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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千手牽手、愛灑美南音樂會
九月十六日、十七日在哈比劇院隆重舉辦
7.20.2017

貸 動商機 成功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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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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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詐騙案猖獗
LINE
詐騙案猖獗 休斯敦侨胞需警惕
（本報記者報道）隨著社交新媒體的出現
，人們在享受現代科技帶來便利的同時，也面
臨著各種網絡和社交媒體的詐騙風險。
盡管之前不少人都接到過詐騙性質的電子
郵件，但大家最常見的處理方法就是將其刪除
或者送進垃圾箱。
但令人吃惊的是，近日在臺灣和韓國方興
未艾的社交平臺 LINE 接二連三發生詐騙案，而
且从臺灣亞洲等地區迅速擴及到美国，而這一
次卻是真真切切發生再休斯敦。
昨天下完，休斯頓僑務咨詢委員駱健明先
生和太太郭穎女士來到美南新聞，向記者講述
了自己 LINE 賬號昨天被盜用之後的事情經過，
希望引起更多僑胞對此類 LINE 詐騙案件的高度
重視和警惕，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駱先生和郭女士稱，詐騙人采用中文書寫
，先是問候聊天，取得信任後，於是借故“我
的手機掉了，需要好友輔助認證，請告訴你的
手機號碼和請幫我代收驗證碼，以便重新建立
聯系”，詐騙人拿到電話號碼，就以忘記密碼
為理由申請驗證碼，再索求驗證碼，由於 LINE
的社交群體多是朋友，因此在警惕性不高的情

況下，詐騙人較容易獲得電話號碼和驗證碼，
詐騙人於是重新修改註冊新賬號，再濫發訊息
行騙。
郭穎女士稱，短短三十分鐘，上百位好友
接到冒充自己的詐騙人的信息，並當場要求朋
友們幫忙購物包括 iTunes 卡，有的好友未加思
索買貨後被騙走了錢財。
郭穎女士強調，針對此類詐騙，一定不要
隨便通過各種方式包括短信、郵件發出自己的
電話號碼，更不能代收和傳遞驗證碼，如果遇
到親友通過 LINE 購物的要求或是借錢的情況，
一定要本人電話求證。
一旦發現自己的賬號被盜，正確的方法是
，第一時間通知 LINE，暫停賬號使用；並迅速
在好友中發出警示信息，避免大家受騙。
LINE 盜竊賬號詐騙案，由於詐騙人較為隱
蔽，手段狡猾，並且詐騙範圍廣，短時間內就
如老鼠會迅速蔓延，給當事人和親友帶來很大
的煩惱，也造成不可低估的損失，因此，希望
能引起休斯頓廣大僑胞的重視，遇到類似情況
能夠正確處理。

NBA 火箭隊市值火箭提升
老闆亞歷山大宣布要套現
據 《 休 斯 頓 紀 事 報 》 報 導 ， 火 箭 首 席 執 行 官 Tad
Brown 今天宣布，火箭老闆萊斯利-亞歷山大已經決定
公開出售休斯頓火箭隊。
Brown 表示，亞歷山大在過去幾年就已經在著手處
理這一件事，考慮改變他的生活構造。
Brown 表示，出售火箭隊是遲早的事情，不過他們
並沒有急於出售，因為現在管理團隊狀況很好。目前
火箭隊當家球星詹姆斯-哈登已經續約了 2022-2023 季
NBA 史上最大合同。
亞歷山大在 1993 年花了 8500 萬美元購買火箭。據今
年 2 月份福布斯透露的火箭市值為 16.5 億美元。 194 年
和 1995 年，火箭隊就實現 2 連冠。值得一提的是，亞
歷山大擔任火箭隊老闆期間，火箭隊的勝率在聯盟裡
排名第二，僅次於馬刺隊。
與此同時，亞歷山大的個人財富也得到了巨大的增長。 2008 年，亞歷山大被《福布斯》雜誌
評為 NBA 最佳老闆；2016 年第一季度，亞歷山大的個人淨資產約為 15.4 億美元，在全美國排名第
401 位。
今年 2 月，《福布斯》公佈了 NBA 球隊價值榜，火箭隊以 16.5 億美元的價值排名第 8 位。
也就是說，亞歷山大成為火箭隊老闆的這 24 年裡，火箭隊的價值翻了 19 倍。

據泰德-布朗
透露，儘管亞歷山
大此前提起過出售
球隊的事情，但他
還是很驚訝老闆的
最終決定。 Brown
將會處理球隊出售
事宜。
泰德-布朗強
調，亞歷山大沒有
任何健康問題。他
表示，和此前一些
球隊的售價相比，
福布斯公佈的火箭
市值(16.5 億美元)顯得比較低。
據美媒體報導，休斯頓火箭隊總裁泰德-布朗今天正式宣布：球隊老闆萊斯利-亞歷山大已經
決定出售休斯頓火箭隊。
泰德-布朗還表示，儘管亞歷山大正在尋找新的買家，但是火箭隊將會留在休斯頓。這個消息
的宣布令整個 NBA 都感到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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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發現羅馬法國發現羅馬
-高盧時代考古遺址 現場進行發掘

法國尼斯海邊遮陽傘整齊劃壹

感覺在旋轉

日本 VR 體驗店即將開張
超逼真 VR 攀巖酷炫

日本東京，《
日本東京
，《VR
VR ZONE》
ZONE》 的東京新宿站
的東京新宿站《
《VR ZONE Shinjuku（
Shinjuku （ 新
宿）》
）》將正式開放
將正式開放，
，媒體前往體驗
媒體前往體驗，
，工作人員展示超逼真 VR 攀巖
攀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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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對美投資收獲互利共贏
轉化效率超過 16.5%，居世界第壹。
由於所產芯片電池具備可彎曲性和
可裁剪性，小到 8 瓦的普通太陽能服裝
箱包，中到商用及住宅建築屋面，大到
裝機容量 6.6 兆瓦的太陽能地面電站，
都是其應用對象，產品已在美國、澳大
利亞、德國、意大利、荷蘭、日本、印
度、哥斯達黎加以及中國的多個城市安
裝應用。
走進米亞索能偌大的車間，眼前是
整齊的生產線，快速運作的機械臂，還
有成卷的太陽能電池芯片，但見不到幾
個員工。米亞索能負責市場與銷售的副
總裁馬麥克介紹說，這裏其實是漢能的
研發基地，看到的都是研發人員，大型
的生產基地設在中國的廣東河源，產能
已達 100 兆瓦。
讓“美國創新”對接“中國制造”。
這是漢能並購米亞索能的目的之壹，如
今已經成為現實。
米亞索能在美國有220位研發人員，
擁有 158 項核心專利，在中國還有 250
人的團隊與之配套。“中國國內豐富的
勞動力、完善的基礎設施、規模化的制
優勢互補，讓“美國創新”對接 造能力，與美國的研發團隊密切配合，
“中國制造”
優勢互補，實現資源優化，求得共贏結
成立於 2004 年的米亞索能，經過 果。”在並購米亞索能過程中傾註了無
18 家風投公司聯合投資超過 5 億美元， 數心血的漢能控股集團高級副總裁王淑
但最終瀕臨倒閉。通過註入充足資金， 琴，對此有著深切的感受。
加強研發力量，漢能集團的並購讓米亞
在貝曼看來，米亞索能作為壹家小
索能再現生機。如今這家公司研發生產 公司，在融入大家庭後，有了足夠的資
的銅銦鎵硒薄膜太陽能電池芯片和薄膜 金、堅實的後盾和強大的中國生產基地，
太陽能電池組件，其量產化組件的光電 “我們因而可以更多地關註研發，讓公司
得到更快發展”。
然而，像貝
曼這樣的企業高
管，對中國企業
價值觀的認同，
也經歷了壹個艱
難的心路歷程。
貝曼之前曾
為另壹家小公司
工作，後來公司
被買走之後關閉
了。“每壹次收
美國加州矽谷，
美國加州矽谷
，米亞索能車間裏的研發人員正
購兼並，都會帶
在對薄膜太陽能電池芯片進行檢測安裝。
在對薄膜太陽能電池芯片進行檢測安裝
。
來擔憂。當我們

被壹家中國公司收購的時候，當然存在
擔心，因為我們對對方並不了解。”貝
曼說，風投公司不願為今後數年的公司
發展燒錢，如果沒有漢能的支持，公司
所取得的壹切都將付之東流，所有的潛
力也將煙消雲散。
4 年多過去了，米亞索能有了更大
的發展。“如今，這種擔心消失了。因
為我理解了漢能的承諾意味著什麽，堅
信漢能會繼續給予我們支持，讓技術變
成現實。”貝曼坦言。
企業文化融合，追求神似而非形似
FCI 是壹家位於亞利桑那州鳳凰城
郊外的半導體集成電路封裝公司。員工
人數不足 200 名，FCI 在封裝技術方面
走在世界前列。但因管理不善，不得不
掛牌出售。2015 年 4 月 1 日，中國天水
華天科技完成對 FCI 的收購交割。這是
華天首次在美國登陸。作為全球第六大
集成電路封裝企業，天水華天集團完成
對 FCI 的收購之後，獲得了美歐窗口，
還有先進的技術與市場客戶。
然而，FCI 當時面臨著壹個嚴峻挑
戰：員工人心不穩，收購之初便有不少
人員離職。員工們最大的擔心是中國企
業買了美國企業，拿到了專利與技術，
然後將企業關掉。
完成收購之後，天水華天出了三招。
先是還清了 FCI 的債務，為企業減負，
做到“無債壹身輕”；之後采取提高待
遇、把員工利益與企業營收聯動等方式，
留住核心員工；同時改變企業原先運作
方式，不斷降低運營成本。尤其是最後
壹招，讓員工們看到了未來希望。
“當初的 FCI 是小公司的規模，卻
有大公司的弊病，鋪張浪費的現象非常
普遍。” FCI 公司總經理謝鴻博士舉
了財會的例子。原來由三個人負責，壹
個是財務總監，壹個是財務經理，還有
壹個具體辦事職員。精減之後，去掉壹
些重復臃腫的職能，三個職位變成了壹
個，且比以前運營得更快更好。
“從 2015 年 4 月 1 日開始，公司的
變化非常明顯。” FCI 副總經理安東
尼· 科蒂斯對本報記者說。在他看來，
最大的變化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方面，

成本降低，企業贏利，企業錢袋子鼓了，
員工福利增加了；另壹方面，企業運營
狀況良好，股票升值，員工分紅更多，
更多的員工願意留下來。
在國際並購案中，存在著壹個所謂
的“七七定律”，說的是 70%的並購沒
能實現預期的商業價值，而其中又有
70%敗於並購後的文化整合。企業在並
購過程中，過分看重並購過程中的資本、
財務、市場項目控制等指標，卻忽略了
最核心的要素——雙方員工是否能夠認
同並購後企業新的價值觀和文化，這是
導致並購失敗的重要原因。
忽略文化因素的並購，會產生兩方
面的不利影響。壹是關鍵人才的流失，
二是內部管理和外部經營的困難。
但這種情況並未在 FCI 發生。據介
紹，該公司在完成並購26個月之後，企
業收支就實現了平衡。而壹般來說，並購
企業能在三年內實現贏利就已相當不錯。
安東尼· 科蒂斯認為，這要歸功於
把 FCI 原先的企業價值觀與華天的企業
文化實現了對接。謝鴻講道：“我們把
華天的企業文化精神輸入到 FCI，但具
體的公司運作和管理方式根據 FCI 和美
國的情況來定，追求神似而非形似。”
在英特爾工作了20年，謝鴻見識過
英特爾並購不同規模、不同產業公司的過
程，其中文化的整合是最大的挑戰。“英
特爾有壹個比較著名的說法叫‘精確復
制’，從生產上流程上是可以的，但在文
化上是行不通的，對人的管理更是行不
通。這方面有很多教訓。” 謝鴻說。
米亞索能和FCI，只是在美國尋求發
展的成千上萬中資企業的代表。統計顯示，
目前，中國企業的投資項目幾乎遍布美國
所有州和各個選區，為美國創造就業崗位
14.1萬余個。在不斷刷新紀錄的中企對美
投資潮中，有像福耀玻璃、中車公司、萬
向集團這樣的耀眼明星，但更多的則是像
米亞索能和FCI這樣幾乎名不見經傳的中
小企業。相較於大型明星企業，中小企業
的生存環境更困難，更難得到政策性支持，
更需要靠自身的實力與能力在市場打拼。
它們在傳播中國的企業文化，造福當地社
區，為中美省州合作、經貿往來、民間交
往夯實基礎，書寫著新的歷史。

綜合報導 萬科 A、H 股午後
雙雙停牌。亞洲最大的物流地產
巨頭普洛斯（GLP）宣布，由厚
樸、高瓴資本、中銀集團、萬科
集團和普洛斯管理層組成的中國
財團以 3.38 新加坡元每股的價格
進行收購，估值約為 160 億新元
（約 790 億元人民幣）。該交易
有望成為亞洲歷史上最大的私募
股權並購。
根據公告公布的持股比例，
萬科集團占股 21.4%、厚樸投資
占 股 21.3% 、 高 瓴 資 本 占 股
21.2% 、 普 洛 斯 管 理 層 占 股
21.2% 、中銀集團投資有限公司
占股 15%。此前盛傳的平安集團
並未參與本次交易。其中，萬科
的股份比例最大，或將成為普洛
斯第壹大股東。
萬科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
官郁亮表示，此次交易如完成，
將是萬科城市配套服務商戰略的
重要舉措，有助於萬科在物流地
產領域完善布局。萬科和普洛斯
兩家企業的聯盟建立，通過發揮
雙方在各自專業領域形成的優
勢，未來可在地產、物流、商業
消費以及資產管理等領域構建全
方位服務體系，從而建立起圍繞
客戶和城市的生態系統。
普洛斯是全球物流地產領域
翹楚，目前在中國、日本、巴西
和美國等地持有或管理的物流地
產面積約 5500 萬平方米，對應的
資產價值約 410 億美元。普洛斯在中國處於
絕對領先地位，其市場份額超過第 2 到第
10 名的總和。
萬科近年來在鞏固核心住宅開發業務
優勢的基礎上，正積極拓展業務版圖，物
流地產便是重點發展的業務之壹。萬科在
2014 年就開始了物流地產的業務規劃，並
於 2015 年成立專門的物流地產公司。截至
2016 年年底，萬科物流地產累計已獲取 18
個項目，總建築面積約 147 萬平方米，而今
年已新增 3 個物流地產項目。
郁亮曾表示，萬科將向城市配套服務商
方面轉移，滿足客戶各方面新需求。在 12
日舉行的“北京萬科作品時代新品全球發布
會”上，北京萬科推出 top 級作品——位於
通州的萬科大都會濱江項目。最大的特色是
“以人為本”，項目附屬設施極為完善，涵
蓋生活、商務、休閑和娛樂等方方面面，項
目頂端觀景會所和項目整體景觀分別由意大
利頂尖設計師和日本頂級設計師操刀。

億收購普洛斯
790

“是讓技術因中國資本的註入造福
人類？還是讓技術因資金的缺乏而死去
呢？”在回答應該如何看待中國對美國
的投資時，位於加州矽谷的米亞索能
（Miasole）公司首席技術官阿提耶· 貝
曼博士作出了上面的設問。
米亞索能是壹家生產柔性太陽能電
池的創新型企業，曾因資金短缺而面臨
倒閉，2012 年 12 月，由中國漢能控股
集團（簡稱漢能集團）並購。貝曼告訴
記者，矽谷每天都有公司失敗倒閉，
“很幸運能有中國企業來並購，讓我們
的公司起死回生。”
隨著中國對美投資快速上升，像米
亞索能這樣，因中國投資而重獲生機的
企業不在少數。這些並購案例取得成功
的基礎是什麽？在並購之後，如何讓中
美不同的企業文化相互融合，共同支撐
企業奮發前行？記者近日分別走訪了位
於加利福尼亞州的米亞索能和亞利桑那
州的FCI（FlipChip International），兩家
被中國企業並購的公司，探尋兩家企業
成功運營對中美經貿合作的有益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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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搞定 毛孔&痘痘全清除
導語：要徹底清除毛孔和痘痘，不可能一蹴而就，除了
需要特別的方法，還要進行日常的保養：
進行日常保養
毛孔誘因：若平時不注意清潔保濕，臉部肌膚就會分泌過多
的油脂堵塞毛孔。毛孔被堵塞之後看上去就會顯得又黑又打，
還有可能產生黑頭、粉刺等等問題。
痘痘誘因：長期以往，如果身體受到外界環境的刺激、熬夜
或內分泌失調，皮膚就會長出痘痘。
清潔堵塞物：
原理：軟化角質後，用鼻貼將堵塞物徹底清除
步驟：
1、前一天晚上進行深層清潔，用潔淨的牙刷輕輕刷毛孔黑
頭突出的地方那個，讓堵塞物浮到肌膚表層。
2、清除前用蒸氣或熱毛巾敷臉，讓毛孔徹底張開。
3、準備好鼻貼，將它裁剪成適合你的毛孔聚集區的形狀。
4、輕輕將鼻貼貼到 t 區毛孔粗大處，完成後由下至上撕下鼻
貼。

注意：蒸面後不要將水擦乾，才能讓鼻貼貼得穩；撕下鼻貼
時動作要快，否則達不到效果。
果酸保養
原理：果酸增進上皮細胞新陳代謝的速度，加速了老化角質
細胞脫落，促使肌膚更新，角質層於是變得光滑而細緻。同
時，果酸還能讓毛孔週圍的角化栓塞易於脫落，並暢通毛囊
管，有效防止毛孔阻塞。 它還能改善暗瘡，祛除皺紋。
步驟：在毛孔容易堵塞的地方，先塗上化妝水，再抹 10%~
15~的果酸。
注意：油性肌膚隔天使用，宜用凝膠；中性和乾性肌膚 3 天
用一次，宜用乳液，之後不需要再使用其他護膚品，用量不要
過多，肌膚完全吸收就好。
化妝棉擦拭
原理：化妝棉能溫和代謝物質，也有類似角質調理的效果。
步驟：用化妝棉在 t 字部位由下至上擦拭，鼻翼兩側以劃小
圈的方式擦拭。
抽時間做有氧運動：可以增加心肺血管
活力。每天步行一小時或在短時間內做大運動量
的鍛煉，每週至少消耗 3500 卡的熱量。運動以出
汗為佳，不累為止。
不要久坐：久坐會坐出下垂呼啦圈（俗
稱小肚腩）和大臀部，還影響血液循環對心臟和
血管也沒有好處。
補充 Vc 和 Ve：健康女性每天補充超過
1200 毫克的維生素 C，400 國際單位維生素 E。這
是兩種最重要的抗氧化劑，聯合服用能減少血管
壁上的有害堆積物。亞健康女性每天補充 VC 的量可以達 5000
毫克，對患有無論何種疾病的女性每天的 VC 服用量可達 10000
毫克甚至更多。還可以選擇更高抗氧化能力的葡萄仔或鞣化酸
以防止婦科疾病的產生和向深度發展。

女性
女性30
30歲後
歲後

必做的保養大事

一頭烏黑亮麗的秀髮會給人們帶來美的享
受。誰不想擁有一頭秀髮呢?但是隨著現代生
活節奏的加快，壓力的加大，脫髮現象越來
越普遍。如何保護秀髮開始成為所有愛美人
士和渴望成功人士面臨的重大問題。
預防脫髮，首先應從外部護理開始，糾正
以往不正確的生活習慣： 選用黃楊木梳和豬
鬃頭刷
1.不用尼龍梳子和頭刷，因為尼龍梳子和頭
刷易產生靜電，會給頭髮和頭皮帶來不良刺
激。最理想的是選用黃楊木梳和豬鬃頭刷，
既能去除頭屑，增加頭髮光澤;又能按摩頭

許多工作繁忙而渴求完美的成熟女性儘管能抽出時間
來做美容、買衣服，卻往往會忽視自己的飲食和運動。下面就
讓編輯帶你一起看看女人 30 歲以後抗衰老必須要做的 8 件事。
每天吃早餐：它能有效地促進新陳代謝，保持血管和
免疫系統年輕，它最好包括谷類食物、水果、奶製品。
飲食多樣化：每天 4 份水果，5 份蔬菜，1 份葷菜，
每星期吃兩次魚。做回雜食動物吧，繼續鞏固你 20 歲時打下
的免疫基礎。
每晚按時睡覺：最好的睡眠是每天都有規律地睡
7～8 個小時。女性晚間最佳就寢（睡眠）時間為 22：30。

皮，促進血液循環。
2.勤洗髮，洗頭的間隔最好
是 2-5 天。洗髮的同時需邊搓
邊按摩，既能保持頭皮清潔，
又能使頭皮活血。不用脫脂性
強或鹼性洗髮劑，這類洗髮劑
的脫脂性和脫水性均很強，易
使頭髮乾燥、頭皮壞死。
3.戒煙、限酒。
4.消除精神壓抑感，精神狀態不穩定，每天
焦慮不安會導致脫髮，壓抑的程度越深，脫
髮的速度也越快。對女性來說，如果能在忙
碌的生活中，保持
適當的運動量，頭
髮會光彩烏黑，充
滿生命力。
而男性則相反，
生活越是緊張，工
作越是忙碌，脫髮

的機會就會越高。因此，經常進行深呼
吸、散步、做鬆弛筋骨的體操等，都可以
起到消除當天精神疲勞的目的。
5.燙髮吹風要慎重。吹風機吹出的溫度達
100 攝氏度，它會破壞毛髮組織，損傷頭皮，
因此要避免總用吹風機。 6.多吃蔬菜、水
果，防止便秘。大米、玉米、高粱、小麥、
豆類、花生、紅棗、核桃仁、瓜子、葵花子
等食物是對頭髮有益的食品。

糾正 6 個壞習慣

秀髮不再脫

休士頓診所

電話:
傳真:

713.272.6688
713.271.6689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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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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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必背古诗词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杨万里（南宋）

陆游（南宋）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春日》

《四时田园杂兴》
（一）

朱熹（南宋）

范成大（南宋）

胜日寻方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题临安邸》

《四时田园杂兴》
（二）

林升（南宋）

范成大（南宋）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日长（cháng）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

《游园不值》

《小池》

叶绍翁（南宋）

杨万里（南宋）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来。

小河才露（lù）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乡村四月》
翁卷（juǎn）
（南宋）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liǎo）蚕桑又插田。

《墨梅》
王冕（元）
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石灰吟》
于谦（明）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铁杵磨针
呢？”

成
语
故
事

出处：

出自于宋·祝穆 《方舆胜览·眉州·磨针

老婆婆反问李白：
“滴水

溪》：
“ 在象耳山下，世传李太白读书山中，未成弃去，过小

可以穿石，愚公可以移山，铁

溪，逢老媪方磨铁杵，问之，曰：
‘欲做针’太白感其意，还卒

杵为什么不能磨成绣花针呢？”
“可是，您的年纪这么大了？”

业。”

注解：杵(chū)：舂米或捶衣用的棒子。将铁棒磨成
细针，比喻只要有恒心，肯努力，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
唐朝著名大诗人李白小时候不喜欢念书，常常逃学，
到街上去闲逛。
一天，李白又没有去上学，在街上东溜溜、西看看，不

“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没有做不到的
事情。”
老婆婆的一番话，令李白很惭愧，于是回去
之后，再没有逃过学。每天的学习也特别用功，
终于成了名垂千古的诗仙。

知不觉到了城外。暖和的阳光、欢快的小鸟、随风摇摆的花

释读：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有恒心，一定会成功

草使李白感叹不已，
“这么好的天气，如果整天在屋里读书

的，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孩子们，如果在学业上能认

多没意思？”

真、努力、有恒心，成绩好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走着走着，在一个破茅屋门口，坐着一个满头白发的
老婆婆，正在磨一根棍子般粗的铁杵。李白走过去，
“老婆
婆，您在做什么？”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一个绣花针。 ”老婆婆抬起头，对李
白笑了笑，接着又低下头继续磨着。
“绣花针？”李白又问：
“是缝衣服用的绣花针吗？”
“当然！”
“可是，铁杵这么粗，什么时候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

水滴石穿
出处:原始:叶汉书窑枚乘传曳院野泰山之霤穿石袁单
极之绠断干遥 水非石之钻袁索非木之锯袁渐靡使之然
也遥 冶

常的事袁下决心要整治这种现象遥
一天袁他在衙门周围巡行遥 突然袁他看见一个小吏
从府库中慌慌张张地走出来遥 张乘崖喝住小吏袁发现

后引:宋窑罗大经叶鹤林玉露曳第十卷院野乖崖

他头巾下藏着一文钱遥 那个小吏支吾了半天袁才承认

援笔判云院' 一日一钱袁千日一千曰绳锯木断袁水滴石

是从府军中偷来的遥 张乘崖把那个小吏带回大堂袁下

穿遥 冶

令拷打遥 那小吏不服气院野一文钱算得了什么浴 你也只

典故:宋朝时袁张乖崖在崇阳当县令遥

当时袁常

有军卒侮辱将
帅尧 小吏侵犯长
官的事遥 张乘崖
认为这是一种反

能打我袁不能杀我浴 冶张乘崖大怒袁判道院野一日一钱袁千
日千钱袁绳锯木断袁水滴石穿遥 冶为了惩罚这种行为袁张
乘崖当堂斩了这个小吏遥

释读:原比喻小错不改袁将会变成大错遥 现比喻
只要坚持不懈袁总能办成事情遥

責任編輯：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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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 Images Of North Korea’s Research Center
Shows Increase Plutonium Production: U.S. Think Tank

South Korea Prepares To Propose
Military Talks With North As Pyongyang’s
True Plutonium Capacity Is Revealed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at the first step to improve relations should be
the resolution of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military
confrontation.
Seoul is also reportedly planning to propose Red Cross
talks to North Korea to hold reunions of separated
families.
Previous such reunions were held in October 2015 at a
resort at Mount Kumgang on North Korea's east coast.
However, in the commentary, the communist state has
demanded that South Korea repatriate 12 female North
Koreans who worked at a Pyongyang-run restaurant in
China and defected to Seoul en masse last year.
Koh Yu-hwan, a North Korea specialist at Dongguk
University in Seoul has said, “With the words,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may mean suspending propaganda
loudspeaker broadcasts or anti-North Korean leaflet
drops, but the North could demand halt of joint military
drills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SEOUL, South Korea - Earlier this year, a South Korea
military analysis had revealed that North Korea has
enough material to make 10 nuclear warheads.
Seoul's 2016 Defense White Paper revealed that its
conclusion was based on Pyongyang's estimated 50kg stockpile of weapons-grade plutonium, and the
reckoning that each warhead would require an average
of 4 to 6 kg of nuclear material.
By December of last year, Pyongyang’s plutonium
stash was revealed to have jumped from 40 to 50 kg
in two years.
This report was revealed nine days before Trump was
to be inaugurat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assuming Presidency, Trump has vented out
his anger and frustration on North Korea’s increased
nuclear activity on its close and only ally, China and
has called North Korea’s dictator Kim Jong Un, a
tough cookie, whom he would be honored to meet.
At times, he has even rebuked North Korea, claiming
the country was being “bad… very bad.”

hydrogen bombs.
A nuclear scientist, Siegfried Hecker, who was in South
Korea last month, told reporters, “I believe they have
made tritium,” although he expressed doubts about the
North’s ability to develop a hydrogen bomb now.
He said, “They can make tritium so they have the
basic element for a hydrogen bomb. But it takes much
more than that to weaponize hydrogen bombs. I don’t
believe they can do that.”
Last year in January, North Korea claimed the

South Korea’s new president, Moon Jae In
speaking in Hamburg, Germany.

Now, the rogue state, that has carried out at least two
secret campaigns to reprocess radioactive material at
the Yongbyon nuclear plant in Nyongbyon County - is
revealed to have ramped up its plutonium production.
According to a U.S.-based think tank, thermal images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research center indicate
increased production of nuclear material for Kim Jong
Un’s nuclear weapons stockpile.
38 North, a Washington-based North Korea monitoring
project has stated that scans of the Radiochemical
Laboratory at the Yongbyon Nuclear Scientific
Research Center reveal marked increases in thermal
activity, hinting at plutonium production.
Researchers have also reportedly detected increased
thermal activity, possibly the result of centrifuge
operations, at another facility dedicated to uranium
enrichment.
It was in September last year, after its last nuclear test,
that North Korea ramped up its uranium enrichment,
leading experts to conclude that the North could
produce six nuclear bombs per year.
Then, in March,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ssociation warned that North Korea has more than
doubled the size of its uranium enrichment facility in
recent years, pushing nuclear material production into
a “new phase.”
Possible activity at the Experimental Light Water
Reactor is being viewed as a “cause for concern.”
Experts believe that if the reclusive nation is processing
plutonium and uranium, it is very likely the country’s
regime intends to expand its nuclear arsenal.
North Korea recently tested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hat some experts assess could strike the U.S.,
specifically Alaska, parts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 and
possibly even the West Coast.

North Korea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test.
While the facility is not currently operational, experts
believe that North Korea has the ability to produce
tritium, which is an important isotope essential in
the production of boosted yield nuclear weapons and

successful test of a hydrogen bomb, even though
experts are skeptical about the
claim.
Since 2006, North Korea has
conducted five nuclear tests, with
two successful tests last year.
With each test, the explosive
yield has increased, enhancing
North Korea’s ability to rain down
devastation on its enemies.
Meanwhile, on the political side
of things, South Korea’s new
president, Moon Jae In, who had
offered to hold talks with North
Korea initially, is now reportedly
preparing to propose military talks
to North Korea.
According to a government official,
South Korea might propose interKorean military talks as early as this
week to follow up on the President
offer to stop all acts of hostility on
the border.
The official said that discussions on
the plan, between the unification,
military and other relevant
ministries was initiated a day after
Pyongyang reacted to Moon's
suggestion.
During his speech in Berlin on
July 6, Moon laid out his vision
for bringing peace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This plan included a proposal to
mutually halt acts of hostility along
their tense border as of the July
27, which is the anniversary of
the armistice treaty that ended the
three-year Korean War in 1953.
He has also offered to hold reunions
of families torn apart by the war on
October 4, which is Korea's lunar
fall harvest holiday an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second interKorean summit.
On Saturday, the Rodong Sinmun,
the official newspaper of the North's
ruling party ran a commentary by a
private writer who said it seemed
"fortunate" as Moon included his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the
landmark joint declarations signed
at the inter-Korean summits in 2000
and 2007.
The two declarations aim to
foster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exchanges and reconciliation.
The commentary emphasized

Related
Thermal images reveal North Korea’s
plutonium, US monitors say
Kim Jong-un may have far more plutonium that
previously thought, thermal images have revealed.
New images of North Korea’s main nuclear facility
show that the isolated regime has apparently produced
more of the key nuke ingredient, a US monitor said.
The respected 38 North website, a monitoring project
linked to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aid that thermal
imagery of the Yongbyon nuclear complex appeared
to show Pyongyang had reprocessed spent fuel rods at
least twice between last September and June this year.
It said: “The Radiochemical Laboratory operated
intermittently and there have apparently been at least
two unreported reprocessing campaigns to produce an
undetermined amount of plutonium that can further
increase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stockpile.”
North Korea deactivated the Yongbyon reactor in
2007 under an aid-for-disarmament accord, but began
renovating it after Pyongyang’s third nuclear test in
2013.
Increased thermal activity was also noted at Yongbyon’s
uranium enrichment facility which could indicated a
push to increase supplies, possibly for wea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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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mal images show North Korea’s
plutonium development, US monitors report.
New thermal images have detected a heat
spike at one of the reclusive countries
nuclear facilities. (Photo/The Sun)
The researchers also said that analysis of thermal
patterns from a probable isotope/tritium production
facility at the site suggested that the plant was likely
not producing tritium.
Tritium is a key component used for making
sophisticated thermonuclear weapons with far greater
yields than those made only of plutonium and uranium.
North Korea has conducted five underground nuclear
tests since 2006, and carried out its first successful test
of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last week.
North Korea’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said Friday
“the resounding success” of the test demonstrated
Pyongyang’s ability to “annihilate the US by a single
blow to the very heart of its mainland in case it fails to
act with discretion”.
The United States is inviting its “ultimate doom” by
pushing for ramped up UN sanctions against the North,
the spokesman was quoted as saying by Pyongyang’s
state media.
North Korea, which says it needs nuclear weapons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the threat of invasion, is subject
to multiple sets of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over its
weapons programs.
The latest launch triggered a new round of
condemnation and anger, with the US and its allies
seeking toughened measures at the Security Council.
(Courtesy www.newsjs.com)

美味佳餚
星期二

2017 年 7 月 18 日

B8

Tuesday, July 18, 2017

本报来源综合报道

木樨肉是典型的北方菜，起源有待分析研究。原料除了猪肉和鸡
蛋，山东孔府的做法要有黑木耳和玉兰片（笋片），北京的做法要
有黑木耳，金针菜和黄瓜。这个菜胜在制作方便，原料随手可得；
味道清新，不需很多调料。对于不经常下厨的人，
是一个很容易的
生活体验。
木须肉真名应为木樨（犀，两写）肉，
“木樨（犀）”意为（1）桂花；
（2）
打碎的蛋花，
形色似桂花而得名。木樨（犀）肉即指鸡蛋和肉。而由
于方言音变，mu xi 变成了 mu xu，加之以人们讹传臆造，
“ 木须
肉”
便诞生了。

盘供食。

木耳（水发）：黑木耳中铁的含量极为丰富，故常吃木耳能养血驻

做法三

颜，令人肌肤红润，容光焕发，并可防治缺铁性贫血；黑木耳含有

菜谱配料：

维生素 K，能减少血液凝块，预防血栓症的发生，有防治动脉粥样

黑木耳 3 两、瘦肉 2 两、鸡蛋 2 个、黄瓜一段或菠菜一小把；食用

硬化和冠心病的作用；木耳中的胶质可把残留在人体消化系统内

油、
料酒、花椒、酱油、盐、鸡精、淀粉等调料适量；葱、姜、蒜末儿适

的灰尘、杂质吸附集中起来排出体外，从而起到清胃涤肠的作用，

量。

它对胆结石、肾结石等内源性异物也有比较显著的化解功能；黑

制作过程：

木耳含有抗肿瘤活性物质，能增强机体免疫力，经常食用可防癌

1．先把黑木耳用水泡发择洗干净，
撕成小块，
黄瓜切片

抗癌。

2．瘦肉切成薄片放入碗中，倒上少许料酒、酱油和一点点淀粉或

竹笋：
竹笋富含 B 族维生素及烟酸等招牌营养素，具有低脂肪、低

嫩肉粉，
拌匀渍一会儿

糖、
多膳食纤维的特点，
本身可吸附大量的油脂来增加味道。所以

3．鸡蛋磕入碗中，
打散

肥胖的人，如果经常吃竹笋，每顿饭进食的油脂就会被它所吸附，

4．炒锅置于火上，放油，油热后把鸡蛋摊熟，打散，盛出；再添些

降低了胃肠黏膜对脂肪的吸收和积蓄，从而达到减肥目的，而且

油，油热后下花椒，待花椒变色出香味后把花椒捞出，放肉片翻

竹笋还含大量纤维素，不仅能促进肠道蠕动、去积食、防便秘，而

炒，
断生后放葱、姜、蒜末儿、酱油翻炒，上色后把鸡蛋、木耳、黄瓜

且也是肥胖者减肥佳品，并能减少与高脂有关的疾病。另由于竹

倒入继续翻炒，加少许盐，也可以加点汤或水，最后放些鸡精，炒

笋富含烟酸、膳食纤维等，能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消除积食、

匀出锅。

防止便秘，
故有一定的预防消化道肿瘤的功效。

做法四

猪肉(瘦)：
猪肉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和必需的脂肪酸，并提供血

材料：鸡蛋（4 个）、瘦肉（100

红素（有机铁）和促进铁吸收的半胱氨酸，能改善缺铁性贫血；具

克）、冬笋（50 克）、鲜黑木耳

有补肾养血，滋阴润燥的功效；猪精肉相对其它部位的猪肉，其含

（50 克）、
红萝卜（50 克）、
葱（1

原料
猪瘦肉 150 克，鸡蛋 150 克，干木耳 5 克，黄瓜 50 克，盐 5 克，酱
油 3 克，
料酒 5 克，
油 80 克，
香油少许。
做法一
木须肉的做法 _ 菜谱大全 _
1．将猪瘦肉切成长 5.宽 0.3.厚 0.3 厘米的丝。鸡蛋磕入碗中，用
筷子打匀；
2.干木耳加开水泡 5 分钟，去掉根部，撕成块。黄瓜斜刀切成长 2
厘米的段，放平后直刀切成片，
片形状即为菱形。葱、
姜切成丝；
3．炒锅上火，加油，烧热后加入鸡蛋炒散，使其成为不规则小块，
盛装在盘中，
即为所说的木须
4．炒锅上火，加油烧热，将肉丝放入煸炒，肉色变白后，加入葱、
姜丝同炒，至八成熟时，加入料酒、酱油、盐，炒匀后加入木耳、黄
瓜和鸡蛋块同炒，
成熟后淋入香油即可。
做法二
1． 将瘦肉切丝，
肉丝用蛋清、
盐抓拌后放置 10 分钟；油菜整棵洗
净，用热水氽一次，见颜色变成深绿即捞出浸入冷水中，待凉后横
切成半，再切成长条，鸡蛋打散备用；竹笋、木耳洗净切丝；葱、姜
洗净切末。
2． 炒锅入油烧热，
下肉丝炒至变色，先盛起。

有丰富优质蛋白，
脂肪、
胆固醇较少，
一般人群均可适量食用。

根）

油菜：油菜中含有丰富的钙、铁和维 C。另外胡萝卜素也很丰富，

调 料 ：油（5 汤 匙）、盐（1 汤

是人体黏膜及上皮组织维持生长的重要营养源，对于抵御皮肤过

匙）、料酒（1/2 汤匙）、白胡椒

度角化大有裨益，爱美人士不妨多吃一些油菜。油菜还有促血液

粉（1/5 汤 匙）、鸡 粉（1/3 汤

循环、散血消肿、活血化瘀、解毒消肿、宽肠通便、强身健体等功

匙）

效。另外最近国外科学家还在油菜中发现含有能促进眼睛视紫质

烹制工艺：

合成的物质，能起到明目的作用，同时指出十字花科蔬菜如油菜

1．洗净冬笋、鲜黑木耳和红

可降低胰腺癌发病的危险。

萝卜，都切成细丝；瘦肉洗净

鸡蛋：鸡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铁、钙、钾等人体所

切成丝，
葱也切成细丝备用。

需要的矿物质，其蛋白质是自然界最优良的蛋白质，对肝脏组织

2． 鸡蛋打入大碗内，加入

损伤有修复作用；同时富含 DHA 和卵磷脂、卵黄素，对神经系统

1/5 汤匙盐和 3 汤匙清水，打

和身体发育有利，能健脑益智，改善记忆力，并促进肝细胞再生；

散成蛋液待用。

鸡蛋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B 和其他微量元素，可以分解和氧化人

3．旺火烧热干锅，加入 3 汤匙油烧热，倒入蛋液快速炒散，待其

体内的致癌物质，具有防癌作用；鸡蛋味甘，性平；具有养心安神，

凝固后立即盛起。

补血，
滋阴润燥之功效。

4．续添 2 汤匙油烧热，倒入瘦肉丝炒至肉色变白，加入葱丝、黑

鸡蛋清：鸡蛋清富含蛋白质和人体必需的 8 种氨基酸和少量醋

木耳丝、
红萝卜丝和冬笋丝拌炒 1 分钟。

酸，可以增强皮肤的润滑作用，保护皮肤的微酸性，以防细菌感

5．加入 1/2 汤匙料酒、
1/5 汤匙白胡椒粉、
1/4 汤匙盐和 1/3 汤匙

染；此外，鸡蛋清还具有清热解毒作用；我国中医还认为，鸡蛋清

鸡粉炒匀入味。

性微寒而气清，能易经补气，润肺利咽，清热解毒，有助于延缓衰

6．倒入炒蛋，
与锅内食材一同拌炒均匀，
即可上碟。

老。

3． 余油留锅爆香葱花、姜末，倒入蛋汁迅速翻炒，随即投入木耳
丝、
笋丝、肉丝及油菜，翻炒均匀后加盐调味，待笋丝稍软，即可盛

营养价值

休城工商

白釗民專欄

德州住宅地基的常見問題

德州, 尤其休士頓地區的房屋地基出問題的機率明顯高於其他地區, 這
已經成了本地居民普遍認為無法不接受的現實, 對於下列幾項造成這個問
題之常見的成因如果能夠了解, 有助於減少屋主們所蒙受的損失:
(1) 地基僅由淺層的表土支撐- 絕大部分的地基之混凝土地樑厚度僅
二十四到三十六英寸, 支撐地樑的淺層表土由於受到氣候例如氣溫及降雨
量的直接影響而不穩定, 地基自然容易產生上下移位而損害結構, 解決此一
問題的方法是在建築前先做土質測試, 找出建築地點之穩定土壤的深度, 施
工時以鋼筋混凝土之垂直柱子將地基橫樑所承受的結構重量傳送到較深層
之穩定土壤, 這一種施工方法難度雖然不高, 但會使成本增加, 由於建築商
及購屋者的省錢心態, 除非政府強制要求, 否則不容易普及.
(2) 土壤流失- 形成房屋下方或房屋附近土壤流失而損壞地基的常見
情形有 a.建造地基前土壤未經充分夯實, 日後地基下方的土壤逐漸凹陷形
成過大的空隙使地基失去充分支撐, 這是普遍存在的施工瑕疵, 也是購屋者
很難控制的因素, b.房屋下水系統在地基下面漏水導致水管附近的土壤流
失, 進而使地基失去應有的支撐, c.房屋附近之公共下水系統在地面下長期
漏水造成土壤流失, 其流失量逐漸累積, 影響範圍逐漸擴大, 最後可能使房
屋下方支撐地基的土壤水平移位而造成房屋的結構損壞.
(3) 承載地基之土壤中的濕度不均勻- 休士頓地區表土中含有多量黏
土, 而黏土的膨脹係數較高, 它遇水時表土澎漲後上升而對地基產生抬高之
壓力, 乾燥時表土收縮而下降, 使地基失去應有的承載土壤, 這兩種反向的
力量都可以傷害地基, 通常直接影響房屋地基的土壤大約是距離地基外圍
十英呎範圍內的土壤, 而造成土壤濕度不均的常見原因有 a. 地表排水不良.
下雨後在地基十英尺範圍內形成數日不乾的積水, b.澆水不足. 地面因日照
圖為 「超群房屋檢驗公司
超群房屋檢驗公司」
」負責人白釗民
負責人白釗民。
。 蒸發等因素喪失之水分未獲得補足, c.空調排水管將冷凝水排放在地基附
近十英尺內, 形成小範圍的高濕度, d.地下水管漏水, e.植物離地基太近. 但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凡植物都會吸水，枝葉愈多則蒸發愈多, 所需水分也越多, 一顆成長的大樹
每日耗水量可達數百加侖之多, 如果植物所吸收之水分未能循各種途徑得
到補充, 時間久了自然可能造成土壤縮及地基下陷, 預防植物損害地基的方
法包括勤澆水以補充植物所需, 勤於修剪枝葉以降低植物對水分的需要量,
以及種植植物時儘可能與房屋保持距離.

德州觀音堂心靈文化交流會
7 月 23 日舉行
日舉行，
，誠邀您和家人參加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德州觀音堂將於下周日（ 7 月 23
‧ 佛學知識講座
日 ） 上午十時半起舉行心靈文化交流會，誠邀您和家人參加。
‧ 免費佛學書籍、DVD 結緣
活動的內容包括：
‧ 贈送菩薩加持的吉祥米- 送完為止
‧ 免費美味素食品嚐
觀 音 堂 文 化 中 心 的 地 址 ： 10161 Harwin Dr.Houston TX
‧ 盧軍宏台長視頻分享與介紹
77036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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