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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豐富 責任心強

六十天內買掉！

買房賣房請找王飛雪!

Fay Wang 王飛雪
832-858-4838
專精糖城﹑醫學中心﹑Katy﹑米城﹑Pear Land﹑Memorial及中國城新舊房產買賣出租

住宅、商業、投資、承租、地產管理 好區新屋介紹 保證價格優惠

1.中國城06年建高檔公寓，3房2衛，約1500呎，豪華裝修，步行中國城，有安全大門，僅售$179,000
2.糖城，Clements 高中，精裝木地板，3房2浴，售價$165,000.（紅字option pending)
3.高檔商住兩用三層商業樓，最佳投資，近中國城，共約5000英呎，僅售價$570,000
4.糖城，New Territory, Austin 高中，1 層全磚，4房2.5浴，售價250,000.
5.糖城New Territory，豪華獨立房，游泳池，精裝修，木地板等，Austin高中，售價$549,000
6.KATY，Cinco Ranch 高中,好區，2層全磚，4房2.5浴，2010尺,僅售$189,000
7.糖城好區，一層全磚，4房2.5浴，03 年建，最佳自住房，售價$229,000
8.Richmond 近WestTollway，約3300尺，2層，全磚，06年建，售價$249,000
9.糖城Avalon，Clement高中，私人泳池，3個車位，4-5房3.5浴，售價$439,000
10.Katy, 2層，06年建，2400尺，4房2.5浴，大院，地稅低，售價$192,400

faywang2008@gmail.com 提供全套快速貸款服務，保證最低利率

Heritage

全美銷量第一 最佳地產管理公司

榮譽地產經紀榮譽地產經紀

CHEN HUANG
Tel: (713) 979-1314
Cell: (832) 421-3451
Fax: (832) 550-2998
Email: chuang@taraenergy.com

心動不如行動，馬上撥打

Tara Energy能源公司是 JustEnergy能源公司集團的一部份（NYSE:JE)(TSX:JE)

在过去十年，我们是旅馆，银行，工厂， 
连锁快餐店，大型餐馆的电力供应商。 
商業用電
核心價值觀- 誠實，正直和尊重
特定條款合同- 特定條款合同靈活，
可以惠及合同到期日
個性化服務- 專用帳戶經理為您服務

零售电力和天然气的直接供应商

誠聘 Dallas銷售人員, 全職/半職均可.
請寄履歷至chuang@taraenergy.com

,住家用電

訂座電話：(713) 779-2288 傳真：(713) 271-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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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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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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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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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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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獨家推出獨家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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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











天天茶市天天茶市
服務休斯頓22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9889 Bellaire Blvd, C#329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二樓）電話：713-981-6823

休斯頓最大休斯頓最大、、最豪華的按摩店最豪華的按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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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easternfootspa.com
東方足道東方足道

足療20元/小時，免費桑拿
（不再接受任何Coupon）

買100元Gift card可作6次足底按摩

電話：210-872-3333
位於敦煌廣場，店面，辦公室出租。

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店面出租

休斯頓按摩足道旗艦店休斯頓按摩足道旗艦店

買賣房屋想“多,快,好,省”找美美就行了!

281-787-9300

住家﹑商業﹑投資管理

賣房高手

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

MeiMei Ou
獲獎經紀人

經驗豐富(15年)
誠實可靠 meimeiou28@gmail.com

1、糖城名區全新地中，海式豪宅, 5200呎/大後院/高廳/開放式廚房/實木地板，主臥套房, 每個睡房有
單獨浴室+衣帽間,13萬Upgrade, 6房/5.5衛/電影院, 樣板房格局, 應有盡有/售81萬9.

2、糖城最熱門成熟湖區洋房, 學校一流, 鬧中取靜, 屋況極佳, 格局好適合老中, 多樣新裝修, 寬大美麗
庭院+泳池, 3267呎, 4/3.5/3/書房/Gameroom, 地稅低,僅售51萬9.

3、Spring湖區新洋房, 近Exxon Compus , 45號和99號公路, 交通便利, 2457呎，4/2.5/2, 現代裝潢,
最熱門投資地點! 僅25萬9.

2、近糖城6號家樂超市，5房3.5衛，3269呎，全新油漆、地毯、廚房大理石臺面、熱水爐，步行到湖邊、
小學、水上遊樂場，僅售31萬8

4、New Territory名區，公園旁，好學校，走路上小學，稀少一層高大洋房，格局完美。2810呎，
4房2.5衛，全新木地板，僅34萬8！

6、近Richmond，5英畝空地，靠近Brazos Bend state park公园，可用於建房、農地、畜牧，有良好的開發
前景，適合自住，退休和投資，良機！售1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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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半工助理，半工或全職經紀，人品個性好, 積極，會英文

微信號：Meimeiou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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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日式料理
地址：12755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 77477 溫馨浪漫（14-16人）榻榻米包房, 可容納10-150人商務Party包房

新張優惠 提及此廣告20%OFF
˙休斯頓最大、菜色最多的日本餐館 ˙雕梁畫棟景色迷人

電話：281-240-8388
www.fuzii.com

（happy Hour Menu除外，只限堂食）

7天特價午餐 9元起 7天Happy Hour 3PM-7PM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紅外線桑拿、乾濕蒸汽房、按摩熱池、
男女淋浴間、儲物櫃、休息廳......
環境一流，專業技術，服務一流。

休士頓獨一無二
服務品種最齊全的
豪華休閒養生會所

電話：281-506-2000
網址網址：：www.kingsspatx.comwww.kingsspatx.com

地址地址：：1200012000 Bellaire Blvd. SuiteBellaire Blvd. Suite 138138AA

誠徵多名女按摩師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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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招聘有經驗或者熱愛旅遊服務業的全職旅遊代理
Tel:713-952-989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二十年豐富經驗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
˙汽車責任保險全市最低價
˙水火險 非洪濤區$119-$348.00
˙餐館,倉庫2百萬責任險$600起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12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華富華富 活動中心活動中心
地址：10161 Harwin Drive,好運大道

＃120 Houston,TX 77036

電話：713-778-6000
接受Medicaid或自費

各種活動:英文,舞蹈,太極,Bingo,麻將,桌球,兵乓...

健康美食健康美食 服務周全服務周全

Fast Easy Mortgage

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駿傑貸款和保險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廣場內)

通國、粵語、英語

精辦：住宅和商業地產貸款（貸不到款絕不收費）
3%低首期和淨值套現貸款﹐可以不查收入﹐不查銀行存款﹒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保費低,服務好

專營：汽車,房屋,商業,人壽

Minnie Chen
陳敏妮
832-677-3188
RMLO NMLS#316118
minnie.fasteasy@hotmail.com

Yvonne Chee
徐秀桃

832-535-8860
RMLO NMLS#1181437

yvonnestchee@gmail.com

請電話 : 832-301-3851

5月9日位於（原敦煌超市內），現打
造成大型開放式美食總匯

●內設港式點心
●粵菜系列
●椰林冰谷
●甜品屋
●早餐專門店
●燉品店
●粥城
●老火湯
●滷味店
●燒臘店
●鴨脖子專賣店
● 辣子蝦、辣子蟹
專賣店

●特設月子保身湯

螃蟹粥螃蟹粥

$$1313..9999

龍蝦粥龍蝦粥

$$1616..9999早點特價

白粥+腸粉$3.5
豆漿+腸粉$3.5

營業時間7:00am--12am 7天營業

敦煌美食廣場開業敦煌美食廣場開業

988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原敦煌超市內

王朝旅遊親自帶隊：
張家界，三峽11天特別團$499

（含三峽遊輪）9月6-17日

豪華游輪豪華游輪

王
朝
旅
遊

王
朝
旅
遊

專辦中國簽證
★中國特價團$49 起，江南，北京，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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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保證 我們承諾價格匹配

6918 Corporate Dr Ste.A-14, Houston,TX 77036
網站﹕aaplusvacation.comTel:713-981-8868

WWW.CHINATOURUS.COM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Debbie文媛/Manager
專線：281-799-2833
debbie@chinatourusa.com

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起

加拿大洛磯山七天,
哥倫比亞大冰原 露易絲湖 溫哥華

$566/人(原$629)

美東六天 $175起 美加東八天 $303起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266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286起

（
買
二
送
一
）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北歐七天 $730起

（
買
二
送
二
）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699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張家界三峽遊輪十一天
$$299299//人人 ((原原$$499499))

99//66 -- 99//1717
( 含三峽遊輪)

本報記者
陳鐵梅報道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休斯頓華人的家休斯頓華人的家
55月月1515日晚日晚，，休斯頓中國休斯頓中國

人活動中心在珍寶樓迎來了她人活動中心在珍寶樓迎來了她
的的2020周年慶典周年慶典。。餐廳裏充滿了餐廳裏充滿了
喜慶的氣氛喜慶的氣氛。。舞台前擺放了一舞台前擺放了一
排花籃排花籃，，大廳中間的牆上懸挂大廳中間的牆上懸挂
著著《《中國人活動中心成立中國人活動中心成立2020周周
年慶祝晚宴年慶祝晚宴》》的橫幅的橫幅。。每一處每一處
的精心布置都濃墨重彩地宣告的精心布置都濃墨重彩地宣告
著中國人活動中心著中國人活動中心2020周歲的生周歲的生
日日，，這是一個值得紀念值得雀這是一個值得紀念值得雀
躍的大日子躍的大日子。。中心理事們精心中心理事們精心
排練了各類表演排練了各類表演，，非常精彩非常精彩，，
圖為圖為女士們的時裝秀女士們的時裝秀！！

男士們集體唱男士們集體唱《《真心英雄真心英雄》》歌歌。。

圖左起圖左起：：休斯頓著名醫生李玉靜休斯頓著名醫生李玉靜、、中國人活動中心剛剛中國人活動中心剛剛
卸任的董事長周亦勤卸任的董事長周亦勤、、大法官張文華大法官張文華、、休斯頓幸福讀書聯誼休斯頓幸福讀書聯誼
會會長會會長 Cindy ChenCindy Chen、、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公共事務部總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公共事務部總
監陳鐵梅監陳鐵梅。。

圖左起圖左起：：休斯頓著名律休斯頓著名律
師徐建勳師徐建勳、、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前執行長謝克平前執行長謝克平、、中國人活中國人活
動中心副執行長鄧潤京動中心副執行長鄧潤京。。

圖左圖左：：剛剛成立的旗袍協會休斯頓剛剛成立的旗袍協會休斯頓
分會創始人之一王麗媛與大法官張文華分會創始人之一王麗媛與大法官張文華
合影合影..

美南江蘇總會會長楊家驊帶領全體理事出席晚宴美南江蘇總會會長楊家驊帶領全體理事出席晚宴。。 剛剛成立的旗袍協會休斯頓分會的美女會員剛剛成立的旗袍協會休斯頓分會的美女會員。。

美國控美國控66名中國籍公民名中國籍公民““間諜罪間諜罪”” 22名是中國教授名是中國教授

（中央社）當地時間5月18
日，中國外逃貪官喬建軍的前妻
趙世蘭在洛杉磯加州中區聯邦法
院的聽證會上首次出庭應訊，並
當場否認被控罪名。

據洛杉磯聯邦檢察官辦公室
表示，趙世蘭於今年3月在華盛
頓州被美國警方逮捕，後被送往
洛杉磯聯邦法院出席聽證會。起
訴書中指出，針對趙世蘭以及其
前夫喬建軍被指控的 EB-5 投資
移民欺詐一項，經調查證據確鑿
。趙和喬在已經離婚的情況下，

仍以夫妻身份申請移民，並欺騙
簽證官關於趙世蘭的海外投資資
金來源以取得投資移民簽證。起
訴書還指出，趙和喬利用洗錢的
手段來購買西雅圖房產，而洗錢
的資金來源則與中國河南省周口
市侵吞公款有關。

當日的聽證會上，趙世蘭身
著米黃色風衣，表情凝重，在翻
譯的幫助下逐一回答法官的提問
。

聽證會結束後，趙世蘭與律
師離開法庭時“改頭換面”，換

成花色上衣並用大墨鏡和大簷編
織帽飾遮住面孔，欲急速離開現
場。面對記者近距離的採訪與拍
攝，趙世蘭快速躲避，甚至出手
推打記者。

據律師鄧洪分析，若上訴罪
名成立，趙世蘭需在洛杉磯服役
後被遣返回國。

據悉，趙世蘭已經遞交檢察
官近40萬美元作為保釋金。趙世
蘭案將於當地時間7月14日開庭
由陪審團審理。

【綜合報導】《今日美國報》19 日報導稱
，6名中國籍公民被美國聯邦檢察官以經濟間諜
罪起訴。美國檢方宣稱，幾人“受他們家鄉政府
的資助，竊取兩家美國公司開發的'敏感的無線
電頻率濾波技術'”。

報導稱，6人中的2人是中國教授。檢方稱
，他們獲取了關於限制干擾手機和其他設備接收
的機密信息，以期“在長遠上讓中國政府控制的
大學和企業受益”。報導稱，36歲的天津大學
教授張浩(音譯)16日在洛杉磯被捕。當時他剛由

中國飛
抵洛杉
磯。報
導稱，

另一名中國教授龐偉(音譯)，以及其餘4名被指
控的中國人據信身在中國。

美國檢方的起訴書聲稱，被起訴的6名中國
公民2006年和2007年開始在中國大學等處宣傳
該機密美國技術，以期在中國生產相關產品。

美國此前曾多次無端指控中國人“偷竊該國
技術”，但有很多指責被證明是無中生有。今年
3月，曾被美媒熱炒的“中國間諜竊取美國大壩
信息案”以美方的撤訴而宣告結束。 2010年時
，美國官員指責“來自中國的間諜正明目張膽地
在美國從事情報蒐集活動”。中國駐美使館曾回
擊說，這些指責是毫無根據和不能接受的，美方
應停止這種別有用心的捏造。

外逃貪官喬建軍前妻在美出庭受審外逃貪官喬建軍前妻在美出庭受審

55月月1818日日，，外逃貪官喬建軍的前妻趙世蘭在位於美國洛杉磯外逃貪官喬建軍的前妻趙世蘭在位於美國洛杉磯
的加利福尼亞州中區聯邦法庭外阻止記者拍攝的加利福尼亞州中區聯邦法庭外阻止記者拍攝。。新華社發新華社發

本
報
記
者

黃
麗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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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講人耶魯大學教授陳列平的講座主題是縱覽免疫治療大會主講人耶魯大學教授陳列平的講座主題是縱覽免疫治療
癌症癌症，， 敘述了以敘述了以anti-PD-Lanti-PD-L11/PD-/PD-11為導向的癌症治療的最新為導向的癌症治療的最新
進展進展。。

翁定台博士翁定台博士((中右中右)) 頒發王佑民紀念獎學金頒發王佑民紀念獎學金，，得獎者蔡穎璇得獎者蔡穎璇((中中
左左))，， 洪明奇教授洪明奇教授((右右)) ，， 王榮福會長王榮福會長((左左)) 。。 蔡穎璇由馬來西蔡穎璇由馬來西
亞來亞來，， 是德州大學安德生醫院的學生是德州大學安德生醫院的學生，， 在張微教授指導下在張微教授指導下
，， 五月剛得博士學位五月剛得博士學位。。 科學研討會中科學研討會中，，四十二位學生四十二位學生，， 以以
發表論文的方式發表論文的方式 ，， 蔡穎璇贏得了王佑民紀念獎學金蔡穎璇贏得了王佑民紀念獎學金。。

二十九屆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分會科學研討會大會二十九屆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分會科學研討會大會
會場會場。。

得獎學金的十一學生與翁定台博士得獎學金的十一學生與翁定台博士((中中))，， 會長王榮福會長王榮福((左二左二))，， 準會長孫少聰準會長孫少聰((右一右一)) 等教授合等教授合
影影，， 得獎者有外籍學生得獎者有外籍學生。。

二十九屆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德州分會於五月二日二十九屆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德州分會於五月二日
在安德生醫院舉行科學研討會與年會在安德生醫院舉行科學研討會與年會 並頒發王佑民教授紀念獎學金並頒發王佑民教授紀念獎學金
王佑民教授是美洲華人生物科學

會創立者之一。 德州分會於1986 每
年在德州醫學中心舉行科學研討會與
年會。 二十九屆美洲華人生物科學
會德州分會於五月二日上午九時到下
午五時在安德生醫院舉行並頒發王佑
民教授紀念獎學金。

翁定台博士翁定台博士((中中)) 與會長王榮與會長王榮
福教授福教授 ((左左))，，準會長孫少聰教授準會長孫少聰教授((
右右)) 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德州分會組織委員會的成員有王榮福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德州分會組織委員會的成員有王榮福，，孫少聰孫少聰，，夏陽夏陽，，朱曦朱曦，，

徐勇徐勇，，李毅李毅，，焦樸七位教授與顧問洪明奇教授焦樸七位教授與顧問洪明奇教授。。左起左起 :: 夏陽夏陽，，朱曦朱曦，，徐勇徐勇，，蔡揚美枝蔡揚美枝，，蔡蔡
明哲明哲，，王榮福王榮福，，翁定台翁定台，，洪明奇洪明奇，， 陳列平陳列平，， 孫少聰孫少聰，， 陳俊傑陳俊傑，，焦樸教授與博士們焦樸教授與博士們。。

會長王榮福會長王榮福((中左中左))頒發主講人陳列平教授頒發主講人陳列平教授((中右中右))紀念獎紀念獎，，
洪明奇教授洪明奇教授((左左))，， 準會長孫少聰教授準會長孫少聰教授((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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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Ho
ne

yw
ell

★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新 家 園
Houston Home & Garden

9515 Bellaire, Houston

詳情請洽:832-868-1090

˙花園設計
˙室內外裝修
˙新蓋或加蓋
˙小中大工程不拘
˙快捷，友善
˙公平服務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熊莊齡 律師事務所
◇離婚

◇子女撫養費
◇監護及探視權

●家庭案件

電話：713.988.6388
傳真：713.988.1898
6100 Corporate Dr., Suite 170,
Houston, TX 77036 (福祿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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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民
●遺囑認證 ◇遺囑 ◇授權書 ◇遺產處理 ◇財產規劃

●訴 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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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案件

請勿放棄您應得權利﹐協助車禍後修車﹑
租車及盡速獲得理賠﹒

車禍
熊壯齡 律師

Diana C. Hsiung
法學博士

德州及聯邦律師執照

星期三 2015年5月20日 Wednesday, May 20, 2015 星期三 2015年5月20日 Wednesday, May 20, 2015

本報記者
施雪妮

石山地產熱心支持公益活動，著名華裔企業家徐紹欽親臨演講
國際領袖基金會休士頓分會活動剪影

5月16日中午，一場由石山地產伯尼夫婦贊助的
國際領袖基金會(ILF)休士頓分會會員頒證及說明會在

“姚餐廳”舉行。當天國際領袖基金會創辦人董繼玲親
臨會場，介紹國際領袖基金會的情況和近期活動，為會
員頒發證書，並且為石山地產伯尼先生頒發了特別貢
獻獎。曾經獲布什總統任命為美國聯邦中小企業管理
署副署長、著名華裔企業家、國際領袖基金會理事長徐
紹欽作了精彩的演講。

出席當天活動的休士頓分會會員及來賓出席當天活動的休士頓分會會員及來賓。。
著名華裔企業家著名華裔企業家、、國際領袖基金會理事長徐紹欽國際領袖基金會理事長徐紹欽

（（左左））石山地產總裁麗香伯尼石山地產總裁麗香伯尼（（中中）、）、林鋕銘林鋕銘。。

國際領袖基金會執行長董繼玲為石山地產總裁國際領袖基金會執行長董繼玲為石山地產總裁
麗香伯尼夫婦頒發證書麗香伯尼夫婦頒發證書。。

曾經獲布什總統任命為美國聯邦中小企業管理署副署長曾經獲布什總統任命為美國聯邦中小企業管理署副署長、、
著名華裔企業家著名華裔企業家、、國際領袖基金會理事長徐紹欽作了精彩的演國際領袖基金會理事長徐紹欽作了精彩的演
講講，，並現場簽名贈送自撰並現場簽名贈送自撰《《Guardians of the DreamGuardians of the Dream》》一書一書。。

美南電視現場采訪石山地產總裁麗香伯尼美南電視現場采訪石山地產總裁麗香伯尼。。

熱心公益活動的石山地產總裁熱心公益活動的石山地產總裁
麗香伯尼介紹休士頓分會情況麗香伯尼介紹休士頓分會情況，，並並
分享自己參加分享自己參加ILFILF心得心得。。

為表彰石山地產伯尼先生對為表彰石山地產伯尼先生對ILFILF活動的大力支持和慷慨活動的大力支持和慷慨
捐款捐款，，執行長董繼玲為他頒發特別貢獻獎執行長董繼玲為他頒發特別貢獻獎。（。（左左--右右））台北經文台北經文
處付處長祁永強付處長處付處長祁永強付處長，，麗香伯尼夫婦麗香伯尼夫婦，，董繼玲董繼玲，，徐紹欽徐紹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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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將斥資大約5億元設

定一個項目，來教授給移民澳大利亞的價值觀，給他

們提供居所，幫助他們申請領取福利，避免極端主義

的發生。

據《每日電訊報》報道稱，政府將特別培訓警察、

獄警和教師，讓他們能夠主動識別極端主義分子。

這一計劃是昨晚總理和內閣辦公室宣佈的，在於應

對聯邦-新州的一份聯合復審報告。報告的內容涉及去年

12月份發生在雪梨CBD馬丁廣場的咖啡館被挾持案件。

政府希望在未來4年內撥款5.45億元來支援該新項

目，阻止類似襲擊案件的發生。

聯邦社會服務部長莫瑞信（Scott Morrison）說，教授

新移民英語，鼓勵他們接受澳大利亞價值觀，這一直是政

府的任務，只是最近的重點將集中于對抗極端主義。

昨晚莫瑞信表示：“雖然不是主要針對暴力極端主

義，但這些社區資助的計劃確實為社會凝聚力的建立產

生了影響。社區凝聚力是任何一個社區最重要的彈性因

素，特別對於一個因為極端主義和行為而容易受攻擊的

社區來說，”

反恐專家法拉爾(Leah Farrall)說，該機制理論上很

不錯，但卻需要集中于特別弱勢的個人。“那些變得極

端的人，主要是因為感覺到沒人聆聽自己，因此說服和

影射他們也許並不奏效。挑戰那些某人已經認定了的思

想，也許僅僅是徒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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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第二大城市

大阪舉行市民投票，決定是否

讓大阪市併入大阪府成為“大

阪都”，以躋身倫敦、紐約和

東京等國際大都會行列，讓昔

日商業首府重拾榮景。

報道稱，支援陣營認為這

項計劃有助於減少浪費和行

政資源重疊，提升這座城市

海內外的品牌形象，提高對

投資人和體育賽事主辦單位

的吸引力。

據法新社報道，這項計劃

有意仿傚東京，將大阪目前24

個轄區合併成5個特別區。每區

在首長職權擴大情況下會具備

一定的自主權，而這會集中體

現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至於

城市發展，則會由現存的大阪

府來管理。大阪府類似于美國

州層級。

據悉，支援陣營認為，這

在未來17年會為大阪市270萬

人省下可觀的2700億日圓（約

26億美元），也更容易吸引企

業投資或大型體育賽事。

報道指出，大阪市長橋下

徹成立的地區政黨大阪維新會

也支援這項計劃。這構想是他

所提倡的，投票結果攸關他的

政治前途。他揚言若這次公投

失敗，就會退出政壇。近來有

民調顯示，約40%支援升格，

約48%寧願維持現狀。

而報道同時指出，大阪有

意轉變，可能與某種認同危機

有關。大阪數百年前原是全國

最大且最富裕的商業中心，當

時成了全國稻米等重要商品的

集散地，但隨著統治日本超過

250年的德川幕府垮臺、1868年

明治維新後逐漸走下坡。隨

後，皇室遷到京都，後來又移

往東京，東京在日本快速現代

化之際成為新首都。

大阪市選舉管理委員會表

示，截至上午 11 時，投票率

14%。投票所預定在當地時間

晚上8時關閉，隨後將開始計

票。

柬埔寨遣返俄地產大亨
將因涉鉅額詐騙面臨審理柬埔寨政府把俄羅斯前地產大

亨謝爾蓋· 波隆斯基遣返回國。他將

因涉嫌鉅額詐騙面臨審理。俄羅斯

內政部說，波隆斯基由內政部人員

押解，返回俄羅斯後，將按照俄羅斯

法律受到起訴。

柬埔寨內政部移民局一名高級

官員告訴法新社記者，波隆斯基於

15日在柬埔寨西南部他的私人島嶼

上被逮捕，上午被遣返回俄羅斯。

另外 8 名俄羅斯人也被逮捕，面臨

遣返。這名官員說，波隆斯基的簽

證過期，已經在柬埔寨違法滯留超

過兩年，而且他的行為“影響柬埔

寨國家安全”。

波隆斯基現年42歲，曾是俄羅斯

米拉克斯集團老闆。2008年，他以12

億美元凈資產位列《福布斯》雜誌全

球富豪排行榜第962位。

2013 年，俄內政部指控波隆斯

基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詐騙，在莫

斯科一個高檔住宅項目中侵吞超過

80名投資者共計57億盧布（約合1.1

億美元）。

波隆斯基2012年逃出俄羅斯，受

到俄方全球通緝。2013年初，波隆斯

基因以暴力手段對待柬埔寨船員被柬

方逮捕，3個月後獲得保釋。同年11

月，應俄方要求，柬方再次逮捕波隆

斯基。

2014年 1月，柬方拒絕了俄方提

出的引渡要求，波隆斯基獲釋。同年4

月，俄方再次提出引渡要求，同樣被

柬方拒絕，理由是兩國之間沒有引渡

協議。

今年3月，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

蓋· 拉伕羅夫會晤到訪的柬埔寨外交大

臣賀南洪後宣佈，兩國幾近達成引渡

條約，從而將為引渡波隆斯基掃清法

律障礙。

波隆斯基曾是俄羅斯最富有的大

亨之一。2003年，米拉克斯集團在莫

斯科興建“聯邦大廈”。它由兩座建

築組成，其中一座設計高度達到374

米，為歐洲第一高樓。不過，由於全

球金融危機爆發，工程于 2008 年暫

停，2011年才恢復，預計今年完工。

波隆斯基曾聲稱，“聯邦大廈”經得

住美國“9· 11”恐怖襲擊事件中那樣

的飛機撞擊。

2008 年 10 月，波隆斯基公開宣

佈，如果旗下房產不能在 18個月內

升值超過 25%，他就把自己的領帶

吃下去。他的預言沒有實現。不過

他遵守承諾，在電視節目中吃下一

小片領帶。

2011 年，波隆斯基在一檔政治

討論節目中與俄羅斯媒體大亨亞歷

山大· 列別傑夫爆發口水戰，最終被

對方打倒在地。時任俄總理弗拉基

米爾· 普京批評兩人的舉動是“流氓

行為”。

波隆斯基一度希望搭乘飛船前

往國際空間站，卻因為身高過高被

拒絕。

日本維新黨選新黨首日本維新黨選新黨首
民主黨欲拉攏以民主黨欲拉攏以對抗自民黨

綜合報導 在日本維新黨黨首江田憲司因“大阪

都構想”被否決而表明辭職意向後，該黨 18日著手

後任甄選工作，預計幹事長松野賴久將成熱門人

選。對此，日本民主黨欲與維新黨聯手對抗執政黨，在

包括安保相關法案國會審議等方面開展合作。

據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期待在憲法修正

討論中與大阪市市長橋下徹(維新黨最高顧問)進行合

作，鋻於橋下宣佈將退出政壇，預計安倍也將關注

該黨黨首甄選工作的動向和新領導班子的路線。

另一方面，日本民主黨也欲與維新黨構建聯手

對抗執政黨的態勢，在包括安保相關法案國會審議

等方面開展合作。一名首相官邸人士表示：“不僅

是修憲問題，還想作為國會戰術拉攏維新黨分裂在

野黨，之前確實對此很重視。將繼續關注維新黨的

去向。”

據悉，民主黨幹事長枝野幸男針對與維新黨的

合作向媒體表示，眼前面臨著安保法制等重要課題，

將考慮維新黨的情況，切實協調，和自民黨進行對

峙。有關在野黨重組，他表示“如果有政策理念、

立場相同的夥伴，將會廣泛加強合作”。

江田清晨明確表示將辭職。當時，他表示松野

是其後任的合適人選，並指出加快在野黨重新洗牌

的必要性稱“不製造對自民黨構成競爭的政黨就沒

有緊張感”。

私人島嶼被捕

興建“聯邦大廈”

希拉蕊希拉蕊：：任何貿易立法都需處理匯率操縱任何貿易立法都需處理匯率操縱
（中央社）美國民主黨總

統 參 選 人 希 拉 蕊 ． 柯 林 頓
（Hillary Clinton）今天表示，
她希望任何貿易立法都能夠處
理對 「匯率操縱」的關切。

此一看法與白宮希望賦予
總統歐巴馬快速通關（fast-track
）的貿易促進授權（TPA）相牴
觸。

希拉蕊在愛阿華州從事競
選的圓桌會議表示： 「有必要
嘗試直接或間接處理將是貿易
夥伴國家的匯率操縱問題。」

「這是我們未如所期望那
麼具有競爭力的一個重大來源
。」

希拉蕊一直承受黨內左派
要求她就這項貿易措施採取明
確立場的壓力。

她表示，她希望看到聯邦
參議院通過那些修正後，才決
定是否支持最終的貿易法案。

希拉蕊說： 「我希望判斷
最後協議。我曾支持貿易協定
，也曾反對貿易協定。我嘗試
評估我認為他們會產生的協議
。」

美國國會議員現正在激辯
，是否要給予總統歐巴馬快速
通關的授權，以加速敲定 「跨
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等協
定。目前 TPP 已有 12 個成員國
。

白宮力推貿易協定，但貿
易是連民主黨自家人都不挺的
少數議題之一，反觀共和黨則
相當賞臉，熱情相挺。

美國共和黨籍眾議院議長
貝納3日單挑希拉蕊，逼她表態
力挺貿易授權法，以協助白宮
讓國會放行貿易促進授權法。

貝納接受美國 「國家廣播
公司」（NBC）節目 「會晤新
聞界」（Meet the Press）專訪指

出： 「她（希拉蕊）不能只是
坐壁上觀，讓總統單打獨鬥。
」

貝納表示，希拉蕊身為前
國務卿且有意問鼎 2016 年總統
大位，雖然支持快速通關授權
與TPP，但 「卻不願表態。」

白宮指出，自由貿易協定
將為美國出口開闢新的市場，
強化企業在海外的競爭。但許
多民主黨議員與其支持者，其
中包括工會組織，認為這些協
定雖對美國企業有利，卻將犧
牲美國勞工的就業機會。

希拉蕊迄今尚未就快速通
關立法或美國與亞洲各國的TPP
協商表達明確的立場。

但希拉蕊日前指出，任何
貿易協定 「必須創造就業，助
漲薪資，提高生產力與保障我
們的安全。」

 
































（中央社）美國總統參選人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今天表示，她希望國
務院儘速公布她擔任國務卿時期的電子郵件。

民主黨籍的希拉蕊在愛阿華州競選活動空檔告訴記者： 「任何他們可以加速這個進
程的舉措，我都衷心支持。」 「我希望他們儘速公布。」

國務院發言人拉特基（Jeff Rathke）今天表示，國務院會遵照聯邦法官的命令，公
布希拉蕊擔任國務卿時期的電子郵件。

拉特基表示： 「我們嚴肅看待我們的法律義務，我們會遵守這項命令。」
詢以是否會針對這項判決提出上訴，拉特基回答： 「我沒有任何此類計畫要宣布。

希拉蕊：盼國務院儘速公布她的電郵

（綜合報道）美國 64 個亞裔組
織聯手告哈佛歧視的維權行動還未解
決，一位美國大學教授“亞裔比黑人
更努力”的言論又惹眾怒被批。

杜克大學的 80 歲老教授上周在
《紐約時報》上留言評論，對比亞裔
與非裔美國人都在國內曾經遭遇歧視
，亞裔比黑人更努力、更願意融入美
國社會，而黑人卻自憐自艾。此番言
論遭到美國輿論炮轟。本周一，這位
教授辯解稱，討論他在過去幾十年所
觀察到的美國社會種族現像並非“種
族主義”。杜克大學認為是當今世界
最 頂 尖 的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之 一 ，
2013-2014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
》將杜克大學列為全美第7。

5 月 9 日，正在學術休假的這位
80歲白人老教授、政治學理論教授傑
瑞·休（Jerry F Hough），因在《紐
約時報》社論《種族主義讓巴爾的摩
如何完蛋》下的留言惹眾怒被批。

杜克大學教授在在《紐約時報》
社論《種族主義讓巴爾的摩如何完蛋
》下的留言。

在他的留言中，他寫道，亞洲人
被看作為“黃種人”，在1965年時面
臨著至少和黑人一樣嚴重的歧視。而
亞裔美國人，他寫道，“他們並不為
此難過，而是加倍努力工作。”

他繼續在留言中寫道，“我是杜
克大學的一位教授。每個亞洲學生都
有個簡單地道的美國名字，以此作為
他們想融入的像征。而幾乎每個黑人
都有個奇怪的名字以此作為想融入的
像征。”

周一，他發郵件給美聯社時，休
為自己辯護稱，在一個文章下面，以
有限的字數留言，很難把話說明白。

他在郵件中稱，“我只為稱‘每
個亞洲人和幾乎每個人黑人’這樣
（過於絕對）的說法後悔。”他說，
“我絕不認為這樣問是種族主義：為

什麼總的來說黑人在
各個方面都不如亞洲
人一樣好？因為關押
日本人的集中營裡，
亞洲人也對‘黃種人
’一詞有了偏見。”

休認為自己是二十世紀 50 年代
的支持民族融合的馬丁·路德·金的追
隨者。他認為，在他的一生中，他親
眼目睹了這些偏見，從二戰時期美國
南部用來隔離日裔美國人的拘留營起
，他很驚訝從此以後這種偏見也並無
改變。

他說，“我的目標是實現馬丁·
路德·金的奮鬥，讓美國跨越歧視，
創造一個大熔爐。”

杜克大學的政治理論系主任用郵
件回應，休正值2014-2015年的學術
休假，學校與休的言論無關。

休在《紐約時報》社論下的評論
引來了社交媒體和杜克校園內的強烈

批評。杜克大學對多個媒體發布了聲
明，其發言人邁克爾·舍恩菲爾德
（Michael Schoenfeld）說，“休的言
論是有害、有攻擊性且不容於文明交
流。”

一位杜克大學非洲與非裔美國人
研 究 的 教 授 馬 克·安 東 尼·尼 爾
（Mark Anthony Neal）上周在個人博
客中發了休在《紐約時報》社論下留
言的截圖，以“親愛的老杜克人”為
標題評論稱，一位杜克終身教授恣意
妄為的種族主義。

周一，杜克大學發言人舍恩菲爾
德說休作為教授的身份沒有改變。他
還指出，學校系裡的員工手冊賦予了
教授“有不受學校約束和審查去做事

以及發表言論的權利”。
休說，他計劃2016年結束教學，

且他會在2018年最終退休，結束自己
在杜克大學的 40 年教書生涯。在杜
克大學的網站上，他的簡歷上列出了
機構所獲得的學位，其中有幾個學位
是哈佛大學的，包括博士學位，他也
出了好多講俄羅斯和蘇聯的書。

“撇開舍恩菲爾德的郵件，我認
為此事對杜克大學的傷害比對我個人
的大的多（這件事只會幫我更加廣泛
的傳播我的想法，可能還會為我帶來
一些出版合同），杜克會挺過去的。
”他說。

美國名校教授因“亞裔比黑人更努力”言論挨批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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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通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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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太平洋抽油煙機

10800 Bellaire Blvd Suite C
Houston,TX.77036

Bellaire and Wilcrest

AC3100 3300, IT30, 自動清洗系列抽油煙機

˙自動清洗 ﹐掃除拆洗煩惱:
最先進的技術﹐只需一按AUTO CLEAN就會自動清洗扇
葉油污﹐操作簡單方便﹐清除油污,掃除您清洗油污的煩惱﹒

˙最超強的吸力﹐最低的噪音 :
專利設計Ｓ型排風系統﹐形成強勁離心吸力﹐全新流線
內部結構﹐使其吸力稱霸﹐噪音最低﹒

˙最先進的外型設計﹐覆蓋美式四個爐頭:
全新流線外型﹐採用西歐無接口收邊技術﹐完美造型﹐
雙吸風口﹐覆蓋四個爐頭﹐使您的廚房充滿高貴現代氣息﹒

訂購電話﹕281-530-1511

最新最新最新

把看見的油煙看不見的細菌統統一網打盡﹒
優質售後服務﹐專業的安裝師傅﹐
馬達永久保證﹐零件十年保證

殺菌抽油煙機

PR 9630A
STAINLESS STEEL

大酬賓特價特價特價
299.00

((台灣製造精品台灣製造精品))

首創蒸氣除油 | 融解油汙 免拆洗
太平洋首創「全自動蒸氣洗」抽油煙機，獨家「130 C超高溫蒸氣洗」，以超高
溫蒸氣環繞去汙，再輔以熱水沖刷潔淨，全方位迅速除油，徹底殺菌，除臭，
自動清洗毫無死角，更配備全新「吸力霸靜音馬達」，給您超強吸力與極靜
音。挑選油煙機，就該選擇解決您所有煩惱的太平洋「蒸好洗」抽油煙機!

有名牌禮品贈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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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印刷公司
6418 Wilcrest Dr.
Houston,TX 77072

承印一切所有印刷用品

C&W PRINTING

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喬遷新址

Tel:(281)575-1688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A+
BBB“PINNACLE AWARD”-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玻璃橋﹑黃石公園﹑
總統巨石公園﹑拱門
7天遊(New新)
＄368元起（買二送一）
4月30日之前付錢減$20元

－－美西4－10天遊＄219元起
－－美加東岸五﹑六﹑七﹑八天遊

＄309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7天遊

＄419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GDS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7 天遊
＄738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4天三晚
＄299元起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713713))774774--11171117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
TRAVELNETTRAVELNET FAX: (713)774-1460

江南八日$49
$99北京九日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 代理豪華遊輪專賣店

星﹑馬﹑泰十一日$1399元起
泰國風情六﹑七日$799元起
日本風情系列遊$1099元起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全新中國特價團
●東北冰雪世界七天 399元
●桂林﹐龍勝﹐陽朔六天 199元
●七彩雲南超值七/八天 99/199元
●張家界鳳凰超值七天 99元
●海南/三亞/海口 五天 99元(不包括機票)

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新推出
●●韓國韓國﹐﹐首爾首爾﹐﹐雪岳山雪岳山77天天 299299元元
●●日本日本﹐﹐東京東京﹐﹐大阪浪漫大阪浪漫77天團天團 199199元元
●●台灣台灣﹐﹐明譚明譚﹐﹐環島環島88//99天天 249249//299299元元
●●泰國泰國﹐﹐曼谷曼谷﹐﹐芭提雅芭提雅77天天 9999元元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
全 新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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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Website: www.zencon.com

貨貨 運運 報報 關關

˙海運、報關、卡車、倉儲連貫服務
˙每週貨櫃進/出口東南亞
˙承運整櫃、散貨、大宗貨及空運

三

十

年

歷

史

為更好服務客商,除洛杉磯
總部,紐約分部外,休士頓分
公司現已營運了二十年,我
們保證以下服務:

家

分

公

司

43
全
通船舶運輸公司

ZEN CONTINENTAL CO., INC.

服務一定周到服務一定周到 ˙̇ 價格絕對優惠價格絕對優惠
請聯絡 ELLEN CHI

TEL:(713) 780-8727 , FAX:(713) 780-8867
REGENCY SQUARE TOWER

6200 SAVOY DR., #950, HOUSTON, TX 77036

特價
清蒸游水鱒魚
$10.95

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

地址地址：：98889888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158158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中國城黃金廣場內））七天營業：早10點至晚12點

西塔冷面
手抓餅
粘豆包

韭菜餡餅
手擀麵

純手工製作麵食純手工製作麵食本店招牌菜本店招牌菜

鍋包肉

溜肉段

尖椒幹豆腐

飄香東坡肉

Lucky Pot Restaurant
電話電話：（：（713713））995995－－99829982

啤酒活魚
東北酸菜燉骨頭

尖椒炒羊肚
風味羊雜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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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HISD)

Competitive Sealed Proposal Notice for Washington,

BT High School

The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will receive Competitive Sealed Proposals from
contractors for work at Washington, BT High School. The work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demolition of paved streets, cutting and capping water, sanitary sewer, and gas mains
at the perimeter of the site, removal of abandon utility pipes, backfill and compaction of
all excavations, relocation of storm inlets along Yale Street, removal of all remaining
concrete foundations and building remnants. The site will be graded to drain utilizing
existing material. No import or export is expected as part of this portion of work. All
required proposal information is due no later than Tuesday, June 9, 2015, at 2:00
p.m. at 4400 West 18th Street, Office of Board Services #C1, Houston, TX 77092.
The proposals will be opened and the amounts read aloud.
Washington, BT High School is located at 4100 Yale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18.
The Request for Competitive Sealed Proposal (RFCSP), which includes plans and
specifications, will be available beginningMonday, May 18, 2015, and may be obtained
from Thomas Printworks, 4235 Richmond Avenue, Houston, TX 77027, PH:
713-621-0022, Fax: 713-621-2537 upon refundable deposit of $300.00 for each set
of plans and specifications. Documents in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pdf) are also
available from A&E Graphics on disk for a deposit of $50.00. Deposit checks should be
made payable to HISD. Any questions regarding documents are to be addressed to
Fanning Howey / House+Partners, 2323 S Shepherd, Suite 1014, Houston, Texas
77019, Contact: Jim Hepburn (jhepburn@HP-Architecture.com) Phone: 713-522-0815,
Fax: 713-522-8694.
The Competitive Sealed Proposal process will be utilized as authorized in Senate
Bill 1093, Legislative Session 83-2013, Ch. 2269, Subchapter D, of Texas Government
Code. The Competitive Sealed Proposal process enables HISD to select contractors on
the basis of price and qualifications/methodology.
M/WBE Forms, schedules and statements, as required by Section AB of the RFCSP,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ffice of Business Assistance, will be received on the same
day and at the same time as other required proposal information at 4400 West 18th
Street, Office of Board Services #C1, Houston, TX 77092. PROPOSALS SUBMITTED
WITHOUT M/WBE FORMS PROPERLY COMPLETED WILL BE CONSIDERED NON
RESPONSIVE.
A Pre-Proposal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at 2:00 p.m., Thursday, May 28, 2015, at
HISD Construction and Facility Services (Bond Office), 3200 Center Street, Room
117, Houston, Texas 77007.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is project, please contact Wm.
“Earl”Finley wfinley@houstonisd.org.

Drawing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the RFCSP may be reviewed at the following
Houston locations:

Associated General Contractors, 3825 Dacoma Street,
Houston, TX 77092, (713) 843-3700

HISD Construction Services Office (Bond), 3200 Center,
Houston, TX 77007, (713) 556-9250

[Digital copy only] McGraw Hill Construction/Dodge, www.construction.com
Virtual Builders Exchange, 3910 Kirby, #131, Houston, TX 77098, (832) 613-0201

CSP Project Number: 15-05-02
• Project 15-05-04 – RFP- Sale of Scrap Metal – with a deadline of 2 P.M. June
10, 2015. The pre-proposal conference for this project will be at 228 McCarty
Road, Houston Texas 77029 main conference room on May 27, 2015 at 9:00 a.m.

The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located in the Hattie Mae White Educational
Support Center at 4400 West 18th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92 will accept proposals,
until the stated date and time deadlines, in the Board Services Office, Level C1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NOTICE TO PROPOSERS

Proposals are available on the HISD web-site at www.houstonisd.org. To access, go to
Departments, Procurement Services, Bid Opportunities.

The District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or all proposals, or, to accept the proposal
that is most advantageous to the District.

美南報系 芝加哥時報‧芝加哥黃頁 電話：（630）717-4567 傳真：（630）717-7999 Email：ccn100@ChicagoChineseNews.com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

僑 社 新 聞B6 Fri. May 15, 2015 Chicago Chinese News 芝加哥時報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 B6

東南亞中心舉行母親節聯歡會
逾百位母親參加場面溫馨甜蜜逾百位母親參加場面溫馨甜蜜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徐達輝徐達輝//採訪報導採訪報導))
五月第二個星期日是西方社會確定五月第二個星期日是西方社會確定
的母親節的母親節，，已在全世界流行開來已在全世界流行開來，，芝芝
加哥北華埠的東南亞中心舉行一年加哥北華埠的東南亞中心舉行一年
一度的母親節聯歡會一度的母親節聯歡會，，向參與的向參與的 116116
位母親老人表示衷心的祝福位母親老人表示衷心的祝福，，並通過並通過
這些來自世界多國的老人向各國的這些來自世界多國的老人向各國的
母親母親，，借助風城的春風傳遞節日的溫借助風城的春風傳遞節日的溫
馨祝願馨祝願！！

55 月月 88 日中午日中午，，來自東南亞多國來自東南亞多國

及其它國家的年滿及其它國家的年滿6060歲以上的老人歲以上的老人
歡聚于位於歡聚于位於Broadway NBroadway N 51205120號的東號的東
南亞中心這棟古色古香的南亞中心這棟古色古香的““洋樓洋樓”，”，大大
多數都是偉大的母親多數都是偉大的母親，，也有一些甘當也有一些甘當
綠葉的英雄父親陪同而來綠葉的英雄父親陪同而來。。

大家濟濟一堂大家濟濟一堂，，歡歌笑語歡歌笑語，，鶴髮鶴髮
童顏童顏，，仿佛進入了幼稚園仿佛進入了幼稚園。。幾位老人幾位老人
輪番上陣輪番上陣，，放聲高歌放聲高歌，，特別是其中一特別是其中一
位鄺阿姨更是在大家一片叫好聲中位鄺阿姨更是在大家一片叫好聲中
連續高歌幾曲連續高歌幾曲，，雖然不是歌星雖然不是歌星，，但似但似

歌星的老師歌星的老師
。。並吸並吸引一
位父親也上
來助陣，以
口風琴吹出

“牛”氣的純
歌曲。

同時，
義工們為每
位老人奉上
了中心特色
的老火煲湯
，今天節日
是集營養、
味道、色彩
俱全的椰子
排骨人參湯
。大家品嘗

這滋潤靚湯時，中
心新任主任黃呂玉
瓊講話，她深情的
說，今天是一年一
度的母親節，祝願
所有的母親身體健
康，闔家歡樂，子孫
發達，延年益壽！並
介紹了，今年本中
心將會同其它單位
招聘臨時暑假工，
為青少年在假期中
提供一個有意義的
選項。具體要求是：
1、年滿16歲以上。2
、在校的中學生，不
收大學生。3、作為
本中心的見習生，
做服務性工作。4、
時薪10美元。5、從7
月 6 日開始，共 6 周
時間。可以讓中學生們既得到社會鍛
煉，又賺點錢，還結識更多的人。符合
條件的有意者請在網站 www.after-
schoolmatters.org,上報名，查詢電話
773-989-6927，名額有限，大約16名
。並由義工翻譯用越南語重複。

接著由前主任烏亮珊女士講話，

她主要補充介紹了今天的菜譜，靚湯
是由義工李阿姨親手製作，著名的鹽
焗雞也是幾位阿姨的集體傑作，全體
母親的生日蛋糕就是黃呂主任在家
裡親自製作帶來的，祝願大家的生活
如同蛋糕甜甜蜜蜜。

飯後飯後，，中心的托老所全體母親老中心的托老所全體母親老

人與這兩位道高望重的主任圍著這人與這兩位道高望重的主任圍著這
個重達一二十磅個重達一二十磅、、並寫有並寫有““東南亞中東南亞中
心母親節快樂心母親節快樂！”！”的大蛋糕的大蛋糕，，一起幸福一起幸福
的合影的合影。。並一起分享這美味蛋糕並一起分享這美味蛋糕。。使使
節日的氣氛如同這蛋糕一樣雖然分節日的氣氛如同這蛋糕一樣雖然分
享完了享完了，，但都甜在心窩但都甜在心窩，，回味無窮回味無窮。。

左為新主任黃呂玉瓊左為新主任黃呂玉瓊，，右為前主任烏亮珊右為前主任烏亮珊，，
中為越南裔義工翻譯中為越南裔義工翻譯

黃呂玉瓊主任致詞黃呂玉瓊主任致詞

托老所全體母親合影右一為主任黃呂玉瓊托老所全體母親合影右一為主任黃呂玉瓊,,後排左二為前主任烏亮珊後排左二為前主任烏亮珊

聯歡會一景聯歡會一景父親為母親節祝福父親為母親節祝福

加州鼓勵民衆節約用水要用心理戰術美選戰政見大學免學費 粉絲按讚

美得州槍戰起因有新說法美得州槍戰起因有新說法 警方促各幫派休戰警方促各幫派休戰

寧可他們淹死 印尼禁救海上難民

【【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道）聯合國難民署 19
日估計，至少有2000名難民陷困在
緬甸、孟加拉外海的5艘船隻上，飽
受斷糧與缺水之苦已逾40天。外傳
印尼當局已下令漁民不准拯救非法
偷渡的難民， 「寧願讓他們淹死」
。但相關國家19日都表示，會給予
難民協助。

難民署與國際移民組織（IOM
）在日內瓦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印
尼、馬來西亞和泰國停止驅趕領海
水域的非法移民船隻，敦促這3國加
強搜救，並允許滯留於孟加拉灣和
安達曼海海域偷渡船隻上的偷渡客
安全上岸。

泰國最近打擊海面偷渡，人口
走私集團以船隻載運緬甸少數民族
羅興亞穆斯林與孟加拉難民，行經
泰國水域南下馬來西亞的行動受阻
。近3000名遭人蛇集團丟包的羅興

亞穆斯林與孟加拉難民在16日抵達
印尼外海，其中約800人在被印尼漁
船救起，收容於亞齊省。

聯合國難民署發言人薇薇安．
陳19日在仰光告訴 「法新社」說，
仍受困緬、孟水域近2000名難民包
括婦孺在內，泰半是羅興亞穆斯林
，很多人更以每個300美元代價，央
請安排偷渡的蛇頭送他們回去緬甸
西部若開邦。

另一方面，有艘載運非法移民
的船隻上周末於馬來西亞與泰國之
間水域遭泰國海軍三度驅離後，在
大洋漂流且音訊不明已經多日，船
上300乘員命運未蔔，令人擔憂。

該船14日首次現蹤，在泰南麗
貝島外海漂流。泰國當局提供食物
、燃料與飲水給乘客後，將船隻驅
趕至公海。馬來西亞海軍也曾攔檢
這艘船。

現在傳出印尼當局已下令，漁
民不准拯救非法偷渡的難民， 「寧
願讓他們淹死」。但菲律賓政府及
印尼政府19日雙雙表示，會給予難
民協助。

印尼外長蕾特諾女士稱，印尼
上周已接收1346名孟加拉及羅興雅
族難民，在此之前，已約有1萬2千
名難民在印尼等候安置。她表示：
「作為《難民地位公約》非締約國

，印尼所做的已超出其責任範圍。
」

包括美國、澳洲在內共15個國
家，將於29日在泰國舉行會議，共
商解決辦法。聯合國難民署（UN-
HCR）駐菲律賓代表柯布拉特說：
「這不是單一國家所能解決的問題

，而是一項集體責任。」

（綜合報道）在造成 9 死 18 傷、170 人被
逮捕的得州韋科市摩托黨幫派大戰兩天之後，
韋科警方當地時間19日上午再次召開新聞發布
會，呼吁當地摩托黨幫派間“休戰”。

韋科警方發言人斯萬頓說，警方鼓勵幫派
成員們努力和平一點，停止暴力。斯萬頓此前
提醒，擔憂在17日的暴力火拼之後會有更多的
幫派成員聚集到事發的“雙峰”餐館，試圖報
復警方或者對頭幫派團體。他認為這一威脅是

確實有可能的。
斯萬頓19日稱，目前這一威脅已出現平息

趨勢，希望這是摩托黨幫派聽從警方要求的結
果。

初步驗屍報告顯示，9名死者的年齡在27
到65歲之間，均為受槍擊死亡。170名嫌犯將
面臨參與有組織犯罪罪名指控，其中部分嫌犯
將面臨一級謀殺指控，根據德州法律最高恐面
臨死刑。

斯萬頓說，事發當天，一個幫派團體不請
自來地出現在另一個幫派活動上砸場子，可能
是引發槍擊混戰發生的背景。他說，暴力可能
最先出現在停車場，而不是此前所說的餐廳洗
手間內。當時一個幫派預訂了餐廳的室外餐位
。調查人員在那片區域以及吧台和洗手間內發
現了血跡和其他證據。死者的遺體都在室外，
靠近停車場或停車場內被發現。

斯萬頓說，目前還不能確定死者中是否有

、有幾個是被警方開槍打死的。目前仍有7名
傷者在醫院接受治療。

警方19日仍在“雙峰”餐廳及周圍現場勘
查，餐廳停車場及通往該處的速路下道口也仍
然關閉。涉事的約80輛摩托車被警方作為證據
暫時扣留，另有135輛摩托車則會從案發現場
轉移其他地方保存。

（中央社）參選美國總統的無黨籍聯邦參
議員桑德斯，今天在國會提出公立大學學費全
免草案，桑德斯競選總統和提案立法雖難有結
果，但為美國總統選舉開拓新視野。

佛蒙特州選出的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公布 「全民大學」（College for All）草
案，建議聯邦政府每年撥出470億美元，做為公
立大學學費全免的預算；美國公立大學每年支
出約 700 億美元，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各自負擔
67%與33%。

桑德斯同時建議，學貸利率需設上限，
8.25%的超高利息必須留在歷史，華爾街金融機
構在股票、債券和衍生性產品的投機所得，必
須徵稅作高等教育經費。

桑德斯的個人提案不可能在國會通過，競
選實力也難與民主黨的希拉蕊匹敵，不過73歲
的桑德斯雖缺錢和組織動員，但在網路掀起旋
風，過百萬人在他的臉書（Facebook）按讚，主
打貧富不均吸引大批追隨者，逐漸在議題僵固
的總統選戰闢出新戰場。

他說自己是古怪的老頭子，臉書上秀小貓
和沖涼照都不是他的梗。推特（Twitter）雖限
制貼文不超過300字，但他仍附上完整版連結，
希望支持者仔細閱讀他的理念與主張。

桑德斯反對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認為通過將是美國勞工的災難，他不想逼希拉
蕊表態，媒體應讓兩人有辯論空間。

（綜合報道）加州政府面
對連續第四年嚴重乾旱，要求
民衆節約用水，已出盡各種辦
法，可能也要使土心理學上的
方式，影響人們的行為，關鍵
在那裏？就是同儕壓力（Peer
pressure）。

行為經濟學家保羅. 佛拉
洛（Paul Ferraro）說， 「如果
人們想到其他人都在合作，他
們也會合作。」佛拉洛曾研究
一個亞特蘭大水區曾使用這種
方式，讓他們和鄰居比較，當
他們看到鄰居在節約用水時，
也就會 『見賢思齊』，作出自
己應有的努力，節約用水。但
是，如果你發現只有你一個人
在犧牲，因為其他人都不犧牲

，你會覺得自己是個受騙的笨
蛋。」

「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
」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的 「水資源政策中
心 」 （Water Policy Center）
主 任 愛 倫. 哈 那 克 （Ellen
Hanak）說，這在加州乾旱問
題的解決方案中，應該是十分
肯定的一部份。

今年三月， 「加州公共
政策研究所」發布一項研究報
告，有百分之 66 的加州民衆
表示，他們發現其他人所做的
並不夠，加州面對乾旱做得並
不夠。一項分開進行的民調發
現，有百分之 51 的加州人認
為，他們覺得所做的已經夠多

，所以不採取進一步節約用水
的努力。顯然的，許多人都在
看別人做了多少，既然別人做
得不多，自己這樣也就足夠。

澳大利亞聯邦科學暨工業
研究組織（CSIRO）的科學家
伊麗莎. 佛裏德裏克斯（Elisha
Frederiks）說，人們繼續浪費
用水，因為他們覺得其他人也
在耗水，顯然的，這是社會心
理和行為經濟的交互影響，形
成 「規 範 性 社 會 影 響 力 」
（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
。她在電郵中說， 「在許多情
況之下，人們都是在跟隨其他
人的行為，形成 「社會規範」
（social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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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舉行維也納舉行20152015美泉宮夏夜音樂會美泉宮夏夜音樂會

在奧地利維也納美泉宮花園廣場，觀眾觀看美泉宮夏夜音樂會。 當日，2015美泉宮夏夜音樂會在奧地
利首都維也納美泉宮花園廣場奏響，約10萬名觀眾在現場欣賞這場由維也納愛樂樂團帶來的露天音樂會。
夏夜音樂會也拉開了2015年度維也納藝術節的序幕。

斯洛維尼亞上演枕頭大戰斯洛維尼亞上演枕頭大戰 為尼泊爾地震災區籌款為尼泊爾地震災區籌款

斯洛維尼亞盧布爾雅那斯洛維尼亞盧布爾雅那，，民眾們參加由當地一家廣播電臺舉辦的民眾們參加由當地一家廣播電臺舉辦的
““枕頭大戰枕頭大戰”，”，為尼泊爾地震災區籌款為尼泊爾地震災區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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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1515賽季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第賽季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第3737輪壹場焦點戰在安菲爾德球場展輪壹場焦點戰在安菲爾德球場展
開爭奪開爭奪，，利物浦主場利物浦主場11比比33不敵水晶宮不敵水晶宮，，傑拉德主場告別賽傑拉德主場告別賽，，拉拉納先拔拉拉納先拔
頭籌頭籌，，龐徹恩龐徹恩、、紮哈和穆雷連入紮哈和穆雷連入33球逆轉球逆轉。。利物浦徹底無緣前四利物浦徹底無緣前四。。

艾斯凱爾在昆明成功完成艾斯凱爾在昆明成功完成
““高空蒙眼倒走鋼絲高空蒙眼倒走鋼絲””

新疆新疆““達瓦孜達瓦孜””第六代傳人艾斯凱爾在雲南昆明萬達雙塔成功完成第六代傳人艾斯凱爾在雲南昆明萬達雙塔成功完成
離地離地150150米高米高、、距離約距離約100100米長的米長的““高空蒙眼倒走鋼絲高空蒙眼倒走鋼絲””的挑戰的挑戰。。

責任編輯：鄭亦楠

“文學要么成爲與電視競爭的粗俗娛樂工具，要么

成爲一門藝術並因此只擁有有限的讀者”

一襲黑衣袁與書爲伴袁是蘇珊窑桑塔格最爲深入
人心的形象之一遥 黑色看似單調袁實則層次豐富袁能
包裹細節袁更考驗質地袁是經得起近看與一看再看
的顔色遥 一如桑塔格本人遥
作爲杰出攝影評論家的桑塔格袁竟會如此頻繁

又如此令人難忘地被人拍攝遥 被拍照與被採訪之間
的相似之處在于袁兩者都是以某個其他人爲中介來
野展示自己冶的誘人機會袁儘管其中會有些矛盾的情
感遥

在即將出版的叶蘇珊窑桑塔格談話録曳中袁我們
又將會看到一個怎樣的桑塔格钥

10篇訪談袁談寫作袁談女權袁談疾病尧談美國袁談
攝影噎噎其中數篇爲首次在國內出版遥 在這跨越數
十年的一問一答之間袁在不斷對自己進行審視與推
翻的過程中袁一個多樣豐富而又不失本色的桑塔格
漸漸被冲印出來遥

本文節選自叶蘇珊窑桑塔格談話録曳中的叶一種
生活方式還不是一種生活曳袁 爲桑塔格在 1980年的

波蘭之行中所接受的採訪遥

常常自我批評

並非等同于我們就是受虐狂

問院爲什么你認爲美國人如此具有自我批評的
精神钥 這一點相當明顯袁特別是人們在看美國報刋
的時候噎噎
桑塔格院不袁不是的袁這是自愛的一種形式浴 我

們有一種非同尋常的自由傳統遥 我們知道言論自由
對社會來説並非是危險的遥 言論自由並不意味着無
政府主義袁儘管從局外人看來貌似如此曰美國仍然
是一個非常穩定而保守的社會遥 這種持續的談論就
像永久播放的音樂曰人們從中選擇想法袁事情得到
改變袁而某些人又只是談談而已遥 這都沒有關係袁但
它賦予了社會一種能量曰它向社會的統治者提供了
想法遥 並不是僅僅因爲我們常常自我批評袁我們就
是受虐狂袁不是的袁我們是在行使一種公共權利遥

問院它不是自我滿足的一種形式嗎钥
桑塔格院相信我袁還大量存在着一種更爲直接

的自我祝賀遥 在叶新聞周刋曳(Newsweek)或是在美國文

學里袁美國人喜歡炫耀他們是多么富有自我批評精
神遥 但在紐約與加利福尼亞之間的這整個國家都有
人説院野美國很棒冶遥 我們有很多守舊的尧愛國的尧保
守的人袁就像你在這里可能會看到的一樣遥
問院所以袁美國國旗經常被挂在私人住宅前钥
桑塔格院一點不錯遥 你知道袁我們的社會不阻止

異見遥或者確切地説袁是不允許遥如果我們説人人都
可以是異見者袁那就沒有異見者了遥 你可以説要要要
已經有人這樣説過要要要這是一種更爲複雜的審查

形式遥 所以説袁在美國你無法成爲異見者袁因爲你會
因此把自己的照片弄上叶時代周刋曳封面的噎噎我
並不是説我就不喜歡這種制度袁但我也看到袁在某
種意義上它是非常殘忍的遥 它是野一個社會能夠成
爲什么樣冶這一想法的更高版本遥 你們的社會似乎
更爲家長式袁更老式遥 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激進遥

野我希望女人有更多男人的品質袁男人有更多
女人的品質冶

問院在你的學生時代袁美國大多數女性上大學
是爲了適當接受敎育袁並覓得如意郞君遥 但你卻成
爲了國際知名作家和知識分子遥 在一個男人佔統治
地位的世界出頭袁這對你來説容易嗎钥

桑塔格院如果你願意做出一些犧牲袁這事總是
容易的遥
問院你做出了什么犧牲钥
桑塔格院嗯袁個人生活方面的某些犧牲遥 其實袁

我上大學的時候就結婚了袁 我結婚的時候才十七
歲遥我很年輕就有了孩子遥我兒子現在二十八歲遥他
是我最好的朋友遥 但是袁作家的生活是相當清苦的
生活曰你大量時間都是獨自一人度過遥 這對男人來

説終歸是要容易些袁因爲他可以有個妻子遥 女人總
得必須得付出更多遥 我在孩子五歲時離了婚袁我自
己撫養他遥 我要承擔各種各樣男人不用承擔的責
任遥 我要打理屋子袁帶孩子袁早上給他穿好鞋袁洗衣
服袁等等遥 你得比一個男人更強大遥
問院你怎么看婦女運動钥
桑塔格院我覺得棒極了遥 非常了不起曰這是世界

上發生的最偉大的事情之一遥 這是一個人開心地活
在 20世紀的理由之一遥世上並沒有多少讓人開心的
理由袁不過這是其中一個遥
問院性別角色的變化最後不會導致兩性間的某

些差異的消失嗎钥 我們不會遭遇某種非常友好的單
性世界嗎钥 兩性之間的相互吸引不會瀕臨滅絶嗎钥
桑塔格院我認爲我們不會面臨單性現象遥 我認

爲兩性之間的相互吸引不會眞的滅絶遥 我認爲在某
種程度上袁如果兩性之間少些對立袁情况會好得多遥
我希望能有這樣一個世界袁 其中女人更有進取心袁
而男人則更善良曰換句話説袁我覺得袁如果他們不那
么對立袁那就好遥 我希望女人有更多男人的品質袁男
人有更多女人的品質遥 我認爲這樣可以減少暴力遥
今天袁男人壟斷了暴力曰他們在被養育長大時就學
會了粗暴袁而女人則被敎育要壓制自己的能量和進
取心遥 我想袁假如男人稍微被壓制些袁那么女人則會
稍微粗暴些袁那么暴力的整體程度也許會下降遥 這
會釋放出世界上一半人口的巨大能量遥
文學“被宣判”淪爲了一門藝術

我認爲它別無選擇

問院當今的世界小説好像很多都僅限于對人類
的失敗尧病理尧適應不良尧不相容尧焦慮和無能的思
考遥 當今世界絶不是個適合生活的福地袁所以也難
怪這一點會在當代小説里得到反映遥 但是袁這是關
於人類狀况的一種相當片面的看法遥 這難道不是現
今許多讀者討厭小説的原因之一嗎钥

桑塔格院我認爲存在着一種極大的危機袁或者
説是世界危機袁這並不是説各種各樣危險的事情在
發生袁像毀壞自然尧核武器威脅和人口過剩遥 我認爲
存在着的是一種眞正的道德或精神危機遥 所以袁如
果文學像你所説的那樣主要寫各種不幸袁各種不相
容袁那我覺得它這樣做是對的遥 我認爲那不是人們
討厭文學的原因遥 我覺得文學面臨着其他叙述方式
的挑戰遥
問院還有娛樂噎噎
桑塔格院是的遥 19世紀袁比如袁在英國尧美國和法

國這三個擁有較高水平的讀者大衆的國家袁小説是
一種眞正的流行形式遥 它是 19世紀的電視遥 人們通
常在夜晩相互朗讀小説袁對於那些有閲讀能力的人
來説袁對於中産階級來説袁這是眞正受歡迎的娛樂

活動遥 現在袁通過現代技術我們獲得了新的娛樂方
式院寬銀幕電影尧電視和録下來的音樂遥 因此袁文學
野被宣判冶淪爲了一門藝術遥 我認爲它別無選擇遥 它
要么是成爲與電視競爭的非常粗俗娛樂工具袁要么
成爲一門藝術並因此只擁有有限的讀者遥
問院雖然這樣袁文學界以外許多受過良好敎育

的人常常説袁無論他們多么欣賞博爾赫斯袁他們都
再也無法面對他的憂鬱了噎噎

桑塔格院也許有人不喜歡博爾赫斯袁但還有卡
爾維諾袁還有萊姆噎噎拿萊姆來説袁他是個非常有
趣的現象袁一個非常嚴肅的作家袁同時他又在寫在
許多人看來很有價値的小説遥 比如袁萊姆在美國知
名度很高遥 工程師看他的書袁還有科學家袁那些並不
屬於文學圈的人曰他們喜歡他袁是因爲那些科學知
識遥 人們也許認爲生活太悲苦了袁所以不能再去看
博爾赫斯或者貝克特袁我現在又想到東歐和拉美的
作家了袁因爲我認爲袁和某些意大利和德國作家一
樣袁他們差不多是當今最好的作家遥 你們有像萊姆
這樣的人遥 你們有像加西亞窑馬爾克斯這樣的人遥
嗯袁幾乎沒有幸福的文學袁這我同意袁但是袁在此之
外還存在着更大的空間遥
(文章整理自微信公號野譯林出版社冶)

叶蘇珊窑桑塔格談話録曳

個人簡介院
蘇珊窑桑塔格渊 Sontag冤美國文學家尧藝術評論

家遥
她的寫作領域廣泛袁在文學界以敏鋭的洞察力

和廣博的知識著稱遥 著作主要有叶反對闡釋曳尧叶激進
意志的風格曳尧叶論攝影曳等遥 2000年袁她的歷史小説
叶在美國曳獲得了美國圖書奬渊National Book Awards冤遥
除了創作小説袁 她還創作了大量的評論性作

品袁涉及對時代以及文化的批評袁包括攝影尧藝術尧
文學等袁被譽爲野美國公衆的良心冶遥 此外袁她也是一
位反戰人士及女權主義者遥

桑塔格:文學“被宣判”淪爲一門藝術 它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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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買車送充電樁
免費服務打了誰的臉
綜合報導 似乎早已嗅到了政策風向

，就在北京發改委發文稱“6月1日起要

收取充電服務費”的第4天，特斯拉發

佈了一項免費服務計劃——“家庭充電

免費預勘測服務”，即免費為特斯拉用

戶提供家用充電樁的勘測及安裝，而此

前特斯拉車主要為這項服務支付至少

6000元至1萬元不等的費用。

當“食具收費”即將成為行業潛規

則時，特斯拉此時偏偏為顧客端來一杯

“免費星巴克”。

“矯情”又何妨
在很多同行看來，特斯拉的“免費

咖啡”多少有些矯情，因為能買得起特

斯拉的人非富即貴，根本不在乎多買個

家用充電樁。也許剛進中國時，特斯拉

也這樣認為，但當他們發現在為數不多

的訂單中，隱藏著一大批屌絲時，不禁

眼前豁然開朗。於是，一個“在非洲賣

鞋”的故事就這樣開始了：特斯拉先是

推出了通過招商銀行信用卡分期付款的

業務；而後又推出與全球同步的半價保

值回購業務；接著，免費家用充電樁來

了……於是，特斯拉車主中漸漸有了更

多屌絲、草根的身影。

特斯拉在 4 月 3 日發佈數據稱，

2015年第一季度全球的銷量為10030輛

，同比增長55%。儘管全球業績報表中

沒有單獨公佈中國市場的銷售數據，但

特斯拉內部人士透露：“特斯拉在華銷

量中止下跌，已開始有起色。3月份在

中國市場的銷量為370輛左右，相比2

月份增長140%左右。”得益於銷量預

期改善，且發佈儲能新產品，特斯拉股

價自3月底以來已經累計上漲近25%，

目前股價高於每股230美元，市值接近

290億美元。

打鐵還需趁熱。“充電難”目前

已成為消費者購買電動車的最大障礙

，公共設施不完善、充電介面不相容

，導致眾多公用充電樁形同虛設；家

用充電樁雖方便，但礙于物業因素以

及報裝手續的繁瑣，家庭充電樁安裝

率極低。特斯拉此時正是看到了這一

痛點，率先推出了“家庭充電免費預

勘測服務”。“我們的用戶不是人人

都住別墅，有不少顧客住的都是高層

，甚至沒有固定停車位，在安裝充電

樁之前，除了技術層面的東西，我們

還要幫客戶去協調很多關係。”特斯

拉中國公共政策與充電基礎設施部的

一位工作人員透露。

一項看似簡單的業務，在特斯拉中

國內部卻成了最為瑣碎和辛苦的工作。

如果這也能被看做是矯情，那特斯拉這

回真是要矯情到底了。自2015年起，特

斯拉的車主在正式購車後可獲得的免費

服務包括家用充電設備、2年免費維保

、報修後48小時內免費到府檢查維修

服務等。據介紹，特斯拉這一服務將覆

蓋以全國21個最主要城市為半徑的350

公里區域，包含全國80%以上主要城市

。其中，特斯拉將首先在北京、上海

、南京、杭州、成都、重慶、武漢、

廣州、深圳等城市推出免費預勘測服

務，並將不斷擴大預勘測服務的地域

範圍。而到目前為止，特斯拉已建成

數百座超級充電站、千余個目的地充

電樁作為長途出行的充電補充方式，

從而在中國建成了全球第二大特斯拉

車主公用充電站網路。

等待新國標
在充電建設雙線並行的同時，特斯

拉還計劃未來將對產品進行升級，以符

合中國市場將於明年下半年推出的充電

國標。

“目前中國正在修訂關於充電的五

項重要國家標準，特斯拉一直以來都在

積極參與國標修訂的各項工作，並全力

支援中國充電標準在安全性、相容性等

方面進行改進和完善，力爭幫助中國標

準成為世界最先進的充電標準。待未來

完善的中國充電標準正式發佈後，特斯

拉將全面支援新國標，修改新生產車輛

以符合新國標的規定。”特斯拉中國公

共政策與充電基礎設施總監高翔表示，

“同時，特斯拉還會為已售出車輛提供

轉換設備與新國標實現相容，最終特斯

拉無論新老用戶，都將可以用所有符合

新國標的充電設施方便地享受充電服務

。隨著未來幾年中國充電基礎設施的飛

速發展，特斯拉用戶將徹底消除對於充

電的顧慮。”

也就是說，在中國新版的充電標準

發佈之後，特斯拉在中國出售的新車將

全面相容國標，已售出車型通過轉換插

頭也能相容國標，特斯拉可用的充電樁

數量將一下增加好幾倍。

由國家能源局擔綱制定的《電動

汽車充電基礎設施建設規劃》和《充

電基礎設施建設指導意見》兩大文件

，2014 年年底就被業內盛傳即將出臺

，將明確充電樁(站)基礎建設的中長期

方向、目標要求、技術標準、各地(部

委)具體分工等，但在各部門利益博弈

中最終“難產”。據特斯拉相關負責

人介紹，車上用什麼樣的介面、尺寸

大小，每個車企都有自己的標準，因

為企業總想保護自己的利益，最後博

弈的後果就是各個公司都生產適配自

己電動汽車的充電樁。

不過，這一行業標準正在統一的過

程中。“相關標準正在制定中，預計明

年下半年可發佈實施。新標準發佈後，

特斯拉將全面支援新國標，修改生產車

輛以符合新國標的規定，同時特斯拉還

會為已售出車輛提供轉換設備與新國標

完美相容。”高翔表示。

“先栽樹後乘涼”，不懂中國國情的

特斯拉，卻先學會了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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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URLOCK TOWER
6560 Fannin, Suite 1554
Houston, TX 77030

我們接受Medicare 及Medicaid

腎移植﹐攝護腺疾病
﹐腎﹐輸尿管﹐膀胱疾
病﹒男性性功能障
礙﹐不育﹒

專

治

DR. DAVID S.C. HO, M.D.

713713 -- 796796 -- 15001500

泌尿專科 何秀鈞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博士
田納西州大學醫學院專科
德州專科醫師執照
任教德州大學醫學院及
貝勒醫學院

我們服務德州已超過25年了﹗
SAM SHUMSAM SHUM岑偉文岑偉文

CPA﹐MBA﹐CPCU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精通﹕國﹑粵﹑英﹑越﹑潮﹑臺語

營業﹕星期一至五 9AM-6PM
星期六 9AM-2PM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777-9111713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免費詢問免費詢問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健康保險

●初學者﹐年青駕駛者﹐有罰單
和車禍者﹐價比別家更優惠

●屋主﹑兩車以上﹑續保﹑良好記錄
者﹐保價特優

●最好的保費 ●完善的保障
●多家A級公司 ●比一下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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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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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保險

汽車保險

房屋保險

男女不孕症、月經不調、宮血、盆腔炎、乳腺病、子宮肌

瘤、卵巢囊腫、輸卵管堵塞、子宮內膜異位症、痛經、習

慣性流產、性功能障礙、更年期綜合症、抑鬱、失眠。

主
治

地址: 10782#C, Bellaire., Houston, TX 77072（獅子城內）

ACUPUNCTURE & HERBS

西南中醫婦科

王新美
中 醫 師

中醫碩士
（休士頓執業十五年）
NCCAOM執照針灸師
NCCAOM執照中藥師
德州執照針灸師
中西醫臨床經驗
三十餘年 科學中藥 無痛針術 一次性無菌針 接受醫療保險

電話：281-776-9085
手機：832-868-5070

RICHARD T. HUNG, MD
Diplomat of American Board of Otolaryngology

Ear, Nose and Throat

Head and Neck Surgery˙貝勒醫學院醫學博士
˙威斯康辛醫學院耳鼻喉專科醫師
˙美國耳鼻喉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每一對助聽器400 off。
˙請勿讓聽力不良損害您的人生。
˙您可能比您所想的錯失更多。
˙數據式助聽器非常進步。
˙請打電話給洪德生醫生詢價。

713-795-5343

St. Luke's Medical Tower
Texas Medical Center
6624 Fannin, #1480,
Houston, Texas 77030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裝設數據式助聽器
★耳鼻喉發炎
★鼻子堵塞 ★過 敏
★聽力減退 ★打 鼾
★聽力減退耳鳴、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西醫正骨 物理治療 針炙復健
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Clarewood Chiropractic Clinic
脊椎神經骨科脊椎神經骨科

電話﹕713-484-7400 傳真﹕713-484-7405(通國﹑臺﹑粵﹑英語﹑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地址﹕9630 Clarewood @Corporate, #A3, Houston, TX 77036(王朝商場後面)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專門治療
車禍﹑工作﹑及運動受傷
頭﹑頸﹑肩﹑背﹑腰痛與麻痹
坐骨神經痛﹑手腳麻痹

中醫針灸
周身關節
肌肉疼痛劉書德 醫師

Dr. Eric S. Liu

TOYOTATOYOTA
Sterling McCall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衆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2015年新車提前清倉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前所未有2015年
4月份特惠方案

2015年份所有車型提供
零利息貸款或高至
2500元現金折扣

（Tacoma,Sequoia除外）

星期三 2015年5月20日 Wednesday, May 20, 2015

美召集亞太國兩棲部隊開會
未邀中國 稱法律不允許

美打造迷你無人機
靈感源自蟬

綜合報導 美國軍方科學家近日打

造出了一款迷你無人機，大小如手掌，

猶如一台長了翅膀會飛的手機。

報道稱，這部 “微型飛行器”的

發明靈感來自蟬，因此就被取名為“蟬

”。蟬在幼蟲時期會花上多年時間蟄伏

地底，之後成群爬出土壤，羽化成蟲後

交配產卵，最後掉落地面死亡。這個生

命規律啟發了科學家。

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飛行控制工程

師卡恩說：“我們想，為什麼不能用類

似蟬的外形打造無人機呢？我們可以投

放大量這類無人機，讓敵人根本不可能

全都撿起來。”

“蟬” 的正式名稱是“隱藏式自

動用後即棄型飛行器”(Covert Autono-

mous Disposable Aircraft)的縮寫。其設

計比任何其他機器人飛行器更小、更便

宜，也更容易操作，卻更不容易被發現

，可在遙遠的戰場上執行任務。

卡恩披露，“蟬”的原型成本僅

1000美元，將來甚至可減少至每架僅

250美元。

據悉，由於“蟬”沒有發動機，

而且只有10個組件，因此類似有電路

板的紙飛機，飛行時也幾乎不會發出

任何聲音。它的時速可達每小時74公

里。

研究人員表示，“蟬”從飛機、氣

球或大型無人機投下後，會根據預先設

定的全球定位系統衛星座標來滑行。

三年前在亞利桑那州的尤馬進行測

試時，一部“蟬”在1.75萬米的高空被

投放後，滑行了17.7公里，掉落地點距

離目標僅4.5米。

測試時，研究員在“蟬”上安裝感

應器，以讀取氣溫、氣壓和濕度等氣象

數據。這類迷你無人機也可以用於其他

任務，同時可以安裝各類輕盈的感測器

，包括麥克風。研究員愛德華茲說：

“它們就像是機器人信鴿，你叫它們去

哪，它們就會去哪。”

“蟬”的可能用途之一就是監測敵

人封鎖線後方的道路狀況，也可以安裝

磁感測器，用來探測敵人潛艇或監聽敵

方部隊或特工的通訊。不過在現階段，

要在“蟬”上安裝電眼，在技術上還有

困難。

綜合報導 根據相關官員的消息和計

劃書的內容，美國海軍陸戰隊正召集主要

來自亞太地區的兩棲部隊的外國指揮官開

會，旨在採取初步措施來整合兩棲部隊的

行動，但這次會議將中國排除在外。

這是美國海軍陸戰隊和來自23個國家

的軍事官員之間的首次會議，將於18日在

夏威夷舉行。與會國中有超過一半來自亞

洲，包括一些與中國存在領土爭端的國家

，如日本、菲律賓和越南。

美國海軍陸戰隊發言人稱，會議的議

程包括兩棲攻擊戰術（包括艦對岸攻擊）

以及搶灘登陸戰術的演示等。

由美國軍方一名顧問起草的計劃書稱，

中國不應“在被邀請之列”，理由為中國是

美國以及一些與會國的“競爭對手”。

在被問及為何不邀請中國時，美國海

軍陸戰隊發言人說，美國的法律禁止在這

類活動中與中國展開軍隊間的交流。

美國國防部官員補充說，排除中國軍

事人員參加由美軍組織的一些訓練的做法

並非異常之舉。

中國去年曾參加了以美國為首的“環

太平洋”軍演，但國防部的一名官員指出

，中國的參與僅限於人道主義救援和搜救

行動。

兩棲部隊專門執行利用艦艇和直升機

等進行登陸作戰等海上行動，也常常負責

在災後運送和協調援助。亞洲地區島嶼眾

多、災害多發的地理特點適合兩棲部隊的

行動。

中國國防部沒有立即對此發表評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則表示，任何國

家都有權邀請其他一些國家參加會議或者

搞活動，只要這樣的會議或活動是有利於

維護地區的和平穩定的。

華春瑩在14日舉行的記者會上說：

“中美兩軍在各個層級保持著正常的交流

與合作。”夏威夷會議的主要目標是為組

織多邊兩棲部隊演習奠定基礎，包括與會

國之間的演習。參會的軍官將於19日觀摩

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演習，參加演習的將有

兩棲攻擊艦、登陸艦和其他可作為離岸海

上基地的艦艇。總部位於華盛頓的戰略與

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專家邁克爾· 格林說

，美國海軍陸戰隊是亞洲兩棲部隊的“合

理整合者”。這將令日本、韓國和澳大利

亞等盟友感興趣。他說：“（這也將）有

助於應對自然災害的打擊以及海洋聲索大

國的脅迫等問題。”

美國的軍事策劃者們擔心，美國軍隊

和亞洲友好國家之間的雙邊演習除了炫耀

美國海軍陸戰隊外不會起到任何作用。

美國海軍陸戰隊是亞太地區最大的兩

棲作戰部隊，有大量兵力部署在位於東海

附近的日本沖繩。

軍事專家說，中國是一個強大的潛在

對手，該國的海軍陸戰隊約有1.2萬人。

與中國在南海存在領土爭端的國家均沒有

大規模兩棲作戰部隊。

兩個剛剛開展兩棲作戰訓練的國家均

是美國的親密盟友：澳大利亞和日本。澳

大利亞去年舉行了第一艘兩棲艦艇“堪培

拉”號兩棲攻擊艦的服役儀式。這種計劃

建造兩艘的兩棲艦艇能夠搭載1000名士兵

。在首相安倍晉三的推動下推行更強硬的

防務政策的日本正在組建該國自二戰以來

的第一支海軍陸戰隊。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高級防務戰

略分析師本· 施裏爾說，要想在亞洲整合起

一支一體化的兩棲部隊且能在各國間分擔責

任並能無縫合作，這是需要時間的。他說：

“面臨的挑戰包括軍事的複雜性、作戰標準

、有限的資金、各種優先考慮事項，甚至還

有在南海的聲索主張互相重疊等。”

綜合報導 美國眾議院全體會議

當地時間15日以多數贊成通過了決定

2016財年(2015年 10月～2016年 9月)

國防預算大致框架的《國防授權法案

》。法案就日美同盟宣稱“支援包括

解禁集體自衛權在內的日本防衛政策

變動”。

鋻於《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修訂

工作已于4月進行，安倍政府希望在

今夏之前通過旨在擴大自衛隊海外活

動的安保相關法案，上述美國法案將

為安倍政府提供支撐。

法案保留了強制減支項目，但

增加了減支對象以外的戰爭經費，

實際上批准整體國防預算高於上年

度。包括戰爭經費在內的國防預算

超過 6000億美元。美國參院也正就

法案進行審議。

法案還表示，在二戰結束70週年

之際應吸取“二戰的歷史教訓”，宣

稱“緊密的日美同盟關係將加強地區

和平與繁榮”。

關於日美政府協議將美軍普天間

機場(沖繩縣宜野灣市)遷往名護市邊

野古地區一事，法案稱這是“唯一選

擇”。

法案還提出，“必須繼續同步推

進”普天間搬遷及美國海軍陸戰隊駐

沖繩部隊移師關島，要求避免事態陷

入停滯。

美國眾院通過
國防授權法案
宣稱支援日本防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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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岸決賽首戰東岸決賽首戰
艾榮披甲艾榮披甲 22歲木狼前鋒

域堅斯18日以“全
票”入選“新秀一
隊”，連同“新秀
狀元”、“新秀挑
戰 賽 MVP” 和
“新人王”等，域
堅斯可謂包攬今季
所有的新秀榮譽。
域堅斯在首個

NBA 賽季表現可
人，常規賽上陣全
部82場比賽，平均

每場上陣36.2分鐘，取得16.9分
和4.6個籃板球，得分是所有新秀中最

高，最終獲得全部130張選票，成為唯一以
“全票”入選“新秀一隊”的球員，其餘入選
的還包括公牛前鋒米羅迪、76人中鋒諾爾、魔
術後衛艾菲特披頓及湖人後衛佐敦奇勒臣。

湖人後衛下月訪港
另外，佐敦奇勒臣將於下月15日至18日

訪問香港，在石門基督教國際學校主持籃球訓
練營。佐敦奇勒臣說：“我為首次到訪香港而
感到興奮。這些年來，我幸運地遇到不少良
師，能夠透過這個項目去啟發及激勵一些跟我
一樣熱愛籃球的孩子，實是我的榮幸。”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艾榮在早前對公牛的第6場東岸準決賽
中，不慎誤踩中隊友卓斯坦湯遜的

腳，令左腳舊患惡化，被迫提早退下火
線。經隊醫檢查後，艾榮上周六缺席球隊
練習，專心養傷，不過這名全明星後衛的
傷勢已見好轉，18日重投訓練，並直言會
在首場東岸決賽中上陣。

艾榮於練習後說：“我會說我精神為
之一振，真的感到雙腳很實在，尤其當我
投籃時，感覺很奇妙。我不希望坐在場
邊，尤其是為了預備這場大戰，我希望在
周三前盡可能回復接近十足狀態，故需要
勤加練習。”
對於艾榮的康復進展，騎士主教練布

拉特表示感到鼓舞：“他仍未有百分百狀
態，但看見他正在康復真的很好，這是一
個非常好的跡象，我對此抱有希望。”

占士：防守是勝負關鍵
東岸決賽首戰20日在亞特蘭大爆發，

“大帝”勒邦占士將與艾榮雙雙帶領騎
士，惡鬥擅打整體戰的鷹隊。騎士在季後
賽是防守最佳的球隊，平均每場只讓對手
攻入92.6分，以及限制對手的投射命中率
僅得40.8%，占士直言要取得最後勝利，
關鍵就是防守。

占士曾4次躋身總決賽，其中兩度贏得
總冠軍，季後賽經驗豐富，面對“團體至
上”的鷹隊，“大帝”賽前說：“為了取得

勝利，我們需要防守。無論我們
在進攻上怎樣起手投球，我
們都需要彼此信任，相信每
名隊友都能夠協防、單獨防
守對方球員，所以要知道我
們的防守力平衡，是球隊步向成功的關鍵，
如果沒有防守，便不會獲勝。”
鷹隊陣中沒有超級球星壓陣，靠的就

是眾將把團隊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在季
後賽，鷹隊共有6名球員平均每場得分達
雙位數，前鋒卡路爾、米沙普、中鋒賀福
特及後衛蒂格輪流發威，足見球隊攻力平
均，相信勢令騎士在防守上難以招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亮

克服腳傷 可鬥鷹隊

騎士在大戰前夕傳來好消息，主力後衛艾榮的左膝腱炎和右腳

傷情已無大礙，18日跟隨球隊練習，預料可在20日客場對鷹隊的

首場東岸決賽中披甲上陣。

域堅斯領銜
“新秀一隊”■■域堅斯今季包域堅斯今季包

攬所有新秀榮攬所有新秀榮
譽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米沙普米沙普((左左))：：卡路爾卡路爾，，唔使驚唔使驚。。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占士：我要
打10個。

設計對白

■■艾榮腳傷已無艾榮腳傷已無
大礙大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新華社東莞電 第14屆
蘇迪曼盃最終以中國羽毛球
隊實現六連冠告終，出征本
屆“蘇盃”前，國羽總教練
李永波曾坦言“這是20年來
最 難 的 蘇 盃 ” ， 這 個
“難”，不僅是自身和對手
的因素，同時還有來自世界
羽聯賽事改革的影響，在這
點上，李永波有話要說。
有關賽制對中國隊的影響，李永波在

接受新華社專訪時的開場白是：“我現在
不研究（賽制）這些東西，這不是我要研
究的事，研究了也沒法改變。你世界羽聯
怎麼制定的，我就在這個遊戲規則下好好
打球，我們不怕。我們國家現在對體育有
了新的要求，要在公平的角度上去比賽，
大家公平競爭。”

蘇迪曼盃後，國羽接下來面對的國際
大賽是2015年世錦賽和2016年湯優盃，當
然重中之重仍是明年的里約奧運會。世界
羽聯針對里約奧運有一項重要競賽規程改
革，每個協會單打參賽滿額席位從原來的
三人縮至兩人。顯然，這一改革中國隊“受害”
最大，因為中國隊是唯一有實力拿滿全部參賽名
額的隊伍。

指新規程對優秀運動員不公
對於這項新規程，李永波有不同的意見：

“世界羽聯現在的奧運席位規則，限制了優秀運
動員參加奧運會的資格，是不公平的。人家優秀

運動員是因為付出得多，腦子聰明，能吃苦才能
打到世界排名前列的，世界羽聯就因為一個國家
優秀運動員多，就要出這麼個規則？我知道世界
羽聯這麼做是為了羽毛球普及，讓非洲等一些羽
毛球不發達的地區來奧運比賽，但我覺得，世界
排名前16或20人的都應該有資格參加比賽，同時
再給那些世界排名不高的選手機會，這才叫公
平。”

國羽總教練李永波國羽總教練李永波：：

不怕賽制改革

■國羽不怕賽制

改革。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正謙)
YFC澳滌今季成為當之無愧的“黑
馬”，主教練李志堅及梁冠聰更分別
當選年度最佳教練及最佳青年球員，
不過球會來季去向暫時未明，李志堅
希望在接下來的季後附加賽奪得亞協
盃資格，吸引會方繼續投資，維持原
班人馬挑戰港超錦標。
YFC澳滌今季表現突出，聯賽獲

得第5名，更有機會挑戰來季亞協盃
的資格，不過球會下季的具體去向仍
未明朗，主教練李志堅承認仍在等待
會方通知，而自己就收到來自其他球
會的邀約：“我自己第一選擇當然是
維持原班人馬挑戰各大錦標，不過會
方暫時仍未有任何消息，希望如能奪
得亞協盃資格，能增加手中討價還價
的籌碼，吸引投資者注資。”
李志堅表示球員暫時仍抱觀望態

度，大部分骨幹均希望繼續追隨他征
戰港超：“即使面對最壞情況要各散
東西，我堅信一眾球員仍可在港超立
足，今季他們已證明了自己的潛質與
能力，在班霸球會都可以有立足之
地，當然他們自己在心態上要作出調
整，付出更多努力。”

福田健二避戰太陽飛馬
YFC澳滌23日將與太陽飛馬爭

奪季後附加賽決賽席位，首席射手福
田健二無奈因傷避戰，這名日本前鋒
上仗與傑志門將郭劍橋相撞後，小腿
受創，縫了12針，李志堅表示對飛
馬一戰或會變陣出擊。

李
志
堅
盼
奪
亞
協
盃
資
格
吸
引
投
資

■應屆最佳教練李志堅希望球會繼續投資。
資料圖片

■■國羽總教練李國羽總教練李
永波永波。。 新華社新華社

新華社北京電 射擊世界盃美國站當地時間18日落幕，中國隊遺憾收尾。世錦賽冠軍朱啟南在男子
50米步槍三姿比賽中因最後一發的失誤屈居亞軍，麥嘉傑則在男子10米氣手槍比賽中與奧運席位擦肩而

過。
據國際射聯官網消息，當天的男子50米步槍三姿比賽，三位中國選手

朱啟南、曹逸飛和楊浩然全部躋身決賽，其中朱啟南打出了1183環的最高
成績。決賽最後一發之前，朱啟南已經領先哈薩克選手尤爾科夫

2.2環，但最後的7.5環遠彈
把幾乎到手的金牌拱手相
讓。第一次在世界盃比賽中

晉級決賽輪的尤爾科夫命中10.7環，以1環
優勢反超，奪得第一個世界盃冠軍。

在男子氣手槍比賽中，唯一晉級決賽的
中國選手麥嘉傑在關鍵輪打出8.7環和8.8
環，從第三位直接掉到第六位並就此止步，
而該項目的三張奧運入場券分別歸屬了第三
名到第五名。美國站是本賽季步手槍世界盃
第二站，中國隊在10個項目中獲得1金2銀1
銅。

射擊世界盃美國站
朱啟南最後失誤摘銀

■■朱啟南在比朱啟南在比
賽中賽中。。 中新社中新社

亞冠盃16強首回合19日晚開賽，中超北京國安
客場迎戰韓國全北汽車，最終以1:1逼和對手，仍未
能取得客戰韓國球隊的首勝；作客入球優勢在手的
國安，將於26日回到在北京主場進行的次回合賽事
中，看看“御林軍”最終能否晉級8強。

在亞冠賽場上還從未在客場戰勝過韓國球隊的
國安，今仗只戰至13分鐘就落後；全北獲得前場罰
球，李安納度將皮球傳入禁區內，包抄的金基熙甩
頭攻門，將球頂進楊智把守的大門，為全北領先。
戰至完半場前2分鐘，禁區內費祖拉烏在無人防守的

情況下射門高出，未能把握扳平良機的國安，半場
以0:1落後。

巴塔拉主射12碼建功
國安換邊後傾力反撲，但無法撕破全北防守；

戰至79分鐘，全北差點增添比數，李安納度單刀快
放入禁區，可惜埋門一腳射高。大難不死必有後
福，費祖拉烏於83分鐘禁區內被踢跌，博得12碼，
巴塔拉主射建功，為國安追和。隨球證吹響終場
哨，國安以1:1打和全北。■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國安逼和全北 作客入球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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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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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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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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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牙醫博士

9110 Bellaire Blvd., #P, Houston,TX77036
713-773-9621

(頂好廣場內)

9110 Bellaire Blvd., #E, Houston,TX77036
713-779-3355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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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專科醫師
德州大學醫學院內科住院醫師畢業
Memorial Hospital Southwest主治醫師

ALLCARE
MEDICAL CENTER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惠康醫療中心

內科診所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糖城: 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581, Sugar Land, TX 77479
西南區: 12121 Richmond Ave., Suite #212, Houston TX 77082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美國癌症科特考文憑
★美國內科特考文憑
★美國癌症醫學會會員
★美國內科學院院士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可保安康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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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事先預約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713)486-5019（中文）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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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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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專科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臉部整容美容專科醫師 通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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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侯大任

主
治

中國城門診中心正式開張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經銷:

電話:713-826-6889

特別介紹
大中小型

打印，復印，掃描
三合一(雷射)

華人經營,原廠培訓技師,服務品質保證雅斤辦公機器公司

9720 Town Park Dr., Suite #2 Houston, TX 77036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掃描機等
新舊影印機從小型到大型任選

各廠牌影印機,印表機等
提供長期保養合同及售后服務

各種影印機,碳粉(Toner)印表機
耗材等,歡迎比價。

精修:

廉售:

專精Copiers, Printers, Scanner

百利醫學影像檢測診斷中心
Bellaire Diagnostic Imaging

★Bellaire Medical PlazaBellaire Blvd
EastWest
Bank

Diho
Square

SW Nat'l
Bank

Be
ltw

ay
8

Cor
por

ate
Dr.

Ran
che

ste
rD

r.

North
To 59

9440 Bellaire Blvd., #10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和頂好商場之間百利醫療廣場內
電話：832-239-8538 傳真：713-772-8032
周一至周五：8:00AM-5:00PM 周六：9:00AM-3:00PM
工作人員精通國，英，越文，西班牙文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RI - 磁波共振照影
★CT SCAN- 電腦斷層掃描
★ULTRASOUND- 超聲波掃描/B超
★X-Ray - X光片檢測
★DEXA- 骨質密度檢查

服
務
項
目

★提供各項病理檢
測並與外來醫療診斷做詳細對比。歡迎來電查訊。

★專為無醫療保險人士特設低價位高品質檢測服務
★接受各科醫生及各大醫院檢查處方單

自費特價
高科技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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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綠卡˙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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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正考慮申請綠卡，
請將簡歷發到info@hooyou.com

免費停車網址: www.hooyou.com本地電話: 713-771-8433

張哲瑞
德州執照律師

伊利諾伊州執照律師
北京大學物理碩士
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Victor Bush
德州執照律師

休斯頓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周健
紐約州執照律師
中國執照律師

威斯康星大學法學博士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學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徐忠
紐約州執照律師
中國執照律師

弗吉尼亞大學法學碩士
復旦大學法學學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Bennett
Wisniewski
夏威夷州執照律師
紐約州執照律師

夏威夷大學法學博士

Alex Park
加州執照律師

南加州大學法學博士
斯坦福大學學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Lynn Greening
德州執照律師

凱斯西儲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張建華
紐約州執照律師
中國執業律師

芝加哥肯特法學院
法學碩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Andrew J.
McCusker
紐約州執照律師

緬因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Daniela Grosz
德州執照律師

德州大學法學博士

Joh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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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菲
紐約州執照律師

賓西法尼亞州立大學
法律博士

印第安納大學法學碩士

谷歐文
新澤西州執照律師
紐約州執照律師

聖約翰大學法學博士

Ophelia
Enamorado

德克薩斯州執照律師
路易斯安那州執照律師
密歇根大學法律博士

美國移民律師協會會員

汪亞洲
紐約州執照律師

南加州大學法律碩士
上海交通大法律學士
塔爾薩大學法律博士

Kristin Whitaker
俄亥俄州執照律師
前美國移民局行政

上訴辦公室移民官，
培訓主任，資深律師

北肯塔基大學法學博士

Jung Wook Ch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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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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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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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20 Houston, TX 77036 Email:info@hooyou.com 傳真：713-771-8368

聯合律師事務所
Zhang and Associates,P.C.張哲瑞張哲瑞

移民局上訴辦公室前移民官Kristin Whitaker 律師加盟本所

綠卡申請 免費 評估

Robert K.
Feldman

科羅拉多州執照律師
伊利諾伊州執照律師
威斯康星州執照律師
約翰馬歇爾法學院

法學博士

精辦

綜合國際 綜合經濟

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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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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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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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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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政策或繼續寬鬆：
首套房首付比例最多降到兩成

“首套房首付比例最多能降低到20%，如果降低到

10%的話，非常容易出現次貸危機。”這是資深房地產

專家韓世同在接受央廣網財經記者採訪時的觀點。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楊紅旭也認為，如

果有首套房優惠政策，降低首付比例有可能，但空間

不大。“即便是要調低，90平米以下的普通房可以再

減一成，非普通房30%比例並不高，沒必要下調”。

今年3月底，國家出臺了關於二套房優惠的

“330”新政，房地產市場火爆，成交量上漲。

CREIS重點監測的38個城市中，4月份有8成城市

的新房成交量回升。在價格方面，4月份百城房價

跌幅收窄0.14個百分點。

中央層面連續出臺利好房地產市場的政策，近

日也有媒體報道預測稱，首套房首付三成可適當調

整，到底是否可能出臺關於首套房的優惠政策？這

引來人們無數猜想。

韓世同指出，

國家層面可能在出

關於首套房優惠的

政策，但是商業銀

行不執行，政策也

變得沒有用。“就

好像當初，央行也

不斷向商業銀行喊

話，要求降低個人

房貸的利率，但是

銀行都不一定操作

和執行，就造成這方面的喊話變成了空喊”。

根據央廣網財經記者了解，關於二套房優惠政

策的落實情況，目前大概只有20%-30%的銀行落實

了這個政策，而且還是中小銀行，有70%的銀行還

沒有落實。“這種情況其果不能夠實現的話，現在

再做首套房方面的優惠，我覺得可能不太現實。”

韓世同對記者說道。

楊紅旭表示，除非家居市場進程不順利或者再

次出現低迷，才會加大支援首套房的力度。根據國

外的經驗，首套房首付比例有下滑的空間，但是首

套房的利率是由商業銀行所主導，考慮自己的經營

利潤，商業銀行是不可能打七折的，現在一般大城

市是打九五折為主，少數打九折。中央政府不可能

強迫商業銀行大幅度打折，如果有首套房優惠政策，

降低首付比例有可能，但空間不大。

韓世同建議，在政策落地的時候，要顧及到商

業銀行的想法，要調研看銀行目前的顧慮和問題在

哪，是不是利潤指標的問題。對於要保持比較低的

利率去優惠購房人群，同時要讓商業銀行去承擔這

種利差的損失，他們的積極性肯定要打折扣。除非

從根本制度上調整和改變，否則在現行的模式下，

這個問題難解決。

據了解，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如美國、澳大利

亞和中國香港地區），凡是首次購房，在任何時候

都可以享受最低10%的首付比例。

為何在發達國家和地區首套房的首付比例可以降

至這麼低？楊紅旭告訴央廣網財經記者：“一方面是

由於發達國家金融市場化程度比中國要高，金融機構

和放貸機構會對購房者有一個收益和風險的評估。中

國的金融市場化程度沒那麼高，銀行體系是國有銀行

為主導，設定兩三成首付比例是在加強防範風險的門

檻。另一方面，發達國家金融衍生品比較多，住房抵

押貸款可以再次進入衍生化，衍生出類似MBS（抵押

支援債券或者抵押貸款證券化），但是中國目前沒有這

個途徑，只是鼓勵MBS，但是沒有大部分推廣。中國

隨著金融市場化的程度不斷提高，隨著房地產金融衍

生品的逐漸豐富，這兩個條件具備之後，才有可能把

首套房的首付比例降至一成到5%的超低水準”。

韓世同也強調，“這個10%很多是由國家的住

房銀行來提供優惠的貸款利率，我們現在的商業銀

行是由它們自行消化利差。商業銀行如果對首次置

業的人群最優惠，造成的利差損失如果有人能夠幫

它補貼，這樣執行起來一點問題都沒有”。

據悉，美國有房地美和房利美，是官方的一個

金融機構，均為私人擁有的上市公司，它們作為聯

邦法律創建的“政府贊助企業”，可以享受特殊的

權利，包括可以免交各種聯邦及州政府的稅收，並

且享受來自美國財政部的金額均為22.5億美元的信

貸支援。這兩家公司共同負責建立美國房地產貸款

的二級市場，其發行的以房地產為抵押品的MBS

債券總額高達4萬億美元。它們幫助補充抵押資金

的供給，並讓購房者能夠獲得資金支援。

因此，韓世同建議，“我們可以專門成立住房

銀行，像美國的房地美和房利美，解決按揭的首付

利率的問題，這個作為一項國策來操作的話會更好

一些。對首次置業的人給予終生一次的優惠享受，

應該從頂層設計上來重新考慮”。

楊紅旭稱，“三月下旬內部已經出了三個新政，

國家的支援力度很大，中央層面不會有很大的動作，

地方政府救市政策可能進一步升級”。他認為，政府

接下來會在保障房尤其是棚改房方面加大力度，通過

收購一定的存量房去用作安置房和保障房，這是中央

方針，地方政府落實還會有一定的差距。

對於如何消化庫存，韓世同認為，降低二套房

的首付，一線城市限購政策取消，這些行政性的措

施進一步鬆綁，再加上央行降息降準政策的配合，

去庫存的效果過就會更明顯。”另一方面，他指出，

“市場的走向不能光等國家的優惠政策，開發商的

積極努力配合是關鍵。增加優惠給予折扣，減輕購

房者的負擔，都是有利於促進成交和降低庫存。市

場的走向取決於開發企業的態度”。

5月上旬各地樓市集體回暖 業內料北京將迎量價齊漲
隨著“3.30”新政的推出，各地樓

市也開始陸續回暖。而作為樓市傳統銷

售旺季的5月份，也是表現喜人。尤其

是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成交量與房價

齊漲的可能性非常大。

市場整體回暖
根據機構提供的數據顯示，5月上

旬全國主要 54 個城市合計住宅簽約

71485套，環比上月的64033萬套上漲了

11.6%，整體市場的漲幅明顯加大。分城

市看，一線城市環比 4月同期上漲了

7.3%，二線城市的漲幅達到了16.5%，而

三線城市則出現了下滑。

對此，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

認為，樓市紅五月可以說已經明確，5

月份的市場肯定將好于4月份，一、二

線城市已經出現量價齊漲的趨勢。而在

央行于5月10日再次宣佈降息後，整體

市場有望繼續升溫，預計2季度—3季度

中國房地產市場將逐漸從低迷中走出。

不過，各城市間的分化將愈加嚴重，特

別是三、四線樓市的慘澹現實，導致房

地產市場不太可能全面爆發。

北京或迎量價齊漲

具體城市方面，上周北京樓市成交雖

然環比上月底有所下調，但整體依然處於

高位。合計成交住宅5120套，較去年同期

上漲81.95%，較上月同期增長23.91%。其

中二手房住宅上周簽約達到了3500套，與

上月同期相比上漲了30%。新建住宅簽約

也達到了1620套較上月同期上漲了11.88%。

“從供應情況看，2015年前4個月

合計供應的住宅套數僅為8494套，遠低

於2014年同期的20567套。同時，北京

商品房住宅庫存持續下調，相比2014年

12月中旬的9.5萬套新建住宅庫存，目前

北京可售庫存套數已經降低到了7.8萬套，

而且可以預計的是，未來北京商品房住

宅供應將越來越高端化，這種情況下，

可售的商品房住宅消化後，北京房價繼

續上漲的可能性非常大。”張大偉分析

認為，“2013年4月份到2015年4月底，

北京合計供應包含住宅類用地地塊113

宗，合計建築面積為2046萬平方米。在

這2046萬平方米中，只有1350萬平方米

為住宅用地，且其中有800萬平方米左

右是自住房及各類保障房。實際商品房

住宅用地最近兩年僅供應了550萬平方

米左右。折算成為商品房住宅只有4.5萬

套左右，只夠北京歷史成交最差的一年

消化。而按照目前市場供應比例計算，

這部分住宅中的大多數將建設成為中高

端物業，以獲得市場溢價”。

張大偉表示，目前北京二手住宅

價格平穩上漲預期很強。樓市回暖的

狀態在二手房市場更多凸顯，“3.30”

新政滿月，北京買賣掛牌房源環比小幅

下降，出現業主惜售，同時普遍上調

掛牌價格的情況。整體看，北京住宅

市場整體呈平穩上行趨勢，隨著各項

助推樓市政策逐步落實以及貨幣環境

的持續寬鬆，購房者入市的積極性將

有所提高。近日的降息則繼續利好樓市

，進一步拉動剛需入市，同時緩解開發

商資金壓力，資金成本下降後，開發商

拿地積極性也會提高。

首套房首付比例有降低可能性
政策落實成難題

降低首套房首付比例的關鍵
是金融市場化程度提高

未來房地產市場：
中央層面沒有大動作

市場走向取決於開發商

歐盟委員會公佈難民配額政策配額政策

遭多成員國抵制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日前通過戰略

文件，為各成員國接受難民定下配額。然

而，最後是否能確定名額，仍是未知數，

因為不少成員國拒絕合作。

面對成千上萬人喪生地中海的悲劇，

歐盟委員會宣佈批准關於歐盟難民政策新

方向的所有建議。根據這一新方案，抵達

義大利或馬爾他等歐盟成員國邊境地帶的

難民將按確定名額在各成員國中進行分

配。歐委會希望能避免難民被迫採取有

生命危險的海路逃難。為此，歐盟成員國

應直接從危機地區收容難民。

根據歐委會提出的新方案，分配尺規

以成員國的經濟力、人口數量、失業率以

及已經收容的難民數量為計算基礎。迄

今，依據都柏林協議，避難申請人必須

在首先抵達的歐盟國家提出申請，並在該

國逗留。這一名額配給制法案必須至少獲

得全部28個成員國中的“表決多數”才

能享有法律約束力。因此，歐委會所看中

的這一規定是否真的能夠付

諸實施，還是一個問題。

歐委會主席容克解釋

稱，歐盟內部需要有更多的團結精神。

為了顧及部分成員國的抵觸情緒，歐盟

委員會的應急方案還提及“加快遣返

系統”，和“確保符合人道標準和有

尊嚴地對待遣返船民，但可使用適度的

強制措施。”不過，相關計劃在歐盟內

部引起爭議。

英國、捷克以及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等

成員國均拒絕這一名額配給制。匈牙利總

理奧爾班甚至稱這是一個“瘋狂”的決定

。與此同時，歐盟內遣返經濟移民的呼聲

也越來越高。

英國內政大臣特蕾沙· 梅表示，英

國“必須抵制有關在歐盟全境強迫安置

或定居移民的建議”，認為經地中海到

歐洲的船民很多是經濟移民，應該被遣

返原國。她表示，不問底細地對這些人

提供庇護只會鼓勵更多人鋌而走險。她

稱，歐委會的方案等同於鼓勵難民走上

逃亡歐洲之路。

法國、德國、義大利和部分歐盟國家

贊成收容配額。法國內政部長還表示，處

理難民問題確實應該考慮治本，應當和非

洲國家加強合作，解決大批難民逃亡歐洲

的問題。

德國內政部長德邁齊埃和歐盟議會議

長舒爾茨則重申應實行名額配給制。德邁

齊埃指出，德國和其他4個成員國迄今接

納了難民總數的約四分之三，這是不可能

持續的狀況。

今年來，已有1800人在從北非經地

中海偷渡到歐洲的途中死亡，比2014年

同期增加20倍。聯合國估計今年通過此

方法抵達歐洲的人數達6萬。

俄航太領域狀況不斷
引發“系統性衰退”現象

近3周來，俄羅斯航太領域接連3次出現狀況，其

中兩次運載火箭發射失敗，一次國際空間站變軌失

敗。有分析稱，這是俄航太領域資金投入不足、人

才流失等，引發航太領域系統性衰退的表現。

搭載墨西哥通信衛星的俄“質子-M”運載火

箭發射失敗。火箭發射升空約500秒後，第三級

發動機緊急停機，連同助推器落回大氣層內燃

燒，殘骸墜落于俄西伯利亞東南部地區，導致有

害燃料泄漏。

國際空間站上的俄羅斯隨航電腦在執行修正軌

道任務時，突然

收到與空間站對

接 的 俄 “ 進 步

M-26M”貨運飛

船傳來的信號，

顯示該飛船上負

責推進調整空間

站飛行的一台發動機未能按照計劃時間啟動，軌道

修正任務被迫暫停。

“聯盟-2.1a”火箭搭載“進步M-27M”貨運飛

船發射升空，飛船原定於6小時後與國際空間站對

接。但發射後不久，俄地面飛行控制中心無法收到

飛船傳送的遙測資訊，發射失敗。飛船繞地球飛行

160圈後脫離軌道，于5月8日墜入大氣層燒燬。

一位俄羅斯航太領域高官向塔斯社透露，此次

“質子-M”火箭升空後發生事故，與 2014年的

“質子-M”火箭爆炸事故相似，問題都出在第三

級轉向發動機上。他透露，火箭生產技術監控不嚴

格是其中一項重要原因。

另據媒體報道，導致“質子-M”運載火箭發

射失敗的原因很可能在於兩個方面：首先，為壓縮

發射成本，運載火箭在裝配時選用的配件品質較

差；其次，航太部門低價雇傭許多專業技術水準

不高的員工，導致安全隱患。

俄羅斯齊奧爾科夫斯基航太科學院專家卡拉什

表示，近期俄運載火箭接連出現問題，反映出俄本

國航太技術領域出現系統性衰退，潛藏著重大隱

患。航太領域衰退的一個重要表現是科研水準低

迷、技術進步緩慢。

俄羅斯克爾德什研究中心2010年起承擔研究

核動力噴氣火箭的項目，並預計在2015年之前研

製出航太器的核動力發動機。然而5年時間已經過

去，該中心並沒有完成預定目標。

卡拉什說，在當前形勢下，航太部門中存在著

大量人才流失的現象，許多一流專家沒有在一線工

作，他們的興趣點也不在加速俄航太技術發展方

面，而更關注自己的職位和薪水。

俄羅斯國家杜馬工業委員會主席索布科稱，

在上世紀 90年代，俄羅斯航太領域專業人才培

養出現巨大的斷檔，導致現在本應是中層業務骨

幹、核心領導的技術人員專業水準明顯不足。據

俄媒體報道，目前俄航太領域乃至核電領域的一

線工作人員基本沒有35歲至 45歲的中年專家，

有40%以上的一線員工年齡超過60歲，另有35%

為1985年至1992年出生的年輕人。

據國際文傳電訊社報道，俄聯合火箭航太股份

公司負責人赫沃羅斯佳諾夫曾透露說，俄羅斯航太

領域活動的政府財政預算在2015年將減少10%。他

說，政府預算的減少將加重航太企業的貸款和債務

情況，嚴重影響航太生產領域的運作、為企業財政

收支埋下隱患。此外，為減少成本，航太企業不得

不放棄創新項目的投資，這也造成國家航太技術發

展的停滯。

英國大學推出“狗狗屋”
幫助學生緩解考試壓力
綜合報導 英國布裏斯託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近期將設立

“狗狗屋”，幫助壓力過大的學生放鬆。

“狗狗屋”中將有約20隻成犬與幼犬被輪流提供給學生們，每人有

15分鐘的時間來與狗狗“親密接觸”。每個參與的學生需提供2英鎊(約

合人民幣19元)左右的捐款給幫助舉辦此活動的“導盲犬”慈善組織。

數百人已報名參加這項活動，組織者稱他們希望可愛的狗狗能夠幫學生

緩解復習的壓力。

其他三所大學——諾丁漢（Nottingham）、亞伯丁（Aberdeen）與

蘭開夏郡（Lancashire）大學此前也設立過“狗狗屋”。

布裏斯託大學稱，日本的一項研究表明，“可愛的事物”——例如

狗和貓，能夠幫助人提高注意力水準及績效。學校運動、鍛鍊與健康中

心的戈登﹒特利維特（Gordon Trevett）說：“我每年都看到學生們為考

試煩躁，這（指“狗狗屋”）將會是一個很好的解壓和轉移注意力的方

法。”

來自布裏斯託大學學生會的祖﹒伍茲（Jo Woods）表示自己非常期

待學校的此次活動，並稱“在備考期間做些有趣的、不同的事情來減壓

非常重要，擁抱狗狗是一個絕佳的釋放胺多酚的方式”。

法反對移民配額政策
該國對難民吸引力正在下降？

綜合報導 歐洲委員會日前建議，設立一個“強制性移民配額制

度”，以便在危機時刻確保歐盟28個成員國共同承擔收容難民的責任，

但該建議遭到了法方的反對，且有數據顯示，近年來法國對於難民的吸

引力正在下降。

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要求歐盟在未來的兩年內接收2萬民移

民，按照歐盟的分配政策，法國需接收其中的2375名。

法總理瓦爾斯表示，法國反對在歐盟各國實行分攤配額制來接受移

民和難民，認為應該以更加公平的方式分配。

前總統薩科齊的抨擊則更加犀利：“歐盟的政策根本就是在鼓勵更

多的難民來到歐洲，但是沒有資金，沒有工作，沒有住房，我們拿什麼

來安置這些難民？”

另一方面，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法國對難民的吸引力似乎並不大。

根據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數據，在眾多難民申請國家中，法國僅僅

排名第六，排在它前面的5個國家分別為：德國，美國，土耳其，瑞典

和義大利。

近幾年，法國對難民的吸引力大幅下降（排名下滑3個位置），並

且這其中還存在一個十分罕見的現象：隨著國家經濟的衰退，難民們也

隨之改變了轉移目的地。

另外在難民的接收率上，法國也沒有那麼“大方”，甚至遠低於歐

盟的平均接收率。根據Eurostat數據，2014年45%的申請者獲准在歐盟避

難，相比之下，法國的接收率只有22%。

據悉，法國參議院將繼續就難民問題進行討論。在接下來的幾週

內，各國領導人將就歐盟移民計劃進行討論。瓦爾斯總理的立場表明歐

盟移民計劃將被廣泛地修整和討論。

日日本坂出市本坂出市668668人同時捏飯糰人同時捏飯糰
刷新世界紀錄刷新世界紀錄

綜合報導 曾因是日本屈指可數的鹽

田而盛極一時的香川縣坂出市本月舉行

活動，挑戰同時捏飯糰人數的吉尼斯世

界紀錄。687名參與者中有 668人成功捏

出飯糰，創造了新的紀錄。

日媒稱，坂出市現在仍有大型制鹽工

廠。該市青年會議所為宣傳這座“鹽之

城”而策劃了活動，製作飯糰的米飯裏放

了當地產的鹽。

據悉，吉尼斯紀錄的認證條件是每人

將餡塞入米飯中，在5分鐘內製作重100克

以上的飯糰且要保證形狀。參與者包含男

女老少，每個人都認真地捏飯糰，達到了

失敗者比例不超過5%的要求。

在場的吉尼斯紀錄官方公證員宣佈

新紀錄誕生後，人們報以熱烈歡呼。坂

出市公司職員市山理繪（43 歲）說：

“與素不相識的人一起挑戰，十分有成

就感。”

航太發射狀況頻出

監管不嚴科研低迷

人才流失投入減少


	0520WED_A1_Print
	0520WED_A2_Print
	0520WED_A3_Print
	0520WED_A4_Print
	0520WED_A5_Print
	0520WED_A6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