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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至2019年6月30日止。申請費用減免僅適用SBA 7(a)貸款並於放款時抵扣。申請資料必須於2019年6月30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9月30日。可能收取其他費用。貸款產品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核保、

評估及信用審核要求。所有費率、期限、規範及產品如有變動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可能適用其他限制。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助您再創事業高峰
不論您需要營運資金或計畫購置商用地產，

讓我們的SBA小型商業貸款為您提供助力，

邁向成功。  

限時優惠

2019年6月30日前申請SBA 7(a)貸款，可獲得高達 

$2,500 的申請費減免優惠。*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offer19 

或致電 888.245.1756。

SBA小型商業貸款的優勢：

商業地產僅需10%頭款

貸款期較長 = 每月還款額較低

用途廣泛

可用於指定類型的商用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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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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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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為培養下一代成為中英雙語人才，中華文化學院成立了雙語
學校，取名為ICC School ，今年暑假開班。Website: www.iccschooltx.org 校
舍是由專業行家設計的，目前其已經建築完善。將於四 月27日，星期六，
首次開放給外界參觀。從上午11:30到下午三點，給小朋友們準備了免費的
彩繪臉、吹氣球、蹦跳屋、吃披薩、玩遊戲，以及多項非常有趣的活動 ! 可
參考 http://evite.me/bZc7hdJAJS

給大人們精心策劃的節目是：當天晚上六點到八點，由美國名師教導西
畫，來賓可以個人天份盡情發揮，享受其中。待所有作畫完成之後，大家的
作品都將會掛在學校會客室的大廳之上，做為該校的永久裝飾，義意非凡！
此項活動有紅酒招待，又可介此認識休士頓社會名流。地址在 10300 West-
office Dr. Suite 200，Houston 77042， 在僑教中心的對面。可參考 http://
evite.me/bStGC1PmCb

晚間的成人作畫活動，酌收工本費五十元，做為捐款。
報名請聯絡校長 Jade Rush 832-849-1509 , email: iccschooltx@gmail.com

中華文化學院 新增 幼兒雙語學校 和暑期育樂營

（本報訊）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將於二0一九年五月
五日下午2:00-4:30 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新春聯歡暨母親節敬
老活動。地址:10303 West 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這項活動目的是藉著毋親節這個節日來表達我們對老人家的

敬愛與関懷。屆時會邀請我們中國社區一百五十到二百位老人家
前來共亨免費午餐及欣賞精彩節目。共渡一個愉快的母親節。

歡迎廣東同鄉會的會員參加。因為塲地及午餐食品有限，請
盡快報名，先到先得，派完即止。

不接受臨時參加，所有來賓憑票入座。
請聯絡馬黛華副會長
電話713-3022386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將舉行新春聯歡暨母親節敬老活動

慈濟德州分會春季義診
（本報訊）日期： 2019年4月28日（星

期日）
時間： 上午9:30AM – 中午12:00PM
活動： 2019春季愛心健康日
地點： 慈濟德州分會活動中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981-8966， 713-270-9988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一年一度的 「愛心

健康日」義診活動，訂於4月28日假慈濟德
州分會活動中心舉行，此義診活動主辦單位
將邀請社區術德兼修的各科醫師諮詢; 有心臟
科醫師 施恵德; 家庭/內科醫師 汪家成, 陳正
德,Chau Tran, 顧瑛 ; 高血壓/腎臟科醫師 謝
春; 骨科醫師 林隆ㄧ; 肝臟/腸胃科醫師 王洪
濤; 婦科及不孕科醫師 鍾正芳; 婦產科醫師

Debra Lin ;牙科醫師 Jessica Su, Jillwe Sung; 中
醫/針灸醫師 Ellen Huang, 眭雯, Tao Ma; 物理
治療復健醫師 Bei Zhang; 及物理治療師 林琬
貞 .

主辦單位也提供多項專科健康篩檢，H.
E.B. 葯劑師 Stephen Au, 及十多位專業護士,
將提供多項健康檢查; 社會服務諮詢 周宏; 及
葯品諮詢 王佩榮也提供專業服務. 現場也設B
型肝炎篩檢抽血檢查, 大便潛血檢查及乳房攝
影登記. 需要肺炎預防注射的民眾請帶保險資
料(卡).

主辦單位也為健檢者提供義剪及結緣品,
與健檢者結緣. 讓我們一起為照顧我們的健康
努力加油. 請儘早安排時間，以免向隅。

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成立 24 週年
紐約人壽華裔高中生獎學金

（本報訊）優秀是一種習慣,中學時代是養
成這種習慣的最重要的階段。教育家陶行知先
生說過:“一切的學問,都要努力向著人民的幸福
瞄準、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壞,縱然你有一
些學問和本領,也無甚用處”。為鼓勵休斯敦華
裔“勤奮好學、積極向上、熱心社區、關愛他
人”的熱情,中國人活動中心於 2014 年成立了華
裔高中生基金會。在中國人活動中心成立 24 週
年之際,基金會與紐約人壽合作於 2019 年特設了
“中國人活動中心華裔高中生獎學金”,該獎學
金用來獎勵家境並不富裕,但學習成績優異,社會
活動積極的華裔高中生,鼓勵他們努力克服財務
困難、樹立正確的生活態度、努力成長為一名
對社會有益的人;幫助他們為日後的求學、求職
、和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礎。

本獎學金面向休斯敦地區在校高年級華裔
高中學生(在校十二或十一年級高中生)。申請人
除填寫申請表以外,須提供申請表中所要求的證
明如學習成績單、推薦信和社區義工證明等。
這次活動將評選出 10 個名額,獲獎學生將獲得中
國人活動中心頒發的獎勵證書和$1000 獎金。

基金會將於 4 月 15 日開始接受申請,截
止日期為 5 月 10 日(星期五),獲獎名單將於今
年 5 月 18 日(星期六)的中國人活動中心成立
24 週年慶典晚宴上宣布並舉行頒獎典禮。侯
選人由自薦和他人推薦產生。獲獎人將由評
審委員會根據候選人所提供的材料評審決定,
評審方法將包括電話面試等等。

申請人資格:
1. 申請者應該是大休士頓地區高中生,具

有華人血統,合法的美國居民;
2. 積極參加社區服務 ;
3. 最低 GPA 為 3.50 或同等水平;
4. 家境不富裕。
申請程序:
1. 完成《獎學金申請表格》;
2. 提供一份 PSAT/SAT/ACT/SCAT 的

成績單;
3. 提供一份文件表明申請人在學校班級的

排名 ;
4. 提供證明社區服務的文件 ;
5. 提交兩篇推薦信,一份由學校的教師或輔

導員寫,一份是服務過的社區組織提供;
6. 提供一份成績單;
7. 提供一份家庭財務需要的證明文件,可以

接受納稅報表(為了您的安全隱私考慮,
請將文件中出現的社會安全號信息隱去)。
提交方式(以下兩種方式必須同時滿足):

1. 請把所有申請材料做成一個 PDF 文件,在
申 請 截 至 日 期 前 發 給 中 心 郵 箱:CCC.Hous-
ton95@gmail.com

2. 同時請把申請文件請寄以下的地址:CCC
Scholarship Committee

5905 Sovereign Dr.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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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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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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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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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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領袖 真實的人”
美國大使昂特邁耶談領導力的培養

【泉深/圖文】4 月 23 日中午，休斯頓大學鮑爾商學院
（University of Houston Bauer College of Business）在市中心布倫
南（Brennan’s）酒店舉行午餐座談會，邀請前美國駐卡塔爾大
使、卡塔爾 - 美國研究所創始主席切斯·昂特邁耶（Chase Un-
termeyer）主講 “真的領袖 真實的人”（Real Leaders Real Peo-
ple）。座談會由休斯頓大學鮑爾商學院行政教育部加里·蘭達佐
（Gary Randazzo）主持。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總領事李強民
，副總領事王昱，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
事長、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等出席。

昂特邁耶大使通過介紹世界著名領袖人物如美國總統羅斯福
、英國首相丘吉爾、印度國父甘地、南非總統曼德拉、美國民權
領袖馬丁·路德·金、英國首相莎撒切爾、美國總統奧巴馬等的領
導實例，談到好讀者並非是一個領袖，但所有領袖是一個好讀者
。作為領袖，要全面了解民情，在政治生活和政治進程中擔任主
要角色，掌握好政治領導權並能夠影響和控制他人。

他談到羅斯福1932年總統競選是在嚴重金融危機的背景下
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參加競選的，提出了實行 “新政” 和振
興經濟的綱領。政敵們常用他的殘疾來攻擊他，這是富蘭克林·
羅斯福終生都不得不與之搏鬥的事情，但是他總能以出色的政績

、卓越的口才與充沛的精力將其變成優勢。首次參加競選他就通
過發言告訴人們：“一個州長不一定是一個雜技演員。我們選他
並不是因為他能做前滾翻或後滾翻。他幹的是腦力勞動，是想方
設法為人民造福。 ”

依靠這樣的堅忍和樂觀，羅斯福終於在1933年以絕對優勢
擊敗胡佛，成為美國總統。

他談到丘吉爾1940年至1945年和1951年至1955年兩度出任
英國首相，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領袖之一，領導英國
人民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是“雅爾塔會議三巨頭”之一，戰
後發表《鐵幕演說》，正式揭開了美蘇冷戰的序幕。他寫的《不
需要的戰爭》獲1953年諾貝爾文學獎，被美國雜誌《人物》列
為近百年來世界最有說服力的八大演說家之一，曾榮獲諾貝爾和
平獎提名。

他談到印度人民的精神領袖甘地，講述了他一生堅忍不拔、
英勇無畏、孜孜不倦，為遵循永無休止的道德慾望而費盡苦心。
他成功地以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運動把印度人民引向自由的天地
，真正帶領印度人民走向自由和解放。

他特別強調我們的目標是激勵更好的領導者，共創美好世界
，創建一個有遠見，可持續發展的領導世界；我們希望確保所有

勢力範圍內的下一代領導者能夠接觸到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才，
希望他們受到啟發，在新經濟中茁壯成長。

切斯·昂特邁耶（Chase Untermeyer）簡介
切斯·昂特邁耶（Chase Untermeyer）是卡塔爾 - 美國研究

所的創始主席，旨在增進對卡塔爾與美國在安全、教育和能源方
面重要關係的理解。

1968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哈佛大學。他曾在越南戰爭期
間擔任美國海軍軍官，搭乘西太平洋驅逐艦，並擔任美國海軍在
菲律賓的指揮官。在返回德克薩斯州後，昂特邁耶大使是休斯頓
紀事報的政治記者，也是德克薩斯州眾議院議員。

他於1981年離開立法機關前往華盛頓擔任當時的副總統布
什的行政助理。三年後，裡根總統任命他擔任海軍助理部長，負
責人力和後備事務。當喬治布什於1989年成為總統時，他作為
總統人事主任回到白宮，並於1991年被任命為美國之音的主任
。

從2004年到2007年，喬治·W·布什總統任命他為美國駐卡
塔爾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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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學處正念營菩薩學處正念營

德州佛教會於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在美洲
菩提中心舉行 「菩薩學處正念營」 。為去年求授
菩薩戒的戒子誦戒。由本會會長上宏下意和尚主
法，其他五位常住師父護持，包含護法義工約有
將近五十位佛子參加，至誠誦戒，場面莊嚴感人
。誦戒的根本意義，在於求戒受戒者，長養戒心
及培養戒體之後，恐有遺忘毀壞，因此在固定的
時間中，或一人或多人，共同複誦戒條，提醒警
惕，俾能清淨持戒

正念營的作息安排緊湊，四月十九日星期五
下午六時在菩提中心香雲堂報到，晚上八時在明

新堂晚課，念佛、止靜、三皈依、迴向。四月二
十日早上六時早課，七時早齋，八時出坡，九時
於善法堂講戒，下午二時午齋後在善法堂普茶開
示，三點沿著成佛大道隨步念佛至月牙湖附近，
再由宏師父帶領一步一問訊念佛。晚間藥石之後
，於七時三十分在明心堂誦戒。二十一日早上九
時於善法堂講戒後午齋結營下山。

普茶時宏師父回應大家的問題和感想，隨機
開示到。迦葉尊者說 「若佛所不制，不應妄制；
若已制，不得有違。如佛所教，應謹學之。」 後
代佛弟子無法重新改戒，但是戒法傳到中國需要
適合當地的生活方式，故古德不改佛制，另立清
規。娑婆世界很難完美，故不殺生戒，以不殺人
為主，不自殺為要，平時行菩薩道，要隨緣佈施
佛法，隨時照顧大眾。今後佛教會至少每年要辦
一次正念營，誦戒一次。這次正念營的講戒經本
以《優婆塞戒經》為範本，從本經七卷二十八品
中擷取發菩提心品，名義普薩品和自他莊嚴品三
品為教材。太虛大師曾說過，“此經係以大乘法
及菩薩戒為結晶，故所明優婆塞戒即是菩薩優婆
塞戒行”，詳明在家修行者如何行持菩薩道。星
期天下午的誦戒，首先迎請和尚，唱千華讚、心
經、拜願、三皈依、懺悔、誦戒、念佛止靜、發

四弘誓願等。活動於二十一日中午午齋後圓滿結
束。

菩薩戒是含攝大乘菩薩道的戒法，菩薩道的
精神就是發起上弘下化的菩提心，在日常生活中
止惡、行善、利益眾生。戒在梵文中沒有束縛的
意思，反而有解脫和保護的涵義。因為持戒的人
時時提醒自己，不犯國法不犯律儀，是以戒如盔
甲，有保護受戒的人的作用，也因為心安所以自
在，從而解脫。如果您對佛法或是德州佛教會的
活動有興趣多了解的話，請來電玉佛寺辦公室
281-498-1616 或上網www.jadebuddha.org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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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記得每年過年，
看著媽媽在廚房裡忙進忙出，眼看著那
些香噴噴的菜，一道道端上桌子，弟弟
妹妹臉上露出開心的笑容，大家都知道
有好吃的。好友Jean也喜歡做飯，她總
會抽時間，走進廚房，為自己、或是身
邊的朋友做飯，如果舉行Potluck，她做
的菜一定大受好評。

所有愛做飯的人身上都會流露一些
類似的特點，善良、無私、喜歡分享，
和他們在一起，總是感覺很溫暖。他們
以一顆暖心和一雙巧手，總喜歡把美好

的東西分享給別人。
然而，在廚房待久了，如果不注意

油煙問題，他們的健康可會受到影響。
油煙對健康有影響
若是油煙不能及時被排出廚房，其

實會被人體吸入肺中，不但對主婦與家
人的健康造成傷害，時間久了，油煙積
累，也容易讓櫥櫃、天花板、牆壁等黏
上油垢，很難清洗。

大家知道油煙很嗆人，其實，廚房
的油煙中，隱藏著很多可怕的成分。烹
調所產生的油煙含有多種有毒的化學成

分，像是氨、苯、硫化氯、甲硫醇、有
機氯化物等，除了直接吸入油煙會對呼
吸道、及肺部造成傷害之外，同時會刺
激臉部皮膚、眼睛、鼻子等，產生心煩
、喪失食慾、肌肉反射機能減退等症狀
，醫學上的名詞稱為油煙綜合症。

如果主婦在廚房忙了許久，等到一
道道佳餚上桌時，自己卻不想吃，就可
能是油煙所造成的，家人應細心的注意
。

美國一家癌症研究機構指出，做飯
時沒有使用抽油煙機者罹患肺癌的比率

，為有使用者的 8.3 倍。
肺癌成因包括抽菸、化學汙染、空

氣汙染等，但是，罹患肺癌女性約有 9
成並不吸菸，國家衛生研究院表示，廚
房油煙可能是女性罹肺癌的主要原因；
如果主婦每天煮 2 餐、連續煮 10 年，
罹癌機率比完全不煮菜的女性增加 78%
。

傳統中國式的的煎、炸、炒等烹飪
方式很容易會產生大量的油煙，並且油
煙會擴散到家裡其他房間。為了避免這
種困擾，在廚房裡安裝一台夠吸力的吸
油煙機絕對是需要的。方太油煙機近吸
強排，能讓你的廚房長久潔淨。30”超
寬進煙口，從左至右吸力均勻覆蓋。90
度全自動隔煙屏，同步導煙和擋煙。

5/4舉辦產品體驗會

方太吸油煙機是中國廚房電器第一
品牌，能滿足中國人的烹飪習慣，無論
是炸雞、辣椒小炒、宮保雞丁，都能快
速排走油煙，讓你在炒菜時不受油煙侵
擾，有個更清爽舒適的廚房環境。

現場讓你更了解方太油煙機，親自
來體驗方太的神奇排煙功能。活動中現
場訂購者，全場優惠價，並有幸運抽獎
，獎品豐富。

活動現場位於休斯頓大型建材城中
，旁邊陳列各式最新地板、磁磚、櫥櫃
、石英、大理石、及各類建材，歡迎參
觀。

活動時間: 5月4日(週六)下午2點到
4 點 。 活 動 地 點: 8403 Westglen Dr.,
Houston, TX 77063 (Westpark Dr.轉 Ann
Arbor Dr.)。報名電話:3015091137。

55月月22日由馬欣教授主講日由馬欣教授主講 「「全人健全人健
康康----生活方式醫學生活方式醫學」」

(本報休斯頓報導) 為了服務社區，提供更有
價值的健康資訊，聯合健康保險休士頓亞裔資訊
中心陸續舉辦多場公益演講，頗受民眾好評。在
春意盎然的五月，亞裔資訊中心將舉辦2場健康講
座，內容非常豐富。5月2日(週四)上午10點邀請
馬欣教授主講 「全人健康--生活方式醫學」，5月
23日(週四)上午10點邀請陶慶霖醫師主講 「脊椎的
健康與疼痛治療」，分享有關身心健康的知識，
幫助聽眾邁向健康快樂，做更正向的調整，歡迎
民眾踴躍參加。

5月2日由馬欣教授主講 「全人健康--生活方
式醫學」

馬欣博士是美國生活方式醫學會ACLM 的認
證專家( Board certified specialist)、休斯頓生活方式

醫學研究院主任，同時是Baylor醫學院教授、博士
導師，以及美國生活方式醫學會會員，近來在休
斯頓推廣生活方式醫學不遺餘力，場場演講均爆
滿。

生活方式醫學關注身心靈三個層面的健康，
是種 「全人健康理念」，從生活方式著手，提升
人體自我的療癒力，從根源上做治療。一旦 「認
知」上改變了， 「行為」就會有所調整，最終能
維護健康。

生活方式醫學被譽為改變人類命運的第四枚
蘋果，前三枚分別是亞當夏娃的蘋果、牛頓蘋果
、與蘋果手機，由此可見，生活方式醫學對人的
影響有多巨大、多深遠。生活方式醫學的重點不
僅只是治療疾病，更強調疾病的預防，適合所有

的人。
聯合健保亞裔資訊中心的工作人員亦在講座

後協助解答相關的健保資訊。亞裔資訊中心的經
理表示，亞裔資訊中心每月會舉辦系列演講，分
享更多有關健康、理財、保險、法律、或是其他
年長者關心的議題，也歡迎居住在德州的紅藍卡
受益人、白卡持有人、和提供照護者前來資訊中
心，瞭解聯邦醫療保險計劃的選項。

講座地點在聯合健保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
地址是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250(位於二樓),
Houston, TX 77072。 華 語 查 詢 專 線 ：
1-866-868-8988 (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下午5時30分)。

珍惜愛做飯的家人珍惜愛做飯的家人 不再受油煙燻擾不再受油煙燻擾
方太為您解決油煙問題方太為您解決油煙問題 55//44產品體驗會產品體驗會 優惠價優惠價++幸運抽獎幸運抽獎

聯合健保亞裔資訊中心聯合健保亞裔資訊中心 服務社區服務社區
五月舉辦兩場健康講座五月舉辦兩場健康講座 歡迎參加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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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區管委會捐贈西南區管委會捐贈$$90009000休士頓警察局製作休士頓警察局製作
四部英文安全防範短片外加中文字幕四部英文安全防範短片外加中文字幕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警局長休士頓警局長Art AcevedoArt Acevedo、、中西警察分局長中西警察分局長
Yasar BashirYasar Bashir等等、、西南區管委會執行長李成純西南區管委會執行長李成純

如如、、和部份理事們合影和部份理事們合影

休士頓警局長休士頓警局長Art AcevedoArt Acevedo贊揚警民互動能有效贊揚警民互動能有效
防止罪犯發生防止罪犯發生、、並表揚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並表揚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
執行長李成純如執行長李成純如、．、．副局長敖樂章副局長敖樂章、、WendyWendy

BaimbridgeBaimbridge、、中西警察分局長中西警察分局長Yasar BashirYasar Bashir見証見証

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表示對治安問題管委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表示對治安問題管委
會是相當重視會是相當重視、、在西南管理區推動下在西南管理區推動下、、休士休士
頓警局推出四部有中文為字幕的安全防範短頓警局推出四部有中文為字幕的安全防範短

片片，，是相當重要是相當重要

西南區管委會執行長李成純如希望這四部短片西南區管委會執行長李成純如希望這四部短片
、、讓同胞可以做到最好防範讓同胞可以做到最好防範

休士頓警局長休士頓警局長Art AcevedoArt Acevedo、、與會警察和西南區管委與會警察和西南區管委
會主席李雄會主席李雄、、執行長李成純如執行長李成純如、、和部份理事們合影和部份理事們合影

視頻視頻：：警察與社區的互動警察與社區的互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nz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nz99JpjJpj3434KoKo

視頻視頻：：防止詐騙防止詐騙------老年人需註意事項老年人需註意事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zLzL88hUvhUv66TPKTPK88

視頻視頻：：防止車內盜竊防止車內盜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PCMCeuEbPCMCeuEb55cM&t=cM&t=44ss

視頻視頻：：防止手提包盜竊防止手提包盜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88svsv33jYjY99OiUO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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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報訊）美國快餐業巨頭麥當
勞計劃今年夏季在德州招收2.65萬人，其中在休
斯頓地區招收3000人。

麥當勞休斯頓公司和休斯頓市長特納聯合發
起一系列夏季招聘會，以作為休斯頓招聘年輕人
項目的一部分，屆時將有工作面試，同時提供服
裝和交通通勤，同時還為16至24歲的學生提供
金融課程，獎學金和麵試技巧，休斯頓市長特納
計劃今年暑假將招聘1萬名年輕人入職。

招聘會的日期安排如下
5 月 4 日 10 a.m.-2 p.m., Fifth Ward

Multi-Service Center, 4014 Market Street
5 月 18 日: 10 a.m.-2 p.m., Lonestar College:

Victory Center, 4141 Victory Drive
6 月 1 日: 10 a.m.-2 p.m., BakerRipley Gulf-

ton Sharpstown, 6500 Rookin St.
6 月 日 8: 10 a.m.-2 p.m., 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1001 Avenida De Las Americas
7 月 13 日: 10 a.m.-2 p.m., Houston Commu-

nity College – Southeast, 6815 Rustic St.
麥當勞在德州通過職業推薦項目和教育機會

，已經為德州提供了250萬美元的員工學費補助
，1400名員工受益。

休斯頓目前一共有超過300多家的麥當勞連
鎖店，有超過1.5萬名員工。

（本報訊）（本報訊）從5月15日開始，全美健身房連鎖店星球健身
房（Planet Fitness）將免費對15歲至18歲的年輕人開放，這是該公司發起
的夏季挑戰項目的一部分。

同時，該公司還為參加健身的青少年提供獎學金。

如果有意加入，參加者必須在全國1700個所在城市健身中心進行註冊
，這樣就可以在5月15日至9月1日期間進行免費的健身，還可獲得500元
獎學金。
更多信息，請查看該健身中心的網站。

星球健身房（Planet Fitness）今夏為青年人免費開放

麻疹疫情拉警報 創絕跡以來的最高記錄
（本報訊）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24日發表聲明說

，美國今年截至目前已確診695起麻疹病例，是自從美國在2000
年宣佈這項病毒絕跡以來的最高記錄。

聲明指出，這項傳染病死灰復燃，主要與華盛頓州的大規模
疫情、以及紐約從去年底開始的兩起疫情有關。

CDC表示，雖然美國在2000年宣告消滅這項疾病，意味著

麻疹病毒不再一年到頭持續存在，但透過來自麻疹仍普遍國家的
旅客，仍會爆發麻疹疫情。而疫情爆發持續越久，麻疹將再度於
美國立足的機會就越大。

美國截至24日截止，今年至今的麻疹病例已超過2014年全
年通報的667起，而那是2000年宣佈麻疹在美國絕跡以來的最高
年度數字。

華爾街日報報導，紐約正面臨1991年以來最嚴重麻疹疫情
，官方估計1800名孩童尚未接種疫苗。這次進入公衛緊急狀態
，是紐約市首次以強制接種疫苗手段對抗疫情。

衛生專家表示，麻疹病毒可能引發嚴重併發症、甚至造成死
亡，目前已在學齡兒童間擴散，但許多父母拒絕讓兒童接種疫苗
，部份因宗教理由，以及民間流傳接種疫苗可能引發自閉症。

麥當勞發起夏季招聘會
休斯頓招收30003000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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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亞錦賽日前在卡塔爾多哈
結束了第三比賽日的比拚，中國田
徑隊共獲得2金3銀1銅，女子4×
100米接力隊則以42秒87創造了到
目前為止的本賽季世界最佳，並打
破了賽會紀錄。

本次賽事的女子4×100米接力
決賽只有一槍比拚。中國隊第一棒
派出了此前在女子100米比賽中發
揮出色的梁小靜，第二棒由韋永麗
承擔，第三棒為孔令微，最後一棒
為葛曼棋。四位姑娘在比賽中配合
默契，流暢交接，最終葛曼棋以領
先第二名超10米的距離，第一個到
達終點，成績為42秒87。這一成績
是本賽季到目前為止的世界最佳。

在男子4×100米接力預賽中
以39秒06的成績獲小組第一晉級
的中國男隊，在決賽中因犯規而無
緣獎牌。本次決賽四棒選手分別
為：吳智強、謝震業、梁勁生、江
亨南。這是中國隊本賽季首場男子

百米接力決賽，也是這個組合的第
一次大賽合作，雖然他們以38秒
88的成績第一個衝過終點，但卻因
為犯規而被取消成績。
在女子撐竿跳高決賽中，中國

隊派出亞洲紀錄保持者李玲和徐惠
琴共同出戰。李玲在越過4米61的
高度後，三次衝擊4米71未果，最
終以4米61的成績奪冠，而徐惠琴
則以4米36的成績摘得銀牌。
在女子3000米障礙決賽中，許

雙雙以9分51秒76的成績奪得銀
牌，冠軍被巴林選手韋恩弗雷德以
9分46秒18的成績獲得。在女子三
級跳遠決賽中，兩位“95後”小將
曾蕊和陳婷共同出戰，1998年出生
的曾蕊憑藉第一跳13米65的成績獲
得銀牌，陳婷則以12米68成績排名
第九。在女子全能比賽中，王慶玲
以5,829分的總成績收穫一枚銅牌，
沈沐含以5,466分排名第六。

■新華社

中國女子接力創今年世界最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天津
報道）2019亞洲女排俱樂部錦標賽
（2019亞俱盃）將於27日在天津拉
開戰幕，日前，天津女排主教練陳
友泉公佈了天津隊的參賽名單，除
了李盈瑩、姚迪、王媛媛等天津隊
的明星球員，龔翔宇、劉曉彤兩大
國手也將加盟。展望本屆亞俱盃，
陳友泉表示，我們非常重視這次比
賽，不僅充實了隊員，也進行了充
分的備戰，希望打出我們年輕球隊
的精神面貌，打出最好的成績。
賽事新聞發佈會上，天津女排

主教練陳友泉公佈了天津隊的參賽
名單：主攻李盈瑩、
王藝竹、克蘭切維
奇、劉曉彤，副攻王
寧、王媛媛、李雅
楠，袁語茉、二傳姚
迪、陳馨彤，接應楊
藝、龔翔宇，自由人
劉立雯、孟子旋。其
中，李盈瑩還在國家
隊集訓，龔翔宇、劉
曉彤的轉會手續已經
完成，她們三人稍後
會到天津與球隊磨
合。
陳友泉透露，借

主場之利，天津女排已經在武清體
育中心進行了幾天的適應性訓練。
他強調，天津女排已做好迎接困難
的準備，希望打出我們年輕球隊的
精神面貌，打出最好的成績。
根據安排，2019女排亞俱盃將

於4月27日至5月5日在天津武清舉
行。比賽分為A、B兩組，天津女排
與中國台北、香港、哈薩克斯坦、
伊朗的球隊分在A組，B組則有來自
泰國、斯里蘭卡、日本、越南、朝
鮮、土庫曼斯坦的球隊。分組前四
名進入八強淘汰賽。5月4日進行準
決賽，5月5日上演決賽。

天津女排公佈亞俱盃名單

李思穎女青計時賽奪銅牌
香港小將李思穎於24日的女子青年單車計時賽，順利贏得一

面銅牌。至於金、銀牌，則分別由哈薩克及烏茲別克的選手取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短說
長話

■（左起）中國選手梁小靜、韋永麗、孔令微和葛曼棋在頒獎台上合影。
新華社

■李盈瑩（左）和龔翔宇將再度合作。 資料圖片

何鈞傑/李皓晴於24日的混雙16強比賽，
面對羅馬尼亞組合奧維杜/索斯以11：9

先贏一局；到第二局羅馬尼亞組合雖以11：
8扳平；但何鈞傑/李皓晴之後連贏11：6、
13：11和12：10，成功殺入8強。至於作為
賽事14號種子的黃鎮廷，男單首輪面對韓國
選手安宰賢未能發揮水準，最終更以局數
0：4大敗給對手出局。同日還有數名香港代
表被淘汰，男單何鈞傑以局數2：4不敵瑞典
的泰路斯；林兆恒則以局數1：4負予韓國的
張宇鎮。女單吳穎嵐以局數1：4不敵奧地利
的波坎諾娃。男雙林兆恒/吳柏男亦以局數
0：4不敵國家隊代表馬龍/王楚欽。

杜凱琹挫李皓晴入16強
然而，黃鎮廷同日夥拍何鈞傑於男雙卻以

局數4：0大破伊朗組合出線16強；至於女雙李
皓晴/杜凱琹以局數4：0擊敗瑞士/喀麥隆組
合；蘇慧音/吳穎嵐則以局數4：3險勝羅馬尼亞
組合，同樣晉身16強。女單方面，杜凱琹以局
數4：2淘汰韓國的Lee Zion；李皓晴以局數4：
1擊敗烏克蘭的Ganna Gaponova過關，但兩位
港隊球員卻於24日的32強提早碰頭，結果杜凱
琹以局數4：2擊敗李皓晴殺入16強；至於日前
以局數4：1擊敗塞爾維亞的Izabela Lupulesku
晉身32強的蘇慧音，24日面對羅馬尼亞的索斯

則以局數4：0過關。

丁寧忘穿小裙子成熱話
國家隊方面，衛冕冠軍兼頭號種子

丁寧在24日午女單比賽以局數4：0輕取
波多黎各的Adriana Diaz晉級16強。值得
一提的是，丁寧於日前淘汰埃及選手赫爾米
的首圈比賽前發生了一件小插曲；事緣
丁寧在熱身期間才發現自己只穿上了
彈力褲出場，並沒有按規定穿上短
裙出賽，結果立即飛奔到場外穿
回小裙子；由於事件賽後成為
網民熱話，故丁寧接受訪問時
也笑言，自己今次“丟臉丟
到國際上了！”此外，丁寧
亦於24日與樊振東出戰混
雙16強戰，結果以局數
4：1淘汰法國組合。
國家隊同日其餘戰果

方面，馬龍於男單32強面對白俄羅斯
名將薩姆索諾夫，以局數4：1出線。
陳夢於女單32強則以局數4：1淘汰
泰國代表Suthasini Sawettabut。王曼昱
則以局數4：2擊敗羅馬尼亞的Elizabeta
Samara晉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黃鎮廷爆冷黃鎮廷爆冷
布 達 佩 斯 世 乒 賽本屆布達佩斯世乒賽日前繼續

上演連場大戰，其中香港代表黃鎮

廷意外不敵韓國代表安宰賢，聯同

何鈞傑、林兆恒以及吳穎嵐於男、

女單首圈被淘汰。至於何鈞傑/李皓

晴24日午則在混雙以局數4：1淘

汰羅馬尼亞組合闖入8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
東方龍獅雖然今季成績一般，不過
球隊已有連串大計希望來季捲土重
來，這支班霸首個搞作是與英超球
會狼隊合作，於 5 月 中推出
“GOLDEN CHANCE 足球訓練
計劃”，請來狼隊青年軍主帥愛華
士來港向小將面授機宜，而表現最
突出的兩名年輕球員將有機會到狼
隊訓練基地進行集訓。
東方龍獅今季雖然成績欠佳，

不過仍無阻球隊培養新星的決心，
東方24日宣佈將與英超球隊狼隊合
作 ， 於 5 月 16 至 17 日 舉 行
“GOLDEN CHANCE 足球訓練
計劃”，屆時前威爾斯代表、現任
狼隊U23主帥愛華士將會親自來
港，與參加計劃的球員及教練分享
經驗並進行訓練及選拔，兩名獲選
球員將得到前往英國狼隊訓練基地
進行集訓的機會。
今季狼隊正選陣容不乏自家培

養的小將，基比斯韋特及馬特杜靴
迪等青訓產品均為球會青訓產品，
狼隊青訓學院更是少數獲得英格蘭
足總認可的足球學校，對香港小將
而言絕對是難能可貴的機會。

東
方
龍
獅
夥
狼
隊
辦
青
訓
計
劃

首輪出局首輪出局

■東方副總監司徒文俊（右）與狼
隊董事總經理戴雲普交換雙方球
衣。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

■■教練劉國棟在比賽後教練劉國棟在比賽後
安慰黃鎮廷安慰黃鎮廷（（右右）。）。

新華社新華社

■■丁寧穿好全套比賽服後丁寧穿好全套比賽服後
笑着上場笑着上場。。 新華社新華社

■■杜凱琹和李皓晴杜凱琹和李皓晴（（右右））在在3232強內訌強內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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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說季外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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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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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111廣告

珍珠泡參中號4oz
0168-M4

大號泡參4oz
0111-4

中號泡參4oz
0112-4

中小號泡參4oz
0113-4

更多優惠訊息請洽各經銷商及超市

許氏創辦人 許忠政
攝於許氏威州花旗參農場

許氏45週年慶豐收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699-1681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214-998-0977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Houston Bellaire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藥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大中華超市 281-501-1820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ton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仁和藥行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中藥行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281-313-883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Tim's Oriental Market 210-523-1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星期五 2019年4月26日 Friday, April 2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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