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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致電咨詢特惠房價信息
Call for the Move - in Special

SUNBLOSSOM LOUISVILLE

限量全新豪華型
單位~隆重推出!陽花如意公寓

713-981-0137
Work Hours工作時間:
Mon-Fri.  9:00AM-6:00PM
          Sat.10:00AM-5:00PM

9201 Clar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36
◆ 黃金地段中國城中心，舉步直達商場、超市、銀行及
    多元文化社區。

◆ 步行可達中、小學，2號公車站直達醫療中心。

◆ 寬敞的一、二居室及獨立式Townhouse戶型。

◆ 新裝修房間，鋪設新地磚，木地板。

◆ 24小時全方位的專業管理和維修服務。

◆ 國語，英語，越語及廣東話全方位服務。

◆ 辦公室內免費聯網（WIFI）。

由一群休士頓各藝術領域的佼佼者所聯合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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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推出的一台大型演出------ 「「中美之韻中美之韻」」大型大型
綜藝晚會綜藝晚會﹐﹐將於將於 44 月月 88 日晚間日晚間 66 時時 3030 分在休士分在休士
頓大學卡倫堂閃亮登場頓大學卡倫堂閃亮登場﹒﹒圖為出席記者會的圖為出席記者會的
節目總策劃成員節目總策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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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高級珠寶店，專門定制設計珠寶。

●為您創造夢想中獨特的珠寶首飾！

●休斯頓最好的價格、最佳鑽石選擇！ 
（GIA和EGL認證鑽石）

●我們購買古董與高質量珠寶。

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te. E219B, Houston, TX. 77036
 (面對百利大道)

Bellaire Jewelry 百利珠寶

G03-BELLAIRE JEWELRY百C珠寶_C1357_4

電話: 713-636-2780 (英文)

韓國館 Hankook Kwan韓國館 Hankook Kwan

韓國人開的韓國館  正宗 地道 真材實料

happy hour:每周二、三、四下午5點至晚上8點，啤酒半價。

9140 Bellaire Blvd, suiteB, Houston, TX77036

R03-Hankook Kwan 韓國館1234567C_8

10% OFF
3月31日前有效

coupon

346-240-9696

I01-WE WIN唯安保險C7_A1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位於 Memorial City Mall ( Outside of Apple Store and Tumi)

慶首家 OSIM3月31日盛大開幕

Coupon Valid Through 4 /15 / 2018 
Exclusion apply: uLove and 
uDeluxe Massage chair only.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超長的按摩軌道能針對更多的酸痛點按摩完

$200
      off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創新的V形手按摩“抓”走
肌肉深處的酸痛

T04-OSIM 傲勝國際_C5_16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憑此券兌換可以現場折抵$200的折扣 開幕當天 

憑此券也可現場參加抽獎 

我們將送出總價值高達$1290的獎品 還有小禮物免費放送

凡購買uLove白馬王子按摩椅或是

uDeluxe按摩椅的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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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百貨商場推出室內沖浪項目德國百貨商場推出室內沖浪項目
吸引眾多圍觀者吸引眾多圍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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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謝幕：
90歲李嘉誠交棒

其商業王國已78載
90歲的“超人”李嘉誠，正式把他

的規模達千億美元的商業帝國交給長子

李澤鉅。3月16日下午，在長和系旗下

四大公司的業績會上，李嘉誠宣布將在

主持5月10日股東大會後正式退休，包

括退任公司主席、執行董事及薪酬委員

會成員職務。54歲的李澤鉅在經歷了30

年的“學徒生涯”後，扛起了大旗。

“超人”鞠躬謝幕
“46年我並沒有拿過薪水，每年只

拿5000港元”

李嘉誠仍將繼續擔任李嘉誠基金會

主席，並擔任長江集團高級顧問。但是

，對於長和系而言，“退休”宣言無疑

宣告了“超人”時代的謝幕。

在業績會上，李嘉誠談到退休感想

時說，“很榮幸、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讓

我做這個主席。我從1960年創立長江，

上市時，我已經決定這壹生創業壹個

上市公司，壹定要對得起支持我的股

東。46年我並沒有拿過薪水，每年只

拿 5000港元。”他起身鞠躬，感謝各

界的支持。

李嘉誠在現場算了壹筆賬，投資

者如果在 1972 年長江實業上市以 3港

元/股買入長江實業的股票，收到股息，

再買長江，那麽今天的價值就將超過

5000 倍。“如果妳的股息沒有動用，

壹般收到錢會投資，最簡單就是投資

長江，這是有眼光的，5000 倍，就是

今天的價值。世界不是太多公司有

5000倍。”

從李嘉誠四家港股上市公司發布的

年報來看，去年長和系業績增長仍然穩

健。其中，長和去年業績收益總額為

4148億港元，同比增9%。每股盈利9.1

港元。長江實業集團，去年全年凈利為

301.25億港元，同比增長55%。長江基

建集團去年實現凈利102.56億港元，同

比增長6%。電能實業去年股東應占年內

溢利為83.19億港元，同比增長29.6%。

對於未來，李嘉誠表示將完全放

權。“如果壹家公司，什麽都要我顧問

來做，那我為什麽要辭職。”而無論怎

樣，發展之中壹定不會忘記穩健，“這

是壹個固定的政策。”

被再次問及撤資問題時，李嘉誠表

示，從內地撤資的說法有些連基本的經

濟知識都沒有。“我們在南海還有壹個

高達400億的項目，出產天然氣，這個

項目還會繼續加大。”他表示，如果真

的撤資，應該是賣股票。“在過去二十

年，我只有買，從來沒有賣過股票。我

買進的股份多過我賣出的股份。”

商業王國已有78載
“每天晚上都要看書，了解新的科

技知識及與事業有關的資訊”

根據《福布斯》雜誌今年 1 月 18

日公布的香港富豪排行榜，李嘉誠以

360 億美元（約合人民幣 2200 億元）

總凈資產，連續20年蟬聯香港首富之

位。其凈資產較 2017 年的 303 億美元

增18.81%。

如今李嘉誠旗下長和系業務已遍及

全球，包括房產、港口、電訊、酒店、

零售、能源、基建等等。長江集團業務

遍及全球超過50個國家和地區，員工人

數超過32萬人。

12歲從潮汕逃難到香港，白手起家

的李嘉誠在78年間創造出了壹個龐大的

商業王國。

為了支持全家的生計，李嘉誠做

過跑堂、技工、推銷員，李嘉誠表示

，自己“每壹樣都是走正路，沒有壹

個偏道。”

1950年，22歲的李嘉誠用自己多年

積蓄和向親友籌借的5萬港元，成立長

江塑料廠，開始創業之路。1958年，意

識到香港地少人多、土地求過於供的李

嘉誠開始涉足地產業，投得香港北角及

柴灣用作建廠的地皮。

70年代初，李嘉誠認為塑料花甚至

整個塑料工業會被新興工業所取代，決

定在未被淘汰前將工廠結束。與此同

時，李嘉誠的地產業務發展迅速，所得

利潤已遠超於工廠業務，因此正式成立

長江地產有限公司。1972年，長江地產

有限公司易名為長江實業（集團）有限

公司，並以3港元的定價在香港證券交

易所上市，獲得65.4倍的超額認購。

1979年，長實從匯豐成功收購和記

黃埔有限公司(和黃)，李嘉誠成為香港

華人入主外資集團的第壹人。

和黃於1983年在香港展開移動電話

業務。1985年，長實收購香港電燈集團

有限公司（2011年2月易名為“電能實

業有限公司”）。1987年，和黃集團收

購加拿大赫斯基石油43%權益，開始向

海外拓展業務。

李嘉誠將自己的商業成功歸因於勤

奮與求知。即使剛到香港，最窮苦的時

候，李嘉誠仍然堅持在工作之余自學，

他從舊書店買回舊課本，學習完畢後再

賣出買入另壹本。接受媒體采訪時，李

嘉誠曾表示，“直到如今，每天晚上都

要看書，了解新的科技知識及與事業有

關的資訊。”

這讓李嘉誠有很多超前於人的思

維。他旗下的維港投資主要投資於早期

的科技初創企業。比如在人們還習慣於

電話短信的時代，維港投資已經率先投

資了最早的網絡視訊軟件之壹Skype，並

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人們熟知

的臉書（Facebook）、蘋果手

機上的Siri，甚至是人工智能

AlphaGo，李嘉誠都曾投資過。

2018年新年伊始，已經90歲的李嘉

誠在壹次晚宴中還透露自己也投資了比

特幣終端市場。他表示，“（比特幣）

絕對有風險”，2014年只投資了1個多

億港元到比特幣終端市場。

李澤鉅接棒無懸念
“已經跟隨我工作超過33年，我對

他充滿信心”

長期以來，香港“大亨”的商業傳

奇壹直為人們津津樂道。如今，香港最

富有的家族們都面臨著二代交棒的難

題。相較之下，李澤鉅成為長和系接

班人卻並沒有太多懸念。

李嘉誠有兩個兒子，長子李澤鉅任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集團聯席董事總

經理兼副主席、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兼副主席、長江基建集團有

限公司主席及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

司主席。幼子李澤楷，電訊盈科有限公

司主席，該公司為亞洲具領導地位的資

訊科技及電訊公司之壹。

李氏兄弟在香港被稱為“龍兄虎

弟”。李嘉誠對兒子的“商教”開始得

很早。曾有媒體報道，當李澤鉅和李澤

楷八九歲時，每當董事局開會，他們兄

弟倆就會坐在專門為他們設置的小椅子

上“旁聽”。

成人後，李澤鉅和李澤楷卻走向了

不同的商業道路。

李澤鉅壹直在父親身邊管理家族生

意。1985年，21歲的李澤鉅便加入長江

集團，從基層做起，被安排在當時長江

實業中環華人行的辦公室上班。25歲，

李澤鉅成為長實的執行董事，這壹年他

參與了被外界譽為李嘉誠最偉大的投資

——赫斯基石油的收購。李嘉誠壹直對

外宣稱，這是李澤鉅主導的收購。28歲，

他代替父親進入匯豐董事會擔任非執行董

事，29歲成為長實副董事總經理，30歲

成為長實副主席，35歲成為副主席及董

事總經理。

2012年，84歲的李嘉誠將次子李澤

楷持有的三分之壹家族信托權益轉讓給

長子李澤鉅，李澤鉅持股量增至三分之

二，余下三分之壹繼續由李嘉誠持有。

48歲的李澤鉅正式掌控以長江實業、和

記黃埔為代表的李嘉誠家族信托22家上

市公司，這22家上市公司總市值逾8500

億港元，李澤鉅個人名下資產達2900億

港元，身家已超越其父李嘉誠。此間，

李嘉誠就常常公開對外界表示，“李澤

鉅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頂替我的位置。”

李嘉誠的小兒子李澤楷則顯得更加

“叛逆”。多年來，李澤楷似乎無心於

家族生意，而是選擇自主創業。1991

年，25歲的李澤楷通過收購香港電訊壹

戰成名，被稱為“小超人”。2000年，

電訊盈科市值壹度超過2000億，個人財

富曾逼近其父親李嘉誠。同時，他還曾

是騰訊早期投資人，擁有過騰訊20%的

股權。

在宣布退休的同時，李嘉誠表示，

不必擔心長和系的未來，高層也不會有

變動，“李澤鉅已經跟隨我工作超過33

年，我對他充滿信心，同事們也將繼續

協助他。”而對於李澤楷，李嘉誠表

示，李澤楷不會加入長和，“將給其很

多錢，經營他自己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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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小肥20日
到新城宣傳下月舉行的音樂
會，他透露音樂會上會演繹大
量別人的情歌，包括之前改編
自彭羚的《給我愛過的男孩
們》。演唱會主題叫《談情一
世》，對於自己的“談情一
世”，小肥稱早已出現，而且
很穩定，問他會否再進一步結
婚？他即笑言要等多年好友江
若琳結婚先，又爆對方叫他做

姊妹，兼要着姊妹裙，小肥鬼
馬說：“我怕到時胸圍會搶眼
過她，所以怎麼樣都要穿
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中央電視台大型文博探索節目《國家寶藏》參加香港國際電影節，20日在會展舉行

節目推介會，《國家寶藏》製片人、總導演于蕾，擔任“國寶守護人”的梁家輝、王嘉，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副主任梁愛詩，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等均

有出席支持。家輝透露這是非一般綜藝節

目，以輕鬆手法把博大精深的

歷史文化推廣出去，他

能當上“國寶守

護人”感到

榮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
劉嘉玲、梁家輝、吳磊、明道聯同
監製楊真鑒、導演張鵬20日出席電
影《阿修羅》預告片發佈會，各演
員大談劇中角色人物，家輝、嘉玲
和吳磊扮演“三位一體”阿修羅，
為配合特技效果。從影多時的嘉玲
首嘗沒有戲服，家輝大爆對方在片
中“露點”，原來是要穿有很多點
的特技衣，家輝更自爆要移動嘉玲
身體，引來全場嘩然！

嘉玲、家輝、吳磊扮演“三位一
體”的阿修羅，嘉玲自言：“從影以
來未試過無戲服。”家輝笑謂：“光
着身子，因預算已放在特技上，但會
露很多點。”嘉玲解釋：“滿身都露
點，因穿了追蹤點的特技衣，除了家
輝有戲服，其他都沒有戲服，我們又
要按照家輝的動作配合演出，要跟他
做相反方向，對我來說有很大挑戰，
幸而家輝一直在場，他會依照自己做
過的動作移動我身體協助演出。”司
儀陳芷菁笑指家輝摸勻嘉玲全身，家
輝即糾正說：“移動和摸勻是兩回
事，不要想太多。”家輝又大搞冷笑
話說：“我是阿修羅王，戲中有六
界，我是其中一界之王，要做天王，
可惜香港已經有四大天王，所以我
要做天王之王，也是這電影想帶出
的訊息。”全場大笑，最後他和嘉
玲、吳磊即場示範“合體”。
嘉玲受訪時透露：“身上的特技

衫很貼身，無需穿戲服感覺挺舒服，
但就要戴上一個幾磅重的頭盔，相比
徐克的《武則天》今次已經好簡單，
況且是荷里活特技度身訂做，每拍完
一個鏡頭便除下頭盔，並沒有頭
痛。”說到家輝移動她身體，嘉玲笑
說：“這是個很特別經驗，要配合家
輝做出反方向動作，對我而言有難
度，會憑幻想，（你拍的作品都很有
難度？）這樣先好，無難度便不會進
步。”

笑偉仔夠清閒夠舒服
剛放完假的嘉玲，已開始全身投

入工作，雖然去了滑雪十天，嘉玲覺
得未夠喉，但工作和放假要取得平
衡，笑言：“沒有梁生（梁朝偉）那
麼舒服，那麼清閒，他仍放假中，我
們的性格不同，目前要為7月演出舞
台劇做好準備。”

小肥指終身伴侶已出現

演阿修羅王與嘉玲吳磊“三位一體”

梁家輝搞冷笑話片中梁家輝搞冷笑話片中““露很多點露很多點””

大會先安排于蕾上台進行節目介紹
並講解節目模式，之後家輝上台

分享感受，家輝成為27位“國寶守護
人”之一，與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中
華第一古物”石鼓結緣，在節目中通過
扮演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司馬光，演繹
司馬池、司馬光父子捨命保護石鼓以正
史觀的故事，家輝看到大會播出片段，
直言聽到自己講的普通話發音禁不住毛
髮直豎，因聽不懂自己所講的普通話，
不過司儀陳芷菁就讚家輝的普通話好
聽，家輝謙稱：“全賴拍電影累積而來
經驗。”

家輝於上世紀80年代在內地拍攝
電影，“逗留一年裡，經常遊走故宮，
但當時沒見過石鼓也沒對外展覽，今次
我要守護的國寶正是石鼓，石鼓共有十
個，上面刻有詩詞歌賦記載住當代幾千
年歷史，也是第一代漢字，通過這節目
從而對中國文化會更嚮往追求。”

嘉賓主持身份介紹國寶
當司儀問他有何得着時，家輝搞

笑說：“今日身份是推銷員，為免大家
聽到一頭霧水，我會以廣東話介紹。”
他指：“這個是最多年輕觀眾節目，是

非一般綜藝節目，以輕鬆手法把博大精
深的歷史文化推廣出去，加上從影30
多年，未試過有8億人次播放，17億點
評，能夠參與是我的榮幸。”有提議下
次可以用香港的文物國寶作題材拍攝
時，家輝笑言：“我便是流落在香港的
國寶。（有收藏古董嗎？）買了自己這
個古董，哈哈。”
家輝以嘉賓主持身份現身節目，

他透露會把每件國寶歷史文化以故事形
式介紹，今次節目是一道打開國家文化
的大門，往後有更多國寶題材值得拍
攝，希望會延續下去。

以輕鬆手法把國寶歷史故事傳揚以輕鬆手法把國寶歷史故事傳揚

梁家輝當當““國寶守護人國寶守護人””

感榮幸感榮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思穎）李幸倪（Gin Lee）將
於6月23日舉行首個紅館秀
《First Of All Love 2018演唱
會》，20日記者會上Gin Lee

以大露背現身，在台上先行熱
身跳足5分鐘。問到個唱上會
否性感上陣，她鬼馬說：“大
家都知我喜歡挑戰新事物，我
從沒試過晒腹肌，也沒晒什麼
線，總之到時會給大家驚
喜。”問到她會秀事業線還是
馬甲線？她表示最重要是安
全，不會設下底線，只要不走
光便行，現在心情既興奮又緊
張，每日已開始排舞鍛煉，最
少練5小時。她也嫌一場太
少，希望大家支持便可以加
場，屆時大馬的家人和朋友都
會組團來捧場，她說都有一百
幾十人，不知有否酒店和機票
可以贊助。至於嘉賓人選，她
透露有心目中的天王天后人
選，也想請周杰倫做嘉賓。

李幸倪預告
開秀性感不設底線

■■小肥小肥

■■家輝家輝、、嘉玲和吳磊即場示範嘉玲和吳磊即場示範““合體合體”。”。

■■電影電影《《阿修羅阿修羅》》預告片發佈會預告片發佈會2020日舉行日舉行。。

■■《《國家寶藏國家寶藏》》2020日在會展舉行節目推介會日在會展舉行節目推介會，，總總
導演于蕾導演于蕾（（右二右二）、）、擔任擔任““國寶守護人國寶守護人””的梁家輝的梁家輝
((中中))及王嘉及王嘉（（右三右三）、）、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
（（左二左二））等人出席等人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攝

■■梁家輝梁家輝、、王嘉與梁愛詩等人合影王嘉與梁愛詩等人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家輝以嘉賓主
持身份現身節
目。

■右起：家輝、嘉玲和吳磊扮
演“三位一體”阿修羅。

■■李幸倪李幸倪

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8年3月21日（星期三）

中國田徑協會20日在北京召開
“我要上奧運”新聞發佈會，公佈了
“我要上奧運”活動選拔規程，最終
將從中國大陸地區公開選拔男、女各
一名大眾選手參加2020年東京奧運會
馬拉松比賽。

中國田徑協會副秘書長田曉君表
示，此次活動的選拔範圍將只限定於
大眾業餘馬拉松選手，不包括現役及
曾在中國田協註冊的專業運動員，選
拔過程中將使用中國田協註冊信息庫
進行篩查。

“我要上奧運”不僅僅是四年一
次的奧運參賽選手選拔活動，更是一
項常年實施的跑者獎勵計劃和精英培
養計劃。其核心訴求不是選拔最快的
業餘跑者，而是發現、培養和獎勵更
大數量的優質跑者。

當日的發佈會上，中國飛人蘇炳
添、跳水奧運冠軍吳敏霞以及首位參
加田徑世錦賽的中國馬拉松大眾選手
劉慶紅作為本次活動的代言人亮相並
發佈“我要上奧運”標誌。中國田徑
協會主席段世傑為“我要上奧運”活
動題寫了宣傳口號——中國跑友與奧
運同行。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
南）再度入選香港隊的21歲衛將
徐宏傑，効力內地中甲球隊梅州客
家時能力有所提升，獲暫代主教練
廖俊輝召入伍。在法圖斯、黃洋、
張志勇等主力傷退下，徐宏傑期待
在周二作客朝鮮的亞洲盃外圍賽生
死戰中獲得上陣機會。

從隨梅州赴海外集訓、到中
甲正選上陣令他視野大開，中甲
快速和硬朗的比賽節奏大大提升
了他的個人能力。今次入選港

隊，再沒有以往的緊張心態，學
懂了釋放的他期待在更高水準的
比賽中擔當鐵衛角色。

因在省港盃憑其驚人的彈跳
力和搶點能力頂贏身高達1米86
的國足前鋒蕭智而獲梅州羅致。
他指，亞外賽小組最後一仗作客
朝鮮，倘能獲勝，便可晉身明年
在阿聯酋舉行的決賽周。期待可
以為港隊創奇蹟！

仍心繫母會流浪的他，希望
球隊努力搶分成功護級，他更讚

揚個別青年球員表現不俗。作為
過來人，他希望球員爭取表現，
以獲得大球會垂青。

而暫代主帥的廖俊輝則透
露，平壤天氣在零下1至2度，
對手若召回外流球員實力更強，
體能好與機動的踢法相信會令港
隊處下風，“但我們要有信念，
告訴自己我要贏，這才是最重要
的。作客港隊有必要踢得較為防
守，亦爭取比主隊早取得入球，
否則便被動了。”

中國羽隊22歲小將石宇奇日
前在全英羽毛球公開賽男單決賽
中，以21：19、16：21、21：9擊
敗“師兄”、大滿貫球手林丹首
次奪冠。賽後，石宇奇被媒體盛
讚的同時，也被部分網友指責得
意忘形，不尊重林丹。

當日奪冠的瞬間，石宇奇奮
力揮舞雙拳，怒吼慶祝，隨後躺
在場地上享受勝利時刻。不過，
有的網友感覺，此舉很得意忘
形，不尊重前輩林丹。

他們還認為，石宇奇在握手

時沒看向林丹，急於面向觀眾。
對此，石宇奇在微博回應：

“發表一下聲明，有的人總說我
不尊重丹哥，覺得我拿個冠軍就
了不起了。首先確實全英冠軍在
羽毛球這麼多站比賽中是很重要
的一站，獲得了這樣的成績正常
人也應該興奮，如果我真做出或
者說出什麼不尊重丹哥的話，也
是無心之舉；更何況我自己心裡
清楚，我完全沒有這樣的意思，
所以那些帶節奏的，請停一
停。”■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蘇炳添盼再突破9秒99
2018 年室內賽

季三破60米亞洲紀
錄的蘇炳添（見圖）
即將到港備戰室外賽
季。20日接受採訪時
中國飛人表示，由於
今年沒有奧運會和田
徑世錦賽，自己100
米項目的最大目標就
是突破9秒99的全國
紀錄。“今年我想跑
出自己的最好成績，
再次突破自己。目標
就是再次跑入10秒
大關，突破9秒99的成績，”蘇炳添說。在2015
年的鑽石聯賽尤金站比賽中，蘇炳添首次跑出9
秒99，成為第一個突破10秒大關的中國人。當
年8月的北京田徑世錦賽上，他再次追平自己9
秒99的全國紀錄，成為第一個闖入世錦賽男子
100米決賽的亞洲選手。 ■新華社

大圩國際半馬下月開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合肥報道）安徽

省合肥市大圩鎮將於4月15日舉辦“生態大圩國
際半程馬拉松賽”。“圩馬”為中國田徑協會銀
牌賽事，屆時將有來自四個國家、21個省市地區
的近萬選手參賽，“圩馬”賽道風景美麗，參賽
選手將體驗巢湖風光，盡享一場“洗肺”之旅。
比賽設半程馬拉松，4,000人；短程馬拉松（10
公里），3,000人；親子馬拉松（3公里），3,
000人；合計參賽人數10,000人，其中，由當地
農民朋友組成的農民方陣參賽隊伍也將成為此次
“圩馬”比賽的特色之一。

短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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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宇奇慶祝奪冠 被責不尊重林丹

中甲拓視野
徐宏傑期待為港披掛

■■劉慶紅曾劉慶紅曾
作為大眾選作為大眾選
手參加田徑手參加田徑
世錦賽世錦賽。。

新華社新華社
■石宇奇（右）在全英賽男單決
賽擊敗林丹奪冠。 法新社

■■國足隊員蒿俊閔國足隊員蒿俊閔（（左左））在訓練中在訓練中。。 新華社新華社

■■威爾斯隊中球星加里夫威爾斯隊中球星加里夫
巴利巴利（（右二右二））隨隊在南寧隨隊在南寧
首練首練。。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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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屆中國盃屆中國盃，，眾球隊只派出二線陣容眾球隊只派出二線陣容，，令令
賽事吸引力不足賽事吸引力不足。。不過今年正值世界盃不過今年正值世界盃

年年，，展開的中國展開的中國盃各隊參賽陣容亦星光熠盃各隊參賽陣容亦星光熠
熠熠，，烏拉圭烏拉圭、、威爾斯及捷克均會派出最強人威爾斯及捷克均會派出最強人
腳訪華腳訪華，，尤其是烏拉圭作為四隊中唯一出戰尤其是烏拉圭作為四隊中唯一出戰
俄羅斯世界盃的球隊俄羅斯世界盃的球隊，，主帥塔巴雷斯征召了主帥塔巴雷斯征召了
蘇亞雷斯蘇亞雷斯、、卡耐尼及高甸等主力出戰今屆中卡耐尼及高甸等主力出戰今屆中
國盃國盃，，志在藉今次賽事為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志在藉今次賽事為四年一度的世界盃
盛事備戰盛事備戰。。而威爾斯雖然無緣今屆世界盃而威爾斯雖然無緣今屆世界盃，，
不過今次除有皇家馬德里球星巴利隨隊外不過今次除有皇家馬德里球星巴利隨隊外，，
曼聯名宿傑斯更是上任後首次以主帥身份帶曼聯名宿傑斯更是上任後首次以主帥身份帶
領球隊出戰領球隊出戰，，令威爾斯對中國的賽事倍添關令威爾斯對中國的賽事倍添關
注注。。

主場出擊的中國男足亦不敢怠慢精銳盡主場出擊的中國男足亦不敢怠慢精銳盡
出出，，與去年的二線陣容相比與去年的二線陣容相比，，本次比賽中國本次比賽中國
隊以參加過世預賽亞洲區隊以參加過世預賽亞洲區1212強賽的球員為班強賽的球員為班
底底，，並召入了彭欣力等新面孔並召入了彭欣力等新面孔。。但不久前傷但不久前傷
癒復出的廣州恒大隊隊長鄭智並不在名單癒復出的廣州恒大隊隊長鄭智並不在名單
中中，，這也讓這位老將在國足的百場秀不得不這也讓這位老將在國足的百場秀不得不

推遲推遲。。目前距離目前距離20192019年亞洲盃已不到一年年亞洲盃已不到一年，，
由於中國隊在由於中國隊在20182018年沒有世界盃比賽任務年沒有世界盃比賽任務，，
因此從備戰亞洲盃的角度來看因此從備戰亞洲盃的角度來看，，與威爾斯等與威爾斯等
強隊過招將成為中國隊難得的熱身機會強隊過招將成為中國隊難得的熱身機會。。

國足爭排名國足爭排名 備戰亞洲盃備戰亞洲盃
亞洲盃抽籤儀式將於下月舉行亞洲盃抽籤儀式將於下月舉行，，除東道除東道

主阿聯酋隊之外主阿聯酋隊之外，，只有在亞洲排名前五的球只有在亞洲排名前五的球
隊才能獲得另外隊才能獲得另外55個種子隊資格個種子隊資格。。在國際足在國際足
聯本月公佈的排名中聯本月公佈的排名中，，中國隊正好位列第中國隊正好位列第
五五，，若想保住種子隊席位若想保住種子隊席位，，中國隊必須有所中國隊必須有所
作為作為。。所以所以，，本屆中國盃並不能完全成為納本屆中國盃並不能完全成為納
比考察新人和磨合陣容的比考察新人和磨合陣容的““試驗田試驗田”。”。

中國盃中國盃2222日晚日晚77時時3535分在南寧市廣西體分在南寧市廣西體
育中心揭幕育中心揭幕，，根據賽程根據賽程，，首仗由東道主中國首仗由東道主中國
男足對陣威爾斯男足對陣威爾斯，，次日晚上次日晚上77時時3535分由烏拉分由烏拉
圭迎戰捷克圭迎戰捷克，，2626日中午日中午33時時3535分進行季軍分進行季軍
戰戰，，同日晚上同日晚上77時時3535分展開冠軍爭霸戰分展開冠軍爭霸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2018中國盃國際足球賽明

日（22日）在廣西南寧展開，相比上屆的星光黯淡，烏拉圭

將精銳盡出以備戰世界盃，另外威爾斯及捷克亦答應以最強陣

容出戰，硬撼同樣派出一線人腳的東道主中國男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宋偉 大連
報道）3月19日深夜，遭遇中超開局三
連敗的大連一方足球俱樂部宣佈，德
國名帥蘇斯達（上圖）將接替馬林執
教球隊，以期迅速扭轉不利局面。曾
在2007至2008賽季出任皇馬主帥，率
隊奪得西甲聯賽和超級盃雙料冠軍的
蘇斯達，執教經驗豐富且以鐵腕著
稱，善於團結全隊。蘇斯達此次帶來6
人教練組，成員全部來自歐洲，料周
內走馬上任。

據悉，蘇斯達與大連一方將簽訂
一份“1+2”合同，即本賽季保級成功
後自動續約，教練團隊年薪為450萬歐
元左右。德國籍足球教練蘇斯達今年
58歲，球員生涯十分輝煌，曾先後擔
任過西甲雙雄皇馬和巴塞的隊長，還
曾跟隨德國國家隊獲得1980年歐洲盃
冠軍。蘇斯達的教練生涯也很精彩，
先後執教過科隆、頓涅茨克礦工、利
雲特、基達菲、皇馬、馬拉加等隊，
其最近一次執教則為2013至2014賽季
西甲馬拉加隊。

今年初，萬達集團重新進入足壇
並入股大連一方，帶來卡拉斯科、蓋
坦、豐特三名強力外援。然而，由於
缺乏磨合、技戰術等種種原因，大連
一方在中超新賽季開局便遭遇三連
敗，淨吞13球且1球未進，主教練馬
林“下課”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據了解，蘇斯達此次執教是萬達
主動聘請，其鐵腕管理能力及個人影
響力均符合萬達方面要求，希望
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扭轉

目前的頹勢。

前皇馬教頭蘇斯達
掛帥大連

■■國足在廣西南寧備戰國足在廣西南寧備戰““中國盃中國盃”。”。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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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香肉絲
原料 ：豬裏脊肉500克 剁辣椒3勺 雞蛋2個

食鹽1勺 醋3勺 姜1小塊 蒜適量 料酒1勺 澱粉1

勺 小蔥1根 白糖2勺

肉切成絲 小蔥切碎 姜切絲 蒜搗成碎末 腌制

肉絲 把切好的肉絲放進碗裏，把雞蛋打個小孔，

倒入蛋清 放入1勺鹽 放入一勺料酒 放入適量澱

粉，攪拌均勻，腌制五分鐘 調制料汁。

放入3勺醋 放入半勺鹽 放入兩勺白糖 放入

一勺澱粉 放入適量的水，攪拌均勻，備用 鍋中

倒入油，加熱到三四成熱，放入肉絲 用筷子攪動

肉絲，使肉絲不粘連 肉絲變成粉白色後關火，取

出肉絲 油鍋加熱，放入剁椒，炒香 放入切好的

蒜末和姜絲 放入肉絲翻炒2分鐘 放入蔥末翻炒

放入調制好的料汁，收汁。

做出正宗好吃的魚香肉絲的4個要點：

1、炸肉絲的時候，要涼油（三四成熱最佳）下鍋，這樣肉絲會更加軟嫩。

2、蔥、姜、蒜的用量要是平時炒菜的兩倍，這樣才會更入味。

3、蔥末要到最後放入，這樣才會留住蔥的余香味。

4、正宗的魚香肉絲是用剁椒炒出來的，剁椒是專門用來做魚用的，味道酸中帶辣。

東北醬燜脊骨
原料：豬大骨頭1000克 胡蘿蔔適量 洋蔥適量

調料：醬油1大勺 雞精適量 蔥適量 姜適量

幹辣椒3跟 料酒1大勺 生抽1大勺 水澱粉適量 白

糖2茶勺 植物油適量。

【醬燜脊骨】幾乎是每個東北餐館的招牌菜，

上菜的時候用盆，然後給每個食客發一個一次性的

塑料手套，食客不論男女老幼都是直接上手，不會

顧及形象，圖的就是吃著過癮，在沈陽有幾家比較

有名的【骨頭館】，每次去都要排隊等桌，如果你

來東北不吃一次【醬骨頭】，就算白來哈。

骨頭洗凈，放入開水鍋中焯一下，去除血水和

雜質，撈出，水倒掉不要。

從新做一鍋開水，水開後放入焯好的骨頭，再放入姜片、蔥段、大料將骨頭煮至8分熟。

將煮好的骨頭撈出備用 洋蔥和胡蘿蔔切片，紅幹椒切圈 炒鍋中倒入適量植物油，油熱後下

蔥姜末和紅椒圈爆香 放入大醬炒勻加料酒加生抽醬油炒勻放入煮好的骨頭炒勻 加點糖炒勻。

倒入煮骨頭的湯 湯與骨頭平齊即可，大火燒開 蓋上鍋蓋，轉小火燜至剩少許湯汁（其間

要翻炒幾次，讓骨頭均勻的被醬汁包裹住）放入洋蔥片和胡蘿蔔片炒勻 加雞精調味 用水澱粉

勾芡，出鍋，上菜。

烹飪小技巧

1、泡脊骨和焯水能把脊骨的血腥味去掉。

2、鹹味一定要夠，燉出的肉會更香。

3、鹽的量根據自己的口味增減。

4、燉的時間一定要夠長，脊骨燉得不軟糯，口感不好。










 

材料備好
大蔥切段，姜切片

，蒜去皮，八角、桂皮

洗凈備好

將脊骨洗凈，放入

鍋裏加入清水，浸泡1

小時

這時可以看到脊骨

裏的血水泡出來，撈出

脊骨沖洗幹凈

鍋下水燒開後，將

脊骨放入焯水，再沖洗

凈脊骨表面的浮沫

另鍋下水把焯過水的脊骨放入，加入姜片、蒜粒、蔥段、八角和桂

皮，淋入生抽、老抽，撒入糖、鹽

蓋上鍋蓋，大火煮開後調小火，燉煮2小時

醬香味濃的醬骨架就做好了

醬骨架
做為東北人的媳婦，會做幾道經典的東北菜是必須的，想當初學

做這道菜時，可是老公手把手教我，放幾粒蒜、幾個八角、幾勺醬油、

燉的時間要多長都有講究。雖說自家做的談不上什麽正宗，但用的都是

好料，吃起來特別的香。

這道菜宴請南方人也特有面子，畢竟很多南方人平常很少吃到，

就比如我回大連煲個什麽老火湯，姥姥、舅舅、二姨他們也覺得是上等

的待遇。

吃醬骨架的樂趣在於不需要顧忌什麽形象，拿起脊骨就啃，無拘

無束的氛圍，讓人與人、心與心更貼近！

介紹一下東北傳統名菜醬骨架：醬骨架是東北的一道傳統名菜。

根據主料的不同有醬脊骨、醬排骨和醬棒骨。這幾種原材料有一個共同

的特點，就是經得起長時間的燉煮而肉質不會發柴、發死。其中又因為

豬脊骨經燉煮後口感最為軟糯，啃起來很有快感，讓人回味無窮，所以

很受大眾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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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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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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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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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5:00

15:00-15:30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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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播)

中華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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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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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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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來敲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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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18:30
18:3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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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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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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我的家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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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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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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美南電視介紹

【VOA】美國西南部德克薩斯州首府奧斯
汀這個月發生一系列爆炸事件，引發不安。
其中兩起爆炸導致人員喪生。
奧斯汀上周六發生的第四次也是最近一次爆
炸中無人喪生，但有兩名男子受傷。
所有的爆炸都是包裹炸彈導致的。之前三次
爆炸中的受害者在試圖拿起包裹時引爆炸彈

。
奧斯汀警察局長
曼利表示，上周
六的炸彈爆炸可
能是因踩到引線
引爆的。
曼利警告當地居
民：“不要碰任
何包裹或任何看
起來像包裹的東
西，甚至不要靠
近它。”
上周六受傷的兩
名男子都在20歲
左右。他們被送
往醫院，據報告
狀況良好。
曼利說，警方正

在設法了解爆炸事
件背後的起因。
警方也在調查這起爆炸事件是否可能是仇恨
犯罪。前三次爆炸造成兩名非裔美國男子喪
生，並導致一名75歲的西班牙裔婦女生命
垂危。
曼利表示，開始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可能相互
關聯，涉及的包裹不是由遞送公司郵寄或遞
送，而是在夜間被放到門口台階上。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國德州奧斯汀
發生系列爆炸事件 

節目介紹：
《謝謝了，我的家》是中文國際頻道（CCTV-4）響應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要注重家
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的指示，而創新推出的一檔以展現全球華人家庭文化傳承
為主的季播節目。節目圍繞每位嘉賓成長經歷中與家人相關的故事展開訪談，從中挖
掘家風對成長的重要意義。

播出時間：
周日中午12時30分至1時30分，晚間9時30分至10時30分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謝謝了，我的家》
家庭間成長暖心訪談  全球華人家庭文化傳承

▲ 節目內容。
▲ 節目內容。

   圖：美國聯邦調查局介入調查德克薩斯州奧斯汀系列爆炸案。（2018年3月13日）  

   圖：2018年2月6日美國財政部長努欽在美國華盛頓國會山作證時走過顯示美國國債的屏幕。 

【VOA】美國財政部稱中國年初持有的美國
國債下滑到自去年7月以來的最低點。投資者
對美國的固定收益證券好感度似乎正在下降。
美國財政部上周四發布數據稱，截至今年1月
，中國持有的美國債券和長短期票據總額為
1.17萬億美元，比去年12月下降了100億美元
。但即便如此，中國仍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
而居於次位的日本自去年7月以來首次增持了
100億美元。
總體上看，外資持有的美國債券在1月連續第
三個月下滑，停在6.26萬億美元的位置。這一
數字在去年10月破紀錄的漲到6.32萬億美元
。

自川普總統上台以來，由於他的貿易保護政策
，中國在美國的投資格外引人關注。川普總統
本月宣布對鋼鋁產品征收進口關稅，希望阻止
來自中國的低價傾銷。他還威脅要對中國實施
一系列貿易懲罰政策，以回應中國據稱盜竊知
識產權的行為。
川普總統的這些舉措引發外界擔憂中國可能會
利用其持有的美國國債作為打擊報復的工具。
今年1月，中國官員表示中國政府正在考慮減
緩或停止購買美國債券。美國財政部長努欽上
個月說，他不擔心外國對於美國新發債券的投
資，並預測今年的債券發售將超過1萬億美元
。

美財政：中國持美國國債減少
到去年7月來最低點

精彩
節目介紹 KVVV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休士頓客家會春節大聚餐--- 「客家桐花宴 」，於上周六（3 月 17 日 ） 中午在
Westpark 聚會廳舉行。當天出席了不少客家鄉親，因為當天大會的主持人馮啟豐是今年中華公所的主席，很多貴
賓蒞臨。包括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政務組」 何仁傑組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
以法等多人。

客家會會長李元平身著桐花裝首先在大會上致歡迎詞，歡迎所有客家鄉親及與會貴賓。李元平說： 往年都是
辦 「天穿日」，今辦桐花宴。因為 「桐花 」 即代表 「客家 」。今天推出的菜色也都是客家的家常菜，還有豐富
的抽獎節目，除了處長等貴賓帶來的禮物外，今天所有的抽獎禮物都是現金，不論多少，能抽到都是福氣！

「台北經文處 」 陳家彥處長也在會中向大家致詞，他希望大家多去台灣旅遊。台灣花蓮今年二月發生地震，
幸賴大家發揮 「人溺己溺 」 精神, 樂於捐輸，才轉危為安。陳處長說，他自己本人雖不是客家人，但他的鄰居、
長官，很多都是客家人，台灣進步，多是客家人貢獻多。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也在大會上致詞，她說：客家桐花宴，凝聚所有客家鄉親的力量，保護客家文化。她也
透露了僑委會將在6 月 28 日至7 月30 日，辦理 「海外青年學習服務營」，該營是給17 至25 歲的青少年參加的，
培養他們獨立自主的能力，至6 月18 日報名截止，她表示能保留一個名額給客家鄉親。

當天最精彩的活動就是 「抽獎 」，一大堆的紅包逐一抽出，現場驚喜連連，平均每兩人就有一人中獎的中獎
率，使每一位與會者笑口常開。是當天吃到了道地客家美食之餘，最令人開心的一件事。

客家會春節大聚餐-- 「 客家桐花宴」
上周六中午客家鄉親歡聚一堂上周六中午客家鄉親歡聚一堂

（綜合報導）美南國建會將於 4 月 7 日星期六中午在 El-
dridge Park Pavilion舉行春季會員野餐(11:30 AM 至 2:30 PM). 地
址是2511 Eldridge Rd, Sugar Land, TX 77478. 會員及家屬免費, 貴
賓與家屬免費, 其他酌收$5.00. 報名請通知黃初平email - chup-
inghuang@yahoo.com請註明姓名, email, 電話及參加人數.

活動預告: 美南國建會將於5月4日星期五舉辦多元化高鋒會
議, 今年的主題是”通過包涵獲勝” (Winning through inclusion) .

該會將邀請多
位”多元化”

的專家, 學者, 及各大公司的主管參加, 及主持研討.
6月9日將舉辦” 科學, 工程與科技大會(SETS), 今年的主題

是”人工智慧所帶來的產業創新機會”, 最近幾年人工智慧的技
術突飛猛進，而機械學習（Machine Learning）與深入學習
（Deep Learning）是這項突破的核心技術。人工智慧在未來將帶
動許多新的產業.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哈佛教授孔祥重院士作專題
演講, 題目是“人工智慧, 電子設備和區塊鏈”（blockchain）.

人工智慧和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可能會對一般消費者
使用的電子設備產生革命性的影響。在應用深入學習等先進的人
工智慧方法下，電子設備可以執行智慧型的任務，其成果將超越
目前自動化所帶來的影響。隨著區塊鏈技術的發展，電子設備可
以進行分散式對等的自主服務。區塊鏈第一個應用就是在造成巨
大影響的電子貨幣—比特幣。這些技術有巨大潛力但也有巨大挑
戰。本演講將討論這些領域的機會和限制。

6 月 9 日晚將舉辦美南國建會四十年慶餐會, 會中將褒揚三
位創會的會長: 陳謨星教授, 何益民教授,和杜奎博士

美南國建會將於四月七日舉辦春季野餐

衍易工作坊主辦、一年一度的風水調氣班、將於 3
月 25 日，4月1日兩個星期天下午 2 點到 6 點在中華文
化中心上課。可以網路報名，到 FengshuiProfessor.com
登記,也可以電話報名:832-417-8168，832-202-5751。

我們對風水的需求，其實因人而異。希臘人有句諺
語，說是： 「一個人的美酒佳餚，很可能是另一個人的
穿腸毒藥。」放在風水氣場上，其實也非常貼切。一棟
本身格局沒有問題的房子，對A來說，可能是安居樂業
的好場所，但是對B來說，就有可能非常不適合。

在這個課程裡，衍易老師將為大家講解如何分辨住
宅本身的氣場特性，同時了解每個人自己對風水氣場的
特別需要。主要就在讓大家了解，什麼樣的風水是自己
的 「美酒佳餚」，什麼樣的風水有可能變成自己的 「穿
腸毒藥」。

前面的四個小時，課程的重點在如何分辨住宅本身
的氣場特性，同時了解不同的人，對風水氣場的不同需
要。一家人住在一棟房子裡，因為各人對風水的需要不

一樣，應該要找到各自適合的位置，經常在那裡活動，
或者坐臥休息，讓住宅的風水，對家裡的每個人都能發
生正面效果。

後面的四個小時，重點在講解如何分辨家中氣場的
旺衰強弱，那些地方的氣場應該加強，那些地方的氣場
需要稍微減弱。

生命是一個不停改變的過程，年齡、職業、健康、
婚姻狀態，都會與時推移。每個人在人生不同的時段中
，對氣場的旺衰要求並不一樣。學會風水調氣，隨時根
據自己與家人的需要做調整，可以一生受用。

尤其今年是衍易工作坊招生的最後一年，想要了解
風水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這個上課的好機會。第一次
參加衍易研習班的朋友，風水調氣班的收費是$200。

關於風水調氣班的詳細內容，請上網查看 www.
FengShuiProfessor.com 的 命 理 風 水 研 習 班 ， 或 電 ：
832-417-8168，832-202-5751。

2018風水調氣班開班
圖為圖為（（ 右起右起））客家客家 會大老鍾桂堂會大老鍾桂堂 與來賓與來賓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處長陳家彥處長陳家彥、、客家客家
會現任會長李元平會現任會長李元平，，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 政務組政務組」」 何仁傑組長等人在大何仁傑組長等人在大
會上會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出席大會的貴賓與客家會代表在會上合影出席大會的貴賓與客家會代表在會上合影（（ 左起左起 ）） 大會主持人方海妮大會主持人方海妮，， 中華中華
公所共同主席馮啟豐公所共同主席馮啟豐，，客家會會長李元平客家會會長李元平，，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客客
家會大老鍾桂堂家會大老鍾桂堂，，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以法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以法。（。（ 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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