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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即将出发。
请帮我们到达目的地。

www.DriveHISD.org

“�所有申请人都要接受工作经验、认证、推荐信、毒品测试和无犯罪记录的核查。休斯顿独立教
育局规定，在教育或雇用安排及活动中，不得有任何基于年龄、肤色、残障或残疾、祖籍、原
住国、婚姻状况、种族、宗教、性别、性趣向、退伍军人状况或政治派别的歧视行为。”

我们是提供平等机遇的雇主

HISD 正在寻找希望加入我们运输团队的公交车司机。我们可以为您提供：

•  $250�录用奖金
• $900�出勤奖励
• 免费培训
• 有吸引力的时薪，起薪�$15.40（保证每天最少�5�小时）
• 医疗、牙科、视力和其它福利选择
• 参加教师退休金系统 

• 403(b)�退休金计划选择
• 特殊旅行支付选择
• 推荐奖金

如果您希望成为一名 HISD 公交车司机，请在网上申请，网址 www.
DriveHISD.org 或致电 713.613.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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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oject 15-05-06 RFP – Janitorial Floor Chemicals, Cleaners & Supplies with deadline of 2:
00 P.M., July 22, 2015. The pre-proposal conference for this project will be in Room 2C12 at the
above stated address on July 7, 2015 at 10:00 A.M.

• Project 15-06-01 RFP – Horizontal /Vertical Louver Blinds; & Installation with deadline of 10:
00 A.M., July 22, 2015. The pre-proposal conference for this project will be in Room 2NE32 at the
above stated address on July 8, 2015 at 2:00 P.M.

• Project 15-06-02 RFP – Supplemental Maintenance Painting Services with deadline of 10:00
A.M., July 22, 2015. The pre-proposal conference for this project will be in Room 3C04 at the
above stated address on July 8, 2015 at 10:00 A.M.

• Project 15-06-12 – RFP/Musical Instruments Supplies & Accessories, Choral Music Instru-
ment & Accessories, Music Electronic & Accessories, Rental Lease & Repair of Musical Instrument
with a deadline of 3:00 PM; July 15, 2015. The pre-proposal conference for this project will be in
Room 1E02 at the above stated address on July 7, 2015 at 12 noon.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NOTICE TO PROPO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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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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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HISD)

Competitive Sealed Proposal Notice for
Mickey Leland College Preparatory Academy

Project Number: 15-06-18

The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will receive Competitive Sealed Proposals from contractors for work
atMickey Leland College Preparatory Academy. The work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New Construction
– Demolition of Existing Site Utilities, Earthwork, Site Utilities, Concrete, Structural Steel, Masonry, Roofing,
HVAC, Plumbing, Electrical, Finishes, Elevators, Fire Suppression, and Exterior Improvements. Proposals
are due no later than Tuesday, July 21, 2015, at 2:00 p.m. at 4400 West 18th Street, Office of Board
Services #C1, Houston, TX 77092. The price proposals will be opened and the amounts read aloud.

Mickey Leland College Preparatory Academy is located at 520 Mercury Drive, Houston, TX 77013.

The Request for Competitive Sealed Proposal (RFCSP), which includes plans and specifications, will be
available beginning Saturday, June 27, 2015, and may be obtained from ARC Document Solutions, 2900
Smith Street #100, Houston, TX 72006, phone: 713-782-8580 upon refundable deposit of $350.00 for each
set of plans and specifications. Deposit checks should be made payable to: HISD. Documents in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pdf) are also available from ARC Document Solutions on disk for a Fee of $50.00. Any
questions regarding documents are to be addressed to Harrison and Kornberg Architects, 3131 Eastside
Street, Suite 100, Houston, TX 77098, Charles Jacobs, cjacobs@harrisonkornberg.com, phone:
713-229-0688 – extension , fax: 713-229-0692.

The Competitive Sealed Proposal process will be utilized as authorized in Senate Bill 1093, Legislative
Session 83-2013, Chapter 2269, Subchapter D, of Texas Government Code. The Competitive Sealed
Proposal process enables HISD to select contractors on the basis of price and qualifications/methodology.

M/WBE Forms, schedules and statements, as required by Section AB of the RFCSP,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ffice of Business Assistance will be received at 12:00 p.m., Wednesday, July 22, 2015, in the Board
Services Office #C1, 4400 West 18th Street, Houston, TX 77092. PROPOSALS SUBMITTED WITHOUT M/
WBE FORMS PROPERLY COMPLETED WILL BE CONSIDERED NON RESPONSIVE.

A Pre-Proposal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at 2:00 p.m., Tuesday, July 7, 2015, at Associated General
Contractors (AGC) Office located at 3825 Dacoma Street, Houston, TX 7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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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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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ociated General Contractors, 3825 Dacoma Street, Houston, TX 77092, (713) 843-3700.
HISD Construction Services Office (Bond), 3200 Center, Houston, TX 77007, (713) 556-9250.
McGraw Hill Construction/Dodge, www.construction.com.
Virtual Builders Exchange, 3910 Kirby #131, Houston, TX 77098, (832) 613-0201.

2015華夏味全杯乒乓球團體比賽圓滿結束

本報記者
孫雯整理報道

AA 組–冠軍隊組–冠軍隊：：譚家譚家
森森（（左左22）、）、馬永旺馬永旺（（左左33
）、）、張亦弛張亦弛（（左左44）、）、SinaSina
（（左左55））組織者組織者:: 華 夏 學華 夏 學
人協會乒乓球部方一川人協會乒乓球部方一川
（（左左11）、）、趙世清趙世清（（右右33））
、、高士新高士新（（右右22））

華夏學人協會主辦2015華夏味全杯乒乓球團體比賽
於六月二十七日在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降下帷幕。各參賽
隊伍經過一整天緊張、激烈的較量，最終產生了A組和B
組前三名。本屆乒乓球比賽由美國味全公司贊助，德州中
文臺和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協辦，華夏學人協會主辦。華
夏學人協會每年都舉辦兩次乒乓球比賽，一次為味全杯團
體賽，一次為CaP杯個人賽。

此次舉辦的團體賽根據參賽隊伍的誌願和水平分為A
組和B組。A組參賽隊伍有五隊，B組則有六隊。此次賽
事規定A組每個參賽隊伍最多一名選手USATT（美國乒
協）積分超過2400，前三名選手總積分不能超過6500。A
組中有三隊第一單打都在2300以上，其余的第一單打也
在2100以上，因此A組各參賽隊伍水平比較接近。B組參
賽選手也大都是積分在1900/2000左右的高手。正因為棋
逢對手，整個比賽進行得緊張激烈。有些對陣的選手，相
互比較熟悉，知己知彼，對陣的兩個選手的特長能發揮出
來，相持球多，需要幾個回合才能奪得一分，他們之間的
比賽很精彩。賽場上，每個人都試圖使出渾身解術以圖戰

勝對手，隊友們在暫停時兼任場外指導，顯示了團隊合作
的精神。打法上，橫拍選手以正反手弧圈為主流; 直拍選
手以傳統的中國式左推右攻加上反手橫打，個別削球手還
能加上很有威脅力的短措，長削； 真是八仙過海各顯其
能。大廳裏擠滿了觀戰的觀眾，賽場不時傳出叫好聲、惋
惜聲，驚嘆聲和掌聲。有些對陣的選手彼此沒有交過手，
為了揚長避短鬥智鬥勇，這樣的比賽也很精彩。賽場下，
本屆乒乓球比賽的組織者方一川、趙世清、高士新、王恒
、王威、和賈起亮為選手們登記，照相，分配球臺，買飯
，組織抽簽等等，忙得不亦樂乎。他們的辛勤勞動是這次
比賽成功的保證。

本次比賽從早上 8:30AM 開始註冊，9:00AM 開始比
賽，下午5:30PM圓滿結束。最後，感謝美國味全公司和
德州中文臺的大力贊助。他們的資助提高了獎金降低了運
動員的報名費，吸引了更多的運動員參加。還感謝味全公
司為運動員提供了最新款的飲料。期盼下半年華夏學人協
會舉辦的單打比賽將更加精彩.

AA組–亞軍隊組–亞軍隊：：CarlosCarlos（（左左22）、）、DinoDino（（左左33）、）、BegdadBegdad（（左左44
））組織者組織者：： 華夏學人協會乒乓球部趙世清華夏學人協會乒乓球部趙世清（（左左11）、）、方一川方一川（（右右
33）、）、高士新高士新（（右右22））

AA組–季軍隊組–季軍隊：：範景智範景智（（左左22）、）、牛漫牛漫（（中中））組織者組織者:: 華 夏 學 人華 夏 學 人
協會乒乓球部趙世清協會乒乓球部趙世清（（左左11）、）、方一川方一川（（右右22）、）、高士新高士新（（右右11））

BB 組–冠軍隊組–冠軍隊：：房文清房文清（（左左 33）、）、於鋒於鋒（（右右 33）、）、余雙余雙
（（右右22）） 組織者組織者:: 華夏學人協會乒乓球部趙世清華夏學人協會乒乓球部趙世清（（左左11）、）、方方
一川一川（（左左22）、）、高士新高士新（（右右11））

BB組–亞軍隊組–亞軍隊：：ArmanArman（（左左33）、）、陸彥陸彥（（左左44）、）、
紀家兵紀家兵（（右右22））組織者組織者::華夏學人協會乒乓球部趙世華夏學人協會乒乓球部趙世
清清（（左左11）、）、方一川方一川（（左左22）、）、高士新高士新（（右右11））

BB組–季軍隊組–季軍隊：：Zheng LiZheng Li（（左左33）、）、K.C. HuangK.C. Huang
（（右右22））組織者組織者::華夏學人協會乒乓球部趙世清華夏學人協會乒乓球部趙世清（（左左11
）、）、方一川方一川（（左左22）、）、高士新高士新（（右右11））

0625B03

（中央社記者廖漢原華盛頓22日專電）
前副總統呂秀蓮今天在華盛頓表示，總
統大選要超越性別，她過去批判男性沙
文主義，44 年後終於看到男性要讓位
了。

呂秀蓮在華府與媒體茶敘時表示，
兩個女人為選總統競爭的時候，可證明
國家領導人與性別無關，應該超越性
別，認真看待下任總統要接受什麼挑
戰，這是非常嚴肅的課題。

呂秀蓮笑說，如果選戰真是兩位女
性之爭，最高興和得意的是她，因為44
年前她就批判男性沙文主義，如今終於

看到男性要讓位了。
呂秀蓮以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為例指出， 梅克爾2007年除了
擔任總理外，還是歐洲聯盟與20國集團
（G20）的輪值主席，集大權於一身，
當年卻雲淡風輕過去，那表示她領導成
功。

她說，真正的領導人不是要製造風
波災難，當大家覺得平順過了一年，女
人就是無論家事國事天下事，都有本事
做到。

對於婚姻與女性從政，呂秀蓮表
示，當然是文化因素，男性有無寬容大

量，鼓勵伴侶活躍於各領域，另外，傳
統婚姻是否要檢討。

她說，東方女性參政得擺脫婚姻包
袱是文化問題，也是個人選擇，但婚姻
是私事，不是公事，私事應放在後面，
當女性尋求公職，應只注意她是否合乎
資格。

呂秀蓮認為，兩岸關係越來越敏感
險峻，她公開建議，親美、友日與和中
是絕大多數人最喜歡的現狀，期待民進
黨主席蔡英文與立法院副議長洪秀柱能
宣布維持現狀就是，親美、友日與和
中，全民都會叫好。

女性選總統女性選總統 呂秀蓮呂秀蓮：：終見男性讓位終見男性讓位

前副總統呂秀蓮22日在華盛頓與媒體茶敘，她說，過去曾批判男性沙文
主義，44年後終於看到男性要讓位了。
中央社記者廖漢原華盛頓傳真

【本報訊】為了慶祝一年一度的端午節，大
華府台客在6/20下午於華府僑教中心舉行端
午節卡拉OK聚會，這是台客幫的第二次室
內聚會，計有老中青三代約60於人齊聚一堂
吃粽子唱歌慶祝端午節，節目由台客幫會長
黃百聰開場，黃會長開場致詞時表示謝謝大
家熱情的參與這次的卡拉OK活動，希望大
家能盡情的唱歌，並祝大家端午節快樂，接
著 活 動 交 由 今 天 的 主 持 Johnny Shih 和
Cheng-Chieh Huang，Johnny 首先也感謝大
家的參與，並緊接著說明今天點歌的規則，
接著卡拉OK就在優美的音樂加上大家美妙

的嗓音之下開始了，點歌非常熱烈踴躍，有
老歌，有新歌，整個活動總共播放了接近60
首歌曲.

今天有不少第一次參加台客幫舉辦的活
動的夥伴們，大家都覺得很喜歡這次的活
動，不但熱鬧也可以認識很多新的朋友，遠
在異鄉也可以有過端午節的熱鬧氣氛，主辦
單位準備了肉粽，自製的雪花糕以及豐富的
茶點。在歡樂的歌聲中，所有參加活動的夥
伴們興高采烈地品嚐端午節美食並開心熱絡
地交流，度過了一個濃濃人情味的端午佳
節。

大華府台客幫
端午節卡拉OK聚會【本報訊】史上第一人，美國之音代總台長由華人

出任，更難得的，這位華人是女性
台灣出生、成長並完成大學教育的趙克露女

士出任「美國之音」代理總台長，寫下多項歷史紀
錄，不但是華人在這個聯邦機構擔任的最高職
務，也是歸化美國者罕見的出任敏感要職，而且
是從實習生一路升至最高主管。

美國之音(VOA)員工逾2千人，年度預算超
過美金2億元，以40餘種語言發音。早年以廣播
為主，後來播映電視節目，近年更積極投入網路。
在世界很多地方，那些新聞自由受到管制的地
方，美國之音是非常重要的訊息來源。也許有人
會說，現在網路那麼發達，很多地方似乎未必需
要廣播，其實，即使在美國，也有網路連不上線的
地方，不要說世界其他地方了。

比起網路，廣播才是真正的無所不在，無遠
弗屆。前幾年，新疆和西藏都曾經出現動盪，中國
當局在當地實施封鎖、管制。後來疆人和藏人朋
友說，在那種情況下，美國之音是他們獲悉外界
信息的唯一來源。

趙克露在民國1975年畢業自台北木柵的國
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她一位朋友說，她本來不是
新聞系，在唸完大一後，轉到新聞系。通常新聞系
不大收轉系生，可是她的成績太優秀了，所以新
聞系收了她。後在美國取得傳播及教育等2個碩
士學位。她入美國之音後，從最基層的實習生做
起，然後在中文部及遠東部接受各種職務歷練；
1993 年派駐香港，領導並擴大在當地的工作據
點。當時距離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的日期不遠
了，香港的地位愈來愈重要，所以派她到香港發
揮長才。她在1995年調回美國擔任中文部主任，

1997年擔任遠東部主任，
2001 年出任副總台長，
2007 年調至國際廣播局
(IDB)擔任品質管制、監
督等職，去年4月回到美
國之音擔任副總台長。不
論中文部主任、遠東部主
任、副總台長等職，一向
都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
鮮少由外國人擔任，更不
要說歸化美國的華人了。
最近，美國之音總台長
David Ensor 轉往哈佛大
學任教，趙克露出任代理總台長。

最近幾年，趙克露不但擔任副總台長，並且
兼任幕僚長、拉丁美洲部主任等職，備極辛勞，也
證明了她各方面的才幹。

她在美國之音不斷開創華人首例。她身為女
性，又是美國的少數民族，而且是成年之後才到
美國，卻在美國之音屢膺要職，確實非常難得。她
還曾代表美國之音出席國會聽證會，說明美國之
音的宗旨是「向那些無法獲得真實新聞的聽眾提
供正確、客觀和全面的資訊」。

趙克露的另一半陳建台是著名的音樂家，精
通小提琴，也是作曲家、指揮家，並擅長古箏、古
琴等，獲美國馬里蘭大學音樂博士，現在馬里蘭
大學任教。她的父親趙庭俊畢業自政大新聞系，
曾任中央日報總編輯、總主筆、總經理等職，並以
「桓來」為筆名撰寫評論。她的兒子畢業自著名的
印地安納大學新聞系。一家3代皆主修新聞，而且
父女出自同校、同系，傳為佳話。(劉屏)

美國之音代理總台長 趙克露出任

政大新聞系畢業生趙克露
成為「美國之音」第一位

華人代理總台長。

本報記者
黃麗珊整理

Carolyn ZhangCarolyn Zhang
群舞群舞““俏花旦俏花旦””

Jessica ChaiJessica Chai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在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在””StarQuest FinalStarQuest Final””的舞蹈比賽中的舞蹈比賽中1111個節目獲個節目獲2626個獎項個獎項

Christine ChenChristine Chen
Candace Li & Stephanie WangCandace Li & Stephanie Wang Christy ZhangChristy Zhang

（本報訊）6月23---6月27日, 一年一度的全美”StarQuest Final”舞蹈比賽在GalvestonConvention Center隆重舉行!周潔曉慧舞蹈
學校此次有11個節目參加比賽, 共獲得獎項26個!這些獎項分別是:High Gold 6個; Platinum 5個; Overall 8個; 服裝獎4個, 特別獎2個和本
次大賽最高頂點獎1個. 現在正值暑期休假階段, 學生們不顧炎熱,刻苦訓練.尤其是群舞”俏花旦”的小朋友們,在家長們的大力支持下每天
來學校進行排練,由於她們在6月25日的決賽中獲得白金獎和Overall 獎, 被評委會選入參加最後一天的所有最佳節目的”Dance off”, 孩子
們不負眾望再接再厲,一舉奪得”Dance off” 的最高獎—Apogee獎,並獲得$1250.00 的獎券.組委會在第一時間將這一消息和孩子們美麗可
愛的笑容發佈在”StarQuest Final”的官網上以示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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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RO 1ST REHABILITATION, P.A.
脊椎神經物理治療科

王建森 醫生 車禍及工傷
如非需要，可不經律師代辦一切手續

主治
車禍、工傷、意外、

運動受傷、手術後復健、
老人風濕及各種全身痛症

電話預約： 通英、國、粵、越、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保險，老人醫療卡，沒保險有折扣

78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771-8110

脊椎骨神經病患者之福音

~ 以上治療保險有給付 ~

效
果
特
佳

效
果
特
佳

舒展各部肌肉

舒展各部肌肉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及關節和全身按摩

改革性設計，最先進之技術不
用手術、有效解除由脊椎引起
的手腳麻痺頸腰間壓迫感及疼

痛可達86%以上的效果。

人工(手)按摩

FDA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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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

GLACIER OPTICAL山水眼鏡
★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

電話﹕713-774-2773
傳真﹕713-774-4009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10:30-7:00(週三休息)﹐週日1:00-6:00

限 塑 膠 片 +200 內 無 散 光
經濟型全副28元﹐買鏡片送鏡框

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所有鏡片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

有度數的游泳鏡
或太陽眼鏡

特價45.00 /副起

接受Medicaid免費配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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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眼病
控制近視
驗光配鏡
隱形眼鏡接受各類保險

全新一流設備全新一流設備
專業電腦配鏡專業電腦配鏡
熱心真誠服務熱心真誠服務

本店推出本店推出
最先進的漸進視覺－萬裡路自由視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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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敏 娜 眼 科 視 學 博 士
Dr.Rosanna Pun O.D.

電 話
713-271-6898

週四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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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唯美視學Best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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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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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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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網上同步收看及手機上網收看
網址：www.itvhouston.com

七天二十四小時免費收看

免費高清頻道免費高清頻道 ●● 免費數位頻道免費數位頻道 ●● 免費中免費中、、英文頻道英文頻道

劇情簡介：
林多美（趙韓櫻子飾）成長於溫暖富裕的家庭，她個性純真善良，
與丈夫陳笑飛（蔣毅飾）有著美滿的婚姻。文馨（海陸飾）幼時和
哥哥走散後被收養，養父去世後，養母楊樹花（苑瓊丹）飾對她從
未停止過打罵虐待，很小就要為生計奔波。文馨與林多美的哥哥
林多俊（李泰飾）在國外相識相戀，回國後文馨嫁進林家，婚禮上
意外發現小姑林多美的丈夫陳笑飛居然是她至今難忘的初戀
……

(週一至週五 黃金時間推出）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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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歌山電鐵的花貓
站長“小玉”(Tama)日前病
逝，享年16歲(相當於人類80
歲)。和歌山電鐵公司 6 月 28
日為小玉舉行葬禮，有來自
海內外約3000人出席。

情侶843米高懸崖騰空秀恩愛
讓人捏把汗

2015年6月29日報道，巴西

裏約熱內盧，23 歲的 Leonardo

Edson Pereira 和 18 歲的 Victoria

Medeiros Nader 在 800 多米高的

懸崖邊拍照，還不帶任何保護

措施，這對鋌而走險的情侶，

就將“活在生死邊緣”演繹的

淋漓盡致。Leonardo表示他們之

所以這麼做是為了尋求刺激。

載34名英國學生大巴在比利時翻車
當地時間2015年6月28日，比利時米德爾克爾克，一輛英國大巴在E40高速公

路發生事故，造成司機死亡。當時這輛大巴車內載有34名學生和7名成年人，乘客

沒有受重傷。

熱浪侵襲西班牙
民眾噴泉中做俯臥撐

當地時間 6月 28日

，西班牙塞維利亞，一

名男子在噴泉中做俯臥

撐以保持涼爽。據天氣

預報稱，強烈的高溫天

氣將會籠罩歐洲西部，

法國及葡萄牙都已發出

高溫預警。2003年時的

高溫天氣，曾經導致歐

洲70000人喪生，其中大

部分為老年人。

日本為超人氣貓站長辦葬禮日本為超人氣貓站長辦葬禮
約約30003000粉絲出席粉絲出席

湖北宜昌警方開展火車站反恐演練
66月月3030日日，，湖北宜昌市公安局聯合武警湖北宜昌市公安局聯合武警、、鐵路公安等部門在宜昌火車東站廣鐵路公安等部門在宜昌火車東站廣

場進行反恐演練場進行反恐演練。。演練假設兩名歹徒在火車站廣場安置爆炸物並持刀砍人演練假設兩名歹徒在火車站廣場安置爆炸物並持刀砍人，，被巡被巡

邏的武警制服一名邏的武警制服一名，，擊斃一名擊斃一名。。受傷群眾被送往醫院後受傷群眾被送往醫院後，，排爆機器人進場排爆機器人進場，，宜昌宜昌

特警支隊安檢防爆大隊民警開始進行排爆特警支隊安檢防爆大隊民警開始進行排爆，，幾分鐘後幾分鐘後，，爆炸物被順利處置爆炸物被順利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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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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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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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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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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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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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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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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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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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診所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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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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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可保安康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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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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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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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st International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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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9 pm at a five-star hotel in Beijing. Lang Lang is
running late for an interview, but his agent explains
that the delay is because he is busy playing the pia-
no. He sat down to practice as soon as he arrived
in the capital from Shanghai.
Ten minutes later, he arrives in the hotel room.
Dressed casually, the pianist says that despite his
tight schedule, he tries to practice two hours every
day.
"The biggest challenge as a pianist is not practicing
enough. It's important to keep thinking and analyz-
ing in practice," he tells a reporter.
Lang Lang is one of the biggest stars in the world of
classical music. He has performed with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35 times,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36
times and with some top American orchestras more
than 100 times. He has also performed with musi-
cians such as jazz pianist Herbie Hancock and
heavy-metal band Metallica.
If it can be done, the Chinese pianist has done it,
and all he wants to do is continue to break new
ground.
On June 14, Lang Lang performed at an event cele-
b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Beijing. He also
turned 33 on that day.
In 2012, Lang Lang made a promise to himself that
he would always spend his birthday playing the pia-
no in a special way.
The tickets to the shows sold out within 48 hours.
The pianist played a two-part program of Mozart
and Chopin as well as eight encores.

"Sitt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venue, I felt like a
boxer or a gladiator with the audience surround-
ing me, standing up, waving their hands and
cheering," he recalls, his eyes sparkling with ex-
citement.
So far, the pianist has performed at the Royal
Albert Hall 18 times since he made an ac-
claimed BBC Proms debut there. A music critic
for the British newspaper The Times wrote:
"Lang Lang took a sold-out Royal Albert Hall by
storm. This could well be history in the making."
On April 20 and 22 this year, the pianist per-
formed at the venue again and debuted a piece
of his own, entitled Lang Lang Waltz, which he
wrote at age 15. He composed the work soon after
he stu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7, and it re-
flects the influence that period had on his music.

"I like
recording
beautiful tunes
in my phone
when I
practice.
Maybe one
day, that
material will
turn into my
compositions,"
he says.
"I get inspired
when I travel,
such as the
glittering lake
of Switzerland
and the cities I
have never
been to," he
adds,

mentioning one performance that he looks forward
to is the Changbai Mountain Forest Music Festival
in Jilin province.
Running through August this year, the festival will
see the pianist perform amid mountains, rivers and
a waterfall on Aug 28.
Before that, Lang Lang will fly to Paris and record a
new album at Versailles, which will be released in
October this year. The album will feature works in-

cluding the full performance of Tchaikovsky's Sea-
sons, from January through December, and Cho-
pin's four scherzos.
"No pianist ever performed in the Palace of Ver-
sailles. I like doing something which has never been
done before," he says.
For the pianist, who has an ever-ready smile and
cheerful energy in public, the pressure is always
high.
Lang Lang began playing the piano at age 3 and
moved from his hometown, Shenyang, Liaoning
province, to Beijing to pursue his music study ac-
companied by his father, Lang Guoren, who is
known as a typical "tiger parent".
In 1997, he went on to study in the US, where he
met his mentor Gary Graffman at 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 He had his breakthrough at age 17 when he
was called to replace Andre Watts and performed
Tchaikovsky's Piano Concerto No 1 with the Chica-
go Symphony Orchestra.

Representatives of the 50 prospective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on Monday morning signed the bank's arti-
cles of agreement (AOA), laying the ground rules
for officially inaugurating the multilateral lender.

The rest of the seven prospective founding mem-

bers have not yet
signed the agreement
as they are waiting for
domestic approval.
The AOA, the bank's
mini-constitution, un-
derpins the fundamen-
tal principles for the es-
tablishment and future
operations of the AIIB.
The signing wrapped
up a six-month be-
hind-the-scene in-
tense negotiation and
paved the way for es-
tablishing the bank be-
fore the end of this
year.
According to the AOA,
China will contribute

$29.78 billion of the bank's $100 billion capital
base, becoming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within
the bank with a 30.34 percent stake in AIIB. Un-
der the formula that also factored in possible new
members' share and prospective founding mem-

bers' rights, China got 26.06 percent of
the total votes.
Seventy-five percent of the shares are
distributed among countries within the
Asian region while the other 25 percent
are assigned among countries beyond
the region. As the bank expands its mem-
bership in the future, countries beyond
the region can expand their share but the
portion cannot be bigger than 30 percent.
The bank will be headquartered in
Beijing, with possible regional centers in
other countries. The official working
language is English.
There are some other innovation, such
as the non-resident, non-paid board of

directors. Public procurement of the AIIB will be
open to all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stead of
within member countries.
"The AIIB will adopt international good practices
and embrace high standards, striving to build a
professional, efficient and clean platform for infra-
structure investment," Finance Minister Lou Jiwei
said in an op-ed published in China Daily.
After signing the agreement, representatives of
prospective founding members will bring the
agreement back to their countries for legal adop-
tion processes. The bank can be legally valid as
long as more than 10 countries, with their total
subscribed capital no less than 50 percent of the
total capital, get the charter approved by their leg-
islatures.
AIIB Timeline:
Oct 2, 2013 - President Xi Jinping propo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
ment Bank to promote connectivity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sia.
April 10, 2014 -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an-
nounces at Boao Forum that China was ready to
"intensify consultations with relevant parties in
and outside Asia on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Jin Liqun, former chairman of investment bank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 and vice-presi-
dent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s appoint-
ed as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Multilateral Interim
Secretariat for Establishing the AIIB.
Oct 24, 2014 - The first batch of 22 prospective
founding members, including China, India and
Singapore, sig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
ing on Establishing the AIIB in Beijing.
Nov 24, 2014 - Indonesia signs up as the last
ASEAN country to join the AIIB.
Mar 12, 2015 - China receives confirmation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that it is applying to join the
AIIB as a founding member. The UK is the first of
the G7 leading economies to join the bank, and

its participation prompts a wave of other Europe-
an countries to follow.
Mar 31, 2015 - It is announced that 57 countries
have joined or applied to join the AIIB as prospec-
tive founding members before the deadline. Thir-
ty-seven are classed as “ intra-regional mem-
bers” , entitled to the bulk of the shares in the
bank, while the other 20 are “ non-regional mem-
bers” .
A Chief Negotiators’ Meeting is convened at the
finance deputy level as the primary body respon-
sible for negotiating the bank’ s articles of associ-
ation. A Multilateral Interim Secretariat is estab-
lished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and services
to the CNM.
November onward - Five rounds of CNM talks
are held in China, India, Kazakhstan and Singa-
pore. Within six months, consensus is reached
on all key elements, such as the AIIB’ s purpose,
membership, capital subscription, voting powers,
operations and governance and decision-making
structures.
June 29, 2015 - The 57 prospective members
sign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in Beijing. The arti-
cles will be submitted to each nation’ s legislature
for approval, and the bank is expected to be for-
mally establish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Courtesy chinadaily.com)

Lang Lang Still On Top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NEWS & REVIEW
News & Review is a Divisio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 Founded June 16, 1979 | July 1, 2015 | John T. Robbins, Editor

“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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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ina Gets 30% Stake In AIIB As Bank Takes Shape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establishing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is

held in Beijing, Oct 24 2014. [Photo/Xi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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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 Lang has played in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celebrated venues, like London's Royal
Albert Hall (above). His two recitals at the venue were recorded in a DVD recently released by

Sony Music. [Photo /China Daily]

Please
Support the
Alief
Community
Association
by Shopping
at Amazon
Smile.

When you shop at
AmazonSmile, Amazon will
donate to the Alief Community
Association.

Support us every time you buy
at smile.amazon.com

Thank you.

Marie Lee, President
Alief Community Association

Shop Today!!

In 2013 Lang was the first
Chinese to be named Interna-
tional Artist of the Year at the
Classic Brit Awards in Britain.

Speaking Of His Royal Albert Hall perfor-
mance, Lang Lang said,“I felt like a boxer or a
gladiator with the audience surrounding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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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德拉瓦州華美聯誼中心於
6 月 19 日至 21 日在該中心舉辦 2015
Chinese Festival 活動，計有德拉瓦州
聯邦參議員、州眾議員等主流及僑界
人士逾5,000人參加，駐美代表處領務
組組長吳文齡及華府僑教中心副主任
賴思琦亦應邀參加。

本年展出主題為 「青銅器」，三
天的活動內容包括舞龍舞獅、民俗文
化展演、美食攤位、魔術雜耍、童
玩、書法、國畫等，其中美食攤位並
特別介紹台灣茶藝及鐵路便當，讓參訪者認識台灣茶藝及鐵道
文化，除有效促進主流人士對中華文化之瞭解外，並凝聚華人
社區之情誼。

德拉瓦州華美聯誼中心舉辦2015 Chinese Festival

左上圖：德拉瓦州華美聯誼中心 2015 Chinese Festival開幕典禮舞龍表演。
上圖：現場設置捏麵人展示攤位。
右圖：駐美代表處領務組吳文齡組長（中）及華府僑教中心賴思琦副主任
（左三）在華美聯誼中心主席莫大鎮（右一）解說下參觀青銅器展覽。

【本報訊】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
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你若聽到一些在美國長大的華裔青少年，甚至
是沒有華裔背景的孩子，輕鬆自在地朗誦吟唱論語
學而篇，或許會覺得驚訝：第一，這麼難的文言文，美
國孩子學得來嗎？其次，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的
下一代有必要學這些古老的東西嗎？

第一，一點都不難，如果把經典當歌詞來朗誦吟
唱，又附有英文翻譯和拼音，何難之有？

第二，下一代絕對有必要學經典！因為當今社會
風氣不佳、價值觀扭曲、道德與品格低落，以至於年
輕一代無所適從，父母再怎麼教孩子，往往也會被社
會不良風氣打敗！［經典文化］是人類古老智慧的累
積，是教養下一代最重要的養分，此時不教，將來可
能會後悔莫及！

龍林學苑的［經典文化課程］包括了中西經典，
學生除了朗誦吟唱經典，還須研究討論中西經典的
不童並製作壁報，向大家介紹甚麼是中西經典文化？

龍林夏令營已於上週（六月中旬）開始進行各項
課程與活動，第一週適巧遇到端午節，為了讓學生體
驗華人的端午節民俗，中文老師特地找了三個影片，
讓學生輕鬆認識端午節的由來和習俗（包括吃粽子、
掛香包、立蛋、龍舟競賽…等），同時讓學生親自體驗
端午立蛋的民俗。練習立蛋時，學生莫不全神貫注、
小心翼翼，再專心不過了！老師們都覺得是另類的
Meditation，是極好的專注力鍛鍊活動。

該夏令營今夏特別加強經典文化教育，從孔子
的介紹開始，林校長並親自指導論語的朗誦與吟唱。
由於該校的論語教材附有原文、白話文、英文翻譯，

另外還列出拼音，因
此連一些沒有中文
背景的學生也可以
琅琅上口，學得不亦
樂乎！

有鑑於青少年
霸凌事件在學校頻
頻發生，龍林夏令營
特別提供［青少年防
身術］課程，讓學生
學會如何保護自己，
使自己在危急情況
下能立即脫困；防身
術的練習，有助於鍛
鍊體能，更可提昇觀察力和反應力，極受學生和家長歡迎。

馬州洛城圖書館今夏為青少年提供很好的閱讀計劃
(Reading Program)，龍林由於地近該圖書館，將帶學生赴該
館參加活動並借書，希望今夏可以配合圖書館的閱讀計劃，
讓學生多多閱讀中英名著。

龍林學苑將於七月25日和八月一日（均為星期六下午）
舉辦［經典文化暨詩詞講座］邀請了陳一川、許翼雲、殷一昌
等三位教授，以及林秀蘭校長等，與大家談中西經典文化、中
華古典詩詞、誦讀經典與詩文的技巧、莊子的處逆哲學……
等，另外還安排了經典與詩詞的朗誦和吟唱，歡迎各界人士
參加。

即將邁入第 24 年的龍林學苑夏令營，地點：112 West
Montgomery Ave., Rockville, MD 20850。 詢 問 請 電 ：
240-460-4594，亦可上網：www.dragonworldschool.com。

吟唱論語、體驗端午習俗，龍林青少年樂學經典文化
學防身術、參訪名勝、讀中英名著，夏令營學子忙得很開心

龍林學子在至聖先師孔子畫像前吟唱論語龍林學子在至聖先師孔子畫像前吟唱論語 學生體驗立蛋習俗學生體驗立蛋習俗,, 全神貫注全神貫注,, 小心翼翼小心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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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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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提供各項病理檢
測並與外來醫療診斷做詳細對比。歡迎來電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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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特價
高科技設備

隨到隨診

門診時間：
周一至周五：8:30am-5:00pm

周六：8:30am-4:00pm
周日：Closed

電話：713-995-8886
傳真：713-270-9358

內科﹑兒科﹑皮膚性病科﹑婦科
急診﹑外傷﹑全身健康檢查
婦科體檢﹑外科小手術﹑預防接種

主
治

www.gotomyclinic.com/welcomefamilymedicine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id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Suite E（惠康超市東側警察局隔壁）Houston, TX 77036

惠康家庭全科診所
Welcome Family Medicine, P.A.

許旭東
醫學博士

陳永芳
醫學博士

Xudong Xu, M.D.

家庭全科醫師
Yongfang Chen, M.D.

家庭全科醫師
All Board Certified by ABFP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總醫師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臨床博士學位

▲美國家庭全科醫師學會專科醫師、特考文憑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主治醫師
▲Texas Tech Universty 住院醫師畢業
▲十餘年臨床醫療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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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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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 Nose and Thr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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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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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95-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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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DISCOUNT

限購買數碼助聽器一對

洪德生洪德生 耳鼻喉專科
醫 學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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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頸等有關疾病

主
治

綜合經濟

希債違約倒數 日股略回神

空污物總量管制 高市監控419企業

MERSMERS肆虐 韓企業景氣信心6年新低

陸股絕地反攻 港股雀躍

（中央社）南韓出口6月以來萎靡不振，再加
上，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疫情肆虐，使得南
韓製造業的景氣信心指數，已惡化到2009年全球
金融危機時的水準。

南韓聯合新聞通訊社引述南韓的中央銀行
「韓國銀行」今天發布的 「2015年6月企業景氣調

查指數（BSI）及經濟心理指數（ESI）」數據顯示
，南韓6月製造業景氣調查指數（BSI）為66，比5
月（73）下滑7點，創下2009年3月（56）以來的
最低值。

南韓中央銀行表示，從BSI數據來看，MERS
對經濟帶來的衝擊，遠大於世越號客輪沉船事故。
去年4月16日發生的世越號沉船事故後，去年5月

BSI為79，6月為77，都比今年6月為高。
據報導，南韓6月製造業BSI之所以大幅下跌

，主要是受MERS疫情和希臘違約風險影響。
從企業類型來看，大企業BSI比5月下滑5點

，為73；中小企業BSI比5月下滑8點，為57；出
口企業BSI比5月下滑7點，為67；內需企業BSI比
5月下滑6點，為66。

南韓中央銀行表示，在參與BSI調查的製造業
企業中，認為企業面臨的最大難題是 「內需不振」
的企業占25.8%，選擇 「經濟形勢不穩」的企業占
19.7%，12.2%則選擇了 「競爭加劇」。

至於休閒服務、住宿、運送、批發零售等服
務業受到明顯衝擊。

(中央社) 「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計畫
」今天上路，高市府統計排放高污染物符合應申
報對象419家，以鋼鐵、水泥、煉油廠業居多。

「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計畫」今天
公告實施，新法上路後，高屏地區既有工廠的指
標污染物在3年內必須減量5%，廠商若未達標，
可依法裁處新台幣10萬到100萬元罰款，持續未
改善且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中央公告排放量申報對象分1、2批管制；公
私場所具有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21條第1項的
指定公告之既存固定污染源者，高市環保局指出
，目前高雄市轄內，現有申報對象第1批150家、
第2批269家，合計共419家。

高雄和屏東是國內臭氧和懸浮微粒濃度超標
的縣市，主要肇因於高屏地區重工業密集，環境
負荷沉重，臭氧與懸浮微粒（PM10）都屬於不合
格的三級空氣品質區，且細懸浮微粒（PM2.5）濃

度也高於全國平均，所以中央決定進行總量管制
。

第一期管制時程訂為3年，管制污染物種類
為粒狀污染物（TSP）、硫氧化物（SOx）、氮氧
化物（NOx）和揮發性有機物（VOCs）4種。根
據污染物不同，只要超標，污染物就須被列入總
量管制。

高市府統計顯示，高雄市粒狀物排放前3名
是中鋼、台電興達、東南水泥；硫氧化物排放前3
名是台電興達、中鋼、中油高煉廠；氮氧化物排
放前3名是台電興達、中鋼、中油高煉廠；揮發性
有機物排放的前3名是台船、三芳、中油林園。

高市環保局說，會依法嚴格監管被列管業者
對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的申報情形，如果業者未
依規定減量或循移動污染或收購舊車等折抵污染
物的方式辦理，企業難逃受罰的命運。

（中央社）繼昨天慘摔，東京股市今天
跌深反彈，上揚 0.63%，投資人多在靜待希
臘今天稍晚宣告違約倒債。

法新社報導，日經指數繼昨天重摔
2.88%，今天收揚125.78點，報20235.73點；
東證指數收漲0.34%或5.58點，報1630.40點
。

東京東洋證券（Toyo Securities Co.）策
略師大塚龍太（Ryuta Otsuka）表示： 「大
盤已超賣，料將不至繼續探底，但直到希臘
公投結果出爐前，希債問題的不確定性依然
如影隨形，換言之投資人仍將作壁上觀。今
天日股深感無所適從。」

全球股市昨天兵敗如山倒，因希臘總理
齊普拉斯週末中止紓困改革協商，並將在下
週日（7月5日）以公投決定債權人最新 「改
革換紓困」方案生死。

此舉意味希臘不可能在今天結束前敲定
協議，取得紓困金，償還積欠國際貨幣基金
（IMF）的貸款，換言之，希臘如今已瀕臨
倒債與出走歐元區的邊緣。

全球股市昨天全軍覆沒，美股標準普爾
500指數收挫2.09%，跌幅寫下今年來之最。

德股 DAX 30 指數收盤狂瀉 3.56%；法
股CAC 40指數暴跌3.74%。

不過，歐元昨天尾盤急拉，今天小幅走
跌。亞洲盤歐元兌美元與日圓分別報1.1187
美元與136.85日圓，約紐匯市昨收1.1247美
元與137.82日圓。

美元兌日圓，由紐匯昨收122.55日圓挫
貶至122.33日圓。

日本電子巨擘索尼（ Sony ）研擬發行
新股與新債，籌資 36 億美元後，股價暴跌
8.25%，報3461.5日圓。

三菱日聯金融集團（Mitsubishi UFJ Fi-
nancial Group）收挫 0.67%，報 879.8 日圓；
瑞穗金融（Mizuho Financial Group Inc.）收
跌0.03%，報265日圓。

佳能（Canon）收漲0.44%，報3982.5日
圓；經營優衣庫（Uniqlo）服飾連鎖店迅銷
公司（Fast Retailing）收揚 1.83%，報 55560
日圓。

（中央社）香港股市今天扭轉先前頹勢，終
場強勢收高，主因中國大陸股市上演絕地反攻，
收盤大漲5.53%。不過多頭氣氛依然受到壓抑，因
希臘瀕臨違約倒債邊緣，全球風險胃口為之收斂
。

路 透 社 報 導 ， 恆 生 指 數 收 漲 1.1% ， 報
26250.03 點；國企股指數收揚 2.3%，報 12981.23
點。

恆指全月計挫4.3%，創下2014年9月來最大

月線跌幅，然而這項指數今年上半年依然累揚
11.2%。

陸股強彈，港股也喜上眉梢。陸股連跌 2 週
後，大陸政府祭出連串利多，似乎重拾某些投資
人的信心。

上證綜指收盤大漲224.191點，報4277.222點
。

但投資人依然擔心希臘與歐洲情勢。
港股今天各類股全面走揚。

霧霧與霾霾 差一點差很多差一點差很多

李克強：盼希臘留歐 陸將馳援

台灣社會企業 登上世界舞台

（中央社）中國大陸今年開始實施新環保
法對付各種汙染，其中頭號敵人是這幾年讓大
陸形象大壞的霧霾空汙。 「霧霾」知名度雖高
，卻 「高處不勝寒」，外界對它的了解其實有
些似是而非。

「霧霾」這個名詞近年來在大眾媒體與網
路爆紅，主要指涉因空氣汙染和環境空氣品質
惡劣造成能見度降低、民眾身體不適的現象，
過去也曾稱為 「晨霧」。

但霧與霾，差一點差很多，在專業用語上
各有不同意義，霧就是霧，霾就是霾，不能混
淆使用。

例如空氣濕度較大時，貼近地面的水氣因
冷卻飽和而凝結為微細水滴，這便是霧的成因
，主要是以水氣為主的一種自然現象，早晚較
常見或因此加濃。

但同樣造成能見度降低的霾，是人為因素
造成的汙染。空氣中的灰塵、硫酸、硝酸、鹽
粒、有機碳氫化合物等微小、肉眼不可見的粒
子，與水結合均勻地浮游空中，大氣中的氣膠
粒子和氮氧化物會吸收或散射太陽光，導致空
氣混濁、能見度惡化。

所以天氣預報中，霧和霾的預警是分開預
報的；近年來大陸各主要城市，為了向民眾提
出環境與健康警示而常發布的是 「霾預警信號
」，與霧無關。

從科學條件上分析，起霧的相對濕度需大

於90%，一般午夜至清晨最易出現，水平能見
度則小於1公里。霾的水平能見度更廣，空氣
團較穩定時，持續出現時間較長；其範圍約小
於 10 公里，相對濕度的要求並不大，常小於
80%。

此外，霧的顏色是乳白色、青白色，邊界
清晰，起伏明顯，厚度只有幾十公尺至200公
尺左右，霧區外可能就是晴空萬里。霾則是黃
色、橙灰色，沒有明顯的邊界，厚度可達1到
3公里左右，範圍也較廣。

是以霧與霾各有其特徵，無論組成物質、
形態顏色或能見度均不相同。尤其因為城市的
熱島效應，空氣中水氣很難飽和，很難形成霧
滴。反倒是在風力小、低空大氣層結構穩定的
情況下，不利汙染物擴散，就會導致汙染物在
大氣邊界層積聚，而形成霾害。

尤其霾汙染進一步阻擋陽光照射地面，導
致地面變得更冷、更沉；上層大氣則耗散掉部
分陽光而變得更熱、更輕，即所謂 「逆溫」的
大氣穩定結構。這種惡性循環導致霾汙染可能
進一步加劇，只能等到有顯著天氣變化，例如
大風或大雨，才能終結。

陸續也有學者建議，除應強化重汙染天氣
條件下空氣品質檢測預警，更應通過大氣治理
的手段，例如新建城市風道，配合取締上風地
區霧霾源，透過風道吹來郊區的新鮮空氣，更
有助城市減輕霧霾，改善城區空氣品質。

（中央社）台灣去年首次參與 「社會企
業世界論壇」，今年則大陣仗有80人來到米
蘭與會。帶隊的政務委員馮燕表示，這讓世
界看見台灣蓬勃發展的社會企業，同時也是
交流經驗的良機。

第8屆 「社會企業世界論壇」（SEWF）
7月1日到3日將在米蘭舉辦。台灣與會代表
由馮燕領隊，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勞動部
、教育部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部會派員隨
行。此外還有多位社會企業人士參與，除了
觀摩其他國家，也將發表演講，分享台灣經
驗。

由於台灣積極參與，會議的即時口譯，
也加入中文服務。

馮燕向中央社記者表示，一切緣起於去
年在首爾舉辦的 「社會企業世界論壇」，她
結識了來自蘇格蘭、創辦社企世界論壇的希
金斯（Gerry Higgins），兩人相談甚歡。

希金斯今年年初訪台，留下深刻印象，
立即邀請馮燕等人參與今年在米蘭舉辦的論
壇。

馮燕表示，此行首要目標是，讓同行的
台灣社會企業家得到更多更新的資料和創意
，彼此交流，認識更多朋友。其次，也希望
多觀摩其他國家的經驗，理解政府可以扮演

的角色。最後，則是希望各國能看到台灣在
社會企業的努力和發展。

她說，2014是台灣社會企業元年，目前
的發展模式是先行政，後立法，以政策工具
鼓勵發展，透過協助籌措資金、建平台、育
成中心和修調法規推動。必須由13個部會合
作，但在先行階段，則由勞動部、衛福部、
經濟部、教育部和農委會率先投入。

社會企業是以商業的手法解決社會問題
，但可能會面臨法規的限制，例如公司法開
宗明義寫著 「公司以營利為目的」，與社會
企業矛盾。

馮燕解釋，台灣社會企業的界定有3 個
條件，首先是要解決社會問題、每年發表公
益報告，而盈餘至少有30%是用在要解決的社
會問題上。政府則不界定何謂社會問題，認
證機制也會由民間推動。

根據統計，在永續經營的規範下，台灣
企業每年有新台幣100億元應投入企業社會責
任，但目前實際使用方式不明確，未來可以
引導也加入投資社會企業。

馮燕說，台灣充滿創意和活力，但歐洲
畢竟是社會企業的先行者，他山之石，可以
攻錯，這次的論壇應可提供許多寶貴經驗。

 































（中央社）希臘面臨公投且恐脫離歐
元區之際，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今
天表示，期望希臘留在歐元區，大陸已準
備好伸出援手。

中國是世界第 2 大經濟體。李克強與
歐洲聯盟領袖進行高峰會後指出，希臘與
債權人歐盟及國際貨幣基金（IMF）已陷入
僵局，當前是相當 「緊要」的時刻。

李克強在記者會上說， 「中國亟欲看
見希臘留在歐元區，且我們企盼債權人能

及早與希臘達成共識。」
這是李克強與歐盟執行委員會新任主

席榮科（Jean-Claude Juncker），及歐洲理
事 會 （European Council） 主 席 圖 斯 克
（Donald Tusk）首度的高峰會。會後他表
示，大陸已準備好挹資。

李克強指的是歐盟新設、金額高達
3150 億歐元的基礎建設基金。他說， 「中
國決定參與的金額相當龐大」，但拒絕透
露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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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月袁必須要靜袁要穩袁
靖王現在的地位不一樣了袁 朝政上
更要多下功夫遥

好在經過這一兩年的調整袁得
心應手的臣子多了袁局面還不錯遥 "

梅長蘇唇角輕輕上挑袁 面有欣慰之
色袁" 各地規設豐災年平倉的事情

就辦得漂亮袁 現在誰還敢説靖王殿
下不擅民政钥 "

"可説來也怪袁"蒙摯聳了聳肩

道袁"他現在跟你一樣袁明明這么多
高興事袁可看起來人還是悶悶的遥

你悶是爲了聶鋒身上的毒袁他
悶什么悶钥 "

"你也替他想想袁 他現在身上
擔子越來越重袁難免會覺得疲累遥 "

梅長蘇嘅嘆一聲袁" 我身邊還有你

們可以説説心里話袁他身邊有誰呢钥
朝臣袁部將袁謀士噎噎靜妃娘娘雖然可以寬解他袁到底隔着宮禁
啊遥 "

蒙摯被他這樣一説袁不由獃了半天袁心中甚是酸楚袁有些話

想要説袁一看梅長蘇鬱鬱的面容袁又覺得説不出口遥
"宗主袁"門外突然響起甄平的聲音袁"聶將軍醒了遥 "

梅長蘇頓時展眉一笑袁拉住蒙摯的胳膊道院"走袁我們去陪
陪聶大哥袁衛崢一直在他房里袁咱們再過去袁他一定高他難得的
歡快袁令蒙摯突然間一陣心神恍惚袁仿彿又看到了當年那個銀袍
小將袁滿臉燦爛笑容地叫着院"走袁我們去找聶大哥袁比箭浴 "可是

只短短一瞬袁面前的景象又重新清晰袁只有蒼白的臉和淺淡的笑
容袁絲毫不見舊時痕迹遥

"小殊袁"禁軍統領抓住他的肩膀袁 冲口而出袁"我覺得噎噎
還是吿訴靖王吧钥 "

第一百五十三章 路遇
刑部尙書蔡荃近來非常的忙袁因爲懸鏡司名存實亡之後袁好

幾樁未完的案子被移交了過來袁 而刑部歷來查案立案的手法和
程序與懸鏡司根本完全不同袁這些案子又俱是上奏過天聽袁由梁
帝親自發下來查勘的袁接到手里袁個個都是燒紅的炭圓遥

不過蔡荃是個天生的強人袁夏江從天牢逃脫袁已令他憋了一
口氣袁現在分配到自己手里的事情袁就算再難啃他也一定要把它
給啃下來遥

好在他有靖王支持袁手下也頗有幾個非常得用的人袁時時去
蘇宅跟麒麟才子談談袁也經常能得到有益的建議袁因此辛苦一個
月下來袁竟也卓有成效遥

"阿步浴不可亂跑噎噎"我哪里還會理會他在後頭的叫嚷袁這時偌大個草原上袁各
色旗幡飄動袁八旗子弟混雜在一起袁不分彼此遥 如此良機袁不好好把握抓緊袁更待何
時钥

要在人山人海里找到皇太極的鑾駕所在並不困難袁難的是如何接近他遥 雖説只
是圍獵袁然而身爲一國之君袁皇太極身邊除了龐大的侍衛軍隊外袁還有一大批的親貴
大臣如影隨形遥

"歐 --"瘋狂的歡呼聲從人海中響亮傳出遥
"一矢成雙浴"我身前有人大叫一聲遥沒等我明白過來袁周邊的歡呼已是一浪高過

一浪袁如暴風席捲般匯成一股排山倒海的驚人聲勢遥
"大汗萬歲浴 萬歲浴 萬萬歲 --"黑壓壓的人頭忽地一矮袁所有人跪下身去袁就連騎

在馬上的人也不約而同的跳下馬背袁跪倒在地遥
混亂中我不知被誰猛地一拉胳膊袁竟從鞍上斜斜滑下袁踉踉蹌蹌的踩到草地上遥
茫然噎噎
隔了十多丈的距離袁 我清楚的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在一匹高頭駿馬上騰挪翻

轉袁隨着他乾凈利落的搭弓射箭袁每發一箭袁奔騰的羊群中必有一只應聲放倒遥
箭無虛發遥
駿馬是大白袁人影卻是皇太極噎噎眞眞切切袁非是虛幻夢境浴
眼眶一熱袁我身子微微顫慄袁只覺得全身發燙袁似乎有團烈火在我體內燃燒袁讓

我腦袋里嗡嗡作響袁渾然忘卻身在何處遥
"五十六 --五十七 --"隨着數字不斷的累加袁皇太極箭法如神袁我看着他身影矯

捷袁縱馬在大草原上奔騰疾馳袁當眞説不出的英姿颯爽遥
"五十八浴 "遠處一頭黃羊應聲屈膝跪倒袁皇太極收了弓箭袁勒馬回轉遥我下意識

的往前踏了一步袁卻在下一刻被密密麻麻的人墻給擋了回來遥
十萬兵卒中袁我不過是個渺小的一粒細砂袁在擁擠浩瀚的人群里如何才能吸引

他的關注钥
手指握拳袁我翻身上馬袁勒馬在外圍一溜小跑遥 我尋思着今兒圍獵袁最後自然少

不得要論功行賞袁我若能在狩獵中脫穎而出袁不愁無法引得高層注目遥
當下主意打定袁凝目掃視袁在遍野愴惶逃竄的羊群中搜索目標遥身後響起陣陣吁

呼聲袁我回眸一瞥袁見皇太極的御駕已移往汗帳袁明黃色的華蓋寶傘尧正黃旗的蟠龍
旌旗袁在熱辣辣的陽光下分外刺痛人的雙眼遥

五十八浴皇太極今日獵殺的數目乃是五十八只袁我若是能超過這個數字袁必然得
御前賞賜遥

浴盆里袁春 guang旖 ni遥 柔若無骨的冰肌上泛着幾滴水珠袁女人輕輕
一吹袁一滴水珠慢慢滑落袁滴在盆里袁蕩起一絲漣漪遥

馮佑憐朝着銅鏡整理自己的髮絲袁洗凈臉上的灰塵袁嬌媚的容顔終
于得以重見天日遥 再次想起他的俊魅和溫柔袁不免揚起桃紅袁頓時女人
玉腮更添一份羞美遥

"四爺袁不知這個女孩子怎么樣了钥 "賈南關心地問遥
"她受了傷袁又感染風寒袁加上體質十分嬌弱袁所以才會一直昏迷

了遥 你把剛剛買回來的藥袁煎好了送來遥 "四爺一邊洗手一邊吩咐遥
"是遥 "賈南正準備出門袁誰知馮佑憐也推門走了進來遥
賈南驚呼院"你是誰钥 "然後眼睛就直盯這 "陌生 "女子袁只見女人

冰肌玉映袁容光照人袁美秀入骨袁哪怕是素顔袁也不得不令他咂舌遥
"我是馮佑憐袁便是剛纔那乞兒遥 "不帶哭腔的聲音袁竟是如此動

聽袁宛如春鶯遥
"你钥 是剛剛那個乞丐钥 "

"賈南袁何事慌張钥 "四爺驚疑地走過來袁問道遥 馮佑憐越過獃愣的
賈南袁朝着四爺行禮道院"馮佑憐見過四爺遥 "

四爺劍眉微蹙袁仔細打量眼前美人袁生得玉貌珠顔袁比花解語袁清麗
出塵曰眸光中略帶羞澀袁柔媚之情更添風華遥 她是誰钥 馮佑憐钥

馮佑憐畢竟已經很久沒有吃飯袁一直弓着身子更傷體力遥她微微一
抖袁差點倒地遥四爺愕然驚醒袁抱起女子袁瞬間袁少女幽香傳入他的鼻尖袁
方覺失態袁於是鬆手尷尬説道院"對不起袁馮姑娘袁剛纔噎"

"剛纔要不是四爺袁憐兒又要摔倒了袁多謝四爺遥 "

"馮姑娘體弱袁不用三番五次地行禮了遥 "四爺笑道遥貪婪地注視着
她的一舉一動遥

"四爺噎"賈南笑嘻嘻地走回來袁諂媚地笑道院"眞沒想到袁馮姑娘
生得如此漂亮遥 ""賈南袁我要你煎的藥呢钥 "

"哦袁奴才這就去袁這就去噎"賈南恍然説道袁然後推門走了出去遥
第一卷 宮變篇 揖入宮窑前因铱 第五章 小別袁思矣

馮佑憐爲四爺斟滿清茶袁面帶憂愁袁微微一嘆袁説道院"實不相瞞袁寒
娥與我歲數相差不大袁也並非我親妹妹遥 我家世代爲商袁她是我父親在
路上撿回來的遥但是家道中落袁父母雙亡後袁就不得不離散遥然而只有她
對我不離不棄袁我們相依爲命袁本來是要前往鄴城尋親袁誰知聽説朝中
大臣謀反袁於是關了晉陽城門袁只許進不許出袁我們才在此逗留遥無奈的
是袁身上的錢財被人偷走袁這才噎這才不得不淪落爲乞遥 "

秦予喬笑袁就在這時袁江華開口了院"不用袁我再去買些回來遥 "

"哪能這樣順着小孩子心意遥 "陸景曜相當有原則的開口袁擺着臉
語氣嚴厲袁説起了敎育經袁"現在是滿足他們放煙火鞭炮袁以後他們要
殺人放火也滿足他們嗎袁現在孩子不敎好袁以後就留給警察他們敎吧遥
"

陸景曜這話説的大氣凌然袁江華扯着笑攤手袁希睿轉轉眼珠子連
忙讓出了手中的小煙花院"那就給小舅舅玩這個吧遥 "

陸景曜露出滿意的笑袁 然後彎下腰從箱子里拿出兩個最大的袁看
得秦予遲眼睛都直了袁正要心疼説不的時候袁被夏姸靑搶先了院"喬喬袁
你把孩子敎育得眞好遥 "

秦予喬也覺得夏姸靑這話説得眞有水平袁明知道她是後來才當上
媽的袁笑了下院"是希睿爸爸的功勞遥 "

陸景曜已經帶着希睿去放大煙花袁夏姸靑在她身邊輕聲開口院"剛

剛的話噎噎對不起啊噎噎"

秦予喬轉過頭袁掃了眼身後的江華袁然後只用兩個人才聽得到的
聲音對夏姸靑説院"説什么對不起啊袁反正你也是故意的遥 "

夏姸靑只是看她袁沒説話遥
秦予喬發出一絲輕笑袁又將聲音壓了壓院"你以前不是説最愛在鄉

下過年嗎钥 怎么還不回去啊噎噎"

夏姸靑盯着秦予喬看袁一副快要哭出來的模樣遥
秦予喬眨了眨眼睛院"別哭啊袁大過年上哭明年一整年都會觸霉頭

哦袁別説我沒提醒你遥 "

"你遥 "夏姸靑咬牙遥
秦予喬沒繼續看夏姸靑袁轉身往陸景曜和希睿那邊走去遥
陸景曜這人心狠不管哪方面都不甘落後袁連續放了兩個最大的煙

花後袁他還是不甘心袁索性把兩個箱子的煙花都拿出來擺出大圈子袁然
後站在中間將它們一起點燃袁頓時火樹銀花袁目不暇接袁絢爛至極遥

--

晩上陸希睿是

跟陸景曜睡的袁陸景曜靠在床上心里駡着秦家人小氣袁居然只準
備一個客房袁陸希睿洗過澡了袁爬上床問陸景曜院"爸爸袁你怎么還不
睡遥 "

所以袁寧汐心里有了層篤定袁才敢這么捉弄容瑾一把遥
張展瑜看着寧汐俏皮爽朗的笑容袁不知怎么的袁心里有些酸溜溜的遥
這樣聰慧又機靈可愛的女孩子袁哪個少年能忍心眞的板起臉孔責怪钥

再説了袁有東家少爺在袁肯定會在一旁幫腔袒護她的遥 他在這兒擔心這擔
心那的袁眞是多此一舉寧汐哼着小曲兒袁站在寧有方的身邊打起了下手遥

來福來來回回的跑着端菜袁不時的帶兩句話過來遥
"寧大廚袁東家老爺説那道炒螺片味道很好噎噎"

"寧大廚袁東家少爺説了袁剛纔上的那道清蒸鮭魚很鮮美噎噎"

寧有方聽着聽着有點不對勁了袁疑惑的問道院"容少爺呢钥 就沒説什么
嗎钥 "聽慣了容瑾的尖酸刻薄的批評了袁忽然這么悄無聲息的袁還眞是不習
慣呢來福撓撓頭院"容少爺一直吃菜喝酒袁什么也沒説遥 不過袁他時不時的
就看那道富貴孔雀一眼袁像是在笑遥 不過袁笑容有點怪怪的噎噎"到底怪在

哪里袁他也説不好遥
寧汐聽的撲哧一聲笑了起來遥 容瑾啊容瑾袁今天這頓接風宴一定讓你

印象很深刻吧寧有方和來福都是一愣袁疑惑的看了過來遥 寧汐今天是怎么
了袁有點高興的過了頭吧寧汐卻是越想越得意袁清脆的笑聲在廚房里回蕩
了許久遥

當然袁這樣一頓接風宴過後袁喊寧有方過去説話簡直是必然的事情遥
不出意料的袁寧汐也被點了名遥

第七十八章好久不見
寧汐笑眯眯的跟在寧有方的身後袁進了荷花廳遥
容瑾雖然不是坐在最顯眼的位置袁可任何人進了荷花廳里袁第一眼見

到的必然是他遥
那身奪目鮮亮的絳色衣衫袁映襯的容瑾皮膚白皙風采卓然袁明亮的鳳

眸慵懶的半眯着袁嘴角似笑非笑遥
他就這么漫不經心的坐在那兒袁卻像一顆璀璨的夜明珠袁散發出不容

忽視的光芒遥
寧汐雖然對容瑾沒什么多餘的好感袁可在這一刻不得不承認袁這個少

年確實有驕傲的資格遥
早在寧汐進來的那一刻袁容瑾的目光就飄了過來遥
一年沒見了袁印象中那個嬌弱的小丫頭長高了一些袁身子也隱隱有了

窈窕的曲線遥秀氣的小臉稍稍長開了些袁愈發的精緻遥忙碌了一天袁她的發
辮有些凌亂袁一縷髮絲俏皮的貼在耳際袁俏臉卻異常的紅潤袁明亮的雙眸
閃爍着笑意遥 兩人目光在空中交接袁俱都不動聲色的一笑遥

好久不見了袁容少爺
好久不見了袁小丫頭
陸老爺對寧有方很是客氣袁打個招呼之後袁便笑道院"這兒也沒外人袁

就別太拘束了遥 坐下説話吧 "

寧有方有些受寵若驚了袁連連笑着擺手院"不用不用袁站着就行了遥 "

陸子言笑着揷嘴道院"寧大廚忙了一整天袁站着説話也太累了遥 還是
坐下吧 "目光早已忍不住向寧汐飄了過去遥

寧汐只當做沒留意陸子言的頻頻注目袁低聲説道院"爹袁旣然東家老
爺發話了袁你就坐下説話吧 "一來是心疼寧有方的身體袁另一方面袁寧汐
卻想的更加深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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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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