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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莊  
傑出的京劇藝術家
開創台灣京劇新紀元
最高榮譽的國家文藝獎章
“雅音小集”創辦人

十大傑出女青年

韓國第一品牌 COWAY 淨水器
（空氣淨化器，軟水機，清潔加熱智能便座）

價格
最優

出租：租金每日１-２元
購買：$699~$1999

華人總代理
米娜 (346)218-6051

最佳服務
更換濾芯服務，免費保
修，最好的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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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法院法國法院在在99月月55日宣判壹起由公雞打鳴而引發鄰裏矛盾的訴訟案日宣判壹起由公雞打鳴而引發鄰裏矛盾的訴訟案
件件。。據悉據悉，，訴訟案件源於訴訟案件源於20172017年年，，居民讓居民讓··路易斯路易斯··比龍到法國鄉下居比龍到法國鄉下居
住後住後，，深受鄰居柯琳深受鄰居柯琳··費索費索(Corinne Fesseau dit Coco)(Corinne Fesseau dit Coco)家的公雞莫瑞家的公雞莫瑞
斯斯Maurice)Maurice)在清晨在清晨44點就開始打鳴的困擾點就開始打鳴的困擾。。圖為柯琳圖為柯琳··費索和她的公雞莫費索和她的公雞莫
瑞斯在花園裏壹起合影瑞斯在花園裏壹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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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先行示範區有序推動國際郵輪港建設
綜合報導 日前，《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發布，5G、人工智能、數

字經濟、郵輪母港等相關產業成為深圳建設先行示範

區的亮點。從今天起，本報將持續關註先行示範區建

設宏偉藍圖為這些產業帶來的巨大發展機遇。

深圳是我國四大郵輪旅遊發展實驗區之壹，擁有可

停靠22萬噸級世界最大郵輪的深圳蛇口郵輪母港，近年

來已成為連通港澳、走向世界的重要“海上門戶”。同

時，郵輪產業具有產業鏈長、涉及面廣、經濟帶動性強

的特點，被喻為“漂浮在海上的黃金產業”。隨著消費

需求升級和生活水平提高，深圳郵輪旅遊需求和規模逐

步擴大，帶動郵輪產業迎來新壹輪發展勢頭。

“郵輪經濟以郵輪旅遊為核心，以運輸和旅遊

為紐帶，集多種產業活動於壹體。”深圳市郵輪聯

盟副主任羅海波告訴經濟日報記者，隨著郵輪港口

服務功能、物資供應、郵輪船隊、郵輪修造、旅遊

組織、票務銷售等相關環節的發展，深圳近年來深

挖旅遊消費新需求、聚焦“藍色經濟”著力打造創

新型旅遊業態，郵輪經濟形成蓬勃發展態勢。

數據顯示，我國郵輪旅遊產業自2006年起步，

已成為全球郵輪產業發展最快的地區，年均增幅超

過30%。目前，我國已成為亞洲最大郵輪旅遊市

場，預計2020年將成為世界最大郵輪消費市場。

羅海波表示，過去10多年，在郵輪旅遊規模

快速擴大的同時，消費者對郵輪度假的認識逐步深

入，市場培育逐步成熟，郵輪出遊接受度越來越

高，家庭式、團隊式出遊漸成趨勢。

深圳擁有海洋經濟和灣區經濟優勢，規格高、潛力

大。2016年11月份，深圳蛇口郵輪母港開港，成為

華南地區唯壹“海、陸、空、鐵”壹體的現代化郵輪母

港，享有深港融合圈、空港輻射圈、海港服務圈“三圈

疊加”效應，2小時交通圈可覆蓋6420萬人口，人均收

入水平處於全國前列，郵輪旅遊潛在市場規模巨大。

深圳招商蛇口國際郵輪母港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趙敬華介紹，深圳蛇口郵輪母港可停靠世界上最大

的22萬噸級豪華郵輪。自開港以來，深圳蛇口郵

輪母港共接待出入境郵輪遊客78.54萬人次，與九

大郵輪品牌開展合作。今年下半年，深圳蛇口郵輪

母港將迎來渤海郵輪“中華泰山號”、歌詩達郵輪

“大西洋號”“威尼斯號”、星旅郵輪“鼓浪

嶼號”等，預計今年靠泊郵輪將達到17艘。

以郵輪母港為依托，深圳成立了郵輪旅遊聯

盟，目前會員單位達32家，涵蓋珠三角重要的郵

輪旅遊服務商。“聯盟致力於規範郵輪旅遊市場，

對接產業鏈上下遊機構，搭建資源互通合作橋梁，

促進郵輪旅遊文化落地，打造深圳郵輪旅遊新

名片。”羅海波告訴記者，聯盟還整合旅行社與客

戶資源，將旅行社之間的關系從競爭轉為利益捆綁

、風險共擔，實現了合作共贏。

“以前深圳市民要乘郵輪只能到上海、香港，距

離遠，不方便。現在，深圳市民可以在家門口坐郵

輪了。”羅海波說，深圳發展郵輪經濟具有天然的

氣候和地理優勢。依托環境和資源優勢，深圳積極

開發具有差異化的郵輪旅遊項目，包括“飛機+郵

輪”“高鐵+郵輪”“渡輪+郵輪”“郵輪+主題活

動”等創新服務，提升郵輪旅遊的豐富性、精品化

內涵，將內陸市場和周邊區域潛在客源轉化為郵輪

乘客，深圳郵輪市場迎來更廣闊發展空間。

《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

範區的意見》提出，有序推動國際郵輪港建設，進

壹步增加國際班輪航線，探索研究簡化郵輪、遊艇

及旅客出入境手續。“《意見》給深圳郵輪產業發

展傳遞出新的積極信號。”趙敬華表示，《意見》

中“國際”壹詞出現了十余次，對深圳的定位更高

更遠。深圳蛇口郵輪母港將不斷推動高質量發展，

通過完善配套環境，提升軟件服務，積極推動深圳

郵輪旅遊產業發展進入新階段，努力打造具有國際

影響力的郵輪經濟圈。

世界旅遊城市排行榜出爐
中國三城市躋身前十

由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與赫爾辛基

市共同舉辦的第八屆香山旅遊峰會9月3

日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市開幕。本次峰

會主題是“智慧旅遊：城市創新與發展

之路”，56個國家近百個城市的500多

名代表參會。來自全球37位旅遊城市市

長以及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和上海合作

組織等國際組織的負責人出席這壹全球

性旅遊盛會。

在峰會開幕式上，聯合會理事會

執行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長王紅表示

，“作為世界上第壹個以旅遊城市為

主體的全球性國際旅遊組織，世界旅

遊城市聯合會將積極搭建世界旅遊城

市多邊合作平臺，大力推動世界旅遊

的全球化、智慧化、融合化發展，努

力把世界旅遊城市打造成為世界旅遊

最具吸引力、影響力和凝聚力的發展

板塊。”

峰會發布了《世界旅遊城市發展報

告（2019）》，公布了2019世界旅遊城

市發展排行榜綜合排行和6個單項排行

前20名城市，綜合排行前十名分別為紐

約、東京、倫敦、巴黎、北京、迪拜、

香港、首爾、上海、巴塞羅那。單項排

行中，倫敦位列城市知名度首位，紐約

位列產業景氣度排行首位，巴塞羅那、

東京、曼谷、巴黎分列城市智慧度、旅

遊便捷度、經濟貢獻度、旅遊滿意度單

項榜單首位。

分享前沿學術成果，助力世界旅遊
城市發展

本次峰會以智慧旅遊為主題，世界

旅遊城市聯合會秘書長宋宇在主旨演講

中表示：“聯合會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對

世界旅遊的重大影響，希望通過智慧旅

遊城市建設，進壹步提升世界旅遊服務

、管理、營銷和體驗水平，為推動世界

旅遊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

聯合會專家、首都經貿大學教授

李雲鵬博士發布了《全球智慧旅遊城

市報告》。該報告重點總結了北京、

成都、馬德裏、赫爾辛基、布宜諾斯

艾利斯和馬拉喀什6個城市會員智慧旅

遊城市建設經驗，以及攜程和騰訊2個

機構會員在幫助城市發展智慧旅遊方

面的探索，同時還特別介紹了麻省理

工學院可感知城市實驗室借助頂尖工

程和數學模型為智慧城市發展提供技

術支撐的成功案例，鼓勵旅遊城市更

加積極地采納科技創新，滿足遊客和

市民需求。

聚焦智慧旅遊，探討世界旅遊城市
發展新路向

目前，智慧旅遊在全球範圍內已經

進入全面實施和廣泛應用階段。與會代

表聚焦智慧旅遊，在峰會特別對話環節

圍繞“智慧旅遊的城市創新實踐”“資

源整合賦能旅遊目的地智慧發展（以地

中海俱樂部為例）”“智慧旅遊城市建

設：機遇與挑戰”等話題，深入探討智

慧旅遊與城市發展之間的雙向驅動。四

場主題分論壇邀請與會代表就“文化傳

承與創意設計”“智慧旅遊城市營銷”

“聯通性與旅遊發展”“技術創新與可

持續旅遊”等議題，探討世界旅遊業界

熱點和前瞻性問題。

下屆峰會將在北京舉辦
本次峰會期間，世界旅遊城市聯合

會與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簽

訂了諒解備忘錄，雙方將在城市旅遊評

價與監測、旅遊業可持續發展、智能化

城市目的地旅遊發展、城市旅遊經驗共

享等方面開展合作。聯合會還與烏茲別

克斯坦撒馬爾罕城簽訂合作協議，今年

11月，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亞太區域旅

遊會議將在撒馬爾罕城舉辦。來自中國

的凱撒、眾信、攜程、途牛及國中青

（中國國際旅行社總社、中國旅行社總

社、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18家

機構會員與來自俄羅斯、格魯吉亞、芬

蘭、愛沙尼亞等國家旅遊城市，以及旅

行商、酒店和郵輪等行業的企業進行商

務洽談。

作為本次峰會的主辦單位，世界旅

遊城市聯合會是由北京倡導發起，攜手

眾多世界著名旅遊城市及旅遊相關機構

自願結成的第壹個以城市為主體的全球

性國際旅遊組織。聯合會成立至今，已

經成功舉辦了七屆香山旅遊峰會。本次

峰會開幕式上舉行了13個新會員單位的

入會儀式，截至目前，聯合會成員已由

最初的58個增加到218個，覆蓋世界五

大洲73個國家和地區。

2020年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香山旅

遊峰會將在總部城市中國北京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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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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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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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
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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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島內的熱點新聞;
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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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報導。
《海峽兩岸》臺當局限制兩岸交流難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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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018 -9/15/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9 10 11 12 13 14 15

00:00-00: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養生堂 游在中國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空姐新發現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歲月留聲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19:00-19:30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司馬白話

23:00-23:30 游在中國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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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之路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藝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檔案 (重播)

王者歸來

幸福帳單

央視國際新聞

蜜蜂花園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中國文化

現場面對面 (重播)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中國輿論場

美南大咖談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武林風

味道 (重播)

Chinese Class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9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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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情 現場面對面 (直播)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今日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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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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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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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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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手機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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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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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9年9月10日       Tuesday, September 1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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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夜談〔七〕

丁大夫的治癌經歷（第一部分）
作者：成彥邦

丁大夫其人

丁大夫是我的同行，我們相識近三十年，他是一位誠懇而有話直說的人，他的學養豐富，非人雲亦雲，且見解獨到的好醫生，難能可貴的是他對待他的病人仁心仁術。
我們因誌趣相投，每有機會在一起的時候，便研討醫學。
他的使命感促使他要將他自己治癒膀胱癌的經歷公開，他交待不使用真名即可。大約2002年初，61歲出頭的丁大夫一向身體健康，他發現尿略有血跡，服用幾付膀胱、
尿道感染的中藥，過了大半年尿血情況又發生，不得不找泌尿科醫師作檢驗。檢查結果確實有膀胱癌，馬上作手術切除腫瘤 。經切片檢驗斷定為剛進入第二期的乳頭狀
膀胱癌。因丁大夫身體健壯，除行醫外照樣做一些諸如油漆、粉刷牆壁的家事。

心內膜炎及第二次膀胱癌

這樣過了毫無病痛的五年日子。一直到他66歲時得了心內膜炎，乃二尖瓣膜受到病菌感染，此病不易檢查出來，初期感覺不出有何異狀，等到嚴重時膜瓣已為病菌侵蝕
破壞，非得心臟開刀換膜瓣不可。許多病人等不到換膜瓣就先走了，丁大夫很幸運心臟開刀換了一付金屬製的人工膜瓣，金屬膜瓣的好處是使用期長，達30年左右無需
更換，比替代的豬膜瓣耐久，但必須一輩子服用防血栓的藥物（anticoagulant)  ；丁大夫想別人能服30年，自己一定做得到，何況自己是中醫師可以使用一些活血抗瘀
的中藥取代一部分抗凝血藥物。於是丁大夫照單服藥。有一次多吃一點當歸雞，搞得小便尿血、大便流血，當然是當歸雞活血的緣故；從此丁大夫小心飲食。雖是如此
又出了狀況。有次他多吃了半個葡萄柚，又惹得到處內臓流血包括肺、盰、膀胱、大腸出血。膀胱、大腸出血從大小便還察覺出來。至於肝、肺或是其他內臟出血一時
察覺不出來。唯有作cat scan或作照癌鏡才診斷出是不是因癌癥引起的出血。丁大夫一步一步找專科醫師檢查，這次泌尿科醫師又找到一個早期癌腫瘤來。馬上做了刮
除手術不在話下。據丁大夫告之：「大概是自己使用一種殺黴菌的化學漆，油漆房間，那時心臟換膜瓣還沒有完全復原，免疫系統仍然衰弱，所以癌細胞又逞強了。」
這是丁大夫心裡的疑問，是或不是當然無捷徑證實。這一次他的泌尿科醫師使用BCG一種TB疫苗療法，將疫苗灌入膀胱，設法消滅癌細胞，前後作了6次一個療程。丁大
夫如此又過了平安健康的日子達七年之久。2015年丁大夫作大腸鏡檢查發現肛門癌，經切除化驗證實確是早期癌瘤。可謂大幸。

家族癌癥史

這時丁大夫才跟我仔細談一下他的家族癌癥病史，丁的父親得鼻咽癌過世，母親得黑痣癌轉移為肝癌過世，他的表姐得肺癌在美國經各種治療無效去世，他的親姐姐大
他七歲，發現肺癌已是四期，轉移至骨、腦、淋巴腺，雖經標靶治療又經真菌和傳統中醫療法多活了四年，算是比一般活不過半年的晚期肺癌病患活得久的。很不幸他
姐姐的女兒年約五十出頭，是個勤奮有為的護士，一次排便不適，經檢驗出為結腸癌且轉移至附近淋巴系統。她馬上尋求開刀割除癌瘤及清除一切可疑的淋巴組織，並
作化療，一度曙光漸現。不意癌癥復發，一發不可收拾，她求生欲雖強仍然逃不過癌的追殺，早她的母親一年先走了。從發現癌癥到過世，雖經加州第一流的醫療也僅
活了兩年。
就在丁大夫的姐姐得癌癥的那四年期間，他的一個姪子年不到六十歲，一向身體健康，突然得了腰痛，不知何故？經醫師檢驗找不出原因，再度深入檢查，疑似結腸癌
作祟，正忙著追查過程，又發現有肝癌跡象，還正在擬定治療方針的時候，已來不及救治死亡。這病案也是發生在美國加州。
2015年的某日丁大夫來訪，很嚴肅的對我說：「我的家族有癌癥基因，看來我自己早晚又會得癌，聽說你發明了一種中藥配方，可以將人體酸性體質改變為微鹼性，總
有一天我會用得著。」我回說：「沒問題，老朋友要用我發明的藥，是我的榮幸，當全力以赴提供。」

第三次膀胱癌

言猶在耳，2016年中，距上次丁大夫膀胱癌開刀約8年，他又尿血，淡紅色尿液，可見出血情況不嚴重。經泌尿科醫生作膀胱鏡檢查，居然膀胱清潔溜溜。醫生為了慎
重起見，又作了 Cat Scan 及攝護腺切片檢查，一切正常，無泌尿系統癌的跡象。泌尿科醫生雲，該作的都作了，吩咐他照常過日子，別放在心上，可能係Warfarin 造成
微量出血。
丁大夫覺得有理，於是減少 Warfarin 劑量一半，但仍未改善流血的情況。如此這般流血時重時輕，直到2017年感恩節又大出血了。再作膀胱鏡檢查，膀胱內血塊很多，
看不出所以然來。醫生於是決定先作 Cautilization 燒灼手術止血，再觀察研究。
就在2018年1月初作燒灼手術時，發現癌瘤，一併將癌切除，經化驗檢查仍屬初期。過了快2個月，似乎都復原了，醫生決定再作 BCG Treatment治療，期將癌細胞以生
物療法消滅。丁大夫欣然同意 ，預定每週一次，共六次。未料作完第二次治療，丁大夫週身不適，似感染發燒，經泌尿科醫生斷定，不再繼續，改為追蹤觀察。

不到四個月第四次膀胱癌

丁大夫停了 BCG 治療後沒多久，尿又見血跡。丁大夫心裡有預感，決心換一個離家較近的老泌尿科醫師，如此診療方便，如要動手術開刀也便捷些。
經老醫生初步用膀胱鏡檢查，便找到一個癌瘤，馬上安排開刀，沒想到在開刀過程中，一共切除了三個癌瘤，除壼底的一個稍大外，其他兩個都小於3公厘，且屬癌初
期。病理檢驗報告認為壼底那個癌，屬於侵蝕的惡性癌，應該再作切片化驗。老醫師便一併修刮膀胱底及腫大的攝護腺，且取3、4個組織送病理檢驗；其結果為：未形
成侵蝕及轉移。如此保住了膀胱，免受換人工膀胱之苦；皆大歡喜。不過按老醫師的經驗，短短三個月就又長出三個腫瘤，不是好現象，復發機會很大，必須每三個月
追蹤檢查。

【泉深報導/來源網絡媒體】韓國瑜獲國民黨全代會正式提名後，當地時間9月8 日舉行首場造勢晚會，大會估計共
有35萬人共襄盛舉，也是其政治能量的最新展現。

韓國瑜今天下午將舉辦新北市首場造勢活動，中午先行至國民黨新北市黨部，與各區立委提名人合拍競選照，並與
國民黨市議員、各區競選總部主委等組織舉行便當會。韓國瑜表示，還是呼籲國民黨要團結，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放
棄。

韓國瑜下午至板橋慈惠宮參拜，現場廟裡廟外都是韓國瑜的
支持者，高喊“總統”、“韓國瑜凍蒜”，韓國瑜在致詞時表示
，能回到家鄉參拜很開心，希望媽祖保佑所有鄉親父老。

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今天晚上將在新北市三重區舉辦
“2020新北出發”萬人大造勢，距離韓國瑜上台致詞還有3小時
，但支持群眾已將現場擠爆，揮舞國旗，高喊“韓國瑜凍蒜”。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今天回防故鄉新北市，走訪新北市
的5個公廟，包含鴻海創辦人郭台銘的“起家廟”板橋慈惠宮，
而晚上在新北市三重區的幸福水漾公園舉辦“2020新北出發”萬
人大造勢。國民黨輔選人士指出，在這個時機點辦造勢，就是要
用人潮破除“換瑜”傳言。

根據中央社報導，晚會現場在下午2時開放民眾入場後，便
湧入大量的支持群眾，包含周邊的道路，都有穿著國旗圖騰的衣
服或是手拿國旗的韓粉扶老攜幼，形成好幾列紅藍色的人龍，慢
慢的往會場中移動，而在會場周遭，也充斥著販賣各式韓國瑜紀
念品的攤商，吸引韓粉購買。

根據韓國瑜陣營提供的晚會流程，韓國
瑜擬在晚上7時50分才會上台致詞，但在下
午4時許，熱情的支持者就已經把舞台正前
方的廣場擠得水洩不通、寸步難行，韓粉在
主持人、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王鴻薇、戴錫欽
的帶領下，揮舞手中的國旗，高喊“韓國瑜
凍蒜”、“下架蔡政府”等口號。

這次新北造勢活動，不僅國民黨新北市
黨部下達命令，要求各區黨部、黨籍議員、
黨籍立委參選人動員8萬7000人之外，也有
不少鄰近縣市的韓粉包遊覽車來到現場聲援
；主辦單位估計目前現場人數破35萬人。

韓國瑜三重造勢 空拍影片讓韓黑全嚇傻
閉嘴！ （圖／李俊毅）

韓國瑜新北造勢 大會估計共35萬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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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旅遊權威【全旅】帶您揭開北非神秘面
紗

彩色北非摩洛哥奇幻9天!!
$1048/人起

摩洛哥的旅遊中心，最知名的世界遺產，

從這裡開始奇幻之旅。放眼望去全是紅色建築
物，穿著形形色色的人們，向您邀請一起合影
，夜夜上演著【一千零一夜】的童話故事。

摩洛哥旅遊Tips:
1.當地菜單路牌全部都是阿拉伯語和法語

，英語只是第三語言。

2.鑒於穆斯林
的主要地位，文化
保守，女性建議穿
長衫，盡量不要露
肩、露腿。

3.攜帶4000歐元以上現金出入境需出生
入境時的申報單或當地銀行開具的相關證明。
否則，海關可能予以查扣或進行相應處理。

4. 摩洛哥人很熱情，也愛搭訕，註意保管
好自身財物。

休斯頓旅遊權威休斯頓旅遊權威【【全旅全旅】】帶您揭開北非神秘面紗帶您揭開北非神秘面紗
彩色北非摩洛哥奇幻彩色北非摩洛哥奇幻99天天!!!!

2019年 10月 6日，享譽全球的
“鋼琴王子”理查德•克萊德曼將震
撼奏響Arena Theatre，由此拉開他休
斯頓首演的帷幕。

克萊德曼出生於法國巴黎，5歲
時開始習琴，6歲時指法已非常純熟
流暢，被譽為天才，隨即進入巴黎國
立音樂戲劇學院學習。出道伊始，他
便以一曲《給愛德琳的詩》風靡全球
，該單曲當時在 38 個國家創造了
2200萬張的銷售奇跡。

除了在幾十年間創下了唱片總銷
量過億的奇跡之外，克萊德曼擁有的
紀錄不勝枚舉：他是吉尼斯世界紀錄
公認的全球最受歡迎鋼琴家，擁有鋼
琴界世界巡回演出的裏程紀錄——足
跡遍布80多個國家及地區，共計演出
2600多場，飛行裏程超300萬公裏，
相當於繞地球70多圈，僅音樂會現場
觀眾就超過700萬人次，在舞臺上接

受鮮花50000多束。其中，克萊德曼
27次到訪中國，與中國聽眾結下了不
解之緣。他是目前世界上改編並演奏
中國音樂作品最多的藝術家，僅中國
內地，克萊德曼奏響過七十多個城市
，演出場次超四百場，幾乎場場爆滿
。他改編、演奏並出版的中國樂曲包
括《紅太陽》、《一條大河》、《梁
祝》、《山歌好比春江水》，以及
《花心》、《愛如潮水》等流行音樂
。

在過去的三年間，克萊德曼北美
巡演的足跡已經走過了紐約、洛杉磯
、多倫多、溫哥華等十余城市，場場
爆滿、座無虛席。克萊德曼也會在演
奏的間隙與觀眾進行各種親密的互動
，有觀眾獲得了原版琴譜，也有觀眾
獲得了親筆簽名。面對熱情的觀眾，
受感染的克萊德曼先生還曾開玩笑要
將自己的琴凳送給粉絲。

10月6日，讓我們在Arena The-
atre共同期待理查德•克萊德曼的到
來！與那個帶你走進《夢中婚禮》，
在《秋日私語》裏奏響了你記憶中的
《至愛麗絲》，在他深藍色《星空》
裏，在他玫瑰色的《瑰麗人生》中，
奏響了無數人人心底《愛與希望詩篇
》的鋼琴王子共同譜寫新的浪漫篇章
~

演出信息

時間：2019年10月6日 19:30
地點：Arena Theatre
地址：7326 Southwest Fwy, Hous-
ton

購票信息
1. 網絡購票：Ticketmaster.com搜索
Richard Clayderman
2. 電話購票：800-745-3000
2. Arena Theatre售票中心：周一至

五10am-6pm
地 址 ： 7326 Southwest Fwy,

Houston 電話：713-772-5900
4. 掃描二維碼直接跳轉購票網頁：

主 辦 ： 華 唱 兄 弟 咨 詢 電 話 ：
604-401-0695
協 辦 ： 飛 龍 傳 媒 咨 詢 電 話 ：
832-803-9018

理查德理查德••克萊德曼克萊德曼————1010月月66日首次奏響休斯頓日首次奏響休斯頓！！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主辦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主辦108108年雙十國慶年雙十國慶 「「流光溢彩流光溢彩」」
攝影展開幕剪綵典禮在僑教中心展覽室圓滿成功舉行攝影展開幕剪綵典禮在僑教中心展覽室圓滿成功舉行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公關翁定台博士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公關翁定台博士
（（左左））在其作品前與在其作品前與108108年雙十國慶年雙十國慶
籌備會主任委員黃春蘭籌備會主任委員黃春蘭（（右右））合影合影。。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會長關本俊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會長關本俊（（左左
））在其作品前與在其作品前與108108年雙十國慶籌備年雙十國慶籌備

會主任委員黃春蘭會主任委員黃春蘭（（右右））合影合影。。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會長關本俊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會長關本俊（（左左
一一）、）、公關翁定台博士公關翁定台博士（（右二右二））與僑與僑
教中心主任陳奕芳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左二左二），），108108年年
雙十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黃春蘭雙十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黃春蘭（（右右
三三）、）、副主任委員黃初平副主任委員黃初平（（右一右一））合合

影影。。

開幕典禮中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會長關本俊開幕典禮中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會長關本俊（（左五左五）、）、108108年雙十國年雙十國
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黃春蘭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黃春蘭（（右五右五），），及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右四右四））

等嘉賓出席等嘉賓出席99月月77日的剪綵儀式日的剪綵儀式。。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致詞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致詞，，看完這些看完這些
精彩作品精彩作品，，遍及世界各地遍及世界各地，，在慶祝中在慶祝中
華民國國慶的同時立足台灣華民國國慶的同時立足台灣，，將鏡頭將鏡頭
之下捕捉美好之下捕捉美好、、展現世界舞台展現世界舞台，，僑界僑界
人士有福可以看到這些國際級比賽作人士有福可以看到這些國際級比賽作

品品。。

關本俊會長致詞關本俊會長致詞，，休士頓華人攝影學休士頓華人攝影學
會有會有2929年歷史年歷史，，當天展出作品有來自當天展出作品有來自
3030多位會員多位會員，，共共128128幅作品幅作品，，都曾在都曾在
國際攝影比賽中榮獲大獎國際攝影比賽中榮獲大獎。。感謝多年感謝多年
來來，，台北經文處和僑教中心對攝影學台北經文處和僑教中心對攝影學
會的支持會的支持，，讓每一次的作品展出都圓讓每一次的作品展出都圓

滿成功滿成功。。

108108年雙十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黃春年雙十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黃春
蘭蘭（（左一左一），），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
（（左二左二）、）、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會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會
長關本俊長關本俊（（右一右一））合切喜慶蛋糕合切喜慶蛋糕，，

典禮圓滿成功典禮圓滿成功。。

所有得獎作品作者和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所有得獎作品作者和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前右八前右八））及休士頓華人攝及休士頓華人攝
影學會會長關本俊影學會會長關本俊（（前右九前右九），），108108年雙十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黃春年雙十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黃春
蘭蘭（（前右十一前右十一）、）、副主任委員黃初平副主任委員黃初平（（二左二二左二））及嘉賓合影及嘉賓合影。。

主持人馮淑璽及其作品主持人馮淑璽及其作品。。

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黃春蘭致詞感謝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黃春蘭致詞感謝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多年來對雙十國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多年來對雙十國
慶活動支持慶活動支持，，今年再次以最精彩的的今年再次以最精彩的的
作品展現作品展現，，同時祝賀展覽圓滿成功同時祝賀展覽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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