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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媒體多平臺全面出擊 連接全美10城 咨詢隨時掌握

東方足道

KAWAI 廠家直營店

足療20元/小時，免費桑拿

4 月 23 日開始，機會難得！

THE FUTURE OF THE PIANO

www.easternfootspa.com 敦煌廣場二樓

MOVING SALE

買100元Gift card可作6次足底按摩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全美 10 個主要城市，聯合港澳臺，北上廣多家
媒體資源共同打造一系列新媒體平臺，同時服務於在美華人華僑和港臺大陸
讀者。美南新媒體合作与咨詢電話：318 237 1986（手機）832 399 1335(
辦公室)。 資源整合，商業擴展，盡在美南新媒體系列平臺。

˙專門的按摩服、浴衣、拖鞋
˙美容部 ˙精油推拿、中藥泡腳

電話：713-981-6823
星期日

2015 年 7 月 12 日

所有型號都有巨大折扣
Kawai Piano Gallery
電話：713-904-0001；832-374-6764.
地址：3814 S. Shepherd Drive, Houston, TX77098

9889 Bellaire Blvd, C#329
Houston, TX 77036

Sunday, July 12, 2015

11090

亞 特 蘭 大 新 聞 Atlanta GA ˙ 波 士 頓 新 聞 Boston MA ˙ 芝 加 哥 時 報 Chicago IL ˙ 波 特 蘭 新 聞 Portand OR ˙ 西 雅 圖 新 聞 Seattle WA ˙ 聖 路 易 新 聞 St. Louis MO ˙ 亞 美 新 聞 Houston/Washington/Dallas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chineseyellowpages4310@gmail.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活動中心：activity@scdaily.com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網址：www.scdaily.com

回母校座談 馬英九實質訪美

本報記者
孫雯報道

友購買就能獲得豐
Watch,新秀麗登機
熱門的產品！好機
可進行推薦！

←黃頁網絡平臺：
www.Houcyp.com
作為休斯頓黃頁的
輔助服務，通過對
所有華人商家的電
子信息網絡登錄，
使商家信息變得更
加易讀。拿出手機
，找醫生，找律師
，找餐廳，找地方
住...
...無論你找什麽
無論你找什麽，
，
都有我們的華人商
家為您服務。
家為您服務
。

← 臉 書 （Facebook） 主
頁 ： https://www.facebook.com/southernnewsgroup 英文新聞，快
訊。傳遞中美，世界華人
華僑動態。視頻新聞多向
更新，身邊事，美國事，
天下事。

士頓，探望馬總統。面對台灣的批評
，孔傑榮強調，馬總統做的很多，但
台灣人民要的更多，兩岸關係事實上
還有很多事可做，無奈馬總統將愈來
愈難做。
孔傑榮仍期許馬總統，卸任後繼
續發揮影響力。他還建議，台灣應善
用太平島的地理位置，邀請國際間重
要學者專家到那裡開會，集思廣益，
尋求南海問題的解決方案。馬總統
「
久揚專案」回程將過境洛杉磯。

陸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逝世

（綜合報導）大陸著名經濟學家
成思危 12 日凌晨 0:34 分逝世，享壽 80
歲。成思危被為創業板之父、中國風
險投資之父，早年主要研究化工系統
工程、軟科學及管理科學，近年致力
探索及闡明虛擬經濟的特點與發展規
律，並積極研究和推動風險投資在中
國的發展，對中國新興的風險投資業

做出的奠基性貢獻。
成思危為大陸著名經濟學家、創
業板之父，主要研究領域為化工系統
工程、軟科學及管理科學，近年來致
力於探索及闡明 「虛擬經濟」的特點
與發展規律，並積極研究和推動風險
投資在中國大陸的發展。由於他為中
國大陸新興的風險投資業做出的奠基

UNITED

頂尖全球連鎖房地產公司 中國城旗艦店

久揚專案 馬總統抵波城

性貢獻，業內人士親切地稱他為 「中
國風險投資之父」。
成思危曾擔當多個要職，包括第
7 屆、8 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 8
屆四次會議增選為常務委員。第 9 屆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 10 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職業教
育社第 8 屆、9 屆理事長。國際金融論

久揚專案 馬總統抵波城馬英九總統 「久揚專案
久揚專案」
」 過境美國波士頓
過境美國波士頓，
，數百
位僑胞在總統下榻的劍橋市哈佛廣場查爾斯飯店 (Charles Hotel)熱烈歡迎
位僑胞在總統下榻的劍橋市哈佛廣場查爾斯飯店(Charles
Hotel) 熱烈歡迎。
。
（中央
中央社
社）
壇（IFF）主席、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
管理學院院長等。
30 幾年前，成思危取得美國加州
大學洛杉磯分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時
，父親成舍我希望他回台灣繼承家業

興學，但成思危心繫事業在大陸而婉
拒。 2009 年他回台參訪世新大學時，
讚許兩姊妹 「學校辦得好，我沒回來
是對的！」

聯禾地產 投
資本
休投士資頓
機業 地 產
聯禾地產
小資
大良
型商

頂尖全球連鎖房地產公司 中國城旗艦店 全新經營團隊 全職專業精英團隊 打造聯禾白金服務
更多地產投資速洽： Josie Lin 林 Gene Feigelson
商業地產 買賣承租商場，倉庫，土地，公寓，辦公大樓
更多地產投資速洽：
832-618-5898 713-398-7058
Josie
Lin
（
林承靜
）
:832-618-5898
Josie
Lin
（林承靜）
:832-618-5898
住家地產 買賣新舊房屋，法拍屋投資，自住相宜
josielinteam@gmail.com
jlteam98@gmail.com
物業管理 安宅置業，維護管理，即收租金

Ling Gao 高
Jerry Lee 李
Christina Shyu 徐
281-796-6027 832-878-1787 832-633-5072

Tri Nguyen
832-782-4690

Christi Yao 何
832-866-3333

全方位幫助國外投資者
錢進德州，錢進德州
位於敦煌廣場 2 樓 投資開發 獨家投資項目，長短期投資，高收期回報 全方位幫助國外投資者，
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118, Houston, TX 77036 www.united888.com united9889＠gmail.com (713)630-8000
Lei Jin 金
713-628-8998

25 號出口
送$5 元或$10 餐券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832-490-6848

Claire Liang 深 Neal Hsu 許
713-299-2883 713-538-3366

Lulu Sun 孫

832-692-6665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11：00AM,6:00PM,
8：00PM, 10:30PM

44 號出口

Hanni Chen 陳

Don Foronda

713-594-2171

713713
-777-9988

訂座
電話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Vincent Lin 林
832-561-1485

送$10 元或$12 餐券
請注意：

新開 11:00AM 班車

星期二、三、四
9：00AM
星期五、六
9：00PM
星期日
10：30AM

送$10 元

27 號出口

4 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 11:00AM
班車

送$5 元或$10 餐券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 WalMart 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Global Shutter Inc.
環 球 百 葉 窗 簾 CD
木質百葉窗專家
百葉窗簾耐磨、耐腐蝕，有藝術感，是高
檔生活和身份地位的象征。
翻開百葉窗簾，您看到的，不只是外面的
自然風光，還有心靈深處家的溫馨。
訂做新穎，雙層卷簾窗簾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116,Houston TX 77036 DYNASTY PLAZA (王朝)

WWW.eweb4u.net/blinds
Email：cd_order@yahoo.com

Interational Chen Style Tai Chi Developing Center

www.chenstyletaichi.com 練太極拳是養生保健，強身防身的首選

隔熱、環保、省電、美觀
免 費 估 價、到 府 安 裝
展示廳 ( Show room）:

國際陳式太極拳推廣中心

電話：832-310-3532
傳真：832-201-7897

青少年新班

成人新班

星期六 3:00pm

星期六 6:00pm
星期二 11:00am,星期三 5:00pm

}

美國陳式太極拳掌門人
美國陳式太極拳總會會長
程進才大師親自授課
國際十大武術大師之一
9968 Bellaire Blvd., #20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TEL:

全美銷量第一 最佳地產管理公司
買房賣房請找 王飛雪 !

榮譽地產經紀

˙糖城 明星學區, Clements 高中, First Colony 中學, 全新裝修, 全地板瓷磚, 兩層 4 房 2.5 衛 2200 呎. 售:$289,900
˙糖城 優秀學區, 兩層 4 房 2.5 衛 2890 呎, 2004 年建, 格局好後院超大. 售:$250,000
˙糖城 優秀學區, 一層 3 房 2.5 衛 2660 呎, 屋況佳, 前後院大橡樹, 超大客廳採光足. 售:$319,000
˙Katy 優秀學區, 兩層 3 房 2 衛 2100 呎, 2012 年建, 新裝修高檔電器, 實木地板. 售$250,000
˙Katy 明星學區, Cinco Ranch 高中, 全新裝修, 社區宁靜, 2 層樓 4 房 2.5 衛, 2010 年屋頂. 售:$329,900
˙醫學中心 Bellaire 高中, 2 房 2 衛 Townhouse, 24 小時大門警衛, 社區游泳池, 步行至餐廳購物. 售:$129,900
˙Memorial 2 房 2 衛 Townhouse, 交通極其便利, 新电器新裝修, 門衛安保, 社區水池美景綠樹成蔭. 售:$159,900
˙中國城 1 層樓 3 房 2 衛 1700 呎, 格局好後院大, 地理位置佳, 投資自住皆宜. 售:$155,000

Fay Wang 王飛雪 住宅、商業、投資、承租、地產管理 好區新屋介紹 保證價格優惠
832-858-4838
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faywang2008@gmail.com

提供全套快速貸款服務，保證最低利率

六十天內買掉！

專精糖城﹑
醫學中心﹑
Katy﹑
米城﹑
Pear Land﹑
Memorial 及中國城新舊房產買賣出租

新屋專家 買方代表（Buyer's Agent)

投資 / 自住 / 商業
PaulLinProperty@gmail.com

Please Text or Call Paul Lin Property anytime
熱心為家庭、公司、
企業全面服務！

集廿五年經驗 幫您德州投資 助您鴻圖大展 助您永續基業

Kenny Huang
黃顯意

Senior Investment Consultant

Hotels Specialist
Realty Associaties

(832) 348-7824

Email: kennyhuang1889@yahoo.com

1. 休士頓賺錢 Super 8，49 房，年營$75 萬，售$350 萬，頭款$100 萬。
2.布希機場連鎖旅館，80 房，年營$170 萬，售$650 萬，頭款$150 萬。
3.太空中心連鎖旅館，109 房，年營$350 萬，售$15M,頭款$300 萬。
4.休士頓賺錢旅館 Hilton 120 房$28M，La Quinta 78 房年營$250 萬售$10M，Holiday Inn 109 房年
營$350 萬售 15M，Best Western 80 房年營$160 萬售$6.5M,America's Best Value 117 房 9 成住房
率售$5M，獨立 105 房 7 成住房率售$300 萬，獨立 114 房年營 70 萬售$250 萬。
5.德州賺錢旅館，連鎖 99 房年營$1.1M，售$300 萬，獨立 96 房年營 70 萬售$240 萬，獨立 40 房售
150 萬，獨立 70 房$175 萬，獨立 60 房$165 萬。
6.路州獨立旅館 144 房$210 萬，獨立 166 房年營$130 萬售$425 萬。

電話：281-506-2000

鳳城海鮮酒家
7320 S.W. FWY #115, Houston, TX 77074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25 週年店慶
波士頓龍蝦酬賓$$15
波士頓龍蝦酬賓
15..99(ALL DAY)
薑蔥龍蝦
特式牛仔粒
香草炒大蜆
四川辣味老虎蝦
鳳城精巧骨
脆皮烤鴨
蒜蓉小白菜苗
枝竹羊腩拉麵

主菜供應 10 人享用： 價格＄
價格＄368
368

特製 22 英吋大鍋



天天茶市

飲茶
時間

德州華美投資地產

網址：www.kingsspatx.com
地址：120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8
138A
A

紅外線桑拿、乾濕蒸汽房、按摩熱池、
男女淋浴間、儲物櫃、休息廳......
環境一流，專業技術，服務一流。
誠徵多名女按摩師



Paul Lin
林濟周

（281）704-3298

(713)270-6797

休士頓獨一無二
服務品種最齊全的
豪華休閒養生會所

Heritage



新聞網絡平臺： www.SCdaily.com 全美 10 個主要城市與國內多地供稿
新聞網絡平臺：
個主要城市與國內多地供稿，
，內
容豐富。
容豐富
。多家合作網絡媒體以超級鏈接的形式依附於 SCdaily 這個網絡平臺
下，多方咨詢
多方咨詢，
，一網打盡
一網打盡。
。每篇文章有多種分享方式
每篇文章有多種分享方式，
，點擊分享
點擊分享，
，一鍵鏈接
親朋好友企業個人。
親朋好友企業個人
。

美南新聞電子報： http://www.scdnews.com 美南新聞報紙
每日伴隨早餐發行。各大超市，廣場，書局，銀行，大小
商業店鋪均有報點。每天 5,6 點下班的你可能總是因為拿不
到報紙而遺憾，現在只要打開電腦/手機，登陸電子報網站
。當天新聞報紙盡收眼底，再也不會錯過任何咨詢。

相當順利。薄瑞光及多位美國兩岸及
中國事務專家，隨後亦出席馬總統在
哈佛大學的座談。正在哈佛大學擔任
訪問學者的前行政院長江宜樺亦到場
迎接，兩人還擁抱送暖。
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
包道格稱，馬總統歷次過境的低調及
零意外模式，讓台美累積互信基礎，
並提到馬總統無法在母校公開演講，
可能與李前總統當年 「失控」行為有
關。
馬總統的恩師、紐約大學教授孔
傑榮，亦特地度假勝地鱈魚角趕至波



微信公共主頁： southernnews 關註美
南咨詢，一步手機，鏈接全美十個主要
城市華人華僑要聞。投資，理財，教育
，吃穿住行，一個不能少。關註中美大
事，了解中國國內發展形勢，做到兩手
抓，兩手都要硬。

（綜合報導）馬英九 「久揚專案
」出訪中美洲友邦，美東時間 11 日過
境波士頓，並以中華民國總統身分回
到母校哈佛大學，與美國多位重量級
兩岸學者及官員座談，這是馬英九任
內第 11 次出訪，首次在波士頓過境，
也是中華民國第 2 位以校友身分返美國
母校的總統。前次中華民國元首過境
已是 20 年前，當年前總統李登輝訪問
康乃爾大學，並公開發表演講。
馬英九飛抵波士頓，係由美國在
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接機。他歡迎
馬總統重遊母校，也相信此次過境會

Monday-Friday 10:30am-3:00pm
Saturday, Sunday 10:00am-3:30pm

2015 年 7 月 12 日

Sunday, July 12, 2015

負債 720 億破產無門
美屬波多黎或成希臘翻版
陽光海灘依舊，只是財務困境陰
雲籠罩。對波多黎各普通民眾而言，
最直接的感覺是收入變少，工作時間
縮短，稅務負擔加重。此前，為了增
加財政收入，波多黎各的營業稅率已
經從 7％上調至 11.5％。
豪爾赫·特隆在首府聖胡安經營
著頗受中產階級青睞的連鎖百貨店。
他告訴法新社記者，為了擴大銷量，
他不得不下調商品價格，盈利空間越

來越小。
“我們不得不盡可能賣得便宜，
”特隆說。
迭戈大街曾是人潮湧動的商業幹
道，如今已經略顯敗落，多家商店停
止營業。
“時局艱難，人們不想購買商品
，”特隆說。幸運的是，他買下了店
面，否則，加上房租負擔，“這日子
真是沒法過了”。

逛的人多買的人少。 38 歲的德瑪拉
斯·聖地亞哥說，她的丈夫是名建築
工人，通常“工作一周，然後失業兩
週”。
“技術研究”諮詢公司分析師何
塞·比利亞米爾說，波多黎各的經濟
問題早在十幾年前就已出現，只是每
屆政府都通過發債等手段把問題推後
，而不是解決。
現在，這些垃圾級債券難以銷售
，加之許多美國公司在投資優惠政策
到期後撤離，令波多黎各走投無路。
總督帕迪利亞希望，下週開始的
債務談判能夠爭取更多籌資時間，投
入資金刺激經濟發展。當然，民眾必
須以希臘為鑑，勒緊褲腰帶。
“最難的是重振經濟活力，”比
利亞米爾說，“而這需要時間。”

財長休會

日本滿足韓國條件申遺成功
韓高官：合作令人鼓舞
芬蘭：希臘滾蛋
（綜合報道）芬蘭財長史杜伯
(Alexander Stubb)表示，在長達 9 個小
時徹夜奮戰開會沒有結果之後，於布
魯塞爾召開的歐元區財政部長會議
11 日晚間決定休會，明日再續。但
同時，芬蘭媒體報導，國會 11 日下
午決定，決不接受任何給希臘的紓困
協議；歐元區財政部長還在布魯塞爾
僵持於痛苦的談判，決定是否讓債務
累累的 「歐豬」國家希臘離開歐元區
；赫爾辛基立法當局的決定，讓財長
們再添壓力。

國會第二大黨、本就疑歐的 「芬
蘭人黨」(Finns Party)威脅，若行政當
局支持再給希臘紓困，就叫政府垮台
，因此芬蘭國會議員們決定推一把，
助 「
希臘脫歐」。
在芬蘭，政府要經國家的 「大委
員會」(Grand Committee)授權，也就
是 200 成員中 25 人組成的權力機構，
才能決定給希臘任何援助方案。了解
內情人士向芬蘭最大、公共播送公司
YLE 透露消息，指大委員會決定的立
場是叫希臘脫歐。

（綜合報道）日本和韓國政府就
二戰時期一些韓國人被強迫到日本服
勞役的這段歷史達成共識，為聯合國
上星期天決定將日本一些古蹟納入世
界遺產名錄鋪平了道路。兩國駐美國
大使期待這項合作精神能促使美國最
重要的這兩個亞洲盟國能從此走出雙
邊關係的困境。
星期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佈
，標誌日本工業化進程的一些遺址被
正式納入世界遺產名錄。
在此之前，日本和韓國官員就日
本的這項申請舉行多輪磋商，最後日
本方面答應了韓國的一項要求，將
1940 年代一些韓國人被強迫到日本服
勞役的歷史納入相關的申請材料。
日本駐美國大使佐佐江賢一郎 7
月 8 日在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表示
，日本與韓國政府能克服重重障礙就

這一問題達成協議，是雙邊關係中一
件值得驕傲和讚揚的好勢頭。
佐佐江賢一郎: “我非常開心和欣
慰地看到，儘管各自都在國內遇到一
些困難，兩國外交部和整個政府部門
仍然成功地達成了協議。”
同台出席對話的韓國駐美國大使
安豪榮也稱，這次合作成功令人鼓舞
，並期待兩國再接再厲，推動雙邊關
係的發展。
安豪榮: “在韓國和日本建立正常
化關係５０週年之際，雙邊關係中形
成了這樣一個好勢頭。我們確實應該
發揮這項合作精神處理我們的所有議
題。”
長期以來，日本和韓國雙邊關係
因為二戰時期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而
陷入困境，並影響了美國與這兩個最
重要亞洲盟國發展三邊盟友關係。

美國國務院分管東北亞事務的副
助理國務卿、前美國駐韓國大使金聖
鎔也出席了傳統基金會主辦的這場對
話。
傳統基金會會長、前聯邦參議員
德銘特，三國大使同台對話有助於三
方共同應對亞洲的一些重大安全問題
。
德銘特:“我們有了堅強和真實的
朋友、經濟夥伴和盟國的幫助才能應
對那些問題。大韓民國和日本就是我
們盟友的最好典範。今天到場的三位
嘉賓就是這種盟友精神和外交努力如
此重要的例證。”
出席會議的一些學者對美國媒體
，日本和韓國雙邊關係走出歷史的陰
影並不容易。
美國國防官員們曾表示會耐心和
努力地推動三邊防務關係的發展。

俄製 AK47 因美國製裁供不應求美公司宣布自製
（綜合報道）美國的槍
械迷可以在 BigRockSports、
EllettBrothers 等 戶 外 體 育 運
動用品店買到本土製造的美
版 AK47 步槍了。這是美國
首次自行製造這種有“世界
槍王”之稱的俄羅斯經典槍
械。
自去年 7 月美國對俄羅

斯實施制裁、禁止進口俄製
武器以來，美國的槍械迷就
開始瘋狂搶購市面上仍在銷
售的俄製 AK47 步槍，有些
人甚至把 AK47 當成投資品
買入，使得這種“全球最流
行的武器”銷量大增，價格
一路高漲。
為了應對供不應求的局

面，美國主營進口俄羅斯武
器的俄羅斯武器公司不得不
轉型做起製造商，從今年第
二季度開始建起工廠和生產
線，設計製造面向本土消費
者的美版 AK47。
隸屬於俄羅斯武器公司
的美國卡拉什尼科夫公司在
網站上打出廣告語：“俄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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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暑
假即將開始，“中學生暑期見習計劃”
11 日舉行啟動禮，邀得香港特首梁振
英出席。梁振英並與在場學生作近距離
真情對話。梁振英其後在網誌表示，青
年人是香港的未來，期望將來更多的專
業事務所和機構能夠提供實習名額，讓
更多同學能開闊眼界，認識專業事務所
和商業機構的運作，及了解升學和就業
的多種選擇。

濟環境持續不穩，近期港股亦出現大幅波
動。香港特首梁振英 11 日表示，香港金融
市場比其他地區有優勢，雖然近日股市波
動，但各方面都保持穩定。他強調，香港最
大的優勢是“一國兩制”，長遠也有很多經
濟發展機遇，但每當特區政府要做事時，就
會面對香港內部的阻力，如果可以較好解決
這些阻力，香港就可以快速發展經濟，從而

喜見學子態度積極 珍惜實習機會

改善民生。他呼籲港人珍惜目前的經濟環

梁振英 11 日到天水圍一間中學，
出席由香港專業聯盟及元朗區中學校長
會合辦的“中學生暑期見習計劃”啟動
禮，近距離與來自不同中學的學生真情
對話。梁振英其後在網誌表示，自己在
和同學們交流的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
是同學們對將來的升學和事業發展都表
現得很積極，對實習機會也很珍惜。
梁振英指出，“青年人是我們的未
來，青年人要全人發展，就需要學校教
育以外的其他學習機會。”他說，香港
面積不大，但對住在元朗區的中學生來
說，他們可能很少踏足中環或其他商業
區。為了讓同學們開闊眼界，認識專業
事務所和商業機構的運作，及了解升學
和就業的多種選擇，故在 2008 年發起
“元朗區中學生暑期見習計劃”，讓元
朗中學生實習兩星期。
啟動禮結束後，梁振英邀請了參加
活動的校長和老師們到粉嶺別墅吃午
飯，感謝他們的辛勞。席間，校長和老師們均
向他透露，這個計劃的名額供不應求，希望未
來能有更多機構參加，讓更多同學能藉這個計
劃認識自己、認識社會。梁振英也表示，希望
將來更多的專業事務所和機構能夠提供實習名
額，讓中學同學們可以增廣見識。

境，不要做一些破壞經濟的事。
11 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香港金融市場
梁振英
的制度、政策、法律和措施等，相比其他金融

市場都有優勢，雖然香港股市近期出現波動，但各方
面都是穩定的，匯率、銀根等也沒有出現問題。他認
為，雖然股市現時穩定下來，但也不能掉以輕心，因
為香港除了面積小，更是高度開放的經濟體。
梁振英指出，香港最大的優勢是“一國兩
制”，香港既是國家的一部分，同時又實行另一種制
度，當中的兩文三語、法治環境及港人守法精神都是
優勢。他以香港的競爭對手作比較，指香港比新加坡
有“一國”優勢，與上海相比又有“兩制”優勢。
梁振英續指，香港長遠有很多經濟發展機遇，
例如國家“十三五”規劃、廣東省服務貿易全面自由
化、鄰近地區的自貿區、新一輪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
排（CEPA），再長遠一些的還有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亞投行）成立及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
他表示，明年是自己上任第 4 年，相信有些工作
會見到成效，包括香港私人住宅樓宇落成量，將是過
去10年以來的新高。至於大量“個人遊”旅客訪港衍
生出的系列問題，都會有應對方案，希望未來兩年經
濟民生工作進展加快。

■學生自拍與特首合照留念。

“一帶一路”為港發展添動力
梁振英與多名特區政府官員 12 日出發到北京與
中央官員會面。對於會見將談及什麼議題，他表示，
特區政府未來的經濟民生工作，部分需要中央及內地
省市支持配合，這是討論的一大方向；同時也希望與
中央商討香港在“一帶一路”發展策略中如何作出貢
獻，從而為香港發展增添長遠動力。不過，梁振英指
出，香港也面對一些挑戰，最大的挑戰不是沒有錢或
沒有能力去做事，而是特區政府要做事時，就會面對
香港內部的阻力。他認為，如果可以較好解決這些阻
力，香港就可以快速發展經濟，從而改善民生。

基層工作經歷
勉同學勿輕視

■特首與學生交流。

特首梁振英 11 日在“中學生
暑期見習計劃”啟動禮上，與同
學們分享一位在博鱉論壇擔任義
工的香港大學生主動出擊、爭取
機會推銷自己的故事，鼓勵年輕人不要輕視擔
任基層工作的經歷，因任何一個工作崗位都需
要推銷不同的產品或政策，推銷的技巧有很大
學問。

重視港青就業向上流問題
梁振英續說，在目前內地經濟發展放緩之下，
香港仍可全民就業，特區政府也略有盈餘，可以實行
一些惠民措施，但一切並非必然。他呼籲港人珍惜目
前的經濟環境，“要重視青年人畢業後的就業問題，
有就業才有向上流動，要珍惜目前經濟環境，不要做
破壞經濟的事。”
對於反對派議員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梁振
英表示，政改方案通過不了很可惜，但明白相信即使
在其他地區，要轉變地方首長選舉方式，意見都會比
較分歧。他說，過去 20 個月，特區政府真的十分忙
碌，成效如何則由大家評價，強調特區“政改三人
組”已不遺餘力推動政改。

主動女大學生 搜羅名人名片

■梁振英出席電台節目。
彭子文 攝

■啟動禮結束後，梁振英邀請了參加活動的校長和老師們到粉
嶺別墅吃午飯。

港很適合做創科 冀港人勿太短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面對周邊地區
的競爭，特區政府決定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以帶動
香港經濟發展，惟反對派卻不顧一切要拖死創科
局，並反對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加開會議處理設局的
撥款申請。特首梁振英 11 日表示，創科局已在立
法會擺了 3 年，而毗鄰的深圳已憑着發展高技術產
業賺大錢。他寄語香港一些人不能太短視，若要有
良好生活水平，就要從事高產值、高增值的產業，
而創新科技很適合在香港做，香港也很需要做。
梁振英 11 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現屆特區
政府已經是第三次向立法會提出成立創科局，第一
次是在 3 年前。對於有議員稱成立創科局的撥款申
請設於民生項目前是“插隊”，他反駁指，成立創
科局的申請已在立法會擺了 3 年，但沒有一個民生

項目會討論3年，故不可能是“插隊”。
梁振英提到，特區政府及香港社會對發展創新
科技的努力，在特區政府成立之初已開始，前特首
董建華在任時已建議成立創科局。他續指，當時的
工商局也曾更名為工商及科技局，但之後撇除了
“科技”兩字，變成現時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莫乃光曾聯同百團體要求成立創科局
他指出，現時負責創新科技的商經局工作量很
大，要負責與東盟 10 個國家逐一商討自由貿易協
定、探討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簽署避免雙
重課稅協定等，局長蘇錦樑是出外公幹最多的一個
局長，故最好就是將目前商經局負責創新科技的部
門搬去創科局，由未來的創科局局長專注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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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腰酸背痛

兼售各式精美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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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床

木 板床

30 種款式，
款式，任您選擇
8 種骨科醫生設計的床
睡得平安，
睡得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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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表示，周邊的競爭對手創新科技產業都
發展得很好，而成立創科局所需公帑一年只需
3,000 多萬港元。他續指，今次反對加會審議設局
的“公共專業聯盟”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其於
去年聯同百多個業界團體，也同樣要求他“立即成
立”創科局。“但現時有議員稱特區政府解釋得
‘不清不楚’，仍然有很多問題要問，雖然自己覺
得當局可答的已經答了，但既然議員仍有問題要
問，就應加開會議。”
對於創新及科技諮詢委員會主席楊偉雄日前也
有隨行訪問深圳，梁振英表示創新科技是這次與深
圳市政府的討論重點之一，會上也達成一些合作方
向，如港深雙方利用深圳前海、蛇口及香港落馬洲
河套區這些平台，去發展創新科技及金融業。

真能省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美國第一名牌 ASHLEY 沙發及臥房組大量供應

床墊廉售高達 71%off
二件式
七件式
五件式
五件式
三件式
三件式

全套單人床
客廳組＊
木面鐵腳餐桌組
實木餐桌組
玻璃面咖啡桌﹑茶几組
木面鐵腳咖啡桌組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5呎高落地燈
四件式 臥房組
雙層床（含兩床墊）
Queen Headbord
一套Queen bed

$29
$289
$259
$19
$159

＊含沙發﹑
雙人座﹑
咖啡桌﹑
茶几（2）﹑
檯燈（2）

電話﹕ 713-723-9116

梁振英 11 日與同學分享自己月前出席博鱉
論壇時的一個故事：當天他跟一批在論壇擔任
義工的香港大學生見面，其中一位女大學生十
分主動，從口袋裡拿出了一大疊名片，這些名
片上的名字包括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還有
很多其他大型跨國企業首腦。梁振英便問這位
女大學生會如何處理這些名片。女大學生回答
說，將會不斷發電郵給對方，直至對方回覆為
止。梁振英指出，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鼓勵
大家應該學習這種積極主動爭取機會的態度。
另有學生也分享自己去年暑假期間透過實
習計劃，到銅鑼灣一間百貨公司擔任售貨員的
經驗。他表示，“由最初以為好簡單到經過多
番碰壁，才賣出全店最貴的球拍，知道推銷工
作很不簡單。”
梁振英回應指，欣賞這位同學的主動和積
極解決問題的態度，並鼓勵大家不要輕視自己
被派到做推銷員的工作，因任何一個工作崗位
都需要推銷不同的產品，“例如做一個老闆，
都要推銷自己的公司；又或是做一個社會領
袖，也要推銷政府的政策，因此推銷的技巧有
很大學問。”他又鼓勵同學們要珍惜學習機
會，因將令他們在未來工作有更大得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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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傑出服務品質保證
˙21 位資深美國執照律師 ˙數千例成功案例
˙Oracle 客戶管理系統 ˙客戶遍布全美
˙休斯頓/矽谷/紐約/洛杉磯/芝加哥/奧斯汀/西雅圖七地辦公

移民局上訴辦公室前移民官Kristin Whitaker 律師加盟本所

■責任編輯：李鴻培

“一國兩制”提供發展機遇 籲珍惜勿破壞

Zhang and Associates,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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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增實習名額 讓港青擴眼界

（綜合報道）美國海外領地波多
黎各負債 720 億美元，無力償還，債
務違約迫在眉睫。只是，作為美國屬
地，波多黎各好似“二等公民”，不
能像“汽車之都”底特律那樣享受破
產保護的優厚待遇。
波多黎各總督亞歷杭德羅·加西
亞·帕迪利亞不得不低聲下氣，尋求
債權人寬限時日。債務談判預計 13 日
開始，結果難言樂觀。

不遠處的食品店主
羅紹拉·古斯曼回憶：
“以前，我周六一天就
能進賬 1000 美元，現在
卻不到 300 美元。”
波多黎各經濟已經
連續 8 年負增長，穆迪
等評級機構早把波多黎
各債券評為垃圾級。這
裡的失業率為 12.4％，遠高於美國本
土的 5.3％。
59 歲的聖胡安居民諾埃米·巴爾
加斯說，她每週的工作時間已經從 30
個小時縮減至 16 個小時。
“好在孩子們都已經結婚，”巴
爾加斯說，要不然真不知道該怎麼養
活他們。
在大型購物中心“美洲廣場”，

A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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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統將赴哈佛演講 強化和平先生定位
（中央社）總統馬英九昨
天率團展開 8 天 7 夜的 「久揚
專案」，另將在母校哈佛大學
演講，學者認為，馬總統推動
兩岸、東海及南海三和平主張
，應該會讓國際認可他 「
和平
先生」的定位。
馬總統此行赴加勒比海及
中美洲友邦進行國是訪問，預
計美東時間 11 日抵達波士頓，
返母校哈佛大學演講，這是馬
總統任內首次出訪在波士頓過
境，也是中華民國首位訪問美
國學術重鎮波士頓的元首。
淡江美國研究所教授陳一
新受訪表示，預期馬總統在哈

佛演講時會完整向美國各界闡
述他的兩岸及東海、南海政策
及倡議，說明如何以九二共識
為核心的一系列作為，讓台灣
在中日 2 國之間保持外交活力
；特別是今年 8 月是東海和平
倡議提出 3 週年，相信馬總統
將會利用國際場合演說，凸顯
台灣是把外交爭議變成協議的
最佳範例。
陳一新表示，馬總統 6 月
在華爾街日報的投書說的很清
楚，近年他連續提出三項和平
主張：先從台海，再到東海，
再到南海，藉此促進區域的和
平與繁榮。此項策略已 2 次獲

致成果，期盼未來能第 3 次獲
取成效。台灣已經做好準備，
與南海其他聲索方進行和平對
話與合作。
他進一步指出，馬總統的
兩岸及東海、南海的三項和平
主張，國際上應該可以肯定其
「
和平先生」的定位。
除了宣揚台灣和平理念外
，陳一新認為，馬總統這次去
還有為 2016 年總統大選後，未
來的外交變局預做因應；此外
，也可能會為中國國民黨總統
參選人洪秀柱提到的 「
一中同
表」及 「
兩岸和平協議」，向
美國有關方面說明。

星期日

2015 年 7 月 12 日

失敗導致的損失現由美國納稅人承擔。
目前主要負責調查“獵鷹 9”火箭爆炸原因的是太空探索技
術公司。但當天在美航天局出席的聽證會上，有專家質疑太空探
索技術公司是否應當主導調查“自家”事故原因。對此，格斯登
美爾回應說，美航天局、聯邦航空管理局和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
都在參與調查。
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的“獵鷹 9”火箭於 6 月 28 日發射不
久後在空中爆炸，“龍”飛船內的貨物毀於一旦。這些貨物包括
676 公斤食物和其他補給、供大約 250 個科研項目使用的關鍵材
料、461 公斤硬件設備、一個用於更換磨損設備的水過濾系統和

環境。
有媒體追問是否不能再提 「
一中同表」，
洪秀柱說， 「
我跟你們講，你們永遠沒辦法把
馬航 MH
MH17
17 墜機週年追悼會 大馬首相出席
我的話弄清楚」，她也解釋， 「
不是我瞧不起
馬來西亞首相納吉（
馬來西亞首相納吉
（右）與交通部長廖中萊
與交通部長廖中萊（
（中）及國防部長希山慕丁
及國防部長希山慕丁（
（左）11 日上午出席馬
你們」，但今天回到政綱就是了。
航 MH
MH17
17 客機墜毀 1 週年追悼會
週年追悼會。
。
總統馬英九昨天率團展開 「
久揚專案」出
訪行程，他表示，過去 7 年來以 「
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來處理兩岸關係，把兩岸關係與國
際關係能轉化成良性循環，而非過去的惡性循
環。
對此，洪秀柱表示，尊重總統說法，總統
（中央社）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昨天登場，5 、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及各從業機構的公文，請
這麼多年來很辛苦，不管是維持兩岸關係穩定
萬多人報名，4
萬人到考，到考率約 7 成。唐代 各機關提供辦理長照的經驗、建議及需求。
、台美關係良好上非常認真，兩岸關係如果不
作家裴鉶的 「
聶隱娘」入題，公文則是日前才立
國文測驗題則有唐代作家裴鉶的傳奇小說
好，台美關係也會有問題。
法的長期照顧服務法，考生認為，考題與時事結
「
聶隱娘」入題。電影 「
刺客聶隱娘」今年在坎
合，好發揮。
城影展獲最佳導演獎，有考生說，雖然考題與電
今年的公務人員高普考破天荒因為颱風而延 影內容無直接關係，但看到考題，還是讓人會心
考 1 天，普考今明 2 天舉行，首節登場的是 「
國 一笑。
文」考科。
多位考生們受訪時都說，今年的國文題目，
占分 60 分的作文，以某院士說 「
離開你熟悉 四平八穩，部分與生活時事結合，還算好發揮。
的環境，接受挑戰。只有面對挑戰和困難時，腦
考選部主任秘書蘇秋遠受訪指出，普考 5 萬
細胞才會增長，智力、技能才會進步」，要考生 5755 人報考，第一節有 4 萬 1543 人到考，到考率
以 「
看清問題，迎接挑戰」為題寫作。
約 74.51%，與往年差不多。
公文部分，則以 5 月完成立法，總統 6 月公
公務人員普考 11 日至 12 日舉行，接續登場
布，2 年後將施行的 「
長期照顧服務法」，要求 的是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將於 7 月 13 日至 15 日舉
考生試擬衛生福利部致各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行。

公務員普考國文 聶隱娘入題

（綜合報道）據英國《每日郵
報》網站 7 月 10 日報道，近日，科
學家警告稱太陽將在 2030 年“休眠
”，這將導致地球氣溫大幅度下降
、使得地球步入“小冰河期”。
這一發現是在英國皇家天文學
會於威爾士蘭迪德諾召開的國家天
文會議上公布的。瓦倫蒂娜·扎爾
科夫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在會上介紹
了他們研發的太陽活動周期新模型
，該模型關注太陽兩個層面——一
個靠近太陽表面，另一個深入太陽

的對流區——的發電機效應，預測
到太陽活動將在 2030 年左右減少
60% ， 屆 時 地 球 將 很 有 可 能 進 入
“小冰河期”。
扎爾科夫的研究發現，在太陽
活動的第 25 周期（該周期的太陽活
動在 2022 年達到峰值），被列為觀
測對像的太陽兩個層面的電磁波開
始 相 互 抵 消 ； 進 入 第 26 周 期
（2030 年至 2040 年）後，這兩個
層面的電磁波變得完全不同步，導
致太陽活動劇烈減少。扎爾科夫說

：“我們預測這將引發與‘蒙德極
小期’相同的效應。”
公元 1645 年至 1715 年是蒙德
極小期，在此期間太陽活動非常衰
微，持續時間長達不可思議的 70 年
，此時也恰好是地球的“小冰河期
”，但兩者是否有關聯，仍然沒有
定論。當時在寒冷的冬季，英國大
部分河流都凍結了，人們甚至能夠
穿著旱冰鞋橫穿泰晤士河。

公務員普考登場 考生最後衝刺

獅城地標榴槤殼 觀光客熱門打卡景點

（綜合報道）新加坡濱海藝術
中心，堪稱為新加坡觀光景點的地
標之一。這座濱海藝術中心外觀由
7000 多片銀色三角形遮光罩建造而
成，活像剖開兩瓣的榴槤，新加坡
當地人多稱為 「榴槤殼」。
1996 年動工興建的新加坡濱海藝
術中心（Esplanade）於 2002 年完工

，由於外觀造型特殊，不僅是新加
坡引以為傲的藝術中心，更因位於
市中心區的新加坡河河畔。
對岸就是舉世聞名的觀光景點魚
尾獅公園，也鄰近國會大廈、戰爭
紀念碑及萊佛士坊地鐵站旁的金融
商圈，屢屢因此成為觀光客到訪新
加坡必遊景點之一。

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 「榴槤殼」
的設計別樹一格，由 7000 多片銀
色三角形金屬遮光罩組成，除具有
遮陽效果外，觀光客也能在新加坡
河畔透過太陽光影變化，看到這座
榴槤殼在太陽光影下的顏色變化，
設計感和現代感十足。

＆ASSOCIATES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 11 日在全國 13 個考區登場
個考區登場，
，今年普考有 5 萬多人報名
萬多人報名，
，要搶 1177 個職
缺，初估錄取率僅 2.11
11%
%。考生把握考試開始前最後幾分鐘衝刺
考生把握考試開始前最後幾分鐘衝刺。
。

STANLEY

總統：兩岸要平順 要尊重九二共識
確的預測，不過從過去的歷史來看，2000 年時
陳水扁總統就任提出 「
四不一沒有」，當時大
家也是很希望情況不會太壞，但不久就出現一
些改變，這使中華民國失去了 9 個邦交國，雖
然爭取到 3 個新的邦交國，但實際上還是失去
6 個，所以讓外交上遭遇很大困難。
馬總統認為維護外交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就
是兩岸關係要能平順，而兩岸關係要平順，一
定要尊重九二共識和一中各表這樣的理念。

洪秀柱楊志良同台

準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右 2）11 日在中華經濟研究院
準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
日在中華經濟研究院，
，參加台灣銀髮族暨健康照護產業
高峰會，
高峰會
，與前衛生署長楊志良
與前衛生署長楊志良（
（左 2）交換意見並合影
交換意見並合影。
。

，別人都看不出來她的歲數。先
前在黨內初選與洪秀柱一同較勁
的前衛生署長楊志良也出席會場
。
會後洪秀柱受訪時介紹競選
團隊新任發言人，分別是文傳會
國際及議題資訊中心代理主任徐
巧芯和環球科大通識中心兼任講師李昶志。
洪秀柱說，兩位都非常年輕，學生時期參加過各種學生議會
活動，表現優秀，不但口條好，邏輯清晰，對事情更有自己一番
見解。
27 歲的李昶志說，他來自高雄，大學時期認識洪秀柱，認為

年輕發言人加入 洪秀柱：給機會歷練

洪秀柱理解年輕人、和年輕人沒有距離；26 歲的徐巧芯表示，她
與洪秀柱結識是在洪代理秘書長職務時，當時適逢前主席馬英九
辭職，洪秀柱在代理期間堅持繼續持續推動黨務，相信柱柱姐未
來在帶領台灣的工作上可以做得很好，她對洪秀柱非常有信心。
洪秀柱則開玩笑表示，她最喜歡徐巧芯， 「
因為她身高跟我
一樣，沒有威脅感」。
被問及年僅 20 多歲擔任發言人會不會過於年輕？洪秀柱反
問 「
你不給年輕人機會嗎？」洪秀柱說，希望給年輕人歷練機會
，2 人在這方面有專長，也勇於、樂於接受挑戰。
是否藉此囊括青年選票？洪秀柱表示，希望不要這麼利益選
票取向，她在初選過程，都是年輕人幫忙，年輕人的創意、活力
無窮，多借重他們是好事。

Memorial Church of Christ
中 文 堂

休士頓華嚴蓮社

Highway 8

Dairy Ashford

地址：9730 Town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Echo

Saturday and Summer School Cell：713-259-1565

Memarial Mall Memarial High School
Memarial High School

英語：

3—4 年級 Word Problems Solving ;Number Sense; Math Count 奧數
5—6 年級 Word Problems Solving ;Number Sense; Math Count 奧數
7—9 年級 Word Problems Solving ; Math Count
SAT；Pre-Algebra; Algebra 1; Algebra 2; Geometry; Pre-Calculus; Calculus。
2—6 grade Reading; writing; Vocabulary ; grammar；7—12 grade Reading ; Writing ; SAT

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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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arial Church of Christ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Double Star Academy

暑期班現在開始報名了！6/8-8/7日開課
2—6 Grade Math GT Class

大華超市

Gessner Rd.

數學：

地 址：900 Echo Lane,
Houston, Texas 77024
連絡人：陳相如
電 話：713-732-6265

每月第二/四週四 7﹕
30P-9﹕
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 2﹕
00P-4﹕
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玉佛寺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Leader St.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Beechnut

教師水平高： 數學張老師：是 HISD 從中國聘用的，直接來休士頓教高中數學的高級教師， 這在中,
美兩國的高中領域，都是絕無僅有的。張老師具有中美兩國二十多年的教學經驗，使用中、美兩國
的教學方法教學。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提高學生的數學成績。
數學杜老師：是美國畢業的數學碩士，具有中，美高中；大學二十多年的數學教學經驗。尤其擅長
輔導 Pre- Calculus and Calculus. 受到家長，學生的一致好評！
英語教師具有二十多年大學，高中的教學經驗，常年在 RICE 大學主講 SAT, 以及現職的中小學教師
。這樣雄厚的教師隊伍，是學生們學到更多的知識，提高成績的根本保證。
家長朋友們：如果你對孩子現在的成績不滿意，或者是想讓孩子多學一些知識，那就趕快把孩子送
到育才學校來吧！我們會根據你孩子的情況，制定教學計劃的。育才學校提供的是高水準的(GT) 教
學，適合 2—12 年級的學生。我們同時也提供一對一的教學服務。育才學校歡迎你們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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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tway

育才學校

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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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 Branch.

每月定期共修法會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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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Syn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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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way 6

Avatamsaka Buddhist Lotus Society

一個用於對接不同商業航天器的適配器。該適配器是美航天局極
為重視的一件貨物。美航天局在事後表示，這次發射失敗“對我
們來說是個打擊”。
過去幾年，美國政府一直大力支持美私營企業發展向近地太
空軌道運送物資的能力，並選擇了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和軌道科學
公司進行合作。其中太空探索技術公司與美國航天局簽署了價值
16 億美元的合同，將向國際空間站總共發射 12 次貨運飛船。
軌道科學公司簽署了價值 19 億美元的合同，原計劃向國際
空間站發射貨運飛船 8 艘。但該公司在去年 10 月底的第三次發射
時火箭爆炸，有關任務已暫停。

（綜合報道）走訪南美 3 國的羅
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今天造訪巴
拉圭城鎮卡庫貝（Caacupe），吸引
約 100 萬信徒齊聚爭睹他的風采。
78 歲的教宗特別讚揚巴拉圭婦
女，巴拉圭婦女於 1865 至 1870 年的
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戰爭期間
，大部分都變成寡婦或孤兒，那個
時期的戰爭大量毀滅男性人口。
教宗說： 「我要特別提到妳們
，巴拉圭婦女、妻子和母親，妳們
付出巨大代價和犧牲，才讓遭戰爭
擊敗、重創和毀滅的國家重新站起
來。」
教宗又說： 「妳們是記憶的守
護者，是重建巴拉圭人民的生命、
信仰與尊嚴的那些人的命脈。」
教宗以巴拉圭原住民語言瓜拉
尼語（Guarani）誦唸主禱文，令現
場龐大群眾深感高興。

希臘官員：
希臘官員
：德財長未提希臘脫歐可能性

（中央社）準中國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昨天公布陣營 2
位年輕的新任發言人，她說，初選一路走來都是年輕人幫忙，多
借重年輕人的創意是好事，也希望給年輕人有歷練的機會。
洪秀柱下午出席在中華經濟研究院舉辦的 「
銀髮族及健康照
護高峰會」活動，表示自己也逐漸進入這個族群，但她身體健康

A3

科學家稱太陽將在2030年“休眠” 地球氣溫將大幅下降 教宗訪巴拉圭城鎮 百萬信徒爭睹丰采

槤殼」。
1996 年動工興
建的新加坡濱海藝
術 中 心 （Esplanade
（綜合報道）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堪稱為新加坡觀光景點 ）於 2002 年完工，由於外觀造型特殊，不僅是新加坡引以為傲
的地標之一。這座濱海藝術中心外觀由 7000 多片銀色三角形遮 的藝術中心，更因位於市中心區的新加坡河河畔。
光罩建造而成，活像剖開兩瓣的榴槤，新加坡當地人多稱為 「榴
對岸就是舉世聞名的觀光景點魚尾獅公園，也鄰近國會大廈

（中央社）總統馬英九昨天說，維護外交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就是兩岸關係要能平順，而
兩岸關係要平順，一定要尊重九二共識和一中
各表這樣的理念
總統馬英九昨天率團展開 8 天 7 夜的 「
久
揚專案」，赴加勒比海及中美洲友邦進行國是
訪問。媒體記者在專機上詢問總統，有人預言
若 2016 年政權移轉後，台灣可能面臨骨牌式的
斷交。
馬總統對此表示，未來的情況無法做很準

Sunday, July 12, 2015

美“獵鷹9”火箭發射失敗炸掉上億美元

（綜合報道）美國航天局官員 10 日稱，美國太空探索技術
公司研制的“獵鷹 9”火箭在今年 6 月承載貨運“龍”飛船升空
時發生的爆炸，給納稅人造成 1．1 億美元的巨額損失。
這一損失的具體數額是美航天局副局長威廉·格斯登美爾當
天在一個聽證會上公布的。據美國媒體報道，美航天局為每次成
功發射“龍”飛船支付 1 億美元。盡管此次任務失敗，美航天局
也須向太空探索技術公司支付約 20％的費用。
鑒於美國私企軌道科學公司去年 10 月底為國際空間站發射
“安塔瑞斯”運載火箭時也發生了爆炸，格斯登美爾說，美航天
局正考慮是否應要求私企為航天貨運任務買保險，因為這種發射

兩岸論述 洪秀柱：回到黨政綱
（中央社）準中國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
柱昨天被問及兩岸政策論述時表示，就是回到
國民黨政綱，鞏固深化九二共識，共創台灣未
來穩定和平環境。
洪秀柱下午出席在中華經濟研究院舉辦的
「
銀髮族及健康照護高峰會」活動，表示自己
也逐漸進入這個族群，但她身體健康，別人都
看不出來她的歲數。先前在黨內初選與洪秀柱
一同較勁的前衛生署長楊志良也出席。
洪秀柱近日與藍營立委便當會，洪秀柱會
後受訪表示，氣氛很融洽，委員也都很支持。
是否有答應藍委不再提 「
一中同表」？洪
秀柱一開始表示， 「
我們不提這個」，後來被
問及兩岸論述，洪秀柱表示，就是回到政綱，
鞏固深化九二共識，共創台灣未來穩定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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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白蟻
水電

地基
結構

屋頂
空調

泳池
霉菌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 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Richard Liu
誠實信用
碩士土木工程師
收費合理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832.434.4999 (手機)
備Supra Key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騰龍教育學院
騰龍教育學院
中 英 雙 語 幼 兒 園 （1 歲半～5 歲） Day Care
在美獲教育學碩士老師親自執教
中西結合教學方法﹐幼兒早期智力開發
藝術熏陶教學生動﹐室內室外遊樂活動

Talent Academy
www.talentacademy.org

持州政府幼教執照

學費可申請低稅

暑期夏令營﹑秋季星期天中文學校
雙語幼兒園課後班熱烈招生中

首創中文字經私塾班，快速識
字法，讓您的孩子曲不離口，
騰 龍 課 後 班 After School
天天學中文！
全新校車接送﹑
分班制﹑
教學中﹑
英﹑
數﹑
GT 等豐
歡迎電話，傳真報名。
富多彩﹐
各色才藝班﹐全部專業老師執教
聯絡電話：281-242-0989 , 832-528-0880 ,
832-528-0882
校

址：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

、戰爭紀念碑及萊佛士坊地鐵站旁的金融商圈，屢屢因此成為觀
光客到訪新加坡必遊景點之一。
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 「榴槤殼」的設計別樹一格，由 7000
多片銀色三角形金屬遮光罩組成，除具有遮陽效果外，觀光客也
能在新加坡河畔透過太陽光影變化，看到這座榴槤殼在太陽光影
下的顏色變化，設計感和現代感十足。

家美地毯
PLLC

勝利律師事務所
AARON M. STANLEY

陳德威律師
美國人,中國通,能說流利中文

對商業糾紛及
人身傷害具有豐富經驗
9889 Bellaire Blvd. #117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二樓 101 樓上）

(281
281)) 766
766--7939
Kai@stanley-Lawfi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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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M Express Carpet & Flooring Co.
休士頓最大批發、零售商
商業、住宅，百種地毯選擇
$
/每呎 包工、包料
美國生產，保質、保量、保修 10 年

1.8

832--685
685--8388
（10 英哩內免費估價）電話：832

地址： 9503 Bellarie Blvd Houston, TX77036（位於中國城頂好公寓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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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危機下的民眾百態：
坐兩個半小時船去取錢
來說，現金短缺
是雙重負擔：他
一邊必須等待進
項，一邊卻必須
向批發商付現。
不僅如此，“批
發商為了節省汽
希臘葡萄酒商蒂米特裏斯心中充滿焦慮。他 油 ， 還 要 求 訂 貨 必 須 達 到 一 定 數 量， 否 則 拒 絕
的收 銀 臺 旁 已 經 堆 了 一 疊 信 用 卡 帳 單 ， 金 額 數 發貨。”
量可觀：“上週末，一位女士為婚禮慶典購買了
運氣好每日可取出 60 歐元
650 歐元的葡萄酒和烈酒，是用信用卡付的款。
還有一位飯店老闆訂了 350 歐元葡萄酒，也是用的
希臘銀行從 6 月 28 日就開始關門。過去 6 個月
信用卡。”然而，由於銀行關門，國家瀕臨破產， 裏，已有四分之一的儲蓄金額從希臘銀行流失。雅
他擔心，“信用卡業務到時會完全崩潰，我們拿 典方面把銀行關門歸咎於國際借貸方拒絕延長對希
不到未付款項。”但他別無選擇，“我迫切需要 臘的金融援助。希臘總理齊普拉斯一開始承諾公投
顧客。”
之後，銀行將開放儲蓄。但事情並非如此。本週一
蒂米特裏斯說，以前他的顧客大多都付現金 （7 月 6 日）公佈的消息稱，銀行關門時間將延長
， 也 不 會 一 分 錢 掰 成 兩 半 花 。 然 而 ， 自 從 銀 行 48 小時。本週三（7 月 8 日），銀行關門時間又延
被 迫 關 閉 後 ， 現 金 越 來 越 短 缺 。 對 蒂 米 特 裏 斯 至週末。在此之前，每位銀行顧客每天只能從取款

機提取 60 歐元。
在雅典的龐拉提城區（Pangrati），50 歲的瑪
麗亞在阿爾法銀行的一家分行前等待提取 60 歐
元現金。也許是因為氣溫高達 35 度，自動取款機
前的隊伍並不長。瑪麗亞想趁現在把錢取出來，
然後再去對 面 的 “ 希 臘 國 家 銀 行 ” 。 她 在 那 裏
也 有 一 個 帳 戶 ，可以另外取 60 歐元。不過她現
在就知道，能不能從阿爾法銀行取到 60 歐元還不
一定呢。她說：“如果輸入取款 60 歐元，就會顯
示：很遺憾，不能支 付 您 所 需 要 的 金 額 。 所
以 ， 我 只 能 取 到 50 歐 元 。 ”她估計，原因在於
10 歐元面值的鈔票快告罄了，但因為銀行不開門，
也沒有地方詢問。更糟糕的是，不知道今後會怎
樣，銀行關門要關多久。“也許只關三天，也許
幾個月....。。”
教師安達看法不同：“我很樂觀，我相信我們
的政府。”她耐心地排著隊，臉上甚至還略帶微
笑。她說，就算銀行關幾天門，也不是世界末日，
應該學會等待，而不是胡思亂想。

政要明星“特殊”請求多 普京最近有點忙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 普京多年來
一直保持“政壇男神”形象，在全球擁有
眾多粉絲。同時，不少外國政要和好萊
塢影星也經常向他“求幫忙”。俄羅斯
盤點了這些請求，其中包括推廣瑜伽、拯
救鯨魚以及探索“長生不老秘方”等。
【請求一：推廣瑜伽】
俄羅斯“衛星”新聞通訊社網站報
道，印度總理納倫德拉· 莫迪是向普京
“求幫忙”的外國政要之一。他提出的
請求是幫助推廣瑜伽。
莫迪本人是瑜伽愛好者，每天都要
抽出時間練習。正是在他的積極倡議
下，聯合國去年把每年 6 月 21 日確定
為國際瑜伽日。今年 6 月 21 日首個國際
瑜伽日當天，俄羅斯各大主要城市都舉
辦了瑜伽日慶祝活動，以示支援。
目前正在俄羅斯城市烏法舉行的金
磚國家領導人第七次會晤期間，普京向
莫迪表示，他對瑜伽很有興趣，並且打
算練起來。普京說：“瑜伽是一種非常
吸引人的運動，我正考慮在每日的健身
鍛鍊中加上瑜伽。”
對於普京力挺瑜伽，莫迪表示感謝。

他在微博客網站“推特”發佈一張俄羅
斯街景照片，並在下面寫道：“在俄羅
【請求三：長生不老】
斯感覺非常特別。俄羅斯與印度有著非
一系列請求中，來自好萊塢演員史
同尋常的友誼。”
蒂文· 西格爾的一項顯得與眾不同：尋
求長生不老的秘方。
【請求二：拯救鯨魚】
西格爾是著名動作明星，曾主演
除外國政要外，一些好萊塢明星也 《暴走潛龍》《極地雄風》等影片，影
向普京提出請求。其中，女演員帕米 響力可與史泰龍、施瓦辛格等人相媲美。
拉· 安德森請求普京“救救鯨魚”。
他 2011 年向普京發出公開信，邀請後者
安德森原是一名模特，以傲人身材 一起探討“長生不老術”。
多次登上《花花公子》雜誌封面，後涉
西格爾在信中寫道，他聽俄羅斯朋友談
足影視。近年來，她積極參與動物保護 及，俄羅斯頂級科學家正在研發一項能有效延
組織活動，併為保護鯨魚“代言”。在 長人類壽命的技術，有望于2045年取得成
為善待動物組織拍攝的最新一則廣告 功。他表示，如果普京能加入到這項名為“俄
中，她身穿比基尼，身體被“劃分”成 羅斯2045”的行動中，將“造福全人類。”
多個部分，旁邊寫道：“所有動物都有
他寫道：“我向你發出呼籲，我們
這些部分，和我們一樣。”
能否有機會合作，使這個世界更美好。
安德森向普京發出請求，讓後者幫 在我看來，你最近好像很重視養生。我
忙拯救冰島瀕危物種鰭鯨。這些鰭鯨將 看得出來，你正在積極努力，帶領俄羅
被送往日本，途中可能經過俄羅斯水 斯更加自信地面對未來。”
域。安德森認為，只有普京能“出手相
除上述邀約外，普京還收到美國導
救”，叫停這種行為。
演馬克· 伯內特的真人秀節目邀請。伯
安德森寫道：“普京總統，這艘船 內特準備打造一檔“領導人真人秀”節
搭載瀕危物種鰭鯨經由俄羅斯水域前往 目，而被列入“願望清單”的第一位就
日本，你能夠阻止這種非法交易。”
是俄羅斯總統普京。

女子自拍上癮每天 200 多次 男友受不了怒分手
綜合報導 英國 23 歲女
子夏洛特自拍上癮，每日自
拍超過 200 次，不僅因此失
眠、嚇走所有朋友，多任男
友也因為受不住她的怪癖而
分手。她曾考慮尋求治療，
但目前仍認為自拍最重要。
據悉，夏洛特任職助理
舞臺經理，3 年前開始使用
蘋果手機後就迷上自拍，每
天醒來就在想如何自拍，晚
上即使不睡覺也要整理好當
日的自拍相放上網。
她甚至在喪禮上自拍，
即使遭人白眼也在所不惜；
若在自拍期間遭人打擾，就
會變得極為暴躁。她說，小
時候喜歡把玩偶扮靚，但開
始自拍後發現可以把自己當
成玩偶，而且更真實。

713-818-0707; 832-818-0707

不成功，不收費

LAW OFFICE OF PAUL N. MOODY, P.C.

Jim Leavens, J.D.,
Of Counsel

商業訴訟

刑事法

不論對方不簽字,不在美,失蹤都可成功

移民入籍

涉刑事之、疑難移民案件
公司登記註冊
刪除犯罪記錄、封存刑事案底
涉刑事之綠卡吊銷
稅務局審查及上訴
金融詐騙、非法集資、監獄保釋
涉刑事之公民入籍
地產稅減輕及上訴
青少年犯罪、偷竊、販毒、打架、持槍
移民扣押保釋、政治庇護
商業合同、民事糾紛談判和解
酒醉駕車、妓女罪、組織賣淫罪
移民法庭辯護、驅逐出境翻案
生意買賣、商業租約簽訂
無照按摩、無牌開店、足療服務違規
聯邦法院上訴
房地產買賣、過戶
代辦德州各類職業執照
遞解出境後重返美國
商標、專利申請
及營業牌照之申請
投資移民
遺囑、信託
性暴力、家庭暴力
親屬、工作、分公司經理移民
婚前協議、離婚
守行為期提早結束
旅遊、商務簽證及延期

10080 Bellaire Blvd., Ste. 220, Houston, TX 77072 (中國城Home Depot的北邊馬路對面，百利大道上)
傳真：832-201-7733
e-mail: info@tang-law.com
Licensed to Practice Law by Texas Supreme Court; Not Certified by Texas Board of Legal Specialization

離婚

專業執照出庭律師確保您能獲得最高賠償
不成功﹑
不收費﹒
總賠償金額累積超過千萬元
24 小時緊急事故華語專線

破 產

醫生誤診

綜合報導 沙烏地阿拉伯皇家法院發佈聲明稱，該國前任外交大臣費薩爾
親王在美國去世，享年 75 歲。
該聲明未給出費薩爾親王的死因。不過最近幾年費薩爾親王背部動過多
次手術，使得他走路都必須依賴拐杖，同時他還有其他疾病。
費薩爾親王是沙特第三位國王的次子，畢業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
係，英法語流利。他曾擔任過沙特情報總局首腦長達 24 年，就在 2001 年 9· 11
恐怖襲擊案發生前 10 天，他卸任該職。卸任情報主管後，他擔任沙特駐英國
及愛爾蘭大使，而後又擔任了駐美大使。
費薩爾親王從 1975 年起任外交大臣，今年 4 月，由於身體健康原因，他
不能繼續擔任外長一職。因此沙特王室指派沙特駐美大使阿德爾· 阿祖貝爾擔
任新的外交大臣。
費薩爾親王擔任沙特外長長達 40 年，是全球任職最久的的外長。美國總
統奧巴馬稱，費薩爾親王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官”。美國國務卿克裏對他的
去世表示哀悼，稱讚他是最有智慧的外長。

保羅‧牧迪 律師事務所
雷允士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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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民進黨嚴肅看待課綱修改
（中央社）民進黨主席蔡
英文昨天說，民進黨會嚴肅看
待高中課綱修改問題，未來如
有機會執政會重視本土教育，
不會讓下一代連陳澄波是誰都
不知道。
蔡英文晚間在高雄出席台
灣南社募款餐會時，做以上表
示。
蔡英文說，教育部這次若
違法修改了高中課綱，下一步
就會進一步比照改國中課綱，
民進黨會發揮在野黨監督力量
來擋， 「不會讓他們輕易過關
」。

她又說，未來民進黨如有
機會執政，一定會重視本土教
育，不會讓下一代連陳澄波是
誰都不知道。
蔡英文表示，民進黨若不
好，國民黨不會倒，民進黨不
是只會批判，而是要爭取為台
灣實實在在做事的機會； 「這
次我們不僅要拿下總統，還要
讓國會第 1 次輪替」，讓民進
黨完全執政，好深化民主，壯
大台灣。
這場餐會席開 70 多桌，有
蔡英文、高雄市長陳菊、屏東
縣長潘孟安、前總統陳水扁兒

子陳致中、南部民進黨立委參
選人、本土社團、基進側翼政
團、反黑箱課綱高中聯盟等團
體參加。蔡英文進場時受到熱
烈歡迎，數度寸步難行，現場
「總統好」聲此起彼落。
蔡英文、陳菊也輪番上台
為南社義賣畫作，蔡英文與陳
菊也率與會黨籍立委參選人同
台造勢，並進行 「公民集氣，
推倒國民黨的高牆」儀式，揚
言南台灣立委選舉一席都不讓
國民黨。

高普考退費趨嚴 考生批刁難

（中央社）公務人員高普考延考 1 天，打亂考生規劃，考選
部昨天公告申請退費注意事項，被考生質疑 「刁難」、 「出爾反
爾」。考選部今天說，如有個案特殊情事者，請述明理由，會從
寬認定。
公務人員高普考破天荒延考 1 天，打亂考生規劃，不少在職
的高考考生因為無法再向公司請 1 天假，只能選擇缺考。
考選部昨天透過 「104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
考試」臉書專頁指出， 「全程缺考」的考生，可檢附相關文件，
包括，退費申請書、考試入場證正本（如遺失請另行註明）、檢
附或敘明無法參加本項考試事由（例如，無法請假、接續有出國
行程...等），並請親筆簽名，再向考選部申請退費。
不過，考選部今天在官網公告申請退費注意事項卻說，因延
期以致無法參加考試的考生，須符合表列各款退費事由之一，並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才得申請退費。
考選部公告的退費事由包括，天然災害、交通中斷或遲延 35

分鐘以上、兵役或點閱教召、
傷病住院或妊娠、其他因不可
抗力無法歸責於應考人的重大
事故等等。
考生必須檢附的證明文件
包括，天然災害里長證明、交
久揚專案啟動 總統率團訪友邦
通中斷遲延證明、兵役召集令
、診斷證明、重大事故相關證
總統馬英九（
總統馬英九
（前）11 日率團展開 「久揚專案
久揚專案」」 之行
之行，
，並且向送機的多國使節揮手致意
並且向送機的多國使節揮手致意。
。
明等。
但公告一出，立刻引起考
考選部同時在臉書專頁說明，這項考試因颱風來襲，退費標
生反彈，不少人網路上批評考選部 「刁難」、 「出爾反爾」，揚 準已屬從寬採認，並非無條件退費， 「親筆簽名的切結書亦為其
言 「打爆」考選部電話。
中一種證明形式，如收到退費申請書後有疑問仍會與應考人聯繫
考選部主任秘書蘇秋遠受訪時解釋，有些考生可能提不出正 確認退費情形」。
式的證明，如果有個案特殊情事者，請述明理由，考選部會 「從
寬認定」。

伴侶盟籲婚姻平權 國民黨支持願努力

綜合報導 比利時荷蘭語區弗拉芒大區將在當地所有政府辦公場所增設中性
衛生間，以給跨性別者等人群提供方便。
該區政府機會平等大臣莉斯貝特· 霍曼斯在議會發言時說，工作場所的中性
衛生間是專供性別角色與生理特徵表現不一致或處在性別轉換過程中的個人使
用的。
比利時跨性別者保護協會對此舉表示讚賞，稱這將避免跨性別者、尤其是
處在性別轉換過程中的個人上衛生間時遇到尷尬。
據當地媒體報道，弗拉芒大區相關部門不久將公示新的衛生間性別指示
牌，分為代表男性、女性和中性。
據介紹，比利時弗拉芒大區政府十分重視性別平等，今後在招聘廣告中將
不出現男女性別要求。

專精

車禍

沙烏地阿拉伯前外交大臣
費薩爾親王逝世 享年 75 歲

增設“中性衛生間”

Simon Tang, J.D., Ph.D.,
Attorney at Law

意外受傷

而在希臘的幾座島上，銀行關門卻讓經濟生活
完全陷入癱瘓，比如在偏遠的聖埃夫斯特拉蒂奧斯
島（Agios Efstratios）。該市市長瑪麗亞· 卡卡裏
（Maria Kakkali）向天空電視臺講述了荒唐的現狀：
“我們島上雖然有一家銀行，但沒有自動取款機。
因為銀行關門，誰要提取60歐元，必須坐船兩個半小
時去附近的利姆諾斯島（Lemnos）排隊取錢。“現
在，聖埃夫斯特拉蒂奧斯島上的人誰要去利姆諾斯
島，也會拿上朋友們的銀行卡，幫他們取錢。”
誰也不知道今後會怎麼樣。政府駁斥了媒體有
關引入平行貨幣，加強現金管制的報道。但是，現
在向國外匯款已經必須經過一個特別委員會的批
准。許多事情都取決於希臘是否能和國際借貸方達
成一致。葡萄酒商蒂米提斯希望情況會好轉，否則
他將擔心自身安全。“昨天晚上街角一家小店被
盜，也許有人以為那裏藏有現金。我不知道這些人
下次會把目標瞄向誰……”

比利時荷語區政府辦公場所

鄧隆隆大律師
鄧隆隆律師

一些島上沒有自動取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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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費調降為賠償金額之 25%
申辦個人破產(保證成功) 刑 事 案 件 曾有多次辯護謀殺案的刑事專業執照律師
為您出庭辯護各類刑事案件
申辦公司破產
移 民 案 件 專 精 各 種 庇 護 ﹐停 止 遞 解 出 境 並 於 移 民 法
保護個人資產
院出庭辯護,移民監獄保釋,職業移民﹑親屬
客人資訊保密
移民﹑L/E/H 簽證﹑未婚夫妻簽證﹑單身證明﹑受虐

電話︰ (713)977-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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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專線︰(713)977-1616
華人法律助理︰Amber Ling(SMU 法學碩士)

地址﹕6420 Richmond., Suite 215,
Houston, TX 77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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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灣伴侶權益
推動聯盟昨天集結在國民黨中
央黨部訴求支持婚姻平權。國
民黨青年團總團長林家興出面
遞交承諾書，表示基於人權，
願意促成更多人一起努力，也
獲得在場掌聲。
伴侶盟下午發起 「為婚姻
平權而走，平等不能再等」遊
行，要求國民黨、民進黨具體
表態支持婚姻平權，並承諾在
本屆立法院最後一會期全力支
持法案通過。遊行從國民黨中
央黨部出發，將行經民進黨中
央黨部，最後在立法院前為
「平權、平安」點燈。
伴侶盟指出，這次遊行從

孔子行腳活動起跑

國民黨出發，是因為國民黨長
久以來為台灣國會最大黨，對
婚姻平權法案能否通過具關鍵
性影響。美國通過婚姻平權當
天，國民黨臉書放上 「尊重多
元，讓彩虹被看見」聲明，但
面對婚姻平權法案等相關議題
僅說 「應多舉辦公聽會討論」
、 「社會共識不足」。
伴侶盟高喊口號 「婚姻平
權過不過，國民黨說清楚」，
希望國民黨能出面回應，並向
中央黨部丟擲水球，希望國民
黨能清醒，陳抗過程中警方舉
牌警告，過程平和。
林家興稍晚出面回應表示
，國民黨希望基於人權，能促

成更多人一起往推動婚姻平權
方向努力，青年團夥伴今天也
會跟大家一起走完全程，一起
為婚姻平權走，也預祝活動順
利。
伴侶盟執行長許秀雯指出
，儘管青年團成員還非常年輕
，還沒得到黨中央權力，但所
有的改變都從微小的地方開始
，同志運動如此，政黨改革、
國會改革也是如此，社會議題
進步從這些改變開始，她支持
青年團今天出面所做的一番談
話，也盼參加遊行民眾可以給
予掌聲。

台灣師範大學 11 日在台北舉行 「Hoping Download 第 6 屆孔子行腳
屆孔子行腳」」 誓師大會
誓師大會，
，來自兩岸
三地的大學生效法孔子精神，
三地的大學生效法孔子精神
，宣揚有教無類
宣揚有教無類，
，服務偏鄉孩童
服務偏鄉孩童。
。

蔡英文：副手人選好多個 還沒決定

（中央社）民進黨主席蔡
英文昨天到屏東為黨提名立委
參選人輔選，媒體追問總統選
舉副手人選，她說， 「有好多
個，還沒有到最後決策的階段
。」
蔡英文面對記者再追問副
手人選，她說， 「你們是要問
到我宣布為止嗎？我還是要講
一遍，大家不要過度揣測造成
當事人的煩擾。」
媒體詢問總統馬英九出訪
美國的看法，蔡英文說，國際
事務本來就是總統的職權，
「我們也希望台灣的外交空間

可以擴展，能見度可以增加，
所以我們也希望總統可以做到
這一些，也祝他一切順利。」
被問到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洪秀柱明天將到屏東原住民永
久屋拜訪，蔡英文表示，不論
是哪一黨的候選人到各處去走
走時，要用心去體會台灣現在
在每個地方所面臨的問題，然
後提出負責任的解決方案。
蔡英文在致詞時表示，
2016 年如果當選，將規劃台灣
整體財務，苗栗的問題除顯現
台灣的財政出問題外，也顯現
執政者財政責任感不足，民進

黨已經有一個完整的規劃來強
化各級政府的財政紀律，將給
予地方更大的空間，但也要加
重地方的財政責任，民進黨會
拿出方法來，讓中央的債務不
再累積。
蔡英文並表示，如果當選
，將加速老人長照體系的建立
，同時利用新型能源等創新產
業，帶動台灣的產業發展。
蔡英文昨天在內埔鄉及屏
東市分別為第 1、2 選區立委
參選人蘇震清及鍾佳濱輔選。

周麟夫婦偕鮑潘曉黛拜會巴拿馬第一夫人

中華民國駐巴拿馬大使周麟夫婦 9 日下午陪同自美國洛杉磯到訪的幫幫忙基金會會長鮑潘曉
黛（右 2）拜會巴國第一夫人羅蕾娜
拜會巴國第一夫人羅蕾娜（
（左 2）。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5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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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夫婦照顧六載
于培華今年 82 歲，雖然

于培華一見到記者，幾句標
準的韓國話，讓人確信她

能說地道的山東煙台話，可

真的是韓國人。

她卻是位韓國人。據悉，她

兒子消失不見
無奈打工維生

原本是跟着兒子來中國安度
晚年的，可沒想到的是，她
被兒子遺棄在中國，無親無
故，幸而得到煙台熱心夫婦的照
顧達6年之久。

■齊魯網

■ 6 年來
年來，
， 煙台的李先生夫
婦，換了多個工作
換了多個工作、
、搬了幾
個地方，
個地方
，卻從未拋棄這位來
自韓國的老太太。
自韓國的老太太
。 視頻截圖

隨後，記者來到煙台市開發
區出入境管理處，拿着于培華給
的兒子的資料進行查詢，但是沒
有任何結果。于培華說，她的大
兒子 7、8 年前曾經在威海工作
過，經打聽後大兒子早已經不在
原單位工作。希望落空後，于培
華該如何安置成了問題。據悉，
熱心的李先生一家經濟條件也不
是很好。當地的民政部門工作人
員表示願意收留老人，讓于培華
住在福利中心。

民政部可收留 老人不捨李家
然而，于培華希望讓李先生
夫妻商議並作安排，想做到“不
讓別人討厭”。由於自己跟李先
生夫妻倆已經有了深厚的感情，
不願意離開他們，覺得住在這裡
舒心又方便，哪兒也不想去，但
是她自己也擔心，自己動不了以
後該怎麼辦。李先生說，老人家
這麼大年紀了，要是再讓她去別
的地方估計身體就垮了，他們也
不放心。最終，于培華還是決定
和李先生夫妻倆一起生活。

■ 張先生買到的“夜明珠”在暗處能發光。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11 日，2015 廣東連州水晶梨節分會場——連
州市龍潭古鎮水上果市正式開市。小船滿載各式
水果沿河而下，再現秦漢時期湟川三峽水上果菜
市盛景，吸引大批遊客。
■圖 / 文：中新社

■近百件抗戰時期在德化生產的有關抗戰題材的瓷
器在展覽上亮相。
記者黃瑤瑛 攝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勝利 70 周年”德化抗戰陶瓷專題展，7 日
在福建德化陶瓷博物館開幕。近百件抗戰時期
生產的瓷器在展覽上亮相，讓人們享受藝術的同
時，感受到德化陶瓷與民族大義、國家命運緊密相
連的深刻內涵。
據了解，抗戰期間，瓷都德化以當地特有的陶
瓷為材質，創作並生產出了許多抗戰題材的瓷器。
這類“抗戰瓷”有着十分濃郁的時代色彩，它是一
個時代、一段歷史的銘記。此類瓷器除了繪上精美
的圖案外，還將“抗戰必勝”、“抗戰到底”、
“誓雪國恥”等刻於常見的瓷器上，時刻喚醒民眾
團結抗日。
■記者 黃瑤瑛、特約通訊員 寇婉瓊 泉州報道

愛犬者與運犬人高速路“大戰
大戰”
”
天津市公安局 10 日通報稱，7 月 7 日零時
許，愛犬人士與運犬車輛在濱保高速公路天津段
上追趕攔截，造成交通事故，雙方 4 人涉嫌以危
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據悉，當日，吉林人陳某（男，42歲）、宋某某
（男，26歲）駕駛一運犬車輛返回原籍，行至濱保高
速公路北辰路段時，被10餘名愛犬人士追趕攔截，雙
方高速駕駛車輛，相互拐抹碰撞，在造成交通事故後
停下。愛犬人士呂某某（男，26歲，天津市人）、張
某某（男，22歲，河北省人）等人將大貨車圍住，持
棍棒、磚頭將大貨車前風擋玻璃砸碎，並將陳某、宋
某某打傷。隨後，4人被公安機關依法刑事拘留。公安
機關警告稱，表達訴求應通過合理、合法渠道，任何
人都不能超越法律紅線，對違法犯罪行為公安機關將
依法懲處。
■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

綜合報導 韓國 MERS 死亡家屬將
與經濟正義實踐市民聯合會一起針對韓
國、地方自治政府和醫院， 向首爾中
央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賠償損失。
據報道，他們將在訴狀中控訴韓
國未對確診感染 MERS 病毒患者採取
恰當措施、醫院未切實進行資訊公開
和患者管理等方面存在責任。
此前，韓國政府在對 MERS 隔離
對象的管理上屢次出現漏洞。韓國一
名 51 歲女性在家進行隔離期間，與數
十人前往一高爾夫球場打高爾夫，隨
後被當地警方遣送回家。
此外，韓國一對醫生夫婦被曝在
“被隔離期間前往了菲律賓”，此事
引發韓國輿論指責。韓國衛生部門負
責人說，他們試圖通知上述男醫生隔
離的事宜，但因為“電話沒通”，所
以“只發了短信”。
韓國政府決定，中東呼吸綜合徵
（MERS）確診患者的治療費用由國
家全額承擔。
另外，韓國政府已經決定支援
MERS 疑似或確診患者住院時產生的
患者支付費用。
韓國MERS對策本部解釋稱：“隔
離室住院費、一般醫院隔離費用、抗病
毒治療劑等原本不包括在健康保險內的
部分也將包括在健康保險內”，“住院
診療費用中，由患者本人承擔的金額將
由國家和地方地府支援”。

星期日

2015 年 7 月 12 日

要求國家賠償損失

日本學者：為戰爭罪行尋找藉口是荒謬的
綜合報導 “日本青少年所受歷
史教育之貧乏令我驚訝。一次在有 60
個學生的課堂上，我問誰聽說過慰安
婦，只有兩三個學生表示聽說過。”
在德國柏林博伊特工業大學內，廣島
市立大學的退休教授田中利幸說。
“從 2006 年起，這段內容就從日本的
教科書中被刪除了。”受日本政府影
響的主流媒體，對這些內容也避而不
談。
這場針對日本政府歷史修正主義
政策的專題研討會吸引了身在柏林的
日本、韓國、中國和德國民眾屏氣凝
神地聆聽了 3 個小時。田中利幸說，
“日本在戰後對戰爭罪行缺少反思。
日本現在面臨三大問題——一是缺乏
負罪感、二是民族主義情緒加劇、三
是歧視婦女。這些問題亟待解決。”
會議針對安倍政府對於慰安婦問
題的態度展開討論。田中利幸教授介
紹了日軍侵略戰爭中慰安婦體系的情

Sunday, July 12, 2015

韓 MERS 死亡遺屬提起訴訟

況。慰安婦數量之多、存在範圍之
廣、該體系存在時間之長以及慰安
婦受到的殘忍對待令人髮指。“韓
國、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
都有婦女成為這個系統的受害者和
犧牲品。”
在德國，安倍政府對待戰爭罪
責，特別是對慰安婦問題的態度受到
當地日本人和韓國人的關注。在去年
8 月 14 日慰安婦紀念日，柏林“日本
婦女倡議”組織在勃蘭登堡門前的巴
黎廣場舉行紀念活動。活動參與者們
手執來自韓國、中國、馬來西亞、印
度尼西亞等國家多位慰安婦受害者的
照片和生平簡介，呼籲日本政府正視
歷史責任，對受害者作出正式道歉和
賠償。
田中利幸教授對本報記者說：
“慰安婦、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
等問題都是相互關聯的，安倍和他的
追隨者們試圖否定一切，在這些歷史

徐建勛
徐建勛 律師*

訃聞

陳母林聲雅女士，一九二四年陰曆九月二十八日出生

於福建省福州市，慟於二 一
O 五年陽曆七月五日晨一點
三十二分在休士頓安然辭世，安返天家，歸於母懷。

杖棋夫 陳述師

孫
陳亮廷

子 陳其力

孫女 陳彥秀

啟 泣 同

媳 洪良冰
孫婿 白嘉凱 (Justin Brickell)
曾外孫女 陳薇安 (Chloe)
(Heiley)
曾外孫女 陳穎緁

Mehmet Uysal

女 陳其美

婿

率

水晶梨節

謹 擇 於 七 月 十 五 日 星( 期 三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於 永 福 殯 儀
館 Winford Funeral Home (8514 Tybor Dr., Houston, TX
舉行告別式，隨即於十一時三十分，引發安葬於森
77074)
（ at Westheimer & Dairy
林墓園
Forest Park Cemetery
）。
Ashford
謹此敬告諸親友，恕不另訃。

聞

為弄清楚夜明珠的真實價值，張亮斌把夜明
珠拿到了重慶市珠寶玉石與貴金屬質量監督檢驗
站進行鑒定。鑒定結果顯示，這顆所謂夜明珠的
材質為人造硼鋁酸鍶，造價成本低，毫無收藏價
值。專家表示，按照 2012 年版國家珠寶玉石名
稱標準，沒有“夜明珠”這一命名，希望消費者
不要被“天價夜明珠”等說法欺騙。
■記者 袁巧 重慶報道

德化抗戰瓷展凝固烽火年代

天津

渝漢十萬購夜明珠 網價幾十元有售
29歲的重慶男子張亮斌四年前獨自一人去內
蒙古旅遊，並在當地農家淘寶，花十萬元人民幣
從一農民手中買到一顆極品夜明珠，珍藏至今。
近日，他把夜明珠送往重慶市珠寶玉石與貴金屬
質量監督檢驗站進行鑒定，才發現夜明珠材質為
人造硼鋁酸鍶，淘寶價格才幾十元，後悔不已。
2011 年 9 月，他獨自一人到內蒙古旅遊、
淘寶，一位村民拿出一顆乒乓球大小的石頭，
通體渾圓，在光線昏暗的地方就發出綠光，並
開價十萬元。張亮斌覺得這顆珠子與民間傳說
中的“夜明珠”相似，上網搜索看到夜明珠價
值千萬的新聞，於是取出幾乎所有積蓄買下這
顆夜明珠。四年來，張亮斌一直把這顆夜明珠
當作寶貝一樣放在家裡。“夜明珠到了晚上會
自己發光。如果用手電筒照它2分鐘，可發光一
晚上，並把家裡照得很亮。”

Sunday, July 1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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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 于 培 華 今 年 82
歲，雖然能說地道的
煙台話，
煙台話
，可她卻是位
韓國人。
韓國人
。 視頻截圖

于培華表示，在中國的好
日子沒過多久，兒子卻消失不
見，迫於無奈去餐廳打工。6 年
來，她沒有任何兒子的消息，而
煙台的李先生夫婦換了多個工作
地點，卻從未拋棄這位無親無故
的、來自韓國的老太太。據了
解，于培華的兒子中文名叫宋永
鎮，兒媳叫李美英，孫子叫宋長
遠。記者和于培華還有李家夫妻
一起來到兒子曾經居住的別墅，
卻尋子未果，舊日別墅已變賣。
這些年來，多虧于培華會說一口
流利的中文，才能勉強生活。她
和煙台還有一種特別的緣分。原
來，大約在 100 年前，煙台和威
海有一批人去韓國做生意並定
居，山東人佔了 95％以上。于
培華老人就是他們的後裔，是一
名地地道道的華僑。

美南版

商務
訴訟

◆商務合同、生意買賣

◆民事糾紛、出庭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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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 Bellaire Blvd #231,HOUSTON TX 77072
德州及聯邦執照律師
(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內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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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延品聯合律師事務所
LAW OFFICES OF YANG & ASSOCIATES, PLLC
Email: info@yanglawus.com www.yanglawus.com
電話：（713）271-YANG (9264)
傳真：（713）271-9265

背後或有權勢支援
綜合報導 曝光印度考試作弊驚人場
景的照片近期在網路上熱傳，然而調查相
關案件卻令印度經歷血腥考驗。據報道，
印度考試舞弊案的大量目擊者近日接連神
秘死亡，令印度執政黨頗感“頭疼”。
調查人員稱，印度有成千上萬的人通
過舞弊得到工作和學術文憑，在印度中央
邦就滋生出數百萬美元的貪腐交易。
自從此次印度舞弊案首次曝光之後，
至 少 36 名 涉 案 人 員 已 神 秘 死 亡 ， 超 過
2000 多人被捕。在過去的幾天裏，印度
一警察被發現絞死在吊式風扇上，一位
女性警員實習生在一池塘中身亡，而涉
案大學的院長被發現在一旅館房間中死
亡。
2013 年考試舞弊罪犯代理律師維維
克· 坦克哈（Vivek Tankha）透露，真正

的罪犯並未被抓捕。
印度中央邦的首席部長辛格否認了政
府存在錯誤抓捕。但就在 7 日，辛格在壓
力之下表示印度中央調查局應對此事展開
調查，以避免外界對政治干預的質疑。
中央邦前首席部長迪格維賈伊· 辛格
表示印度考試舞弊案背後有權勢極大的
“大人物”支援。
他希望最高法院可派聯邦探員來查
明此事。7 日，印度最高法院稱，在 7 月
9 日的聽證會上會考慮迪格維賈伊· 辛格
的提議。
在該醜聞曝光前不久，印度外交部
長蘇什瑪· 斯瓦拉傑因通過外交渠道為一
名涉嫌腐敗的印度板球大亨說情，懇請
英國政府向他發放旅行證明。為此斯瓦
拉傑正面臨辭職壓力。

Law Offices of James X Shu

國際律師事務所
◆商業訴訟、跨國追索

綜合報導 日產汽車公司日前公佈一起
事故，稱今年 6 月一輛日產汽車在日本靜
岡縣行駛過程中，因高田公司生產的副駕
駛座安全氣囊發生異常破裂，導致金屬片
飛散。所幸當時副駕駛座並無人乘坐。
據日產公司稱，發生事故的是 2001 年
生產的乘用車“X-TRAIL”。該車行駛在
靜岡縣磐田市的縣道上時衝出中央隔離帶
與相向車道的車輛相撞，安全氣囊彈出。
日媒稱，這是首次曝出日本國內日產
車在行駛過程中發生氣囊破裂的事故。據
該國國土交通省稱，行駛中氣囊發生異常
破裂是繼豐田和本田的汽車之後的日本國
內第 5 起事故。
此次副駕駛座氣囊的氣體發生裝置
發生破裂，高溫的碎片撞上前擋風玻璃
並墜落，駕駛座前的護板也被部分燒
壞 。當時坐在駕駛座上的男性右手和左
臉被燒傷，日產方面稱，“這是相撞事
故造成的，未證實是因（氣囊）異常破
裂而導致受傷。”
據悉，該汽車 2013 年 4 月曾因高田制
的副駕駛座安全氣囊缺陷而成為召回對
象。但據悉，由於該車多次易主，日產共
發出 5 次召回通知，但目前的車主並未收
到通知。
日媒指出，要防止事故發生必須切實執行召回，但車主易
人和搬家等難以通知到位的問題的確不在少數。汽車廠商迄今
為止一直通過發送廣告郵件和各公司主頁來通知召回對象
車型。對於此次氣囊事故，日產介紹稱，“將進一步促進實施
更為積極有效的召回措施。”

印考試舞弊案大量目擊者死亡

罪行上為日軍的暴行尋找藉口，這種
做法是荒謬的，日本與亞洲鄰國的關
係也因此受到影響。我們不希望修改
日本的和平憲法，許多日本人每天為
此進行抗議，我們會一直這樣抗爭下
去。”他認為，日本應該對曾犯下的
戰爭罪行負責。
東京女性戰爭與和平資料館館長
渡邊美奈女士對日本政府措辭牽強的
表態提出尖銳批評，呼籲日本政府正
視歷史並對此作出道歉和賠償。
柏林德日和平論壇成員歐根· 埃
希霍恩教授對本報記者表示：“日
本政府對歷史的態度不啻醜聞，這
對日本的國際形象沒有好處。慰安
婦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今
天我們聽到了很多日本人的聲音，
批評安倍政府侵犯了這些婦女的人
權。雖然安倍政府的態度惡劣，但
日本民眾中還是有很多有識之士，
讓我們看到了希望。”

◆公司成立、合伙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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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再現汽車安全氣囊破裂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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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邦政府機構被黑客攻擊

2150 萬人資料遭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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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護照製作低劣 有土耳其使館人員涉助偷渡

安倍擬9月訪華
尋求與習近平會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官方媒體11 日發布來自公安部

美華裔三胞胎苦讀出成績

均獲名校全額獎學金

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 9 日，美國聯邦人
事管理局(OPM)公布，在上個月美國聯邦政
府機構被黑客攻擊後，有超過 2150 萬美國
人的資料被盜取，這比當初公布的數字多
了近 6 倍。
據報道，美國人事管理局當天發表的
報告稱：“調查小組非常確定，在上個月
聯邦的背景調查資料庫被黑客襲擊後，有
約 2150 萬美國人的包括社會安全號在內的
敏感信息遭到泄露。”
報告稱，受影響者包括 1970 萬涉及背
景調查的政府雇員，以及 180 萬上述政府雇
員的家庭成員。” 人事管理局還指出，黑
客有可能盜取了幾乎所有在 2000 年後所進
行的背景調查的數據。
報道稱，這一數字比美國政府上個月公
布的數字高出了近 6 倍。6 月 4 號，美國聯邦
人事管理局對外宣布，該單位的資料庫遭到

黑客襲擊，約有 400 萬聯邦雇員的個人信息
被盜，包括美聯社在內的一些媒體則報道稱
，受影響聯邦雇員多達1400萬人。
美國人事管理局 9 日表示，在進一步的
調查後發現，有更多的數據庫系統遭到了
攻擊。 報告也重申，目前尚未發現這些被
盜信息被濫用和被繼續傳播的情況發生。
報道指出，美國執法和情報人員目前
最擔心的是，一種名叫 SF-86s 表格信息的
泄露。這個表格包括了美國政府雇員，包
括軍人和合同工的多項信息。這些信息一
旦被泄露，黑客可以利用這些信息騙過聯
邦官員，盜取更多人的信息，甚至包括不
爲政府工作的其他美國人。
當地時間 8 日，美國 FBI 局長科米對國
會報告時指出，這次黑客的行爲造成了巨
大破壞，上千萬政府記錄被竊取，其中也
包括他自己的社安號。

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約翰遜也表示，
調查人員已經收集到“強有力的證據” ，
指向今年年初對政府信息進行大規模網絡
侵襲的主要嫌疑方。這次網絡入侵使得數
百萬名聯邦政府雇員和希望通過國家安全
檢查的申請人的個人信息被泄露。
此外，一個聯邦雇員工會“全國財政
雇員工會(NTEU)”8 日在加州北區地方法院
狀告美國人事管理局，稱該局面對黑客的
網絡盜竊，沒有保護好聯邦雇員隱私，致
使大量個人信息外露，侵犯了工會會員的
憲法權利。
這家工會有 8.5 萬名會員。工會主席凱
利說，這次個人信息被盜事件，對雇員切
身利益和信息安全産生的影響，並非一兩
個月就能消除，因此要求聯邦政府對受影
響者提供終身個人信用監測以及身份防盜
保護，人事管理局尚未就這一訴訟表態。

研究稱海平面或上升至少 6 米

孟加拉國海岸會消失
綜合報導 美 國 9 日 發 表 的 一 項 研 究 指
出，即便各國政府達成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海平面長期下來仍可能上升至少 6 米，
包括美國佛羅裏達州和孟加拉國等國海岸
或都會消失。
據報道，美國主導的國際研究團隊指出
，格陵蘭和南極地區大片冰層，在過去 300 萬
年間的古代融冰期，當地球氣溫與現今相當
或略高時，也曾融化過。
即便各國努力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符
合聯合國訂出控制氣候暖化的目標，即限制
全球氣溫不比工業時代前高出 2 度，地球仍可
能再發生相同情形。
《古全球變遷》(Past Global Changes)計

劃作者群在報告中指出：“現階段的氣溫目
標恐會導致地球海平面上升至少 6 米。”部分
溫室氣體會在大氣層中滯留數個世紀。
報道稱，格陵蘭與南極融冰現象可能威
脅從北京到倫敦等各大城市，並吞噬地勢低
的熱帶島國。
據悉，主要作者是佛羅裏達大學的杜登
，他表示，即使有些遠古的證據顯示，可能
會有更快速的變化，但海平面上升 6 米還要好
幾個世紀才會發生。
探索頻道新聞網(Discovery News)則報導
，這份最新研究顯示，根據過去 300 萬年的曆
史看來，地球曾數度發生氣溫上升僅 1 到 2 度
，海平面就上升超過 6 米的情形。

綜合報導 “我們三胞胎從小
到大有一個共同目標，就是不讓父
母負擔沈重的大學學費”，紐約皇
後區森林小丘的華裔三胞胎高中生
看到父母掙錢不易，決定要拼命讀
書，互相在課業較勁，成績不僅在
學校名列前茅，日前全部成爲畢業
典禮致辭學生代表，更拿到四年大
學全額獎學金。
18 歲的周姓(Chow)三胞胎分
別爲老大爲周昌山(Dylan)、老二
周 名 玉 (Kylie) 和 老 三 周 昌 石
(Brandon)，他們還有個 25 歲大姐
姐周名月(Kaitlin)。其中兄弟周
昌山與周昌石在男校聖十字高中
總成績分別爲全校第一與第二名
，皆爲畢業典禮榮譽學生代表；
周名玉則是瑪麗劉易斯天主教女
校總成績第二的榮譽代表。
“人家都以爲亞裔天生很聰
明，我們也是苦讀才有今日成績
”，周昌山表示他與弟妹自動自
發讀書，爸媽絕對不是虎媽式教
育，沒特別逼他們念書。周名玉
指出考不好時，父母最多說“你
可以做得更好”，不會給要求非
得第一不可。
周昌石則表示，“我們從小
就在各方面競爭，誰也不想當最笨
的一個”，無形中有不小壓力，會
適當地做些休閑，老大著迷打籃球
，老二喜歡遊泳，老三愛聽音樂，
各自發展出不同的性格。
三胞胎一致強調父母辛勤工
作，全力支持學習費用，同時盡
可能參加他們的學校與課外各大
小活動。尤其看到同輩份親戚的
大學學費高昂，父母養育四個孩
子的開銷相當可觀，單夥食費每
月就要上千美元，三胞胎決心一
定要拿到大學獎學金。
如今周名玉與周昌石獲得全

額獎學金進入維拉諾瓦大學(Villanova University)， 該 校 被 “ 美
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評爲地區性
學校全美排名第一；哥哥周昌山
也獲全額獎學金，並擠進紐約市
立大學麥考利榮譽學院(Macaulay Honors College)，該校爲全美
排名前十的免費大學，每屆僅招
生約400人，錄取率不到8.8%。
回憶養育三胞胎最辛苦時期
，父親周家康(Jeffery Chow)指出
分別爲孩子出生後兩年與上高中
，“他們還是嬰兒時，晚上一個
哭完換另一個，我們夫妻最初兩
年半沒一天能一覺到天亮”。愛
爾蘭裔的媽媽妮娜也笑說，“當
時我們都要上班，坐辦公室打字
打著就睡著了”。
他們指出，三胞胎幼時，全
安排參加相同的運動隊和課後班
以方便接送，周家康還當起學校
兩兄弟的學校籃球隊教練。高中
後，三胞胎有不同興趣，夫妻有
時趕去看周名玉的遊泳賽，有時
是周昌山的籃球賽或周昌石的足
球賽，累到身心俱疲。
“還好，孩子們從來沒找
過任何大麻煩”，妮娜指出，
特別是華人和愛爾蘭人共同傳
統是全家坐下來一起吃飯，若
沒時間做菜，買外賣解決，無
論是晚間 8 時或 9 時才到家，一
定全家一起吃飯，“與其跟朋
友相處，孩子更期盼家庭聚餐
和旅行，這很難得”。
周家康夫妻倆從孩子出生至
今一直在工作，下班再怎麽累都會
抽時間陪孩子，僅分身乏術時會找
親戚幫忙。周家康說，“我盡可能
以身作則，讓華人勤勞的文化傳承
給子女”。三胞胎們也同意，“我
們以身爲華人爲榮”。

玻利維亞總統

短期內不會與美恢複全面外交關系

綜合報導 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
斯于當地時間 9 日稱，希望與美國
恢複全面外交關系，但預計短期內
不會實現。
報道稱，莫拉萊斯在講話中表
示，他曾嘗試與美國總統歐巴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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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聖戰”偷渡者從泰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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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但沒有收到對方答複。
當被問及玻利維亞是否想恢複
與美國的全面外交關系時，莫拉萊
斯說道：“我們很希望這樣。”
據悉，現年 55 歲的莫拉萊斯表
示，重新互派大使前兩國需要互相

尊重。“外交部曾要求召開總統會
議，但沒有收到答複，”莫拉萊斯
稱。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柯比表示，
美國一直尋求改善雙邊關系，“但
我沒有掌握有關恢複外交關系的情
況”。
玻利維亞擁有豐富的石油儲藏
和南美第二大天然氣田，其锂的儲
藏量幾乎占世界一半，還有鎢、錫
、鉛、鋅、金、銀等礦藏，因此過
去有“坐在金山上的窮國”之稱。
在莫拉萊斯 2005 年首次擔任總統前
，據說玻利維亞在 180 年的時間裏換
了 170 多個總統。
近年來，玻在國際事務中，堅
持獨立自主、互不幹涉內政的原則
，積極參與拉美事務，聯合拉美國
家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提升了國
際影響力和在左翼陣營中的地位。

的消息稱，中國警方 9 日成功從泰國遣返回國 109 名偷
渡人員和組織偷渡團夥成員。今年以來，中國警方已從
東南亞國家遣返回國多批偷渡人員及組織者。經警方初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政府相關人士 11 日透露，
首相安倍晉三開始考慮9月初訪問中國。中國外交部
副部長程國平 10 日透露，國家主席習近平已邀請安
倍參加 9 月 3 日在北京舉行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活
動。鑒於這一情況，安倍考慮訪華，並打算將日程
安排在中國抗戰勝利紀念活動的前後。
綜合外電報道，為了全面修復日中兩國關係，
安倍還希望與習近平舉行首腦會談。不過由於兩國
間還存在着戰後 70 周年安倍首相談話、中方的對日
態度及海洋活動等懸而未決的問題，兩國政府擬展
開協調以判斷會談能否實現。

步偵查，這些偷渡者主要來自新疆，他們準備前往土耳
其，有的欲借道土耳其赴敘利亞、伊拉克參加所謂“聖
戰”。同時，土耳其存在多個組織偷渡團夥，土耳其駐
部分東南亞國家使館工作人員也為偷渡提供便利。

日國安局長近日將赴華協商
■偷渡人
員由特警
押返國。
網上圖片

■偷渡者由專機遣返中國。

新華社報道稱，警方在初步核查此批偷渡者身份
時發現，其中有13人是涉恐出逃人員，還有2

人是負案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據偷渡人員交代，他們
中間不少人受“世維會”、“東伊運”發布的暴恐音
視頻的煽動、蠱惑，產生了參加“聖戰”的思想。在
偷渡過程中也有人不斷向他們灌輸、強化宗教極端思
想，慫恿他們到敘利亞、伊拉克參加所謂“聖戰”。

偷渡團夥具嚴密組織體系
被抓獲的麥合木提．奧布力等多名組織偷渡人
員供述，偷渡團夥有着嚴密的組織體系和偷渡網
絡，內部分工明確。偷渡路線是從陸路或水路經越
南、柬埔寨、老撾、泰國等國，最後從馬來西亞等
一些國家前往土耳其，偷渡人員被送至土耳其後，
不少人在“東伊運”恐怖組織的帶領下進入敘利亞
參加所謂“聖戰”。而在偷渡途中一旦遇到阻攔，
偷渡人員往往就地“聖戰”。
2014 年 3 月 1 日發生在雲南昆明火車站的暴力
恐怖案件，就是企圖偷渡出境參加“聖戰”的恐怖
分子受阻後所為，共造成 31 名無辜群眾死亡，141
人受傷。
警方在偵查中還發現，一些偷渡人員受“東伊運”
恐怖組織的指使，在敘利亞、伊拉克參加“聖戰”。
經過培訓後，又被派遣潛回中國發展、培訓恐怖分子，
企圖製造暴恐事件。今年以來，警方已抓獲多名潛回
中國內地的暴恐分子，破獲多起暴恐預謀案件。

組織操控者均在土國境內
據警方介紹，每名偷渡人員需向“蛇頭”繳納

網上圖片

高達數千美元的偷渡費用，這些費用最後大都流向
了“東伊運”恐怖分子開設的銀行賬戶。
經過偵查、審訊，中國警方發現，這些組織偷
渡的操控者均指向土耳其境內。中國警方已向土耳
其警方通報了 8 名“蛇頭”的情況，要求土耳其警
方予以緝捕。
警方同時介紹，土耳其駐部分東南亞國家使館
工作人員為偷渡人員提供幫助。2014 年 9 月，土耳
其駐某東南亞國家使館工作人員曾直接參與“營
救”被當地執法部門抓獲的中國籍組織偷渡團夥頭
目艾力．艾買提（綽號“阿樂”），謊稱該人係土
耳其公民，多次施壓要求放人，最終成功將其送往
土耳其。該人至今仍在土耳其逍遙法外。
今年 6 月，中國警方與東南亞國家聯合開展行
動，在一犯罪嫌疑人住處一次就查獲 653 本土耳其
護照。參與辦案的證件專家介紹說，上述護照均係
偽造，且偽造水平極差，極易辨別。偷渡人員卻能
夠持這樣的護照順利入境土耳其。

“世維會”勾結部分土國政客
還有證據表明，在土耳其的“世維會”下屬分
支機構組織多次派骨幹竄至東南亞國家，為組織偷
渡活動“出謀劃策”。同時，他們頻頻勾連部分土
耳其政客和某些勢力，為偷渡活動提供協助，並千
方百計“營救”被東南亞國家羈押的偷渡者。這些
政客出於自身的政治目的，利用本國的“泛突厥”
情結，造謠蠱惑，煽動輿論，為組織偷渡活動“撐
腰打氣”。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表示，此次泰國警方嚴格依

照本國法律和國際公約，對違反本國出入境秩序的
人員實施抓捕，完全是正當合法的。中方對泰方在
中泰警務合作機制框架下，依法向中方遣返偷渡人
員表示高度讚賞。今後，中國警方將繼續加強國際
執法合作，與包括東南亞國家在內的有關國家執法
部門一道，共同打擊偷渡等跨國犯罪活動，始終保
持對“東伊運”等恐怖組織的嚴打高壓態勢，切實
維護國內和本地區的安全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11 日
就美國國務院對泰國向中國遣返非法移民事發表聲
明答記者問時說，美方有關聲明罔顧事實、充滿政
治偏見，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已向
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有記者問，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7 月 9 日就泰國
向中國遣返非法移民事發表聲明，中方對此有何評
價？
“美方有關聲明罔顧事實、充滿政治偏見，
是對非法移民和偷渡活動的縱容，也違反了相關國
際公約和法律，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華春瑩表示，我們
敦促美方正確看待中方打擊非法移民的努力，停止
發表錯誤言論，以實際行動維護中美關係健康穩定
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第五屆全國殘疾人職業技能競賽暨第二屆全國殘疾人展能節11 日在
武漢開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提升殘
疾人職業技能、促進他們就業和增收，既是保障基本民生、加快殘疾人小康進程的要
求，也是踐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生動體現。各地區、各部門要進一步加強殘疾人職
業教育和技能培訓，讓他們掌握更多實用技術，進一步落實和完善殘疾人就業創業的各
項扶持政策，督促用人單位依法安排殘疾人就業，進一步加大農村殘疾人扶貧開發力
度，兜住和築牢底線，幫助每一個有條件的殘疾人實現就業創業夢想，通過勞動創造更
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委員、國務院殘疾人工作委員會主任王勇宣布第五屆全國殘疾
人職業技能競賽暨第二屆全國殘疾人展能節開幕，並參加了開幕式相關活動。

850 殘疾人競職業技能
第五屆全國殘疾人職業技能競賽於 11 日至 12 日在武漢舉行。競賽以勞動光榮、
技能寶貴、創造偉大的時代風尚為指導，推動廣大殘疾人積極投身大眾創業、萬眾創
新的時代潮流。全國約 850 名各類別殘疾人參加計算機、工藝美術、服裝、手工製作
及生活服務等五大類 24 個項目的比賽。同期舉辦的第二屆全國殘疾人展能節通過成果
展覽、技能展示和產品展銷等方式集中展現近年來殘疾人就業創業成就。

快速、多元、便利、彈性、周到、
的全面服務。

提供業務：

週一至週四：上午 9：00-下午 5：00
週五：上午 9：00-下午 5：30

Katy Branch
281-762-6688

商業：商業支票賬戶
商業儲蓄賬戶
商業定期存款賬戶
商業貸款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絡、ATM 服務 http://www.afnb.com

週六：上午 9：00-下午 1：00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恆豐銀行總分行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賬戶
個人定期存款賬戶
個人貸款

大廳營業時間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香港文匯報訊 在中國國歌作曲者聶耳溺水遇難
之地——日本藤澤市鵠沼海岸，11 日下午響起《義
勇軍進行曲》的雄壯歌聲。由中國駐日使館和東京
都日中友協共同主辦的聶耳逝世 80 周年紀念活動，
當天在這裡的聶耳紀念碑前舉行。
中新社報道稱，1935 年 7 月 17 日，因躲避追捕
而暫居於此的聶耳，在鵠沼海岸的海邊游泳時溺水
遇難，年僅23歲。
來自東京等地和藤澤市當地的日本民眾，中國
駐日使館外交官和旅日僑界人士等，當天共聚在這
座承載歷史記憶的臨海小城，追思這位在中華民族
危難之際譜寫出時代強音的音樂家。
中國駐日使館公使郭燕致辭表示，在這個值得
紀念的年頭裡共同緬懷聶耳，對凝聚呼籲和平友
好，正視歷史的共識，具有重要意義。她說，聶耳
和聶耳的作品，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聶耳
所處的時代，正值中華民族生死存亡關頭。其創作
的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
曲》，以音樂的力量喚起全中國人民發出怒吼，共
築新的血肉長城。
郭燕指出，當時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給中
國等亞洲鄰國帶來深重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
害。和平友好，不再發生戰爭，是戰後中日兩國民
眾的共同願望。正是在此背景下，以藤澤市為代表
的日本各界人士，建起了聶耳紀念碑，並每年在此
舉行紀念活動，以傳揚聶耳事跡與和平友好的理
念。

以心服務，服務至心

提供您：

Harwin Branch
713-273-1888

■日本友好人士向聶耳紀念碑獻花並鞠躬。 新華社

恆豐銀行

恆豐銀行卓越團隊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713-596-2888

聶耳在日溺水遇難地
奏響《義勇軍進行曲》

美方聲明縱容偷渡
中方：堅決反對

李克強：助有條件殘疾人就業創業

■參加全國殘疾人職業技能競賽的
選手。
選手
。
網上圖片

為此，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的國家
安全保障局長谷內正太郎計劃於7月前後訪華，並與
中國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楊潔篪舉行會談，可
能協商安倍晉三9月訪問中國事宜。
安倍與習近平去年 11 月及今年 4 月分別在北京
和雅加達國際會議期間舉行會談，就推動兩國戰略
互惠關係進行了確認。今年5月，德國總理默克爾雖
然缺席了俄羅斯衛國戰爭勝利 70 周年慶典，但於隨
後前往莫斯科與俄總統普京舉行了會談，安倍可能
會參考這一做法。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972-348-3488

Harry-Hines Branch
972-348-3433

Legacy Branch
972-348-3466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Plano East Branch
972-578-7777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Pahrump Branch
775-751-1773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關 懷、誠 實、效 率、踏 實、創 新、專 業、穩 健、熱 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