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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8月19日休士頓兒童博物館演出

台灣當代偶戲，，美國德州首演
台灣當代偶戲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於文化部及駐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鼎力支持下，
台灣書院將於 8 月 19 日邀請台灣當代著名
偶戲團(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於當天下
午 4 點 在 休 士 頓 兒 童 博 物 館 (Children’ s
Museum of Houston )演出一場完全以動
作呈現的作品《魯拉魯先生的草地》，為
德州的親子觀眾訴說自然與快樂分享的故
事。
《魯拉魯先生的草地》全劇無語言，
利用操偶師的細膩動作、舞台之佈局、空
間與燈光的配合，表達人類與自然的交流
。最大特色，除了主角魯拉魯先生為執頭
偶，劇中其他動物角色以自然物為主要素
材扮演，如運用漂流木、落葉、稻穗、藤
蔓等元素，神奇地將生活唾手可取之物轉
化為小鳥、狗、鱷魚等各種精緻的動物戲
偶，利用演員活靈活現的執偶技巧，帶領

觀眾進入創意無限的劇中世界，虛實轉換
、妙趣橫生。作品源自於日本繪本大師伊
東寬(Hiroshi ITO)先生的原著，該繪本曾
獲得 2008 年第十三屆日本繪本獎，描繪
人與自然間相處發生的趣事，並述說分享
的快樂，非常適合親子闔家觀賞。
《魯拉魯先生的草地》2017 年於法國
外亞維儂藝術節演出 21 場，受到亞維儂觀
眾熱烈歡迎，馬賽劇場雜誌當時的報導：
「一部讓人無法再冷漠、讓我們去思考自
身與周遭環境的作品。今年必看節目。」
另外，該劇也曾經在加拿大人類學博物館
演出，大受好評： 「非常獨特的演出，能
夠開啟觀眾們對偶戲世界的眼界、發現偶
戲的無限可能，亦使觀眾更認識台灣文化
，是一場大人小孩都能享受其中的演出。
」
來自台灣宜蘭的(無獨有偶工作室劇

團)，成立於 1999 年，每每推出新作向來
為亞洲當代偶戲重要指標，演出形式與、
材多元創新，探索實驗新劇不斷、製偶技
術日新月異，劇場敘事手法推陳出新，每
年都呈現相當豐富的作品。該團並且致力
於國際交流及教育推廣，廣邀海外偶戲師
來台交流，也前往台灣各學校及社區巡迴
並進行工作坊，是極具潛力的偶戲團。
今年《魯拉魯先生的草地》除在德州
演出外，將巡迴到新澤西州、佛蒙特州。
歡迎台灣僑胞踴躍出席，享受操偶師帶領
觀眾進入想像無限的偶戲世界，親子同歡
。
休士頓兒童博物館地址： 1500 Binz,
Houston, Texas 77004 電 話: (713)
522-1138 購票資訊請上該館官網 https://
www.cmhouston.org/或現場購票(入場需親
子同行)。

天韻“
天韻
“喜樂的心
喜樂的心”
”美國巡迴音樂佈道會
( 本 報 訊)
2018 天韻“喜
樂的心”美國
巡迴音樂佈道
會，係由休士
頓角聲社區中
心與救世傳播
協會合辦 ，
天韻合唱團一
行 11 人，由彭
蒙惠老師擔任
領隊 。
「天 韻 合
唱團」於 1963
年由來華逾半
世紀的美籍宣
教士－彭蒙惠博士 (Dr. Doris Brougham)成立，
是台灣第一個全職專業的音樂事奉團隊，天韻
的音樂風格，採男女混聲，在獨唱、合唱之間
，表達多元的信息呈現歌曲的面貌。

把福音唱出來 「天韻合唱團」- 宣教士的
孩子 。
「天韻」的目標是透過音樂宣揚上帝的愛
，藉著音樂創作、製作、現場音樂會，把生命
的價值和天國的福音帶到人心。從當年宣教士
的孩子，一步一步學習宣教士的精神，到承接
下無國界傳揚福音的異象，放眼華人世界的宣
教禾場，到今天 「天韻」的足跡，已經遍及五
大洲的 36 個國家。今天的 「天韻」，已成為華
人基督教界知名合唱團體。
走過 55 年 「天韻合唱團」經典創作深植人
心
55 年來， 「天韻」創作在海內外華人基督
教界影響深遠，〈野地的花〉、〈風和愛〉、
〈我要頌揚〉…等當代華人教會傳唱最普及的
詩歌，都出自 「天韻」的創作，至今發行創作
專輯 24 張，作品逾 240 首，每張都是創作時代
，台灣的社會縮影。
「天韻合唱團」2018 年已於世界各地華人
地區舉辦超過幾十場的音樂佈道，足跡遍佈亞

The Magik Theatre

6:00 PM Friday, August 17, 2018
2:00 PM Saturday, August 18, 2018

Children’s Museum of Houston
4:00 PM Sunday, August 19, 2018

洲華人地區、美加、全台各
縣市等地；每年舉辦海內外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uston
巡迴音樂欣賞會、佈道會、
無獨有偶
教會聚會等活動。透過音樂
創作、專輯製作、現場音樂
會，也與多家華人教會、基
語教室」系列雜誌榮獲多次金鼎獎肯定，她更
督教機構合作，傳遞生命正面價值，為國度福
於 2002 年獲總統府頒紫色大綬景星勳章，以及
音努力。
2014 年美國華盛頓州參議會正式決議文公開表
彭蒙惠(Doris Brougham) 生於美國西雅圖一
揚在台貢獻，並訂定 4 月 2 日為西雅圖市 「彭蒙
個基督教信仰的英裔家庭，彭蒙惠在 12 歲那年
惠日」。
，聽到從中國回來的牧師說： 「在遙遠的中國
敬請關心、代禱、參與。免費入場，歡迎
有千千萬萬人沒聽過耶穌的救恩，有誰願意去
踴躍出席 。
？」她舉起手，決定長大以後要去那遙遠的地
休士頓行程如下：
方。
9/14 (星期五)晚上 8 時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
21 歲從西雅圖碼頭啟程，抵達中國後拿起筷子
會
、穿上旗袍，還學起中文，她有了中文名字：
9/15(星期六)下午 3 時 曉士頓中國教會
彭蒙惠，意思是 「蒙受上帝的恩惠」。
9/16(主日)上午 11 時 曉士頓中國教會
彭蒙惠 是救世傳播協會創辦人，而後創立
角聲/聯絡:713-270-8660(O)
旗下 「空中英語教室」教育集團、 「天韻合唱
團」。彭蒙惠在台多年，一手創辦的 「空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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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青棒勇奪小馬聯盟世界冠軍 聖安東尼奧僑胞熱情加油
【本報訊】中華民國棒球協會青棒國家代表隊於 8 月 3 日至 6 日
前往美國德州 Laredo 市參加 「
2018 年美國小馬聯盟帕馬級世界青棒
錦標賽（PONY Baseball League）」，駐休士頓辦事處僑教中心廣邀
僑社組隊前往加油，中華民國青棒國家代表隊 8 月 3 日首戰聖安東
尼隊一路領先，8 月 6 日在冠軍戰以 2:0 擊敗美國加州洛杉磯隊，榮
獲 2018 年世界青棒賽冠軍，與會僑胞歡騰慶賀，駐休士頓辦事處副
處長代表政府首長頒發賀電恭賀全體選手的優異表現。
今年中華民國青棒代表隊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局長高安邦率領
桃園市平鎮高中棒球隊，前來美國 Laredo 市競逐世界區賽事，駐休
士頓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代表處長陳家彥隨團前往支持，休士頓僑
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廣邀當地僑胞前往為國家代表隊加油，獲聖安東
尼奧台灣同鄉會羅會長以及同鄉熱情響應，8 月 2 日羅會長等人於聖
安東尼奧機場迎接代表團，並邀集 20 多位鄉親前往距離聖安東尼奧
往東 3 小時車程 Laredo 市，為中華民國國家代表隊加油。
本屆賽事桃園市平鎮高中青棒代表隊不負眾望，為台灣奪得青
棒世界冠軍盃，僑界歡騰慶賀。比賽結束頒獎後，副處長林映佐代
頒總統、副總統、行政院、外交部、教育部、僑務委員會等首長及
駐美代表賀電，中華民國棒球協會青棒國家代表隊特別感謝僑務委
員會、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以及僑教中心支持，並對聖安東尼奧台
灣鄉親專程前往加油表達由衷感謝。

僑胞到場揮舞國旗熱情加油。
僑胞到場揮舞國旗熱情加油
。(經文處提供
經文處提供))

桃園市平鎮高中青棒代表隊表現優異獲得冠軍。
桃園市平鎮高中青棒代表隊表現優異獲得冠軍
。(經文處提供
經文處提供))

桃園市平鎮高中青棒代表隊獲得冠軍獎牌
合影。
合影
。(經文處提供
經文處提供))

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美國休斯頓站優秀青年學者招聘會

暨校友聯席會將於本週六舉辦
【本報訊】當地時間：2018.8.11 上午 10:30 -12:00
地點：6925 Turtlewood Dr., Houston, TX 77072 休士頓黃氏
宗親會大廳（西南區百利大道金山酒店右後方）
中山大學為華南地區最高學府與學術重鎮，是教育部“211
”、“985”和“雙一流”建設高校。中山大學醫科的學科水平
在國際居領先地位，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和藥學入選教育部“一
流”建設學科。
中山醫學院有著 150 多年的辦學歷史， 是最早在中國大陸
開辦現代醫學教育的院校，坐落於廣州市的中心越秀區，交通便
利，四周毗鄰多家三甲醫院，醫學科研資源豐富，是從事轉化醫
學研究的極佳場所。學院有著長期的尊重學術、鼓勵潛心治學的
傳統，有著良好的學術氛圍和自由的研究環境。我校基礎醫學在
全國學科評估中位居前列，學院以創建世界一流學科為目標，推
出“人才強院”戰略，已匯聚了一大批在國內外基礎醫學領域享
有盛譽的優秀人才，陸續引進國家“千人計劃”入選人才 6 人、
成功申報國家“千人計劃”青年項目 19 人，培育教育部“長江
學者”特聘 / 講座教授 3 人，國家萬人計劃 3 人、國家傑出青年
基金獲得者 5 人、國家優秀青年基金獲得者 4 人以及其他一大批
高層次人才。建有熱帶病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幹細胞教育部重點
實驗室、國家地方聯合工程實驗室、腦功能與神經疾病廣東省重

桃園市平鎮高中青棒代表隊獲得冠軍與僑胞合影。
桃園市平鎮高中青棒代表隊獲得冠軍與僑胞合影
。(經文處提供
經文處提供))

點實驗室等先進科技平台，擁有四萬多平方米的科研實驗室，價
值數億的先進科研設備，全面服務於學院的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
。 2017 年學校將中山大學動物實驗中心交由中山醫學院統籌管
理，實施動物實驗平台的質量提升計劃，醫學研究條件將得到進
一步的躍進。
經過多年發展，在感染性疾病與炎症，腦科學與神經系統疾
病，血管生物學與代謝性疾病，人體免疫調控與免疫治療，組織
細胞生物學與乾細胞治療，法醫學基礎與應用研究等領域形成了
具有鮮明特色的優勢學術群體，在 Science、Nature Medicine、
Nature Biotechnology 等國際著名期刊上發表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
成果。
本次宣講主講人是高國全教授，現任中山醫學院副院長、生
物化學系主任，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廣東省特支計劃領軍人
才，廣東省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學會理事長。可以與有興趣的
青年才俊們就關心的問題進行深度交流。本次招聘會後還將舉行
中山醫學院校友懇談會。
招聘學科領域：神經科學、心血管醫學、免疫與免疫治療學
、生物安全與病原生物學、分子生物與遺傳學、幹細胞與再生醫
學、腫瘤生物學、法醫學、組學與生物醫學信息學、結構生物學
、比較醫學等。

招聘崗位：
中山大學“百人計劃”引進人才崗位
取得國內外知名大學博士學位；具有重要國際學術影響的領
軍人才或具有較高學術造詣的中青年傑出人才或具有較好發展潛
力的青年學術骨幹。
中山大學專職科研系列崗位
海內外知名高校或研究機構的優秀博士後或博士，或具有海
內外知名高校或研究機構工作經歷的人員。
中山大學博士後研究人員崗位
年齡在 35 歲以下，獲得博士學位不超過 3 年，具備較高的學
術水平和較強的科研能力的海內外優秀博士。
在基礎醫學成功入選國家“雙一流”學科建設之後，學院迎
來了加速發展的黃金時期，新規劃的醫學科研實驗樓已啟動了建
設，急需引進一批優秀的青年才俊，熱誠歡迎海內外的優秀青年
學者加盟！
（會後中午 12 點-下午 1 點為中山大學校友與高國全教授聚
會，免費自助
餐，參加者聯繫黃孔威 832-859-5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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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何處去？帶孩童享受最後的暑假時光

(實習記者翁歆亞)最後的週日電影之夜將播
放迪士尼動畫片《獅子王》，電影裡栩栩如生
的動物讓人想立刻到非洲大草原一探究竟？別
擔心，休士頓動物園近在咫尺，除了觀賞動物
，特別的消暑活動讓孩子們在夏季能夠打造雪
寶。《拜訪森林》音樂劇串聯多部童話，全新
故事激發孩童更多想像。晚上還能去藍場夜市
運動、吃飯、聽音樂，祝大家週末愉快！
1. 週日電影之夜(Sunday Movie Nights)
蓋維斯頓娛樂碼頭的週日電影之夜即將結
束，最後一週將播放迪士尼經典動畫片《獅子
王》。故事描述幼獅辛巴流亡成長的經歷，並
在最後戰勝殺父兇手。動畫大師們以非洲肯亞
為原型，畫出壯闊的非洲草原及各種動物，快
帶上家人孩子來欣賞。
時間：8 月 12 日（日）8:00 p.m.
地 點 ： 2501 Seawall Blvd Galveston, TX
77550
門票：免費
2. 《拜訪森林》音樂劇(Into the Woods at
MATCH)
《拜訪森林》的劇情以黑色幽默的手法，
將多個童話故事彙整，包括《傑克與魔豆》、
《灰姑娘》、《小紅帽》等。在巧妙的串聯下

，不同故事的主角們涉入對方的生活，厭倦灰
姑娘和長髮公主的王子們，開始追求新的美女
– 白雪公主和睡美人，巨人老婆爬下魔豆要為
巨人復仇，讓你意想不到的劇情正在森林展開
……
時間：8 月 8 - 11 日（三–六）7:30 p.m.
地點：3400 Main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門票：$17/人
3. 米蘭達·藍珀特演唱會(Miranda Lambert
in Concert)
米蘭達·藍珀特是鄉村音樂界最頂尖的創作
歌手之一，她的作品除了展現她自己的人生經
歷外，大部分也在鼓勵女性，聽眾欣賞米蘭達·
藍珀特的演唱會，就如同在體驗一場充滿女性
力量的集會。來聆聽米蘭達如何用她獨特的嗓
音，將傳統和其他豐富的鄉村元素融入到她的
音樂中。
時間： 8 月 10 日（五）7:00 p.m.
地 點 ： 2005 Lake Robbins Dr The Woodlands, TX77380
門票：$25/人
4. 休 士 頓 黑 人 遺 產 音 樂 藝 術 節 (Houston
Black Heritage Music & Arts Festival )
2018 年休斯敦黑人遺產音樂藝術節將通過

黑人的音樂、美食、時尚、藝術和嘉賓演講來
慶祝非裔美國文化。星期六晚上，曾獲葛萊美
獎認證的 R＆B 歌手 Lalah Hathaway，將攜手
Mint Condition 樂隊主唱開場演出。
時間： 8 月 11 日（六）12:00 p.m.－10:00 p.
m.
8 月 12 日（日）12:00 p.m.－7:00 p.m.
地點：1001 Avenida De Las Americas Houston, TX 77010
門票：$15/人
5.休士頓動物園清涼一夏(Evening Chill at
Houston Zoo)
天氣太熱？那就晚一點再出門吧，休士頓
動物園在周五周六將開放到晚上八點半，
涼爽的午後動物們也都出來散步啦。這週
五還有特別的消暑活動，動物園預備了一
片雪地，讓造訪的民眾在炎炎夏日可以一
起堆雪人。如果感覺雪又太過寒冷不如換
上泳衣，感應式噴水機在水上樂園等待將
被感應到的幸運兒澆個透心涼。
時間：8 月 10 日（五）9:00 a.m.－8:30
p.m.
地 點 ： 200 Herman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0

門票：$11/人
6.夏季藍場夜市(Summer Saturday Nights at
The Blue Field Market)
今年夏天的每個週六晚上，藍場夜市將舉
辦各種有趣的活動。有免費的沙灘排球場地可
以打球運動，或在旁邊休息聆聽現場樂隊的音
樂表演，還有每週不同的供應商和餐車，販賣
特色食品、手工藝品等，讓遊客週週都有驚喜
。
時間：8 月 11 號（六）6:00 p.m.
地點：2619 Polk Street Houston , TX 77003
門票：免費

母愛

張清峰(讀美南日報
讀美南日報77 月 31
31日
日"年度最佳媽媽
年度最佳媽媽""報紙文章有感
報紙文章有感))
湖中巡遊一群鴨，
湖中巡遊一群鴨，
東看西瞧觀風景，
東看西瞧觀風景
，
勇於擔當沖在前，
勇於擔當沖在前
，
母愛情深似大海，
母愛情深似大海
，
唧唧喳喳天倫樂，
唧唧喳喳天倫樂
，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
美容複雜植牙手術，
併發症處理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隊伍整齊令驚訝；
隊伍整齊令驚訝；
帶隊連長是鴨媽；
帶隊連長是鴨媽
；
挺胸伸脖敵情查；
挺胸伸脖敵情查
；
保護 76 只小鴨娃
只小鴨娃；
；
超級家庭頂呱呱。
超級家庭頂呱呱
。

8月特價
美

白牙 齒

$199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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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mi 銀行宣布獲得 FDIC 批准
以完成合併美南銀行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根據 2018
年 8 月 7 日洛杉磯消息：Hanmi 金融公司
(Hanmi Financial Corporation)（納斯達克
股 票 代 碼 ： HAFC） “Hanmi” ， Hanmi

Bank 的控股公司，今天宣布已獲得聯邦 合併。 Hanmi 預計將在不久的將來獲得
存款保險公司 (FDIC) 的監管部門批准，以 加州商業監督部的最終監管批准。
Hanmi 和 SWNB 的合併仍需滿足慣例
完成其未決合併 與美南銀行 (SWNB Bancorp， Inc)。 (“SWNB” ） 及 其 子 公 司 的 成交條件，包括 SWNB 股東批准。 SWNB

計劃於 2018 年 8 月 16 日召開特別股東大
會，對該交易進行投票。 我們預計將在
2018 年第三季度末或第四季度末完成交
易。

休士頓中美寺本週日舉行
「愛地球素食一餐活動」
（本報訊）星雲大師: 倡導素食，
對於健康、衛生，生活的品質和人性
的耐力溫柔有很大的貢獻和幫助，同
時，也會引起人們對生態、對環保的
關注。我並不是要勸大家都吃素，但
是少吃一點肉食對我們的品德、人格
都有好處，有助于愛護地球環境，享
受綠色的生活，希望大家跟我共同努

力。
佛光山德州三道場共同推動聯合
國減碳計畫並將在 8/12(日)於休士頓中
美寺舉辦一場 「愛地球素食一餐活動
」 ，當天免費提供健康美味的素食午
餐，歡迎大家一起來！

日期: 8/12/2018 (日)
時間: 12:30 PM ~ 2:00 PM
地點: 佛光山中美寺
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網站: www.houstonbuddhism.or g
電話: 281-495-3100
請來電登記用餐人數!

「來來餃子館」 休市獨家全天供應早點

並有九種口味水餃、
並有九種口味水餃
、鍋貼
鍋貼、
、台式特色小炒
台式特色小炒，
，百吃不厭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位於 「 百佳超巿 」 旁
的 「 來來餃子館 」 是休士頓獨家全天供應早點的
麵食店，專門供應北方特色早點，包括： 煎餅果
子、油條、甜鹹豆腐腦、大米粥、鍋巴菜、雞湯

餛飩、咸菜、煎蛋、茶蛋、豆漿、大蔥油餅、牛
肉夾餅、手抓餅、油炸糕、牛肉麵、海鮮麵、榨
菜肉絲麵、鍋貼、以及九種口味 水餃（牛肉： 白
蘿蔔，芹菜； 豬肉：六種 口味：包括白菜、薺菜

、芹菜、韭菜、茴香、蝦仁； 以及素菜的菠菜蒸
餃、花素蒸餃 ，另外還有山東著名的魚水餃，都
是大家的最愛，百吃不厭，除了堂吃，這些早餐
、麵食，很多人都 to go ，買回家，天天吃都不厭
倦。
「 來來
餃子館 」 的
台灣特色小
炒，也是他
們的一大賣
點，別家吃
不到的口味
，如： 三杯
雞、三杯小
卷、熏雞、
熏鴨、韭菜
豬紅、糟溜

魚片、水煮魚片、生炒魚片、香辣孜然魷魚圈、
干鍋肥腸、紅燒肉、紅燒蹄膀、風吹肉、梅菜扣
肉、酸菜肚片、龍蝦、蝦卷、九層塔炒螺肉、九
層塔炒蜆、椒鹽蝦、香辣魚片、鹹蛋苦瓜、三杯
大腸、五更腸旺、客家小炒、台式炒米粉、炸臭
豆腐、海鮮蒸蛋、紅燒三文魚頭、深海石斑魚丸
、台南蝦卷、羊雜湯、牛肉湯米粉----- 等等，
都是百吃不厭的名菜，值得大家一吃再吃，細細
品味。職業婦女工作忙碌，買幾道菜帶回家，既
省去洗切炒煮的時間，精力， 「 來來餃子館 」 令
您全家樂呵呵，視 「 美食」 為人生一大享受。
「 來來餃子館 」 , 每周七天營業（ 週一至週
四上午八時半至晚間九時 ，週五、六、日上午九
時至晚九時），地址： 926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 百佳超巿旁 ），電話：（713）
271- 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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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一出好戲
電影《
一出好戲》
》從喜劇中看人性
超豪華群星陣容 中美同步 8/10 上映

(本報休斯敦報導) 由黃渤執導、王寶強領銜
主演的《一出好戲(THE ISLAND)》8.10 在休斯敦
的戲院上映，此片中美同步隆重獻映，是暑期強
檔，有著超豪華群星陣容，由黃渤、王寶強、舒
淇、張藝興、於和偉、王迅、李勤勤、李又麟等
聯袂主演！
此片是黃渤的電影處女秀，講述一群人意外
遭遇海難，被迫流落荒島求生，面臨一系列“人
性”問題的故事。影片以喜劇形式展現，但真正
要呈現的，還是有關人性善惡和社會生存法則等
深層含義，眾人看似開懷大笑的背後，其實隱藏
不堪一擊的假象。黃渤在《一出好戲》中，通過
主人公大起大落的人生，以及面對親情、愛情時
的抉擇和逆襲，將呈現一個小人物捨棄自我，絕
境重生的“激情狂飆”。
身為導演的黃渤外號“晴天娃娃”：劇中黃
渤飾演的馬進一開始就欣喜若狂表示自己意外中
彩 6000 萬，不僅與王寶強深情相擁上演眼神加
“挑逗”，還忘乎所以“強吻”了身旁的張藝興
。眾戲骨大咖刻苦耐勞的搏命演出，可謂今夏最
有看頭的大片！而鏡頭里對舒淇炫耀財富的傲慢
，更是透露出小島上的故事與金錢利益息息相關
。
然而，王寶強此次顛覆以往老實憨厚的形象
，怒吼眾人的畫面預示著他在小島中佔據著“靈

魂人物”的位置。於和偉與王迅在片中則表現得
彷彿是馬進的“追隨者”，一心想要結束驚心動
魄的小島求生之旅，重回原本的世界。
故事劇情:馬進欠下債務，與遠房表弟小興在
底層社會摸爬滾打，習慣性的買彩票，企圖一夜
爆富，並迎娶自己的同事姍姍。
一日，公司全體員工出海團建，途中，馬進
（黃渤飾）收到了彩票中頭獎的信息，六千萬！
就在馬進狂喜自己翻身的日子終於到來之際，一
場突如其來的滔天巨浪打破了一切。甦醒過來的
眾人發現身處荒島，喪失了一切與外界的聯繫。
在封閉小島的背景下，失去規則、失去階級
、失去財富的他們呈現出人性百態的浮世繪。可
以想見黃渤這次拍攝的作品看來絕不是一部簡單
的荒島喜劇，故事中勢必有不少令人脊背一涼、
發人深省的情節和內涵。
騰訊視頻《一出好戲》徐崢推薦“歡迎光臨
”預告 匯聚暑期檔最強陣容 https://v.qq.com/x/
cover/fgqtuu38z91hfyw.html?vid=x0649vjh3gp
騰訊視頻《一出好戲》西安路演 黃渤“雞立
鶴 群 ” 克 服 自 卑 https://v.qq.com/x/cover/fgqtuu38z91hfyw/p06801doflm.html?
喜劇之外還有深意？電影《一出好戲》最新
預告信息量很大！https://baike.baidu.com/tashuo/
browse/content?id=

2d016776b100bdb9e9267ece&lemmaId=&fromLemmaModule=pcBottom
預告解析：黃渤導演暗黑逆襲，可能又是一
部 《 瘋 狂 的 石 頭 》 ！ https://baike.baidu.com/
tashuo/browse/content?id=
67941b7cbe5e74e17c42a4e3&lemmaId=&fromLemmaModule=pcBottom
劇 院 詳 情 ： http://www.wellgousa.com/films/
the-island
院線持續增加中!
歡迎民眾到戲院觀看。休斯頓地區民眾可到
AMC Studio 30, 2949 Dunvale Rd, Houston, TX
77063。 達 拉 斯 地 區 民 眾 可 到 AMC Grapevine
Mills 30， 以 及 Cinemark Legacy,7201 North Central Expressway, Plano, TX 7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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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莊雅淑主任於美南地區夏季教師研習會 結業
典禮頒發參加老師結業證書，
典禮頒發參加老師結業證書
，僑委會遴派之兩位講座張黛琪
僑委會遴派之兩位講座張黛琪、
、陳慧澐
老師、
老師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陳根雄會長及僑務促進委員王美華與結
業老師們合影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2018 年休士頓 中文學校聯誼會
華文教師研習會圓滿成功 舉行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委會頒發慈濟人文
學校學員結業證書嚴沛緹校長代表接受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委會頒發福遍中國
教會中文學校學員結業證書陸惠萍校長代表接
受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委會頒發文化中
心中文學校學員結業證書莊芳齡校長代表接
受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 會長陳根雄主持 研
習會結業式、感謝僑委會遴派之兩位講座張
習會結業式、
黛琪、
黛琪
、陳慧澐老師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莊雅淑主任在美南地
區夏季教師研習會 結業典禮中致詞勉勵老師
們為中文教學繼續努力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委會頒發西北學苑
中文學校學員結業證書謝蘭英校長代表接受

8 月 5 日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委會頒發
文化學院學員結業證書 陳根雄 校長代表接受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委會頒發翰林中文
學校學員結業證書張心薇校長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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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U20 女足 2-1 海地

3
7桿桿
羅傑斯杯
丘裏奇 2-0 波斯皮希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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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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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援聲勢不足 望揭幕戰挽信心
新賽季英格蘭超級足
球聯賽北京時間 11 日凌晨
燃點戰火，揭幕戰由上屆
亞軍曼聯打頭陣，於奧脫
福球場迎擊“狐狸兵團”
李斯城特。利物浦今夏瘋
狂增兵，希望挑戰曼城霸主地位的雄心盡
現，曼聯相對上引援聲勢未開季卻已被比
下去，領隊摩連奴亦對管理層過於保守有
怨言。“紅魔”此番更需要在主場打響頭
好根基。
■李斯特城新兵列
卡度彭利拿強於邊
路攻防。
路攻防
。 路透社

曼

﹁
﹂

聯雖為
上屆亞
軍，卻跟冠軍
曼城的差距有
達 19 分 。 球
隊今夏焦點新
兵有巴西國腳
中場費特洛迪
古斯及葡萄牙
後防小將達洛
治，兩人已用上約 8,100 萬歐元。不
過，眼看利物浦豪花 1.8 億歐元買
人，車路士亦動作多多，曼城留住
冠軍人腳外更新簽入馬列斯，領隊
摩連奴認為在現今競爭激烈的英超
賽場，己隊的引援還未足夠。

摩佬難掩失望：無人再來
紅魔上季英超進球是前六名中
第二少的，今季續靠盧卡古、“山
神”阿歷斯山齊士、拉舒福特撐住
大樑，兵源未必足夠。山神日前明
言己隊確有增補人腳之需，“尤其
像（智利隊友）維達爾這類富於經
驗的好球員。”不過，儘管摩帥不
斷向高層施壓加速買人，尤其希望
增購一名中堅，最終還是未能如
願。9 日記者會上，他對未獲“注

■曼聯前鋒阿歷斯
山齊士季前賽狀態
不錯。
不錯
。
路透社
資”難掩失望，他說：“無人再來
了，現要把精力放在現有人腳和將
開始的比賽上。”
更麻煩的是，受月前結束的世
界盃影響，主力如盧卡古，中場保
羅普巴、連格跟費蘭尼都是剛歸隊
不久，狀態或未足以在此役踢正
選，中場尼曼查馬迪和右閘路爾斯
華倫西亞又因傷倦勤。摩佬感安慰
的是，費特季前賽表現不俗，料暫
可跟安達靴里拉和桑馬達撐住中
場，前鋒會由山神和新 10 號拉舒福
特擔綱，後場則或由基斯史摩寧夥
艾歷拜利扼守中路，勞基梳爾跟達
美安打左右二閘。

“狐狸”多新兵磨合需時
跟曼聯一樣，近三場熱身賽僅
一勝的李城也要殘陣作戰，前鋒占
美華迪和盛傳是曼聯目標的中堅哈
利馬古尼因世盃延遲歸隊而難候
命 。 這 支 上 季 第 9 名 的 2016 年 冠
軍，今夏高價出售馬列斯後大灑金
錢補回翼鋒拉治迪基素爾、諾域治
攻中占士麥迪臣和波圖翼衛列卡度
彭利拿等將，惟新陣容也需時磨
合，是戰客場環境下爭分難度仍
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菲律賓回歸 與中國哈薩克同組

■中國男籃藍隊
中國男籃藍隊（
（白衫
白衫）
）
日前與安哥拉熱身。
日前與安哥拉熱身
。
新華社

距 2018 雅加達亞運會開
幕還有 8 天的時間，由於菲
律賓男籃回歸，中國男籃的
小組賽賽程發生變化，據搜
狐體育消息，中國男籃將於 8
月 21 日迎戰菲律賓，23 日迎
戰哈薩克。
菲律賓原本與伊朗、敘

利亞和阿聯酋被分在 B 組，
但因較早時在世預賽與澳洲
隊發生衝突，多名球員被禁
賽，令該隊宣佈退出亞運
會。不料，近日菲律賓回心
意轉，宣佈回歸亞運。
中國男籃所在的 D 組，
由於巴勒斯坦退出，令該組

只剩中國與哈薩克 2 支球
隊，所以亞組委決定把菲律
賓分在D組。
根據亞組委的最新賽
程，中國男籃將於 8 月 21 日
迎戰菲律賓，23 日對陣哈薩
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理文獎金鼓勵球員
“踢入港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踏足港超第二季的理文，9 日
舉行記者會宣佈減票價及獎金獎
勵入港隊球員，而吉祥物“衝
蜂”Super Bee也在當日現身。

減票價 在將軍澳扎根

■主帥陳曉明（右）介紹“打拚！踢入港
隊”獎勵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會上會長李文恩宣佈“打
拚！踢入港隊”獎勵計劃。凡入
選香港代表隊的理文球員，會方
給予每人 5,000 元（港元，下同）
獎勵，而受惠的兩名亞運選手袁
皓俊、余沛康目前正身在雅加達
未能出席。這亦是香港首支港超
球隊設立上述獎金獎勵，李文恩
認為：“球會能培育出球員代表
香港，是一種成績，也是會方的
榮譽。會方除港超外，同時亦致

力青訓梯隊，為球會建立長遠基
礎。”
今 季 預 算 2,000 萬 班 費 的 理
文，全力在將軍澳深耕，不理會
班霸的不滿主動減票價，設公眾
票 60 元及特惠票 20 元兩種。希望
以便宜票價吸納更多球迷及區內
市民進場。球隊吸取過去一些球
會嘗試以將軍澳為基地、但“只
說不做”的教訓，用區議員落區
做街站方式進行宣傳，同時與區
議會、區內中和小學聯絡，在區
內推行交流活動，將理文扎根將
軍澳。
另外，理文、香港飛馬 9 日於
將軍澳友賽，傑志高尼路、奴比度
高調到場觀戰，最終雙方 1：1 言
和，理文憑史提芬彭利拿罰球中人

港空手道獲世界冠軍陪練 亞運衝金

炮，以穩定隊中球員的信心及為新球季打

■上屆第五的鄭子文
上屆第五的鄭子文（
（左）與
劉慕裳希望登上亞運頒獎台。
劉慕裳希望登上亞運頒獎台
。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
港空手道代表隊派出 3男4女出戰亞運，
為此請來世界冠軍高手陪練催谷狀態。
廿年前世界冠軍湯馬士現執教香港
亞運空手道隊，這位總教練找來世界冠
軍為港隊陪練，在總會代表資格紛擾事
件中，令隊員揮走煩惱靜心苦練。
“美少女”、港隊女子空手道套
拳代表劉慕裳，等待了六年終於第一
次能夠參加亞運，她期待打破“二奶
命”，能在雅加達亞運賽場上擊敗宿
敵日本的清水希容，登上頒獎台。劉
慕裳目前在亞洲空手道套拳排名第
二，上月亞洲錦標賽輸給清水獲得銅
牌。
劉慕裳稱：“奪牌的關鍵在於心理
質素，緊張就會失誤，而套拳與搏擊不
同，一有失誤就難以補救，期望比賽時
能發揮出平時練習的水準。”
作為亞運“三朝元老”的男子搏擊
代表、30 歲的李嘉維，希望衝破年齡極
限三奪亞運獎牌。過去兩屆亞運會已先
後奪得銅牌及銀牌的他，今屆目標是在
保牌的基礎上力爭金牌。
他喜獲總教練的兒子、也是世界冠
軍作陪練，他稱自己目前狀態非常好，
經驗亦豐富，會以輕鬆的心情參賽。
香港亞運空手道隊運動員名單如
下：（男子隊）鄭子文、李振豪、李嘉
維；（女子隊）蔡韻瑜、劉慕裳、馬文
心、曾綺婷。

傅家俊闖世界賽八強
丁俊暉當爸
香港桌球好手傅家俊 8 日晚在江西玉山舉行
的世界桌球公開賽次輪賽中，以 5：4 力克英格蘭
對手希堅臣勇闖 16 強後，9 日晚再以 5：4 挫另一
位英格蘭球手米健士晉級 8 強。而內地“一哥”
丁俊暉雖以 4：5 被米健士淘汰，但 8 月 8 日對丁
俊暉來講仍是幸福的一天，他當晚宣佈自己喜迎
愛女，正式升任為爸爸。
8 日晚的賽事，傅家俊在領先 4：1 下連丟 3
局，但在決勝局打出一桿 78 度，最終以 5：4 力克
英格蘭對手希堅臣勇闖16強。
而丁俊暉 8 日晚與米健士同樣打至決勝局才分
出勝負，惟丁俊暉以 4：5 不敵無緣 16 強。不過，
當晚 23 時 59 分，他在社交網站上發佈喜訊：“18
年 8 月 8 日，順產母女平安”，並配上新生嬰兒小
腳丫的照片。
除上述兩名華人球員外，內地球手蕭國棟也挺
進 8 強，不過顏丙濤、梅希文則被擋在 16 強門外。
而名將羅拔臣、卡特等也爆冷出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飛馬陳肇麒（左）從中鋒改踢
中堅。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牆入 1：0。飛馬憑 12 碼由祖連奴
追平1：1。
陳肇麒以中堅身份粉墨登場，
踢足大半場，既有破壞對方前鋒控
球，亦有冷靜長傳策劃反擊，表現
稱職，下半場跟張春暉拍檔表現有
默契。

■丁俊暉在世界桌球公開賽止步第二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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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說》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精彩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談古論今，引經據典，笑談風雲，豐富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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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介紹：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是中國大陸音樂人高曉松的一款脫口秀講壇節目，高曉松在節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目中兼任導演、編劇與主持人。，主要講述歷史、文化、社會
等人文學科知識。節目名字是由著名公共知識分子韓寒命名，
英文名“morning call”取自高曉松。本期節目將介紹美國的
法律《多如牛毛殘酷無比，高曉松趣談美國那些法》。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1. 掃二維碼(QR code)：

播出時間：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節目播出時間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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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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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1. 掃二維碼(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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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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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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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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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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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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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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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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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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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

星期五

歡慶

2018 年 8 月 10 日

Friday, August 10, 2018

芝 在 美 上 市 15
靈
本
日
周
許氏

B11

年

史上最大優惠!
- 許氏誠意回饋 -

買2盒
雙靈芝禮盒

送1盒
雙靈芝禮盒

原價 $329.97

特價 $219.98

活動促銷至 2018/08/31 止

*質量保證 原料直接由日本靈芝農場進口
*技術先進 日本的專利證孢子體破碎技術
*功效卓著 採用全靈芝及濃縮提純萃取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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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