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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小說家，戲劇家馬森
師大國文系，國文研究所畢業。
巴黎大學研習電影 , 戲劇。巴黎大學漢學院博士班研究文學。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博士學位。先後任教台灣師範大學，墨西哥學院，法國巴黎語言研究
所，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英國倫敦大學，香港嶺南大學。返國後任教藝術大學（擔任戲
劇系主任），成功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大學等校，一度兼任「聯合文學 」總編輯。著有
學術論著、劇本、小說、散文，文化評論等四十多部作品。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2.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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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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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點冷的音樂會 所有樂器都用冰塊打造

可協助運輸文件
機器人護士亮相泰國醫院

阿聯酋阿布紮
比舉行駱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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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兩會釋放 2019 樓市信號
“三穩”成政策關鍵方向

告別房地產調控政策頻繁出臺的
2018 年，房地產市場從此前的高溫狀態
逐漸退燒。2019 年 1 月以來，地方“兩
會”陸續召開，各地房地產調控政策進
壹步明朗，其中穩地價、穩房價、穩預
期的“三穩”是大部分省份明確提及的
政策關鍵方向，“壹城壹策”、“完善
住房保障體系”成為 2019 年房地產的關
鍵詞。
業內人士指出，未來調控將以地方
主導，住建部的約談、預警將繼續影響
地方房地產調控，2018 年的多輪多城房
地產巡查在 2019 年將常態化。
多地強調“三穩” 突出“壹城壹策”
住建部部長王蒙徽在 2018 年底召開
的全國住建工作會議上提出，堅持因城
施策、分類指導，夯實城市主體責任，
加強市場監測和評價考核，切實把穩地
價穩房價穩預期的責任落到實處。繼續
保持調控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加強房

地產市場供需雙向調節，改善住房供應
結構，支持合理自住需求，堅決遏制投
機炒房，強化輿論引導和預期管理，確
保市場穩定。加大房地產市場監管力度，
繼續深入開展打擊侵害群眾利益違法違
規行為治理房地產亂象專項行動。
延續這壹工作要求，近期多地“兩
會”上明確提及“三穩”，並強調“壹
城壹策”。如福建提出，夯實城市主體
責任，編制實施住房發展規劃，福州、
廈門編制“壹城壹策”實施方案，穩地
價、穩房價、穩預期。
河南強調 2019 年將繼續落實房地產
市場調控城市主體責任，堅持因地制宜、
綜合施策，實行“壹城壹策”。杭州、
寧波、成都、長沙等地也明確將開展房
地產市場調控“壹城壹策”試點。
上海將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不動搖、
不放松，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房
價保持總體穩定。深圳強調，以更多經
濟手段構建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長

效機制，加快住房制度改革配套政策落
地，並推進住宅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試
點。
陜西提出，推動房地產市場平穩健
康發展，有效防控房地產領風險。四川
省提出加強房地產市場監管，促進房地
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劉洪玉
指出，2019 年各地在房地產市場調控中
應保持政策的連續性，要科學分析、比
較評價，在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
保持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基礎上
實施，防止投資投機“卷土重來”。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認為，
未來調控將以地方主導，住建部的約談、
預警將繼續影響地方房地產調控，2018
年的多輪多城房地產巡查在 2019 年將常
態化。
寬松與收緊並存 或迎政策微調期
對於今年地方“兩會”有關房地產
市場的新特點，張大偉分析認為，“三
穩”成為 2019 年地方“兩會”最為關鍵
的政策方向，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
是2018年下半年來房地產政策的主基調，
在今年地方“兩會”中被大部分省份明
確提及。“整體看，2019 年穩定房地產
發展將成為政策趨勢，對調控不利的城

市將繼續問責。穩定其實是雙向調節，
大漲和暴跌都不是穩定。”
另壹方面，張大偉向經濟日報-中國
經濟網表示，由地方主導調控，在房地
產市場平穩甚至下行的趨勢下，過去過
於嚴格的調控政策出現改變或成為趨勢，
政策將出現寬松與收緊並存的情況。
從實際情況來看，各地確實已陸續
出現政策微調，有松有緊。去年四季度
菏澤、珠海、廣州等城市對樓市相關政
策微調，近期青島高新區宣布暫停執行
搖號售房規則，杭州貸款政策多次微
調，壹些銀行規定，在子女作為共同還
款人的情況下，可延長老年人購房的貸
款年限。
而海口、汕頭、長沙則出現收緊信
號，海口暫停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及
個體工商戶出售商品住宅；汕頭和長沙
收緊了公積金提取範圍及額度等。
張大偉預計，2019 年全國可能出現
壹輪 30 城以上的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微調
潮，將標誌本輪樓市調控全面見底。
“特別是對於二三線城市來說，除了信
貸政策，最近其他政策都有可能調整，
部分城市銀行也可能變相地調整執行中
的信貸政策。“
保障性住房供應加大

古巴大力拓展旅遊合作挖掘中國市場潛力
綜合報導 今年春節，不少中國遊客飛越太平
洋來到美麗的加勒比島國古巴，在這裏欣賞碧海藍
天，重溫古巴歷史，感受濃郁的拉美風情。
“歡迎光臨，有什麽可以幫助您？”24 歲的古
巴姑娘帕特裏夏· 迪亞茲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壹家
五星級酒店門口熱情地用中文迎接中國遊客。
迪亞茲服務的凱賓斯基酒店坐落在哈瓦那中心
地帶，是古巴第壹家五星級酒店。開業壹年半以來，
中國遊客已成為這家酒店的重要客源，酒店為此招
募了壹批懂漢語的工作人員。漢語人才成為古巴旅
遊業的“香餑餑”，反映了古巴旅遊業大力挖掘中
國市場潛力的新趨勢。
旅遊業是古巴支柱產業。據古巴旅遊部統計，
2018 年，古巴接待外國遊客 475 萬人次，創歷史新

高，預計 2019 年外國遊客將突破 500 萬人次大關。
古巴旅遊部發展總監米歇爾· 貝爾納爾近日接
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在古巴的客源國中，2018
年加拿大依然保持第壹位，美國排名第二。法國、
德國、西班牙等傳統歐洲旅遊市場有所萎縮，俄羅
斯遊客數量增長顯著。同時，中國遊客增長也較為
明顯，比前壹年增加約 10%。
“中國目前仍排在古巴客源國第 14 位，我們
不滿足於這樣的表現。”貝爾納爾認為，中國遊客
市場潛力巨大。
貝爾納爾表示，古巴非常重視中國市場，吸引中國
遊客已成為古巴2019年旅遊業發展戰略的重中之重，旅
遊部因此擬定了多項雄心勃勃的古中旅遊合作計劃。
據介紹，旅遊部專門成立了中國工作小組，將

前往中國參加重要的國際旅遊展覽會，和相關部門
以及企業面對面討論推介方案，並與航空公司及旅
行社對接，創造條件吸引中國遊客。
此外，古巴政府還鼓勵中國企業投資古巴旅遊業，
以提升中國遊客赴古旅遊的信心。除了中國資金，中
國家電、汽車和相關技術也越來越多進入古巴旅遊
業。中國已成為古巴旅遊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據貝爾納爾介紹，古巴已培養了壹批會講中文
的導遊和行政人員。2018 年，哈瓦那大學孔子學院
在該校旅遊系開設漢語二外課堂，未來將培養更多
針對中國遊客的旅遊人才。
中 國商務部研究院美大所副所長周密對古巴有
針對性培養旅遊人才的做法表示贊同。他說，對大
多數中國人而言，古巴並不是很熟悉的旅遊目的地

堅持租購並舉
在十九大提出“租購並舉”以來，
租賃住房壹直是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熱
詞”，今年各地“兩會”進壹步強調完
善住房保障體系，堅持租購並舉。
北京提出，2019 年將出臺進壹步規
範管理住房租賃市場政策措施，促進住
房租賃市場穩定；多渠道建設籌集租賃
住房 5 萬套（間）、政策性產權住房 6 萬
套，完成棚戶區改造 1.15 萬戶。廣州明
確，2019 年要擴大戶籍家庭住房保障覆
蓋面，基本建成保障性安居工程 3.2 萬
套。上海提出，新增供應各類保障房
8 萬 套。深圳提出加大人才住房、安居
型商品房、公共租賃住房建設籌集力
度 ，建設籌集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 8
萬套、供應 3.4 萬套。
福建、江蘇、天津、南京等多個省
市也提出，2019 年將增加長期租賃住房
供應，堅持租購並舉，大力培育和發展
住房租賃市場。
易居企業集團首席執行官丁祖昱認
為，重視保障、鼓勵租賃是近年來構建
“租購並舉”住房格局中的重要壹環，
今年多地將進壹步補齊保障和租賃的短
板。針對目前房屋租賃市場諸多不規範
現象，多地加強制度建設、金融支持，
有利於實現租售“兩條腿”走路。

國，因此應該加強中古民間文化交流，增進相互了
解，也需要加大對古巴旅遊從業人員語言等方面的
培訓。
周密說，隨著“銀發經濟”時代悄然來臨，老
年人是壹個不容忽視的旅遊消費群體。因著古巴獨
特的歷史以及中古友好關系，不少中國遊客尤其是
中老年遊客對古巴充滿向往。多樣性的旅遊資源、
宜人的氣候條件和美麗的海域等，也是古巴吸引遊
客的優勢所在。
50 多歲的古巴人愛德華多正準備與家人壹起在
哈瓦那購買壹套兩層樓房，樓下辦餐飲，樓上辦民
宿。“來古巴的各國遊客越來越多，我們肯定有生
意做。”愛德華多說。
相信“有生意做”，越來越多古巴民眾開
始 投 身 旅 遊 業。 古 巴 旅 遊 業 不 僅 是 展現 拉 美 風
情 的 壹 道 亮 麗 風 景 線， 更 有 望 成 為 古 巴 經 濟發
展的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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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

精彩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節目介紹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節目介紹：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台惟一的涉台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
不需任何付費，
目宗旨是“跟踪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台灣島內的熱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熱點深度報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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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跟踪報導。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本期節目主題：統一是大勢：“台獨”是逆流

1. 掃二維碼(QR code)：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美南廣播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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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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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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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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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

2019 年 2 月 12 日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Mon-Sat:9:00Am-6:00Pm
www.yulfgroup.com

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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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價格不含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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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美南河南同鄉會春節聯歡會在鳳凰海鮮大酒家盛大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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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河南同鄉會春節聯歡會在鳳凰海鮮大酒家盛大舉行
【泉深/圖文】2019 美南
河南同鄉會春節聯歡會於 2 月
9 日在休斯頓鳳凰海鮮大酒家
盛大舉行。河南省人民政府僑
務辦公室、河南省海外交流協
會、平頂山市人民政府僑務辦
公室等為美南河南同鄉會發來
新春賀信。中國駐休斯頓總領
事館副總領事劉紅梅、國會議
員 Peter Olson 的 亞 裔 代 表 張
晶晶、國會議員 Al Green 的亞
裔代表譚秋晴、德克薩斯州眾
議員吳元之、休斯頓國際區區
長李蔚華、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執行長范玉新、河南
歌舞演藝集團木偶劇團團長趙
飛 、 冠 名 贊 助 商 Charles W.
Medlin 等以及來自大休斯頓地
區的河南老鄉和僑學界 350 餘
人出席了春節聯歡盛會。
美南河南同鄉會會長楊德
清介紹了各位嘉賓並對過去一
年河南同鄉會的工作做了總結
匯報。他尤其提到河南同鄉會
全體員工在鄉親呂逸鴻患急性
白血病治療期間得到了同鄉會
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的大力
支持，紛紛為患者捐款、照料

、送飯、送溫暖，讓疾病有所
緩解。他呼籲河南同鄉會團結
一致，竭誠服務於美南河南老
鄉。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副
總領事劉紅梅在新年致賀辭時
提到，美南河南同鄉會的春節
聯歡會辦的很上檔次，水平很
高，籌備組準備了精彩豐富的
文藝節目。她代表中國駐休斯
頓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對河南
同鄉會和所有華僑華人表達最
親切的問候！向全體華僑華人
拜年，祝豬年大吉、碩果累累
、平安幸福！她說河南是我們
中原文化的發源地，由悠久的
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河南的武
術和中草藥影響中國好多世紀
。儘管在過去一年中美間貿易
出現了摩擦，相信兩國領導人
會在達成共識的前提下，在雙
方互利的原則下，解決貿易爭
端，建立良好的中美友誼，讓
兩國人民過上和平、穩定、幸
福的生活。
美南河南同鄉會為河南歌
舞演藝集團木偶劇團舉行了歡
迎儀式，向代表團贈送了證書

，並向全體演職人員贈送了鄧
小平曾經在休斯頓獲得的、象
徵德克薩斯西部牛仔生活的牛
仔帽。
美南河南同鄉會將 “傑
出貢獻獎” 授予劉瑞和張永
民；舉行了患者呂逸鴻的捐贈
儀式，向榮譽會員頒發證書；
向多有到場的小孩和 80 歲以
上的老人頒發新年紅包。
美南河南同鄉會邀請河南
歌舞演藝集團木偶劇團蒞臨春
節聯歡會現場表演經典木偶劇
《梁祝》、《白雪公主》、
《鬥雞》、《芝麻官斷案》、
《鶴與龜》等劇目。美南河南
同鄉會節目組也邀請當地文藝
界骨乾為父老鄉親們表演了豐
富多彩的文藝節。
美南河南同鄉會實行了對
70 歲和以上老人免費春宴及對
小孩優惠和餐費補貼的計劃。
有的老人沒有交通，還由熱心
理事開車接送。眾多的抽獎禮
品也給大家帶來了幸運和樂趣
。

美南河南同鄉會會長楊德清致辭

大休斯頓地區中國聯合校友會
2019年會暨迎春聯歡晚會隆重舉行
【泉深報導】 由大休斯頓地區中國聯合校友會主辦，德州
大學休斯頓健康科學中心、休斯頓大學、德州南方大學、休斯頓
社區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
通大學、中山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中國
科技大學、北京交通大學、東南大學等 48 個校友會、學生會共
同協辦的大休斯頓地區中國聯合校友會 2019 年會暨迎春聯歡晚
會於 2 月 9 日星期六晚 6 時在休斯頓 Lam Bo 大宴會廳隆重舉行。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教育處龍杰參贊、美國國會議員希拉.傑
克森.李的額亞裔代表羅玲、 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的亞裔代表
譚秋晴、德克薩斯州眾議員吳元之、休斯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以
及大休斯頓地區留學生、學者、校友及僑學界代表約 350 餘人出
席。
休斯頓中國聯合校友會 2019 年會由榮譽會長喬鳳祥、謝忠
主持。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教育處龍杰參贊致賀辭，她說自己在
海外從事教育工作多年，對海外學生學者和華僑華人有充分的了

解，認為學生學者組成這樣規模
的聯合校友會相當不容易，這有
助於傳承中華文化精華，促進中美文化、科技、教育等領域的交
流與合作。希望聯合校友會之間增進友誼，相互支持，相互幫助
，共同發展，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的進步。她為休斯頓中國聯合
校友會成立 20 多年所取得的成績感到驕傲，祝大休斯頓地區中
國聯合校友會越辦越好！
美國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的額亞裔代表羅玲、美國國會
議員艾爾.格林的亞裔代表譚秋晴德克薩斯州眾議員吳元之分別
緻賀辭。譚秋晴女士宣布競選斯坦福市市議員。
聯合校友會卸任會長何巧莎作了過去一年聯合校友會工作的
總結報告。在任一年期間，舉辦了新年聯歡晚會；與美中友好促
進會合辦了《美中國際歌唱大賽》；與美中友好促進會、全美華
人協會等社團共同主辦了《中國大陸惠台 31 條座談會》等系列
活動。
姜晗當選為新一屆中國聯合校友會會長，陸俊、王進當選為
副會長。龍杰參贊見證了中國聯合校友會新舊會長的交接儀式。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劉紅梅致賀辭

新任會長姜晗發表了上任感言。她感謝理事會的信任，一定
努力與各中國學生會、校友會密切配合，更好地為大休斯頓地區
廣大留學生和校友服務。她畢業於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商學
院，現就職於石油服務公司任金融分析師。曾獲 2015 鳳凰衛視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賽區亞軍。她熱心公益事業，積極參加各
類慈善和服務性活動，是休斯頓僑學界知名的中英文雙語主持人
。
聯合校友會聘任徐寧波、James Luo 為榮譽主席。聘任李蔚
華、陳灼剛、鄭長祥、金鐘賢為聯合校友會顧問。聘任何巧莎為
榮譽會長。
大休斯頓地區中國聯合校友會精心組織籌備了大型迎新春聯
歡晚會，共同慶祝農曆豬年的到來。晚會由陸俊、姜晗主持。中
國聯合校友會邀請到變臉魔術師陳連紅表演川劇《變臉》壓軸。
她頭戴鳳冠，身披龍袍，短短幾分鐘內，變處了綠、紅、白、黑
等 13 種不同表情、不同情感的臉，虛幻莫測。出場演員都是年
輕一代能歌善舞才華橫溢的帥哥美女，表演精彩紛呈，掌聲雷動
，為大休斯頓地區華僑華人送上一台高品質的歌舞盛宴。

休城工商

德州佛教會週日啟建新春祈福法會及團拜活動

中外嘉賓雲集
中外嘉賓雲
集，宏意法師回顧佛教會四十年來的發展
為迎接農曆己亥新年，德州佛教會
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十日星期日，在玉佛
寺啓建 「新春祈福法會與新年團拜活動
」 。一系列法會包含除夕晚上的 「延生
普佛和叩鐘」 ，正月初一 「佛前大供」
，和初六的 「新春祈福法會」 。與會嘉
賓包含會友約一千二百五十餘人參加，
場面新喜，清淨嚴飾。
四日除夕晚上 9:30 「延生普佛」 正
式在大殿展開，本會會長宏意法師帶領
大眾虔誠禮拜八十八佛，諷誦藥師讚，
繞佛和拜願。為會眾父母，親人和會友
祈求增福延壽。隨後佛寺備辦了紅豆湯
圓和精美的點心，提供消夜給前來參加
的會眾。晚間 11:45 叩鐘開始，傳燈長老
淨海法師和會長宏意法師帶領大眾唱誦
叩鐘偈，提醒修行人，聞鐘鼓聲，發如
是願：勤修戒定慧，息滅貪嗔癡。宏意
法師也表示今年己亥豬年，豬代表和諧
，真誠和善良。並祝福大家豬年諸事順
利，妙語如珠。並以南傳佛教妙語經中
經文來解釋妙語為說話時既不折磨自己
，也不傷害他人；令人聽的悅耳而又不

會製造罪惡；更重要的是妙語即非惡語
，而是合法的語言，動聽的語言和真實
的語言。平時多讚嘆，少批評；多鼓勵
，少責備；多安慰，少怪罪。約有 140
人參加。
五日 「佛前大供」 於早上 11:20 在大
雄寶殿舉行。法師帶領大眾供佛修福。
宏意法師在會中表示豬年祝福大家諸事
吉祥。大年初一以吉祥經上的法語送給
大家:
布施與法行，愛護親眷屬。諸業無過咎
，此事勝吉祥。
恭敬與謙虛，知足常感恩，依時聽教法
，此事勝吉祥。
大年初一的午餐能在佛寺享用，是
很多善男信女的新年願望。佛寺於中午
準備素食午齋，在青年活動中心招待大
家，表達佛教會的新春祝福，希望新的
一年大家，事事順心，家家和樂，處處
安康，時時吉祥，約有 380 人參加，
十日星期天法會，大眾起立以佛陀
誦迎請法師。宏意法師帶領大眾諷誦
《戒定真香讚》和《心經》，先以清淨

三學，嚴淨菩提道場，再由虔誦心經功
德為參加者祈求新的一年福慧增長。 今
年適逢德州佛教會創辦四十周年，宏意
法師藉此在會中以 「同心同願四十年」
為題，開示與會大眾。內容包括：
一、德州佛教會的成立經過，
二、我來德州的因緣，
三、為什麼要建玉佛寺？
四、為什麼要設菩提中心？
(1)、作靜修之用，
(2)、讓僧信有安住之環境 ，
(3)、可舉辦各種青少年活動，
(4)、為未來美國佛教搭建平台。
五、德州佛教會的弘法方向
(1)、不分宗派積極弘揚正信佛法
(2)、僧信合作共同叁與利生事業
(3)、十方道場常住僧眾不分來處
(4)、東西融合希望佛教落地生根
宏意法師並以 「豬年說諸事順利，
知足感恩最勝吉，珠言妙語悅人意，廣

修福慧證菩提」 。接著由會員代表李玉
玲和吳雲心分享感言，前者以四十年義
工生涯，表達對佛教會的感恩和見證佛
教會的成長，後者是佛寺佛學兒童班的
學員，說出對佛寺的喜愛和把佛法用在
生活上的實例。接著歡迎新舊會友共聚
一堂，大家合唱德州佛教會會歌感恩的
心，介紹常住師父。佛前大供後，傳燈
長老淨海法師上台祝福與會大眾，長老
表示佛陀在菩提樹下悟到一切法因緣生
，一切法因緣滅，有因有緣才能成就果
報。德州佛教會的成立，也是因為因緣
的具足，大家的護持才能成立發展至今
。感謝大家過往同心同德，相信未來佛
法會永續發展，到全德州和全美國。上
午的法會在新春團拜和法師發送吉祥紅
包祝福歡慶的氣氛中於中午時分圓滿結
束。
這次與會貴賓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總領事李強民先生，

僑務組組長 葛明東先生，駐休斯敦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先生及夫人
黃惠榆女士，政務組組長何仁傑先生，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女士，德州州議員
Gene Wu，美國國會眾議員 Sheila Jackson Lee 代表羅玲女士，張文華法官及夫
婿張少歐博士，美國西湖化學公司董事
長趙元修先生，美中人民友好協會主席
李娟女士及夫婿 Soner Tarim 博士和七位
會員，美國退伍軍人醫院與德州佛教會
合作創立之禪坐計劃代表，葉宏志僑務
諮詢委員及夫人莊莉娜女士，台塑美國
公司吳堯明副總經理和夫人周照照女士
。
本會也特別藉此機會感謝貴賓中多
年護持德州佛教會的恆豐銀行吳文龍董
事長和夫人楊瓊昭女士。下午 1:30 在觀
音殿舉行晚課，祈願十方眾生，消災延
壽，隨心滿願。一系列的新春祈福活動
於下午三時圓滿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