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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醫美微整中心
(GLO Laser and Med Spa)
新店落戶中國城 9 月 21 日正式營業
由擁有麻醉科和疼痛科雙料美國醫生執照李玉靜醫師親手締造
匯集光、電、聲、線、血漿、微精華素等現代世界一流醫療美容微整技術
預約電話：713-595-8501，預約手機：713-469-8014
預約網址：www.lscpro.net，預約微信：VmeiMD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arkway S. Suite101, Houston TX 77072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09.2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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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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猩猩幼崽坐手推車上學 擠作壹團
擠作壹團“
“萌萌噠
萌萌噠”
”

X 布火箭太空船概念圖
Space公
將送日本富豪繞月飛行

無畏之心永不老

英國 94 歲二戰老兵跳傘
再次征服藍天

近日，
近日
，英國索爾茲伯裏
英國索爾茲伯裏，
，曾參加二戰諾曼地登陸的 94 歲老兵 Harry Read 嘗試跳傘
嘗試跳傘，
，為打擊販賣
人口和現代奴隸制籌款，這是他自諾曼底登陸後 74 年來首次跳傘
人口和現代奴隸制籌款，
年來首次跳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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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腳猛“喝”咖啡 後腳狂灌大麻
可口可樂轉型自救有點忙
8 月底，壹則重磅消息引發市場關
註。可口可樂宣布以 39 億英鎊（約 347
億元人民幣）從韋博得集團收購咖啡連
鎖企業 COSTA，預計這筆收購將於 2019
年上半年完成。
“咖啡加可樂”的奇妙搭配也讓眾多
消費者好奇，然而，有意思的是，就在宣
布消息後不久，9月17日，可口可樂就在
日本推出了新產品“可口可樂plus咖啡”，
將咖啡和可樂真正的結合在壹起。
毫無疑問，可口可樂涉足咖啡市
場，會讓咖啡格局變得更加復雜。
去碳酸化轉型勢在必行
隨著人們消費水平的提升以及健康

意識的提高，可口可樂等碳酸飲料被眾
多消費者認為是“不健康”的飲品，伴
隨而來的，可口可樂碳酸飲料的營業收
入也逐年下滑。從可口可樂的財報中就
可以看出些端倪。
從 2013 年-2017 年，可口可樂的營業
收入持續下滑，在 2017 年更是創下五年
新低。
2017年，可口可樂收入354.1億美元，同
比下滑 15%；實現毛利潤 221.54億美元，
同比下滑13%；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
利潤為12.48億美元，同比下滑81%。
此外，可口可樂2018年8月底披露了
2018年二季報財報。二季度。可口可樂的
利潤同比下降 8%至 89 億美元；經營性現
金流入同比下降22%至26億美元。
對此，可口可樂方面表示，利潤下
降是由北美及世界各地出售瓶裝飲料業
務量下滑導致的，而經營性現金流入的
下降則是因為部分地區稅負的增加。
面對業績的下滑，可口可樂曾經嘗
試著進行“轉型”，例如在中國市場推

出零糖度的纖維+碳的雪碧；推出了怡
泉蘇打水；入股“樂純”酸奶，成為它
的戰略投資者，之後雙方還將積極探索
多個領域的戰略合作，這也標誌著可口
可樂正式進軍酸奶領域。
不過，這些“轉型” 雖然起到了壹
定的作用，但成效並不明顯。有業內人
士指出，目前的可口可樂必須加快轉型
的步伐。
近日，可口可樂又被媒體爆料出，
正在考慮生產大麻飲料。
目前，該傳聞已得到可口可樂發言
人的回應，其發言人 Kent Landers表示：
“我們正在密切關註非精神活性大麻二
酚（CBD）作為全球功能性健康飲料的
成分，這個市場正在迅速發展。目前尚
未作出任何決定。”

2007 年 全 國 約 有 15906 家 咖 啡 廳 ， 到
2012 年 ， 快 速 增 長 到 31794 家 ， 預 計
2018 年中國咖啡廳數量突破 14 萬家。
Costa 於 1971 年在倫敦成立，目前已
發展成為壹個全球領先的咖啡品牌，目
前已擁有 4000 家門店。
根據交易內容顯示，可口可樂將從
韋博得集團手中獲得英國以及全球的近
4000 家 Costa 門店——Costa 在英國開店
超過 2400 家，在全球 31 個國家開店 1400
家，其中在中國有 459 家門店。
對於為何選擇 Costa，可口可樂總裁
兼首席執行官James Quincey公開表示稱：
“因為咖啡可以幫助我們進入熱飲行業，
咖啡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飲料類別之壹，
占6%。它也擁有不同類別的業務，自動販
售、咖啡店、即食、咖啡豆和膠囊等。”
另外，在可口可樂亞太區總裁
攪動咖啡市場格局
John Murphy 看來，可口可樂看中的並未
反觀咖啡市場，目前上升勢頭非常 Costa 的門店，他認為，零售業務不壹定
明顯。中商產業研究院數據顯示，近年 是(這筆收購)最大的吸引力。這筆收購
來，我國咖啡廳數量增長十分迅速。 帶來的核心利益之壹，是可口可樂得以

豐富其產品線，將咖啡產品提供給快餐
公司這樣的大客戶。
中國食品產業分析師朱丹蓬在接受
記者采訪時表示，可口可樂買下 Costa，
對雙方而言，都是壹個雙贏的局面。
壹方面，可口可樂目前業績增長乏
力，而咖啡市場在不斷擴容發展前景廣
闊，此次收購可以快速借助 Costa 的品牌
和供應鏈優勢發力，分享行業發展紅利，
從零售渠道向餐飲渠道輻射，增加渠道
復合能力。
另壹方面，Costa也會迎來新的機遇，
被買下之後，對於 Costa 的高速發展會提
供強有力的支撐。從中國市場來看，
Costa 缺乏強有力的資金支撐，可口可樂
進入之後，對 Costa 在中國市場會起到加
速的作用。
毫無疑問，可口可樂的加入讓已有
的咖啡市場格局更加復雜。
“就目前而言，中國的咖啡市場會
形成星巴克、瑞幸咖啡、costa 三國演義
的咖啡競爭格局。”朱丹蓬如是說。

廈門上半年商品房成交量創新低 專家：房價暴漲時代已落幕
繼“樓市崩盤論”網絡傳言之後，9 月 20 日，
廈門樓市迎來了下半年備受關註的土地拍賣會，在
此次拍賣會上，廈門島內在時隔 5 年之後再次推出
商住用地，最終被廈門本地國企建發集團摘得，最
終成交價為 57 億元。
另據克而瑞機構最新數據顯示，廈門新房價在
8 月份出現了結構性的回調。對此，廈門大學教授
戴亦壹認為，這是正常的市場回調，房價暴漲時代
已經落幕。
建發集團拿地溢價率 27%
官方信息顯示， 廈門此次土地拍賣會上唯壹
島內商住地塊 2018p02 最終由建發集團旗下廈門益
悅置業競得。該地塊土地面積為 6.18 萬平方米，建
築面積為 15.4 萬平方米，成交價為 57 億元，成交樓
面價為 38102 元/㎡，溢價率為 27%。
公開信息顯示，這宗地塊位於湖裏區成功大道
與金山西路交叉口東北側，島內幾何中心位置，各
項配套完善。值得壹提的是，該地塊是近 5 年來廈

門島內首次土地出讓，此前該板塊最高價格是 2013
年 12 月份同樣被建發集團競得的 2013P15 地塊，樓
面價為 2.99 萬元/平方米。
此次土地拍賣采用的是“限地價、競配建”的
方式，起拍樓面價為 3 萬元／平方米，上限樓面價
為 4.5 萬元／平方米。
廈門克而瑞機構分析師胡慧榮對記者表示，該
體量相對較大，用地條件較好，但受容積率限制，
不具備規劃別墅條件，只能規劃中等密度的普通
住宅居住社區，與當前島內僅剩的存量不多的大
戶豪宅有所錯位，市場競爭力強，價格拓展空間
相對較大。
胡慧榮認為，今年以來，廈門商住地供應走優
質地塊與資質壹般地塊交替入市路線，但低溢價成
交成常態，再加上新房市場的量價齊跌，市場信心
嚴重不足。本次拍賣距上次宅地出讓已時隔兩個半
月之久，期間經歷了廈門地價“腰斬論”風波，樓
市“崩盤論”也壹度甚囂塵上，淡市加上輿論渲
染，廈門樓市信心經歷雙重打擊。最近 5 年來島內

宅地持續斷供，此次廈門土地拍賣推出“寸土寸 宅供應合計為 6.96 萬平方米，成交 4.69 萬平方米，
金”的島內地塊，以及集美環杏林灣板塊兩幅優質 成交均價結構性回落至 38374 元/平方米。
宅地，且在付款和預售等方面的限制條件明顯放
在樓市嚴控政策下，自 2017 年下半年以來，廈
松，穩樓市預期明顯。
門樓市逐漸回歸理性成交量持續走低，樓市進入全
面盤整期。這壹輪調控較嚴，持續時間較長，部分
房價結構性合理回調
項目開始降價營銷，其中，廈門島外部分偏遠區域
據廈門克而瑞機構數據顯示，2018 上半年，廈 出現了低於單價低於 2 萬元/平方米的項目。有業內
門商品住宅供求雙雙下滑，成交量創新低，價格則 人士認為，在低價盤帶動下，對全市價格松動心理
持續攀升，全市均價逼近 4 萬元/平方米。在大市低 帶動作用明顯。
迷行情下，廈門商品住宅成交量持續走低，庫存進
對於廈門樓市後市，業內人士認為，本輪
壹步擴容，去化周期延長至 23.8 個月，其中 144 平 調控力度為史上最嚴，註定了這壹輪盤整期會
方米以上再改及高端產品去化周期均超過 29 個 更長。
月，庫存壓力較大。今年 7 月份，廈門商品住宅市
廈門大學教授戴亦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場供應開閘，成交與上月持平，供求比為 1:1.35， 不可否認廈門在 2017 年到 2018 年以來，房價有所
呈供過於求態勢。價格則現結構性上行，成交均價 下調，島內大概超過 20%的跌幅，島外有的樓盤跌
為 46323 元/平方米。
幅還更大壹些，尤其是二手房方面。他認為，這是
然而，在此期間，廈門樓市經歷了地價“腰斬 正常的市場回調，房價走勢最終取決於實體經濟。
論”風波和樓市“崩盤論”風波，從克而瑞機構發 而廈門經濟發展主要是未來的後勁問題，產業定位
布的 8 月份數據上可知，今年 8 月份，廈門商品住 應該是高端制造業+高端服務業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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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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節目介紹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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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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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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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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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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排出征世錦賽
中國女排
出征世錦賽

中國女排參加世錦賽名單
主 攻：
攻：朱婷
朱婷、
、劉曉彤
劉曉彤、
、張常寧
張常寧、
、李盈瑩
副 攻：
攻：顏妮
顏妮、
、袁心玥
袁心玥、
、胡銘媛
胡銘媛、
、楊涵玉
接 應：
應：龔翔宇
龔翔宇、
、曾春蕾
二 傳：
傳：丁霞
丁霞、
、姚迪
自由人：
自由人
：王夢潔
王夢潔、
、林莉

歲常冰玉晉中錦賽正賽

16

■ 李盈瑩首次
入選世錦賽陣
容。 資料圖片

出征 2018 年世界女排錦標賽的中國
女排日前公佈了 14 人名單，朱婷、李盈瑩
等悉數在列。中國隊於 25 日出發，飛赴 B 組

■張常寧
張常寧（
（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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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數參加今年世錦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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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所在地日本札幌，開啟世錦賽征程。

結束了寧波北侖為期兩周的封閉集
訓後，中國女排在返京的當天又

投入到訓練中，哪怕是中秋節也沒有
休息。在24日的訓練課上，除了接發
球練習，球隊還進行了分組對抗。
按照賽程，本次世錦賽的 24 支
參賽球隊共分為 4 組，每組 6 支球
隊，中國隊被分在 B 組，同組對手還
有意大利、土耳其、保加利亞、古巴
和加拿大隊。4 個小組的前 4 名進入
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16 支球隊
分成兩個小組，每個小組的前三名進
入六強賽。

作為上屆世錦賽亞軍以及里約
奧運會冠軍，主帥郎平卻頗為低調，
儘管她承認中國隊陣容成熟了許多，
但面對的對手也更加強大。“我覺得
挑戰挺大的，這次強隊比較多，我們
從亞運會回來後備戰時間比較短，目
前只針對第一階段的對手進行了訓
練，第二階段還沒來得及準備。如果
想進前 6，這就意味着要戰勝大部分
對手。”

多人首次參加世錦賽
與 2014 年的世錦賽相比，中國

隊包括李盈瑩等多人在內都是第一
次參加世錦賽，在郎平看來，這也
是年輕球員一次鍛煉的機會。“很
多隊員第一次參加世錦賽，沒什麼
經驗，要看對方給的壓力她們能不
能承受，參加過奧運會那批的老隊
員在關鍵時刻要能站出來。”
郎平透露，隊裡還有個別位置
沒有確定。“看對手情況也要看臨場
發揮，不能說替補隊員一場都不打。
比賽挺漫長的，在不輸球的情況下，
有些場次要讓年輕球員打，讓老隊員
調整一下。”郎平說。
■新華社

■ 中國女排副攻高意
（右）攻破日本隊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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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二隊擒日本
亞洲盃三連冠

王曦雨 鄭賽賽晉武網次輪

武漢網球公開賽 24 日繼續進行
女單首輪角逐。新科美網青少年組
女單冠軍、中國小花王曦雨（上
圖）直落兩盤，以 6：4，6：3 戰勝
美國外卡球手佩拉，晉級次輪的同
時，還贏得職業生涯最重要的一場
巡迴賽女單勝利。不過，另一中國
金花王雅繁不敵去年美網亞軍姬
絲，被淘汰。另外，23 日率先在中
央球場登台的中國金花鄭賽賽在單
打首輪逆轉世界排名 38 的美國球手
歌蓮絲，為本土球員奪取“開門
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至此，2018 年女排亞洲盃全部結
束。中國二隊表現搶眼全勝衛冕奪下第
5 冠，日本斬獲亞軍創下亞洲盃最佳戰
績，強陣出戰的泰國爭冠受挫再獲季
軍，首次躋身 4 強的中華台北落位第 4，
越南、韓國、澳洲和伊朗分獲5至8名，
菲律賓力奪第9，哈薩克墊底。
在單項獎的評選中，中國女排的頭
號得分手劉晏含榮膺MVP。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阿仙奴輕鬆吃“糖”車路士全勝告終

■阿仙奴前鋒奧巴美揚（右二）取得入球。

法新社

英超於過去星期日（23日）上演雙料娛樂，其
中在尾場出擊的阿仙奴走勢持續向好，由一對箭頭
奧巴美揚和拿卡錫迪各建一功下以兩球淨勝愛華
頓。至於較早時間登場的車路士，則作客被韋斯咸
悶和，全勝走勢宣告結束。
開季兩連敗的阿仙奴，連同今場擊敗“拖肥
糖”已錄得英超 4 連勝，在新帥艾馬利帶領下明
顯逐漸走出“後雲加年代”的陰霾。而“兵工

廠”近期戰績提升，其中兩大功臣必然是一對箭
頭奧巴美揚和拿卡錫迪，二人於賽場內合作無
間，更頗有當年曼聯“黑雙煞”約基與高爾的味
道。
事實上，奧巴美揚和拿卡錫迪的確感情甚
佳，其中奧巴美揚就表示：“由第一天與拿卡錫
迪認識時，我們便知道可以做好朋友，大家會一
起吃晚飯，也很享受一同比賽的日子。”至於拿
卡錫迪談到奧巴美揚時，亦揚言二人的默契的確
甚佳：“我估計我們在球季完結時，隨時會連入
球數字也一樣；你可以從今場的入球看到我們的
默契，當我在那個位置拿到控球權，我已知道他
大約會在那裡，以及該怎樣做。”
另一方面，之前聯賽一直與利物浦叮噹馬頭
保持全勝的車路士，則於 23 日早場賽事作客悶和
韋斯咸，今季首度失分。當被問到失分是否與征
戰歐霸比賽導致體能下降有關時，“車仔”領隊
沙利就否認了有關猜測：“現在是季初，這麼快
歸咎於體能狀況我想不太合適。再者，今場我們
其實浪費了 3 個大好機會，否則仍是有能力贏
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中國女籃小負美國 收穫信心

第 6 屆女排亞洲盃當地時間 23 日晚
在泰國呵叻結束。面對同樣派出非一線
陣容參賽的日本隊，由施海榮掛帥的中
國女排二隊在決賽中以 3：0 完勝成功衛
冕，三局比分為 25：23、25：20 和 25：
17。此次奪魁是中國女排斬獲的亞洲盃
第5冠，也是首次在該賽事實現3連冠。
而在爭奪第 3 名的比賽中，東道主
泰國以 3：0 擊敗中華台北隊，三局比分
為25：20、25：19和25：20。

短 訊

■中國女排主帥
郎平。
郎平
。資料圖片

2018 年桌球中國錦標賽 24
日在廣州天河體育館拉開帷
幕，中國 16 歲小將常冰玉（上
圖）以 5：3 挫占美羅伯臣闖進
正賽。另外，梁文博與蕭國棟
也分別戰勝各自的對手晉級。
該項賽事創辦於 2016 年，
當時只是邀請賽，2017年正式升
級為排名賽，並吸引了“中國一
哥”丁俊暉、“世界排名第一”
的沙比以及世錦賽冠軍威廉斯等
眾多名將悉數參賽。
中國小將常冰玉出生於
2002 年，早在上個月在玉山舉
行的世界公開賽中，他以外卡
的身份參賽，結果以 5：4 涉險
淘汰占美羅伯臣。今次比賽兩
人再次相遇，常冰玉再以 5：3 戰勝對手闖
入正賽。
2018 桌球中國錦標賽於 24 日至 30 日舉
行，72 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頂級桌球選手參
與。其中丁俊暉、希堅斯及傅家俊三人出任
大賽形象大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球員韓旭
中國球員韓旭（
（左）
帶球突破。
帶球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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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國際籃聯女籃世界盃
當地時間 23 日在西班牙特內里
費島結束第二個比賽日的較量。
美國隊以 100：88 勝中國隊，提
前獲得小組頭名，西班牙、法
國、加拿大和澳洲隊均兩戰全
勝。
在 D 組焦點戰中，面對公認
實力最強的美國隊，年輕的中國
女籃一直緊咬對手，最終僅以 12
分之差落敗。這是中美女籃世界
大賽交手中的歷史第二小分差。
賽後，中國女籃主帥許利民
肯定，球隊在這場比賽中“最大
的收穫便是信心”。他說：“今
天我們向世人展現了一場非常精
彩的國際比賽。中國女籃在這一
過程中得到很大鍛煉。能在世界
強手和大牌明星面前毫不畏懼，
展現技藝，這點尤其難能可

貴。”
中國隊將於當地時間 25 日迎戰小組最
後一個對手塞內加爾隊，後者當天以 70：
69 險勝拉脫維亞隊。根據勝負關係，兩戰
全勝的美國隊已提前鎖定小組第一，中國
隊和塞內加爾隊將在下一場的直接對話中
爭奪小組第二名。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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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僑聯“親情中華
中國僑聯“
親情中華”
”休斯敦國慶慰問演出圓滿成功
群星閃耀名家薈萃中秋國慶月圓人團
【泉深 / 圖文】2018 年 9 月 21 日晚，由
中國僑聯主辦，美國休斯敦華夏學人協會、國
慶基金會、國慶晚會綜藝晚會組委會共同承辦
的“親情中華”綜藝表演在休斯敦城西南的斯
達福中心（ Stafford Center ）隆重舉辦。文藝
節目精彩異常、表演美倫美煥，為大休斯敦地
區的華人華僑帶來了國慶、中秋的雙節祝福。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副總領事劉
紅梅、中國僑聯文化交流部副部長兼“親情中
華”藝術團團長邢硯莊、華夏學人協會會長黃
華、美國得克薩蘇州密蘇裏市市長歐文（ Allen Owen ），以及美國國會議員希拉·傑克
遜·李（ Sheila Jackson-Lee ）、艾爾·格林（
Al Green ）、彼特•歐森（ Pete Olson ）的亞
裔代表和 1200 餘名華人華僑和當地美國居民
共同觀看了演出。美國德克薩斯州州長阿博特
（ Greg Abbott ）專門為本次演出發布祝賀文
告，盛讚過去幾十年裡，美中兩個偉大的國家
在互惠互利的貿易和文化交流中取得的成就。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 Gene Wu ）、休斯敦市
市長（ Sylvester Turner ）、市議員萊斯特（ Mike Laster ）等亦
紛紛來信預祝演出圓滿成功。
晚會開始前，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親
情中華”藝術團團長邢硯莊、華夏學人協會會長黃華、美國密蘇
裏市市長歐文等分別致辭。
李強民大使代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對藝術團一行表示歡迎
，向休斯敦華人華僑祝賀中秋和國慶節日快樂。他指出，“親情
中華”藝術團把祖國和家鄉的祝福送到休斯敦，將給休斯敦僑界
奉獻一場文化和藝術的盛宴，使美南地區的國慶系列活動更加增
添了多姿多彩的韻味。他同時也說到中華民族的統一是時代大勢
，是歷史的必然，希望僑胞們一如既往地支持祖（籍）國統一大
業，為“兩岸一家親”發揮獨特作用，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
興貢獻力量。
邢硯莊團長代表藝術團對休斯敦總領館對本次活動給予的重
視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對積極組織籌備的華夏學人協會等各
僑團和志願者們的辛勤付出表示誠摯的問候。她介紹說，“親情
中華”活動的目的是為了弘揚和傳播中華優秀文化、加強對海外

僑胞與僑社的服務和聯繫。僑聯按照規模化、常態化、公益性、
高起點的要求，到僑胞集中的國家和城市開展文化交流和慰問演
出活動。邢硯莊團長還代表藝術團向為本次演出籌備作出突出貢
獻的華夏學人協會、“盛諾一家”、“雙椒集團”分別贈送了感
謝錦旗。
黃華會長代表華夏學人協會和各聯合籌備社團與組委會，對
中國僑聯組織的“親情中華”藝術團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感謝
他們不遠萬裏，飄洋過海，為海外僑胞帶來富有濃郁民族氣息的
精彩表演。她認為，藝術團的表演會使得華人能夠深情回顧與展
望祖國母親披荊斬棘帶領華人走過的歲月長河，讓華夏兒女遍布
世界各地，使華夏文華如火如荼般地覆蓋到人類文明的各個領域
。通過藝術家們的精彩演出，大家可以重溫舊日的時光、感受時
代的氣息，一起度過美好的夜晚。
美國密蘇裏市市長歐文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祝賀中
國 69 週年國慶，讚揚華夏學人協會在過去 26 年裏為社區作出的
貢獻，認為文化交流會加強華裔美國人社區的力量，增強和當地
美國人民的聯繫。他還向華夏學人協會會長黃華遞交了他做為市

長為本次活動頒發的祝賀文告。
本次“親情中華”文藝演出的特色是眾多的雜技表演，包括
中國雜技團李安娜等表演的《轉花碟》、中國雜技團優秀演員李
盛菁表演的《蹬傘》、中國雜技團優秀演員楊青表演的《青貍》
中國雜技團優秀演員趙晗龍表演的《指尖流奏 - 拍球》等，另
僑居休斯敦地區的廣大華人華僑和美國觀眾連勝叫絕。
中國國家交響樂團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陳俊華演唱的《桃花
紅 杏花白》和《洪湖水 浪打浪》 、東方演藝集團著名歌手淮
梓倫演唱的《那就是我》和《故鄉的雲》、全總文工團著名歌唱
家鄭詠演唱的《我愛你中國》等，勾起了很多人的思鄉之情和對
祖（籍）國的眷念。中國戲曲學院孫雲崗教授用民樂演奏的《華
夏同心曲》和《激情花鼓》、中國東方演藝集團著名胡琴演奏家
季節表演的《二泉映月》和《夜深沈》、國家京劇院著名演員張
佳春表演的京劇選段《梨花頌》和《都有一顆紅亮的心》傳揚了
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令人拍案叫絕。整場晚會珠聯璧合、藝情
雙馨。真乃是：適逢中秋迎國慶，月圓之時人團圓。的確是休斯
頓地區難得的一場藝術盛宴！

休城工商

「和樂公司
和樂公司」」 新推出四種口味千層蛋糕
香嫩蛋皮層次豐富餡香濃，
香嫩蛋皮層次豐富餡香濃
，貴婦級下午茶點心

（ 本報記者秦鴻鈞 ）近期頂級蛋糕在休市大行其道。薄薄小小
的一片，要價十元，簡直還不夠老饕們塞牙縫呢！
如今 「 和樂公司 」 推出岩燒千層第一品牌 「 塔吉特 」 千層蛋
糕。號稱 「香嫩蛋皮層次豐富餡香濃」 --- 與眾不同的香濃內餡，
層次分明且帶著如冰淇淋的口感！層層的繁複手工，造就另類絕妙
的口感。價格只有外面的四分之一左右，敬請把握時機，儘早搶購
嚐鮮。
此千層蛋糕，共有四種口味，分別介紹如下：
香濃綿密的滑順口感，
獨特誘人的香味，綿密鬆 Q 入口即化！
「 鮮奶純芋千層蛋糕 」 ： 採嚴選台灣新鮮芋頭，芋頭內膳食
纖維豐富，是養生的健康食材。台灣的芋頭具有 「 香、Q 、鬆 」 的
特色。選用產地直接送來的新鮮芋頭，採傳統蒸煮方式，保留鬆軟
口感，芋頭總含量 70%, 不添加一滴水，真材實料 ，滿滿芋泥，每
一口都滑順綿密。該蛋糕完美結合的台灣芋頭+ 岩燒蛋皮+ 鮮奶油
，三種黃金比例的融合充滿著濃濃獨特芋泥香！。
台灣新鮮芋頭，金黃焦香的岩燒蛋皮，以及奶香味足的鮮奶油
，三種簡單的元素是靈魂，誘人香氣瀰漫口中。
酸酸甜甜的幸福滋味
獨家果凍技術完整保留芒果原味！
「 芒果奶凍千層蛋糕 」 ： 精心選用外銷日本等級的愛文芒果
，果園皆已取得吉園認證。內餡夾層的芒果凍採獨家技術製成，完

整保留了新鮮芒
果的原汁原味，
和鮮奶油混合成
酸酸甜甜的奶凍
，入口瞬間酸甜
交織，口感清爽
。完美結合的芒
果凍+ 岩燒蛋皮
+ 鮮奶油，三者
黃金比例的融合
充滿著濃郁香氣 ！
芒果奶凍的酸甜，金黃焦香的岩燒蛋皮，以及奶香味足的鮮奶
油，三種簡單的元素是靈魂，傳遞滿滿的幸福。
療癒人心的迷人魔力
層層濃郁甜蜜，每一口都充滿抹茶香氣 ！
「 靜岡抹茶千層蛋糕 」 使用日本靜岡產高級抹茶粉，依循日本
古法精製而成，嚴格控管茶色清純，融合奶香味，香氣深厚濃郁。
真正的石臼慢磨茶道抹茶，屬於您絕美味覺的體驗。
層層綿密的千層蛋糕，奶霜餡扮演的角色功不可沒。來自日本
匠人製作的靜岡抹茶粉，靜岡抹茶的甘醇，深邃，融合奶香味，多
層式的豐富口感及抹茶馨香縈繞於味蕾！屬於您絕美味覺的體驗。
淺嘗一口療癒人心，為平凡生活中帶來不平凡的小確幸。細細

品嘗濃郁甜蜜，嘴角不自覺的上揚抿起淡淡的微笑。
「 紅豆牛奶千層蛋糕 」 ： 精選上等紅豆，採用傳統蒸煮方式
，保留口感及紅豆的香味，添加鮮奶增添滑順口感，完美的比例搭
配交織著香甜口感。
「 和樂公司 」 表示：有五種不同口味蛋糕，有單一包裝，如
芒果奶凍千層蛋糕（91921 ），紅豆牛奶千層蛋糕（ 91922 ），靜
岡抹茶千層蛋糕（91923 ），鮮奶純芋千層蛋糕（ 91924 ），還有
混合裝千層蛋糕（Touched 8 Boxes )（91925） 包括：芒果二盒
； 紅豆二盒；抹茶二盒； 芋頭二盒。
「 和 樂 公 司 」 (GM - Houston Well Luck Co. Inc. ) 地 址 ：
13888 Westfair E. Drive . Houston , TX 77041 電 話 ： 832-9127888，負責人：Forrest Chang ，電話： 713-628-2565

歡樂旅游美雪親自帶隊：金三国 360°游遍‘泰

歡樂旅游美雪親自帶隊：金三国 360
歡樂旅游美雪親自帶隊：
360°
°游遍
国、南北越、柬埔寨海陆空 15 天小眾團
‘泰国
泰国、
、南北越
南北越、
、柬埔寨海陸空 15 天小眾團
时间

行程

费用

费用包含

1/15-1/29

泰国 + 越柬 15 天

$3488/人

5 星级酒店 + 4 段国内机票

1/18-1/29

越柬 12 天

$2988/人

5 星级酒店 + 3 段国内机票

乘坐长荣，若需要停留台湾，多加$100

团後,可以延長逗留在臺灣或香港過農曆新年

团後,可以延長逗留在臺灣或香港過農曆新年

想去海陸空金三國 15 天旅，請速速聯絡歡樂旅遊報
2019 年，歡樂旅遊攜您一起去金三國度過一個愜意 山水之間冉冉升起。；二是 2 月份正值中國新年，团後,
的春天。 我們將採用’海陸空’3 種方式玩遍泰國、越 可以延長逗留在臺灣或香港過農曆新年。海陸空金三國 名，我們只出一車，名額有限。2019 年，歡樂旅遊期待
南和柬埔寨，分別去曼谷、暹粒、吳哥、胡志明市、順 春季之旅，是由歡樂旅遊獨家設計製作，若有抄襲、轉 著與您一起，相約在熱情的泰國、神秘的柬埔寨、以及
化、會安、峴港、河內、下龍灣等。 旅遊期間，我們將 載等行為發生，由此給歡樂旅遊造成損失的，我們將依 寧靜閑適的越南！
2019
年，歡樂旅遊攜您一起去金三國度過一個愜意的春天。 我們將採用’海陸空’3
詳情請聯絡歡樂旅遊
下榻于幽靜而美麗的下龍灣游輪，清晨亦可觀賞太陽于 法追究並要求賠償。

種方式玩遍泰國、越南和柬埔寨，分別去曼谷、暹粒、吳哥、胡志明市、順化、會安、

電話：832-786-8288
地址：休斯頓 9889 百利大道敦煌廣場豆腐村樓上 2 樓
C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