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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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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屆第二屆““青少年播音主持選拔活動青少年播音主持選拔活動”” 整裝來襲整裝來襲 夢想再遠揚夢想再遠揚

抗癌也要人性化抗癌也要人性化！！
【本報訊】癌症居世界十大死因榜首，西

藥尚無法根治，目前主要治療手段還是“以切
除、藥物、放療與化療”等方法設法控制病情
。這個過程中，一切以消滅腫瘤細胞至上的原
則，會把病人折騰得身體衰弱、身體楚痛和精
神絕望。這樣長期“抗戰”的最終結果是：病
人健康受到摧殘，生活失去品質，沒有勝利喜
悅，康復曙光遙遙無期...... 因此有人質疑：抗
癌，難道不能人性化一些嗎？

日本有一本抗癌革命書《患者——請不要
硬和癌症作鬥爭》。 書中作者說出這樣一段
令人深思的話: “我寫這本書還有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以癌症為舞台，謀求現代醫學的重新
構建。現代醫學以西醫為基礎，但對於現代醫
學或醫學而言，它只診察疾病及器官，而不診
察病人……。因此，在癌症治療方面，求助於
中醫學民間療法的人們便絡繹不絕。”

醫學為何在治療癌症方面會造福於人呢?

因為中醫不是單純地祛除腫瘤，而從整體觀念
出發，抗癌與扶正相結合，調整陰陽，調和臟
腑，辨證論治，對癥下藥，靈活變通，遵循藥
療、心療、體療、食療四位一體的治療法，最
終幫助戰勝癌症，———這就是中醫抗癌的真
諦所在。

日本一項動物實驗顯示：連續十天給予高
劑量的“上等靈芝萃取物“三萜類”，50%惡
性腫瘤完全消滅，即使靈芝劑量不多，亦能有
效抑制腫瘤的生長，作用好比化療，但是不會
出現中毒反應。

目前，靈芝兩個成份已經被各國科學家做
為研究抗癌的重點項目。一個是“靈芝多醣”
，另一個是“靈芝三萜類”。多國實驗發現
“將肝癌細胞和三萜類中的靈芝酸放在一起培
養時，肝癌細胞無法生長繁殖”。中國學者很
早報導顯示“靈芝的三萜類成份能直接將肝癌
細胞殺死”。儘管靈芝三萜類還沒有被證實可

以代替醫生治療，但無數實驗與個案都證實
“靈芝三萜類的確在西醫治療癌症時，可以非
常人性化幫助癌癥患者創造好好活下去的身體
條件! ”而其微克數量1克就有類似化療藥的
作用，且沒有毒性。因此，買靈芝孢子三萜類
（Triterpene），一定要看濃度是多少？只有
有效成分濃度達到40%才可以真正抗癌！

《美國ZK 靈芝孢子三萜類軟膠囊》是目
前中國衛生部批準的唯一的唯一“靈芝三萜類
萃取物”，具有“抗突變功能”。配合其複方
“美國ZK 愛特膠囊”，作為“免疫激活劑”
適用五類人群：1，早期確診的腫瘤病人；2，
正接受放、化療的病人；3，手術後病人；4，
危重、晚期出現併發症的病人；5康復期病人
。 有 關 詳 情 。 請 免 費 諮 詢 北 美 電 話
1-877-704-7117 。 網上訂購，享受更大折
扣 www.chinesemiracleherb.com 。

【本報訊】2018青少年播音主持選拔活動海外賽區強勢登陸美國、法國、意大利，美國賽區
主辦單位有：美南國際電視台、美國SK文化教育交流有限責任公司，承辦單位：華夏中文學校，
合辦單位：全景影視學院、龍學天下中文學校，協辦單位：時代華語廣播電台，Pepper Twins 雙
椒。美國分賽區：洛杉磯美國國家電視台，華盛頓地區Yi之聲廣播。美國賽區組委會名單：李蔚
華 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張麗娟 美國SK文化教育交流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關麗華 華夏中文學
校副校長，蔣銳 全景影視學院，王榕 龍學天下中文學校校長，美齊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台長，玉
楠 Pepper Twins 雙椒董事長。

青少年播音主持選拔活動 媒體支持：美南國際電視、今日美國、今日美南、美南日報、美南
周刊、AM1050時代華語廣播電台、休斯頓華文周刊、Houston C、e主持、天天e主持、中國朗讀
網、中國教育電視台、中國互聯網電視台、優酷網、騰訊網、搜狐、新浪網、央廣網、今日頭條
、鳳凰網、網易客戶端、百度網等。
（一）活動主題：語言傳承，藝術騰飛！
（二）活動特點：權威性、專業性、公正性、平等性、實用性、綜合性。
（三）招生條件：5歲至30歲均可報名參加。
1、分組：少年組（5—11歲），青少組（12—18歲），青年組（19—30歲）
2、初賽內容：自我介紹（30秒）和作品朗誦（2分鐘）。
3、複賽內容：自我介紹（30秒）、青少組、青年組模擬主持（2分鐘）、青年組即興評述（1分
鐘）、作品朗誦（2分鐘）。
4、美國總決選：根據目前報名人數，每個組別分別評出：特等獎1名、一等獎2名、二等獎3名、
三等獎4名和優秀獎若干名。

（四）美國賽區日程安排：
時間：初賽時間：2018年5月12日上午9點至12點 ，複賽時間：5月12日下午1點至4點。初

賽和複賽地址：休斯頓全景影視學院 ，7636 Harwin Dr A115 Houston Texas 77036 。由於報名的選
手多，在比賽現場也可以交報名費，報名費$20，請選手提前到達現場。

全國總決賽：2018年8月初，地點：北京
總決賽評委團：中央電視台著名主持人楊柳、教育電視台主持人詹澤及行業內著名專家主任

人擔任。

（五）選手權益
1、獲獎選手可獲得相應的榮譽證書，獲得中國國內部分學校升學和藝考免試資格；
2、全國總決選獲獎選手決賽視頻、頒獎晚會在網絡媒體和電視台播出；
3、凡晉級全國總決選選手均有機會參加組委會組織的名家見面，聽講座的機會；
4、入選少兒明星團，有機會參加全國巡演，每年至少一次；還有機會出任下一屆“青少年播音主
持選拔活動”形象大使，並可擔任相關比賽環節主持人。
5、成人、大學生選手將獲得到廣電媒體、各電視台實習機會。
6、獲獎選手的指導教師可獲得“優秀指導教師”證書。
（六）第二屆青少年播音主持選拔活動美國賽區特別鳴謝：華夏中文學校、全景影視學院、龍學
天下中文學校、Pepper Twins雙椒、時代華語
廣播電台。
（七）線下活動：為配合本次大賽，華夏中文
學校總校設有小主持人免費短訓班，歡迎踴躍
報名。
（八）選手權益最終解釋權歸中華文化促進會
主持人專業委員會。
（九）報名請致電美國賽區執行負責人 娟子.
聯系電話：832-908-8064
美國賽區品牌戰略合作單位

華夏中文學校總校、全景影視學院、時代
華語廣播、Pepper Twins雙椒集團、龍學天下
中文學校。

2018青少年播音主持選拔活動美國賽區組
委會聯系電話：832-908-8064

請掃描下方美國賽區執行負責人娟子微信
報名。

掃描娟子微信報名掃描娟子微信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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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見證 「「幹細胞療法幹細胞療法」」 的成功的成功
專訪周牧師 分享治療成果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在醫學界，有一項最夯的醫

療方式，於國際間受到廣泛的矚目與研究，那就是 「幹細
胞療法」。然而，對這項新的療法，很多人對它一知半解
，想要嘗試卻又猶豫不定。本報特別專訪實際受惠於幹細
胞療法的周牧師，由他親自與讀者分享自身治療的經驗，
到底 「幹細胞療法」在他身上展現怎樣的效果？治療之前
與治療後，又有怎樣的差別？以下是他的回答:

問：請問周牧師，您在做 「幹細胞療法」之前，身上
有什麼不舒服？讓您很困擾嗎？

周：我今年79歲了，腰椎下面痛了3年，腰沒有力，
走一走就要停下來休息，坐一坐，才能再走，生活得很辛
苦，看了西醫多次也治不好，醫生建議我開刀，但是沒有
完全治好的把握。

問：那您是如何知道 「幹細胞療法」？如何決定要接
受這種療法呢？

周：我有個香港的朋友也是醫生，他告訴我 「幹細胞
療法」是新的醫學突破，可以治療我的疼痛狀況，於是我
對這種療法做了不少研究。我住在亞利桑那州，有次來德
州，在報紙上看到德州第一醫療中心的陶慶麟醫師在美南
銀行有個 「幹細胞」的演講，我看了很感興趣，立刻打電
話與陶醫師聯絡。後來，陶醫師為我做X光檢查，說我的
腰椎關節有二個地方退化很嚴重，腰撐不住，所以沒力，

才會需要走走停停。在與陶醫師互動之後，我明白 「幹細
胞療法」是能治好我的機會，於是飛過來德州做治療。

問：您一共做了幾次治療？滿意度如何？效果怎樣？
周：我一共做了三次。第一、二次是局部針對性的，

第三次是全身性的。第一次治療，主要是針對脊椎疼痛，
幾乎好了百分之九十，我非常驚訝如此的成功。過去20
年我都是駝背的，現在基本上可以站直了。走路時腰也不
痛了，感覺腰椎可以撐住身體，而且覺得走路有力的多，
再也不用走走停停。第二次治療是對腰椎的再加強，目前
已經完全好了。

第三次治療則是全身性的修復，基於前二次 「幹細胞
療法」的成功，我對幹細胞很有信心，畢竟年紀大了，身
上還有其他的毛病，所以決定再做全身的修復，從靜脈注
射幹細胞，讓細胞在裡面生長。我非常滿意 「幹細胞療法
」，讓我脫離疼痛，不僅走路沒有問題了，而且精神很好
，目前的打算，是以後每年都來做保養。

問：據了解， 「幹細胞療法」保險不涵蓋，必須自費
，你覺得在價格上不會太貴嗎？

周：貴不貴在於療效，有效就不算貴。而且如果要開
刀，會花更多的錢，更多的時間，還沒把握全好。我認為
做 「幹細胞療法」非常值得，錢是身外之物，要花在對的
地方，能夠治好身體疼痛，增加生活品質，還能站直起來
，是比錢更重要的。

另外，在德州第一醫療中心的 「幹細胞療法」，價格
比其他地方合理，我打過電話到不同的診所詢問，這邊的
價格是最好的。

問：您對 「幹細胞療法」曾有疑慮嗎？
周：我對 「幹細胞療法」的了解比一般人多很多，要注意
「幹細胞」的來源。在香港、中國、台灣也有 「幹細胞療

法」，多是用自己皮膚提煉出來的，很多是用在美容上，
有感染的風險，價格也較便宜。而在美國，對 「幹細胞療
法」管制非常嚴格，主要是用臍帶血幹細胞，由新生兒臍
帶血所提煉出來，不會細菌感染，是目前五種幹細胞來源
中最好的。

為什麼 「幹細胞療法」被稱為再生醫學呢？因為 「幹
細胞療法」能夠從根源上幫助身體重建與修復，是治本之

方，因而啟動抗病與醫療的新天地。
周牧師雖然年近八旬，但是聲音宏亮，精

神很好，據他表示，還常常到中國傳教，需要
到處跑。的確，有了健康的身體，就能做更多
想要完成的事，在周牧師身上，看到他是個溫
和大度的長者，也是個理性的病人，他知道把
握讓自己恢復健康的方法，也如願以償，再度
精神奕奕的過著健康的生活，我們祝福他。

對 「幹細胞療法」想要深入的民眾，請洽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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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牧師周牧師((右右))年近八旬年近八旬，，接受接受 「「幹細胞療法幹細胞療法」」 後恢復良後恢復良
好好，，精神健壯精神健壯。。左為陶慶麟醫師左為陶慶麟醫師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團隊德州第一醫療中心團隊

很多長者受疼痛所苦惱很多長者受疼痛所苦惱，，尤其是腰椎尤其是腰椎
疼痛疼痛

「「幹細胞療法幹細胞療法」」 被稱為再生醫學被稱為再生醫學，，能從根源能從根源
上幫助身體重建與修復上幫助身體重建與修復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的中國城診所德州第一醫療中心的中國城診所

QS180419B達福社區

【德 州 達 拉
斯 訊】臺 灣
身為地球村
一 員，長 年
善盡國際醫

療合作全球防疫之責從未缺席，自
2009年起連續8年以觀察員身分受
邀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

然自2017年起中國以政治因素
阻擾臺灣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
），嚴重影響臺灣取得國際疫情及健
康照護資訊，並使臺灣成為全球防
疫缺口。另依世界衛生組織憲章，健

康是基本人權及普世價值，臺灣人
民健康權利不應被屏除在世界醫療
體系之外，此舉實有違該組織成立
宗旨。

為結合海內外力量聲援臺灣參
與世界衛生大會（WHA），請各界自
即日起至2018年5月26日止踴躍支
持「聲援臺灣參加WHA置換臉書大
頭貼」活動，以實際行動表達對臺灣
參與 2018 年第 71 屆世界衛生大會
（WHA）及 參 加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HO)的支持。

臉書大頭貼圖特效框請逕至下

列網址（https://goo.gl/phe4qC）或掃
描QR-code登入個人臉書置換。

聲援臺灣參與2018年第71屆世界衛生
大會（WHA），個人臉書大頭貼特效框置換
活動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邀請癌症專科李志勇醫師來為社區介紹癌症預防和早
期診斷的重要性。講座內容包括：
• 了解亞裔美國人，夏威夷土著和太平洋島民(不同人種)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 了解亞裔美國人，夏威夷土著和太平洋島民(不同人種)罹患不同癌症的差異
• 了解如何跟你的醫生提哪些是你需要的篩檢和多久需要檢查一次
• 學習如何降低罹患癌症的風險
• 熟悉有用的癌症的資源，和癌症治療的最新進展。

本次講座是「營養與活動」課程的最後一堂課。演講結束後，李醫師將會在
場回答聽眾個人問題。
講座時間地點：
時間：4/21 星期六下午兩點
地點：布蘭諾角聲社區中心 1108 W Parker Rd., #130, Plano 75075
電 話：角 聲 社 區 中 心 972-422-8665，亞 美 建 康 關 懷 服 務 469-358-7239，
972-638-0808

「醫療與健康講座」
癌症預防和早期診斷

My CollegeTRAK教育諮詢中心，高中規劃
和申請大學教育講座(中文)，At Elite of Plano
(SAT/ACT 補習中心)，6505 W. Park Blvd，Suite
160，Plano，TX 75093。
四月廿八日 (星期六)下午
1:30 PM – 1:45 PM: Elite of Plano SAT Program
1:45 PM – 3:00 PM: 高中規劃和如何申請大學
3:00 PM – 4:00 PM:問題解答
報名聯絡

洪老師 972-333-0261，roger.hung@mycol-
legetrak.com or Wechat ID: mycollegetrak

凡參加本次教育講座的來賓都將獲得Elite
of Plano 5%的折扣券

2017年全美國有超過330萬高中畢業生，
他們都希望能夠進入理想中的大學，其中有超
過 28萬高中生(8%) 全國畢業生)名列前茅決定
全力以赴進軍長春藤八大名校，以圓多年辛勤
讀書的終極夢想，是這些高中資優生只有2萬3
千人(8.11%的錄取率)得以如願以償進入長春藤
名校，換句話說想進入名校實在是愈來愈困難，
因為好大學的錄取率實在太低了，史丹佛大學
今年的錄取率只有4.65%，德州奧斯汀分校的錄
取率也降到40%，單憑努力讀書名列前茅想申

請上名校是不太可能的，必須在其它方面有杰
出表現才能在激列競爭下脫穎而出，因此學生
和父母必須對申請大學有相當的瞭解，及早在
高中階段做好萬全準備才能有機會申請上好大
學。

也許大家已經從報章雜志和網路上獲得了
許多有關高中規劃和如何申請大學的寶貴資料
，也聽了許多別人父母培育孩子有成的經驗談，
可是知易行難，因為教導自己的孩子實在不容
易，常常覺得心有餘卻力不足，擔心孩子申請大
學結果若不如意對將來前程輸了起跑點，畢竟
好的大學能提供比較好的教育和職場競爭力，
特別是在競爭愈來愈激烈的社會，大學是人生
的轉捩點，將對孩子的未來有重大的影響，為人
父母總有擔不完的心，難道就沒有什麼辦法嗎?
答案是有的，畢竟每年還是有許多學生申請上
理想中的大學。
申請大學應準備什麼資料呢?
‧如果在校內排名不在6%內，該如何做好申請
資料才能擠進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呢?
‧學生應該該如何包裝自己以創造有利自己的
特色?
‧什麼時候該去參觀大學和參加申請大學座談

會呢?
‧SAT和ACT要多少分才能有機
申請上好大學?
‧德州州立大學和美國私立大學

自2014 和 2017學年更新作文題目，難度和深度
造成許多學生寫不出好的作文，即使是名列前
茅的學生也不知所措，網路上也找不到好的參
考文章，如果孩子寫不出好的作文該如何幫助
他呢?
‧選擇學校要采取什麼策略?
‧該如何選擇科系呢?
‧申請獎助學金會不會降低錄取機會呢?
‧家庭年收入要多少以下才有可能獲得獎助學
金?
‧那些因素會影響獎助學金的取得?
‧什麼時候要完成獎助學金的申請呢?
‧學生貸款一年的數額和利率是多少?
‧什麼時候開始還學生貸款?
‧家長貸款又是如何呢? 申請大學的過程會有
各種的問題，父母應該如何幫助孩子順利申請
上理想中的大學?

洪老師熱心公益，曾於1990年獲頒德州榮
譽州民，於2013年獲得總統社區服務終生成就
獎，並于2014年獲得總統社會明燈獎 (Point of
Light Award)，自2014年起協助舉辦麥當勞教育

展 (McDonald Education Workshop)，邀請著名大
學講員共襄盛舉，每年參加學生和家長四百多
人，洪老師曾輔導和協助許多高中生進入理想
的大學和申請到很好的獎助學金，若有任何有
關高中規劃和申請大學的相關問題，請與洪老
師聯絡: 972-333-0261，roger.hung@mycolleget-
rak.com or Wechat ID: mycollegetrak.

Elite 創始于1987年，致力于幫助學生實現
其學術目標，它的SAT/ACT課程為5-12年級學
生提供了多元化和高品質的課程體系和學術諮
詢，教授應對考試的技巧和應試的信心，幫助學
生在考試當日發揮出最佳水平，Elite 有最優秀
的老師，關注每個學生的成功，無論你是即將進
入高中還是大學，Elite 都能幫助你達成所願，凡
參加本次教育講座的來賓都將獲得Elite of Pla-
no 2018暑期班5%的折扣券，歡迎參觀Eliteof
Plano 分校，請洽972-306-3200 或
plano@eliteprep.com.

My CollegeTRAK
教育諮詢中心

高中規劃和申請大學教育講座高中規劃和申請大學教育講座((中文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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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JESSICA REALTY TEAM王洪旭256C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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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中文學校舉行長青中文學校舉行20182018年演講朗讀比賽年演講朗讀比賽
本報記者黃麗報導本報記者黃麗報導長青中文學校於長青中文學校於44月月1515日在該校大禮堂舉行日在該校大禮堂舉行20182018年演講朗讀比賽年演講朗讀比賽，，全體師生熱情參與全體師生熱情參與，，王曉明校長歡迎甘幼蘋僑委王曉明校長歡迎甘幼蘋僑委、、洪良冰洪良冰、、劉佳音等僑領撥冗擔劉佳音等僑領撥冗擔

任評審任評審，，台北經文處何仁傑組長台北經文處何仁傑組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教育組鍾慧秘書蒞臨指導教育組鍾慧秘書蒞臨指導。。

長青中文學校舉行長青中文學校舉行20182018年演講比賽年演講比賽，，王曉明校長歡迎台北經王曉明校長歡迎台北經
文處何仁傑組長文處何仁傑組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蒞臨指導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蒞臨指導，，感謝甘幼感謝甘幼

蘋僑委蘋僑委、、洪良冰洪良冰、、劉佳音等僑領擔任評審劉佳音等僑領擔任評審。。

王曉明校長王曉明校長，，老師們老師們，，洪良冰評審與長青中文學校演講比賽優勝者合影洪良冰評審與長青中文學校演講比賽優勝者合影
。。王曉明校長表示王曉明校長表示，，長青的目的是讓學生快樂學中文長青的目的是讓學生快樂學中文，，演講比賽是培養演講比賽是培養

能力與自信的良好平台能力與自信的良好平台，，學生只要上台就能成功學生只要上台就能成功。。

王曉明校長王曉明校長，，老師們老師們，，僑教中心莊雅淑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
任與長青中文學校演講比賽優勝者合影任與長青中文學校演講比賽優勝者合影。。
莊雅淑主任表示莊雅淑主任表示，，長青中文學校演講比賽長青中文學校演講比賽
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展示平台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展示平台，，激發他們學激發他們學

習中文的熱情習中文的熱情，，比賽很有意義比賽很有意義。。

王曉明校長王曉明校長，，老師們老師們，，台北經文處何仁傑組長與長青中文台北經文處何仁傑組長與長青中文
學校演講比賽優勝者合影學校演講比賽優勝者合影。。

長青中文學校王曉明校長長青中文學校王曉明校長，，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莊雅淑主任與參加演講比賽獲得第一莊雅淑主任與參加演講比賽獲得第一

名學生拿俄米合影名學生拿俄米合影。。

王曉明校長王曉明校長，，僑委甘幼蘋評審與長青中文學校演講比賽優僑委甘幼蘋評審與長青中文學校演講比賽優
勝者合影勝者合影。。

王曉明校長王曉明校長，，老師們老師們，，劉佳音評審與長青中文學校演講比賽優勝者合影劉佳音評審與長青中文學校演講比賽優勝者合影
。。參賽學生在參賽學生在33分鐘內講故事分鐘內講故事，，展示自己中文能力展示自己中文能力，，內容有學習中文的內容有學習中文的

體會體會、、假期及學校趣聞等假期及學校趣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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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宋慶齡基金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會「「心靈之聲藝術團心靈之聲藝術團」」
休巿演出交流活動記盛休巿演出交流活動記盛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 心靈之聲藝術團心靈之聲藝術團」」 休市演出開場舞蹈休市演出開場舞蹈 「「 友誼萬歲友誼萬歲 」」 。。

頒獎給頒獎給 「「 心靈之聲殘疾人藝術心靈之聲殘疾人藝術
團美國巡演贊助方團美國巡演贊助方」」 ---- 北京真北京真
如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邵如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邵
心儀女士心儀女士（（ 左左 ））

聾人舞蹈演員表演雜技＜聾人舞蹈演員表演雜技＜ 花樣晃圈＞花樣晃圈＞。。

聾人舞蹈演員表演大型舞蹈＜聾人舞蹈演員表演大型舞蹈＜ 飛天＞飛天＞。。

圖為肢殘者王劍華圖為肢殘者王劍華（（中中 ）） 以口書現場寫就的墨寶以口書現場寫就的墨寶。（。（ 左二左二））
為為 「「 北京市心靈之聲殘疾人藝術團北京市心靈之聲殘疾人藝術團」」 團長團長 穆劍志穆劍志。。

肢殘者徐明利演唱肢殘者徐明利演唱 「「 茉莉花茉莉花」」 ，，後面伴舞者為聾後面伴舞者為聾
人舞蹈演員人舞蹈演員。。

視障者祈惠民視障者祈惠民（（ 右右 ）） 京胡演奏京胡演奏 「「 夜深沈夜深沈 」」 。。

肢殘者黎規政肢殘者黎規政（（ 中中 ）） 表演勵志舞蹈＜表演勵志舞蹈＜ 你鼓勵了我你鼓勵了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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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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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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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chat name: 美南新聞商業廣告
Wechat ID: scdailynews

登商業廣告
Southern News Group

請點擊

歡迎直接連繫我們

花開兩朶，再續前緣。回到上周所推介的龍岡春宴
4 月8 號之夜，珍寶酒樓二樓之上，群賢畢至，少
長 咸集。我遊目四望，除卻劉關張趙四姓會員之外
，黃氏宗親黃孔威會長、林西河堂 林國民夫婦、潮
州會館、越棉寮僑領胡錫林夫妻、香港會館譚梓康
、陳苑儀夫婦、陸忠先生、著名律師關振鵬、賴清
陽夫人李迎霞、Henry Chin家人、 本年度龍岡公所
主席劉仁星家人、僑社名人張耀霖、張星熾、張富
強、金洋銀行、紅棉及友誼曲藝社等卒眾成桌。當
然台北文化處、中國領事館兩岸政府官員更是當晚

貴賓客人。在芸芸數以百計的參會者中，最令我振奮的是見到我休
市 「頤康講座」的創辦人何天祐醫師夫婦及其公子何念蘆伉儷。何
醫生今年已是年屆101 歲，何太太亦達93 歲，一雙鴛侶，真是世間
人瑞，坐在頤康席上，跟會長張景燊、王植頤、芝芝等我會伴侶，
談笑風生，思維清晰，真是令人讚嘆。有休市人瑞何天祐醫師夫婦
應邀出席當晚春宴，恆見龍岡公所會務，亦會益壽延年。

美國僑社聚餐的開始時間，一般都是有遲到冇早到，按時開始
，難能可貴，這除了是華人慣例及陋習之外，還有便是需要等待一
些重要人物角色出現之後，主人家才可以正式開始。不過我參加龍
岡春宴多年，就完全沒有這種現像，他門都是按時開始。以當晚為
例，6 時15 分，大會司儀關周鳳英、趙大雨，即以流暢的英語、粵
語，拉開了晚宴序幕。 「飲水不忘掘井人」。首先全體在場人仕，
沉默片刻，紀念已故的龍岡公所元老及會員，繼而向美國效忠宣誓
，高聲朗誦祖先遺訓，合唱龍岡之歌，及介紹當晚貴賓。

接着，由上任龍岡公所主席趙婉兒女仕
致大會歡迎詞。趙婉兒既是劉關張趙四姓名
人，也是休市老人活動中心的管理棟樑，不
時急人所急，為人奔走，被僑友稱之為：

「龍岡之鳳」享譽大名。當晚夜，她以清脆響亮的聲音，分別以英
語、粵語，介紹大家有關龍岡公所近年的概況。

“各位嘉賓，各位社團的領導,各位僑社精菁，各位龍岡元老，
各位兄弟妹姐大家好。首先讓我代表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歡迎和
感謝各位出席参加今晚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一年一度春宴。今年係
狗年,祝大家狗年行大運、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萬事如意。

龍岡親義公所是團結劉，関，張，趙，四姓宗親，我們的宗旨
發揚先祖的忠，義，仁，勇傳統道德，促進大家親愛和睦，互相幫
助。目前龍岡親義公所有173个分會分佈於世界各地, 總會在台北台
灣。今晚很榮幸世界龍岡親義總會副主席劉秀美代表總會出席. 劉秀
美也是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監察長。

時間過得很快，本人當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會長已經一年。藉
此借今晚機會，我要感謝所有元老，顧問，和每一位理事過去一年
他們所花的時間和精神，參與活動策劃。和亦要感謝LK姐妹兄弟，
熱烈支持參加去年的活動。 因為有你們的參與和支持，使得去年的
每一項活動，順利進行，而且完滿結束。 特別感謝公関,関毓駿花時
間打電話聯繫所有會員，並同時感謝秘書関紫紅，除了花時間發送
電子郵件及更新我們的會員名單外、並代表休士頓龍岡領隊，參加
龍岡世界各地區舉辨的活動。 此外，感謝我們的財務劉佩坤，維持
財務記錄清楚和準確。 新任龍罔公所主席的劉仁星，在新澤西
州的Pricewaterhousecoopers擔任投資管理部門的Director。 他兩年前
退休並搬到休斯頓，加入休斯敦士頓龍岡親義公所約兩年.關邦健是
LandTech Consultants Inc. 的總裁。他的父親關祝年在社區非常活躍
，也是休斯頓龍親義義公的創辦人之一。 Paul Quan是一名土地測量

師，也是一名優秀成功的商人。關邦健自幼年就加入成為休斯頓岡
親義公所會員，他是休斯敦士頓龍岡親義公所的大力支持者。”

講罷歡迎詞，大會向傑出會員頒發服務獎。是晚戲肉，除了珍
寶海鮮酒家供應十度美味可口的廣東菜式之外，余慶節目，當然是
文藝表演。先是由劉太成君作古典吉他獨奏，曲調浪漫，既有東方
風格，也有西班牙情調。休年著名的友誼典藝社，多年來在休市
「簫王」張慈喜的領導下，功夫日漸成熟，十多位男女藝員，響亮

劃一地唱著 「我的中國心」、 「勝利雙手創，」，直是境內三百多
人的心聲。越棉寮僑領胡錫林太太為人樂善好施，又愛跟此地僑團
交朋結友，因此每有集會，均少不了胡太太玉音放送。她當晚亦粉
墨登場，跟馬黛華女仕唱出香港TVB 天王巨星汪明荃之 「萬水千山
總是情」流行曲。

此時晚會進入尾聲，但高潮湧現，因為是晚抽獎活動，正進行
得如火如荼。大會司儀關周鳳英、前龍岡親義公所會長趙婉兒，多
年來在不少僑團集會上，聽過本人所唱的粵曲表演，她倆認同 「頤
康講座」的創辦人何天祐醫師及會長張景燊對我的過譽： 「粵曲王
子」，大力推舉我上台高歌一曲。當時我曾擔心，既無樂師拍和，
也無卡拉OK 跟進，臨時丄台表演，怕會效果欠佳。但兩位女主持
人拍我肩膀，說我身經百戰，珍寶台上，怎麼會難得我倒？既聞此
語，我之憂慮一掃而空，想到可以為龍岡即時助慶，馬上上台清唱
一曲 「珠海丹心」。

此曲原唱者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粵劇的郎筠玉之首本名曲。
曲詞內容是講一位歸國華僑，來到廣州海珠廣場的感受。我只唱上
半截，但也有六百多字，幸我有強烈記憶力，可以一叮一拍，一字
一句吐唱出來，贏得全場人仕熱烈掌聲，令我有不虛此會之感。既
蒙賞識，放在此 「美南人語」專欄，一連兩周，詳細介紹 「龍岡春
宴樹楷模」，拙文亦會在港澳雜誌上刊登，就讓休市龍罔公所，光
披海內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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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何敘利亞戰亂叢生？

楊楚楓楊楚楓

日前美英
法三個西
方大國，

為了懲罰敘利亞以化學武器攻擊國內反對派，禍
及平民，尤其是婦孺之輩，因此聯手發動過百導
彈攻戰，摧毀敘利亞國內不少戰鬥裝置。其實敘
利亞內戰，是一場代理人戰爭。始作俑者是美國
，想藉早年阿拉伯之春的風頭火勢，一舉把親俄
的敘利亞巴沙爾政權拉下馬來，改由親西方的政
權取而代之。俄羅斯當然不肯輕易罷休，因此政
府軍跟反對軍對打多年，無辜的敘利亞人民，於
是成了磨心，繼而產生百萬敘利亞難民逃離家園
，走向西方各國求援，形成近代歷史上一次新的
逃亡潮！

這場內戰，美方還有英、法與以色列支持，
而俄方則有伊朗與後來才加入的土耳其加盟。如
果純看背後支持者的實力，無論軍事上還是經濟
上，美方都更勝一籌；但巴沙爾家族在敘利亞已
經營了兩代，而且是當地的實際掌權者。加上後
期俄羅斯的投入，遠比西方更積極，那就令西方
並未能在這場較量中，取得絕對優勢。

內戰初期，反巴沙爾的力量發展得很快，全
國火頭四起，政府軍疲於奔命。但反對力量的組
成複雜，有來自庫爾德族的謀求獨立的力量，也
有想建立伊斯蘭國的遜尼派力量，他們在政治的
取態與親西方的反對派不一樣，故此令反對勢力
，無法團結一致，一舉推翻巴沙爾政權。

再者，阿拉伯之春之後的埃及與利比亞的後
來發展，令西方政府非常失望，一度令西方在敘
利亞局勢上，有點舉棋不定。穆巴拉克倒台後，

埃 及 人
選 出 來
的 穆 斯
林 兄 弟

會，反而對西方並不友善；而卡達菲被推翻後，
利比亞更是四分五裂，內戰連年，西方也沒法收
拾殘局。如是者導致西方一度沒有積極向敘利亞
的巴沙爾政權施壓，轉而把力量集中打擊伊斯蘭
國。

另一方面，俄羅斯對早年西方在烏克蘭發動
顏色革命，非常不滿，誓要保住敘利亞這個中東
盟友，所以不惜直接派兵進駐敘利亞，協助政府
軍對付叛軍。加上土耳其不想庫爾德族的力量壯
大，亦願意配合敘利亞的政府軍，一起對付庫爾
德族的反對力量。正是由於美方對敘利亞政府放
緩手腳，而俄方卻加強力量，於是近年敘利亞的
形勢，得以逐步逆轉。近期政府軍已成功逐一從
叛軍手上奪回據點，至今只剩下東古塔一個小區
，巴沙爾要光復全國，應指日可待。

偏偏在這個時候，卻傳來東古塔平民(包括孩
子)受毒氣攻擊的消息；世人對此都感到有點詫異
。巴沙爾為甚麼非動用毒氣不可呢？動用常規武
器，他們不是也已在節節勝利嗎？為甚麼要去襲
擊平民與孩子呢？這豈不是主動為敵人，提供攻
擊自己的口實？對自己有甚麼好處呢？

其實，這類事情不是沒有發生過，去年也是4
月，巴沙爾亦被指在漢謝洪使用毒氣，結果吃了
美國59枚巡航導彈，大量軍事設施被炸毀，可謂
得不償失。實在不明白為甚麼今次又去再招苦果
？

其實，美國早前曾表示，在可見的將來，有
意從敘利亞撤軍，巴沙爾大可以在美軍撤出後，
才大舉向剩餘的反對派發動進攻，沒有必要在這
個時候，去招惹美國？事實是今次美國的反應遠

比上次強烈，發射的導彈比上次多一倍；而且還
聯同英國與法國一起發動攻擊，刻意想顯示西方
在這個問題上立場一致。

這是否表示，西方並不甘心讓敘利亞的內戰
就此結束，讓俄羅斯可以在中東重建他的勢力。
為此，西方已從幕後跳到幕前，親自進行空襲。
看來敘利亞問題，又不似可以很快平靜下來的樣
子。

原先以為，這次美國聯同盟友大炸敘利亞，
既已赤膊上陣，從幕後跳到幕前，今後必有一番
作為。事實上，西方在敘利亞的代理人，近期已
潰不成軍，西方若不大力施以援手，不需多久，
就會被巴沙爾政權消滅。那西方這七年裡在敘利
亞的一切付出，除了換來一批難民之外，將一事
無成。

然而，當世人掌握的訊息漸多時，卻發現今
次美英法大炸敘利亞，原來只是一場大秀，空有
姿勢，實效甚低。原來美國在發射導彈前，早已
通知俄方，不會炸俄軍駐敘的基地，令敘軍可以
把重要的軍事設施，及早搬去俄軍基地避炸。盟
軍炸毀的，也只是敘軍空置的建築物而矣。

此外，盟軍亦說得很清楚，今次行動只是一
次性的，不會有後續的行動。這等於告訴俄國：
只要不要反應得太過激烈，事件就不會擴大，俄
軍就可以繼續留在敘利亞，協助政府軍剿滅反政
府武裝力量。

由此看來，特朗普的戰鬥格，只是扮出來給
世人看的，他其實很怕打仗，千方百計要避免戰
爭擴大。他可能擔心，萬一盟軍的巡航導彈炸中
俄軍基地，造成俄軍的傷亡，俄軍就會報復，譬
如以導彈攻擊盟軍發射巡航導彈的基地與艦艇，
那美國就不知該如何回應是好了。這是西方尚未
作好戰略部署的表現。

現在看來，西方在敘利亞已失去了明確的戰

略目標，以至連下一步該怎樣走也不知道。相反
，俄羅斯的取態卻是十分清晰的──堅決支持親
俄的巴沙爾維持在敘利亞的執政地位。若果巴沙
爾在軍事上有壓力，俄羅斯會增派軍隊，加運武
器。

現實是西方的空襲剛停止，敘俄聯軍已大舉
出動，企圖清剿東古塔地區的反政府武裝分子。
所以，反政府力量對盟軍今次的空襲非常失望，
覺得並沒削弱政府軍的實力，反令他們受到比前
更大的壓力。他們已對西方失去寄望。

七年前，西方在策動敘利亞內亂時，目標是
要推翻巴沙爾的 「邪惡獨裁統治」，在敘利亞建
立一個親西方的民主政體。但後來發現，在埃及
與利比亞的類似努力都不成功，又眼見敘利亞很
有機會落在伊斯蘭國手裡，所以又反過來想借助
巴沙爾對付伊斯蘭國，結果提供機會讓巴沙爾把
親西方的反對力量也一併消滅。

現在伊斯蘭國已不成氣候，西方又興起撤兵
的想法。因為，他們很清楚，即使在敘利亞大打
一場，並且打了一場勝仗，也只能把敘利亞變成
另一個伊拉克或阿富汗，即使在盟軍全面掌控下
，亦沒法把這伊斯蘭國家，改造成西方式的自由
民主國家，而只會變成一個，不斷吸啜西方資源
，卻不會成長的怪胎。

如是者，令到西方國家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要
怎樣走。撤兵嗎？給世人的感覺，是丟下一個爛
攤子，一走了之。這豈只是面子問題，而是會令
其他的代理人心寒，以後再也不肯賣命。但若是
想留下來，並取得一定的成效，那就必須增加資
源，代價可不是輕易能承受得起。特朗普其實很
清楚，當美國的國力不足的時候，就只能少管閒
事，優先處理本國問題好了。

楊楚楓楊楚楓

龍岡春宴樹楷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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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囤口紅、有個性、不愛隨大流、

男生也開始敷面膜……作為正在接棒成為消

費主力的人群，95後正在引來市場關註。

唯品會聯合艾瑞咨詢基於唯品會消

費數據發布了《種草壹代· 95後時尚消

費報告》（下稱《報告》）。《報告》

從消費喜好、地域購買力和消費理念、

傳播偏好等多個維度描述了95後時尚消

費主流畫像。

“在唯品會2017年的新增用戶中，

壹半是90後，”唯品會副總裁黃紅英在

發布會上稱：“年輕即未來，年輕人的

湧入也要求電商平臺對消費主力群體叠

代持續洞察”。

95後成消費趨勢風向標
據2017年相關數據統計，我國95後

人數高達2.5億。以95後為主流的消費

壹代正接棒成為主力消費人群，他們的

消費特征和消費理念，成為預判時尚消

費趨勢走向的重要參考。

艾瑞咨詢的調研數據顯示，95後在

網購人群的人口占比最大，黏性最高，

渠道偏好最強烈。《報告》指出，約1/4

電商用戶為95後；63.9%的受訪95後每

天使用電商平臺；10%的受訪95後每天

都網購下單。

值得註意的是，唯品會大數據顯示，

2015年到2017年，平臺男性美妝消費增

長了60%。因此，《報告》認為，男性

在美妝消費方面的大幅提升將為行業帶

來新的潛力和品牌變局。年輕化、細分

化和數字化將為美妝市場帶來持續增長

動力。

“95後嘗新的意願強烈，”艾瑞咨

詢華南區總經理伍毅然稱，他們是新品

牌掘起的主要機會人群。未來，品牌需

要有自我主張，創造獨特的品牌特性和

定位。《報告》顯示，個性化、爆款、

新品、折扣，成為95後消費者最青睞的

品牌標簽。

“在唯品會2017年的新增用戶中，

壹半是90後，”黃紅英在發布會上稱：

“年輕即未來，年輕人的湧入也要求電

商平臺對消費主力群體叠代持續洞察”。

北京95後綜合實力最強
在消費喜好上，彩妝偏好更強成為

95後美妝消費的主要特征。其中，口紅、

BB霜、眉筆成為95後最愛的彩妝品類，

而面膜則成為品牌打入95後男性美妝市

場的敲門磚。在線上奢侈品消費行為中，

95後對於奢侈品的需求還是主要集中於

送禮和購買大件產品，銷售額占比最高

的是首飾和手表。

在地域購買力上，擁有高等院校越

多的城市，95後消費能力越強。在唯品

會平臺美妝消費中，北京的95後綜合實

力高居榜首，上海和杭州則以高客單價

領跑。

值得註意的是，除壹線城市外，西

南地區的95後成為“消費擔當”，成都

和重慶表現尤為突出。在唯品會平臺美

妝消費上，成都和重慶95後訂單量位列

第壹和第二；在唯品· 奢消費中，重慶的

95後訂單量僅次於第壹名的北京，成都

的95後用戶數僅次於第壹名北京。在服

飾消費上，重慶、成都的95後創造了全

國第壹和第二的訂單量，此外，兩個城

市的服飾銷售額也並列全國第二。不只

在消費能力上呈現霸榜之姿，來自唯品

金融的數據也顯示，成都和重慶95後使

用分期消費的數量也領先其他城市，展

現更為前衛的消費理念。

自身消費社交價值訴求凸現
對商品社交價值的訴求，讓95後熱

衷於“種草”， 即宣傳某種商品的優點

來推薦他人購買。《報告》認為，95後

擁有很強的品牌傳播和種草能力，且對

自身消費的社交價值訴求明顯增長。

在對95後消費人群的調查中發現，

41.8%的95後表示會向親朋好友推薦好

用的品牌。此外，超過30%的95後透露

會轉發有用的資訊和教長輩怎麽使用

APP。

《報告》顯示，95後獲取時尚資訊

的媒體中，微信朋友圈、微博平臺穩定的

領先位置和短視頻、直播平臺等社交化平

臺的迅速掘起，代表95後日益看重自身的

社交價值彰顯，去中心化、點對點的傳播

也將更利於品牌和電商平臺獲取95後新用

戶，這將引領消費場景的新變局。

在消費理念上，95後展現高財商特

點。在分期觀念和嘗試互聯網理財產品

上，95後也均有著高於80後和70後的突

出表現。唯品會大數據顯示，使用唯品

花分期消費人數中，90、95後比例遠高

於80、70後。此外，2018年壹季度，購

買理財產品的95後占比也高於80後。

“唯品會小程序入口已經進入微信

錢包，”黃紅英稱，隨著線上流量正在

成為稀缺資源，社交流量正在成為品牌

和平臺的重心，聯合品牌撬動社交流

量，實現精準營銷將成為電商平臺的

新玩法。

世界上首個進口主題的國家級博覽會200天後上海亮相
綜合報導 在上海展覽中心，上海市委書記李強

強調，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是以習近平同誌為

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壹項重大決策，是上海必須完成

好的重大政治任務。要進壹步提高站位、認清使命、

突出重點，聚焦主場外交做好外事保障，聚焦展會服

務做好客商保障，聚焦論壇活動做好智力保障。要牢

固樹立“壹盤棋”思想，密切配合、加強協調，明確

責任、狠抓落實，舉全市之力做好各項籌備工作，確

保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取得圓滿成功。

2017年5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

出席“壹帶壹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宣布中國將

從2018年起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壹個多月後的6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

導小組第三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國際進口

博覽會總體方案》。10月16日，上海市政府辦公

廳下文成立進口博覽會城市保障領導小組，常務副

市長周波任組長。11月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

行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籌備情況發布會。經批

準，商務部在上海設立中國國際進口博覽局，作為

博覽會的執行機構。

2017年11月5日，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倒

計時壹周年在北京和上海兩地同時舉行。同月15

日，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城市保障總體方案通

過。領導小組下設安全保衛、交通保障、外事活動

等17個工作組，制定了城市保障總體方案和16個

專項保障方案，將聚焦展會保障、主場外交、城市

服務三個重點，倒排進度、細化方案、全力推進智

慧公安、場館改建、周邊道路建設、展品便利通關、

綠化景觀提升等各項籌備保障工作。

2018年4月16日，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籌

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胡春華

要求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要求，著力在“不壹般”三

個字上下功夫，全力打造高水平的國際壹流博覽會。

4月17日，決戰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200天全

市動員大會在上海展覽中心舉行。上海市委書記李

強指出，此次展會，是世界上第壹個以進口為主題

的國家級博覽會，是國際貿易發展史上的壹大創舉，

是2018年中國四大主場外交活動之壹。

對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海會展協會會

長陳先進認為，本屆博覽會是中國主場外交的壹個

重要活動，它將中國的會展業和國家外交戰略聯系

起來。從地位上說，博覽會讓國家、乃至全球都對

上海有了壹個更高更全面的認識。同時，中央將這

麽大的活動放在上海，是對上海的信任。“我認為，

上海有能力也有信心完成這樣的歷史使命，中博會

也壹定會成為壹個很重要的品牌。”在陳先進眼中，

中博會將會成為中國推進國際合作、國際經濟交流、

國際政治社會發展的壹項重要活動。

上海會展研究院執行院長、上海大學教授張敏

認為，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在上海召開，對上海具

有戰略性意義，特別是對上海的開放再擴大，改革

再出發，具有重大影響。與此同時，此次博覽會還

能帶動整個長三角地區的產業升級轉型發展，促進

長三角壹體化，其溢出效應甚至會延伸到長江經濟

帶周邊區域，擴展到全國各地。不僅如此，此次博

覽會的召開，對全世界也將產生重要影響，直接為

開放型世界經濟發展提供新動能。

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趙

蓓文說，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召開將全面檢驗上

海營商環境改革成果。

華東師範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殷德生稱，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將促進上海創造更有吸引力的

投資環境。

95後接棒電商消費主力
看重社交價值

實拍伊朗沙塵暴來襲瞬間實拍伊朗沙塵暴來襲瞬間
城市頓時蒙上壹層城市頓時蒙上壹層““黃沙黃沙””令人心痛令人心痛

丹麥壹只天鵝丹麥壹只天鵝
垃圾堆中築巢產卵垃圾堆中築巢產卵

古巴將確定新壹任領導人古巴將確定新壹任領導人 告別告別““卡斯特羅時代卡斯特羅時代””

古巴新壹屆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正式舉行古巴新壹屆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正式舉行，，古巴國務委員會第壹副主席兼部長會議古巴國務委員會第壹副主席兼部長會議
第壹副主席米格爾第壹副主席米格爾··迪亞斯迪亞斯--卡內爾卡內爾，，在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會議上被正式提名為國務委在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會議上被正式提名為國務委
員會主席員會主席，，即古巴國家最高領導人即古巴國家最高領導人。。8686歲的勞爾歲的勞爾··卡斯特羅此前表示卡斯特羅此前表示，，在完成兩個五年任在完成兩個五年任
期後期後，，他將辭去國務委員會主席職務他將辭去國務委員會主席職務。。卸任後卸任後，，勞爾勞爾··卡斯特羅將繼續擔任古巴共產黨領卡斯特羅將繼續擔任古巴共產黨領
導人導人。。5757歲的米格爾歲的米格爾··迪亞斯迪亞斯--卡內爾卡內爾（（右右））將成為第壹位在將成為第壹位在19591959年古巴革命後出生的古年古巴革命後出生的古
巴元首巴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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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覺得男人
會背著自己做的十件事情

1 、跟别的女人出去约会。

男人总是花心！即便是普通朋

友，他也不会在跟他的"普通朋友"

约会时把女人带上。天知道他们两

个独处的时候都干些什么。

2、跟自己的兄弟出去鬼混。

男人总喜欢狐朋狗友一大群出

去花天酒地，猜拳啊喝酒啊什么都

干。女人其实最不喜欢他们鬼混之

后醉醺醺地爬回家的那个熊样。

3、劈腿。

说过男人都花心的，女人们

天生会有一个防备心理，总觉得

男人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告诉她：

我喜欢另外一个了，再见。

4.有心事不告诉自己，却跟其

他异性朋友倾诉。

很多男人都有自己的"红颜

知己"，他们很多时候有心事都不

会跟自己的女朋友倾诉，却会跟

所谓的知己滔滔不绝天花乱坠。

5、瞒着自己和前女友纠缠不休。

男人总不会只谈一次恋爱。而

男人也总是在偶尔的时候怀念以前

的女人。

6、存下私房钱。

发了工资上报的时候打了八

折，留下自己的钱，开自己的小金

库。天晓得男人有了私房钱之后是

干嘛，包二奶？

7 、看成人电影。

永远都弄不明白为什么男人会

在有固定的女人之后依然还要看成

人电影并且打飞机。难道我都满足

不了他？还是男人天性都是那么好

色？

8、偷看自己的日记。

男人总有偷窥欲，正如他们喜

欢看*片。他们一定有偷看女人的

日记，而且一字不漏并且从中读出

一些有的没的的信息。

9、抽烟赌博。

当一群男人混在一起的时候，

90%的机会都会出现这两种恶劣的

行为。难怪他跟他的兄弟一起的时

候都拒绝我的在场。比如他们在家

聚会，散场后总是烟味。

10、跟女人上街的时候偷偷看

别的女人。

东张西望，总装做没有对焦

点，其实是在看别的女人。别以为

女人们不知道，只是不想拆穿而已。

夫妻分床睡的致命危害

1、年轻夫妇-----孩子成

为分床的原因

有一天，在医学门诊，

医生接诊一位50岁男子，说

自己患ED(即勃起功能障碍)

有 3年了。早上还可以硬起

来，可是一旦走到妻子的房

间就会软下来了，真是不给

力，妻子对此很恼火。

医生详细询问，才得知原

来自打他的儿子出生后，这十

二年来夫妻两人一直分房。

“孩子都12岁了，还要

母亲陪着睡?”医生不解地问。

孩子他爸说，因为孩子半夜总

要被妈妈叫醒一次去尿尿，加

上从小到大一直跟妈妈睡，一

时也分不开了，这样夫妻同房

生活就越来越少，其结果就是

一到关键时刻就软了……

还有一对夫妇也是因为

宝宝而分床，分着分着就离

婚了。

陈女士说，刚开始一切

为了宝宝，也没有多想，可

是夫妻两人的感情却越来越

淡，每过一次同房生活都要

做很多前期准备工作，大家

都很不耐烦，时间一长，就

没了兴趣，慢慢地就走到离

婚。

陈女士说，虽然分床不

是离婚的主要原因，但也有

30%-40%的因素是因为分床，

没有了亲密关系，吵架也越

来越频繁，最后夫妻变成了

陌路人。

2、中老年夫妇----打呼噜

相互干扰要分床

中年之后，有些夫妻开

始分床，原因很多，比如一

方因为年龄越来越大，开始

打呼噜，鼾声如雷，吵得对

方没办法入睡。

还有的一方有严重的睡

眠障碍，比如失眠、早醒、

入睡困难，一上床，就开始

翻来覆去，以至于干扰了伴

侣入睡。

当然，也有些夫妻的同

房生活本来就不和谐，分床

分房更成了回避同房生活的

最好借口。

3、专家观点：夫妻别分

床，更不要分房

夫妻相拥而眠，原本就

是亲密关系的最好注解，分

床，无论你是否承认，亲密

程度已经下降。

夫妻对同房的需求，会

因为长期分床而导致冷淡，

男人会因为“用进废退”而

影响性功能，最终造成夫妻

生活的不和谐，甚至导致家

庭破裂。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男科

专家姜辉主任说，不论什么

年龄，夫妻都不要分床睡。

人是需要爱情的体温的，如

果分床，甚至分房，情感的

交流肯定受到影响。

同房生活是夫妻感情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润滑剂。分床的时间长了，

很难再合床睡了，这一点往

往是很多人无法预料的。

当然，也许分床、分房

不是导致两人分手的主要原

因，但还是建议立即结束这

种分床分房而居的状况。

年轻夫妇有了孩子之

后，一般来说，在孩子半岁

之前就应让他养成独自睡觉

的习惯(按西方的做法就更早

了)，最迟也不应超过3岁。

这里有两个理由，一是

有助于培养孩子的独立性，

使他长大后能更快、更顺利

地适应社会环境;二是有利于

夫妻生活，不要因为孩子这

个“第三者”夺去夫妻间恩

爱的机会。

老年人就更加不要分床

了，要知道，老人家多有基

础病，糖尿病、高血压、心

脏病等，两个人分了床，晚

上睡觉没个照应，心脑血管

疾病发作了，很难及时发现

。这对老年人来说，是很危

险的事情。所以，不论什么

原因，夫妻莫分床，更不要

分房。 对多数中年夫妻而言

，两人睡一张床，多少会有

一些相互的干扰，分床甚至

分房睡会睡得更好一些。但

是对于这些干扰的因素，比

如打呼噜、失眠等问题，医

学上都是可以解决的。

英國18歲女生求婚60歲大爺
該祝福or反對？

“作为婚姻情感咨询师确实会

在工作中遇到各种“不同寻常”的

情侣，但是只要是彼此相爱，那么

所有的爱情都应该得到祝福”花镇

情感咨询师说。“就像这几天媒体

报道的英国准夫妻一样，年龄有的

时候真的并不是问题”

----据英国媒体报道，近日英

国一位18岁的女孩丽萨当众向60

岁的大爷吉姆求婚并成功，两人在

上周已经订婚，并且开始了同居生

活。图为18岁的丽萨跟60岁的吉

姆。

吉姆曾是丽萨所读高中的看门

人，吉姆与前妻共有三个孩子，丽

萨向吉姆求婚时，现场聚集了上千

围观者，她问吉姆是否愿意跟她结

婚，吉姆答应了之后，丽萨激动得

留下了眼泪。随即她走上前去，跟

吉姆拥抱接吻。当这件事情传到网

上的时候，短短时间就获得了上千

个赞和评论，大部分的网友都不赞

成丽萨这样做，认为她是在犯错。

但是丽萨声称她很爱吉姆，吉姆对

她也很好，她已经是个成年人，知

道自己在做什么。丽萨的家人也并

不反对她跟吉姆的这段恋情。

“恋爱关系中大部分CP之间

的会比较相似，但是稍有巨大差异

也会引起人们的议论和瞩目。”

“比如这对英国的老

少恋啦、还有身高差异特

别大啦、体型差异特别大、

颜值差距特别大、收入差

距特别大的情侣也会引起

注视，甚至有的时候还会

上新闻，哈哈。其实都没

必要，爱情就是爱情。在

情侣彼此心里，对方必有

一个独一无二的闪光点，

你不懂也就不要议论。”

“我们花镇的咨询师

经常会碰到各种情感问

题的咨询，像这些差异相

对明显的情侣之间有些问

题普遍存在。有的情侣

不是特别自信，对自己，

对彼此，对恋爱关系都不

自信。这个时候我们都会首先给他一

些总结出可操作建议来提升自信。并

且要通过这种自信的提升，个人魅力

的提升来增强感情的浓度。”

“还是那句话，爱情就是爱

情。所有的爱情都值得被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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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隊出征世乒賽團體賽
出征世乒賽團體賽的中國乒乓球隊21日

離京前往瑞典。國乒領隊黃飆透露，國乒抵
達瑞典的第一個落腳點將是埃斯基爾斯圖
納，26日前往本屆世乒賽舉辦地哈爾姆斯塔
德，對即將於4月29日至5月6日在那裡舉行
的世乒賽團體賽進行最後的備戰。

■新華社

CBA總決賽 遼籃三勝奪賽點
中國男籃職業聯賽（CBA）總決賽20日

晚在瀋陽結束第三場爭奪，主場的遼寧隊以
104：100戰勝浙江廣廈，在7場4勝制的系列
賽中以3：0領先，率先獲得賽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短訊

港將黃大菁參戰路德格鬥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大明 北京報道）路

德國際綜合格鬥大賽（ROAD FC）047期北京站
將於5月12日在北京舉行，代表香港出戰的黃大
菁將對陣日本女將熊谷．麻理奈。黃大菁1988年
9月出生於加拿大，父母都是中國人。她長期堅持
自由搏擊和拳擊、柔術、健身等訓練，身高170厘
米，體重65公斤，左撇子，屬力量型選手。

■■黃大菁黃大菁（（左左））與熊谷‧麻理奈與熊谷‧麻理奈
賽前合影賽前合影。。 記者趙大明記者趙大明 攝攝

落後兼打少一人 絕殺罰球反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

志南）和富大埔在落後兼10

人苦戰下，憑大衛拉菲爾補

時階段射入絕殺罰球，最終

以2：1反勝香港飛馬，晉級

菁英盃決賽，充分展示出球

隊誓要成功衛冕的決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陽波 西安報道）作為全世界
唯一在古城牆上開跑的馬拉松
賽，主題為“大漢盛世”的西
安城牆國際馬拉松賽21日晨
鳴槍開跑。
來自中國、美國、澳洲、

法國、加拿大、新加坡、英
國、德國、泰國、烏克蘭等32
個國家及地區的 5,000 名跑
者，在距今已有700多年歷
史，也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西安明
城牆上，展開了一場特殊的角
逐。最終來自中國的選手邱汪
東、馮超傑包攬男女組半程馬
拉松桂冠。本屆城馬也是一次
全民參與健康運動的“狂歡
盛宴”，記者在現場看到，
無論是5歲的小朋友，還是
86歲的年長者，無論是身輕
如燕的專業跑者，還是殘疾
人跑者，都用各自的方式堅
持跑完全程。

在約旦首都安曼舉行的女足
亞洲盃當地時間20日落下帷幕。
日本隊險中求勝，以1：0小勝澳
洲隊，繼2014年亞洲盃之後連續
第二次奪得該項賽事冠軍。而在
率先進行的季軍爭奪戰中，中國
女足憑藉李影、王珊珊和宋端的
進球，以3：1擊敗泰國隊，獲本
屆盃賽第三名。中國隊前鋒李影

以7個入球獲得本屆盃賽的金靴
獎。
這是中國女足主教練埃約爾

松自去年11月上任以來的第一次
大考，賽前足協給他定下的目標
就是獲得明年世界盃入場券和進
入四強。不過，在擊敗菲律賓、
泰國、約旦等弱旅順利小組出線
之後，他和中國女足隊員們都希
望能殺入已久違十年的亞洲盃決
賽，但遺憾地在準決賽中以1：3
負於衛冕冠軍日本隊。
主教練埃約爾松在賽後發佈

會上說，中國女足展現了對比賽
的統治力，創造了很多機會，他
很高興帶着季軍回去。他說，在
本屆盃賽上，彭詩夢、宋端、李
影等年輕球員得到了鍛煉、積累
了經驗，她們將是女足的未來。
“現在的女足新老結合，保持了
球隊的平衡，這是一件好事。”
埃約爾松說，球隊將繼續進步，

向亞洲一流強隊看齊。
本屆盃賽射入7球的前鋒李

影表示，球隊的目標是決賽，但
輸給了日本，這讓她非常遺憾。
“如果是在贏日本或決賽中射入
進球，我會非常高興，但現在這
些球價值並不是很大。”李影
說，她很開心通過自己的進球幫
助球隊獲勝。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文俊）在港超
聯位居榜尾的標準流浪，22日在深水埗運動
場迎戰R&F富力。今仗若然流浪未能取勝，球
隊將確定護級失敗。來季或有機會再次降到港
甲。球會總監李輝立明言，球隊仍會盡力在餘下3
仗搶分，但球隊來季留在港超機會不大。

流浪目前以5分位列榜尾，與第9的夢想FC差8
分，餘下3仗除了須全取9分，還要寄望夢想全敗。李
輝立就表示，球隊餘下的比賽都會全力應戰，不會放
棄。但是他同時透露，因贊助問題，來季可能會降
落港甲。
他指，球會雖然早前與一贊助商討論過，

雙方感覺投契，但最終仍出現變故。他表示不
希望由老闆莫耀強獨支700萬港元的開銷，
故此會選擇降甲，但隊中有合約的球員會
繼續支薪，以半職業形式出戰甲組。

流浪缺贊助 留港超機會微

■李輝立（左）今年年初與徐宏傑見傳
媒。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上海浪琴
環球馬術冠軍賽21日進入第二個比賽日。
由於首個比賽日中，僅兩支隊伍以0罰分完賽，

令21日的比賽頗具懸念。不過，最終英國騎士隊仍
以4罰分150.03秒的成績保住團體冠軍寶座。

個人成績方面，代表上海天鵝隊第二個出賽的
德國騎手丹尼爾·杜瑟以0罰分67.66秒的成績位列榜
首，拿下47,850歐元的獎金。港將梁巧羚在吞下8個
罰分後，在第10個障礙處艱難過關，卻在第11個障
礙落馬，無奈距離完賽僅剩1個障礙時出局。

西安城牆國際馬拉松開跑

梁巧羚環球冠軍賽落馬出局

中國女足擊敗泰國 亞洲盃摘季

■■李影李影（（紅衫紅衫））以以77個入球個入球
獲得金靴獎獲得金靴獎。。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足比賽後與球迷合影中國女足比賽後與球迷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

■■逾逾50005000名跑手參加城牆馬拉松賽名跑手參加城牆馬拉松賽。。
記者李陽波記者李陽波 攝攝

■■梁巧羚在個人賽落馬出局梁巧羚在個人賽落馬出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攝

■■和富大埔慶祝晉級菁英盃決賽和富大埔慶祝晉級菁英盃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飛馬守將羅斯飛馬守將羅斯（（右一右一））力阻力阻
大埔的艾華頓趨前攻門大埔的艾華頓趨前攻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大埔的大衛拉菲爾大埔的大衛拉菲爾（（上上），），
遭飛馬守將麥保美攔截遭飛馬守將麥保美攔截。。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21日和富大埔對香港飛馬一役，上半場大埔只得黃威右路窄角度射
門較具威脅。而飛馬一輪猛攻後，於
13分鐘先由利馬禁區外冷箭，大埔門
將曾文輝及時托出，接着角球門前
混戰不果。23分鐘，外援查維斯
射中楣彈出，林樂勤截球快射
地波入網，香港飛馬1：0先
開紀錄。

下半場出現戲劇性

戰情。48分鐘，飛馬梁諾恆禁區手
球，大埔伊高沙托尼主射12碼中鵠，
衛冕的和富大埔以1：1追平。但在62
分鐘，翟廷峰起腳過高踩傷查維斯被
紅牌趕出場，大埔10人應戰，這也令
大埔被迫派出積施利上場加強防守。
67分鐘，大埔黃威冷箭貼柱出界。

對手打少一人，飛馬調入陳肇
麒、方柏倫加強攻力，但補時到94分
鐘，“陳七”陳肇麒回防過勇剷跌黃

威，大埔的大衛拉菲爾主射罰球，彎
過人牆入網，大埔以2：1反勝，轟飛
馬出局。
賽後大埔主教練李志堅承認戰況

富戲劇性：“少打一人兼落後，這是
全隊上下共同努力的成果，走多步贏
波，足球賽事就是這樣擁有峰迴路轉
的樂趣。”他指聯賽爭第二要再撼飛
馬，而足總盃要對冠忠南區，未來兩
場比賽十分艱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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