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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閔教授訪問萊斯大學
（ 本報訊 ）管中閔教授 8/12 曰在
休斯頓的演講，針對台灣的大學教育與
台大未來的發展做出了深度的閘述，到
場約 600 多名僑界聽眾熱烈反應並踴躍
發問。得到了廣大的支持。此次行程排
得緊湊，下一站將應奧斯汀僑胞的邀請
再做一場演講。
在管教授出發至奧斯汀之前，號稱
「南方哈佛」的萊斯大學校長 Dr. David Leebron 及其夫人在百忙之中抽空邀
請了管教授餐敘。席中並邀請了 1996 年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Dr.Robert Curl 夫婦
和萊斯大學社會學院院長 Dr. Antonio

Merlo 作陪。
席間諸君討論到了諸多議題，就高
等教育進行了多層次的討論。管教授分
享了一些他對台大未來發展的遠景，希
望創造台大與國際高等學府多方交流與
實際合作研究的機會，並盡力推動台大
國際化，建立更寬闊的學習機會與學術
環境，提高台大這些年下降的世界排名
地位。Dr. Leebron 也認同吸收國際學生
的重要。萊斯大學在 Dr.Leebron 的任下
，從他剛上任時國際學生的比例少於百
分之三到現在約佔百分之十二，其國際
性可由校友和學生來自遍及 108 個國家

而可見一斑。此外，萊斯大學將達近
$60 億美元的捐贈基金更助力於其擴建
學校建設，強化師資及各項學術計劃，
以至其世界學校排名節節攀升.
最後，管教授表示若就任台大校長
，將力邀萊斯大學校長及其夫人前往台
灣回訪台大，並希望台大與萊斯大學可
以在學術上有進一步的交流。餐會在愉
快的氣氛中結束，校長夫人更是熱情的
送管教授上車，結束了這次成功的拜訪
。

管中閔教授訪問德州首府奧斯汀
（ 本報訊 ）管中閔教授於
8 月 13 日中午結束在休斯頓的
訪問以後，當天下午即在美南
台大校友聯誼會理事黎志一的
陪同下，乘車前往德州首府奧
斯汀，晚餐後在 NW Fellowship
Hall 演講，講題為“變革：從
台大出發”，受到熱烈的歡迎
。當地台大和文化大學校友，
德州大學台灣同學會會員，及
僑胞約一百二十人參加，包括
從遠從德州農工大學前來的教
授和學生。聽眾中有幾位的父
摯輩是管教授的舊識，場面十
分親切。演講後有問答的時間
，管教授侃侃而談，氣氛融洽
。有人表示，一旦管教授就任
校長，奧斯汀附近有些朋友願
意捐款給台大。
最後大家還送了紀念品給
管教授。
14 日中午，僑務顧問馬牧
原先生，農工大學教授梁振泰
和部分學生，在德大的教授俱
樂部和管教授共進午餐，輕鬆
交流。當天下午管教授即離開
奧斯汀，飛往北加州。

管教授在萊斯大學的照片，從左至右
管教授在萊斯大學的照片，
從左至右：
：萊斯大學校長 Dr. David
Leebron, 管中閔教授
管中閔教授,, 1996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Dr. Robert Curl

附中校友會姚鳳北博士新書發表會
本周六下午舉行，講題： 小千世界

管中閔教授（左起第五人
管中閔教授（
左起第五人）
）與僑務顧問馬牧原先生
與僑務顧問馬牧原先生（
（左四
），農工大學梁振泰教授
），
農工大學梁振泰教授（
（左一
左一）
）及學生們

管中閔教授在奧斯汀 NW Fellowship Hall 作專題演講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將於本周
六（8 月 18 日 ） 下午一時至三
時，在僑教中心 203 室舉行姚鳳
北博士新書發表會，講題： 小千
世界，介紹他自退休以來，年事
漸長，閑來無事，居然探索到兩
起 「小千世界 」：
1. 與禽獸魚鱉為伍 ：令其領
略到生命之可貴、生活之多姿，
也體驗到天、地、人之大道；
2. 我的釣魚生涯 ：講員將介
紹他所知道在休士頓附近及世界
上釣魚的好地方、時節與情況,歡
迎喜好垂釣的朋友來參加,分享經
驗；並備鮮魚百條分贈聽眾。
與聽眾分享他最近旅遊中的
經驗與觀感:
1. 百姓安樂的蕞爾富國—汶
萊;
2．劫後餘生的窮困小國—阿
爾巴尼亞

講員介紹： 姚鳳北先生，台
灣大學，普渡(Purdue)大學博士,
從事石油工作三十餘年 ; 喜好史
地 、旅遊 ,足跡遍七大洲、百餘
國,觀山川海宇、 體民俗風情、覓
古今軼事;曾發表《復活節島探訪
記》、《巍峨綺麗的亞丁稻城》
、《我的 1948 淮海回憶》等專文
三百餘篇;及出版書籍: 《走不遍
的天下》 、《古道拾遺》 、《行
遠無涯》、 《胖子正傳》、《笑
談江月》、《山海探穹》及新作
《小千世界》；另《
橫跨歐亞非》、《長征我見》付
梓中；並擔任休士頓時代華語廣
播電臺《走不遍的天下》節目主
講六年餘。
當天講座有茶點招待、新書
義賣捐贈附中校友會，歡迎各界
人士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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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聯誼會慶八一四
高歌凌雲御風酬壯志
8 月 12 日空軍大鵬聯誼會舉辦第八十一年八一四空軍節和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
、理事們高歌 八一四空軍軍歌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慈濟七月吉祥祈福會
（本報訊）活動：七月吉祥月祈福會
日期：08/25/2018 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 入場／10:15 AM~12:00 PM
地點：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
七月吉祥月祈福會
慈濟基金會將於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十五分至十二時
舉行農曆七月吉祥月祈福會，歡迎社區民眾及社會賢達一起
到靜思堂祈福。
七月是歡喜、吉祥、孝親月， 2018 年七月吉祥月主題：
齋戒功德大、環保種善因。活動目標與主軸仍持續推動、呼
籲與邀約各社區響應蔬食推動 ，以長期勸素為目標，呼籲全
球 111 萬人響應茹素。邀請您和我們一起關心社區，盡一己之
力並集合大眾力量，讓社會更加祥和。

陳家彥處長監交下， 代理會長
陳家彥處長監交下，
代理會長、
、理事金俊家 與
鄭勵 會長 緊握雙手
緊握雙手，
，完成簡單別具意義的交接
儀式((記者黃麗珊攝
儀式
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訊）空軍大鵬聯誼會週日
舉辦第八十一年八一四空軍節和會員
大會，休士頓地區有七十多人參加，
會中並通過由鄭勵擔任會長一職，駐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
彥，華僑文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以及僑
務委員甘幼蘋均出席大會。
慶祝大會由大鵬聯誼會理事們領
唱，全體人員配合螢幕上影片和歌詞
一起合唱，在雄壯的空軍軍歌聲中，
緬懷先烈當年熱血奮戰，護國為民的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華僑文教中心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
主任莊雅淑以及僑務委員甘幼蘋與新任會長 鄭勵及其工作
團隊合影((記者黃麗珊攝
團隊合影
記者黃麗珊攝))

英勇事蹟，氣氛為之熱烈起來。
代理會長、理事金俊家在會中表
示，鄭勵來自空軍軍官退役，曾擔任
休空軍大鵬聯誼會理事多年，認真盡
責，是最理想人選，她徵詢會員是否
有意見，經會員一致通過後，在陳家
彥處長監交下，與鄭勵緊握雙手，完
成簡單別具意義的交接儀式。鄭勵畢
業於空軍機校，自空軍退役後來美經
營小汽車修理場，現已退休，他表示
今後將盡力服務聯誼會，期使會務蒸

蒸日上。
今年參加大會的會員有屬於空軍
退役的軍人和眷屬，以及曾在空軍服
役的人員，談起共同的記憶，空軍和
相關生活都感到親切。以前是子女陪
父母前來，現在已漸由下一代會員為
主軸。
出席的人員都獲贈一份來自台北
空軍總司令部精美紀念品，會員並另
有一份巧克力糖，大家相約下一次的
見面。

西南華人浸信會將舉辦新移民華人英語精讀補習班及成人基本英語課程
【本報訊】西南華人浸信會於 9/7/2018-5/10/2019 逢星期五晚上在本教會舉辦新移民華人英語精讀補習班(6 年級至 12
年級)及成人基本英語課程。現在開始接受報名! 申請人必需是新移民及以中文為母語。詳情請到教會網站 www.swcbc.org
查詢或請致電及留言 (832)819-3171。申請人可親自或委托親友於教會聚會時間將申請表格交回教會，或電郵表格致：swcbchst@gmail.com。
成人基本英語課程: 普通英語會話、單字學習及日常英語生活應用
新移民華人英語精讀補習班(Critical Reading): 6 至 12 年級學生、增強英語精讀基礎技巧、建立及豐富詞彙
西南華人浸信會地址: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X 77477。電話: (281)495-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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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饮食要注意哪些
既能营养又能恢复
（综合报道）产后恢复的
好不好，跟产后妈咪的
饮食调理是否科学有着
很大的关系，产后在营
养补充上面应该更加精
细全面，它可以有着诸
多讲究的，今天我们就
一起来看看产后妈咪到
底怎么科学饮食才能够
补充充足的营养同时又
可以有益于身材的恢
复。

坐月子期间营养汤需要多喝，它不仅可以补充奶水而且
还可以提高身体抵抗力，促进身体对于营养汤中的营养
吸收，有条件的产后妈咪可以请一个经验丰富的月嫂来
照顾自己，如果觉得太昂贵了，也可以自己搜罗些高人气
的月子汤来烹饪一番。
月子餐如何搭配因人而宜，但是相关的科学饮食法则却
是大同小异的，吃的要全面，适当吃粗粮，另外油炸食品，
肥肉，动物内脏等高脂肪的食物还是少吃为妙，为了让自
己的身材可以早日变得窈窕，口腹之欲还是忍忍吧。
产后妈咪的前三周进食有着很大的讲究，要严格自信阶
段性的饮食计划，了解每个阶段的饮食调理侧重点，像是
第一周就是以代谢排毒为主，产后第一天进食，第二天开
始吃半流质食物，第三天可以开始吃正常饮食，但是要以
清淡菜肴为主，可以有效帮助身体排出恶露等身体垃圾。
第二周以收缩骨盆，促进子宫恢复为主，可以多吃些富含
优质蛋白的食物，像是牛奶，牛肉，鱼肉等，鲫鱼汤就是一
个很高人气的月子佳肴。第三周开始就是真正的滋养进
补了，产后妈咪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做一个科学的进补计
划。
产后要多吃些水果蔬菜，可以有效的预防产后便秘以及
产后胀气等，因为水果富含着纤维素以及维生素，让身体
可以吸收更多的天然营养。
总结：以上这些就是产后妈咪在做月子期间调理时可以
参考的饮食注意点，希望每一个新晋妈妈都可以在最短
时间恢复身体同时又能够重新找会孕前的纤细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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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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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 Chen
D.D.S.M.S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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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rchenimpla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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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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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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ghtdent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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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華嚴蓮社 8 月 21 日至 26 日
啟建梁皇寶懺法會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農曆七月
為教孝月。休士頓華嚴蓮社定於 8 月
21 日（ 下週二 ） 至 8 月 26 日（ 下
週日 ） 在最吉祥殿啟建梁皇寶懺法
會六永日。每天上午九時起，禮拜梁
皇寶懺，上午十一時（ 圓滿日十時
三十分）、舉行奉獻妙供，上供十方

三寶，下濟六道群靈。每日下午圓滿
時施放蒙山施食。
屆時敬請諸大護法信眾，駕臨拈
香，同祈福益。周時仰仗諸佛菩薩之
威神力，令檀越在生父母師長，兒女
眷屬，福慧增長，四季康寧，消災免
難，吉祥如意。已故歷代先亡，即時

離苦得樂，往生淨土。並祈求世界和
平，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以此功德
福佑冥陽兩利。此外每日正午備有素
齋供眾。敬請檀信踴躍隨喜參與法延
，同沾法益，共邀福庇。
法會期間，華嚴蓮社設有超薦往
生蓮位及平安燈、報恩燈等。希望參

加者請儘早與蓮社聯絡報名登記，以
利作業。
休士頓華嚴蓮社的地址： 9369
Wilcrest Dr. ,Houston TX 770992128, 電 話 ： （281 ） 495- 9700，
或（281） 879- 4485

圖為華嚴蓮社住持乘瑄法師。
圖為華嚴蓮社住持乘瑄法師
。

德州佛教會 「家庭聯誼共修學佛營」
德州佛教會將於九月一日至九月三日勞動節周末於美洲菩提中
心舉辦為期三天兩夜的 「家庭聯誼共修學佛營」 ，食宿活動費用全
免，今年特別邀請僑界朋友闔府參加，共修聯誼。
今年該營的主題為: 「如何保持正念」 ，由本會會長宏意法師帶
營。分為成人，青少年和小孩子三組。學習在日常生活中，正念減

壓，活在當下，了解自己，快樂生活的方法。活動內容分為靜態的
簡易佛學，靜坐，知性研討和動態的益智遊戲，彩彈，和營火晚會
等。
報名請上網 http://www.jadebuddha.org/zh/2018-%E5%AE%B6%
E5%BA%AD%E8%81%AF%E8%AA%BC%E5%85%B1%E4%BF%AE%E5%

AD%B8%E4%BD%9B%E7%87%9F/ 或來電玉佛寺辦公室 281-498-1616
查詢，歡迎大家一起來體會一個輕鬆愉快，知性感性的家庭營！
麻煩貴媒體刊登報導， 並歡迎闔府光臨。
德州佛教會

遇見西雅圖的小情調
（王朝旅遊：專欄）印象中的西雅圖仿佛全年大部分時間都在
飄著毛毛細雨，一年只有春秋兩季。咖啡文化就是西雅圖浪漫的靈
魂，而身為星巴克創史地的西雅圖，隨處可見咖啡店的蹤影。每年 4
月份就有了 『鬱金香節』 ，成片五彩的鬱金香花海，美艷動人，還
有德州州花‘矢車菊/藍帽花’。
歷史悠久
的 『派克市場
』 內購買新鮮
農作物和海鮮
，讓人眼界大
開和垂涎欲滴
的阿拉斯加帝
王蟹，富具特
色，生活氣息
撲面而來，卻
又不乏歷史的
積澱。由中國
最後一個皇朝清朝贈送的 『史密斯塔』 ，曾是西海岸最高建築。相
傳只要坐上擺在中國之屋里的‘許願椅’許願，單身女子就會找到
如意郎君。哥特式建築風格的 『華盛頓大學』 ，被譽為最接近哈利
波特霍格沃茨魔法學院的地方。整個校園都瀰漫著古堡的浪漫。那
裡的春天還有盛開的櫻花。在 『奇胡利玻璃藝術園』 享受玻璃藝術
品的視覺盛宴，晶瑩剔透的玻璃渾身都散發著如同精靈般的光，讓
人心醉神迷。 『凱瑞公園』 面積雖小，絕對是拍攝西雅圖夜景的最

佳地點。可以將西雅圖市區和太空針同時
收入鏡頭中。 『飛行博物館』 是了解波音
飛機的好地方，裡面陳列了 140 多架飛機，
還有來自萊特兄弟發明的第一代飛行器、
各類戰鬥機和現在還在運行中的飛機。
去過 『西雅圖水族館』 的人都表示，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水族館內有一
個觸摸池可以觸摸海星和海葵。巨型章魚
，室外還有可愛的小海獺。外墻由磁磚裝
飾而成的 『西雅圖藝術博物館』 ，收藏了
大規模的印度藝術品、文物以及非洲藝術
品，以及許多美
國當代藝術品。
北美地區原住民
製作的面具。圖
騰和手工藝品等
。 『先民廣場』
是西雅圖的發源
地，旁邊的古老
街道也因此成為
了藝術休閒街區
，建築考究，是
美國規模頗大的
歷史建築保留區

之一。 『響尾蛇湖
』 是當地人的休閒
好去處，夏季來臨
時，許多人會選擇
到湖邊野餐。徒步
穿過步徑便可登上
山坡一覽整個湖泊
。漫步在 『日本花
園』 看看小巧、精
緻的日本桃山時期
的建築。在 『華盛
頓湖』 感受寧靜的時刻。還有地標 『西雅圖摩天輪』 和 『太空針塔
』 ，許多人眼中的偶像 『李小龍』 便是長眠在西雅圖。（圖片取自
網絡）
更多行程盡在王
朝旅遊，服務專線：
713-981-8868 微信
:aat713
地址：精英廣場商鋪
A14，敦煌廣場隔壁，
大通銀行後面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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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樂的震撼與魅力 讓你的靈魂跳起來
臺灣十鼓擊樂團 8/31 於米勒磅礡登場

【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展現雷霆萬鈞的
擊鼓藝術，於八月 31 日晚間，來自臺灣的 「十
鼓擊樂團」將到休士頓米勒露天劇場做國際演
出，此次演出以 「鼓的傳說」為主題，呈現氣
勢磅礡的 「台灣風情」，全美只此一場，請民
眾千萬要把握機會。
十鼓擊樂團曾獲海內外金曲獎、美國葛萊
美獎、及美國獨立獎三項大獎提名，樂團成立
於 2000 年春天，樂團的名稱是十鼓， 「十」字
就是代表著鼓棒交疊，匯集十方的能量，共同
凝聚團結的力量，最大的發展目標是 『傳創台
灣土本文化，發揚鼓樂藝術薪傳』。此次將臺
灣本土原創的表演藝術，推廣到美南地區，預
計將帶動休士頓的東方文化氣息，非常令人期
待。
「十鼓擊樂團」這次的演出是以鼓樂的原
創作品來描述天地萬物間的雲雷、風浪、雞鳴
、阿里山神木、雷霆交鋒、逐鹿等，有著充滿
原始與動感的節奏，也有依現代音樂手法詮釋
出遠古文明開端的涿鹿之戰，讓人感受到宇宙
間浩瀚的力量，並親身體會鼓樂藝術的千變萬
化與超感震撼，整場演出相當撼動人心。
休士頓臺灣書院的主任王更陵表示: 十鼓擊
樂團的藝術含量非常高，在去年的時候，臺灣
書院就向米勒露天劇場推薦此樂團，米勒的藝
術總監非常欣賞這個團體，雖然檔期很滿，仍
然排入米勒今年的表演節目中，並且排在週五
晚間，讓民眾不受時間限制的享受音樂。
十鼓擊樂團歷年創作是以臺灣的風土人情

、歷史、風景為題材，結合武術、戲劇而展現
出肢體的力與美，加上震撼的聲光舞台，將呈
現出臺灣多元的面貌與音樂表演藝術。
十鼓在 2014 年曾獲愛丁堡藝術節中最早創
刊的藝評雜誌 ThreeWeeks 四顆星： 「這是個會
讓你的靈魂高興得跳起來的鼓樂!」 (This was
drumming to make your soul jump for joy)。也曾
獲 波 蘭 的 雙 語 雜 誌 Pangea Magazine 四 顆 星 ：
「說他們表演讚到不可思議一點也不誇張!」(it
wouldn't be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y are
making a marvelous job of it.)， 還 有 藝 評 網 站
Dark Chat 接近滿分 10 分的 9.75 分超高評價!
王更陵主任說道: 十鼓擊樂團的團長謝十老
師從 3 歲起開始打鼓，歷經四十多年的鼓樂生
涯，他對鼓的詮釋和表演超乎尋常，希望每個
人都能好好地敲打自己心中的鼓樂。與日本的
太鼓相比，太鼓力很夠，偏向陽剛，美感稍弱
；而十鼓擊樂團則兼具力之陽剛與藝術的柔美
，是兩者最大的不同。
表演曲目是：1. 風馳雷掣、2.乘風破浪、3.
天空斬、4.吹牛雞、5.山之喚、6.涿鹿之戰、7.
逐鹿躍動映明潭、8.雷霆再現、9.雷霆交鋒
希望，透過鼓的傳說演出，以東方音樂文
化的形式，深入美國人民的心中，震撼的鼓樂
活靈活現的呈現於美國觀眾、以及休士頓僑胞
的眼前，完整感受臺灣深厚的文化內涵，增進
彼此間的文化藝術交流。
十鼓擊樂團演出 「鼓的傳說-鼓動天地」
音樂會，由休士頓臺灣書院主辦，米勒戶外劇

場協辦，將帶來一場 90 分鐘，精采又震撼的臺
灣鼓樂表演，非售票演出，歡迎喜愛音樂的朋
友共同參與這場鼓樂響宴。
演出地點: 米勒露天劇場。時間: 8 月 31 日(
星期五)晚間八點。詳情可上米勒戶外劇場官網
查詢 http://milleroutdoortheatre.com/
此外，8 月 30 日(星期四)晚間六點，在休士
頓美術館亦有一場示範演出，並有樂團與觀眾
互動的機會，歡迎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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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開始, 恭誦佛經
法會開始,
恭誦佛經，
， 宏願眾生
宏願眾生，
， 佛恩關爺
佛恩關爺,,
保護庇佑,, 風調雨順
保護庇佑
風調雨順,, 生意興隆
生意興隆,, 合家平安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美國德州関帝廟隆重舉行伽藍菩
薩關聖帝君誕辰大法會

德州關帝廟吳華利會長隆重主持舉行伽藍菩薩關聖帝君誕辰大法會

關帝廟除了在美維持, 發揚關爺正義精神之外
關帝廟除了在美維持,
發揚關爺正義精神之外，
，
同時也己經傳到許多外界本地民眾,, 學習我們中
同時也己經傳到許多外界本地民眾
國燦爛的特色,, 優勢文化
國燦爛的特色

美國德州関帝廟 8 月 5 日星期日吳華利會長隆重舉行伽藍菩薩
關聖帝君誕辰大法會、
關聖帝君誕辰大法會
、王煒蘭等共襄盛舉

德州關帝廟理事會們敬邀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
熱烈出席,, 參與關聖帝君寶誕大法會
熱烈出席

德州關帝廟吳華利會長在關聖帝君寶誕大法會
介紹出席佳賓

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 、德州關帝廟吳華利會
長熱烈出席,, 參與關聖帝君寶誕大法會
長熱烈出席

和平鐘敲響法會開始, 恭誦佛經
和平鐘敲響法會開始,
恭誦佛經，
，宏願眾生
宏願眾生，
，佛恩
關爺,,保護庇佑
關爺
保護庇佑,, 風調雨順
風調雨順,, 生意興隆
生意興隆,, 合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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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超級杯：：
拜仁勝法蘭克福奪冠

德國大學生方程式賽車比賽

中國車隊亮相

辛辛那提小威 2-0 加芙裏洛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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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責任編輯：魯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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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代表團亞運村舉行升旗禮

劍后江旻憓任開幕旗手
劍后江旻憓
任開幕旗手

香港文匯報訊（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張銳 雅加達報道）第 18 屆亞運會
在 18 日晚舉行隆重的開幕禮。中國香港代表團 16 日午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的
大公文匯
全媒體記者

張銳

亞運選手村舉行升旗儀式。儀式過後，港代表團團長胡曉明透露，女子劍擊
運動員江旻憓將擔任開幕禮上港代表團的持旗手。

走入選手村 體驗國旗巡禮

得益於香港代表
團 16 日午在亞運選手
村舉行升旗禮，令記
者終於有幸第一次走
入村內參觀了。選手
村的每一樣景物對記
者來說都是新鮮的，
這段經歷充滿了收穫
和難忘的瞬間。
16 日午 3 時，記者
由傳媒中心搭乘官方穿
梭巴士前往距離約十公
里之遠的選手村。經過
一個半小時的“塞車慢
行”之旅後，終於到達
目的地。
記者在村口見到各
個國家和地區的運動員
出入。一個偶然的機
會，碰上香港籃球隊操
練結束後回村休息，對
記者來說這是一個非常
驚喜及親切的偶遇，於
是馬上取出相機為他們
在村口拍攝一張頗為“特別”的
合照。
隨後，記者開始參觀最有
亞運特色元素的亞運選手村，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數棟高約三十
多層的大型樓宇。沒錯，這就是
此次亞運會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
參賽運動員居住的地方。大樓外
牆有明顯的顏色塗抹，能清楚地
讓運動員分辨自己住的樓宇。不
過更為讓運動員容易分辨的，是
他們在自己所住樓宇的外牆上
掛着的國旗。細看，每一棟大
廈都掛有各式各樣的國旗，猶
如是一場國旗巡禮。其中有五
星紅旗和香港區旗，似乎港隊
與國家隊的運動員住得非常
近。隨後，記者甚至和同行的
行家們比併對國旗的認識，最
終記者落敗在吉爾吉斯的國旗
辨認上。

5 時（北京時
16日午雅加達時間
間 6 時），香港亞運代表團在

團長胡曉明，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
震霆、副會長貝鈞奇的帶領下，與
十多名港隊參賽運動員一同參加了
升旗儀式。伴隨着《義勇軍進行
曲》的奏響，港代表團凝視着區旗
徐徐升起，禮畢後，區旗在亞運選
手村迎風飄揚。

團長：代表到香港精神
升旗儀式後，胡曉明被傳媒追
問開幕禮港隊持旗手的人選安排。
他表示 16 日早上正式決定由江旻憓
擔任港隊持旗手，他說：“首先選
一位在雅加達的，因為很多選手都
尚未到達。第二點，我們希望選一
位成績比較好的，而江旻憓在 6 月
的亞錦賽上取得金牌，能代表香港
精神，因此決定讓她當持旗手。”

問及入住亞運選手村後的感
想，胡曉明表示，在雅加達能感受
到東道主印尼正盡力為亞運張羅，
逐步改善配套，他說：“開始時當
然會出現問題，例如運動員的交通
和保安安排等，但我和香港代表團
的成員每日都感覺到情況有所改
善。”被問到當地食物時，他坦言
有不少運動員曾表示難以適應，但
胡曉明則認為只是見仁見智。他表
示自己經常旅遊，故覺得可以接
受。
江旻憓在得知自己將任港團持
旗手後坦言感到意外和激動，她認
為香港代表團有很多優秀的運動
員，可以擔此重任是莫大榮幸。4
年前江旻憓在仁川亞運奪得兩銅，
去年因十字韌帶受傷需長期休戰，
今年復出在 6 月亞洲錦標賽奪得女
子個人重劍金牌，表現令人驚喜。

■江旻憓將任
開幕式港代表
團持旗手。
團持旗手
。
資料圖片

■ 孫楊在雅加達亞運游泳館試水
孫楊在雅加達亞運游泳館試水。
。
新華社

根、外教丹尼斯來到游泳館進行訓
練。游泳館內並沒有空調，不過在
孫楊看來，場地條件對所有參賽選
手都是一視同仁，“不管場館因素
怎樣，我都應該做好自己。比賽時
排除困難因素是一名優秀運動員該
具備的能力。”
孫楊將在雅加達亞運會首先面
臨男子 200 米自由泳的挑戰。四年
前的仁川亞運會，日本名將萩野公
介在這個項目中擊敗了孫楊和韓國
選手朴泰桓兩位奧運冠軍，摘走金
牌。
面對重新奪回亞洲王者的機
會，孫楊顯得十分淡定。他告訴記
者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積累經驗。
“亞運會是一個小考，目標就是朝
着金牌去，”他說，“現在國際泳
壇競爭非常激烈，現在我在 200 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之前
兩屆香港亞運男子欖球隊均屈居在日本之
下摘銀，今屆港欖加入不少生力軍下再度
出擊，向着史上首面亞運金牌邁進。
香港男子欖球隊在亞洲向來屬於頂
尖水平，可惜近兩屆亞運均未能打破日本
隊的壟斷屈居亞軍。30 歲的姚錦成表示
今屆亞運是他最好、亦是最後一次機會將
獎牌顏色化銀為金：“我已經三度參加亞
運，今屆肯定是最後一次，希望能夠奪得
金牌，為自己留下最美好的回憶。我們陣
中有經驗豐富的球員，亦有活力朝氣的新
人，我相信是衝擊金牌的最好機會。”而
隊長黎萬利更為出戰亞運放棄新西蘭及英
國護照，有他在陣港欖實力更見完整。
日本隊毫無疑問是當今亞洲欖壇的
皇者，而韓國的實力亦不容看輕，港欖
的奪金之路絕不易走，亞運欖球比賽將
於 8 月 30 日展開，與港隊同組的有國家
隊、巴基斯坦及泰國。
而香港女子欖球隊則與國家隊、新
加坡及韓國同組，上屆與三甲擦身而過的
“女欖”今次有由滑浪風帆轉項的陳楚琪
加入，這名亞運新丁表示希望自己的冷靜
及提場可以助球隊首奪獎牌。

■香港亞運男女子欖球隊
香港亞運男女子欖球隊，
，輕鬆備戰
輕鬆備戰。
。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江旻憓於 17 日午抵達雅加達，她表
示傷癒後能趕及參與今屆亞運已經
很感恩，這次會好好擔任旗手，並
祝港隊旗開得勝。

孫楊雅加達首訓：目標就是金牌
雖然前一天深夜才抵達雅加
達，但中國游泳名將孫楊 15 日下午
仍馬不停蹄前往亞運會游泳館進行
賽前訓練。他信心滿滿地表示，
“亞運會是一個小考，目標就是朝
着金牌去”。
當天下午 ，孫楊和教練朱志

中國亞運代表團 16 日在雅加
達亞運村舉行升旗儀式，蕭若騰、華天等名將
出席儀式。代表團秘書長劉國永表示，里約奧
運會冠軍、跆拳道選手趙帥將擔任亞運會中國
體育代表團開幕式旗手。
■中新社

港男欖經驗活力俱備 衝史上首金

■香港區旗在亞運村內緩緩升起
香港區旗在亞運村內緩緩升起。
。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張銳 攝

■ 升旗儀式後
升旗儀式後，
， 港代表團和印
尼志願者開心大合照。
尼志願者開心大合照
。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張銳 攝

升 旗

自由泳上也在嘗試各種各樣的游
法，尋找最適合自己的。我需要盡
可能多地去體會過程，亞運除了是
小考之外，最重要的是從比賽細節
中找問題、積累經驗。”
雅加達亞運會上，孫楊將參加
男子 200米、400米、800米和 1,500
米自由泳四個單項，他承認訓練過
程異常艱苦。“每個項目都要兼
顧，強度很大，對身體損傷也很
大。我們組的一位年輕隊友，曾經
練到一半去更衣室默默流淚。（大
家）都有這樣的經歷，我身上確實
有傷病和疼痛，每天要靠冰敷、貼
膏藥來保持健康狀態，維持高水平
訓練。但我作為老隊員要以身作
則，只有訓練好，才能讓自己變得
更強大。”
■中新社

短訊
東亞泰拳賽 港隊首日7戰6勝
第三屆“東亞泰拳錦標賽 2018”，16 日起一
連 4 天於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香港隊派出 8
男 3 女出戰共 11 個級別賽事，首天賽事 2 女 5 男出
戰 7 個項目，當中勝出 6 場賽事，香港隊兩名女將
郭海寧及歐盈盈雙雙在首戰獲勝晉級，過去兩屆先
後得銅牌及銀牌的郭海寧與日本的長谷川智美打足
3 回合，以點數取勝，她不太滿意自己表現，認為
首回合打得比較失魂，後來在教練的提點下找回比
賽節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周琦 丁彥雨航獲准戰亞運會
NBA 日前宣佈特批侯斯頓火箭球員周琦、達
拉斯獨行俠球員丁彥雨航與克里夫蘭騎士球員克拉
克森出戰亞運會。周琦、小丁將代表中國男籃出
戰，克拉克森則代表菲律賓，中菲兩隊將在小組賽
狹路相逢。另外，阿聯酋決定退出亞運，令亞運男
籃 B 組只剩下伊朗和敘利亞兩隊，兩支球隊在小組
賽無論誰勝誰負，都可攜手晉級8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亞運滑翔傘隊人員調換
因李業慈傷患未癒，香港亞運滑翔傘隊臨時進
行人員調換，即李業慈由運動員身份轉任越野隊教
練，而原本擔任教練的黃柏成則以運動員身份出戰
個人定點項目。所以現在港隊定點項目將有兩名運
動員出戰，越野項目則有 3 男 1 女，港隊總運動員
人數仍是5男1女。大軍17日下午征赴雅加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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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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節目將繼續介紹美
國的法律《高曉松現身說法，趣談美國交規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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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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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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 在 美 上 市 15
靈
本
日
周
許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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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