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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懸浮櫻花壽司磁懸浮櫻花壽司
Sushi Sakura ExpressSushi Sakura Express

！$2.00
SUSHI PLATES

$1.50
GREEN PLATES

快快

樂樂時時光光

(moving sushi bar only)

週一至週五Mon-Fri 2:30pm - 5pm
週日至週四Sun-Thurs 9pm - Close

電話：713 263 7552
網站：http://www.sushisakuraexpress.com/
地址：1014 Wirt Rd Ste 263 Houston, TX 77055

★99大華與宜家IKEA中間

獨家獨家

誠請多名女企台﹐壽司師傅

電話﹕713-449-0605

11045

AA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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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畫頁

☆白色的硬木櫥櫃
☆不同類型的水龍頭
☆各種顏色和大小的花崗巖
☆各種廚房和浴室水槽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大理石品種最多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規模最大，，價格最低價格最低！！
批發批發！！

全新
蘋果手機
無須合同

$299

713-777-7233
832-277-7745

ZaZa Digital
98899889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312312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敦煌廣場#312﹐山水眼鏡對面）

˙KYLIN TV 代理
˙CLEAR INTERNET

七天營業

歡迎

團隊訂購
無需合同 最低月費 高速上網

˙蘋果牌產品 批發價服務新老客人學生

電話卡
$5 passport photo

IPAD2,IPAD3,IPHONE4,IPHONE4S,
MAC BOOK AIR,MAC BOOK PRO,I TOUCH等
蘋果產品全新上架，折扣酬賓，全市最低價.

Apple
iPhone 4S
iPhone 5
iPhone 5S
iPhone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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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l Sony Laptop-體機 X Box 360

陽花如意公寓

9201 Clar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36

713-981-0137
Work Hours工作時間:
Mon-Fri. 9:00AM-6:00PM
Sat.10:00AM-5:00PM

歡迎致電咨詢特惠房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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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BLOSSOM LOUIS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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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
茶
飲
茶

時
間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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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
續
七
年
獲

連
續
七
年
獲CChhaannnneell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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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殊
榮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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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斯頓最大、菜色最多的日本餐館 ˙雕梁畫棟景色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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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1-240-8388

www.fuzii.com

新張優惠 提及此廣告20%OFF
7天特價午餐 9元起 7天Happy Hour 3PM-7PM

happy Hour Menu除外
只 限 堂 食

專精專精::房屋房屋 商業商業 公寓公寓 土地開發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物業管理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富國地產

E-mail: chentoby@ymail.com

Cell:Cell: 832832--235235--50005000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Richmond City，近Westpark Tollway & Fwy 99，交通便利，3房2.5浴，二層樓，售$179,000
◆西北區近290位Lake Jersey Village社區，原Darling Homes建商，稀有硬瓦屋頂，3房3浴，一層樓，
售$289,000

◆休斯頓北邊位45號，投資良機，50個單位公寓 / Motel混合出售，100%出租，超高報酬12%，售$1,500,000
◆Missouri City，兩棟獨棟商業樓出售，位6號邊 & Sienna Parkway，100%出租，佔地38,115呎，室內使用
8,040呎，售$3,370,000

◆西北區，近290成熟區Shopping Center，100%出租，佔地58,370呎，建築Building 58,370SF，高酬率約
8.25%，售$1,499,000

◆休士頓南部，距離Hobby機場1 Mile，2萬呎倉庫出租，可分隔，短期可議，租75￠/呎
◆westheimer 商業區成熟日本餐館出售，有意請洽Grace.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Cell: 713713--459459--26562656

Top USA InvestmentTop USA Investment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免費拔火罐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C-316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

諮詢熱線：
713-271-0168

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御 足 軒
專精專精：：腰、腿、腳跟各種疼痛脹麻

各種跌打損傷後遺症
頸椎疼痛、肩項疼痛專業專業：：

七天營業：早上10：00-晚上12:00

清靜高雅
獨一無二的足療全部雅間
（夫妻間和單人間）

誠徵熟練男女按摩師，女保底薪

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一次見效中國疑難雜症名醫郭金銘祖傳中葯秘方，現煮現泡

為答謝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為答謝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現推出特價現推出特價 9999元元//66次次

廠家直營店廠家直營店

Kawai Piano Gallery
電話：713-904-0001；832-374-6764.
地址：3814 S. Shepherd Drive, Houston, TX77098

KAWAIKAWAI
THE FUTURE OF THE PIANO

MOVING SALEMOVING SALE
44月月 2323日開始日開始，，機會難得機會難得！！

所有型號都有巨大折扣

福達旅行社福達旅行社 (713) 773-1243
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Cousin Travel

另代訂酒店租車﹑簽證及Package Tour.→→→→→→→→→→→→→→→→→→→→→→→→→→→→→→→→→→→→→→→→→→→→→→→→→→→→→→→→→→→→→→←←←←←←←←←←←←←←←←←←←←←←←←←←←←←←←←←←←←←←←←←←←←←←←←←←←←←←←←←←←←←←休士頓 世界各大城市特價機票

˙美東5～8天豪華遊
˙美西4～12天精華遊
˙黃石公園總統巨石/北大峽谷7天6夜（買二送一）
˙加拿大洛磯山6天/7天 特惠遊（買二送二）
˙加拿大東部5天遊（多侖多﹑屋太華﹑滿地可﹑魁北克﹑

京士頓﹑尼亞加拉大瀑布）（四人一房）
˙超值雲南風情遊
˙超值黃山江南風情遊

9889 Bellaire Blvd 2 ND. Fl Bldg A#121 Houston TX 77036

˙佛州奧蘭多迪士尼4～9天遊（四人一房）
˙日本關東風情6日遊
˙日本關西風情7日遊
˙北京,蘇州,水鄉﹑同里﹑杭州,上海8天
˙夏威夷 4~7天遊
˙歐洲（英﹑法﹑意﹑德﹑蘇俄）7～17天經典之旅
˙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等地機票連酒店套餐
˙蓋文斯頓港出發墨西哥4～7天遊輪

cousintravel_tou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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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屋頂，3267呎，4/3.5/3書房/Game Room，地稅低，僅售52萬7.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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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糖城 Riverstone，07年建，4000呎，5房（兩臥房在一樓），全木地板，多項upgrade，後院大樹小溪，
環境優美，售$488,00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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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Riverstone 好社區，遊戲場，網球場，2010年建新屋況，一層稀少房源，高屋頂，3060呎，
4房3衛，僅售$385,000.

6、Pearland 獲獎社區 Shadow Creek Ranch , 4013呎，5臥 + 電影房，好格局，超高屋頂，
全新地板油漆，僅售$335,000，機會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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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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小時前數小時前，，有有77名足總高幹在蘇黎世一家旅館被捕名足總高幹在蘇黎世一家旅館被捕，，美國指控他們和其美國指控他們和其
他他77名足總幹部收取超過名足總幹部收取超過11億億50005000萬美元的賄賂萬美元的賄賂。。 （（路透社路透社））

震驚全球 FBI臥底查FIFA醜聞
（綜合報導）世界足球總會（FIFA）昨天有

7名高官在瑞士蘇黎世被捕，震驚全球。FIFA貪
腐黑幕得以被掀開，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安
插在FIFA主席布拉特（Sepp Blatter）身邊的臥底
，立下大功。

這名臥底線人名叫查克-布雷澤（Chuck
Blazer），曾擔任美國足協副主席、中美洲和加
勒比足球協會（CONCACAF）秘書長，在國際
足總任職長達17年，是深獲布拉特信任的親信。

布雷澤並非道德高尚自願擔任線人，而是因
為逃漏稅被查獲，選擇與檢方達成認罪協議，轉
當臥底線人，替FBI蒐集FIFA的犯罪證據。

知情人士透露，2012年FIFA在倫敦召開會議
，布雷澤隨同布拉特參加，就像好萊塢電影中常
見的情節，布雷澤在西裝裡偷偷裝上了竊聽器，
將布拉特與FIFA高層之間極機密的對話錄了下來
。這是因為掌握了這些有力證據，美國司法單位
才能聯合瑞士執法機關採取行動，將國際足聯多
位官員逮捕。

儘管在這一波逮捕行動中，布拉特暫時逃過
一劫，但根據FBI掌握的證據，布拉特被逮捕應
該是遲早的事。

根據BBC報導，已證實被捕人員當中，包括
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協主席傑弗裏．韋伯（Jef-

frey Webb）。其他被警方帶走的其他國際足總層
包括：哥斯達黎加足協主席埃德華多．李（Edu-
ardo Li）；南美洲足協主席、烏拉圭人尤金尼奧
．費格雷多（Eugenio Figueredo）；國際足聯俱
樂部委員會成員、巴西人何塞．馬里亞．馬林
（Jose Maria Marin）

外國媒體報導，支配著足球這項全世界最多
人參與的運動，20多年來，FIFA涉及不法金錢交
易的傳聞沒斷過，而檢方已展開調查達3年。

美國檢方打算起訴多達14 名 FIFA 官員，包
括今天在瑞士被逮捕的7人，他們將被控賄賂影
響世界杯主辦國投票，以及欺詐、勒索和洗錢等
罪。這些高層自1990年至今，涉及賄賂金額約達
1.5億美元。據了解，FIFA賄賂包括2010在南非
舉行的世界杯、2011國際足總主席選舉。

現任FIFA主席布拉特（Sepp Blatter），目前
正在尋求蟬聯他的第五個任期。他涉入非法金錢
交易的傳聞同樣甚囂塵上，不過這一波起訴名單
中沒有他。

有意競選本屆FIFA主席的阿里．本．侯賽因
喬丹王子稱，此醜聞是 「足球悲哀的一天」，不
容讓此危機繼續發生在FIFA。他還指出，FIFA需
要重整領導力，指導並保護我們的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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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浙江同鄉會成立大會美南浙江同鄉會成立大會

首任會長王峻在向首任會長王峻在向600600位賓客致辭中說位賓客致辭中說，，美南浙江美南浙江
同鄉會的成立同鄉會的成立，，將有力地促進中美間文化將有力地促進中美間文化、、經貿及人才經貿及人才
各方面的交流合作各方面的交流合作，，特別是有利於加特別是有利於加強美國南部浙江同強美國南部浙江同
鄉之間的聯絡聯誼鄉之間的聯絡聯誼，，提升地位提升地位、、共謀發展共謀發展。。

會長王峻會長王峻,,副會長傅晶頒發副會長傅晶頒發 美南浙江同鄉會理事美南浙江同鄉會理事
黃琛黃琛,,王勁王勁,,劉洋劉洋,,朱建道朱建道,jackie,jackie 袁袁,,王菁王菁,,張立成張立成,,龐旭初龐旭初,,
盧俊峰盧俊峰,,倪美仙倪美仙,karen,karen 陳陳,,潘激浪潘激浪,,嚴旭芳嚴旭芳,Alice,Alice 王王,rose,rose
施施,Eva,Eva 王王,,龐瓊瓊龐瓊瓊,,鄭覺等聘書鄭覺等聘書。。

譚秋晴代表美國第九選區國會議員譚秋晴代表美國第九選區國會議員 AlAl
GreenGreen頒發賀函給美南浙江同鄉會由會長王峻頒發賀函給美南浙江同鄉會由會長王峻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趙宇敏副總領事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趙宇敏副總領事,,陳灼剛夫陳灼剛夫
婦婦,,李步鵬李步鵬,,李思敏等趨前向王峻榮任首任美南浙江同李思敏等趨前向王峻榮任首任美南浙江同
鄉會會長道賀鄉會會長道賀。。

上海聯誼會理事盧耀輝上海聯誼會理事盧耀輝,,副會長宋蕾副會長宋蕾,,創會會長創會會長
潘立平等祝賀王峻榮任首任美南浙江同鄉會會長潘立平等祝賀王峻榮任首任美南浙江同鄉會會長。。

美南浙江同鄉會在休士頓珍寶海鮮餐廳舉行成美南浙江同鄉會在休士頓珍寶海鮮餐廳舉行成
立大會立大會,,由浙江衛視新聞主播高威陣由浙江衛視新聞主播高威陣,,王菁主持王菁主持,,同時同時
王菁宣讀市長王菁宣讀市長Annies ParkerAnnies Parker 公布公布55月月2424日為美南浙日為美南浙
江同鄉會成立之日江同鄉會成立之日。。

會長王峻頒發會長王峻頒發 美南浙江同鄉會顧問黃安詳美南浙江同鄉會顧問黃安詳,,
沈潔沈潔,Kathy,Kathy 龐龐,,賈忠賈忠,,嫣妮嫣妮,,高威陣高威陣,,吳因潮吳因潮,,孫雯孫雯,,陳陳
珂等聘書珂等聘書。。

徐建勳律師徐建勳律師,,黃曉明黃曉明,,張愛華張愛華,,趙海音趙海音,,哈裡哈裡
斯郡副警長斯郡副警長MichaelMichael 黃向美南浙江同鄉會顧問黃向美南浙江同鄉會顧問
陳珂表示祝賀陳珂表示祝賀。。

2015 德州动漫展 Comicpalooza集錦回顧

記者吳凱俊攝

2015 年 5月 22 日至 25 日- 一年一度的德州動漫展
(Comicpalooza)在George Brown會展中心舉行。多年來號
稱為美國西南地區最大的最著名的多樣式、互動性動漫展。
動漫展包括經典人物的出現像是蝙蝠俠,蜘蛛俠、綠巨人等
各類卡通人物，歐美動漫先鋒愛好者cosplay的動漫玩家齊
聚動漫節當然還有重量級嘉賓,著名漫畫家、演員等都到場
參加。節目中的多形式特別放映，問答環節並培育新的增長
中的粉絲,令今年的comicpalooza動漫展又再次取得了一個
巨大的成功。

國際級知名漫畫創作家國際級知名漫畫創作家,, 動漫大作忍者龜動漫大作忍者龜(Teenage Mu(Teenage Mu--
tant Ninja Turtles)tant Ninja Turtles)的創始作者的創始作者 Kevin EastmanKevin Eastman在現場和粉絲們在現場和粉絲們
進行討論和互動進行討論和互動。。

comicpaloozacomicpalooza 包括了科幻包括了科幻,,電影電影，，和所和所
有類型的游戲而且包括出版商有類型的游戲而且包括出版商，，行業制造行業制造
商之間貿易交流商之間貿易交流。。

comicpaloozacomicpalooza幫助本地漫畫創作者幫助本地漫畫創作者 再次強調創作人員與再次強調創作人員與
公眾的連接公眾的連接。。

慶祝羊年的吉祥物玩偶慶祝羊年的吉祥物玩偶

各類復古電玩產品各類復古電玩產品

CosplayCosplay一向是動漫展吸引了一向是動漫展吸引了
更多的粉絲的主要特色之一更多的粉絲的主要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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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辦房屋貸款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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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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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磚地磚﹑﹑混凝土混凝土﹑﹑走道走道﹑﹑PatioPatio﹑﹑車道車道﹑﹑
Parking LotParking Lot﹑﹑地基地基﹑﹑天井天井﹑﹑TileTile﹑﹑花道維花道維修修﹒﹒

美聯美聯混凝土混凝土

WE SELL CONCRETEWE SELL CONCRETE
FROMFROM 11~~1010,,000000 YARDSYARDS

(((832832832))) 868868868---109010901090

專修
地基

專修
地基

• 誠 信 經 營
• 追 求 卓 越 品 質 與 高 效 率
• 提 供 客 戶 及 員 工 合 理 報 酬
• 關 懷 社 會
• 重 視 團 隊 運 作

移民 / 入籍
移民簽証：投資、傑出人才、傑出學者教授，國家利益豁免、跨國公司主管、勞工紙、親屬
移民；非移民簽証：專業工作（H1B），跨國公司主管或技術人才(L1），傑出人才（O），條
約國家的投資者（E），學生（F），未婚夫妻（K）等等；強制遣返；公民入籍及面試陪同

雇用 僱傭契約, 僱傭手冊, 勞資糾紛協調, 保密協議, 不從事不公平競爭協議等等，僱用訴訟等等

商 業 公司常年法律顧問，公司成立，各式契約簽訂：合伙契約、租約、投資契約、房地產契約，
營業牌照，轉讓變更登記；訴訟；商標，著作權，等等

其它 遺囑、信託、財務或醫療授權書、收養，婚前協議，認證程序等

主任律師

歐陽婉貞律師
紐約及德州執照
聯邦德州南區

合夥人律師

Kevin Chavez
德州執照、最高法院
聯邦德州東區，西區，南區，北區

6200 Savoy Drive Suite #520, Houston, TX 77036
713-772-9639 713-772-9622 713-277-8385

(誠信經營追求卓超品質&高效率) 6200 Savoy Drive,suite 520.Houston,TX 77036

ohyan@ohyanlaw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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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種種款式款式，，任您選擇任您選擇
88種種骨科醫生設計的床骨科醫生設計的床
睡得平安睡得平安，，健康健康，，長壽長壽

木板床

類 別 TWIN / 件 FULL / 件 QUEEN / 件 KING / 件

經濟床 85 109 139 179

★好睡床 159 209 249 309

★經濟硬床 189 229 269 370

中國城
百利大道

Bellaire Blvd

6121HillcroftH
illcroft

★床墊世界床墊世界

US
59

↑↑ Gulfto
n St.

北
七天營業

席夢思

二十多年老店MATTRESS WORLD

床墊世界

工廠直銷、批發

精 製 耐 用
消除腰酸背痛

新到超級特硬彈簧
床墊，物美價廉。

10:30am-7:00pm

工廠直營工廠直營，，全新床墊全新床墊，，
歡迎貨比貨歡迎貨比貨，，價比價價比價。。

兼售各式精美傢具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電話：(713)-777-1188
地址：6121 Hillcroft St., Suite M,

Houston, TX 77081
（United plaza商場內）

Bellaire Auto Services & Collision
地址：76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Bellaire & SW Freeway）萬 利 車 行

誠信可靠……高能技師……技術一流……工作保證……價格合理……服務親切……嶄新設備

一 條 龍 維 修 服 務 中 心

．．完整檢測汽車中心
．．引擎調整
．．原廠配件
．．剎車、防凍液、傳動系統
．．方向盤及僻震器

．．皮帶、水喉
．．電池、開動器及整流器
．．防止損壞定期檢驗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價位保證滿意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AM-6:00PM

電話：713-484-7777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請攜帶保險卡）

○誠徵有經驗的修車技師

鈑金部
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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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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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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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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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SOLDSOLD

星期四 2015年5月28日 Thursday, May 28, 2015

（（路透社路透社））

美司法部長：足總被捕高官腐敗世界足球

美軍方錯誤送出活性炭疽熱樣本 韓國最貴土地 首爾明洞自然樂園

（中央社）美國司法部長林奇（Loretta Lynch）今天
表示，今天在針對國際足球總會（FIFA）調查中被捕的足
總高官，腐敗了世界盃足球賽。

林奇在為談論美國當局引爆的起訴行動，而召開的記
者會上，作此表示。她說： 「這些足總高官腐敗了世界足
球企業，以滿足他們的貪慾，中飽私囊。」

林奇指出， 「美國司法部決定終結這種歪風，根除
貪腐，並把貪贓枉法者繩之以法。」

瑞士當局就美國的起訴採取行動，在蘇黎世拂曉突襲
中拘押了數位國際足總的領導人物，這項突襲與逮捕羈押
，是震撼國際足總的貪腐調查行動中的一環。

紐約東區檢方表示，今天的行動代表相關調查的開

始，而非結束。
林奇強調，這些足總高官 「年復一年」向運動行銷

公司尋求賄賂。
林奇表示，國際足總的貪腐官員在2010年南非世足

賽主辦權爭辦過程中，收受賄賂。
她告訴記者會， 「約在2004年，2010世界盃足球賽

的申辦開始，最終主辦權由南非掙得，是世足賽首次在非
洲大陸舉行。」

「但即便碰到這種歷史性足球盛會，國際足總的主管們
和其他人士，還是藉由行使賄賂，以影響主辦權的決定，
腐化了整個申辦過程。」

（中央社）美國國防部一名官員說，軍方誤
將疑似活性炭疽熱樣本送往9個州和南韓一處美
軍基地。

據路透社報導，官員強調，沒有人可能受
到感染。

國防部發言人華倫（Steve Warren）上校
說： 「這些樣本已經根據適當的程序銷毀。」他
接著說，其中一個樣本是被送往南韓美軍烏山空

軍基地。
另外據國防部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說

，位於猶他州的國防部實驗室 「不慎」將活性炭
疽熱樣本送給馬裡蘭州一個商業實驗室，且政府
衛生當局仍在檢測被送往其他州實驗室的樣本。

這名官員說，馬裡蘭州這個商業實驗室遲
至本月 22 日才發現，其他實驗室後來才接到通
知。

（中央社）南韓首爾市政府今天公布的
一份調查結果顯示，首爾最貴土地為中區忠
武路一街的24-2番地，也就是化粧品品牌
「自然樂園」明洞店。

南韓聯合新聞通訊社指出，據資料顯
示，該地段的 「個別公示地價（以標準土地
公示地價為準計算的個別土地的單位面積價
格）」為每平方公尺8070萬韓元（約合7萬
2980 美元），較去年上漲 4.8%，連續第 12
年成為首爾市區最貴土地。

據報導，首爾市當局表示，首爾整體
房地產市場較為低迷，多數地區的地價呈緩
慢上漲趨勢。

與明洞 「自然樂園」相反，首爾市價
格最低的土地位於道峰區道峰洞一帶的山林
，每平方公尺僅為 5620 韓元（約合 5.07 美
元）。

另外，瑞草區的地價漲幅為7.19%，麻
浦區漲幅為5.8%，銅雀區漲幅為5.37%，廣
津區漲幅為5.02%。

觀察者網訊 國家外彙交易中心今
天公布的數據顯示，5月27日的銀行
間外彙市場人民幣彙率中間價為 100
日元兌人民幣 4.991 元。這是 100 日
元/人民幣彙率中間價首次跌破5。

今天早盤，美元因受一系列良好
經濟數據的提振繼續攀升，市場對美
聯儲年內加息的預期也漸漸趨於穩定
，美元/日元漲至8年來新高，攀升至
123.33。因為人民幣盯住美元，受此
影響人民幣兌日元也創新高。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今天表
示，目前日元的跌勢不算突兀，並不

會對經濟造成影響。
彙率中間價的計算公式是（現彙

買入價+賣出價）/2。去年12月24日
，100 日元的現鈔買入價（即銀行購
入日元的價格）曾首次跌破5元人民
幣。

推動日元貶值是“安倍經濟學”
的一項重要內容。為此日本央行2013
年4月開始實施量化寬松政策，並在
2014年10月進一步擴大其規模。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 2012 年 12 月上台至今
，日元兌人民幣彙率累計貶值了超過
30%，從100日元兌7.5元人民幣跌至

今天的不足 5
元。

日元貶值帶來的好處是顯而易見
的。日本內閣府5月20日公布數據顯
示 ， 日 本 第 一 季 度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GDP)環比年率為增長 2.4%，增幅高
於預期的1.5%；去年第四季數據修正
為增長1.1%。分析師指出，在日元貶
值推升利潤之際，日本大型出口企業
出現加薪和支出增加的跡像。日本財
務省25日的數據顯示，日本4月份的
出口額同比增長8%至6.6萬億日元，
連續第八個月上漲.

此外，更加便宜的日元也大大提

振了旅游業。2014年外國游客在日本
的消費額55年來首次超過日本人在海
外的消費額，其中中國游客“掃貨”
有力推動了日本扭轉旅游赤字。日本
觀光廳的統計數據顯示，去年外國游
客在日本消費 20278 億日元（約合
170.3億美元），同比上漲43.1%，創
歷史最高紀錄，其中，中國游客消費
高達5583億日元（46.9億美元），占
27.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5 日
預計，受油價上漲、日元貶值及供求
差距縮小等因素提振，日本到2015年
末通貨膨脹有望抬頭，中期逐漸上漲

至約 1.5%，接近安倍晉三提出的 2%
的通脹目標。

當然，日元貶值在提振出口、刺
激經濟之時，其負面效應也不容小覷
。首先是進口受影響。4 月份日本進
口同比下降了 4.2%至 6.6 萬億日元。
其次，對於日本普通百姓來說，日元
貶值意味著買外國產品更貴了。

IMF就表示，日本政府應當避免
對日元貶值的過度依賴，並呼吁提高
工資。IMF說，日本經濟最大的風險
在於國內需求疲弱，政策不完整，尤
其是缺少財政刺激措施與結構性調整
。

日元兌人民幣彙率首次跌破0.05 安倍任期內貶值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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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掃鷹隊膺東岸冠軍

騎士時隔騎士時隔騎士時隔 年年年
去年夏天，勒邦占士決定回家，希望為家鄉

球隊騎士相隔半世紀後再贏得總冠軍，現
在距離這個目標只差一步。占士賽後說：“我
們都知道對上一次這城市出現冠軍是多久之前
的事，我們勢必全力以赴，只要贏多4場就可以
了。”

騎士班主基拔在賽後獲頒東岸冠軍的儀式上發表宣言
說：“克里夫蘭，我們不會這樣就滿足。對於克里夫蘭來
說，對上一次奪得總冠軍已是很久前的事，希望我們已來
到最後一步。這城市是實至名歸的，51年了！我真的很高
興。”

韋迪社交網站留言祝賀
勒邦占士在過去4季協助熱火躋身總決賽，兩度贏得

總冠軍，今次與占士鍾斯連續第5次殺入總決賽，賽後獲得
前熱火隊友韋迪在社交網站上留言祝賀：“祝賀我的兄弟
占士連續第5次打進總決賽，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這個成就有
多困難。”

根據聯盟歷史，從沒有球隊能在落後總場數0:3的劣勢
下逆轉晉級，常規賽東岸“一哥”鷹隊也不例外，半場以
42:59大幅落後，完場前約6分鐘，騎士一度以103:74領先
鷹隊，全場球迷已起立歡呼，開始慶祝勝利。

艾榮未十足傷癒急復出
勒邦占士是役續成騎士最大勝利功臣，轟進全場最高

的23分，還貢獻9個籃板球和7次助攻，而缺席2場東岸決
賽的騎士後衛艾榮， 即使未完全傷癒，今仗還是復出賽
場，上陣22分鐘，11次起手命中6球，獨取16分、4個籃
板球和5次助攻，其中在首節攻入9分，帶領騎士在首節以
32:20領先，奠定大勝基礎。艾榮賽後說：“我不想錯過這
樣的比賽，到了這時候，我不想坐在後備席上看比賽。”

首年登陸NBA執教的騎士主教練布拉特，認為離鄉別
井的犧牲是值得：“勒邦占士回家，而我則離家來到這
裡，為了追尋一個夢想，為了達成一個我職業生涯從未有
機會做到的目標，離開許多我愛和親近的人。對於我的家
人來說，這是巨大的犧牲，但特別之處是這一切都是值得
的。”

另外，NBA同日公布總決賽賽程，揭幕戰將於美國時
間6月4日上演，騎士的對手將是勇士或火箭的勝方。由於
騎士的常規賽成績不及這2支西岸球隊，故在首2場總決賽
將要率先作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大帝”勒邦占士距離圓夢

只欠最後一步，騎士周二在第4

場東岸決賽，主場以118:88大

勝鷹隊，最終以總場數4:0橫掃

對手，時隔8年再奪東岸冠軍及

重返總決賽，而這亦是占士與

隊友占士鍾斯連續第5次在總決

賽亮相，認真威威。

再闖總決賽再闖總決賽

鷹隊後衛鷹隊後衛：：

常規賽東岸“一哥”鷹隊在東岸決賽慘遭騎
士橫掃出局，無緣總決賽，賽後鷹隊主帥保頓荷
沙大方稱讚騎士配得上勝利，並指鷹隊的防守做
得不夠，而攻入全隊最高17分的後衛蒂格，則期
待下季捲土重來。

保頓荷沙說：“恭喜騎士和主帥布拉特，他
們打得很好，配得上這個勝利。也為我們的球隊
感到自豪，通過季後賽，會學習和成長許多，我
們會繼續向前。我認為我們的防守應該精進些，
不能僅僅依賴投籃。顯然，我們做得不夠好，從
整個系列賽來說，他們比我們出色。”

鷹隊在今季常規賽以“團體籃球”稱霸東
岸，後衛蒂格認為這支“埋班”僅2季的球隊下

季能再次走
得 更 遠 ：
“我為隊友
感到驕傲，
我們打出一
個偉大的賽季，但結局有點令人可惜。我們只在
一起奮鬥2個賽季，大家都期待在下季捲土重
來。”

高華做右足踝手術
另外，鷹隊後衛高華因右足踝嚴重扭傷，賽

季提早報銷，保頓荷沙透露這名3分射手將於美
國時間周三進行手術。■香港文匯報記者蔡明亮

下季捲土重來

■■勒邦占士帶領勒邦占士帶領
騎士時隔騎士時隔88年重返年重返
總決賽總決賽。。 路透社路透社

■■蒂格讚揚隊友打出一蒂格讚揚隊友打出一
個偉大賽季個偉大賽季。。 美聯社美聯社

■■艾榮艾榮((左左))未十足傷癒仍未十足傷癒仍
堅持復出堅持復出。。 路透社路透社

■■騎士班主基拔高舉東騎士班主基拔高舉東
岸冠軍獎座岸冠軍獎座。。 美聯社美聯社

■■騎士球員慶祝晉級騎士球員慶祝晉級
總決賽總決賽。。 法新社法新社

恒大滅“城”闖亞冠8強
亞冠盃16強次回合27日舉行，首回合落後1:2的中

超豪門廣州恒大回到主場作戰，靠高拉特梅開二度，以
2:0擊敗韓國球隊FC城南，以總比數3:2成功翻盤晉
級，奪取8強資格，捍衛起中超的尊嚴。

早前舉行的首回合，恒大客場以1:2落敗，但手握
一個寶貴的作客入球；今仗恒大回到主場，只需1:0或
淨勝多於1球時便能實現逆轉。此役，艾傑臣和金英權
因傷缺陣，恒大依舊只能派上高拉特一名外援。但不幸
的是，開賽只過6分鐘，恒大後防猛將張琳芃在前場邊
路拚搶時受傷倒地，兩分鐘後被榮昊換下。

高拉特梅開二度
恒大折大將，但無損爭勝心，戰至25分鐘，黃博

文前場左側遠程發炮，皮球擊中對方後衛郭海盛的手
臂，球證吹哨直指12碼，高拉特操刀命中，恒大領先1:
0，總比分追成2:2。若此比分保持到終場，恒大將憑借

作客入球的優勢晉級。
有什麼比領先 1:0

更好？答案就是領先2:
0！戰至57分鐘，鄭龍
主罰右側角球，高拉特
前點頭槌後蹭，皮球竄
入遠角，恒大領先2:0，
晉級形勢一片大好。最終恒大以2:0成功滅“城”，以
總比數3:2翻盤晉級8強。

獲獎千萬人民幣
恒大翻盤晉級後，將獲得一筆千萬獎金重酬。按照

亞冠獎金方案，晉級獎為1000萬元(人民幣，下同)，贏
球獎為300萬元，每淨勝對手一球獎300萬元。也就是
說，恒大贏球晉級，至少能夠獲得1600萬元的獎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高拉特慶祝入球高拉特慶祝入球。。 新華社新華社

■高拉特主射12碼得手。 新華社

下月7日，第七屆女足世界盃
將在加拿大拉開帷幕，中國女足將
首次穿着全新Nike戰袍亮相世界盃
舞台。這是中國女足時隔八年後重
返世界盃賽場。

Nike為此次出戰世界盃的新一
屆女足提供了全新主客場球衣，主
場球衣延續“中國紅”，客場球衣
則為白色。新球衣採用符合女子球
員身材特點的剪裁，適應球員在場
上最大限度的自由運動；在容易產
生熱能的關鍵部位附有鐳射切割孔
眼，幫助球員在球場上保持理想溫
度；而波衫材質則幫助汗水快速蒸

發。

新隊長望帶領球隊勝利
對於錯過上屆世界盃的中國女

足來說，儘管經歷了起伏，但“鏗
鏘玫瑰”精神一直激勵着一代又一
代女足球員重返巔峰。“球場是我
們展示足球才華的最佳舞台，對於
足球的摯愛讓我們在球場上無所畏
懼，堅持不懈。”新一屆女足隊長
吳海燕說，“作為隊長，我不僅要
發揮個人作用，還需要不斷激勵隊
友，帶領球隊走向最終的勝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中國女足中國女足全新世盃戰袍亮相全新世盃戰袍亮相
新華社電 在26日進行的2015年乒

超聯賽男子比賽第二輪中，大滿貫得主
張繼科先贏一盤後輸一盤，他所在的山
東魯能隊也在盤分2：0領先的情況下，
被霸州海潤隊以3：2逆轉，衛冕冠軍就
此無緣連勝。

山東魯能隊首輪以3：0輕取四川長
虹佑康隊，此前遭遇腰傷的張繼科及時
復出並表現出不錯的競技狀態。本輪面
對霸州海潤隊，在隊友方博先取一分
後，張繼科以3：2險勝任浩，山東魯能
隊取得2：0的領先優勢，兩連勝在向他
們招手。

然而此後比賽風雲突變，霸州海潤
隊在雙打組合翟超/程靖淇扳回一城後士

氣大振，范勝鵬在第四盤中以9：11、
11：7、11：4和11：9擊敗張繼科，將比
賽拖進決勝盤。

根據乒超聯賽規則，決勝盤採用三
局兩勝制，如果雙方前兩局戰平，決勝
局採取7分制。最終霸州海潤隊的王楚欽
直落兩局，以12：10、11：6擊敗老將郝
帥，幫助球隊完成這場大逆轉。

張繼科勝負各一 山東魯能遭翻盤

■■中國女足新戰中國女足新戰
袍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張繼科在比賽張繼科在比賽
中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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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動態

(中英文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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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電話: (713) 271-0118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地點：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 A119 Houston, TX 77036

呂 明

主治：中醫全科，頭痛，偏頭痛，頸背腰痛，各種過
敏症，氣喘咳嗽，各種胃病，男女不孕症，性功能障
礙，月經不調，更年期綜合症，各種腸胃病，運動損
傷，戒煙，神經性疾病，高血壓，中風偏癱，口眼歪
斜，風濕關節炎，內分泌失調，肝病等。

中醫針炙師(ACOO196)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免
費

諮
詢

御
醫

傳
人

科學中藥，一次性針炙針

中 國 吉 林 長 春 中 醫 學 院 畢 業
具 有 35 余 年 臨 床 經 驗
美 國 德 州 執 照 中 醫 針 炙 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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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博士
心臟專科

Ming-He Huang MD, PhD
黃銘河

主治: 冠心病 高血壓 高膽固醇 心慌 氣短 胸痛
心前區不適 各種心血管疾病的治療與預防

•美國心臟學會獲獎醫師•美國心臟科特考文憑•美國內科特考文憑•美國哈佛大學心臟科博士後•兼休大藥學院教授 /•兼任UTMB心臟科副教授•St.Luke醫院主治醫師

中國城 週三、六 9:00am-5:00pm 713-771-6969/281-534-8600
9600 Bellair Blvd., #202,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商場二樓)

明湖城 週一、四 9:00am-5:00pm 281-534-8600
501 Freeway South, Suite 106, League City, TX 77573

（美國內科醫生執照）

美國製造精品匯

霧霾殺手-美國
制造奧斯丁牌空氣
凈化器 4層過濾
全鋼機身 5年質保

22年專註美國制造好產品 用心服務華人社區

引領綠色 環保 健康新概念生活

空氣質量測試儀 30秒內
讓您周邊的空氣質量看得
見 摸得著 隨時掌握家
辦公室等室內空氣質量

軟黃金-羊駝毛毯被子
Organic 生態有機被子
沒有經過任何化學處理

美利奴羊毛被子
Organic 生態有機被子
枕頭 兒童專用被子等
沒有經過任何化學處理

金絲帶國際商貿有限公司金絲帶國際商貿有限公司 30013001 Fondren Road, Suite DFondren Road, Suite D
Houston, TXHouston, TX7706377063

電話電話:: 832832--301301--50885088
pacacollection@gmail.compacacollectio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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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防長：持續南海合法飛行通航日本54名曾被派至印度洋和伊拉克的自衛官自殺

美媒：二戰英雄飛行員雙橡園會晤

（（路透社路透社））

美國豪客 用餐近3千元小費給6萬

（中央社）美國媒體報導，中華民國駐美代
表沈呂巡於雙橡園宴請兩位二戰空軍傳奇英雄，
參與杜立德空襲的美軍飛行員與中華民國飛虎隊
員，70多年後首次進行歷史性的會晤。

美國 「空軍日報」（Air Forces Times）26 日
報導，沈呂巡19日邀請兩位二戰傳奇人物，1942
年美軍轟炸東京 「杜立德空襲」中，擔任杜立德
（Jimmy Doolittle）副駕駛的柯爾（Richard Cole
），及前空軍副總司令、飛虎隊成員的陳鴻銓會
面。

報導指出，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將軍
1940年挑選陳鴻銓前往亞利桑那州，完成戰鬥機
飛行訓練；陳納德組織84名美軍飛行員，成為中
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的飛虎隊，並在1941至

1942 年期間，於中國大陸和緬甸地區擊落 296 架
日本軍機。

美國於珍珠港事件後對日宣戰，派遣戰機至
太平洋戰區後，飛虎隊解編，部分飛行員組成
「駐華航空特遣隊」（China Air Task Force），並

在1943年3月成為第14航空隊。
報導寫到，陳鴻銓於1943年在第14航空隊駕

駛P- 40戰機，並曾在戰役中擊落日本零式戰鬥機
與輕型轟炸機。

柯爾 18 日在國會山莊出席紀錄片 「杜立德
空襲：最後舉杯」首映會，柯爾在與陳鴻銓會面
的餐會上，還與當時協助杜立德編隊飛行員迫降
大陸的前浙江省民政廳長阮毅成在美國的家人通
電話，向已故的阮毅成致謝。

（中央社）美國國防部長卡特今天在
夏威夷指出，中國在南海擴張影響力，意
圖成為太平洋強權，最終將遭孤立，美國
將在國際公法允許下的任何地方飛行、通
航和操作。

卡特（Ashton Carter）在美軍新任
太平洋司令哈里斯（Harry Harris Jr.），
於珍珠港基地舉行的就職儀式表示，美方
希望爭端和平解決，所有宣示南海主權的
各方，都應立即並永久停止填海造地，並
同時反對將爭議島礁進一步軍事化。

卡特意有所指的說， 「千萬別有誤
解，美國將在國際公法允許下的任何地方
飛行、通航和操作，就如同美方在全球各
地的運作。」

「國防新聞」（Defense News）報導
，這是卡特上任後，對中國大陸在南海大

規模填海造島，宣稱擁有主權的最嚴厲批
評。

卡特指出，中方的做法無論是在亞
太安全架構的國際常規下，以及反對以脅
迫處理長期爭端的區域共識下，皆進退失
據；未來數 10 年，美國仍是維繫亞太安
全的主要國家。

他還強調，中方的行動將促使區域
國家以新的方式結盟，這些國家持續要求
美方投入亞太，美國將達到目標。

結束夏威夷行程後，卡特將訪問新加
坡、印度和越南，出席29至31日在新加
坡舉行的年度會議 「香格里拉對話」，屆
時美中雙方將同場交手。

美國官員指出，卡特的亞洲行將聚
焦於建構開放和包容的區域安全架構。

（綜合報道）據日本共同社
5 月 27 日報道，日本防衛省 27
日在眾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別委員
會會議上稱，基於“特別措施法
”曾被派遣至印度洋和伊拉克的
自衛官中有 54 人自殺。防衛省
稱，其中有 25 名派往印度洋的
海上自衛官;派往伊拉克的共 29
人，包括21名陸上自衛官和8名
航空自衛官。

據報道，日本防衛省表示：

“自殺是在各種原因綜合影響下
發生的，很難斷定是否同派遣任
務有因果關系。”

圍繞日本自衛隊的海外派遣
，2001 年 10 月日本政府出台了
有效期為兩年的《反恐對策特別
措施法》。派至印度洋的日本海
上自衛隊員約達1.3萬人次。除
2001 年 12 月曾一度中斷外，截
至2010年1月日本自衛隊向從事
反恐作戰的外國艦艇無償提供了

燃料和水。
從2004年1月起，日本陸上

自衛隊被派赴伊拉克的總計約
5500 人次，在伊南部城市薩瑪
沃從事供水和醫療指導等活動，
並於2006年7月撤離。日本航空
自衛隊的活動始於2004年3月，
2009年2月全部從海外撤離，共
派遣約 3500 人次，以科威特為
基地向日本陸上自衛隊提供運輸
支援等。

（中央社）一頓價值約新台幣
2790元的晚餐，卻讓一名美國人願付
小費6萬元。華府一家餐廳的熟客很
滿意特製的美味濃湯及貼心服務，竟
大手筆付出逾餐費20倍的小費。

美國服務業小費文化由來已久
，以餐飲業來說，晚餐給小費約是用
餐金額的18%至20%，而這家主打法
義風味的美式餐廳Blue 44，在華府開
業4年，靠著用心服務，讓客人心甘
情願地付了超乎常理的小費。

「當時我都震驚了」！服務生達
里第一時間沒注意到這名慷慨熟客消
費93.23美元，卻給了小費2000美元
，直到關店算帳時才發現。

店主納德利則告訴 「華盛頓郵
報」，沒想到這名和自己及廚師特納
（James Turner）不時有電子郵件往
來的老主顧，竟這麼大方。

納德利僅透露熟客就住在附近
，特別鍾愛店裡的 Gumbo 濃湯；而
特納日前寫信給這名老主顧，請他來

店裡前先通知，會特
別準備他最愛的湯。

據介紹，Gumbo
濃湯是傳統美國南方
食物，來自路易斯安
那州，有的會佐米飯食用。

這位客人 25 日和一名朋友依約
前來，除點特餐與啤酒，對為他特製
的濃湯非常滿意；離去前要求外帶，
餐廳也二話不說準備好，大飽口福後
他留下讓人意外的小費，註明給主廚

特納1000美元，店主納德利及服務生
達里各500美元。

這樣的消息引起不少討論，有
讀者開玩笑地懷疑，是不是這名客人
喝多醉了才如此大手筆？納德利則說
，已透過電子郵件向熟客確認並表達

感謝，顧客回覆，很樂意以這樣的方
式表達感激。

從事餐飲業 10 年的達里說，自
己從沒拿過這麼豐厚的小費，她打算
拿這筆錢付自己暑期班的學費。

綜合報導 上海金山區楓涇鎮性覺寺的一個僧人

想用20多萬枚1毛硬幣買熱水器。於是，農業銀行

上海金山支行發動員工，馬不停蹄地清點了整整13

個小時，才清點完，上演了真實版的“數錢數到手

抽筋”。

銀行表示很委屈：2010年起，發改委和銀監會

暫停銀行向個人收取零鈔清點費。銀行接了上面提

到的這種“上噸”的單子，不賺錢也得做，把免費

進行到底。而 性覺寺 方面表示非常滿意，決定不

久之後將再次用1角硬幣購買空調等家電。估計，

銀行員工聽到這，都得哭了吧，真心傷不起啊· · ·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不讓機器“代班”數硬幣

呢？據了解，在國外 清點硬幣的機器已經十分流行

，在各大超市都可以見到，有些銀行網點也會有。

不同銀行會視情況決定是免費，還是收取一定費用

。這些情況包括：儲戶是不是自己的客戶，是否已

經把散裝的硬幣卷好。

而在中國，硬幣清分機 也已經在部分銀行的後

臺出現，不過不如美國普及。有銀行IT服務商表示

，一般一個銀行在一個省也就二三十台。而一台硬

幣清分機少說也要一二十萬元，但使用率比較低，

銀行一般不會在這裡花大量的成本。

人工和機器，效率自然不能比。據說，硬幣清

分機操作起來也很方便：把硬幣倒入機器內，它會

以每分鐘600個硬幣的速度計算、分類並包裝。同

時，如果有假幣，機器還能將它們“篩”出來。

之前有新聞說，溫州一位車主跟交警賭氣，交

150元違章罰款時，帶去了1500枚一角硬幣，結果

交警數了整整2個多小時。如果有了硬幣清分機，

這種事情就不會出現了.。.

僧人22萬枚硬幣買電器
銀行員工數錢到手抽筋

傳統金融人將目光投向網際網路金融

跳槽頻率高不足為奇
綜合報導 5月19日，人人貸創始人之一

張適時對外公佈近期備受關注的人員變動情況

。由於人人貸成立時間相對較長，體量亦比較

大，高管離職創業以及主管業務總監的微調，

對整個P2P行業而言相當敏感。

跳槽頻率高不足為奇
“本身就是一個人才緊缺的行業。”一位

剛剛從大平臺跳到新平臺的中層工作人員向記

者解釋，網際網路金融從萌芽期進入成長期，

平臺翻了幾百倍，對人才的需求更是遠遠難以

滿足。據網貸之家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年

底，我國網貸運營平臺達1575家，其中，2014

年新上線的平臺超900家。“普通的工作人員

相對來說要求不是很高，稍加培養很快就能上

手。但涉及到中高層，就必須是相當有經驗的

管理人員。可以帶著一個平臺迅速運轉，他一

定要對業務、發展環境相當了解。所以說如果

能挖來，當然是最好不過。”上述中層工作人

員坦言，“通常情況下給出的薪資都很有誘惑

力，如果是高層，翻倍很正常。”

“P2P算是半個網際網路行業，離職率高

也是正常。”一位長期關注網際網路金融的

分析師對上述觀點表示認同。在前幾年，網

際網路行業快速發展之時，員工跳槽、高管

離職創業，乃行業不驚不怪的普遍現象。數

據顯示，2012年網際網路行業高管平均離職

率達18.5%。

智聯招聘發起的《2015年春季白領跳槽指

數調研報告》顯示，從去年12月到今年1月，

用戶求職意願明顯增強，與往年同期相比新註

冊用戶增長25.7%。其中，IT、通信、電子、

網際網路行業與金融行業的白領跳槽比例排名

居前。

“平均跳槽率應該在10%以上，高層再創平

臺，中層另謀高就。整個行業發展時間很短，

經驗是不可多得的。”上述分析師說道。

傳統金融人將目光投向網際網路金融
P2P熱潮帶來的不僅是行業內高管離職成

風，亦有不少銀行等金融機構高管被網際網

路金融“挖”走。此前，包商銀行旗下的互

聯金融平臺“小馬bank”團隊的負責人張誠

即辭職創立小馬金服；杭州銀行行長俞勝法

也成為浙江網商銀行行長；平安銀行信用卡

中心總經理梁瑤蘭、興業銀行同業部總經理

鄭新林等傳統銀行高管，紛紛跳至前海微眾

銀行；興業銀行杭州分行行長張長弓將赴任

平安旗下P2P平臺陸金所；原廣州銀行副行長

李怡新創辦了P2P平臺。網際網路金融的吸引

力不容小視。

“成長到一定階段的企業在激勵機制上

受到限制，另外對於一些傳統金融機構的人

員來說，新平臺有可能發展機會會更多，企

業更加開放的氛圍也適合他們。”上述分析

師告訴記者，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行業內對

金融方面的要求越來越嚴格，加上監管條例

的逐步清晰化，各個公司對金融人才的需求

顯著提高。

負面影響值得警惕
眾達樸信《2014年網際網路金融行業人

才緊缺度報告》顯示，網際網路金融行業產

品經理和運營經理稀缺度最高，作為新興行

業的網際網路金融有 10 個崗位的稀缺度在

70%以上。事實上，人人貸的情況並不是特例

，P2P行業人員流動頻繁，已成為P2P行業不

爭的事實。但基於人人貸在業內的影響力和

此次人事變化的數量、密集度較高，在輿論

上造成了軒然大波。

記者對包括P2P、眾籌在內的多家機構進

行採訪，這些機構的負責每人平均表示不方便

對此事作出公開回應。一位高層管理人員告訴

記者，頻繁跳槽不利於整個行業穩定發展。在

他看來，這種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兩方面。首

先，中高層涉及到戰略、管理等問題，影響自

然不言而喻，“即使是最基礎的工作人員，尤

其身處資產端，與項目聯繫緊密，據我們觀察

，這種離職造成逾期比例在5%左右。”他說

道，“其次，目前市場上挖人都會給以高薪，

直接推高了行業的經營成本。”

多數被採訪對象表示，網際網路金融目前

的這一問題，使得很大一部分人“身在曹營心

在漢”，同時，單個機構在員工培養方面也可

能會有所保留，對整個行業生態來講，負面影

響肯定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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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王和列戰英還沒有反應過來

大哥哥是誰袁飛流已經閃身出屋袁片
刻後又飄了回來袁 報吿道院"很好浴
在睡浴 "

梅長蘇輕輕吁了一口氣袁 咳嗽
了幾下袁好象又清醒了過來袁看着旁
邊的靖王袁有些過意不去地道院"有

勞殿下夙夜守候袁 蘇某眞是擔當不
起噎噎"

靖王不由輕輕鬆一口氣袁" 會

説客套話了袁看來是有所好轉遥
我本來想袁 如果到天明你的狀

况還不緩解袁我就又要去請母妃了遥
"

列戰英到窗邊看了看天色袁熬
到這時袁東方已有隱隱的白光袁差不
多也算黎明時分袁 想着靖王一夜未
睡袁忙過來勸道院" 殿下袁旣然先生

醒了袁您也該休息一下遥 這里我守着袁不會出事的遥 "

靖王見梅長蘇又暈沉睡去袁 氣息明顯平穩了好些袁 心中略
安袁起身回到外間袁直接和衣倒在榻上小睡袁但只睡至辰時袁又匆

匆起來梳洗袁進入內殿請安遥
梁帝的精神仍然不好袁這時還未起身袁靖王向他稟報行賞之

事袁他聽到一半就直接道院"你作主就好了袁不必回朕遥 "説着便

翻過身去袁繼續安眠遥
靜妃悄悄向兒子打着手勢袁示意他跟自己出來袁到了廊下方

道院"陛下夜間睡不好袁你以後不要這么早進來請安袁午時即可遥 "

"是遥
母親休息的可好钥 "

"你放心袁陛下雖然夜間淺眠袁但並不清醒袁宮女們輪流服
侍就行袁我不用親自守候袁累不着遥 "靜妃笑着看看兒子袁"倒是

你袁昨夜沒睡好么钥 "

靖王搖搖頭袁沒跟她説昨夜梅長蘇發病之事袁反而問了一個
好似不相干的問題院"母親袁 昨日你説蘇先生是您的故人之子袁
那這位故人叫什么名字钥 "靜妃沒料到他有此問袁一時怔住遥

她不知道靖王是先問了梅長蘇同樣地問題後再過來問她

的袁還是打算問過她之後立即到梅長蘇那里去核對袁可無論是哪
種情况袁 事先沒有商量過的兩個人隨口編出同一個名字地機率
也實在太小了噎噎

"母親袁您不至於連恩人的名姓都忘了吧钥 "靖王語調平談

地追問了一句袁"他叫什么靜妃猶豫了片刻袁視線掠過院中地石
楠樹袁低聲道院"他叫梅石楠遥 "

挽弓的手臂逐漸酸疼袁愈發抖得厲害袁我就快撑不住弓弦的張力遥這時院子四角
傳來呼喝聲袁大批的燈籠火把蔓延過來袁我心里驚乍袁忙道院"別誤會浴我沒有惡意袁我
噎噎我是來找大貝勒的浴 ""大貝勒钥 "火光點點凝聚袁照亮了整個院落袁十來名侍衛面
露驚慌之色遥
站在我兩米開外的男子在火光的映照下完全顯現出了形貌袁那個是三十歲左右

的靑年袁濃眉大眼袁鼻端口正袁面相不俗袁長得甚爲俊朗袁身材修長挺拔遥 身上套了一
襲天靑緙絲的便服袁越發襯得他風雅瀟灑遥
見我錯愕袁他將手中長槍一抖袁隨手扔給一旁的侍衛院"你找大貝勒做什么钥 "我

搖頭袁想想自己已成瓮中之鱉袁此時再想逃也已難如登天袁便索性收起了弓袁隨手丢
在地上院"找他自然有事浴 ""什么大事居然値得姑娘你翻墻而入袁我家大門好像不是
拿來當擺設的吧钥 "我耳根子微微一燙袁明知自己理虧袁但在他揶揄的目光下卻怎么
也不願向他低頭認錯院"我噎噎敲過門了袁 只是沒人理罷了袁 所以噎噎"很小聲的嘟

囔袁換來他一聲輕笑院"姑娘你確定自己爬對圍墻了嗎钥 ""啊钥 "我一頭霧水袁隱隱從他
笑容里察覺到了一絲不對勁遥 眨了眨眼袁我想了半天袁腦袋里突然嗡地一響袁脫口低
呼袁"啊浴 "他盯着我只是笑袁一語不發遥
我終于明白究竟是哪里不對勁了 --仔細看周圍的那些侍衛袁他們身上穿的並不

是大紅底色的甲胄袁而是藍底紅邊的 --這是噎噎鑲藍旗浴
"噹啷浴 "長刀失手滑落袁侍衛們手持長槍袁將我團團圍住遥冰冷的鐵質槍尖觸碰

到肌膚時袁我不禁打了個寒顫遥
我到底鑽到什么地方來了呀钥
"爺浴 "焦急的呼喊聲從人群後飄了過來袁聲音低柔婉轉遥
人群自動分開袁一名緑衣少婦在小丫頭的扶持下蓮步款款的走了出來遥 我眼前

不由一亮袁好個美人兒袁常聽人説女人是水做的袁可這水到底怎樣做出了女人袁卻全
無概念袁今日一見袁才當眞印證了這句話遥

"烏塔娜浴"他濃眉一蹙袁關切之色一覽無遺的呈現在了臉上袁"外頭冷袁你怎么能
出來呢钥 ""爺袁我聽見打斗聲了遥 "淡淡的尧柔柔的尧婉約柔媚中透出一絲憂色遥 雪白
的狐裘擁住她嬌柔的身軀袁那張美麗的臉龐雖淡淡的搽了一層胭脂袁然而在火光的
照耀下袁卻仍是顯得那般蒼白無力遥
這的確是個難得一見的美人兒浴只可惜袁是個病美人浴她就象是個晶瑩剔透的雪

娃娃袁盈盈怯怯的站在雪地里袁隨時都能被風吹化了似的遥
"沒事浴"他用余光淡淡的瞥了我一眼袁伸手扶住烏塔娜袁右手細心的包住她的小

手袁"手很冰啊袁怎么出來也沒揣個手爐钥 "説着斜眼瞪向小丫頭遥

賀遲臉上有了一點兒笑意袁極溫柔袁一點點從面孔上擴散開來袁最後
所有眼角眉梢唇畔都盪漾起生動的情意來遥
他開口袁聲音有一點兒啞袁分外低沉袁一個字一個字地説院"落落袁我等
了你很久遥 "

喬落不知道爲什么袁鼻子開始發酸袁整顆心都像是溢滿了水袁輕輕一
觸就能氾濫袁她輕輕地點頭袁種種地説院"我知道遥 "

她深切地看着這個男人袁看他寬闊的嘴角袁堅毅的鼻子袁濃密飛颺的
眉毛袁摸黑深沉的眼睛噎噎她説 "對不起袁讓你久等了遥 "

賀遲咧開嘴笑了袁露出一排大白牙袁俊朗招搖的樣子袁喬落不自覺地
也跟着笑起來袁兩個人就這樣遙遙相對相視而笑袁傻傻地笑袁笑了很久遥
她開口 "賀遲袁先道一個歉袁有一件事我要先你一步了遥 "她的笑容溫

柔懇切中有一絲狡黠袁賀遲挑眉看着她遥
喬落收了笑袁很莊重地看着他袁眼里翻滾洶涌着無數的情緒袁開口語
氣卻極爲平穩院"賀遲袁我愛你遥 "

賀遲的笑容定格在臉上袁呼吸都停止了遥
喬落一步一步地走向他院'賀遲袁我愛你遥 我想這不是最近才發生的事
情袁請你原諒我到現在才肯承認遥 '賀遲猛地背過身去袁三兩步邁到窗
邊袁留下一個僵直的背影袁像是強自克制着什么遥
喬落依舊堅定地向他走去院"我愛你袁我想跟你在一起袁這是我愼重考
慮後做的決定遥 跟你在一起袁從今往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一起袁即使
會有困難會有坎坷袁我都不怕袁我有多堅強你最知道遥我要牽着你的手袁
我要讓你快樂讓你幸福遥 無論什么都不能搶走你袁 就是你趕我我也不
走遥 "

她似乎看到賀遲的肩膀抖動了下袁她停下在賀遲身邊一步遠的地方袁
靜靜地等着他遥
良久袁賀遲才轉過身來袁依舊英俊逼人袁依舊溫柔深情袁卻是眼眶微微
泛紅袁雙眸晶瑩遥
喬落了悟袁心里一酸袁先落下淚來遥她上前一步袁心疼地伸手撫上他的
臉頰袁啞聲到院"傻子遥 "

賀遲只是笑袁笑得那么包容那么幸福袁他長臂一伸袁將喬落牢牢得圈
在懷中袁閉上眼睛用下巴輕輕摩擦她的發頂袁輕聲嘆院"落落袁落落袁落落
噎

落落清歡完結

她這話説的聽得秦彥之神色立馬凝重起來袁沒想到自己跟女兒之
前有這樣的誤會袁連忙解釋説院"喬喬袁爸爸噎噎"

"秦叔袁喬喬跟你開玩笑的遥 "

"爸爸袁我跟你開玩笑的遥 "

然後秦予喬和陸景曜幾乎同時開口袁幾個人先是一愣袁然後都笑
了起來袁邊上的江華也輕扯一個笑袁拿過夏姸靑手上的兩朶貼花院"讓

我看看啊噎噎我猜這朶是你剪的遥 "

江華肯定的聲音終于把秦彥之的視線吸到夏姸靑剪的貼花上袁秦
彥之淡淡夸了句院"姸靑有一雙巧手啊遥 "

秦予喬視線也落在江華手上的貼花袁轉了下眼睛院"我猜左邊是你

剪的袁右邊是奶奶遥 "

夏姸靑笑看着秦予喬院"喬喬你怎么猜出來的钥 "

秦予喬攤攤手袁語氣有點敷衍院"亂猜的嘍浴 "

夏姸靑臉上有着一閃而過的尷尬袁然後在江華邊上坐下袁拉起江
華的胳膊院"媽媽找你遥 "

江華愣了下袁然後站起來跟夏姸靑上了樓遥

秦予喬的視線隨着夏姸靑和江華上樓袁倒不是看他們兩個袁而是
樓上畢竟有一個她睡了十幾年的房間袁不知道那個房間還在不在遥

秦彥之就像明白女兒心里所想一樣袁對她説院"喬喬袁房間爸爸一
直給你留着呢遥 "

"謝謝爸爸袁謝謝您還沒有忘記我這個女兒遥"外人離去之後袁秦予
喬對秦彥之説話的語氣立馬變了變袁撒嬌中帶着點賭氣袁賭氣中帶着
埋怨遥

秦彥之心里感嘅袁這才是他的喬喬啊袁正感嘅萬分的時候袁被一道
童音打住了院"爸爸遥"在後面跑來叫秦彥之的是秦予遲遥秦彥之轉身招
呼兒子過來袁有點尷尬地女兒開口院"小遲袁叫姐姐遥 "

秦彥之介紹完袁秦予喬抬頭對秦予遲笑了下袁感嘅血緣眞神奇袁讓
她跟眼前這個男孩長了相似的眉眼袁 可惜她一點也不驚喜和感動袁反
而覺得挺鬧心的遥

"原來你就是奶奶跟我説起的姐姐啊遥 "秦予遲盯着秦予喬看袁看
了好久袁然後指向不遠處也跑過來的陸希睿開口袁"那么爸爸袁他眞的
是我的小外甥了钥 "

寧汐心里一動袁隱隱的猜到了寧暉要説什么院"童生試放榜了嗎钥 "

寧暉咧嘴一笑袁使勁的點頭院"早上剛放的榜袁我考中了遥 以後我就是
有功名的人了遥 "雖然只是個小小的秀才袁可對寧暉來説袁卻跨出了人生中
最最重要的一步寧汐已經預料到了這個結果袁 可在聽到寧暉親口説出來
的那一刻袁心里一顫袁眼淚頓時涌了出來遥

太好了寧暉眞的考中童生了

沒人比她更清楚這對寧暉來説是多么的重要遥 更沒人知道她此刻的
心情是如何的激動複雜遥 從今以後袁寧暉會走上和前世全然不同的人生路
噎噎

寧暉手忙腳亂的爲寧汐擦眼淚院"妹妹袁這么好的事袁你別哭啊 "

寧汐哽咽着説道院"哥哥袁我好高興袁你讓我哭一會兒好不好钥 "高興到

極處袁反而不知該怎么表達那份喜悅遥 她只想放肆的哭一回噎噎
寧汐靠在寧暉的肩膀上袁嗚嗚的哭了好久遥
寧暉雖然不知道她的情緒爲什么會這么激動袁 卻很自然的哄道院"別

哭別哭袁都是大姑娘了袁不能遇事就這么哭鼻子遥 我考中童生了袁難道你不
爲我高興嗎钥 "

寧汐拼命點頭袁眼淚卻怎么也止不住遥
寧有方心情從未像此刻這么好過袁朗聲笑道院"今天眞是個好日子袁算

的上雙喜臨門了遥 汐兒袁別哭了袁我們一起進屋去説話遥 "

寧汐吸了吸鼻子袁用袖子擦去了臉上的淚珠袁扯着寧暉的袖子一起進
了屋遥

寧有方和顔悅色的招手示意寧暉過去袁打量幾眼袁咧嘴笑道院"我寧有

方的兒子眞是好樣的 "

寧暉打記事起袁從沒被寧有方這么夸過袁激動的説道院"爹袁我尧我以
後還要繼續用功讀書袁明年再去參加鄉試袁考個舉人回來遥 讓你做上官老
爺遥 還有娘和妹妹袁能做上官太太和千金小姐噎噎"他要讓全家人都跟着

過上好日子遥
寧有方高興的連連點頭院"好好好你有這樣的志氣袁再好不過了遥 "説

着袁扭頭問阮氏院"這好消息吿訴爹了嗎钥 還有二哥二嫂他們袁都知道了
嗎钥 "

阮氏笑着應道院"今天放榜的結果一出來袁 我就讓暉兒回來報喜了遥
大傢伙兒都跟着高興的不得了遥公爹高興的不得了袁暉兒爲我們寧家爭了
光呢 "

寧家幾輩人都是做廚子出身袁雖然家底也算殷實袁可畢竟是普通的百
姓遥 如今寧暉考取了功名袁自然爲寧家添了光彩遥

寧有方笑的合不攏嘴院"我也有件好事要吿訴你們呢 "説着袁 就將今
天陸子言來找他商量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説了一遍院"噎噎如果我答應下
來袁就得帶着你們一起到京城去遥 所以袁今天特地回來袁和你們商量商量袁
看看到底該怎么辦遥 "

阮氏早已聽的愣住了袁腦子里亂哄哄的院"孩子他爹袁你慢些説袁到底
是怎么回事钥 "

寧暉笑嘻嘻的揷嘴院"娘袁爹説的可是大大的一樁好事遥 我們要跟着
爹一起去京城過好日子了遥 "對年少的寧暉來説袁京城自然是個繁華的令
人向往的地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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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商業糾紛及對商業糾紛及
人身傷害具有豐富經驗人身傷害具有豐富經驗

˙車禍/人身傷害:讓您獲得高額賠償
陳德威律師曾為保險公司特聘律師,熟悉保險公司心理
和作業方式,不得賠償,不用付款

˙刑事辯護:酒後駕駛,吸毒,輕罪,重罪,家庭暴力,人身攻擊
˙訴訟:商業糾紛,商業訴訟,民事訴訟,意外傷害訴訟等
˙婚姻法:協議離婚,有爭議離婚,跨國家庭糾紛,監護權,
撫養費

˙移民法:結婚移民,親屬/工作移民(H1B),投資移民(EB5),
公民入籍

˙商業法:租賃約,各種商業合同,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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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中國通,能說流利中文

Kai@stanley-Lawfirm.com
((281281)) 766766--79397939

9889 Bellaire Blvd. #117
Houston, TX 77036

（敦煌廣場二樓 101樓上）

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Phone:281-933-6660
Fax: 281-933-6662

Tapioca KingTapioca KingTapioca King E-mail:bobby@tapiocaking.com
Web Site:www.tapiocaking.com
6811 Baneway Dr., Houston, TX 77072

●全美南最大﹑最具經驗﹑貨品齊全﹐服務最完善之奶茶供應商●

包括﹕圖片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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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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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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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兩隻熊為搶奪垃圾桶內食物
街上大打出手

綜合報導 為了能夠擁有

路旁的一個垃圾桶，近日，

美國新澤西州兩隻熊竟然在

街上公然對打。

報道稱，這兩隻熊漫步

在新澤西州一個住宅區的街

道上覓食，街道旁的一個垃

圾桶同時映入它們的眼簾，

兩隻熊都想將垃圾桶據為己

有，在緊張對峙了一段時間

後，便開始用手互相推擠，

原本以為紛爭就要平息，想

不到其中一隻又一個箭步前

去碰撞另一隻熊，隨後它們

又起身開打。

兩隻熊起身用手互相牽

制對方，雙手向對方揮舞，

又推擠了一陣子，一隻熊不

慎重心不穩，另一隻熊便趁

勝追擊，將對手推到一旁，

戰敗的熊只得摸摸鼻子離開

，臨走前還瞄了一眼對手以

及垃圾桶中的食物。據悉，

兩隻熊打架的畫面被路過的

民眾拍下。拍攝視頻的人表

示，熊互打的情形在當地很

常見，它們常常來這附近覓

食，搶奪垃圾桶。當地政府

則警告民眾不要靠近這些熊

，或者喂食它們。

美宇航局計劃未來實現載
人飛船與國際空間站對接

綜合報導 美國航空航太

局將於當地時間27日進行國際

空間站多功能艙重新對接，此

舉旨在未來實現美國載人飛船

與國際空間站對接。

根據美國航空航太局消息

稱，接下來的工作是為準備美

國載人航太飛船與空間站對接

，首飛不早于2017年進行。美

國專家計劃打造國際空間站對

接主介面和備用介面用來運送

設備、研究材料、貨物，未來

可以運送宇航員。

用於美國載人任務的空間

站對接主介面是“和諧”

（Harmony）號節點艙，目前

通過該節點艙進行美國載貨設

備的對接。

今年底前，美國航空航太

局計劃進行未來載人飛船與

“和諧”號節點艙對接的必要

準備工作。為此美國太空探索

技術公司（SpaceX）將向空間

站運送國際對接接收器。

美國航空航太局于去年9

月宣佈，波音公司和美國太空

探索技術公司獲得了載人飛船

合同，美國將結束依賴俄羅斯

向空間站運送宇航員。計劃波

音公司製造的美國首艘載人飛

船CST-100將不早于2017年底

完成。

美國女演員患厭食症骨瘦如柴

體重僅18公斤
綜合報導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37歲女演員蕾切爾· 法洛克

（Rachael Farrokh）10年前患上神經性厭食症，骨瘦如柴，虛

弱至無法走動，體重僅剩18公斤。她曾通過視頻網站YouTube

向全世界發起求助，近日她再次發佈視頻，感謝好心人的捐助

，感謝他們給她“再活一次的機會”。

在這段YouTube視頻中，法洛克表示，公眾已經向其捐資

近2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24萬元），用來支付她在南加州的

治療費用。穿著黑色背心，坐在床上的法洛克說，“我要感謝

所有人為我所做的一切，你們讓我有了再活一次的機會”。

法洛克的醫療團隊包括一名醫生、一名護士、一名臨床醫

療師以及其他醫護人員，他們將在法洛克位於聖克萊蒙特

（San Clemente）的家中對其進行救治。通過逐漸增加卡路裏

攝入量，法洛克恢復了體力，並將被送往科羅拉多州丹佛健康

醫療中心進食障礙醫療部接受治療。

在專門建立的網頁上，法洛克的丈夫羅德· 埃德蒙森

（Rod Edmondson）解釋稱，當地醫院拒絕為妻子提供治療，

因為其嚴重偏低的體重可能危及生命。法洛克在視頻中承諾，

這些錢還將用於幫助其他厭食症患者。

三周前，法洛克上傳了自己的求助視頻，講述自己與厭食

症戰鬥10年的艱辛，以及最近身體每況愈下的焦慮。當時法洛

克已瘦骨嶙峋，呼吸困難，身體極度虛弱。埃德蒙森被迫辭去

在健身館當私人教練的工作，全天24小時照顧他的妻子。

美國夫婦育有百名孫輩 家庭聚會須租用當地教堂
綜合報導 美國伊利諾斯州一對夫婦最近

慶祝第100個孫輩的誕生。

據悉，這對名為桑格的夫婦有53個孫子

、46個曾孫、1個玄孫，4月8日曾孫李奧又來

報到。

報道稱，桑格先生開玩笑稱，他的家人

“可以自己建一個城鎮了”。

報道指出，桑格夫婦于 1956 年結婚，

至今已一起走過了 59個年頭。他們育有 12

個孩子，其中最小的孩子、今年 31歲的喬

(Joe)在出生時，已經當了 10 個孩子的舅舅

和叔叔。

據悉，桑格家族聚會時，由於人數眾多，

必須租用當地的教堂。而要全家每個人都吃飽

，得買10隻火雞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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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由於遭遇史上最嚴重
的連續乾旱，美國加州水資源管理人
員不得不向也曾遭遇過“大乾旱”的
澳大利亞“取經”，以尋求解決其乾
旱困境的辦法。

從20世紀90年代末到2012年，
澳大利亞遭遇了“大乾旱”。如何利
用極少的水實現生存也是該國民眾但
是面臨的持續威脅。即使現在，澳大
利亞的民眾仍然將乾旱視為一種不可
避免的遭遇。據報道，當時澳大利亞
對用水制度進行了改革，嚴格分配水
資源以及削減用水量。直到現在，澳
大利亞的民眾都將水視為一種商品，
節約用水和花錢買水的概念深入人心
。相比加州每人平均每天使用105加
侖的水用量相比，澳大利亞人每天使
用量僅55加侖。

現在，在加州遭遇連續4年乾旱
後，加州水資源管理官員有意借鑒澳
大利亞應對“大乾旱”的經驗，並且
尋求長期的乾旱災害風險管理策略。

不過，澳大利亞的經驗可能更也
不能直接在加州拿來就生搬硬套。美
國加州與澳大利亞的具體情況存在這
較大差異。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一名環
境政策研究專家表示，雙方最大的不
同在於澳大利亞以公共政策途徑來解
決水資源問題，而加州則更多依賴於
法律途徑以及權利維護。

美國南方暴雨洪災18死30失蹤

歐巴馬承諾聯邦支援

綜合報導 美國得克薩斯州

和俄克拉荷馬州因洪水死亡人數

上升到18人，30人失蹤，約5500

所住房遭受嚴重破壞。由於許多

地方無法通行，當局警告民眾可

能還將面臨更多麻煩。

據 美 國 全 國 廣 播 公 司

（NBC News）報道，暴雨引發

的洪水造成得克薩斯州至少11人

死亡，其中休斯敦4人死亡。俄

克拉荷馬州自本月22日以來共有

7人死亡。

在休斯敦以西180英里處的

海斯縣（Hays County），洪水除

造成人員死亡和失蹤外，還徹底

摧毀了當地70家房屋，另有1400

多家房屋受破壞。報道稱，此次

休斯敦遭到嚴重破壞的房屋可能

多達4000家。

據美聯社當地時間26日下午

報道，得州中部布蘭科河沿岸地

區的失蹤人數現在增加到30人。

休斯敦地區當天又發現3名死者

，使此次南部多州洪災的確認遇

難人數升至11人。美國總統奧巴

26日承諾，將提供聯邦救援力量

幫助得州災區。歐巴馬在與得州

州長阿博特通話後表示，承諾將

加快提出動用聯邦力量支援得州

的請求。歐巴馬說，聯邦緊急事

務管理局人員已經在得州災區，

將與當地負責人員一起展開工作

。阿博特宣佈該州37縣為災區，

包括休斯敦，休斯敦地區超過8

萬人停電，洪水已經迫使部分州

際公路部分關閉。

休斯敦市長帕克表示，市內

大部分地區目前沒有受到影響，

但是情況仍然危機，敦促民眾遠

離受災地段。帕克說，目前已有

超過1000輛汽車被困在高速和其

他道路上。得州交通局發言人也

敦促需要開車上班的民眾當天最

好待在家中。

QS150521D達福社區

甫於台灣大學退休的蔡丁貴教授將率臺灣
原住民文化訪問團於五月十七日下午三點半假
李察遜的第一長老教會舉行公演，觀眾被這文
化訪問團的多種原住民部落文化，悠久歷史及
傳統所吸引。
此團的主要目的是：
1.介紹台灣原住民不同部落的多采文化。
2.增進台灣在世界上的能見度以及國際上的印
象。
3.強化台灣原住民文化在國際上的觀感。
4.加強台灣島內與海外台灣鄉親的合作，強調台
灣意識與其主體性。
5.學習美國對其原住民的政策與文化上的保護。

臺灣原住民並非單一的民族，而是由分布
在臺灣各地之數個語言及生活方式不同的部族
構成。各族群擁有自己的文化、語言、風俗習慣
和社會結構，對台灣而言，原住民族是歷史與文
化的重要根源，也是獨一無二的美麗瑰寶。截至
2015年1月，總人口數為54萬0583人，佔臺灣人
口總數的2.31%。目前，經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
有：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
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
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卡
那卡族等16族。另外還包括原居於臺灣北部和
西部平原。現已幾近消失的10個族群：凱達格蘭

族、道卡斯族、巴
宰族（巴則海族）
、巴布拉族、貓霧
捒族、洪雅族、西
拉雅族、和猴猴
族。

臺灣各原住
民族擁有各自的
起源傳說，在 17
世紀漢人移民臺
灣之前，臺灣原
住民族在臺灣的
活動已有大約 8,
000年之久。臺灣
原住民族在遺傳學和語言學的分類上屬於南島
民族和南島語系（Austronesian），和菲律賓、馬來
西亞、印度尼西亞、馬達加斯加和大洋洲等的南
島民族族群有密切關聯。在人種上屬馬來人種，
臺灣是南島語族分佈的最北端。

幾世紀以來，臺灣原住民被迫接受習漢人
和統治者的語言，加上族群的遷徙與現代生活
的影響，導致很大幅度的文化、語言和族群認同
的消失。舉例來說，在大約26種已知的臺灣原住
民族語言（統稱為臺灣南島語言）中，至少有10
種語言已經消亡，5種瀕臨消，其他多種語言則

出現輕微程度的損害。自從
語言學家認為臺灣是南島
語系的發源地以來，這些語
言已經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今日，臺灣原住民
面臨經濟及社會的壁壘，包括高度的失業率，及
教育不普及的嚴重現象，使之成為一群弱勢的
族群。

我們誠邀各位鄉親朋友共同來觀賞臺灣原
住民文化訪問團的豐盛表演，相信您會欣賞到
台灣原住民的各種不同風貌；其特殊的傳承；多
采多姿的文化；讓人陶醉的天籟歌聲；不同的樂
器演奏；美妙的原住民舞蹈等等。台心合唱團也

將表演一首「杵歌」，精彩可期。入場免費，敬請
準時光臨。
主辦單位：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達拉斯支部，北美
台灣人權協會達拉斯分會，協辦單位：台灣基督
教長老教會，達福台灣同鄉會
時間：五月十七日(星期日)下午三點半
地點：The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Richard-
son, 271 Walton Street, Richardson, Tx 75081(台
灣同鄉會供稿)

臺灣原住民文化訪問團蒞臨達拉斯公演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北德州
分會將在5月24日在「台心的家」舉辦
演講會，為FAPA總部募款。主辦單位
特別從台灣邀請柳林瑋醫師主講，他
將以個人經驗談「網路如何翻轉社運、
媒體和民主的各種想像」，歡迎所有的
FAPA會員和非會員一起參加。

柳林瑋醫師 (複姓柳林，名瑋)，
1983 年生，台灣宜蘭人，偶像是蔣渭
水。他現任羅東聖母醫院醫師，前台大
醫院醫師，有豐富的社團參與和領導
的經驗，曾任公民1985行動聯盟發起
人、太陽花學運參與者。

柳林醫師相信台灣不只是小國小
民，更可以是好國好民。相信群眾智慧
勝過個人智慧，而科技會帶來民主的
巨大改變。立志用網路技術與新媒體
的力量翻轉社會運動和民主機制，和
所有台灣人一起贏回我們的台灣。

他從反波蘭醫學生開始，創造抗
爭新典範；在公民1985行動聯盟的組
織中，啟發年輕一代不管藍綠的要公
義行動；在2014太陽花運動身為醫護
人員，號召醫療團；創立沃草平台，監
督國會讓人民知道自己的權力在哪裡
。

FAPA是1982年成立的非營立組

織，全美有近五十個分會，會員超過三
千名；總部設在華府，設有四位專職人
員，主要工作是對美國國會山莊的參
眾議員遊說有利台灣的法案，讓台灣
能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並創造台灣
人民最大的福祉
。在FAPA全體會
員的努力下，許
多有關台灣的法
案在國會都在得
到重視和支持，
兩院成立的「台
灣 國 會 連 線 」
(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
都是人數眾多、
影響力很大的國
會次級連線；而
FAPA 也受託為
多位台灣總統級
候選人在國會舉
辦歡迎酒會，包
括六月即將來美
訪問的蔡英文主
席。

FAPA 所 有
的收入都是靠會

員的會費和捐款，自給自足。希望藉由
柳林瑋醫師的演講會，歡迎北德州地
區所有的會員、或關心台灣前途的非
會員朋友都能參加活動，共襄勝舉。故
免費出席，但歡迎個人樂捐, 所有給

FAPA的捐款都可享有稅優惠。
演講活動詳細訊息：
日期：五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下午三
點
地點：台心的家（Westgrove Plaza)

地 址： 4222 Trinity Mills Rd, #290,
Dallas TX 75287
聯絡人：謝慶鏘 972-624-8232、楊金
文 972-899-0306、 蔡 靜 燦
972-342-8155(FAPA供稿)

FAPA募款會邀請台灣太陽花年青人演講

加拿大多倫多台灣同鄉會
會長謝振富先生利用他來達拉
斯受訓的機會，和我們的會長劉
杏芳﹝台心合唱團指揮﹞聯絡，表
示希望能與達拉斯台灣同鄉會
的朋友們交換意見與學習。在劉
杏芳會長的召集下，十多位同鄉
及理事們於五月十日（星期日）
在台心之家，與謝振富會長舉行
座談，互相交換同鄉活動的情況
，座談完之後，大家一起在附近
的餐廳共進晚餐。

謝會長年輕有為在 IBM 工
作。這次是因為和 Apple 合作的
關係到達拉斯受訓。他從小就到
加拿大唸書，是小留學生，畢業
之後就留在加拿大就業。他提及
他們的多倫多同鄉會功能類似

一 個 總 部,
底下因性質或是興趣分設各個
不同功能性的社團組織，例如老
人會、Formosa Cup Division(壘球
隊)、以及 Public Affairs Division(
類似我們的 FAPA)等。因為社團
多，當地台灣人的活動也很頻繁
。每個月多倫多同鄉會幾乎都會
舉辦活動，例如五月份的台灣日
，六月份的小年會，或是七月份
的BBQ等等。他也提到多倫多同
鄉會有很多年輕人參加，像謝會
長才卅幾歲就勝任會長職務，而
且大部份的理事都由年輕人接
棒。

我們也簡單的告訴謝會長
達拉斯台灣同鄉的活動情形。達
拉斯台灣人除了同鄉會之外，還

有 FAPA、人權會、工程師協會、
婦女會、台心合唱團、台獨聯盟
等 活 躍 的 社 團。也 給 了 他
TAA-DFW的網站，讓他們瞭解
我們同鄉的活動。有達拉斯同鄉
也順便提到一些我們在多倫多
許久不見的老朋友，比如羅益世
以及葉國基等人，謝會長
也都認識，可見世界真是
小啊。

晚餐時，大家對雙方
的同鄉會所舉辦的活動繼
續交換意見與瞭解。我們
的會長劉杏芳小姐也表示
多倫多同鄉會有許多值得
達拉斯同鄉會學習參考的
地方。除了每年固定的端
午節、中秋節、及農曆年慶

典之外，也可以增加一些功能性
的活動，譬如舉辦座談會，健康
講座等等，讓同鄉們有機會互相
交流互相學習。餐會之後，在餐
廳門口拍了張合照。然後在道別
聲中結束這一次非常有意義的
聚會。(台灣同鄉會供稿)

達拉斯台灣同鄉會 有朋自遠方來：多倫多台灣同鄉會長謝振富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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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新聞

歐洲團歐洲團
* 西歐五國10天
* 瑞捷奧匈10天
* 義大利蔚蘭海岸12天
* 歐洲十國17天
* 西歐及義大利17天

www.tmttravel.www.tmttravel.comcom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5月至9月出發
* 加勒比海4/5/7天
* 阿拉斯加7天
* 地中海7天
* 夏威夷7天

亞洲各地旅遊團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美國精華團美國精華團
*美東5/6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加東6/8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西精華4-10天團（買二送一）*黃石公園7天團(買二送一）*加拿大洛磯山7天團(買二送一）*夏威夷4-7天團*佛州迪斯尼4-8天團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雲南﹑桂林﹐$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美加東團﹐美東團﹐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歐洲﹑其他國家均有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愉快旅遊 D & L TRAVEL & TOURS

 

泰國泰國$$9999..0000七天七天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399399..0000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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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2015年5月28日 Thursday, May 28, 2015 星期四 2015年5月28日 Thursday, May 28, 2015

英國溫布利球場附近發現二戰遺留炸彈英國溫布利球場附近發現二戰遺留炸彈

英國倫敦英國倫敦，，溫布利球場附近發現一枚二戰時期遺留的德國炸彈溫布利球場附近發現一枚二戰時期遺留的德國炸彈。。

16001600隻紙制大熊貓隻紙制大熊貓““佔領佔領””首爾集體賣萌首爾集體賣萌

韓國首爾韓國首爾，，16001600隻紙制大熊貓亮相韓國隻紙制大熊貓亮相韓國。“。“紙制大熊貓世界之旅紙制大熊貓世界之旅””活活
動創辦于動創辦于20082008年年，，由世界自然基金會和法國藝術家保羅由世界自然基金會和法國藝術家保羅--格蘭金聯合發格蘭金聯合發
起起，，以回收的廢紙和雞蛋殼為材料以回收的廢紙和雞蛋殼為材料，，設計製作設計製作16001600隻形態各異隻形態各異、、表情豐富表情豐富
的大熊貓的大熊貓，，目的是推廣保護大熊貓和民眾的環保意識目的是推廣保護大熊貓和民眾的環保意識。。目前目前，，這這16001600隻大隻大
熊貓已陸續在巴黎熊貓已陸續在巴黎、、柏林柏林、、香港等城市展出香港等城市展出，，此次是首次來韓展出此次是首次來韓展出。。

斯托克城斯托克城66--11利物浦利物浦

20142014//1515賽季英超最後壹輪比賽全面開戰賽季英超最後壹輪比賽全面開戰，，利物浦客場利物浦客場11--66慘敗斯托克城慘敗斯托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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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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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排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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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20152015年亞洲女排錦標賽復賽年亞洲女排錦標賽復賽，，中國女排中國女排33比比00輕取日本女排輕取日本女排，，三局三局
比分為比分為2525比比1919,,2525比比1414,,2525比比1010。。

福島食品“魚目混珠”出口中國 日本民眾不買
雖然日本政府一再宣傳災區出產的農產

品合格，但是日本普通民眾大多不願購買福

島及周邊幾個縣的農產品。並不是說這些產

品一定輻射超標，但是連本國人都心存陰影

的東西，日本卻改頭換面出口到其他國家和

地區，這樣難道是所謂的振興災區經濟的做

法？

日本和太平洋島國論壇首腦會議在距離

福島第一核電站40公里的磐城市召開。雙邊

會談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以“賑災復興”

的名義，帶領14個島國領導人到曾遭海嘯襲

擊的災區參觀重建工程，並且向遇難者敬獻

花圈。

不少人可能留意到，福島最近在國際新

聞中的曝光率不低。今年2月底，英國威廉

王子訪日期間，在安倍邀請下來到福島災

區，並且品嘗了由當地食材製作的晚餐，成

為福島產品的“活廣告”。3月，日本在同

樣遭受東日本大地震襲擊的仙臺召開世界防

災會議，其間邀請來自世界各國的與會人員

參觀福島的水產試驗場。

讓外國領導人、知名人物或是國際媒體

說自己好，效果遠勝過自己說自己好，日本

看來深諳此道。在一些災民眼裏，安倍如此

積極促進“災區經濟”復興，形象也陡然高

大起來。只是，地震災區，特別是核輻射災

區真的復蘇了嗎？想要不被人說是作秀，就

要搞清幾個問題。

首先，東日本大地震已經過去四年，災

區重建確實頗有成果，但是福島依然沒有擺

脫核輻射影響。特別是福島第一核電站周圍

的約20萬居民，不得不住在臨時住宅或租賃

的房屋裏，再也無法返回家鄉。

據日媒調查，這些人中七成認為自己身

心狀態不佳，生活悲慘。如果日本的災區真

的有如安倍展示出的那樣好，為什麼不帶著

國際友人，去到訪一下這些至今流離失所的

核泄漏事故災民呢？

其次，仙臺防災會議通過的“國際行動

方針”只字不提福島核事故。這樣做雖然逃

避了外界批評，卻失去了在受災地舉辦此次

會議的意義。日本並沒有說明核電站目前的

情況，為那些還在討論核電站存廢問題的國

家提供參考。事實上，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

發佈的報告，福島核電站目前情況仍然十分

複雜，例如2號機組廠房頂部積蓄的雨水曾

順著排水渠流入大海，而這些雨水都被核輻

射污染。但這個問題，卻如同先前的一系列

事故一樣，都被核電站的母公司東京電力掩

蓋了。誰也不敢保證，今後福島核電站會不

會繼續向周邊排放核污染物質。

再次，據媒體報道，今年3月下旬，大

批在台灣銷售的日本食品被發現是福島生

產，但是卻被“魚目混珠”更換產地標簽。

受此影響，中國台灣決定從5月20日起，暫

時全面停止從日本進口農產品。

記者平時生活中感受到，雖然日本政府

一再宣傳災區出產的農產品合格，但是日本

普通民眾大多不願購買福島及周邊幾個縣的

農產品。並不是說這些產品一定輻射超標，

但是連本國人都心存陰影的東西，日本卻改

頭換面出口到其他國家和地區，這樣難道是

所謂的振興災區經濟的做法？

印度總理莫迪執政滿一年
執政思路獨特努力見成效
綜合報導 蘭德拉· 莫迪擔任印度總

理屆滿一年。兩周來，印度各大媒體都

開闢專欄盤點莫迪政府執政功過，莫迪

本人也將於25日晚些時候發表電視講

話，總結自己執政一年的成績。

一年前，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在

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上臺，選民都期

待他能夠帶領整個國家經濟快速增長，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回顧一年來莫迪的

所作所為，他也的確緊緊扣住經濟增長

這一核心，執政思路獨具特色。

思路之一，抓政風。莫迪把整頓政

府工作作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放在重

要位置。他認定，倘若政府少說多做，

辦公效率持續提高，將大大有助於改善

投資環境和加快基礎設施建設。過去，

印度政府不少公職人員經常上班不見

人，辦事拖拉，紀律渙散，收受禮金現

象嚴重。莫迪上臺後，投入很大精力整

頓，一年來初見成效。

思路之二，造概念。莫迪的一大特

點是善於製造概念，通過一些好記易懂

的口號，向印度和國際社會“行銷”政

府準備實施的計劃和目標。一年來，莫

迪政府發動“印度製造”，試圖把印度

打造成世界製造業中心；開展“清潔印

度”，以改善城市環境，提升國家形

象；推動“技能印度”，旨在讓印度青

少年勝任21世紀的工作；提出建設100

座“智慧城”，以提高印度可持續發展

水準……

思路之三，引外資。莫迪密集的經

濟外交，普遍被認為是他執政一年來的

最大亮點，而經濟外交的首要目的，就

是吸引外國投資和印度僑資。一年來，

莫迪不論出訪哪個國家，讓外交為經濟

服務都是最突出的主題。宣

介“印度製造”、遊說外國

投資者、爭取當地印僑支援

印度建設，幾乎成為莫迪出

訪“雷打不動”的內容。

莫迪政府的許多努力初

見成效。例如，通貨膨脹是

印度民眾最感冒的問題之

一，如今已有所緩解；政府

辦事效率有所提高；反腐有所進展，就

洗錢等問題通過了法案。最為國際社會

看重的是，印度經濟出現增長復蘇跡

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印度

2015-2016財年經濟增速將超過7.5%。雖

然印度投資環境依然屢受詬病，但印度

的投資景氣也的確有所提高。

盤點莫迪這一年，很多印度人認為

他促使“印度經濟回到了正確軌道上”，

但也有人認為國家發展並沒有獲得多少

可圈可點的進展。一位印度學者認為，

印度經濟有很多頑癥，莫迪政府上臺後

下了許多猛藥，但藥效究竟如何，還需

要時間。

展望未來，莫迪政府依然面對諸

多挑戰，包括如何顯著改變印度的投

資環境、如何克服發展資金匱乏的瓶

頸、如何解決印度式“三農”問題等

等。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如何推動新

一輪經濟改革，這關係到印度經濟到

底能夠走多遠。

不論如何，用印度財長賈伊特利的

話講，莫迪政府已經成功地“讓印度重

新出現在世界雷達上”。儘管挑戰重

重，但印度人對國家的發展前景信心明

顯增加。這，可能是莫迪政府上臺一年

取得的最大成就。

威廉王子為福島做廣告

七成福島災民生活悲慘

日本人不買福島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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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度大部分地區近日遭熱浪襲擊，南

部兩個邦有超過500人因熱浪死亡。官員說，死亡數

字肯定還會升高。

印度官員說，包括首都新德里的印度大部分地

區目前天氣酷熱，一些地區的氣溫高達50攝氏度；

氣溫最高的是泰倫迦納邦和鄰近的安得拉邦。

安得拉邦當局敦促人們，上周在安得拉邦已有

246人死於酷暑。

安得拉邦災害管理部專員拉尼說：“死者大多

是直接暴曬在陽光下的人，他們多數是50歲以上的

工人。”

拉尼表示，熱浪奪命事故從上周開始出現，經

過連日酷熱後到了上週末，死亡數字突然飆升。

拉尼呼籲人們不要長時間處於高溫下。“我們

要求人們做好預防措施，如使用傘或帽子遮陽，飲

用大量水和牛奶等液體，並穿棉質服裝。”

泰倫迦納邦災害管理部官員則說，該邦已有188

人因熱浪死亡，情況也是在上週末加劇，死亡數字

可能還會增加。

報道指出，印度每年夏天都因高溫而導致成百

上千人死亡，大多數是貧困階層的人，數萬家庭因電網不堪

重負而斷電。

在東部城市加爾各答，計程車司機工會呼籲司機在上午

11時至下午4時之間遠離炎熱的道路。

印度氣象局警告，“熱浪和極度炎熱天氣”在接下

來幾天將繼續襲擊新德里、安得拉邦、泰倫迦納邦以及

北部邦州。



廣告天地 AA66 AA77綜合經濟

文藝沙龍

中國城診所

Tel: 713-995-0086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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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全新激光治療機

糖城診所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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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281-565-0255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全新三維X光機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特聘修复專家

陳 志 堅
牙週週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新增西醫家庭全科（通國、粵語）

電話:713.777.5123

康樂活動中心

9630 Clarewood Suite A1, Houston, TX 77036（王朝中心後面）

★凡有Medicaid者即可申請。
★專車接送，包括送醫及購物。
★特設營養餐廳，供應早、午餐、點心、水果及飲料。
★免費中醫、針灸、診治。
★麻將、Bingo、中英文電視、英語學習。
★專業教授歌唱、舞蹈、繪畫、標準乒乓球、台球等健身器材。

電話:713.777.5123

電話:713.272.6688
傳真:713.271.6689休士頓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接受各種保險
政 府 醫 療 卡

★各類成人疾病﹐傷風感冒﹐過敏花粉症﹐高血壓﹐
糖尿病﹐肺炎﹐支氣管炎﹐腎病﹐肝炎﹐心臟病﹐皮膚病﹐
貧血﹐出血﹐尿道發炎﹐風濕關節痛及全身檢查﹒

★超聲波﹐神經測試﹐心電圖﹐肺功能﹐骨質疏鬆檢查﹐
★物理治療﹐中醫針炙推拿﹒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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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兆一眼科醫學博士
Bernard C. Yu, M.D. Eye Physician and Surgeon

白內障、青光眼
視網膜疾患及
其他各種眼科疾病

主
治

台北長庚﹑榮總眼科醫師
貝勒醫學院眼科講師

713-988-8889
專精：眼科手術及雷射治療

糖城診所﹕
16659 Southwest Frwy #401診所地址診所地址：：96009600 BellaireBellaire 211211室室((王朝商場二樓王朝商場二樓))

曾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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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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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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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Tang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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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中 國 城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設 備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 PHD

獨家療法 神奇療效

主
治

頸背腰腿痛、肩臂肘腕痛、拉傷扭傷關節脫位、頸椎胸椎腰椎脫
位、壓迫神經痛、腰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萎縮、術後神
經痛、肩、肘、下巴脫臼、脊椎側彎、工傷、運動傷、車禍受傷。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832-863-8003
Tel: 832-818-2630
Fax: 713-534-1136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am - 6:00pm 接受保險

李娜療痛中心

中國河南中醫學院畢業
三十年骨傷科臨床經驗

李 娜
骨 傷 疼 痛 科 專 家
祖傳宮庭軟手法整骨

李 楠

美國德州神經脊椎骨科醫學院畢業

神經脊椎骨科醫學博士
Nancy Li DC. CCSP

脊椎神經專科
骨傷疼痛專科
運動傷專科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黃金廣場）

Tel: 713-492-0686 (英文）
Tel: 832-863-8003 (中文）

Fax： 713-534-1136
(請預約)

˙週一至週六˙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6
Houston, TX 77036(王朝超級市場后)

YI ZHOU, M.D.YI ZHOU, M.D.

周周藝藝

通中﹑英﹑粵

713713--981981--88988898

美國南依利諾州立大學
醫學院家庭全科醫師

美國家庭科學會資格檢定

現任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主治醫師

主治糖尿病﹑高血壓﹑腸胃﹑
心肺﹑內分泌﹑風濕﹑傳染病等﹒

提供：年度體檢，學生體檢，職業體檢、

婦科檢查、外科小手術、縫合，膿腫等

醫學博士
醫師醫師

內設針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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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鑫醫學博士 (Xin Wang,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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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27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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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 疼痛, 神經, 康復 專科門診

週一至週六
8:3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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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2-3338(FEET)

★顯微手術
★平板足
★拇趾趾囊腫
★香港腳

★腳跟痛
★雞眼
★運動受傷
★骨折

★糖尿病腳疾
★腳部矯正
★嵌甲痛
★灰指甲

李岳樺
醫學博士

Dr. Bryan Lee, D.P.M., FACFAS
Specializing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Foot and Ankle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Podiatric Surgery

www.advancedfootdocs.com

˙收各種保險卡及政府醫藥卡通曉普通話

設有X-RAY復健設備

榮獲2005 H-Texas雜誌
評為最佳腳專科醫生※ ※

Wednesbury Medical Building
8200 Wednesbury Lane,Suite 210
Houston, Texas 77074
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
56 Sugar Creek Center Blvd,Suite 250
Sugar Land, Texas 77478

治療項目

腳 專
科

新 推 出雷射治療 『灰指甲』
不需吃藥、不痛、不必打麻藥

沒有副作用
特價優惠 $100.00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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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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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楠醫學博士 (Nan Jiang, MD) Jennifer Farrell,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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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藍十字，聯合健保“Preminun”醫師認證獲美國糖尿病高質量治療認證

家庭全科
One of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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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Family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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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數碼全新數碼XX光減少輻射光減少輻射
●●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高溫高壓消毒安全乾淨
●●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設備精良而且環境優雅
●●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接受各種保險收費合理
●●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地處華城中心交通方便

楊臻牙醫博士
Zane Yang DDS & Heidi Tang DDS

牙醫全科

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牙醫學院畢業
德州大學植牙 preceptorship 畢業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直線鋼絲（Straight wire)矯正Certified
美國牙醫協會及美國矯正協會會員
（ADA,AOS)

電話：
713-773-9889

˙CEREC碳瓷牙當天可取
˙鋼絲牙齒矯正
˙各類一般及手術拔牙
˙各種活動及固定假牙
˙人工植牙、根管治療
˙一般及深度潔牙
˙兒童牙科、包括ORAL

Sedation
˙超薄烤瓷美容貼面

本診所為您全家本診所為您全家
提供全套牙科服務提供全套牙科服務

門診時間：
周 二 至 周 五:
9AM-6PM

周六: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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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方案難達共識
希臘敦促債權人作出更多讓步

綜合報導 有關希臘債務談判問題一拖再拖。

由於各方短期內難以達成一致性協議，導致談判進

展緩慢拖遝不前。隨著需要償還的貸款接踵而至，

希臘近日再度表示難以如期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的貸款利息，並敦促債權人作出更多讓步。

希臘內政部長尼科斯· 烏西斯表示，希臘若不

能就援助談判與債權人達成協定，下月將無力償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利息。這是希臘政府關於

談判失敗後違約可能性的最明確說法。就在希臘需

要償還這筆貸款之前，希臘政府本月底還將支付公

務員薪水和養老金。

據悉，只有達成協定，希臘才能獲得72億歐

元的援助以避免破產。但是，在與歐元區夥伴及

IMF進行四個月談判之後，並未能取得進展。這使

得希臘捉襟見肘的資金短缺問題一再暴露，違約風

險揮之不去。在本月初的歐元區財長會議上，希臘

政府不但沒有得到各國財長們更多的支援，就連此

前支援希臘極左聯盟政府的法國財長也加入了批評

希臘財長的陣營，希臘甚至可能失去在歐洲的最後

一個朋友。

尼科斯· 烏西斯在電視訪談中宣稱，雅典將

無法在6月 5日如期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筆

約16億歐元的貸款利息。他表示，這筆錢不會償

還，也沒錢償還。他還抱怨，對於債權人要求

希臘做到的，該國完全沒有可能達到目標。據報

道，除了這筆16億歐元的款項，未來兩周還有3億

歐元需要償付。

僅僅兩周之前，希臘總理齊普拉斯曾向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發出無力償還債務的類似警

告。不過，鋻於希臘官員反覆發出破產在即的警

示，部分歐元區官員開始無視此類威脅，認為希臘

是在利用這一點作為談判策略。不過，了解本國資

金現狀的希臘高級官員則確認希臘可能無法償還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除非與債權人達成協定。

自從希臘債務談判開啟，四個月來希臘與貸款

方未能就救助方案達成一致，這引起了市場不安，

也讓外界質疑歐元區的前景。此前，希臘政府已經

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商定，在做出經濟改革

和償還貸款承諾同時，希望得到一筆新的救助貸

款。希臘左翼政府領導人和財相也曾表示，希臘人

已經“盡力而為”，現在要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

國際機構是否“投桃報李”。

5月底也是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此前設定的關

鍵日期。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期望儘快在歐盟債

權人和希臘代表參與的相關論壇上取得決定性的進

展。法國總統奧朗德同樣表示，希臘留在歐元區並

達成持久的協議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有分析人士

認為，希臘政府部長們紛紛在雅典與布魯塞爾和柏

林的談判前夕高調發言，很可能是希臘政府希望通

過輿論壓力為己方爭取談判籌碼的辦法。

談判陷入僵局，讓希臘國內極左翼勢力失去耐

心。希臘執政黨Syriza中的極左翼勢力在其網站上

聲明稱，要與歐洲債權人“決裂”，甚至與歐元決

裂。他們表示，必須在簽署緊縮措施協議和與債權

人決裂之間做出選擇。Syriza不願做緊縮政黨。

有分析認為，如果希臘政府當真拒絕償還貸款

利息，那麼希臘很可能被迫離開歐元單一貨幣。希

臘左翼政府威脅說，也許離開歐元區對希臘社會和

經濟打擊巨大，但也將是歐元區以及歐盟“死亡”

的前奏。

然而，希臘方面看來並不希望此事成真。烏西

斯表示，我們不希望發生這種事情，那不是我們的

策略。根據我們審慎樂觀的判斷，將會(與債權人)

達成一份有力的協議，使得希臘得到喘息機會。這

也是希望所在。希臘政府發言人Gabriel Sakellaridis

隨後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稱，未來十天內，可以與

債權人達成協定，目標是付清6月所有應還款項。

來自歐盟的數據顯示，希臘目前累積外債3200

億歐元，其中來自歐盟的救助款項高達2400億歐

元。德國是希臘政府的頭號債主；希臘欠德國560

億歐元。而據報道，五年來，希臘經濟已經萎縮了

25%，失業率高達26%。

本週晚些時候，七國財政部長將匯聚在德

國，舉行七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這次會

議上，希臘在歐元區的去留問題將成為會議關

注的焦點。

評論：日增資亞洲基建市場有何玄機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晚在

《亞洲未來》國際交流會上發表演講時

宣佈，日本將在今後的5年內提供13.2

萬億日元（約為1100億美元）資金，支

援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

安倍表示，日本可以通過亞洲開發

銀行、日本政府系統的“國際協力銀

行”和“國際協力機構”三條渠道向亞

洲國家提供資金的支援，為亞洲基礎設

施建設貢獻一份力量。安倍強調，日本

可以利用自己的技術優勢，向亞洲國家

提供經久耐用、對自然環境負荷小、具

有防災減災作用的高品質基礎設施。

根據日本政府制定的方案：日本將

通過其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提供約530

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向國際協力

銀行和國際協力機構分別增資約200億美

元和335億美元，同時，大幅增加政府開

發援助的低息貸款和無償援助資金。

由於向發展中國家提供鉅額建設資

金存在風險，日本政府決定採用國家財

政預算撥款和動員日本金融機構以及大

型企業共同參與投融資的方式來籌集這

筆鉅額資金，以減少實施過程中來自在

野黨和國民的阻力。

日本政府還期望通過向亞洲國家提

供鉅額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採用日本基

礎設施建設標準，逐步建立以日本標準

為基準的國際基礎設施建設標準，主導

今後的國際基礎設施建設市場。

據日本媒體報道，泰國籌建中的首

條高速鐵路預定採用日本新幹線技術，

兩國的交通運輸部長將於5月27日就高

鐵建設合作問題在東京舉行會談，並簽

署相關文件。這條從曼谷連接北部旅遊

城市清邁的高速鐵路全程680公里，預

計需要建設資金 15000 億日元（約合

115億美元）。另外，日本已經與印度

就孟買至艾哈邁達巴德500公里的高鐵

建設項目，共同進行可行性調查，並

將於今年 7 月向印度政府提出調查報

告。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至新加坡全長

330公里的高鐵建設項目也將於今年內

進行國際投標，日本企業也在積極準備

參與競爭。

由於這些國家都缺乏建設資金，往

往需要承建國提供鉅額資金支援，如果

籌集不到工程建設所需的資金，即使項

目談成簽約，也無法實施。為了協助日

本企業搶佔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市場，推

進基礎設施設備出口戰略，日本政府決

定提供鉅額資金支援。

日本媒體認為，正值亞洲基礎設施

投資銀行發起成員在新加坡舉行重要會

議之際，日本宣佈向亞洲國家的基礎設

施建設提供鉅額資金，其目的是希望借

助提供鉅額資金援助，形成與中國主導

的亞投行抗衡之勢。

共同社認為，日本政府在這個時候

宣佈加強對亞洲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扶

植，其背景是對中國在本地區的崛起抱

有危機感。

《每日新聞》認為，政府決定加強

對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援助，主要

是希望借此來加大與中國爭奪亞洲基礎

設施建設市場的力度。

《日本經濟新聞》說，安倍現在決

定增加對亞洲國家開發援助，是強烈意

識到亞投行的成功創立將削弱日本在亞

洲的影響力，必須加強融資能力，維護

日本的主導權。

近年來，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市場正

在迅速擴大，初步測算表明，在今後10

年內，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市場規模將達

到8萬億美元。此間輿論認為，中日兩

國正在圍繞鐵路、道路、橋梁以及電力

等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展開了激烈競爭。

中國成功地發起創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表明中國影響力正進一步擴大。

責任編輯：鄭亦楠

編者按

我們和魯迅同處于野明與暗袁生與死袁過去與未
來之際冶袁共存于野友與仇袁人與獸袁愛者與不愛者冶
之間袁共同生活在野不是死袁就是生冶袁野可以由此得
生袁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冶的野大時代冶遥

錢理群

選擇魯迅硏究作爲一個突破口袁是因爲在我看
來袁魯迅就是一個野現在進行時的存在冶袁其文學的
深刻性尧超越性袁都是通向當代中國的袁我因此專門
作過野活在當下中國的魯迅冶的演講袁主要講魯迅對
中國國情的洞見袁以及由此決定的魯迅精神在當下
的啓示意義遥 這一回讀了本書的叶野草曳硏究袁就禁
不住想起了叶野草曳的創作對當代中國文學的啓示
意義遥 可以説袁下面一番議論袁是想藉助汪衛東君的
硏究成果袁討論一個問題院當代中國文學距離叶野
草曳已經達到的高度還有多遠钥 我們能不能借叶野
草曳反思自己袁進而尋找擺脫當下中國文學困境的
新途徑钥 要要要這也可以説是野接着往下講冶袁大概不
至於脫離汪衛東君硏究的初衷和原意吧遥
魯迅生命中的野兩次絶望冶遥 第一次前人多有闡

發袁即民國初年魯迅在北京的野十年沉默冶袁這是一
次對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的徹底絶望袁因而在走出
絶望以後袁魯迅就投身于五四新文化運動袁有了第
一次生命的尧也是文學的大爆發遥 在 20年代叶新靑
年曳分化以後袁魯迅又有了野第二次絶望冶袁即他自己
所説的袁野叶新靑年曳的團體散掉了袁有的高升袁有的
退隱袁有的前進袁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
伴還是會這么變化袁並且落得一個耶作家爷的頭銜袁
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冶渊叶掖自選集业自序曳冤遥 這應
該是對啓蒙主義的一次大絶望遥 本書硏究的重心袁
也是我最感興趣的袁 是魯迅如何走出這第二次絶
望遥
作者吿訴我們袁魯迅在面臨野五四冶以後中國社

會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分化時袁並沒有把一切歸咎
于外部條件變化所導致的生態環境的惡化袁而是把
所有外在的問題都內轉爲自我生命的問題袁把野啓
蒙的可能性冶的外在危機轉化成了野自己的危機冶遥
他以野近乎慘烈冶的方式袁野以特有的執拗切入自我

矛盾的深層袁 像一個人拿着解剖刀打開自己的身
體冶袁野對糾纏自身的諸多矛盾袁 進行了一次徹底的
展示和清理冶袁將野環繞紛呈冶的矛盾野推向極處袁形
成無法解決的終極悖論冶遥

整部野叶野草曳的寫作過程袁就是一個自我生命
追問的過程冶院希望與絶望的糾纏袁生與死的抉擇袁
光明與黑暗之間的徘徊袁野直抵死亡的追問袁卻最終
發現袁 所謂 耶眞正的自我爷 並不存在冶袁野本味何能
知浴 冶但也正是通過這樣的野向死冶而達到了野後生冶遥
叶野草曳最終穿越野黑暗與虛無冶袁回到了野野草冶鋪成
的野大地冶袁回到了野當下生存冶袁選擇不以野希望冶或
野絶望冶 爲前提袁 而是將以自身爲目的的決絶的反
抗袁作爲自己的存在方式遥 魯迅又開始了新的戰鬥袁
以後期雜文爲代表袁進行更爲鋭利的社會批評和文
明批評遥 但此時的魯迅袁已經經過了叶野草曳的自我
審判與超越袁如作者所説袁他的社會批評和文明批
評都野基于其個人的眞切的生命體驗冶袁他發現了所
要批判與擺脫的外部世界的黑暗袁原來是和自己內
心的黑暗糾纏爲一體的曰他所有的社會批評尧文明
批評和它的對象之間袁形成了十分複雜和豐富的關
係袁就像魯迅叶頽敗線的顫動曳里的那位老女人袁她
所發出的是野將一切合併院眷戀與決絶袁愛撫與復
仇袁養育與殲除袁祝福與咒詛要要要冶的聲音袁這是一
個全新的思想深度與文學高度遥

在這一次叶野草曳的精神煉獄中袁魯迅作爲野中
國的啓蒙者冶袁野以肉身承擔了現代中國轉型的痛
苦冶袁收穫了野充滿挫折和失敗的個體體驗要要要豐富

的痛苦冶袁 使自己的個體生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
度尧高度和力度袁而這些最後都化作了他的文學遥 可
以説袁正是自我生命的深度尧高度決定了文學的深
度與高度遥 作者説袁魯迅野以文學的形式袁表達了堪
稱中國現代最深刻的生命體驗袁留下了中國近現代
文化轉型最深刻的個人心理傳記遥 這些袁都成了文
學家魯迅的底色遥 魯迅文學袁正是承擔中國現代轉
型之艱難的痛苦耶肉身爷冶遥

野當我沉默着的時候袁我覺得充實曰我將開口袁
同時感到空虛冶袁叶野草窑題辭曳 一開頭就提醒我們院
魯迅所經歷的生命困境袁 同時也是一個語言困境遥
前引叶頽敗線的顫動曳里的那位野老女人冶最後發出
的是野無詞的言語冶袁這説明袁野並不是所有的存在都
能被語言表達出來冶袁野在語言達不到的地方袁 存在
仍處在晦暗之中冶遥 如作者所分析袁魯迅自己也很清
楚袁他的第二次絶望所遭遇的野空前複雜的情思世
界冶野異常幽深的體驗冶袁都是野沒有經歷過袁也是語
言未曾達到過的冶曰但魯迅之爲魯迅袁作爲一個眞正
的語言藝術家袁他野不願在無言的痛苦中沉沒冶袁偏
要挑戰這 野不可言説冶袁野試圖用語言照亮那難以言
説的存在冶袁於是就野進行了一次空前的語言歷險冶遥

根據作者的硏究袁 魯迅進行了兩個方面的尧可
以稱得上艱苦卓絶的試驗遥 一方面袁他大膽嘗試野非
常態的語言方式冶院野進入叶野草曳袁隨處可發現違反
日常思維習慣尧 修辭習慣和語言規範的表達冶袁那
野諸多矛盾彙集而成的無法解開的終極悖論曰 那不
斷出現的耶然而爷耶但是爷耶可是爷等轉折詞構成的不
斷否定的循環曰那由相互矛盾的義項組成的前無古
人的抽象的意象袁如耶無地爷耶死火爷耶無物之陣爷等曰
那有意違反簡潔尧 通順等語言要求的重複和繁複曰
還有袁那偶一出現袁一露崢嶸尧令人費解的耶恐怖言
辭爷袁如耶過客爷接受耶小女孩爷的布片後突然説出的
一大段話冶等等遥 另一方面袁爲了更深刻地表達自己
的野現代感冶袁由野現代心靈冶決定的野現代眼光冶與
野現代趣味冶要要要其實也是純粹語言難以進入的存

在境界袁魯迅又自覺地吸取西方現代美術和音樂的
表現手法袁進行了具有音樂性和強烈的線條感與色
彩感的語言試驗遥 可以看出袁魯迅正是通過大膽的
語言突破與對音樂尧美術資源的廣泛吸取袁把現代
漢語的表現力提陞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要要要周作

人早就説過袁漢語本身就是一種具有音樂美和裝飾
美尧有極強的表現力的語言曰現在袁魯迅通過試驗袁
又爲用漢語對現代人難言的生命體驗的表達袁開拓
了新的空間袁 展現了現代漢語無限廣闊的表現前
景遥
作者總結説院野叶野草曳 是一次空前絶後的精神

歷險和語言的歷險遥 冶這樣袁它也就在生命的最高
野險峰冶上袁展現了語言的野無限風光冶袁在生命體驗
和語言試驗兩個層面上佔據了文學的高地遥 它野不
僅在魯迅的寫作中是一個另類的存在冶袁野在迄今爲
止的中國文學中袁也堪稱另類而幽深的文本袁藴藏
着最尖端的文學體驗和書寫冶遥
面對這樣的文學高地袁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省

和反思遥
因爲我們和魯迅共同面對中國社會與文學的

野現代轉型冶要要要這樣的轉型袁從晩清開始袁至今也
還沒有結束遥 我們和魯迅同處于野明與暗袁生與死袁
過去與未來之際冶袁共存于野友與仇袁人與獸袁愛者與
不愛者冶之間渊叶野草窑題辭曳冤袁共同生活在野不是死袁
就是生冶袁野可以由此得生袁 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冶的
野大時代冶渊叶掖塵影业題辭曳冤遥

而且我們也有類似的經驗和體驗院 據我的觀
察袁中國當代文學同樣經歷了野兩次絶望冶遥 第一次
絶望發生在 70年代初的野文革冶後期袁在對現存社會
和文化尧文學進行了刻骨銘心的反省袁走出絶望以
後袁 就有了 80年代的啓蒙主義時代與文學的再生院
那是一次對魯迅等先驅開創的野五四冶新文學傳統
的自覺回應遥 到了 80年代末袁我們也經歷了一次絶
望袁同樣感受到了啓蒙主義的無用與無力遥 但我們

似乎至今也沒有走出絶望袁更不用説如魯迅那樣走
向新的生命與文學的高地遥 原因全在我們自己遥

我們中的許多人渊當然不是全體冤先是因政治
的突變袁患上恐懼症曰後又面對洶涌而來的經濟大
潮袁犯了眩暈症曰卻少見有人如魯迅那樣袁把外在的
困境內轉爲對自我生命的追問院我們旣無反省的自
覺袁更無反思的勇氣與能力遥 我們有的只是中國傳
統的生存智慧袁選擇了野活着就是一切冶的活命哲
學袁於是袁就走了一條最輕鬆尧方便的順世滑行之
路遥 結果滑行到了哪里钥 這是此時猛然醒悟才感到
羞愧的院我們或逃避袁或迎合袁或按慣性混沌地活
着袁即使出于良知未泯發牢騷袁表示對現實的不滿袁
或者做出某種批判袁 也都是與己無關的冷眼旁觀袁
甚至還充滿了道德的崇高感袁這就和魯迅式的野把
自己燒進去冶的生命搏斗不可同日而語了遥
這樣袁我們就失去了一次魯迅式的逼近生命本

體尧逼近文學本體的歷史機遇遥 我們無法收穫豐富
的痛苦袁只獲得了廉價的名利尧膚淺的自我滿足或
怨天尤人遥 在這樣的生命狀態下的寫作袁就根本不
會有魯迅那樣的語言突破尧試驗的冒險袁也只能收
穫平庸遥 於是袁當代中國文學就在作家主體的生命
深度尧高度尧力度和語言試驗的自覺這兩個方面袁跟
魯迅曾經達到的高度拉開了距離曰而野生命冶與野語
言冶正是文學之爲文學的根本院在這個意義上袁我們
的許多渊當然也不是全部冤當代文學實際上已經失
去了文學性遥 在我看來袁這就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困
境所在遥 而走出困境的途徑袁就是從解決這兩個根
本問題入手遥 這也就是我讀了汪衛東君的叶野草曳硏
究著作以後的一點聯想與期待院我們的當代作家能
不能借鑒魯迅的經驗袁嘗試進行新的野精神的歷險
和語言的歷險冶袁從而找到新的突破呢钥
渊此文爲作者爲叶探尋野詩心院<野草 >整體硏究冶曳所
做序言袁原題爲叶野草曳的文學啓示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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