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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
美西、美東、黃石

德州、佛州、美国境内游
亚洲路线(買一送一)：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多條特價歐洲遊輪 休斯頓出發特價遊輪$329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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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機票回上海/台湾/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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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扣高達
25%

6月黃石公園總統巨石飛機團7日之旅$398起
7月加拿大洛基山7天遊$559起
9月至尊雙水鄉黃山武夷山雲貴純玩團$2198
10月北歐冰島16天童話遊輪之旅$1999起
日本韓國12天溫泉雪岳山之旅$1980 (全包價)

太空中心門票$18   $170 中國簽證
代理Viking遊輪 Gate1旅遊 Globus旅遊 廉价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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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montTreemont退休社區退休社區
專為銀髮族設計的退休社區專為銀髮族設計的退休社區
提供三餐提供三餐﹑﹑清潔服務清潔服務﹑﹑交通安排交通安排
每月有超過百種的娛樂活動每月有超過百種的娛樂活動﹐﹐享受同齡社交生活享受同齡社交生活
設有專業醫療團隊與醫療中心設有專業醫療團隊與醫療中心
電話電話:: 713713--783783--68206820
網站網站 WWW.Treemont.comWWW.Treemont.com
地址地址:: 25012501 Westerland Dr. Houston, TXWesterland Dr. Houston, TX 770637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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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間中國時間33月月88日日，， HOT MAMA International PageantHOT MAMA International Pageant國際辣媽大賽中國分賽區主席頓夏夏國際辣媽大賽中國分賽區主席頓夏夏，，應邀參加在人民大會堂應邀參加在人民大會堂
舉行的紀念舉行的紀念““三八三八””國際婦女節的大型演出國際婦女節的大型演出，，當晚全國婦聯副主席當晚全國婦聯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黃曉薇主持招待會書記處第一書記黃曉薇主持招待會。。全國人大女全國人大女
代表代表、、全國政協女委員全國政協女委員，，全國三八紅旗手等先進個人全國三八紅旗手等先進個人（（集體集體））代表代表，，在京的女將軍在京的女將軍、、女院士等中國各界婦女代表以及女院士等中國各界婦女代表以及
外國駐華大使外國駐華大使、、使節夫人使節夫人、、女外交官女外交官、、國際組織駐華代表國際組織駐華代表，，在華工作的外國女專家及專家夫人等千余人出席招待會在華工作的外國女專家及專家夫人等千余人出席招待會。。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HOT MAMAHOT MAMA 國際辣媽大賽中國分國際辣媽大賽中國分
賽區主席頓夏夏人民大會堂大放光彩賽區主席頓夏夏人民大會堂大放光彩

頓夏夏頓夏夏（（圖中圖中））人民大會堂演出照片人民大會堂演出照片。。

頓夏夏頓夏夏（（圖中圖中））人民大會堂前留影人民大會堂前留影

頓夏夏頓夏夏（（圖左圖左））人民大會堂演出照片人民大會堂演出照片。。

頓夏夏與毛戈平大師在迪拜舉行的頓夏夏與毛戈平大師在迪拜舉行的
20182018 HOT MAMA InternationalHOT MAMA International
PageantPageant全球總決賽上合影全球總決賽上合影。。

頓夏夏一家與頓夏夏一家與 HOT MAMAHOT MAMA 大賽大賽
創始人陳鐵梅在迪拜合影創始人陳鐵梅在迪拜合影。。

頓夏夏頓夏夏，，20182018 HOT MAMA International PageantHOT MAMA International Pageant國際辣媽大賽中國分賽區主席國際辣媽大賽中國分賽區主席，，
並應大賽組委會的邀請擔任美國賽區總決賽以及在迪拜舉行的全球總決賽特邀評委並應大賽組委會的邀請擔任美國賽區總決賽以及在迪拜舉行的全球總決賽特邀評委。。

（本報訊）德州特殊奧運協會（Special Olympics Texas
）及特殊奧院國際執法人員火炬跑協會（Torch Run Final
Leg for Special Olympics）協會於本(107)年3月9日在休士頓
Stude Park舉辦一年一度特殊奧運慈善路跑活動，吸引數百
名民眾響應參與，熱鬧盛大。

本次活動開跑前，主辦單位亦特別紀念兩位曾代表休
士頓警察局參加特殊奧運火炬跑之殉職警員，並頒贈警員
家屬榮譽狀，另為感謝各贊助單位，主辦單位亦邀請各贊
助單位代表上台接受感謝狀，該感謝狀係由特殊奧運選手
親自設計，場面溫馨感人。

為結合僑界力量，響應公益以回饋社會，駐休士頓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陳美芬僑務委員、張仕勳
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諮詢委員、休士頓台灣商會以及松
年學院亦集資贊助該活動，並以TRA@40(臺灣關係法立法
40週年)名義組團參加，共襄盛舉，以行動支持特殊奧運選
手，發揮運動天賦，找回自信。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受訪時
表示，台美在各層面長期共享堅實友好關係，本年為台灣
關係法立法四十週年，盼藉由積極投入雙邊共同關心事務
，傳遞台灣暖實力。活動主辦人休士頓警察學校校長Kris-

tine Anthony並於開跑前向我參與僑團致意，感謝我方熱情
參與，為本次活動增添意義。

以各國執法單位發起與地方特殊奧運協會共同發起之
特殊奧運慈善路跑活動係為 「特殊奧運國際執法人員火炬
跑 （Law Enforcement
Torch Run for Special
Olympics）」之延伸，該
活動係國際警察首長協
會（IACP）於 1984 年倡
議舉辦，活動由執法人
員持著象徵自由、傳承
的奧運火炬，與特殊奧
運運動員肩並肩跑步，
傳遞公益與特奧精神，
迄今已包括來自 45 個國
家 97,000 名警員參與舉
辦相關活動。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華僑救國聯合總會華僑救國聯合總會107107年海外年海外
華文著述獎揭曉華文著述獎揭曉，，分別從學術論著社會人文科學類分別從學術論著社會人文科學類、、文藝文藝
創作散文類創作散文類、、文藝創作小說類文藝創作小說類、、文藝創作詩歌類及新聞寫文藝創作詩歌類及新聞寫
作評論類作評論類、、新聞寫作報導類取前三名新聞寫作報導類取前三名，，前三名獲獎者將獲前三名獲獎者將獲
得獎金得獎金、、獎狀等獎勵獎狀等獎勵。。

將於將於20182018 年年11月月2727 日應日應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美南華文寫作協會 」」之邀之邀，，
前來休士頓發表專題演講前來休士頓發表專題演講:: 「「我寫故我在我寫故我在：： 寫作的樂趣寫作的樂趣」」的的
台灣天下台灣天下.. 文化資深顧問文化資深顧問，，中國汕頭大學教授楊艾俐女士中國汕頭大學教授楊艾俐女士,,此此
次以次以 「「郭台銘霸業郭台銘霸業」」一書一書，，榮獲榮獲 「「學術論著社會人文科學學術論著社會人文科學
類類」」第三名第三名。。而楊艾俐這次正是由而楊艾俐這次正是由 「「僑聯總會美南分會僑聯總會美南分會」」

主任李迎霞所推薦參加海外華人著述獎主任李迎霞所推薦參加海外華人著述獎。。楊艾俐與李迎霞楊艾俐與李迎霞
相識於相識於 「「美南華文作協美南華文作協」」，，去年楊艾俐在去年楊艾俐在 「「美南華文作協美南華文作協
」」演講時演講時，，李迎霞剛好在現場李迎霞剛好在現場，，今年二月僑聯總會的頒獎今年二月僑聯總會的頒獎
典禮典禮，，兩人一起去僑聯總會接受鄭致毅理事長的頒獎典禮兩人一起去僑聯總會接受鄭致毅理事長的頒獎典禮
。。頒發楊艾俐獎狀頒發楊艾俐獎狀、、獎章和獎金新台幣一萬元獎章和獎金新台幣一萬元。。

李迎霞會長表示李迎霞會長表示：：她們倆人都是特地回台北去僑聯總她們倆人都是特地回台北去僑聯總
會領獎的會領獎的。。她說她說：：20192019年海外華人著述獎現在開始接受報年海外華人著述獎現在開始接受報
名到六月底結束名到六月底結束。。有興趣者請把握機會向她報名有興趣者請把握機會向她報名。。她現為她現為
僑聯總會美南分會主任李迎霞僑聯總會美南分會主任李迎霞832832--643643--58305830

僑聯僑聯107107年海外華文著述獎揭曉年海外華文著述獎揭曉
楊艾俐著楊艾俐著 「「郭台銘霸業郭台銘霸業」」 獲第三名獲第三名

特殊奧運慈善路跑特殊奧運慈善路跑，，台僑團糾團響應台僑團糾團響應

影像學會本月會議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本月份開會通告
一. 時 間 : 三月十六日(週六)上午10至12時
二. 地點 : 美南銀行會議廳
三. 講員及講題 :
1. 李兆璿 ： 旅遊攝影心得
2. 穆樂倫 ： 有關照片 「後期處理」軟件之

應用
3. 亓國華 ： 電影影像之特性
請大家踴躍參加，謝謝！
秘書 李兆琳

圖為楊艾俐圖為楊艾俐（（左二左二 ）） 今年二月回僑聯總會接受鄭致毅理事長今年二月回僑聯總會接受鄭致毅理事長（（右二右二 ））的的
頒獎典禮頒獎典禮。。旁為僑聯總會美南分會主任李迎霞旁為僑聯總會美南分會主任李迎霞（（左一左一）。）。

特殊奧運選手們及家人與各贊助單位代表合影特殊奧運選手們及家人與各贊助單位代表合影參加特殊奧運慈善路跑之台裔隊伍參加特殊奧運慈善路跑之台裔隊伍

由特殊奧運選手設計之感謝狀由特殊奧運選手設計之感謝狀，，以手印象徵傳遞自由以手印象徵傳遞自由
與傳承之火炬與傳承之火炬



BB44社區畫頁

安可保險
汽車–地產–財務–年金

員工保險–人壽–醫療–養老
Henry Chang PE

713-974-3888(3827)  713-259-9038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Ste 205A
         Houston, TX 77036  [鄰華美銀行、王朝醫療中心]

辦公室/ 手機/

電郵: hchang@farmersagent.com

I01-ENCORE安可保險46C_4

R01-JESSICA REALTY TEAM王洪旭256C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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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 Sunday, March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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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寶旦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上元寶旦
暨元宵佳節暨元宵佳節

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元老雲偉嘉等元老雲偉嘉等
向向觀世音菩薩上香致敬觀世音菩薩上香致敬

德州天后廟慶祝德州天后廟慶祝 元宵佳節與信眾同歡元宵佳節與信眾同歡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 慶祝上元寶旦慶祝上元寶旦22月月1717日先向天后日先向天后
娘娘上香致敬娘娘上香致敬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 慶祝上元寶旦慶祝上元寶旦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
元老雲偉嘉等元老雲偉嘉等 向天后娘娘上香向天后娘娘上香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 慶祝上元寶旦慶祝上元寶旦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
、、元老雲偉嘉等元老雲偉嘉等 向關聖帝君祈福向關聖帝君祈福

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率經生們向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率經生們向 關聖帝君上香祈福關聖帝君上香祈福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慶祝上元寶旦慶祝上元寶旦 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
元老雲偉嘉等元老雲偉嘉等 向關聖帝君上香向關聖帝君上香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 慶祝上元寶旦信徒先向觀世音菩薩敬拜慶祝上元寶旦信徒先向觀世音菩薩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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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好消息，馳名的中國廚電方
太的產品又獲獎啦！在 2 月 20 日拉斯維
加斯會議中心舉辦的廚衛展（KBIS）上
，方太水槽洗碗機榮獲Best Of KBIS Im-
pact Award影響力獎。該款屢獲殊榮的水
槽洗碗機Q7是一款水槽、洗碗機、和果
蔬清洗三項功能為一體的機器，非常適
合小型城市公寓和緊湊的歐式廚房。

在行業巨頭云集的KBIS展中，方太
僅在第二次參展就從600多個競選產品中
脫穎而出，獲得如此榮譽，這不但展現
了方太產品領先的創新、設計和功能，
也代表了方太在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的
進程中做出了重要貢獻。

KBIS 是一個超重量級的廚電行業展
會，由美國廚房及浴室產品協會(NKBA)
主辦，尼爾森公司(Nielsen Business Me-
dia) 承辦，每年舉辦一屆，是全球享有盛
譽的專業廚房以及衛浴行業展覽會。自
1963至今，KBIS已成功舉辦56屆。展會
的規模和影響力可與德國的ISH法蘭克福
衛浴展，以及意大利的MCE米蘭衛浴展
相媲美，已成為北美廚衛市場的風向標
。

方太Q7水槽洗碗機是洗碗機、水槽
、和水果、蔬菜、海鮮清洗機的集成。
它不僅僅是一台洗碗機，它更是一種新
型廚房空間節省的幫手。Q7水槽洗碗機
是非常高效的洗碗機，全程僅使用約為
1.6加侖的水，30分鐘即可完成清洗，節

省時間和精力。它的設計符合人體工程
學設計，無需彎腰裝入或去除餐具。蔬
菜、水果、海鮮清洗機則可以從食物中
去除 90％以上的有害農殘，讓使用者吃
的放心。

始終以健康為出發點
方太美國的運營總監石家賓說道：

“KBIS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廚衛行業可
以在此展示他們的創新成果，取得發展
業務的機會。我們很高興我們的水槽洗
碗機贏得了Best Of KBIS影響力獎。這是
對我們創新，技術和設計的認可”、
“除了水槽洗碗機，我們高效吸排的健
康油煙機也在展會上引起了參會者的極
高關注，原因其實很簡單，在方太，用
戶和他們的健康永遠是我們的出發點。
我們始終與客戶站在一起，解決他們的
廚房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永遠不會
停止創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洗碗機
不僅僅是洗碗機。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創
造的抽油煙機始終將健康的理念貫穿始
終。“

本次展廳主題:
此次方太以“HoodPlus, More than a

hood”為主題，開展了廚房硝煙行動，
希望引起大家對廚房油煙帶來的健康危
害的關注。

如果說世界上有兩種油煙機的話，
那麼一種叫油煙機，一種叫方太。方太
生產的不是普通油煙機，而是能夠有效

解決烹飪健康問題的健康油煙機。
擁有多重油煙淨化系統的方太煙機

，不僅能夠實現高達 92%的油脂分離度
*——這將大大減少廚房灶台讓人不適的
油膩現象，減輕繁重的打掃擦洗工作
——同時還能將油煙產生的熏人氣味降
低95%以上，無需再擔心木質房子殘留咖
哩和煎羊排的味道。

(注: 自動檢測的氣體：甲醛、氨氣、
一氧化碳、苯、香煙煙霧、酒精、氫氣
、倒煙串味、油煙餘味)

( 啟 動 範 圍 ： 污 染 氣 體 濃 度 在
1.5-3.0ppm 時 油 煙 機 啟 動 P1 檔 ； ≥
3.0ppm時，油煙機啟動P2檔)
更重要的是，好的煙機，避免了油煙接
觸皮膚或被吸入身體內部，造成皮膚、
呼吸道、肺部的健康問題。

方太油煙機產品：
JQG7501
設計上，方太傳承了和IDEO共同打

造 的 ， 曾 獲 得 德 國 IF 設 計 大 獎 的

O-Touch設計，在觸控款上可以看到非
常時尚、簡潔的橙色光圈，一觸即亮。
獨創的側吸式下沉設計，更靠近油煙產
生的鍋具，進煙口設計在恰到好處的高
度，在最適合的時間和位置吸入油煙。
獨特的隔煙屏設計，除了可以防止油煙
擴散，避免油煙接觸臉部皮膚，也增大
油煙機覆蓋的面積150%(1)。進煙口從左
到右，接近機身寬度的進煙口，吸力均
勻覆蓋。隨你怎麼爆炒，都不用擔心。
噪音最低只有1 sone(3)。油脂分離度92%
，廚房不再油膩膩；氣味降低度98%(2)，
炒辣椒也完全聞不到辣椒嗆鼻味。

註：(1) (2): 數據來源於方太實驗室
。(3) 數據來源於美國HVI實驗室

EMG9030
EMG9030 是方太首發“無人駕駛”

智能升降頂吸式油煙機。
它的三個特質，是立足市場無與倫

比的強大競爭力。
1. 內置煙感光敏傳感器，可以自動

識別油煙濃度；
2. 在識別之後，通過升降蝶翼環吸

板，在最佳的位置牢牢控製油煙不擴散
；

3. 根據目前的油煙濃度以及環境阻
力，無極變速匹配合適的進風量吸排。

也就是說，你只要按下 Auto 鍵，專
心享受烹飪即可，其它統統交給“無人
駕駛”的智能升降煙機EMG9030。

關於方太：
在中國，FOTILE以其高端抽油煙機

而聞名，20 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改善每個
家庭的廚房環境。

暢銷全球20餘個國家，每天近10000
個家庭選擇方太

2000+廚電專利*，引領行業技術革
新

吸油煙機產品國際標準*修訂者
德國杜塞爾多夫、日本大阪、中國

寧波，全球三大技術創新中心
*專利落地國主要為中國
*IEC 60335-2-31：《家用和類似用

途電器的安全/吸油煙機和其他油煙吸除
器具的特殊要求》

方太休斯頓購買地點：
1. 糖城店：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大華超市同一停車場）
281-201-8186

2. 中國城店（香港海味城內）：
9968 Bellaire Blvd, Suite #100，Houston，
TX 77036 713-772-2889

報喜訊報喜訊!! 方太產品又獲獎啦方太產品又獲獎啦!!!!
方太水槽洗碗機在方太水槽洗碗機在KBISKBIS廚電展榮獲廚電展榮獲Best Of KBISBest Of KBIS影響力獎影響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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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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 Sunday, March 10, 2019

三月北
京 ， 春 和
景 明 。 繼

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三日揭幕後，十三屆全國人
大二次會議日前己揭開序幕。二千九百多名人大代表
、二千一百多名政協委員，肩負全國人民囑託，齊聚
首都，共商國是，為決勝全面小康社會建言獻策。我
等海外華民，對此也應表示熱烈祝賀！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關鍵之年。今年的全國兩會，牽動着世界的目光，也
承載着人民更多、更高的期望。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上月公佈，吹響
了大灣區融合發展的號角。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是習近平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
戰略，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
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大灣區涉
及一個國家之下的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三種法律
制度，既是優勢也是挑戰，如何破除人才、技術、資
金、設備、信息、數據等關鍵要素流動的體制機制障
礙，形成粵港澳交流互動、協同發展的新局面，期待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多提真知灼見。

面對國際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今年中國
經濟仍將面臨複雜形勢。從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到扎實推進鄉村振興戰略、

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從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到推動全方
位對外開放，再到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去年底舉行
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七個方面重點工作任務。
如何將政策“組合拳”落實，應對中美經貿摩擦，推
動中國經濟行穩致遠，預料將成為兩會熱議的話題。

打贏脫貧攻堅戰，到二○二○年如期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是中國共產黨向全世界和全國人民的莊嚴承
諾。截至去年底，全國還有農村貧困人口一千六百六
十萬人，約四百個貧困縣，近三萬個貧困村。尚未脫
貧人口中，長期患病者、殘疾人、孤寡老人等特殊困
難群體和自身發展動力不足的貧困人口比例高，深度
貧困地區如何如期脫貧，今年是關鍵之年，期待廣大
代表、委員提出新的思維，破解這一難題。

法治興則國興，法治強則國強。做好改革發展穩
定各項工作離不開法治，改革開放越深入越要強調法
治。實現全面依法治國，全國人大重任在肩。今次全
國人大會議將審議外商投資法草案。這一法律是中國
深化對外開放的最新舉措，將為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提
供與時俱進的法治保障，能否如期通過，外界矚目。

“兩會”制度是中國的一個根本優勢。如何激發
兩會的制度優勢，離不開全體代表委員盡忠職守，盡
職盡責，多建務實之言、多獻睿智之策。只有真正做
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才能為改革發展汲取更
多智慧，獲得更多動能，助推中國巨輪乘風破浪、勇

往直前。期待兩會有更多好聲音，為新中國七十周年
華誕獻禮，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添磚加瓦。

在大會中，李克強總理兩萬字的政府工作報告，通
篇凝就了八個字：自強不息，為民減憂。這是一份讓
人越聽越開心的報告。對外，面對嚴峻的國際貿易形
勢，以“內功”抵禦之；對內，優化經濟和民生環境
，固本培元，增強“內功”，做好“打硬仗的準備”
。

“又有喜，又有愁。”這是一份生於憂患之年，
卻又是喜慶之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美貿易交戰正酣
，適逢新中國七十周年大慶，憂喜交集，如何謀劃，
頗考功夫。然而“寶劍鋒從磨礪出”，正是如斯形勢
，李總理交出了一份首先讓全場近三千位全國人大代
表認同、繼而將獲全國人民讚好的工作報告。報告過
程中五十多次掌聲，甚至多次打斷總理的報告，電視
機旁的觀衆或能感受到這種熱烈的認同和支持。

國際環境複雜而嚴峻，要應對還得靠自己。美國
挑起貿易戰，誰幫得了？沒有；“華為”被圍堵，誰
能幫得了？也沒有。靠自己，就得有實力；要有實力
，一句話：就是要“凝心聚力辦好自己的事”。因此
，政府工作報告大部分篇幅就專注於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最根本的，就是要減輕人民
的負擔。說這份報告讓人越聽越開心，因為在長長的
篇幅裡，有四個矚目的大字：“減稅降費”。政府讓
老百姓擁有更多，誰不高興？當李總理提到“將製造
業等行業現行百分之十六的稅率降至百分之十三”，
全場立即響起熱烈的掌聲。隨後，陸陸續續的惠民措

施，減稅降費全民受惠，都必然引發全場代表的熱烈
掌聲。

政府減免稅收，加大公益投放，幫扶弱勢群體，
改善誤事擾民的措施，全國人民都能貼身受惠，誰不
歡迎？光是將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起徵點，從月銷售
額三萬元提高到十萬元，就足令全國所有創業者落力
搞活銷售市場，激發內需。又是一回熱烈的掌聲。

這些“放水養魚”的利民措施，促進經濟發展，
對於正面臨嚴峻國際形勢的國家經濟，起了很好的紓
緩作用。這份政府工作報告，越聽越感覺實在。因為
這些措施，這些數字，老百姓都實實在在可以得益受
惠，又有誰不同意？

對於政府自身建設的論述，亦深得民心。“讓幹
部從文山會海、迎評迎檢、材料報表中解脫出來，把
精力用在解決實際問題上。”總理主張減少開會和發
文數量，“今年國務院及其部門要帶頭大幅精簡會議
、堅決把文件壓減三分之一以上。”無論是終日與會
議、文件為伍的幹部，又或因政府部門辦事不力而訴
求無果的老百姓，都為之喝采不已。

讀過這份政府工作報告，當知國家問題之多，而
解決問題之精妙。當今國民，不可不知。

副總理韓正強調，大灣區建設，首先是國家戰略
，要建設成全國改革開放的標杆；是進一步推進“一
國兩制”方針行穩致遠之舉，是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渠道、契機和平台。建設大灣區有三個前所未有
：中央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粵港澳三地參與的熱情
度前所未有、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前所未有。

領導人語多激勵，大灣區大有可為。

上月，有友人到紐約一行，在逛街時
報廣場上時，見到一塊巨型廣告牌，寫下
怪 責歐凱秀，趕走亞馬遜， 讓紐約失2.5
萬工作、40億工資。返回休市時，向我打
聽個中內情。

我向他指出： 這是紐約市保守派社會
團體 「創造就業網路」(Job Creators Net-
work)2 月 20 日在紐約時報廣場的一塊大
屏幕上打出廣告，抨擊紐約市選出的新科
國 會 眾 議 員 歐 凱 秀 - 柯 提 茲 (Alexandria
Ocasio-Cortez)，指她應該對電商巨頭亞
馬遜(Amazon)放棄在紐約市設第二總部的
決定負責。

查民主黨籍國會眾議員歐凱秀-歐提
茲，出身於紐約市草根，在平民和婦女界

有相當影響力。
這塊廣告牌位於紐約市曼哈頓時報廣

場 42 街靠近第八大道附近，將樹立一
周，上面寫著 「紐約市失去了2萬5000
個工作機會、40億元工資以及120億元
的經濟效益，這一切都要感謝(歸咎於)
歐凱秀-柯提茲！」

「創造就業網路」發表聲明說， 「一
些反商政客，尤其歐凱秀-柯提茲，導
致亞馬遜做出了退出紐約市的決定，這
是紐約市經濟的一大損失」。該組織總

裁兼執行長奧蒂茲(Alfredo Ortiz)表示，
「若歐凱秀-柯提茲的反商政策繼續大行

其道，日後類似亞馬遜退出紐約的傷害經
濟的事情，在紐約市，只會愈來愈多」。

歐凱秀-柯提茲和紐約市一些左翼民
選官員，此前強烈反對亞馬遜將第二總部
設在紐約長島市(Long Island City)，稱不僅
不會為當地居民創造就業機會，還會推高
房價，對低收入者不利。由於當地民選官
員反對，亞馬遜於2月14日決定放棄在長
島市設第二總部的計畫。

歐凱秀-柯提茲的做法，受到保守派
團體和部分民主黨民選官員的抨擊。力挺
亞馬遜入駐紐約市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表示，反對者完全未搞清楚狀況。

歐凱秀-柯提茲則
在推特上反擊，稱
她清楚理解這項交
易，不會改變想法
， 「如果交易完成

，將是紐約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稅務補貼，
怎麼可能一點負面影響都沒有？」

民眾對此事的立場，也不盡相同。市
民Kaitie表示，紐約市亟待改善的問題,是
交通和住房，市府應在民生方面投資更多
，例如將本來要給亞馬遜的稅務補貼，用
來投資修繕紐約地鐵， 「歐凱秀-柯提茲
的反對有道理」。

不過在紐約大學攻讀語言學博士學位
的 來自香港的鄧先生卻表示，聽到亞馬遜
要來紐約的消息，本來很高興，希望畢業
後，能在亞馬遜第二總部找到工作，但現
在這一切成了泡影； 「我原以為紐約市海
納百川，不料竟有官員拒絕發展經濟的機
會」。

有身居紐約的朋友，叫我發表文章，
談一下： 「是否趕走亞馬遜 非紐約之福
」。對此，我有不少感觸。我有不少親友
住在紐約市，我個人認為，大多數紐約人
，其實並不抗拒亞馬遜把第二總部，設在
紐約，只是他們以為紐約市政府，已在努
力爭取，他們沒有必要再 「嘈喧巴閉」，
以至聲勢上，被反對派蓋過罷了。沒想到
亞馬遜老細貝佐斯，會因而不高興，—怒
之下，取消在紐約設新總部的鴻圖大計。

紐約州州長科莫對此甚為不滿，指控
有一小群政客，為了自己的狹隘利益，犧
牲了社區的福祉，以及紐約的多番努力，
變成前功盡廢。朋友認為那些擔心亞馬遜
來了會引發交通擠塞與房租急升的人，在
紐約並非主流。民意調查顯示：有57%的
紐約人，支持亞馬遜來紐約設總部，反對
的只有26%。支持者比反對者多一倍以上
。

當然，支持者之中，亦有一些認為，
如果能夠不用給這麼多的優惠，亞馬遜也
肯來紐約就最好；但他們亦知道競爭激烈
，全國有238個城市都在爭取，要成功當
然要付出代價。

朋友認為，能吸引亞馬遜這樣一間高
科技巨企來設總部，對一個城市一定是有
莫大的好處的。亞馬遜不但會帶來很多高
質素的人材，亦會吸引很多人材來紐約找
機會，而且會導致紐約原先的人力市場來
一次大洗牌。有人會被挖角，有人有機會
補位，大流動的結果，是人材可以找到更
能發揮所長的崗位。

有研究顯示，這種由巨無霸公司進駐
而帶來的人力市場大流動，足以令一個城
市的基因得到重新排列，令城市的生命力
大增。阿里巴巴在杭州設立總部後，就令
杭州由一個旅遊城市，轉變成一個科技含
量倍增的城市，予人耳目一新。

上世紀90年代，德國的寶馬車廠想在
全球找一個新的生產基地，引來全球250

個位處不同國家的城市競爭，結果由美國
西卡羅來納州的一個小鎮奪標。寶馬來了
之後，還來了一大批零件部供應商與服務
提供商。不但提供了大量工作崗位，還令
整個城鎮的經濟活力脫胎換骨。

相比寶馬，亞馬遜能帶來的轉變一定
更大。亞馬遜以網購書籍起家，現時的業
務已十分多元化，除了電子商貿外，還搞
高科技物流，雲計算，人工智能，電動車
等，估計可以為紐約帶來25,000個高端職
位，並拉動紐約的工資上升，對多數人都
是好事。

當然，紐約的生活指數亦會因而上升
，這對一部分知識與技能都追不上時代要
求的人就不是好事。如果亞馬遜真的進駐
紐約，只會令他們的競爭力更顯不足。他
們認為政府應該把資源補貼他們，而不是
補貼亞馬遜。反對派於是利用這股民粹主
義的思潮，作為政治籌碼，希望可換取個
人的政治利益，結果斷送了紐約的長遠利
益。

我認為：像紐約這樣的國際大都會，
必須勇於接受動盪，迎接挑戰，否則很難
長期保住自己的領先地位。大都會是沒法
保住所有已經住在城市裏的人的，它必須
不斷換血，吸納新的國際人材。今次抗拒
亞馬遜進駐的，其實是一批害怕進步的力
量，讓他們得逞，非紐約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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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迎來俄羅斯迎來““送冬節送冬節””

俄羅斯迎來為期壹周的“送冬節”，在莫斯科紅場上帶著面具的小販手持象征光明的“太陽”招
攬往來的遊客。古斯拉夫人認為，當女神戰勝了嚴寒和黑夜的時候，就是春天來臨的日子。因此，每
年2月底、3月初，古斯拉夫人都要舉行隆重的迎春送冬儀式並由此產生了“送冬節”。此後東正教
傳入俄羅斯，教會將“送冬節”設在東正教齋戒期之前。因為在齋戒期中不得吃肉，所以“送冬節”
又成為俄羅斯民眾向肉食品告別的日子，因此該節日又被稱為“謝肉節”。在“送冬節”期間，民眾
盡情吃肉、喝酒、玩遊戲，並烙象征太陽的薄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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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南部俄羅斯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南部，，壹輛汽車行駛在葉尼塞河冰面公路壹輛汽車行駛在葉尼塞河冰面公路
上上。。據悉據悉，，該條公路有地區交通服務部門監控該條公路有地區交通服務部門監控，，長達長達55公裏公裏。。

“新女性經濟”時代來了嗎？

桃花開，燕歸來，“三八婦女節”

飄然而至。作為重要的消費主體，女性

所創造的“女性經濟”日益受到矚目。

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女性消費市場正

在發生壹種變化：從“崇拜名牌”到

“彰顯自己”、從“他人喜歡”到“自

己欣賞”、從希望“被悅”到關心“己

悅”，“新女性經濟”凸顯著中國當代

新女性自尊、個性的新消費理念，折射

著她們自信、獨立的精神風貌。

不被商標“左右”
壹首由商品品牌名組成的歌曲近期

在抖音等平臺走紅，這首對奢侈品不無

戲謔的歌曲，體現出時下女性的壹些心

態。事實上，許多女性已開始“以自我

來定義產品，而非用產品來定義自

己”，青睞原創、小眾、適合表達個性

的消費。

CBN Data聯合淘寶發布的《2018中

國原創設計創業與消費報告》顯示，為

原創設計買單的粉絲以女性為主，且以

“80後”和“90後”居多。

前不久，故宮博物院聯名推出“故宮

口紅”壹夜刷屏，郎窯紅、碧璽色、玫紫

……設計靈感來自文物郎窯紅釉觀音尊、

桃紅碧璽瓜式佩、鈞窯玫瑰紫釉花盆托等

的唇膏受到眾多女性追捧，盡管此款口紅

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奢侈品大牌，其走紅

之勢卻令化妝品界巨頭為之側目。

“塗的不僅是色彩，更是中國風的

古典與優雅。”在沿海壹省會城市工作

的教師林梅告訴記者，相比價格昂貴的

奢侈品，自己壹直以來都喜歡有韻味、

有內涵的物件，此款口紅就很適合表達

自己的個性。

采訪中，記者發現，“對爆款不感

冒，對大牌不強調，對品質很需要，對

內涵超擁抱”已成為不少年輕女性的消

費理念，也讓許多新興品牌找到了崛起

的好時機。

“80後”設計師李吶是國內某中式

禮服品牌創始人，在她的印象裏，以

前很多服裝企業直接引進國外的款式

仿制，基本不需要設計師。為了堅持

理想，她創辦了自己的品牌，做原創

中式禮服。

立領盤扣和魚尾裙、精美的蘇繡和釘

珠、出色的剪裁和天鵝絨面料，中式禮服和

西式點綴的融合帶來不少“新鮮感”。

“壹個很明顯的感受是，這幾年很

多消費者會選擇定制中式禮服。”李吶

說，“用現代的方式演繹獨特的刺繡靈

魂，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印記。”

不被他人“綁架”
3月5日，中部某大型三甲醫院醫生

楊陽來到工作地點附近壹家私教健身中

心，壹口氣花了27520元辦了年卡。

“在家是母親、妻子、女兒，在外

是救死扶傷的醫生，太多的‘角色’讓

人喘不過氣，我也希望有點屬於自己的

時間，鍛煉身體、調理情緒。”楊陽說，

自己還沒有和家裏人商量，相信他們慢

慢可以理解。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建華

分析指出，消費觀體現價值觀，傳統觀

念更期待女性為家人花錢、花時間，但

越來越多的女性不再甘於只是“賢妻良

母”，要活出自我。

天貓發布的壹項報告顯示，2018年，

購買“跑步全套裝備”的女性用戶壹年

內增長了1389%，50-60歲的女性購買潛

水相關商品的數量增加了79%。“果敢、

美色、運動、悅己、養成、機智”成為

女性消費6大關鍵詞。

此外，許多單身狀態的女性也在勇

敢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狀態，其消費現

象也被研究者關註，並由此產生了“單

身女性經濟學”。

多家旅行機構發布的消費報告表明，

我國女性在自由行中的人數占比逐年攀

升，已呈全面超越男性之勢。業內人士

認為，選擇獨立出行探索世界的女性正

在重塑傳統旅行方式和旅遊經濟，催生

出了女性專屬的旅行線路、度假村等。

身體和心靈，總有壹個要在路上。

近年來，除青睞旅遊外，女性對於自我

內在成長的投入也與日俱增。知識付費

平臺小鵝通的數據報告顯示，在2017年

小鵝通知識付費的用戶中，女性用戶占

比達到了62%。

不隨愛情“沈浮”

“不要把取悅自己的權利，僅僅交

給男性。”今年26歲的任華曾任職於北

京某高校，她告訴記者，身邊很多朋友

壹到3月8日就在朋友圈曬鮮花、曬禮物、

曬紅包，其實就是曬甜蜜、曬寵愛、曬

滿滿的少女心。

“如果伴侶準備了，自然應該高興，

但如果對方沒有這份浪漫，那就自己寵

愛自己。”任華坦然地說。

任華的觀念在女性新消費理念中具

有代表性。以情人節消費為例，2019年

2月淘寶發布的《2019 情人節鮮花大

賞》顯示，情人節鮮花消費市場也不再

是男性的主場——2017年，情人節鮮花

消費中70%為男性，而僅僅過了兩年，

今年情人節鮮花消費群中有60%的女性。

3月6日，記者來到長沙市最繁華的

五壹路商圈，發現店鋪櫥窗紛紛貼上了

帶有“女神節”“女王節”等詞匯的促

銷海報。

李建華等研究人士認為，女性消

費價值觀之變，是我國女性就業人員

比重、接受高等教育比重、參與企業

經營管理比重不斷提高帶來的可喜變

化。社會應理解並主動適應女性新興

消費心理，女性也應在經濟地位不斷

提高的同時，為社會和家庭做出更全

面、更積極的貢獻。

快消巨頭相繼公布財報 中國市場和天貓成“高分秘籍”
綜合報導 日前，雀巢、億滋、可口可樂等跨

國公司相繼公布了2018年財報，這些在天貓上展開

數字化轉型的快消巨頭們，都呈現出了逆勢增長的

良好勢頭。其中，雀巢中國業績增速提升了3倍；

奧利奧母公司億滋的CEO也披露，在華電商業務去

年實現了近80%的高速增長。業界人士稱，這壹系

列的創新驅動的業績增長，都是“巨頭增長看中國

，中國市場看天貓”的鮮活註腳。

日前，雀巢公布了2018年財報，其中，年營業

收入再度超過六千億元人民幣。財報顯示，雀巢

2018年有機增長3%。雀巢集團首席執行官馬克· 施

奈德（Mark Schneider）對2018年取得的進展感到

滿意，並指出“增長主要受到美國和中國市場，以

及嬰兒營養品業務的強勁發展勢頭的驅動。”馬

克· 施奈德還特別提到快速崛起的中國市場的表現

，並將其作為全球和美國比肩的最大市場看待。

數據顯示，2018年雀巢中國市場的增長有顯著

提升，大中華區的有機增長從2017年的1.6%增長

至2018年的5%，增速提升了3倍。雀巢在財報中

指出：“這得益於嬰兒營養品、咖啡和調味品方面

的創新以及電子商務的強勁增長。”

據了解，和以天貓為代表的阿裏巴巴集團的全

方位合作也是雀巢集團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抓手。該

集團旗下包括雀巢咖啡，多趣酷思咖啡機等在內的

20多個品牌，目前都已進駐天貓，完成了線上市場

布局的第壹步。

通過天貓的數據賦能，雀巢得以對消費者進行

深度運營。在供應鏈改革上，雀巢與菜鳥推動全渠

道壹盤貨，並展開與大潤發、銀泰、零售通等多場

景的合作。未來，雀巢還將與天貓展開品類共創，

作為壹家擁有150年歷史的跨國巨頭，雀巢已經完

成了航母轉身，駛入數字化新航道。

奧利奧母公司億滋發布的2018年財報顯示，2018

全年億滋總體營收259.38億美元，同比增長0.2%。億

滋公司CEO Dirk Van de Put在業績分析會上表示，

2018年對億滋來說是強勁增長的壹年。據了解，億滋

中國業務已經連續實現第六個季度的正增長，無論是

餅幹還是口香糖都獲得了更多的市場份額。

億滋旗下的多個品牌相繼入駐天貓，其中頭部

品牌奧利奧和天貓共創的音樂盒成為現象級爆款後

，巧克力品牌milka也在天貓旗艦店增長迅速，過

往12個月同比超過30%……億滋還表示，2019年希

望能夠和天貓壹起共創，將口香糖和薄荷糖在線上

的人群滲透繼續擴大。

可口可樂2018年財報顯示營收有所下降，凈利

潤卻大幅增長，同比大漲405%。面對投資者對於股

價和市值增長的期待，在對華爾街分析師舉行的電話

會議上，可口可樂CEO詹鯤傑（James Quincey）以中

國市場為例，肯定了數字化轉型和新品創新的表現。

他表示，第四季度，可口可樂的B2C業務很好地

利用了大型電商購物節“雙十壹”來拉動銷量，

B2C和B2B的數字業務全年增長超過40%，現在占

可口可樂中國市場收入的5%以上。

2018年天貓雙11期間，可口可樂還開辟了專

屬生產線，為天貓推出獨家定制禮盒，全球限量

30000份。消費者在線上定制香草、蜜桃、檸檬等

不同口味，背後涉及到新品研發、供應鏈整合等多

塊業務，這在可口可樂品牌史上也是屬於具有劃時

代意義的創新之舉。

可口可樂CEO詹鯤傑在分析師會上向華爾街力

贊中國線上市場的出色表現，並稱“良好業績讓我

們取得五年來最強勁的有機收入增長，這壹切都是

因為擁有更強大的創新渠道，紮實的數字化舉措，

以及裝瓶合作夥伴的執行力在穩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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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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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輿論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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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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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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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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111體育消息
星期日 2019年3月10日 Sunday, March 10, 2019

2019年3月9日（星期六）體育新聞5 ■責任編輯：周文超

PSG對曼聯一戰補時階段，達洛治大腳施
射，球證翻看視像助判系統（VAR）判

PSG後衛甘佩比在封堵射門時禁區內犯手球，紅魔
獲判12碼，拉舒福特頂住壓力操刀中鵠，幫助缺兵
少將的曼聯完成絕殺。不過，作為球評人的曼聯名
宿里奧費迪南反而對這球12碼表示不認同：“當時
該後衛距射門僅約3碼，根本沒人能有反應（避
開）。”

手球應判與否惹爭辯
當時甘佩比跳起時是在轉身當中，未有正面面向

射門，但手部未有貼向身體下觸到皮球，加上改變了皮
球去路，故被罰12碼。英超前名哨卡頓保表示：“甘
佩比並非故意用手擋球，這球在英超不會判12碼，但
在歐聯球證則是依歐洲足協指引來判這手球。”

“福仔”12碼絕殺奠勝，梅開二度的盧卡古也
應記頭功。首回合領先2：0的PSG開場僅2分鐘便
失守，像日前皇家馬德里的卻奧斯早段回傳失誤累
球隊早早失守終被逆轉的故事一樣，PSG右閘泰路
基拿回傳失誤，盧卡古高速插上，最後引球推過門
將保方窄角度射入閃電領先。

相隔20年再演神奇：這就是曼聯
PSG在12分鐘雖由祖安巴尼特接應麥巴比助攻

扳平，總比數再度拉開到3：1。然而老路縱橫的意
大利門神保方在30分鐘卻送大禮，在撲福仔遠射時

甩手，盧卡古補射中鵠，個人連續3場比賽起孖。
最後憑藉福仔補時射入的12碼，紅魔成了歐聯廿多
年來首支第一回合主場落後兩球下、最終作客竟能
反勝晉級的球隊。
1999年歐聯決賽蘇斯克查後備入替補時轟入致勝

球反勝絕殺拜仁慕尼黑，相隔20年，作為看守領隊的
蘇斯克查再寫紅魔奇蹟。賽後他說：“我們有夢幻般
的開局，盡快攻入第一球是我們的計劃，但沒想到是
2分鐘就成功了，令對手開始緊張，我們則繼續施壓
去爭取更多入球，我對球員展現的鬥志十分滿意。”
這位昔日的超級後備殺手揚言：“這就是我們需要做
到的，這就是曼聯。”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巴 黎 聖 日 耳 門巴 黎 聖 日 耳 門

（（PSGPSG））北京時間北京時間77日凌晨在歐日凌晨在歐

洲聯賽冠軍盃洲聯賽冠軍盃1616強次回合強次回合，，出乎意料出乎意料

地以地以11：：33遭曼聯憑補時的遭曼聯憑補時的1212碼絕殺碼絕殺，，紅紅

魔總比數追成魔總比數追成 33：：33 下以較多作客入球晉下以較多作客入球晉

級級，，成為歐聯首支第一回合主場落後兩球結成為歐聯首支第一回合主場落後兩球結

果逆轉出線的球隊果逆轉出線的球隊。。19991999年歐聯決賽為曼年歐聯決賽為曼

聯攻入致勝球實現聯攻入致勝球實現““三冠王三冠王””的蘇斯克的蘇斯克

查查，，2020年後以看守領隊身份再度經年後以看守領隊身份再度經

歷神奇時刻歷神奇時刻。。
■■兩位紅魔傳奇人物費格遜兩位紅魔傳奇人物費格遜((中中))及簡東及簡東
拿拿，，現場見證蘇斯克查現場見證蘇斯克查((右右))寫下歷史寫下歷史。。

曼聯圖片曼聯圖片

■■盧卡古盧卡古((右右))推過保方推過保方，，閃電開紀錄閃電開紀錄。。 美聯社美聯社

■■拉舒福特拉舒福特((中中、、1010號號))射入奠勝射入奠勝
1212碼碼，，帶領曼聯絕殺反勝帶領曼聯絕殺反勝PSGPSG，，
勇闖勇闖88強強。。 路透社路透社

■■甘佩比甘佩比((左左))禁區內犯手球禁區內犯手球，，臨完場前輸致命臨完場前輸致命1212
碼碼。。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近期成績一般的港羽“一哥”伍家
朗，當地時間7日在英國伯明翰進行
的全英羽毛球公開賽有回勇表現，繼
首圈擊敗8號種子、印尼新星金廷
後，再以局數2：0輕取印度球手晉身
8強。不過，國家羽隊於男單則只剩
下石宇奇孤軍作戰，爭取衛冕的他將
與日本球手常山幹太爭入4強。

今年全英賽大吹冷風，林丹、諶
龍、周天成及孫完虎等名將相繼落

馬，不過香港“一哥”伍家朗就愈戰
愈勇，16強以21：12及21：17輕取
印度對手晉級，將與印尼好手蘇吉亞
圖爭入4強。

女單方面，港羽“一姐”張雁宜
面對韓國名將成池鉉苦戰76分鐘，以
11：21、21：18、18：21惜敗，無緣
8強；另外，混雙組合張德正／吳詠
瑢亦以17：21、11：21連輸兩局，不
敵2號種子、國羽組合王懿律／黃東
萍。

另外，國羽女單在全英賽至今表
現出色，李雪芮、陳雨菲及何冰嬌悉
數晉身8強，相反男單則只有衛冕的
石宇奇獨力支撐，面對馬來西亞老將
劉國倫，石宇奇只花了33分鐘就以
21：10及21：8獲勝。身為二號種子
的他亦對自己的表現非常滿意：“今
場的表現有8分吧，林丹及諶龍等前
輩不在，自己更加想贏，雖然對手一
度因傷要治理，不過自己一直保持緊
張狀態，比賽結束前也沒有放鬆。”

伍家朗 石宇奇
晉全英賽男單八強

國際泳聯世界跳水系列賽北京站7日在國家
游泳中心（水立方）開戰，開啟板台兼項的奧運
冠軍曹緣當日分別與陳艾森和謝思埸搭檔，先後
攬下男雙10米台和男雙3米板兩項金牌。
從倫敦奧運會男子雙人10米台冠軍到里約

奧運會男子3米板冠軍，曹緣成為了中國跳水隊
中少有的在奧運會中板台皆奪金的選手。冬訓
時，曹緣被告知自己將同時兼顧男雙10米台、
男雙3米板和男子3米板三個項目。
7日的比賽，曹緣先與陳艾森成功拿下上午

男雙10米台冠軍，經過短暫的午休後，又在晚
間的男雙3米板比賽中與謝思埸攜手登頂。
曹緣表示自己把雙人項目看得很重，平時訓

練也是雙人在先，最後再練單人。“身兼三項很
累，我一定要保證系統訓練，多放鬆治療，並找
到調節三個比賽的方法。”曹緣表示，“不過，
無論是3米板還是10米台，我都很有信心。”

■中新社

中華龍舟大賽海南萬寧打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

聰 萬寧報道）農曆二月初二

“龍抬頭”，日前，2019中華

龍舟大賽揭幕戰在海南萬寧打

響首日比賽（見圖），三個項

目5個組別的15場決賽名單出

爐。樂從羅浮宮、名門世家九

江、南昌小藍虎山、河源水上協會、新會泓達堂、聊城大學、

溫州大學等隊順利晉級。根據賽前的設置，職業男子組、職業

女子組和精英公開組都新增了1,000米往返賽，各隊成績將成

為他們晉級100米直道賽正賽的資格。作為精英公開組1,000

米往返賽成績最好的隊伍，第二年參賽的河源水上協會成績領

先最後一名的隊伍多達40秒。 ■新華社

世
界
跳
水
系
列
賽

擊劍亞青賽 中國隊男重奪金
正在約旦薩勒特市進行的

2019年亞洲青少年擊劍錦標

賽已近尾聲。在當地時間7日

進行的兩場青年組比賽中，中

國隊經過苦戰以33：32險勝

哈薩克，斬獲男子重劍團體金

牌（見圖），中國女佩則在輸

給韓國隊後獲得團體銀牌。截

至目前，中國隊在本屆擊劍亞

青少賽上已獲得 4 金 4 銀 9

銅。中國隊將在最後一個比賽

日參加青年組男子花劍和女子

重劍的團體賽。

曹
緣
日
摘
兩
金

■■石宇奇成石宇奇成
為全英賽國為全英賽國
羽 男 單 獨羽 男 單 獨
苗苗。。新華社新華社

■■伍家朗狀態甚勇伍家朗狀態甚勇，，殺入殺入
全英賽全英賽88強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曹緣曹緣//陳艾森陳艾森（（右右））在男子在男子
雙人雙人1010米台奪冠米台奪冠。。 新華社新華社

在北京時間8日凌晨出戰歐霸16強首回
合的兩支英超球隊車路士與阿仙奴一喜一
憂，前者主場3：0輕鬆擊敗基輔戴拿模；後
者在早早取得入球的情況下客場1：3遭法甲
雷恩逆轉。

車路士在上半場17分鐘已打破僵局，基奧特後腳傳球
助攻柏度洛迪古斯先開紀錄。下半場韋利安於65分鐘主射
罰球入網，加上後補登場的赫臣奧杜爾臨完場前將比分鎖
定在3：0，“藍軍”一隻腳已踏入八強大門。
相比上周末聯賽戰平熱刺的北倫敦德比，阿仙奴主教

練艾馬利對正選陣容作出四個調整，遭停賽的拿卡錫迪鋒線
位置由奧巴美揚取代。開場僅四分鐘，伊禾比一次似傳似射
的嘗試為阿仙奴取得領先。阿仙奴後衛柏柏斯達夫普路斯上
半場尾聲階段被罰下成為比賽轉折點，雷恩很快便憑保列基
奧特的勁射扳平。下半場雷恩人數上的優勢開始顯現。結果
阿仙奴球員蒙利爾65分鐘自擺烏龍，加上伊斯美拿沙亞88
分鐘的頭槌為主隊鎖定勝局。
“我們還能做得再好一些，3：1的比數對我們而言確

實有些困難了。”賽後艾馬利說，“次回合我們會以11打
11開場，雖然沒有柏柏斯達夫普路斯與拿卡錫迪，但若能
拿出這場前40分鐘的表現，加上球迷的支持，我們還有反
勝的可能。”
歐霸16強戰次回合將於本月14日進行。 ■新華社

英超隊歐霸一喜一憂
車路士輕勝阿仙奴落敗

■■阿仙奴守阿仙奴守
將 蒙 利 爾將 蒙 利 爾
（（右右））擺烏擺烏
龍龍。。 路透社路透社

VAR判手球 補時12碼絕殺逆轉締歐聯歷史

蘇
帥
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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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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德州佛教會玉佛寺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INC.

JADE BUDDHA TEMPLE
6969 West Branch Drive, Houston, TX  77072

(：281-498-1616　　:：www.JadeBuddha.org

2019 觀音聖誕法會

觀音聖誕法會活動時間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9:30am ~ 4:00pm 禮拜「慈悲三昧水懺」 觀音殿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10:00am ~ 12:00pm

（上午）

法師開示

恭誦《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稱念聖號、佛前大供、回向

大雄寶殿

1:30pm ~ 3:00pm

（下午）
觀音普佛 觀音殿

註: 兩日法會皆敬備午齋結緣。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　謹啟

欣逢觀世音菩薩聖誕，本會謹訂於

二Ο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及

三月二十四日（星期日)，在玉佛寺舉行

兩日祈福發願觀音法會，以慶祝觀世音

菩薩聖誕。

三月二十四日（星期日)法會中，將

恭請修慧法師開示：「救苦救難觀世音

菩薩」。 謹以法會功德，回向祝禱護法信眾吉祥如意、福慧

增長、消災免難；並祈求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世界和平！

星期日 2019年3月10日 Sunday, March 1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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