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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全美各地19個促進中國和平統一的團體於2019
年6月27日就香港罪犯移送條例草案事件發表聯合聲明，高度關
注這一事件的發生和發展。對香港繁榮、中國和平統一充滿信心
。與此同時，為紀念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二週年，休斯頓和平統一
促進會、德州和平統一促進會、美中友好促進會等美南地區的社
團和僑胞將於本星期日2019年6月30號上午11點，在中國人活
動中心禮堂聯合舉辦題為《休斯頓全僑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二
週年》的座談活動。主辦單位邀請各社團及各界僑胞積極參加。

全美各地中國和統會的聯合聲明表示“香港罪犯移送條例是
2019年5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向香港立法會提交審議的一法律
草案，以向中國大陸、澳門和台灣等司法管轄區移交嫌疑人和進
行法律協助。此提案源於潘曉穎命案，因港台兩地之間並無司法
互助安排，故香港的現行法律無法向台灣移交疑犯。同時特區政
府考慮到，香港現行的逃犯移交條例中的20多個國家和地區也
不包括中國大陸及澳門，這也是'法律缺陷及漏洞'。這份草案甫
經提出，社會各方提出了各種意見，並引發了幾次上街遊行事件
。目前，香港特區政府已經宣布，暫緩審議該法案。

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合會暨全美各地18個中國和平
統一促進會高度關注這一事件的發生、發展和走向。我們發表聲

明如下。
（一）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事務是中國的內部事務

，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境外勢力和任何外國政府對香港事務的無理
指責和粗暴干涉。堅決維護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主權。

（二） 香港市民對罪犯移送條例草案意見訴求的表達，不
應該動搖以“一國兩制”為基石的香港特區基本法。我們堅決反
對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藉機挑撥香港市民和特區政府以及與中央
政府的關係。事實表明，修法草案得到了大多數香港同胞的認可
和支持。

（三） 香港不是罪犯的避風港。作為法制社會，香港理應
全力配合其它司法管轄區，包括中國大陸、台灣、澳門等，執行
司法程序。對於其它管轄區的犯罪嫌疑人，香港政府理應將之送
回到原司法管轄區，使之受到法律的製裁，維護法制的尊嚴。

（四） 香港特區政府因應已經發現的法律漏洞，草擬罪犯
移送條例草案，並提交立法會審議，這表明香港特區政府是一個
負責任的政府，是堅守法治、保護香港市民利益的政府。

（五） 香港市民對於罪犯移送條例草案的意見訴求，應該
在理性和法治的範疇內表達。香港市民有義務和權力對特區政府
的法律草案提出自己的意見，但這些意見的表達必須是理性的，

必須是以法律允許的方式表達。我們堅決反對、強烈譴責任何以
暴力行為表達訴求的方式，堅決反對以犧牲他人自由和利益為代
價的訴求表達方式。

（六） 我們反對任何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言行，
堅決反對任何勢力借在香港挑起事件，直接或間接干擾和阻撓台
海兩岸的和平統一。我們和全世界華人一道，全力支持中國政府
和平統一台灣的堅強信念和有力舉措。
我們對香港繁榮、祖國和平統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充滿信心
！ ”

參與發表聯合聲明的19個團體包括：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
進會聯合會、北加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舊金山灣區中國統一
促進會、美西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加州首府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美華友好促統會、關島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芝加哥中國和
平統一促進會、休斯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德州中國和平統一
促進會、美中友好促進會、波士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新澤西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賓州中國和平
統一促進會、大費城中國統一促進會、華盛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美京中國統一促進會、佛羅里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全美各地和統會就香港罪犯移送條例草案事件發表聲明
休斯頓僑界週日將舉辦座談會紀念香港回歸22週年

(本報記者黃麗珊)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人間佛教
研究院副院長妙光法師,佛光山中美寺住持覺法法師,趙辜懷箴督
導,趙元修先生,於6月25日（星期二）下午3時，前往萊斯大學
（University of Rice,6100 Main St. Houston,TX.77005)的 Fondren
Library 捐贈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Encyclopedia of Buddhist
Arts)中文版及星雲大師全集。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說明，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
大辭典」總監修星雲大師，十大特色：1.佛教美術首次結集。
2. 越古及今五洲薈萃。3.設計精美二十卷冊。4. 全彩印刷八開
版本。5. 精選詞目九千多條。6. 圖鑑說文四百萬言。 7. 彩色圖
片一萬餘張。8. 分類專論詳文導讀。9. 附列圖表輔助說明。
10. 專有名詞附錄解答。 20 Volumes冊. Nearly 10,000 entries條
目。 .3.5Million Words 文字。 . Over 15,000 Pictures 圖片。 8
Categories .Architecture 佛教建築 4。.Caves 石窟 5。.Sculpture 雕
塑4。.Painting繪畫3。.Calligraphy書法篆刻1。 . Artifacts工藝1
。.People 人物 1。.Index 總索引 1。佛教建築.4 冊。.1,438 條目
。.608,442文字。.3,067圖片。石窟.5冊。.1,902條目。.677,714
文字。.3135圖片。繪畫.3冊。.1,338條目。.481,932文字。.2590
圖片。書法篆刻.1冊。.406條目。.176,164文字。.514圖片。人
物.1冊。.948條目。.363,545文字。.1,067圖片。

星雲大師全集，三百六十五冊，經義、書信、人間佛教論叢
、日記、教科書、佛光山系列、講演集、佛光山行事、文叢、
圖影、傳記、書法。一.是全球華人作家中.文類最廣著作最長的

全集。二. 是古今全集編印史.包含書法圖影的美學專書。 三. 是
中華文化精粹為.佛學與文史哲融和的彙編。 四.是千年佛教歷史
為.從人學到佛學的百科全書。 五. 是學佛信仰過程為.認識佛教
真義的實用寶典。 六.是出世與入世圓融.內修外弘兼具的最佳教
材。七.是集結一切諸法義.專論小品皆備的佛學叢書。八.是人間
佛教弘傳上.理論實踐兩者合一的紀實。九.是涵融經律論佛典.體

現一代時教的無盡藏海。 十. 是超越時空與人間.回歸佛陀本懷的
示教利喜。

休士頓佛光山中美寺住持覺法法師表示，藉由捐贈世界佛教
美術圖說大辭典，可以幫助中美間文化、藝術交流更加密切，也
幫助學生們透過這些書籍更深刻認識佛教藝術和文化。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說明這套世界佛教美術圖說
大辭典的內容外，並描述編撰這套大辭典的過程。她提到最早是
在編撰佛教教科書時，希望藉由圖文並茂的生動內容來幫助民眾
認識佛教，在教科書獲得相當大迴響後，才開始編大辭典的計畫
。

一開始在許多專家都不看好，甚至說是不可能的任務情況下
，歷經十二年一點一滴把資料蒐集彙整後終於完成，並藉著這套
大辭典來保存佛教藝術、智慧，也幫助民眾能一窺佛教之美。

萊斯大學中國文學教授黃士珊提到，之前就對這套書有所研
究，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所蒐集的圖像資料相當齊全，且非
常珍貴，讓她閱讀後感到十分驚艷，書中所記載圖片、文字資料
對於研究極有價值，她表示會鼓勵學生多多利用這套珍貴藏書。
萊斯大學圖書館Sara
Lowman館長表示,感謝佛光山贈書,嘉惠大家。

萊斯大學圖書館研究員Anna Shparberg強調，這套辭典及書
籍能幫助學生們在研究上有更多元管道來研究佛教文化，加深對
佛教文化的認識。

佛光山贈書萊斯大學 加深認識佛教藝術與文化

佛光山中美寺於佛光山中美寺於66月月2525日下午日下午33時在萊斯大學圖書館舉行贈時在萊斯大學圖書館舉行贈
書活動書活動，，捐贈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中文版以及星雲大師捐贈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中文版以及星雲大師
全集給萊斯大學圖書館典藏全集給萊斯大學圖書館典藏。。辜懷箴辜懷箴((左三左三),),覺法法師覺法法師,,妙光法妙光法
師師,,如常法師如常法師,,萊斯大學圖書館萊斯大學圖書館SARA LOWMANSARA LOWMAN 館長館長,,萊斯大萊斯大
學黃士珊教授學黃士珊教授、、錢南秀教授等與會錢南秀教授等與會((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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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夢成真！ —— 從輕狂文藝少年到蒙大拿國際電影節影帝！

【泉深報導】本月 23 日在 2019 年度蒙大拿國際電影節
（Covellit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上，休士頓的華裔演員梁
晨（Liang Chen）在來自中國大陸、加拿大、美國、日本、印度
等全世界四百多部電影作品中脫穎而出，榮獲本次國際電影大賽
中唯一的最優秀表演獎！這是繼王景春、詠梅在今年憑藉電影
《天長地久》雙雙栄獲最佳表演獎的國際大獎後華人演員又一次
榮登國際電影節影帝寶座！

為此。 《今日美國》《美南日報》專欄記者專程採訪了梁
晨先生。

記者：梁晨先生，首先祝賀您榮獲2019年蒙大拿國際電影
節影展最佳表演獎，這是我們華人的榮耀，請您介紹一下這次影
展的來歷和情況。

梁：謝謝您的祝賀！緊臨加拿大的蒙大拿州西南小鎮比尤特
（Butte）在200年前因為盛產金礦和銅礦，曾經有十幾萬人口擁
擠生活在這裡。被稱為 “地球上最富有的村莊”（The Richest
Hill on Earth)，而且在美國歷史上包羅宗教、政治、文化、建築
、人物都極富盛名。但隨著礦產資源的流失，如今的小鎮上只留
下了數以百計雄偉壯觀的建築和逐年老化的人口。

十年前，加拿大和美國各地的藝術家開始佔據比尤特小鎮。
各種畫廊、酒吧、藝術工作室、影視創作產業連開始蓬勃發展起
來......，蒙大拿國際電影節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產生的。

經過多年的發展，蒙大拿國際電影節已經發展成一個相當嚴
謹，大型的純文藝型電影自主製作者盛典。每年六月份，來自中
國、日本、印度、加拿大、澳洲、北美各國的電影導演、演員都
會聚集在比尤特小鎭一決勝負！

我帶著和朋友一起拍攝的電影《愛有所醫》（The therapy
Trip），經過一番磨，難終於入圍了這次的電影節。

《愛有所醫》講的是一個身患癌症的父親在生命的最後時光
裡一面努力治療，一面嘗試去填補與女兒的代溝。因為不了解美
國的生活，發生了各種衝突、矛盾，華人間的人騙人……，但最
終父女的心意得到溝通的故事。我在影片中主演父親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需要能夠表現出對生活艱辛的感悟，對人生意義的深刻
理解，這些性格恰恰符合我個人的經歷。

今年電影節，全世界有四百多部影片參賽，卻只有十分之一
的作品入圍。當我心情忐忑地走向最後的頒獎會埸時，路邊一隻

喜鵲開始在我頭頂盤旋著，嘰嘰咋咋鳴叫。我暗忖，幸運之神會
不會降臨於我，上帝啊！當大銀幕定格我的名字，主評委宣布我
獲得 “最優秀表演獎” 瞬間，我走上舞台，幾十年的淚水奪眶
而出，感恩的心如同潮水般湧動........，我幾十年的夢想終於在今
晚實現了！

記者：請您再介紹一下您的經歷和這次獲獎的經過。
梁：我從小生活在一個文藝和電影的環境。在我家上海房子

的窗台可以直接爬到謝晉導演的書房......。
我第一次參加電影拍攝是《啊！搖籃》，然後是《十天》，

長大一點扮演過《少年曹雪芹》等電影和電視劇。
我曾經就讀於上海戲劇學院導演系。當時的老師劉如曾，余

秋雨，宋懷強對我期待特別大......，但在上戲沒幾天，宋懷強老
師就來告狀，說我竟然和余秋雨校長爭論舞台表演技巧，從斯坦
尼斯拉夫斯基，又是什麽布拉格表現體系......，貌似懂得比老師
還多，太輕狂了......。

因為各種原因，上戲沒能留住我......，遠渡重洋，我走上了
一條自編自導自演的文藝創作之路。

少小離家去漂流，吃過多少苦是肯定的！得到的也是一般人
可能永遠都沒有的經驗和感受。一轉眼，已經人到中年了，卻從
來沒有放下一顆文藝少年的心，永遠都會在生活的點點滴滴中發
現夜空的星星或是清晨的露珠，總是夢想著插上巨大的翅膀，在
童話的世界裡翱翔......。

雖然一直在從事和電影沒有任何關係的工作，好幾年前，因
為受陳萬寧邀請改編劇本我又回到了電影創作中來。 《武林外
傳》、《無人區》、《港囧》、《泰囧》、《我不是藥》......。
主要是參與劇本故事的改寫和分埸結構。近幾年也參與了一些電
影的動作指導，包括槍械射擊的動作訓練等。

記者：那您這一次是什麽契機去主演一部電影呢？
梁：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尤其是中國大陸，三五歲的年齡

都很可能產生認知的差異！現在的年輕人在物質上真的比我們那
個年代強了千倍萬倍，在技術，器材上也簡化了很多。稍有興趣
和財力，只要學一點電腦操作，就可以解決攝影、燈光、錄音、
初步剪輯的所有程序。

幾乎人人都可以拍電影......。事實上手機的普及和功能進化
，小型電影拍攝已經完全生活化了。

人到中年，脾氣卻時好時壞，常常要和年輕人一般見識，小
姑娘小伙子不服氣，“這麽牛，你來試試唄！”

“來就來！誰怕誰？”
大叔一上埸，小姑娘小伙子有時候不服就是不行！
大叔半輩子的甜酸苦辣，隨口說說就是分埸結構，就是最妥

貼的口語台詞......。
大叔研究安藤廣重和梵高的畫面透視重疊法時，小姑娘小伙

子才幾歲？
大叔人到中年，再減肥也很難再帥起來！所以，大叔特別珍

惜機會。就像是在拍自己等了一輩子的電影，還是男主角......。
作為一個自主製作的自稱導演、編劇和一個名副其實的非專

業演員，偏偏要去和一大群來自全世界的大腕、名導過過身手了
！

因為我用半輩子的苦樂人生在演繹、在期待，如果我不能獲
最優秀表演獎，我不服！

（我們的影帝情到深處，眼睛濕潤了......）
記者：在您獲獎時，您堅持要用中文發言，請問您對休士頓

的朋友有什麼話要說嗎？您下一部工作又是什麼呢？
梁：我永遠是一名真實的中國人！
今天我獲了這個獎，我要感謝上海戲劇學院指導過我的劉如

曾、余秋雨、宋懷強等老師！我要感謝上影的黃祖模、謝晉老伯
和楊延晉大哥對我的期待！

還有我的家人，朋友！還有休士頓的楊萬清大哥、李雄大哥
、韓亮兄弟！

我憑實力在四百部參賽電影作品的嚴格審評中脫穎而出，獲
得2019年蒙大拿國際電影節唯一的最優秀表演獎！

但這個機會是因為有人給我才有的！如果連機會的門檻都邁
不進，我什麼都不是！

衷心地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
目前我正在準備執導由秦鴻鈞女士編寫的大型話劇《單程機

票》！
這是一出非常感人，貼近我們每一個華人生活的話劇。大量

的戲劇衝突表現了華人在美生活的快樂與艱辛，幸福與苦惱！提
出了對自己對家人對未來的問題和憧憬！盡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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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肩、背、腰總是酸酸脹脹的痛？可
能是你的肌筋膜在“抗議”！

肌筋膜炎又稱肌織炎、肌肉組織炎、肌
肉筋膜炎，俗稱肌肉勞損，幾乎人人會遇上
。 肌筋膜炎多由長期疲勞、反復操作性損傷
或慢性疼痛所致，因此防治肌筋膜炎，首先
要停止一些低強度長時間或反復性的工作生
活方式， 使肌肉充分休息，然後根據病情進
行個體化的綜合治療。

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幾乎每個人在不同
時期都會發生肌筋膜炎；慢性疼痛病人中的
95%是有明顯癥狀的肌筋膜炎的患者；在中
老年人和運動人群中，它的發病率尤為高。

為什麽會有肌筋膜炎這種病？我們首先
來了解一下什麽是肌筋膜。

肌筋膜是包裹肌肉和肌肉纖維的一層薄
薄的膜。因為各種原因，這層膜會變厚（慢
性勞損），發炎、水腫（急性損傷），局部

微循環變差，代謝產物不能及時排出，從而
發生病變，帶來癥狀。肌肉僵硬、壓痛是肌
筋膜炎的典型癥狀。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
頸肩部疼痛、腰背部疼痛的“元兇”就是肌
肉筋膜疼痛。

頸、背、腰是發生肌筋膜炎最常見的部
位頸、背、腰這部分的肌肉寬大，受力繁重
，是我們維持直立體位的關鍵肌群，因而特
別容易患上此病。由於現代社會生活和工作
方式的改變，低頭族和宅居生活的增多，頸
肩部的肌筋膜炎發生率逐步增加。長時間駕
駛和久坐久躺的生活習慣使得臀部肌肉和腰
部肌肉的筋膜炎發生也在增加，出現了類似
椎間盤突出癥患者的腰痛加坐骨神經放射痛
的假象。

當我們出現肌筋膜炎導致的各種疼痛，
應該如何處理？

首先是停止慢性勞損，停止一些低強度

長時間的生活工作方式，使肌肉充分休息。
其次要有目的治療和康復，在專科醫生的治
療和幫助下，了解是哪一個肌肉的問題，有
計劃按方法來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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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楠醫生長年
治療並研究運動傷害，對肌筋膜炎的治療有
著先進快速的治療方法與效果。

李娜療痛中心推出脊椎中藥外敷， 針對
性強療效快，一次 $50， 或一個療程8次/
$300。
快速門診初診檢測 $ 50 ，軟組織快速康復治
療 $ 75/次， $300/5次
李娜療痛中心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
166, Houston, TX 77036
聯絡電話: 713-492-0686，832-863-8003

頸頸、、肩肩、、背背、、腰痛腰痛？？可能是你的肌筋膜在抗議可能是你的肌筋膜在抗議！！
Dr. Nancy Li, DC. CCSPDr. Nancy Li, DC. CCSP

炎炎夏日到來炎炎夏日到來 山水眼鏡推出全面特價山水眼鏡推出全面特價
有度數的游泳鏡及太陽眼鏡有度數的游泳鏡及太陽眼鏡4545 元起一付元起一付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山水眼鏡
自開業以來，深獲各界好評。不僅
價錢便宜，品質又好，負責人禹先
生是專業出身的配鏡師，經過美國
配鏡師學校二年的嚴格訓練，又有
在美國最大的連鎖眼鏡店（ eye-
master TSO ),工作多年的豐富經驗
，所以他經營 「 山水眼鏡 」 的手法
也參照美式作風，有價格保證，滿
意保證，絕對負責到底。

至於一些首次到 「 山水眼鏡
」 購買眼鏡者，因其不能肯定 「
山水眼鏡」 是否是最好的品質，
最好的價錢。禹先生這一點做的
很漂亮，他特別強調，保證滿意
，一個月內不滿意可退貨，退錢
。客人取眼鏡後，覺得不滿意，
不論是價格、品質，五天內退貨
，可得全數退款，五天後，一個
月酌情抽10%手續費，可得90%
還款。

轉眼進入七月炎夏，游泳是
最好的活動了，但是很多中、高
度近視的泳客卻非常不便，帶著

普通的泳鏡，可防止眼睛接觸水，
但無法看清遠處。

山水眼鏡禹先生特別自台灣找
尋適合中國人臉型，有近視度數的
泳鏡，不進水及防霧，可以讓您看
得清清楚楚，而且又防紫外線，如
此一付特價僅45 元！

年長長輩不僅可享受州政府的
Medicaid 免費配鏡福利，最近聯邦
政府的Medicare 也可來山水眼鏡免

費配鏡。年長者駕車外出活動可配
製有度數的太陽眼鏡，深色淺色隨
意，可由禹先生調配，最經濟的一
付連框僅$45 元，含防刮保護硬膜
，紫外線防護及您需要的顏色，如
此問題，可來電713-774- 2773 山
水眼鏡洽詢。 「 山水眼鏡 」 位於
敦煌廣場內，歡樂小棧對面，地址
： 9889 Bellaire Blvd. #252, Hous-
ton ,TX 77036。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為迎接盛夏為迎接盛夏,,所有泳鏡所有泳鏡、、太陽眼太陽眼
鏡都特價優惠鏡都特價優惠。（。（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的負責人禹道慶先生的負責人禹道慶先生。（。（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新推新推
出新式造型的眼鏡出新式造型的眼鏡。。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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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本月23日在2019
年蒙大拿國際電影節上，休士頓的華裔
演員Liang Chen在來自中國大陸、加拿
大、美國、日本、印度等四百部電影作
品中脫穎而出，以電影 「The Therapy
Trip」榮獲本次國際電影大獎賽中唯一
的最優秀表演獎！這是繼王景春、詠梅
憑借電影 「天長地久」雙雙獲得最佳表
演的國際大獎後，中國演員再一次榮登
國際影展影帝寶座！本報記者專程採訪
了Liang Chen 。

問: Liang Chen您好，首先祝賀您
榮獲2019年蒙大拿國際影展最佳表演獎

。請您介紹一下這次影展的來歷和情況
。

答：謝謝大家的祝賀！我先談一下
「蒙大拿國際電影節」的由來。緊臨加

拿大的蒙大拿州西南小鎮 Butte(比尤特
鎮)在200年前因為盛產金礦和銅礦，曾
經有十幾萬人口擁擠生活在這裡，被稱
為 「地 球 上 最 富 有 的 村 莊 」 （The
Richest Hill on Earth)，而且在美國歷史
上包羅宗教、政治、文化、建筑、人物
等都極富盛名。但隨著礦產資源的流失
，如今的小鎮上只留下了數以百計雄偉
壯觀的建築和逐年老化的人口。

十年前，加拿大和美國各地的藝術
家開始占據比尤特小鎮，各種畫廊、酒
吧、藝術工作室、影視創作產業逐漸蓬
勃發展起來，蒙大拿國際電影節就是在
這樣的氛圍中產生的。

經過多年的發展，蒙大拿國際電影
節已經發展成一個相當嚴謹、大型的純
文藝型電影自主製作者的盛典。每年六
月份，來自中國、日本、印度、加拿大
、澳洲、北美各國的電影導演、演員等
，都會聚集在比尤特小鎭一決勝負！

問: 請您為讀者介紹一下，您個人
的經歷和這次獲獎的經過。

答：我從小生長在一個文藝和電影
的環境裡，在我家上海房子的窗臺，可
以直接爬到謝晉導演的書房....。

我第一次參加電影拍攝是 「啊！搖

籃」，然後是 「十天」。長大一點後，
扮演過 「少年曹雪芹」等電影和電視劇
。

我曾經就讀於上海戲劇學院導演系
，當時的老師劉如曾、余秋雨、宋懷強
對我期待特別大，但因為家庭的因素，
中退離開了中國.....

少小離家，遠渡重洋去漂流，吃過
多少苦是肯定的！得到的也是一般人可
能永遠都沒有的經驗和感受。一轉眼，
已經人到中年了，卻從來沒有放下一顆
文藝的少年的心。永遠都會在生活的點
點滴滴中，發現夜空的星星或是清晨的
露珠，總是夢想著插上巨大的翅膀，在

童話的世界裡翱翔.....
雖然一直在從事和電影沒有任何關

係的工作，好幾年前，因為受陳萬寧邀
請改編劇本，我又回到了電影創作中來
，投入 「武林外傳」、 「無人區」、
「港囧」、 「泰囧」、 「我不是藥神」

等等電影，主要是參與劇本故事的改寫
和分埸結構。

近幾年也有一些動作指導，包括槍
械射擊的動作訓練。

問: 那您此次是在什麼樣的契機下
，去主演這部電影呢？

答：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尤其是
中國大陸，三五歲的年齡都很可能產生
認知的差異！現在的年輕人在物質上真
的比我們那個年代強了千倍萬倍。在技
術、器材上也簡化了很多。稍有興趣和
財力，只要學一點電腦操作，就可以解

決攝影、燈光、錄音、初步剪輯的所有
程序。幾乎人人都可以拍電影....，事實
上，手機的普及和功能進化，小型電影

拍攝巳經完全生活化了。
人到中年，脾氣卻時好時壞，常常

要和小年輕一般見識，小姑娘小伙子不
服氣，說 「這麼牛，你來試試唄！」
「來就來！誰怕誰？」

大叔一上埸，小姑娘小伙子有時候
不服就是不行！

大叔半輩子的甜酸苦辣，隨口說說
就是分埸結構，就是最妥貼的口語臺詞
....

大叔研究安藤廣重和梵高的畫面透
視重疊法時，小姑娘小伙子才幾歲？

大叔人到中年，再減肥也很難再帥
起來！所以，大叔特別珍惜機會。就像
是在拍自己等了一輩子的電影，還是男
主角.....

作為一個自主製作的自稱導演、編

劇，和一個名副其實的非專業演員，偏
偏要去和一大群來自全世界的大腕、名
導過過身手了！

因為我用半輩子的苦樂人生在演繹
、在期待，如果我不能獲最優秀表演獎
，我不服！（我們的影帝情到深處，眼
睛濕潤...）

問: 在獲獎時，您堅持要用中文發
言，請問您對休士頓的朋友有什麼話說
嗎？您下一部工作又是什麼呢？

答：我永遠是一名真實的中國人。
今天獲得這個獎，我要感謝上海戲劇學
院指導過我的劉如曾、余秋雨、宋懷強
等老師！我要感謝上影的黃祖模、謝晉
老伯、和楊延晉大哥對我的期待。還有
我的家人、朋友，還有休士頓的楊萬清
大哥、李雄大哥、韓亮兄弟！

我憑實力在四百部參賽電影作品的
嚴格審評中脫穎而出，獲得2019年蒙大
拿國際電影節唯一的最優秀表演獎！但
這個機會是因為有人給我才有的！如果
連機會的門檻都邁不進，我什麼都不是
！衷心地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

目前我正在准備執導由秦鴻鈞女士
編寫的大型話劇 「單程機票」！

這是一出非常感人、貼近我們每一
個華人生活的話劇，大量的戲劇衝突表
現了華人在美生活的快樂與艱辛、幸福
與苦惱，提出了對自己、對家人對未來
的問題和憧憬，盡請期待！

華裔演員再次榮登國際影展影帝寶座華裔演員再次榮登國際影展影帝寶座！！
專訪專訪20192019年蒙大拿國際電影節最優秀表演獎得主年蒙大拿國際電影節最優秀表演獎得主Liang ChenLia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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嘵士頓中國教會梨城分堂嘵士頓中國教會梨城分堂
破土典禮破土典禮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嘵士頓中國教會梨城分堂位於嘵士頓中國教會梨城分堂位於25152515 MillerMiller
Ranch Road PearlandRanch Road Pearland 佔地佔地55畝畝、、建成後全貌建成後全貌

PearlandPearland市長市長Tom ReidTom Reid、、梨城第一聯合衛理公梨城第一聯合衛理公
會資深牧師會資深牧師Keith WhitetakerKeith Whitetaker、、嘵士頓中國教會嘵士頓中國教會

鄭忠禎牧師鄭忠禎牧師、、曹惠基牧師及會眾歡聚一堂曹惠基牧師及會眾歡聚一堂

PearlandPearland市長市長Tom ReidTom Reid和嘵士頓中國教會曹惠基和嘵士頓中國教會曹惠基
牧師握手準備破土牧師握手準備破土

PearlandPearland市長市長Tom ReidTom Reid、、梨城第一聯合衛理公梨城第一聯合衛理公
會資深牧師會資深牧師Keith WhitetakerKeith Whitetaker、、嘵士頓中國教會嘵士頓中國教會
鄭忠禎牧師鄭忠禎牧師、、曹惠基牧師曹惠基牧師、、張慶安主席張慶安主席、、周景周景
仰弟兄等為嘵士頓中國教會梨城分堂破土仰弟兄等為嘵士頓中國教會梨城分堂破土

嘵士頓中國教會鄭忠禎牧師熱烈歡迎嘵士頓中國教會鄭忠禎牧師熱烈歡迎..
PearlandPearland市長市長Tom ReidTom Reid、、梨城第一聯合衛理梨城第一聯合衛理
公會資深牧師公會資深牧師Keith WhitetakerKeith Whitetaker前來共襄盛舉前來共襄盛舉

PearlandPearland市長市長Tom ReidTom Reid、、梨城第一聯合衛理梨城第一聯合衛理
公會資深牧師公會資深牧師Keith WhitetakerKeith Whitetaker、、嘵士頓中國嘵士頓中國
教會教會、、曹惠基牧師與信眾在梨城分堂破土典禮曹惠基牧師與信眾在梨城分堂破土典禮

互相交流互相交流

TinaTina領唱聖詩榮耀歸於真神領唱聖詩榮耀歸於真神、、教會唯一的根基教會唯一的根基

嘵士頓中國教會黃澄清長老專程觀禮嘵士頓中國教會黃澄清長老專程觀禮 劉弟兄等信眾於劉弟兄等信眾於66月月2323日下午日下午22時參加時參加[[曉曉
士頓中國教會梨城分堂破土典禮士頓中國教會梨城分堂破土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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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主席Robert Kaplan
日前表示，由於地球變暖對德州導致的惡劣天氣將嚴
重影響當地的經濟發展。

颶風，乾旱，水災以及龍捲風越來越頻繁出現，
對城市和民眾的影響都十分顯著，特別是電力供應和
德州整個能源行業，因此，經濟學家提醒人們關注天
氣因素以及對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

由於休斯頓位於熱帶海灣，受季節和氣候的直接
影響，由於近年來惡劣天氣頻發，當地的投資人和商
業人士已經開始針對未來有可能發生的損害制定解決
方案。

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主席Robert Kaplan特別強調
，他的這番評論並沒有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以及和
地球變暖的論點相互矛盾。

經濟學家：惡劣氣候將影響德州經濟發展

（本報訊）根據哈瑞
斯郡第四區對外公佈的信
息，警方本週三在接到市
民舉報後，有多名非法移民居住在休斯頓北部的一處無
家可歸的居住區，警方因此對這個區域進行清查。

警方在位於道路FM1960和Nanes Drie 的多處帳篷
裡發現多名居住人員，同時，帳篷裡備有折疊床，桌子
，和其他的家具，警方還解救出多條被綁在房間的狗。

兩人因擁有毒品和違反擅闖私人物業等罪名被警方
逮捕，一人支付1500保釋金，另一人被指控擅自闖入
私人物業區。同時，另有一些人因觸犯法律而被捕。

此外，警方稱，已經和物業業主取得了聯繫，警方
已經對該區的垃圾和臨時帳篷進行了徹底的清理。

全面清理 休斯頓北區違法人員被逮捕

獨立日假期油價恐上漲
（本報訊）美國東岸地區最大煉油廠上週五突發大規模爆炸

，目前正在關閉運營。專家分析，此舉可能導緻美國國內汽油價
格短期飆升，尤其是中大西洋地區（Mid-Atlantic），司機們可
能在獨立日假期期間（7月4日）見到每加侖汽油上漲20美分。

CNBC報導，費城能源解決方案煉油廠是美東海岸最古老的
煉油廠，煉油產量約佔該地區27%，每天可生產33.5萬桶石油。
費城市長吉恩•肯尼（Jim Kenney）26日上午，與煉油廠首席執

行官和領導層會談，證實煉油廠將在下個月
內永久關閉。

能源諮詢公司利普（Lipow Oil Associates
）的總裁安德魯•利普（Andrew Lipow）指出，自上週該煉油廠
發生爆炸以來，汽油期貨價格每加侖上漲17美分。若扣除費城
煉油廠的產量，他預計全美國平均油價將在未來幾週內停止下降
，且每加侖將上漲5至10美分。油量缺口將由額外的進口量彌補
。

利普表示，費城至紐約地區油價可能會上漲10美分或更高
。但他也預估，儘管7月和8月的石油價格將上漲，但今年7月4

日假期的油價仍會低於去年同期。
新澤西州汽油（New Jersey Gasoline）執行董事薩爾•裏撒

瓦託（Sal Risalvato）說，自爆炸事件後，新州加油站的油價表上
顯示，每加侖漲4美分；週三，每加侖又再漲11美分。

裏撒瓦託談到新澤西地區的油價時表示，最好的情況是油價
停止上漲，最壞的情況是每加侖上漲20美分。

對於美國國內近期油價將攀升，油價信息服務全球能源分析
主管湯姆•克洛扎（Tom Kloza）表示，七、八月份或將看到汽
油價格適度上漲，但他認為 「一切都會好起來」；目前管道中有
足夠的汽油，歐洲供應商也有充足的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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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志挫傑志挫44..2525SCSC劃上今季句號劃上今季句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

謙）亞協盃傑志以勝利謝幕！
主場出擊的傑志憑藉費蘭度一
箭定江山，以1：0擊敗4.25SC
打破對方不敗身，以一場漂亮
勝仗為今季劃上句號。

面對賽前全勝的4.25SC，
傑志今場派出鄭展龍及羅梓駿兩
名年輕球員上陣，雖然今仗只屬
例行公事，不過開賽早段雙方仍
然踢得非常謹慎，以控球在腳為
主未有太多起腳機會，直至完半
場前今場表現活躍的費蘭度終於

打破僵局，擺脫對方守衛後勁射
破網成1：0。

換邊後傑志再有黃金機
會，可惜費蘭度單刀埋門被對
手門將救出，其後4.25SC奮力
反撲佔據主動，不斷利用兩翼
側擊製造威脅，幸好傑志防線
今場發揮穩定，成功守住1：0
勝果至完場，雖然最終未能出
線，不過能夠打破4.25SC不敗
金身，總算為球隊挽回面子。
另外和富大埔則以1：1打和航
源。

終場哨響後，當意大利歡呼着
屬於她們的歷史時刻時，中

國女足姑娘們低頭走向場地中
央，她們和球證團隊握手後又走
向場邊。有人哭了，有人呆呆站
着，有人默默擁抱。

在死亡之組中以第3名出線，
從而在16強避開強大的美國，躋
身實力相對較弱的下半區，但卻依
然被意大利擋在8強門外。殺入16
強，踢過四場比賽，一個入球三個
失球，這是中國女足在本屆盃賽交
出的成績。此前中國女足在參加過
的6屆盃賽上均晉級8強。

“出征世界盃時就希望自己不
要留有遺憾，但還是沒能走到盡
頭。”本屆盃賽為中國隊攻入唯一
一個入球的李影在混採區中一度哽
咽。“四年時間過得好快，很想很
想走到最後，但是很可惜、很遺
憾、很難過。”

在這場關鍵的16強賽上，中
國女足顯然是場面佔優的一方。全
場20腳射門、9次角球進攻、51%
控球率、75%傳球準確率，但這組
數據卻沒能換來更好的結局。16腳
射門、0次角球進攻、49%控球
率、64%傳球準確率的意大利以兩
球淨勝笑到最後。

四年前在加拿大，同樣和李影
站在一起的還有吳海燕。四年前8
強賽中國女足0：1憾負美國，吳
海燕一直說着遺憾，四年之後這樣
的遺憾還是未能彌補。

當她的隊友在混採區含淚婉拒
媒體記者的採訪時，這位中國女足
的當家隊長不得不站出來接受訪
問。儘管她從終場哨響的一刻就開

始紅着眼，儘管她每接受一波記者
採訪都要流一次淚。“還是遺憾
吧，但我覺得也是美好的，我們確
實也留下了一些東西。”說着說着
吳海燕又流淚了。“這屆比賽我們
想體現出來團隊足球精神，想慢慢
呈獻給大家，但還是很遺憾。”

冷靜回顧這場比賽，吳海燕
說，我們的防守做得還不夠好，讓對
手抓住了機會；進攻中做得不夠耐
心，門前把握機會能力還需要提高。

吳海燕曾說，四年前大家都很
年輕，但如今再次站在世界盃賽場
上，可能就是最後一次了。“第一
次參加世界盃還是懵懵懂懂，第二
次會有記憶更深刻的東西，會更珍
惜，但確實是更遺憾了。”說完這
句話，吳海燕沒能控制住眼淚，轉
身離開了混採區。

很想很想走到最後的還有首次
參加世界盃的門將彭詩夢。在對陣
西班牙的生死戰中，彭詩夢一戰成
名，面對西班牙隊的瘋狂射門，她
多次成功撲救，幫助中國隊如願以
償地逼平對手，拿到1分，她也不
出意外地當選為全場最佳球員。

原本就比較羞澀的彭詩夢賽後
不斷哽咽，她緩了好一會才說：
“大家打得都很好，我們也做了很
多準備，已經盡了全力，但結果很
遺憾。”

走過混採區，遺憾和不甘寫滿
了每一名中國女足姑娘的臉。當女
足姑娘們收拾行李登上大巴時，莫
松球場停車場外有不少中國球迷在
等待她們經過。他們拿着五星紅
旗，高唱着《歌唱祖國》，送別含
淚的中國女足姑娘。 ■中新社

在法國南部城市蒙彼利埃莫松球場的30度高溫下，人們

見證了意大利女足以兩球淨勝中國女足，時隔28年重返世界

盃8強；至於中國女足第一次在世界盃賽場上無緣8強。

當中國女足以0：2不敵意大利隊，就此16
強止步，中國女足主教練賈秀全眼中雖然略顯落
寞，但他沒有像上一場那樣流淚。

己隊不敵意大利後走向賽後發佈會現場的賈秀
全顯得十分平靜。有記者率先提問：“輸掉這場比
賽後，很多隊員都不甘心，賈指導，您甘心嗎？”

賈秀全彷彿一下子敞開心扉：“不甘心只能
以後再說，球員能有幾個四年，你們記者有幾個
四年，我又有幾個四年，這是8強最好的一次機
會，但這場球沒拿下來，我真對不起你們，對不
起全國球迷。”

“我們對意大利隊很了解，但足球比賽就是
看誰先犯錯誤。”賈秀全彷彿自嘲似地說，自己
水平有限，足球的提高不能只靠老賈一個，還需
要幾代人努力。 “輸球主要是主教練的責任，
隊員都是好樣的，盡了最大努力。”

四場比賽僅有一個入球，中國女足的進攻端
不斷被詬病，而在分組賽引以為豪的防守端，也
在淘汰賽的緊張和壓力下出現不少漏洞。賈秀全
隨後解釋說，一支球隊入球多少取決於教練水
平，沒有入球就是沒練到位。“但足球是個平衡
問題，不是光攻就能入球，不是光防就能不失，
它不是電腦不是遊戲，是需要大腦支配很多東
西，這才是足球有意思的地方。”

“這一年多來，有喜有悲。”賈秀全嘆了口
氣說，帶着女足姑娘們練了很多，姑娘們很辛
苦、很努力、很自覺、很有慾望，比賽中也很想
去要，當然需要提高的東西也很多。

雖然擁有過國青、國少、國奧等多個男足國
字號球隊和地方球會執教經歷，但這還是賈秀全
第一次執掌中國女足教鞭。他說，由於女性自身
特點，狀態起伏也會相對較大。“如何在重大比
賽中應對壓力可能是個世界性難題，比如一些球

隊技能和技戰術都很好，但心理層面對臨場發揮
更為重要，我也在不斷摸索。”

本屆盃賽上，中國女足三次迎戰歐洲球隊都
未嘗勝績。賈秀全說，亞洲球員自身身體條件和
對抗能力與歐洲球員有差距，至於未來，中國女
足應該在選材和訓練上多下功夫，需要一代代教
練去努力。

當被記者問及給自己打多少分時，賈秀全笑
着說，沒有理由給自己打分，而應該是媒體和球
迷為自己打分。“我沒法給自己做出評價，及格
也好，不及格也罷，我自認為我盡力了。”

不過，這位前中國男足國家隊隊長、亞洲盃
最佳球員依然動容地說，球員時代他參加過很多
比賽，唯有世界盃是個遺憾。“但女足給了我機
會，對我的執教生涯和經驗積累都是前所未有
的，這一年對我來說是提高和學習，帶女足參賽
是靠幾代人的努力，至於我有沒有接好這一棒，
你們大家去評論吧。”

“那您是否會繼續執教呢？”有記者委婉地
問出這個稍顯敏感的問題。“怎麼問這麼早呢，
你看你也太着急了，我都沒來得及想這個問題，
和姑娘們那麼有感情，我還沒來得及想呢。”賈
秀全開玩笑似地說。 ■中新社

主帥賈秀全：輸球責任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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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球員賈欽蒂（中）慶祝入球。 新華社

■■賈秀全願承擔責賈秀全願承擔責
任任。。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隊守門員彭詩夢中國隊守門員彭詩夢（（右右））在比賽後離場在比賽後離場。。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隊球員王霜中國隊球員王霜（（中中））
在比賽後落淚在比賽後落淚。。 新華社新華社

■■陳肇鈞陳肇鈞（（中中））上半場替大埔取上半場替大埔取
得幸運入球得幸運入球。。 和富大埔圖片和富大埔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棍網球總會派出
男子及女子代表隊出戰6月22至29日，
在韓國慶州市舉行的亞太棍網球錦標
賽。其中女子組的首輪小組賽為2021年
女子世界盃的外圍賽，港隊分別以9：3
及16：4擊敗中國台北、中國，面對實力
最高的韓國則以8：16見負，以2勝1負
贏得女子世界盃參賽席位。

亞太棍網球錦標賽共有6支女子隊參

賽，除了世界排名前10、兩隊已獲得世界
盃資格的日本及新西蘭，其餘4隊包括：
中國香港、中國台北、中國及韓國。

4支球隊先進行單循環，首兩名的隊
伍將自動贏得世界盃席位。港隊在首場
對中國台北的賽事，憑鄧伊婷和許嘉希
各進兩球以9：3大勝。第二場，港隊以
16：4擊敗中國國家隊，其中鄧伊婷個人
獨取4個入球，門將俞雅程擋出對手12

次射門，令港隊肯定獲得世界盃入場
券。最後一仗，港隊面對小組實力最強
的韓國雖然以8：16見負，但表現值得嘉
許，門將廖曉丹11次救出射門，首次代
表香港的周旨程取得4個入球。

香港女子隊教練馬珍妮表示：“4月
完成香港公開賽後，港隊積極備戰，實
力有增無減，無論在進攻的默契或防守
的合作上均提升了不少。我希望球員能

繼續改善操控球棍能力、提高棍網球
IQ、體能及狀態，為2021世界盃作好準
備。”

男子組方面，同樣有6支參賽隊伍包
括：中國香港、韓國、日本、中國台
北、中國及澳洲。比賽採單循環制，首4
名球隊晉級準決賽，由首名對第4名，第
2名對第3名，勝出球隊於29日爭奪冠
軍，負方則進行季軍戰。

香港女子隊奪棍網球世界盃資格

■香港女子代表隊球員胡嘉汝（9
號）攔截中國隊的進攻。

香港棍網球總會圖片

■■傑志的鄭展龍傑志的鄭展龍（（左左））引球突引球突
破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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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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鹏嘚吧嘚第409期：大鹏剧场秀第二季 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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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Friday, June 2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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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氏蟲草皇雙龍禮盒 父親節特惠

買2盒
送1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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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Friday, June 2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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