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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浙江省海外人才政策發布暨高層次人才洽談會
休斯頓盛大召開

衷心鳴謝：
(休斯敦)中國旅美專家協會
(休斯敦)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浙江大學休斯敦校友會
大休斯敦地區聯合校友會
達拉斯福特沃斯中國旅美專業人士協會
奧斯汀華人專業人士協會
大聖安東尼奧華人專業人士協會
大休斯敦地區清華大學校友會
(休斯敦)中國海外石油校友會
北京大學休斯敦校友會
美國化工協會(休斯敦)
美南浙江同鄉會
中國科大休斯敦校友會
休斯敦華夏學人協會

網上提前註冊網上提前註冊
的與會人員在工作的與會人員在工作
人員的幫助下領取人員的幫助下領取
胸牌胸牌..

此次此次20152015浙江省海外人才政策發布暨高層次人才洽談浙江省海外人才政策發布暨高層次人才洽談
會共有會共有130130多個企業多個企業,,孵化平台孵化平台,,教育機構參加教育機構參加,,吸引了幾千休吸引了幾千休
斯頓優秀人才的參與斯頓優秀人才的參與.. 企業與個人企業與個人,,企業與企業得到良好溝通企業與企業得到良好溝通
與合作交換與合作交換..

參與本次浙江省休斯頓海外人才政策發布暨高層次人參與本次浙江省休斯頓海外人才政策發布暨高層次人
才洽談會的企業有巨化集團才洽談會的企業有巨化集團、、浙江中控集團浙江中控集團、、正泰集團正泰集團、、
保億集團保億集團、、浙江省能源集團浙江省能源集團、、浙江省國際貿易集團浙江省國際貿易集團、、浙江浙江
省物產集團省物產集團、、浙江省糧食集團浙江省糧食集團、、杭州汽輪動力集團杭州汽輪動力集團、、浙江浙江
華海藥業股份華海藥業股份、、浙江仙琚制藥股份浙江仙琚制藥股份、、永安期貨永安期貨、、浙商證券浙商證券
、、浙江萬盛股份浙江萬盛股份、、浙江閏土股份浙江閏土股份、、滄海控股集團滄海控股集團、、躍華控躍華控
股集團股集團、、星際控股集團星際控股集團、、寶石新集團寶石新集團、、浙江東豪集團等浙江東豪集團等8080
多家大中型企業多家大中型企業；；舟山群島新區舟山群島新區、、杭州未來科技城杭州未來科技城（（海創海創
園園）、）、杭州高新區杭州高新區、、溫州高新區溫州高新區、、南太湖產業集聚區南太湖產業集聚區、、中中
國歸谷嘉善科技園國歸谷嘉善科技園、、麗水開發區等麗水開發區等3030多家大創業平臺多家大創業平臺；；浙浙
江大學江大學、、浙江省農科院浙江省農科院、、溫州大學等溫州大學等99所高校科研機所高校科研機。。

浙江省委組織部浙江省委組織部
副部長副部長，， 省委人才省委人才
辦主任姚誌文先生發辦主任姚誌文先生發
表講話表講話..

本次洽談會宣傳本次洽談會宣傳、、推介了浙江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和留學人推介了浙江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和留學人
員創新創業環境員創新創業環境；；發布了發布了20152015年浙江省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年浙江省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科科
技項目需求信息和海外人才政策技項目需求信息和海外人才政策；；現場的交流與對接洽談取得了現場的交流與對接洽談取得了
良好效果良好效果..

本報記者孫雯報道

（本報記者黃梅子） 女人愛“面子”，
男人愛“裏子”。女人的“面子”是漂亮，而
男人的“裏子”是性能力。如果性能力不強，
再英俊再有錢的男人都會底氣不足。其實，在
實際生活中，許多外表頗具男性魅力的“大丈
夫”們卻往往心存難言之隱。現今社會，隨著
經濟的高度發展，男性的壓力比以前倍增，陽
痿早泄的男人呈現上升的趨勢。近年來，國內
外不斷有文獻報道，男性早泄已呈現年輕化和
不斷上升的趨勢。不能雄起的男人越來越多，
而且很多人諱疾忌醫，不願意去看醫生。而去
看西醫的話，醫生只能開些“偉哥”，治標不
能治本。西藥是激素藥，並不能真正治療各種
因素造成的陽痿。中醫認為吃“偉哥”是越吃
越痿，越用越危險！用“偉哥”治療陽痿的病
人到晚期就是吃 1 盒西藥也不管用了，用西藥
“偉哥”的男士40 歲如同80歲，原因是傷肝傷
腎副作用到了頂點，無法再挽救！

其實，治療陽痿早泄，中醫比西醫效果好
，只是治療時間要長一些，吃的藥要多一些，
但能從根本上改善或治愈此癥。用中藥調理使
男人越來越年輕，越來越強壯，可以說用中藥
調理的男士是80歲如同40歲，與西藥治療正好
相反。西藥是化學制劑，中藥是營養品滋養身
體，這就是最大的區別。

中醫重視陽痿早泄的病因分析，立足於內
在臟腑闡述早泄的病理機制，重視把握病癥的
證候性質。治療重病因，主張治養結合；強調

審因論治，毋專事固澀；明辨臟腑，協調臟腑
生理功能；把握虛實主次，免犯虛虛實實之
戒。

陽痿在我國最早的醫籍《黃帝內經》中稱
之為“陰痿”，陽痿的病名大約源於明代。
陽痿的病因歷代醫家的認識大致相同。《內經
》把陽痿的成因歸之於“氣大衰而不起不用”
，認為元氣虧虛是陽痿的重要成因。《靈樞•
經脈》篇則認為“熱則筋弛縱不收，陰痿不用
”，認識到邪熱傷筋脈也可致陽痿。中醫對早
泄的最早記載，可追溯到隋代巢元方的《諸病
源候論》。明清以後，古代醫家將早泄作為一
種疾患提出，並總結了一些治療方法， 確有神
奇療效。

康美藥業的中醫師Grace出身於中醫世家，
從 8 歲起就跟隨爺爺采藥制藥，15 歲就獨立開
處方，加上中醫學院的理論和多年的實踐相結
合，在張家界慈利人民醫院坐堂問診時，每天
掛她號的病人排成長龍。Grace 來到美國後，創
立了康美藥業——集疾病治療和制藥加工於一
體的一站式服務，獨樹一幟。中醫師Grace指出
：治療陽痿早泄應該根據病人的不同體質、病
因差異而投以不同藥材和用量，力求治本。如
果患者自己誤信民間壯陽藥、春藥， 往往只能
逞一時之快，後果會變得更為嚴重。

那麼， 怎樣的“補腎”療法可確實提振男
性雄風？ Grace說，食補、藥補是中國人特有的
養生之道，而多數陽痿患者多靠自己尋求偏方

或食療， 忌諱就醫，這是最要不得的，效果反
而適得其反。導致陽痿的因素非常多，基本上
， 可區分為器質性病變和心因性病變。器質性
病變如靜脈漏、前列腺病變、 糖尿病或結核病
所引起的局部充血狀況不佳；心因性病變則如
壓力、疲勞所致。 其他因衰老所導致的退化，
或飲食不當損傷脾胃等引起的消化性疾病，都
有可能影響性功能。

陽痿早泄的中醫治療方法具體有以下六
點：

1. 命門火衰型癥見陽事不舉，精薄清冷，
頭暈耳鳴，面色蒼白，畏寒喜熱，精神萎靡，
腰膝酸軟，舌淡苔白，脈來沈細，尺脈尤弱。

治宜：溫補腎陽。
2. 陰虛火旺型多見於青壯年，有手淫史，

能舉，但臨事即軟，伴有早泄、心悸出汗，精
神緊張，口渴喜飲，腰膝酸軟，足跟疼痛，溲
黃便幹，脈細帶數，舌紅苔少，或有剝苔龜裂
等癥。

治宜：滋陰降火。
3. 驚恐傷腎型癥見陽萎不舉或舉而不堅，

膽怯多疑，心悸易驚，面白少氣，寐不安寧，
精神不振，舌質淡青，苔薄白或膩，脈弦細。

治宜：益腎寧神。
4. 心脾兩虛型癥見陽事難起，面色萎黃，

不思飲食，精力疲乏，心悸少寐，大便溏薄，
舌淡苔少，脈細弱。

治宜：補益心脾。

5.抑郁傷肝型癥見陽萎、精神抑郁不悅，胸
脅滿悶，沈默少言，食減納呆，或見緊張，焦
急，多慮，舌淡紅苔薄白，脈弦。

治宜：舒肝解郁。
6.濕熱下註型癥見不舉，下肢困重，小便澀

滯或尿後余瀝，或兼舌苔黃膩，脈來漏數。
治宜：清熱化濕。
中醫師Grace堅持同病異原則。“同病異治

”是指表現相同的疾病，可因人、因時、因地
的不同，或由於病情發展、病機變化、正邪消
長等差異，采取不同治法。中醫師Grace強調全
身辨證。全身辨證主要是結合望、聞、問、切
，即通過望神色形態和舌象、聞聲音嗅氣味；
問主訴、病史、診療過程、問寒熱、汗液、二
便、接觸史等；切脈、觸按局部病變等，四診
合參，綜合判斷病邪性質、患者氣血盛衰、臟
腑功能狀況。只有做到了詳細的問診和全身辯
證，Grace才會開出藥方，開出藥方後，她的康
美藥業提供會中藥濃縮、磨粉，加工成蜜丸、
膠囊或湯劑，方便病人服用。對於陽痿早泄患
者，飲用藥酒是一個很好的治療方法，每日定
量飲上幾杯，很快就能見到療效。
趕快致電Grace，讓中醫國術助您重振雄風！

HBT康美藥業
地 址 ： 9931 Harwin Dr, ＃ 132，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832-628-3886，電子郵件：gtherb-

als@gmail.com。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中藥有奇效中藥有奇效！！药酒药酒

陽痿陽痿———男人的硬傷—男人的硬傷！！

定做中藥膠囊定做中藥膠囊

重振雄風重振雄風———中醫中藥治療陽痿早泄—中醫中藥治療陽痿早泄！！

男人的難言之男人的難言之

責任編輯：X X

渊三分之二冤

原料：
小麦面粉 100克、猪肉 100克、韭菜 100克、水 60克、食盐 2克、生抽 2克、白糖 2

克、芝麻油 10克、植物油 10克

做法：
1、猪肉剁成馅，加入生抽、盐和白糖，再加入芝麻油，搅拌均匀

2、韭菜洗净后切碎，倒入肉馅中，混合均匀

3、面团原料混合成团，醒 30分钟，分成四份

4、每份擀成圆饼形，包入馅料

5、收口，平底锅中放少许植物油，馅饼放锅中，用小火慢烙

6、正反面都要烙成金黄色即可

肉末韭菜烙饼

1韭菜剁辣椒
原料：
韭菜 1把、香菜 1棵、红尖椒 1个、尖椒 1个

调料：
食盐适量、味精适量、香油适量、酱油适量

做法：
1、韭菜和香菜洗好后一定要控干水分

2、尖椒、韭菜和香菜，要切不要剁，否则会大量出水

3、切好的蔬菜先用香油拌匀，再加其他调料，可以适当减缓水分的析出

4、用露天的韭菜、尖椒和香菜，做出的味道最纯正

5、现拌现吃

本
報
記
者

黃
麗
珊
攝
影

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劉佳音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劉佳音,,財務長胡麗玲財務長胡麗玲,,副會長周宏副會長周宏,,
理事王家驄理事王家驄,,張世勳張世勳,,戴啓智戴啓智,,榮譽顧問黎淑瑛榮譽顧問黎淑瑛,,方台生方台生,,劉伯母及劉伯母及
僑務委員劉秀美熱心參加美南國建會午餐會僑務委員劉秀美熱心參加美南國建會午餐會

美南國建會王國治會長美南國建會王國治會長,,劉耀華博士在午餐會劉耀華博士在午餐會
頒發頒發[[傑出服務獎傑出服務獎]]給陳天生前會長給陳天生前會長,,感謝陳博士多年感謝陳博士多年
來對國建會服務不遺餘力來對國建會服務不遺餘力,,貢獻良多貢獻良多

[[ 學生研究壁報比賽學生研究壁報比賽]]第三名曾子殷第三名曾子殷,,第二名李彥君第二名李彥君,,第第
一名李怡潔一名李怡潔,, 頒獎人美南國建會劉耀華博士頒獎人美南國建會劉耀華博士,,駐休士頓台駐休士頓台
北經文處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北經文處教育組周慧宜組長,,主席胡先葳主席胡先葳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主講人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主講人 Center PointCenter Point
EnergyEnergy 經理經理Jewel SmithJewel Smith分享婦女與少數族裔中小企業商業分享婦女與少數族裔中小企業商業
契機契機..工商婦女會財務長及工商婦女會財務長及iWeniWen國際公司總裁黄春蘭分享如國際公司總裁黄春蘭分享如
何申請德州州政府的中小企業商業證書何申請德州州政府的中小企業商業證書,,廖秀美廖秀美,,李迎霞前會李迎霞前會
長長,,吳展瑩理事吳展瑩理事,,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委員劉秀美,,黎淑瑛等出席午餐會黎淑瑛等出席午餐會

美南國建協進會美南國建協進會20152015年年會暨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盛大舉行年年會暨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盛大舉行

德州州長代表德州州長代表Ashlei KelloughAshlei Kellough女士於女士於66月月66日在日在
SUGAR LAND MARRIOTT HOTELSUGAR LAND MARRIOTT HOTEL頒發州長賀函頒發州長賀函,,
由美南國建會王國治會長代表接受由美南國建會王國治會長代表接受,,共和黨共和黨 HarrisHarris
CountyLydia ElstehCountyLydia Elsteh主管在場觀禮主管在場觀禮..

美南國建會王國治會長美南國建會王國治會長,,劉耀華博士在午餐會頒發劉耀華博士在午餐會頒發[[傑出傑出
成就獎成就獎]]給給A.O.IA.O.I公司總裁林誌祥博士公司總裁林誌祥博士,,葉宏志介紹他的公司葉宏志介紹他的公司

駐 休駐 休
士頓台北經士頓台北經
文處教育組文處教育組
周慧宜組長周慧宜組長,,
科技組游慧科技組游慧
光組長光組長,,何英何英
剛夫婦剛夫婦,,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黄文鴻教授在午餐會作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黄文鴻教授在午餐會作[[
生物醫學工業與台灣健康生物醫學工業與台灣健康]]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分詳盡介紹台灣生物醫＋分詳盡介紹台灣生物醫
學工業的現況學工業的現況,,美南國建會王國治會長美南國建會王國治會長,,林欣慧準會長於午餐會林欣慧準會長於午餐會
合影合影

國泰銀行德州地區國泰銀行德州地區
經理陳明華經理陳明華,,廖佩君廖佩君,,王王
吟昭等贊助美南國建會吟昭等贊助美南國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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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mile Dental
微微微 笑笑笑 牙牙牙 科科科

新店開張，特別優惠
全口檢查+普通洗牙+笑氣

$$$$$$$$$$$$$$$$$$$$$$$$$$$$$$$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851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位於時代廣場（金殿和小肥羊火鍋之間）
電話 : 832-831-4956（開診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 am - 6:00 pm）微信: wesmiledental

波士頓大學牙醫學博士
中國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碩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ADA)

Jefferson Dental Clinics 門診主任

王 成
牙醫博士 D.M.D.

• 拔牙，補牙，鑲牙，植牙，近二十年牙科臨床經驗
• N2O 笑氣鎮靜結合STA電腦麻醉機，

全新的無痛牙科治療體驗
• 設備先進，價格合理，交通便利，

接受多種牙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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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臻牙醫博士
Zane Yang DDS & Heidi Tang DDS

牙醫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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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713-773-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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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dation
˙超薄烤瓷美容貼面

本診所為您全家本診所為您全家
提供全套牙科服務提供全套牙科服務

門診時間：
周 二 至 周 五:
9AM-6PM

周六: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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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ty years ago, an unthinkable and now unmentionable calamity that had never
been seen befor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humanity occurred. But the tragedy, even 70
years ago, is still unforgettable. And the trauma that World War II brought to all of man-
kind so many years ago, still haunts all peoples of the world today while it also still
guides the events of daily life.
The war broke out in 1939 and ended in1945 and was the largest war in modern history,
with more than 100 million military personnel being mobilized and directly involved in
this world conflict. Included in the sad events of the war were the tragic Nanjing Massa-
cre in China and the Holocaust in Europe.
For the first time Japanese germ warfare was carried on against Chinese soldiers and ci-
vilians, and finally, for the first time United States dropped two atomic bombs on Japan
to put a finish to the war disaster. There were a total of 50 million to 70 million deaths
caused by the war -- the largest number of deaths in the history of war.
Learning about history is like holding up a mirror to reflect the past to teach us a lesson.
This year the world will hold many different forms of commemoration of World War II.
From Moscow, Minsk, Warsaw, Berlin, Paris and other famous international cities, to
Auschwitz, the beaches of Normandy, the Berlin Wall, Mitte Jewish cemetery and so
many famous war relics – all these events and places and more remind posterity to me-
morialize the many martyrs and keep in mind the war and the world's struggle against
the fascist powers of that time.
Recently, the 69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by consensus a resolution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World War victory. It is well-documented in many ways and the truth remains that
World War II for all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Asia, Europe and other regions caused untold suffering to millions of people.
Also in remembrance of the war, the Chinese People's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70th Anniversa-
ry will be held in September in Beijing and will include a spectacular military parade in Tiananmen Square. This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celebrations since Xi Jinping became
China's top leader.
In Houston,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70th anni-
versary of victory in World War II will be held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vent, and Diversity and Prayer for World Peace
will be the event's theme.
The peace and diversity event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will attract thousands
of ethnic peoples from multiple backgrounds includ-
ing Jewish, Asian, Latino, African and they will rep-
resent the wishes of the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the many voices from the diverse peoples while
praying for world peace under the same sky.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 The coming commemora-
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
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Wea H. Lee
Houston, Texas

May 9, 2015

Wea H. Lee

A Message From Wea H. Lee, Chairman, Southern News Group

Members of an American landing unit help their exhausted
comrades ashore during the Normandy invasion, in this

June 6, 1944, photo taken near Sainte-Mere-Eglise, France.

World War II (WWII or WW2), also
known as the Second World War (af-
ter the recent Great War), was a glob-
al war that lasted from 1939 to 1945,
though related conflicts began earlier.
It involved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world's nations—including all of the
great powers—eventually forming two
opposing military alliances: the Allies
and the Axis. It was the most wide-
spread war in history, and directly in-
volved more than 100 million people
from over 30 countries. In a state of
"total war", the major participants
threw their entire economic, industrial,
and scientific capabilities behind the
war effort, erasing the distinction be-
tween civilian and military resources.
Marked by mass deaths of civilians, in-
cluding the Holocaust(during which ap-
proximately 11 million people were
killed) and the strategic bombing of in-
dustrial and population centers (dur-
ing which approximately one million
people were killed, including the use
of two nuclear weapons in combat), it
resulted in an estimated 50 million to
85 million fatalities. These made
World War II the deadliest conflict in
human history.
The Empire of Japan aimed to domi-
nate Asia and the Pacific and was al-
ready at war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
na in 1937, but the world war is gener-
ally said to have begun on Septem-
ber 1, 1939 with the invasion of Po-
land by Germany and subsequent dec-
larations of war on Germany by
Franc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From late 1939 to early 1941, in a se-
ries of campaigns and treaties, Ger-
many conquered or controlled much
of continental Europe, and formed the
Axis alliance with Italy and Japan. Fol-
lowing the Molotov – Ribbentrop Pact,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 parti-
tioned and annexed territories of their
European neighbors, including Po-
land, Finland and the Baltic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were the only Allied
forces continuing the fight against the

Axis, with campaigns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Horn of Africa as well as the
long-running Battle of the Atlantic. In
June 1941, the European Axis powers
launched an invasion of the Soviet
Union, opening the largest land the-
ater of war in history, which trapped
the major part of the Axis' military forc-
es into a war of attrition. In December
1941, Japan attack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territories in the
Pacific Ocean, and quickly conquered

much of the Western Pacific.
The Axis advance halted in 1942
when Japan lost the critical Battle of
Midway, near Hawaii, and Germany
was defeated in North Africa and
then, decisively, at Stalingrad in the
Soviet Union. In 1943, with a series
of German defeats on the Eastern
Front, the Allied invasion of Italy
which brought about Italian surren-
der, and Allied victories in the Pacific,
the Axis lost the initiative and under-
took strategic retreat on all fronts. In
1944, the Western Allies invaded
France, while the Soviet Union re-
gained all of its territorial losses and
invaded Germany and its allies. Dur-
ing 1944 and 1945 the Japanese suf-
fered major reverses in mainland Asia
in South Central China and Burma,
while the Allies crippled the Japanese
Navy and captured key Western Pacif-
ic islands.
The war in Europe ended with an inva-
sion of Germany by the Western Al-
lies and the Soviet Union culminating
in the capture of Berlin by Soviet and
Polish troops and the subsequent Ger-
man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on 8
May 1945. Following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by the Allies on 26 July
1945, the United States dropped atom-
ic bombs on the Japanese cities of Hi-
roshima and Nagasaki on 6 August
and 9 August respectively. With an in-
vasion of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imminent, the possibility of additional
atomic bombings, and the Soviet
Union's declaration of war on Japan
and invasion of Manchuria, Japan sur-
rendered on 15 August 1945. Thus
ended the war in Asia, and the final
destruction of the Axis bloc.
World War II altered the political align-

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The United Nations (UN) was estab-
lished to foster international co-opera-
tion and prevent future conflicts. The
victorious great powers—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Chin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France—be-
came th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d as rival superpowers, setting
the stage for the Cold War, which last-
ed for the next 46 years. Meanwhile,
the influence of European great pow-
ers waned, while the decolonization of
Asia and Africa began. Most countries
whose industries had been damaged
moved towards economic recovery.
Political integration, especially in Eu-
rope, emerged as an effort to end
pre-war enmities and to create a com-
mon identity.

Japan Surrenders August 1945May 7th, 1945 Germany Surrenders To Allies

Japan's Deputy Chief of Staff in China Takeo Imai led a delegation to
Zhijiang, Hunan Province, to negotiate the Japanese surrender in
China. On September 9, 1945,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ld a ceremony in Nanjing to accept Japan's surrender.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Chinese Army Ho Ying-chin received
the surrender of Japanese forces from Yasuji Okamura,

commander-in-chief of Japan's China Expeditionary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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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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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

World War II Ended 70 Years Ago

The Central Daily News in
Chongqing reported the end of the

war with the headline,“Japan
Surrenders!”

U.S. Gen. Dwight D. Eisenhower (left), commander of Allied forces in
Western Europe, sits in the back of a jeep with U.S. Army Chief of Staff
Gen. George C. Marshall, as he waves to spectators at the Washington

National Airport, in Arlington, Virginia, on June 18, 1945, in this
handout photo provided by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Photo/Reuters)

Japan Surrenders to the U.S. at Tokyo Bay,September 2, 1945

Alfred Jodl, center, signs th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ending Nazi
Germany's involvement in World War II in Rheims on May 7, 1945

綜合報導 美國女童福特雖然只

有9歲，卻擁有宏大志願。她自從5

歲在街上看見露宿者的苦況後，便立

志要幫助他們，其後開始在家中種菜

贈送給露宿者，今年更親自動手建造

流動屋讓他們居住。

別小看福特年齡小，她對工作親

力親為，使用釘槍及電鑽等工具非常熟

手，較危險的工序如用電鋸則請大人協

助。她建造的流動屋絕不馬虎，內裏做

好保暖，墻身設有窗戶保持通風。

她的義舉獲家人支援，母親向市

政府商討放置流動屋地點，身為外判

商的祖父則提供專業意見。

9歲女孩樂於助人
親自為流浪漢
建造流動小屋

美國城市暴力犯罪率上升
恐將重新回到上世紀70年代的水準

飛機上辦即興婚禮
場面超溫馨 空姐當花童

綜合報導 紐約州州長安德魯· 科莫

6日說，兩名殺人犯從紐約上州靠近加

拿大邊境的一家安全級別最高的監獄中

越獄。據稱，兩名殺人犯使用電動工具

切割墻壁和金屬管道，穿過隧道，並最

終從監獄外的沙井脫身。目前，超過

200名執法人員動用警犬和直升機正在

周圍展開嚴密搜索。

安德魯· 科莫當天下午在事發監獄舉

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說，這是一起經過精心

策劃的陰謀。執法人員正在追蹤逃犯。

紐約州警察公佈了兩名通緝犯的照

片。紐約州警表示，6日早晨，位於紐

約上州丹尼摩拉鎮的克林頓監獄獄警在

例行檢查中，發現關押在相鄰牢房的兩

名囚犯不見了。獄警搜索發現，兩名囚

犯從監獄後部被切割出來的洞逃脫了。

據報，他們爬上一個六層樓高的狹小通

道。監獄方面估計，其後，兩名囚犯使

用電動工具在金屬墻及管線上鑽孔，最

終通過隧道逃出監獄。

當局表示，最後一次見到兩名囚犯

是5日晚22時30分左右。

警方公佈資訊顯示，兩名逃犯分別

為48歲的理查德· 馬特和34歲的大衛·

斯威特。大衛· 斯威特2002年殺害了布

魯姆縣一名副治安官，犯有一級謀殺罪

，被判終身監禁且不能保釋。理查德·

馬特1997年因綁架並致人死亡被判25

年監禁。

當局表示，還有許多問題需要破解

，其中包括兩名謀殺犯是如何獲得的電

動工具。目前正在調查是否監獄的承包

商丟失過電動工具。

紐約州警表示，目前來自多個機構

超過200名執法人員，動用警犬和直升

機在周圍展開嚴密搜索。警方已經設置

路障，嚴防兩人逃出邊境，並警告民眾

不要接近或收容兩人。

公開資料顯示，位於紐約上州的克

林頓監獄，建於1844年，是紐約州戒備

最森嚴的監獄，也是紐約州第三古老的

監獄。州長安德魯· 科莫說，自建造以

來，這是第一次有犯人從這座紐約州最

高安全級別的監獄中逃脫。

綜合報導 結婚是人生大事，誰都

希望能夠隆重正式，但是沒錢辦婚禮可

怎麼辦？這難不倒腦洞大開的民眾，有

人就在飛機上辦了場不要錢的婚禮。

新娘蒂娜和新郎查爾斯2005年相識

相戀，但兩人工資低且還有大筆助學貸

款，因此婚禮也就一拖再拖。直到十年

後，兩人終於決定要來場裸婚，先飛到

西雅圖，再開車到聖地亞哥登記結婚。

沒想到兩人搭乘的捷藍航空班機知道後

，竟即興為兩人準備了獨特的婚禮。

乘務員先隆重向乘客介紹兩人，隨

後空姐當花童在現場撒花，可惜沒有花

，只能拿餐巾充數。不久新娘頭頂塑膠

袋拼湊的白色頭紗緩緩出場。兩人在乘

務員的見證下，宣讀結婚宣言。更讓人

大跌眼鏡的是儀式最後，兩人交換的不

是戒指，竟是航空公司的羽翼胸針。

看著這對貧苦夫妻的愛情修成正果

，很多乘客為之感動。竟有人拿出薩克

斯風，吹了起來。這對夫婦也伴著音樂

，在走廊跳起了兩人婚禮上的第一支舞

，真是一樣都不缺。

事後這對夫婦表示這場婚禮純屬娛

樂，兩人下飛機後又舉行了簡單正式的

儀式。但他們表示，捷藍機組為他們準

備的婚禮，可比他們現實中的要隆重的

多。夫妻倆還表示他們建立了一個基金

網頁，準備籌錢去和彼此的家人團聚，

因為他們不想再等上10年。

綜合報導 今年，美國多個城市犯罪

率高企，在美國前十大的城市中，有5

個城市的暴力犯罪率同比上升，4個城市

謀殺事件增加。有分析認為，美國犯罪

率近年來下降的趨勢有可能結束，恐將

重新回到上世紀70年代的水準。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今年4

月，暴力犯罪致使芝加哥36人死亡、309

人受傷。在密爾沃基，前4個月的謀殺

犯罪案件數量增長180%，休斯敦的暴力

犯罪比上年增加了45%，亞特蘭大增加

了32%，洛杉磯增加了25%。在紐約，

自去年12月發生抗議警察過度執法事件

以來，共發生了98起槍擊事件，比上年

同期增長43%，上升至近年來的高點。

但令人詫異的是，在暴力犯罪明顯

上升的同時，美國警察的作用明顯下降

。僅5月份，巴爾的摩就有43人死於謀

殺，為1972年來的最高值。然而，巴爾

的摩警方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同比下降了

56%。

《巴爾的摩太陽報》的社論認為：

“上個月，巴爾的摩缺乏安全感，這比

歷史任何時候都要嚴重。”巴爾的摩市

長斯蒂芬妮· 羅林斯—布萊克說，5月是

這座城市“非常悲傷的月份”。

城區犯罪率明顯高於郊區。底特律

市民格裏芬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

“我住在郊區，我的同事中沒有人住在

城區，那裏太不安全。”

近來，警察針對少數族裔尤其是

非洲裔的暴力執法不斷引發騷亂。而

騷亂之後，警察又變得過分謹慎，甚

至缺位，這導致暴力事件叢生。巴爾

的摩警察協會主席瑞恩說，民眾大規

模抗議警察暴力執法之後，警察變得

“不知所措”，對是否使用槍支猶豫

不決，如此下去，美國或將迎來一個

“血色夏天”。

有分析認為，接二連三的警察暴力

執法事件激起民眾的憤怒，民眾不斷上

街遊行，甚至發生數起針對警察的暴力

襲擊案件。由於警察的形象一落千丈，

權威被削弱，警察面對暴力犯罪時走向

另一個極端，有的警察乾脆不作為。

有的人則將城市暴力犯罪上升歸

咎於“弗格森效應”。去年8月，密蘇

裏州弗格森鎮黑人男孩邁克爾· 布朗被

警察擊斃，這引發了大規模騷亂，民

眾對警察高度不信任，形成“弗格森

效應”。

在警察暴力執法不斷引起輿論關注

、暴力犯罪上升的背景下，美國警察制

度的弊端正在不斷顯現。美國輿論認為

，美國司法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

美國兩重刑犯越獄
挖墻壁穿隧道外逃 警方大規模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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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到周五
9AM~6PM
周六9AM~

4PM

●成人牙科
●矯正牙科
●牙周病治療

●兒童牙科
●美容牙科
●人工植牙

牙科診所
★最新CEREC電腦製牙﹐
堅固美觀﹐一次完成

★最新隱形矯正﹐老少兼宜﹐
無需拔牙

★最好品質的植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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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牙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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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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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好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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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務
項
目

周一到周五8:30AM-5PM

(BOARD Certified，ABIM)
姚聖坤醫學博士

接受保險、Medicaid & Medicare

蘇州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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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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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診所
Alexander Wong M.D.

電話：(281)491-0561 傳真：(281)491-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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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Medical Oncology

王禮聖醫學博士癌症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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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通英﹑國﹑粵﹑台語﹑
越文﹑西班牙文

預防癌症預防癌症 定期檢查定期檢查 及早治療及早治療 可保安康可保安康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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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琅
琊
榜
海宴

責任編輯：王荣欣

但卻仍是鬢髮散亂袁滿面塵土袁
天靑色的戰袍上濺滿血迹遥

他的佩劍已在入殿前細心地解

下遥
撩衣下拜後的第一個動作袁就

是將手中兵符高高遞起院" 紀城軍

已奉詔前來護駕遥
一路看文學網兒臣繳還兵符浴 "

"好尧好遥 "梁帝親自走下來扶

住他袁一手握了兵符遥
一手撫摸着他的頭髮袁顫聲道袁

"辛苦你了袁可有受傷钥 "

"一點輕傷袁不礙事遥 "

"返京之前袁 紀城軍仍由你隨
意調派遥

此次作亂的叛軍袁 務必全力搜
捕袁絶不姑息浴 "

"兒臣領旨遥 "

"來來來袁快坐下來休息一會兒袁這幾天一定是晝夜不休地
趕路吧钥 "梁帝握着靖王的手袁將他帶到自己身邊坐下袁又對靜
妃道袁"快給兒子弄些吃的來袁他一定餓壞了遥 "

"兒臣護駕來遲袁讓父皇母妃受驚了遥 "蕭景琰抱拳道袁"外

面還有許多善後之事遥
昨夜不是所有人都逃入了寢殿袁宗室和衆臣有所死難袁禁軍

苦戰近五天袁 損傷也極爲慘重袁 兒臣還要幫着蒙大統領料理一
下遥

等一切安排妥當後袁再來向父皇母妃請安遥 "

"是啊袁"梁帝聞言也不禁黯然袁"此次遇害之人袁 還有這些
護駕盡忠的兵士袁朕會重重撫恤地遥

現在確實餘波未平袁朕不躭擱你了袁該怎么料理袁全由你作
主遥 "

靖王起身再拜袁快速地退了出去遥
靜妃隨即遣散了殿中的其他人袁 讓他們各自回去處理各自

的事務遥
梅長蘇趁機也離開了寢殿袁誰知剛走到外殿天井處袁恰好撞

見靖王和蒙摯正站在那里袁急忙回頭看袁幸好袁飛流已經強行將
佛牙拖走袁不知消失到哪里玩耍去了遥

"剛纔在父皇那里袁 不方便打招呼袁"靖王上下打量了梅長

蘇一下袁"先生還好吧钥 "

"我一直遠離前線袁怎么會不好钥 "梅長蘇游目四周袁只見階
前廊下袁血迹猶存袁不由長嘆一聲袁"禁軍只怕損傷了大半吧钥 "

對方慘叫着跌下馬去袁我心有餘悸的狂跳不已遥
"盯緊點袁別偷懶呀浴 "他伸手抹去臉上的血污袁臉上挂着痞賴的笑意遥
"哦 --"腦子里突然靈光一閃袁我直愣愣的指着他袁"你是多爾袞浴 "想起來了袁剛

纔緊張慌亂之餘袁竟完全忘了努爾哈赤還有這么一個跟他長相酷似的兒子遥
他低頭飛快的瞄了我一眼袁顯得有些吃驚袁但轉瞬嘴角一咧袁露出一個壞壞的笑

容袁湊過嘴來貼着我的耳鬢低聲説道院"你旣然知道我的名字袁難道不清楚大汗頒的
諭旨么钥 "大汗浴 心中怦然一跳浴
啊噎噎皇太極浴
"大汗怎么了钥 "我緊張的追問遥
吿訴我吧袁我想知道他過得怎么樣袁我想知道更多有關他的事浴我好挂念他噎噎
"大汗賜我墨爾根代靑袁下令今後所有人見了我都得尊呼稱號袁不能直呼我的名

字噎噎"他狡黠一笑袁輕輕吐氣袁"若有違者袁男的罰摘隨身箭囊袁女的噎噎則扒光衣
裳浴 "説着左手探過來伸入我的衣領遥
他的手冰冷如鐵袁我打了個寒噤袁嘶聲尖叫院"色狼浴"猛地推開他袁同時借力跳下

馬背袁漲紅了臉嗔道袁"大汗才不會頒這等噎噎這等下作的諭旨袁一定是你胡謅浴 ""哈

哈噎噎"多爾袞在馬上暢然大笑袁"不信你大可以問他們浴"這時這場小規模的衝突戰

已吿結束袁明兵被擊潰逃離袁多爾袞的部下們正在原地清理戰場遥
我心里困惑猶疑袁瞧他那副傲然的模樣袁竟是相當自信遥 難不成他説的都是眞

的钥
臉上忽然火辣辣的燒了起來袁皇太極在搞什么鬼啊袁居然會給兄弟下這種無聊

的旨意遥
"嘿袁你臉紅什么钥 "多爾袞調笑遥
思及皇太極袁我滿心涌起甜蜜回憶袁忍不住噗嗤一笑袁白了他一眼院"不關你事浴 "

他先是微微一徵袁而後放聲大笑袁我看他那樣簡直形同抽瘋遥
"有意思浴 有意思噎噎哈哈浴 你這女人噎噎有點意思浴 "

第十五章(2)
"你到底是哪個旗的钥"多爾袞緊挨着我袁隨着馬步顛動袁他時不時的借機將唇噌

到我的面頰上遥我開始不耐袁特煩他有意無意的佔我便宜袁只是眼下還得指望他帶我
回大凌河袁所以只能隱忍不發遥

可惜這小子得寸進尺袁一點也不知好歹袁借着雙手握繮袁竟是將我牢牢圈在懷
里遥 我暗加掙扎袁他假裝不知袁仍是笑嘻嘻的低頭抱緊我遥

喬落理解袁安撫地拍拍她的手院"小雨袁我很好遥失戀而已袁一回生二回
熟沒什么好怕的遥 "

商雨有些黯然院"與賀少眞就如此了钥小落噎噎你何必顧慮那么多钥多
難得才能遇到一個他喜歡你袁而你也喜歡他的人遥 我相信只要你點頭袁
賀少一定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不讓你操一點心將你保護得好好的遥 "

喬落斂了眼袁輕聲説院"爲他付出我不敢袁讓他爲我付出袁壓力又太大遥
我們之間噎噎也許就是傳説中的有緣無份袁只能錯過遥 都是我不好袁是
我辜負他遥 "商雨難過院"小落噎噎你何必又把問題攬到自己身上钥其實
賀少何嘗不知道最後會有這樣讓你爲難的一天钥 可是他仍是要一路堅
持浴如果他當初眞能跟你分道揚鑣袁也許如今你早就跟鄭老師結婚過平
凡的日子了,哪還有這些心傷?"

喬落卻給她一個笑容袁 甜美坦然地帶些悵惘喟嘆院"謝謝你小雨遥 雖
説袁如果不是他步步爲營我也許不會徘徊難安袁但如此我若怪賀遲未免
也太沒良心遥其實今天的結局又哪是他期盼的袁是他高估了我遥無論如
何我很感激他袁如果沒有他袁我都不知自己現在會是什么樣子遥

"我眞的沒事的袁最難的日子都熬過了遥 本來我早就不指望能再次擁
有愛情袁我還以爲我這輩子都要守着很顧意冬的那點兒回憶過活了遥還
好上天眷顧袁讓我走出來袁讓我釋然新生遥小雨袁我很高興自己噎噎還有
喜歡一個人的能力遥 "我很高興我喜歡的是這樣一個人遥 "

商雨看着她的表情袁鼻子發酸袁忍不住轉過頭去遥
喬落開始做夢袁 她夢見很小的時候爸爸從國外回來給她買了一件很
漂亮的蓬蓬裙袁她趾高氣揚地站在小樹墩上享受大家的驚嘆袁結果賀遲
一塊兒大泥巴擲過來袁吧唧一聲糊在裙擺上袁氣得她坐在地上大哭遥 顧
意冬在旁邊俯着身子一邊幫她拍打裙擺一邊哄勸着院"落落不哭袁落落
不哭浴 "她咧着嘴掉眼淚一邊還惡狠狠地瞪着賀遲袁賀遲洋洋得意袁那
張囂張漂亮的小臉蛋那么鮮明遥她還夢見那張漂亮小臉揚起來袁滿是泥
污袁大眼睛瞪着她袁吼院"喬落落浴你給我閉嘴浴 "她不甘示弱院"你才閉嘴

賀賀浴 "

她夢見在美國袁賀遲開着福特 Explore Sport袁穿着羊絨大衣手工小牛皮
鞋袁傲然地從車中走下來院"喬落袁我聽説伯母住院了袁這是一點兒錢袁你
先拿去用遥 "那時的她還沒有充分被命運磨礪袁也沒有意識到前路的莫
測險惡袁她被他矜貴的嘴臉深深激怒袁一把打掉信封院"我不稀罕浴 "最

後兩人不歡而散袁他説院"你這個不知好歹的死女人浴 "她回院"你這個自

以爲是的臭男人浴 "

"我們陸家一直很和睦袁 所以你們之前謡傳的家産爭奪風波肯定
是誤傳的袁而且不管陸氏最後決定由誰當家作主袁陸氏的出發點都是
爲了提高員工的福利袁也給社會帶來更大效益袁爭取讓陸氏的股票一
路飄紅遥 "

問題二院"陸六少爺身邊的是不是秦予喬秦小姐袁你們目前是什么
關係钥 "

"我跟予喬的關係就是 --陸某一定會儘快讓各位喝上我的喜酒

噎噎"陸景曜説完袁笑望了秦予喬一眼袁就在這時袁身後有記者喊道院"

陸景盛和他兒子過來了遥 "

秦予喬看過媒體分析陸家的文章袁關於長子陸景盛的袁里面有句
話是這樣的 "如果最後陸氏會讓長子繼承袁肯定因爲陸元東是陸和爍
最看好的孫子遥 "

所以之前陸元東的婚事一直是媒體炒作的熱點袁不過寫到她的倒
是不多袁焦點全在陸元東和王寶兒身上袁前段時間陸元東和王寶兒的
分手原因也被媒體寫成是因爲豪門內斗才導致兩人的分手袁並預測陸
元東會找一個背景條件有優勢的女人作爲結婚對象遥

秦予喬沒有看報道之前還不知道陸元東跟王寶兒分手袁看了之後
就問了陸景曜一句院"他們眞分手了钥 "

然後陸景曜的反應非常矯情的袁擺着臉把手機扔給她院"我怎么知

道他們有沒有分手袁你如果想知道就自己打電話問本人吧遥 "

"眞無聊浴 "

"他媽無聊的人到底是誰钥 "

噎噎
然而老實説袁因爲她跟陸元東相親過袁也對他有感覺過的話袁所以

有時候的確很無聊地想知道陸元東跟王寶兒的情况袁瞭解瞭解袁因爲
如果陸元東和王寶兒眞結婚袁她跟陸景曜結婚袁她跟王寶兒還算是一
家人遥

--

陸氏的總年會參加的除了中高層領導袁還有陸氏的股東們袁金碧
輝煌美輪美奐的大廳里面基本都是華衣華服袁 這是陸家的年度盛事袁
所以陸家的人今天都是到齊的袁頭頂五盞華麗的吊燈璀璨奪目袁明亮
的燈光打在衣香鬢影和歡聲笑語男女身上遥

張展瑜出乎意料的拒絶了袁 面無表情的應道院"廚房里還有很多事要

做袁有什么改天再説吧 "説着袁竟然就這么走開了遥
寧汐愣住了袁壓根沒想到張展瑜如此拒人于千里遥
不過袁她現在終于可以確定袁張展瑜絶不是自願離開的遥 這其中定然

有些她不知道的內情周大廚咳嗽一聲袁笑着打圓場院"汐丫頭袁展瑜剛到大
廚房來袁得先適應適應袁今天肯定很忙遥 你有什么事以後再找他説吧 "

寧汐只得點了點頭袁正待説什么袁就見寧有方笑着走了進來遥
寧有方見寧汐也在袁略有些意外院"汐兒袁你怎么過來了钥 "悄悄瞄了張

展瑜一眼袁見張展瑜沉默的站在一旁做事袁才稍稍放了心遥
寧汐不動聲色的將這一切盡收眼底袁笑着説道院"爹袁你和孫掌櫃説過

了么钥 "

寧有方點點頭院"説過了袁孫掌櫃怕我忙不過來袁所以特地調兩個廚子
給我遥 "説着袁便點了兩個廚子的名字遥
這兩人都是大廚房里的二廚袁被點了名都是一喜遥 寧有方如今可是太

白樓的頂梁柱袁能在他身邊做二廚袁可是求都求不來的好事啊也沒什么可
收拾的袁兩個廚子將自己慣用的刀具帶上袁到寧有方的小廚房里聽吩咐就
行了遥

寧汐和他們也都是熟悉的袁很快就有説有笑起來袁倒是比原來還要熱
鬧些遥

寧有方顯然是想好好的磨練寧汐一番袁 竟然把最重要的配菜任務都
給了她遥 而且故意只説個菜名袁便冷眼旁觀着寧汐忙活遥

寧汐很快的明白了寧有方的用意袁一聲不吭的端了大大的空盤子袁將

一應食材配料都放在了盤子上袁然後送到了寧有方的手邊遥
寧有方瞄了一眼袁心頭暗暗點頭遥
寧汐不僅將所有的配料都拿齊了袁而且分量也恰到好處袁剛好夠一盤

的遥 比起做事細心的張展瑜來袁也是不遑多讓遥
短短幾個月袁寧汐就有如此進步袁簡直可以用神速來形容了或許袁眞

的能在短短的兩年內出師也説不定噎噎
想到這兒袁寧有方咧嘴笑了遥 忽然覺得渾身都是勁頭袁做菜都比平日

里更有精神遥
這一天袁寧有方又忙了十桌宴席遥 寧汐跑來跑去的忙活袁腿都跑的發

軟了遥
寧有方忙里偷閑瞄寧汐一眼袁見她小臉紅通通的額上滿是汗珠袁心疼

的説道院"汐兒袁你先去歇會兒吧我這兒也就剩幾道菜了袁有他們兩個在
這兒幫忙就行了遥 "

寧汐想了想便點頭應了袁順理成章的出了小廚房遥
此時大廚房里基本上都歇了下來袁 廚子們三三兩兩的湊在一起休息

説話遥 張展瑜默默的坐在一邊袁顯得有幾分落寞遥
寧汐直直的走到張展瑜面前袁低低的喊了聲院"張大哥袁現在方便嗎钥 "

張展瑜抬起頭來袁直直的看入那雙似水般靈動的雙眸袁心里一顫遥 不
知想到了什么袁臉色愈發黯淡遥

寧汐卻很堅持的看着他院"就説幾句話袁不會躭誤你很久的遥 "

過了片刻袁張展瑜終于點了點頭袁起身往外走去遥 寧汐默默的跟了上
去遥 其他的廚子們都顧着説話聊天袁倒沒留意他們倆的動靜遥

隨
侯
珠

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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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混亂挨轟
高永文：接受批評

外遊警示 現正生效國家及地區

黑色：有嚴重威脅，不應前赴 敘利亞
紅色：有明顯威脅，調整行程，如非必要避免前赴 埃及、韓國、黎巴嫩、尼泊

爾、巴基斯坦
黃色：有威脅跡象，留意局勢提高警惕 （只列部分）印度、伊朗、日

本福島縣、泰國、馬來西亞

■衞生署建議市民特別是長期病患者，如非必要，避免到韓國旅遊。旅遊者如須前往
韓國及中東應盡量避免到訪當地的醫療機構。到中東的外遊者應避免到農場、農莊
或有駱駝的市場，亦應避免接觸病人及動物，特別是駱駝、雀鳥或家禽。

■建議旅客應盡量避免到伊波拉病毒爆發的幾內亞和塞拉利昂旅遊。
資料來源：保安局、衛生署 製表：文森

保安局外遊警示制度保安局外遊警示制度

衛生署現正生效健康建議衛生署現正生效健康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施
虹羽澳門報道）澳門衛生局9
日宣布，將應對中東呼吸道綜
合症級別，由戒備提升為高度
戒備，並建議巿民如非必要，
暫時不要前往韓國。
另外，一名日前從南韓返

回澳門的23歲韓國籍女子，
因出現頭痛、嘔吐、氣促及咳
嗽等症狀，8日晚送往仁伯爵
綜合醫院急診部，經化驗後，
證實她對中東呼吸綜合症呈陰
性反應。
根據旅遊業界提供的資

料，現時澳門有1個旅行團共
4人在韓國，並於今日返抵澳
門。截至目前為止，澳門旅遊
危機處理辦公室收到38宗查
詢。

澳門“高度戒備”
籲非必要勿赴韓

鑑於韓國中東呼吸綜合症所引致的健康
風險，港府9日對韓國發出紅色外遊

警示。政府發言人引述食物及衛生局建議
市民，如非必要避免前赴韓國，包括前往
當地旅遊；身在當地的港人應加緊留意當
地政府的公布，及盡量避免到訪當地的醫
療機構。如需協助，可致電入境事務處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24小時求助熱
線（852）1868；或與中國駐大韓民國大使
館聯絡（領事保護協助電話：（82）
10-97249110）。
香港旅遊業議會與經營韓國旅行團的

香港旅行社9日開會決定，取消即日起至本
月30日期間出發、行程包括韓國的旅行
團。根據旅議會“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
取消旅行團(修訂)”指引，於6月1日前報名
的旅客，除簽證費用，可以取回全部已付
款項，包括團費、飛機乘客離境稅等費
用，但旅客需要繳付手續費，5天或以下旅
行團的手續費不得多於港150元（港幣，下
同）；6天或以上旅行團則不得多於300
元。旅客如不欲繳付手續費，可選擇保留
團費半年。如航空公司因旅行社取消預訂
而徵收退票費，旅行社向議會提交證明
後，有權向旅客收取退票費。

經韓郵輪旅程不獲退款
不過經旅行社購買了前往韓國的機票

連酒店套票、及6月1日後報團的旅客，則
需自行與旅行社聯絡，了解相關的退團安
排。郵輪旅行團的行程須視乎個別船長決
定，但途經韓國的郵輪旅程將不會獲退
款。旅議會預計本月20日後，再公布7月1
日或其後出發的韓團處理方法。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指，韓國是近

年港人的熱門旅遊點，估計是次受疫情影響
的旅客人數約1萬至1.2萬人。他指暑假整體
出境旅遊的業績持續上升，而且升幅理想，
反映港人外遊意慾仍然強勁，旅行社會嘗試

呼籲旅客轉
飛其他旅行
地點。不過
一旦韓國於
暑假期間的
中東呼吸綜
合症疫情不
變，相信暑
期韓團亦會
全部取消，
改由其他旅遊路線補充。

國泰港龍免費更改目的地
兩間香港航空公司亦因應韓國疫情作出

特別票務安排，國泰航空及港龍航空宣佈，
於6月9日或以前發出、並於6月9日至8月
31日期間往首爾、釜山及濟州的機票之乘
客，可獲特別豁免更改出發日期或更改目的
地之費用，此外大部分機票可安排退票，須
付退票手續費。香港快運（HK Express）容
許原定於6月9日起至9月8日期間出發往韓
國的旅客，一次性免費更改出發日期，或更
改前往航空公司旗下的其他航點，旅客必須
於6月9日至15日期間致電香港快運客戶服
務中心熱線進行更改，額外收費將受一般價
格條款及細則約束。

日星馬泰團費或再升一成
縱橫遊執行董事袁振寧透露，現時已

完全沒有人報名韓國團，公司目前仍有兩
團共約40名團友分別在首爾及濟洲，料今
天返港，他指公司仍在觀望會否取消暑假
出發的韓國團。他相信，港府發出紅色外
遊警示後，航空公司會減少韓國航班，轉
而加開其他熱點的航次補充，估計日本及
星馬泰的團費會再上升約一成。本報記者9
日到旅行社所見，不少市民傾向報名日本
或台灣團，多間旅行社的韓國5天團價格低
至約2,000元至3,000元即可出發。

料料11..22萬旅客受影響萬旅客受影響 33航空公司特別安排航空公司特別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韓國

中東呼吸綜合症疫情持續，港府繼衛生署

8日發出旅遊健康建議後，保安局 9日再

對韓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呼籲市民如非

必要應避免前赴韓國。香港旅遊業議會 9

日晨與各大營運韓國團的旅行社開會後決

定，取消所有本月底前出發的韓國旅行

團，預計最多有 1.2萬名旅客受到影響，

旅客可按機制取回全部款項，或保留團費

半年。另外，國泰及港龍航空、香港快運

均公布特別票務安排，容許旅客退票或更

改目的地。不過有旅行社指出，韓團受挫

或令旅客改赴鄰近地區旅遊，料旅行團費

用會增加一成。

港客：韓人有病都不戴口罩

&
� 韓國是港人旅遊熱點，但

當地的中東呼吸綜合症持續，
令不少港人卻步。有剛從韓國
回港的港人指，當地人普遍衛

生意識較低，較少人佩戴口罩外出，而且
當地少有談及疫情的情況，令他們以為情
況不嚴重。有旅客因擔心疫情，故申請退
票手續，取消行程。但有韓國人表示，不
擔心疫情，亦不會帶口罩。

到韓國旅行4天的李小姐表示，當地
沒有太多人佩戴口罩，亦不覺得當地有鋪
天蓋地的報道，她認為，當地人一向衛生
意識較低，“平時他們有病都不會戴口
罩”，可能100個人只有幾個人戴口罩，

更有人隨地吐痰。在當地及飛機上，有帶
口罩的都是香港人。
她續指，出發時，自己有少少擔心當

地的情況，但由於一早已訂購機票，故如
期出發。為了保障自己的健康，她除了乘
搭飛機時佩戴口罩，更有帶備酒精洗手
液，以備不時之需。剛從釜山回港的馮小
姐及李先生指，當地街上見不到太多人戴
口罩，認為當地人的衛生意識不強。
他們稱，有小許擔心疫情的情況，及

為了保障自己，故決定無論是否人多擠迫
的地方，都會全程戴口罩，幸好沒有影響
玩樂的心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鮑旻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衛生署8日發出旅遊健康建議，指有關
建議相等於紅色外遊警示，並指此建議
已足夠，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9日
晨接受訪問時仍未改口風，唯一小時內
政府即公布對韓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消
息，訊息發放混亂被質疑部門之間各自
為政。高永文指接受坊間批評，強調政
府各部門有密切溝通。議員則認為，政
府應對疫情有統一機制。
高永文9日晨出席電台節目時，仍指衛

生署發的健康旅遊建議，用意與保安局的
紅色外遊警示一樣，希望旅遊和航空業界
可以一樣尊重。但不足一小時後，署理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便聯同保安局局長黎棟國
及高永文會見傳媒，公布發出紅色外遊警
示。林鄭月娥稱，保安局和食物及衛生局
一直保持密切聯繫，高永文主持的跨部門
會議，保安局亦有參與。雖然有旅遊健康
建議，但保安局的旅遊警示制度業界持份
者較熟悉，有利訊息發放更清晰，可讓業
界有所適從。對於外界質疑政府短時間內
發出旅遊健康建議及旅遊警示，高永文指
接受坊間批評，他重申，衛生署發出的旅
遊健康建議等同保安局的紅色外遊警示，
強調兩個部門之間有協調。他認為今次做
法開了先例，讓署方日後可基於衛生健康
原因，發出紅色或以上級別的外遊警示。

港發港發紅色紅色旅警旅警 66月韓團全停月韓團全停

■■香港旅遊業議會

香港旅遊業議會99日晨與各大營運韓國

日晨與各大營運韓國

團的旅行社開會後決定

團的旅行社開會後決定，，取消所有本月底

取消所有本月底

前出發的韓國旅行團

前出發的韓國旅行團。。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董耀中指董耀中指，，旅行社單憑健康旅行社單憑健康
建議建議，，很難為要求退團的旅客很難為要求退團的旅客
作出安排作出安排。。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大韓航空的櫃枱職員指公司有為他

大韓航空的櫃枱職員指公司有為他

們提供口罩
們提供口罩，，但並非強制性

但並非強制性，，可自由可自由

選擇佩戴與否
選擇佩戴與否。。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前住韓國旅遊紅色警前住韓國旅遊紅色警
示下的機場情況示下的機場情況。。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隔離人士出隔離人士出““村村”。”。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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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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動態
星期三 2015年6月10日 Wednesday, June 10, 2015 星期三 2015年6月10日 Wednesday, June 1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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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aire Medical PlazaBellaire B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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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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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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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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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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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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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07 – RFP/SAP GRC Implementation – with a deadline of 3 P.M. June 29,
2015. The pre-proposal conference for this project will be in Room 1E01 at the above stated ad-
dress on June 16, 2015 at 8: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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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半導體業近來頻傳大
型併購案，單是今年以來累計交易金
額就高達660億美元，主因隨著物聯
網點燃下一波技術革命，晶片業者紛
紛展開布局，迎接物聯網引爆的各層
面需求大爆發。

舉凡汽車、陶器，甚或牛隻均可
透過網路進行控制或監督，因而需要
各式各樣的微型晶片，連結網路與處
理器、記憶體和電池電源。

影響所及，這將促使業者匯集

各項資源與智慧財產，生產體積更小
、速度更快、價格更便宜的晶片，以
因應物聯網市場需求。

根據國際數據資訊（IDC）指出
，物聯網商機龐大，至2020年以前上
看 1.7 兆美元，而去年達 6500 億美元
。

IDC 分 析 師 歐 唐 納 爾 （Bob
O'Donnell） 指出，相形之下，應用
在個人電腦與平板電腦的晶片市場則
呈現停滯甚或下滑，甚至應用在智慧

手機的晶片市場也已接近飽和。
歐唐納爾指出： 「這些傳統市

場的成長已臻頂，這也是業者為何爭
相轉戰物聯網戰場。」

上 月 安 華 高 科 技 公 司 （Avago
Technologies Ltd.）宣布同意砸下 370
億美元，買下博通公司（Broadcom
Corp.），締造半導體業史上最大併購
紀錄，讓另外2起半導體併購案相形
見絀。

英特爾（Intel Corp）上週同意

以170億美元迎娶亞爾特拉公司（Al-
tera Corp.），3 月時恩智浦（NXP
Semiconductors NV）開價 120 億美元
購 併 飛 思 卡 爾 半 導 體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Ltd.）。

萊迪思半導體（Lattice Semi-
conductor Corporation）5 日也表示，
對求售抱持開放態度。

物聯網仰賴各種裝置上的晶片
，將資料無線傳輸給伺服器，伺服器
依次處理這些資料，將結果送至用戶

的智慧手機。
這些裝置從燈泡到核電廠、智慧

手錶以迄建築物的空調系統，可說林
林總總，不一而足，同時也為半導體
業者提供了契機與挑戰。

換言之，晶片業者的潛在客戶群
雖然規模龐大，但卻呈現多樣化，因
此需要採取不同作法以滿足不同客戶
的需求。

搶攻物聯網商機 半導體業瘋併購

（中央社）消息人士說，希臘今天將繼續
與債權人談判，縮小雙方對希臘改革提議的歧
見，讓總理齊普拉斯能夠於明天布魯塞爾會議
中敲定協議。但歐洲聯盟官員表示，希臘的改
革承諾還不夠。

消息來源告訴路透社： 「我們今晚將盡可
能拉近彼此，想辦法縮短我們之間的距離，以
便使得政治領袖能在明天踏出最後一步。」

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預定明天在布
魯塞爾會晤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
及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討論
這些商議所獲得的進展。

法新社報導，歐洲消息來源指出，希臘已
向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IMF）提交了全新改
革方案。

另一消息來源指出，其中一項關鍵提案僅
是發想，是由希臘財政部長瓦魯費克斯（Ya-
nis Varoufakis）率先提出，也就是將態度強硬

的歐洲中央銀行所持有的希臘債務，轉移至歐
元區對抗危機基金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ESM），因外界普遍認為
歐洲穩定機制的立場較為溫和。

這項舉措可能押後希臘今夏必須向歐銀償
還的二筆鉅額借貸。如此一來，瀕臨破產邊緣
的雅典當局就可獲得亟需的喘息空間。

歐洲消息來源向記者表示，希臘與債主也
正就是否展延希臘紓困方案至2016年3月展開
激辯。

然而，歐洲聯盟官員表示，希臘今天向代
表其債權人的機構所提出的新改革提案，不足
以促成協議，放行新資金給需錢孔急的雅典。

1名歐盟官員對路透社指出： 「已提交的
方案不足以推進談判過程。」

第2名官員說： 「我會說這不夠，會員國
不會接受。」

希臘盼明天達成債務協議 歐盟潑冷水
（中央社）8日是米蘭世博的 「中國日」，

中國大陸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與義大利教育部部
長姜尼尼，簽署創新合作協議，促進義大利學
生到華為的北京總部實習，以及在農產食品等
產業進行合作。

姜尼尼（Stefani Giannini）表示， 「農產
食品對於義大利和世界都是關鍵產業，這是米
蘭世博要傳遞的訊息。」

她還說， 「若要有均衡的飲食，不只需要
科學和技術的改變，還要仰賴政策和倫理。」

義大利將提供協助，優化中國大陸農業的
社會與經濟條件。姜尼尼說， 「在未來6年將挹
注37億歐元（約合新台幣1291億元），這項合

作有助於中國大陸成為農產食品業的翹楚。」
汪洋表示， 「義大利和中國應該強化在創

新的合作，尤其是在智慧型城市、奈米科技和
能源上。」

義大利大學也與華為（Huawei）簽署協議
，每年挑選即將畢業的義大利優秀大學生，前
往北京實習。

在會議開始前，1名在義大利定居的中國大
陸移民在世博中國館外抗議。他身上的白襯衫
寫著大大的 「冤」字，衣袖上寫著 「反腐、維
權」並高喊， 「自由中國」，並指責北京政府
對作家劉曉波的監禁是不正義的。

米蘭世博 中義舉辦創新論壇

（中央社）飽受醜聞重創
的匯豐控股（HSBC）戮力整
頓業務，今天宣布全球裁員多
達 5 萬人，並將退出巴西與土
耳其市場，同時還將考慮把總
部遷出倫敦。

匯豐向香港證交所提交
公告還指出，打算在 2 年內每
年省下50億美元成本。

匯豐今天稍後將遞交投資
人報告，屆時執行長歐智華
（Stuart Gulliver）將宣布裁員
成千上萬名員工。

今年將歡慶成立 150 周年
的匯豐指出： 「匯豐目前正重
塑旗下事業組合。」

匯豐指出： 「公司正重新
配置各項資源，以緊抓未來成
長契機，並適應營運環境的結
構調整。」

匯豐在公告中並未提及大
規模裁員計畫，相關裁員明細
出現在投資人報告中。

根據投資人報告，匯豐將
裁員 10%，相當於 2.2 萬至 2.5
萬人。匯豐還將出售土耳其與
巴西業務，影響所及，將加碼
裁員2.5萬人。

歐智華於2011年初進入匯
豐後，就展開連串減支行動，
今天的這項舉措是這一連串行
動的一部分。

匯豐的員工數已較2010年
的29.5萬人大幅縮水，在2017
年以前，匯豐的員工數量將進
一步縮減至20.8萬人。

彭博報導，匯豐在爆出連
串醜聞，以及為符合監管規定
導致成本加重後，56歲的歐智
華現正致力重拾投資人對匯豐
的信心。

倫敦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
匯豐股價持平，報619.6便士，
今年來匯豐股價計漲1.9%左右
，落後另一家英國銀行渣打銀
行（Standard Chartered Plc）的
6.9%漲幅。

匯豐大裁5萬人 退出土耳其巴西市場

（中央社）紐西蘭人最愛喝的巧克力牛
奶飲品美祿（Milo）味道變了，他們一整個
氣炸了，抱怨新口味很廢和超噁心。

美祿 80 多年來一直是紐西蘭人的最愛
，能混著熱或冷牛奶泡來喝。

不過，食品大廠雀巢（Nestle）最近為
了孩童營養需求，調整美祿配方，卻惹毛向
來隨性的紐西蘭人。

紐西蘭人葛拉布（Daniel Glubb）在臉

書上說： 「新美祿嚐起來有夠噁心，你們幹
嘛去改配方。」葛拉布呼籲抵制新美祿，吸
引超過6000人按讚。

羅根（Josh Rogan）留言： 「天啊！喝
喝看新美祿，味道令人不敢置信。不好喝，
也不是小調整。我對這改變感到好傷心。」

雀巢表示，主要成分大麥芽、奶粉、糖
和可可粉都沒有改變，只是新美祿添加了維
他命D，並改用棕櫚油，而移除香草調味。

雀巢美祿調口味紐西蘭人嫌爆

（綜合報導）希臘總理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週二(6月9日)
對自己所屬的左翼激進聯盟黨(Syriza)提出呼籲，促請他們支持政
府，盡快促成與國際債權人間的協議。目前希臘欲從國際債權人
取得資金，以避免債務違約的期限已日益緊迫，但爭論的焦點仍
在希臘是否接受改革和緊縮財政措施。

在希臘協商人士就現金換取改革的協議，努力縮小與歐盟以
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IMF[微博])之間的歧見之際，齊普拉
斯對黨內提出了這項訴求。希臘在歐元區的未來，極大部分取決
於協議能否達成。

希臘政府週二提交的新改革方案遭歐盟官員否定，該官員稱
方案不足以推動達成協議。

隨著在布魯塞爾的磋商進入關鍵階段，歐洲官員展現強硬立
場，表達他們對希臘協商策略的失望，試圖讓雅典方面感受到自
己涉險的程度。

芬蘭財政部長斯圖布表示，“我們將盡一切努力讓希臘留在
歐元區，但我們的耐心正在耗盡。”

歐元集團主席戴塞爾布盧姆也警告稱，不要期望希臘提出一
份新計劃，承諾以進一步改革和緊縮財政換取援助資金，就能讓
協議輕鬆達成。

另一方面，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已強調迫切
需要解決問題。她與法國總統奧朗德將於週三
(6月10日)會晤齊普拉斯。

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希臘的
救援計劃將於本月底到期，屆時希臘必須向
IMF償還16億歐元債務，但現在政府似乎已經
身無分文。

齊普拉斯不但要說服債權人，還要籠絡住
左翼聯盟黨成員，而他們堅決反對歐盟和IMF
堅持的懲罰性撙節措施。齊普拉斯在左翼激進
聯盟黨(Syriza)一個政治委員會的會議上呼籲團
結，該委員會代表了黨內各個派系，從親歐派
到共產主義強硬派等等。

一名政府發言人在會後聲明中稱，“齊普拉斯相信，我們正
處於談判的最關鍵時刻，左翼聯盟黨必須在支持政府方面起到重
要作用。”

齊普拉斯明確指出，希臘面臨兩個選擇，要么忍痛做出讓步
，要么堅持自身立場而受到歐元區反沖。

這政府發言人還表示，在6月30日之前從當前救助計劃中釋

放資金已經來不及了。所以避免違約的唯一辦法是歐洲央行[微
博]提高希臘政府向當地銀行發行短期公債的上限。如此，希臘
政府才能籌措到本月月底必須償還給IMF的16億歐元資金，避
免違約。

齊普拉斯週三將抵達布魯塞爾參加歐盟-拉美峰會，希望在
峰會間隙與德國總理梅克爾和法國總統奧朗德會晤時達成政治協
議，但現在還不清楚，希臘是否能做足功課讓債權人點頭。

（中新社）正當蘋果準備推出新款收費流媒體音樂服務之際
，紐約州和康涅狄格州總檢察長卻悄悄對這家矽谷巨頭展開調查
，了解該公司與唱片公司之間的談判是否違反了反壟斷法
的規定。

這兩位總檢察長希望知道蘋果是否對唱片公司施壓，或者唱
片公司是否與蘋果串謀，共同放棄對Spotify等公司提供的“免費
增值”服務的支持，偏向蘋果的付費音樂訂閱服務。

免費增值服務通常提供入門的免費版本，但會通過投放廣告
獲取收入。採用這種商業模式的企業希望通過免費服務吸引用戶
，最終說服他們付費使用更加優質的無廣告服務。

環球唱片週二證實，該公司的確在配合檢方調查。
一天前，環球唱片率先就此做出書面回應。該公司的律師事

務所Hunton & Williams向紐約州和康涅狄格州的兩位總檢察長
表示，環球唱片沒有與蘋果或索尼及華納等唱片公司達成妨礙免
費服務發展的協議。

環球唱片還補充道：“我們與總檢察長有著相同的意願，希
望流媒體音樂市場能夠成為一個健康競爭的市場，為消費者、藝
人、服務和內容企業都帶來最佳利益，我們一直都在促成這種效

果。”
紐約州總檢察長埃里克·施耐德曼(Eric T. Schneiderman)的發

言人表示，施耐德曼希望了解蘋果與唱片公司的談判，讓消費者
繼續享受這些新的流媒體服務給他們帶來的利益。該發言人稱：
“必須確保市場環境不受共謀和其他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影響。”

康涅狄格州總檢察長喬治·吉普森(George Jepsen)則在聲明中
表示，他的辦公室對環球唱片的回复很滿意，但也補充說：“我
們將繼續關注市場，確保消費者和競爭對手受到保護。”

歐盟委員會也在調查蘋果與唱片公司之間的談判。
這是施耐德曼和吉普森第二次針對蘋果展開反壟斷調查。

2013年，一位美國聯邦法官裁決蘋果違反反壟斷法，原因是該公
司與圖書出版商串謀上調電子書價格，使之高於亞馬遜9.99美元
的電子書標準價格。而在此之前，出版商已經與公訴方達
成和解。

施耐德曼和吉普森都參與了當時的調查。而這一次，他們在
蘋果正式面向用戶推出Apple Music流媒體音樂服務前採用了先
發製人的策略。

與Spotify和其他流媒體音樂服務不同，蘋果並未提供免費版

的Apple Music。但該公司還提供了3個月的免費試用期，並表示
，所有藝人和唱片公司都可以將歌曲和音樂視頻免費發佈到該服
務的Connect推廣板塊上。

事實上，Spotify等公司採用的免費增值模式去年遇到了麻煩
。去年秋天，由於對免費服務不滿，歌手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從Spotify上撤下了自己的所有作品。而最近幾個月，大型
唱片公司的高管也都對免費服務提出了激烈批評，認為這種服務
無法產生足夠的收入，也難以鼓勵消費者為音樂支付費用。

但2008年創辦的Spotify卻是目前增速最快的音樂訂閱服務
，用戶達到6000萬人，其中1500萬為付費用戶。該公司去年營
收為13億美元，91%來自訂閱費，但淨虧損卻高達1.97億美元。

然而，部分藝人和獨立唱片公司高管仍為免費增值模式進行
辯護。

上月，作為3大唱片公司中最小的一家，華納唱片CEO史
蒂芬·庫珀(Stephen Cooper)警告稱：“在決定取締免費增值前，
我們應當仔細想想這麼做的後果。”

蘋果音樂面臨反壟斷
指控環球唱片證實配合調查

希臘總理尋求執政黨希臘總理尋求執政黨
支持歐盟態度強硬頻繁警示支持歐盟態度強硬頻繁警示

（綜合報導）匯豐證券美國首席
經濟學家洛根(Kevin Logan)表示，目
前的經濟形勢表明，美聯儲按既定計
劃在9月份加息的這一時間尚過早，
因此匯豐預計，美聯儲可能將加息時
間推遲至12月。

洛根表示，由於目前的通脹水平
依然很低，而預期經濟增長速度也慢
於去年同期水平，因此匯豐證券不再
認為9月份是合適的加息時機。該機
構因此預計，美聯儲首次加息時間將
推遲至12月。

洛根同時指出，國內生產總值
(GDP)增長緩慢將影響美聯儲在 2016
年的加息頻率。該機構目前預期美聯

儲將在2016年加息兩次，而此前的預
期為三次。

匯豐預期，到了2016年年底時，
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為 0.75%
至 1.00%，這明顯低於此前 1.25%至
1.50%的預期。

美 國 聯 邦 公 開 市 場 委 員 會
(FOMC)官員將在下週二至週三(6 月
16 日至 17 日)期間舉行的貨幣政策會
議上發布官方利率目標預期值，也就
是所謂的“點陣圖”。而在3月份召
開的上一次會議上，FOMC宣布的利
率目標區間預估中值為在2016年年底
之前達到1.75%至2.00%。

匯豐：美聯儲或將加息延期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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