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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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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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持續幹旱意大利持續幹旱 梵蒂岡關閉數座噴泉以節水梵蒂岡關閉數座噴泉以節水

梵蒂岡城梵蒂岡城，，梵蒂岡當局關閉部分噴泉以保護水資源梵蒂岡當局關閉部分噴泉以保護水資源。。圖為圖為
聖彼得廣場附近的壹處噴泉聖彼得廣場附近的壹處噴泉，，遊客正在接水喝遊客正在接水喝。。據意大利媒體據意大利媒體
報道報道，，首都羅馬壹帶將開始制水首都羅馬壹帶將開始制水，，各區輪流暫停供水各區輪流暫停供水，，最多每最多每
日日88小時小時，，羅馬多個著名噴泉景點屆時將關閉羅馬多個著名噴泉景點屆時將關閉。。

泰國舉行海龜放生活動泰國舉行海龜放生活動 祝壽國王誕辰祝壽國王誕辰

泰國春武裏府梭桃邑泰國春武裏府梭桃邑，，泰國皇家海軍泰國皇家海軍
海龜保護中心舉辦壹年壹度的海龜放生活海龜保護中心舉辦壹年壹度的海龜放生活
動動，，釋放釋放10001000多只綠海龜和玳瑁海龜多只綠海龜和玳瑁海龜。。
該活動作為慶祝國王瑪哈該活動作為慶祝國王瑪哈··哇集拉隆功即哇集拉隆功即
將到來的將到來的6565歲生日的壹部分歲生日的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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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維克多·溫德博物館。館中除了展示了畢加索名畫的各種副本、動物
標本、麥當勞餐飲玩具，還有在甲醛中保留下來的19世紀的嬰兒標本外，甚至還收
藏了各種名人的糞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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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驅動發展 中國央企打造“中國智造”新名片
綜合報導 近年來，中國國有企業特

別是中央企業在深化國企改革、重大工程

項目、重大科技創新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

績，壹批“叫得響、數得著”的成果驚艷

全球。日前，記者隨國務院國資委組織的

“砥礪奮進新國企”系列活動采訪重點國

有企業後發現，創新已不斷融入國有企業

的發展全局。憑借技術創新，越來越多的

國有企業將“中國標準”推向世界，向全球

傳遞“中國智造”的新名片。

今年5月24日，由中國建築工程總

公司（以下簡稱“中國建築”）旗下的

中建港務和中建八局共同建設的吉布提

多哈雷港口項目如期開港，工程建設獲

得中吉雙方各界廣泛贊譽。

“中國企業的‘走出去’，不僅是

中國技術的‘走出去’，更是中國標準

的‘走出去’。”中建港務黨委副書記

顏誌凱說。能證明顏誌凱所說“中國技

術”和“中國標準”的，除了吉布提多

哈雷港口項目，還有目前正在建設中的

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工程。

自動化是洋山四期工程技術創新的

壹大特點。據了解，建成後的洋山四期

工程將全面實現港口“智能裝卸”“零

排放”和“無人碼頭”，不僅能有效減

少人工操作的失誤率，且較傳統碼頭更

安全、高效、可靠。這將進壹步提升上

海自貿試驗區口岸通關效率。

目前，洋山四期工程已進入最後的設

備安裝和調試階段，計劃今年年底開港試

運營。年底開港後，將形成400萬標箱/年

的吞吐能力，後期繼續擴大規模，吞吐量

將達到630萬標箱/年。洋山四期的建成

將把上海港的年吞吐能力提升到4000萬

標箱以上，繼續穩居世界第壹大港。

除了自動化的特點，洋山四期還有

壹個值得自豪的地方，就是它的“神經”

和“大腦”，均實現了國產化，並擁有

自主知識產權。

據悉，洋山四期全自動化碼頭所用

的岸橋、軌道吊和AGV（自動導引運輸

車），都由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中國交建”）附屬振華重

工自主研發制造。與此同時，振華還設

計開發了設備的自動化控制系統。整個

項目的生產調度，由上港集團自主開發

的碼頭操作系統來承擔。洋山四期成為

“中國芯”的自動化碼頭。

“中國芯”的背後離不開技術創新。

作為國家隊，多年來中國交建堅持自主創

新，不斷實現技術突破，使各項相關技術

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並借助“壹帶壹路”

建設積極推動中國標準“走出去”。

據中國交建相關負責人介紹，中國

港口建設的行業標準體系已躋身世界先

進行列。在世界範圍內，中國交建建設

了壹百多個深水碼頭，遍及東南亞、南

亞、中東、非洲、南美洲。在“壹帶壹

路”沿線累計修建深水泊位95個，提供

集裝箱岸橋754臺。

不僅港口業實現了快速發展，中國

航空業也取得了驕人成績。

日前，中新社記者從中國商飛公司

獲悉，國產大型客機C919第二架飛機正

在開展機上功能試驗，預計今年第四季

度首次飛行。

今年5月5日，中國首款國際主流水

準的幹線客機C919首飛成功。作為中國

首次按照國際適航標準研制的150座級

幹線客機，C919不僅攻克了100多項核

心關鍵技術，還使中國掌握了民機產業

5大類、20個專業、6000多項民用飛機

技術。

據了解，截至目前，C919大型客機國

內外用戶達到24家，訂單總數600架。從

2007年正式立項，到2010年展出樣機，再

到2016年總裝下線，C919見證了中國航

空工業自主創新的奮進歷程，成為中國制

造轉型升級、邁向中高端的縮影。

中國商飛相關負責人表示，“以中

國商飛為核心，聯合中航工業，輻射全

國，面向全球”的較為完整的、具有自

主創新能力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鏈正

在形成。

星巴克13億美元收購統壹股份
咖啡在大陸會降價嗎？

星巴克與統壹聯合宣布，統壹方面將

以約13億美元現金出售與星巴克在中國華

東市場合資企業（上海統壹星巴克咖啡有

限公司）的50%股份。收購完成後，星巴

克將實現中國內地市場的全面直營管理。

這也是星巴克迄今最大的壹筆收購協議。

事件：星巴克取得華東1300家門店
所有權

星巴克咖啡公司宣布，與長期合資

企業夥伴統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統壹企業”）和統壹超商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簡稱“統壹超商”）正式

達成收購協議，星巴克將以約13億美元

現金收購星巴克華東市場合資企業（上

海統壹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的剩余

50%股份。星巴克在7月27日14點（美

國西部時間）召開的公司2017財年三季

度財報電話會議上詳述該交易的財務影

響。該交易仍有待相關監管機構的審

批，預計將於2018年年初完成。

據了解，通過此次收購，星巴克將

取得包括江蘇、浙江和上海在內的華東

市場共約1300家門店的100%所有權。同

時，統壹企業和統壹超商將以約1.75億

美元收購臺灣統壹星巴克公司（以下簡

稱“臺灣星巴克”）的剩余50%股份，

從而擁有星巴克在臺灣市場的100%經營

權。臺灣星巴克成立於1997年，目前在

臺灣市場共有約410家門店。

分析：星巴克為何要在中國大陸全
部直營

為什麽星巴克要在中國大陸實現全部

直營？星巴克咖啡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凱文· 約翰遜表示，全面直營管理整個星

巴克中國大陸市場，有利於“實現到2021

年將門店數從目前的2800家發展至5000

家的目標”，並稱這是推進星巴克“多面

化中國市場戰略，以實現星巴克在亞洲市

場的長期盈利發展”的關鍵性壹步。

壹方面，星巴克在海外擴張時先選

擇當地夥伴，采取特許經營模式，當市

場成熟時再收回控制權是星巴克壹貫的

“套路”。1999年，星巴克在中國開設

第壹家星巴克，擁有三個長期的合作夥

伴，北京三元集團及部分基金聯手的美

大、統壹、香港美心集團。繼2005年中

國允許外資企業獨資開店後，星巴克先

後在2006年、2007年、2011年回購了美

大、三元和美心的股份，全面接管華中、

華北和華南地區的門店。在日本市場情

況也類似，2014年，星巴克斥資9.135億

美元收購了其日本合作夥伴的股權。

另壹方面，統壹集團幾年來備受利

潤壓力困擾。統壹公司近年的年報顯示，

在2013年統壹營收達到巔峰233.29億元

後，近三年連續下滑。其2016年年報顯

示，統壹去年實現營收209.86億元，同

比下滑5.1%；凈利潤6.07億元，同比下

滑27.2%。去年5月，統壹宣布，以12.91

億元人民幣出售其所擁有的今麥郎飲品

47.83%的股份。交易完成後，統壹不再

持有今麥郎飲品集團的任何權益。同年

11月，統壹集團與廣東健力寶集團簽署

股權轉讓合同，以人民幣9.5億元將其持

有“佛山市三水健力寶貿易”100%股權

出售給健力寶集團。

關註：星巴克是否降價關鍵是自身
決策

多年從事零售業報道、研究的靈獸

傳媒CEO 陳嶽峰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

采訪時說，星巴克在中國大陸全面直營

，其實幾年前早有這方面的打算。因為

中國市場的逐步成熟，以及對未來市場

增長的判斷，使得星巴克希望將這壹市

場的發展和收益權收回。統壹雖然不願

意賣，但迫於統壹的利潤壓力，股份出

讓也不意外，當然價格也算不錯。星巴

克顯然是看好中國市場的長期發展。估

計接下來，星巴克在中國市場的門店擴

張速度會更快。

陳嶽峰認為，星巴克門店管理水平方

面不會有太大改善，星巴克的管理相對而

言簡單，並不復雜，標準化程度也不低。

如果說單純從本土化口味適應，以及衍生

品類開發上來說，統壹應該更有優勢。不

過這麽多年在中國市場摸爬，星巴克本身

也對這壹市場有足夠的了解，因此管理上

應該短期內不會有太大變化。

此次星巴克店鋪全面直營後，對消

費者層面應該不會有影響。針對星巴克

在大陸銷售價格的問題，陳嶽峰說，如

果價格能下降是最好的，實際上對比其

在美國的產品價格，中國應該存在下調

空間，關鍵看星巴克如何決策了。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FRI 11/20 Noon-2 PM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休士頓診所休士頓診所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

醫生
（通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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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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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美的朋友你們知道嗎?其實我們生活中，平常
最不起眼的土方法，也能獲得震撼的美膚效果;這些美容
習慣，你可以慢慢養成，也可以一蹴而就。

1 醋水去油光
油性肌膚的人每天早上起來，臉上都會泛著油光，

用潔面皂洗臉可以去掉多餘油分，但很可能破壞角質
層，造成內油外干，刺激油脂大量分泌。如果在30攝氏
度的半盆水中，倒入一瓶蓋的白醋洗臉，既可以去油
光，又能清潔表皮多餘角質層，避免傷害角質層。洗臉
後皮膚感覺光滑緊繃。同時別忘記使用合適的保濕產
品，防止內油外干現象。

2 化妝棉清潔化妝品
不要以為化妝棉祇能用來擦臉和卸妝!我們唇膏、

睫毛膏、粉底液的旋蓋處常常容易被溢出的膏體弄
髒，很不衛生，而且容易滋生細菌。用卸妝水、卸
妝油倒在化妝棉上來回擦拭弄髒的地方，很快就能
清潔乾淨啦。

3 紙面膜發揮余熱做頸膜
一張紙貼面膜在臉部敷15分鐘以後，千萬不要丟

掉。將它整體移到頸部再敷上5分鐘，就可以當成

頸膜使用了。注意頭部略往後仰一點，將面膜最上部敷
在下巴下面的頭頸連接處，這樣才能讓頸部膚色與面部
保持一致。

4 每天加熱塗抹護膚品
每天早晚塗抹護膚品時，你是不是從來都是直接塗在

臉上了?這樣護膚效果可會差了很多。不論是精華、乳
液還是水類、霜類的護膚品，最好都在塗抹前用雙手揉
搓10下，用手溫給護膚品加熱，然後塗抹在臉部。等被
臉部全部吸收後，再揉搓10下，輕輕按壓全臉，幫助提
高吸收，你的小臉會更紅潤健康哦。

潔淨
油膩而不潔淨的頭髮不但會令你

的外形大打折扣，而且對健康也十
分不利，這是因為頭部皮膚分泌物
和空氣中的髒東西會增加頭髮之間
的磨擦，使秀髮受損。要知道，潔
淨就是美麗。

健康
健康的秀髮不僅僅意味著擁有良

好的發質，還要有內至外散發的健
康亮澤，要想擁有真正漂亮的秀
髮，健康當然最重要。

滋潤和富有彈性
秀髮要滋潤和富有彈性才最容易

打理，富於生活情趣的你隨時可以
為它造型，展現個人的最佳風采。

柔順
動人的秀髮當然應該是飄逸柔

順，沒有分叉和打結的，試試看，
你的頭髮是否能讓你輕輕鬆鬆，一
梳到底呢?

沒有頭屑
沒有頭屑，意味著你已擁有健康

平衡的頭部皮膚，這樣的秀髮不但
不會帶給你尷尬，還能讓你與朋友
們更貼近，放心自如地展示自己的
魅力。

要年輕，就得會吃。我們無法
阻止歲月的流逝，但可以讓身體的 「真
正年齡」——— 「生理年齡」更年輕。
近日，美國 「真實年齡」網站刊登了食
品 「減齡」的最新研究結果。

「祇是飲食結構的不同，就可
以讓人比實際年齡衰老 13 歲，或者年
輕 14 歲」，《影響真實年齡的飲食》
一書的作者，美國真實年齡科學顧問委
員會主任邁克？羅爾森在書中說。以羅
爾森為首的醫師、流行病學專家、營養
專家組成的團隊，從幾百份研究中歸納
出了飲食、運動、生活習慣到底會如何
影響人的生理年齡和患某些疾病風險的
規律。他們得出下面結果：

1.少吃油，年輕6歲。長期吃油
過量可能造成高脂血症、脂肪肝、動脈
粥樣硬化、冠心病、膽囊炎等一系列疾
病。

2.吃早餐，年輕1.1歲。吃早餐

對營養攝入平衡、減
少血糖波動、控制午
餐食量很有幫助。同
時，吃早餐能提昇人
一天的新陳代謝，使
他們更有活力。

3. 吃 深 色 蔬
菜，每天 5 份以上，

年輕2歲。蔬菜富含礦物質和維生素，
尤其是深色蔬菜，其中的葉綠素、胡蘿
蔔素、番茄紅素、花青素等都有抗氧
化、抗衰老的作用。

4.吃堅果，一週吃140克，年輕
1.5 歲。堅果除了富含蛋白質和脂肪
外，還有大量的維生素E、葉酸、鎂、
鉀、不飽和脂肪酸及較多的膳食纖維，
對健康有益。但注意不能吃過量。

5.吃魚，一週 3 次，年輕 1.5
歲。魚肉中的蛋白質容易吸收，並富
含脂溶性維生素、礦物質和
不飽和脂肪酸，對健康格外
有益。

6. 吃 粗 糧 ， 一 週 5
次，年輕 1 歲。谷類含豐富
的碳水化合物，是飲食的基
礎。但粗糧比細糧含有更多
的礦物質、膳食纖維和維生
素，因此更加健康。

六大飲食建議
讓你越吃越年輕讓你越吃越年輕讓你越吃越年輕

4個必知的最不起眼美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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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可以讓人懷上雙胞胎，一種
俗稱 「多仔丸」的處方藥得到不少希望生
育雙胞胎的夫婦的追捧。然而， 「多仔
丸」真的能夠實現人們 「多子多福」的夢
想嗎？這種違背自然生育規律的行為，是
否會奪人性命，釀成慘劇？

命運多舛四胞胎
金順利的妻子李愛弟在溫州醫學院

附屬第二醫院早產生下四個嬰兒。可最近
一個多月，這名剛當上父親的男子卻一直
緊皺著眉頭。

「出生時最重的嬰兒才一千克，
最輕的衹有730克，屬於超低體重。」主
治醫師鄭仰明介紹說，胎兒發育明顯不
足，體質非常弱。醫院檢查發現，這些小
生命各個器官、尤其是肺部發育不完全，
呼吸困難。

「孩子出生得太早了，才在娘胎
裡呆了六個多月，身體太弱。」金順利喃
喃自語。因為呼吸衰竭，老三誕下後不久
就夭折了，其他三名嬰兒也不得不借助呼
吸機。老大是唯一的兒子，情況稍好一
點，但老三和老四的病情卻一直反覆，至
今仍未渡過難關。

每天超過5000元的醫療護理費用
和未來的大筆醫療開支，讓這對來自溫州
永嘉貧困山區、收入低微的夫婦愁上加
愁。金順利平時以開貨車為生，月工資1000多元，在鄉村超市工作
的李愛弟一個月也衹有拿到900元工資。要留住三個寶寶的生命，
治療的錢從哪裡來？這取代了初為人父母的喜悅，成為困擾這對夫
婦最大的難題。

短短一個月時間，金順利夫婦已花了15萬元，其中絕大多
數來自社會各界好心人的捐助。可這些錢很快就被用得差不多了。
「從孩子目前的狀況，至少還要在醫院呆5週，剩下的錢肯定遠遠

不夠。」說到這裡，金順利的眼神黯淡。

導演悲劇 「多仔丸」
文化程度不高的金順利至今仍然認為，僅僅是因為自己在

妻子懷孕期間沒能照顧好她，從而導致了孩子早產。事實上，曾給

這對夫婦帶來過短暫喜悅、並將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帶給他無盡的
擔心和煩惱的罪魁禍首，是一種不該服用的藥丸。

金順利夫婦結婚後一直沒有孩子，去醫院檢查後他們被告
知，妻子李愛弟患有多囊卵巢綜合征。這種病的特徵是：卵泡多而
不成熟，會抑制女性排卵，導致不孕不育。萬分著急的金順利夫婦
四處尋醫問藥，一直尋到了東莞。一家民營醫院為他們開具了一種
藥物，它的學名叫克羅米芬，俗稱 「多仔丸」。

「當時醫生告訴我這種藥可以促進排卵幫助懷孕，也沒說
有什麼風險，我著急生孩子，也沒多考慮就買來吃了。」李愛弟
說。四胞胎帶給身體的沉重負擔，再加上對夭折和正在救治中的孩
子健康的擔憂，讓這位初為人母的女性顯得形容憔悴、疲憊不堪。

這種具有 「神奇效果」的藥物的確讓她圓了一個做母親的夢。
服藥四個多月後，李愛弟驚喜地發現自己懷孕了。但去醫院檢查後

嚇了一跳：B超顯示，她一胎懷上
了四個孩子。而四胞胎的自然受孕
幾率是 89 的 4 次方分之一，即
6274萬分之一。

當時，她拒絕了當地大醫
院減胎的建議。這位一心想要個男
孩的農婦當時曾表示， 「雖然今後
壓力大，但是總好過沒有孩子」。
可如今，她唯一的願望是孩子能夠
存活下來，健全、健康。而這一點
在現在看來，仍是未知數。

無知服藥禍害兩代
對孩子的嚮往和對醫學知

識的無知，使經濟本不寬裕的金順
利家庭從此背負上了沉重的精神和
經濟負擔。 「我更擔心的是今
後」，李愛弟的主治醫生、溫州醫
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的鄭仰明醫生擔
心孩子接下來可能面臨的難關，
「他們是早產兒，日後出現腦癱的

幾率比較高。」事實上，因為無知
亂服促排卵藥物所導致的此類事例
已不鮮見。

今年3月，山東青島一位
產婦在使用催卵針之後，懷上了四
胞胎。雖然這四胞胎得以成功分
娩，但老二和老四卻分別因為發育
不全，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和肺發育
不全合併肺炎。

出生僅半個月，這個家庭
就花了7萬多元治療費。北京的蔡
女士，為了多生孩子服用了 「多仔
丸」，但懷上的雙胞胎寶寶卻在早
產後不久夭折。山東菏澤李先生夫
婦，因聽信他人服用 「多仔丸」可
以生雙胞胎而服藥，最後，通過剖
宮產降生的四胞胎全部出現嚴重器
官發育不全，最終全部夭折。

「當下，一些地方的育齡婦女為了能夠生育雙胞胎甚至多
胞胎，頻繁服用 『多仔丸』，造成了許多不良後果。」生殖專家、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婦產科醫院院長黃荷鳳說，服用 「多仔丸」可
以改變育齡婦女的排卵狀況，從而懷上雙胞胎或多胞胎，但同時，
早產、死胎的風險也會隨著多胞胎的上昇而增大。

「子宮的承受能力有限，多胞胎生產的風險遠高於單胞
胎。」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婦產科醫院生殖內分泌科主任朱依敏
說，濫服促排卵藥物，禍害的是母子兩代人。雖然現在醫療技術水
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多胞胎導致的高負荷隨帶來的母體疾患，仍
是導致孕產婦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雖然早產的多胞胎成活
率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腦損傷、協調能力不強、精細動作能
力缺乏卻一直是多胞胎日後成長的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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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可以讓人懷上雙

胞胎，一種俗稱 「多仔丸」 的
處方藥得到不少希望生育雙胞
胎的夫婦的追捧。然而， 「多
仔丸」 真的能夠實現人們 「多
子多福」 的夢想嗎？這種違背
自然生育規律的行為，是否會
奪人性命，釀成慘劇？

教師節、中秋節、國慶節，節
節相連，一些市民家中堆放著大量 「過
剩」禮品，回收市場由此成為其 「歸
宿」。大量禮品被帶到市場上進行二次
甚至三次交易，生意火爆。

何以有這麼多禮品進入回收市
場，回收的禮品又做何用？禮品回收小
店、攤販林立，回收價格明碼標高，回
收經營資質是否具備、市場監管有無到
位等問題引人深思。記者調查發現，禮
品回收市場折射出的送禮之風越刮越
盛，當前回收市場存在監管 「空白」，
問題多多。

禮品越高檔賣的越好
記者在合肥市金寨路上發現，

零零散散的百貨商店門前都掛著 「禮品
回收」的牌子。

記者來到一家標有 「高價禮品
回收」的 「光明超市」，發現店裡忙得
熱火朝天，才一會兒工夫，就陸續有五
六個市民提著禮品來變賣。

店主告訴記者，最近一段時間
禮品回收的生意好做，附近小區有很多
居民都來這裡賣過節剩下的禮品。 「平
時一個星期能回收兩條煙就算不錯的，現在基本每天都得回收四五
條煙。」

長江西路的一家門口擺著 「禮品回收」標牌的商店負責人
許懷麗表示，節日過後，店裡回收禮品的日營業額較節日前相比增
長80%， 「這不，教師節和中秋節回收的生意還沒降溫，國慶節當
天下午，就有人拿禮品來店裡賣了。」

生意的火爆讓很多禮品回收店樂開了花，很多店主說：
「不怕沒有銷路，越高檔的禮品，越賣得好！」

在合肥市長江中路一家超市門口旁，擺有一個 「高檔禮品
回收」的攤點，攤主是兩名中年男子，其中一位程先生告訴記者，
昨天以2350元的價格回收一瓶1992年的茅台酒，又以2860元賣給
一家煙酒專賣店，今天上午他又回收了面值1000元的合肥某商場
購物卡3張，總共花了2250元，今天下午已經賣出兩張，賣了1700

元。 「剩下一張至少能賣800塊，那也有得賺了！」

送禮風盛行令人擔憂
「哪家捨得買茅台，自己不喝，又拿到回收店賣掉？肯定是

別人送的禮唄！」禮品回收老闆程先生笑著說。合肥市民王尚文告
訴記者： 「逢年過節，單位同事、親戚朋友都送好多，今年這幾個
節日湊得近，家裡的禮品都夠開超市了。親戚朋友都送過了，總不
能再送一次。」

中國人講究禮尚往來，但也強調 「禮輕情義重」。然而，
如今社會卻有人希望通過送禮走後門，以達到一些目的。不僅如
此，送禮之風盛行，讓一些原本不情願送禮的人也成了 「被」送禮
族中的一員。

記者在街頭隨訪了10多位市民，他們都對記者說：現在

就業、調動、上學，哪裡有不需送禮
的？合肥是省會城市，一到節日，外
地車輛就暴增，許多送禮者的目的早
已超出中國人傳統的 「禮尚往來」範
疇，監管又難，確實令人擔憂。

禮品回收監管存
空白

事實上，目前中國還沒有相
關法律、法規對禮品回收行為進行界
定，禮品回收市場在法律法規上存在
空白。

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
作人員向記者介紹，不法經營者由此
可以鑽空子，打法律的擦邊球，披著
合法外衣從事違法行為。

節日過後，大量禮品流通到
回收市場，禮品回收店會做何處理？
「肯定能賣掉！」

程老闆告訴記者， 「賣不
掉，我們回收放哪？這些禮品賣得很
不錯。」隨後，記者詢問該店是否有
禮品回收經營執照，陳老闆支支吾吾
地稱，沒聽說做禮品回收生意要辦營
業執照的。

程老闆還向記者介紹，禮品
回收店一般會賺取商品批發價格的
6%-7%。例如，一條零售價210元的
煙，市場批發價格是175元，回收價
格是 160 元，回收店轉賣的價格是
170元，中間產生的10元利潤為禮品
回收店所賺取。

然而，在回收禮品的二次、
三次交易過程中，沒有任何一方繳納
任何稅收。一位業內人士稱，禮品就
這樣轉一大圈，不用繳稅，中間人都
能拿到錢，由此構成一條 「灰色經濟
鏈」。

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員還向記者介紹，按照有
關法規，禮品回收不在工商部門核准的經營範圍內，因此禮品回收
衹能屬於無照經營或超範圍經營行為。然而，工商管理部門的執法
權限受到制約，管理難度大。

安徽省社科院的專家建議，相關執法部門可採取錯時工作
制，選擇在早晚和雙休日等回收禮品多發時段突擊檢查，取締黑
市，增加巡查頻率以強化監管力度。

此外， 「禮品回收」這一新興行業存在特殊需求，可嘗試
在相關法律法規範圍內，設立具有專營性質的禮品回收寄賣中介服
務機構，並強制建立實名制和進貨台賬。

如此，既可使 「禮品回收」回歸法律、法規允許經營的範
圍之內，又能滿足普通百姓處理過剩禮品的需求，還可截斷源於腐
敗的 「銷贓」渠道。

節後 「過剩」 禮品再度交易形成 「灰色經濟鏈」

禮品回收為何生意火爆
教師節、中秋

節、國慶節，節節相連，
一些市民家中堆放著大量
「過剩」 禮品，回收市場
由此成為其 「歸宿」 。大
量禮品被帶到市場上進行
二次甚至三次交易，生意
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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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Korea has just tested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hat appears capable of striking cities on the 
East Coast of the mainland US, which means it’s not 
just Alaska or Los Angeles that is potentially within of 
Pyongyang’s nuclear arsenal. Instead, Chicago, New 
York City, and even Washington, DC, may now need 
to be added to that grim list.
The missile was fired late Friday night North Korea 
time, and was in the air for around 45 minutes, ac-
cording to analysts. Jeffrey Lewis, an expert on North 
Korea’s missile program at the 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estimates that the missile is ca-
pable of traveling around 10,000 km, or around 6,200 
miles.
“The models we’ve created based on the size of the 
missile and the power of the engine show that it can 
reach the continental US, probably New York and 
DC,” he told me in an interview.
That’s as scary as it sounds. On July 4, North Korea 
successfully tested an ICBM capable of hitting Alaska. 
Now many of America’s biggest cities are potentially 
in range as well.
This will only put more pressure on the Trump admin-
istration to figure out how to deal with North Korea. 
Back in January,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said that his country was close to testing an ICBM. 
President Donald Trump promised that a test wouldn’t 
happen. But now that there have been two ICBM 
launches, the administration may feel it must do some-
thing beyond tweeting out words of disapproval.
According to a Pentagon release, two US military of-
ficials —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Gen. 
Joseph Dunford and Adm. Harry Harris, commander 
of US troops in Asia — spoke with a South Korean 
Joint Chiefs Chairman Gen. Lee Sun Jin about “mili-
tary response options.”
Regardless of what Trump has said, or the pressure 
the US, China, and others try to place on North Ko-
rea, North Korea continues to produce and test mis-
siles that could harm America and its allies. In fact,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s North Korea can start produc-
ing reliable ICBMs next year.
What’s still not clear is if North Korea has the ability 
to miniaturize a nuclear weapon so it could be placed 
on the tip of the missile, and, even if it can, wheth-
er the missile could reach the US and still detonate. 
However, Lewis believes it’s more clear than officials 
think. “There is no reason to doubt that they have a 
reliable nuclear weapon that is small enough to fit on a 
missile,” he told me.
North Korea has continually made major advance-
ments in its nuclear and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s ear-
lier than outside experts had projected. When Pyong-
yang handles the final technological hurdles, the US 
will face the sort of nuclear threat it hasn’t seen since 
the Cold War.

North Korea is making stunning 
progress
It’s worth reiterating how quickly North Korea has im-
proved its missiles program this year alone.
“You usually see new missile systems encounter fail-
ures early on,” Zachary Keck, a nuclear expert at the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Education Center, said in an 

interview. “North Korea tested many of its components 
on earlier missiles and worked out the kinks.”
Even for things as scary as nuclear weapons,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s that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North Korea has launched more 
major missiles than in the three previous decades com-
bined.”
Kim has emphasiz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
try’s nuclear program since he took power in 2011. 
He appears to believe that building a highly capable 
missile and nuclear program in tandem means North 
Korea will be able to ignore America’s threats and de-
ter Washington from taking any preemptive military 
moves against it.
That’s why Kim’s program is likely to continue, re-
gardless of what Trump says.

No one has been able to stop North 
Korea yet
Trump, like past US leaders, has tried to put an end 
to the North Korean programs. He was hoping China 
would help him out in this process. After all, China is 
North Korea’s most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 and has 
influence over Pyongyang.
The problem is that Beijing has shown no willingness to 
do so, which is wh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lapped 
sanctions on China on June 29, as my Vox colleague 
Zeeshan Aleem noted at the time. Congress went fur-
ther this week, overwhelmingly passing legislation 
slapping even more punitive sanctions on Pyongyang 
(as well as on Iran and, most notably, Russia); Trump 
hasn’t definitively said whether he will sign the bill.

“While we will continue to seek international coop-
eration on North Korea, the United States is sending 
an emphatic message across the globe that we will not 
hesitate to take action against persons, companie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ho enable this regime,” Trea-
sury Secretary Steve Mnuchin said in a June 29 state-
ment on the earlier round of sanctions, clearly alluding 
to China.
Then again, there was littl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Chi-
na was going to step up and put immense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to stop its program, in part because it 
fears a collapse of the regime would lead to millions of 
desperate refugees streaming over its border. “That’s 
because Beijing has a vested interest in a stable North 
Korea — and will drag its heels as much as it can on 
measures that could destabilize the country,” wrote Al-
eem.
The upshot is that North Korea seems certain to keep 
working on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 and 
making each more effective and dangerous -- well into 
the future. That means a scary situation will get even 
scarier. (Courtesy https://www.vox.com/world) 

Related

After North Korea Test, South Korea 
Pushes to Build Up Its Own Missiles

SEOUL, South Korea — South Korea announced Sat-
urday that it will soon start talks with the Trump ad-
ministration about allowing Seoul to build more pow-
erful ballistic missiles to counter the North, but current 
and former American officials said the move would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most urgent problem facing 
Washington: North Korea’s apparent ability to strike 
California and beyond.

The South’s newly elected president, Moon Jae-in, 
called for the relaxation of limits on its missile arsenal 
hours after the Northlaunched an intercontinental bal-
listic missile, or ICBM, 2,200 miles into space, which 
landed its warhead just off the coast of Hokkaido, the 
northernmost Japanese island. Experts quickly calcu-
lated that the demonstrated range of that test shot, if 
flattened out over the Pacific, could easily reach Los 
Angeles and perhaps as far as Chicago and New York, 
though its accuracy is in doubt.
The new missiles that South Korea wants, in addition 
to being able to strike deep into the North, could be 
a way of pressuring China to restrain Pyongyang be-
cause the missiles would probably be able to hit Chi-
nese territory as well.
Mr. Moon’s top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Chung Eui-
yong, called his White House counterpart, Lt. Gen. 
H. R. McMaster, early on Saturday Seoul time to 
propose that the allies immediately start negotiations 
to permit South Korea to build up its missile capabili-
ties. General McMaster agreed to the proposal, which 
would probably involve increasing the payload on 
South Korea’s ballistic missiles, according to officials 
in both countries.
South Korea needs 
approval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build more 
powerful missiles 
under the terms of 
a bilateral treaty.

There are still 
questions over 
whether the 
North can shrink 
a nuclear weap-
on to fit atop its 
intercontinental 
missiles, or keep 
it from burning up 
on re-entry into the 
atmosphere.
But at the Pen-
tagon and inside 
American intel-
ligence agencies, 
there was a sense 

that the North had now crossed a threshold it has long 
sought: Demonstrating that if the United States ever 
threatened the regime of Kim Jong-un,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and grandson of the country’s founder, 
it had the ability to threaten death and destruction in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lived with that threat from Rus-
sia and China for decades, but the last four American 
presidents have all said the country could not take that 
risk with a government as unpredictable as North Ko-
rea’s.
Hours after Friday’s test, some former American offi-
cials said President Trump’s options were limited.

Tweet From President Trump:

I am very disappointed in China. Our foolish 
past leaders have allowed them to make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 year in trade. 

6:29 PM - Jul 29, 2017

“In the White House you have a threshold decision: 
Can you get them back to the table or not,” Mark W. 
Lippert,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ambassador to 
Seoul, said Saturday about negotiating with the North 
Koreans — a step Mr. Trump said during the 2016 
campaign, and again several months ago, he was will-
ing to try. Mr. Lippert said he supports Washington’s 
current diplomatic efforts as well as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against the North.
But so far, the North has not responded, perhaps calcu-
lating that it first wanted to demonstrate it was a per-
manent member of the club of nuclear-armed nations, 
and able to strike American cities, to strengthen its po-
sition before any negotiation.
Mr. Lippert, speaking at a conference in Kent, Conn., 
said that barring negotiations, “the question gets bi-
nary pretty quick: containment or some kind of mil-
itary operations.” (Courtesy https://www.nytimes.
com/2017/07/29/world/asia/us-south-korea-north-ko-
rea-missile-test.html)

Software made by foreign companies to 
help users skirt China’s internet filters has 
vanished from Apple’s app store on the main-
land. (Courtesy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HONG KONG — China appears to have received help 
on Saturday from an unlikely source in its fight against 
tools that help users evade its Great Firewall of internet 
censorship: Apple.
Software made by foreign companies to help users 
skirt the country’s system of internet filters has van-
ished from Apple’s app store on the mainland.
One company, ExpressVPN, posted a letter it had re-
ceived from Apple saying that its app had been tak-
en down “because it includes content that is illegal in 
China.”
Another tweeted from its official account that its app 
had been removed.
A search on Saturday showed that a number of the 
most popular foreign virtual-private networks, also 
known as VPNs, which give users access to the unfil-
tered internet in China, were no longer accessible on 
the company’s app store there.

ExpressVPN wrote in its blog that the removal was 
“surprising and unfortunate.”

It added, “We’re disappointed in this development, as 
it represents the most drastic measure the Chinese gov-
ernment has taken to block the use of VPNs to date, 
and we are troubled to see Apple aiding China’s cen-
sorship efforts.”
Sunday Yokubaitis, president of Golden Frog, a com-
pany that makes privacy and security software includ-
ing VyprVPN, said its software, too, had been taken 
down from the app store.
“We gladly filed an amicus brief in support of Apple 
in their backdoor encryption battle with the F.B.I.,” 
he said, “so we are extremely disappointed that Ap-
ple has bowed to pressure from China to remove VPN 
apps without citing any Chinese law or regulation that 
makes VPN illegal.”
He added, “We view access to internet in China as a 
human rights issue, and I would expect Apple to value 
human rights over profits.”
In a statement, Apple not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
ment announced this year that all developers offering 
VPNs needed to obtain a government license. “We 
have been required to remove some VPN apps in Chi-
na that do not meet the new regulations,” the company 
said. “These apps remain available in all other markets 
where they do business.” (Courtesy New York Times)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e-in at an emergen-
cy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in Seoul, 
South Korea, on Saturday. 
(Photo South Korea Pres-
idential Office 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Donald J. Trump
@realDonaldTrump

A photo from North Korea’s official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shows the interconti-
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launched from an undisclosed site in the North. (Courtesy Agence 
France-Pre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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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翰林教育學院，擁有中國城，Katy和德州醫學中心（TMC
）三個校區。校園環境優雅，學術氣息濃厚。成立伊始，翰林教育學院便
將“高起點、高規格、高師資”作為宗旨，旨在以全新的教育理念、一流
的硬件設施和雄厚師資作為核心競爭力，打造立足美國本土學生、服務國
際學生的國際化教育機構，翰林教育學院全面推行中英雙語教學，接軌國
際教育，適應不同學生需求。多來年，翰林教育學院始終將培養具有國際
化視野、創新性和批判性能力的學生視為己任，憑藉著雄厚的實力，贏得
了家長、學生和業界的一致讚譽。

翰林醫學中心課程有：繪畫課、陶藝黏土課、國際象棋課、機器人課
、中文話劇、乒乓球課、鋼琴課、課外活動課、中文課與英文課、跆拳道
課、橋牌課等。

Tel: 713-340-9388
Email: hanlinacademy@outlook.com
WeChat: k7133409388
Location:
1) Medical Center: 7505 Fannin St, #215 Houston,TX 77054
2) China Town: 9600 Bellaire Blvd, #232 Houston,
TX 77036

翰林2017夏令營，各項專業課以及2017秋季After School Program都
在持續報名中喲～ 我們的基礎夏令營會一直持續到9月，所以需要報名或
諮詢的家長歡迎添加我們的微信 K7133409388 或撥打熱線電話 713-
340-9388。

翰林醫學中心一年來成果展

聯合尋人啟事
（本報訊）為懷念中國著名武術

家劉德生教授對國家、對民族的豐
功偉績，特在美國尋找他的徒弟和
當時的同事：

中國著名老武術家劉德生教授是
中國最後一屆愛國的國術館館長兼
總教練，在上海南市文廟。中國解
放後任上海市虹口體育場少林、太
極總教練（後改名為上海足球場）
，劉老師93歲在虹口體育場因病逝
世。解放前，我七歲跟隨劉老師習
武，16歲時劉老師秘傳我六合門武
功秘籍（俗稱內氣功），18歲時代

老師傳授六合門武功、劉式太極拳和看病。 26歲時劉老師提名
經上海市體委開大會宣布我為劉老師的接班人。

我今年78歲，以傳授“少林六合門武功”和以“少林秘功
”治病為終身職業，在國內外小有成績，最近被中國北京“中國
國際報告文學研究會中華文化傳承委員會”定為——“踐行者，
時代楷模”典籍封面人物及名譽顧問，我來美國一年內獲得“世
界名人堂”名人和受邀參加“世界第一屆針灸和聯合大會”並作
了突出的論文報告，取得承認和證書。這特向早年在台灣和美國

的老師兄們、前輩們匯報，以求指點，所以此次特請海外的前輩
、老師兄和你們的子女為弘揚我中華民族傳統的武術，醫學文化
進一步發揚光大中美文化交流，發揮在美國的華僑華人的最大影
響力而努力，顧敬請各位和我這小師弟密切聯繫為盼。由於我當
時年齡小，很多事都不清楚，有的還了解不多。據說當時人們稱
老師為“中國猴王”又稱劉老師為“大刀劉德生”。京劇名演員
六齡童的猴拳、猴棍和對打中的一些動作是劉老師指點和傳授的
。京劇名演員梅蘭芳的“霸王別姬”中的“虞姬雙劍”是劉老師
根據劇情，以我六合門中的“青柳雙劍”為基本劍法為梅蘭芳編
排傳授這套雙劍。傳授地點是中國上海市國際飯店附近有一室內
，裡面一圈都掛著穿衣鏡的場子。上海市南市區老城隍廟內的
“小刀會”也是劉老師當年傳授的。南市的老師兄們也說起。這
些都想請老師兄們多加指教（我還可回憶一些都是實戰的動作）
為了弘揚我中華民族傳統的武醫文化促進中美關係進一步加強，
願我們共同努力。

最新消息：我老師劉德生教授的徒孫、我李國忠的徒弟，
“最長吹管王”創世界紀錄，吹200米軟管奏悠揚樂曲，吉尼斯
最長吹管王，中國兩屆太極拳推手冠軍陳明亮最近要來美國為廣
大美國人和我們華僑華人做大型演出表演，同時和各位太極推手
高手做武文化交流，加強中美合作。在此，陳明亮向在美國的前
輩和各位大師伯們問好，請指點，祝各位健康長壽！再劉德生教

授的徒孫，我李國忠的徒弟，陳明亮的師弟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
希拉里的姻親伯父傑爾瑞.巴克沙，據說他在泰國的教練場正在
自創用少林六合門的武功和美國的舞蹈結合起來的“功夫舞蹈”
在培訓徒弟，目前正在聯繫中。 （有拜李國忠為師的師徒證書
和報紙登載）

中國少林六合門掌門人，“少林秘功”創始人李國忠敬上
電話：832-757-3787
美中友好促進會、中國國際報告文學研究會專家委員會、專

家委員金仲賢
電話：832-863-3888

繪畫學生作品展繪畫學生作品展 國際象棋課國際象棋課 鋼琴課鋼琴課

課外活動課外活動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據報導，亞馬遜公司 (Amazon)
已承認曾售賣貨品給一名是已被政府列入恐怖分子名單的客
戶；此外，該公司也正遭聯邦調查是否違反美國制裁伊朗的
法律。亞馬遜在日前遞交的季度財務報告中，披露該公司售
出消費品給一名客戶，根據美國13224號行政命令，該名客
戶已被聯邦認定與恐怖主義組織有聯繫，且已被列入黑名單
。 報告還指出，亞馬遜其他銷售活動也可能違反制裁伊朗
和敘利亞的法律，以及違反其他出口管制或制裁的法律。

亞馬遜說，財政部和商務部正調查與伊朗有關的對該名
客戶銷售，或被行政命令列入黑名單的人。財政部和商務部
可以對亞馬遜施以罸款，而亞馬遜表示，他們打算與調查人
員 「充分合作」。亞馬遜的財務報告表明，該公司把 「消費
品」賣給伊朗大使館和一個沒有披露的國家。這些交易活動
在2012年1月至2017年6月間進行，總值2萬4700元。

亞馬遜還可能售出8100元貨品給一些客戶，這些被懷
疑代表五個伊朗使館購買；並且售出600元貨品給一些中間
人，他們可能為伊朗政府擁有或控制的三個團體購買。亞馬

遜在2月呈交的財務報告中也指出，該公司售出1300元貨品
予一名被列入黑名單的客戶，但沒有說明該客戶是否就是
28日呈交的報告中提到的客戶。

亞馬遜在2月和4月呈交的財務報告也指出，其他銷售
活動也可能違反制裁伊朗的法律。這些銷售活動包括在
2012年至2016年間，向伊朗六個大使館售出價值6000元的
商品，及向伊朗政府擁有或控制的組織售出2400元商品。
亞馬遜在報告中提到的商品包括書籍、媒體產品、服裝、居
家和廚房設備、手飾、辦公室用品、健康和美容產品、電子
消費品、草坪和庭院用具、汽車和樂器。

美國的商業法看起來很開放，但美國政府正在篩選各種
國際貿易。 每個國際業務都必須遵守美國的商業法律，並
遵守美國的行政命令，以避免不必要的問題或麻煩。 賺錢
是重要的，但是認真遵守美國的規則，遵守法規和安全的商
業地位更重要。即使亞馬遜是一家美國大公司也受到調查，
如果違反美國法律，將受到懲罰。

進行國際貿易要非常謹慎
亞馬遜賣貨給恐嫌 遭聯邦調查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華美易經學社主辦，
華僑聯合總會美南分會協辦的專題講座，於周日（7 月 30
日 ）下午二時起，在僑教中心一樓展覽廳舉行。由毛志江
醫師主講： 「人類善意的剖析」，毛醫師一開場即指出：
「人類善意的剖析」，是他所寫的一本書，促使他寫作該

書的原動力，是他對國家和人民有很大的感觸，很多地方他
並不以為然，促使他對善意與濫用對個人，社會、國家、以
及人類的影響寫出來。他基本的論點是 「人類善意是把雙
刃刀，會造成截然不同效果」。它能幫助別人，也能破壞別
人，重點在於人類的自我約束。

他並在會上介紹該書一至十九章的大概介紹。如什麼
發生在社會上，是可以正確的使用。他以英國十八世紀的大
學問家達爾文的 「物種起源」 與 「適者生存 」的理論。
其結論是： 適者生存。自然界物，要透過競爭，才能進步
。譬如羚羊，毫無自衛能力，更不是兇猛的老虎，獅子對手
，但牠能跑，一條強而有力飛奔的腿力，是牠讓老虎，獅子
追不上牠，而存活下來的原因。

毛醫師又以（ 一 ） 流浪狗的故事 （ 二 ) 海龜的故事
（ 三 ） 老鷹築巢的智慧 （ 四 ） 受精卵的故事為例，說明
「物種起源」與 「適者生存」 的實例。流浪狗母親，明知

奶水不足，養活不了這一窩剛出生的小狗，於是把兩隻較衰
弱，存活力差的狗丟出去，獨留生存能力較強的狗。而海龜
也是一樣，牠在岸邊孵化小海龜，小海龜出生後，拼命往大
海游去才能生存，而跑的慢的就成為空中追逐海鷗的糧食了
。這也是 「適者生存 」，只有最強而有力的海龜才能存活
下來。老鷹築巢更具智慧，柔軟的稻草下是尖銳的石塊，使
小老鷹在生存一段時間，稻草褪去後的石塊使牠們坐如針氈
，無法在巢中久留，這也是老鷹促使子女及早自立，飛出去
獨立生存的智慧。而受精卵的故事，卵巢是精子存活下來最
壞的環境，最後只有一個最強有力的精子才能成為受精卵。

毛醫師的演講，強調： 善意不應製造傷害。善意來之
不易，必須有效運用。人性光明面，包括： 慷慨，慈悲心
，無私，體量心，這是人類的善意。而人性黑暗面，包括
： 不滿，貪婪，自私，腐化，自我為中心，易被誘惑等等
。這又包括道德的罪惡，及法律上的罪惡。

會中大家也紛紛對 「以德報怨 」 中國人，日本人之間
的怨懟，以及猶太人對德國人二戰時的怨恨，甚至連美國到
日本長崎，廣島丟原子彈的對錯，展開了廣泛的討論，觀眾
中賴清陽律師、李兆瓊建築師、方鮀生前會長，以及衍易老
師紛紛發表其看法，場面十分熱烈。

華美易經學社主辦，華僑聯合總會協辦講座
毛志江醫師主講： 「人類善意的剖析 」

圖為華美易經學社的理事及華僑救國聯合總會代表合影於演講前圖為華美易經學社的理事及華僑救國聯合總會代表合影於演講前（（ 左起左起
）） 「「 華美易經學社華美易經學社 」」 前會長方鮀生前會長方鮀生，，理事李兆瓊理事李兆瓊，，洪良冰洪良冰，，李大為李大為，，
現任會長談駿頤現任會長談駿頤，，衍易老師衍易老師，，主講人毛志江醫師主講人毛志江醫師，， 「「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美南分會美南分會」」 會長賴李迎霞會長賴李迎霞，，賴清陽大律師及何萬里理事等人賴清陽大律師及何萬里理事等人。（。（ 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圖為演講會現場圖為演講會現場，，主講人毛志江醫師主講人毛志江醫師（（ 右立右立）） ，（，（ 左立者左立者））為為 「「 華華
美易經學社美易經學社」」 會長談駿頤會長談駿頤（（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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