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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認證★

3-4月日本韓國12天赏樱之旅$1800 (全包價)
3月休斯頓牛仔節、新奧爾良狂歡節3-6天$388起
7月國慶日相約阿拉斯加遊輪$799起
9月/10月雲南兩山西遊記團$268

美西、美東、黃石
德州、佛州、美国境内游

暑假親子游全面折扣高達12%
阿拉斯加遊輪/西雅圖星光火車/加拿大洛基山

西藏 新疆 埃及 坎昆 希臘 北極光 非洲 中南美州 土耳其 馬爾代夫

機票回 越南/上海$0元

太空中心門票$18   
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買一送一)  
江南團 台灣來回機票$399   
代理Viking遊輪 Gate1旅遊 Globus旅遊 廉价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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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扣高達
22%

$170 中國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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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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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 四海同春四海同春 華星閃耀華星閃耀 》》----
20192019休斯敦新春嘉年華休斯敦新春嘉年華

各個不同時代各個不同時代，，不同身份的中國仕女不同身份的中國仕女，，出出
現在亞協德州中心的展覽現場現在亞協德州中心的展覽現場。。

笛子合奏笛子合奏《《 笑傲江湖笑傲江湖》，》，配上武術新星王瑧真的劍舞配上武術新星王瑧真的劍舞。。

小朋友表演如花蕾競相綻放的傘舞小朋友表演如花蕾競相綻放的傘舞《《 國色國色》。》。

獲獎作品傣族四人舞獲獎作品傣族四人舞《《青樹青樹 》。》。

亞洲協會德州中心的劇院內座無虛亞洲協會德州中心的劇院內座無虛
席席，，擠滿爭看好節目的中外觀眾擠滿爭看好節目的中外觀眾。。

文化展廳現場陳列各式美麗花卉圖文化展廳現場陳列各式美麗花卉圖
案的扇子與摺扇案的扇子與摺扇。。

在木頭上雕出各種中國古代人物在木頭上雕出各種中國古代人物
，，極吸引外國觀眾極吸引外國觀眾。。

中國文物展攤吸引人中國文物展攤吸引人。。 連中國書法春聯連中國書法春聯，，也吸引大量人也吸引大量人
潮潮。。

除了劇場內座無虛席除了劇場內座無虛席，，門外大廳門外大廳
也擠滿了中外遊客也擠滿了中外遊客。。

（（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 一項由德州中醫針灸和一項由德州中醫針灸和
東方醫學協會東方醫學協會（（簡稱簡稱TAAOM )TAAOM )主辦的主辦的20192019 年春節聯歡年春節聯歡
晚會晚會，，於於22月月1010 日日（（大年初六大年初六）） 晚間在鳳城海鮮酒家晚間在鳳城海鮮酒家
盛大舉行盛大舉行。。這埸兼具學術發表和藝術餘興的盛會這埸兼具學術發表和藝術餘興的盛會，，中外中外
醫學與中醫針灸界人士近六十人歡聚一堂醫學與中醫針灸界人士近六十人歡聚一堂，，在中國農曆在中國農曆
新年之際新年之際，，尤具喜慶與創新的意義尤具喜慶與創新的意義。。

「「德州中醫針灸和東方醫學協會德州中醫針灸和東方醫學協會」」的會長劉青川首的會長劉青川首
先在會上致詞先在會上致詞，，祝賀在場的所有中醫師們豬年諸事順利祝賀在場的所有中醫師們豬年諸事順利
，，萬事吉祥萬事吉祥，，闔家平安闔家平安。。他表示他表示：：中醫是傳統中華文化中醫是傳統中華文化
的瑰寶的瑰寶，，在場的所有中醫師們在場的所有中醫師們，，在異地他鄉傳揚中華文在異地他鄉傳揚中華文
化化，，把中華醫術在海外發揚光大把中華醫術在海外發揚光大，，他對大家的堅持與努他對大家的堅持與努
力表示由衷的感謝力表示由衷的感謝。。

該會副會長該會副會長Dr. Bing YouDr. Bing You 游冰介紹當天晚宴的贊助游冰介紹當天晚宴的贊助
單位單位，，Universal Stem Cell (Universal Stem Cell (幹細胞幹細胞））再生醫學再生醫學 RenovateRenovate
MedMed。。他表示他表示：：中西醫結合是中中西醫結合是中、、西醫學的交叉領域西醫學的交叉領域，，
近年來不斷地創立或正在醞釀一些新的學科領域近年來不斷地創立或正在醞釀一些新的學科領域,,適巧正適巧正
逢新春聯歡逢新春聯歡,, 乃在餐會現場介紹目前最新的再生醫學乃在餐會現場介紹目前最新的再生醫學。。
主講人在會上提及主講人在會上提及Stem CellStem Cell 是使用人體自然的細胞是使用人體自然的細胞，，
利用它再生發展利用它再生發展，，去刺激和修護受損的器官去刺激和修護受損的器官,, 使它恢復使它恢復
受傷之前的功能受傷之前的功能。。他表示他表示：： 目前已在臨床上證實已適目前已在臨床上證實已適
用在巴金森症和老年癡呆症用在巴金森症和老年癡呆症，，同時也應用在治療骨性關同時也應用在治療骨性關
節炎節炎,,軟組織和軟骨損傷都能得到良好治癒的實例軟組織和軟骨損傷都能得到良好治癒的實例。。當天現場也有多位針灸師提出多項問題當天現場也有多位針灸師提出多項問題,,都給予都給予
了細部了解聯繫資料了細部了解聯繫資料。。

晚還有晚還有TAAOMTAAOM董事會副主席董事會副主席J. Paul AbadieJ. Paul Abadie 在晚宴上致詞並報告德州針灸現狀和立法在晚宴上致詞並報告德州針灸現狀和立法,, 以及參以及參
加秋季研討會的情形加秋季研討會的情形。。而曾任美國中醫協會會長同時也是華美中醫學院的創辦人及院長梁慎平也而曾任美國中醫協會會長同時也是華美中醫學院的創辦人及院長梁慎平也
在會中上台致新春賀詞在會中上台致新春賀詞，，他並鼓勵現職針灸師多參與主流社會的活動他並鼓勵現職針灸師多參與主流社會的活動，，特別是選舉特別是選舉，，無論是投票無論是投票
或捐款或捐款，，都是付諸行動的表現都是付諸行動的表現，，對在美針灸中醫的政策或前景有所幫助對在美針灸中醫的政策或前景有所幫助，，可使大家透過交流和立可使大家透過交流和立

法法，，更了解中醫更了解中醫。。這也是梁院長深入美國社會數十年精心觀察這也是梁院長深入美國社會數十年精心觀察，，審慎體會後的肺脯之言審慎體會後的肺脯之言。。
當天的晚宴當天的晚宴 ，，不僅有不僅有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精彩絕倫的菜色外精彩絕倫的菜色外，，這些針灸協會的女性針灸師更發這些針灸協會的女性針灸師更發

揮了她們嚴肅專業外輕鬆活潑的一面揮了她們嚴肅專業外輕鬆活潑的一面------穿著正式禮服和特色民族服裝進行精彩的走秀表演穿著正式禮服和特色民族服裝進行精彩的走秀表演，，並並
由全場投票選出獲獎者由全場投票選出獲獎者。。在場的針灸師不少是休市跨界的名人在場的針灸師不少是休市跨界的名人。。如在座的如在座的 「「休士頓客家會會長休士頓客家會會長」」
李元平李元平，，就是從媒體人就是從媒體人，，到報人到報人，，到如今專業的針灸中醫師到如今專業的針灸中醫師，，從勤奮學習到醫術超群從勤奮學習到醫術超群，，救人無數救人無數
，，樹立了華人在美力爭上游樹立了華人在美力爭上游,, 精彩生命的典範精彩生命的典範。。

（（本報訊本報訊））美南華人信息技術協會將於美南華人信息技術協會將於
20192019年年22月月2323號星期六下午號星期六下午22點在美南國際貿易點在美南國際貿易
中心二樓大會議室隆重舉辦協會成立大會暨首中心二樓大會議室隆重舉辦協會成立大會暨首
次次HelloWorldHelloWorld專題技術講座專題技術講座，，歡迎各界計算機歡迎各界計算機
及相關人士一同參與及相關人士一同參與。。協會藉此活動協會藉此活動，，可以幫可以幫
助休斯頓華人計算機從業者歡聚一堂助休斯頓華人計算機從業者歡聚一堂，，相互認相互認
識識，，互相學習互相學習，，增進友誼增進友誼。。為了參會者及時接為了參會者及時接
觸最新科技前沿觸最新科技前沿，，把握未來技術趨勢把握未來技術趨勢，，協會每協會每
年將定期舉辦若干次免費技術專題講座年將定期舉辦若干次免費技術專題講座，，傾力傾力
把把HelloWorldHelloWorld專題講座打造成美南地區專題講座打造成美南地區ITIT領域領域
有影響力系列講座有影響力系列講座。。本次本次HelloWorldHelloWorld講座特地講座特地
邀請兩位華人重磅專家邀請兩位華人重磅專家，，IBMIBM資深雲計算專家資深雲計算專家
陳剛和休斯頓大學計算機系石教授陳剛和休斯頓大學計算機系石教授，，分別對目分別對目
前最熱門的兩個領域雲計算和區塊鏈做專題講前最熱門的兩個領域雲計算和區塊鏈做專題講
座座。。

主題講座一主題講座一：：未來雲計算的基石未來雲計算的基石 - Docker- Docker
ContainerContainer和和KubernetesKubernetes

主講人主講人：：Gang Chen, IBM Senior Cloud ArGang Chen, IBM Senior Cloud Ar--
chitectchitect

講座介紹講座介紹:This talk will introduce two emerg:This talk will introduce two emerg--
ing technologies that reshapes the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ies that reshapes the cloud comput--
ing - Docker container and Kubernetes. You willing - Docker container and Kubernetes. You will

learn their history, real world usage and trend.learn their history, real world usage and trend.
Then a technical deep dive into each one of theThen a technical deep dive into each one of the
exciting technologies.exciting technologies.

主題講座二主題講座二：：揭開區塊鏈在新興產業和金揭開區塊鏈在新興產業和金
融科技應用的神秘面紗融科技應用的神秘面紗

主 講 人主 講 人 ：： Larry Shi, Professor of ComputeLarry Shi, Professor of Compute
Science, University of HoustonScience, University of Houston

講座介紹講座介紹:Behind the digital currency systems,:Behind the digital currency systems,
blockchain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disruptiveblockchain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that hold the promise to transform thetechnologies that hold the promise to transform the
economy and enable alternative form of finance.economy and enable alternative form of finance.
This presentation is to explain the basic concepts ofThis presentation is to explain the basic concepts of
blockchain and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areas suchblockchain and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areas such
as Industryas Industry 44..00,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commer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commerce,
and FinTech. In particular, the presentation willand FinTech. In particular, the presentation will
explore the intersections between blockchain andexplore the intersections between blockchain and
IoT as well as cloud.IoT as well as cloud.

由於本次活動報名踴躍由於本次活動報名踴躍，，目前已有逾百人目前已有逾百人
報名報名，，現場座位有限現場座位有限，，請大家盡快網上報名預請大家盡快網上報名預
留座位留座位。。本次活動還為參加者準備了飲料本次活動還為參加者準備了飲料、、點點
心以及抽獎環節心以及抽獎環節。。
報 名 鏈 接報 名 鏈 接 ：： https://chineseitassociation.org/https://chineseitassociation.org/

11st-helloworld-techtalk/st-helloworld-techtalk/
報名費用報名費用：：免費免費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美南國際貿易中心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二樓大會議室二樓大會議室，， 1111011110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
Houston, TXHouston, TX

活 動 時 間活 動 時 間 ：： 20182018//0202//2323 (( 星 期星 期
六六)) 22pmpm –– 55pmpm

聯繫電話聯繫電話：：408408--242242--71137113 （（江江
岳岳））

聯繫郵箱聯繫郵箱：：hello@chineseitassohello@chineseitasso--
ciation.orgciation.org

協會網站協會網站：：www.chineseitassociwww.chineseitassoci--
ation.orgation.org
美南華人信息技術協會簡介美南華人信息技術協會簡介

因為夢想因為夢想，，所以偉大所以偉大！！一群富一群富
有激情的休斯頓有激情的休斯頓ITIT人人，，一個偉大的一個偉大的
夢想和目標夢想和目標，，成就美國南部地區第一個華人信成就美國南部地區第一個華人信
息技術專業協會息技術專業協會。。 We make IT connect!We make IT connect! 美南華美南華
人信息技術協會成立於人信息技術協會成立於20182018年底年底，，位於德州休位於德州休
斯頓斯頓。。本協會是美南地區信息技術相關專業人本協會是美南地區信息技術相關專業人
員員，，按照自願原則組成的非營利性按照自願原則組成的非營利性、、非政治性非政治性
、、專業性社會組織專業性社會組織。。幫助美南地區華人信息技幫助美南地區華人信息技

術專業人員提高工作技能和知識水平術專業人員提高工作技能和知識水平，，促進會促進會
員之間技術及信息交流員之間技術及信息交流，，拓寬會員的知識面拓寬會員的知識面，，
提高會員在技術領域的競爭力提高會員在技術領域的競爭力，，互通有無互通有無，，共共
同發展同發展。。為個人與個人之間為個人與個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
和個人與企業之間的溝通與合作提供信息交流和個人與企業之間的溝通與合作提供信息交流
渠道渠道。。本協會是德州註冊的本協會是德州註冊的501501((33)(c))(c)非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
。。

德州中醫針灸和東方醫學協會德州中醫針灸和東方醫學協會 20192019年春節聯歡晚會盛大舉行年春節聯歡晚會盛大舉行

圖為德州中醫針灸和東方醫學協會的成員在聯歡晚會上合影圖為德州中醫針灸和東方醫學協會的成員在聯歡晚會上合影。（。（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曽任美國中醫協會會長也是華美中醫學院創辦人梁慎平曽任美國中醫協會會長也是華美中醫學院創辦人梁慎平
院長在大會上致詞院長在大會上致詞。（。（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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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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9年2月17日 Sunday, February 17, 2019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玉皇上帝寶誕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玉皇上帝寶誕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22月月1010日熱烈慶祝玉皇上帝寶誕日熱烈慶祝玉皇上帝寶誕 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供奉玉皇上帝神壇與眾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供奉玉皇上帝神壇與眾
信分享信分享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元老楊元老楊
桂松桂松、、雲偉嘉雲偉嘉、、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陳作堅陳作堅、、陳錦泉陳錦泉
秘書長秘書長、、副監事長賴文海副監事長賴文海、、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等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等

安排慶祝玉皇上帝寶誕慶典安排慶祝玉皇上帝寶誕慶典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元元
老楊桂松老楊桂松、、雲偉嘉雲偉嘉、、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陳作堅陳作堅
、、陳錦泉秘書長陳錦泉秘書長、、副監事長賴文海副監事長賴文海、、馬小卿堂馬小卿堂

主率經生班等祈求玉皇上帝保佑主率經生班等祈求玉皇上帝保佑

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頌經祈福馬小卿堂主率經生班頌經祈福

在豬年的來臨德州天后廟有超過在豬年的來臨德州天后廟有超過50005000名信眾安名信眾安
太歲太歲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元元
老楊桂松老楊桂松、、雲偉嘉雲偉嘉、、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陳作堅陳作堅
、、陳錦泉秘書長陳錦泉秘書長、、副監事長賴文海副監事長賴文海、、馬小卿堂馬小卿堂
主率經生班等人向天后娘娘上香主率經生班等人向天后娘娘上香，，祈求國泰民祈求國泰民

安安、、風調雨順風調雨順，，生意興隆生意興隆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元老元老
楊桂松楊桂松、、雲偉嘉雲偉嘉、、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陳作堅陳作堅、、陳陳
錦泉秘書長錦泉秘書長、、副監事長賴文海副監事長賴文海、、馬小卿堂主率經馬小卿堂主率經

生班等人向玉皇上帝上香生班等人向玉皇上帝上香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陳作堅上副理事長陳作堅上
香給玉皇上帝香給玉皇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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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生活空間調整生活空間 讓自己更省力讓自己更省力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對於銀髮族
而言，要面臨許多人生重大的轉變，其
中之一，就是何時應該搬到小一點的家
(Downsize)。隨著年齡的增長，要維持原
來諾大的家，其實是蠻吃力的，當兒孫
不在身邊，光是清掃就要花費許多力氣
與時間。原本住了多年的地方，充滿了
許多美好回憶，的確不捨得搬，但是，
當身心狀況需要調整生活空間時，銀髮
族朋友不妨開始規劃，讓自己更省事省
力。

其實，考慮搬到退休社區是維持健
康與安全最佳的選擇之一，一來可與同
年齡的鄰居互動，能分享、有共鳴，同
時不用費力維持那麼大的空間，把時間
用來做更想做的事。

那麼，什麼時候該考慮搬家呢？為

了幫助老人家更了解自己的情況，考慮
何時該在退休社區開創另一段美好的生
活，本報訪問 Treemont退休社區，這是
專門為銀髮族設計的社區，在休斯頓素
來享有盛名，以下的幾項條件可供參考
：

處理日常生活困難嗎？
買菜、購物、洗衣服對你來說是不

是很困難？開車或照顧房子很辛苦嗎？
在管理吃藥方面有問題嗎？老人家可以
請人在家裡幫忙完成上述這些事情，但
是，當你自己或者你的親人常常忘記關
掉烤箱、或是吃藥時，這時就要小心了
。

一個好的退休社區要照顧居民的日
常生活，包括購物、三餐、洗衣、和清
潔家務。想像一下：如果不再需要掃地
、不要再洗碗了、不用再上下樓梯了，
對你是不是感覺輕鬆很多？找一個退休
社區，每天能提供三餐，維持均衡的營
養。煮飯對老人家是一個挑戰，當人變
老 時 ， 做 飯 慢 慢 變 成 是 負 擔 。 在
Treemont 退休社區，提供居民三餐，同
時有免費的交通，讓居民去購物、約會
、看醫生，來去都很方便。

身體狀況
有沒有曾經跌倒過、常常發生意外

狀況？或者在家裡有過緊急送醫的情況
？或是獨居？ 隨著年齡的增加，緊急呼

叫就醫的情況可能會常常地發生。如果
是獨居、或只與老伴一起生活，可能無
法在需要時很快地獲得協助。

好的的退休社區每天會提供數次安
全檢查，退休公寓應該要有許多安全和
應急的功能，例如浴室的扶手和房間與
走廊上的拉繩，以提醒社區的工作人員
，萬一你跌倒了，有人會立刻知道，並
且前來幫助。

如果親人有慢性肺病、心臟病、或
阿茨海默症等慢性疾病，在早期可能不
會嚴重影響日常的生活，但隨著時間的
推移，慢慢地可能需要更多的援助。在
某些情況下，家人親友其實無法提供專
業所需要的護理，這時就該考慮搬到有
醫療設備的退休社區。

許多銀髮族們在身體還算硬朗時，
就開始物色退休社區，在他們行動自如
時，為自己找到合適的退休居住場所，
為自己做決定。適合的退休社區，能提
供各種生活選擇，以滿足自己的種種需
求，包括目前與十年之後的需要。舉例
來說，居民可以先住進能獨立生活的退
休社區，如果日後需要照顧了，再添加
家庭健康服務或過渡到輔助生活。如果
老人家在跌倒或健康有問題後去醫院，
有護理和康復的選項會方便很多。在

Treemont，居民能夠在回到獨立的生活
公寓之前完成康復或治療。

缺乏社交聯繫嗎？
對於長壽與健康的生活而言，社交

活動是關鍵因素之一。隨著年齡的增長
，原來的朋友們不一定在了。有時候，
老人家會失去參加活動或宗教聚會的動
力。的確，在家裡待著是很舒服，但是
也很孤單。

在退休社區裏，周圍有新朋友。每
天都有機會與人交流，在餐廳裡同桌吃
飯，談天說地。每天還有完整的活動行
程，以幫助居民保持活躍和參與。

在 Treemont 社區，提供的活動之多
，是其他社區所不能比的，而且是專為
銀髮族所用心設計的，例如:園藝、手工
藝、讀經、撲克、運動、美勞、寫作、
爆米花與電影、音樂會、合唱、賓果、
現場樂隊舞蹈等等，都離你住的地方只
有幾步之遙，隨時可以加入。

感覺不太安全？
雖然許多老年人喜歡獨居，但這確

實存在安全上的隱憂。除了身體上的風
險，像是跌倒之類，獨居老人也有遭竊
盜的危險。在 Treemont社區，你可以安
心地睡在社區中，不用擔心安全有問題
，公寓周圍有保全與安管人員。你可以

放心地在園區附近輕鬆散步，享受松樹
和鮮花，而不用擔心犯罪份子來擾。
Treemont 的長期照護員工都非常友善，
幫助居民在此安居樂業，把 Treement 建
立成新家園，讓親人不須擔心你的安危
！

無論你目前的狀況如何，搬家的決
定並非一件容易的事，Treemont 退休社
區的工作人員很樂意幫助你渡過這個轉
換期。

Downsize可以減少花費
一位居民表示，目前 apartment 每月

最低從$1,595起，費用比自己以前的房子
還要省，而且不用操心三餐與清潔，餐
廳裡不時會提供中國菜，加上有許多同
年齡的鄰居可以互動，搬到 Treemont讓
自己輕鬆許多。

目前社區中已經有一些華裔居民，
社區離中國城不遠，地理位置優越，靠
近醫院、醫生診所、購物中心。有興趣
了解更多 Treemont退休社區的民眾，請
洽（713）783-6820，有免費午餐和園區
介紹。地址是2501 Westerland Dr., Hous-
ton, TX 77063。 歡 迎 上 網 http://www.
treemo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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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星期日 2019年2月17日 Sunday, February 17, 2019

美國總
統 特 朗 普
日 前 又 出

口術，指未打算在三月一日中美貿易談判期限結束前
，再度與習近平主席會面。他回答記者問及未來一個
月，中美元首是否可能會面時說：“還沒有，或許吧
？可能太快了。”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隨後亦放話，
兩國達成貿易協議的“距離還很遠”。特朗普在推文
上曾說：“要不我們與中國談成真正的協議，要不甚
麼都沒有。”但他是否真的那麼強硬，外人實在猜不
透。

目前在中美貿易戰中，美國正採取咄咄逼人的攻
勢。據說特朗普的幕僚們擔心，若此時接受中方邀請
，再次舉行元首會議，外界會認為兩國紛爭將很快能
夠解決，從而降低美方的談判優勢，因此促使特朗普
再度改口。美股在消息傳出後應聲下跌，但隨後又回
升，上周全周道瓊斯指數小升43點，延續自去年聖
誕節後八周連升之勢。

上周二，2 月5 號，乃中國農歷大年初一，特朗
普於晚上7 時，在國會發表其任內第二次國情咨文。
在美國的政制設計下，這是憲法規定每年行政和立法
部門例行的溝通管道，也成為總統宣示政績和對內、
對外政策以爭取民心支持的場所，因此備受各方關注
。今年演說因聯邦政府部分停擺推遲一周，主題為
“選擇偉大”和“團結”，特朗普一再呼籲朝野兩黨

妥 協 和 合
作 ， 實 現
其 鼓 吹 的
“ 美 國 再

次偉大”藍圖， 這卻恰好反映美國政壇目前嚴重分
裂的局面。

特朗普在發表他的第二次國情咨文演說中，宣揚
自己上任兩年的“豐功偉績”，包含讓美國勞工過上
更好的日子、領取更高薪金、少數族裔失業率降至歷
史新低，以及自己發動貿易戰和重啟貿易談判，為美
國帶來更豐厚的利潤，還有美墨“城牆有用，能保護
人命”等等。然而這些說法很多與事實不符，或有刻
意誤導美國民眾之嫌。

特朗普說，“自大選後兩年以來，我們展開空前
的經濟榮景，美國正出現經濟奇蹟。”事實是，目前
的美國經濟體系健全且緩慢增長，但絕非歷來最強勁
的增長。去年春夏增長年率為百分之三點八，相形之
下，一九九○年代經濟成長率連續四年超過百分之四
，一九八四年甚至出現百分之七點二的增長率。立場
超然的經濟學家幾乎都認為，隨着特朗普政府的減稅
效應衰退、貿易衝突、全球增長放緩影響出口、利率
上漲使購屋和買車成本提高，今年美國經濟增長會放
緩。

特朗普說：“我們最近向二千五百億美元的中國商
品加徵關稅，現在我們的國庫接收了數十億美元收入
。”特朗普的說法有誤導民眾之嫌。根據美國財務部
數據，上一個預算年度，美國國庫確實增加四百一十
三億美元進口關稅收入，但那主要是由美國進口貿易

商及消費者承擔，而非外國業者。
特朗普：“有牆的地方，非法越境就會減少。簡單

來說，城牆有用，能保護人命。”這個說法不完全正
確。美國政府在南部邊境建造部分高牆之後，執法人
員逮捕的非法移民人數確實減少，但沒有證據能顯示
建牆絕對有用。更多的是，移民改從鮮少有人員巡邏
的亞利桑那州沙漠冒險入境，導致數千人死於炎熱的
荒野。而且美國政府問責局二○一七年的報告指出，
當局尚未制定合適的標準，能證明物理屏障確實能促
進邊境安全。

特朗普自我吹噓創造美國的“經濟奇跡”，過去兩
年美國增加530萬新工作崗位，其中製造業增加工作
崗位高達60萬個；失業率降至二十年最低點；經濟
成長率比上屆政府高出一倍……這些的確增加他在二
○二○年競選連任的機會。然而，特朗普在國內政策
和用人方面屢有奇葩之作，如最近因眾議院民主黨人
拒絕通過在美墨邊境築牆的50億美元預算，不惜任
由聯邦政府關門創紀錄35天，得罪無薪可取的80萬
公務員，令其民調支持度大減。

海內外華人最關心的是美國在對華貿易政策的宣
示，特朗普重申與習主席關係良好，也不怪中國過去
在經濟和貿易佔便宜，要怪就怪美國自己過去的領導
人，是他們讓這些“荒謬”的事能發生。他宣稱中美
貿易存在的這種“不公平”狀態將會結束，重點是中
國必須作出經濟結構性改革，以減少美國長期結構性
的貿易逆差，並保護美國人的就業機會，對這個原則
不會作任何讓步。

特朗普上述幾句話好像是老生常談，實際與幾位前

任所執行的政策有很大差別。中國開出以萬億美元計
的農產品和原油訂單，並且承諾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
准入，如果是奧巴馬或小布什時代，恐怕一早已經接
受。特朗普政府現時不把中美貿易逆差視為最重要問
題，追求的最高目標已改為“保就業”，其他如要中
國保護知識產權、取消或減低對國企補貼等要求，只
是達到目標的手段而已。

美國對華龐大的貿易逆差，其實很大部分是美資企
業在華生產商品賣回美國。二十年前，美股道指約為
9千點，如今已漲至25,000點，不少跨國企業賺到盆
滿缽滿，但財富被企業和股東分走；工廠大量外遷引
起失業率上升，工薪階層實際收入反而縮水。平情而
論，目前美國最反對貿易戰的是跨國企業和富人，而
不是普通平民百姓。特朗普是商人出身的總統，但在
華爾街中卻最不受歡迎。

將中美貿易戰視為中國“政府主導經濟”和美國
“自由市場經濟”兩個體制之爭是有道理的。美國工
人工薪平均是中國工人的八倍，競爭只能靠高科技和
高效率，但科研經費十分昂貴，因此必須非常重視知
識產權的保護。另一方面，如果中國對國企給予巨額
財政補貼，不計成本在外國市場攻城略地，任何一家
私營企業也無法招架。美國投資界似乎逐步接受特朗
普這個觀點。

中國解決貿易戰的策略是“買、買、買”，一次過
大手筆向美國購買農產品和原油，可以短期減低貿易
赤字；但是美國對中國要求是經濟結構性上“變、變
、變”，雙方仍然像雞同鴨講。除非某一方作出重大
讓步，否則難以實質性解決問題。

豬年執筆當然要先寫豬，但腦海中馬
上翻滾出兒時在澳門居住時，離我住家不
遠，便是澳門馳名的農田莊地 「新填海」
（該大片土地，今天己成澳門賭城集中地
）平日我見到的豬隻，予人的印象並不太
好。去過豬欄的人，都有這樣的經驗：遠
遠未去到，早已聞到一陣陣惡臭；來到一
看，發覺豬就在自己生活的地方隨處大小
便，亦不介意在遍布糞便的地上倒頭便睡
，予人噁心的感覺。

此之所以伊斯蘭教與猶太教(基督教早
期亦如是)都視豬為不潔淨的動物，並禁止
信徒食用豬肉。其實，豬在這麼骯髒的環
境裏生活，根本不是豬自己的選擇，而是
豬隻主人家為了節省養豬的成本才導致的
。在野外，豬在有得選擇的情況下，豬都

不會在自己居住的地方附
近便溺。豬本身是喜歡乾
淨的。

有時，我們會看到豬喜
歡在泥坑中打滾，弄到滿

身泥濘，予人污糟邋遢的感覺；
但這其實是豬用來清除身上蟲蚤
的方法，是豬注重身體清潔的表
現。
由於人類養豬的目的主要是拿來

食用，豬的體型於是日趨肥胖；
而現代社會的審美眼光，與唐朝
楊玉環的年代很不一樣，女孩子
都害怕被人視作 「豬扒」。
幸好，豬相對聰明，比狗還要善

解人意，有人在家中既養狗又養豬，結果
豬很快就爭寵成功。原因是豬可以更快地
對人的意願作出回應。所以，豬的外貌雖
並非特別可愛，但這並不妨礙人對豬日久
生情。此之所以，近年有愈來愈多的人喜
歡養寵物豬。

在五畜之中，豬其實最為聰明。豬能
比狗更快走出人為他們設計的迷宮。豬很
快可以明白鏡裏的那隻豬，其實只是自己
的折射，而狗則會對着鏡子狂吠。這種自
我意識的能力，動物界除了靈長類、海豚
與大象外，其他的都沒法做得到。因此，
把不夠聰明的人叫做 「朱錦春」(粵語豬咁
蠢的諧音)是不恰當的。

很多人都以為豬很懶，食飽就只曉得
睡。但生活在狹窄的豬欄裏的豬，食飽之

後，除了睡覺之外，還有甚麼選擇呢？在
野外，豬展現出來的好奇心很強。每到一
處，就會周圍探究，了解自己的處境，有
很強的學習能力。此外，豬的嗅覺與記憶
力都很強，可以用來緝毒與挖掘松露菌。
豬的DNA與人類接近，豬的內臟與腺體
可提煉做人用的藥。此外，醫學界已成功
把豬的器官(包括心、肺、腎等)移植到人
的體內，為一時未找到適合的人體器官損
增的病人，解燃眉之急。有不少案例顯示
，病人可以因此而多活了一年以上。可見
豬對人是多麼有用。

豬的求生意志很強，被屠宰時，會拼
命掙扎，叫到鬼哭神嚎。所以坊間有 「發
出殺豬般的聲音」的說法。相反，羊被屠
宰時，就顯得相對沉默。而牛亦只曉得流
淚；牠們都會很快就範，沒有像豬那樣會
奮力去對抗命運。

豬隻雖然已被人類畜養了超過一萬年
，但豬至今仍沒有放棄對自由的追求。豬
一經逃脫，就一去不回頭，不像狗與雞那
樣，很快又回來等主人餵飼。豬很快就可
以學會如何在野外生活，兩三代後，就會
長出獠牙，連外貌也變得與祖先一模一樣
。這種能耐，絕大多數動物都不具備。我
們可不要把豬看扁了。

按本人的慣例，每年都會在過農曆年
的時候，寫點有關當年生肖的聯想。今年
既然是豬年，我就借豬年來試談一下運程
的本質。

今年是己亥年，生肖屬豬。讀者最想

知的可能是自己在豬年的運程。可惜我不
會算命，而且亦不相信這一套。

我當然明白，人生無可避免會受時空
限制。出生在21世紀與出生在石器時代，
當然會有完全不一樣的命運。同是出生在
21世紀，活在美國與活在敘利亞，亦會有
很不同的際遇。同樣出生在21世紀的香港
，出生在李嘉誠家裏與出生在牛頭角順嫂
家裏，命運亦會有很大的差別。

然而，人生亦有個人自己的可塑性。
社會上的成功人士，不見得都在環境好的
家庭出生。否則中國人也不會有 「難得少
年窮」的說法。可見人生中，當有個人自
為的空間。如果一切都冥冥中早有主宰，
人活著還有甚麼意思？就是因為人有機會
改變自己的命運，人才會有奮鬥的動力。

基督教相信上帝無所不能，但上帝仍
讓每個人都有自由意志。因為只有這樣，
人才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與行為負起責任。
若是一切都早已注定，那個人做甚麼都可
以不用負責。這只會弄得天下大亂。此之
所以，上帝創造世界的時候，必會留下一
定的或然性，而不會是甚麼都預先 「整定
」。

量子力學有 「測不準原理」，在某程
度上，可說上帝創造世界時，刻意在物質
與能量的最基礎內容上，留下了不可測性
與或然性。這世界才有演變的可能性，人
類社會才會不斷進步。

正因為市場測不準，投資才這麼吸引
，成功才這麼值得慶幸。正因為愛侶的心

意測不準，戀愛才這樣患得患失，充滿奇
幻，引發暇想。正因為民意不可測，江山
才代有才人出，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正因
為天意難測，全世界的古代文明都會研究
天文星象，並試圖把星象與人世間的吉凶
聯繫起來。占卦算命皆由此起。

然而，一個人的運程真的與出生的時
辰八字以及當時的天文星象有這麼密切的
關係嗎？星象其實變得很慢，幾十萬年裏
都不會有多大的變化；而人類的文明史至
今才二千多年，其間個人的命運更是千變
萬化。人類看到的星象變化，如火星逆行
之類，根本只是人自己的錯覺吧了。把錯
覺的偏見也拿來煞有介事地推衍一番，實
在不值一哂。

影響一個人運程最大的，不外兩大因
素，一是人所處的時空環境，二是人自己
的主觀努力。時空環境是一個力場。自然
界有引力場，磁場與核力場。社會上有政
治制度的力場，亦有經濟發展水平所造成
的力場。個人在這些力場裏，無法不受其
擺布與制約。自然的力場，是上天制訂的
法則，人沒法改變。但社會的力場，亦有
只能在社會整體變化時才會改變。單獨一
個人無法改變社會；但人可以透過自己的
努力，爭取在社會上扮演更有作為的角色
。

因此，與其去算命，不如好好地了解
一下自己所處的力場，並找空間去積極發
揮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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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候學會撅嘴了是時候學會撅嘴了！！ RichardRichard是捷克布拉格動物園裏最出名的是捷克布拉格動物園裏最出名的““網紅網紅”，”，渾身是戲的渾身是戲的
它從來不讓任何壹位遊客失望它從來不讓任何壹位遊客失望。。野生動物攝影師野生動物攝影師Lucie StepnickovaLucie Stepnickova抱著好奇心態前往動物抱著好奇心態前往動物
園探訪這位超級巨星園探訪這位超級巨星，，正巧碰上這家夥示範撅嘴正巧碰上這家夥示範撅嘴““教程教程”，”，欣喜若狂地記錄下這組有趣的欣喜若狂地記錄下這組有趣的
畫面畫面。。RichardRichard正向兒子正向兒子AjabuAjabu、、媳婦兒媳婦兒ShindaShinda傳授嘟嘟嘴的獨家秘笈傳授嘟嘟嘴的獨家秘笈，，發現自己被偷拍也發現自己被偷拍也
毫不在意毫不在意，，大方賣萌可以說是戲精壹家人了大方賣萌可以說是戲精壹家人了！！

巴西電子競技大會開幕巴西電子競技大會開幕
選手打造選手打造““帳篷之城帳篷之城””

破紀錄的融資計劃和格外低迷的銷售

業績，都是與“錢”密切相關的數據，揭露

了各大房企在2019年初真實的生存狀況。

近日，已陸續有大約30家知名房企

公布了今年1月的銷售業績。與去年同

期相比，壹些龍頭房企都出現大幅下

跌。據相關機構統計，30家房企合計銷

售額同比下調了11%。其中，萬科、恒

大、碧桂園三巨頭合計下降超 500 億

元。而與此同時，各大房企近來也在密

集披露融資計劃，恰好從另壹側面折射

出房企的補血壓力。

“三巨頭”業績降了532億元

銷售業績的整體低迷，並沒有因排

名前後而有所區分。相反，獨占鰲頭的

房企，反而跌幅更大。

不久前，萬科方面發布公告顯示，

今年1月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488.8億元，

這比 2018 年 1 月的 679.8 億元下降了

28%；恒大方面1月銷售金額為431.7億

元，也比去年同期的643.6億元下降了

32.9%；碧桂園僅公布了歸屬股東權益的

合同銷售金額，為330.7億元。碧桂園去

年同期並未公布歸屬股東權益的合同銷

售金額，但中原地產方面測算這壹數字

約為460億元。這樣壹來，碧桂園也出

現28.1%的跌幅。

至此，這“三巨頭”均出現了三成

左右的下降。僅僅在這壹個月，三巨頭

合計下跌的銷售業績已經達到了532.2億

元。來自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統計數據顯

示，截至2月13日，共有30家房企公布

了今年1月的銷售額，合計3189.4億元

的銷售業績，比2018年同期的3574.76億

元下調了11%。

30 家房企合計下調 11%，並未像

“三巨頭”壹般狂跌，得益於壹些中小

房企“力挽狂瀾”。從各家公布的數據

來看，新城發展、金地、佳兆業等均出

現不同幅度的上漲。“相比去年，整體

銷售額出現明顯放緩。這其中，龍頭房

企同比下調，銷售數據開始回落；分化

現象繼續明顯，中小房企數據依然在上

漲。”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說。

市場降溫購房更理性
“銷售業績反映著成交端，但成交

端又勢必受供應端的影響。”國內壹家

知名房企營銷負責人向記者分析，今年

壹開年銷售業績說明了由於各地調控深

入，市場逐漸降溫、退燒，購房者也更

為理性。

在房企內部，更貼近市場的指標則

早已顯現出退燒跡象。上述負責人以北

京市場為例介紹，2018年年初甚至更早，

市場溫度較高，去化率更高，成交周期卻

更短。按照其內部的統計，去年購房人

看房周期在壹個月左右，搶手樓盤的周

期往往只有壹兩周；但從去年下半年開

始，壹些樓盤看房周期甚至延長到兩三

個月，只有剛需盤的周期才能維持在壹

個月左右。

多位業內人士認為，造成這壹現象

的關鍵原因是供應量的加大。從去年下

半年開始，北京市場上限競房、共有產

權房供應進壹步增加，吸引了壹批剛

需。“購房人開始跟開發商‘提要求’

了。”另壹家房企銷售負責人說，消費

者可選擇的樓盤多了，就會有更細致的

比較，而不再是樓市高燒時的“只看預

期、不看品質”。

此外，壹些三、四線城市曾在

2018 年壹 度高燒不斷，伴隨著調

控的深入，這些城市也逐漸退燒、

恢復理性。對於依靠三、四線城市的

壹批龍頭房企而言，銷售業績也勢必

受到影響。

房企窗口期緊急“補血”
2月12日，華夏幸福披露，向境外

專業投資人增發1億美元的高級無抵押

定息債券；壹天後，融創中國也公布發

行2022年到期的8億美元優先票據。

業績下滑的同時，是房企密集的融資

計劃。今年1月以來，公布的房企融資已

近90多起，合計金額超2100億元；春節

後近幾天的融資計劃已有數十億美元。

其實，2018年在融資監管更加嚴格的

環境下，房企融資渠道不斷收緊。諸葛找

房首席分析師陳雷表示，從房企融資的到

位資金來源分析，2018年以來，國內貸款

占比降低，自籌資金比例提升。2017年

以來，在公司債收緊之後，海外債發行熱

度逐步升溫，發行利率隨即走高。諸葛找

房披露的數據顯示，到2018年年末，海外

融資利率在9.00%到13.75%，融資成本遠

高於國內融資3.69%到8.50%的利率。

在業內看來，越來越多的房企加快

融資，也為了應對還債高峰期。“據公

開資料統計，2019年房企信托到期3669

億元，債券及中票類到期4189億元，合

計7858億元。”陳雷說。

外貿成績超預期
2019年中國有信心保持外貿穩定增長

綜合報導 2018年我國進出口規模創歷史新高，

超出預期。商務部綜合司司長儲士家12日表示，根

據掌握的情況，1月份我國貨物進出口仍然保持了增

長態勢。面對復雜嚴峻形勢，2019年我國外貿發展仍

有諸多有利因素，有信心保持外貿穩定增長。

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介紹說，2018年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38.1萬億元，增長9%。中高端商品和

服務消費較快增長，化妝品、家電、通訊器材等商

品銷售較旺，居民服務性消費支出占消費總支出比

重升至49.5%。消費新業態蓬勃發展，網上零售額

突破9萬億元，增長23.9%。

“消費連續五年成為經濟增長第壹動力，對經濟增

長貢獻率為76.2%，比上年提高18.6個百分點。”他說。

對於2018年社零總額增速同比出現回落，商務

部市場運行司副司長王斌分析說，這受到國內外多

重因素影響，特別是與汽車和住房類相關的壹些商

品消費出現階段性增長乏力所致，在這些領域我們

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增長空間。

2018年我國貨物貿易總額4.62萬億美元，增長

12.6%，其中出口2.48萬億美元，進口2.14萬億美元。

“這個成績應當說是超出預期的。”儲士家說，

2018年我國進出口總額、出口額和進口額都創歷史新

紀錄，站上了壹個新的高度。去年壹年的凈增加值就

超過2001年我國剛加入WTO全年的進出口總額。

這壹成績在國際範圍內亦表現良好。根據有關

統計，2018年中國貨物貿易增速快於美國、德國、

日本等貿易大國和主要經濟體平均增速。

儲士家認為，盡管當前外貿形勢復雜嚴峻，我

國外貿穩定發展仍然具有諸多有利因素，特別是國

內主動擴大開放、穩外貿政策效應顯現、產業升級

加快等將成為有力支撐。“我們有信心在2019年保

持外貿穩定增長。”

2018年全球跨國直接投資同比下降19%，連續

三年下滑。相比之下，我國去年實際使用外資

1349.7億美元，同比增長3%，實現逆勢增長。

來之不易的成績離不開高水平開放。據商務部

外資司司長唐文弘介紹，2018年，我國努力推進投

資自由便利化，推動修訂全國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

單和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提高投資促進水平，引

導外資更多投向現代農業、先進制造、高新技術、

現代服務業等領域；加大投資保護力度，加快專利

法修訂進程。

他表示，未來將持續放寬市場準入，全面深入

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不斷加

大對外國投資者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營造國際壹

流外商投資環境。

商務部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

1298億美元，增長4.2%。

據錢克明介紹，我國對外投資結構持續優化，

主要流向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制造業、批發和零售

業、采礦業，對“壹帶壹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

156億美元，增長8.9%，對外承包工程為東道國當

地創造就業崗位84萬。

“壹些國家相繼加強對外國投資的安全審查，

這給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合作帶來了壹定的負面

影響。”錢克明說，下壹步，將繼續鼓勵引導有

實力、信譽好的中國各類企業，按照市場原則和國

際慣例開展對外投資合作。

據儲士家介紹，2018年，電商進農村綜合示範

新增貧困縣238個，已累計支持737個國家級貧困

縣，覆蓋率達88.6%，超額完成年度計劃。電商扶

貧頻道對接貧困縣超過500個。

此外，商務部還積極開展產銷對接扶貧，采購貧

困地區農產品72億元。開展“百城萬村”家政扶貧對

接，帶動就業超過10萬人，人均年收入約4.5萬元。

他表示，2019年將力爭實現電子商務進農村綜

合示範對具備條件的國家級貧困縣全覆蓋，為打贏

脫貧攻堅戰作出應有貢獻。

新年伊始房企融資補血創紀錄
三巨頭難迎“開門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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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祖倒戈梅開二度 助大埔完胜

傑志傑志衛冕之路愈見艱難衛冕之路愈見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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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游泳錦標賽將於7月中旬在韓國光
州舉行，中國國家跳水隊在剛剛過去的周
五進行了世錦賽陣容的第一站選拔，在首
日進行的男女雙人10米跳台角逐中名將更
勝一籌，陳艾森/曹緣和任茜/司雅傑分別
贏得勝利。

曹緣是里約奧運會男子3米板冠軍，陳
艾森是里約奧運會男子10米台冠軍，兩人
組成超強的“森緣組合”，首秀以穩定取
勝，以484.68分力克以難度為殺手鐧的四
川組合邱波/楊健（460.41分）。

“森緣組合”在一起才配合訓練了3個
月就拿下了第一站選拔的勝利，陳艾森很
興奮：“我最近訓練得不太滿意，但現在
發揮出了超水平，挺開心，全是因為有緣
哥帶我。我們的優勢是穩定，動作風格
相似，我們會越來越好的。”

作為里約奧運會女台冠軍和亞軍選
手，任茜/司雅傑在女子雙人10米台上以
349.29分擊敗“青春組合”張家齊/盧為
（322.32分），昌雅妮/林珊組合名列第
三。

自稱為老將的任茜年僅18歲，她說：
“能戰勝小孩非常不容易，我們的規定動
作和水花效果沒有小孩那麼好，那就用難
度和穩定性來取勝吧。”

在四個單項預賽中，謝思埸和施廷懋
分別領銜男、女3米板；楊健和司雅傑暫居
男、女10米台榜首。

根據中國游泳協會頒佈的游泳世錦賽
跳水選拔辦法，第一站於2月15日至16日
進行，第二站是4月舉行的全國跳水冠軍
賽，兩站積分領先者獲得世錦賽參賽資
格。 ■新華社

中國跳水隊世錦賽選拔名將勝一籌

沈祥福掛帥天津天海

天津天海足球俱樂部15日發佈
公告稱，正式聘任沈祥福（見圖）
為一線隊主教練。沈祥福執教經驗
豐富，先後以主教練身份執教過北
京國安、廣州醫藥、長春亞泰、河
南建業及上海申花等。2000年後，
沈祥福先後出任國青隊與國奧隊主
教練，2001年帶隊闖入世青賽16
強。2002年，作為中方教練組組

長，沈祥福輔佐中國國家隊時任主
教練米盧蒂諾維奇出戰韓日世界
盃。沈祥福在2018年任U21國家男
足中方教練組組長，隨後出任國家
男足集訓隊主教練。 ■新華社

趙心童無緣威賽四強
中國選手趙心童當地時間15日

在加的夫舉行的斯諾克威爾斯公開
賽8強賽中，以2：5不敵前世界冠
軍冰咸，無緣四強。趙心童在本屆
比賽發揮出色，是8強裡中國球員
的唯一代表，但經驗的缺乏導致他
未能再進一步。
奧康納當天以5：3擊敗四屆世

錦賽冠軍和五次威爾斯公開賽冠軍
“巫師”希堅斯，將與冰咸爭奪決
賽權。另一場決賽將由淘汰了世界
頭號選手沙比的伊朗球員侯賽因．
瓦菲對陣澳洲名將羅拔臣。

■新華社

長話短說

■■施廷懋獲施廷懋獲
女子女子33米跳米跳
板決賽第一板決賽第一
名名。。 新華社新華社

■以體育記者為骨幹的
Hartiend FC 16日在決賽
憑互射9碼，以3：1氣走
蘋果動新聞，第三次高舉
“記協盃”，賽後在香港
體記會會長霍啟剛及副會
長貝鈞奇手上接過獎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攝

捧盃

和富大埔與傑志繼今屆高級組銀牌決賽後
再交手，因後者周中剛作客馬來西亞霹

靂，舟車勞頓下，形勢此消彼長。今仗關鍵是主
隊大埔開賽僅2分鐘已由辛祖倒戈建功，閃電領
先1：0。即使完半場前球證廖國文格外開恩，未
有向侵犯李家豪的丹尼拔出第二面黃牌，大難不
死的傑志換邊後仍然未能平反敗局。辛祖62分鐘
再下一城，射入加盟大埔以來兩場賽事第三
球，傑志落後兩球大勢已去，90分鐘伊高沙
托尼操刀射入極刑，更令傑志罕有地以0：3
大比數落敗。

今場勝仗不但為大埔報卻連續幾項盃賽
不敵對手之辱，也是繼2010年1月之後，近
9季首次在聯賽打敗傑志。主教練李志堅賽

後自然喜上眉梢，更指季中來投的辛祖是贏球關
鍵人物：“頭兩球都是由他攻入，他的把握能力
正是其他青年球員所欠缺的，他會令隊友踢得更
有信心。”

堅Sir遇“幸福的煩惱”
大埔贏球後又重返前列，不過他拒絕預測爭

標機會，皆因現正為下月的亞協盃外圍賽作部署。
辛祖能夠激活前線入球能力，更令“堅Sir”遇
上“幸福的煩惱”。

因為伊高沙托尼、艾華度及16日仍在
養傷的哈利均極大機會獲註冊亞協名額，
餘下一席則會在杜度及勞高之間取捨。

“堅Sir”這周便會到蒙古觀戰，一探亞協盃首圈外
圍賽對手虛實。

大埔全取3分後，一度跳升榜首，但兩小時
後再次被富力R&F趕過。富力R&F作客理文憑
沙沙開賽早段補中，加上利安高及新援迪布利建
功，以3：0遙遙領先。難得理文餘下時間仍不
惜氣力，終於88分鐘由鄭兆均破蛋，追成1：3
完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傑志衛冕港超之路又後退一大

步！隨着16日以0：3大敗在和富大埔腳下，加上富力R&F以3：1

輕取理文後，傑志已落後榜首5分，要蟬聯錦標難度甚大。

■■伊高沙托尼伊高沙托尼（（左左））避過對手攔截避過對手攔截。。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林志堅跳起避開對手攔截林志堅跳起避開對手攔截。。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在15日進行的美職籃
（NBA）全明星新秀賽中，
洛杉磯湖人新星古斯馬和波
士頓塞爾特人前鋒積遜達頓
發揮神勇，率領美國隊以
161：144擊敗世界隊。

為增比賽觀賞性和對抗
性，近幾年全明星新秀賽已更換比賽
形式，由來自美國的一二年級球員對
陣來自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一二年
級球員，兩隊均各由10名球員組成。
本場新秀賽雙方你來我往共投進37個
三分球，也奉獻出55記入樽。美國隊
方面，古斯馬一人轟入全場最高的35
分，積遜達頓也有30分進賬。

此外，阿特蘭大鷹隊的楊格拿下
25分和10助攻，猶他爵士球星米歇爾
有20分、9次助攻和7個籃板，帝王的
霍斯一人貢獻16次助攻。世界隊方
面，來自澳洲的費城76人球星史蒙斯
拿下全隊最高的28分。

去年新秀賽世界隊大比數擊敗美
國隊，古斯馬當時也有參戰。“去年
的比賽，世界隊把我們打得很慘，我
們很多人都還記得，今年終於輪到我
們贏了。”古斯馬說。

今年是全明星賽第二次落戶夏洛

特，當地時間17日上演全明星正賽。

韋伯領銜名人堂決選名單
美國籃球名人堂15日亦公佈了

2019年名人堂最終入圍名單，共有13
人進入決選，包括8名前NBA球員、4
名教練與1名裁判，包括5度入選NBA
全明星賽的前帝王前鋒韋伯、曾帶領
超音速奪得1979年總冠軍的施基馬領
銜名單。 ■新華社、中央社

國際奧委會（IOC）15 日表
示，同意朝鮮和韓國聯合組隊參加東
京奧運會女子籃球等4個項目的比
賽，前提是朝韓聯隊能夠在這四個項
目上獲得參賽資格。

IOC在瑞士洛桑總部舉行了三
方工作會議，與朝韓雙方代表就奧運
相關事宜進行商議。會議商定，在遵
守相關奧運大項和分項的指導原則並
在取得相關參賽資格的基礎上，同意
朝韓組聯隊的請求，參加2020年東
京奧運會女子籃球、女子曲棍球、柔
道混合團體賽及賽艇項目的男女四人
雙槳和八人單槳比賽。由於朝韓雙方
仍在考慮聯合組隊參加更多項目，
IOC也表示只要在奧運資格賽開賽
前提出申請，都將予以考慮。

朝韓雙方還正式提出希望聯合
申辦2032年夏季奧運會，IOC對這
倡議表示歡迎。平昌冬奧會，朝韓代
表團在開幕式攜手入場並聯合組建了
女子冰球隊參賽。 ■新華社

全明星新秀賽

朝
韓
組
聯
隊
參
加
東
京
奧
運
四
賽
項

古斯馬領風騷

■■代表美國代表美國
隊的古斯馬隊的古斯馬
入樽得分入樽得分。。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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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9年2月17日 Sunday, February 1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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