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機票﹐美國境內旅行團﹐遊輪﹐酒店﹐租車
現有暑期回國特價機票﹐$1299起

時間﹕6.1起飛﹔7.30返回
Tel:713-952-989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二十年豐富經驗

www.drhorton.com/houston

1-30 2016 to receive incentive. Inventory homes must close on or before 7/31/16. Offer is in lieu of any current 
promotion, bonus or incentive. Incentive offer is valid only for new contracts and does not apply to transfers, 
cancellations or rewrites. Offer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Please contact a community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for the incentive offer. Incentive may affect a homebuyer’s loan. Expires 6/30/16.

Towns at Seville

Katy, TX 77494
24203 Peralta Glen 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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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 832-264-5540

Cinco Ranch

Towns at Seville

Sugarland

现推出特价订购活动
详情请电话询问 832-620-2287

中文销售专线 
详情咨询请拨打

Towns at Seville 是D.R. Horton 在凯蒂Katy打造的高档花园洋房。
Katy好学区。距离附近的Katy购物中心，Cinco Ranch, 10号公路，
能源走廊，医学中心，都只需10分钟车程！
吊高客厅和厨房，2500至3000尺，28万起价，十余种房型任您选择！
现在订购享受5月促销大优惠！请电话询问详情 832-620-2287

英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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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休城工商

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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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中國行-2016年第八屆蘇州國際精英創業周
本屆創業周持續以“匯聚全球智

慧、打造創業天堂”為主題，誠邀海
內外創新創業高層次人才參會，共商
創新創業大計！
本屆創業周邀請的嘉賓對象主要有三
大類：
1．在新能源、新材料、智能電網、
納米技術、醫藥和生物技術、現代裝
備製造、軟件和服務外包和金融服務
、文化創意等領域，承擔過重大科研
項目的創新人才、擁有獨立知識產權
和智力成果的創業人才。
2．在科技前沿領域有較高聲譽的國
內外專家學者，在業界有較高知名度
的企業領袖和創業成功人士，風險投
資專家和國內知名金融機構高級管理

人員、文化產業等高端服務業人才。
3．在國內外有較高影響力的學術團
體和協會組織代表，海外知名華人社
團和留學生組織、人才服務機構代表
。

特別說明的是，應邀參加活動的
海外嘉賓享受部分交通補貼，歐美、
大洋洲地區按500美元/人、亞洲地區
按300美元/人標準補貼；國內嘉賓
（有項目合作意向）按1000元人民
幣/人標準補貼（實際費用不足1000
元的按實報銷）。

這次活動將由各協會在各地統一
收集報名材料後轉給聯合會，早報名
早對接。請報名人在截至日期前把填
好的報名表及其他申請材料發給各協

會這次活動的組織聯絡人。專協聯各
理事協會聯繫方式如下：
休斯頓：何甌 ou_he@yahoo.com
亞特蘭大：曾冰 bingzeng@gmail.
com
達 拉 斯 ： 董 威 wdong.acp@gmail.
com
奧斯丁：衛華 taccwei@yahoo.com
聖 安 東 尼 奧 ： 孫 志 泉 zhi-
quans@gmail.com
阿拉巴馬：何新 stpforgo@yahoo.
com
邁 阿 密 ： 張 學 鋒 james-
zhang88@gmail.com
奧 蘭 多 ： 謝 定 華 din-
ghuashear@gmail.com

坦帕灣：李曉明lixiaoming33@yahoo.
com,

陳健freejc@yahoo.com
華 盛 頓 特 區 ： 夏 祥 波 xiangbox-
ia1117@gmail.com
北卡-夏洛特：王新國 xwang@van-
mile.com
北卡-三角地區：吳鴻 wuhong65@
163.com
南 卡 - 哥 倫 比 亞 地 區 ： 吳 憲
wuxyjj@yahoo.com
南卡-查爾斯頓地區：張新寧 james.
zhang@linxyn.com
田 納 西 ： 謝 會 文/丁 從 cong-
ding.06@gmail.com
新奧爾良：David Lai david@lapack.

com
密 西 西 比 ： 張 忠 龍
j00570925@jsums.edu

如果是單獨報名的，請把報名表
和相關材料發送給：facpsu@163.
com

活動：2016年（第八屆）蘇州國際精
英創業周
時間：2016年7月10日-12日
地點：蘇州國際博覽中心
第一次報名截止日期：5月22日
第二次報名截止日期：5月30日

STERLING MCCALL TOYOTA 公 司
多年來以其良好的信譽和口碑服務於大休斯
頓地區的廣大華人華僑並得到了大家的一致
好評。近年來該公司組建了一支強大的華人
銷售和服務團隊。他們以最優惠的價格和最
周到的售後服務，把經濟耐用，質量上乘的
各種型號的豐田汽車展現在顧客的面前。
STERLING MCCALL TOYOTA公司在獲得
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同時，還積極地支
持大休斯頓地區的少年乒乓球運動的開展。
由該公司贊助主辦的第七屆“豐田杯”少年
乒乓球錦標賽將於2016年6月19日（星期日
）上午9：30在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舉辦。
屆時將有眾多的少年乒乓球愛好者展現他們
的球藝。此次比賽的目的在於檢驗大休斯頓
地區的少年乒乓球運動水平，培養孩子們積
極向上和敢於拼搏的精神，增強他們的體質
，並能在比賽中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
提高，促進少年乒乓球運動的快速發展。

本次比賽也將得到在休斯頓有著極佳口碑

的知名診所許旭東及陳永芳二位醫生的鼎力
相助。他們多年來一直關注並積極支持和讚
助大休斯頓地區的少年乒乓球運動的開展。

凡是年齡在18歲以下，身體健康的少年男
女乒乓球愛好者均可報名參賽。報名費25美
元。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6年月6月10日。超
過規定時間的報名者，報名費為35美元。所
有參加比賽的運動員請於2016年6月19日上
午9:00 以前到達比賽場地報到。

此次比賽只設單打項目。分 A，B，C,
D 四個組別。根據比賽選手的技術水平分別
進入相應組別。比賽採取3局2勝，每局11
分。比賽將使用國際標準三星白色乒乓球。
豐田汽車公司將為獲獎運動員提供獎杯一座,
並為優勝者頒發獎金。同時賽事中為所有參
賽的運動員提供免費午餐和飲料。

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地址：5925 Sover-
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
713-541-3339 聯 繫 人 ： 王 教 練 ， 手 機 ：
832-287-6688

第七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
（本報記者秦鴻鈞） 「小肥羊」 近期特別

推出新款菜色，如如肉質特別細嫩，好吃的
「春羊」 肉，涼拌花生，秘製羊肝及涼拌羊肚

，這是 「七天」 全天 「任點任食」 之外，需另
外付費的新菜，但價格相當公道，一大盤春羊
肉僅7.95元，而其他新菜也不過三、四元之譜
，但 「秘製羊肝」 非常可口，頗有嚼勁，滋味
無窮，而 「涼拌羊肚」 更是你從未嚐過的美味
，鮮脆可口，讓人停不下來。

您多久沒來 「小肥羊」 大塊吃肉啦？作為休
士頓第一家 「小肥羊」 連鎖店，這家位於Wes-
theimer與Fountainview交口上的 「小肥羊」 ，打
著 「不用蘸小料的火鍋」 的招牌，六年來在休士
頓打出一片天，因為他們改變了吃火鍋的傳統模
式，也改變了許多人的進食習慣。60餘味藥材熬
製的鍋底，濃湯，是訣竅，這種不需蘸料 「涮」
火鍋，涮出美味與健康。再加上上等牛、羊肉，
由他們進行了精細加工後，才送到顧客面前，每
一盤肉均來自牛羊的不同部位，口感細膩，香氣
四溢，自有別於一般，火鍋店的單一模式。

顧名思義， 「小肥羊」 以大草原的精品牛、
羊肉起家，還有各種滑蝦，鮮墨魚等海鮮，每一
款都精緻可人，每一款都博得滿堂彩，令每一位

食客大塊朵頤。
「小肥羊」 這種 「任點任食」 活動原則上是

限二人以上堂食，最好是一大群知己好友歡聚一
堂，盡情享受多種原料，聚集於一鍋，一鍋煮天
下的樂趣，該店歡迎八人或以上來電預約桌位。

「 小肥羊」 火鍋店，為慶祝，Austin 小肥
羊新店開張，自即日起推出 「一律買50 元送 20
元活動」 ，多買多送，老人，小孩還有特價優惠
，Westheimer 店與百利店共同使用此優惠。
「小肥羊」地址：

5901-A Westhimer Rd Houston Tx 77057
定座電話：（713）975-0687
小肥羊（百利店）地址：
848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771-1153。

內蒙古 「 小肥羊」 火鍋慶祝奧斯汀小肥羊新店開張
即日起一律買50 元送20元，多買多送，歡迎光臨

國際領袖基金會頒獎儀式在姚餐廳舉行
聯邦運輸部助理副部長傑
龍 (Joel Szabat) 和董繼玲執
行長頒獎給石山地產負責
人伯尼麗香和夫婿詹姆士
後，一起拍照留念。

國際領袖基金會大休士頓
地區總負責人、石山地產
負責人伯尼麗香和大律師
賴清陽用流利的英語和中
文主持國際領袖基金會頒
獎儀式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李蔚華董事長
獲得董繼玲執
行 長 頒 Obama
總統義工 服務
獎獎品後，發
表感謝和成就
演講。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夫婦和副處長齊永強夫婦和僑務委員黎淑瑛是出席
晚宴的貴賓。

大律師賴清陽的妻子李銀俠獲獎後，和夫婿賴清陽，聯邦運輸部助理副部長傑龍
(Joel Szabat) 和董繼玲執行長一起拍照留念。

董繼玲執行長頒 Obama 總統義工服務獎給伯尼．旭陽
(Ceyan Birney) 後 ，石山地產負責人伯尼麗香和夫婿詹姆
士和兒子伯尼．旭陽一起拍照留念。

州議員 Gene Wu 頒獎給石山地產負責人
伯尼麗香後，一起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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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型號全自動清洗及易拆洗抽油煙機,特價$288-$595
**有抽油煙機樣品展示和專人為你詳細解釋及專業安裝.

限時優惠
免費基本安裝!!6個中文台 中天頻道+CCTV4+鳳凰衛視＋

鳳凰資訊台＋江蘇衛視＋華夏娛樂 （第一年）
超值 120個英文台 $26.98/月

手機省錢套裝 免合約，保留原號碼

我們也有商家Business
最優質的網路和電話、電視服務

餐館、辦公室、商場......

最佳中英文電視台
長城平台22個頻道
台灣天王套裝21個頻道+TVBS $19.99/月
香港翡翠電視9個頻道 $19.99/月
英文120個新聞、體育、娛樂頻道 $34.99/月

$19 無限通話 無限短訊 100MB網路 送無限制打中國等10個國家

www.generalcomm.com Tel:281-983-0088 1-866-772-08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75MB快速穩定上網
最新優惠$14.99/月 ★Comcast電話包括免費無限制打中國、香港、新加坡、加拿大和韓國。

★所有優惠有條件限制，請來電洽詢

最低的價格，最大的優惠
我們代理住家和商業用電服務

電視+網路+電話 多種省錢套裝任選擇

永久免費HD高清頻道 ★優惠套裝需加訂英文頻道

看美國人如何教育孩子
尊重，是美国儿童教育中的重要方式和特殊

营养。比如，美国人讲究对孩子说话的口气和方

法，不但大人要认真倾听孩子的话，而且有时还

要蹲下来同孩子对话，使孩子感到你在尊重他，

并可避免他有“低一等”的感觉。

孩子吃饭时不能硬逼；孩子做错了事不得横

加训斥；要孩子换衣服也不可用命令的口吻，否

则，都会给孩子的心理上留下自卑的阴影。家长

带孩子外出做客，主人若拿出食物给孩子，美国

人则最忌讳提早代替孩子回答“不吃”、“不要

”之类的话，也不会在孩子表示出想吃的时候对

孩子呵斥。他们认为，孩子想要什么或是想看什

么，本身并没有错，因为孩子有这个需要，任何

人都没有理由来指责，只能根据情况适时适当地

做出解释和说明，以做引导。

美国人反对父母在人前教子，更不允许当着

人面斥责孩子“不争气”、“笨蛋”、“没出息

”，因为这会深深伤害孩子的自尊心，父母这样

做是一种犯罪。美国父母这样尊重孩子，不仅仅

是因为他们年龄小，需要爱护、关心和培养，还

在于他们从出生起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

独立的意愿和个性。无论父母还是老师都没有特

权去支配或限制他们的行为。特别是孩子，在以

后的成长中的大多数情况下师长不能代替他们对

客观进行选择，所以要让孩子感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

伟大教育家洛克说过：“父母越不宣扬子女

的过错，则子女对自己的名誉就越看重，因而会

更小心地维护别人对自己的好评。若父母当众宣

布他们过失，使他们无地自容，他们越觉得自己

的名誉已受到打击，维护自已名誉的心思也就越

淡薄。”有人认为美国父母对孩子的尊重是否太

过份了，但事实证明，受到父母良好尊重的孩子

同父母大多非常合作，他们待人友善，懂礼貌，

同大人谈话没有一点局促感，自我独立意识强。

儿童心理学家认为，这些都是孩子们受到应有尊

重的良好反应。

美國人怎樣教育孩子看待生死
说到“死亡”，国人总觉得“不吉利”，因

而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有意尽少和孩子谈及，而且

更将其坚决地拒之于儿童教育门外。

美国的家长和教师，却乐于在孩子3-4岁时就

向他们作出关于“死亡”的诠释，当然这种诠释

是十分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

美国儿童教育专家早已发现，由于传媒的兴

旺发达和信息的超速流通，实际上 3周岁的幼童

大多已接触到“死亡”此词。他们可能会在跟小

伙伴的交流中提及“死亡”，并对其感到既神秘

又恐惧。他们或许还会若有所思地向大人们提出

许多相关的问题：难道我们每个人总有一天都会

死吗？我要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不死行吗？

我的小朋友和我以后也非得死吗？

不过孩子一般要长到 10岁左右才能理解“死

亡是永恒的”（即人死了就不能复活）这样深

奥、抽象的道理。而在此之前，他们往往不会如

成人那样，为亲人的死亡带来的哀伤背上沉重的

情感包袱。他们只是想知道死亡究竟是怎么回事

而已。

对于儿童提出的“死亡问题”，美国家长总

是作出最为直截了当、简单明了的回答，尽量避

免似是而非或模糊不清。此外，他们也较少利用

神话或宗教中的诸如天堂、地狱之类的传说来对

死亡作出解释。因为他们认定，尽管作出这样的

解释也许最为简单轻松，但要是孩子长大了并不

相信这些，那他就必然会陷入更深的无所适从之

中难以自拔。

当然美国人更不赞成将“人死后都会变鬼”

这样的“黑色迷信”作为知识，来传授给天真的

孩子。他们认为：要是同时还把“鬼”描绘成面

目狰狞的怪物，副作用可能就会更大———这样

的“解释”除了可能误导孩子外，无疑只会增加

孩子做恶梦的可能，并人为地加大了孩子的恐惧

感等其他种种心理压力，以至于待家里真的死了

人时，惊恐的孩子甚至不敢参加亲人的追悼会。

更确切地说，绝大多数美国家长是将“死亡”

视为一种“情感知识”存入孩子的“知识库”

的。当碰到死亡事件时，孩子便能动用他所需要

的“情感知识”来理解他将面临的深深悲伤究竟

是怎么回事了。

美国人还认为，待孩子长大到有足够的领悟

能力时，向其传授某些积极的“生死观”，也许

还能帮助他塑造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这时的美国人往往向孩子们这么解释说：其实

“死”和“生”是自然而然又顺理成章的事，没

有了“死”，也就无所谓“生”。即便是无生命

的万物，如星星、地球和太阳，也都有其寿命。

一个人死了，其肉体诚然在世界上消失了，但其

子女却在延续他的生命，他遗留下的思想、作品

和所作的好事仍可能被后人津津乐道。

美国的一些小学校里甚至开设了别具一格的

“死亡课”。由在教育部接受过专门训练的殡葬

行业从业人员或护士走进课堂当起教师，跟孩子

们认真地讨论人死时会发生什么事，并且让学生

轮流通过演剧的方式，模拟一旦遇到亲人因车祸

死亡等情形时的应对方式，或体验一下突然成为

孤儿的凄凉感觉，或走进火葬场参观火葬的全过

程，甚至设计或参加一台模拟的“向亲人遗体告

别”仪式等等。尽管也有人认为这么做可能会给

孩子心中留下阴影，但大多数教育专家和家长却

对此表示了无保留的支持。

美国“死亡教育”中最精彩的一幕，要算越

来越多的儿童在父母或老师的带领下，来到郊外

专为绝症患者提供善终服务的宁养院，跟大人一

起，把准备好的五彩缤纷的花瓣轻轻撒向临终者

们的床榻。

还有的孩子在宁养院里显示了对“仙逝之

美”的深深崇敬———他们勇敢地握住正处在弥

留之际的老人或病人干枯的手，一边向他送上祝

福的话语，一边微笑着目送他告别人世。

S爸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给孩子丧失体验和

死亡教育的绘本书单：

1.黛西的球

心爱之物骤然失去，完美呈现儿童心理，巧

妙引发孩子内心共鸣

2.熊和山猫

一天,熊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小鸟,巨大的悲伤将

他包围。身边的朋友们都善意地劝他遗忘,可他却

把自己封闭起来,怎么也走不出伤痛。唯有山猫,他

陪伴熊一起凝视悲伤,...

3.爸爸，你能听见吗？

保尔的爸爸死了。对于死亡，年纪尚小的保

尔还无法透彻地理解。他觉得爸爸还可以听见他

的话，于是，在陪伴爸爸的最后时刻，他一直在

跟爸爸说话，回忆他们共同的往事，告诉他现在

正发生的事情。全文从孩子的视角出发，以孩子

的语言叙述，字字平实，但看在读者的眼里，流

进读者的心间，却是那么的真切而感动。孩子是

在用心跟爸爸交流，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感情，任

谁都会动容。

4.爷爷有没有穿西装

爷爷去世了。全书通过小布鲁诺的视角，描

述爷爷的样子。对爷爷去哪里的追问，让读者随

故事情节的发展体会到失去亲人的哀伤与对生命

价值的感悟。 这是一本教孩子如何面对死亡和接

受悲伤的图画书。它不只是一本童书，也为所有

失去亲人的大人带来了心灵的抚慰与震撼。

5.獾的礼物

獾离开了朋友，但是朋友们都在通过它的礼

物怀念它。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最终以一种温情

打动人。獾，永远活在朋友的身边。让孩子理解

生命的逝去，也是孩子理解世界的一部分。

6.长大做个好爷爷

这是聪明豆绘本系列的，这一系列有很多特

别棒的书，还有《忘了说爱你》、《我永远爱你

》等，都很棒！这本讲的是小熊每周五都会去看

爷爷，和爷爷一起去树屋玩，有一天，爷爷病了

，永远地睡去。非常简单的故事，看的时候却和

宝宝抱头痛哭，他一直问，爷爷去哪儿了？关于

死亡的教育，其实可以温馨和感人。

7.外公

很淡的故事，不是“平淡”，而是“淡

然”。外公和外孙女的生活细节，外孙女甚至会

问外公能不能晚点死。可对一个孩子怎么来解释

死亡？这本书用一幅画就做到了。外孙女静静地

坐着，凝视着一张空沙发。原来死亡就是“消

失”、“从此再也见不着”。看到这幅画的时

候，很多家长都矫情地哭了。

8.小鲁的池塘

作者一开始并不急着明明白白地告诉小孩死

亡是怎么一回事，而是一层层细细地描写小女孩

在面对好友小鲁死亡时内心的真实感受，从忿怒、

难过直至失落和不舍，这些茫然的情绪再由各种

纪念活动得以适度的宣泄。渐渐的，小女孩和书

外的我们为伤口寻找到了合适的中草药。最终，

小女孩明白了，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它会以

另一种方式继续存在，它会存在所有爱他的人的

心中，保有暖暖的温度。

9.爷爷变成了幽灵

这是个我光看到书名和封面就会起鸡皮疙瘩

的绘本，但稍过片刻，这种感觉就会荡然无存，

立马想看看作者是如何完成它的。在与孩子的交

往中，很多老师和家长都不敢涉及有关于生死的

话题。这个绘本不同于其他绘本会弄得孩子们哈

哈大笑，整个绘本步调深沉。我想对于那些对爷

爷有深厚情感和印象的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本

最值得推荐的绘本。

10.祝你生日快乐

有个患癌症的小姐姐，因为常常吃药、打

针，头发都掉光了，所以戴着一顶帽子。有一

天，当风把帽子吹走的时候，一个叫小丁子的小

男孩儿骑着脚踏车来到了她的身边。他为她追回

了帽子，他给她带来了友情。他们一块儿做游

戏、说故事。有一天，小姐姐带来一个“开心锁”，

他们把锁挂在树上，约定在小姐姐生日那天一起

许愿，并且打开锁。可是，小姐姐住院去了，没

有如约回来跟小丁子一起过生日。但是，小丁子

还是用手指头做了一个心意“蛋糕”，为她许了

一个愿……

20余省改革方案落地
高考改革帶來哪些變化？

随着高考时间临近，高考改革再度引发家长、学

生、老师热议。目前，已有北京、广东、江苏、辽宁

等20多个省份公布了高考改革实施方案，福建、安

徽、四川、湖北等省份也明确方案将于年内公布。

将在全国范围内渐次铺开的高考改革，是当

下高考制度的一次深刻变革。实行“新高考”后，

高中怎么教？学生如何才能进入心仪的高校？教

育整体链条是否能环环相扣？

不分文理的“3＋3”模式：改革凸显四大变化

自 2014年 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后，各地开始陆续出台

本地区改革实施方案。记者梳理各地改革方案发

现，高考计分方式、高校招生录取方式发生明显

变化，科目设置和招生批次成为改革重点。

——不分文理，变为“3＋3”模式。广东、辽

宁、吉林等大部分省份实行“3＋3”的考试模式：

前一个“3”指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

后一个“3”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成绩，由考

生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等科目中自主选择3科。

——外语等科目实行一年两考。北京市高考

改革确定，英语听力考试从笔试中分离，一年两

次实行机考，上海、吉林、辽宁等地也规定，外

语提供两次考试机会，学生选取较好成绩计入高

考总成绩；广东省除外语科目实行一年两考外，

还将给学业水平考试提供两次考试的机会。

——“一考定终身”变为“多元录取”。各地

规定，改革统一高考招生录取机制，实行基于统一

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

的多元录取机制，即俗称的“两依据、一参考”。

——“本科批次合并”。辽宁、福建、四川、

广西等地从去年起陆续取消本科第三批次，与本

科第二批次合并录取。一些省市则提出了合并第

一、第二招生批次：上海市将从 2016年起合并本

科第一、第二招生批次，并按照学生的高考总分

和院校志愿，分学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和录取；

海南合并一本、二本招生批次，并计划从 2020年

起仅设本科和专科两个录取批次；山东省也提出，

山东高校录取从明年起将不再分一本二本。

新高考方案执行时间上，上海、浙江两个试

验区明年起执行新高考；北京、海南等将于 2017

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广东、辽宁、吉林、湖南

等大部分省份定为从 2018年高一新生开始执行改

革；一些西部省份定于2019年开始执行。

“套餐”变“自助餐”：指挥棒如何带动学习革命

各省份高考改革方案引发普遍关注。一些业

界人士认为，新高考方案总体上以学生为本，为

学生、高校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考试素质教育

导向、公平性更明显。但与此同时，高考的“套

餐”模式变成了“自助餐”，“史、地、生”等

传统副科比重增强，各科内容更注重考察与生活

相结合的实践能力，高中教学势必发生重大变革。

——“走班制”必然带动分层教学。师资配

置、课程组织与学校管理均不同程度面临挑战。

记者在上海采访了解到，“走班制”正在成

为高中教学改革的一大趋势。目前，复旦附中本部

已经对部分高一、高二逾两百名学生实行全部课程

走班，不设行政班级，其余学生选修课实行“走班

制”，学生可以按照自己选择的课表前往对应的教

室上课，教室门口也贴出课程安排和相应的时段。

明年开始实施“新高考”的浙江省实行的是

“7选 3”考试模式，学生可以在物理、化学、生

物、思想品德、历史、地理、技术 7门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科目中，选择 3门成绩计入高考总分。

这种考试给浙江省高中带来了 35种课程选择“套

餐”。实际操作中，由于学生选择不一，部分学

校教室、教师出现一定程度的短缺。

——“综合素质测评”将由雷同到个性。上

师大附中校长严一平介绍，在相关高校已公布的

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方案中，高考成绩不再是

唯一的录取标准，而是采用“高考＋校测＋学业

考”方式录取。在全面推进高考改革后，高校正

在逐步将综合素质纳入到人才的选拔过程中，更

加关注学生的全科成绩、综合素质和自身的实践

和体验经历。

记者在各地调查发现，当前高中综合素质评价

对高考录取影响不大，部分中学做的还比较简单。

自由度增加：做好未来发展“选择题”

今年上海共有 9所高校开展综合评价录取，

同时高招将合并一、二本批次，原有的志愿填报

方式和投档录取办法发生改变。考生在合并后的

10 个院校志愿里填报的自由度明显增加，原来

“从一本掉到二本”的概念消解了，考生的选择

面得以扩大，高分考生更易向上冲击，低分考生

也有足够多的选择满足志愿。

复旦大学招生办公室对此表示，希望学生和

家长能充分考量自身特长、兴趣、理想，从未来

10年、20年，甚至更长发展时期来把握自身的选

择，只有这样才能跳出只看眼前的热门专业、分

数高低等狭窄视角。这也是考生真正能够在招考

制度改革中以不变应万变的根基所在。

“现在学生最大的困惑是，只知道学习，不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将来要做什么？”一些教师

反映，在选择多了、范围大了的情况下，考生自

己也会患上“选择困难症”。

“高考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选择。”长春市实验

中学校长迟学为说，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

潜能选择优势学科，学校也要有这样的规划和引

领能力。

一些基层学校负责人担心，高考改革开始实行

时，对学校、学生和家长的适应能力是个挑战。

针对“走班制”，武汉市一所中学校长说：

“学校教室够不够用？如何配备相应教师，走班

之后新的班级如何管理，如何考勤？可能都要和

过去完全不同，应提前做好准备。”

针对高校录取参加“综合素质测评”，一位

孩子在上海交大附中嘉定分校入读的家长赵女士

表示：在本身比较繁重的高中课业中，如何更多

更好地融入业余爱好、社会实践、志愿活动等内

容，考验着学校、也考验着学生和家长。

【來源:搜狐教育】
美國高中留學規劃工作成

為主要工作之後，低齡留學生
的家長和學生本人都有必要弄
清楚美國高中可以給學生提供
的資源，對學生的要求以及對
學生的期望。來看經驗留學這
的敘述。幾經探 索，我終於在學
校公佈的一份叫做《學生手冊》
(Student Handbook 、 Student
And Parent Handbook 或 者
Community Handbook)的 文 件
中找到了可以解答眾多曾經縈
繞在心頭的難題的答案。如獲
至寶地把這些文件介紹給即將
入讀美國高中的留學生們。看
著那些同學和家長 高興的 神
情，我也如同他們一樣高興。畢
竟，我讓學生找到了在美國高
中留學成功的鑰匙。

美國高中的學生手冊因校
而異，但也有共同之 處。整體來
說，美國高中的學生手冊包括
學校各位教師的聯繫方式、學
校榮譽誓言、學校成績評定系
統、畢業要求、學校榮譽體系、
學校紀律及懲罰措施這些方面
的 內容。而每個方面的內容都
有非常具體的條款說明。可以
說《學生手冊》就是學生在美國
高中上學的行為指南，學生只
要照著這個指南說明去做學校
鼓勵學生做的事 情，不做學校
禁止做的事情。學生通常就可
以爭取到好的結果。

下面我就以聖約翰預備學
校 (Saint John's Preparatory
School，MN)為例向大家介紹一
下學生手冊的具體內容。

聖約翰預備學校的學生手

冊一共有62頁(A4紙)內
容，除了第二頁列出的
學校各個崗位的任職人
員姓名、電話、聯繫郵箱
，以及負責事項之外，一
共有 12 個 部分。從前到
後分別是學校介紹(In-

troduction)、學 校 一 般 信 息
(General school information)、安
全 交 通 與 用 藥 政 策 ( Safety,
transportation and medical poli-
cies)、學術政策(Academic for-
mation policies)、社區與學生政
策( Community and student for-
mation policies)、紀律政策和程
序(Discipline policies and proce-
dures)、家長政策(Parent forma-
tion policies)、國 際 學 生 政 策 (
International student formation
policies)、入學與財務政策(En-
rollment and financial policies)、
修 改 政 策 的 權 利 (Right to
amend policy)、附 錄 與 資 源 (
Appendices and resources)。

學校介紹這部分，主要介
紹學校的歷史與辦學目的，辦
學哲學以及核心價值觀和學校

所獲得的認證。這些信息在學
生選擇學校之前往往已經有所
瞭解。

一般學校信息這部分，主
要包括了出勤與缺勤，需要強
調的是學校每天都會記錄學生
的出勤與缺勤情況。學生要準
時上課，家長要在學生出現缺
勤情況3天內向學 校核實情況
。家長可以通過當面、書面、電
話的形式和學校核實學生缺勤
的情況。如果缺勤出現後3天內
未得到家長核實情況，則會被
記錄為學生無故缺勤。學生在
上課的日子離開學校需要在學
校辦公室辦理離開手續、學生
返回學校需要在學校辦公室辦
理返校手續。如果學生沒有辦
理離開手續，那任何錯過的課
都會被記錄為無 故缺勤。

為了讓所有同學都能參加
社團或體育比賽，學生一定要
在學校有3.5小時以上的時間。
沒有待夠半天以上的學生將不
被允許參加下午的社團活動。
除非學生要參加葬禮、家庭遇
到緊急情況或者預約了醫生。

學
校 會
嘗 試
通 知
有 無
故 缺

勤的家長。學校希望家長能夠
主動的通過Schoology軟件或給
學校打電話監督學生出勤。因
為出勤問題，可能要召開家長
會。18歲以上的學生不可以在
學校為自己找藉口。遲到(Tar-
diest)的學生會被記錄為遲到
(Tardy)，遲到 10 分鐘以上將被
記錄為缺勤(遲到)。學生 遲到次
數累積多次會導致：告知家長
(parent notification)、 家 長 會
(parent conference)、留 校 察 看
(Detention)、停課(suspension)等
後果。

可以赦免的缺勤。為了避
免損失學分和其他懲罰，學生
要事前得到缺勤批准。符合可
赦免的缺勤要做到：

1.家長必須在缺勤出現 48
小時前提交可赦免缺勤表;

2.在缺勤前得到學校行政
人員的書面批准;

3.學生必須遵守缺勤規定，
這些規定包括通知老師，評估
完成的時間等。學校希望家長
提出缺勤申請的次數保持在最

小。
不可赦免的缺勤。針對不

可赦免的缺勤的懲罰包括失去
錯過評估的學分，失去學生的
權限或其他紀律行為。這些缺
勤包括但不限於跳課(skipping
class)、未經許可的早退( leaving
early without permission)。

參觀大學(College visits)需
要安排在沒有學術課的期間。
若要在教學周內參觀大學，則
需要通過可赦免的缺勤申請程
序。

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法律對
學生逃課有明確規定。每個學
年出現 3 次無故缺勤的情況則
會書面通知家長。每個學年出
現 7 次無故缺勤的情況則會被
學校報告給當地縣曠課特遣隊
。如果學生被特遣隊認定曠課，
則會收到曠課辦公室的監管。

除此之外，學生醫療缺勤、
學生醫療離校、自習時間、上學
前與放學後監督、對學生使用
學校設施的期望、學生卡(IDs)、
晚餐服務、著裝規範、個人物品
、溝通渠道(校曆 Calendars)、關
閉、延期開放以及天氣相關的
聲明、家庭溝通、學生通訊錄
(Student directory))、成績單及學
生成績等相關要求都清楚的列
在學校的學生手冊中。

美國留學不得不懂的
學生手冊

【來源:NewsAsia】
來美國學習的中國學生數量近年來大增，

目前1百多萬的國際學生中有超過30%是中國
留學生。隨之而來的是，部分中國學生表示他們
在融入美國文化的過程中遇到問題。

據新加坡新聞媒體 Channel
NewsAsia駐華盛頓記者哈裡
•厚頓（Harry Horton）的採
訪報道稱，不少中國留學生
都對如何融入美國大學和
文化有自己的看法。喬治城
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
）學生包翰（Bao Han，音譯）
說：“有的人會說‘我想更好
的體驗美國學習生活’，因此
他們會和美國人、其他學生
交朋友。但也有的人會說‘我
只是來這上兩年學’，所以他
們 會和中國朋友出去遊玩。
”
另 一 名 中 國 學 生 黃 逸 軒
（Huang Yixuan，音 譯）說：

“我相信對中國學生來講，探索周圍世界是件好
事情。我也覺得中國學生在嘗試改變這裡的人
對他們的刻板印象。”
與此同時，大學嘗試採用各種方法來幫助學生

融入，如混合分配宿舍以及增加英語課程。但很
多專家稱僅僅讓學生來適應校園是不夠的，學
校自身的改革才是更為重要的事情。
國際教育機構的佩吉•布魯門托（Peggy Blu-
menthal）對目前學校
內的改善狀況形容道：

“我們見過非常有想法
的課程幫助教職工學
習拼讀中國名字。中國
文字對大多數美國人
來說都太難了，不過很
多學校都覺得教職工
需要正確地讀出名字。
”
大量中國學生的湧入
實際上是很好地解決
了大學的財政問題，而
且還使得學校能提供
更多的獎學金給美國
本土學生，特別是那些
不能負擔大學昂貴學

費的人。
儘管無法對大學中的改變做出準確評估，但通
過提高學校的國際化程度，所有學生將從多元
文化課堂環境中大大受益。

中國學生融入美國大學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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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中
美創新與投資對接大會日前落幕，在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舉辦迎接大會代表
團的揭幕儀式上，同時大休斯頓高科
技醫療文化教育經濟大聯盟也在5月
15日(上周日)盛大成立。該經濟聯盟
有效促進中美交流，增加各項目繁榮
發展，獲得休士頓市長透納(Sylves-

ter Turner)、聯邦眾議員格林
(Al Green)、 席 拉 傑 克 森 李
(Sheila Jackson Lee)和中國駐
休士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
力認可，未來該聯盟可望成為
多元化的經濟實體平台，做為
中美發展互動的最佳窗口。

由美南國際貿易中心與高帝美國
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兼廈門總商會副
會長陳建輝，所聯合創立的大休斯頓
高科技醫療文化教育經濟大聯盟，屬
於非營利經濟實體平台，成立宗旨將
協助中美各項領域交流互動，推動中
美兩國經濟發展、信息交流和考察投
資。陳建輝表示，該聯盟屬於公益性

服務機構，可實行經濟實體橋樑，提
供各行各業合作機會平台，未來將設
立基金會，有效運用經費和管理項目
，讓更多的中美企業能對接與合作。

陳建輝說，目前該聯盟許多項目
都已正在籌畫進行中，所涵蓋企業合
作項目包括醫療器械、生物醫療、教
育、科技創新產業、能源環保科技等
，資源豐富多彩，相信可幫助休士頓
發展茁壯，對當地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力。

以醫療方面來說，該聯盟計畫在
休士頓當地成立華人社區醫療中心，
將結合休士頓醫療中心與廈門的醫療
資源，豐富當地醫療體系，造福華人

社區。另外，教育方面，該聯盟也計
畫安排教育交流訪問團，透過姊妹校
結盟或交換學者的互動，有效達到學
術文化合作。

美南新聞董事長兼美南國際貿易
中心主席李蔚華說，對此經濟聯盟實
體的創立樂觀其成，相信透過中美政

府支持和民間企業機構的贊助，此聯
盟將有效發揮效用，讓企業的創新和
投資繁榮發展。

目前該聯盟屬草創時期，希望眾
多的企業機構能加入陣容，讓該聯盟
實力更為堅實強大，提升中美良好商
業互動。

大休斯頓高科技醫療文化教育經濟大聯盟創立
提升中美交流合作

廈門總商會副會長陳建輝(右)與市長透
納合影。(陳建輝提供)

廈門總商會副會長陳建輝(左二)與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左四)、中
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右三)於揭幕儀式上合影。(記者黃相慈／
攝影)

參與創新投資大會嘉賓合影。(陳建輝提供)

【本報訊】 「亦宛然掌中劇團」 2016年美
國巡演首站，5月19日在德州的表演High翻史
達福小學大禮堂！

5月19日上午活動開始前，分別由史達福

市學區主任Maria Dudash、史達福小學校長
Karen Hatter以及駐休士頓辦事處台灣書院副主
任劉月琴分別致詞介紹 「亦宛然掌中劇團」 及
台灣傳統戲偶，隨後由劇團團長李蔡素貞以本
次戲碼《巧遇姻緣》女主角戲偶致贈Karen
Hatter校長留念。

《巧遇姻緣》為 「亦宛然掌中劇團」 的經
典名戲，這齣戲呈現了偶戲藝術的精緻面，
曾被《紐約時報》譽為 「神乎奇技，前所未
見的驚奇」 。全劇雖然沒有任何口白，但觀
眾透過生的折扇、旦的撐傘、末的抽煙、丑
的躺椅等細膩動作，以及打藤牌、轉盤等熱
鬧武打，瞭解並欣賞傳統布袋戲的奇妙世界
。本次演出驚喜不斷，加上傳統打擊與管絃
樂伴奏，讓超過600名觀眾盡情投入，配合
劇情拍手、跺腳，熱絡氣氛High翻大禮堂!
演出結束後，緊接著由劇團示範操偶，邀請

小朋友實際操作戲偶打招呼、敬禮、快跑
等基本動作，讓整個活動在熱鬧、歡笑中
圓滿結束。

「亦宛然掌中劇團」 成立於1931年
，創團團長李天祿以掌中戲偶宛然若真之
意為名。劇團在1970年代末期開始受邀
至世界各地演出，足跡遍及歐亞美非等地
，為台灣傳統布袋戲做了成功宣傳，成為
國際知名劇團。李天祿1998年逝世後，
由次子李傳燦接任團長，2009年起由夫人
李蔡素貞接任團長，帶領第四代年輕弟子
繼續傳承精進台灣傳統布袋戲。

「亦宛然掌中劇團」 2016年美國巡演主要
由中華民國文化部，以及外交部、僑委會、新
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等政府部門與民
間單位共同支持。此次德州演出由駐休士頓辦
事處台灣書院及駐紐約辦事處台北文化中心共

同邀約促成，並在駐休士頓辦事處台灣書院與
教育組，以及史達福市學區共同協助下辦理。

結束在美南唯一一場演出後， 「亦宛然掌
中劇團」 即將飛往東岸，繼續2016年美國巡演
在紐約以及密西根州的7場表演、2場工作坊及
1場講座。

台灣亦宛然掌中劇團德州首演High翻天

亦宛然掌中劇團5月19日戲偶示範情形。(台灣書
院提供)

台灣書院副主任劉月琴(左起)、亦宛然掌中劇團
團長李蔡素貞、史達福小學校長 Kare Hatter 及
經文處教育組組長周慧宜(右一)合影。(台灣書
院提供)



B3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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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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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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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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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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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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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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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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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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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前UTMB心臟科副教授•St.Luke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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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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失誤是美國第3大致死因

【來源:信息時報】
研究顯示，在2013年，至少有25萬美國人不

是死於疾病，而是在尋求治療的時候因為醫院或
者醫生的過錯導致死亡。

信息時報綜合報道 據美國媒體5日報道稱
，在《英國醫學期刊》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醫療
失誤是美國第三大致死因素，僅次於心臟病和癌
症。領導這項研究的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教 授

馬凱瑞和丹尼爾說，由於醫療失誤通常都不
列入死亡證書記錄下來，因此要讓這個國家
改變這種情況的唯一辦法就是現在開始統計
。

僅次於癌症和心臟病
據報道，在《英國醫學期刊》3日發表的這

份報告指出，在2013年因為疾病或受傷入院
的美國人當中，有至少25萬人死於可預防的
醫療失誤，超過中風與阿爾茨海默氏症患者
死亡人數的總和，僅次於“頭號殺手”癌症和
心臟疾病。

據悉，美國每年約有120萬人死於心臟疾
病或癌症，兩者的奪命人數幾乎各占一半。

研究人員表示，如果把療養院與診所的
醫療失誤計算在內，美國可預防的醫療事故
死亡人數則更多。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教授
馬凱瑞說：“這些人不是死於細菌感 染或心
臟動脈硬化，他們是因為溝通不足、醫療體系
漏洞、錯誤診斷或用藥過量而死亡。”早前另
一個研究報告估計，美國每年因醫療失誤死
亡人數介於25萬至 44萬人之間。

發展中國家或更嚴重
“我們國家的衛生統計列出美國每年最

常見的死因，它為我們的研究經費優先和公
共衛生運動提供信息。”馬凱瑞和丹尼爾分析
2000年到2008年記錄醫療死亡數據的四份研究
報告，其中包括美國衛生部總監察辦公室和醫療
研究與質量署的一份報告，最後得出這一數字。

然而由於缺乏相關記錄，研究人員無法掌握
死於手術失誤、錯誤用藥或電腦失誤的確切病人
人數。

馬凱瑞教授表示，集合這些因素構成了美國
的第三大致死因素，也是威脅全球人類生命但最
被忽略的“流行病”之一。多數富裕的發達國家都

面臨同美國嚴重程度相當的醫療事故致死問題。
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這一情況可能更加嚴重。

【來源:僑報網】
父母通常都願意把米粉作為提供給孩子的

第一種食品，但科學家們發現那些攝入稻米類食
物的嬰兒尿液中的“無機”砷含量明顯高於那些
從不吃稻米類食物的嬰兒。

據合眾社報道，據一份研究報
告顯示，那些經常吃嬰兒米粉的嬰
兒體內的砷含量要比那些從不吃
稻米類食物的嬰兒高出三倍以上。
如果某些嬰兒吃混有稻米類成分
的點心，那麼這些嬰兒體內的砷含
量要比從不吃稻米類食物的嬰兒
高出近兩倍。

達特茅斯大學蓋賽爾醫學院流
行病學負責人 Margaret Karagas 表
示，如果嬰兒攝入稻米類食物或含
稻米的食物，那麼其尿液內的砷含
量就會增高。目前尚不清楚嬰兒體

內砷含量的增高會給嬰兒的健康帶來什麼影響。
這一科學發現將會給嬰兒食入的其他食物

帶來影響，比如蘋果汁或水也是含砷的，並且這
些食物是會和米粉攪拌在一起喂給嬰兒的。因而

嬰兒尿液中的砷含量升高的因素比較多，仍需要
開展進一步的研究。

目前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業已出臺規定限
定嬰兒米粉中的無機砷含量。據該局的調查研究
發現，2014年全美零售商店有超過一半
的嬰兒米粉無法達到規定的無機砷限
量標準，而所有非稻穀類嬰兒食品的砷
含量都低於該局規定的限量標準。

砷是一種已知的致癌物，而且也會
導致心臟病。目前的一些研究證據已經
表明，如果嬰兒期間就受到砷的侵入，
就會影響到孩子的免疫系統和智力的
發展。

科學家們發現美國父母有80%都會
在嬰兒剛出生的第一年就給孩子們餵
食米粉，超過60%的父母會在嬰兒4到6
個月的時候就開始餵食米粉。美國小兒

科學學會建議應該讓嬰兒攝入各種不同的食物。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建議用比較多的水來

煮米飯，並在煮飯的過程中倒掉一些水，從而讓
米粉中的無機砷含量減少40%至60%。

為避嬰兒砷量高 美建議謹慎餵食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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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终于踏上

了这篇广袤并富于活力生机的土地，也

许你的旅行计划是在快节奏的曼哈顿悠

闲地享受着落日下的长岛冰茶，在不分

昼夜的赌城豪赌，在西海岸吹着海风和

加州甜橙一样让阳光把自己喂饱，甚至

只是去费城感受一下历史的沉重与变迁，

这些都不是我们需要过多思虑的，既然

来到这个开放跳跃又井然有序的国家，

提前记住一些美国当地风俗也不失为一

种精神体验。

文学

作为反映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预

示社会发展方向的一面镜子，美国文学

也体现出美国人独特的哲学观、价值

观。美国早期的移民多是从英国或者欧

洲来到这片新大陆的，他们想摆脱欧洲

旧的封建传统，追求自由、民主。而这

些要求体现在文学方面，个人主义成为

贯穿早期美国文学的一个特色。就此而

言，美国文学的发展是承前启后，极具

连贯性的。

美国梦

美国梦是一种相信只要在美国经过努

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致更好生活的理想，

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工作勤奋、勇气、创

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

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许多欧洲移民都是

抱持着美国梦的理想前往美国的。

语言

由于没有联邦地位的官方语言，部

分州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但英语是事

实上的官方语言，就整个联邦而言，并

没有统一的官方语言。由于多年来推动

英语为官方语言的运动，美国50个州中

已有31个州通过立法规定英语为官方语

言，也有其它一些州提出相关议案，不

过，面临的阻力相当大。有 3个州承认

其他语言与英语有平行地位：路易斯安

那州的法语，夏威夷州的夏威夷语和新

墨西哥州的西班牙语。

体育

体育在美国是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的

组成部分。美国人喜欢一些特别在美国

流行的体育项目，例如与美式橄榄球、

棒球、篮球和冰球相比，足球在美国是

一个比较冷门的体育项目，但随着越来

越多的少年从事这项世界上最受欢迎的

运动，足球亦被认为是在美国最有潜力

发展的运动。在体育比赛中所体现出来

的美德如团体精神、公正、纪律和耐久

性在美国社会中有很高的声望。

“请不要和美国人谈论这些”

美国人的三大忌：

一是忌有人问他的年龄，二是忌问

他买东西的价钱，三是忌在见面时说：

“你长胖了!”。年龄和买东西的价钱都

属于个人的私事，他们不喜欢别人过问

和干涉。至于“你长胖了!”这句中国人

习惯的“赞赏话”，在美国人看来是贬

意的。因为在美国的“瘦富胖穷”的概

念，一般富人有钱游山玩水，身体练的

结实，容貌普遍消瘦;胖人没多少钱，更

无闲习去锻炼了，所以偏胖。

信仰忌讳

美国人忌讳“13”、“星期五”、

“3”。认为这些数字和日期，都是厄

运和灾难的象征。还忌讳有人在自己面

前挖耳朵、抠鼻孔、打喷嚏、伸懒腰、

咳嗽等。认为这些都是不文明的，是缺

乏礼教的行为。若喷嚏、咳嗽实在不能

控制，则应同部避开客人，用手帕掩嘴，

尽量少发出声响，并要及时向在场人表

示歉意。他们忌讳有人冲他伸舌头。认

为这种举止是污辱人的动作。他们讨厌

蝙蝠，认为它是吸血鬼和凶神的象征。

“不是任性的无拘无束” 礼仪礼节

美国人与客人见面时，一般都以握

手为礼。他们习惯手要握得紧，眼要正

视对方，微弓身。认为这样才算是礼貌的

举止。一般同女人握手美国人都喜欢斯

文。

美国人在社交场合与客人握手时，

还有这样一些习惯和规矩：如果两人是

异性，要待女性先伸出手后，男性再伸

手相握;如果是同性，通常应年长人先伸

手给年轻人，地位高的伸手给地位低的，

主人伸手给客人。他们另外一种礼节是

亲吻礼。这是在彼此关系很熟的情况下

施的一种礼节。

“他们吃什么” 饮食习惯

美国人在饮食上如同他们的脾气秉性

一样，一般都比较随便，没有过多的讲究

。但目前他们已越来越重视食品的营养，

吃肉的人渐渐少了，海味及蔬菜品种越来

越受他们的青睐。他们喜欢“生”、“冷

”、“淡”：“生”是爱吃生菜多，习惯

菜品上锅就一“冒”，因其特别重视菜肴

的鲜、嫩;“冷”是乐于吃凉菜，不喜欢

过烫过热的菜肴;“淡”是喜欢少盐味，

味道忌咸，稍以偏甜为好。

美国人饮食上忌食各种动物的五趾

和内脏;不吃蒜;不吃过辣食品;不爱吃肥

肉;不喜欢清蒸和红烩菜肴。

美国人不习惯厨师烹调中多用调料，

而习惯在餐桌上备用调料自行调味。他们

平时惯用西餐，一般都一日三餐。早、午

餐乐于从简，晚一天的主餐，内容比较丰

富，但也不过是一两道菜。加上点心和水

果。美国人对中餐是普遍欢迎的。他们在

使用刀叉餐具方面，一改欧洲人惯于马叉

不换手的习惯，他们好以右手为刀割食品

后，再换叉子取食用餐。他们特别愿意品

尝野味和海味菜肴，尤其对蛙肉和火鸡

更加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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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美國簽證隱藏
多種福利

相信很多人都以为美国签证只能去

美国，其实不是，只有要一张美国签

证，就能游遍11个国家，没想到功能如

此强大吧？

韩国

宋仲基、美食、购物……韩国的关

键词不必一一列举，风靡的韩剧早就带

你了解了这座城市。可以选择在春天去

汝矣岛看一场唯美的樱花；夏天去江原

道装装小清新；秋天去南怡岛看黄了一

片的水杉路；冬天更要去首尔滑雪玩雪

看大雪纷飞，顺便扫货。总之，欧巴的

国度一年四季都有得玩。

签证政策：持美国有效签证，可在

韩国过境停留30天，但必须是以过境为

目的。

菲律宾

如果你曾对电影少年派中的奇幻海

景念念不忘，期待与海来场亲密接触，

菲律宾可以说是不二选择。菲律宾是中

国人都很熟悉的一个目的地，这个国家

还是有很多能玩的地方。

无论是拥有最细沙滩的长滩岛，还

是近年来人气渐旺的薄荷岛，或是民风

淳朴的生态处女地巴拉望，在这里，你

可以体验关于海岛最真实、最原生态的

那一面。

签证政策：持有美国有效签证，可

在菲律宾停留 7天，前提是要从第三国

起飞。

新加坡

对于新加坡，国人再熟悉不过。你

可以沿着牛车水、小印度及甘榜格南的

古迹观光路线寻觅逝去年华的古韵，还

可以奔向乌节路、克拉码头或驳船码头

徜徉在华灯璀璨之中，当然，也不要忘

了给活力四射的圣淘沙岛留出足够的时

间慢慢品味。

签证政策：持美国有效签证可过境

新加坡停留 96小时，有效期至少还有 1

个月，往返只能停留一次。

巴拿马

学生时代就已从课本里知晓巴拿马

运河，只知它是一项人类伟大的工程，

却不知原来巴拿马运河非常雄伟壮观。

巴拿马运河地处巴拿马地峡最窄处，运

河的加通湖景色秀丽，是世界上最大的

人工湖泊，从空中俯瞰霸气十足。

签证政策：持有有效的美国签证，

并且使用过一次，可以在巴拿马停留 30

天。

百慕大

百慕大在很多人眼里，应该是一个

神秘的地方，百慕大神秘三角洲就足以

令你唏嘘不已，但这里却是一个度假天

堂，特殊的粉红色沙滩连绵不绝，岛上

遍布着浪漫温馨的度假村，是一个可称

之为天堂的群岛。

签证政策：持有美国或加拿大有效

签证，可停留180天。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虽然地处拉丁美洲，

但却是一个政治稳定，安全指数很高的

国家。人民生活简单安逸，简直就是一

处世外桃源、与世无争之地，难怪这里

是全民幸福指数排名世界第一的国家，

太适合养老。

哥斯达黎加有着很长的海岸线，

40%的领土被原始森林覆盖着。各种火

山国家公园、原始森林、瀑布与蓝色的

泻湖，叫不出口的植物……难怪这里还

被称为“中美洲的瑞士”。

签证政策：持美国有效签证，可停

留 30天，仅限于美国有效签证的BDFH

签注，如果是 FH，剩余有效期要大于 6

个月。

墨西哥

作为拉美的一个文明古国，墨西哥

深邃的古印第安文明，无不吸引着好奇

的人们来此探秘：特奥蒂瓦坎的日月金

字塔；目前保存最好的玛雅文化古城遗

址——奇琴伊察；五彩缤纷的的墨西哥

城……这里的每一个地方都值得你细细

品味。

如果看腻了这些历史遗迹，墨西哥

还有一个重磅级的度假圣地，加勒比海

最好的海滩——坎昆，这里几乎已被来

自美国和加拿大的游客所占据，他们称

之为“后花园”，在这里晒晒加勒比海

的阳光沙滩，度假、探秘两不误。

签证政策：持美国有效签证，可在

墨西哥停留180天。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原为印第安玛雅人的居住

地，位于首都的科潘玛雅古城遗址，是

洪都拉斯最热门的旅游地之一，也是玛

雅文明中最古老最大的古城遗址。受玛

雅遗风影响，这里还有着拍卖老婆的特

殊风俗，每三个月都会有一个“人集”，

即人口交易，好诡异。

洪都拉斯另一个值得一看的就是大

蓝洞，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水下洞穴，强

烈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潜水者们前来一

探究竟。果你够勇敢，倒是可以在大蓝

洞潜水试试。而且，从空中俯瞰，就像

是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科幻感十足。

签证政策：持有美国有效签证，可

在洪都拉斯停留180天。

多米尼加

加勒比海有许多美丽的小岛国，但

最美的应该是多米尼加。多米尼加是哥

伦布第一次到美洲时发现的，意为“星

期天”，以最棒的沙滩和最原始的生态

闻名。

这里是《加勒比海盗2》的拍摄地，

也是美国人非常喜欢的度假圣地。洁白

的沙滩似一张柔软的大床，一直延伸到

碧绿的海水里，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

有想把头深深埋在里面的冲动。

签证政策：持

有美国有效签证，

可在多米尼加落地

签，能停留30天。

最佳出行时间

：每年 12 月至次年

4月为观光旺季，特

别是 2 月份的嘉年

华受到很多游客的

瞩目。

土耳其

有人说，如果

世 界 只 有 一 个 首

都，那一定是伊斯

坦布尔。这座横跨

欧亚独一无二的城

市，海峡在这里交

汇，东西方文明碰

撞于此，文化和岁

月在这里编织出迷人的模样。

这里有像外星球一样迷人的卡帕多

奇亚，有梦幻绚烂的蓝色清真寺，有埃

及艳后钟爱的人间瑶池棉花堡，还有肉

香四溢的土耳其烤肉……据说，即使在

土耳其待上一周，吃的东西都不会重样。

签证政策：持美国有效签证，可以

网上申请土耳其电子签证，60 美元，

180天有效。除了美签外，持有效的澳

大利亚（必须是贴纸签）、加拿大、爱

尔兰、日本、韩国、墨西哥、新西兰、

英国、申根、以色列签证也可以申请电

子签证。

黑山

黑山可谓欧洲亚得里亚海边的一颗

珍珠，全国几乎没有工业，全靠旅游

业，所以才造就了这么纯天然无污染的

天堂之地。

黑山还位居 2013最值得期待目的地

之二，就连麦当娜都选择来这里开演唱

会。这里就和东欧众多国家一样，有山

有海有古城，特别是站在山上俯瞰整个

科托峡湾和古城，小而精致的湖光山色

令人陶醉。

签证政策：持有效美国签证，可停

留 7 天。如果需要在欧洲其他国家转

机，那就必须要一张申根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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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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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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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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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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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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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270-0909 週一至週五:8:30am-5:00pm
週六:8:30am-2:00pm

可遠程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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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肯塔基俄勒岡初選
希拉裏桑德斯各贏壹州

美國被冤華裔科學家之女發起請願
要求歐巴馬道歉

据美国中文网 5月 17日报道，美国费城天普

大学华人教授郗小星此前遭到联邦当局逮捕，控

以间谍罪，后来查无实据撤销罪名。其女郗雨姗

(Joyce Xi)近期在发起请愿行动，要求美国总统欧

巴马和联邦司法部向自己的父亲以及其他受到冤

枉的华裔科学家正式道歉。

据报道，郗雨姗和总部在旧金山的亚裔促进司

法公义中心 (AsianAmerican Center for Advancing

Justice)以及亚裔法律联盟(AsianLaw Caucus)共同发

起了这次请愿行动，该行动要求欧巴马总统和司法

部长林奇停止基于“经济间谍法”的对亚裔美国人

不公正的控罪，此外，还要对那些被错误起诉的亚

裔美国人道歉，并且对司法部一系列针对亚裔美国

人的法律行动是否涉及宗族歧视进行调查。

郗小星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美国及德国研

究，任教于费城天普大学，出任物理系主任。

2015年，十多名FBI探员进入郗家，以“间谍罪”

逮捕郗小星，指控他将重要高科技数据泄露给中

国，郗小星因而被天普大学暂时停职，并辞去系

主任职位。9 月，联邦司法

部突然撤销郗小星的所有控

罪。

郗雨姗向媒体表示，即使

父亲的控罪被撤销，但是这

起案件对全家的影响仍然巨

大。

郗雨姗在脸书上写道：

自己的父亲郗小星不是唯一

一个被美国政府错误指控的

华裔科学家。 其他华裔科

学家如陈霞芬(SherryChen)、曹国庆(Cao Guoqing)

和李书玉(ShuyuLi)也经历了相同的事，他们被控

间谍罪，后来又被毫无原因地撤销指控，但是造

成的后果对所有人的家庭都是毁灭性的，而政府

却完全不用为此负责。

郗雨姗说：“这是不公平的，中美关系有时

会出现紧张，但是华裔美国人不应该因此成为目

标。”

美聯儲官員：今年加息
兩至三次是合適的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5 月 17 日 电 ( 记 者 江 宇

娟 )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两位官员 17 日表

示，美国经济继续改善，通胀也逐步回升

，今年加息两至三次是合适的。

当天在《政治报》举办的对话地方联

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活动上，亚特兰大联邦

储备银行行长洛克哈特和旧金山联邦储备

银行行长威廉斯均表示，美联储今年有可

能加息两到三次。目前市场预测美联储今

年仅加息一次。

洛克哈特说，市场对经济前景的预测

比较悲观。他指出，美联储在 6 月的货币

政策例会上会考虑是否加息。

美联储去年 12 月启动近十年来首次加

息，但此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金融市场

大幅波动令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前景担忧增

加，在今年三次货币政策例会上均决定维

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美联储计划于 6 月

14 日至 15 日举行下一次货币政策例会。

威廉斯也认为，到 6 月的会议上，美

联储官员将会掌握更多的经济数据从而判

断经济形势。他说，目前公布的数据相当

不错，今年加息两到三次是合适的。

美国劳工部 17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

国 4 月消 费 价 格 指 数 环 比 增 速 创 2013 年 2

月以来新高，表明随着油价逐步稳定，通

胀率有所回升。

两位美联储官员都认为英国退欧公投

将会带来不确定性，加剧市场波动，美联

储会考虑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但是如果

美联储认为经济情况满足加息条件，美联

储仍会在 6 月加息。多数经济学家认为，

英国将于 6 月 23 日举行的退欧公投也是影

响美联储加息决策的考虑因素。

此间，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卡普

兰表示，他支持美联储在 6 月或 7 月的会

议上加息，但认为之后美联储应该再等待

一段时间来评估经济形势。

美中情局“誤刪”虐囚報告 被指欲抹去醜惡罪行
在美国中情局(CIA)神秘光鲜的颜面

上，2004年曝光的阿布格莱布与关塔那摩

监狱虐囚丑闻，怕是一道难以抹去的疤。

直肠喂食、水刑等令人作呕的手段被CIA

用来审讯恐怖嫌犯，其细节被记录在一份

6700页酷刑报告中，并于 2014年公布其

中525页纲要。本月16日，美国调查记者

迈克尔· 伊斯科夫发表独家报道，称原本

该为CIA品行负责的中情局监察长办公室

竟将其保管的唯一一份CIA酷刑报告销毁，

而理由是“误删”。虽然中情局表示，另

有一份完整版报告保存在其总部地库，但

美国媒体都明白，CIA有多希望这份罪行

记录能永远消失。多年来，围绕是否公开

剩下6200页报告，华盛顿“暗战连连”。

打得越久，历史越难忘记美国在道义上的

闪烁与纠结。

“这是个疏忽”

对迈克尔· 伊斯科夫而言，2005年 5

月 9日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参

与完成的揭批关塔那摩监狱虐囚丑闻的

报道见诸美国《新闻周刊》，虽然虐囚

丑闻 2004年就开始曝光，但在伊斯科夫

的报道中，美国政府消息源首次承认了

虐囚的存在。在那之后，伊斯科夫坚持

做调查报道，也曾因“报道空间有限”

换过东家。16日，改投“雅虎新闻”的

他再次以虐囚为主题发表独家报道：

“参议院虐囚报告朝着消失更进一步”。

依据伊斯科夫的报道与其他美国媒体

的描述，事情是这样的：2005年，美国参

议院情报委员会启动对虐囚丑闻的调查，

于2012年形成长达6700页的《中情局羁

押和审讯调查报告》，认定CIA的审讯方

式比他们自己承认的粗暴得多。包括禁止

睡觉、囚禁在狭小空间、实施人身羞辱、

动用“水刑”、强制在嫌犯直肠中注水灌

食等。而媒体报道的一些案例触目惊心，

囚犯被禁止睡觉180小时，一名囚犯被关进

木箱中长达11天，还有囚犯在冰水中站立

66小时。在已知119名囚犯中，至少有39

名受到过虐待。

作为报告幕后推动人，时任委员会

主席的民主党女议员范斯坦原本希望公

开报告全文，但因遭其他政治势力极力

反对，最终于 2014年 12月仅公布 525页

纲要。此后，“公民自由联盟”等美国

人权组织依据《信息自由法》要求政府

公开全部报告内容，范斯坦显然无力做

到，但在她推动下，美国联邦行政系统

每个部门都收到一份 6700页报告的完整

副本。范斯坦从主席位置上退下后，继

任的共和党议员伯尔坚决要求各部门将

报告副本返还国会，并推动美国司法部

向各部门下通知，不要打开阅读酷刑报

告文件。本月13日，哥伦比亚特区联邦

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人权组织诉求，让人

明白其中玄机——如果酷刑报告变成行

政文件，依据《信息自由法》就要公开

，但如果它是国会文件，就不得公开。

在此背景下，伊斯科夫援引多名情报

系统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负责监管CIA

行为的中情局监察长办公室竟然早在去年

夏天就把其唯一保存的酷刑报告“误删”

了。当时代理总检察长夏普利拿着载有报

告的硬盘向该办公室网站上传报告，完成

后依操作惯例销毁了硬盘。而该办公室其

他人员接到司法部“不得打开文件”的通

知后“误以为是要求删除”，便把报告删

除并销毁了。不久前，CIA监察长办公室

接到司法部要求妥善保存酷刑报告的通知，

这才发现它没了。他们的对外口径是，这

是“疏忽”，是“意外”。

消息人士称，CIA早就把这场“意

外”私下通知了美国司法部和伯尔执掌

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但谁都没声张，

连范斯坦都不知情。据美国“国会山”

网站报道，被蒙在鼓里的范斯坦得知副

本被删后，于 13日致信CIA局长布伦南

，要求他重新向中情局监察长办公室提

供一份报告副本，并称“你快速反应才

能打消我‘此事不只是意外’的疑虑”。

“比启斯东警察更蠢”

“什么？”“天哪！”16日，“沙

龙”网站等美国媒体在转载伊斯科夫的

独家报道时在标题上加上了拟声词。同

样这么做的还有俄罗斯电视台与伊朗

PRESS TV。此外，当日报道此事的媒

体不约而同的做法是，在标题中给“误

删”打上引号。

2014年12月9日，欧巴马在公布虐囚

报告纲要的演讲中向世界展示了他“把坏

事变好事”的能力，称“有种力量让美国

与众不同，那就是我们愿意直面我们的过

去，直面我们的不完美，然后做出改变，

做到更好”。但伊斯科夫16日的报道让美

国的“诚实形象”再遭质疑。德国新闻电

视台17日说，CIA人员“不小心”删除了

报告的电子文件，又“不小心”毁掉了硬

盘，所有的错误都是“意外”，这的确让

人感到意外。德国全球新闻网说，CIA是

全球最专业、技术水平最高的情报机构，

一份文件被删，难道还无法恢复吗？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道格拉斯· 考克

斯说，这种事发生在中情局监察长办公

室“是令人震惊的”，“这个机构原本

应该为CIA的诚信负责”，现在人们只

想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默片时代，好莱坞启斯东制片厂

推出该公司招牌喜剧形象“启斯东警察

”——一名身着特大号制服，驾驶一辆

随时会翻的汽车，动不动就参与疯狂追

捕的滑稽警察。伊斯科夫说，情报系统

消息源对他说，CIA监察长办公室犯的错

“比启斯东警察更蠢”。 国际人权组织

负责人克里德尔说，CIA真正想要的是，

把这些黑材料从历史中彻底移除 “我

向你保证，我们还有一份拷贝”，伊斯科

夫称，CIA发言人迪恩· 博伊德在写给他

的邮件中表示，CIA不便在当下氛围中公

开评论监察长办公室误删报告事件，但

他强调另有一个包含完整报告的硬盘存

在CIA总部地库里。美国“沙龙”网站

评论称，CIA做出了无比尴尬的解释，更

凸显CIA监察长办公室的极度无能。

“我爱死它了”

“谁会乐意让自己不光彩的历史见光

呢？”17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中

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认

为，中情局决心掩盖自己的罪行，不希望

虐囚报告公开并不令人意外。美国国内也

有很强的反对声，认为公开报告损害美国

的脸面。金灿荣说，依据美国的政治设计

，联邦行政机构应在总统与国会双重领导

之下，但实际操作中，联邦行政机构独立

性相当高，尤其是情报系统更容易变成独

立王国，难以监管。

“我们还能了解到反恐战争中中情局虐

囚的全部真相吗？”美国“理由”网站16

日用这样的标题报道虐囚报告被“误删”

事件，似乎想表达一种情绪。在“雅虎新

闻”网站伊斯科夫的报道下面，美国网民

的留言超过1900条，他们中有人说，“政

府显然是在掩饰”，有人说“伯尔只是工

具”，有人搬出杰斐逊、华盛顿等前总统

的言论，要求欧巴马政府彻查掩盖真相的

人，不论其位多高权多重。网民“艾伦”还

贴上1963年12月22日《华盛顿邮报》A11

版的文章，文章作者是美国前总统杜鲁门

，文章主题是“限制CIA的权力”。

据美媒报道，肯塔基州民主党初选于当地时间17日

举行，希拉里击败桑德斯获得胜利。而在俄勒冈州，桑

德斯在点票逾 60%时被宣布获胜。同时，唐纳德· 特朗

普成为共和党在俄勒冈州的胜者。

据报道，在肯塔基州，希拉里与桑德斯票数非常接近，

在票数统计过程中交替领先。希拉里不仅试图恢复在全

国的势头，也靠丈夫克林顿为其拉票。克林顿曾经在

2008年帮助希拉里在肯塔基州大胜欧巴马。

同时，桑德斯继续蚕食希拉里的领先优势。17日的初

选之后，民主党只有6个州尚未举行初选。肯塔基将产生

55张民主党代表票。该州还有5张超级代表票，其中2人

已表态支持希拉里。

希拉里和桑德斯之间的竞争是该州1988年以来首次在民主

党初选中出现竞争性初选。欧巴马在2008年几乎没有访问过该州

，实际上他在该州初选之前已锁定提名权。

过去 2个星期，希拉里和丈夫多次到肯塔基竞选，

吸引中小规模的人群。上周末，希拉里曾经访问路易斯

维尔(Louisville)、保龄格林(Bowling Green)、米歇尔堡

(Fort Mitchell)、霍普金斯维尔 (Hopkinsville)和列星墩

(Lexington)等地。

桑德斯则在保龄格林、帕度卡(Paducah)举行大规模

竞选，也在伊丽莎白举行小型竞选活动。但他最大规模

的活动是两周之前在路易斯维尔举行7000多人参加的集

会，而他当晚在印第安纳赢得初选。

B5人在中國

專治: 各種急慢性腎臟病、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腎
病、高血壓、高血壓腎病、狼瘡性腎炎、血尿、蛋白尿、水腫、
電解質與酸鹼失衡、多囊腎、尿石症、尿道感染、腎臟活體
檢查、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洗腎)、腎臟移植術前後治理。

Southwest Kidney & Hypertension Specialists

中山醫科大學全科畢業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內科住院醫師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腎臟專科畢業
美國內科與腎臟專科特考文憑

西南區各大醫院主治醫師
二十多年臨床及科研經驗

中國城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216, Houston, TX 77036營業六天
Tel: (281) 501-9808 Fax: (281) 501-9789

西區醫院：12121 Richmond Ave. #103, Houston, TX 77082

謝醫師通英,國,粵語,客家話

Chun Xie
M.D.

腎臟與高血壓專家 謝春 醫師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 Neph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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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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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海峽兩岸經貿交易會
凸顯“海峽”“海絲”元素
新华社福州５月１８日电。新增１万平方米

高品质台湾名品展区、举行首届联合国海陆丝绸

之路城市联盟城市论坛……１８日在福州开幕的

第十八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暨２１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国际合作交流活动“海峡”“海丝”元素

凸显。

据福州市政府介绍，本届海交会以福州新区、

自贸试验区、海丝核心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四区叠加”为契机，以深化对台交流、搭建海

丝平台、共享发展成果为主题。参加的境内外企

业近２０００家，来自５０个国家和地区。其

中，台湾参展商共计６１０家，海丝沿线国家和

地区参展商３７５家，其他境外参展商４５家。

展区总面积１２００００平方米，展位数５３３

０个。

本届海交会海峡特色明显。进入展区，随处

可见台湾的食品、水果、伴手礼、茶用品等。据

介绍，海峡两岸产品展区面积达５．８万平方

米，展位数２６００个，今年在保持以往台湾展

区特色基础上，还新增１万平方米高品质的台湾

名品展区。

致力于打造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枢纽

城市的福州市在本次展会期间更加突出“海丝”

元素。首届联合国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城市论

坛在海交会期间正式启动，与会的联合国有关机

构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城市主要官员

就如何深化“一带一路”战略展开充分研讨。

另外，福州自贸片区也是本次展会的一大亮

点。主办方特意设立了“自贸试验区商品展区”，

为进驻自贸试验区的企业提供宣传推介和展销产

品的平台。

本届海交会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会、福建省政府等主办，福州市政

府承办，将持续到２２日。

景區旅遊法庭一
“快”解“遊愁”

近日，贵州设置了 12个景区旅游法庭，根据

旅游纠纷涉及面广、异地发生、标的额小等特点，

积极运用小额诉讼等程序规定，依法快立、快审、

快结，依法审理和化解游客维权案件以及与旅游

有关的各类纠纷。

听起来有点“艰深晦涩”，它们到底是干吗

的？其实说白了就是“暖男”。有个段子说得清

楚：当你说“我感冒了”，回答“多喝点儿水”

属于万能型安慰，没什么用；回答“开门，我到

了”，这才够“暖”。感冒如此，旅游纠纷也一

样，不管是劝你消消气还是给你投诉壮壮胆，都

不如旅游法庭第一时间立案、调解、裁判，来得

及时、体贴又靠谱。

所以，得知这个消息，不知那些热衷于坑蒙

拐骗的人会作何感想，或许他们已经在逃离贵州

景区的路上。而对于游客而言，这当然大快人心，

值得奔走相告——旅游法庭将作为重武器，有力

维护消费者权益，让无良的景区、旅行社或商家

付出更高的违法成本，并起到强有力的震慑作用。

当然啦，如果遇到胡搅蛮缠的游客，商家觉得蒙

受了不白之冤，也可以通过旅游法庭伸张正义、

挽回颜面。

再往大了说，旅游法庭的作用还不止于此。

一方面，它们的从无到有对于相关执法部门而言

也是一种“提醒”——辖区旅游纠纷太多，它们

在面子上也不好看；而一旦监管缺位，它们甚至

还可能站上被告席。因此，旅游法庭或将提高执

法部门的责任心，进而强化日常监管。另一方面，

它们的从无到有对于塑造旅游形象来说也是一手

好牌。旅游法庭是为游客办实事，其背后是一种

态度、一种姿态，有利于促进景区品牌、当地旅

游形象的打造，可谓一举多得。

当前，旅游法庭刚刚露面，其火力和能量仍

待“实战”检验。不过站在“用户”的角度，其

作用的发挥至少还要考虑三个问题。

首先，够不够快？关于旅游纠纷处理，“慢”

是游客的一大痛点。投诉渠道不够快捷、方便，

而一旦陷入扯皮则是望不到边际的持久战。于是

很多游客纠结于时间、精力的付出，不得不“忍

气吞声”，发扬“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胸怀。因

此，旅游法庭的快捷程度是其成败关键。根据报

道，法庭巡回审判点可以在第一时间立案、调解、

裁判，为游客提供集成式、一站式服务。我们期

待它的运行机制成熟、流程尽可能简化、周期越

短越好——一旦维权也能像买东西一样方便，

“消费者权益”五个字才能有切实的震慑力。

其次，谁来“神助攻”？熟悉情况的人都知

道，旅游纠纷涉及游客、景区、旅行社等，其中

对于假冒伪劣商品鉴定、不规范经营活动定性等

还需要工商、质监、物价、公安等部门配合。目

前“旅游警察”已在多地设立，各部门如何联动

将是影响法庭威力的重要因素。

此外，能否深入人心？武器掌握用户才有威力，

但当前消费者的维权情况并不乐观。一方面维权技能

差，甚至对投诉渠道都一知半解；另一方面，维权意

识、意愿较弱，很多人停留于埋怨、停留在怕麻烦。

对此，宣传引导至关重要，只有深入人心、受人“拥

戴”，旅游法庭才能有生命力，也才有“杀伤力”。

北京二手房市場賣多買少
學區戶型漲降糾結

“你发现了嘛，最近卖房的着急，买房的不

急了，恐慌购房潮应该过去了吧。”尽管由于惯性，

房价目前还在高位徘徊，但很多人都从二手房市场

透露出的一些细节和迹象，感受到市场在降温。

声音 房价近期很难涨了

“有一部分房主觉得现在的价格可以了，

小孩大了，留着学区名额也没用，租着费心，

不如趁着价高卖了；还有一部分是为了改善

居住环境，去郊区买大房子。”对于最近市

场房源多了，链家地产金融街店高级经理焦更

亮也说，最近房主卖房确实比较积极。

“金融街学区是西城最好的学区之一，有北

京最好的小学实验二小、实验中学，相对弱一点

儿的学校在全市也算是中等水平的，另外，这个

区域还有不少银行总部，所以，这里的房子一直

需求量很大，房价上涨得也很快。昨天，我们谈

好的一个单子，面积小点儿，单价已经14.9万元

了。”焦更亮介绍。

“因为房价高，卖房的多了，但成交量并没

有随之上涨，4月份以来，成交量还少了。”焦更

亮解释，着急落户的，都提前买了；不着急的，

对目前的房价需要一段时间观望和消化。尽管如

此，有七八年学区房买卖经验的焦更亮认为：“现

在房价虽然已经很高了，上涨空间不大，但短期内

要想把学区房的价格降下来，也很难。”

迹象1 部分房主退租卖房

“搬家太烦人，一想，我就要疯了。”最

近，一直在西单附近租房的范女士被房东正式

通知：“因为家里着急用钱，要卖房，房子不

租了。”可现在距离范女士的租房到期日还有

近 3个月。据了解，经过一轮房价上行，目前，

房价已经到达一个阶段性高位，一些房主认为

现在是“史上最佳卖房期”，不惜悔约退租，

把手头的房子卖掉变现。

“我在这儿租了5年了，房租从3800元涨到

了 6300元，一直没听说什么人卖房，但最近半

年我都听说 3户卖房了，我的房东也动心了。”

范女士突然意识到，最近楼里房东卖房的多了。

范女士所租的小区是北京实验二小的学区房。

“户型都不大，多数是 50多平方米的小二居，

听说现在能卖到 14万元一平方米了，一套房能

卖 700多万元，即使房租 6500元，租 100年也租

不出这个价儿呀。”范女士一算账，对楼里房东

集中卖房也能理解了。

“我们房东上个月就和我念叨过这事儿，但

可能还在犹豫，扭扭捏捏地没有明说。最近不是

传银行信贷收紧嘛，估计房东怕价格回调，上周

末专门过来一趟，和我说，她外孙子想出国留

学，着急用钱，要把这套房卖了。但我知道，她

家经济条件还可以，不愁孩子留学的钱。”范女

士一听，就挺不高兴的。

房东也觉得不好意思，毕竟合同没到期嘛，

所以，给了范女士半个月的找房期，还免她 2个

月的租金。“房主还是合适呀，1 万多块钱和

700多万元比起来，也就毛毛雨了。”

迹象2 好房源也拿出来卖了

“育翔学区房，满五年唯一住房带名额，户

口随时可迁走，97平方米，报价960万元可谈。”

不久前，高女士的微信里收到中介这样一条“优

质学区房”的出售信息，中介还特别提醒她，最

近，这边儿卖房的房主虽然挺多的，但基本是五

六十平方米的小户型，这样南北通透、楼层又好

的大户型出房的很少。

“我倒不觉得这样的房源有多稀缺，最近，

我收到好几条这样‘优质房’信息。”高女士淡

然地说。

“新风南里新上房源，78平方米大二居，房

主诚心出售。”“24号院小白楼终于出房了，80

平方米带露台。”……曾经在中介公司做

过买房登记的高女士，在微信里随便一翻

，就找出很多这样的房源信息。

“都说现在卖房合适，真看出来了，

很多房源的户型、朝向、楼层都是小区里

最好的，以前房主都当传家宝似地捂着不

卖，只租不售，现在都拿出来卖了。”高

女士明显感觉到，最近，市场上“好房”

多了。

迹象3 买房人下不了决心问“高参”

按说买房是一个家庭自己的私事儿，

但因为现在房价处于历史高位，很多人担

心价格回调，在出手前，内心充满各种徘

徊、纠结，于是纷纷求助于哥们儿、闺蜜、同事

、同学、亲戚……如果不咨询一遍，就觉得不踏

实。可增加了“咨询”这个环节后，无形中拉长

了成交周期，有的咨询着咨询着，就把这事儿拖

黄了。

“我们最近看了六七套了，有 1 套觉得还

行，但拿不准现在买会不会成了‘接盘侠’，你

帮看看？”小许夫妇最近有点儿闲钱，没有更好

的投资渠道，又担心拿在手头贬值，就想把它当

首付，贷款买一套 300万元左右房子来投资，好

不容易看好了南三环的一套，两个人心里又开始

犯虚，谁都不敢拍板定下来，于是，各自在微信

中咨询“高参”。

有的说，你从坐地铁就能看出来，北京外来

人口太多，短期内，需求肯定降不下来，而北京

的供地越来越少，房价上涨可能会暂缓，但涨上

来肯定不容易降；有的说，现在房价刚涨上了，

正是高点，不可能再涨了，如果不着急用房，可

以等等看；还有的说，现在买房也可以，但不能

买南三环，应该买西三环和北三环，这两个区域

相对升值空间更大一些……

左一言，又一语，小许夫妇听着都觉得有道

理，不知听谁的好了，所以，一个多月了，又看

了几套房，现在还没定下来买哪儿。

数据1 四月二手房网签降17%

链家市场研究部的监测数据显示，4月全市

二手住宅网签量环比下跌17.6%。其中，东城区、

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通州区、昌平区、顺

义区、大兴区环比跌幅均在20%以上。石景山区

跌幅 14.9%，门头沟区环比下降 3.7%。房山区、

亦庄开发区、丰台区成交量小幅上涨，涨幅分别

为2.9%、5.5%和6.5%。

各区网签量大幅下降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

是年后至 3月底，市场火爆，成交量大幅上升，

导致交易量集中，交易流程速度放缓。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月度成交量；同时，由于网签集中，滞

后期延长，因此网签量的下跌幅度有一定的夸大。

市场实际成交量仍高于 2015年月度平均成交水

平。二是由于深圳、上海限购政策出台，对市场

参与者的心理预期产生影响，观望情绪滋生。全

市二手住宅市场成交量 4月份整体呈下降趋势，

部分地区上涨，主要是因为网签进度延迟。

进入5月份， 5月2日至5月8日的第一周，

北京市二手住宅成交 3857套，网签量环比下降

43.3%。主要是受五一假期的影响，加之春节后

需求的大幅释放和近期入市需求的持续减少，使

得网签规模有较大幅度的下滑。但受成交结构因

素影响，5月第一周，北京市二手住宅成交均价

为40667元，环比有1.7%的涨幅。

数据2 双限首周通州商住楼仅签8套

据亚豪君岳会统计，通州“双限”后，商住

楼仅签约 8套。亚豪机构副总经理高姗分析认为

，最近两周成交的快速下滑，主要是受到通州住

宅与商务型公寓双双限购的影响。据亚豪君岳会

统计数据显示，通州居住类产品“双限”后的首

周，仅成交商品住宅 104套，其中商住产品的销

量不过区区8套。

在通州成交探底的同时，需求的外溢使得周

边大兴、朝阳两个区域成交量出现明显上涨，其

中大兴区上周成交 283套，市场占比 18%，居各

区县之首，相比此前一周上升了 4个百分点；朝

阳区上周共成交 160套，市场占比环比上升 5个

百分点。

高姗预测，通州房产投资之门的全面关闭，

使得这轮由通州商住引发的成交快速爆发之势正

式终结，而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在没有爆发性因

素出现的前提下，北京整体住宅市场成交将趋于

稳定。

張家界大峽谷玻璃橋
完成橋面玻璃安裝

到位的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5月17日摄）。

近日，湖南张家界大峡谷人行玻璃桥完成桥面玻

璃安装。据悉，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总长430米、

宽 6 米，桥面距离谷底相对高度约 300 米。桥面

全部采用透明玻璃铺设，最大游客容量为800人。

目前，整个玻璃桥主体已经完工，游客中心进入

内部装修收尾阶段，景区外部停车场扩建工程在

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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