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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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 2019 /  ZZT0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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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僑務委員會為支援海外僑社
辦理雙十國慶活動，凝聚僑心，促進僑界與
當地國主流文化藝術交流，特籌組國慶文化
訪問團（以下簡稱訪問團）於美洲地區巡迴
訪演。

此訪問團今年演出團隊委由 「舞鈴劇場
」籌組，團員人數為14人(不含團長及隨團
秘書)。演出日期時間地點如下:

日期(Date): 9 月 22 日, 星期日(Sunday,
September 22)

時間(Time): Doors open at 6pm, perfor-
mance starts at 7:00pm

地點(Venue): Stafford Centre Performing
Arts Theatre, 10505 Cash Road, Stafford, TX
77477

【舞鈴劇場】來自台灣，世界獨一無二
，媲美太陽馬戲團與大河之舞的頂尖舞鈴藝
術饗宴.

從臺北國家戲劇院、紐約林肯中心、加
拿大蜂鳥劇院、日本愛知博覽會、上海世界
博覽會臺灣館開幕到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舞
蝶館定目劇演出，超過三十個國家、一千場
的演出，舞鈴依然朝著最初的夢想前進，和
世界各地不同語言文化的觀眾，一起分享相

同的快樂與感動。
舞鈴劇場這次美洲地區巡迴訪演將帶給

我們 「海洋慶典」。附上舞鈴劇場簡介, 表
演flyer, 「海洋慶典」節目簡介.

本項活動為非營利性質，所募費用係用
以支付印製宣傳品、租借場地及演出設備、
保險以及本地交通等相關經費。誠摯邀請僑
界及主流人士共同來欣賞這個海洋慶典。我
們將以募款的方式贈予門票.
紅色座位區: 捐贈 $100/座位 ($100 per seat)
藍色座位區: 捐贈 $50/座位 ($50 per seat)
白色座位區: 捐贈 $20/座位 ($20 per seat)
米色座位區: 捐贈 $10/座位, 至少30個座位
($10 per seat, at least 30 seats)

這將是場指定座位的活動 (assigned seat-
ing), 先捐贈先選擇您喜愛的座位. 票務請聯
繫:

黃 春 蘭 alice.wen88@gmail.com,
832-755-5317

王 妍 霞 alicechu988@gmail.com,
832-766-7600

請勿錯過此媲美太陽馬戲團,來自台灣
的【舞鈴劇場】表演!

國慶文化訪問團 「舞鈴劇場」 演出

休士頓恩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Grace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Houston
6250 Westlin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713-776-2771

主題：向前的教會與生命
講師: 陳明志牧師

8/2/2019 ( 禮 拜 五) Friday 晚 上 8:
00pm - 9:20pm 第一講

題目：教會建造藍圖（基礎）

Church Building Blueprint
經文：馬太福音 Mat-

thew 22:37-40 ; 28:19-20
8/3/2019 (禮拜六) Satur-
day 上 午 9:30am – 10:
40am 第二講

題 目 ： 塑 造 屬 靈 生 命
（器皿） Shaping Spiritual
Life

經文：約翰福音 John
10:10
8/3/2019 (禮拜六) Satur-
day 上 午 11:00am – 12:
10pm 第三講

題 目 ： 落 實 牧 養 關 顧
（ 對 內 ） Implementing
Pastoral Care

經文：出埃及記 Exo-
dus 18:17-21
8/3/2019 (禮拜六) Satur-

day 下 午 12:20pm – 1:20pm 午 餐
Lunch Time
8/3/2019 ( 禮 拜 六) Saturday 下 午 1:
30pm – 2:40pm 第四講

題目：推展社區宣教（對外）
Promote Community Education

經文：馬太福音 Matthew 9:35
8/4/2019 ( 禮 拜 日) Sunday 上 午 10:
00am – 11:30am 主日崇拜 第五講

題目：從會幕建造看事奉原則
Consider the Principle of Service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berna-
cle

經文：出埃及記 Exodus 25:1-9
講師: 陳明志牧師簡歷
˙1954年 - 生於台灣 \ 台中縣 \ 霧峰
鄉
˙1979年 - 畢業於東海大學企業管理
學系
˙1980年 - 擔任執事（霧峰教會）
˙1985年 - 擔任長老（霧峰教會）
˙1989年 - 畢業於台灣神學院道學碩
士
˙1989年 - 1994年在澎湖啟明教會事
奉

澎湖縣政府公害糾紛調解委員
澎湖縣政府省屬學校教師申訴

委員

澎湖鼎灣監獄教誨師（五年）
˙1994年 - 到高雄左營教會事奉
˙曾任---長老教會總會二千年福音
運動推行委員

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南區主
席（1999）

長老教會壽山中會議長（2002
年）

高雄區聯合福音事工委員會主
席（2003）

長老教會總會信仰教制委員
（2004-2011）

長老教會總會教會音樂委員
（2007-2011）

壽山中會傳道部長（2010-2011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議長
（2017.5-2018.4）
˙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左營教
會牧師

高雄市信望愛社區關懷協會理
事長

慶祝設教三十八週年靈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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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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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報導】華盛頓消息，國際
領 袖 基 金 會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 7月25日在華府首都希爾
頓酒店慶祝成立20週年，美國交通部
部長趙小蘭、國會議員 Matt Gaetz、
Jim Hagedorn、Carol Miller、Amanata
Radgewagen、 國 務 院 副 助 卿 Hugo
Yon、交通部航空及國際事務助理部
長 杰 龍 、 財 政 部 副 助 理 部 長 Brian
Morgenstern、 商 務 部 助 理 部 長 Tim
Gallaudet、法官 Joe Jefferson、馬里蘭
州參議員李鳳、馬里蘭州眾議員林力
圖、齊麗麗等政要嘉賓近500 人出席
，冠蓋雲集，場面盛大。

慶祝活動主要有政商菁英高峰會
及頒獎晚宴。白宮行政管理和預算局
執行副主任甘達慶 (Derek Kan) 宣讀
了川普總統賀信。川普總統信中指出"
二十年來，國際領袖基金會通過實習
、領袖培訓講座和研討會以及交流的
機會，幫助美國未來亞太裔領導人，
在各專業領域中發展成功所需的卓越
才能。副總統彭斯也發有賀函，為晚
會的順利進行拉開序幕。

國際領袖基金會主席，也是川普
所提名白宮亞太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徐
紹欽博士，介紹趙小蘭部長致辭時特
地指出，趙部長在擔任聯邦交通部長
之前曾經在國際領袖基金會同任名譽
理事長多年，直至她接任聯邦交通部
長為止。他還說，趙部長克服重重困
難和阻礙，其精彩的職業生涯有目共
睹，但她從未忘記自己的根。她一直
為亞太裔美國人和少數族裔在美國主
流社會中有更多發展機會而積極發聲
並爭取權益。

交通部部長趙小蘭應邀做主題演
講。她首先祝賀國際領袖基金會創辦
20週年，說她見證了基金會在創會會
長董繼玲女士的帶領下的成長。還說
董繼玲女士是美國少數族裔的典範，
積極鼓勵新移民進入美國主流社會。
趙部長希望通過國際領袖基金會讓更
多亞裔群體了解所擁有的政府資源並
且為自己爭取最大的權益、消除種族
歧視、獲得應得的尊重。

趙部長在演講中還提及了太平洋

鐵路建成150週
年。她高度肯
定並讚揚了一
萬二千多名華
工在極端危險
嚴酷的條件下
，勇敢地鑿穿
崎嶇的內華達
山脈，鋪設軌
道，開通隧道
。正因為他們
的決心、奉獻
、辛勞和犧牲
，造就了這段
偉大的歷史並
改變了這個國
家。然而這些
華工並沒有機
會把他們的家
人帶到美國團聚或成為美國公民，直
到150年後他們的功勳才得到承認。

她還分享了她的父親以及自己的
移民經歷及曾經領受過種族歧視的滋
味。她侃侃而言自己近來的遭遇，指
出面對亞太裔族群所受歧視與不公，
應對之道有三: 積極爭取，堅持奮鬥
，勇敢面對。這讓台下聽眾深受鼓舞
，為有她這樣的族群領袖而感到自豪
。她鼓勵亞裔與美國政界保持良好互
動，積極了解政府與公共政策對亞裔
社區發展的重要性。她很開心看到國
際領袖基金會可以帶領並全力培訓下
一代亞裔青年在各方面，做未來領袖
的準備，擴大亞裔公共行政參與並提
升美國亞裔的地位。

中午的”政商菁英午餐演講會”
，有羅德島州克蘭斯頓市市長馮偉傑
(Allan Fung) 致辭並分享經驗。兼具企
業家、慈善家身分的何道峰闡述他多
年來在公益事業上的服務經歷與心得
。國際領袖基金會“公共事務實習計
畫” 今年錄取的 23 名來自全美各地
頂尖大專院校的實習生，由密西根大
學Yvonne Wu，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
校區Anthony Nguyen，以及哥倫比亞
大學Alan Zhang做代表，在午餐會中
匯報成果。吳恆 率領 20 位代表從台

灣來參予盛會
，包括國立政
治大學國際事
務學院副院長
黃奎博率領由
長風基金會學
生出席觀摩。
國際領袖基金
會創辦人董繼
玲強調該會旨
在培育亞裔青
年，提供領導
、學習機會，鼓勵他們學習美國聯邦
政府實際運作過程，了解政府公共政
策對社區發展會有多重大的影響，進
而懂得如何善用政府各項資源，增加
亞裔在美國社會的影響力。她很欣慰
美國政壇近年亞裔漸增，為該會20年
的堅持做見證。
國際領袖基金會創立20年來，已為社
區培育逾上萬名學生及社區領袖，每
年辦理的活動包括暑期公共事務實習
計畫、青年領導研討會、全球傑出人
士楷模頒獎典禮、企業及領袖高峰會
、國際事務交流計畫、ILF 拜會政學
商領袖等。
國際領袖基金會當晚請國會議員Matt
Gaetz，Carol Miller和Amanata Radge-
wagen頒獎給12名獲獎的傑出亞裔。

公共服務獎獲獎者為馬里蘭州參議員
林立圖(Clarence Lam)；新星獎獲獎者
為俄克拉何馬州眾議員丹尼爾• 派
(Daniel Pae)；領袖服務獎獲獎者為內
華達州上訴法院法官陶德猷( Jerry
Tao)、達福台灣商會榮譽會長/主席谷
祖光、AT&T 外聯部主任黃金煥(Ja-
son Chan)、全球少數民族婦女權益主
席韓琳達(Linsa Han)、ILF 科羅拉多州
分會主席王秀雲、為斯聯公司共同合
夥人葉希原、Sunwater Capital創始合
夥人暨綠庭集團創始人兼董事長俞乃
奮 、 VoIP OFFICE 總 裁 遜 尼 (Sunny
Reddy) 。
國際領袖基金會首次將”慈善領袖服
務獎” 頒給”Daofeng & Angela 基金
會” 創辦人何道峰，他現居馬里蘭州

，曾是雲南山區的農民，1977年通過
高考，獲復旦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
他的一生事業成就包括主導中國扶貧
基金會(CFPA)的改革，使得該非政府
組織的年度籌款額從250 萬美元陡增
至接近一億美元，服務對象遍及非洲
及東南亞十數國。創辦中和農信，年
貸約20億美金給將近50萬婦女，2014
年獲國際公益Olga獎，2016年退休，
移居美國，設立家族基金會，繼續推
動慈善事業。
晚宴獻歌者是曾為川普、奧巴馬、布
什 等 總 統 獻 唱 的 著 名 演 員 暨 歌 星
Mary Millben。一曲 《美麗的美利堅
》把晚宴推向高潮。
查詢國際領袖基金會詳情，可上網
https://www.ilfnational.org。

國際領袖基金會慶成立20週年 交通部長趙小蘭親臨致詞

國際領袖基金會創辦人董繼玲講話國際領袖基金會創辦人董繼玲講話 國際領袖基金會人員國際領袖基金會人員

趙小蘭與國際領袖基金會人員趙小蘭與國際領袖基金會人員 交通部部長趙小蘭演講交通部部長趙小蘭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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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旅假期全旅假期】】$$11回國回國DEALDEAL 又來啦又來啦！！上海來回機票上海來回機票++旅遊只要一美元旅遊只要一美元!!!!
$1回國DEAL 又來啦！

上海來回機票+旅遊只要一美元
機票+旅遊套餐 不要$199 不要$99

只要$1.00 ！！！
包含! 國際往返機票

休斯頓/美國各大城市-上海往返
($1起, 詳情請來電諮詢)

9-11月期間出發 !包含 ! 住宿
4-5星豪華酒店，如上海三甲港綠
地鉑派酒店或同級 !包含 ! 玩樂

江南水鄉7天6晚跟團遊
飽覽江南水鄉風情，看盡都市繁華

景象 !包含 ! 餐食
※ 杭州杭幫風味——香糯不膩口

的西湖東坡肉
※ 蘇州姑蘇水鄉風情——酸甜香

脆的蘇州松鼠鱸魚
※ 南京淮陽風味——香鮮味美的

南京鹽水鴨
!包含! 交通

豪華旅遊巴士接送，安全舒適
!包含! 司機導遊服務

經驗豐富的中文導遊隨團照顧及講
解 !包含! 探親

不需參團後馬上返回 !包含! 保險
中國境內旅遊意外保險

行程簡介
第1-2天：美國-上海
從休斯頓乘機前往中國，於第

二天抵達上海，接機後送酒店休息
。

免費接機/接高鐵時段：抵達
當天全天接機/接高鐵，2小時內班
次將會安排一趟車。

第3天：上海-杭州
早餐後前往杭州，參觀天然乳

膠工廠。抵達杭州後外觀【G20城
市觀景平臺】。漫遊【西湖景區】
，遠眺雷峰塔，柳浪聞鶯、金牛池
等西湖十景，名自景始，景以名傳

第4天：杭州-無錫
品杭州特色龍井，感受茶文化

。午餐後前往無錫，遊覽5A級景
區【三國城】（指定自費項目），

坐落在蔥蘢蒼翠的軍嶂山麓、風景
秀麗的太湖之濱，是拍攝電視劇
《三國演義》而興建的大型影視文
化景區。乘古戰船遊太湖（指定自
費項目），面向湖風，依船而坐，
以身融入歷史氛圍。晚上可參加
【清明橋文化歷史街區深度遊】
（當地自費項目）。

第5天：無錫-南京
參觀淡水珍珠養殖場及紫砂博

物館，品嘗太湖風味，前往南京。
經【明城墻】，遊覽【東水關遺址
公園】（指定自費項目）建築遺跡
由水閘、橋道、藏兵洞、明城墻四
部分組成，修復工程充分體現秦淮
的古都特色。前往【夫子廟】遊覽
，秦淮風光帶以十裏秦淮、明城墻
風光、夫子廟為景觀特色，更有夫
子廟小吃名列中國四大小吃之首，
晚餐就在美食雲集之地自理。

第6天：南京-蘇州
參觀玉器博覽中心。南京素有

石頭城之稱，他的玉雕和浙江的東
揚木雕齊名。參觀手工精湛的玉雕
作品，您不得不為之驚嘆。後遊覽
【大報恩寺】，是中國歷史上最為
悠久的佛教寺廟，與靈谷寺、天界
寺並稱為金陵三大寺。大報恩寺作
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項目遺產點之
一。中午品嘗淮揚風味。前往東方
威尼斯--蘇州。參觀【蘇州耦園
】（推薦自費項目）原名涉園，為
清順治年間保寧知府陸錦所築，取
陶淵明《歸辭》中的“園日涉以成
趣”之意，黃石假山是耦園的特色
。耦園為全國重點單位，已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列入遺產。遊覽著名
的【金雞湖風景區】，是中國最大
的城市湖泊公園，堪稱二十一世紀
蘇州“人間新天堂”的象征。漫步
【蘇州鳥巢】，延續蘇州悠久歷史
、展示蘇州現代文明的嶄新建築。
晚餐可自行品嘗姑蘇風味。
第7天：蘇州-上海

參觀蘇州絲綢廠，中午品嘗吳
門家宴。前往上海，參觀養生中心
。遊覽位於上海市中心黃浦江畔的
【外灘】（指定自費項目），這裏
曾有上海十裏洋場風景，上海環球
金融中心等地標景觀，52座風格
迥異的古典復興大樓所組成的上海
時期的金融中心。遠眺【東方明珠
塔】，參觀珠寶店，欣賞浦東新貌
。晚上可參加【浦江遊船】（當地
自費項目）

第8天：上海-美國或停留中
國探親旅途結束並送往上海機場
（PVG or SHA）或高鐵站或自行離
開酒店。免費送機/高鐵時段：完
團當天全天送機/高鐵，2小時內班
次將會安排一趟車。

備註：小費 (US$70/位, 必付)
指定自費項目（US$90/位，必須
參加）：古戰船遊太湖 + 三國城
景區 + 東水關遺址公園 + 遊外灘
當地自費項目（US$180/位，請於

當地支付導遊）：黃浦江遊船 +
清明橋文化歷史街區深度遊 + 蘇
州耦園 + 無錫、南京、蘇州當地
風味餐

費用包含：
機票及稅項（含【休斯頓-上

海】往返機票）、豪華酒店住宿、
行程列明餐飲、旅遊巴士、專業中
文導遊、中國境內意外保險。
費用不含：

小費, 自費項目, 簽證費（全旅
假期可代辦十年中國簽證，參團者
只收取$30手續費）、單房差、旅
遊保險、個人消費、行李超重費、
後續行程消費及其他不在費用包含
裏的消費

優惠截止日期：機位售罄則優
惠套餐提前結束，不再另行通知

註意事項：僅限18-69歲華僑
成人報名。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
原作者所有，侵刪。全旅假期保留
最終解釋權。

「「 小廚娘小廚娘 」」 成為糖城餐館界一顆耀眼的明星成為糖城餐館界一顆耀眼的明星
去吃過的人無不嘆服去吃過的人無不嘆服 「「 確有兩把刷子確有兩把刷子 ！！」」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16年底才在糖
城地區新開幕的餐館 「小廚娘 」 （Cook-
ing Girl )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就在糖城
出類拔萃，成為糖城屈指可數的餐館中一
顆耀眼的明星，每至周末時間，更是餐館
內外人山人海，一位難求的盛況。這是
「小廚娘 」 繼在Montrose 一帶經營川菜

館成功後，再度成功的第一步，這也是 「
小廚娘」 負責人羅莉雄心勃勃的要把他們
的獨家特色菜，推廣到全美，在全美 「 遍
地開花 」 的第一步。

「小廚娘 」 的菜色之所以受各界肯定
，在於他們選料嚴格，注重質量，儘量用

「 有機 」 食材，如牛肉（ 安格斯牛肉）
，雞肉（走地雞），豬肉（ 黑毛豬） 。

「 小廚娘 」 的經典菜色眾多，最值
得一提的莫過於老闆娘羅莉最拿手的特色
招牌菜，如： 金針菇肥牛、粉蒸排骨、香
爆牛腱子、梅菜扣肉、茄角之戀、麻辣燙
、涼拌吳郭魚、雙椒雞、跳水魚、彩椒牛
肉丁、口味蝦、水煮牛肉 /肉片等等，近
期到該餐館吃飯，又新推出海鮮玉子豆腐
、酸豆角牛肉、剁椒全魚等新菜，道道菜
只要嚐一口，立即舌尖一亮，好久沒吃到
這麼獨特口味的菜色， 「 小廚娘 」 羅莉
手藝出眾，她作菜的層次感非旁人能及，

只有真正識貨的老饕能察覺其真功夫。 「
小廚娘 」 的開設，為糖城地區原本不多
的中餐館市場，又打了一針強心針，糖城
的居民又多了一個品嘗佳肴，一飽口福的
好去處。

「 小廚娘」 在糖城六號公路與Uni-
versity 路交口，（ 近90 號公路 ） 地址
： 636 Highway 6, Suite #100 , Sugar
Land TX 77478, 餐廳營業時間每天上午
11 時 至 晚 間 9： 30 ， 餐 廳 電 話 ：
281-242-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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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慶許氏人參45週年
感恩45，一路有您

四十五年如一日的夢想
轉眼間，許氏已過了四十五年的歲月，時間真的有如白駒過隙。創辦人許忠政董事長回想當年從台
灣大學畢業，隻身來美國念書奮鬥，後來因緣際會的來到威斯康辛州，因母親使用花旗參之後身體
從衰弱到康健的轉變，而與花旗參結下了緣分並開始決定種植。1974年許董事長創立許氏之初，與
妻子白手起家，無論種參，收成，包裝，發貨，樣樣自己來，而到今日，許氏已經是全球擁有超過
1000名員工的企業。堅持著四十五年如一日的精神，終於成就了今天花旗參王國的夢想。
回想過去，從艱苦的一步一腳印從頭學起，從整地、除草，日以繼夜，邊種邊學來掌握和了解種植
花旗參的技巧，進而開拓市場，建立全球分公司，並以企業化方式多元化經營出口、原料、批發與
零售等業務。自此深刻體驗到一個企業要能存活走到四十年，絕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建立企業以
來，雖然曾遭遇了各種挫折和困難，但許忠政先生堅持著「誠懇實在」、「決不放棄」、和「格外
用心」三項格言，帶領導許氏參業集團達成今日的里程碑，成為全美家喻戶曉的華人品牌。

傳承四十‧堅若磐石
許忠政董事長表示：「現今全球化競爭激烈，花旗參產業這幾年面臨著相當嚴峻的挑戰。但無論外
在環境如何改變，當年創立許氏的宗旨都不會改變，那就是把威斯康辛最好最地道的花旗參，送到
全球各地顧客的手中」。未來許氏參業集團將朝向更年輕化、電子化，及環保化，且貼近消費者的
喜好與購物模式。網路郵購平台和社群平台（微信商店）也是積極發展的主要重點。不管您身處何
地，都能享受許氏網路平台「快」、「便」、「易」的購物與服務。許氏的花旗參及保健產品，都
經美國FDA食品合格檢驗和GMP認證，在層層衛生檢測把關之下，讓顧客能享受到絕對健康且安全無
虞的產品質量。
為了讓許氏能邁向第二個四十年，以及更長久的永續經營，許忠政董事長已開始布局第二代的接
班，逐步將寶貴的市場經驗及開發技術轉交給長子許恩偉(Will Hsu)。 許恩偉先生從哈佛MBA商學院
畢業，並曾任General Mills的主管，相信在他的帶領下，未來必能為許氏創造無限展拓的方向。

感恩45，一路有您
許氏今年滿45歲，由衷感謝所有一路陪伴許氏成長的朋友們。因為有大家的支持和鼓勵，許氏才能
堅持著最初的理想，把最好最地道的美國花旗參提供給每一位信任許氏的顧客。許忠政董事長在專
訪最後特別表示：「除了衷心感謝為企業努力付出的員工和生意上的合作夥伴外，但最重要
的還是要感謝許氏的忠實客戶。因為有你們的支持，才能有今天45歲的許氏參業，讓我再一次向你
們說聲謝謝，並共享許氏參業的成就。」
為了共享45周年的喜悅及回饋客戶的支持，許氏全美各授權經銷店，現正推出多種優惠。參活家購
物網同時也推出『45週年慶、酬賓回饋~好禮三重疊加送』的超值特價，歡迎大家把握難得的機會。

www.hsuginseng.com

許忠政董事長於農場

許氏參業集團第二代總裁許恩偉

許忠政(左3)與妻子許聖美(左2)於1986年
榮獲威州州長頒發外銷特優獎合照

許忠政和其長子許恩偉合照

2018 第二屆國際花旗參節晚宴
許忠政與妻子許聖美合影

許氏參業集團威州總部

(本報休斯頓報導) 由古天樂、張家
輝、吳鎮宇三大影帝攜手，主演暑期強
檔大片，電影《使徒行者2：諜影行動
》以跨國年度動作巨制，影帝們互飆演
技，製作團隊遠赴緬甸及西班牙取景拍
攝，帶出異國危情，規模媲美好萊塢，
讓這部臥底動作鉅作，備受觀眾期待，

全北美將於8月16日 重磅上映，休斯頓
的影迷們可在電影院好好欣賞囉。

《使徒行者》系列一直深受觀眾喜
愛，《使徒行者》除了是香港電視劇的
經典IP，2016年由張家輝、古天樂及吳
鎮宇合作電影版本，也在各地開出亮眼
的票房。繼2016年的《使徒行者》電影
版叫好叫座後，《使徒行者2諜影行動
》承繼《使徒行者》的感情世界，貫徹

臥底情義、人性善惡、人心叵測等主題
，以全新的故事，更強勁的創作團隊，
更寫實的動作場面，為觀眾帶來一部懸
疑、緊張、刺激的重量級警匪動作電影
。

《使徒行者 2》是第一部在緬甸拍
攝的電影，得到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還有軍警全面配合拍攝，許多重要場面
都在協助之下才能完成，一方面將緬甸
神秘又充滿魅力的風貌呈現無遺，另方
面，也讓觀眾同時體驗到緬甸先進的一
面，動作導演錢家樂說： 「這是緬甸首
次開放給外國電影進入拍攝，真的很榮
幸來創作這個歷史。」古天樂也對前往
緬甸拍攝感到非常難忘。

導演文偉鴻表示：電影《使徒行者
》的故事骨幹是尋找 「失聯臥底」；而
《使徒行者2諜影行動》則是調查 「潛
伏臥底」臥底，不再局限於警察與罪犯
，可以是有特別目的，與世界各地的襲
擊事件有關。但每個臥底的相同之處，
就是面對衝突時，都要作出決擇。《使
徒行者》探討的，是臥底守護正義的堅
持，而《使徒行者2諜影行動》探討的
，則是臥底對救贖的執念，以不惜犧牲
的姿態去跨過痛苦歷練，延續 「使徒」

精神，救贖心靈，觀影過後，希望可以
讓觀眾把不同的思考角度帶走。

《使徒行者 2》保持了前作三大經
典元素：警匪、卧底、兄弟情，但是有
著全新的人物關係，以世界各地的襲擊
事件為背景，探討臥底對救贖的執念，
延續 「使徒」精神，三位影帝張家輝、
古天樂及吳鎮宇再次上演諜對諜戲碼。
再度合作，三人的默契十足，讓動作場
面及文戲互鬥場面都更加精彩，導演文
偉鴻說： 「這次的臥底情節及兄弟情誼
的矛盾，會直擊觀眾的心！」

有別於一般的警匪動作電影，甚或
獨立於云云以 「臥底」為主題的電影，
《使徒行者》系列別樹一格的 「使徒」
精神，不單把臥底情義描寫得更深刻透
徹，更以宏觀角度去探討普世價值，堅

定的守護正義而不惜付出一切。
導演說道：在一個幕後的飯聚裡，

大家暢談對電影的未來路向，席間有聲
音提到情義主題的電影已經 「過時」了
，我並不認同，因為 「過時」的只是包
裝問題而已，所以我就開始創作電影
《使徒行者》第一集的劇本。事實證明
，情與義只需要重新包裝，便可以有其
感染力，並藉著觀影過程令大家一起去
探討人性的真善美。

故事大綱：香港鬧市發生嚴重交通
意外，刑事情報科（反恐）警司葉國帆
（吳鎮宇飾）和總督察程滔（張家輝飾
）逮獲一名女黑客姚可儀（姜珮飾飾）
，保安部警司井進賢（古天樂飾）認為
葉和程有可疑，向警務處處長要求禁止
兩人插手案件，此時警界內戰一觸即發
！

北美8月16日重磅上映。
詳情可看: https://www.wellgousa.com/
films/line-walker-2-invisible-spy-2019
休斯頓地區民眾可到AMC Studio 30,
2949 Dunvale Rd, Houston, TX 77063。
達拉斯地區民眾可到Cinemark Legacy,
7201 North Central Expressway, Plano,

TX 75025。

動作強檔電影動作強檔電影《《使徒行者使徒行者22：：諜影行動諜影行動》》
三大影帝齊聚三大影帝齊聚 全北美全北美88..1616隆重獻映隆重獻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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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全僑健康日新聞發佈會休士頓全僑健康日新聞發佈會
77月月2828日在光鹽社辦公室舉行日在光鹽社辦公室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會長施惠德醫師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會長施惠德醫師（（右右））宣布宣布，， 「「第三第三
十一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十一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 將於將於88月月1717日日（（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99時時

至下午至下午44時時，，在僑教中心舉行在僑教中心舉行。。黃春蘭黃春蘭（（左一左一））與會與會。。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右右）、）、
休士頓中國護士聯誼會會長馬玉芬休士頓中國護士聯誼會會長馬玉芬（（左左））於於77
月月2828日下午日下午22時至下午時至下午44時時，，在文化中心光鹽在文化中心光鹽
社辦公室出席社辦公室出席 「「第三十一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第三十一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

新聞發佈會新聞發佈會」」 。。

光鹽社理事長鄧福真參加光鹽社理事長鄧福真參加 「「第三十一屆休士第三十一屆休士
頓全僑健康日新聞發佈會頓全僑健康日新聞發佈會」」 。。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左左））與與
會會，，謝春醫師謝春醫師（（右右））將於將於88月月1717日在僑教中日在僑教中

心大禮堂解釋腎臟方面問題心大禮堂解釋腎臟方面問題。。

主辦人主辦人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會長施惠德會長施惠德
心臟科醫師心臟科醫師（（左一左一））在新聞發佈會上在新聞發佈會上，，介紹今年介紹今年
「「第三十一屆全僑健康日第三十一屆全僑健康日」」 的特色與流程的特色與流程。。休士休士
頓華裔醫師協會會長于澤寬頓華裔醫師協會會長于澤寬（（右二右二），），休士頓中休士頓中

國護士聯誼會饒美婷國護士聯誼會饒美婷（（右一右一））與會與會。。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左一左一），），謝春醫師謝春醫師（（左左
二二），），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監事長黃春蘭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監事長黃春蘭（（右右
一一））參加參加77月月2828日舉行日舉行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休士頓全僑健康日」」 新聞發佈會新聞發佈會。。

會長施惠德醫師說明會長施惠德醫師說明，， 「「第三十一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第三十一屆休士頓全僑健康日」」 由休由休
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光鹽社光鹽社、、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H-E-BH-E-B、、休士頓中國護士聯誼會休士頓中國護士聯誼會、、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休士頓關懷救助協會休士頓關懷救助協會、、休士頓華僑文休士頓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等九個社團共同主辦教服務中心等九個社團共同主辦。。

出席出席 「「第三十一屆全僑健康日第三十一屆全僑健康日」」 新聞發佈會社團代表新聞發佈會社團代表，，光鹽光鹽
社理事長鄧福真社理事長鄧福真（（一左一一左一），），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長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會長
趙婉兒趙婉兒，，謝春醫師謝春醫師，，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會長于澤寬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會長于澤寬（（一右一右
一一），），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會長施惠德醫師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會長施惠德醫師（（二左二二左二））
，，休士頓中國護士聯誼會會長馬玉芬休士頓中國護士聯誼會會長馬玉芬（（二左一二左一）、）、饒美婷饒美婷，，

黃春蘭合影黃春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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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貴未必就好 盤點休斯頓十元以下美食
（本報訊）很多休

斯頓人認為超過十元吃
上一頓飯，不亞於高度
公路上搶劫，原因是休
斯頓有著許多價格親民
，但味道極佳的餐廳，
在這裡你能找到可口適
意的漢堡包，三明治和
披薩餅以及你意想不到
的餐飲。

Stanton’s City Bites
地址: 1420 Edwards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07
漢堡，三明治

Gus’ s World Fa-
mous Fried Chicken
地址: 1815 Washing-
ton Avenue Houston
Texas 77007
炸雞

Baby BarnabyBaby Barnaby’’ss
地址地址:: 602602 Fairview Street Houston TexasFairview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0677006
早餐早餐 && 早午餐早午餐,,美國餐美國餐

IKEA Food Court
地 址 7810 Katy Frwy. Houston,
Texas 77024
瑞典餐飲

The Rice Box
地 址: 1111 S Shepherd
Drive Houston, TX 77019
中國餐

Deli’s Café
2950 S Mason Road, Katy, Texas
77450
委內瑞拉風味食品

The French Fry House
地址: 3221 Ennis St. Houston, TX
77004
法國餐

The Original Marini’s Empanada House
地 址: 10001 Westheimer Road # 2570 Houston, Texas
77042
西班牙風味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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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促美展現更多誠意誠信
特朗普推特放話圖極限施壓 華春瑩：我只想呵呵兩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在推特上發表言論試圖對華極限施

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7月3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我只想呵呵兩聲”，中美經貿磋

商一年多以來，是誰在出爾反爾、言而無信、反覆無常，大家都有目共睹。在這個問題上，美方

應該更多展現誠意和誠信。

討
論
增
購
美
農
產
品
下
一
輪
九
月
再
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中美第十二輪經貿磋
商於7月30日至31日在上海舉
行。中國商務部7月31日發佈聲
明，雙方討論了中方根據國內需
要增加自美農產品採購以及美方
將為採購創造良好條件，並確定
於9月在美舉行下一輪經貿高級
別磋商。

據中國商務部稱，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
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
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財政
部長姆努欽出席。按照兩國元首
大阪會晤重要共識要求，就經貿
領域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進行了
坦誠、高效、建設性的深入交
流。

這次談判是6月底的日本大阪
“習特會”後，中美兩國首次舉行
面對面的會晤。據外媒報道，7月
30日晚，劉鶴與萊特希澤、姆努
欽登上了和平飯店九樓的露台共覽
浦江，隨後以陸家嘴夜景作為背景
拍照留念。7月31日上午9時左
右，雙方開始會晤。

中方立場轉強硬
作“持久戰”準備

第十二輪高
級別磋商是“習
特會”後重啟的
首次會晤。與前

幾輪不同的是，中方在談判前多
次通過官媒釋放強硬信號，反覆
強調“不會放棄核心利益”，批
美“怨婦心態”、“滿嘴跑火
車”，中國外交部更稱美“自己
生病讓別人吃藥沒用”。種種措
辭的改變可以看出，在重啟談判
後，中方調整了談判方向，並不
急於推進協議的簽署。而是更加
確認做好了“持久戰”的準備。
談判立場也更為強硬，絕不作出
原則讓步。

由於上海是中美1972年簽署
開啟建交進程的聯合公報的地
點，因此賦予了外界巨大的想像
空間。不過，中美各自放出的訊
號都相對低調，雖有善意但也提
醒媒體不要有太高期待。

中國在此次貿易談判前則十
分明顯地展露出強硬態度。除了
央視新聞聯播一轉畫風的表述
外，中方團隊成員增加了商務部
部長鍾山這一在美方看來強硬派
的人物，顯示出中國在談判中絕
不後退的意志。

從中國商務部聲明來看，在
此輪貿易談判中，雙方並未觸及
核心衝突問題，而是討論中國追
加購買美國農產品、美國放寬對
中企限制等。比起達成具體協
議，本次談判更像是為今後劃定
方向，重整目標。

而中方願意加大自美農產品
進口，釋放出了十足的誠意和善
意，這有利推進後續談判的進
行。同時，中國早已做好打“持
久戰”的準備，因此特朗普出於

對中方有可能拖延
至大選年的警惕，
或在未來開啟施
壓，以便要求中方
盡早達成協議。

■香港文匯報
記者周琳

��
1�

■■周琳周琳

當天有記者就中美經貿磋商最新情
況提問，還提到特朗普在推特上

發表言論表示，如果北京等到明年美
國大選後再與美方簽經貿協議，一定
會是一個更差的協議。

磋商一年多 誰在出爾反爾
“我看到了有關的報道和推特，

我只想呵呵兩聲。”華春瑩說。
她表示，中美經貿磋商一年多以

來，是誰在出爾反爾、言而無信、反
覆無常，大家都有目共睹。中方對經
貿磋商的立場是始終如一的。

“雙方經貿團隊目前在上海磋
商，你剛才說到的最新情況我還不掌
握。那麼這個時候美方要放話來試圖
極限施壓，我認為是沒有意義的。事
實上，自己生病讓別人去吃藥，也是
沒有任何用的。我認為在經貿磋商問

題上，美方應該更多展現誠意和誠
信。”華春瑩說。

及時來修復 還可重回正軌
特朗普還在推特上就中國購買美

國農產品和中國經濟狀況發表了評
論。

對此，華春瑩表示，關於購買農
產品的問題，前幾天中國商務部發言
人回答過類似問題，具體數目和進展
她並不掌握，需要問有關部門。說到
中國經濟情況，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
就是，中國今年二季度的GDP增長率
是6.2%，美國是2.1%，6.2%和2.1%
到底哪個更好、哪個更糟，大家都有
清晰的判斷。

“在中美要落實兩國元首大阪會
晤共識的時候，無論是放煙幕彈也
好，或者是要進行一些極限施壓也

好，都不具有建設性。”華春瑩說。
她指出，重要的是讓雙方團隊能

夠本着尊重和平等的精神，安安靜
靜、認認真真、真心誠意地進行磋
商，努力通過友好、平等磋商解決彼
此分歧和關切，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正
道。

當天的例行記者會還出現一個插
曲。當華春瑩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發
佈會現場的同傳設備一度出現故障，
但很快得到修復。藉由此次設備修復，
華春瑩在現場向記者們表示，任何時
候都可能會出現故障或意外，但只要
迅速採取行動來修復，一切還可以重
回正軌。

“這樣的一種情況可能也適用於
中美關係或現在香港的一些情況。但
需要及時的努力，越及時越好。”華
春瑩說。

■7月30日至31日，劉鶴（右八）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財政部長姆努欽在上海舉行第十二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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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力R&F上季大部分時間位於聯賽前列
位置，惟倒數第2輪關鍵一戰，主場以

1：2不敵和富大埔，將冠軍拱手相讓。新一
季會方一擲千金，不但從大埔簽下新科足球
先生伊高沙托尼，直接削弱競爭對手實力，
再延攬了林柱機、方栢倫、謝家榮、林樂勤
及林衍廷等具本地資格球員，並加入了艾達
瑪古拿及艾瑪臣兩名非洲國腳級外援，配合
上季加盟的林志堅、盧均宜及謝家強等舊
將，實力更上一層樓。

對於新一季班費高達5,000萬，總經理
郭能培不承認球員開支特別高：“行政支出

會佔一大部分，包括球員的食宿、交通及作
客開支等。當然薪金也必要，例如我們要給
伊高沙托尼一個合適的價錢，他才會加盟。
以去季的數據推測，伊高會是物超所值。”
主教練楊正光則毫不掩飾要贏盡錦標的野
心，並點名3隊為假想敵：“希望能做到
‘大滿貫’！但對手實力都有所提升，傑志
簽了幾位強援，東方有很大幅度調整，南區
也需要做出成績，主要競爭對手是他們3
隊，但也不能輕視任何對手。”

富力R&F只要獲董事會通過，即可成為
正規會員，具備代表香港出戰亞洲賽資格，

因此在外援限制方面也要與本地球會看齊。
楊正光指球隊目前只有23名球員，仍有空間
再簽多1位本地球員，其中內地門將周煜辰
將作為“亞援”人選，另一名門將陳梓榮則
可能註冊為“國援”，以符合“註5+1+1出
4”的規則。此外，雖然上季有消息指球會
擬將主場遷到配套較佳的廣東省人民體育場
（東校場），但因未能與負責單位順利協
調，料將續用燕子崗作賽，會方亦已着手改
善周邊設施，以為受眾提供更佳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在日前雪松國際信託
“2019黃埔區籃球文化節”新聞發
佈活動上，中國籃壇名宿、林書
豪—李群籃球聯盟創始人李群對香
港青年參與籃球運動的熱情大加讚
賞。李群透露，香港有超過500支
三人籃球隊伍報名參加香港賽區預
賽。由於名額有限，只有60多支球
隊參與角逐，最終8支球隊將參與8
月3日在廣州黃埔舉行的總決賽。
這也讓今後舉辦類似比賽有了更多
想像空間，有機會讓更多香港青年
參與大灣區籃球比賽和交流。

2019豪群聯盟U系列青少年S1
三人籃球聯賽是響應國家構建青少
年U系列賽事體系政策精神而成立

的一個青少年賽事。賽事以珠三角
為核心，並拓展至粵港澳大灣區內
香港、澳門兩個城市。

李群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香港
賽區的預選賽剛剛結束，效果超過
預期：“統計顯示，香港有超過
500支球隊組合報名參加預選賽，
遠遠超過我們最初設想。由於場
地、組織的局限，我們最終接受了
60多支球隊報名，並最終決出8個
參加廣州總決賽的名額。”

李群表示，如此多香港球隊想
來廣東參加比賽，遠超過他的想
像，說明香港青年非常熱愛籃球這
項運動：“一方面說明香港青年對
參加比賽熱情高，一方面也說明香
港場地有限，組織的比賽相對少。

這是一個很大的市場需求，是一個推
動大灣區青年體育交流的潛力所
在。”據他透露，未來，U聯賽將升
級為“粵港澳大灣區盃”U系列青少
年國際籃球挑戰賽賽事，讓更多人在
這個平台參與比賽，增進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
州報道）近年來，李群一直致力於中
國青少年籃球培訓和人才培養。此
前，他與NBA華人籃球明星林書
豪，共同創辦林書豪—李群籃球聯
盟，這是中國首家標準化籃球教育
機構。聯盟以粵港澳大灣區為基
點，逐步向全國拓展，打造全新籃球

連鎖培訓機構。
該聯盟是本次三人籃球聯賽的

承辦方，為青少年建立一個相互交
流籃球技術、學習體育文化的比賽
平台，以“系統化教學、標準化訓
練”為方向的青少年正規賽事。

此外，兩人發起成立的廣東省
書豪李群體育事業公益基金會，還將

在本次籃球文化節期間舉辦2019林
書豪明星賽。除林書豪、李群外，本
次明星賽還將有周杰倫、蕭敬騰、孫
楠、李易峰等參與，通過跨界比賽，
推廣籃球運動。

據李群介紹，基金會致力於扶
助貧困家庭及外來工子女，通過先
進的中美籃球訓練體系，結合林書
豪、李群的籃球生涯成功經驗，開
展籃球培訓及其他體育項目培訓，
通過設立獎學金、助學金，為有志
於體育運動發展的青少年提供專業
標準化的籃球培訓，並為其今後的發
展提供資金支持和物資幫助。本次比
賽的所有收入，將納入該基金會，用
於支持青少年籃球運動。

當天，還舉行了廣東省書豪李
群體育事業公益基金會球場建新計劃
項目捐贈。據悉，2019年，該基金
會計劃在全國範圍內為山區捐贈100
個籃球場及配套的體育基礎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上季港超於爭冠最後關頭失諸交臂的富

力R&F，7月31日在廣州舉行新聞發佈會，宣佈新一季班費再上調至5,000

萬元人民幣（下同），打破香港球壇紀錄。第2季帶領球隊的主帥楊正光更

豪言，要包辦今季所有冠軍，食出“大滿貫”。

■■富力公開新一季球衣及訓練服設計富力公開新一季球衣及訓練服設計。。 富力富力R&FR&F圖片圖片

■■富力新季班費高昂富力新季班費高昂。。
富力富力R&FR&F圖片圖片

■■富力富力R&FR&F副董事長黃盛華副董事長黃盛華（（右右））和總經和總經
理郭能培均有出席記招理郭能培均有出席記招。。 富力富力R&FR&F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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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書豪周杰倫跨界推廣籃球運動

鄭州網球公開賽揭曉球員陣容

■■李群表示香港青年參與籃球李群表示香港青年參與籃球
運動熱情很高運動熱情很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李群李群（（中中））和林書豪和林書豪（（右右））在往年明星賽現場推廣籃球運動在往年明星賽現場推廣籃球運動。。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東
亞超級聯賽—非凡12”籃球賽將於2019
年9月17日至22日假澳門塔石體育館舉
行，今屆賽事吸引了12支來自中、日、
韓及菲的聯賽球隊參賽，効力遼寧飛豹
的國家隊好手郭艾倫亦會粉墨登場。

今年參賽隊伍除了有CBA的遼寧飛
豹、深圳領航者和浙江廣廈猛獅外，還
有日本職業球隊千葉噴射機、新潟天
鵝、琉球黃金帝王和宇都宮王道，而韓
國籃球聯賽則派出全州KCC宙斯盾和首
爾SK騎士，加上來自菲律賓職業籃球
聯賽的黑水精英、生力啤酒人和菲律賓
電信，12支球隊將雲集澳門爭奪冠軍殊
榮，多名亞洲籃壇球星包括郭艾倫、江
島慎及金善亨等都將隨隊來澳，另外每
隊均可以派出最多兩名外援球員出場，
勢令賽事更加緊張刺激。

“東亞超級聯賽—非凡 12”籃球賽
12支參賽球隊將會分成4個小組，每組
有3支球隊，各隊將進行兩場小組賽比
賽。小組賽採用單循環制，每組的優勝
隊伍將進入準決賽爭奪兩個決賽（9月
22日）席位，準決賽將於9月20日的休
息日後即9月21日上演。

■籃球賽門票已於7月31日起公開發
售。

郭艾倫非凡12籃球賽粉墨登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鄭州網球公開賽於7月31日揭曉首
批單打正賽球員陣容。世界排名第三的
普利斯高娃，世界第四、新科溫網女單
冠軍夏莉普，世界第五貝頓絲，世界第
七、2018年WTA年終總決賽女單冠軍
斯維托麗娜，現世界第十、WTA未來
之星薩巴倫卡等頂尖球員，將和王薔、
鄭賽賽等中國“金花”共同出戰這項網
球賽事，為球迷們共同獻上一場精彩絕
倫的網壇盛宴。

當日，中原網球中心主任、鄭州網
球公開賽聯合賽事總監榮長安、鄭州網
球公開賽聯合賽事總監莫根梅納漢向社
會各界介紹了參賽球員情況，中原網球
中心副主任孫甜甜介紹了賽事口號、全

新建立的賽會官方媒體陣容，以及球童
招募和推廣傳播等籌備情況。

據知，首批20名入圍球員來自14
個不同國家和地區，囊括了本周WTA
世界前十榜單中的半壁江山，共7人排
名世界前20，共16人排名世界前50，2
人曾登頂世界第一寶座，1人曾奪得
WTA年終總決賽冠軍，多人曾獲得大
滿貫賽事亞軍、皇冠賽和超五賽冠軍。

報名參賽的中國“金花”王薔、鄭
賽賽將獲得在家門口和一流好手交戰的
機會。王薔表示：“用鄭州網球公開賽
這樣一站全新設立的WTA頂級賽來拉
開今年的亞洲賽季大幕，給我們提供了
更多的機會，來為所有觀眾展示世界級
的網球比賽。”

班費再上調至五千萬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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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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鵬嘚吧嘚第414期：大鵬隔空致歉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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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五 2019年8月2日 Friday, August 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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