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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即将出发。
请帮我们到达目的地。

www.DriveHISD.org

“�所有申请人都要接受工作经验、认证、推荐信、毒品测试和无犯罪记录的核查。休斯顿独立教
育局规定，在教育或雇用安排及活动中，不得有任何基于年龄、肤色、残障或残疾、祖籍、原
住国、婚姻状况、种族、宗教、性别、性趣向、退伍军人状况或政治派别的歧视行为。”

我们是提供平等机遇的雇主

HISD 正在寻找希望加入我们运输团队的公交车司机。我们可以为您提供：

•  $250�录用奖金
• $900�出勤奖励
• 免费培训
• 有吸引力的时薪，起薪�$15.40（保证每天最少�5�小时）
• 医疗、牙科、视力和其它福利选择
• 参加教师退休金系统 

• 403(b)�退休金计划选择
• 特殊旅行支付选择
• 推荐奖金

如果您希望成为一名 HISD 公交车司机，请在网上申请，网址 www.
DriveHISD.org 或致电 713.613.3073。

招聘公交车司机

Yes！6月國際夜市贊助商家回顧

本報記者孫雯報道
Little Soya.Little Soya.專註做高品質的料理醬油專註做高品質的料理醬油。。

（ 休 斯 頓/孫
雯訊）本周五（19
日），周六（20 日
）每天晚上 5 點到
11 點，Yes！國際
夜市盛大開幕，並
引起巨大轟動。中
國城的街頭巷尾都
在討論居民們終於
有了周末晚生活的
好去處。

Yes!Interna-
tional Nighi Market
（Yes！ 國 際 夜 市
）由國際貿易中心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國
際 區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istrict
）聯合主辦。意在
豐富中國城，國際
區，Alief 居民休閒
生活之餘，增進各
民族，各種族間的
了解和認識。通過
吃美食，品文藝，
欣賞免費露天電影
和遊覽文化，以輕
鬆娛樂的心態增進
感情，了解。連續
四個月，Yes! 國際
夜市將會陪同大家
一起度過休斯頓的
炎炎夏日，成為大
家日常娛樂生活的
一部分。

七月Yes！夜市安排：
時間：7月24日25日晚5点至晚11点
地點：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前廣場。
攤位預定電話：281 498 4310 (轉國際夜市工作組) 832-399-1335或318 237 1986
攤位價格(兩天)：食品攤位$500 非食品攤位$200至$600不等。我們提供攤位所需的電力，桌椅，
帳篷（tent）等全套服務。
傳真：281-498-2728
郵件： Yesinternationalnightmarket@gmail.com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yesinternationalnightmarket

 













休斯頓華人在努力經營自己的生活的同
時，越來越意識到和其他族裔共建和諧家園
、樹立華人形像的重要性。7月4日“愛心組
織”的國慶園游會就給大家提供了一個有吃
有喝有玩有樂，同時可以獻出一份愛心的機
會。

愛心組織在過去20多年裡每年都通過國
慶園游會來籌集善款，並向選定的休斯頓貧

困學校的所有注冊學生捐贈全年的學習文具
用品。其後會在學生中開展“關於中國 / 華
人 / 中華文化”的征文活動，更進一步促進
了文化的交流和互動。今年是愛心組織第23
年開展此項活動，經過評議挑選了James Ber-
ry Elementary School，該校來自低收入貧困家
庭的學生數目高達90%以上，將有約950名學
生受益。

今年的國慶園游會將於7月4日上午 11:
00 到下午 3:00，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9800
Town Park, Houston, Texas 77036) 舉行。當天
會有各地風味小吃和游戲攤位，以及歌舞、
功夫等精彩紛呈的節目表演；現場還有包括
飛機票、Apple watch和 iPad等獎品在內的抽
獎活動，非常適合全家老少一起度過歡樂的
節日。

休斯頓華裔聯盟（HCA）也將設立攤位
參與義賣。希望大家一起來參加這項既有意
義，又充滿樂趣的活動。高中生義工可以獲
得社區服務時間證書（Certificate of Commu-
nity Service Hours）。志願者報名，請與聯系
人聯絡。聯系人:Suhan 832-508-9811； John
832-421-4512

《同捐愛心共建家園——2015年7月4日國慶園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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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歡迎加州紫蓮雷藏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歡迎加州紫蓮雷藏
寺寺 蓮花麗惠金剛上師一行及密儀雷藏寺董事長林鋕蓮花麗惠金剛上師一行及密儀雷藏寺董事長林鋕
銘銘,,並感謝上師為上個星期的颶風祈福讓休士頓避開並感謝上師為上個星期的颶風祈福讓休士頓避開
風災水災風災水災

天后廟由周滿洪理事長天后廟由周滿洪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胡錫霖元老胡錫霖元老,,創創
會會長許華章捐贈香油錢給加州紫蓮雷藏寺由會會長許華章捐贈香油錢給加州紫蓮雷藏寺由 蓮花麗惠金剛蓮花麗惠金剛
上師代表接受上師代表接受,,密儀雷藏寺董事長林鋕銘密儀雷藏寺董事長林鋕銘,,助教王思文助教王思文,,常務董事常務董事
張貴美張貴美,,董事蔡明紅董事蔡明紅,,監事曾秀英監事曾秀英,,林麗婷等一行見證林麗婷等一行見證

德州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德州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創會創會
會長許華章會長許華章,,加州紫蓮雷藏寺加州紫蓮雷藏寺 蓮花麗惠金剛上師蓮花麗惠金剛上師,,密儀密儀
雷藏寺董事長林鋕銘雷藏寺董事長林鋕銘,,助教王思文助教王思文,,向財皇星君求財向財皇星君求財

德州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德州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胡錫霖元老胡錫霖元老,,
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王國燦財務等於王國燦財務等於66月月2323日熱烈歡迎加州紫蓮雷日熱烈歡迎加州紫蓮雷
藏寺藏寺 蓮花麗惠金剛上師及密儀雷藏寺一行蒞臨德州天后廟蓮花麗惠金剛上師及密儀雷藏寺一行蒞臨德州天后廟

加州紫蓮雷藏寺加州紫蓮雷藏寺 蓮花麗惠金剛上師一行拜訪德州天后廟蓮花麗惠金剛上師一行拜訪德州天后廟

密儀雷藏寺董事長林鋕銘向天后廟捐贈香油錢由周密儀雷藏寺董事長林鋕銘向天后廟捐贈香油錢由周
滿洪理事長滿洪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胡錫霖元老胡錫霖元老,,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
創會會長許華章代表接受創會會長許華章代表接受

德州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德州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創會會長創會會長
許華章許華章,,加州紫蓮雷藏寺加州紫蓮雷藏寺 蓮花麗惠金剛上師蓮花麗惠金剛上師,,密儀雷藏寺董密儀雷藏寺董
事長林鋕銘向天后娘娘上香祈福事長林鋕銘向天后娘娘上香祈福

蓮花麗惠金剛上師注意到德州天后廟遵奉蓮花麗惠金剛上師注意到德州天后廟遵奉
湄州天后娘娘湄州天后娘娘,,她為天后廟祈求城隍爺及土地公她為天后廟祈求城隍爺及土地公
保佑保佑,,並預祝天后廟年底前購地城功並預祝天后廟年底前購地城功

加州紫蓮雷藏寺加州紫蓮雷藏寺 蓮花麗惠金剛上師蓮花麗惠金剛上師,,親率釋蓮易親率釋蓮易,,釋師穎釋師穎,,釋蓮丹釋蓮丹,,釋蓮蔘法師及周妙行釋蓮蔘法師及周妙行
DNM,DNM,密儀雷藏寺董事長林鋕銘密儀雷藏寺董事長林鋕銘,,助教王思文助教王思文,,常務董事張貴美常務董事張貴美,,董事蔡明紅董事蔡明紅,,監事曾秀英監事曾秀英,,林麗婷林麗婷
等一行拜訪德州天后廟等一行拜訪德州天后廟

僑 社 新 聞A6 Fri. Jun.12, 2015 Chicago Chinese News 芝加哥時報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 A6

美南報系 芝加哥時報‧芝加哥黃頁 電話：（630）717-4567 傳真：（630）717-7999 Email：ccn100@ChicagoChineseNews.com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

「「世界虐老關注日世界虐老關注日」」
華諮處六月十五日舉辦專題活動華諮處六月十五日舉辦專題活動

((本報訊本報訊))為響應世界衛生組織的為響應世界衛生組織的「「世世
界虐老關注日界虐老關注日」」，，華人諮詢服務處將華人諮詢服務處將
於六月十五日舉行主題為於六月十五日舉行主題為「「停止虐待停止虐待
老人–齊採取有效對策老人–齊採取有效對策」」的專題活動的專題活動
。。

你知道嗎在美國你知道嗎在美國，，每天有一萬人每天有一萬人
滿滿6565歲歲。。這一趨勢在未來的這一趨勢在未來的2020年將會年將會
持續持續。。我們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巨大我們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巨大
的變化的變化，，我們很快就會有更多的人步我們很快就會有更多的人步
入老年入老年。。與此同時與此同時，，將會有更多的數將會有更多的數
目顯示有長者被虐待的情況目顯示有長者被虐待的情況。。每年每年，，
估計有五百萬或估計有五百萬或1010個美國長者中個美國長者中，，有有
一個長者是被虐待一個長者是被虐待、、忽視或剝削的受忽視或剝削的受

害者害者。。這只是冰山一角︰專家認為每這只是冰山一角︰專家認為每
個報案的案件中個報案的案件中，，有多達有多達2323個半的個個半的個
案是未有舉報的案是未有舉報的。。「「世界虐老關注日世界虐老關注日」」
是為了提昇個人是為了提昇個人，，團體以至社區對虐團體以至社區對虐
老事件老事件，，自我疏忽或金錢剝削的認識自我疏忽或金錢剝削的認識
而設立而設立。。 在聯合國的世界衛生在聯合國的世界衛生
組織和防止虐老國際網絡協會共同組織和防止虐老國際網絡協會共同
商定商定，，將將20062006 年年66月月1515日定為第一個日定為第一個
「「世界虐老關注日世界虐老關注日」」。。目的乃是聯合世目的乃是聯合世
界力量提高各社區對虐老的認識界力量提高各社區對虐老的認識，，並並
且支持聯合國國際行動計劃且支持聯合國國際行動計劃，，認識到認識到
虐待老年人在公共衛生和人權問題虐待老年人在公共衛生和人權問題
上的重要性上的重要性。。

誰是虐老高危群誰是虐老高危群？？
虐待老人的種類虐待老人的種類,, 包括以下內容包括以下內容

：：身體虐待身體虐待，，精神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性虐待，，經濟經濟
剝削剝削，，忽視忽視，，遺棄和自我忽視遺棄和自我忽視。。

虐老事件可發生在任何地方虐老事件可發生在任何地方，，在在
家中家中、、護老院護老院，，或其他中心機構或其他中心機構，，不管不管
你是那個社會階層你是那個社會階層、、文化背景文化背景、、膚色膚色
種族都可能受到影響種族都可能受到影響。。跟據資料顯示跟據資料顯示
，，女性和高齡長者是最常見的受害者女性和高齡長者是最常見的受害者
。。失智症患者亦是被虐對象失智症患者亦是被虐對象。。精神病精神病
和濫用藥物者亦可能是施虐或被虐和濫用藥物者亦可能是施虐或被虐
者的高危族群者的高危族群。。另外另外，，獨居長者也是獨居長者也是
虐老受害者高危一族虐老受害者高危一族。。

有鑑於此問題的重要性有鑑於此問題的重要性，，並嚮應並嚮應
如此有意義的行動如此有意義的行動，，華人諮詢服務處華人諮詢服務處
將在將在20152015年年66月月1515日日（（星期一星期一）‘）‘世界世界
虐老關注日虐老關注日’’的當天會舉行以下一連的當天會舉行以下一連
串活動串活動，，來提高大家對虐老的認識︰來提高大家對虐老的認識︰

((11)) 員工將會穿戴員工將會穿戴「「紫色紫色」」衣服或衣服或
紫色飾物以示嚮應紫色飾物以示嚮應。。紫色乃是大會指紫色乃是大會指
定顏色定顏色。。

((22)) 在大門入口處在大門入口處，，我們會有一我們會有一
個個「「虐老關注資訊虐老關注資訊」」告示版告示版，，提供中英提供中英
文虐老資訊給社區人士文虐老資訊給社區人士。。

((33)) 長者服務部培訓員何李佩芬長者服務部培訓員何李佩芬
女士女士，，將會主持一個公開講座將會主持一個公開講座《《老人老人
虐待虐待，，自我忽視自我忽視,, 金錢剝削金錢剝削，，和如何預和如何預
防和報告防和報告》》的講座的講座，，時間是時間是 66 月月 1515 日日
下午一時至二時於華諮處大禮堂舉下午一時至二時於華諮處大禮堂舉
行行，，免費對公眾開放免費對公眾開放，，歡迎各界人仕歡迎各界人仕
參 加參 加，，請 致 電請 致 電 312312--791791--04180418 內 線內 線
32033203預先登記預先登記。。

((44)) 福康長者樂園的長者福康長者樂園的長者，，將會將會
親手製作紫藍色的手繩親手製作紫藍色的手繩，，贈送給員工贈送給員工

及講座參加者配戴及講座參加者配戴。。
((55)) 家務助理組長家務助理組長，，當天會特別當天會特別

探訪獨居探訪獨居，，有高風險的老人家有高風險的老人家，，將虐將虐
老的訊息和平安喜樂帶給他們老的訊息和平安喜樂帶給他們。。

華諮處希望透過這一連串的活華諮處希望透過這一連串的活
動能提高社區對虐老問題的關注和動能提高社區對虐老問題的關注和
認識認識。。希望社區人士互相勉勵希望社區人士互相勉勵，，一同一同
發揮中國傳統的敬老尊賢美德發揮中國傳統的敬老尊賢美德，，讓所讓所
有長者們都真正能夠安享晚年有長者們都真正能夠安享晚年。。假如假如
想獲得有關虐老更多的資訊想獲得有關虐老更多的資訊，，可致電可致電
長者服務部社工何太長者服務部社工何太 312312--791791--04180418
內線內線32033203查詢查詢。。

如果有長者認為自己可能受到如果有長者認為自己可能受到
虐待或社區人士懷疑有人是虐老的虐待或社區人士懷疑有人是虐老的
受害者受害者，，可直接致電伊州老人部可直接致電伊州老人部2424小小
時熱線時熱線 11--866866--800800--14091409 舉報舉報。。舉報舉報
人可以使用匿名人可以使用匿名，，有關舉報者的一切有關舉報者的一切
訊息將會保密訊息將會保密。。如果情況危急如果情況危急，，請立請立
即撥打即撥打 911911。。讓我們從今天起讓我們從今天起，，一齊一齊

‘‘停止虐待老人停止虐待老人，，齊採取有效對策齊採取有效對策’。’。

中國國務院僑辦頒贈全球十家
「文化中國•華星藝術團」證書 芝加哥希林協會榮獲殊榮

(本報訊)中國國務院僑辦主任裘
援平、副主任何亞非在北京釣魚臺國
賓館向6家「文化中國•華星藝術團」
授牌。至此，華星藝術團總數已達十
家。

此次設立的 6 家華星藝術團分

別是：北美中國藝術表演協會(波士
頓)、芝加哥希林協會(芝加哥)、西班牙
中國民族文化協會(巴賽隆納)、斐濟
華人文體藝術團(蘇瓦)、中國文化藝
術交流協會(南非約翰尼斯堡)、中國
在韓僑民協會總會(首爾)。

「華星藝術團」顧名思義是華人
藝術之星。第一個含 義是凝聚了海外
僑胞中的華人藝術精英和熱愛中華
文化、熱心傳揚中華文化的骨幹力量
；還有一重含義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希望"華星藝術團"能夠成為海外中

華 文化傳承、傳揚的星星之火，在海
外僑胞所聚集的世界各國、各地、各
個城市燃起熊熊之火，讓燦爛的中華
文化成為世界文化百花園中一顆更
加璀璨的明星。

希林藝術中心自成立以來希林藝術中心自成立以來，，致力致力

於通過樂器及舞蹈培訓於通過樂器及舞蹈培訓，，藝術表演等藝術表演等
形式形式，，將中華傳統文化帶給社區的華將中華傳統文化帶給社區的華
人人、、華裔及本地居民華裔及本地居民。。為中華文化在為中華文化在
大芝加哥地區的傳播大芝加哥地區的傳播，，為中華文化及為中華文化及
美國當地文化的交流交融作出顯著美國當地文化的交流交融作出顯著
貢獻貢獻。。

文化中國文化中國••華星藝術團全體學員合影華星藝術團全體學員合影結業式合影結業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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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利醫學影像檢測診斷中心
Bellaire Diagnostic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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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0 Bellaire Blvd., #10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和頂好商場之間百利醫療廣場內
電話：832-239-8538 傳真：713-772-8032
周一至周五：8:00AM-5:00PM 周六：9:00AM-3:00PM
工作人員精通國，英，越文，西班牙文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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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提供各項病理檢
測並與外來醫療診斷做詳細對比。歡迎來電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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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特價
高科技設備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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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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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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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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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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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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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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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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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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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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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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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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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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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每一對助聽器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713-795-5343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星期三 2015年6月24日 Wednesday, June 24, 2015 星期三 2015年6月24日 Wednesday, June 24, 2015

綜合報導 美國南卡查爾斯頓當

地教堂進行了特殊的禮拜活動，人們

湧向教堂表達對教堂槍擊案遇難者的

哀悼。全美多地也同時舉行悼念活動

。另一方面，南卡州長尼基· 海利于

呼籲降下美利堅邦聯國旗。

教堂鍾聲敲響9下，紀念血案中

的9名遇難者。整個禮拜活動中，教

堂的安全保衛相當嚴密，查爾斯頓警

方嚴格把守大門，一個男人高喊：

“相機、包袋、水瓶不准入內。”

大量民衆從早上就開始排隊，而

安保人員則逐個檢查人們的錢包、手

袋，以防有危險物品。一些民衆等待

了2個多小時才排隊進入教堂。

當地時間22日下午，海利在一個

新聞發布會上呼籲降下州議會大廈前

被認爲代表了種族壓迫和國家分裂的

美利堅邦聯國旗。共同出席新聞發布

會的還有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林賽•格

雷漢姆和蒂姆•斯科特及其他州領導

人。

17日晚，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查爾

斯頓市一座曆史悠久的非裔衛理聖公

會教堂發生血案，21歲的白人男子戴

倫· 魯夫槍殺了6名黑人女性和3名黑

人男性，他隨後被抓捕歸案。這一事

件再次把美國日趨尖銳的種族矛盾推

向風口浪尖，觸發有關種族歧視的激

烈爭論。

全美各地舉行悼念活動
紀念教堂槍擊案遇難者

美網絡故障兩周無法發簽證

系統或于下周投入使用

歐巴馬說種族主義
美國社會仍然存在

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歐巴馬22日說

，美國尚未從黑人奴隸制度的陰影中走

出，種族主義在美國社會仍然存在。與

此同時，美國多個民調顯示，絕大多數

美國民衆認爲，美國社會在歐巴馬執政

期間見證了種族問題加劇。

歐巴馬在當天播出的一段媒體采訪

中，就日前發生的白人槍手襲擊南卡羅

來納州查爾斯頓市一座黑人教堂並造成

9人死亡一事表示，對美國黑人群體不

使用侮辱性的稱呼不代表種族主義已經

不複存在，種族主義烙印仍存在于當今

美國社會。

6月17日晚，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查

爾斯頓市一座曆史悠久的非裔衛理聖

公會教堂發生血案，21歲的白人男子

戴倫· 魯夫槍殺了6名黑人女性和3名

黑人男性，他隨後被抓捕歸案。這一

事件再次把美國日趨尖銳的種族矛盾

推向風口浪尖，觸發有關種族歧視的

激烈爭論。

此間人士說，在歐巴馬第二任期

內，美國頻繁出現種族矛盾加劇事件

。長期追蹤仇恨犯罪現象的美國組織

“南方貧困問題法律中心”公布的數

據顯示，目前在美國全國範圍內總共

有 784 個已知的“仇恨組織”，數量

較 2000年初增加了 30%。分析人士認

爲，在當今的美國，帶有強烈白人至

上色彩的仇恨組織和極端勢力隨時都

能成爲破壞社會安定的定時炸彈，而

美國黑人群體則成爲其主要襲擊目標

，針對黑人的暴力和仇恨犯罪明顯高

于白人。

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等機構提供的數

據，在2012年，每一百萬黑人公民中就

有超過50人成爲種族因素造成的仇恨犯

罪受害人，且這一數據被普遍認爲低于

實際情況。

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23日，美國國

務院官員表示，由于計算機硬件故障仍

然未排除，美國已有兩周無法向全球各

地的旅行者發放簽證。

據報道，美國平均每天會收到5萬

份來自全球各地的簽證申請。目前絕大

多數申請都堆積在案，因爲國務院正在

修複一個和生物識別數據相關的硬件問

題。該故障導致官員無法處理和傳輸安

檢所需的指紋和照片。

“我們正在晝夜不停地修複故障，

”該部門發言人約翰•柯比23日表示。

“來自美國各地私營和公共部門的100

多名計算機專家正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

。”

柯比表示，該系統估計直到下周才

能重新投入使用。在此期間，該部門爲

醫療或人道主義服務申請者優先發放了

1500張簽證。同時還爲來自墨西哥的臨

時農場工人發放了750張簽證，因爲這

批申請者的生物特征數據在系統崩潰之

前已經獲取。

官員稱，沒有任何迹象顯示這起電

腦故障是有人惡意爲之，而且這和去年

導致停機的軟件故障不是同一個問題。

該部門官網上張貼的公告顯示，上

周，很多大使館和領事館不得不重新安

排簽證面談時間。該公告說，在旅行計

劃之前及早申請簽證的人，可以及時獲

得簽證。在美國和國外，護照仍在發放

中，只是有一些延遲。

美國領事事務局發言人阿什利•蓋

瑞古斯表示，他們有一個備份系統，但

也失靈了。“我們切換到備份系統時，

發現數據已經損壞，無法使用，”她在

一封電郵中寫道。“對于給旅客造成不

便，我們深感遺憾；我們明白那些等待

簽證的人——以及某些情況下，他們的

家人——或者在美國的雇主，所面臨的

艱難處境。”

報道稱，受此影響的還有那些出差

、度假和探親的人。“歌王”桑尼•阿

德的紐約音樂會主辦者、世界音樂學院

藝術總監帕•勒布格說，這位尼日利亞

音樂人已經被迫取消了美國巡演。

他說，已經售出的700張門票只能

退款。“這真是難以置信，也很難向觀

衆解釋，因爲他們的反應和我一樣，”

他說。“那些人究竟爲什麽無法解決這

個問題？”

綜合報導 6月 19日，歐洲航天局

（ESA）發布了一張美國舊金山灣區的

圖片。在這張由陸地衛星-8拍攝的圖片

中，舊金山市區、薩克拉門托河與聖華

金河三角洲清晰可見。

在這張圖片中，灣區周圍人口稠密

的城市地區土地呈白灰色，而森林和公園

區域則是深淺不一的綠色，而圖片右上角

的幾何形狀，則是大規模農業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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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荣欣

蒙摯沒有他這般閑適的表現袁
跟在梅長蘇身後一起出去時袁 一直
陰着臉遥

被留在室內的三個人沉默了大

半天袁 夏冬才終于找到了自己的聲
音遥

" 衛崢噎噎你剛纔喊他什么钥
少帥钥 "

衛崢低下頭袁 抿緊了嘴唇 "可

你只有一個少帥噎噎"夏冬轉到了

他的前面袁死死盯住他的眼睛袁"你

是那個意思嗎钥 "

衛崢仍然沒有回答遥
但聶鋒從後面過來袁 展臂攬住

夏冬袁用力抱了抱遥
"天哪噎噎"夏冬面色如雪遥
幾乎有些喘不過氣來遥
不過身爲女子袁 她所想到地第

一件事顯然跟男人們不同遥
"那噎噎霓凰噎噎"

衛崢慢慢將頭轉過一邊遥

當初爲了霓凰袁他曾經狠狠地揍過聶鐸一頓袁當然也因此被
林殊極其嚴厲地斥駡袁可是現在袁他卻覺得自己根本不在意了遥

以前的願望現在已經慢慢縮成了很小很小的一點遥
他如今只希望自己地少帥能一年一年地活下去袁 而除此以

外的其他任何事袁 儘可以順着少帥地意來安排袁 他喜歡看到怎
樣袁那就怎樣好了遥

雖然在內心深處袁衛崢是明白的袁他所期盼的這最小最小的
一點袁其實才是那最爲奢侈的部分遥

與赤羽營副將此刻無奈與酸楚地心情一樣袁 在院中的另一
個房間里遥

一團火氣的蒙摯面對着梅長蘇平和中略帶憂傷的目光袁突
然之間也覺得茫然無措袁胸中空蕩蕩一片遥

"我能怎么樣呢钥 "梅長蘇靜靜地看着他遥
淡淡地道袁"我還有事情要做遥
我需要正常的容貌和聲音遥
我也不能安安穩穩地找一個山林袁 就那樣保養着活到四十

歲五十歲噎噎蒙大哥遥 我能怎么樣呢钥 "

"可是你該早吿訴我噎噎"

"早吿訴你袁我的很多安排你就不會聽了遥 "梅長蘇慘然一

笑袁"你們對我的情義袁有時候難免會成爲牽累遥 我很抱歉袁可又
不得不這么做噎噎"

在看到澄凈的水面泛起陣陣漣漪袁 鍋底咕咚咕咚開始冒起了一串串的小氣泡
後袁我隨手拿了塊靑色的茶磚袁敲碎了扔進水里遥 一時水色變深袁濃鬱的茶香緩緩漫
溢開來遥

東方旭日破雲而出袁紅彤彤的朝霞染紅大地袁瓦藍的天際袁碧緑的草地袁我揚起
頭來袁微眯着雙眼迎向奪目紅球遥嘹亮的歌聲不知從何處突然悠揚的響起袁伴隨着馬
頭琴動聽的弦聲袁草原上穿着着五彩繽紛靚麗顔色衣裝的男女們袁簇擁到篝火旁袁載
歌載舞噎噎霞光下的男男女女袁微笑的面龐上仿彿鍍了一層金燦燦的霞光袁莊嚴而
又透着冶艷之色遥
我看得入神袁怔怔的説不出話來袁手肘邊有只小手拽了我的袖角袁輕輕搖晃院"阿

步姑姑袁該撈茶沫了浴 ""哦浴 "我忙低頭遥
這時水已燒得滾沸袁毛伊罕踩着一張馬扎袁吃力的爬到鍋沿旁去遥 我吸了口氣袁

心慌道院"你下來浴 讓姑姑來做噎噎"毛伊罕回頭冲我咧嘴一笑袁小臉烤得通紅袁滿是
汗水院"姑姑還是去取羊奶吧浴這點活我還是能幹的浴 "我瞪了她一眼袁不由分説的將
她從馬扎上拎了下來遥 她咧着嘴袁腼腆的笑袁兩鬢扎着的小辮兒隨風輕輕搖擺遥
我將茶葉渣沫從鍋里濾盡袁這時早起擠奶的僕婦們將新鮮的羊奶裝入大桶後提

了過來袁我徐徐將奶倒入鍋內遥 "早膳做好了沒钥 "遠處有人扯着嗓門高喊遥
負責管理我們這些下人的一個老媽子立馬指揮我們將煮好的奶茶和炒米等食

物袁一一細心裝入食盒袁由那方纔前來催膳之人端了去遥
之後又是一通忙碌袁從晨起到現在袁我忙得連口水也顧不上喝遥好容易撑到快晌

午袁肚子已是餓得前胸貼後背袁只得偷偷先抓了一把炒米來充飢遥
遠處飄來響亮的歌聲袁空氣里除了濃鬱的奶茶香氣袁還有一股烤肉香氣袁引人垂

涎遥
我嘆了口氣袁直覺嘴里如嚼石蠟袁食不知味袁噴香的炒米嚥下肚去袁渾然沒覺得

有半分的好吃遥
"姑姑浴姑姑噎噎"毛伊罕興高采烈的奔了過來袁我連忙抹乾凈嘴巴袁撣着長袍上

的碎屑從草地上站了起來遥
毛伊罕身後袁赫然跟着兩名三十多歲的婦人袁這兩個人衣着乾凈鮮亮袁不象是普

通的奴僕遥 我目光一掠袁果然在她二人身後發現了淑濟格格的身影遥
見到淑濟並不稀奇袁 不過這回走在一側與她小手相攜牽勾的另一個小女孩袁卻

是着實引得我眼眸一亮遥 那是個才約莫兩歲大點的粉娃娃袁白色鑲嵌彩綉花邊的緞
袍袁袍角長長的拖到了靴面上袁大紅的寬幅腰帶緊束袁配上同樣鮮艷的羊皮小靴袁人
雖嬌小袁卻也顯得英氣勃勃袁與衆不同遥

"我噎我噎"弘德夫人委屈地跪在地上袁嘟囔院"我一看到皇上對那

個胡燕兒袁那種眼神可是當初皇上看到我的眼神袁我不許袁我不許皇上
對她也恩寵遥而且如果這樣的話袁我的皇后之位豈不是要拱手讓人了钥 "

"如果你再這樣冒冒失失地袁不給我學聰明點袁哼袁就算是生了皇子
你也未必能當上皇后遥 "陸令萱厲聲警吿遥

"乾娘袁我噎我是不是剛纔做了很大的錯事钥 "弘德夫人緊張地問

道遥
陸令萱微微嘆息地説院"我早就跟你説過袁在這皇宮之中沒有永遠

的寵妃遥 你再不機靈點袁恐怕就是耶律皇后的下場遥 "

"啊噎不袁不行遥 "弘德夫人着急地説道院"我之前以爲看着皇上身

邊的宮女袁或者杜絶皇上選妃的事情才能控制這些個美女近身皇上袁可
是我們千算萬算卻忘了胡太后遥 剛纔她向衆人宣吿胡燕兒是她姪女的
時候袁哼袁那分明就是説給我一人聽的遥 "

"嗯遥這也説明瞭袁其實胡太后早就對你心存芥蒂遥 "陸令萱若有所

思地説道院"我説知道的胡太后只有一個姪女嫁了人袁而所嫁之人便是
朝中官員遥不過聽説那胡三娘是個悍婦袁不可小覷遥我看這個胡燕兒也
不是個省油的燈啊遥 "

"哼袁不管怎樣袁她現在只是一個舞姬袁充其量也就是跟太后拉了點
關係遥 難不成她還能吃了我钥 "弘德夫人驕傲地説道遥

"她能不能吃了你袁這個誰也説不準袁但是你能不能吃了她袁我看有
點困難遥 "

"爲什么钥 "弘德夫人驚疑地追問遥
"以往對付那些什么美人啊袁昭儀啊袁哪怕是跟你同樣地位的嬪妃袁

你都可以説是易如反掌遥 "陸令萱擔憂地説院"但是胡燕兒不同袁她有太
后撑腰遥胡太后是誰钥她可是皇上的娘啊袁我充其量是個奶媽袁你這次不
好對付哦遥 "

"乾娘袁你就別在這兒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了遥 "弘德夫人心虛

地説院"胡太后又怎樣钥難道她能在後宮只手遮天钥哼袁我就不信了袁我噎
我就算扳不倒太后袁但是一個胡燕兒總還是可以扳倒吧遥 "

陸令萱忽然變臉袁悄聲説道院"我想到一個法子遥 "

"眞的钥 "弘德夫人高興地問道院"乾娘袁你眞的想到對付的辦法了钥
"

"不過袁你一定要記住千萬千萬不能與胡太后起衝突袁還有袁現在唯
有忍住胡燕兒遥 "陸令萱認眞叮囑遥

秦予喬跟江華不是一塊兒去的袁她到的時候江華正從一個男人手
里接過一支煙袁正要點燃的時候袁抬眸看見了她袁將手上的煙給滅了遥

這個動作給遞煙給江華的男人看見了袁 笑拍着江華的肩膀院"華

子袁別裝了袁我知道你還惦記着喬喬遥 "説完袁招手朝秦予喬招手袁
"喬妹袁還記得我不钥 "

秦予喬還眞是想了很久袁然後江華變相提醒了她袁轉頭對身邊的
男人説院"張胖袁喬妹子也是你叫得么钥 "

秦予喬有點尷尬袁對張臨沂笑了笑袁沒想到高中還是大胖子的張
臨沂會變得那么帥遥 張臨沂是個能説的主袁以前的課堂氣氛常常因爲
他的存在變得有趣生動起來遥 然後今天的聚會基本也是張臨沂在扯袁
扯他的初戀袁他各種相親對象遥

"初戀是最美好的袁你們不覺得嗎钥 "張臨沂感嘅説袁望着江華袁"

華子袁你敢説你心里沒有了喬喬钥 "

江華悠悠地看了眼秦予喬袁反問張臨沂院"如果我沒記錯袁你初吻
都還在吧袁還初戀呢袁你戀過嗎钥 "

"單戀不是戀啊遥"張臨沂一直把大學自己對周商商的感情當成了

初戀袁但是想到周商商又想到了自己大學室友蘇寅正袁頓時也有點不
舒暢起來袁好心相勸起來袁"這人啊一定要懂得珍惜袁別以爲姻緣天注
定就使勁的折騰袁結果倒是把姻緣線折騰斷了遥 "

秦予喬適當開口院"今天我過來主要還是跟大家説一聲袁我快要結
婚了袁你們要來的吱個聲袁我好給你們送請帖遥 "

"嚓浴 "張臨沂哎呦一聲袁看向江華袁"你看袁好好的姻緣線不是被
你折騰斷了嗎钥 "

"説什么玩笑話遥 "江華淡淡掃了眼秦予喬袁"你們別無聊瞎起勁袁
我現在跟姸靑在一起呢遥 "江華的語氣跟他的臉色一樣袁寡淡無味袁就
像在説一個事實遥

就在這時袁陳萌皺着眉頭開腔了院"今天喬喬也在袁我就直接説了
吧袁江華袁江華你找什么女人不好袁非要找那個夏姸靑噎噎你作踐自己
也不是這個作踐法遥 "

然後秦予喬眞沒想到居然那么多人不同意江華跟夏姸靑袁就連一
向不多話的邢政也説話了院"江華袁你不會是眞愛吧钥"説完眼睛在秦予

喬身上轉了轉遥

寧汐心里一跳袁 霍然轉過身來袁 待看清門口的那個絳衣少年的面孔
後袁笑容已經僵住了院"容少爺噎噎"她剛纔説的那些話袁他該不會全都聽
到了吧眞是的袁不在前樓好好待着袁跑到廚房來做什么噎噎

容瑾瞄了俏臉微紅略顯尷尬的寧汐一眼袁心情愈發好了袁慢條斯理的
説道院"原來寧姑娘很喜歡在背地里説別人的不是袁今天我算再次領敎了遥"

寧汐小巧的臉蛋頓時一片嫣紅袁 羞惱不已袁 咬牙啓齒的擠出幾個字
來院"廚房這兒油膩膩熱乎乎的袁容少爺怎么老是往這兒跑钥 "

容瑾挑眉一笑院"好在我今天來了袁不然袁還眞不知道寧姑娘背地里這
么喜歡編排客人遥 "

寧汐水靈靈的大眼快要噴出火星來了遥
容瑾欣賞着寧汐的表情袁 昨天晩上因爲那道富貴孔雀而來的鬱悶頓

時一掃而空袁俊美的臉上難得有了眞正的笑意院"怎么钥 我説的不對嗎钥 "

寧有方忙陪笑着打圓場院"容少爺別見怪袁 我這閨女打小就被我慣壞
了袁説話沒個分寸遥您大人有大量袁就別和她斤斤計較了遥 "説着袁連連冲寧
汐使眼色院"汐兒袁快些向容少爺陪個不是遥 "

寧汐自知理虧袁只好不情願的低聲説了句院"對不起遥 "

容瑾彈了彈修長的手指袁漫不經心的説道院"寧姑娘在説什么钥 恕我耳
拙袁沒聽清楚遥 "

寧汐不怒反笑袁恭恭敬敬的走上前來袁甜甜的説道院"容少爺袁您大人
不計小人過袁就別把我剛纔一時失言放在心上了遥 "

能屈能伸袁才是大丈夫噎噎呃袁小女子本色哼袁今天就讓他得意一回
好了只可惜袁容瑾從來不懂得饒人處且饒人是怎么回事袁挑眉笑道院"寧姑

娘只是一時失言嗎钥 "分明是變着花樣的捉弄他吧從昨天的富貴孔雀袁再
到今天的清湯白菜袁她的花樣倒是多的很遥

寧汐心里氣的牙癢袁臉上卻擠出了笑臉來院"是是是袁都是我不好袁不
該胡言亂語袁以後一定不會亂説了遥 還請容少爺不要放在心上遥 "

眼前這個傲氣又刻薄的壞脾氣少年袁以後也是寧有方的東家遥還是別
爲寧有方惹麻煩了遥

容瑾略有些訝然的瞄了寧汐一眼遥 印象中袁這個小丫頭眼尖嘴利袁可
從來沒有服軟的時候袁今天這是怎么了钥

而他明明佔了上風袁爲什么沒有想象中的愉快钥
容瑾的眸光一閃袁不動聲色的笑道院"算了遥 我來是想看看你那道清

湯白菜怎么做出來的遥 "

一説到這個袁寧汐果然輕鬆多了袁眼里閃出俏皮的笑意院"容少爺吃

的可還滿意嗎钥 "

容瑾笑了笑袁薄薄的嘴唇吐出幾個字院"差強人意遥 "

切袁就知道他的嘴里説不出人話來遥
寧汐心里翻了個白眼袁看了來福一眼遥來福笑嘻嘻的點點頭袁揷嘴道院

"汐妹子袁你今天做的飯菜容少爺都吃光了遥 "

寧汐嘴角剛泛起笑意袁就聽容瑾不緊不慢的説道院"你的手藝雖然有

待改進袁不過袁比起那些頭腦死板的廚子袁還算有些靈氣遥 "

這算是夸奬嗎钥
寧汐皮笑肉不笑的應了句院"多謝容少爺夸奬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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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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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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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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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Wednesbury Medical Building
8200 Wednesbury Lane,Suite 210
Houston, Texas 77074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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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藥，不
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10% Off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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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Best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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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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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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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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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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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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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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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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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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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內設針灸診所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腿疼, 關節炎,
手腳麻木, 各種外傷,
工傷, 車禍……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Chinese Vice-Premier Liu Yandong, in Houston
Saturday on the second stop of her US visit,
urged the state of Texas to play a bigger role in
advancing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Liu is in the US for the 6th China-US High-Level
Consultation o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CPE), which will be officially kicked off by Liu
and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in Wash-
ington on Tuesday. CPE provides a high-level an-
nual forum for government and private-sector rep-
resentatives on both sides to discuss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in a broad, strategic manner.
She and her delegation were warmly received by
federal and state legislators and local officials at
a banquet for about 300 hosted by the Asia Soci-
ety Houston Center Saturday night. Former Presi-
dent George Bush wrote a congratulation letter
that was read at the gathering.
China values Houston for many reasons, Liu
said. It was one of the stops made by the late Chi-
nese leader Deng Xiaoping during his historic US
visit in 1978, just after the two countries normal-
ized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2002, former
Chinese President Jiang Zemin paid a visit to

Houston, which is Bush's
hometown. The former presi-
dent made great efforts at de-
veloping the China-US rela-
tionship; the Chinese govern-
ment chose Houston as its
first consulate general in the
US.
Besides being well-known for
its economic power, energy
and petroleum industries and
space research, Houston
gained popularity among Chi-
nese basketball fans be-
cause star player Yao Ming
lived there for 10 years when
he played for the Houston
Rockets, Liu said.
Houst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hina-US relation-
ship, Liu said. To date, there
are roughly 100 Houston
companies operating in Chi-
na and nearly 800 of the

city's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with China.
About 30 Chinese companies have invested in
the Houston market.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seen progress made in
trade, investment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
es, the vice premier said.
China is Texas' second largest importer and the
fourth largest export destination, Texas' exports
to China rank third among all the 50 states and

trade volume with China accounts for 10 percent
of the US national total. "The state of Texas
serves as one of the good examples in terms of a
robust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uthern regions in the US," Liu said.
Houston continues to share extensive ties with
China on various fronts, said Houston Mayor
Pro-tem, Ed Gonzalez.
"We have had a Sister City relationship with
Shenzhen since 1986, and early this month we
signed a Sister City relationship with Shanghai,"
Gonzalez said.
He added that Houston strongly promotes Peo-
ple-to-People connections and carries out ex-
changes in trade activities, tourism promotions,
municipal delegation visits and cultural programs.
"During my trip to the US from Pittsburgh in the
Northeast to Houston in the South, everywhere I
went I feel the enthusiasm of the American peo-
ple and their longing for understanding more of
China," Liu said at the banquet, adding that th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together with mutu-
al political trust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will
be three pillars to underpin the US-China relation-
ship.
Since CPE was initiated in 2010, about 300 proj-
ects have been implement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cluding the 100,000 Strong. That pro-
gram aimed to send100,000 young Americans to
study in China and "the goal has been met", Liu
said.
Now there are around 460,000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the US. On a daily basis, about12,000
people travel across the Pacific and every 17 min-
utes there is one flight taking off either in China
or the US, headed for the other country.
"In the past six years, the two side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exchanges in education,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women and
youth areas," Liu said, adding the US and China
are pushing forward for more dynamic coopera-
tion and exchanges in education and public
health sectors in the upcoming dialogues.
Liu vowed to work closely with Kerry. They will ex-

plore how to further strengthen cooperation be-
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in both countries for a new type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 They also will work to make sure the
upcoming State visit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the US in September is a great success. (Courte-
sy chinadaily.com)
Related
China And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Will Increase Efforts In Cancer Fight
China will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Unit-
ed States and deepen cooperation in medical re-
search and practices to curb cancer and other
diseases, Chinese Vice-Premier Liu Yandong
said at a meeting with some 20 faculty members
and staff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on Sunday in Houston.
Following an introduction by Ronald A. DePinho,
president of the world-renowned cance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institution, Liu reiterated the Chi-
nese government's resolve to reform its medical
and healthcare system.
She also shared her concerns about the rising
number of cancer patients in China, and the pre-
vention, early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for the pa-
tients.
There are about 3.4 million Chinese diagnosed
with cancer each year, of which about 2.1 million
will not survive. That fatality rate accounts for 24
percent of the total cancer deaths in the world,
Liu said.

The five-year survival rate of cancer patients in
China is only about 30 percent, much lower than
that at the Anderson Center, Liu said at the meet-
ing.
"We have to wor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
derson Center to learn from the advanced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particularly in our nation's
fight against cancer, concerning early diagnosis
and detection, precision treatment and early pre-
vention," said Liu, who at an April national confer-
ence said that medical reform in China was at a
difficult and crucial stage.
"Both China and the US have agreed this year to
add medical cooperation into our ongoing dia-
logue on high-level consultation on Peo-
ple-to-People Exchange," Liu said. (Courtesy chi-
nadaily.com.cn)

Guideline Promises Suppor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Rural Region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romised to support for
migrant workers, college graduates and army veter-
ans who wish to return to their rural hometowns to
start businesses amid a national campaign to boost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The State Council, China's cabinet, released a guide-
line recently saying the government will lower the
threshold for them, offer tax breaks, cut administration
fees, subsidize business loans and optimize support-
ing policies.
"Cost reduction is vitally important for startups. These
policies serve them right," said Zhou Tianyong, profes-
sor with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Zhou further advised entrepreneurs to attend training
sessions to know the market better, to be risk-con-
scious and to improve themselves.
"We must make full use of existing resources like eco-
nomic development zones and innovation parks to
avoid unnecessary duplication of investment," said
Chen Yu, deputy head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Employment Promotion.
E-commerce startups in rural areas should be priori-
tized since they are low cost, diversified and efficient,
said Chen.
"Migrant workers, college graduates and army veter-
ans willing to return to their rural hometowns to start
new businesses are important forces for the national
campaign to boost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
tion given that they have accumulated certain capital,
ability and experiences," said Xin Changxing, vice min-
ister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The government promised to ease the business regis-
tration procedure for these small businesses and al-
low them to enter rur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public services that are normally opera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y will enjoy waivers or reductions of taxes and ad-
ministrative fees, be considered for government funds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be offered certain al-
lowances, according to the policies.
The government also promised to introduce these

startups to private investors and to encourage
state-run rural banks to provide loans.
Migrant workers, college graduates and retired sol-
diers have better contact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an
long-time farmers and may bring new business ideas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to rural areas, the State
Council believes.
They are encouraged to engage in businesses like
farm produce, local specialty handicrafts and tourism
as well as to use the Internet to promote their busi-
nesses.
The government also pledged to invest more in rural
infrastructure, especially IT facilities, and to provide
business training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Cour-
tesy china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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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Urges Texas To Play Bigger Role
To Advance China-US Relations

Chinese Vice-Premier Liu Yandong meets
with Tsinghua High School team and
receives a gift as she poses for a group
picture with young players and former
NBA Houston Rockets star player Yao

Ming on June 21 at the Toyota Center in
Houston. The NBA invited the Chinese
students to travel to Houston from June
16-21 to attend a six day basketball clinic
conducted by Houston Rockets Player
Development Coach Kevin Burleson.

(China Daily Photo)

Chinese Vice-Premier Liu Yandong speaks at the welcome
dinner party hosted by 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 in Houston

on June 20, 2015. S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the ties between China and US in the areas of

culture, education, economy,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Photo/China Daily USA]

Lang L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oundation

Pianists 14 Years old or younger, we urge you to apply for Allianz Junior Music
Camp 2015!All expenses and travel paid. Go to: http://langlangfoundation.org.

[Facebook: Lang L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oundation]

Vice-Premier Liu At A Luncheon In Her Honor

A returned migrant worker works at a fac-
tory in Huaying, Southwest China's Sich-
uan province, March 2, 2015. [Photo/IC]

China's Vice Premier Stressed Importance Of Houston

China will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deepen cooperation
in med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s to curb

cancer and other diseases Chinese
Vice-Premier Liu Yandong said last week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shown here with center
president Ronald A. DePinho) in Houston.

Please Sup-
port the Alief
Community
Association
by Shopping
at Amazon
Smile.

When you shop at
AmazonSmile, Amazon will
donate to the Alief Community
Association.

Support us every time you buy
at smile.amazon.com

Thank you.

Marie Lee, President
Alief Community Association

Shop Today!!

E-commerce startups in rural areas will be pri-
oritized since they are low cost, diversified and
efficient

2004年2月28日上午，由「中國關
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和北京童馨誠
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聯合舉辦的「海峽
兩岸青少年數學科普交流成果：主人
翁心算演示暨專家座談會」，在北京東
城區少年宮成功召開，出席座談會的
有實驗班的 50 多名小朋友、近百位兒
童家長、30 多位北京市各區教研室的
負責人以及20位主人翁心算教師代表
。十分振奮人心的是有5位著名的數學
專家蒞臨，一起就海峽兩岸教育交流、
引進臺灣地區普遍開展的主人翁心算
教學活動進行觀摩、座談、研討。他們
是：
著名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元；
著名中小學數學專家、教授王長沛；
中國科學院科普辦公室主任丁穎；
教育科學研究所基礎教育課程教學研
究部專家李嘉駿；
教育部中小學生科技教育核心專家成
員、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專家李亦菲。

中國科學院王元院士是著名數學
家，曾30多年與華羅庚共識、合作從事
基礎數學領域的研究，在國內外都取
得了非常傑出的成就。同時，王院士花
大量時間從事數學科普創作，關注青
少年的科技教育。他用了8年的時間，
完成了「華羅庚」傳記著作並因此於
2002年獲得臺灣第一屆吳大猷科學普
及著作獎金籤獎。

著名的中小學數學專家王長沛教
授多年從事青少年教育領域的研究，
是北京市廣大青少年非常熟悉的一位
老專家。

中科院科普辦公室主任丁穎在中
科院科普工作崗位上耕耘多年，她非
常熱心支持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多
年來對各個部門、社會單位開展公益
科普教育活動都給予大力支持。

李嘉駿教授是中央教育科學研究
所專門從事學校基礎教育課程研究的
專家，是「一掌金」的傳人，對我國古心
算-珠算具有獨到的研究和見地，近年
來，曾經調查、暸解、接觸過100多種心
算。目前，正在對這 100 多種心算進行
深入研究，探尋兒童腦潛能可持續發
展的心算教學法。

李亦菲博士是北京師範大學年輕
專家，是國家教育部在中考、中小學科
技教育的核心專家成員。

出席大會的院士、專家面對幾十
名學齡前兒童的精采表演，產生了極
大的興趣，對臺灣曾春兆先生創辦的
主人翁心算教學法給予很高的評價。

王元院士興趣盎然的說：「我搞了
這麼多年的科普教育工作，今天這樣
近距離的面對這麼小的孩子還是第一

次，這些孩子這樣活潑的通過舉手投
足在愉快中學習數學知識，使我想到
了自己 70 年前的童年。這麼小的孩子
能用自己的雙手算出正確的結果，這
本身就說明了這種教學法是好的。至
於快慢，沒關係的，科學家也有快、有
慢，華羅庚就快，陳景潤就慢。關鍵是
對腦潛能的開發。

我準備了自己兩次去臺灣進行科
普交流的資料，一次是1995年，那年我
65 歲，在臺灣中學作學術報告時正是
我的生日，他們為我過生日，我給孩子
們講中國近代數學的發展史，我和孩
子們都很快樂。第二次是今年我去臺
灣領取臺灣科普最高獎-吳大猷獎金
籤獎，評這個獎是幾個諾貝爾獎獲得
者。臺灣很重視科普教育，科普專家要
好好的發揮作用，主人翁心算教學法
作為兩岸科普交流的內容很好，我們
科普專家也願為這項科普交流作貢獻
。」

李啟民主任插話：「今天王元院士
對科普教育提出了很好的要求，就是
要愉快教育，愉快交流，不是強迫，不
是壓制，要很高興，很愉快，主人翁心
算教學法就充分體現了快樂教育，因
此我們把它作為兩岸交流的專項進行
推廣交流。」

著名中小學數學專家王長沛教授
說：「看到小朋友的表演我很興奮，我
認為小朋友應當玩兒數學，不要過分
的壓力。今天小朋友的表演方向很出
色，應當這樣，給孩子們輕鬆的發展機
會和發展空間。

現在我正在選一個多元智力開發
項目，怎樣給孩子一個寬鬆的發展機
會，是很重要的課題。北京的家長教育
觀念轉變很大，家長的付出也很大，天
天送孩子去學習，很辛苦。但是，要反
思怎樣給孩子一個什麼樣的童年？我
是老師，特別知道教師的辛苦，前天我
去廣渠門中學與校長談到對『宏志班』
的管理，學校的常規管理是很嚴格的。
今天我參加這次主人翁心算教學法的
演示活動，感到很有價值，臺灣的曾春
兆先生開創的這種教學法令我敬佩，
吸收曾先生的這種教學觀念，推廣這
種教學法，為孩子們可持續發展創造
了發展空間，感謝關工委給我這次學
習的機會。

我看到主人翁心算這個項目很好
，我有以下幾個想法：
(1)曾先生熱心教育，特別是熱心幼稚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熱愛才
能有創新。
(2)主人翁心算教學法有理論思考，特
別是他的理論思考不是從理論到理論

的邏輯推理性的思考，不是坐在椅子
上去思考問題，去研究理論，而是從實
踐出發考慮的，經過二十年的實踐、發
展、完美，這是最難得，非常好。
(3)主人翁心算教學法有很多的可操作
性，很好，我初次接觸，就感觸到曾先
生很努力，是他把對兒童的教育從機
械教育、背算教育轉到心算教育，而又
超越了心算教育的範疇去發展數學的
空間。
(4)主人翁心算教學法在教學中注重情
感教育，這是很重要的，情感教育很重
要。在教學中放優美的音樂，改變了教
學環境；在訓練中注重交流活動，注重
口頭表達訓練，這與其他速算有很大
的超越。
(5)對兒童數感的培養，這是個方向性
的問題，主人翁心算教學法展示了培
養數感的實踐過程，我認為要與課程
改革相結合，有創造性地結合，給孩子
們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空間。」

丁穎主任接著說：「第一次見到這
麼小的孩子這麼有興趣的演示心算，
感到很高興，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教育科學研究所基礎教育課程教
學研究部專家李嘉駿十分驚喜地說：
「看到小朋友表演主人翁心算感受頗
多，對臺灣曾先生發揚民族文化，敢於
思考，勇於開創的精神很讚賞，對中國
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大力支持推廣
主人翁心算感到非常高興。」

他說：「中國心算歷史悠久，那麼，
什麼是心算？古人云：『善數者不用器

械 』，學
生用自己的雙手代替了運算器械，用
以算出數，這才是心算。主人翁心算把
中華民族的國粹-珠算承接下來，又發
揚光大了，我對曾先生、關工委，以及
趙老師很敬佩。

最近，國際心算協會會長、中國珠
算協會會長遲海彬，找到國家教育部，
提出對心算要作為一個項目進行專門
研究。目前心算、珠算在全國有350 多
萬學生在學習，具體演算法有100多種
，方方面面，各不相同。惟主人翁心算
是用手指運算，很有獨到之處。具體有
以下幾點：

首先是方向對，其目標是提升腦
力，挖掘腦潛能，可以促進學生腦力持
續發展，這樣，家長、國家都有了實現
期望值的可能，非常好。其次是王院士
講的『興趣問題』，是非常重要的，據我
暸解，學生學習珠心算，要背81個口訣
，然後對500多道題目進行機械式的背
誦訓練，強化背下來，最後使孩子喪失
了興趣，我不贊成。目前，國家教育部
對心算提出要求，既注重口算，加強估
算，引進計算器，發展多種演算法，剛
才看到學童以十指數數，數出100使我
驚訝！我認為用手指運算，指出了心算
的方向，手巧則心靈，學生手動起來了
，替代了強硬的表像，有獨到的價值。

我希望合作，把這個項目作為實
驗項目，要研究出專案好在哪裡？是否
可持續發展？我也希望同幾位科普專
家共同研究。」

國家教育部中小學生科技教育核
心專家成員、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專家
李亦菲在親自考察了心算學員小李奕
飛(兩人名字同音非常巧合)的手指運
算能力後，十分興奮地說：「看了學生
的表演我說三句話。

第一句：重視技能的培養，用不同
的方式表示數，其種類很多，用雙手表
示數作運算，這是對孩子進行智力開
發，很好。手指是形象，數位是符號，形
象與符號的相互轉換，是需要很強的
心理協調能力，對孩子的智力發展很
好。

第二句：轉換方式最重要，左右腦
是協調發展的，聲音是左腦的功能，形
象是右腦的功能，數形一致，互相轉換
，協調工作，使左右腦同時協調發展，
這才是完整的智力。

第三句：我贊同在輕鬆、愉快的環
境下教學，不要形成壓力，孩子喜歡最
好，我看這個專案有很好的發展空間，
願意參加研究。」

出席座談會的部分少年宮、教育
研究單位的負責人和近百位家長，聽
了專家的發言受益匪淺。同時，還有數
家中國國家級和北京市新聞單位出席
。

達福地區「主人翁心算」教室，全
年招生，四季開班。詳情請洽：達拉斯
鄭老師 469-235-5006。Southlake 胡老
師 817-251-1940。網址：www.mental-
math.us。(台灣「主人翁心算」總部推薦，
達福主人翁供稿)

中國大陸專家高度評價主人翁心算

布蘭諾的居民你們好：
我想你們肯定看到我以前寫的關于SUV第三排車座

被盜的文章，或看到電視上關于在達拉斯福和市地區發
生一系列這樣案件的報道。僅僅在這一個月內，我們就得
到了八起這類案件的報告。這類案件還在繼續發生，我們
正竭盡全力識別並逮捕與此類案件有關的犯罪分子。我
們這裏的案子大多發生在白天，受害者的車停在上班、吃
午餐或工作的地方。嫌疑人是這樣作案的，他們把自己的
車停在SUV的旁邊，（這些SUV大多是General Motors 的
產品Escalades, Tahoes, Suburbans）, 然後打破車後窗。他們
進入車裏面，解開後車座，把它們拉出來。作案時間也就
幾秒鐘。現在，你們可以到網上去搜索一些上市的產品，
它們會减少你成為受害者的可能。我自己也做了點功課，
發現有種很簡單的電綫鎖，和自行車的鎖很像，這可能起
點防盜的作用。如果你搜索電綫/電纜鎖（cable lock）你就
知道我說的是什麽了。你還可以在這個網站上看看樣品

http://www.safercerritos.com/_pdfs/cable_lock.pdf 。 這 種
商品在你購買時附帶有個小帖，你把它貼在後車窗上讓
犯罪分子知道你有鎖。這是為了警告犯罪分子，別讓他們
把你的車砸了，而後發現你的車座上了鎖。

最後一個重要的事是，我和負責這類案件的一個偵
探談了談，他說要找地兒賣這些車座並不容易。很有可能
有不少車座被盜，但問題是沒有任何序列號或記號來表
明它們是被盜的。他想讓我把他的建議轉告大家，用電筆
把駕照號碼刻在車座的金屬框上。有了這個，就可幫助我
們找到車主把車座還給他們，並幫
我們找到作案者。

像以往那樣，不是每個人都在
Nextdoor 上，因此請把此信息轉告
給你的親朋好友、同事及鄰居。謝謝
你們在我們試圖找到罪犯時給予我
們的幫助。(布蘭諾警察局供稿)

布蘭諾警察局新聞發言人的信
SUV 第三排車座被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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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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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DAVID S.C. HO, M.D.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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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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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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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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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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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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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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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診所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可保安康

地
址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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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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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牙齒矯正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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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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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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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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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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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三維X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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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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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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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臻牙醫博士
Zane Yang DDS & Heidi Tang DDS

牙醫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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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3-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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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dation
˙超薄烤瓷美容貼面

本診所為您全家本診所為您全家
提供全套牙科服務提供全套牙科服務

門診時間：
周 二 至 周 五:
9AM-6PM

周六: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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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讓步爭取協議 恐面臨國內阻力

奶價賤傳悲歌 大陸奶農倒奶殺牛

陸股大跌 官方下令減少股市報導

台專家助薩一鄉一特產設計完成訓練任務

（中央社）大陸北京、山東和陝西等地因
為牛奶上游價格太低，導致部分地區出現奶農
倒掉鮮奶、宰殺牛隻等現象，小型養殖戶損失
嚴重。

經濟參考報報導，這個現象從2014年底
以來開始出現。以山東為例，牛奶平均價格為
人民幣每公斤2.96元，遠低於每公斤3.5元的
綜合成本價，有些牛奶收購價最低甚至到每公
斤1元。

養牛養了幾十年的山東奶農裴樹克說，
生平第一次把200多公斤牛奶倒在地上，邊倒
邊掉淚。

山東省奶業協會會長張志民說，大陸本
土奶業發展時間短，現代化奶業發展體系不夠
完善，飼養成本高而生產水準低，與國外相比
綜合生產能力低下。

報導指出，奶價大幅下降與奶粉大量進

口有關，去年以來1噸進口奶粉進口價比1噸
國產奶粉低1萬元左右，乳品企業轉而使用進
口奶粉作為加工原料，減少了對國內生鮮乳的
使用。

隨著大陸與紐西蘭及與澳洲的自由貿易
協定生效，未來進口奶粉對大陸原奶價格的衝
擊可能會持續加重。

報導也披露，奶價過低導致安全問題，
一來奶農為了減少飼料成本而不加入營養素或
微量元素，二來有些奶農為了生存，自己將生
乳做些簡單加工後就賣到市場，成為安全隱患
。

大陸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近日通
報2014年嬰幼兒配方奶粉監督抽檢情況，不合
格奶粉中，有 3 批次樣品檢出黃麴黴毒素 M1
超標。

（中央社）陸股近來高檔
反轉大跌，股民一片哀嚎。中
國大陸廣電總局上週起下達宣
傳提示，要求各廣播電視媒體
減少報導股市行情，以免因報
導不當造成行情暴漲暴跌。

英國廣播公司（BBC）
中文網報導，這項宣傳提示不
但要求減少報導股市，還要求
「在必要的報導中要做到全面

平衡、客觀理性， 『不集中唱
多，不合力唱空』，合理引導
市場預期，防止因報導不當引
起股市大漲大跌」。

提示指出，對股市波動
「一律不再組織評論言論、專

家訪談、現場連線，不做深度
解讀，不猜測、評價股市走向
，不渲染恐慌、悲情氣氛，不
使用 『暴跌』、 『暴漲』、
『崩盤』等煽情用語」。

這項提示還要求， 「要
嚴格以監管部門正式發布的訊
息為依據進行報導，堅決避免
傳播虛假不實信息」，且 「所
辦證券節目須為播出機構自製
自播，不得出租轉讓時段，不
得播出諮詢機構提供的節目，

不得與諮詢機構進行商業合作
」等。

報導指出，這項宣傳提
示已陸續下達到大陸境內各廣
播電視台，部份媒體早在 19
日就收到通知，其餘媒體也在
今天之前陸續收到。

陸股自去年12月以來展
開久違的多頭行情，呈大波段
上攻，其中滬股6月初一度登
上 5000 點大關，但在端午節
前卻從高檔反轉大跌，1週就
大跌逾13%。

（中央社）希臘僅剩一週來尋找免於倒債的
出路，但與債權人敲定協議的希望仍可能逐漸消
逝，因總理面臨壓力，必須說服所屬的反撙節政
黨同意作出必要讓步，如此一來希臘才得以取得
紓困金。

歐元區領袖昨天結束緊急峰會時，似乎對希
臘向歐洲聯盟與國際貨幣基金（IMF）遞交的最
新改革方案深感滿意，希臘政府發言人塞克拉瑞
迪斯（Gabriel Sakellaridis）隨後表示： 「我們非
常接近（敲定協議），未來48小時將具決定性
。」

歐洲聯盟經濟事務執委莫斯柯維奇（Pierre
Moscovici）今天對法國電台指出，他堅信希臘與
債權人將達成債務協議。

然而，莫斯柯維奇警告，有關加值稅與退
休金改革的問題 「仍有待努力」。

希臘政府今天也提出警告，表示任何協議
均須在本月底獲得希臘國會以多數票通過。

塞克拉瑞迪斯說： 「如果協議無法獲得執
政多數陣營的議員批准，政府就無法留任。」

不過，要獲得國會批准，總理齊普拉斯
（Alexis Tsipras）恐將面臨苦戰，因為他在今年1
月的大選所以能夠勝出，主因他矢言將終結讓希
臘飽受經濟衰退之苦的長年撙節措施，因此他若
想要恪遵協議，就必須說服所領導的激進左派聯

盟（Syriza）與債權人繼續相挺。
希臘國會議員今天已怒氣沖天，不滿政府

在債務談判願意作出讓步，國會副議長甚至警告
，這些提案將難以過關，令外界期待希臘將很快
敲定協議化解危機的樂觀情緒一掃而空。

歐洲各國領袖對於雅典當局端出的最新預算
提案大表歡迎，認為將可作為未來敲定協議以釋
出紓困款項、避免希臘違約倒債的基礎。希臘如
果步上倒債一途，接下來恐將出走歐元區。

但隸屬激進左派聯盟的國會副議長米特羅
普羅斯（Alexis Mitropoulos）接受希臘米加電視
台（Mega TV）清晨新聞節目專訪指出： 「我相
信，以我們所見，這項計畫 ...將難獲我們通過。
」

如果希臘國會真的不願支持政府端出的最
新提案，齊普拉斯恐被迫宣布提前選舉，或是舉
辦公投，而這將讓不確定的局面更為延長。

米特羅普羅斯表示： 「總理首先必須向民
眾交代，為何我們在協商中失敗，落得這樣的結
果。我相信（這些措施）不符合左派政府的原則
。這種社會殘殺 ...他們不能接受。」

但鑑於希臘已瀕臨破產邊緣，如果齊普拉敲
定了協議，希臘國會議員是否將會挖齊普拉斯的
牆腳，依然不甚明朗。

（中央社） 「一鄉一特
產（OTOP）產品設計及陶藝
專業技術專家執行訓練任務
」台灣團，在中華民國駐薩
爾瓦多大使館協助下，於當
地時間14至20日順利完成訓
練任務。

台灣團訪薩期間，拜會
駐薩爾瓦多大使李新穎、參
加產品設計講評論壇、薩國
荷西．馬提亞斯．德爾卡多

（JOSE MATIAS DELGADO
） 及 薩 爾 瓦 多 天 主 教 大 學
（UNICAES）大學手工藝設
計策略規劃能力訓練及陶藝
產品創新設計訓練、MOJE合
作社手工藝業者釉燒製作訓
練及產品色彩訓練、陶藝通
路據點訪查等。

台灣團並就本計畫執行
進度與現況審視、地方特色
產業設計、陶藝產品創新設

計、產品色彩及包裝設計、
陶器製作及釉料塗裝等教育
訓練課程等。

台灣團主要由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主任陸定邦、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陶瓷創意
設計系主任李明松、講師卓
銘順、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視
覺傳達設計系助理教授許喬
斐4人所組成。

國際油價溫和上揚國際油價溫和上揚

整合觸控技術 蘋果Home鍵傳將消失

培養行銷人才 谷歌揭曉數位火星人一號

陸降稅奏效 進口化妝品掀起降價潮

（中央社）Home 鍵長久以來一直是 iPhone
與iPad上最重要的一個鍵，但據傳蘋果（Apple）
可能移除Home鍵。

據英國 「每日郵報」（Daily Mail）網站報
導，沒有了Home鍵，未來iPhone裝置的前面將
全是螢幕。

果粉熟悉的Home鍵不見後，取代的是嵌入
螢幕的指紋感應器，如此一來，才能讓Touch ID
系統運作。

蘋果新機iPhone 7有望成為首款移除Home
鍵的蘋果手機，取而代之的是完美嵌入螢幕的指
紋感應器與按壓感觸螢幕。

台灣電子時報引述台灣IC設計產業消息來源

指出： 「蘋果內部正在研發應用於iPhone的觸控
面板感應晶片 TDDI（Touch and Display Driver
Integration）單一晶片。」

根據消息來源指出，TDDI單一晶片也將整
合指紋感應器。

未來此一整合設計一旦成功應用在iPhone上
，顯示器邊框將會變得更纖薄、更窄，取消
Home鍵，延展手機畫面的邊界，讓iPhone看起
來更富有設計感。

根據美國科技網站 「蘋果內幕」（AppleIn-
sider）報導，蘋果新機iPhone 7有望於2017年報
到。

（中央社）在市場關注希臘紓
困協議有望達成以及伊朗可能對供
應過剩的全球市場恢復供油的情況
下，國際油價今天溫和上揚。

紐約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級原
油7月交割價小漲7美分，來到每桶
59.68美元。

倫敦北海布倫特原油8月交割
價攀高32美分，以每桶63.34美元作
收。

（中央社）中國大陸財政部6月1日起
降低部分服裝、鞋靴、保養品等日用消費
品的進口關稅稅率後，掀起了一波進口化
妝品降價潮，部分進口化妝品的降價幅度
達23%。

澎湃新聞網報導，在大陸財政部宣布
降稅後，包括雅詩蘭黛、倩碧、海洋拉娜
、萊雅等品牌均宣布降價。

雅詩蘭黛在上海宣布，7月1日起大陸
市場的所有保養品及化妝品全面降價，而
部分品牌產品零售價降幅達到23%。

雅詩蘭黛宣稱，這次降價主要在支持
大陸官方降低關稅、提振消費。這波價格
下調策略適用於所有雅詩蘭黛官方授權的
零售管道，包括百貨商店、官網、天貓旗
艦店、獨立專賣店及機場含稅店等。

大陸財政部自6月1日起將降低部分服

裝、鞋靴、保養品、紙尿褲等日用消費品
的進口關稅稅率，平均降幅超過50%，其中
，保養品的進口關稅由5%降低到2%。

業內人士一度認為，關稅的調整不至
會引起相關進口產品降價，因為關稅在產
品零售價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不過，
出乎意料的是，隨後萊雅及雅詩蘭黛兩大
化妝品集團均鬆口表示要降價。

報導指出，受大陸經濟成長放緩、海
外代購競爭加劇等因素影響，大陸高端消
費品去年以來銷售成長開始放緩，調降關
稅為降價找到了一個藉口。

以萊雅為例，該公司2014年在中國大
陸的銷售總額為人民幣 143 億元，較 2013
年成長7.7%，雖然保持了進入大陸市場18
年以來的慣有成長，卻首度無法保持13年
以來的雙位數成長。

（中央社）為弭平產學落差，
Google今年推出 「數位火星計劃」，
吸引3143名社會新鮮人報名，其中有
近80名獲得企業晉用成為 「數位火星
人一號」，即日起進駐企業，引爆數
位行銷力。

Google台灣總經理陳俊廷表示，
希望透過數位火星計劃，減少數位行
銷領域的產學落差。很開心今年已協
助745位社會新鮮人考取Google Ad-
Words證照，並有近80位優秀的 「數
位火星人一號」順利進入企業。期待
他們能夠將數位行銷的專業在職場上

好好發揮，協助企業營運獲得更好的
成效。

「Google 數位火星計劃」2 月初
在台灣宣布以來，吸引3143位學生踴
躍報名，超越預期的2000人，報名學
生來自國內外超過200所大專院校，
顯示該計畫引起全球學生的高度關注
。

報名學生經過 Google 提供的數
位行銷實體與線上基礎課程後，截至
4月為止，已有745位學生考取國際通
用的Google AdWords證照，創下歷年
活動新高。

經 過 數 個 階 段
課程、考照與面試
甄 選 後 ， 近 80 位
「數位火星人一號

」進入企業就職。
分析 「數位火星人
一號」的背景，發
現除台大、政大及
交大外，淡江、台科大、輔大跟元智
大學也有許多畢業生獲得企業錄用，
其中有超過40%不具有相關背景，破
除 「行銷一定要是本科系」的迷思。

Google今天邀請積極投入數位行

銷領域的4家企業代表，包括玉山銀
行數位金融長李正國、華碩電腦數位
行銷部門協理許萬寶、創意引晴人力
資源主管呂靜瑜，以及大豐環保公關
行銷組副理許家惠，參與 「數位火星

生力軍 點燃企業行銷力」論壇，分享
數位火星計劃如何協助企業解決缺乏
數位行銷人才的困境。

當地時間 2015 年 6 月
22 日，韓國首爾，日韓邦
交正常化 50 週年當天，韓
國民眾和二戰受害者家屬
聚集在日本駐韓使館前示
威抗議，要求日本道歉和
賠償。

當地時間6月22日，阿富汗議會大樓遭塔利班武裝分子襲擊，大樓發生爆炸冒出濃煙，現場同時響起槍聲。

目前尚無事件造成人員傷亡的消息。阿富汗警方稱，武裝分子沒有進入議會大樓，而是在大樓外發起襲擊。圖為

議會大樓附近被阿富汗軍警包圍。

美國舉辦吃辣椒比賽
參賽者含淚猛吃

阿富汗議會大樓遭塔利班襲擊阿富汗議會大樓遭塔利班襲擊
當地時間 2015 年 6月 21

日，美國洛杉磯，世界上最

辣的哈瓦那辣椒大賽開幕，

參賽者比拼誰能在20分鐘內

吃完一碗60個哈瓦那辣椒。

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韓國民眾日本使館前抗議
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要求日本就二戰道歉 肯亞120人因收集泄漏石油被燒死

當地時間2015年

6月 22日，肯亞內羅

畢，一處汽油庫被摧

毀，消防員滅火。

Mukuru 貧民窟的 120

人在工業區收集汽油

庫的輸油管道泄漏的

石油時被燒死。

美國民眾大橋上游行
悼念黑人教堂槍擊案遇難者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20152015年年66月月

2121日日，，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美國南卡羅來納州

查爾斯頓市查爾斯頓市，，民眾在大橋民眾在大橋

上參加遊行活動上參加遊行活動，，悼念黑悼念黑

人教堂槍擊案遇難者人教堂槍擊案遇難者。。據據

悉悉，，66月月1717日日，，美國南卡美國南卡

羅來納州的一黑人教堂發羅來納州的一黑人教堂發

生槍擊案生槍擊案，，致致99人死亡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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