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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
聯 合 健 康 保 險 (UnitedHealthcare)
讓民眾以華語接收更多健康資訊
協助民眾瞭解聯邦醫療保險計劃
提供進一步的健康諮詢服務以及教育活動
華 語 查 詢 專 線 1-866
866-868
868-8988 ﹒ 網 站 :uhcAsian.com
地 址 : 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250
A-250(Saigon
(Saigon Houston
Plaza 內 )

陽花如意公寓
SUNBLOSSOM LOUISVILLE
9201 Clar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36

限量全新豪華型
單位~隆重推出!
歡迎致電咨詢特惠房價信息
Call for the Move - in Special

◆ 黃金地段中國城中心，舉步直達商場、超市、銀行及
多元文化社區。

713-981-0137

◆ 步行可達中、小學，2號公車站直達醫療中心。
◆ 寬敞的一、二居室及獨立式Townhouse戶型。

Work Hours工作時間:
Mon-Fri. 9:00AM-6:00PM
Sat.10:00AM-5:00PM

◆ 新裝修房間，鋪設新地磚，木地板。
◆ 24小時全方位的專業管理和維修服務。
◆ 國語，英語，越語及廣東話全方位服務。
◆ 辦公室內免費聯網（WIFI）。
A08_STONE石山地產陽花山1357C_8

中式高端厨电领导者

MEGA
SALE

＊

近吸强排不跑烟

这一场
与油烟的“ 独立战争”
方太将陪您作战到底
侧吸神器 JQG7501郑重宣誓：
近吸强排不跑烟*，
保护您的美丽与健康！
*不跑烟：指在方太实验室规定条件测试下，
肉眼未见明显油烟逃逸

Tel: 281-201-8186 Add: 3510 Hwy 6, Suger Land, TX 77478

战役① 大面积也罩得住
方太独门武器：6sf超大拢烟范围，前置进风加后端导流
降伏四眼炉头，专为美国厨房设计

韓國館

战役② 对油脂说BYE
方太独门武器：高配双劲风机，油脂分离度高达95%
隔绝油脂，保护你的美丽和健康

战役③“无味”厨房新境界
方太独门武器：近吸强排，气味降低度高达97%
油烟不入鼻，从此不怕炒辣椒

346-240-9696

战役④ 如何做到清洗无压力？
方太独门武器：防油涂层设计
不积油、易打理，爱上厨房每一刻

WeChat: FOTILE_US
R03-Hankook Kwan 韓國館1234567C_8

Hankook Kwan
9140 Bellaire Blvd, suiteB, Houston, TX77036

韓國人開的韓國館 正宗 地道 真材實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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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農民趕羊進城 橫穿斑馬線引路人駐足

俄羅斯電力塔變身世界杯吉祥物

要不要這麽萌！！

印度壹學校有 17 對雙胞胎
心疼他們的老師

在印度旁遮普邦帕坦科特，有壹所十分特別的學校，17 對雙胞胎讓這所公立學校遠近聞名。
“綠地”公立學校（ Green Land Public School）接收 3 至 15 歲學生，提供學前至 9 年級教育。據該校
校長 Dr. Jyoti Thakur 介紹，學校裏這些雙胞胎幾乎長得壹模壹樣，穿上校服後要準確辨認更是難上
加難，因此學校裏的老師時常都會認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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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亞洲消費電子展 應用市場推動人工智能發展
綜合報導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人工智能（AI）做為新的技術革新手段正在帶
來壹番更新的浪潮並席卷全球。今年在上海舉辦的亞洲消費電子展也首次設立人工智
能專區，集中呈現人工智能基礎架構的最新趨勢。展會也特地舉辦中國人工智能發展
縱覽專題會議。在會議上，業內人士指出，現今人工智能的發展更應該被定位在應用
市場，而應用市場的需求反之也推動了人工智能的進壹步發展。
展會現場聚集了多家展商集中展示自家產品與人工智能的結合，主要包括人工智
能產品如助教機器人、全息養成模擬機；人工智能場景應用如智能家居、酒店以及人
工智能組件、技術平臺提供等。
記者在現場看到諸多種類機器人吸引了眾人的眼球，尤其是幾家展商推出的各類
助教機器人。能陪孩子說話、講故事甚至教授各類知識甚至編程，相比傳統意義上的
家教能夠更加全方面輔導孩子成長，聯想到現今社會多半父母都忙於工作，沒有時間
顧及孩子的全面發展，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助教類機器人如此受歡迎了。
結合時下世界杯熱點，海信推出了“人工智能電視”的演示。該電視系統配備可
識別圖像和語音的人工智能，可以對電視上播出的畫面進行解說，或提供附帶信息。
海信董事長周後健透露，著眼於俄羅斯世界杯，即日起將在全部電視新產品上支持人
工智能。為體育愛好者在世界各地提供良好的互動體驗。
各家汽車展商也通過將人工智能技術與自動駕駛技術相結合推出新系統，奔馳推
出了全新 MBUX 智能人機交互系統，體驗者只需呼喚“妳好，奔馳”就可以和座駕進
行交流。
人工智能的魅力還體現在“學習功能”上，據展商介紹，攜帶有人工智能的產品
幾乎都具備了壹定的學習能力，能夠通過和使用者的溝通逐步”升級、優化“，讓使
用者更加舒心。
美國消費技術協會市場研究副總裁 SteveKoenig 預測在未來的中美消費技術中，包
括人工智能、語音計算、機器人、自動駕駛汽車、智能設備、會更加影響我們的生
活，也為人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今年工資咋漲？
多地發布 2018 年企業工資指導線
2018 年妳的工資上調了嗎？如果還沒，可以
把這個數據發給單位領導看看。截至目前，
上 海 、山東、山西、內蒙古等多地發布了 2018 年
企業工資指導線，為企業給職工調整工資提供了
參考建議。
多地公布 2018 年企業工資指導線
近日，山西發布 2018 年企業工資指導線，企業
貨幣工資增長基準線為 8.5%，上線為 12.5%，下線
為 4%。
所謂企業工資指導線，是政府根據當年經
濟發展調控目標，向社會發布的年度工資增長
水平的建議，由基準線、上線（又稱為預警線）和
下線構成。

據悉，工資指導線是政府向企業發布的年度工
資增長水平的建議，屬於指導性信息，並不具備強
制約束力，但工資指導線可為企業與職工開展工資
集體協商以及企業自身合理確定工資增長水平提供
參考依據。
雖然工資指導線並不具備強制性，但壹些地方
在通知中明確了漲薪時間表。如，山東提出，企業
應在政府發布工資指導線 30 日內，與職工開展工
此前，上海、山東、內蒙古等地也發布了 2018 增長連續兩年持平、並能正常支付職工工資的企 資集體協商，制定工資調整實施方案，並向人力資
年企業工資指導線，其中，上海的平均線為 8%， 業，可在貨幣工資指導線的下線和基準線之間安 源社會保障部門備案。
下線為 3%；山東的上線為 11%，基準線為 7%，下 排貨幣工資增長；企業除因生產經營嚴重困難、經
指導線下調是否意味工資負增長？
線 為 3% ； 內 蒙 古 的 基 準 線 為 7.0% ， 預 警 線 為 濟效益明顯下降，在必要的民主程序後可零增長或
與往年相比，有的地方工資指導線有所上調，
10.0%，下線為 1.5%。
適當負增長。
如，山西今年基準線為
8.5%，上線為 12.5%，均比
上海則明確，應當努力提高工資水平偏低的生
是所有企業都漲壹樣多嗎？
產服務壹線崗位人員工資水平，壹線職工工資增長 2017 年上調 0.5 個百分點。
也有地區的工資增長指導線下調。如，與去年
有人問，是要求所有企業給職工漲壹樣多的工 幅度應當不低於本企業職工工資的平均增長幅度，
相比，山東基準線從
7.5%降至 7%，上線從 12%下
資嗎？事實上並非如此。記者發現，根據企業經營 企業高管的工資增長幅度應低於本企業職工工資的
調至 11%，下線與去年持平。
情況和經濟效益的不同，各地對企業給出了不同的 平均增長幅度。
企業工資指導線下降，是不是意味著工資會
參考建議。
進入負
增 長 ？ 當 然 不 是 。 只 要 三 條 指 導 線 ——
如，內蒙古提出，經濟效益增長較快、工資
是強制性要求企業漲工資嗎？
支付能力較強的企業，應在貨幣工資指導線的基
很多人想知道，公布工資指導線，是強制要求 基準線、下線、上線都不是負數，就意味著政府
指導的職工工資增幅都是呈上漲趨勢的。
準線和預警線區間內安排貨幣工資增長；對利稅 企業給員工漲工資嗎？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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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馬缺席訓練惹猜測
隊醫
他沒事
尼馬缺席訓練惹猜測 隊醫
：：
他沒事
臉）”當日，與尼馬一起缺席訓
臉）”當日，與尼馬一起缺席訓
練的尚有中場大將保連奴及後防
練的尚有中場大將保連奴及後防
核心堤亞高施華。不過，巴西隊
核心堤亞高施華。不過，巴西隊
隊醫拉斯馬爾表示：“這沒什麼
隊醫拉斯馬爾表示：“這沒什麼
好擔心的，剛踢完一場比賽，這
好擔心的，剛踢完一場比賽，這
樣很正常。”
樣很正常。”
香港時間周五晚 8 時開賽的
香港時間周五晚 8 時開賽的
巴西對哥斯達黎加之戰，由於後
巴西對哥斯達黎加之戰，由於後
者於首場比賽以 0：1 不敵塞爾維
者於首場比賽以 0：1 不敵塞爾維
亞，故令一般人相信巴西可以在
亞，故令一般人相信巴西可以在
該仗輕鬆過關。
該仗輕鬆過關。
另外，據新華社消息，巴西
另外，據新華社消息，巴西

巴西在俄羅斯世界盃首戰遭
巴西在俄羅斯世界盃首戰遭
到瑞士兵團的頑強阻擊，尤其是
到瑞士兵團的頑強阻擊，尤其是
陣中球星尼馬先後10
10次被瑞士球
次被瑞士球
陣中球星尼馬先後
員侵犯，讓人擔心他的左腳傷勢
員侵犯，讓人擔心他的左腳傷勢
是否會加重。據《每日郵報》消
是否會加重。據《每日郵報》消
息，尼馬缺席了巴西隊於俄羅斯
息，尼馬缺席了巴西隊於俄羅斯
時間 18 日進行的訓練，並且恐怕
時間 18 日進行的訓練，並且恐怕
因傷缺席周五對哥斯達黎加之
因傷缺席周五對哥斯達黎加之
戰。
戰。
尼馬也在社交媒體 Instagram
尼馬也在社交媒體 Instagram
貼出自己正在接受治療的照片，
貼出自己正在接受治療的照片，
並配文：“努力工作！（笑
並配文：“努力工作！（笑

足協
日致信國際足協，質疑在
足協
1818
日致信國際足協，質疑在
巴西的世界盃首秀對瑞士一役為
巴西的世界盃首秀對瑞士一役為
何未使用
VAR（視頻助理裁判）
何未使用
VAR（視頻助理裁判）
系統。
系統。
巴西足協表示，裁判存在兩
巴西足協表示，裁判存在兩
次明顯誤判，應該通過
VAR
視頻視頻
次明顯誤判，應該通過
VAR
分析後再做判罰決定。巴西足協
分析後再做判罰決定。巴西足協
還要求國際足協說明 VAR 的使用
還要求國際足協說明 VAR 的使用
準則，並質疑為何這場比賽 VAR
準則，並質疑為何這場比賽 VAR
沒有介入裁判的判罰。同時希望
沒有介入裁判的判罰。同時希望
國際足協能就此問題作出官方解
國際足協能就此問題作出官方解
尼馬在對瑞士一役跌倒。
。 法新社
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尼馬在對瑞士一役跌倒
釋。

尼馬在對瑞士一役跌倒。
。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尼馬在對瑞士一役跌倒

由球迷恥笑對象一躍成國家英雄

由球迷恥笑對象一躍成國家英雄

俄政府特訓警察英語效果佳

哈利卡尼
哈利卡尼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 何嘉軒

俄政府特訓警察英語效果佳

在莫斯科採訪已超過一周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
何嘉軒
時間，記者對莫斯科的交通、
佈局等均已開始熟悉，雖然記
在莫斯科採訪已超過一周
者已是第二次來到莫斯科，但
時間，記者對莫斯科的交通、
畢竟工作與旅遊不可相提並
佈局等均已開始熟悉，雖然記
論。這次莫斯科之行留意到俄
者已是第二次來到莫斯科，但
羅斯當局準備世界盃的誠意，
畢竟工作與旅遊不可相提並
幾乎每個地鐵站都有清晰指
論。這次莫斯科之行留意到俄
示，引導球迷前往盧日尼基球
場、斯巴達克球場和球迷區。
羅斯當局準備世界盃的誠意，
俄羅斯當局在世界盃來臨
幾乎每個地鐵站都有清晰指
前，特別為地鐵職員、警員等
示，引導球迷前往盧日尼基球
提供英語特訓，這個措施的效
場、斯巴達克球場和球迷區。
果立竿見影，雖然俄羅斯的職
俄羅斯當局在世界盃來臨
員們英語不是非常流利，但與
前，特別為地鐵職員、警員等
外國人交流已足夠有餘，大部
提供英語特訓，這個措施的效
分時間記者在問路時，警察和
果立竿見影，雖然俄羅斯的職
地鐵職員都能應對，很快就能
員們英語不是非常流利，但與
給出清楚的答案。
外國人交流已足夠有餘，大部
另外，莫斯科地鐵沿線有
很多嶄新的車廂，這些新車廂
分時間記者在問路時，警察和
都有設置電視，原來當有比賽
地鐵職員都能應對，很快就能
進行時，更有賽事直播，很多
給出清楚的答案。
時候球迷在看完球賽離場時，
另外，莫斯科地鐵沿線有
仍可在地鐵內緊貼其他組別賽
很多嶄新的車廂，這些新車廂
事走勢，此舉十分細心。
都有設置電視，原來當有比賽
記者之後有機會入場觀看
進行時，更有賽事直播，很多
葡萄牙對摩洛哥的賽事，有機
時候球迷在看完球賽離場時，
會親眼目睹“球王”C 朗拿度
仍可在地鐵內緊貼其他組別賽
的風采，記者仍記得小學時觀
看 C事走勢，此舉十分細心。
朗為曼聯首次上陣的電視直播片
記者之後有機會入場觀看
段，這位球星可說是陪着記者成長，是
回憶的一部分，今次入場觀戰，算是還
葡萄牙對摩洛哥的賽事，有機
了兒時的心願，非常期待。
會親眼目睹“球王”C 朗拿度

的風采，記者仍記得小學時觀
看 C 朗為曼聯首次上陣的電視直播片
段，這位球星可說是陪着記者成長，是
回憶的一部分，今次入場觀戰，算是還
了兒時的心願，非常期待。

英格蘭

出生地點

出生日期 1993年7月28日
身高 1.88米

英格蘭

出生地點

位置 前鋒

身高 1.88米

追趕 C 朗 美斯

現在所屬球會 熱刺

位置 前鋒

國家隊球衣號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僅僅在個多月前，哈利卡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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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所屬球會 熱刺

是全英球迷的恥笑對象，因為將熱刺隊友艾歷臣的入球“據為己

國家隊球衣號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僅僅在個多月前，哈利卡尼還
有”而被不斷挖苦，不過隨着世界盃首戰以兩個入球拯救英格蘭免

9

是全英球迷的恥笑對象，因為將熱刺隊友艾歷臣的入球“據為己
於失分，哈利卡尼已經搖身一變成為國家英雄，英格蘭今屆世界盃
的命運，將繫於這位曾經備受嘲弄的前鋒身上。
有”而被不斷挖苦，不過隨着世界盃首戰以兩個入球拯救英格蘭免

於失分，哈利卡尼已經搖身一變成為國家英雄，英格蘭今屆世界盃
的命運，將繫於這位曾經備受嘲弄的前鋒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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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以親 一，決定了今場的勝負
決定了今場的勝負。
。
生女兒性命起誓絕無虛言，
生女兒性命起誓絕無虛言
， 雖然最
而英格蘭主帥修夫基未知是否
季英超神射手爭持激烈，
季英超神射手爭持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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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突尼西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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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上訴得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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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哈利卡尼早前對英足總心存芥
動卻惹來全英以至世界各地球迷瘋
蒂 ，主教練馬亞萊爾亦被他的表現所折
表示卡尼會感受到帶領英格蘭
落後於沙拿的哈利卡尼為追趕
狂對手
“ 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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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挑戰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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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今場演出，
己今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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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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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英超神射手爭持激烈，
，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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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運隊開操
或失中場猛將

的中場顏卓彬透露：“如果最後入選亞運隊，
會入信大學要求放人，這是自己最後一屆以適
齡球員身份踢亞運，有可能出動香港足總寫求
情信。”他稱在美國校隊一周練五課又有體能
教練，吃的是營養餐，加上比賽頻密，狀態比
香港時更“弗”，身體亦強壯了。目前在港美
食當前下難禁口戒食，胖了很多。

Harry Kane

出生日期 1993年7月28日

追趕 C 朗 美斯

亞運隊開操
或失中場猛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亞運足球隊
代表隊19日在小西灣球場開操，備戰兩個月後的印
尼亞運會，可是隊中傳來多個壞消息。
最壞一個是香港隊兼亞運隊中場“發電
機”陳俊樂已身在美國隨中超球隊富力進行季
中集訓。“樂仔”更在周一穿着6號球衣代表富
力正選出戰對 USL 球隊鳳凰城展翅的熱身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亞運足球隊
並交出一個助攻助隊友入球。
代表隊19日在小西灣球場開操，備戰兩個月後的印
港隊主教練郭嘉諾承認：“看情況‘樂仔’
尼亞運會，可是隊中傳來多個壞消息。
好大機會獲富力重用，香港亞運隊實在難徵召他
最壞一個是香港隊兼亞運隊中場“發電
踢亞運，亞運隊將損失一名猛將。”正留學美國
機”陳俊樂已身在美國隨中超球隊富力進行季
的中場顏卓彬透露：“如果最後入選亞運隊，
中集訓。“樂仔”更在周一穿着6號球衣代表富
會入信大學要求放人，這是自己最後一屆以適
力正選出戰對
USL 球隊鳳凰城展翅的熱身賽，
齡球員身份踢亞運，有可能出動香港足總寫求
情信。”他稱在美國校隊一周練五課又有體能
並交出一個助攻助隊友入球。
教練，吃的是營養餐，加上比賽頻密，狀態比
港隊主教練郭嘉諾承認：“看情況‘樂仔’
香港時更“弗”，身體亦強壯了。目前在港美
好大機會獲富力重用，香港亞運隊實在難徵召他
食當前下難禁口戒食，胖了很多。
踢亞運，亞運隊將損失一名猛將。”正留學美國

哈利卡尼
Harry 哈利卡尼
K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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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色的埋門觸覺，於補時階段協 己，在適當時候挺身而出
示出色的埋門觸覺，
在適當時候挺身而出，
，這兩個
助英格蘭以 2：1 絕殺突尼西亞取得 入球增強了我的信心
入球增強了我的信心，
，我希望接下
寶貴 3 分，而隊友史達寧及連格今場 來能夠保持好狀態
來能夠保持好狀態，
，當然我還有很
糟糕的埋門質素，
糟糕的埋門質素
，更顯出哈利卡尼 長的路要走
長的路要走，
，我的目標是成為世上
他後來以背傷為由拒絕出場。”
對尼日利亞比賽之後克羅地亞主帥 的射術可貴
的射術可貴，
，賽後網絡上對哈利卡 其中一名最好的球員
其中一名最好的球員，
， 就像 C 朗拿
克羅地亞隊醫表示卡連歷的確有傷
戴歷已表示球隊內部有些問題，原來効 尼一片讚頌之聲
尼一片讚頌之聲，
，與個多月前相比 度或美斯那樣
度或美斯那樣。”
。”

克羅地亞將帥失和 卡連歷遭除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克羅
地亞於世界盃首戰雖然旗開得勝，不過
擊敗尼日利亞後卻爆出將帥失和的消
息，前鋒卡連歷因為拒絕於補時後備上
陣惹怒主帥戴歷，已於俄羅斯時間星期
一被逐離隊，提前結束世界盃之旅，成
為今屆世界盃首位被除名的球員。

力 AC 米蘭的前鋒卡連歷拒絕於完場前遵
從戴歷的指示後備上陣，最終克羅地亞
決定將這名 30 歲前鋒逐出球隊，戴歷表
示球隊需要時刻準備就緒的球員：“卡
連歷下半場已開始熱身準備上陣，不過

在身，不過不至於不能上陣。事實上卡
連歷已非首次拒絕出場，今年 6 月對巴西
的友賽，他亦曾拒絕後備入替，今次再
犯終於斷送自己的世界盃之旅，更可能 ■克羅地亞教頭戴歷指揮球
隊訓練。
隊訓練
。
法新社
影響他轉戰中超的機會。

克羅地亞將帥失和 卡連歷遭除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克羅
地亞於世界盃首戰雖然旗開得勝，不過
擊敗尼日利亞後卻爆出將帥失和的消
息，前鋒卡連歷因為拒絕於補時後備上
陣惹怒主帥戴歷，已於俄羅斯時間星期
一被逐離隊，提前結束世界盃之旅，成
為今屆世界盃首位被除名的球員。

對尼日利亞比賽之後克羅地亞主帥
戴歷已表示球隊內部有些問題，原來効
力 AC 米蘭的前鋒卡連歷拒絕於完場前遵
從戴歷的指示後備上陣，最終克羅地亞
決定將這名 30 歲前鋒逐出球隊，戴歷表
示球隊需要時刻準備就緒的球員：“卡
連歷下半場已開始熱身準備上陣，不過

他後來以背傷為由拒絕出場。”
克羅地亞隊醫表示卡連歷的確有傷
在身，不過不至於不能上陣。事實上卡
連歷已非首次拒絕出場，今年6月對巴西
的友賽，他亦曾拒絕後備入替，今次再
犯終於斷送自己的世界盃之旅，更可能 ■克羅地亞教頭戴歷指揮球
隊訓練。
隊訓練
。
法新社
影響他轉戰中超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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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错就改的小猴
（综合报道）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小狗熊刚刚
和小熊菲菲闲在家里坐着无聊，便带着自己心爱的皮球，来到了森
林公园里玩。

小狗熊见小猴那万分焦急的样子。便大声喊到：" 救命呀，救命

猴听了，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并有礼貌地用双手把皮球还给了小狗

呀，有人掉进水里啦……"

熊它们，嘴里还说道：" 狗熊哥哥，今天都是我的错，以后我再也不

这叫声被大象伯伯听见了。大象伯伯叫道：" 你是谁？你在哪

它们俩拍得可高兴了。可是，这一切被藏在大树后面的小猴明
明看见了。它想把那个皮球拿过来自己玩。于是，顽皮的小猴趁菲菲
摔倒的时候，把皮球抢了过来。

儿？"

笑了。

这喊声同时也被小猴听见了。于是，它大声回答道：" 我是小
猴，我掉到水里了。" 大象伯伯顺首声音的来源，找到了水池边。一

此时的小狗熊和小熊目瞪口呆。而小猴却得意忘形。小猴边跑
边笑，也许是跑滑，也许是一时大意。小猴 " 扑通 " 一声掉进了水池

上了岸的小猴终于松了一口气。
大象伯伯看着小猴的样子有些不对劲儿，便问：" 小猴，你怎么

听了对小猴说：" 小猴，你千万要抱紧皮球，否则你就会沉下去，被

了？" 于是，小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大象伯伯。大象伯伯听

水淹死的。" 小猴听了哇哇大哭，同时也赶紧抱住皮球。

了，对小猴说：" 小猴，你应该把球还给小狗熊它们，并向它道歉 。小

幼儿讨论：

小袋鼠换尾巴 小兔学长跑
（综合报道）小袋鼠长着一条又粗又硬的尾巴。他觉得

（综合报道）小兔灰灰跟着马老师学习长跑。马老

自己的尾巴长得太难看了。小兔子长着挑又软又短的

师带着灰灰一边跑一边讲解，他们穿过了一片小

尾巴。他嫌自己的尾巴太短了，不好看。

树林，又越过了一座小山坡，不久灰灰就累得汗流

一天，他俩碰到一起，高高兴兴地换了尾巴。

浃背了。他多么希望能够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会儿

袋鼠在林子里一蹦一跳地找东西吃，忙了一个上

啊。

午，现在该坐下来歇会儿了。哎呀，真糟糕！袋鼠跌了个

灰灰渐渐落后了，一不小心被一根树枝狠狠

大跟头。小袋鼠原来的尾巴又硬又长，和两条后腿一起

地绊倒在了地上。这一下可摔得不轻，连新裤子都

撑在地上，正好成了一张 " 三脚板凳 "。换了尾巴就不

磕破了，灰灰痛得大声哭了起来。马老师听到哭声

能坐了，小袋鼠急得团团转。

马上返了回来，说：" 灰灰，坚持才能胜利，遇到一
点困难就退缩肯定不行。"
灰灰听了老师的话，从地上站了起来，树上的

沉沉的，老是跑不快。眼看兔子就要被大灰狼追上了，

小鸟也鼓励道：" 灰灰，加油！你一定会成功的。" 灰

突然，从林子里又跳出一只兔子，噢，原来是兔妈妈。兔

灰点了点头，擦干眼泪继续向前跑。

妈妈飞快地跑着，引开了大灰狼。
小兔子躲在树后，难过地低着头。他恨死这条长尾

能够分辨行为习惯的对与错，明白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

长鼻子伸到水里，把小猴卷了上来。

里。情急之下小狗熊连忙跑到水池边。小猴见小狗熊跑了过来，便对

大灰狼。小兔子拼命地跑呀，跑呀，可大尾巴拖在后面

故事目标：

看，发现小猴果真掉到水里去了。于是大象伯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

它说：" 狗熊哥哥，如果你能救了我。我绝对把皮球还给你。" 小狗熊

兔子呢，带着长尾巴，到林子里玩，突然碰见一只

抢你们的东西了。" 小狗熊说：" 你知错就改，这很好。" 说完它们都

故事中哪个小动物做了一件错事？当他有困难的时候，小狗熊
刚刚和小熊菲菲是如何帮助他的呢？最后他改正错误了吗？

粗心的小狗
（综合报道）小狗乖乖平时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一天，乖乖的妈妈生病了。乖乖知道了，马
上回家看望妈妈。
到了半路，乖乖发现他穿的鞋不是一双，便回去换一双鞋。到了宿舍一看，怎么宿舍
里剩的鞋子也不是同一双？乖乖发愁了。突然，他一拍脑瓜想起来了，他把脚上的鞋脱下
来，拿了其中的一只蓝色的鞋子和宿舍里的另一只相同的鞋子穿在了脚上。可是刚一出
宿舍门就发现该穿在左脚上的鞋穿在右脚上了，该穿在右脚上的鞋穿在左脚上了。他又
慌慌张张地把鞋换过来穿上了。
到了楼下，乖乖发现没带自行车的钥匙，他匆匆跑回楼上取了车钥匙，急忙骑上车
赶回家去。
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了。为了回家却用了一天的时间，而且连中午饭都没吃上。" 小狗
乖乖 " 这个名字真应该改成 " 粗心狗 " 才对。

后来呀，哭鼻子的小兔灰灰在森林运动会上
赢得了长跑冠军，他可高兴啦！

巴了。原来的尾巴多好啊，轻轻的，软软的，跑起来可真
带劲。找袋鼠去吧！
袋鼠和兔子找到对方，迫不及待地换回了自己的
尾巴。从那以后，他们都不感到自己的尾巴难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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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車禍不要緊，
出了車禍不要緊
，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
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一般來講，傷員
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
CT、胸腔 CT、腹腔 CT 等。如果需要手術，你
就不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
，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
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這時候，找李
醫生，他可以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
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過錯
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汽車買了保
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
將你治好！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車禍之後開
始沒感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
痛，才想起來去求醫；也有人雖然車禍後很快
去看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
打魚，兩天曬網。這些對於車禍賠償都是不利
的，對自己身體更是有害。對於沒有傷筋動骨
的小車禍，2--3 個月的推按摩康復治療之後
，大多數人都會感覺好了；對於大小手術治療
後的傷員，1--2 年之後，也會慢慢好轉，這
個時候，絕大多數人都會忘記車禍這檔子事兒
，繼續開車。遺憾的是，5 年、10 年，甚至 20
年之後，大多數人（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
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腕、肩部
、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覺哪兒不

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這就是車禍後遺
癥。腦震蕩是比較容易查出來的，但軟組織受
傷是很難查出來的，CT、超聲波都不行，最多
是核磁共振（NMR）可能會發現一些問題（醫
學檢查稱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但如果自己記得當年的車
禍，發生的部位，便可很容易聯想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進行腦部、
背部、骨關節和軟組織恢復治療與保養，千萬
不要等到 10 年 20 年之後才想起來，那就晚了
。建議您去找李醫生，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他
會幫您設計治療方案，保險公司支付您全部的
費用，經過精心治療之後，您不會有任何後遺
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
痛背痛頸痛，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
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
而引起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患者
常常感覺下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
麻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
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
減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
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
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
，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車禍後遺癥

和療椎間盤突出有 20 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
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
著。他採用非手術治療，運用推拿、註射、器
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
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
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
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 copay 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 診斷治療，
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
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
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
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
下來疼痛馬上減輕 80%。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
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
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六
上午。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空調使用誤區

誤區 1—— 空調性能不良時才清洗空調。
空調濾清器要定期更換，否則會產生霉味
，因此最好每年的春季過後更換一次。另外，
冷凝器也要定時清洗，而且要將水箱拆下來，
清洗才能徹底。
誤區 2 ——空調出風口方向隨意調。
有的車主在使用空調時，不注意調整空調
吹風的方向，這不利於發揮空調的最佳效果。
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開冷氣時將出風口向上，

開暖氣時將出風口向下。
誤區 3 ——整個冬天都不開空調
一些地區的冬季比較暖和，有的車主整個
冬天都不使用空調。長時間不用空調會導致其
橡膠圈老化，空調內部各部件上的潤滑油也會
變乾，定期啟動空調能讓各部件接受潤滑油的
潤滑，維持良好狀態，因此在冬季空調也最好
每週啟動一次。
誤區 4—— 長時間開著空調
有的車主常常在上車後就一直開著空調，
長時間使用空調會使冷凝器壓力過大，這會對
製冷系統壓縮機造成損耗，如果車內溫度已經
達到舒適的溫度，就可以把空調關掉，隔一會
兒再開。
誤區 5 ——夏季進車立即開內循環
在炎熱的夏天，很多車主習慣一進車內就
打開空調的內循環，認為這樣可以讓車廂內溫
度下降得快一點。因為車內的溫度比車外溫度
高，所以這樣反而效果不好。剛進入車內的時

候，應該先開窗通風，並開啟外循環，把熱氣
都排出去。等車廂內溫度下降之後，再換成內
循環。
誤區 6——長時間開內循環
應該開一會兒內循環，再開一會兒外循環
，讓新鮮空氣進入車廂。不能開著內循環在車
內睡覺，也是這個道理。
誤區 7—— 先熄火再關空調
有的車主常常在熄火之後才想起關閉空調，這
對發動機是有害的，因為這樣在車輛下次啟動
時，發動機會帶著空調的負荷啟動，這樣的高
負荷會損傷發動機。因此每次停車後應先關閉
空調再熄火，而且也應該在車輛啟動兩三分鐘
後才打開空調。
誤區 8—— 從不使用大風量
有的車主因為不喜歡空調開到高擋時發出
的噪音，因此很少或從不將空調開到大風量。
空調使用時會吸進很多灰塵，定期開大風能將
空調風道內表面的浮塵吹出來，這是保持空調

清潔的一種簡單的方法。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休城社區

附中校友會上周六舉行年中聚餐
共 130 多校友與會，場面溫馨熱烈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
會於上週六中午在 Tracy Gee 社區活動中心舉行年中
聚餐，共有 130 多位附中校友參加，大家在現場享用
了精美的午餐大聚餐後，附中校友會會長馬定遠首先
致詞，感謝所有的團隊支持、贊助，才有今天這麼熱
鬧完美的場面，他也提及大家所繳的會費，足夠下半
年 BBQ 及可參加下半年所有活動，包括七月份的健
康講座，及八月份姚鳳北的新書發表會。
當天與會貴賓也在大會上發表談話。 「台北經文
處 」陳家彥處長提到他們在僑居地很多工作，都靠當
地僑胞的幫助才得以完成。如他上次與國立台灣體育
大學，到紐奧良去參加建城 300 周年的活動表演。經
圖為附中校友會歷任會長馬定遠（
圖為附中校友會歷任會長馬定遠
（ 中 ），
），陳元華
陳元華（
（ 右三
右三）、
）、
過好幾個月，靠當地僑胞的努力，才把台灣登入建城
葉德雲（
葉德雲
（ 左二 ）、
）、方鮀生
方鮀生（
（ 左一 ）與當天出席貴賓 「 台北
300 周年史冊，大大提升台灣的價值與能見度。陳處
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
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
（ 左四 ）、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右
長說今年是台灣與德州建交 30 周年，今年五月，在亞
四 ）、 「 新聞組
新聞組」」 施建志組長
施建志組長（
（ 右一 ）、
）、僑務委員甘幼蘋
僑務委員甘幼蘋
洲協會有舉行慶祝活動。他又提及今年 8 月 31 日（
圖為附中校友在陳元華前會長（
圖為附中校友在陳元華前會長
（ 左一 ） 的帶領下唱附中校歌
的帶領下唱附中校歌。
。
（ 左三 ）等人在會上合影
等人在會上合影。
。
星期五 ） 晚間八時，在 Miller Outdoor Theatre 有來
自台灣的石鼓表演 「鼓的傳說 」，希望大家踴躍前
9 日在宜蘭舉行的 「國慶大會」 ，十月十日上午在總統府前的 即（ 折扣卡 ），可享受台灣 1700 家企業的折扣優待，包括華航
往欣賞。
「國慶升旗典禮」，及當天晚間在花蓮舉行的 「國慶煙火秀 」 、長榮的機票。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在致詞時，也提到 「青年搭橋計劃」
，她也歡迎海外僑胞回去參加三天二夜的寶島旅遊，每人僑委會
當天大會上還有附中校友大合唱 「附中校歌 」 以及豐富的
研商會議。也歡迎大家十月份回台灣參加國慶慶典。包括 10 月
補助 2400 元台幣（$ 80 美金），僑委會還發給每一人僑胞卡， 歌舞餘興及抽獎等節目。

休士頓 「愛心組織」
舉行 2018 募款說明會

圖為 「 愛心組織 」 2018 會長馬健在說明會上
致詞。（
致詞
。（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 「 愛心組織 」 現任會長馬健
現任會長馬健（
（ 後排中 ），
），與多位前會長
與多位前會長（
（
後排右起 ） 黃登陸
黃登陸、
、徐小玲
徐小玲、
、James Hsu 許、陳瑩
陳瑩、
、李正揚等人與
華夏中文學校凱蒂分校的師生們合影於說明會上。（
華夏中文學校凱蒂分校的師生們合影於說明會上
。（記者秦鴻鈞
記者秦鴻鈞
攝）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愛心組織於 6 月 10
日下午在文化中心大禮堂舉行 2018 募款說明會，會中
由 「愛心組織」 資深義工黃登陸在開場時介紹愛心自
1993 年至今的歷史背景，華人如何在美國主流社會，
展現他的愛心與關懷，建立他的聲望與信譽，藉由每年
為貧窮學生募款，購買書包和學雜用品，讓學生在不愁
所需文具的環境下，專心唸書，建立美好的未來。 這
也是華人在有能力之後，回饋社會需要的人。他們二，
三十個社團，藉由賣義賣券籌款。愛心組織至今已是第卄六週年，在過
去二十多年已為兩萬五千多位休士頓貧窮學童們提供了學雜用品。
今年（2018 年 ） 的愛心組織會長馬健，當天也在會上說明今年募款
捐贈的對象為 Shadydale Elementary School 及 Fonwood White Elementary
School 兩所美國主流小學，這都是位於休巿北邊的低收入戶區。一半是
非裔，一半是墨裔。有 500 個學生，這二校隔壁還有一所幼稚園。馬健
說： 他們將用募來的款去買學用品，在此治安不好的危險之處，希望藉
由小朋友與華人接近，搭建一個中、美愛心平台，改變主流社會貧困家
庭對華人扭曲的印象。
說明會當天還安排華夏中文學校凱蒂分校的小學生，他們由聶莉敏
，林小芳兩位老師率領，前來表演器樂葫蘆絲，及舞蹈 「紅燈籠 」，
「小天鵝」 ，為說明會增添熱鬧愉快氣氛。
「愛心組織」 今年預計將籌款四至五萬元購買學用品，幫助兩校低
收入戶在暑期過完後的新學期，專心向學。 「愛心組織 」 將以印製愛
心券方式，在七月四日文化中心大禮堂舉行的 「愛心園遊會」 上銷售。
該園遊會將於當天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二時三十分，預計將有三十多個華
人組織參與協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