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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
2018
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
(本報訊) 用愛與熱誠燃亮璀璨人生，向全
球華人述說魅力故事。 2018 年 5 月 16 日下午五
點，由鳳凰衛視精心打造的高端選美賽事“中
華小姐環球大賽”，在休斯頓西南皇冠假日酒
店成功舉辦“2018 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環球大賽
美洲美南賽區”新聞發布會。
本次新聞發布會由 2018 鳳凰衛視中華小姐
環球大賽協辦單位陽光傳媒主辦，2018 鳳凰衛
視中華小姐環球小姐大賽美洲美南大賽旨在為
美南地區華人打造華裔女性的美麗盛事。
新聞發布會上主持人劉金璐通過現場視頻
帶大家一起回顧了 2017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
美南賽區賽事，向大家介紹了 2018 年大賽的活
動背景及當天新聞發布會到場的來賓。
出席當天新聞發布會的嘉賓有著名僑領、
2017 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
大賽發起人之一陳灼剛先生；大賽發起人之一
、本次大賽協辦單位陽光傳媒總裁 James 羅先生
；大賽發起人之一、本次大賽總策劃王翊帆女
士；大賽組委會成員：徐寧波、范玉新、矯菲
菲、陳皙晴、王秀玲、劉妍、朱金月、姜晗、
楊婧堃，以及多家媒體單位到場支持。
著名僑領、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

區大賽發起人之一陳灼剛先生對大家的到來表
示誠摯的歡迎！陳灼剛主席表示，從 2017 年開
始中華小姐環球大賽落戶美南地區，就受到華
人華僑的廣泛的關注，去年的選拔非常成功，
入圍的佳麗非常優質，還有一位進入美洲前三
，成績斐然！陳主席深信有去年的經驗，非常
有信心把今年的大賽辦的更好更成功，同時，
預祝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南賽區比賽取得圓滿
成功！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大賽發起
人之一、本次大賽協辦單位陽光傳媒總裁 James
羅先生感謝所有到場的嘉賓和媒體朋友的大力
支持！他表示，這是一個高端又充滿期待的賽
事，今年陽光傳媒是第二年作為協辦單位，他
將繼續全力配合中華小姐的各項活動，為美南
賽區爭取更大的福利。希望滿足參賽條件的華
裔女性們積極參與和勇於挑戰自我，期待和大
家一起尋找美南新面孔，一起見證華裔女性魅
力。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大賽發起
人之一、本次大賽總策劃王翊帆女士向大家介
紹了此次大賽的參賽要求和詳細情況。美洲賽
區報名活動 5 月 6 日全面啟動，將於 7 月 15 日截

休斯頓音樂愛好者的福利
二胡名家王
二胡名家王莉莉教授要來糖城開講座
(本報訊) 2018 年
5 月 26 日，相約星期
六，聆聽二胡名家
——上海音樂學院的
王莉莉教授的音樂和
故事。帶上孩子們，
一起了解中國傳統音
樂和文化。這是王莉
莉教授來北美的傳播
中國傳統文化之行的
一站。北美青少年國
樂團很榮幸地邀請到
王莉莉教授，為您獻
上一場精彩的大師課
。機會難得，公益活
動，只等您來。

時 間 ： 2018 年 5
月 26 日，星期六，下
午 1:30-2:30
地點：Fort Bend
郡圖書館（位於休斯
頓大學糖城分校）
Fort Bend County Libraries - University Branch
(Located in: University of Houston
Sugar Land)
14010 University
Blvd, Sugar Land, TX
77479

止，美南分賽區的決賽
晚會將在 7 月底舉行，
入圍的佳麗將參加 8 月
中旬舉辦的美洲總決賽
。總策劃王翊帆女士希
望美南地區的華人華僑
都可以積極參與到大賽
中來，選出自己心目中
的華姐。
2017 年中華小姐環
球大賽美洲季軍、2017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
美南賽區優勝佳麗、
2018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
美洲美南賽區形象代言
人楊婧堃在達拉斯因故
2018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組委會
不能到場，但通過視頻
，個人簡歷，學歷證明等
分享了比賽的心得體會及對本次大賽的祝福。
2、參賽者拍攝的所有影像版權歸鳳凰衛視
二個月的賽程期間豐富了自己的人生閱歷，自
有限公司及鳳凰衛視美國有限公司所有
己的綜合能力也有了不斷的提高，是一次難能
3、參賽者在參賽過程中應服從鳳凰衛視有
可貴的人生歷練。
限公司及鳳凰衛視美國有限公司的安排和管理
2015 年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亞軍、2017
。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形象代言人姜
［報名通道］: miss.ifengus.com
晗大家分享了自己在 2015 年參賽的感受和 2017
［美南賽區聯絡人］
年作為形象代言人對這場具有高水準高檔次比
王翊帆: 832-961-0598
賽活動的體會。希望大家都可以通過這樣優質
，832-277-7646
的比賽活動獲得提升。
Casey Chen： 713-553-7833
2018 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環球大賽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賽事是全球賽事的
［參賽資格］
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 2005 年開始已經歷時 13
任何女性符合下列條件均可參賽:
年，曾在拉斯維加斯、洛杉磯、水牛城、鳳凰
1.參賽者必須為從未有過任何形式的婚姻、
城、溫哥華、卡爾加里等地舉辦過決賽晚會，
從未有過生育的女性自然人；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將以 「高標準
2.參賽者必須為 18－28 周歲（以 2018 年 10
、高定位、高品味」的 「三高」為原則，打造
月 01 日為準，即出生日期在 1990 年 10 月 1 日—
高端型的全球性選美賽事。
2000 年 10 月 1 日之間）；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是鳳凰衛視主辦的
3.參賽者必須擁有華人血統；
全球華裔女性的美麗盛事，是拉近全球華人距
4.參賽者必須持有有效身份證件及旅遊證件
離，向全球展示華人女性美麗與活力、勇敢與
；美洲賽區參賽者必須持有美洲當地合法居留
智慧、個性與愛心的新女性形象。它以全世界
證件；
為背景和舞台，充分展現中華傳統之美，強調
5.參賽者必須有良好的外型基礎，身體健康
中華文化和傳統美德的推廣，注重內在美和外
，身高在 1.65m 以上，身材勻稱，五官端正；
在美有機完美的結合。
6.參賽者必須受過良好的正規教育，大專以
主辦機構：鳳凰衛視美國有限公司
上學歷或在讀，具備良好的交流與溝通能力；
協辦機構：陽光傳媒
7.參賽者必須無任何不良或犯罪記錄，不雅
電話：832-919-6668
的照片、影像不能刊登於任何形式的媒體上
傳真：832-998-8123
8.主辦方員工及家屬都不得參加本次比賽。
地址：10515 HarwinDr #146，
［參賽注意事項］
Houston，TX，77036
1、參賽者的資料必須真實有效，比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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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幅圖片紀錄華人十載卓越風采
賈忠《休斯敦華人風采》攝影展5月26日舉行

（本報訊）由美國山西發展促進會等聯合二十多個僑團共同
舉辦的“2018 賈忠《休斯敦華人風采攝影展》”，將於 5 月 26 日
下午 2 時 30 分在位於糖城的騰龍教育學院舉行。之後將在騰龍教
育學院、全景藝術學院、華夏中文學校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巡回展
出。
賈忠來美十年來，通過攝影關注僑社發展，紀錄華人點點滴
滴，讓更多的人認識休斯敦，認識休斯敦中國城。此次《休斯敦
華人風采攝影展》，用一百零五幅圖片，匯集了旅居休斯敦的華
裔攝影師賈忠 2009 年以來拍攝的休斯敦僑界各個大型活動的人
與事，藝術的、真實的反映了十年來休斯敦僑界的發展過程以及

旅美華人精神風貌的精彩時刻，旨在活躍僑社文化、促進人
文交流、增進僑心溝通。此次攝影展的主題是：“讓時間凝
固、讓故事延展、讓曆史永存”，展出的照片從最早的休斯
敦僑界為上海世博加油，到為申辦北京張家口冬奧會打氣，
從每年的僑界慶祝中國國慶升旗儀式，到歡度農曆春節活動
，從各種大型文藝演出，到一年一度的社團聚會，從三任總
領事的親民形象，到兩任市長、議員與華人互動，從華裔青
少年熱情學習中文，到普通民衆的日常生活等等，展示了十
年間休斯敦僑社華人風采風貌，彰顯了“構建和諧僑社”的
人文主題，更藝術、更真實、更美好的觸發您的記憶……。
賈忠，著名華裔風光及民俗攝影師。從事攝影創作三十餘年
，中美多個攝影學會會員，多次在中國及國際攝影大賽中獲
獎，由於其在攝影創作實踐中不斷努力探索，逐漸形成了自
己獨特的攝影風格。多年來，曾在中國及世界各地進行攝影
創作，拍攝了大量的風光及民俗圖片。已編輯了數十個攝
影專輯並舉辦了個人攝影展覽。其作品在中國的《大眾攝
影》、新華社、中新社等報刊上發表近萬幅。2012 年 10 月
，賈忠拍攝的三十幅“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的攝影作品”獲准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與中國科學院共同舉辦的《第
四屆國際遙感考古會議》上展示，其中三幅作品獲得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永久收藏。多年來，賈忠積極關注世界文化和自然遺
產相關的拍攝，2016 年春節期間在休斯敦舉辦了賈忠《世界自
然與文化遺產》攝影展，美國國會眾議員艾爾-格林專程觀賞
並為賈忠頒發議員賀函。2016 年 11 月，賈忠配合國務院新聞
辦公室在休斯敦亞洲中心舉辦了《感知中國--中國西部文化
美國行》攝影展，2014 年 1 月，賈忠在休斯敦舉辦了《行攝美

利堅—賈忠攝影展》。時任休斯敦市長安妮絲-帕克和美國國會
眾議員艾爾-格林專門發來賀函，對賈忠通過攝影為大眾服務給
予了高度評價。此外，賈忠還組織策劃了多次大型圖片攝影展覽
，2015 年 1 月為紀念華工赴美建設太平洋鐵路 150 周年，策劃了
《美國華工曆史圖片展》；2015 年 12 月為紀念中國抗戰勝利 70
周年，策劃了《中國抗戰老兵攝影展》；2017 年 7 月為紀念“九
一八”事變八十六周年，策劃了《九一八事變圖片展》，2018 年
5 月，為配合華裔作家趙美萍新書義賣，策劃了《趙美萍慈善之
路圖片展》。
“2018 賈忠《休斯敦華人風采攝影展》”，特別感謝周潔藝
術基金和美中國際藝術教育聯盟給予的大力支持。時間：2018 年
5 月 26 日 下午 2:30（開幕式）地點：騰龍教育學院（4835 Hwy
6, Missouri City，TX 77459）。

[平安里旅遊推薦】暑期漫漫

我想邀你一同去黃石，5/25 前訂購立減$150
（本報訊）行程特色：
休斯敦暑期首發獨立包團黃石經典深度休閒遊只需$900.00
起全包
全團為高級私人訂製團，旨在打造一個美好的行程；
全團由休斯敦平安里旅行社包團遊玩，統一前往無需擔心銜
接問題；
全團包往返直飛機票，一日三餐，門票及小費，省去客人後
顧之憂；

全程使用 56 座空調大巴，保證 3 年內高檔歐洲巴士，司機多
年駕駛經驗，保駕護航；導遊為專業黃石線導遊，經驗豐富，景
點講解清晰明了；
全程休閒遊，出發時間九點後，安排最合理，不走回頭路，
入住當地品牌酒店，並選擇東黃石 Cody 小木屋，讓客人有個舒
適的旅程體驗；
旅行社小李全程陪同；
價目表：

兩人一房每人$1299.00;
第三位同房$550.00;
第四位同房$450.00；
配房房差 $80.00;
折扣：凡在 5/25 號前訂購本團，第一第二人立減$150.00
凡是已經訂購本團成員，推薦人及被推薦人返現$25.00
如有疑問，請電 713-952-9898 or 832-607-9227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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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立方杯報名表
水立方杯報名
表，今天最後一天報
今天最後一天報名
名！

精彩課程，快樂成長-智勝學院暑期班即將開講
回顧剛剛結束的春季課程，智勝學院孩子們對知識的渴求，
老師們對教育的熱情，以及家長對學校的鼓勵與支持都深深的感
動著智勝學院的每位成員，為此，智勝學院感謝您們一如既往的
支持與厚愛！恭喜三年前來自中國的 11 年級 Shuzhe Liu 同學在智
勝學院名師精心指導下，今年三月取得 SAT 滿分的優異成績，祝
願他進入夢想學校、在未來的學習生活中大展宏圖。

盛夏將至，智勝學院夏季課程報名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中。
怎樣讓孩子勞逸結合，既能夠在近 3 個月的暑期得到充分的休整
，又能夠學到知識為新學期充足電？相信是擺在很多家長面前的
一個難題。尤其對於小孩子來講，電玩無疑是他們的最愛。很多
同學一到放假就不分日夜的在家打遊戲上網聊天，不但荒廢了寶
貴時間，而且作息顛倒、飲食不規律更是傷害了身體健康。也無
法為新學期的到來做充足的準備。
為著暑期課程的能夠寓教於樂，讓孩子學得開心，也讓家長
放心，2018 年夏天，智勝學院依舊不負眾望地推出眾多精品課程
，供家長、學生們選擇。

今年的暑假班依舊分為兩期，第一期課程於 6 月 11 日開始
至 7 月 6 日結束，第二期於 7 月 9 日開始至 8 月 3 日 結束。暑期
的課程與平時稍有不同，上課時間是周一到周五每周五天，一期
四周的強化課程。內容涵蓋了下一學年的所有知識點，老師會根
據情況調整授課方式，既讓孩子在短時間內對新知識的重點難點
有一個大致的了解，也會布置適量的練習幫助孩子鞏固吸收，中
間還會穿插一些隨堂小測驗隨時檢驗孩子的學習進度。
對於新學期即將上 3 年級到 6 年級的同學，我們精心安排了
內容豐富的全天 camp。上午一共三門課，詞匯閱讀、語法寫作
和數學。負責小年級教學的英語, 數學，社會科學和才藝都是具

有幾十年教學經驗的優秀老師，她們不僅運用靈活的授課方式讓
孩子理解掌握課程中的難點，還在日常教學中充分調動孩子的自
主能動性，潤雨細無聲的幫孩子樹立正確的學習態度，養成良好
的學習習慣，讓他們受益終生。午餐後還有專門的 homework
&tutoring 時間和各項才藝與體育課程為孩子們開拓眼界，強身健
體。

高年級的同學也不要錯過這個查缺補漏的好機會。智勝學院
暑期班為高年級同學開設了英文，數學和各項 AP 課程，更聘請
多位資深著名教師幫助學生提高閱讀，寫作，數學和科學各科的
綜合能力。相信同學們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課程，學到最全面的
知識。
智勝學院 2018 年暑假班報名已經正式開始了。詳細內容和
老師介紹請至我們的網站查詢。如果有任何課程方面的問題也可
電話或郵件咨詢。暑期班學生名額有限，希望廣大學生家長盡早
報名。另外智勝現已開通網上註冊平臺，方便各位學生家長報名
。
學院上課地點: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公室地址: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詢電話: 713-777-1688
網站: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AAHouston”，歡迎大家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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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錯綜複雜的“超時空
在錯綜複雜的“
超時空”
”宇宙框架下
宇宙框架下，
，
男女主人公的命運如何？
男女主人公的命運如何
？令人期待

雷佳音、
雷佳音
、佟麗婭 再度攜手演出
再度攜手演出《
《超時空同居
超時空同居》
》

電影《
電影
《超時空同居
超時空同居》
》在五月 25 日全北美上映

票房黑馬 奇幻愛情喜劇
奇幻愛情喜劇《
《超時空同居
超時空同居》
》
佳評如潮 北美五月 25 日熱情上映
2018 年的谷小焦頗具現 雷佳音都付出了很多辛苦。大家都知道他們二人
代感的女青年房間。跨 都是實力派演員，出道多年，演技相當不錯。佟
時空的布置和影片故事 麗婭的溫婉可人，雷佳音擅長幽默詼諧。陸鳴和
創意互相呼應，盡顯奇 谷小焦兩人的相處也逗趣橫生，網友紛紛表示希
幻元素。
望憨厚喜感又略慫的陸鳴早日拿下女神谷小焦。
徐崢作為中國知
《 超 時 空 同 居 》 院 線 詳 情 www.wellgousa.
名的喜劇演員和導演， com/theatrical/how-long-will-i-love-u。
對喜劇元素的掌控可謂
歡迎民眾到戲院觀看。休斯頓、達拉斯、紐
相當“到味”。此次作 約、洛杉磯、聖荷西、波士頓、芝加哥、費城、
為電影《超時空同居》 鳳凰城、舊金山、亞特蘭大、西雅圖、夏威夷、
的監制，他全程參與了 加拿大多倫多、溫哥華、蒙特婁、艾德蒙頓於 5
影片的故事創作，力求 月 25 日全北美同步上映。
打造讓人耳目一新的奇
休斯頓地區民眾可到 AMC Studio 30, 2949
幻喜劇。對于監制的身 Dunvale Rd, Houston, TX 77063。
該片在北京發布會時，
該片在北京發布會時
，監製徐崢
監製徐崢、
、導演蘇倫攜主演雷
有年代對比感的“
有年代對比感的
“墻裂
墻裂”
”房間合在一起
房間合在一起，
，一邊是 1999 年的男青
份，徐崢表示，最重要
達拉斯地區民眾可到 Cinemark Legacy, 7201
佳音、
佳音
、佟麗婭出席
佟麗婭出席。
。
年陸鳴的臥室，
年陸鳴的臥室
，另一邊則是 2018 年頗具現代感的女青年房間
的 是 扶 持 青 年 導 演 ： North Central Expressway, Plano, TX 75025。
(本報休斯頓報導) 現正在中國大陸熱映，電 ，被譽為完美的組合。
“青年導演們在其他方面都做得非常扎
影《超時空同居》在同檔期電影中，上座率、場
這部片子，有笑有淚，故事、主題都很有意
實，唯獨對于戲劇的經驗，是需要通過
均人次、觀影總人次均佔第一。不少看過首映的 思，是個清新的愛情喜劇與科幻的巧妙結合，之
磨練來成長的”。同時，他對該片的導
影迷表示，這部電影超乎意料的好看。消息傳來 所以為大眾所接受，主要還是情節扣人心弦，有
演，也是曾經擔任電影《港囧》執行導
北美，也讓許多影迷殷切期盼，希望在北美的戲 跌宕起伏，《超時空同居》非常成功的擄獲觀眾
演的蘇倫讚賞有加。徐崢坦言，目前國
院看到這部佳作，時間就在五月 25 日，全北美熱 的心。故事內容主要敘述了佟麗婭飾演的女孩谷
內諸多愛情喜劇都只達到了“熱鬧”的
情上映。
小焦正逢失意，生活中遇到了很多不順心的事，
標準，並不能給人深刻的印象，但是這
上映短短幾天，票房走勢看好，單日破億， 突然遭遇了時空錯亂，竟穿越回了 18 年前，與
次蘇倫導演首次嘗試將奇幻和愛情、喜
逼近三億大關，《超時空同居》叫好又叫座，獲 1999 年的陸鳴（雷佳音飾演）相遇，二人不得已
劇大膽融合，在保證故事新穎的同時，
淘票評分 8.9，貓眼評分 8.7，微博大眾評分 9.0。 住在了一個房子裡，開始產生動人的感情，以及
還創造了更大的可能性。影片中傳達的
這部電影的形式非常新穎，在愛情故事中，融合 發生了一連串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勇敢且真誠的愛情觀和有關“成長”的
科幻與喜劇的元素，無論是影片整體的架構或是
影片中，兩個時空合二為一，觀眾可以
主題，讓觀眾在娛樂之餘有更多關于自
故事情節，都相當值得一看。這部影片由徐崢監 看到有年代對比感的“墻裂”房間合在一起，一
身的思考。
網友紛紛表示希望憨厚喜感又略慫的陸鳴早日拿下女
製、蘇倫導演，男女主角分別是雷佳音、佟麗婭 邊是 1999 年的男青年陸鳴的臥室，另一邊則是
劇組為了拍好這部影片，佟麗婭和
神谷小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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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政喜牧師追思感恩禮拜江榮憫牧師禱告

潘政喜牧師追思感恩禮拜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未亡人潘劉慰慈師母介紹 潘政喜牧師 生平

潘政喜牧師追思感恩禮拜於 5 月 19 日在信義會西南區國語教
會舉行

潘政喜牧師追思感恩禮拜家屬衷心感謝大家的禱告、鮮花
潘政喜牧師追思感恩禮拜家屬衷心感謝大家的禱告、
鮮花、
、奠
儀、關懷及愛心使家屬感到安慰

陳明輝 牧師以親愛主
牧師以親愛主、
、牽我手在 潘政喜牧師追思 禮拜獻詩

400 多位教友
多位教友、
、信徒
信徒、
、親朋好友參加 潘政喜牧師追思感恩禮拜

梁德舜 牧師以希泊來書 13 章 7 到 8 節 追思 潘政喜牧師 感恩
禮拜並以效法他的信心傳遞神的信息

體育圖片

慶典眾將與球迷狂歡
法蘭克福德國杯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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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排再負 泰國勝波蘭收穫豐

■ 中國女排副攻龔翔
宇進攻。
宇進攻
。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正謙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2018 澳門
銀河娛樂世界女子排球聯賽 24 日圓滿結束，
泰國隊於收官日以 3：2險勝波蘭打開今站勝利
之門，主教練丹拉表示進一步了解各國對手是
重要收穫，預期中國女排將是球隊於亞運會的
最大考驗。而缺少朱婷、袁心玥及張常寧等主
力的中國女排則以 1：3不敵塞爾維亞，自奧運
後連續三次敗於這支歐洲勁旅的手下。
向以速度及靈活見稱的泰國隊，24 日仗

生香港公開賽”24 日展開男女子單雙打正賽。因世界排
“恒名跌至
168、需由外圍賽打起的國乒大滿貫球手張繼

科，24 日在男單正賽面對日本球手吉村真晴，狀態明顯欠佳，正
手較多失誤，局數兩度落後下連贏兩盤以3：2反超。可惜體力不
濟，在之後的比賽無以為繼，被吉村真晴連贏兩局，最終張繼
科以 3：4（9：11、11：8、11：13、15：13、11：6、8：
11、9：11）見負。
他賽後表示：“今次香港比賽整體表現是可
以的，精力上還差一點，精神投入總算滿意。
比賽心理感覺還不夠踏實，每場比賽可推
進，會越來越好。”
24 日有過百“蝌蚪（張繼科球
迷）”前赴現場打氣，就讀香港中文
大學的韓姓內地女同學稱：“好不
容易能看到他（指張繼科）再度比
賽，勝負還是次要，他要重返國家
隊不容易，總之支持他！”

面對波蘭隊成功發揮出自身特點，她們克服
身高劣勢以 3：2 險勝波蘭收穫澳門站首勝。
主教練丹拉表示球隊在今站獲益良多：“球
隊得到很多面對身高佔優球隊時的寶貴經
驗，我們會堅持以一貫的打法迎戰列強，在
已有的基礎上加強實力。”
亞運會將緊接世界女子排球聯賽後舉行，
是泰國隊今年重要目標之一，丹拉表示透過實
戰對中國女排的實力有更深刻的了解，對備戰

亞運大有裨益：“中國女排有很多出色的球
員，她們的進攻及攔網水平很高，相信完整陣
容的中國女排是亞運的最大熱門，亦是我們最
強的對手。”
至於24日晚進行的中國對塞爾維亞一役，
中國隊首先以 25：21 先下一城，其後以 23：
25、21：25、17：25 連輸三局，繼澳門站首仗
負波蘭後以 1：3 再敗。中國女排將到香港，於
下周二分別迎戰保加利亞、阿根廷及美國隊。

國際乒聯香港公開賽爆大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菁英航運 2018 國際乒聯世
界巡迴賽─恒生香港公開賽”，
24 日連連爆出大冷門，國家乒隊
（國乒）大滿貫球手張繼科及女單
頭號種子、日本的石川佳純齊齊
“一輪遊”，首圈出局。

女單頭號種子首圈出局
另外在女單賽場，世界排名第 3、賽
事頭號種子石川佳純，24 日迎戰外圍賽晉級
的韓國新銳李恩惠，雙方首次交手，由中國移民
及入籍韓國的李恩惠，抱着打一分得一分的心態衝
擊，在毫無心理壓力下，僅用時 45 分鐘便直落四局
以11：6、11：5、11：9、11：6淘汰石川晉級。
輸球失意的石川佳純本想快步離開賽場，但在現
場等候的記者要求下仍勇於接受訪問。她忍
不住淚水、兩度哽咽，“對不起支持
我的球迷，令他們失望。今日自己
發揮不好，對方打得很好。”她以
普通話回應，而對於大敗，她認為
要在技術、戰術及心理等方面好好
總結，“期望在中國公開賽打好，
不令球迷失望。”
而獲勝的李恩惠則認為贏在外
圍賽為她熱身，加上衝擊對手完全
沒有包袱，另外石川佳純失準
也令自己有贏球的機會。

■ 雖然輸球
雖然輸球，
， 但張繼科在球迷心中仍
是 No.
No.1
1。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女單頭號種子石川佳純首圈被淘
汰。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 黃鎮廷／何鈞傑
黃鎮廷／何鈞傑（
（ 左 ） 順利晉
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港乒伊館主場作戰 捷報頻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香港男女子乒乓球隊（港乒）24 日
在伊利沙白體育館（伊館）開
打的“菁英航運 2018 國際乒
聯世界巡迴賽─恒生香港
公開賽”正賽捷報頻
傳。
其中港隊女雙
三對組合順利晉
級，而世界排名
第 14 的 李 清
韻/劉麒更爆
出一個小
■大滿貫球手張繼科首輪意外出
冷門，她
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們越級挑

二單對決，高昉潔以兩個 21：
11 擊敗利娜·霍爾馬克·傑克斯菲
德，為中國隊扳回一城。隨後的一
雙比賽，中國的“凡塵組合”陳清
晨／賈一凡輕鬆地直落兩局擊敗了
梅肯·弗勒爾戈德／莎拉·蒂格森，
比分為21：10、21：13。
隨後李雪芮也輕鬆地以21：7，
21：9 擊敗納塔利婭·科克·羅澤，為
中國隊鎖定勝局。她表示，現在所
有單打都輸過球了，這樣大家可以
放下包袱全力去拚。
至於國羽男隊，24 日由諶龍打
頭陣，他在手指有傷的情況下以
21：18、10：21 及 21：14 勝周天
成，其後劉成／張楠與石宇奇均直
落兩局擊敗對手，令國羽總比分 3：
0獲勝進入四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 諶 龍 以 2： 1 戰
勝中華台北選手周
天成。
天成
。
新華社

路勁單車賽 為健康快車籌款

國羽男女隊晉湯優盃四強
正在泰國首都曼谷進行的世界
男子羽毛球團體錦標賽（湯姆斯
盃）及世界女子羽毛球團體錦標賽
（優霸盃）24 日進入 8 強淘汰賽，
中國男女隊（國羽）分別以 3：0 及
3：1 戰勝中華台北與丹麥隊，攜手
晉級四強。
其中在優盃8 強賽第一單打對決
中，國羽隊的陳雨霏出人意料地以
18：21、21：13、12：21 比分不敵
丹麥的米婭·布利克費爾特，首仗失
守。
賽後，陳雨霏表示，這場比賽
在場上遇到了困難，一直沒有有效
緩解，對方速度快的時候，跟着她
打，想去控制，但效果也不太好。
布利克費爾特則說，自從今年全英
公開賽輸給陳雨霏後一直積極準
備，24日自己速度方面佔據上風。

■杜凱琹／李皓晴
杜凱琹／李皓晴（
（左）在比賽中
在比賽中。
。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戰世界排名第8的德國組合德納特/索爾佳，在
先失兩局下以3：2反勝晉級。
另外失意女單公開組及 21 歲組賽事的
蘇慧音，24 日夥拍吳穎嵐，輕鬆以 3：1 贏
俄羅斯組合重拾信心。蘇慧音賽後表示：
“已經在伊館比賽找回一點點感覺！”
至於港乒另一對女雙組合杜凱琹/李皓
晴，則以 3：1 輕取法國組合晉級，八強賽
遇新加坡宿敵于夢雨/曾尖。男雙方面，黃
鎮廷/何鈞傑以 3：1 力挫國乒組合周愷/朱
霖峰，林兆恒/吳柏男 3：1 輕取比利時與芬
蘭跨國組合，攜手躋身 8 強。單打方面，黃
鎮廷輕鬆晉次圈，“一姐”杜凱琹1：4不敵
國乒的何卓佳，李皓晴4：0贏加拿大的張墨
進入16強。

首屆“路勁慈善單車
錦標賽”定於 11 月 11 日在
首次開放作單車比賽賽道
的元朗錦田繞道舉行，比
賽除希望藉推廣單車運動
鼓勵香港市民積極投入健
康的生活外，同時還為
“健康快車”火車醫院籌
募經費，為內地貧困的白
內障患者送上重見光明的
希望。
“健康快車”香港基
金主席方正表示：“火車
醫院於內地的治盲工作從

■山地車名將陳振興
山地車名將陳振興（
（左）
24日出席新聞發佈會
24
日出席新聞發佈會。
。
1997 年展開，旨在為貧困
白內障患者提供免費手術
治療，至今已累計幫助逾
十九萬名患者恢復光明，
讓他們可以活出新的人
生，擺脫因病致貧的困
境。”
比賽以元朗錦田繞道
作為賽道，全程 1.8 公里，
特設鬥快的精英賽、繞圈
賽等。有關賽事詳細資料
可瀏覽網站 www.rkcycling.
com。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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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絲動漫節在福州舉行

﹂

遊客雨中登山

道源聖地 崆峒山夏日煙雨蒙蒙

﹁

中外當代藝術作品亮相南京展現
“二戰
二戰”
”中的悲傷與痛

“道源聖地
道源聖地”
”甘肅崆峒山煙雨蒙蒙
甘肅崆峒山煙雨蒙蒙，
，翠山古剎在雲霧中若隱若現
翠山古剎在雲霧中若隱若現。
。
當日，崆峒山景區推出優惠政策
當日，
崆峒山景區推出優惠政策，
，平涼本地遊客實行免票
平涼本地遊客實行免票，
，外地遊客實
行門票七折優惠政策。
行門票七折優惠政策
。宛若仙境的美景和免票
宛若仙境的美景和免票、
、優惠的政策吸引遊客雨
中登山賞景。
中登山賞景
。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美中時間

2018年5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5/28/2018 -6/3/2018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28

29

30

31

1

2

SUN.
3

地理•中國 (重播)
00:00-00:30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明星加油站(重播)

00:30-01:00

生活魔法師 (首播)
01:00-01:30

動物傳奇(重播)
(English)

01:30-02:00
02:00-02:30

Story China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故事在中國(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Fun Way to Learn Chinese (首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重播)

04:00-04:30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家的N次方》（重播）（English Subtitles）

04:30-05:00

空姐新發現(重播
Story )China

電視劇《傾城之戀》（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05:30-06:00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故事在中國(重播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13:00-13:30
13:30-14:00

健康之路 (重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健身舞起來（重播
）
電影藏密（重播）

環球神奇炫 (首播)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首播)

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粵語天地 (重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洋言洋語(重播)

今日關注(首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空姐新發現(重播
)
美食鳳味 (重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生活 (重播)

14:00-14:30

中國大舞臺 (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文明之旅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防務新觀察
(重播)

09:00-09:30

經典電影(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03:00-03:30

味道(重播)

中國功夫(首播)

經典電影(重播)

02:30-03:00

05:00-05:30

環球神奇炫
(重播)

檔案（首播）
地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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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媽囧很大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

經典電影(首播)

空姐新發現(首播) 電影藏密（首播
）

中國輿論場 (首播)
文人政事(重播)

電視劇《家的N次方》（首播）（English Subtitles）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特別呈現 (首播)

14:30-15:00

卡通片《蜜蜂花園》 (首播)

15:00-15:30
15:30-16:00

特別呈現 (重播)

16:00-16:30
16:30-17:00

中國文藝 (重播)

17:00-17:30

洋言洋語(首播)

來吧灰姑娘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中國詩詞大會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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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18:00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20:00-20:30

美食鳳味
生活 (重播)

20:30-21:00
21:00-21:30

爸媽囧很大

22:30-23:00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文人政事

台灣心動線

電視劇《傾城之戀》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健康之路 (首播)

游在美國 (重播）

中華文化遺產
(首播)
游在美國(首播）
中國詩詞大會 我的留學生活(首播
)
(首播)
司馬白話 (首播)
國際新聞 /
Howdy Philippines!
大陸新聞/
(重播)
台灣新聞
健身舞起來（首
生活(首播)
快樂童年(首播)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21:30-22:00
22:00-22:30

城市一對一

司馬白話(重播)

味道(首播)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明星加油站 (重播)
）
檔案（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粵語天地(首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1)
Updated as:

防務新觀察 (首播)
來吧灰姑娘(首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文明之旅 (首播)
幸福來敲門(重播2)
5/2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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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用養生珍藏 送禮體面尊貴

許氏

珍珠參

精挑細選

珠圓玉潤

產自威州唯一華人自營參場
四十多年信譽全球知名品牌
許氏參業集團 創辦人

許忠政 誠心推薦

精選珍珠參 (4oz)

精選珍珠參 (8oz)

精選珍珠參珍藏錦緞禮盒 (5oz) - 特價限量供應中 -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Mau Phuoc Duong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陽光旅行社

972-235-2288
214-521-6981
972-496-4372
972-988-8811
469-586-8195
972-758-9588

YiYiHerbs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百佳超級市場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金荷中醫診所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盧林中醫診所

972-666-8188
972-943-8999
972-517-8858
713-271-3838
713-772-2999
713-271-8186
713-270-4611
713-774-5558

德信行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德聖堂
參茸城
香港海味城
燕窩城
燕補堂
仁濟中醫針灸所
聯發行L&P

713-995-8530
713-988-5200
713-988-5864
917-365-1688
713-772-2889
713-776-2888
713-772-7888
713-271-0488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惠康超級市場
Hous香港超級市場
百利草藥
NHAN HOA HERBS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萬和堂
家樂超級市場

713-270-1658
713-270-7789
281-575-7886
281-988-8500
281-776-98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恆豐
San Antonio
832-298-9321 亞洲市場
281-988-8338 College Station
713-818-2770 BCS Food Markets

713-932-8899
281-980-6699
512-467-8888
512-719-3864
210-681-8688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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