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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招聘：銷售員、倉庫管理員（懂
開叉車者優先），待遇面談。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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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23 #411 #66A #DRB

星期二 2015年6月23日 Tuesday, June 23, 2015 星期二 2015年6月23日 Tuesday, June 23, 2015

phone:713-270-0177
Web: AkasakaTexas.com

Opening Hours:
Mon. - Thurs. :11:00 AM - 10:00 PM
Fri.、Sat.: 11:00 AM - 11:00 PM
Sun: 公休

6833 W. Sam Houston Pkwy.S. #109, Houston, TX 77072

Akasaka Japanese Restaurant & Lounge

Happy HourHappy Hour
All day (All day (全天全天))

(8號公路與百利交界 希爾頓花園旅館對面)
敦煌廣場隔鄰 步行距離

Appetizers : $3 - $10
Rolls : $4 - $9
Sushi(1pc) : $1 - $2.20
Sashimi(3pc) : $5 - $8
Drinks : $2 - $5

10%
OFF
有效期至

not include happy hour
7月31日2015年

山東大學校長張榮一行到訪休斯頓山東大學校長張榮一行到訪休斯頓

本報記者陳鐵梅整理

66月月2020日到日到2121日日，，山東大學校長張榮一行訪問休斯頓山東大學校長張榮一行訪問休斯頓，，並親並親
切看望休斯頓山東大學校友切看望休斯頓山東大學校友，，向校友們介紹了山東大學的發展近向校友們介紹了山東大學的發展近
況況，，青島校區的進展情況青島校區的進展情況，，及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藍圖規劃及取及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藍圖規劃及取
得巨大進展得巨大進展。。休斯頓著名僑領山大校友豐建偉醫生向張校長彙報休斯頓著名僑領山大校友豐建偉醫生向張校長彙報
了山東大學休斯頓校友在各行業取得的成就及回報母校的心願了山東大學休斯頓校友在各行業取得的成就及回報母校的心願，，
並商討了山大海外醫學校友促進母校醫學發展思路和方案並商討了山大海外醫學校友促進母校醫學發展思路和方案。。山大山大
海外校友總會會長海外校友總會會長、、美南山大同鄉會會長馬欣教授陪同張榮校長美南山大同鄉會會長馬欣教授陪同張榮校長
參觀了得克薩斯醫學中心參觀了得克薩斯醫學中心。。張榮校長對以豐醫生和馬教授為首的張榮校長對以豐醫生和馬教授為首的
山大醫學校友在過去山大醫學校友在過去1010年間對母校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年間對母校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3030余余
位休斯頓山大校友參加了在校友王鑫位休斯頓山大校友參加了在校友王鑫、、姜楠家舉行的歡迎宴會姜楠家舉行的歡迎宴會。。

休斯頓著名僑領山大校友豐建偉醫生休斯頓著名僑領山大校友豐建偉醫生、、美南山大同鄉會會長馬欣教授設宴款待張榮校長一行美南山大同鄉會會長馬欣教授設宴款待張榮校長一行。。
豐建偉醫生邀請山東大學訪問團一行品嘗休斯頓著名豐建偉醫生邀請山東大學訪問團一行品嘗休斯頓著名Pappas BBQPappas BBQ烤肉烤肉。。

左起左起：：山東大學國際事務部部長山東大學國際事務部部長 皺難教授皺難教授、、美美
南山大同鄉會會長馬欣教授南山大同鄉會會長馬欣教授、、山東大學張榮校長山東大學張榮校長
等嘉賓合影等嘉賓合影。。 最奇妙的是最奇妙的是，，旅美華僑吳曉雲與旅美華僑吳曉雲與

Jachie CaoJachie Cao，，她們兩位都是在山東大她們兩位都是在山東大
學長大學長大，，已經幾十年沒有見面了已經幾十年沒有見面了，，竟然竟然
這次在休斯頓相遇這次在休斯頓相遇，，實在是有緣實在是有緣。。校友見面校友見面，，快樂無限快樂無限！！

Yes！國際夜市六月夜市順利結束！
免費入場，露天電影，我們七月見！

（休斯頓/孫雯訊）本周五（19日），周六（20日）每天晚上5點到11點
，Yes！國際夜市盛大開幕，並引起巨大轟動。中國城的街頭巷尾都在討論居
民們終於有了周末晚生活的好去處。

Yes!International Nighi Market（Yes！國際夜市）由國際貿易中心（Inter-
national Trade Center），國際區（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istrict）聯合主辦
。意在豐富中國城，國際區，Alief居民休閒生活之餘，增進各民族，各種族間
的了解和認識。通過吃美食，品文藝，欣賞免費露天電影和遊覽文化，以輕鬆
娛樂的心態增進感情，了解。連續四個月，Yes! 國際夜市將會陪同大家一起度
過休斯頓的炎炎夏日，成為大家日常娛樂生活的一部分。

七月Yes！夜市安排：
時間：7月24日25日晚5点至晚11点
地點：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前廣場。
攤位預定電話：281 498 4310 (轉國際夜市工作組) 832-399-1335 318 237 1986
攤位價格(兩天)：食品攤位$500 非食品攤位$200至$600不等。我們提供攤位所
需的電力，桌椅，帳篷（tent）等全套服務。
傳真：281-498-2728
郵件： Yesinternationalnightmarket@gmail.com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yesinternationalnightmarket

嘉年華遊戲嘉年華遊戲，，遊樂設施遊樂設施，，贏取各種獎品贏取各種獎品。。酸奶和谷物零食單位免費發放各種零食酸奶和谷物零食單位免費發放各種零食。。

美南報業新聞傳媒集團總裁李蔚華協好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與美南報業新聞傳媒集團總裁李蔚華協好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與FF區區（（國際夜市所在區國際夜市所在區））區議員理查區議員理查
德軟作為光臨夜市的普通群眾出現德軟作為光臨夜市的普通群眾出現。。艾爾格林國會議員表示他非常感謝主辦方為休斯頓艾爾格林國會議員表示他非常感謝主辦方為休斯頓AliefAlief區帶來了一區帶來了一
場別開生面的夜間活動場別開生面的夜間活動。。國際夜市休斯頓西南區日益蓬勃發展的標誌性活動國際夜市休斯頓西南區日益蓬勃發展的標誌性活動，，希望夜市越辦越好希望夜市越辦越好。。區醫區醫
院理查德軟也表示院理查德軟也表示，，作為亞裔作為亞裔，，人們總是日以繼夜的工作人們總是日以繼夜的工作。。現在夜市互動給了大家一個休息的機會現在夜市互動給了大家一個休息的機會。。就就
算晚下班算晚下班，，下班後就近路過也可以買些小吃下班後就近路過也可以買些小吃，，玩些遊樂設施玩些遊樂設施，，然後與家人朋友們坐在草地上觀看露天電然後與家人朋友們坐在草地上觀看露天電
影影。。鼓勵更多當地商家積極參與國際夜市活動鼓勵更多當地商家積極參與國際夜市活動，，把中國城把中國城，，FF區的美食區的美食，，美味美味，，高速發展的美好形象展高速發展的美好形象展
現給其他地區的人現給其他地區的人。。

逛累了逛累了，，不僅可以坐在草地上看電影不僅可以坐在草地上看電影，，還可以選擇一張還可以選擇一張
舒服的按摩椅坐下來好好享受一下舒服的按摩椅坐下來好好享受一下。。

露天電影露天電影，，每晚兩部連續播放每晚兩部連續播放。。

長榮航空董事長張國煒長榮航空董事長張國煒、、企劃室翟健華副總經理等熱烈歡迎台企劃室翟健華副總經理等熱烈歡迎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能撥冗出席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能撥冗出席Hello KittyHello Kitty彩繪機發表會彩繪機發表會
暨休士頓開航活動暨休士頓開航活動..

長榮航空舉辦別開生面的
Hello Kitty 彩繪機發表會暨休士頓開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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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太空人裝的身穿太空人裝的 Hello KittyHello Kitty 在長榮空服員的陪在長榮空服員的陪
同下同下，，帥氣步下扶梯車帥氣步下扶梯車，，Little Twin StarLittle Twin Star 及及My MelMy Mel--
odyody 亦加入亦加入，，共同獻上歡樂的舞蹈演出共同獻上歡樂的舞蹈演出，，讓全場氣氛讓全場氣氛
HighHigh 到最高點到最高點。。

長榮航空首航班一到長榮航空首航班一到，，就帶來了就帶來了““Hello KittyHello Kitty””的歡迎的歡迎，，三麗鷗三麗鷗
公司副總裁公司副總裁 Ken YamamotoKen Yamamoto 表示表示，，星空機與長榮航空合作推出的第七星空機與長榮航空合作推出的第七
架架Hello KittyHello Kitty 彩繪機彩繪機，，今年剛好是雙星仙子和美樂蒂的四十歲生日今年剛好是雙星仙子和美樂蒂的四十歲生日，，
能在此時讓他們一同登上長榮航空的機身上能在此時讓他們一同登上長榮航空的機身上，，悠遊世界悠遊世界，，對三麗鷗而對三麗鷗而
言別具意義言別具意義。。

僑務促進委員陳逸玲僑務促進委員陳逸玲,,僑務顧問李雄僑務顧問李雄,,徐堯亮徐堯亮,,
洪良冰在享受被洪良冰在享受被Hello KittyHello Kitty包圍的幸福氛圍之餘包圍的幸福氛圍之餘
出席長榮航空休士頓出席長榮航空休士頓--台北航線歡樂啟航活動台北航線歡樂啟航活動..

長榮航空董事長張國煒歡迎僑務委員黎淑瑛長榮航空董事長張國煒歡迎僑務委員黎淑瑛,,
何真何真,,僑務咨詢駱建明委員應邀出席長榮航空僑務咨詢駱建明委員應邀出席長榮航空HelloHello
KittyKitty彩繪機蒞休彩繪機蒞休66月月1919日首航慶典活動日首航慶典活動..

長榮航空董事長張國煒親率執勤的當班機機組人員長榮航空董事長張國煒親率執勤的當班機機組人員
魚貫下機魚貫下機，，並接受休士頓小朋友熱情的獻花並接受休士頓小朋友熱情的獻花..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長黃立正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長黃立正,,僑務委員劉秀僑務委員劉秀
美美,,僑務顧問李雄等貴賓走紅地毯參觀長榮航空僑務顧問李雄等貴賓走紅地毯參觀長榮航空 HelloHello
KittyKitty彩繪機彩繪機..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長黃立正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長黃立正
在長榮航空飛機上享受在長榮航空飛機上享受HDHD 高品質影音娛高品質影音娛
樂的視覺享受樂的視覺享受。。



BB22全美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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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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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5年6月23日 Tuesday, June 23, 2015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hich holds the key to the
Chinese yuan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through a review of its Special Drawing Rights basket, has sent
a team to Beijing on Monday.
An IMF statement on Monday said the team will discuss the
technical aspects of including the yuan as a reserve currency
with Chinese officials.
The five-yearly review of the SDR basket is due by year-end.
IMF Managing Director Christine Lagarde has said earlier that

the real question is ‘ when’ not ‘ if’ the yuan
qualifies.
Germany, Australia and France have supported
the yuan’ s bid to be added.
“We’ re supportive of China’ s efforts to inte-
grate its economy into the world’ s economy,”
Australian Finance Minister Mathias Cormann
said earlier this year.
The IMF team’ s preliminary assessments to la-

bel reserve-currency status for the yuan would be announced
in July.
According to the IMF, selections of currencies for the SDR bas-
ket are based on two criteria – the size of the country’ s exports
and whether its currency is freely useable.
The SDR, an international reserve asset, currently comprises
the US dollar, Japanese yen, British pound and euro. (Courte-
sy thebricspost.com)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old their sev-
enth meeting of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 in Washington from
June 23-24, as well as the sixth Consultation o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CPE),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and Treasury Department an-
nounced on Monday of last week.
China's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and
Vice-Premier Wang Yang, serving a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special representatives,
will join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and
Treasury Secretary Jack Lew, special represen-
tatives to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Vice-Premier Liu Yandong and Secretary Kerry
will lead the CPE event. Besides Washington,
dozens of CPE events have been scheduled in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and Houston, Texas,
from Friday to Sunday.
"In the forthcoming round of talks,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bilateral com-
munication on some key issues," said Ted Car-
penter, a senior fellow for defense and foreign
policy studies at the Cato Institute, a think tank
in Washington.
"Such a modest goal is definitely achievable,"

he said. "It is not likely that the underlying sub-
stantive issues can be resolved quickly, since
they are all rather complex, but measurable
progress should be the goal," he said.

The S&ED will focus on ad-
dressing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both
countries face on a wide
range of bilateral, regional
and global areas of immedi-
ate and long-term econom-
ic and strategic interest, ac-
cording to the State Depart-
ment announcement.
The CPE promotes and
strengthens people-to-peo-
ple t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educa-
tion,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ports, wom-
en's issues and health. It
provides a high-level annu-
al forum for government
and private-sector repre-
sentatives to discuss coop-
eration on exchanges in a
broad, strategic manner,
according to the State De-
partment.
Executive Vice-Foreign

Minister Zhang Yesui, who was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S, and US Deputy Secre-
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will co-host the fifth
Strategic Security Dialogue (SSD) on June 22.
Senior civilian
and military offi-
cials will ex-
change views on
a range of securi-
ty issues of stra-
tegic importance
to both countries
at the SSD.
The S&ED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most im-
portant platform
for the two gov-
ernments, often 200 people from each side, to
engage with each other on a wide range of is-
sues. It usually produces a long list of outcome
documents for the two nations to expand coop-
eration and manage differences.
This year's meeting will come just a week after
the visit to the US by Central Military Commis-
sion Vice-Chairman Fan Changlong. It also
comes about three months before the Septem-
ber visit to the US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
ping.
Related
Cybertheft Adds To US-China Tensions

Ahead Of Upcoming Talks
WASHINGTON (AP) —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re growing over its island-build-
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over suspicions
that Beijing was behind a massive hack into a
federal government server that resulted in the
theft of personnel and security clearance re-
cords of 14 million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But both powers have incentives to calm the wa-
ters ahead of the Chinese leader's visit to Wash-
ington in the fall.
The two countries' top diplomats and finance of-

ficials meet here next week for the annual U.
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says the two govern-
ments won't be papering over their differences,
but they are expected to accentuate the posi-
tive, stressing areas of cooperation, like climate
change.
Civilian and military officials will meet today to
discuss thorny security issue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and Treasury Secretary Jacob
Lew kick off two days of talks Tuesday with
Vice Premier Wang Yang and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on a sprawling agenda, including
plans for 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China, in particular, is presenting the dialogue
as a prelude to Xi Jinping's visit to the White
House slated for September, his first since be-
coming China's president in 2013.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u Kang called it
an opportunity to "push for new progress in the
building of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
ship," the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
ed Friday.
But it's a model with cracks in it. Relations be-
tween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with
their divergent political systems and priorities,
rarely run smoothly. But
recent months have been
particularly rocky.
China's reclamation of
more than 2,000 acres of
land on disputed islands
and atoll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ince last year
has raised international
alarm over its territorial
ambitions. Washington
took the unusual step last
month of publicizing a U.
S. military surveillance
flight that showed the
massive scale of China's
island-building.
China's Construction
In The Spratly Islands

China says the islands
are its sovereignty territo-
ry, but Washington ar-
gues that the continua-
tion of building work and
militarization of the is-
lands could enflame com-
plex territorial disputes
with China's neighbors,
with whom the U.S. is
seeking to forge closer

ties while preserv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sea lanes crucial for world trade.
"Nobody is interested in conflict here and
there's no reason why it needs to devolve into
conflict. Again, that's why next week's meeting
is so important," State Department spokesman
John Kirby told reporters Thursday.
Cybersecurity is another source of acrimony
that's up for discussion, given fresh urgency by
the massive security breach that led to the thef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as many as 14 million
current and former U.S. federal employee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elieves that China's gov-
ernment, not criminal hackers,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breach that included detailed back-
ground information on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personnel.
China has denied involvement in the break-in
and says it is also a victim of cyberattacks.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 meanwhile, is
concerned that regulatory barriers in China are
growing, not easing, despite Xi's promise to ad-
vance economic reforms. Progress has been
slow on the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the U.S.
and China agreed to pursue two years ago, and
China has reportedly submitted a long list of
sectors it wants excluded.
As the push for a global climate change deal in-
tensifies ahead of a December summit of world
leaders in Pari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needs China's support. Obama and Xi commit-
ted to curbing emissions when they met in Bei-
jing in November, which environmentalists
hailed as a sign that reluctant nations like China
were finally getting on board.
Climate change will be a "hot topic" at next
week's dialogue in Washington, China's Xinhua
agency said in Friday'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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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s promoting the use of its currency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dollar in
global trade and finance and more and more nations now want to capture
the fast-growing market for offshore trade in yuan, also known as the ren-

minbi [Xinhua Photo]

Cybertheft High On List Of Topics At Chi-
na-US Conferenc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ight, and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shake hands prior to a meeting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hina, May 17, 2015.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re growing over its island-buil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over suspicions that Beijing was behind
a massive hack into a federal government server that resulted
in the theft of personnel and security clearance records of 14

million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AP Photo)

The Sixth round of China-U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 and the
fifth round of High-Level Consultation o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CPE) was

Held In Beijing, China, In 2014.

Key China-US Talks Start Today In DC

美國禽流感疫情致雞蛋漲價

華人超市稱不必囤貨

綜合報導 美國南卡羅萊納州查爾斯

頓的槍擊案再次引發擁槍權爭議，美國

總統歐巴馬批評民間對槍械泛濫“態度

冷漠”，並且指責全國步槍協會挾持國

會阻撓加強槍管的立法。

歐巴馬19日在接受《紐約時報》的

訪問時間表示，由于美國全國步槍協會

(NRA)強烈反對，槍支管制的相關法律預

計不會在短期內有所改變。

歐巴馬稱，他無法預見“這個國會

會采取任何法律行動”。他還說，除非

“美國民衆産生迫切感，並告訴自己

‘這不正常，這是我們可以改變的，而

我們要做出改變’，否則不會有真正的

行動”。

這已不是歐巴馬第一次如此公開指

責全國步槍協會。2012年康涅狄格州桑

迪胡克小學發生槍擊案後，歐巴馬便多

次呼籲國會通過立法加強槍支管制，但

至今仍無法成功。

上周末，他還通過社交網站發文宣

泄心中的不滿。他寫道：“我們用槍支

殺害彼此的比例比日本高出297倍、比

法國高49倍、比以色列高33倍。”

民主黨領跑的總統參選人希拉裏

•克林頓則在全美市長會議上呼籲美

國人認清現實，推動改革以便更嚴厲

管制槍械。這樣才能避免槍擊慘案再

次發生。

希拉裏在舊金山對多位市長發表演

講時說：“我知道擁有槍支者有一部分

屬于相當守法的社群。但我也知道，我

們該有基本的槍枝改革，在尊重負責任

的槍支擁有者的同時，又能避免武器落

入罪犯手中。”

另一方面，數以千計的南卡州青年

日前在首府哥倫比亞示威，要求立法院

停止懸挂“美利堅聯盟國”的旗幟，一

勞永逸地解除這個代表種族主義的象征

。他們誓言，會在7月4日獨立紀念日舉

行更大規模的反旗幟示威。

此外，截至20日，有超過37萬人也

在網上簽請願書，要求立法院把該旗幟

降下來。

“美利堅聯盟國”是美國南北戰

爭時期11個南方蓄奴州分裂出來的政

權。南卡州立法院至今仍懸挂著代表

這個政權的旗幟，也因此引發了不少

爭議。

支持者稱，這面旗幟代表的是南方

人的尊嚴和傳統；政府官員則表示，只

有在衆議院立法批准的情況下才能把旗

幟拿下。衆議院目前正在休會。

本月17日，一名21歲的白人青年在

南卡州查爾斯頓市的伊曼紐爾非裔衛理

聖公會教堂內向人群開槍，導致9人死

亡，多人受傷。發生槍擊的教堂是美國

最古老和最大的黑人教堂之一。此前媒

體報道稱，實施槍擊的槍手有白人至上

種族主義的傾向。

歐巴馬批美步槍協會阻槍管立法

希拉裏籲嚴格管制

美國挺北約與俄對抗
稱俄增加洲際彈道導彈不恰當

綜合報導 美國正遭遇有史以來

罕見的禽流感疫情，至今已有4800

萬只雞被捕殺，導致雞蛋價格上漲

近50%，得克薩斯州甚至開始對雞

蛋實行限購。紐約華人社區超市21

日表示，雞蛋價格只略微上漲，顧

客不必囤貨。

曼哈頓華埠的中國城超市表示

，沒聽說雞蛋漲價，也沒發生顧客

大量購買，該超市賣的雞蛋有不同

價格，普通的12個一盒賣2.99元(美

元，下同)，顧客不必囤貨。法拉盛

大中華超市也表示，目前雞蛋只漲

價一點點，顧客不必擔心買不到雞

蛋。

隨著雞蛋價格上漲，蛋糕店和

餐館的成本也將隨著增加。因此，

代表紐約州的聯邦參議員舒默呼籲

國會，不要削減對農業部的5億元撥

款，這筆撥款可以用來研制禽流感

有效疫苗，如果削減撥款，雞蛋價

格還要再漲。

今年美國發生有史以來罕見的

禽流感，並且疫情迅速蔓延，4月份

只有不到100萬只雞感染禽流感，至

6月17日，全美已有4800萬只雞感

染病毒。科學家目前還在研究病毒

究竟如何傳播。預計疫情還將持續

18到24個月。

大部分受感染的雞是下蛋的母

雞，目前全美下蛋母雞有10%感染

上病毒，而美國缺乏有效的禽流感

疫苗。預計今年的雞蛋産量將比去

年減少5.3%。得克薩斯州一家大型

連鎖超市對每個顧客限購雞蛋。

自從5月底以來，雞蛋價格大幅

上漲。據《紐約時報》報道，在紐

約，一打12個雞蛋的平均批發價爲

1.60元到1.66元，已經打破2014年一

打1.42元的記錄。

6月21日，紐約市一打雞蛋的平均

售價是4.08元。Food Emporium超市

一打雞蛋賣4.99元，比上個月3.69元

上漲了35%。Stuy-Town’s Associat-

ed一打雞蛋賣3.69元，比上個月2.50

元上漲了48%。Waldbaum’s超市一

打雞蛋賣3.79元，比上個月2.59元上

漲了46%。

綜合報導 美國國防部長卡特當地時間 21日

前往歐洲參加北約國防部長會議。卡特批評稱

，俄羅斯稱要增加部署洲際彈道導彈是“不恰

當行爲”，美國和北約需建立“強大而平衡”

的對策。

據報道，這是卡特就任美國國防部長後，首

次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相關會議，他在所搭

乘的飛機降落德國前，接受隨行記者采訪時作上

述表示。

他強調，美國和盟國須“雙管齊下”，除某些

特定議題持續尋求與俄羅斯合作，面對俄羅斯總統

普京的“侵略野心”，美國也需要強化歐洲盟國有

足夠的軍事能力，威嚇震懾俄羅斯。

卡特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站在同一陣線

，批評普京日前宣布將擴充俄羅斯核武庫，在今年

底前增加至少40枚洲際彈道導彈的做法是“不恰當

行爲”。

早在卡特啓程前就有消息指出，美國准備在

波羅的海和東歐一些國家停放作戰坦克、戰車及

其他武器裝備，這些裝備可供一個旅約3500名士

兵使用。

預計美國部署重型裝備的地點是可能波蘭。若

這一提議最終確定，將是冷戰結束後、美國首次向

東歐的北約新成員國部署重型軍事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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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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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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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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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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家庭全科診所糖城家庭全科診所
www.drmeizhang.com

電話﹕281-242-6889
傳真﹕281-884-6071

地址：4645 Highway 6, Suite H,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匯康廣場內）

門診時間
周日至周三： 9:00am~5:00pm

周六：休業
周四至周五：急診預約

醫療美容項目：

張玫 醫生
Mei Zhang,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北京醫科大學醫學系畢業
★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研究生院畢業
★貝勒醫學院住院醫師畢業
★原貝勒醫學院家庭醫學系助理教授
★二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新增唯一FDA認證，最新最尖端抗衰老、聲波電波
拉皮除皺技術-U1thera和Thermage：

▲不用開刀，給真皮層導入熱能，收緊肌膚，解決皮膚下垂問題；
▲通過高強度超聲波，去除皺紋，不會對皮膚表面造成任何傷害；
▲提昇肌肉筋膜，刺激膠原蛋白大量重生，恢複彈性；
▲一次治療，可持續2-3年。治療後立刻恢複日常生活；
▲貴族的享受，平民的價格。

1）肉毒杆菌Botox除皺瘦面,$8/單位
2）玻尿酸，微晶瓷袪皺，隆鼻，豐頰豐唇
3）鐳射激光永久脫毛
4）電波拉皮緊膚除皺
5）脈衝光嫩膚美白
6）鐳射激光袪色斑、黑痣、靜脈曲張、紋身
7）微晶磨皮換膚改善肌膚質地
8）美素溶脂去眼袋、雙下巴、腹部及身體多餘脂肪
9）高頻電刀治療皮膚腫瘤、黑痣、疣

設備齊全 技術精湛 服務誠懇

Chris Xiaoguang Chen, MD.PH.D, FAAC
．．美國心臟學院院士
．．現任西南區各大醫院駐診醫師
．．美國內科心血管專科特考文憑
．．美國心臟核醫學學會特考文憑
．．德州大學醫學院心臟專科
．．德州理工大學醫學院總住院醫師
．．湘雅醫學院醫學博士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歡迎電話
預約查詢

地址：16659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101, Sugar Land, Texas 7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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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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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7:00pm 週六上午請先預約

˙全美中醫師執照 NCCAOM
˙德州中醫師執照 AC01513
˙湖北中醫藥大學 皮膚科碩士
˙師從中國著名中醫皮膚科專家徐宜厚教授

先後任職於武漢市第一醫院皮膚科和天津
市長征醫院（皮膚病專科醫院）

˙從事臨床工作十余年，治愈眾多患者。
˙尤其擅長中藥外治，針對患者個體差異配

制中藥洗劑，使用冷敷 熱敷 噴霧 熏洗等
方式，結合中藥內服 穴療 針灸等治療
手段，達到見效快 副作用小的效果。

A 痤瘡 酒糟鼻 脂溢性皮炎 口周皮炎 黃
褐斑 異位性皮炎 濕疹 蕁麻疹 接觸性皮

炎 玫瑰糠疹 癢疹 瘙癢癥 過敏性紫癜 白塞氏病 皮
膚變應性血管炎 雷諾氏病 帶狀皰疹及後遺神經
痛 傳染性軟疣 扁平疣 毛囊炎癤 手足癬 體癬 銀屑
病紅皮病白癜風脫發

主治

百利中醫皮膚科 楊曉娜楊曉娜 中醫師中醫師

地址：9440 Bellaire Blvd Ste 238,Houston,TX 77036 (國泰銀行樓上)

B 結締組織疾病（紅斑狼瘡皮肌炎硬皮病幹燥綜合癥重疊綜合症）
C 大皰性疾病（天皰瘡類天皰瘡皰疹樣皮炎家族性良性慢性天皰瘡）
D 冬病夏治 根據中醫“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理論，利用夏季人體陽氣旺盛，
治療一些慢性疾病，達到標本兼治、預防保健的作用（慢性支氣管炎、過敏性鼻
炎風濕性疾病、痛經、脾胃虛寒平素易感冒等）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周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Tel:713-541-0616
Cell:832-340-8205

网址：www.acupunctureherbshous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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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 Bend County Libraries will host musical performances by the North
America Youth Chinese Orchestra at three locations in July. The perfor-
mances, which are free and open to the public, will take place on these
dates and locations:
• July 11, 11:00 am – First Colony Branch Library, 2121 Austin Parkway,
Sugar Land.
•July 11, 1:30 pm – Cinco Ranch Branch Library, 2620 Commercial Center
Blvd, Katy.
•July 18, 1:00 pm – University Branch Library, 14010 University Blvd, Sugar
Land.
Directed by Changlu Wu, the North America Youth Chinese Orchestra con-
sists of talented young Chinese-American student musicians who are pas-
sionate about their culture and its music. Using the violin and clarinet, as
well as Chinese instruments such as the pipa, guzheng, and zhong ruan,
the musicians will perform a varie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al pieces.
For more information, call the the First Colony Branch Library
(281-238-2800), the Cinco Ranch Branch Library (281-395-1311), the Uni-
versity Branch Library (281-633-5100), or the library system’ s Public Infor-
mation Office (281-633-4734).
Michele Pettigrew 281-633-4734 or
Joyce Claypool Kennerly
281-633-4740

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
Related

About The North America Youth Chinese Orchestra
The North America Youth Chinese Orchestra was founded by the
well respected pipa virtuoso and music educator Ms. Changlu
Wu. The Orchestra aspires to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
tional music and nurtures the love and appreciation of music in
the young musicians.
The group performs in ensemble, solo, trio, in different combina-
tions of classical, contemporary, folk, and pop music widely cele-
brated at home and abroad.
The Orchestra has performed for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at Houston, local and foreign dignitar-
ies, community and business leader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NAYCO at:

http://www.nayco.org/
http://www.facebook.com/NorthAmericaYouthChineseOrchestra
Phone: (281)201-4166

FORT BEND LIBRARIES HOST
CHINESE MUSICAL PERFORM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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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 L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oundation

Pianists 14 Years old or younger, we urge you to apply for Allianz Junior Music
Camp 2015!All expenses and travel paid. Go to: http://langlangfoundation.org.

[Facebook: Lang L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oundation]

Chinese, Russian Companies Sign Survey
Design Contract For High-Speed Railway

NEWS & REVIEW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June 23, 2015 | John T. Robbins, Editor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ST. PETERSBURG - Chinese and Russian companies
signed a contract on Thursday on jointly conducting
pre-construction survey and design of the Moscow-Kazan
high-speed railway in Russia.
The deal was signed between the Russian Railways and a
consortium consisting of China Railway Eryuan Engineer-
ing Group (CREEC) and two Russian companies.
CREEC is one of the top-level engineering design and con-
sultant companies in China. Under the contract worth 20.79
billion roubles ($380 million), the Chinese company will join
hands with the Russian partners to conduct surveying, re-
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the high-speed
railway between 2015 and 2016.
The signing of the contract marked a concrete step forward
in building the $20 billion railway, which is planned to be
completed by 2018. It will also be the first time that Chinese
high-speed railway technology reaches out to the world.
The 770-km railway is a ke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ject in Russia, which will span the frozen lands between
Moscow and Kazan, capital of the Tatarstan Republic.
With a maximum design speed of 400 km per hour, it will
carry millions of passengers every year and reduce the trav-
el time between the two cities from 14 hours to three and a

half hours.
In the long run, the high-speed railway will be extended to
Yekaterinburg, some 1,600 km to the east of Moscow. It
will become part of the planned Beijing-Moscow high-speed
transport corridor.
Chinese companies have developed world-leading capabili-
ties in building high-speed railways in extreme natural con-
ditions. The Harbin-Dalian high-speed railway was built on
frozen soils in Northeast China and has been operating
smoothly in temperatures of minus 50 degrees Centigrade.
(Courtesy china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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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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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RH (China Railway High-speed) train runs on the rail in Shanghai,
China. [Photo/IC] Proposed Rail Route

【本報工商訊】有個朋友告訴我，最近她的公司有個資料處理的職位空出來，讓我趕快去申請。我告訴她，是她記
錯了，我並沒有托她留意工作消息。朋友離去後，我心裡卻被攪起了波瀾。我做了全職媽媽有些年了，現在孩子上
了幼稚園，我是否也可以考慮開始重新回去工作的事情？資料處理聽起來不錯，可是如何入手呢？

我閑來無事翻報紙，看到清浤資訊的介紹。正好有我感興趣的資料處理的課程資訊。按照聯繫方式，我約了
校長談話。與校長的談話過程種種，我相信自己找對了地方。雖然我有IT的背景，但重新出發一定是困難重重，
除了自己珍惜努力外，我需要更全備的支援。在幾個月的學校過程種，上了幾個月的課，老師，學校沒有讓我失望
，合理安排的的課程，反復的講解，大量的程式設計練習，讓我們好像回到了辦公室，真的開始數據處理工作一樣
。也許有人說，在家自學也是可以的，但我覺得，如果自我約束力不強，來學校學習可以幫助我們節省大量的時間
，快速有效達到自己的目標。

學習課程結束之後，我開始試水找工。開始三個月剛好是暑假，孩子的事情比較多，又摸不到門道，所以投出
去的申請都像石頭入了水，沒有回音。假期結束後的面試也並不順利，其中有許多的挫折，但我也在重重的面試
中，積累了經驗。就這樣，經過一輪輪的的技術測試，電話面試，正式面試，我終於得到了一個口頭offer,雖然還沒
最後確定，但我相信，對於有技術有準備的人來說，離成功不會太遠。

在此，要特別謝謝清浤資訊的校長，老師，從學習到找工，給過我許多的幫助和信心，沒有你們，我可能還在
迷茫摸索中，不知如何重新選擇自己的職業道路，沒有你們教授的技能，我不知還要等待多久。真誠的感謝你們，
再次謝謝！ (成媽媽 供稿）

【本報華府訊】六月七日是享譽美國大華府地
區的美國武術學院成立27周年的日子。為了答
謝華府各界多年來的支持，學院當晚在馬州設
宴慶祝，各僑界名流紛紛前來捧場祝賀。

美國武術學院是全美第一個註冊的“武 術
”團體。在這27年 來，美國武術學院默默的把
武術和中國文化介紹給美國群眾。上世紀80年
代末到90年代初，一年一步，陸續奪得了楊氏、
陳氏和全能三項全美太極拳大賽的冠軍。美國
武術學院從不大力宣傳它的存在，但是在這個
27年裡它影響了所有學員的成長，每個學員都
有他們自己在學習和成長過程的 艱辛與汗水
的成功故事。品德修養的培養一直貫穿美國武
術學院的教學宗旨。從美國武術學院走出來的
學員不僅在武術比賽場上表現突出，而且還為
一些美國名牌大學輸送武學品學兼優的大學

生。“美國武術學院”在上世紀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一年一步，陸續奪得了楊氏、陳氏和全
能三項全美太極拳大賽的冠軍。

武術學院的院長裴康凱和夫人張貴鳳女
士27年來一直致力於中國武術在美國的傳播
與教學工作。因為他們的突出成績，在2013年，
大陸 中央電視臺欲拍攝一個關於中國人在海
外經商的記錄片，美國武術學院被選定為有中
國文化特色的民族形式商業 來進行拍攝。這個
紀錄片在已經在今年的5月底開始首播。裴院
長在當晚的慶祝活動中致開幕詞，他表示：

“要想贏得美國人的尊敬，必須先讓人家瞭解
你。我們覺得宣傳中國文化義不容辭。” 這些
年華府有關中國文化的活動，經常活躍著“美
國武術學院”的身影。可以說通過推廣中國武
術，美國人對中華文化和中國的認識在慢慢加

深，美國武術學院功不可沒。參加這次晚宴活
動的還包括中國駐美大使館張毅副總領事，馬
州參議員Susan Lee。在華府話語的獨家採訪中
，張毅總領事給予美國武術學院高度的讚揚，
對裴院長和夫人多年來為中國文化中華武術
在美國的推廣所做出的貢獻也給出了高度的
肯定。並希望他們可以把新推出的文化交流中
心（Center??for Cultural Exchange）的工作再推
進一步。

美國武術學院借此晚宴活動同時介紹學
院創新推出的一個項目：?Center for Cultural
Exchange?。Center for Cultural Exchange?是一
個非盈利組織，它的宗旨是幫助各界的文化交
流和協助下一代的孩子們的教育資源。這次美
國武術學院的晚宴盈餘將全部捐給這個組織。

本次晚宴是美國武術學院首次舉辦的慶

祝活動。當晚的活動不僅有豐富的晚餐還有頒
獎儀式，獎勵學院的各項優秀學員和優秀教練
。值得一提的是，在連續幾年國際武術比賽僅
僅第五名，無緣金牌的強大壓力下，裴院長的
小女兒，Joanna在最後一年少年組比賽中終於
奪得金牌。她的刻苦努力，樂觀向上的精神為
全場來賓所感動，當之無愧的拿到拿到了今年
年度最佳學員獎。席間的抽獎活動以及專業DJ
的舞會把整台慶祝會推上了高潮。美國武術學
院就像是一個大家庭，讓更多人分享到中華武
術文化大餐成為可能。

我們相信，美國武術學院將繼續作為美國
推廣武術的開路先鋒，走出他們自己的特色。
（劉玲供稿）

美國武術學院建校27周年年會

【本報華府訊】少林寺文化中心在釋延阮的帶領下,有少林弟子二十余人在蓋
城表演了精湛的少林功夫,包括五步拳, 連環拳，盾牌陣，少林鎮山棍，十八般
兵器等等傳統的少林功夫，博得了滿堂喝彩。少林功夫以短小精悍著稱，不以
華麗取寵，此屆蓋城日的慶典由於釋延阮師父及其弟子的生動表演增加了許
多光彩。

多年全職媽媽重回職場是否容易？少林功夫助興第三十三屆蓋城日

【本報華府訊】大華府地區中央軍事院校校友會(大華府地區黃埔同學會)為
紀念對日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及慶祝九三軍人節這個屬於我們自己的日子,
特盛大舉行慶祝活動 , 將於今年八月三十日中午假馬州新陶芳餐廳舉行慶
祝餐會, 會中將邀請中華民國駐美代表沈呂巡代表蒞臨與昔日抗日戰爭弟
兄同袍同歡. 因此, 特公開邀請居住於大華府地區當年參加抗戰之退伍同袍
與會共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及慶祝九三軍人節, 因座位有限, 敬請
儘早報名以免向瑀, 報名請電話聯絡會長 李大千 3019870205, 副會長 張志
榮 2408999815, 吳平 3012519674 登記, 報名截止日期 七月十日, 逾期將不
受理登記.

黃埔同學會慶祝軍人節活動
7/10報名截止請儘速

【本報華府訊】APACC亞奇人文中心（非盈利性
組織）www.agiscenter.org 多年來一直對華人義
務服務。近期將在6/25日在新財神酒店舉辦社
區講座。主講人：梅張註冊會計師 和 資深地產
經紀人-王仲會
梅張註冊會計師主講的內容:

如何合理避稅，今年稅法的新變化，如何避
免重複上稅等。比如：許多在外州已交過稅的居
民和商家可以要回交給馬里蘭政府的稅務。
資深地產經紀人-王仲會 主講地產投資知識。

兩名主講人所講內容都很有實用性。參加的

朋友不僅會享受到豐盛的晚餐，還會得到精神盛餐，也是交朋
會友的好機會。
講座是免費的，晚宴收費30$/每人，團體購票25$/每人。
時間：6/25/2015，週四，6：30pm-9：00pm
地點：New Fortune Restaurant.新財神酒店(有免費停車場）

16515 S Frederick Ave. Gaithersburg. MD.
報名請于陳雨晴女士聯繫：

電話;301-9066889
微信：sunnychenyuqing
郵箱：sunnychenyuqing@hotmail.com

6/25亞奇人文中心舉辦社區講座 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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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牙齒矯正專科

接受政府及各種醫療保險

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潘先樣腳科醫學博士
Simon Pan, DPM, Foot Specialist and Surgeon

骨刺

平板腳

雞眼骨

灰指甲

甲溝炎 下肢麻痺

腳趾縮變形

風濕關節炎

甲溝炎﹑拇趾囊種﹑腳跟痛﹑灰趾甲﹑香港腳﹑腳 皮膚病﹑
長年雞眼﹑糖尿病腳疾﹑腳科手術﹑各種腳創傷﹑骨折運動
受傷﹑成人及小兒平板足﹑各種發炎痛症及兒童腳病

專
治

即時Ｘ光檢驗

專精量身定做腳墊﹐甲溝炎根除手術醫生本人通國﹑粵﹑英語

14403 Bellaire
@ Hwy 6 (Fiesta Center)

百利大道近6號公路

281-988-0088

9896H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82

中
國
城

6
號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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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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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規格報紙印刷﹐承接名片印刷﹐招貼海報﹐廣告
傳單﹐商業表格﹐文宣畫冊﹐超市及零售業宣傳品﹒

現特價中

診治各類牙齒不齊﹑口腔關節痛﹑唇裂﹑顎裂病人
彭 莉 矯正牙科博士

Jasmine Peng, D.D.S., M.S.D.
Specialist in Orthodontics
美國Saint Louis大學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美國牙齒矯正協會會員(AAO member)
Board Certified American Board of Orthodontics
十六年牙齒矯正經驗(Braces)

9889 Bellaire Blvd C#315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通英﹑國﹑粵語 713-981-1888

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現代牙齒矯正中心牙齒矯正專科牙齒矯正專科
愛心﹑耐心﹑精心﹑盡心﹐願帶給您美麗的微笑﹗

成人﹕各類牙齒不齊﹐牙間隙﹐牙齒美容
小孩﹕不同年齡﹐生長發育期牙齒的矯正﹐如﹕牙齒擁擠﹐

下牙包上牙﹐牙間隙過大﹐小下頜﹐牙列不對稱﹐
牙開裂（無咬合 ）﹐先天缺牙等等...
不良口腔習慣的矯正﹐如﹕吐舌頭﹐吮手指﹐
夜磨牙﹐緊咬牙﹐張口呼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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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繼強 牙醫博士
Charles Ho
D.D.S.

健強牙科

█ 紐約大學牙醫博士
█ 香港政府註冊牙科醫生
█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通國﹑粵﹑英語﹑台山話牙科臨床經驗25 年

歡迎洽詢預約

713-272-8883
★接受各類保險及信用卡★

6918 Corporate
Drive Suite B6,
Houston, TX 77036

專治: 各種牙患﹑牙週病﹑各式假牙
精治: 美容牙科﹑磁牙﹑根管治療

全新設備˙高壓消毒˙安全衛生
採用最新磁牙片及漂白技術美容牙齒

（大通銀行後面,精英廣場內）

●特設口腔保健優惠計劃!

大通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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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全新
嚴密消毒
收費合理

主
治

人工植牙 (Dental Implant)
根管治療 (Root Canal Treatment)
烤瓷牙冠,烤瓷嵌體當天一次完成(One Visit)
牙齒美容矯正(隱形牙箍)及一小時漂白(One Visit)
固定牙橋
全口假牙
部份假牙含或不含鉤子(Attachment)
各類牙齒拔除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成人及兒童牙科
全口口腔重建
牙周病治療
一般及深部洗牙
各類牙周病(牙槽骨及牙齦)修補手術

Steven Xue, D.D.S.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美國南加州大學牙醫博士(USC)
●國際植牙學院院士(FICOI)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博士

電話﹕713-773-9971
傳真﹕713-773-0336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281-988-5930

地址﹕12989 Bellaire Blvd. Ste #6,
Houston, TX 77072

Email:universedentalcenter@gmail.com

十餘年牙科經驗十餘年牙科經驗
為各界人士服務為各界人士服務

營業時間(七天)﹕Mon-Fri 9:30AM-6:30PM Sat. & Sun 10:00AM-6:00PM

時代牙醫中心時代牙醫中心

※歡迎各種牙科保險及Medicaid under 21 醫生及工作人員通曉英﹑國﹑滬﹑粵﹑臺等

薛志剛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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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光配鏡
最新儀器

隱形眼鏡
款式齊全

品質服務
當天取貨

竇琳驗光眼鏡公司
DR. LIN H. TOU. OPTOMETRIST
11159 Westheimer @ Wilcrest, Houston, Tx 77042

Vision Source -TruVision Center

Tel: (713) 978-7504
華人專線:(713)978-5959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AM~6:00PM
週六

9:00AM~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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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5年6月23日 Tuesday, June 23, 2015 星期二 2015年6月23日 Tuesday, June 23, 2015

琅
琊
榜
海宴

責任編輯：王荣欣

説完這句話後袁 這位瀟灑閑淡
一生的王爺轉身而去袁 袖袍在山風
中翩亂飛舞袁 留下了一個黯然無奈
的背影遥
第一百五十二章 還京
原本預定在四月十五日的春獵

回程袁因慶歷軍作亂袁延遲到了四月
下旬遥

來時護駕的三千禁軍只余數

百袁 還有少數比較不幸的隨駕宗室
與臣子死于那最後的血腥一夜遥

在梁帝的一生中袁 他曾經經歷
過兩次這種規模的叛亂袁 前一次他
是進攻者袁 而這一次他成爲了別人
的目標遥

兩次的勝者都是他袁 第一次他
贏得了皇位袁 第二次卻連他自己也
説不清自己贏了什么遥

至於十三年前掀起滔天巨浪袁 最後以數萬人的鮮血爲結局
的那樁所謂的 "祁王謀逆案 "袁現在仔細想來袁其實自始至終都
沒有任何眞正的劍影閃過天子的眼睫遥

這一點在老皇用顫抖的視線看着身邊殘落的禁軍時袁 感覺
尤爲強烈遥

在帝都城外迎候天子回鑾的袁 是以留守的中書令爲首的文
武衆臣袁沒有皇后袁沒有譽王袁蒙摯率兩千禁軍立即接手了梁帝
周圍的防衛袁所有紀城軍撤出京城袁在郊外紮營袁等待受賞後再
回原駐地遥

至此袁梁帝才算是終于安下了心袁開始準備發動他醖釀了一
路的風暴遥

與潜逃在外的夏江不同袁 譽王根本沒打算逃袁 皇后也沒有
逃遥

因爲他們沒有逃亡的能力袁離開了京城的富貴尊榮袁他們甚
至無法生存遥

梁帝回鑾的第二天袁 譽王滿門成爲了本朝第二個住進 "寒

字號 "牢房的皇族袁不知他囚衣鐵索蜷縮在石制地板上時袁可曾
有想起過他那個在重鐐下也未曾低頭的長兄遥

因靜貴妃的懇請袁言皇后沒有被列爲同逆叛黨袁但身爲留鎮
京師之人遥

她沒有阻止過譽王的任何行動袁還曾下詔拑制禁軍袁"被蒙

弊 "三個字無法洗脫她所有的罪名遥
廢位已是難以避免地處置遥
言闕上表請求削去言氏歷代封爵與尊位袁以示贖罪遥

"噯浴 "濟爾哈朗大大的伸了懶腰袁敲着桌子笑道袁"可算做完了遥 ""嗯噎噎"我拖

長聲音低哼了聲袁有氣無力袁"那就請爺早些安歇了吧遥奴婢吿退浴 ""阿步浴 ""在遥 "我

無奈的收回腳步遥
"阿步袁以你如今的身手袁屈居在我府里做一個小丫頭實在可惜噎噎"他説了一

半袁沒再接着往下説遥
我原還漫不經心的聽着袁忽然精神一振袁驚喜交集院"旣然爺覺得可惜袁那便容我

女扮男裝袁跟你一起上戰場殺敵吧浴 "濟爾哈朗明顯一震袁盯着我看了老半天院"你想

上戰場钥你可知那是怎樣一個地方袁兩軍廝殺豈同兒戲钥"他語音單調低沉袁一雙利眸
咄咄逼人袁緊盯着我不放遥我微微一笑袁毫無懼色的回答院"知道遥 "停頓了下袁收起笑
顔袁嚴肅的看向他袁與他的目光對上袁"我上過戰場浴 也殺過人噎噎"濟爾哈朗嘴角一

抽袁深邃的眼眸漸漸露出困惑之色來袁許久後他才吶吶的冒出一句院"你到底是什么

人钥"迷惑的嗓音逸出喉間袁他回過神來袁神色又恢復以往的溫和平靜袁輕笑袁"聽你口

氣對自己相當有自信啊袁那好袁你先跟我講講袁以咱們大金國如今的局勢袁你可知大
汗下一個目標會鎖定在哪里钥"我咧嘴一笑院"不外乎三點袁一爲大明袁二爲蒙古袁三爲
朝鮮噎噎不過袁以目前的形勢看袁若我是大汗袁我會先打察哈爾林丹汗浴 "濟爾哈朗吃

驚之餘竟騰身從椅子上跳了起來遥
我早料到他會有如此反應袁神色未變袁只是淡淡的望定他袁淺笑不語遥
"好浴很好浴 "他猛地一拍桌子袁顯得極爲興奮袁這一舉動把站立一旁打瞌睡的小

丫頭嚇得半死袁面如白紙的撲嗵跪倒遥
我掩唇噗嗤輕笑袁濟爾哈朗愣了下袁也忍不住笑斥院"起來浴 不中用的東西袁就這

點膽子么钥 "小丫頭揉着眼睛袁唯唯諾諾的站了起來袁滿臉驚懼之色遥
"阿步浴 你與我不謀而合袁我也猜最遲明年夏初袁大汗必當再度親征袁追剿林丹

汗浴 "我心里抽痛袁面上卻仍要強撑出一副微笑篤定遥
"今兒個崇政殿早朝時發生一件大事袁你可猜得出是何事钥 "他意味深長的看着

我袁我從他明利的眼光中捕捉到了一絲審度的意味遥
他這是在考量我遥
我捏緊了手指袁我沒有勝于常人的大智慧來洞察一切袁但我堅信我比任何人都

瞭解皇太極浴
閉上眼袁心中暖暖的升起一股柔情遥 如果我是皇太極噎噎如果我是他噎噎
倏地睜眼袁我嘴角上翹袁擲地有聲的吐出四個字院"南面獨尊浴 "濟爾哈朗的震撼

之色完全顯現在臉上袁困惑尧震驚尧新奇袁甚至帶了些許敬佩遥

"哼袁你的愚蠢才是導致你會有這種下場遥我又豈會跟你一樣遥 "弘

德夫人陰鬱地説遥
"是袁我是愚蠢袁是我自己一手將自己的丈夫推向了另一個女人遥

我活該袁我是不配做這個皇后袁但是袁憑你就配钥 就算皇上寵你袁但是大
臣們一定不會讓一個宮婢坐上皇后之位袁你根本不能母儀天下遥 "耶律

皇后瞪大雙眼袁氣呼呼地駡道遥
弘德夫人咬牙切齒地啐道院"那你就睜大眼睛好好看着袁我袁是如何

母儀天下遥你要好好的活着袁因爲袁等我掌管後宮之時袁我會更好的招待
你的遥 "

"我不會讓你侮辱我的遥 "耶律皇后沮喪地低語院"我絶不會讓你這

個下賤的婢女侮辱我的遥 "

"啪噎"弘德夫人冷不防掌摑幾個耳光子袁厲聲駡道院"不許説我是

婢女袁我是弘德夫人袁是未來的皇后遥 "

"你敢打我噎"耶律皇后撲倒弘德夫人袁 朝着她的手腕又咬又抓袁
琉璃和其他宮女全都湊上前拉起廝打的兩人袁好半天才將其分開袁可這
時候袁被耶律皇后推到在地的弘德夫人手腕處已是鮮血淋灕袁痛得她大
呼院"將這個瘋子關起來袁快袁快噎"

"哈哈哈噎"耶律皇后端着嘴邊殘血袁披頭散發地大笑道院"我咬死

你袁咬死你袁咬你噎"

"弘德夫人袁夫人噎我們走吧遥 "琉璃看着怵目驚心的傷處袁急忙勸
道遥

弘德夫人顫抖着受傷的手袁氣急敗壞地咒駡遥 在宮女的保護下袁她
不得不狼狽地離開冷宮了噎
第一卷 宮變篇 揖入宮窑前因铱 第三章 馬下驚魂
晉陽城一片混亂袁直到天際泛白後才稍稍安寧遥女人蜷縮着顫抖的

身子袁對着冰冷的雙手吐了吐氣袁然後朝着身邊女人輕聲説道院"寒娥袁
冷了就搓搓手袁要不你站起來跳一跳钥 "

寒娥有氣無力地嘟囔院"我倒是想站起來跳袁只是幾天都沒有吃東
西了袁我根本沒有力氣遥 "

女人疼惜地握着寒娥的雙手袁用力地搓了搓袁看着女人被冷風吹得
緋紅的雙頰袁她緩緩伸出手袁輕輕撫摸遥

"哎呀遥 "寒娥叫了一聲袁然後將額角的頭髮撥開袁對着女人説院"姐

姐袁寒娥不乖袁寒娥和小乞丐搶東西的時候不小心弄噎弄傷了遥 "

其實對以有些往事袁因爲也有人參與進去袁因爲有些回憶也還留
在某人的腦里袁秦予喬説起她這篇作文得

奬袁江華倒是想起這篇作文還是他給她修改的袁然後她説好分給
他一半的奬品那么多年過去了也沒有兌現噎噎

她沒有給他兌現的奬品袁他也沒有給她許諾的一輩子遥 看着眞像
兩清了袁或者誰也不在意袁就像小時候她説要嫁他袁他説要娶的話袁也
就是個童言無忌遥

噎噎
秦老太太眞被陸景曜的星座學吸引住了袁感嘅自己跟孫女那么投

緣的原因莫非眞跟星座有關係遥
"星座還眞是很有講頭的一門國外古文化遥 "陸景曜掃了眼全桌袁

繼續説下去袁"比如同樣一個星座袁就拿天蝎做例子吧袁男人是這個星
座就很好袁但是女人攤上這個星座袁風評就有點不怎樣了遥 "

"而且星座跟星座之前的相處也很有講究袁 比如我跟喬喬袁 我天
蝎袁她雙魚袁星座學家認爲這兩個星座是極其般配的袁事實證明也是如
此袁我跟喬喬在愛丁堡算是一見鍾情吧噎噎"

陸景曜説到一見鍾情的時候袁秦予喬眞的想笑袁這人嘴里怎么就
沒有一句眞話呢袁上次跟她還説是她主動追求的他袁別説是見人説人
話見鬼説鬼話袁就算在白家和秦家説的話也是不同的遥

"但是同一個星座吧袁雙魚的女人跟天蝎的男人是極其投緣般配袁
但是跟天蝎女就不一定了袁上次有個硏究星座的博士級別人跟我總結
了天蝎女人的性格袁八個字 --心狠手辣袁居心不良遥 "陸景曜終于説到

了重點袁然後側過頭看夏姸靑院"夏小姐幾月生呢袁不如我也幫你分析
分析遥 "

實在很不湊巧袁夏姸靑正好也是 11月出生袁更不湊巧袁她正好也是
天蝎座遥

夏姸靑在秦予喬開始講國外的事時袁她就心生一種彆扭感袁然後
當她講到過去往事時袁夏姸靑覺得自己快要被這種彆扭感折騰地坐如
針氈袁就像有一雙手無形地將她推出這個家遥習慣眞是一個壞東西啊袁
她已經在這個家獃了快有十年袁然後她的十年抵不上秦予喬一頓飯的
時間遥

寧有方想了想袁 咧嘴笑了起來院"你説的對袁 還是待在酒樓里更踏實
些遥 "

寧汐聽到這句話袁心里樂滋滋的袁立刻笑着接口院"爹袁這話可是你親
口説的袁以後可別反悔遥 "

寧有方被逗笑了袁拍了拍寧汐的小臉蛋院"你這丫頭袁繞來繞去袁等的
就是我這一句吧浴 你放心吧袁爹説話算話袁以後如果眞的遇到這樣的事情
了袁保準不會點頭的遥 "寧汐嘻嘻一笑袁心里踏實多了遥

寧有方性子耿直袁説出口的話袁從不會反悔遥 只要寧有方一直待在酒
樓里做事袁自然也不會和前世那些貴人有什么牽扯了遥

一想到這些袁寧汐的心情立刻好了起來袁笑眯眯的扯着寧有方的袖子
問道院"爹袁東家少爺説給你幾天考慮考慮袁怎么也不見他來找你钥 "

寧有方剛要説話袁就聽屋子外面響起了孫掌櫃的聲音院"寧老弟袁你在
里面嗎钥 "

寧汐忙跑着去開了門袁笑着喊道院"孫伯伯遥 我爹忙了一個中午袁正在
屋子里休息遥 你快些進來説話浴 "

孫掌櫃樂呵呵的笑道院"不進去了袁我就是來吿訴一聲遥 容少爺已經到
洛陽了遥 東家少爺打算今天晩上在太白樓里擺一桌接風宴袁還請寧老弟多
費些心思遥 "

寧有方精神一振袁立刻笑着應了遥
孫掌櫃想了想遥 低聲叮囑道院"寧老弟袁東家老爺打算和容少爺合夥開

酒樓遥 不管誰佔的股份多袁總歸以後都是我們的東家遥 今天晩上這桌接風
宴袁你可得好好露一手袁不要讓容少爺挑出毛病才是遥 "雖然袁這個難度很

高噎噎
寧有方果然苦笑了一聲院"孫掌櫃袁容少爺什么性子袁你又不是不知

道遥 想讓他挑不出一句毛病遥 可不容易的事情遥 我盡力而爲吧浴 "

雖然寧有方一向很自信袁不過袁一想到容瑾那張犀利刻薄的口舌袁也
沒多少底氣了遥

寧汐笑着揷嘴院"爹袁你只管好好做菜袁他若是鷄蛋里挑骨頭袁你只當
沒聽見就是了遥 "

寧有方笑着點點頭袁打起精神笑道院"正好也休息的差不多了袁我們
這就去廚房準備準備遥 "

孫掌櫃笑呵呵的直點頭袁拍了拍寧有方的肩膀院"只管把你拿手的好

菜都做端上去遥 我就不信袁容少爺還有什么可挑剔的遥 "

寧有方咧嘴一笑袁點了點頭遥
這一年里袁 寧有方至少也創出了幾十道新的菜式遥 在菜肴的色香味

上袁也愈發的精緻講究遥廚藝到了這個層次袁想再有寸進其實很難遥寧有方
的進步袁跟當日容瑾的挑剔和毒舌也不無關係遥

如今又過了一年袁寧有方的信心比去年多了不少遥 以他現在的手藝袁
總不可能還被批評的一塌糊塗吧浴

寧有方揚聲喊了張展瑜和兩外兩個廚子進來做準備遥
寧有方想了想袁心里已經初步列出了菜單袁隨口吩咐各人做準備遥 各

人一聽説是容家少爺來了袁立刻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袁絲毫不敢怠慢遥
如今冷盤的製作早已都交給了寧汐袁 她有條不紊的準備起了各式食

材遥

隨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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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高溫肆虐
已致百餘人死亡

當地時間2015
年6月21日報道，
巴基斯坦高溫肆虐
，目前死亡人數已
超過百人。

當地時間2015年 6月 20

日，義大利米蘭，約60人在

米蘭世博會期間製作了一個

長1600米，寬1.5米的瑪格麗

特披薩，打破了吉尼斯世界

紀錄。

金正恩接見朝鮮首批超音速戰鬥機女飛行員喜笑顏開

當地時間2015年6月22日報道，據朝鮮《勞動新聞》消息，朝鮮最高領導
人金正恩近日接見朝鮮首批超音速戰鬥機女飛行員，觀看她們的飛行訓練併合影
留念，稱讚她們為“空中之花”。

印度孟買假酒中毒事件已致92人死亡
親屬悲痛欲絕 當地時間2015年6月21日報道，印度警方表示，發

生在印度孟買的最新一起飲用私釀酒導致集體中毒事件

，其死亡人數已經攀升至92人。目前仍有二十多人在醫

院接受治療，其中10人情況危急。當地時間 2015 年 6月
21日，印尼卡羅，錫納朋火
山爆發後，附近村鎮成“荒
村“。當地媒體報道稱，周
邊12個村鎮1萬餘名村民在
火山爆發後緊急撤離，現暫
時居在救災營地。

印尼火山持續噴發印尼火山持續噴發
周邊村鎮了無人煙周邊村鎮了無人煙

米蘭世博會製作米蘭世博會製作16001600米長披薩米長披薩
打破世界紀錄打破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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