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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南銀行2019年2月23日(周六)
將舉辦2場有關健康及新稅法社區服務免費講座
。23日(周六)上午10:00am -12:00pm將邀請德州
第一診療中心負責人陶慶麟醫學博士主講”自體
免疫及消化系統的疾病”，下午1:00pm-2:30pm
將由盛丰理財負責人，時代華語廣播電台〞發財
有理〞主講人陳祖貴先生主講〞新稅法對於你的
生意和家庭的影響〞，當日講座免費入場 ，現
場並備茶點招待。舉凡有興趣的朋友及社區民眾
踴躍參加，因礙於座位有限，請提早到場，以免
向隅。美南銀行(Member FDIC)連絡電話：Ling
Chuang 713-272-5045 (中/英文)，或email : ling.
chuang@swnbk.com

陶慶麟醫生簡介，貝勒醫學院學士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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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休士頓第一家創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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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法不用開刀診療就能治療各種身體疼痛，包
括關節炎，成功地為許多病人解除疼痛，幫助病
人修復器官、恢復機體功能，提供身體機能全方
位的醫療服務與診療，造福許多患者。

陳祖貴，資深財務專家，盛丰理財 Best
Benefit Solutions LLC 負責人。擁有美國聯邦稅
務局(IRS)執照專業稅務師、財務規劃師等執照
，美國證券交易會會員。主要從事移前的稅務規
劃、中美國際稅務、公司成立、公司稅務、公司
及個人的稅務規劃、報稅延稅、省稅策略等。陳
祖貴熱衷於服務，多年來為美國華人同胞舉辦數
十 場 有 關 美 國 稅 法 的 各 類 型 講 座 美 南 銀 行
（Member FDIC）創行至今，一向以服務社區為
宗旨，對於攸關民眾切身福利的各類資訊，本行
隨時舉辦各種多元化資訊免費講座，如稅務、生
活健康保健等的專業演講等。提供民眾最及時及

專業的訊息。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1997年，總

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地址: 6901 Corporate
Dr.Houston TX 77036，電話: 713-771-9700 (合
作路和百利大道交口處) 。目前分行經營據點分
佈於休士頓糖城、達拉斯Plano、Richardson和奧
斯汀等地區，以中、英、越、韓、拉丁等多國語
言，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的銀行服務。在加州
亦設立貸款服務辦事處，以提供更完善全方位的
各項金融業務。

美南銀行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動電話銀行
特別提供24小時全天候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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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體免疫及消化疾病與稅法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
協會於 2 月 16 日上午 10 時在 10303 Westoffice
Dr.,Houston,TX.77042 的僑教中心大禮堂溫馨
感人舉行第一季度會員慶生會，佳賓與長輩們
在農曆春節期間互相拜年，盼望新的一年諸事
順利，身體健康。慶生會上切蛋糕為壽星們祝

福，新春聯歡還有合唱、舞蹈與摸彩等精彩餘
興節目共慶新年。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趙婉兒會長致詞
，活動當天是農曆正月12日，仍算是過年期
間，看到數百位長者齊聚一堂,除了溫馨問候
外也祝福長者們新年快樂、身體健康。趙婉兒

會長提到，目前休士頓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員
人數高達 1300 位，每
周七天天天有活動，就
是要讓長者們的生活更
加豐富多彩，每一季也
舉行慶生會來替壽星慶
生。而慶生會中的節目
都是會員們親自上陣，
每一個表演班級都積極
用心準備，才能帶來精
彩演出。此外，休士頓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從新
季度開始，每月都將舉
行一次身體健康講座，
邀請專家分享身體保健
的相關知識，希望長者
們能抓住機會踴躍參與
。

休士頓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致詞，推崇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對長者照顧的不遺餘
力，並在趙婉兒會長帶領下，讓休士頓中華老
人服務協會活動都辦得有聲有色，豐富長者們
生活。

趙婉兒會長強調，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

會的成功是靠著會員、志工及其他關心老人協
會的友人、團體支持下才能不斷成長茁壯，有
錢出錢，有力出力，大家無私奉獻。慶生會中
頒發感謝獎牌給贊助 5000 元給休士頓中華老
人服務協會的林嘉清醫師夫婦。

慶生會切蛋糕慶生後，方海妮主持新春聯
歡的餘興節目，首先由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的百
齡合唱團在江震遠老師指揮下、蔡佩英伴奏演
唱 「恭喜恭喜、相思河畔」兩首歌曲，接著老
人服務協會的香香個人創作舞蹈班在壬清香老
師、呂瑛助教帶領下表演舞蹈 「保庇」，中華
老人服務協會太極班由張文麗醫師、Michael
Poindexter、Jimmy Carruth 演出 「陳式太極劍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的春風粵曲社合唱 「春
風得意、天官賜福」兩首粵曲，老人服務協會
的舞蹈班在蔡玉枝老師帶領下表演舞蹈 「打鑼
打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的卡拉OK,由張濟
演唱 「Run Away」，朱軍西演唱廣東曲 「甜
言蜜語」，陳元華演唱 「愛的禮物」；老人服
務協會的香香個人創作舞蹈班在王清香老師、
呂瑛助教帶領下表演舞蹈 「城里的月光」，這
些精彩表演，給與會人士帶來歡樂，氣氛感人
溫馨，還有豐富獎品及現金抽獎，驚喜連連，
多位幸運者中獎，大家度過美好的又值得回憶
的一天。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溫馨感人 舉行第一季度會員慶生會
陶慶麟醫生陶慶麟醫生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僑教中心副主僑教中心副主
任楊容清在慶生會中頒發感謝獎牌給贊助任楊容清在慶生會中頒發感謝獎牌給贊助50005000元給老元給老
人協會的林嘉清醫師夫婦人協會的林嘉清醫師夫婦（（右二右二、、右一右一）。（）。（記者黃記者黃
麗珊攝麗珊攝））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於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於22月月1616日舉行第一季度會員日舉行第一季度會員
慶生會慶生會，，趙婉兒會長與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趙婉兒會長與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國泰銀國泰銀
行黃祖壽副總裁等多位佳賓為壽星慶生行黃祖壽副總裁等多位佳賓為壽星慶生、、切蛋糕切蛋糕。（。（記記
者黃麗珊攝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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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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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能源基建合作項目啟動前期
接洽活動在路易斯安那州卡梅隆港口舉行

【Kathy Fan供稿/泉深編輯】2019年2月13
日下午2點，美國路易斯安那州中國商務聯盟委
員會（LCBA）主席李曉蘆先生帶領中實集團資

深顧問劉渝一行六人由北京遠道而來，在路易
斯安那州卡梅隆港口（Cameron Parish Port），
會見港口總裁克萊爾·海伯特女士、查爾斯湖

HGA 商業發展總監亨特先
生，共同探討中美能源、
基礎建設及相關合作項目
。路易斯安那州已經在運
營 350 億美金以上的 LNG
（Liquefied Natural Gas）
接收站項目，還有 400 億
後續項目已經在規劃中。
該地區是美國LNG接收站
項目最早和主要生產基地
之一。

當天傍晚李曉蘆主席邀
請路易斯安那州拉斐特市
市政府官員，參議員和美
國企業家們在 LCBA 和真

如美國總部辦公室舉行了歡迎中國朋友儀式，
當場頒發榮譽市民、州參議員證書和金鑰匙。
並共同探討未來能源、教育、文化和基礎建設

項目可行性意向報告。
2019年2月14日上午十點半李曉蘆主席帶

領中實集團董事局主席王天怡一行九人應邀訪
問路易斯安那州州長John Bel Edwards。在州長
官邸會見州長、州辦公廳主任、經濟發展廳廳
長、濕地漁業野生動物保護廳廳長、國際商務
合作處處長等州政府官員，深入地探討了中美
能源、文化、教育、金融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合
作項目。州長特別強調熱烈歡迎中國企業投資
路州，並鼓勵兩國人民和企業開展更深入的合
作，同時多次真誠強調李主席過去為路州做出
的貢獻。會議在親切友好平等氣氛中進行。

此次訪問為中美能源、貿易、文化、教育
及基礎建設深層合作翻開了新的歷史篇章，同
時起到積極促進作用，並將中美民間友好交流
推向高潮，為未來中美關係良性發展奠定了堅
實基礎。

休斯頓 “東成西就創新坊” 舉行音樂酒會歡度元宵佳節

【泉深/圖文】“張燈結彩舞獅鬧，美酒佳餚共歡笑，家庭
事業並並齊驅，愛情友情價更高。 ” 2月19日農曆元宵佳節晚
，“東成西就創新坊”（WE Innovation Group）在休斯頓中國城
The 8 Building (原哈里伯頓)商務中心舉行音樂酒會，休斯頓環境
健康和安全行業、石油和天然氣企業，教育界和醫學科學界的代

表應邀出席，共同歡度中國農曆新年和元宵佳節。
“東成西就創新坊” 總裁沈以平女士致歡迎辭。她說：

“我很高興你們和我們一起在這裡慶祝中國農曆新年和元宵佳節
，這一天是中國農曆新年的最後一天，象徵著春天的開始和未來
的豐收。我們很高興在這裡舉辦這個慶典活動，因 ‘東成西就

創新坊’ 將遷入這棟大樓內，我們期望這座大樓能成為
全球創新企業的目的地。 ” “從公司的名稱推斷，WE
(我們) 是西方（ West）和東方（East）的交融。 WE
（我們）也是在一起的意思，標誌著創新是一起協作努
力。 “東成西就創新坊” 致力於建立一個支持和加速創
新的全球生態系統。 ” “在目前中美緊張局勢的氣氛下
，許多人懷疑此時關注中美創新合作是否適得其反或有
風險。我們對美中關係抱有非常強烈的信心，這源於一
個基本信念：美國和中國需要彼此合作。我們認為找到
合作方式是長期唯一對兩國都有益的途徑。 ” “我們有
一場艱苦的戰鬥，需要耐心、毅力和專業精神。現在是
我們為未來繁榮播種種子的時候了，創新是推動社會進

步的動力，我們相信這是值得我們共同努力的，期待在未來的歲
月中與你們繼續合作！現在，我想為即將到來的美好時刻舉杯祝
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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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禾地產 RE/MAX United 的
”American Dream Workshop 美
國夢實現夢工場”將再次開講!本
週六(2/23)下午2點至4點將於RE/
MAX United 聯禾地產凱蒂亞洲城
辦公室, 再次說明“如何有效地配
置您的房地產投資”! 希望於歡樂
慶春節LunarFest 期間, 錯過上次
講座的朋友們, 不要再錯失這個財
富分享的講座!

這個講座將由聯禾地產負責人
Josie 林女士, 她不僅在最近舉行的
RE/MAX 德克薩斯州2019年度盛
會上再創佳績, 不僅是德州 RE/
MAX 逾 5000名經紀人的前20強
之一， 2017年排名第八，而2018
年晉升排名為第六。同時, 她連續
兩年2017, 2018榮獲RE/MAX 休
斯頓Top Commercial Producer 商
業地產第一經紀 可以確信是RE/
MAX Houston史上難得的亞裔第
一人,實屬亞裔之光!

她將以專業角度分享投資房地
產的知識, 分析投資回報率和如何
評估你的投資風險承受力，進而有
效配置你的投資, 來達到回報率最
大化！會中將幫助投資者獲得清晰

的投資概念,將分享她個人的投資
經驗, 並提供聯禾地產超過4000萬
美元價值的獨家投資選項, 包含了
住宅和商業的項目, 從17萬6到80
萬美元不等,豐儉由人! 讓更多的投
資者能循正確的理念前進而獲其利
!

參與聯禾地產獨家投資項目的
兩大好處：第一，作為聯禾地產的
投資項目，是由Josie 林女士以專
業經歷精心篩選的，項目規模大、
價值高、可信度強，可保證達到最
好的投資效果。比如，如為單一住
房出租，如果要租的快就要降低租
金，最後惡性競爭，達不到良好收
益，而獨家項目則避免了惡性競爭
,控制價格,而保護
投資人的利益, 。
第二，項目投資
風險小。因為聯
禾地產的項目並
不是僅涉及一兩
套房產，而是一
排甚至一個區域
的出租和出售。
聯禾地產的獨家
項目均為全新建

案,不僅是讓你在第一時間低價買
入, 還免除了二手屋的維修煩惱!並
有提供專業物業管理的選項! 包含
獨棟屋的出租出售、帶家具的公寓
出租、及如凱蒂亞洲城一樣的獨立
產權店鋪的小額商業投資, 的獨家
代理出租出售等等。投資金額從
16.7萬～80萬，投資回報率可達
6%～60%。對投資理財的人來說
絕對是有潛力、值得關注的項目！

一個聰明的投資者，不僅要具
備隨時準備好投資的舉動，更應該
有理清思路、分析確認自己投資項
目的能力。不是說看中一套房產，
可以出租，花重金砸下而忽略了自
己的投資能力，到頭來血本無歸、

損失慘重。聯禾地產的投資項目投
資金額跨度大、投資類型多，可以
供投資者從自身條件出發，找到適
合自己的投資項目。

這個講將還是由聯亞營銷聯盟
（AMA）協同主辦的，以為主題的
投資講座圓滿結束。上次講座2/2
獲得極大反響，不到一周宣傳時間
，與會的投資者有二十多位，並在
會後積極提出問題與反饋，使原本
計劃下午4點結束的講座延至5點
結束。希望這次能嘉惠更多的投資
人!座位有限, 提早訂位,請打(346)
998-8000 或(713)630-8000,或透
過下列二維碼報名, 不要錯過這個
項專家請囊相授的機會!!

新年新氣象新年新氣象!!聯禾獨家項目成就你的最佳地產理財聯禾獨家項目成就你的最佳地產理財!!

歡樂旅遊帶隊歡樂旅遊帶隊20192019年年 99月月 和和 1010 月月
翻黃翻黃山山、、上武夷上武夷山山、、越貴州越貴州1616天西遊記美食團天西遊記美食團 $$22,,200200
歡樂旅遊親自帶隊，於2019年9 月

和10月，帶大家去翻兩山 越六省西遊記
15天。這個旅遊團是由我們獨家設計，
不論線路、酒店還是餐食和旅遊景區，
都是經過精心挑選並設計的。行程過程
中，我們將攀登2座中國名山——黃山
和武夷山；穿梭6個省，浙江、蘇州、
安徽、福建、貴州和雲南；遊覽富有濃
郁少數民族文化西江千戶苗寨。一路上

，不僅帶您遊覽中國的名山大川，還帶
您領略湘西苗族風情。

西遊記行程中，我們將前往中國第
一奇山——黃山。它是五嶽三山的三山
之一，有一句詩文是如此描述黃山的，
“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
。黃山素以奇松、怪石、雲海、溫泉、
冬雪“五絕”著稱於世，其中“蓮花”
、“光明頂”、“天都”三大主峰，海

拔均逾1800米，被世人譽為“人間仙境
”、“天下第一奇山”。 在黃山觀看日
出，我們將前往下一站5A級景區——武
夷山，揭開她神秘的面紗。武夷山位於
福建省西北部，被譽為“中國東南部最
美山”，它也是中國最著名的丹霞地貌
之一。武夷山素有“碧水丹山”的美稱
，奇峰險峻，碧水潺潺，幽谷險壑，古
樹參天，“奇、秀、美、古”的動人美
景絕對讓您嘆為觀止！除了自然景觀之
外，道教傳說與懸棺文化讓這裡的山水
更多了一分靈秀之氣。

兩山之後，我們將前往貴州“黔南
第一山”！走過“黔南第一山”之後，
我們將踏上前往亞洲第一大瀑布——黃
果樹瀑布。黃果樹瀑布的水簾洞、陡坡

塘等景區是86版電視劇《西遊記》的取
景地，我們可以近景參觀，並且還能在
這裏拍攝到一組非常震撼的瀑布照片。
看過中國的名山大川之後，我們將去貴
州四大古鎮之一的青巖古鎮。青巖古鎮
的古建築群，設計精巧，工藝精湛。這
裡保存完好的古民居和濃厚的歷史文化

氛圍，享譽海內外。
西遊記之行一共16天，我們全程都

會有專業的領隊帶隊，並且有經驗的導
遊會講解當地文化，帶您感受不一樣的
苗疆風情。心動不如行動，早點來歡樂
旅遊報名哦！

黃山雲海，武夷山水美，看五彩貴州山水！（尊重原創，同業請勿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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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用電提供用電、、搬家通電搬家通電、、轉換電力公司等服務轉換電力公司等服務

(記者韋霓休斯敦報導) 目前，在休
斯敦有30多個電力公司，收費規則與服
務各個不同，民眾有許多的選擇。您可
知道？Reliant 電力公司 是2002年電力自
由化法案生效前唯一的一家，有著卓越
的信譽，去年並獲BBB 的2018 年Excel-
lent 最優獎，無論是規模或服務，都獲得
肯定，加上有華人專門為華裔社區服務
，不少民眾換過幾家電力公司後，最後
又回到 Reliant，感覺還是 Reliant 的服務
比較好。

專人負責華裔市場
一位趙太太表示，她經朋友介紹，

轉用Reliant 的電，Reliant有華語的市場
負責人員幫忙，她叫林玉儀(Yuyi Lin)，
協助接電等相關事項，覺得她服務很親
切，尤其是解釋的很清楚。

林玉儀負責經營Reliant 電力公司休
斯敦的華裔市場，國語、粵語和英文都
相當流利，曾在 Reliant 門市部銷售多年

，為住家提供搬家通電
、轉換電力公司、續約
電力等服務。與她合作
過的民眾，都有很好的
評價，說她在解釋用電
的部分非常清楚。
此外，林玉儀也為房

地產經紀人提供特別服
務，通電、斷電都很容
易，讓管理房屋更有效
率。
務必先弄清楚收費規

則
另外一位李先生表示

，有些電力公司希望增
加客戶，只說了部分用

電收費，等到實際上收到電費通知，收
費往往高出很多。而Reliant 電力公司的
林小姐，會據實說明每一項的收費，能
源費用是多少？輸電費用是多少？月費
是多少？白紙黑字清清楚楚，用戶同意
之後才簽約。

另外，有些公司一千度與兩千度的

用電有很大的費用差別，或是有隱藏費
用，用戶以為找到便宜的計畫，但實際
上 卻 吃 虧 了 。 例 如 ， 1001kWh 與
1999kWh 同價，如果你平時用1001 kWh
左右就虧了，用1999kkwh比較合算。所
以，要根據自家用電量來選擇不同計劃
。按標準，電力公司都要提供2000kkwh
的平均價，但有時 1999kWh 和 2000kwh
會差很遠，有人一看2000kWh 均價便宜
就簽了，但實際上，他們可能用不到
2000kWh。

因此，提醒民眾，在找電力公司時
，務必先弄清楚收費規則，找一家信譽
優良、誠實可靠的電力公司才是上策。

自住的房子盡量要簽合同
此外要注意的是，有些小的電力公

司可能會倒閉，倒閉之後，因為轉手給
其它公司，價格可能猛長，等你知道時
，已經太晚了。例如，前兩年，因為石
油價格太低，以致有幾個德州大的用煤
生產電力的工廠競爭不過，最後關閉了
，用戶早先是因為其電費便宜而選擇，
但最後反而吃虧。

如果是自住的房子，盡量要簽合同
，沒有合同的電費會時不時的漲價。

獲BBB 的Excellent 最優獎
林玉儀表示，Reliant 電力公司是老

牌字號，經營最久，規模也最大，公司
去年獲BBB 的2018 年Excellent 最優獎，
信譽口碑都好。提供住家通電、商業通
電、智能家居防盜系統等服務。

可憑外國護照通電
住戶也可憑外國護照通電。剛來美

國憑護照辦電，多數要查證件，一般提
前三天辦比較好，因為查證件需要二個
工作曰。對大部分人，如果不需查證件

，5點之前辦理，可當天通電。
如轉換到 Reliant，不須要打電話取

消原來公司，Reliant 會替客戶把原來公
司取代。若是住戶通知原來公司斷電，
反而造成公司交接手之中停了電。

依不同計畫有多項方便的服務
Reliant 依不同計畫有多項方便的服

務，每週會寄出用電摘要的電子郵件，
讓用戶了解自家的用電情況，幫助降低
能源使用量。有些計劃還會提供免費的
Nest Thermostat ™ and Google Home
Speaker，Nest Thermostat可以自己編程以
節省用電，可以用手機遠程控制溫度，
甚至在中國動一下手指， 也可控制美國
家裡的溫度。

而 Google Home Speaker 很有意思，
可用語音搜索信息，然後 Google Home
會語音回答你。對孩子來說，是個不錯
的學習方式，好玩又長知識。如果是獨
居 老 人 ， 沒 事 也 可 以 找 Google Home
speaker 對話，但前提是要會說英文！

有些人常會出門後才懷疑到底關了
車庫門沒有，往往還要開車回去檢查，
也是能源的浪費，Reliant 有居家智能，
可以用手機遙控車庫門、房門。

萬一用電量暴增，Reliant 也提供簡

訊提醒，讓民眾注意。此外，Reliant 提
供全天候客服，一年 365 天、天天 24 小
時，都有電話真人服務。

Reliant 還有一項服務能幫助民眾省
電，就是“用電比較(Energy Compare)”
，讓民眾了解自家的用電量、與附近地
區的類似家庭用電量相比如何，找出自
家用電有哪些可以改善的地方。

詳情請洽 Reliant 電力公司林玉儀
(Yuyi Lin)，聯絡方式Cell: 713-898-8043
。 Email: Yuyi.Lin@nrg.com。 Wechat
ID: yuyilin2005。

在休斯敦有在休斯敦有3030多個電力公司多個電力公司，，服務各有不同服務各有不同

在找電力公司時在找電力公司時，，務必先弄清楚收費規則務必先弄清楚收費規則，，
找信譽優良的公司才是上策找信譽優良的公司才是上策

ReliantReliant 電力公司的華裔市場負責人林電力公司的華裔市場負責人林
玉儀玉儀(Yuyi Lin)(Yuyi Lin)，，為許多客戶解決問題為許多客戶解決問題

電器只要插頭接著電器只要插頭接著，，依然會耗電依然會耗電，，
不用時順手拔掉插頭才可省電不用時順手拔掉插頭才可省電

住戶可憑外國護照通電住戶可憑外國護照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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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大鵬聯誼會新春餐會空軍大鵬聯誼會新春餐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大鵬聯誼會會長鄭勵大鵬聯誼會會長鄭勵（（中右中右））與駐休士與駐休士
頓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夫婦頓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夫婦，，及及

大鵬理事和貴賓大鵬理事和貴賓。。

出席貴賓王朝旅遊負責人葉美蓮出席貴賓王朝旅遊負責人葉美蓮（（右二右二））致贈紅包致贈紅包
抽獎助興抽獎助興，，和經理周麗貞和經理周麗貞（（右一右一），（），（左一左一））理事理事

金俊家金俊家，（，（左二左二））會長鄭勵會長鄭勵。。

空軍子弟人才濟濟空軍子弟人才濟濟，，自幼喜好文史的姚鳳北自幼喜好文史的姚鳳北
，，石油工程師退休後石油工程師退休後，，探索史籍探索史籍，，將心得與將心得與
大家分享大家分享，，會中他談的是〞會中他談的是〞19671967年台海最後年台海最後

一次戰役〞一次戰役〞。。

鄭勵鄭勵（（右右））會長致贈大獎會長致贈大獎，，抽出幸運得主抽出幸運得主，，
夫人郝梅貴夫人郝梅貴（（左左）） 解說獎品內容解說獎品內容。。

參加貴賓與大鵬理事合影參加貴賓與大鵬理事合影，（，（右至左右至左））理事金俊家理事金俊家、、李曜仲李曜仲
、、魏幼廉魏幼廉、、楊文珍楊文珍、、鄔逸卉鄔逸卉，，貴賓孫鐵漢貴賓孫鐵漢、、葉美蓮葉美蓮，，大鵬會大鵬會
長鄭勵長鄭勵，，貴賓董元慶貴賓董元慶，，理事金俊平理事金俊平、、魏幼才魏幼才、、謝元興謝元興。。

餐會中經文處處長陳家彥夫婦餐會中經文處處長陳家彥夫婦（（左一左一、、二二）、）、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右右
三三），），中山學術會主委唐心琴中山學術會主委唐心琴（（右四右四）。）。

會員程美華會員程美華（（中中））以糯米製作一份特別禮物以糯米製作一份特別禮物
作抽獎之用作抽獎之用，，一尾彩色斑斕的錦鯉一尾彩色斑斕的錦鯉，“，“年年年年
有餘有餘”，”，讓理事金俊平讓理事金俊平（（右右））獲得獲得 ，，左為理左為理

事鄔逸卉事鄔逸卉。。

貴賓榮光會會長董元慶貴賓榮光會會長董元慶（（右右））致贈的禮物致贈的禮物，，
由會員王曙芸抽中由會員王曙芸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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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國嫦娥四號在月球背面登陸，為人類創下了了不起
的成就，這不禁勾起五十年前我經歷過一次 「不可能之任務」
的回憶。

一九六九年七月廿四日，美國阿波羅十一號在月球完成人
類首次登月創舉，當時我服務於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在美國
宣布登月行動後，中廣節目部主任王大空、新聞部主任張繼高
突然找我研商，對於登月這麼大的新聞，我們有無可能作一次
實况轉播？當時我被嚇住了，登月？何等大事，台灣可以說從
未染指過這一領域，而且以中廣當時的條件，想要轉播這麽大
的埸面、如此複雜的科學界大事，無異於癡人說夢，當時我就
對兩位長官潑了冷水，不過話沒說死，答應考慮考慮再說。

當時年輕氣盛，覺得人類這麼大的舉動，而且兩位長官殷
切的眼神，期待我能給他們正面的答覆，兩天後，我告訴他們

此事可行。
我的計劃是，參與的人不在多，在精。人選方面，首選的

是中廣編譯組的李蔚華（美南新聞發行人）、門琪（中廣資深
播音員）、編譯組長姜慶堯、工程師一人（名字已忘），我則
負責全程導播。

至於轉播工程方面，利用美新處三樓會議室作為第一現場
播音室，中廣轉播車在樓下負責中廣第一現場與新公園中廣間
的節目傳送，因時間急迫，特請美新處要求美國航太中心，架
設專線接通第一現場，加上合眾國際社的電傳，加上事先錄製
的專家學者訪談錄音，只記得宗教界的于斌主教、台大醫院院
長邱仕榮都參與其事，其它如軍界、教育界、文藝界、工商界
人士，因事隔多年，無法提供姓名，非常抱歉。在此提供一個
小插曲：在決定轉播後，我的大老闆中廣總經理黎世芬親手交

我一支錄音帶，係姚蘇蓉為太空人特別錄製的一
首歌，老闆一再強調，當太空人腳部踏上月球的
第一時間，必須播放這首歌，我當時就深感不妥
，國語歌曲跟登月大事相提並論，實在有點不倫
不類。
大戲開鑼後，轉播工作進行得很順利，透過李蔚
華快速、詳盡的翻譯，登月的過程，得以儘快經
過空氣，傳送到國人耳中。
美國航太中心一項突然決定，讓轉播小組亂了陣
腳，他們突然宣佈太空人延緩八個小時登月，我
們只好暫停工作，前往旅館養精蓄銳，睡一晚隔
日再戰。
誰知道大家還沒進入夢鄉，公司電話通知，太空
人要提前出艙，於是大家趕忙起床趕返美新處，
開機迎接下一步的挑戰。
當重頭戲出現時，阿姆斯壯說出 「這是我的一小
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時，我本應奉命播放那
首姚蘇蓉的讚美太空人的歌曲，但在拖延半小時
，在黎老總三次催促下，才心不甘情不願的傳送

給聽眾。
在經過三十多小時馬拉松轉播後，宣佈完成這項史無前例

的廣播，但由於嗓子突然失聲，才知道這三十多小時的工作壓
力有多大。

後記：
五十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對阿波羅十一號的登月創舉，

提出許多質疑，認為這是美國航太中心導演的 「世紀大騙局」
，就連當年登上月球的艾德林，都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堅定表
示自己從未到過月球，如此說來，我跟當年的轉播小組成員，
恐怕都是美國航太中心騙局的同路人。但如果當年登月屬實，
則正像這次中國嫦娥月球背面登陸成功，則五十年前的轉播還
是有點意義的。

探 月 憶 往

哈維颶風兩年後 休斯頓受災民眾精神壓力仍難紓解
（本報訊）2017的哈維颶風已經過去兩年時間，但是這場自然災難給

休斯頓人以及德州民眾留下的巨大陰影至今讓人心有餘悸，根據一項機構
的調查，哈維颶風對休斯頓人產生的最大的影響是居民精神病患者的數量
仍不斷增加。

這項首次披露的調查結果顯示，將近三分之二的調查者聲稱對哈維颶
風和災害導致的水災會常常感到不安和威脅，對此精神的影響要大於實際
的身體症狀。

特別是在風災中，家庭遭到水淹或者損害的許多人當中，精神上受到
影響的頻率更高。

休斯頓市長特納在本週二的新聞發布會上強調，這項和萊斯大學，環
境保護基金以及休斯頓，哈瑞斯郡，福遍郡健康機構聯合進行的調查，收
集了大量的有價值的數據，讓我們清晰的認識到哈維颶風對休斯頓居民健
康的影響，其中包括風災來臨後，一些無家可歸的人很長時間一直居無定
所，身心憔悴，讓健康受到很大的影響，這些數據都將為以後休斯頓的災

情管理做借鑒和指導。
這項調查發起於2018年4月，對2017年受到颶風影響的1.35萬居民進

行了調查，他們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都受到了風災的影響，調查機構稱，他
們代表了4萬的受災民眾。

哈維颶風在歷
史上創下重大災情
記 錄 ， 一 共 受 損
1250億美元，至少
103 名德州居民死
於災情，並且為當
地增加了空氣污染
，水污染和土壤污
染，黴菌以及其他
的健康風險。

作者 劉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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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炳添60米
國際田聯室內巡迴賽總決賽落幕國際田聯室內巡迴賽總決賽落幕

國際田聯室內巡迴賽總決
賽，中國“飛人”60 米奪
冠；但與此同時，在男子跳高
賽場也傳來捷報，中國選手王
宇以2米34的成績獲得亞軍，
打破張國偉在2014年創造的2
米33的全國紀錄，日本選手
戶邊直人奪冠。

據網易體育消息，王宇今
年早早來到歐洲參賽，1月27
日在捷克站的比賽中，以2米
30的成績奪冠，並達標多哈
世錦賽。此後在德國卡爾斯魯
厄站，王宇跳出2米31的成績
獲得亞軍。之後的斯洛伐克
站，王宇跳出2米27獲得第
六。

今次杜塞爾多夫站，王宇
和日本選手戶邊直人鬥得難解
難分。橫桿由2米10升到2米
31，場上只剩下這對中日選
手。王宇非常漂亮地一次跳過
2米31，戶邊直人第一次試跳
失敗，直接將後兩次機會留到
2米34。在2米34的高度上，
王宇第一次沒成功，戶邊直人
一次性躍過橫桿。壓力之下，
王宇第二次衝擊2米34成功，
一舉打破張國偉保持五年之久

的2米33的室內男子跳高全國紀錄。
隨後兩人挑戰2米36，但都未能

成功。最終戶邊直人因2米34一次過
而獲得冠軍，王宇2米34第二次過拿
到亞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王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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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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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的比賽是蘇炳添今年室內賽季的第三場
比賽，也是最後一場。此前兩站，中國

“飛人”分別以6秒52和6秒47的成績奪
冠。此次比賽由於參賽人數有限，沒有預
賽直接一槍定勝負。第四道出發的蘇炳添
起跑反應時為0.124秒，在所有8名參賽選
手中排第一，最終他以6秒49的成績率先
撞線。美國選手羅賓遜與羅傑斯均跑出6秒
57的成績，兩人分列二三位。

“今（當）天其實各方面感覺挺好的，
從起跑反應時來看是這兩年來最好的一次，
但是沒有把握住這次機會。”蘇炳添賽後說。
他表示，雖然反應足夠快，但是起跑階段沒有
處理好，導致最終沒能創造更好的成績。“第
一步蹬出去的時候就感覺自己沒有什麼優勢，
60米是一個非常短的項目，一旦起跑沒跑好後
面很難創造好成績。”蘇炳添說，
“不過整體跑的節奏和後程20米是
這3場比賽中跑得最好的。”

上賽季蘇炳添曾在杜塞爾多夫跑
出6秒43，創造了賽會紀錄，並且在隨後
的伯明翰室內世錦賽上創造了6秒42的亞洲室
內紀錄。“今年能夠跑出兩個六秒
四幾的成績代表自己的能力還是非
常好的，希望能夠延續目前的技
術和狀態，在千萬不要受傷的情
況下能夠完美進入室外賽的100
米。”蘇炳添說。

談及接下來室外賽的備戰情
況，蘇炳添表示自己今年有機會
突破9秒90。“只能說有機會，因
為有很多因素要去考慮。目前來說
我覺得就算不能突破9秒90，成績也不
會比去年差很多，但是我希望能夠在這
個項目上面再突破一點吧。”

2018年蘇炳添在百米賽場上兩次跑
出9秒91，追平了卡塔爾歸化選手奧古諾德創
造的亞洲紀錄。另外，他在亞運會上以9秒92
的成績奪冠並刷新賽會紀錄。 ■新華社

國際田聯室內巡迴賽總決賽當地時國際田聯室內巡迴賽總決賽當地時

間間2020日在德國杜塞爾多夫進行日在德國杜塞爾多夫進行。。中國中國

““飛人飛人””蘇炳添以蘇炳添以66秒秒4949的成績贏得的成績贏得

6060米三連勝米三連勝。。賽後他接受採訪時對自賽後他接受採訪時對自

己己6060米賽場上的成績表示滿意米賽場上的成績表示滿意，，並期並期

待能在接下來的室外賽中取得突破待能在接下來的室外賽中取得突破。。

三連冠三連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
淦）儘管香港超級聯賽近年水平
未見有顯著提升，但球圈仍然不
乏有心人投資。多年來已投入近
億港元的理文會長李文恩證實，
球會正積極物色合適地點，目標
是建立自家訓練基地，期望能協
助香港足球長遠發展。

香港足球發展的最大癥結就
是缺乏訓練場地，香港賽馬會傑
志中心在2015年投入使用後，
傑志成績大躍進，3年後即贏得
香港球會首場亞冠分組賽勝仗。
惟傑志中心去年9月受颱風“山
竹”蹂躪，一直維修至近日才重
鋪草地，這段時期傑志被迫與其
他本地球會一樣“打游擊”練
習，結果戰績直線下滑。

其實不僅傑志，近年東方
龍獅、夢想FC及富力R&F，都

曾公開表示有意覓地興建專屬
訓練場。2008年成立的天水圍
飛馬，在組軍初期甚至曾改建
元朗農地訓練，可惜其後因紅
火蟻問題而告吹。

理文多年前已曾贊助大
埔，近年更加大投資，以冠名
贊助商身份全身投入球圈，即
使今季成績並不特別亮眼，但
李文恩野心不減。他透過報章
專欄重申：“理文足球會的主
要目標是‘持續發展’，不會
因為有一天覺得意興闌珊而
‘不玩’。為了實現這一個目
標，球會正在積極尋找地點，
建立自家的訓練基地，除為一
隊提供固定的練習地點外，更
重要的是為足球青訓提供一個
更好的平台。”這對本地球圈
來說絕對是一個好消息。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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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萍 廣西報
道）“2019格力．中國盃國際足球錦標
賽”將於下月21日至25日在廣西南寧開
戰。除東道主中國隊之外，南美勁旅烏
拉圭將再度回歸賽場，同時亞洲對手烏
茲別克以及泰國隊也將參加。

據主辦方介紹，3月21日東道主中國
隊將對陣剛剛在亞洲盃上遭遇過的泰國
隊，22日南美勁旅烏拉圭將出戰烏茲別

克。兩場比賽的勝者，將在3月25日進
行決賽。

記者了解到，眾星雲集的南美勁旅
烏拉圭將這次賽事看做是美洲盃開始前
的最重要一次練兵，因此包括蘇亞雷斯
在內的諸多球星都將參賽。而泰國與烏
茲別克都是中國隊在亞洲的“老對
手”，陣中多名球員都曾與中國隊有過
直接交鋒。

“中國盃”今年來到第三個年頭，
相比於過往兩屆，萬達體育中國公司總
裁楊東為表示：“亞洲盃結束後，中國
男足將徹底更新換代。全新的教練團隊
和更為朝氣蓬勃的陣容呼之欲出，並在
‘中國盃’賽場揭開神秘面紗。作為中
國男足衝擊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預選賽
的重要熱身，中國隊將在‘中國盃’賽
場開啟新征程。”

中國盃下月開賽 全新國足首亮相

以“樹立中國足球榜樣，點亮熱
愛之路”為主題的2018中國金球獎頒
獎典禮20日晚在上海落幕。武磊斬獲
2018中國金球獎，女子金球獎則被加
盟大巴黎（巴黎聖日耳門）的王霜奪
取，金帥獎則歸屬山東魯能主帥李霄
鵬。

2018年，中國金球獎評選進入第
二個年頭。在率先公佈的5個獎項
中，以聯賽金靴身份帶領上海上港首
奪中超冠軍的武磊強勢奪得2018中國
金球獎，在中國女足和巴黎聖日耳門
皆有亮眼表現的王霜成功衛冕女子金

球獎，金帥獎歸屬帶領山東魯能拿到
聯賽第三並打進足協盃決賽的本土主
帥代表李霄鵬。

在今年新增的“足球．電競金話
筒獎”項目上，在傳統足球解說和足
球電競解說都頗具辨識度與知名度的
著名主持人王濤榮膺足球．電競金話
筒獎，同樣戰績出色、表現不俗的電
競Newbee戰隊與魯能泰山隊在評選中
不分伯仲，同時榮膺2018年度最佳足
球電競俱樂部，而來自Newbee戰隊的
盧映從卡卡手中接過了年度最佳足球
電競先生獎盃。 ■新華社

武磊 王霜“加冕”中國金球獎

■王宇在比賽中與觀眾互動。新華社

■■傑志中心近日重鋪傑志中心近日重鋪
仿真草坪仿真草坪。。

傑志傑志fbfb圖片圖片

■王霜奪
女子金球
獎。
資料圖片

■■中超金靴得主中超金靴得主
武磊獲中國金球武磊獲中國金球
獎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參賽選參賽選
手蓄勢待手蓄勢待
發發。。

新華社新華社

■蘇炳添（左二）在比賽中段已確

定領先優勢。 新華社

■■ 蘇 炳 添蘇 炳 添
（（左左））率先衝率先衝
過終點過終點。。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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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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往事之才貌雙全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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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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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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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 Friday, February 22, 2019



BB1111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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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 Friday, February 22, 2019



BB1212廣 告
星期五 2019年2月22日 Friday, February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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