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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s House
Bun's
糖城（福滿堂）
THE FUTURE OF THE PIANO
經典麵食 吃出好滋味
4 月 23 日開始，機會難得！ 凡到店顧客每桌送小菜一盤 新張餐館
喜慶開業
（截止日期5月15日）

KAWAI 廠家直營店
MOVING SALE

主營：正宗天津包子，水煎包，老北京炸醬麵，
牛肉麵，鍋貼，盒子。

招聘會講中文的Sales 和 Administrator﹐
全職、半工或Hourly均可﹐請致電Evie商談。

訂餐電話：832-838-4055

Kawai Piano Gallery
電話：713-904-0001；832-374-6764.
地址：3814 S. Shepherd Drive, Houston, TX7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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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四種不同小炒，免費玉米粥，全天開放，歡迎品嚐。

4656 Highway 6 Suit D., Sugar Land, TX 77478（近糖城家樂超市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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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成長有賴亞太 歐巴馬推 TPP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歐巴馬
日前表示，美國必須藉著 「貿易促
進授權」使《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順利進行，否則中國就會趁
虛而入，美國將陷入長期不利。歐
巴馬的說法可謂美國首次明白表示
，TPP 係針對中國大陸。
歐巴馬與到訪的義大利總理倫
齊舉行聯合記者會，談到美國國會
正 在 審 議 的 「貿 易 促 進 授 權 」
（TPA）。國會如能通過 TPA，美
國與 11 個亞太貿易夥伴的《跨太平
洋夥伴協定》(TPP）諮商將更易於
進行。
歐巴馬表示，亞洲是全球人口
最多的地區，也是成長最快速的市
場；如果美國要維持經濟成長，就
必須強化與這個地區的貿易來往。
他說，美國要藉由 TPP 以樹立經貿
規範，讓美國的企業與勞工更具競

爭力；如果美國束手， 「就會讓中
國制定對中國勞工與企業有利的規
範」。
他說，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
20、30 年間，美國都會被排除在這
個舞台之外，不但企業遭到不公平
的對待，農產品無法進入這個市場
，而且 「高關稅使美國無法公平競
爭」。
歐巴馬舉日本為例說，美國進
口日本車的數量比日本購買美國車
還多，因此應該要為美國汽車或美
國牛肉打開日本市場，但他不明白
為什麼國內有人反對。
歐巴馬在記者會上花了不少時
間解釋說，70 年來，除了尼克森，
每個美國總統都獲得過這類 「快速
通關」授權。而他提出的 TPA，是
「第一次有強制執行的勞工和環境
條款」，也關注人權等議題，是歷來最

美沃爾瑪突然關閉 5 家店

廣泛、最進步的貿易促進授權。
基於擴大經貿等理念，共和黨
大致支持 TPA；反倒是歐巴馬自家
的民主黨人擔心中產階級的就業機
會流失，反對 TPA。例如民主黨籍
參議員裡排名第 3 的舒默（紐約州）
多年來支持各項自由貿易法案，但
是如今強烈反對 TPP 與 TPA，理由
是：這類協定固然有助於美國的
GDP，也增加了企業盈餘，但是中
產階級並沒有獲益。
由於面臨黨內左派施壓，甫宣
布爭取民主黨總統提名的前國務卿
希拉蕊表示，TPP引發可能傷害勞工的
疑慮，她將密切關注事情發展。
正在華府開會的中國大陸財政
部副部長朱光耀在智庫回答現場提
問時說，美國官員告訴他，如果
TPA 在 6 月通過，則 9 月間可以完成
TPP 談判。

富士日式料理

大型連鎖零售商沃爾瑪突然宣佈將臨時關閉美國境內的 5 家門店和裁員 2200
人，原因是店內的排水管道出現問題
原因是店內的排水管道出現問題，
，亟需維修
亟需維修。
。
據 CNN 財經網報導
財經網報導，
，周一
周一（
（4 月 13 日）沃爾瑪宣佈了上述決定後
沃爾瑪宣佈了上述決定後，
，許多因此
被解僱的員工不禁哭起來，
被解僱的員工不禁哭起來
，他們說自己在幾小時前才被告知馬上要失業了
他們說自己在幾小時前才被告知馬上要失業了。
。
這 5 家被臨時關閉的門店有兩家在德克薩斯州
家被臨時關閉的門店有兩家在德克薩斯州，
，另外 3 家分別在加州
家分別在加州、
、佛羅裡
達州和俄克拉荷馬州。
達州和俄克拉荷馬州
。
（路透社
路透社）
）

˙休斯頓最大、菜色最多的日本餐館 ˙雕梁畫棟景色迷人

新張優惠 提及此廣告 20%OFF （happy Hour Menu 除外，只限堂食）

www.fuzii.com

7 天特價午餐 9 元起 7 天 Happy Hour 3PM-7PM

電話：281-240-8388 地址：12755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 77477

跌打足療

足療
足
療

溫馨浪漫（14-16 人）榻榻米包房, 可容納 10-150 人商務 Party 包房

東方足道

20 元 1 小時
100 元/6 次 由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坐診

Open 7 day A Week
跌打、扭傷、腰疼
10:00am-10:00pm
713-272-8838 肩周炎、腳跟骨刺等

（不再接受任何 Coupon）

˙專門的按摩服、浴衣、拖鞋
˙美容部：美容、減肥、排毒項目
˙讓你有帝王般尊貴的享受

˙精油推拿、熱石按摩
˙多種中藥粉泡腳，
健康養生

NMLS #301604 www.trinfund.com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請電：馬先生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買二送一 $286 起

專辦中國簽證

www.allwininsurance.com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敦煌美食
燉品系列

敦煌美食，不炒不撈，養身之道
原只椰子燉烏雞
銀耳燉雪梨
海底椰燉鵪鶉
天麻燉魚頭
荷葉田雞飯（活田雞）

荷葉系列蒸飯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四川，山東，廣州，桂林，張家界，三峽等
▲美東$175 起、美加東 $303 起（買二送二）
▲黃石公園、美西 $215 起 (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脈$566 起、歐洲、中國

楊德清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向更好邁進 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冬菇滑雞飯（走地雞）
荷葉排骨飯
荷葉臘味飯
荷葉鹹魚肉餅飯
荷葉南瓜排骨飯
荷葉南瓜黑米飯
荷葉辣子雞飯

如果客戶找到本地零售價格

許宏婷

Winnie
WinnieHui
HuiCLU
CLUCPCU
CPCU FLMI,
FLMI, Agent
Agent 當您把汽車和房屋一起投
9611
9611Hillcroft
HillcroftStreet
Street
Houston,
Houston,TX
TX 77096
77096
State Farm ＊ 開始，就可平
Bus:
$763
Bus:713-729-2323
713-729-2323 Fax:
Fax: 713-729-2327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763 保費！＊ 更可享
均節省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CLU CPA CPCU FLMI

Winnie Hu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Cell: 281-772-3972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起貨快，手工精，態度好，價格廉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 2010 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 State Farm 後獲得節省的
、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
2010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713713-772772-9038,
9038, 832832-290290-8822

精辦：住宅和商業地產貸款（貸不到款絕不收費）

SUNBLOSSOM LOUISVILLE

9201 Clar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36

713-777-7233
832-277-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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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七天營業

9889 Bellaire Blvd.,#
Blvd.,#312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312﹐
山水眼鏡對面）
Apple

全新

iPhone 4S
iPhone 5
iPhone 5S
iPhone 5C

蘋果手機
無須合同

$299
電話卡
$5 passport photo

iPAD 3
iPAD Air
iPAD Mini
New iPAD Mini
Mac Book Air
Mac Book Pro

Samsung

Galaxy S3
Galaxy S4
Galaxy Note 2
Galaxy Note 3

歡迎
Dell Sony Laptop-體機 X Box 360
團隊訂購
IPAD2,IPAD3,IPHONE4,IPHONE4S,
無需合同 最低月費 高速上網
˙KYLIN TV 代理
MAC BOOK AIR,MAC BOOK PRO,I TOUCH 等
˙CLEAR INTERNET ˙蘋果牌產品 批發價服務新老客人學生
蘋果產品全新上架，折扣酬賓，全市最低價.



天天茶市

RMLO NMLS#1181437

通國、粵語、英語 yvonnestchee@gmail.com

歡迎致電咨詢特惠房價信息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7320 S.W. FWY #115,
Houston, TX 77074

服務休斯頓 22 載
豪華禮堂，多間 VIP 房，宴客首選

Call for the Move-in Special
◆交通便利，舉步直達商場、超市、銀行及
多元文化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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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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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語種（English, Espanol，國語）服務。
◆自動封閉式電動門出入，警察巡邏。

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獨家推出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波士頓活帶子
西雅圖大蟹

飲茶
時間

713-981-0137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二十年豐富經驗

週一至五早上十點半至下午三點
週六週日早上十點至下午三點

Channel13 Blue Ribbo殊殊
n 榮榮

陽花如意公寓

Tel:713-952-9898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Minnie Chen 3%低首期和淨值套現貸款﹐可以不查收入﹐不查銀行存款﹒ Yvonne Chee
徐秀桃
陳敏妮 經理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保費低,服務好 832-535-8860
832-677-3188

專營：汽車,房屋,商業,人壽

代辦國內外旅遊﹐酒店﹐機票及中國簽證

連續七年獲

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minnie.fasteasy@hotmail.com

暑假上海特價團（機票+7 日江南團) $1350.00 含稅
青島﹐成都﹐廈門﹐廣州......特價中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鳳城海鮮酒家

Fast Easy Mortgage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廣場內)

RMLO NMLS#31611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ZaZa Digital

七天營業: 11:30AM-6:00PM

駿傑貸款和保險

TM

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 2010 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使用 State
Farm 後獲得節省的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 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
2010
2010
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1205075
State Farm-Bloomlngton, IL

地址：9415 Bellaire Blvd #69 Houston TX 77036
（金城銀行，美南銀行之間，同側）

向更好邁進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6918 Corporate Dr Ste.A-14, Houston,TX 77036

＊

俐俐改衣中心
＊

受 State Farm 代理人的個
人化服務，適合的保障，迅
速公平的理賠！

價格保證 相同的團，我們承諾價格匹配。
Tel:713-981-8868 網站﹕aaplusvacation.com

2010

請電話 : 832-290-8822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豪華游輪

★中國特價團$49 起，江南，北京，雲南，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Office:713-952-5031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Fax:713-952-5032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Sean Wong

電話：210-872-3333

黃石/羚羊彩穴 7 天團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黃永瑞

位於敦煌廣場，店面，辦公室出租。

9889 Bellaire Blvd, C#329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二樓）

安穩保險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省下平均$480！＊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還有適合的保障
！

店面出租

王朝旅遊



恆信貸款

休斯頓按摩足道旗艦店
www.easternfootspa.com

買 100 元 Gift card 可作 6 次足底按摩

9198 Bellaire Blvd #C, Housotn,TX 77036(@Ranchester Dr.)茶典子旁 電話：713-981-6823
Trinity
Funding,
Inc..
Inc

休斯頓最大、最豪華的按摩店

足療 20 元/小時，免費桑拿



Monday, April 2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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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走IS
趕走
IS 伊拉克部隊奪回最大煉油廠

（綜合報導）官員表示，伊拉克部隊今天從伊斯蘭國（IS
）手中奪回國內最大煉油廠的大部分廠區，這是本週奪占伊北這
座占地廣大煉油廠部分廠區的伊斯蘭國戰士遭逢的挫敗。
對抗伊斯蘭國的美國領導聯軍的發言人說，部隊於格林威治
時間 11 時 30 分全面奪回白吉（Baiji）煉油廠，但煉油廠所在的
薩拉赫丁省（Salahuddin）官員指稱，若干設施附近還在戰鬥。
伊斯蘭國好戰分子於 1 週前攻擊這座煉油廠，並奪占包括儲

槽在內的多個設施。
在去年 6 月關閉前，白吉煉油廠每日產量約 17 萬 5000 桶，
伊斯蘭國戰士於去年 6 月攻占伊北大城摩蘇爾（Mosul）並奪占
白吉煉油廠。伊拉克部隊於去年 11 月奪回此煉油廠，但其後又
喪失掌控權。
薩拉赫丁省軍方指揮部消息人土表示，今天持續爆發衝突，
叛亂分子在煉油廠南區及西區與軍方精銳部隊及民兵交戰。

薩拉赫丁省長朱布瑞（Raid Jubbouri）說，就軍事觀點而言
，伊拉克部隊已全面掌控白吉煉油廠，但若干叛亂分子仍藏匿在
煉油廠內。
伊斯蘭國本月遭逢重大挫敗，伊拉克部隊和什葉派民兵聯手
把他們逐出提克里特市（Tikrit），但他們在西部安巴省（Anbar
）以及對白吉展開反擊。

普丁與民眾連線暢談 稱再婚要等前妻先嫁 多國因南非排外騷亂准備撤僑 數千人上街抗議暴力
（綜合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丁 16 日在一
年一度與俄羅斯民眾的 「直播連線」，接連
回答 81 個問題，暢談俄羅斯政治經濟情勢、
國際局勢與私人問題。
其中，有民眾問到他何時再婚，普丁打
趣表示： 「我首先需要把前妻柳德米拉‧普
京娜(Lyudmila Putina)嫁出去，然後再考慮自
己的事情。」
普丁與前妻普京娜於 2013 年宣布離婚，
結束 30 年的婚姻生活。2013 年 6 月 6 日，兩人
於克里姆林宮看完芭蕾舞演出後，公布二人
已和平離婚。
另外，在長達 4 小時的直播連線中，普丁
也對國際情勢，以及俄羅斯在其中所扮演的
角色，作出回應。
關於 2014 年爆發的烏克蘭克里米亞危機
，他指基輔政府向民眾動武是犯罪行為，且

西方和基輔政府稱烏克蘭東部境內有俄羅斯
軍隊、情報人員，無疑地是謊言。他強調，
俄羅斯願與烏克蘭回復友好關係，並尊重克
里米亞公投加入俄羅斯的決定，並適時給予
支援。
至於俄羅斯接下來與大陸的經貿合作，
普丁表示會持續擴大，但暫且不考慮建立軍
事政治同盟。
不過對於美俄關係，普丁認為美俄兩國
長期相互不信任，以對伊朗出售武器為例，
美國明明是中東武器最大的輸出國，卻要對
俄羅斯施以雙重標準，明顯不合理。但俄羅
斯仍然願意為恢復俄美關係付出努力。
儘管美俄兩國關係緊繃，不過普丁回答
民眾 「如果你落水，歐巴馬會不會救你」的
問題時，卻表示自己相信歐巴馬是一個正直
、英勇的人，應該不會見死不救。

年堅持中國只有 2 艘核潛艇，
2020 年前將有 5 艘的說法大有
提高。不過，中國的軍力在
美軍口中一直是根據其需要
可以隨意誇大或者貶低的
“橡皮筋”。曾經競選美國
總統的麥凱恩甚至說出過
“中國即將擁有核武器”這
樣令人摸不著頭腦的話，而
美國康奈爾大學的一個研究
則認為中國擁有 2000 枚核武
器，與美俄處於同等檔次。
英國《簡氏防務周刊》
報道，美國軍方增加了它估
計中國彈道導彈核潛艇未來
建造數量的預計。
4 月 15 日，美軍太平洋司
令部司令洛克利爾海軍上將
在國會聽證會上說，中國已

經有 3 艘 094 型（晉級）戰略
導彈核潛艇在役，在 2020 年
前，這個數字將提高到 8 艘。
“晉級核潛艇可以攜帶
巨浪 2 潛射彈道導彈，其射程
可以覆蓋美國，這將讓中國
首次擁有海基核威懾能力。
他們可能將在今年開始戰備
巡航，”他說。
洛克利爾上將的評論標
志著美國情報界估計中國核
力量的變化，2007 年，美國
海軍情報局估計，中國將最
多 建 造 5 艘 094 型 核 潛 艇 ，
2008 年五角大樓給國會的中
國軍力報告中稱中國將在
2010 年前建造 5 艘 094 型潛艇
。

琅
琊
榜
海宴

星期一

如離弦之箭般直撲梅長蘇而來袁 那氣勢仿彿是準備將他整個兒

無論再狂暴地動物遥

呑下去遥

都樂意跟我親近袁 絶不會咬我

來阻攔遥
"

這個蘇先生現在可是靖王最要緊的一個人袁 要是自己守在

" 世上還有這種異能钥 " 列戰英

旁邊還讓他被佛牙給弄傷袁那還不如先找塊豆腐撞死算了遥

大奇遥

可是儘管列戰英的反應已是極快袁 但狼的動作總是要壓倒

" 我從沒聽説過呢遥 "

人類一籌袁何况從廳口到梅長蘇並不是一段很長地距離遥

他正説着袁 一個淺灰色毛茸茸

當他剛剛躍起想要抓住佛牙時袁灰狼已掠過他的身邊袁一頭

地影子已無聲地出現在廳口袁 那昂

撲進了梅長蘇的懷里袁幾乎沒把他連人帶座椅一起撞倒遥
" 呃噎噎" 接下來地一幕讓列戰英半張着嘴袁很失風度地呆

首高傲的樣子袁 仿若一個王者正在
耐心地巡視它的領地遥

只見佛牙的兩只前爪搭在梅長蘇肩上袁 濕濕地尖鼻子親密

夸道遥
" 可不是袁" 列戰英得意的樣子
倒象這狼是他養地袁" 它的體型壯袁

●家庭案件

電話：713.988.6388
傳真：713.988.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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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壯齡 律師

6100 Corporate Dr., Suite 170,
Houston, TX 77036 (福祿大樓)

Diana C. Hsiung
法學博士
德州及聯邦律師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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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院" 十五叔袁 殉葬乃是件榮耀之事袁 按祖制可不能爲此傷感哭泣噎噎" 多鐸肩膀一

佛牙的口水袁笑道袁" 我這個異能沒騙你吧钥 "

聳袁震開豪格的手袁雙手在自己臉上胡亂抹了兩把袁擦干眼淚袁昂起頭顱傲然道院" 哪

" 居尧居然眞地是這樣噎噎" 列戰英怔怔地道袁" 這也太神了

Victor Bush

" 以前還曾經有一匹誰也無法降伏的烈馬袁 只肯在我手上
是太寂寞了袁靖王殿下那么忙袁很少時間陪它吧钥 "

徐忠

他走得極慢袁始終差了前頭代善尧阿敏等人一大截遥 行至中門袁門外早候了一群
王公貴族袁見八和碩貝勒一齊出來了袁忙一擁而上的打探消息遥
努爾哈赤過世後袁代善已成一族之長袁這時衆人焦點自然而然的齊聚于他遥
面對衆人焦急的詢問袁代善只是微微抬頭袁不急不徐的説道院" 父汗生前遺命大

顧意冬沒説話袁垂下眼帘袁走出去遥

福晉殉葬袁經八和碩貝勒公議袁定于辰時起行殉葬大禮袁巳時入殮袁與汗同椁噎噎" 雖

又打了一圈兒袁賀遲詐胡了一次袁點炮一次袁非常不在狀態遥 煩躁地摸

然明知衆人逼死阿巴亥乃是利益驅使袁勢在必行袁同時她若不死袁那這個與汗同椁而

出煙袁又擲在一旁的茶几上袁喊院" 對了袁那誰噎噎磊子袁去看看顧意冬那

殮的人必定得換成我遥 然而在聽到代善宣佈這個消息時袁我心頭仍象是壓着一塊千

兒有沒有紅條了袁這煙不夠勁兒遥 "

鈞巨石袁沉甸甸的袁實在難以舒展鬱悶愁緒遥

" 意冬哥會不會睡了钥 "

畢竟袁一個才三十六歲的鮮活生命袁就要活生生的被政治和權力犧牲掉遥

" 那就叫起來浴 " 賀遲表情狠戾袁磊子嚇得不敢吱聲袁趕緊一溜煙兒跑

不經意間袁我把目光投向阿巴亥的三個親生兒子 -- 阿濟格咬牙切齒袁多爾袞面

出去遥過一會兒一臉納悶地回來説院" 意冬哥房里沒人啊浴我敲門敲了很

（路透社
路透社）
）
（綜合報導）數千人周四在南非德班游行，
抗議最近的排外暴力事件造成 5 人死亡，數千人
無家可歸。近日的排外暴力事件讓南非與周邊非
洲國家關系陷入困境，多數由外國人經商的店鋪
被迫關閉，周邊馬拉維、津巴布韋、莫桑比克等
國已開始協助其旅居南非的公民撤離。南非士兵
公會負責人認為，南非多地發生的排外暴力事件
應歸咎於祖魯王古德維爾的煽動性排外言論，提
出要起訴祖魯王，南非人權委員會正對此展開調
查。
據南非《郵政衛報》報道，南非士兵公會負
責人提姆·弗拉克 16 日表示，南非多地最近三周
爆發大規模排外浪潮，外國人開設的店鋪遭到攻
擊和洗劫，這是祖魯王古德維爾的排外煽動性言
論引發的。他說：“他應該為此受到刑事指控，
被追究法律責任。”弗拉克表示，已經向南非人
權委員會提交了對祖魯王的控訴材料，南非人權
委員會正在對此展開調查。弗拉克還抱怨政府當

◇民事訴訟 ◇人身傷害 ◇商業訴訟權

◇生意/地產買賣 ◇合同糾紛 ◇公司組織/契約文件

局的“行動遲緩和不作為”。此前，南非內政部
受命平息社會騷亂，但弗拉克稱，這些人“除了
喝茶，什麼也沒干”。
此前，當地媒體曾廣泛報道祖魯王 3 月底發
表的“請原諒我的直言不諱：住在南非的外國人
必須收拾行囊回家”的言論，引起強烈反響。南
非《城市快報》稱，祖魯王辯稱，當時用的是祖
魯語，他的講話“被歪曲了”，並被媒體“錯誤
引用”，他本意是“想呼吁南非政府關注外籍人
士的生存狀態，而並非煽動排外情緒襲擊外國人
”。祖魯王 17 日還表示，將在本月 20 日舉行會
議，號召傳統部落領袖共同商討如何阻止排外暴
力事件繼續蔓延。但誇祖魯-納塔爾大學教授恩
古班表示，祖魯王的言論就是導火索：“很多民
眾早就想做，只不過這次剛好抓住了一個事由。
”但他也表示，“暴力襲擊事件的責任不應該由
祖魯王一人承擔”。

色陰鬱袁多鐸滿臉悲傷遥

久都沒動靜遥 "

這三個人大的二十一歲袁小的年僅十二歲袁而其中我最最關注的多爾袞袁也不過

看見賀遲猛地沉下的臉袁磊子嗑磕巴巴地説院" 我袁我很使勁地敲了浴

才十四歲遥 面對即將年幼喪母的他們袁族中那么多兄弟叔侄又有誰會好心替他們的

我還按了足足兩分鐘門鈴袁 再怎么睡肯定也起來了遥 要不給他挂個電

將來多做打算钥

話钥 "

隨
侯
珠

這時候鍾遠回過味兒來袁趕緊攔住説院" 行了行了袁你去吧浴 賀子袁要不
先抽我這個钥 雖然比不上特供袁卻是我朋友從南美捎回來的袁也挺有勁
兒的浴 要不咱今天早點兒散了袁你也早點噎噎休息钥 "
賀遲側頭皺着眉頭點上煙院" 不袁幹嗎休息啊钥 今天興緻格外高浴 "
接下來賀遲連坐很多莊袁都是小胡遥
" 不是吧浴 我又沒出手浴 賀少的手氣今天可邪乎啊浴 "
鍾遠意有所指地開口院" 賀子袁你今天不一樣啊袁心急啊浴 你以前不是
這么打啊袁你不是最有耐心袁都等着一把胡大的嗎钥 何必這么急钥 "
賀遲慢條斯理地碼着牌袁嘴角的一抹笑袁極凌厲院" 我怕再等袁就不是
我的了遥 "

專業移民律師，經驗豐富，免費電話咨詢，周末接受預約
美國專業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PERM 職業移民，EB1，NIW
L-1A 綠卡、EB5 投資移民
離婚，子女撫養
親屬移民，結婚綠卡，未婚簽證
阿朗..尚吉 合作律師
阿朗
遺囑/委托授權書
L-1，H-1,E-2 工作簽證，
Aram Sadegi
公司設立，合約起草
J-1 國家利益豁免
政治庇護，移民保釋，
遞解出境上訴，申請歸化入籍
車禍：不獲理賠，不收費用
于瀾 律師
代辦簽證延期，工卡、旅行證，留學簽證 刑事案：賭博罪，賣淫罪，盜竊，人身傷害
ALAN YU
稅務案件：房地產稅申訴，聯邦稅和州稅
電話：(832) 657-9837 郵箱：alanyulaw@yahoo.com
地址：10101 Harwin Dr. Suite 369, Houston, TX 77036 (好運大道上, MAMA超市對面)

一片喧囂中袁賀遲卻像是隔離在人群之外袁意態凄涼遥
終于袁一把失手袁累積了十幾番袁輸得很大遥 他只是一挑眉袁非常慷慨

Andrew J.

張建華

鮑菲

谷歐文

Robert K.

新澤西州執照律師
Feldman
紐約州執照律師
紐約州執照律師
科羅拉多州執照律師
賓西法尼亞州立大學
聖約翰大學法學博士
伊利諾伊州執照律師
法律博士
威斯康星州執照律師
印第安納大學法學碩士
約翰馬歇爾法學院
法學博士

Ophelia
Enamorado

汪亞洲

Kristin Whitaker

Jung Wook Choi

紐約州執照律師
俄亥俄州執照律師
前美國移民局行政
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 南加州大學法律碩士
上海交通大法律學士
上訴辦公室移民官，
路易斯安那州執照律師
密歇根大學法律博士 塔爾薩大學法律博士 培訓主任，資深律師
北肯塔基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法學律師
法律顧問
田納西州執照律師

Amanda
Schackart
法學博士
伊利諾伊州執照律師

綠卡申請 免費 評估

Daniela Grosz

John Lee

德州執照律師
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紐約州執照律師
澳大利亞南威爾士州
執照律師
新西蘭執照律師
美國托羅學院法學碩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Israel Saenz
法學博士
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

Gabriel
Griesbaum
法學博士
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

" 那可不浴 輸得起大丈夫啊浴 " 衆人得了錢使勁兒夸袁一派喜氣洋洋遥

如果您正考慮申請綠卡，
請將簡歷發到 info@hooyou.com
本地電話: 713-771-8433

網址: www.hooyou.com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20 Houston, TX 77036

Email:info@hooyou.com 傳真：713-771-8368

説什么了噎噎她説她要跟他結婚袁原來在結婚這件事上袁也不是他一
個人在一廂情願着遥
很多事情袁男女對面問題的角度是不一樣的袁比如在撒謊得到對

" 你不知道當年的我跟的男人是誰袁 你不知道我爲什么會未婚生

方信任這件事上袁女人更多的是害怕謊言被揭穿袁而不是感受到 " 這

本想好好安撫賀遲袁 可是一開口就不由自主地將心里的話都倒了出

些信任 " 帶來的喜悅感曰男人呢袁尤其是陸景曜這種男人袁明顯是喜悅

父袁是不是我什么死在外面噎噎您也不知道啊钥 "

大於面對謊言被揭穿的恐慌遥
對於那句老話 " 坦白從寬 "袁他從小就不相信這句話袁而且對象又

" 媽媽噎噎有時候我眞地想袁 我在你心中是不是還沒有一塊石頭

是秦予喬袁他是腦抽了才會在結婚之前跟她坦白袁可能結婚也有點不

重要噎噎"
" 説眞的袁我很後悔當年選擇了你噎噎"

裴在光 合作律師
Jaekwang Bae

免費停車

不過不安的同時更多的是雀躍袁雀躍自己能得到秦予喬的信任袁她還

子袁也不知道我怎么出了車禍噎噎媽媽袁如果不是醫院的院長認識繼

火輝煌處出神遥

˙十九年傑出服務品質保證
˙21 位資深美國執照律師 ˙數千例成功案例
˙Oracle 客戶管理系統 ˙客戶遍布全美
˙休斯頓/矽谷/紐約/洛杉磯/芝加哥/奧斯汀/西雅圖七地辦公

他的耳里袁聽到最後喬喬説相信他時袁陸景曜還眞有點惶惶不安起來袁

秦予喬在電話里跟白天瑜吵起來了袁然後傷人的話一句句不假思

賀遲也笑袁卻是慘淡袁緩緩地説院" 錢袁我是輸得起的遥 " 喬落覺得很累遥

洗了一個熱水澡出來袁又敷了個面膜袁她站在窗邊袁對着江對岸的燈

移民局上訴辦公室前移民官Kristin Whitaker 律師加盟本所

陸景曜挂上藍牙耳機袁秦予喬對白天瑜對的話全都一句句地落在

親袁我是在您的監護下跟人未婚生子的袁您需要承擔什么責任的钥 "

己開車遥

移民˙綠卡˙簽證

--

--

" 喏袁賀少從來是好牌品袁輸得起浴 "

保險袁所以最好再跟秦予喬生幾個遥

四皇子是未來大燕王朝的皇帝袁外表隨和可親袁實則善於隱忍袁又心

黑又濃袁長長的斜入鬢角遥 正是四皇子寧汐前世見過四皇子數次袁可卻從

狠手辣遥 這樣的人物袁就算她有再大的膽子也不敢招惹啊寧有方還待再説

沒機會和他説過話袁對他的性情脾氣並不清楚遥 所知道的那一些袁都是陸

什么袁寧汐卻已經扯了他走了出去遥

陸續續從邵晏和寧有方口中聽來的遥

邵晏雖然已經等的有些着急袁可臉上卻沒有一絲不耐袁微笑着點頭示

在她的腦海里袁這個人一直是模糊不清高高在上的遥

意袁在前領路遥 寧有方無奈的嘆口氣袁心里暗暗祈禱着袁今天可千萬別再出
什么紕漏了噎噎
寧汐反而鎮定的多袁默默的跟在寧有方的身後袁目光時不時的落在前
邵晏比她大四歲袁也就是説袁現在的他應該是十六歲遥 比起記憶中那
翩翩氣質袁卻和以前一樣噎噎
切的這件事上來遥
那道蟹粉魚翅確實咸了那么一點點袁對寧有方這樣的大廚來説袁這一
會説些什么噎噎
了遥

洋洋的笑意遥 狹長的鳳眸微微眯着袁似笑非笑的看了她一眼遥
寧汐幾乎反射性的撇了撇嘴袁扭過了頭去遥那份無法言語的緊張倒是
寧有方顯然很是緊張袁在下跪請安的時候袁腿腳發軟袁踉蹌了一下袁差
點摔了一跤遥 寧汐被嚇了一跳袁連忙扶住寧有方遥

好在此時大部分官員都退了席袁安閑坐在席上的袁只有三個人遥 其中
正中間的那個靑年男子袁年約二十遥 容貌並不算特別出衆袁可渾身上
下卻散發着令人難以忽視的氣度遥 臉上最最醒目的袁就是那兩道眉毛袁又

岑氏保險公司
Sam's Insurance Agency
713 777-9111

知府大人擰起了眉頭袁沉聲呵斥道院" 在四皇子殿下面前袁怎么這般
不小心遥 "

一個年約四旬袁正是洛陽的知府大人遥

寧有方身子瑟縮了一下袁連辯駁一句都不敢袁唯唯諾諾的應了一聲袁
老實的束手立在一邊遥

美聯混凝土

(832
832)) 868
868--1090

免費詢問

房屋保險

●新房子(_15%)﹐
防火保安系統
(_20%)沒不良記錄或車子同
PDF一家公司保價特優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免費估價
试用版本创建

健康保險

基
地

www.fineprint.cn

精通﹕
國﹑
粵﹑
英﹑
越﹑
潮﹑
臺語

WE SELL CONCRETE
FROM 1~10
10,,000 YARDS

營業﹕星期一至五 9AM-6PM
星期六
9AM-2PM

● 餐館﹑旅館﹑購物中心﹑辦公樓﹑勞工
保險等等, CGL,BONDS,商業車﹐
公寓等等﹐各類商業保險價錢特優

我們服務德州已超過 25 年了﹗

咦钥 怎么是他钥 寧汐微微一愣遥

退散了不少遥

寧有方顯然也在惴惴不安袁 在進了荷花廳的那一刻袁 腿都有些發軟

商業保險

寧汐的眼角余光只瞄了四皇子一眼袁便立刻移了開去遥落到了最後一

那個俊美的不似凡人的少年袁依舊穿着鮮亮的絳色衣衫袁嘴角挂着懶

點點可就不是小事了遥 四皇子特意讓邵晏來 " 請 " 寧有方過去袁也不知道

●最好的保費 ●完善的保障
●多家 A 級公司 ●比一下就知

眼前這個男子生出了一種莫名的害怕和恐懼遥
個人的身上噎噎

寧汐垂下眼瞼袁不願再回想這些袁逼着自己將思緒重新回到眼前最迫

●初學者﹐
年青駕駛者﹐
有罰單
價比別家更優惠
和車禍者﹐
●屋主﹑
兩車以上﹑
續保﹑
良好記錄
者﹐
保價特優

噎噎
這一切的一切袁無不昭示着四皇子的心機深沉心狠手辣遥也讓寧汐對

個溫文儒雅處變不驚的男子來袁現在的邵晏稍顯稚嫩遥 可那份溫潤如玉的

汽車保險

可後來袁大皇子三皇子在爭奪太子之位時紛紛落馬袁緊接着就是先皇
出了事袁再然後四皇子登基成爲新皇遥寧有方則成了新皇登基後的犧牲品

面的邵晏身上遥

Houston* New York* Chicago* Austin* Los Angeles* Silicon Valley* Seattle

Lynn Greening

要相信你遥 "

" 對袁我是未婚生子了袁但是我不犯法袁你呢袁作爲我的監護人母

Zhang and Associates,P.C.

德州執照律師
紐約州執照律師
紐約州執照律師
德州執照律師
紐約州執照律師
加州執照律師
德州執照律師
Wisniewski
McCusker
伊利諾伊州執照律師 休斯頓大學法學博士
中國執照律師
中國執照律師
中國執業律師
南加州大學法學博士 凱斯西儲大學法學博士
紐約州執照律師
夏威夷州執照律師
北京大學物理碩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威斯康星大學法學博士 弗吉尼亞大學法學碩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芝加哥肯特法學院
斯坦福大學學士
緬因大學法學博士
紐約州執照律師
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學士 復旦大學法學學士
法學碩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夏威夷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事讓王小姐主動跟元東分手袁你們何不樂見其成遥 "

索地從她的口里蹦出來遥

來遥她支着額頭給鍾遠發了個短信袁希望去亞布力的路上不要讓賀遲自

˙國家利益豁免(NIW)
˙傑出人才綠卡(EB-1)
˙投資移民(EB-5)
˙勞工證(PERM)
˙跨國公司主管/
經理簽證(EB-1C)
˙工作簽證 H-1B 及 L-1
˙親屬移民/
其它非移民簽證
˙商法及併購法鮑菲

" 還有袁我打算跟那個男人結婚了噎噎對袁婚姻的確不是兒戲噎噎
關於信任這個問題袁我現在眞覺得他比你要可信袁我寧願相信他也不

他最擔心的是未來丈母娘白天瑜這個坎遥

地發錢袁連旁邊圍觀的也有遥

The Yu Law Office

陸景曜輕扯了下嘴角袁 然後抬頭對陸景城和楊茵茵説院" 大哥大
嫂袁其實我也覺得元東的確不需要那么急着結婚袁這次旣然爸爸有本
陸景曜已經有點無所謂陸元東的女朋友是王寶兒和林寶兒袁現在

衆人紛紛起哄叫嚷遥

聯合律師事務所

Alex Park

經過我身邊時袁皇太極連頭不曾撇一下袁我正猜想着也許他是有所顧忌袁突然手

的腳步遥

◇L/H/E簽證及綠卡申請◇各種勞工﹑廚師移民
◇各種親屬移民◇勞工卡﹑回美證申請
◇ B-1/B-2延長◇未婚夫妻簽證

Bennett

阿濟格滿臉鐵靑袁板着臉目光兇狠的瞪了皇太極一眼遥 皇太極只當未見袁腳步沉
穩的向我走來遥

他目光冷峻袁表情嚴肅袁仍是沒有低頭看我一眼袁筆直的朝前走袁我趕緊跟上他

協助車禍後修車﹑
車禍 請勿放棄您應得權利﹐
租車及盡速獲得理賠﹒

周健

個説我哭了钥 " 我緊盯着門口袁在看到皇太極落在最後和阿濟格一同走出時袁高高懸
空的那顆心才終于悄悄放下遥

吃草呢遥 " 梅長蘇拍拍佛牙的肩袁讓它伏在自己膝上袁" 佛牙大約

精辦
張哲瑞

慘淡的月光映照下袁這個十二歲的少年終于忍耐不住悲傷袁嗚咽痛哭遥

上一緊袁竟已被他牢牢握住了手掌遥

◇遺囑 ◇授權書 ◇遺產處理 ◇財產規劃

張哲瑞

有異議吧钥 " 代善輕輕點頭袁面無表情的答道院" 旣是衆議袁理當遵從浴 "" 二哥浴 " 多鐸

靖王身上時一模一樣遥 " 怎么樣袁列將軍袁" 梅長蘇好不容易躱開

的遥 " 佛牙將頭轉了過來袁深褐色的眼珠仿彿有靈氣似的袁晶亮

律師事務所 于瀾律師事務所

◇離婚
◇子女撫養費
◇監護及探視權

着似笑非笑的表情袁眼神陰沉的睃了眼代善袁" 這是大伙兒的意見袁大貝勒應該不會

不一會兒袁岳托和豪格一起走出袁岳托看了眼多鐸沒吱聲袁豪格拍了拍多鐸的肩

噎噎"

它在廳口只停留了片刻袁突然仰首一聲長嚎袁後背一弓袁疾

莽古爾泰走近時袁喊了聲院" 二哥遥 " 代善淡淡問道院" 怎么説钥 " 莽古爾泰還未張
嘴袁阿敏從身後跟過來袁説道院" 旣是大汗遺命殉葬袁大妃自無推脫之理遥" 阿敏臉上挂

地在他脖頸間嗅着袁時不時還蹭上一下袁那撒嬌地樣子跟它巴在

毛皮又厚又密袁 前幾年還要更漂亮

瑩潤遥

我低着頭袁背脊貼墻站定遥

大叫一聲袁站在原地袁肩膀微聳遥

呆站着袁根本説不出話來遥

" 佛牙長的可眞漂亮遥 " 梅長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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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步天下

列戰英從來沒遇到過這種情况袁嚇得臉都白了袁慌忙跳起身

的遥

大家笑鬧着嚷院" 還是賀少最有范兒浴 "

熊莊齡

2015 年 4 月 20 日

跟你説吧袁我有一項異能遥

的袁現在老了些袁不過毛色仍然很好

美軍：中國至少有3艘戰略核潛艇在役 5年內將增加5艘
（綜合報導）中國的戰
略導彈核潛艇作為最有效的
二次反擊力量一直受到美國
的關注，但是由於中國成功
的保密制度，美國一直沒有
搞清楚中國核潛艇的裝備數
量和後續建造計劃。最近，
美國再次提高了他們對中國
戰略核潛艇數量的估計值。
美軍太平洋司令洛克利爾在
最近的國會聽證會上稱，他
認為中國將在 2020 年前建造 8
艘 094 型戰略導彈核潛艇（北
約稱為“晉”級），目前至
少有 3 艘在役，並可能將進行
戰備巡航（原文如此，但此
前美國官方和媒體多次稱中
國的戰略核潛艇已經開始戰
備巡航）。這比此前美國長

小說連載

A2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SAM SHUM 岑偉文
CPA﹐MBA﹐CPCU

專修

價格公平
包君滿意
免費評估

地磚﹑混凝土﹑走道﹑Patio﹑車道﹑
Parking Lot﹑地基﹑天井﹑Tile﹑花道維修﹒

香港娛樂

Monday, April 20, 2015

己的路袁讓別人去說吧遥

無術遥後來前隊友在專訪里也有說到我們以前分黨

是不是等於不是朋友钥夜問 Angela 同傅穎是否朋友钥 我現在仍在溫州拍攝電視劇袁今天早上收到朋友傳

分派的來龍去脈袁我被問及時沒多作解釋和回應袁

下午突然在微博發表一篇長文袁除了否認已婚外袁 她說院腋不是敵人袁是舊同事袁不是好熟袁不會約出

來一份有關于我的報導內容袁突然有感袁想公開為

因為我覺的那些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袁現在大家

其中一部分內容更談到她在 Cookies 時代與前隊友

來袁連她電話都沒遥夜Angela 對傅穎的腋定位夜已經不

這些年來的一些報道說幾句話遥

各有各的工作和生活袁實在沒必要再提遥但事實說

的事袁她透露袁由於當時被排擠袁所以與其他隊友的

言而喩遥

– 這並不是我第一次被揑造新聞袁我還好袁但騷

關係一直不太親密袁又坦言院腋是
的袁我們曾不和袁現在也不熟袁可我

傅穎全文如下院

們不是敵人遥夜

明袁有些事情袁不明說反而讓人惦記遥所以這一次袁

擾到我家人袁就很不好遥如果是你的親人被騷擾袁你

我不希望借別人的嘴巴袁也不希望借別人的筆袁就

會怎么樣钥

想簡單的回應這一次遥是的袁那時候被排擠了袁所以

– 我並沒有秘婚袁也還沒有結婚袁戒指是戲里的

我們的關系一直沒有很親密遥關于排擠袁是抹黑也

她說院腋是的袁那時候被排擠了袁

這么多年過去了袁被一些

所以我們的關係一直沒有很親密遥

傳媒渲染得連我也對這個呈

關於排擠袁是抹黑也好袁誤會也罷袁

現在報章上的自己感到陌生遥 組合成員作回應遥坦白說袁我們確實很多年沒聯系袁 了袁就算私下我們沒有交集袁我也希望她們每一位

那段不愉快的時間都已經過去了袁

我沒消失袁只是在 2013 年起

相信我們彼此也不太清楚對方現在的為人和生活遥 都幸福安好遥至此以後袁有關于我們不和的實情袁不

而且也過去很久了遥現在我們都

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內地袁開始

除了在她們生日和結婚時我有送上祝福袁其他時候

用再旁敲側擊了遥是的袁我們曾不和袁現在也不熟袁

長大了袁有些更成家了袁就算私下

在內地拍攝電視劇和電影遥

我們並沒聯系遥找跟當事人沒交流的人作回應袁好

可我們不是敵人遥

道具遥

好袁誤會也罷袁那段不愉快的時間都已經過去了袁而

-這么多年了袁關于我的新聞總要問十多年前的

且也過去很久了遥現在我們都長大了袁有些更成家

我們沒有交集袁我也希望她們每一

一直以來袁我只想努力工

像沒有什么意義遥就如同每次她們出新聞

這些 年里我經 歷

位都幸福安好遥至此以後袁有關於

作袁並不希望自己身上有太多

時問我回應袁我除了站在保護她們的立場

了很多事情袁感恩一

我們不和的實情袁不用再旁敲側擊

八掛和是非袁奈何在過去那些

去回答袁個中因由我確實不瞭解遥

路上的風雨讓我成

了遥是的袁我們曾不和袁現在也不

年間袁愈不想袁愈被塑造成這

熟袁可我們不是敵人遥夜她形容與

樣一個形象遥近幾年袁我已經

前隊友的關係是腋除了在她們生日

無心再為一些假新聞和假消

和結婚時我有送上祝福袁其他時

息作回應了袁因為我明白到袁

候我們並沒聯繫遥夜遥

無論我怎樣解釋也是徒然遥當別人帶著有色眼鏡看

關于前隊友院

著自己喜愛的工作袁
也感恩部分傳媒對我

-很遺憾我跟她們沒變成知心好友袁對

的善良遥在此祝願各

上一次眞正的溝通應該是 2012 年吳雨霏

位也安好袁每天都有

你袁你在別人心中便有了一

辦演唱會的時候袁被邀請

當年被某成員指着她罵袁原因是該成員聽到另一成

個旣定形象袁然後你說什么

時我也感到很高興袁也很

員對傅穎的中傷袁所以才當眾罵她遥被傳同傅穎最

都會給你加上語氣助詞袁做

希望能夠參與其中袁當時

傅穎於 2002 年以女子組合 Cookies 成員身分加入

不和的餅碎區文詩渊Angela冤今日接受電話訪問袁對

什么都會給你加上目的遥懂

她們更對我的顧慮作出

樂壇袁當時 Cookies 共有 9 名成員遥其後組合變身為

於傅穎自爆當年被排擠袁她說院腋講了十三年袁她要

你的人無需你解釋袁不懂你

保證院不會有人在那時候

Mini Cookies袁 成 員 只 剩 4 人 袁 包 括 院 鄧 麗 欣

這麼想袁每人有感受袁但這兩個字渊指排擠冤好重袁自

的袁解釋也沒用遥本著不想把

向媒體對我作出言語上

渊Stephy冤尧傅穎渊Theresa冤尧吳雨霏 渊Kary冤及楊愛 瑾

己不刻意評論遥夜尧

假消息鬧得更沸沸揚揚袁閉

的攻擊遥可惜當下我在臺

渊Miki冤遥

Angela 續道院腋當年大家沒發生甚麼大事袁一班人可

嘴就是最好的方式袁就走自

灣拍攝電視劇袁實在分身

生的兒子何猷亨遥Moon 甫見猷亨大駕光臨探班袁實

一籮籮袁25 歲新紮女神劉佩玥渊Moon冤選完港姐卻

在難掩興奮心情袁西裝骨骨的猷亨盡得賭王眞傳袁

一直零緋聞袁原來伊人靜靜為戀愛起革命袁暗交家

長袖善舞袁對女士尤其體貼袁接近深夜時分袁猷亨不

族資產逾百億的賭王何鴻燊四房次子何猷亨遥

顧身份為 Moon 人肉速遞愛心意粉袁難怪二人走到

23 歲的猷亨出名體貼袁日前紆尊降貴坐逾百萬
名車夜麻麻人肉速遞愛心意粉探 Moon 班袁在暗角

文宇利用猷亨做新聞遥直至 2011 年袁猷亨和就讀劍

其後記者上前問 Moon 是否跟猷亨拍拖袁她只懂

橋大學的陳可欣渊Sabrina冤拍拖袁其後帶女友跟賭王

得一味甜笑袁言談之間流露出對猷亨絲絲愛意遥

其實早於前年袁Moon 當選民選港姐季軍當晩袁 於中秋節飯敍以證女友地位袁連賭王都大讚 Sabrina
座上客睇港姐決賽袁據知情人士指袁猷亨當時已獨

亨宣佈分手回復單身遥分手前袁他被拍得與貌似 o

具慧眼袁貼 Moon 入硬三甲院腋猷亨同 Moon 都好有

靚模何佩瑜的長髮女子在中環夜蒲袁猷亨全程盡顯

此時此刻袁暗角頓成腋亨 Moon夜天地袁二人排排

水袁即伸出玉手安撫對方袁腋亨 Moon 戀夜積極醞釀袁

坐對望談情袁十足情人一樣遥Moon 聲底已夠嬌嗲袁 緣分袁佢哋認識後非常投契袁愈來愈 Friend浴夜

難怪戀事被撞破袁Moon 依然甜到漏讚猷亨極品好

問猷亨買甚麼給她吃時更 Chok 出 BB 聲袁猷亨雖

男人院腋佢買啲唔肥嘅嘢我食浴夜隨時爬過另外兩位

然只報以一笑袁並指是意大利粉和蛋之類普通食

女神頭袁嫁入豪門浴

1985 年香港小姐袁雖然最終落敗袁但該屆冠軍是經

物袁但已冧得 Moon 暈陀

的士代步袁亦會以家人的日本車代

典港姐謝寧袁亞軍尧季軍分別是羅錦如及王愛倫袁就

上周四渊本月 2 日冤晩上約 11 時袁獲無綫點名力

陀袁只見她邊食邊笑袁猷亨

步袁生活勁有規律袁待在家中時袁還

連現在依然靚爆的周海媚當年也 15 名不入袁就知

捧接棒上位的劉佩玥現身上環為新劇開工袁儘管該

則 Chok 曬抱膝擺甫士袁望

幫剛購物回家的家人拎嘢袁勁乖又

當時佳麗質素之高遥

場戲份只是在街上行行企企袁沒有對白袁但她依然

實 Moon 大啖大啖隊意粉

孝順浴

認眞袁拍完每個鏡頭都睇 Playback袁工作態度一流袁

的萌樣袁顯得一臉滿足遥可

賭王四太梁安琪的二公子尧今年

位袁身高 1 米 74 的她動靜皆宜袁中學畢業於沙田名

難怪深得無綫高層喜愛袁與同年參選港姐的陳凱琳

是正値夜深袁倦了的猷亨不

23 歲的何猷亨袁去年於英國完成工

校沙田浸信會呂明才中學袁其後入讀香港浸會大學

渊Grace冤和蔡思貝渊Sisley冤備受重用袁成為新一代女

時捽面令自己醒醒袁即使現

商管理學位袁一直被母親培訓袁每年

電影學院的傳理學社會科學學士渊榮譽冤課程袁主修

神浴可是相比 Grace 和 Sisley 的精彩戀事袁Moon 入

倦容袁依然捱住陪 Moon 開

暑假都被安排到銀行或證券行做暑

電影電視袁於 2011 年畢業袁不只琴尧棋尧書尧畫樣樣

無綫兩年錄得零緋聞袁相形見絀浴

餐袁細心到爆浴

期工吸取經驗袁並和母親一樣熱心

精袁亦因性格活潑好動袁喜歡游泳尧踏單車尧燒烤等

見 Moon 食飽袁猷亨似乎有心事未了袁要跟對方

慈善活動遥2012 年袁猷亨以學生會名義和保良局聯

戶外活動遥2013 年獲模特兒經理人公司支持參選港

行先袁感情擺尾袁話明係女神袁其實她只是將戀事密

慢慢細訴袁Moon 不只當一個聆聽者袁期間又給意

手搞慈善 Ball袁首次搞慈善活動的他袁搞得有聲有

姐袁憑傑出表現袁當選港姐季軍遥

冚袁愛得神不知鬼不覺遥她拍完幾個場口後袁在公司

見袁猷亨更向 Moon 大吐苦水袁Moon 亦替他肉緊袁 色遥去年榮升保良局董事會主席的梁安琪袁常常讓

車等埋位時沒有爭取時間休息袁反而一味傾電話袁

不期然伸出柔情玉手搭在猷亨手背上袁予以安慰遥 猷亨在保良局參與其工作袁猷亨去年接受訪問時袁 神夜袁她在劇中的角色溫文爾雅袁善解人意袁加上有

其後索性落車左望右望袁一臉期盼袁似乎等人遥未

傾到興起袁猷亨還彈起身單手揷袋繼續講袁Moon 見

直言以父母為學習目標袁並會親力親為袁陪伴母親

殺死人的甜美笑容袁不少網友都視她為理想女友的

幾袁一輛價値約 129 萬元的凌志房車駛到 Moon 的

狀即指天篤地講笑氹番對方開心遥

出席保良局活動及巡視學校袁日前猷亨更成為總理

藍本袁見到劇中的她穿起婚紗袁小露香肩袁令網友高

面前袁伊人登時進入開心 Mode袁烏低身跟坐在車內

斷正分頭走浴

之一遥

呼院腋有戀愛感覺浴夜網友除了指她無論長髮或短髮

陳志堅

身為新一代城中鑽石筍盤的猷亨緋聞不多袁但對

都相當有氣質外袁又擁有五呎八吋半高人一等的身

水袁猷亨可能怕尷尬袁急急上車由司機接送離開袁目

長髮女子情有獨鍾遥2010 年袁他被踢爆和 o 靚模文

材袁平日出席活動時又經常大騷 42 吋長腿袁確實非

送猷亨車尾駛離腋亨 Moon 角夜後袁Moon 立即猛講

宇拍拖袁被拍得在銅鑼灣穿情侶裝拍拖兼當街食豬

常吸睛遥

最新 E4D 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院

全新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牙週
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網址：www.jenniferchenperio.net
郵箱：delightdental@gmail.com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9889 Bellaire Blvd., #322
3524 Hwy 6 South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特聘修复專家

Tel: 713-995-0086

Tel: 281-565-0255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 Saint Louis 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 的微笑﹗
美麗
愛心﹑耐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成人﹕
各類牙齒不齊﹐
牙間隙﹐
牙齒美容
小孩﹕
不同年齡﹐
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
如﹕
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
牙間隙過大﹐
小下頜﹐
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
如﹕
吐舌頭﹐
吮手指﹐
夜磨牙﹐
緊咬牙﹐
張口呼吸等等...

通英﹑
國﹑
粵語

713-981-1888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唯美視學
唯美視學Best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接受各類保險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

本店推出

Vision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

專精控制兒童近視 :不用配鏡，不用點藥，不
用開刀，讓您小孩摘下眼鏡，重見光明。
眼
鏡 :所有鏡框 10% Off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內）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侯大任 臉部整形
Tang Ho

NBA 常規賽進入到最後壹天的激烈角逐當中
常規賽進入到最後壹天的激烈角逐當中，
，勇士主場以 133
133-126 擊敗掘金
擊敗掘金。
。湯
普森只打了 16 分鐘就貢獻 25 分，庫裏 10 分 4 籃板 7 助攻
助攻，
，斯佩茨 17 分 8 籃板
籃板。
。掘金球
星勞森 4 分 8 助攻
助攻，
，加裏納利和錢德勒均貢獻 18 分。

, M.D., M.Sc.
UT-Houston Facial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歡迎事先預約

主治

彭莉

劉佩玥憑劇集 叶四個女仔三個 BAR曳榮升 腋女

未幾有工作人員發現記者袁即向 腋亨 Moon夜通

植牙及相關疾病
牙齦、牙床、牙齒美容、全口修复
各類牙周病、全數碼設備

勇士勝掘金 湯普森直殺籃下加裏納利強攻

球迷舉杯盼尤文奪冠
悍將怒吼響徹賽場

該名年輕俊男正是賭王何鴻燊與四太梁安琪所

體育圖片

Moon 出身小康之家袁家住沙田第一城的大單

Moon 是城中難得的腋蒸餾水夜袁以為她一直事業

一袋食物與 Moon 拐入暗角遥

在孟加拉國首都達卡，
在孟加拉國首都達卡
，民眾在街頭慶祝孟歷新年
民眾在街頭慶祝孟歷新年。
。當日
當日，
，孟加拉國民眾在首都達
卡和全國各地舉行新年遊行等活動，慶祝孟歷新年
卡和全國各地舉行新年遊行等活動，
慶祝孟歷新年。
。

劉佩玥可謂出身港姐世家袁其母林嬌曾參選

家住沙田第一城的她袁返工放工出入電視城都是坐

一名年輕男士寒暄幾句袁該名男士隨後落車袁拿着

孟加拉國慶祝孟歷新年

風度護花遥

除了猷亨外袁其實 Moon 平日都是異性絕緣體袁

1.鼻息肉、鼻中隔彎曲及鼻部疾病。
2.去眼袋手術及淚溝填充注射。
3.肉毒桿菌(Botox)去除臉部皺紋、
瘦小腿、瘦臉。
4.玻尿酸(Restylane, Juvederm)隆鼻、
墊下巴、去法令紋。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醫學博士
★貝勒醫學院耳鼻喉頭頸部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外科專科醫師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通國、英語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6400 Fannin St., Suite 2700 Houston, Tx 77030(醫學中心內) Fax: 713-383-1410 website : www.ut-ent.org

A3

南非海濱城市德班附近黑人城鎮發生的暴力排外事件連日來持續升級，多家外國人經營的商店被洗
劫和焚燒。騷亂已造成至少 4 人死亡，上千名外國人流離失所尋求庇護。圖為一名外國人在一場騷亂中
逃到街頭，手持匕首自衛。

大腸袁惟他當時否認戀情袁姊姊超盈更代弟出頭袁指

電話袁疑是向猷亨報吿現場情況袁顯得十分焦急遥

又靚又叻袁不過戀情只維持約一年多袁翌年 11 月猷

一邊食一邊談心袁善解人意的 Moon 見猷亨喪吐苦

Monday, April 20, 2015

好心情遥渊完冤

暗角處袁Moon 即放下戒心對猷亨施冧功甜笑賣萌袁 猷亨與母親梁安琪尧家姐何超盈和細妹何超欣都是
令對方相當受落遥

2015 年 4 月 20 日

長袁感恩此刻我仍做

其實早於去年中袁傅穎接受周刋專訪時袁已曾爆

眼見同被無綫點名力捧的陳凱琳和蔡思貝戀事

星期一

外國人流離失所街頭持刀自衛

穎渊Theresa冤袁近日被指與北京富二代秘婚袁她今日

能某些熟某些未必好夾袁人之常情袁但不一齊 lunch

2015 年 4 月 20 日

新聞圖片

南非德班排外騷亂

近年專注在內地發展的前組合 Cookies 成員傅

星期一

A10

20142014
-15 賽季歐冠 1/4 決賽首回合開打
決賽首回合開打，
，尤文圖斯坐鎮主場對陣摩
納哥 ， 尤文通過爭議點球由比達爾破門
納哥，
尤文通過爭議點球由比達爾破門，
， 最終尤文主場 1-0 戰勝摩納
哥 ，在兩回合比賽占據先機
在兩回合比賽占據先機。
。圖為比達爾破門
圖為比達爾破門。
。

全美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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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 20 日

Monday, April 20, 2015

伊核談判仍在進行中
歐巴馬吁國會對伊核談判保持“耐心”

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歐巴馬 17 日說
，伊核談判仍在進行中，全面協議尚
未達成，美國國會對此需要保持“耐
心”。
歐巴馬當天在與到訪的義大利總理
倫齊會談後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表示，
對國會尋求就伊核問題協議採取的任何
舉措，他一開始就有兩個擔心，一是國
會的舉動會使伊核談判脫軌或阻撓達成
一項協議，二是總統與外國談判達成政
治協議的特權受到侵犯。
歐巴馬稱，如果伊核問題六國(美國

、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和德國)最
終與伊朗達成全面協議，國會將有“充
足機會”對協議加以審議併發表意見。
他說：“但目前我們仍在談判，因此要
有些耐心。”
經過艱苦談判，伊核談判各方于 4
月 2 日在瑞士洛桑達成一項框架協議，
各方尋求在 6 月 30 日前達成一項全面協
議。新一輪談判定於本月 22 日在維也納
舉行，美國副國務卿舍曼將參加會談。
歐巴馬政府對“歷史性的”伊核問
題框架協議表示歡迎。但美國國會共和

黨和部分民主黨議員則對伊朗談判動機
提出質疑，認為框架協議不足以阻止伊
朗發展核武器，要求對伊核問題全面協
議加以審議並投票表決。
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14 日通
過一項經過修正的議案。議案雖然禁止
歐巴馬政府在國會審議伊核問題全面協
議期間解除對伊朗制裁，但把審議期限
從最初的 60 天減少到 52 天，刪除要求伊
朗聲明不支援恐怖主義等白宮認為將會
破壞伊核談判的“毒藥”條款，同時准
許歐巴馬政府最晚于 7 月 9 日向國會提交

伊核問題全面協議。議案將在參議院通
過後提交眾議院審議表決。
歐巴馬在聯合記者會上表示，如果
國會最終通過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議案
沒有附加“毒藥”或其他修正條款，那
麼他將予以簽署使之成為法律。歐巴馬
此前一直威脅要否決最初的議案草案。
倫齊就伊核問題達成框架協議向歐
巴馬表示祝賀，同時他希望能在 6 月底
前達成全面協議。
談到利比亞人向義大利非法偷渡問
題，倫齊強調，阻止偷渡的唯一途徑是

今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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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利比亞局勢穩定，為此義大利將在
採取外交途徑和反恐行動方面發揮領導
作用，但阻止地中海上的偷渡活動應是
所有歐洲國家的一項首要任務。
歐巴馬說，必須像對待索馬利亞一
樣防範利比亞領土成為恐怖行動的“避
風港”，解決之道在於利比亞成立一個
能夠控制邊境和開展合作的政府，而這
需要時間。美國將與義大利等國合作在
利比亞反恐，同時必須鼓勵對利比亞各
派別有影響力的海灣一些國家“更有合
作精神”。

美國暴風雪來襲
懷俄明州 70 車連環撞多人被送醫

揖文匯網訊铱(記者 林心澄)特首梁振英早前的施

星期一

美明裏暗裏阻撓亞投行
媒體：美對己影響力缺安全感

綜合報導 “中方願意與各國一道，
維護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最近，中
國總理李克強接受西方媒體採訪時這樣
說。“(亞投行)應該是對國際金融體系
的一個補充。”
這是中國對外界質疑的一次回應。
目前，折磨這世界的一個重要問題
就是總需求疲軟，最需要做的是將收入
超過消費地方的儲蓄予以利用，投入急
需投資的地方。亞投行正推動世界的資
金流向正確的地方。這基本上已經是各
方的共識。
但是，美國卻在明裏暗裏阻撓各國
加入亞投行。這只能說明：美國小氣了
，而其根源則在於，美國對自己的全球
影響力越來越缺乏安全感。
二戰後，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了現
有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設計。自冷戰結
束，美國就一直處於世界巔峰。但是，
時移世易。如今，眼睜睜地看著新興大
國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不斷上升，美
國或許感受到了一種深深的無力感。
正如有些分析犀利地指出的，美國
其實才不想要什麼七國集團、二十國集

團，美國最希望的是保持自己一國獨大
。美國親自參與創立了聯合國、世界銀
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給
世界描繪出美好的畫卷。然而，在過去
幾十年中，美國的行為不只一次地讓世
界看到：對於美國而言，這些機構合手
時就拿來用，不聽話時便拋擲一旁。比
如，十幾年前，美國悍然發動伊拉克戰
爭就是對聯合國權威的一次公開蔑視。
對於美國而言，為所欲為可能已經
成為一種習慣，一種不容易戒掉的癮。
但是，改變已經發生了。如今，美國的
多數盟友都已申請加入亞投行，突顯出
地緣政治實力重心正在向東方轉移。
在美國眼中，這是赤裸裸的挑戰，
意味著它曾緊握手中的霸權正如沙子般
流走。美國完全沒考慮的是，阻撓各國
加入亞投行事實上是在剝奪各國的一次
重要發展機會。
中國總理的表態則是明確告訴世界
：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受益者，中國
願意與各國一道，共同推動這個體系朝
著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的方向發展。
亞投行或將成為現行國際金融秩序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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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超級特硬彈簧
床墊，物美價廉。

30 種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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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您選擇
8 種骨科醫生設計的床
睡得平安，
睡得平安
，健康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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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美國駐伊拉克北部庫爾
德自治區首府埃爾比勒的領事館附近 17
日發生汽車炸彈襲擊。一名伊拉克庫爾
德武裝人員告訴新華社記者，爆炸造成
3名伊拉克平民死亡，另有4人受傷。
這名庫爾德武裝人員告訴記者，
當天傍晚，一名自殺式襲擊者駕駛汽
車企圖衝擊位於埃爾比勒市西部安卡
瓦區的美國領事館，警衛人員對其開
槍射擊，襲擊者隨即引爆車上的炸彈
。爆炸造成附近建築和車輛受損，傷
者中包括兩名庫爾德武裝人員。據悉
，美國領事館沒有工作人員或警衛在
此次爆炸襲擊中傷亡。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當天通過社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417-4540

代辦房地產貸款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20080﹐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297,900 ﹒
☆Townehome出租﹐西南區﹐Richmond附近/Eldridge﹐2房2浴﹐＋遊戲間﹐租＄925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56,000﹒
☆華麗房出售, 西北區249/cypresswood,4房3.5浴,3,500呎豪華裝修,售$220,0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200

工廠直銷、批發
工廠直營，全新床墊，
工廠直營，
全新床墊，
歡迎貨比貨，
歡迎貨比貨
，價比價
價比價。
。

交媒體宣稱製造了這起爆炸襲擊事件。
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東部哈比
比亞區和西南部阿米勒區 17 日晚分別
發生汽車炸彈和路邊炸彈襲擊事件。巴
格達警方消息人士告訴新華社記者，襲
擊造成至少 11 人死亡、55 人受傷。
去年 6 月以來，伊拉克爆發嚴重武
裝衝突，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的反政
府武裝佔領伊西部和北部大片土地。美
國在8月份“伊斯蘭國”武裝分子開始進
攻埃爾比勒後對其發起空襲行動，並派
遣軍事顧問對伊安全部隊和庫爾德武裝
人員進行培訓。今年3月底，伊政府軍和
民兵在美國主導的國際聯盟的空中支援
下收復薩拉赫丁省首府提克裏特。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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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德州大學醫學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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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 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Richard Liu
誠實信用
碩士土木工程師
收費合理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832.434.4999 (手機)
備Supra Key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美南科技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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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老店

席夢思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電話：(713)-777-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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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TX 77081
（United plaza 商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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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製 耐 用
消除腰酸背痛

會為被困人員提供食品和住處。懷俄明
州公路巡警稱，連環撞發生在切尼鎮以
西 15 英里處。那條州際公路被迫關閉
50 英里長的一段。
目前，美國國家氣象局已經向懷俄
明東南部發出暴風雪預警和惡劣天氣等
建議，預計部分山區可能降雪達一英尺
(約合 0.3 米)深。
同時，暴風雪天氣也正在侵襲科
羅拉多州，部分山區到 17 日可能降雪
超過 0.6 米。由於這次降雪天氣移動緩
慢 ， 拉 瑞 摩 (Larimer) 和 圓 石 (Boulder)2
縣最大降雪可能達 0.9 米。科羅拉多州
也因為大雪和車禍，關閉了 70 號州際
公路。

美駐伊拉克一領事館附近
汽車炸彈襲擊致 3 死 4 傷

永茂地產

木板床
兼售各式精美傢具

FULL / 件 QUEEN / 件 KING / 件

★好睡床

一條“鯰魚”。中國的希望是實現各方
的互利共贏。
站在亞投行“朋友圈”中心的中國
顯露出泱泱大國的氣度，孤獨站在“圈
”外的美國則是小家子氣盡顯。
4 月 15 日，經現有意向創始成員國
同意，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總數
達 57 個。美國已經攔不住亞投行了。不
過，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就此回心轉意，
改變固有思維。
前幾天，美國防長卡特繞開中國到
日韓走了一遭。在加強與盟友聯繫的同
時，還對中國南海問題指手畫腳。卡特
前腳剛離開，“小兄弟”菲律賓就再次
在中國南海問題上發難。這似乎已經成
為一種定式：美國某些不負責任的說三
道四總會挑動某些“小兄弟”按捺不住
。
整個地球變成一個“村”的時間其
實並不長，全球治理也並沒有一個固定
的、普遍認可的最佳模式。地球村的成
員正在共同摸索最合適的道路。如果有
誰為一己之私阻礙這種探索，只能是螳
臂擋車罷了。

綜合報導 暴風雪天氣本月 16 日再
次襲擊了美國落基山脈部分地區，導致
在該國懷俄明州南部 80 號州際公路上
、大約 70 輛汽車和卡車連環相撞，多
人受傷並被送往醫院，所幸無人遇難。
據報道，當地一家醫療部門的女發
言人貝克(Kathy S. Baker)在 16 日稱，
目前只有 3 人住院，其餘接受治療之後
已經出院。但她未透露上述 3 人的傷情
。當地時間 16 日下午 5 點後，貝克稱那
家醫療中心已經關閉臨時建立的指揮中
心，因為預計不會有更多連環撞的傷者
到來。
她還稱，還有 20 多人沒有受傷，
也被送進醫院吃飯並休息。美國紅十字

演講//展覽
演講
展覽//生日
生日//婚禮
婚禮//週年慶
週年慶//舞會
舞會//表演
場地預定專線：
場地預定專線：
281281
-498
498-4310 Ang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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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育界對腋播獨夜表震驚對敎協藉機腋播獨夜袁不少

薦書籌委會多敎協理事
敎協中人藉推廣閱讀的學生活動腋播獨夜袁令與之

政報吿強調要警惕腋港獨夜的散播袁表明有關風氣不

敎育界中人均大為震驚遥香港敎育政策關注組主席

能鼓吹遥不過袁香港敎育專業人員協會(敎協)卻利用

在事件曝光後袁敎協會長馮偉華回應時卻意圖卸

合作多年的康文署令其成為腋幫兇夜遥

張民炳認為袁每個比賽或活動中的

與康文署轄下公共圖書館多年來的信任及合作關

責袁稱腋敎協理事會並無具體參與評審過程夜袁後又

康文署發言人 16 日回應本報時指袁

籌委會成員盡可能都應持有獨立身

係袁竟在兩者合辦的第二十六屆腋中學生好書龍虎

發聲明表示候選書目是由公開邀請作家尧校長尧老

腋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夜自 1989 年舉辦

份袁與大會機構沒有任何關係袁確保

榜夜向年輕學子腋播獨夜袁將煽動腋港獨夜書籍叶香港城

師尧家長尧出版社推薦袁再由學校圖書館主任和中文

至今已有 26 屆袁署方與敎協繼續合

當中的客觀及公平性遥

邦論域光復本土曳列為 60 本腋中學生好書夜的候選

科老師組成的腋普讀計劃籌委會夜成員選出 60 本書

辦活動旨在提高中學生閱讀興趣袁推

他續說袁今次籌委會涉及多名敎

書目之一袁令政府部門無辜變腋液播獨一幫兇夜假象遥 目袁而選書準包括院一袁題材健康尧正面尧具啟發性尧 廣閱讀風氣遥

協理事及監事袁質疑整個活動根本

康文署指出袁腋一直以來袁該活動由

是腋自己人做夜袁做法値得商榷袁而當

等皆可;三袁近年出版

敎協主理及全面

中的政治取態及主張意見或會偏

及於市面流通遥

負責所有統籌工作袁包括公開

學界中人指袁康文

富敎育意義尧文句通順;二袁語文尧勵志尧通識

署有需要參與籌委
會袁避免學生閱讀
活動因個別團體的

頗袁其書目選擇及評分會傾向腋一面倒夜遥

不過袁敎協未有解

邀請推薦書籍袁再由敎協轄下

香港 敎 聯 會

會長黃

政治取態而變質遥

釋叶城邦域曳一書為何

委員會選出候選書目袁推行中

均瑜亦指袁敎協

理事會

康文署在回覆本報

能符合腋健康尧正面尧具

學生投票選出十本好書袁以及

將選書責任推

卸至活

時袁則首次提及會

啟發性尧富敎育意義夜

籌辦相關的典禮活動等遥夜

動籌委會身上

並不恰

在活動完結後總結

等準則袁及該本政治宣

康文署強調袁當局並不會參

當袁特別是籌委

會主席

及檢討有關安排和

傳書籍為何能包括於

與任何推薦及選舉工作袁其主

成效遥
政治色彩濃厚的敎協袁早前被揭發公然向中學生

由理事擔任袁腋更加不可以置身事外遥夜

腋語文尧勵志尧通識夜範疇內遥香

要角色是為

被問及康文署在事件中的角

港文匯報再翻查有關 腋普讀計

頒獎典禮提

色袁張民炳認為袁其作為政府部門

腋播獨夜袁於原意作推廣閱讀風氣及提高中學生閱讀

劃籌委會夜成員名單袁發現該籌委會正是由敎協理

供場地及負擔部分開支袁並在圖

應該具有清晰的立場袁建議可派員

興趣而舉辦的腋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夜活動袁在事先

事擔任主席袁成員中更有多名現屆及往屆敎協理事

書館安排展覽遥至於未來發展袁

加入籌委會袁與敎協共同商討有關

腋篩選夜60 本候選推薦書目時腋下手腳夜袁藉機混入煽

及監事遥惟敎協兩次回應都對此隻字不提袁令人更

康文署則首次表明會按當局一

的書籍名單袁腋按現時情況來看袁康

動腋港獨夜的叶香港城邦論域光復本土曳一書袁將其美

質疑腋籌委會夜獨立性遥

貫政策袁在活動完結後總結及檢

文署只是名義上參與舉辦袁但實際

討安排和成效袁以持續優化圖書

上的工作很有限度袁日後必須檢討

化成腋中學生好書夜遥

4 月 17 日消息，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的維克托維爾的沙漠中，有一個飛機墳場，這裡有英國和中國航空公司的老舊波
音 747 客機，以及聯邦快遞的退役飛機。沙漠中乾燥的空氣可以充當防腐劑，保證飛機不被腐蝕。儲存在這裡的大部分
飛機最終會被當做二手客機而轉售，有的則被拆卸，其零件將會被回收利用。

2015 年 4 月 20 日

康文署首承諾檢討安排

館各項服務遥

揖文匯網訊铱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17 日再

情況有沒有角色袁以及聯合國或轄下機構是否可以

性夜袁10 月中旬他又宣稱腋英國應為香港人的自由權

度舉行聽證會袁腋瞭解夜叶中英聯合聲明曳的落實情

監察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等遥香港特區政制及內地

利站出來夜遥10 月 23 日袁香港民主黨到聯合國人權

況遥多名香港議員譴責英國再次公然干預香港內部

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回應說袁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無

委員會腋作證夜袁要求關注香港政制發展遥11 月袁當

事務袁而反對派要員配合腋作證夜袁被批喪失國格遥

主權袁無治權袁無監督權袁不存在所謂道義責任遥民

腋佔中夜行動在香港已陷入窮途末路之際袁美國繼

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袁清朝在與英國的第一次

據環球時報

主黨前主席何俊仁追問稱袁腋聯

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會夜年度報告用了 20 頁篇幅

鴉片戰爭中戰敗遥清政府代表在泊於南京下關江面

綜合報道袁英國

合聲明完成歷史任務袁是否代

對港政改胡謅一通外袁美國國會腋中國問

的英軍旗艦康華麗號(亦譯

下議院外交事務

表 液50 年不變一的條文煙消雲

題委員會夜又召開腋聽證會夜袁邀請腋末代

作皋華麗號)上與英國簽署

委 員 會 17 日 舉

散?夜對此袁譚志源回答說袁聯合

港督夜彭定康在倫敦透過視像衛星越洋

叶中英南京條約曳遥叶南京條

行有關中英聯合

聲明涉及簽署至 1997 年 6 月

腋作證夜袁稱西方國家應公開對香港問題

約曳又稱叶江寧條約曳袁是中

聲明的聽證會遥

30 日 的 時

發聲遥英國外交事

國近代史上與外國簽訂的

香港叶南華早報曳

間 袁 而 腋50

務委員會的議員則

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袁是中國

前總編輯范力行

年 不 變 夜條

計 劃 到 港 調 查 袁結

第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遥

(JonathanFenby)

文是寫於聯

果被北京拒絕入

中英叶南京條約曳(又稱叶江

參與過程遥夜

境遥

新聞資料院

寧條約曳)共 13 款袁主要內容是院

在腋作證夜時稱袁中央政府希望緊緊控制香港政治和

合聲明第三條袁這是中央政府的

經濟袁而香港物業市場和零售業需要內地買家及顧

聲明袁而非中央政府與英國的聯

對於英國的諸多花招袁工聯

宣佈結束戰爭遥兩國關係由戰爭狀態進入和平狀

客袁令香港政治改革緩慢袁又稱特區政府比較重視

合聲明袁因此英方對回歸後的香

會議員王國興說袁部分反對派

態遥清朝政府開放廣州尧廈門尧福州尧寧波尧上海等五

與內地的關係袁忽略港人的民主訴求遥范力行同時

港無監督權遥

中人腋應邀作證夜袁是公然配合

處為通商口岸(史稱腋五口通商夜)袁准許英國派駐領

承認在 1995 年至 1999 年擔任叶南華早報曳總編輯期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尧法學

間袁從未直接受到來自中央或特區政府的審查和壓

博士宋小莊表示袁叶中英聯合聲

力袁香港傳媒的內部壓力增加袁主要是來自與內地

明曳曾送交聯合國登記袁允許各類國際組織引用叶聲

民尧香港市民構成極大傷

片袁1200 萬銀元賠償英

有良好和重要關係尧在內地有巨額投資的老闆遥在

明曳內容袁但不代表聯合國對聲明落實存在監察權遥 害遥金融界立法會議員吳

國 軍 費 袁300 萬 銀 元 償

港參與腋佔領夜英國總領館行動的香港大學學生 Hui

他說袁英國國會在極為敏感的腋佔領行動夜期間袁做

亮星也說袁香港事務是中

還商人債務遥其款分 4

SinTung 及中文大學學生 Tang Chi Tak 則稱袁中央

出赴港調查的決定腋非常愚蠢尧缺少依據夜袁聯合國

國內政袁其他國家無權指

年交納清楚袁倘未能按

政府多次違反叶中英聯合聲明曳袁包括腋剝奪夜內文訂

憲章中已列明各國主權平等袁腋一個國家並不擁有

指點點袁有香港反對派議

期交足袁則酌定每年百

明港人能繼續享有的新聞自由尧集會自由及普及選

調查另一個國家的權力夜遥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持

員腋配合夜出席聽證會袁明

元應加利息 5 銀元遥割

舉權利袁英國應該迫使中國腋履行夜聯合聲明並做出

續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也說袁英國國會在香港

顯是招引外國勢力干涉

地遥割香港島給英國袁英

譴責袁甚至重啟叶南京條約曳及叶天津條約曳遥此外袁民

回歸後並未對香港展開大規模調查袁僅每半年就香

國家內部事務遥另據叶東

軍撤出南京尧定海等處

主黨主席劉慧卿 18 日也通過視像向英國國會 腋作

港事宜進行討論袁並由英國駐港總領館向英國外交

方日報曳18 日報道袁權威

江面和島嶼遥廢除清政

供夜袁稱英國有責任保障香港的自由和生活方式遥社

部報告袁腋這樣的頻率和做法已經足夠夜袁外交事務

消息透露袁特區政府將於

府原有的公行自主貿易

民連副主席吳文遠早前已在網上透露袁他會親自赴

委員會的做法實際是添亂袁並有干涉香港政治問題

明年 1 月 7 日展開政改

制度袁准許英商與華商

英與委員見面遥

的嫌疑遥

第二階段咨詢袁由於腋佔領行動夜削弱內地對香港的

自由貿易遥英商進出口貨物繳納的稅款袁中國需與

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袁 事袁准許英商及其家屬自由居住遥賠款遥清政府向英
是喪失國格的行為袁對中國人

國賠款 2100 萬銀元袁其中 600 萬銀元賠償被焚鴉

與此同時袁香港反對派議員 17 日在立法會大會

英美等外國勢力一再插手香港內部事務袁近來趁

信任袁中央將進一步收緊特首普選方案的討論空

英國商定;中國的關稅自主權開始喪失遥以口頭協議

借題發揮遥工黨主席李卓人質詢時要求特區政府解

腋佔中夜之機袁插手頻率更是有增無減遥9 月底袁英國

間袁俗稱腋出閘夜門檻的提名程序將一律從嚴袁最多

決定中英民間腋訴訟之事夜袁腋英商歸英國自理夜;中國

釋英國作為聯合聲明簽署方之一袁在回歸及之後對

首相卡梅倫稱袁腋英國與中國達成的協議中提到了

只會放寬腋入閘夜門檻袁讓更多泛民在較長的爭取提

的司法主權開始受到侵害遥中英兩國各自釋放對方

聯合聲明所載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落實

在液一國兩制一框架下袁香港擁有民主對未來的重要

名期內腋陪跑夜遥

軍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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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s Said to Use Powerful New Weapon to Censor Internet

向伊朗供應防空導彈系統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net filter — known as the Great Firewall — to redirect overwhelming amounts of traffic to its targets. Now, research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nd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say China did not use the Great Firewall after all,
but rather a powerful new weapon that they are
calling the Great Cannon.
The Great Cannon, the researchers said in a report published on Friday, allows China to intercept foreign web traffic as it flows to Chinese
websites, inject malicious code and repurpose
the traffic as Beijing sees fit.
The system was used, they said, to intercept
web and advertising traffic intended for Baidu —
China’ s biggest search engine company — and
fire it at GitHub, a popular site for programmers,
and GreatFire.org, a nonprofit that runs mirror images of sites that are blocked inside China. The

Bill Marczak, right, a co-author of the
report on a powerful new Chinese
cyberweapon, with Morgan Marquis-Boire,
a fellow Citizen Lab researcher, Thor Swif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fic and direct it — on a giant scale — to any website, in what is called a"man in the middle attack."
China's new Internet weapon, the report says, is
similar to one developed and us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and its British counterpart,
GCHQ, a system outlined in classified documents leaked by Edward J. Snowden, the former
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contractor. The American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s, which
were published by The Intercept, can deploy a
system of programs that can intercept web traffic
on a mass scale and redirect it to a site of their
choosing. The N.S.A. and its partners appear to
use the programs for targeted surveillance,
whereas China appears to use the Great Cannon
for an aggressive form of censorship.

The similarities of the programs may put American officials on awkward footing, the researchers
argue in their report. “ This precedent will make it
difficult for Western governments to credibly complain about others utilizing similar techniques,”
they write.
Still, the Chinese program illustrates how far officials in Beijing are willing to go to censor Internet
content they deem hostile. “ This is just one part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s push to gain tighter control over the Internet and remove any challenges
to the party,” said James A. Lewis, a security expert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in Washington. Beijing continues to increase its censorship efforts under its State Internet Information
Office, an office created under Mr. Xi to gain tight-

統是善意的體現，
可以激勵伊朗方
面為解決伊核問
題邁出更實質性
的步伐。

er control over the Internet within the country and
to clamp down on online activism. In a series of
recent statements, Lu Wei, China’ s Internet
czar, has call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spect China’ s Internet policies.
Sarah McKune, a senior legal adviser at the Citizen Lab at the 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a co-author of the
report, said, “ The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that efforts to serve what it views as hostile content inside China’ s borders is a hostile
and provocative act that is a threat to its regime
stability and ultimately its national security.”
The attacks also show the extent to which Beijing
is willing to sacrifice other national goals, even
economic ones, in the name of censorship. Baidu is China’ s most visited site, receiving an estimated 5.2 million unique visito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st 30 days, according to Alexa, a
web ranking service.
Kaiser Kuo, a Baidu spokesman, said that Baidu
was not complicit in the attacks and that its own
networks had not been breached. But by sweeping up Baidu’ s would-be visitors in its attacks, researchers and foreign policy experts say, Beijing
could harm the company’ s reputation and market share overseas.
Beijing has recently said that it plans to help Chinese Internet companies extend their influence
and customer base abroad. At a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People’ s Congress in China last month,
Premier Li Keqiang announced a new “ Internet
Plus” action plan to “ encourag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dustrial networks
and Internet banking and to guide Internet-based
companies to increase their pres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China Doesn't Want To Finance Nicaragua's
Canal, Panama Canal Authority Say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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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此時恢復？
俄羅斯此時恢復向伊朗供應 S-300 防空導彈系
統，主要是基於以下三方面考慮：
一是伊核問題有所進展。經過長期艱難談判，
伊朗與相關六國 4 月初達成伊核問題框架性解決方
案，為 6 月底前達成最終全面協議奠定了基礎。俄
方認為，基於這一背景，國際社會對伊制裁可以逐
步取消，此時俄恢復向伊朗供應 S-300 防空導彈系

二是此舉有利於維護俄商業利益和聲譽。俄
方與伊朗 2007 年簽署了出售 S-300 防空導彈系統
的合同，但一直沒有交貨。後根據聯合國安理會
決議，俄于 2010 年 9 月宣佈停售該武器系統，伊
朗隨後向俄方要求 40 億美元的違約賠償金。應
當說，俄恢復向伊朗供貨，主要是出於商業利益
和聲譽的考慮。
三是俄方認為此舉有助於維護中東地區的和
平。俄外長拉伕羅夫 13 日表示，該防空導彈系統
僅具有防衛性質，俄向伊朗供應該型武器不會對包
括以色列在內的中東地區其他國家的安全構成威
脅。同時，考慮到伊朗和中東地區的安全形勢和

需求，尤其是當前日益緊張的葉門局勢，S-300 防
空導彈系統在中東地區有客觀需求。
會否影響伊核問題進程和俄與西方的關係？
俄羅斯方面認為，俄恢復向伊朗供應 S-300 防
空導彈系統有利於伊核問題的進展。伊朗方面一直
堅持，伊朗履行解決伊核問題相關承諾的基礎是國
際社會取消對伊制裁。俄此時此舉正符合伊朗需
求。雖然遭到以色列反對，但由於以對伊核問題
會談的影響較小，俄此舉總體上仍有助於推動伊核
問題的進展。
儘管美國明確對俄羅斯此舉表示反對，但俄方
認為，此次恢復向伊朗供應 S-300 防空導彈系統，
不會對俄與西方關係產生實質性影響，俄與西方的
關係仍然會維持在較低水準。俄方認為，俄西關係
惡化主要由烏克蘭問題引起，西方以“俄羅斯支援
烏東部民間武裝”為由對俄實施多輪制裁，是俄西
關係跌入低谷的主要原因。

匈牙利國會授權向

摩爾多瓦富翁提供

伊拉克派兵打擊“伊斯蘭國”

百萬獎金激勵“超級人瑞”
歐洲小國摩爾多瓦（Moldova）一位
渴望永生的千萬富翁日前宣佈，他將向
世上第一個活到 123 歲的人贈 100 萬美元。
這名富翁名叫德米特裏· 卡明斯基（Dmitry Kaminskiy），是香港一家名叫“深入
認識”風投公司（Deep Knowledge Ventures）的資深合夥人。他希 望他那一百
萬美元的獎金能觸生一個新興群體——
“超級人瑞（Supercenternarians）”。
卡明斯基稱有關幹細胞、組織回復
及再生醫學的研究會讓人類的年齡突破
120 歲這個目前看來的“絕對大限”。
“我們生活在人類發展史上一個最激動
人心的時代，新科技以指數型增長，並
且對我們的生活產生根本性變革。”卡
明斯基對本報記者說，“他們本人可能
沒有意識到，現在的這些超級人瑞很可
能活到下個世紀，只要他們堅持到相關
變革性技術發明出來。我希望我提供的
獎金能激發他們活著的慾念，從而活得
更久。”
法國的詹妮· 卡門（Jeanne Calment）
是目前有記錄在案的最長壽的人，享年
122 周歲半，于 1997 年離開人世。然而現
在已經有不少超級人瑞可以作為 打破卡

綜合報導 匈牙利國會通過一項決議，決定向伊拉克北部派出最
多 150 名軍人，以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當 天 ， 國 會 以 137 票 贊 成 、 57 票 反 對 的 結 果 通 過 國 防 部 長 亨
德· 喬鮑提交的決議草案。根據決議，匈牙利軍人將在伊拉克北
部 庫 爾 德 自 治 區 首 府 埃 爾 比 勒 的 基 地 履 行 其 任 務 ， 直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匈牙 利 外 交 與 對 外 經 濟 部 長 西 亞 爾 托 在 當 天 的 記 者 會 上 表
示，匈牙利的派兵進程可能從 5 月中下旬開始至 8 月底結束。由
6 名 軍 官 領 導 的 110 名 軍 人 和 由 4 人 組 成 的 技 術 偵 察 小 組 將 在 伊
拉 克 北 部 執 行 使 命 ， 另 外 有 27 人 將 在 匈 牙 利 國 內 待 命 ， 以 確 保
輪換。
西亞爾托說，“伊斯蘭國”對世界意味著威脅，該組織對整個
西方價值體系發起了全面的野蠻攻擊，因此政府建議國會支援派兵。
國會授權派兵是明智和負責任的。
西亞爾托最近表示 ，此次派兵的預算不超過 200 億福林（約合
7200 萬美元）。
3 月 6 日，西亞爾托表示，美國已正式請求匈牙利進一步參
與打擊“伊斯蘭國”的國際行動。他說，匈牙利軍人的任務是參
與訓練當地士兵。
去年 9 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對“伊斯蘭國”實施系統性空
襲，同時組建一個廣泛的打擊“伊斯蘭國”國際聯盟。

瑞典研究發現導致男性
性侵“罪魁禍首”是基因

腳
★顯微手術
★平板足
趾 趾囊腫
★拇
★香港腳

治療項目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Wednesbury Medical Building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榮獲 2005 H-Texas 雜誌
※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新 推 出 雷射治療 『
灰指甲』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設有 X-RAY 復健設備

特價優惠 $100.00 OFF

www.advancedfootdocs.com

電話： 713-772-3338(FEET)通曉普通話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

微笑牙科

We Smile Dental

• 拔牙，補牙，鑲牙，植牙，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 N2O 笑氣鎮靜結合 STA 電腦麻醉機，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門紀錄的候選人
了，現年 115 周歲
的傑瑞蘭· 泰利
（Jeralean Talley）
是目前仍在世且
有記錄可查的最
長壽的人，還有
蘇珊娜· 馬斯哈
特· 瓊斯 （Susannah Mushatt Jones），同
樣是 115 周歲。她們二人都是美國人，泰
利比瓊斯大 44 天。
卡明斯基的百萬獎金激勵政策是否
會產生他期望的效果？這仍有待觀望，
但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在該領域利用他
所有的資源製造新聞了。在今年 1 月舊
金山的摩根大通醫療保健大會（JPMorgan Health Care Conference）上，卡明斯
基與研究抗衰老的電子醫藥股份有限公
司（Insilico Medicine Inc）的首席執行官
亞 歷 克 斯 · 扎 沃 洛 科 夫 博 士 （Dr Alex
Zhavoronkov）打賭價值 100 萬美元的股票
看誰能活到超過 100 歲。
扎沃洛科夫博士認為今天的長生科
學就像電腦之於 70 年代，網路之於 90 年
代中期，只是剛剛起步，但一旦有了突

ALLCARE
MEDICAL CENTER

8200 Wednesbury Lane,Suite 210
Houston, Texas 77074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是否違反安理會決議？
俄方認為，S-300 防空導彈系統為防禦性武
器 ，而 2010 年 6 月聯合國安理會第 1929 號決議中
規定的是，禁止向伊朗提供進攻性現代化武器。因
此，恢復該武器供應並不違背聯合國相關決議。
俄羅斯輿論認為，2010 年 9 月，俄羅斯時任
總統梅德韋傑夫之所以簽署此項武器禁令，是因
為當時俄美關係正處於緩和階段，俄方增加對伊
制裁，是為了向美國作出友好姿態，以促進俄美
關係。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瑪麗· 哈夫也表示，雖然
美國認為俄方現在向伊朗出售導彈防禦系統時機
尚不成熟，但俄羅斯此舉並不違反聯合國安理會
的決議。

破，對於人類發展而言就是革命性的進
步。
從歷史角度來看，獎金一定程度
上改變了科學和文化的發展進程，甚
至改變了人類看待世界的方式。例如
每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頒發的諾貝爾
獎，這也許是世上最著名、也是人們
最夢寐以求的獎項了。科學家和和平
主義者們可能通過獲得諾貝爾獎而一
夜成名。誰知道卡明斯基設置的這份
有著百萬獎金的“長壽獎”會不會演
變成未來某個固定的著名獎項。也許
當人類長壽紀錄突破 123 歲時還會有其
他富翁為這些超級人瑞設立新的“長
壽獎”，而這很可能成為一種趨勢 ，
未 來 可 能 出 現 135 歲 ， 甚 至 150 歲 的
“長壽獎”。

宇航員可享美味咖啡

綜合報導 俗話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每
個人的性格多少都會受到家族基因的影響。但是，基因是否僅僅影
響下一代的外貌和性格呢？據報道，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的研究
人員開展的一項最新研究發現，男性的性犯罪可能和其先天的遺傳
基因息息相關。
研究 人 員 對 1973-2009 年 間 曾 涉 嫌 猥 褻 兒 童 、 性 騷 擾 和 強 姦 等
罪 行 的 21566 名 人 員 進 行 了 一 系 列 調 查 研 究 。 結 果 發 現 ， 若 其 親
兄弟曾有性侵犯的記錄，這樣的男性群體的性侵犯犯罪幾率是普
通人的 5 倍。父親有過性侵犯記錄的男性群體的性侵犯犯罪幾率
是普通人的 4 倍之多。 這一系列的數據都表明，男性性侵和其
家庭的男性基因是密切相關的。而在此次調查中，由於女性人數
不 到 總 人 數 的 1% ， 並 不 具 有 代 表 性 ， 因 而 並 未 把 女 性 作 為 重 點
研究對象。
研究人員還表示，這一系列性犯罪的發生主要是受一時衝動、性慾
高漲和性變態等基因因素的驅動。但是，這並不表明已經發現了任何性
侵犯的基因。這一結果只能說明基因因素的確對性侵犯犯罪動機有一定
影響。
據 悉 ， 研 究 人 員 還 將 大 規 模 開 展 對 DNA 樣 本 的 研 究 ， 以 便 能
進一步探究導致性侵行為的基因遺傳模式。

李岳樺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蓋裏尼的發言
人凱瑟琳· 雷表示，歐盟對俄方此舉表示關切，但
並不認為這會影響正在進行中的伊核談判。

首臺濃縮咖啡機將被送上太空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99

姚聖坤

˙各種內科 ˙血尿化驗
˙各種疾患 ˙X-Ray
˙外傷與急診˙心電圖
˙正常體檢 ˙隨到隨診

綜合報導 咖啡機要上太空了，
民間宇宙飛船 Space X 在即將執行
的運輸任務中，將送一台義大利制
的濃縮咖啡機，前往國際太空站。
據悉，Space X 這趟無人任務，
將運送 1800 公斤的補給品，前往國
際太空站，裏面有食物和研究設
備 ，咖啡機是替義大利女航太員莎
曼莎· 克裏斯托佛芮提準備的，咖啡
機原本是今年 1 月份，她抵達國際
太空站不久之後，就該送到。但因
為發射任務出了點差錯，未能及時
送達。
報道稱，送上太空的咖啡機有
特殊設計，廠商與機械公司和義大
利太空機構費了一番研究，機器獲
得美國太空總署安全認證。
太空總署官員說，航太員在國
際太空站上一待就是好幾個月，讓
他們在任務期間，像在家一樣舒
服 ，是很重要的，目前，國際太空
站上的航太員只能喝到速溶咖啡。

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醫學博士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BOARD Certified，ABIM)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服務項目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HOUSTON

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法令，撤銷此前禁令，恢
復向伊朗供應 S-300 防空導彈系統。俄羅斯此舉引
起各方關注。

專科

Nicaragua’ s interoceanic canal project is still making headway despite
ongoing trepidation over potential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opaque financing details. But this week one of
the project’ s main skeptics, the administrator of the nearby Panama
Canal, threw some cold water on
suspicion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y be behind the deal.
“ I just returned from China, and
builders there told me that no state
company has any interest in financing the [Nicaragua canal] project,”
said Jorge Luis Quijano, administrator of the Panama Canal Authority,
on Monday, according to local reports. He was speaking at an open-

Wang has remained tight-lipped
about investors he has secured to
help finance the canal. But his company, the Hong Kong Nicaragua Canal Development Group, or HKND,
began building auxiliary roads
around the planned canal site in December while local protests continued to draw in thousands of peopl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ties
and foreign ministries also have remained wary of the project. The U.S.
Embassy issued a statement in January expressing concern about a
lack of transparency around the canal, and Costa Rican officials said
their letters ask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have largely been ignored. The
Nicaraguan government commissioned London-based firm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Management to
conduct a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which is expected to be
released in May. But critics say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is needed.

"Building Bridges 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Hong Kong Nicaragua Canal
Development Group Chairman
Wang Jing greets youths during
the start of the first works of the
Interoceanic Grand Canal in
Brito, Nicaragua, Dec. 22, 2014.
Jairo Cajina/Presidential Palace
Nicaragua/Reuters

ing session of the Panama Maritime
World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an annual gathering of international
maritime industry professionals.
Quijano also said it was “ not worth
it” to invest billions in the Nicaragua
canal, particularly as the Panama
Canal is working on its own less expensive expansion. “ Let’ s concentrate on our canal. We have given
more publicity to [Nicaragua’ s] canal more than our own,” he said.
“ We are doing things well: We have
87.5 percent of the canal already expanded; over there, they have hardly begun constructing a road.”
Nicaragua has long been planning a
canal that would be wider, deeper
and longer than Panama’ s, ready to
handle a new generation of container ships and make the country the
epicenter of maritime transit in the
region. But the plans have faced
fierce resistance from environmentalists, local landowners and other Nicaraguans who doubt that the estimated $50 billion price tag will ultimately benefit the country. The government’ s no-bid contract to build
and maintain the canal, given to little-known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billionaire Wang Jing, also has
stoked suspicion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y be quietly funding
the project. (“ Get out, Chinese” has
been a common refrain at protests
against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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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為何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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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ks against the services continued
on Thursday, the researchers said, even
though both sites appeared to be operating normally.
But the researchers suggested that the
system could have more powerful capabilities. With a few tweaks, the Great
Cannon could be used to spy on anyone
who happens to fetch content hosted on
a Chinese computer, even by visiting a
non-Chinese website that contains Chinese advertising content.
“ The operational deployment of the
Great Cannon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in state-level information control,” the researchers said in their report.
A tool researchers call the Great Cannon is said to It is, they said, “ the normalization of
have redirected traffic intended for the Chinese
widespread and public use of an attack
search engine Baidu. Reuters
tool to enforce censorship.”
The researchers, who have previously
SAN FRANCISCO — Late last month, China bedone extensive research into government surveilgan flooding American websites with a barrage
lance tools, found that while the infrastructure
of Internet traffic in an apparent effort to take out
and code for the attacks bear similarities to the
services that allow China’ s Internet users to
Great Firewall, the attacks came from a separate
view websites otherwise blocked in the country.
device. The device has the ability not only to
Initial security reports suggested that China had
snoop on Internet traffic but also to alter the trafcrippled the services by exploiting its own 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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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 主治醫師

713-779-3355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頂好廣場內)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周一到周五 8:30AM-5PM

牙科診所
高峰

●北京醫科大學口腔系畢業
●德州大學兒童牙科住院醫師畢業
牙醫博士 ●M.D.Anderson口腔腫瘤專科畢業
●隱適美(Invisalign)矯正Certified
●Hands On人工植牙Certified

●成人牙科 ●兒童牙科
●矯正牙科 ●美容牙科
●牙周病治療 ●人工植牙

★最新 CEREC 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
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
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713-773-9621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頂好廣場內)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 9AM~
4PM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uite 198, Houston, Tx 77077
2505 Park Ave, Suite #B, Pearland, Tx 77581
如果你有頸椎病, 肩周
炎, 腰 腿 疼, 關 節 炎,
手 腳 麻 木, 各 種 外 傷,
工傷, 車禍……

我們可以提供你更有效, 更準確, 更安全
的治療。治療方法先進, 多樣化。
包括超聲波引導下的封閉治療, 透明酯酸潤滑液膝關節注射治療膝關節炎, 脊椎關
節注射, 肌電圖, 超聲波診斷, 物理治療, 牽引治療, 電療, 冷熱療, 心電圖, 血尿化驗
和關節超聲波.
週一至週六
電話:
8:30am-5:00pm
內設針灸診所

713-270-0909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雖然你已嘗試過多種辦法, 可是相信我們可以給你更好更先進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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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登 29 分創聯盟歷史紀録
火箭 7 將上雙擒黃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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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日訊 勇士今日主場險些遭遇末節驚

容易跳投命中後袁湯普森外線繼續開火袁雙方相

魂袁在三節領先 27 分的情况下袁最終以 111-107

差整整 30 分浴緊接着還是湯普森袁站上罰球線兩

驚險取勝袁擊敗灰熊袁主隊戰績提陞到 66 勝袁灰

罰全中袁將個人本場比賽的得分定格在 42 分上遥

熊則經歷兩連敗袁在爭奪西部排名方面處于不利

三節還剩 4 分多鍾時袁科爾將主隊的一干主力悉

的位置遥

數替換下場袁勇士則以 93-66 的大比分袁結束前
三節的爭奪遥

恩-羅伯茨在 69 秒內連入 3 個三分球仍率黃蜂形成對

心中一直有個結，她十分後悔 15 年前自己談

是一個聰明的女人。原諒別人，其實真正
放過的是自己啊！

分手時，毫不修飾地在直播節目上大哭發洩

永博大喊野NO冶袁2 罰全中的哈登迎來里程碑要要
要他成

的湯神險些重演這一幕遥在比賽的第二節袁他單

士的陣容攻防全線失靈袁史密斯兩罰全中袁比分
居然變成 99-105袁所幸此時此刻袁比賽時間只剩

，後勁十足的傷了黃子佼多年，讓他背負負

36 秒袁但灰熊依舊不放棄袁斯托克斯兩罰一中後

心漢、劈腿男的罵名，演藝事業也經歷了一

首先，在一開始的那幾年，他做了最

段相當長時間的低潮。小 S 說： 「人在分手時

好的示範。即使背負了負心漢、劈腿男的

700 球的球員遥特里與阿里扎的遠投助火箭重建優勢袁

7 投 6 中袁如此駭人的效率袁直接幫助勇士打垮

哈登又兩度造犯規後以冲籃入球曰畢永博雖也對哈登

對手袁取得完勝遥由於比賽過早進入垃圾時間袁因

比賽還剩 9.1 秒袁比分變成 107-111浴只可惜亞當

此全場比賽袁湯普森野僅冶砍下 42 分遥

斯隨後三分不中袁宣吿灰熊最終無力回天遥

分遥

儘管勇士早已鎖定西部頭名的位置袁但他們

原本以爲可以輕鬆拿下比賽袁偏偏莫名其妙

下手卻依舊狠辣袁開場後庫里與湯普森便是連續

的一幕發生袁勇士的替補末節打的極其糟爛袁被

末節前段卡佩拉連入 2 球袁火箭持續以兩位數優

開火袁萌神突破上籃得手後巴恩斯冲入禁區又是

對手連續追擊袁比賽結束前 9.1 秒袁雙方只差 4

勢領跑袁瓊斯與史密斯接連送出封蓋壓制了黃蜂的反

一記暴扣袁比分變成 17-10遥緊接着庫里又是三

分浴爲此站在場邊的科爾也沉不住氣袁顯得十分

撲勢頭遥哈登在末節 5 分半鍾回場袁剩餘時間內哈登 3

分命中袁雙方差距拉大到兩位數遥首節勇士進攻

無奈茫然袁想必他也搞不懂究竟出了什么狀况遥

投 1 中尧罰球 2 中 1遥特里再入遠投後袁阿里扎與瓊斯又

火力全開袁打的灰熊全無招架之力袁巴博薩突破

連送封蓋袁末節火箭共送出 7 次封蓋遥最終火箭 100-

上籃得手後袁主隊以 36-21 領先遥

90 奏凱遥

本場之星院不爭得分王 哈登仍創歷史

當時沒有讓自己當個“棄婦“看，小 S 真

情緒，而這驚天一哭也讓觀眾一面倒同情她

在第三節 4 投僅 1 中袁但罰球 8 罰全中袁單節再砍 10

中輪休遥

《康熙來了》上“大和解”了。小 S 表示自己

員本以爲可以輕鬆消耗完剩餘的時間袁卻不料勇

火箭一度建立兩位數優勢袁三節結束 83-75 領先遥哈登

分球+罰中 700 球的球員遥霍華德(微博)在這場背靠背

後就被製作單位“謝謝再聯絡了”。從她

過單節砍下 37 分的瘋狂個人秀遥今日一戰袁瘋狂

送出過追防釘板帽袁哈登迅速助卡佩拉回敬空接灌籃袁

登在此戰成爲 NBA 歷史上首位單賽季射入 200 個三

隔了 15 年，小 S 和前男友黃子佼終於在

第三節前段哈登冲籃製造畢永博犯規袁伴隨着畢

槍匹馬個人砍下 26 分袁其中 13 投 10 中袁三分球

次節成爲湯普森的表演時間袁勇士分衛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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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黃子佼在這 15 年中間對待這件事
情的反應，更是值得所有男人省思。

都是盲目的，心裡只有恨，後來想想，明明

罵名，依然沒有一句責怪或批評小 S 的話

這人對我非常好。」這番話也打開了黃子佼

語，總是很有風度地吞下所有外界的攻擊

的淚腺，哭到要 Selina 幫忙才能把隱形眼鏡喬

，雖然演藝事業跌落谷底，仍舊持續努力

回去。節目尾聲時倆人大方相擁，畫下了美

地想盡辦法從谷底攀升。那個時候只要比

好的句點。

較成熟一點的人都知道，愛情裡頭，特別

從小 S 的一番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出

是男未婚女未嫁，與原本的男女朋友分手
另結新歡，哪裡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尤

什麼弦外之音？
首先我認為，他們倆人的和解，為 『天

其從小 S 自己的書籍文字中也可以清楚看

底下沒有原諒不了的人和事』做了最好的註

到，他們倆人早就多次談到分手，而且某

勇士院庫里袁湯普森袁巴恩斯袁格林袁博格特

解，特別是你我在愛情裡曾經遇到過的那些

次小 S 在外地出差時，就接到了黃子佼清

灰熊院尤杜里袁李袁杰夫-格林袁蘭多夫袁小加

以為忘不了的人和事。

清楚楚、表明想分手的電話。男方都說了

從小 S 的自白看，她其實在心裡早就對於

很多次要分手，女方不答應，這樣也要怪男

像一開始的黃子佼一樣，悶不吭聲，承擔所

最不能採取的，就是“前後不一致“，

中袁其中三分球 7 投 6 中浴在如此瘋狂的打擊面

讓黃子佼背負罵名這件事心有愧疚，但可能

方，實在也是過分了點。很多人雖然嘴巴上

有的謾罵攻擊。我們的社會對於這種事情，

先是悶不吭聲，過了幾年再絕地大反攻！這

前袁灰熊被打的落花流水袁湯普森連續投中 3 記

是因為個性使然，不想再生波瀾，於是一直

沒說，但對於黃子佼罵不還口的行為，在心

基本上都站在女人那裡，認為會出問題，想

樣只會讓人懷疑你的動機，原本支持你的人

底是十分欣賞的。

必都是男人的錯，但當身為男人的你口不出

也會後悔當時支持你。因為，大部分的人最

火力全開袁單節比賽他一人便砍下 26 分袁12 投 9

哈登此戰 20 投 7 中尧三分球 8 投 1 中的效率並不

2015 年 4 月 20 日

小 S 和黃子佼和解帶給我們的人生啟示

末節淪爲完完全全的垃圾時間袁兩隊替補球

爲 NBA 歷史上首位單賽季射入 200 個三分球+罰中

箭共 7 人得分上雙袁哈登送出 29 分 6 籃板 6 助攻袁哈

星期一

在本賽季袁湯普森先前與國王一戰中袁曾有

峙袁半場雙方戰爲 52 平遥

4 月 14 日訊火箭客場 100-90 擊敗黃蜂遥全場火

台灣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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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爾

要他沒有同
理想袁但更爲明顯也是更令人欣慰的是要要

美聯社院哈登的投籃表現很不理想袁但他在罰球線

韋少爭得分王的意思袁而是繼續以本賽季的常規模式

上體現了足夠的殺傷力遥面對練兵思路的黃蜂袁火箭是

帶動火箭整體遥哈登仍是以野三分球+罰球冶的賽季表現

直等到哈登在第三節找到節奏才轉入了連續第 9 次擊

三分後袁雙方分差被拉大到 20 分開外遥而湯普森

對於外界的敲邊鼓不多做說明。大家從她因

創造了 NBA 歷史遥

敗黃蜂的線索遥

的隊友也是刻意爲他傳球袁最終上半場這名球員

為《康熙來了》締造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和

但前幾年黃子佼年紀漸長，也許是荷爾

惡言時，說不定輿論會開始反思：也許事情

不能接受的就是前後不一，後面的作法推翻

便砍下 37 分浴埃澤利突破完成暴扣後袁杰夫-格

豐厚收入、高高興興嫁給富二代、住進帝寶

蒙發生了一些變化導致思維方式出現改變，

不是他們所看到的那樣？！最重要的是大部

前面的行為；就算要前後不一致，也只能由

况下打本賽季最後一個主場袁黃蜂已沒什么可輸的了曰

林還以顔色袁勇士以 68-46 帶着 22 分領先進入

，就該知道她對於舊人應該“沒那麼在意”

居然開始回擊小 S 和那些抨擊他劈腿負心的人

分的人，都會因此看到你“不和對方計較

壞變好，不能由好變壞，否則只會走上眾叛

規後 3 罰全失袁但火箭前 12 投僅 3 中袁哈登被肯巴-沃

而火箭還在爲提陞排名的希望尧以贏球強勢結束常規

下半場遥

了。正是因為“不在意”，所以才能專心衝

，說他背了這麼多年的黑鍋，一再被小 S 和某

“的大氣，開始接受甚至欣賞你。

親離一途。

賽的意義而奮戰袁這場比賽黃蜂卻讓火箭打的很不輕

刺事業、遇到下一個重要的人，而“原諒了

些人消費，他受夠了，打算藉由出版書籍

或者，你也可以選擇一開始就大力反擊

但黃子佼也是聰明的！他今年願意放下

克封蓋後瓊斯也被畢永博送出釘板帽袁杰夫-泰勒連有
快攻灌籃率黃蜂打出 13-7 開局遥首節中段哈登兩度打

鬆遥

別人”，恰恰也是拯救了自己，讓自己不再

“一次說清楚“，然後從此不再提。結果這

，告訴周遭所有人，事情不是像他們想的那

過去的恩怨，接受《康熙來了》的邀約，上

為那個離開的人而左思右想、勞心傷神，也

麼一來，反而卻引來更多網友的批評，認為

樣，然後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釋，甚至對於

節目和小 S 大和解，那畫面實在讓人動容。如

才可能為自己迎來更好的幸福。

他”炒冷飯“、”藉由小 S 打知名度“、”不

造謠生事的人提出法律告訴，捍衛自己的清

果你也有那麼一位無法原諒的人，看看小 S 和

大氣“等等。

白與權益。你這麼做的時候，雖然還是會有

黃子佼的例子吧！既然放下的人都過得比較

叶休斯敦紀事報曳院黃蜂是在提前無緣季後賽的情

比賽回顧院末節 7 封蓋火箭擒黃蜂
哈登開場即罰球漲分袁而杰夫-泰勒在製造多西犯

三分袁個人連得 8 分率火箭追上遥卡佩拉登場就被黃蜂

叶夏洛特觀察報曳院因傷病缺少了多位主將的黃蜂

要本賽季前 15 次罰球全失的卡佩拉 2
送上罰球線要要

秉承着無緣季後賽後野鍛煉年輕人冶的宗旨袁結果很殘

勇士易地再戰繼續狂飆袁埃澤利突破上籃得
手後袁主隊領先優勢已經達到 29 分袁尤杜里好不

湯普森 42 分單節砍 26 分
勇士力擒灰熊賽季 66 勝

酷袁在本賽季最後一個主場吃到了連續第 5 場敗仗遥黃

罰全中袁生涯首次罰球得分遥首節火箭 24-23 領先遥哈

要哈登三節就 14
蜂在前三節的相持局面非常不易了要要

登 8 投 4 中尧罰球 6 中 5袁單節砍下 13 分遥

次罰球袁黃蜂全隊三節是 15 次遥

卡佩拉在次節前段出現 2 罰全失袁阿里扎與史密
斯連入遠投仍帶動火箭拉開比分袁史密斯 2 罰全中後
火箭 38-28 領先遥火箭舊將丹尼爾斯也帶動黃蜂連入

黃蜂院畢永博尧馬爾文-威廉姆斯尧杰夫-泰勒尧杰

遠投袁黃蜂一波 13-2 反撲將比分超出遥哈登次節 5 次

拉德-亨德森尧肯巴-沃克

出手只射入 1 個三分球袁雖然特里也有遠投砍分袁布萊

火箭院多西尧特倫斯-瓊斯尧阿里扎尧哈登尧特里

網球明星穆雷完婚全城慶賀
婚後戒掉遊戲專心持家
英國網球明星安迪窑穆雷 4 月 11 日與未婚妻金窑希爾斯結婚袁婚

穆雷卻像是換了一個人遥

罵名，那麼你可以有兩個選擇。第一個就是

毆運將案埋心結
Makiyo 彭華幹擁抱和解

如今已事過境遷，並由王蘭

彭華幹喝酒後，雙方才聊開

牽 線 ， 安 排 Makiyo 與 彭 華

，Makiyo 體諒說： 「其實我

幹吃飯，兩人擁抱合照、化

也知道他節目講的話，是為

解心中疙瘩。

了工作需要做節目效果。」

穆雷是個宅男袁這已經是公認

就是穿着運動服拎着超市購物袋在風中疾走遥
不過袁不要以爲英國一哥的婚姻就沒有隱患要要
要作爲宅男袁他對

按照最近兩年的賽歷袁蘇格蘭人每年會打大概 20 個比賽遥其中包

小時遥在這樣的情况下袁金選擇了和他分手遥不過袁此後蘇格蘭人用眞

括 4 個大滿貫尧一個 ATP 年終總決賽以及 8 到 9 個 ATP1000 分的大

誠追回了女友袁而他玩遊戲的時間也得到了控制袁只是參加巡迴賽的

師賽袁還有一些 ATP500 和 250 的賽事遥這些比賽遍布世界各地袁而爲

時候偶爾會和納達爾切磋一下遥

了能夠更好地適應場地袁他和團隊必須提前三四天抵達遥這意味着一
項 7 天的賽事他至少要花 10 天的時間袁而在大滿貫的時候就會更多遥
從目前的情况來看袁金仍然會在關鍵賽事中現身遥除非她很快懷
孕袁穆雷才會把更多的時間放在他們的家庭身上遥否則袁網球仍然會是
他的重心遥

穆雷和金窑希爾斯在一起已經 10 年了袁這場愛情長跑終于在上周
末以婚禮結束袁小夫妻在未來將會過上新的生活遥經過這場盛事之後袁
網壇野四巨頭冶就只剩下納達爾還沒有結婚袁不知道他的粉絲會不會去

在大多數網球記者眼里袁蘇

當然袁這並不意味着穆雷就是個野工作狂冶遥如果沒有網球袁他會安

格蘭人一直以不苟言笑著稱遥他

靜地待在倫敦或者邁阿密的家里袁逗弄着自己和金養的兩條狗 Maggie

的新聞發佈會也是最野無聊冶的袁

和 Rusty遥

因爲他總是會用同一個聲調來説

ATP 里有很多球員都是社交愛好者袁不打球的時候他們會在夜店

自己爲什么打得好或者不好袁以

流戀袁至少也要隔三差五地去海濱度個假遥即使納達爾這種野安靜型選

至於速記員都快要被催眠了遥

手冶袁也會叫上三五好友去打打高爾夫或者釣釣魚遥可蘇格蘭人不同袁
他最大的樂趣就是陪着 Maggie 和 Rusty袁儘可能地滿足它們的需求遥

他的推特或者 Facebook 上野催婚冶遥
雖然職業網球需要球員全身心投入其中袁但結婚以及生孩子對他
們來説也並不是什么困難的事情遥費德勒已經爲所有人做出了榜樣袁
他在擁有兩對雙胞胎的情况下袁依然是大師賽和大滿貫的冠軍人選遥
世界第一德約科維奇就更是如此遥去年溫網奪冠後袁他迎娶了已經懷
孕的女友葉蓮娜遥雖然在婚禮前後表現有些起伏袁但在生下兒子斯蒂
芬之後袁今年他依然在澳網上強勢奪冠袁還在北美硬地賽中再次上演
印第安納維爾斯尧邁阿密背靠背奪冠的好戲遥

劉畊宏否認約憲哥吃滿月酒
回嗆：媒體真的很過分
周杰倫的婚宴迄今已經完全告一段落

請憲哥，影片裡面從來沒有人問這個問題

，重返工作的他相當辛勤，幾乎一刻不得

，而且很奇妙，媒體很厲害下了標題後，

閒，不過仍因為先前吳宗憲未收到喜帖的

連我老婆都覺得我有說。」但他隨後也表

風波而鬧得滿城風雨，一度傳出劉畊宏有

示自己剛出生的三女兒姍姍滿月以後，會

意邀請憲哥吃周杰倫的滿月酒，但他最近

送給憲哥禮物。

接受媒體採訪時又全盤否認此事。
劉畊宏先前出席活動，被問及周杰倫

憲、周杰倫的中間人，但他另外表示自己
與周杰倫將會分享更多爸爸經，但目前才

： 「會啦。」被認為是代替周杰倫回答，

算剛開始還沒辦法說太多，反而是自己的

不過他現今則否認此事，他提及： 「上次

妻子與昆凌聊了不少。

媒體真的很過分，說我說周董滿月酒要邀

效果特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人工(手)按摩

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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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力律師*

LAW OFFICE OF SOLIS & YAN
多年辦案經驗的律師事務所曾成功經辦數萬案件

AM1050 每月第 2,4 週一 5:30PM 移民路路通 特約主持 最新資訊 現場解答
美南新聞周六移民專欄特約撰稿人

鄢旎律師**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
˙診所環境優良, 設備先進齊全, 治療方法可靠, 準確, 多樣化。開業十年無差錯，
獲得眾多好評。有更全面的檢查項目, 並有不同的專科醫生住診。
˙高血壓, 心臟病，甲狀腺疾病，糖尿病，肝/腎/胃腸疾病，皮膚病，過敏，哮喘，
婦科，小兒科，外科小手術，創傷, 腰腿疼, 關節炎, 我們都能給你最好最安全治療。
˙查體中心提供 VIP 全面檢查，血尿化驗，心電圖，超聲波，肌電圖，中風檢查，尿流
動力學，肺功能檢測，學生，工作查體。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9999 Bellaire Blvd #370,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270-0909(恒豐銀行大樓三樓)
1500 S. Dairy Ashford, S#198, Houston, TX 77077 電話: 281-759-0200(Dairy Ashford)
2505 Park Ave #B, Pearland, TX 77581
電話: 281-485-0334(Pearland)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雖然你有很多選擇, 可是我們相信可以給你更滿意, 更可靠的治療。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六 8:30am-5:00pm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雖然劉畊宏否認自己是積極促合吳宗

是否會請吳宗憲參加滿月酒，他隨口表示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Local Magazine 2013 年度休斯頓最佳醫生
華人陣容最強大的醫療團隊
接收各種保險

Makiyo 近日到北京洽談

彭 華 幹 則 認 為 Makiyo 本 性

工作，正巧碰到王蘭，根據

善良 「覺得對她蠻不好意思

《蘋果日報》報導，王蘭便

的」，他還自掏腰包買下

邀請 Makiyo、彭華幹與一群

Makiyo 的 100 張專輯。

好友聚餐，助兩人和解。而

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姜楠醫學博士 (Nan Jiang, MD) Jennifer Farrell, DO

(713) 771-8110

碰面聊聊。」

尷 尬 ， 隨 著 Makiyo 主 動 找

果袁主持人和穆雷本人全都笑得

間全都用在了 PS 遊戲上袁他每天用在遊戲上面的時間甚至達到 7 個

Tel:

當時的名嘴

經過王蘭介紹後，氣氛一度

也已經適應了他滿世界打比賽的生活方式遥

舒
展
各
關
部
節
肌
和
肉
全
身
按
摩

之前似乎有心結，於是乾脆

60 萬，兩人疑似埋下心結，

於遊戲的熱愛也相當出名遥2009 年的時候袁他把訓練和比賽之外的時

及

藝事業，而

踢人，還因此遭 NCC 重罰

這不太會影響到他的家庭生活袁因爲金知道自己嫁的是什么樣的人袁

主治

我也認識彭華幹，想到他們

衣過節遥

穆雷的特色商品和食品遥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顧 Makiyo，她表示： 「剛好

波，重創演

是新交了一個 女朋 友噎噎冶結

態度踏上球場遥是的袁作爲職業球員袁他還是要繼續打球的遥好消息是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醉毆運將風

由於兩人從沒見過面，

過奧運會冠軍的金色郵筒粉刷一新袁商家也利用這個機會推出了有關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 86%以上的效果。

好友，王蘭認為她也有責照

彭華幹在節目中模擬 Makiyo

性格上變得更加開朗和陽光袁穆雷在日後將會以一種更加輕鬆的

FDA 驗證

2012 年 經 歷

利窑波特一樣穿着這傳統的紅色毛

敦被拍到最多的場面不是在遛狗袁

車禍及工傷

王蘭與 Ma 媽是交情不錯的

隊友多米尼克的實話院野是的袁我

氣氛中袁市中心的商業街都挂滿了彩旗袁當地政府還將標誌穆雷贏得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Makiyo 在

它們的頭像織到毛衣上袁自己像哈

歲遥據介紹袁人口不到 9000 人的鄧布蘭因爲穆雷的婚禮沉浸在節日的

王建森 醫生

底就對了！

訪時主動出擊袁幾句話就詐出了

前仰後合遥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那個“新人“，也會很快出現！

的照片遥去年聖誕節袁他更是讓人把

個有着共同的生活理念遥他們在倫

但是在婚禮前後這段時間袁

情人，但又因為只有一個“老梗”，幾次之

總之，不管你選擇哪一種方式，堅持到

之前的戴維斯杯中袁他更是在採

駡野你什么都沒敎會我冶了遥

的丈夫嗎钥

明是兩個人的分手，不該由你來承擔所有的

照片袁也貼過給 Rusty 準備紅酒大餐

至 2013 年執敎伊萬諾維的奈基爾窑希爾斯的女兒袁今年與穆雷同爲 27

太冶來説袁野穆雷先生冶會是個合格

嘴，上上談話性節目，猛聊那位已分手的舊

片里他都笑容滿面遥而在

被鏡頭所圍繞的姑娘袁所以他們兩

題遥對剛剛改換夫姓的 野穆雷太

如果你也剛好遭遇類似的情形，認為明

前袁他曾經貼過 Maggie 霸佔沙發的

人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暴躁的毛頭小子袁也不會再指着敎練的鼻子大

而在盛大的儀式過後袁如何過日子則是這對小夫妻要應對的首要課

“黃子佼的前女友”，她也只能成為 E 咖名

天袁在所有被抓拍到的照

美網時相識的女友基姆窑希爾斯袁她是英國著名網球敎練尧曾在 2011

人想起小瀋陽的經典小品叶不差錢曳遥

好，何不及早讓你自己，也當那個放下的人
呢？放下之後，你到的，將是更開闊的天地

拍袁而穆雷的卻被兩條狗所佔據遥此

的事實遥而金也不是那種願意時刻

作爲知名人士穆雷如此亮相還是要冒一定風險的袁這一幕也不由得讓

人罵你，但一定有人佩服你堅持自己原則和
想法的勇氣。

無論是彩排還是大婚當

顯然袁結婚對他來説是人生中一個重大的里程碑遥27 歲的蘇格蘭

是袁他還穿上了傳統的蘇格蘭裙遥要知道袁這種裙子需要野眞空冶穿着袁

這段過程非常值得所有男人借鏡。

說不定所有人對她的記憶，就只會停留在

別的球員的社交網站上都是自

禮在他的家鄉尧蘇格蘭城市鄧布蘭的大敎堂舉行遥新娘是他在 2005 年

很少在公開場合大笑的穆雷自始至終都笑容滿面袁値得一提的

說穿了，如果小 S 沒有讓自己過得更好，

Jaime 律師

Robert 律師 Andy 律師

Joe 律師

Sam 律師

Anal 律師

移 民 法 身份轉換,親屬移民,職業移民,傑出人才,國家利益豁免﹐工卡,回

美證,入籍,更換地址﹒疑難案件查詢﹒我所的移民局常駐律師,親
自帶您與移民官面談﹒我所的移民法庭出庭律師,專辦遣返案件

家 庭 法 離婚,監護權,子女撫養費﹒
刑法,交通罰單 超速,酒後駕駛,及各類刑事辯護﹒
商 業 法 合同起草,成立公司,遺囑,信托及翻譯公證

★在洛杉磯,芝加哥,達拉斯等八處設有分所

www.solisyanlaw.com
地址:9188E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惠康超市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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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a 律師

精辦移民
精辦留學
周六照常服務

電話: 713-779-4416
傳真: 713-583-9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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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