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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9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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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在美國(首播）

16:30-17:00

我的留學生活(首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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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在美國 (重播） 司馬白話(重播)

22:30-23:00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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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018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8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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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神奇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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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神奇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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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安對談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

體育報導火箭時
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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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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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安對談 城市一對一 體育報導火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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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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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和平要和平，，要希望要希望」」 募款會募款會 救濟難民營兒童救濟難民營兒童

哈維颶風中的藥劑師哈維颶風中的藥劑師 表彰指導災民正確用藥表彰指導災民正確用藥

【休斯頓/ 鄧潤京】巨大的哈維颶風，夾帶著暴雨以及引發
的洪水給休斯敦帶來了難以估量的災難。到今天復原工作也沒有
完全結束。當災難來臨時，休斯敦湧現出許許多多的救災英雄。
5月1日在休斯敦市政府的議會大廳，市議會通過決議頒發賀狀
並宣布2018年5月1日為：Dr. Anjanette Wyatt Day.安簡尼特·懷
亞特博士（Dr. Anjanette Wyatt）日，表彰她在颶風期間指導災
民用藥，發揮大愛。

在德州南方大學衛生科學和藥劑學學院取得藥劑學博士學位
。安簡尼特·懷亞特博士是職業藥劑師。她也是非盈利組織臨床
幹預協會（Clinical Intervention Inc.）的創始人。這個組織著重關
心老人和兒童的健康議題。她曾獲得過多個獎項。其中包括：檸

檬獎（Lemon Award），傑出美國青年獎，休斯敦黑人名人獎等
等。

哈維颶風來臨時，她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人脈關系，從休
斯敦的許多私人藥劑廠商那裏募集到大量與救災有關的藥品，並
送到設立在NRG的市府救災指揮中心。在那裏，她指導對災民
的用藥。救災期間，她組織有藥學背景的大學生成立24小時用
藥熱線電話，及時提供藥學知識的幫助並發放藥品。她的義舉得
到了《美國健康系統藥劑師雜志》和《得州藥劑師協會雜志》等
媒體的報道和讚譽。

5 月 1 日，休斯敦市的市長賽爾維斯特·特納（Sylvester
Turner） 在市議會大廳將賀狀頒發到懷亞特博士的手上。

懷亞特博士在市議會大廳發表簡短演說，感謝各位市議員對
她和她團隊的肯定。

懷亞特博士在接受美南電視台的訪問時表示，感謝市長，市
議會議員。同時也要感謝那些為救災而捐贈出大量藥品的私人藥
劑廠商們。

那些在救災過程中的藥劑學大學生們，來自得州南方大學和
休斯敦大學，也接受了美南電視台的訪問。他們很高興可以成為
懷亞特博士義工團隊的一員，在為災民服務的時候，利用到自己
學習過的知識。

【休斯頓/ 鄧潤京】 5月1日晚，在休斯敦城中心不遠的拱門畫廊（Archway Gallery）由美國
聯合國協會休斯敦分會舉辦了一場募款會，專為救濟那些在難民營中的兒童。這場活動以“Be
the peace, Be the hope”（要和平，要希望）為主題。

拱門畫廊的創始人卡林納·帕克-勒莫安（Karine Parker Lemoyne ）說，我們“要和平，要希
望”的活動是教育與娛樂性質。為了那些在美國的，以難民身份來的兒 童而募款。我們要
給他們以生活工具和技能，讓他們明白他們的價值和希望。使他
們有更美好的未來。為什麽我們做這項工作？我們把當地民眾的力量和難民營鏈接起來，這樣可
以分享希望。

我們也提供教師培訓。有好的老師，才能提高教學質量。

美國聯合國協會休斯敦分會（UNA-Houston）會長丹尼爾·施特克爾（Daniel Stoecker）在接
受采訪時是說，我們今天主要關注的對象是難民，特別是難民當中的兒童。這些兒童來自世界各
地。美國聯合國協會休斯敦分會的地址在休斯敦的國際貿易中心（ITC）。分會不斷招收會員、
義工和不斷募款，歡迎參與。

亞洲技術公司總裁張宇先生是在現場為數不多的華人之一。他很高興參加類似的活動。他說
，既然我們華人住在休斯敦，生活在這個地方，應該希望這裏越來越好。 特別是對孩子的教育，
如果我們有能力，就應該出點錢讚助。沒有錢的可以出時間，把我們住在的這個城市提升起來。
之後，主辦單位為來賓放映了專門制作的難民學校記錄影片。

拱門畫廊的創始人卡林納拱門畫廊的創始人卡林納•• 帕克帕克--勒莫安希望來賓在享受畫廊勒莫安希望來賓在享受畫廊
的同時也為兒童做些有益的事的同時也為兒童做些有益的事 。。

美國聯合國協會休斯敦分會美國聯合國協會休斯敦分會（（UNA-HoustonUNA-Houston））會長丹尼會長丹尼
爾爾••施特克爾施特克爾 。。張宇先生是在募款會現場為數不多的華人之一張宇先生是在募款會現場為數不多的華人之一 。。

安簡尼特安簡尼特••懷亞特博士懷亞特博士（（Dr. Anjanette WyattDr. Anjanette Wyatt））在獲得特納在獲得特納
市長頒發的獎狀後發表簡短講演市長頒發的獎狀後發表簡短講演。。 參與救災的藥劑學大學生義工們參與救災的藥劑學大學生義工們。。

在休斯敦市的市政廳門口在休斯敦市的市政廳門口，，懷亞特博士懷亞特博士（（中中））剛剛得到市議會頒剛剛得到市議會頒
發的獎狀發的獎狀。。同時同時，，55月月11日這一天被命名為日這一天被命名為““懷亞特博士日懷亞特博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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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夏令營籃球夏令營 追趕跑跳的藝術追趕跑跳的藝術
新科學院推動體育新科學院推動體育 讓孩子充實又開心讓孩子充實又開心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印象中，每次
看籃球比賽，總是為球場上那生動而瞬息
萬變的氣氛而著迷，球員們快攻快守的速
度感、彼此之間的默契，還有灌籃的帥勁
，都讓人興奮不已。籃球，包含了追趕跑
跳的藝術，需要身心的配合，如果從小喜
歡打籃球，籃球將會是陪伴一生的運動。
位於 Katy 的新科學院(CINCO LEARN-
ING INSTITUTE)舉辦籃球夏令營，推廣
青少年體育運動，培育下一代的健康。

籃球是全身的鍛煉，對於青少年而言
，打籃球不僅可以促進骨骼增長、幫助新
陳代謝，讓身體更加強健，更能增加身體
的協調性與彈跳能力，體形也會更好，能
幫助控制體重。常常打籃球，還能幫助孩
子增長身高、增強肌肉的力量，讓身體更
加的靈活。

陳太太的孩子 Jason 很喜歡打籃球，
每當他在場上盡情的奔跑、開心的傳球，
陳太太也跟著開心起來。陳太太表示，
Jason每次打籃球後，人會變的特別輕鬆，
晚飯也吃的更多，食慾特別好。

打籃球會提高人的反應能力，球場上
要隨時留心別人的路線以及動作，同時迅
速做出反應，這不僅能提升自己的敏捷度
，更能增強大腦的反應力，在防守、切入
、得分之間無不是藝術。

打籃球要縱橫全場，往往汗流全身，
不僅身心舒暢，更是耐力的培養。打籃球
同時訓練穩定性，知道要用多少力氣、如

何瞄準。在一次又一次的射籃中，準確度
出來了，注意力也更集中。
籃球是團體運動，要一群人在一起玩，在
彼此配合的過程中，能增進隊員間的友誼
，團隊的合作能力逐漸提高，默契也逐漸
形成。在傳球、快攻、防守、競爭、與合
作中，同伴之間的感情也一點一滴培養出
來。

整體而言，籃球培養了孩子的耐力、
速度、與心理素質，更讓他們真實與同伴
互動，而非神遊在電子遊戲機裡的虛擬境
界中。能實際幫助孩子鍛鍊身心，並且充
實他們的生活。

新科學院是位於Katy的一家教育機構
，在 2016 年成立，其創始人也是 Katy 地
區最大的非營利青少年體育學校YSA的組
織者，學院的宗旨是幫助學員擴展興趣、
並提高個人技能。

新科學院從最開始的一個班大約10幾
個學生開始，經過一年多的發展，到今年
春季已經有150多個學生註冊。因為組織
者都從孩子的需要為出發點，因而獲得許
多家長的認同，紛紛把孩子送過來，目前
設有籃球課、青少年計算機課、國際象棋
課、英文閱讀和寫作、中文課、青少年商
業課、音樂啟蒙課、演講課等多門課程。
新科學院所招的老師絕大部分具有多年的
教學經驗，上課非常認真負責。

同時，新科學院也舉辦籃球營，包括
春假籃球營、暑期籃球營、感恩節和聖誕

節籃球營等。籃球課和籃球營由教練
Willie Chen 指導，Willie 在美國長大，從
四歲開始打籃球，一直打到糖城的高中校
隊，後來在大學的club裡面打籃球，曾被
評為大學裡的“最佳運動員”稱號。
Willie寓教於樂，非常多的孩子喜歡上他
的籃球課。

在籃球夏令營部分，新科學院在Katy
和糖城兩個地方都開設有夏令營，歡迎詢
問。E-mail: cincolearning2017@gmail.com
。網址： http://www.katyshequ.com。
Katy 校區電話：(832)437-1777。地址：
21915 Royal Montreal Dr., Katy, TX, 77494
。
糖城校區電話: (281)980-1489。地址：
2317 Settlers Way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華裔籃球明星林書豪的崛起華裔籃球明星林書豪的崛起，，風靡風靡
國際國際，，在許多地方颳起籃球旋風在許多地方颳起籃球旋風。。

籃球培養了孩子的耐力籃球培養了孩子的耐力、、速度速度、、與心理與心理
素質素質

籃球是團體運動籃球是團體運動，，要一群人一起玩要一群人一起玩，，在配合的過程中在配合的過程中，，能增進彼此的能增進彼此的
友誼友誼

打籃球會提高人的反應能力打籃球會提高人的反應能力，，在防守在防守、、切切
入入、、得分之間無不是學問得分之間無不是學問

籃球是追趕跑跳的藝術籃球是追趕跑跳的藝術

文化中心慶祝亞裔文化長者月文化中心慶祝亞裔文化長者月 本周三舉行本周三舉行““母親節聯歡大會＂母親節聯歡大會＂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中華文化中心
為慶祝亞裔文化長者月，於周三（5 月 2 日 ）
下午一時至四時，在文化中心體育館舉行＂母
親節聯歡大會＂四百多人歡聚一堂，大家共享
由嚴秋美策劃,郭楓主持的聯歡會節目。

當天共有 19 個精彩節目熱閙舉行。包括
由養生班-- 國標舞班表演 「國標舞-- 夜來香
」；晚晴公寓表演舞蹈 「藍色的蒙古高原」；
潘桃舞蹈社表演肚皮舞 「沙漠女神」；養生
班-- 香香舞班表演 「王清香個人創作舞-- 感
覺真好」；張敏樂演唱西洋歌曲 「Your Cheat-
ing Heart 」 ；以及陳德新表演組曲 「一縷相思
情、兩相依、我在你左右 」；以及養生班--
錢鳳燕演唱 「四個願望 」；長和老人健康中心
表演舞蹈-- 「雪山草原的愛 」； 養生班- -
中華文化養生運動班表演 「如意舞 - 高天流雲
」；以及由林天娜、馮潔晶表演俏皮的歌唱 「
儍瓜和野丫頭 」； 以及由德州高齡選美皇后洪
家鶴演唱 「鳳凰于飛」、 「迎春花 」出谷黃
鶯般的歌聲令人驚艷； 川妹子的 「旗袍秀--
青花瓷」；以及由李舞玲、王桂生、孫聞、虞
曉梅演出的反映現實的孝親之道短劇 「假話真
情 」、相當生動感人； 台灣早期正聲電台歌星
楊麗芳演唱 「昨夜星辰」、 「酒醉的探戈」
獲得全塲的共鳴。其他還有由孫秀蕊指導的 「
幸福舞蹈社」 表演舞蹈 「茶葉情」，唱將葉麗
華演唱二首歌曲： 「上海灘 」、 「我只在乎
你」； 養生班- 太極班表演太極-- 萬馬奔騰
； 以及劇校科班出身的王桂生演唱京劇 「梨花
頌」； 虞曉梅、劉山川表演歌唱 「梅花引 」

、 「天邊 」
； 以及由陳
德新指導的
「揮旗運動

班」 表演揮
旗健身運動
； 最後，由
全體演出者
登台大合唱
「母親你真

偉大」，凸
顯了當天演
出的主題。

當天的
演出，雖指
明給長輩、
長者欣賞，
但每一節目皆製作嚴謹，幾手每一首歌曲，都
專程安排了舞蹈伴舞，工程相當浩大。其他各
種如意舞、國標舞、太極班、香香舞蹈班、晚
晴公寓舞蹈班、揮旗運動班，也都由沈紅纓老
師、曲巧玲老師、鄭大展老師、紀淑瑛老師、
王清香老師、王滿老師、孫秀蕊老師、陳德新
老師義務指導的，其他還包括肚皮舞、旗袍秀
由潘桃老師、長和老人健康中心由劉靈老師義

務指導的。
大會除祝天下所有的母親福、壽、安、康

，母親節快樂，也特別感謝毛潘超韻女士捐贈
壽桃、洪家鶴和四位無名氏捐贈抽獎禮物，以
及鄭大展、王祖培、巢舒婷、陶家樂負責舞台
、燈光、音響，陳德新、鐵維中舞台佈置，及
所有演出人員暨所有義工的熱情奉獻，才有這
一台精彩的母親節聯歡大會。

台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8月中旬奧斯汀展開
(本報訊)僑務委員會為推動台灣美食國際化及行銷台灣美食品牌形象

，每年都會遠赴世界各地辦理台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2018年美南地區台
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即將於今年8月中旬展開，第一站德州奧斯汀。活動
主題, 台灣美食不同凡饗，將以 Taste of Taiwan 佳年華的方式向主流社會大
力推出，日期是8月 18 日在奧斯汀的亞裔資源中心舉行。此項活動是由中
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指導，駐休士頓辦事處，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協導
，奧斯汀台中姐妹市協會帶領僑社主辦。

這是奧斯汀台中姊妹市協會第三次主辦台灣美食巡迴講座，上二次是
在2011 年及2010 年，奧斯汀僑胞很期待台灣美食巡迴講座，再次來到奧
斯丁，預計在僑胞的推廣之下，將會有千人以上的僑胞及主流人士來參加
，觀賞台灣名廚黃寶元老師的手藝, 及品嚐最棒的台灣美食。為了能成功順
利地舉辦這類大型活動，奧斯丁台中姊妹市協會已於4月27日召開第一次
籌備會議，討論如何成功舉辦台灣美食巡迴講座的各項細節，工作團隊已
在組成中，並將號召熱心服務的人才，共同為辦好這項活動為社區服務來
努力。會議由會長姚東權主持，參加的有副會長Catherine Farris , 副會長高
莉莉，總幹事蔣凱娜，還有理事廖玉華，盧昭君，陳明珠， 傅愛卿, 黃兆
標， 張苓雯,和Rachel Liao . 會中定下了工作方針， 籌備工作已經展開，下
次會議, 將會有來自奧斯汀國際姐妹市的團隊來參與，都是有辦過大型活動
經驗的人士。奧斯汀台中姐妹市協會的團隊有信心，透過我們的努力，8
月18 日在亞裔資源中心舉辦的這場活動,將會帶給社區一個不同凡響的美
食饗宴,及台灣文化展示的台灣美食佳年華。

擔任本次台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的名㕑是黃寶元老師及梁語宸助理，
黃老師現任醒吾技術學院餐旅管理系副教授及系主任，曾任凱悅飯店，麗
景四季飯店等10多家台灣知名飯店行政主廚，並榮獲多項國際級世界廚藝
獎項如國際食神爭霸賽西餐廚藝競賽金牌亞洲廚藝邀請賽，西餐廚藝競賽
金牌馬來西亞世界金廚爭霸賽金牌等，曾在多項電視美食節目擔任料理示
範主㕑及評審。亦出版多項美食及專屬著作如養生膳食，餐飲管理 ,菜單設
計西餐烹調等。梁語宸助理老師曾榮獲北京國際食神爭霸賽西式麵點銀牌
獎及華夏銀行杯杭州國際西餐邀請賽團體金牌獎。

黃寶元老師曾經說過 「一盤菜，一個故事。」通過對食材成長的了解
，對食材的熟悉，會對食材更有一份情感，會把食材特點淋漓盡致的發揮
出來，充分詮釋食材的精神，讓食材更有靈魂，讓美食進入另一層面的意
義。通過美食的傳承，來傳遞廚師的熱情，詮釋美食文化

喜愛美食的老饕們，絕對不能錯過。精通中西餐及台灣特色廚藝的黃
寶元老師表示，廚藝展示會將本著本地食材本地享用的原則，所以他會利
用當地素材來製作出有台灣風味的美食。除了推廣台灣美食之外，也傳遞
台灣精神和美食故事。 ，黃老師將現場展示自己拿手獅子頭及官財板，同
時還以中菜西吃的布菜法請來賓品嘗台灣牛肉麵、筒仔米糕、鷄卷、鳳梨
酥、雪花糕等台灣特色小吃。據聞黃老師有準備超過100 道他的拿手菜單
，奧斯汀團隊會用心的去點選絕對不能錯過的幾道名菜，準備好食材，8
月18 日在亞裔資源中心的台灣美食佳年華，讓黃老師盡情瀟灑的去發揮，
請大家拭目以待。

圖為養生班圖為養生班---- 國標舞班演出國標舞班演出 「「國標舞國標舞---- 夜來香夜來香 」」 。。

德州德州 「「高齡選美皇后高齡選美皇后」」 洪家鶴女士一曲洪家鶴女士一曲 「「 鳳凰鳳凰
于飛于飛」」 ，，有如出谷黃鶯有如出谷黃鶯，，令人驚艷令人驚艷。（。（ 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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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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潮州會館第十八屆理監事會德州潮州會館第十八屆理監事會
就職聯歡晚宴就職聯歡晚宴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天后廟天后廟理事長理事長周滿洪周滿洪、、副理事長副理事長
江鎮煖江鎮煖與與AustinAustin 天后宮陳泰洲等於天后宮陳泰洲等於
44月月2828日日熱烈歡迎熱烈歡迎中領館劉紅梅副中領館劉紅梅副

總領事總領事

德州潮州會館會長孫偉根德州潮州會館會長孫偉根、、名譽會長名譽會長翁作華翁作華、、孫乙舜孫乙舜、、各地潮州會代表們各地潮州會代表們與中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與中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葛明葛明東僑務組長東僑務組長、、彭梅女士彭梅女士、、羅秀娟羅秀娟、、經文經文
處陳家彥處長處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等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等共享共享就職聯歡晚宴就職聯歡晚宴歡樂氣氛歡樂氣氛

德州潮州會館德州潮州會館副會長余光華在珍寶海鮮餐廳副會長余光華在珍寶海鮮餐廳
巧遇巧遇天后廟天后廟理事長理事長周滿洪夫婦及關帝廟吳周滿洪夫婦及關帝廟吳

華利會長夫婦華利會長夫婦

華埠酒莊東主華埠酒莊東主JackiJacki夫婦與恆豐銀行董事長夫婦與恆豐銀行董事長
吳文龍夫婦吳文龍夫婦、、董事吳國寶聯袂出席董事吳國寶聯袂出席德州潮德州潮
州會館第十八屆理監事會就職聯歡晚宴州會館第十八屆理監事會就職聯歡晚宴

德州潮州會館德州潮州會館名譽會長名譽會長孫乙舜孫乙舜攜眷攜眷
及親朋好友歡聚一堂及親朋好友歡聚一堂

德州潮州會館德州潮州會館名譽會長名譽會長翁作華翁作華天后廟天后廟理事理事
長長周滿洪周滿洪、、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經文處陳家彥經文處陳家彥

處長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舉杯同歡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舉杯同歡

胡錫霖胡錫霖、、黃玉顏夫婦撥冗出席黃玉顏夫婦撥冗出席潮潮
州會館第十八屆理監事會就職聯州會館第十八屆理監事會就職聯

歡晚宴歡晚宴

德州潮州會館中山中文學校楊月梅校長及德州潮州會館中山中文學校楊月梅校長及
老師們文藝演出老師們文藝演出

德州潮州會館會長孫偉根德州潮州會館會長孫偉根、、名譽會長名譽會長
翁作華感謝翁作華感謝華埠酒莊東主華埠酒莊東主JackiJacki夫婦與夫婦與
經理提供經理提供就職聯歡晚宴就職聯歡晚宴 MaCallanMaCallan品酒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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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亞裔文化長者月慶祝亞裔文化長者月 母親節聯歡大會母親節聯歡大會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晚晴公寓成員表演舞蹈晚晴公寓成員表演舞蹈 「「藍色的蒙古草原藍色的蒙古草原 」」。。

「「德州高齡選美皇后德州高齡選美皇后」」 洪家鶴女士演洪家鶴女士演
唱唱 「「鳳凰于飛鳳凰于飛」」 和和 「「迎春花迎春花」」 兩首兩首
歌曲歌曲。。

主持人郭楓主持人郭楓（（ 右右 ）） 介紹陳德新介紹陳德新（（ 左左 ））即將演唱的組曲即將演唱的組曲
，，包括包括：： 「「一縷相思情一縷相思情」」、、 「「兩相依兩相依」」、、 「「我在你左右我在你左右
」」三首歌三首歌。。

由由（（ 右起右起 ）） 王桂生王桂生、、李舞玲李舞玲、、虞曉梅虞曉梅、、孫聞演出的母子情的孫聞演出的母子情的
短劇短劇 「「假話真情假話真情」」。。

由孫秀蕊指導的由孫秀蕊指導的 「「幸福舞蹈社幸福舞蹈社」」表演的舞蹈表演的舞蹈 「「茶葉情茶葉情」」。。

由川妹子演出的旗袍秀由川妹子演出的旗袍秀 「「青花瓷青花瓷 」」。。

由林天娜由林天娜（（ 左左 ），），馮潔晶馮潔晶（（ 右右 ）） 演唱的演唱的 「「儍瓜和野丫儍瓜和野丫
頭頭 」」。。

台灣早期正聲電台歌星的楊麗芳演唱台灣早期正聲電台歌星的楊麗芳演唱
「「昨夜星辰昨夜星辰」」，， 「「酒醉的探戈酒醉的探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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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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個週日 ，本人以第一時間，向美面日報讀者報導
了美國前總統老布殊的妻子芭芭拉去世的新聞。也
許是她及其家人名氣響亮，所以即時引起休市不少
謮者的興趣，一些相熟友好，或以電郵、或用微信
，問我可否再 「多斬二両」來行文，以滿足他們的
所知。既蒙諸位厚愛，我，儒生又豈不依從？

想起芭芭拉生前，當從華府脫下華麗 「第一夫人
」的官服，步返德州後不久，便出過至少兩本回憶
錄，其中之一，還名列當年十大最暢銷叢書書榜。
其實內容及筆法 ，也不是什麼出類拔萃，畢竟芭芭

拉是見證丈夫老布殊和兒子小布殊，分別宣誓就任美國41 任總統及
43 任總統的第一夫人，及第一母親。她在白宮內外的一言一行，當
然有著極其重要的記錄及收藏價值。

寫到這裡，今次需要先行答覆一位盧姓女仕的問題：她問及芭
芭拉布殊是242 年美國歷史上，第二位既是第一夫人，又貴為美國
總統母親的身份的人妻和為人母，同樣具備這樣身份的第一位貴婦
，究竟是何人呢？

她就是繼美國國父華感頓(Washington)為笫一任美國總統之後的
第二任美國總統老亞當斯之妻, 及第六任美國總統亞當斯之母艾碧蓋
兒（Abigail Adams) 她跟剛剛先逝的芭芭拉布殊，年代相差己是242
年矣。

我嘗試從美國歷史拉回到中國近代。滿清皇朝被中華民國推翻
之後，當時中國首任總統是孫逸仙先生，他被當年四萬萬中國國民
尊稱為國父，這樣，孫中山先生夫人宋慶齡，自然被尊崇為國母。
不過孫氏伉儷，同是中國千年罕見的謙厚聖人。他倆說服國民及國
民政府內的大小政職的官員，不可也不用稱呼他們為國父及國母:叫
一聲中山先生及孫夫人便可矣。

稍後由國民黨的總裁蔣介石先生登上民國總統的最高權力寶座

之後，中國的第一夫人便是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的胞妹宋美齡。礙於
不久之前，孫中山先生堅決拒絕接受中國國父的稱呼, 因此蔣介石
總統也未敢接受國父的名函，宋美齡夫人更不敢喚之為國母。到了
1943 年抗日戰火在中國個廣寬的大地上熊熊燃燒之際，宋美齡以中
國總統夫人的身份，隻身飛往美國美府及紐約市，向美國政府及國
會請求出兵出資支持中國官方進行反擊日本軍國主義的入侵！斯時
千萬美國國民，透過電視機及電台廣播，親耳親眼目睹絕代風華的
宋美齡夫人，以一口清脆欲滴、字正腔圓的美國口音，讀出一篇被
近代歷史學家稱之為： 「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中國國情咨文！
當天宋美齡夫人的外貌、衣着、演講、談吐，似魔力一樣，傾倒了
美國國會內民主共和兩黨人仕及坊間千百萬美國國民。美國朝野上
下，全力支援中國民國政府吹響打擊日本軍國主義的戰歌！時勢造
英雌，擋也擋不住，宋美齡夫人馬上就被中國國民尊稱為 「國母」
，但卻沒有叫蔣介石總統 「國父」，這真的是歷史謎團！

1949 年中國改朝換代，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政府。於1958
年之前，作為中國執政大黨主席的毛澤東，身兼中國人民政府的國
家主席，不過在新政府的思維下，沒有民眾稱呼毛澤東主席為 「國
父」。這因為偏安台灣一省的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宣稱自
己依舊存在於世界舞台上，並尊稱孫中山先生為中國」國父」。而
當時孫中山先生則被中國共產黨人及中國國民稱為 「中國革命先行
者」，是以毛澤東有生之年，都沒有 「國父」的稱號。至於他的夫
人，由新中國立國以來至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那三面紅
旗為禍中國億萬人民之前，毛澤東的夫人究竟是誰，何方人士，官
方媒體都沒有正式報導。反而中共第二號領導人物劉少奇的夫人王
光美，則有在北京政壇露面。

上世六十年代初段，因為 「三面紅旗」的失敗，毛澤東在黨內
「主動」承認錯誤，並坦承自已退至二綫位置上去，由劉少奇坐上

中國國家主席。由那一刻起到1966 年文革前夕，劉少奇的曝光度較
毛澤東為多，而王光美也以中國國家主席夫人身份，跟隨劉少奇到
緬甸、柬埔寨、印尼等國訪問, 她那雍容閒雅、大方得體的形像，
為劉少奇形象加分，為中國形象加分，客觀環境下造成儼然中國
「第一夫人」甚至 「國母」形像。有海外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揣測

： 毛澤東正是受到這些海內海外的傳聞，更主要是想重新奪回中國
一哥的唯我獨尊的絕對領導地位，因此策動史無前例的禍國殃民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煸動少不更事、入世未深的紅衛兵，由

下而上為毛奪權，打倒劉少奇，甚至強行監押入獄，以至折磨到病
死黑獄，創下文明世界內最不文明的政治事件。在那十年浩劫的歲
月中，作為毛澤東的不知第幾任的身邊女士江青，趁勢而起，自我
吹捧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偷天換日地推出八套革命樣板
戲，霸佔中國文化戲曲領域。在毛澤東的默許之下，把中國文壇搞
得亂七八糟，令中國國民暗裡怨聲再度！

對於兩個朝代出現的蔣宋、毛江兩位第一夫人，歐美社會對這
此甚感興趣，關於宋美齡和江青二人的非官式傳記，先後曾在美國
出版。值得一提的是 1977 年印行的《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是美國學者羅珊惠特克(Roxane Witke)1972年訪華，與江
青談話逾60個鐘頭後所著，但諷刺的是，這本書籍，卻是在1977年
、四人幫倒台、江青被捕、之後才出版。

《江青同志》面世之後，耶魯大學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
ce)在書評公開指 「非常失望」，又稱該書新意欠奉，江青在文化大
革命角色的資料也不多。以史景遷在美國漢學界的地位，如此評價
可謂毫不客氣。

宋美齡及宋家則是另一部傳記的焦點。1986年的《宋家皇朝》
(Soong Dynasty)，引起在美國的親蔣人士不滿，想不到這卻變了另類
宣傳。至於2009年的《最後的女皇：蔣介石夫人與現代中國的誕生
》(The Last Empress: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
ern China)，是相對《宋家皇朝》來說的另一類傳記。熟悉中國近代
史的學者兼記者梅兆贊(Jonathan Mirsky)在《紐約時報》書評洋洋千
言談到此書。想不到的是，曾在台灣讀書的梅兆贊，在書評裏引述
杜魯門總統狠批宋孔兩家，史料豐富，對書評讀者倒是意外所得。

從江青到宋美齡，外國的傳記作者都想把他們心目中的中國第
一夫人勾勒出來。然而這是極其費力的一回事，中國政治的複雜與
不清，遠超作者的想像與認知。這需要更多的資料搜集和核證，否
則的話，縱然《江青同志》540頁、《最後的女皇》近800頁，仍是
無法讓人全面閱讀兩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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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執政年半爭議大 股市難安

楊楚楓楊楚楓

近日來，
美中貿易
磨擦持續

升級，雙方口水戰不斷升溫。美國貿易代表署公
佈對中國 1300 種產品加徵 25%關稅的清單建議，
涉及航空航太、資訊和通信技術、機器人和機械
等行業，涉及進口的中國產品貨值約500億美元。
中國政府立即以牙還牙，宣佈對原產美國的106項
商品加徵25%關稅，涉及大豆、汽車、飛機、化工
品等，價值也約為500億美元，但實施日期視美國
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情況而定，再另行公佈
。中國“反制”的消息傳出後，美國股指在夜市
應聲大跌，道瓊斯期指一度大跌600點。白宮首席
經濟顧問庫德洛表示，美國提出的對中國進口關
稅的措施，“可能”只是談判手法，雙方的清單
也只是“提議”，即使最後實施還需六個月時間
，他甚至做出“雙方可能永遠不會互增關稅”的
暗示。美股聞消息後逐步企穩，不只收復全部失
地，道指收盤時更上漲231點。

正當投資者情緒稍為平靜之時，特朗普卻不
甘寂寞，又發出聲明，指責中國並未糾正其不當
行為，而是選擇傷害美國的農民和製造商，表示
“由於中國的不公平報復，他已指示美國貿易代
表基於301條款，考慮再加徵1,000億美元商品關
稅是否適當；如適當，則確認徵收關稅的商品。
”特朗普又一次與其幕僚不同調，未知是否會將
“不夠強硬”的庫德洛炒魷？

自2016.11月戍就任以來 ，特朗普剛愎自用、

自以為是、獨斷專行，靠善於做秀、譁眾取寵贏
得總統寶座，然而他畢竟缺乏政治歷練、為人又
醜聞纏身，只会任用完全聽命他的下屬，把白宮
當成私人企業總部大樓來運作，行事魯莽經常被
視為笑話。相反跟他交手的中國執政的領導人 ，
久經歷練，從地方至中央管理經驗豐富，習主席
處理國際事務成績 ，亦有目共睹，中美雙方領導
人治國水準，應該是高下立見。

美國總統大選四年一次，不同政黨奉行的政
策南轅北轍，令民眾感到相當無奈和折騰。無可
否認，歷史發展至今天21 世紀，史學家、政治家:
應該客觀地承認：美式民主制度，實在存在不少
難解的弊病。

最近《華盛頓郵報》作出的民調顯示，二零
一六年以來，美國人有五分之一 ，曾上街參加過
抗議或政治性集會，合計人數高達六千萬。應該
指出 ，集會訴求並非一面倒，反對和支持特朗普
都有，也包括其他如女權、環保、移民、反種族
歧視、校園安全、控槍等內容。特朗普是一個爭
議性很大的美國總統。根據民調結果，目前有57%
美國人不認可他上台一年來的表現，但仍獲得40%
死忠粉絲支持。有反對者說，“我不相信他了解
政務，也不相信他關心國事，而且我覺得他經常
撒謊。”但支持者則說，“很高興特朗普能脫離
建制，促成改變。美國爛攤子是其前任留下來，
他不過是做應該做的事而已。”

其實，即使美國不向中國購買那麼多價廉物
美的商品，也不可能減低其龐大的貿易赤字。美

國早就拋棄了“製造興國”的
理念，基本上不再生產消費商
品。如不向中國購買，訂單只
會跑到越南等工資更便宜的國

家去。另一方面，雖然美國在高科技如通訊和半
導體技術在全球仍處於領先地位，但中美的差距
正在拉近。如今中國財大氣粗，有錢使得鬼推車
，即使美國封鎖最頂尖的技術不賣，歐洲、日本
、以色列、俄國、烏克蘭、韓國……都爭相要與
中國做生意。

美中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爆發貿易衝突，
全球股市為之大亂，雙方大打口水戰，也令投資
者不知所措。這兩三周來，全球股市市值下跌數
以萬億美元。平情而論，筆者覺得股市有些反應
過度，目前中美提出增加關稅，所涉及的商品價
值，只不過是區區數百億美元而矣，而且關稅提
議只是第一步，並沒有真正實行，雙方仍在談判
。股市如此跌法不成比例，但可以說是趁勢在高
位，先行獲利回吐，作些調整。

金融市場最怕是不明朗因素，目前中美在關
稅問題上劍拔弩張，不可能短期內偃旗息鼓，恐
怕股市仍有一段難捱日子。美國國會於十一月將
進行中期選舉，特朗普高調向中國掀起貿易戰，
已引起中西部各農業州選民的擔心，該地區是特
朗普贏得總統大選時的票倉。所以，估計美方可
能會向中方提出一些建議，爭取在三個月內解決
爭端的可能性頗大，以便專注投入國會的中期選
舉。針對美國近期挑起對華貿易摩擦、擺出咄咄
逼人的姿態，四月八號出席博鰲亞洲論壇二○一
八年年會的多位國內外知名學者認為，華盛頓一
手搬起貿易摩擦的石頭，必定砸傷自己的腳。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肯特

·凱爾德教授說：“鑒於美中貿易是全球規模最大
的跨洋貿易，美中貿易摩擦升級，無疑將給全球
經濟帶來更大風險。”他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的人民，希望打貿易戰，美國跨國公司深度參與
美中經貿關係，也支持開放的貿易體系。

“美國一手挑起摩擦並擺出貌似要大幹一場的
架勢，會損害中國的利益，但到頭來美國的企業
和百姓必定會更受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告訴在場記者。他說，二○一
七年，全球經濟增長、貿易和投資等都從長期低
迷的泥潭中拔出來，在這個關鍵時間節點，第一
大經濟體對第二大經濟體挑起衝突，將傷害全球
的信心和預期，完全不負責任。

“美國的自信去哪兒了？”談到中美貿易摩擦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
宇燕發問。在他看來，美國動不動就揮舞貿易制
裁的“大棒”，恰恰是其自信心削弱的體現。他
認為，美國現在對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赤
字，這與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密切相關，跟中國
打貿易戰，也還是需要大量進口而存在貿易赤字
。“從效率比中國低的國家進口產品，意味着美
國進口產品價格更高，歸根結底，是向美國人民
多徵稅。”張宇燕說。

對此，張燕生也認為，隨着中國原產地多元化
，未來中國將呈現“全球投資、全球生產、全球
出口、全球物流、全球服務”格局，從這個角度
看，中國的貿易順差，會在今後一個比較長的時
期內持續縮小。

與會學者一致認為，此次中美貿易摩擦，中國
被迫反制，但反制有力，靶向精準，決心堅定。
雙方的相互制裁措施，並沒有真正落地，“愛冒
險”的特朗普政府，應及時回歸理性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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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國母的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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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機器人索菲亞在多倫多舉行的“Discovery”創新成就展上亮相，受到關註。該展會是加
拿大創新領域規模最大和最具影響力的年度活動。2017年10月，沙特阿拉伯授予索菲亞公民身
份，使其成為史上首個獲人類公民身份的機器人。

3D打印產業化需三管齊下 將重新定義制造業
“3D打印是壹項基礎技術，與其他技術融合

發展後，可以在很多領域得到廣泛應用。當前，我

們對3D打印的認識和應用才剛剛開始，其爆發力

還沒有真正出來。”5月3日，在第五屆世界3D打

印技術產業大會新聞發布會上，中國3D打印技術

產業聯盟執行理事長羅軍說。

3D打印，不僅是壹項先進的制造技術，更是

國家戰略，歐美，日本、韓國等都在紛紛布局，在

國內也很火熱。

“然而，表面的喧囂並不能掩蓋我們缺乏核心

技術、核心產品、核心服務的現狀。”羅軍說。

國內3D打印究竟該如何良性發展？

3D打印將重新定義制造業
“以前談3D打印，那是陽春白雪，是生產系

統的配角。”“中國3D打印第壹人”、清華大學

教授顏永年說，3D打印發展到今天，已經不再是

打印模型和樣件，更多是直接制造功能性產品，介

入傳統制造業領域，必將與傳統產業展開激烈

競爭，帶來新的產業革命。

當前，3D打印的應用主要集中在航空等軍工

領域，而且優勢明顯。以我國C919 大型客機機

頭工程樣件研制所需的鈦合金主風擋窗框為例，

從歐洲訂購至少要兩年才能拿到零件，4 個

框，每個框的鍛造模具費就要 50 萬美元。采

用激光直接制造技術，從制造零件到裝上飛機

，僅用了55天，而且零件費用還不到他們模具費

的五分之壹。

“3D打印不會取代傳統的技術，而是壹種融

合，是對傳統行業傳統技術的提升。”顏永年說，

3D打印要進入生產系統，關鍵要提高其成型速度

，批量化制造將成為3D打印的新趨勢，批量生產

就不能那麽慢；再就是降低成本，現在用的材料，

如合金粉末比鋼材還貴，導致其成本比傳統制造業

還高，那是不行的。

同時，顏永年認為，3D打印要進入生產領

域，打印設備的核心零部件國產化率壹定要提高，

以激光振鏡為例，進口壹臺就需要30多萬美元，

而且需要提前付全款，半年後才能交貨。“如果可

以國產化，老外就不會這麽卡我們，售後服務也不

會那麽差。”顏永年說。

應用是3D打印發展原動力
“3D打印發展的動力是應用，並不是國家的

投入。”顏永年說。

羅軍也表示，3D打印產業化難，難在應用。

有數據為證，全球 3D打印市場，美國接近 50%

（主要在軍工領域）；歐洲占有40%（主要在民用

領域），而我國不足10%。

究其原因，羅軍分析，壹是成本偏高，二是認

識不夠，三是部分打印機的穩定性、精度、產品強

度不能滿足生產要求。

有專家也表示，最難解決的是材料問題。

“盡管目前應用在 3D打印領域的材料已達

1000多種，但是與傳統制造業比較，還遠遠不夠。”

羅軍說，部分尼龍材料、陶瓷材料、光敏樹脂材料

和鈦合金等冶金粉末材料基本依賴進口，嚴重影響

了我國3D打印產業的健康發展。

羅軍建議，我國 3D打印發展應從三方面入

手：政府積極扶持，鼓勵企業搭建更多開放式應用

服務平臺，促進3D打印與傳統產業深度融合；鼓

勵企業創建國際化的研發中心、聯合實驗室等；鼓

勵理工科院校、職業院校培養更多3D打印應用型

人才。

5年新高！鐵總去年利潤18億
收入首破萬億負債5萬億

中國鐵路總公司2017年年度財報和

2018年第壹季度財報近日出爐。

值得註意的是，2017年鐵總的稅後

利潤為近5年來最高。而與之對比的是，

2016年中鐵總的稅前利潤為-11.73億元，

因所得稅為-22.49億元，故稅後利潤才扭

虧為盈，實現10.76億元。2017年中鐵總

稅前利潤和所得稅均為正，稅前利潤達到

124.68億元，所得稅為106.50億元，18.19

億元的稅後利潤實現近5年來最高。

負債增長量也大幅下降。近三年來，中

鐵總的負債增長呈現波動態勢：2015年負

債增加4196億元，2016年增加6200億元，

2017年增加2725億元，增長量大幅下降。

與近些年鐵總貨運收入增長大幅領

先於客運收入增長不同的是，2018年壹

季度，中鐵總運輸收入合計1786.72億元，

同比增長5.73%。其中，貨運收入707.53

億元，同比增長8.57%；客運收入827.67億

元，同比增長8.93%。貨運增長幾乎與客運

增長持平，客運收入增長有追趕態勢。

此外，2017年全年，中鐵總完成全

國鐵路固定資產投資8010.43億元，同比

減少0.059%。可資對比的是，2018年中

鐵總需落實7320億固定資產投資目標，

固定資產投資在近三年內（2015 年至

2018年）首跌至8000億元以下。

2017年年報解讀：稅後利潤實現近
5年來最高

2017年全年，中鐵總凈利潤為18.19億

元，較去年同期凈利潤增加74.3億元，大幅

增長69.05%；收入1萬億元，較去年同期增

長11.9%，首次突破萬億大關。截至2017年

底，中鐵總負債達4.99萬億元，較去年同期

的4.72萬億元增長5.8%，負債率達65.21%，

較去年同期負債率65.03%略有增幅。

值得註意的是，2016年中鐵總的稅前

利潤為-11.73億元，因所得稅為-22.49億

元，故稅後利潤才扭虧為盈，實現10.76億

元。而與之對比的是，2017年中鐵總稅前

利潤和所得稅均為正，稅前利潤達到

124.68億元，所得稅為106.50億元，18.19

億元的稅後利潤實現近5年來最高。

此外，近三年來，中鐵總的負債增

長呈現波動態勢：2015年負債增加4196

億元，2016年增加6200億元，2017年增

加2725億元，增長量大幅下降。

中鐵總的各項運輸收入數據呈增長態

勢。2017年全年，中鐵總運輸收入合計

6942.54億元，同比增長17.11%，實現自

2013年後再度突破6000億元。其中，貨運

收入2662.23億元，同比增長23.59%；客

運收入3197.46億元，同比增長13.49%。

由此可見，2017年全年鐵路運輸形勢依舊

保持增長態勢，貨運增長繼續領跑。

據中鐵總發改部公布的數據顯示，

2017年旅客發送量達30.8379億人，同比增

長9.6%；旅客周轉量達13456.92億人公裏，

同比增長7%；貨運總發送量達36.8865億

噸，同比增長10.7%；貨運總周轉量達

26962.20億噸公裏，同比增長13.3%。

其中，在客運方面，其中動車組發

送 17.13 億人、同比增長 18.7%，占比

56.4%，動車組成為中國客運主要承載工

具；貨物發送量29.18億噸、同比增長

10.1%，開行中歐班列3600列。

此外，2017年全年，中鐵總完成全

國鐵路固定資產投資8010.43億元，同比

減少0.059%。可資對比的是，2018年中

鐵總需落實7320億固定資產投資目標，

固定資產投資在近三年內（2015 年至

2018年）首跌至8000億元以下。

2018年壹季度報告解讀：負債首破
5萬億，客運收入增長有追趕態勢

2018 年壹季度，中鐵總凈利潤

為-3.76億元，較去年同期凈利潤-58.36

億元，大幅收窄93.56%；收入2456.45億

元，較去年同期增長9.4%。截至2018年

3月底，中鐵總負債達5.04萬億元，首次

突破5萬億，較去年同期的4.72萬億元

增長5.8%，負債率達65.27%，較去年同

期負債率64.93%略有增幅。

中鐵總的各項運輸收入數據依舊呈

增長態勢。2018年壹季度，中鐵總運輸

收入合計1786.72億元，同比增長5.73%。

其中，貨運收入707.53億元，同比增長

8.57%；客運收入827.67億元，同比增長

8.93%。貨運增長幾乎與客運增長持平。

據中鐵總發改部公布的數據顯示，

2018年1至3月旅客發送量達7.6970億人，

同比增長7.1%；旅客周轉量達3498.39億人

公裏，同比增長2.6%；貨運總發送量達

7.7701億噸，同比增長7.3%；貨運總周轉

量達6180.26億噸公裏，同比增長3.6%。

其中，在客運方面，動車組發送旅

客4.4億人次，同比增長14.3%。從全路

範圍看，有16個鐵路局集團公司實現同

比增長，其中，蘭州、西安局集團公司

增幅最大，分別為38.4%和24.4%。

在貨運方面，有12個鐵路局集團公司

實現同比增長，其中呼和浩特局集團公司同

比增幅最高達32.8%，烏魯木齊、西安、太原、

北京局集團公司同比增幅也超過了10%。

此外，2018年壹季度，大秦線運量

同比增長9.8%，瓦日本線運量同比增長

3.2倍，唐呼線運量同比增長2.4倍，三

線合計增量占全路貨運總增量的30.1%，

成為壹季度鐵路貨運壹大亮點。

此外，2018年壹季度，中鐵總已完

成全國鐵路固定資產投資919.72億元，

同比減少4.75%。可資對比的是，今年

中鐵總需落實7320億固定資產投資目標，

現已完成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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贛味片刀鴨的做法
原料：牛蹄筋750克 雞750克 西蘭花 適量 雞

蛋白 適量

輔料：味精少許 雞粉少許 蔥少許 水澱粉少

許 精鹽少許 清湯少許 江米酒少許 姜汁少許

雞泥加蛋清、蔥姜汁、鹽、味精等攪打上

勁。西蘭花改刀，炒制好後堆在盤中間

蹄筋改成粗細一致的長條，中間開一刀

口，將雞泥釀在裏面，上籠蒸熟裝盤 鍋中加

清湯，調鹹鮮口味，勾芡，淋蔥油，澆在圍盤

的蹄筋上即可

扒釀蹄筋的做法

茶香墨魚仔的做法
原料：墨魚500克 龍井茶適量

調料：味精少許 料酒少許 腐乳 香適量 大蒜粉

少許 生粉少許 植物油少許 白芝麻少許

將墨魚仔去內臟洗凈，用幹凈毛巾控水 將

龍井茶葉用開水泡開，取凈茶葉待用。

將墨魚仔用白腐乳、味精、紹酒、蒜粉、生

粉拌勻，下七成熱油鍋炸熟。將茶葉炸酥。

取幹凈鍋一只，下墨魚仔，滑油，下蔥姜末

煸香，加茶葉和調料炒勻，撒上白芝麻即可。

孔雀開屏魚的做法
原料：武昌魚1條 調料：料酒適量蔥白適量

小蔥少許精鹽少許胡椒粉少許魚豉油適量麻油適量

將斬殺好的武昌魚清洗幹凈，特別是魚腹內的

黑膜一定要刮幹凈，將少許精鹽倒入掌心，揉開，

塗沫魚身內外、撒上少許胡椒粉，輕拍少許料酒腌

制10分鐘左右；取其中一條魚（盤中另一條魚留

做他用）把魚頭和魚尾切下來放一邊，魚身從魚腹

處朝魚背均勻分割成條塊，註意魚腹處不要斷開。

分割好之後，將魚移至蒸盤中擺盤：魚頭固定

立放，將魚身環繞魚頭鋪攤開來，宛若孔雀開屏狀，整理好魚身之後，最後將魚尾擺上。

調制蒸魚淋汁：蒸魚豉油+自制混合豉汁料（做法請看這裏）+料酒少許+純香麻油少許混合均勻；

將小蔥、洗凈，用熟食案板切末，大蔥取蔥白段切絲，涼白開浸泡備用；蒸鍋內坐水煮滾，將蒸魚盤

放入，將蒸魚汁小碗盛裝放入（不要澆到魚身上），蓋嚴鍋蓋，隔水旺火蒸制。

蒸制大約6分鐘左右（時間視魚大小及改刀厚薄靈活調整）熄火，虛蒸1-2分鐘，立即起鍋

（蒸魚的最高境界是蒸好的魚肉剛剛好呈“蒜瓣”狀，口感最為鮮美），倒掉蒸魚時滲出的腥水，

鋪上蔥絲、香蔥末，澆上蒸魚汁；燒滾2勺食用油淋入盤中上，上桌趁熱食用。

所有的調料倒入盛鴨子的盤子裏面

塗抹均勻後，腌制24小時之後入烤箱烤制45-60分鐘即可

準備好半邊鴨，洗幹凈

把所有的調料放入碗中攪拌均勻

烹飪小技巧

1、腌制的時候要放
入冰箱內至少腌制
24小時。
2、每個烤箱的溫度
不大一樣，我是用
170度烤了45分鐘。
3、片鴨子的時候盡
量用快刀，這樣片出
來的鴨子非常漂亮。

做法：烤 口味：其它口味 難度：初級入門 人數：2人
份準備時間：數小時 烹飪時間：<60分鐘 主料：鴨半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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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關粉嶺高爾夫球場要
用來建房屋的社會話題鬧得沸沸
揚揚，社會上當然有不少較為偏
激的言論，指出高爾夫球場非廢
不可，作為從事體育傳媒工作多
年的筆者，見到這些新聞內心不
太好受，體育發展跟住屋問題會
如此水火不容嗎？

體育是社會文明的象徵，一
個文明進步和經濟得到發展的社
會，體育發展必不可少，香港自
回歸後體育發展大有進步，已不
再局限於康樂消閒、保持身心健
康的階段了，香港的精英運動員
已非陪跑角色，已有能力在國際
賽場上爭標爭榮譽，近20年香港
的體育發展有目共睹。

要發展體育，運動場地設施
是必不可少的，作為國際大都會
的香港，近年為配合香港成為體
育盛事之都的長遠策略，在體育
場地配套方面也有所發展，這是
彌補了過去的不足，因以前所建
的場館多從推廣和發展文化康樂
活動的政策考慮，例如每年舉辦
的“M”嘜賽事女排大獎賽（今
年是世界女排聯賽），就由於受
到場地限制而無法再擴大規模，

因香港最
大的室內
場館紅磡
體育館欠
缺副場給
球隊於賽
前進行熱
身。很明顯，要辦國際賽，場地
的標準要求十分嚴格，實在很難
“偷雞”。

很期待東啟德體育城落成的
日子，似近還遠，當年體育界力
主在新機場舊址興建體育城，也
曾遇到有關方面提出考慮把用地
建房屋的問題，並引起社會上的
爭議，居住是民生的迫切問題，
可以提出來的理由不少，但如何
做到平衡而不是一刀切去解決問
題？

高爾夫球是高產值的體育產
業，在歐、美和亞洲重要而又有
可觀經濟收入的比賽不少，高爾
夫球已被列入奧運項目，此項運
動的參與者人數越來越多，正當
高爾夫運動在全世界都蓬勃發展
之際，香港還要為高爾夫球場而
煩惱，真是始料不及的啊！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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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選手梁瑞5日在江蘇太倉舉
行的國際田聯世界競走團體錦標賽上
以4小時4分36秒打破女子50公里競
走世界紀錄，中國隊憑藉4人躋身前七
的整體實力獲得這個項目的冠軍。

■新華社

世 績

港乒女隊當地時間4日於世
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世乒賽）4
強賽中硬拚國家隊（國乒），以1：
3惜負，從而結束瑞典哈爾姆斯塔德之
旅。不過，港隊21歲新星蘇慧音在首場
比賽以3：0擊敗奧運冠軍丁寧，令人眼前
一亮。雖然最終未能走到決賽，但已擦亮港
乒隊的名號，並在不設季軍戰下，港隊於今屆
世乒賽奪得女團銅牌。
這場比賽吸引了不少內地球迷為國乒打

氣，但港女隊賽前已明言會放開打、毫無保留地
去拚。為港隊打頭陣的是蘇慧音，面對奧運冠軍丁
寧，蘇慧音（世界排名36）毫不怯場，在連番攻擊
下全程領先，反觀丁寧則不斷失分，最終蘇慧音趁勢
把握攻勢機會，直落3局以11：6、11：7、11：6勝
出。

蘇慧音神勇挫丁寧 港女乒摘銅

■港隊球手蘇慧音在對
丁寧的比賽中慶祝得
分。 新華社

20192019 年亞洲盃足年亞洲盃足

球賽分組抽籤儀式當球賽分組抽籤儀式當

地時間地時間44日在阿聯酋迪日在阿聯酋迪

拜舉行拜舉行，，中國隊被分中國隊被分

在在CC組組，，同組的有老同組的有老

對手韓國隊對手韓國隊，，以及吉以及吉

爾吉斯爾吉斯、、菲律賓隊兩菲律賓隊兩

支亞洲盃支亞洲盃““新軍新軍”。”。

體壇

縱橫高球場風波

亞洲盃抽籤結果
A組：阿聯酋、泰國、印度、巴林

B組： 澳洲、敘利亞、巴勒斯坦、
約旦

C組： 韓國、中國、吉爾吉斯、
菲律賓

D組：伊朗、伊拉克、越南、也門

E組： 沙特、卡塔爾、黎巴嫩、
朝鮮

F組： 日本、烏茲別克、阿曼、
土庫曼

這屆亞洲盃迎來擴軍，參賽球隊從之前
的16支增至24支，6個小組前兩名加

上4支成績最好的第三名球隊進入16強淘汰
賽。由於出線名額眾多，從抽籤結果來看，
傳統強隊挺進16強應是一片坦途，沒有出現
真正意義的“死亡之組”。
分析小組賽三個對手，國足在12強賽中

客負主勝兩回合與韓國隊打了個平手，應該
說在第一檔次球隊中，對韓國最為熟悉。同
樣是去年，在一場熱身賽中，國足曾以8：1
大比分戰勝菲律賓隊。至於吉爾吉斯，用國
足主教練納比的話說，雖然不熟悉，但有充
分的時間來分析了解對手。作為首次參加亞
洲盃的兩支“新軍”，吉爾吉斯和菲律賓隊
對國足小組出線不構成實質威脅。
對國足來說，真正的考驗來自淘汰賽階

段，以小組第幾名出線，結果相當微妙。如

果以C組第一名出線，國足在16強賽將面對
來自A、B、F組的第三名球隊，很可能是巴
林、約旦和阿曼，這些西亞球隊坐鎮阿聯酋
相當於擁有半個主場優勢，從近年交手戰績
來看，國足也不佔絕對上風。如果以C組第
二名出線，將遭遇A組第二名，很可能是泰
國隊，國足贏面較大，但8強賽可能遭遇伊
朗隊。如果以C組第三名出線，將面對A組
或B組第一名，不出意外是東道主阿聯酋隊
或澳洲隊，國足晉級機會相對就較小了。
假如國足能戰勝對手挺進8強，那麼將可

能遭遇沙特、伊拉克、敘利亞或烏茲
別克，雖然國足近年來對陣這些
球隊的戰績都落下風，但也並不
是沒有擊敗對手殺進4強的可
能性。從實力來看，在淘
汰賽階段，除了面對澳

洲、日本、韓國和伊朗勝面較小之外，納比率
領的國足面對其他對手還是有實力掰一掰手腕
的。
總之，國足的亞洲盃最佳路徑是小組賽力

拚韓國，爭取以第一名出線，從而在準決賽之
前避開日、韓、澳、伊等強隊，在與水準相近
的西亞球隊對壘中爭取有的放矢，戰而勝之。
2019年亞洲盃決賽階段比賽將於明年1月

5日至2月1日在阿聯酋舉行。中國隊的三場小
組賽分別是1月7日迎戰吉爾吉斯，11日對陣
菲律賓，16日打老對手韓國隊。 ■新華社

大埔加時挫南區 晉足總盃決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香港足總

盃四強和富大埔5日與冠忠南區鬥足120分
鐘，最終大埔憑藉加時連入三球以4：1擊敗對
手率先晉身決賽，距離亞協盃資格又近一步。

大埔今場有謝家強傷癒復任正選，與陳俊

樂聯手坐鎮中場令球隊稍稍佔優，可惜伊高沙
托尼錯失單刀機會未能在上半場為大埔先開紀
錄。
換邊後雙方攻勢愈來愈盛，大埔率先把

握南區防線一次失誤，由黃威先拔頭籌；不
過南區隨即還以顏色，陳肇鈞補射得手為球
隊追成1：1，雙方需要於加時再決高下。進
入加時階段大埔體力方面明顯勝過對手，佔
盡優勢下由伊高沙托尼、迪亞高及黃威連下
三城，大埔最終以4：1擊敗南區晉級，繼菁
英盃之後再一次躋身盃賽決賽。
大埔今季成績不俗，球隊主席蔡尚圻已

明言來季再進一步增加投入，協助球隊繼續
進步。

■■大埔的大大埔的大
衛 拉 菲 爾衛 拉 菲 爾
（（綠衫綠衫））壓壓
過對手帶球過對手帶球
推進推進。。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亞足聯秘書長溫亞足聯秘書長溫
莎莎··約翰展示中國約翰展示中國
隊抽籤結果隊抽籤結果。。

新華社新華社

■■前國足球員孫繼前國足球員孫繼
海海（（右右））出任抽籤出任抽籤
儀式嘉賓儀式嘉賓。。新華社新華社

賽後蘇慧音自稱是“無名小卒”：“今次
進了4強感覺已完成任務，抱着學習心態上陣。
對丁寧時覺得她狀態一般，於是把握發球機會
去攻，慢慢去取分。我想對她而言我只是‘無
名小卒’，對我準備不太充分也是可以理
解。”
不過，國乒整體實力始終略勝一籌，令隨

後上陣的杜凱琹、李皓晴先後連輸三仗，港隊
以1：3不敵，4強止步。由於比賽不設季軍
戰，港隊與朝韓聯隊並列第三、摘得銅牌。國
乒與日本隊爭后，中國隊在先失一分的情況下
連勝三場，3:1逆轉戰勝日本隊，實現四連冠。

至於男子組賽事，當地時間5日也順利誕生
決賽隊伍，國乒以3：0橫掃瑞典，當地時間6
日與德國爭奪王者寶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在北京時間5日凌晨英超登場的曼聯，又
再次令到一眾“紅魔”球迷失望，作客竟以0：
1不敵白禮頓。賽後領隊摩連奴自然非常不滿，
更向各副選兵開火。
由於盧卡古及阿歷斯山齊士均有傷在身，

摩連奴是役派出安東尼馬迪爾、拉舒福特及桑
馬達任正選，保羅普巴則負責派牌。然而，曼
聯球員在球隊已穩奪來季歐聯資格，加上之後
有足總盃決賽要應付下，明顯沒有動力比賽。
結果全場表現更佳的白禮頓，反憑57分鐘柏斯
高哥斯的近門頭槌奠勝。球隊全取3分後目前得

40分，較第17位的史雲斯及第18位的修咸頓分
別多7及8分，由於史、修兩軍將要對賽，故白
禮頓已宣告成功護級。
連同今場敗仗，曼聯今季原來面對3支升

班馬均曾失利。“摩佬”賽後自然非常不滿，
更點名指責一批後備兵：“有些球迷質疑我為
何每場均用盧卡古任正選，而其他球員得不到
機會；但看過今場比賽，相信你們已得到答
案。我之所以每場用盧卡古，就是因為我知道
用副選兵會有今天的表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白禮頓驅“魔”摩佬鬧爆副選兵

2019年亞洲盃足球賽分組抽
籤儀式當地時間4日在阿聯酋迪拜
舉行，中國國家足球隊被分在C
組，同組的有老對手韓國隊，以及
吉爾吉斯斯坦、菲律賓隊兩支亞洲
盃“新軍”。
抽籤結束後，中國國足主教

練納比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分
組抽籤的結果很不錯，從整體上
看，各組球隊實力分佈比較均衡。
納比強調，國足出征本次亞

洲盃沒有任何壓力，目標是繼續進
步，繼續成長，提升全隊的整體實
力，這是唯一目標。“當參加亞洲
盃這樣的洲際頂級賽事，有實力奪
冠的球隊都會盡全力去爭取，我們
也不例外。但我們沒有任何壓力，
壓力應該在韓國、澳洲、日本和伊
朗這些奪冠熱門球隊身上，他們的
壓力遠比我們大，”納比說。
納比透露，到明年1月參加亞

洲盃決賽階段比賽時，國足將是一
支年輕、有競爭力的隊伍。“我們
在找新的球員，接下來球隊將進行
人員調整，將給年輕球員更多出場
機會，屆時面對小組賽的三個對
手，我們絕對是有實力的，”納比
說。 ■新華社

納
比
：
國
足
出
征
亞
洲
盃
無
壓
力

■■納比出席分組抽納比出席分組抽
籤儀式籤儀式。。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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