少爺一

併把這條魚殺了吧 "

容瑾的俊臉黑了一半袁悶哼了一聲遥 卻沒有再説什么袁將魚拿到了外
面袁拿起刀殺了魚袁又強忍着那股腥氣袁將內臟都處理了遥雖然已經很仔細
很小心了袁衣角不免還是沾染了一些魚鱗遥手上更是腥氣四溢袁滿是血污遥

寧汐早端了乾凈的水過來袁殷懃的笑道院"容少爺辛苦了袁快些洗洗
手吧 "容瑾綳着臉洗了手袁俊臉拉的長長的袁一絲笑容也沒有遥 待聞到自
己身上那股揮之不去的腥氣之後袁臉就更黑了遥

寧汐忍住笑意袁一本正經的夸道院"剛纔我眞是小瞧你了袁原來你逮
魚殺魚都這么厲害呢 "

容瑾臉色稍稍好了些袁 卻在聽到下一句話的時候又黑了臉院"對了袁
缸里還有一條袁你一併捉出來殺了吧 "

寧汐只當沒看見容瑾咬牙切齒的樣子袁愉快的又補充了一句院"記得

處理的乾凈點遥 "

隨
侯
珠

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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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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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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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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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脊椎神經骨科脊椎神經骨科

電話﹕713-484-7400 傳真﹕713-484-7405(通國﹑臺﹑粵﹑英語﹑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地址﹕9630 Clarewood @Corporate, #A3,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後面)

專門治療
車禍﹑工作﹑及運動受傷
頭﹑頸﹑肩﹑背﹑腰痛與麻痹
坐骨神經痛﹑手腳麻痹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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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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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西醫家庭全科（通國、粵語）

電話:713.777.5123

康樂活動中心

9630 Clarewood Suite A1, Houston, TX 77036（王朝中心後面）

★凡有Medicaid者即可申請。
★專車接送，包括送醫及購物。
★特設營養餐廳，供應早、午餐、點心、水果及飲料。
★免費中醫、針灸、診治。
★麻將、Bingo、中英文電視、英語學習。
★專業教授歌唱、舞蹈、繪畫、標準乒乓球、台球等健身器材。

電話:713.777.5123

電話:713.272.6688
傳真:713.271.6689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 府 醫 療 卡

★各類成人疾病﹐傷風感冒﹐過敏花粉症﹐高血壓﹐
糖尿病﹐肺炎﹐支氣管炎﹐腎病﹐肝炎﹐心臟病﹐皮膚病﹐
貧血﹐出血﹐尿道發炎﹐風濕關節痛及全身檢查﹒

★超聲波﹐神經測試﹐心電圖﹐肺功能﹐骨質疏鬆檢查﹐
★物理治療﹐中醫針炙推拿﹒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全美中醫師執照 NCCAOM
˙德州中醫師執照 AC01513
˙湖北中醫藥大學 皮膚科碩士
˙師從中國著名中醫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A 痤瘡酒糟鼻脂溢性皮炎口周皮炎
異位性皮炎濕疹蕁麻疹 帶狀皰疹及
後遺神經痛銀屑病白癜風 ......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
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te 238,Houston,TX 77036 (國泰銀行樓上)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Tel:713-541-0616 Cell:832-340-8205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主
治

Beiyan Zhou,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and
Pharmacology
(VTPP) at the
Texas A&M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
Biomedical
Sciences
(CVM),
recently
received a

$1.54 million grant from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Diabetes and Digestive and Kidney Diseases
(NIDDK)—part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to
study the role of microRNA in diabetes. The grant,
which is spread over five years, comes soon after
Zhou won a Junior Faculty Award from the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ADA).
The award from the ADA, which is designed to pro-
vide support to junior faculty who are establishing
their independence as researchers, will provide $120,
000 per year for three years (2013-2015) for the di-
rect cost of research. Zhou’ s application was support-
ed by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from scientists at in-
stitution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Harvey
Lodish, Professor of Biology and Professor of Biologi-
cal Engineering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Zhou’ s postdoctoral advisor; Daniel
Linzer, Provost of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Rajesh
Miranda,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science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Inter-
disciplinary Program in Neuroscience at A&M, and
Stephen Saf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 VTPP.
“Dr. Zhou is an outstanding member of our faculty,
both in her research and her mentorship of our gradu-
ate students,” said Dr. Eleanor M. Green, Carl B.
King Dean of Veterinary Medicine. “We congratulate
her on earning these awards in recognition of her out-
standing research endeavors. Faculty members such
as Dr. Zhou continue to raise the bar of excellence in
scientific discovery, and we are fortunate to have her
here at the CVM. Not only is her work highly relevant,
it is well-aligned with One Health, one of the grand
challenges for Texas A&M.”

“ Diabetes is one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mort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wide,” said Zhou, who
joined the CVM in September of 2009.
“Most of the current insulin-sensitizers and
anti-diabetic drugs focus on improving diabetic
symptoms, but not curing diabetes,” Zhou said. “My
long-term career goal i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novel
therapeutic
strategies to
treat insulin
resis-
tance-relate
d diseases,
such as Type-2 diabetes.”
“ Dr. Zhou’ s novel approach to
finding a solution for the epidemic
of diabetes is moving this type of
research to a whole new level,”
said Dr. Bhanu Chowdhary,
Associate Dean for Research &
Graduate Studies at the CVM.
“ The future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that addresses the ongoing health
problems for people and animals
will be led by innovative
researchers such as Dr. Zhou.
We are excited to see her efforts
recognized through these highly
competitive grants and awards.
We are proud to have her as a
faculty member, colleague and
outstanding mentor for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Macrophages, which are an im-
portant and normal part of the im-
mune system, undergo a “ distinct
phenotypic switch,” known as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from
one that is anti-inflammatory in
lean tissues to one that is pro-in-
flammatory in obese tissues. This
inflammation can then cause trou-
ble with insulin resistance, which
then, in turn, leads to Type-2 dia-
betes.
The polarization of macrophages
in fat tissue is regulated by a spe-
cific microRNA called microR-
NA-223 and by the protein Peroxi-
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
tor gamma (PPAR -gamma), but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and just how they affect macro-
phages, remains unclear. Zhou’ s
research seeks to understand just
how this regulation happens,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perhaps being
able to regulate and stop the
chain that leads to diabetes. Tar-
geting the microRNAs in macro-
phages to inhibit macrophage-me-
diated inflammation could offer a
novel approach to preventing or
treating insulin resistance and in-
sulin resistance-associated dis-
eases, such as Type-2 diabetes.
“ I’ m so appreciative of all of the
support I have received here,
both scientifically and from the de-
partment,” Zhou said. One of the
criteria for the ADA award is insti-
tutional support.
Wuoyao Wu,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in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Life Sciences;
Robert
Chapkin,

Regent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Nutrition and Food

Science; and Safe all supported Zhou in her
application for the NIH grant.
“ I believe the strength and expertise of this team con-
tributed to the success of the funding,” Zhou said. “ I’
m very proud to receive the award.”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Texas A&M Col-
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 Biomedical Sciences,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http://vetmed.tamu.edu or
join us on Facebook.

COLLEGE STATION, Sept 11, 2015 – Texas has
seen a dramatic rise in the number of K-12 students
studying Chinese, according to a recent study by re-
searchers 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exas A&M
University. Drawing on data collected and provided

by the Texas Education
Agency (TEA), researchers
Randy Kluver, associate pro-
fessor of communication,
and Martha Green, a re-
searcher with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found enrollment i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grew by more than 2,000
percent between 2000 and
2015.
Over the period of a decade
and a half, enrollment in Chi-
nese language courses
jumped from fewer than 1,
000 students in five districts
to almost 14,000 students in
48 districts.

Growth in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s has been
mostly at the secondary school level, but the re-
searchers reported that programs are also growing
in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and even in kin-
dergartens.
They add that, although there was modest growth
between 2000 and 2007, enrollment began to sky-
rocket around 2007-2008. They say indications are
that enrollment will continue to rise, as students un-
derstand the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opportuni-
ties that arise from engagement with China.
“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re is a clear recognition,
both among school districts and their students, that
China will help shape the future. By learning Chi-
nese, students position themselves both to better
understand that nation, and to develop bridges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says Klu-

ver, who also is directo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exas A&M.
The study notes that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didn’ t begin in Texas until the 1990s, more than 20
years after the resump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
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owever, since
that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as and China
has been growing along a number of dimensions, in-
cluding economic and investment ties, education,
and personal travel.

One of the important findings of the study is that
most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is centered in ur-
ban areas, notably Austin, Dallas/Fort Worth and
Houston, each of which has thousands of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 language, while few rural districts of-
fer the language. Kluver and Green note that, al-
though it is encouraging to see these programs de-
velop, they believe if this pattern continues, stu-
dents from more rural areas of Texas will find it
more difficult to access the professions and careers
that are likely to arise in trade, politics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y say they intend to continu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so a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for school districts across the state to help them
build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s.
The full report and data tables are available online
at: Confucius.tamu.edu.

Abou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exas A&M’ s
Confucius Institute, established in 2007, is one of
five in the state of Texas, and one of almost 100 in
the United States. Each of the Institutes seeks to en-
hanc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out-
reach so that U.S. students can better understand
China.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http://wwww.Confucius.
tam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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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is the nation's
medical research agency, making important
medical discoveries that improve health and
save lives. It is located in Bethesda, Mary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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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A&M Researcher Awarded NIH
And ADA Grants For Diabetes Research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in the
adipose tissue and the actions of
resolvins. Obesity promotes the
polarization of macrophages into
the M1 phenotype, which are

highly inflammatory in nature and
release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chemokines.

Randy Kluver,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TAMU

Dr. Pamela Matthews, Vice Provost for Academic
Affair of Texas A&M University, gives the

opening speech at the first China-U.S. Children’
s Literature Symposium, co-sponsored and

supported by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Texas
A&M University and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exas A&M University. The event was held on
June 2-3, 2012 a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Qingdao, Texas A&M’s institutional partner for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In Texas Grow
By 2,000 Percent, Texas A&M Study Finds

Dr. Beiyan Zhou In Her
Laboratory

The State Has Seen A Dramatic Rise In Chinese Studies

Enrollment In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In Texas
Has Had A Dramatic Rise

川普達拉斯選舉造勢 場內場外兩重天

多元化優勢多元化優勢
休斯敦將超芝加哥膺美國第三大城市休斯敦將超芝加哥膺美國第三大城市

諾獎得主警告美國股市
“大熊市”風險

（本報訊）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
主、耶魯大學市場研究學者羅伯特•席
勒(Robert Shiller)的研究，越來越多投資
者相信美國的股市被高估了，這製造了
股市出現大熊市的風險。

羅伯特•席勒稱，他根據投資者調
查編製的估值信心指數表明，目前投資
者對於美國股市被高估的憂慮大於 2000
年互聯網泡沫高峰後的任何時間。

“在我看來這有點像是又一個泡沫
，基本上股價在2009年後僅6年的時間裏
上升了兩倍，同時人們正在失去對股市
估值的信心，”他說。

然而，席勒明確表示現在還不可能
預測市場會在什麼時候下跌，並且質疑
了假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在本週晚些
時候加息，股市會因此下跌的前景。

“我不期望任何重大影響，”他表
示，“這件事已經被談論了很長時間，
每個人都知道它會到來。這實在稱不上
一件大事。”

他還補充道，沒有歷史根據表明利
率和股價之間存在聯繫。 “你可能會認
為當利率更高的時候人們會賣出股票，
但金融世界沒那麼簡單。”

反對者反對者

（本報訊）昨天（星期
一）晚上，數千名德州民眾
滙集達拉斯的美國航空中心
球 場 （American Airline
Center）參加億萬富翁，美
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多納德
．川普在此舉辦的總統競選
造勢活動。

民眾身著美國國旗 T卹
，手持印有支持的標語 「沈
默的多數支持川普」，同時
，川普競選團隊也在現場打
出標誌性的招牌， 「讓美國
再次強盛」（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

72歲的參加者達拉斯巿
民布朗稱，我想見到川普，是因為他
的競選演講非常具體深刻，希望更多
美國人都能投他一票。

當天晚上的美航中心也是 NBA
達拉斯小牛隊的主賽場，參加晚上活

動的巿民喝看啤酒，討論大選政治，
玩笑類的政治口號也比比皆是，而在
當晚的造勢場地外面，卻是另一番景
象，許多民眾排成隊高喊著反對川普
的口號，許多拉丁族裔人士表示，川
普之前有關言論如來自墨西哥的非法

移民是強姦犯和犯罪製造者等挑起了
種族話題。

這也是川普在今年至美墨邊境之
後，首次公開在德州進行總統選舉造
勢活動。

（本報訊）據路透社報導，休斯
敦多年來一直是美國成長速度最快城
市之一。那裏的經濟支柱是能源產業
，加上當地的低稅率及良好的就業前
景吸引了許多求職者來到這裏。

但休斯敦同樣也是德州新型城市

的代表，這裏的政治傾向開始向左偏
移，多元化得到支持。那裏的新居民
開油電混合動力車的可能性與開皮卡
一樣高。

休斯敦的變化也表明了美國人口
組成的改變。在未來的幾十年中，孤

星州的人口和政治影響力都會水漲船
高。

人口學家預計，在8-10年內，休
斯敦會超越芝加哥的規模，後者的人
口在多年來一直在減少。

人口學家根據健康部門的官方數
據推算，到2025年時，休斯敦的人口
將在 254 萬至 270 萬人之間，而芝加
哥的人口則為250萬人。紐
約市和洛杉磯則能守住它
們老大和老二的位置。

休斯敦長期以來被認

為是石油工業冒險家的樂園，但最近
該市又多了一個好名聲：容易找工作
。

休 斯 敦 市 市 長 安 妮 斯 • 帕 克
（Annise Parker）在接受路透社採訪
時說：“德州有著長期的傳統，而休
斯敦在這方面更為突出，這就是我們
對你的出身不感興趣，我們只想知道

你能做什麼。”
對市長的這番話，芝加哥當局沒

有立刻給予回應。
休斯敦不但吸引美國其它地方的

人，而且每 5 個休斯敦人中就有 1 人
是在外國出生的。這個城市有90種活
躍的語言。

((圖片圖片::休士頓紀事報休士頓紀事報))

((圖片圖片::休士頓紀事報休士頓紀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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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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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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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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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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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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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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

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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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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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星期二 2015年9月15日 Tuesday, September 15, 2015 星期二 2015年9月15日 Tuesday, September 15, 2015

達沃斯聚焦人民幣
國際影響力漸增

綜合報導 “新匯改”後，人

民幣將走向何方？其國際化前景

如何？在此間召開的大連2015年

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與會人士認

為，當前人民幣國際影響力正日

漸提升，應繼續爭取加入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IMF)SDR(特別提款權)

貨幣籃子。

中國人民銀行8月11日宣佈，

完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

價，做市商在每日銀行間外匯市

場開盤前，參考上日銀行間外匯

市場收盤匯率，綜合考慮外匯供

求情況以及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變

化向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提供中間

價報價。隨後一段時間內，人民

幣匯率出現的波動引起國際金融

市場普遍關注。

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教授黃益平看來，首先應該承認

這次改革的進步，“中國央行此

次改革匯率形成機制的核心在於

，進一步發揮市場機製作用，讓

市場決定人民幣中間價設定。所

以從變動本身來看，是非常重要

且顯著的一步。”

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項目主

任李稻葵則指出，央行這一時機

和道理上均符合邏輯的舉措，卻

引起國際金融市場出乎意料的反

應，究其原因在於人民幣國際影

響力正逐漸提升，“如今人民幣

已成為‘準國際貨幣’，其匯率

稍有波動，周邊國家貨幣就隨之

貶值，發達國家則跟著聲稱中國

經濟出現問題。”

李稻葵進一步表示，由此可以

看出，中國的改革，尤其是金融改

革必須考慮世界對中國的認知，

“不管這個認知是對還是錯。”

在此情況下，人民幣未來走

向如何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熱議的

焦點。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9日

在論壇上回答外企代表提問時便

明確表示，人民幣匯率小幅回調

以後，目前已基本保持穩定，不

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

“我相信人民幣會保持強勁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金融體

系”行動倡議主席、瑞典前財長

安德斯· 博格(Anders Borg)對人民

幣未來前景持樂觀態度。他直言

，當前並不存在人民幣持續貶值

的根本性理由，中國亦無根本性

理由通過人民幣貶值來增加出口

，因此“在中國經濟結構整體健

康的前提下，長期而言人民幣將

保持健康發展”。

在黃益平看來，市場其實無

需過多考慮人民幣的升值和貶值

，“原因之一是中國央行2005年

後執行所謂參照所有貨幣管理的

浮動，但10年後我們發現還是美

元(佔主導地位)；第二則是人民幣

匯率浮動的幅度並不大。”

今年下半年，人民幣將迎來

其國際化道路上的重要一步。屆

時 IMF將針對SDR進行五年一次

的評審，人民幣有望被納入國際

主要儲備貨幣行列。

對此李稻葵表示，由於SDR

被視作國際主要貨幣的價值所有

標誌，所以從理念上來看，中國

理應加入，“中國是世界第二大

進口國，擁有大量儲蓄和較大金

融規模資產，沒有中國加入的SDR

不是真正的SDR。”

安德斯· 博格亦指出，人民幣

加入SDR將推動中國資本市場改

革。但他同時提醒，此舉成功與

否的關鍵在於，中國會否繼續推

動改革以確保滿足其準入條件。

“為什麼我們願意向人民幣

進行投資？是因為它的價值。”

日本慶應大學政策管理學院教授

竹中平藏同樣看好中國加入SDR

的前景。他表示，將人民幣納入

SDR有助於進一步推動人民幣金

融市場的發展，這是市場預期看

到的。

綜合報導 加拿大中央銀行9日宣佈，將基準利率維持在0.5%不變。加拿大央行當天發表聲明說，經濟走勢符合此前預期，核

心通脹率已經接近2%的目標水準，加元貶值等因素正在抵消經濟增長乏力導致的通貨緊縮壓力。加拿大央行維持利率不變符合市

場預期。

加拿大央行

經濟走勢符合預期
維持利率不會改變

央企發力四萬億規模環保
舉佈局綠色產業舉佈局綠色產業

北京房山區的良鄉即將迎來日處理能力 8

萬噸的污水處理項目全面投用，周邊 30萬人口

每天 7 萬噸污水全部實現無害化處理；在安徽

合肥，一座現代化花園式垃圾發電站已投產運

作，至此合肥近 70％的生活垃圾實現無害處

理，每年還可並網發電近 2億度……

這只是我國為改善自然環境、適應經濟轉

型升級、實現可持續發展而大規模興建節能環

保項目的一個縮影。中國企業聯合會發佈的一

份研究報告預計，我國節能環保產業規模將達

到 4.5 萬億元，將成為國民經濟新的支柱產業

之一。

記者注意到，眼下遍佈全國的環保項目多

數背後都有共同標簽“中央企業”。以前述兩

個項目為例，前者投建方中國中冶集團，是冶

金建設承包商和冶金企業運營服務商，涉足環

保行業多時，在環保原料場、固廢處理、污水

處理等領域掌握大量專有環保核心技術。

如在水務領域，中冶集糰子公司中冶華

天已先後投資運營 19 個市政污水處理項目，

分 佈 在 安 徽 、山東、湖北、福建、河北等

地，目前已完成冶金、市政、印染、造紙、

食品加工、醫藥化工、海水淡化等十余個行

業水處理工程 600 余項。

後者投建方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公司，是

中央企業中唯一一家以節能環保為主業的產

業集團，主業包括節能、環保、新能源、資

源迴圈利用等板塊。以固廢垃圾處置為例，

目前該集團已投建運營近 50 個固廢環保項

目，總處理能力達 4.5 萬噸／日。

環保專家、中國環境報社社長楊明森說，

資金雄厚及資源豐富的國有資本加速進入環保

行業，將在資源及資金兩個角度推高行業門

檻。同時，國有高科技的專業大型企業進入環

保領域，也大大提升了全行業的技術水準，縮

短了中國環保技術與歐美國家的差距。

在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李

錦看來，以央企為主體的國有資本大規模加速

佈局節能環保產業，體現了國有企業承擔社會

責任的使命，將大大提升行業技術水準，全民

“綠生活”加速到來可期。

以前述良鄉污水工程為例，污水處理令房

山區曾經“頂風臭十里”的刺猬河，由臭水溝

變身清水河，周邊環境宜人，良鄉大學城和諸

多樓盤臨河而建，據初步估算，僅環境改善而

帶來的地價升值就多達數十億元。

良 好 社 會 效 益 背 後 ， 企 業 也 獲 得 可 觀

經濟收益。中國節能集團數據顯示，2007 至

2013 年該集團營業收入年均增長 23.9％，利

潤總額年均增長 27.3％；與此同時，以鋼鐵

建設起家的中冶華天，非鋼業務比重已超過

65％，其中環保業務合同超過 20％，企業轉

型進展順暢。

更大的發展空間還在後面。據環保部有關

人士測算，“十三五”期間，我國環保產業的

全社會投資有望達到 17萬億元，其中，“水十

條”預計拉動 4 萬億元至 5 萬億元社會投資；

而“土十條”發佈帶動的投資預計遠超 5.7 萬

億元。

一 些 業 界 人 士 在 看 好 環 保 產 業 未 來 發

展 的 同 時 ， 也對正在出現的低價惡性競爭

現象表示擔憂。中國節能總經理助理曾武告

訴記者，如果環保全面達標，正常固廢處理

項目垃圾處理費應該在 150 元／噸左右，而

目前一些企業在競標時居然給出每噸幾十元

的報價。

據 記 者 採 訪 了 解 ， 在 地 方 垃 圾 焚 燒 發

電項目招標中，低價競爭已非個別現象。

垃圾焚燒行業近年來已經歷一系列公共危

機，其選址等問題常常引發公眾反對。業

內人士擔心，低價競爭不僅影響企業盈利

能力，有些企業還會鋌而走險以環境為代

價維持運營。

據業內人士分析，除市場競爭外，企業缺

乏自律、政府低價導向等是引發垃圾焚燒發電

行業低價競爭的主要原因。曾武提醒，城市垃

圾處理產業具有極強公益性，政府部門不應過

分吝惜財政支出，在招標時只看重價格，而不

考量企業運營水準和環保工作。

一 些 行 業 組 織 也 呼 籲 ， 垃 圾 焚 燒 發 電

企業應該成為行業良性競爭秩序的維護者

和 捍 衛 者 ，“價格取勝”應該休矣，“價

值取勝”才值得提倡。

央企大舉佈局綠色產業

既“擔責任”也“享收益”

低價競爭冒頭 必須警惕

綜合報導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副理事長、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執行

會長鄭新立在由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

主辦的“推進城鄉一體化”研討會上

表示：“‘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

保持在7%的增長速度應該沒有問題，

這其中最大的動力是城鄉一體化。此

外，城鄉一體化如果能取得突破性進

展，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回到8%也是有

可能的。”

8月主要宏觀經濟數據本週將密集

出爐。海關總署8日公佈數據顯示，8月

份進出口再現雙降。

鄭新立認為，從已公佈的數據可以

看出，中國經濟下行的態勢仍未改變。

“我國還面臨需求不足以及通貨

緊縮兩個問題。”鄭新立表示，加快

城鄉一體化發展是克服上述困難的重

要舉措。

“推進城鄉一體化，就能夠釋放

出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農民工

市民化巨大的需求潛力，解決當前需

求不足的問題，為經濟發展注入強大

的動力。如果經濟拉動力增強，經濟

增長速度就會止跌回升。” 鄭新立

表示。

鄭新立表示，如果把城市化一體化

發展的需求激發出來，會產生出一系列

重要的城鄉建設的需求以及廣大居民消

費的需求，這對克服通貨緊縮將會發揮

重要的作用。

鄭新立表示，從中期來看，到

2020 年，我國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重點和難點在農村。數據顯示，

去年城市居民每人平均收入和城鄉居

民的每人平均收入比為2.6：1，並且農

村的收入差距很大，這也加大了我國

在未來5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目標的難

度。“加快城鄉一體化，通過工業帶

動農業，城市帶動農村，使廣大農民

收入有較快的發展，使貧困地區面貌

得以改善，是 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的

戰略性要求。”

鄭新立表示，長期來看，我國要

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並且能

夠把持續健康發展的勢頭保持到 2030

年。鄭新立預測，2022 年如果經濟發

展正常的話，每人平均 GDP 將達到

12000 美元，我國將跨入高收入國家

行列，到了 2030年，每人平均GDP將

達到 17000 美元。“在 2030 年之前，

我國都處在一個快速增長期，這十

五年的時間，我國要保持中高速的

增長，關鍵都在於城鄉一體化和農

村的發展。”

專家：“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增速有望回到8%

責任編輯：李朝霞

年輕人整體性的野困惑冶與野恐慌冶袁我無法測知遥眼下社
會尧媒體尧網絡的種種訊息和説法實在太多袁年輕人不免困惑;
恐慌呢袁應該是謀一飯碗尧混一前途越來越難吧遥美國八九成
靑年最擔心的也是飯碗袁但中國人口忒多袁瞧見滿大街的人
群袁我有時也會莫可名狀地恐慌遥

50 後當年的焦慮不
是升學和飯碗袁而是去哪
個省份的農村尧干哪家工
厰的工種遥去是非得去
的袁苦是一定苦的袁恐慌
也沒用袁全認了遥部分 60
後與我們命運相似袁部分
70後的際遇和 80後相似袁50後的靑春期堵在非常時期袁不好
跟今天比遥

以上算進步還是倒退呢?難説遥生理層面絶對進步了袁我
們那會兒整年都不會下館子袁誰家有冷熱水設備? 狗一般活
着袁還窮開心袁頭髮留長點就算打扮了遥今時今日袁一個打工仔
還能腳蹬皮鞋袁染一頭金髮袁窮姑娘包包里袁多少有支廉價口
紅吧遥

但我不可憐自己的少年時代袁反倒同情今天的後生遥那會
兒沒得比袁現在樣樣比遥同學的家境尧同事的陞遷袁懸殊多大遥
多少屌絲瞧着中檔小區袁攢錢攢到五十歲袁怕也買不起小區保
安那座崗亭啊遥

要説傳統文化的割裂袁50後空前絶後遥別指責年輕人不
懂傳統文化遥誰有資格?除了萬萬分之一的所謂國學家遥誰懂?
幹嗎要懂?如今除了知識題袁又哪來什么傳統文化?別拿傳統
文化説事兒了遥咱們文化傳統的一大項袁就是動輒拿着大道理
指責年輕人遥我雖不很同意野五四冶那代的激進主義袁但這一
層袁我站在胡適尧魯迅一邊遥

責難 80後尧90後割裂傳統袁是輕佻的遥以我的觀察袁情形
正好相反院從部分 70後開始袁越來越多有頭腦的靑年袁默默回
歸傳統遥雖然他們不見得清楚什么是傳統袁但顯然迷戀被歷史
割裂的那一端遥極端的例子是院好幾位靑年吿訴我袁班上儀表
堂堂的高材生袁碩士尧博士畢業袁忽然就進了寺廟袁剃度爲僧袁
有法號袁開始傳敎了遥

準確地説袁是百年中國折騰出來的野新文化冶袁將傳統和一
撥撥後代生生割裂遥割裂後袁拿不出什么好飼料喂後代袁孩子
們當然野靑睞冶西方和日韓的文藝要要要注意袁不是野文化冶遥看英
美劇尧日韓劇的靑年未必瞭解什么是人家的文化遥可是 50後尧
60後年輕時袁對外頭不是瞭解不瞭解袁而是根本不知道遥

80年代的野文化熱冶袁是校園里熱衷讀薩特尧讀尼採袁因爲
上一個十年是文化沙漠袁人人無知遥年輕人熱衷日韓劇袁是他
們的上一個十年二十年袁全社會世俗化尧商業化尧資訊化袁他們
受的敎育明明白 白敎會他們什么

是權力和權利袁敎 會他們別再像爹

媽那樣袁做人太 累袁讀薩特尧讀尼
採袁有個屁用遥 這樣子對嗎 ?不
很對遥可是 50後尧 60 後那種生活袁
那種意識形態袁留 得住嗎? 行得通
嗎 ? 所以出來 80 年代的哲學熱尧
文學熱袁都想換個 腦子袁但多少有
點夸張遥在正常的國家和社會袁讀哲學的讀哲學袁看俗劇的看
俗劇袁不像我們這里袁階段性群體轉向袁忽而全都去求眞理袁忽
而個個認世俗袁一個均衡正常的生態袁迄今還沒有遥

説 90後解構一切?恕我無知袁我一點不知道 90後解了什
么構遥網絡上或許全是他們的聒譟袁那是因爲沒有別的出口可
以表達遥我所知的狀况正相反院80後尧90後是我見過最乖尧最
被動尧最有悖靑春本能尧最缺乏表達意識的兩代人袁和野垮掉的

一代冶比袁和嬉皮士比袁更是笑話遥
至於他們的娛樂怎樣地沒禁忌袁怎樣惡搞袁我蠻想知道遥

人肉搜索尧網絡唾沫袁固然有的袁這一層袁倒像是紅衛兵文化的
遺傳基因袁那會兒是現場批鬥羞辱袁現在是網絡羞辱形同批
鬥遥以我的觀察袁80後尧90後的這點娛樂袁幾乎談不上娛樂遥他
們興許野惡搞冶了什么無關緊要的事袁原因是袁他們除了考試升
學謀飯碗袁沒什么可以野搞冶遥

但願我是完全胡説要要要縱向比較袁80後尧90後的表達慾
望和空間袁不如野文革冶初年的 50後袁50後當年的表達空間袁
則遠不如野五四冶前後的年輕人遥

至於對野主流價値冶的野反抗方式冶袁免了吧袁哪有這回事?
就算有袁我也不主張孩子們反抗遥反抗的時代與文化過時了袁
全世界爲野反抗文化冶付夠了代價遥不要反抗袁也不要試圖改變
社會袁能一個個改變自己袁就是功德無量遥

我和年輕人之間當然有代溝遥代溝是好事袁是常態袁説明
一切在變化遥重要的不是代溝袁而是父子雙方如何看待代溝遥

和我 離 開 美 院 的

1981年比袁現在的變化太
大了遥那時的同學關係就
是沒日沒夜地 野溝通冶袁談
藝術袁談一切 ;據我所知袁
現在的同學關係沒那么粘

稠了遥公寓和單間長大的
獨生子難免如此袁我不覺得是壞事袁但可能無趣院友誼尧校誼尧
私誼尧室誼袁是靑春的胎記袁當然袁還有戀愛遥2013年看趙薇拍
的那部靑春片袁70後吿訴我拍得很準確袁他們説袁80後尧90後
已經缺少袁甚至沒有這種浪漫潑辣的校園記憶了遥

作者院陳丹靑

我
不
可
憐
自
己
的
少
年
時
代

反
倒
同
情
今
天
的
後
生

好
書
推
薦

叶遇見動物的時刻曳

克雷格?查爾兹(Craig Childs)袁博
物學家尧冒險家尧沙漠生態學家袁當今
美國最優秀的自然主義作家之一遥出
生在亞利桑那州袁母親熱愛野外探
險袁父親喜歡威士忌尧槍和梭羅遥靑少
年時期袁靠着做河流嚮導尧加油站服
務生尧新聞記者的收入袁開始了野外
探險生涯袁擁有野所羅門王的指環冶袁
能只身深入叢林袁用眼神尧氣息尧動作
與野生動物進行無聲的長談遥他把這
一切形諸文字袁寫作主題廣泛袁涵蓋生物尧地質尧歷史尧藝術尧文學
與民俗文化等袁文字深沉尧雋永尧詩意且悲憫袁曾獲 2008年蓋倫?
洛威爾探險藝術奬袁2008年尧2013年西格德? 奧爾森自然寫作
奬遥現與藝術家妻子和兩個兒子居住在科羅拉多州的西馬鹿山
下遥

克雷格?查爾兹大半生都在荒野中探險袁在叶遇見動物的時

刻曳一書中袁他寫下自己與 30多種動物的偶遇過程要要要在美國

大峽谷被大角羊追逐袁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的海岸與鯊魚一起淺
游袁在空中觀看游隼以每小時二百英里的速度表演特技袁在水
洞邊與美洲獅展開激烈的對峙袁在猶他州的沙漠感受一只灰熊
的孤獨和足迹噎噎他瞭解每一種動物的生活習性和動物王國
藴含的野性之美遥每一次相遇袁他都將自身還原爲生命的原始
狀態袁去感受自然界的生存尧繁衍尧搏斗與死亡遥他的優美文字
深深喚起了人們對失去的天空尧原野的記憶以及對生命的好奇
和敬畏遥

叶蘭嶼之歌 清泉故事曳

丁松靑袁一九四五年生於美國聖地亞哥袁九歲時便立志做神
父袁十八歲進入耶穌會修道院修習遥 一九六九年來到台灣袁兩
年後在東南海岸的小島蘭嶼做見習修士袁與雅美族人度過了難
忘的一年遥一九七六年夏袁自菲律賓修習兩年神學後袁再次回到
台灣袁在新竹山區的清泉天主堂任職神父袁融入泰雅族人的生
活袁至今仍生活在那里遥 一九七二年袁與三毛在蘭嶼島上偶然
相識袁由此開始了兩人長達二十年的友誼遥在三毛眼中袁丁松靑
不僅是畢生的摯友袁更野是詩人袁是藝術家袁是神父袁是可愛之

人袁是天父的孩子冶遥 因着對愛與生命相似的心靈感悟袁三毛以
感性輕靈的文字翻譯了他所寫下的系列作品 叶蘭嶼之歌曳叶清泉
故事曳叶剎那時光曳袁將愛與希望傳達給更多的人遥

一九六九年丁松靑來到台灣袁兩年
後在東南海岸的小島蘭嶼做見習修

士袁與雅美族人度過了難忘的一年遥一
九七六年夏袁在新竹山區的清泉天主
堂任職神父袁融入泰雅族人的生活袁至
今仍生活在那里遥本書即是丁松靑記
録下的在蘭嶼尧清泉兩地的生活故事尧
心靈成長遥海島袁飛魚袁木刻小船曰靑
山袁吊橋袁紅磚小屋遥呼喚飛魚的讚美
歌聲繞過海岸袁白茫茫的山嵐覆蓋群
山間的村落遥人人相識袁沒有秘密遥他悄悄走入這天地袁走進熱情
又含蓄的人群袁觸摸他們質樸的靈魂袁共享歡樂與痛苦遥野我不曉
得這是否由於我是另外一個世界的訪客的緣故袁總之袁每次到了
那兒我就禁不住想將自己的一切奉獻給它遥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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