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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中美寺《《佛陀傳
佛光山中美寺
佛陀傳--悉達多太子
悉達多太子》》音樂劇公演
(本報訊) 您聽過釋迦摩尼佛的故事
嗎?你知道悉達多太子是誰嗎？2600 年前
的故事即將以音樂劇形式娓娓道來，呈
現在您的眼前。
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首次與 Stafford City 市政府合辦《佛陀轉》，訂於
11 月 18 日 星 期 日 晚 上 七 點 在 Stafford
Center 舉行《佛陀轉-悉達多太子》音樂
劇公演，這是一齣講述悉達多太子從誕
生至出家的故事，由菲律賓光明大學青
年學生擔綱演出。
根據星雲大師著作，膾炙人口的
《釋迦牟尼佛傳》改編而成，結合人間

音緣歌曲，由國際佛光會菲律賓協會宿
霧分會發起的佛陀傳。劇情中動人的情
節，優美的旋律，將帶領觀眾穿越時光
隧道，置身於 2600 年前的印度，追隨佛
陀的腳步，一起探索生命的真諦與自在
解脫之道。音樂劇演員大多是天主教徒
，正體現出星雲大師所說《在宗教裡大
家都是一家人》的尊重與融和。
《佛陀傳-悉達多太子》已巡迴世界
各地演出一百多場，此次遠從菲律賓跨
海來到美國，更是首次抵達德州公演，
佛光山中美寺為回饋廣大休士頓市民對
於中美寺的長期護持，並希望結緣更多

觀眾前來欣賞，特別給予票價優惠價格凡是 10 月 30 日前購票者，一律五折優待
。如此機會千載難逢，您可要抓緊時間
搶購，以免錯失良機喔！歡迎您前來共
襄盛舉。
公演時間：2018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
日 7:00pm-9:30pm
地 點: Stafford Center- 10505 Cash
Road; Stafford, TX 77477
購 票 請 洽 ： 佛 光 山 中 美 寺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電 話：281-495-3100

「休士頓華人治安聯防自衛隊，Katy華夏中文學校辦安防」

(本報訊) 為應對近期校園槍擊案頻發，在 Katy 各學區的家
長，學生及老師的要請下，休士頓華人治安聯防自衛隊 9 月 26 日
在凱蒂（Katy）華夏中文學校展開了今夏第六次也是大休斯頓地
區規模最大，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安全預防講座。近五十名對校
園槍擊案及頻繁發生的針對華人犯罪抱著關切心態的家長，學校
老師們參加了活動！都齊聲稱贊該講座實用性高，可作為家庭和

校園安全防範指南。聯防自衛隊負
責人 Hunter 表示，如果效果好，還
將在其他華人聚居區和各學區舉辦
巡迴義務講座活動。
當天講座介紹了目前休斯頓華人
社區的各治安聯防小組的義工活動
和利用微信等現代交際平台進行快
速聯絡，緊急訊息傳遞的方法。具
體探討了校園槍擊發生的背景原因
，包括校園內存在的凌霸現象的產
生和後果。同時對目前網路上流傳
的和社區內存在的偽安全講習的分
辨，還有到底要不要做 「英雄」的
討論。同時教授學生們在遇到極端危險情況下如何保命。講座當
中，主講人 Hunter 強調了解校園地形的重要性，並糾正網上一
些錯誤的逃生方法。此外，他還現場演示一些可以就地取材變為
武器的物品，讓孩子們在不得不面對壞人時拿這些東西防身。
Hunter 表示，網上很多安全攻略都是錯誤的，一旦將這些錯

誤的信息記到腦子裡，並付諸實踐將非常危險。不但自己會喪命
，還可能連累別人。他說， 「面對安全問題一定不能馬虎，絲毫
錯誤將變成無法彌補的遺憾。」
對於老師和家長共同參與的形式，很多家長認為效果很好。
網名 SOPHIA 表示，自己孩子們在參加安全講座之前都是表現出
牴觸態度，但聽完之後卻很感興趣，認為通過講座了解了很多之
前不知道的安全知識。
Hunter 說，一場講座不能讓孩子們在面對危險時立即脫胎換
骨，但一定會
提高大家的安
全意識，並在
實力不均等的
危險情況下，
選擇正確的處
理方式等待救
援。

光鹽社講座陳康元醫生及王琳博士主講綜合維生營養素詳解
(本報訊) 主題: 綜合維生營養素詳解
講員: 陳康元醫生及王琳博士
時間: 10 月 6 日,星期六,下午 2-4 點
地點: 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 77036)
食物是最好的維生素和礦物質來源。不同的食物含有不同種
類及含量的維生素與礦物質。例 如，牛奶含有鈣、橙子含有維
生素 C 。其他食物還能提供蛋白質、脂 肪、碳水化合物、纖維

及其他對健康有益的天然成分。廣泛攝取各個種類的食物，包括
蔬菜、水 果、全穀類食品、乳類及其替代品、蛋白質豐富的食
品（如豆類、堅果和種籽類、魚類和瘦 肉），這些食物都能滿
足您的營養需求。 大多數人如果遵循平衡及多樣的飲食模式，
僅 僅從食物中便已能獲得足夠多的維生素和礦物質，但有些人
則需要服用補充劑來獲取更多的維生素和礦物質。
陳康元醫師於 1968 年獲得加州大學聖堤牙哥 UCSD 太空機
械工程博士學位。在太空及國防界工作十年，曾是一位導彈物理

專家，發表專業著作三十餘篇。中年轉行，1981 年獲得邁阿密大
學醫學博士，曾任安德生腫瘤醫學中心放射科住院醫師，Victoria Kathryn O’Connor 癌症中心的放療科主任，休士頓華裔醫師
學會理事，美南國建協進會理事多年,並獲頒贈傑出服務獎。
王 琳博士, 1970 年獲得波士頓大學護理學碩士，1986 年獲得
德州女子大學護理學博士。是光鹽社義工，也是癌症倖存者，曾
與陳康元醫師共同執業，有化療、放療、和重症病房的專業訓練
。夫婦二人經常在社區講論有關全人健康等系列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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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主辦
2018 慶祝雙十國慶花藝展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感謝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在光輝
十月慶典期間以優雅花藝展凝聚僑胞。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祝
賀活動圓滿順利，對松年學院服務僑社、提供長者終身學習平台表示
肯定。松年學院陳美芬董事長和許勝弘院長在僑教中心大禮堂接待佳
賓，介紹展出內容。松年學院陳美芬董事長表達感謝以及歡迎大家在
週末假日支持松年活動。許勝弘院長致詞，緬懷松年學院美籍插花老
師 LaVerl Daily,回憶與松年學院的一段緣，全場默哀一分鐘致意。
接著由許勝弘院長演示池坊流的幾種變換方式，通過改變一兩個
花材，即可擺出不同意境的插花。池坊流具有 6 百多年歷史，松年學
院許勝弘院長說明，一般採用三種花材，不用偶數花材，構型呈一條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 林映佐副處長
林映佐副處長，
， 僑教
線性的單向，插花正面朝向觀眾，具有 「
化繁為簡」，越簡單越好的
中心莊雅淑主任，
中心莊雅淑主任
， 國慶籌備會嚴杰主任委員
國慶籌備會嚴杰主任委員，
， 松年學院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主辦 「2018 慶祝雙十國慶花藝展
慶祝雙十國慶花藝展」
」 ， 松年學
特質。許勝弘院長於 9 月 29 日上午示範池坊流自由派的插花，並介紹
園藝專家俞希彥老師，
園藝專家俞希彥老師
， 書法王俐娜老師
書法王俐娜老師，
， 陳錦綉董事在
院陳清亮顧問、
院陳清亮顧問
、 許勝弘院長
許勝弘院長、
、 陳美芬董事長
陳美芬董事長，
， 國慶籌備會嚴杰主
插花注意事項。
許勝弘院長示範自由派插花作品前合影。（
許勝弘院長示範自由派插花作品前合影
。（記者黃麗珊
記者黃麗珊
任委員，
任委員
，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及嘉賓在開幕典禮上合影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及嘉賓在開幕典禮上合影。（
。（記者
記者
另一種插花為草月流，9 月 30 日由專業名家陳由美老師演示各種
攝）
黃麗珊攝）。
黃麗珊攝
）。
技巧。陳由美老師提到，草月流有九十多年歷史。現代的插花風格與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主辦 「
2018 慶祝雙十國慶花藝展」，於 9 月 29 日、 過去不同，以前使用竹子、木頭等自然界東西，如今人造材料，非自然的材料已納入到使用中，
9 月 30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在 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TX.77042 的休士頓僑教中心大禮堂 例如鐵絲、塑膠紙等，在此基礎上再加入自然界的花草。
溫馨舉行，展出郭美枝董事、陳珊玲、李和美、陳錦綉董事、陳丹蓉、林麗玉、許勝弘院長等學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主辦的這場活動分成師生花藝展、氣道書法師生展及松年學院園藝展三
員們 40 多盆多年在插花藝術領域的學習成果，還展出專業名家陳由美老師的插花作品，花香綠葉 大部分。書法展由書法老師王俐娜在僑教中心大禮堂現場為僑界人士揮毫題詞，運筆揮毫瀟灑沉
襯托得花藝展現場生氣盎然，把僑教中心大禮堂會場佈置成優雅的小庭園，而王俐娜老師現場揮 穩流暢，幾分鐘就完成一幅作品。花藝老師陳由美進行插花示範教學，還有園藝專家俞希彥老師
毫的書法展，使活動增添濃濃的書香氣息，還有園藝專家俞希彥老師在現場展示許多園藝花果， 主講園藝除蟲方法。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表示，希望通過花藝展向社區介紹松年學院
還贈送花苗。
，展示的內容只是學院課程的一部分，學院服務長輩，鼓勵長輩們 「
活到老、學到老，越學越不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主辦 「
2018 慶祝雙十國慶花藝展」開幕典禮，於 9 月 29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老」，把長輩們已有的能量正面地發揮出來，分享自己的所長，同時從別人那裏學到更多生活的
舉行，國慶籌備會嚴杰主任委員在僑教中心大禮堂宣布活動開跑後，前來加油打氣的駐休士頓台 情趣。

台灣佛教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

（本報訊）日期： 2018 年 10 月 7 日（星期日）
時間：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10:00AM-12:00PM)
主題： 巧手修補靈魂之窗：有關視網膜的病變與治療
主講人： 陳澤威醫師
地點： 慈濟德州分會 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981-8966， 713-270-9988
眼睛是臉部的五官之一，掌管著視覺功能。同時，我們的眼
睛也表達與反映著各種各樣的心境與感受：信任或不信任，安全
，滿足，恐懼等。因此，也常被比喻為靈魂之窗。視力模糊、有
斑點，夜晚現眩光，或眼感閃爍光點，這些是常見的眼睛問診投
訴；各個徵兆可能是無害的煩惱，但也可能是疾病的早期跡象。
近年來科技的迅速發展引領著時代的潮流，日新月異的電腦、電
視、與手機等的電子螢幕，堂而皇之地進駐人們生活的每個空間
與角落。
對我們的視力所可能造成的負荷與威脅，已然成為一個值得
關注的議題。視網膜是內襯在眼球後壁的一個薄而纖細的感覺組
織層，是眼球實質上感受光影、色彩的組織，就像照相機的底片
一樣。但是，底片取得容易又便宜，隨時可以更換；而視網膜卻
非常珍貴，就目前的醫學而言，尚無法置換。視網膜若發生問題
，常見的如：老化性黃斑部病變、糖尿病視網膜病變、視網膜破
裂、剝離和血管栓塞，以及黃斑部穿孔等等。其中，視網膜剝離
是眼科的重症之一，若未及時治療，不只視力受損、預後不良，

金城銀行十月五日(星期五)早上十點舉行三十三周年慶
暨光鹽社2019年健康保險免費諮詢

（ 本 報
訊）金城銀
行全體員工
在吳光宜董
事長、楊明
耕副董事長
及執行長黃國樑博士帶領下
，以感恩的心，將於十月五
日(星期五)早上十點於百利大
道總行慶祝該行成立三十三
周年慶。當天並邀請光鹽社
健保專員為客戶和社區民眾
提供 2019 年健康保險免費諮
詢暨乳癌和子宮頸癌免費篩
檢登記。各分行備有精美茶
點，總行還有三層美味大蛋
糕，歡迎大家光臨總行或鄰

嚴重的話，可能會失明。特別
需用注意的是，一般的眼科醫
師可以進行白內障的手術或治
療，但是對於視網膜剝離等病
症，一定要有受過視網膜專科
訓練的眼科醫師才能
進行手術或治療。如何預
防視網膜病變？哪些人是高危
險群？可做哪些檢查？有哪些
治療方法？
陳澤威醫師（Dr. Eric Chen
）是視網膜眼科專家。他篤信
基督、有深厚的鋼琴與小提琴
的音樂造詣、並擁有一雙非常
靈巧的手。他在史丹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畢業後，
在貝勒醫學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修得醫學博士學位。
由於被眼球內部，尤其是視網膜的奇妙構造所吸引，他決定成為
一名眼科醫師。於是，到 Vanderbilt Eye Institute 接受眼科專科訓
練，然後到全國數一數二的視網膜中心 Wills Eye Hospital 接受視
網膜的專業訓練。
憑著嚴格優異的知識與訓練、一雙巧手以及對病人的愛心，
修補患者的靈魂之窗。行醫十年，造福人群，治療病人效果卓越

近分行一起分享金城銀行的
成長與喜悅！
金城銀行在吳光宜董事
長與黃國樑執行長領導下，
在休士頓、達拉斯與加州禮
聘資深優秀團隊，過去多年
積極穩健，深耕社區，成果
豐碩。金城銀行一貫以”穩
健積極，腳踏實地”作為發
展原則，根基紮實。 黃國樑
執行長表示： 「唯有顧客的
信賴才是我們最大的成就。

」
金城銀行
所有經營
團隊和同
仁攜手同
心為提供
客戶及社區的朋友更專業和
親切的金融服務，這是金城
銀行持續及恆久的目標，也
期待和朋友共同創造更美好
的未來。請親臨總行與我們
共享喜悅！
時間：二 0 一八年十月
五日(星期五)早上十點
地 點 ：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777-3838

，讓不少患者重見光明，免於失明的困頓與痛苦。
陳醫師在美國出生而且中文流利，曾多次在休士頓華人社區
及地方的中文電台受邀演講。十月七日（星期日）上午十時至十
二時，慈濟德州分會的健康講座很榮幸地邀請他來與大家分享他
的行醫心得。慈濟關心您並請您為自己的健康把關，誠摰地邀請
您蒞臨分會的靜思堂，聆聽陳醫師為大家講述 「
巧手修補靈魂之
窗：有關視網膜的病變與治療」。請大家告訴大家。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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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周刊》從10月起推出Coupon專版，小Coupon省大錢！
（本報記者黃梅子）現在流行一個詞叫“財務自由”，要達
到財務自由，就得會攢錢，要知道，錢有一半是賺出來，還有一
半其實是省出來的。生活在美國的你知道多少省錢小妙招呢？要
知道，在美國這個商家競爭十分激烈的國度，巧用 coupon，不
僅能省下錢來，而且也能樂在其中，have some fun!
《美南周刊》從本期起，每期封底改為 Coupon 頁，一共有
12 個商家的 Coupon。周末您來到中國城，買完菜之後去錦江酒
家或湘菜小廚搓一頓，記得帶上 coupon 或拍個照給店家看，店
家會送免費的菜給你吃哦。東北人餐廳消費滿 25 元立減 5 元，更
是划算。尤其離中國城不遠的位於 8619 Richmond Ave 的正宗阿
拉伯餐廳阿里餐廳，拿 coupon 去可以得到 20% Off，阿里餐廳是
巴勒斯坦人開的餐廳，地道地中海風味，身在美國的您，如果還
沒有試過阿拉伯菜，那實在是太遺憾了，趕緊去阿裏餐廳補上吧

，好吃不貴，再 take 20% off，太值得一去了！
還有兩位房地產經紀人金太太和 Arinna 王小姐，免費為您做
市場評估和諮詢，最好的服務，最好的價錢，這就是 Profesional
。
如果您想送孩子去學中文，龍學天下中文學校可以減 10 元
學費；要考駕照的朋友去王朝百利駕校，也能省 10 元學費。如
果您正處於人生的迷茫期，找不到方向，可以去找周易大師為您
指點迷津，高手在民間，肖老師能幫您算八字開運，拿 coupon
買風水用品開運能減 20 元。得了癌症的朋友如果您四處求醫不
見好轉，著名中醫王淑霞醫生發明的以毒攻毒方法治療癌症獲得
了廣泛的讚譽，拿 coupon 去她主持的位於 medical center 的國際
癌症康復中心，減 50 元門診費。如果您想睡得舒服一點，建議
您去曼諾普睡眠產品看看，這裡的床墊枕頭性價比超過 Costco，

而且可以再得到 10%的折扣。家裡有鋼琴的朋友每年都要調音，
出身於音樂世家的張子威先生給華人音樂愛好者一個最優惠的價
錢，鋼琴調音 100 元，憑 coupon 或者提到這個 coupon 就可以再
得到 10% off，所以只要 90 元，走遍休斯頓也找不到必這個更好
的 deal 了。
從本周起，《美南周刊》改為周五發行，封底的 coupon 也
同時發布在“今日美南”公眾號和“今日美國”網站，請您關註
“今日美南”公眾號，在首頁的下方點擊“美南報紙”，進去選
擇“休斯頓 coupon”，就可以得到折扣券，拿手機給商家看一
下機可以得到折扣。看，您只要動一動手指頭，就能省下不少錢
，日積月累，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哦。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吉姆·艾利森博士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泉深綜合報導】美國免疫學家、美國國
家科學院院士、 Vivian L. Smith 傑出的免疫學
會主席兼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免疫治療平台執
行主任吉姆·艾利森（ Jim Allison ）博士獲得
了 2018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因為他的研
究是通過治療免疫系統而非腫瘤本身，導致腫
瘤的消退 。
艾利森是第一位獲得世界上最傑出的生命
科學和醫學領域傑出發現獎的 MD 安德森科學
家，他是自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建立以來第一
位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研究科學家，
他與日本的免疫療法研究員本庶佑（ Tasuku
Honjo ）分享了今年的諾貝爾獎 。
斯德哥爾摩卡羅林斯卡研究所的諾貝爾大
會引用了艾利森的突破性研究，該研究首次針
對黑色素瘤實現了挽救生命的新療法，現在已
擴展到全球患者的許多其他癌症，並促進了癌

症免疫療法的廣泛新研究。
“ 我很榮幸能夠獲得這一聲望，科學
家的動力只是推動知識的前沿。 ” 艾
利森說道： “ 我沒有著手研究癌症，
而是了解 T 細胞的生物學特性，這些令
人難以置信的細胞在我們的身體里傳播
，並努力保護我們。 ”
MD 安德森史密斯維爾的先驅
艾利森於 1977 年在 MD 安德森心開始
他的職業生涯，成為 MD 安德森位於史
密斯維爾的新基礎科學研究中心的首批
員工之一。 他於 2012 年 11 月被招募
回 MD 安德森領導免疫學，並為 MD 安德森的
“ 癌症登月計劃 ” (Moon Shots Program ™ )
建立免疫治療研究平台。 “ 吉姆·艾利森代表
患者取得的成就不容小覷， ” MD 安德森癌症
中心主任 Peter WT Pisters 博士說， “ 他的研
究為那些本來沒什麼希望的人們帶來了拯救生
命的治療方法。免疫療法作為一種癌症治療形
式的重要性將在未來幾代人中感受到。 ” 該獎
項旨在表彰艾利森關於 T 細胞生物學的基礎科
學發現，適應性免疫系統的士兵，以及他對治
療癌症的免疫檢查點封鎖的發明。艾利森的關
鍵見解是阻斷 T 細胞上的一種蛋白質，這種蛋
白質可以激活它們，從而釋放 T 細胞來攻擊癌
症。他開發了一種抗體來阻斷檢測點蛋白 CTLA-4 ，並證明該方法在實驗模型中取得了成功
。 他的工作導致了第一種免疫檢查點抑製劑

藥物的開發。 Ipilimumab 於 2011 年被美國食品
和藥物管理局批准用於晚期黑色素瘤。他的藥
物，商業上稱為 Yervoy ，成為第一個延長晚期
黑色素瘤患者生存期的藥物。隨訪研究顯示，
20 ％的受試者至少生活了 3 年，許多人生活了
10 年甚至更長時間，這是前所未有的結果。
隨後的研究已經將這種方法擴展到新的免疫調
節靶點，最突出的是 PD-1 和 PD-L1 ，其中藥
物被批准用於治療某些類型和階段的黑素瘤、
肺癌、腎癌、膀胱癌、胃癌、肝癌、宮頸癌、
結腸直腸癌、頭頸癌和霍傑金氏淋巴瘤。許多
其他癌症類型正在進行臨床試驗。
“ 有幸遇到病人 ”
“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的研究會走向它應有
的方向， ” 艾利森說， “ 對於那些已成功接
受免疫檢查點封鎖治療的癌症患者來說，這是
一種很好的情感特權。它們是基礎科學力量的
生動證明，迫使我們學習和理解事物是如何運
作。 ” “ 科學在許多人的努力中取得進展，
” 艾利森說。 “ 安德森醫學博士，加州大學
伯克利分校和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的一系
列研究生，博士後研究員和同事在這項研究中
發揮了重要作用。 ” 艾利森在 MD 安德森公司
的持續領導工作重點是提高這些藥物如何發揮
作用的知識，將免疫療法的益處擴展到更多癌
症患者。他繼續自己的研究，專注於了解癌症
免疫反應的細節，並確定潛在治療的新目標。
他還領導 MD 安德森癌症 “ 登月計劃 ” （

(Moon Shots Program ™ ）的免疫治療平台，該
計劃通過分析治療前，治療期間和治療後的腫
瘤樣本進行免疫監測，旨在了解這些藥物為某
些患者服務但不適用於其他患者的原因。 該
平台與 MD Anderson 的 100 多項免疫治療臨床
試驗合作，解決各種癌症以及主要製藥公司，
幫助他們開發新藥和聯合用藥，以更好地治療
癌症。 “ 我們需要這些藥物才能為更多人服務
， ” Allison 說。 “ 一個挑戰是臨床成功超過
了我們對這些藥物如何起作用的科學知識，以
及如何將它們與其他療法結合起來以改善治療
方法並減少不必要的副作用。我們需要更多的
基礎科學研究來做到這一點。 ” 艾利森與全球
科學家合作，擴大免疫療法領域。他的一些領
導職位包括擔任癌症研究所癌症免疫學夢想團
隊（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 Cancer Immunology Dream Team ） 的聯合領導人以及帕剋癌
症免疫療法研究所（ Parker Institute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的主任。 艾利森還是 MD 安
德森大衛 H. 科赫泌尿生殖系統應用研究中心
（ David H. Koch Center for Applied Research of
Genitourinary Cancers ）的副主任，並擔任 Vivian L. Smith 傑出的免疫學主席。
艾利森將於 12 月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諾貝
爾儀式上獲得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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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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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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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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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中醫學院 (ACAOM) 在畢業典禮上向畢業生致敬
授予 28 名畢業生多個專業項目學位的榮耀時刻

圖為華美中醫學院的畢業生合影。
圖為華美中醫學院的畢業生合影
。

圖為華美中醫學院的畢業生與師長與 「華美中醫學院
華美中醫學院」」 創辦人梁慎平院長
創辦人梁慎平院長（
（前排左四
前排左四）
）等人合影
等人合影。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德克薩斯州 休
斯 頓 華 美 中 醫 學 院 (ACAOM) 畢 業 典 禮 於
2018 年 9 月 29 日, 星期六, 在希爾頓威斯特查
斯 (Hilton Westchase Hotel) 酒店舉行。 儀式
包括從畢業生背誦醫療專業承諾的新傳統的
開始。 該承諾表明畢業生對其醫學專業的負
責任實踐的承諾。 在畢業典禮上，主題演講
人 John Golden 是 Golden Flower Chinese

Herbs，Inc 的創始人兼總裁，在畢業生的主
題演講中為畢業生提供了他作為從業者的經
驗，建議和鼓勵。
授予的學位:
•針灸和東方醫學碩士（M.A.O.M）
•綜合醫療保健領導碩士（M.I.H.L）
•綜合健康管理碩士（M.I.W.M）

•針灸和東方醫學博士（D.A.O.M）

傑出的研究生和授予的獎項:
• VALEDICTORIAN： Sally ZuarDeCantú， B.A.
，M.A.O.M。
•Amanda Dobbs，B.S.N。，M.I.W.M。
•Chang-Ning Sun，M.A.O.M，L.Ac.，D.A.O.
M。

圖為華美中醫學院的畢業生合影。
圖為華美中醫學院的畢業生合影
。

大西洋風光 澳洲-新西蘭

澳洲是一個騎在羊背上的國家、活
化石博物館，那裡的自然資源豐富。土
地遼闊，四面環海。考拉、袋鼠、鴨嘴
獸和鴯鶓都棲息在澳洲。 『悉尼』 為澳
洲最大、最古老的城市，而這裡也是跨
年看煙花的地點之一，每年都盛況空前
，吸引千萬人前來。身為悉尼地標之一
的 『悉尼歌劇院』 ，外表滿是設計感和
時尚感，世界著名的表演藝術中心。如
果不走進歌劇院，永遠都無法領略它真
正的美。
『聖瑪麗大教堂』 是澳洲規模最大
、最古老的宗教建築。教堂里，宛如幽
深浩瀚的蒼穹，高深的中廳空頂也令人
炫目。 『新南韋爾斯美術館』 融合了現
代藝術和土著藝術品，場內精品無數，
不時還會展示知名作家的作品。以紀念

中澳友誼而建的園林
『誼園』 ，是悉尼城
市中心的一片綠洲，
古色古香，讓人感覺
置身在中國江南。亭
台樓閣，山水橋石，
在高樓林立的悉尼，
使得這裡變得更加地
清幽別緻。
3 月的 『墨爾本
』 有 F1 賽車，冬季也
有馬術和橄欖球比賽
。全球美食匯聚於此。衝浪的天堂。
『墨爾本皇家植物園』 一個原生態的園
林，匯集了成千上萬中來自世界各地的
奇花異草。在這裡能享受鮮花盛宴，墨
爾本的藍天草地，十分適合散步。 『聖
保羅大教堂』 莊嚴壯麗，它是墨爾本最
早的英國式教堂，青石砌成，墻壁上能
看到精細的紋路。 『聯邦廣場』 是融合
了藝術、活動、休閒、觀光和露天場地

於一體的地方。 『摩頓島』 給野生瓶鼻
海豚餵食。 『十二使徒岩』 正如耶穌的
十二門徒守護在海岸邊幾千萬年，被大
自然雕琢出神奇的‘面容’，而欣賞它
們的最佳角度便是乘坐直升機在空中俯
瞰。在 『菲利普島』 上等待著企鵝回巢

，看似天然呆的它們卻十分具有組織紀
律性，場面十分壯觀。
歷史并非十分悠久的 『新西蘭』 ，
雖然沒有較多的古跡，但是自然風光無
限，喜歡室外活動的人們會發現，那裡
是他們的天堂。無論是滑雪、帆船、潛
水還是登山應有盡有。多個頂級步道供
大家更好地親近大自然，去發現那裡的
壯麗精緻。‘冒險之都’ 『皇后鎮』 跳
傘，感受自由落體的快感；蹦極—南半
球高度最大的內維斯鋼索彈跳；高山滑
雪、懸崖跳傘和峽谷秋千，無論是哪一
項極限運動，都能隨時地刺激您的神經
。在新西蘭仿佛能把另一個愛冒險的自
己釋放出來。乘搭南半球最陡峭的 『天
空纜車』 將皇后鎮的景色盡收眼底。

『特卡波湖』 夜觀星星，或許能看到南
半球特有的南十字星。 ‘千帆之都’
『奧克蘭』 體驗休閒生活，南半球最高
建築 『天空塔』 眺望城市的全景。 『霍
比特人小鎮』 猶如現實的童話世界，當
年電影《魔戒》造就的場景。那裡遠離
城市的喧囂、風景優美。 『特卡波湖』
寶藍色的湖水還有遠處的雪山白雲，讓
人彷如置身仙境之中。夢幻的 『懷拖摩
螢火蟲洞』 ，泛著熒光的螢火蟲遍佈洞
穴，如漫天繁星，如在銀河中暢遊。
『迷幻世界』 以視覺錯覺主題和益智遊
戲讓人流連忘返。
羅拖魯瓦 『地熱城』 觀看神奇的間
歇泉，天然的彩色溫泉 『香檳池』 氣泡
、熱氣翻騰， 『華卡雷瓦雷瓦』 地熱村
甚至還可以利用天然的地熱做飯以及各
項日常生活。 『毛利村落』 欣賞毛利戰
舞，體驗土著生活，享用傳統的窯烤大
餐。體驗各類創新運動：平底雪橇、悠
波球、高空單軌腳踏車和觀景軌道小火
車。‘熱礦水療’泡溫泉， 『神父溫泉
』 酸性水消除肌肉疲勞和疼痛； 『瑞秋
溫泉』 碱性水抗菌。 『愛哥頓農場』 近
距離接觸可愛的綿羊、羊駝和其它動物
。現場觀看修建羊毛，親自給羊羔餵奶
。被綠色包圍的 『惠靈頓植物園』 ，種
植了世界各地知名的花卉。中國的山茶
花、非洲的雪松、荷蘭的鬱金香和日本

的櫻花等，品種繁多且美艷。（圖片取
自網絡）
王朝旅遊有多個澳洲、新西蘭旅遊
行程：炫彩 8 天遊：墨爾本-堪培拉-悉
尼；繽紛澳洲三大名城 9 日遊：悉尼墨爾本-黃金海岸；新西蘭南北島縱橫
精華 9 日遊；新西蘭海峽穿越南島精
華+北島惠靈頓 10 日遊等等。
還有更多道不盡的美景等待著大家
去發掘，我們王朝旅遊肯定會幫您找到
令您滿意的路線。
請電話或者微信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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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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出來投票 為自己和下一代創造更好的環境
重要提醒 公民投票登記截止日為 10 月 9 日
(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 你可知道？在
美國的亞裔人口增加很快，但投票率卻
相對的低很多？然而，每一次選舉我們
都可以扭轉局勢，那就是，華裔公民都
踴躍站出來投票，力量就掌握在你手中
。投票率如果相對地增加，自然能形成
一股強大的力量，當候選人與政治界意
識到華裔民眾的力量，才是華人地位的
提升之時。
期中選舉將至
美國的期中選舉將至，有幾個重要
的日子要提醒大家。那就是: 公民投票的
登記截止日為 10 月 9 日止，提前投票日
為 10 月 22 日起 至 11 月 2 日止，可至任
何投票所投票。
許多華裔公民覺得自己很忙，並沒
有主動去投票，但是，長遠來看，如果
想要為子孫在美國奠下更公平的基礎與
地位，您一定要去投票。如果想為華裔
無論在政治地位、或是爭取權益上盡一
份心，您也必須投票。
我們的聲音真的非常重要，希望可
以號召整個華裔社區的力量，每個公民
都出來投票，使華裔的聲音更有份量的
發出來!
投票能讓社會聽到華裔的聲音，並

維護華裔的權益，當民眾關注一項議題
、或者想要改變某個情況，出來投票是
最好的表達方式。
爭取平等和公正的環境
Kathy Cheng 是第一位華裔女性參選
德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她是
民 主 黨
提名的候選人，希望為全德州人民爭取
平等和公正的環境。
在 9 月 29 日 ， Kathy Cheng 參 加
Bastrop County 候選人和民眾聚會活動。
Kathy 提到，德州高等法院之民事法庭訴
訟共 9 位法官以及刑事訴訟法庭共 9 位法
官，目前皆由共和黨人擔任。另外，德
州上訴法庭中，約有 80 位法官，其中只
有約 15 位為民主黨人擔任。Kathy 表示，
在這樣失衡的狀態下，影響著憲法以及
法律公正廉明度和多元性。她所謂的多
元性，是指心態上的多元性 ，包括種族
、性別等等因素，各個大大小小的法院
是用來詮釋其法律的公正性，她也提到
法律中並非非黑即白，亦有著灰色地帶
，我們需要具有多元性視角的法官們來
維持法律的廉明。
今年德州最高法院將有三席法官的
位置由新人中選出，兩黨角逐，Kathy 將
競選的是第六席位(Place 6)。

以 下 是 現 場 的 實 況: https://www.
facebook.com/chengforjustice/videos/
313830276092864/
公民投票的重要性
9 月 30 日 ， Kathy Cheng 參 加 位 於
Dallas 所舉行的 Fiesta to the Polls 活動，
她以身為移民者，向在場的民眾宣導有
關 “公民投票的重要性”。她表示，無
論是亞裔、非洲裔、拉丁美洲裔等等，
在自由民主的美國社會中，依然要透過
投票來為自己和下一代創造更好的環境
。她表示，她之所以會參與競選的原因
是因為，希望能夠為全民爭取法律的公
正和廉明性。就如同“美國效忠宣誓”
文中提到的 ， 「我謹宣誓效忠美利堅合
眾國國旗及效忠所代表之共和國，上帝
（上天）之下的國度，不可分裂，自由
平等全民皆享」 。 而現今社會中，法律
的公正和廉明性，依然需要大家更多的
努力，才可真正朝向此目標前進。
以 下 是 現 場 的 實 況:https://www.
facebook.com/chengforjustice/videos/
314355699373655/
Kathy 也是非營利組織的義工，在許
多活動中呼籲選民投票的重要性。透過
投票權民眾發了言，一旦民眾的聲音被

匯集起來，就會被重視，如同一根筷子
沒有什麼力量，容易被折斷，但一把筷
子就無法輕易折斷，團結力量才會大，
華人地位要提升，先要讓候選人意識到
華裔民眾的力量不可小看。
這次是全德州的選舉，任何德州州
民都可投票，Kathy 表示，希望用選民手
中的選票，選出理想的候選人，這是為
了下一代努力，讓下一代、甚至下兩代
子孫，能有公平的地位，能受重視。在
選舉時你站出來投票，這份力量就被傳
達了，就可改變現狀。讓有能力的人站

在對的位子，你的一票會造成改變。
有興趣加入義工群、參與民主政治
或捐款，支持 Kathy Cheng 競選德州最高
法院法官活動者，請至網站 www.chengforjustice.com/contribute ， 或 聯 絡 info@chengforjustice.com。
選民登記申請網站: https://webservices.sos.state.tx.us/vrapp/index.asp
也 可 以 用 郵 寄 的 方 式 投 票: https://
www.sos.state.tx.us/elections/voter/reqabbm.shtml

政府補助買房頭期款 目前最高可獲$25,000元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座談會 探討如何申請補助

(本報休士頓報導) 為了讓首次自住房購房者
(First Time Homebuyer)可以負擔得起，休士頓政府
對買房的屋主有不少的頭期款補助金，這是來自聯
邦的資金，如果懂得去申請，並且符合條件，可能
可以申請到一大筆補助金，目前最高可獲$25,000 的
補助，未來還將提高金額，對於首次購屋者來說，
是非常大的幫助。
在 10 月 6 日上午十點，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座
談會將邀請自市政府官員、銀行代表、房屋保險、
建商、以及房地產界各領域的精英，從各個角度探
討，詳細解釋如何申請補助、如何符合條件成為補
助計劃的受惠者、如何買房、如何貸款等。如果想
買房但為頭期款、或身份問題而煩惱，或是信用不

(本報休士頓報導) 在 10 月 6 日(週六)下午二點於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將舉辦一場商業地產投資座談會
，協助投資人認識市場，提供最有價值、最富經驗
的訊息，分析休士頓最新的商業地產趨勢，幫助華
人新移民更好的了解投資，並介紹從頭到尾一系列
的流程，教大家如何做完整的投資。
座談會中將邀請幾位休士頓商業領袖與金牌地
產專家，幫助買家賣家發現投資機會，提供技巧與
實際經驗，帶給華裔社區更多的投資訊息。華裔的
新移民在各種投資中非常有潛力，但常缺乏最新的
商業知識，一旦對市場有更多、更廣泛的認識，未
來將不可限量。
提高投資回報 降低風險

好、破產、報稅記錄不夠等，這些問題都將有專家
為您找出解決之道。
休士頓市政府 「住房和社區發展部(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行政經理 Brandi N. Sullivan，
將於座談會中為民眾介紹休士頓市的 「自住房購房
補助計畫(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讓大家
知道，哪些人可能是這個計劃的受惠者。
這個補助計畫，對於許多長期租屋的民眾而言
，可說是莫大的助益，一旦有了政府補助的頭期款
，再把原來付的房租拿來繳貸款，未來房子就是自
己的了。市政府幫助民眾購買自己的房子，究其原
因，一方面能安定民生，同時，未來屋主每年要繳
房屋稅，也會對政府經濟有幫助，算是一舉兩得。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目前最
高可補助$25,000，購屋者須符合
以下的條件:(一)、是首次自住房
購房者；(二)、家庭收入不超過規
定的限制；(三)、能夠獲得自住房
購屋貸款；(四)、願意參加 8 小時
的購房者教育課程；(五)、有工作
、每年有付稅，是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六)、願
意提供所有的相關文件。(七)、為休士頓市居民。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 可 上 市 政 府 官 網 查 詢: http://www.houstontx.
gov/housing/hap.html。
如果已經有看重的房子，此房要通過市政府的

房屋檢查(Home Inspection)才可申請。申請補助的屋
主，在這個房子至少要居住五年，不得出租。
報名專線：中文 : 王維(713)725-1703，英文 :
KIM (832)549-0282。
時間: 10 月 6 日上午 10-12 點。地點: 國際貿易
中心 2F (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商業地產投資座談會 10
10//6 舉行
一窺最新商業地產趨勢與口袋名單
商業地產的涵蓋範圍非常地廣泛，例如像購物
中心、土地、老年公寓、旅館、土地開發、倉庫等
，兼有地產、商業、投資三方面的特性，都能成為
商業投資的優質選項。
據悉，投資商業地產現在正是大好時機，美國
政府非常歡迎投資人來投資商業地產，不論任何身
份，也不用住在美國，都能在美國投資商業地產。

如果您厭倦了每個月支付高額的房租，看房東臉色
，讓專家來幫您分析，擁有自己的商業地產其實更
省錢。
商業地產投資座談會中還有機會可以讓您一睹
私藏投資項目口袋名單，與投資人一起賞析。
同時，座談會中還有驚喜，備有精美好禮等著幸運
的投資人抽中 ，最高獎項是 Apple I-Pad ！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參加。名額有限，先報先得。報
名 專 線 ： 中 文 : 王 維 (713)725-1703， 英 文 : KIM
(832)549-0282。
商業地產投資座談會舉辦時間為 10 月 6 日(週六)下午
2 點至 4 點。講座地點: 國際貿易中心 2F (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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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周慧宜教育組長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
周慧宜教育組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張世
勳僑委，
勳僑委
，林琬真校長
林琬真校長，
，福遍教會中文學校陸惠萍校長
福遍教會中文學校陸惠萍校長，
，中國教會中文學校靳艷卿校
長，中華文化學院陳根雄校長
中華文化學院陳根雄校長，
，王美華僑務促進委員
王美華僑務促進委員，
，文化中心莊芳齡校長
文化中心莊芳齡校長，
，菩提
學苑張景華校長，
學苑張景華校長
，西北中華學苑謝蘭英校長
西北中華學苑謝蘭英校長，
，慈濟人文學校嚴沛緹校長歡聚一堂
慈濟人文學校嚴沛緹校長歡聚一堂。
。

休士頓地區敬師餐會

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交接 僑委會表揚資深教師

張世勳僑務委員於 9 月 29 日晚間在珍寶海鮮餐廳
舉行 「休士頓地區敬師餐會
休士頓地區敬師餐會」」 贈禮給翰林中文學
校張心薇校長及段鴻書校長。
校張心薇校長及段鴻書校長
。

中國教會中文學校校長靳艷卿、僑教中心李孟華小姐
中國教會中文學校校長靳艷卿、
、僑務促進委員王美華
僑務促進委員王美華、
、西北中華學苑校長謝蘭英
西北中華學苑校長謝蘭英、
、
菩提學苑校長張景華、
菩提學苑校長張景華
、慈濟人文學校校長嚴沛緹於 9
月 29 日晚上 6 時，在珍寶海鮮餐廳參加僑委會以及休
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聯合辦理僑校老師敬師餐會。
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聯合辦理僑校老師敬師餐會
。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以及僑教中心莊雅
淑主任代表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頒發休士頓地區資深
教師給服務屆滿 30 年郭育智老師
年郭育智老師、
、屆滿 10 年趙鳳紅
及屆滿 5 年羅莉等
年羅莉等，
，感謝渠等對中文教育的貢獻
感謝渠等對中文教育的貢獻。
。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頒獎給翰林中文學校張心薇
校長及段鴻書校長。
校長及段鴻書校長
。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頒獎
給福遍教會中文學校陸惠萍校長。
給福遍教會中文學校陸惠萍校長
。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
（左 2）、
）、周
周
慧宜教育組長以及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張世勳
慧宜教育組長以及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委、
僑委
、王美華僑務促進委員與休士頓中文學校聯
誼會新舊任會長莊芳齡、
誼會新舊任會長莊芳齡
、陳根雄以及各會員學校
校長高歌敬賀與會 120 多位老師教師節快樂
多位老師教師節快樂。
。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左 2）以及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右 1）轉致僑委會吳新興
委員長賀函給新任會長莊芳齡（
委員長賀函給新任會長莊芳齡
（右 2），
），感謝函
感謝函
給卸任會長陳根雄（
給卸任會長陳根雄
（左 1）。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
（左 2）以及僑
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右 2）於 9 月 29 日在珍寶海鮮
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餐廳監交，
餐廳監交
，卸任會長陳根雄
卸任會長陳根雄（
（左 1）將印信交接給
新任會長莊芳齡（
新任會長莊芳齡
（右 1）。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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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K-47
47”
”基利連高：
■基利連高
基利連高（
（上中
上中）
）及姚明
及姚明（
（上右
上右）
）早前於
香港碰頭。
香港碰頭
。
國際米蘭主席托希爾IG
國際米蘭主席托希爾
IG圖片
圖片

綽號為“AK-47”的前 NBA 全明星球員
安德烈基利連高，日前在西安參加 2018 國際
籃聯世界籃球峰會期間接受了專訪。談及當年
在 NBA 季後賽階段連續兩次代表爵士隊淘汰
姚明所在的火箭隊的過往，基利連高說，他和
姚明場上是對手，場下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談及現在所擔任的俄羅斯籃協主席職
務，基利連高表示要在任期內更多

關注女籃、3人籃球項目以及少年籃球啟
蒙，與中國籃球展開更多交流與互動、
共同進步。

謝謝中國球迷喜歡我
基利連高來到中國，很難不讓他談
談當年與姚明在 NBA 賽場的恩怨糾葛。
2006-07 和 2007-08 接連兩個球季，火箭
隊與爵士隊在季後賽首輪狹路相逢，最
終都是爵士隊笑到了最後。“可能我當
年讓很多中國球迷心煩。但我覺得，場
上發生的事情就讓它留在場上好了，我
和姚明在場下是非常好的朋友。其實在
2000 年悉尼奧運會的時候，我們就相識
了。我們現在又都有機會，把我們作為
球員時所獲得的經驗用於籃協的組織和
管理上。”基利連高說。
基利連高介紹說，自己與籃球有着
特殊的緣分，他小時候打過 3 人籃球，
在 NBA 打過球，也曾在俄羅斯聯賽中効
力。“所以在退役的時候我在想，我不
能說一直以來都是籃球運動員，退役了
就和籃球一點關係都沒有了。”基利連

高說，於是在 2015 年退役後，他
選擇成為俄羅斯籃協主席。
當聽到雖然自己已經退役一段
時間，但仍有許多來自中國的擁躉
時，基利連高說：“非常感謝中國球
迷們喜歡籃球這項運動，喜歡
‘AK-47’。過去的 10 年，我感覺籃球
運動正在中國蓬勃發展，我希望這種局
面能夠持續，希望大家繼續愛籃球、打
籃球！”

■基利連高在
2018 世 界 籃 球
峰會上發言。
峰會上發言
。
新華社

■基利連高
基利連高（
（左）及姚明
及姚明（
（中）
曾於NBA
曾於
NBA多次碰頭
多次碰頭。
。 資料圖片

希望我們能晉級世界盃
談到明年在中國舉行的世界盃，基
利連高說他目前最大的期待就是俄羅斯
隊能鎖定晉級資格。目前俄羅斯在歐洲
區預選賽 K 組中位列法國隊和捷克隊之
後排名第3，按照規則，只有取得分組前
3名才能進軍世界盃。“在下個賽期我們
要對陣芬蘭隊，他們現在排名小組第 4，
我們兩隊戰績相同。這場比賽對我們來
說將會是很大的挑戰。”基利連高說。
在他看來，歐洲各國的籃球水平現
在都獲得了較大幅度的提升，而且強弱
隊之間的差距正變得越來越窄，想要擊
敗其他球隊的難度較之以往增大了許

多。“我現在的身份是籃協主席，當然
不可能直接上場參加比賽了，我的任務
是做好管理和服務，讓球員旅途輕鬆一
些，吃好、喝好、訓練好。我不可能上場
再去封阻、搶斷，但是我想通過管理為隊
員們贏得比賽創造最大的可能性。”
在世界籃球峰會演講環節，國際籃
聯秘書長鮑曼說，國家隊是一個國家發
展籃球運動的驅動力。基利連高非常贊
同鮑曼的觀點。他說，2019 年男籃世界
盃在中國舉辦能夠讓世界的目光聚焦中
國，會助推中國籃球發展步入“快車
道”。

本次籃球峰會期間，發展女籃、3
人籃球以及青少年籃球成為多位國家和
地區籃協負責人的普遍共識。基利連高
說：“有一個科學的事實，就是 8 到 12
歲的孩子，是最願意跟某些東西去產生
聯繫的，如果這個年紀他開始打球的
話，他就跟籃球結緣了，他的一生都會
和籃球密不可分。所以我們的關注點是 8
到 12 歲的年齡段，向他們展示籃球的
美。”

老婆決定孩子能否承父業
談到姚明最近在中國推行的“小籃

球”項目時，基利連高說這跟他在俄羅
斯做的項目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能小
籃球、小場地會讓小球員們更多享受到
籃球帶給他們的樂趣，可能 8 歲左右的
孩子不需要太多的籃球技巧傳授，就是
希望他們能感受到籃球運動的歡樂，讓
他們能在打電腦遊戲和打籃球之間找到
平衡。”基利連高說。至於為什麼要加
大力度發展女籃運動，基利連高說：
“我有 4 個孩子，我想讓他們打籃球，
這必須得經過我老婆同意才行。”這位
曾經的球場悍將談起家人，談吐間多了
幽默，眼神中添了溫柔。
■新華社

不敵意大利
世錦首敗 中國女排獲分組次名

■意大利主力沙娜
（左）強力扣殺
強力扣殺。
。
FIVB圖片
FIVB
圖片

國家隊 4 日於日本舉行的女子
世界排球錦標賽，在先贏 1 局的情
況下被意大利連下 3 城，最終以局
數 1：3 落敗，錯失以首名出線的機
會。
早前連贏古巴、土耳其、加拿
大及保加利亞做出 4 連勝佳績的中
國女排，是役面對意大利依然在初
段 保 持 強 勢 ， 並 以 25： 20 先 贏 1
局。可惜的是，意大利在第 2 局起
突然似是如有神助，面對朱婷、袁
心玥及張常寧的猛攻仍然毫無懼
色，並在主力艾格努帶領下發起反
攻 ， 結 果 中 國 女 排 連 輸 3 局 24：
26、16：25 及 20：25，被意大利反
勝而回。
數據方面，朱婷是役拿到 20
分，副攻顏妮有 16 分，接應龔翔宇

亦有 11 分貢獻。至於意大利有艾格
努取得全場最高的 29 分，兩名副攻
沙娜及丹尼絲亦分別取得 15 及 14
分。而今場比賽過後，意大利以5連
勝全取 15 分獲得 B 組首名晉級 16
強，中國女排則以4勝1負12分位列
次席。
今屆以評述員身份參與世錦賽
的前隊長惠若琪賽後就認為，國家
隊的攔防做得不夠清楚：“首局我
們入局很快，攔網防守等亦做得較
嚴謹。只是意大利之後反撲，中國
隊雖然已有準備，但做得不夠貫
徹，到後期攔防不清楚，一傳質量
亦下降。此外，與意大利進行拉鋸
戰，球員還是要堅定一點，如接發
球等皆要保持貫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陳浩然接手 飛馬迎戰理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開季只得 1 勝 2 負的香港飛馬表現難
稱滿意，為改善戰績，飛馬今場將
由新帥陳浩然領軍出戰，5 日香港
飛馬於旺角大球場迎戰理文，重返
頂級聯賽戰事的陳浩然誓要全取 3
分證明實力。
自陳浩然重返飛馬擔任主帥後，

今季港超全部球隊均起用本土教練領
軍，陳浩然相信是本地教練努力的成
果：“希望球圈可以多多支持本土教
練，我相信本地教練一直以來欠的只
是機會。”闊別頂級聯賽超過兩年，
陳浩然表示近年累積了很多經驗，有
信心帶領飛馬重回正軌：“球隊在一
些方面比上季更強，會盡力協助球員

臨場發揮得更好。”
飛馬開季 3 戰錄得 9 個失球，即
使陳肇麒移任中堅亦未能穩定防
線，陳浩然表示會繼續起用這位前
港隊中鋒任中堅：“我相信陳肇麒
已適應了新的位置，防守戰術需要
全隊一起去執行，我對球隊的能力
很有信心。”

■陳浩然將帶領飛馬
出擊。
出擊
。
香港飛馬
Facebook圖片
Facebook
圖片

■福建女籃將重返頂級聯
賽。
網上圖片

福建女籃重返WCBA
日前從福建省籃排球運動
管理中心和福建眾騰職業籃球
俱樂部獲悉，福建女籃將征戰
WCBA（中國女子籃球聯賽）
新球季比賽，這是福建女籃自
2011 年降級後首次重返頂級
聯賽。
據了解，2010 至 2011 賽
季，福建女籃一場未勝，遭遇
降級。近年來福建女籃一直為
重返 WCBA 賽場努力。上季
資格賽中，福建女籃未嘗勝
果，仍無緣常規賽。本賽季中
國籃協對 WCBA 進行賽制改
革，取消了資格賽，同時採用
准入制，聯賽隊伍從上季的
14 支增加到 18 支，福建女籃
幸運地重回WCBA。
據福建女籃主教練龔松林
提供的隊員名單，福建女籃隊

員非常年輕，“90 後”佔據
大多數，“00 後”小將也有 3
名。陳財金、林青容、謝榮玲
等隊員還入選過國青隊陣容。
曾征戰美國 NCAA 及多國職
業聯賽的外援艾莉西亞德沃恩
也即將報到。
福建女籃主場設在晉江市
祖昌體育館。根據賽程安排，
10 月 20 日她們將在主場迎來
首場比賽，對手是時隔 1 年重
返聯賽的河南隊。常規賽最後
一場比賽於 2019 年 1 月 19 日
進行，屆時福建女籃將在主場
完成常規賽收咧戰，對手是同
樣為聯賽新軍的河北隊。WCBA 新賽季採用主客場雙循環
賽制，34 輪共 306 場比賽，常
規賽前8名進入季後賽。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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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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曉松在節目中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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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美國系列之美國
人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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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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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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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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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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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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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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來了!
唯有許氏自產自銷
才能保證新鮮上市

新鮮參養份比乾參多

14%

全美唯一華人自 產自銷
威斯康辛許氏花 旗參場
精選4-5年生長花旗 參
二次霜降 空運上市
冷熱甜鹹 葷素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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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