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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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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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5年7月14日 Tuesday, July 14, 2015 星期二 2015年7月14日 Tuesday, July 14, 2015

Chinese

樂迎清新夏日！
McDonald’s最新推出的 Classic Green Tea，加入純蜂蜜，綴以檸檬片，
與嶄新Asian Salad 配合得天衣無縫。當毛豆、蜜柑、紅甜椒、豌
豆邂逅芝麻生薑醬，充滿異國情調的夏日配搭，一瞬間，令味蕾
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樂迎清新
McDonald’s 全線供應，限時發售。檸檬片可應要求奉上。 ©2015 McDonald’s

全新全新 樂迎清新夏日！
McDonald’s最新推出的 Classic Green Tea，加入純蜂蜜，綴以檸檬片，
與嶄新Asian Salad 配合得天衣無縫。當毛豆、蜜柑、紅甜椒、豌
豆邂逅芝麻生薑醬，充滿異國情調的夏日配搭，一瞬間，令味蕾
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樂迎清新
McDonald’s 

全新

51017_HOUSTO_06_Chinese_11.5x10.indd   1 6/19/15   4:09 PM

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參加國際印度節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參加國際印度節
時尚走秀獲得圓滿成功時尚走秀獲得圓滿成功（（一一））

本
報
記
者

陳
鐵
梅
報
道

由由 Maxwell FlooringMaxwell Flooring
DistributorsDistributors 冠名贊助的冠名贊助的
《《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大
賽賽》》部分辣媽們在部分辣媽們在77月月1212
日參加了國際印度節時尚日參加了國際印度節時尚
走秀表演走秀表演，，當我們中國辣當我們中國辣
媽們走上舞台媽們走上舞台，，台下掌聲台下掌聲
雷鳴雷鳴，，休斯頓各媒體記者休斯頓各媒體記者
蜂擁而至蜂擁而至，，觀衆也隨著中觀衆也隨著中
國古典音樂拍起節拍國古典音樂拍起節拍，，辣辣
媽們的精彩演出獲得圓滿媽們的精彩演出獲得圓滿
成功成功！！

辣媽們在笑琳老師簡短的培訓下走上了國際舞台辣媽們在笑琳老師簡短的培訓下走上了國際舞台，，秀出了自信與美麗秀出了自信與美麗，，同時同時
為中外文化交流和傳承中華旗袍文化做出了一點點貢獻為中外文化交流和傳承中華旗袍文化做出了一點點貢獻！！

演出結束後美南國際電視采演出結束後美南國際電視采
訪了訪了《《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第一屆美南時尚辣媽
大賽大賽》》總策劃陳鐵梅與協辦總策劃陳鐵梅與協辦
單位笑琳老師單位笑琳老師。。

辣媽王曉芬辣媽王曉芬（（AngelaAngela））在接在接
受采訪時說受采訪時說，，比賽名次不重要比賽名次不重要
，，主要是給自己的人生添上精主要是給自己的人生添上精
彩回憶彩回憶。。

辣媽江琳辣媽江琳（（JenJen））
在舞台上體現了中在舞台上體現了中
國美女的端莊優雅國美女的端莊優雅
清豔脫俗清豔脫俗。。

辣媽陳韻梅辣媽陳韻梅（（MayMay））
溫婉嫻淑儀態萬端溫婉嫻淑儀態萬端。。

辣媽謝玉芳辣媽謝玉芳（（NanNan--
cycy））舉步輕搖俏麗舉步輕搖俏麗
多姿多姿。。

美南僑學界支持臺灣加入TPP 區域經濟組織
座談會於7月12日在僑教中心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常中政主持人常中政主持人,,全美臺灣同鄉聯誼會會長黎潔全美臺灣同鄉聯誼會會長黎潔
瀅瀅,,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董元正會長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董元正會長,,駐休士頓駐休士頓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主講人王維正教主講人王維正教
授授,,座談會主辦單位召集人三民主義大同盟主委張座談會主辦單位召集人三民主義大同盟主委張
錦娟錦娟,,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出席支持臺灣加入跨太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出席支持臺灣加入跨太
平洋夥伴協定平洋夥伴協定(TPP)(TPP)座談會座談會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務委員王秀姿僑務委員王秀姿、、葉葉
宏志宏志、、黎淑瑛黎淑瑛、、劉秀美劉秀美,,主講人王維正教授主講人王維正教授,,駐休駐休
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表達希望美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表達希望美
國支持台灣加入國支持台灣加入TPP.TPP.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提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提
到與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王維正教授相識多年到與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王維正教授相識多年
，，王教授對王教授對TPPTPP的研究深厚的研究深厚，，他的演講必能讓美他的演講必能讓美
南僑界了解南僑界了解TPPTPP對臺灣的重要性而共同來支持對臺灣的重要性而共同來支持。。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感謝美南許多僑團主動透過一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感謝美南許多僑團主動透過一
會一信方式向選區國會議員遊說會一信方式向選區國會議員遊說，，也期許美南僑界共同也期許美南僑界共同
攜手爭取美國政界及民間與論的支持攜手爭取美國政界及民間與論的支持，，加速臺灣加入加速臺灣加入
TPPTPP的進程的進程。。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王維正教授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王維正教授,,現任現任
美國理奇蒙大學美國理奇蒙大學(University of Richmond)(University of Richmond)政治政治
學終身職教授兼文理學院副院長學終身職教授兼文理學院副院長，，國際關係研國際關係研
究 學 會 南 區究 學 會 南 區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
tion-Southtion-South））會長會長，，著名智庫費城外交政策研著名智庫費城外交政策研
究所究所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資深研究資深研究
員員，，中華民國僑務委員中華民國僑務委員，，全美臺灣同鄉聯誼會全美臺灣同鄉聯誼會
草根外交委員會執行長來主講有關草根外交委員會執行長來主講有關TPPTPP區域經區域經
濟組織的認識與影響濟組織的認識與影響..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董元正會長以立論精闢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董元正會長以立論精闢,,
析義翔實獎牌贈送主講人王維正教授析義翔實獎牌贈送主講人王維正教授。。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董元正會長及理事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董元正會長及理事
們們,,僑務委員王秀姿僑務委員王秀姿,,黎淑瑛黎淑瑛，，大會引言人王曉大會引言人王曉
明教授明教授,,三民主義大同盟主委張錦娟三民主義大同盟主委張錦娟，，台北經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齊永強熱烈歡迎主講人王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齊永強熱烈歡迎主講人王
維正教授及全美臺灣同鄉聯誼會會長黎潔瀅維正教授及全美臺灣同鄉聯誼會會長黎潔瀅,,
顧問吳自琛由紐約專程前來參加顧問吳自琛由紐約專程前來參加。。

座談會主辦單位召集人三民主義大同盟主委座談會主辦單位召集人三民主義大同盟主委
張錦娟致詞張錦娟致詞，，北美熱心僑界於去年北美熱心僑界於去年99月間在芝加月間在芝加
哥成立哥成立 「「推動美加僑界支持台灣加入區域經濟組推動美加僑界支持台灣加入區域經濟組
織委員會織委員會」」 ，，全力支持臺灣加入全力支持臺灣加入TPPTPP，，希望這項希望這項
座談會能加深美南僑胞對座談會能加深美南僑胞對TPPTPP認識與了解認識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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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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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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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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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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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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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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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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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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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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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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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荣欣

他雖然説的談然袁 但此毒的奇
怖之處大家已然看到袁 不僅夏冬全
身顫抖袁連蒙摯也不禁面上變色遥

"身中火寒之毒的人袁 骨骼變
形袁 皮肉腫漲袁 周身上下會長滿白
毛袁而且舌根僵硬袁不能言語遥

每日毒性發作數次袁 發作時須
吸食血液方能平息袁且以人血爲佳遥

雖然此毒可以苟延性命袁 不發
作時體力也如常袁但這樣的折磨袁也
許並不比死了更乾凈遥 "藺晨用充

滿同情的目光看着聶鋒袁" 聶將軍

能堅忍這些年袁心志實非常人所及袁
在下敬服遥 "

"此毒可解么钥 "夏冬握緊了丈

夫的手袁急急問道遥
"可以解遥 "藺晨很乾脆地道袁"

有兩種解法袁一種是徹底地解袁一種
是不徹底地解袁你們必須選其中的一種遥 "

"我們當然要徹底的那種解法啊遥 "夏冬毫不遲疑地道遥
藺晨深深地看了她半日袁輕嘆一聲道院"等我説明完了這兩

種解法的不同之處袁聶夫人再選好嗎钥 "

第一百五十五章 選擇
聽出藺晨的語中深意袁夏冬心頭一凜袁不由將聶鋒的手握得

更緊遥
"要解火寒之毒袁過程非常痛苦遥
簡單地説袁必須削皮挫骨遥 "藺晨看向聶鋒道袁"聶將軍是鐵

漢子袁這個苦當然受得住袁只不過噎噎如果要徹底地解袁須將火
毒寒毒碎骨重塑而出袁之後至少臥床一年袁用于骨肌再生遥

此種解法的好處是解毒後的容顔與常人無異袁 舌苔恢復柔
軟袁可以正常説話袁不過樣貌與以前是大不一樣了遥 "

"這沒關係啊袁"夏冬松了一口氣袁"樣貌變了袁 不是什么大
事遥 "

"我還沒説完遥 "藺晨垂下雙眼袁"這樣碎骨拔毒袁對身體傷
害極大袁不僅內息全摧袁再無半點武力袁而且從此多病多傷袁時時
復發寒疾袁不能享常人之壽遥 "

夏冬的嘴唇剛顫抖了一下袁蒙摯已跳了起來袁大聲道院"你

説什么钥 "

"人的身體袁總是有無法承受的極限遥
徹底地拔除火寒之毒袁其實就是拿命在換遥
不過解毒之後若能好好保養袁活到四十歲應該沒有問題

噎噎"

天頂壓得很低袁仿彿觸手可及袁我忍不住吸了口氣袁但胸肋處隨之傳來的一陣痙
攣抽痛袁痛得我張嘴屛息袁腦子里一片混亂袁只覺得此刻渾身上下似乎沒有一處再受
我大腦控制袁竟是絲毫動彈不得遥 全身麻痹僵硬袁除了能感受到強烈的痛覺外袁我無
力移動半分袁只得勉強轉動酸澀的眼珠袁極目打量四周遥

耳邊充斥着咩咩哞哞的牲畜叫喚袁 這種嘈雜混亂的叫聲從四面八方涌過來袁我
仿彿置身于成群的牲口堆里遥

晃悠顛簸的感覺明明白白的吿訴我袁我正躺在一輛緩慢行駛的板車上袁車下鋪
着粗糙的草蓆袁硌得脊樑骨生疼遥

"額吉浴那女的活了 --"一個稚嫩童音脆生生的喊袁"她眞的沒有死呢浴 ""沒規矩浴
怎么説話呢钥 "一把清脆的聲線由遠飄近袁 責備之語聽起來包涵更多的是無限的寵
愛遥

我目光斜視袁視野里出現一張圓潤的臉孔袁烏眸紅唇袁這個女子絶對不是我見過
的衆多美女中的一位袁她長相一般袁但從她身上卻很自然的流露出一縷淡淡的尧懾人
的高貴氣質袁敎人一見之下袁一時難以挪開視線遥

她身上穿了一襲紅色的蒙古絲袍袁高高的領口遮擋住她纖長的脖子袁領口綉滿
了繁雜精細的盤腸花紋遥 發髻上套着頭帶袁無數條精美的紅黑色瑪瑙珠串從她兩鬢
旁垂下袁在微風中垂擺撞擊袁發出叮叮咚咚悅耳的脆響遥

裁剪合體的長袍袁在寬大的腰帶勒束下袁愈發顯出她的腰肢纖細袁身姿苗條遥 大
概是長時間承受烈日當空袁她的臉曝露在灼熱的空氣之中袁顯得有些暗紅袁可是這絲
毫無損于她的華貴雍容之態遥

我心里打了個突袁不看她本身的貴氣袁僅是她的穿着打扮袁已清楚的表明袁眼前
這個與我年歲相仿的女子袁來頭肯定不小遥

"淑濟浴把你的毛伊罕留下袁讓她照顧這個女人浴 "她騎着馬上袁只漫不經心的瞥
了我一眼袁便目視前方下達指令袁肯定的語氣里有一種不容辯駁的威嚴遥

"額吉袁眞的要把毛伊罕留在這輛勒勒車上嗎钥沒有她在身邊袁那誰來伺候我呢钥
"奶聲奶氣的聲音來自于我左側邊袁雖然看不到它的主人袁我卻能在腦海里模糊的勾
勒出一個不超過五歲稚齡女童的身影遥

女子眉稍一挑袁有些不耐的叱道院"這會都什么時候了袁還只一味想着要人來伺
候么钥 "許是覺察到自己對待小女兒的語氣太過嚴厲袁她終于輕輕嘆口氣袁放柔了語
調袁"淑濟袁再堅持一會袁只要能把這些子民盡數安全的帶過黃河袁與你父汗匯合袁那
便已是頭功一件浴 至於其他的小事袁目前都不用太過計較噎噎"我心神一震浴 難不成
這位竟是林丹汗的福晉钥浴 她是誰钥 是那個將我弄成現在這副慘狀的男孩的母親嗎钥

"是是是遥 "

那人滾進馬車里袁馮佑憐和寒娥看到男人背包里滴着鮮血袁早已嚇
得不知所云遥只見男人冷冷地瞥了一眼馮佑憐袁又舉手朝着她們點了昏
穴遥

那人在馬夫耳邊冷聲道院"一直往西走袁到了靑州你再將二人隨便
賣到哪個妓院即可袁聽着袁你要是弄死了她們袁休怪我要你腦袋遥 "

"是是是遥 "馬夫閉着眼袁只管駕車袁那人消失無踪了袁他也渾然不
知噎

***

話説馮史宗這時又喜又憂袁 管家之計便是讓他秘密將馮佑憐和寒
娥送走袁其實又是藏匿起來袁只不過這一次不能藏在府中而是東門外的
別院里遥

然而胡三娘則高枕無憂地坐在床沿邊袁 看見心不在焉的夫君也不
忙着生氣袁而是先開口説道院"忘了吿訴你袁我爲老爺準備了好東西遥 "

"哦钥 "馮史宗有些受寵若驚袁討好地説道院"一定是不一般的東西

吧钥 "

"不錯袁一般人收不到這樣的禮物遥 "胡三娘指了指桌上的錦盒袁説
道院"你自己打開了看看遥 "

馮史宗饒有興緻地摸了摸錦盒袁又説院"外觀已然做工精美袁想必里
面噎"嘿嘿袁今日眞是好日子袁美人財寶全收啊遥

馮史宗一邊幻想着一邊打開錦盒袁遽然嚇得跪倒在地袁指着桌上的
錦盒支支吾吾地説道院"這噎這是什么钥 "馮史宗被嚇倒時袁只見兩個頭
顱從里面滾了出來袁頓時桌上血淋淋一片遥 馮史宗仔細一看袁其中一個
頭顱盡然是管家遥

"管家钥 "

"是袁是管家遥 "胡三娘怒氣地站起來袁走近倒在地上的男人袁惡聲
道院"怎么钥是不是覺得奇怪钥哼袁我給了你機會袁你這個老色鬼袁居然還
想金屋藏嬌袁我看你眞是色膽包天遥 "

"夫噎人袁夫人噎這全都是噎對袁就是管家想出來的辦法啊遥 "馮史

宗抖瑟着身子骨袁緊張地説遥
"我知道袁所以夫人我替你清理門戶了遥 帶壞主人的狗不是好狗袁

非殺不可遥 "

"那噎那她們呢钥 "

"怎么钥 還惦記着钥 "胡三娘擰着馮史宗的耳朶袁問道遥

陸景曜哼哼唧唧袁假裝猜了猜院"是同學會钥 "

秦予喬坐在陸景曜腿上乖巧溫順袁就像徵求陸景曜的同意袁樂悠
悠地挂在陸景曜的脖子上院"你同不同意我去啊钥 "

不同意浴浴浴
陸景曜很明白秦予喬也只是賣賣乖而已袁還不如順水推舟袁頓了

下開口院"帶我一塊兒去吧遥 "

陸景曜看着秦予喬反應袁他猜她猶豫過後肯定不同意袁然後説不
準還會拿希睿當藉口遥 然後秦予喬果然這樣開口了袁聲音軟綿綿院"但

是我怕希睿一個人在這里會被 '討厭遲 '欺負遥 "

哼哼浴 陸景曜勾了勾唇袁親昵地替秦予喬整了整衣服院"那我就不

去了袁留守家里照顧希睿遥 "

秦予喬親了親陸景曜的嘴角院"老公眞好遥 "

陸景曜眯了眯眼睛袁柔聲對秦予喬説院"少跟男同學説話袁門禁是
晩上十點遥 "頓了頓袁又加了句 "記住自己有老公有孩子的女人袁知道
嗎钥 "

娶漂亮老婆回家眞是一件沒有安全感的事袁倒不是不自信袁而是

太在乎袁事實是秦予喬還沒有娶回家呢钥
秦予喬出門之前又跟希睿交代了兩句袁希睿比陸景曜大方院"媽媽

早去早回啊遥 "

陸景曜雖然明白秦予喬出門跟陸希睿沒有多大關係袁但是心里還
是怪起了兒子袁怪兒子沒有留住老婆袁所以每當希睿過來跟他説話的
時候袁陸景曜就不怎么待見他袁陸希睿自從有了媽媽後袁就像有人撑腰
一樣袁脾氣硬了不少袁旣然爸爸對他愛理不理袁他也很能自娛自樂袁跟
秦予遲一塊兒看片去了遥

--

秦予喬是晩飯後才去參加同學會的袁秦老太太睡得格外早袁加上
今晩秦彥之和夏蕓也有事出門袁整個老房子立馬安靜很多遥

夏姸靑是知道江華跟秦予喬一塊兒參加同學會袁 她不是不想去袁
只是這次組織者是陳萌袁她跟陳萌算是死對頭袁她沒必要湊上去受辱袁
有些事雖然明白袁心情還是會不好袁就像她知道自己在秦家的身份地
位袁她根本不應該跟秦予喬比的袁但是她還是會不自覺地衡量她跟秦
予喬的差距袁然後一比袁就相形見絀了袁那個滋味眞不好受啊遥

寧有方笑呵呵的直點頭袁顯然心情好極了遥
果然袁吃了一口之後袁那兩個廚子都被白菜的美味征服了袁紛紛嚷着院"

這可是我生平吃過的最好吃的白菜了遥 "

寧汐被夸的飄飄然袁再一看盤子里已經所剩無幾了袁連忙拿起筷子袁
搶了一口過來送入口中遥 細細品味幾口袁卻稍稍皺起了秀眉遥

寧有方眼尖的瞄到寧汐的神色不對勁袁關切的問道院"怎么了钥 "

寧汐想了想袁説道院"白菜的鮮美清甜倒是有了袁可是清湯的香濃卻有
些浮在表面噎噎"該怎么樣才能讓這份香氣徹底融到白菜里呢钥

寧有方被這么一提醒袁也覺得這是一個小小的缺憾袁卻笑着安撫道院"

如果是放入清湯里熬制袁味道就會濃的多遥 不過袁就沒了這份鮮嫩的口感
了遥 這道菜已經做的很好了遥 "

寧汐笑了笑袁心里卻微微有些遺憾遥 用熱湯澆淋過的白菜保持了原有
的鮮嫩和美味袁清湯的鮮美卻沒徹底的融入遥 未免有些美中不足遥

還沒等想出解決的方法來袁就見來福急匆匆的跑了過來院"汐妹子袁容
少爺已經來了袁吩咐你早些做菜送上去遥 "

寧汐訝然的挑眉院"這還沒到吃午飯的時辰吧 "也太早了吧來福笑道院
"聽容少爺身邊的小安子説袁容少爺吃不慣陸家廚子做的飯菜袁早飯根本
沒吃遥 所以來的就早了遥 "

好個挑剔成性的傢伙陸家聘用的廚子能差到哪兒去袁 怎么也不至於
吃都吃不下吧寧汐撇撇嘴院"知道了袁你去回稟一聲袁我這就動做菜遥 對了袁
東家少爺來了嗎钥 "來福搖搖頭院"這倒沒有袁今天就容少爺一個人遥 "

寧汐笑着點點頭遥 一個人倒是很好打發袁做兩道菜就夠他吃的了遥 這

清水白菜就算一道了袁另外一道嘛袁就做個炒飯好了遥
若是容瑾敢嫌棄她做的飯菜太簡單了袁就直接吿訴他袁本姑娘還是小

學徒一個袁 很多菜都不會做呢遙想着容瑾被氣的俊臉發黑咬牙切齒的樣
子袁寧汐的心情立刻好了許多袁又忙碌着做起了清湯白菜遥

有了前一次的經驗袁這一次做的快了一些遥 等裝盤的時候袁寧汐施展
巧手袁將剝開的菜心一片一片的細心的放好袁竟然又還願成了一顆白嫩的
菜心遥

乍一看去袁倒像是隨手放了一顆白菜心在盤子上遥壓根看不出已經經
過了妙手烹制遥

寧有方對寧汐的妙手巧思欣賞極了袁連連笑着贊了幾句遥這道清湯白
菜單是從外形上袁已經讓人印象深刻先聲奪人了遥

寧汐得意的笑了笑袁又利索的炒了一份什錦炒飯袁再配上一碗只放了
鹽調味清澈如水其他什么都不見的清湯遥

這樣的搭配簡直妙極了

寧汐端詳片刻袁嘴角微微翹起袁眼里閃過一絲促狹的笑意遥
來福匆匆的跑進來袁看了托盤一眼袁立刻目瞪口獃院"汐妹子袁你噎噎

你就做這些讓我端上去钥 "

炒飯倒還熱騰騰香噴噴的樣子袁可那顆白菜心是怎么回事钥還有那一
碗乾凈的能看到碗底的清湯噎噎老天袁 寧汐不是在開玩笑吧這樣的菜肴
端上去袁容少爺不發脾氣才是怪事遥

寧汐忍住笑意袁一本正經的説道院" 來福哥袁你別擔心袁就這么端上
去遥 要是容少爺問起來袁你就説我只會做這些遥 "

隨
侯
珠

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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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羊群穿山越嶺土耳其羊群穿山越嶺 塵土飛揚景象壯觀塵土飛揚景象壯觀

土耳其比特利斯省塔特萬，牧羊人驅趕羊群經過內姆魯特山高地捲起塵土景象壯觀。

韓國小姐選美大賽落幕韓國小姐選美大賽落幕
2424歲女大學生奪冠歲女大學生奪冠

韓國首爾韓國首爾，，20152015韓國小姐選美大賽舉行韓國小姐選美大賽舉行，，2424歲大學生歲大學生Lee Min-JiLee Min-Ji
（（李敏智李敏智））加冕奪冠加冕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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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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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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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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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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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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Russia for the BRICS and SCO Summits, Chi-
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alled on the member
states to “ uphold the “ Shanghai Spirit” for com-
mon development” . At the summits, Beijing has
consolidated its already strong economic position
in Central Asia.
At least $16 billion of China’ s $40 billion Silk Road
Fund will be dedicated to projects in Central Asia.
President Xi announced in Ufa that Beijing is will-
ing to strengthen investment cooperation with oth-
er SCO members channeling the China-Eurasia
Economic Cooperation Fund and the Silk Road
Fund, “ focusing on larg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re-
sources exploitation, industry and finance” .
China had previously announced a $40 billion Silk
Road Fund last year.
Xi on Friday also welcomed the planned expan-
sion of the China-Russia-led SCO to include Asian
neighbours India and Pakista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passed a resolution Friday to initiate the proce-
dures of granting India and Pakistan full member-
ship of the organization at the 15th SCO summit in
the southwestern Russian city of Ufa.

Both countries will become
full-fledged members of SCO at
the Tashkent Summit in 2016.
Currently, both India and Pakistan
are observers at the bloc. Pakistan
applied for a full membership in
2006 and India in 2014.
Also Friday, the SCO elevated Be-
larus to the status of observer from
dialogue partner, and took in Azer-
baijan, Armenia, Cambodia and
Nepal as new dialogue partners.
“ China believes that the admission
of new forces into the SCO will in-
ject new impetus into the organiza-
tion’ s all-ranging cooperation,” Xi
said while delivering a speech at
the summit.
Founded in 2001, the SCO now

has China, Kazakhstan, Kyrgyzstan, Russia, Tajiki-
stan and Uzbekistan as its full members, with Af-
ghanistan, Belarus, India, Iran, Mongolia and Paki-
stan as observers, and Armenia, Azerbaijan, Cam-
bodia, Nepal, Sri Lanka and Turkey as dialogue
partners.
The SCO signed an agreement on border defense
at the summit in Ufa. The bloc is also drawing up a
new treaty on fighting extremism.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said at the Sum-
mit on Friday that “ ensuring the security of the
member countries’ territory and external borders
remains one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
zation’ s priority areas of work” .
“ The growing activity of the Islamic State terrorist
organization, which is trying to spread its influ-
ence, is further worsening the situation. We
agreed to bolster coordination between our de-
fence ministries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more effec-
tively and coordinate joint action to prevent poten-
tial threats,” said Putin.
The Russian President and Chinese leader Xi Jin-
ping signed a decree in May on tying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Russia-le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with China’ s ambitious “ Silk Road” economic proj-

ect.
The SCO member states are also planning a new
bank after the successful launch of the new
BRICS Bank and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
ment Bank (AIIB).
“ The SCO members should strive for early estab-
lishment of their own financing vehicles to serve
multilateral projects of shared benefits, as well a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ach member,” said
Xi.
Xi, in Russia this past week, also called on mem-
ber states to quick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SCO transport corridor.
China will provide funds to support the feasibility
study and plans of the project, he said.
His Russian counterpart agreed.
“We see big promise for the initiative of develop-
ing a common SCO transport system, including us-
ing the transit potential offered by the Trans-Siberi-
an and Baikal-Amur railways in Russia,” Putin pro-
posed.
“ China remains the locomotive of world econo-
my,” said Putin.
“Our colleagues in the SCO and BRICS often talk
about the need to develop infrastructure without
which it is impossible to ensure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This applies to railways, roads, air trans-
port and pipelines. It is hard to dispute this. Mean-
while,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projects and
our pla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iberian
Railway and the Baikal-Amur Railway and some of
our other projects in the EAEU obviously require
joint efforts,” he added.
Related
China Announces $40 Bn Silk Road Fu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Saturday an-
nounced China will contribute $40 billion to set up
a Silk Road Fund to strengthen connectiv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Xi said the goal of the Fund is to “ break the bottle-
neck in Asian connectivity by building a financing

platform.”
The new Silk Road Fund will be used to provide in-
vestment and finance for infrastructure, industrial
projects along the “ Belt and Road” , Xi said, refer-
ring to China’ s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s.
He added that the fund will be “ open” to investors
from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Asia.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has estimated that
in the next decade Asian countries will need $8 tril-
lion i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to maintain the
current economic growth rate.
“ The Silk Road boasts a 3-billion population and a
market that is unparalleled both in scale and poten-
tial,” Xi said in September last year.
The Silk Road connected China and Europe from
around 100 B.C.
The 4,000-mile road linked ancient Chinese, Indi-
an, Babylonian, Arabic,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
tions. (Courtesy thebricspost.com)
A new map unveiled by Xinhua shows the Chinese
plans for the Silk Road run through Central China
to the northern Xinjiang from where it travels
through Central Asia entering Kazakhstan and on-
to Iraq, Iran, Syria and then Istanbul in Turkey
from where it runs across Europe cutting across
Germany, Netherlands and Italy.
The maritime Silk Road begins in China’ s Fujian
and ends at Venice, Italy.
In a landmark achievement, 21 Asian nations in-
cluding China and India last month signed on a
new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which would ri-
val the World Bank.
One of the first projects of the new Bank is expect-
ed to be financing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long the
“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re-establishment.
Meanwhile on Saturday in Beijing, the Chinese
President stressed th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realize Asia’ s connectivity by making Asian coun-
tries a priority.
“ Asian countries are just like a cluster of bright lan-
terns. Only when we link them together, can we
light up the night sky in our continent,” he said.

Map Showing Path Of The New Silk Road

China's Silk Road Wins Big At SCO Summit

What has
been Beijing’s
view of the
drama in
Athens?
Premier Li
Keqiang toured
Paris and
Brussels last
week, meeting
the EU’ s
powerbrokers
and prompting
The Diplomat
magazine to
ask:“ Can

China save Greece?” But even if Li had a plan to
rescue Athens, the timing of the stand-off between the
Greeks and their creditors could not be worse.
As WiC pointed out last week, China has got some
pressing issues of its own to deal with, primarily the cra-
tering of its stock market. The fall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hare prices has been so steep that even
the China Daily was forced to acknowledge the serious-
ness of the situation, describing it in an editorial this
week as a “mini-crisis” .

Li rushed home from
Europe himself to
oversee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his has meant that
discussion of the Greek
situation has been
remarkably muted in
China, with most online
chatter lamenting the
decimation of peoples’
stock portfolios instead.
Still, there is more
awareness among
senior leaders that the
instability in Greece
could damage China’ s
economy, as well as

threaten one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s top strategic
priorities: his Maritime Silk Road.
What is China’s official stance on the Greece crisis?
Premier Li told local media that he didn’ t want to inter-
fere in an “ internal affair” of the EU. But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Observer, he then told his European
counterparts that China “wishes to see Greece remain
in the Eurozone and appeals to the international credi-
tors and Greece to make an agreement as soon as pos-
sible and achieve active progress so that Greece and
the Eurozone can both overcome this crisis. In this re-
gard, China is ready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Li added: “ China always supports the integration of Eu-
rope and wishes to see a flourishing Europe, a united
EU and a powerful euro.”
What China’ s ‘ constructive role’ might be is harder to
determine. Beijing will steer clear of discussions about
debt forgiveness, but it might offer to invest more in
Greece itself and help to stimulate its economy. During
last week’ s visit to Brus-
sels Li said that China
would be happy to partici-
pate i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 planned
€315 billion ($530 billion)
European Fund for Stra-
tegic Investment, citing infrastructure as an area where
Chinese money could play a role.
Similarly, its new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could pump cash into Greece, the Chinese Acad-
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postulated.
Why pour more funds into Greece?
The answer is a hefty dose of self-interest. Shanghai
stockbroker Shenyin Wanguo compares the situation in
Greece with the US subprime crisis of 2008. Like the fi-
nancial chaos seven years ago, a Greek exit from the
euro today could have a “ severe impact” on the Chi-
nese economy. The EU is China’ s single biggest trad-
ing partner – with bilateral trade reaching $600 billion
last year. Anything that destabilises the European econ-
omy is bad news for Chinese exports.
Shenyin also reasons that a Greek exit would lead to a
further weakening in the euro itself, devaluing the forex
reserves China holds in that currency (worth about

$600 billion). And the greatest fear is of a domino ef-
fect: that if Greece exits the single currency, so too
might Portugal, Spain and Italy, an outcome that would
“ see the world economy fall into long term decay” .
Is China heavily invested in Greece?
Not currently. Thomson Reuters data suggests that Chi-
nese firms spent €18.9 billion on acquisitions in Europ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but avoided Greece alto-
gether.
According to ThePaper.cn, one of the few Greek acqui-
sitions by Chinese firms was made back in 2011 when
Fosun bought a 9.5% stake in luxury brand Folli Follie.
But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a much larger deal has been
under negotiation for some time, and this one reflects
the broader geopolitical role Greece holds in the minds
of Beijing policymakers. That purchase is for a control-
ling 67% stake in the country’ s biggest port (near Ath-
ens) in Piraeus. The prospective buyer is China’ s
state-owned shipping behemoth, Cosco.
Currently Cosco already has some exposure to
Greece. It has owned the management rights to two
container terminals in Piraeus since 2008, increasing
the volume of goods passing through them eightfold. A
Chinese warship also docked in Piraeus in February.
According to Oriental Daily, state think tank CASS has
described Greece’ s role in the One Belt, One Road
scheme as “ pivot-
al” . That being
the case, CASS
has also suggest-
ed that the AIIB
could “ pilot” new
infrastructure
lending in Greece, via renminbi-denominated loans.
Or is this a buying opportunity?
Others see Greece’ s strained circumstances as a per-
fect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get a stronger foothold in
southern Europe. The Nikkei newspaper is suspicious
about Chinese intentions, for instance, noting the signif-
icance of Greece’ s geographic position as “ the east-
ern gateway to the Mediterranean for Asian nations” .
Rather than helping Greece avoid crashing out of the
European single currency, the Japanese newspaper
thinks that Beijing views such an outcome as an oppor-

tunity.
Why? Because it reckons a bankrupt Greec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sell China its ports and railways, as it
becomes more dependent on Chinese financial assis-
tance.(Courtesy weekinchina.com)
Related

Tentative Deal Reached To Bail Out Greece
(July 13, 2015 - BRUS-
SELS)-- A summit of eu-
rozone leaders reached
a tentative agreement
with Greece on Monday
for a bailout program
that includes "serious re-
forms" and aid, removing an immediate threat that
Greece could collapse financially and leave the euro.
Nine hours after a self-imposed deadline passed, the
leaders announced the breakthrough early Monday.
If the talks had failed, Greece could have faced bank-
ruptcy and a possible exit from the euro, the European
single currency that the country has been a part of
since 2002. No country has ever left the joint currency,
which launched in 1999, and there is no mechanism in
place for one to do so.
The final amount of the bailout taking shape has yet to
be agreed, but it is believed Greece needs in the re-
gion of $90 billion to avoid financial collapse.
For three days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Greece and its
international creditors, Greek Prime Minister Alexis
Tsipras held out for a better deal to sell to his reluctant
legislature in Athens this week, even though financial
collapse is getting closer by the day.
A breakthrough came in a meeting of Tsipras,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French President Francois
Hollande and EU president Donald Tusk. Details were
not immediately available, but Merkel told reporters eu-
rozone nations were willing to give Greece debt relief
but had ruled out a cut in the country's debt level.
The breakthrough came after the threat of expulsion
from the euro put intense pressure on Tsipras to swal-
low politically unpalatable austerity measures because
his people overwhelmingly want to stay in the euro-
zone. (Courtesy cbs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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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ing Athens: Will Greek
Prime Minister Alexis Tsipras

Look eastwards in his
desperation for capital?

Rising Eastern Empir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he new NATO?

The Silk Road connected China and Europe
from around 100 B.C. The 4,000-mile road
linked ancient Chinese, Indian, Babylonian,

Arabic,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s
[Xinhua Photo]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Speaking
At The SCO Summit Last Friday

Greece Debacle May Impact Silk Road Plan, But Also Prompt Bargain Hunt
China Steps Lightly Among The (Greek) Ruins

Heads of State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member countries, observers and dialogue partners at

Summit in Ufa, Russia, on July 10, 2015.
[Photo/brics2015.ru]

Comments by China's
Premier Li Keqiang

prior to the China-EU
summit in Brussels
appeared aimed at
soothing European

financial markets that
took fright of the
growing risk that

Greece will leave the
euro.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藍鐘冰淇淋藍鐘冰淇淋
有望恢復生產有望恢復生產 美國STEM學科

逾半學生外國人
（ 綜 合 報 導 ） 皮 尤 優 研 究 中 心

（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公佈的調查
顯示，在美國獲得科學、技術、工程、數
學（STEM）高等學位的人中，超過一半
是國際學生。

根據全美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的數據，
雖然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國際學生只佔
11.6%，但在獲得工程學博士的人中，有
57%是國際學生，這個數字在計算機和信
息科學(電腦和資訊科技)博士學位、數學
和統計學博士中分別為53%和50%。

鮑烏（Mohammed Baoum）來自沙烏
地阿拉伯，他在亞利桑納州立大學研讀工
業工程，他說： 「美國企業和政府在工程
研究方面大量投資，這讓世界各地的有才
之士前來學習工程學。而且，美國的氛圍

也鼓勵和支持人們研讀這些重點學科。」
研究發現，相較於美國大學生，國際學生
更集中於STEM學科。商科仍然很受歡迎
，招生人數達到18萬8179人，工程學科
排名第二，有16萬128人，而有6萬5291
人就讀於資訊科學。

同樣在亞利桑納州立大學學習的印度
學生庫馬（Yashwanth Kumar）說： 「工
程學和商科是最吸引國際學生的兩個學科
。尤其是中國和印度的學生，他們佔了美
國工程學科學生的一大半。」

研究還表明，一些大學經常委任特派
員招收國際學生，而這個做法已於 2013
年被全美大學入學輔導人員協會（Na-
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肯定。

（綜合報導）因為產品遭李斯特菌（listeria）汙
染而停止生產的藍鐘冰淇淋公司，已經向阿拉巴馬
州衛生單位申報，預定於本月稍後開始試產該公司
的冰淇淋產品。

阿拉巴馬州的衛生官員威廉森（Don Williamson
）指出，藍鐘冰淇淋公司已向州衛生局發函，表示
該公司的阿拉巴馬州西拉考加市（Sylacauga）的冰淇
淋工廠，將在本月稍後開始試產冰淇淋，試產的冰
淇淋不會賣給消費者，而是讓公司本身和
政府的衛生單位執行檢測，以證實沒有被
李斯特菌汙染之虞。

創立於1907年的藍鐘冰淇淋，擁有百
餘年曆史的藍鐘乳製品公司生產製造，是
全美銷量第三的冰淇淋品牌，曾成為國際
空間站和戴維營內的甜品。公司總部位於
得克薩斯州的布倫漢姆。

堪薩斯州衛生部門曾表示，自2014年
1月至2015年1月之間，共有5名因不同原
因住進同一家醫院的病人，患上李斯特菌
病。他們均在醫院食用過藍鐘冰淇淋產品
，其中3人死亡。

最初沒有人懷疑這些感染是來自冰淇
淋，直到 2 月份南卡羅來納州衛生廳在藍

鐘產品中發現4株李斯特菌。 3名得克薩
斯州病患也是因為不同原因住院，且都
食用過被污染的藍鐘產品。

目前，藍鐘公司已經關閉發現有病
原體痕蹟的奧克拉荷馬州工廠，自3月份
起陸續從已發貨的23個州的商店和其他
零售網點召回香草棒、巧克力曲奇等25
種冰淇淋產品，並建議消費者不要食用
已購買的相關產品。這是該公司108年曆

史上的首次召回。
CDC表示，李斯特菌病是美國一個重要的公共

衛生問題。李斯特菌是最致命的食源性病原體之一
，能在低溫環境甚至冰箱內存活。感染後的症狀包
括發燒、肌肉酸痛、腹瀉和嘔吐，通常潛伏期為3至
70天，主要影響老年人、孕婦、新生兒及癌症患者
等免疫力低下人群，致死率為20%至30%。

（綜合報導）Nobel 能源
公司計劃兼並Rosetta Resourc-
es能源公司，並將關閉Rosetta
在休士頓的總部辦公室，這項
兼並共涉及21億美元的合同金
額，將於7月20日完成。

Nobel 能源公司宣佈，由
於兼並帶來的工作職務的重復
，休士頓辦公室將關閉，至少
裁減65個工作崗位。

Nobel 能源公司向德州勞
工局透露，兩公司合併後，65
名員工將在 9 月份永久被裁，
除此之外，11名Rosetta公司的
高管也將被辭退，但此次裁員

僅涉及到Rosetta公司位於休士
頓總部的管理層人員，和井上
作業人員無關。

報告稱，其餘在休士頓巿
中心總部工作的Rosetta公司員
工將合並至位於休士頓西北區
的Nobel能源公司總部大樓。

Nobel 公司表示，Rosetta
公司擁有濃厚的公司文化並且
在能源開發中一直保持安全，
高效的工作水平。

此次兼並案，未來將為
Nobel 公司創造更多利潤，推
動該公司的發展。

NobelNobel能源公司兼並案能源公司兼並案
RosettaRosetta裁員關閉總部裁員關閉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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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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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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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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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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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元區要求希臘
通過全面改革立法以開始救助協商

綜合報導 歐元區領導人當地時間

12日在緊急峰會上對接近破産的希臘表

示，本周必須確定關鍵的改革以恢複外

界對該國的信任，這樣他們才會開啓金

融救助協商，讓希臘留在歐元區內。

會議要求希臘左翼總理齊普拉斯推

動議會通過立法，說服其他歐元區夥伴

國立即釋放救助金以避免國家破産，並

開始第三輪救助計劃的協商。這輪救助

規模估計高達860億歐元(955億美元)。

歐元區財長提交各領導人的決定草

案顯示，包括稅收和養老金改革等六項

全面舉措必須在周三（7月15日）午夜

之前確定，而在救助協商開始前，希臘

議會須批准整個方案。

該草案還包括德國一項提議，即

如果希臘不能滿足條件，將讓希臘

“暫退”歐元區。但不是所有財長都

支持這個想法。歐盟一高級官員表示

，這樣做是非法的，相關內容不會留

在峰會聲明中。

齊普拉斯到達布魯塞爾後表示，他

希望“再次誠懇妥協”，保持歐洲的團

結局面。

但德國作爲歐元區救援行動最大的

出資國，其總理默克爾表示，開始商談

的條件還不具備。由于國內反對進一步

援助希臘的呼聲日益強烈，默克爾也表

現出謹慎態度。

如果希臘滿足條件，德國議會將在

16日開會，授權默克爾與德國財長朔伊

布勒啓動有關新貸款的談判。然後，歐

元集團財長們將在17日或周末再度開會

，正式啓動協商。

希臘方面對草案作出初步回應，一

位政府官員表示：“他們怎麽能在最後

關頭提出所有這些條件，卻不保障我們

能夠挺到下周？”

一位歐洲官員表示，歐元集團13日

的會議可能討論如何提供緊急融資以幫

助希臘暫時免于破産。

歐元區11日和12日在布魯塞爾就希

臘債務問題召開緊急峰會，希臘總理面

臨巨大壓力：支持歐洲的緊縮提案換取

救助，否則希臘將面臨金融系統崩潰、

被迫脫離歐元。

歐洲央行主席德拉吉12日表示，沒

有救助協議，他無法授權向希臘提供緊

急資金。

報道指出，如果齊普拉斯拒絕提案

，歐元區考慮的方案之一是，希臘可以

暫時退出歐元區。

希臘政府希望避免這樣的結局，並且

已經暗示可能會在緊急峰會上達成協議。

分析稱，齊普拉斯還有可能在本

周內調整內閣，調走一些反對進一步

緊縮的強硬派，從其他政黨請進一些

溫和派。

國際債權人估計，希臘可能需要

高達860億歐元的救助才能避免金融崩

潰。

歐元區國家的領導人從12日下午起

閉門磋商，爭取達成共識。此前，歐元

區財長舉行會談，並向峰會提出了一套

草案。

芬蘭財政部長斯塔布說，財長草案

中提出的前提條件之一是，希臘在周三

(15日)前通過新的法律。希臘必須在就

業、稅收、私有化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更

加嚴厲的緊縮措施。

報道稱，長達四頁的草案中也警告

，如果不能達成協議，希臘有可能“暫

時脫離歐元區”。

12日，歐洲債權方對希臘政府是否

有決心采取嚴厲的緊縮措施仍然存在疑

慮。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布魯塞爾緊急峰

會之前表，最重要的貨幣“信任”已經

喪失，不會不計“任何代價”地達成協

議。

她說，必須確信對整個希臘、整個

歐元區、以及合作原則上“利大于弊”

。默克爾還警告，談判“極端艱難”。

盡管歐洲提出的條件非常嚴厲，齊普

拉斯堅持說，希臘政府有准備簽署協議。

他說，“如果參與協商的各方希望如此的

話，今天(12日)有可能達成協議。”

法國總統奧朗德表示，希臘留在歐

元區非常重要，如果希臘被迫退出，意

味著“歐洲的退步”。

責任編輯：肖玉霞

顔歌袁80後最具實力女作家遥 曾獲華語文學傳
媒大奬年度潜力新人奬袁 著有 叶聲音樂團曳尧叶異獸
志曳尧叶我們家曳尧叶平樂鎮傷心故事集曳等遥
主要作品院平樂鎮傷心故事集
在叶平樂鎮傷心故事集曳中袁作者描繪了一幅幅

融合了日常與奇幻的川西小鎮的市民生活場景院不
斷在夜色與幻覺中看見白馬的小女孩渊叶白馬曳冤袁在
沸騰的慾望里跌撞尋愛的服裝店老闆娘 渊叶江西鎮
的唐寶珍曳冤袁中年人爲了生計或孩子斤斤計較地盤
算着袁可是關於他們的靑春記憶卻又不停地找尋着
他們渊叶奧數班 1995曳冤噎噎有的故事呈現了殘酷尧激
烈的靑春期心理渊叶照妖鏡曳冤袁有的場景則表現了寧
靜而溫暖的人情體驗渊叶三一茶會曳冤袁但無論是故事
人物對於金錢和慾望的妥協袁還是對於精神生活與
自由的追求袁全部都被作者壓縮在一個沙盤般的微
觀小鎮圖景中袁而這袁就是她所虛構的川西小鎮野平
樂鎮冶的故事袁也是我們所有人關於社會劇烈變遷
的 90年代末到 21世紀初的中國袁 一份親密的尧集
體式的靑春童年記憶遥

從叶五月女王曳到叶我們家曳袁顔歌一直在寫她的
平樂鎮袁寫小鎮世情袁寫風土人物袁從哀傷私密的個
人成長袁寫到豁達幽默的群體多聲道遥 她像一個跳
脫自如的孩童開發自己的語言疆域袁又不斷地回歸
到爲小鎮講故事這個迷人的野套子冶里頭遥

叶平樂鎮傷心故事集曳這部小説集也延續了平
樂鎮這個主題袁顔歌這次寫的是川西平樂鎮女人們
的故事袁女性角度的叙事讓這部小説呈現了一些敏
感細膩的氛圍院叶白馬曳里小女孩孤獨的幻覺尧叶照妖
鏡曳措手不及的性啓蒙尧叶三一茶會曳里獨屬於老人
圈子的微妙人際噎噎無論是呈現 90 年代末到 21
世紀初的中國縮影袁還是刻畫親密的集體式靑春童
年記憶袁在顔歌看來袁她寫的就是一群野傷傷心心地
哭過冶的鄉親遥

顔歌形容寫作猶如一個畫象的過程院一個優秀

的作家需要幾個線條甚至只是一個點袁就能勾勒出
一頭大象遥 這位畫着平樂鎮這頭大象袁把小鎮版圖
畫成一個世界的作家這樣歸結自己的成長院野我滿
了三十歲袁終于來到了一個作家的幼年時期袁至於
我到底會成爲一個什么樣的作家要要要這個故事才

剛剛開始遥 冶是的袁我們也在期待更多故事的開始遥
野她們都傷傷心心地哭過冶
叶平樂鎮傷心故事集曳
記者院新書名字叶平樂鎮傷心故事集曳袁我很好

奇袁爲何會用野傷心冶來命名呢钥
顔歌院這小説寫了五個故事袁有這個鎮上的五

個女人袁母親去世的小姑娘袁離了婚的中年女人袁沒
了老伴的老太婆袁故事寫了她們的日常袁跟其他孩
子打架斗嘴曰 出門相親耍朋友曰 喝茶會友寫點
詩要要要但我時常覺得這些故事里都有一句沒有寫袁
這一句是野她就走回家里袁傷傷心心地哭了一場冶遥
所有的這些人袁 她們都在家里傷傷心心地哭了袁但
是不寫出來袁不説出來袁就沒有人知道袁她們走出
門袁又是一個好人遥

只有我袁 我忘不了她們都傷傷心心地哭過袁所
以故事集的名字叫做野傷心冶遥

記者院叶平樂鎮傷心故事集曳里有着小鎮衆生相
的縮影袁這次你把更多細膩且緩慢的刻畫袁放在了
人物心靈成長史和人物的心理變化袁這是否與你選
擇用女性化的視角有着一定的關係钥

顔歌院所謂寫小説袁我個人的看法袁就是從細微
的去展示宏大的袁從瞬間的去表達永恆的袁所以再
大的叙事都得拖到塵埃里袁落到細節里遥 我一貫是
這么寫的遥 故事進展得慢袁看官們你們也不要忙慌遥
日子就是一天天過的遥

記者院叶平樂鎮傷心故事集曳的語言非常曉暢好
讀袁語言上有一種節奏式的流動感袁但有一些讀者
會覺得這樣的寫法太過野貼冶着故事袁缺乏一些異質
的粗糲感袁你在寫作的時候也有野貼冶着故事寫袁去
完整呈現這種眞實的意識嗎钥

顔歌院 我一直都以爲自己是一個不好讀的作

家袁以致每次有人買了我的書袁我都對對方懷着愧
疚遥 這么説來袁我不用愧疚了袁我還可以更任性一
點遥 所謂野粗糲感冶我也時常聽人談起袁會這么談的
人大概都把自己作爲作家的個人的身份在小説面

前看得過重遥 寫一個故事袁塑造一個人物袁我更喜歡
從故事和人物出發袁他們需要什么語言袁什么叙事
節奏袁什么四季風物要要要至於我袁我是一個渠道袁一
個誦經的小和尙遥

記者院一些時代的印記袁很多被你淡化處理進
了人物的私生活里面袁你是否會刻意去迴避掉一些
比較重大的時間痕迹袁而專注于讓人物自己爲時代
發聲钥

顔歌院怎么樣去寫大的時代印記袁大的歷史事
件袁這對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作家都是挑戰袁甚至可
以説是一個終極的挑戰袁我還在摸索遥 但是野以大寫
大冶的方法一貫讓我望而生畏遥
野與其説是幽默袁不如説我希望摸索到一種荒謬冶
記者院你談到叶白馬曳這篇小説史從兒童的視角

去寫袁 讓你找到了治愈寫作之重的藥要要要幽默袁我
發現你近期的寫作袁無論語言或者題材袁會偏向于
你所説的這種幽默的寫法袁 這種寫作意識的轉變袁
似乎是從叶我們家曳開始的钥 你覺得這兩部作品的幽
默有着一些承接和變化嗎钥

顔歌院應該是有的遥 與其説是幽默袁不如説我希
望摸索到一種荒謬袁前面説到書寫時代袁把握荒謬
的脈絡才可書寫我們時代的脈搏遥 這是我的看法遥

記者院當下許多的方言寫作袁很大程度上而言
是趨向對民間性書寫的回歸袁也有作家提出這種寫
法是在反映一種人際交流的狀况遥 你自己對方言寫
作是如何理解的钥

顔歌院我被問了一百次這個問題袁現在也是有
些逆反心理遥 寫方言寫普通話袁只是一個言説的方
式袁歸根結底袁還是得爲小説和小説傳達的圖景服
務遥 實際上寫野更眞實的話語冶是所有作家都會做的
事袁往之前去看袁賈平凹的作品袁陳忠實的作品袁甚
至老捨的袁汪曾祺的要要要所有的作家都無可避免寫

和自己更親近的環境袁會用這個環境中的語言遥 這
是寫小説的一般道理遥 我二十三四歲的時候領悟了
這個道理袁簡直可以説是晩熟遥

野這簡直是小説家的天堂冶
記者院城鄉結合部介于城市和鄉土之間袁從寫

作的角度來看袁這種中間形態與其他兩個地域有什
么不同和獨特之處嗎钥

顔歌院這個很難概括籠統地説遥 鄉村的人際關
係更親密緊湊袁城市則更爲疏離鬆散袁城鄉結合部
介于兩者之間遥 城鄉結合部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遥

我去國外做一些活動袁和那些大學的敎授們討論了
好幾次怎么表達野城鄉結合部冶袁你不能説是 subur鄄
ban袁因爲 suburban是有錢人住的好地方曰你也不能
説是 countryside袁因爲野城鄉結合部冶有一個商業的
城市的模型遥 最後我決定説 outskirt of the city袁也就
是 野城外面冶要要要這個例子是説城鄉結合部完全是

發展中國家特有的袁你在其他語言里找不到一個很
恰當的概括的對應袁 也就是説它是難以概括的袁複
雜的袁混合的要要要這簡直是小説家的天堂遥

作者自叙院我想要探索語言的不可譯性
我們生活在這樣的時代袁許多轟轟烈烈每天都

在發生袁在我生活的城市袁新的建築袁新的道路袁更
多的車輛袁更多的財富袁像洪水一樣在大地上蔓延
開來袁人們前所未有地激昂袁振奮袁充滿了自信遥 但
是我袁作爲一個小説家袁作爲一個職業的旁觀者袁我
被這種痛感所阻擋袁無法參與這場慶祝的盛會遥 我
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待着我們袁 我不知如何是
好袁 只能投身過去袁 寫我們的鄉鎮袁 寫我們的童
年要要要我並不爲此感到驕傲遥

這些年里袁我時常在中國以外的地方談到我的
故鄉袁郫縣郫筒鎮袁在我的小説中袁則是虛構的野平
樂鎮冶遥 我對異國人談到這些事情曰 我們的父老鄉
親袁親戚鄰里袁我們説的話袁我們吃的菜要要要但袁諷
刺的是袁我總是用另一種語言來談論他們袁我用異
國的語言來談論我所看見的本國圖景遥

在另一種語言里袁我反而想了更多關於我母語
的事遥 四川話袁中文遥 我樂此不疲地和翻譯們博弈袁
寫出會讓他們暗暗詛咒野不可譯冶的段落來要要要叶三
一茶會曳就是這樣一篇充滿不可譯的故事遥 小説的
可譯性渊translatability冤是檢驗其文學性的一條標準袁
這是我們都知道的曰另一方面袁我想要探索語言的
不可譯性袁 以及在什么樣的程度和怎樣的強度上袁
一篇小説作爲某種特定語言的文學性會得以發光

發亮遥
要要要節選自 叶平樂鎮傷心故事集曳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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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全球經濟風險 美聯儲加息立場更趨謹慎
綜合報導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對外發議息會議紀要。從紀要內

容看，絕大多數FOMC官員希望在加息前獲

得更多資訊。與會者認為，在影響美國經

濟活動和勞動力市場風險因素處於均衡狀

態的情況下，應對美國未來經濟前景持謹

慎立場，既要密切關注美國消費者支出緩

慢增長狀況，更要警惕全球經濟風險對美

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影響。這些風險主要

包括：希臘是否能與債權人達成協定；海

外經濟增長情況如何，特別是中國和其他

新興市場的經濟狀況。

會議紀要對美國經濟大體給出了正面

評價，勞動力市場持續改進使工資開始出

現上漲壓力，企業雇傭增加，房地產市場轉

好，油價和美元趨於穩定對通貨膨脹的負面

影響正在消失。在全球經濟前景不確定的大

背景下，紀要沒有顯著的信號顯示美聯儲具

體加息的時間和節點，鴿派和鷹派持續存在

分歧。

根據會議紀要，一些FOMC官員認為美國

國內經濟有向好跡象，因此今年應該加息。幾

位FOMC官員稱，美國勞動力市場的閒置程度

已經降低，更有FOMC官員則認為勞動力市場

的閒置情況在年底前會消失。與以往類似，一

些FOMC官員擔心，美聯儲如果錯過加息最佳

節點，可能會被迫以更快速度或更高幅度加

息，會影響金融系統的穩定性。因此，一些

FOMC官員則認為，加息的經濟條件已經具備

或將很快具備。

會議紀要顯示，FOMC官員對於希臘經濟

問題存在嚴重憂慮，希臘及其官方債權人若不

能解決彼此之間的分歧，或將造成歐元區的金

融市場震蕩，可能對美國產生風險溢出效應。

海外市場的波動如果出現風險蔓延，將會繼續

影響到美聯儲加息進程。

令人關注的是，FOMC首次指出，為了與

市場更好地溝通，已經制定了開始緊縮貨幣政

策後的溝通策略。該策略的主要內容是：除了

同以往一樣在FOMC議息會議後公佈聲明以

外，還將另外公佈一份聲明，也就是所謂的

“實施文件”，旨在“將圍繞FOMC政策立場

相關決定的具體措施與公眾溝通”，但沒有說

明這一文件將在何時公佈。

在議息會議結束後，美國國內經濟數

據喜憂參半，尤其是就業數據。美國勞工

部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6月份非農部門新

增就業崗位 22.3 萬個，失業率從前月的

5.5%降至 5.3%，表明美國勞動力市場持續

改善。但是，就業增長出現放緩趨勢。衡

量薪資和通脹的指標雖轉強，但並未顯示

出將朝美聯儲確定的目標方向發展。同時，

經濟增長似乎已在第一季度萎縮後反彈，

但幅度不大。

此前，市場普遍預期美聯儲將在9月份首

次加息。分析人士認為，美國國內經濟數據喜

憂參半，再加上希臘債務違約和海外金融市場

動蕩，美聯儲未來加息的立場將更趨謹慎。6

月份的FOMC會議紀要表明，形勢的最新發展

將可能使美聯儲放慢加息進程。

連平：下半年經濟將緩中趨穩

或有 1-2 次降準
綜合報導 他建議要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

降低融資成本，並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

日前對我國下半年的宏觀經濟形勢進行了一系列預

測。他表示，下半年經濟運作將緩中趨穩。出口增速將

回升，但國內外新環境下出口潛在增長能力下降，全年

出口只能實現3.2%左右的低速增長。他同時稱，財政政

策和貨幣政策仍有調控空間，預計2015年經濟增速前低

後穩。下半年，存款準備金率不會大幅下調，可能會有

1-2次、每次下調0.5個百分點。

連平告訴記者，下半年物價水準仍將低位徘徊。CPI

小幅回升，全年漲幅在1.5%左右，低於去年；PPI降幅收

窄，工業通縮壓力將有所減緩，但負增長態勢仍將延

續，全年同比-4%。

他表示，經濟增長存在兩大不確定性因素：一

是房地產市場成交回暖能否持續以及能否在年內帶

動房地產投資回升；二是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債務

置換和推廣 PPP 項目能否解決基建投資的資金來源

問題。

談及人民幣匯率問題，連平告訴記者，受全球

貨幣政策分化、跨境資本流動繼續振蕩、資本流出

壓力有所緩解、人民幣可能加入 SDR 等因素的綜合

影響，人民幣匯率將保持總體平穩，不會明顯升值

或貶值。

“但不確定因素仍在，匯率運作仍可能會有波

動。”連平說，預計年末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將為

6.12 左右，即期匯率在 6.22 左右，人民幣有效匯率保

持穩中有升。

他同時表示，下半年存款利率上限存在徹底放開的

機會；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加快，個人對外投資有望取

得突破；除存貸比取消外，放開商業銀行業務範圍、允

許綜合經營、放鬆分支機構準入限制等也是《商業銀行

法》修改中值得關注的重要方面。

談及房地產市場，連平告訴記者，下半年將有

三股力量支撐房地產銷售繼續回暖：一是政策的持

續刺激，成為短期內提振樓市的“發動機”；二是

開發商加大推盤，為促進銷售擴大提供了“推進器”；

三是購房者預期看漲，是推升量價持續上行的“催

化劑”。

政策方面，決策層仍然具有通過穩樓市來穩經濟的

動因，後續利好房地產的政策調整可能仍有，但大力度

放鬆的空間不大，較可能出現在銀行個人房貸、公積金

貸款、交易稅費以及限外政策等方面。

此外，連平表示，未來為促進經濟運作企穩並走出

拐點，有必要全面審視已有的政策，針對性地開展調

整，去除政策障礙和制度瓶頸，形成宏觀調控的政策合

力，同時更好地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對此，他提出六點建議：一是合理引導房地產市場

平穩健康發展；二是務實推進“中國製造2025”有效落

地；三是提升居民收入水準和改善消費環境；四是提升

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效率；五是貨幣政策重在進一步疏

通傳導渠道，降低融資成本；六是建議保持人民幣匯率

基本穩定。

20152015中國中國與全球化圓桌論壇
聚焦全球命運共同體

綜合報導 由中國與全球化智

庫（CCG）、中國國際人才專業委

員會、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學會聯合

舉辦的“全球命運共同體與中國企

業發展新思路——2015中國與全球

化圓桌論壇”在北京舉行。論壇匯

聚官、產、學各界精英，共同把脈

全球化浪潮，探尋中國企業全球化

路徑。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何亞

非，原國家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

圖，香港恒隆地產董事長陳啟宗，

原中國駐法大使、外交學院原院長

吳建民，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

所所長鄭永年在圓桌論壇中分別致

開幕詞。

龍永圖表示，現在中國提出的

共同體概念實際是過去雙贏戰略的

升級版本，是參與經濟全球化重要

的思想基礎。表面上全球貿易體制

被空前的削弱，全球化處於倒退的

狀態，而多種貿易協定、區域貿易

等卻蓬勃發展，但從長遠看，如果

區域貿易是開放而包容的協定，這

能推動全球化的發展。

本次圓桌論壇議題一以“從本

土公司到全球公司：中國企業創新

發展新路徑”為主題。與會嘉賓指

出，企業在國際化浪潮中要把握大

勢，心中要有大格局，在大勢和大

格局中尋找商機。而目前大勢是

“高水準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

尤其要認識“一帶一路”倡議的引

擎作用，加強國際產能合作，營造

互利共贏局面。

在本次圓桌會午餐會“全球化

創業浪潮”中，與會嘉賓提到，大

眾創業、萬眾創新要避免走入從眾

的思路。如中國目前存在一些時髦

學位，但實際上實體經濟未必需要

這樣的學位。

在本次圓桌論壇議題二“從亞

洲價值觀到亞洲共同體議題”中，

與會嘉賓指出，亞洲價值觀並不具

排他性，東方與西方應站在更高的

高度審視彼此，從文化意義上解讀

亞洲價值觀勝於從意識形態意義上

進行解讀。亞洲是地理概念，在利

益共同體基礎上形成命運共同體更

具有實際意義。

在本次圓桌會圓桌論壇三“人

民幣國際化與一帶一路建設”議題

中，與會嘉賓認為，人民幣國際化

進程中需本國銀行起主導作用，而

以往中國企業國際化的程度遠高於

中國的銀行的國際化程度，中國的

銀行需要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發

揮重要作用。

在一整天的論壇中，與會嘉賓

探討了“中國企業創新發展新路

徑”、“全球化創業浪潮”、“從亞

洲價值觀到亞洲共同體”、“人民幣

國際化與‘一帶一路’建設”、“中國

在全球化時代的新階段”等議題。

約80位各界人士出席本次論

壇，其中包括何亞非、龍永圖、吳

建民、陳啟宗、曹德旺、王輝耀、

徐小平、鄭永年、丘成桐、張亞勤、

邱震海、金燦榮、查道炯等官、產、

學界精英。

據主辦方介紹，為充分發揮中

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化

進程中新的領軍作用，加快中國企

業國際化發展，把握經濟發展、世

界貿易、網際網路創業、一帶一

路、亞投行、人民幣國際化等熱

點 話 題 ， 中 國 與 全 球 化 智 庫

（CCG）等舉辦本次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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