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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武協會為了讓更多練武之人有一展宏武協會為了讓更多練武之人有一展
身手的園地身手的園地﹐﹐將於將於 44 月月 66 日至日至 88 日在日在
休士頓休士頓 Marriott Westchase HotelMarriott Westchase Hotel 舉辦舉辦

「「世界之星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中華武術錦標賽﹐﹐應頒發應頒發
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歡迎大眾參閱歡迎大眾參閱
網站網站 www.kungfucompetition.comwww.kungfucompetition.com 有有
關報名詳情關報名詳情﹐﹐以武會友以武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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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9 20 21 22 23 24 25

00:00-00:30
地理•中國 (重播)

00:30-01:00
明星加油站(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動物傳奇(重播) 
(English)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地理•中國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05:30-06: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健身舞起來（重播

）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首播)

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地理•中國 

(首播)

10:00-10:30 粵語天地 (重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洋言洋語(重播) 空姐新發現(首播)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13:00-13:30
美食鳳味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15:30-16:00

地理•中國 
(重播)

中華文化遺產 
(首播)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中華文化遺產 
(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首播1)
幸福來敲門 

(首播2)
司馬白話 (首播)

17: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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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19:30 健身舞起來（首

19:30-20:00
美食鳳味 生活(首播) 防務新觀察  (首播)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快樂童年(首播)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司馬白話(重播)

22:30-23:00
明星加油站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重播1)

幸福來敲門(重播2)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3/1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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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生活魔法師 (首播)

少年中國 (重播)
味道(重播)

經典電影(重播) 中國功夫(首播) 

經典電影(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English 900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人到四十》（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大瓷商》（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防務新觀察 
(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電影藏密（重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重播)

男左女右 (首播)
檔案（首播）

經典電影(首播)文明之旅  (重播)
電影藏密（首播

）
今日關注(首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謝謝我的家 (首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
科技與生活(重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電視劇《人到四十》（首播）（English Subtitles） 特別呈現 (首播)

卡通片《鞠萍姐姐講故事》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一

季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
一季 (首播)

真情部落格(首播）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Howdy Philippines!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城市一對一 科技與生活 台灣心動線

綠水青山看中國 
(首播)電視劇《大瓷商》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味道(首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首播)
真情部落格 

(重播）
檔案（重播） 文明之旅  (首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和父母一起到外面看看

      广州街坊潘先生一改往年待在广州或回乡下

过年的习惯，决定安排一家人搭上从广州到东南

亚的邮轮，来一个团圆游。

      潘先生说，“这是一家人第一次一起出海，6

天 5 晚，第一次海上度过春节。发现同行的人多

数来自广州、深圳等地，共有 4000 多人，邮轮平稳，

适合老人，他们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新的过年方式，

相信今后还会报名。”

　    “回家”一直是春节的传统项目，大数据显示，

近年来，类似潘先生这样选择春节期间“父母在、

一起游”的人越来越多，成为“回家”之外的又

一新年俗，只是不变的是“团圆”。

       2 月 21 日，高德等逾 10 家平台大数据绘制

了《2018 中国人新年俗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高德地图的数据显示，广州市春节期间的拥堵程

度下降了 42.6%，是北上广深里面最不堵的城市。

       除很多人返乡过年外，广州春节不堵也与广

州人流行海外旅游过年有关。以前是“父母在，

不远游”，现在是“父母在，一起游”。飞猪数

据显示，在最喜欢去海外过年的城市排行榜上，

广州人位列前三位。值得一提的是，同期在海外

旅行过年的平均花销上，广州排名第一。

      此外，记者从广东省旅游局获悉，今年春节

期间，广东省接待游客人数、旅游收入、出游人

数均创新高，其中纳入统计的 111 家重点景区共

接待游客 1363.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2%，收入

12.97 亿元，同比增长 10.2%。据中国国家旅游局

数据中心综合测算，春节黄金周广东省接待游客

人数位居中国第一。

●吃鲍鱼喝洋酒
广东农村餐桌很“国际化”

      如果没有陪父母出游，带爸妈和家人出门吃

喝玩乐，也是新选择，成为中国人新年俗的重要

组成部分。淘票票数据显示，仅大年初一，单

场购票三张及以上的用户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90%；口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除夕，通过口碑

和支付宝下单的年夜饭消费超过 30 万顿。这其中，

美食之都广州贡献不少。

      近年来广东农村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从网购

品类上看，城市消费者购买的个性消费品类，农

村消费者也都有人购买。“城会玩”已经开始带

动“农会玩”。据村淘今年的春节前数据显示：

广东农村餐桌上最喜欢鲍鱼、扇贝、牡蛎等海产

品；酒文化上，相比北方人最爱五粮液，今年春

节轩尼诗、法国金钻、马爹利、杰克丹尼等品牌

洋酒则更多走上了广东乡村年夜饭的餐桌。

      那么今年春节网购年货哪些地方最多？据菜

鸟数据显示：全国区县网购年货包裹量的区县前

       海外出游过年，出手阔绰；农村餐桌端上鲍鱼洋酒，口味洋气；

这个春节，敢为人先的广东人，将新年过得有声有色……

      狗年春节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 40 个春节，无论是集合 10

多个平台的大数据，还是记者采访的所见所闻均显示，新时代孕育

了新年俗，成了中国人生活品质、品位与自信全面提升的缩影。一

个充满年俗味、人情味、科技感、国际范的中国春节正呈现世人面前。

十强中，广东省豪夺五席，分别是深圳宝安、广

州白云、深圳龙岗、广州天河、广州番禹，相比

北京、上海、江苏都遥遥领先。

      有趣的是，与老广过年越发国际化不同，旅

居海外的华人越来越热衷在春节海淘中国老字

号。天猫的数据显示：老干妈、永久、大白兔、

张小泉、西泠印社、龙泉宝剑等，成为了华侨搜

索热度最高的年货品牌。

●新手信解放了家人双手

      与往年手信送腊味、水果不同，街坊钟女士

今年过年给姑姑家买了一台智能扫地机器人，亲

戚之间围着沙发喝茶就够了，剩下的清洁工作统

统交给机器人搞定，一家人生活轻松很多。

      菜鸟数据显示：中国区县网购年货包裹量的

县前十强中，广东省豪夺五席，分别是深圳宝安、

广州白云、深圳龙岗、广州天河、广州番禺，其

中广州市就占了三个。

      《报告》显示，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规

模化进入商用，今年春节，土特产、保健品、衣

服鞋帽等年货“老三样”被无人机、智能音箱、

扫地机器人等“新三样”取代。来自天猫的数据

显示，把爸妈从烦琐家务中解放出来的蒸汽拖把、

洗碗机、擦窗机器人、烹饪机器人，购买人数增

幅分别是 320%、188%、169% 和 145%。

      城市居民并不是智能家居消费的唯一主力。

中国农村个性消费品类最全的省份是河南。在河

南农民的购物车里，既有智能音箱、无人机等时

髦电器，还有刀削面机器人、智能马桶等实用产

品。

专家：
新年俗老传统
     新时代、新年俗、新气象。《报告》认为，

科技感、国际范是互联网催生的新年俗，年俗味、

人情味是互联网激活传统变新颜。这些新时代的

新年俗，是中国人生活品质、品位与自信全面提

升的缩影。新时代的互联网年味，提升的是中国

人过年的格局，不变的是中国人对于家国的传统

思绪。

      对近年来出现的“新年俗”，著名文化学者

张颐武分析，这与中国人的消费习惯、生活形态

发展、生活方式变化相关，就连“拜年”也从原

来的走亲访友融入了短信、电话、微信等形式。

张颐武指出，春节意味着家庭团圆、万物更新，

人们仍然有新的期待，期待未来一年有好运道、

新发展，这个普遍的文化和心态并未消失。“作

为中国人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是不可替代的”。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北大教授段宝林表

示：“民俗就是一种生活美，我们一方面要发扬

传统，把传统文化中最好的东西继承下来，另一

方面还要结合新的生活需要、新的生活条件不断

创新，使节日生活既有传统韵味儿又有现代气

息。”（宗和）

▲市民逛广州花市，选购“年花”。 廖树培 摄

▲大年初六，普宁市南溪镇东一村举行一年一度
的游神赛会。 张梓望 摄

 带父母海外过年，农村餐桌海鲜多……

广东引领多项春节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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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喝瓶裝水嗎經常喝瓶裝水嗎??
小心喝下塑膠微粒小心喝下塑膠微粒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您習慣喝瓶裝水嗎？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您可要小心囉！一項
最新的研究報告指出，許多知名品牌的瓶裝水內
都含有微小的塑膠粒，在喝瓶裝礦泉水與飲料時
，可能也把微細的塑膠物質也喝下肚子了。休斯
頓的養生專家陳教授提醒華裔朋友們，少喝瓶裝
水不僅少製造寶特瓶垃圾，減輕地球環境的負擔
，同時對自身健康也有好處，別再只圖方便了。

非營利組織 Orb Media 的研究報告顯示，每
一升瓶裝水內可包含數千個塑膠微粒。研究人員
在九個國家、對全球的十一個領先品牌的二百五
十餘種瓶裝水進行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居然有

九成以上(93％)的瓶裝水裡有塑膠微粒或微細的
塑膠纖維，長期飲用，很可能會對身體健康有影
響。

研究人員梅森（Sherri Mason）表示： 「大部
分的塑膠微粒來自於瓶子本身或瓶蓋，源於裝瓶
的過程。」

這些著名的品牌包括Aqua (Danone)、Aqua-
fina（百事可樂）、Bisleri，Dasani（可口可樂）
， Epura （ 百 事 可 樂 ） 、 Evian （Danone） ，

Gerolsteiner （Gerol-
steiner Brunnen） ，
Minalba （Grupo Ed-
son Queiroz）、雀巢
Pure Life（雀巢）、
San Pellegrino （ 雀 巢
）和中國的品牌娃哈
哈（杭州娃哈哈集團
）。無論是小超市或
大賣場的飲料區，數
不勝數的各種瓶裝水
與飲料，礦泉水、純
水、深層海洋水、蒸
餾水、離子水、可樂

、軟飲料都在向顧客招手。
想想看，飲用瓶裝水，對自己的健康、對地

球的健康都不利，那為啥要用呢？
如果一個人一星期少喝三瓶瓶裝水，一年就

少掉一千個以上的寶特瓶。如果一百萬人都少喝
瓶裝水，一年就少掉十億個寶特瓶，十億個寶特
瓶可是堆積如山的。少飲用瓶裝水，這是我們能
做到的，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一點，就能減輕地球
的負擔，同時，不把化學物質喝進自己的肚子裡
！

塑膠製品提供給現代人生活很大的方便，但
是，同時也給地球造成無比的負荷。在每個家庭
裡，舉目所見，都能看到與塑料相關的東西，塑
料方便、好用、便宜，然而，它無法在環境中自
然的分解，也造成地球環境沉重的負擔。

你也許想知道，第一支寶特瓶是什麼時候出
現的？答案是1967年，由杜邦公司的納桑尼爾惠
氏（Nathaniel Wyeth）所研發出來的，當時他著
手開發能夠裝碳酸飲料的瓶子，研發成果就是寶
特瓶的誕生，杜邦公司並於1973年得到寶特瓶的
專利。因為重量輕、不透氣、便宜、耐用等特點
，寶特瓶在短時間內就取代許多玻璃瓶，一躍成
為全世界最主要的飲料瓶子，也是環保噩夢的禍

首。
另一份研究指出，全球每分鐘就要消費 100

萬個寶特瓶，四年後，此數字還將增加20％，讓
環保問題雪上加霜。

注重健康的人士們與保育人士，都在呼籲減
少使用瓶裝水，減低對環境的汙染，家家戶戶長
年所累積的塑膠垃圾，正在嚴重地汙染地球環境
。

基礎是，要大家一起來，用玻璃水瓶、不鏽
鋼水瓶來裝飲用水，確保自己不喝進有塑膠微粒
的水，也減少塑膠垃圾的堆積量，為地球環境盡
一分心力。

想選好琴？讓專業人士助您選琴
Yamaha鋼琴特別展銷活動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音樂能淨化人的心靈，純化人的行為
，孩子學音樂，更能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教育家與兒童心理學
家們均公認，學習音樂對孩子的成長有很大益處，不僅對孩子智
力開發有很大幫助，對手與腦的協調，對性格的培養、耐性的訓
練，也都有顯著的成效。如同培育一株幼苗長大需供給不同條件
，音樂教育對孩子的成長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誠然，音樂教育是最好的啟蒙教育，在孩子聽音樂、學音樂
、欣賞音樂的過程中，整個家庭也充滿音樂氣息，家庭生活更豐
富了，孩子的想像力、表達力、組織能力、思考能力、與記憶力
也不斷提升，生活中有音樂，全家都受益。

無論是讓孩子更快樂的發展，或是希望未來走音樂的路子，
學琴都要有鋼琴，而如何選好琴可就是一門學問了。

Yamaha美國公司的銷售總監Robert Heller表示: 購買一架做
工精良的鋼琴是學習音樂旅程中一個重要的決定，Yamaha公司
很高興能與福遍音樂中心(Fort Bend Music Center)合辦一次高水

準的特別展銷活動，將於三月23、24、25三天，舉辦大型鋼琴
特別展銷。福遍音樂中心(Fort Bend Music Center)是休斯頓本地
的家族企業，推廣音樂教育、服務社區已有35年的歷史，網羅
傑出的音樂專業人士，為推動音樂教育不遺餘力。

在此次鋼琴特別展銷活動中， 3月23日(週五)是私人預約看
琴日(private appointment only)，3月24日(週六)和3月25日(周日)
兩天公開對所有愛樂的大眾開放。許多鋼琴在這次特別展銷活動
中都有大優惠，包括Yamaha三角鋼琴、立式鋼琴、Disklavier自
動演奏鋼琴、Clavinova數碼鋼琴、和革命性科技突破的Avant-
Grand混合三角琴，將以特別優惠價對大眾銷售。現場有專業人
士協助選琴，同時所有鋼琴都有Yamaha公司的品質保證。

教會、學校和公司團體選琴可直接電郵Rick先生：rick@ft-
bendmusic.com。如果民眾想在公眾發售日前搶先看到最多的存
貨和好的價格，可聯繫Ashley Cochran設訂預約時間，電話:(832)
500-4303(英文)，電子郵件：ashley@ftbendmusic.com。

中文洽詢熱線：梁小迎 (832)500-4309。未來所有售後服務
及鋼琴保修，均由福遍音樂中心協助，展銷活動地址：Fort
Bend Music Center (Houston分店) 3133 Southwest Freeway, Hous-
ton, TX 77098。歡迎上網houstonpianosale.com。

學琴幫助孩子產生啟迪學琴幫助孩子產生啟迪，，讓孩子獲得一種美妙的能力讓孩子獲得一種美妙的能力。。
YamahaYamaha公司與福遍音樂中心將合辦高水準的鋼琴特別展銷活公司與福遍音樂中心將合辦高水準的鋼琴特別展銷活

動動，，於三月於三月2323、、2424、、2525三天舉行三天舉行

用玻璃水瓶用玻璃水瓶、、不鏽鋼水不鏽鋼水
瓶來裝飲用水瓶來裝飲用水，，是更健是更健
康又省錢的方法康又省錢的方法

全球每分鐘就要消費全球每分鐘就要消費100100萬個寶特瓶萬個寶特瓶，，而寶特而寶特
瓶無法在環境中自然分解瓶無法在環境中自然分解

最新的研究報告指出最新的研究報告指出，，許多瓶裝水內都含有微許多瓶裝水內都含有微
小的塑膠粒小的塑膠粒，，您可能把微細的塑膠物質也喝下您可能把微細的塑膠物質也喝下

肚子肚子

家家戶戶長年所累積的塑膠垃圾家家戶戶長年所累積的塑膠垃圾，，正在嚴重汙染地球正在嚴重汙染地球，，塑膠垃圾塑膠垃圾
堆積如山堆積如山，，讓人怵目驚心讓人怵目驚心

休斯頓＜休斯頓＜ 中美之韻＞中美之韻＞ 大型綜藝晚會大型綜藝晚會
44 月月 88 日晚在休大卡倫堂閃亮登場日晚在休大卡倫堂閃亮登場

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戰勝癌症既整體醫學戰勝癌症既整體醫學

寫竹名家徐賓遠女士出版新畫冊贈給休
士頓文教服務中心以及饗僑社

(本報訊) 旅居美國舊金山灣區的臺灣寫竹
名家徐賓遠女士春節期間出版新畫冊，特別捐贈
給休士頓文教服務中心以饗僑社。

徐賓遠表示，“竹畫”在中國畫中乃獨具一
門，亦是用筆用墨最難，意境高深之畫。兹將五
十餘年之習竹心得和竹畫技法，以及百餘幅畫作
付梓，盼望能對後學者有所助益。

中國自古以來的國畫中，墨竹是最易學難工
的。所謂“易學”， 基本上就是竹竿竹枝竹葉
而已; 所謂“難工”，就是將以上三者窮其殊相
。旅居美國紐約的當代散文作家王鼎鈞當年參觀
過徐賓遠墨竹展後撰文指出，“見她把竹葉的十
二種姿態畫全了， 頗符造物者的本意。”

徐賓遠師承寫竹名家陳方(芷町)， 張大千稱
譽芷町先生為“五百年來寫竹之第一人”，並於
1982 年為徐賓遠女士第一本畫冊作序時開宗明

義：“老友陳芷町以畫竹名世， 得其薪傳者，
惟徐賓遠而已。”葉公超先生亦曾為徐賓遠墨竹
集作序; 黃君璧大師當年則稱譽，“目前專寫墨
竹之畫界人士中賓遠稱最卓絕”，並為畫冊封面
題字。

徐賓遠 1964 年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首次個
展，而後應邀在臺灣各地、香港、美國等地展出
作品近20次。1996年母校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百
年校慶，評選為傑出校友之一，並邀請參與“百
年世紀大展”。
休士頓文教服務中心
Culture Center of TECO in Houston
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 TX 77042
Tel: 713-789-4995*108
Fax:713-789-4755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由一群休士頓各藝
術領域的佼佼者所聯合策劃推出的一台大型演
出--- ＜ 中美之韻＞ 大型綜藝晚會，將於四
月八日晚間六時卅分在休士頓大學卡倫堂閃亮
登場。

這項演出，也同時宣傳中國的現代文化及
＂一帶一路＂的思想。配合和宣傳國家的對外
政策，增進美國主流社會對中國文化的了解。
獲得休士頓總領館和李強民大使的關心和支持
，體現了祖籍國對海外華人華僑的熱情關懷。

這次綜藝演出的主席由 「休斯頓心之韻歌
唱藝術團」 名譽會長黃琛擔任，總策劃由 「心
之韻」 的團長江岳擔任，節目總策劃及協調由
心之韻藝術總監張絲華老師擔任，曾任黑豹樂
隊鼓手的墨童擔任本次演出的導演及視頻製作
，本次視頻將以全動態+ 3D的形式出現，而此
次演出的舞蹈總策劃及舞蹈設計，則由周潔曉
慧舞蹈學校的校長高曉慧老師擔任。上述幾位
節目總策劃都出席了周四中午的新聞發佈會，
對休巿華文媒體介紹演出細節：

此次演出節目共分四大類：（ 一 ）聲樂：
包括獨唱、對唱、小組唱（ 組曲），（ 二 ）
舞蹈，（ 三 ） 器樂，（ 四 ） 武術、戲曲。

總策劃江岳表示： 這次我們有幸邀請到從
北京來的當代著名古琴藝術家郭懷瑾大師以及
曾參加過 「星光大道」 並曾多次參加 「央視
春晚」 的歌星組合 「正月十五」與我們同台演
出，並有台灣同胞的精彩演出，是一台 「美中

文化交流 」晚會，屆時觀眾將會欣賞到古典藝
術與現代音樂相得益彰的完美結合。

節目總策劃及協調張絲華老師說： 節目的
重點在開場歌舞（ 由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擔綱演
出），表演四首曲子： 純舞蹈（ 大中國），
「美好新時代」（四位女生演唱），及 「在希

望的田野上」，以及男女聲對唱 「共和國之戀
」，張絲華女聲獨唱＜ 前門情思大碗茶 >, 蔡毅
男聲獨唱＜ Stand by me >,由 「心之韻歌唱藝術
團」 表演的組曲聯唱＜ 咱老百姓＞,＜ 我愛祖
國的藍天＞,＜ 祖國，我為你乾杯 ＞（ 張絲華
編導）； 以及由張啟明編導的台灣經典組曲＜
三月裡的三月＞＜ 夢田 ＞等歌曲。

高曉慧老師介紹舞蹈方面，除開場的舞蹈外
，還有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 擔綱演出的舞蹈
＜ 芳華＞,＜ 俏花旦＞（ 高曉慧編舞），以及
由 「沈敏生舞蹈學校」 學生 Emily Wang 表演
現代獨舞。

其他還有 「北美青少年國樂團 」的國樂演
奏＜ 名曲聯奏 ＞； 王逸心表演的古箏二重奏+
沙畫＜ 梅花三弄＞； 郭懷瑾的古琴演奏+ 水袖
；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表演的 「武術集錦」，
以及戲曲聯唱，包括越劇＜ 西湖山水＞,傳統京
劇＜ 天女散花＞（ 程明芳）、經典京劇＜ 霸
王別姫＞（ 陸曦 ），現代京劇＜ 沙家濱- 軍民
魚水情選段＞（ 傅歆玥、江岳演唱） 等等。

其中擔任本次演出的導演及視頻製作的墨童
介紹本次活動首次採用立體舞台模式，由五個

板塊LED 組合而成、程控夢幻燈光與煙霧激光
讓你感受 「耳目一新的視覺享受」。

這次演出的卡倫堂，有1544 個座位。是商

家擴大影響，開拓華人市場的好機會，有意者
請與黃小姐聯系：（832） 892-3333

[本報訊] 2018 年 4
月7日 (六) 下午2點至4點
地點：光鹽社
(9800 Town Park Dr, Sutie
255, Houston, Texas 77036)
題目：戰勝癌症既整體醫學
講員：張學鈞醫生

奉行健康生活模式和遠
離主要風險因素，包括煙草
、超重及肥胖、酒精、不健
康飲食和缺乏體能活動，可
預防約百分之四十的癌症個

案。要預防和減低患癌風險,
先要認識癌症的成因和風險
因素，從而採取適當的預防
措施改變或避免這些因素。
如發現不尋常情況，應徵詢
醫生的意見及早診斷和接受
治療。
張學鈞醫生是一位醫學腫瘤
學家，他擁有超過10年的專
門從事胃腸癌，肺癌和前列
腺癌治療的臨床經驗。張學
鈞醫生在河北醫科大學取得

醫學學位，曾在St Lukes- 羅
斯福醫院中心完成住院醫訓
，並在耶魯紐黑文醫院完成
腫瘤血液專科訓練。張學鈞
醫生所在的醫療機構是貝勒
醫療系統，擅長於針灸，腦
癌，乳腺癌，化療，慢性疼
痛，結腸癌，頭頸部癌，肺
癌和前列腺癌。

本次講座免費，無須報
名，講座後備有水果與點心
，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圖為出席記者會的節目總策劃成員圖為出席記者會的節目總策劃成員：： （（ 左起左起 ）） 黃琛黃琛，，江岳江岳、、墨童墨童、、JohnnyJohnny 、、高曉慧老師高曉慧老師、、
張絲華老師張絲華老師。（。（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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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地產經紀人   

手機：832-207-8808
微信：andearwang
E-Mail:wanghongxu001@gmail.com

杰喜地產
Jessica Realty Team

王洪旭 Andrew Wang

住房買賣 商業地產 公寓租售
 專精 ●Sugar Land 糖城

 ●T M C 醫學中心

 ●Pear Land 梨城 ● Katy 凱帝

安可保險
汽車–地產–財務–年金

員工保險–人壽–醫療–養老
Henry Chang PE

713-974-3888(3827)  713-259-9038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Ste 205A
         Houston, TX 77036  [鄰華美銀行、王朝醫療中心]

辦公室/ 手機/

電郵: hchang@farmersagent.com

I01-ENCORE安可保險46C_4

休士頓台灣商會舉行稅法講座
會計師王舒及黃宜容主講嘉惠大家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表示感謝休士頓台灣商會提供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表示感謝休士頓台灣商會提供
如此實用的講座如此實用的講座，，使僑胞增進對新稅法的了解使僑胞增進對新稅法的了解，，另外僑另外僑
委會配合政府五加二創新產業及投資台灣政策委會配合政府五加二創新產業及投資台灣政策，，刻正結刻正結
合僑台商力量合僑台商力量，，辦有智慧機械辦有智慧機械、、物聯網及新創產業等相物聯網及新創產業等相
關參訪團關參訪團，，歡迎有興趣及具投資實力之僑台商返台參訪歡迎有興趣及具投資實力之僑台商返台參訪
，，共同創造雙贏商機共同創造雙贏商機。。

主講人會計師王舒主講人會計師王舒（（二左二二左二）、）、黃宜容黃宜容（（二左三二左三），），
休士頓台商會陳志宏會長休士頓台商會陳志宏會長（（一右二一右二）、）、周政賢副會長周政賢副會長
、、林飛虎前會長林飛虎前會長，，理事們理事們，，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會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會
長莊雅玲長莊雅玲，，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張世勳僑務委員張世勳僑務委員
及會計師江桂芝及會計師江桂芝、、謝貴芬於謝貴芬於33月月1010日在僑教中心日在僑教中心203203
室舉行稅法講座上合影室舉行稅法講座上合影。。

休士頓台灣商會陳志宏會長休士頓台灣商會陳志宏會長 、、 周政賢周政賢 夫婦夫婦、、 黃榮富黃榮富
夫婦夫婦、、 林飛虎夫婦林飛虎夫婦、、廖珮君廖珮君、、 譚秋晴譚秋晴 夫婦夫婦、、張園立張園立
、、 華人會計師協會會長莊雅玲華人會計師協會會長莊雅玲 、、 僑教中心李美姿副僑教中心李美姿副
主任主任 、、僑委張世勳僑委張世勳、、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 參加聆聽參加聆聽
稅法講座稅法講座，，獲益良多獲益良多

黃宜容會計師談到黃宜容會計師談到，，
哈維颶風的災民可以哈維颶風的災民可以
享受報稅優惠政策享受報稅優惠政策，，
民眾在報稅時不能想民眾在報稅時不能想
當然的填寫哈維颶風當然的填寫哈維颶風
損失金額損失金額，，一定要有一定要有
足夠說服力的證明文足夠說服力的證明文
件件。。民眾完成報稅工民眾完成報稅工
作後作後，，請一定要保留請一定要保留
損失證明文件損失證明文件

台灣商會舉行稅法講座台灣商會舉行稅法講座 吸引吸引 林飛虎林飛虎、、 陳靜芳陳靜芳、、
林劉旭強林劉旭強、、黃榮富黃榮富、、張智嘉張智嘉、、譚秋晴等出席譚秋晴等出席

周政賢周政賢、、陳靜芳陳靜芳、、林劉旭強林劉旭強、、曾惠蘭曾惠蘭、、江桂芝江桂芝、、
黃榮富黃榮富、、譚秋晴等參加譚秋晴等參加台灣商會舉行稅法講座台灣商會舉行稅法講座

休士頓台灣休士頓台灣
商會陳志宏商會陳志宏
會長首先歡會長首先歡
迎大家前來迎大家前來
參加月會參加月會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莊雅玲會長熱烈歡迎僑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莊雅玲會長熱烈歡迎僑
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出席盛會李美姿副主任出席盛會

王舒會計師說到王舒會計師說到，，新稅法下新稅法下，，個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
仍保留七個稅率仍保留七個稅率，，可是整體稅率下降可是整體稅率下降。。

本 黃本黃
報麗報麗
記珊記珊
者攝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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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美南國建會舉辦2018
台灣年輕專業及學生就業諮詢會議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教育組組長周慧宜致詞教育組組長周慧宜致詞。。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

提供場地的提供場地的 「「慈濟慈濟」」 執行長黃濟恩致詞執行長黃濟恩致詞。。

學子們在學子們在 「「慈濟慈濟」」共進午餐共進午餐，，並交換意見並交換意見。。到慈濟參加就業諮詢會議的同學參觀慈濟文物展示到慈濟參加就業諮詢會議的同學參觀慈濟文物展示。。

圖為諮詢會議的現場報到處圖為諮詢會議的現場報到處。。

萊斯大學學生嘉芮講話萊斯大學學生嘉芮講話。。 休士頓大學丁偉倫同學發言休士頓大學丁偉倫同學發言。。休士頓大學林同學發表談話休士頓大學林同學發表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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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中醫針炙師 (ACOO196)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A119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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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3_LU MING呂明中醫2456B_4

主
治

御醫
傳人

免費
諮詢

中國吉林長春中醫學院畢業
具有41余年臨床經驗

美國德州執照中醫針炙醫生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 科學中藥
           一次性針炙針~

713-271-0118
預 約 電 話 /

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門 診 時 間 /

門 診 地 址 /

影壇變幻，歲月如梭，不經不意
之間，響譽世界電影圈的美國奧
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今年走進
九十年光景。自上世紀六十年代
開始，我已是它的 「粉J」，就像
世界各地的捧場客一樣，滿以為
今年的奧斯卡，定是綽頭多多、
活力滿滿。可惜欣賞之下，200 分
鐘的播放之下,，跟往年佈局一樣
，不外如是平平淡淡，欠缺高潮.

本 來 黑 色 犯 罪 喜 劇 「意 外 」 （Three Bill
boards Out side Ebbing，Missouri）在賭注上被一致
看好，滿以為可以脫穎而出。但是，奧斯卡學家
（Oscarologist）看好的愛情童話故事 「水底情深」
（The Shape of Water）到最後一刻，突圍而出，
能見分曉。

美國娛樂週刊 「綜藝」（Variety）專門報道獎
項的編輯葛瑞（Tim Gray）說： 「我記憶中沒有哪
一年像今年一樣，充滿如此多的不確定性。今年
至少有四部作品具有勝出的強烈可能性。」除了
上述三片外，他加上了克里斯多福諾蘭（Christo-
pher Nolan）執導的 「鄧苟克大決戰」（Dunkirk）
葛瑞表示： 「我猜 『水底情深』將會獲勝，但這
只是猜測而已。」

「水底情深」描述冷戰時期一名啞女清潔工
人和人魚的相戀故事，獲得本屆奧斯卡十三項入
圍肯定，睥睨群倫。不過，觀察家預期各獎項將
會平均分配給各片。
「鄧苟克大決戰」 「獲得八項入圍，緊追在後。
「意外」獲得七項入圍，名列第三。

入圍本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其他影片還包

括 ： 「以 你 的 名 字 呼 喚 我 」
（Call Me by Your Name） 、
「淑女鳥」（Lady Bird）、 「霓

裳魅影」（Phantom Thread）、
「郵報：密戰」（The Post）、 「最黑暗的時刻」

（Darkest Hour）。第九十屆奧斯卡金像獎登場，
愛情電影 「水底情深」和黑色喜劇片 「意外」呼
聲最高，在多項大獎展開激烈競逐。美國影藝學
院（Acade 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and Sciences）
七千多名成員今年總算注意到, 女性製片人出頭天
。，女性也製作出許多傑出電影。葛莉塔潔薇
（Greta Gerwig）以 「淑女鳥」（LadyBird）入圍
最佳導演，成為奧斯卡史上第五位入圍最佳導演
的女性，也是凱薩琳畢格羅（Kathryn Bigelow）二
０一０年以 「危機倒數」（The Hurt Locker）獲此
殊榮後，首位入圍最佳導演的女性。女攝影師瑞
秋莫里森（Rachel Morrison）則以種族主義電影
「泥沼」（Mudbound），成為史上首位入圍最佳

攝影的女性。
美國女星梅莉史翠普（Mery l Streep）以史蒂

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的 「郵報：密戰」
（ThePost）第二十一度入圍奧斯卡金像獎，成為
金獎史上提名次數最多的影星。她一九七九年、
一九八二年和二０一一分別以 「克拉瑪對克拉瑪
」（Kramervs. Kramer）、 「蘇菲的選擇」（So-
phie's Choice）和 「鐵娘子 」： 「堅固柔情」獲得
奧斯卡殊榮。堪稱荷里活女王。配樂大師威廉斯
（John Williams）以 「STAR WARS：最後的絕地
武士」（Star Wars: The Last Jedi）第四十六次入圍
奧斯卡最佳配樂。他一共入圍五十一次，包括五
次入圍最佳原創歌曲，是目前在世入圍最多次奧
斯卡的藝術家，僅次於華特迪士尼（WaltDisney）
的五十九次。
●今年奧斯卡的大黑馬及

遺 珠 ， 無 疑 是 「以 你 的 名 字 呼 喚 我 」

（CallMebyYourName）的艾米漢默（Armie Ham-
mer） 和 「縮 小 人 生 」 （Down sizing） 的 洪 曹
（HongChau），想不到賣座強檔的 「神力女超人
」（Wonder Woman） ， 空 手 而 回 。 「泥 沼」
（Mudbound）和 「愛情昏迷中」（The bigsick）
未入圍最佳影片，但入圍了其他項目。執導 「郵
報：密戰」的史蒂芬史匹柏和 「意外」（Three
Billboard sOutside Ebbing，Missouri）的馬丁麥當拿
（Martin McDonagh）未入圍最佳導演。另一方面
，丹佐華盛頓（Denzel Washington）出乎意料地以
第八度入圍奧斯卡，為自己成為史上入圍最多次
演技獎的非裔演員刷新紀錄。

丹佐華盛頓以 「光榮戰役」（Glory）拿下奧
斯卡最佳男配角，又以 「震撼教育」（Training
Day）一圓奧斯卡影帝夢想。他執導並共同監製的
「心靈圍籬」（Fences）去年入圍奧斯卡最佳影片

。墨西哥導演德爾托羅以描繪人魚戀情的奇幻愛
情片 「水形物語」勇奪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擅長
拍攝古怪生物故事的他，丶據說童年時期就是個
怪咖，曾和老鼠共枕眠。法新社報道，德爾托羅
（Guillermo del Toro）過往作品中莫不充斥怪獸、
吸血鬼和超級英雄。他的銀幕處女作 「魔鬼銀爪
」（Cronos）就與吸血鬼有關，入圍多項奧斯卡獎
的知名奇幻片 「羊男的迷宮」（Pan's Labyrinth）
也是由他一手打造。

德爾托羅生於虔誠的天主教家庭，在瓜達拉
哈拉（Guadalajara）長大。他的母親會寫詩、算塔
羅牌，父親在他年幼時中了樂透，發揮生意頭腦
建立了汽車經銷王國，舉家搬進一幢現代大廈裡
居住。

他二０一一年接受 「紐約客」（The New
Yorker）訪問時說，自己童年時就著手把現代化的
家變成一幢 「鬼屋」，放滿數百隻蛇和烏鴉，有
時還跟老鼠睡在一塊。

德爾托羅從小就愛幻想，喜歡探索下水道，

著迷於暗黑魔法，還有隻狼人布偶。這些稀奇古
怪的童年經驗在他往後的作品中都可見一斑。

五十三歲的德爾托羅曾說， 「水形物語」
（The Shape of Water）是他第一部 「長大了」的
電影。他曾告訴墨西哥雜誌Gatopardo： 「我這人
的藝術癡迷和我所說的故事，都來自人生中前十
一年。」我想，每個人的本質在早年就已成形，
此後我們窮極一生補上崩毀的、打造尚存的童年
印象。」 「水形物語」不僅囊括金球獎（Golden
Globes）、導演工會獎（DGA Awards）和英國影
藝學院電影獎（BAFTA Awards）等導演獎項，昨
晚在奧斯卡更抱走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藝
術執導和最佳配樂等四大獎，堪稱頭號贏家。

影壇年度盛會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眾所矚
目，大明星在典禮前走紅毯，比首飾、比服裝、
比造型。負責紅毯鋪設的包商說，奧斯卡紅毯不
是真正紅而是特殊紅。

洛時的報道說，當年希臘 「悲劇之父」埃斯
庫 羅 斯 （Aeschylus） 的 劇 作 「阿 卡 曼 儂 」
（Agamemnon），劇中妻子克莉坦那斯塔（Cly-
temnestra），歡迎丈夫阿卡曼儂凱旋，鋪紅毯引領
他步入宮殿的橋段，之後演變為尊崇頒獎典禮出
席者的象徵。

而今已邁入第九十屆的奧斯卡頒獎典禮，則
是從一九六一年舉行的盛會首度鋪設紅毯後，樹
立了奧斯卡金像獎至今不可或缺的傳統，更是影
迷群聚驚聲尖叫，以及品頭論足大明星時尚風格
的另類伸展台。

洛時報道也指出，研究影史的學者萬納梅克
（Marc Wanamaker）說，其實大明星踩踏的奧斯
卡紅毯有多種功能，像是引領眾星們的行徑方向
，還有基於安全考量，走紅毯可避免大明星摔跤
跌倒，最後當然就是讓大明星盡情展現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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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憲修成 「習」 成果

楊楚楓楊楚楓

今年全國
“兩會”
一項重要

任務——修憲於3 月11 日表決。最終，《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獲得百分之九十九點八的
超高票數通過。廿一條修憲內容中，包括備受矚
目的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增設國家監察委員
會；確立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作用
等。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十一日下午三時, 在
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出席代表二千
九百八十人，與會代表經表決後，僅一票反對下
首先通過了由三十五名代表組成的總監票人、監
票人名單，王少峰、楊艷為總監票人，澳區全國
人大代表何雪卿為監票人之一。

憲法修正案草案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獲
全體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贊成票即可通過。最終
經約四十分鐘的發票、寫票、投票、計票後，工
作人員在大約三時五十二分宣讀計票結果，贊成
二千九百五十八票，反對兩票，棄權三票，另一
票無效。隨後，王晨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修正案》獲通過。稍後，會議主席團發佈公告，
公佈施行憲法修正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誕生於一九五

四 年 。 現 行 憲
法 是 一 九 八 二
年 公 佈 施 行 的
， 全 國 人 大 於

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三年、一九九九年、二○○
四年對其個別條款和部分內容作出修正。

這次的憲法修正案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
導地位。同時寫入憲法的還有科學發展觀。

憲法還增寫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憲法調整充實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
佈局和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內容，完善了依法
治國和憲法實施舉措，並充實完善了中國革命和
建設發展歷程的內容。

寫入憲法的還有“國家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
值觀”、“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內容。

憲法對愛國統一戰線和民族關係的有關內容
、國家主席任職方面的有關規定、地方立法的相
關規定等作出了修改和完善。

修正案中增加了有關監察委員會的各項規定
。監察體制改革被認為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
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戰略部署。

路透社直指，中國刪除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令習近平有權無限期執政，同時確立其自毛澤
東逝世後中共最有權力領導人的地位。不過，報
道提到，官方《人民日報》曾表示，刪除任期限
制不代表國家主席終身制。

習近平又向他的 「終身大事」走近一步。事
前，誰都知道修憲在名韁利鎖的鳥籠裡進行，一
定高票通過，只是 「高」到甚麼程度？會不會
「高」到難以置信？結果出來了，無人能證明或

敢於公開證明這是造出來的，但人們都相信──
假是真的。難怪人們反問： 「造假也要高明一點
，為甚麼這次卻是處處穿崩？」

首先，這次修憲棄用電子投票，改用填票方
式。奧妙在於：(除非做了手腳)電子投票的結果,
會即時在屏幕上顯示出來；萬一出現不如領導人
理想的數字，那就是 「政治事故」 「失控」了(按
現時的政治氣氛，其實不會)。現在改用填票方式
，那就容易造數了。

可惜，造數也有不少甩漏，因為 「點票」的
時間太快，不到十多分鐘就有了結果(即使機器掃
描閱讀速度快，也要計算操作時間)，只能說一句
中國 「效率奇高」。

此外，在通過修憲後兩三小時，內地書店已
有新憲法的單行本出售，而且放在當眼位置。明
眼人一看便知，即使印刷神速，也不會快到這個
地步。唯一解釋是，一切都事前準備好了，一切
都是 「習」中精神拼命幹的結果。

未來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還會不會再次修
憲，甚至恢復一九五四年憲法的內容──明確規
定國家主席可 「統率全國武裝力量」？當年毛澤
東利用憲法授權，可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如今
，習近平既是中共軍委主席，也是國家軍委主席
，但憲法尚未強化國家主席對軍隊的指揮權。果

真如此，那就更體現 「習集體制」了。
其實，鄧小平設計領導人退休制，江澤民建

立 「七上八下」的年齡限制，可以減少中共權力
交接時的內部鬥爭。但習近平為了長治(未知能否
久安)，把這個防波堤拆了，日後將會出現兩大可
能性：一是他繼續成功高壓，無人能取代他，直
至他去見馬克思。一是壓力愈大，反彈愈大；當
中國出現重大經濟危機、民怨和民亂四起時，反
對者凝聚起來反攻倒算。無論那一個結果，對人
民都不是好事。

有不少人對目前的政治氣氛感灰心和冷漠，
大抵以為無力正乾坤，所以便有點坐以待斃的姿
態。這種聽天由命的心態，便正正是我們炎黃子
孫對政局變化的態度，就如中國現在修改憲法廢
除國家主席的任期而獲人大通過一樣，大家都抱
著接受的命運。但從來民主都不是自有的，那是
經過千百年奮鬥而一點一滴而創立的。所以現在
民主低迷，也不要因過去的失敗, 而放棄爭取民主
自由的勇氣，應該有屢敗屢戰，如孫中山先生的
革命精神才對。當然，我也並不否定，凡事要仰
望上天（上帝）的幫忙，但天助自助者，沒有了
自己的努力爭取，我們又何以成事。特別對於奴
性甚強的中華民族，我們要自強不息，才能有機
會爭脫權力的枷鎖。

無論如何，順天命卻不放棄才是我們做人處
事的原則。在民主道路困難重重的今天，我們一
方面要思念前人奮進的精神，另一方面卻要保持
自守的勇氣。

楊楚楓楊楚楓

九十旦辰奧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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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1923年徠卡相機被拍賣年徠卡相機被拍賣
拍出拍出18001800萬人民幣創紀錄萬人民幣創紀錄

壹臺萊卡壹臺萊卡00系相機在奧地利維也納展出系相機在奧地利維也納展出。。這臺相機的編號為這臺相機的編號為122122，，
制造於制造於19231923年年，，是該系列生產的是該系列生產的2525臺相機中的壹臺臺相機中的壹臺，，最終最終，，它以創紀它以創紀
錄的錄的240240萬歐元的價格被拍賣萬歐元的價格被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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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比利時梅赫倫的比利時梅赫倫的PlanckendaelPlanckendael動物園內的壹只獅子貢獻了新動物園內的壹只獅子貢獻了新
的的““表情包表情包”，”，這只兇猛的捕獵者張開血盆大口這只兇猛的捕獵者張開血盆大口，，不是為了吃肉不是為了吃肉，，而是而是
犯困打了個盹兒犯困打了個盹兒。。

英國伯明翰英國伯明翰CruftsCrufts犬賽開幕犬賽開幕 各類萌犬亮相各類萌犬亮相

近日近日，，英國伯明翰舉行英國伯明翰舉行CruftsCrufts犬賽犬賽，，各種可愛狗狗參加比賽壹展風采各種可愛狗狗參加比賽壹展風采。。據據
悉悉，，Crufts ShowCrufts Show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狗展之壹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狗展之壹，，每年在英國伯明翰舉辦壹次每年在英國伯明翰舉辦壹次，，
該展覽已經有該展覽已經有120120多年的歷史多年的歷史。。圖為壹只名為圖為壹只名為TeaseTease的惠比特犬獲得大獎的惠比特犬獲得大獎。。

移動支付“走出去”
還需加強政策供給

綜合報導 中國移動支付“走出

去”也越來越多地面臨著以EMVCo為

代表的“西方標準”的抗衡——西方

國家給中國移動支付“走出去”留下

的時間窗口並不寬裕。因此，無論是

我國移動支付創新活力被抑制的“內

憂”，還是國際競爭白熱化的“外患”，

都說明給移動支付加強政策供給的必

要性和緊迫性。

據政府工作報告，過去五年，中國

科技進步率明顯提高，高鐵網絡、電子

商務、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引領世界

潮流。

早在去年，以上四大領域被20國青

年海選為“中國新四大發明”，而移動

支付在其中居於基礎性地位——無論是

已經進入新零售階段的電商，還是以共

享單車為代表的共享經濟，其發展均依

賴於移動支付的快速普及。

如報告所言，“快速掘起的新動

能正在重塑經濟增長格局，深刻改變

生產生活方式，成為中國創新發展的

新標誌。”

在國內，以支付寶為代表的第三

方支付平臺，所創造的應用場景已多

達數十個，無現金已經成為年輕人的

生活方式之壹。其實，我國移動支付

在領跑國內新經濟的同時也已全球領

先，對外輸出技術能力已成為壹種自

發趨勢。

放眼全球，說我國移動支付產業先

機占盡毫不過分，當下，我們需要對移

動支付進行再定位。我國移動支付滲透

率高達77%，遙遙領先美、歐、日等發

達國家，“壹帶壹路”的落地，以及我

國參與全球金融競爭的內在需求，客觀

上都賦予了移動支付新的時代使命。與

此同時，移動支付的這種職能定位要充

分發揮，實際上依然有賴於政策紅利對

創新空間的釋放。

必須認識到，移動支付將成為未來

國際金融競爭力的核心。移動支付是金

融科技的基礎，更是金融普惠的基礎，

這些恰是全球金融業正在全力搶占的制

高點。我國移動支付產業因支付風險而

產生的資金損失比率低於百萬分之壹，

遠低於國際上千分之三的水平，這個細

節已經能夠說明我國移動支付的技術優

勢。

在國家戰略層面，“壹帶壹路”是

我國金融國際化的重要支撐，而目前在

沿線地區，我國移動支付經驗已成為馬

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國盛贊和有意引進的

對象。

金融的本職是服務實體經濟，移動

支付走出去，必然不是孤立地走出去，

而是可以發揮其產業協同和賦能之功。

目前，我國移動支付已經從線上滲透到

線下，開始向交通、醫療、教育與政務

等垂直領域拓展，越來越多的實體經

濟部門或行業，正在利用移動支付的

便利和數據化鎖定用戶需求，從而指

導用戶會員運營、供應鏈的優化乃至

生產決策。

先機占盡，不等於高枕無憂，當前

我國移動支付“走出去”，尚需政策

“開路”。

近幾年，壹系列“偽互聯網金

融”風險事件的發生，在引發強監

管的同時，諸如限制支付額度、限制

遠程開戶等監管措施，實際上也抑制

了移動支付創新的活力。而在國際

上，中國移動支付“走出去”也越來

越 多 地 面 臨 著 以 EMVCo 為 代 表 的

“西方標準”的抗衡——西方國家給

中國移動支付“走出去”留下的時間

窗口並不寬裕。

正因此，今年“兩會”，全國政協

委員、金融專家賀強在其提案中呼籲，

應鼓勵中國企業牽頭制定國際支付行業

標準，增強“中國標準”的話語權。顯

然，無論是我國移動支付創新活力被抑

制的“內憂”，還是國際競爭白熱化的

“外患”，都說明給移動支付加強政策

供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莫為浮雲遮望眼，這是重新定位移

動支付應有的思維高度。當下，全球金

融科技的發展壹日千裏，移動支付能否

被賦予更高的戰略地位、給予更大的政

策空間，最終將決定我國能否提綱挈領

式地抓住時代機遇。

綜合報導 “中國制造”曾被認為等同於“廉

價”、“劣質”，隨著中國產業的不斷升級，“中

國制造”已經面目壹新，在壹些領域，即便與日本

等傳統制造業強國相比也不遜色。比如共享單車、

電商、移動支付等部分互聯網企業甚至還領先日

本，壹些中國品牌近年來陸續“殺入”日本國內，

樹立起國際品牌形象。

12日由日本文華傳媒株式會社主辦的“中國品

牌走進日本”交流會在日本東京舉辦，中日兩國政

經人士齊聚壹堂，探討正在走向國際的中國企業如

何深耕日本市場，促進兩國經貿交流。交流會上，

又壹家中國企業宣布進軍日本市場，廣州無添加主

義化妝品有限公司表示將與日本高校、科研機構開

展技術合作，並伺機收購或控股壹些優質的日本研

發機構和化妝品生產商，在日本這壹成熟的化妝品

市場推廣中國化妝品品牌。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經濟商務處參贊景春海出席

了交流會並致辭，他表示近年來中國企業紛紛走進

日本，通過各自的努力促進了中日兩國間的交流，

同時在壹些領域也牽引了日本經濟的發展。景春海

提到了此前進入日本市場的中國共享單車企業及移

動支付企業，將壹些新型的消費習慣推介到了日

本。他稱，化妝品是日本具有競爭力的領域，尤其

在無添加方面日本是開山鼻祖，中國化妝品有勇氣

進入日本市場，相信在產品、技術、市場開拓等各

個方面有獨到之處，期待中國化妝品能夠給日本消

費者帶來“美麗”。

日本國會參議院議員松下新平現場接受媒體

采訪時表示，日本在技術方面有著較強的實力，

如今中國企業也在努力打造自己原創的品牌並進

入日本市場，這對中日兩國來說是壹件很好的事

情。

廣州無添加主義化妝品有限公司董事長喻君對

中日化妝品產業進行了分析，他說雖然中國化妝品

企業很多，但大部分是從最近十年間發展起來的，

反觀日本化妝品品牌，基本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已

經起步。與高鐵、航天等高尖端科技相比，化妝品

的技術門檻並沒有

那麽高，但是企業

多為民營企業，受

資金投入等因素限

制，成長也受到壹

定限制。但這並不

能表明中國化妝品

企業在技術層面要

弱於日本，只要重

視研發，對產品品

質堅持精益求精，

品牌就能夠獲得消

費者的信賴。

為了強調產品

的無添加安全性，喻君在進行企業介紹時甚至當場

喝下化妝品溶液，令現場嘉賓對中國企業的自信以

及進入日本市場的決心印象深刻。

中國品牌走進日本 品質自信勇闖化妝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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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栗蘑菇炒螺花
原料：海螺適量 蘑菇適量 板栗適量

調料：食鹽少許 青椒少許 紅椒少許

海螺肉洗凈切片；小蘑菇泡發回軟，洗凈去蒂；青、紅

椒去子切角備用。

上述原料依據各自不同性質分別焯水處理；板栗過油炸

酥 炒鍋上火燒熱，加適量底油，用蔥、姜、蒜熗鍋，烹紹

酒、醋，加入精鹽、味精、白糖，下入原料，翻炒均勻，勾

芡，淋明油，出鍋裝盤即可。

碧桃裏脊
原料：豬裏脊肉400克 桃仁200克 雞蛋50克

調料：食鹽6克 味精5克 蔥25克 姜15克 料酒

15克 香油10克 水澱粉60克 青蒜25克 植物油

900克 雞湯60克

將裏脊肉切成長5厘米、寬2.5厘米的長片，用2克鹽、適量澱粉和30克雞湯攪勻而制成的

蛋糊漿好。整個桃仁去皮切成4瓣，用漿好的每一肉片卷上加一瓣桃仁，卷成卷備用。另用25克

濕澱粉、3克鹽、蔥花、味精、料酒和雞湯對成汁炒勺內註入植物油，燒至6成熟，將肉卷逐個

放入油中滑透，然後撈出瀝油，再將原勺留底油燒熱後，放姜末稍炒一下，倒入滑好的肉，再將

對好的汁烹入，翻炒幾下撒入青蒜段，再淋入雞油即成。

燒南北
原料：口蘑260克 竹筍200克 雞湯適量

調料：食鹽少許 姜少許 八角少許 料酒少許

老抽少許 香油少許 澱粉少許 青椒1個 紅椒1個

將口蘑洗凈，用開水浸泡在碗中，1小時左右

，水澄清留用，口蘑切片，青紅椒洗凈切片備用筍

片洗凈切片，將筍片、口蘑分別放入開水鍋內焯下

水 大火燒熱炒鍋中的油至七成熱，放入八角、姜

片炒出香味。

烹入料酒，加入口蘑原湯、雞湯、老抽，燒開

，撈出八角和姜片，放筍片、口蘑，調入鹽，翻炒

起鍋前放入青紅椒片，改大火淋入水澱粉勾芡，關

火淋上香油，裝盤即可。

牛肉皮蛋粥
原料：牛肉適量 松花蛋適量 大米適量

調料：食鹽適量 香油適量 澱粉適量 小蔥適量

皮蛋瘦肉粥是比較經典的廣式粥，在香港很受歡迎。皮蛋瘦肉粥以

切小塊的皮蛋和瘦肉為配料，熬煮而成，不同的餐廳，煮法會略有不同

，有人用絞碎的豬肉，也有人用切絲的豬肉，采用不同的方法，會給粥

帶來不同的口感，但味道卻相去不遠。內地，大多數人喜歡在進食前添

加香油和蔥花，來提高皮蛋瘦肉粥的鮮味。

皮蛋瘦肉粥雖然好喝，但熬起來需要一點時間，大米要熬到粘稠，

才會好喝。今天雙雙分享一招，不用照看，早晨起來，等待20分鐘，

即可喝到香噴噴、熱乎乎的皮蛋瘦肉粥了！雖然形式有點不同，食材都

被攪打成糊糊，但是營養卻是一樣的哦！並且，這種形式的糊糊，更適

合小孩子食用，不用擔心會被肉末卡住哦！

烹飪小技巧
1、大米提前浸泡，口

感會更好。

2、牛肉切小丁，更容

易打碎。

3、小蔥在出鍋後再放

，味道更好。

4、料理煲沒有，換豆

漿機一樣效果。

皮蛋切小塊 大米提前

浸泡 料理煲內倒入足量的

清水 倒入牛肉丁 放入皮蛋

放入大米 開啟料理煲，工

作 加入鹽、放入小蔥，香

油 攪拌均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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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乒隊（國乒）世乒賽團體賽選拔賽17日結
束，男隊的林高遠、王楚欽及女隊的陳夢、王曼昱獲
得參賽權。
在16日上午的比賽中，遭遇

連敗的22歲新星林高遠於下午的
比賽於0：2落後的情況下力扳三
局，最終以3：2力挫梁靖崑，高
踞第一；21歲的王楚欽排名第
二。
女隊方面，陳夢（右圖）3：

1戰勝王曼昱，獲得選拔賽的第一

名，王曼昱獲得第二。
這樣，國乒男女隊的世乒賽名單全部產生。男隊

為：馬龍、許昕、樊振東、
林高遠、王楚欽。女隊：丁
寧、劉詩雯、朱雨玲、陳
夢、王曼昱。
世乒賽團體賽將於4月

29日至5月6日在瑞典哈爾姆
斯特塔德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菁英盃出線無望的
冠忠南區以及剛換主帥的R&F富力，17日午在元朗
大球場交鋒，南區在落後下反勝4：
2，但 1勝 1和 2負居小組第3無緣 4
強。
富力新帥吳耀星因腳傷動手術改由助

教指揮大軍。由於出線無望，兩隊起用新
人吸收經驗。13分鐘，富力利安高首開紀
錄1：0領先。南區的角球和邊線傳中戰術
足以封殺富力。39分鐘，陸志豪開左角
球，蘇沙一躍頂入追平1：1。下半場58分
鐘，史必左吊入禁區，馬天尼斯頂入2：1
反超。
在236名入場觀眾的見證下，第75

分鐘，蘇沙接應沈國輝右邊傳球，遠柱控定再射梅開
二度，南區領先至3：1。84分鐘，後備長人基奧接應

角球頂成4：1。最後富力在補時兩
分鐘由基奧雲尼反擊快速推進送前，
利安高後上單刀射入2：4。
南區教練鄭兆聰賽後有微言：

“如果確定菁英盃搞足三個球季，會
方會在簽少年球員方面花心思，今屆
臨時決定再辦，只能派有潛質的業餘
少年球員，如陳凱柏、陳港斌及門將
蔡子濤等上陣，幸好他們有稱職表
現！”

中國輪椅冰壺隊奪冬季殘奧首金

瑜亮情未了 全英羽賽再演經典
林丹贏第林丹贏第4040回回
““林李大戰林李大戰””

17日結束的平昌冬季殘奧會
輪椅冰壺決賽，中國隊歷經加時
以6：5險勝勁旅挪威，從而登
上最高領獎台。這是中國代表團
在所參加的歷屆冬季殘奧會上斬
獲的首枚獎牌，亦是首枚金牌，
完成了從無到有的突破。

本屆冬季殘奧會輪椅冰壺賽
共有12支隊伍參賽。在單循環
賽中，中國隊相繼戰勝瑞典、德
國、芬蘭、挪威、瑞士等勁旅，
最終以9勝2負的成績位列第3

進入四強。準決賽，中國隊再以
4：3絕殺衛冕冠軍加拿大隊，昂
首挺進決賽。
17日的決賽，面對勁旅挪威

隊，中國隊派出一壘王蒙、二壘
劉微、三壘陳建新、四壘王海濤
出戰，張強作為替補。首局中國
隊後手得到兩分，挪威隊同樣利
用後手扳回一城，兩局過後中國
隊2：1領先。

第三局中國隊出現失誤，挪
威隊趁勢以3：2反超。第四局

中國隊扳平比分後，兩隊在第五
局互交白卷，比分僵持在3：3
平。
第六局，挪威隊依靠打定拿

到一分，以4：3再次超出。但關
鍵的第七局，挪威隊投壺多次出
現失誤，中國隊得兩分反超。常
規比賽最後一局，挪威隊依靠打
甩拿到一分，將比分追至5平，
將這場冠軍爭霸戰拖入加時賽。
加時賽，中國隊握有後手優

勢，挪威隊四壘最後一投出現失

誤，中國隊提前拿到一分鎖定勝
局。登上冬殘奧最高領獎台。

■中新網

■■中國隊隊員劉微中國隊隊員劉微（（左左））與王蒙與王蒙
慶祝奪金慶祝奪金。。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輪椅冰壺隊實現冬殘奧金牌零的突破中國輪椅冰壺隊實現冬殘奧金牌零的突破。。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男女隊選出世乒賽陣容

在伯明翰室內體育館全場觀眾激烈
的加油聲中，這場當地時間16日

晚進行的比賽打了51分鐘，比分12次出
現平局，當林丹終於拿下最後一分，他面對
觀眾大吼一聲慶祝這場艱難的勝利，李宗偉
也向全場觀眾鼓掌致意。之後林丹脫掉上衣，
將它扔向觀眾席，現場氣氛再次熱烈。
林丹在第一局開局不利，一度以0：4落

後，但他很快將比分追成5：5，隨後兩人交替
領先，打成16：16後，林丹連下5分拿下第一
局。第二局林丹佔據主動，李宗偉不斷將比分
追平。當比分在13：13最後一次變成平局後，
林丹正手的斜線進攻頻頻得手，李宗偉失誤過
多，儘管將比分追到17：19，並在17：20時試
圖利用更換球拍挽回局勢，但林丹沒有給他機
會。
賽後被記者問到是什麼力量讓他不斷提高

自己、一直獲得勝利時，林丹用手指着旁邊的
李宗偉說：“就是他！”

惺惺相惜 互勉成動力
他還說：“我總是希望在這樣高級別的比

賽中戰勝自己最認可的對手，我總覺得兩個人
碰到時，必須要有非常好的發揮，也對得起現
場的球迷。”
談到李宗偉的表現，林丹說：“其實他的

防守和進攻比前幾次相遇時都要出色，當然我
的進攻也打得非常好。今天我打得比較投入，
因為這是我們11個月來第一次碰到。”

至於這場比賽在兩人之間的40次交鋒中
所佔的地位，林丹說：“每一場比賽都是不同
時期的一個見證，贏下的每一場比賽我總是很
開心，這場比賽非常值得祝賀。”
兩人的首次交鋒可以追溯到2005年的馬

來西亞公開賽，當時李宗偉以2：1取勝，13
年過去，林丹已經34歲，李宗偉35歲，兩人
交鋒的身影遍及各種大小比賽，林丹28勝12
負保持絕對優勢。
全英公開賽也是兩人最看重的比賽之一，

在兩人的心目中地位甚至高於世界錦標賽，林
丹曾6次奪冠，李宗偉4次加冕。這是兩人第
五次在這裡相遇，林丹4勝1負佔優。

李宗偉賽後說：“我讓大家失望了，我本
來想打出更多的進攻球，但林丹防守太好了。
相信我，我明年肯定還會回來的。”■新華社

林丹與李宗偉之間的第40次“林李

大戰”成為一場激動人心的經典角逐，

最終林丹以21：16，21：17獲勝，並闖

入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開賽準決賽。

藉菁英盃練新人 南區反勝富力

■■李宗偉網前回球李宗偉網前回球。。
路透社路透社

■■林丹激情慶祝再贏林丹激情慶祝再贏
““林李大戰林李大戰”。”。

路透社路透社

■■南區的沈國輝南區的沈國輝（（右右））與富力陳富與富力陳富
海爭頂海爭頂。。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17日上演的足總盃8強賽事，熱

刺作客史雲斯，憑基斯甸艾歷臣梅開
二度，以3：0擊敗對手，率先晉級足
總盃的4強。
缺少了英超神射手的哈利卡尼，

熱刺今場派出了近況甚勇的孫興民出
任單箭頭。不過，先為熱刺建功的並
非這個韓國球員，而是丹麥的基斯甸
艾歷臣，他接應拉美拿的傳球，在11
分鐘為熱刺取得領先。拉美拿上半場
表現突出，在補時階段，他為熱刺射
入一球，令球隊半場領先2：0。
換邊後雖然主隊史雲斯極力希望

追近比分，但是艾歷臣在62分鐘射入
他今場的第2個入球，為熱刺將比分擴
大。領先到3球之後，熱刺穩守這個領
先優勢到完場，最終以3：0擊敗史雲

斯，連續兩季晉級英格蘭足總盃的4
強。雖然足總盃的4強是以溫布萊作為
中立場，不過熱刺近期及歐聯賽事都
是溫布萊作主場，故此熱刺也有半個
主場優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熱
刺
挫
史
雲
斯
闖
四
強 ■■基斯甸艾歷臣梅開二度基斯甸艾歷臣梅開二度，，協助熱刺協助熱刺

在足總盃晉級在足總盃晉級。。 路透社路透社

■■拉美拿在完半場前，為熱刺再建一功。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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