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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總編王力行
三月九日應美南華文作協之邀演講
（ 本報訊 ）台灣雜誌社的龍頭老大--「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總發行人王力行女士
，將於今天抵休參加親友的婚禮，應 「美南華
文作協」 之邀，將於今天（ 三月九日 ） 上午
十時至十二時，在百利大道 「國際貿易中心」
二樓，發表專題演講： 「在變局中的雜誌發展
」，這是 「美南華文作協」 今年新春換屆以來
的首場活動，即請來 「重量級」 的記者，作家
，出版家，談大家關心的命題，在此開年之際
，更為休巿帶來喜氣，歡迎各界人士把握良機
，踴躍前往聽講。
王力行是知名的記者、作家和出版家，在
台北雜誌界深耕四十餘年，1967 年王力行在政
大新聞系畢業後，先在張任飛先生創辦的《綜
合月刊》擔任記者和編輯，之後出任《婦女雜
誌》總編輯、1978 年赴香港擔任中國時報辦事

處 主 任 ， 1980 年 任 < 時 報 雜 誌 > 副 總 編 輯 ，
1981 年 「天下文化」創刊，任副總編輯，並於
1986 年和高希均教授創辦現今的遠見天下文化
事業群，她出任該企業的發行人兼總編輯，
2006 年出任《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
總編輯。
王力行曾帶領天下遠見雜誌群榮獲新聞局
雜誌報導金鼎獎、公共服務金鼎獎、花旗銀行
財經新聞獎、新聞評議會兩岸新聞獎、吳舜文
新聞獎項。她的中文著作在台北出版者廿餘種
，大陸六種，其中包括:《請問總統先生》 、
《愛與執著 : 追尋遠見的年代》 、《無愧——
郝柏村的政治之旅》 、《三人行看台灣新价值
》（張作錦、高希均合著） 、《華人領袖破解
台灣機会‧中國想像》 王力行主編 。她 並於
日前，每月固定 為 「遠見 」寫書評專欄，分

享自己的
看書心得
。
王發
行人在過
去訪談中
曾透露：
做記者的
主要任務
是跑新聞
(即搶新
聞)，但是記者跑新聞一向從負面著眼，她的個
性也不適合和人搶新聞，畢業後決定到雜誌社
工作，可以透過專題的方式來全面性地報導新
聞，她歷年來在華文雜誌界掌舵 「天下」與
「遠見」的深耕經驗，使得這場演講精采可期

。（硯青）
演講時間: 三月九日（週五）上午十時至
十二時
地 點: 百 利 大 道 「國 際 貿 易 中 心 」 11100
Bellaire Blvd.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第一季度會員慶生會
會中並為花蓮地震震災籌款
老協所有第一季度的壽星會員到前台來，
老協所有第一季度的壽星會員到前台來，
接受大家唱生日快樂歌祝賀，
接受大家唱生日快樂歌祝賀
，切蛋糕及大
合影。（
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在老協慶生會大會現場 ， 發
圖為在老協慶生會大會現場，
起為花蓮地震賑災募款。（
起為花蓮地震賑災募款
。（記者
記者
秦鴻鈞攝 ）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於上周
六上午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今
年第一季度會員慶生會，會長趙
婉兒首先在會上致歡迎詞，謝謝
大家的參與。趙會長表示： 中
華老人服務協會現有成員 1300
至 1400 人，除了現有的 ipad 班
外，現又有張可良老師教授的
「太極班 」，在每周六下午一
時至四時，及周日下午一時至三
時上課。並還有每月一次的旅遊
，下周二早上辦旅遊登記。
當天出席的貴賓也一一上台
致詞：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
長表示： 老協邀請他的二位女
兒前來表演舞蹈，他發揮二十年
外交人員的功力，成功達成任務
。他也希望在座各位給辦事處，
僑教中心更多的支持和鼓勵。僑

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也致詞表示
： 老人服務協會是僑界最大的
僑團，在趙會長的領導下，加上
所有志工幫忙，各種電腦班，入
籍班，還有各種講座都很棒。她
也向大家分享一消息，僑委會發
行 「僑胞卡 」，即僑胞折扣卡
，凡長輩們回台，到僑委會花幾
分鐘的時間填一下，即可享受全
台三千家的折扣，包括各種機票
，採購，憑此卡都有折扣優惠。
慶生會上也發動對今年二月
六日花蓮的六級地震賬災籌款，
由趙會長宣佈由老人服務協會理
事會先捐二千元拋磚引玉，後來
又在現場五十，一百的募款，最
後老協籌到賑災捐款，總數
$3536 元。
最後邀請今年第一季度的會
員，到前台來，大家集體唱生日

快樂歌，切蛋糕，並拍攝壽星團
體照。
當天 「新春聯歡 」 的餘興
節目，包括： 中華老人服務協
會--- 百齡合唱團演唱 「往事
只能回味」， 「恭喜恭喜」。
老協的 「香香個人創作舞蹈班
」 表演 「我要飛」； 老協舞蹈
班表演 「賀新年 」 及陳處長兩
位千金表演舞蹈 「As if it's your
last 」，及 「Heart Shaker 」 ；
中華老協 「春風粵曲社」 合唱
「春風得意」，及 「恭賀新禧
」。最後由蔡玉枝指導的老協舞
蹈班表演 「不變的愛 」，及老
協王清香老師指導的 「香香個
人創作舞蹈班」 演出舞蹈 「圈
圈」後，午餐開始及抽獎同樂。

休城社區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你所不了解的水災保險』 及 『你常忽略的HSA省稅健保』
（本報訊
） 時 間 ：
2018 年 3 月
10 日 ( 週 六)
上午 10:00
地 點 ：
美南銀行總
行社區會議
中
心
（Member
FDIC）
地 址 ：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主講人: 常中政 (常安保險負責人)
去年 Harvey 颶風造成休士頓地區嚴重水災，投保水災險屋
主比例卻不到百分至二十。聯邦災難救助金僅是杯水車薪，並不

足以支付重建費用，遭洪水損毀的房屋重建之路困難重重。
聯邦政府每年編列巨額預算支應水災保險基金，民眾投保率
為何仍低落? 有鑒於坊間對於水災險有諸多似是而非的說法，造
成民眾對於這項保險觀念混淆，美南銀行特別於 3 月 10 日邀請常
安保險負責人常中政，為大家講解水災險正確知識及求償時須注
意事項。
在當天常中政也將講解如何運用 Health SavingAccount (HSA)
節稅、儲蓄並節省健保保費。
常中政是位資深保險財務專家，平時熱心社區公益活動、義
務為民眾提供保險專業知識，演講內容深受社區民眾歡迎。
美南銀行（Member FDIC）創行至今，一向以服務社區為宗
旨，對於攸關民眾切身福利的各類資訊，本行隨時舉辦各種多元
化資訊免費講座，如稅務、生活健康保健等的專業演講等。提供
民眾最及時及專業的訊息。此次講座入場免費，現場備有茶點招
待，並開放民眾提問，歡迎商家企業及社區民眾踴躍參加。時間
在 2018 年 3 月 10 日週六上午 10:00，地點在美南銀行總行社區會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春宴將隆重舉行
（本報訊）休士頓黃氏宗親會自從 1969 年 3 月 9
日成立以來已有 49 年曆史。它是全美黃氏宗親總會
和世界黃氏宗親總會的一個重要分會，在宗親聯誼
，宣傳炎黃文化，服務社區，團結各社團朋友中發
揮了良好作用。尤其是 2007 年 2 月買下有 2 英畝大的
會所以來， 為休士頓華人社區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活
動場所， 每年舉辦迎春花市，迎春演唱會，元宵節
遊園會，春宴，拜祖（拜祭黃帝），端午節，中秋
節晚會等多項活動， 平常每週三晚上 8：30-12 時有
“友誼卡拉 Ok 舞會”，星期六晚上 7-11 時有國標舞

會。今年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春宴定於二零一八年三
月十一日（星期日） 晚上六時半在珍寶海鮮酒家（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舉行，由
休 士 頓 黃 氏 宗 親 會 （WFBAOH， 6925 Turtlewood
Dr., Houston, TX 77072）主辦。宴會上將有重要貴
賓致詞，有歌舞，粵曲，樂器，太極等精彩文藝表
演，豐盛的節日晚餐，眾多禮品抽獎。普通票$30，
贊助票 $50. 歡迎黃氏宗親和社團朋友參加。請聯繫:
832-859- 5790 黃孔威 khuang7038@hotmail.com

「2018 年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
年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
網路報名延長至 3 月 15 日

（本報訊）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與教育部自 2006 年起合作
辦理 「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迄今已累計逾 3 萬餘名臺灣
偏遠地區學童受益，甚受海內外各界肯定，2014 年客家委員會加
入合辦，2016 年原住民族委員會亦加入核擇偏鄉學校進行服務，
今(2018)年預計招募美加、紐西蘭、澳州、英國、愛爾蘭、南非
及貝里斯等地區 534 名華裔青年志工回臺服務，美南地區分配名
額增加至 51 名(含客籍 7 名)。

議中心，有關講座相關資訊查詢，請洽：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
(Ling Chuang)713-272- 5045，或常中政 George Chang713-9751088 或 email: ling.chuang@swnbk.com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 1997 年，總部設於德州休士
頓 中 國 城 地 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713-771- 9700(合作路和百利大道交口處) 。
目前分行經營據點分佈於休士頓糖城、達拉斯 Plano、Richardson 和奧斯汀等地區，以中、英、越、韓、拉丁等多國語言，
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的銀行服務。在加州亦設立貸款服務辦事
處，以提供更完善全方位的各項金融業務。
美南銀行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話銀行特別提供 24 小
時全天候服務，歡迎大家多多利用。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請參
閱網站：www.swnbk.com

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
將於三月十日舉辦 「新春聯歡餐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 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周宏會長表示，親愛的校友，您好
！爆竹一聲除舊歲，萬戶桃符更新春。瑞犬迎春賀歲。祝您身心康泰，闔家幸福
，事業興旺，新年快樂。美南中山女高校友會將於三月十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至
下 午 二 時 在 3599 Westcenter Drive,Houston,TX.77042 的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舉辦 「新春聯歡餐會」。我們會準備好豐盛的美味佳餚，娛樂節目，抽
獎-- --定會讓您驚喜。歡迎各位校友邀請寶眷一同前來參加。餐費每人$5.00，
有意願，有興趣參加者，敬請從速務必先向校友陳著釧 Rosa Hsu 713-882-1458,
rosachenhsu@hotmail.com; 宋 業 敏 Yeh-Min Maa 713-466- 9632； 羅 茜 莉
Chien-Li Wu713-780- 4007, chienli0319@gmail.com 報名登記，以便統計人數，
安排籌劃，無任感謝。再次，謝謝您的支持，合作。祝您時時吉祥，事事如意。

活 動 時 間 自 2018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28 日
止，為期 4 週，包括英
語教學訓練、臺灣偏遠
地區國中、國小英語教學志願服務及寶島參訪。主辦單位負擔學
員在營隊期間之膳宿及團體交通、行政等費用，另為每位學員投
保新臺幣 400 萬元意外險及新臺幣 40 萬元醫療險。學員則需自行
負擔僑居地至臺灣之往返旅費、醫療保險理賠額度以上之醫療費
用及提前或延後離營之膳宿及其他等費用；全程參與服務活動及
完成心得感言且無違反主(承)辦單位或服務學校之各項規定之學
員，將由主辦單位頒發 80 小時之中英文服務證明。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延長至 3 月 15 日止，歡迎有意加入志工服
務行列目前就讀 11 年級以上且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前年滿 17 足
歲，但未滿 25 足歲之華裔青年(以護照所載年齡為準)，並以英語
為母語、能簡單中文溝通、身心健康、學行良好、能適應團體生
活，為優先錄取對象(前曾參加本活動者不得報名、報名客籍志
工者須由客家社團推薦)，報名方式請至營隊網站（www.aidsummer.net），建立個人網路帳戶，填寫申請資料，上傳個人照
片、報名表、學校成績單及自述短文等，登錄資料確認無誤後，
列印網路登錄確認單連同上述文件，送(寄)至休士頓華僑文教服
務中心(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辦理報名。詳情
請電：713-789- 4995 分機 113。

休城社區
星期五

2018 年 3 月 09 日

Friday, March 09, 2018

B4

“新年到，福滿天”糖城市長Zimmerman恭祝2018亞洲農曆新年
“歡聲笑語處處有，喜氣洋洋快樂多” 2018 年 3 月 3 日中
午，大休斯頓地區糖城 (City of Sugar Land) AVALON 房主協會
（ Avalon Homeowner Association）在社區俱樂部舉行 2018 亞洲
農曆新年慶典活動，福到運到祝福到，人旺壽旺財運旺，狗年就
是旺旺旺！
狗年亞洲農曆新年慶典活動吸引了無數男女老少亞裔居民參
加，糖城市長 Joe R. Zimmerman 親臨現場恭祝 2018 亞洲農曆新
年並致辭。他說糖城是一個在全美排列為快速發展的城市，過去

10 年內人口增長超過了 158%，目前已是擁有 10 萬人口的城市。
糖城是一個多國籍、多族裔的城市，這裡人口包括白人、亞
裔、拉丁裔、非裔和其他族裔。糖城也具有包容性的多元文化，
各族裔之間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尊重。 糖城的家庭人均
收入和受教育水平大大高於全美以及大休斯頓地區平均水平，而
失業率和犯罪率都相當低。糖城的教育水平也很高，糖城的小學
和中學普遍都非常好，有全美著名的 Clements 高中。糖城也是全
美排名前三位最適合居住的地方。

農曆新年是在
美華人舉家歡慶的日
子，房主協會策劃準
備了豐富多彩的文藝
節目，包括休斯頓民樂團的民樂聯奏、釋行浩功夫學院的舞獅，
以及舞龍、太極、芭蕾、古箏、旗袍秀、群舞、男女聲獨唱等。
精彩的節目各具特色，在不斷的掌聲與連連驚嘆聲中演出進入尾
聲，聯歡活動給糖城居民帶來一個難忘的新春饗宴。

泉深／圖文

第86屆年仔節NRG盛大登場 為期三周至3/18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德州一年一度的畜牧盛事，
2018 年休士頓第 86 屆牛仔節(Houston Livestock Show and Rodeo)2
月 27 日至 3 月 18 日為期三周在 NRG Stadium 盛大登場，吸引眾多
畜牧業者和民眾到場體驗西部牛仔風情，一飽眼福感受德州農產
畜牧業興盛。
休士頓牛仔節始於 1932 年，為德州特有老字號的嘉年華活動

現場也有品酒花園(Wine Garden)供喜歡小酌
現場也有品酒花園(Wine
Garden)供喜歡小酌
的民眾享受各類名酒。
的民眾享受各類名酒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每年牛仔節必登場的大靴子。
每年牛仔節必登場的大靴子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今年邁入第 86 屆，主要在紀念西部牛仔的拓荒冒險精神。每到
3 月初春的季節，民眾可在室內一次欣賞表演性極強的牛仔競技
比賽與牲畜展，室外則宛如大型戶外遊樂場，好玩又有得吃，每
年都可吸引數以萬計慕名而來的居民和遊客，熱鬧非凡。有興趣
的人，詳情可上官網 http://www.rodeohouston.com/查詢售票情形
和詳細資訊。

室外宛如大型嘉年華。
室外宛如大型嘉年華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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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中美寺 2018 年光明燈上燈法會
上周日上午在佛光山中美寺大殿舉行

圖為佛光山中美寺大殿光明燈上燈法會現場。（
圖為佛光山中美寺大殿光明燈上燈法會現場
。（ 記者秦鴻鈞攝 ）

妙居法師在法會上開示： 「 我有佛陀在靠 」 。
妙居法師在法會上開示：
（ 記者秦鴻鈞攝 ）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佛光山中美寺一年一度的光明燈上燈法會，
於上周日（3 月 4 日）上午十時半起，在佛光山中美寺大殿舉行。由覺
安法師主法，法會中以 「 上燈祈願文」 ，表達所有信眾的祈求：
慈悲偉大的佛陀！
請您接受我呈現的一盞心燈，
遠古的人類因發明火炬而走出洪荒，千年的暗室因點亮油燈而頓生光明
，夜航的船隻因燈塔照亮而認清方向，暗巷的行人因路燈照明而產生勇
氣。燈，實在是太重要了。
然而世間上千萬盞的燈光，都不及佛陀您的千萬分之一，
因為晦暗的世界，唯有佛日才能增輝；
因為迷矇的人心，唯有法燈才能照亮。
由於您降誕於世間，示教利喜，點亮了真理的明燈，

從此，
苦海裡的眾生有了得度的希望，娑婆界的有情喜獲得救的未來；
慈悲偉大的佛陀！
我現在奉獻給您的心燈，無形無相，
它是從我法身慧命裡點亮的火炬，
它是從我法身真如裡燃燒的心情，
希望能夠得到佛陀您的加持，
祈求我這盞心燈，
能夠照徹恆河沙數的世界, 能夠庇護三界九有的眾生。
因為，這盞燈是我的真如自性，這盞燈是我的法身慧命。
慈悲偉大的佛陀！在這個世界裡，
還有許多人需要您賜給他們回頭轉身的明燈；
還有許多人需要您賜給他們反觀自省的明燈；
還有許多人需要您賜給他們敦厚誠信的明燈；
還有許多人需要您賜給他們信心堅強的明燈。
法會結束前，並由妙居佛法師給全體信眾作佛法開示，她又將開示
的法要，以歌唱的方式唱出： 「 我有佛陀在靠」
當那因緣看透時候
無常又算甚麼
當那執著放下時候
掛礙又算甚麼
我有佛陀在靠
我有菩薩保佑我 那煩惱遠離我
我有佛陀在靠
我有菩薩保佑我 那無明遠離我
當那真理證悟時候
般若就屬於我
當那自性清淨時候
涅槃就屬於我
我有佛陀在靠
我有菩薩保佑我 那覺悟屬於我
我有佛陀在靠
我有菩薩保佑我 那成佛屬於我
我有佛陀在靠
我有菩薩保佑我 那覺悟屬於我
我有佛陀在靠
我有菩薩保佑我 那成佛屬於我

（為食書生）金冠醒獅賀新春
執筆之時，己是新正頭年二十，通勝上說明今天宜祭求治解
，祀醫病除，總而言之，一個好日子， 即可以緬
懷過去，展望未來。故先許我書一首詩，來為休市僑友及金
冠酒樓東主馮先生、頭廚佳哥、經理 William 及店中上下內外
各員工、金冠食客，講一聲：大家恭賀春禧
「炮竹隆隆報曉天，汪汪勤力賀新年。
春風裊裊從人願，梅花燦開處處妍。
彩鳳辭歸舞天闕，瑞犬嘯臨待新篇
戊戌新年如約至，黃曆翻開新紀元。
並且恭祝美南日報社長、各位主編及記者、各地讀者，
新春快樂、闔家幸福、事業發達。
我們偉大的中國:屹立世上已有五千多年歷史，春節習俗
，亦已超逾二千多年。可謂之源遠流長，屬於世界民間歷史

上一項光輝耀眼的慶祝活動。即使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每
年辭舊迎新之際，放眼四海五洲，凡有華人居處，必有中華
年味。聽那喧喧鑼鼓聲，聲振寰宇；看那煙花千樹，燈火萬
家，除夕之夜，闔家圍爐而坐，共同感恩去歲的收穫，祈盼
明朝的美好。新歲伊始，相互抱拳道恭喜，俯首謝神明，喜
慶中國年。
回憶今年大年初二，新曆二月十七號，真的是皇道吉日
好良辰，好日子，因為年初二為新歲開年之日，週六又是美
國週末，所以休市中國城內，百利大道之上，整天均是車如
流水馬如龍。作為現今中餐的翹楚的金冠酒家，剛過早上十
時，便經已見到食客魚貫進入，三兩個照面，金冠酒家大堂
之內，便被早來的客人坐滿。本人 「為食書生」 三代同堂，
加上舅兄沃湛夫婦，趕在十一點出現，滿以為自己是早來佳
客。誰知臨塲出現, 己見金冠酒樓高掛彩旗，全院滿座，不
禁自覺嘆一句：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 幸好預早跟店東

楊楚楓

打個招呼，才留有大抬乙張，供我們一邊飲熱茶、食點心，
一邊欣賞來金冠賀歲的六隻醒獅的精彩表演。
獅子是我國吉祥的瑞獸之一，象徵財富、健康、好運、
團結。因此千百年來，每至農曆新年期間，中國各地城鎮的
繁榮地方，均有舞獅隊伍來表演，來向各式商店拜年。遠離
家鄉的海外華人地區，亦不忘初衷。休市唐人街上各知名商
號，每年均有此優良傳統： 舞獅賀新年！金冠酒家選上年初
二當天先拔頭籌，拉開休市華人舞獅表演序幕，實是明智之
舉。本地不少食客早已風聞年初二，上金冠，有醒獅表演，
因此每個家庭，均扶老攜幼，拖男帶女，趕入金冠午餐欣賞
。
醒獅演出後，在場人士一湧而上，爭相摸獅頭、獅脷、
獅眼，寓意鴻運當頭、大吉大利、龍精虎猛，好不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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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之道 健康新計畫
打造更好更健康的自己 ！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身體是人一生必須攜帶的行囊，行李
超重越多，旅程就越短，健康是人的首要幸福，而您的身體狀況
如何呢？是否經常感到疲倦？體重過重？久坐在辦公桌前埋頭苦
幹？熬不完的夜？患有慢性疼痛？每天有吃不完的藥？覺得自己
無法與家人和朋友一起享受日常活動？如果有上列的情況，其實
，你並不孤單，這是現代社會許多人共有的情況。
然而，不健康的習慣和生活方式會導致許多疾病，例如心髒
病、糖尿病、高血壓、癌症、不孕以及許多自體免疫性疾病（包
括淋巴細胞性甲狀腺腫、乳糜瀉、和許多類型的關節炎）。你希
望日子這麼一直過下去嗎？ 當然不囉，那麼就要換個方式來活！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的專家們，致力於人根本的健康，在 2018 年之
初，提出健康新計畫，讓您活得更健康、更幸福。

健康的飲食

首先，從更健康的飲食開始。現代人物質充裕，走幾步路就
能看到一家餐廳，休斯頓的餐廳更是居全美之冠，然而吃多了、
喝多了，身體很難能負擔。所謂 「飲食有度，不用求醫」 。網路
上有各式各樣的節食計畫，但不見得能起作用，像溜溜球飲食
(yo-yo diets)通過節食、再吃、再節食的方式，並不適合每個人
。最好能參加營養課程，或與合格的營養師討論，真正了解食物
的特性，知道哪些食物營養豐富，是屬於優質食物，每天多吃一
點這類食物；同時知道哪些食物對身體有害，盡量避免。
不需要過分專注於卡路里的計算，讓自己輕鬆點。飲水則最
好喝過濾水，同時用玻璃瓶或不銹鋼水瓶，別再飲用塑膠瓶裝水
了。吃健康的蛋白質，例如像購買草飼長大的肉類、有機放養的
雞、和野生捕撈的海鮮，這些肉類較能避免添加抗生素、賀爾蒙

等化學物品，肉質本身含更多營養、與更多有益的脂肪。盡量吃
當地、當季生產的蔬果，能用有機的最好，有機蔬果營養價值更
高，沒有化學農藥殘留，風味佳，吃新鮮健康的食物，身體才會
更健康。同時減少咖啡因和酒精的攝取，減輕肝臟與腎臟的負擔
。
運動鍛鍊
勵行健康的飲食之後，接下來，就要開始鍛鍊了。你最喜歡
什麼運動？做什麼運動最能讓你持之以恆？找到能讓你開心並保
持下去的，無論是騎自行車、游泳、健行、打籃球、網球、乒乓
球、羽球、或者跳舞都好，每週至少 3 次。肌肉決定新陳代謝，
是我們第二級的免疫系統儲備，拉力與舒張運動、舉重、球類運
動等，都能保持肌肉張力。最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鍛鍊
，彼此激勵，更能持之以恆，也更有樂趣。另外，不妨買一台計
步器，勤於走路，以每天六千到一萬步為目標，走出健康、走出
喜悅。

睡眠

確保自己有充足的睡眠。每晚睡足 8 個小時，最好不要熬夜
，試著在晚上 10 點到 11 點之間就寢，這是恢復身體的最佳時間
。睡眠如果不足，身體無法正常恢復所消耗的精力。

放鬆

減低你生活中的壓力。多與正能量的人在一起。有機會的話
，試著靜坐，讓自己內在有充裕的空間，千萬記得為自己保留寧
靜的時間。想成寫日記的習慣，記下自己的想法，你會發現，逐
漸更了解自己。試著參加瑜伽課程，或在家裡練習，舒解僵硬的
肌肉，讓身體保持柔軟度與彈性。

戶外活動

多到戶外走走，無論是早上、傍晚、或午餐時間步行 20 分鐘
，都對您相當有益。人體維他命 D 的來源，有九成是經由陽光照
射所製造的。如果長時間沒曬太陽，會讓很多人感到鬱悶、沒有
精神。多曬太陽、多到戶外活動，還能幫助降低心理壓力與焦慮
。
多與家人和朋友一起共度歡樂時光，別再做低頭手機族，放
下手機，與家人或朋友開車兜風，感受陽光灑在皮膚上的感覺，
虛擬世界如幻。別再不停發短信，與人真實地互動，面對面談心
！

生活平衡

保持健康的工作，讓生活與工作能平衡，花時間好好照顧自
己！有智慧的人工作不忘健康，愚者只顧埋頭趕路，而忘了沿路
的風景與健康。把工作留在該工作的時刻，保留能讓自己放鬆的
時間。每隔一段時間，計劃去度假，無論是在家裡度假、或出門
休閒度假，充足了電，才更有效率。
任你有千百種能耐，或是居於萬人之上，甚至創造歷史，如
果沒有健康，只不過是空談罷了。德州第一醫療中心，專業團隊
將 幫 助 您 管 理 疼 痛 ， 達 到 最 佳 健 康 水 平 。 詳 情 請 洽: 電 話
832-998-2416(中文)、281-208-7335(英文)。地址: 中國城診所
9798 Bellaire Blv., #K, Houston, TX 77036(位於黃金廣場)。糖城
診所 2837 Dulles Ave., Missouri City, TX 77459。www.texasregionalheal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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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在休士頓經文處
呈現 十萬美元
將於 3 月 14 日捐款花蓮縣政府購買消防車一輛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
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
，謝
謝總會長和總會長所
有的團隊。
有的團隊
。 大家都知
道 2 月 6 日我們花
蓮發生地震後，
蓮發生地震後
，陸
陸續續國際上有很
多安慰或是關心，
多安慰或是關心
，
非常多，
非常多
， 包括在我
們休士頓陸續都有相關
單位、
單位
、協會在做募款活
動，大家都覺得非常感動

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總會長黎淑瑛、國際監事長高嫚璘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總會長黎淑瑛、
國際監事長高嫚璘，
，國際秘書長宋秉
穎律師，
穎律師
，副執行長何真
副執行長何真、
、美南分會會長羅秀娟
美南分會會長羅秀娟、
、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
處長，
處長
，林映佐副處長
林映佐副處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一起分享施比受福份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國際監事長高嫚璘，國際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國際監事長高嫚璘，
秘書長宋秉穎律師、
秘書長宋秉穎律師
、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出
席 捐款震災 佈達儀式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總會長黎淑瑛 、 台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總會長黎淑瑛、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展示 10 萬美金 花蓮地
震救災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總會長黎淑瑛表示 這次 2 月 6 日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總會長黎淑瑛率 美南分會會長 花蓮大地震，
花蓮大地震 ， 我覺得
我覺得，
， 尤其是自己的國人
尤其是自己的國人，
， 所以心裏就更痛
所以心裏就更痛。
。
很快我想賑災就開始，
很快我想賑災就開始
，展世華全球愛心
羅秀娟、
羅秀娟
、 副執行長何真 辦事處拜會活動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總會長黎淑瑛率美南分
會會長羅秀娟與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 僑教
中心莊雅淑主任 愛心捐款 花蓮救災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總會長黎淑瑛 3 月 6 日上午 11 時
至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佈達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總會將於 3 月 14 日前往花蓮縣捐款震災十萬美元購買消防車一輛
供花蓮縣使用消息、
供花蓮縣使用消息
、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熱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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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發揮穩定 贏該贏比賽

2018 年阿爾加夫盃國際女足邀請賽 8 日
結束，中國隊最終在 12 支參賽球隊中排名第 11 位。縱觀中
國隊 4 場比賽，固然與世界強隊在實力上存在差距，但如果發揮穩
定、贏下該贏的比賽，中國隊的成績不應只是倒數第二。

本屆阿盃小組賽，與中國
隊同在 A 組的三支球隊

分別是世界排名 38 位的東道主葡
萄牙、與中國隊實力相當的挪威和
世界排名第 4 的澳洲。雖然連吞三場敗
仗，但面對愈來愈強的對手，中國隊表
現卻一場比一場好。就當人們認為中國隊
將輕鬆戰勝俄羅斯隊奔赴亞洲盃時，最後
一場比賽過程卻又不免讓人揪心。

比賽過程難以讓人滿意
揭幕戰對東道主來說總是意味着壓力，經過
一系列熱身賽且實力佔優的中國隊完全應該全取三
分，而比賽實際情況卻是，面對身材不算高大的對
手，中國隊的長傳衝吊收效甚微，而葡萄牙在隊長
內圖的組織下穩紮穩打，頗有葡萄牙男足“歐洲拉
丁派”的風采，整場比賽中國隊場面被動。
第二場比賽中，
雖然貴為世界盃和

歐錦賽雙料冠軍，但首場被澳洲絕殺後，近年成
績不甚理想的挪威隊練兵意圖明顯。雖然中國隊
的表現比第一場有明顯改善，賽後也得到挪威隊
主教練斯約格倫的讚賞，但更換了 10 名先發隊員
迎戰中國的挪威人還是2：0輕鬆取勝。
小組賽最後一場，兩戰皆負的中國隊和志在
奪冠的澳洲同樣背水一戰。由於美國、德國等強
隊缺席，盡遣主力參賽的澳洲人來葡萄牙就是為
了爭冠。在第二場意外被逼和後，對陣中國的小
組最後一場比賽澳洲全力以赴力爭大勝。主帥斯
塔伊契奇表示：“我們的目標是 4：0 取勝，殺進
決賽。”
面對實力強大且全力以赴的澳洲，中國姑娘
一改前兩場的頹勢，表現得格外堅韌頑強，整場
比賽場面上絲毫不落下風。“雖然我們 2：0 取
勝，但場面並不像比分反映的那樣。”斯塔伊契
奇說，“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比賽。”
眼看前三場愈踢愈好，最
後一場比賽中國隊又出現遇弱不

強的情況。俄羅斯隊是本屆
賽事實力最弱球隊，三場比賽失
7 球僅入 1 球，對陣中國隊的比賽
只有17名隊員報名。雖然中國姑娘們
憋着一股勁最終贏下了比賽，避免了排
名墊底的尷尬，但比賽過程卻難以讓人滿
意。中國隊主教練埃約爾松賽後坦言，雖
然贏了比賽，但中國隊踢得並不好。

鋒線進攻乏力 防守失誤過多
隊長王珊珊說，贏了最後一場比賽大家都
很高興，但讓人遺憾的是中國隊之前輸了不該
輸的比賽。鋒線進攻乏力、防守失誤過多，中國
隊在這次阿爾加夫盃上暴露出不少問題。
對於即將開始的亞洲盃，抽到“上籤”的中
國隊從小組出線晉級明年的法國世界盃並不是難
事，但如果想在強手如林的世界盃上有所突破，
中國隊必須發揮穩定、贏下該贏的比賽。
■新華社

■中國女足球員
許燕露(( 右) 與俄
許燕露
羅斯球員斯米爾
諾娃在比賽中拚
搶。
新華社

■中國女足球員宋端
中國女足球員宋端((右)
與俄羅斯球員阿基莫娃
在比賽中爭頂。
在比賽中爭頂
。 新華社

■ 中國女足球員張睿
中國女足球員張睿(( 右)
與俄羅斯球員娜傑日達在
比賽中爭頂。
比賽中爭頂
。
新華社

■中國女足球員劉杉杉
中國女足球員劉杉杉((左)
入球後與隊友慶祝。
入球後與隊友慶祝
。 新華社

中國體育代表團 平昌殘奧村雪中升旗
五星紅旗在飄舞的雪花中升起，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在平昌殘奧村內奏
響——平昌冬季殘奧會中國體育代表團 8
日在韓國平昌殘奧村舉行升旗儀式。
本次中國代表團副團長王梅梅等代
表團運動員、教練員、團部工作人員 50
多人，以及中國駐韓大使館公使銜參贊
王魯新等使館人員參加了升旗儀式。
在一陣韓國大鼓聲中，升旗儀式開
始，韓國傳統儀仗隊走入廣場並奏起傳
統樂曲。在當天舉行升旗儀式的多國代
表團中，中國代表團第三個入場。

伴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五星
紅旗在殘奧村升起。身穿紅色上衣的中
國代表團團員行注目禮，唱起國歌。隨
後，代表團副團長王梅梅與平昌殘奧村
村長互換了禮物。升旗儀式結束後，韓
國文藝人員獻上傳統舞蹈與現代街舞相
結合的表演。
擔任本次代表團副團長的中國殘聯
黨組成員、執行理事會副理事長王梅梅
接受採訪時說，中國代表團全體人員已
經做好充分準備，面對鮮豔的五星紅
旗，全團上下精神振奮、鬥志昂揚，將

不負使命、堅決完成好參賽任務。
王梅梅說，中國冬殘奧項目發展起
步晚、基礎弱，這次代表團的一個重要
任務是學習和取經，同時也將檢驗兩年
來的訓練成果、查找不足，以便採取有
效措施在較短時間內提升實力，力爭在
2022 年北京冬殘奧會上取得獎牌突破。
本屆冬季殘奧會將於 9 日至 18 日在
韓國平昌、江陵、旌善舉行，9 日晚舉行
開幕式。越野滑雪運動員彭園園擔任開
幕式中國代表團旗手。
■新華社

■ 中國體育代表團副團長王
梅梅((左)向運動員村村長朴殷
梅梅
秀贈送禮物。
秀贈送禮物
。
新華社

■平昌冬殘奧會中國體育代表
團升旗儀式現場。
團升旗儀式現場
。
新華社

短訊

豫中學出征世界足球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河南省鄭州市第九中學 15 名男子足
球隊員和教練員將代表中國參加 2018 年
世界中學生五人制足球錦標賽。全國僅此
一支男足隊伍參賽，女足隊伍則來自山東
的一所學校。8 日，該校舉辦出征世界中
學生五人制足球錦標賽壯行儀式。3 月 11

日至 22 日，2018 年世界中學生五人制足
球錦標賽在以色列舉辦，共有 16 支男子
足球隊參賽，共分為 4 個小組，中國隊與
以色列、法國、克羅地亞分到了一個小
組，小組循環賽後將進行淘汰賽。

環中原單車賽月底開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體彩·環中原 2018 年單車公開賽事將

於本月 31 日在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拉開
序幕，10 月 13 日在鄭州市收官，共有 12
個承辦地參與。8 日，體彩·環中原 2018
單車公開賽新聞發佈會在河南省政府新聞
發佈廳召開，河南省體育局副巡視員張躍
敏介紹說，今年的賽事預計 12 站比賽總
參與人數將突破 6 萬人以上。賽事設項主
要設置六大項，包括全民健身體驗組，山
地車賽男女甲乙組，公路精英賽男子組。

熱刺痛失好局 祖記逆轉過關
熱刺痛失好局，於 8 日凌晨歐洲 己隊出局的原因。祖記全場得兩、三
聯賽冠軍盃足球賽中，短時間內連失 次機會，但你一旦犯錯，他們就有力
兩球由贏變輸，功敗垂成無緣 8 強。 轉化成入球。”
“兩回合比賽我們應該獲得更多
這場次回合較量，作客倫敦溫布萊球
場的意甲班霸祖雲達斯，利用主隊的 入球的。”普捷天奴勉勵子弟兵：
越位漏洞，藉阿根廷孖寶希古恩跟保 “賽果當然令人很失望，但這就是成
羅戴巴拿於 3 分鐘內各建一功，成功 長的過程，我們會繼續前進。足球場
逆轉劣勢，近四屆歐聯第三次躋身 8 上 沒 有 如 果 ， 你 必 須 多 入 球 少 失
球。”上半場入球協助熱刺一度領先
強。
熱刺首回合戰和祖記 2：2，手握 的韓國射手孫興民賽後落下男兒淚，
兩個作客入球下，本場次回合重返溫 他哽咽着回答記者的提問，坦言以己
布萊迎敵，心理上佔有很大優勢，開 隊的表現該獲得更佳的結果。比賽有
賽後亦果然佔據主動。39 分鐘，捷比 時會犯錯，而對手正是短時間內兩番
亞右路橫傳門前，後柱位的孫興民射 破網，“縱然這令人很傷心，但我們
門力度不夠，球卻飛過基亞連尼和保 必須重新出發。”
至於祖記，近日重奪衛冕意甲的
方之間鑽入網窩。總比數落後 2：3，
祖記此時需入兩球方可避免出局，惟 主動權，歐聯繼上屆屈居亞軍後今屆
上半場受制熱刺後場緊迫，未有任何 再闖 8 強，主帥阿利基尼說：“在溫
布萊贏波太不容易了，我們夠耐性，
中龍門範圍的埋門。
下半場，熱刺場面突然失控，祖 並最終贏下比賽。縱觀兩回合較量，
記壓上搶攻，戰至64分鐘扳回一城， 己隊值得晉級。”幫祖記扳平的希古
列治史迪拿突破越位傳中，基迪拉頭 恩則指出，他們很了解英超球隊防線
槌二傳，希古恩窩利施射右下角入 歷來一直存在的弱點，成為他們逆轉
網。客隊得勢不饒人，僅過 3 分鐘， 的關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保羅戴巴拿突破越位
接應希古恩妙傳，及
後左路突破殺入禁區
再入一球。
熱刺連失兩球才
如夢初醒，全力進攻
盼挽回敗局，但哈利
卡尼 90 分鐘一記頭槌
攻門卻中柱彈出，注
定他們無力回天。熱
刺近年英超戰績超越
阿仙奴成為北倫敦的
大哥，但歐聯卻未能
希古恩(( 左) 跟
再進一步。領隊普捷 ■ 希古恩
保羅戴巴拿各建
天奴嘆道：“三分鐘
一功，
，協助祖記
內連失兩球，我們犯 一功
逆轉。
逆轉
。
美聯社
了兩個大錯，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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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給兒子建星戰主題臥室 藍色睡眠艙畫風超夢幻

近日美國俄克拉荷馬市
的壹名父親在網上大火，因
的壹名父親在網上大火，
為他給自己 5 歲的兒子修建
了壹 座 星 球 大 戰 主 題 的 臥
室。室內裝飾的風格類似
《星球大戰》電影裏的布
景，墻角處有壹個睡眠
艙 ，懸掛在天花板上，距
離地面約 1.5 米 。

為巨鱷戴上花環
巴基斯坦慶祝鱷魚節

閩南“
閩南
“灰姑娘
灰姑娘”
”的“童話生活
童話生活”
”

她喜歡穿著不同款式的歐式長裙，
她喜歡穿著不同款式的歐式長裙
，模
仿世界名畫裏的人物，扛著三腳架自拍
仿世界名畫裏的人物，
扛著三腳架自拍，
，
然後把照片上傳到微博。“
然後把照片上傳到微博
。“以前我會下山
以前我會下山
端菜、
端菜
、洗盤子
洗盤子，
，現在我做衣服
現在我做衣服，
，賣給喜歡
這些衣服的人，
這些衣服的人
，或者讓她們穿著拍照
或者讓她們穿著拍照，
，都
是用我的勞動、
是用我的勞動
、我的智慧
我的智慧、
、我的能力換得
生活所需，
生活所需
，我覺得這是壹種尊嚴
我覺得這是壹種尊嚴，
，應該受
到尊重，
到尊重
，而不是被人質疑
而不是被人質疑。”
。”自認為不擅
自認為不擅
與人打交道的王雪卿說，
與人打交道的王雪卿說
，從小她就幻想著
從小她就幻想著，
，
等老了以後歸隱山林，
等老了以後歸隱山林
，過上自給自足
過上自給自足、
、與
世隔絕的日子。
世隔絕的日子
。不少女孩看到王雪卿微博
上的自拍照，
上的自拍照
，也想穿著她的衣服拍照
也想穿著她的衣服拍照。
。穿
著“灰姑娘
灰姑娘”
”的衣服拍照需要付費
的衣服拍照需要付費。
。王雪
卿稱，
卿稱
，她之所以如此熱衷於模仿世界名畫
裏的人物，
裏的人物
，是因為曾看了壹本關於塔莎奶
奶的書，
奶的書
，受到強烈影響
受到強烈影響。
。幾年前
幾年前，
，遭遇情
傷的王雪卿心灰意冷，“
傷的王雪卿心灰意冷
，“躲
躲”進了深山
進了深山，
，
租下了壹個多年無人居住的破房子。“
租下了壹個多年無人居住的破房子
。“很
很
多人問我怎麽找到這個地方，
多人問我怎麽找到這個地方
，其實我是有
意尋找、
意尋找
、無意發現的
無意發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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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人到四十》（首播）（English Subtitles）

中國輿論場 (首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特別呈現 (首播)

14:30-15:00

卡通片《鞠萍姐姐講故事》 (首播)

15:00-15:30
15:30-16:00

特別呈現 (重播)

16:00-16:30
16:30-17:00

中國文藝 (重播)

17:00-17:30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中華文化遺產
(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一
季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幸福來敲門
(首播1)

幸福來敲門
(首播2)

17:30-18:00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20:00-20:30

美食鳳味
生活 (重播)

20:30-21:00
21:00-21:30

治安對談

休士頓論壇

海峽兩岸(首播)
健康之路 (首播)

真情部落格
(重播）

22:30-23:00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台灣心動線

電視劇《大瓷商》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21:30-22:00
22:00-22:30

城市一對一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司馬白話(重播)
明星加油站 (重播)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地理•中國
(重播)

中華文化遺產
(首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
一季 (首播)

真情部落格(首播）
司馬白話 (首播)

國際新聞 /
Howdy Philippines!
大陸新聞/
(重播)
台灣新聞
健身舞起來（首
生活(首播)

防務新觀察 (首播)

快樂童年(首播)
中國文藝 (首播)

綠水青山看中國
(首播)

味道(首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檔案（重播）

文明之旅 (首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1)
Updated as:

幸福來敲門(重播2)
3/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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