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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致電咨詢特惠房價信息
Call for the Move - in Special

SUNBLOSSOM LOUISVILLE

限量全新豪華型
單位~隆重推出!陽花如意公寓

713-981-0137
Work Hours工作時間:
Mon-Fri.  9:00AM-6:00PM
          Sat.10:00AM-5:00PM

9201 Clar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36
◆ 黃金地段中國城中心，舉步直達商場、超市、銀行及
    多元文化社區。

◆ 步行可達中、小學，2號公車站直達醫療中心。

◆ 寬敞的一、二居室及獨立式Townhouse戶型。

◆ 新裝修房間，鋪設新地磚，木地板。

◆ 24小時全方位的專業管理和維修服務。

◆ 國語，英語，越語及廣東話全方位服務。

◆ 辦公室內免費聯網（WIFI）。

韓國館 Hankook Kwan韓國館 Hankook Kwan

韓國人開的韓國館  正宗 地道 真材實料
9140 Bellaire Blvd, suiteB, Houston, TX77036

R03-Hankook Kwan 韓國館1234567C_8

10% OFF
4月30日前有效

coupon

346-240-9696

位於黃金地段位於黃金地段﹐﹐亞洲新天地旺鋪招商中亞洲新天地旺鋪招商中
詳情可洽詳情可洽 Ben Ho, Cell:Ben Ho, Cell:713713--539539--81888188..
Office:Office:713713--988988--96889688﹒﹒
Email: benho@midlandrg.comEmail: benho@midlandrg.com
Little AsiaLittle Asia 亞洲新天地的地址是亞洲新天地的地址是 15251525 S.S.
Mason Rd., Katy, TXMason Rd., Katy, TX 7745077450﹒﹒

KatyKaty 「「億佳超市億佳超市」」七月將盛大開幕七月將盛大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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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溫哥華，烘焙師Ksenia Penkina運用特殊工藝制作的鏡面慕斯蛋糕，簡直
是美食與藝術的完美結合，讓人不忍下口！這種堪稱藝術品的蛋糕做起來壹點也不容易，
制作流程就要花三天時間，但是成品不僅顏值高，味道也是壹流！蛋糕采用的都是天然原
材料：純正的奶油、牛奶、水果、漿果，以及天然成分的可食用色素。這些高級材料，特
別是巧克力，也是蛋糕可以形成鏡面的關鍵因素。

高溫籠罩敘利亞高溫籠罩敘利亞 拉卡民眾躍入河水中避暑拉卡民眾躍入河水中避暑

北京故宮儲秀宮率先啟動照明系統北京故宮儲秀宮率先啟動照明系統

故宮日前啟動
了儲秀宮的照明系
統，點亮40余盞冷
光源，觀眾透過窗
戶，可清晰觀賞宮
殿內慈喜太後五十
大壽時期的原狀陳
列展。“這是故宮
東西六宮中，第壹
座被點亮的宮殿。”
故宮博物院院長
單霽翔透露，未
來故宮每壹處原
狀陳列展廳都將
被“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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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重大機

遇，建設國際消費城市。”上海市政協

重點協商辦理這壹主題提案，並嘗試探

索推進進口博覽會可持續的智力支持和

商業化運作模式。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日益升溫。

2017年5月，習近平主席在“壹帶

壹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宣布，中國

將從2018年起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

會。該博覽會由商務部、上海市政府共

同主辦，即將於11月5日至10日在國家

會展中心（上海）舉行。

目前，進口博覽會各項準備工作已

進入倒計時狀態。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

始關心：進口博覽會是個什麽會？世界

怎樣看這個會？它會給世界、給中國帶

來什麽？

只為進口而舉行展覽，獨此壹例
超過1300家企業簽約參展
最近，國家會展中心（上海）正全力

以赴進行場內設施調整，以迎接中國國際

進口博覽會。“國際上的展會很多，但

是，只為進口的博覽會還沒見過。”國家

會展中心（上海）公司副總裁寧風說。

雖然是首次舉辦進口博覽會，但是

展會創設的模式、板塊和展覽內容非常

豐富。記者了解到，此次展會分為國家

貿易投資綜合展和企業商業展兩部分，

前者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產業狀

況、投資旅遊及各國特色產品，主要展

示貿易投資領域有關情況，只展示不成

交，展覽面積達3萬平方米。而企業商

業展的展覽面積達21萬平方米，包括貨

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兩大板塊。

今年3月，日本那智不二越公司成

為第壹家與中國國際進口博覽局正式簽

訂參展合同的企業。那智不二越是以機

器人為核心的綜合制造廠商，產品和技

術居於世界領先地位。那智不二越相關

負責人對進口博覽會很是贊賞，他表示，

公司計劃將最高端的產品和最先進的技

術帶到進口博覽會，並對進口博覽會的

展銷效果充滿期待。

記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已有64個

國家正式確認參加國家貿易投資綜合展，

以“國家館”形式參展；而報名參加企

業展的企業更是踴躍，已有超過1300家

企業簽約參展。報名參展的企業來自

120多個國家和地區，世界500強企業和

行業龍頭企業已有100多家。

參展企業類型非常豐富，涵蓋生產

生活的諸多領域。隨著進口博覽會逐漸

升溫，眾多企業已經迫不及待，僅4月

當月新增簽約企業就達400家。

此外，進口博覽會還將有十幾個國

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出席，200多個各

國部級以上官員、政要也將來滬。

國內外專業采購商將達15萬人
簽約企業來源廣泛，體現國際公共

產品屬性
聯合國此前發布的《2017年最不發

達國家的狀況》報告顯示，全球目前仍有

超過40個最不發達國家。如何讓這些國

家參與國際進口博覽會、分享中國的成

長，成為此次博覽會的工作重點之壹。

中國政府非常明確，將對不發達國

家給予必要的幫助。比如，對光地和標

攤采取費用八折優惠，並為每個參會的

不發達國家免費提供2個標準展位。截

至目前，已有22個最不發達國家超過

140家企業報名參展，展覽面積近5000

平方米，將展示服裝及日用消費品、食

品及農產品、保健品等最富本國特色的

優質產品，以及當地豐富旅遊資源和人

文特色。

從簽約企業來源看，來自美、德、

日、韓、法、英等發達國家的參展企業

占34%，“壹帶壹路”沿線國家占34%，

最不發達國家也占了10%，體現了進口博

覽會作為國際公共產品的廣泛性。

這麽多國家來展出，國內會有人來
買嗎？會不會展的多、看的買的少？

記者采訪了解到，目前進口博覽會采

購招商工作已全面啟動。由商務部牽頭擬

定了精準化的采購商邀請方案，已組建了

兩大采購團隊，壹個是中央企業采購團，

另壹個為采購分團，分團數達到98個。

5月23日，進口博覽會采購商組織

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舉行，籌委會辦公室

已動員各地方、各部門做好進口商組織

及擴大進口采購等工作，預計到會的國

內外專業采購商將達15萬人。

長三角企業對進口博覽會熱切期盼。

“這對我們而言是壹個極好的機會。”

阿裏巴巴戰略發展部總監李然說。此前，

阿裏、京東、唯品會等電商巨頭集聚上

海虹橋商務區，謀劃在此打造長三角新

型電商生態集聚中心，而這樣布局的動

因，正是進口博覽會將在此舉行。李然

介紹，這裏正迎來國際國內兩種資源新

交匯的可能，進口博覽會將成為中國聚

合國際國內兩種資源的壹次良機。

上海更是由衷地熱烈地期待並行動。

當前，上海正加速“四個品牌”建

設，上海購物，正是四大品牌之壹。上

海市委書記李強強調，進口博覽會是全

面提升上海新壹輪對外開放水平的重要

載體，要結合打響“上海購物”品牌，

放大進口博覽會的帶動和溢出效應，把

上海打造成聯動長三角、服務全國、輻

射亞太的進口商品集散地。而上海市市

長應勇更加直接地為進口博覽會做宣傳：

要購物，來上海！

“6+365”進口博覽會功能正溢出
將成為高質量開放的重大事件和典

型示範
5月26日晚，閔行區政協組織了壹

場特別的微信討論會：虹橋商務區在閔

行區內，如何提升閔行在上海購物中的

分量？如何借助進口博覽會改善閔行的

營商環境？委員們群策群力，討論持續

了兩個多小時。進口博覽會正在激發全

上海的活力。

不滿足於6天的展會，上海還在想

方設法留住進口博覽會，“6+365”進

口博覽會功能正溢出，會後365天展示

的平臺正在搭建。同時，各區都在思考，

如何借助進口博覽會實現“全球賣、買

全球”。

目前，國際知名企業、行業龍頭企

業，將很快在上海的國家會展中心“安

家落戶”。還有部分企業申請在國家會

展中心（上海）設立長期品牌廣告、租

賃固定經營場所，全方位常年展示企業

產品和形象。

形成大中小企業共同發力、融通發

展新格局，搭建更多合作機制和服務平

臺，為中小企業互通有無、洽談項目架

起“鵲橋”，這是進口博覽會希望達到

的目標，而這樣的目標正在逐步實現。

商務部部長鐘山此前表示，中國國

際進口博覽會充分體現了我國支持多邊

貿易體制、發展自由貿易的壹貫立場，

明確釋放了反對保護主義、建設和維護

開放型世界經濟的積極信號。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研究所

所長黃建忠分析，進口博覽會的定位為

開放性的合作平臺，是全球化國際公共

產品。進口博覽會將成為高質量開放的

重大事件和典型示範，特別是在多元貿

易平衡與擴大平臺方面。

為進口辦展覽，意味著向國外企業

打開大門，讓中國企業、中國民眾分享

國外企業的產品與服務。“中國有十幾

億人口，是個巨大的市場，這樣的大市

場不是囿於自我，而是主動倡導全球分

享共贏，這樣的理念與現時的貿易保護

主義傾向形成鮮明對比。”黃建忠說。

此外，進口博覽會期間還將舉辦首

屆虹橋國際貿易論壇。作為壹場典型的

主場外交，論壇主題將著眼推進開放、

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

和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各方在壹個平

臺上深入研討，交流各自思想，為推動

全球貿易發展和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建言

獻策。

在專家看來，這樣的進口博覽會將

形成示範效應，促進各國開展貿易和開

放市場，推動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和構

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綜合報導 中國中車株洲電

力機車研究所有限公司對外透露，

由該公司旗下時代新材與上海電氣

共同研制的72米海陸兩用風力發

電葉片--S72近日在株洲動力谷下

線，這是中國自主研發設計的首

款海陸兩用風電葉片。

S72海陸兩用風力發電葉片

是基於陸上3-4MW間幾個平臺

和海上4.0MW平臺開發的壹款

海陸通用新型葉片，可同時匹

配和兼容陸地與海上2個平臺、

3款整機的載荷。該型葉片應用

了高性能鈍尾緣翼型族、渦流發

生器、尾緣鋸齒等行業領先設計

技術，在提高發電效率的同時，

又將葉片噪聲控制在較低的水平。

此外在雨蝕防護、雷電防護上也

有可靠的方案，能從容應對海上

嚴苛的運行環境。

“相較於同等長度的海上或

陸地風電葉片，S72葉片的發電率

更高，年發電量可提升2%。”時代

新材風電產品事業部總經理彭

超義介紹，在重量上，傳統海

上風電葉片高於陸地葉片，陸

地低風速區風速相對難以滿足海上

葉片發電要求。通過輕量化處理，

S72葉片比同等長度的海上葉片

更輕，單片重量不足19.5噸，加

上應用了彎扭藕合設計技術，安

全性和穩定性大大提升，這既能保持葉片

在海域復雜環境中的安全可靠性，也能滿

足陸地低風速區域的發電需求。

此外，受鹽霧腐蝕、海浪載荷、海冰沖

撞、臺風破壞等自然條件影響，海上風電葉

片技術遠比陸地風電葉片復雜，成本也高出3

至5倍，這也是傳統海陸風電葉片無法通用

的重要原因之壹。公開信息顯示，壹套海上

風電葉片價格大概是400萬元到1400萬元，

而陸地風電葉片只需135萬元到320萬元。

S72葉片整體成本已與陸地風電葉片相差無

幾，從而使得海陸兩用成為可能。

“S72葉片的成功下線，對上海電氣

和時代新材均具有重大現實意義。”上海

電氣風電集團運營總監MadsHarer表示，這

款跨平臺葉片的成功開發是雙方順應市場

需求，實現資源優勢互補，在風電葉片聯

合研制領域高效協同的典範，將助力提升

雙方在全球的風電市場份額。

彭超義表示，隨著風電葉片產業“雙海

（海外+海上）戰略”的深入推進，2018年，中車

株洲所已拿下了出口海外葉片的首單。未來，

預計S72葉片將帶來上億元的市場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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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升溫
超千家企業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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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豚美味，然而河豚毒素
卻奇毒無比，常令誤食者瞬間死
亡，其作用靶點和毒理機制迄今
不為人知。南開大學的一項研究
將使河豚中毒者“有藥可救”。
據悉，該校藥物化學生物學國家
重點實驗室率領研究團隊，利用
猴子單倍體神經幹細胞成功“破
譯”了河豚毒素的兩個靶點基
因，並通過基因敲除試驗，讓神
經類細胞獲得了河豚毒素抗藥
性，相關成果在最新一期幹細胞
與神經發育領域學術期刊《De-
velopment》上在線發表。

河豚毒將“有藥可救”
該團隊借助近年來新興的

單倍體細胞工具培養技術，通過
採取初始態多能性培養體系，使
猴子單倍體胚胎幹細胞具有更好
的單倍體維持和體外分化過程中
的細胞存活能力，並在世界範圍
內首次獲得了具有體外增殖能力
的猴子單倍體神經幹細胞。實驗
中，科研人員隨即將所獲得的猴
子單倍體神經幹細胞進行高通量
的全基因組隨機突變，並將突變
後的細胞系進行河豚毒素毒殺實
驗。最終，通過生物信息學分析
和基因編輯實驗證實，河豚毒素
的關鍵靶點基因為B4GALT6和
SCN5A。從遺傳學的角度，由
於直接找到了具體行使毒性功能
的功能基因，理論上只要將這些
靶點基因敲除，神經類細胞便可
獲得河豚毒素的抗藥性。

據介紹，由於猴子等靈長
類動物和人類基因相似度非常
高。對於人類而言，找到靶點基
因就可以通過服用基因抑制劑起
到解毒作用。這也意味着，不久
的將來，中了河豚毒的人將不再
無藥可救。 ■《科技日報》

修版師的工作是負責在底片上用鉛
筆修，或者在洗出來的照片上用

毛筆調整圖像缺陷，就像現在的後期修
圖師。在底片上修版，朱耀坤的工具是
一支筆芯削得很長很細的鉛筆。底片的
黑白與實際相反，在底片上多加幾筆黑

色，洗出來的照片會多一些白淨。為了
把底片看得清晰，修版的整個過程都在
黑漆漆的修版箱裡進行，頭蒙黑布，集
中一束光源對準底片。

鉛筆墨塊均考究
修版的鉛筆為什麼要削得細長？朱

耀坤說：“長，是為了手影子不擋住底
片，細是為了修得更精準。”他說，
“修得最多的是臉部。特別是臉上的青
春痘，我用鉛筆把它塗黑，這樣出來的
照片上就沒有痘痘了。比如眼尾皺紋有
白點，就要用鉛筆把它塗黑，這樣出來
的照片看上去年輕。”
修完底片，洗出來的照片還要再

修。修照片的工具不再是鉛筆，而是一
支毛筆和一塊不會褪色的墨——這兩樣

工具朱耀坤一直保存着，已經有30多
年歷史。“金不換墨塊非常有名，它不
會褪色；大紫三羊毫的毛筆也很好。”

舊照背後滿回憶
去年4月份，何先生帶了一張姑媽

的老照片，希望能把照片中的姑媽修得
更好看一些。姑媽撫養他長大，倆人情
同母子。朱耀坤用毛筆把她左臉陰影加
深，柔化了皮膚上的斑點，同時淡化皺
紋，在眉毛和雙眼皮添了幾筆，使她看
上去年輕了10歲。

“數碼相機出來後，很多修版師
紛紛轉行了。”不過，來找他修復老
照片的人仍絡繹不絕。去年，餘杭臨
平的沈先生找到朱耀坤，手上拿了三
五張母親舊照，請求修復。

原來，沈先生14歲時喪母，只留
下一張照片。多年的潮濕、黴菌，讓
原照像被刷子用力地摩擦過，左臉有
一大塊已經掉落，五官模糊，脖子、
衣服上還有多處劃痕。沈先生多方修
復，總覺得不滿意。朱耀坤留下了最
斑駁的原版照片，花了兩天時間，終
於讓沈先生重見母親的模樣。

分文不收惟助人
現在，朱耀坤還守着他的毛筆和

金不換墨塊，繼續修補黑白照。客人
上門時，往往帶着一段段雋永的歲月
故事，此番聽聞，讓他收穫了許多助
人為樂的滿足，遂不收分文。“他們
是帶着一顆孝心來的，為什麼不幫他
們圓了這份孝心呢？”

位於武漢的中國“四大名樓”之
一黃鶴樓，近日完成了重新編校、考
訂、製作明刻《黃鶴樓集》這一文化
工程。明刻《黃鶴樓集》現海內僅存
孤本，為湖北省圖書館珍藏，被國務
院公佈為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
明刻《黃鶴樓集》（三卷），是

中國歷史上首部專門輯錄黃鶴樓詩文

的古籍。這本書由明代武昌府知府孫
承榮、任家相等人廣採博收有關黃鶴
樓之詩、賦、文、雜記，所收詩文，
上自南朝，下迄明代萬曆年間，共錄
200餘位名人、共計400餘首（篇），
具有很高的文學藝術和史料價值。
記者從武漢市黃鶴樓公園管理處

了解到，此次黃鶴樓公園重新印製明

刻《黃鶴樓集》，採用宣紙影印，紙
墨精良。

80年代版已難尋
更難能可貴的是，黃鶴樓公園還

邀請古籍、文史方面的專家，對原書
進行編校考訂，並將原書最後一篇
《黃鶴生歌》闕文補全。原書三卷，

考訂成果將作為第四卷發佈。
黃鶴樓公園管理處主任董冲介紹

稱，重製明刻《黃鶴樓集》是“實施
黃鶴樓文化保護的重要基礎性工作”
其中一環。上世紀80年代，湖北人民
出版社曾影印出版明刻《黃鶴樓集》
一函三冊，數量有限，距今30多年，
市面上已難尋。 ■新華社

膠片時代修版師膠片時代修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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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豚毒理河豚毒理
機制迄今成機制迄今成
謎謎，，中國南中國南
開大學的最開大學的最
新研究將有新研究將有
助助““解毒解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武漢重製孤本明刻《黃鶴樓集》

昔為照片除瑕疵昔為照片除瑕疵
今成舊照修復人今成舊照修復人

今年64歲的朱耀坤是蕭山人，和妻子開了一家

藥材店。他還有另一個愛好——修復黑白老照片。這

門手藝習得於40年前——1979年，服從單位安排，

朱耀坤從廚師轉行到蕭山城鄉照相館，做的工作就是

修版師。 ■《錢江晚報》

■ 修片的原則就是保持原貌，五官清
晰。右圖為修復後的照片。 網上圖片

■■在照相館任修版師廿年在照相館任修版師廿年，，現現
成了藥材舖老闆的朱耀坤仍放成了藥材舖老闆的朱耀坤仍放
不下這門手藝不下這門手藝。。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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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沙迪
年齡：31 左閘
球會：拖連奴

韋利卡巴尼路
年齡：36 門將
球會：車路士

達利亞費高
年齡：25 右閘
球會：阿積士

奧達文迪
年齡：30 中堅
球會：曼城

法斯奧
年齡：31 中堅
球會：羅馬

盧施素
年齡：22 中場
球會：巴黎聖日耳門

馬斯真蘭奴
年齡：33 中場
球會：河北華夏幸福

美斯
年齡：30 攻中
球會：巴塞羅那

迪馬利亞
年齡：30 左中場
球會：巴黎聖日耳門

保羅戴巴拿
年齡：24 前鋒
球會：祖雲達斯

希古恩
年齡：30 前鋒
球會：祖雲達斯

■基奧特(左)29日凌晨熱
身賽頂入一球，追平施丹
的31個法國隊入球紀錄並
列隊史第4，助法足主場贏
愛爾蘭2：0。 法新社

■皇馬29日公佈了新賽
季球衣，深陷離隊傳聞的
C‧朗拿度沒出現於廣告
中。將領銜葡萄牙征世盃
的他早前稱很快會公佈去
向。 網上圖片

聖彼德堡球場（Saint-Petersburg Stadium）
所在城市：聖彼德堡
觀 眾 席：6.7萬
興建年份：2007
啟用年份：2017

舉行比賽
■6月15日摩洛哥對伊朗、6月19日俄羅
斯對埃及、6月22日巴西對哥斯達黎加、6
月26日尼日利亞對阿根廷、7月3日16
強、7月10日4強及7月14日季軍戰。

人口只有約 33 萬人的冰島，繼
2016年歐國盃後再次殺入大賽決賽周，
這支北歐新貴自然希望再創兩年前殺入
8強奇蹟，為國民製造驚喜。

冰島在今屆世盃外圍賽，與克羅地
亞、土耳其及烏克蘭等隊伍同組，結果
成功力壓前者以7勝1和2負，入16球僅
失7球的姿態，以首名殺入決賽周，足
證兩年前的表現並非偶然，而是真正有
實力的表現。

從早前公怖的23人名單所見，冰島
人腳大致與兩年前相若，唯一可惜是效
力南特、為國家上陣44場入22球的射

手史基賀臣，因傷患問題只能被列作候
補人選，難免令人擔心球隊的把握力會
受到影響。此外冰島兩員星級人馬，攻
擊中場基菲爾施古臣以及右閘兼隊長艾
朗根拿臣，在季尾皆受到傷患困擾，其
中前者自3月起已因膝傷缺席愛華頓多
場比賽；而艾朗根拿臣亦在5月接受過
膝部手術，自此未嘗為卡迪夫城落場，
雖然兩人據報皆可在決賽周候命，惟在
久疏戰陣下，狀態卻難免令人懷疑。

冰島在今屆分組賽首戰會對阿根廷，
之後對手為尼日利亞及克羅地亞。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盼再造驚喜 主將有傷困擾冰島

阿根廷黃金一代近年於歐洲球壇
叱吒風雲，不計五屆金球獎得

主美斯，就連希古恩、阿古路、迪
馬利亞及馬斯真蘭奴，均是現役或
曾是歐洲豪門的必然主力。可惜的
是，上述星級人馬每逢在國家隊聚
頭，卻很多時未能發揮出牌面上的
威力，球員間往往只是各自為政，

單靠個人質素衝擊對手防線，因此
就算殺入了上屆世盃決賽，最終也
是要向德國俯首稱臣。

陣容老化 大牌各自為政
在錯失大好良機後，球迷們必

須認清一樣事實，那就是阿根廷的
主力均較上屆多長了4歲，在今屆
23人大軍名單中，足有12人年齡是
突破“3字頭”大關，能否於密集的
一個月決賽周賽期中保持體能及狀
態，絕對惹人懷疑。

事實上，阿根廷於今屆世盃外
圍賽是全無霸氣可言，18戰得7勝7
和4負成績，僅以第3名身份殺入決
賽周，過程中更有作客3球淨負於
巴西的記錄。另值得注意是，阿足
在18場比賽只攻入19球，雖然同
時保持失球第二少的16球紀錄，惟
從數據可以清楚看到，球隊在擁有
多位星級進攻球員下，進攻能力仍
是非常一般。

森保利掌帥未見顯著起色
今屆，阿根廷將由現年58歲的

森保利領軍，這位前西維爾主帥執
教國家級別球隊的經驗豐富，最大
榮譽自然是於2015年帶領智利贏得
美洲國家盃殊榮，過往亦曾協助智
利大學贏得兩次春季聯賽、一次秋
季聯賽及一次南美球會盃冠軍。只
是自2017年接掌帥印後，森帥帶隊
10戰只得5勝3和2負，勝出率僅一
半，似乎仍未與球員建立起默契。

小組次輪將硬撼克羅地亞
阿根廷今屆被編入D組，他們

首戰對手會是冰島，賽事安排在俄
羅斯首都莫斯科舉行，而阿根廷之
後兩仗分別會在下諾夫哥羅德及聖
彼得堡，對戰克羅地亞及尼日利
亞。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南美勁旅阿根廷在近屆世界盃開賽前均會被列

為賽事熱門之一，一切自然皆與他們擁有球王美斯

有關。然而，阿根廷在上屆巴西世界盃決賽功虧一

簣不敵德國，卻難免予人已錯失最佳良機感覺，今

屆想捲土重來，看來將會遇上更多困難。

雖然平均年齡開始偏大，惟只要
一眾星將能夠發揮實力，阿根廷級數
仍是不用懷疑。而在今屆比賽，阿國
仍有數名新秀出現，希望能夠補充球
隊活力上的不足。阿根廷過往沒有出產
過太多具質素門將，原定今屆任正選的
曼聯後備門神羅美路又於日前因傷宣告
退隊，預計車路士後備門將韋利卡巴尼
路將會擔正，幸好這名36歲老將論經驗
尚算豐富，影響該不大。防線方面，曼
城的奧達文迪及羅馬的法斯奧預計會鎮
守中路，較令人注目則是右閘達利亞費
高，此子絕對是阿軍防線新力量。

中前場方面，巴塞球王美斯自然
會負責領軍，其老拍檔迪馬利亞、希
古恩及馬斯真蘭奴，則會於其身後作
支援及在中場作掃蕩；至於搶贏國際
米蘭中鋒莫路伊卡迪入選的阿古路，
由於在季尾一直受到傷患困擾，預計
在分組賽只會先列後備。至於新人方
面，巴黎聖日耳門中場盧施素，以及
祖雲達斯的保羅戴巴拿皆會獲得機
會，其中前者今季於巴黎聖日耳門已
逐漸站穩陣腳，而戴巴拿在祖雲達斯
已累積足夠大賽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攻堅續靠美斯 部分新人補活力

韋利卡巴尼路韋利卡巴尼路

達利亞費高達利亞費高奧達文迪奧達文迪法斯奧法斯奧安沙迪安沙迪

阿根廷阿根廷 44--22--33--11

希古恩希古恩

美斯美斯保羅戴巴拿保羅戴巴拿迪馬利亞迪馬利亞

馬斯真蘭奴馬斯真蘭奴 盧施素盧施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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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組：阿根廷、克羅地亞、冰島、尼日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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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8 29 30 3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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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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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生活魔法師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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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 Way to Lear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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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城之戀》（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國際新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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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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輿論場 (首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爸媽囧很大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

文人政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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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花園》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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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詩詞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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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政事 台灣心動線

來吧灰姑娘(首播)
電視劇《傾城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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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愛取暖：親子暖心故事

平時在生活中，父母和孩

子之間總會發生一些小趣事，

有些家長選擇用寫作的方式，

記錄下點點滴滴.

早上送小麥去上學。

我在學校路口把父子倆放

下，再把車開到公司停下。然

後徒步過去與他們一起吃早餐

。

路上接到麥爸爸的電話，

這才幾分鐘啊，就惦記了。

到了早餐店，麥爸爸給我

叫了米漢堡，還有煎蛋。他把

煎蛋切成一小塊一小塊，囑咐

我吃掉。

柔者，道之用。

於是我柔情萬丈看著他，

微微張開了嘴巴。

男人飛快瞄了下四周，叉

起煎蛋，迅速送進我的嘴裏。

小麥喝著牛奶，眼睛烏溜

溜看著他的父母演柔情戲。

中午我去接小麥回家。校

門口好多家長與孩子。

小麥主動說：媽，我們坐

公交車回家麽？

我與小麥在烈日下等公交

車。

小麥脫下書包說：媽，幫

我拿一下，我給你看我發的新

書。

不遠處也有一對母子，媽

媽在對孩子說：來，媽媽幫你

拿書包。

看了小麥的新書，我把書

包還給他說：來，麥子，你的

書包你背好，你背的可不僅僅

是書包，還有滿滿一包智慧啊

！

娘倆穿過半個城市，在花

園降路口下車。我買了點水果

蔬菜，一起回到老房子做飯。

老爸已在了，興高采烈在

擇菜。

老房子煥然一新，閑置了

六七年，被我花了五千塊錢整

成一個地中海風格的家。

打電話給麥爸爸叫他回來

吃飯，我下廚，飛快的變出五

個菜。

小麥子跑到身邊問我：媽

媽，請問誰最會添油加醋啊？

我好奇：嗯，誰呢？

小麥笑著：是廚師啊！

哈哈！

吃飯的時候，小麥咬著豆

腐幹說：媽媽，為什麽這豆腐

幹這麽好吃呢？

我笑著說：因為媽媽往裏

面添油加醋啊。

飯後被麥爸爸拉到床上睡

午覺。

睡得朦朦朧朧，麥爸爸附

在耳邊對我說：老婆，我送小

麥去學校，你多睡會。

傍晚去接小麥放學。小麥

嚷著餓、渴、還尿急。

偏偏我沒帶錢包，不能馬

上滿足他的需要，於是快快往

會心走。

小朋友有情緒啊，一路上

問了十萬個什麽時候到？

偏偏我估算失誤，說三分

鐘後到，誰知這孩子從1數到

180，發現還沒走進小區。

所以到了最後的時刻，只

差兩級臺階就可以邁進會心，

熊孩子爆發了，坐在樓梯上不

肯進門。

我去倒了涼開水，拿了餅

幹與零食，他都不要了。

為無為，則無不治。

我不去哄他，也不去責備

他，只是告訴他：麥子，你隨

時可以起來，媽媽在房間裏等

你哦。

於是我回到屋內幹活，熊

孩子在外面的動靜越來越大，

偶有鄰居經過，用方言在哄他

，聲音慢慢壓了下去，這孩子

估計是害羞了。

我把他抱進了屋裏，這下

好了，滿地打滾。

翻滾吧，蛋炒麥！

他先滾沒了鞋子，後來書

包與身體也實現了分離，汗水

很快濕透了他的後背，喉嚨卻

是越來越響。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我只是靜靜的呆在他的旁

邊，他的雙腿很靈活的勾著我

的一條腿，像一只倒掛的猴子

。

忽然，他直起身子，滲著

汗的腦袋使勁在我的衣服上蹭

，嘴裏含含糊糊說著：水，水

。

聽清楚指令了，我跑去端

了一大杯涼白開，這孩子閉著

眼睛，摸過水杯，咕嚕咕嚕喝

了個痛快！

就這麽連喝三杯，眼睛睜

開了，忽閃忽閃的，伶牙俐齒

說了句：媽媽，我們去吃壽司

麽？

靠，這小魔頭來得急，去

得也太快了吧！

牽著他的小手走向壽司店

，孩子說：媽，你知道世界上

最苦的苦瓜在哪裏嗎？

好奇怪，咋突然說起苦瓜

呢？

孩子說：苦瓜就在你的手

裏啊!

我看看手裏那只柔軟的小

手，不禁笑出聲來。

孩子又說了：唉，剛才真

是好苦好苦啊。

然後娘倆嘰嘰喳喳說話，

吃了一頓美味的壽司，回來開

車的時候，小盆友哼著小曲轉

著圈走路，我叫了起來：哇，

好大一個甜瓜啊！

心裏好感慨：情緒如天上

浮雲，雲聚雲散，雲來雲去，

是太正常不過的事了。

孩子有情緒，用哭鬧的方

式表達，他是在發泄。

很多時候，家長不允許他

發泄，於是要麽哄，要麽罵，

最後孩子學會了壓抑情緒，家

長也把自己給繞進去了。

當這一切發生時，只是靜

靜的看著他的發生，只是靜靜

的在一旁陪伴，不讓頭腦去創

造意義，不讓心中升起煩躁的

情緒，好家長處無為之事，行

不言之教。

如此，真是對孩子最好的

愛了。

晚上找娟娟熊貼了個面膜

，皮膚水嫩水嫩的，跑到會心

與班長和麗蔚聊天，班長看

《一代大商孟洛川》是從親子

的角度去看的，很新穎的視角

。

我是當鏡子去看的，從孟

洛川身上看到自己過去的習性

。

十點鐘回家，小麥睡了，

麥爸爸在書房等我。

兩口子竊竊私語，站在陽

臺上看著星星聊天。

夜涼如水，寒意侵羅襪，

兩口子緊挨著，在蒼茫的塵世

間，遇到了，用愛取暖。

對孩子的三大冷暴力
你是否都中槍了？
冷暴力之一：爸媽只顧玩手

機

4歲男孩波波，由爸爸媽媽和

奶奶帶到了門診求醫：波波幾乎

不開口說話，到現在也只能叫一

聲“媽”，連“爸爸”都不會叫

，是不是智商有問題？而對波波

進行了各個部位檢查，並檢驗了

智力、聽力等指標，醫生回答沒

什麽問題，問：“平時是不是老

人再帶孩子，有的老人不愛陪孩

子說話，會影響到孩子語言發育

。”

爸爸開口說“都是我們夫妻

帶孩子多，不過我們倆陪孩子都

愛看手機...說到這，爸爸恍然大

悟“所以才影響孩子開口說話吧

？”

“是啊！不知道你們是怎麽

當家長的，現在的小夫妻看手機

時間比看孩子時間還多！你玩你

的，孩子玩孩子的，也沒有一點

交流，孩子缺乏語言刺激，自然

不會說話！”波波的父母都羞紅

了臉，尷尬地相視一笑。

“回到家就把手機關了，啥

都別玩，就陪著孩子玩，多跟孩

子說話，教他念念唐詩......”

很震驚吧？

那些回到家，孩子要求你講

故事，讓你幫講解題目，而你們

只知道玩手機的爸媽，你們造嗎

？這就是你們對孩子的第一個冷

暴力。

冷暴力之二：孩子叫父母的

時候，不秒回

孩子總喜歡興沖沖的跑到父

母面前，叫著“快看我！”，時

間久了，父母因工作忙或有正在

考慮的事情，難免不耐煩對孩子

吼叫“別煩我！”後置之不理。

但！這就是

冷暴力哦。偶爾

一次還罷了，這

樣次數多了，孩

子會覺得，原來

對媽媽來說，自

己並不重要呢。

覺得自己沒得到

愛，有挫敗感，

日後心理健康，

和人交往都會很

受影響。換位思

考，如果你有一件非常想和別人

分享的事，別人沒有及時回應，

我們是不是也有挫敗感呢，是不

是覺得你不愛我了。

記住哦：能與孩子互動並積

極回應的父母，培養出的孩子更

積極，更聰明，學習能力更強。

因為孩子渴望得到關註是有學習

欲望的表現，下次孩子叫自己的

時候，一定要“秒回”！

冷暴力之三：不理解孩子的

情緒

家長常常對孩子說“我知道

了”，而不是去細心地聽孩子敘

述整個事情的經過，這樣的表現

，在孩子的眼裏，家長就是不理

解自己。比如孩子在幼兒園被打

了，看到他哭的很傷心，你不要

急乎乎的想找人家家長算賬，你

先要做的是理解並回應孩子的情

緒。你說“是的，我知道你很委

屈，我們一起想想怎樣解決才好

。”等你說完其實孩子已經感覺

好多了。如果家長只是幫寶寶解

決問題，而不註意及時地回應寶

寶的情緒，雖然也幫助到了孩子

，但也是一種欠缺，並不是最高

質量的回應，也是冷暴力的一種

哦。

留給孩子一點空間，不要急

於安慰。聽說其他小朋友排斥或

者嘲笑你的孩子，做父母的一定

感覺不舒服。但你也不需要立刻

安慰他說，“他們不對，你是個

好孩子”。只是簡單的說出他的

感覺就好，“遇到這樣的事，肯

定會難過的”。也許這就能讓他

感覺好多了，等冷靜一些之後，

他也能更加客觀地回想剛才的情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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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Interactive
College Of Technology 互動英語學院
自1982年成立，今年已經是第35個年
頭了，在這麼多年的教學中，互動英語
學院為美國輸送了很多能講英語、具有
專業既能的新移民，也是很多新移民邁
向實現自己美國夢的第一個臺階。

8月的哈維颶風之後，互動英語學
院突然湧進很多移民要求抓緊時間學英
語，原來，這些新移民家園被淹或被毀
，但去申請Fema卻沒辦法用英語溝通
，也不知道去哪裏找專業人士來修理，
造成諸多不便。所以，在美國生活，最
起碼要能做到用英語辦事，這是最基本
的生存需要，千萬不能只局限於本國語
言的小社區裏，一旦要與美國主流社會
打交道則寸步難行。

來互動英語學院，並不僅僅只是學
會英語，而重要的是學會溝通的技巧，
學會如何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去交
流。 互動英語學院的學員國別分佈非常
廣泛，每個課堂就是一個MINI聯合國

，在學習的同時大家相互認識並了解不
同的文化。互動英語學院的學生們來自
世界各地，有北美洲、拉丁美洲、亞洲
、中東、歐洲和非洲，同學們雖然膚色
和文化背景不同，但可以用共同的語言
——英語來溝通，他們在互動英語學院
收穫的不僅是英語的提高，更會收穫對
那些自己從未去過的國家的認識及一群
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Interactive College Of Technology
互動英語學院是休斯敦地區最專業的官
方認證語言學校，有35年教學經驗，而
且還開設護士助理課程，可以一邊學英
語一邊考護士助理的certificate，學完
英語馬上就能找到一份高薪的護士工作
，真是一舉兩得！對於新移民來說，沒
有比互動英語學院更完美的地方了！
Interactive College Of Technology互動
英語學院共設有八個級別的英語課，無
論你的英語水平如何，都可以在互動英
語學院找到相應於你水平的課程，而且
還可以發放I—20表，方便您轉換身份

拿簽證。這對於年輕的移民來說，無疑
提供了一個緩沖和適應的時間，能更好
地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和目標。

還有一個重大利好，就是在互動英
語學院學習可以申請政府的教育經費補
貼！低收入者可以拿到教育補貼，甚至
免費學習！對於家庭收入較高，拿到政
府資助較少甚至沒有的人，也有其他補
貼政策，包括在每年報稅的時候，把所
交學費報上去，作為Education Credit
而退稅，這也能省下不少銀子。請趕快
致電華人招生官Ann(832-367-1124)免
費諮詢。

Interactive College Of Technology
互動英語學院
地 址 ： 2950 S. Gessner, Houston,
TX77063
電話：713-771-5336
華人招生官Ann 專線：832-367-1124

讀讀InteractiveInteractive互動英語學互動英語學
院院，，學費可申請補貼學費可申請補貼！！

出了車禍不要出了車禍不要緊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治！！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

每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
麼辦？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
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
、胸腔CT、腹腔CT等。如果需要
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馬上進行
。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
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可
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這時
候，找李醫生，他可以幫你免費治
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
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過錯還
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汽
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
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
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3--4 星期
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
來去求醫；也有人雖然車禍後很快
去看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
後，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這些
對於車禍賠償都是不利的，對自己
身體更是有害。對於沒有傷筋動骨
的小車禍，2--3個月的推按摩康

復治療之後，大多數人都會感覺好
了；對於大小手術治療後的傷員，
1--2年之後，也會慢慢好轉，這
個時候，絕大多數人都會忘記車禍
這檔子事兒，繼續開車。遺憾的是
，5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
多數人（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
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視力、
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
位等，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
不到原因。其實，這就是車禍後遺
癥。腦震蕩是比較容易查出來的，
但軟組織受傷是很難查出來的，CT
、超聲波都不行，最多是核磁共振
（NMR）可能會發現一些問題（醫
學檢查稱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但
如果自己記得當年的車禍，發生的
部位，便可很容易聯想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
進行腦部、背部、骨關節和軟組織
恢復治療與保養，千萬不要等到10
年20年之後才想起來，那就晚了。
建議您去找李醫生，他是這方面的

專家，他會幫您設計治療方案，保
險公司支付您全部的費用，經過精
心治療之後，您不會有任何後遺癥
。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
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腰椎間盤
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
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
而引起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
癥狀，患者常常感覺下肢放射性疼
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
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
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
痛，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
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
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
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
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
車禍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
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
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
。他採用非手術治療，運用推拿、
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

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
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
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
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
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
診斷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
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
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
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
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
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
上減輕80%。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
複健，車禍後PI與PIP都收。請打
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 所 地 址 ： 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
二、四、六上午。

（本報訊）今年的獎學金得獎者總共錄取
25 名高中生及9 名大學生。總計發出六萬四仟
伍佰元獎助學金。
1. 校聯會傳統獎學金，錄取七名，每名一仟
元。學業成績獎四名，得獎者是: 黎先慧、林思
昀、張馨怡、潘元安。領導才能獎取一名：何
宇楠。課外活動獎二名：馮毓修、熊文卉。
2. RLC基金會助學金，金額共計一萬九仟元
。得獎者是：縱馳宇 伍仟元、文秋雯 三仟元、
佘崇華 三仟元、談建亨 四仟元、馬寶雪 二仟
元、馬寶霜 二仟元。
3. 張東朝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是 NSBB
Charitable Fund 提供，金額共計一萬元。名額五
名，每名二仟元，得獎者是：曾凱莉、王敏菲
、蘇一佳、蔣森、Kristi Mellin。
4. 林瑞發先生紀念獎學金，是台灣大學校友
林宗生先生為紀念父親林瑞發先生而設，金額

為三仟元。得獎者是：何思良。
5. 劉楊秀鶴女士紀念獎學金，是政治大學校
友劉旭強女士為紀念母親劉楊秀鶴女士而設立
的，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Sergio Octavio Es-
pinoza Torres。
6. 馬驥驃博士紀念獎學金、是銘傳大學校友
胡小蓮女士為紀念先生馬驥驃博士所設，名額
一名，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Anthony Marti-
nez。
7. 范增瑩女士紀念獎學金，是台灣大學校友
蔡亞麟先生為紀念夫人范增瑩女士所設。金額
三仟元。得獎者是：社區服務獎 林亞瑋。
8. 凌坤女士紀念獎學金，是台灣大學校友陳
碧雲女士為紀念其母親凌坤女士而設立，名額
二名，每名金額一仟伍佰元。得獎者是：Jessica
Uriostigui、Ariely Mejia。
9. 顧志慧女士紀念獎學金，是淡江大學校友

吳曉農先生為紀念其妻顧志慧女士所設，名額
一名，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戴曉芸。
10. 樓迪善將軍及夫人紀念獎學金，是台灣大
學校友樓一中先生為紀念父母親樓迪善將軍及
夫人所設。金額一仟元。得獎者是：領導才能
獎陳佳。
11. 夏元治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是台灣大
學校友夏慧芸女士為紀念父母親夏元治先生及
夫人所設。名額二名，金額每名各一仟元。得
獎者是：領導才能獎 江函霈、學業成績獎 Wil-
liam Wang。
12. 王財興先生王袁杏月女士紀念獎學金，是
銘傳大學校友王慧娟女士為紀念其父親王財興
先生，母親王袁杏月女士所設，金額一仟五佰
元。得獎者是：李可人。
13. 張玉瑩女士紀念獎學金，是文化大學校友
黄登陸先生為紀念夫人張玉瑩女士而設、金額

為一仟元。得獎者是：Meghan Lu。
14. 台北科技大學校友獎學金，是國立台北科
技大學校友劉素雲女士所設，名額一名，金額
一仟元，得獎者是：陳盈佳。
15. 謝文治教授及夫人音樂紀念獎學金，是藝
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紀念父母親謝文治教
授及夫人所設。金額為二仟元。得獎者是：曹
述恩。
16. 石山地產音樂獎學金，是石山地產, James
and Leeshan Birney 莊麗香女士提供、名額二名
，金額每名各一仟元。得獎者是：陳芃諭、向
一。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三十一週年， 年
會及獎助學金頒發典禮定于六月二十三日， 星
期六，晚上六時，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隆重舉行。 獎學金及年會有關事誼，請洽鄭大
展 281-919-9576。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2018 年獎助學金得主名單揭曉

（本報訊）由 STERLING MCCALL TOY-
OTA公司支持和讚助的第十一屆”豐田杯”少年
乒乓球錦標賽日前在休斯頓“德州乒乓球訓練中
心”落下帷幕。來自大休斯頓地區的共58名少年
乒乓球愛好者進行了百餘場的激烈角逐，最後分
別決出了四個組別的名次。在休斯頓有著良好口
碑的知名脊椎神經骨科劉書德醫師診所也給予了
此次比賽大力支持。賽后，STERLING MC-
CALL TOYOTA公司的 David 羅先生向此次比賽
的優勝者頒發了獎杯，表示祝賀，並同參賽者及
家長合影留念。比賽的組織者王大志教練代表全
體 參 賽 運 動 員 及 家 長 們 向
STERLING MCCALL TOY-
OTA 公司及 David Luo 先生本
人對大休斯頓地區少年乒乓球
運動長期以來的大力相助再次
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也特別
感謝劉書德脊椎神經骨科診所
對此次比賽的有力支持！
本次比賽獲獎選手名單如下：

A組︰冠軍：魏天 亞軍：
劉陳希 季軍：蘇頌恩 殿軍：
胡嘉文

B組 ： 冠軍： 張傑 瑞 亞
軍：陳欣宜 季軍：付暢 殿軍
： 凌雲逸

C組︰冠軍︰戴寧寧 亞軍
： 戴田田 季軍：肖子傑 殿軍

： 李久成
D組： 冠軍： 黃鼎茗 亞軍： 顧修如 季軍：

雍恩陽 殿軍：施愛琳
並列第五名: 溫舒旆 章可風 呂振宇 張明 睿
並列第九名： 李瑞傑 紀依夢 杜逸飛 紀依

心 黃一諾 陳文軒 廖熙悠
李昀昀 王瑞珏 王一凡 胡依凱 柳晨晨
獲得優秀獎的是：周卓 陶雨成 黃逸安 高子

楊 杜一凡 杜安得 王依晨 雲威
張晨陽 林成映 廖熙然 杜聽雨 李暘暘 文迪

岳靜宇 袁鶴洋

第十一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圓滿結束

（本報訊）從事攝影創作已三十餘年的著名攝影家賈忠，於上周六（ 5 月26 日）在糖城騰
龍教育學院舉行2018 攝影展。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親自出席開幕式，休斯敦市長Sylves-
ter Turner 及國會眾議員Al Green 皆發來賀函祝賀。

賈忠這次展出的作品，是紀錄他旅居美國十年間的華人生活點滴。主題為： 「讓時間凝固
，讓故事延展，讓歷史永存」，展出的105 幅照片是從他一千多張照片中精選而出，以藝術形式
反映了十年間休士頓僑界及華人風貌，彰顯＂建構和諧僑社＂的主題。

他的題材包羅了休巿僑界為上海世博會加油，為北京張家口冬奧會打氣，僑界國慶，社團
聚會，乃至三任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及二任休巿市長的親民形象，乃至各行各業的精英人物，精
彩瞬間，皆生動呼之欲出，令觀者目不暇接。這次展出為期一個月。

圖為攝影家賈忠（ 左四 ） 在開幕式上，將作品贈送李強民總領事（ 右四 ）

20182018 賈忠＜賈忠＜ 休斯敦華人風采＞休斯敦華人風采＞ 攝影展攝影展

圖文：秦鴻鈞

圖為第十一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圓滿結束圖為第十一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圓滿結束，，圖為王大圖為王大
志教練志教練（（ 後排左一後排左一 ），），贊助商豐田公司代表贊助商豐田公司代表David LuoDavid Luo 羅先生羅先生
（（後排右二後排右二 ），），與四組優勝者在頒獎會上合影與四組優勝者在頒獎會上合影。（。（ 記者秦鴻鈞記者秦鴻鈞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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