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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中華文化學院畢業暨結業典禮和母親
節園遊會於5月11日上午10時至下午2時，在該校禮堂溫馨舉行
。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俞欣嫻秘書，區
結成董事長，陳根雄校長和吳乃斌、何有靜等歷任校長及老師與
畢業及結業學生們和家長們約300多人共襄盛舉。

區結成董事長致詞歡迎與會來賓參與畢業典禮，並勉勵畢業
同學繼續學習中文，不要忘記每天開口說中文，讓中文成為將來
最有利的工具。 陳根雄校長致詞，當日惡劣天氣影響路況，但

是仍看到禮堂內爆滿出席的家長和來賓，可以看到大家對教育的
重視。Mitchell Wu在會上頒發吳銘彬獎學金給劉安琪、朱理安
。

千 喜 郎 （Bryan Chen)、 薛 沛 恩 （Leticia Hsieh)、 劉 安 琪
（Alexandra Papin)、李依芸（EvelynLee)、蔡婉怡（Sarah Tsai)、
姚美（Jessica Yao)、朱理安（Ryan Chu)、繆淑貞（Isabella Ma)八
位畢業的同學都在中華文化學院學習中文超過十年，由區結成董
事長頒發畢業證書及獎學金。

接著陳根雄校長頒發獎牌給王秀珍老師和張靜老師，指導學
生在Junior Achievement連續四年獲得11項獎項，陳根雄校長在
會上還頒發獎牌給任教超過十年以上的資深教師和家長會及義工
。

區結成董事長準備了康乃馨贈送家長，並邀請來賓在典禮之
後，參加母親節園遊會，家長會備有各種美食和溫馨節目，與會
人士歡度美好愉快的一天。

中華文化學院畢業暨結業典禮溫馨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地區由於天氣影響，中華公所
舉行的烤肉郊遊活動於5月11日上午10時至下午2時，改在雅苑
（Signature Manor)進行，主辦單位把擊倒鐵罐、拋玩具等遊戲在
室內進行，並有豐富美食和賓果遊戲，使參與僑界人士在室內享
受美食、玩遊戲。

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文、李世威蒞臨現場同歡。主
辦單位在現場備有豐富自助美食，還有爆米花、熱狗等，更有擊
倒鐵罐、拋玩具、槓桿彈射、賓果遊戲等。每一項遊戲只要獲勝
，即可得到彩票，有機會可獲得精美禮品，許多遊戲攤位真是大
排長龍。中華公所活動負責人王秀姿感謝味全公司提供精美禮品

供與會人士抽獎。
很多人看到這麼豐富多樣的小遊戲後，立刻排隊等著試身手

，在室內的場地中使活動順利舉行，也使僑界人士玩的不亦樂乎
，玩的盡興開心，大家度過歡樂愉快的一天。

中華公所室內烤肉活動 僑界人士歡樂愉快

中華文化學院中華文化學院20192019年畢業暨結業典禮陳根雄校長致詞年畢業暨結業典禮陳根雄校長致詞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中華文化學院陳根雄校長中華文化學院陳根雄校長（（右一右一））頒獎給為中文教育服務頒獎給為中文教育服務
超過十年以上的資深教師後合影超過十年以上的資深教師後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區結成董事長區結成董事長（（左一左一））和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和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右一右一））與中與中
華文化學院七位畢業的同學千喜郎華文化學院七位畢業的同學千喜郎、、薛沛恩薛沛恩、、劉安琪劉安琪、、李依芸李依芸
、、姚美姚美、、朱理安朱理安、、繆淑貞在台上合影繆淑貞在台上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中華公所活動負責人王秀姿感謝味全公司提供精美禮中華公所活動負責人王秀姿感謝味全公司提供精美禮
品供與會人士抽獎品供與會人士抽獎。（。（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主辦單位有豐富美食主辦單位有豐富美食，，使參與僑界人士在室內享受美食使參與僑界人士在室內享受美食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世威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世威（（左二左二）、）、陳苑儀陳苑儀，，余頌輝余頌輝
，，羅秀娟羅秀娟、、黃泰生前主席與會黃泰生前主席與會。（。（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文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文（（右一右一）、）、僑務諮詢委員甘僑務諮詢委員甘
幼蘋幼蘋（（左一左一））主持抽獎活動主持抽獎活動。（。（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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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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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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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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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中提質，中國外貿好勢頭沒變

近期，中國對外經貿話題備受關

註。據中國海關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

今年1—4月，中國外貿進出口9.51萬億

元，同比增長4.3%。其中，出口5.06萬

億元，增長5.7%；進口4.45萬億元，增

長2.9%；順差6181.7億元，擴大31.8%。

專家指出，盡管外部不確定性因素有所

增大，但從貿易夥伴、貿易結構、進出

口商品結構等多重維度來看，中國作為

“世界工廠”與“世界市場”的格局沒

有變，擴大開放呈現出很多新亮點，外

貿穩中有進的態勢也沒有改變。

■ 數據依然向好
形勢穩不穩，數據會說話。據商務

部新聞發言人高峰介紹，今年前4個月

外貿數據中存在不少積極的特點。

在市場廣度上，國際市場布局更加

多元，“壹帶壹路”沿線國家進出口拉

動作用明顯。從國別看，中國對歐盟、

東盟、韓國、俄羅斯等出口分別增長

14.2%、13.4%、7.7%和9.1%。與“壹帶

壹路”沿線國家貿易暢通水平不斷提

高，進出口增速高於整體4.8個百分點，

占比提升1.3個百分點至28.7%。

在外貿主體上，民營企業主體活力

不斷提升，出口占比不斷提高。民企繼

續保持出口第壹大經營主體地位，出口

2.53萬億元，增長13.1%，占比提高3.2

個百分點至49.9%。外商投資企業出口

2.03萬億元，下降0.1%，國有企業出口

5014.7億元，下降4%。

在外貿結構上，相關商品結構持續

優化，機電、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

長。機電產品出口 2.97 萬億元，增長

4.5%，占出口總值的58.6%。七大類勞動

密集型產品保持競爭優勢，出口9245.4

億元，增長5.8%。

“今年以來，減稅降費等壹系列政

策措施加快落地，國民經濟運行總體平

穩，開局良好。盡管壹些國際組織下調了

對全球貿易增長的預期，單邊主義、貿易

保護主義擡頭，中國出口面臨壹定下行壓

力，但中國外貿總體穩中有進的發展勢頭

沒有改變。”高峰說，下壹步有關部門將

持續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幫助企業積極

開拓多元化市場，為企業營造良好外部環

境，努力推動外貿穩中提質。

■ 開放實招頻出
值得註意的是，外貿平穩運行，與

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紮實推進息息相關。

例如，福建自貿試驗區通過試點

“海關業務預約平臺”，海關查驗從準

備實施到作業完成時間縮短為原來的

50%，大幅節省了企業運營成本。再如

，四川自貿試驗區成都片區試點“公證

最多跑壹次”以來，直接服務群眾8萬

余人次，減免當事人公證費120余萬元

，成都公證處被科技部等四部委授予全

國知識產權公證服務示範機構。這些經

驗，正在更廣泛圍內得到推廣。

與此同時，商務部、發改委、財政

部等部門還修訂發布了《鼓勵進口服務

目錄》，將原有兩級目錄擴充為三級，

將原描述內容調整為統壹體例。在外界

看來，這壹修訂提高了目錄的可讀性和

實際操作性，成為了引導和支持服務貿

易創新發展的重要舉措之壹。

商務部研究院區域研究中心主任張

建平表示，去年至今，中國壹系列穩外

貿政策發揮出作用，全球市場把握得也

不錯。“出口方面，國家鼓勵企業加大

研發和創新的力度，助力企業增加競爭

力；進口方面，我們需要進口壹些品牌

化、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來滿足國

內大市場的需求以及國內消費升級的需

求。同時，這些產品也會倒逼國內企業

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產品和服

務質量。”張建平說。

在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

崔凡看來，不管外部形勢如何變化，中

國全面對外開放的決心都不會改變，擴

大開放的舉措也將不斷推進，因為從長

期看，這有助於提高中國經濟發展的質

量以及抗風險能力。崔凡表示，中國擴

大開放的實招正在發揮作用，推動著外

貿平穩發展與經濟及結構轉型。

■ 利好依然很多
盡管當前外貿發展形勢復雜嚴峻，

但中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外

貿穩定發展仍具有諸多有利因素。

從宏觀看，中國對外經貿合作整體

態勢向好、程度不斷加深。第二屆“壹

帶壹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中方牽

頭匯總了各方達成的具體成果，形成了

壹份283項的成果清單，中外企業對接

洽談並簽署合作協議總金額達640多億

美元，夯實了中國外貿走穩走強的基礎。

從微觀看，源自實體經濟的外貿合

作洽談熱度不減，成績可圈可點。在第

125屆廣交會上，來自213個國家和地區

的境外采購商與會，累計出口成交高達

1995.24億元。廣交會素有“外貿晴雨表”

之稱，其交易額維持高位，無疑透露出

中國外貿發展的積極信號。

從經濟結構看，消費對中國GDP增

長的貢獻率達76.2%，出口依存度已下

降至17.9%，內需正在並終將成為中國

應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的強力支撐。前

4個月，中國對美貿易占中國外貿總值

的比例下降至11.5%，而中國與歐盟、

東盟等主要貿易夥伴進出口額均保持快

速增長。特別是中國與“壹帶壹路”沿

線國家貿易額增速達9.1%，高出中國外

貿整體增速4.8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中

國外貿夥伴日益多元化，外貿抗壓能力

不斷增強。

“實際上，與10多年前相比，中國經

濟對外貿的依存度已經降低，外貿總體結

構也更趨均衡。目前，盡管中國在雙邊貿

易層面還存在不均衡，但這主要是由國際

價值鏈形態決定的。對於中國而言，調整

對外貿易的國別結構、推動進出口市場多

元化，正在成為壹項長期持續的工作。這

有利於提升中國外貿的穩定性以及中國經

濟的抗風險能力。”崔凡說。

2018 年外國在德投資項目數創新高
中國排名第三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12日發布的

2018外國企業在德國投資報告顯示，去年共有2062

個外國投資項目落戶德國，創下歷史紀錄。

從投資來源國來看，美國排名第壹，去年共在

德投資345個投資項目。緊隨其後的是瑞士的229

個項目。中國以188個項目名列第三。此外，排名

第四的英國共在德國投資168個項目。據該署介紹

，來自英國的對德投資項目從英國“脫歐”公投之

後(2016–2018)增加了34%。

“這些數字顯示了德國是外國投資者最青睞的

投資地之壹。許多投資者欣賞在德國的投資的框架

條件。同時市場的規模和地處歐盟中心的地理位置

也是讓許多投資者信服的必要條件。這從來自英國

的投資顯著增長中可見壹斑。”德國聯邦外貿與投

資署總經理羅伯特· 赫爾曼(Robert Hermann)向中新

社記者分析。他表示，45%的受訪英國企業認為

“脫歐”對它們的投資選擇是有影響的。

報告同時顯示，中國企業的投資數量與前壹年

(218個)相比減少了14%。報告稱，中國企業投資項

目主要分布在商業服務與金融服務行業，達18%；

排在其後的機械制造與設備達15%，汽車領域12%

，電子與半導體行業11%，消費品食品10%。中國

企業所投資的業務領域涉及最多的為銷售與市場支

持30%，其後的制造與研發為24%、零售19%、商

業服務10%。值得註意的是，中企在德投資制造業

和研發領域同比上升了5個百分點。

“近十多年來，中國企業在德國投資規模增大

。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是壹個成功的故事，從各聯

邦州統計的數據反映了這壹點。”德國聯邦外貿與

投資署專家托馬斯· 勃澤巖(Thomas Bozoyan)向記者

介紹，自2010年以來，共計有超過1650個來自中

國的綠地投資項目落戶德國。“因此中國每年都被

列入德國最重要的投資來源國前三名”。

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是德國聯邦政府對外貿易和

對內引資的機構。該機構為進入德國市場的外國公司提

供咨詢和支持，並協助在德成立的企業進入外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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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腰腿疼痛的原因是什麽？
腰椎一個復雜的骨骼，關節，神經

，韌帶和肌肉相互連接的結構，它支撐
上半身的重量，帶動日常生活的能動性
和功能性。由於這種復雜的設計結構和
超強的功能，腰部也就很容易受到損傷
。

急性損傷
腰部疼痛的最常見原因是撕裂或拉

傷的肌肉和/或韌帶。背部扭傷或應變
可能突然發生，當肌肉牽拉超過正常負
荷，韌帶撕裂，損傷肌肉。
扭傷和拉傷的常見原因包括：
•擡起重物或擡起時腰椎旋轉

•突發性動作對腰部施加過大
的壓力
•缺乏正確的姿勢
•與運動有關的傷害
雖然扭傷和拉傷聽起來不嚴重
，但如果不及時治療可能疼痛
會逐漸加重並嚴重幹擾日常活
動，睡眠和運動，並且會形成
慢性損傷。
慢性損傷
疼痛一旦持續或斷斷續續超過
三個月並且超過身體的自然愈

合過程，會被認為是慢性疼痛。這通常
是椎間盤突出癥（椎間盤突出），關節
問題，過去受創未解決的損傷和/或脊
髓神經根受損的結果。

什麽是腰腿疼痛的癥狀？
腰部受傷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癥狀。

疼痛可能是輕微的，僅僅是煩人的，或
者是嚴重的能使人衰弱的。它可能突然
開始，也可能開始的緩慢 - 可能來來往
往 - 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變得更糟。

由於致痛的原因不同，疼痛的表現
方式也不同
•從暗沈、酸脹到刺痛和灼痛

•可能包含在腰部，或從腰部向下放射
，疼痛傳導到腿部
•與坐骨神經痛有關的腰腿麻木或刺痛
感
•腰部，骨盆，臀部和小腿肌肉痙攣和
僵硬
•長時間坐著或站立後會出現不適感和
無力感
•站立，走路或從站立到坐著都很困難

什麽是傳統治療方案？

根據疼痛的類型和嚴重程
度，腰腿痛的傳統治療方法通
常包括休息和活動改變，非處
方藥或處方藥，背部支架，類
固醇註射，甚至手術。醫學治
療的目標是減輕疼痛，但這些
治療並不能改變疼痛的潛在根
源。

李娜療痛中心如何提供幫
助？

全面評估和正確診斷對於有效治療
您的病情至關重要。我們直接從源頭確
定導致疼痛的原因，精準治療，恢復活
動功能，減輕疼痛。腰腿疼痛是我們療
痛中心治療的常見病之一。我們準確的
診斷和治療能達到快速康復，避免復發
的幾率，無需昂貴的成像檢測，長期疼
痛管理程序或侵入性療法和藥物。

李娜療痛中心運用最新康復手法，
最前沿康復理念，長年致力於人體各類
疼痛治療和對整體醫學的研究，中西醫
結合，有著豐富的經驗和純熟的診療技
術。

快速門診無須預約和等待，快速精
準的診斷疼痛病癥，省去病人過渡消費

個人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分級診療可
以讓病人在理解自身真正問題的情況下
選擇對自己最適合治療方案。
快速門診初診檢測 $ 50 ，快速康復性治
療 $ 75/次， $300/5次

NOMATEC 空氣壓縮搏動系統和
ROCKETPOD 特別適用於運動後肌肉
酸脹、軟組織損傷後康復、下肢肌肉萎
縮無力、手術後康復、尤其老年人群及
傷後無法運動人群。

軟組織康復 $ 100 / 5次
李娜疼痛中心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聯絡電話: 713-492-0686，

832-863-8003

常见腰腿疼痛常见腰腿疼痛 - Nancy Li, DC, CCSP- Nancy Li, DC, CCSP

7001 Corporate Dr Suite210 ,
Houston , Texas 77036

* 免費停車, 大量車位. 停車場二樓有更
多空位*

【全旅假期】特別推出新加坡+馬來西
亞精品6天遊

限時促銷優惠"買一送一"
原價: $199/人

新加坡馬來西亞6天團特色：
★★抵達第一天，有 三趟的免費專人接機服務；
★★行程含新加坡著名度假勝地【聖淘沙名勝世界】
，無需額外付費；
★★新加坡入吉隆坡出，不走回頭路，免除長途車程
的勞累；
★★一次體驗東南亞2個多元文化的國度，花園之都
新加坡，東南亞交通的咽喉【馬六甲】；吉隆坡標誌
【雙子塔】；
★★海南雞飯，咖哩魚頭，沙爹，辣椒螃蟹，ROTI
PRATA等等

新加坡馬來西亞精品六天遊新加坡馬來西亞精品六天遊，，
限時促銷優限時促銷優惠惠““買一送一買一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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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士頓報導) 聯合健康保險休士頓亞裔資
訊中心，為提供民眾接收更多的健康資訊，陸續
已舉辦多場公益講座，嘉惠民眾。在5月23日(週
四)上午十點，亞裔資訊中心將舉辦健康講座，特
別邀請德州第一診療中心負責人陶慶麟醫學博士
主講，主題是 「脊椎的健康與疼痛治療」，幫助
聽眾邁向健康快樂，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陶慶麟醫師擁有貝勒大學生物學學士、聖路
易斯大學醫療保健管理碩士、以及洛根大學的脊
椎醫學博士學位。他多年來致力從事於醫療保健
工作，希望讓更多人健康的生活，從根本上解決
致病的原因。陶醫師個性溫和，對病人非常有耐
心，常常花許多時間與病人溝通，教導病患如何
提升健康，口碑相當好，在休士頓有許多被他治
癒的病人均給予極高評價，甚至有位病人在長期
的疼痛治好後，讚譽他為 「神醫」。

脊椎健康與生活品質密不可分，脊椎是整個
身體骨架的支柱，由肋骨及胸骨保護內臟，同時
與神經構成緊密的系統，維持人體各部位的活動
與運轉。如果脊椎出現問題，將會壓迫神經，造
成肢體的痠、麻、痛，嚴重的就會影響日常的活

動。無論是中年人或老年人，
都應知道如何呵護自己的脊椎
，有健康的背部， 「腰桿子」
能挺的直直地，無疑是相當重
要的一環。

陶醫師將詳析如何解決腰
痠背痛的困擾、如何自我檢測
找出身體哪裡不平衡、如何調
整日常生活中行住坐臥走等姿
勢，以及改善脊椎側彎、彎腰
駝背、骨盆歪斜、有效的強化
脊椎的建議。

聯合健保亞裔資訊中心的
工作人員亦在會後協助解答相
關的健保資訊。亞裔資訊中心
的經理表示，亞裔資訊中心陸
陸續續還會舉辦系列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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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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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民眾參加此次講座，時間是5月23日(週
四)上午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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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gon Houston Plaza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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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月月2323日聯合健保健康講座日聯合健保健康講座
陶慶麟醫師主講陶慶麟醫師主講 「「脊椎的健康與疼痛治療脊椎的健康與疼痛治療」」

信用分數太低信用分數太低 無法貸到款無法貸到款??
專家幫您處理專家幫您處理 4545天內提高信用分數天內提高信用分數

(本報休斯頓報導) 眾所周知，在美
國 「信用」非常重要，可以說，美國是
個信用社會，生活中大量使用信用卡做
為付費方式，幾乎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一環。對於居民或是新移民來說，優良
的信用紀錄非常有幫助。若是沒有好的

信用，不僅無法獲得好的利率，甚至不
能取得貸款。

信用分數不夠，貸款會有困難
你知道嗎？許多日常生活繳費都在

默默衡量你的信用，像是繳信用卡費、
電費、網路費、或是其他購物分期付款
費用等都是。很多民眾平時不知道自己
信用有問題，往往是在買車子、買房子
要貸款時，信用報告被調出來，才知道
自己的信用分數居然太低。

對很多人來說，如果信用分數不夠
，許多事情都辦不了，例如，你想要買
房子，可是信用分數只有680分，銀行
是不肯貸款的。又比如想要貸款買車，
可是信用分數不夠，貸款也會有困難。

合法消除不良的信用紀錄
上述這些例子，其實都不難處理，

信用修復專家（CK Portfolio Capital）的
負責人 Nam Le 能幫助你解決，他知道

怎樣幫人消除不良的信用紀錄，完全合
法，具有多年信用修復的經驗，他已經
成功地協助許多人修復信用，提高信用
分數，讓客戶順利貸到款。

Le先生表示，在正常的情況下，一
般在45天的時間內，就可以讓人重獲經
濟的自由，過程根據信用法案， 100%
合法，有些例子甚至更快。

Le先生藉由專業知識，幫人把不好
的紀錄都消除，幫助修復信用分數。他
有95%的客戶是經由原來的客戶再推薦
的，這些客戶因為他們自己成功的經驗
分享給朋友，因此周圍有相同困擾的人
也找到信用修復專家，能夠成功地把信
用恢復到良好的分數。

成功案例
舉一個成功的例子來說，30歲的A

先生想要買新車、未來還想買房子，然
而太低的信用分數讓他什麼也做不了。

A先生在2018年12月5號的時候，信用
分數只有492分。他找到信用修復專家
Le先生，經過一個月的信用修復之後，
在2019年的1月3號，他的信用分數已
經提高到645分。

A先生在去年12月的時候，還有很
多不好的信用紀錄，然而在這一個月之
內，信用修復專家幫他把這些不好的紀
錄都消除掉了，才能夠在短短時間之內
，快速提高150分。經由信用修復專家
的協助後，他順利地貸到款買車了。

信用修復專家 Nam Le 表示，他保
證成功的修復信用( money back guaran-
tee) ，也提醒大家要按時的繳款，不要
晚付，他會教導客戶如何維持優良的信
用分數。

信用 「紀錄」 可以被更新
Nam Le 表示，任何人過去信用上

的不良紀錄都可以被修復，無論是多麽

嚴重的紀錄，即使是破產、拖欠、法拍
、延遲，這些都只是 「紀錄」，就法律
上只要是 「紀錄」都可以被更新的。

信用修復專家（Portfolio Capital）
總裁 Nam Le 電話: 713-815-5011(中文)
、 713-826-9971( 英 文)。 地 址: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09, Houston, TX
77036（恆豐銀行大樓）。網站 www.
kcportfoliocapital.com。 email: nam.
le@kcportfoliocapital.com。



休城畫頁 BB77星期五 2019年5月17日 Friday, May 17, 2019

中華文化學院畢業暨結業典禮溫馨舉行中華文化學院畢業暨結業典禮溫馨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黃湘慈等老師們黃湘慈等老師們、、歷任校長與畢業及結業學歷任校長與畢業及結業學
生和家長們約生和家長們約300300多人於多人於55月月1111日出席中華日出席中華

文化學院畢業暨結業典禮文化學院畢業暨結業典禮。。

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致賀詞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致賀詞，，盛讚盛讚
中華文化學院對中文教育的貢獻中華文化學院對中文教育的貢獻。。

中華文化學院區結成董事長致詞歡迎與中華文化學院區結成董事長致詞歡迎與
會來賓參與畢業典禮會來賓參與畢業典禮，，並勉勵畢業同學並勉勵畢業同學
繼續學習中文繼續學習中文，，不要忘記每天開口說中不要忘記每天開口說中
文文，，讓中文成為將來最有利的工具讓中文成為將來最有利的工具。。

中華文化學院陳根雄校長致詞中華文化學院陳根雄校長致詞，，當日當日
惡劣天氣影響路況惡劣天氣影響路況，，但是仍看到禮堂但是仍看到禮堂
內爆滿出席的家長和來賓內爆滿出席的家長和來賓，，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大家對教育的重視大家對教育的重視。。

Mitchell WuMitchell Wu頒發吳銘彬獎學金給劉安琪頒發吳銘彬獎學金給劉安琪
及朱理安及朱理安。。

區結成董事長區結成董事長（（左一左一））和僑教中心楊容清副和僑教中心楊容清副
主任主任（（右一右一））與中華文化學院七位畢業的同與中華文化學院七位畢業的同
學千喜郎學千喜郎、、薛沛恩薛沛恩、、劉安琪劉安琪、、李依芸李依芸、、姚美姚美

、、朱理安朱理安、、繆淑貞在台上合影繆淑貞在台上合影。。

中華文化學院家長會會長中華文化學院家長會會長（（右一右一））頒發禮物頒發禮物
給七位畢業的同學後合影給七位畢業的同學後合影。。

中華文化學院陳根雄校長中華文化學院陳根雄校長（（右二右二））頒發頒發
獎牌給王秀珍老師獎牌給王秀珍老師（（左二左二））和張靜老師和張靜老師

（（左一左一），），指導學生在指導學生在JuniorJunior
AchievementAchievement連續四年獲得連續四年獲得1111項獎項項獎項。。

台北經文處俞欣嫻秘書代表陳家彥處台北經文處俞欣嫻秘書代表陳家彥處
長頒發休士頓工商婦女會中文演講比長頒發休士頓工商婦女會中文演講比
賽中簡五班謝慧欣初級組第二名等後賽中簡五班謝慧欣初級組第二名等後

合影合影。。

中華文化學院陳根雄校長中華文化學院陳根雄校長（（後右五後右五））頒發學業成績優良獎第一名的學頒發學業成績優良獎第一名的學
生們後合影生們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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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就如同故宮《千里江山圖》展一樣，排了1個多
小時的長隊才走進了博物館特展區。而這次特展的主人公就是畫
家梵高。

“我想要畫出動人心弦的作品。總之，我想要人們在看到我
的畫作時會說，這個人的畫中怎麼可能有著這麼強烈的內心感受
！他有天才的敏感與同情心！”這就是梵高對自己畫作的期許，
這就是為情所困雙魚男梵高。

在30歲以前梵高經歷了過很多職業，教師、傳教士、採礦
工人等等，這些毫無關聯的職業成就了他對社會的認知。直到大
約27歲時，梵高才開始拿起畫筆作畫。直到他選擇自殺，他的
繪畫創作前後也就十年的時間，有人統計梵高一生共畫了2000
多幅畫，其中有約900幅油畫。

提起梵高，至今許多國人都認為他是個天才的神精病。而他
最被大眾所熟知的，可能就是他的三幅經典《向日葵》、《星空
》和《鳶尾花》。

有記載說梵高一生畫了11幅關於《向日葵》題材的畫作，
其中有十幅在他死後散落於世界各地。而現在有據可考證的共有
6幅，5幅在博物館只有1幅在私人手中。出身自宗教家庭的緣故
，梵高在給弟弟的信中提到了十二棵與十四棵向日葵的結構分佈
。他用十二棵向日葵來表示基督十二門徒。另外兩棵可以理解是
自己和弟弟。由此可見梵高是有信仰的，不是神經錯亂瞎畫亂塗
。他對《向日葵》的創作是有著自己獨到見解。

對於鍾愛中國古代繪畫的我來說，本身對西洋抽象繪畫是有
所排斥的。直到有一天我知道了向日葵的花語是“沉默的愛戀”
。那一刻讓我第一次改變了對西洋抽像畫的態度。

梵高的《向日葵》是在陽光明媚的法國南部農村所創作的。
我寧願相信他當時有一場美麗的邂逅。或許梵高心目中的女神是
一個有夫之婦。所以做過傳教士的他選擇用畫筆來描述他的“沉
默的愛戀”。梵高的《向日葵》以黃色為主體，就像閃爍著熊熊
的火焰，讓每個人都感受到了滿懷熾熱的激情和動感。旋轉不停

的筆觸是那樣粗厚有力，這種執著與色彩的對比單純濃烈，
給人帶來了原始的衝動。他筆下的向日葵像一團熊熊燃燒的
烈火，那樣的華麗，那樣的溫暖，但卻不可觸及。喜歡是佔
有，愛是付出。而卻梵高選擇了沉默。
“我的冒險不是靠主動選擇，而是被命運所推動。”梵高是

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或許他唯一有勇氣掌控的，只有
他手中的那支畫筆。那些笑話梵高是精神病的人，可能永遠
都不會理解愛情的多樣和甜美。
而這次博物館特展中的經典作品則是原藏在阿姆斯特丹梵高

藝術館中的這幅《黃色背景下的鳶尾花》。鳶尾花原產自中
國南部，卻是法國的國花。傳說法蘭西第一個王朝的國王在
接受洗禮時，上帝送給了他一枝鳶尾花。鳶尾花音譯稱為
“愛麗絲”，愛麗絲是古代希臘神話中是彩虹女神，連接天
國和凡間，將善良之人的靈魂由彩虹引領至天國。
鳶尾花的花語是自由光明。至少以它為國花的法國人是這麼

認為的。而鳶尾花讓人熟知的隱藏花語是絕望的愛。在希臘
神話中，它是一種開在通往天堂路上的花，很美。對人間絕
望對天堂憧憬。明黃色的背景前放置著土黃色的花瓶，上面

盛開著藍紫色的鳶尾花，憂鬱的藍紫色和明亮的檸檬黃背景形成
強烈的對比，剛硬線條下的綠色葉片與蜷曲枯黃的花瓣形成了更
為強烈的對比。或許那束垂下的鳶尾花正是畫家梵高本人的此刻
狀態。

從沉默到絕望，為情而生的雙魚或許只能選擇結束自己的生
命，來逃避現實的殘酷！

梵高去過英國，曾經愛上過房東的女兒，但是他的英文一定
不怎麼樣。我記得我曾經學過一個單詞miss，當動詞用的時候可
以翻譯成想念或者錯過。我當時很不解，英國人挺有意思的，想
念和錯過怎麼能劃等號呢？ ！直到為情所傷之後我才明白，當
你想念的時候，你可能已經永遠的錯過了……人生終有一別，就
算不能再見，也不能辜負那曼妙驚鴻般的初遇。人生需要好好相
遇，人生需要好好告別。

驚艷了《鳶尾花》，再見了《鳶尾花》！

驚艷了《鳶尾花》 再見了《鳶尾花》
休斯敦藝術館觀賞梵高畫展後觀感

(綜合報導) 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的數據，截至2018年四季度
美國住房自有率達到了64.8%，同比和環比均略有上漲。這個數
字也意味著有接近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買不起屬於自己的住房，其
中一個較為重要的原因是工資增速沒能趕上房價漲幅。唯一值得
欣慰的是，至少美國還有許多地區的房價並沒有那麼高不可及。

Howmuch.net專欄作家Rual Amoros根據房貸資訊網站HSH
的調查，綜合了美國主要城市的中位房價、按揭利率、財產稅和

業主保險數據計算出了在這些城市購房（支付20%首付的情況下
）所需要達到的收入水平（年薪）。

Amoros指出，和經濟發展程度一致，中西部和南部的購房
門檻要明顯低於東西部海岸城市。坐擁矽谷的加州毫無疑問已經
成為了美國房價第一大州，差不多得有接近20萬美元的年薪才
能負擔得起在這裏買一套中位價格的住宅。

HSH的研究指出，從全國範圍來看，在前50大城市“買得

起房”的標準是年收入超過61，453美元。當然，“平均”的意
思是有24座城市的門檻要高於這個平均數。同時即使是房價窪
地的中西部地區，不同檔次的社區價格也有較大差異，所以最終
的開銷也會與平均數相差甚遠。但至少對於美國人而言，在確定
工作和生活的地點時，房價產生的影響正變得越來越大。

房價漲得快 美近1/3人買不起房

中國現代文學館王磊

文化講座主辦和協辦單位主要負責人華星藝術團團長鮑玲文化講座主辦和協辦單位主要負責人華星藝術團團長鮑玲、、東方東方
藝術教育中心校長徐利藝術教育中心校長徐利、、智勝學院校長智勝學院校長、、休斯敦書畫社代表徐華休斯敦書畫社代表徐華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委王翊帆中國人活動中心執委王翊帆、、華美銀行高級副總裁華美銀行高級副總裁Henry Lam,Henry Lam,
歡迎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王磊先生蒞臨休斯敦歡迎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王磊先生蒞臨休斯敦

母親節當天王磊先生與休斯敦幸福讀者聯誼會姐妹們前母親節當天王磊先生與休斯敦幸福讀者聯誼會姐妹們前
往休斯頓藝術博物館觀賞梵高畫展往休斯頓藝術博物館觀賞梵高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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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排日前迎來了2019瑞士女排精英賽的
第二場較量，在與德國隊的比賽中，中國隊3：2
戰勝對手，取得了本屆比賽的首場勝利。

與上一場1：3負於日本隊的比賽相比，中國隊
對正選陣容進行了兩處調整，段放與王媛媛分別替下
了劉晏含、胡銘媛。

首局比賽，中國隊一路領先，在德國隊將比
分追至21：24後，中國隊請求暫停，此後德國隊
觸網違例，中國隊先下一城。次局較量，德國隊
並未創造出實質性威脅，中國隊以25：9再下一
城。

第三局比賽，中國隊開局不利一度0：4落
後，暫停歸來後的中國隊很快以9：8反超比分。
隨後的比賽，中國隊建立了6分的領先優勢，但
頑強的德國隊追至24平並在之後連下兩分，以
26：24扳回一局。

第四局初始階段，兩隊打得異常膠着，在戰至
8：8後，德國隊連得5分，並以24：17拿到局點。

之後中國隊挽救5個局點，但隨着李盈瑩吊球失
誤，德國隊還是以25：22再拿一局將大比分扳平。

在關鍵的第五局，中國隊頂住了壓力，沒有給
對手機會，隨着段放扣球得手，中國隊以15：9、總

比分3：2拿下比賽。
此役中國隊共有5人得分上雙，其中李盈瑩

拿下全隊最高的18分，德國隊的利普曼得到全場
最高的29分。 ■新華社

李盈瑩奪全隊最高18分
中國女排獲瑞士賽首勝

美職籃（NBA）猶他爵士總裁斯塔克
斯日前說，希望未來球隊中能有中國球員
的身影。

斯塔克斯說，猶他爵士的球探正在全
球範圍內尋找有天賦的球員，包括在中
國。“我們想要找到中國的弗雷戴特為球
隊効力。”他說。

弗雷戴特2007年至2011年効力於猶
他州楊伯翰大學籃球隊，他擅長投射、得
分能力突出，曾被評為全美大學最佳球
員，在猶他州幾乎家喻戶曉。過去幾個賽
季，弗雷戴特轉戰中職籃上海隊，屢屢奉
獻瘋狂得分表演。中職籃本季結束後，弗
雷戴特重返美職籃加入太陽隊。

據斯塔克斯解釋，猶他爵士對中國球
員感興趣主要有三點原因：一是姚明當時
在休斯敦火箭隊中取得的成功，二是籃球
運動在中國發展的巨大潛力，三是猶他爵
士與國際球員頗有淵源。

從隊史上的俄羅斯全能前鋒“AK47”
基利連高，到本季陣中的法國中鋒高伯
特、西班牙後衛歷奇盧比奧、澳洲前鋒恩
格斯等，這些國際球員不僅增加了猶他爵
士的海外知名度，而且使球隊打法更加豐
富、球隊文化更加多元。

斯塔克斯說，中國人口多，希望越來
越多的人成為籃球迷，關注並參與這項運
動。也非常希望看到未來有越來越多的中
國球員進入NBA，當然也樂見他們成為猶
他爵士的一員。

中國已成為猶他爵士最大的海外增長
市場，球隊對此非常重視。管理層在制定
未來5年商業計劃時，其中最重要的策略
就是如何在中國推介猶他爵士品牌，球隊
目前正通過社交媒體等方式與中國球迷保
持積極互動。此外，爵士明星後衛當路雲
米曹將於今年夏天到中國多個城市出席活
動，猶他爵士也向聯盟表達了在未來參加
美職籃中國賽的意向。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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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聖日耳門女足日前透露，記錄中國女足
球員王霜在巴黎訓練以及日常生活的系列紀錄片
《王霜在巴黎》經球會社交媒體賬號播出後引發極
大關注，前三集紀錄片在中國的播放量累計超過
800萬次。

王霜於去年加盟巴黎聖日耳門女足。《王霜
在巴黎》記錄了這位“亞洲足球小姐”在巴黎的
日常生活，不僅包括她在球場以及訓練場的畫
面，她還前往巴黎一些標誌性景觀，走進集市品

嚐當地美食，為觀眾多角度呈現巴黎這座國際大
都市。該系列紀錄片在微博、微信、抖音等中國
不同社交平台播放。據會方介紹，各平台視頻播
放量超過800萬次。

王霜表示，希望與中國球迷一同分享她在巴
黎的經歷，她一直關注着球迷們支持的留言，自
己將繼續在場上為國家隊以及球會傾盡全力。

巴黎聖日耳門亞太區主管瓦塞爾認為，王霜
是球會非常出色的形象大使，幫助球隊擴大亞洲

地區球迷群體，增加了球會的參與度。巴黎聖日
耳門方面還透露，過去一年球隊社交媒體賬號
“粉絲”數目增長了65萬。 ■新華社

王霜紀錄片中國播放量超800萬次

亞協盃I組餘下賽程
6月19日

6月26日

6月26日

和富大埔

傑志

航源

VS

VS

VS

傑志

4.25SC

和富大埔

亞協盃I組積分榜
排名

1

2

3

4

球隊

4.25SC（朝鮮）

和富大埔（中國香港）

傑志（中國香港）

航源（中國台北）

勝

4

2

2

0

和

0

0

0

0

負

0

2

2

4

積分

12

6

6

0

▲中國隊球員段放與德國隊球員利普曼（右）在
比賽中。 新華社

◀中國隊教練安家傑（中）在比賽中佈置戰術。
新華社

■■王霜王霜（（中中））在巴黎大在巴黎大
受歡迎受歡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和富大埔和富大埔亞協盃出局亞協盃出局

亞協盃改制後東亞賽區小組只
有一個出線名額，賽前名列

次席的和富大埔要力保晉級希
望，就必須作客擊敗榜首
4.25SC，不過大埔今場有進攻主力伊高沙托尼停賽缺陣，對
實力大打折扣，坐擁主場之利的4.25SC開賽僅3分鐘就向
大埔施以下馬威，由金有成突破越位先開紀錄，大埔今
場排出五後衛陣式希望穩守防線，可惜中前場
受壓下如意算盤未能打響，4.25SC上半場再憑
朴明成及林哲民的入球遙遙領先三球。

李志堅：從大敗中學習
換邊後大埔有哈利因傷退下火線，更被對方 一

次反擊得手落後四球，其後大埔嘗試反撲希望“破
蛋”，可惜鍾偉強及李嘉耀的射門均未能造成入
球，最終大埔以0：4不敵對手，小組四戰得6分，
對賽成績不及4.25SC下肯定出局。

大埔主帥李志堅表示會汲取今次教訓，為日後再出戰亞洲賽
而努力：“3分鐘失波打亂部署，完上半場前輸12碼更加難踢，
下半場表現有好轉，但哈利傷出令前線失去其中一個攻擊點，兩
場對戰4.25SC都以較大比數落敗，實力確係有一定差距，像體
力與行軍速度等差距並不是一時三刻可以修補，但會汲取經驗為
日後再戰亞洲賽好好檢討。”

傑志挫航源保晉級希望
另一方面，傑志於15日晚出訪航源；上半場傑志先有費

蘭度左腳燙射中楣彈出，其後到40分鐘佐迪頭槌頂入，助球
隊半場領先1球。到下半場傑志有馬特史密夫“擺烏龍”，幸
而費蘭度69分鐘建功，終協助傑志以2：1擊敗航源，保住數
字上的晉級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新

鮮出爐的港超冠軍和富大埔未能在亞

協盃再進一步，作客以0：4不敵

朝鮮4.25SC後，因對賽

成績不及對手肯定無緣

晉級，至於傑志則以2：

1擊敗航源，仍有數字上的出線機會。

慘 吞慘吞 44..2525SCSC 四蛋四蛋

■■哈利哈利（（中中））中途傷出中途傷出。。大埔圖片大埔圖片■■大埔球員答謝到朝鮮打氣的球迷支持
大埔球員答謝到朝鮮打氣的球迷支持。。大埔圖片大埔圖片

■■基藍馬基藍馬（（右右））作攔截作攔截。。大埔圖片大埔圖片



BB1010美南電視介紹

以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

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种表現形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大鵬劇場秀》是《大鵬嘚吧嘚》的另一種線下演出模式，可以說
是精編版，或者帶有綜藝性質的《大鵬嘚吧嘚》。劇場秀模式部分
借鑒了美國輝煌了70年的王牌綜藝節目《周六夜現場》，以大鵬擅
長的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舞蹈，觀眾互動等
多種表現形式，在豐富傳統脫口秀形式的同時，力求加強現場演出
時的代入感和即興感，事實證明，這種區別於線上信息單向傳播的
互動傳播方式為live演出增色不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本期節目將介紹: 賀歲之爭誰死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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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鵬劇場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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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9年5月17日 Friday, May 17, 2019



BB1111廣告

珍貴日本長野一號菌種 / 零污染 / 有機栽培

買兩盒許氏日本靈の芝 120粒裝 
送限量珍藏版活靈芝 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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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 Friday, May 1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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