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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中國當代少數民族實力派畫家李紅霞（中）與吳軍夫婦（左）
和延邊州博物館館長金明華（右）在捐贈儀式上。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08.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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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小型商業貸款(SBA Loans)
．商業建築/房地產貸款 (Construction / Real Estate Loans)
．商業地產貸款 (Commercial Financing)
總
行
糖 城 分 行
達拉斯區域分行
李 察 遜 分 行
布 蘭 諾 分 行
奧 斯 汀 分 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713-771-9700
713-272-5028
972-246-1277
972-301-5988
972-673-0188
512-834-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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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寵物醫院雇“
俄寵物醫院雇
“幹脆面君
幹脆面君”
”當前臺 熱情認真

近日，
近日
，俄羅斯頓河畔羅斯托夫的壹家寵物醫院
俄羅斯頓河畔羅斯托夫的壹家寵物醫院，
，小浣熊變身為熱情
認真好“員工
認真好“
員工”，
”，它的工作任務就是在前臺接待前來就診的病患
它的工作任務就是在前臺接待前來就診的病患，
，並為
小動物們帶路。
小動物們帶路
。

與狗狗玩耍好治愈
世界最小迷妳馬身高僅

欺騙眼睛的料理
以為是熏肉其實是西瓜

9米
4厘

炭烤的外觀
加上暗色的汁
水 ，妳壹定覺得
這是道烤火腿，
但事實上，它卻
是個西瓜！日
前 ，位於美國紐
約市曼哈頓區東
村的壹家餐館在
炎炎夏 日 裏 推
出了壹道素食
友好型的“黑
暗料理”——煙
熏大西瓜，瞬間
火爆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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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運全國”到“運全球”
物流企業迎來新機遇
信息化系統，大大縮短了通關時間。在
查驗方面，運用五維掃描技術進行非侵
入式查驗，提高了查驗效率和查獲效
率。”航空物流員李玥介紹，“同時，
在政策方面，改變以往運抵申報模式，
實行提前申報、運抵驗放，在壓縮三分
之壹通關時間的基礎上，進壹步壓縮 1
至 2 小時。”

順豐航空公司深圳=金奈(印度)的全
貨機在深圳寶安機場起飛，5 個多小時
後到達目的地。這是順豐到金奈的首趟
全貨機航班，也是深圳到印度首趟貨運
直飛航班。
“壹帶壹路”倡議提出 5 年來，中
國與沿線國家貿易合作不斷加深，成為
“壹帶壹路”主要貿易國家的重要進出
口市場。中國本土物流運輸企業迎來極
大機遇，像順豐速運這樣的“空中倉
庫”越來越多，在助力國民經濟的同時
給國際貿易增長帶來正反饋。

貨物出口更便利
8 月 4 日晚，記者在深圳機場看到，
從貨物運抵到順豐航空全貨機起飛，全
程僅耗時 8 小時左右，從海關收到報關
數據到貨物放行則用時不到 1 小時。
為響應“壹帶壹路”建設，完成
“壓縮貨物通關時間三分之壹”的工作
目標，深圳機場海關協同深圳機場集
團，7 月 16 日起開始實行更加便利化的
通關措施。
“在技術方面，我們啟用電子物流

國際合作更深化
“中國與‘壹帶壹路’沿線國家進
出口貿易額已呈兩位數增長，我們在
‘壹帶壹路’沿線的物流業務和快遞業
務量持續增加。”順豐速運海外大區業
務負責人尹劍說，“2017 年，順豐開通
了在泰國和越南的業務，這次到印度的
航線是我們應對‘壹帶壹路’沿線國家
物流業務需求的新嘗試。”
印度是全球第二的人口大國，中國
的智能手機在印度有相當大的市場。
今年第壹季度，在印度銷量排名前五
的手機品牌中，中國品牌占據四席。其

中，小米以 31.1%的市場份額持續領跑
市場。
憑借航空運輸速度上的獨特優勢，
順豐開始嘗試將中國的特色農產品和生
鮮食品銷往海外。6 月 7 日，順豐廣州區
成功出口 650 公斤荔枝到阿聯酋迪拜，
首次實現順豐國際和廣州區荔枝出口海
外。據介紹，順豐還將繼續探索特色經
濟業務，將小龍蝦出口到中東地區。
“作為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兩個
重要城市，深圳=金奈航線的開通是中
印良好經貿關系的體現。”順豐航空董
事長劉良浩表示，“隨著國際業務的拓
展，順豐速運還將在 12 個國際城市開通
航點，並采取直飛航線，為更多國際城
市提供服務，努力抓住‘壹帶壹路’建
設的發展機遇。”

電商進入高速發展通道，快遞業務量逐
年提高。
來自國家郵政局的數據顯示，2017
年全國快遞服務企業完成國際及港澳臺
快 遞 業 務 量 8.3 億 件 ， 是 2013 年 的 3.2
倍。今年上半年，國際及臺港澳快遞業
務量 5.2 億件，同比增長 43.1%，增速超
行業整體增速 15.6 個百分點，連續 13 個
月高於行業平均增速。
作為郵政企業服務跨境電商的主要
產品，2017 年中國郵政的國際 EMS、國
際 e 郵寶、國際小包等產品業務量達 12
億件，是 2013 年的 6 倍多，成為中國企
業進入國際市場最受歡迎的渠道之壹。
國家郵政局相關負責人表示，為了
更好服務“壹帶壹路”建設，形成空陸
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行業開放發
展新格局，“我們還將實施‘絲路傳
跨境電商更火熱
郵’行動計劃，加強與相關國際組織和
隨著“壹帶壹路”倡議的推進與傳 沿線國家的政策溝通，加強郵件快件航空
統貿易方式的轉型升級，B2C 方式的跨 運輸網絡建設，加快推動中歐班列運輸郵
境電子商務發展潛力進壹步釋放，跨境 件快件工作，打造邊貿快遞通道”。

世貿組織總幹事：為什麽我們比以往更需要 WTO？
綜合報導 當前世界貿易正遭受威脅。不管妳
是否把當前的形勢稱為壹場貿易戰，可以肯定的
是，第壹槍已經打響。這不僅值得我們註意，更要
求我們采取行動。
WTO 數據顯示，限制性貿易政策——例如關
稅、配額，以及更加嚴格的海關管制等，在過去的
半年裏顯著增加。雖然同時期也有壹些進口便利化
的政策出臺，但總體上看，這些政策所惠及的貿易
額呈下降趨勢，而限制性貿易政策產生的影響則正
在急劇擴大。
這種情況非常嚴峻。對等進行的貿易限制不能
成為壹種“新常態”。如果形勢進壹步加劇，恐將
帶來更為重大的經濟影響，各國的就業和經濟發展
都將受到沖擊，尤其是那些最貧窮的國家。
整個國際社會都有責任應對這壹挑戰。我壹直
在和各國政府及全世界的領導人進行磋商，敦促通
過對話緩解當前的貿易緊張局勢。除此之外，我還
和包括議會、商界、智庫和媒體在內的廣泛的社會
各界進行接觸，提高大家對所面臨風險的認識。在

此，我也呼籲所有相信貿易會帶來進步的人們，所
有相信世界貿易規則是經濟穩定和繁榮必要基礎的
人們，都為支持貿易發聲，因為沈默就如同發起貿
易戰的行為壹樣有害。
事實上已經有不少人在為促進貿易大聲疾
呼 了 。 許多商界領袖和民間組織呼籲政府破除貿
易壁壘，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已經有更多的人認識
到，提高關稅意味著實際價格的上漲和實際工資的
下降，更大的不確定性風險使投資者退縮從而導致
更多的失業。我們看到世界各國領導人更多地參與
到 WTO 事務中來。他們想要努力加強和改進 WTO
體系，而不是破壞它。這種行動有助於緩解緊張局
勢，化解全球貿易危機。
某種程度上說，關於加強 WTO 的討論由來已
久。這些年來，我和成員們壹直努力實現的目標正
是如此，而且我們也取得了實質性進展。最近幾
年，我們采取了壹系列“大動作”，包括《貿易便
利化協定》的簽署和生效、消除農業出口補貼、
《信息技術產品協議》擴圍等。但這還不夠，還有

許多工作需要去做，還有許多事關當下經濟增長和
發展的重大議題需要進壹步討論。
拋開過去的成績，很多人已經明顯感覺到當前
急需進行壹場關於改革的大討論。雖然相關對話已
經展開，也有壹些想法提出來，但遺憾的是，對話
的走向如何？哪些領域前景更好？哪些事項應當優
先處理？這些問題我們還沒有達成壹致。不過無論
這些問題的答案是什麽，有壹點是確定無疑的，那
就是我們需要加倍努力，確保全球貿易體系更好的
回應 WTO 成員的需求，更好的應對世界經濟形勢
變化帶來的挑戰。
在 WTO 各成員討論以上這些問題的時候，大
家還必須解決 WTO 的爭端解決機制所面臨的威
脅。目前 WTO 的 164 個成員經濟體占全球總貿易額
的 98%，這壹數字的背後，WTO 爭端解決機制發揮
了強有力的支持作用。各成員通過這壹機制投訴侵
權行為，維護自身利益，防止貿易摩擦升級為嚴重
的對抗，因此該機制是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支
柱之壹，而且是非常有效的支柱。許多貿易爭端在

還未升級到訴訟階段之前就已經解決，即使真的經
過了訴訟階段，爭端解決機構裁決的執行率高達
90%左右。
盡管 WTO 的爭端解決機制很有效並且需求度
越來越高，但近來這套機制正在遭遇嚴重挑戰——
由於美國對負責爭端審理的上訴機構的壹些裁決和
程序有所質疑，上訴機構成員的任命受阻。隨著上
訴機構成員任期屆滿而又不能及時補足，我們可能
在不久的將來面臨法官人數減至最低限度的境地。
當然，WTO 各成員已經準備協商解決這個問題，
但目前對話尚無進展，打破這壹僵局需要各方切實
地承擔起責任。
在未來，討論如何推進 WTO 的時候，以上這
些議題必須齊頭並進。這個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
需要 WTO，沒有它，我們的未來將充滿不確定
性，貿易戰、低增長、低收入、失業……這些問題
將在全球蔓延，不論弱國還是強國都不能獨善其
身。當下我們必須加強國際經貿合作，只有這樣才
符合所有經濟體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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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

精彩

美南廣播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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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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介紹

當日或近期涉臺熱點深度報道及評論

不需任何付費，
節目介紹：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節目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個版塊：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道當日和近期臺灣
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熱點深度報道及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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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節目將會討論問題：近半臺
1. 掃二維碼(QR code)：
民眾促蔡英文承認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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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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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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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曉靈率武術隊三爭亞運 盼再奪牌
■香港武術隊13日晚為亞運誓師。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香港武術隊再由老將耿曉靈領
軍，率4男3女隊友征戰本月19至
23日在雅加達舉行的亞運會武術比
賽，目標是獎牌數量“搶二爭
三”。
武術隊半年來因應項目先後到
過內地多個地方訓練。亞運“三朝
元老”、廣州掛金仁川奪銀的長拳

好手耿曉靈，日前到山東進行3個
月閉門苦練，在男生陪練、提升體
能下，她瘦了五磅。
她稱，雖然技術已十分老練，
但在套路編排上仍加入現代新元
素，突出個人風格，希望於亞運再
爭長拳獎牌。
至於第三次征戰亞運，她坦言
“最後一次出戰，享受比賽、精準

大膽地發揮”。
另外，參加太極女子全能項
目的莫宛螢、散打好手林聞𧫴 也
對衝牌信心十足。23 歲的莫宛螢
信心爆棚地引用歌星黎明金句：
“要贏人先要贏自己！”誓言要
贏主場（印尼）強敵郭莉娟，衝
擊金牌。
兩年前世界太極拳錦標賽，

莫宛螢在太極劍、太極拳楊式和
自選項目的比賽都敗在郭的手
上。習慣提前到賽場冥想的她表
示，力求以上佳的表現感染裁判
及觀眾，贏取好評。
領隊鍾伯光更直言，武術項
目自 98 年曼谷亞運吳小清在南拳
摘金後，港隊屆屆有獎牌落袋，
今屆更有望奪金。

對 亞 運 中 日 對 抗 有 自 信

中國泳隊 蓄勢待發
雅加達亞運會開幕在即，中國國家游泳隊 13 日在北京舉行亞運前的最後
一場公開訓練課。中國游泳隊領隊程浩表示，自布達佩斯世錦賽後中國游泳隊
還未參加過國際性大賽，但運動員此間訓練刻苦，亞運會面對上升勢頭明顯的
■ 傅 園 慧 13
日出席國家泳
隊公開訓練
課。 新華社

■ 孫楊將在亞運參加 4 個個人
自由泳項目的比賽。
自由泳項目的比賽
。 資料圖片

日本隊，中國游泳隊有信心與之有很好的對決。

中日對抗一直是亞運會繞不開的話題，游泳
項目更是如此。在12日剛閉幕的泛太平洋

游泳錦標賽中，日本名將池江璃花子在女子200
米自由泳項目中以1分54秒85的成績打破了亞洲
紀錄，還幫助日本隊打破了4×100米混合接力
的亞洲紀錄。
日本蛙泳選手渡邊一平也力克澳洲選手庫
克以及隊友小關也朱篤，順利奪得男子200米蛙
泳冠軍。上升勢頭明顯的日本游泳隊無疑會在亞
運游泳賽場給中國隊施加巨大壓力。

孫楊隨教練在香港備戰
程浩表示，雖然布達佩斯世錦賽
後中國游泳隊還未參加過國際性大賽，

但運動員此間訓練刻苦，所以即使日本隊為了
2 年後東京奧運很早就開始作準備且上升勢頭
明顯，中國游泳隊仍有信心在亞運會賽場與之
有很好的對決，力爭取得優異成績。

大部分泳手曾赴美集訓
今年4月的全國游泳冠軍賽上，中國游泳隊
隊長孫楊出戰了男子自由泳100米至1500米五個
個人項目並摘得4金1銅，200米和400米自由泳
更是游出了當時世界第五和第二的好成績。而根
據中國游泳隊日前公佈的亞運報項名單，孫楊將
參加 200 米、400 米、800 米和 1500 米自由泳四
項，接力仍待定。
程浩透露，“孫楊正在香港外訓，相信在恩

師朱志根和外教丹尼斯的調教下，他在亞運前有
把握將狀態調整好。”
此次在京集訓前夕，中國游泳隊大部分選
手還集體赴美集訓。“美國是游泳強國，奧運
和世錦賽往往能拿到游泳項目半數的金牌，集
體赴美集訓是希望學習一些相對先進的訓練手
段和理念，彌補我們自身的短板。”程浩表
示。
此次中國游泳隊有兩位名將缺席雅加達亞
運，分別是仁川亞運男子 50 米自由泳、100 米
自由泳冠軍寧澤濤和兩屆亞運女子 400 米個人
混合泳、女子 200 米個人混合泳冠軍葉詩文。
而根據中國游泳隊公佈的亞運會報項名單，余
賀新、趙先建和侯鈺傑將分別參加男子 50 米和
100 米自由泳項目，周敏、楊暢將參加女子 200
米和400米混合泳項目。
根據亞運會賽程，游泳項目將於本月 19 日
開賽，6 天內將角逐出 41 枚金牌，是僅次於田
徑的亞運大項。
■中新社

■中國泳隊隊員徐嘉余
中國泳隊隊員徐嘉余（
（上）
在訓練中。
在訓練中
。
新華社

香 港 男 女 子 20 歲 以 下 （U20）
青年軍雙雙通過“亞洲欖球總會 20
歲以下亞洲七人欖球系列賽”的嚴厲
測試，躋身上周六在京士柏運動場舉
行的冠軍戰。
結果貴為 4 連冠的香港男子隊在
冠軍戰飽受韓國的頑強抗爭，最後憑
杜靴迪完場前的達陣以 5：0 氣走韓
國兼締造五連霸功業，香港女子隊也
首次躋身決賽，可惜最終以 0：33 向

國家隊稱臣。
港隊主帥范信基說：
“我們承受了
對手的巨大壓力，但我們的防守能在壓
力下仍做到滴水不漏是關鍵。對手的首
個攻勢差點便得手，幸好艾迪亞的攔截
將此化險為夷 。”
女子賽方面，港隊兩度與國家隊
交手均不敵，但首次殺入決賽也算是
安慰獎。
港隊在主帥森瑪花帶領下每場比

賽愈見進步：“我以她們為榮。能夠
首次打入決賽是一大成就，也完成我
們今屆目標之一，雖然我們未能戰勝
國家隊，但也讓我軍的女孩子對這水
平增廣見聞。”
“我們這班球員潛質優厚，當中
7、8 人符合明年參賽資格，我們有
一年時間追近國家隊。”森瑪花繼續
說：“即將離隊的賀姬絲和陳穎為後
輩樹立了典範，她們過去三年都犧牲

暑假回來為港隊効力，也說明了只要
努力便有所回報。”
“部分球員更在青年軍磨劍三
季，這是我們青訓系統樂見的事情。
我們着眼長線投資和積極挽留球員在
港發展，青訓與大港隊的接軌讓球員
有明確的追逐目標，這些女孩子皆有
成為大港隊的潛質，”森瑪花補充
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 香 港 U20 女
欖（紅衫
紅衫）
）在決
賽不敵國家隊屈
居亞軍。
居亞軍
。

■香港
香港U
U20
20男欖締造五連霸功業
男欖締造五連霸功業。
。

NBA

對周琦出戰亞運展開調查

港欖小將 U20 亞洲七人賽穿金戴銀

■ 周琦隨中
國男籃紅隊
備戰亞運。
備戰亞運
。
新華社

中新網 13 日電 據外媒報道，在 NBA
官方宣佈拒絕放行卡克臣跟隨菲律賓男籃
征戰亞運會後，菲律賓籃協主席在接受採
訪時透露，NBA 正在對周琦代表中國男籃
參加亞運會比賽展開調查。
菲律賓男籃此前因男籃世界盃預選賽
群毆事件，曾一度宣佈退出雅加達亞運
會，但迫於國內輿論壓力，他們在近日宣
佈回歸，並被分至中國男籃所在的 D 組。
正當菲律賓男籃為此進行備戰時，NBA 官
方宣佈拒絕放行騎士後衛卡克臣代表球隊
參加雅加達亞運會。
在 NBA 官方給出的聲明裡，卡克臣不
能出戰亞運會的理由是：亞運會不屬於
NBA 現役球員可以被允許參加的比賽範
疇——NBA 現役球員可以參加的比賽範疇
是奧運會、男籃世界盃、洲際盃賽以及相
關比賽的預選賽。
據外媒報道，菲律賓籃協主席對NBA官
方的這一決定表示失望，尤其是當他聽說侯
斯頓火箭隊球員周琦和達拉斯獨行俠隊球員
丁彥雨航將會為中國男籃出戰亞運會。“我
希望這條規則對所有人都適用。”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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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
文化中國·
·水立方杯
水立方杯”
”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在京頒獎
以歌聲助力北京冬奧
【泉深/圖文】2018“文化中國·水立
方杯”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頒獎晚會於
8 月 8 日晚在北京水立方遊泳中心隆重舉行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務院僑辦主任許
又聲，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譚天星，北京市
委常委、統戰部長齊靜，北京冬奧組委秘
書長韓子榮，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韓耕等
出席晚會。
許又聲向遠道而來的“文化中國·水
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參賽選手
表示熱烈歡迎。他說，音樂無國界，但一
流的音樂一定蘊含著最深沈的民族基因，
中文歌曲就是承載海外僑胞戀鄉情結和血
脈親情的最佳載體。許又聲對“文化中
國·水立方杯”大賽意義與影響力予以高
度肯定。他說，多年來，“文化中國·水
立方杯”得到海外僑胞的廣泛關註，成為
海外僑界的音樂文化盛會，對於豐富僑胞
精神文化生活、弘揚中華文化、促進中外
文化交流，發揮了積極作用。許又聲指出
，2018 年是中國改革開放 40 周年，中國取
得的巨大成就，飽含著廣大海外僑胞的努力和奉
獻。我們身處的水立方遊泳中心，就是由港澳台
僑同胞捐資興建的，這正是海外僑胞情系桑梓的
鮮活例證。海外華人選手努力做中華民族優秀文
化和優良品格的傳承者和傳播者，做促進中外文
化交流和友好合作的參與者和推動者，為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覆興的中國夢共同努力奮鬥。
頒獎晚會在主題曲《歡聚水立方》中拉開帷
幕，共分“青春夢想”、“家國情懷”、“北京
冬奧”三個篇章。來自世界 25 個國家 39 個賽區
的 100 余名選手紛紛登台，與國內知名演員共同
獻藝，表演武術、歌舞等精彩節目。
頒獎晚會現場，“文化中國·水立方杯”優
勝選手獲頒相應獎項。青少年組中，新西蘭選手
孫翊然獲金獎；意大利選手阮博文、馬來西亞選

手謝佳妤獲銀獎；澳大利亞布裏斯班選手戴熠辰
、印尼選手陳彩露、美國舊金山選手毛依琳獲銅
獎。成人組中，菲律賓選手施美妮獲金獎；泰國
選手陳藝婷、馬來西亞選手李艾薇獲銀獎；日本
選手高明、美國紐約選手薛藝茗和印尼選手林珊
珊獲銅獎。
晚會還頒發了網絡人氣獎、海外承辦機構榮
譽證書，舉行了“全球華僑華人相約北京，助力
冬奧長卷簽名活動”啟動儀式。
2018 年“文化中國·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
文歌曲大賽是由北京市政府僑辦聯合北京冬奧組
委新聞宣傳部、北京市政府新聞辦、北京市文化
局、北京市國資公司共同主辦的一項大型公益性
僑務文化交流活動。海外承辦機構榮譽證書，舉
行了“全球華僑華人相約北京，助力冬奧長卷簽
名活動”啟動儀式。

休城工商

亞美舞蹈團參賽國際桃李杯全球總決賽
榮獲 18 項大獎

素有中國舞蹈奧斯卡之稱的“桃李杯”舞
蹈大賽 — 國際桃李杯於 8 月 3 日-8 月 6 日在加
州爾灣大學進行了精彩紛呈的總決賽。亞美舞
蹈團帶著精心打造的 8 支舞蹈走上了這個享譽國
際舉足輕重的大舞臺。為期四天的比賽匯聚了
世界各地最高水準的舞蹈團體。整個比賽簡直
就是一場舞蹈藝術的盛宴。亞美舞蹈團的團員
們和老師不負眾望，以優美的舞姿，紮實的基
本功，別出心裁的編舞和極強的團隊合作精神
，在強手如林的總決賽中榮獲了 18 項大獎，包
括十佳白金獎，白金獎，最佳編舞獎，最佳團
隊獎，桃李滿園獎等各項大獎，可謂是滿載而
歸！
舞蹈“半生緣” 獲得“十佳白金獎”，
“ 最 佳 編 舞 獎 ” （ 編 舞 老 師 Dawn Dippel 和
Jane Thayer）, “桃李精神獎”，少年組 16-18
歲“最佳得分冠軍”。
“敦煌飛天” 獲得“十佳白金獎”，“最
佳編舞獎” (編舞老師蘇燕妮和葉繼瑩) ，少年
組 13-15 歲“最佳得分冠軍”。
“長白瀑布” 獲得“十佳白金獎”，少年
組 16-18 歲“最佳得分冠軍”。
“邵多麗” 獲得“十佳白金獎”，少年組

16-18 歲“最佳得分三人舞冠軍”。
“心有翎兮” 獲得“白金獎”及“評審特
別獎”。“如夢年華”，“小火苗”，“青樹
” 也分別獲得“白金獎”。
另外獲得兩項大獎“最佳團隊獎”和 “桃
李滿園獎”， 並受邀請在 8 月 8 日的優秀舞蹈
展演晚會中表演。
榮譽面前，亞美舞蹈團團長葉繼瑩和總顧
問沈敏生平靜自若。通過比賽， 增強了信心，
開闊了眼界，提高了舞技，也廣交了朋友。任
重道遠，亞美舞蹈團和亞美舞蹈學校的全體師
生信心滿懷，將在遊刃有余的團長葉繼瑩，富
有 35 年教學經驗的總顧問沈敏生的管理和帶領
下，繼參賽美國達人秀 (American’s Got Talent)
， 榮登舉世著名的藝術殿堂 (Radio City Music
Hall) 大舞臺！進而參賽聞名遐邇的國際桃李杯
全球總決賽，取得殊榮。將再接再厲，不斷開
拓，成為傳播中華文化舞蹈藝術， 融入美國主
流社會的友好使者。(Pictures 38 to 50)
亞美舞蹈學校的秋季班將於 8 月 18 日開學
，招收的學生年齡從 3 歲至成年。按年齡和水準
分班，課程全面而系統, 包括: 幼兒芭蕾舞、中
國舞啟蒙教育, 兒童體操、中國古典舞, 民間舞,

西方芭蕾
舞, 現 代 舞
, 爵士舞等
。 本 著
“以舞陶
冶情，以
舞培育人
”的創校
宗旨，通
過學習舞
蹈和演出
磨練學生
的意誌，
培養自信
心和優雅
的儀態，
亞美舞蹈團在強手如林的 “國際桃李杯
國際桃李杯”
” 總決賽中榮獲了 18 項大獎
項大獎，
，包括十
提升藝術
佳白金獎，
佳白金獎
，白金獎
白金獎，
，最(罕轡杞保
罕轡杞保))最佳團隊獎
最佳團隊獎，
，桃李滿園獎等各項大獎
桃李滿園獎等各項大獎，
，可謂是
修養，讓
滿載而歸。
滿載而歸
。
舞蹈美化
她們的人生。並有針對性地挖掘潛力，為有誌 danceaa.org 或 者 報 名 諮 詢 請 電 ： 葉 繼 瑩 ：
成為舞蹈家的學生，鋪設一條成功之路。學校 832-630-5048，沈敏生：832-993-9333。
地址：9889 Bellaire Bivd. （敦煌廣場） C #335
，Houston, 77036。上網查看秋季課程：www.

德 州 佛 教 會 2018 年 盂 蘭 盆 超 薦 暨
供僧法會通啟
本會謹訂於陽曆八月二
十六日(星期日)上午十時，於
玉佛寺大雄寶殿啟建 「盂蘭
盆超薦及供僧法會」 。會中
將恭請圓福法師開示 「如何
離苦得樂」 。護法居士也會
藉此因緣，恪遵佛制，供養
僧寶，廣植福田。
盂蘭盆四日法會活動時
間表如下，八月二十三、二
十四日兩晚恭誦《地藏菩薩
本願經》。八月二十五日舉

行 「三時繫念」 佛事一堂，
以祈冥陽兩利。法會期間，
特供設往生超薦牌位，結掛
祈福平安燈和薦亡超度燈。
以此法會功德，祈願六時常
吉祥，生者福壽增長，往者
早生淨土。
敬邀
闔府蒞臨，莊嚴道場，
同霑法益。
德州佛教會 敬邀
註：八月二十五日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星期六）
）及二十六日
及二十六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法會當天
法會當天，
，本寺敬備午齋結緣
本寺敬備午齋結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