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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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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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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僑社

 
Joint Chinese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USA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JCCAA Leisure Learning Club – 2018風雅集 &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美南華人寫作協會 

 
Presents 

 

張滌生文藝座談會及餐會-天南地北談創作 
  

                 
           Date:  Sunday, April 22, 2018 

Time: Seminar 2:00 p.m. to 5:00 p.m. 
           Dinner    5:30p.m. 
Place: Seminar TECO Chinese Culture Center (僑教中心) 
           Dinner   China Bear Buffet Restaurant at 12755 SW Fwy Stafford, TX   

Cost:  Seminar Free, Dinner $15 per person 
Registration Deadline:Friday, April 20, 2018 
 

張滌生六十歳開始寫作,著有小說【張三小傳】、【在郷的故事】、【六個女人在紐約】、

【哥兒們】，古體詩集【蒲扇茶香集】現代詩集【隨緣心語】,雜文集【不是東西集】、【歸

人隨筆】等.     六十五歳購置生平第一台相機，曾在休士頓、上海和台北發表作品，並於

2013 年在上海展覽中心舉辦之國際科學與藝術展中以【我思故我攝】專題展出，獲得最佳創

作獎.  出版攝影集【心象集】、【欲引詩情入畫中】、【攝影與我 2010】、【黑白與我】、

【賞鳥集錦】、【意在影外】、【童趣與童趣】等影集. 
 
寫作、古玩、攝影、編劇都是他的愛好，並在各領域中皆有所成.他將與大家分享他在文學藝

術創作上的心歷路程及退休後與夫人殷葦婷女士發掘自我才華,再創燦爛人生的故事.  
                          

FOR REGISTRATION AND MORE INFORMATION CALL:  
 

Carol Datta 周芝陽 713-426-2549, Wei-Cheng 朱唯正, Ophelia Chen 胥直平 832-754-8533, 
Stella Hsieh 713-385-4343, Wendy Lam 謝家鳳 281-370-9404 or Email: llc@jccaa.org  

 
Please write Check to JCCAA/LLC and Mail to:  

Carol Datta 315 East Cowan Dr. HOUSTON, TX 77007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於4月14日下午3時
在 5885 Point West,Houston,TX.77036 的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
2018年4月月會，活動包括慶生會、會員大會，還有專題講座。
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俞欣嫺秘
書應邀出席，與現場百餘位鄉親耆老歡聚一堂。 活動由長春會
柯志佳會長主持並致歡迎詞，僑教中心李美姿副主任致詞問候長
者及祝賀壽星生日快樂，並與長者們分享台灣高品質的國際醫療
服務，鼓勵長者能多多利用返台進行醫療或健檢服務，同時宣傳
僑胞卡好處，鼓勵大家返台申辦利用，並宣布僑委會2018年雙
十國慶回國參加慶典旅遊補助作業要點，凡8月1日以後入境，
出席 「國慶聯歡大會」或 「國慶大會」活動其中一項，參加經僑
委會核備之國內合格旅行社提供之三天兩夜以上國內旅遊活動，
可獲新台幣2400元之旅遊補助。台北經文處俞欣嫺秘書在現場
服務耆老，辦理行動領務服務。慈心家庭醫護中心負責人陳柯穎
應邀主講 「如何為您將來的長期護理需要做好準備」，與會長春
會會友們獲益良多。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負責人陳柯穎首先說明 「什麼是長期護理
」，她說長期護理，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持續地為患有慢性疾
病（Chronic illness) 譬如糖尿病，早老性痴呆等認知障礙（Cog-
nitive impairment)，譬如 Dementia,或處於傷殘狀態下，即功能性
損傷（Functional impairment)的人提供的護理。 這種護理包括醫
療服務、社會服務、居家服務、交通服務或其他支持性的服務。
在得了什麼病時可能需要長期護理？ 阿爾茨海默氏症、中風、

癌症、中樞神經系統/感覺器官惡化，（帕金
森）、糖尿病後期（截肢，眼睛）、高血壓
（冠心病，腎衰竭）、關節炎（關節變形）、
意外事故造成的傷害（汽車，工作相關等）、
精神疾病（自閉，焦慮）、呼吸系統並發症
（氧氣）。長期護理服務：長達數年甚至數十
年生活起居都需要的由專人照顧的長期護理。
In-Home Care(家庭）、Senior Apartment(老人
公寓）、Assisted Living Facility(生活輔助機構
）、Nursing Homes(養老院/療養院）。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負責人陳柯穎談到，家
庭長期護理/看護內容，養老院：180萬。生活
輔助機構：100萬。 家庭上門服務：370萬。
（https://cindiellc.com). 家庭護理員由護理/看
護中心管理，其工作時間依病人的需求而定，
機動靈活。家庭護理員的職責：上門家中照顧
，一對一。服務範圍：尊醫囑或病人要求，計
劃和準備簡單飲食；協助穿衣、梳洗、洗澡、
上衛生間等；提醒和協助吃藥；陪同或幫助鍛練；
室內清潔衛生工作、洗衣、換床單等；陪同看醫生
，購物等。家庭護理員按規定要常同護理中心聯絡
，病人有身體情況變化或其他要求時要及時向中心
報告，並同病人家屬保持聯繫；如緊急情況，護理
員會協助打911求救；協助護士、理療師、社工人
員。護理中心的管理人員定期向病人了解護理員的
表現，徵求病人對護理員與護理工作的意見與建議
。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負責人陳柯穎提到，美國長期護理的未來
需求。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數據：2013年，美國65歲以上
的老人人數：4470 萬，13%。 2018 年，1/7 超過 65 歲，14%。
2020年，1/6超過65歲，16%。2030年這個比例將達到19%，超
過7100萬。其中70%以上在有生之年接受長期護理服務（Long
Term Care)的人數會從2010年的700萬增加到2050年的1600萬
。（https://www.prb.org/).重要的一個年齡界限是85歲，43%會
患上痴呆，嚴重的健忘或者阿爾茨海默症。（http://chsh.sinoins.
com). 老年痴呆：470萬in2010. 580萬in 2020. 2050年患有痴呆症
的美國人數將增至近三倍：140萬。（https://www.ncbi.nlm.nih.
gov). 預計在2014到2060期間，將有近1.36億美國人需要長期護
理服務。數據表明在接受護理的1200萬人中，有87%是由無報酬
的家庭成員來照顧。 照顧父母所伴隨的財務、情感、身體和時
間方面的消耗可能極為鉅大。

如何準備？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負責人陳柯穎指出，目前在
美國民眾支付長期護理開銷的方式主要有三種：自掏腰包、長期
護理保險的理賠、醫療補助（Medicaid俗稱白卡）。Self-pay(自
付）：自己掏腰包，用儲蓄、投資或退休養老的錢來支付。享受
晚年生活。保守的得準備一大筆現金或可流動資產。據全國家庭
護理和療養中心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ome Care &amp;
Hospice)的成員、財富 500 強的人壽與健康保險公司 Genworth
Financial 2014年的調查（https://share.america.gov/)費用如下：在

家住，護工家政服務17美金/小時，44小時/週，52週，38896美
金。在家住，護工醫護服務35美金/小時，21小時/週，52週，
38220 美金。老年生活輔助機構（Assisted Living),單人間 3500 美
金/月，12個月，42000美金。 養老院，共享住房212美金/天，
365 天，77380 美金。養老院，單獨住房 240 美金/天，365 天，
87600美金。一位難求。以上收費是全國中位數。費用的增長速
度遠超過通貨膨脹。 「每30秒發生一次醫療破產」-- -奧巴馬
。哈佛大學的研究 140 萬破產，醫療帳單造成 877372 次破產，
78%擁有醫療保險。（https://www.thebalance.com). 根據美國癌
症協會調查，超過67%的醫療費用間接費用，不包括在醫療保險
面。考慮購買長期護理保險，需要時由保險公司來替你支付長期
護理的花費。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負責人陳柯穎談起，私人長期護理保險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中產階級，目前承擔得起保費，而
無法負擔未來長期護理費用。長期護理保險現已成為美國健康保
險市場上最為重要的產品之一。責任範圍：承保被保險人在除醫
院急病治療外的其他場合而發生的護理費用。這些護理服務包括
：具有治療性質的護理服務，如預防、康復，以及其他不具有治
療性質的家庭護理、成人日常護理等。全天候24小時的特別護
理和非全天的一般護理均可。承保方式：可獨立簽發，也可以終
身人壽險保單的批單形式簽發。通常從年齡、醫療狀況和病史等
幾個方面來對投保人進行風險選擇。下面因素影響購買護理保險
的成本：1.年齡：這是決定價格高低的最關鍵因素。2.保障水平
，包括護理保險的待遇水平、繳費年限、自付天數等。3.健康狀
況，不僅要了解購買者本人的身體狀況，也會了解購買者父母及
其兄弟姐妹的身體情況來預測未來的賠付水平。依據日常生活活
動量表（Activities of Daily Life, ADL). ADL 是正常人在日常生活
中所必須完成的動作，是人在獨立生活中反復進行並且最必要和
最基本的生活自理活動。洗澡，穿衣，如廁，行走，梳洗以及進
食，如果喪失這六項日常生活活動中的兩項及其以上，就滿足了
享受長期護理服務的條件。(未完待續)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負責人陳柯穎主講
「如何為您將來的長期護理需要做好準備」

慈心家庭醫護中心負責人陳柯穎應邀於慈心家庭醫護中心負責人陳柯穎應邀於44月月1414日在台灣人活動中日在台灣人活動中
心舉行休士頓台灣長春會心舉行休士頓台灣長春會44月月會主講月月會主講 「「如何為您將來的長期護如何為您將來的長期護
理需要做好準備理需要做好準備」」 ，，與會人士獲益良多與會人士獲益良多。（。（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修心要講德修心要講德 學佛要講本性學佛要講本性————摘錄盧台長講述觀音堂摘錄盧台長講述觀音堂
180419B01觀音堂+常修法師

要隨順性德。性德是什麼？本性德能，隨
順就是隨著它去做，只要你本性認為好的東
西，只要你認為有良心有道德的善事，你就隨
著它去做，這就叫隨順性德。要去除偏執，去
除偏執是什麼意思呢？“我就是這麼認為”、
“我就不買賬”、“這個事情我就是想不
通”，偏了吧？執著了吧？再想不通的事情，
過去了就是過去了，過去了就是沒了。

師父講個故事給你們聽。有一個人在馬路
上走，拿著一個像玻璃一樣很值錢的古董，突
然之間“哐當”一聲，古董摔碎了，他管都不
管，一個人繼續往前走，像沒看見一樣，旁邊
的人說：“多麼可惜啊，這麼好的物品被他摔
碎了。”還有人罵他：“這個人是神經病。”
還有人追上去衝著他說：“你的古董摔碎了，
你怎麼管都不管啊？”你知道他說什麼嗎？他
說：“東西已經碎了，已經碎了，它就不是一
個古董了，那你還把它掛在心上干嘛？你還去
難過，還去把一堆廢的玻璃碎片撿回來嗎？”
你看看，沒了就要把它去除，過去的事情沒了
就是沒了，結束了，沒有了，還去把它執著地
掛在心上，只會讓你徒增煩惱。

同樣的佛法，為什麼有人修心成佛，而有
人修心成魔呢？師父前面講的猶如是上大橋的
引路，現在給你們歸入正題。師父剛才說了，
學佛首先要去除偏執，那麼同樣這麼好的佛
法，為什麼有人修得好，有的人修到後來就成
魔了呢？因為會修成魔的人，都是好勝心強的
人，如果一個人的好勝心太強，這個行者就很
容易變成魔。

我今天要成為一個誰誰誰，怎麼樣，我沒
面子了，今天我是領導，現在別人不把我當領

導，看不起我了，好了，要記住，這種好勝心
強的人很容易成魔，明白了嗎？一個人有好勝
心應該不算壞事，只是過度了，成為了執著，
我見我相使其成魔心。如果把好勝心用於精進
修行普度眾生，那麼這個人的確會功德無量。
為什麼有好勝心的人開始學佛的時候，進步很
大呢？因為開始的時候他用好勝心拼命地去
做，放棄自己很多的東西去度眾生。

但接下來，這種人怎麼變成魔了呢？好勝
心開始不算壞事，度眾生的確功德無量。但因
為他做了一些功德，他精進修行後，被安排在
某個職位上，或者大家都說他修得很好，或者
大家都很愛他，那麼他就開始傲慢，輕慢他
人，看不起別人了。覺得自己不得了，修得不
錯了，以為別人都認識自己，人家都說自己
好，忘記了自己是誰，覺得自己已經是菩薩，
接聽一個電話都會傲慢起來。

過一段時間，看看別人，別人比自己好一
點，嫉妒心又開始了，容不下別人勝過自己，
你比我好了，我就難過，你不能比我好，你只
能比我差，師父講的這些都是人怎麼會慢慢地
修成魔的原理。所以看見別人勝過自己，總覺
得自己才是最有智慧的，是最高的，所以總是
對他自己說：“我修得對，我是正法，他是不
對的，就算他做點好事，現在做功德了，這算
什麼啊？我做的時候還沒有他呢！”所以看到
他人的成就心中就不是滋味，看見別人好了，
自己心裡難受，你們記住這就是開始成魔了。

一個修得好的人，不管是誰修得好，你都
很開心，看見別人比你好，你就開心：“怎麼
這麼好啊，我要向他學習，他修得好，真開
心。你自己修得好，也真開心。”明白了嗎？

沒有修好的人，喜歡在背後損人利己，去講別
人不好：“他這算什麼修？他怎麼樣？我修的
時候，他還不知道在哪裡呢！這種人算什麼？
過去都是我領著磕頭的，師父不在都是我磕
頭，他憑什麼跪在主要的拜墊上？過去都是我
先點香的，過去都是我們在一起的。”學佛人
看見別人好就損人，這個人就是離魔不遠了，
學佛人不能去講別人的不好。

有些人看見師父過來了，馬上說：“我來
搬椅子。”等到師父一走，馬上說：“你來搬
椅子。”這種事情有嗎？肯定有，百分之一百
的有，這個就是入魔的前奏。還要嫉妒別人，
講別人不好，那你就是成魔前，已經活在阿修
羅道了，阿修羅道的人就是嫉妒別人。

我們過去出去拍照片，有些人拍得很好，
看見其他人都在那裡搶著拍，就會說：“你們
都到邊上去，等我來拍。你看你這算照什麼
相？”學佛人千萬要管住自己思維當中一點一
滴的偏念和雜念，我們不要去挑其他學佛人的
毛病，不要去攻擊別人，因為學佛人已經是開
始成為菩薩的基礎，學佛人要嚴格地在要求自
己，如果你講別人的不好，你就會增加很多的
業障。所以去攻擊一個已經在學佛的人，挑撥
離間等，那麼你就是行在魔道。

不能攻擊別人，要知道別人今天有這個成
就，總有他下苦功的一面，這個人今天能夠修
成這個果，他一定吃了苦的。這個人看見男
人、女人不動心，他一定是吃過苦頭了，所以
他才不敢再看男人、女人。有的女人為什麼說
自己不要再看任何男的？因為她已經結婚過兩
三次了，她覺得男的沒有一個是好的，她吃足
了苦頭，她已經不敢再結婚了。有的男人為什

麼不敢看女孩子？因為他吃了苦頭，他總有他
自己想改變的一面，對於他修的成果也總有他
下苦功的一面，所以你不要去嫉妒別人。今天
他為什麼能做老板，你不能做老板？今天他為
什麼能夠做經理？因為他下足苦工，他吃了很
多苦。

在這個世界上，只要你是修行人，就沒有
一個是完美的。你只要說自己今天是修行人，
那麼，你就不是完美的。因為我們正在修，世
上沒有完美的事情，哪有完美的人呢？那你如
果去講其他修行人不好，那你不是神經病嗎？
你明明知道沒有完美的人，你還非要講這個、
講那個，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講別人干嗎？
師父早就跟你們講過，在人間沒有完美的人和
事物。

只要你說自己還在學佛，你就一定還不完
美。有些人跑到廟裡去，還講出家法師怎麼還
那麼貪瞋痴，你去講了，你就是造口業，因為
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因為他還沒有修好啊。
如果你看見出家人這樣，心中起了煩惱，對佛
法失去信心，你心中就是有魔障。有的人學佛
學得那麼好，心中還起偏見，常挑撥別人的缺
點，經常去指責、挑剔別人的缺點，這個人怎
麼樣、那個人怎麼樣，雖然你有道理，但你終
究不會成佛，而且會越來越像魔。

有關於學佛和念經上的問題可以咨詢”觀
音堂“。

觀音堂電話：301-683-8831，
240-621-0416 。

地 址 ： 1111 Spring Street,
Suite 301, Silver Spring, MD 20910

敬啟者，週末的社區活動，有益身心，善喜
拜筆。 謝謝！

相信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健康除了身體上的可
是還要加上心理上的。

身體健康的保養拜網路之賜，五花八門的強
身健體之道大家都樂於學習，仿效。

但，確也往往忽略了心理的這一區塊。您有
沒有想過...己身的精神依靠？

我從來沒有，就如此庸庸錄錄的過呀過。直
到巧遇佛法，為心田開了一扇窗，一扇智慧之
窗。原來人生本該是如此的清澈，簡單，而且就
這麼積極地，認真地過好每個當下的生活呀！

2600多年來感謝古德，先賢的貢獻為人類留

下了，傳揚了佛陀的教導。
太虛大師是近代史上的一位高僧，被推崇為

人生佛教的創始人。他可說是桃李天下，如印順
導師（活躍的學問僧，著作等身，是臺灣慈濟證
嚴法師的入門師父），東初老人（近代著名的佛
教禪宗大師，台灣法鼓山聖嚴法師的入門師父）
都是他座下的門生，高徒。

讀傳記，聽故事真是美好，有趣。
法鼓山 DC 聯絡處邀請到紐約東初禪寺的常

修法師前來華府弘法，將於 4月21-22日 (六-日)
授課指導，深入研讀歷代高僧的思想、行誼和事
蹟，進而發起菩提心，實踐自利利他的菩薩行。

太虛大師曾自述一生 「志在整理僧伽制度，

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將革新立於中國佛教的本
位，推動僧伽教育現代化，尤其重視僧格的養
成，以提昇當時低落的僧伽素質；批判重死、重
鬼神的俗化佛教，倡導 「依人乘而趣菩薩行」的
「人生佛教」，以回應中國知識分子對佛教的質

疑，重新活化大乘佛教的理論。-人生雜誌363期
為能讓主辦人妥善準備您的與會，若您計畫

出席此項活動，敬請與法鼓山DC聯絡處聯繫.
課程時間:4 月 21 日 (六)，10:30 am~3:30 pm

常修法師《太虛大師》(含午餐)
4 月 22 日 (日)，10:30 am~3:30 pm 常修法師

《半日禪》 (含午餐)
活動地點：華府華僑文教服務中心(901 Wind

River Lane Gaithersburg, MD20878)
報名電話：(240）424 - 5486 法鼓山DC聯絡

處
活 動 報 名 ： 線 上 報 名 (http://goo.gl/forms/

VzwsHBGtXo) 或者 register@ddmbadc.org
活動費用：本活動免費，歡迎隨喜捐助
交通安排：若您需要交通接送的協助，或願

意提供共乘(Carpool)，請與我們聯絡，將提供往
返Rockville Metro Station的接送。

注意事項：請自備您的水杯、著寬鬆衣物，
若遇午餐，也請自備餐具。

感恩
DDM-DC /法鼓山華府聯絡處 合十

法鼓山法鼓山DCDC聯絡處邀請紐約東初禪寺常修法師華府弘法聯絡處邀請紐約東初禪寺常修法師華府弘法，，於於 44月月2121--2222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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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聚焦中國
《華語之夜》晚會新聞發布會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

【泉深/圖文】第51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聚焦中國《華語之
夜》晚會新聞發布會於4月15日下午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中
國駐休斯頓領事館文化參贊解飛、文化領事顧海湧，聚焦中國主
席勞治翔（Kenny Lao）、副主席江依麥、吳建俊、Ping Leeka、
王翊帆，共同主席范玉新，榮譽主席陳韻梅、靳敏、陳珂、李娟
、周潔、鄒雅麗、吳因潮、張要武、楊萬青、王順義、孫鐵漢、
胡美然以及休斯頓各界精英出席新聞發布會。美南國際廣播電視
台、《今日美國》、《美南日報》等數十家媒體前往報道。

文化參贊解飛在致辭中指出電影是最有效的文化傳播媒介，
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承擔重要的作
用。中國人了解美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電影。中國觀眾了

解美國的明星和導演比美國觀眾了解中國的明星和導演多的多，
中國電影界要多送中國的電影到美國，讓美國人民更加了解中國
傳統文化。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在中美文化傳播中起到非常重要的
橋樑作用。他肯定了聚焦中國華語電影組委會的工作，對於今年
中國19部入選公映的優秀電影表示祝賀！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
長范玉新在致辭中指出，休斯頓國際電影節為中國文化在國際上
推動、宣傳、傳播中做了很大的幫助、休斯頓華僑華人對休斯頓
國際電影節聚焦中國組委會給予了大力的支持幫助，並高度讚揚
了副主席江依麥遠在中國北京推選影片的工作和成效。

聚焦中國主席勞治翔指出，今年中國華語電影將以全新的陣
容“聚焦中國”跟大家見面，繼續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傳播優
秀中國電影提供有力途徑。 在頒獎典禮前夜4月27號將舉辦一
場星光璀璨的《華語之夜》晚會，將有龐大的VIP電影嘉賓及表
演嘉賓陣容助陣。感謝副主席江依麥特別邀請了世界各地的藝術
表演嘉賓： 如美國著名鋼琴作曲家 Eric Genuis Concert ；中國
CCTV綜藝節目的紅人、魔術大師胡凱倫帶來視覺盛宴的魔術表
演；著名歌星楊臣剛帶來《老鼠愛大米》；演員、歌手王卓雅帶
來《下一站天後》；古琴演奏藝術家董長健的古琴曲；流行音樂
歌手秦瑋梵帶來的《親》、《IT’s MY LIFE》中國武術冠軍郝
龍的《中國功夫》精彩功夫；周潔小慧舞蹈學校帶來好看舞蹈節
目等。晚會上也將有多個提名的優秀電影團隊帶來精彩的亮相和
電影的講述。李易峰、廖凡主演、謝東燊導演的《心理罪》；胡
軍、余男、秦昊主演、胡雪樺導演的《上海王》；重大革命題材
的電影《大會師》等優秀的中國電影和中國文化推向美國，也把
美國優秀的電影工業向中國電影人搭建橋梁。

聚焦中國副主席江依麥女士在致辭中希望華僑華人多多支持
捧場《華語之夜》晚會，也歡迎大家前來觀看電影，幾乎每一步
電影都是經過她手親自推選的，感謝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提
供場地，感謝解飛文化參贊，讓休斯頓國際電影節華語電影團隊
得到非常有溫度、有力量的協助。

在《華語之夜》晚會上，除了星光璀璨的明星陣容外，晚會
還邀請了中國中央新影集團的《探秘新三峽》導演楊書華和新影
集團執行總裁徐靜，將分別講述紀錄片五年拍攝的點點滴滴和如
今新三峽的探秘之旅。有著大場面電影大師之稱的張進戰導演，
也將光臨電影節帶來中美合拍片的主題分享。他主導執行了多部
經典電影《霸王別姬》、《英雄》、《投名狀》、好萊塢電影
《殺死比爾》等也是好萊塢受認可的為數不多的華人導演。

副主席王翊帆在致辭中希望大家用實際行動來支持《華語之
夜》晚會，歡迎大家攜家人及親朋購票前來觀看演出晚會。共同
主席陳韻梅發表講話，她懇請媒體用筆桿來宣傳書寫《華語之夜
》，通過宣傳華語電影來推廣中國文化，傳遞中國新風尚，展現
中國電影人精神。

第一屆聚焦中國《華語之夜》China Night 大型晚會將於
2018 年 4 月 27 日下午 6:00-8:00 在休斯頓 Hyatt Regency Houston
Galleria隆重舉行。晚會將有著名歌手楊臣剛、著名演員及歌手
王卓雅、流行歌手秦瑋梵、春晚魔術師胡凱倫 、古琴演奏藝術
家董長健 、世界武術冠軍郝龍、美國著名鋼琴作曲家 Eric
Genuis Concert等和休斯頓藝術家同台演出，群英薈萃、氣勢非
凡。

全體合影全體合影

【泉深/圖文】第三屆美國德克薩斯州功夫
節 （Texas Kung Fu Festival）原定於4月14日上
午 11 時在休斯頓糖城 （City of Sugar Land）的
Brazos River Park舉行，但天公不作美，一大清
早就有風有雨，無疑給中國功夫帶來一定的難
度。但中國功夫以“制止侵襲”為技術導向，
適應人與自然、人的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和
諧發展的原則，不畏艱難險阻，冒雨花費數小
時搭台設棚，開幕儀式推遲到12時如期舉行。

德克薩斯州功夫節由 Jackie Mulllins 主持，
糖城童子軍護旗隊舉行了守護國旗、州旗和少
林功夫學院旗儀式。Cilicia Duren演唱了美國國
歌。德克薩斯州功夫節創辦者釋延峰致歡迎辭
。福遍地區幫助英雄慈善（ Fort Band Helping
Heroes Charity）機構的總裁 Al Burciaga 到場致
賀辭並代表福遍地區幫組英雄慈善機構為德克
薩斯州功夫節發來賀信，表示對功夫節全體功
夫愛好者的感謝和對功夫節的美好祝願。

美國德克薩斯州功夫節的宗旨是以武會友
，弘揚中國武術文化，將中國功夫傳遍美利堅
、傳遍全球。釋延峰師傅邀請了大休斯頓地區
和外州近20家各門各派功夫大師和藝術家們，
率領自己的學生前來參加德州功夫節。表演者
從4歲到60多歲，他們來自不同的學校和地區
。有遠道邀請而來的拉斯維加斯的特別來賓。
大約有500至600名多功夫演員和觀眾參加了本
屆功夫節，觀眾目睹了各種門派的功夫展示。
這顯示出美國各地的功夫團隊和學員們都能雲
集在這裏，展示中國功夫，目的是發揚光大中
國傳統功夫並將中國功夫廣泛傳揚全球。

功夫節期間，表演者讓美國觀眾欣賞到傳
統的少林功夫、跆拳道、空手道、太極拳、詠
春拳、刀、槍、劍、戟、氣功等傳統功夫的精
彩表演。表演者多種風格和形式的變化，融進
了硬性和軟性的功夫，精彩紛呈，令人嘆為觀
止，受益匪淺。

組織者以中國功夫節為契機，將這次活動
募集的款項捐給福遍地區幫助英雄慈善機構，
幫組那些在社區危機和應急中沖在第一線的英
雄們。希望以這種方式告訴所有熱愛中國功夫
的人們："真正的幸福是給予，幫助別人完善自
我"。主辦者希望以武會友，推廣中國武術文化
傳統，希望有更多的人來參加、支持，從武術
交流中探尋生命的力量！

釋延峰師傅理解的中國的少林功夫有10個
概念："謙虛 （Humility）、意志（Will）、尊
敬 （Respect） 、 忍 耐 （Endurance） 、 正 義
（Righteousness）、毅力（Perseverance）、信用
(Trust)、恒心（patience）、忠誠(Loyalty)、勇敢
(Courage)"。這些特點使學習者獲得健康的心靈
和健康的身體，同時追求個人的完善和挑戰極
限，體驗功夫所帶來的好處。

釋延峰師傅1987年05月生於河南，4歲進
少林寺習武，是第三十四代弟子，少林寺禪武

傳人，少林寺傳統武學傳人，全國武術冠軍，
歐洲武術冠軍，一級運動員，武術7段，國家級
裁判，國家一級教練員，美國少林功夫學院院
長。他擅長少林十八般兵器，少林象形拳，硬
氣功。他曾出訪過四十多個國家進行表演、教
學，以及影視拍攝。今年的功夫節上，釋延峰
師傅也表演了少林功夫，好多觀眾還是第一次
看到他登台表演，受到在場觀眾的熱烈歡迎。

風雨交加 考驗毅力 美國德州功夫節不負眾望 隆重推出中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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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休斯頓聯禾地產獨家開發
項目，十年信譽，品質保證!
以住宅價格買到寸土寸金商鋪，自用
，投資皆可！
TXHighway 6 at Lake Olympia Pkwy /
Oilfield Rd, Houston, TX

Brazos Lakes Center投資優勢
零售商業地產的投資價值主要體現在
地理位置，商業環境，以及未來的發
展規劃和購買力保證，Brazos Lakes
Center 完美地擁有這些優勢，屬於投
資佳選

Brazos Lakes Center零售商業投資項
目優勢:

優越地理位置，超高可見度，位於
休斯頓繁忙的6號公路邊

成熟商圈，知名品牌零售服務醫療
等林立，可以即買即租，降低空置率

被兩大德州大型獲獎住宅區環繞，
平均家庭收入遠高於休市，購買力強

緊鄰大型綜合醫療服務中心 Kelsey
Seybold Clinic, 步行可達

經驗豐富，值得信賴的開發商和出售代理地產公司，保障投資
者利益

以住宅價格購買寸土寸金商鋪，升值可期
德州休斯頓：商業地產投資的新貴

“房地產新興趨勢”報告對1000多
位房地產投資者，基金經理，房地產
開發商和其他房地產專業人士進行了
調查和采訪，總結出，自從 2015 年開
始，休斯頓已經成為全球投資者認真
考慮的房地產市場。同時，美國城市
土地學會CEO Patrick Phillips在一份報
告中指出：投資者正在關註除紐約，
洛杉磯，舊金山等沿海城市以外的投
資機會，（休斯頓）這些城市在宜居

，就業，和娛樂文化方面極具競爭力。
隨著德州人口不斷遷入，投資資金也大量湧入，德州的商業地

產價格水漲船高。休斯頓作為全美第四大城市，在吸引投資者和提
供較高投資回報率方面，處於德州領先水平。RE/MAX United聯禾
地產 獨家代理的 Brazos Lakes Center 商業中心，讓投資者以住宅的
價格即可以投資商業地產，看得到的優勢，為未來的優良回報奠定
了基礎。

Brazos Lakes Center 項目位置
項目位於休斯頓西南的6號高速公路上，介於糖城和密蘇裏城

之間，被著名的大型規劃居住社區Riverstone和 SiennaPlantation 所
環繞，隔壁是大型綜合醫療服務中心，周邊為各知名商業形態。距
離中國城 15分鐘，市中心30分鐘，國際機場35分鐘。
（位於休斯頓三環內，繁忙的6號公路上，日均車輛49,000輛）
（項目一英裏內成熟商圈，以及大型住宅區和醫療中心）

BrazosLakes Center 客戶定位
本項目可步行抵達周邊的綜合醫療中心和住宅區，適合：

Grocer（雜貨）/Retail（其他
零 售 ）/ Professional Office
（小型商務）/ Services （服務
業）/Restaurant (餐館) / Café
（簡餐），等等業態。

BrazosLakes Center 項 目 規
劃

Brazos Lakes Center 由A, B,
C 三座建築組成，整體開發期
為 2-3 年，目前推出 A 座兩
層共 25 個單位。數量有限，

其中少部分單位面對湖景。整體建築大氣方正，易於後期裝修。
BrazosLakes Center 項目價格

項目周邊的Riverstone小區，起步價格30 多萬美金，百萬美金
豪宅比比皆是。本項目的價格極具優勢，僅以住宅的價格就能買到
寸土寸金的商鋪，是非常好的投資。
（多用途零售商業用地，占地共 213,440 平方英尺（約4.9英畝））

BrazosLakes Center 代理中介介紹
本項目由休斯頓著名的亞裔地產代理佼佼者聯禾地產RE/MAX

United 獨家代理推廣。聯禾地產RE/MAX United 從事全方位地產
代理服務十多年，現有中國城敦煌廣場店和凱蒂亞洲城店兩間公司
，為客戶提供從住宅買賣，商業地產投資買賣，商業地產項目開發
，到物業管理一條龍綜合服務。聯禾地產在2017年成功代理推廣了
凱蒂亞洲城Katy Asian Town 。負責人林承靜女士曾榮獲 RE/MAX
終身成就大獎，2017 商業地產第一名，RE/MAX 千萬經紀人等獎
項。
聯系方式：Josie Lin (林承靜)

華美銀行推出小型商業署貸款優惠計劃
享有高達$2,500申請費用減免

6月29日截止
【洛杉磯訊】一直以來，中小型企業是促進美國經濟繁榮發展

的主要動力。為幫助更多小型企業主達成企業拓展目標，華美銀行
自即日起至2018年6月29日推出小型商業署貸款（SBA 7(a)）優惠
計劃，最高可享有高達$2,500申請費用減免優惠。華美銀行提供全
方位商業和個人銀行服務，資本穩健，連續八年盈利創新紀錄，
2018年獲《富比士》雜誌（Forbes）評為 「全美百強銀行」第五位
，且自 2010 年起始終位居該榜單前十五名。同時，華美銀行曾獲

「年度美國小型商業署傑出出口貸款金融機構」的榮譽。
華 美 銀 行 資 深 副 總 裁 ， 小 型 商 業 貸 款 部 經 理 李 偉 俊

（Wai-Chun Li）表示，近年來，中小企業成為美國經濟持續增長
的主力之一，也在美國新增就業機會和技術創新方面多有貢獻。華
美銀行關注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所需的金融服務，提供多樣化的
商業及貸款計劃，為推動美國小型商業的蓬勃發展努力不懈。

由聯邦政府擔保的的小型商業署貸款以幫助中小型企業穩健成
長為目標，其中SBA 7(a)貸款項目金額最高可達500萬美元。相較傳
統商業貸款，小型商業署貸款具有手續簡便、審核快速的特點。同
時，低至10%的頭款額，以及長達25年商業房地產貸款還款期限，
能夠更有效地滿足中小型企業拓展業務的資金需求。小型商業署貸
款計劃可支持符合資格的企業購買和重貸商用房地產、週轉資金及

購買貨物、收購公司及拓展業務、購買用具及機械、出口融資，以
及重整商業債務。關於申請小型商業署貸款的具體資格及條件，可
登 入 華 美 銀 行 官 方 網 站 www.eastwestbank.com 或 致 電
1-888-895-5650查詢。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EWBC在NASDAQ Glob-
al Select Market交易。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
的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3百72億美元，在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
超過130處服務網絡，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內華
達州、紐約、麻薩諸塞州、

德州以及華盛頓州；大中華地區，華美銀行在香港、上海、汕
頭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服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廣州、台北及
廈門亦設有辦事處。

小型商業署貸款優惠計劃小型商業署貸款優惠計劃、、
享有高達享有高達$$22,,500500申請費用減免申請費用減免

布拉索斯水景綜合商場布拉索斯水景綜合商場Brazos Lakes CenterBrazos Lakes Center投資良機投資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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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夏令營音樂夏令營 傳遞歡樂的音符傳遞歡樂的音符
探索數種樂器探索數種樂器 啟迪孩子的潛能啟迪孩子的潛能

【記者
韋霓休
斯頓報
導】展
翅蒼穹
是許多
人的夢
想，希
望能俯
瞰寬廣
的大地
，與天
空彩雲
為伴，
投身航
空業是
能實現
這個夢
想的途
徑之一
，不僅
能翱翔

天際，而且收入高，工作穩定。您可知道？目前
全球極需好的航空人才，無論美國或是中國都大
量需要飛行員，飛行員就業的前景，就像天空一
般遼闊，被稱作最具含金量的職業之一，飛行員
在世界各國都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

隨著人們生活越來越富足，到各地旅遊的活

動益增，旅遊業的擴張導致航空業更加發展，無
論是航線或是飛機數量都與日俱增稱。然而，中
美兩國飛行員卻存在嚴重的短缺現象。

飛虎隊飛行學院的CEO王先華表示，目前在
全球都很缺乏好的航空人才，現在的培訓就顯得
特別重要，波音公司的研究表示，在未來的十年
內，美國將缺八萬名飛行員，中國則缺九萬名飛
行員。然而，現在全美國一年只培育出五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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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中國國產的大型客機C919已經試飛成
功，未來七百多架的飛機，每架飛機需要12位飛
行員，總共就需要一萬人左右，而中國現在已經
缺飛行員了，所以當前積極培育飛行人才是刻不
容緩的，需要訓練出大量的飛行員來滿足航空市
場的需要。

飛行學院培訓的飛行員主要分成兩類：第一
類是專業飛行員，學生通過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的考試後，未來可到各大航空公司就業，開
大飛機。另一類是業餘飛行愛好者，針對那些想
要自己遨遊天際的人，在工作之餘，可在周末到
飛行學院上課，培訓完成後拿到執照，未來自己
可以開飛機。

王先華表示，飛行學院每月都開班，當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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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邏飛機，無論選擇哪一項，都是高薪的

工作，並且可以累積飛行時數。
一位成功的飛行員，要有敏銳的判斷力、成

熟的思考力、嫻熟的操作力，而這些都是飛行學
院中要為學生培養的特質。 「安全第一」是培訓
宗旨，是學生心中時刻不忘的一句話。在飛行學
院中，學生半天上理論課，半天實際操作，讓學
生很自然地重複練習，養成良好的飛行習慣。

學員只要18歲以上，不分男女，有高中畢業
證書，希望朝向航空業發展，都可以申請，學校
會審核。飛行學院每期的課程是六個月，畢業後
授予證書，經過FAA考試，可
獲頒美國FAA商業飛行執照、
私人飛行執照、與商業直升機
飛行執照，還包括 300 小時的
飛行時間。

飛行學院與Long Star Col-
lege 合作，可為海外有興趣的
學生發給I-20，是全美唯一沒
有托福要求的學校。學生英語
好的，可以直接上課，英語還
不夠流利的，則先上航空英語
課程，直到通過考試。

現在很多年輕人有近視眼
，是否就不能開飛機了呢？王
先華表示，根據FAA的規定，
如果是開一般民用飛機，經過
矯正的視力即可，但是不能開
戰鬥機。一般民用飛機以安全
、穩當為目標，飛行員既使有

戴隱形眼鏡、或是助聽器，只要達到標準，依然
可以開飛機。

飛虎隊飛行學院由陳將軍的孫女凱樂威、以
及陳納德將軍基金會理事成員共同發起成立，旨
在延續飛虎精神，傳承精湛的飛行技術，培育更
多優秀的飛行人才。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一起來了
解 飛 行 。 詳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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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兩國急需飛行員中美兩國急需飛行員
最具黃金量的職業之一最具黃金量的職業之一 前景看好前景看好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常常和小朋友在一起的
話，你會發現，孩子天生具有音樂感，每當聽到
音樂的時候，如果是他們喜歡的類型，有時會跟
著節奏手舞足蹈，臉上充滿笑容，有時候會用腳
打拍子，也有時候，是豎著他的小耳朵，專心地
聆聽，對於音樂的感受，孩子們的反應比大人更
為直接。

在孩子學音樂時，因為大多樂
器都要同時用到左右手，甚至需
要腳來配合打拍子，這對左右腦
的平衡有很大的助益，許多研究
已經證明，透過音樂能啟發孩子
的潛能。中國科學家的研究也證
實所謂的 「莫札特效應」，顯示
聽莫札特音樂的學生表現更好。
休 斯 頓 青 少 年 藝 術 家 音 樂 會

(Houston Young Artist Concert) 的創始人女鋼琴家
鮑許淑好表示，古典音樂對小朋友有極大的幫助
，能發展他們想像的空間，穩定情緒，讓他們更
平靜、更細心、更敏銳、也更聰明。聽古典音樂
在於心的感受，其方向是從心往上的，融合心、
耳、腦，提升身心靈。許多學音樂的孩子，在班
上的表現特別出色，即使日後沒有繼續走音樂路

線，在各行業也都有很好的發展。
「音樂」是上帝贈與的珍貴禮物，有音樂的

地方，就有歡樂。雖然在不同的人生階段都可以
接觸音樂，但是，越早接觸，就越早開啟他們的
探索之旅。

Fort Bend Music Center(福遍音樂中心)將於今
年夏天舉辦一系列的音樂夏令營，讓孩子們接觸
音符，學習數種的樂器，啟迪他們的天賦。要讓
小寶貝們在今後的生活中，能感受更多的歡樂與
旋律，這個夏天就來一趟充滿音符的音樂夏令營
吧！

音樂夏令營依年齡分成不同組別，小小孩分
兩組，從18個月到3歲一組，4到6歲一組。這組
的小朋友因為年齡小，能專注的時間較短，每天
接受一小時的音樂初體驗。內容則結合音樂與故
事，讓孩子們來探索音樂的奇妙與樂趣，學習包

括鋼琴、歌唱、訓練節奏等，既好玩又潛移默化
地培養音樂的欣賞力。

再大一點的孩子，就可以有更完整的音樂體
驗了，每天接受2.5小時的課程。7歲以上依年齡
分組，還有青少年組與成人組。這個組別的學生
們將同時學習鋼琴、吉他、打擊樂器、銅管樂器
、歌唱等，探索不同樂器的奇妙，體驗音樂的豐
富與美好！在一整個星期裡，每天都會充滿不同
的音符與驚喜。
家長們，一起種下美麗的音樂種子吧，趕緊報名
喔！詳情請洽Fort Bend Music Center (福遍音樂中
心)。 Stafford 營 址: 12919 SW Freeway, Suite 160,
Stafford, TX 77477。電話:281-494-5885。Houston
營址: 3133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98
。電話: 832-500-4320。網站: http://fortbendmu-
siccenter.com/。

目前中美兩國飛行員存在嚴重短缺現象目前中美兩國飛行員存在嚴重短缺現象，，急需好的飛行人才急需好的飛行人才

投身航空業是能實現飛行夢想的途徑投身航空業是能實現飛行夢想的途徑
之一之一，，不僅能翱翔天際不僅能翱翔天際，，而且收入高而且收入高

，，工作穩定工作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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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社區服務美南銀行社區服務
健康講健康講座座《《無需開刀或服藥治療背部疼痛無需開刀或服藥治療背部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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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第一診療中心負責人陶慶麟於德州第一診療中心負責人陶慶麟於44月月1414日日((周六周六))上午上午1010點在點在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舉辦一場有關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舉辦一場有關 「「無需開刀或服藥治療背無需開刀或服藥治療背

部疼痛部疼痛」」 的免費健康講座的免費健康講座

何成宗特地到場與陶何成宗特地到場與陶慶麟慶麟一起展示並教導大家幾個簡單的日一起展示並教導大家幾個簡單的日
常運動以防禦背部疼痛常運動以防禦背部疼痛

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介紹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介紹健康講座主講人健康講座主講人陶慶麟及陶慶麟及何成宗何成宗

會眾們聆聽最新突破性幹細胞療法針對治療慢性炎症會眾們聆聽最新突破性幹細胞療法針對治療慢性炎症

陶慶麟主講陶慶麟主講一旦有了背部疼痛應如何治療一旦有了背部疼痛應如何治療?? 或在日常中應如何或在日常中應如何
避免造成背痛傷害避免造成背痛傷害??

何成宗以最新突破性幹細胞療法何成宗以最新突破性幹細胞療法對對治療慢性炎症治療慢性炎症、、疼痛和退行疼痛和退行
性疾病性疾病，，骨關節炎骨關節炎、、肌肉及關節痛和急性損傷等是目前最理想肌肉及關節痛和急性損傷等是目前最理想

的方法的方法

幹細胞幹細胞療法可提升患者的再生能力讓活組織產生再生組織療法可提升患者的再生能力讓活組織產生再生組織，，提高提高
身體的自癒能力身體的自癒能力

美南銀行美南銀行（（Member FDICMember FDIC））創行至今創行至今，，一向以服務社區為宗一向以服務社區為宗
旨旨，，對於攸關民眾切身福利的各類資訊對於攸關民眾切身福利的各類資訊，，該行隨時舉辦各種該行隨時舉辦各種

多元化資訊免費講座多元化資訊免費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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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訊

蕭國棟 呂昊天闖世錦賽正賽
世界桌球錦標賽資格賽當地時間18

日在英國結束。在最後一輪比賽中，共
有梁文博、蕭國棟、呂昊天、張安達和
田鵬飛5名中國選手衝擊正賽。結果，
蕭國棟10：1橫掃達菲，呂昊天10：2
戰勝麥克勞德，兩人攜手挺進正賽。張
安達、田鵬飛和梁文博均負於對手。正
賽階段，排名前16直接晉級的丁俊暉和
香港名將傅家俊也將參賽。 ■新華社

CBA總決賽 遼浙演第三回合
中國男籃職業聯賽（CBA）總決賽

前兩場戰罷，遼寧本鋼客場連下兩城，
以總比分2：0領先。第三場的較量移師
瀋陽，在過往的33次遼浙交鋒記錄中，
遼寧19勝14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帕奎奧攜手呂斌爭奪金腰帶
拳擊史上唯一八個級別冠軍的傳奇

拳王曼尼．帕奎奧將於7月15日在馬來
西亞吉隆坡迎戰WBA次中量級拳王馬
特西。中國奧運選手、WBC亞太洲際
冠軍呂斌也將參加本次比賽，並迎戰
WBA世界冠軍拳王、來自委內瑞拉的卡
洛斯．卡尼扎雷斯，爭奪WBA次蠅量
級冠軍金腰帶。 ■新華社

2018年全國游泳冠軍賽暨亞運會選拔賽
18日結束最後一天的爭奪，孫楊在男子1,500
米自由泳決賽中以15分04秒92奪冠，以4金
1銅的成績收官。孫楊賽後在接受採訪時忍不
住落淚，他說：“這兩天嗓子疼得很厲害，
但我還是堅持頂了下來。”

除100米自由泳外，孫楊包攬了男子200
米、400米、800米和1,500米等中長距離自
由泳決賽的全部金牌。6天內參加了5個項目
的比賽，令孫楊的身體消耗到了極限。事實
上在18日比賽前，孫楊的扁桃體嚴重發炎，
進場前他還在一直喝鹽水。
“嗓子疼得厲害，每次吞咽都很困

難。”說到比賽的艱難，孫楊忍不住落淚，
他說：“這裡空氣比較乾燥，對於南方人的
我來說不太適應，特別是後面兩天的比賽很
艱難，但我還是頂下來了。”孫楊告訴記
者，正是因為他的努力和堅持，才讓大家看
到一個始終保持高水平的孫楊。談到下一階
段的訓練，孫楊說：“1,500米我今年游得
少，朱導（朱志根）給我定的下一個目標是
游到14分50秒左右，我一定會朝這個目標去
努力，我知道這個過程一定會很艱辛，這次
比賽回去簡單休整後，我就會開始新一輪的
訓練。” ■新華社

作為2018年的首秀，奧運冠軍、中國游泳隊隊
長孫楊在本屆冠軍賽上參與了五個單項的角

逐，最終以4金1銅收官，他在自由泳中長距離項
目中的優勢依然無可撼動。
去年在布達佩斯加冕世界冠軍後，泳池中的

徐嘉余愈發顯得遊刃有餘。本屆冠軍賽，他毫無
懸念地摘得50米、100米、200米三枚背泳金牌。
而男子蝶泳則是李朱濠的天下，他也包攬了全部
三枚金牌。

閆子貝破50米蛙泳全國紀錄
去年的冠軍賽上，閆子貝一人打破50米和

100米蛙泳兩項全國紀錄，被視為新一代蛙王。今
年他不僅蟬聯了這兩塊金牌，還在最後一日刷新
了由他自己保持的50米蛙泳全國紀錄。這是本屆
賽事誕生的第一項，也是唯一的新紀錄。
和男子項目多由中生代名將領銜不同，本屆

冠軍賽湧現出多名“00後”小花，像一鳴驚人的
彭旭瑋、楊浚瑄、王一淳，這還不包括成名更早
的“雙子星”李冰潔和王簡嘉禾。

雙子星良性競爭 新人輩出
在在11,,500500米和米和800800米自由泳比賽中米自由泳比賽中，，王簡嘉禾王簡嘉禾

力壓李冰潔收穫兩枚金牌力壓李冰潔收穫兩枚金牌，，其中其中1515分分5353秒秒0101的的11,,
500500米成績還險些打破由李冰潔在去年世錦賽中創米成績還險些打破由李冰潔在去年世錦賽中創
造的亞洲紀錄造的亞洲紀錄。。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天的400400米決賽中米決賽中，，李冰潔李冰潔
擊敗王簡嘉禾扳回一城擊敗王簡嘉禾扳回一城。。這種良性競爭這種良性競爭，，將有助將有助
於兩人合力衝擊美國名將萊德基的霸主地位於兩人合力衝擊美國名將萊德基的霸主地位。。
自由泳中長距離是雙姝競爭自由泳中長距離是雙姝競爭，，而短距離桂冠而短距離桂冠

則歸屬於橫空出世的楊浚瑄。16歲的她不但獨攬
100米和200米兩枚金牌，還收穫了男女混合4×
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冠軍。楊浚瑄200米的奪冠成
績，可以排到今年世界的第6位。

女子背泳是中國隊的優勢項目，傅園慧、陳
潔、汪雪兒都是頂尖選手。現在小將彭旭瑋也加
入了這一行列，她在200米中游出了2分7秒27的
近年國內最好成績，非常接近亞洲紀錄。不僅如
此，彭旭瑋還在100米中與傅園慧並列摘銅。

本屆冠軍賽最年輕的金牌得主是王一淳，剛剛度
過13歲生日的她在女子50米蝶泳中力壓名將陸瀅、張
雨霏奪冠。年輕小將不斷湧現，中國女子泳壇的未來
令人看好。
本次冠軍賽是冬訓後的第一項全國大賽，加

之又是亞運的選拔賽，重要程度不言而喻。然而
今年的整體成績並不出色。個別項目雖然游出了
年度排名第一的成績，但由於國外諸多名將今年
尚未參加大型賽事，因此參考意義有限。■中新網

2018年中國游泳冠軍賽暨亞運會選拔賽18日在山西太原落下帷幕。在孫

楊、徐嘉余等世界冠軍持續奪金的同時，多名“00後”小將也橫空出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上
周來自英超職業裁判協會的女球證瑪茜
（Sian Massey），在港超聯賽東方龍獅
反勝理文一役擔任助理球證，與香港女
國際球證羅碧芝同樣引人注目。
羅碧芝19日在出席一宣傳活動時

稱，雖然瑪茜只是旁證但很專業。在香
港交流期間，瑪茜每天自覺訓練，並寫
下記錄傳送至英國職業球證協會備份。
瑪茜直言：“我不是來購物的！”
羅碧芝較早前考得教練牌，但她毅

然放下所有工作專心當球證。“芝芝”
坦言：有執照無後顧之憂，希望在更高
水準的賽事中執法。目前在港超執法力
求穩定發揮的她早前到英國交流，曾執
法女足聯賽和中國對巴西的國際女足友
誼賽，獲得巴西隊官員激讚及獲贈巴西
國家隊隊衣。這份“厚禮”令“芝芝”
夢想有一天為奧運會甚至於女足世界盃
執法，“‘做阿四’當第四旁證，也是
自己的夢想！”她說。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帶來商機，羅碧

芝19日與香港球壇兩位殿堂級球星“亞
洲第一中鋒”鍾楚維、門將名宿何容興
與前香港隊隊長陳偉豪等，齊齊出席

“Goal Together 全城開波”，為四年
一度的世界盃造勢。
對於哪支隊伍能最終登上王者寶

座？羅碧芝坦言對阿根廷情有獨鍾，
“很簡單就是有‘靚仔’球星美斯這位
阿根廷球王，一人已足夠帶領球隊奪今
屆世界盃冠軍。”

而鍾楚維就看好德國衛冕，名宿何容
興卻認為巴西隊有望重振足球王國的聲
譽，不過陳偉豪在認同兩位前輩的同時，
就提醒人們應注意亞洲黑馬日本隊。

羅碧芝專心當球證
盼執法世界盃

香港三名跑手克服了“全球最
寒冷馬拉松”的挑戰，於“富衛北
極馬拉松2018”中獲得優異成績。
賽事於挪威時間4月15日晚上

正式開跑，香港半馬拉松紀錄保持
者紀嘉文、香港盲人體育總會會員
梁小偉及其領跑員、世界馬拉松大
滿貫跑手植永強，分別以第18名
（7小時17分09秒）及42名（10小
時30分03秒）跑畢全程。

“比賽很有意義，因為這是用
汗水、冰水及淚水換來的。人生能
有幾次機會參加這種極地馬拉松？
所以無論多辛苦，我都同自己講一
定要堅持。”賽後紀嘉文感慨道，
“剛開始兩、三圈，心口感到不舒

服，可能是太多冷空氣進入（肺
部）所致，不習慣在這麼冷的天氣
下跑步；另外，經常感到肚子餓，
我從沒試過在跑步過程中吃東西，
偷了不少植爺（植永強）的朱古
力……不過，很享受比賽，也很高
興能成功挑戰這項艱難的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三香港跑手“征服”北極馬拉松

■■紀嘉文紀嘉文（（左起左起）、）、梁小偉及植梁小偉及植
永強賽後合影永強賽後合影。。 公關提供公關提供

2018年湯優盃賽程日前出爐，
中國羽毛球隊（國羽）男隊將在開
賽首日迎戰同組的澳洲隊，而中國
女隊將在第二比賽日對陣法國隊。

本屆湯優盃將於5月20日至27
日在泰國曼谷舉行。男女各16支隊
伍參與角逐，小組賽共設4個小組，
每組4支隊伍。小組賽前兩名共8支
球隊晉級第二階段的淘汰賽。
依據各隊世界排名積分，中國

和衛冕冠軍丹麥是湯盃前兩號種

子。頭號種子中國隊直接進入A
組，同組對手有印度、法國和澳
洲。中國男隊已連續兩屆無緣湯盃
冠軍。本屆賽事，國羽男隊小組賽
主要對手無疑是擁有男單新科世界
第一斯里坎特的印度隊，但小組出
線絕對不是最終目標。優盃（女
子）前二號種子是日本隊和中國
隊。衛冕冠軍中國隊作為二號種子
進入D組，同組對手包括印尼、法
國和馬來西亞。 ■新華社

湯優盃下月開拍 國羽男隊首戰澳洲

孫
楊
淚
灑
冠
軍
賽

孫
楊
淚
灑
冠
軍
賽
：：
帶
病
上
陣
很
艱
難

帶
病
上
陣
很
艱
難

■■羅碧芝羅碧芝（（左左））和陳偉豪出席世界盃和陳偉豪出席世界盃
宣傳活動宣傳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李冰潔李冰潔（（中中））與王簡嘉禾與王簡嘉禾（（左左））
成為中國泳隊的雙子星成為中國泳隊的雙子星。。 新華社新華社

■■孫楊賽後向觀眾孫楊賽後向觀眾
致意致意。。 新華社新華社

■■徐嘉余在男子徐嘉余在男子200200米背米背
泳決賽中奪冠泳決賽中奪冠。。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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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27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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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2018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8年4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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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N次方》（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杜拉拉升職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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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媽囧很大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

科技與生活(重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電視劇《家的N次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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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媽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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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拉升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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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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家發現重要寶藏考古學家發現重要寶藏 疑與丹麥傳奇國王哈拉爾藍牙王相關疑與丹麥傳奇國王哈拉爾藍牙王相關

近日近日，，德國沙普羅德德國沙普羅德，，壹名業余考古學家和壹名壹名業余考古學家和壹名1313歲男孩挖掘出歲男孩挖掘出
壹個壹個““重要重要””寶藏寶藏，，可能屬於丹麥傳奇國王哈拉爾藍牙王可能屬於丹麥傳奇國王哈拉爾藍牙王。。之後之後，，該地該地
區考古局在周末展開區考古局在周末展開400400平方米的挖掘工作平方米的挖掘工作。。

孟加拉國達卡郊區壹輛火車脫軌孟加拉國達卡郊區壹輛火車脫軌
至少至少44人死亡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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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214-521-6981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469-586-8195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百佳超級市場 972-517-8858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713-271-3838
金荷中醫診所 713-772-2999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713-818-2770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史上最大優惠!
-  許氏誠意回饋 -

*質量保證 原料直接由日本靈芝農場進口

*技術先進 日本的專利證孢子體破碎技術

*功效卓著 採用全靈芝及濃縮提純萃取粉

原價 $329.97

特價 $219.98 活動促銷至 2018/5/31 止

買2盒
雙靈芝禮盒

送1盒
雙靈芝禮盒

歡慶
許氏日

本靈芝在美上市1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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