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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e Zhang

電話:

832- 833-0551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Euphoria Beaute
專業的 Medi Spa
改善各種皮膚問題
教您如何真正了解皮膚、保養皮膚
使用韓國美容技術
打造更健康的膚質

04.12.2018

貸 動商機 成功起點
賺 到未來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ﬃ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972-246-1277

李察遜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TX 75081
972-301-598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奧斯汀分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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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慶祝傳統節日 上演中世紀騎士
上演中世紀騎士“
“戰鬥
戰鬥”
”

波蘭克拉科夫慶祝傳統節日 Rekawka
Rekawka。
。這壹節日是波蘭南部城市克
拉科夫持續數個世紀的傳統，每年復活節後的周二
拉科夫持續數個世紀的傳統，
每年復活節後的周二，
，當地人都會聚集在
壹起，
壹起
，觀看中世紀戰士裝扮的勇士
觀看中世紀戰士裝扮的勇士“
“決鬥
決鬥”。
”。

將建水下博物館
南美洲湖底獲重大考古發現
根據比利時技術特派團發布的圖片顯示，
根據比利時技術特派團發布的圖片顯示
，潛水員在玻
利維亞附近的的喀喀湖的湖底有重大考古發現。數千件蒂
利維亞附近的的喀喀湖的湖底有重大考古發現。
瓦納庫和印加文化相關的文物被發現。
瓦納庫和印加文化相關的文物被發現
。
玻利維亞宣布將在的的喀喀湖建壹座水下博物館。
玻利維亞宣布將在的的喀喀湖建壹座水下博物館
。據
了解，
了解
，的的喀喀湖中最大的島嶼的的喀喀島上有印加時代
的神廟遺址，
的神廟遺址
，的的喀喀湖也是印第安人的聖湖
的的喀喀湖也是印第安人的聖湖。
。

尼泊爾國際紋身大會在帕坦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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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先行指標
看中國經濟發展預期向好

今年以來，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國
內環境，各地區各部門認真貫徹以習近
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決策部署，堅持
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不斷深化改革開
放，有效激發內生動力和活力，從作為
先行指標的 1-3 月份采購經理指數看，中
國經濟延續了去年以來穩中向好發展態
勢，發展預期穩定向好。

勢。從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看，
PMI 指數延續去年良好態勢，今年 1-3 月
份 PMI 指 數 分 別 為 51.3% ， 50.3% 和
51.5% ，連續 20 個月位於 50%以上的景
氣區間，制造業呈現穩中有升的較好發
展態勢。從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看，今
年 1-3 月份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分別為
55.3%，54.4%和 54.6%，連續 7 個月穩定
在54%以上較高水平，服務業保持平穩較
一、三大指數持續位於景氣區間， 快增長。從綜合 PMI 產出指數看，今年
企業生產經營穩定擴張
1-3月份綜合PMI產出指數分別為54.6%，
今年以來，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 52.9%和54.0%，處於較高景氣水平，實體
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和綜合 PMI 產出 經濟生產經營活動總體平穩較快擴張。
指數均持續位於景氣區間，顯示企業生
產經營狀況良好，繼續保持穩步擴張態
二、從 PMI 構成看，產業結構優化

升級，供給質量繼續提升
3 月份，構成綜合 PMI 產出指數的制
造業生產指數和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
分別為 53.1%和 54.6%，非制造業商務活
動指數高於制造業生產指數 1.5 個百分
點 ，非制造業業務總量的增長繼續快
於制造業生產，我國產業結構繼續優
化升級。從制造業行業大類看，3 月
份，裝備制造業、高技術制造業和消費
品 制 造 業 PMI 分 別 為 52.2% 、 53.2% 和
53.1%，分別高於制造業總體 0.7、1.7 和
1.6 個百分點，表明隨著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的不斷深入，新動能培育加速推進，制
造業不斷向高端邁進，供給質量進壹步
提升。從非制造業行業大類看，生產性
服務業和物流業快速增長，有效支撐實
體經濟持續穩定發展。3 月份，生產性
服務業和 物 流 業 商 務 活 動 指 數 為
61.7%和 58.4%，高於非制造業商務活動
指 數 7.1 和 3.8 個 百 分 點 ， 比 上 月 上 升
13.9 和 16.1 個百分點；鐵路運輸、航空
運輸、郵政快遞、電信、互聯網軟件、
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商務活動指數
均位於 55.0%及以上的較高景氣區間，

表現出較強的擴張勢頭。
三、從變化趨勢看，三大指數回升
態勢明顯，發展態勢預期向好
從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看，3 月份，
制造業 PMI 為 51.5%，高於上月 1.2 個百
分點，升至壹季度高點，制造業擴張提
速，呈現穩中有升態勢。隨著春節後企
業集中開工，生產經營活動加快，生產
指數和新訂單指數為 53.1%和 53.3%，分
別比上月上升 2.4 和 2.3 個百分點，新訂
單指數連續兩個月高於生產指數，制造
業增長的內生動力不斷增強。新出口訂
單指數和進口指數分別比上月上升 2.3 和
1.5 個百分點，均為 51.3%，重回擴張區
間，進出口活動更趨活躍。從非制造業
商務活動指數看，3 月份，非制造業商
務活動指數為 54.6%，比上月上升 0.2 個
百分點，非制造業總體延續平穩較快的
運行格局。服務業商務活動指數為
53.6% ， 雖 比 上 月 小 幅 回 落 0.2 個 百 分
點 ，仍高於上年均值。隨著氣候轉暖和
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推進，建築工程開工
率明顯上升，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為

60.7%，比上月上升 3.2 個百分點，高於
上年同期 0.2 個百分點，升至高位景氣區
間。建築業新訂單指數和新出口訂單指
數為 52.0%和 59.6%，分別比上月上升 2.5
和 7.9 個百分點，其中新出口訂單指數升
至近年高點，表明近期建築業國內外市
場需求均有所上升。從綜合 PMI 產出指
數看，3月份，綜合PMI產出指數為54.0%，
比上月上升 1.1 個百分點，表明我國企業
生產經營活動總體上進壹步擴張。
總的來看，采購經理指數顯示今年
壹季度我國經濟繼續保持穩中有進、穩
中向好發展態勢，並且預期向好，支撐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利條件不斷積累增
多，為全年經濟穩定健康發展奠定良好
開局。下階段，要以黨的十九大精神為
統領，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各項決
策部署，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鞏
固經濟向好基礎，同時要站在經濟長周
期和結構優化升級的角度，深入推進改
革創新，以改革深化增活力，以創新驅
動增動能，不斷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
效益，力促國民經濟持續向好，實現經
濟長期平穩健康發展。

華為總裁：從未想過外遷 總部基地永遠在深圳
從壹家用戶交換機(PBX)生產公司銷售代理到
如今的世界級企業，華為用了 30 年。作為華為的
創始人，任正非的各種“語錄”流傳網絡，被稱為
管理思想家。由於較少公開露面，任正非在外界看
來頗為神秘。
深圳市人民政府和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簽署“紮
根深圳，展望未來”合作協議。華為未來將有哪些
創新舉措？對於人工智能、區塊鏈，任正非有怎樣
的觀點？5G 方面華為又有怎樣的布局？對於華為
全球布局，深圳所占的位置如何？華為公司總裁任
正非在簽署合作會後與媒體進行會談。

往什麽方向走？他的回答是：法治化、市場化，
“我們認真去落實這六個字，發展前景就會很好”。
任正非直言，深圳的營商環境總體已經很好了。
在深圳加強基礎研究方面，任正非表示，深圳在
投資基礎教育上是積極的，開辦這麽多大學，每年增
加投資幾十所中小學，遲早基礎研究會起來的。
對於外界關註的華為“外遷”傳言，任正非回
應道，華為“外遷”是不存在的事情，“我們從未
想過要外遷，都是部分媒體炒作的。我們總部基地
永遠在深圳”。

都不是我做的。我只是有發言權，跟大家講講我的
想法。”
任正非表示，新董事會只是叠代更替，引入
了壹些新鮮血液。他說，第壹代奮鬥群體本著開
放進取的哲學，歷經 30 年，與 18 萬員工共同努
力，把壹盤“散沙”轉變成了團粒結構的“黑土
地”，把“航母”劃到了起跑線；奮鬥集體要與
全體員工壹道，繼續刨松“土地”，努力增加土
地肥力，堅決為戰略掘起而奮鬥，再用二三十年
時間，建立起清晰方向、有序組織、頑強奮鬥的
群體，與西方優秀公司壹同為人類社會繁榮發展
未來仍聚焦主航道基礎研究
穩定服務。
“我們從未想過要外遷”
華為完成董事會換屆之後，外界傳言稱華為
對於華為未來是否會跨界、在新經濟領域有其
今年是改革開放 40 周年，任正非如何看待深 實際領導者還是任正非。對此，他這樣回應：“這 他考慮的問題，任正非表示：“我們不會做多元化
圳改革開放歷程？進入了改革的深水區，深圳應該 十幾年來，華為是集體管理決策機制，所有的決策 業務，會永遠聚焦在主航道上。未來二三十年，可

能我已不活在世界上了，但相信後來的華為領導者
仍會堅持聚焦。”
任正非說，未來華為的研發將主要投在主航道
上的基礎研究、人工智能部分基礎研究和應用研
究。“人工智能的突破主要是算法、算力和數據，
這些都是很難突破的，我們跟隨世界的投入前進，
同步世界的發展。”他表示“區塊鏈”對於華為來
說， 還沒有提到日程上來。
任正非同時直言，華為現在的大企業病應該是
很嚴重的。“有高層管理人員批判我們自己，說曾
經對人的管理都是科學管理，現在怎麽變成數學管
理？這就是僵化教條了，機構太龐大、太沈重了。”
他說，解決這些問題也不是壹朝壹夕，先炮轟，然
後壹點點小改革，只要看到了方向，就能慢慢改
革，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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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饮水警惕五大误区
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警惕饮水的五大误区。

误区四：
“健康饮料”
可放心饮用

误区一：
自来水可直接饮用

目前市面上不少“健康饮料”中含有糖、食用色素和食物

我国自来水的水质还未达到某些发达国家自来水可直接

添加剂，虽然尚无明确研究显示其有害性，但也并不表明它们

饮用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
将自来水煮沸后再饮用是最经济

就一定无害。特别是正处于成长发育期的孩子，应该少喝含糖

卫生的消毒方法。

饮料。

误区二：
桶装水方便卫生

误区五：冰镇水卫生无菌

盛放桶装水的水桶会被反复回收再利用，时间一长，很容

许多肠道腹泻患者发病的一个重要诱因是无节制饮用冰

易造成真菌感染。那些不正规的生产厂家的产品，卫生状况更

镇水。喝生水拉肚子是常识，可对于冰镇水，
许多人的认识存在

加难以保证。饮水机中的开水由于反复煮沸、
保温，
容易造成矿

误区，不少人甚至认为冰镇是一种很好的消毒方法。其实，在

物质沉积，也影响健康。

0～4 摄氏度的冰镇环境中，细菌照样滋生，根本不能保证卫生

误区三：
纯净水最健康

健康。从医学角度说，
夏天，
人体胃酸分泌相对较少，大量饮用

纯净水太过“纯净”
，所有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都被滤去，

冰镇水、冰镇啤酒会进一步稀释胃酸，造成肠道紊乱，由此带来

反倒未必对健康有利。

众多相关疾病。

当心四种妇科疾病悄然缠身
现代女性工作繁忙，婚后更要管好家庭生活，往往不能好好

大约有 1/3 的成年女性子宫里会存在或大或小的肌瘤，很

带增多。发病原因大多与分娩、性生活过频、经久不愈的阴道炎

顾及自己的身体。可是一旦发现患了某种疾患，
尤其是妇科方面

症、
流产以及生殖器手术等有关。

多小肌瘤，
平时不会让你有任何不适，
并且即使一般妇科检查时，

的疾病，
又会惊慌失措。最好的办法，
就是妇科常识懂一点，日常

提示：

也未必就能察觉，
只有做 B 超检查才可能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

1． 在生活中，应尽量注意避免诱发慢性附件炎病因的发

生活中注意一点，
发现问题检查就诊及时一点，从而远离疾病，拥
抱健康。

▲慢性宫颈炎症

体检中如果发现宫颈糜烂的存在，不必惊慌。这只一种是极
其常见的慢性宫颈炎症。发生原因很复杂，
如宫颈在性事中受到
轻微损伤、避孕套的机械摩擦、深度清洗、人流、宫内节育环或细
菌侵袭等等，都有可能使宫颈发生炎症。
提示：

虽说宫颈轻度糜烂大多不必治疗，却不等于它

的不存在。
1． 每年做一次宫颈涂片检查，能早期发现 90％以上宫颈

2． 一般经过 2～3 疗程的药物治疗可以有较好的疗效，如

2．如果出现白带增多，颜色呈白色或黄白色，甚至脓性带
血，
有异味；
性事中发生出血等宫颈炎症加重时，
就该及时去医院

量增多、
经期延长，
如果肌瘤长大压迫了膀胱，还可能导致尿频等
症状的出现。

果再通过辅助物理治疗，
疗效会更显著。

提示：

▲乳腺增生
乳房上长了肿块，
并不都是癌症。绝大多数乳房肿块不会危

1．如果肌瘤较小，
没有出现症状，
一般不需要治疗。但要每

及你的健康，
譬如乳腺增生，
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每次行经前会有

3～6 个月做一次复查，如果发现肌瘤长大较快，就需要视情况作

明显的乳房疼痛、发胀，可逐渐加重，而只要一行经，胀痛感就会

适当治疗。
2．如果出现月经量增多、经期延长、腹痛、尿频等症状明

消失。发生乳腺增生的原因，
主要是胸罩使用太紧，
以致乳房长期
血液循环不良等，
而精神过度紧张则往往会加重症状。

癌。

女性可能与肌瘤终生为伴，
相安无事。因为女性在绝经后雌、孕激
素水平下降后，
肌瘤会随之萎缩、
消失。但也有部分女性会出现经

生。

显，
应及时去医院检查。
3．对未生育的女性，如果子宫肌瘤占据受精卵着床之地，

提示：
1．选用合适的胸罩，晚上睡觉时应充分放松乳房。不要轻

可能还会引起不易怀孕的后果，
不可大意。
4．女性怀孕期间，大部分子宫肌瘤会因营养充足的缘故而

易使用丰乳产品。

就诊。
3．值得注意的是，
“ 人乳头瘤病毒”特别引起宫颈的感染，
并且是宫颈癌的重要致病原因。如果较早性生活或性伴侣过多
者，
患宫颈癌危险指数就会大大增加。

2． 分娩后用母乳喂哺宝宝，是治疗乳腺增生最有效的办
3．每次行经后一周记得做一次乳房自我检查，主要是熟悉

▲慢性附件炎

自己的身体，了解乳房摸上去的感觉，以便当乳房一旦出现异常

一般不会让人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所以这是一种比较隐蔽的

时，
能迅速识别并及时去医院就诊。

妇科疾病。部分女性会有轻微的下腹疼痛，
伴有不容易察觉的白

有所增大，
但当分娩后随即又会恢复原来大小；
不过，有时那些在
孕期长得太快的肌瘤，
会因侵占胎儿的生长空间，而造成流产、早

法；
其次中药对治疗乳腺增生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产或影响胎儿生长发育等。所以，女性怀孕前还是需要做个详细
的检查，
以排除肌瘤可能会对以后胎儿造成的危害。

▲子宫肌瘤

酥皮燒鴨羹

魚羊鮮

原料：：鴨鴨 只只1 雞蛋 只只
2
調 料 ：： 蔥 結 個個1 姜 適 量 甜 面 醬 適 量 黃 酒 茶1 匙 小小
麥面粉 5克克
0 白糖適量 香菜適量 生粉適量 蔥白適
量量 椒鹽適量 芝麻油適量

將鰓魚治凈，取下頭尾。魚肉切成長方
塊，帶皮熟羊肉也切成長方塊。
鍋內放油上火，入蔥、姜煽香，放入鰓
魚略煎，放入羊肉，加醬油、紹酒、精鹽、
黃酒、水少許，燒沸後用小火燒熟，加糖略
燜，改用大火稠濃湯汁，放胡椒粉。將鰓魚
塊墊底，羊肉皮朝上排在魚身上，裝上頭、
尾，澆上鹵汁。
在燒羊肉同時，將青菜心加精鹽、味精
煸透，圍在羊肉兩側即成。

原料：鰣魚 1 條 羊肉（熟） 油菜心 10 棵
調料：醬油 60 克 味精 2 克 蔥 10 克 姜 10 克
白糖 40 克 精鹽 2 克 胡椒粉適量

汆湯羊肉丸

將鴨背剖開，斬下頭、頸，放滾水中燙過洗凈。調勻鹽、酒，
用蔥結、姜絲蘸擦鴨體，然後將蔥、姜與鴨一起放入品鍋（胸脯朝
下），加醬油、糖，隔水用大火蒸酥取出，去掉蔥、姜，將鴨拆骨
，斬斷翅膀，劈開鴨頭備用。
雞蛋打散，加生粉、味精、面粉和鹽、水調成蛋糊。平碟底部
塗上芝麻油，倒入 l／3 的蛋糊，鋪上鴨肉，再鋪上 1／3 的蛋糊。
燒熱鍋，下油，至六成熟時，將鴨肉放入鍋炸至結殼，翻身再
炸至金黃色，用漏勺撈起，隨即將翅膀、鴨頭、頸及折下的鴨骨，
塗上余下的蛋糊。下鍋炸熟撈起。
將鴨骨放碟的中間墊底，鴨身內切成 3 大條，片成小條塊，疊
裝成橋拱形，放好頭翅成整鴨形狀，香菜洗凈圍在碟的四周，與花
椒鹽、甜面醬，蔥白段一起食用即可。

菜品特色
到菜市場買了酥皮鴨可是又不知道酥皮鴨怎麼做！忽然想起了
網絡就可以幫我們很大的忙。家常菜譜大全能告訴我們酥皮鴨怎麼
做！看似簡單的酥皮鴨卻有很多的做法！今天心血來潮，突然很想
吃酥皮鴨做的菜，買了本家常菜譜，又到網上看了看酥皮鴨怎麼做
好吃，終於下定決心，選擇這道酥皮鴨的做法，介紹給大家如何做
酥皮鴨，喜歡酥皮鴨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這個美食的喲！

原料：羊肉 300 克 粉絲 300 克 雞蛋白 3 個
調料：食鹽 3 克 味精 5 克 雞精 3 克 蔥 10 克 姜 10 克 料
渊三分之二冤
酒 5 克 香油 5 克 胡椒粉 3 克 雞湯 200 克
做法：鍋內入雞湯燒沸，把打好的羊肉餡擠成丸子放
入，加鹽、味精、雞精、胡椒粉調味，倒入沙鍋中煲
8 分鐘，待羊肉丸子熟透時，放入粉絲煲制 2 分鐘，
淋香油，出鍋即可。

芽菜扣牛頭
原料：牛肉（頭）50 宜賓碎米200克
調料：色拉油適量 姜 10 片 花椒 20 粒
料酒 10 毫升 生抽 15 毫升 老抽 2 克 白
糖5克 大蔥1根
將牛頭肉清洗幹凈，放入湯鍋中，
加入大蔥、料酒、姜片大火煮 30 分鐘
，撈起瀝幹水分。
在肉皮上抹上老抽，晾幹備用鍋內
放入色拉油，7 成熱後將肉皮的一面放
入鍋中，炸至肉皮變成棕紅色和起了小
泡，然後翻面繼續炸至肉變金黃。
將肉撈起瀝幹油，放涼備用（可放進冰箱，這樣切片更容易）將放涼的牛頭肉切成大片，厚薄
可根據自己的喜好。將肉皮朝下整齊的碼在土碗中，再鋪上切碎的芽菜。把醬油、料酒、鹽、糖、
姜片混合後，均勻的澆在芽菜上
用大火將肉蒸 60 分鐘用一個盤子扣在肉碗上，然後翻轉，再將碗拿走，撒上蔥花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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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崇明國際馬拉松將於
4．15
15鳴槍
鳴槍。
。
資料圖片

■越來越多一家大小齊參與馬拉松
越來越多一家大小齊參與馬拉松。
。 資料圖片

中國掀起馬拉松
熱潮，“跑馬”以及路跑
成為中國最熱門的運動之一。
據鳳凰網統計，僅僅在 4 月 15
日一天，中國就有 42 場馬拉松賽
事鳴槍開跑，預料屆時會有超
過 25 萬人參與，這一盛況讓不
少人調侃稱為馬拉松“春
運”。

1天42賽 料逾25萬人參與

4．15中國馬拉松賽

2011年在中國田徑協會註冊備案的
馬拉松及相關路跑賽事只有 22

省／市

比賽場數

山東

3

場，2014 年為 51 場，如今中國的馬拉松運
動，無論是賽事數量
無論是賽事數量，
，還是參賽人數都可
用“井噴
井噴”
”一詞形容
一詞形容。
。

河南

2

力爭2020
力爭
2020年參與人次逾千萬
年參與人次逾千萬

河北

2

北京

2

陝西

1

四川

1

重慶

1

江蘇

11

安徽

5

湖北

1

上海

4

浙江

6

廣東

2

那麼全年舉辦一千餘場馬拉松比賽，
那麼全年舉辦一千餘場馬拉松比賽
，
一天之內將有 42 場比賽鳴槍開跑
場比賽鳴槍開跑，
，對於現
階段的中國馬拉松市場來講是否過多？
階段的中國馬拉松市場來講是否過多
？
據美國路跑機構 Run
Run-ning USA 統 計 ， 2016 年
在美國本土舉辦的全程馬
拉松為 1,100 場 ， 半程馬
拉松則有 2,800 場 。 而所
有馬拉松賽事的參與人數
達 1,696 萬左右
萬左右。
。由此
可見，
可見
， 中國馬拉松運
動的發展與成熟市場
還存在較大可成長的
空間。
空間
。

福建

1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田徑運動管理中心
馬拉松辦公室主任水濤介紹，目前全國馬
馬拉松辦公室主任水濤介紹，
拉松賽事覆蓋的城市僅230
拉松賽事覆蓋的城市僅
230餘個
餘個，
，總數不及
全國的一半。“
全國的一半
。“中國的馬拉松確實有井噴
中國的馬拉松確實有井噴
的現象，
的現象
，但即便這樣依然滿足不了跑友們
的需求。”
的需求
。”
面對“
面對
“賽事供給總量不足
賽事供給總量不足，
，不能滿足
人均參賽需求”
人均參賽需求
”的現狀
的現狀，
，國家體育總局田
徑運動管理中心主任于洪臣也表示力爭到
2020 年馬拉松賽事要超過 1,900 場，中國田
徑協會認證賽事達到350
徑協會認證賽事達到
350場
場，各類賽事參賽
人次超過1
人次超過
1,000
000萬
萬。
不過，
不過
，在馬拉松迅猛發展並引領全民
健身、
健身
、帶動產業的同時
帶動產業的同時，
，也存在賽事組織
不專業，
不專業
，跑者盲目跟風帶來的運動傷害等
問題。“
問題
。“剛開始我們是註冊賽事
剛開始我們是註冊賽事，
，不管是
誰，只要是註冊了田協就給公佈
只要是註冊了田協就給公佈，
，在這個
情況下就有可能造成魚目混珠、
情況下就有可能造成魚目混珠
、 參差不
齊，甚至比賽中出現一些混亂情況
甚至比賽中出現一些混亂情況。”
。”水
水
濤說。
濤說
。
為此，
為此
，2018 年，中國田徑協會推出了

新版《中國馬拉松及相關運動賽事管理辦
新版《
法》，
》，明確表示
明確表示，
，將會建立三級賽事管理新
模式，
模式
，在賽事組織
在賽事組織、
、選手服務
選手服務、
、安全保障
安全保障、
、
環境保護、
環境保護
、信息發佈
信息發佈、
、賽事補給等方面形成
較為完備的標準規範。
較為完備的標準規範
。
水濤告訴記者，
水濤告訴記者
，中國田徑協會在賽事
組織管理上有一系列的組織管理辦法，
組織管理上有一系列的組織管理辦法
，以
確保賽事多而不亂。“
確保賽事多而不亂
。“目前我們有馬拉松
目前我們有馬拉松
賽事的管理培訓，
賽事的管理培訓
，將來舉辦比賽的運營公
司必須通過馬拉松賽事組織培訓，
司必須通過馬拉松賽事組織培訓
，這樣確
保比賽的規範化，
保比賽的規範化
，將來散落在社會上的賽
事，都由各個省市田協去監管
都由各個省市田協去監管。”
。”他說
他說。
。
■中新網

北京冬奧組委三度亮相冬博會

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
聰 北京報道）2018 國際冬季運
動博覽會（簡稱冬博會）組委
會 9 日午在京召開新聞發佈
會，宣佈 2018 冬博會將於 9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國家會議中心舉
辦。屆時將吸引 500 個國內外
品牌參展，近 2.4 萬名專業機構
代表到會洽談，參觀人數預計
突破15萬人次。
據了解，2018 冬博會將以
“冰雪力量”為主題，在延續
行業論壇壇、展覽展示、產業
對接、專場活動四類活動形式
的同時，打造主賓國合作、奧
運城市論壇、啟動冰雪智庫項
目、強化“一帶一路”主題、
打造京張體育文化旅遊帶等 9
大活動。
隨着冬奧正式步入“北京
周期”，中國冰雪產業在奧運機
遇下蓬勃發展壯大。冬博會組委
會指出，北京冬奧組委將連續三
年亮相冬博會，通過北京 2022
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主題展覽，
讓更多的人了解冬奧會籌辦工作
進展、賽區分佈和場館規劃、冬
奧會、冬殘奧會運動項目和競賽
知識。

■不少參賽者悉心打扮
不少參賽者悉心打扮，
，寓比賽
於娛樂。
於娛樂
。
資料圖片

■冬博會組委會9日午在京召開新聞發
佈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 攝

短訊
丁俊暉 傅家俊世錦賽同區
■中國馬拉松無論是數量還是參賽人數都有井噴之勢
中國馬拉松無論是數量還是參賽人數都有井噴之勢。
。

資料圖片

車仔又失分 前四無望後有追
“兵”
雖然阿仙奴 8 日晚英超聯賽收起了韋
舒亞、拿卡錫迪及奧斯爾，仍以 3：2 反勝
修咸頓；相反以主力出戰的車路士卻在主
場被韋斯咸逼和 1：1，追趕聯賽前四變得
更渺茫，更隨時有被阿仙奴超越的可能。
阿仙奴為周中歐霸作客莫斯科留力，
今仗雖然沙恩朗的入球為護級的修咸頓領
先，但奧巴美揚28分鐘就為“兵工廠”追
平，之後韋碧克再建一功，阿仙奴半場已
反先。即使查理柯士甸一度為修咸頓再追
平，不過韋碧克81分鐘射入致勝一球。

奧巴美揚成阿記最強新援
兵工廠結果全取 3 分，各項賽事今季
首度 6 連勝。領隊雲加表示，球隊近期要
頻繁的比賽，是有點難以控制節奏，但對
於戰果是有點讓他驚訝。另外，奧巴美揚
加盟以來7 場比賽已貢獻6 入球及 1 助攻，
超越亨利成為隊史上前 7 仗入球加助攻次
數最多的新援。

車路士此戰由艾斯派古達建功領先，
可是下半場後備入替的查維亞靴南迪斯為韋
斯咸追平。車路士又失兩分，主帥干地表
示，今仗正是己隊整個賽季的縮影：“像是
這些比賽，你得拿下3分。然而我們只能賽
和得1分，這不是第一次了。”
車仔以 57 分排第 5，與第 4 的熱刺已
有 10 分距離，更被第 6 的阿仙奴追至只相
差 3 分，餘下 6 輪隨時連歐霸正賽位也不
保。
干地坦言，己隊已無望取得前四名踢
歐聯：“我們要面對現實，如果我們無法
在這類比賽獲勝，還可以討論什麼？我可
繼續說‘我們會努力和進步’，但你首先
要贏得比賽才能達到目標。”
值得一提的是，今冬被干地外借到多
蒙特的比利時小魔獸巴舒亞伊，同日德甲
攻入一球助多蒙特主場大勝強敵史特加
3：0，令蜂軍守住前四的形勢更穩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2018 世 界 桌
球錦標賽將於 4
月 21 日至 5 月 7
日在英國謝菲
爾德克魯斯堡
劇院進行，直接
進入正賽的前 16 個
種子籤位已經確定，丁俊
暉（見圖）與香港名將傅家俊同處在 3/
4 區，理論上有機會與奧蘇利雲在準決
賽交手。而包括梁文博、顏丙濤和蕭國
棟等在內的 21 位中國球手，則需通過
三輪資格賽爭奪其餘 16 個正賽席位。
世錦賽資格賽將於 4 月 11 日至 18 日進
行，三輪比賽均採取 19 局 10 勝的賽
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足確定棄戰2019美洲盃
■查維亞靴南迪斯
查維亞靴南迪斯((左)下半場入替即射破了車仔大門
下半場入替即射破了車仔大門。
。

法新社

■奧巴美揚
慶祝。
慶祝
。
美聯社
■ 巴舒亞伊為自
己爭氣。
己爭氣
。 新華社

對於有消息稱中國國家男足（國
足）將參加 2019 年 6 月在巴西舉行的美
洲盃一事，據《體壇周報》報道，中國
足協將不派隊參加這項比賽。2019 年 1
月，中國隊將參加在阿聯酋進行的亞洲
盃賽；6 月份，2022 年世界盃外圍賽亞
洲區賽事也將全面展開，雖然中國隊或
許不需要參加第 1 輪比賽，但第二階段
的 40 強賽將於 2019 年 9 月 5 日和 9 月 10
日進行，故在此之前，中國隊或無法脫
身前赴巴西。■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體育圖片
2018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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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舉行泥漿跑活動
參賽選手變身“
參賽選手變身
“泥人
泥人”
”樂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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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僑界連署致函美國衛福部部長 Alex Azar
美南僑界連署致函美國衛福部部長Alex
強力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本報訊)美南僑界僑務委員甘幼蘋、鄭金蘭、張世勳、臺灣
社社長楊明耕僑務諮詢委員、亞裔醫師協會會長施惠德醫師、中
華公所共同主席黃以法主席於 4 月 7 日在休士頓文教服務中心發
起美南僑界連署致函美國衛福部部長 Alex Azar 支持臺灣參與世
界衛生大會（WHA）活動，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及會議(WHA) ，獲得休士頓僑界極大迴響。
FAPA 南德州分會會長鄭金蘭表示，台灣在國際社會中，對
防止流行疾病和提供重要人道援助上有重大貢獻，美國聯邦眾議

院今年初已經通過支持協助台灣取得世界衛生大會
觀察員資格，該案並將送交參議院討論，僑務委員
甘幼蘋及張世勳則表示，病毒傳染不分國界，只有
國際成員共同攜手合作，全球防疫才能零缺口，籲
請共同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楊明耕、施惠
德及黃以法也對臺灣 2300 萬人民權益應受重視作
出呼籲，希望所有台灣僑民或支持台灣友好國家都
來響應，支持落實 WHA 憲章 「健康是基本人權，
是普世價值，不因種族、宗教、政治信仰、經濟或
社會情境而有所分別。」及聯合國大會第 A/RES/
70/1 號決議 「在踏上這一共同道路(達成 2030 永續
發展議程)時，我們保證，絕不會遺漏任何一個人
」。
2017 年臺灣雖未能受邀以觀察員身分出席第 70
屆 WHA，但多年來臺灣積極參與 WHA 和 WHO
相關技術性會議、機制及活動，持續對強化區域乃
至全球的防疫網絡作出貢獻，並致力於協助其他國
家面對衛生挑戰，以共同實現 WHO 的健康是基本人權之
願景，因此各方普遍支持臺灣應獲邀出席 WHA。臺灣位於東亞
樞紐，與鄰近國家傳染病發生態樣相似，且人員往來頻繁，因此
容易發生傳染病原跨國傳播、交互感染，進而導致基因重組或變
異而衍生新興傳染病原。然而，臺灣無法出席 WHA 及全面參與
WHO 相關技術性會議、機制及活動，因此相較於 WHO 會員國
，臺灣取得疫病及醫衛資訊之時效多有延宕，資訊內容亦不完整
，形成全球衛生安全體系及健康人權的嚴重缺口。

當天與會僑團代表熱烈回應並積極展開聯署致函美國衛生部
(HHS)部長 Alex Azar，強調任何將台灣排斥在外，甚至打壓的做
法，不僅違背了 WHO 的成立宗旨，對台灣人民也不公平，更對
國際的衛生防疫造成難以預期的負面影響，台灣 2300 萬人不應
因為任何原因成為世界防疫體系缺口，籲請 WHO 實踐其宗旨與
職責邀請台灣出席 WHA，聯署活動將在休士頓僑教中心持續進
行至四月十五日止，表達台灣作為世界公民成員，願意且有能力
為全人類健康、疾病預防貢獻心力。

世華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盛大舉辦第二十五屆中文演講比賽
演講主題 「最幸福的時刻」 增加即席問答
（ 本報訊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
南分會會長羅秀娟為提高華裔青少年及非華裔
人士學習中文的興趣，鼓勵大家活用中文並增
強中文表達能力，將於 4 月 21 日(星期六)在休士
頓華僑文教中心(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舉辦第二十五屆中文演講比賽，中華
民國僑務委員會補助，演講主題 「最幸福的時

刻」，本年度增加即席問答。世華工商婦女協
會美南分會邀請就讀於中文學校學生、美國學
校中文班學生以及學中文的非華裔人士們(凡六
歲或六歲以上者)踴躍報名參加，每位報名費酌
收十五元，自即日起延至 4 月 15 日以郵戳為憑
截止報名，年齡及組別的決定以比賽日四月二
十一日為準；組別分華裔 6-7 歲、華裔 8-9 歲、

華裔 10-14 歲、華裔 15-18 歲、非華裔 6-7 歲、
非華裔 8-9 歲、非華裔 10-14 歲、非華裔 15-18
歲和非華裔 18 歲以上成人組；可在世華網站下
載報名表 www.gfcbw-houston.org 或至各中文學
校或各初高中集體報名。所有參賽者均頒發獎
杯一座和 T 恤一件，前三名再加發獎狀及冠軍
：冠軍獎杯一座和獎金一百元、亞軍：亞軍獎

杯一座和獎金七十五元以及及季軍：季軍獎杯
一座和獎金五十元，前三名再加發獎狀。詳情
請 聯 絡 會 長 羅 秀 娟 832-607-5038、 電 郵 julienews09@gmail.com 或 副 會 長 吳 展 瑩
713-397-5228 電郵 lishenk1@gmail.com 查詢。

光鹽社癌症關懷小組 淺談中醫對癌症的防治

(本報訊) 主講人：劉青川醫師
時間：4 月 14 日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時
地點：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te
255, Houston, TX 77036)
為了提供癌症倖存者所需的醫療諮詢及心
理支持服務，光鹽社將自 2018 年 4 月開始，每
月第二個週六下午 2 至 4 點，在光鹽社舉辦癌症
關懷支持小組聚會，協助剛被診斷出癌症、正

在進行治療，以及已經結束療程的癌友及癌友
家屬定期聚會，彼此支持。
聚會共五次，包括由中醫師劉青川講淺談中醫
對 癌症的治療與防止復發、權煜精神科醫師談罹癌後的心理建設及壓力管
理、張學鈞腫瘤科醫師談整體醫學對癌症病人
後續治療與照護及王琳-護理博士談促進癌症療
效與抑制復發需知的幾件事，以及癌症倖存者

的個人抗癌經驗分享等各種癌症倖存者所需的
重要資訊
。
癌症關懷小組第一次聚會時間為 2018/4/14
週六下午兩點至四點 ，地點在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te 255, Houston, TX 77036)
，劉青川中醫師出身於醫學世家。 1982 年畢業
於著名成都中醫藥大學醫學系。曾從師川蜀名

老中醫，並從事中西醫結合臨床及中醫函大教
學。來美二十餘年作為資深的德州執照中醫針
灸師，對內、婦、兒、外諸科疾病及腫瘤癌症
的輔助治療都有豐富的臨床經驗。本活動免費
，歡迎所有剛被診斷出癌症、正在進行治療，
以及已經結束療程的癌友及癌友家屬踴躍參加
。
報名請电 713-988-4724.

休城工商

好消息騰龍學校暑期初高中8，9，10
好消息騰龍學校暑期初高中
10年級英文閱讀和
年級英文閱讀和
寫作專家級老師親自授課
圖為位於糖城六號公路上 4835 Hwy 6 , Missouri City , TX 77459 的
「騰龍教育學院
騰龍教育學院」」 新址
新址。（
。（ 記者秦鴻鈞攝 ）

Ms. Renita Johnson 暑期七月份為六
到十年級的學生開設的演講辯論課。
課程與老師簡介如下：
Daniel Furmaga 是 來 自 休 士 頓 地 區
著名克萊蒙 clemence high school 高中、
有著 20 多年教齡的資深英文老師。這次
我們非常興奮他能夠擔任我們暑期學校的
高中英文概述課的老師。這是非常特殊的
一門課。整個課程設計理念主要圍繞在對
於學生閱讀興趣，愛好和習慣的培養。特
別有別於目前市場上絕大部分所提供的暑
期課程。以真正做到寓教於樂為終旨，做
一個大膽的嘗試。我們希望通過這一短短

七周時間，學生們對整個高中英文課程的
四年有一個全面大概的了解、熟悉、和認
知。一共七周學生家長可以自由選擇根據
自己的需求和時間多少。至少選兩周。對
象主要是 8，9，10 年級，也包括在美國 1
年半以上英語非母語的英文學習者（ELL/
ESL）。
Ms Renite Johnson 多 年 來 一 直 在
休 斯 頓 地 區 著 名 高 中 克 萊 蒙 clemence
high school 擔任演講/辯論老師。她的學
生代表學校在全國、全州的各項演講辯論
比賽中得獎無數。她堅信口語交流對任何
一項職業的成功，都是最基本條件和技能

。而這種能力是能夠通過學習和訓練來得
到提高和完善。她的目標是在她所提供的
課程裏面給予學生創造機會找回自信；學
習、掌握基本的口語溝通、交流的技能。
她希望她的學生通過短短三周能夠更有效
地口語溝通，同時增加對舞臺控制的感覺
，並且提高寫作與批評思維的能力。
上課時間段：
Informative Speaking, July 9 to July 12;
Persuasive Speaking, July 16 to July 19;
Oral Interpretation (storytelling),
July 23 to July 26。
圖為 「 騰龍教育學院
騰龍教育學院」」 新校舍的入口
新校舍的入口。（
。（ 記者秦鴻鈞攝 ）

中國護照免簽墨西哥！全新推出墨西哥坎昆天天
中國護照免簽墨西哥！
出發精品系列團$$399 起！有中文導遊服務喲
出發精品系列團
有中文導遊服務喲！
！
行程特色：
行程特色：
【 精品品質小團
】 品質小團
品質小團，
，天
天出發，
天出發
， 全程中
文導遊服務

【 自由選擇
自由選擇，
， 行程
你做主】
你做主
】 行程內可
自費選擇瑪雅文明
圖倫古城深度遊等
行程
【 獨家行程
獨家行程】
】 高爾
夫車環遊女人島

2018 全旅假期全新推出
墨西哥坎昆天天出發精品系列團
$399 起
陽光海灘-坎昆瑪雅 4 天 3 夜、5 天
4 夜、6 天 5 夜
墨西哥 4 天 3 夜
坎昆墨西哥雙城 6 天 5 夜
墨西哥坎昆雙城 7 天 6 夜

【雙重盛宴】美
洲最佳獨家天堂
坎昆與瑪雅古文
明，湛藍加勒比
海+細軟白色沙灘
，交織壯闊金字
塔，風情萬種

【 花樣姐姐景點
花樣姐姐景點】
】
廣受好評的 Xcaret
生態主題樂園，
生態主題樂園
，集
生態、
生態
、 娛樂和古文
化為一體的主題公
園

中國公民如持有美國多次往返簽證
包括有效學生,工作,多次 B1/B2 簽證
在護照有效期一年內
都可報名參加墨西哥旅遊產品
無需辦理墨西哥簽證
可最長停留 180 天
7001 Corporate Dr Suite210 ,
Houston , Teaxas 77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