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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爺車也瘋狂老爺車也瘋狂
英國辦趣味山地障礙攀爬賽英國辦趣味山地障礙攀爬賽

9090余幅敦煌藏經洞流失海外文物余幅敦煌藏經洞流失海外文物
復制品在蘭州展出復制品在蘭州展出

9090余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流失海外書畫文物復制品在蘭州西北師範余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流失海外書畫文物復制品在蘭州西北師範
大學展出吸引民眾大學展出吸引民眾。。這些書畫復制品內容選自英國大英博物館這些書畫復制品內容選自英國大英博物館、、法國國法國國
家圖書館家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包括有唐包括有唐、、五五
代代、、北宋敦煌藏經洞的紙本和絹本的書畫作品北宋敦煌藏經洞的紙本和絹本的書畫作品9090余幅余幅，，作品均為原大作品均為原大
小原色復制小原色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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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品牌押註共享單車惹禍
計提 ofo 壞賬逾 4000 萬元

上海鳳凰披露2018年年報稱，報告期

內，公司實現營業收入7.62億元，同比下

滑46.68%；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

利潤2018.02萬元，同比下滑73.73%；扣

除非經常性損益後，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凈利潤虧損69.99萬元，而2017年

同期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

常性損益的凈利潤為5200.25萬元。

據悉，上海鳳凰是自行車行業的龍

頭企業，擁有百年老字號“鳳凰”品牌，

曾因共享單車的訂單“煥發生機”，業

績大漲。2017年，該公司實現營業收入

14.3億元，同比增長126.63%；實現歸屬

母公司的凈利潤7682.41萬元，同比增長

45.26%。

小黃車拖累業績？
從年報來看，上海鳳凰的業績大下

滑，大概率源於小黃車。

年報顯示，制造業營收占上海鳳凰

總營收的93%。上海鳳凰解釋稱，制造

業收入及成本減少原因主要系共享單車

生產和銷售減少。

2018年8月份，上海鳳凰對東峽大通

（ofo運營方）逾期未收款項部分向法院

提起訴訟，後經法院調解，雙方自願達

成調解協議，但截至其審計報表報出日，

東峽大通沒有按期全額履行付款義務。

為此，上海鳳凰2018年末累計就鳳

凰自行車應收東峽大通有關款項計提壞

賬準備合計為4703.81 萬元，只因計提

ofo相關壞賬準備就造成資產減值損失

4107萬元。

上海鳳凰表示，2016年至2017年迅

速擴張的共享單車行業在 2018年進入拐

點，小型共享單車運營公司紛紛倒閉，

現存的共享單車品牌已屈指可數。作為

共享單車主要生產供給方的自行車整車

和零部件企業，因共享單車運營企業拖

欠貨款，應收賬款過高，而受到了相當

大的影響。

福禍相依的“熱點”
2015年，共享單車興起，隨後的兩

年成為熱點行業，風光無限。2017年 5

月份，上海鳳凰宣布與ofo達成合作，約

定未來壹年內500萬輛自行車的采購計

劃。當年，上海鳳凰就獲得營收14.28億

元。但好景不長，狂奔潮壹過，上海鳳

凰的業績就難以支撐，且小黃車的欠款

收回風險甚大。

財報顯示，上海鳳凰2017年全年生產

自行車505萬輛，主要增量來自ofo。2018

年，上海鳳凰生產量僅為422萬輛。

清暉智庫創始人宋清輝接受記者的采

訪時表示，上海鳳凰由於共享單車訂單下

降導致業績下滑，只是表面問題，更深層

的問題是自行車行業沒有找到行業改革的

方向，只是把共享單車當作壹根“救命稻

草”，投入太多，反而拖累了自己。

除去單純的業績下滑，過度依賴共

享單車訂單的後遺癥之壹就是，上海鳳

凰的研發投入嚴重不足，導致自有品牌

很難出新品。

2018年，上海鳳凰的研發費用僅為

651萬元，相比2017年有所提升，但研

發占比僅占到營收的0.86%。而在2016

年，這個數字是1705萬元，占到營收的

2.71%。在2016年第壹屆中國輕工業優

秀產品設計評比中，上海鳳凰研發的新

品變速酷飛車還被授予輕工業優秀設計

金獎。

而在近兩年，上海鳳凰的研發基本

屬於停滯狀態。

有業內人士表示，鳳凰自行車的未

來出路在於高端化，這需要對研發的重

視和大力投入。這家建廠120年的老牌

企業，如今已經走到了轉型的邊緣，希

望其利用好百年品牌，煥發新生。

宋清輝建議，該類公司應該註意穩紮

穩打、步步為營，不應隨時改變企業原有

的發展戰略。“共享單車實際上打亂了壹

些企業的品牌戰略，（這些企業）只想著

為‘賺快錢’服務，眼光不夠長遠。”

上海社科院互聯網研究中心首席研

究員李易也提出，企業不能僅僅關註社

會輿論、追跟熱潮，更要綜合評估行業

風險，控制好財務風險。

“作為代工廠類型企業，至少要先收回

本錢，再考慮擴大生產。”李易如是說。

看著自己改良的蒙古馬壹天天長大，這讓內蒙

古東烏珠穆沁旗的牧民賽吉拉胡欣喜不已。

賽吉拉胡永遠忘不了美國純血馬運抵基地的那壹

天，當運馬車的車門打開時，來自大洋彼岸的純血馬

讓他震驚了：雖從小愛馬，卻從未見過如此良駒！

作為新壹代的牧民，賽吉拉胡更懂得利用科技

來挖掘商機。他看到，那達慕上的賽馬活動越來越

多，參賽的馬匹不僅僅是本土的蒙古馬，還有體型

高大的國外品種，於是就想到了改良蒙古馬。

2013年，賽吉拉胡花了60多萬元從北京買回

退役的純血馬，采用自然繁育的方式進行雜交，到

今年已經培育出第四代。“效果很明顯，既保留了

蒙古馬的耐受性，又有純血馬體型大、速度快的特

點，蒙古馬馬駒只能賣3000多元，成年馬壹般不超

7000元，但改良馬通常都在1萬元至2萬元。”

賽吉拉胡說，從養馬到現在投入180多萬元，

預計明後年可以實現盈利。2018年，賽吉拉胡又購

進兩匹阿拉伯馬，繼續向“骨骼細”的方向改良，

今年，他還註冊了鐵河競技馬選育公司。

傳統馬產業風光不再
相關數據顯示，1975年，內蒙古的馬匹數量為

239萬匹，2002年這壹數字降至91.4萬匹，2010年

則急劇下降到不足50萬匹，近50萬匹馬中真正的

純種蒙古馬只有不到10萬匹。

80年代起，牧區開始實行草場承包到戶責任制，

在大量建設網圍欄草場的情況下，以傳統群牧方式

發展養馬業越來越困難，牧民養馬積極性銳減，內

蒙古馬匹數量以每年5.5%的速度遞減。

賽吉拉胡記得，草原上摩托車、汽車壹天天多了起

來，人們不再像以往那樣離不開生命中最重要的馬兒。

內蒙古自治區農牧業廳育馬專家希古日嘎認為，草場

禁牧在壹定程度上使得蒙古馬品種退化、數量減少，同

時，隨著現代交通工具的發展和普及，馬的經濟價值和

使用價值在生活中逐漸降低並開始淡出牧民的生活。

雖然許多牧民始終堅持著馬匹的馴養和品種改良

，但在希古日嘎眼裏，內蒙古馬產業的基礎設施及相

關配套設施，距離國際標準還有較大差距，尚未形成

以馬產業為龍頭的養馬、育馬模式，現代賽馬業的經

營管理、獸醫、營養師等方面專業人員配備不足。

內蒙古馬業再崛起
7歲起就跟著做馬倌兒的父親在馬背上顛簸長

大的包成武，守著父親留給他的4匹良駒，在通遼

市科左後旗建起養馬基地，並自費開通“中國馬王”

網站，被人們親切地稱為“中國馬倌兒”。他說，

我國有壹定規模的馬術俱樂部，但是養馬的人卻屈

指可數，發展馬產業潛力很大。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為內蒙古馬產業的發展出謀劃策。

擁有30多年相關研究經驗的中國馬業協會副會

長、內蒙古農業大學副校長芒來被譽為“蒙古馬靈

魂的尋覓者”“蒙古馬文化的守望者和傳承者”。

在他的努力下，內蒙古農業大學建成了國內第

壹個馬數據庫，內蒙古建成了第壹個蒙古馬文化博

物館，並建立了多個蒙古馬保種基地……

弘揚傳統馬文化

如何弘揚傳統馬文化？怎麼讓日漸遠離人們的

蒙古馬回到牧民的生活中來？

芒來認為，傳統蒙古馬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現代馬

產業發展要求，賽馬是蒙古族傳統馬文化的重要內容

，弘揚馬文化的核心是發展馬產業，而賽馬、旅遊和

馬產品綜合開發成為發展馬產業的三大板塊。

內蒙古2017年12月曾出臺《關於促進現代馬產業

發展的若幹意見》，從12個方面對馬產業給予支持，

其中就有加強蒙古馬地方品種資源保護，加快發展馬

產品加工業，積極發展馬競技體育產業的表述。

現代馬產業也開始“跑”出了加速度。

在錫林郭勒盟，內蒙古中蘊馬產業集團打造了

現代馬產業全產業鏈開發項目，馬產品6大品系、

745個單品的研發工作取得實質性進展；在夏日的

呼和浩特，售價380元的馬文化全景式綜藝演出

《千古馬頌》壹票難求……

值得關註的是，賽馬在全世界範圍內已經是壹

個比較普及的運動，但賽馬業在我國還處於萌芽階

段。為此，內蒙古開展了壹系列的探索和嘗試，各

種規模的那達慕賽馬遍布草原牧區，據不完全

統計，目前每年舉辦那達慕賽馬600多場次，內蒙

古馬匹存欄量也回升至84.8萬匹。

現代馬產業“跑”出加速度 賽馬、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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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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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台惟一的涉台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
目宗旨是“跟踪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
：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台灣島內的熱
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熱點深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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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節目主題： 祖国必然统一：两岸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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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峽兩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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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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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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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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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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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V-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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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泉深//圖文圖文】】44月月2525日晚上日晚上，，20192019美國領導美國領導
人論壇休斯頓人論壇休斯頓//墨西哥灣沿岸分會墨西哥灣沿岸分會（（AmericanAmerican
Leadership Forum Houston/Gulf Coast ChapterLeadership Forum Houston/Gulf Coast Chapter，，
ALFALF））頒獎晚宴在休斯頓俱樂部溫泉酒店頒獎晚宴在休斯頓俱樂部溫泉酒店（（HousHous--
tonian Hotel, Club & SPAtonian Hotel, Club & SPA ））盛大舉行盛大舉行。。頒獎晚宴頒獎晚宴
由美國由美國ABCABC電視台著名新聞欄目主持人梅蘭妮電視台著名新聞欄目主持人梅蘭妮••
勞森勞森(Melanie Lawson)(Melanie Lawson) 主持主持，，美國領導人論壇休斯美國領導人論壇休斯
頓頓//墨西哥灣沿岸分會總裁丹尼斯墨西哥灣沿岸分會總裁丹尼斯••斯奈爾斯奈爾(Dan(Dan--
iel W. Snare)iel W. Snare) 和來自大休斯頓地區和來自大休斯頓地區400400餘位商務界餘位商務界
領袖出席領袖出席。。

美國領導人論壇休斯頓美國領導人論壇休斯頓//墨西哥灣沿岸分會總墨西哥灣沿岸分會總
裁丹尼斯裁丹尼斯••斯奈爾斯奈爾（（Daniel W. SnareDaniel W. Snare））在致辭中在致辭中
指出指出，，3030多年來多年來，，休斯頓作為美國偉大的多元文休斯頓作為美國偉大的多元文
化城市之一化城市之一，，其認可度與美國領導力論壇的成長其認可度與美國領導力論壇的成長
並駕齊驅並駕齊驅。。這絕非巧合這絕非巧合，，自自19801980年以來年以來，，ALFALF一一
直致力於匯集來自大休斯頓社區幾乎所有部門的直致力於匯集來自大休斯頓社區幾乎所有部門的
極端多元化領導者的多元文化組合極端多元化領導者的多元文化組合，，論壇不是辯論壇不是辯
論論，，而是共同創造新的可能性和機會而是共同創造新的可能性和機會。。 ALFALF計劃計劃
的特點是對人類集體智慧的強烈信任的特點是對人類集體智慧的強烈信任，，側重於不側重於不
同類型的領導原則同類型的領導原則，，使使ALFALF研究員能夠設想有效研究員能夠設想有效
的解決方案並採取協調行動來解決社區的緊迫問的解決方案並採取協調行動來解決社區的緊迫問
題題。。 ALFALF通過為期一年的計劃通過為期一年的計劃，，培養了商界領袖培養了商界領袖
對社區的貢獻和合作精神的承諾對社區的貢獻和合作精神的承諾。。在該計劃中在該計劃中，，
ALFALF研究員參與對話研究員參與對話，，學會重視領袖們之間的差學會重視領袖們之間的差
異和獨特觀點異和獨特觀點，，找到共同點並建立持久的關係找到共同點並建立持久的關係。。

頒獎晚宴將頒獎晚宴將 20192019 年約瑟夫賈沃斯基領袖獎年約瑟夫賈沃斯基領袖獎
（（Joseph Jaworski Leadership AwardJoseph Jaworski Leadership Award））頒發給艾倫頒發給艾倫

和蕾妮赫爾夫曼和蕾妮赫爾夫曼(Alan and Renee Helfman)(Alan and Renee Helfman) 夫婦夫婦，，
他們是赫爾夫曼汽車經銷商的所有者他們是赫爾夫曼汽車經銷商的所有者，，表彰他們表彰他們
為休斯頓社區提供的熱情服務和慈善捐款為休斯頓社區提供的熱情服務和慈善捐款，，尤其尤其
是對傷殘病人的關愛是對傷殘病人的關愛。。他們親自舉辦了他們親自舉辦了100100多場多場
為司法部門籌款活動為司法部門籌款活動，，特別是為休斯頓警察聯盟特別是為休斯頓警察聯盟
籌 款籌 款 。。 他 們 在他 們 在 20182018 年 的 七 英 畝 盛 會年 的 七 英 畝 盛 會 （（ SevenSeven
Acres GalaAcres Gala））上為猶太老人護理服務中心籌集到創上為猶太老人護理服務中心籌集到創
下了創紀錄的下了創紀錄的460460萬美元萬美元。。赫爾夫曼家族也慷慨赫爾夫曼家族也慷慨
解囊支持眾多非營利組織解囊支持眾多非營利組織，，其中包括德克薩斯州其中包括德克薩斯州
休斯頓大學精神健康和精神發育遲緩系休斯頓大學精神健康和精神發育遲緩系，，EmeryEmery
/ Weiner/ Weiner學校學校，，伊芙琳魯賓斯坦猶太社區中心伊芙琳魯賓斯坦猶太社區中心，，
犯罪攔截器和休斯頓消防局等犯罪攔截器和休斯頓消防局等。。

頒獎晚宴將頒獎晚宴將 20192019 年年 ALFALF 公共服務獎頒發給公共服務獎頒發給
MidwayMidway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喬納森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喬納森••布林登布林登（（JonJon--
athan Brinsdenathan Brinsden ））和董事長佈拉德和董事長佈拉德••弗雷爾斯弗雷爾斯
（（Brad FreelsBrad Freels），），表彰他們繼續以核心價值觀建立表彰他們繼續以核心價值觀建立
公司公司：：誠信誠信，，激情激情，，適應性適應性，，質量質量，，主動性主動性，，團團
隊精神和慷慨隊精神和慷慨。。 MidwayMidway 公司會員每個月都會有公司會員每個月都會有
一個帶薪休假日來自願參加慈善活動一個帶薪休假日來自願參加慈善活動。。 MidwayMidway
基金會的使命是讓團隊成員成為領導者基金會的使命是讓團隊成員成為領導者，，在他們在他們
經營的市場中為弱勢群體提供支持教育經營的市場中為弱勢群體提供支持教育，，改善健改善健
康和強化社區服務康和強化社區服務。。很多慈善機構在很多慈善機構在20182018年獲得年獲得
MidwayMidway的支持的支持，，包括包括Barbara Bush Houston LiterBarbara Bush Houston Liter--
acyacy 基 金 會基 金 會 ，， Halo House FoundationHalo House Foundation，， SEARCHSEARCH
Homeless ServicesHomeless Services，，Buffalo BayouBuffalo Bayou夥伴關係夥伴關係，，大道大道
CDCCDC，，黃石學院黃石學院，，大屠殺博物館休斯頓休斯敦成大屠殺博物館休斯頓休斯敦成
功服飾和功服飾和Casa de EsperanzaCasa de Esperanza等等。。

20192019美國領袖論壇頒獎晚宴在休斯頓美國領袖論壇頒獎晚宴在休斯頓
俱樂部溫泉酒店盛大舉行俱樂部溫泉酒店盛大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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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斯坦福市（Stafford City）市議員選舉已經進入到提前投票階段，5月4日（星期六
）將是最後的投票日，譚秋晴女士（Alice Chen）作為華裔唯一的一名議員候選人，歷時數月的選
舉活動進入到關鍵的沖刺階段。

4月27日當天，譚秋晴和其競選團隊在斯坦福市（Stafford City）社區舉辦免費燒烤催票活動
，吸引了不少居民和義工加入。有些居民是投票之後專程來參加的，譚秋晴和她投票支持者一一
招呼交談，並聽取這些支持者的建議。

此次，譚秋晴選舉活動中的義工團隊非常出色，除了競選經理Maria，不少青少年學生都勤懇
踏實，積極踴躍的打電話，到社區插牌子，到居民家中進行登記，而且不分族裔，不分區域，無

論是舊雨新知都非常努力的為選舉出力。
正如譚秋晴在不同場合所表示的，此次參加選舉，不是我一個人的選舉，而是整個亞裔，特

別是華裔社區的選舉，政壇需要華裔的聲音，華裔需要更多的人去參政議政。
呼籲大家投票支持譚秋晴（Alice Chen），把最寶貴的一票投給最優秀的人。

提前投票時間： 4月29日至4月30日， 上午7點至下午7點
投票時間： 5月4日，星期六 地點：Stafford City Hall

斯坦福市議員候選人譚秋晴
競選辦公室地點 ：12603 Southwest FWY Suite 166 Stafford TX

支持支持ALICEALICE 競選催票活動全力展開競選催票活動全力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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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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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1 Corporate Dr. Ste. 210,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後棟大樓2樓)
* 免費停車, 大量車位. 停車場二樓有更多空位*

市面上的中國團已經玩膩了嗎?
【全旅假期】特別推薦外賓東方快車專列

2019東方快車外賓專列
奇跡發現古絲路璀璨10天

此線路為經典熱賣行程，以最優惠的價格體驗東方快車及傳統絲路
Land Tour：$2499起

途經城市：西安—蘭州—嘉峪關—敦煌—吐魯番—烏魯木齊

【【全旅推薦全旅推薦】】 九月東方快車外賓專列九月東方快車外賓專列 ""奇跡發現奇跡發現--古絲古絲
路璀璨路璀璨1111天天"" 探秘中國瑰麗美景的最後一塊拼圖探秘中國瑰麗美景的最後一塊拼圖！！

（（本報訊本報訊）“）“美南華文寫作協會美南華文寫作協會””將於五將於五
月四日月四日（（星期六星期六））下午二時下午二時，，在美南貿易中心在美南貿易中心
（（ITCITC））大樓大樓，，舉辦一場別開生面的藝術講座舉辦一場別開生面的藝術講座，，
邀請到曾經榮獲亞洲女子健美冠軍及亞洲健身邀請到曾經榮獲亞洲女子健美冠軍及亞洲健身
小姐稱號的董革女士小姐稱號的董革女士。。她將為您介紹兼具形體她將為您介紹兼具形體
與靈魂之美的心得與靈魂之美的心得，，為大家講述為大家講述““生命之美生命之美：：
健身與藝術健身與藝術”。”。

董革董革，，現任中國工藝美術家學會委員現任中國工藝美術家學會委員；；DGDG
國際健身有限公司董事長國際健身有限公司董事長；；世界旗袍聯合會德世界旗袍聯合會德
州分會會長州分會會長；；美南國際電視藝術團團長美南國際電視藝術團團長；；20182018

年她榮獲中國健美百年風年她榮獲中國健美百年風
雲人物雲人物（（健美國際冠軍健美國際冠軍））
獎獎；；最近最近《《董革食藝董革食藝》》又又
獲得中國審核認可為獲得中國審核認可為““董董
革食品工藝學革食品工藝學”；”；20162016 年年
榮獲國際辣媽大賽冠軍榮獲國際辣媽大賽冠軍。。

董革董革，，熱愛運動熱愛運動、、追追
求藝術求藝術、、才華橫溢才華橫溢，，處處處處
展現精緻多彩的人生展現精緻多彩的人生。。她她
不僅是一位運動＆舞蹈專不僅是一位運動＆舞蹈專
家家，，更是一位獨特的藝術更是一位獨特的藝術
家家 。。 她 最 新 發 表 的 新 書她 最 新 發 表 的 新 書
《《董革食藝董革食藝》》收藏版精裝收藏版精裝
叢書是當今全球唯一能用叢書是當今全球唯一能用
食材製畫來表現各種不同食材製畫來表現各種不同
系列主題的食品工藝書籍系列主題的食品工藝書籍
，，它通過水果它通過水果、、蔬菜蔬菜、、大米大米、、麵包等麵包等，，生活最生活最
普通的食材巧妙搭配組合普通的食材巧妙搭配組合，，創作出具有時代美創作出具有時代美
的生活藝術篇章及真實的一種跨界藝術書籍的生活藝術篇章及真實的一種跨界藝術書籍。。
有紅樓夢有紅樓夢、、十二生肖十二生肖、、少數民族集錦等少數民族集錦等3030多個多個
章節章節，，每篇都有她對生活的精緻感悟及圖文並每篇都有她對生活的精緻感悟及圖文並
茂茂。。她喜愛油畫和食藝外她喜愛油畫和食藝外，，還喜歡布藝還喜歡布藝。。最近最近
剛創作了剛創作了““紅樓夢紅樓夢””布藝畫布藝畫，，其中人物栩栩如其中人物栩栩如
生生，，惟妙惟肖惟妙惟肖，，充分展現她的藝術天賦充分展現她的藝術天賦。。靜與靜與
動動、、藝體極品精緻藝體極品精緻，，難得的跨界藝術人生的女難得的跨界藝術人生的女
人人。。她常說她常說：“：“藝術是我終身的遊戲藝術是我終身的遊戲，，運動是運動是

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生命的一部分”。”。
董革女士將在她的藝術人生講座中董革女士將在她的藝術人生講座中，，用她用她

3030多年如一日的生活理念多年如一日的生活理念，“，“動與靜動與靜””的方式的方式
來與大家面對面分享來與大家面對面分享、、互動傳遞正能量互動傳遞正能量！！講座講座
包括包括:(:(11))陽光心態陽光心態（（22））飲食合理搭配飲食合理搭配（（33))健身健身..
塑型塑型（（44））DGDG減肥秘笈減肥秘笈（（55））DGDG迷你零存整取迷你零存整取
（（66））DGDG食藝食藝&&布藝展示布藝展示。。

如果您想更進一步了解生活多姿多彩的她如果您想更進一步了解生活多姿多彩的她
，，請來聆聽董革女士用她的藝術才華請來聆聽董革女士用她的藝術才華，，文化修文化修
養養，，酷愛生活酷愛生活，，酷愛運動的感悟酷愛運動的感悟，，為您講述健為您講述健
身塑型身塑型，，養生飲食養生飲食，，藝術享受藝術享受。。董革女士希望董革女士希望

將自己的感悟將自己的感悟，，與大家分享與大家分享，，給熱愛生活的朋給熱愛生活的朋
友們一種歲月靜好友們一種歲月靜好，，美的享受美的享受，，一定讓現場觀一定讓現場觀
眾受益匪淺眾受益匪淺，，收穫滿滿收穫滿滿！！不虛此行不虛此行，，機會難得機會難得
！！歡迎大家踴躍前往現場聆聽歡迎大家踴躍前往現場聆聽。。

這次演講活動這次演講活動，，也將播放董革女士藝術人也將播放董革女士藝術人
生專題片生專題片，，由作家陳瑞琳介紹董革女士的奮鬥由作家陳瑞琳介紹董革女士的奮鬥
故事故事。。您一定會帶著美的濃縮您一定會帶著美的濃縮，，幸福的回味幸福的回味，，
得到溫馨的享受得到溫馨的享受，，並擁抱著堅強與力量並擁抱著堅強與力量。。歡迎歡迎
大家大家55月月44日下午兩點親臨現場面對面與董革女日下午兩點親臨現場面對面與董革女
士互動士互動！！

董革暢談生命之美董革暢談生命之美：：健身與藝術健身與藝術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亞太裔傳統月於四月廿七日亞太裔傳統月於四月廿七日
在在Memorial City MallMemorial City Mall 啟航啟航

ABCABC 1313 電視台記者電視台記者Miya ShayMiya Shay 介紹介紹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務諮詢委員僑務諮詢委員

劉秀美及台灣原住民的兩項歌舞劉秀美及台灣原住民的兩項歌舞

Dr. Gene BarclayDr. Gene Barclay 林天娜夫婦正在表演林天娜夫婦正在表演::
Nalu Bay Love Song -Nalu Bay Love Song - 11

Dr. Gene BarclayDr. Gene Barclay 林天娜夫婦正在表演林天娜夫婦正在表演
: Nalu Bay Love Song -: Nalu Bay Love Song -22

Dr. Gene BarclayDr. Gene Barclay 林天娜夫婦和團隊正在表演林天娜夫婦和團隊正在表演::
站在高岡上站在高岡上

Dr. Gene BarclayDr. Gene Barclay 林天娜夫婦和五位舞者表演完林天娜夫婦和五位舞者表演完
““站在高岡上站在高岡上””後後，，獲得滿堂喝彩獲得滿堂喝彩

台灣亮麗歌舞團隊和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合影台灣亮麗歌舞團隊和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合影

右起右起APAHAAPAHA 副會長副會長Dwight Sung, ED Barbara,Dwight Sung, ED Barbara,
前副長前副長 Nelvin Joseph Adriatiatico,Nelvin Joseph Adriatiatico, 劉秀美劉秀美

警官警官D. VoD. Vo，，Barbara GalloBarbara Gallo 的兒子及劉秀美為各族裔的小的兒子及劉秀美為各族裔的小
孩折紙鶴又其他動物孩折紙鶴又其他動物

警官警官 D. VoD. Vo 護衛僑教中心林奕芳主任在表演前入場護衛僑教中心林奕芳主任在表演前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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