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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昭菁律師
每個案件的成功都是新的提升
專門處理疑難雜症
07.12.2018

Sophie Zhang

電話:

832- 833-0551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行動的力量
貸 動商機
成就您的夢想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713-771-9700

．SBA 7 (a) 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ﬃ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972-246-1277

李察遜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TX 75081
972-301-598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奧斯汀分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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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考古人員開啟新發現的巨型石棺 出土三具木乃伊

埃及考古工作者在亞歷
山大港新發現的巨型黑色石
棺現場工作，
棺現場工作
，石棺裏共發現
了三具木乃伊。
了三具木乃伊
。這具石棺長
2.7 米、寬 1.5 米、高 1.8 米，
估重達到 30 噸 。 石棺被發
現時上面有壹層厚厚的泥漿，
現時上面有壹層厚厚的泥漿
，
表明未被盜掘過。
表明未被盜掘過
。目前
目前，
，關
於這具石棺的具體信息還未
公布，
公布
，不過埃及官方有人認
為，這個墓屬於托勒密王朝
的某個貴族或掌權者。
的某個貴族或掌權者
。

魚群躲避天敵求庇護
獅鬃水母變 大哥

埃及發現最古老陶瓷作坊
距今已有 4500 年

﹁
﹂

泰國，水下攝影師記錄下壹只獅鬃水母被壹群鲹魚環繞的畫面。小魚們為了躲避天敵，躲在
獅鬃水母的觸須間隙遊弋。獅鬃水母（學名：Cyanea capillata）是世界上體型最大的水母之壹，
其傘形軀體可達兩米，觸手有八組，最多有150條，可長逾35米，觸須有劇毒。

人們在埃及阿斯旺發現了壹個最古老的陶瓷作坊。
人們在埃及阿斯旺發現了壹個最古老的陶瓷作坊
。埃及官員說
埃及官員說，
，這
是壹個距今約 4500 年的陶器作坊
年的陶器作坊，
，是壹個罕見的發現
是壹個罕見的發現，
，讓人們可以壹
窺千年前的日常生活，
窺千年前的日常生活
， 這個作坊建於古埃及第四王朝時期
這個作坊建於古埃及第四王朝時期（
（ 公元前
2613 年至 24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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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緊張局勢持續引發憂慮
美國多位州長表示支持談判解決爭端

綜合報導 美國全國州長協會夏季會
議在新墨西哥州首府聖達菲舉行，不少
與會州長表達了對當前全球貿易緊張局
勢所帶來的不確定性的擔憂，並希望通
過談判解決貿易問題，實現雙贏。
在 2018 美國全國州長協會夏季會議
上，如何推動經濟發展、創造更多就業
機會是與會州長們繞不開的重點議題之
壹。而對外貿易無疑與這些關系到各州
民生的熱點問題休戚相關。過去十年
間 ， 美國華盛頓州對華商品出口猛增

240%，華盛頓州州長英斯利 20 日表示，
在貿易緊張局勢不確定性的陰雲下，不
只是已經受到沖擊的農業領域，各個行
業都有擔憂。
英斯利說：“我們是美國最大的蘋
果出口州，因為別國對白宮混亂行為的
予以關稅回擊，這些出口市場開始減少
。我們對中國的紅酒出口也令人擔憂，
我們對工業制造業出口也有憂慮，這不
只是全部關乎農業方面的，制造業也壹
樣。”

科羅拉多州州長約翰· 希肯盧珀在美
國中國總商會舉辦的“美中經濟關系
——增長、戰略與投資機會”論壇上也
表示，國際貿易可以推動強進的經濟，
也使世界更為穩定，但貿易緊張局勢會
破壞信任。
希肯盧珀說：“當然，我們已經看
到了不確定性因素對外國資本投資的影
響。我們出口的大約 10%受到了報復性
關稅影響的風險，如果我們在關稅增加
後繼續進口，我們壹定數量的進口產品
當然也會更貴。而我認為，如果跟造成
的不確定性和對建立長期擴大的經濟關
系的挑戰相比，這些都成了小問題。”
中國市場對於美國 50 個州之重要
性，用簡單的數字就可以說明。中國是
美國大部分州的前五大商品和服務出口
市場之壹，為美國創造了 100 萬個就業
崗位。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 2018 年
5 月公布的數據，2008 年以來，美國有

49 個州對華商品出口明顯增長，其中 17
個州增速達三位數。2017 年，30 個州向
中國出口了超過 10 億美元的商品。美國
在服務貿易出口方面優勢更明顯，2007
年至 2016 年，美國所有的州對華服務出
口均呈現三位數增長，其中 31 個州的服
務出口增長率超過 300%。
以阿肯色州為例，過去約十年間，
該州對華服務出口勁增 369%，阿肯色州
州長阿薩· 哈欽森表示，貿易緊張局勢確
實造成了壹些憂慮，他們州政府也在與
負責制定外交和外貿政策的聯邦政府進
行協調，盡量使阿肯色州與中國的經貿
合作不受到影響。哈欽森表示：“兩國
都需要表現出很多成熟和耐心，並可能
做出壹些讓步。我認為重要的是我們要
快速尋找解決方案，以便我們不會增加
任何關稅，或者像有些人形容的那樣使
恐怖升級。我們越是能夠在州壹級建立
合作關系，那麽在國家壹級也就越會更

成功。”
在投資方面，截至目前，美國 46
個州有來自中國企業的投資，根據美
國中國總商會近期的調查，中國的投
資直接在美國創造了 20 多萬個就業崗
位。而繼續擴大美國在中國的市場份
額的合理方法很多，比如中國進行以
結果為導向的對話，形成有商業價值、
可評估的對話成果，解決雙方長期關
註的問題。正如猶他州州長加裏· 赫伯
特所強調的，解決貿易糾紛與推進解
決其他問題的辦法是壹樣的，以誠懇
的態度，坐下來談。
赫伯特說：“國際貿易也是壹樣，
是壹起合作、發展信任、更好的溝通、
相互理解的問題。對這場辯論各方的
關註是合理的，我們需要找到共同
點，然後我們才能找到眾所周知的
雙贏。如果我們態度良好，我們就
能做到。”

中德汽車合作先驅憶當年：“從零開始”邁向全球最大汽車市場
於1984年10月簽約奠基的上汽大眾汽車有限公司
是中國歷史最為悠久的汽車合資企業之壹。那個年代，
大眾汽車如何成為西方工業企業來華投資的先驅？中
國又是怎樣在40年內發展為全球最大汽車市場？時任
德國大眾董事長的卡爾· 哈恩（Carl H. Hahn）博士近
日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回顧了這段往事。

“因為當時壹切的建設都是從零開始，我們首
先將重點放在了培養中國的工人和工程師上。”卡
爾· 哈恩表示，在進入中國市場時，大眾汽車秉承
了壹以貫之的理念——即先進行考察、繼而進行投
資，最終成為該國的壹名“公民”。
他舉例指出，大眾在華經營之初曾向中國的上
海造船廠訂購過兩萬三千噸的汽車運輸船，以此為
“壹切的建設都是從零開始”
中國創匯做過壹點貢獻，“雖然數額並不是很大，
“我於 1982 年重新回到大眾汽車時，發現德國 但畢竟是我們（幫助中國發展）的壹種思路”；大
工業界、也包括我們公司對於中國的興趣基本為零。” 眾還曾為中國專利法的發展完善出過壹份力。
卡爾· 哈恩回憶道，當時的人們無法想象，在那麽艱
難的環境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怎麽能夠將中國
改革開放“正確、現實且獨壹無二”
這樣壹個發展中國家帶上壹條發展振興之路。“而我
卡爾· 哈恩還記得，在第壹年，大眾汽車在中國
們公司，包括我本人卻很快察覺到鄧小平的政策是非 的生產總量“可能是幾千輛，最高不過壹萬輛”。
常偉大而傑出的。以他為首的中國領導團隊願意打開
三十余載過去，2016年，上汽大眾產銷量已突破
窗戶看世界，重視切實可行的發展戰略。”
200萬輛。如今，中國已超越美國、德國成為德國車企
在造訪中國後，卡爾· 哈恩確信中國政府正在 最大的市場，大眾每生產2輛汽車就有1輛銷往中國。
籌備向市場經濟進行轉型。他認為，相較於其他國
當被問及“在開展合作之初是否就確信這將是
家，中國的轉型更具成功的可能——因為當時中國 壹個成功的故事”，卡爾· 哈恩表示，在同中國的
正在向全世界取經，並將市場經濟領域和教育領域 政府領導層接觸後，他就向公司同事們表達了可以
承擔更大合作風險的想法。因為中國在歷史中已經
內最好的經驗和案例帶回國內學習研究。

展現了她的潛力——在長逾千年的時間裏，中國曾
是世界上最繁盛的國家之壹。“當我們能夠喚醒這
股巨大的潛力後，我們便可以在中國達到更大的成
就，遠大於我們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能取得的成
就——現在的狀況業已證明了這壹點。”
同樣感受到中國當時那種“爆炸性的決心”的還
有上汽大眾（時稱上海大眾）合資公司最早的德方總
經理馬丁· 波斯特（Martin Posth）。他在紀念中德建
交 45 周年訪談錄《憶海拾英》壹書中回憶道，1984
年底，自己在中國所到之處“看到整個中華民族似乎
都在準備著邁入新時代，他們渴望著變革。”
“當時我們就認為，這個國家的發展是擋不住
了！”馬丁· 波斯特回到德國後，即向卡爾· 哈恩建
議，從技術、金融等部門派出最好的人才去中國。
“這就是為什麽，我們是當時唯壹壹家前來中
國發展的外資企業。”卡爾· 哈恩說：“事後從改
革成果來看，我們確信，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是正
確的、現實的且獨壹無二的，並推動了中國的國際
化發展。”
“中國完全可以繼續開放下去”

今年 4 月，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宣布將
在 5 年過渡期後全部取消汽車行業的外資股比限
制。談及這壹備受全球汽車業界關註的政策，卡爾·
哈恩表示，整個世界的彼此連接越緊密，國際合作
分工的程度就越有效，大家共贏的效果就越好。
因此，中國政府繼續保持改革開放的態度是順理
成章的，“在發展初期，對自我采取壹些保護是
很正常的。就如同我們要將壹些植物移植回大自然
原生環境之前，先需要將其移植到溫室中進行過渡
適應壹樣。”
“中國的政策對於當今的世界經濟動態有著巨
大深遠的影響。”卡爾· 哈恩表示，在過去的幾十年
中，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都相當低，而中
國的開放政策則阻止了世界經濟陷入越來越困難的
境地。“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變化中不可忽視的
因素，並會在今後扮演愈發重要的角色。”
關於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景，卡爾· 哈恩直言，
中國無需擔心因開放政策而被任何其他來自外部世
界的力量所過多影響：“中國已經發展得足夠強
大，完全可以繼續開放下去——正如歐美也壹直在
持續實行開放政策壹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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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政論節目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節目介紹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台惟一的涉台時事新聞評論欄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 節目截圖

節目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節目分為兩個版塊：
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道當日和近期台灣島內的熱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點新聞；
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熱點深度報道及兩
1. 掃二維碼(QR code)：
岸專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進行跟
蹤報道。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本期節目將會討論“病急亂投醫，台軍拉外援造潛艇。

《海峽兩岸》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3. 下載Apps收看：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1. 掃二維碼(QR code)：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美中時間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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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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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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地理•中國 (重播)

03:00-03:30

04:00-04:30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02:30-03:00

Fun Way to Learn Chinese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05:00-05:30

曉說(重播)

05:30-06:00

Story China 故事
在中國(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司馬白話(重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家庭戰爭》（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國際新聞 / 大陸新
聞/ 台灣新聞

海峽兩岸(重播)

08:00-08:30

09:30-10:00

中國輿論場 (重
播)

文明之旅 (重播)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健康之路 (重播)

電影藏密（重播）
大魔術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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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新聞 / 大陸新
聞/ 台灣新聞
曉說(重播)

13:00-13:30

台灣心動線 (重播)

13:30-14:00

地理•中國 (首播)
曉說(首播)

美食鳳味 (重播)
生活 (重播)

爸媽囧很大(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科技與生活(重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首播）（English Subtitles）
卡通片《小瑞與大魔王》 (首播)

15:00-15:30

特別呈現 (重播)

16:00-16:30

中國文藝 (重播)

17:00-17:30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武林風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美食鳳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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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博物館 (重播)

爸媽囧很大

地理•中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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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游在美國(首播）

幸福來敲門 (首播1) 幸福來敲門 (首播2)

城市一對一

科技與生活

台灣心動線

游在美國 (重播）
我的留學生活(重
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生活(首播)
快樂童年(首播)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健康之路 (首播)

司馬白話 (重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
Howdy Philippines!
聞/ 台灣新聞
(重播)
健身舞起來（首

電視劇《家庭戰爭》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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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呈現 (首播)

開門大吉 (首播)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19:00-19:30

生活 (重播)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我的留學生活(首
播)

武林風 (首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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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輿論場 (首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台北博物館 (首播)
舌尖上的中國 (重播)

17:30-18:00

20:0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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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15:00

19:30-20:00

經典電影(首播)

電影藏密（首播）

游在美國(首播）

14:00-14:30

16:30-17:00

檔案（首播）

今日關注(首播)

12:30-13:00

15:30-16:00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健身舞起來（重播）

防務新觀察 (重播)

09:00-09:30

中國大舞臺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07:00-07:30
07:30-08:00

味道(重播)

經典電影(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04:30-05:00

08:30-09:00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Story China 故事在
中國(重播)

中國功夫(首播)

經典電影(重播)

03:30-04:00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7/23/2018 -7/29/2018

TUE.

地理•中國 (重播)
00:00-00:30

02:00-02:30

3. 下載Apps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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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欖球世界盃

B6
■香港欖球隊屈居銀
碗亞軍。
碗亞軍
。

香港隊

屈居銀碗亞軍
香港男子 7 人欖球代表隊在三藩市舉行的“世界盃”殺
入銀碗決賽，可惜以 7：20 不敵智利。香港在 24 支勁旅中
最終以第 18 名完成“世界盃”之旅。

港隊入局慢熱的老毛病再次發
作，導致上半場被智利領先

15：0。換邊後華將李卡度於賽事 9
分鐘為球隊破蛋，並由隊長黎萬利
命中附加罰球，追近至 7：15。不
過智利在 3 分鐘後便還以顏色，將
比分拉開至 20：7，並保持勝果到
最後。港隊今仗僅有 4 次攔截失
敗，而這 4 次失誤悉數被對方化為
達陣。值得一提是香港今年兩鬥智
利皆成為手下敗將，對上一次是在
香港舉行的“世界 7 人欖球系列賽
外圍賽”。

港隊教練滿意成績
港隊主帥莊保羅賽後說：“智
利是一支很強的球隊，今仗雖然再
次敗予對方，但我並沒有太失
望。”“我們的表現中規中矩，可
是控球在手時並沒有像４強時表現
得這麼好，因此未能勝出也無可厚
非。”他續道：“球隊在是次比賽
獲得兩勝兩負的戰績，尚算不俗，

希望球員能夠在本周有所
得着。”
同時間，莊保羅對 3
名新兵拿東尼、靴貝特及
丹馬克的表現亦感到特別滿
意，他說：“他們在這樣高水平
的賽事中首次披甲已有出色演出，
非常期待他們日後的表現。”此
外，傷癒復出的史戴爾斯和李忠斯
將為在 8 月舉行的“亞運會”及
“亞洲 7 人欖球系列賽”注入更多
力量。莊氏說：“今次有部分
球員沒有隨隊，球隊回港後
會再次為‘亞運會’及
‘亞洲 7 人欖球系列賽’
重新點兵。”
■本報訊

■李卡度（右）運球
突破。
突破
。 欖總提供

■ 新兵靴貝特（左）表
現不俗。
現不俗
。
欖總提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與香港體育學
院，23 日共同宣佈為下月亞運會及
緊接的亞殘運，設下“恒基精英運
動員嘉許計劃”給予獎金予得獎健
兒，發放正能量。
這樣聯同現有的“優秀運動員
獎勵計劃”，今屆亞運個人及隊際
項目的金牌得主，可分別獲得 80 萬
（港元，下同）和 160 萬元的現金
獎勵。表揚及嘉許香港運動員在體
壇上的傑出表現。
3周後開幕的雅加達亞運，港隊
代表團將派出歷來最龐大 800 人代
表團參加，當中 580 名運動員中，
唯一穿上彩虹戰衣世青單車冠軍梁
峻榮，更破天荒一人報名參加 4 個
項目，包括個人追逐賽、團體追逐
賽、個人全能賽及麥迪遜賽，如
“ 四 項 掛 金 ” 最 少 可 獲 得 約 240
萬，而“肥榮”也笑着承認自己衝
擊獎金的機會濃。他認為：“我們

■運動員大讚獎金計劃。
運動員把青春獻給體育，是次獎金
鼓勵會增強我們的把握力！”
風帆教練陳敬然則表示：“額
外獎金確是喜訊，對運動員而言此
獎金是值得高興的事。”乒乓球總

潘志南 攝 ■亞運獎金將得到提升。
教練陳江華相信計劃可推動運動
員，更希望球隊人人有牌“可以盡
獲恒基的贊助”。
今屆亞運會得獎運動員發放額
外獎金，個人金、銀、銅牌分獲 40

潘志南 攝
萬、20 萬、10 萬；隊際金、銀、銅
分獲 80 萬、40 萬、20 萬。集團副主
席李家誠出席記招時直言，希望透
過計劃鼓勵香港體育及激勵商界支
持。

■香港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香港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U
U13
13男子隊入場
男子隊入場。
。

短訊

飛馬開操 目標問鼎超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飛馬選擇農曆大
暑節氣日開操，任董事的羅旭峯簡單勉勵球員主持開
操，他向記者宣佈球隊新一季目標是尋求突破上屆成
績，期望問鼎超聯及每個錦標。
飛馬今季人腳大變動大，新兵多達 11 人，班費
仍達 1,500 萬（港元，下同）。羅旭峯被問到香港足
球是否沒有前境？他沒有正面反駁，只強調仍然花千
萬投資足球，而且超聯各隊班費有增無減、實力平
均，大家都有心做好球隊，而改以旺角主場亦是希望
改善球市。另外，球隊下月會有新贊助宣佈。
“陳7”
陳肇麒在新一屆會司職後衛，領隊文彼得坦
言返璞歸真，他出身時是踢後衛，投効傑志才轉型中
鋒，這也是給飛馬多個選擇，因為目前祖連奴拍查維
■飛馬今季目標是超越上屆成績。
潘志南 攝 斯，前場兵力十足，不過23日操練“陳7”依然是踢

港英文小學參加全國小籃球賽

香港亞運健兒獎金獲加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7
月 23 日上午，第 30 屆“苗苗盃”小籃球賽
在河南省三門峽市體育館開幕，來自全國 20
多個省市，共計 75 支代表隊 1,200 餘人參
加，比賽場次達 100 多場。香港保良局林文
燦英文小學派出包括領隊、教練員、運動員
達 30 人代表隊參加 U13 男子組、U13 女子組
比賽。
中國國際青少年籃球聯盟副主席齊孝
序，中國籃球協會青少年委員會主任宋曉
波，三門峽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范付中等
領導出席開幕式。
香港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派出包括領
隊、教練員、運動員達 30 人代表隊參加 U13
男子組、U13 女子組比賽，其中 U13 男子組
包括 12 名運動員，U13 女子組包括 14 名運
動員，分別分在 U13 男子組 F 組、U13 女子
組A組。

中國女隊鑽聯4×100奪亞
國際田聯鑽石聯賽倫敦站於日前完成，結果中國
女子接力隊派出梁曉靜、韋永麗、葛曼棋及袁琦琦出
戰下，以 42 秒 59 的成績獲得 4×100 米女子接力比賽
亞軍，東道主英國隊則以42秒36成績奪得金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張春暉（右）回歸港超。

潘志南 攝

前鋒位置。
前恒大 U17、傑志足球學院教練培訓總監柏度
擔任主教練。文彼得指柏度對香港足球有所認識，
憑過往工作經驗有助球隊。今屆飛馬新加盟球員有
劉智樂、佐佐木周、積施利、張國明、張熹延、祖
連奴、雷傑明、吳駿發、廖培楓、蕭嘉明及張春
暉。

法國捧世盃 基奧特取巧找數
法國國足勇奪今屆世界盃冠
軍，射手基奧特曾承諾若奪冠會剃
光頭。這位世盃未有入球斬獲的英
超車路士球星，23 日在社交平台上
載了自拍相片，表示兌現承諾，但
圖中所見他只是將頭髮剷短（右圖），並非光頭，
如此找數有點取巧。

體育圖片

男籃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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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維加斯，洛杉磯名店「JIN'S CAFE」登陸休士頓
「錦」 中華美食，開幕僅一週，菜色之美令人驚艷
圖為 「 JIN'S CAFE 」 的名菜 「農家茄子煲 」 。

JIN'S CAFE 餐廳一角
餐廳一角。
。

JIN'S CAFE 內部廳堂優雅
內部廳堂優雅。
。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士頓日前新開了一家
著名的川菜館-- 「JIN'S CAFE 」 （ 錦- 中華美食
），就在 Jeanetta St. 與 Fondren Rd 之間的 Westheimer 大道上，餐廳內部優雅，溫馨，適合三、
五好友在此小聚，共同品嚐 「 JIN'S CAFE 」 推出的
出色美食。
「 JIN'S CAFE 」 （ 錦- 中華美食 ）剛開張才
一週，很多人還不知道，但吃過的人無不驚嘆不
已，連吃遍休士頓的老饕也頻頻讚美不已，休士
頓還少見這麼夠檔次的菜色，每道菜皆價值非凡
，看賣相，品口味，一看絶非出自等閒之輩，果
然，該店的大廚王師傅，大名遠播洛杉磯，拉斯
維加斯。該店在洛杉磯叫 「 石器時代 」 專賣燒烤
和啤酒，在加州 Santa Barbara 也開過名店，尤其
在拉斯維加斯，世界拳擊冠軍， 「 中國好聲音」
歌手大獎賽的那英，都是王師傅的 「 粉絲 」 ，連
台灣美食節目的主持人林慧宜，也對王師傅的手
藝誇讚不已。
「JIN'S CAFE 」 （ 錦- 中華美食 ）的菜色凡
吃過的人無不留下深刻印象。該店的招牌菜如美
味小吃 「 口水鷄 」 是開胃小菜，才嚐一口，就被
它鷄的鮮美，在一開場即心情大好。夏天吃 「 鷄

乾燒大蝦花菜。
乾燒大蝦花菜
。
絲涼麵」 也是一大爽口開胃菜，大大的一碗，色
香味俱美，黃瓜絲、蛋皮絲、紅蘿蔔絲配色優美
，再加上滋濃味美的鷄絲，使一碗涼麵也能吃得
如此華麗豐盛，主廚匠心獨具，可見一斑。還有
「 素鍋貼 」 也是極品的美味小吃，夏季吃來，尤
其可口、開胃。其他名菜如 「 東坡肉 」 味美滋濃
，賣相可觀， 「 香辣炸雞」 的濃冽口感，香脆焦
香，格外開胃；而著名的 「 麻辣烤全魚 」 ，更是
一等一的極品； 而賣相美極，口感獨特的 「 竹塔
烤魚片」 更是開胃極品。 其他如烤豬排的 「 香酥
排骨 」 ，烤令人一品鮮香豬肉之美；烤羊排的令
人傾倒不已；而 「 水煮牛 」 的過癮，只有吃過的
人才能感受，而 「 湖南小炒羊 」 更是把羊肉之美
，獨特呈現；而他們的素菜亦極出色，一鍋 「農
家茄子煲」 ，只有吃過的人才能感受它的味美及
豐盛，這些成塊的茄子，被肉末及紅椒燉燒的滋
味十足，比大魚大肉還好吃，而乾燒花菜，炒木
耳山藥也是有異曲同功之妙，將這些營養價值極
高的素食，處理得如此開胃，喜人。其他如干貝
，炸蝦，炒蝦仁，三鮮炒碼湯麵，都是喜食海鮮
者的最愛。吃了這麼多美味的菜餚，結束之前再
來一盤精美甜食 「 水果芋泥 」 吧！ 「 JIN'S CAFE

」 最令人激賞的莫過芋泥並不太甜，完全合乎大
家的養生需求，其他如脆皮炸鮮奶、桂花酒釀湯
圓、芝士蛋糕，也是大家喜愛的甜點。
「 錦- 中華美食 」 的美食近百種，除了上述
的幾道招牌菜外，他們也歡迎大家上門來看菜單
，點菜。從小吃的 「蟹肉起司雲吞」 、扇貝沙拉
、到特色菜如 「 剁椒蒸魚片」 、 「 酸菜魚」 、 「
香辣羊排」 、 「 酥烤羊排」 、 「 酸湯魚羊鮮」 、
「 香辣干鍋蝦 」 、 「 干鍋排骨 」 到 「，麻辣烤
全魚」 、 「 香酥排骨」 、 「 水煮牛」 、 「 黑椒牛
肉粒」 ----- 等近百種名菜，等待您來品嚐！
「 錦-- 中華美食 」 最值得一提是他們的價
格十分公道。大大的一碗 「 雞絲涼麵」 夠好幾人
分享，每碗才八元，一大鍋料足味美的 「 農家茄
子煲」 每鍋才 11 元，就連最大盤的 「竹塔烤魚片
」 ，每份才 15 元，的確是物超所值。 「 錦- 中華
美 食 」 距 中 國 城 並 不 遠 ， 就 在 Westheimer 過
Gessner 往東，過 Jeanetta St. 不遠就到了，下一條
街就是著名的 Fondren Rd. ，而他們的東鄰，就是
在休市三十年以上的日式餐廳 SASAKI , , 老休士頓
人都知道的地標！
「 錦- JIN'S Cafe 」 凡消費四十元以上有贈送
餛飩或春捲。該餐館的營業時間為周日至周四上
午十一時至晚間九時半，周五、周六為上午十一
時至晚間十時。 「 錦- JIN'S CAFE 」 地址： 9013
Westheimer Rd. Houston , TX 77063 , 電 話 ：
832-252- 1888，，713- 637- 4383

圖為 「 JIN 'S CAFE 」 的名菜 「 竹塔烤魚片 」 。

酥烤羊排

圖為 「JIN'S CAFE 」 的 「 雞絲涼麵
雞絲涼麵」」 。

休城社區

美中藝術家協會與美國青年大使基金會頒獎
暨公益慈善晚宴在威士丁酒店盛大舉行

【泉深 / 圖文】蜚聲海內外的美中藝術家
協會（ American Chinese Artists Association ）、
美 國 青 年 大 使 基 金 會 （ Young Ambassadors of
America Foundation ， YAAF ）於 7 月 21 日晚
在基金會成立六週年之際，在休斯頓威士丁酒
店（ The Westin Hotel ）共同舉辦頒獎暨公益
慈善晚宴，促進國際間相互交流活動。本次活
動得到大休斯頓地區眾多社區愛心人士的大力
支持。同時，也得到美南新聞、《今日美國》
、新華社、《中國日報》、中新社等國內外新
聞媒體的支持和宣傳。
受美國青年大使基金會的委託，全景影視
教育組織承辦了本次頒獎暨公益慈善晚宴。公
益慈善晚宴主策劃人為 Alice 、 Fei Zhen 。知名
主持人 Iris 、 Phill 主持晚宴各項活動。中華人
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文化參贊解飛、現
任美國青年大使基金會主席蔣銳、美國青年大
使基金會美方主席 Gary Chaso 、美國共和黨國
會議員 Pete Olson 的代表張晶晶和民主黨國會
議員 Al Green 的代表譚秋晴等到場支持本次活
動並致辭。
中國最美麗的蒙古族著名女歌手阿木古楞
不遠萬里，來到休斯頓為本次活動獻愛心，她
極強的唱功和超高的人氣，被譽為科爾沁草原
的百靈鳥，是電影《芳華》的主唱歌手，也是
央視《越戰越勇》金話筒冠軍。她的天籟之歌

《鴻雁》一直紅遍大江南北，具有濃郁民族特
色的歌曲《鴻雁》在本次晚宴上再次唱響。她
還獻唱著名的《金門山》、《蒙古酒歌》、
《罕山的月光》等歌曲。知名男歌手巴達榮貴
也來到晚宴現場，演唱中國家喻戶曉的歌曲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長調》等。兩
位歌手的遠道而來，是對公益慈善事業的極大
支持，同時也傳播了中國民族文化，是本次美
國青年大使基金會六週年慶祝活動的一大亮點
。 美 國 著 名 歌 手 Rickey Davis 演 唱 “ Luck be
the lady”, “Just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The Way” 等成名曲，將晚會推向高潮。
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主持藝術品拍賣活
動。在藝術品拍賣環節，美國青年大使基金會
獲得了著名藝術家、書法家、珠寶專家的大力
支持，他們為美國青年大使基金會捐獻出了兩
幅繪畫作品、一幅字畫、一件名貴珠寶首飾。
拍賣會現場，觀眾一睹名作風采和名家風範，
並有機會在為跨國的影視、藝術、教育事業的
交流活動獻愛心的同時，將這些珍貴作品收藏
。拍賣現場熱烈，畫家沙漠，書法家黃鑫都把
拍賣的全部資金捐獻給基金會。休斯頓騰龍教
育學院余曉春校長將拍得書法作品捐贈給美國
青年大使基金 會。
YAAF 成 立 於 2012 年 ， 是 一 個 非 營 利 的
501(c)(3) 公益組織。其使命是為美國青少年提

供各種機會和幫助，使之在世界範圍內成為促
進影視、藝術、教育、文化等領域進步和交流
的親善大使。 YAAF 支持親善大使們的國際交
流，向生活在不同國家的眾多青少年們表達對
生活的熱愛，對真理的渴望，以及對社會的責
任感。
現任美國青年大使基金會主席是著名藝術
家蔣銳先生。美國青年大使基金會美方主席是
Gary Chason 先生 ，他是德克薩斯州最資深電影
人，德州影視行業的活字典和常青樹，多年的
影視行業專業經驗和教學經驗，他本人和他參
與導演的電影都獲獎無數。
青少年是我們未來的希望！美國青年大使
基金會每年甄選出數十位青年大使，支持他們
進行國際旅行，完成世界範圍內的影視、藝術
、教育、文化的交流，包括加強推廣中國文化

。 YAAF 主要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幫助青年大使
： 1. 向慈善、影視、藝術、教育、文化和其他
非營利組織提供人力物力的幫助； 2. 支持青年
大使們從事符合基金會宗旨的活動。基金會的
捐贈和長期支持計劃為許多組織的發展提供了
資助，其中包括休斯頓交響樂團的青年拓展計
劃和肖邦圖書館的青年音樂教育計劃的擴展等
，還有遠在中國江西的自閉症兒童康復機構等
也受到了美國青年大使基金會的資助。捐款和
捐贈名單正逐年增加。美國青年大使們除了繼
續為藝術天才孩子們提供支持，今年也會為部
分難民帶去基金會的關愛和幫助。
熱心公益和關愛青少年是永恆的主題。聚
沙成塔，集腋成裘，眾志成城，讓我們一起支
持世界青少年們的發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