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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 到未來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ﬃ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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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多家航空公司宣佈
赴美航班電子設備禁令解除

科威特航空公司 9 日表示，美國已經解
除了該公司赴美航班上不准攜帶筆記型電
腦和平板電腦的禁令。中東地區的其他多
家航空公司也相繼宣佈禁令解除。
在機場托運行李的乘客(資料圖)
報導稱，科威特航空 9 日在社交網站上
宣佈：“現在我們從科威特國際機場飛往

紐約的乘客，將可使用他們所有的個人電
子設備。”
今年 3 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對土
耳其、中東和北非 10 個機場的飛美航班實
施電腦登機禁令，禁止乘客攜帶大於手機
的電子設備上飛機。
阿聯酋的阿提哈德航空 9 日成為首個因

為禁令解除而受益的航空公司，宣佈從阿
布扎比起飛的航班不再受到影響。
此外，阿聯酋航空、土耳其航空、卡
塔爾航空、沙地阿拉伯國家航空、約旦皇
家航空也都表示，它們飛往美國的乘客如
今已獲準把個人電子設備帶上機。

中文成為美國居民第二經常使用外語
華爾街網站近日發
佈的調查結果顯示，在
美國居民最經常使用的
外語中，中文位居西班
牙語之後，排名第二。
據美國哥倫比亞廣
播公司報導，這項調查
依據美國人口普查局
2015 年美國消費者調查
數據中的 「在家中最經

常使用的外語種類」選
項，並參照了人口普查
局各州居民族裔情況。
美 國 有 超 過 4000
萬西班牙裔人口，西班
牙語在各州幾乎都是居
民最常使用的外語，經
常講中文的人口有 210
萬，位於次席。此外，
他加祿語、越南語、法

語、阿拉伯語和韓語的
經常使用人口也超過
100 萬。
在州層面，除去西
班 牙 語 ， 德 語 在 11 個
州是最經常使用的外語
，越南語在 7 個州是最
經常使用的外語，最經
常使用中文的州包括阿
肯色、馬裏蘭、新澤西

、紐約和賓夕法尼亞州
。
在加利福尼亞州，
他加祿語是西班牙語之
外居民最經常使用的外
語，使用人口達 83．2
萬，佔加州總人口的 2
．1％，其後是中文、
越南語、德語和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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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科學家在埃特納火山測試機器人

東京壹店鋪將老式手機碼成墻

滿滿的時代感

LED 睫毛燈受熱捧
派對拉風神器“
派對拉風神器
“閃瞎眼
閃瞎眼”
”

想讓自己的長相在狂歡
派對上被人牢記嗎？也許這
派對上被人牢記嗎？
款新推出的LED
款新推出的
LED睫毛燈很適
睫毛燈很適
合妳。
合妳
。近日
近日，
，瑞典
瑞典，
，壹款名
為 flashes 睫毛 LED 燈會根
據妳的動作做出相應的反
應 ，當妳在跳舞或者扭動
當妳在跳舞或者扭動頭
頭
部時候，
部時候
， 它會變幻出不同
的色彩。
的色彩
。 作為壹個眾籌項
目 ， 這款產品已經募集到
了驚人的 100999 美元
美元，
，
這壹天才般的想法源自於
Tien Pham，
Pham， 他 向 自 己 的
硬 件 工 程 師 朋 友 Davey
Taylor 問詢
問詢，
，是否有可能用
將 LED 燈用於眼睫毛上
燈用於眼睫毛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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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倒逼高端餐飲產業升級
金錢豹現象折射餐飲業巨變

曾經高端自助餐廳的標桿——金錢
豹停業了，而且謝幕極其狼狽。這個最
早向普通消費者普及、輸送高端食材的
餐飲企業為何恰恰死在消費升級浪潮下？除
了幾易其手遭到的管理混亂，金錢豹式
微到還有哪些原因？金錢豹停業同時也
折射出餐飲行業的巨變，舊世界的秩序
已經被打破，在消費升級浪潮席卷而來
的互聯網時代，餐飲行業的大洗牌時代
已經到來了。
到底發生了什麽？
曾經的高大上演變成壹場鬧劇
劉女士對北京晨報記者表示，和許
多消費者壹樣，自己上大學時跟隨著父
母去金錢豹就餐時就被人均 200 多元的
價格和成堆的海鮮震懾住了。在那個吃

壹頓肯德基、麥當勞都很奢侈的年代，
金錢豹承載了她關於高端餐廳的全部夢
想，她工作後第壹頓請客、戀愛、升職
加薪都會選擇去吃頓自助，金錢豹貫穿
了她每個需要犒勞和慶祝的場景。
而現在， 哈根達斯、澳洲大龍蝦、
鮑魚、魚翅隨便吃……曾是“高端大氣
上檔次”代名詞的金錢豹北京翠微店停
業，這也是繼世貿天階、王府井、中關
村和亞運村門店停業之後金錢豹在北京
的最後壹家門店。與此同時，金錢豹全
國最後壹家店也已經關閉，該店位於上
海，和金錢豹總部在同壹座大樓內。
金錢豹總部的高管也憑空消失，沒
有任何解釋，留下消費者、供應商和員
工面面相覷。眼看著金錢豹的關店演變
成壹場鬧劇，消費者迷惑的是，曾經名

噪壹時、巔峰時營業額逼近 10 億元的金 些年員工工資也不漲。”
金錢豹進入大陸市場是在 2003 年，
錢豹到底發生了什麽？
經過數年發展，金錢豹成了高端自助的
代名詞，也吸引了投資者的目光。2011
其實衰退早有信號
年 7 月，歐洲最大的私募股權投資集團
為上市幾易其手管理混亂
其實金錢豹的衰退早有信號，最直觀 安佰深完成對金錢豹的收購，此舉曾被
的便是門店數量的銳減。2015年是金錢豹 看成是金錢豹為上市鋪路的信號，時任
發展的分水嶺，這壹年金錢豹被嘉年華國 金錢豹中國 CEO 的繆欽曾信心滿滿地對
際收購之後，當年金錢豹曾提出當年開設 外表示，預計到 2015 年，金錢豹將實現
50家門店的戰略計劃。不過這個計劃最終 銷售 20 億元和 50 家門店的目標。不過四
沒能實現，當年金錢豹也幾乎沒開出新 年後安佰深將這個燙手山芋交給了嘉年
店。壹年後，金錢豹自助餐廳在全國的 華國際。值得壹提的是，安佰深2011年從
門店數量從 29 家銳減至 13 家。隨後關店 金錢豹創始人手中接手時用了15億元四年
潮接踵而來，在 2017 年的半年時間內， 之後嘉年華國際只用2.53億港元的價格獲
12 家門店消失，7 月位於上海總部的最後 得了金錢豹99.99%的股權。揮淚大甩賣也
被看作是金錢豹積重難返的信號。
壹家金錢豹門店也關張了。
在業內人士看來，金錢豹迅速崩潰的
已經被時代拋棄
主要原因是幾易其手導致的管理混亂。
模式老化無法滿足新的要求
在某餐飲專業論壇，壹大波的金錢豹前員
除了管理混亂外，金錢豹衰敗更深
工早就在吐槽金錢豹的管理混亂，“我
在金錢豹做過壹段時間，管理確實有問題， 層次的原因就是模式的落後。“金錢豹
幫派制，有啥事就是工人集體走人”，壹 的高端自助模式，已經無法滿足當前主
名金錢豹前員工表示，之前的金錢豹管理 流消費群對餐飲消費的感情宣泄、社交
體系過硬，有研發團隊、市場團隊，後來 功能的需求”，中國食品產業評論員朱
請的高層管理人員都是在混日子，“後 丹蓬表示。
除了創始人早已遠離管理、數次易
期金錢豹腐敗嚴重，原材料送貨價格高，
材料質量嚴重下降，管理更是沒法說，這 主管理混亂，高端海鮮自助高成本高折

損的品類模式老化也被視作衰敗的主要
原因。金錢豹平均單店營業面積高達
7000 至 8000 平方米，單店投資金額多達
2500 萬至 3000 萬元，多菜品經營模式
下 ，僅食材壹項成本就占營業額的
45% ，這也對金錢豹的成本控制能力、
經營管理能力提出了嚴苛要求。
自身經營不善、模式老化、跟不
上市場需求……金錢豹衰敗史幾乎同
時是中國餐飲行業的轉型史，在消費
升級和互聯網巨浪下，金錢豹被拋在
時代的巨輪下，“金錢豹時代”的遠
去，昭示了互聯網時代對餐飲業提出
的新要求。
消費者也早洞悉到金錢豹的變化。
在大眾點評上，消費者對金錢豹“菜品
下降”、“服務差”之類的評價猛然增
多。有顧客表示，自己之所以會去吃金
錢豹僅僅是因為想把會員卡裏面的余額
用完。不過近年來，金錢豹的菜品質量
已經嚴重下降，“海鮮不再新鮮，哈根
達斯也數次被告知停止供應。”
消費者本身也在倒逼高端餐飲的產
業升級，眼下中國的餐飲和消費習慣在
理性的回歸，除了追求健康、低卡路裏
外，能否滿足消費者的情感需求、社交
需求無壹例外都在考驗著餐飲企業。

“爆買”日本機器人折射中國軟肋：自主創新能力不足
綜合報導 當我們從日本購買的“爆款”商品
從馬桶蓋、電飯煲變成機器人時，是壹種什麽樣的
體驗？據日本媒體報道，最近日本各機械廠商紛紛
打算提高工業機器人相關產能，而這主要源於中國
的“爆買”需求。據日本機器人工業會統計，2017
年 1—3 月該產業對中國的出口額同比增長 48.3%。
當前，我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機器人市場。
近年來隨著制造業企業加快轉型升級，我國工業機器
人產業也迎來發展的春天，使用量大幅攀升。行業分析
機構預測，2017年我國工業機器人銷量將達10.2萬臺，
相比2014年的5.7萬臺將近翻番，累計保有量將接近
45萬臺；中國本土機器人企業的市場占有率也從2012
年的不足5%，增至2017年的30%以上。
然而，這壹市場的大部分還是由國外品牌占據，

尤其是在高端應用集中的汽車行業，國外公司的工業
機器人占 90%的市場份額，在作業難度大、國際應
用最廣泛的焊接領域，國外機器人也占據了 80%以
上市場。我國本土的機器人企業，仍然是以組裝和
代加工為主，產品主要是中低端機器人，關鍵零部
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進口。
市場占有率不高、高端產業低端化的“尷尬”，
折射出我國工業機器人產業發展的“軟肋”：自主
創新能力不足，關鍵技術與國外差距較大，核心零
部件依賴進口。有此“軟肋”，也就不難理解為何
會出現“爆買”的現象。
其實，面對機器人技術可能帶來的新科技產業
革命，世界各國都在爭奪國際產業競爭的話語權。
我國要實現從“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的轉型

升級，推動機器人產業健康發展，當務之急是加大
自主研發投入力度，堅持創新驅動，實現機器人核
心技術和關鍵零部件的重大突破，構建起機器人產業
創新體系，爭取早日攀上機器人“智造”的高峰。
實現關鍵技術的突破，非壹日之功，需要政府
、行業組織、企業、研究機構等多方共同努力。
在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成功經驗，可以充分借鑒
芯片產業的創新之路。我國的高端芯片也曾長期
依賴進口，在國家重大科技專項的支持下，2 萬
多名科技工作者歷經 9 年攻關，成功打造了集成
電路（芯片）制造業創新體系，高端裝備和材料
從無到有，也培養了壹批龍頭企業，在國際競爭
中占據壹席之地。機器人產業要填補短板，也應
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加強全行業的

科技攻關與協作，充分利用和整合現有科技資源、
研發力量，組建面向全行業的機器人創新中心，重
點聚焦行業前沿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推進科
技成果轉化，加快產業應用。
其次，在工業機器人產業的發展上，現有政策
也要做出優化調整，著力點應向技術研發、人才聚
集、差異化發展傾斜，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各地
政府要根據自身優勢和資源稟賦制定產業規劃，不
能盲目上項目、建園區、發補貼，造成大量低端產
能。宏觀層面上則應做好產業發展規劃，建立完善
行業監管規範，加強機器人標準體系建設，鼓勵產
業向高端化發展。
創新永無止境，也惟有創新，才能托舉起“中
國智造”的壹座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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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GEST HICH-SPEED RAIL NETWORK IN THE WORLD 世界最大高鐵网
陳少明/文
Maybe twenty years ago the word “high-speed rail” was somehow foreign to the
Chinese, but now it has become a household word in China, because as of today more
than half of China’s total railway passengers were delivered by its high speed railway
network.
也許二十年前，“高鐵”一詞對中國人來說還是陌生的，但現在在中國已經成為
一個家喻戶曉的名詞了，因為到目前為止，中國鐵路客運的一半以上都是通過高
速鐵路网來運行的。
High-speed rail is a type of rail system that operates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any
traditional rail system. While there is no single worldwide standard that could be
applied, rail lines that exceeds 250 kilometers (169 miles) per hour are widely
considered as high-speed. The first such system began its operation in Japan in 1964,
and was named the bullet train. High-speed trains normally operate on standard gauge
tracks of continuously welded rail; it also incorporates large turning radii.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speed and saving land as well as safety issues, many parts of the high
speed rails are elevated into viaduct bridges, especially in the populated and
geographically complicated areas.
高鐵比任何傳統鐵路系統都要快得多。 雖然沒有統一的全球標準，但是每小時時
速超過250公里（169英里）的鐵路便被廣泛認為是高速鐵路了。 第一個這樣的系
統是1964 年在日本開始運作的，它被稱為子彈頭列車。 高速列車通常在連續焊
接軌道的標準軌上運行的; 它轉彎半徑也是很大的。 為了保持速度，節約土地以
及安全問題，高速鐵路的許多路段都被提升為高架橋，特別是人口稠密，地貌複
雜的地區。
The Shanghai Maglev train is the fastest train in the world now under operation, which
has a maximum speed of 430.6 km/hr. (267.6 miles/hr.) Recently, Japan and Germany
are also experimenting with other faster Maglev trains. However the fastest Maglev
train should be the vacuum/maglev train called Hyperloop, proposed by 21 century
genius, South African born American scientist and entrepreneur Elon Musk. This train, if
becomes a reality could travel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vacuum tunnels
and elevated tubes in approximately 3 hours, which is way beyond sonic speed.
上海磁懸浮列車是目前世界上正在運行的最快列車，其最高時速為430.6公里/小
時（267.6英里/小時）。最近, 日本和德國目前也在實驗其他更快的磁懸浮列車。
然而，最快的磁懸浮列車應該是那被稱為超級高鐵的真空/磁懸浮列車，它是由21
世紀的天才，出生於南非的美國科學家和企業家以倫. 馬斯科提出來的。 這種列
車如果成為現實，可以在大約3個小時內通過真空隧道和高架管道從中國到達美
國, 使之遠超音速。
China’s 2,298 km (1,428mi) Beijing-Guangzhou High-Speed Rail has hold the world’s
longest high-speed rail line for some time, but it was recently surpassed by another
Chinese high-speed railway—the Shangri-La Global Railway. This new bullet train will
travel 2760 km (1715 mi) from Kunming, capital of southwest China’s Yunnan Province,

休士頓診所

電話:
傳真:

陳玉/修改
to Beijing in just 10 hours.
中國的2,298公里（1,428米）的京廣高速鐵路一直保持著世界上最長的高速鐵路
紀錄，但最近卻被另一條中國高速鐵路 -- 香格里拉世界鐵路所超越。 這種新型子
彈列車能在短短10小時內可從雲南省首府昆明2760公里（1715英里）到達北京。
China also has the biggest high-speed rail network in the world, which is now
accounted for 22,000 km (14,000 mi) of passenger-dedicated lines, a length which
equals to two-thirds of the world’s total high speed tracks. These tracks carry 1.44
billion passengers per year, making it the busiest transportation network on earth.
中國也是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鐵路网的國家，它現有22000公里（14000公里）
旅客專用線路，這長度相當於全球高速鐵路里程的三分之二。 這些鐵路每年運載
14.4億人次，使之成為地球上最繁忙的交通網路。
China not only has the biggest high-speed rail network in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exporting this technology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such as Thailand, Lao, Turkey,
Indonesia, Malaysia, Singapore, etc. Many other international contracts, even with
technically advance countries are now under intense negotiations.
中國不僅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鐵路網，同時還將這項技術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區，
如泰國，老撾，土耳其，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等。許多其他國際合同,
甚至是與技術先進的國家之間的, 也正在激烈的談判中。

713.272.6688
713.271.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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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物理治療師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家庭全科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陳彥旭
˙各種急慢性疼痛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足踝專科/外科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心電圖
˙車禍
˙化驗檢查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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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通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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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灸﹑
推拿
FRI 11/20 Noon-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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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SAT 11/21 Noon-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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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三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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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ly 11, 2017

呂克明

中國歷代的王朝都有一個習慣，為上一個朝代寫史書，目的是總結歷史的經驗教 兒忠當國王，疏勒人
訓，做為新朝代的借鑒。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王朝，便詔遣班彪（3-54）編纂史書。 非常高興。新王和一
班彪逝世後，由班固三兄妹接替，成就繼《史記》之後的第二本偉大史籍《漢書》。 班官員要殺死兜題，
但班超從大局出發，
班超上書【拯救大哥】
說： 「殺他無益於大
班固（32—92），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人。曾祖父班況，生三子
事，應該讓龜茲知道
（伯、游、稚）一女（婕妤）。伯祖班伯（前 55-前 17）生一子（都）；叔祖班游
大漢的恩威。」說服
（ 前 53- ？ ） 生 一 子 （ 嗣 ） ； 祖 父 班 稚 （ 前 49- 前 17） 生 一 子 （ 彪 ） 。 父 班 彪
眾人釋放了兜題，疏
（3-54） 生 二 子 一 女 。 長 子 班 固 （32-92） 生 二 子 （ 珩 、 珪 ） ； 次 子 班 超
勒也平定。至此，班
（32-102） ， 原 配 生 二 子 （ 雄 、 英 早 夭 ） ， 疏 勒 夫 人 生 一 子 （ 勇 ） ； 女 兒 班 昭
超兩次出使，憑借智
班固像
（45-116，適曹壽）生一子曹成，兒媳丁氏。班固九歲即能書文，誦詩賦；十六歲入
勇，已先後使鄯善、
太學，博覽群書。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王朝，便詔遣班彪寫史書。建武三十年
於闐、疏勒三個王國恢復了與漢朝的友好關係。
（54），班彪過世；班固從京城洛陽遷回老家居住，開始在班彪《史記後傳》65 篇的
班昭為兄請命
基礎上，撰寫《漢書》。永平五年（62），正當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寫《漢書》的時
《晚笑堂畫傳
晚笑堂畫傳》
》班固像
漢 和 帝 永 元 十 二 年 （100） ， 班 超 上 《 乞 歸
候，有人向朝廷上書告發班固【私修國史】，意圖唱衰皇帝等事由，班固因此被抓去
臣聞大公封齊，
洛陽等候問罪。漢明帝（28-75）下詔扶風郡收捕，班固被關進京兆監獄，書稿也被 疏》請求回國。《乞歸疏》中的 「
官府查抄。班超擔心哥哥被郡署考逼，無法表白，便【躍馬揚鞭】【風餐露宿】穿華 五世葬周，故【狐死首丘】【代馬依風】。」【狐
陰、過潼關，趕赴洛陽，上書漢明帝【拯救大哥】。漢明帝對【私修國史】案非常重 死首丘】古人傳說狐狸如果死在外面，一定會把頭
班超（
班超
（字仲升
字仲升）
）像
視，特旨召見班超察實情況。班超將父兄兩代人幾十年修史的辛勞以及【頌揚漢德】 朝向他出生的地方。【代馬依風】代馬依戀來自北
【視古鑒今】的意向告訴漢明帝，扶風郡守也將查抄的書稿送至京 方的風，比喻人心眷戀故土。代馬，古時北方代地
師。明帝讀了書稿，對班固的才華感到驚異，稱讚他所寫的書稿確是 以出產良馬著稱。 代地，春秋時為代國，戰國時為
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
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釋放，並召班固進京都皇家校書部，拜為【蘭台 趙國代郡。還有 「
令史】，繼續編纂《漢書》。漢和帝永元元年（89）秋七月，大將軍 門關」成為千古名句。同時班昭上《為兄超求代
竇憲率軍北伐匈奴，班固隨軍出征，任中護軍，行中郎將，參議軍機 疏》和帝： 「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
大事，大敗北單於後撰下著名的《封燕然山銘》。後竇憲因擅權被 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班
超已老，還不召回，捐軀大漠事小，恐有逆亂驟
殺，班固受株連，死於獄中，時年六十一歲。
【投筆從戎】【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起。和帝看奏章後非常感動，就派遣戊己校尉任尚
出任西域都護，接替班超。永元十四年（102）八
回顧三兄妹在編寫 「
漢武帝派衛青、霍去病征討匈奴」史料時，
月，班超回到洛陽後，胸肋病情加劇；九月，七十
班超情不自禁、慷慨激昂地說： 「
大丈夫應當像張騫、衛青一樣殺敵
一歲逝世，長子班雄嗣位。匈奴得知班超離職，新
報國，怎能老躲在書房裡呢？」於是班超就將手頭的工作交給班固和
任都護平庸，便乘虛而入，進犯城郭諸國。漢安帝
班昭【投筆從戎】，投奔奉車都尉竇固。永平十六年（73），竇固命
元 初 六 年 （119） 匈 奴 北 單 於 瘋 狂 侵 凌 ， 西 域 告
班超率軍攻打伊吾。班超於蒲類海，打勝歸來，竇固派遣他與 「從
急，朝廷公卿聚議，班超次子班勇應召列席。行前
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班超的第一站是鄯善（即樓蘭）。鄯善國王
問母親【疏勒夫人】，她說： 「
你父生在中土，長
班昭畫像
廣【熱情接待】，然而幾天後忽然變得【疏遠懈怠】。班超對隨從
在中土，卻用半生血汗灌溉西域，願兒繼父志，承
說： 「
可覺察到廣變得淡漠了嗎？這一定是有匈奴使者到來，使鄯善
大業。」班勇言道： 「
請母親寬心，兒生在西域，
王猶豫不決，不知道該服從誰好的緣故。」於是喚來該國的侍者說：
長在西域，怎敢忘斷西域父老培育之情。」會上群
「
匈奴的使者來了多久？現在還在不在？」侍者慌張地說出所有的細
臣畏懼匈奴，唯獨班勇一人，力排眾議，主張抗
節。班超於是關押了侍者，召集三十六位下屬喝酒。酒醉方酣之時，
擊。當時皇上年幼，鄧太後臨朝聽政，她辨忠愚，
班超順勢煽動他們說： 「
你們跟隨我抵達絕境，要想立功求富貴。現
納良言，因才點將，委任班勇為西域最高軍事長官
在匈奴的使者來了，而鄯善王勢必將我們縛送到匈奴人，我們的屍骨
將兵長史，率軍屯田柳中見機行事。養兵操練，班
將成為豺狼口中的食物了。對這情況怎麼辦呢？」隨從都說： 「
我們
勇已見時期成熟，就和母親商量，分頭去遊說城郭
現在身處危亡境地，生死聽從司馬決定！」班超說： 「
【不入虎穴，
諸國，共同禦敵。母子二人所到之處，講形勢、瞻
不得虎子】。現在只有乘夜晚火攻匈奴使者。他們不知我們有多少
《晚笑堂畫傳
晚笑堂畫傳》
》班昭像
前景、析匈奴、論漢朝，終於說服了龜茲、鄯善等
人，必定造成恐慌，我們趁機將他們全部消滅！只要消滅這些人，鄯
城郭諸國，同意聯兵抗擊匈奴。建安三年（124），班勇集結城郭諸國兵力，調動河
善王就會嚇破膽，我們大功就告成了。」班超並沒有知會 「
從事」郭
西精騎，統率數萬大軍，一舉擊潰匈奴在西域的主力呼衍王部眾，迫使匈奴勢力退出
恂。【夜黑風高】，班超就帶領兵士奔襲匈奴使者營地。班超吩咐人
天山南北，再次使分崩離析的西域諸國統一於東漢王朝。
拿軍鼓隱藏在匈奴使者屋後，約定說： 「見到火焰燃燒，就擂鼓呼
班昭、馬續完成《漢書》
喊。」其餘人都帶上刀劍弓弩，埋伏在門的兩旁。班超順風點火，前
永元四年（92）班固死於獄中，漢和帝下詔讓班昭到東觀藏書閣續寫《漢書》。
後擂鼓呼喊，匈奴人一片驚慌。班超親手擊殺三人，官兵斬殺匈奴使
者團三十人，燒死百多人。次日，班超把鄯善王廣請來，將匈奴的首 班昭續《漢書》，主要是做了三件事，一是整理稿件，二是完成《八表》，三是傳播
曹大家（家
級給他看，舉國上下震懼。班超安慰他，鄯善王交納王子作為人質。 書籍。漢和帝多次召班昭入宮，並讓皇後和貴人們視班昭為老師，稱為 「
眾人回去彙報，竇固喜悅，向朝廷報告班超的功勞。漢明帝指示竇固 通姑）」。每逢各地貢獻珍貴稀奇物品，就叫班昭作賦讚揚。鄧太後臨朝聽政後，特
說： 「
任命班超為軍司馬。」
許班昭參與政事。班昭為政勤奮，鄧太後非常滿意，破格加封班昭之子曹成為關內
侯，官至齊國的國相。《漢書》剛面世時，許多人讀不懂，同郡大儒馬融（79-166）
班超妻疏勒夫人與次子班勇
班超出使於闐、疏勒
便拜伏在東觀藏書閣下，跟隨班昭學習《漢書》；後來皇帝又下詔書叫馬融的哥哥馬
班超再次接受使命，請求原班人馬，他的
續 （70-141） 接 替 班 昭 ， 完 成
第二站是於闐。此時於闐王廣德剛打敗莎車
《漢書》。《漢書》的編撰，前
國，豪橫自大於南道。廣德王迷信巫術。巫師
後經過四人三階段：班彪的《史
說： 「天神發怒了，你們為什麼想要親向漢
記後傳》、班固基本完成《漢
朝？漢使有一匹身黃嘴黑的馬，趕快弄來祭祀
書》、班昭續作《八表》和馬續
我（天神）！」廣德於是派使者向班超要求那
補作《天文志》。永初年間
匹馬。班超暗中知道這一陰謀，回報同意獻出
（107-114） ， 太 後 的 哥 哥 大 將
此馬，但要巫師親自來取馬。一會兒，巫師到
軍鄧騭以母喪為由，上書朝廷，
了，班超立即砍下他的頭以此送給廣德。廣德
洪永明書《
洪永明書
《 古詩十九首
古詩十九首》
》 之一
之一【
【 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
】。詩眼二句
詩眼二句【
【胡
請求退職。太後不打算批准，徵
得知班超在鄯善國誅滅匈奴使者
馬依北風，
馬依北風
，越鳥巢南枝
越鳥巢南枝】
】即成語
即成語【
【代馬依風
代馬依風】【
】【越鳥巢南
越鳥巢南】。
】。
問班昭。太後聽了班昭的建議，
的事，大感惶恐，立即攻殺匈奴
同意鄧騭等人的請求，於是鄧騭
使者而歸降班超，班超重重賜賞
等人得以辭官還鄉。班昭晚年，
了廣德及其臣下。永平十七年
身患疾病，家中女子們又正當出
（74）春，班超出使第三站疏勒
嫁的年齡，班昭擔心她們不懂婦
國。班超行至兜題居住的架橐城
女禮儀，作《女誡》七章，以做
九十裡的地方，派手下吏員田慮
勉勵。永初七年（113）正月，
去招降兜題。班超指出： 「兜題
班昭之子曹成出任陳留郡長垣
並不是疏勒人，疏勒國民一定不
長，班昭隨其子到長垣就職。到
會為他盡忠效命的，他如果不肯
古代女子教科書【
古代女子教科書
【女四書
女四書】
】
達後，班昭追憶先
投降，就將他扣押起來。」田慮
賢，觸景生情，仿班
隻身來見兜題。兜題見他勢單力
班超出使西域圖
彪《北徵賦》寫成
孤，根本沒有投降的
《東徵賦》。班昭年
意思。田慮乘其不
七十一歲逝世，鄧太
備，搶上去劫持了
後身穿素服監辦喪
他。在這種突發事件
事。班昭的《女誡》
下，兜提手下的人都
與唐代的宋若莘、
驚懼奔走。田慮乘馬
若昭姐妹的《女論
疾馳，到班超處復
語》、明成祖後徐氏
命。班超當即來到架
的《內訓》和王相母
橐城，把疏勒官員集
劉 氏 的 《 女 範 捷
中起來，向他們陳說
錄》 共四部書，被
龜茲種種不合理的行
收入清康熙年間，王
徑，宣佈另立原來被
相 所 編 的 《 女 四
殺掉的疏勒國君的侄
班超說：【
班超說
：【不入虎穴
不入虎穴，
，不得虎子
不得虎子】
】
【女孝經
女孝經】
】為唐代侯莫陳邈
為唐代侯莫陳邈（
（三字複姓
三字複姓）
）妻鄭氏撰
妻鄭氏撰，
，共十八章
共十八章。
。第八孝治章與第九庶人章圖
書》。（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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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遊之四：
摩洛哥遊之四
：締頭萬一日遊
締頭萬（Tetouan）簡介
位於立夫（Rif）山的最北端，直布羅陀
海峽南數十公裡處的締頭萬，是摩洛哥北部地
中海沿岸的一座歷史古城。它坐落在富庶的山
谷平原上，是摩洛哥的果園地帶，盛產橘子、
杏仁與石榴，也是北部穀物、蔬菜、羊毛、橄
欖、柑橘的集散地與工商業中心，並以精製皮
革、手工編織、地毯、銅器聞名。地理上，它
是連接摩洛哥與西班牙的主要通道。在經過西
班牙的再次征服後，該城是由一批被西班牙流
放的安達盧西亞（Andalusia）難民重建的。因
此城內的建築與藝術風格皆深受安達盧西亞的
影響。城內街巷曲折，店鋪林立。現存的古城
址上有三面城牆，七座城門，數十座清真寺，
與許多蓄水池與穹頂的室內市場。1997 年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目錄》。
“締頭萬”在柏柏語直譯為“眼
睛”，引伸有“泉水”的意思。城始建之年代
不可考，不過根據考古發現，應該是在新石器
時代此處已經有人類居住。後來歷經亞述、波
斯、羅馬、阿拉伯的統治與文化洗禮，再經十
字軍，西班牙的佔領，留下了多種文明的歷史
沉澱，今日締頭萬的居民多為柏柏爾人。除了
固有的柏柏爾與阿拉伯文化外，也融匯了羅
馬、西班牙與歐洲的文化，使締頭萬成為一座
多彩多姿的夢幻之城。

締頭萬的老城區（Medina）
早上 8:30 從旅館出發，車子載我們來到了
締頭萬。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又高又長的土
黃色大城牆。想起了好萊塢中古騎士片裡的鏡
頭。資料上說城牆建於 18 世紀中葉，牆底厚

1.2 米，地基以上厚 0.6 米，長達 5,000 米，共
有 7 個大門通達城內。老城（Medina）內街道
呈十字形交錯，與不同的大門連接，可通向旅
館、澡堂、清真寺、商業區或工匠區。
締頭萬的老城區始建於 14 世紀。然一百
年後被入侵的西班牙人盡毀。後由一批從安達
盧西亞（Andalusia）逃到摩洛哥的難民重建，
不過規模很小，直到 16 世紀中葉被一批叫做
“Moriscos”的人（他們是那些住在安達盧西
亞被在西班牙政府被強迫改信天主教的穆斯
林-註）被逐出西班牙來到此地後，不斷擴展
老城區，並在 18 世紀中葉，在老城的周圍築
建了城堡式的高牆遺留至今。
進入老城區前，我們來到一個廣場，上面
有一棟頗有氣派飄著國旗的大樓，門口有衛兵
站崗。原來是國王在締頭萬的行宮。摩洛哥的
好幾個城市均有行宮，為國王外出下訪民情時
之住所。回想起來，自從踏上摩洛哥國土，一
路上我們倒是看到過不少穆罕默德六世巡訪當
地的照片。
我們步入了老城區。只見除了較為寬直的
主街外，狹窄的小巷直通私人住宅。其中有不
少屋主是屬於貴族家庭的。他們是從安達盧西
亞來的貴族之後裔。這些房子的庭院裡有大理
石噴水池、橘子樹，屋內天花板之雕工精美，
地面與廊柱上的瓷磚尤為出色。
老城區的地勢由西向東逐級降低，整個老
城區內沒有一座建築是超過三層的，只有那一
座座的宣禮塔的塔尖高高在上，使整個老城呈
現一種伊斯蘭教的氣氛。城內許多如織布、珠
寶、皮革工匠的作坊與一些傑出的建築物都完
好地保存了下來。我們看到一間只有一個小小
的門面僅容一人工作的裁縫店與只供一人理髮

的理髮店。
除了那些深度西班牙色彩的建築與大大小
小的作坊之外，老城內的大市場更是包羅萬
像，從一堆堆的香料果脯，魚肉蔬菜，糕點糖
果,到地毯皮包，圍巾衣物,形形色色應有盡
有，令人目不暇給。看到那些活雞、活魚、與
掛鉤上的羊肉，不由憶起了五十年代的北投市
場…
當我們一群人在市場內東張西望連連拍照
的時候，一直有一位穿著黑大衣的中年男子遠
遠地跟著我們前行。他不動聲色 ，眼觀四
方。起先大家沒有發現，到快要走出市場的時
候，經領隊小聲指出,我們才知道原來他是當
地警察局的特派便衣警探。上車後，阿蔔杜拉

夏曙芳

說，這不是他的事先安排，他也是後來才發現
的。摩洛哥正在大力推展觀光事業，想必是當
地政府不願讓外國旅客在他們所轄的地段上發
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吧。我們倒是因而受惠
了。
遊罷締頭萬老城，車子載大家來到一座海
濱的度假城午餐。天空逐漸晴朗，藍天碧水，
兩旁高高的棕櫚樹迎風搖曳，更增添了海邊大
道的吸引力。這家濱海餐館不但是位置好，海
鮮更是一流，既新鮮又美味。大家飽嚐了一
餐。飯後車子在沿海公路上行駛了一段之後，
沿途的山谷、瀑布、與石灰岩的斷崖真是美不
堪言。(夏曙芳 2015 )

締頭萬的濱海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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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Asian Allies Seek To Counter
The North Korean 'Menac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HAMBURG, Germany (AP) — Wrapping up his
second European tour and the G-20 Summi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earched for consensus with Asian
allies Saturday on how to counter the "menace" of
North Korea after its test-launch of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about it," Trump said as he
met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a separate
meeting with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Trump said the two were tackling "the problem and
menace of North Korea."
The White House said after the meeting with Abe
that the U.S. was "prepared to use the full range of
capabilities" in defense of Japan. Trump and Abe
committed, the White House said, "to redoubling their
efforts to bring all nations together to show North
Korea that there are consequences for its threatening
and unlawful action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tried to press Beijing
to rein in North Korea, a major trading partner of
China, and halt Kim Jong Un's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before they can threaten U.S. territory. Trump
has voiced his frustration in recent days that China
hasn't done more, suggesting he may take steps of his
own.
But during his meeting, Trump told Xi, "I appreciate
the things that you have done relative to the very
substantial problem that we all face in North Korea."
Xi said during the meeting that "sensitive issues
remain" in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and more work
needed to be done. But he said he had built with Trump
a "close contac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shakes
hands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uring their bilateral meeting at the G20
leaders summit in Hamburg, Germany July 8,
2017. (Photo/REUTERS)
Trump's extensive slate of meetings with Abe, Xi,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heresa May and others came
on the final day of the annual Group of 20 summit,
which has been marked by violent demonstrations by
anti-globalization activists. Trump also had a brief,
unscheduled meeting with Turkey's President Recep

Meeting with May, the British leader, Trump pointed to
their "special relationship," and said the two countries
were working on a trade agreement.
May was the first foreign leader to visit Trump at the
White House and he told her he would soon "be going
to London" once details were worked out. Independent
trad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a
possibility as Britain exits the European Union — a
move Trump has supported.
Earlier, Trump said Saturday he had a "tremendous
meeting" with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on
Friday, his first comments on the talks with the Russian
leader. Trump raised the issue of Russia's meddling in
the 2016 elections and discussed plans for a cease-fire
agreement in Syria.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ight, arrive for a meet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20 Summit in Hamburg, Germany, Saturday, July 8, 2017. (Photo/ AP)
Tayyip Erdogan about the situation in Syria.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had grown nearly
Abe, speaking through a translator, noted that the 40 percent at the start of 2017. "So much for China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has become working with us - but we had to give it a try!"
"increasingly severe" due to North Korea's push to
develop its ballistic missile and nuclear program. Abe
said he wanted to "demonstrate the robust partnership
as well as the bonds" between Japan and the U.S. on
the issue.
North Korea's successful test launch of an ICBM was
a milestone in its long-term effort to build a missile
that could carry a nuclear warhead to attack the United
States.
The issue was a frequent topic of discussion at the
summit, and the White House said earlier that the U.S.,
South Korea and Japan were pressing for additional Trump officials said later that the president hadn't
measures against North Korea to demonstrate the given up on the relationship.
"serious consequences" for its latest provocations.
Trade was also a key part of the discussions. The
The three nations have been calling for "early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investigating the possibility
adoption" of a new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of putting new barriers on steel imports based on
and additional sanctions to demonstrate to Pyongyang national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a move that could
the consequences of its actions.
target China, which has flooded international markets
Bringing China on board is a key part of the plan. with cheap steel exports.
The administration wants China to fully enforce "Many things have happened that have led to trade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intended to starve Pyongyang imbalances and we're going to turn that around,"
of revenue for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But Trump said during the meeting with Xi. Trump said
Trump has been dissatisfied with China's response.
he wanted a new arrangement that is "equitable" and
Earlier in the week, he vented on Twitter that trade "reciprocal."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on Friday
urged new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to stop its nuclear threat, telling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that a failure to act
would be "catastrophic."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aid Friday that
Trump and Putin had a "robust and lengthy" discussion
about Russian election interference but Putin denied
any involvement.
Putin, in a news conference Saturday, offered his
version of events and said he thought Trump believed
his in-person denials of Russian meddling. White
House officials traveling aboard Air Force One did not
dispute that account.
Tillerson, who took part in the meeting, said Trump
had been "rightly focused on how do we move
forward from something that may be an intractable
disagreement at this point?"
Trump also joined a women's entrepreneurial finance
event, a project spearheaded by his daughter and senior
adviser Ivanka Trump. He lauded his daughter's efforts
to help female entrepreneurs, joking that "if she weren't
my daughter, it would be so much easier for her."
Trump was flying back to Washington on Saturday
evening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annual G-20
meetings. He won't be stateside for long: The
president is scheduled to return to Europe next week
to attend Bastille Day celebrations in Paris. (Courtesy
Associated Press)

China Tests Self-Sustaining
Space Station In Beijin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Liu Hong, chief designer of the Lunar Palace
365 Project stands outside a simulated
space cabin. Volunteers temporarily
live in the space cabin as a part of the
project at Beihang University in Beijing,
China, July 9, 2017.
BEIJING-Sealed behind the steel doors of two bunkers
in a Beijing suburb,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trying to
find out how it feels to live in a space station on another
planet, recycling everything from plant cuttings to
urine.
They are part of a project aimed at creating a selfsustaining ecosystem that provides everything humans
need to survive.
Four student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entered the Lunar Palace-1 on Sunday
with the aim of living self-sufficiently for 200 days.
They say they are happy to act as human guinea-pigs
if it means getting closer to their dream of becoming
astronauts.
"I'll get so much out of this," Liu Guanghui, a PhD
student, who entered the bunker on Sunday, said. "It's
truly a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
President Xi Jinping wants China to become a global
power in space exploration, with plans to send the first

probe to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by 2018 and to put
astronauts on the moon by
2036. The Lunar Palace 365
experiment may allow them
to stay there for extended
periods.
For Liu Hong, a professor
at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and
the
project's principal architect,
said everything needed for
human survival had been
carefully calculated.
"We've designed it so the
oxygen [produced by plants
at the station] is exactly
enough to satisfy the
humans, the animals, and
the organisms that break
down the waste materials,"

experiment, Liu said. Charting the mental impact of
confinement in a small space for such a long time is
equally crucial.
"They can become a bit depressed," Liu said. "If you
spend a long time in this type of environment it can
create som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Liu Hui, a student leader who participated an initial
60-day experiment at Lunar Palace-1 that finished on
Sunday, said that she sometimes "felt a bit low" after
a day's work.
The project's support team has found mapping out a
specific set of daily tasks for the students is one way
that helps them to remain happy.
But the 200-day group will also be tested to see
how they react to living a for period of time without
sunlight. The project's team declined to elaborate.
"We did this experiment with animals... so we want to
see how much impact it will have on people," Liu, the
professor, said. (Courtesy https://www.voanews.com)

Volunteers smile to a camera from inside
a simulated space cabin in which they
temporarily live as a part of a scientific Lunar
Palace 365 Project, at Beihang University in
Beijing, China, July 9, 2017.

she said.
But satisfying physical needs is only one part of the

Screens in a control room show images from
inside a simulated space cabin in which
volunteers temporarily live as a part of the
scientistic Lunar Palace 365 Project, at
Beihang University in Beijing, China, July 9,
2017.

Four student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entered the Lunar
Palace-1 on Sunday with the aim of living self-sufficiently for 200 days. (Photo/Xi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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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
上周六舉行會員大會及聯誼餐會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於上周六
（7 月 8 日 ） 中午在 「朱秀娟社
區中心」 舉行 2017 年會員大會
及聯誼餐會。共有校友及其家屬
五十多人與會。
會長方鮀生在大會上回顧過
去兩年所辦的活動，包括：2015
年 10 月 3 日舉行 「鮭魚返鄉教
育展」，2016 年 1 月 24 日舉行

「台塑園區之旅 」，2016 年 4
月 9 日舉行 「健行及聚餐 」，
2016 年 7 月 30 日舉行 「交大校
友會會員大會」，2016 年鍾副院
長來訪，並在 「獨一處」 聚餐
，2017 年 4 月 8 日聚餐。
當天並舉行理事選舉，選出
新竹交大校友會 2017 至 2019 年
理事為： 馬定遠，李兆璿、談駿
頣、王智強、陳君毅、謝怡真、

葉妤貞等人，並由他們互推選出
2017 至 2019 年會長為談駿頣，
副會長謝怡真。
談駿頤隨即主持大會，報告
今後每一季開一次理事會，兩年
後改選，希望有更多的年輕校友
加入。他將於春季辦烤肉，秋季
辦就業專題講座，及每年的春遊
或秋遊，以及三月初辦會員大會
。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演講會
政治烈焰下的絕命情詩─談聶魯達敲打心靈的文字雨浪
美南作協 8 月演講，邀請前會長劉昌漢談 1971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智利詩人聶魯達的生平與作品
，講題： 「政治烈焰下的絕命情詩─談聶魯達敲打
心靈的文字雨浪」。
時間：8 月 12 日（星期六）下午 2 點
地點：休士頓僑教中心 203 室
智利詩人聶魯達一生是一部傳奇，他對政治激
情不滅，對愛情流浪不悔。寫的詩無論是一片落葉
，或屋瓦積雪，或隨風飄逝的歌，或最後之玫瑰
……，熾熱優雅，獲有 「愛的詩人」、 「人民的詩
人」稱謂。主要著作包括：《晚霞》、《二十首情
詩和一支絕望的歌》、《西班牙在心中》、《漫歌
》、《船長的詩》、《元素頌》、《一百首愛情十

四行詩》、《回憶錄︰我曾歷盡滄桑》等等。
我們在網上找到義大利以聶魯達做背景拍攝的
電影 「郵差」(Il Postino) ：http://www.tudou.com/
programs/view/bi-i6SNmZbs， 影 片 附 有 中 文 字 幕
，故事是虛構的，但是舉重若輕道出詩與生命的關
係，非常好看。本片獲得 1995 年奧斯卡金像獎最
佳影片、導演、男主角等五項提名，得到最佳音樂
獎，建議大家看看。
相信大家對前會長劉昌漢都不陌生，他是名畫
家、作家(筆名劉吉訶德)，經常在美、台、中國演
講。此次他準備了百餘張投影片隨同演講播放，介
紹詩人的生平、愛情、著作，與有興趣的朋友共同
沐浴一場知性的文學饗宴，歡迎大家參加。

圖為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會長方鮀生（ 右一立者 ） 在會員大會上講話
圖為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會長方鮀生（
在會員大會上講話。（
。（ 記者秦
鴻鈞攝 ）

紐約醫生闖醫院槍殺一醫生 槍傷6人後自盡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國紐約
一名槍手於當地時間 6 月 30 日下午突
然闖入布朗克斯區一間醫院，在多個
樓層見人就開槍，一名醫生被擊斃，
另有 6 人被擊傷。警方確認，槍手是
一名醫生，曾受僱於該醫院，行兇後
吞槍自殺。警方正調查槍手行兇動機
。
下午 2 時 50 分左右，45 歲、身高
6 呎 的 非 裔 美 國 人 貝 洛 （Dr. Henry
Bello）身穿白色實驗室袍，進入布朗
克 斯 黎 巴 嫩 醫 院 （Bronx Lebanon
Hospital） ， 原 來 袍 子 下 面 收 藏 了

M-16 步槍。消息說，他在醫院的 5 個
樓層開槍，一個樓層更傳出爆炸聲。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報導，槍
手曾在事發醫院工作，是一名家庭醫
生，此前因為騷擾一名同事被解僱，
當天下午他來到醫院後沒有找到這名
同事，隨即在醫院內開槍。不過紐約
警方目前並未證實有關槍手動機的說
法，僅確認槍手的確曾是該醫院職員
。
警方表示，一些受害者是醫生，
包括在醫院 17 樓中槍喪生的女子。事
件中多人受傷，其中 5 人傷勢嚴重，1

休城工商

人腳部中槍。警方說，
槍手行兇後企圖縱火自
焚，但火勢被自動灑水
器淋熄，於是改為吞槍
自殺。醫院網站有槍手
資料，顯示他是一名醫
生。警方消息透露，貝
洛在 2015 年因涉及性騷
圖為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新當選會長談駿頤（
圖為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新當選會長談駿頤
（ 立者 ） 在會上講話
在會上講話。（
。（ 記者秦鴻鈞
擾，獲準自動辭職。根
攝）
據警方檔案，貝洛早有
槍手犯案時。由於事出突然，當 房間內。布朗克斯黎巴嫩醫院已經有
前科，在 2004 年 8 月涉及非禮一名 23
地傳聞四起，更一度傳出有兩名槍手
120 年歷史，據稱擁有近千張病床，
歲女子，以及在 2009 年因用鏡偷窺兩
闖入，引起醫院內一片恐慌，職員及
它的急症室也是紐約市最繁忙的急診
名女子裙底而被捕。
病人爭相走避，有人更將自己反鎖在 症之一。

「巴國布衣
巴國布衣」」 下週推出日式拉麵
是休士頓唯一＂正宗川菜＂加＂日本拉麵＂ 餐廳
（ 本報記者秦鴻鈞）於 1996 年 4 月 22 日誕生於中國
四川成都的 「巴國布衣」，傳承餐飲文化經典，與時俱進
，演繹文化餐飲故事； 追求＂自然、生態、健康、和諧＂
的理念，二十年來，已締造中國川菜龍頭企業，曾作為中
國＂八大菜系＂川菜唯一代表入駐上海世博會，引領餐飲
企業登上行業更高的舞台。
位於 Westheimer 與 Fountainview 交口上的 「巴國布衣
」 ，成立二年多來，聘請國內知名川菜名廚主廚，推出一
流川菜經典美食，如口水鷄，夫妻肺片，川味涼粉或餛飩
，令人愛不忍釋。 「巴國布衣」 在推出各種經典美食之

餘，下週起，主廚王先生又將推出籌備多時的正宗日本拉
麵，日本拉麵對湯頭及配料十分講究，喜歡日本拉麵的人
，不妨前往品嚐該日本拉麵有多 「正宗」！該店也成為休
巿首家＂正宗川菜＂加＂日本拉麵＂的餐廳。
在推出美食的同時， 「巴國布衣 」同時提供公司員
工午餐服務：＂外送＂或＂堂食＂並承接企業餐會及家庭
Party , 可安排在該餐廳＂大堂＂或＂VIP 包廂＂舉行。
「巴國布衣 」 的地址在：5901 Westheimer Rd. Unit.
N,Houston TX. 77057, 訂餐電話：713-953-9999
圖為 「巴國布衣 」 即將推出的正宗 「日本拉麵」。

請看病員對“少林秘功”的評價
和本人李國忠大師的回報！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凡在我處為您服務過的病員，都可在
明天開始電話聯繫，安排時間為您免費服務，包括新老病痛緩解
和鞏固，不用客氣，分文不取，這是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傳統武術
文化你們所起的作用對你們所表的心意！請看病員所寫的文章
“不服藥物、不注射針劑、又不開刀，不用針灸，”僅用少林內
氣功和特殊的手法, 通過走“經”外其穴, “經”外其“經” , 達
到除痛除病,康復健體的少林秘功, 多年來我的體會是只有中國少
林六合門掌門人、少林秘功創始人李國忠大師能做到, 他在來美
國一年之內非但得到美國“世界名人堂”名人的稱號, 還在第一
屆世界針灸和醫學聯合大會上做了關於“中國中醫針灸理論是消
除病魔的燈塔的論文報告。”
我已是六十開外的婦女!見到我的好朋友帶著幾十年先天性
和後天造成的全身疾病痛苦的生活著, 經過多年請中、西、針灸

的名醫治療, 都不見除痛除病痛苦不減。在她遇到了神
醫李國忠大師數月後再見她, 所有認識她的人都覺得她
變成了一個又美麗和常帶著笑容的年輕人了! 這一變化
真是驚天動地的大事。
最近, 聽說她又請李大師為她身高增加兩公分。還使我相信
了一個事實: 人再有錢, 再有地位, 如果身體不健康多病,痛苦的生
活, 就等於白來這個世上了。為了自己、為了子女, 我決定克服經
濟上和其他的困難, 敬請李國忠大師為我康復病體!我每天堅持準
時請李大師運用少林秘功, 只經過短短一個月, 我的身體起了神奇
的變化, 開始還有疑慮, 我的朋友會好, 我會不會好呢。可經過多
天的少林秘功後,這些疑慮消除了, 我的身體起變化了。在請李大
師運用內氣功前, 多年來, 我的頭早上一起來就頭昏眼花, 站都站
不住, 不能走路,兩個眼球好像要突出來似的, 現在好了, 不存在這

個現象, 視力也好轉了, 還能穿多年放棄的高跟鞋了, 腰背也挺了
直起來, 胸部的腫塊也不痛了, 臀部、大腿關節、膝關節、腳腕關
節和腳趾關節也明顯好轉。大師根據我原來的臉型, 做了整形: 凹
陷的鼻樑骨拉直了。嘴角和兩面頰也更美麗了, 嚴重的婦科病也
經過大師的內氣功打通了經絡, 明顯好轉, 臉部、頸紋, 前胸的皮
膚和手、腳都變的白細、嫩滑, 真的使我變得和我的好朋友一樣
健康年輕美麗了! 我從心底里感謝這位神奇的李國忠大師, 敬請他
健康長壽, 再更多地為世人健康長壽服務。
像這這樣感人的文章對宣傳“少林秘功”起著很大的促進作
用，為此，本人願意免費為她服務三個月，謝謝。
李國忠大師手機: 832-757-37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