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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講座 「淹水前後屋主注意事項」 主講人：白釗民

（本報記者黃麗珊） 第30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於8
月 25 日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TX.77042 的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溫馨舉行
，該活動由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光鹽社、休士頓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休士頓華裔護士協會、世界華人工
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H-E-B Pharmacy 聯合主辦，H.E.B. Grocery Company、
Merry Land Bakery 美而廉麵包店、Michael E. Debakey
High School youth group協辦，數百位僑胞熱烈參與。駐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休士頓僑教
中心莊雅淑主任應邀出席。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致詞，
嘉許參與的醫事人員及志工。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
，感謝休士頓全僑健康日團隊每年提供僑胞醫療資訊，
守護僑界健康。主辦單位負責人施惠德醫師對僑委會以
及僑教中心支持全僑健康日活動，使活動順利進行表示
感謝。

8月25日當天上午9時至上午10時30分，在僑教中
心102室、103室進行脊椎篩檢。H-E-B藥房提供一般的
血糖的篩檢、膽固醇篩檢、血壓的篩檢之服務，光鹽社
提供C型肝炎篩檢。如想做糞便潛血篩檢、乳癌和子宮

頸癌篩檢請至光鹽社攤位報名登記。
第30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8月25日當天上午10時30

分至中午12時進行醫學講座系列，2018年主題是 「關節
炎」，陶翔醫師主講 「免疫病變的關節炎」，介紹關節
炎的特性、特徵。莊仲安醫師主講 「化學物引致的關節
炎」，莊仲安醫師談到因晶體堆積在關節和軟組織導致
如痛風等關節疾病的有關資訊。 林隆一醫師主講 「關節
炎的非藥物治療」，施宏醫師主講 「退化性關節炎及骨
質疏鬆的預防和復健」，林琬真物理治療師主講 「關節
的物理治療」，當場示範教導幾招舒緩關節炎不適的好
方法，幫助僑界人士更認識關節炎。主辦單位負責人施
惠德醫師主持醫學問答有獎比賽，場面熱鬧。當天還有
內科醫師榮慧敏、張文麗，眼科醫師莊傑，家庭科醫師
汪家成、趙耿偉，復健師吳惠清，傳染病科David Huang,
腎臟科醫師謝春，牙科醫師闞若玫，耳鼻喉科ENTRap-
hael Chan在僑教中心大禮堂提供醫療諮詢。光鹽社、杏
林復健診所、休士頓華裔護士協會、世華工商婦女企管
協會美南分會，金城銀行、Technology for Vision Loss設
有攤位提供服務。主辦單位還準備醫療小用品及點心飲
料等贈送僑胞，與會僑界人士表示收穫良多，不虛此行
。

第30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8月25日
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溫馨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 世界廣東
同鄉會休士頓分會主辦醫療講座，
將於9月15日（星期六）下午2時，
在 10303 West Office Dr.,Houston,
TX.77042的僑教中心展覽廳舉行，
毛志江醫生將主講 「什麼是預防醫
學」，歡迎僑界人士踴躍參加聆聽
。

主講人毛志江醫師是本埠頗具
知名度的醫生，有三十年行醫經驗
，尤對養生之道，常有獨到之見解
。毛志江醫生說明何謂 「預防醫學
」，大家都耳熟能詳的一句話 「一
分預防勝於十分治療」，雖然話說
如此，老實說，有幾人能真正理解
何謂預防醫學？而又有幾人真正知
道如何去身體力行？黃帝內經在公
元前兩百多年就已經指出 「上醫醫

未發之病，中醫醫將發之病，下醫
醫已發之病」，以上黃帝內經已清
楚道出預防醫學的重要性。今天我
就簡單提綱挈領，為大家說明一下
如何做到預防醫學。其實也很簡單
，真正想健康不是靠藥物和手術來
獲取，如果按中醫的說法就是顧本
培元，這個概念植基於一種信念，
那就是認為自身即具有防病健身之
本能，但往往因年歲增加，外邪侵
蝕或由某種病變削弱了這種與生俱
來的本能。所以，如何補充加強這
些本能，就能達到從事預防醫學的
目的了。請大家記住：營養、運動
、情緒修養及排毒就是全部預防醫
學，只要准此進行，必然達到預防
醫學和養生的目的。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主辦醫療講座
毛志江醫生將主講 「什麼是預防醫學」

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與休士頓亞裔健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與休士頓亞裔健
康教育協會康教育協會、、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休士頓華裔護士協會休士頓華裔護士協會、、光鹽社光鹽社、、慈濟慈濟
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世華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世華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醫師醫師
們及醫學講座醫師們等僑團聯合主辦第們及醫學講座醫師們等僑團聯合主辦第3030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記者黃麗珊記者黃麗珊
攝攝））

（本報訊
）近日全世界
各地進入極端
氣候，天氣暖
化、冰山融解
、海水溫度上
升、海平面升
高、各處形成
熱帶性低氣壓
，帶來快速而
充沛的雨量。

天災一向
難預防，去年

發生百年一見的Harvey 颶風為德州多地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無
數的房子浸泡在水中。災後的處理更是許多人的夢魘。當然有人
馬上看見了投資機會。進水屋要怎麼處理，泡了水的房子值得投
資嗎? 白釗民先生在今天的座談會中給大家做了詳細說明。

淹水屋最令人憂慮的問題之一是黴菌。黴菌究竟有多可怕。
根據現有的資料研究，徽菌的種類有數十萬到上百萬種的說法，
單是平日飄浮在空氣中的徽菌數量就相當的多。而在家中的日常
生活設備，如流理枱、 浴室、馬桶、 受潮處， 難免滋生些徽菌
，少量的徽菌是經常存在於我們生活周圍，而不會對人體造成立

即的危害，但是黴菌若是不妥善處理，只要有足
夠的濕度與空氣就會快速大量的繁殖，人若生活
於高密度黴菌的環境內有如處於高過敏原中，每
個人的反應與不適程度都不相同，部分人或不受
影響。

屋主對於黴菌問題當然不會忽視，卻也不至
恐慌。但是屋子一旦淹了水，就無人會等閒視之
。主要原因是，屋子漏的水是乾淨的水，且是局
部面積的滲透，而且在清理乾淨後很快的回復乾
燥，也就不利黴菌的繁殖，而從外頭淹進來的是
髒水，夾帶無數的細菌且是無孔不入的侵犯入境
。

屋主對於房子浸水後的處理一定要徹底，尤
其是一些不容易處理的地方，如流理台、廚櫃或
衞浴設施後的牆壁。因為水是無處不入，即使在
處理後暫時抑制了黴菌，若是這些地方沒有處理
，很快地黴菌又將快速的繁殖。

泡了水的房子值得投資嗎? 泡水屋一般會以極低的價格在市
場出售，但是投資者則需要確定這些房子真正地完全而快速的被
清理乾淨，包含上述所談的各地方確定無死角，並且要求屋主提
出確實處理的紀錄資料，以免事後麻煩而房子無法脫手的問題。

【房子浸水後的緊急處理】

1. 聯絡保險公司，要求可立即處理。
2. 清除地毯等一且泡水的家具。
3. 如確定牆壁已經泡水，需除去Sheetrock下部4 ft讓其泡水

部分能夠敞開通風。
4. 確保緊急處理工作在24小時內完成，待其乾燥後就沒有

黴菌的繁殖機會。
5. 處理前後每個過程都要作完整的攝影紀錄。

休士頓台灣商會於休士頓台灣商會於88月月2525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中午時至中午1212
時時,,在僑教中心在僑教中心 203203 室舉行室舉行 講座講座 「「淹水前後屋主淹水前後屋主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張智嘉會長張智嘉會長、、周政賢顧問贈送感謝周政賢顧問贈送感謝
禮物給主講人白釗民禮物給主講人白釗民..

明湖太空城專協創會會長林慶輝病逝
告別儀式將於本周六中午舉行告別儀式將於本周六中午舉行

（ 休 士 頓 / 秦 鴻 鈞 報 導 ） 甫 於 去 年
（2017 年）11月中旬與其長子林立德雙雙獲得
「發明貢獻獎」 佳話的 「明湖太空城專業人士

協會」 的創會會長林慶輝，慟於本周一（ 8 月
27 日）上午10 時20 分病逝休士頓，享年76 歲
。消息傳來，僑界皆感震驚和哀慟。

林慶輝先生於1942年10月4日出生（雖然
官方記錄錯誤地記錄為9月16日），位於中國
福建省莆田縣的鄉村。 他是7個孩子中最年輕
的。 7歲時，他與大部分家人同行逃離中國，
搬到了台灣台中。 雖然林慶輝最初在學校上學
校課程時遇到了一些困難，因為他沒有機會學
習漢語註音符號，他親愛的姐姐 Jin-Wen 輔導
了他，他很快就在班上取得了最好的成績。 在
初中和高中，他曾兩次當選班長，但經常給自
己最艱鉅的任務，也是最後一個回家。 1960年
，林慶輝進入國立台灣大學並進入化學工程系

，當年考入該項目的學生的最高考試成績。 他
想像他父親一樣成為工程師。

1964年，大學畢業後，林慶輝見到了他的
“夢中女孩” 張仁慶。 他每個星期天都會在她
的宿舍忠實地拜訪張仁慶，他們最終於1966年
7 月 10 日結婚。不久之後，他接受了德克薩斯
州休斯頓萊斯大學化學工程研究生課程的全額
獎學金。 林慶輝的博士生導師搬到了另一所大
學，因此林慶輝自學了 IBM 計算機和 FOR-
TRAN，當時的新技術，並在四年內獲得了博
士學位。

他於1980 年開始在NASA約翰遜航天中心
（JSC）擔任航空航天工程師，直到2007年退休
。在NASA，林慶輝開發了太空服熱流量和熱管
調節的計算機模型，用於冷卻航天器，以及兩
相流計算機模擬。 通過許多成功研究和開發工
作，林慶輝最終將成為 NASA 船員和熱力系統

部熱力系統部門的分支主管，這是第一個
擁有管理職位並在JSC獲得分公司負責人的
亞洲移民。 在 JSC 任職期間，林慶輝獲得
了兩項傑出服務獎章，這是他最珍視的專
業獎項。 他還獲得了“充氣航天器模塊”
的專利，並獲得了2017年美國宇航局政府
年度發明獎。

林慶輝喜歡閱讀書籍，尤其是中國古典文
學，詩歌和歷史，玩橋牌，並與他心愛的孫子
Ryan和Maggie共度時光，這是他退休後驕傲，
愛和歡樂的最佳來源。 他的妻子，他的兒子
Alex和Andy，他們的配偶Lisa和Michael，他的
侄女Julie Yen和Grace Yin，他的侄子Mike Zuo
以及他的所有親戚也深深地愛著林慶輝。 他是
一位一個言辭不多的人，他寧願以身作則，悄
悄地把別人的艱辛當作自己，並通過他的幫助
行為來表達愛。 我們感謝他向我們展示應如何

在善良和溫柔的同時變得堅強，並在完成偉大
的事情時保持謙虛。 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學者
，有思想的紳士，是一位忠誠的父親和祖父。
我們都非常想念他。 願他安息。

告別儀式將於 2018 年 9 月 1 日星期六上午
11:00至下午1:00在Memorial Oaks Funeral Home
，13001 Katy Fwy，Houston，Texas 77079 舉行
，然後在下午1:00舉行紀念活動。

中國著名作家沈喬生明天將在美南華文作協演講
已發表文學作品500 多萬字，將談其寫作經歷及反思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和休巿著名舞蹈
家沈敏生是逾卅年的至交，以前沈老師年年的
舞蹈作品發表會，我總是第一手的資訊獲得者
。後來又認識沈老師的胞兄沈健生，是位極有
魄力的商界才子，在 「大休士頓商會」 叱咤風
雲，尤以去年率休巿Turner 市長代表團赴中國
訪問，成果最為豐碩。雖然和沈喬生的兄姊如
此熟悉，但知道他們有一位傑出的作家胞弟沈
喬生，還是近期的事，尤其得知沈喬生多年孜
孜創作不懈，共發表文學作品500多萬字，而無
論長篇、中篇、短篇小說多部獲國內外首獎，

是不可多得的作家。沈喬生個人更與台灣
關係密切，他這次來休士頓，演講的內容
之一，就是他和台灣的血脈關係，及他與
台灣文學的密切聯繫。這次，趁沈喬生先
生到加拿大溫哥華參加知青論壇之便，請
他來為休市的文友開講，真是休巿文壇的
一大盛事。演講就訂在 明天( 9 月 1 日 星
期六 ) 下午二時至五時在僑教中心203 室
，歡迎華文作協會友及各界熱愛文學寫作
人士踴躍參加。

沈喬生，江蘇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鐘山》雜誌社
編輯部
主任。當年的上海知青。

自1981年在上海《小說界》發表中篇小說
《月亮圓了》至今，已發表長篇小說《股民日
記》《白樓夢》《就賭這一次》《狗在1966年
咬誰》《梟雄》等5部。中短篇小說《月亮圓了
》《苦澀的收穫》《今晚蓬嚓嚓》《小月迢迢
》《媧石》《天路逶迤》《書癡》《飢餓與餮
饕》《儒林新傳》《圖們江一邊》《血書》等
百餘篇；散文數百篇。並創作電視連續劇《就
賭這一次》《股市梟雄》等。共發表文學作品
500多萬字。

中篇小說《苦澀的收穫》獲首屆“小說界

”作品獎。短篇小說《小月迢迢迢》獲“人民
文學”小說獎。長篇小說《狗在1966年咬誰》
獲紫金山文學第二屆長篇小說獎。長篇小說
《股民日記》獲暢銷書獎。散文多次得獎。

曾有李潔非、王曉明、陳思和、陳曉明、
丁帆、孟繁華四十餘名著名的批評家寫過他的
作品評論，被譽為中國文壇中具有國際視野和
超乎時代力量的作家。

2016年年底，自辦微信公眾號《虛構與未
來》，在上面發表《我是一個和平主義者》
《關於和平主義者的公開作答》《一個知青的
聲音》《一個知青的再度發聲》《知青返城後
》《我的知青兄弟姐妹》《知青老了》《上山
下鄉中的女知青》《五類分子的子女》《為了
忘卻的記憶》《懺悔不是人類的天性》《從一
件小事看中美貿易戰》等雜文，閱讀量達到450
萬，在全球華人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沈喬生休巿講座的主要內容
1， 我和台灣的血脈關係。我和台灣文學的

密切聯繫。訪問台灣，寫了散文《台北尋故》
，發表於上海文學。近期在紐約的《世界日報
》連載了《圖們江一邊》《血書》等五篇小說
。對這幾篇小說作簡單的介紹。

2， 我辦微信公眾號是無奈的選擇，卻是重
返文學的一個重要的舉措。是我作為一個作家

生命的重新開始。舉嘉樂、樂泉的事例。
3， 對知青運動的反思。那個時候到處都是

青春無悔的口號。我的文章顛覆了它們。我把
知青運動放在文革的背景下來檢驗和反思。我
一連寫了七篇知青的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其中，《知青返城後》的閱讀量已達到150萬
，還不包括選登的。被譽為是寫知青文章中最
真實、最深刻、最理性的。

4， 《五類分子的子女》等文章，揭示了在
中國曾長期的、大規模存在的一個社會現象，
這就是，對五類分子的子女的歧視。這裡有深
刻的歷史根源，是一個有關人性的重大主題。
在社會上起到了井噴式的效果。

5， 《我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是我在公眾號
上第一篇論文。是由美國電影《血戰鋼鋸嶺》
引發的，文章表述了當下世界形勢下，民間反
戰的重要意義。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大陸的民
間從來很少發聲，這在知識界是一個突破。

6， 公眾號還涉及懺悔、仇富、教育等問題
。

7， 我最初的寫作，從文革後期開始，包括
下鄉、上大學、當編輯，當專業作家的一個過
程。經過多次的反复，我充分意識到，作家對
他所處的社會和時代，是有責任的。於是，就
有了重返文學的想法和行為。

作家沈喬生作家沈喬生

右起右起JSCJSC 主任主任Dr. Allen OchoaDr. Allen Ochoa、、林立德林立德、、立德妻立德妻
子子、、林慶輝林慶輝、、張仁慶張仁慶。。 (( 石麗東提供石麗東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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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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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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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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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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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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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藝術中心舉辦王鑫生《意象•跨越•廻響》藝術講座9月1日舉行

【泉深/圖文】王鑫生老師是享譽海內外的國際著名藝術大
師和美術教育家，美中藝術協會主席。他移居美國20餘年，在
他的藝術創作中非常鮮明的體現了中西方文化的跨越性，他展現

了通過意象手法和中國寫意精
髓來貫穿西方油畫的主題作品
。在表現手法上，他以東方意
象表現主義風格取材人物為其
表現題材，在油畫表現形態上
可謂開辟先河。當中國寫意元
素與西方表現主義的油畫風格
相結合時，他創造了一種新的
繪畫語言。他在國際畫壇享有
崇高的聲譽，被美國國會頒發

“國際藝術大使” 和 “國際藝術大師” 稱號；被美國哈佛大學
授予終身藝術成就榮譽勳章；被美國休士頓大學授予終身藝術成

就獎。
王鑫生老師在過去的三年中不僅在北

京中國美術館舉辦了 《跨越•廻響》 油
畫作品個人畫展；也在上海等地舉辦了
《意象•蛻變》的全國油畫巡回展；還
特別應邀出席中法建交紀念畫展；同時
還被聘為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客座教
授；河南大學客座教授；並在他的家鄉
河南建立了第一座王鑫生國際畫院；他
的出生地西安也正在為他籌建立大型的
王鑫生國際藝術中心。在此期間他所創
作的系列畫作不斷引起轟動，獲得各界
高度讚譽。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術館

館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吳為山觀看王鑫生老師的油畫後有
感而題：為我所感動者莫過於真誠，以悲天憫人的情懷，以寫意
文化的藝術精神，筆塑眾生，萬象表達心靈之真，境界之善形象
之美，超越時空，直抵永恒，藝術之境，人生大道。藝術史學博
士、中國美術雜志主編尚輝說，王鑫生的畫作渾然大氣，讓東西
方的文化、意識、筆法、刀法、技巧產生碰撞，讓他感到一種具
大的震撼力。他認為王鑫生不僅在技藝上爐火純青，而且他畫面
中的創造力和生命力都登峰造極。他畫中的震撼強度和沖擊力在
畫壇中是少見的，他的畫不用著名，一看便知。當伴隨著中國經
濟的騰飛和綜合國力的提高而把中國文化作為一種價值觀去影響
世界的時候，王鑫生的作品正是跨文化學藝術史的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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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 每年的中秋佳節，是品

嚐月餅、品茗，賞月的絕佳時節。雖然休市各大

超市，糕餅店，餐館也推出各式應景的令人眼花

撩亂的品牌月餅，但都不及 「東北人」 餐廳推出

的自製 「京式提漿月餅」 及 「蘇式月餅」 來的特

殊，獨樹一幟，風味絕佳。

「東北人」 推出的 「京式提漿月餅」 ，今年

是第三年推出，瓣、前年甫一

推出，即驚艷休巿。麵皮乾香

夠味，不油膩，充溢了北方豪

邁風格。內餡有豆沙、棗泥、

五仁、黑芝麻四種口味，還有

特殊的 「鮮肉月餅」 ，少油，

少糖，非常可口，不像一般的

月餅，因為太油，太甜，太膩

，一次只能吃四分之一個。

「東北人」 今年還新推出 「蘇
式月餅」 ，很獲江南一帶人的

喜愛，其純淨

的口感，令人回味無窮。 「東
北人」 無論 「京式提漿月餅」
、 「蘇式月餅」 或 「鮮肉月餅

」 ，價格相當公道，四個十元

，恁誰都吃得起，不像有些餐

館，餅店，一個月餅要價七、八

元，甚至十幾塊錢一個。 「東北

人」 的 「京式提漿月餅」 或 「蘇
式月餅」 ，如果你去的巧，剛出爐，吃到時還是

熱的，那種新鮮的快感，絕非從冷凍櫃保鮮盒出

來的所可比。

「東北人」 除了可吃到地道的東北家鄉菜，

烤全羊，燒烤羊肉串等東北口味。他們還推出科

班師傅主理的 「淮陽菜」 ，是今年中秋節闔家歡

聚的最佳去處。

「東北人」 位於百利大道與Gessner 交口附

近的 「時代廣場」 內，地址：

840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 713） 750-9222

「東北人」 推出的 「京式提漿月餅」 ，

麵皮乾香夠味，不油膩，充溢了北方豪邁風

格。內餡有豆沙，棗泥，五仁，黑芝麻四種

口味，少油，少糖，非常可口，不像一般的

月餅，因為太油太膩，一次只能吃四分之一

個。 「東北人」 這種 「京式提漿月餅」 ，價

格相當公道，四個十元，恁誰都吃的起，不

像有些餐館，餅店，一個月餅就要價七，八

塊錢，甚至十幾元一個， 「東北人」 的 「京
式提漿月餅」 ，如果你去的巧，剛出爐，吃

到時還是熱的，那種新鮮的快感，並非從冷

凍櫃保鮮盒出來的所可比。

「東北人」 除了可吃到地道的東北家鄉

菜，蘭州拉麵，烤全羊，燒烤羊肉串等東北

口味的名菜，他們還推出 「淮陽菜」 ，由科

班師傅主理，是中秋佳節，闔家歡聚的最佳

去處， 「東北人」 位於百利大道與Gessner
交界的 「時代廣場」 內，地址：8400 Bel-
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電話：（713）
750-9222

美得讓人窒息的人間天堂美得讓人窒息的人間天堂：：大溪地大溪地
隸 屬 法 國 海

外領土 『大溪地
』 譽為‘最接近
天堂的地方’，
從高空中鳥瞰，
大溪地猶如一條

魚。大溪地稀有的黑碟貝產的黑珍珠更是異常珍
貴，非同凡響。大溪地人能歌善舞，以激烈和狂
野的舞蹈形式的草裙舞，伴隨著鼓聲舞動，韻律
感十足。後而演變成了向神表達敬意的舞蹈。他
們會以賽船的形式去紀念當年漂洋過海到這裡生
活的祖先。大溪地處處可見秀麗的美景和豪華的
水上度假屋，被公認為全世界最美的島 『波拉波
拉島』 就在此。

『羅伯特萬珍珠博物館』 參觀當地獨特的黑
珍珠，了解它的培育和採集過程。以及各種用珍

珠製作成的精美工藝品，還有碗筷和盤子。在雨
季時到 『芙泰瓦瀑布』 ，瀑布在300多米的高處傾
瀉而下，場面相當壯觀。 『波拉波拉島』 海水絢
爛多彩，海灘上是潔白的細沙，水上度假的天堂
。浮潛與魔鬼魚、熱帶魚同遊。海中的珊瑚礁群
造成的海水域深淺不一，各式珊瑚星羅棋布般密
佈在水中。明亮的陽光灑在南太平洋上，折射出
各種絢爛的顏色。一切都是那麼地舒適怡人。入
住在水上屋，隨時隨刻都可以躍入水中盡情嬉戲

，坐在客廳就
可以透過地板
上的玻璃欣賞
水中暢遊的熱
帶魚。 『帕勞
』 它是上帝的
水族箱，美如

仙境，不可方物。主要以海洋景觀為主，這裡的
水質，舉世無雙。海水能見度高達100米，浮潛的
天堂。光影明暗把帕勞的海水分成七種藍色。一
望無際的藍色海洋下，有七彩雞冠軟珊瑚，一朵
朵的玫瑰珊瑚和帕勞的國寶魚—蘇眉魚，溫順的
黑鰭鯊。遊客不能隨意涉足的 『七十群島』 ，只
能乘坐直升飛機於高空俯瞰。它是帕勞的海洋生
態保護區，那裡有帕勞最完整且最豐富的海洋生
態。

七大潛水點之首
的 『海底大斷層』 ，
一處落差高達數百公
尺的水下懸崖，一邊
是幾米深的珊瑚礁，
清晰地看到海底的生
物，另一邊是四五百

米的海底懸崖。漂
浮在深不見底的海
洋之中，被它壯觀
的 地 形 所 震 懾 。
『水母湖』 裏其他

的海洋生物基本都
消亡，其餘的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無毒水母。
近距離地輕輕觸摸水母柔軟的身體，被水母包圍
著，水母一張一合地呼吸盡情地享受著當下的時
光。天然形成的 『情人橋』 ，據說在那裡拍照的
情人都可以終成眷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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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今年最特殊的風味月餅，送禮最佳禮品
「 東北人」 餐廳自製 「 京式提漿月餅」 及 「 蘇式月餅」

圖為圖為 「「東北人東北人」」 新推出的新推出的 「「中秋月餅中秋月餅」」 禮盒禮盒。。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東北人東北人」」餐廳今年中秋節首度推出的休巿獨家口味的餐廳今年中秋節首度推出的休巿獨家口味的
「「京式提漿月餅京式提漿月餅」」。（。（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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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健康美食香噴噴中亞健康美食香噴噴 深具特色深具特色!!
維吾尔人家維吾尔人家 提供道地新疆佳餚提供道地新疆佳餚

(記者韋霓休斯敦報導) 休斯敦的
中國城裡，匯集了林林種種各式菜系
，在眾多的餐廳裡，新疆美食可算是
獨樹一格，一方面因為是清真菜，肉
品的處理特別乾淨；同時，新疆菜總
是香噴噴，味道美滋美滋的，特別開
胃。位於黃金廣場的維吾尔人家
(Uyghur Bistro)提供正宗的新疆美食
，吸引許多喜愛佳餚的顧客上門。

來到維吾尔人家，可以發現牆壁
上裝飾著中亞的藝術品，這裡的服務
人員特別nice，服務非常周到。經理
拜先生是道地的新疆人，他表示，店

裡的菜有兩大類，包括中亞傳統健康
美食，以及中華料理，麵類都是全手
工製作，特別有嚼勁，可以吃的出來
。

拿著菜單，發覺有好多想要點的
菜，都是新疆的特色美食，像是羊肉
抓飯、羊肉串、新疆大盤雞、薄皮羊
肉包子、維吾尔拌麵、羊肉湯餛飩、
饢包肉等，而深受大家喜歡的牛肉麵
、水煮魚片、干鍋牛/羊肉、麻辣大
蝦、干燒全魚等，這裡也有。

清真菜
清真菜是信仰伊斯蘭教的人使用

的飯菜，他們不用豬肉，而牛肉、羊
肉都依規定來屠宰，必須經過祈禱與
放血，因此非常的乾淨，沒有腥味。

一位顧客劉小姐表示，這裡能做
出正宗的新疆口味，她去過新疆，也
在其他地方吃過不少新疆菜，認為這
一家是休斯敦最好的。

新疆特色美食
手抓飯:在當地人眼中是美食之

王，原來是用手抓著吃，是婚喪喜慶
必備的主菜，也是每家常常吃的主食
。關於手抓飯，有個美麗的傳說，相
傳一千多年前，有一位新疆醫生，因
為年紀很大了，身體相當虛弱。他自
己研究一種好吃又營養的飯進行食療
，早晚吃一小碗，慢慢的身體越來越
好，族人覺得很好奇，以為他有什麼
妙藥，才發現是手抓飯，後來公諸於
世，因為色香味俱全，營養又好吃，
便廣為流傳。

羊肉串:新疆冬天天氣冷，人們
喜歡吃肉來提高能量。羊肉串在新疆
有非常多的作法，其特色是切成小塊
，醃好入味，用鐵籤串起來，以炭火
來烤，味道很純正、自然，裡面會有
孜然粉，微辣，味道非常香，肉質嫩
又富有油脂。

羊肉薄皮包子: 用一定比例的羊
肉、羊腿油，加上特殊調料，味道比
較清爽，只有新疆能做出這種味道。

維吾尔拌麵: 採用手工麵，全手

工製作，拉的細細長長的，煮熟了再
和另外的菜拌在一起，不油不膩，Q
彈有咬勁，口感一流。

新疆大盤雞: 是新疆文化與漢文
化的結合，最早的新疆菜沒有炒菜，
後來漢人的習慣慢慢傳進來，才有炒
菜，是文化與生活上的一種交流，大
盤雞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裡的大
盤雞分量很足，鮮美多汁，裡面有寬
帶麵，同時使用的是休斯敦本地農場
養的土雞，是經理親自去農場抓來的
喔，肉質鮮美，口感很棒。

羊腿湯:這裡的羊腿需要煮好幾
個小時，在新疆婦女產後要吃羊腿湯
，既營養又補鈣，對恢復身體很有幫
助。

此外，這裡的牛肉麵非常受歡迎
，份量大，牛肉給的也多，非常的叫
好。

經理拜先生表示，新疆菜比較多
是烤、蒸、煮等方式，健康而自然，
在新疆有很多百歲老人，之所以如此
長壽，跟他們的食物有關，即使七、
八十歲也不用去醫院，他們是通過食
物來調理身體的。歡迎民眾來品嘗道
地的新疆美食。

維吾尔人家(Uyghur Bistro)電話:
281-888-6227。
地 址: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68,
Houston, TX 77036(位於黃金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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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主辦單位負責人施惠德醫師頒發感謝獎牌給主辦單位負責人施惠德醫師頒發感謝獎牌給
主講主講 「「化學物引致的關節炎化學物引致的關節炎」」 的莊仲安醫師的莊仲安醫師

主辦單位負責人施惠德醫師頒發感謝獎牌給主辦單位負責人施惠德醫師頒發感謝獎牌給
主講主講 「「免疫病變的關節炎免疫病變的關節炎」」 的陶翔醫師的陶翔醫師

光鹽社孫紅濱執行長及義工們提供光鹽社孫紅濱執行長及義工們提供CC型肝炎型肝炎
篩檢篩檢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與義工們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與義工們88
月月2525日上午在僑教中心大禮堂為參加第日上午在僑教中心大禮堂為參加第3030屆休屆休
士頓全僑健康日的僑界人士提供服務士頓全僑健康日的僑界人士提供服務

Michael E. Debakey High School youth groupMichael E. Debakey High School youth group為為
第第3030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貢獻心力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貢獻心力

林隆一醫師在林隆一醫師在88月月2525日醫學講座主講日醫學講座主講 「「關節關節
炎的非藥物治療炎的非藥物治療」」 。。

主辦單位負責人施惠德醫師頒發感謝獎牌給主主辦單位負責人施惠德醫師頒發感謝獎牌給主
講講 「「退化性關節炎及骨質疏鬆的預防和復健退化性關節炎及骨質疏鬆的預防和復健」」
的施宏醫師的施宏醫師

休士頓華裔護士協會在第休士頓華裔護士協會在第3030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設立攤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設立攤
位為與會僑界人士提供服務位為與會僑界人士提供服務

主辦單位負責人施惠德醫師頒發感謝獎牌給主主辦單位負責人施惠德醫師頒發感謝獎牌給主
講講 「「關節的物理治療關節的物理治療」」 的林琬真物理治療師的林琬真物理治療師。。

第第 3030 屆 休 士 頓 全 僑 健 康 日屆 休 士 頓 全 僑 健 康 日
20182018 年 主 題年 主 題 「「 關 節 炎關 節 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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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銳大文集團
特派記者

採 訪 手 記

距離印尼亞運會的閉幕式還剩
兩天，在接近尾聲的時候，記者採
訪經過雅加達最為著名的景點獨立
廣場。

獨立廣場位於雅加達市中心，交
通非常方便。到達獨立廣場，瞬間便
會看到整個雅加達標誌性的建築物，
高達132米的民族獨立紀念碑，這座
紀念碑是雅加達的象徵，外牆全為白
色，在一片空地中威嚴矗立，極為壯
觀。獨立廣場外，全是密密麻麻的摩
天大廈，還有不少政府的工作部門和
重要建築物皆設立在廣場周邊，可謂
雅加達的心臟地帶。

從入園門口走到紀念碑下需要
走一條長長的直路，需時約十多分
鐘。雖然雅加達空氣質量較差，但
獨立廣場卻是到處種滿植被，四周
街道非常寬闊整齊，花草樹木皆環
繞在路旁，點綴其間，綠意盎然，
走在園內感覺非常清新和舒服。

走到廣場的正中，宏偉巨大的
紀念碑聳立在眼前。若不是親臨其
下，是不會感受到這種壯觀的感
覺。紀念碑下設有國家博物館供遊
客參觀，而樓頂則設有一座觀景
台，遊客可上觀景台一覽雅加達遼
闊的天際線。雖然印尼是熱門旅遊
國家，但通常遊客會首選遊覽風景

如畫的海島峇里島，其實作為首都的雅加達
不僅有現代化建築物，亦有很多重要的歷史
文物供遊客花上時間去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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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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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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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威
嚴
壯
觀

亞運乒乓球項目8月30日產
生首個單項金牌，兩對國家隊組
合在決賽同室操戈下，最終“00
後”王楚欽/孫穎莎以 4：2 勝
“95後”林高遠/王曼昱奪冠；港
隊組合何鈞傑/李皓晴獲季軍。

4年前的仁川亞運會，混雙不
僅成為國乒大包攬中的唯一“缺
口”，而且無緣四強，創造歷屆
亞運最差戰績，如今國球憑藉新
生代的驚艷表現，包攬冠亞軍。

另外，男女子單打的賽事8
月30日全面展開，港隊派出（男

單）黃鎮廷、何鈞傑、（女單）
杜凱琹與李皓晴出戰，他們均無
需參與64強外圍賽而直接進入
32強賽。結果，4港將除何鈞傑
以4：2勝越南球手DUC TUAN
NGUYEN稍遇阻力外，其餘3人
齊齊輕鬆獲勝，晉級16強。
國乒方面，則有（男單）樊

振東、林高遠、（女單）陳夢和
王曼昱出戰，4名國手同樣未遇考
驗，談笑用兵以4：0淘汰對手輕
鬆晉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乒攬混雙冠亞 港隊男女單齊捷

■■何鈞傑以何鈞傑以44：：22勝越南球手稍遇阻力勝越南球手稍遇阻力。。奧委會圖片奧委會圖片

由陪練到擔大旗 從公路踩到場地

梁峻榮全能添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香港單車隊

從來不缺出色的男車手，黃金寶、郭灝廷及張

敬樂等均已先後在世界車壇留名，追隨着前輩

們的腳步，由公路賽踩至場地賽，24歲的梁峻榮

以出色表現證明自己已成功接班，繼上屆亞運公路

賽奪銅以及早前男子團體追逐賽摘銀牌後，8月30

日於男子全能賽再添一面銀牌，而8月31日梁峻榮將會再度出擊參加麥

迪遜賽，目標直指頒獎台最高一級。

以陪練員為起步，時至今日梁峻榮已是
單車隊不可或缺的一員，出道以來獲

獎無數，世青冠軍以及全運金牌等等頭銜
令他被寄予厚望，不過外界的期望未有壓
垮這名年僅24歲的車手，今屆亞運先以
一面闊別8年的男子追逐賽銀牌為開
端，8月30日在男子全能賽亦與衛冕
的日本車手橋本英也鬥得難分難
解。

今戰個人強項麥迪遜賽
四年前於仁川亞運
為港隊取得當屆唯一
的男子公路亞運獎
牌，今屆轉戰場
地賽一樣有大
將之風。男
子全能賽
需要鬥
四個

項目，當中淘汰賽及記分賽均需要踩上超過
40公里，而四個項目更要在一日之內全部完
成，極度考驗運動員的耐力和鬥志。

梁峻榮在首項的10公里捕捉賽名列第
7獲得28分，而第二項配速賽更是一舉取
得27分升上榜首，可惜其後的淘汰賽梁峻
榮列第5，被上屆金牌得主、日本名將橋
本英也超前；到最後一個項目記分賽，橋
本英也先發制人連續兩個衝刺圈均成功得
分，相反沒有進賬的梁峻榮一度跌至第
三，不過“肥榮”適時發力連取10分再度
進佔榜首，可惜他未能將優勢保持到最
後，最終總分落後橋本英也5分下得到第
二名，奪得今屆亞運個人第二面銀牌。

李慧詩初賽刷新亞運紀錄
今屆亞運身兼三個項目的梁峻榮8月

31日將繼續登場出戰男子麥迪遜賽，這個
項目亦被視為他最有希望奪金的賽事。

而手握1金1銀的李慧詩在爭先賽繼續
強勢，初賽的200米計時賽已經造出10秒
583刷新亞運紀錄，以首名晉身16強後再
輕鬆擊敗印度車手，與另一名港隊車手李
海恩雙雙晉級，8強將分別面對日本及
韓國選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印尼亞
運，香港壁球隊又傳來好消息：男女隊雙
雙晉身四強至少獲得兩面銅牌；而上兩屆
亞運均屈居亞軍的香港男子欖球隊亦有好
開始，小組賽首兩戰均大戰而回確保8強
席位；“女欖”方面，首日則取得1勝1負
的成績，8月31日對韓國力爭較佳名次出
線。

於亞運壁球男單賽事包辦金銀牌的
港隊，在團體賽一樣勢如破竹，小組賽面
對菲律賓、日本、韓國、巴基斯坦及尼泊
爾，均以直落三盤取勝，與女團一起殺入
準決賽肯定有獎牌進賬，而女團方面港隊
於出線關鍵戰以2：1擊敗印度，成功避
過勁敵馬來西亞，四強面對日本，晉身決

賽的機會甚大。
至於8月30日展開的亞運欖球賽，貴

為兩屆銀牌得主的港隊在首個比賽日未遇
考驗，首戰對巴基斯坦憑藉姚錦成的三次
達陣以64：5大勝對手，次仗港隊再以
42：17輕取中國國家隊鎖定8強席位。

香港女子欖球隊在小組賽首仗以
26：7擊敗新加坡，但第二場面對中國國
家隊則以7：32落敗，由於今屆亞運女
子欖球只有8支參賽隊伍，意味着所有
隊伍均可晉身8強，雖然篤定出線不過
港隊仍希望擊敗韓國取得小組第二勝，
以爭取較佳名次晉級，避免與日本及哈
薩克等強敵提早交鋒，增加殺入三甲的
機會。

港壁球隊穩奪兩牌
男欖晉八強

12趾女將忍痛奪七項全能金牌
雙腳各多長一根腳趾，一步

一步承受痛苦，但都無法阻擋印
度女將芭曼奔向雅加達-巨港亞運
女子七項全能金牌。

21歲的芭曼來自印度東部雅
北古利鎮的貧窮家庭，雙腳總共
12根腳趾，但從沒想過要開刀切
除多餘的腳趾。她說，一邊比賽
還要一邊克服不合腳鞋子帶來的
痛苦，每一步都很不舒服。

她8月29日奪金之後表示：
“一般鞋子不合我的腳。無論我
是穿運動鞋、釘鞋或是任何鞋子
都很痛。我希望他們可以為我特
製鞋子，因為真的很痛。”這次
雅加達亞運女子七項全能，芭曼在
專長項目跳高領先群雌，鉛球、標
槍也有好表現，拿下個人生涯新高
的6,026分，不過她在以跑步為主
的徑賽項目成績不佳。 ■中央社

■■李慧詩在爭先賽初賽的200米計時賽大
熱入八強。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 攝

■■梁峻榮衝線後向觀梁峻榮衝線後向觀
眾揮手致謝眾揮手致謝。。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大文集團特派記者
張銳張銳 攝攝

■■梁峻榮梁峻榮（（右右））與橋本英也惺惺相惜與橋本英也惺惺相惜。。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 攝攝

■■梁峻榮手持銀牌未滿足梁峻榮手持銀牌未滿足。。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 攝攝

■■歐詠芝歐詠芝（（右右））為港隊打頭陣為港隊打頭陣。。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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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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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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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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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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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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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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談古論今，引經據典，笑談風雲，豐富學識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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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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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杯硝煙再起 “陰謀論”說賭球黑幕》。

播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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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曉說》精彩
節目介紹

星期五 2018年8月31日 Friday, August 31, 2018



BB1111廣告

許氏參業集團 創辦人

許忠政 誠心推薦

精選珍珠參 (4oz) 精選珍珠參 (8oz) -  特價限量供應中 -精選珍珠參珍藏錦緞禮盒 (5oz)

產自威州唯一華人自營參場

四十多年信譽全球知名品牌

許氏
嚴選

精挑細選  珠圓玉潤

許氏珍珠參
自用養生珍藏  送禮體面尊貴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214-521-6981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469-586-8195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百佳超級市場 972-517-8858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713-271-3838
金荷中醫診所 713-772-2999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713-818-2770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星期五 2018年8月31日 Friday, August 3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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