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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科技大樓

KAWAI 廠家直營店

演講//展覽
演講
展覽//生日
生日//婚禮
婚禮//週年慶
週年慶//舞會
舞會//表演

THE FUTURE OF THE PIANO

場地預定專線：
場地預定專線：
281281
-498498-4310 Angela

廠家直銷！
廠家直銷
！所有型號都有巨大折扣
所有型號都有巨大折扣！
！

BIG SALE !
招聘會講中文的Sales 和 Administrator﹐
全職、半工或Hourly均可﹐請致電Evie商談。

Kawai Piano Gallery
電話：713-904-0001；832-374-6764.
地址：3814 S. Shepherd Drive, Houston, TX7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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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逾三成謀殺案未破 20
20萬兇手在逃
萬兇手在逃

（綜合報導）據美國媒體報導，
如果你不幸在美國被殺，那有 1/3 的幾
率警察是無法抓到兇手的。用 FBI 的
“行話”來說，美國殺人案件清除率
只有 64.1%，而在五十年以前這個比例
超過 90%。而且這裏算的清除率並不
是按犯人最終定罪來算的，它指的是
警察逮捕了嫌疑犯或者已經確定罪犯
是他，但無法帶回，比如說罪犯已死
亡這種情況。犯罪學者估計，自 19 世
紀 60 年代起，美國至少有 20 萬起殺人
案件還未破，令兇手逍遙法外。

美國大衆並未意識到最近幾十年
以來破案變得愈加不容易，退休的紐
約市警察局刑警 Vernon Geberth 在他
的書《謀殺破案手冊》中寫道，如今
控告嫌疑人的標準比以前高很多，用
他的話來說是太高了。檢察官要求警
察呈遞簡單明了的案件，這樣嫌疑人
可以很快認罪。他表示雖然像 DNA 分
析等新的手段可以幫助破案，但是這
種方法往往會惡化警察與大衆之間的
關係。“如果警察自身對這個破案體
系都存在不信任感，那麼所有這些先

進的科技都無法幫助我們。”他說。
從 19 世紀 80 年代起，整個社會
“沉默不告密”的風氣越來越興盛，
尤其是在一些少數民族社區，對此警
察們頗有微詞，因為缺少目擊證人讓
他們很難確定犯罪嫌疑人。當然還有
一個問題，那就是破案需要投入大量
資金。案件調查本身成本很高，有一
些並不富裕的城市沒有能力挪出大量
預算，因此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破案
難度。

（路透社）

多國加入亞投行 紐時：大陸吃驚
驚
（綜合報導）中國大陸計畫成立
「亞 洲 基 礎 設 施 投 資 銀 行 」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
投行），吸引至少 46 國家申請為創始

會員國，此點讓中國大陸感到驚訝。
紐約時報中文網報導，中國大陸
原本預期鄰國會加入，但最後統計，
包括 14 個已開發國家，如英國、法國

、德國、瑞士和俄羅斯
等國都有興趣。另外，
美國堅定盟友-韓國、澳
洲，也改變決定，表示欲加入亞投行
。
加入亞投行的國家激增，被認為
是中國大陸與美國較量的一大勝利。

富士日式料理

新張優惠 提及此廣告 20%OFF （happy Hour Menu 除外，只限堂食）
7 天特價午餐 9 元起 7 天 Happy Hour 3PM-7PM

電話：281-240-8388 地址：12755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 77477

跌打足療

溫馨浪漫（14-16 人）榻榻米包房, 可容納 10-150 人商務 Party 包房

東方足道

20 元 1 小時
100 元/6 次 由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坐診

Open 7 day A Week
跌打、扭傷、腰疼
10:00am-10:00pm
713-272-8838 肩周炎、腳跟骨刺等

休斯頓按摩足道旗艦店
www.easternfootspa.com

（不再接受任何 Coupon）

買 100 元 Gift card 可作 6 次足底按摩
˙專門的按摩服、浴衣、拖鞋
˙美容部：美容、減肥、排毒項目
˙讓你有帝王般尊貴的享受

˙精油推拿、熱石按摩
˙多種中藥粉泡腳，
健康養生

買二送一 $338 起

專辦中國簽證

www.allwininsurance.com

楊德清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地址： 91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惠康超市旁）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中國風 旗袍系列

如果客戶找到本地零售價格

許宏婷

Winnie
WinnieHui
HuiCLU
CLUCPCU
CPCU FLMI,
FLMI, Agent
Agent 當您把汽車和房屋一起投
9611
9611Hillcroft
HillcroftStreet
Street
Houston,
Houston,TX
TX 77096
77096
State Farm ＊ 開始，就可平
Bus:
$763
Bus:713-729-2323
713-729-2323 Fax:
Fax: 713-729-2327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763 保費！＊ 更可享
均節省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CLU CPA CPCU FLMI

Winnie Hu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Cell: 281-772-3972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受 State Farm 代理人的個
人化服務，適合的保障，迅
速公平的理賠！

向更好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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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

價格保證 相同的團，我們承諾價格匹配。
Tel:713-981-8868 網站﹕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Ste.A-14, Houston,TX 77036

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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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代辦國內外旅遊﹐酒店﹐機票及中國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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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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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2010
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1205075
State Farm-Bloomlngton, IL

＊

黃永瑞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省下平均$480！＊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還有適合的保障
！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俐俐改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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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
2010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713713-772772-9038,
9038, 832832-290290-8822

地址：9415 Bellaire Blvd #69 Houston TX 77036
（金城銀行，美南銀行之間，同側）

專營：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保險,學生保險,

$299
電話卡
$5 passport photo

SUNBLOSSOM LOUISVILLE

9201 Clar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36

Work Hours 工作時間:
Mon-Fri. 9:00AM-6:00PM
Sat.10:00AM-5:00PM

Galaxy S3
Galaxy S4
Galaxy Note 2
Galaxy Note 3

Minnie Chen

fasteasy132@gmail.com

歡迎致電咨詢特惠房價信息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7320 S.W. FWY #115,
Houston, TX 77074



天天茶市

服務休斯頓 22 載
豪華禮堂，多間 VIP 房，宴客首選

Call for the Move-in Special
◆交通便利，舉步直達商場、超市、銀行及
多元文化社區。
◆步行可達中、小學，2 號公車站直達醫療中心。
◆寬敞的一、二居室及獨立式 Townhouse 戶型。
◆新裝修房間，鋪設新地磚，木地板。
◆24 小時全方位的專業管理和維修服務。
◆多語種（English, Espanol，國語）服務。
◆自動封閉式電動門出入，警察巡邏。

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獨家推出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波士頓活帶子
西雅圖大蟹

飲茶
時間

713-981-0137

Samsung

週一至五早上十點半至下午三點
週六週日早上十點至下午三點

Channel13 Blue Ribbo殊殊
n 榮榮

陽花如意公寓

iPAD 3
iPAD Air
iPAD Mini
New iPAD Mini
Mac Book Air
Mac Book Pro

歡迎
Dell Sony Laptop-體機 X Box 360
團隊訂購
IPAD2,IPAD3,IPHONE4,IPHONE4S,
無需合同 最低月費 高速上網
˙KYLIN TV 代理
MAC BOOK AIR,MAC BOOK PRO,I TOUCH 等
˙CLEAR INTERNET ˙蘋果牌產品 批發價服務新老客人學生
蘋果產品全新上架，折扣酬賓，全市最低價.

3%低首期置業貸款和淨值套現貸款 Tel:
誠聘保險和貸款經紀

iPhone 4S
iPhone 5
iPhone 5S
iPhone 5C



代理多家銀行

Apple

蘋果手機
無須合同

832-677-3188
可以不查收入,不查銀行存款 貸不到款
貸不到款，
， Fax:
1-866-846-1291
絕不收費！
絕不收費
！
費用低，利率好

精辦：住宅和商業樓宇貸款

（敦煌廣場#312﹐
山水眼鏡對面）

連續七年獲

服務好

旅遊保險,教育基金,IRA 和年金等退休計劃

七天營業

鳳城海鮮酒家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廣場內)

保費低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9889 Bellaire Blvd.,#
Blvd.,#312
Houston TX 77036

全新

七天營業: 11:30AM-6:00PM

駿傑保險和貸款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二十年豐富經驗

713-777-7233
832-277-7745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起貨快，手工精，態度好，價格廉

＊

Tel:713-952-9898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ZaZa Digital

向更好邁進 TM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豪華游輪

▲中國特價團$49 起，江南，北京，雲南，
四川，山東，廣州，桂林，新疆等
▲美東、美加東（買二送二）
▲黃石公園、美西 (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脈、歐洲、中國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Office:713-952-5031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Fax:713-952-5032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重新開張期間
，
每桌送1個涼菜
713-771-6868

電話：210-872-3333

黃石公園6天團，丹佛出發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特價午餐 $4.95 起

位於敦煌廣場，店面，辦公室出租。

9889 Bellaire Blvd, C#329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二樓）

安穩保險

名廚主理 正宗川菜

店面出租

王朝旅遊



SICHUAN
CUISINE

休斯頓最大、最豪華的按摩店

足療 20 元/小時，免費桑拿

9198 Bellaire Blvd #C, Housotn,TX 77036(@Ranchester Dr.)茶典子旁 電話：713-981-6823

老四川

大陸出口和投資市場如此之大，以至
於不能袖手旁觀。
由於輸了這一仗，美國轉而鼓勵
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與亞投行合
作。紐時中文網表示，事到如今，就
要看中國大陸如何承擔起打造亞投行
的責任。

˙休斯頓最大、菜色最多的日本餐館 ˙雕梁畫棟景色迷人

www.fuzii.com

足療
足
療

人民大學教授金燦榮說， 「這種廣泛
和踴躍的程度出乎意料」。上海復旦
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說，
「只要人們認為你所做的是有益的，
就不需要美國認可。」
紐約時報中文網分析，這股浪潮
是英國掀起的。因為英國認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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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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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
美媒
：越南成非法野生動物商品入華主渠道

（綜合報導）參考消息網 4 月 5 日報道 美報稱，現年
45 歲的陸雲虎是一名狩獵者，住在越南烏明森林的一棟竹屋
裡。他一大早就從家中出發，去查看自己布下的六個陷阱。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 3 月 31 日報道稱，在過去的兩個
星期，陸雲虎捕獲了九只馬來閉殼龜和馬來食螺龜、五條像
鼻蛇、少量水鳥，以及兩只稀有的高山兀鷲。過去，陸雲虎
的狩獵之行常常會有大量斬獲，包括名貴的穿山甲。這是全
世界走私最嚴重的哺乳動物之一。與陸雲虎合作的商人願意
以每磅 60 美元（約合 370 元人民幣）的價格收購活穿山甲。
“穿山甲很快就會滅絕了。”他說。不過，他並沒有打
算金盆洗手。
報道說，像陸雲虎這樣的成千上萬的非法捕獵者，正在
讓越南的動物資源走向枯竭。越南是世界上最具生物多樣性
的國家之一。越南的犀牛已經滅絕。動物保護人士估計，這
裡的老虎即使沒滅絕，可能也不多了。一些人們不太熟悉的
物種，比如中華鱉和靈貓，也是捕獵的對像，它們被用來制

作傳統藥材和食物，或是當做紀念品和寵物。
報道稱，非法野生動物貿易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違禁貿
易之一，每年的規模約為 190 億美元，這還不包括非法的漁
業和木材貿易。盡管東南亞國家和該地區以外的許多國家都
卷入了這場貿易，越南扮演著獨一無二的重要角色。該國是
野生動物商品進入中國的主要渠道，這些商品從柬埔寨、泰
國和老撾經陸路、從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經水路，從非洲
經空運抵達越南，然後流入中國。
“要弄清楚野生動物貿易的狀況，除了中國之外，越南
是第二個值得關注的地方。”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穿山甲保護
專項小組的聯席主席丹·查蘭德說。
越南也是野生動物產品重要的消費國，特別是那些能夠
用來制造傳統藥材的動物產品，比如犀牛角。犀牛角被用來
治療從癌症到宿醉的各種疾病。此外，日益龐大的中產階級
也把稀有動物的肉看做能夠彰顯自身財富的奢侈商品。

海宴
（路透社
路透社）
）

家發動的軍事行動，目的在制止伊朗盟友
青 年 運 動 和 前 總 統 沙 雷 （Ali Abdullah
Saleh）掌控葉門，以及協助葉門總統哈迪
（Abd-Rabbu Mansour Hadi）復職。
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今天
說，ICRC 試圖派運至葉門的 3 批物資和
醫療人員持續受阻。
ICRC 尋求 2 架飛沙那（Sanaa）飛機

●移

◇子女撫養費
◇監護及探視權
電話：713.988.6388
傳真：713.988.1898

熊壯齡 律師

6100 Corporate Dr., Suite 170,
Houston, TX 77036 (福祿大樓)

Diana C. Hsiung
法學博士
德州及聯邦律師執照

民

●訴
訟
●商業案件

◇遺囑 ◇授權書 ◇遺產處理 ◇財產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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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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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長蘇寫得甚是費力袁一封信寫完袁

是按禮制舉行了一些必要的儀式袁連皇帝的臉色都一切如常袁根

額前已滲出汗來遥

本看不出有什么異樣遥可是等大家過了一天又一天袁以爲消息不

黎綱先將他扶回床上去袁 再回

準確或者又有什么變量發生時袁該來的突然又全都來了遥

到書案前細心將回信封好袁 送到枕
邊袁低聲問道院" 宗主袁請穆小王爺

正月二十袁皇帝詔令封懸鏡司一切職權袁司屬所有官員俱停

進來嗎钥 "
院子里的持續不斷的打斗之聲袁不

那頭絳衣女孩兒也跑了過來袁小臉煞白袁拍着胸口直嚷院" 以後再不聽你的了袁在
這城里遛馬再怎么也比不得在草原上來得暢快噎噎" 話講到這里袁 瞥眼瞧見一旁的
我袁頓時收口遥
紅衣女孩已乖乖從馬背上下來袁我漫不經心的將馬繮攏了袁交給歌玲澤院" 帶到

正月二十三袁內廷諭旨以忤上失德爲由袁將譽王蕭景桓由七

梅長蘇的視線轉向窗外袁 聽着

獨步天下

職袁同時革朱樾大理寺卿官位袁着刑部羈押遥

馬廄去噎噎另外吿訴管事的袁養馬的奴才辦事不力袁問問他平日里是怎么敎底下人

珠親王降爲雙珠袁退府幽閉三個月袁譽王府長史尧聽參等諸官因

的钥" 歌玲澤急忙應了袁牽着小白進了府邸遥我冷眼睃着這兩小丫頭片子袁論容貌長相

勸導不力袁有七人被流配遥

那都是一等一的美人胚子袁甚至可以與當年的阿巴亥一較高下遥

知怎么的袁 突然想起了自己那遙如

正月二十七日袁晉靜妃爲靜貴妃袁賜箋表金印遥

過生日啊噎噎我冷哼袁哲哲打的什么主意袁我總算是完全弄明白了浴

隔世的少年時代袁不禁出了神袁良久

雖然在所有的詔令中袁沒有直接牽涉到靖王的袁但只要有眼

晩上大屋那邊搭起了戲檯子袁伴着歌舞助興倒也着實熱鬧遥

方鬱鬱地道院" 我先睡了袁等穆靑盡

睛的人都看得出袁蕭景琰現在已是所有皇子中位份最高的一個袁

哲哲派人來請了我兩回袁我仔細打聽着皇太極仍是待在書房辦公務袁便也推脫

了興袁 你把回信交給他專騎寄回就

當他在某些場合攙着越發年邁佝僂的梁帝走過侍立的朝臣隊列

沒去遥 等到戌時末袁忽然巴爾急匆匆的來找我袁在門外稟吿説貝勒爺剛被一個穿紅衣

是袁不必再進來見我遥 "

時袁未來的格局似乎已經異常的清晰了遥

裳的小姑娘硬給拖去了大屋遥
這個時候我已經脫了外袍袁散了頭髮準備熄燈就寢袁聽了這話後不由騰地從炕

不過令許多早已疲倦於黨爭的朝臣們感到慶幸的是袁 已接

唇都是靑白之色袁不由心頭一緊袁胸口似被什么東西扎住了似的

近東宮寶座的靖王除了在政事上的長足進步以外袁 性情方面竟

發疼袁急忙低頭忍住袁慢慢地再次退回到了門邊遥

沒什么大的改變袁仍是過去那樣剛正尧強硬尧不知變通遥

上跳了起來遥
紅衣裳的小姑娘 -- 又是她浴
" 歌玲澤浴" 口氣生硬的喚來歌玲澤袁我匆匆綰了頭髮袁因爲再要梳起把子頭極爲
費時袁便只是在腦後編了兩股辮子袁長長的拖在身後袁也顧不得敷粉整妝袁穿起外袍
就走了出去遥
巴爾恭身在外候着袁薩爾瑪見我一副砸場子的吃人表情袁唬了一跳遥 看她獃了半

您這就要去大屋嗎钥 "" 是啊浴 " 我冷冷一笑袁" 大福晉誠心誠意的邀我去袁我總不能辜

喬父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袁關了電視袁拍拍旁邊的座位院" 過來姑

負了她的一番好意遥 " 薩爾瑪彆扭的垂下了頭袁瞟了眼歌玲澤袁歌玲澤對她打了個眼

娘袁跟爸説怎么了钥 爲什么這么想钥 "

色袁微微搖頭遥

喬落坐下院" 沒怎么袁我就是問問袁你想搬家么钥 "

" 我又不是去找茬袁只是去給大福晉賀壽遥" 我暗自好笑袁看她們的表情好像我是

喬志國想了想院" 我無所謂袁我覺得北京唯一的不好就是空氣質量

捋了袖子袁準備過去砸場遥

太差遥 "

（綜合報導）亞洲錦鯉成
為澳洲水域生態大威脅！長久
以來，很多觀賞魚愛好者和商
人都會將多餘的錦鯉放生到澳
洲的湖泊河流中，但卻從未考
慮到這麼做的後果。
據澳洲報導，亞洲錦鯉進
入當地自然水域後獲得了得天
獨厚的生存環境，體型會增長
達 10 倍。相比之下，本地物
種則顯得非常弱小，它們的生

存自然會受到威脅。
一名生物學家指出： 「許
多人將錦鯉放生時沒有意識到
這種做法的嚴重後果，因為從
外表上看，錦鯉根本不像是有
威脅性的物種。」
如今，垂釣者們經常會捕
獲十幾斤甚至是更大的錦鯉。
澳洲環境部門表示，錦鯉已經
遍佈澳洲的水域，徹底消滅它
們十分困難。

、商人、保鑣及兩名機師。他們是在彭亨州出席完首相納吉的女
兒婚宴後，搭乘私人直升機返回吉隆坡。
失事的直升機是大馬知名上市房地產公司怡保花園集團所擁
有。
賈馬魯丁也是大馬前科學工藝部長，他的逝世也意味雲冰區
將有一場補選。

其實科爾沁會送倆小女孩過來袁本在情理之中袁不難理解遥 想想哲哲嫁給皇太極

" 爸浴 " 喬落推他遥

（路透社
路透社）
）

後整整十年無所出袁科爾沁那邊等着這樁政治聯姻開花結果的大家長們只怕早急瘋

喬志國笑了袁臉上的皺紋一條一條都現了出來袁他拍拍女兒的手院"

了袁哲哲自然不會好意思將不得寵的家醜泄露半點袁但是她不能生下一男半女總是

爸爸眞的不在乎袁能跟姑娘在一起就成了遥 其實只要你心里看開了袁不

事實遥換個角度講袁在她心里袁現在是又喜又澀吧遥科爾沁弄兩小丫頭過來袁雖然一方

在乎了袁那在哪里都沒什么關係遥 可如果你心里仍舊有結袁你就是跑到

面可以借此壓制我專寵的勢頭袁可另一方面她卻也不得不面對着姑侄同嫁一夫的悲

天涯海角也一樣逃不開心魔遥 "

哀遥

喬落咕噥院" 可是爸袁我總能碰到那幾個人袁討厭得很浴 "

隨
侯
珠

" 那就搬浴 你説去哪兒咱就去哪兒浴 只是孩子袁爸爸希望你眞的是因爲
討厭他們而離開袁而不是因爲逃避遥 " 喬父語重心長遥
喬落耍賴袁把臉埋進靠墊里院" 聽不懂聽不懂浴 "
" 好尧好遥 其實袁小落袁你這些年已經做得太多尧太好了袁你比爸爸想
象的要堅強許多遥 你來做決定吧袁爸爸支持你浴 只要帶着你媽走就成浴 "
喬落快要哭了袁她微揚起下顎皺着眉頭院" 爸袁你就一點兒不覺得北
京特別頂心頂肺钥 "
" 行啊袁那你再指導下苗苗啊遥" 陸家瑛走出女兒的書房袁心里撲撲

喬志國看着空氣中的某一點袁蒼老的臉上透出安詳和感嘅院" 這個

亂跳袁歡樂得厲害袁下樓看到抿嘴輕笑的陸景曜時袁腳都有些發軟了遥

城市噎噎我曾經在這里成功過袁也失敗過遥 但其實想想袁無論成功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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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袁都是我人生中的一個經歷而已袁就連這個城市袁都可以看作是我
起伏袁眞的沒什么好讓我膽怯的了袁我唯一的期盼是小落有個幸福的將

周健

徐忠

Bennett
Wisniewski

秦予喬實誠回答院" 老實説袁我也不知道學習了什么袁是我繼父給

秦予喬笑笑袁雖然給杜思苗指導畫只是個幌子袁她還是給杜思苗
的人物素描畫指出了些問題院" 你看這幅畫袁 其實你神態抓得很好袁但

菜遥
她笑眯眯地一揮小手院" 會有的浴 " 然後抬屁股就走遥

是你的基礎功課還是有些不足袁 你畫人物像的時候一定要注意比例袁

但背影都是愉快的 -- 有家眞好啊浴

明暗交界線袁畫筆該虛的就要虛袁該實就實袁但是也不能只注重局部袁
杜思苗頻頻點頭院" 你跟我老師給我找出的問題一樣袁但是很難改

渊溫馨的室內袁冬日陽光斜斜地照進來遥 喬落看着他揚頭的樣子袁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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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瑜並不同意她畫畫袁每天逼着她學習芭蕾和鋼琴袁所以她就讓江華

裴在光 合作律師
Jaekwang Bae

寧汐沒料到張展瑜答應的這么痛快袁忙不迭的推辭道院" 不用了袁張大
哥也忙了一天袁一定很累了袁還是不麻煩了噎噎"
人家話都説到這份上了袁寧汐也沒法子再出言拒絶袁口中道謝不迭袁

移民˙綠卡˙簽證

˙十九年傑出服務品質保證
˙21 位資深美國執照律師 ˙數千例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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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矽谷/紐約/洛杉磯/芝加哥/奧斯汀/西雅圖七地辦公

移民局上訴辦公室前移民官Kristin Whitaker 律師加盟本所

如果您正考慮申請綠卡，
請將簡歷發到 info@hooyou.com
本地電話: 713-771-8433

網址: www.hooyou.com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20 Houston, TX 77036

免費停車

Email:info@hooyou.com 傳真：713-771-8368

秦予喬倒是無所謂這個話題袁一句話交代了她最難過的那幾年院"
我爸媽在我高中就離婚了袁後來我就跟我母親去了英國袁之後她跟她
杜思苗性子也隨了她的母親袁軟心柔腸袁最容易受到感觸袁拉着秦
予喬的手院" 予喬姐袁你不要難過啊遥 "
位小姑娘袁我們陳記藥鋪可是這兒的老字號了袁想買什么樣的藥材應有盡
寧汐笑了笑袁鎮定的説道院" 我娘這幾日身子不通暢袁讓我來買些番
瀉葉回去遥 "
巴豆實在太過顯眼了袁 這種番瀉葉子和樹葉差不多袁 看起來平平無

有這么一個礙眼的傢伙跟在身邊袁她該怎么辦才好钥
此時天還沒黑袁 清河坊人來人往正熱鬧遥 寧汐心不在焉的在前面走
着袁眼角余光瞄到了一家藥鋪袁心里怦然一動遥

奇袁功效卻很驚人遥
那夥計立刻笑道院" 好好好袁我這就給你抓一副遥 " 説着袁利索的打開
了一個木匣子袁從里面抓了些樹葉模樣的東西放在厚厚的紙上袁然後打成

還沒等想出什么好的理由袁便脫口而出説道院" 張大哥袁等一等遥 "
張展瑜停住了腳步袁滿臉的疑惑院" 怎么了钥 走累了嗎钥 " 這才沒走幾步
吧寧汐腦子里迅速的轉個不停袁心念電轉袁已經有了主意袁故作羞怯的説
道院" 我想去那邊的藥鋪里買些東西袁還請張大哥稍微等一等遥 "
張展瑜不疑有他袁笑着説道院" 我陪你一起去買就是了遥 " 説着袁抬腳欲

了一個包遥 笑着遞了過來院" 一共十文錢 "
寧汐早有準備袁從身上掏出荷包袁數了十文錢遞了過去遥
那夥計殷懃的叮囑道院" 小姑娘袁你可別小瞧了這番瀉葉袁雖然比巴
豆便宜袁可功效一點都不差遥 你回去之後袁用幾片葉子熬上一碗給你母親
喝下去袁保準見效噎噎"
寧汐手里拿着紙包袁心里安定了不少袁笑着點了點頭遥 小心的將紙包

寧汐卻停在原地沒動袁 白皙的俏臉飛起一片紅霞院" 我噎噎我想一個
人進去買袁你就在這兒等我吧 "
張展瑜想了想袁立刻明白過來遥 人家一個小姑娘要私自到藥鋪子里買

寧汐悄然松了口氣袁一路小跑到了藥鋪子里遥 這個 " 陳記藥鋪 " 是清
河坊里最大的一家藥鋪袁各種藥材都很齊全遥

713 777-9111

寧汐笑着點點頭袁故作不經意的叮囑道院" 張大哥袁我爹這兩天很忙袁
張展瑜笑着點頭應了袁順口夸了句院" 汐妹子袁你可眞是孝順遥 "
寧汐的笑容頓了頓袁右手指尖輕輕的滑過放着藥包的暗袋袁心里有一

負責抓藥的夥計很是熱情袁見來了客人袁立刻殷懃的上前來招呼院" 這

Sam's Insurance Agency

句院" 藥買好了嗎钥 "
你就別把這事吿訴他了遥 免得他總爲我擔心遥 "

笑了袁果然老實的等在了原地遥

岑氏保險公司

塞到了袖子的暗袋里袁這才走了出去遥
張展瑜在外面等了沒多久袁見寧汐笑眯眯的走了出來袁很自然的問了

的東西袁肯定不方便讓一個男子知道的吧這么想着袁張展瑜也有些訕訕的

●初學者﹐
年青駕駛者﹐
有罰單
價比別家更優惠
和車禍者﹐
●屋主﹑
兩車以上﹑
續保﹑
良好記錄
者﹐
保價特優

跟自己一樣袁有一個幸福美滿又富貴的家遥

有噎噎"

心里卻暗暗鬱悶不已遥

汽車保險

" 繼父钥" 杜思苗眨了眨眼睛袁其實她對秦予喬瞭解並不多袁以爲她

" 還是要多練多畫的遥" 秦予喬笑袁想起自己學畫的時候袁那時候白

不得不感嘆相關部門工作效率的彈性遥

Houston* New York* Chicago* Austin* Los Angeles* Silicon Valley* Seattle

張建華

當學生遥 "

工作的地質硏究院院長結了婚遥 "

啊遥 "

晶晶亮袁好像能照亮人的心遥 冤

Zhang and Associates,P.C.

Lynn Greening

我選的專業袁當時他有個好友正好敎這門課袁所以就直接讓他收了我

整體效果也很重要袁這也就是比例和結構的把握了遥 "

聯合律師事務所

Alex Park

" 哲學钥 不會吧噎噎" 杜思苗有點不可置信地看着秦予喬袁"Philoso-

" 只是交往啊遥 " 杜思苗撇了撇嘴遥

喬落本來還覺得老爸一下子高大起來袁心中涌起無限崇拜袁自己也

走遥

Victor Bush

秦予喬移了移目光院" 我大學專業跟美術無關袁是 Philosophy遥 "
phy 都學些什么呢袁馬克思想钥 "

在交往遥 "

來遥 小落啊袁什么時候領個男孩子來給爸爸見見钥 "

精辦
張哲瑞

杜思苗問院" 予喬姐的專業是美術什么專業的钥 "

秦予喬換了一句話來回答杜思苗的問題院" 我現在的確跟陸景曜

第二十章 我們曾那么接近幸福

˙國家利益豁免(NIW)
˙傑出人才綠卡(EB-1)
˙投資移民(EB-5)
˙勞工證(PERM)
˙跨國公司主管/
經理簽證(EB-1C)
˙工作簽證 H-1B 及 L-1
˙親屬移民/
其它非移民簽證
˙商法及併購法鮑菲

上討厭的芭蕾和鋼琴遥

喬問院" 予喬姐袁你眞的要嫁給我的小舅舅嗎钥 "

們人生中的一個經歷遥爸爸活了六十幾年了孩子袁經歷了那么多的跌宕

張展瑜眸光一閃袁笑着接過了話頭院" 沒事袁一點都不麻煩遥 "

張哲瑞

報名了美術課袁而每次上藝術班時袁她就跟江華換了課袁讓江華替她去

陸家瑛離去後袁小書房里的杜思苗立馬變得活潑起來袁纏着秦予

感到特別有底氣袁 正感動得快落淚了噎噎結果袁 一聽最後一句立馬歇

律師事務所 于瀾律師事務所
●遺囑認證

到整整一天過去袁竟是波瀾不驚的袁未曾下達一件具體詔令袁只

福晉這個樣子若是也稱作醜的話袁那奴婢就該無地自容了遥 " 頓了頓袁不死心的問袁"

男，貪汙金額則為 24 億元。
內容曝光後輿論譁然。微博擁有百萬粉絲的 「五嶽散人」諷
刺， 「看了看谷俊山那個涉案 200 億的新聞，下次誰要再信什麼
胡潤財富排行榜，就把這新聞糊他臉上」。
還有網友說， 「真正的首富名單在中紀委手裡」。
德國之聲指出，根據胡潤中國百富榜，2014 年首富是阿里巴
巴創辦人馬雲，家族財產 1500 億元，排名第 40 的房地產大亨潘
石屹、張欣夫婦身家 220 億元。

大馬直升機墜機 首相對美特使死亡

●家庭案件
◇離婚

少聽聞到了一些消息袁全體綳緊了神經等待着什么發生袁可沒想

時擔心筆力虛弱讓他們擔心袁 所以

天後我拿眼瞪她院" 做什么钥你又不是沒見過我不整妝的醜樣浴" 薩爾瑪噗嗤笑道院" 側

的安全保證，其中 1 架運送協助 1000 名傷
患的醫藥補給，第 2 架是 30 公噸醫療和供
水補給；另外還有 1 艘船，要運載醫師團
隊前往南部亞丁（Aden）。
沙烏地阿拉伯領軍的聯軍，控制葉門
空域和港口，聯軍在葉門對青年運動戰士
發動空襲已 10 天。ICRC 於 3 月 31 日指控
聯軍妨礙物資運送。

大馬媒體報導
，今天下午 4 時 30
分，一架載有 6 人
的私人直升機，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一架私人直升機今天下午發生爆炸
在士毛月(Semenyih)地區森林上空爆炸後墜毀，機上 6 人證實全
墜毀，機上 6 人全部罹難，其中包括首相署對美國特使兼雲冰區
部罹難，警方正在調查突然爆炸原因。
國會議員賈馬魯丁( Jamaluddin Jarjis)。
6 名罹難者除了賈馬魯丁，還包括首相高級機要秘書阿茲林

熊莊齡

正月十六複印開朝的那一天袁 大多數的朝臣們都已多多少

那兩人嚴辭訓斥了一遍袁 只是落筆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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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説京城里有什么東西傳遞得最快袁那就是小道消息遥

信的內容無須多想袁 也就是把

亞洲錦鯉巨大化 成澳洲生態殺手

中紀委貪汙清冊 陸民：真的富豪榜

（綜合報導）德國之聲中文網引述大陸媒體報導，指河北工
會網今年 1 月的 「學習通知」意外披露多名落馬高官的貪汙金額
，數額之高令人咋舌，網民讚嘆，中共中紀委手上的那份，才是
真的富豪榜啊。
德國之聲指大陸雜誌 「財經」報導，文件是河北省總工會的
中共黨委紀檢組轉發，以供 「大家下載學習」，來源是黨風廉政
大會上 1 位檢察官的講稿。
根據講稿，解放軍總後勤部前副部長谷俊山，貪腐金額達到
人民幣 200 億元以上。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前副主任劉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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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八章 引見

案邊袁忙忙地磨墨展紙遥

黎綱應了一聲袁扶梅長蘇躺平袁視線輕掃間袁只見那兩片嘴

沙烏地空襲葉門 首都附近村民遭殃

（綜合報導）葉門首都沙那附近居民
今天說，沙那附近一個村莊遭空襲，造成
1 家 9 口喪生。看來是沙烏地阿拉伯領銜的
軍事行動出擊，空襲青年運動（Houthi）
民兵。
國營薩巴新聞社（Saba）說，另有 5
人受傷，若干居民還被壓在瓦礫下。
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遜尼派穆斯林國

琅
琊
榜

黎綱不敢違命袁 扶着他走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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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苦澀遥

美聯混凝土

(832
832)) 868
868--1090

免費詢問

房屋保險
●新房子(_15%)﹐
防火保安系統
(_20%)沒不良記錄或車子同
一家公司保價特優

免費估價

PDF
健文件使用
康 保 險"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最好的保費 ●完善的保障
●多家 A 級公司 ●比一下就知

商業保險

精通﹕
國﹑
粵﹑
英﹑
越﹑
潮﹑
臺語

● 餐館﹑旅館﹑購物中心﹑辦公樓﹑勞工
保險等等, CGL,BONDS,商業車﹐
公寓等等﹐各類商業保險價錢特優

我們服務德州已超過 25 年了﹗

WE SELL CONCRETE
FROM 1~10
10,,000 YARDS

營業﹕星期一至五 9AM-6PM
星期六
9AM-2PM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SAM SHUM 岑偉文
CPA﹐MBA﹐CPCU

專修

基
地

價格公平
包君滿意
免費評估

地磚﹑混凝土﹑走道﹑Patio﹑車道﹑
Parking Lot﹑地基﹑天井﹑Tile﹑花道維修﹒

香港娛樂

崔建邦同後生十三年的嫩模陳嘉莉傳閃婚袁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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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他折磨了九年尧四合四離的舊愛唐詩咏袁亦與外

記院有冇打算幾時公開呀钥

已經覺得 Natalie 好索好正袁

表同屬花弗類的洪永城袁秘密拍拖兩個月遥

唐院我結婚?? 陣你哋會知

後來有機會合作拍叶載得有情

喇浴

人曳袁仲要有兩場嘴戲袁佢不知

據瞭解袁爲怕再上錯船愛錯賤男袁明知對方有意
半年袁見對方不肯放棄袁又花盡心思氹自己袁加上期

之後唐詩咏急步離開洪永

talie 個人好好袁對人唔會分大

間行爲良好袁對她一心一意冇異心袁兩個月前袁唐詩

城的大廈範圍袁逃之夭夭浴

細袁大家又傾得埋袁不過??陣

咏終于正式和洪永城拍拖遥

過了半小時袁洪永城突然

Tony 都唔敢追袁因爲 Natalie

落樓袁幫女友查探一下袁記

同崔建邦啲關係仲好似未搞

洪永城屋企開餐袁

者是否已經離

清楚袁所以只系間中 send 嚇

但驚見記者袁即刻

場遥

WhatsApp袁傾嚇電話咁遥冶洪

嚇到過門不入曰上
日冤袁二人拍拖到中

洪渊扮傻冤院系咩钥我唔知?浴

排情侶檔宣傳袁見面機會多袁二人亦加深瞭解袁加上

我屋企出現袁係我同啲朋友聚會袁所以叫埋佢一齊袁

環食日本菜袁斷到

記院你哋幾時公開呀钥

當時崔建邦已有新女上手袁放生了唐詩咏袁洪永城

凈系咁多啫浴

正浴

洪院我唔知?袁其實我都系去買嘢行個圈

見機不可失袁立即開始發力追遥

記院你覺得唐詩咏點呀钥

因爲合作叶載得
有情人曳同洪永城
傳出緋聞的唐詩
咏袁一直唔認拍拖袁
就算男方公開表態

半月遥出發前一天渊二月二十八日冤袁當日下午出席

記院你聽日出 trip袁佢特登過嚟揾你钥

Natalie 唔想咁快

記院佢好似有啲擔心你

洪院系呀袁我聽日出 trip遥

開始袁亦想睇定

都系啲花弗人?浴

記院成日要收收埋埋袁會唔會好辛苦钥你

啲袁因爲有人同佢

洪院系咩钥佢好似冇同我

哋發展到乜嘢階段钥

講 Tony 好仔袁亦

咁講過?浴

洪院多謝關心袁多謝關心袁多謝關心噎噎

又有啲人同佢講

記院你會唔會做啲乜嘢袁

記院你有冇佢屋企鎖匙呀钥

佢好花弗袁唔想再

等佢安心啲袁即系公開

洪院我得我自己屋企鎖匙遥

受 傷 袁Natalie 決

或者當佢繫結婚對象钥

定再瞭解嚇袁睇定

洪院諗得太長遠袁我而家

想出埠前與唐詩咏相聚一刻的洪永城見事敗袁唯有

啲 遥 Tony 都 好

都系做好自己嘅工作

死死氣返上樓袁自己食曬兩盒外賣遥

好袁都無擒擒靑袁

乜都唔做袁每次出 trip袁都會花心思揾啲小禮物俾

一時間揸車趕返西灣河鯉

洪永城由印度返港後袁緊接

景灣寓所袁晩上七時袁他落

埋位開新劇叶波士早晨曳袁唐詩咏

樓買外賣袁原本一條大路

亦要趕拍叶公公出宮曳袁連日來袁

一分鐘就可以行到去目標

二人收工便各自返歸袁直至上星

餐廳袁但洪永城竟然選擇

期二 渊三月十七日冤袁唐詩咏收

兜入公園袁花近七分鐘行

早袁只見她一收工就急住揸車到

另一條路袁沿途又不時野目

中環半山羅便臣道一個公衆停

測冶泊在路邊的車輛袁似是

車場袁原來洪永城一早已在等

要留意是否有傳媒埋伏遥

候袁唐詩咏泊好車袁就跳上男友

等外賣時袁洪永城不斷

的座駕袁到一街之隔的衞城道食

用 WhatsApp 語音 功能 同

日本菜遥

人聊天袁全程表現開心袁一

一餐飯食了兩個半小時袁離

副冧女樣上曬面遥最後袁買

開時袁多了谷德昭女友林子瑄做

了兩盒外賣和取回一袋磅

電燈膽袁沿途行去攞車袁唐詩咏

洗衣服返屋企遥

同洪永城有講有笑袁二人對附近
幾幢新落成的豪宅眼望望袁睇到頭岳岳又手指指袁
相當有興趣遥

佢袁最重要系呢段時間 Tony 都冇緋聞袁又自動自覺

現年 33 歲的唐詩咏袁一向清純袁入行多年近乎零緋

同其他女仔保持距離袁唔俾機會啲姣精埋身袁Natal鄄

聞袁但偏偏每遇野花心賤男冶遥

唐詩咏現身袁同洪永城一樣袁她選擇行人少啲和光
線暗啲的公園小路袁沿途亦不斷四圍望袁但去到洪
永城屋企樓下發現記者袁唐詩咏方寸大亂袁嚇到過
門不入遥

三百個 like袁擺明誠意十足遥冶唐詩咏身邊人説遥
今年情人節前袁洪永城終于成功過到野觀察期冶袁
被問到拍拖問題袁唐詩咏依然企硬唔肯認遥

體育圖片

記院同洪永城發展成點钥
唐渊敖嘉年在旁邊大笑冤院朋友囉浴
記院唔系?袁我哋影到你哋成日見袁你又上佢屋企遥
友一齊食飯袁我要做嘢袁所以我遲咗去遥
記院你哋見得好密?浴

00 年袁初出道的唐詩咏與余文樂合作港台劇叶靑春

唐院唔系袁其實好難約遥

@Y2K曳結緣袁拍拖不夠一年袁其後余文樂搭上盧巧

記院發展到深入階段未钥

音袁即棄唐詩咏遥

唐院都系咁啦浴作爲朋友袁佢系

唐詩咏返停車場攞車袁再分頭
離開遥

一個唔錯選擇遥

崔建邦

記院系咪怕佢花弗钥

05 年與唐詩咏合作主持叶K-100曳撻着袁男方不斷瞞

唐渊緊張搶答冤院唔系袁佢唔系啲

記者再到洪永城屋企守候袁

住女友偷食袁但女方依然死心塌地袁拍拖九年袁多次

咁嘅人嚟嘅浴

半小時便見他現身袁還一改常

離離合合袁09 年袁崔建邦因毆打中巴混血模鄺敏慧
爆出三角戀袁唐詩

態袁未有將車泊入停車場袁只停

冧笑回應

咏即撇袁其後男方
出盡冧招袁氹掂再

分別問到兩人感情問題時袁他

複合遥但病態溝女

們口供一致袁同樣都系開心笑袁 的 崔建邦 死性不
個樣甜到漏遥
改袁10 年袁再傳出

唐渊搖頭苦笑冤院噎噎唔噎噎

夾曬口供

記院佢買咗外賣袁你唔上去一齊食钥

據瞭解袁唐詩咏正式接受洪

唐渊不斷擰頭冤院噎噎

永城至今袁只開始了兩個月袁怕

記院其實你哋都公開?啦袁唔怕?浴

再愛錯賤男的她袁一直同對方

唐院咩公開呀钥

保持朋友關係袁唔敢貿然接受遥

搭上郭思琳袁去年

翌日袁渊二十四日冤袁洪永城回應

崔 建邦被 踢爆有

戀情時袁明顯夾好口供遥

新歡陳嘉莉袁二人

騎士 114
114-88 擊敗熱火
擊敗熱火，
，騎士迎來 2 連勝
連勝。
。此役之後
此役之後，
，熱火的戰績變為 34 勝 41
負，與凱爾特人戰績相同
與凱爾特人戰績相同，
，但雙方本賽季常規賽 4 次交手
次交手，
，熱火大比分 3-1 領先綠
軍，因此排位高於對手
因此排位高於對手，
，熱火排名下滑到東部第 8 位。

關係才正式結束遥
記院你同唐詩咏成日約會袁已經

最新 E4D 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院

全新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牙週
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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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9889 Bellaire Blvd., #322
3524 Hwy 6 South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Tel: 713-995-0086

Tel: 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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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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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英﹑
國﹑
粵語

713-981-1888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類保險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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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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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侯大任 臉部整形
Tang Ho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歡迎事先預約

主治

彭莉

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 的微笑﹗
美麗
愛心﹑耐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本店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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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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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外科專科醫師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通國、英語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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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70勝勝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Vision

0 西班牙
2-勝

特聘修复專家

唯美視學
唯美視學Best

邁阿密網球賽：：
小威獲職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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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身賽：：荷蘭

記院唔使咁怕醜啦浴

陳志堅

騎士戰熱火詹皇強攻
韋德劈叉意外受傷

唐院??次系朋友聚會袁因爲 farewell 佢去做嘢袁成班朋

傾慕女神

記院唔系去揾洪永城咩钥

因冷空氣過境，
因冷空氣過境
，大風席捲英國
大風席捲英國，
，英倫美女們的長髮變成了毀形象的
利器，
利器
，在風中
在風中“
“狂舞
狂舞”。
”。

被唐詩咏正式確認男友地位遥本周一渊二十三日冤袁

其間小心翼翼神神秘秘遥

唐渊尷尬扮傻冤院去邊度呀钥

余文樂

合格過關

在路邊袁之後再行小路返屋企袁

記院點解仲唔上樓呀钥

﹂

ie 心中有數浴後來 Tony 公開表白袁話對 Natalie 有

一行人上曬洪永城車後袁先送

一個多小時後袁著住深藍色衫黑褲黑帽戴埋口罩的

錯愛

慢考慮袁但佢唔會

完公開活動後袁洪永城第

撞破速逃

﹁

先遥

俾時間 Natalie 慢

撑枱腳嘆日菜

俄羅斯貝加爾湖面結冰，數百米長的裂縫仿佛將世界一分為二，夕陽的余暉灑在
湖面上景色神奇迷人。

狂舞

早前袁洪永城要爲大台遠赴印度拍旅遊節目袁一去

洪院呢個女仔好好袁大家都覺得佢好好嘅遥

野啱啱先甩拖袁

咋浴

買定外賣

直到去年七月袁叶載曳劇準備出街袁兩人不斷被安

美女長髮肆意
大風席捲英國

記院詩咏啱啱嚟過?浴

人連續兩次約會袁都被本刋撞破遥

A3

洪院食飯??啲系普通嘅朋友聚會袁你哋上次影到佢喺

星期二 渊三月十七

咏依然堅持只在瞭解中階段袁不過有圖有眞相袁二

Monday, April 6, 2015

正式拍拖钥

永城身邊人説遥

有追求之意袁唐詩

2015 年 4 月 6 日

幾開心浴相處過仲覺得 Na鄄

追求的唐詩咏袁遲遲不敢接受洪永城袁觀察期足足

終于有着落浴唐詩咏更被記者撞破夜晩收工趕往

星期一

貝加爾湖冰層崩裂綿延數百米

野Tony渊洪永城冤好耐之前

唐院我好怕醜呀浴

新聞圖片

A10

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進行的國際足球熱身賽中，
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進行的國際足球熱身賽中
，荷蘭隊主場以 2 比 0
戰勝西班牙隊。
戰勝西班牙隊。

在邁阿密網球大師賽女單四分之一決賽中，
在邁阿密網球大師賽女單四分之一決賽中
，美國選手小威廉姆斯以 2 比 1 戰
勝德國選手利斯基，晉級半決賽
勝德國選手利斯基，
晉級半決賽。
。本場比賽是小威的職業生涯第 700 場勝利
場勝利。
。

全美要聞

星期一

2015 年 4 月 6 日

Monday, April 6, 2015

奧巴馬頒新令打擊網路攻擊
制裁面過廣遭質疑

綜合報導 美 國 總 統 奧 巴 馬 1 日 發
佈行政命令，對於利用網路攻擊、威
脅美國外交政策、國家安全和經濟穩
定的境外個人和實體，美國政府有權
對他們採取制裁措施，包括凍結資產
和限制入境等。
奧巴馬在一份聲明中說，類似舉措
是“國家緊急需要……網路威脅對美國
經濟和國家安全構成最嚴重挑戰”。聲
明說，對於破壞美國重要基礎設施、竊

取美方企業商業機密、竊取美國公民個
人資訊、破壞美國電腦網路等惡意網路
行為，這一制裁將適用。
受到制裁的個人或實體將被列入
“黑名單”。他們將被限制入境美國、
在美國的資產被凍結以及被禁止使用美
國金融體系等。
奧巴馬的網路安全顧問邁克爾· 丹尼
爾告訴媒體記者，這一制裁作為威懾和
懲罰措施，填補了美國網路安全領域所

面臨的外交或執法手段不足。
丹尼爾說，對於確定首批制裁目標
，暫時沒有時間表。
就奧巴馬這一決定，美國國內反應
不一。部分議員、安全和法律專家表態
歡迎，但也有不少人質疑這一行政命令
過於寬泛，可能造成無法預見的影響。
前總統喬治· W· 布希執政時期反諜
報部門主管喬爾· 布倫納說：“奧巴馬政
府現在真的是認真對待。這一命令是要

憑藉美國的經濟實力打擊那些搶劫我們
、把我們置於危險中的人。”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網路專
家詹姆斯· 路易斯說：“這發出一個信號
，自由散漫式網路攻擊的日子結束了。”
美國司法部前官員馬克· 拉希則認為
，這一言辭寬泛的命令給了行政部門巨
大的新權力，如果被濫用，“許多企業
將面臨遵守噩夢”。
網民馬茜· 惠勒疑問道，如果根據這

今日香港

A4

一制裁製度，一些調查性記者會不會成
為被制裁對象。“‘維基揭秘’網站發
佈了有關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的
談判內容，算不算違反規定？英國《衛
報》公佈了一些參與美國國家安全局監
聽行動的承包商名單，又怎麼說？”
對此，美國國土安全顧問莉薩· 莫納
科回應，這一制裁製度“不是我們每天
都會使用的工具……守法的企業完全沒
有必要擔心”。

美國物理教師做實驗
斧頭誤砸中學生胯部

星期一

徵接受訪問時卻指亞視如果三月底沒有白武士袁就

港視股價已因該消息而大幅波動袁截至昨晩 9 時 45

牌尧欠薪袁今日或面臨野執笠冶死線袁惟事件奇峰突

要關閉袁還透露有三名投資者洽購亞視袁包括一名

分袁于短短 15 分鐘內袁由 9 美元升至 10.2 美元袁折

出袁亞視晩間新聞昨日突然報道稱袁大股東黃炳均

覬覦亞視已久的城中電視名人袁社會揣測就是指王

合每股 3.978 港元袁較本港收市 3.07 元袁急升三成遥

及主要投資者王徵接受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的主

維基遥而一直有消息指王維基對亞視未死心袁只是

要條件袁將亞視股權轉讓給香港電視袁並將豁免亞

不願出高價收購袁因爲怕買了之後政府不和亞視續

視大部分債務遥不過袁當局主管部門未能證實此消

牌遥

息袁通訊局回應袁沒收到亞視股權變動的通知袁而受

早前市場更傳聞王維基和王徵的合作方案袁當

法庭委任爲亞視獨立經理人的德勤竟然也稱暫不

中王維基會出價 1 元袁買入亞視 50.1%控股權袁然後

回應袁令整個事件布滿疑雲遥但値得令人玩味的是袁

由王維基爭取政府同意讓亞視續牌袁若然續牌成

消息一經公佈袁港視在美國 ADR 股價一度大升三

功袁王維基將再付 5尧6 億予王徵袁

成遥有消息指行政會議今日或召開特別會議決定亞

續牌不成就清盤了事遥

視發牌的前途遥
亞視主要股東尧台灣旺旺集團主席蔡衍明早前

直至昨日黃昏袁事件突然峰
迴路轉院亞視傍晩六點鐘新聞頭

入稟高等法院袁要求替亞視委任獨立監管人一案袁

條報道袁亞視接到股東黃炳均及

法官去年 12 月裁定亞視主要投資者王徵不當地干

主要投資者王徵通知袁把亞視控

預亞視袁導致亞視去年九月遭通訊局建議不續牌袁

股權轉讓予香港電視袁交易尙需

決定判蔡衍明一方勝訴袁批準委任德勤兩名獨立監

得到法庭及其委託之管理人同

管人加入亞視董事局曰同時下令亞視大股東黃炳

意袁並報通訊局批準遥亞視隨後又

均袁需出售至少 10.75%的亞視股份予獨立第三者袁

發出聲明指袁亞視對有關決定表

確保他不再作爲亞視大股東遥其後亞視又經歷三番

示理解袁並感謝盛氏家族對亞視

五次欠薪陷入財政困局袁並自去年 12 月底開始遭

五年六個月的無私奉獻遥惟報道

勞工處票控袁四輪票控共向執行董事葉家寶及亞視

卻沒有提及細節袁包括該宗交易

發出 204 張傳票遥

作價多少袁以及有什么交易條件遥

王維基財力成疑
亞視前路如何袁能否走出野執笠冶陰霾袁就要看
是否能找到野白武士冶收購股權並注資袁負責出售股
權的德勤經理人黎嘉恩一月表示收到三份標書袁並
會在三至七日有結果袁但卻遲遲未能公佈遥期間王

1990 年 4 月以來袁香港基本法走過 25 年歷程袁

稱將派最強軍艦應對
綜合報導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網站
4 月 2 日報道稱，據《華爾街日報》報
道，美國太平洋艦隊副司令保羅在澳
大利亞舉行一次會議上指出，美國將
部署最新的隱身軍艦——朱姆沃爾特
級驅逐艦到太平洋，作為對盟友的承
諾。他同時又敦促澳大利亞海軍考慮
派出最新的戰艦，參與美國領導的巡
邏艦隊。
保羅說，澳大利亞新一代的戰艦
，包括導彈驅逐艦、兩棲作戰艦以及
巡防艦，可以加入美國海軍最近宣佈
的一項“致命的攤分式”作戰部署計
劃。保羅少將說：“將力量提升為進

攻式，可以為適時宣揚實力營造更有
效的環境。”
報道稱，保羅的上司哈裏斯上將
則對中國在南海的居心表示質疑。他
說：“我們看到中國向弱小國家所作
出系統性的連串挑釁行動以及中國與
其他小國實力上的懸殊，毫無疑問這
會讓外界質疑中國的居心。”
報道稱，中國在南海的行為，已
經引起菲律賓和越南的“不安”。作
為美國的盟友，澳大利亞也對事態表
示關注，2014 年與日本簽署一項加強
軍事合作和軍演的協議，目的是制衡
中國快速發展的軍力。

飽受風雨袁歷盡滄桑遥

哈裏斯在會上強調美國對太平洋
的軍力重新平衡的承諾不變，目前正
按照步伐並最終將在 2020 年，美國將
把 6 成海軍軍力部署到太平洋地區，當
中包括美國兩棲攻擊艦“美國”號。
近一段時間，美軍方人士在南海
問題上的“表演”格外搶眼。美國總
在講“國運繫於亞太”，希望亞太保
持和平穩定。然而美國在南海問題上
的所作所為卻一再提醒人們，只要美
國摻和，南海就不太平；美國介入越
深，形勢就越複雜。美國軍方的言行
，除了刺激個別挑事者蠢蠢欲動外，
沒有任何一方會從中受益。

綜合報導 美國一名物理教師日前
在課堂上做實驗，由一名男學生躺在地
上，在胸前拿著一塊輕型建築用磚，再
由老師拿斧頭劈向磚塊，不料老師完全
偏離目標，斧頭擊中學生胯部，差點造
成悲劇。
這名教師原計劃向學生示範若建築
用磚平衡放在學生胸前，再用斧頭鈍的

一邊砸下，就能砸裂磚塊。
有在場學生用手機拍下過程。視頻
片段可見，當時這名學生頭上戴有保護
罩，但可能沒有保護襠部。
這名教師要求在場學生為他倒數
，他隨即拿起斧頭髮力砸下，卻不幸
砸偏。所幸這名學生最後無恙，身體
沒有大礙。

美國“草根參議員”涉嫌受賄 100 萬
或被判 15 年

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 4 月 1 日，美國
司法部以受賄、欺詐、虛假陳述等 14 項
罪名正式起訴民主黨重量級聯邦參議員
羅伯特· 梅嫩德斯。他成為第一個被聯邦
法院起訴受賄的參議員，一旦罪名坐實
，梅嫩德斯可能面臨 15 年監禁。
經過兩年調查，美國司法部發現梅
嫩德斯利用職務和影響力，為其金主換
取利益。2006-2013 年，梅嫩德斯從其好

友兼政治捐款人、佛羅裏達州的眼科醫
生梅爾根處收受總價值約 100 萬美元的
賄賂，其中包括乘坐梅爾根的私人飛機
旅行、入住 1000 美元一晚的高檔酒店以
及接收 75 萬美元的競選獻金等。而梅嫩
德斯未按相關條例申報所收禮物。
作為回報，梅嫩德斯多次出手照
顧梅爾根的私生活和生意。他幫助梅
爾根的外國女友順利拿到美國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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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417-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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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 Tsang
Broker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20080﹐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297,900 ﹒
☆Townehome出租﹐西南區﹐Richmond附近/Eldridge﹐2房2浴﹐＋遊戲間﹐租＄925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56,000﹒
☆華麗房出售, 西北區249/cypresswood,4房3.5浴,3,500呎豪華裝修,售$220,0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200

工廠直銷、批發
工廠直營，全新床墊，
工廠直營，
全新床墊，
歡迎貨比貨，
歡迎貨比貨
，價比價
價比價。
。

梅嫩德斯現年 61 歲，出生於古巴移
民家庭，父親是木匠和裁縫。1992 年，
梅嫩德斯當選聯邦眾議員，連任 14 年，
2006 年任聯邦參議員，被認為是從草根
成為政治精英的奮鬥典型。這之後不久
，梅嫩德斯就不斷受到在金融方面有不
當行為的指控。他的“朋友”梅爾根也
是 61 歲，曾在拉美生活多年，長期與梅
嫩德斯有密切來往。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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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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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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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老店

席夢思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電話：(713)-777-1188
地址：6121 Hillcroft St., Suite M,
Houston, TX 77081
（United plaza 商場內）
北
t.

精 製 耐 用
消除腰酸背痛

保報銷政策不公平，要求對方調整有
關政策。
遭司法部正式起訴的當晚，梅嫩德
斯在新澤西州紐瓦克舉行發佈會，否認
所有指控，表示對起訴書“感到憤怒”
，批評司法部“將友誼和貪腐混淆”。
梅嫩德斯同時宣佈，暫時從目前所任的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少數黨首席成員的位
置上退下來。

永茂地產

木板床
兼售各式精美傢具

FULL / 件 QUEEN / 件 KING / 件

★好睡床

作為在美國外交政策方面有分量的人
物，他曾向國務院施壓要求通過梅爾
根公司與多明尼加共和國政府簽訂的
港口安檢合同。
此外，聯邦醫療保險與補助服務
中心曾認定梅爾根的私人診所向政府
開出超額帳單，超收金額達 890 萬美元
，但梅嫩德斯利用自己在參議院金融
委員會的職務向該中心施壓，質疑醫

我們接受 Medicare 及 Medicaid
★SCURLOCK TOWER
6560 Fannin, Suite 1554
Houston, TX 77030

713 - 796 -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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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LS #301604 www.trinfund.com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請電：馬先生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體擁有冶的限制袁王維基是否能夠同時擁有兩間傳
媒機構亦存在極大的疑問袁且王維基的相關專業水
平及是否有足夠的電視營運資金亦一直備受社會
質疑袁前年向政府申請免費電視牌照亦不獲批準袁
今次是否能獲得行政會議的通過袁仍是未知之數遥
但無論消息是否屬實袁于美國納斯達克亦有上市的

網傳王徵施緩兵之計

管理人同意遥

特首院續牌依程序辦
日前曾有報道指袁昨日早上舉行的行政會議將
討論亞視續牌問題袁特首梁振英昨早回應指袁關於

野港人講地冶網站昨晩引述權威消息人士表示袁 廣播機構申請續牌的事宜袁特區政府一直根據制
通訊事務管理局約一個月前早已通知亞視袁政府將

度尧法律和政策辦事遥尤其要考慮到在法律上袁要有

不會給亞視續牌袁亞視當時求情袁要求給他們一個

程序公義袁所以政府根據這些步驟去做遥行會開會

月時間提交改造計劃袁給政府

的議程袁一直是保密的袁但政府一定會儘快在不違

再考慮袁政府徵詢英國御用大

反程序公義的情况下做好有關的決定袁有決定後袁

狀意見後予以準許袁限期至昨

就會第一時間對外公佈遥

日袁惟政府到此限期前一直沒

接近政府的消息人士昨透露袁月前亞視致函通

收到亞視任何改造或改善業

訊事務管理局及行政會議袁稱公司正進行重大改

務計劃遥由於時限已屆滿袁政

組袁所以希望行會不要在 3 月 31 日之前對是否發

府按程序在今天舉行行政會

牌給亞基本法 25 年风雨沧桑視作決定遥行會之後

議特別會議正式就會否續牌

咨詢過海外律師的法律意見袁認爲政府需要給予足

給亞視作出決定遥

夠時間讓亞視改組袁所以行政會議決定在 3 月 31

網站表示袁據説昨日傍晩

日限期之後翌日袁即今日開特別行政會議去決定亞

王徵最後與另一方談判轉讓

視發牌的前途遥消息人士表示袁在昨日或之前沒有

不成功袁於是施展緩兵之計袁 收過亞視任何重大改組的通知遥
藉口轉讓給王維基袁期望對政
府造成壓力袁野拖得就拖冶遥據
香港電視發言人所言袁王維基
根本人也不在港袁他們亦未能聯絡上他袁未知他是
否知情袁更遑論達成轉讓協議遥消息人士指出袁是否
續牌給亞視是按電視台的表現及營運方面是否符
合發牌條件曰亞視是否已賣盤袁並不影響政府考慮
是否予以續牌遥因此袁其實是政府有決定在先袁王徵
傍晩出口術在後袁况且轉讓事宜根本仍未獲法庭及

灰色地帶者有之袁稱有缺陷者有之遥針對這些問題袁 制冶的香港基本法袁也可以不要袁這是什么話呢?
香港特區沒有開展啓蒙運動袁更沒有進行再啓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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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網 4 月 1 日訊 渊記者 龔學鳴冤亞視因續

然而袁根據叶廣播條例曳野跨媒

美上將誣中國在南海恃強欺弱

2015 年 4 月 6 日

立法會反對派議員的要挾是不可能成功的遥即

議員指單方面發聲明奇怪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盧偉國認
爲袁關於亞視收購的事宜撲朔迷離袁交易情况尙未
明朗袁仍需進一步觀察遥體育尧演藝尧文化及出版界
議員馬逢國亦指出袁現時賣方單方面發出聲明袁但
買方卻未有回應袁對事件感到奇怪遥

港基本法的遥換句話説袁架空香港基本法是非法的袁
但這種情况自回歸以來袁還在繼續遥
香港特區 野一國兩制冶袁保

在起草尧制定期間袁圍繞着要制定什么樣的香

相反袁對香港基本法的推介督導袁迴避了問題袁對種

使 8.31 決定的內容在表決

港基本法的問題袁香港社會上出現了不少爭論遥回

種責難袁沒有適當的回應袁更不用説提供正確解讀

附件一的修正案時被否決袁

留了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則

歸以來袁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不是行政主導尧行

了遥另一方面袁片面強化了自治範圍的事務袁強調中

該決 定的法 律效力 依然存

對法院審判權的限制袁這包括

政長官應當如何普選尧行政立法發生什么關係等爭

央對自治範圍內的事務袁沒有任何監督權遥對回歸

在袁只是暫時沒有被適用袁或

普通法法官不得直接解釋國際

論袁都是在起草過程中袁在香港基本法文本中早已

前遺留的事項袁對回歸後出現的問題袁以爲可以在

是適用條件不具備而已遥在

公約的限制袁國際公約的解釋

解決的問題袁至少起草委員們已經取得了共識遥爲

發展過程中被吸收和消化袁其實大部分有新的發

野一國兩制冶下袁國家立法機

權屬於簽署國政府袁叶公民權利

什么起草時已經解決的問題袁在回歸後又出現呢?這

展袁層次更深袁範圍更廣泛遥

關的決定是不可能袁也不應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曳也不能

主要是當時的解決不徹底袁在香港基本法執行的過

香港特區野一國兩制冶實踐出現最多問題是政

該被地方性立法機關廢除或

例外遥然而袁由於叶香港人權法

程中又出現了問題遥香港有一股政治力量袁試圖通

治體制袁主要是行政尧立法尧司法的職權袁行政立法

否決的遥到下一屆袁8.31 決定

案條例曳的絶大部分內容與叶公

過旣成的事實袁取得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遥

關係袁公務員的定位袁以及由此引發的中央和香港

仍然是行政長官普選的法律依據遥然而袁從世界各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曳相同袁而香港普通法

特區的關係遥行政長官的普選屬於政治體制範疇袁 國的立法技術來考量袁在立法中袁立法依據的法律

法官享有有關條例的解釋權袁可以通過解釋該條例

在制定之後尧生效之前袁圍繞着與香港基本法
相啣接的問題袁香港又出現了更尖鋭的鬥爭遥所謂

也涉及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遥由於普選要經過立法

地位是高於法律本身的袁是不必寫在條文中被表決

而取得該國際公約的解釋權袁這種擴權並不因該條

與香港基本法相啣接袁是在香港基本法通過後袁香

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袁這意味着本屆立法

的袁除非法案的起草者有這樣的打算袁否則袁反對派

例原來的凌駕性條文被廢除而消失遥這種做法袁對

港原有法律的架構和主要制度是否要着意改變袁還

會佔 27 個議席的反對派議員具有否決權袁他們野一

議員否決的圖謀袁也不可能得逞遥

香港特區的法律架構和政府執法袁有負面作用;對後

是要基本不變的問題;香港基本法沒有明文授予尧賦

心以爲有鴻鵠之將至冶袁要價很高袁要求全國人大常

近年袁對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較爲頭疼的問題

予未來地方性政權機關的權力袁可否在回歸前取

委會撤回 8.31 決定袁還有人主張可以讓全國人大撤

是野拉布冶遥行政長官已經表態袁希望在 2016 年立法

從香港基本法的規定來看袁香港特區終審法院

得尧行使袁並繼續援用到回歸後的問題;是香港的政

銷該決定袁或中央至少要再讓步遥否則袁也可

會換屆選舉時袁選民用選票體現

享有終審權袁但並沒有享有該法的最終解釋權袁該

制發展袁能否預先超越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的專

能被 27 名反對派議員否決遥其實袁8.31 決定

反對野拉布冶的意志袁讓野拉布冶的

法的最終解釋權仍然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遥該法沒

門決定的軌道袁來推動香港的民主進程遥所謂更尖

不能撤回或被撤銷的原因不是全國人大常

議員不能再野拉布冶遥此外袁縮小立

有要求終審庭對所有的條文都提請解釋袁而僅僅要

鋭袁是指這種鬥爭不僅是香港社會內部的矛盾袁還

委會的地位高袁也不是全國人大的地位更

法會分區直選的選區也可以增加

求對中央管理的條文和涉及中央和香港特區自治

牽涉到外交上的爭拗遥種種矛盾和爭拗袁包括直通

高袁而是 8.31 決定符合香港基本法袁是行政

這個機會袁但不知何故袁特區政府

範圍內的條文提請解釋遥由此推斷袁是否提請解釋

車脫軌的後續問題袁也延續到回歸之後遥

長官普選的法律依據遥如果廢除了袁就等於

似乎又無意這樣做遥立法會主席

的前提是要對香港基本法的條文進行分類袁從法理

廢除了或部分廢除了普選的法律依據袁這是

以及立法會的集體意志袁本也足

上袁分類權也是屬於解釋權的問題袁該分類權問題

上述種種袁並沒有完全解決袁還出現了新的問題尧新

不符合全港大部分市民的意願的遥與世界各

以阻止野拉布冶袁但有人還是把野拉

也還沒有解決遥

的爭議尧新的鬥爭遥在回歸前袁説香港基本法是妥協

國的提名機構一樣袁香港基本法對提名委員

布冶歸咎于香港基本法遥其實袁香

産物的人不多袁大家都以取得共識爲依歸袁以開創

會沒有普選的要求袁要求對該提名機構進行

港基本法第 74 條已經有從源頭防

唐.杜甫有詩雲院野風起春燈亂袁江鳴夜雨懸遥冶形象描

野一國兩制冶的事業爲目標遥但到了該事業正式開始

普選袁就等於説袁以該法爲依據的要求是不

範野拉布冶的設計袁只是被叶立法會

繪了一場風雨景象袁不禁使人聯想到袁香港基本法

了袁各種質疑也就伴隨而來了遥説不完備者有之袁言

必要的遥只要有所謂野眞冶普選袁賴以維持野一國兩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袁香港基本法生效遥

議事規則曳架空了而已袁而議事規則是不得抵觸香

野佔中冶恢復法治秩序的影響袁還在發酵遥

凡此種種袁只窺一斑遥香港基本法風雨 25 年袁

風風雨雨的意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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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th Anniversary Of WWII Commemoration Announced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will conclude with a Tribute in the
form of a global wreath laying ceremony on Sunday, August 16, that
will take place at more than 1,000
WWII memorials, national cemeteries and other locations around the
world.

Related

nized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which provided funding and other forms of support to pub-

lic events and programs, this year's 7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depends entirely on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federal, state and municipal elected officials, veterans groups, senior living communities and care givers, museums and
heritage societies, youth leadership groups, businesses and others who share a common goal of
preserving the legacy of our WWII generation.
"Keep the Spirit of '45 Alive" is a grassroots coalition of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that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build public awareness and
participation in a 7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Weekend that will take place on August 14 16:
"Kiss-In" events will be held simultaneously on
Friday, August 14 in New York's Times Square,
and San Diego's Greatest Generation Walk, to officially kick off the WWII Commemorative Weekend on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day that spontaneous celebrations broke out across America
at the news that World War II had ended.
Commemorative events and activities are being organized on Satur-

day, August 15, in hundreds of communit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featuring flyovers by
WWII airplanes, exhibits by re-enactors, '40's
style swing dances and concerts featuring a nationwide performance of "In the Mood," "Rosie
the Riveter Rallies, observances during Major
League Baseball games, and special open houses at senior living residences.
New York's famous Circle Line will be celebrating
its own 70th birthday by offering members of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complimentary cruises
around the island of Manhattan during the Weekend. The USS Midway, which will also be celeb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its commissioning
in 1945, will be hosting a "Spiritfest" event on
that is already generating buzz as the "Swing
Dance of the Century." Atria Senior Living is
again having Spirit of '45 70th Anniversary programs at all of its 183 senior living commun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7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Weekend

World War II broke out in 1939 and
ended in1945 and was the largest
war in modern history, with more
than 100 million military personnel
being mobilized and directly involved in this world conflict. Included in the sad events of the war
were the tragic Nanjing Massacre
in China and the Holocaust in Europe.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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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副局長皮雷斯承認在去年 10 月通過了建立
“特殊納稅人＂名單的提議，而局長布里加斯表
示，曾批准該資訊系統的測試與實施，但並沒有
實際操作。財政部長則表示對此事並不知情，並
強調他從來沒有決定或批准任何特別的納稅人名
單，也從來沒有傳達給稅務局任何關於這方面的
指示。
在眾多議員的強烈質疑下，布里加斯承認，
在 2 月中旬財政部長曾問過他是否存在這份“特殊
納稅人＂名單，他當時予以否認。而財政部長的
質詢也使他意識到事情的敏感性，於是停止了相
關的資訊系統測試。
葡萄牙《視線》週刊就已在其網站上公開了
一段對稅務機關審計負責人維多爾· 勞倫斯的採訪
錄音，錄音內容證實了這一系統並非如布里加斯
所述“仍處在測試階段＂。勞倫斯在採訪中表
示 ， “我們能夠迅速知道是誰在未經允許的情況
下查某些政府官員的賬，特別是媒體高度關注的
官員。＂勞倫斯是最早揭露“名單＂存在、掀起

這場名單風暴的稅務局官員。
事實上，據當地媒體披露，“特殊納稅人＂
項目是由葡萄牙資訊安全局局長倡議的，他提出
創建一份 VIP 納稅人名單，包括個人和單位，只能
由特定人員查閱名單上的人員資訊。而批准實施
該計劃的副局長皮雷斯既不分管內部審計，也不
分管資訊系統。因此，葡萄牙反對黨及稅務工會
強烈要求作為分管領導的財政部長給民眾一個交
代。
葡萄牙稅務工會主席保羅· 雷利亞表示，
“這樣一份名單的存在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它
意味著在葡萄牙有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之分，
特權人士可以免於調查，免於接受監督。＂一
國際非政府組織西班牙分部主席赫蘇斯· 裏茲卡
諾對本報記者表示，政府官員、議員、銀行及
企業高管是監督的重點對象，制度的建立應該
是有助於民眾和媒體的監督，增加透明度，而
不是站在民眾的對立面，成為某些特權人士利
用的工具。

大力建場館鼓勵民眾運動
綜合報導 巴西以“慢生活＂聞名，
目前，巴西共有各類體育
但這裡的人們卻酷愛運動帶來的“速度與 場館 4000 多個，幾乎所有室外
激情＂。從日出到黃昏，無論是在裏約熱 運動場地都免費對市民開放。
內盧的海灘，還是巴西利亞的公園，隨時 社區、公園和海灘也設有健身
可見不同年齡、不同膚色的人們揮灑汗水 器材，甚至在一些社區安排專
的身影。
業教練指導人們合理鍛鍊。
作為體育大國，足球更像是巴西這個
值得一提的是，裏約熱內盧有長達
多民族國家的“凝聚劑＂。在排球、籃球 30 多公里的專用跑步道和自行車道。這
等許多體育項目的國際賽場上，巴西運動 些跑道大多設在風景怡人的海灘或湖邊，
員也都有不俗表現。在巴西，體育鍛鍊沒 並在地面清楚標明里程，讓跑步者根據身
有停留在運動員的圈子裏，正不斷融入民 體情況隨時掌握運動量。週末和節假日，
眾的日常生活之中。
濱海公路的一些路段則會封閉部分車道，
不過，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巴西衛生 專供市民運動使用。裏約熱內盧市內提供
部 2009 年 的 一 次 調 查 表 明 ， 當 時 僅 有 公共自行車，僅需下載一個手機軟體，只
14.7%的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有足夠的運動 需每月支付 10 雷亞爾即可在全市所有網
量。由於缺乏運動和飲食結構不均衡，近 點租用和歸還。這些醒目的橙色自行車不
半數巴西人面臨體重超標、癌症、糖尿病 僅被人們用作出行的交通工具，更為許多
等健康風險。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改善人 騎行愛好者提供了便利。
們的生活品質，巴西政府隨後制定了一系
巴西經常進行體育鍛鍊的人數在逐年
列全民健身計劃，修建了很多體育場館和 增加。得益於越來越強的健康意識，跑
設施，在居民區鋪設跑步和騎車的專用道 步 、足球、沙灘排球、沖浪等多種多樣
路，並對民眾積極引導，鼓勵人們進行體 的運動項目開始為人們所鍾愛。巴西衛生
育運動。
部最新調查顯示，已有 33.7%的巴西民眾

歐洲智庫專家：

能夠在業餘時間從事至少一項有效的體育
鍛鍊，其中散步、慢跑、游泳等有氧運動
參與度最高。
社會整體的運動氛圍更加重要。巴西
全國各地每年都要舉辦各類運動會，大到
世界盃、奧運會，小到市民趣味競技，讓
人們在接觸更多體育項目的同時，也源源
不斷地為社會營造著運動氛圍。據統計，
2011 年以來，巴西已成為全球第四大運
動用品消費市場。
走在巴西的街頭，很容易被這裡的運
動熱情感染。人們並不只把運動作為實現
健康的一種任務，更多的是在享受運動本
身帶來的樂趣和活力。運動文化已然成為
巴西文化的一部分，積極、陽光的生活方
式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其中。所
以，健康也愛陪伴巴西人。

幸運夫婦兩中百萬英鎊大獎
幾率 2830 億分之一

中國國際追逃追贓行動開局良好

綜合報導 英國一對幸運夫婦近
日購買彩票贏得 100 萬英鎊（約合 918
萬元人民幣）的大獎，而他們剛剛在
兩年前中了同樣金額的大獎，幾率僅
為 2830 億分之一。
住在斯肯索普市的戴維和凱斯
琳 - 隆 恩 （David Kathleen Long） 夫
婦上周購買了“週五歐洲百萬樂透
彩 ＂ （EuroMillions Mega Friday
Draw）。
開獎戴維贏得 100 萬英鎊獎金和
一輛新車。而且這竟是他們第二次贏
得同一樂透大獎，幾率僅為 2830 億分
之一。
這對夫婦首次中獎是在 2013 年 7
月，戴維說，他只是照平常買的數字
下注，沒想到就中獎了。
59 歲的戴維說，他們不是喜好奢
侈的人，第一次中獎後至今仍住在活
動房屋中。不過在此次獲獎前，他們
看中了一套兩居室房屋。第二次中獎
後，他們現在想買更大的房子。
63 歲的凱斯琳說，他們對一套四
居室房屋挺感興趣。
隆恩夫婦表示要用獎金搭遊輪旅
遊，並舉行聚會慶祝。

綜合報導 總部位於布魯塞爾的智庫歐亞中心執行主任弗雷澤 ·
卡梅倫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伴隨中國持續加強反腐
敗國際合作，近日啟動的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天網＂行動開局良
好。
卡梅倫表示，在當前全球化條件下，腐敗官員的贓款可以自由流
動，因此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很有必要。
談到歐中反腐敗合作，他介紹說，在追逃追贓的案件處理上，
主要是在歐盟成員國層面來具體展開闔作。目前在歐盟層面，歐中
反腐敗合作還多是總體性的探討。他建議，下一步歐盟可以通過歐
洲刑警組織、國際刑警組織、經合組織等多邊框架與中國開展反腐
敗合作。
卡梅倫說，歐盟一向重視與周邊國家的反腐敗合作，在相關國家申
請入盟或與歐盟簽署聯繫國協定前，歐盟都會就反腐敗情況與之進行探
討。但反腐敗問題較為複雜，需要長期的努力，歐盟成員國在反腐問題
上仍面臨挑戰。
據了解，中國已經與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英國和比利時等歐盟
國家簽訂了刑事司法協助條約。
中共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堅持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
敗，在國內嚴厲打擊貪污腐敗的同時，與國際社會合作，展開大規
模海外追逃追贓行動。近日，代號為“天網＂的 2015 年反腐敗國際
追逃追贓工作正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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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項目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李岳樺

Wednesbury Medical Building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榮獲 2005 H-Texas 雜誌
※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新 推 出 雷射治療 『
灰指甲』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設有 X-RAY 復健設備

特價優惠 $100.00 OFF

www.advancedfootdocs.com

電話： 713-772-3338(FEET)通曉普通話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

微笑牙科

We Smile Dent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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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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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CARE
MEDICAL CENTER

8200 Wednesbury Lane,Suite 210
Houston, Texas 77074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99

姚聖坤

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醫學博士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BOARD Certified，ABIM)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服務項目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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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政府重視體育鍛鍊

綜合報導 歐盟牛奶配額制正式終結，奶農們擔心乳品價格會繼續
下滑。業內人士稱，目前生牛乳的價格已經低到了令很多奶農無法支付
成本的地步。在配額制取消之後，牛奶收購價格可能繼續下跌，但超市
貨架上的牛奶製品價格將不會改變。
報道稱，歐盟牛奶配額制走過了 31 年曆史，最初設立時的初衷是保
護乳業，通過設立產量上限尋求供需平衡。
上世紀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歐洲牛奶產量嚴重過剩，出 現了所
謂的“牛奶海＂和“黃油山＂現象。當時歐盟的前身歐共體對此採取了
一些應對措施，包括在 12 月出售低價的所謂“聖誕黃油＂，向前蘇聯出
口黃油等。
1984 年，牛奶配額制應運而生。該機制最初計劃只實行五年，但後
來又一再地被延長。該機制的主旨就是限制牛奶產量。奶農只要產量超
過相應的規定上限，就必須支付罰金。
根據德國聯邦農業部的評估，這一機制並沒有真正起到保護奶農收
入平穩的作 用。相反，在過去 30 年中，生乳每公斤的價格仍然存在幅
度達到 20 歐分的波動。許多小型奶農農場無法維繫生計被迫關門。
歐 洲 奶 業 協 會 總 幹 事 、 德 國 農 業 專 家 安 同 （Alexander Anton）
認 為 ， 配額制的終結不會對超市貨架上的牛奶製品價格產生“絲毫
影響＂。
歐盟委員會也持類似觀點，認為根據以往經驗來看，牛奶收購
價格和終端消費價格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繫。即使奶農將牛奶出售的
價格再被壓低，消費者購買的乳製品也不見得會變得更優惠。

專科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has said.
China's fast-growing healthcare market is a magnet for global drug makers, medical device firms
and hospital operators, all looking to take a slice
of a healthcare bill expected to hit $1 trillion by

2020, it said.
Providing access to affordable healthcare is a
key platform for President Xi Jinping's government. However, recent probes have turned the
spotlight on corruption in the sector, while patients often have large out-of-pocket expenses
due to low levels of insurance coverage.
The roadmap said China would push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healthcare, a
fast-growing business segment, while reining in
some large public hospitals in urban centers.
The document also suggested further opening to
the private sector, where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firms have been taking a growing role in
running hospitals.
"The role of public health institutions is too big,
with the number of beds accounting for around
90 percent of the total," the State Council said.
(Courtesy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

"Building Bridges 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eople In Waiting Lines At A Hospital In Shanghai
SHANGHAI (Reuters) - China will almost double
the number of its general doctors by 2020, trim
its public sector and improve technology as it
seeks to fix a healthcare system plagued by
snarling queues and poor rural services, its main

2020, according to McKinsey & Co.
"Healthcare resources overall are insufficient, quality is too low, our structures are badly organized and service
systems fragmented. Parts of the public hospital system have also become
bloated," China's State Council said in
a five-year roadmap announced late
on Monday.
The roadmap, which laid out targets
for healthcare officials nationwide between 2015 and 2020, said Beijing
wanted to have two general doctors per thousand people by 2020, close to double the number at the end of 2013, as well as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nursing and support staff.
China suffers from a scarcity of doctors — partly
caused by low salaries — which has created bottlenecks at popular urban hospitals leading to rising tension between medical practitioners and often frustrated patients.
The roadmap said China would also look to use
technology such as mobile devices and online
"cloud systems" to meet some of the issues, a
potential boost to tech firms like 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and its healthcare subsidiary Alibaba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td.
China should also have digital databases for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and patient information covering the entire population to some degree by

綜合報導 日前，一份“特殊納稅人＂名單攪
動葡萄牙政壇，已導致葡萄牙稅務局局長布里加
斯及副局長皮雷斯相繼引咎辭職。這出 “官場現
形記＂般的政壇醜聞，讓葡萄牙的官員特權問題
再度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據葡萄牙《公眾報》報道，葡總理科埃略

1999 年至 2004 年在一家職業培
訓公司擔任顧問期間，欠繳社
保費用 5 年，被媒體曝光後，
科埃略於今年 2 月繳納了這筆
費用。然而這樁小案件引發了
一系列連鎖反應。
葡萄牙稅務局為此對數
十名“擅自＂查閱並向媒體
透露總理財稅狀況的公務員
給予紀律處分，這引發了葡
萄牙稅務工會的強烈不滿，
也間接印證傳聞中“特殊納
稅人＂名單的存在。據當地
媒體報道，該名單中的納稅人資訊及納稅情況受
到特殊保護，被限 制 訪 問 ， “ 一 旦 有 人 查 閱 名
單 中 的 納 稅 人 資 訊 ， 稅務局就能在兩分鐘內鎖
定是誰在查閱＂。稅務局局長及副局長因此相繼
辭職。
葡萄牙議會舉行了 3 場關於該名單的聽證會。

歐盟取消牛奶配額制
牛奶收購價格或繼續下跌
first time Japanese germ warfare was carried on
against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nd finally, for the first time United States dropped two
atomic bombs on Japan to out a finish to the war
disaster. There were a total of 50 million to 70
million deaths caused by the war -- the largest
number of deaths in the history of war.
The 69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by consensus a resolution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World War victory. It is well-documented
in many ways and the truth remains that
World War II for all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Asia, Europe and other regions
caused untold suffering to millions of
people.
In Houston, a commemora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victory in World War
II, November 11, will be sponsored by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on November 11, 2015. Diversity and Prayer for
World Peace is the theme of this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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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葡萄牙“特殊納稅人”名單攪動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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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year mark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WII and perhaps the
last opportunity fo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in every city and town in
America to come together to say
"Thank you!" to the men and women
of our "greatest generation" and to ensure that their example of courage,
shared sacrifice, can do attitude, service to others, and national unity will
continue to inspire future generations - especially the youth of our
country.
While the 50th and 60th WWII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s were or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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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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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師

713-779-3355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頂好廣場內)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周一到周五 8:30AM-5PM

牙科診所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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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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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矯正牙科 ●美容牙科
●牙周病治療 ●人工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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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73-9621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頂好廣場內)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 9AM~
4PM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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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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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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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六
電話:
8:30am-5:00pm
內設針灸診所

713-270-0909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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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 wesmiledental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週二，三，五，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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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登 50+次數完勝火箭時期麥蒂
只差 2 分超大夢

Monday, April 6, 2015

雷霆主場以 131-135 不敵小牛袁韋斯布魯

中袁總算是爲小牛止血遥客

克全場比賽 32 投 10 中袁搶下 31 分 11 籃板 11

隊之後逐漸穩住陣腳袁不斷

助攻袁拿到本賽季個人第 10 次三雙遥而諾維茨

縮小分差袁哈里斯三分命中

基職業生涯總得分突破 28000 大關遥

後小斯與阿米奴連續上籃

本場之星院帕森斯作用關鍵

得手袁93-92袁小牛重新反

帕森斯本賽季的表現袁一直飽受詬病袁不

超遥客隊本有機會繼續帶着

比賽中袁全場比賽得到生涯最高的 51 分袁外加 8 籃板 6

夠今日一戰袁高富帥的表現卻足夠關鍵袁末節

領先進入末節袁偏偏韋斯布

助攻 3 搶斷袁本賽季第二次得分達到 50+袁成爲火箭隊

雙方搏命關頭袁帕森斯連續砍分袁幫助小牛始

魯克製造哈里斯犯規袁3 罰

史上第一個單賽季兩次得分達到 50+的球員遥火箭隊史

終處于領先遥比賽結束前 11.5 秒袁帕森斯神龍

全中後袁雙方戰成 101 平遥

上只有 3 名球員職業生涯兩次得分達到 50+袁分別是哈

擺尾一擊命中袁爲小牛鎖定勝局遥全場比賽他

末節風雲突變袁輪到小

拿到 22 分 6 助攻遥

基姆-奧拉朱旺尧摩西-馬龍和埃爾文-海耶斯遥特雷西麥克格雷蒂火箭生涯從未得到 50 分遥
2004 年夏天袁麥蒂和史蒂夫-弗朗西斯互換東家袁和

全場得到 51 分 6 籃板 5 助攻 2 搶斷 2 蓋帽遥除了這兩

姚明組成 MM 組合遥麥蒂加盟火箭過後袁創造過 35 秒

次之外袁麥蒂 2002 年 3 月 9 日對陣奇才得到 50 分 10

13 分奇迹袁但火箭生涯得分從來沒有超過 50 分遥2004

籃板袁2003 年 2 月 22 日對陣公牛得到 52 分 5 籃板 3 助

年 12 月 3 日袁在火箭 106-113 輸給小牛的比賽中袁麥蒂

攻遥

全場 36 投 19 中袁三分 13 投 6 中袁得到 48 分 9 籃板 9

火箭另外三名火箭生涯得分兩次得到 50+的球星分

助攻遥48 分的得分是麥蒂火箭生涯的得分紀録遥姚明在

牛痛毆雷霆袁一波 12-2 的

比賽走勢院對攻戰小牛險勝

高潮過後袁客隊以 113-103

雙方開場後旗鼓相當袁打的難分難解袁坎

重新奪回領先遥在這段時間

特連續強攻得手後袁比分變成 14-16遥朗多(微

內袁雷霆只由韋斯布魯克通

博)與錢德勒完成空中接力袁坎特立即接韋少助

過補籃拿到 2 分遥好在韋斯

攻外線命中三分袁17-18遥不過首節比賽袁始終

布魯克立即兩罰全中袁莫羅

是小牛反客爲主佔據上風袁小斯突破上籃得手

又中三分袁卡萊爾請求暫

後麥加里完成補籃袁最後關頭巴里亞兩罰全

停遥

別是奧拉朱旺尧馬龍(微博)和海耶斯(微博)遥奧拉朱旺

那場比賽得到 13 分 14 籃板遥

暫停過後埃利斯投中袁

1990 年 4 月 20 日對陣掘金的時候全場得到 52 分 18 籃

麥蒂火箭生涯得分沒有得到 50 分袁但他職業生涯 4

不過維特斯與莫羅又是連

次完成這個成就袁包括單賽季兩次砍下 50+遥2004 年 3

續得分遥雙方最後時刻進入

録遥1996 年 1 月 19 日袁在火箭輸給凱爾特人的比賽中袁

月 11 日袁在魔術 108-99 擊敗奇才的比賽中袁麥蒂和吉

膠着狀態袁莫羅中投命中

奧拉朱旺得到 50 分 10 籃板 4 助攻遥

爾伯特-阿里納斯飈分袁全場比賽 37 投 20 中袁得到 62

後袁比分變成 127-125袁帕森斯立即

火箭隊史的得分紀録是由卡爾文-墨菲保持的遥

分 10 籃板 5 助攻遥62 分是麥蒂的生涯紀録遥阿里納斯在

還以顔色袁還造了莫羅的犯規袁完成

1978 年 3 月 19 日袁在火箭 104-106 輸給籃網的比賽中袁
墨菲全場得到得到 57 分袁除了他之外袁火箭只有兩名球

在創造生涯得分紀録之前袁麥蒂 2003-04 賽季已經完成

帕森斯突襲成功袁小牛仍力壓雷霆

員得分上雙袁且沒有超過 20 分遥籃網那個時候有名宿伯

過一次 50+遥2003 年 11 月 15 日袁在魔術 101-106 輸給

1 分遥朗多完成助攻後袁埃利斯上籃

納德-金袁他該場比賽得到 27 分遥

掘金的比賽中袁麥蒂全場 30 投 20 中袁三分 11 投 8 中袁

得手袁比賽還剩 1 分 05 秒時布魯克

中袁客隊以 28-25 暫時領先遥
韋斯布魯克手感不佳袁一度 8 投 1 中袁不

野準媽媽冶李娜邊做公益邊胎敎
透露仍在打網球

過雷霆倒也沒有特別被動袁憑藉着隊友的集體
發揮袁主隊始終緊咬小牛遥埃利斯兩罰全中後袁
客隊一度領先 8 分袁但坎特馬上還以顔色袁韋
斯布魯克與莫羅又接連命中遥半場行將結束
前袁莫羅又中三分袁雙方只差 1 分袁埃利斯與諾
維茨基連續投中後袁又是莫羅命中壓哨三分袁

前女子網球名將李娜袁日前挺着大肚子參加了由

不過雷霆以 63-66 仍落後 3 分遥

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與母嬰服務平台寶寶樹共同發起

雷霆半場落後袁但易地再戰突然掀起高

的野生命之光冶孕婦關愛公益活動遥多日不見袁李娜嘴里

潮袁不到 5 分鐘的時間內袁他們轟出一波 20-7

已都是育兒經遥李娜透露她現在行動還方便袁有時還打

的衝擊袁坎特兩罰全中後袁雷霆以 83-73 反超

打網球袁邊健身袁邊野胎敎冶遥

了 10 分遥所幸諾維茨基隨後挺身而出跳投命

作爲準媽媽袁網球名將李娜已遠離公衆視線一段
時間袁這次她以公益活動形象大使的身份參加了活動遥
野希望這個項目袁能夠帶動整個母嬰行業袁對公益事業

身房鍛煉袁有時候野手癢冶也會去網球場上揮幾拍遥野打
了這么多年網球袁知道哪些回球是相對安全的袁而且只

投入更多的熱情袁也讓全社會更加關注到孕媽媽群體

是在場上活動下袁沒有激烈的對抗袁這一點姜山把握得

的需求袁給予更多的關愛和尊重遥冶

很好遥冶李娜笑着説道遥

和從前馳騁網壇時相比袁李娜的脾氣更加隨和了遥
她説自己想通了袁能作爲公衆人物袁推動社會進步袁是

除了胎敎網球袁李娜透露袁未來她和姜山都不會致
力于爲孩子搭建 野溫室冶袁而將會有意識地鍛煉孩子遥

件好事遥野只要身體允許袁我現在願意用自己的影響力

野現在家里就是我們倆人袁未來也不會請阿姨袁都會是

做些對社會有好處的事遥冶李娜説遥
雖已身懷六甲袁李娜行動起來並不野笨冶遥 而在近
期袁就有關於野李娜挺着大肚子打網球冶的視頻在網上
流傳遥野大肚子冶已經非常明顯袁揮拍之間李娜的身手還
來個非常標準的反拍擊球袁緊接一個招牌式的正手擊
球遥

第二輪的角逐袁上輪打破野一輪游冶怪圈的丁俊
暉再接再厲袁以 5颐1 戰勝老將馬克窑戴維斯袁成

融入社會袁才能適應社會遥冶

功挺進 16 強遥4 月 1 日是丁俊暉 28 歲生日袁這

不忘給姜山揭短院野自從我懷孕之後袁反而地位降低了遥

馬克窑戴維斯是丁俊暉在本屆比賽中遇到

無論吃什么穿什么袁都是要對胎兒好袁我就無所謂了遥

的第一個勁敵袁這名老將雖然排名未進入前 16

你瞧我走路他也不來扶袁還在那里和人家合影遥冶

位袁但近年戰績突出袁冠軍聯賽中曾四次打進

在 4 月 1 日愚人節當天袁意大

5颐1 戰勝蘇格蘭老將坎貝爾袁其間暴露出防守
上的漏洞袁本場比賽面對進攻實力強勁的戴維
斯顯然將經受不小的考驗遥然而比賽結果出人
意料袁丁俊暉全場優勢明顯袁贏得相當輕鬆遥
比賽開始前的球員入場儀式袁現場觀衆集

劃首先購買 AC 米蘭的少量股份袁隨後在

利多家媒體傳來了一則重磅消息袁

三年內將所持股份比例增至 75%袁意大利

內容是中國的娃哈哈集團準備收

媒體還提及袁目前宗慶後在福布斯世界財

購意甲 (微博 專題) 豪門 AC 米蘭

富排行榜上排名第 86袁個人所持有的財産

75%的股份袁不過哇哈哈集團董事

「我是夜店」力挺男友，結果卻出
「我可以上這個夜店嗎？」、 「我
多數網友覺得 Baby 說自己是
現網友 「神回覆」︰ 「我也想上夜 是舞女」。
「夜店」有點怪怪的，不過 「另類
店。」
當晚和黃曉明同歡的好友們， 幽默」也讓粉絲覺得，就連闢謠都
小倆口先後在微博上闢謠、隔 包括劉芸、蘇紅及方安娜等也在微 能 2 人說好，幾乎同時一起發文，
空曬恩愛，黃曉明先在微博寫下︰

黃子佼 30 日過 43 歲生日，恩師張小燕知道他工作滿

檔，下午在飛碟電台替他慶生。他晚上與好友們吃飯，包
括女友孟耿如，她送了 「兩條領帶」給他，他說： 「領帶
是我指定的品項，因為我看起來不會虧待自己，口味獨特
，大家哀號我是 『
最難送禮者』。」
他因工作需要，至今擁有超過 100 條領帶、200 個領
結，西裝約 80 套。他曾在韓國東大門一口氣買 40 個領結
，因為平均一天要用到１至３個。
他的生日願望是 「主業茁壯，跨界看漲，身心健康，
愛情流暢」，主業指演藝工作，跨界是指策展、藝術、設
計案子。愛情要如何 「流暢」？他笑說： 「是為了押韻啦
！」他解釋談戀愛要像綜藝節目一樣流暢順利，過程行雲
流水。孟耿如今年才 23 歲，忙碌的他對婚事也不急： 「還
沒這方面的考量啦！」

131袁小牛在比賽最後關頭領先 3 分袁隨着雷霆
最後一擊不中袁客隊險勝遥
本場比賽諾維茨基砍下自己職業生涯第
28000 分袁第三節還剩 7 分 56 秒時袁他在外線
三分命中袁拿到本場比賽第 15 分遥而在本場比
賽之前袁諾維茨基職業生涯總得分爲 27986
分遥如此一來袁他便成爲歷史上第 7 位突破
28000 分大關的球員遥而目前排名歷史得分榜
第 6 位的袁是職業生涯總共拿到 28596 分的奧
尼爾(微博)遥

估計爲 116 億美元遥

體起立爲丁俊暉高唱生日歌袁場面頗爲動人遥
第一局雙方展開精彩拉鋸戰袁丁俊暉抓住對手
失誤先下一城袁接下來他漸入佳境袁連勝兩局
後以 3颐0 領先遥戴維斯第四局扳回一分袁但下半
場丁俊暉手感依然出色袁進攻威力得以展現袁
最終以 5颐1 大勝對手晉級 16 強遥從本場比賽

看袁丁俊暉基本已走出 6 站比賽首輪出局的陰
影袁心態和技術上都顯得非常穩定袁贏球過程
令人信服遥看來袁重新找回自信的丁俊暉正在
一步步調整到最佳狀態袁他接下來的比賽値得
期待遥
1/8 決賽中丁俊暉將與野金左手冶馬克窑威
廉姆斯交鋒袁後者前兩輪同樣表現出色袁本輪
甚至零封對手晉級袁丁俊暉將迎來一場硬仗遥
其他比賽中袁塞爾比等名將均順利晉級袁成都
小將周躍龍在先勝兩局的情况下 2颐5 負于吉爾
伯特袁未能再進一步遥

公開回應袁他透露目前並不想涉足

在微博上進行了回應袁他寫道袁野昨天袁網

足球圈袁收購米蘭俱樂部的消息也

上風傳説據意大利叶慢鏡頭曳等媒體的消息袁娃哈哈要收購 AC 米蘭足

眞實性袁而目前來看袁泰國商人塔查烏伯爾更有可能收購米蘭俱樂部

是子虛烏有遥

球俱樂部遥但目前我們還是踏踏實實搞實業袁並沒有涉足足球圈的打

的股份袁而且意大利媒體透露袁米蘭俱樂部的股權變更將在近期完成遥

根據意大利媒體 叶慢鏡頭曳的
介紹袁娃哈哈集團掌門人宗慶後計

從宗慶後的表態來看袁意大利媒體的報道純屬杜撰袁沒有任何的

算袁也沒有與 AC 米蘭俱樂部進行過接觸遥這一消息純屬子虛烏有遥而

沈玉琳挑 200 張命盤
求女娃感情順遂
47 歲的沈玉琳與 30 歲的芽芽結婚４年 花 40 萬包下１天１萬 2000 元的高檔月子中

多，去年人工受孕成功，芽芽 31 日剖腹生
產，他之前趕錄存檔，已請５天育嬰假，

且即使要收購足球俱樂部袁我們也只會考慮國內的俱樂部遥冶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姜楠醫學博士 (Nan Jiang, MD) Jennifer Farrell, DO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效果特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人工(手)按摩

博發文，替黃曉明澄清： 「哈哈， 實在太甜蜜。

黃子佼生日禮指定領帶
眾友免傷神

後袁還是帕森斯弧頂後仰投中袁134-

對於意大利媒體的爆料袁宗慶後本人

舒
展
各
關
部
節
肌
和
肉
全
身
按
摩

夜店為朋友慶生，唱歌玩骰子、身 並附上一個愛心符號，用行動力挺 」、 「坐了半個小時什麼都沒喝怎
旁一群美女圍坐。30 日凌晨，黃曉 男友。Baby 為男友說話的甜言蜜語 麼就成泡夜店了！旁邊坐著都是十
明女友 Angelababy（楊穎）發微博 ，卻引來網友 「接力」紛紛留言 幾年的朋友，只怪你們太美了！」

人

長宗慶後對這樣一個消息進行了

及

「我是黃曉明」，隨後女友 Baby 幾十年的朋友一起去給乾女兒的媽
跟著轉發、寫下︰ 「我是夜店」， 慶生，也能上頭條，男神不好當！

決賽袁之前的印度賽尧大奬賽及 PTC 總決賽全

前首富否認收購米蘭院假消息
只願買國內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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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網路流傳一張黃曉明上夜
店的照片，文中描述黃曉明在北京

場勝利成爲他最好的生日禮物遥

部打進 8 強袁是一名實力派選手遥丁俊暉首輪

FDA 驗證

A7

斯諾克中國公開賽于 4 月 1 日開始正賽

子儘量適應院野不會讓孩子一直待在溫室里遥只有早日

説到自己的孕經袁李娜透露自己仍每天堅持進健

Monday, April 6, 2015

丁俊暉已五連勝金左手
技術全面性佔優

我們帶袁一起成長遥冶談起北京的天氣袁李娜稱她會讓孩

活動中袁李娜的丈夫姜山全程陪伴遥不過李娜依然

是依舊瀟灑遥在底線外站着袁李娜還能一會兒雙手握拍

斯請求暫停遥韋斯布魯克兩罰全中

2015 年 4 月 6 日

我是夜店 網友回給上嗎？

30+

那場比賽中得到 40 分 4 籃板 3 助攻遥

2+1 的進攻遥莫羅兩罰全中後又是

星期一

3

板 4 籃板 3 助攻 3 蓋帽袁52 分也是大夢職業生涯得分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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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影視

10

詹姆斯-哈登在 4 月 2 日火箭 115-111 擊敗國王的

A6

楊穎：

世界體育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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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 771-8110

10

蘇力律師*

LAW OFFICE OF SOLIS & YAN
多年辦案經驗的律師事務所曾成功經辦數萬案件

AM1050 每月第 2,4 週一 5:30PM 移民路路通 特約主持 最新資訊 現場解答
美南新聞周六移民專欄特約撰稿人

鄢旎律師**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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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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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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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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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讓妻女好好享受。
他請詹惟中算了 200 張命盤，推算最好

Jaime 律師

Robert 律師 Andy 律師

Joe 律師

Sam 律師

Anal 律師

移 民 法 身份轉換,親屬移民,職業移民,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工卡,回

美證,入籍,更換地址﹒疑難案件查詢﹒我所的移民局常駐律師,親
自帶您與移民官面談﹒我所的移民法庭出庭律師,專辦遣返案件

家 庭 法 離婚,監護權,子女撫養費﹒
刑法,交通罰單 超速,酒後駕駛,及各類刑事辯護﹒
商 業 法 合同起草,成立公司,遺囑,信托及翻譯公證

★在洛杉磯,芝加哥,達拉斯等八處設有分所

www.solisyanlaw.com
地址:9188E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惠康超市廣場內)
Licensed

by

the

Eva 律師

精辦移民
精辦留學
周六照常服務

電話: 713-779-4416
傳真: 713-583-9749

Texas Supreme Court Not Certified by Board of
*licensed in Texas
**Licensed in New York

Specialization.

的剖腹時間， 「我要求的是，哪個

巧克力 「要對妹妹好一點」，巧克力好像

時間對女兒的感情婚姻運最好！」 聽得懂，去舔芽芽的肚子。
詹說他女兒將來至少有３棟房子，
他也擔心巧克力吃醋，他聽寵物專家
並且乖巧聽話。潘若迪送他不少嬰 的話，女兒回家前，先把巧克力帶到外面

兒用品，還替他向家俱老闆拗到５萬元的 ，這樣狗一看到女兒先在家裡，就認定女
嬰兒床。
兒是家人。
為迎接寶貝女兒，他告訴家裡的狗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