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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载175人渡轮倾覆 乘客
船员弃船逃生获救

   印尼一艘载有175名乘客和船员
的渡轮在东爪哇丹绒北腊港(Tanjung 
Perak)附近发生倾覆事故，所幸全员
获救。

当地警方表示，这艘渡轮在经过
丹绒北腊港之后尝试返回，航行了
500米，但随后倾覆。据悉，有20余
人因擦伤和骨折被送院治疗，但没
有人员遇难。

事故发生后，有人顺着船的侧壁
向下爬，还有人挂在绳索上，不少
人跳入了海中，幸运的是，船上的
乘客和船员全部获救。

华人扫货导致供应紧缺 
澳超市收紧买奶粉限制

   澳大利亚两家最大超市集团高
斯（Coles）和胡禾富（Woolworths）
先后宣布收紧每人一次购买婴儿配
方奶粉的限量。高斯超市集团上星
期限制每位顾客一次购买4罐婴儿配
方奶粉，但超市又对澳联社表示，
已把限购量减少到2罐.

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大量扫货，然
后转卖到中国市场，令澳大利亚各
大城市的婴儿奶粉需求飙升，供应
紧缺，造成许多本地母亲为买不到
婴儿奶粉而抓狂。在eBay等网站中
的中英文广告中，一罐通常在澳大
利亚零售价为25澳元至30澳元的婴
儿奶粉，售价涨到150澳元至190澳
元之间。
　　两个最受欢迎的澳大利亚婴
儿奶粉品牌a2和Bellamy's Organic的
生产商正增加产量，但警告将需花
费一段时间才能解决供应短缺问
题。a2牛奶公司说，它的a2 Platinum
婴儿配方奶粉在到今年10月底为止
的4个月期间，销售收入狂增4倍，
达到3400万澳元。强劲的销售增长

促使它把全体收入预测提高到2.85亿
澳元，高于此前预测的2.67亿澳元。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仍拒绝直接
出面干预婴儿配方奶粉供应紧缺问
题，声称将在最后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会这样做。但高斯超市集团还表
示，对于那些有多个婴儿而真正需
要较多婴儿奶粉的家庭，它会放宽
限制。

奥巴马态度转变 称俄罗斯
为“建设性伙伴”

近日，伊斯兰恐怖分子炸毁俄客
机、制造巴黎恐怖袭击，使全世界
的目光都集中到对恐怖主义的打击

上来。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需
要结成国际打击IS同盟，集各国之
力量对恐怖主义予以有效遏制。据
俄罗斯卫星网11月18日消息，当天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菲律宾马尼拉举
行的亚太经合峰会（APEC）期间表
示，俄罗斯是美国在叙利亚谈判中
的“建设性伙伴”。然而，俄方对
此则持谨慎态度。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认为，美国
和其伙伴国家应该先纠正自己的错
误，然后再考虑和俄罗斯结成打击
IS的国际同盟。他表示，巴黎恐袭
表明，西方应该停止将打击IS和巴
沙尔政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法国警方继续大举搜查     
巴黎恐袭第二据点找到
法国据报道，法国警方依据紧急

状态令在深夜共实施128次搜查。发

动袭击的恐怖分子在巴黎的第二处
落脚点已被找到。

有消息指，最后一名袭击巴塔克
兰剧院的恐怖分子身份已查明。卡
泽纳夫对此未予置评。巴塔克兰剧
院3名身亡的袭击者中已有两人身份
辩明。

据法国BFMTV电视台报道，法
国警方继续搜捕恐袭案一名在逃的
关键嫌疑人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
姆。法国北部城市阿尔萨斯曾传言
发现一名与萨拉赫特征相似的男
子，警方16日晚据此突击搜查一处
住宅未果。此前，比利时警方已对
萨拉赫发出新的通缉令。

巴黎恐袭案的另一关键人物是为
行动提供爆炸装置的军火专家，嫌
疑目标指向一名27岁的法国人默罕
默德·阿穆里。此人负责制造巴黎行
动中使用的自杀炸弹背心。阿穆里
居住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郊区的
莫伦贝克，已与另一身份未知的嫌
疑人被比利时警方拘捕。

埃及两机场员工被捕 涉及俄
罗斯客机坠毁事件

       来自埃及安全部门官员的消息
称，埃及当局逮捕了沙姆沙伊赫机
场的两名员工，据信这两人和此前
西奈半岛发生的俄客机坠毁事件有
关联。

当地时间17日，俄罗斯总统普
京主持召开俄客机坠毁原因调查结
果会议，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
尼科夫在会上确认，检验结果显
示，10月31日在西奈半岛坠毁的俄
客机上有爆炸物痕迹，这起空难
系“恐怖袭击”

普京当天表示，不管制造这起
空难的恐怖分子在世界哪个一个角
落，都会将其找到，并予以惩罚。

（陈立英 整理）

据美联社报道，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
的消费者监督组织「世界反伤人玩具」
（World Against Toys Causing Harm，简
称WATCH）列出了今年圣诞节十大最危
险的玩具。该组织称，这些玩具代表着
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包括市场上所
有有潜在危险的玩具产品。

但玩具行业协会表示，美国市场上销
售的所有玩具都通过了世界上最严格的
安全规定，包括由联邦批准的独立测试
机构进行的100多项安全测试、标准和认
证。

该协会称WATCH甚至没有对列出的玩
具进行过测试。WATCH没有对此进行辩
驳，说他们只是为家长提供辨别玩具风
险的简单方法。

WATCH列出的2015年最糟糕十大玩
具如下：

(1) “Bud” Skipit’s Wheely Cute Pull 
Along.  Skipit牌拉绳带轮玩具，可能有被
儿童吞咽致窒息的潜在风险。The Bay的
Bunnies制造，售价：$29.99。

(2)  Foam dart gun. 泡沫飞镖枪，彷
真玩具武器，由GD.Jiefeng Toys制造，
售价：$13.99.

(3) Stats’ 38” quick-folding 
trampoline. Stats牌38寸快速折叠蹦床，
有让头部、脖子和身体其他部位受伤
的潜在风险，Toys R Us, Inc.制造，售
价：$49.99.

(4) Poo-Dough. 粑粑面团，可能道致
与过敏有关的伤害；由Skyrocket Toys制
造，售价：$4.99.

(5) Splat X Smack Shot.  Splat X牌弹
弓，可能造成眼部伤害，由Imperial Toy
制造，售价：$10.

(6) Kick Flipper. 塑料滑板，可能造成
头部和身体其他部分受伤，由Playsmart
制造，售价：$19.99.

(7) Leonardo’s Electronic Stealth 
Sword.  Leonardo牌电子隐形剑，可能造
成钝力损伤，由Playmates 国际公司制
造，售价：$24.99.

(8) Kid Connection doctor play 
set.  Kid Connection医生玩具系列，可能
被儿童吞咽从而造成窒息风险。由Wal-
Mart Stores Inc.制造，售价：$4.97.

(9) Pull Along Zebra. 可拉动的
斑马玩具，有勒颈和缠颈的潜在风
险，由Early Learning Centre制造，售
价：$20.99.

(10) Jurassic World velociraptor 
claws. 侏罗纪世界迅勐龙爪子，可能造
成眼睛和脸部的伤害，由Hasbro制造，
售价：$19.99.

家长们警惕：2015年最糟糕十大玩具出炉

Baba’s Japanese Steakhouse
Now hiring Full time or Part Time 
(dinner only)
 (2) Servers
 (1) Kitchen Helper
 (1) Hibachi Chef
Location: 7255 Fishers Landing Dr., 
       Fishers, IN 46038
Phone: 317-577-6688 
 (call after 3pm, ask for Baba)

“亚裔社区门诊“（Asian Community Clinic, ACC）的
義工們，11 月14 日星期六，在116街的印城华人教会举办了
2015聚会。参加活动的有十几个医生和ACC的行政秘书，护

士。大家带来可口的佳作，见到了老朋友，结交了新朋友。

說到“亚裔社区门诊“，就不能不提至今已走过10年的印
城华人医学会（ICMA）。印城华人医学会正式成立于2005年。
第一任主席由申华琼医生担任，半年任期未满，申华琼医生离
开印城，即由胡培怡医生任2005和2006年主席。第一届委员会
包括吴红云医生，王勤医生，和何成师医生。

事實上，印城的华人医生們自2002年起，就每年为社区
提供1-2次免费咨询。2005年ICMA成立後，这种咨询就更加
规律化。 基於社区的需要，在2010年，Dr. Chua, 胡培怡
医生和陈剑医生等人一起组建了“亚裔社区门诊“（Asian 
Community Clinic, ACC），由Dr. Chua 担任主管，協調
行政和护護理人員, 由胡培怡医生担任医务主任（Medical 
Director）。ACC门诊每个月开诊一次，免费为亚裔社区服
务。由ICMA的医生轮流值班，对象主要是没有医疗保险的人
群。前来就诊的除了为主的华人之外，还有其他族裔的病人，
受到患者的欢迎。

一年后，ACC门诊从最初的38街的一个非裔诊所所在地，
搬到116街的印城华人教会。教会的执事会对这件事十分重

视，每次门诊教会都派专人照顾。由于家庭原因，Dr. Chua 
榮退，由Clyde Yan 接替担任ACC的主管。今年夏天， Clyde
家迎來了第一个寶寶，也辞职全力照顧小寶寶。同时，在ACC
辛苦了4-5年的许多其他行政和护士老手們也相繼更換。

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陈剑医生，周杰昊医生主动站出
来担任行政秘书和护士。 还有在过去几年里一直为ACC接纳病
人的电话和安排病人的陈凯云，看到这个情况，不但自己出来
做志愿者担任主管，还把家人和朋友也动员起来参加这个有意
义的活动。现在，除了个别人之外，所有行政秘书和护士都更
新了，ACC将以新的面貌为社区服务。

亚裔社区门诊（ACC）的志愿者表示我们将继续为社区服
务，并且欢迎各种医护人员和其他愿意为社区服务的同胞参加
我们的团队。

亚裔门诊的开诊时间是每月第四个周六上午9-12点（11月
12月节日期间改到第三个周六）。愿意加入的请与我们联系：
行政主管陈凯云，317-550-9703， 医务主任胡培怡 pyhu13@
yahoo.com.

竭诚为社区：印城华人医生协会成立十周年
印城华人医学会 供稿

危险玩具：太象真枪了

危险玩具：可能有被儿童吞咽致窒息
的潜在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