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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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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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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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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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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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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招聘：銷售員、倉庫管理員（懂
開叉車者優先），待遇面談。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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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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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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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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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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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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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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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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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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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asaka Japanese Restaurant & Lo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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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號公路與百利交界 希爾頓花園旅館對面)
敦煌廣場隔鄰 步行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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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OFF
有效期至

not include happy hour
7月31日2015年

星期二 2015年6月30日 Tuesday, June 30, 2015 星期二 2015年6月30日 Tuesday, June 30, 2015

著名楊式太極拳大師趙幼斌
將7月10號蒞臨休士頓，為休士
頓的太極愛好者進行為期四天楊
氏太極拳推廣教學活動，本次活
動是由美國世界功夫報主辦美國
少林禪武總會釋行浩少林功夫學

院承辦。
活動內容將分兩部分進行7月

11-12號早上7：30am-9：00am
將在休士頓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
舉行兩天免費太極氣功健康推廣
教學， 7月 11-14 號 5: 0

0pm-8:00pm連續四天下午每天3
個小時收費的提高班，也將在釋
行浩少林功夫學院進行。主要內
容：85式傳統楊氏太極拳。歡迎
所有愛好太極拳的朋友，一起共
襄盛舉！

趙幼斌先生是楊式太極拳第

五代嫡傳人。現任中國武術協會
委員和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體
育科學學會武術分會委員、陝西
省太極拳委員會副主任、陝西永
年楊式太極拳推廣中心主任、西
安市武術協會副主席、西安太極
拳總會會長、西安永年楊式太極
拳學會會長、趙幼斌楊式太極拳
培訓中心主任等，技術職稱是中
國武術八段。

趙幼斌先生七歲起隨父趙斌
習練楊式太極拳系列套路，十六
歲開始授拳，努力繼承楊式太極
拳、劍、刀、桿、推手等技藝，
五十多年來研練不輟，常年在祖
國各地和海外教拳，學生眾多，
成績斐然。是我國楊式太極拳第
五代傳人中優秀代表者之一。

他在國內國際太極拳推
廣和交流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

1984年成立西安楊氏太極拳學會
， 1991年成功主辦“海峽兩岸
楊式太極拳交流會”，被評為當
年西安十大體育新聞之後，曾多
次主辦了在國內外具有重大影響
的賽事活動。西安永年楊式太極
拳學會先後榮獲“全國太極拳推

廣工作先進單位”、
“全國全民健身活動先
進單位”、省市武協先
進團體單位，他個人曾
多次榮獲全國及省市武
術行業先進個人等稱號
，2013年被西安市精神
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授
予優秀志願者稱號。

趙幼斌先生辛勤耕
耘，桃李海內外。在國內，新疆
、黑龍江、雲南、重慶、四川、
廣東、廣西、浙江、江蘇、湖北
、湖南、河北、河南、山東、陝
西、甘肅及台灣、香港、澳門等
所轄的40餘個市縣地區都有他傳
播的足跡；在國際上，韓國、日
本、美國、德國、英國、加拿大
、西班牙、挪威、澳洲、法國等
十餘個國家都有來往教學和交流
的學生及其活動。尤其在泰國，
十餘年間來往，不但教學不息，
而且致力於傳播中泰兩國人民友
誼，頗負盛名，被泰國太極拳總
會授予“終身貢獻獎”的殊榮。

趙幼斌先生在太極拳理論研
究領域頗有建樹。他與其父趙斌
和師兄路迪民合著的《楊氏太極
拳真傳》一書二十多年暢銷不衰
，被列為楊氏太極拳經典著作。

他還撰寫出版了《楊氏太極拳講
座》、《85式楊氏太極拳教程》
、《28、37 楊氏式太極拳》、
《楊氏13式太極刀51式太極劍》
等系列書籍和教學DVD，暢銷海
內外。他的《楊澄甫太極拳式歌
訣釋義》等數十篇太極拳專著和
文章相繼在《中華武術》、《武
當》、《太極》等雜志發表，是
《中華武術》雜志“名家講堂”
欄目專題論述者。他純正的拳術
風範和深刻的理論見解，在國內
外都產生了較大影響。被列入中
國武術名家詞典、《世界名人錄
》等史冊。他還應李連傑和馬雲
的邀請為他們共同發起創辦的太
極禪國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創編
技術套路。

2008年7月，他被國家體育
總局武術管理中心、中國武術院
、中國武術協會特聘參與了《中
國武術段位制技術教程》楊式太
極拳1-6段的編篡和演示工作。
從2009年起，在國家推廣《中國
武術段位制》工作中，先後參加
了山東、湖北、香港、廣西、貴
州、河南、陝西的《全國武術段
位制》楊式太極拳的培訓和考評
活動。他還獲得2012年、2013年
度武術段位制工作先進個人獎，
2013年全國百名優秀考評員稱號
。趙幼斌先生在傳承和推動楊式
太極拳發展曆程中走在前列，為
傳播太極文化、弘揚中華國粹的
宏偉事業做出了顯著貢獻。 2014
年12月受中國武協邀請赴澳大利
亞主持中國武術段位海外考核。

如需了解更多詳情請與釋行浩少林功夫學

院聯繫；

聯繫電話：832-858-3898

地址：5905 Sovereign Dr. #131,Houston,

TX 77036(中國人活動中心內)

網址：www.houstonshaolin.com

楊式太極拳第五代嫡傳人楊式太極拳第五代嫡傳人
趙幼斌大師蒞臨休士頓趙幼斌大師蒞臨休士頓

本報記者陳鐵梅整理報道

同源會會長劉秀美向與會人士宣佈同源會會長劉秀美向與會人士宣佈
過去四年來有來自休士頓三位當選全美過去四年來有來自休士頓三位當選全美
華埠小姐華埠小姐,,第第4545屆華埠小姐選美競賽將於屆華埠小姐選美競賽將於
77 月月 2525 日下午日下午 66 時時 3030 分在分在 J.W. MarriottJ.W. Marriott
Hotel Liberty Hall BallroomHotel Liberty Hall Ballroom 舉行舉行

休士頓同源會在百利金山餐廳舉行
第45屆華埠小姐選美獎學金之夜新聞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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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同源會敖錦賜會長於全美同源會敖錦賜會長於66月月2525日下日下
午午77時時3030分在百利金山餐廳頒發論文比賽分在百利金山餐廳頒發論文比賽
優勝獎狀與獎金給李美秀優勝獎狀與獎金給李美秀

同源會第同源會第4545屆華埠小姐參選丁凱倫屆華埠小姐參選丁凱倫 Karen Ding,Karen Ding,張嘉怡張嘉怡,,
許陸佳許陸佳,,李瑞琦李瑞琦,,黃亮黃亮,Sara Kallina Matthews,Sara Kallina Matthews 及及 20142014全美華埠小全美華埠小
姐李凱若姐李凱若,, 20152015全美華埠小姐李思佳全美華埠小姐李思佳,,與工作團隊全美同源會與工作團隊全美同源會
敖錦賜會長敖錦賜會長,,休士頓同源會會長劉秀美休士頓同源會會長劉秀美,,伍司富前會長伍司富前會長,,周偉立周偉立
前會長前會長,Tammy Su,,Tammy Su,華埠小姐選美獎學金之夜共同主席朱李翠華埠小姐選美獎學金之夜共同主席朱李翠
萍萍 Betty Gee,Betty Gee, 伍朱月仙伍朱月仙 Linda WuLinda Wu等出席說明會等出席說明會

服務於服務於 CenterPointCenterPoint 劉偉玲經理豉勵女兒劉偉玲經理豉勵女兒 SaraSara
Kallina MatthewsKallina Matthews 參加華埠小姐選美能為自己提升各參加華埠小姐選美能為自己提升各
方面的素質方面的素質。。

休士頓同源會劉秀美會長休士頓同源會劉秀美會長,CenterPoint,CenterPoint劉偉玲經理劉偉玲經理
和父母親出席第和父母親出席第4545屆華埠小姐選美獎學金之夜新聞發屆華埠小姐選美獎學金之夜新聞發
佈會佈會

20142014 全美華埠小姐李凱若全美華埠小姐李凱若,,20152015 全美華埠小姐李思佳全美華埠小姐李思佳,,全全
美同源會敖錦賜會長夫婦美同源會敖錦賜會長夫婦,,休士頓同源會劉秀美會長休士頓同源會劉秀美會長,,周偉立前周偉立前
會長向會長向20142014全美華埠小姐李凱若全美華埠小姐李凱若,,20152015全美華埠小姐李思佳道全美華埠小姐李思佳道
賀她們替休士頓爭光賀她們替休士頓爭光

同源會第同源會第4545屆華埠小姐參選丁凱倫屆華埠小姐參選丁凱倫 Karen Ding,Karen Ding,張嘉怡張嘉怡,,許陸佳許陸佳,,李瑞琦李瑞琦,,
黃亮黃亮,Sara Kallina Matthews,Sara Kallina Matthews和全美同源會敖錦賜會長和全美同源會敖錦賜會長,,休士頓同源會會長劉秀美休士頓同源會會長劉秀美
,,周偉立前會長周偉立前會長,,趙婉兒財政趙婉兒財政,,伍國活牙醫夫婦伍國活牙醫夫婦,,伍冠南律師等參加伍冠南律師等參加66月月2525日晚間日晚間
在金山餐廳舉辦華埠小姐說明會活動在金山餐廳舉辦華埠小姐說明會活動

同源會第同源會第4545屆華埠小姐參選丁凱倫屆華埠小姐參選丁凱倫 Karen Ding,Karen Ding,張嘉怡張嘉怡
,,許陸佳許陸佳,,李瑞琦李瑞琦,,黃亮黃亮,Sara Kallina Matthews,Sara Kallina Matthews 及及 20142014全美華埠全美華埠
小姐李凱若小姐李凱若,, 20152015全美華埠小姐李思佳登台亮相全美華埠小姐李思佳登台亮相

休斯頓美食地圖 - 耀源私房菜

本報記者
孫雯報道

香爆牛肚一端上來香爆牛肚一端上來
就讓凱莉眼前一亮就讓凱莉眼前一亮。。牛牛
肚與配料的比例足見抓肚與配料的比例足見抓
馬師傅的實在用心馬師傅的實在用心，，吃吃
遍中餐廳的你我都懂的遍中餐廳的你我都懂的
（（大笑大笑）。）。

肉沫泡豇豆可是耀源私房菜的獨家秘制肉沫泡豇豆可是耀源私房菜的獨家秘制。。凱莉偷凱莉偷
偷告訴大家偷告訴大家，，如想想先嘗後買的話直接給熱情好客的如想想先嘗後買的話直接給熱情好客的
老板招呼一聲老板招呼一聲：“：“小五哥小五哥，，給個小盤先嘗嘗唄給個小盤先嘗嘗唄？”？”

香辣蝦一定是必點香辣蝦一定是必點！！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如果你是嗜辣如命如果你是嗜辣如命
如凱莉一般如凱莉一般，，那一定要提醒主廚多加辣哦那一定要提醒主廚多加辣哦。。因為耀源私因為耀源私
房菜的理念是健康新鮮房菜的理念是健康新鮮，，用食材本身烘托菜肴味道用食材本身烘托菜肴味道。。所所
以以，，重口味的吃貨們一定要註意哦重口味的吃貨們一定要註意哦~~

夫妻肺片夫妻肺片，，用料新鮮實在用料新鮮實在。。喜辣的凱莉表示辣味喜辣的凱莉表示辣味
還可以更上一層樓還可以更上一層樓，，不過隔壁桌的廣東客人直呼味道不過隔壁桌的廣東客人直呼味道
已經夠足已經夠足（（笑笑）。）。

糖城近日新張一家私房菜，眾多老饕前往後
都贊不絕口，堪稱道道都是百裏挑一的必點菜肴
。凱莉慕名前往，收獲竟然不僅僅只是老饕口裏
的幾道必點菜品而已。
地址：4555 HWY6 #G,TX 77478 Yuan Kithcen (
騰龍教育學院隔壁)
營業時間：周一至周五 下午四點至晚上 9 點 周
六周日上午11點至晚上9點

私房菜菜館的好處就是私房菜菜館的好處就是，，一個地方可以吃到不同的風一個地方可以吃到不同的風
味味。。新疆特色大盤雞在主廚的改良下新疆特色大盤雞在主廚的改良下，，更加適合大部分華更加適合大部分華
裔的口味裔的口味，，凱莉建議三人以上就餐一定要點來試試凱莉建議三人以上就餐一定要點來試試。。

一道可做一道可做
小吃也可做主小吃也可做主
食的雞米芽菜食的雞米芽菜
結束今次的私結束今次的私
房菜餐廳的探房菜餐廳的探
索索。。



BB22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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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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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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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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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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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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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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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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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電話: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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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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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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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設 備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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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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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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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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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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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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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中英文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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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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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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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地點：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 A119 Houston, TX 77036

呂 明

主治：中醫全科，頭痛，偏頭痛，頸背腰痛，各種過
敏症，氣喘咳嗽，各種胃病，男女不孕症，性功能障
礙，月經不調，更年期綜合症，各種腸胃病，運動損
傷，戒煙，神經性疾病，高血壓，中風偏癱，口眼歪
斜，風濕關節炎，內分泌失調，肝病等。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中 國 吉 林 長 春 中 醫 學 院 畢 業
具 有 35 余 年 臨 床 經 驗
美 國 德 州 執 照 中 醫 針 炙 醫 生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週一至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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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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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周藝藝

通中﹑英﹑粵

713713--981981--8898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醫師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www.drmeizhang.com

電話﹕281-242-6889
傳真﹕281-884-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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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時間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醫療美容項目：

張玫 醫生
Mei Zhang,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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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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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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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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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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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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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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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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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尤其擅長中藥外治，針對患者個體差異配

制中藥洗劑，使用冷敷 熱敷 噴霧 熏洗等
方式，結合中藥內服 穴療 針灸等治療
手段，達到見效快 副作用小的效果。

A 痤瘡 酒糟鼻 脂溢性皮炎 口周皮炎 黃
褐斑 異位性皮炎 濕疹 蕁麻疹 接觸性皮

炎 玫瑰糠疹 癢疹 瘙癢癥 過敏性紫癜 白塞氏病 皮
膚變應性血管炎 雷諾氏病 帶狀皰疹及後遺神經
痛 傳染性軟疣 扁平疣 毛囊炎癤 手足癬 體癬 銀屑
病紅皮病白癜風脫發

主治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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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大皰性疾病（天皰瘡類天皰瘡皰疹樣皮炎家族性良性慢性天皰瘡）
D 冬病夏治 根據中醫“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理論，利用夏季人體陽氣旺盛，
治療一些慢性疾病，達到標本兼治、預防保健的作用（慢性支氣管炎、過敏性鼻
炎風濕性疾病、痛經、脾胃虛寒平素易感冒等）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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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尼泊爾民眾釋放藍色氣球
悼念地震遇難者 當地時間2015年6月27日，尼

泊爾加德滿都，當地民眾釋放氣球

，紀念尼泊爾大地震中的死難者。

美國加州民眾赤身裸體街上騎車
呼籲健康生活 當地時間6月27日，美國加州洛杉磯街頭，大批民眾

裸體騎車上街，倡導健康自然的生活狀態。

美國洛杉磯現一大波“愛因斯坦”

希臘總理宣佈銀行停擺 實行資本管制
當地時間6月28日，希臘總理齊普拉斯發表電視講話稱，希臘各銀行將根據中央銀行的建議停止對外

營業並實行資本管制。作為應對危機措施的一部分，雅典證券交易所週一也將關閉。圖為齊普拉斯發表電

視講話。

希
臘
銀
行
擠
兌
潮

民
眾
擠
爆A

TM

一
天
內
取
走6

億
歐
元

當地時間6月28日，希臘總

理齊普拉斯發表電視講話稱，希

臘各銀行將根據中央銀行的建議

停止對外營業並實行資本管制。

作為應對危機措施的一部分，雅

典證券交易所週一也將關閉。近

日，很多希臘民眾由於擔心希臘

退出歐元區，銀行遭遇破產，在

ATM機前排起長隊擠兌資金。

僅6月27日一天時間，希臘全國

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自動取款機被

取空現金，銀行系統有大約6億

歐元現鈔被民眾提走。

圖為ATM機前排長隊的希

臘民眾。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20152015年年66月月2727日日，，美國加州洛美國加州洛

杉磯杉磯，，人們扮成愛因斯坦集會欲破最多的人們扮成愛因斯坦集會欲破最多的

““愛因斯坦愛因斯坦””集會世界紀錄集會世界紀錄，，為慈善募捐為慈善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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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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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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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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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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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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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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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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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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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三維X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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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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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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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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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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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1-988-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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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為各界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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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牙醫中心時代牙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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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志剛牙醫博士

新增西醫家庭全科（通國、粵語）

電話:713.777.5123

康樂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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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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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7.5123

電話:713.272.6688
傳真:713.271.6689休士頓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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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保險
政 府 醫 療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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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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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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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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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診所地址：：96009600 BellaireBellaire 211211室室((王朝商場二樓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Alibaba is known for its huge e-commerce busi-
ness in China and the record-breaking U.S. IPO
that it held last year. But there’ s a lot more to the
Hangzhou-based company than that, and as of
this week, that includes an online bank.
Alibaba-backed MYbank opened Thursday with a
promise to provide services “ for the little guys.”
The service is an all-digital bank, it has no physi-
cal branches but is open 24/7. It is aimed at
those who tend to end up a little short changed
by the existing banking system — SMEs who
struggle to fit into a financial bracket for loans
and services, and those in rural areas who have
issues accessing branches and banks in person.
“ Answering to the needs of those who have limit-
ed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in China is our
mission,” said Eric Jing, president of Ant Finan-
cial — the Alibaba affiliate backing the bank.
“MYbank is here to give affordable loans for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we are here to
provide banking services, not for the rich, but for
the little guys,” Jing, who is also executive chair-
man of MYbank, added.

Initially, it is aiming to
pay out loans of up to 5
million RMB ($800,000)
to SMEs, enterprises,
entrepreneurs and con-
sumers — although it
still requires final green
lights from authorities
before it can break the
seal on its purse of 4 bil-
lion RMB ($640 million)
in registered capital.
The bank believes it
can pass on savings to
customers by cutting
out the expensive pro-
cesses and systems
that traditional banks
deal with. For example,
MYBank uses cloud
computing rather than
internal IT systems,
while it has kept its staff
to 300 employees
thanks to being digital.
MYbank has the poten-
tial to be disruptive, par-

ticularly piggybacking the Alibaba name and
brand in China, but Jing said he intends to work
with the bank’ s traditional peers too.
“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may not be our
clients in the future when their businesses grow

beyond our
capabilities. And
we will
recommend our
clients to seek
financial
solutions at
traditional
banks,” he
added.
Alibaba isn’ t the
only Chinese in-
ternet firm mov-
ing into banking.
Tencent, the cre-
ator of smash-hit
chat app We-
Chat, began pilot-
ing WeBank,
which was China’
s first digital
bank, in January
of this year.
Ant Financial’ s
other services in-
clude Alipay, the payment service that processes
three times more payments than PayPal, a loan
program, and online investment platform Yu’ e
Bao. Ant Financial, which was formerly known as
Alipay, was spun out of Alibaba prior to the firm’ s
blockbuster U.S. listing and it is
tipped to go public in China within the
next two years.
Alibaba and its affiliate firm Ant Finan-
cial this afternoon launched MyBank,
a new online bank for China. The new
bank is “ not for the rich, but for the lit-
tle guys,” said executive chairman Er-
ic Jing.
It’ s the latest and boldest move into
personal finance by Alibaba, which is
China’ s biggest ecommerce compa-
ny. It comes two years after it rolled
out a personal wealth fund called Yu’
e’ bao.
With Yu’ e’ bao focusing on savings –

promising higher interest rates than offered by
China’ s state-dominated banks – Mybank will
concentrate on loans. Alibaba said today that My-
bank is “ dedicated to provide inclusive and inno-
vative financial solutions for individuals in both ur-
ban and rural areas and small and micro enter-
prises.”
This pitches Mybank up against not only China’ s
banks, but also a wave of Chinese startups that
offer peer-to-peer (P2P) loans – startups that al-
so target people or loan sizes that are not well
served by major banks. These startups include
Xiaomi-backed Jimubox and Softbank-funded
Edai, though a duo named Dianrong and Renren-
dai seem to be the largest in this booming seg-
ment.
Alibaba’ s online bank also puts it up against Ten-
cent’ s WeBank, which launched in January.
Mybank is backed by RMB 4 billion (US $646.3
million) in capital, Alibaba explained today, and al-
ready employs 300 people. With no physical
branches, the new business will save significantly
on operational costs.
Alibaba first experimented with finance back in
2010 when it launched Ant Micro Loan, which fo-
cused on small businesses as well as merchants
on Alibaba’ s shopping marketplaces, Taobao
and Tmall. That scheme has lent to over 1.6 mil-
lion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entrepre-
neurs. (Courtesy techcrunch.com)

WASHINGTON -- Song Andong, a
teenager born in Beijing,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born player to be drafted
into the National Hockey League.
The New York Islanders chose the de-
fenceman in the sixth round, with the
172nd pick of the entry draft on Satur-
day in the annual draft which show-
cases the best college and junior play-
ers from league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The selection of Song, 18, drew much
media attention from China and he ad-
mitted that being "the first" put pres-
sure on him.
"I am really honored to be the first,"
he said. "Being the first Chinese play-
er is a lot of pressure from people
back home.
"Good pressure. It will motivate me to
be a better player. Make them proud."
Song started to play ice hockey at the
age of six when doctors suggest he'd
better more inhale cool air for his frag-
ile throat, so his mother decided to
take him to play ice hockey.
At age 10 he moved with his family to
the Toronto and at 15 he went to New
Jersey to play high school hockey for
Lawrenceville School.
Lawrenceville coach Etienne Bilodeau

said Song stepped into a major role
not long after he arrived at the school
and was named captain this season.
"Given the composition of our team
this year, in a lot of ways he can re-
late to how many minutes Duncan
Keith logged during the (Stanley Cup)
Playoff," Bilodeau said. "He was pret-
ty much on a similar ratio minute-wise
for our squad. He was our go-to guy
at the blue line. His game is steady.
He has good edge work, handles the
puck well and really is very well-posi-
tioned all the time in the context of an-
ticipating and knowing how to support
the offense and knowing how to take
care of his end and to be very reliable
on both sides of the puck."
Song has played both defense and
forward but prefers defense as his fa-
vorite player is recently retired former
Detroit Red Wing Nicklas Lidstrom.
He graduated this year and next sea-
son will play at Philips Academy in An-
dover, Massachusetts, another top
prep school, as a post-graduate.
Song will also continue to play
internationally. He's captained the
Chinese team in the past two years at
the IIHF Division II-B World Under-18

Champi-
onship.
As
Beijing is
bidding
for the
2022
Winter
Olym-
pics,
winter
sports
have
become
the
impor-
tant in
the
country
which
are
traditionally in summer Games events
like weightlifting, diving, gymnastics
and shooting.
Song said he noticed the sport is
growing rapidly back in China.
"When I started playing there weren't
a lot of people there," he said. "There
wasn't much support for the game.
"Last year when I went back, it had
been eight years since I had seen Chi-
nese hockey and it was tremendous
how far it's grown. I am sure they will
keep trying to catch up to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nd Russia. There's
still a gap between them, but I'm sure
if we focus on hockey we can catch
up."
The Islanders are owned by Chi-
nese-born Charles Wang who was
not at the draft table on Saturday.
The Edmonton Oilers took Connor Mc-
David with the first overall pick on Fri-
day. (Courtesy chinadaily.com.cn)

Teenager Becomes First
Chinese Player In History

Drafted Into N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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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Bank 'MYbank' Opens In Hangzhou

Ma Yun (“Jack Ma”) (3rd from right),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China's e-commerce giant Alibaba, attends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MYbank in Hangzhou, capital of East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June 25, 2105. Alibaba-backed Internet bank
"MYbank" opened last Thursday in Hangzhou. MYbank has a
registered capital of 4 billion yuan ($655 million). The bank will
center on financial services for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 as well

as online consumers through the Internet platform. [Photo/
Xi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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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g Andong has become the
first Chinese Player In History
Drafted Into NHL poses after

being selected 172nd overall by
the New York Islanders during
the 2015 NHL Draft at BB&T
Center on June 27, 2015 in
Sunrise, Florida. [Photo/CFP]

New Bank Is ''Not For The Rich, But For The Little Guys''

Song Andong speaks
to a CCTV reporter at
the NHL draft. A native
of Beijing, China, Song

moved to North
America at age nine.
He captained China at
the 2015 U-18 World
Jr. Championships

(D-II).

Song Andong poses after being
selected 172nd overall by the
New York Islanders during the
2015 NHL Draft at BB&T Center
on June 27, 2015 in Sunrise,

Florida. [Photo/CFP]

Jing Xiandong (L), chairman of MYbank,
receives financial business operation permit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MYbank in
Hangzhou, capital of East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June 25, 2105. [Photo/Xinhua]

Ma Yun (“Jack Ma”),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China's e-commerce
giant Alibaba, attends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MYbank in
Hangzhou, capital of
East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June 25,

2105. [Photo/Xinhua]

侨 乡 广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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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邮箱： qxgd2011@tom.com   广东侨网： http://gocn.southcn.com 

“广东侨务”新浪微博：http://weibo.com/gocn2011

第
八
届
﹃
世
粤
联
会
﹄

百载粤侨路 心系中国梦

     由澳洲广东侨团联合总会主办的第
八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简称“世
粤联会”）暨第二届世界广东华人华侨
青年大会（简称“世粤侨青大会”）将
于 2015 年 10 月 5 日至 7 日在澳大利亚
悉尼举行。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按
计划积极有序地进行。记者近日就大会
筹备的相关情况专访了“世粤联会”常
务理事会主席、广东省侨办主任吴锐成。

举办第八届“世粤联会”
有什么重要意义？

      广东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祖籍广
东的华侨华人达 3000 多万，约占全球
6000 万海外侨胞的二分之一。粤籍侨
团数量庞大，历史较长，在住在国侨
社和主流社会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可以说是海外侨社的主要和重要群体。
为进一步加强海外粤籍乡亲的联谊和
交流，增进团结，共谋发展，1999 年，
在新加坡广东会馆和马来西亚广东会
馆联合会的共同倡议下，在广东省侨
办和海外主要粤籍侨团的共同支持下，
决定举办“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简

称“ 世 粤 联 会”）。 世
粤联会自 2000 年开始，
已经先后在新加坡、广
东、香港、马来西亚、
印尼、泰国和澳门举办
了七届，参会的粤籍乡
亲代表范围越来越广，
活动档次和规模不断提
升，活动内容越来越丰
富，在海外侨社的影响
力也越来越大。目前，
“世粤联会”已经成为
全球粤籍侨胞公认的大
型交流联谊活动平台。
继续办好第八届“世粤
联会”，是构建和谐侨
社、促进中外民间友好
交流的重要举措，对推

动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和凝聚
广大粤籍侨胞实现海内外中华儿女共
同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问
本届“世粤联会”的主题是什么？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百载粤侨路 心
系中国梦”。粤籍华侨移民澳大利亚已
有 100 多年历史，与此同时，澳大利亚
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各个民族、多元
文化融合发展，这与我们倡导的“和谐”
理念是相一致的。只有侨社和谐，侨团
和谐，侨胞内部和谐，才能团结一致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世粤
联会”作为一个全球粤籍侨胞交流联谊
平台，可以更好地倡导侨胞为构建和谐
侨社而共同努力，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而共同努力。因此，本届大会的主题定
为“百载粤侨路心系中国梦”，是结合
主办地粤侨移民历史和特点，表达粤侨
心声的。回眸历史，心系未来，这也是
契合当前世界发展潮流与海外侨胞发展
的实际要求的。■

提问 3：
本届大会与往届相比，

有什么特点？
       经过多届办会经验的累积，“世粤
联会”办得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有自
身的特点。本届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
几方面：一是大会的规格高。本届大会
规模约 2000 人，开幕式将在澳洲标志式
建筑悉尼歌剧院举行，届时澳洲当地政
要、国务院侨办领导、广东省领导以及
世界各地的粤籍华人精英将出席大会。
二是内容丰富，除了传统的交流大会、
开闭幕式外，还首次举办“服务华社 真
情奉献”荣誉人士授荣仪式、《百载粤
侨路—澳洲粤侨历史纪录片》首播式、
“一带一路”专题讲座、中华传统文化
论坛等一系列展有侨味、有粤味的活动。
三是重点打造侨界青年交流平台，在第
二届“世粤侨青大会”上，将举办“2015
世粤侨青十杰”颁奖典礼、宣扬“世粤

侨青悉尼共识”、举办商机与发展论坛
等活动，吸引和凝聚更多的年青人参与
社团活动和服务社会。

举办“服务华社 荣誉人士”授荣活动
有什么重要意义？

      海外侨社的发展和中华文化的传承传
播，离不开老一辈侨胞的不懈努力。很
多老侨领几十年如一日为社区服务，他
们为侨社埋头苦干、出钱出力、默默奉
献，令人敬佩。为表示对长期服务华社
人士的敬意，倡导“服务华社、团结华
人、热心公益、甘于奉献”的精神，感
谢他们为促进华社团结发展和中外友
好合作交流作出的突出贡献，广东省侨
务办公室和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的联
合开展“服务华社 真情奉献”荣誉人
士授荣活动，借助第八届“世粤联会”
这个活动平台，举行“服务华社 真情
奉献”荣誉人士授荣仪式，以此褒扬他
们所作的贡献，激励更多的侨胞为华社
服务。

为什么选择在澳洲举办
第八届“世粤联会”

暨第二届“世粤侨青大会”？
      澳洲广东侨团联合总会能获得本届
大会的主办权，是在澳洲主要粤籍社团
的精诚团结和共同努力申办下，得到“世
粤联会”常务理事会一致支持的结果。
大家认可澳洲，主要是澳洲有以下几点
优势：
       一是本次大会是“世粤联会”首次
在亚洲以外地区举办，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有利于向西方主流社会宣传广东、
推介广东，同时在更广泛、更高的平台
上拓宽海外粤籍乡亲联谊沟通、合作发
展的渠道。
       二是众所周知，广东人移民澳洲历
史悠久，人数众多，在悉尼、墨尔本、
阿德雷德、布里斯班等地区粤籍华侨华
人社团林立，影响力较大，侨胞融入主

流社会能力强，特别是近几年来，澳洲
主要粤籍社团在推动社团和谐合作、促
进社团革新发展以及开拓社团青年工作
等方面成效显著。我们认为，支持并协
助澳洲广东侨团联合总会办好第八届“世
粤联会”暨第二届“世粤侨青大会”，
能够进一步促进海外侨社的和谐建设，
进一步促进中国、广东省以及广大海外
粤籍侨胞与澳洲建立多层次、多方式、
多领域的合作交流。
       三是悉尼是国际性旅游城市，硬件
设施一应俱全，酒店、交通、会展、礼
宾等各方面条件良好，适于举办国际性
会议活动。
       四是澳洲粤籍社团实力雄厚，相关
社团都有举办世界性联谊活动的经验，
大家团结一心，能够做好大会的各项筹
备工作。

第八届世界广东同乡联

谊大会暨第二届世界广

东华人华侨青年大会微

信公众号。

“世粤联会”会旗交接。

第八届“世粤联会”筹办情况通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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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届
﹃
世
粤
联
会
﹄

百载粤侨路 心系中国梦

     由澳洲广东侨团联合总会主办的第
八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简称“世
粤联会”）暨第二届世界广东华人华侨
青年大会（简称“世粤侨青大会”）将
于 2015 年 10 月 5 日至 7 日在澳大利亚
悉尼举行。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按
计划积极有序地进行。记者近日就大会
筹备的相关情况专访了“世粤联会”常
务理事会主席、广东省侨办主任吴锐成。

举办第八届“世粤联会”
有什么重要意义？

      广东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祖籍广
东的华侨华人达 3000 多万，约占全球
6000 万海外侨胞的二分之一。粤籍侨
团数量庞大，历史较长，在住在国侨
社和主流社会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可以说是海外侨社的主要和重要群体。
为进一步加强海外粤籍乡亲的联谊和
交流，增进团结，共谋发展，1999 年，
在新加坡广东会馆和马来西亚广东会
馆联合会的共同倡议下，在广东省侨
办和海外主要粤籍侨团的共同支持下，
决定举办“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简

称“ 世 粤 联 会”）。 世
粤联会自 2000 年开始，
已经先后在新加坡、广
东、香港、马来西亚、
印尼、泰国和澳门举办
了七届，参会的粤籍乡
亲代表范围越来越广，
活动档次和规模不断提
升，活动内容越来越丰
富，在海外侨社的影响
力也越来越大。目前，
“世粤联会”已经成为
全球粤籍侨胞公认的大
型交流联谊活动平台。
继续办好第八届“世粤
联会”，是构建和谐侨
社、促进中外民间友好
交流的重要举措，对推

动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和凝聚
广大粤籍侨胞实现海内外中华儿女共
同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问
本届“世粤联会”的主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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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国梦”。粤籍华侨移民澳大利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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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3：
本届大会与往届相比，

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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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青悉尼共识”、举办商机与发展论坛
等活动，吸引和凝聚更多的年青人参与
社团活动和服务社会。

举办“服务华社 荣誉人士”授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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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籍侨胞与澳洲建立多层次、多方式、
多领域的合作交流。
       三是悉尼是国际性旅游城市，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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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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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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281-988-0088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82

中
國
城

6
號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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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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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規格報紙印刷﹐承接名片印刷﹐招貼海報﹐廣告
傳單﹐商業表格﹐文宣畫冊﹐超市及零售業宣傳品﹒

現特價中

星期二 2015年6月30日 Tuesday, June 30, 2015 星期二 2015年6月30日 Tuesday, June 3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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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太子的吉日嗎钥 "梅長蘇淡

淡一笑袁"這也不算是意外遥 "

"雖不意外袁到底是喜事袁多年
心願袁一步步地近了袁你也該高興高
興遥 "蒙摯拍了拍他的肩膀袁"陛下

近來身體時常有恙袁不能上朝遥等立
了太子袁靖王就名正言順地監國了遥
你辛苦煎熬這些年袁 爲了不就是這
個嗎钥 怎么還這樣悶悶的钥 "

梅長蘇默然不答袁 轉頭看向窗
外袁 看到黎綱急匆匆地從院子外面
走進來袁顯然是帶來了什么訊息袁不
由眯了眯眼睛遥

" 宗主袁 黔州飛鴿傳來消息
噎噎"

"進來説遥 "

"是遥 "黎綱邁步而進袁抱拳道袁
"稟宗主袁謝玉死了遥 "

蒙摯頓時一驚袁失聲問道院"怎么死的钥 "

"官府結論是意外遥
他在採石場服苦役袁坡上落石袁將他砸死了遥 "

"這么巧钥 "蒙摯怔怔地摸了摸自己的額頭袁"不過一想到他

犯的那些罪孽袁這樣死還眞便宜他了遥 "

"是便宜了些袁但他死了比活着有用遥 "梅長蘇地眸中閃過

一絲冷酷無情的光芒袁"夏江謀逆袁老皇垂暮袁新太子威望正高袁
想要重審赤焰舊案袁這時候正好袁只不過差一個勾起來的契機而
已遥

蒙摯心中一動袁問道院"你是説噎噎"

"謝玉是很惜命地人袁他現在已脫了死罪袁怎么都不會願意
把舊案翻出來袁所以他活着沒用遥

我需要的契機袁是莅陽長公主手中袁等他死了才有可能被拿
出來地那份親筆供述遥 "

"我明白你地意思了遥
可是會不會急了一點钥 "蒙摯有些擔心地問道袁"靖王現在

還沒有冊立呢袁我覺得再穩一穩比較好遥 "

梅長蘇看了他一眼袁忍不住笑了起來袁"蒙大哥袁你忘了我
們接的是飛鴿傳書了钥謝玉現在是苦役犯袁他地死訊最多通過驛
馬慢傳袁連加急的資格都沒有遥

從黔州這一路過來袁等莅陽長公主接到訊息袁差不多也是一
兩個月以後了袁時間剛剛好遥 "

"哎呀浴 "蒙摯敲敲自己的頭袁"沒錯袁我想事情就是不細袁你
那個玲瓏心肝袁確實沒人比得上遥 "

會師後的金兵與蒙古兵總數合計已超過十萬餘衆袁 任我隨徵大小戰役見識無
數袁這等規模聲勢浩大的徵剿袁還是頭一遭領略遥由此亦可見皇太極這一次是當眞鐵
了心袁卯足勁要把察哈爾一網打盡袁將林丹汗趕盡殺絶袁置之死地而後快遥

四月廿二袁大軍過興安嶺袁二十二天的行程已達一千二百多里遥當夜駐紮都埓河
時袁鑲黃旗中有兩名蒙古人偷馬逃走袁這之後再往西行進入察哈爾領地袁竟是一個人
影也瞧不見袁想來問題必然出在那兩名逃走的蒙古人身上遥

數日後這種猜想變成現實袁據報林丹汗得知大軍壓境的消息袁愴惶間率領部屬
十萬餘衆袁輕裝棄輜西奔庫赫德爾蘇袁逃往歸化城去了遥

皇太極當即下令全力追擊遥五月初七至布龍圖布喇克袁四天後又追至枯橐袁這一
路大多是荒無人煙之地袁路線拉得過長袁軍中糧食的供應便跟不上袁只能靠沿途不斷
打獵捕食獸肉充飢遥

這日到了西喇珠爾格袁但見遍野黃羊袁數不勝數袁當眞好比天賜恩澤遥
濟爾哈朗吿訴我袁大汗下令在此暫停一日袁命大軍分兩翼圍獵袁儘可能的捕殺黃

羊袁爲今後的糧食作儲備遥
我一聽立馬來了勁袁這一個多月來除了睡覺就是趕路袁就連吃飯塡肚大多數時

也都是在馬上將就湊合遥 這種日以繼夜尧枯燥單調的軍旅生活袁別説是接近皇太極袁
我就連正黃旗的營地邊角都靠不到遥

"我也去浴 "濟爾哈朗似乎早料到我的反應袁嘴角彎起一道弧線院"弓能拉滿么钥 "

我知道他在嘲笑我袁不過我的心思早撲到圍獵上去了袁哪里還在乎他説些什么遥只是
興緻勃勃的取了弓箭袁作勢拉弓袁架勢十足的説院"保證沒問題浴"他嘴角抽動袁似乎又
想揶揄我袁可最終話到嘴邊卻改了口院"到時射殺不到獵物袁別沮喪得哭鼻子就成浴 "

我嘻嘻一笑袁完全沒把他的戲言放在心上遥
時値盛夏袁驕陽似火袁在這等空曠無邊尧毫無遮攔的大草原上袁日曬更加勝于往

夕遥 大多數的將士爲了抵擋酷熱袁僅穿了一件單薄馬褂背心袁更有甚者索性赤膊上
陣遥

大草原上一片熱鬧場面袁我騎在馬上興奮難耐遥 濟爾哈朗在邊上不時拿眼偷倪
我袁我猜想他一定好奇我見着那些不修邊幅的男人竟能泰然處之袁大大咧咧的視若
未見袁沒有半分女兒家的害羞扭捏遥

換作尋常古代女子袁本着男女授受不親的原則袁不是當場嚇暈過去袁也會閉上眼
愴惶失色袁調頭逃跑遥想到這里袁我倏地扭頭袁冲濟爾哈朗頑皮的眨眨眼遥他正擺出一
副看好戲的興味之色袁見此情景袁頓時大大一愣遥我哈哈一笑袁趁他愣神當口袁一夾馬
腹袁當先揚鞭冲了出去遥

"馬兒跑了遥 "四爺扶好鄭歡喜袁然後走向賈南袁冷聲問道院"怎么樣

了钥 "

"四爺噎"賈南投向求救的眼神遥 馮佑憐隨勢抬頭袁但見那人面如
美玉袁長髮拂肩袁穿一身白色長衫袁顯得玉樹臨風遥

四爺薄唇微張袁端倪眼下女子袁灰臉上一雙波光粼粼的眸子似幻似
明袁秋水間不失靈氣遥

"姑娘袁你是否受傷钥 "四爺收斂放肆的眼神袁平靜地問道遥
"我袁我沒有受傷遥 "馮佑憐頓覺芳心怦動袁趕忙收住眼神袁也忘了

替寒娥求人了遥
賈南好不容易掙脫袁於是站起來又道院"四爺袁她懷中有個病人遥 "

"啊袁寒娥袁寒娥遥 "馮佑憐想起妹妹袁不免失聲痛哭起來遥鄭歡喜問
詢而來袁揷話道院"姑娘袁姑娘袁對不起遥 "

鄭歡喜蹲下來拉着馮佑憐的手袁説道院"哎呀袁你穿得這么少袁怎么
會不生病呢钥 "

"不是我生病袁是我妹妹病得很嚴重遥 "説着袁馮佑憐又磕頭求道院"

只要幾位能救救我妹妹袁哪怕是讓我做牛做馬袁我都願意遥 求求你們了
噎"

"四爺噎"鄭歡喜扭頭瞅着自己的主子遥 四爺或許也動了惻隱之
心袁眼瞅着單薄微瑟的女人袁其實雙手已經探出去袁觸摸馮佑憐懷里的
人兒噎

片刻後袁男人突然沉聲道院"將她帶回客棧遥 "

馮佑憐立在床邊袁擔憂地看着賈南忙進忙出遥 再一看袁俊美的男人
認眞爲英花把脈袁時不時幫着她掖被子袁微細的關愛動作卻恰恰融化了
馮佑憐似冰一般的心遥

"姑娘噎"鄭歡喜拿着自己的衣裳走近她袁輕聲道院"姑娘袁我拿了
一些衣物袁你快快清洗一下後換上吧袁如果穿這么少袁怕是也會感染風
寒了遥 "

馮佑憐不捨地移動眼光袁接過鄭歡喜手中的衣物後袁感激地説道院"

多謝袁多謝你們噎"不知是已無力還是想跪下感謝遥 説時袁又不禁跪下袁
鄭歡喜趕忙攙扶起馮佑憐袁説道院"無需行這么多大禮袁你快去清洗吧袁
我已經叫了小二爲你準備了袁來袁我帶你去遥 "

馮佑憐被鄭歡喜牽着離開袁四爺回首瞥了一眼她袁卻是這一眼袁彷
如一股清泉袁澆過兩人的心間遥 正是回眸低首眼暗抛袁脈脈靈犀一點通
噎

樓下熱鬧袁夏姸靑也下來了袁聽到秦彥之的話袁走上前將手放在弟
弟的肩膀上院"小遲袁姐姐不是敎你要學會分享嗎钥 "

秦予遲還是很聽夏姸靑的話袁雖然不樂意袁還是點點頭對陸希睿
説院"那我們就一起玩吧遥 "

陸希睿笑嘻嘻地從箱子里選擇煙花袁 挑了一個最喜歡的拿出來袁
然後抬頭對秦予遲和秦彥之説院"謝謝外公遥 "

秦彥之在希睿跟前蹲下院"想要什么跟外公説啊遥 "

陸希睿點頭院"下次外公和小舅舅來我家玩袁我也請外公和小舅舅
放煙火遥 "

秦彥之很動容袁甚至有點想哭袁抬頭看了眼自己的女兒院"睿睿玩

吧袁外公先進去了遥 "

陸希睿院"外公不一起玩嗎钥 "

秦彥之摸摸陸希睿的頭院"不了袁你們玩吧遥 "

秦彥之走後袁秦予遲對希睿的態度立馬變了袁盯着他手上的煙火院
"不準你拿這個袁這是我最喜歡的袁你要玩就玩這些遥 "説完袁秦予遲手
一指袁給陸希睿划了區域遥

陸希睿臉一白袁小鼻子輕哼了一聲院"小氣鬼遥 "

夏姸靑輕拍了下秦予遲的肩膀院"不準你這樣子遥 "

江華也走過來袁似笑非笑地開口院"剛剛你姐姐敎你的學會分享忘

了钥 "

秦予遲僵硬着小臉袁不開心地下頭袁其實小孩子也有自己的假想
敵袁比如分去自己關愛的同齡小朋友遥

不管秦予遲袁還是陸希睿袁比如剛剛下樓的時候袁陸希睿還小聲地
問了她一句院"媽媽袁我看到你一直在看小舅舅噎噎你是不是喜歡他比
喜歡睿睿要多啊钥 "

噎噎
怎么會袁她能接受秦予遲就不錯了袁怎么會花心思喜歡她袁在愛這

個問題上袁她不是希睿的什么好榜樣袁狹隘又小氣遥
"我也沒不讓他玩啊遥 "秦予遲委屈開口袁"但是那個也是我最喜

歡的遥 "

最喜歡的只有一個袁還眞是怎么辦好呢钥秦予喬對望了眼陸景曜袁
然後陸景曜開口了院"希睿袁把你手里的讓給你舅舅袁我們換別的遥 "

來福看的愣了一愣袁忙笑着應道院"是是是袁多謝容少爺夸讚遥 小的這
就回去吿訴汐妹子一聲遥 "心里卻在暗暗感嘆遥

禍水啊禍水這位容少爺簡直就是活生生的紅顔噎噎哦不袁 是藍顔禍
水啊哪有男子長的這么美的袁 笑起來簡直比所有女子都漂亮來福捂着怦
怦亂跳的心袁又是搖頭又是嘆息又是回味不已的傻笑着回了廚房遥

寧汐早就等候多時了袁 見來福這副樣子袁 忍不住笑着打趣道院"來福

哥袁你這是怎么了钥 "簡直像發了花痴似的遥
來福重重的嘆了口氣袁唏噓的感嘆院"汐妹子袁我這輩子還從沒見過長

的這么美的男子遥 就冲我這么一笑袁我的心怦怦跳到現在噎噎"

話音未落袁寧汐已經樂不可支的笑了起來遥 不用多問也知道是怎么回
事了遥

雖然容瑾性子彆扭一點都不可愛袁可那張臉實在長的無可挑剔遥 就算
是最嫵媚最妖嬈的少女袁在他的面前也不敢有絲毫的自信遥 他一慣是漫不
經心的樣子袁已經讓人驚艷了袁難得笑一回袁難怪來福這副痴痴迷迷的樣
子了遥

來福羞赧的撓撓頭袁定定神笑道院"汐妹子袁我照你的吩咐把那道富貴
孔雀放在容少爺面前了遥 容少爺很喜歡袁還特地讓我回來吿訴你一聲遥 "

説着袁將容瑾的話原原本本的學了一本遥 大概是因爲容瑾剛纔那抹笑
容給來福的印象太深刻了袁來福在學話的時候袁竟然將容瑾的神態表情也
學足了八分遥

寧汐露齒一笑袁別提多愉快了院"多謝來福哥遥 "

容瑾果然是個聰明人袁 這么短的時間里竟然就看出了那道富貴孔雀

的意思遥 現在心情一定很 "不錯 "吧一想到容瑾氣的半死還要故作愉快

的樣子袁寧汐的心情好極了遥
來福憨厚的笑了笑袁不敢再閑扯了袁忙端着剛出鍋的菜出去了遥
寧有方瞄了眉眼彎彎一臉笑意的寧汐一眼袁忍不住也跟着笑了院"汐

兒袁容少爺可是不輕易夸讚別人的遥 你做的花式冷盤能入他的眼袁眞是好
事一樁遥 "一股自豪感頓時油然而生遥

寧汐忍住笑意袁一本正經的應道院"爹説的是袁我以後一定繼續努力遥 "

寧有方樂呵呵的笑了笑袁又轉過頭忙碌起來遥
張展瑜卻察覺出一絲不對勁了遥寧汐的笑容實在太過愉快了袁眼里閃

着促狹的得意袁不像是被夸讚後的高興袁倒有點捉弄人的開心遥
再想想那道異常奪目艷麗的富貴孔雀袁張展瑜心里忽的一動遥該不會

是噎噎
寧汐的目光和張展瑜疑惑的目光對了個正着袁咳嗽一聲袁俏皮的眨眨

眼遥張展瑜立刻會意過來袁啼笑皆非的搖搖頭遥這個寧汐袁膽子也實在太大
了袁就不怕容瑾小心眼的記仇嗎钥

張展瑜尋了個空袁湊到寧汐身邊袁壓低了聲音説道院"汐妹子袁待會兒
若是容少爺喊你過去問話袁你可得留點神噎噎"可千萬別當面惹惱了他遥
身份雲泥有別袁容瑾要眞想刁難袁不過是一句話的事寧汐滿不在乎的笑了
笑院"你放心好了袁我能應付得來的遥 "

去年那一個月里袁她天天和容瑾斗嘴袁雖然常把容瑾氣的半死袁不過袁
容瑾最多也就是第二天繼續來反擊遥 從來沒有眞的做出什么仗勢欺人的
事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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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危機歐元貶 新台幣應聲跟貶

亞投行總部設北京 設行長1人任期5年

港股大跌 對大陸降息無感

（中央社）受希臘債務危機影響，歐元貶值
，亞幣跟貶，台北外匯市場新台幣兌美元收貶
4.6分，達31.178元，台北及元太外匯經紀公司
總成交金額13.85億美元。

外匯交易員指出，若非適逢月底、季底出
口商作帳，有賣美元需求，抵消新台幣部分貶勢
，否則新台幣的貶幅應該更大。

希臘債務月底到期，希臘卻拖延至7月5日

，由公投決定如何處置債務，6月底到7月初股
、匯市震盪難免。

台北外匯經紀公司新台幣兌美元開盤31.250
元，盤中最高 30.957 元、最低 31.250 元，收
31.178元，貶4.6分，成交金額8.73億美元。

元太外匯經紀公司新台幣兌美元開盤
31.250元，盤中最高30.958元、最低31.250元，
收31.176元，貶4.6分，成交金額5.12億美元。

（中央社）儘管中國人民銀行（大陸央行）
27 日降息、降準三箭齊發以穩定經濟，但香港
股市今天沒有反應，恆生指數終場收25966.98點
，重挫696.89點，跌幅達2.61%。

港股全天成交金額為港幣1861.26億元。
反映中國大陸國營企業股價表現的國企指

數收12694點，下跌394點，跌幅3.01%。
人民銀行上週末突然宣布調降銀行利率、

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及降低財務公司存準
金率，被視為穩定經濟及股市的3支箭。

香港媒體及券商先前普遍預期，人行的措
施將刺激近期積弱不振的港股大漲，但結果未如

預期。
香港券商認為，大陸A股持續下跌、港股

進入調整期及希臘債務危機重現，都是導致港股
下跌的原因。

港股今天全面下挫，其中以陸資國企股的
跌幅較大，包括之前飆升的鐵路股和券商股，跌
幅普遍在4%至6%之間。

港股上午9時30分開盤時即大跌500點，之
後在低檔徘徊。下午1時開盤，恆指更一度重挫
1000點，收盤前跌幅才告縮小。

但匯豐控股及長和等藍籌股今天表現較佳
，跌幅只有1%至2%。

（中央社）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
行）協定簽署儀式今天在北京舉行，協定中明
定，亞投行總部設在北京，設立行長1人，從
區域內成員產生，任期5年，可連選連任一次
。

中國大陸財政部官網指出，上午共有57個
亞投行創始成員國財政部長或授權代表出席亞
投行協定簽署儀式，並有50個已通過國內立法
程序的成員國簽署協定。根據亞投行協定規定
，這次未簽署協定的意向創始成員國可在年底
前簽署。

大陸財政部長樓繼偉作為大陸授權代表簽
署協定並在簽署儀式上致詞說，亞投行協定簽
署儀式的舉行是亞投行籌建進程中又一里程碑
，標誌亞投行籌建工作進入協定批准生效和全
面做好營運準備的新階段。

樓繼偉強調，各國簽署亞投行協定後，還
須經本國立法機構批准。年底前，經合法數量
的國家批准後，亞投行協定立刻宣告生效，亞
投行將正式成立。

他說，各方將按先前商定的時間表，積極

推進包括完成各自國內立法批准程序在內的各
項籌建工作，確保亞投行如期在年底前正式成
立並即早投入運作。

根據亞投行協定，亞投行總部設在北京，
可在其他地方設立機構或辦公室。同時，亞投
行設理事會、董事會、管理層三層管理架構；
設有行長1人，從區域內成員產生，任期5年
，可連選連任一次，同時也設副行長若干人。

理事會將是亞投行最高決策機構，擁有亞
投行一切權力。理事會可把部份或全部權力授
予董事會。

但理事會以下權力除外：吸收新成員、增
減銀行法定股本、中止成員資格、裁決董事會
對本協定的相關解釋或適用提出的申訴、選舉
銀行董事並決定其薪酬或支出、任免行長並決
定其薪酬、行使本協定明確規定屬於理事會的
其他權力…等。

董事會負責亞投行的總體運營，為非常
駐，除非理事會另有規定。董事會共有12名董
事，其中區域內9名，域外3名。

（中央社）希臘與債權人的談判破局，
希臘銀行開始進行資本管制，可以從銀行提
領的現金額度受限。旅遊專家呼籲，計劃前
往希臘度假的旅客務必攜帶足夠現金。

希臘和債權人週末的協商破裂後，希臘
政府宣布將在7月5日舉行公投，由人民決定
是否接受債權人提出的方案，令歐盟不滿，
並對全球金融市場帶來衝擊，歐洲股匯市都
慘跌。

希臘銀行已暫停營業，同時對存款戶可
以提領的現金也設限，這項資本限制的規定
將一直進行到7月7日。

今年夏天估計至少有 100 萬名英國民眾
將前往希臘度假，英國外交部建議旅客，必
須攜帶能夠應付緊急事件，行程延宕及不可
預知的情況所衍生的費用。

郵局旅遊部專家建議，旅客在出發前往
希臘前，最好先和旅館或網路訂房的公司確
認，了解是否能先以英鎊支付住宿費用，入
住旅館後，最好將現金分散由不同的家人或
同行的友人持有，或使用保險箱存放。

目前赴希臘度假，外出用餐，參加遊覽
行程等，2個大人2週約需要500英鎊現金，
如果是一家人同行，約需要700英鎊。

在希臘境外發行的信用卡或銀行卡可以
在希臘的提款機提領現金，但需視排隊的隊
伍長短及提款機內是否有足夠的現金，同時
小型商店及餐廳也可能不接受信用卡，為免
出遊掃興，多帶現金是上上之策。

全球規模最大的匯款公司Western Union
在希臘的分公司，今天全部暫停營業，本週
預計不會開張。

台股又綠了台股又綠了
受到希臘宣布實施資本管制受到希臘宣布實施資本管制，，台股台股2929日開盤後一度大跌逾日開盤後一度大跌逾200200點點，，93009300點失守點失守。。最終最終

收盤下跌收盤下跌226226..4747點點，，為為92369236..1010點點，，跌幅跌幅22..3939%%，，成交金額新台幣成交金額新台幣933933..3434億元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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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拉警報 日股慘摔

亞投行協定 南韓居第5大股東

荷皇后訪菲 倡導普惠性融資
（中央社）聯合國駐馬尼拉資訊中心宣布，

荷蘭皇后麥克西瑪（Queen Maxima）今起訪問菲
律賓3天，倡導普惠性融資。

聯合國駐馬尼拉資訊中心聲明說，麥克西瑪
是以聯合國普惠性發展融資特別宣導員（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s Special Advocate for In-
clusive Finance for Development）的身分來訪。

根據行程安排，麥克西瑪明天上午將在馬尼
拉與國際組織代表及民間業界討論普惠性融資事
務，下午將赴甲美地省（Cavite）與當地人士商討

金融服務如何促進經濟發展。
後天上午，她將與菲國中央銀行總裁會面，

並在全菲財政普惠性策略啟動儀式上發表演說，
下午與菲國財政、社會福利官員以及國會議員舉
行圓桌會議。

聲明指出，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於2009年9
月任命麥克西瑪為普惠性發展融資特別宣導員，
主要任務是促使所有社會階層都能取得金融或融
資服務，包括低收入族群及中小企業。

（中央社）東京股市今天收盤慘摔2.88%，主
因投資人憂心希臘恐將違約倒債，加上希臘危機
重重也推高日圓匯率。

日經指數收挫596.20點，報20109.95點；東
證指數收盤重挫2.53%或42.21點，報1624.82點。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週末中止陷入僵局的紓困
談判，助燃希臘邁向破產、甚或出走歐元區的預
期心理。

齊普拉斯突如其來宣布，將於7月5日舉行
公投，讓全體希臘人表決是否接受債權人提出的
最新改革換紓困要求。

日股是率先反映希臘局勢的國際主要股市，
日經指數今天一開盤就跳空慘摔，崩跌逾2%，一
直到收盤前，賣壓均未曾稍減。

東京 SBI 證券公司（SBI Securities Co.）資深
市場分析師鈴木英之（Hideyuki Suzuki）表示：
「午盤後日股就尾隨中國與其他亞洲股市一路探

底。」
大陸股市今天午盤驚跌，跌幅一度超過 7%

，儘管大陸週末時閃電降息，但陸股依然延續過
去二週來的頹勢，一蹶不振。

券商指出，同時還擔心日圓走強的日本投資
人，目前多在觀望，靜待歐洲與美國股市今天稍
後的表現。

每當爆發金融危機時，被投資人視為避險天
堂的日圓通常就會升值，如此一來將不利日本出
口股。

歐元兌日圓，由紐約匯市138.26日圓急貶至
134.84日圓兌1歐元，美元兌日圓則由123.89日圓
貶至122.44日圓。

出口股普遍疲軟，佳能（ Canon）重挫
2.80%，報3965 日圓；索尼（Sony）大跌2.72%，
報3773日圓。

（中央社）希臘債務問題延燒，當局
閃電宣布資本管制，1名銀行消息人士今天
說，全國目前只有40%的自動提款機有現金
，讓憂心忡忡的民眾說什麼都要領到現金
。

根據英國 「衛報」（The Guardian），
雅典市郊1名女子在國家銀行外表示： 「大
家都很擔心…非常沒有安全感。」

雅典1名教師葛瑞瓦斯（Yiannis Gri-
vas）告訴法新社，他 26 日已經把 940 歐元
（約合新台幣 3 萬 2700 元）薪資全數提領
出來， 「夠我生活幾個星期」。

他還說： 「我不怕資本管制，反正我
每天從不提領超過50歐元。」

雅典高檔的柯拉納斯區（Kolonaki）32

歲女子安娜（Anna）還在尋找吐得出鈔票
的自動提款機，但徒勞無功。

她說： 「（機器）都沒有錢了。」她
還表示，希望國人公投能夠投票贊成 「留
在歐元區和歐洲聯盟」， 「這場惡夢才會
終結」。

根據希臘銀行工會主席寇柯斯（Stav-
ros Koukos），光是26日晚間，希臘銀行就
遭提領13億歐元。

在擔心希臘將被迫實施資本管制下，
雅典地區部分自動提款機前湧現高達百人
的長長人龍。

1名在雅典排隊、不願透露姓名的女子
說： 「我擔心明天銀行不會開門，所以我
來提領房租和每日生活費。」

（中央社）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亞投行）協定」今天在北京舉
行簽署儀式，南韓成為第5大股東，
將占3.81%股份（37.4億美元）。

南韓 「聯合新聞通訊社」報導，
在亞投行正式投入運營後，南韓有望
更積極參與亞洲地區基礎建設。在57
個創始成員中，南韓為第5大出資國
。

據推算，從現在到2020年，亞洲

地區每年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將達到
7300 億美元，現有世界銀行（WB）
、亞洲開發銀行（ADB）等機構的年
均資規模僅為2360億美元，無法滿足
亞洲地區投資需求，亞投行的成立將
有效彌補這些資金缺口。

亞投行的法定資金為1000億美元
，南韓占 3.81%股份，如果南韓籍人
士成為亞投行的副行長，或者南韓成
功獲得常任理事國地位，南韓在亞投

行的發言權有望大幅
提升，這將為南韓企
業進軍亞洲地區基建
項目提供更多機會。

報導指出，為了努力把握亞投行
所帶來的巨大投資機會，南韓政府已
著手採取相關政策措施，包括計劃成
立官民聯合參與的大規模資金供應體
系─KOREA PACKAGE（暫名）。

韓中6月1日正式簽署自由貿易

協定（FTA），韓元和人民幣直接交
易市場已於去年12月正式啟動，兩國
經濟關係正處於建交以來最好的時期
，而亞投行的成立有望助推兩國經濟
關係更上層樓。

據報導，亞投行的成立還可能會
推進南北韓之間的經濟合作。雖然北

韓因不能滿足亞投行吸納成員的基本
要求而無法加入亞投行，但如果北韓
今後選擇走改革開放之路，中國大陸
可能會利用亞投行的資金庫參與北韓
的基建項目，而南韓作為創始成員國
也會自然而然地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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