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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祝您新年身體健康，萬事
如意。休士頓知名合唱團--中華合唱團即將又到了年度演唱會
日子。中華合唱團成立至今已逾四十六載，今年的音樂會也是中
華合唱團第五十七次的演出。很高興又要與喜愛音樂的朋友們見

面了。
中華合唱團團員們都是熱烈喜愛音樂，熱衷於合唱，多年來

還經過好些位優秀的指揮老師帶領與指導，在美南地區是一個
具有相當知名度的業餘合唱團，今年他們繼續由多才多藝的音
樂家，次女高音施彥伃博士擔任指揮。稍早由在休士頓大學攻
讀鋼琴演奏碩士學位的張瑀宸擔任鋼琴伴奏，在張瑀宸去達拉
斯深造後，又請到鋼琴演奏博士文竺霖子來幫合唱團作鋼琴伴
奏，倆位年輕音樂家都給了我們很多幫助，一年來團員們一心
只想把歌唱好、唱美、唱的動人，著實下了不少功夫。

這次音樂會的演出在指揮施彥伃博士的精心策劃及帶領下，
將會演唱包括了 13 首中西歌曲。除了合唱曲外，同時很榮幸
邀請到大提琴家吳青芳博士及小提琴家 Ye-One Chung 為大家
表演一首二重奏曲，之後我們的伴奏--鋼琴家文竺霖子博士也

要跟他們一起表演一首鋼琴三重奏曲。歡迎大家一起來欣賞。
余光中先生曾為活躍台灣的詩人，民歌手楊弦曾將他的《鄉

愁四韻》等好幾首詩作譜寫成曲，將一種對故土思念的情懷，融

合在西方的新式音樂元素裡，大獲好評。這樣文學界與音樂界在
楊弦和余光中的合作下，是中國傳統民謠另闢一條出路，開啟了
此後的民歌運動。前年余光中先生過逝，我們就練了幾首與詩人
相關的歌，來追憶這位詩人。

唱歌有益於身心健康並給人帶來快樂。中華合唱團雖稱業餘
合唱團，然而每次有備而來的音樂會，都會被聽眾譽為類職業水
準，歡欣的稱讚不虛此行。今年音樂會時間是1月19日週六下午
3點，地點在休士頓浸信會大學Belin Chapel。各位僑胞蒞臨支持
是對合唱團員們的鼓勵與肯定，中華合唱團會繼續努力將更好的
表 演 呈 現 給 大 家 。 需 要 入 場 券 的 朋 友 請 快 洽 團 長 陳 遠 珮
〈832-331-8215〉或副團長黃膺超〈281-795-9966〉。因場地
座位有限，購票務必盡快。合唱團資訊也可在中華合唱團網頁
www.CAMAchorus.org上面找到。

再次提醒各位，中華合唱團第五十七屆音樂會
時間：1月19日週六下午3點
地點：休士頓浸信會大學Belin Chapel。

中華合唱團五十七屆音樂會
一月十九日在休士頓浸信會大學

(本報記者黃麗珊)由西南管委會主辦2019年公共安全第一次會議、警察局首席副局長溫迪·
拜布里奇率中西分局指揮官亞西爾·巴希爾、南格斯納分局指揮官克雷格·貝拉米、西部分局指
揮官邁克爾·福哈伯、還有哈里斯縣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哈里斯縣檢察官辦公室、Metro警察局
和休斯頓消防局的代表出席盛會。

據警察局報表顯示在中國城地區大多數非暴力犯罪的犯罪統計數據呈下降趨勢、西南管委
會在去年12月、對三個分局各發放$20,000.00獎金鼓勵他們誇區辦案、指揮官通常在自己的警區
內工作，獎金鼓勵他們跨越界限共同辦案。

西南管委會主辦2019年公共安全第一次會議
（本報訊）美南銀行將於 2019 年 1 月 19

日（週六）上午10點到12點特別邀請德州第
一診療中心負責人陶慶麟醫學博士在該行的社
區服務中心舉辦一場有關 「風濕性關節炎」免
費醫療健康講座。當日講座現場將備茶點招待
，並開放民眾提問，有關講座相關資訊查詢，
敬請洽詢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 (Ling Chuang)
713-272-5045， 或 email: ling.chuang@swnbk.
com

根據醫療指出， 「風濕性關節炎」是一種
自體免疫系統的疾病，它會侵犯關節的軟組織
，造成關節的紅腫熱痛，關節軟骨退化或結締
組織發炎，甚至導致僵硬和關節變形等症狀的
疾病。該疾病一但確診便可能長期伴隨著疼痛
，導致幹擾關節的正常運動。最常見的治療是
使用止痛藥來壓制繼續的炎以防止快速惡化。
或物理復健和進行手術等方法。其目的是希望
讓病人從生活中就可以減輕疼痛或減少發炎情
況，與關節炎和平共處並進而提升生活品質。

在19日（週六） 講座當日，陶慶麟醫生
將會以他個人專業醫療領域教導大家如何在生
活中預防，或治療 「風濕性關節炎」。

陶慶麟醫生簡介，貝勒醫學院士畢業、聖
路易斯大學醫療管理碩士學位、洛根大學整脊
博士學位。陶慶麟醫生曾多年一直擔任醫療保
健顧問醫師。並在休士頓第一家首創結合中西

醫專家團隊診療方式的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
。運用 「幹細胞」療法免開刀診治各種身體的
各種疼痛疾病，包括關節炎等。有效治療疾病
解除病人疼痛，幫助病人修復器官、恢復機體
功能，以全方位的醫療服務與診療，造福許多
患者。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1997

年，總行位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內，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電話:
713-771-9700 (合作路和百利大道交口處) 。
在糖城、達拉斯、奧斯汀等均設立分行，加州
亦設有貸款辦公室。以中、英、越、韓、拉丁
等多語言，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個人的銀行服
務。在加州亦設立貸款服務處，以提供更完善
全方位的各項金融業務。美南銀行的24小時
全天候服務的自動電話銀行及中英雙語網路銀
行，歡迎大家多多利用。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
訊請參閱網站：www.swnbk.com

美南銀行創行至今，一向以服務社區為宗
旨，對於攸關廣大民眾的切身福利的各類資訊
，本行隨時舉辦各種多元化資訊的免費講座。
例如，稅務、生活健康保健、法規等邀請專業
人士為民眾解說、講演等，提供民眾最即時及
專業的訊息。

西南管委會捐贈西南管委會捐贈$$12001200給給WestsideWestside警察局買聖誕玩具警察局買聖誕玩具、、因為經費不夠因為經費不夠Alice LeeAlice Lee自掏腰包自掏腰包$$600600、、
以應對他們的預算短缺以應對他們的預算短缺。。在最後一刻在最後一刻，，去年的計劃資助者無法幫助去年的計劃資助者無法幫助 HPD WestsideHPD Westside。。我們向我們向
LandisLandis，，HornHorn（（國際區國際區））和和Best ElementaryBest Elementary（（西南西南））的小學生提供了的小學生提供了300300多件玩具和多件玩具和100100輛自輛自
行車行車。。國際區為這項工作提供了國際區為這項工作提供了600600美元美元。。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美南銀行1月19日社區服務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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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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牙
$199

8月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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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柳暗花明
美國乙烷公司出口中國終端碼頭破土動工

【泉深/圖文】美中副部長級官員上週在北京舉行了自去年
特習會後的首次面對面談判，初步達成階段性協議，美中貿易戰
平息，中國副總理劉鶴也計劃在本月稍晚訪美展開新一輪高層次
談判。美國總統特朗普14日預測，美國有望與中方達成協議結
束 貿易戰 。好消息捷報頻傳，就在1月14日同一天，美國乙烷
公司（American Ethane Company ，AEC) 在德克薩斯州博蒙特市
（Beaumont，TX） 的馬丁碼頭（Martin Terminal）舉辦乙烷出
口中國終端碼頭破土動工儀式，為美中貿易談判譜寫光輝篇章。

美國乙烷公司首席執行官（CEO）John Houghtaling、博蒙
特市市長Becky Ames 、美國乙烷公司亞太區總裁司馬威、美國
乙烷公司首席財務官Alexey Domakhin、中國招商局輪船南京油
運有限公司副總裁舒廣仁、中船貿易集團副總經理林峰、滬東中
華集團代表沈寧、江南集團代表張佩蕾、南山集團總經理姜明、
陽煤集團代表武躍華、聚能集團董事長助理丁尚元、GTT 主
席 Allyn Risley 、 KBR (China) 總經理楊大軍、ICBC 代表何建
中、ABS副總經理 Paul Karam、MOL副總經理Masayuki Sugiya-
ma、COSCO 中遠集團代表叢建、Mitsubishi International副總經
理 Takashi Yachida、休斯頓國際區區長、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
華等出席博蒙特出口中國終端碼頭正式破土動工儀式。美中作為
兩個大國，在促進世界和平和繁榮方面共同肩負著重要責任，都
要發揮重要的影響力，因此合作共贏是雙方最好的選擇。

該出口中國終端碼頭是2017年11月9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訪
華期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的美中之間2500億美元合
作項目之一，但此後因美中之間貿易出現摩擦，該項目有所停滯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去年12月2日在阿根
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晚宴，就持續數個月的美中貿易摩擦
達成共識，同意停止相互加徵新的關稅，中方願意根據國內市場

和人民的需要擴大進口，包括從美國購買農業、能源及工業產品
，逐步緩解貿易不平衡問題。美國乙烷公司能夠認真落實兩國首
腦達成的共識，讓乙烷出口中國終端項目正式實施。根據該協議
，三年後，這一千萬噸級別的乙烷碼頭開始運作，將為平衡美中
之間的貿易來往做出應有的貢獻。

我很高興看到特朗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在北京見證了我們和
中國簽署的美國乙烷公司為中國第一供應乙烷的協議。美國乙烷
公司和中國簽訂了三份具有約束力的合同，向中國的乙烯裂解裝
置項目提供720萬噸乙烷。任何乙烷裂解裝置都會從Marcellus和
Utica頁岩井中產生乙烷，將乙烷裂解成乙烯。經過進一步加工
，這種材料可用於製造從塑料袋到防凍劑的任何物品。也很榮幸
與崔天凱大使分享一個中國人稱之為 ‘雙贏’ 的協議。該協議
減少了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逆差，出口清潔的美國天然氣到中
國，同時為中國提供巨大的經濟利益。 ”

博蒙特市市長Becky Ames應邀出席。 在慶典儀式上，她熱
烈歡迎美國乙烷公司在博蒙特的海邊開設乙烷出口終端碼頭，向
偉大的中國出口乙烷；她熱烈祝賀乙烷出口終端碼頭正式在博蒙
特市破土動工！她說博蒙特市有豐富的物資資源和石油化工天然
氣公司及工廠，有豐富的能源出口碼頭。博蒙特市也正在加強和
完善城市的基礎設施以及美化環境項目，使博蒙特市更加吸引商
人、居民和遊客來訪。博蒙特市將對各位的建議和想法持開放態
度，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博蒙特市有最誠摯的承諾，為城市和
社區提供完善的服務，保證盡最大努力讓博蒙特市成為一個工作
、生活和娛樂的好地方！

南山集團總經理姜明代表南山集團對美國乙烷公司博蒙特出
口中國終端碼頭開工儀式表示熱烈祝賀，他說這是美國乙烷公司
推進乙烷出口邁出的一小步，也是美國向中國出口乙烷邁出的一

大步。美國乙烷公司和南山集團達成了20年乙烷供應價值260億
美元的協議，該協議將從德克薩斯州墨西哥灣沿岸出口終端輸送
液體乙烷到由南山集團建造的中國新乙烯工廠。從2016年初，
南山集團就開始致力於推動利用美國乙烷在中國製造乙烯這一偉
大的工程，在中國也是一場石化工業的革命。 2017年11月9日
，在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的見證下，南山集團與美國乙烷公
司簽訂了乙烷採購協議。南山集團作為大型跨國企業，願意為加
強與美國乙烷公司的合作做出貢獻。

中國招商局輪船南京油運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舒廣仁指出
，中國招商局集團是中國最大型的國有企業，成立於1872年，
有悠久的歷史。一百多年來，作為中國工商業的先驅，為中國的
經濟和產業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美國眾多的油氣公司均是他們
的客戶，美國乙烷公司出口前景廣闊，發展良好，他們也願意和
美國乙烷公司緊密合作，建立乙烷運輸的海上通道促成該項目的
有效實施。 。

此出口終端碼頭是專門為乙烷出口中國而建設的。中國是全
球乙烯的最大進口國，同時由於原料的限制，也是全球乙烯價格
最高的地區。隨著從美國進口乙烷，將極大的改善乙烯的供應情
況，可以為中國的石化產業帶來豐厚的利潤。該終端將包括新建
一個乙烷裝卸泊位站，改建一個現有的泊位站，使每個泊位站都
能夠接受15萬立方米乙烷運輸船。出口終端的主要設施還包括4
節一千萬噸的深冷液化裝置，可以把純度在95%以上的純淨乙烷
深冷到-90度，以便裝船出口；一個12萬立方米的液態乙烷全容
儲罐；連接 MontBelvieu 專用乙烷管線及相應的配電站等。

華為遭到國際打壓 任正非對國際媒體發聲

美國乙烷出口中國終端碼頭破土動工美國乙烷出口中國終端碼頭破土動工

【泉深編輯/來源多維新聞】中國電信企業華為因高管孟晚
舟被扣一事和波蘭逮捕一名華為員工而處於風口浪尖之上。在這
樣一個敏感的時機，華為創始人任正非1月15日接受了彭博社、
《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等西方媒體的採訪。華為還將採
訪的內容翻譯成英文發給了CNN。

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日本時報》等媒體
都認為任正非此次出面相當罕見。 《紐約時報》用了 “隱居”
（Reclusive）來形容這位華為創始人，《華爾街日報》則認為任
正非 “很神秘”（Mysterious）。彭博社報導稱，上次任正非與
西方媒體的會談還是在2015年，如今，任正非出面表明了華為
受衝擊的程度有多嚴重。 《觀察家報》（Observer）也提到，1
月15日任正非的出面是2015年來的首次，也是他30年來第三次
記者會。中國上海 Kaiyuan Capital 的管理主任斯爾沃斯（Brock
Silvers）稱：“任正非通常不會接受太多采訪，但他決定公開發
聲是一個明智的舉動。華為歐洲業務的威脅是真實存在的，因此
他的回應是可以理解的。任正非公開發聲表明了他認為的局面有
多糟糕。 ” 《華盛頓郵報》稱，任正非此次的談話時長2小時
20分，他很開朗也很有活力。 《金融時報》稱任正非談及了間
諜活動與網絡安全、他的女兒孟晚舟、那些不接受華為的國家以
及中美貿易戰等。美國等國家多次指責華為威脅國家安全，並稱
華為為中國政府服務。對此，任正非澄清稱“華為和我本人從來

沒有從任何政府接到關於提供不適當信息的請求”。 《紐約時
報》、《華爾街日報》和CNN等對任正非的此番表態予以重點
關注，標題都談及了任正非否認 “監視行動”（Spying）。彭博
社稱，儘管任正非2011年就從日常業務操作上退下來，但他在
重大場合，仍是華為企業的臉面，2015年，任正非就曾陪同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英國，該報導還特意附上了一張習近平和任
正非交談的照片。

不過，《華爾街日報》稱，任正非並沒有詳細說明他會如何
做來拒絕中國政府的要求。 《紐約時報》認為任正非的澄清並
沒有打消美國情報官員的擔憂。根據維基解密公佈的一份外交電
報，2008年，任正非對美國駐廣東總領事表示，如果華為真的與
北京有關係的話，華為從事的業務很可能是房地產，而不是電信
設備，因為房地產才是來錢容易的行業。華盛頓風險諮詢公司
RWR Advisory Group 首席營運官達文博特（Andrew Davenport
）稱，“可能（外界）的擔憂並非是對任正非曾在解放軍工作過
，而是他們是中國人，因此他們受到中國政府在網絡安全問題上
表現不佳的影響”。“任何中國的跨國科技公司都有可能被認為
是一個不利因素，因為當中國政府要求他們去做某些事情時，他
們很容易就會去做某些事。 ” 同樣，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法律
專家克拉克（Donald Clarke）對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
表示，他對任正非的表述表示懷疑。 “事實上，當中國國家安

全官員敲門並說‘給我這個信息’時，認為中國企業會予以拒絕
是不現實的。 ” 《華爾街日報》亦提到，在中國有業務的所有
公司都要按照法律將客戶的資料交給中國政府，以免他們的業務
涉及國家安全。中國對國家安全威脅的定義相當廣泛，指責中共
的言論或者演講都可能會被認為是構成對國家安全的威脅。除了
網絡安全問題，任正非還談及了自己的女兒孟晚舟，流露出了一
位父親的感情，稱：“我非常想念她。” CNBC稱他被幾次問
到孟晚舟一事，但任正非拒絕談及細節，表示目前這還是一起法
律事件。 “我相信加拿大和美國的法律體係是開放、公正和公
平的。在所有證據公開之後，我們必須依賴於法院的決定，以及
隨後的公正裁決”。 日本時事新聞社認為，任正非在表達了思
念女兒的感情后，展現出了堅信正義必勝的強硬的姿態。他還提
到，正在等待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是否會介入孟
晚舟一案。至於中美貿易戰，任正非強調“華為沒有那麼大。一
粒小小的芝麻怎麼可能影響美中兩個大國之間的衝突？華為只是
一粒芝麻，它起不到什麼作用”。彭博社認為，這是任正非淡化
了華為在中美貿易戰中的角色。 《觀察家報》提到，不少國際
政治分析人士通常會認為華盛頓對華為的懲罰措施是為了在中美
貿易戰中佔上風的策略。任正非的表態似乎是要說服特朗普，針
對華為完全沒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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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 杉 磯 訊 】 《 富 比 士 》
（Forbes）於1月16日公佈 「2019全美
百强銀行榜」 （America’s Best Banks
），華美銀行憑藉強勁的營運表現，
在眾多大型銀行中脫穎而出，位列第
八名，這是該行第六度躋身榜單前十
。自2010年起，華美銀行始終位居該
榜單前十五位。 「全美百強銀行榜」
的統計數據由標普（S&P Global Mar-
ket Intelligence）提供，旨在評估全美
百強上市銀行的信貸品質以及成長和
盈利能力。

此次評選基於十項與銀行財務狀
況相關的指標，包括：平均有形股東
權益報酬率、平均資產報酬率、淨息
差、效益比率、呆帳消除比率佔總貸
款比例、非獲利資產佔總資產比例、

第一類資本比率（CET1）、風險基礎
資本比率、準備金佔非獲利資產總額
比例，以及營運收入增長情況。

《富比士》指出，2018年美國銀
行業發展穩健，連續三個季度創盈利
紀錄。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
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簡
稱FDIC）數據顯示，銀行業第三季度
的淨利達62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
長29%；資產報酬率達1.41%，為32年
最高水平。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

代 號 EWBC 在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交易。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
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
現有總資產3百91億美元，在美國和

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130處服務網絡，
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
、內華達州、紐約、麻薩諸塞州、德
州以及華盛頓州；在大中華地區，華
美銀行在香港、上海、汕頭和深圳都
設有全方位服務的銀行，在北京、重
慶、廣州、台北及廈門亦設有辦事處
。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銀
行服務，位於大華超級市場的超市分
行，七天營業，週間營業到下午七時
。此外，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路
銀行、自動電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
全天24小時的銀行服務。有關華美銀
行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www.
eastwestbank.com查閱。

華美銀行再度榮獲華美銀行再度榮獲《《富比士富比士》》
「「全美百強銀行全美百強銀行」」前十名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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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日三天團/3月4日五天團/3
月1日六天團
休斯頓出發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奧爾良狂歡
節，又稱“馬爾迪•格拉斯音樂狂歡節
”Mardi Gras Day，法語意為“肥美的星
期二”，是當地的傳統節日，也是整個
歡樂季的高潮日。這一持續兩周的盛會

每年都會在新奧爾良舉行，吸引數百萬
人參加，而今年的狂歡節就在3月5日的
這個星期二。

狂歡節雖然看起來是男男女女，老
老少少都頭戴面具，裝神弄鬼，但其實
這是上古文明的遺風。狂歡節的淵源可
以追溯到古羅馬的“開春節”。春回大
地，萬物復蘇，被嚴冬壓抑已久的人們
需要放縱於是奉了酒神、愛神之名，痛
飲、群宴、狂舞。

狂歡節少不了的自然是各式各樣的
彩車和盛大的遊行。彩車會有自己的一
個主題，比較流行的是兒童故事、神話
傳說、名人、娛樂和文學等。而新奧爾
良還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習俗，就是從彩
車中拋出各種小物件！這點也讓狂歡節

的遊行變成了一場無與倫比、眾人參與
的活動。

狂歡節的3種主要顏色是紫色、綠色
和金色，分別象徵着公正、信念和權利
。因此，從彩車上灑下的大部分珠串都
是這3種顏色。珠串除了裝飾以外，還可
以作為節日期間的錢幣使用，人們甚至
可以拿着珠子到街中心的酒吧里 「消費
」 。

從休斯頓到新奧爾良的距離約是566
公里，開車需要耗時至少5.5小時。平時
大家可能會選擇自己開車前往，但在每
年的狂歡節時期，不管是酒店機票甚至
租車都非常昂貴，由於人們的聚集，停
車也是十分不易。而狂歡節后的身體疲
憊，也會讓回程的旅途變得更加勞累。

這個時候，跟著旅行社遊玩的好處自
然就體現了出來。

王朝旅遊推出的新奧爾良狂歡節
三日/五日/六日游，最低價只要$338/
人起，都是從休斯頓遊玩出發，再前往
新奧爾良市住宿一晚，正好趕上週二的
狂歡節。價錢已包括全部來回行程巴士
費用、住宿及酒店早餐。行程中還可品
嘗最地道的新奧爾良海鮮美食自助，在
巴圖魯日登頂全美最高州議會大廈：路
易斯安那州議會大廈，最大限度的自由
遊覽新奧爾良法語區和密西西比河。

新奧爾良的狂歡節是美國最瘋狂的
節日之一，也是很多人心目中最想來參
加的活動之一。固然現在很多城市也開
始有花車和狂歡節，但全世界真正的狂

歡節，還只有巴西和新奧爾良。歸根到
底，狂歡節是只有親身經歷過，才能感
受和理解到的一項活動和一種精神。
（圖片源自網絡）

更多精彩行程盡在王朝旅遊，詳情
咨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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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
ton, TX, 77036

中華合唱團五十七屆音樂會中華合唱團五十七屆音樂會 一月十九日在休士頓浸信會大學一月十九日在休士頓浸信會大學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祝您新年身體健康，萬

事如意。休士頓知名合唱團--中華合唱團即將又到
了年度演唱會日子。中華合唱團成立至今已逾四十
六載，今年的音樂會也是中華合唱團第五十七次的
演出。很高興又要與喜愛音樂的朋友們見面了。

中華合唱團團員們都是熱烈喜愛音樂，熱衷於
合唱，多年來還經過好些位優秀的指揮老師帶領與
指導，在美南地區是一個具有相當知名度的業餘合
唱團，今年他們繼續由多才多藝的音樂家，次女高
音施彥伃博士擔任指揮。稍早由在休士頓大學攻讀
鋼琴演奏碩士學位的張瑀宸擔任鋼琴伴奏，在張瑀

宸去達拉斯深造後，又請到鋼琴演奏博士文竺霖子
來幫合唱團作鋼琴伴奏，倆位年輕音樂家都給了我
們很多幫助，一年來團員們一心只想把歌唱好、唱
美、唱的動人，著實下了不少功夫。

這次音樂會的演出在指揮施彥伃博士的精心策
劃及帶領下，將會演唱包括了 13 首中西歌曲。除了
合唱曲外，同時很榮幸邀請到大提琴家吳青芳博士
及小提琴家 Ye-One Chung 為大家表演一首二重奏
曲，之後我們的伴奏--鋼琴家文竺霖子博士也要跟
他們一起表演一首鋼琴三重奏曲。歡迎大家一起來
欣賞。

余光中先生曾為活躍台灣的詩人，民歌手楊弦
曾將他的《鄉愁四韻》等好幾首詩作譜寫成曲，將
一種對故土思念的情懷，融合在西方的新式音樂元
素裡，大獲好評。這樣文學界與音樂界在楊弦和余
光中的合作下，是中國傳統民謠另闢一條出路，開
啟了此後的民歌運動。前年余光中先生過逝，我們
就練了幾首與詩人相關的歌，來追憶這位詩人。

唱歌有益於身心健康並給人帶來快樂。中華合
唱團雖稱業餘合唱團，然而每次有備而來的音樂會
，都會被聽眾譽為類職業水準，歡欣的稱讚不虛此
行。今年音樂會時間是1月19日週六下午3點，地點

在休士頓浸信會大學Belin Chapel。各位僑胞蒞臨支
持是對合唱團員們的鼓勵與肯定，中華合唱團會繼
續努力將更好的表演呈現給大家。需要入場券的朋
友請快洽團長陳遠珮〈832-331-8215〉或副團長黃
膺超〈281-795-9966〉。因場地座位有限，購票務
必盡快。合唱團資訊也可在中華合唱團網頁www.
CAMAchorus.org上面找到。
再次提醒各位，中華合唱團第五十七屆音樂會
時間：1月19日週六下午3點
地點：休士頓浸信會大學Belin Cha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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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客家會和客家文教基金會休士頓客家會和客家文教基金會
舉辦舉辦 「「20182018年聯合年會年聯合年會」」圓滿成功圓滿成功

詹煥彩副會長主持詹煥彩副會長主持20182018年休士年休士
頓客家會和客家文教基金會聯頓客家會和客家文教基金會聯

合年會合年會

客家文教基金會賴剛志副主任委員致詞客家文教基金會賴剛志副主任委員致詞，，代表主委魏明代表主委魏明
亮報告年度會務亮報告年度會務，，表揚劉貴美為年會準備近表揚劉貴美為年會準備近150150人份傳人份傳
統客家美食統客家美食。。賴剛志副主任委員強調賴剛志副主任委員強調，，因為有這些熱情因為有這些熱情
熱心的理事熱心的理事、、委員委員、、顧問顧問、、婦女幹部和全體志工的投入婦女幹部和全體志工的投入
與奉獻與奉獻，，所以客家會及客家文教基金會才能成長茁壯所以客家會及客家文教基金會才能成長茁壯

客家青年會客家青年會ElizabethElizabeth徐主席致詞徐主席致詞，，以以
客家話問候長輩並祝新年快樂客家話問候長輩並祝新年快樂，，並報並報
告一年來在加強宣導認識客家文化告一年來在加強宣導認識客家文化、、
客家戲劇觀賞及客家會客家戲劇觀賞及客家會FacebookFacebook的的

活動成果報告活動成果報告

20182018年聯合年會年聯合年會按照傳統客家歌謠班首先演唱客按照傳統客家歌謠班首先演唱客
家會歌家會歌，，帶著全場合唱揭開序幕帶著全場合唱揭開序幕

休士頓客家會范泌文會長致詞休士頓客家會范泌文會長致詞，，感謝華美中醫學院梁慎平博士多年來感謝華美中醫學院梁慎平博士多年來
一直免費提供場地一直免費提供場地，，讓鄉親有像家一樣溫暖的地方聚會聯誼讓鄉親有像家一樣溫暖的地方聚會聯誼。。范泌文范泌文
會長報告會務成果會長報告會務成果，，回顧去年會內活動回顧去年會內活動，，協助僑委會搭橋計畫協助僑委會搭橋計畫、、客家客家

歌謠班歌謠班、、烹飪班等都有傑出表現烹飪班等都有傑出表現

休士頓客家會和客家文教基金會休士頓客家會和客家文教基金會11月月66日中午在在華美中醫學院日中午在在華美中醫學院
舉辦舉辦 「「20182018年聯合年會年聯合年會」」

休士頓客家會新舊理事蔡玉枝休士頓客家會新舊理事蔡玉枝、、邱秀春邱秀春、、賴江椿賴江椿、、詹煥彩詹煥彩、、范范
泌文泌文、、汪幹雄新會長汪幹雄新會長、、張滬錦張滬錦、、賴瑞華賴瑞華、、張賢良年會上合影張賢良年會上合影

黃瑪莉黃瑪莉、、詹松峰詹松峰、、詹煥彩詹煥彩、、賴剛志賴剛志、、范泌文范泌文、、黃營炎黃營炎、、陳登美陳登美，，
年會中歡聚年會中歡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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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冤
作者：成彥邦
引 言
千古冤這篇有關華佗醫學的文稿，曾於三

十多年前在〈自然療法〉的醫學雜誌刊登過，
那本雜誌，因創刊人逝世，早已停刊多年。當
年寫作意在寓醫於文，引經據典，文多贅述，
如今大力校整，去繁就簡，改為寓文於醫，適
合今之讀者。欲一筆勾消今世之人對中醫之誤
解紛紜，頗為不易，故一再澄清之。

華 佗 相 托
昨晚獨飲夜深和衣倒臥沙發，朦朧中聞門

鈴響起，一客飄然而至，但見來客鶴髮童顏，
皂服方巾，腳踏芒鞋，手持犁杖，背負青囊。
我慌忙起立相迎，問道： 「閣下莫非是華老前
輩，人稱神醫元化先生乎？」

皂衣人臉頰紅潤，微笑著說： 「在下正是
。子夜時分，作不速之客，有失禮儀，望勿見
怪。」我趕緊抱拳作揖： 「別來無恙？先輩蒞
臨寒舍，三生有幸，蓬壁生輝，但不知有何見
教？」隨即斟酒一杯待客。華先生取過酒杯，
浮了一白，道： 「吾遠道來此，有要事相托，
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誠惶誠恐曰： 「前輩相托之事，縱是肝
腦塗地必不竭股肱戮力而為。」

華先生頷首滿意地說： 「吾等了數百年之
久，一場冤屈不見有人替我翻案澄清。近聞海
峽兩岸平反翻案風起雲湧，那個小平同志，已
從牛棚裡放出來，罪名洗刷乾淨，現在權傾天
下，那股風光勁，真不可同日而語。又另岸某
將軍及某學者，均翻案有成，還了他們清白，
因此脫離苦海，皆大歡喜矣！」

「華老前輩是否指遭曹操那廝陷害，蒙莫
白之冤乎？」吾曰， 「那事千古以來史籍斑斑
，婦孺皆知天人共憤，我豈能起死回生找曹孟
德算賬呢？弟子不敏，還望前輩指點。」

華先生搖頭嘆息： 「千古以來這類冤情何
止萬千，豈僅我華某人受屈而已？並且冤冤相
報何時了？我倒不是要你平反那一樁事，而是
元末明初時，有位羅貫中先生寫了本三國演義
，那本書風行了數百年之久，影響深遠，被譽
為中國四大文學作品之一。其中數段有關吾醫

學的描述，頗超實情，且弄巧成拙，
使人誤解。尤其近百年來西風東漸，
有識之士不明就裡，對此大肆攻詰詆
毀，有損我中醫令譽。故請閣下平反
，還我清白為要。」

我滿頭大汗，急忙回拒： 「弟子
何德何能，怎能擔此大任？蓋文不足
以傳世，醫不夠成一家，普天下賢德
之士車載斗量，前輩當擇賢選能，何
故如此急率，亂點鴛鴦，棄黃鐘而就
瓦釜耶？」華先生急忙嚴肅地說：
「嗟夫！閣下不宜妄自菲薄，吾已等

待多時，趁此風雲際會之刻，不想再
蹉跎歲月就請勉為其難罷。蓋治文史

者不擅醫術，又攻醫學者不長文史，文史醫學
兼修者又多汲汲營營，無暇顧及此等不涉己閒
由。閣下有心人，定能勝任。」

吾尚猶豫支吾，正待開口婉辭，華先生卻
已站起來，拿過酒杯曰： 「吾心意已決，就此
一言為定，吾乾此杯，深相期盼，還望我輩中
人勿效杜康劉伶之徒，切忌貪杯為要。」仰頭
一飲而盡，持杖逕行。待我鞠躬相送抬頭前視
，已不見踪影。回頭一看兩隻空杯，觸之尚有
餘溫。執過酒壺，斟滿一杯，大口吞咽，不意
一陣刺鼻嗆喉，猛地咳嗽，震顫間酒杯墜地，
一聲脆響如醍醐灌頂，驚醒醉夢。似幻還真，
全身冷汗滂沱而下，深感肩頭重擔難卸，奮然
披衣坐起，握管疾書。

三 國 演 義 神 化 人 物
絕大多數人對華佗的認識，限於羅貫中著的三
國演義，以及以訛傳訛的傳聞。三國演義一書
風行五百年，為我國文學鉅作中的四大奇書之
一。老少咸宜，婦孺皆讀，引車賣漿者人手一
冊，樂在其中。內容充滿忠孝節烈，仁義禮智
，係民間用以淑世教化的依歸。該書被翻譯成
數種外國文字，暢行海外，歷久不衰，日本軍
官學校且以它為兵法必讀之教材。可見影響深
遠，人皆信服。惟三國演義一書，絕非信史。
早有文評家稱，羅貫中取材不可謂不博，可惜
生吞活剝，不加剪裁。某些場合，論事則件件
唯恐不誇張，寫人則處處渲染在神化。就此單
就華佗醫學部分提出討論。三國演義中論關羽
刮骨療毒一節，人盡皆知，其事發生在建安二
十四年，華佗在建安十三年以前便去世了，怎
能復活來替關公刮骨呢？可見刮骨醫生另有其
人，或係華佗弟子樊阿所為(樊阿係華佗外科嫡
傳弟子，頗有此能耐而勝任愉快。)羅先生以華
佗冒名頂替，張冠李戴，太不應該。不過也由
此可知神醫的外科手術並未失傳。

羅貫中係元末明初人，三國之事發生在他
出生前的一千三、四百年。三國演義中的華佗
事跡，是羅取材自魏誌或後漢書的華佗傳。

且看，三國演義十三卷七十八回治風病神
醫身死一回，曹操得病，華歆推薦佗與曹操一
段紜： 「... 一日佗行於道上，聞一人呻吟之聲
，佗曰：此飲食不下之病，問之，果然！佗令

取蒜薤汁三升飲之，吐蛇一條長二、三尺，飲
食即下。廣陵太守陳登，心中煩慲，面赤，不
能飲食，求佗醫治，以藥飲之，吐蟲三升，皆
赤頭，首尾動搖，登問其故，佗曰：此因多食
魚腥，故有此毒，今日雖愈，三年之後必將復
發不可救也，後陳登果三年而死。又有一人眉
生一瘤，癢不可當，令佗視之，佗曰：內有飛
物，人皆笑之，佗以刀割開，一黃雀飛去，病
者即愈。有一人被犬咬足趾，隨長肉二塊，一
痛一癢，俱不可忍，佗曰：痛者內有針十個，
癢者內有黑白棋子二枚，人皆不信，佗以刀割
開，果如其言，此人真扁鵲倉公之流也...。」
辯 症 論 治

吐蛇及陳登吐蟲二節，均取材自魏誌，因
事關辯正，不厭重複，惟僅錄魏誌吐蛇一節，
並加標點如下：

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
，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
，語之曰： 「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薤大酢
，從取三升，飲之，病即當去。」即如佗言，
立吐蛇一枚，縣(懸古字)車邊，欲造佗，尚未還
，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 「似逢我公
，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
懸)此蛇輩約十數。

華佗叫病人服蒜薤汁三升，薤是一種春季
生長的大浮萍，因具酸味，用作調味劑當醋酸
用，服蒜薤讓病人吐蛇，似不可能。其實此處
的蛇是指人體內的寄生蟲，尤其是指絛蟲，此
蟲有長達二、三尺或更長的。那時候的人常喜
生食或食未煮熟的肉類，得寄生蟲的病患當不
少。又醫學典籍中未聞用蒜薤殺蛇的，用蒜來
殺蟲的藥方倒是不缺，但是華佗為何故弄玄虛
說是蛇呢？

華元化一介走鈴郎中，四海為家，雖是安
徽亳縣人，到了北方在河北、河南山東一帶行
醫，入境問俗，當地人稱老虎為大蟲， 「母大
蟲」即 「母老虎」之謂。華佗在路上碰到一位
素昧平生的當地人，如果對他說：你肚子裡有
條大蟲，而路人誤以為老虎，飲下蒜薤三升後
便會吐出一條老虎來，那鄉人打死也不幹。如
此雖有良藥也是白費功夫，華佗豈有不知之理
，故寧可以 「蛇」代 「蟲」，吐蛇總比吐出一
條老虎好呀！

尤其那年代由於地廣人稀，歷史上記載虎
患確實不少，李廣疑懼射虎岩，武松求生打白
虎，朱泰孝感別虎吻，周處革心除三害，楊香
救親揪虎頸，都是史蹟，而且華先生自己也常
治被虎咬傷的病人，其方如下：以葛根煮濃汁
清洗，每日十次，並服用葛根粉，以葛根汁下
，每日五次至愈為止。既有其方，必有其疾也
。蒜在北方遍地種植，山東老鄉口袋裡揣五、
六顆蒜頭，隨手取食，不足為奇。

華佗叫病人去路邊賣餅攤販取飲蒜薤汁三
升之多，可見該吐蛇病例確發生在中國北方無
疑；要是在南方，欲隨處取蒜薤汁三升，恐無
此方便了。

病愈之後，如魏誌所言，該病人把蛇(蟲)懸
在車邊，去華府道謝，遇到華佗的兒子，華兒
一看便知是他父親治過的病人，遂帶領該鄉人
炫耀其父替別人打下的蛇(蟲)來，竟有十幾條之
多。就算那鄉人是吐蛇，已屬醫學奇聞或特例
，同樣病例絕難再遇，更不會普遍得由他人身
上也會吐出十多條蛇的道理來的。是蟲非蛇，
其理甚明矣！

醫廣陵太守陳登則明說吐蟲，蓋廣陵即今
江蘇揚州，在我國南方，陳登是知識分子，當
然分得清蟲與虎來，用不著以小蛇代蟲的。陳
登也是生食(魏誌語)魚鮮得的病，腸胃裡的蟲吐
出來了，其他尚有肝、脾、膽內之蟲潛伏未出
，此時華佗有可能已診斷出陳登有因寄生蟲引
起的肝硬化症，故云三年而亡。

黃色飛雀係黃色淋巴濃液，華佗用刀切開
膿包，由於壓力驟減，濃液飛濺而出，墜落黃
泥地而不見，似黃雀飛出不見踪影然。華佗謂
「非」物，鄉民誤以為 「飛」物也。

冤 情 大 白
華佗平易近人，常與鄉親們打成一片，喝

同樣的茶水，吃大鍋菜飯，講他們聽得懂的語
言，開他們受得了的玩笑，作之親，即之也溫
，是仁民愛物的實踐醫生。他語多諧詼，故幽
鄉人一默，譬如開刀割瘤內有針十枚，係指內
部有似針形的贅疣，切割開的瘊子內部，不也
有絲狀或針狀的纖維嗎？至於一白一黑棋子，
白棋係指像圍棋子大小的脂肪塊，黑棋係乾錮
的血塊或肉瘤也。後人讀三國演義中的華佗醫
學部分，驚聞有吐蛇者，有飛雀者，有出棋針
者，不一而足，無奇不有，必定認為號稱神醫
尚如此荒唐，一般業者更不堪設想。尤其近百
年來，西風東漸，國人對科學與西醫趨之若鶩
，每當西醫人士閱讀三國演義，對華佗醫術當
評為誇張與荒謬，謂中醫之不可信賴，疑竇叢
生。若要他們對中醫發公允與持平之論，恐非
易事。有如此根深蒂固的形象，則中醫界要想
不受歧視與誤解，難矣哉！羅貫中當初極力推
崇跡近渲染與神化的苦心，何曾料到今日中醫
界反蒙其害，豈是他始料所及的呢？

近五、六十年來，中醫尤以針灸醫術，流
行海外，方興未艾，頗有中國播種生根，韓國
開花，日本結果，西歐收穫之勢，甚至有禮失
而求諸野之嘆。吾在此特喚醒世人及業者對華
佗醫學之重視與瞭解，並發揚光大，澄清五百
年來所蒙不白之冤，以正形象，以匡視聽也。

寫到這裡心中舒了一口氣，仰望既白東方
，默禱先聖先賢常入我夢，啟我心智，導我疑
難。雖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到底三國演義深
植人心，天長地久，讀者何止億萬，欲以螳臂
擋車，翻案平反，殊難逆料，唯精誠所至，不
求有熔金開石之能，但盼如石投水，激起陣陣
漣漪，愈推愈遠，吾願足矣！

專欄 【杏林夜談】4

千古冤
作者：成彥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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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歲盃賀歲盃賀歲盃盼丁財兩旺媲七欖盼丁財兩旺媲七欖盼丁財兩旺媲七欖
大牌球星大牌球星++低廉門票低廉門票++電子音樂電子音樂

賀歲盃港聯名單
領隊：朱耀中

教練：奇雲邦特

門將：梁興傑、張春暉（香港飛馬）

後衛：張志勇、羅曉聰、羅斯、積斯利、大
衛拉菲爾（香港飛馬）、史必（冠忠
南區）、梁諾恆、盧均宜（富力
R&F）、干沙利斯（理文）

中場：基爾頓（佳聯元朗）、馬高斯（夢想
FC）、艾華、佐佐木周、祖連奴、黃
俊皓、胡晉銘（香港飛馬）、費蘭
度、佐迪（傑志）、鄭兆均（理文）

前鋒：慕沙（佳聯元朗）、陳肇麒、查維斯
（香港飛馬）、盧卡斯（傑志）、蘇
沙（冠忠南區）

抵達阿聯酋兩天的孫興民首發幾乎踢滿
全場，並導演了兩個進球，這位狀態火熱的
熱刺前鋒在（阿聯酋）阿布扎比時間16日帶
領韓國隊在爭奪亞洲盃C組第一的比賽中以
2：0擊敗中國隊（國足）。中國隊名列小組
第二，將於20日在16強賽迎戰A組第二名泰
國隊。賽後國足主帥納比坦承兩隊實力有差
距，但希望隊員們能保持信心迎接後面與泰
國的惡戰。
儘管中國隊派出隊長鄭智嚴防孫興民，

但孫興民依然有着不錯的發揮，韓國隊兩個
進球都與他有關。第12分鐘，孫興民甩倒鄭
智後，在禁區內被石柯絆倒，裁判毫不猶豫
地判罰了12碼，黃義助主罰破門，1：0；第
51分鐘，孫興民開出角球，後衛金玟哉頭球
為韓國再下一城，2：0。

中國隊最好的機會出現在第18分鐘，接
到趙旭日的長傳後，金敬道的挑射高出橫
樑。
下半場中國隊將四後衛的陣型換成了三中

衛，試圖加強中場控制，但並沒有創造出太多
的機會。中國隊不僅被判罰了一個12碼，還吃
到4張黃牌，這給後面的淘汰賽增加難度。孫

興民在第89分鐘被替換下場，受到了現場韓國
觀眾的歡呼。
“看到韓國隊的首發，就能預料到這場

比賽的艱苦程度，我們需要為接下來的比賽
做輪換，讓一些主力球員休息。”賽後，國
足主帥納比坦言：“實話實說，韓國隊在速
度、力量和技術等方面都比我們出色，從比

賽一開始就控制了場面。”
按照16強賽對陣安排，中國隊將在20

日迎戰A組第二名泰國隊。“和韓國的比賽
不是最重要的，關鍵是下面和泰國的比賽，
我希望隊員們不要丟掉信心，能帶着自信備
戰接下來的比賽。”納比說。

■新華社

國足兩球負韓國 納比：實力有差距
第四屆百靈盃世界職業圍棋

錦標賽三番棋決賽17日在貴州安
順落幕。中國棋手柯潔九段以2：
0擊敗韓國18歲新秀申真諝，奪
得職業生涯的第七個世界冠軍。
值得一提的是，21歲168天

的柯潔也成為圍棋史上第一個
“七冠王”。不僅如此，他還獲
得了100萬元人民幣的獎金。

據澎湃新聞消息，在此輪較
量中，申真諝和柯潔雙方互換黑
白棋。而在本屆百靈盃決賽的首
局比賽中，柯潔九段在不利的局
面下逆轉對手，而申真諝則因為
在讀秒中失誤而痛失好局。比賽
後，他直言自己由於受到感冒的
影響而咳嗽不止。
第二場比賽，年輕的韓國棋手

執黑先行，但由於前一天先失一局，
申真諝此役顯得操之過急，他主動選
擇了進攻但很快便漏出了破綻，下出

了“隨手棋”，陷入長久的思考。
此時經過AI的測算，柯潔執

白的勝率已經超過90%，他隨即
向申真諝發起猛攻。
最終，柯潔執白163手中盤

擊敗申真諝，以2：0的總比分贏
得百靈盃冠軍，收穫了自己的第
七個世界冠軍，並以21歲168天
打破了李昌鎬的紀錄，成為圍棋
史上最年輕的七冠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柯潔挫韓國新秀
膺最年輕七冠王

豬年賀歲盃參賽球隊終於塵埃落定，由日職球隊鳥棲砂岩、
中超山東魯能、新西蘭奧克蘭城以及港聯角逐，初賽及決

賽分別於年初一（2月5日）及年初三（2月7日）進行，港聯
將會硬撼鳥棲砂岩、山東魯能則與奧克蘭城爭出線，而門票則
會改以套票形式發售，價格分為480、280以及長者及學生特
惠票180港元正。

費托99.9999%赴港迎“豬”
為吸引更多球迷入場，主辦單位今年為賀歲盃

注入不少新元素，包括票尾可作RedMR及adidas現
金券使用、邀請DJ於現場打碟播放電子音樂，甚至創 作
了一首名為《賀歲盃》的主題曲，籌辦人之一的羅傑承希望至
少有50％的入座率，將賀歲盃的傳統傳承下去。他亦表示費蘭
度托利斯及柏利等球星均“99.9999%”會赴港獻技：“我
們為外隊辦工作證及機票時，知道三支外隊所有球員均會來
港，當然亦包括費蘭度托利斯及柏利等球星。”

早前網上曾流傳一份港聯球員名單，但多間球會其後均
否認會派兵參賽。最終大會17日公佈經協調
後的港聯名單，香港飛馬以14人成為大
戶，年初八要作客馬來西亞霹靂出戰亞
冠盃外圍賽的傑志意外借出費蘭度、佐
迪及盧卡斯出戰，其餘球員則來自理
文、富力R&F、冠忠南區、佳聯元朗及夢
想FC。至於東方龍獅、和富大埔及凱景的球
員則榜上無名。 港聯將由前飛馬主帥奇雲邦
特領軍，球隊將於1月31日開操備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曾幾何時，賀歲盃是一眾香港球迷於新

年期間的必備節目，可惜隨着戲碼愈來愈弱，賀歲盃近年叫座力今非昔比。

不過今年賀歲盃將迎來大革新，除有費蘭度托利斯（費托）及柏利等大牌

球星壓陣外，更加入電子音樂等元素希望將賽事打造成媲美“七

欖”的盛事，而兩日賽事套票最貴亦只需480港元的價格，相

對低廉，有望打破近年丁財兩不旺的賀歲盃困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港府早前建議改建香港大球場
引起爭議，足總主席梁孔德17日
首度開腔回應，贊成重建的他表示
大球場部分設施已追不上國際標
準，啟德主場館可成為舉辦國際大
賽的場地，不過他亦強調大球場改
建工程與啟德主場館的啟用需要無
縫交接。
政府建議香港大球場改建後

座位將由4萬個大幅減少至不足一
萬個，加入跑道等設施成為多功能
運動場。不過有關建議引起不少球
圈中人反對，足總主席梁孔德17
日回應時對政府建議表示贊成，認
為可以平衡各方需要：“大球場只
有約4萬個座位，有些外隊外訪要
求座位至少要5萬5千個以上，而
啟德主場館是世界級，相信舉辦足
球或欖球國際大賽均無問題，而本
地賽事則可在啟德副場進行。”
至於韋特早前突然離職令港

隊主帥一職懸空，梁孔德表示目前
已啟動招聘程序，最快2月底至3
月初會有新消息，希望新帥可趕及
領軍出戰3月主場對印度的友賽，
而助港隊於省港盃衛冕而人氣急升

的郭嘉諾則會帶隊出戰
U23 亞 錦 賽 外 圍
賽。

2019年賀歲盃賽程
（香港大球場）

日期

2月5日

2月7日

註：票價$480、$280、$180（特惠票）

開賽時間

4:00pm

6:15pm

4:00pm

6:15pm

比賽

山東魯能VS奧克蘭城

香港聯隊VS鳥棲砂岩

季軍戰

冠軍戰

梁
孔
德
指
大
球
場
啟
德
應
無
縫
交
接

■■兩名中國球員張琳芃兩名中國球員張琳芃（（左左））及張呈棟及張呈棟（（中中））盯防孫興民盯防孫興民。。 美聯社美聯社
■■柯潔九段以柯潔九段以22：：00擊敗韓國擊敗韓國
1818歲新秀申真諝歲新秀申真諝。。 新華社新華社

■■梁孔德強調大梁孔德強調大
球場改建應與啟球場改建應與啟
德無縫交接德無縫交接。。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正謙記者郭正謙 攝攝

■■費蘭度托利斯極費蘭度托利斯極
有可能隨鳥棲砂岩有可能隨鳥棲砂岩
來港賀歲來港賀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BB1010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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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的一款脫口秀講壇節目，高曉鬆在節目中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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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英文名“morning call”取自高
曉松。
本期節目將介紹: “看美國”系列終極篇 血脈相連的美籍華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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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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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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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星期五 2019年1月18日 Friday, January 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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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Hsu 董事長 許恩偉Paul Hsu 創辦人 許忠政

豬 年 大 吉

星期五 2019年1月18日 Friday, January 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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