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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夢計劃
華夢計劃”
”舞蹈培訓順利結束
為期四周的”華夢計劃
為期四周的”
華夢計劃”
”舞蹈培訓營於 8 月 6 日
順利閉營並在 World Theater 進行了匯報
進行了匯報﹒
﹒駐休斯
頓總領館僑務組易川領事﹐
頓總領館僑務組易川領事
﹐此次活動主辦方
此次活動主辦方---美國
美國
中國風藝術協會執行長舒嵐女士親臨現場觀看匯報
並給與高度讚譽﹐
並給與高度讚譽
﹐感謝周潔曉慧舞蹈學校 20 年來致
力於推廣和傳播中國舞蹈文化﹒
力於推廣和傳播中國舞蹈文化
﹒(詳見周一 A12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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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 《年代秀》不同年代小組
節目介紹

競賽PK互動綜藝節目

KVVV

節目介紹：《年代秀》是一檔由深圳廣播電影電視集團深圳衛
視制作的全明星代際互動綜藝秀，2011年引進比利時大熱綜藝節目
《Generation show》（《時代秀》）的模式，由10位明星嘉賓領
銜五個年代小組通過年代答題、遊戲競技等環節進行同場PK，並
且結合影像、實物、音樂表演、時尚秀等元素尋找濃濃的當年情。
2016年5月6日回歸播出。《年代秀》全新改版，回歸原初價值感
，有歡樂、有情懷、有顏值、有創新。
播出時間：每周日晚間8時至9時30分首播，每周二下午3時30分

至5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朝關系緊張
美股全面下跌

耶對媒體說，“看看各個板塊
，都出現了拋售。” “新聞讓
大家都感到擔心。我認為這是
一種謹慎的反應。” 斯普林梅
耶說。
斯普林梅耶說的這個新聞就是
朝鮮的洲際彈道導彈技術使朝
核威脅進一步擴大。朝
鮮導彈試射成功之後，
美國總統川普表示，美
國將以“烈火和憤怒”
應對朝鮮的核威脅。而
朝鮮方面則對美國的態
度不屑一顧，還揚言要
用導彈襲擊美國領土關
島。星期四，川普稱他
之前的說法力度不夠。
拉登伯格·薩爾曼資產
管理公司首席執行長菲
爾·布蘭卡托認為，面
對美朝關系目前的狀況
︱一位男士在首爾列車站觀看顯示朝鮮計劃向關島發射四枚導彈的電視新聞。 ，投資人清倉獲利是一
（2017年8月10日）。
種“正常的市場行為”
。
【VOA】星期四，美國股市各大指數在朝鮮半
在股市下滑的同時，大量資金則湧向了規避風
島局勢持續緊張的拖累下繼續下跌。道瓊斯工
險的期貨市場。黃金期貨價格本周漲幅超過兩
業指數重挫200點，約1%，標準普爾500指數
個百分點。周四一天的漲幅大約一個百分點，
跌36點，約1.4%，技術股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創下兩個月的最高水平。
跌135點，跌幅2.1%。
不過，也有一些金融界人士認為，股市繼續上
美國銀行投資管理部門負責人保羅·斯普林梅

片頭。(取自網路)

▲

▲ 節目花絮。(取自網路)

漲的條件尚沒有重大的變化，但是風險在
不斷增加。市場波動將會加劇。

川普宣布鴉
片類藥物危
機為“國家
緊急狀態”

澤西州州長克裏斯·克裏斯蒂領導的委員會來
研究這場危機。這個委員會上星期在一份初步
報告中說，由於阿片類鎮痛藥的過量使用，“
美國每三周的死亡人數就和911事件中喪生的
人數相當”。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的數據，2015年，
阿片類鎮痛藥和3萬3千人的死亡有關。
川普星期二就這個問題舉行了一場“重要的簡
報會”，但是他沒有采納該委員會的建議。相
反，川普主要談論了阻止毒品進入美國，確保
年輕人永遠不使用毒品。
美國衛生和人類服務部部長湯姆·普萊斯在簡
報會後婉轉表示，總統反對委員會的建議，認
為他的行政當局無需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就可以
調動所需的資源承充分應對這場危機。
但是星期四，川普改變了主意，並承諾要“花
費很多時間、很多努力、很多資金來應對阿片
類鎮痛藥危機”。

【VOA】美國總統川普宣布美國人對阿片類鎮
痛藥上癮是“國家緊急狀態”。
川普在他位於新澤西州貝德敏斯特
的高爾夫球場對記者說，困擾國家
的藥品危機是“一個我們以前從未
有過的嚴重問題”，並表示他將肯
定會針對此事起草文件。
這一定性將允許各州和地方當局開
辟更多的支持和資源，諸如劃撥額
外的資金，擴大各種形式的治療渠
道等方式，來應對過度服藥的普遍
問題。這一定性還將賦予美國政府
更大的靈活性，為了快速采取行動
，可以免受一些規章和限制的束縛
。
︱美國佛蒙特州一個藥店擺放的阿片類藥物。只占世界人口5%的
美國卻消費了全球80%的止痛藥。
今年3月，川普總統設立了一個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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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瀑布
呂克明

2017 年夏至，走路班吳東麟、林銘鑒、方強宗、徐克爾、
呂克明等五對夫婦，從紐約【賓州車站】搭乘加鐵火車到達加
拿大【尼加拉瀑布車站】。我們在尼加拉瀑布兩天一夜，享受
美食、登塔欣賞瀑布夜景、搭船近距離欣賞瀑布倩影，心情愉
快，特作文以誌之。

【哈德遜河】【莫華克河】【尼加拉河】

6 月 21 日晨 7 時 15 分，我們相約【賓州車站】。因為要入
加拿大境，美國海關查閱護照和車票後，就讓我們上車。加鐵
【楓葉號】63 次車，從紐約【賓州車站】出發後，不久就沿著
【哈德遜河】河岸北行，一直到紐約州首府【亞伯尼】。【哈
德遜河】取名是紀念 1609 年亨利.哈德遜（Henry Hudson）進
入 該 河 流 域 探 險 。 2009 年 1 月 15 日 ， 一 架 空 中 巴 士
A320-214，在起飛爬升過程中遭加拿大黑雁撞擊，導致兩個
引擎同時熄火，駕駛艙機組人員在確認無法到達任何附近機場
後，決定於【哈德遜河】河面進行迫降，機上共 155 人全數生
還，該事件也被稱為【哈德遜河奇蹟】。車行三個鐘頭與【哈
德遜河】形影不離，我們觀賞【哈德遜河】河畔沿途美麗的風
景。19 世紀一批浪漫畫家發起藝術運動，成立【哈德遜河
派】。1825 年秋，該派創始人湯瑪斯.科爾（Thomas Cole，
1801-1848），坐汽船溯河而上，第一站停靠在紐約州西點，
在卡茨基爾（Catskill）登陸，他向西爬上卡茨基爾山繪製該地
區的第一幅風景畫。這幅畫的評論出現在 1825 年 12 月 22 日的
《紐約晚郵報》上。科爾逝世後，第二代【哈德遜河派】畫家
出 現 ， 其 成 員 包 括 其 學 生 丘 奇 （Frederic Edwin Church，
1836-1900）等三位畫家在內的一些【哈德遜河派】成員，是
紐約市【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創始人。丘奇多次前往美洲各
地尋找創作靈感，繪出了一大批價值極高的風景畫，代表畫作
有《尼亞加拉大瀑布》。加鐵定期維修在【亞伯尼】更換車頭
後，火車繼續西行，沿著【莫華克河】，經過【Schenectady】、【阿姆斯特丹】、【Utica】、【羅馬】、【雪城】、
【Rochester】、【Depew】、【Buffalo】。【阿姆斯特丹】取
名自 1609 至 1664 年荷蘭佔領紐約州，命名新阿姆斯特丹。最
後火車沿著【尼加拉河】鐵路橋邊停下，就是美國的【尼加拉
瀑布車站】。在車長確認前往加拿大的乘客後，火車通過鐵路
橋，遙看久違的【彩虹橋】。下午 4:58 在加拿大的【尼加拉瀑
布車站】下車。通過海關後，我們分別搭乘計程車，入住
【Marriot 觀瀑館】。

【史凱倫觀瀑塔】【瀑布燈光秀】

跨國瀑
布】。
【尼加
拉 瀑
布】以
【尼加拉瀑布
尼加拉瀑布】
】
美麗的
景色，巨大的水利發電能力和極具挑戰性的環境保護工程而聞
名於世。【尼加拉河】連接【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並分隔
美國紐約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在流經寬約 350 公尺的美國
【公羊島（Goat Island）】時跌入斷崖，並一分為二，形成
【馬蹄瀑布（Horseshoe Falls）】與【美國瀑布】兩個瀑布。
【新娘面紗瀑布（Bridal Veil Falls）】與其他瀑布由【月亮島
（Luna Island）】隔開。【馬蹄瀑布】為大瀑布，也稱【加拿
大瀑布】，橫跨美加兩國，佔【尼加拉河】約 90%的水量。瀑
布呈半環型，寬 670 公尺，落差 57 公尺。【美國瀑布】在東側
美國境內，佔【尼加拉河】約 10%的水量。瀑布寬 260 公尺，
落差 21-34 公尺。【新娘面紗瀑布】為小瀑布，在美國境內。
瀑布寬 15 公尺，落差 24-31 公尺。

【霧中少女】

夜幕中，我們走在觀景步道。扶欄遠眺，依然可以分辨美
國邊的【美國瀑布】和【新娘面紗瀑布】，以及加拿大邊的
【馬蹄瀑布】。走走停停，扶欄欣賞紅、白、藍色輪流變換的
【瀑布燈光秀】。夜深沉露水漸濃，警察將通往【Marriot 瀑
布館】的登高梯階封閉，並關閉路燈。我們望崖興嘆，方徐兩
對夫婦搭警車回旅館，而小鳳與我則摸黑行走【維多利亞公
園 】 的 小 路 。 黑 夜 中 ， 路 過 的 特 斯 拉 （Nikola Tesla，
1865-1943）站在交流發電機上的銅像。美國【公羊島（Goat
Island）】上，也有一座他的座像，這都是紀念他於 1895 年和
喬治.西屋在【尼加拉瀑布】設立世界第一座水力發電廠。今
天的特斯拉（Tesla）電動車取自他的名。清晨第一件事就是從
我們住宿的 14 層樓，俯拍加拿大邊的【馬蹄瀑布】。我們步
行至【尼加拉公園大道】吹號遊輪（Hornblower Cruises）公司
的【霧中少女】號登船點。十時登船點遊客不多，搭乘電梯下
到河面同高的底層，在禮品店為自己買了一件防雨紅夾克，非
常醒目，在多倫多的第二天清晨大雨竟然用上了。我們魚貫上
船，在入口處每人領到一件紅雨衣。我和方強宗夫婦坐在一樓
有擋風玻璃的位置，紅衣蓋著相機，防止雨水淋濕。【霧中少
女】號先朝【彩虹橋】方向行進。扶欄遠眺，藍天白雲，綠樹
蒼蒼，風景優美，河風徐來，心情舒暢。拱橋中央的國界路燈
的兩邊，各矗立美加國旗，橋下【尼加拉河】河水滾滾，海鷗
翱翔，尋覓獵物。回憶三十年前，與岳父母從美國邊搭船同遊
時穿的是黑色雨衣，今天看到對岸則是穿著藍色雨衣。船經過
【美國瀑布】，隆隆瀑布聲，水氣氤氳。距離那麼近，可以很
清楚地看到【月亮島】崖壁棧道與河面觀景臺上的遊客。據說
月圓時，在崖上觀景臺可以觀看到【月彩虹（Lunar Rainbow）】。遊船經過寬約 350 公尺的【公羊島】時，一陣沉
寂。我移步右舷，看廢棄的水力發電廠，卻見一道彩虹呈現在
電廠出水口前。霎那間，一
陣驚叫聲，知道船已經在
【馬蹄瀑布】霧氣之下。船
停一陣子就繞回頭，結束
【尼加拉瀑布】之旅。（全
文完）

入住後，已經過了六點，大夥飢腸轆轆，有人建議去【觀
瀑博弈（Fallsview Casino）】吃自助餐。賭場折扣加上匯率
差，每客約 16 美元，經濟實惠。菜色很多，沙拉和魚片，大
快朵頤。餐後逛街，準十時在前往【史凱倫觀瀑塔（Skylon
Tower）】的路橋上扶欄欣賞煙火秀。十分鐘的煙火秀當然沒
有國慶煙火那麼大氣，但也不錯了，賞心悅目。晚上十點多的
【史凱倫觀瀑塔】感覺有點沒落，一樓只有幾個遊戲機，燈光
昏暗，人潮奚落。樓上還好，看夜景的人數不多，大約三十個
人而已。我們在入口處各自拍了兩張美美的紀念照。登塔遠眺
瀑布夜景，十分美麗，塔上河風很大，拿著相機對著鐵絲網
洞，還是可以的。但入夜稍涼，幾分鐘後就躲入高塔內屋。我
們下了【史凱倫觀瀑塔】步行至【尼加拉公園大道（Niagara
Parkway)】需要 10 至 15 分，有兩家回旅館休息。相約明早八
時半早餐後，一起出發前往【霧中少女（Maid of the Mist）】
號登船點。【尼加拉瀑
布 （Niagara Falls） 】 ，
源自印第安語，意為
【雷神之水】，是由三
座【尼加拉河】上瀑布
的總稱，平均流量 2,407
立方公尺/秒，與巴西與
阿根廷交界的【伊瓜蘇
瀑布】、尚比亞與辛巴
【 哈 德 遜 河 派 】 丘 奇 （Frederic Edwin Church，
Church，
威交界的【維多利亞瀑
18361836
-1900
1900）
）作《尼加拉大瀑布
尼加拉大瀑布》
》(1857
1857))
布】並稱為【世界三大

【 史凱倫觀瀑塔
史凱倫觀瀑塔（
（Skylon Tower）】
Tower）】
的路橋上扶欄欣賞煙火秀

廢棄的水力發電廠 ， 卻見一道彩虹呈
廢棄的水力發電廠，
現在電廠出水口前

【 維多利亞公園
維多利亞公園】
】 內的特斯
拉
（Nikola
Tesla，
Tesla，
18651865
-1943
1943）
）銅像

快到加拿大邊的【
快到加拿大邊的
【尼加拉瀑布車站
尼加拉瀑布車站】
】趕緊拍張合照

走路班攝於【
走路班攝於
【亞伯尼
亞伯尼】
】車站

【史凱倫觀瀑塔
史凱倫觀瀑塔】
】內合照

【尼加拉瀑布
尼加拉瀑布】
】包括左起
包括左起【
【美國瀑布
美國瀑布】【
】【月亮島
月亮島】
】
【新娘面紗瀑布
新娘面紗瀑布】【
】【公羊島
公羊島】【
】【馬蹄瀑布
馬蹄瀑布】
】

晨曦霞光中的加拿大邊【馬蹄瀑
晨曦霞光中的加拿大邊【
布】與左上方美國邊的
與左上方美國邊的【
【美國瀑
布】和【新娘面紗瀑布
新娘面紗瀑布】
】

如萬馬奔騰的加拿大 【 馬蹄
如萬馬奔騰的加拿大【
瀑布（
瀑布
（Horseshoe Falls）】
F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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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拼去！
血拼去
！德州免稅週
德州免稅週11
11日登場
日登場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德州一年一度為期三天
的免稅週末(Sales Tax Holiday)11 日登場，至 8 月 13 日結
束。在免稅週末期間，消費者可免稅購買價格低於百元
、且符合免稅條件的商品，例如衣服、鞋襪、學生用品
和書包等。有意提前採購開學用品的家長們，不妨趁此
時機購物，可省下 8.25%的消費稅金。
德州免稅周可說是一年最重要的血拼日之一，自
1999 年開始實施到現在已經 18 個年頭。聰明的消費者
都會利用免稅週末期間，添購新行頭，儘管距離免稅週
還有一星期左右，但許多人已開始引頸期盼。不少上班
族表示，雖然只省下 8.25%的消費稅金，大約購買 100
元可省 8 元，但搭配上額外商品特惠，免稅週的折扣也
不小，可說是僅次於感恩節的 「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另外，免稅周也是小孩開學前最歡樂的購物時
刻，家長會趁這時候添購開學用品，省下不少費用。
消費者引頸期盼，看好免稅週商機，各大折扣賣場
、購物商城及零售業者皆搶搭上免稅順風車，大打折扣

戰吸引消費者搶購搶購。各地暢貨中心(Outlet)都會在
免稅週期間推出大約八折至三折不等折扣，有的更會在
前一周先將部分商品降價吸引消費者，或推出消費滿特
定金額，可享額外不同比率的優惠，少部份優惠方案與
折價券也可合併使用。
不過，免稅周也不是樣樣都免稅，還是限定特定商
品。在免稅週末期間，消費者可免稅購買價格低於百元
、且符合免稅條件的商品，包括衣服、鞋襪、學生用品
與書包等，但書包只侷限小學及中學生所使用的傳統後
背包，電腦包、公事包或行李箱不列入免稅優惠內；鞋
子也只限於運動鞋，專業運動用品如高爾夫球鞋、踢足
球時用的保護墊和相關防護用品不符合免稅優惠條件，
其他像珠寶飾品、手錶和電器也不在免稅範圍內，民眾
選購或結帳時可先詢問店家再付款。
另外，消費者也可使用通過先付訂金，後付清餘款
再取貨的方式(Layaways)，購買免稅商品。零售業表示
，免稅周可幫助刺激消費，鼓勵民眾多加利用。

免稅周可省 8%左右的稅金
左右的稅金，
，民眾可好好把握
民眾可好好把握。
。 (網路照片
網路照片))

休城衛生局強制公告搬離帳篷城市
引發遊民不滿抗議
(休斯頓／鄭溢洋編譯)
據 KHOU 報導，休斯頓市
衛生局於週一發佈告示，
要求流浪漢們在周四上午
搬離“帳篷城市”。 “帳
篷城市”位於休斯頓市中
心 59 號高速公路交流道下
卡羅琳街（Caroline St.)到
阿爾梅達路(Almeda Rd.)之
間，有數十名流浪漢露宿
於此。這裡的生活垃圾和
臭蟲給城市帶來了健康隱
患，因此市府人員在這幾
十人搬離之後就會對橋下
地區進行清理。
從週一到週四，流浪
漢們只有兩天時間收拾搬
家事宜，政府所能提供的

幫助並不多。政府只能幫
忙保存一個垃圾袋所裝得
下的物件 90 天，而周四上
午許多留在橋下未被搬走
或是垃圾袋裡裝不下的東
西都將被丟棄。
拉內莎·艾倫（Renesha Allen）就是“帳篷城市
”居民的一員。在衛生局
眼裡她過去兩個月的家成
了健康隱患。艾倫非常擔
心她的東西將無法得到妥
善的保管。她表示，“怎
麼能讓無家可歸的人們從
一個甚至不被別人認為是
家的地方離開，卻只是為
了才過幾天就再搬回來呢
？”。

許多和艾倫一樣的人
們都因為擔心自己的東西
被丟棄而拒絕離開，甚至
焚燒告示以表抗議。他們
認為政府只提前兩天告知
實在太為突兀，不足以收
拾東西離開。更何況有些
居民不僅已經在這裡存放
了許多自己物品，而且將
這裡視為自己的家。
此外，為了環境安全
健康，市府將不會幫助存
儲保管任何可能攜帶疾病
的物品，包括椅子，沙發
和床墊。休斯頓警官和區
域清理負責人於週四上午
準時到達現場開始清理。

“帳篷城市
帳篷城市”
” （取自 KHOU
KHOU）
）

橋下居民的生活 （取自 KHOU
KH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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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佛教會昨舉行記者招待會
介紹 2017 下半年度重要活動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德
州佛教會昨（8 月 12 日 ）上午在
玉佛寺舉行記者招待會，介紹佛教
會今年下半年將舉行的重要活動。
包括： 八月份： 菩提學苑秋季班
開學； 九月份： 盂蘭盆法會和菩
提中心迴向，菩提中心四日禪修
； 十月份： 菩提中心禪修； 十一
月份： 玉佛寺年度義賣會，梁皇
寶懺； 十二月份： 菩提中心佛七
。記者會由文宣張偉堯介紹出席的
包括： 德州佛教會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香燈融通法師
，法務、人事續超法師，弘法處修
慧法師及總幹事陳榮嬌。
另外，該佛教會的各組負責人
也全體與會。包括： 財務處： 李
玉玲，公關： 齊士林，菩提中心
秘書： 葉宏志，秘書處： 蔡蕙心
，菩提學苑校長： 張景華，文宣

： 張偉堯。
「菩提學苑」 校長張景華介
紹菩提學苑成立於 1991 年，有四
分之一世紀歷史之久。該校有三分
之二的老師，教學滿五年以上，三
位老師服務將近 25 年。是令學員
「最完善」，家長 「最安心」，
老師 「最溫馨」的學校，除招收
四歲至十八歲的學齡學生，並附設
各項才藝課程，如書法、創意美術
、小提琴以及成人瑜伽班等課程，
秋季班將於八月二十日開課。
續超法師介紹盂蘭盆法會和菩
提中心迴向，今年的 「供僧法會
」 其特色將融合南傳，北傳佛教
（ 即漢傳與緬甸、錫蘭佛教）。
其他如梁皇寶懺，是由宏意法師指
導帶領； 佛七，在菩提中心舉行
。
陳榮嬌總幹事介紹佛教會 「

年度義賣會 」，從 1980 年迄今，
是廣結善緣，道場 「弘法，利生
」 的機會，所得用之於 「慈善組
」 捐文具、賑災、臨終關懷，及
少青組，希與各僑界廣結善緣。
菩 提 中 心 秘 書 葉 宏 志 表 示：
菩提中心每年三月第二個週六（
明年是三月十日），舉行 「敦親
睦鄰日 」，希與當地居民融合，
推廣到與美國當地社區結合。
玉佛寺宏意法師特別提到 7 月
25 日至 8 月 9 日舉行的 「德州菩
提人文營」，今年是由來自中國江
蘇、安徽兩省，12 歲至 17 歲的小
朋友前來參加。菩提中心佔地 515
英畝，遠離麈囂，他也歡迎記者組
團前往，體驗一下當地生活。
當天玉佛寺並以豐盛，精彩的
素食招待全體與會的休士頓華文媒
體。

圖為玉佛寺記者會現場。
圖為玉佛寺記者會現場
。 「文宣
文宣」
」 張偉堯
張偉堯（
（ 立者 ） 介紹與會媒體
介紹與會媒體。
。
（ 記者秦鴻鈞攝 ）

美國楊俊義永年太極拳中心
昨舉辦＂女子防身自衞術＂講座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鑒於
近期休士頓中國城連續發生針對華
人、亞裔、特別是針對華人婦女搶
劫案件，華人在不斷開會研究增加
警衛之餘，美南山東同鄉會的楊俊
義大師，昨天（8 月 12 日 ） 上午
十時，也在楊氏太極拳中心訓練館

主辦＂女子防身自衛術＂講座，由
楊大師義務授課，活動非常成功，
提高了華人、婦女同胞的防範意識
，並為加強自我保護傳授了經驗、
措施、方法。
昨天參加的學生有：金仲賢、
胥帆、梁揚燕，林小導:韓偉良、陳

朝暉和楊太太。山東同鄉會會長房
文清、僑界名家中華工商總會孫鐵
漢會長、世界功夫週報發行人釋行
浩大師、著名螂拳傳人跌打師傅羅
榮華、太極拳師付李生、僑界名人
陳毓玲等參加這次活動。

圖為昨天參加自衛術的人士合影。
圖為昨天參加自衛術的人士合影
。

圖為防身術現場演練。
圖為防身術現場演練
。

黃金廣場昨天下午又發生搶案
又有買菜婦女遭搶奪包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距離上周開社區安全講座和市民
大會，才不過一周，所有的政客，法官，警官，信誓旦旦，苦思
良策，向政府要經費，向業主及市民募款，請巡邏警衛，會開了
不少，公文呈送不少，昨天下午一點四十分左右，在 「黃金廣
場」 ，人潮洶湧，停車位幾乎全滿的情況下，還是有一位正在

後車廂裝菜的婦女，被人強行奪包而去，當該影像在微信流傳，
所有人不禁反思： 這一周來如火如荼的大動作開會，上課，請
警衛巡邏，賊人依然照搶如故， 「中國城 」活動的市民，（ 尤
其是女性），心理上是否應 「武裝」起來？隨時警覺注意周遭
的環境，不予搶匪有可乘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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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第一醫療中心 不僅治病 同時找出根源
運用最新 「幹細胞
幹細胞」」 療法 不開刀即可解除病痛

logo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您身上有任何疼痛不舒服嗎
您身上有任何疼痛不舒服嗎？
？
據估計，全美有一億人遭受不同的疼痛之苦
據估計，
全美有一億人遭受不同的疼痛之苦，
，平均每三個人
就有一個人受疼痛折磨。
就有一個人受疼痛折磨
。疼痛是一種不舒服的
疼痛是一種不舒服的、
、揮之不去的
感覺，
感覺
，長期疼痛在身
長期疼痛在身，
，會讓人心情不佳
會讓人心情不佳、
、心浮氣躁
心浮氣躁，
，也會令
人無法專注，
人無法專注
，甚至改變與他人的關係
甚至改變與他人的關係。
。如果有一種療法
如果有一種療法，
，不
用開刀就能治療各種疼痛，
用開刀就能治療各種疼痛
，包括關節炎
包括關節炎，
，將是疼痛患者的大
福音。
福音
。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Texas
(Texas Regional Health & Wellness)
運用 「幹細胞
幹細胞」
」療法
療法，
，成功地為許多病人解除疼痛
成功地為許多病人解除疼痛，
，幫助病
人修復器官、
人修復器官
、恢復機體功能
恢復機體功能，
，已經造福許多患者
已經造福許多患者。
。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是由陶慶麟醫師(( Dr. Sammy Tao)所主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是由陶慶麟醫師
Tao)所主
持，以專家匯診醫療模式
以專家匯診醫療模式，
，團隊一起做診療
團隊一起做診療，
，對症下藥
對症下藥，
，專
業的團隊包括家庭科、
業的團隊包括家庭科
、內科
內科、
、外科
外科、
、中醫科
中醫科、
、脊椎治療科
脊椎治療科，
，
集多方專家智慧，
集多方專家智慧
，提供最有效的診療
提供最有效的診療，
，達到最佳的效果
達到最佳的效果。
。整
合功能醫學(functional
合功能醫學
(functional medicine)、
medicine)、 物理治療學
物理治療學(physical
(physical medimedicine)、
cine)
、 與疼痛治療
與疼痛治療(pain
(pain management)，
management)， 不僅治療症狀
不僅治療症狀，
， 同時
找出病因。
找出病因
。
陶醫師表示：
陶醫師表示
： 「我們所採用的專家匯診模式是
我們所採用的專家匯診模式是，
，當一個
病人來的時候，
病人來的時候
，首先接觸的是家庭醫生
首先接觸的是家庭醫生，
，家庭醫生會先了解
病人的病情、
病人的病情
、病史
病史、
、收集相關的資料
收集相關的資料，
，然後由團隊一起診療
，尋找出病因
尋找出病因，
，再對症下藥
再對症下藥。
。不像在其他地方的病人
不像在其他地方的病人，
，有可
能看一個醫生，
能看一個醫生
，醫生說不是這個原因
醫生說不是這個原因，
，又再看下一個醫生
又再看下一個醫生，
，
萬一又不是，
萬一又不是
，還得再換另一個醫生
還得再換另一個醫生。
。我們的專家會診團準確
性非常高，
性非常高
，集合幾位醫生的專長找到病因
集合幾位醫生的專長找到病因，
，對症下藥
對症下藥，
，對一
個病人而言，
個病人而言
，這樣有很大的好處
這樣有很大的好處，
，既了省時間
既了省時間，
，又省金錢
又省金錢，
，
最重要的是從根本解決問題。
最重要的是從根本解決問題
。」
「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是
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是，
，有一個病人來我們中心
有一個病人來我們中心，
，述說
他看病的經歷。
他看病的經歷
。之前
之前，
，他的背痛了好幾個月
他的背痛了好幾個月，
，疼痛部位在左
邊，他的家庭醫生認為左胸部的地方有疼痛
他的家庭醫生認為左胸部的地方有疼痛，
，可能跟心臟有
關係，
關係
，所以建議他去看心臟科醫生
所以建議他去看心臟科醫生。
。他去心臟科醫生那裏
他去心臟科醫生那裏，
，
做了很多治療與吃藥，
做了很多治療與吃藥
，疼痛卻沒有好轉
疼痛卻沒有好轉。
。後來
後來，
，他來到我們

中心，我們看到他這邊肌肉的疼痛與他的呼吸運轉不對
中心，
我們看到他這邊肌肉的疼痛與他的呼吸運轉不對，
，他
的胸部跟脊椎骨連結的地方有點錯位，
的胸部跟脊椎骨連結的地方有點錯位
，這其實是很簡單的問
題，經過三次的治療
經過三次的治療，
，他的疼痛就好了
他的疼痛就好了，
，對他來講
對他來講，
，只要花
一點點錢，
一點點錢
，就解決問題
就解決問題。
。但是
但是，
，他之前花了很多錢
他之前花了很多錢、
、很多時
間，卻沒有把疼痛醫好
卻沒有把疼痛醫好。
。」
陶醫生運用 「專家匯診
專家匯診」
」醫療模式
醫療模式，
，無異是對美國傳統
家庭醫生模式的一種改革，
家庭醫生模式的一種改革
，很顯然地
很顯然地，
，這樣的模式能夠為病
人找到更有效的治療方法。
人找到更有效的治療方法
。
此外，
此外
，在醫學界
在醫學界，
，現今最受矚目的療法就是幹細胞療法
，這種新型療法
這種新型療法，
，將幹細胞植入人體後
將幹細胞植入人體後，
，替代那些受損傷的
細胞，
細胞
，進行修復
進行修復，
，因而達到治療的功能
因而達到治療的功能。
。 「幹細胞
幹細胞」
」療法也
被稱為再生醫學，
被稱為再生醫學
， 這種治療技術
這種治療技術，
， 被讚為人類有史以來的
「飛躍式
飛躍式」
」醫療
醫療。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運用 「幹細胞
幹細胞」
」療法
療法，
，
幫助病人不開刀就解決疼痛，
幫助病人不開刀就解決疼痛
，特別是關節炎
特別是關節炎，
，美國每年有六
十萬以上的民眾接受膝關節替換手術，
十萬以上的民眾接受膝關節替換手術
，但其實
但其實，
，很多疼痛並
不需要開刀來治療。
不需要開刀來治療
。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希望能幫助病患找出致病的根本原因
，恢復應有的健康和活力
恢復應有的健康和活力。
。中心的醫師與病患一起合作
中心的醫師與病患一起合作，
，讓
患者了解如何能過上更健康愉快的生活，
患者了解如何能過上更健康愉快的生活
，同時教育病患 「功
能醫學」
能醫學
」與生活結合的益處
與生活結合的益處，
，每個人自身都有自癒力
每個人自身都有自癒力，
，德州
第一醫療中心幫助病人讓體內的自癒力發揮應有的功能，
第一醫療中心幫助病人讓體內的自癒力發揮應有的功能
，達
到長期的健康狀態。
到長期的健康狀態
。
其實，
其實
， 「疾病
疾病」
」只是一個稱呼
只是一個稱呼，
，代表的是體內的生理功能失
去平衡。
去平衡
。失調的原因有很多
失調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跟壓力
可能跟壓力、
、飲食
飲食、
、生活
生活、
、工
作環境、
作環境
、睡眠
睡眠、
、或是個人的基因型態有關
或是個人的基因型態有關，
，因此
因此，
，每個人需
要的治療方式應依他的特殊情況而定。
要的治療方式應依他的特殊情況而定
。 「功能醫學
功能醫學」
」期望透
過調整身體不平衡之處，
過調整身體不平衡之處
，提升器官的功能
提升器官的功能，
，恢復身體健康
恢復身體健康，
，
而非只是消除疾病症狀而已。
而非只是消除疾病症狀而已
。
身體某個部位的不適，
身體某個部位的不適
，只是一個訊號的展現
只是一個訊號的展現，
，就像是冰
山的一角。
山的一角
。 「功能醫學
功能醫學」
」注重整體的健康
注重整體的健康，
，而不把焦點放在
疾病之上，
疾病之上
，它的超越之處
它的超越之處，
，就是幫助我們深入瞭解身體功能
哪裡失衡了，
哪裡失衡了
，就像觀察水平面下的冰山全貌
就像觀察水平面下的冰山全貌。
。一但瞭解全貌
，透過不同的角度切入
透過不同的角度切入，
，找到關鍵性的治療方法
找到關鍵性的治療方法，
，依每個人
的身體需求，
的身體需求
，給予醫療
給予醫療、
、營養
營養、
、飲食
飲食、
、與生活型態調整的各
種建議。
種建議
。
傳統醫學一般會治療您的症狀，
傳統醫學一般會治療您的症狀
，如高血壓
如高血壓、
、慢性疼痛
慢性疼痛、
、
糖尿病、
糖尿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
、不孕症
不孕症、
、或癌症等
或癌症等。
。然而
然而，
， 「為
什麼」
什麼
」會得病卻很少被注意
會得病卻很少被注意。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致力於從根
本解決問題，
本解決問題
，不僅治療病症
不僅治療病症，
，同時從源頭幫您達到最理想的
健康，
健康
，照顧整個身體
照顧整個身體，
，而不僅僅是治療局部問題
而不僅僅是治療局部問題。
。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接受各類保險，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接受各類保險
，包括老人保險
包括老人保險(Medi
(Medicare)。
care)
。 提供患者免費
提供患者免費、
、 無合約諮詢
無合約諮詢。
。 電話 832
832-998
998-2416
2416(( 中
文)、 281
281-208
208-7335
7335(( 英文
英文))。 地址
地址:: 2837 Dulles Ave., Missouri
City, TX 77459
77459。
。 9798 Bellaire Blv., #K, Houston, TX 77036
77036((
位於黃金廣場，
位於黃金廣場
，需先預約
需先預約))。 www.texasregionalhealth.com
www.texasregionalhealth.com。
。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是由陶慶麟醫師 所主持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以專家匯診醫療模式，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以專家匯診醫療模式
，團隊一起做診療
團隊一起做診療，
，對症下藥

醫生專頁
星期日

2017 年 8 月 13 日

Sunday, August 13, 2017

JANE DENTAL
亮珍牙科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牙學院畢業
˙同濟大學醫學院口腔專業畢業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休士頓中國城行醫多年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通國語，上海話，溫州話

Tel：713-665-0700

接受各類保險和信用卡 8427 Stella Link Rd, (近醫學中心) Houston, TX 7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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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診所

電話:
傳真:

713.272.6688
713.271.6689

2017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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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ugust 1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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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人語

美南人語）））
(

星期日

2017 年 8 月 13 日

沙塲秋點兵

上個週日，7 月 6 號，是中國立秋的日子，雖然是
熱浪迫人，高溫困身，（所以在上週日的 「美南人
語」的專欄中，我才會寫上 「人間苦炎熱不愛夏日
長」的應景文章來。想不到才過七天，又要寫季節
性文字，為的是秋天竟然靜悄悄地降落在我們的眼
前。7 月 6 號 是“立秋”節氣的開始，這昭示炎暑
即將過去，秋季已告來臨。 “立”是開始的意思。
沙場秋兵由來久
秋天是農作物收穫的季節，古代十分重視“立秋
”這個節氣。據先秦典籍《禮記·月令》記載：“立
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
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
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徵不義，詰誅暴慢，
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後段文字的意思是，天子命令將帥們挑選士兵，磨礪兵器，選拔
傑出的人才訓練；任用有戰功的人員，去討伐不義的人；討伐那些
暴虐人民、不敬天子的人，藉此明辨善惡，使遠方的人歸順天朝。

楊楚楓

政
政海
海
楓
楓聲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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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向有“沙場秋點兵”之舉
，其淵源當出於此。且看近期
我國的鄰居印度阿差，不曉得
染上什麼毛病，徙 6 月 16 日
開始，入兵中國境內，霸佔我
國領土不走，似有長期佔領的霸主行徑。這不禁激起我國民及將士
的怒火，我們己做好了 「沙場秋點兵」的軍隊檢閱，只要習大大一
聲令下，定會把入侵的印度侵略者，殺個人仰馬翻，片甲不留！
從中國二十四節氣的劃分來看，“立秋」作為秋季開始的節氣
，祇是傳統意義的說法；用今天的話說，它是一個夏秋交替、暑去
涼快的信號。
古人早已認識到，雖然是進入秋季，但是白天的天氣，仍然酷
熱難當，因而從陰陽五行的概念出發，創建了“三伏”設置，並明
確規定“末伏”從“立秋”節氣日之後的首個庚日開始，為期十天
。至於過了“立秋”節氣，還會出現炎熱天氣，則名之為“秋老虎
”。這都是古人總結氣象經驗的創獲。
據此，今年的“末伏”將從本月十一日開始，至本月二十日結束
，意味著“三伏”熱天，還要捱上十多天。到下一個節氣“處暑”
，才是暑熱到此為止。
現代科學證明，我國酷熱在八月份，此為時也。
今年北半球天氣反常，入夏以來，高緯度的歐、美多個國家出
現歷史罕見的高溫天氣，五十六年來最高溫，我國及美國，概莫能

據中央氣象局最新公佈，剛過去的七月份，我國平均氣溫攝氏
（下同）廿三點二度，與常年同期相比偏高一點三度，為一九六一
年以來同期最高值。
七月十二日入“初伏”當天，重慶、福州、杭州、南昌、長沙
最高氣溫均在四十一度以上。次日，今年以來範圍最廣、強度最強
的高溫天氣覆蓋二十一個省、市、自治區，高溫面積達三百六十四
萬平方公里，超過全國總面積三分之一。
七月下旬，巨大的暖氣團，盤踞在長江中、下游地區，高溫範
圍波及南方十三個省、市、自治區，有九十七個市、縣最高氣溫達
到或超過四十度，其中十九個市、縣突破歷史高溫極值。
相比之下，廣東像常年一樣，沒有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火爐
天氣”酷熱，但還是熱浪蒸騰，揮汗如雨。天天持續酷熱，
廣東高溫集中在七月下旬，據省氣候中心最新公佈，全省平均氣
溫廿九點七度，同比偏高一點二度，六十四個市、縣最高氣溫，達
到或超過卅七度。大埔、廣東番禺分別錄得最高氣溫卅八點四度，
為全省最高值。七月三十日，廣東地區普遍在卅六度，外港站更高
達卅八點四度。
八月七日，是“立秋”節氣日，中國南方大範圍最高氣溫，升
至卅五到卅六度。週二到週四，氣溫攀升，大部分市、縣最高氣溫
卅七度。因此華南地區的政府部門，勸告居民要注意防暑降溫。

獨自生活的王向紅，和很多中國老人一樣，越老越生活得小心
翼翼。前些年，每次出門買菜之前，她都會從床底下，拿出幾張鈔
票，小心翼翼地塞進自己在褲子裡，嘴裡還默默地點鈔計數。有時
，她甚至會把大額的百元紙幣, 墊在自己的鞋墊底下，害怕在外面不
小心丟掉這些從“牙縫裡省出來的”錢。
上個月，在外孫女的幫助下，王向紅的“買菜模式”發生了變
化。正在讀大學的外孫女, 用自己勤工儉學賺來的幾千塊錢，給婆婆
王向紅，買了一部智能手機，並教會她如何手機支付。
這部手機的使用，讓王向紅再也沒有了過去數十年間出門買菜
時的“緊張”。 “現在出門，只需在胸前掛著外孫女送的手機，走
到哪裏，現在大部分商販公司店家，都能用手機付錢。這樣，既不
會擔心出門把錢丟了，也不用在每次買完菜後，攢一口袋'毛毛錢'！
”王向紅說。
“外國人現在都在說，無現金支付，是中國的新‘四大發明’
之一！”從高中時就前往澳大利亞留學的馬臻逸說。
今年暑假，馬臻逸帶國外同學，遊覽西安琳瑯滿目的文化古蹟
時，也體驗了一把無現金支付的便利。用手機“刷”共享單車遊大
唐芙蓉園，在各個超市商場“刷”飲料零食，掃碼乘坐公交車。
“無現金支付在西安，已經滲透到衣食住行的各個環節。”馬臻
逸說。
一般而言，新經濟現象，在中國大陸，都是由大城市開始，進
而慢慢向中小城市滲透，但無現金支付系統，卻打破了這一規律，
並沒有“嫌貧愛富”。
西安的白領吳俊，今年三月曾先後前往陝西省黃龍縣和寧陝縣
兩個國定貧困縣出差。一個早晨，他和同事在街邊的小店用完早餐
，卻發現都沒有零錢，十分尷尬。 “那時老闆說，可以手機支付，
我們都很驚喜。幾個包子，喝一碗粥，都能手機支付。”吳俊說。
今時今日，中國小小的縣城，也和大城市一樣，享受著無現金
支付的普惠。 “縣城的農家樂、小商店都能手機支付。個別地方，
即便不能手機支付，農戶們也都會使用手機轉賬，接收我們的付款
。”吳俊說。
互聯網研究公司艾瑞公司數據顯示，二○一六年中國市場通過
第三方支付平台完成的交易，已達五十八點八萬億元人民幣。中國
支付清算協會發佈的《二○一六年移動支付用戶調研報告》顯示，

有百分之四十七點五的用戶，因為無需帶現金或銀行卡, 而選擇了移
動支付。
專家認為，從無現金支付的普及，到“無現金社會”的來到，
其間還有距離。這一過程, 需從更高層面來搭建上層建築，並特別關
注那些“跟不上”的群體，保障其分享新經濟事物的機會。
當然這樣說，也不是可以拒收現金，省下交易時，有遺失及偷走的
現象，因為迄今為止，抗拒現金交易，是一種違法行為。
內地移動支付方便，“無現金社會”備受民間吹捧，使用現金
有時反而會引來白眼。中央央行對此表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民幣管理條例，商家拒收人民幣現金，屬於違法行為。
據中央社報道，在內地，消費者一部手機在手，就能解決生活
大小事，有時候使用移動支付，還能享有優惠、折扣，結完帳還會
直接連到各種評鑑網站上去，讓顧客給商家打分數，因此很多人愛
用移動支付。
對商家來說，消費者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移動支付，商家有時還
能得到程式開發商給予的獎勵金。當消費者用現金支付時，商家則
無法享受回饋，導致捧著現金上門的消費者，反而不受歡迎，商家
拒收現金的事件時有所聞。
《上海證券報》報道，接近中國人民銀行的人士表示，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幣管理條例，商家拒收人民幣現金屬於違法行為
。
該條例總則第三條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貨幣是人民
幣。以人民幣支付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債務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拒收”。
針對外界認為的“拒收現金並不等於拒收人民幣，移動支付只
是一種支付手段，但移動支付的貨幣，還是人民幣，而不是用美元
或者其他外幣”這一說法，該人士表示，在任何一個場景裡，如果
只有一種支付形式存在，一定是國家主權貨幣——人民幣。
他解釋稱：“法定貨幣——人民幣，就是我們錢包裡的紙幣，
紙面上面寫有中國人民銀行字樣，代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行使
的是國家主權，這是唯一的合法的法定貨幣。”相反，拒收銀行卡
、第三方支付等支付並不違法。
古語有云：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一次暑假到中國大陸之
行，令我眼前一亮，眼界大開，誠不枉此行！

外。

Cash is not the King

單看今次( 政海楓聲）的題目，也許
有僑友會馬上質疑本人，為什麼今次中
文文章，無中文題目，到底搞邊科？
諸君不必追問，讓我逐步解釋。 44
年前我移民來美國的第二天，父母便帶
我去到德州首府奧斯汀，拜訪當地一位台山老華僑許先生，他也是
開有中國餐館，名為雜粹樓（Chop Sue House).生意興隆，我們午間
到訪時間，餐廳上下人手，馬不停蹄。我雖是初到貴境但年青人亦
算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我見不到店中有信用咭打印機安置（上世
紀七十年代，當然沒有今天信用
咭的電動座機矣）。我笑向許
世伯瞭解一下，莫非他的餐廳:只收現銀，不接受信用卡支付？
許世伯笑口騎騎地對我說： 「世侄，你聰明，那麼小的事你也
看出來。對，每天午市，我是不收信用咭的。因為一份 Lunch Special( 午市特價菜，才收$3.95，如果接收信用咭，銀行手續費也去了
兩個巴仙，2/100，我的毛利更減少。美國人也常常說：Cash is the
King! （現銀為王）所以我一向學他們，午市只作現金交易。
從此一刻起，Cash is the King! 便牢牢地印在我腦海中。而我經
營餐飲企業四十年，秉持現金、信用卡兩種均收的方式。直到上月
月初，我到中國大陸旅遊時，目睹在公眾場所內，出現一種嶄新的
買賣方式，那就是不需用現金付賬，也無信用咭支付系統的普惠便
利方法。
原來隨著微信、支付寶等第三方手機支付應用逐漸普及，無現
金支付在中國，己逐漸深入人心。有別於跨境電商、度假民宿等同
期發展的新興經濟事物，無現金支付以其普惠的特性，改變著中國
人的生活。
本週八月八日，是中國民眾興辦的“微信支付無現金日”，也
時值支付寶舉辦的“無現金城市週”。無現金支付的發展，既方便
了年輕人的生活消費，也惠及了老年群體的衣食住行；既在東部大
都市的購物中心落地，也滲透到西部城郊鄉村的蔬菜集市裡。
新近看到新華社一份報道，一個家住西安市的七十八歲老人王
向紅，最近改掉了一項她堅持了三四十年的習慣。
五日一早六時，王向紅和往常的周六一樣，來到離家數百米的
社區花園趕早市。王向紅來到這裡採購了大量食材，以便為週末回
來看望她的子女和孫輩們，準備午餐。

楊楚楓

Sunday, August 13, 2017

休城工商
星期日

2017 年 8 月 13 日

Sunday, August 13, 2017

B9

僑務委員會 「2017年水產養殖暨加工技術研習班」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輔助海外僑
胞研習水產養殖及加工等相關專業知
識及技術，並結合國內成功水產養殖
企業公司實地參訪，促進交流，以培
植創業實力及提升經營事業能力，拓
展商機，經定於 2017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8 日（週日不上課）在臺灣高雄
海洋科技大學舉辦 「2017 年水產養殖

延至8/21截止報名

暨加工技術研習班」，研習內容包括
行銷及創業基礎知識，以及水產養殖
、加工技術等專業課程，並安排實地
觀摩相關企業等。僑委會將負擔學員
研習期間之午餐（不含 11 月 5 日自由
活動日）、企業參訪活動時第 1 晚住
宿暨晚餐、課程教材、師資、場地及
材料等學雜費用，參訓學員自付僑居

地往返臺灣之機票費、返臺後機場至
報到（研習）地點、活動結束後至機
場之往返交通費以及研習期間膳宿費
及其他個人費用(如需協助住宿安排，
可洽由承辦單位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協
助代訂蓮潭國際會館（高雄市左營區
崇德路 801 號）)，歡迎通曉中文在僑
居地從事水產養殖及加工技術相關事

業從業人員或有意在僑居地創業或開
展新商機之海外僑胞報名參加，以海
外相關僑營事業從業人員及近 2 年未
曾參加本會經貿研習班者優先。報名
時間即日起延至 8 月 21 日止，報名表
件請逕自僑委會網站（www.ocac.gov.
tw 首頁/公告事項/開班）或全球僑商
服務網（www.ocbn.org.tw 首頁/僑商

培訓邀訪/最新預告）下載， 「報名
表」及 「確認書」請以電腦繕打為佳
或正楷填寫，於簽名處親簽後，連同
「護照影本」於 8 月 20 日前一併送休
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報名，休士頓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連絡人:談先生，電
話:713-789-4995 轉 108。

STV15..3 粵語天地之
STV15
臺灣觀光局行銷臺灣夜市文化
「中國的社會工作和問題
中國的社會工作和問題」
」 觀光大使 「喔熊」 現身洛杉磯萬人夜市
，參與者亦眾多。各大城市尤其是廣
州和深圳，政府直接資助的家庭中心
更已有完善的架構，由充滿熱忱的大
學教授領導。
另外，兩位休大教授在休斯頓市
主講兩項為父母和子女而設的專題：1
）麥當勞大學教育日，8 月 26 日上午
9:30 開始在 Sharptown 國 際 學 校 舉
辦.2）親子講座，
9 月 16 日 上 午 十
時在美華天主堂舉
行，分為父母及青
少年組，由張教授
主持，子女可從應
邀的護士舉辦的工
作坊中學習如何清
潔皮膚和防止暗瘡
滋生。家長和子女
可值此兩項會議培
養親子互動，費用
全免，報名從速。
此電視節目於
月 8 月 15 日 （ 週
二）上午十時重播
。若對此集內容有
提 問 ， 可 電 郵
conniekflai@hotmail.com
或
monitcheung@yahoo.com。
黎瓊芳,,張錦芳教授和梁毓熙教授
黎瓊芳

（本報訊） 15.3 美南電視之粵語
天地節目，本週日 8 月 13 日下午三時
播出，由主持黎瓊芳邀請了休斯頓大
學的張錦芳教授和梁毓熙教授，為大
家探討中國的社會發展，社區工作除
了項目多元化外，也得到國家和地方
政府的支持，服務的質素有顯著進步

洛杉磯，加州 (2017 年 7 月 28 日) – 各式小吃、撈金
魚、射氣球等夜市元素是臺灣人的重要生活記憶，更是
各國旅客聞名前來臺灣旅遊的特色文化。北美市場近年
來吹起一股亞洲風的 「迺夜市」熱潮，臺灣觀光局瞄準
這股新興趨勢，結盟美國洛杉磯最具規模的 「626 夜市
」，以臺灣深植人心的 「夜市文化」向洛杉磯主流社會
推廣臺灣觀光！
臺灣觀光局首度結盟於洛杉磯的 「626 夜市」 ，派
出臺灣觀光大使 「超級任務組喔熊組長 (OhBear)」推廣
赴臺觀光。自 2010 年起，在美國紐約、洛杉磯 、匹茲堡
、費城及克里夫蘭以及加拿大溫哥華等各大都會區興起
一股夜市風潮， 「626 夜市」為其中最具代表性之美國
夜市，每年平均吸引超過十萬人進場。 「迺夜市」除了

深受亞裔年輕族群的喜愛，更成廣大南加州年輕人揪團
出遊及約會的新興選擇。
臺灣觀光局表示，北美的夜市融合東西文化，已逐
漸演變具有自己的特色，更成為近年北美年輕族群的社
交選擇之一。為吸引年輕美國旅客來臺旅遊，臺灣觀光
局本次特別結合觀光大使 「喔熊」及社群媒體 Instagram
的網紅拍照文化，規劃 「喔熊」出沒於 「626 夜市」，
凡與 「喔熊」拍照上傳至社群媒體 Instagram，並使用活
動標籤 「#TimeForTaiwan」的民眾均可參加抽獎活動，
有機會得到由中華航空以及長榮航空所提供的 「洛杉
磯－臺灣」經濟艙來回機票，每場將大手筆送出十張機
票！七月份首場活動在 「626 夜市」已引發民眾拍照熱
潮，近千名民眾爭相與 「喔熊」拍照，期盼自己能有幸
中獎，而首批抽到機票的十位幸運兒
興奮表示： 「非常期待到臺灣體驗道
地的 『臺式』夜市」！
臺灣觀光局預計於八月十一日至十三
日、九月一日至三日持續於 「626 夜市
」擴大宣傳，並將於八月二十五至二
十七日前往橙縣，參加 「626 夜市」的
分支 「OC 夜市」，總計會再送出三十
張 「洛杉磯－臺灣」經濟艙來回機票
，期待吸引更多民眾參與活動。臺灣
觀光局表示，位於洛杉磯南邊的橙縣
為廣大亞裔族群的聚集地，相信對於
推廣臺灣觀光上會有更好的成效，期
盼透過夜市文化行銷，結合年輕族群
的社交文化，能吸引更多北美旅客造
訪臺灣。
有關更多臺灣觀光局的北美活動，請
至官方臉書粉絲團 www.facebook.com/
TourTaiw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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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在國內首次被舉報壟斷：

強制下架 APP 及提成 30%
蘋果公司遭到了來自國內相關開
發者和律師的舉報。舉報方北京達曉
律師事務所已向國家發改委和國家工
商總局舉報蘋果公司涉嫌“濫用市場
支配地位”的行為，包括拒絕交易、
差別待遇、附條件交易即搭售、定價
過高等內容。這是蘋果在國內首次遭
到反壟斷舉報。昨日，蘋果方面向新
京報記者表示，對於此事暫無回應。
新京報記者致電國家發改委，但對方
未透露有關信息。
舉報指向強制下架 APP 及 30%
提成
這壹舉報的焦點，集中在了蘋果
公司強制下架部分 APP，以及對部分
APP 處以 30%的提成等問題。
此前，蘋果公司被質疑大量應用
下架，今年 6 月，蘋果中國曾回應
稱，為了確保提供最優秀的 APP 和遊
戲，同時也為了保障用戶的安全，
APP Store 會 評 估 並 移 除 不 能 在 APP
Store 上發揮作用、年代久遠或是不
符 合 審 核 規 定 的 APP。 這 項 持 續 性
舉措於 2016 年下半年推出，迄今為
止全球範圍內已經有超過 10 萬個 APP
被移除。
舉報方北京達曉律師事務所
認 為 ，蘋果公司運營的 APP Store 在
“iOS 系 統 下 的 智 能 終 端 應 用 程 序
銷售平臺”的中國大陸市場具有絕
對的市場支配地位。在這種情況
下 ，蘋果公司沒有正當理由下架
APP 軟件、以及不恢復上架甚至封禁
開發者賬戶。
舉報的另壹個焦點在於蘋果對商
店內的部分 APP 處以 30%的提成。此
前，壹位 iOS 手遊開發者告訴記者，
蘋果、谷歌與開發者的分成方式都是
三七分。舉報方認為，蘋果公司提出
的 30%的定價沒有提供合理依據，也
沒有提供磋商程序。
“在蘋果公司所提供的服務相同

的基礎上，對有的應
用程序的收入課以
30%的提成，有的應用
程 序 則 未 課 以 30% 的
提成。蘋果公司對此差別劃分不足夠
明確，且沒有正當合理的理由 。”
發起人、北京達曉律師事務所律師
林蔚稱。
此外，舉報還提及了對來自美國
的投訴和來自中國的投訴差別對待，
以及不允許使用第三方支付下載 APP
或進行 APP 內購買等“附條件交易”
行為。
舉報方要求執法機構對蘋果公
司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立
案調查；責令蘋果公司停止違法行
為；依法對蘋果公司給予行政處
罰 。林蔚表示，目前發改委已收到
舉報函。
依照《反壟斷法》的有關規定，
反壟斷執法機構對涉嫌壟斷行為調查
核實後，認為構成壟斷行為的，應當
依法作出處理決定，並可以向社會公
布。記者昨日致電國家發改委，但
對方未透露有關信息。
近年蘋果公司多次遭處罰
記者梳理發現，近年來蘋果公司
數次遭到處罰。據意大利媒體報道，
2012 年，意大利競爭管理機構要求對
涉嫌違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蘋果公
司罰款 120 萬美元。2015 年 6 月，臺灣
有關部門裁定，蘋果公司幹預運營商
iPhone 定價的行為違反了反壟斷法，
因此對蘋果處以 2000 萬新臺幣（約合
65 萬美元）的罰款。
國家發改委也多次涉及對跨國
公 司 反 壟 斷 方 面 的 調 查 。 2016 年
12 月 ， 國 家 發 改 委 依 法 對 美 國 美
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的價
格壟斷行為作出行政處罰，罰款
1.185 億 元 。
2015 年，國家發改委對美國高通
公司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排除、限
制競爭的壟斷行為依法作出處理，責
令高通公司停止相關違法行為，並處
以其 2013 年度在我國市場銷售額 8%

的罰款，計 60.88 億元。
■ 觀點
蘋果被判壟斷的可能性不大
在舉報函中，舉報方提出了
“對蘋果立案調查”、“責令停止
違法行為”、“行政處罰”三項舉報
請求。
“如果要求蘋果改變現有的封閉
生態是難以想象的。”針對這壹舉
報，獨立 IT 分析師唐欣認為，官方判
定蘋果應用商店存在壟斷將將觸及蘋
果應用生態的核心，“如果這樣，蘋
果可能會寧可關閉中國應用市場也不
會改變現有生態。” 他表示，蘋果
對開發者的政策是全球統壹的，面對
開發者數量眾多且十分活躍的中國市
場，相對於美國本土話語權仍然處於
弱勢。
除了舉報函中的訴求，林蔚還表
示，蘋果公司應就 App Store 在中國的
服務設立中國實體，以滿足中國法律
的監管要求，和經營者及消費者的需
求。此外，蘋果公司應當就其收取
30%的提成說明定價的合理理由，如
果沒有合理依據，反壟斷執法機構、
人民法院可以在相應之救濟程序中予
以調整降低。
“蘋 果 是 否 會 被 官 方 裁 定 為 壟
斷，這不僅是壹個商業問題。”唐
欣指出，蘋果在中國市場如果被認
定為壟斷，這無異於是中國官方對
蘋果的封殺，可能性並不大，結果
更可能是推動蘋果和開發商的溝通
和磨合。
對於像蘋果商店這種在中國無企
業實體的國外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因
其業務範圍涵蓋中國，則中國法律有
對其進行監管的權力。此前高通公司
曾因專利授權問題，被中國發改委處
以 9.75 億美元罰款。
值得註意的是，目前世界上有
多起針對蘋果手機的反壟斷調查，
但尚無壹起針對蘋果反壟斷起訴成功
案例。
■ 放大鏡

渠道與開發者之間的博弈
“開發者與渠道之間是壹種相互
選擇。”資深遊戲行業分析人士高洋
告訴記者，蘋果應用商店作為渠道有
權制定規則，並對壹些有悖於平臺或
用戶利益的應用做下架處理。“蘋果
應用生態的封閉，壹方面為用戶提供
了很好的體驗，壹方面也讓開發者處
於相對弱勢。”他認為，蘋果應用商
店相較國內的壹些渠道的確相對強
硬，並在對壹些應用做出下架處理時
解釋模糊。
從研究機構 ASO100 近期發布的
數據來看，2017 年以來蘋果商店延遲
審核的案例有 615 例，占比 55.31%。
同時，4.3 條款導致的賬號延遲審查案
例 193 例，占比 48.86%。在 2017 年 6
月的短短 20 天內，蘋果公司共下架應
用 89205 個。據不完全統計，自 2013
年至今有近 30 家開發商，涉及包括汽
車之家、今日頭條、壹直播等近 60 款
熱門應用程序曾遭到下架處理。
在獨立 IT 分析師唐欣看來，蘋果
在應用商店上的強硬，與蘋果硬件營
收增長乏力有關。他指出，近年來，
蘋果硬件的盈利增長乏力，已將盈利
增長的目標從硬件設備上更多地轉移
到了基於存量設備的應用服務提供上，
也就是在應用商店上尋找新的增長點。
表現在財務數據上，便是蘋果應
用商店帶來的利潤屢創新高，增長速
度極快。蘋果公司 2017 財年第三季度
財報顯示，iPhone 上季度對蘋果總營
收的貢獻已經出現了下滑，來自“服
務”和“其他產品”的營收都出現了
明顯增長。
對於舉報函中提出的蘋果“四宗
罪”，也有開發者認為，蘋果雖然有
些強硬，但是規則和標準相對統壹。
相比蘋果，國內壹些安卓應用渠道存
在標準不統壹、抽成高、甚至商務人
員收受賄賂的行為。
高洋告訴記者，蘋果 30%的抽成
屬於行業正常水平，遊戲平臺 steam、
谷歌應用商店供 google play 的抽成也
在 30%左右，而國內壹些應用商店的
抽成高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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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國家旅遊局與香港特區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在北京簽署《關於進壹步
深化內地與香港旅遊合作協議》。國家旅
遊局局長李金早、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共同見證協議簽署。國家旅遊局副局
長杜江與香港特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代表雙方簽署協議。
為進壹步加強內地與香港旅遊領域的
交流合作，深化內地與香港旅遊市場、產
品、信息、服務的融合發展，推進香港多元
旅遊平臺建設，雙方協商達成《關於進壹
步深化內地與香港旅遊合作協議》。
根據協議，雙方將從建立工作機
制、落實中央惠港政策、加強旅遊產
業互動、開展旅遊聯合宣傳推廣、加
強旅遊監管合作、深化粵港澳區域旅
遊合作、促進雙向青少年遊學交流等
七方面加強旅遊交流合作。
壹是雙方建立定期溝通協調機制，
國家旅遊局港澳臺旅遊事務司與香港
特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旅遊事務署牽
頭每年舉行壹次例會，就落實中央惠
港政策、區域旅遊合作、聯合市場監
管、旅遊規劃對接、旅遊政策創新等
議題進行研究和磋商。
二是支持香港參與和助力“壹帶壹
路”旅遊建設，落實《CEPA經濟技術合
作協議》旅遊合作內容。在 CEPA 框架
下逐步擴大開放香港獨資旅行社經營內
地居民團隊出境遊業務（不含臺灣）。
三是支持內地與香港旅遊企業拓寬
合作範疇，推動內地與香港郵輪旅遊合
作發展，支持區域郵輪母港之間的互惠
及協調合作，加強郵輪旅遊線路開發、宣傳
推廣和人才培訓等合作。
四是加強雙方駐外旅遊辦事機構的
合作，利用海外旅遊展覽展會等重要機會
和場合開展聯合宣傳推廣，共同開展“壹
帶壹路”沿線旅遊市場宣傳推廣。加強雙
方旅遊數據、推廣活動等信息交換，相互
支持在對方舉辦的市場推廣活動。
五是建立健全內地與香港旅遊市
場監管協調機制，推進市場監管信息
交流，加強旅遊執法協作，共同打擊
以不合理低價組織的團隊遊和其他違法違規行為
。規範旅遊企業經營行為，維護遊客合法權益，
共同推動內地與香港旅遊市場健康有序發展。
六是支持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旅遊目的地建
設。發揮粵港澳對接福建、江西、湖南、廣西、
海南、四川、貴州、雲南等內地沿線省份的重要
節點作用，豐富“壹程多站”旅遊精品線路，聯
合開發海上絲綢之路旅遊產品。
七是加強內地與香港青少年遊學交流，促進
內地與香港青少年雙向遊學發展。

休城讀圖

中美寺甘露灌頂三皈五戒典禮暨佛學講座

心定大和尚開示：： 「行為決定自己的一切
心定大和尚開示
行為決定自己的一切」」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中美寺覺安法師（
中美寺覺安法師
（ 右 ） 向大眾介紹心定大和尚
向大眾介紹心定大和尚（
（ 左 ）。

全體出席貴賓（ 後排中 ） 與心定大和尚
全體出席貴賓（
與心定大和尚（
（ 後排正中
後排正中）
）及所有佛光山中美寺義工及信眾
合影於大殿。
合影於大殿
。

心定大和尚（ 左二 ） 主持甘露灌頂三皈五戒典
心定大和尚（
禮。

信眾代表在儀式上行禮如儀。
信眾代表在儀式上行禮如儀
。

出席三皈五戒典禮暨佛光山信眾專心聆聽大和尚演講。
出席三皈五戒典禮暨佛光山信眾專心聆聽大和尚演講
。

心定大和尚開示： 「 行為決定自己
心定大和尚開示：
的一切 」 。

七大舉措深化內地與香港旅遊交流合作

綜合經濟

法師在典禮前向全體信眾介紹儀軌。
法師在典禮前向全體信眾介紹儀軌
。

心定大和尚（
心定大和尚
（ 中 ） 主持甘露灌頂三皈五戒典禮
主持甘露灌頂三皈五戒典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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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North Korea ‘Carefully Examining’ Plan To Strike Guam -Trump: North Korea’s Threats Will Be Met With ‘Fire And Fury’

North Korea Vows To Teach
Washington A ‘Severe Less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left) and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right)
PYONGYANG, North Korea - Hours aft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sued a statement
claiming that any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would
be met with “fire and fury,” North Korea responded.
In its statement, nuclear North Korea said that it
is “carefully examining” a plan to strike the U.S.
Pacific territory of Guam with missiles.
In an official statement released by North’s staterun KCNA news agency - a spokesman for the
Korean People’s Army said the strike plan will be
“put into practice in a multi-current and consecutive way any moment” once the country’s leader
Kim Jong Un makes a decision.
Simultaneously, another statement emerged
from North Korea, quoting a different military
spokesman that said that Pyongyang could carry
out a pre-emptive operation if the United States
showed signs of provocation.
The statement from the reclusive nation comes a
day after it said it was ready to teach Washington
a “severe lesson” with its strategic nuclear force
in response to any U.S. military action.
Meanwhile, following the new sanctions slapped
on North Korea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 said that it prefers global diplomatic
action like sanctions - but warned that if needed,
it is ready to use force to stop North Korea’s ballistic missile and nuclear programs.
Several experts over the last six months have been
warning that the consequences of any U.S. strike
would potentially be catastrophic not only for
North Koreans but also South Korea, Japan and
the thousands of U.S. military personnel within
range of any North Korean retaliatory strikes.
Addressing reporters at the Trump National Golf
Club in Bedminster, New Jersey, where he is on
a vacation, Trump said, “North Korea best not
make any more threat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will be met with fire and fury like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peaks to
reporters before a security briefing at
Trump National Golf Club in Bedminster,
New Jersey. (Photo/AP)
The intensified saber rattling comes days after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unanimously imposed new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over its continued missile tests, that threaten to slash the reclusive nation’s $3 billion annual export revenue by a third.
North Korea, that has been constantly working on developing a nuclear-tipped missile that
would be able to strike the United States, has
argued that it is developing its nuclear weapons
to counter any threat from the U.S. - that hold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 28,500 troop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Japan meanwhile hosts around
54,000 U.S. military personnel.
In its so called claim to defend itself, it has ignored several and repeated international calls to
halt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North Korean leadership believes that its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ICBMs) are a legitimate means of defense against perceived U.S.
hostility.
Pyongyang has also accused the U.S. and its
long-time rival and neighbour South Korea of

escalating tensions by conducting military drills.
Following Trump’s comments, U.S. stocks closed
slightly lower, while a widely followed measure
of stock market anxiety ended at its highest in
nearly a mon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attempting to pressure North Korea into abandoning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ambitions but the plan has not gained any
traction so far.
On Tuesday, the U.S. media released details of
a report in confidential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that said that North Korea had successfully
produced a miniaturized nuclear warhead that
can fit inside its missiles.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Earlier this week,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expressed hope that there might be room
for dialogue, saying Washington was willing
to talk to Pyongyang if it halted its missile test
launches.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Related
Trump Says He ‘Wasn’t
Tough Enough’ In
Threat To Strike North Korea With
‘Fire And Fury’

Bloomberg data. The digital currency bitcoin has
risen more than 16 per cent against the US dollar
since August 4, the day before a recent UN Security Council vote that started the most recent escalation in tensions around the Korean Peninsula.
Hours after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Mattis warned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that
his government’s military provocations may lead
to “the end of its regim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its
people”, the country’s state media said the North
is working on a plan, to be finalised in mid-August, to fire four missiles into waters near the US
Pacific territory of Guam.
In a separate press briefing, conducted after
Trump said he needed to be tougher on Pyongyang, the president said: “Let’s see what [Kim]
does with Guam. If he does something in Guam
it will be an event the likes of which we’ve never
seen before.”
Trump, a member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also
accused previous Democratic Party US presidents Bill Clinton and Barack Obama of not doing enough to rein in North Korea’s efforts to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Trump said Clinton was
“weak and ineffective” and Obama “didn’t even
want to talk about it”.
Tension around North Korea’s nuclear capability
began to escalate last weekend,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voted in favour of
a resolution put forward by US Ambassador to
the UN Nikki Haley aimed at further isolating
Pyongyang.
The new resolution prohibits UN member states
from buying coal, iron ore and other key commodities from North Korea, a move that’s meant
to cut the country’s export revenue by US$1 billion annually, according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Characterised by Haley as “the strongest sanctions ever imposed in response to a ballistic missile test”, Resolution 2371 also sanctions North

Korea’s state-owned Foreign Trade Bank, which
is identified as the country’s primary foreign exchange bank and prohibits the formation of any
new joint ventures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other nations and bans additional investment in
existing ones.

A North Kore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s launched last month from an
undisclosed location. (Photo/KCNA via
AP)
While estimates range for when North Korea will
be able to deploy a nuclear warhead capable of
reaching US cities, their military is seen as having intermediate-range ballistic missiles able to
reach Guam.
“In June 2016, North Korea succeeded in testing
a Musadan intermediate-range missile. This test
came in the wake of four previous failures, but
its recent success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growth
in North Korean weapons technology,” the New
York-based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aid in
a report this week.
“Moreover, the Musadan missile has now expanded North Korea’s threat radius well outsid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o include Japan, Guam,
and U.S. Navy vessels operating in the Pacific
theatre,” the report added. (Courtesy http://www.
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

Houston Faith Leaders Join
Forces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Breast Cancer Fatalities
Among African American Women

cess to care for all. The Annual Pastors and Community Summit will be held in partnership with
several Community Supporters including: Bee
Busy Wellness Center, Body of Faith, Dee Coleman/State Farm, The Fort Bend Church, Garden
Oaks Church of Christ, Greater Grace Outreach
Church, the Greater Houston African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Houston Health Museum, Houston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and New
Beginning Churc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osts a
working lunch with members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nside the State Dining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Photo: Bloomberg)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oubled down on his
hard-line stance against North Korea, saying his
threat earlier this week to hit the Northeast Asian
nation with “fire and fury” – a comment that
sparked widespread concern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military strike – “wasn’t tough enough”.
“Frankly, the people who were questioning that
statement, was it too tough? Maybe it wasn’t
tough enough,” Trump told reporters outside his
golf resort in New Jersey. North Korea has “been
doing this to our country for a long time, for
many years, and it’s about time that somebody
stuck up for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and for the
people of other countries. So if anything, maybe
that statement wasn’t tough enough.”
Concern that a constant volley of threat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Pyongyang will turn into a livefire conflict spilled into US markets. The S&P
500 Index sustained its biggest one-day drop
since May 17 and gold prices rose the most in
two months, to $1,283.28 per ounce, according to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Mattis

Ashley Turner and Chris Noble Of The
Rose Houston At The First Pastors Summit Spring Of 2016
Houston, TX August 10, 2017—According to
the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breast cancer is
the second leading cause of cancer death among
African American women, due to factors such as
late diagnosis and long intervals between mammograms. Of even more concern is the fact that
the mortality rate from breast cancer is 40% higher in African American women than Caucasian.
Awareness and access are key to impact these
alarming statistics and the reason behind The
Rose’s Annual Pastors and Community Summit.
The Summit is a collaborative event inviting faith
leaders and the public to come together and learn
how they can help change breast cancer outcomes
for women of color. It will be held on August 31,
from 6:00 pm to 8:00 pm, in the 3rd Floor Conference Room of The Rose Galleria. The address
is 5420 West Loop South, Bellaire, TX 77401.
Houston faith leaders— including pastors, First
Ladies, and health ministry representatives—will
learn effective ways to promote breast healthcare
among churchgoers and share success stories.
“Out of the 845 uninsured African American
patients we served last year, 23 were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 and the youngest patient was
just 38 years old,” said Dorothy Gibbons, CEO
and Co-founder of The Rose. “Events like this
help us reach more women and remind them that
someone is on their side.”
The mission of The Rose is to save lives through
quality breast health services, advocacy, and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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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nd to schedule interviews, please contact Ashley Small at Ashley@
medley-inc.com or at (281)-827-3419.

About The Rose
Since 1986, The Rose has provided high quality breast healthcare to all women, regardless of
their ability to pay. Their mission is to save lives
through quality breast health services, advocacy
and access to care for all. As a Breast Imaging
Center of Excellence, The Rose is one of only 14
Breast Centers in the greater Houston area to receive this designation. Led by Fellowship trained
physicians, The Rose’s advanced digital technology includes 3-D tomosynthesis mammography
and diagnostic work-ups including biopsies. The
Rose’s nationally recognized Patient Navigation Program ensures access to treatment and a
continuum of care for all women. As the leading nonprofit breast health organization in Texas,
The Rose is a major part of the Healthcare Safety Net and a strong advocate for quality breast
healthcare, serving 40,000 insured and uninsured
women annually. The Rose includes two Houston-based comprehensive Diagnostic Centers and
a fleet of Mobile Mammography Vans that provide services to women throughout 35 counties
in Southeast Texa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thero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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