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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麗兒科貝麗兒科
為孩子的健康保駕護航為孩子的健康保駕護航
專精專精:: 哮喘哮喘﹑﹑慢性咳嗽慢性咳嗽﹑﹑過敏性鼻炎過敏性鼻炎﹑﹑肺炎肺炎﹑﹑小兒發熱小兒發熱﹑﹑嬰幼嬰幼
兒腹瀉兒腹瀉﹑﹑小兒腹痛小兒腹痛﹑﹑濕疹濕疹﹑﹑咽喉炎咽喉炎﹑﹑小兒多動症小兒多動症﹑﹑運動損傷等運動損傷等
電話電話﹕﹕713713--777777--77727772﹒﹒
www.bellairepediatrics.comwww.bellairepediatrics.com
地址地址﹕﹕82508250 Bellaire Boulevard SuiteBellaire Boulevard Suite 11, Houston, Texas, Houston, Texas 77036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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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2019 LUNAR NEW YEAR 
SPECIAL EDITION

2019農曆新年特刊價目表
截止日期  DEADLINE: 1/25/2019 

出版日期 PUBLISHING DATE: 2/1/2019

彩色 Color

□   160 units          $720.00 

□   80 units  $360.00 

□   40 units  $180.00 

□   16 units  $84.00 

客戶名稱 
Client’s Name :  

地址 Address :

電話 Tel：

傳真 Fax：

簽名 Signa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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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在像現在這樣辭舊迎新的
日子裏，春藤課後學校，一所集課後班
、夏令營和周五晚間中文/才藝班為一
體的綜合性課後輔導學校成立了。學校
位於糖城中心地帶，交通便利，環境優
雅、校舍明亮。在短短的一年時間裏，
春藤課後學校以卓越的教職團隊、完整
的教學體系、正規的教務制度、多樣的
課程設置、快捷的溝通渠道，在競爭日
益激烈的糖城課後學校中嶄露頭角，成
為孩子們喜愛，家長們信任的好學校。

12月14日晚，春藤課後學校一周歲
生日來臨之際，特別在熊貓餐廳舉辦了
全校師生聯誼活動。馬英校長首先致辭
，贊揚了教師們的兢兢業業、無私奉獻
，肯定了孩子們的踏實努力、認真上進
，感謝了家長們的鼎力支持、密切配合
。接下來，孩子們上臺展示他們的學習
成果，這些學生都是學校舉辦的首屆

“我愛漢語”中文競賽中脫穎而出的佼
佼者。“我愛漢語”中文競賽是由春藤
教職團隊精心打造的，旨在搭建一個鞏
固學習成果、展示中文水平、促進交流
學習的平臺，激發學生學習漢語和中華
文化的興趣，提高語言交際能力。通過
這次活動，孩子們的中文水平都邁上了
一個新臺階。筆試部分對課本知識和中
華文化知識進行考核，使孩子們鞏固所
學，溫故知新；口試中孩子們各顯所能
，朗朗上口的兒歌詠讀、聲情並茂的散
文朗誦、繪聲繪色的故事講述都讓人驚
艷。聯誼活動中邀請了競賽中獲得第一
名的孩子展示風采，他們的精彩表演贏
得了臺下觀眾的熱烈掌聲，這些掌聲裏
有家長的欣喜和老師的欣慰。

表演結束後，學校為在競賽中表現
優秀的學生頒獎，一張張獎狀，一個個
閃閃發光的獎牌獎杯與孩子們臉上的燦

爛笑容相映生輝，家長們紛紛拿出手機
記錄下這閃光的時刻。聯誼活動中還穿
插了抽獎，等待開獎的期盼，得知中獎
的喜悅，拿到獎品的興奮為晚會掀起了
一個個小高潮。這個夜晚，室外雖然寒
風凜冽，室內卻溫暖如春，大家歡聚一
堂，歡聲笑語，其樂融融。

秋季學期馬上就要結束了，春藤課
後學校春季學期的報名工作已經緊鑼密
鼓地展開了：
•2019春季課後班 1月 8日-5月 24日
（周一至周五 3:25pm-7:00pm）

中文課程以暨南傳統教材為主，馬
立平閱讀教材為輔；實用中文與國學經
典相得益彰，從“聽說讀寫”全方位提
高學生的中文綜合水平。特色才藝課程
有GT預備提高班、小學英文閱讀與寫
作、科學實驗、新加坡數學擴展班、小
學競賽數學沖刺班、創意繪畫與手工、

李矛老師的藝術繪畫、國際象棋、成人
彩妝造型造型時尚班等課程，力求讓孩
子們開闊眼界，培養興趣，全面發展。
讓家長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了輕松、
愉悅的時刻。

•2019春季周五晚間中文班 1月 11
日-5月 10日 共 15周（周五 6:30pm-8:
30pm）

周五晚間中文班為家長提供了多一
種選擇，孩子既在愉快的氛圍中學習了
中文，又可以盡情享受周末的休閑時光
。中文班從課程內容到形式，都貫徹
“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
“培養語言交際能力，聽說讀寫全面發
展”的教學理念，堅持科學嚴謹、生動
活潑的教學方法，以學以致用為教學目
的。小班授課，給孩子更多關註；基礎
知識與中國文化知識緊密結合，加強學

習的深度和廣度；精講多練，組織多樣
的中文比賽，激發學習興趣，使學生快
樂並持之以恒地學習中文。

在新的一年裏，春藤課後學校將一
如既往地為孩子們提供一片廣闊的學習
園地，用知識和愛心澆灌一棵棵小苗，
讓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

用心辦教育，真心愛孩子，耐心待
家長--來到春藤如沐春風，歡迎咨詢參
觀報名！

熱線電話：281-8488-288
346-702-0323

學校網頁：http://sunbridgelearning.
com

學校郵箱：
Sugarlandafterschool@gmail.com
學校地址：2553 Cordes Dr. Sugar

Land, TX 77479

春藤課後學校春藤課後學校
用心辦學碩果纍纍用心辦學碩果纍纍，，師生聯誼共慶周年師生聯誼共慶周年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年會上周六舉行中國旅美專家協會年會上周六舉行

頒發今年度獎學金頒發今年度獎學金，，獎學金得主合影獎學金得主合影。。

新理事會成員新理事會成員（（二排二排 ）） 合影合影。。

圖為職業論壇的嘉賓們圖為職業論壇的嘉賓們。。豐建偉醫師豐建偉醫師（（ 右二右二
）） 正在講話正在講話。。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副總領事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副總領事
劉紅梅致詞劉紅梅致詞。。

新會長王晉軍致詞新會長王晉軍致詞。。

美南報業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致美南報業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致
詞詞，，他答應以後每年為專協發一個他答應以後每年為專協發一個

獎學金獎學金$$10001000 元元。。

專協會長李守棟在年會開始時報專協會長李守棟在年會開始時報
告過去二年會務告過去二年會務。。

與會貴賓共同見證李守棟會長與會貴賓共同見證李守棟會長（（右四右四））與新會與新會
長王晉軍長王晉軍（（ 左五左五））的交接儀式的交接儀式。。

出席的貴賓在年會上出席的貴賓在年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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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地產經紀人   

手機：832-207-8808
微信：andearwang
E-Mail:wanghongxu001@gmail.com

杰喜地產
Jessica Realty Team

王洪旭 Andrew Wang

住房買賣 商業地產 公寓租售
 專精 ●Sugar Land 糖城

 ●T M C 醫學中心

 ●Pear Land 梨城 ● Katy 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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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長期護理的市場現狀與需求長期護理的市場現狀與需求，，解決方案解決方案

莊幃婷公關介紹美南銀行業務莊幃婷公關介紹美南銀行業務。。 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介紹主講人陳祖貴先生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介紹主講人陳祖貴先生。。

美南銀行與中國旅美專家協會於美南銀行與中國旅美專家協會於1212月月1515日在美南銀行社區活動日在美南銀行社區活動
中心舉行社區服務教育講座中心舉行社區服務教育講座，，由盛豐理財負責人陳祖貴向僑界人由盛豐理財負責人陳祖貴向僑界人
士主講士主講 「「長期護理的市場現狀與需求長期護理的市場現狀與需求，，和解決方案和解決方案」」 講座講座。。

主講陳祖貴資深財務專家主講陳祖貴資深財務專家，，擁有美國聯邦稅務局擁有美國聯邦稅務局（（IRS)IRS)專業稅務專業稅務
師執照師執照、、財務規劃師等執照財務規劃師等執照。。陳祖貴說明陳祖貴說明，，當一個人在不能獨立當一個人在不能獨立
完成一些日常基本生活技能時完成一些日常基本生活技能時，，那說明他需要長期護理保險了那說明他需要長期護理保險了。。

陳祖貴主講人建議僑界人士應儘早購買長期護理保險陳祖貴主講人建議僑界人士應儘早購買長期護理保險。。第一是因為第一是因為
僑界人士非常有可能會在上年紀後使用這個保險僑界人士非常有可能會在上年紀後使用這個保險。。第二是保險公司第二是保險公司
會要求投保人在購買保險時身體狀況合格會要求投保人在購買保險時身體狀況合格，，如果等到身體出狀況後如果等到身體出狀況後

是無法購買保險的是無法購買保險的。。

陳祖貴主講人提到陳祖貴主講人提到，，目前在市面上共有三種類型的長期護理保目前在市面上共有三種類型的長期護理保
險險；；第一種是傳統的長期護理保險第一種是傳統的長期護理保險。。第二種是在永久型人壽的第二種是在永久型人壽的
基礎上多支付保費基礎上多支付保費，，加上長期護理附加險的方式是目前比較流加上長期護理附加險的方式是目前比較流
行的一種投保方式行的一種投保方式。。第三種是跟資產關聯的長期護理保險第三種是跟資產關聯的長期護理保險。。僑僑
界人士可以根據自己資產的情況投資自己的長期護理保險界人士可以根據自己資產的情況投資自己的長期護理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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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 有健康
，才談得上生活品質，也才有快樂
。現今大家的健康意識逐漸提升，
加上醫療科技日新月異，要了解自
己的身體，健康檢查的必要性就更

加提升。甚至，有些人有病痛，但
是忍著不去看醫生，最後嚴重起來
，反而會變得很麻煩。德州第一醫
療中心的陶慶麟醫師呼籲民眾，有
病千萬不要拖，若有不舒服的症狀

就要針對問題做檢查，越早處理，
效果越好。值此年尾之際，德州第
一醫療中心特別推出健康檢查優惠
，原價$400，特價只要$99，民眾
可趁此良機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陶慶麟醫師表示，民眾若出現
腰背疼痛、肩膀痛、頭痛、麻木等
症狀，一定要及早檢查、趁早治療
，才能獲得較好的療效。拖久了，
身體不但要承受痛苦，未來治療也
將更加費勁。積極治療，才能保有
更佳的生活品質。

在年底前，到德州第一醫療中
心來健康檢查，初診(包括X光或是
基本驗血)只要$99元，(亦接受保
險)，無論是有疼痛狀況、或是身體
不舒適，趁早發現，才能採取必要
措施。

有些民眾因為沒有保險，或是
保險涵蓋範圍不夠，因而多年都沒
有看醫生，剛好可以趁著德州第一
醫療中心推出年尾健康檢查特惠，
來對自己的身體做進一步的了解。

一位劉先生以自身的經歷分享
，自己一直有腰背痛的情況，最初
不在意，只是忍著，後來越來越嚴
重，腰也直不起來，嚴重影響生活
，這才意識到情況不妙，急忙就醫

。後來，從醫生那裏，才明白症狀
被拖延的時間越久，疾病將越為嚴
重，早期治療，比中期、晚期都好
，恢復也更快速。

另一位陳小姐表示， 「不要等
名人傳出癌症，才想到要做健檢」
，有些人往往是從媒體上看到某某
名人得癌症，才有所警惕，其實，
對自己身體的了解真的要趁早。健
康檢查的意義是篩檢疾病、發現疾
病，能利用專業的儀器與診斷，在
疾病的早期、甚至症狀還沒有發生
之前就先發現，以便提供最洽當的
治療。

當自己有不舒服的症狀，應該
立刻檢查，早期發現才能早期治療
，針對不舒服的地方做檢查，才能
盡快找出病痛的原因，給予適當的
醫療。身體是自己的，有病千萬不
要拖。

詳情請洽德州第一醫療中心。
電 話 832-998-2416 ( 中 文)、
281-208-7335 (英文)。地址: 糖城
診所2837 Dulles Ave., Missouri City,
TX 77459。中國城診所 9440 Bel-
laire Blv., #230, Houston, TX 77036(
即 將 開 幕)。 www.texasregional-
heal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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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美南人語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呂明中醫針炙師 (ACOO196)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A119
Houston, TX 77036

中醫全科 / 頭痛 / 偏頭痛 / 頸背腰痛 / 各種過敏症 / 氣喘咳嗽各
種胃病 / 男女不孕症 / 性功能障礙 / 月經不調 / 更年期綜合症
各種腸胃病 / 運動損傷 / 戒煙 / 神經性疾病 / 高血壓 / 中風偏癱
口眼歪斜 / 風濕關節炎 / 內分泌失調 / 肝病等...

A03_LU MING呂明中醫2456B_4

主
治

御醫
傳人

免費
諮詢

中國吉林長春中醫學院畢業
具有41余年臨床經驗

美國德州執照中醫針炙醫生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 科學中藥
           一次性針炙針~

713-271-0118
預 約 電 話 /

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門 診 時 間 /

門 診 地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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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
政 司 以 證
據 不 足 為

理由，決定不就UGL案檢控前特首梁振英，但卻被
揭法，未有一如像過往法例一樣, 先尋求海外大律師
意見，才公佈放生事宜。如此有關不尋常的做法，引
起香港各界人士強烈質疑，認為是 「此地無銀」。

曾任香港立法局／會議員及行會成員、在政圈縱
橫廿多年的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稱，據其觀察，政
府若要檢控某人， 「相信政府會找一個好堅實、在外
國打官司入罪率好高的大狀來給予香港法律意見」，
舉例來說，當年梁振英為香港特首時，要 「對付」前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及前特首曾蔭權時，律政司都曾向
海外御用大律師來尋求法律意見，最終提出檢控，為
何今次梁振英涉及的5,000萬UGL案，律政司竟然未
有另尋獨立法律意見，田氏質疑是否此地無銀？他更
稱不相信今次特首林鄭月娥沒有介入， 「可能法律意
見交給律政司自己決定，而政治決定一定在特首林鄭
月娥自己手上揸住。」

田北俊本人雖然曾在2014年佔中爆發引起社會分
化後，曾經要求當年時任特首梁振英考慮辭職，但今
次田北俊接受媒體訪問時指，他對於UGL案的關注
，並非律政司有否向梁提告，而是政府處理是否得當

，因為香港法治極
為重要，尤其是在
今時今日的中美貿
易戰下，香港問題

，已被提升至國際層面， 「我們港人，一定要給人睇
到，香港的法治，係有效的，我們不是北京想我們做
什麼，我們就去做什麼，就今次這個（UGL案）來說
，我覺得港府及律政司，真的是處理得好差。」

田北俊就此提出幾大質疑，包括坊間最關注的為
何律政司沒有尋求獨立法律意見，指律政司為了避嫌
，一般會就涉及公職人員的案件外求意見，形容 「其
實嗰度有少少 『過橋』」，指政府若傾向提告，會尋
找 「好堅」的大狀提意見， 「如果（政府）唔想打呢
場官司，你都可以請個冇咁堅嘅外國大狀，畀個意見
叫你唔好打，咁我覺得呢場戲，都做得似啲嘅」。

但他指律政司現時連獨立意見亦未尋求， 「自己
都作咗出個判斷而係冇解釋嘅」，令人質疑此地無銀
三百兩， 「（是否）有嘢好驚，就自己揸主意決定唔
告？」加上廉政公署追查此案長達近四年，當局卻未
有披露搜證工作詳情， 「查完後到底認為有得告定冇
得告？有冇個立場？我都奇怪冇出嚟講。」

相對於許仕仁及曾蔭權的兩宗涉貪案，田認為梁
振英涉及的5,000萬數額更大，若以曾蔭權捲入的深
圳租樓及雄濤廣播發牌涉及的接受利益罪為例， 「當
年係梁振英政府話要告，結果反而係陪審團還佢（曾
）清白，覺得入面好多疑點唔定罪」，因此認為UGL
案若由法庭作判決，或更有助還梁振英清白， 「而家

反而係好大問號，就算件事不了了之，作為前特首，
我相信佢永遠都唔可以說服所有人，佢係冇事」。他
強調不認為可隨意提檢控，最重要是有否足夠證據，
但至今獲得的資料有限，認為鄭若驊有需要交代更多
詳情，表明不相信因為梁是政協副主席而不被起訴，
「內地嚴厲打貪，梁振英作為中國一位政協副主席,

地位高得嚟唔係咁高，好多高過他的不少官員，都已
經在內地（落馬）啦！」

雖然林鄭曾指檢控工作由律政司負責，不受干預
，特首不會參與每宗案件，但田北俊不相信林鄭沒參
與： 「你話純粹律政司司長一個人拍呢個板（不檢控
）？我就唔信嘞，中央官員都講過，特首係超然」，
他以梁振英在任特首時，時任 「梁粉」行會張震遠幾
年內未被起訴，相反林鄭一當特首就提控，指因此令
人質疑涉及前特首的巨款案下， 「（個案）一定會去
到林鄭嗰度，唔相信佢冇介入」，更假設指： 「可能
真正情況係，鄭若驊去問佢意見，特首話： 『唔好拖
我落水，因為我選特首時，梁振英撐我喎，我而家去
鬱佢，冇乜義氣喎，你去拍板啦』」，田認為鄭若驊
交代時也須一併交代林鄭的角色。

根據香港的三權分立法律制度，律政司有獨立權
力作出不檢控的決定。至於聲明沒有清楚解釋 「證據
不足」的各項考慮因素，這不足以構成司法覆核的理
據。不過，既然律政司認為有需要作出解釋，市民大
眾便有理由要求有關解釋起碼有些內容，而不是等同
結論。因此，我想就律政司有關梁振英沒有向有關當
局申報其簽訂的UGL協議及據此收取的款項，而決

定不提出檢控的說法，指出幾點值得商榷的地方。
先引述聲明： 「至於沒有向有關當局申報利益的

指控，由於梁振英沒有利益衝突，因此沒有法律規定
需要申報他在為行政長官之前，與UGL所簽訂的協
議而會獲得款項的金額。故此，沒有申報並不構成公
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下面是我的疑問。

第一，有關公職人員就涉及利益衝突的申報，
政府一向採納的基本原則是，當事人除了須申報與其
公職明顯有衝突的利益外，還須申報 「一切可能或可
見與本身公職產生衝突的利益」 。換句話說，尚未
或沒有構成有實質價值的利益也須申報。第二，雖然
梁振英是在成為行政長官之前與UGL簽訂可獲款項
的協議，但部分款項是他擔任行政長官之後收取。第
三，這份 UGL 協議其中一項條款是梁振英同意在
UGL要求下提供協助(但有手寫的修正表明此等協助
只限於不涉利益衝突)。根據梁振英的說法，UGL沒
有要求，而他也沒有提供協助。儘管如此，我認為申
報上述 「可能或可見」的利益衝突，符合公職人員申
報利益衝突的規定。我沒有資格質疑律政司決定不就
梁振英沒有申報UGL協議的法律理據。但根據政府
過往多年對公務員申報利益衝突的規定，梁振英沒有
就UGL協議及其收取的款項申報，即使是合法，也
很難說得上是合理和合情，或符合港人對最高領袖的
誠信要求。

除了表示不會幹預律政司的決定外，林鄭特首可
否就特首申報利益事宜，作出清晰的規範，以及儘快
將特首納入防賄條例的規管內，以儆效尤

平時執筆撰寫美南人語文章，大多安排在週四晚上，
然後週五晚間校對一下，沒有筆誤或表現不佳時，便
在當晚或週六早上，電郵給美南日報老編，好誏他們
週六晚排版後，當晚便交給印刷部員工印刷，星期天
上午，就可以跟休市僑友見面。
本週情況有變。上個週日才出版了 「美南人語」及
「政海楓聲」雙文。晚上立刻收到老編送來急電，要

求下次週日的雙文，提前在週四晚上送到，較平時早
了兩晚。無獨有偶，港澳兩地三間刊登本人專輯文章
的報館，也提出同樣的要求。何解？因為下個週二乃
聖誕假期，各地報界朋友也要休息慶祝，我慣於在文
塲上衝鋒達陣，所以我只好 「快馬加鞭不下鞍」隨即
下筆書寫美南人語，內容就以個人健康為對象。

看今年諾貝爾醫學獎的健康忠告，有感而發，它
全篇主題，只有四個字，不要熬夜！但己價值3200萬
！

11 月初，享譽世界的 2017 年貝爾獎頒布了。其
中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受到了民眾特殊的關注，
三位研究“控制晝夜節律的分子機制”的科學家Jef-
frey C. Hall、Michael Rosbash 和 Michael W. Young獲
得該項殊榮。

他們的獲獎理由是： 解釋了許多動植物和人類
是如何讓生物節律適應晝夜變換的。簡而言之，他們

研究的就是我
們平常所說的
“生物鐘”！

生物鐘調節
身體重要功能

，例如：行為、激素水平、睡眠、體溫等；生物鐘和
你的健康息息相關。你什麼時候困、什麼時候醒、一
天內的體溫變化、什麼時候激素水平上升，統統都是
由生物鐘在管理。

三位科學家通過精密的實驗得出幾個結論：
熬夜會打破人體內精妙的時鐘，疾病匍匐而來。

熬夜將造成大腦開始吞噬自己。調節節律的關鍵基因
失效後，會促使腫瘤發生。

因此，本屆諾爾貝醫學獎研究成果，最貼切的解
釋就是：

不要熬夜！ ！ ！
似乎這話聽著一點也不新鮮啊！但是這三位科學

家就是憑藉該研究，一共獲得了諾貝爾獎金900 萬瑞
典克朗，所以，以後聽到別人勸你不要熬夜的時候，
一定要像拿到900萬一樣高興哦……
下面是價值900萬的建議：
1.不要熬夜：
睡覺是養生的一大功能，養就是用大量的健康細胞去
取代腐敗的細胞，如一夜睡不著，就換不了新細胞。
如果說白天死亡一百萬個細胞，一晚上只補回來五十
萬個細胞，時間長了，身體就虧空得越來越厲害。
另一位獲獎者邁克爾·楊在2015年的一項研究中發現
，由於熬夜缺乏睡眠，神經突觸部分被星形膠質細胞
大量吞噬。通俗的說就是：熬夜將造成大腦開始吞噬
自己。他還發現，調節節律的關鍵基因失效後，會促
使腫瘤發生。
2.要養肝：
其實，熬夜對肝臟的傷害是最大的。因為肝臟是我們
身體裡最大的解毒器官，而晚上又是肝臟集中精力的
“工作時間”。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不休息，反而大
肆吃喝，會讓肝臟超負荷。當肝臟真的“喊”起疼來
，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11點後睡的人，白開水里一定要加一點它！白開

水里加點“紅棗”
沒有什麼能抵消熬夜的損害，但因為生活迫不得

已熬夜時應該長期飲用紅棗水護肝。有實驗表明，每
天給肝功能差的人喝紅棗水，持續一周可以達到養護
肝臟、促進肝臟解毒排毒的效果。中醫學也認為，紅
棗水有補氣養血、疏肝解鬱的功效。將果肉豐富的紅
棗掰開，用溫水泡發，這樣維生素更利於肝臟吸收。
3.價值3500萬的養生表：
中國古代養生講究“順應自然”，現代生活中人體也
有它最喜歡的節奏和規律。如果我們順應了身體的生
物鐘規律，摸准薄弱那一刻，拾遺補缺，身體就能被
調校到最佳狀態。而反之，則會產生各種問題，危害
健康。 5～6點：醒了也要多睡會兒

很多中老年人“晚上睡不著，早上醒得早”，如
果你在清晨五六點就早早醒來，不妨盡量讓自己多睡
會兒，實在睡不著也可以閉目養神，或躺在床上按摩
腹部、揉搓雙手，有助於保證白天旺盛的精力。
6點半：做伸展運動

中老年人每天早上簡單鍛煉10～20分鐘即可，建
議以輕緩柔和的運動為主，如伸展運動、散步、瑜伽
、太極拳等。
7～8點：吃份高營養早餐

包子、油條、燒餅等澱粉類食物是多數人早餐桌
上的主力軍。但是，除了澱粉類食物外，再來一杯牛
奶或者豆漿、一個雞蛋、一小份水果，則更加健康哦
。
10點：吃一小把堅果

中老年人應該在上午十點左右，吃一小把堅果，
對心腦血管健康有好處。花生、核桃、杏仁、松子等
都是不錯的選擇哦。
11～12點半：享受“雜牌”午餐

午餐食物一定要種類多樣。老年人做午餐一定要
“雜”，炒菜時盡量多放幾種食材。比如，炒青菜時
放點蘑菇，做肉菜時放點胡蘿蔔丁、黃瓜丁，每種菜
量不大，但種類、顏色要盡可能豐富。
1點：小睡30分鐘

午飯後半小時，疲勞感來襲，此時不妨先喝一杯
水，然後打個盹兒。午睡對降低血壓、保護心臟、增

強記憶力、提高免疫力等都有好處。但是，午睡時間
不宜過長，20～30分鐘即可。
2點：喝杯綠茶

午覺醒來之後，人總會有些倦怠，此時來杯綠茶
對身體可是非常好哦，研究表明綠茶能降低患癌風險
。
3點：曬曬太陽

如果天氣好，中老年人可以去戶外鍛煉，此時陽
光和煦，是曬太陽的好時機。若下雨或者太陽太毒，
則可在家做做健身操、身體拉伸等。
4點：來杯優酪乳

下午4點，人的血糖開始升高，此時，中老年人
可以再加個餐，喝杯優酪乳或吃兩片全麥麵包。
6，7點：與家人分享“慢”晚餐

晚餐一定要清淡，對一天的營養進行查漏補缺。
晚飯不能吃得太晚，否則影響睡眠。晚餐時間一般相
對充裕，可以和家人一起慢慢享用，細嚼慢嚥，聊聊
天，無疑是一段幸福的家庭時光。
8點：站一刻鐘

吃完晚飯，很多人便立刻窩在沙發里看電視，這
可是十分傷害腸胃的。晚飯後最好站立15分鐘，或一
邊走動一邊給久違的朋友打個電話，也可以澆澆花、
洗洗碗。
9點：提前刷牙

刷牙時間最好放在晚上9點，這樣可以保證自己
晚上9點後，不再吃東西。也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做
點自己喜歡的事情，比如看看書等。
10點：調低臥室溫度

人的最佳睡眠時間是22點，最晚不超過23點。
科學研究顯示，臥室保持低溫可以降低患糖尿病和其
他代謝疾病的風險，入睡前最好將房間溫度稍微調低
一點。健康的一天自此結束，睡個好覺迎接更美好的
明天吧！

記得把這篇文章發給朋友們，告訴他們這才是最
科學健康的生活時間表。
3500萬的建議哦！

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不要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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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股市2019猜想：
能否解抉流動性嚴重不足問題？

中國股市能否在2019年走出獨立行

情？這是每位投資者都十分關心的問題。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管別人怎麽說，

最終的投資決策還得自己定。但多參考

他人的意見也有必要。

美股調整將拖累中國股市？
看多2019年美國股市是需要勇氣的，

認為美國股市將進入調整周期的不在少

數。如果美股調整，是否會拖累全球股

市壹起調整？可能會，也可能不會。

說“可能會”有四種考慮：
壹是因為歐洲、日本和部分新興市

場經濟國家的股市過去都隨美股大漲，

基於環球同此涼熱的判斷，如果2019年

美股出現深幅調整，恐怕誰都在劫難逃。

二是緊密相連的歐、美、日經濟，

歷史上就具有極大的關聯性，如果美國

經濟因股市回調速度過快、幅度過深而

引發市場利率劇烈波動，那歐洲和日本

恐怕都不會有什麽好果子吃。

三是歐盟和歐元的存亡問題。實際上，

不斷發酵的貿易保護主義正在使歐盟、歐

元處於更加危險的境地，尤其是英國脫歐

的背景下，美國政治大佬班農居然親自上

陣，加大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支持，這勢必

對歐盟和歐元的完整性構成威脅。

四是歐洲社會動蕩不安，比如法國，

如果馬克龍不能以強制手段制止國內暴

亂，那整個法國經濟就會陷落，股市也

找不到上漲的理由。

說“可能不會”也有四種考慮：
壹是因伊朗問題，歐洲和美國之間

正在較勁，而且已經出現了經濟切割的

動作。這時候，如果貿易保護主義擡頭，

反而可能會使歐洲各國本土資本市場表

達出差異化個性。

二是歐洲和日本的貨幣政策並未嚴

格跟隨美國，到目前為止，依然十分寬

松，雖然他們擔心美國加息會引起大量

本土資本外流。

三是在石油價格問題上，美國、

OPEC和俄羅斯之間的角力是否還將導

致2019年油價大起大落？這是全球CPI

變動的關鍵因素，也關系利率和股市的

走勢情況。事實上，石油價格再度大漲

的可能性小，也就是說，全球CPI大幅

上漲的概率很小，各國央行大幅提升利

率的可能性也很小。

四是歐洲經濟正在恢復，但如果可

以保持壹定的增長幅度，而CPI又保持

較低水平，那就再好不過了，但這件事

是否可持續？變數較大。

看到這裏，妳也許感到困惑，但這是

未來5年的常態。2019年預計將是進壹步

發展的年份，估計要到2023年，全球極度

混亂的格局才會有眉目。至於股票市場，

還是有些規律可循。比如，2019年關鍵看

中國股市是否有能力與美股切割。

不難想見，美股以及過去隨之大漲

的股市，2019年出現深幅調整是大概率

事件。令人擔憂的是，對A股而言，美

股的正常調整是否導致A股無度下跌？

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兩大前提：

壹是有效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問題，

最好的辦法不是爭取談判有什麽好結果，

而是“底線思維”，不要將所有希望寄

托在上面；二是認真搞好國內經濟，關

鍵是央行貨幣政策必須逆周期操作，堅

決遏制金融短期化趨勢，有必要大幅增

加長期且真實有效的基礎貨幣供給。

能否解決流動性嚴重不足問題？
目前A股股票並非沒有價值，而是

股市流動性嚴重不足，無法支持價值表

達。為什麽股市流動性嚴重不足？這是過

去長期至少從2010年起，貨幣政策嚴重失

當，並長期積累的結果。梳理過去存在的

問題，看看這些問題是否得到解決。

第壹，積極財政政策和緊縮貨幣政

策——宏觀經濟政策長期錯配，使與積

極財政政策相關的國有企業吸收了絕大

多數的金融資源。在貨幣政策緊縮的條

件下，民營經濟金融饑渴，導致中國經

濟內生動力嚴重弱化。

當下，中央出臺措施力圖解決民營

經濟弱化的問題，但民營經濟是否還有

獲得低成本融資的資質？商業銀行憑什

麽願意低利率放貸給民營經濟？這是個

問題，盡管在解決，但需要時間。

第二，“利率雙軌制”正在解決過程

中，其所導致的金融短期化尚未徹底解決，

不過，好轉的跡象還是有的。比如，貨幣

市場基金發育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銀行

體系也在想方設法突破存款利率管制，吸

引更多長期穩定的居民儲蓄存款，從長期

資金看，銀行資金穩定性已經略有好轉。

第三，真實有效的基礎貨幣供給依

然過少。客觀地說，這壹點，2018年曾

壹度好轉，但9月份之後好轉停止。這

是金融市場最大的問題。當中國社融和

信貸增速均保持在10%以上的時候，居

民儲蓄存款卻增長乏力，甚至個別月份

出現負增長，在此背景下，社融和信貸

依靠什麽樣的資金源增長？正常情況下，

應當依托長期基礎貨幣的增長，但基礎

貨幣不增反降。

當然，還有壹個依托是企業存款，

但這屬於極不穩定的存款，壹旦銀行依

賴企業存款去增加貸款，那就意味著金

融系統存貸款期限錯配增加，也意味著

金融系統高杠桿向整個經濟肌體傳導。

從統計數據看，中國“名義貨幣乘

數”已經從今年1月份的5.59倍，上升

到11月的6.08倍；而“真實貨幣乘數”

已經從1月份的18.91倍上升到19.90倍，

這是完全不可持續的金融杠桿率，這樣

的杠桿率是完全無法支持股市上漲的，

是資本市場流動性嚴重不足的源頭。

第四，現在金融監管加強了，各類

金融、準金融爭搶市場資金的情況有所

好轉。從這個層面上說，金融短期化程

度有所減輕。

第五，市場預期管理有所好轉，但

持續性不夠，沒有變成有關部門的日常

行為。這是金融市場的壹大敗筆，也是

金融管理者太過“書生氣”的結果。

應當看到，在儲蓄不斷下降的情況

下，如果不是增加有效基礎貨幣投放，

而是逼迫金融機構加杠桿去滿足經濟增

長需求，後果將是災難性的。實際上，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就是前車之鑒，這

也是金融危機後，美國向市場註入大量

基礎貨幣的原因。

正因如此，期待央行依據經濟發展

的客觀要求去面對貨幣邏輯問題，並為

中國經濟創造壹個良好的金融環境，這

也是股票市場上漲的關鍵動力。

暫停加征關稅 美國進口車降價
綜合報導 從2019年1月1日起，對原產於美國

的汽車及零部件暫停加征關稅3個月，涉及211個

稅目。消息壹出，寶馬、奔馳、特斯拉等品牌應聲

下調價格，降幅最高達10萬元左右。

寶馬宣布，從2018年12月15日至2019年3月

31 日，對在中國大陸市場銷售的原產於美國的

BMW X5、X6，以及X5M和X6M的廠家建議零售

價進行適當下調。其中，本月初上市的全新BMW

X5建議零售價，由人民幣80.99萬元起售調整為

77.99萬元，降價幅度高達3萬元。

我國於今年5月22日宣布汽車整車關稅由25%

下調至15%，各跨國企業紛紛降低進口車售價。隨

後，在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我國被迫將美產進

口車關稅上調至40%。此次寶馬調價，相當於廠家

建議零售價下調到關稅為15%時的水平，即恢復執

行今年5月25日起的建議零售價。

北京梅賽德斯-奔馳銷售服務有限公司昨天宣

布，下調梅賽德斯-奔馳在中國大陸銷售的全部美

國進口車型廠家建議零售價。其中，GLE SUV廠

商建議零售價調整為71.18萬元起，全系車型最大

降幅為7.5萬元；GLE轎跑SUV調整為80.48萬元

起，全系車型最大降幅為12.3萬元；GLS SUV調

整為 95.68 萬元起，全系車型最大降幅為 13.5 萬

元。北京奔馳表示，昨天起至2019年3月31日，這

些車型下調後的廠家建議零售價均相當於關稅15%

時的水平。

同時，特斯拉也宣布下調 Model S 和 Model

X 兩款車型在中國市場的價格。特斯拉官網顯

示， Model S 75d 目前中國官網價格為 74.23 萬

元，從此前的 78.29 萬元下調 5%；Model S 100d

售價為84.96萬元，此前為95.46萬元，價格下調

約 11%；Model X 75d 由原來的 86.18 萬元降至

79.68 萬元，降幅達 7.5%。此外，林肯中國的大

部分主力熱銷車型也將繼續按照關稅為 15%時

的售價銷售。

今年的美國進口車關稅上調，導致美國進

口車銷量大跌，甚至影響進口車整體銷量。根

據中國海關統計，2018 年 1 至 10 月，中國汽車

進口96萬輛，同比下跌5%，其中10月進口 8萬

輛，同比下跌 20%。值得壹提的是，壹個月前

特斯拉已經降價過壹次。由於今年連續漲價，

其銷售表現在 10 月下滑 70%。數據顯示，2017

年，我國進口車總量為125萬輛，其中從美國進

口28萬輛，占比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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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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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抗抗早前赴港，以“多情卻被無情
惱”為題講座，這句話出自北宋文

學家蘇軾的《蝶戀花．春景》，“‘問
世間情為何物’，這是每個人都會遇到
的問題。情是人世間最寶貴的，是文學
的藝術和生命。”她認為，我們至今還
在談論情為何物，可見情的內涵難以界
定，它包括了多個方面，而吸引人的文
學作品大多都是與情有關的。“文學是
什麼？是蠟燭在燃燒時流淌的一滴滴燭
淚。作家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把時間
的灰燼保存在文字中，讓它們被讀者心
裡的火種再次點燃。”

讚許與擔憂並存
她還在講座中提到，自己這一代人

既沒有接受傳統儒家文化，也沒有系統
接受西方人文主義的啟蒙教育，因此缺
少感恩之心。隨後，她在接受訪問時補
充道，自己接收更多的是西方文學，也
是受父母那一代知識分子和激進主義觀
點的影響所致，她小時候讀西方童話，
後來則開始閱讀俄羅斯文學，當作為知
識青年上山下鄉時，所能找到的書籍也
多是經典西方文學，上世紀八十年代之
後更接收到如拉丁美洲文學、先鋒實驗
主義文學等，“在這麼長的時期中，我
們都缺少時間對中國文學進行補課，所
以在創作理念上，我們也會不自覺地接

受西方的人道主義和人文精神。”
當被問道，知青文學淡出，知青小

說代表作家應作何選擇？張抗抗坦言，
當一代知青作家的年紀愈來愈大，關於
知青生活的經驗積累總會慢慢耗盡，
“但我在《隱形伴侶》之後，已不會將
知青年代的故事作為我主要的寫作內
容。新的生活不斷撲面而來，我的興趣
已進入另一個新階段。當然，在往前走
的過程中，我也會時不時地站在新的高
度回看那段知青生活，得到更多新的感
悟融入創作，但不會佔據主要的位置。
我想，其他的知青作家整體也在逐漸退
出。現在有這麼多新的優秀作家加入寫
作隊伍，他們面對新生活有更多獨特的
視角，也有着新的語言系統，對現代題
材會有更好的發掘和表達。所以，這種
新老作家的交替是必然的。”

但另一方面，對於現時九零後、零
零後一代接收文學的情況，她認為：
“優秀的一部分會比我們這代人更優
秀，但普遍還是感到擔憂。”她發現，
在繁重的課業壓力下，新一代接收的文
學將更為淺薄和零碎，文學愛好者可能
在假期中會讀到一點書，或者在大學後

才有機會讀文學書，整體上來說，這樣
會很難系統性並行獲取中西方文學，反
而更多機會受到商業文學和娛樂文化的
衝擊。

十年磨一劍
已經一段時間沒有出長篇的張抗

抗，從2007年開始，十年來都在創作一
部百萬字長篇，描述上世紀八十年代知
識分子的心靈歷程。她認為，作家兩至
三年完成一部高質量的長篇小說是正常
現象，而當有作家認為有一部作品需要
耗費十年的時間，便需要一邊研究一邊
解決問題，可能是自己的、讀者的，或
者是當代歷史的問題，“我的長篇是三
卷本，所以平均下來還是三年一本。我
有一點遺憾的是，我們的作家寫作速度
還是有點快，也可能他們很輕鬆便完
成，但這次的長篇對我來說還是很艱難
的，因為有很多問題要解決，我因此需
要閱讀大量的資料，而百萬字每修改一
遍需時半年，十年中我改了六稿。可能
作家到了我這個年齡，知道生命時間寶
貴，便想磨煉一本真正的好作品。”

雖然創作長篇小說期間，她曾婉拒
了不少活動邀請，甚至暫時戒掉了一些
個人愛好，但散文和隨筆的創作從未停
止。今年四月，她推出了講述父母親
情、愛情婚姻、家庭子女的情感散文精
選集《回憶找到我》，這也是她首部描
寫個人生活的散文集。

而在談及女性主題覺醒時，她表
示：“其實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被當作
是中性寫作，主角雖然是女性，但寫的
卻不是女性問題。那時我需要解決的問
題有很多，女性問題還不是我主要所關
注的，但又不能說我完全沒有女性意
識，我小說中女性角色的塑造是獨立進
取而情感豐富的，這樣的角色從我幼年
開始便始終存在。我家有我和妹妹兩個
女孩，從小我們沒有受到過性別歧視，
所以對我來說，人人生來平等，女權主

義沒有那麼重要。”

隨時代同行
張抗抗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生於浙江

杭州，曾上山下鄉赴北大荒鶴立河農場
工作八年，1979年被調入黑龍江省作家
協會，現為一級作家、黑龍江省作家協
會名譽主席，第七、八屆中國作家協會
副主席，中國文字著作權保護協會副會
長、國際筆會中國筆會中心副會長，第
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2009年被聘為國務院參事。她已出版各
類文學專著80餘種，曾獲全國優秀短篇
小說獎、優秀中篇小說獎、莊重文文學
獎、魯迅文學獎、中國女性文學獎及中
國版權事業卓越成就獎等。

她表示，自己的寫作脈絡與共和國
同行：從1975年的長篇成名作《分界
線》；到1979年以短篇《愛的權利》發
出第一聲吶喊；再到1986年的知青文學
作品《隱形伴侶》，藉描寫知青生活表
達自己對人性的認識；直至1995年的長
篇小說《赤彤丹朱》，靈感來自於自己
父母的經歷，也是她對父輩歷史的重新
認識；之後的《情愛畫廊》則聚焦當代
生活，也是她對新時代愛情的認識；
2002年的《作女》探討了都市女性的慾
望，更具有時代氣息。

據她憶述，當年選擇寫作是自然而
然的，只需一支筆一本簿，做好心理準
備即可開始，無須考慮太多的外在條
件，“寫作很艱苦，但也很愉快。解決
自己的問題，表達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和別人交流作品，得到讀者的喜愛，這
些事會帶來快感。當這些快樂組合起
來，便會促使你在這條路上走下去，再
取得新的成績。儘管內地有作家協會這
樣一個職業寫作的保障，但寫作對我來
說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不是一項職業
的選擇。而現代商業社會，選擇寫作還
需要考慮謀生的問題，這些有關現實的
考量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她說。

對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對中國作家協會副主

席席、、當代知名作家張抗抗來當代知名作家張抗抗來

說說，，寫作是順其自然的選寫作是順其自然的選

擇擇，，是解決問題是解決問題、、表達看表達看

法法、、交流分享以獲得快樂的交流分享以獲得快樂的

途徑途徑。。當知青文學淡出舞當知青文學淡出舞

台台，，一代老作家將載譽退一代老作家將載譽退

場場，，她也在撲面而來的新生她也在撲面而來的新生

活中活中，，找到了自己新的興找到了自己新的興

趣趣。。而對於新一代的年輕而對於新一代的年輕

人人，，她的讚許和擔憂並存她的讚許和擔憂並存，，

在肯定新作家獨特視角的同在肯定新作家獨特視角的同

時時，，也擔心在普遍繁重的課也擔心在普遍繁重的課

業壓力和互聯網時代的影響業壓力和互聯網時代的影響

下下，，年輕一代接收的文學訊年輕一代接收的文學訊

息將更為淺薄和零碎息將更為淺薄和零碎，，中西中西

方文化共同缺失的問題或許方文化共同缺失的問題或許

將以更尖銳的方式暴露出將以更尖銳的方式暴露出

來來。。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張岳悅

■張抗抗對新一代年輕人在文學方面
的讚許和擔憂並存。 張岳悅攝

■■張抗抗今張抗抗今
年四月推出年四月推出
情感散文精情感散文精
選集選集《《回憶回憶
找到我找到我》。》。

中西文化吸收不足中西文化吸收不足

張張抗抗抗抗
憂年輕人文學知識淺薄憂年輕人文學知識淺薄

你一半我一半，是親密關係之間分
享的喜悅，而對年輕版畫家林敬庭和許
以璇來說，歷時兩年多之久的“你一半
我一半”作品系列，既是異地戀情溝通
的橋樑，也是創作靈感的啟發，不經意
間也為觀眾幽默展示了兩地的文化差
異。

小至飲食、大至城市景致，都是兩
人的探索對象。最早創作的《你一半我
一半．版畫機》，描繪了兩人日夜為伴
的版畫機；《你一半我一半．木棉道》
則是城市風景的對比。“由於兩地文化
不同，看出來的風景也不一樣。創作對
我們來說，好像互相出題，透過作品了
解對方的世界。”兩人異口同聲說，而
對觀眾來說，在觀賞的過程中猜猜哪一
半出於哪位藝術家之手，也像一種溝通
互動的遊戲。

其中一幅作品《你一半我一半．楊

枝與甘露》，以港人至愛的楊枝甘露和
合時生果為題。“剛探訪香港的時候，
我覺得楊枝甘露很新奇，我在台灣吃到
的芒果與柚子都是當季產的，分屬兩個
時節的水果，怎麼會共同出現呢？”許
以璇笑說。為了創作這幅作品，兩人做
了很多資料蒐集，發現楊枝和甘露本是
觀音菩薩手中的聖物，甜品以此命名，
寓意味道可比天堂。版畫創作，成為兩
人重新認識身邊事物的契機。

除了生活小節，版畫也記錄兩人同
遊過的地方。《你一半我一半．佛拜
佛》是香港天壇大佛與高雄佛光山的寫
照，而個人作品《大澳》與《蘭嶼》系
列，則記錄寧靜的兩岸小島。“我們將
一起旅行的地方拼湊成連續風景，相同
地點，我們卻是以不同的觀察角度詮
釋。”許以璇說。而林敬庭透露，未來
這種“你一半我一半”的遊戲還將繼

續，而這種遊戲同樣在版畫圈掀起波
瀾，“不少朋友都說想要嘗試這種遊
戲，例如有一位澳門來的藝術家主動要
和我共同創作，他畫澳門的葡撻，而我
畫香港的蛋撻。之後我們也會在畫廊舉
行工作坊，邀請公眾體驗一人一半的版
畫創作。”

創作互相影響突破局限
林敬庭生於香港，2014年畢業於香

港教育學院。因對版畫興趣濃厚，在學
期間修畢視覺藝術中心藝術專修班及進
修班（版畫）及於香港版畫工作室作暑
期實習。畢業後創立後山美術社及聯合
創辦“Marble, Print and Clay”，一直
從事版畫教學及教育工作，也會邀請本
地版畫藝術家到自己的工作室舉辦展
覽，或者與畫家合作，將其作品變成為
版畫。

許以璇生於台灣嘉義，2012年畢業
於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由於對版畫的創
作形式與媒材深感興趣，在學時期主修版
畫。畢業後為了延續創作與學習，於苗栗
彩田版畫工作室擔任老師及助教，從事版
畫教學、協助工作室印畫與接案。三年後
成立“蝸的時間”個人版畫工作室，持續
教學與創作。她表示：“台灣近年發展了
很多跟版畫相關的活動，我認識一些老師
都是從日本或者西班牙留學回來，通過舉
辦比賽和展覽使版畫藝術愈加活躍，同時

台灣也有很多工作室和我一樣在做版畫創
作和教學。”

原來兩人相識於台灣一位老師的工
作室，曾在那裡共同學習水印木刻版
畫，故今次作品均以水印木刻完成。而
在此之前，林敬庭多做銅板版畫的木棉
花，而許以璇則偏愛以油印木刻的小動
物和植物為創作主題，兩人的合作都使
彼此突破過往創作的局限，保留個人特
色的同時，亦嘗試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港台藝術家 林敬庭 許以璇
共作版畫記錄愛情點滴

■■《《你一半我一半你一半我一半．．版畫機版畫機》》

■■《《你一半我一半你一半我一半．．石頭修道院石頭修道院》》

■許以璇（左）和林敬庭通過“你一半我一半”
的版畫遊戲了解彼此。 張岳悅攝



廣 告 BB1212

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所有賭場需2 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八號公路邊 WalMart 旁邊 8800 W 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713-981-8868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公證
認證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微信客服:aat713
2019 王朝閃亮*獨家行程 專業領隊*

3-4月日本韓國12天赏樱之旅$1598起(包機票 門票 小費)
7月國慶日相約阿拉斯加遊輪$899起
9月/10月雲貴煙雨江南兩大名山16天$890起

美西 、美東 、黃石折扣高达47%
德州团最高折扣15%  佛州、郵輪最高折扣12%

1/15-29金三国泰越柬15天郵輪$1788起
4/20-5/4西藏青海15天火車團$1999起

回 越南/上海$0元

太空中心門票$18   冬季魔幻彩燈節$18 
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買一送一) 

江南團 台灣來回機票$399   中國簽證$170 
代理Viking遊輪 Gate1旅遊 Globus旅遊 廉价机票 

3-4月日本江南13天 $488起（包機票 門票 小費）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星期日 2018年12月23日 Sunday, December 2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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