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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夏季6月到8月出发清凉价，

休斯敦前往中国, 提前预订

 经济舱$1453含税起,  商务舱$4623含税起, 

感谢各界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详情请致电各大旅行社和国航北美订票热线

800-882-8122

www.airchina.us

促销最低价有14到45天预购要求

机票舱位有限，欲购从速，以上价格在 5月20日前出票

安全的保证, 温馨的服务, 

舒适的飞行体验！

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

国航永远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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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乒乓球夏令營每週一期，報名踴躍

(本報訊）國際大師涂金盛將於
休士頓舉辦兩場健康講座，第一場
時間: 5 月 30 日(六) 下午 2-5 點 中
華文化中心(122 室) 9800 Town Park
Houston, TX 77036，第二場 5 月

31 日(日) 下午 2-5 點 中華文化學
院 10550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諮詢電話:626-400-9699
請上網瀏覽www.MasterTu.com

您有失眠、高血壓、高血脂、
高血糖、頻尿肥胖、男性隱疾、骨
質疏鬆、過敏老化的現象嗎 ? 涂老
師傳功近40年的養生大法 「道家氣
功」 「強陽鐵襠功」在短時間內就
能改善您的健康。
國際主流媒體全球報導譽為氣功界

的奇葩，氣功大師涂金盛全球傳功
近40年受益無數人，氣功論文多次
獲大獎、真氣外放多次接受世界科
學家測試，超能量氣功界之最。洛

杉磯成立第一功夫明星學院，培育
冠軍、破世界紀錄高手。並於優勝
美地建設道家文化山莊，成立【鐵
襠功世界聯盟總會】，國家地理雜
誌採訪 [ 強陽鐵襠功 ] 拖萬磅飛機
全球第一人。

涂老師現場分析 [鐵襠功 ]，如
何開發男性萎縮的睪丸，促進雄性
激素，睪固酮分泌，讓骨質更強壯
，活化肌肉、血管；腦細胞，防止
老人痴呆，甚至肝腎功能，諸多頑
疾息息相關，並預防癌症腫瘤，再
造男性雄風。何謂【鐵襠功】?為何
要用男性陰部吊重量，許多人心存
懷疑?甚至沒聽說過，還有人怕怕是
否會受到傷害。涂老師表示:傳功40
年從未有弟子受傷，且受益無數人
，弟子遍佈全球。會受傷的原因就
是;1.無師自通閉門造車 2.師承教導
錯誤。經由醫學血液測試證明:練鐵

襠功不到一個月，男性雄性激素迅
速提升。雄性激素是生命泉源的加
油站。更年期的女性荷爾蒙來自腎
上腺，雄性激素男性賀爾蒙與女性
荷爾蒙亦有體內原子彈之稱。

涂老師傳功數十年來，桃李滿
天下，受益無數人，數十年氣喘、
骨質疏鬆、心臟乏力、尿酸痛風、
腰酸背痛、前列腺肥大頻尿、失眠
、花粉過敏、高血脂、高血壓、高
血糖、心血管疾病無形殺手、慢性
疾病，透過自然養生煉氣。恢復健
康多不勝舉。涂老師一點不保留，
傳您傳功40年的養生大法，開通任
督二脈奇經八脈，提昇生命能量，
抵抗惡疾延長壽命。涂老師傳授內
容：易經奇門遁甲，解開道家修真
三大絕學: 1.靈
龜八法,子午流注,理奇門開奇經 八
脈,運行大小週天,人體自我發電.提

昇元氣,抗無藥病延壽回春 2.玄空大
法術奇門風水佈局 得氣,尋龍點穴集
氣納福,蘊身養命 3.道家法奇門最高
境界. 斗印禳星,採氣充實生命能量.

現場將展出2015涂老師新作【經
絡運動】第一本經絡穴道運動MET
強化骨骼肌,活化臟腑360穴.矯正脊
椎全身關節之養生大作。2014台灣
暢銷書籍養生著作【道21世紀養生
高智慧 】揭開山醫命卜相五術,知命
.修命.強命秘訣，【房中養生愛之道
】第一本揭開男女強腎、提昇賀爾
蒙練功要訣及房中禁忌，彩色圖文
並茂,公開涂老師近40年的精髓功法
心法大揭秘。【隱仙派涂家太極氣
功】，傳家寶典 DVD : 1.八大奇功
2.四大名功3.採氣發功 4.練氣心法。
現場收藏或網購。講座會後將有[養
生氣功班] [強陽鐵襠功] 6/1開課,由
涂老師親自傳授。

【奇經八脈 抗頑疾】養生講座

(本報訊）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作為排名北
美前五的乒乓球俱樂部，是目前德州規模最大
、設施最完善的專業乒乓球俱樂部之一。訓練
中心佔地6500平方英尺，坐落於中國城中心地
段與中華服務中心及華夏中文學校毗鄰，交通
快速便捷，環境寧靜安全。訓練中心擁有12台
嶄新的蝴蝶乒乓球桌及單獨教室，並全部鋪設
國際比賽紅色地膠，設施完備齊全；球館層高
13英尺，燈光效果極佳，整體寬敞明亮。

2015年暑期將至，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的夏
令營項目已經開始接受招生。與往年相比，今

年的夏令營不僅在價格上更加優惠
，並且新增了國際象棋項目，以供
新老學員選擇參加。

基本介紹基本介紹:: 學員年齡 6 歲及以上
（建議）

項目價格項目價格:: 乒乓球$220/期（MF）
；國際象棋$ 50/期或$15/小時午餐
可選午餐 $40/期

折扣月折扣：參加四期及以上，
減免$15/期; 家庭折扣(2+)：減免
$10/期

時間時間:: 第一期：6月1日-6月5日 ,
第二期：6 月 8 日-6 月 12 日 , 第三
期：6月15日-6月19日 , 第四期：
6 月 22 日-6 月 26 日 , 第五期：6 月

29日-7月3日, ,第六期：7月6日-7月10日, ,第
七期：7 月 13 日-7 月 17 日 , 第八期：7 月 20
日-7月24日 , 第九期：7月27日-7月31日 , 第
十期：8 月 3 日-8 月 7 日 , 第十一期：8 月 10
日-8月14日 , 第十二期：8月17日-8月21日

地點地點:: 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TTT Table
Tennis Center） 5902 Sovereign Drive, Houston,
Texas

每日安排每日安排:: 上午9:00 - 中午12:00 乒乓球訓
練/國際象棋訓練中午12:00 – 下午1.30 中午午
飯和休息

下午1.30–4.00 (訓練，比賽，觀看錄像，以及
比賽分析)

教練團隊教練團隊:: 夏令營由乒乓高手 張一馳主持
。張一馳，男，今年才22歲，為美國著名乒乓
球運動員，右手橫拍二面攻打法，具有極強的
爆發力。美國乒協排名現為 USTTA 積分:2570
。曾在中國鄭州執教。是2015年全美大學乒乓
球冠軍賽團體組冠軍的成員，曾獲得2014年全
美大學乒乓球冠軍賽男子單打亞軍；2015年St.
Joseph Valley 公開賽男子單
打 冠 軍 ； 2015 年 Houston
Cap Cup 男子單打亞軍；
2014 年阿肯色公開賽男子
單打亞軍。教課耐心，英
文流利。李雅偉，32 歲，
全 職 教 練 ， USTTA 積 分:
2340。前天津乒乓球隊成員
，中國A級聯賽選手，曾在
香港及日本從事教練工作
。曾獲得 2007 年 Eastern 公
開賽女子單打冠軍， 2012
年 Southern 公開賽第二名
。 John Hendrick， 36 歲 ，
美國象棋協會專家，積分
2165，排名美國棋手的前百
分之一，從 2006 從事國際

象棋教育工作。曾獲得德州青少年國際象棋比
賽的第一名（1996年）和第三名（1993年）。
已婚。有一個一歲女兒。此外訓練中心還會有
其他教練人員。

更多夏令營及訓練中心信息，請登陸我們
的 官 網 www.txtabletennis.com 電 郵 in-
fo@txtabletennis.com 或 者 致 電 俱 樂 部 經 理
832-649-7355.

德國國家電視台德國國家電視台 ZDFZDF 洛杉磯專訪洛杉磯專訪，，
鐵襠功提昇雄性激素健康揭密鐵襠功提昇雄性激素健康揭密7575歲休士歲休士
頓貝勒醫學院楊教授練鐵襠功後吊起頓貝勒醫學院楊教授練鐵襠功後吊起200200
磅骨骼肌肉血管更強化磅骨骼肌肉血管更強化,,頭腦靈活頭腦靈活,,活力十活力十
足足,,讓他更年輕渾身是勁讓他更年輕渾身是勁

張一馳在比賽中張一馳在比賽中

張一馳張一馳（（黃色球衣黃色球衣））在準備發球在準備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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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7171 Harwin Dr
“好運大道”上的永豐金大廈

★ 大 廈 共 有 三 層 面 積
75000英尺。
★永豐金大廈一樓可以用
做店面房，二樓三樓可以
作為公司辦公室。
★大廈位於最繁華地段，
環境優美、交通方便、租金
低廉。
★好運大道上擁有3000多
商店批發和服裝配件，家
具，箱包，工具，鞋，紡織
品，服裝這是美國南部墨
西哥灣和拉丁美洲的貿易
中心。這些商店產品主要
產地來自亞洲。

Lucky Soil公司在德克薩斯州各地開發商業地產，Lucky Soil
（幸運）土地開發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在奧斯汀有一項大型投
資EB5項目，已經通過得到政府認證，她的員工和專業的團
隊打造出了美國公民的就業機會。

辦公室辦公室

出租出租

歡迎到大廈參觀預定洽談
地址：7171 Harwin Dr， Houston TX 77036
聯系電話：713-775-0220，512-228-9197

網站：www.luckysoil.com , Email:cathynguyen@luckysoil.com

好好消息消息

Lucky So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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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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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16個歷史學會、

歷史教育團體就二戰時期日軍“慰安

婦”問題發表共同聲明，駁斥日本部

分政治家和媒體借《朝日新聞》誤報

問題發表不當見解，要求這些政治家

和媒體正視加害史實，與受害者真誠

相對。

聲明說，一些政治家和媒體以《朝

日新聞》所引用的已故日本民間人士吉

田清治的證言未能得到確證為由，聲稱

“日軍強徵‘慰安婦’沒有事實依據”。

不過，依據日本政府官方見解，承認日

軍強徵“慰安婦”的“河野談話”並非

依據吉田證言，因此不能說“河野談

話”沒有事實依據。此前，眾多史料研

究證實，強徵“慰安婦”確實存在。

上世紀90年代，《朝日新聞》等

日本媒體報道吉田清治關於日軍當年

在朝鮮半島強徵“慰安婦”的證詞。

去年8月5日，《朝日新聞》發表澄

清報道，承認吉田清治的證詞未能得

到確證，該報將撤回相關報道。

聲明強調，近年曆史研究證實，

不僅“慰安婦”的徵用過程充滿強制

性，而且充當“慰安婦”的女性長期

處於人權遭受踐踏的“性奴隸”狀態，

並遭到難以言說的粗暴對待。“慰安

婦”制度與日本的殖民統治和社會性

歧視關聯，拋開問題背後不平等、不

公正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企圖以“性

交易契約的存在”來否認強徵事實，

是逃避問題的表現。

聲明指出，如果日本部分政治家

和媒體繼續無視歷史事實，在日軍強

徵“慰安婦”問題上採取不負責任的

態度，就相當於向世界宣告“日本不

尊重人權”。聲明要求相關政治家和

媒體正視加害事實，通過歷史研究和

教育銘記歷史，不重復過去的錯誤。

發表聲明的16個團體包括日本歷

史學協會、大阪歷史學會、日本史研

究會、歷史學研究會、歷史教育者協

議會等。這些團體會員總數超過1萬

人，其中包括眾多日本著名的近現代

史學專家。

歷史學研究會委員長久保亨在新

聞發佈會上說：“日本政治家口口聲

聲要把歷史問題交給歷史學家研究，

但他們的發言卻無視歷史學研究成果，

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

非法整形仲介“專坑”中國遊客

韓國逮捕 10 多人
綜合報導 韓國

警方日前大規模抓

獲一批非法整形仲介

，這些非法仲介以中

國遊客為對象，為其

在韓國接受整形手術而牽線搭橋，

從中獲得非法收益。韓國警方逮捕

了十余名非法仲介，並對100余名從

事非法整容仲介下了禁止出境令。

據韓國警方消息，首爾西部地方

法院日前逮捕了金某等十余名非法整

形仲介，這些非法仲介面向赴韓進行

整形的中國遊客，將他們介紹給未在

醫療機構註冊、不具備資質的整形醫

院，從中收取仲介費用。

韓國警方表示，2013年1月至

4月，金某將50多名中國遊客介紹

給首爾江南等地區的整形醫院，從

中獲利2.6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47

萬元）。一起被捕的其他非法仲介

也通過相同手段從中獲利數千萬韓

元至數億韓元。100多名涉嫌非法

吸引中國顧客的整形仲介也被處以

禁止出境的處罰。

報道稱，根據韓國《醫療法》

的規定，以營利為目的將患者介

紹給醫療結構的行為被認為非

法。該法于2009年進行修訂，新

增吸引未加入國民健康保險的外

國患者時，必須向醫療機構進行

申報這一規定。

據悉，韓國警方此次查獲的非法

整形仲介大多為在韓中國朝鮮族和加

入韓國國籍的中國人，且未向有關機

構進行申報，

因此被視為非

法。

韓國警方

稱，非法整形

仲介在招攬中

國顧客時漫天

要價，從中獲

取非法利益，

並對顧客造成

人身傷害，警

方對首爾江南

一帶的整形醫院進行搜查，將儘快

對此次被捕的非法仲介進行審判。

近年來，赴韓接受整形手術的

中國遊客逐年增長，但韓國整容市

場魚龍混雜、非法仲介猖獗，中國

遊客在韓遭遇的醫療事故頻發，不

僅給遊客的身心帶來創傷，更影響

韓國整形技術在國際社會的聲譽。

因此，韓國警方今後將加大對非法

整形仲介的打擊力度，對違反規定

的整容機構，也將給予嚴重處罰。

澳總理談拉馬迪局勢
未回應是否向伊拉克增兵

綜合報導 西方國家考慮

伊拉克城市拉馬迪淪陷產生的

戰略影響，而澳大利亞總理阿

博特將不會透露是否對伊拉克

增派士兵。

阿博特明白到拉馬迪市淪

陷是一次嚴重的倒退，突出了

戰勝“伊斯蘭國”極端分子是

一次重大的挑戰。“要說有什

麼不用的話，拉馬迪淪陷會讓

我們更加堅定地致力於未來的

任務。”阿博特在堪培拉對記

者們如是說。

據報道，美國國防部長卡

特指出伊拉克軍隊是導致拉馬

迪淪陷的罪魁禍首，指責他們

沒有戰鬥的慾望。澳大利亞派

出了大約200名特種部隊成員

及其餘300名士兵在伊拉克訓

練當地軍隊。

阿博特就美國增兵伊拉克

一事回應道，澳大利亞沒有預

料美國會單獨在全世界範圍捏

發起必要的捍衛權利之戰，這

也是澳大利亞成為美國絕對可

靠夥伴的原因。

當被問及這是否意味著澳

洲加派駐伊士兵時，阿博特表

示：“我們時刻準備配合我們

的夥伴和盟友，盡可能提供

幫助。”然而，阿博特指出澳

大利亞在援助伊拉克問題上早

已貢獻良多。阿博特也拒絕承

認“伊斯蘭國”是一個國家，

儘管部分專家擔心由於西方國

家採取上述觀點，而阻礙了打

擊該組織的戰鬥進程。

此外，在較早時候，澳大

利亞外長畢曉普（Julie Bishop

）曾低調評價拉馬迪淪陷一事

，稱與“伊斯蘭國”的抗爭還

剛剛開始。她說：“在訓練伊

拉克安全部隊問題上我不是專

家， 但我知道這需要長期努

力。”

韓軍稱朝鮮在延坪島韓軍稱朝鮮在延坪島
附近無人島修附近無人島修55個地堡個地堡

綜合報導 韓國軍方表示，朝

鮮在延坪島對面的一處無人島葛島

修建了5處地堡式軍用設施。韓國

軍方認為，一旦朝方在葛島上部署

炮兵，將成為瞄準韓國西北島嶼

的“最近距離對南攻擊基地”。同

時，朝鮮也有可能在地堡中長期派

駐軍事力量。

據報道，葛島位於延坪島北方

4.5公里處，朝鮮從去年3月起派出

部隊在此進行挖土作業，日前已完

成5處地堡式的軍用設施工程。韓

軍認為，如果朝鮮在葛島成功打造

火箭炮陣地，將給駐紮在延坪島的

韓國海軍陸戰隊以及在延坪島海域

執行巡邏任務的韓軍艦艇“造成重

大威脅”。但韓國軍方人士認為，

韓軍在包括延坪島在內的西北島嶼

部署了能打擊朝鮮炮兵陣地的“長

釘”導彈，因此即使發生意外也可

對朝方進行反擊。

韓國《東亞日報》認為，今年

以來，朝鮮在加強常規軍事力量的

同時，也在加快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的開發。繼成功試射“潛射導彈”

後，本月又宣佈核打擊手段進入

“小型化、多樣化階段”，並稱

“不要隨意挑戰我們加強自衛能力

的正當措施”。這似乎預示著短時

間內韓朝之間不會出現和解，而是

很可能加劇緊張，走向對抗。由於

朝鮮最近接連在韓國西北島嶼附近

舉行夜間炮擊訓練，韓軍方擔心朝

鮮會準備發動“新形式的攻勢”。

朝鮮《勞動新聞》刊登多篇文

章敦促韓方解除對朝經濟制裁，還

點名韓國國防部長韓民求和國防部

發言人金珉奭，指出韓方在聯合國

以朝鮮發射“潛射導彈”違反安理

會決議為由持續鼓動強化對朝制裁，

簡直“如同犬吠”。報道強調，如

果最近韓方在軍事分界線附近的軍

事訓練“有一絲火星落入朝鮮境

內”，朝方將對“挑釁者老巢”進

行無情報復，並將其變成灰燼。

印度駐休斯頓總領事在亞裔商會午餐會
作主題為《投資印度及印度制造業優勢》的演講

本報記者
陳鐵梅報道

印度駐休斯頓總領館總印度駐休斯頓總領館總
領 事領 事 Parvathaneni HarishParvathaneni Harish
作主題演講作主題演講。。

圖左起圖左起：：休斯頓著名名女企業家周薔休斯頓著名名女企業家周薔、、印度總領事印度總領事
Parvathaneni HarishParvathaneni Harish、、亞裔商會總裁亞裔商會總裁 Linda ToyotaLinda Toyota、、亞亞
裔商會候任主席趙紫軍裔商會候任主席趙紫軍。。

亞裔商會總裁亞裔商會總裁 LindaLinda
ToyotaToyota主持午餐會主持午餐會。。

午餐會現場午餐會現場。。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亞裔代表亞裔代表
譚秋晴譚秋晴（（右一右一））出席午餐會出席午餐會，，並並
與總領事合影與總領事合影。。

亞裔商會候任主席趙紫軍致亞裔商會候任主席趙紫軍致
歡迎詞歡迎詞。。

55月月2828日日，，印度駐休斯頓總領館總領事印度駐休斯頓總領館總領事Parvathaneni HarishParvathaneni Harish 應邀參應邀參
加亞裔商會的五月份午餐會加亞裔商會的五月份午餐會，，並且在午餐會上作主題為並且在午餐會上作主題為《《投資印度及印投資印度及印
度制造業優勢度制造業優勢》》的演講的演講

印度和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印度和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大量廉價勞動力是兩國共大量廉價勞動力是兩國共
同的發展優勢同的發展優勢。。但中國勞動力成本正在不斷提升但中國勞動力成本正在不斷提升，，人口紅利逐漸變薄人口紅利逐漸變薄，，
而印度依然會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享有廉價勞動力供給而印度依然會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享有廉價勞動力供給。。美國外交學美國外交學
會的數據顯示會的數據顯示，，目前印度目前印度1212億人口中約半數在億人口中約半數在2626歲以下歲以下，，三分之二人口三分之二人口
不到不到3535歲歲。。難怪印度總領事難怪印度總領事Parvathaneni HarishParvathaneni Harish在演講中特別提到了在演講中特別提到了
印度的制造業優勢印度的制造業優勢，，印度期望借助廉價勞動力吸引外商投資印度期望借助廉價勞動力吸引外商投資，，把印度變把印度變
成世界第二個成世界第二個““世界工廠世界工廠”。”。

(本報訊) *休斯頓是全美第四大城市；
*素有“全球能源之都”之稱；
*休斯敦醫學中心是全世界最大的健康醫療中心;
*休斯頓有NASA宇航中心；
*休斯頓有60多所大學，其中素有“南方哈佛”之稱的萊斯

大學（Rice Universtity）是納米技術的發源地；
*休斯頓有全美進出口第一大港;
*全美第一大製造城；
*休斯頓有28所中文學校；
*休斯頓有92個外國領館；
*國航的休斯頓-北京直航已開通每日一班。
休斯敦位於美國南部德克薩斯州，目前已成長為美國第三大

城市，人口約五百二十萬。大休斯敦地區是舉世聞名的能源之都
、石化之都、航天航空之都，有世界上最大的醫學中心，是世界
納米技術的發源地，又最完整的人類基因庫，著名的戴爾公司、
惠普康柏電腦公司都把總部設在德州，美國也是最多種族和最多
元文化的地區，創造了各種教育、文化、社會和商業方面的機會
與網絡。正如帕克市長一直強調的那樣，休斯敦確實有著文化的
多元性，華裔人士在休斯敦文化交流、社會活動、經濟發展以及
精神生活等各方面的重要貢獻大家都有目共睹。位於休斯頓西南
20英里的糖城則多年來一直居於美國最適宜人類居住生活工作的
小城市前列。

地理與氣候地理與氣候
休斯頓位於美國南部，緊鄰墨西哥灣。其地勢平緩，很少有起伏
，該因其為遠古時代沖刷沉積形成所至。其氣候夏長冬短。從五
月即進入夏季，到十月才真正涼下來。夏天最高氣溫一般為32
到36度，超過40度的氣溫每年都會有7到10天，而且經常是在
九月初。冬天氣候溫暖，但最低氣溫零度及以下的天氣也會有7
到10天，一般在一月份。雖然晚上氣溫可降至零度以下，但白
天氣溫都會回升。冬天很少下雪。

交通交通
雖然休斯頓有兩條州際公路交會，但來休斯頓的遊客一般都是通
過飛機而來的。休斯頓有三個機場，其中最大的是位於休斯頓北
部的Bush-Intercontinental機場(IAH)，這也是大多數華人遊客來
休斯頓的第一站。

相比同樣規模的其它城市，休斯頓的地面交通對於遊客來說
不是太方便。這主要是因為休斯頓太分散，而歷屆市政府也沒有
重視公共交通。好在休斯頓大多景點都集中在市中心西南兩到三
公里範圍內，步行即可。 2003年底通車的輕軌鐵路（Metro Rail
）只有七英里長，連接市中心與天文體育館（Astrodome）。公
共汽車（Metro Bus）雖然遍及整個市區，但同美國其他城市一
樣，大多數線路上車次不多，兩趟車間隔至少半小時，甚至一小
時。若乘公共汽車，最好先設計好線路看好班次時間表。

從機場到市中心地帶（downtown）或者德州醫學中心
（Texas Medical Center），乘出租汽車（計程車，taxi）約50美
元，麵包車（van）約每人20美元。當然最便宜的還是公共汽車
，從機場到市中心只要3美元。

近期活動推薦近期活動推薦：：米勒露天劇院(Miller outdoor theater) 5 月
11-13, 芭蕾舞; 18- 19, 歌劇； 7月28-8月11，莎士比亞戲劇節,
羅密歐與朱麗葉；8月24-25，蝴蝶夫人。

每月主要活動每月主要活動
• 一月：Houston國際馬拉松賽。
• 二月：Galveston 狂歡節（Mardi Gras）Houston 汽車展

(Auto Show)。
• 三月：休斯頓牛仔競技節和牲畜展(Houston Live Stock

Show and Rodeo)。
• 四月：觀德州州花，地點為休斯頓西北方向距離市中心

約 90 分鐘車程處的華盛頓縣； 休斯頓國際藝術節(International
Festival)。

• 五月：Art Car Parade 藝術車展，可能叫“怪車展”更合
適，在五月的第二或第三個週六。

• 六月：Juneteens Celebration，慶祝 1865 年 6 月 19 日休斯
頓解放黑奴。

• 七月四日：美國國慶（獨立節）焰火。
• 八月上旬：莎士比亞戲劇節（Shakespeare Festival)，地點

為米勒露天劇院(Miller outdoor theater)
• 八月下旬： 熱氣球比賽（Ballunar Liftoff Festival），地點

為休斯頓太空中心。
• 十月下旬： 航空展（Air Show），地點為休斯頓東南部

阿靈頓機場(Arlington Field)。
• 十一月最後一個星期四：感恩節遊行。
• 十二月：假日燈光（Holiday Lights)，地點為 Hermann

Park，時間為每週五至週日晚。
歷史歷史 ((休斯頓華人史休斯頓華人史))
由於歷史的原因，Houston的中文譯名千奇百怪，如曉士頓

，曉市頓，休士頓，修斯敦，休斯敦，休斯頓，但最常見的還是
“休斯頓”，其次為“休士頓”。

休斯頓建立於一百多年前的 1836 年，但其真正發展則在
1900年Galveston遭受大颶風襲擊之後。從那以後，德州南部的
工商業重心從Galveston轉移到休斯頓，休斯頓才得以興旺發達
，以至到現在成為全美國第四大城市，最大的能源中心，最大的
港口之一，以及航天中心。

休斯頓建立之初，華人的先輩即在此創業生息，到1900年
時已有一千多人。華裔人口的增長得益於七十年代越南來的移民
，以後的台灣來的和九十年代後大陸來的移民。現在休斯頓華裔
總數估計在二十萬以上。

餐館餐館
休斯頓的飲食多樣，幾乎什麼都有。但與美國其它城市相比

，它的墨西哥風味的飲食及德州牛排是其特色。緊臨赫曼公園的
Montrose地區有許多很有情調的小餐館，提供各種風味的飲食。
好的中餐館大多都在中國城一帶。

學校學校
休斯頓的高等學校有：
• 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

• 德州大學健康科學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 休斯頓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
• 貝勒醫學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 德州南方大學(Texas Southern University)
• 休斯頓浸信會大學(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休士頓的建立休士頓的建立
19 世紀中葉，紐約房地產推銷商約翰•艾倫（John Kirby

Allen）和奧古斯塔斯•艾倫（Augustus Chapman Allen）兄弟二
人，相中了一塊地方並開始著手建造 「一個偉大的政府和商業中
心」。 1836年8月，他們花了9428美元向約翰•奧斯丁的遺孀
帕若特購買了6,642英畝（27平方公里）的土地。艾倫兄弟將他
們的城鎮以山姆•休斯頓命名，並且說服了德克薩斯立法院指定
該地為新成立的德克薩斯共和國的臨時首都。後人遂將這對開發
和建立休士頓的兄弟倆稱作“建市之父”（City's Founders）。

休士頓最初只是一個小村莊。蓋爾和湯瑪斯•H•伯頓為這
個鎮測量並繪製了地圖。 1837 年 6 月 5 日，該城被批准合併
（Incorporated），詹姆斯•候曼（James Holman）成為第一任市
長。同年，休斯敦規劃為哈里斯縣的行政中心。接著休斯敦成為
德克薩斯共和國的臨時首都。 1839年1月14日，首都遷往奧斯
丁，當時叫滑鐵盧。

經濟經濟
休士頓最著名的是它的石油工業、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和休

士頓港口（Port Of Houston）。休士頓是世界的能源工業重鎮(特
別是石油), 再加常上生物化學工業, 航天工業及運河也是該城大
部分的工業基礎。休士頓都會區包含世界最大的石化工業地區,
包括提煉塑膠原料, 殺蟲藥和土壤肥料。該區域也是世界領先的
油田器械製造中心。休士頓的成功主要是利用人工運河運送石油
化學製品，休士頓港是美國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和世界第二的外運
噸位tonnage進出港口。由於這些經濟貿易，許多從美國其他地
方的居民也遷來休士頓，也有來自於全世界幾百個國家。不同於
多數的地區，高油價似乎都會對經濟造成損害，然而對於主要產
業為能源產業的休斯頓來說，高油價似乎反而有利。

自歷史紀錄來看，休士頓曾有數次突發性的成長高峰（有些
嚴重的經濟衰退期（Economic Recessions）） 與石油工業相關
。 1901年在休士頓附近發現石油，帶領此地的頭一次經濟起飛;
1920年代市內人口已增長至140,000人。本市發展迅速的航天工
業驅使第二次的成長高峰，因1973年石油危機而更為固定。源
自於德克薩斯州對於石油的需求增加，因而許多人從東北部搬來
休斯敦從貿易中獲利。當禁運令（Embargo）被解除之後，多數
其他地區的成長幾乎是停滯的。但帕薩迪納仍有其所屬的煉製廠
，而休士頓港是世界上最忙碌的港口。

總部在休士頓的財富500強企業數量僅次於紐約市。本市企
圖創建其銀行體系，但休士頓在地的公司行號卻開始被全國其他
公司所合併。銀行對此地來說仍是重要的體系，但多數在此地運
作的銀行並不是以此為根據地。房地產也是休士頓地區一個巨大
的表現。

走進休斯頓－關於休斯頓走進休斯頓－關於休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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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之聲中文福音廣播

KHCB 1400AM

禮拜五晚上十二時至凌晨一時

禮拜六及禮拜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

KHCB 105.7FM

節目多采多姿 歡迎全家收聽

www.chinese-radio.org
（24小時全天播放）

2424 South Blvd., Houston, TX 77098

休士頓華嚴蓮社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休士頓華嚴蓮社每週開放七天（週一至週
六上午9：00～下午5：00）。每週日皆
有法會，由上午9：00～下午5：00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禮拜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九時起 每月第二個星期日
諷誦華嚴經 九時起 每月第三個星期日
禮拜藥師經 九時起 每月第四個星期日
禮拜萬佛/彌勒三經 九時起 每月第五個星期日

地址：9369 Wilcrest Dr.,Houston,TX 77099
電話：（281）495-9700or (281)879-4485
傳真：（281）498-2984

每月定期共修法會及活動

Memorial Church of Christ
中 文 堂

（本教會設有聖經學校,其學分可轉至
正式聖經學院,以申請聖經研究學學士
和碩士學位,並可保持學生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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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中文主日學及團契
(Family Center #303): 9:30 Am
英文成人及兒童主日學 : 9:30Am
英文敬拜: 8:20Am; 10:30Am

地 址：900 Echo Lane,
Houston, Texas 77024

連絡人：陳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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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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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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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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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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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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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由舒淇和任賢齊主
演的愛情喜劇《落跑吧愛情》28日在北
京舉行發布會，電影將於8月20日七夕
情人節上映。甫開場，“假小齊”九孔
唱出《 心太軟》搞氣氛，還跑落台與
“正版”小齊握手，非常搞笑，之後舒
淇與小齊手拖手出場。問首任導演兼男
主角的小齊為何拍攝這題材的愛情電
影？他說：“我想帶大家的眼睛去旅
行，落跑的意思是‘溜走’，希望大家
勇敢地落跑，勇敢追求。 ”電影中舒
淇飛甩高富帥，她也無奈說道：“我本
人不想的，這是劇情。”然後瞪着小
齊，小齊為了打圓場，只好爆料說：

“謝謝舒淇有一部電影延遲，我就搶她
來拍戲。電影中老船長故事都是她告訴
我的。我還要公布好消息，片裡我跟舒
淇合唱了一首歌。”

舒淇又自爆拍攝時聯合埋其他演員
作弄小齊，她說：“大家都說他好脾
氣，所以我要試試看，我們故意NG，
令他幾乎趕不到飛機，但他還是不發脾
氣。”小齊笑言他的死穴是“舒淇黑
臉”，他說：“拍攝的沙灘大，沒有地
方躲避太陽，女生被太陽曬黑了，我用
什麼彌補？這反而令我最着急。”

舒淇笑言將近退休
對於這部電影的感想，舒淇感嘆

謂：“愛情每個人都會遇到樽頸時候，
離開一陣子，會發現愛情真諦。”她坦
言當年為了逃避台灣男友，才落跑到香
港拍電影戲。

有記者問小齊常當電影拍檔的紅
娘，今次可有替舒淇拉紅線時，舒淇再
瞪着小齊，全場爆笑，小齊急着回應：
“誤會了，這片只有九孔，我怎麼可以
推妹妹（指舒淇）到火坑呢？”再問舒
淇有沒有留意影壇“小鮮肉”？她想了
一會說：“最近有留意吳亦凡，不錯。
（想跟他合作嗎？）我已經差不多退
休，留給美少女們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羅仲謙（謙仔）
與名模Jessica C.（JC）28日穿上運動服，出席商場
舉行的運動狂熱開幕活動，二人又即場示範運動動
作，身穿粉紅運動bra top的 JC，不單大騷“警鐘
胸”，做運動時更不慎露出黑色T-back。

被問到是否喜歡有線條的女生時，謙仔表示線條
不重要：“健康最重要，女仔有少少baby fat係幾可
愛，（楊怡有沒有baby fat？）直情有啦，（fat喺
邊？）唔知點答你喎。”問到可會和楊怡一齊做運
動，謙仔表示未試過，但她會向他請教怎樣可以fit一
些及怎樣令條腰更靚。當問到他覺得楊怡差些甚麼
時，他就大讚說：“佢已經好fit，比例好好。”至於
夏天可會相約楊怡一齊做運動？謙仔坦言自己不擅長
踩單車，作為公眾人物去游泳又不方便，所以覺得健
身會比較適合及舒服些，而且女仔怕辛苦，所以要由
淺入深。

JC盼婚後才生B
JC得悉自己不慎露出T-back後表現得十分介

意，稱下次會小心一些。提到Angelababy和黃曉明
近日公布婚訊，JC聞言表示恭喜二人：“結婚係人

生一部分，（你又可會突然結婚？）唔知，驚喜要來
就來。”問到她與男友安志杰是否有共識結婚時，JC
坦言這一刻男友是她的Mr. Right，並笑說：“感情
so far so good，好sweet。”她又憧憬將來可以在海
灘舉行婚禮，希望可邀請多些親友出席見證她行禮。

另外，談及名模Mandy Lieu近日秘密在英國生
B，JC得悉後大感愕然，但也有恭喜Mandy。JC自
言很喜歡小朋友，但生BB是兩個人的決定，不過在
外國長大的她自言很
傳統，希望結婚後才
生小朋友。

剛從洛杉磯回港
的 JC透露，雖然男
友這次也有去洛杉
磯，但因他有工作所
以沒有去見她的家
人。她又透露此行去
了試鏡，另下月她將
會與男友合作拍攝另
一部電影，所以心情
很緊張。

吳尊表示在他15歲時，爸爸已送他價值約6千港元的名貴皮
帶，當時他大為感動並立志將來要好好報答父親，也打算

父親節會送回一條皮帶給父親，可惜已找不到當年父親送他的
款式。至於女兒又會如何與他慶祝，吳尊笑道：“雖然還有數
星期，但女兒已說有禮物送給我，不過她就不讓我知是甚麼東
西，因為是她第一次送父親節禮物，好期待。”

早前吳尊與女兒父女檔拍攝雜誌封面，他表示照片都在汶
萊拍攝，順道帶女兒四處遊玩。提到吳鎮宇兒子拍《爸爸去
哪兒》時受傷，也替內地拍過親子節目的吳尊，表示自己不
是當事人難以評論，但相信都是意外，不會有人想故意弄傷
小朋友。

何超蓮暫不考慮結婚
何超蓮男友吳克群早前明言，超蓮是他的女人，他甚

麼都願意奉獻給她。超蓮聞言大反應道：“不是真的這樣
說吧？可能是中文關係，用廣東話不會這樣說。”曾是不

婚主義者的吳克群，甚至改變主意會跟超蓮結婚生BB，她說：“我
不考慮喎，我才剛生日只有24歲，現在想工作先。”

超蓮表示剛由澳洲回來，現忙於當地的酒店翻新工作，問她與
男友常分隔兩地有沒有機會見面，她說：“一個月見到約一次，之
前我都在英國啦，很正常。”超蓮稱與男友感情穩定不用維繫，二
人都可專心自己的工作，笑問她會否回贈一句“你是我的男人”，
她說：“不會，太肉麻的說話不會說，而且他私下也沒跟我講過，
我也覺得自己跟女人扯不上關係，他更說我像男人呢。”

父親節方面，超蓮表示會留港與賭王父親切蛋糕慶祝，提議她
帶男友同行，她說：“不行，他也有自己的父親要慶祝。（兩家人
一起慶祝？）不好吧，不要讓老人家飛來飛去。”

性感亮相的樂基兒表示妹妹今年會大學畢業，待她回港後會一
起居住並打算買新屋。問到妹妹有沒興趣入行？樂基兒說：“不知
道，以前我不想她入行，所以一直叫她去讀書，現在相信她有自己
的主意，也迫不到她去做甚麼。”至於感情生活又有沒有新的追求
者，她俏皮地耍手說：“I don't know。”

愛女賣關子愛女賣關子
將收首份父親節禮物將收首份父親節禮物將收首份父親節禮物

愛女賣關子愛女賣關子愛女賣關子

吳吳吳尊尊尊“““吊吊吊癮癮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吳尊、樂基兒與何超蓮28日晚出席時裝品牌宣傳活動，下月父親節，吳尊表示

女兒已着手籌備父親節禮物，更大賣關子不讓他知道，弄得首次收女兒父親節禮物的吳尊，心情既興奮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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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黎耀祥（祥仔）與楊詩敏
（蝦頭）28日錄影無綫新節目《食得健康嗎？》。祥仔謂上完
節目後獲益良多，因為聽完專家講解才知道吃太多紅肉對健康
唔好，還有火龍果的升糖指數很高，專家都指他幸好無糖尿，
否則不宜多吃。祥仔表示平時有空都會親自下廚，並會盡量多
吃菜，因他去年做身體檢查時發現了膽固醇有少少偏高，於是
朋友就介紹他食纖維粉。問到太太可有特別管束他的飲食？祥
仔表示沒有特別去管，因為他都好自律，而且做幕前都要注重
體重。

另外，提到有傳胡杏兒不續約無綫，以八位數加盟蕭定一
旗下，曾與杏兒合作拍劇的祥仔聞言即羨慕地說： “咁筍
呀！人哋點會搵我吖？杏兒前途無可限量，佢哋未出過去，見
識吓都係好事，我都出過去，唔排除三幾年又返來。”

黎耀祥支持杏兒離巢

羅仲謙讚楊怡身材弗爆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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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耀祥黎耀祥

■羅仲謙與Jessica C.示範運
動動作。

■■當小齊被問今次可有替拍檔拉紅當小齊被問今次可有替拍檔拉紅
線時線時，，舒淇瞪着小齊舒淇瞪着小齊。。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5年5月29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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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
記習近平27日在浙江召開華東7省市黨委主要負責
同志座談會，聽取對“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
的意見和建議。他強調，“十三五”時期是我國經
濟社會發展非常重要的時期，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明
大勢、看大局，深刻把握國際國內發展基本走勢，
把我們所處的國內外發展環境和條件分析透，把我
們前進的方向和目標理清楚，把我們面臨的機遇和
挑戰搞明白，堅持立足優勢、趨利避害、積極作
為，系統謀劃好“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

推動經濟總量上台階
習近平強調，“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

要努力在保持經濟增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
優化產業結構、推動創新驅動發展、加快農業現代
化步伐、改革體制機制、推動協調發展、加強生態
文明建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扶貧開發等方面

取得明顯突破。
習近平指出，要深入研究保持經濟增長的舉措

和辦法，着力解決制約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
大問題，挖掘增長潛力，培育發展動力，厚植發展
優勢，拓展發展空間，推動經濟總量上台階。要圍
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品質和
效益為中心，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
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
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
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
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
變。
習近平強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提高我國經

濟綜合競爭力的關鍵舉措。要加快改造提升傳統產
業，深入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着力培育
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
業，積極培育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構建現代產業

發展新體系。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
科技創新、產業創新、企業創新、市場創新、產品
創新、業態創新、管理創新等，加快形成以創新為
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

農業現代化是薄弱環節
習近平指出，同步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

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薄弱環節是農業現代化。要
着眼於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在穩定糧食和重要農
產品產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
給的同時，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加快農業技術
創新步伐，走出一條集約、高效、安全、持續的現
代農業發展道路。
習近平強調，改革是培育和釋放市場主體活

力、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動力。要圍
繞破解經濟社會發展突出問題的體制機制障礙，全
面深化改革，增強改革意識，提高改革行動能力，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
作用，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加快培育國際競爭新
優勢。
習近平指出，協調發展、綠色發展既是理念又

是舉措，務必政策到位、落實到位。要採取有力措
施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加快欠發達
地區發展，積極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和城鄉基本公
共服務均等化。要科學佈局生產空間、生活空間、
生態空間，扎實推進生態環境保護，讓良好生態環
境成為人民生活品質的增長點，成為展現我國良好
形象的發力點。

習近平強調，要堅持經濟發展以保障和改善民
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解決好人民群眾關心的
教育、就業、收入、社保、醫療衛生、食品安全等
問題。要採取超常舉措，拿出過硬辦法，按照精準
扶貧、精準脫貧要求，用一套政策組合拳，確保在
既定時間節點打贏扶貧開發攻堅戰。

習近平：系統謀劃“十三五”經濟社會發展

深政協會議港澳委員聚焦自貿區
冀共建食品醫療金融等標準 望大力發展文化產業

此次香港政協委員中有不少是新增委員，包括
前海駐港首席聯絡官洪為民和一國兩制研究

中心總研究主任方舟等。他們的提案多聚焦如何
利用廣東自貿區掛牌機遇，促進香港服務北上和
加強深港合作。張展豪在其提案中建議，廣東自
貿區的掛牌給香港現代服務業帶來了巨大的機
遇，隨着大量的港企和外資進駐前海蛇口片區，
他們的客戶對會計、審計、稅務和諮詢等需求將
會出現大幅增長，未來可以利用廣東自貿區，將
他們這些專業服務拓展至內地市場。

自貿區打造深港標準高地
他建議，深港兩地通過前海蛇口自貿區合

作，拓寬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使企業規避匯率
風險、降低融資成本，為更多新興經濟體與發展
中國家提供更多建設項目的跨國融資需求；共同
發力互聯網金融，探索傳統金融機構與互聯網業
協同發展，探索行業共建共享大數據平台，在市
場主導作用下實現資本的最優價值；穩推跨境電
商，在海關、稅收政策等方面進行有益探索，將
前海打造成跨境電商重鎮。深圳聯手香港加快雲

計算技術和大數據等新興信息化的應用，推動醫
療保健IT產業。
因目前全球市場中，建立標準十分重要，可

以規範和引領市場，因此，他建議，深圳聯手香
港，在食品安全、醫療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
全、金融安全等領域引進專業服務機構按照國際
慣例和標準來制定並執行行業安全，在前海先行
先試，最後將各行業標準推廣至全國進行完善。
這是推動全方位、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必然要求，
也是自貿區建設“標準高地”的題中之義。

因前海蛇口自貿區宜提倡大力發展文化產
業，並且該產業可以獲得15%所得稅優惠。

合作推進文化產業輸出
孫蘊在提案中建議，廣東自貿區宜發展文化

產業，深挖嶺南文化，包括粵劇、粵繡，以及
京、越、豫、黃梅戲等傳統戲劇文化藝術產業鏈
開發，為傳統藝術打造國際舞台。廣東繼續發揮
嶺南文化中心的作用，整合發展傳統文化產業的
傳承與產業化發展，港澳發揮其自由港和貿易中
心的作用，推進傳統文化產業的市場化進程。

粵港澳三地建立交流溝通平台，對市場信
息、知識產權保護、營銷策劃等方面加強合作，
共同進步。
在談到珠三角企業如何利用廣東自貿區加速

轉型時，列席政協會議的前工總主席孫啟烈表
示，前海未來將建設港貨展銷中心，這為珠三角
許多企業提供一個很好的拓展內銷和海外的窗
口，未來珠三角大量港企將會進駐，並可藉機實
現快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李望

賢 深圳報道）深圳市政協六屆一次會議

28日在深圳舉行，來自香港的48位委

員列席會議，政協委員們提交了大量提

案，內容主要涉及廣東自貿區和“一帶

一路”等。港澳政協委員、普華永道會

計師事務所華南地區首席合夥人張展豪

表示，深港將借助前海蛇口自貿區合

作，推動跨境人民幣貸款、跨境電商和

互聯網金融，合作打造食品、醫療、能

源、信息和金融等安全標準。政協委員

孫蘊建議自貿區借助深圳灣區優勢，發

展文化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李望賢深
圳報道）國家推出的“一帶一路”蘊藏了巨大
的商機，許多港澳委員建議，香港以其現代服
務業優勢與擁有高科技製造業優勢的深圳加大
合作，利用“一帶一路”商機，共同實現發展
和雙贏。

提供融資助企業“走出去”
方舟表示，未來深港可以通過前海合作，

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許多拓展“一帶
一路”的內地企業和沿線國家企業，可以利用
香港有國際專業服務的優勢和深圳高科技製造
業優勢，雙方合作，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融
資，包括在前海推進跨境人民幣貸款、發行人
民幣債券融資，滿足走出去企業的資金需求。
洪為民表示，他也在提案中建議深港兩地共同
合作，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物流、人才，以
及深圳高新技術等優勢，雙方通過前海這一節
點，進行多方面合作，共同拓展“一帶一路”
國家巨大的資源、商品、技術和融資等市場。

孫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起來的文化
產業，因東南亞擁有大量的華人和華僑，華人文化對該
地區影響深遠，文化產業可以通過“一帶一路”輸出至
東南亞等沿線國家，針對這些國家人士開設一系列中國
傳統文化普及活動，將境外人士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
產業的營銷人員、產品經理，不僅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產
業對外輸出，更增強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和生長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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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中國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8日公佈的《2014年度人
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去
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
56,339元（人民幣，下同），較前年增長9.4%。
去年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
36,390元。

上海最低工資標準最高
內地已有超8.4億人參加基本養老保險，養老

金無缺口，去年累計結存逾3.5萬億元。另外，截
至去年年末，持台港澳人員就業證在內地工作的
台港澳人員共8.5萬人。

《公報》顯示，2014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
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56,339元，較前年增長
9.4%。2014年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
工資為36,390元，較前年增長11.3%。2014年全
國農民工總量達27,395萬人，比上年增加501萬
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6,821萬人。外出農民工人
均月收入水平為2,864元，比上年提高255元，增

長9.8%。去年全國共有19個地區調整了最低工資
標準，平均調增幅度為14.1%。月最低工資標準最
高的是上海市的1,82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
的也是上海的17元。截至2014年底，全國30個省
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已發行全國統一的社會保
障卡，實際發卡地市(含省本級)達354個，實際持
卡人數達到7.12億人，社會保障卡普及率52.4%
《公報》還顯示，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

數為84,232萬人。內地養老金並未出現缺口，去
年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存35,645億元。

內地私企就業者平均年薪3.6萬港珠澳大橋拱北隧道管幕完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廣州報道）由直徑1.62

米、長度255米的36根鋼管組成的管幕群28日上午10
時以曲線形式成功下穿廣東珠海拱北口岸。這一動作
的完成，標誌着施工耗時兩年多、技術難度史無前例
的港珠澳大橋珠海連接線拱北隧道管幕施工圓滿完
成，接下來還將進行凍結和暗挖。

拱北隧道管幕施工可以說是整個項目中難度最大
的部分，因此該部分施工也成為港珠澳大橋珠海連接
線（簡稱“珠海連接線”）建設的關鍵控制性工程。
據了解，拱北隧道土層軟弱，承載力低，而其上是我
國日均客流超30萬人次、車流達1萬車次的拱北口
岸，施工風險極高。

■方舟委員。 記者李昌鴻攝
■■張展豪建議張展豪建議，，深港應深港應
在自貿區共同打造食在自貿區共同打造食
品品、、醫療和金融等安全醫療和金融等安全
標準標準。。 記者記者 李昌鴻李昌鴻攝攝

■港澳委員座談會上，港澳政協委員積極建言獻策。 記者李望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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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雲南﹑桂林﹐$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美加東團﹐美東團﹐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歐洲﹑其他國家均有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愉快旅遊 D & L TRAVEL & TOURS

 

泰國泰國$$9999..0000七天七天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399399..0000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玻璃橋﹑黃石公園﹑
總統巨石公園﹑拱門
7天遊(New新)
＄368元起（買二送一）
4月30日之前付錢減$20元

－－美西4－10天遊＄219元起
－－美加東岸五﹑六﹑七﹑八天遊

＄309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7天遊

＄419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GDS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7 天遊
＄738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4天三晚
＄299元起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713713))774774--11171117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
TRAVELNETTRAVELNET FAX: (713)774-1460

江南八日$49
$99北京九日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 代理豪華遊輪專賣店

星﹑馬﹑泰十一日$1399元起
泰國風情六﹑七日$799元起
日本風情系列遊$1099元起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全新中國特價團
●東北冰雪世界七天 399元
●桂林﹐龍勝﹐陽朔六天 199元
●七彩雲南超值七/八天 99/199元
●張家界鳳凰超值七天 99元
●海南/三亞/海口 五天 99元(不包括機票)

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新推出
●●韓國韓國﹐﹐首爾首爾﹐﹐雪岳山雪岳山77天天 299299元元
●●日本日本﹐﹐東京東京﹐﹐大阪浪漫大阪浪漫77天團天團 199199元元
●●台灣台灣﹐﹐明譚明譚﹐﹐環島環島88//99天天 249249//299299元元
●●泰國泰國﹐﹐曼谷曼谷﹐﹐芭提雅芭提雅77天天 9999元元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
全 新

大陸影視
星期五 2015年5月29日 Friday, May 29, 2015 星期五 2015年5月29日 Friday, May 29, 2015

“它不只是寵物，它是我的家人”日前，《我的男友和狗》重

磅推出催淚彈終極預告片，女主角對狗狗的真情告白賺翻眼淚，短

短90秒透露出影片諸多信息：沈浩介（何潤東飾）與蔡琬真（張鈞

甯飾）的有一次激烈的爭吵，曾經的恩愛情侶緣分將盡？狗狗裏拉

意外病重，與先前活潑一面造成巨大反差。在重要角色180度轉

變下，結局變得撲朔迷離，女男主角曾經的約定是否兌現？

《我的男友和狗》由治愈男神何潤東、氣質女王張鈞甯第五次

牽手、首次大銀幕作品，金鐘獎導演陳慧翎傾情執導，著名導演李

安的弟弟李崗擔當監制，觀眾不僅將在電影中感受到歡樂和幸福，

也會在面對遺憾的同時讀懂珍惜。

在《我的男友和狗》中，何潤東與張鈞甯飾演的是一對恩愛多

年的情侶，在先前曝光的劇照、預告片中，均細數了兩人初當狗爸

狗媽的忙亂、為裏拉搬到山區的大房子、與裏拉野餐、洗澡

等細節都帶著淡淡的幸福與甜蜜，然而職場女王在被工作折

磨的時候即爆發出野蠻女友的一面，預告片中琬真歇斯底裏

與浩介大聲吵架的場景，而浩介只低頭不語，展現出二人降

到冰點的關係，而最後兩人是否分開、裏拉何去何從都留下

了懸念。

據了解，何潤東與張鈞甯多次詮釋情侶關係，但是先

前的作品全部都是男強女弱模式，此次在《我的男友和

狗》中是首次嘗試性格對調，女主外、男主內，張鈞甯

道：“之前都是他在感情中欺負我，這部戲中都是我在

各種欺負他，把狗狗丟給他、跟他吵架，真的與之前很

不一樣，演得很過癮。”

拍完《我的男友和狗》，何潤東與張鈞甯都受

到了電影的影響，也都重新審視自己與狗狗之間

的關係。何潤東坦言自己更像片中琬真的角色：

“我在乎關心我的人，但是我沒有時間去關心他

們。拍完這部電影，我覺得我真的需要把我的腳

步放慢，感受生活的點點滴滴”，尤其面對家中

養了13年的狗狗Sammy心中有愧：“我陪伴它的

時間太少了”。

而張鈞甯她則表示狗狗教會我們“怎麼去愛，

怎麼去付出”，每次當主人打開家門迎來的都是狗

狗狗興奮、開心的一面，看到主人它們就會把獨自

在家中的寂寞忘得一幹二凈，但是我們大多數人總

會帶著很疲憊、心煩的形象回家，把憤怒發泄給身

邊最親的人，“工作會很重要，但是有些事情錯過

就是永遠錯過，工作需要努力爭取，但是必須要花時間給

身邊重要的人。到頭來你會發現，對你最有意義的事情，

永遠是愛，是你的家人”張鈞甯坦言。

張鈞甯曾説過，看過電影的觀眾可能會帶著思考，重

新排序人生。在電影《我的男友和狗》中，女一號蔡琬真

是一個非常接地氣的人物，像當下很多職業女性一樣，

獨立自主、個性突出，工作至上。然而是裏拉用忠誠之心、

用鮮活的生命教會她如何去愛、學會珍惜。預告片中透露

出裏拉突然遭遇疾病，琬真在事業上升期毅然放棄主編職

位，並且真情告白“它不只是寵物，它是我的家人”。

非常巧合的是，張鈞甯在電影殺青後，現實生活中重

現了電影情節。家中養了9年多的狗狗Nemo跟裏拉患上了

同樣的病。“因為這部電影改變了我”在那之後的三個月，

張鈞甯推掉了大多數工作來陪伴狗狗，“我不想讓自己後悔”。

裏拉是職場女王蔡琬真（張鈞甯 飾)領養回家的一只金毛狗，

相愛多年的男友沈浩介是崇尚生活品質的全優煮夫。“非人類小

三”裏拉幫浩介和琬真重拾了愛情的甜蜜，讓原本的二人世界一下

升級成 “三口之家”。然而幸福來得太突然，危機正在慢慢靠

近……一心想要成為時尚總編的琬真把工作看得高于一切，忙于加

班的她根本無暇照顧一直愛她陪伴她的男友浩介和狗狗裏拉。孤獨

的小裏拉每天都在無限循環地等待琬真回家，孤獨的浩介也越來越

被忽略，關于照顧裏拉這件事還常常讓兩人爭論不休，原本因為狗

狗而修補好的愛情又現裂痕。面對即將分手的兩人，裏拉又會留在

誰的身邊？而另一場毫無預兆的離別也在降臨到裏拉的身上，説好

一起照顧裏拉的約定還能完成嗎？

治愈係寵物電影《我的男友和狗》將于6月19日登陸全國各大

影院，一個動人故事，兩個真心約定，欲將給大家帶來全城熱淚的

觀影期待。

繼上一波“不是宮鬥戲”海報之後，即將于今年8月13日上映的電

影《滾蛋吧！腫瘤君》今日再發另類海報第二彈：不是僵屍片！這部由

韓延執導，白百何、吳彥祖主演，根據漫畫家熊頓同名暢銷漫畫書及其

真實經歷改編的喜劇電影，最近有點神叼叼。

其實熊頓身邊的朋友們都知道，她有一種本事，即在枯燥乏味的環

境中，也能自行腦補出驚險萬狀的故事，然後沉浸其中自得其嗨。由此

不難聯想，電影《滾蛋吧！腫瘤君》“不是僵屍片”係列海報及劇照中

的這些場景，應該就是熊頓在鬧海中虛構出來的“真人真事”。

由此可以遐想一下電影劇情：超（級）女（俠）熊頓與僵屍軍團

狹路相逢，一路狂屠後遭遇僵屍boss，危難之際帥到很孤獨的吳彥祖

拍馬殺到，于是在血肉橫飛之中、在僵屍的痛苦之上，兩人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至此大家應該明白了，其實熊頓之意不在僵屍，而在

于化身“弩哥”的吳彥祖。只是不知道，在其後的劇情中帥哥吳彥

祖到底怎樣了......

所以，這不是一部僵屍片，而是熊頓在腦海中絕境求“帥”的一種

方式。

當別的電影唯恐觀眾不知自己“是什麼”的時候，電影《滾蛋吧！

腫瘤君》卻接二連三説自己“不是什麼”，真沒見過這麼“蛋定”的電

影。不過從之前北京大學生電影節上片方舉行的放映會及觀眾反應

來看，他們對影片顯然信心十足。其實每一次不是什麼，電影都釋放出

一些超越類型的新元素。這不是嘩眾取寵的怪力亂神，而是對人物內心

世界恰如其分的表現。那麼挑戰一下，一起來猜猜，下一波“不是”是

什麼？

據悉，電影《滾蛋吧！腫瘤君》由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果實電

影、電廣傳媒影業（北京）有限公司、安樂（北京）電影發行有限

公司、萬誘引力電影有限公司、壹心娛樂、再旦影視、祥禾盛世、北京

好家夥國際影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新線索電影共同出品，由五洲電影

發行有限公司發行。

《我的男友和狗》終極預告
結尾淚點 HOLD 不住

侯孝賢榮獲第68屆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第 68 屆戛納國際電影節

晚舉行頒獎儀式，中國臺灣

導演侯孝賢憑借作品《刺客

聶隱娘》摘取最佳導演獎，

電影節最高獎項金棕櫚獎被

授予法國導演雅克· 奧迪亞爾

作品《迪潘》。

《刺客聶隱娘》取材自唐

代短篇小説集《傳奇》裏的一

篇。由舒淇扮演的刺客聶隱娘

幼時被一道姑擄走，13年後被

送回時已是一名技藝高超的

女刺客，而師傅送她回來的

目的竟然是刺殺青梅竹馬的

表兄——由張震飾演的田季

安。劍術已成的聶隱娘，最後

能否斬絕人倫之親，得到自己

的“道”？

侯孝賢與戛納國際電影節

頗有淵源。《刺客聶隱娘》

是他第７部入圍爭奪金棕櫚

獎的影片，其作品《戲夢人

生》曾在 1993 年獲得電影節

評審團獎。

侯孝賢在晚頒獎儀式上發

表獲獎感言時説，獲頒最佳導

演獎對他而言是一個很大的鼓

勵，他非常感謝電影節和評委

會授予這一獎項，同時也對劇

組的演職人員和工作人員表示

感謝。

《迪潘》導演雅

克· 奧迪亞爾是戛納

電影節的“老熟人”。

1996 年，憑借影片

《自制英雄》首度徵

戰戛納的雅克· 奧迪

亞爾便捧回最佳編劇

獎，其作品《預言

者》還曾在2009年獲

得戛納電影節的評審

團大獎。

雅克· 奧迪亞爾在

發表獲獎感言時説：

“我非常激動，我知

道我一定會難以平

靜。我要感謝我的演員們，沒有

他們就沒有這部影片，也沒有金

棕櫚獎。能從科恩兄弟手中接過

獎杯，這種感覺真是太棒了。”

由匈牙利導演拉斯羅· 內梅

斯執導的《索爾之子》獲得評

審團大獎。獲得評審團獎的是

希臘導演歐格斯· 蘭斯莫斯作品

《龍蝦》。最佳編劇獎由影片

《慢性》的編劇兼導演米歇爾·

弗朗哥獲得。

在表演獎項方面，文森特·

林頓憑借在法國導演斯特凡娜·

布裏茲執導的《市場規律》中

的精彩表現獲最佳男演員獎，

影後桂冠則由《卡蘿爾》女主

角魯尼· 馬拉和《我的國王》女

主角艾瑪紐埃勒· 貝爾克共同分

享。

第68屆戛納國際電影節拉

開帷幕，共有19部影片參加本

屆電影節最高獎項金棕櫚獎的

爭奪。美國著名電影人科恩兄

弟——喬爾· 科恩和伊桑· 科恩

聯袂出任本屆電影節主競賽單

元評委會主席。

國民CP緣分將盡？ 恩愛點滴惹人唏噓

狗狗教會我們的那些事 何潤東張鈞甯真情告白

不是寵物是家人！ 張鈞甯現實生活重現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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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彥祖化身“弩哥” 白百何變身“超女”

不是宮鬥戲不是僵屍戲 下一步“不是”什麼戲？

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5年5月29日（星期五）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33歲的吉林長春人邢亮是獨臂殘疾人，卻從未向命運
低頭。作為一名快遞員，他已工作6年，其間幾乎“零差
評”。他日前表示，“當我把快件安全送到顧客手中時會
有一種小小的成就感，讓我內心得到滿足，覺得挺有價值
的。”
“我左臂天生殘疾短小，只能靠右臂工作。所以十幾

歲的時候就出來找活幹，我從事過養殖、汽修、保險、報紙
投遞等職業。”邢亮笑着說，最忙時曾一口氣送過315個快
件，從早忙到晚直到後半夜才吃飯。他目前在長春市南環城
路一家快遞站工作，別看他僅一隻胳膊，可分揀動作卻十分
熟練，絲毫不比健全人
差。他送快遞6年幾乎
“零差評”。邢亮家庭
幸福妻子體貼，下班後
經常有按摩理療的暖心
待遇。他熱愛生活喜歡
打桌球。 ■新華網

京男徒步三千公里
為滇山區學校籌款

送別詩贈畢業生 宿管“有才有心”

在吉林省腫瘤醫院的手術室裡，醫生28日在“控
制台”操作達芬奇機器人的機器手臂為病人做手術。
這是吉林省引進的首個“機器人醫生”，其擁有的4
條機械臂可靈活運用手術刀、剪刀、鑷子、腹腔鏡等
工具。據介紹，由“機器人醫生”主刀進行手術，不
僅更加精準，而且所需醫護人員數量也大為減少。

中新社

獨臂速遞員獨臂速遞員66年幾乎年幾乎““零差評零差評””

機
器
人
醫
生

一塊重達135公斤的巨型翡翠原石日前安家雲南天恩
文化館。據測量，此翡翠長46.3厘米，寬28厘米，高40.8
厘米。據雲南天恩文化館館長于翔介紹，此塊大料，色為
一級正色的帝王綠，即高綠，它的利用值高達99.9%。此

塊大料翡翠，出自緬甸帕
敢老廠區，此場口屬於歷
史名坑，開採最早，現該
場口已絕跡。它在緬甸人
的心中是玉中之王，他們
親切稱它為“孔雀之
翎”。

■記者霍蓉 雲南報道

135135公斤玉中之王安家雲南公斤玉中之王安家雲南

河南省淮陽縣魯台鎮魯集村一村民竟在家中掘地三尺
尋找亡妻存款。記者日前赴該村發現，該村民三間老式土
瓦房中間的客廳裡已挖出一個“地下室”，經目測這個
“地下室”足有2米多寬，3米多長，3米深。然而目前，
其亡妻的存摺依然未見蹤影。
該村民與妻子一直在建築工地打工，前段時間妻子因

意外在工地不幸死亡，臨終前告訴丈夫有幾個銀行的存款摺
保存在客廳的地下，金額大概有4萬多元。處理完妻子的後
事後，該男子就開始在客廳尋找存摺，將客廳翻了一個底朝
天，還是一無所獲。他忽然想到，妻子說的存摺在客廳的地
下，於是就索性挖起了地板，經過一個月的“施工”就形成
了現在的規模。但是存款摺還是一直不見蹤影。他表示妻子
不會騙他，他還會繼續挖地尋找。 ■淮陽新網

男掘地男掘地33米尋亡妻米尋亡妻44萬存款萬存款“十年寒窗真辛苦，成功跨入高學
府。離別母校近咫尺，施展才華與學
識……”臨近畢業，湖南農業大學東湖
公寓的學生發現，宿舍樓前的小黑板上
多了首“致畢業生”的七言詩。寫下這
首詩的是宿舍管理員阿姨。此事被發上
網絡後，網民紛紛稱讚這個阿姨是“有
才有心又有愛”。

寫下這首詩的是1棟的宿管阿姨53
歲的李順英，“每年畢業時我都會在黑
板上寫些提示，比如‘小心財物、注意
安全’等，這次我想換種不一樣的方
式。”她說。李順英平時喜歡文章和古
詩，有時靈感來了也提筆寫幾句，但如
此完整的詩還是第一次。為寫出滿意的
句子，李順英請教了好幾個親友，詩中
的詞語業改了又改，比如“小偷一直很

猖狂，防火防盜記心上”，她一開始用
的是“小偷一直很神氣”。後來覺得不
恰當，斟酌再三後換成“猖狂”。
“這些詩句很有意思，李阿姨非常

有心。”住在該棟的學生楊豐宇說，
“給人的感覺很貼心，像個關心自己的
長輩。” ■《瀟湘晨報》

北京28歲男子田柏君從昆明徒步出發，歷時68天，行走近3,000

公里，於26日抵達北京天安門。隨後，在10餘名徒步愛好者陪同下，

最終到達終點北京國家體育館。休整後，田柏君將通過海報和其他宣

傳方式為雲南迪慶州一所小學募捐。 ■《京華時報》

田柏君說，
他 今 年

28歲，家住在
北京朝陽區，
之前在昆明從
事醫藥代表工

作。今年春節過後，一次偶然機
會，他到雲南迪慶州山區一所小學
體驗生活。當時，學校設施落後，
孩子的純樸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田
柏君回憶，回來後他就想，能不能
用他的力量為孩子們做點事。最後
他決定辭掉工作，徒步走回北京，
為山區兒童捐資助學，同時希望更
多人能關注山區兒童。

日平均徒步50公里
今年3月20日，田柏君從昆

明徒步出發，沿着貴陽到河南等
地，每天天剛亮就出發，晚上天
黑就停下來。每到一個地方，他

都會用手機拍攝照片並記錄日
期，通過朋友圈與大家分享。每
天徒步平均約50公里，一路風餐
露宿，68天行走近3,000公里，於
26日下午抵達終點北京國家體育
館。

受助學校證實善行
“為避免大家認為是炒作，

參與募捐的人可直接聯繫學
校。”田柏君說，回到北京後，
他將通過海報和其他宣傳方式為
孩子們募捐，大家可以與學校聯
繫。昨天下午，記者聯繫上了雲
南迪慶州維西縣康普鄉康普分校
三年級 3班的周老師。周老師
說，目前學校有近 200 名小學
生，在山區上學比較貧窮，對於
田柏君的募捐，她深表感謝，
“沒想到他信守承諾，真的說到
做到了”。

■■田柏君徒步行走近田柏君徒步行走近
33,,000000公里公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田柏君田柏君（（右二右二））成功抵達成功抵達
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廣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李順英李順英（（左左））展展
示寫給學生們的送示寫給學生們的送
別詩別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巨型翡翠巨型翡翠，，世間罕見世間罕見。。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

■邢亮雖身有殘疾，卻不向命運
低頭，自食其力。 網上圖片

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5年5月29日（星期五）3 文匯財經中國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裘毅上海
報道）A股連漲兩周，正當大家等待上證綜指
衝擊5,000點時，市況卻大逆轉。受中央匯金
年內首度減持銀行股、多家券商調降兩融槓
桿、以及新一輪IPO即將來襲等諸多利空打
擊，滬綜指非但攻城未果，還重挫6.5%，連
破4,900點、4,800點、4,700點三關，大跌逾
300點後，險守4,600點關口。深成指與創業板
指亦分別收跌6.19%和5.39%，恍如八年前的
“5·30”暴跌重演。兩市總成交達2.42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再創新紀錄。
相較前兩天的無跌停，28日兩市共有逾

500個股封於跌停板，其中創業板逾70隻。總
計超2,000股下跌。板塊方面，石油、券商股
雙雙跌超9%，煤炭、保險、有色、地產、鋼
鐵股亦重挫超6%。中央匯金26日在A股場內
減持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為匯金年內首度減
持四大行，消息拖累銀行股回調超5%。此
外，題材股全體飄綠，文化振興、水利建設、
智能電視等跌超8%。

A股連失三關 天量暴跌逾6%

2828日日AA股大跌原因股大跌原因
■■中央匯金日前減持工行中央匯金日前減持工行、、建行建行AA股股份股股份，，

為年內首度減持銀行股為年內首度減持銀行股

■■融資融券收緊融資融券收緊，，多家券商調降兩融槓桿多家券商調降兩融槓桿

■■傳銀監會查銀行入市資金傳銀監會查銀行入市資金

■■新一輪新一輪IPOIPO即將來襲即將來襲，，料凍資料凍資88..33萬億元萬億元

人民幣人民幣

■■傳人行近期向部分機構進行了定向正回傳人行近期向部分機構進行了定向正回

購購，，減市場流動性減市場流動性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記者
梁偉聰梁偉聰））2828日期指結算日期指結算，，恒恒

指本月以來跌指本月以來跌679679點點，，港股彷彿應驗了港股彷彿應驗了
““五窮五窮””之說之說，，而隨即踏入所謂的而隨即踏入所謂的““六絕六絕
月月”，”，港股會否再次應驗港股會否再次應驗？？永豐金融集團永豐金融集團
研究部主管涂國彬雖然不認同所謂研究部主管涂國彬雖然不認同所謂““五窮五窮
六絕六絕””的說法的說法，，但他亦指六月恒指跌穿二但他亦指六月恒指跌穿二
萬七亦不足為奇萬七亦不足為奇。。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
員蔡永雄則認為員蔡永雄則認為，，AA股的整體氣氛不俗股的整體氣氛不俗，，
且還有不少利好因素支持且還有不少利好因素支持，，相信港股也會相信港股也會
續受惠續受惠AA股向好股向好。。

內地氣氛仍佳內地氣氛仍佳 利好料續來利好料續來
涂國彬指涂國彬指，，五月兩地利好消息似乎五月兩地利好消息似乎

出盡出盡，，相信有投資者會借勢獲利回吐相信有投資者會借勢獲利回吐，，
故六月初恒指有可能跌至二萬七以下故六月初恒指有可能跌至二萬七以下。。
他預期整個六月會在大區間上落他預期整個六月會在大區間上落，，相信相信

恒指會介乎恒指會介乎2626,,800800點至點至2828,,300300點上落點上落，，平均平均
每日成交約每日成交約11,,500500億至億至11,,600600億港元億港元。。

對於網傳國家主席習近平指上證指數對於網傳國家主席習近平指上證指數
可升上一萬點可升上一萬點，，涂國彬認為涂國彬認為AA股是不是升股是不是升
上一萬點並不重要上一萬點並不重要，，重點是重點是，，這反映了中這反映了中
央領導人對整體股市的信心央領導人對整體股市的信心，“，“主席一定主席一定
認為股市唔會太差先咁樣講認為股市唔會太差先咁樣講”。”。他相信他相信，，
從中央一系列的政策中可見從中央一系列的政策中可見，，政府有意促政府有意促
進兩地股市的融合進兩地股市的融合，，以及與國際市場接以及與國際市場接
軌軌，，相信未來會陸續有政策推出配合相信未來會陸續有政策推出配合。。

蔡永雄認為蔡永雄認為，，上證綜指的調整亦與其上證綜指的調整亦與其
在短期內已累積龐大升幅有關在短期內已累積龐大升幅有關。。在在2828日急日急
跌前跌前，，上證綜指較去年上證綜指較去年33月中的低位大幅上月中的低位大幅上
升超過升超過147147%%，，單是今年初和單是今年初和44月初至今亦月初至今亦
分別上升分別上升5252%%和和3232%%。。因此因此，，在現時股市在現時股市
升至升至55,,000000點的關鍵水平點的關鍵水平，，有資金借機獲利有資金借機獲利
亦是正常不過亦是正常不過。。

““六絕月六絕月””料大波動料大波動短期二萬七危短期二萬七危
後市分析

受多個利淡消息影響（見表），內地股市結束7連升且突然
急跌，拖累港股表現。恒指早上雖高開81點，但其後轉

升為跌，且跌勢不斷加劇。內地股市急跌，拖累港股一度大跌
839點，曾低見27,242點。港股全日收報27,454點，跌626
點，跌幅為2.2%，創去年12月9日以來最大跌幅。國企指數跌
518點，跌幅更達3.5%，收報14,183點，連同創業板，大市總
成交2,086.18億元。由於五月份僅剩今日一個交易日，除非港
股今日能上升679點，否則全個五月份恒指將下跌，應驗“五
窮”魔咒。

好消息盡出 引發獲利盤湧現
永豐金融集團研究部主管涂國彬表示，28日恒指高開81點

後即跌已預示到28日跌勢，但他並不同意“五窮”之說。他指
出，上周五宣布推出兩地基金互認後，本周二已見到有人開始借
高位減持，而且自去年開通“滬港通”以來，內地開放公募基

金、基金互認、“深港通”等利好消息盡出，市場在多次政策推
動下已有一定升幅，“計到數應該再無咩好消息”，而非所謂
“五窮”之說。

人行抽水打擊 中資金融股重災
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指出，內地股市大升後突然回

落，相信和多個因素有關。早前內地股市氣氛很好，一直上升，
突然傳人民銀行要從市場上抽走資金是其中一個利淡消息。而內
地將有一批新股在下周發行，由於有大型新股中國核能電力，推
高了整體發行規模，預計會凍結一筆較大規模的資金。不排除部
分內地股市投資者趁高位離場，將資金投放到新股上。

他表示，港股與內地股市聯繫緊密，內地股市大跌，港
股的中資金融股首當其衝。加上今年4月以來，港股已經積
聚了一定升幅，一下子調整的幅度較大，但仍是可接受的範
圍，並沒跌穿27,0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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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偉聰）A股狂牛

跣腳，港股28日期指結算，滬深港同爆小股

災。就在上證綜指直逼5,000點之際，獲利盤

借匯金減持內銀股、人行正回購等利淡消息

大舉出動，滬市大瀉6.5%，深市亦挫5.5%。

港股陪跌，恒指一度插水839點，收跌626點

或2.2%，至27,454點，成交亦再逾2,000億

（港元，下同），達2,086.18億元，中資金

融股成為重災區。全月計恒指跌679點，“五

窮”魔咒應驗。晚上港股在夜期跌勢未止，6

月份夜期收報27,145點，低水309點。

“五窮”魔咒應驗 恒指月挫近700點

■■內地股民面對內地股民面對AA
股 暴 跌 愁 眉 不股 暴 跌 愁 眉 不
展展。。 法新社法新社

■■港股港股 2828 日一度插水日一度插水
839839點點，，收跌收跌626626點點，，成成
交逾二千億元交逾二千億元。。張偉民張偉民攝攝

恒指恒指2828日一度瀉日一度瀉839839點點
2828日收日收2745427454..3131

2828日低見日低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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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辦移民

周六照常服務

★在洛杉磯,芝加哥,達拉斯等八處設有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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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9-4416
傳真: 713-583-9749

www.solisyanlaw.com
地址:9188E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惠康超市廣場內)

精辦留學

合同起草,成立公司,遺囑,信托及翻譯公證商 業 法

刑法,交通罰單 超速,酒後駕駛,及各類刑事辯護﹒

家 庭 法 離婚,監護權,子女撫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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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辦案經驗的律師事務所曾成功經辦數萬案件10
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 OF SOLIS &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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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力律師*

Jaime 律師 Robert 律師 Andy 律師 Joe 律師 Anal 律師 Eva 律師Sam 律師

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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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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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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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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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11209 Bellaire Blvd. C-10(新香港城內) 電話﹕281-495-7799

有五糧液﹑正宗貴州茅臺酒﹑竹葉青酒﹑五加皮﹑高糧酒﹑陳年特級紹興酒等中國名酒
﹐也有如人頭馬﹑Hennesy XO﹑從歐洲進口的名西洋酒﹐應有盡有﹐價格實惠﹗

中西美酒‧啤酒‧汽水
婚禮﹑PARTY及成箱購買給予特殊價格

Fine Spirits, Wines, Beers, Sodas
Cigarettes &Lotto

Lam's
Liquor Store 林氏酒鋪林氏酒鋪

星期五 2015年5月29日 Friday, May 29, 2015 星期五 2015年5月29日 Friday, May 29, 2015

6都施政滿意度 花媽5星林佳龍墊底

（中央社）參加國民黨總統初選的立法院
副院長洪秀柱今天公布民調，若國民黨提名她
，有33.5%支持度；若國民黨在僅有她完成連署
登記，最後仍要徵召其他人，有51.9%認為傷害
國民黨形象。

洪秀柱下午舉行公布民調記者會，會中發
布民調結果，若國民黨提名洪秀柱，有33.5%支
持，泛藍受訪者中有55.2%支持；在國民黨主席
朱立倫、立法院長王金平、副總統吳敦義宣布
不參選且沒參加總統初選，若國民黨提名她，
則有42.1%支持，泛藍受訪者有67.8%支持。

民調發現，有49.4%對洪秀柱初選表現感到
滿意；且71.2%同意洪秀柱參加初選是很有勇氣
、擔當的行為；有49%認為洪秀柱參選對國民
黨形象有幫助，且有近6成認為以小額捐款方
式募集競選經費有助國民黨形象。

洪秀柱也提到，民調題目中若只有她通過
黨員連署完成登記，爭取參選總統，國民黨最
後仍改以徵召提名，有51.9%認為有害國民黨形
象，泛藍受訪者有54.7%認為有傷害形象。

洪秀柱回應媒體提問初選防磚機制及徵召
時表示，每個人心中都各有支持對象，人選未
定前，有些人還有感情和期盼可以理解，但民

調也要讓他們了解，這樣對黨的形象會不會有
傷害？如果有傷害，在這種情況下徵召參選，
未來選戰會不會受到挫折？對選舉結果有什麼
幫助？可能黨內同志要深刻了解。

她說，提名作業方式講得很清楚，做支持
度民調，沒有對比式民調，如果做支持度民調
沒辦法突破防磚條款，最後進行徵召， 「我不
會做任何抗議」，就回家過資深小姐的生活，
也不會跟黨要求任何位置。

洪秀柱說，有人說她跟黨中央表示想要
「下車」， 「這是滑天下大稽」，如果她要
「下車」，現在就可以宣布，不需要偷偷跟黨

中央說，這暗示有不道德想法，認為要交換條
件， 「太污辱我人格」。

她表示，希望惡意的有心人士不要在這些
事情上做文章，一步步從領表走到現在，未來
有相當發展空間，且民調提升速度，未來大有
可期，黨要對同志有信心，這場仗一定打得下
去，也絕對有贏的希望，甚至可以帶動選舉情
勢。

民調共完成1068份有效樣本，在95%信心
水準下，抽樣誤差為正負3.0個百分點。

洪秀柱民調：若強行徵召 5成認傷害黨

性平委員建議 媒體責任宜納規範
（中央社）立法院副院長

洪秀柱今天說，如果沒接受初
選的人後來接受徵召，她真的
不能接受。但她也說，不管最
後推誰選，身為黨員好像沒有
不支持的道理，她也不可能退
出國民黨。

參加中國國民黨總統初選
的洪秀柱通過初選連署門檻，
國民黨後續將啟動 30%民調機
制。洪秀柱晚間接受八大電視
專訪，被問及是否能接受對比
式民調，她表示，如果國民黨
中央提名審核委員會最後決定
用對比式民調，那就是明白的

對事不對人、因人設事。接下
來 「不管找哪個咖，年底可能
選不下去」。

洪秀柱並以 「道士赤腳上
刀梯」比喻自己目前現況。她
說，她可以接受每個人心中各
有支持對象，她也再三強調黨
內可能有些人對她信心不夠
「但請問你支持的對象，為什

麼不參加初選？」，到這個時
候如果要徵召，誰來徵召、徵
招辦法是什麼？請他們切結書
再來比一次。

被問及如果當初拒絕參加
初選的 「黨內 A 咖」接受徵召

，她評價是什麼？洪秀柱說，
她真的不能接受， 「是不是大
家會覺得很瞧不起啊」。

但主持人詢問洪秀柱，不
管怎樣黨推出候選人她是否會
支持？有沒有退出國民黨的可
能性？洪秀柱說，她身為黨員
好像沒有不支持的道理，而且
她不可能退黨。

洪秀柱在節目後受訪強調
她不可能退黨。黨如果變得不
好，那是人的問題不是黨的問
題，創黨時的精神不是這樣。

提名不公退黨否 洪秀柱：不可能

總統早起 晨陪國小學童跑總統早起 晨陪國小學童跑33千千
為了培養學童從小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為了培養學童從小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總統馬英九總統馬英九（（前中前中））2828日與桃園市新勢國小的日與桃園市新勢國小的

學童一起完成學童一起完成30003000公尺的跑步公尺的跑步，，活動相當溫馨活動相當溫馨。。

遇老人不適 賴清德出手助遇老人不適 賴清德出手助
台南市長賴清德台南市長賴清德（（左左））2828日上午在學甲區視察圍堤工程時日上午在學甲區視察圍堤工程時，，發現發現11名當地耆老臉色蒼白名當地耆老臉色蒼白，，

再度發揮醫師本色協助處理再度發揮醫師本色協助處理。。

抗議媒體物化台灣女性抗議媒體物化台灣女性
台灣防暴聯盟等團體台灣防暴聯盟等團體2828日舉行記者會日舉行記者會，，華夏社會公益協會理事長王如玄華夏社會公益協會理事長王如玄（（左左））等人等人，，呼呼

籲媒體從業人員落實性別平權訓練籲媒體從業人員落實性別平權訓練、、禁止物化女性等意見禁止物化女性等意見。。

（中央社）遠見雜誌2015年 「縣市長施政
滿意度調查」結果出爐。6 都中，高雄市長陳
菊與台南市長賴清德連莊5星寶座、台北市長
柯文哲獲4.5星、新北市長朱立倫獲4星，台中
市長林佳龍只獲3.5星墊底。

遠見雜誌今公布2015年 「縣市長施政滿意
度調查」，在 6 都中，台南市長賴清德連續 4
年摘下 5 顆星，而高雄市長陳菊也連續 3 年進
入5星俱樂部。兩人的滿意度、施政分數皆比
去年進步，又以陳菊進步最多，滿意度達
81.4%、施政分數79.1分。

始終是媒體焦點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
以來頻頻說錯話、時常道歉，決策過程也被批
評反覆不定，因此有市民開始 「留校察看」，
民調成績下滑，不如剛上任的氣勢如虹，只拿
下 4.5 顆星。身兼國民黨主席的新北市長朱立
倫與桃園市長鄭文燦則雙雙拿下4顆星。

令人意外的是，大贏胡志強21萬票的台中

市長林佳龍，可能是因為市民的期待高，再加
上中捷的工安事件，導致民調低落，只拿下3.5
顆星。遠見建議林佳龍在除弊之餘，應提出具
體計畫，證明治理城市的能力。

而在 6 都以外的縣市方面，5 星成員全被
「後山」 「離島」包辦，分別是花蓮縣長傅崐

萁、台東縣長黃健庭，以及金門縣長陳福海。
傅崐萁已連續6年蟬聯5星，黃健庭也連續2年
進入5星俱樂部，而出身基層民代的陳福海首
次接受調查，就拿下5星，令外界訝異。

遠見表示，跟去年相比，最大差異在於今
年國民黨6名首長成績都脫離過去 「墊底」的
窘境。而民調成績落在 「後段班」的席次，則
被綠營縣市長包辦。顯示民眾已揮別去年底選
舉的激情， 「用選票教訓國民黨」的氛圍逐漸
淡化，回歸基本面，理性檢視地方首長的施政
成績單。

陸客中轉陸客中轉 陸委會陸委會：：速開第速開第33次工作商談次工作商談

（中央社）行政院性別平
等會委員譴責部分媒體以歧視
傷害女性的方式進行新聞報導
，建議新聞媒體責任宜適當納
入法律規範；行政院長毛治國
今天責成行政院性平處研議。

日前發生前主播李艷秋投
書報社，感嘆現在文字媒體以
罩杯為電視女主播分類，遭自
由時報網站登文 「李艷秋其實
是A書女主角」，氣得李艷秋
要告，引發軒然大波。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下午舉
行第10次委員會議，會中有委
員譴責部分媒體握有第四權，
卻不斷以貶抑、歧視傷害女性

的方式進行新聞報導，引發婦
女團體及輿論嘩然，因此，建
議新聞媒體責任宜適當納入法
律規範，以落實媒體性別平等
及自律。

毛治國指示，有關媒體性
別平等他律部分，責成行政院
性別平等處納入性別平等基本
法草案研議；自律部分則由文
化部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邀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委員共同研議。

行政院政務委員馮燕說明
，有關部分媒體報導亂象及網
路霸凌議題，已召集 NCC 及
文化部等組成專案小組共同研

議推動媒體自律，並請相關部
會加強教育宣導。

NCC 表示，廣播（電視
）事業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評鑑
作業要點、廣播（電視）事業
申請換發執照辦法已將 「性別
平權」重要辦理情形列為評鑑
報告書、換照計畫書應載事項
，要求業者須檢附佐證資料，
藉以要求業者重視相關事項的
推動與辦理。

文化部則說，會持續補助
各界辦理新聞自律、提升媒體
素養的相關活動，並著重性別
平等報導議題的探討，以提升
平面媒體報導素養。

（中央社）陸委會副主委吳美紅今天表示，
為努力在上半年就陸客中轉與大陸達成一致意見
，政府希望儘快安排第3次工作性商談。

吳美紅是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例行記者會回
答媒體詢問時，作上述表示。

第3次兩岸事務首長會議（夏張會）日前落
幕。陸委會主委夏立言在會後記者會表示，希望
雙方就陸客中轉議題能在6月達成共識，年中實
施。

媒體今天關切，陸客將持什麼樣的證件中轉
，陸方在夏張會上是否有表態？所謂的共識是否
在這個議題上有具體細節？

吳美紅回應，2014年11月及今年3月雙方已
就陸客中轉進行2次工作性商談，夏張會也已進

行工作進度盤點。雙方將共同努力在上半年就陸
客中轉達成一致意見，爭取儘快實施。

她表示，為能達成一致意見，政府希望儘快
透過兩岸兩會安排進行第3次工作性商談，也希
望上半年能討論確認雙方機場、出入境等配套作
業相關事項。

至於陸客中轉持證問題，吳美紅則說，夏張
會上雙方並未討論到這些細節，這些細節要留待
第3次工作性商談由雙方主管機關進行溝通。

另外，吳美紅指出，兩岸兩會第11次高層會
談的6項議題中，租稅協議與飛航安全及適航標
準合作較有具體進展。

她說，目前租稅協議正進行國安審查，而飛
航安全及適航標準合作要進行第2次業務溝通。

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5年5月29日（星期五）4 香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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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鄭治祖)反對派揚言全國
人大常委會應撤回“8．31”決定，以訂定另一個
特首普選方案。特首梁振英28日強調，“8．31”
決定慎重而嚴肅，不會因立法會三分之一多一些議
員目前的反對而撤回，全國人大常委會為令特區政
府另訂普選而撤回決定的機會是零。

人大決定慎重嚴肅
在28日的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上，民協議員

馮檢基聲稱，根據中大民調顯示，支持和反對普選
方案的人“旗鼓相當”，特首會否尊重“民意”，
收回符合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方案。梁振
英回應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
關，馮檢基後日亦會到深圳直接與三位負責香港政
改的中央官員溝通，不過，就全國人大常委會會否
收回決定，令特區政府有一個不同的人大決定來做
一個新的方案，梁振英認為機會是等於零。
梁振英續指，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一個決定

是慎重和嚴肅的，並不是因為立法會裡有三分之
一再多一些的議員目前反對就會收回。擺在面前
的選擇十分清楚：一是原地踏步，一是根據基本
法和人大“8．31”決定、特區政府制訂的普選方
案，讓港人很快有“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權利。

民建聯議員鍾樹根在答問會上提到，如“假
民主派”一旦否決方案並可能發動二次“佔
領”，特區政府如何再推進香港民主進程，令冥
頑不靈的反對派改變初衷，而假民主派議員又是
否需集體辭職。

取態須對歷史負責
梁振英回應說，任何人以違法方式表達政改

訴求，特區政府會一如既往，堅決按照香港法律執
法。他重申，根據基本法規定，修改特首產生辦法
改為“一人一票”選舉，是要得到三分之二的立法
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全國人大常委會批
准，三方面任何一方不通過、不同意、不批准，香
港都不能達致普選、修改特首產生辦法。目前是全
香港720萬港人決定到底是否應向前行這一步，而
包括他和70名立法會議員在內的每個人，都要向
全社會和歷史負責。

特
首
答
問
金
句

■“有人用紙做了一隻鹿，然
後在上面寫了一個馬字。其實
‘捉到鹿要識脫角’，現在就
是脫角的時候。”

■“無論政改的投票結果
如何，香港社會負擔不起
無休無止的政改爭拗。”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鄭治祖

■“當立法會裡面一部
分的議員堅決否決這方
案時，責任誰屬呢？值
得問這個問題，特區政
府做的民意調查，不斷
問這個問題，我恐怕這
個答案不是馮檢基議員
和其他‘泛民’議員願
意見到的。”

■“為甚麼說話可以說得這麼盡？為甚麼說話可以說得這
麼死，可以說得這麼堅決？如果‘泛民’議員認為‘泛
民’一定會否決的話，還何用要三次簽紙去綑綁呢？”

在28日的答問會上，梁振英在回應民協
議員馮檢基有關會否尊重普選民意和

“輸打贏要”的提問時指出，一些反對派議
員已說不論民意如何，都會否決方案，但他
和特區政府則是尊重民意的。他強調，不同
機構調查都清楚顯示，支持方案的人數比反
對的多，認為立法會議員應通過方案的比認
為不應通過的更加多。

認為方案不夠理想者 多數望先通過
梁振英續說，特區政府亦不斷做民調參

考民意民情，其中一道問題是：如果立法會
不通過方案，甚麼人最需要為不通過負責？
他雖未有這項調查的長期穩定的數據，但認
為這個問題值得問，馮檢基和其他反對派議
員應另找民意機構查找答案。
他指出，以“支持不支持這個方案”或

“你認為立法會應不應該通過這個方案”進

行民調會有不同結果。部分不支持方案的市
民，認為方案不是理想方案，卻都要求立法
會議員通過這個方案。他們認為這個方案還
是比原地踏步好。即使只問“支持不支
持”，支持的人還是比不支持的人多；問
“應不應該通過”，說應該通過的人比說不
應該通過的人更加多。因此，既然這麼多人
認為應該通過，當部分議員堅決要否決方
案，責任誰屬這個民調問題的答案，將“不
是馮檢基和其他反對派議員願意見到的”。

“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則在會上聲
稱，在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框架
內“沒甚麼好談”。梁振英回應時指出，香港
基本法清楚說明，“2007年以後各任行政長
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
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他強調，
在香港政制發展重要時刻，應該三方面都在

場，“這是香港市民對我們的期盼，因為三方
面在基本法底下有責任和權利，需要坐在一起
商討，讓市民可行使普選特首的權利。”

如堅定否決政改 何須三次綑綁
梁振英進一步質疑陳志全有關堅決否決

方案的態度，反問每個議員都有自己的選
民，在政改問題上都有不同的訴求，何以反
對派議員可以說得這麼盡、這麼死、這麼堅
決。他指，如果反對派議員認為反對派一定
會否決的話，“還何用要三次簽字去綑綁
呢？”又指如果陳志全對反對派投票取向有
信心必然否決，陳志全會否同意取消綑綁，
讓27名反對派議員按形勢和不同選民期
望，按意願投票。他強調，每位立法會議員
對這個問題應有充分認識，對選民負責，在
方案表決當日決定給予港人“一人一票”選
特首。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記者 鄭治祖鄭治祖)) 反對派議員早反對派議員早

前三次揚言綑綁要否決前三次揚言綑綁要否決2017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年特首普選方案，，

香港特首梁振英香港特首梁振英2828日出席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日出席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

時強調時強調，，主流民意顯示支持方案的人比反對多主流民意顯示支持方案的人比反對多，，

認為立法會應通過方案者比認為不應該者更加認為立法會應通過方案者比認為不應該者更加

多多，，如果反對派違逆主流民意如果反對派違逆主流民意，，令立法會不通過令立法會不通過

方案方案，，民調結果自會顯示責任誰屬民調結果自會顯示責任誰屬，，相信得出的相信得出的

結果亦非反對派願見的結果亦非反對派願見的。。他又反問他又反問，，反對派如有反對派如有

信心必然否決方案信心必然否決方案，，根本不用三次自我綑綁根本不用三次自我綑綁，，呼呼

籲反對派尊重民意籲反對派尊重民意，，讓議員按照選民意願和形讓議員按照選民意願和形

勢勢，，在立法會表決方案當日投下支持票在立法會表決方案當日投下支持票，，讓讓500500

萬合資格選民如期萬合資格選民如期““一人一票一人一票””普選特首普選特首。。

梁
振
英
：籲議員尊重選民意願 投下支持票

否決方案誰擔責
反對派應問民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鄭治祖)香港特區
政府已花2年時間準備2017年特首普選方
案，特首梁振英28日指出，包括特區政府
和立法會在內的全社會已付出極大精力和
時間處理普選爭議，但香港負擔不起無休
止的政改爭拗。他呼籲社會各界在方案表
決後，能盡快回復到發展正軌，立法會議
員亦應抓緊機會，在後日到深圳與3位負
責香港政制發展的中央官員溝通，共同落
實普選目標。
梁振英28日在答問會上開場發言時指

出，政制發展爭拗已持續一段時間，特區政

府、立法會、政黨，以至全社會都已付出極
大的精力和時間。他希望香港能夠踏出普選
特首的第一步，這些付出不會白費。他重
申，有決心落實普選，如立法會通過普選方
案，特區政府會做好本地立法工作；如果方
案被否決，則希望社會可在未來幾年放下政
改爭拗。

無論通過與否 聚焦改善經濟民生
他強調，無論方案表決結果如何，香

港社會都負擔不起無休無止的政改爭拗。在
香港面前，經濟和社會發展機遇仍然很多，

香港條件很好，港人必須在經濟發展和改
善民生的問題上，追回失去的時間。

他指出，中央、特區政府和立法會都
有角色和責任推動香港政制發展。在方案表
決前，中央與全體立法會議員直接溝通是好
事，希望全體立法會議員珍惜這次機會。
對於“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聲稱到

深圳溝通“沒有空間”可談，梁振英回應
指，作為香港市民的民意代表，在關鍵的
歷史時刻應履行自己的責任，而不要事先
作一些判斷。他強調議員只花一個星期日
的半日時間，兩個多小時的來回車程，就
可當面、現場得到反對派關心的答案。 如
果這樣都不肯出席，相信香港市民會有自
己的看法。

政改久爭拗 香港耗不起

■■梁振英呼籲立法會議梁振英呼籲立法會議
員員，，順應主流民意表決順應主流民意表決
政改政改。。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行政長官梁振英行政長官梁振英2828日出席立日出席立
法會答問大會法會答問大會。。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人大會否收回這個
決定，使得特區政府會
有一個不同的人大決定
來做一個新的方案呢？
馮檢基議員你三日後到
深圳，可以直接跟三位
主任溝通，我認為
機會是等於零。”

■“立法會議員不通過（方案），會
不會有人問立法會議員因為不通過而
辭職？人大常委會不批准，有沒有人
會問人大常委會因此要辭職？”

■“即使27位議員能夠同時同意真普選的
具體內容的時候，另外那三分之二的立法
會議員就會舉手贊成，因此我們便得到基
本法規定的，要求的那三分之二大多數議
員通過？鏡花水月呀，張超雄議員。”

■“一個星期日的半日時間，兩個多小時
的來回車程，就可當面、現場地讓陳議員
得到他這麼關心的一個答案。在這種情況
底下都不肯做這個工作，我相信香港市民
是會有他們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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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斤辦公機器公司

電話電話::713713--826826--68896889
9720 Town Park Dr., Suite #2
Houston, TX 77036

華人經營,原廠培訓技師,服務品質保證

特別介紹
大中小型

打印，復印，掃描
三合一(雷射)

專精Copiers, Printers, Scanner
經銷: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掃描機等

新舊影印機從小型到大型任選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等
提供長期保養合同及售后服務

各種影印機,碳粉(Toner)印表機
耗材等,歡迎比價。

精修:

廉售:

Bellaire Auto Services & Collision
地址：76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Bellaire & SW Freeway）萬 利 車 行

誠信可靠……高能技師……技術一流……工作保證……價格合理……服務親切……嶄新設備

一 條 龍 維 修 服 務 中 心

．．完整檢測汽車中心
．．引擎調整
．．原廠配件
．．剎車、防凍液、傳動系統
．．方向盤及僻震器

．．皮帶、水喉
．．電池、開動器及整流器
．．防止損壞定期檢驗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價位保證滿意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AM-6:00PM

電話：713-484-7777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請攜帶保險卡）

○誠徵有經驗的修車技師

鈑金部
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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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婚，子女撫養
遺囑/委托授權書

公司設立，合約起草

阿朗阿朗..尚吉尚吉 合作律師合作律師
Aram SadegiAram Sadegi

美國專業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專業移民律師，經驗豐富，免費電話咨詢，周末接受預約

The Yu Law OfficeThe Yu Law Office

于瀾于瀾 律師律師
ALAN YUALAN YU

地址：10101 Harwin Dr. Suite 369, Houston, TX 77036 (好運大道上, MAMA超市對面)
電話：(832) 657-9837 郵箱：alanyulaw@yahoo.com

于瀾律師事務所
PERM職業移民，EB1，NIW
L-1A綠卡、EB5投資移民

親屬移民，結婚綠卡，未婚簽證
L-1，H-1,E-2工作簽證，

J-1國家利益豁免
政治庇護，移民保釋，

遞解出境上訴，申請歸化入籍
代辦簽證延期，工卡、旅行證，留學簽證

車禍：不獲理賠，不收費用
刑事案：賭博罪，賣淫罪，盜竊，人身傷害
稅務案件：房地產稅申訴，聯邦稅和州稅

裴在光裴在光 合作律師合作律師
Jaekwang BaeJaekwang B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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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新聞3

警方介紹本公寓是華人居住區治安紀錄最好的公寓

一個月免費
一個月免費

簽十三個月合同

簽十三個月合同

請洽市場經理：陳大任（Daniel Chan）通國語、廣東話、英語
總公司：5850 PARKFRONT DR. HOUSOTN,TX 77036

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山水公寓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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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新北市長朱立倫
昨天表示，縣市長執政滿意度調
查的 2 項成績略有進步，但是看
起來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我
會加油」。

遠見雜誌縣市長執政滿意度調
查指出，朱立倫今年 2 項指標都
比去年進步，為 8 名連任者中進
步第 2 名，但卻因台南市長賴清
德、高雄市長陳菊支持度持續上
升，加上台北市長柯文哲加入戰
局，今年從4.5顆星降為4星。

朱立倫下午出席市政行程，被

問到民調相關問題時表示，每一
次的民調，不管成績如何，都是
自我檢討，雖然 2 項成績略有進
步，但是看起來還有很大的努力
空間， 「我會加油」。

對於調查中，經濟跟就業率，
滿意度跟不滿意度相差無幾，都
在 42%左右，朱立倫說，新北市
的失業率是最低的，整體就業情
況也是最好，但應該是民眾對就
業的薪資不滿意，或者是就業的
工作、現有的工作不滿意，可能
還是需要繼續努力，讓整個經濟

能夠向上提升，讓大家有更好的
工作機會。

對於國民黨的縣市長在這次的
排名，普遍是中段班，朱立倫表
示，每一次的民調都是一個參考
，還是繼續努力，務實的把工作
做好。

媒體追問，這次民調中朱立倫
掉了 0.5 顆星，會不會很失望？
他說，其實各單項成績是往上的
，但這是一個相對的比較，還有
很多努力的空間。

（綜合報導）） 「反台南鐵路東移」自救會
成員昨天北上到民進黨中央黨部陳情，指責台南
市長賴清德違反人權，要求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表
態反對南鐵東移。

約30位 「反台南鐵路東移」自救會成員中午
群集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大樓前，高舉 「鐵路東移
，把我家移不見」、 「鐵工局黑心肝」、 「南市
府無肩胛」標語，抗議14日台南市長賴清德動
用警力排除異議，通過將南鐵東移都市計畫案送
內政部審查。

「反台南鐵路東移」自救會發言人陳致曉表
示，住在台南鐵路的沿線居民年輕時支持黨外運
動，視民進黨為台灣民主象徵，但這些居民萬萬
沒想到自己被排除在台灣民主進步的進程外，現

在才看清賴清德的真面目。
陳致曉表示，賴清德把南鐵東移案送內政部

審查，而在2016年民進黨可能執政下，顯然已
把決定權轉移至蔡英文身上，今天大家就是要求
蔡英文了解真相以及採聽證程序解決台灣土地浮
濫徵收的爭議。

他說，民進黨動用黨資源幫賴清德護航，顯
然本案已成為民進黨的道德危機，若民進黨
2016 年執政，那麼黨的道德危機就會變成全台
的施政危機，呼籲蔡英文要表態反對南鐵東移。

最後他們高呼口號後離去，過程平和。
台南市區鐵路地下化東移案因規劃徵收土地

，並拆除土地上房舍，引發爭議。

（中央社）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今天將啟程訪美，兩岸
政策協會今天公布民調指，32.3%認為，此行對她參選總統是加
分；超過6成認為蔡英文的兩岸 「維持現狀」主張，與美國兩岸
方針相符。

兩岸政策協會秘書長洪耀南、理事長童振源、副理事長郭正
亮、譚耀南、理事吳春城今天出席民調公布記者會。

洪耀南指出，59%民眾不知道蔡英文將要訪問美國，知道蔡英
文訪美行程的比率為40.8%。

至於蔡英文訪美影響，洪耀南說，
37.1%認為蔡英文訪美對其總統選舉
沒有影響，32.3%為此行具 「加分」
效果，3.2%認為 「減分」，27.4%無
明確意見。

被問到，蔡英文最近提出民進黨處
理兩岸關係的基本原則就是 「維持現
狀」，這項主張符不符合美國希望維

持兩岸穩定發展的方針？46.3%認為 「有點符合」，19.8%認為
「非常符合」，9.1%認為 「有點不符合」，4.2%認為 「非常不符

合」，20.7% 「無明確意見」。
洪耀南說，超過6成以上民眾認為，蔡英文 「維持現狀」主張

，與美國的兩岸方針相符。
童振源說，交叉分析，不分藍綠都認為蔡英文的主張符合美

國穩定兩岸的政策，另外，這次調查，北北基有72.6%認為蔡英

文的政策符合美國穩定兩岸的政策，這是所有區域最高，有助於
蔡英文開拓北北基的選票。

童振源指出，美國國務院官員日前的發言基調也顯示，美國
對蔡英文展現高度的信任期待；蔡英文6月2日、3日將在華府拜
訪官員，美國應該會要求蔡英文釐清所謂兩岸和平現狀，也會希
望蔡英文明確表達 「如何維持」這樣的兩岸和平現狀。

郭正亮則認為， 「維持現狀」這四字很難反對，重點不在這
四個字，重點在於它的內涵是什麼；人家會問如何維持現狀，這
是 「how」的問題，而不是妳主張什麼。

郭正亮說，現狀如何維持，這是蔡英文要面對的問題，2008
年後馬政府確實讓兩會恢復交流，這是事實，兩會恢復交流的局
面，蔡英文要如何維持？這是她要面對的問題。

這份調查是兩岸政策協會委託決策民調中心執行，在5月25日
至26日，成功訪問1171名成年人，在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
差於正負2.86個百分點。

蔡英文訪美 逾3成民眾認為對選舉加分

反南鐵東移成員 赴民進黨中央陳情

執政獲執政獲44星星 朱立倫朱立倫：：我會加油我會加油

玉荷包直送金門玉荷包直送金門
在金門風獅爺商店街的力促下在金門風獅爺商店街的力促下，，玉荷包荔枝從台灣產地直達金門玉荷包荔枝從台灣產地直達金門，，讓離島居民可與讓離島居民可與

台灣民眾同步享受台灣新鮮水果台灣民眾同步享受台灣新鮮水果。。

總統出席金融總會獎助學金頒獎總統出席金融總會獎助學金頒獎
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2828日在台北舉辦日在台北舉辦 「「104104年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教育獎年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教育獎

助學金頒獎典禮助學金頒獎典禮」」 ，，總統馬英九總統馬英九（（前中前中）、）、金管會主委曾銘宗金管會主委曾銘宗（（左左）、）、金融總會理事長金融總會理事長
李述德李述德（（右右））出席與會出席與會。。

房地合一稅房地合一稅 張金鶚訪郝龍斌張金鶚訪郝龍斌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張金鶚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張金鶚（（左左））2828日就日就 「「房地合一稅房地合一稅」」 相關事宜拜會國民黨立法院相關事宜拜會國民黨立法院

黨團黨團，，與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交換意見與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交換意見。。

（中央社）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今天表示
，教師因執行職務或公差遇險亡故，依規定得
從優撫卹，及得發給120萬至300萬元不等的死
亡慰問金，目的在取代投保意外險。

嘉義山區24日降下驟雨，阿里山鄉豐山國
小張姓教師開車上山，不幸遭落石砸中，傷重
不治。媒體報導，嘉義縣長張花冠批評中央不
同意為特殊偏遠地區老師投保意外險。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下午發布新聞稿表示
，教師因執行職務或公差遇險亡故，除依學校
教職員撫卹條例規定，得從優辦理撫卹外，另
依現行 「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
法」規定，得比照發給新台幣120萬至300萬元
不等的死亡慰問金，目的在取代投保意外險，
而具有相同保障效果的設計。

人事總處說，張姓教師遭遇落石身亡案件
，應由嘉義縣政府儘速依相關規定覈實認定，
合理維護教師及其遺族權益。

人事總處進一步說明， 「公務人員因公傷
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明訂，得以投保額外
保險的 「特殊職務」，包括救災、災後復原、
參與防疫及從事彈藥製作、生產等相關人員。

人事總處說，對於特殊職務投保意外險，
做嚴謹規範主要是因為，過去各機關各自為所
屬人員投保，以致產生支付過多保險費且權益
不衡平等現象，基於政府財政資源有效運用及
維持各人員權益衡平，改以發給慰問金方式辦
理，而且為避免重複給與，慰問金與保險理賠
額度間也有相互抵充的規定。

人事總處表示，嘉義縣政府之前函請為偏
遠山區特偏類型學校教職員加保意外險，之前
經綜整意見後，認為還無法將服務於偏遠山區
學校的教職員納為 「特殊職務」適用範圍。

人事總處說，張花冠可能對制度設計的本
旨不了解，會加強溝通。

人事總處：教師因公死亡撫卹有規定

（中央社）兩岸政策協會今天公布民調指出
，被問到希望誰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立法院長
王金平支持度 34%、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30.5%、
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4.2%、副總統吳敦義2.8%。

兩岸政策協會秘書長洪耀南、理事長童振源
、副理事長郭正亮、譚耀南、理事吳春城今天出
席民調公布記者會。

民調顯示，無論題目是否納入前民進黨主席
施明德，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皆穩定領先朱
立倫、王金平超過17.9個百分點；不管是對決朱
立倫或王金平，蔡英文支持度都超過5成。

若是國民黨內人選互比，民眾被問到希望誰
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王金平支持度34%、朱立
倫30.5%、洪秀柱4.2%、吳敦義2.8%，其他未表
態。

若是問民眾，以上4人當中，國民黨最有可
能推派誰參選總統？37.1%認為是朱立倫、王金

平為16.5%、吳敦義12.7%、洪秀柱8.5%，其他未
表態。

戰國策集團董事長吳春城認為，目前是選舉
醞釀階段，蔡英文拔劍四顧心茫茫、找不到對手
； 「她現在都沒有作為，民調就超過5成，選舉
沒有這樣子的啦」。他質疑，蔡英文現在有這麼
強嗎？

吳春城認為，民調數字參考就好，現在是民
意非常浮動的狀態；蔡英文目前的5成支持度有
2成是 「厭藍效應」所激盪出來的票，去年九合
一選舉的反藍力量，2016是否會繼續存在、延燒
，值得注意。

這份調查是兩岸政策協會委託決策民調中心
執行，在 5 月 25 日至 26 日，成功訪問 1171 位成
年人，在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於正負2.86
個百分點。

民調：34%盼王金平選總統

（中央社）立法院副院長
洪秀柱今天和國民黨主席朱立
倫見面，洪秀柱說，朱立倫重
申一定遵守初選機制，且一定
要盡力團結黨的力量。

洪秀柱下午舉行記者會公
布支持度民調結果，會中她談
到朱立倫主動致電邀她，兩人
中午在國民黨智庫見面。

她轉述兩人談話結論，朱
立倫一再重申要遵守黨的初選
機制，一定要尊重制度；且無
論如何黨內團結非常重要，他
一定要盡全力集結黨所有的力
量， 「團結打仗都很艱困，如

果不團結就沒有希望」。
至於黨是否辦政見發表會

，洪秀柱說，她能接受朱立倫
說法，過去黨主席選舉有辦政
見發表會是牽涉黨員投票，辦
才有意義，但現在是要尋求全
體民眾支持，不只是黨員，不
偏向辦黨內證見發表會；且朱
立倫也說，洪秀柱可提建議，
黨可以協助辦理。

有關初選民調方式，洪秀
柱說，朱立倫也認為時間上不
可倉促進行，詳細時間和方式
還會請國民黨秘書長李四川跟
她研究；但朱立倫未明確說要

採哪一種民調。
洪秀柱表示，若黨最後決

定要採對比式民調，她會據理
力爭，按照規矩就是按照制度
走，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是支
持度民調。對比式民調 「對我
來講真的是不公平」，對人不
對事， 「非常不好」，更是會
加強社會對國民黨的觀感問題
，黨應該思考。

有關新台幣 700 萬元作業
費，洪秀柱說，朱立倫沒有很
肯定答應會退錢，但朱立倫的
微笑 「讓我感覺到多少會給我
的」，是頗有善意的微笑。

朱立倫會洪秀柱重申遵守初選機制促

表揚模範母親 總統唱媽媽歌哽咽

職場更安全 林佳龍職場更安全 林佳龍：：增加勞檢人力增加勞檢人力
為了提升職場安全為了提升職場安全，，台中市長林佳龍台中市長林佳龍2828日說日說，，已向中央爭取到已向中央爭取到66成勞動檢查權成勞動檢查權，，同時希望勞同時希望勞

檢人力可由檢人力可由4141人增加到人增加到9292人人。。

（中央社）總統馬英九今天接見台灣省模範母親代表和眷屬時，特別教大家唱由 「生日快
樂」曲調改編的 「感謝媽媽」歌。總統一度哽咽，期勉大家孝順不能等，每天都應該照顧媽媽
、想念媽媽。

馬總統下午在總統府接見民國104年台灣省模範母親代表暨眷屬。台灣省政府今年經14縣
市政府推薦38名台灣省模範母親代表，並於5月3日在省政府資料館舉行表揚活動。

總統說，每一個人都有母親，每一個人都曾經受到母親最貼心、最用心的照顧，不管來自
何方，媽媽的角色是最偉大的，曾有人說，上帝沒有辦法照顧每一個人，因此創造媽媽。

總統也談到自己已過世的母親，他說，母親還在世時，每一次過母親節或媽媽生日，都要唱
「感謝媽媽歌」，總統也 「現場教學」，親自唱一遍由 「生日快樂歌」曲調改詞而成的 「感謝

媽媽歌」。
「謝謝媽媽生我，謝謝媽媽養我，謝謝媽媽教育我，謝謝媽媽愛我」，總統一度哽咽地表示

，去年媽媽走了，最後到醫院送她，最後一次也是唱這首歌，當時每個人都唱得淚如雨下， 「這
個歌很能代表我們對母親的愛」。

這次獲得模範母親表揚的平均年齡74歲，也有來自印尼、越南的新住民。總統說，根據內政
部資料顯示，外地配偶人數已超過50萬人，相當於原住民人口，其中，來自大陸港澳地區有33萬

人，台灣提供很多機會幫助新住民媽媽適應環境，譬如新住民火炬計畫等。
總統說，台灣本來就是移民社會，移民能順利融入是因為社會的包容力，他也鼓勵外籍媽媽

教小孩講母語，幫國家培養人才。
總統期勉大家，世界上有兩件事不能等，行善和孝順，鼓勵大家回家唱 「謝謝媽媽」歌給媽

媽聽，天天都應該照顧媽媽、想念媽媽，也祝福全天下的媽媽，天天都是母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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