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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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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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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餐桌椅批發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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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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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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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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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代表團阿肯色參加自由車賽
休士頓僑教中心及阿州僑胞加油打氣(宏觀)
2016年中華民國自由車

協會於4月21日至24日在阿
肯 色 州 參 加 「Joe Martin
Stage Race」公路比賽，我國
代表隊派出2016年里約奧運
培訓隊女子 5 名選手參賽。
休士頓僑教中心廣邀阿肯色
州僑胞前往為我代表隊加油
，4 月 23 日阿肯色華興中文
學校鄭克中先生與多位熱心
僑胞們前往主比賽會場，在
賽程終站熱情的揮舞國旗在
賽場為我選手們加油打氣，
休士頓僑教中心莊主任雅淑
表示阿肯色僑胞人數不多但
熱情感人，在從僑委會那知
悉我國代表隊參賽訊息，即
熱心組加油團前往加油，我
國代表團楊東蓁教練，表示
能在異鄉看到我僑胞揮舞國
旗加油令人感動，並對僑委
會、僑教中心及阿肯色僑胞
的關心表達感謝。

僑胞於賽場終點為我選手加油。

僑胞與我選手代表隊合照。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休 士 頓 華 裔 醫 師 協 會
2016 年會，於 4 月 17 日（
周 日 ） 晚 間 五 時 起 在 「
The Junior League of Hous-
ton 」舉行。會中除前會長
喬文敬先生主講： 「腦腫瘤
的熱燒灼療法 」 外，並由
李家訓逐一介紹2016 年的獎
學金得獎人，這八位得獎人
是：
徐 雅 婷 （Tiffany Ya -Ting
Hsu), 貝勒醫學院三年級博
士生。

姚靜徽（Jean Yau ),貝勒醫學
院四年級生。
陳迎 （Ying Chen ), 貝勒醫
學院四年級生。
林碩聰（Lawrence Lin ), 德
州 大 學 醫 學 院 McGovern
Medical School 二年級生。
梅詠瑜（Lily Mei )德州大學
醫 學 院 McGovern Medical
School 二年級生。
葉 家 銓 （Peter Chia Yeh ),
貝勒醫學院四年級生。
楊慧琳（Katharine Yang ), 貝
勒醫學院二年級生。

鄧建昌（ John Edward Tang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院四年
級生。

華裔醫師協會所有理監
事都出席頒獎儀式，包括
2016 新會長趙耿偉，副會長
蘇東風，秘書長黃博文，以
及董事 Claire 張，鄧文治，
彭鶯鶯，楊琇珵，宋裘明，
C.H.Lin, Scott Lin, 以及監事
毛志江，施惠德，金維漢，
張益等多人。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2016 年會
並頒發年度獎學金給八名醫學院學生

紐約 -- 全球超過 17萬名 Verizon員工期
待支持我們在厄瓜多爾及日本遭受大規模7.8
與 7.0級地震影響的親友。Verizon正提供由美
國致電至厄瓜多爾和日本的免費無線及有線
電話通訊，以便與親友聯絡。

• 有線電話通訊家庭客戶於 2016 年 4
月14日至16日由其美國有線電話線致電日本
者無須付費；以及於2016年4月16日至18日
由美國致電厄瓜多爾亦無須付費(須付之稅項
及附加費則適用)。

• 使用無線電話人士於 2016 年 4 月 14
日至16日由其美國發短訊或撥打國際長途電
話致電日本以及於2016年4月16日至18日由
美國致電厄瓜多爾均無須付費(須付之稅項及
附加費則適用)。

此外，希望幫助厄瓜多爾和/或日本救援
行動的 Verizon Wireless 客戶可以透過下開短
訊代碼捐助 $10 捐獻救援行動，善款將會在

確認您的帳戶郵區號碼後加到您的無線電話
帳單上。

• 欲支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
的厄瓜多爾救援行動，請發短訊 RELIEF 到
864233；$10 善款將會在確認您的帳戶郵區號
碼後加到您的Verizon Wireless帳單上。

• 欲支持全球捐贈網(Global Giving)的
日本救援行動，請發短訊 JAPAN 到 80100；
$10 善款將會在確認您的帳戶郵區號碼後加到
您的Verizon Wireless帳單上。

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紐約證券
交易所及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代號：VZ）
Verizon僱用177,700名多元化員工，2015年營
收達1,320億美元。Verizon 營運美國最可靠的
無線網絡，全國有1億1千2百萬零售連線。
Verizon 總部設在紐約，Verizon 也透過美國最
先進的光纖網絡提供通訊和娛樂服務，並為
全世界各地客戶提供結合商業方案。

繼大規模地震後Verizon客戶
可以免費與厄瓜多爾及日本親友聯絡

「根植幸福‧圓滿親情」
迎接母親節親子座談

【本報訊】休斯敦幸福
讀書會將於5月1日(周日)於
糖 城 的 Azuma on the Lake
(15830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舉辦 「根植
幸福‧圓滿親情」迎接母親
節親子座談，邀請作家陳瑞
琳女士主講，討論如何維持
良好的親子關係。

「你們是弓，你們的孩
子是從弦上發出的生命箭矢
」，詩人紀伯倫這個充滿哲

理的比喻啟迪我們重新思考
子女與父母的關係，那又是
怎樣神奇的手在調校放射的
方向和力度呢？女子長大後
終將為了遠方而去追逐，與
他們相伴歲月有限，又如何
收放得宜，平和相處呢？

在迎接母親節的五月，
讓我們給自己一段時空，沐
浴春風，品茗抒心，一起來
敘聊作為家庭軸心的女人生
兒育女的甘辛，與孩子溝通

交流的喜悅，傾聽作家陳瑞
琳女士分享 「我們怎樣做母
親」的智慧吧！

活動感謝 TOPSPORT
USA, LLC 贊助，歡迎愛心
贊助協辦，有興趣的民眾，
會員費用 15 元，非會員 25
元，現場提供茶水和點心，
聯 繫 電 話 為 713-498-5859
Ning 或 713-885-6367 Mary
。

休城讀圖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臺灣傳統週﹞由臺灣【極致體能舞蹈團】將於5月13日晚動感演出
僑委會及僑教中心等與僑社多個社團合力協辦 宣揚臺灣傳統文化新力量

出席4月21日在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的[休士頓台灣傳統週記者會]社團代表有休士頓臺灣環境資訊社劉佳音社長,美南旅館公
會嚴杰會長,台灣同鄉會江玟玟會長,蔣為志,陳建賓前會長,周建佑副會長,台灣同鄉聯誼會陳煥澤會長,休士頓客家會鍾桂堂前
會長,FAPA郭正光會長,林翠梅,陳逸玲,施惠德醫師等及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及籌備會楊明耕主席共襄盛舉

該籌備會主席楊明耕表示，每年五月亞裔傳統月第二個禮拜是台灣傳統周，籌備會成立目的
是希望結合僑團力量，讓更多主流人士認識優美的台灣文化。

籌備會副主席臺灣同鄉會江玟玟會長表示，
這次集合僑社不同屬性社團一起合作，將有
助社團互動交流

籌備會副主席陳煥澤則表示該籌備會凝聚大家
力量，為推展台灣文化努力，非常有意義

籌備會法律顧問蔣為志認為，籌備會成員由休士
頓地區各大僑社組成，希望辦好活動的共同心願,
讓大家同心協力

台灣文化導覽陳逸玲將安排5月13日上午9時至
上 午 11 時, 將 在 4410 Cook Rd,Houston,
TX.77072 的 Alief Hastings High School 舉 行
[Cultural Workshop],介紹布袋戲

臺灣同鄉會前會長及籌備會成員陳建賓表示，集合
僑社不同屬性社團一起合作，是希望大家共同為展
介臺灣努力；籌備會宗旨則為 「促進北美主流社會
對臺灣多元文化之認識，並結合海外僑社資源，凝
聚臺僑力量，提升臺灣在國際社會之能見度」

美南旅館公會嚴杰會長表示,協助僑團,贊助台灣
【極致體能舞蹈團】二餐.

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僑委會為結合海外僑團推展臺灣文化，
每年五月亞裔傳統週均會派出台灣優質文化團體至海外巡迴演出，今年
派出極至體能舞蹈團，於5月13日晚間7時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動感演出《花曲舞影》



B2大陸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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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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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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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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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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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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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0 Bellaire 211室(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We Smile Dental
微 笑 牙 科

N2O笑氣鎮靜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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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拔牙，補牙，
根管治療，牙齒美容及兒童牙科，
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接受主要牙科保險和政府計畫

植牙，矯牙，鑲牙，洗牙，補牙，拔牙。

特
色
服
務

˙20餘年臨床經驗
˙上海交通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
外科醫學博士

˙UT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牙醫博士
˙原蘇州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副院長
˙原UT,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博士後

D.D.S., M.S., Ph.D.

劉興坤牙醫博士
XingKun George Liu

中興牙科 FIRST CENTRAL DENTAL

設備先進 服務周到 消毒嚴格

9889 Bellaire Blvd.,#10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面Bellaire入口）
Phone:281-501-0520

網址和網上預約：www.fcdus.com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口腔外科背景，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智齒拔除，快速無痛微創
快速隱形矯正，陶瓷貼面美牙
無痛根管治療，全瓷牙冠牙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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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店主患癌拒善款 群眾吃麵支持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仠

孕貓車禍亡 腹中6崽獲救

河南三門峽市45歲女子高亞慧2007
年被查出患上乳腺癌，手術後病情穩
定，在朋友的資助下上月才開了一家小
麵館。不過，不幸的是，上月底癌細胞
突然轉移到肺部，需接受多次化療。身
邊一群朋友知道了此事，想給她捐款，
但她拒絕接受，然而有義工得知其情況
後舉行“一碗麵溫暖一座城”活動並到
其麵館幫手，眾多市民更爭相去麵館吃
麵以示支持。
上月底，高亞慧感覺身體疼痛，去

醫院一查，發現癌細胞已轉移到肺部，
需接受多次化療。“我認命了，這個家
再經不起折騰了！”她再三猶豫後，將
實情告訴丈夫，“我第一次看到他

哭。”

“一碗麵溫暖一座城”
高亞慧說，“大家可以來嚐嚐我的

手藝，就算是對我的幫助了”。一天中
午，吃麵的人突然多起來；下午來的人
更多，有人專門開車過來，有人放下幾
百元後，鼓勵她幾句就離開。市民爭相
來吃麵，一個中午就賣完一天的麵。
三門峽市愛心之家志願者協會的義

工得知其情況後，前來麵館幫手。“知
道她人手不夠，我們會員就自願來麵館
幫忙，能盡一分力就盡一分。”該協會
會長孫梅麗表示，近日，他們還發起了
“一碗麵溫暖一座城”的愛心活動，希
望有更多的人來吃麵。對此，高亞慧感
激地稱：“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大家！
有這麼多人的支持，我也一定會好好治
病，還大家這份恩情。” ■《大河報》

2011年，在一位朋友的提醒下，
鄧遠忠將自己的四大名著微書作品，推
介給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總部，未過幾個
月便收到了“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證
書。
從此，鄧遠忠的名聲大振，向他

求購微書的人絡繹不絕。他表示，20
餘年來創作了5,000餘把微書摺扇，曾
入選中國書協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舉
辦的書法聯展，獲“金龍杯”全國大賽
銀獎並入選華風書畫精品赴日展，微書
扇面《三國演義》在首屆“民間藝術百

絕群英會”上獲得金獎。2013年小楷
及行書被中央軍委辦公廳收藏並頒發證
書。
同時，他的作品獲多國政要收

藏，受到歐美、日韓、東南亞以及港澳
台地區藏家的青睞。
“除四大名著外，我的微書主要

書寫了唐詩、宋詞、元曲，以及《論
語》、《道德經》等。”鄧遠忠說，他
要通過微書摺扇，將中華傳統文化傳播
到海內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

通訊員路建東 成都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蕊孟冰重慶報道）一隻懷
孕的母貓不幸遭遇車禍，失去了生命，但牠肚子裡的6
隻小貓卻奇跡生還。近日，重慶市民楊歡在江北區路
邊見到遇車禍的貓媽媽，母貓滿頭是血奄奄一息。身
為獸醫的他為貓媽媽進行剖腹生產手術，取出腹中6隻
小貓，並通過微博為小貓找到了“奶媽”。
微博發出後，收到了90多條評論和338條轉發，

網友們熱心為小貓尋找“奶媽”，最終網友蘇蘇為4隻
小貓找到了3家剛生寶寶的母貓的家庭，另外2隻由楊
歡醫院員工帶了回家。

“這是上海基尼斯總部頒發的證書，是對我

微書的一種認可吧！”四川都江堰市微書大師鄧

遠忠說，四大名著《紅樓夢》、《三國演義》、

《水滸傳》、《西遊記》微書是他最得意之作。

他用了5年時間，以1.2平方毫米的小楷，在48

把摺扇抄錄四大名著，平均每把摺

扇錄入7萬字、共338萬字，用禿了

100支毛筆。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兵 通訊員路建東成都報道

微書大師48摺扇抄錄四大名著
2012年3月，上海大世界

基尼斯總部向鄧
遠忠頒發了“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證
書。近日，記者專訪了這位“隱藏”
於民間的書法家，了解鄧遠忠傳承弘
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崇高精神。
鄧遠忠出生在成都彭州農村，

從小熱愛書法，1964年考入四川大
學後，他成為學校5人書法美術組
成員。1987年，書法篆刻家李敬甫
在成都舉行微書、雕刻展，鄧遠忠
天天前去觀摩，感覺微書太不可思
議，希望李敬甫能教他。在李敬甫
的指導下，鄧遠忠通過3年多的練

習，1991年能寫3平方毫米的字。
在日夜苦練下，字寫得越來越小，
從3平方毫米到1平方毫米。

耗時5年每字1.2平方毫米
上世紀90年代，鄧遠忠在摺扇

上用小楷寫下了1.6萬字的《孫子

兵法》及其註解。這一把扇子完成
後，立即被海內外珍藏家視為“珍
品”。2000年起鄧遠忠花了一年
多，用12把摺扇以每字平均1.2平
方毫米的小楷錄完了《三國演
義》，接着 一天寫一萬字。2005
年，鄧遠忠終於錄完四大名著。

浙小偷連茶葉蛋都不放過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連小偷的偷盜行為都分外奇

葩。記者25日從浙江青田縣人民法院了解到，該法
院近期依法審理了一宗盜竊案，被告人陳某、戚某以
非法佔有為目的，經事先商量結夥或單獨多次在該縣
盜竊他人財物。但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兩人把偷盜
行為演繹得淋漓盡致，不僅到處去尋找馬虎車主未鎖
的車，還偷走了一家早餐店門口的一鍋茶葉蛋。
17日凌晨3時左右，陳某和戚某飢餓難耐，四處

尋找盜竊目標。就在他們漫無目的地遊蕩在街巷中
時，一家早餐店門口一鍋茶葉蛋引起了兩人的賊心，
兩人四目相對便決定把這鍋茶葉蛋偷走。逃到安全的
地方後，兩人狼吞虎嚥地吃了20多個茶葉蛋。

■中新網

慕名求購不絕 作品遠播海外

河南三門峽豫西大峽谷，白天鵝女
子漂流救護隊的隊員們跟隨來自登封禪
宗少林的武僧學習一招制敵“防狼
術”。 中新社

■高亞慧躺在病
榻上。 網上圖片

少林“防狼術”

■鄧遠忠展示“大世界基尼斯之最”
證書。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鄧遠忠（左）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展示微
書摺扇。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紅樓夢》、《西遊
記》微書是鄧遠忠得意之
作。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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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y: Apple Feels A Chill In China As It Shuts 
Down iTunes Movies And iBooks

iTunes Movies And iBooks 
Blocke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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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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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Apple is "outdated" and losing momentum in China, billionaire 
entrepreneur Jia Yueting told CNBC in his first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interview.
Jia is chief executive and chairman of Chinese conglomerate LeEco 
(formerly LeTV), which is best known for being the "Netflix 
of China," but has a product range that includes smartphones, 
televisions, mountain bikes and, most recently, electric vehicles.
Last week LeEco launched the self-driving, smart LeSEE supercar, 
designed to rival Tesla's Model S. In the latest evolution of the 
"LeEco ecosystem," Jia hopes to sell content, including movies, TV 
shows and music to LeSEE drivers.
Speaking at a meeting of the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an exclusive 
summit of business leaders, 43-year old Jia explained why foreign 
rivals did not worry him, particularly Apple, which is also expanding 
its ecosystem beyond consumer technology to driverless cars.
"We think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Apple is very large. Apple 
is a mobile phone company focused on hardware and software," Jia 

said at the weekend event in Jinan. "LeShi [another name for LeEco] 
is focused on the internet first, and only then on software, and finally 
on hardware."
Apple's product design was also obsolete, he added.
"Apple only has individual apps. This was the right choice during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obile net, when CPUs [central processing 
units] and the mobile network speeds were not fast enough," Jia said. 
"However now we're moving into the next era of mobile internet, 
these problems no longer exist. Moreover, having separate apps 
just means great obstacles in the user experience. We hope to break 
down these obstacles."

Sales in China, Apple's second-biggest market, have also 
deteriorated, Jia not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for slowing sales] is that 
Apple's innovation has become extremely slow," he said. "For 
example, a month ago Apple launched the iPhone SE. From an 
industry insider's perspective, this is a product with a very low level 
of technology...We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ey just shouldn't have 
done."
As an industry leader, Apple should be developing more cutting-
edge products, he continued. The iPhone was still a leader five years 
ago after being launched in 2008 but now the concept has "fallen 

behind," he said.
"We believ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mobile internet will be more 
open, more ecosystem oriented instead of being a closed loop...
Ironically, Apple's over-dominance, lack of internet-thinking and 
the closed off nature of its systems, all hindered innovation in the 
internet mobile industry."
Apple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CNBC's request for 
comment.
The Cupertino giant is expected to report a fall in smartphone sales 
when it announces first-quarter earnings on Tuesday.
It noted "some signs of economic softness"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particularly Hong Kong, when announcing fourth-
quarter results in late January. But chief executive Tim Cook said 
the company remained "very bullish on China" given the low 
penetration of high-speed mobile data usage and the growing middle 
class.
Jia, who started as a tech support worker before building his own 
IT and mobile company into a fortune estimated to be around $4.8 
billion, is not shy when it comes to taking on industry leaders.
At the LeSee's launch, he told Reuters that while Tesla was a "great 
company," he was not "just building a car."
"We consider the car a smart mobile device on four wheels, 
essentially no different to a cellphone or tablet," he said. "We hope to 
surpass Tesla and lead the industry leapfrogging to a new age."
The LeSEE will be on display at the Beijing Auto Show this week. 
(Courtesy http://www.cnbc.com) Jia Yueting introduces the all-electric battery 'concept' car LeSEE on April 

20, 2016 in Beijing, China.

The iBooks and iTunes Movies services were launched in China less 
than seven months ago. (Photo/Getty Images)

Apple is losing momentum in China because it is “outdated,” claimed 
billionaire entrepreneur Jia Yueting in his first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interview with CNBC. Yueting serves Chinese conglomerate LeEco 

(formerly LeTV) as its chief executive and chairman. 

LeEco CEO Jia Yueting 
Says Apple Is Outdated

iBooks Screenshots On Cell Phone, Tablet and MacBook Air Platforms

Lanterns hang outside an Apple store in a mall in Beijing on February 
23, 2016. (Photo/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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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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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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痤瘡酒糟鼻脂溢性皮炎口周皮炎
異位性皮炎濕疹蕁麻疹 帶狀皰疹及
後遺神經痛銀屑病白癜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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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輔助治療: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緩解放療，化療的副作用。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 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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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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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新增足踝醫療和整復手術

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醫生（通國語）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Dr. Bright Chen, DPM, AACFAS
美國足科委員會認證，西南紀念醫院足踝手術醫師，加州足科醫學院博士，伯克利大學學士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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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安徽調研脫貧攻堅
強調進一步完善兜底措施 全面小康“一個不能少”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4月

2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到安徽考察，前

往六安市金寨縣向革命烈士紀念塔敬獻花

籃。金寨，地處大別山腹地，被譽為“紅

軍的搖籃、將軍的故鄉”。隨後，瞻仰了

紅軍紀念堂，參觀了金寨縣革命博物館。

下午，習近平來到金寨縣花石鄉大灣村走

訪村民，同當地幹部群眾共商脫貧攻堅大

計。

金寨縣是國家級首批重點貧困縣，2011年被確
定為大別山片區扶貧攻堅重點縣。走進村民

陳澤平家兩間簡陋的房子，總書記仔細察看，仔
細詢問家裡的情況。“身體還好嗎？這個季節屋
裡還有點冷吧？家裡種幾畝地？種的茶葉幾年能
收穫？養了幾頭豬？豬肉價格還可以吧？”總書
記還向陳澤平了解貧困戶搬遷等支出和補貼情
況，問他願不願意搬遷到山下去。陳澤平回答
說︰“黨的這個政策好，我歡迎。”

醫保新農保增扶持
安徽省花石鄉大灣村，68歲的貧困戶汪能保

看到習近平總書記沿着石階走向他家，快步迎了
上去，緊緊握住總書記的手，激動不已。習近平
拿起桌上的扶貧手冊，一邊看一邊詢問老汪家的
情況。聽說老汪愛人有高血壓，一年藥費要花兩
三千元錢，習近平說，因病致貧、因殘致貧問題
時有發生，扶貧機制要進一步完善兜底措施，在
醫保、新農合方面給予更多扶持。
總書記一連走進大灣村5戶農家，聽取村民對

實施光伏發電扶貧項目、種植茶葉、發展養殖業
以及移民搬遷等的想法，了解省市縣開展扶貧工
作的具體做法和取得的成效。

特別不能忘了老區
他對鄉親們說，我這次專門來看望大家。從

北京坐了一個半小時飛機到合肥，又坐了一個半
小時汽車到金寨，再用一個多小時進山來到你們
這裡，就是要了解農村脫貧特別是革命老區扶貧
的真實情況。習近平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懷着
對人民的熱愛、按照黨中央提出的精準扶貧要
求，打好脫貧攻堅戰，讓老區人民過上幸福美好
生活。
習近平對大灣村的鄉親們說，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一個不能少，特別是不能忘了老區。經過
數十年發展，老區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
放在全國範圍內橫向比較還有不小差距。黨中央
高度重視老少邊窮地區尤其是集中連片貧困地區
的扶貧工作，要通過實施精準扶貧，確保2020年
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是過硬的。
雨後初霽，安徽省花石鄉大灣村，在村民陳

澤申的小院裡，習近平總書記同鄉親們圍坐在一
起拉家常。
習近平表示，要脫貧也要致富，產業扶貧至

關重要，產業要適應發展需要，因地制宜、創新
完善。聽說陳澤申的孫子即將高考，習近平詳細
詢問了孩子的學習情況。他說，要做好教育扶
貧，不能讓孩子們輸在起跑線上，學一技之長才

能有更好保障。習近平強調，打好扶貧攻堅戰，
要採取穩定脫貧措施，建立長效扶貧機制，把扶
貧工作鍥而不捨抓下去。

做好建檔立卡工作
大灣村第一書記、扶貧工作隊隊長余靜來自

金寨縣中醫院，她向總書記講述了自己的扶貧歷
程。“這段時光是我一生的寶貴財富，扶貧不止
是經濟上的幫扶，還要真心實意給予關心。”她
說，村裡現在有建檔立卡貧困戶174戶415人，
“大灣村一戶不脫貧，我堅決不撤崗”。習近平
詳細詢問扶貧工作隊幹部配備和工作措施，他
說，做好精準扶貧，建檔立卡制度要堅持，依靠
群眾精準找到和幫助貧困戶。

習近平近年考察扶貧工作足跡

2015年2月13日至16日 習近平到陝
西延安考察。圖為13日上午，習近平
在延安市延川縣文安驛鎮梁家河村看望
村民，並就老區脫貧致富進行實地調
研。

2016年2月1日至3日 習近平在革命根
據地——江西井岡山看望慰問廣大幹部
群眾。圖為2日，習近平在井岡山市茅坪
鄉神山村同村民一起打糍粑。

2015年6月16日至18日 習近平來到貴
州遵義調研。圖為16日，習近平在遵義
縣楓香鎮花茂村的現代高效農業智能溫控
大棚，向村民了解增收致富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就政法隊伍建設作出重要指
示，對黨的十八大以來政法隊伍建設取得的成績給
予充分肯定，對新形勢下政法隊伍建設提出明確要
求。

把思想政治建設擺首位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指出，做好黨的政法工

作，必須加強隊伍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政法戰
線堅決貫徹全面從嚴治黨要求，一手抓突出問題整
改、一手抓長效機制建設，政法隊伍政治素質、業
務能力、紀律作風等方面發生可喜變化。
習近平強調，新形勢下，政法隊伍肩負的任務

更重，人民群眾要求更高。要堅持把思想政治建設
擺在第一位，按照政治過硬、業務過硬、責任過
硬、紀律過硬、作風過硬的要求，銳意改革創新，
加強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努力建設一支
信念堅定、執法為民、敢於擔當、清正廉潔的政法
隊伍。要把能力建設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全面提高
政法幹警職業素養和專業水平。要堅持從嚴治警不
動搖，努力營造風清氣正、幹事創業的良好生態。
習近平強調，各級黨委要加強和改進對政法工

作的領導，選好配強政法機關領導班子，及時研究
解決政法隊伍建設重大問題。要真情關心和愛護政
法幹警，建立健全職業保障制度，不斷增強政法隊
伍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

全國政法隊伍建設工作會議25日在京召開。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會上
傳達了習近平重要指示並就學習貫徹習近平重要指
示作了部署。
會議提出，全國政法機關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

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緊緊圍繞維護社會大局穩
定、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總任
務，牢牢把握政治過硬、業務過硬、責任過硬、紀
律過硬、作風過硬的總要求，着力破解制約政法隊
伍建設的體制性、機制性、保障性難題，深入推進
思想政治、業務能力、紀律作風建設，不斷提高政
法隊伍思想政治素質和履職能力水平，為履行好黨
和人民賦予的職責使命提供有力保障。

習近平：努力建設清正廉潔政法隊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十八

大以來的第一部國防立法——國防交通法草
案25日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
會議審議。草案明確，要建立市場導向的利
益引導機制，鼓勵公民和組織依法參與國防
交通建設，給予政策和經費支持，以調動市
場主體的積極性。
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部

長趙克石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草案說明時
說，隨着中國經濟社會建設的迅猛發展以及
軍隊建設和改革的不斷深化，國防交通工作
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為此，草案建立
利益引導機制，使國防建設同經濟建設更好
地兼容、共生、雙贏。
草案第五條規定：國家鼓勵公民和組織

依法參與國防交通建設，並按照有關規定給
予政策和經費支持。
草案第二十六條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對

國防交通工程設施建設項目和貫徹國防要求
的交通工程設施建設項目在土地使用、城鄉
規劃、財政、稅費等方面，按照國家有關規
定給予政策支持。

國防交通法擬出台
調動市場參與建設

■習近平在大灣村貧困戶汪能保（右二）
家中，拿起扶貧手冊詢問情況。 網上圖片

■4月24日，習近平到安徽金寨考察，同當地幹部
群眾共商脫貧攻堅大計。 網上圖片

■習近平與村民陳澤平
（左二）交談。 網上圖片

中紀委：有公職黨員不得經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紀委

機關報25日指出，中國有個別中共黨員幹部違反有
關規定，一邊在公家拿着工資，一邊自己經商辦企
業，當起老闆。這種行為有違《中國共產黨紀律處
分條例》，情節嚴重者將被開除黨籍。
報道援引湖北省紀委案件審理室幹部孫永軍的

話表示，具有公職身份的黨員幹部經商、辦企業，
會大量佔用工作時間和精力，且容易導致以權謀
私、損公肥私，危害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他指
出，黨和國家一直禁止黨員領導幹部和公職人員經
商、辦企業，此前多項黨規都有類似的規定。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八十八條指

出，違反有關規定從事營利活動，有下列行為之
一，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經商辦企業
的；擁有非上市公司（企業）的股份或者證券的；
買賣股票或者進行其他證券投資的；從事有償中介
活動的；在國（境）外註冊公司或者投資入股的；
有其他違反有關規定從事營利活動的。不過孫永軍
也強調，第八十八條規範的主體主要是黨和國家機
關中具有公職身份的黨員，一般黨員通過誠實勞
動，經商辦企業，並不違反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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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同廁政策遭到抨擊
已經有 18.2萬人聯合簽名抵制Target

（綜合報導）根據最新的美國社
區調查結果, 根據家庭收入等狀況,休
士頓地區最有影響的郵政編碼列出前
十位。
No . 1收入富裕程度
郵政編碼Zip code： 77010
平均家庭收入水平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 303,181
No.2收入富裕程度
郵政編碼zip code： 77005
平均家庭收入水平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 248,395
No. 3收入富裕程度
郵政編碼zip code： 77024
平均家庭收入水平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 198,429
No. 4收入富裕程度
郵政編碼Zip code： 77094
平均家庭收入水平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197,312
No. 5收入富裕程度
郵政編碼zip code： 77059

平均家庭收入水平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 174,995
No. 6收入富裕程度
郵政編碼Zip code： 77019
平均家庭收入水平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 164,985
No. 7收入富裕程度
郵政編碼zip code： 77056
平均家庭收入水平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 153,530
No. 8收入富裕程度

郵政編碼Zip code： 77027
平均家庭收入水平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138,555
No. 9收入富裕程度
郵政編碼Zip code： 77007
平均家庭收入水平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 133,106
No. 10收入富裕程度
郵政編碼Zip code： 77079
平均家庭收入水平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 131,205
No. 12 收入富裕程度
郵政編碼 Zip code： 77030
平均家庭收入水平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 118,865
No. 13 收入富裕程度
郵政編碼 Zip code： 77098
平均家庭收入水平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 114,141
No. 14 收入富裕程度
郵政編碼 Zip code： 77008
平均家庭收入水平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 106,990
No. 15 收入富裕程度
郵政編碼Zip code: 77002
平均家庭收入水平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106,738

感受紐約客風情 休斯頓第二家Kenny & Ziggy's餐廳下月開業
（綜合報導）位於 Galleria 社

區Post Oak的一家著名的紐約風格
的餐廳 Kenny & Ziggy's 不久將在
West U 開設第二家點，休斯頓許
多食客要等到5月2日才能去吃個
過癮。這家新店的具體位置在
5172-C Buffalo Speedway (Kroger
shopping center at Westpark and
Buffalo Speedway) 。

選擇這樣一個高大上的地點
是經過商家的反復考慮的，而且
這樣的地點和面積完全適合這家
新店的風格和要求。業主稱，休
斯頓有一批忠實的Kenny & Ziggy's
的食客，並且還有新一代的食客
不斷增加，盡管周末該店所在的
地區非常擁擠，停車不是十分便
利，但是該店的名氣仍然會吸引

大量的食客。
這家占地 2500 平方英尺一共

有 110 個座位的餐廳，比之前的
Post Oak第一家店7500平方英尺的
面積要小出很多，但是業主表示
，這樣的面積更能感受到和紐約
相同的氣氛，也更接近紐約真正
狹小擁擠的店面風格。

（綜合報導）美國第二大零售商Target 日前宣布，變性人顧
客和員工可以根據他們自己所認同的性別，自由選擇衛生間和更
衣室。此言一出，立刻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有民眾直接抨擊
這家公司的這項政策無疑把無數的女性，包括所有家庭的妻子和
女兒置於危險的境地。

報道稱，目前已經有18.2萬人聯合簽名抵制Target的這項規
定。美國家庭協會(AFA)組織發起此項抵制活動 。該協會主席
Tim Wildmon在公開信中表示，Target實施的這項政策無疑是給
性侵者制造機會。因為在此之前，全美多地都曾經發生過更擔憂
圖謀不軌的男性冒充女性闖進廁所侍機施暴，還有個別男性謊稱
自己是變性人，戴假髮套、穿墊假乳房進入女廁所、女試衣間對
女性實施犯罪。

Target商家的這項規定，引起全社會的激烈爭議。
有些客戶認為Target的做法匪夷所思，令人心寒，並表示今

後拒絕在此消費。
許多民眾認為，公民都應該享受平等的權利，這本來就無可

厚非，但是為了追求少部分人的平等，而需要把大部分人的安全

置之不顧，這不是實際意義上的平等，因此是不可取的。
也有人指出，同性婚姻不妨礙別人，但是異性同廁卻

損害了多數人的利益
美國家庭協會(AFA)組織主席Tim Wildmon敦促人們聯

合簽名進行抵制，並且呼吁大家在Target公司的Facebook
的網頁上進行聲討，同時也希望Target為變性人士專門設
置一個衛生間，避免其他男性或女性的不適。

全美大型零售商Target也迅速做出回應稱：“我們歡
迎變性組織成員和客人選擇他（她）們所認同性別的衛生
間如廁或是使用更衣室。每個人都有他們（她們）選擇性
別認同的權利，對此，Target表示永遠接受，歡迎和尊重。

同時，該公司的聲明中還包括最新設計的包括彩虹在內的牛
眼識別標志。Target零售店多年的老顧客也對此態度兩極，有人
表示該店不僅為顧客提供了良好的業界服務，同時也稱贊該店真
正做到了對顧客的尊重，顧客將一如既往的在此消費。

變性人在商店使用衛生間早有爭議，在喬治亞州 Athens的
一家Kroger商店的衛生間的門上，明顯張貼著這樣的通知，“我

們有變性人士專用衛生間，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其他如廁者感到不
適。”一名顧客拍了照片後迅速在網上流傳。

北卡州長三月底簽署了一項法規，強迫所有人都要按照出生
證明上的性別來如廁。

在Target總部明尼蘇達州 ，共和黨參議員已經提議出台法
案，將制定按照出生性別來選擇如廁的規定。

最新美國社區調查結果
休士頓地區列出前十位最有影響郵政編碼

違約事件頻發影響交投情緒 中低評級信用債發行受衝擊
綜合報導 近期，信用債市場遇

冷，一級市場部分信用債發行受阻，

二級市場交易熱情下降，信用利差走

擴。具體來看，上周，主要信用交易

品種成交約 6466億元，銀行間企業債

收益率全面上行，5年期AAA收益率

上 升 4BP， 7年 期 AAA收 益 率 上 行

3BP；5年期AA收益率上行4BP，7年

期AA收益率上行。交易所債券市場中

的公司債與企業債指數分別上漲0.11%

和0.09%。

國泰君安（601211，買入）分析師

徐寒飛表示，投資者風險偏好可能已經

出現下降，導致對信用債的投資趨於

謹慎，需求開始出現下降。

市場對於信用債的謹慎情緒同樣

出現在一級市場。今年3月份，信用

債推遲和取消發行數量為2014年以來

最多。4月份市場謹慎情緒加劇，截

至 4月 15日，取消或推遲數量已經達

到 上 月 整 個 月 的 水 準 ， 招 商 證 券

（600999，買入）固定收益研究主管

孫彬彬說。

2014年以來，債券市場經歷了持續

2年之久的“牛市”，機構配置債券的

力度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逐漸增

強。徐寒飛表示，實際上，近期市場的

資金成本並沒有明顯回升，導致信用債

期波動的主要因素，除了“獲利回吐”

等技術性因素外，更多的原因是債券違

約事件頻繁暴露。

今年的信用違約事件呈增多態勢，

特別是4月以來，違約事件頻發，對債

券市場交投情緒產生衝擊。4月7日，中

煤集團山西華昱能源有限公司發行的6

億規模短期融資券“15華昱CP001”不

能如期兌付；4月11日，中國鐵路物資

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公司相關債務融資工

具于當日上午開始暫停交易；4月 15

日，“13雲中小債”聯合發行人之一的

雲南天浩稀貴金屬股份有限公司發佈公

告稱，公司自主償債能力下降，存無法

還本付息風險，並已申請擔保人履行擔

保責任。

海通證券（600837，買入）首席宏

觀分析師姜超認為，今年列入負面評級

或觀察的企業數量顯著高於以往，年報

狀況也不樂觀。隨著年報披露，評級下

調高峰的到來將壓制信用債表現。此

外，監管部門對債市杠桿的控制，是值

得關注的焦點。

隨著市場情緒越來越趨向於謹

慎，二級市場贖回壓力開始顯現。為

了應對贖回，機構不得不出售債券

換取流動性，近期異常交易數量開

始增多。同時，信用債流動性較差，

流動性壓力有可能會進一步傳導。孫

彬彬表示。

徐寒飛預測，由於實際成交清淡，

預計中等期限信用利差近期擴大的幅度

可能超過30bp，未來仍然有繼續擴大的

風險。

孫彬彬統計，在今年以來取消發

行的主體中，絕大部分為產業債，以

中低評級居多，AA及以下約佔60%，

AA+與AAA等級分別約佔20%。部分

企業資產負債率偏高，短期流動性壓

力大。資產負債率 70%以上佔比為

40%，資產負債率 60%以上佔比為

70%，短期負債佔比在 80%以上的約

為40%，有較大的再融資壓力。在部

分過剩行業的取消發行主體中，由於

再融資渠道受限，有可能加大本已流

動性困難的擬發債主體的經營風險和

違約風險。

地方財政增收較多
房地產回暖是主因

綜合報導 財政部發佈財政收支情況顯示，一

季度全國財政收入增長6.5%，比去年全年增幅提高

0.7個百分點。房地產市場回暖拉動了房地產相關

稅收的較快增長。

財政部統計顯示，一季度累計，全國一般公共

預算收入38896億元，同比增長6.5%。其中，中央

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5666億元，同比增長1.2%；地

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23230億元，同比增長

10.4%。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的稅收收入32954

億元，同比增長7.8%。

“受一般貿易進口下降、車輛購置稅政策調整

翹尾減收等因素影響，中央財政收入增幅偏低；受

部分地區房地產銷售回暖、房地產相關稅收增長較

快影響，地方財政收入增幅回升較多。”財政部有

關負責人表示。

一季度房地產相關稅收均較大幅度增長，其中

房地產（行情000736,買入）營業稅1917億元，增

長32%；房地產企業所得稅764億元，增長15.1%；

契稅1012億元，同比增長15.4%；土地增值稅1127

億元，同比增長19.9%；耕地佔用稅493億元，同

比增長14.1%；城鎮土地使用稅521億元，同比增

長4.7%；房產稅501億元，同比增長10.5%。

一季度個人所得稅3150億元，同比增長18.2%，

其中財產轉讓所得稅增長28.2%。中國財政科學研

究院副院長白景明分析，主要原因是二手房交易增

加較多所致。

白景明認為，從稅收結構看，一季度稅收增長

主要是房地產相關稅收大幅增長拉動的，具有單一

的結構特點。“但是，順週期反映經濟情況的增值

稅也實現了一定增幅，說明我國經濟回暖，一季度

國民經濟開局良好。”他說。

統計顯示，一季度，國內增值稅8248億元，同

比增長6.6%，剔除營改增轉移收入影響後增長

3.8%；國內消費稅2987億元，同比增長6.7%；營

業稅5680億元，同比增長14%，剔除營改增轉移收

入影響後增長16.1%；企業所得稅6431億元，同比

增長5.5%。

一季度金融業相關稅收增幅偏低，金融業營業

稅1190億元，增長0.1%；金融業企業所得稅1495

億元，增長1.1%。證券交易印花稅356億元，同比

下降15.7%。

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2635億元，同比下降

9%；關稅541億元，同比下降11.1%。

一季度，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的非稅收入

5942億元，同比下降0.3%。“以前非稅收入增幅

往往較大，今年一季度非稅收入下降，是國家為

減輕企業負擔，實施降費政策效果的體現。”白

景明說。

對於財政收入面臨的形勢，財政部有關負

責人表示，“從目前情況看，經濟下行壓力仍

然存在，結構調整面臨的困難也較多，後期全

國財政收入形勢仍不容樂觀。各級財政部門要

進一步加強經濟財政運作監測分析，認真落實

各項減稅降費政策措施，加強依法徵管，同時

堅決杜絕收取過頭稅、虛收空轉財政收入等違

法違規行為”。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稅收研究室主任張

斌也認為，由於一季度財政收入增幅較大主要是受

房地產市場回暖的影響，這種增長能否持續具有不

確定性。“5月1日開始將全面實施營改增試點，

全年減稅規模預計達5000億元。減稅政策將對財政

收入產生較大影響，全年財政收入增長面臨較大壓

力。”他說。

在支出方面，一季度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

37958億元，同比增長15.4%。其中，中央一般公共

預算本級支出5050億元，同比增長4.3%；地方一

般公共預算支出32908億元，同比增長17.4%。

“在收支面臨極大壓力的情況下，各級財政部

門 及時撥付財政資金，保障民生等重點支出需

要。”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說。

“一季度財政支出進度較快，說明預算執行得

較好，積極財政政策落到實處。”白景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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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心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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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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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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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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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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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 ZHOU, M.D.

周藝

通中﹑英﹑粵

713-981-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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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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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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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ouston 診所：
11100 S.W. Freeway,
Houston TX77031
SUGAR LAND 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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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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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8682

中
國
城

六
號
公
路

Golden Care Medical Center

主
治

內科,家庭全科,高血壓,糖尿病
腸胃,甲狀腺疾患,關節炎
年度體檢,婦科檢查,疫苗注射
心電圖,肺功能,血尿化驗
外傷,急診,外科小手術

營業時間：
每週七天，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週一至週五：8:30AM-6:00PM

週六：9:00AM-4:00PM 週日接受預約9750 Bellaire Blvd., #180 Houston,Texas 77036 (黃金廣場內)
Tel: 832-834-4812
Fax: 832-834-4814
★20餘年臨床經驗
★北京醫科大學畢業,教授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主治醫師

黃金醫療中心

栗懷廣 醫學博士
Huaiguang Li, M.D.Ph.D

Board Certified, ABIM 誠徵：前枱，需中英文雙語。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
Advanced Healthcare長期居家照顧

服務內容
愛心的居家護理協助：走路，運動，更衣，梳洗，清潔，洗衣，
用餐，烹飪等。
服務對象
各家長期護理保險（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州政府補助保險（白卡Medicaid )
電話：（713）271-8515
傳真：（713）988-6262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06-A, Houston ,Texas 77024

家庭醫護訪視
服務內容
靜脈輸液，傷口護理，尿管、胃管及人工造管護理，
肌肉及皮下注射，物理複健。
服務對象
重症及急、慢性疾病需居家醫療護理及複健訓練。
具有老人保險（Medicare)及各種醫療保險。
服務團隊
註冊護士，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師
電話：（713）271-6999
傳真：（713）271-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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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金河：台美景不輸國外 只是不懂行銷

新台幣收貶3.1分 觀望美日利率決策

證交所邀稽核主管座談 提升社會責任
外幣代收平台將上線 免手續費

地段至上！地上權土地標脫集中精華區

 






















環保小局長第12堂課 朱立倫有問必答
新北市長朱立倫（持麥克風者）24日出席 「環保小局長12堂課」 ，與108位環保小局長對談
，對於小局長的提問，朱立倫也詳盡回應，並鼓勵孩童從日常生活中推廣節能減碳。

（中央社）財金文化董事長謝金河在臉書貼文，感慨台灣人愛出國旅遊，台灣是服務業出口
大逆差的國家。大家常驚嘆外國美景，但對自己腳下風景秀麗的地方，卻不是很了解。

謝金河透露，近日住在南投國姓鄉，一早就出門，沿途看到的美景，真的要嘆服南投的好山
好水。自己先爬山，抓住早晨的晨曦，接著下山沿著鄉林小徑，首先就看到神仙島的吊橋，這兒
的遊客不多，有點荒涼，不過腳下北港溪湍急的水聲仍然很悅耳。

他描述從北港溪走出來是日本人開挖的神茄水圳，水圳長4公里，水量充沛，是鄉民灌溉溝
渠，但田園風光真的漂亮的不得了。

他直言，如此好山好水，如果懂得行銷，單是到此住兩天，這樣的小旅行，台灣一點都不會
輸給國外。如果把配套做好，台灣的觀光資源真的不會輸給外國。

（中央社）市場觀望美國聯準會（Fed）與
日本央行會議決策，今天新台幣匯價呈量縮盤
整格局，終場以 32.361 元兌 1 美元作收，貶值
3.1分，台北與元太外匯經紀公司總成交量8.14
億美元。

外匯交易員表示，美國聯準會於26日召開
為期2天的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日本央
行緊接著將在28日召開利率會議，市場關注會
議結論，美元成為避險標的，導致外資匯出。
不過時值月底出口商拋匯旺季，新台幣貶幅有
限，終場僅小貶3.1分。

日圓匯價方面，由於外界預期日本央行可
能擴大負利率政策，並考慮以負利率貸款給金
融機構，導致日圓重貶，來到111元兌1美元關
卡，22日更創17個月以來最大貶幅，對新台幣
匯價也大幅貶值。

截至台北匯市收盤止，台銀日圓現金賣出
價來到0.2930元，創4月6日以來新低，哈日族
可以喘口氣了。

新台幣兌美元今天開盤價為 32.400 元，最
高 32.320 元、最低 32.405 元，終場收 32.361 元
，貶值3.1分。

（中央社）為提升上市公司與稽核主管相
關專業與知識，台灣證券交易所將在5月5日舉
辦 「企業社會責任與吹哨者舉報機制」為主題
的稽核主管座談會。

證交所表示，共計邀請半導體業、電子零
組件、鋼鐵工業及去年甫上市等109家上市公司
稽核主管參加。

證交所指出，推動公司治理及編製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是近年來推動重心，為加快與

國際市場接軌，企業社會責任(CSR)不僅是致力
於營收成長及為股東負責，更應結合企業核心
能力，同時對社會與環境做出具體貢獻。

座談會中邀請資誠永續發展公司專業人士
，以 「編製CSR報告書常見缺失」進行專題演
講，探討編製CSR報告書要點及影響企業永續
經營發展驅策力，另亦邀請勤業眾信風險管理
諮詢公司，以 「吹哨者舉報機制」為題，分享
其相關實務經驗。

(中央社)中央銀行表示，外幣代收平台預
計年中完成上線，年底將有12家銀行加入，屆
時民眾透過該平台繳交由這12家銀行代收的外
幣保單保費或撥款外幣基金時，將可免手續費
。

官員表示，由台灣票據交換所與財金資訊
公司合作的外幣代收平台預計6月完成上線，
初期有元大銀行、台中銀行兩家銀行加入，年
底有12家銀行加入該平台。

外幣代收平台預估年底加入的12家業者包
含：台灣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銀行、華
南銀行、上海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台北富邦
銀行、玉山銀行、日盛銀行、台中銀行、元大
銀行以及三信銀行。

此外，兆豐銀行、遠東銀行、中國信託銀
行、第一銀行、凱基銀行、彰化銀行等預計明
年首季加入。

官員指出，外幣代收平台上路後，民眾透
過加入該平台的銀行業者繳交外幣保單保費及
投資外幣基金時，可免收手續費。

根據財金公司估算，該平台日均處理量約
2000筆，將向投信、保險等金融機構業者收取
手續費，每筆費用為新台幣10元至15元。

此外，央行宣布，兆豐銀行膺選為 「外幣
結算平台」其他外幣清算銀行，初期將優先規
劃澳幣及紐幣，未來可能加入南非幣等其他外
幣，預計10月底可完成系統測試，年底可上線
。

民眾現階段從A銀行轉帳澳幣等其他外幣
至B銀行時，約需耗時兩天才能到匯，官員表
示，未來系統正式上線後，其他外幣將可比照
現行的美元、人民幣、日圓以及歐元4種幣別
結算，實現當天到匯、全額到匯。

（中央社）財政部國產署今天舉行105年第1次設定地上權
招標，結果全台共11筆土地釋出，標脫4筆，分別位於台北市中
正及大安區、台中市東區、台南市安平區等精華區，證明地段至
上的鐵律。

信義房屋全球資產經理王維宏表示，台北市兩筆地上權由美
邦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標下，第一標位於杭州南路一段巷內近100
坪的住三土地，權利金較上次底價打7折，隨即以1.34億元標脫
，權利金單價約129.3萬元，換算每容積坪約60.4萬元，相當具
有吸引力。

第二標位於基隆路二段、敦化南路二段底456.8坪土地，容
積率約282%，鄰近和平高中、敦南辦公商圈，以6.01億元標脫
，權利金單價約131.6萬元，推測附近少有大面積土地釋出，因
此吸引開發商標下推案。

王維宏說，台中市標脫的土地位於東區，屬於第一種商業區

，鄰近台中火車站，103年南山
人壽在同區標下兩筆地上權土
地共4283.73坪，當時以5.77億
元 標 脫 ， 這 次 標 脫 土 地 共
1298.5 坪，約 4.32 億元標脫，
平均權利金單價 33.3 萬元，兩
年內超過 1 倍，這次標售受國
產署調整標售策略影響，地上
權使用期限拉長為70年。

台南市標脫土地共1331.3坪，位在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
有港邊景色，週邊歷史景觀、美食名店眾多，雖然使用分區為
「特文一之一」，容積率較低僅100%，這一區是觀光客必訪區

域，開發為商旅或文創商場等都非常適合，最終吸引2封標單，
以33%溢價率，約1.37億元標出，台南市安平區成為本次標售表

現最佳的1筆土地。
王維宏指出，受國產署調漲公告地價、推出囤房稅等政策影

響，地上權住宅銷售一直不如預期，為了降低地上權產品的入手
門檻，有建商端出分拆年限的銷售手法，使得市場出現對地上權
產品的質疑，但這次標售結果顯示，投資人對精華區地上權仍具
信心，尤其以商業區、特定專用區土地最有吸引力，再次印證不
動產唯地段不敗的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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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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8:30am-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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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林苑案相關發言惹議 張景森：非本意

台漁船遭日扣押 外交部：正駛向日本

發馬總統走光照 陳育賢臉書發文致歉

學者：沖之鳥不能主張200浬經濟海域

國軍首公開戰鬥射擊
澎湖防衛指揮部日前展示戰鬥射擊訓練，受測人員要在300公尺長的靶場上，以運動射擊、跪
姿射擊、臥姿射擊以及投擲手榴彈等方式進行測試。

（中央社）在文林苑案相關議題發言惹議
的準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森今天表示，他在個
人臉書表達方式較不恰當，讓人誤以為在嗆王
家或嗆那些運動者。 「這，都不是我的本意！
」

張景森晚間在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貼
文表示，今天看到一張廣告，文林苑將落成，
很好奇想知道王家現在狀況如何？ 「問了一下
熟知內情的朋友，他說，其他更新戶現在都很
高興，終於可以遷入新房子。而王家總共分到5
戶，面積 175 坪，如果他們還不滿意，也只能
算是不快樂的億萬富翁而已」。

他說，這讓他感覺到，幾年前那場抗爭，

幾乎讓都市更新污名化，事實上也差不多讓台
北市都更停頓。文林苑落成， 「讓我們有機會
想想那些激情，重新檢視相關爭議，回到更合
理更新法制的時候了」。

張景森稍早在臉書貼出台北士林區 「文林
苑」圖片，指西元2012年文林苑王家都更案是
「史上最Kuso的一場社會運動」不久後就刪文

；據轉述，張景森自認表達方式不當。
張景森發文表示，疑被建商及政府迫害的

王家，原來只有56．06坪房子，現在分配到新
房子有 5 戶，共 175.02 坪，價值上億。 「幹！
真可憐。我是說那些去王家辦燭光晚會，為正
義哭得死去活來的文藝青年。」

（中央社）外交部今天表
示，屏東琉球籍漁船 「東聖吉
16號」正駛向日本，政府呼籲
日方儘速釋放人船，且因涉及
訴訟保證金，外交部已請駐日
本代表處查明細節。

「東聖吉16號」今天在沖
之鳥東南東方約 150 浬海域
（距鵝鑾鼻東方約1007浬）遭
日方公務船登檢及扣捕。

外交部表示，截至下午 4
時 58 分， 「東聖吉 16 號」位
在北緯 20 度 0 分，東經 139 度
47分，正以航速六節駛向日本
本土。

外交部指出，政府認為
「沖之鳥」周邊海域地位存有

爭議，呼籲日方儘速釋放人船
，並與我方就此問題進行協商
。

外交部也表示，本案涉及
「訴訟保證金」部分，外交部

已請駐日本代表處查明相關細
節，以利續辦。

2005 年，台灣 50 噸級漁
船 「龍榮二號」在沖之鳥附近
被指違法越界捕魚，包括船長
共8人遭日本扣留，在交付保
證金408萬3000日幣後獲釋。

（中央社）日本主張沖之鳥礁是島，學者今
天表示，沖之鳥兩個礁石面積僅10平方公尺，不
可能有維持人類居住與經濟生活可能性。從法律
角度看，沖之鳥礁不能主張200浬經濟海域。

屏東琉球籍漁船 「東聖吉16號」上午在沖之
鳥礁公海遭日本公務船攔查扣押。琉球區漁會說
，沖之鳥礁是台灣漁船雜魚作業區，只是礁石非
島嶼，日本近年主張沖之鳥礁是島嶼，片面宣布
他國船隻不得進入200浬經濟海域內作業，但台
灣方面未承認。

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王冠雄下午
接受中央通訊社記者訪問表示，沖之鳥礁是礁盤
，長年隱沒在水面下，僅有2個小型礁石突出水
面，日本認定這2個小礁石是島，主張200浬經
濟海域。

他說，客觀從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島嶼
的定義看，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本身經濟生活的
岩礁，不應有專屬經濟區或大陸礁層。

王冠雄表示，沖之鳥兩個礁石高潮時總共僅

露出10平方公尺，且是把斜面攤平才得10平方
公尺，根本不可能有維持人類居住與經濟生活可
能性。從法律角度看，沖之鳥礁不能主張專屬經
濟海域。

他說，沖之鳥礁既非島嶼，台灣漁船在12浬
外應能自由捕魚。

王冠雄表示，西元2005年台灣漁船 「龍榮二
號」曾在沖之鳥礁附近被指違法越界捕魚，被日
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扣押，交保證金後獲釋，但
當時沒對日本抗議。

外交部這次第一時間說，無法接受日方在爭
議海域扣捕台灣漁船作為，已在台北及東京向日
方提出嚴正交涉，呼籲日方儘速釋放人船。

事件後續處理，王冠雄表示，可能透過第三
者尋求解決，或許由美方在外交上涉入協調，幫
雙方下台階。另一方面，距5月20日新政府就任
僅剩20多天，涉及國家利益事件，新政府應適時
表達立場。

（中央社）在臉書發總統馬英九走光照的
獨立媒體記者陳育賢今天發5點聲明表示，她
向馬總統及因這些文字與照片不舒服的人致上
誠摯歉意，但對她女兒、家人的公開威脅，希
望適可而止。

社 群 網 站 臉 書 （facebook） 帳 號 為 Jessie
Chen的陳育賢下午在臉書發文表示，第一時間
她沒將照片妥善處理就上傳臉書，無論對象是
否為國家元首，都不應該， 「這部分我感到非
常懊惱、深覺錯誤，也向馬英九總統致上最誠
摯的歉意」。

她說，當下上傳照片，理由其實很單純，
類似情形已有前例，為什麼幕僚、隨扈都沒注
意？應有人提醒總統府及幕僚，避免再有第 3
次；但她的留言文字輕率不莊重，這點確實是
她的錯誤，也對因這些文字與照片不舒服的人
致上歉意。

陳育賢表示，照片上傳約半小時後，心裡
覺得不管如何，公開這樣的照片確實不應該，
便從臉書撤下，幾乎同一時間她的臉書也因上
傳露點照片違規而被停權；她的臉書停權到今
天回復，這段時間無法在臉書發文，非刻意不
回應。

她說，部分人士執意要將她的公司與民主
進步黨、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劃上等號，甚至立
即在維基百科上造假她的個人資訊，當然是基

於政治上的便利或意識形態的反應，但這些非
事實，也可被檢驗，也不會讓這些人的政治理
念因此獲尊敬。

陳育賢表示，這次教訓， 「我告誡自己，
很多時候我們看待彼此的第一個動機，就會讓
我們犯下類似的錯誤」。

她說，曾與她有接觸、共事的人都了解，
「獨立媒體TWIMI」就是想做完整政治記錄的

網路媒體。她從未避諱政治立場與好惡對象，
選擇只跑綠及親綠社團是因沒錢、沒人，沒資
源去擴線，當然也與當初認為長期以來綠營或
親綠社團被忽視有關。

陳育賢表示，獨立媒體自西元2010年成立
至今，所有她跑的每則新聞都如實完整記錄，
未有造假或捏造。她有錯的地方就道歉，但其
他人毋須借題發揮，但其他人不必借題發揮，
拿她當跳板去攻擊不相干的人。各位對她所有
的人身攻擊、抹黑污衊，她選擇放下，但對她
女兒、家人的公開威脅，她不能忍受，希望適
可而止。

她說，不怕被檢視，有疏失、錯誤就道歉
，這幾天所有給她鞭策、打氣的都放心上，更
會銘記善意、理性批評與嚴厲指教， 「對我丟
石頭的人，也謝謝你們，我會把石頭收妥鋪在
地上，時刻警惕自己這條路有多難走」。

清大併竹教大案 反方學生要求重新討論
國立清華大學與新竹教育大學併校爭議，多名學生24日在清大大禮堂外拉白布條抗議，向校方
提出再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暫緩併校程序等訴求。

準副總統夫人頒獎自強母親
準副總統陳建仁夫人羅鳳蘋（左）24日在台北圓山大飯店，出席 「105年家扶基金會自強
母親表揚」 ，頒獎給獲獎的媽媽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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