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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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諾威(Jim Noteware) 先生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共同主席
ITC 精英100俱樂部房地產項目專家
休士頓市政府前房屋及社區發展部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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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僑社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
12日舉辦每個月大型午宴，邀請各行各業商務人士與僑界
領袖進行商業聯誼，建立多元商業合作交流平台，吸引將近
60位業界人士參加。活動上，德州理工大學(Texas Tech
University)的國際專員Victoria Oin主講德州理工大學招生事
項和學校簡介；另一位被票選為年度最佳主講人的Jona-
than Sprinkles，教大家商場上成功秘訣。美南國際貿易中
心主席李蔚華與中華總商會孫鐵漢也在會場上頒發聘書，特
聘李瀚唐為高級顧問。

Victoria Oin簡介德州理工大學的學校背景和課程概況
，該學校也有提供學術交換和各項獎學金申請，可協助當地
提升教育水平。Victoria歡迎有任何學術交換合作機會的人
，可主動與她聯繫。

獲獎無數，也是人氣銷售著作家，Jonathan Sprinkles
是全美專門幫助拓展人脈的專業講師。一開場，Jonathan
Sprinkles就帶著眾人信心喊話，他認為，在各行各業中，
除了個人要建立自信外，任何的零件都是環環相扣(Little
hings swing big doors)，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事物的重要性，

任何的人脈建立都是有幫助的。
Jonathan Sprinkles表示，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要成

功，就要建立人脈。他也用他最擅長的說話技巧訓練，幫助
在場人士訓練社交台風、表現和禮儀等。激勵人心的演講，
讓在場人士獲益良多。

積極促進商業互動，李蔚華與孫鐵漢特地頒發聘書，特
邀UMC Universal motion components的負責中國區生產
與管理的常務董事經理李瀚唐，獲聘為中華總商會高級顧問
。

李蔚華也強調，ITC兩大宗旨就是促進增進商業交流機
會，建立商業聯盟，另外一大任務就是多元族群政治行動委
員會(Diversity Political Coalition)的推動，除了積極為政治
活動籌款和號召群眾運動，政治脫口秀也正在美南國際電視
15.3頻道熱播中。

同時，美食美客節目當天也邀請麵麵聚道錄製節目，李
蔚華宣傳該節目，也推薦該餐館，歡迎大家準時鎖定美食美
客，品嘗休士頓美食。

ITC商業午宴 特聘李瀚唐為中華總商會高級顧問

美食美客麵麵聚道 夏日開胃涼拌菜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頻道15.3熱門美食廚藝節

目 「美食美客」 12日錄製第22集，由鄧潤京主持，請來麵麵聚道負責
人楊小姐與店內大廚謝濤，現場示範 「小椒拌木耳」 和 「巧拌金針菇
」 涼拌菜，教觀眾簡單在家作料理。精彩內容，全在下周一晚間7點半
到8點半播出，敬請準時收看。

夏天炎熱，頂著高溫艷陽天，人因天氣熱，心情跟著煩躁起來，
胃口大減，吃不下飯；本集節目準備兩道涼爽開胃涼拌菜，讓觀眾吃
的清爽又健康；同時在專業廚師謝濤的示範下與鄧潤京講解下，炎熱夏
天快速簡單上菜，解決食欲不振的問題。

第一道菜 「小椒拌黑木耳」 ，黑木耳營養價值高，可降低膽固醇、
控制血糖，預防便秘，也有抗凝血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提升免疫
力。但黑木耳也有健康隱憂，黑木耳有活血功能，有出血性疾病的人不
宜食用，吸收差的人也不宜一次攝取太多，會引起腸胃脹氣等問題。

小椒拌黑木耳製作方式簡單，將黑木耳提前用涼水泡發，摘去蒂、
洗淨，撕成小朵，將黑木耳放入熱水中燙1至2分鐘，再用冰塊降溫，
維持脆度，用小剁椒搭配蒜蓉、鹽、香油和雞精等調味，激出香味，拌

勻即可。
第二道 「巧扮金針菇」 作法也雷同，將金針菇洗淨泡水，與木耳不

同，金針菇吸水力強，一定要先擠乾，再用泡椒口感搭配，因為泡椒具
鹹味，鹽可少放，太鹹會影響口味。泡椒放一勺半，蒜泥、鹽灑開、雞
精和雞粉少量，加上白糖與香油綜合調味，也是拌勻即可食用。

麵麵聚道提供正宗川菜麵食，服務親切，也會根據顧客偏好的作辣
度調整，營業時間為一周七天，周日至周四上午11點至晚間9點半，周
五至周六上午11點至晚間10點。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C305, Hous-
ton, TX 77036，電話832-831-3038。

美南新聞董事長兼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左)與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
右)，特聘李瀚唐(中)為高級顧問。(記者黃相慈／攝影)

與會者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美食美客主持人鄧潤京(左起)、麵麵聚道負責人楊小姐和廚師謝濤。(記
者黃相慈／攝影)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左四)在 ITC商業午宴上推薦麵麵聚道餐館。(記者
黃相慈／攝影)

夏日涼拌菜小椒拌木耳(上)與巧拌金針菇(下)。(記者
黃相慈／攝影)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美術館將於今年秋天舉辦 「帝
王品味-國立故宮博物院精品展 (Emperors’ Treasures: Chi-
nese Art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 ，展出從
世界知 名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借出的160餘件稀世珍寶。展覽將
首先在舊金山亞洲博物館登 場，展出文物包括書畫、青銅器、
瓷器、緙繡、琺瑯器及玉器等，在休士頓展出的日期為2016 年
10 月23日至2017 年1月22日。

本次展覽由休士頓美術館與舊金山亞洲博物館及國立故宮博
物院共同策畫辦理。 展出許多國外難得一見的故宮文物。展出
精品包括：表現中國卓越陶器藝術的11世紀白陶花瓶；12世紀
宮廷畫師的山水畫；宋徽宗的瘦金體書法；明朝中期的鬥彩雞缸
杯 ；幾世紀以來因精緻品質而廣受歡迎的瓷器；細緻的絲織藝
術品；以及乾隆皇帝的多寶閣珍玩。

休士頓美術館館長Ga r y Tint er ow 表示：感謝國立故宮博
物院及舊金山亞洲博物館 玉成此次展覽。此次展覽的稀有及範
圍均無與倫比，我們非常高興能提供這個特別的 機會，讓休士
頓的觀眾親身欣賞到這些稀世珍寶。

「這次的文物展覽，呈現了每位帝王對藝術的貢獻，以及他
們在藝術上的天賦。」 本次策展顧問及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亞洲
藝術部門策展人J ames W att 說： 「這次的展覽讓觀眾欣賞到
這一段重要時期，許多從未在美國見到的珍品。」

帝王品味展現了最精工雕琢的技巧及皇家
品味，一窺從12世紀初的宋朝到20世 紀初的
清朝，透過7位君王及1位太后所蒐集、委託
製作甚至是創作的藝術品中 建立、發展的新
藝術方向。本次展覽將照亮宋徽宗、元世祖、
永樂、宣德、康 熙、雍正、乾隆及慈禧太后
所留給後人的遺產，展現他們獨特的品味以及
他們 對他們統治下的皇家工坊產品所造成的
影響。透過仔細的觀賞每一件作品的主題、形
態及技巧，帝王品味描繪出中國藝術在漢民族
，蒙古人及滿清統治者的 手中是如何發展及
興盛的。

出版品 本次展覽將由舊金山亞洲博物館(
展期為2016年6月17日至9月18日)出版有
插圖的目錄。

主辦單位 本次展覽由舊金山亞洲博物館
及國立故宮博物院合作辦理。

有關休士頓美術館
休士頓美術館成立於1 900 年，是美國十大美術館之一。位

於休士頓博物館區的中心位置， 休士頓美術館包含兩個藝廊大
樓、一個雕塑公園、電影院、兩所藝術學校、兩個圖書館、

附近還有兩棟收藏美洲及歐洲裝潢藝術的博物館。休士頓美術館
的收藏，從古代到現代，
超過65, 000件的藝術品。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中國國家領導人習
近平強調，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
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在任何情況
下不受所謂菲律賓南海仲裁案裁決的影響。中
國不接受任何基於該仲裁裁決的主張和行動。
中國一貫維護國際法治以及公平和正義，堅持
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堅定致力於維護南海和
平穩定，致力於同直接有關的當事國在尊重歷
史事實的基礎上，根據國際法，通過談判協商
和平解決有關爭議。

中國軍報談南海仲裁說：屬於中國的領土
我們寸土不讓。休想用非法裁決奪走中國主權,
菲律賓南海仲裁案鬧劇終於收場，其裁決令人
震驚，令人憤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此堅
決反對，絕不承認和接受。中國軍隊將 堅定不
移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海洋權益，不懼任何
人的耀武揚威。不屬於我們的土地，我們一寸

也不要。但屬於我們的領土，我們寸土不讓！
台灣前領導人馬英九說：絕不接受的國際

仲裁，常設仲裁法院認定太平島是礁不是島，
他非常錯愕與憤怒，絕不接受荒謬不公的國際
仲裁，他呼籲政府立即提出具體措施，捍衛中
華民國的太平島。 「菲律賓對中國」 南海仲裁
案，稱中國大陸在9段線範圍內主張的歷史權
利沒有法律依據，而南沙群島的所有海上地物
，均為礁岩，包括太平島在內。馬英九晚間在
臉書發文表示，從去年12月到今年5月，包括
他在內，150多名部會首長、國內外學者專家和
國內外媒體，都訪問太平島，親眼見證這個南
沙唯一淡水充裕、農產豐富、生活機能完整的
島嶼，完全符合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第121
條關於 「島嶼」 必須 「維持人類生存與自身經
濟生活」 的要件。

仲裁法庭裁決之前，既未邀請中華民國諮

詢，又未派員親赴現場調查，竟作出這樣違背
常理、匪夷所思的裁定。這個裁定，立即升高
了南海的緊張、擴大了原有的對立、侵害了中
華民國的權益、破壞了南海的和平，更傷害了
仲裁法庭的公正性。馬英九呼籲，政府立即提

出具體措施，捍衛中華民國的太平島，要窮盡
一切途徑，表達抗議。讓國際社會知道，太平
島是島不是礁，中華民國對這種荒謬不公的仲
裁，絕不接受。

國際仲裁荒謬不公 兩岸不接受偏見和扭曲的仲裁

國立故宮博物院精品展 10 月在休士頓展出
中國宋、元、明、清四朝，八位皇帝的 160 餘件稀世珍寶將在此次展覽中展出

南宋賈師古巖關古寺明永樂青花穿蓮龍紋天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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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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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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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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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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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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電視介紹

KVVV

中國網路人氣脫口秀「大鵬嘚吧嘚」
笑看網路新生活

節目介紹﹕搜狐視頻出品《大鵬嘚吧嘚》﹐是中國互聯網第一檔也是影響力最大的脫口

秀節目﹒主持人大鵬穩坐互聯網脫口秀主持人第一把交椅﹒大鵬以他智慧幽默且不

失犀利的“鵬氏”語法﹐揭開娛樂圈幕後真相﹐讓您由外看內解悶發泄﹒

《大鵬嘚吧嘚》是國內一檔接地氣的娛樂脫口秀節目﹐和其他的脫口秀節目不同﹐《大鵬

嘚吧嘚》是一檔站在觀眾身邊﹐以最大限度的誠意擁抱觀眾的脫口秀節目﹒

《大鵬嘚吧嘚》的目標是﹕一樣的網絡﹐不一樣的大鵬﹔一樣的事件﹐不一樣的觀點﹒《大

鵬嘚吧嘚》﹐邀你“笑”看網絡新生活﹐讓你由外看內﹐解悶發泄﹒沒有高昂的調子也沒

有宏偉的目標﹐只要借用一小時間你的視覺和聽覺﹐在這一小時間裡讓你暫時忘了生

活的壓力和緊張﹐笑聲不斷﹒

播出時間﹕每周六下午3點半至4點首播﹐每周一淩晨5點至5點半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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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智音樂綜藝節目「開門大吉」
按門鈴猜歌完成夢想

節目介紹﹕《開門大吉》是中央電視台綜藝頻道推出的大型益智音樂綜藝類節目﹐2013年1月1日開播﹒播出平

台是中央電視台綜藝頻道（CCTV-3）﹒節目的基本形態為不同職業﹑不同年齡的普通選手﹐透過“聽門鈴猜歌”

按響門鈴通過猜歌闖關的方式實現自己的家庭夢想﹐是《開門大吉》最獨特﹑最具識別度的節目形態和遊戲方

式﹐選手每次去按響的那個“門鈴”已成為節目的一個標志性符號﹒2015年6月﹐進行了一次重要的改版升級﹐

節目在視覺符號﹑內容設計﹑互動方式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創新呈現﹐保證了節目收視率與品牌影響力的持續增

長﹒

播出時間﹕每周日晚間10點至11點半首播﹐每周日凌晨2點至3點半重播﹒

the nine-dash line. 
The tribunal also ruled that several disputed rocks and 
reef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re too small for China 
to use to claim the waters around them. As a result, it 
concluded, China was engaged in unlawful behavior 
inside Philippine waters, including activities that had 
aggravated the dispute.
China boycotted the tribunal, saying that it had no 
jurisdiction in the case. Because the sovereignty of 
reefs and islands in the sea is disputed, Beijing asserted, 
the tribunal could not rule on competing claims to the 
surrounding waters. The treaty covers only maritime 
disputes, not land disputes.

In a tough speech in Washington last week, a former 
senior Chinese official said that the findings would 
amount to no more than “waste paper” and that China 
would not back down from its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ven in the face of a fleet of American 
aircraft carriers.
But with the geopolitical stakes high, the official, Dai 
Bingguo, a former state councilor who spoke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so counseled 
moderation, saying that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ust cool down.”
Mr. Dai me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Susan E. Rice, and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called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Wang Yi, 
afterward, in an attempt to dissuade Beijing from 
escalating the dispute in the event of a finding against 
China.
The issue has powerful ramifications for China’s 
domestic politics,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s narrative is that after long periods 
of humiliation at the hands of bigger powers, China 
has regained its former greatness.
The party contends that the disputed areas in the 
waterway have been China’s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any test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at narrative is seen in 
Beijing as a challenge to party rule.
Some commentators 
in China have said 
in recent days that 
military maneuv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hould not 
be ruled out as an 
immediate response 
to the tribunal’s 
finding. “Whether it 
will be significant or 
large scale I cannot 
say,” said Shi Yinhong,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Renmin University in Beijing.
China is hosting the Group of 20 summit meeting in 
September, a major international forum that it wants to 
proceed without the distraction of conflict. But Mr. Shi 
said he was not sure the government “has that kind of 
patience” to wait until after the gathering before taking 
some sort of ac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till, some in China have counseled moderation in 
recent days.
In a surprising opinion article on the India Today 
website over the weekend,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Shen Dingli, 
wrote that Beijing needed to “revise its stance” and 
“employ a more effective approach” that maintained 
China’s “long-held ‘smiling’ image.”
The new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Rodrigo Duterte, 
has signaled that he would be more accommodating 
toward China than his predecessor, Benigno S. Aquino 
III, and he was reported to have met last week with the 
Chinese ambassador in Manila, Zhao Jianhua.
The case before the tribunal was filed at the initiative 
of Mr. Aquino, whose term ended on June 30. 
Soon after the case was filed, China began building 

artificial islands in the Spratly archipelago, parts of 
which are also claimed by the Philippines, in a move 
that many saw as a demonstration of contempt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system.
The new Philippine foreign minister, Perfecto Yasay, 
said over the weekend that the Philippines would 
consider talks with China over the dispute. But he 
said negotiations would have to be in line with the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which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have ratified.
Experts in international law said that negotiations 
could be the most positive outcome of the case.
Such analysts point 
to a case in 1986,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ignore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a ruling that 
declared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mining 
of the harbors of 
Nicaragua to be illegal. 
Washington had not 
ratified the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it still has not.
But the unanimous 
ruling 30 years ago by 
the judges in The Hague emboldened congressional 
critics to cut funds for the administration’s campaign 
against the Sandinista government in Nicaragua, and 
it galvanized countries in Central America to seek a 
settlement of the conflict.
The tribunal ruling on the Philippines case has no 
enforcement mechanism: There is no international 
maritime police force, and China will not vacate or 
dismantle the artificial islands it has built on top of 
atolls in the Spratly archipelago. That makes the legal 
arguments important, the analysts said.
“In a way the tribunal will not solve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but will heavily influence future 
negotiations,” said Markus Gehring, a lecturer in law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The tribunal rulings will 
move the goal posts towards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smaller countries.”
Brunei, Indonesia, Malaysia, Taiwan and Vietnam, all 
of which hav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ill be 
reading the finding carefully to see what the tribunal 
says about the nine-dash line within which China 
asserts sovereignty.
In some areas, for example, 
the nine-dash line reaches 
inside waters where Indonesia 
controls economic activity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The treaty 
grants countrie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up to 200 
nautical miles from their coasts.
When Chinese fishing boats operated this year in what 
Indonesia considers its waters near the Natuna Islands, 
Indonesian maritime forces tried to stop them. The 
Chinese Coast Guard then intervened to rescue the 
fishing boats.
The ruling in The Hague is specific to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but Indonesia and the other claimants have 
hoped that a ruling calling the nine-dash line into 
question would bolster their ability to defend their 
economic zones. (Courtesy The New York Times)

The Philippines is likely to opt for a “soft landing” 
following Tuesday’s rulings by an international 

tribunal on a territorial row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alysts say, adding the country’s new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could seek economic concessions 
from China in order to resolve it.
Both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had recently shown a 
willingness to resume talks and strike a compromise 
in solving their maritime disputes, Chinese and 
Philippine observers said.
He will not use the arbitration to embarrass China 
internationally and portray China as an outlaw
Richard Javad Heydarian, De La Salle Universit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en at a low 
point in recent years, after the Philippines brought a 
case before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in The 
Hague in 2013 opposing China’s territorial claims.
China, which claims most of the maritime featur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refused to participate i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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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ors display a part of 
a fishing boat with anti-China 
protest signs during a rally by 
different activist group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Makati City,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July 12, 2016.  
(Photo/Reuters)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In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For The Full Text Of The Decision, Go Here: http://www.
nytimes.com/2016/07/13/world/asia/south-china-sea-

hague-ruling-philippines.html?_r=0.

Philippines’ new leader Rodrigo Duterte faces a foreign 
relations test in first fortnight of his presidency. 

A protester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Makati, east of Manila, last 
month. (Photo/AP)

A Chinese coastguard vessel on 
the disputed Second Thomas 
Shoal, part of the Spratly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hotograph/
Reuters)

How Will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Move 
Forward After South China Sea Ruling?

Hague Tribunal Rejects Beijing’s
Claims In South China Sea 

BEIJING — An international tribunal in The Hague 
delivered a sweeping rebuke on Tuesday of China’s 
behavio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islands to interference with fishing, and 
ruled that its expansive claim to sovereignty over the 
waters had no legal basis.
The tribunal also said that Beijing had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by causing “severe harm to the coral 
reef environment” and by failing to prevent Chinese 
fishermen from harvesting endangered sea turtles and 
other species “on a substantial scale.”
The landmark case, brought by the Philippines, was 
seen as an important crossroads in China’s rise as a 
global power. It is the first ti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summoned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justice 
system,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have hoped that 
the outcome will provide a model for negotiating with 
Beijing or for challenging its assertive tactics in the 
region.
“It’s an overwhelming victory. We won on every 
significant point,” the Philippines’ chief counsel in 
the case, Paul S. Reichler, said after the decision 
was announced. “This is a remarkable victory for the 
Philippines.”
China, which refus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tribunal’s 
proceedings, has expressed defiance about the case, 
insisting for months that it would ignore the decision 
and risk being labeled an international outlaw. After the 
decision,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award is invalid and has no binding force. China 
does not accept or recognize it.”
Many in the region are worried that China will react 
to the decision by accelerating efforts to assert control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includes vital trade 
routes and fishing waters as well as potential oil and 
mineral deposits.
The Philippines filed its case in 2013, after China seized 
a reef over which both countries claim sovereignty. 
There has been speculation that Beijing might respond 
to the tribunal’s decision by building an artificial island 
at the reef, Scarborough Shoal, a move that could set 
off a conflict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its treaty ally, the 
United States. 
The key issue before the panel was the legality of 
China’s claim to waters within a “nine dash line” that 
appears on official Chinese maps and encircles as 
much as 90 percen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 area 
the size of Mexico. Beijing cites histo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claim.

But the tribunal sided with the Philippines, which had 
asked the judges to find the nine-dash claim to be in 
viol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The treaty details rules for drawing zones of 
control over the world’s oceans based on distances to 
coastlines. The tribunal said that while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have historically used the islands in the sea, 
Beijing had never exercised exclusive authority over 
the waters. Thus there was “no legal basis for China to 
claim historic rights to resources” in the waters within 

The Philippines Wins The South China Sea Case Against China 

Press Release Of The Hague Decision

recognise the 
case.
Duterte 
has made 
conciliatory 
remarks on 
several times 
occasions ahead 
of the ruling.
“If it’s 
favourable to 
us, let’s talk,” 
he said in a 
speech at a Philippine Air Force function on July 5, 
adding that the Philippines was “not prepared to go 
to war”.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Philippines Zhao Jianhua 

was among the first group of foreign envoys to be 
received by Duterte after he took office. The two have 
at least met five times since Duterte was elected in 
May.
“Duterte will make sure that the ruling will not lead to 
an escalation of conflict ... he will not use the arbitration 
to embarrass China internationally and portray China 
as an outlaw,” said Richard Javad Heydarian, a political 
scientist at Manila’s De La Salle University.
Instead, the Philippine leader was likely to release a 
much more moderate statement and use the arbitral 
tribunal’s rulings to extract concessions from China, 
said Heydarian, who previously served as a policy 
adviser at the Philippin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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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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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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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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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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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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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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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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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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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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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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歸就業難：
留學前就要做好職業准備

2015 年留学(课程)回国人员总数为

40.91万人，同比增长了 12.1%。不止留

学大军增长，海归大军回流已是大势所

趋。对于海归来说，本来海归具备良好

外语(课程)、丰富经历以及跨文化交际

的优势，但是他们在求职全球 500强外

企时依然会有无法突出个人优势及缺乏

行业认知的现实难处 。据报道，每年外

企录取率持续偏低，比如摩根大通去年

录取率就在1% 以下。

启德教育广州公司副总经理王丽霞

介绍，海归回国求职外企将遭遇四大难

题：

第一，容易错过外企校招季。通常

知名外企都会在 9月、10月的第一轮传

统校招聘，这个时候海归已在海外学

习，通常较难在学习期间，抽空回国参

加企业校招、面试。

第二，不清楚外企对应聘者的真正

要求。海归在浏览企业招聘要求时，往

往不清晰外企最看中哪些核心能力，以

及真正要求的学历背景，容易过高虚夸

自己，或者是面对外企要求胆怯了，不

敢去投简历。事实上，外企除了看学生

学历背景，还看重学生综合能力，包括

领导力等综合素质。而且，部分工作对

学生专业背景要求并不高，比如咨询公

司恰好是希望招聘不同专业背景的人，

包括历史学、社会学等较冷门的专业背

景，以此提供给客户更全面的攻略。所

以学生求职前，了解企业需求，能更好

地命中目标企业。

第三，留学前没有明确目标与个人

优势。在留学前没有把目标明确，也不

明确自己的最强优势。因而在留学期间

没有集中精力去培养和优化自己的优

势。往往在应聘时难以突围差异化特点。

第四，缺乏面试技巧。也就是说海

归自身不知道如何展示自己，缺乏演讲

能力及沟通能力。而这点在面试外企尤

为重要。

王丽霞提出以下建议，海归外企求

职七步走：第一步，学生应该进行背景

测评，确定职业方向及制定能力提升方

案。

第二步，根据学生个人水平，及未

来发展可能性，定位目标企业。这样，

学生就知道自己发展方向在哪，让留学

期间每一次认真和努力都成为以后成功

就业的资本。

第三步，进行专业职场培训，包括

提升求职技能、商业必备知识学习、热

门行业面试题目应对训练、PPT制作技

巧训练、市场/ 财务模型搭建、工作报

告制作流程训练、招聘流程和应对策略

学习等，务求全面提升自我求职、工作

技能。

第四步，打造个性化简历。

第五步，实战演练。包括进行模拟

面试辅导，与名企资深HR 一对一面试

辅导，攻略面试盲点，及参加商业案例

竞赛比拼提升实战能力。

第六步，申请全球500强名企实习，

增加求职背景实力，及提高对职场认识。

第七步，申请名企全职职位，获得

名企 offer。事实上，学生在留学前，就

应该开始做求职准备，而不单是留学毕

业后再考虑。各类外企公司的招聘要求

代表着招聘市场对人才要求的高标准，

以备战外企应聘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核

心职场竞争力，日后无论在国内外私企

还是名企工作，也会如鱼得水。

今年，启德教育携手国内最大的高

端行业求职培训机构 CareerFrog ，在 3

月 27日启德教育展（广州站）推出“职

场领航计划”，为海内外大学生提供的

一站式高端求职培训服务，包括对学生

进行思维能力训练，涵盖了时下热门的

金字塔思维、“七步成诗”分析法、

MECE 原则等，启动从学生到职场人的

转换。

美國海歸 就業現狀全解析
在过去的一年，留学界的热词也不

过那么几个，其中海归就业当属一个，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前海归的现

状，大批的学生申请出国留学，大批的

学生涌向国内，海归就业的问题依然成

为了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那么海归就

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且看本文小编为大

家带来美国留学海归就业现状，希望对

大家有帮助。

1、留学归来并有跨国公司工作的背

景。

这部分在留学海归中是比较少的，

他们一般专业能力强，知识掌握好，而

且实用经验丰富，还有很好的人脉资源，

回国很多都会选择开创自己的事业，是

在国内的外企争抢的人才。做高层管理

人员非常合适。

2、有国内不错的工作经验并留学深

造过的海归。

这是针对那些在国内工作了一段时

间决定去美国留学镀金的人员，或者留

学后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的人，也是很

有竞争力的人群，国内企业很青睐这样

的对象，也是极具竞争力的一类人。

3、留学归来的应届毕业生。

高中或大学毕业直接归国，没有实

际工作经验的一类人，这是比较尴尬的

一类，但是也是现在海归中的主力军。

他们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在就业市场上

竞争力不大。不过他们的优势在于有跨

文化的背景，语言优势和知识结构优势，

对于那些需要拓展国际业务的企业来说，

也是很有用的。不过这类学生一般存在

眼高手低的特点，找工作的时候要放平

心态。

海归找工作，并不是靠自己海归的

光环，这个光环毕竟是个虚的东西。企

业看中的主要还是实际能力，有价值的

海归才是真正抢手的。如果有能力的国

内本科生也能干好，那海归的价值就无

法体现了。

所以海归想要有一个好的就业前

景，从进大学的第一天开始，就要有清

晰的目标。以就业为导向地读书。在学

校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实际工作经

验。并通过国外比较流行的交流软件比

如Skype拓展人脉，在国外，人脉和工作

经验同样重要，留学生出国留学，其实

说白了，知识的学习只占 30%，而人脉

的积累确是关键的，可以很负责任的

说，如果没有 70%的人脉积累，你的

30%知识也是不牢靠的。目前出国留学

生已经越来越注重知识外情商的培养

了。很多人利用国外流行的 IM通话软件

Skype进行交流互动，因为其打电话费率

极低，所以深受国外民众的欢迎，同时

其使用非常方便，可通过官网（/skype.

gmw.cn/）直接下载使用。而且通过上诉

软件还能帮你抓住各种机会参加实习项

目或工作项目。

什么樣的企業歡迎海歸？
什么樣的海歸受歡迎？

只有了解国内就业市场，准确定

位，才能让自己在国内的发展更加顺

利。

什么样的企业欢迎海归
从北京地区就业落户的留学回国

人员就业机构类型数据看，留学回国

人员在京就业的主要机构类型为国有

企业(23.85%)和民办企业(19.40%)。其

次为外资企业、国家事业单位和金融

机构。

“毕竟是花了钱、花了时间，

当然希望自己能有更大的优势。”

毕业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心理学专

业的小吴 (化名)表示，出国留学归

来，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比别人更高

的起点。很多人认为外资企业更看

重海归，事实并非如此。受各种因

素影响，外资企业招聘人才时也不

那么“偏爱”海归了。

首先，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可能

会聘用同等能力或学历的国内求职者

而非期望值更高的海归。另外，现在

很多大型企业的中高管理层职位表现

出激烈的全球化人力资源竞争态势，

海归的发展空间有限。

其次，虽然海归有“留洋”经历，

比没有留学经历的同时期应聘者适应

性强、思想更国际化，但是外资企业

往往在海外有母公司，本身就是国际

化的产物。其在中国的良好发展更依

赖于本土化程度，所以新回来的海归

因缺乏国内的经历，对企业没有那么

大的吸引力。

现在更加欢迎海归入职的是民

营企业。以前很多海归都不把民营

企业考虑在求职范围内，一心只奔

着外资企业去。近年来，民营企业

发展迅猛，更由于其自主性强、经营

灵活等优势，令不少海归投奔而

来。如果得到老板的赏识，工资翻

倍也有可能。

民营企业的领头羊新浪网的人力

资源总监段冬表示，企业首先需要看

到的是员工的价值，员工能够给企业

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在招聘员工时，

那些有一定海外工作经验的海归更受

欢迎，尤其在审计、财务等方面，都

需要有海外经验的人。

什么样的海归受欢迎
“找到工作了吗？”这句话成为

海归同学见面使用率最高的问候。

“名校头衔再响，也会毕业，也要考

虑找工作。”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

设计专业的程雪表示，现在，海归

这个身份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一

种优势，反而是一种劣势。名校毕

业的程雪回国找工作并不顺利，

“很多企业看我的简历，要么担心

我在国外的待遇比较高，回来后不

能在企业安心工作；要么顾虑我缺

乏本土工作经验。”

在现在的就业形势下，称心如意

的工作确实难找，但也不难发现有三

类海归在求职中大有优势：基础理论

研究人才、高新技术研发人才和高层

次管理人才。

基础理论研究是学术发展的根

基，它以高度的概括性、系统性、普

遍性指导着实践活动。据了解，中国

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才并不少，但

能够做出真正推动人类发展研究成果

的人却是凤毛麟角。中国想要实现从

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的角色转变，必

须在基础知识领域加强人才的培养和

引进，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因

此，引进基础理论研究人才是当务之

急，故而研究基础理论的海归往往会

在求职中有优势。

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步至今，已经成为拉动国家和

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火车

头。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北

京全景赛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CEO陈

忠苏提到，中国的高新技术研发人才

缺口始终较大，许多做科研的海归回

国之后，都被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一

系列的指标、任务，也就是所谓的

‘短、平、快’项目。高新技术研发

人才大有可为。

香港铁路中国业务首席执行官

易珉曾提到：“一个社会的进步要

靠技术的革新来推动，而一个社会

的品质则要靠管理来维系。”随着

全球化进程加速，中国将以前所未

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并影响全球政

治经济秩序。管理水平的提高，决

定着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

因此，无论是与海外联系紧密的跨

国企业，还是事业单位，都需要具

有国际视野、经验丰富、知己知彼

的海归管理人才。

国外毕业季将至，海归即将面

临就职。只有准确定位自己的人

才 类 型 ， 找准合适的就职单位，

才能在千军万马的应聘者中脱颖而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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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蒙古9歲幼童練柔術 第一次痛到哭

在蒙古，有一所專門
培養柔術表演者的學校，
學生全是女孩，她們大多6
歲就開始練習柔術，每天
花4小時練習雙彎曲。

颱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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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尼伯特”強勢來襲，給菲律賓馬尼拉、呂宋島多地帶來強降雨。
由於降雨洪水，菲律賓政府部門、學校被迫關閉，航班也被迫取消。

俄馬戲團訓練河馬表演 血盆大口距離觀眾咫尺之遙

俄羅斯克拉斯諾雅茨克一家馬戲團訓練河馬進行表演，專為觀眾席
上前來取樂的家庭演出雜耍，面對這些致命的猛獸，觀眾的人身安全堪
憂。河馬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動物之一，在野外十分容易受到驚嚇。

外媒稱中國買家大量囤貨 現貨白銀價格創兩年新高
綜合報導 由於中國買家大膽押注期貨市場並

大舉增持現貨白銀，銀價7月4日大幅上漲至兩年
來最高點。

據報道，現貨白銀價格上漲6.9%，盤中最高
衝至每盎司21.132美元，為 2014年 7月以來的
最高點。上海期貨交易所白銀期貨基準合約和現貨
合約均漲停。

報道稱，上海期貨交易所交易最活躍的白銀期
貨合約7月4日連續第4個交易日大幅上漲，開盤
即觸及6%的單日漲幅限制，至收盤時價格收報每
千克4419元人民幣（663美元）。

報道稱，當日的上漲走勢得益於投資者尋求避
險資產，以及全球貨幣政策將進一步放寬的市場預

期。在今年5月調整後，過去一個月，12月份白銀
期貨合約價格反彈23%，今年已累計上漲31%。

混沌天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師孫永剛（音
）說：“由於英國脫歐使市場預期全球央行將聯手
進一步降息，白銀受到投資者追捧。”降息通常會
使貴金屬升值，使其較生息資產更有競爭力。

根據上海萬得資訊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的數據，
7月1日，12月份白銀期貨合約成交量接近950億元，
為一個月前單日成交量的4倍多。

邁科期貨國際有限公司分析師王金玉（音）說，傳
統上，由於其成本更低，白銀比黃金更吸引投機者。

上海黃金交易所的現貨白銀合約成交價也出現
漲停，收于每千克4394元。自6月28日以來，已

連續4個交易日上漲。
根據上海黃金交易所網站的公告，鋻於“目前

白銀價格上漲幅度較大”，如果今天Ag（T+D）
合約收盤時出現單邊市（即收盤前5分鐘內出現只
有停板價位的買入申報、沒有停板價位的賣出申報
，或者一有賣出申報就成交、但未打開停板價位）
，那麼今日日終清算時起，保證金比例從9%調整
為13%，下一交易日起，Ag（T+D）合約漲跌停
板從8%調整為11%。

在全球現貨市場，白銀價格在短暫突破備受關
注的每盎司21美元大關後，回到每盎司20美元附
近水準，較上週五收盤上漲2.3%，較一週前上漲
近15%。

報道稱，近期，工業金屬和貴金屬相繼上漲，
其中白銀錶現搶眼。現貨黃金價格較一週前上漲
3%，倫敦金屬交易所銅期貨價格上漲5.5%。

MKS貴金屬藝術製品集團交易員薩姆·勞克林：
“作為穩定時期的工業金屬和動蕩時期的避險資產
的獨特身份，繼續推動白銀上漲。”

市場交易的所有白銀約有一半用於工業目的，
其餘的用於製作銀條、銀幣、銀器和首飾。

報道稱，去年12月，由於市場對美國加息和
中國經濟減速的預期，現貨白銀價格跌至5年半以
來最低點，但現在已反彈超過50%。勞克林說，
白銀比黃金等金屬的波動性更大，他預測未來市場
仍有波動。

綜合報導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
在推進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中，由全
資子公司中船重工物資貿易集團有限
公司和民營企業唐山新鑫特鋼有限公
司根據業務需求“自由戀愛”，合資
共建混合所有制的中船重工（唐山）
船用材料制造有限公司，以“增量混
改”推動國企整體改革。這種模式讓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輕裝上陣，建立
起適宜經濟發展的現代企業管理制度，
在增強國有經濟活力的同時，提升了
民營經濟內生動力，形成了“國民共
進”的融合體系。2015 年，中國船
舶重工集團公司通過此次“增量混改
”為國家節約采購成本3.2億元和生產
制造成本8000萬元，新公司實現凈利
潤3200萬元。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簡稱中
船重工）是國內最大的造修船集團之
壹，子公司中船重工物資貿易集團有
限公司（簡稱中船重工物貿集團）負
責中船重工旗下所有船廠的鋼材供
應。長期以來，由於國內的船舶用鋼
被少數幾家企業壟斷，中船重工的采
購成本和制造成本居高不下，成為公
司健康發展的沈重包袱。

2012年初，根據市場形勢，中船

重工物資貿易集團有限公司與下遊原
材料供應商唐山新鑫特鋼有限公司
（簡稱新鑫特鋼）萌生了聯合建廠、
走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之路的想法。

中船重工物貿集團在船用鋼市場
領域具有廣闊的銷售網絡，資金實
力雄厚，管理科學規範。新鑫特鋼是
我國北方唯壹壹家獲得九個國家船級
社工廠認證證書的民營企業，產品擁
有直接進入國際船用鋼市場的“通行
證”。

起先，國企、民企如何開展混合
所有制經濟成為談判焦點。國企負責
人擔心既得利益受損或造成國有資產
流失被“秋後算賬”，民企負責人不
願背負國有企業長期積累的各項包
袱，更怕錢砸進國企龐大的軀體裏悄
無聲息了。但經過多輪談判，雙方終
於達成協議。2012年 3月，中船重工
（唐山）船用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在唐
山 註 冊 ， 中 船 重 工 物 貿 集 團 持 股
67％，新鑫特鋼持股33％。為實現互
惠互利，雙方共同制定公司章程和制
度，共同組建董事會和監事會，構建
了國企與民企之間相互監督的約束機
制。

新公司董事會由各個股東委派人

員組成。根據持股比
例，中船重工物貿集
團副總經理鄭其林任
董事長，新鑫特鋼董
事長李長福任副董事
長，中船重工物貿集
團型材處處長周新宇任總經理。

鄭其林說，國有股東負責控制
風險、財務、采購、銷售等工作，確
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民營股東
負責管理、技術、人才引進、獎懲、
創新等工作，節約成本、杜絕浪費。

“過去，最擔心的是國企利用強
勢地位擠壓我們。如今，愁雲壹吹而
散。因為錢都是我們自己的，如果
出現浪費，誰都承受不了。經雙方股
東協商，我擁有降成本、拒絕浪費的
權力。”李長福說，公司章程明確規
定，所有股東都可以對公司經營進行
監督，提出建議並對不合理費用支出
實行壹票否決。

2015年，新公司正式掛牌運營，
通過對船用鋼材的精深加工和後端倉
儲及配送，形成了從船用鋼材到船舶
配套部件，再到專業倉儲配送的壹站
式、集約化、高效率的生產經營模式，
運行第壹年就實現凈利潤3200萬元。

中船重工攜手地方優秀民企根據
業務需求探索“增量混改”之路，不
但壯大了國有經濟，而且使民營資本
進 入 國 民 經 濟 重 要 領 域 ， 形 成 了
“國民共進”的融合體系，為大型
國企在現階段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提供了樣本。

壹是國有大型企業的混合所有制
改革重在“增量”而不是“存量”，
由子公司在核心業務方面實施“增量
混改”，放大國有資本功能，提升產
品競爭力。中船重工物貿集團董事長
楊乾坤對比“混改”前後中船重工的
采購費用和生產制造成本時發現，通
過新公司進行集中采購為國家節約采
購費用 3.2 億元，節省生產制造成本
8000萬多元。

二是國有資本利用民營經濟活躍
的生產力和規範的公司治理結構，建
立起適應市場競爭的企業運行機制，
能夠增強國有經濟活力和抗風險能力。

中船重工（唐山）船用材料制造有限
公司先後制定了經營活動分析制度、
風險管理制度、績效管理制度、員工
聘用管理制度、員工獎懲制度等管理
辦法，減少行政化色彩，維護企業的
市場主體地位。同時，廣泛開展創新、
研發和提高產品質量等活動，對成績
突出者予以獎勵，激發員工幹事創業
的熱情。

三是引入社會資本，建立公平、
公正的監督約束機制，讓國企的經營
和管理更加透明，杜絕腐敗、浪費行
為的發生。李長福說，他在日常接待、
項目招投標、人員辦事效率等方面，
已使用15次否決權，多次及時制止人
員重復和費用浪費現象。

四是民營資本進入此前未能進入
的領域，可以充分發揮混合所有制潛
在的優勢和作用，克服國企決策環節
多、工作效率低等沈屙痼疾，形成
“國民共進”的融合體系。

中船重工增量混改”顯效
采購成本降3.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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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意大利华人街报道，意大利

位于欧洲南部，主要由靴子型的亚

平宁半岛和两个位于地中海中的大

岛组成，因其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

和为数众多的人类文化遗产而被称

为美丽的国度。

意大利国土的 90%都是山地和

丘陵，南北风光绝然不同，北部的

阿尔卑斯山区终年积雪、风姿绰

约，南部的西西里岛阳光充足而又

清爽宜人，一年四季，意大利的任

何角落，都不会令你失望。

作息时间

意大利人习惯晚睡晚起，上班

的时间也较晚，早上大概 9 点上

班。10点多回去吃点点心喝咖啡。

午餐时间一般是从下午 2点开始，

经过一个漫长的午休，正常 4点才

开始上下午班，所以下午也是 7、8

点才结束。

意大利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在

午餐和晚餐之间进食。 也就是我

们常提到的下午茶。

大部分意大利商场关门比较

早，一般为晚 8点。大型商场和购

物中心一般能开到晚上 9点，周末

甚至到晚10点。但街边小店关门时

间较自由，经常早于晚 8点，节假

日也可能自行放假。

饮食习惯

意大利人早餐吃的不多，早餐

种类包括咖啡，酸奶，水果，谷

物，面包等，很多人早上只习惯喝

一杯咖啡。意大利家庭的晚饭一般

吃得都比较晚并且丰盛。

社交礼仪

意大利人的见面礼节一般包

括：握手，亲吻和拥抱三种方式。

如果是第一次别人介绍认识，男女

或女女之间要拥抱并行贴面礼，贴

面礼是脸颊两侧都要贴的。男男之

间就是握手，再寒暄一番，做下自

我介绍。

小费问题就全靠个人意愿了。

不管餐厅收费是否包含服务

费，客人都可以自行选择是

否支付小费。

习惯动作

意大利是一个手语很发

达的国家，最普遍的就是手

指弯曲指尖指向自己，代表

的是“你想要干嘛？！”如

果这个时候，游客就需要注

意，态度变谦和、耐心一些

重复解释下，直到理解。

在意大利如果有人向你

吹口哨，不要生气，这代表

你的外貌受到认可，一般是

男生对女生做的比较多。

节日习俗

每逢各大节日，大部分商店都

会关门，如果想要购物的话，需提

前采购。

意大利人在圣诞之夜全家团

聚，25号意大利南方人会从中午11

点一直举行宴会到晚上5、6点钟，

和家人朋友一起狂欢！每年的元旦

前夜 12 月 31 号晚上，意大利的年

轻人都会外出去舞厅，大家聚在一

起举办“Dancing Night”，会有一

个非常盛大的晚餐叫 “cenone”

（意大利语：大型晚餐），一定会

吃蹄髈和象征金币的小扁豆，吃得

越多，代表来年会越有钱！

风俗禁忌

意大利人视家庭问题及个人

工作问题为私人秘密，在与意

大利人交谈时，最好避开此类

话题。

足球是意大利的普遍体育活

动，他们都有各自所喜欢的球队，

每逢球赛开始的时候，就会看到支

持不同俱乐部的球迷在一起看比

赛、唱歌。

意大利人最忌讳“13”和“星

期五”，认为这些数字及日期都是

很不吉利的，遇其会有厄运或灾难

临头。如果遇到13号又是星期五，

那么宁可不要出门！

去教堂穿着一定要得体，不能

穿背心和短裤，一定要注意手机调

成静音或震动模式，注意不要大声

喧哗。相机拍照一定要关掉闪光

灯。

不要随意扔垃圾，会有处罚。

只允许在室外抽烟。

美國真的”美”嗎？
記我爲何移民加拿大

在移民这类重大的事情上，我

都会用别人的脑子。素有“超人”

之称的李嘉诚和两个儿子的脑子一

定不错，他们就毫不犹豫地移民加

拿大。平民百姓会认为美国移民门

槛高历时长，有可能办不成或者金

钱精力上不值得。可是李嘉诚的儿

子们不是一般的平民，他们当年也

做出了和你我一样的选择。

美国真的”美”吗？记我为何

移民加拿大

加拿大和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

相像的一对“孪生姐妹”，无论政

治制度还是生活环境。很多美国电

影都在加拿大拍摄，只需把街名和

国旗更换一下就可以开机了。在老

百姓眼里，加拿大没有的是“美

元”，“美军”，还有“航天局”

和“好莱坞”等优势。但加拿大是

立国以来从未向任何国家宣战，也

从来没有经历政变。社会稳定包

容，个族裔和睦相处，幅员辽阔，

资源丰富。无论你喜欢与否，今天

它很多地方已经走到世界之前列，

比如同性婚姻，大麻合法化和医助

自杀等等。

当年在我眼里移民加拿大优胜

过美国之处主要还有：

1）没有强制兵役：因此永远

不会看到自己儿子在未来可能的战

争中攻打他的爷爷或我的爸爸所居

住的城市；

2）没有全球纳税：那些做生

意的，或上市公司打工的加国公民

（如李嘉诚小儿子）作为非居民公

民无需缴纳加拿大税项；

3）没有做“大哥大”：除了

不用分担做“世界警察”带来的沉

重经济负担，也不用担心成为恐怖

主义的袭击对象。

以下两个小故事，令我当年先

迷恋而后抛弃那不“美”的美国，

最后成了今天的加拿大人。

1984年自助游去夏威夷，在飞

机上认识了一带台湾纱厂股东的导

游并决定参加他们的旅游项目。在

飞机抵达后第一次自助午餐时就出

了问题了 ，原来是一穿西装打领

带的老年台湾同胞 (这个岛上太

热，就没见过穿西装打领带的)中

暑晕倒。我本认为是一件小事，但

眼前却出现了一大群身穿制服的：

有警察，保安，急救和医疗人员，

我也居然成了现场翻译。当导游随

救护车陪着该团友去医院时，我却

被在场包括记者的人们团团围住。

有慈善机构的人给我名片表示愿意

支付该事故涉及的医疗费用，更多

的人关心那位老先生的情况。此时

此刻，我想到在北京看到被汽车撞

死躺在苏联大使馆门前好几个小时

的骑自行车少女，又想到海南省公

路上成千上万汽车碾过后像灯影牛

肉一样行人尸体。美国这民族对生

命的如此重视，令我非常感动，并

向在场的人（包括媒体在内）讲了

一些动情的话。在我们午饭还没有

结束时，那位晕倒的台湾同胞已经

回来继续用餐了。

1998年开车路过纽约水牛城，

我决定在哪里酒吧里度过“欢乐时

光”。刚走进去后我非常吃惊的发

现，酒吧客人拥挤骚动和疯狂欢呼。

我问其中的几个酒客，今天是什么

节日要放烟火庆祝？ 其中一个人

答：“笨蛋，我们正在开战！” 原

来克林顿总统因莱温斯基案困扰，他

突然下令以巡航式导弹对在阿富汗

的恐怖主义基地狂轰滥炸。我当时

十分气愤，面对酒客们我高喊“房

子在燃烧，人群在死亡，有哪一点

值得你们庆祝的！” 我是这么与他

们辨论：“如恐怖主义是苍蝇，那

么你们因为我脸上有苍蝇就可以对

我扇耳光了吗？” 我认为起码在坐

的美国人心目中是没有主权概念

的。当然我们的争论是没有结局的，

最后几乎大家拳脚相对。我一生还

第一次近距离，活生生地体验到

“美国主义”的直接应用和民众对

它的支持。由于我也不想在警察局

几个小时，最后在酒吧老板的劝告

下，我灰溜溜的离开了。这寡不敌

众的我，又在人家的地盘上，也没

有想过采取什么恐怖主义行为。

加拿大人口老齡化
就業率增長全靠移民

据加拿大《世界日报》

援引加国无忧报道，加拿大

统计局最新就业数据显示，

加拿大的就业增长已经完全

依赖移民。数据显示，过去

一年，加拿大移民的就业数

字增加，而本地出生的人士

就业率下降。

不过，这不应该被解读为

“移民偷走了加拿大人的工

作”，而是由于加拿大人老龄

化和渐渐退出职场，被较为年

轻的新移民们所取代。

统计局指出，今年 5月，

加拿大出生人士的工作职位

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93300

个。同期移民的工作职位大

增了261000个。

报告同时发现，加拿大

出生的打工者人数也缩减了，

较去年减少了 102000 人。显

然，大批婴儿潮世代步入退

休年龄，本地出生的劳动人

口不足以填补他们的空缺。

报 道 称 ， Bloomberg

Benchmark分析师指出，“加

拿大人口已经达到一个分界

点，如果没有年轻的移民人

口，就不会出现增长。”

移民工作职位大增的另

一个原因是油价下跌。埃

布尔达省和其他产油地区

因油价受到冲击，使得就

业增长集中在多伦多和温

哥华这两个全加移民人口

最多的城市。

另一方面，加拿大移民

的失业率仍然较高，今年 5

月，移民和本地加拿大人的

失业率分别为7.8%和7.1%。

抵加不到五年的新移民

，失业率更高达 11.6%。过去

十年来，新移民的失业率一

直高于加拿大平均失业率四

到七个百分点。

意大利生活妳不得不知的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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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加拿大《星岛日报》

报道，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顾

问公司美世(Mercer)近日发表

最新外企雇员生活费调查报

告，温哥华全球排名 142位，

但高居全加拿大的榜首。大

温居民倍感生活费用高，有

年轻人要做两份工，方可维

持日常开支。

美世这份最新年度报告

指，香港外企雇员生活费全

球最高，纽约位列 11，在北

美居首。加国温哥华、多伦

多和蒙特利尔三大城市分别

名列142、143和155位。

美世发言人弗罗斯特

(Gordon Frost)表示，今年加

拿大城市生活费排名显著

下调，得益于加元贬值，使

得外国企业进驻温哥华的费

用降低，但这也意味着加国

公司外派员工的负担增加。

月入 7千加元 四口之家

仅够开支

尽管外企雇员在温哥华

的生活费，在全球仅排列第

142位，但大温居民就明显感

到生活压力大。素里居民林

太一家四口，从中国移民来

加超过 10 年，在弗里特伍德

地区(Fleetwood)拥有一间独立

屋，任职水电工的林先生有

一份月入 7000 加元稳定收

入，不过，林太向《星岛日

报》记者细细道来，称每月

也仅能勉强维持，她说：

“最大开支是付房屋贷款，

每月供款 3300 元，再加上汽

车供款 1200 元，日常饮食

1500 元，以及两个孩子的课

余兴趣班费用，每月仅余不

到500元用于应急开支。”

林太表示，由于生活费

用昂贵，令她的丈夫一天也

不能停工。

来自中国山东省的 25 岁

郭姓青年，3 年前大学毕业

后，一直要靠打两份工，才

能应付生活开支。他对记者

表示，每月实际拿到近 4000

加元，付掉房租 1800 元，供

车 600元，以及伙食费等，所

剩无几。女友家人希望他买

了房才结婚，他苦笑称：

“看来只能在梦中。”

多数受访者均表示，在

大温居住，最大的负担是住

房开支。

奧巴馬移民政策“凍結”
非法移民夢碎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奥巴马

移民改革行政命令有关诉讼时

出现 4比 4僵局表决结果，这

相当于，该行政命令将继续

“冻结”。而这一裁决，也使

得近 500多万名无证移民在苦

等两年后，美国梦再度破碎。

23 日，奥巴马总统在白

宫发表讲话，称“我坚信，

无需害怕移民，我们是美国

人，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理

想，我们生来平等，我们所

有人都有机会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我们想要的样子。”但

是，这一说法显然没有打动

裁决者们。

2014 年 11 月，奥巴马宣

布绕过国会颁布总统行政令

推进移民改革，提出在美国

居住5年以上、其子女是美国

公民或永久合法居民的非法

移民将免遭遣返，只要是在

2010年 1月 1日之前入境美国

的儿童、无论现在年龄多大，

都可以申请3年在美居留许可，

新政预计惠及逾 400~500万非

法移民。但政策一经宣布便

引起共和党激烈反对，奥巴

马大赦非法移民被指超出总

统法定权力。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目前

美国政府每年遣返的非法移

民不超过 50万。这也给政府

财政带来了很大压力。

所以，包括得州在内的

26 个州向得州布朗斯维尔地

区法院发起诉讼，指责奥巴

马滥权，要求美国政府暂停

实施该移民行政令，直至法

院能就其合法性进行审判。

此后，位于新奥尔良的联邦

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去年宣布

维持下级法院裁决，官司由

此诉至最高法院。

据俄罗斯“卫星”新闻

网消息，参与这次裁决的最

高法院仅有 8位法官，包括 4

名保守派和4名自由派。最高

法院以4比4的僵局表决结果，

意味着奥巴马任期内将很可

能无法实施移民新政。

不过，同样支持移民改

革的希拉里曾表示，上任后

将继续推行移民改革。23日，

她得知裁决结果后，表示最

高法院的裁决“令人心碎且

无法接受”，她在推特上说

“这将令 500万人面临遣返和

家庭分离的结果。美国应该

做的更好。”

至于500万非法移民无法获得

签证，是否会影响到华人移民？

新华网表示，在美国非

法移民中，华裔所占比例非

常小，只有10万左右。而且，

这些非法移民大都是 20世纪

90 年代偷渡过去，随着时代

变化，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

已经大幅减少。

并且，对于移民新政，受

益的 10万华裔非法移民当然

欢迎，但一些华裔合法移民却

存在不同看法。不少华裔“老

移民”对移民新政颇有微词，

有人认为奥巴马绕过国会推行

涉及利益面如此广的移民新政

有不尊重宪法的嫌疑，也有人

认为，移民新政可能会刺激更

多人非法移民美国，使得问题

越来越得不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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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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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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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95-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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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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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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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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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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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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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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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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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體檢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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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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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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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way

8

Beechnut

玉佛寺

High
way

6

Syn
ott

We
stB

ranc
h.

Leader St.

Dair
yA

shfo
rd

Bellaire Blvd.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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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6年7月13日 Wednesday, July 13, 2016
紀實文學

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
的詩集

伊朗世界级导演阿巴斯· 基阿鲁

斯达米（Abbas Kiarostami）7月 4日

因癌症在巴黎去世，享年 76岁。实

际上，阿巴斯也是位诗人，似乎只

写短诗。这表现出阿巴斯对待诗歌

写作的克制，甚至是谦逊。本文为

中国诗人西川为阿巴斯诗集《随风

而行》中国版写的导读，他指出，

阿巴斯的诗虽短小，但指向却是巨

大的。

阿巴斯当然是捕捉或者制造戏

剧性的大师。他写道:“火车嘶鸣着/

停住/蝴蝶在铁轨上酣睡”。这里，

火车的嘶鸣和蝴蝶的酣睡形成了巨

大的反差。两种本来不对称的东西

惊心动魄地对称起来。但是阿巴斯

的戏剧性同样也可以微妙到推开黑

白对比、明暗对比。他看来是喜欢

白色的，至少是喜欢观察白色。他

说，“白色马驹/浮出雾中/转瞬不见/

回到雾里”。事情发生了，好像又

没有发生。神秘的滋味于此浮现。

他说，“鸽子白身影/抹入白色云彩

中/白茫茫天地”。我们可以想象这

样一幅画面:画面上只有白色，但这

白色却不是一层。中国人讲“墨分

五色”，对阿巴斯来说，白色也是

一个复数的概念。这不是“素以为

绚兮”了，这是“素以为素兮”，

是向海水里倒盐，是向雨地里泼

水。这构成了阿巴斯的修辞方式之

一:雪像雪一样白。无论是在诗歌还

是在电影里，阿巴斯都不想告诉我

们世界、人生如何如何复杂，但他

却指示出了人生的深度、世界的深

度，另外还有美的深度。说来奇

怪，阿巴斯的“深度”不是深渊的

深度，而是平面的深度。

在阿巴斯兴致勃勃地近距离观

察这个神秘世界的时候，他保持

了他的幽默感。由于阿巴斯诗歌

基本上是单一场景、单一线条

的，因此他在写作中所要冒的风

险之一便是单调。但他的幽默感

挽救了其诗歌可能呈现出来的单

调感。他看到候诊室里静静坐着

的五个大肚婆，使用他的诗笔把

她们记录下来；他看到黑压压的

出殡队伍路过柿子树时，一个小

孩子无所顾忌地盯着树上的柿

子，心早已飞离了死亡的现场，

他就把小孩子记录下来；他看到

蜘蛛在樱桃树和桑树之间拉出富

于秩序和威严的网，就想到蜘蛛

一定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

他便写下了“蜘蛛满意地打量着

它的手艺”这样的诗句。于是本

来一个到处是艰辛劳作的世界，

在阿巴斯的幽默感的催化下，变

得可以接受了，甚至变得有趣、

美妙起来。

由于阿巴斯在观察时兴致勃

勃，观察有时便成为一种持续行

为。他会持续地写到雪，写到孕

妇，写到稻草人，写到孩子，写到

让他越想越不明白的事。这使人联

想到一些画家的工作。他们反反

复复摹画同一个景物，仿佛最终

可以用自己的画笔将景物捕获，

而且不是捕获事物的单一截面，

而是捕获那充满丰富性的整体。

在这样的工作中，自然而然地包

含了艺术家对于所摹画事物的信

赖。看得出，阿巴斯也持有这样

的信赖。他持续书写的结果，就

是使不同的几首小诗构成了“一

首”稍长一些的诗，我们或者也

可以称之为“小组诗”。不过，

阿巴斯始终使用极短诗的形式，

以免观察的惊喜被稀释掉。

阿巴斯的观察首先是视觉的。

他会在一瞬间把事物的可感性逼到

极限。而且在这种状态下，他的观

察没有任何恍惚，而是出奇的准

确。有时为了加强准确性，他还把

数字引入诗中，例如:“一千三百岁

的/古寺庙里/时钟/差七分七点”。

“一千三百岁”是模糊的历

史，也许有根据，也许没根据，而

“差七分七点”是人们当下的准确

的存在。这种准确性推开了语言的

一切装饰。阿巴斯对数字的着迷有

时会延伸到计算:“一百个苹果/十个

有虫/每条虫/分十个”。我可以肯定

地说，在这里，阿巴斯运用了他对

世界的爱。他把我们对事物的感觉

颠倒过来再说一遍的时候，作为诗

人的阿巴斯就诞生了。

视觉的阿巴斯同时又是哲学的

阿巴斯。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哲

学”是东方哲学，也许说“智慧”

更恰当一些。一个人越能够清晰地

看到他的世界，他对世界的疑问也

许就更深。

阿巴斯越想越不明白的事一直

延续到真相的痛苦、对死亡的恐

惧，以及银河为什么离我们那样

远。他从观察开始，疑问是观察

的必然指向。他一直问到了这个

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阿巴斯并

不假装对这些问题怀揣答案。这

是人类智慧也不能解释的问题，

但问出这些问题，就是智慧。从

这样一个角度看，阿巴斯写出的

不是小诗。诗虽短小，但它们的

指向却是巨大的。

香港詩人也斯：
在日常風物中描繪不斷變形的香港

诗人也斯逝世已经三年了，但是每每品

读他的诗歌都能回归到他那个由微小事物所

组成的香港，体验其如同宋朝美学般的深沉

细腻，重新唤起关于作者活生生的记忆。两

本诗集《普罗旺斯的汉诗》与《蔬菜的政治》

于今年 5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出版，

将那种异质经验的偶遇和欣逢一并带给了大

陆读者。

7月 2日晚，和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衡

山和集”书店与启真馆联合举办了一场“也

斯与香港文学”的读书会。与会嘉宾包括华

师大中文系教授陈子善与同济大学青年学者

胡桑，一位也斯故人，一位文学评论家，与

读者共同聊聊也斯诗歌中美食、风物以及城

市。

也斯是了解1960-70年代香港生活的钥匙

陈子善先生回忆起自己与也斯的友谊可

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陈子善在

香港报刊上发表文学评论，由此也斯赴上海

开会时主动与他取得了联系。陈子善发现，

也斯的视角极为细腻独特，对上海的无轨电

车与都市生活情有独钟。同时他又对张爱玲

的作品饶有兴致，大抵是因为也斯感觉到了

一丝共性，他们都在写作自己的城市，一个

是香港，一个是上海。而且这两座城池都浸

润在东西方文化相遇之中。

后来，陈子善受邀参加香港第二届中国

现当代文学研讨会，空闲时间正是也斯带领

着游览了香港。他们前往太平山顶，乘坐历

史悠久的缆车，俯瞰城市全貌。太平山这一

意象早已被写进也斯的诗歌当中。

陈子善又回忆起当时也斯引见自己与

刘以鬯老先生会面的场景。刘以鬯乃是著

名的出版社主持人（如戴望舒的诗集），

1949 年自上海前往香港，1980 年代创办了

《香港文学》，此杂志至今仍代表了香港

文学的水平。刘老先生爱惜后辈，带领两

位去当地极好的咖啡厅，漫无边际的聊天——

或询问上海的近况，或诉说个人往事，让

陈子善记忆犹新。由于他和刘以鬯皆生于

上海，谈得兴高采烈便不禁使用了上海方

言。也斯倒有些不善言谈，不论能否听得

明白，总是静静地坐着，性情平和至此。

让人很难想象波澜不惊的表面背后，竟然

会从诗歌中流露那么强烈的意蕴。“我就

是有的时候会感到不可思议，这样一个看

上去很老实的人，写的这些作品，完全是

很不老实。我甚至难以想象，他怎么会周

游世界。”陈子善感慨道。

关于也斯的创作，陈子善提醒读者注意

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作为美国的比较文

学博士，也斯是较早接受过大学训练的专门

作家。在他的文学创造和研究之间常常形成

了一种两性互动。他对于文学史的脉络，尤

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如数家珍。双

重身份体现在名字中，用作文学研究时常属

本名：梁秉钧。如上世纪末在香港举办的张

爱玲国际研讨会，他和刘绍铭、许子东是组

织者，遂在论文集出版时便使用了本名。而

在大量的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创造时，

则冠以也斯之名。能同时具备这两种身份的

作家很少见，格非也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

例。

其二，也斯是土生土长的香港本土

作家。1949 年大陆有大批作家前往香港，

但由于粤语不通，往往形成了一个以大陆

人为主的小圈子。文学作品多是追忆和想

象大陆的从前生活。代表者如著名作家徐

訏，客居香港三十年却几乎没有作品直接

反映香港，难以进入香港的生活。而也斯

不同，他是香港一方水土亲自哺育的一代

作家，对香港的生活极为熟稔。香港三联

书店曾出过一套选本，命名为《老舍的北

京》、《鲁迅的绍兴》、《王安忆的上海》，

当然，也斯是属于香港的。若想了解香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也斯的作品

是一把很好的钥匙。

蔬菜的政治》和《普罗旺斯的汉诗》带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将日常风物融入到诗

歌创作，干净而且亲切。

胡桑与陈子善先生的亲历者视角不同，

他把也斯放在一种跨文化的异质经验中加以

考察。他回忆起自己留德其间导师顾彬

（Wolfgang Kubin）对也斯的大力推崇，认为

他代表着纯正的现代汉语的态度，也即一种

真正的世界眼光。在梁秉钧去世后，顾彬撰

写了一篇文章，叫《回忆也斯》，提出梁秉

钧美学即类似宋朝的美学，从微小的事物入

手去看这个世界。顾彬回忆，也斯来访德国

时，并不特别重视晚近一两百年才建立的科

隆大教堂，相反在这个光辉形象旁的某个角

落里——一个不起眼的小教堂——却承载了

五六百年的历史记忆，那里葬着中世纪著名

哲学家大阿尔伯特。带给顾彬的震撼正是，

一个非德国人教德国人怎么去欣赏自己的历

史，解读自己的历史，从不起眼的一些小的

角落的地方，偏僻的地方，去重新审视自己

身边的世界。这正构成了也斯看待香港的基

本视角，一个是关于地理的书写（《普罗旺

斯的汉诗》），一个是关于食物的书写

（《蔬菜的政治》），并统摄在香港这个大

的文化认同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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