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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

休斯頓高中生舉辦大型慈善籌款歌舞晚會為癌症患者獻愛心
休斯頓當地時間2月25日

晚，紀念高中（Memorial High
school）愛心組織SOAR（Stu-
dents for Oncological Aid and
Relief）在本校演出大廳成功舉
辦了大型慈善籌款歌舞晚會。
本次活動得到了休斯頓各界的
大力支持，國會議員 Al Green
及他的亞裔代表譚秋晴女士，
國會議員 Pete Olson 的亞裔代
表張晶晶女士， 美南報業電視
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及夫人
朱勤勤女士都親臨現場表示支
持並致辭祝賀。國會議員 Al
Green和國會議員Pete Olson 的

亞裔代表張晶晶分別為 SOAR
頒發了賀狀，高度讚揚和表彰
SOAR 這個學生組織為社區做
出的貢獻，表揚了SOAR 的發
起人和晚會總策劃和組織者
Crystal Wang 卓越的領導和組
織能力。

SOAR 是美國休斯頓在校
高中生發起的為了幫助癌症病
人的非營利組織。SOAR 的宗
旨和使命是為休斯頓地區癌癥
患者獻上愛心和關懷，提供護
理包。這些學生們認為，雖然
他們不能治愈癌症患者的疾病
或緩解疼痛，但他們真誠地向

癌症患者表達愛心：“您們不
會被遺忘，我們在幫您！”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學生們
通過各種形式已經籌集了超過
13,000 美元的現金和實物捐助
。 學生們的目標是將護理包分
發給大休斯頓地區的醫院，如
德州兒童醫院和赫爾曼紀念醫
院等。

整台晚會全是學生們自編
、自導、自演的節目。節目十
分精彩，贏得觀眾們陣陣掌聲
和喝彩。 節目一開場，嘻哈舞
蹈和獨唱 Uptown Funk 就把氣
氛帶到了高潮。節目包括合唱

、獨唱、美聲、流行、饒舌、
魔術、舞蹈、歌劇、器樂演奏
等。學生們盡顯才華，聲情並
茂 ， 既 樸 實 又 精 艷 。 Natalie
Ling 的琵琶獨奏別開生面給這
場晚會帶來了濃濃的東方韻味
。 Lauren Yang、 Jaura Huo、
Cherry Bomb 和 John Kang上演
的 KPOP 舞蹈新穎獨具魅力。
Karen Xie 的 現 代 舞 Remem-
brance 贏得觀眾雷鳴般的掌聲
。最後壓軸的是這次活動的總
策劃、總導演、SOAR 慈善組
織的發起人、現任主席 Crystal
Wang，演唱了她為SOAR寫的

一首歌《Soar With Me》，為
這次慈善籌款音樂會畫上了完
美的句號。

這次活動還得到了下列眾
多商家和個人的大力支持（排
名不分先後）：小熊川菜，美
孚石油，Crystal King Music 工
作室，Lane and Simple, 安穩保
險，Pita Pit, 楊萬青博士，888
大四川， 智勝學院，盛諾一家
醫療服務，Galaxy Internation-
al, Kobe日餐，Sean Kim博士，
Stewart Title, Panorama Film
Academy, Maxwell Cabinet &
Flooring Distributors, Verma and

Sinha Family, 李 蔚 華 夫 婦 ，
Mei Young, Soldatos Family,
HEB， Whataburger, Liang Hu
Niu, Ruifang Han, Vicky Wang,
Elain Zhang, 美美地產， 吳長
璐音樂教室, Mei Young, Xiao-
bai Yang 等，還有一些組織和
個人正在更新加入之中。

願意支持和為 SOAR捐款
去幫助更多的癌症患者者，請
關 注 SOAR 的 網 站 ： https://
soarabove.weebly.com/donate.
html

北京大學休斯頓校友會成功舉辦北京大學休斯頓校友會成功舉辦
創新創業論壇及年會晚宴創新創業論壇及年會晚宴

光鹽健康園地節目下周二晚播出
陳康元醫生、王琳博士主講 「 睡眠與免疫」

2018美南河南同鄉會年會成功舉辦

( 本 報 訊) 2018 美
南河南同鄉會年會在
金山酒家成功舉辦，
有休斯敦及美南德州
其他地區河南老鄉及
僑界330人參加了盛會
。中華人共和國駐休
斯敦總領館易川領事
，德州議員 Gene Wu
， 國 會 議 員 Al Green
代表譚秋晴，國會議
員 Peter Olson 代表張
晶晶，中國人活動中
心-華助中心執行長范

玉新博士致辭，送來
了新春問候。卸任會
長張燕曉做了上屆工
作總結。上面的貴賓
見證了新舊會長交接
儀式。新任會長楊德
清代表新一屆理事會
做了上任感言，表示
願意與新一屆理事們
一起竭誠服務於美南
老鄉，簡單介紹了同
鄉會的宗旨和重要性
，及去年在短暫的時
間裡幫忙組織了河南

省副省長徐濟超率
團來休斯敦技術交
流，招商考察活動
。表揚了去年洪水
中，同鄉會湧現出
的老鄉互幫互助的
救災模範。特約嘉
賓，河南籍98歲抗
戰老兵，畫家蕭紀
書也上台發言，贊
助了本次聚會，並
捐獻了一幅自己畫
的畫給領館。火箭

隊兒周琦的爸爸周建
偉也上台發言，給老
鄉們帶來了祝福。新
一屆理事全體成員上
台與老鄉們見面。

節目組組長王維
國組織了節目組。節
目組給大家準備了豐
富的節目表演。節目
組負責人是王維國，
由九位成員組成。今
年主持人陣容強大，
由老鄉韓英，趙傳奇
，楊丹尼，張嚴擔任

。釋延禪武館的舞龍
舞獅及少林功夫表演
，和釋延鋒武館的少
林功夫表演贏得了陣
陣掌聲。王維國，劉
春池給大家獻上了二
重唱，民樂團張新，
酈澤泉為大家表演了
河南調板胡嗩吶重奏
，蔡毅，王飛雪分別
獻上了獨唱與合唱。
李亦晨演奏了古箏。
翟輝，王春輝獻上了
獨唱，北美詩歌協會
表演了詩朗誦。楊德
清，趙清正表演了河
南話相聲。陳式太極
也表演了精彩的太極
功夫。

宴會實行了對 70
歲以上老人免費及小
孩優惠，和餐費的補
貼。有的老人沒有交
通，還由熱心理事師
影開車接送。眾多的
抽獎禮品，和領館贈
品的拍賣也給大家帶

來了幸運和樂趣。宴
會一開始雖然受到遊
行封路的影響，推遲
了一小時，但老鄉們
開心相聚，宴會充滿
了歡聲笑語。

義工總指揮荊哲
浩，組織了義工團隊
。義工隊包括節目組
，文宣製作編輯組，
接待登記組，場地組
，餐飲組，音響組，
攝影組，，禮品發放
組，機動組，辛勤地
工作，有很多人不能
按時吃飯，保證了宴
會順利的進行。
同鄉會感謝所有參與
的老鄉，贊助商，演
員們及理事們與義工
們的付出，年會的成
功與每個人的努力分
不開。希望老鄉們以
同鄉會為家，多多參
與與支持同鄉會的活
動。

(本報訊)秉承北京大學百年以來
“敢為天下先”的開創精神，積極相應
休斯頓市政府關於建立創業基地的號召
。 近期 ，北京大學休斯頓校友會在市
中心的Marriott Marquis成功舉辦創新創
業論壇及年會晚宴。中華人民共和國駐
休斯頓領事館總領事李強民出席論壇並
致辭。休斯頓市政府發展主任Andy Ick-
en先生、德克薩斯州議員吳元之先生、
大休斯頓地區合作委員會副主席Hora-
cio Licon先生參會並致辭，中國駐休斯
頓總領館王昱副總領事也參會出席。論
壇還邀請到了美國銀行的 Hong Ogle 女
士、美國知名心血管病臨床專家豐建偉

博士及休斯頓政、商、醫界名流分享各
自行業創新經驗。在會上，李強民總領
事強調指出中美兩國加強聯繫和交流，
會為休斯頓地區的創新註入新的活力。
本屆創新創業論壇暨年會主題新穎，從
人工智能、區塊鏈、產業升級與高科技
投資、生物醫療等領域分析了最前沿創
新趨勢，以及大休斯頓創業生態圈利弊
的分析，得到了與會專家學者、政要肯
定和一致讚譽。休斯頓北京大學校友會
成立於1997年，本屆北京大學休斯頓校
友會由趙婉伊女士擔任會長，現有註冊
校友七百餘人。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美南
電視STV 15.3 台下周二（ 3 月6 日
）晚間七時半的 「光鹽健康園地
」 節目，將播出由陳康元醫生及王
琳博士（ 見圖） 主講 「睡眠與免
疫 」 ，歡迎各界準時收看。該節目
亦可在 Lsahouston - YouTube 網上
直播

左起左起：：北大休斯頓校友會副會長汪申先生北大休斯頓校友會副會長汪申先生、、 中國駐休斯頓總中國駐休斯頓總
領館王昱副總領事領館王昱副總領事，，休斯頓市政府發展主任休斯頓市政府發展主任Andy IckenAndy Icken先生先生
、、北大休斯頓校友會長趙婉伊女士北大休斯頓校友會長趙婉伊女士、、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
強民總領事強民總領事，，德克薩斯州議員吳元之先生德克薩斯州議員吳元之先生、、美國銀行副總裁美國銀行副總裁
Hong OgleHong Ogle女士女士、、大休斯頓地區合作委員會副主席大休斯頓地區合作委員會副主席HoracioHoracio
LiconLicon先生先生、、前清華校友會會長楊揚先生前清華校友會會長楊揚先生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在大會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在大會
上致詞上致詞，，強調中美兩國要加強聯繫強調中美兩國要加強聯繫
和交流和交流。。

圖為年會節目組負責人及演出主幹圖為年會節目組負責人及演出主幹
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左起左起 ）） 楊德清會長楊德清會長，，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德州州議員吳元之（（ Gene WuGene Wu
) ,) , 總領館易川領事總領館易川領事，，卸任會長張燕曉卸任會長張燕曉，，華助中心執行長范玉華助中心執行長范玉
新等貴賓在大會上合影新等貴賓在大會上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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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聚德餐廳冠名贊助，大休斯頓地區極有影響力的學界春
節聯歡晚會於2018年3月3日星期六晚在休斯頓的大學中心一樓
劇院Theater 舉行。經由大休斯敦地區中國聯合校友會的精心組
織籌備、47個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以及中國大學在美校友會和國
際華人交通協會德州總會共同協辦，休斯敦地區各大學的留學生
和學者校友將歡聚一堂，共同慶祝中國新年。晚會地址是：
4455 University Dr #103, Houston, TX 77204。聯合校友會將在現
場以微信的方式向現場觀眾無線發放紅包。據了解，晚會節目非
常豐富多彩。所有演員都是年輕一代能歌善舞才華橫溢的帥哥美
女。演員們正在利用周末和其它業餘時間積極緊張地籌備春節聯

歡晚會。
大休斯敦
地區中國
聯合校友
會成立於
1997 年，
是非營利
、非政治
性的以大
休斯敦地
區中國學
生學者和
校友聯誼
為主要目
的的民間

團體。由中國知名大學在海外（主要是大休斯敦地區）的校友會
和本地區美國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組成。現有四十七個成員
協會，總人數在近七千人左右，是大休斯敦地區最大的華人社團
之一。其宗旨是：服務本地區廣大留學生和校友，增進友誼，加
強合作，共同發展；積極參與華人社區公益活動，促進社區建設
，服務社會；傳承中華民族文化精華，促進美中文化、科技、教
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連日來，聯合校友會組織各大學的留學生和中國校友，精心
組織了眾多的綜合文藝節目。有舞蹈、歌曲、武術等豐富多彩的
形式。主辦單位還準備了各種獎品，包括iPad等，供參加的留學

生和校友們抽獎用。長期以來，聯合校友會一直得到了社會各界
的廣泛關注和大力支持。除了全聚德餐廳冠名贊助外，陽光傳媒
、鄧隆隆律師事務所、梁成運永久榮譽會長、潤元堂國醫館、中
房集團、鏈家地產金今、PFA資深經理Thomas、豐田車行、陳
文律師事務所、“吃貨聯盟”、唯才信息服務公司、美南江蘇總
會、華夏學人協會、旅美專家協會、全美華人協會、黃琛女士等
都熱情支持和讚助了聯合校友會的聯歡活動。聯合校友會特別感
謝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教育組的熱情鼓勵和支持。

此外，新華社、中新社、中國日報、倍可親網站、美南新聞
、美中信使報、華夏時報、世界日報、國際日報、新華人報、僑
報、世界名人網、美國同城網、HoustonC公眾微信號、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德州中文台、美南電視、漢諾電視、飛龍傳
媒、美國文理傳媒等都是聯合校友會歷次活動的媒體支持單位。

休斯敦學界春節聯歡晚會3月3日（週六）晚將在休斯敦大
學學生中心隆重舉行。晚上5:00開始發放免費晚餐，6：00開始
豐富多彩的綜藝節目和抽獎活動。有意參加的朋友請上網註冊：
http://bit.ly/2ERkNDm，便於主辦單位統計人數和準備食物。

各位留學生、校友和各界朋友，請利用周末的空餘時間來一
同參加青春的聚會。請在GPS中輸入“4455 University Dr #103,
Houston, TX 77204”，沿著45號高速公路向南過Downtown，從
Texas 5號公路出口轉University Drive即可很方便地到達。劇場就
在休大的 Information 亭的右側，Hilton 對面，University Center
South 的一樓最右側。如有垂詢，請致電：（832）293-0914。
（丹陽供稿 ）

休斯敦中國聯合校友會3月3日晚在休大舉辦年會及春節聯歡晚會

青春洋溢 健康靚麗 獎品多多 晚餐免費

（本報訊）自從2003年2月15日首屆休斯頓美中報友與校
友慶祝元宵節抽獎聯歡大聚會&quot;成功舉辦以後，這一活動逐
漸成為了休斯頓華人社區每年必不可少的一項傳統大型慶典，受
到了廣大華人僑胞和美國朋友的熱烈歡迎。

經“休斯頓華人華僑慶祝元宵節活動組委會”研究後決定，
“第15屆休斯頓僑學界慶祝元宵節遊園會”定於2018年3月3日
（正月16／星期6）在黃氏宗親會會館門前廣場隆重舉行，組委
會今年將提前向2018 名華人僑胞發出免費元宵票，邀請大家光
臨現場免費吃元宵，看節目，猜燈謎，抽大獎。

具體安排： 日期：2018年3月3日（農曆正月16 / 星期6）
時間：上午11點開始，下午4點結束， 地點：休斯頓黃氏

宗親會館及其周圍廣場
主辦單位： 休斯頓僑學界慶祝元宵節活動組委會
承辦單位： 《美中信使報》/炎黃堂/ 休斯頓黃氏宗親會/中

國校友聯合會
這是一項全僑範圍內的大型社會公益活動，共襄盛舉的單位

還將陸續增加。凡願為本次活動出資出力，捐贈禮品或食物，參
加演出的單位，均可列為協辦與讚助單位，聯繫電話-832-
859-5790。

本屆活動內容：1）免費吃元宵 （將提前向全僑社發出2013
張免費元宵食物票），

2）幸運抽大獎 （由休斯頓各華人社團/各華人商家捐贈的

價值萬元獎品現場抽出），
3）全僑大演出 （由休斯頓各華人藝術團體分時段現場演出

/ 每團體一般不超過半個小時），
4）商家擺攤位 （設置個不同特色的諮詢，零售及食品攤位

），
5）智慧猜燈謎 （歡迎商家和社團贊助燈謎獎品或冠名此屆

猜燈謎活動）。
本屆元宵節慶典組委會熱烈歡迎本地各社團/各商家/各文藝

團體踴躍參加（捐獻食品，捐獻獎品，參加演出，擺設攤）。聯
絡電話713-304- 5636 / 832-859- 5790 。

休斯頓僑學界第15屆元宵節園遊會3月3日將隆重舉行

聯合校友會理事會積極籌備學界春節聯歡晚會聯合校友會理事會積極籌備學界春節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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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慈善音樂會3月3日3點盛大舉行

佛光中美書院佛光中美書院 春季班春季班
明天正式開課明天正式開課，，
至至55月月1919日止日止

佛光山中美寺2018
年光明燈上燈法會

本周日上午在佛光山中美寺
大殿舉行

各位護法大德 吉祥！
（ 本報訊 ） 佛光山中美寺一年一度光明燈上燈法會將於3月4日(週日)上午10：30在大殿舉行，為

點燈者誦經祈福，祝禱在新年度龍天護佑，安樂富有，善緣好運，諸事圓滿，祈求佛陀保佑大家平安吉
祥。屆時歡迎閤府參加！

若 人 燃 點 佛 祖 燈 家 宅 平 安 常 歡 慶
必 蒙 佛 祖 垂 加 護 消 災 延 壽 福 慧 增

[2018年光明燈上燈法會]
時間：2018 年 3月 4 日（星期日）上午10:30 -12:30
地點：佛光山中美寺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281-495-3100
心燈一盞，智能增長，平安吉祥；佛心一顆，相互輝映，光明無量。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佛光山為了使佛法融入生活，提昇生活品質，達到 「 人間佛教
」 的宗旨，及星雲大師主張 「 佛教，就是教育」 ，以佛陀本懷來教化人心，培養佛教人才
，續佛慧命，使佛法成為生活的加油站，精神的補給站，依此因緣，特設立 「 佛光中美書
院」 ，為社會普羅大眾提供進修培福的機會。

佛光中美書院春季班，將於明天（ 3 月 3 日 ） 正式開課。從2018 年3 月 3 日至 5 月
19 日，每星期六下午1：30 至 3：30 上課。凡青年及一般大眾，身心健全，有無佛教信仰
者皆可。

佛光中美書院春季班，由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主辦。招收名額25 名，額滿為止。

美南山東同鄉會創會元老
程振華（士官長）老先生喪訊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美南山東同鄉會創會元老程振華（
士官長） 老先生，山東省萊陽市，賢友村人，平日休巿人皆
喊他 「 士官長 」 ，生前活躍於國劇社，是一把二胡好手，在
休巿交友廣濶。程老先生慟於2018 年二月十九日凌晨一時辭
世，享年九十三歲。

為了表示老鄉之情， 「美南山東同鄉會」 代表，由會長
房文清率領，前往位於 「 晚晴公寓 」 的士官長宅邸，向其遺
孀劉萍女士表示慰問。

程振華（ 士官長） 的喪禮，將於明天（ 3 月 3 日 ） 上
午十時至十二時，在永福殯儀館舉行，隨即遺體火化。

（本報訊）一年一度的光鹽社慈善音樂會將於2018年3月3日下午3點於曉士頓中國教會(10301
S.Main St.,77025)舉辦。自光鹽社成立以來，在義工們的付出及社會善心人士的支持與捐助下，每年
有近萬人次受惠於光鹽社的各項服務。因您的支持與贊助，光鹽社才能繼續在2018年提供免費的服
務給大休斯頓地區華人癌友, 年長者，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家庭, 需要健康保險的家庭及有需要幫助的
人。

今年光鹽社將邀請到各方音樂及舞蹈家表演獨唱、合唱、舞蹈，功夫及各種樂器演出 。包括
莊莉莉指揮帶領的休斯敦黃河合唱團，鄭何淑坤師母帶領的光鹽社特殊需要關懷中心鼓隊，蕭楫指
揮帶領的休斯頓民樂團，朱金月和劉艷帶領的明湖中國教會及溪水旁教會舞蹈隊，曉士頓中國教會
賴永敬牧師帶領的成人聖樂小組及黃頌平指揮的曉士頓獨一中國青年詩班。中音薩克斯風專家黃奕
明牧師， 名男高音Scot Cameron, 名女高音馬筱華，資深伴奏Mark Vogel， 四手聯彈可愛夫妻檔鋼
琴家趙亦秋, 蔡皓翔, 全美武術比賽大冠軍小功夫家王臻真, 青少年歌手許博文, 浦一格二重唱, 並有
兄妹鋼琴高手蔡鈞聖和蔡鈞潁將分別擔當伴奏。節目精彩可期，加上有抽獎,並中場義賣各色美味小
吃, 植物，還備有專人兒童照顧 , 敬請踴躍購票支持。票價分別有20， VIP 票 50和100元。請至光鹽
社辦公室(713-988-4724)或何處覓餐館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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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翱翔在天空，豪邁越山河。很多人
羨慕能俯瞰大地、自由飛翔的空中英豪們，其實，這樣的想法距
離一般人並沒有想像中的遙遠。在休斯頓，由陳納德將軍飛虎隊
飛行學院所提供專業的飛行培訓，能讓想馳騁天空的壯志青年們
實現飛行的願望，而美國航空業極需專業飛行人才，在航空公司
上班，年薪十多萬，前景極為看好。
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於去年底開幕，如今，已經有第一位
正式畢業的學生了，他的名字是David Hall，今年三十出頭。Da-
vid對飛行興趣濃厚，在就讀飛虎隊飛行學院之前，曾拿了私人執
照和單引擎執照，但沒有商業執照，無法進入航空公司工作，因
此，他過去的職業是每天開小飛機，為石油公司的管道做巡邏工
作。

然而，David胸懷壯志，希望能到航空公司開大飛機，走商業
飛行的路線，於是他來到飛虎隊飛行學院接受商業飛行執照的培
訓，把不足的多引擎執照課程補齊。他也順利地通過考試，畢業
第二天就找到工作，在區域航空公司上班，當副機長，年薪11萬
，羨煞許多年輕朋友。

飛虎隊飛行學院的CEO王先華表示，飛行學院六個月的課程
完成後，學生拿到執照，就業的選擇空間很寬廣，可以去航空公

司上班、可以教人開飛機、也可以當企業的私人飛機駕駛、或是
開農運飛機，無論選擇哪一項，都是高薪的工作，並且可以累積
飛行時數。

在航空業，飛行時數是評判飛行員的主要條件之一，能體現
飛行能力、飛行經驗，飛行員必須準確的處置所有面對的情況，
做正確的判斷與決定，以安全抵達目的地為第一優先。
對飛行員而言，專業知識比學位更重要的多，好的飛行員，聽引
擎的聲音就知道飛機的狀況了。美國的航空管制系統很嚴密，經
過上百年的摸索與進步，航空規範非常完備，凡是飛行時間累積
夠多的，證明其遵照航空規範，飛行操作良好，因此，累積飛行
時數對飛行員相當重要。

王先華指出，飛虎隊飛行學院有百分之八十的時間在進行健
全人格的教育，希望訓練出好的飛行員，同時具備紀律、智慧、
敏銳度、知識、與成熟的人格。因為，在關鍵的一秒時，他必須
能用最高的判斷，讓自己與同機的人安全抵達。所以，學院自始
至終均給予嚴格的訓練，一點都不含糊。
王先華同時強調，飛虎隊飛行學院處處以安全為第一宗旨，希望
教育出有責任感、有擔當、並具有成熟飛行技能的飛行員，上週
他和一位家長互動，家長非常贊同學校的理念與訓練，當場就為
孩子註冊了。

這位家長是墨西哥裔的富商，希望孩子能成材，他認為飛行
學院在專業飛行與人格特質兩方面，都能給他的孩子很好的訓練
。放眼現在一般的教育機構，孩子上大學後，若是對讀書沒有太
大興趣的，往往成天混東混西，參加party。不如飛虎隊飛行學院
的嚴謹教育，能真正造就孩子有一技之長，並且塑造出成熟穩定
的人格。接受過飛虎隊飛行學院的培訓，未來無論走哪一行，都
會是領先的佼佼者。

飛虎隊飛行學院的總教練Mo Rolfs，過去服役於美國陸軍航
空隊第23大隊，就是美國“飛虎隊”於二次大戰後歸併的部隊。
他用美軍的飛行方式培訓民間飛行員，希望能延續飛虎隊精神，
將精湛的飛行技術傳承給新一代年輕人，培育更多優秀的飛行人
才。
據悉，目前在全球非常缺乏好的航空人才，目前的培訓顯得格外
重要，波音公司曾說道，在未來的十年中，美國將缺八萬名飛行
員，中國則缺九萬名飛行員。但是，現在全美國一年才培育出五
千人，數量遠遠不夠。而在中國的飛行學校，目前多為教授理論
，沒有設備讓學生實地飛行，學生都要
送到美國或是澳洲練習飛行。
無論是自己有興趣，或是家人有興趣而
想做更多的了解，都歡迎詢問。飛行學
院每月都在招生，有興趣朝航空領域發

展者，隨時可以提出申請。請電 713-228-7933( 中 文)、
877-423-8237( 英 文)。地址: 10013 Military Dr. Conroe, TX
77303。網站: www.chennaultfta.com。

壯志在雲霄壯志在雲霄 航空業前景看好航空業前景看好
飛虎隊飛行學院提供專業培訓飛虎隊飛行學院提供專業培訓

飛虎隊飛行學院第一位正式畢業的學生飛虎隊飛行學院第一位正式畢業的學生David Hall(David Hall(右右))，，對飛行對飛行
興趣濃厚興趣濃厚

飛虎隊飛行學院有百分之八十的時間在進行健全人格的教育飛虎隊飛行學院有百分之八十的時間在進行健全人格的教育，，希希
望訓練出好的飛行員望訓練出好的飛行員，，同時具備紀律同時具備紀律、、智慧智慧、、敏銳度敏銳度、、知識知識、、與與
成熟的人格成熟的人格

能俯瞰大地能俯瞰大地、、自由自在地飛翔空中是許多自由自在地飛翔空中是許多
人的夢想人的夢想

學院與學院與Long Star CollegeLong Star College合作合作，，半天在學校上課半天在學校上課，，半天學習飛半天學習飛
行行，，理論知識與實際經驗同步發展理論知識與實際經驗同步發展

推廣航空教育推廣航空教育，，為來自中國的學生提供航空知識為來自中國的學生提供航空知識

飛虎隊飛行學院飛虎隊飛行學院CEOCEO王先華王先華((左左))、、總教練總教練Mo Rolfs(Mo Rolfs(右右))

目前在全球非常需要好的航空人才目前在全球非常需要好的航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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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迎新春團聚展翅迎新春團聚
空軍大鵬聯誼會餐敘空軍大鵬聯誼會餐敘

看五嶽三江雄關要塞看五嶽三江雄關要塞，，美麗的錦繡河山〞美麗的錦繡河山〞，，空軍軍歌大合唱空軍軍歌大合唱，，是是
每次每次 活動的第一活動的第一 個節目個節目。。雄壯昂然的節奏令人振雄壯昂然的節奏令人振 奮奮，，配合大螢配合大螢
幕畫面幕畫面，，歌聲把空軍官兵歌聲把空軍官兵、、眷屬和子弟帶回對空軍的懷念眷屬和子弟帶回對空軍的懷念。。

台北駐休士頓經文處何組長台北駐休士頓經文處何組長((右二右二))參加合唱空軍軍歌參加合唱空軍軍歌。。 聯誼會理事和陳家彥處長聯誼會理事和陳家彥處長((左四左四))，，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左二左二))合合
影影。。理事理事((右一至五右一至五))金俊平金俊平，， 魏幼廉魏幼廉，，楊文珍楊文珍，，鄔逸卉鄔逸卉，，金俊金俊
家家，，魏幼才魏幼才((左三左三))，，黃膺超黃膺超((左一左一))

台北駐休士頓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在致詞時特地台北駐休士頓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在致詞時特地 闡釋空軍軍徽的闡釋空軍軍徽的
義意義意，，喚起對空軍深層的感念喚起對空軍深層的感念。。

大鵬聯誼會新春餐出席會員大鵬聯誼會新春餐出席會員。。

僑務委員甘幼蘋向聯誼會賀年僑務委員甘幼蘋向聯誼會賀年。。金百利修車場負責人李永華的父親是空軍金百利修車場負責人李永華的父親是空軍，，和夫和夫
婿胡志成一同出席婿胡志成一同出席。。

漁翁姚鳳北釣魚技術高超漁翁姚鳳北釣魚技術高超，，帶來九尾剛釣得的帶來九尾剛釣得的 新新
鮮鱸魚作有獎徵答禮物鮮鱸魚作有獎徵答禮物，，在台上宣佈謎題在台上宣佈謎題，，一首吟一首吟
詠詠 鱸魚的古詩鱸魚的古詩，，請問作者是誰請問作者是誰，，出自出自 那一個朝代那一個朝代
，，無奈無人作答無奈無人作答，，結果鮮魚分贈會員結果鮮魚分贈會員。。

會員古德鐘和太太黎玉蘭在摸彩時會員古德鐘和太太黎玉蘭在摸彩時，，收獲收獲
豐富豐富，，黎玉蘭拔得頭籌黎玉蘭拔得頭籌，，第一個中獎第一個中獎，，得得
到一個精美的到一個精美的 放大鏡放大鏡，，立刻掛在胸前立刻掛在胸前，，先先
生則壓軸生則壓軸，，抽中最後一個大獎陶瓷盤抽中最後一個大獎陶瓷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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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戰士”在上周
英超，作客以

1:2不敵“紅魔鬼”曼
聯，門將高圖爾斯對
此有點不爽，尤其是
隊友夏薩特於中途被
換走，高圖爾斯表示：
“我沒法解釋為什麼夏薩
特會被作出如此調動。我沒
預計到他會被換出，不過這是教
練的決定，這最好是由他去解釋，因
為我沒辦法看到他腦內想什麼。”

傳與PSG代表會面
雖然高圖爾斯力撐“夏神”可以

有更大的影響力，而且在夏薩特換出
之後，曼聯就由連加特入球取勝。不
過干地的看法就不是如此，他表示：
“不，夏薩特沒有受傷。這是戰術上
的決定。他需要90分鐘之內都保持同
樣的表現。”干地認為，夏薩特在上
半場勤於跑動，已用盡了他的體能，
所以下半場不可能保持這水準，也擔
心他會疲累，因此決定換人。

同時，有比利時傳媒就報道，

高圖爾斯與其父親兼經理
人，在倫敦與PSG的代
表會面，然而有傳他
對加盟 PSG的興趣不
大，有指他希望能加
盟一支歐洲的頂級豪
門。
此外，干地的去留也

存疑，有傳聞指這位車路
士教頭，與文仙尼及迪比亞治奧

均是意大利國家隊主帥的接任人
選。

意大利足協的副理事哥斯達
古達對傳媒表示：“我們會在6
月決定意大利的領隊人選，他們
的名字不外乎迪比亞治奧、干地
或是文仙尼。”

他又表示：“我不會說我
比較希望是干地，我只會說，
我與他曾經在國家隊共事，
他有很好的數據，他做得很
好。現在沒太多比較好的選
擇，但我們仍需要一個好的
教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車路士傳鬧兵變，門將高圖

爾斯近日對主帥干地在上周的英超對

曼聯一戰，中途換出隊友夏薩特提出質

疑；同時該位比利時門將，被比利時傳媒指

與法甲的巴黎聖日耳門(PSG)接觸，傳若然“藍

戰士”今季缺席歐聯，他或轉投其他歐洲球會。

尼
馬
將
接
受
手
術

効力巴黎聖日耳
門的巴西球星尼馬，
早前在法甲對馬賽一
仗受傷之後，聖日耳
門方面確認這位巴西
前鋒需要接受手術。
不過同時又指，尼馬
過去4年都在3月的時
間缺陣，而巧合地3
月正是尼馬的妹妹生
日。

尼馬在上周的法
甲聯賽，比賽期間疑
是扭腳足踝，需要由
擔架抬離場。雖然賽
後聖日耳門主帥艾美
尼指他應該只是扭
傷，不過球隊最新就
指，尼馬是傷及蹠
骨，因此需要接受手
術治療。球會表示，
這是聖日耳門及巴西
國家隊的醫生共同的
決定，並會在巴西安
排手術。預計他將會

在5月期間復出，故
此肯定會缺席聖日耳
門下星期對皇馬的歐
聯，但應可趕及為巴
西在世界盃中披甲。

不過，有傳媒就
統計出，尼馬在這4年
間，都同時在3月期間
缺陣，並且與其親妹
在生日慶祝，因此也
有指尼馬的傷勢未必
如官方所說嚴重。報
道指尼馬之前3年在巴
塞，兩度因為累積滿
黃牌，而需要在3月初
的比賽停賽，同時去
年也因身體不適缺席
西甲的比賽，至於今
年也因傷接受手術缺
陣，巧合是其妹妹是
在3月11日生日，而
每年尼馬皆與她慶
生，故此引人疑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受
傷
為
陪
妹
過
生
日
？

■■高圖爾斯批評主高圖爾斯批評主
帥決定帥決定。。 法新社法新社

■■車路士主帥車路士主帥
干地干地。。 路透社路透社

記者從2018年平昌
冬季殘奧會中國體育代
表團媒體吹風會上獲
悉，中國有26人取得本
屆冬殘奧會參賽資格，

將參加高山滑雪、單板滑雪、越野滑雪、
冬季兩項和輪椅冰壺5個大項、30個小項
的比賽。

本屆冬殘奧會中國體育代表團參
賽大項和小項數量較往屆有了大幅
度提升。其中高山滑雪、單板滑雪
和冬季兩項為首次獲得冬季殘奧會
參賽資格。

中國體育代表團秘書長趙素京
表示，冬殘奧會是殘奧運動員展示
生命力量和不屈品格的舞台，參賽
運動員代表着中國8,500萬殘疾人對
北京2022冬季殘奧會的信心與期
待。

她說，本屆冬殘奧會是中國
參加冬殘奧會以來參賽運動員人
數、規模最大的一次，中國體育代
表團將堅定信心，勇往直前，向全世界展
現中國運動員良好的精神風貌和體育道德
風尚，為北京2022冬季殘奧會做準備。

趙素京表示，受地理環境、體育器材
等條件影響，中國殘疾人冬季項目起步較
晚，基礎薄弱，運動還不普及，水平也與
國際強隊的差距較大。當前最重要的是學
習對手的優秀技術，着眼未來，積累賽事
經 驗，要通過體育運動來促進廣大殘疾

人康復身體、融入社會、激
發生命活力，從而吸引更
多的殘疾人參與冬季
項目，呼籲更多的
社會人士幫助殘
疾人進行體育活
動。
第十二屆平昌

冬季殘奧會將於3月9
日至18日在韓國平昌
舉行，本屆冬季殘奧
會設視力殘疾、肢體
殘疾兩個殘疾類別，
共有高山滑雪、單板
滑雪、越野滑雪、冬
季兩項、輪椅冰壺、殘
奧冰球等6個大項，共
設80個小項。

■中新社

中國派26健兒
參加平昌冬殘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
正謙）“神奇小子”曹星如
所屬的DEF Promotions又有
新動向，將派出潘啟情、林

海明、尼保斯嘉爾及蔡凌楓
四名拳手遠征泰國，並會於3
月2日下午5時於facebook進
行直播。

雖然曹星如因傷復出無
期，不過希望為香港拳壇注
入新血的DEF Promotions未
有停下腳步，派出四名拳手
潘啟情、林海明、尼保斯嘉
爾及蔡凌楓遠赴泰國 Ram
100 Stadium作賽，而蔡凌楓
更是首次出戰職業賽。

另外DEF Promotions亦
計劃再於香港舉行拳賽，日
期暫定於7月14日假灣仔修
頓室內場進行。

曹星如同門征泰國職業賽中國女足阿盃首仗遭逆轉
中國女足國家

隊當地時間2月28
日下午在葡萄牙拉
古什揭幕的 2018
年阿爾加夫盃比賽
中以1：2被東道
主葡萄牙隊逆轉。
中國隊主教練西
格．埃約爾松在賽
後接受記者採訪時
說：“今天的草坪
非常濕滑，這讓兩
隊都很難踢出高水
準的比賽。中國隊
今天的表現有些失
常，傳球失誤多，丟球太容易。” ■新華社

超級馬拉松明龍和道舉行
一眾跑步好手3月3日於中環龍和道迎來第

四屆由國際扶輪3450地區和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合辦的“扶輪香港超級馬拉松2018”，賽事是
全港唯一的街跑超級馬拉松，參賽者們要於比
全馬更長的50公里賽程上，揮灑汗水，挑戰自
我。今年賽事更首設“6小時耐力賽”，選手
能在6小時內不設距離上限作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17歲林鈺鑫將戰美大師賽
高爾夫大滿貫賽事美國大師賽與英國公開賽日

前在北京舉行記者見面會。已受邀參加今年兩項
賽事的17歲中國小將林鈺鑫出席見面會並表示，
期待將大滿貫賽事作為自己的18歲成人禮。去年
10月，在新西蘭惠靈頓舉行的第九屆亞太業餘錦
標賽上，左手揮桿的林鈺鑫以三桿優勢力壓另一
位中國球手張華創獲得冠軍，同時獲得了2018年
美國大師賽和英國公開賽的入場券。 ■新華社

短
訊

■■中國選手田野中國選手田野20142014年參加年參加
索契冬季殘奧會索契冬季殘奧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DEF PromotionsDEF Promotions旗下四名旗下四名
拳手遠征泰國拳手遠征泰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中國球員劉杉杉中國球員劉杉杉（（右右））與與對對
手爭搶手爭搶。。 新華社新華社

國際奧委會3月1日在官
網上發佈聲明，宣佈解除對
俄羅斯的禁令。聲明中表
示：“國際奧委會已經收到
了全部剩餘俄奧運選手的興
奮劑檢測結果，確認所有結
果均為陰性。根據國際奧委
會執委會會議的決議，對俄
羅斯奧委會的禁令自動被解
除。”

2017年12月，國際奧委
會以“系統性操縱反興奮劑
工作”為由，禁止俄羅斯以
代表團形式參加2018年平昌
冬奧會，但允許符合條件的
運動員以“來自俄羅斯的奧

林匹克運動員”名義參賽。
在平昌冬奧會上，有兩名俄
奧運選手被檢測出使用興奮
劑，這也使得國際奧委會維
持了對俄羅斯的處罰。不
過，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曾
表示，如果在本屆賽事全部
興奮劑檢測完畢之後，俄奧
運選手沒有再出現興奮劑問
題，這一禁令將被解除。針
對這一決定，俄羅斯奧委會
主席茹科夫在接受媒體採訪
時表示：“這說明俄羅斯奧
委會已經完全恢復了會員資
格，這個決定對於我們來說
非常重要。” ■新華社

國際奧委會解除對俄禁令

高圖爾斯質疑干地換人高圖爾斯質疑干地換人



BB1010時事圖片
星期五 2018年3月02日 Friday, March 02, 2018

泰國舉辦泰國舉辦““巨型小姐巨型小姐””選美比賽選美比賽 大碼妹子以胖為美大碼妹子以胖為美

埃及開羅南部發現大型墓地埃及開羅南部發現大型墓地
距今距今30003000年歷史年歷史

馬
來
西
亞

馬
來
西
亞11 33

歲歲

﹁﹁象
堅
強

象
堅
強
﹂﹂

裝
上
義
肢
重
新
行
走

裝
上
義
肢
重
新
行
走

近日，13歲的大象Selendang在馬來西亞吉隆坡Gandah大象保護中心嘗試使用義
肢行走，Selendang在此前曾誤入壹個狩獵陷阱。Gandah大象保護中心位於馬來西亞
中部，距離吉隆坡大約100公裏，這裏壹直致力於保護數量瀕危的亞洲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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