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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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251L CHP-590LP-08L AP-1516Da AP-1511FHE BA-13 BB-14BUS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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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位留學生在展示制作的月餅。中秋節前夕，杭州師範大學的留學生們在杭州學習制作月餅，感受中國傳統文化。

當地時間2019年9月11日，巴西朗多尼亞洲，亞馬孫熱帶雨林大火持續。據巴西國

家空間研究所，已在亞馬孫雨林地區勘測到72843處著火點，這也是自2010年以來

，亞馬孫雨林地區起火最多的壹年。目前亞馬孫雨林大火仍在燃燒，無明顯緩解，

新火情仍不斷出現！巴西政府已加大救火隊伍力量，並接受部分國際援助用於滅火

行動。

兩只象舉行了盛大的中式婚禮，新郎“悟悟”今年16歲，來自老撾，新娘“茜茜”今年13歲，來自無錫。由於這場婚

禮的新娘、新郎是兩只大象，這場婚禮也被戲稱為錫城最“大”的婚禮。為茜茜找對象並不是壹件容易的事情。據無錫動

物園工作人員介紹，整個過程歷時幾年，終於在今年5月9日為小象茜茜覓得“如意象君”，“當時，來自老撾的壹頭成年

公亞洲象，與其壹起來的還有‘紅娘’，壹只成年母亞洲象，兩頭來自異國他鄉的亞洲象入住無錫動物園，很快與茜茜擦

出了愛的火花”。工作人員介紹，幾個月下來，兩位“新人”大象的相處大有進展，感情逐漸升溫，有時候還會躲著飼養

員爸爸偷偷“約會”。這不，無錫動物園的“象爸爸”陳師傅特地為他們策劃了壹場盛大而有趣的中式婚禮，通過前期的

征名，公象哥哈姆（老撾語）終於有了自己的中文名“悟悟”，與“茜茜”共同組成了“無錫”的諧音。

攝影師Chris Bray前往美國阿拉斯加州遊覽，準備拍攝壹些冰川的風景照。沒想到

，就在拍攝期間，周圍突然發出巨響，他看到眼前的巨大冰川瞬間脫落瓦解，畫面

著實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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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

經濟形勢，中國著力做好包括穩外貿

、穩外資在內的“六穩”工作，推動

外貿穩中提質。外貿，被稱作拉動經

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之壹，事實上

，近年來，中國的外貿產品無論是產

品結構、出口區域都在發生著巨大變

化。

全球第二大智能割草機制造商 歐洲銷

售額增長超13%

寶時得是壹家以出口為主的企業

，其中在美國的銷售份額占到了公司

的半壁江山。從1999年開始，寶時得

割草機就進入了國際市場，並迅速占

領各大工具類、花園類零售渠道，近

三年在德國市場的平均增速更是超過

100%，已成為全球第二大智能割草機

制造商。

寶時得割草機自2018年以來，對

美出口受到了壹定影響。不過銷售經

理劉菘說，早在幾年前，公司就進行

了調整，不把雞蛋放在壹個籃子裏。

在銷售渠道上，除了北美之外，陸續

擴大了在歐洲、亞洲和中東地區的市

場。

寶時得科技(中國)有限公司高級銷

售經理 劉菘：通過我們上半年的數據

統計。我們上半年的在美國的銷售額

略有下降，大概下降了1.6%左右。但

是從我們公司的整體銷售額看來，我

們不降反升。我們的全年預計銷售額

會增長13%-15%。

記者進行采訪的時候，正趕上他

們在測試壹款明年出口到德國的割草

機。這款割草機擁有“避障系統”，

要求能識別並避開高度在 1.2 厘米以

上低矮的障礙物，而割草機在推向市

場之前都要經過上千次的測試。

每年冬季是割草機在海外市場的

銷售旺季，因此從8月份開始，銷售

部門就進入“備戰期”。年初時劉菘

也曾經擔心過銷售問題，但沒想到，

今年蜂擁而至的訂單不僅沒有因為貿

易戰減少，反而比往年增長了不少。

他們預計全歐洲的增長會超過30%。

國際市場銷量增加，原材料采購

自然得跟上。張春陽是寶時得的采購

主管，每天都往返於各個供應商之間

。今天他要去壹個供應商那裏修改割

草機內部控制面板上的壹根排線，這

個控制面板是智能割草機的核心部件

之壹。雖然是輕微的改動，這要是拿

到國外去修改至少也要等上壹個月的

時間，在他看來國內供應鏈體系的完

整和快捷是國外市場所達不到的。

經過商討，新的排線設計壹天就

可以從圖紙變成實物，而這樣的設計

改動對於供應商孫愛軍來說幾乎是家

常便飯。

蘇州供應商總經理 孫愛軍：我也

是供應鏈的其中壹個環節，如果我要

快速服務我的客戶，那麽我的供應商

也要能快速地來響應我。目前來說，

我們國內的供應鏈還是很強大。

孫愛軍說，在自家的工廠剛創辦

的時候，大部分的大企業更青睞用進

口的零部件，他家的產品總是無人問

津，更不會有人主動上門來找他進行

合作。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公司的

零部件越做越好，也迎來了像寶時得

這樣的大客戶。

寶時得科技(中國)有限公司采購主

管 張春陽：以前進口材料我們可能要

三個月的平均周期，現在國產化產品

最長時間3-4周，最短大概壹周就能搞

定。

目前，公司生產的割草機90%的

零部件已經實現國產化。寶時得副總

裁楊文基告訴記者，目前雖然美國市

場的份額不斷下降，但公司在全球市

場份額在不斷提升，目前，已經打開

的歐洲市場和中國龐大的潛在市場以

及未開拓的其它國家都將很好的彌補

美國市場的空缺，也將會帶來更大的

收益。

寶時得科技(中國)有限公司副總

裁 楊文基：如果從三到五年的時間來

看的話，美國市場從60%下降到40%，

歐洲市場是從原來20%增長到30%，中

國市場從5%增長到15%，美國市場跌

下來的份額，全部轉移到歐洲市場和

中國市場。下壹步我們再把俄羅斯市

場、印度市場、南美市場這些市場開

拓起來，我相信公司的業務還會持續

增長。

兩個月前，好孩子集團壹個新的

項目啟動，並確定從壹家國外供應商

購買部分零件。但後來發現這家供應

商的產品並不能滿足公司的標準要求

，不得已只能中途解約，現在正忙著

找國內的供應商。

好孩子集團高級副總裁供應鏈

CEO采購部經理 郭兆堯：我們整個全

球布點，可以按照三個區域來分析，

第壹個是中國的，第二個是歐洲、北

非和中東，第三個是美洲。從2009年

到2014這個時間，我們的國產化率從

61%壹直慢慢提高到了80%左右，經過

五年多的努力，現在到了85%左右，

我們希望2020年能夠到88%，2021年

應該要直接過90%了。

郭兆堯從事采購行業近20年，見

證了公司經歷的風風雨雨。兒童車上

的塑料件都需要通過塑料粒子來加工

制作。最初公司只能完全靠進口的塑

料粒子來滿足日常塑料件的加工，因

為國內根本沒有符合標準的塑料粒子

，而現在國內的塑料粒子種類越來越

多，早已替代了進口塑料粒子。

好孩子集團高級副總裁供應鏈

CEO采購部經理 郭兆堯：本地化的產

料現在應該是有86種左右，總共進口

的應該還有5-6種。

每個月，好孩子集團都會舉行產

品例會。10個研發部門，每個部門都

會在例會上推出壹款新產品。壹部分

是在原有產品上改進，另壹部分則是

完全的創新產品。這些產品分別由10

個部門主管進行公開打分，平均分超

過7分的產品就可以進行下壹步的設

計，反之則淘汰。合格的產品再由國

外的設計團隊挑選出符合當地市場需

求的產品並進行外觀設計。國際上的

貿易風波難以預測，給公司確實帶來

了很大的不確定性，但集團董事長宋

鄭還覺得，這未必壹定是壞事。正是

在這樣不可預測的壓力中，公司壹方

面培養了壹批實力雄厚的研發和設計

團隊，另壹方面則是與中國供應鏈的

深度整合。在陸續收購了海外品牌後

，集團在復雜的國際背景下得以逆流

而上。

好孩子集團董事長 宋鄭還：以前

的我們總講，要跟國際接軌，我們看

到跟國際的壹些企業的差距，但是這

個差距在迅速縮小。跟國際接軌，這

已經不是我們的方向了，我們是要到

引領的位置，在創新，在標準，在商

務模式各個方面都要引領。

在復雜的國際形勢面前，好孩子

集團也將自己的銷售重心從美國市場

不斷地轉向歐洲市場，歐洲潛在的龐

大市場正等待著他們去拓展，比較

2018年和2019年的銷售額數據對比變

化，漲幅最快的是歐洲市場增長了

27.2%，其次是中國市場增長了6.3%，

最後是美國市場增長5.1%。

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的環境

，在國際經濟貿易增長放緩的背景下

，我國貿易出口壹直表現出很強的韌

性，海關總署統計顯示，今年前8個

月，中國外貿出口總值10.95萬億元，

同比增長6.1%；這種韌性來自於國家

壹系列穩定外貿政策的舉措；來自於

國內企業不斷提高的科研創新能力，

來自於國內強大完善的產業配套能力

。在這些利好因素的助推下，中國外

貿必將行穩致遠，成為中國經濟高質

量發展重要的推動力量。

這些中國企業在歐洲銷售額噌噌
漲，怎麽做到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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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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2018 -9/2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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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7 18 19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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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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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夫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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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9/13/2019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1~5集

王者歸來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 (重播)五味草堂

中華情 城市一對一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今日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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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民歌大會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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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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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3~7集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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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帳單 (重播)

味道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中國遠征軍 (重播)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1~5集 (重播)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3~7集

今日關注 (重播)

開門大吉

電影藏密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檔案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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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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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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Tuesday, September 1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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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晚会上，头发花白但步伐矫健的巴基斯坦影坛老将“雷利

”走上舞台。

主持人开口问道：“您还经常去看医生？”

“是的，常去看。”

“为什么？”

“因为病人必须常去看医生，医生才能活下去！”

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笑。

主持人接着问：“您常请教医院的药师有关药物的服用方法吗？

”

“是的，因为药师也得赚钱活下去！”

台下又是一阵掌声……

“您常吃药吗？”

“不，我常把药扔掉。因为我也要活下去！”

台下哄堂大笑声、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全场暴棚！

老人乐观的心态和机智的言辞让所有人都为之喝彩。

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好不好，往往就是心态问题。

正如作家白落梅所说：“人生一局棋，关于输赢，我们总是无能

为力。若用平和的心态，看凡间一切，简单明了。若用复杂的心态，

看万丈红尘，则为世相所迷。”

保持一个好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地鸡毛，将来才会过得更舒心

洒脱，日子才会越过越好。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调查，美国研究人员对700名百岁老人进行了3

年跟踪研究，结果发现长寿的人共性只有一个——心态！

调研报告中写道，长寿的人，遗传基因占15％、社会因素占10％

、医疗条件改善占8％、气候条件占7％，其余60％则取决于自己。

西方有一句谚语，叫“不烦恼，不生气，不用血压计”。

所以说，做人要开心一点，潇洒一点，心胸宽一点。

再好的药不如合理膳食，再好的膳食也不如拥有好心态。

如何保持良好的心态，这副“心疗”处方，请收好！

1 笑是营养素

笑能降血压，笑还能释放压力，减轻沮丧感；笑可以刺激人体分

泌多巴胺，使人产生欣快感。我们应该与有幽默感的人接触，多看喜

剧、漫画，多听相声。

2 “话疗”是特效药

美国白宫的保健医生曾给布什开过一个健康秘方：话疗，每星期

至少与家人交流15个小时以上；夫妻之间每天至少交流两个小时，包

括共进晚餐或是午餐。多沟通，多交流，话疗也能成就好心态。

3 朋友是“不老丹”

研究人员发现，朋友圈广的人平均延寿7年。所以，不要总憋在家

里，要努力扩大生活圈子，多和朋友聚聚，多拓展我们的社交圈。

4 宽容是调节阀

人在社会交往中，吃亏、被误解、受委屈的事总不可避免。面对

这些，最明智的选择是学会宽容。一个不会宽容，只知苛求别人的人

，很容易进入健康的恶性循环，而学会宽容就等于给自己的心理安上

了调节阀。

5 淡泊是免疫剂

做到小事糊涂，大事清楚。整天计较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心会很

累。遇事不妨潇洒、大度一点，保持愉悦的心情和内心满足感。

一位哲人说过：“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遭遇，却可以控制自己的心

态；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却可以改变自己。

一辈子很长，要学会自我调整，也要学会释放压力，要学会拿得

起放得下，也要学会在不容易的日子里找乐子。

心态好的人，一辈子都好。

一个的幽默故事，却道出了人生的秘密

一个农村的男孩，从小跟父亲在田

间干活。有天在田头休息的时候，他

望着远处连绵不断的群山遐想。父亲

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说：“我想将

来不种田，也不上班，坐在家里，就

有人把大笔的钱汇来。”父亲自然不

信，让他别做白日梦了。然而出乎父

亲的意料，这个男孩为了圆梦，努力

学习，大学毕业后，因为写得一手好

文章，很快成名，稿费汇款单真的像

雪片般飞来。

在英国，也有一个关于梦想成真

的故事。有一个退休教师，名叫布罗

迪，他在整理家中的阁楼时，发现了

一叠发黄的旧练习册，他们是皮特幼

儿园 B2 班 31 位孩子的教学作文。这

些作文竟然在布满尘埃的阁楼上躺了

50 年。

作文的题目是《未来我是——》，31

个孩子有31个梦想：有想当驯狗师的，有

想当领航员的，有想当教师的，有想当王

妃的……

布罗迪突然萌发了一个想法：把这些

本子重新发到同学们的手中，让他们看看

现在的“我”是否实现了50年前的梦想。

他在报刊上刊登了一则启事。不久，一封

封回信带着问候，也带着对自己童年梦想

的好奇，纷纷来到布罗迪的手中，他们中

有功成名就的学者、企业家、官员，更多

的是平凡的普通人。

一年过去了，布罗迪手中只剩下盲童

戴维的作文本。他写在作文本中的梦想是

想当一名内阁大臣。他认为，在英国的历

史上还没有盲人进入内阁的先例，他要创

造历史。

正当布罗迪猜测着各种可能的时候，

他收到了来自英国内阁大臣的来信，信中

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也分外感动：我就是

戴维，感谢你还为我保存着儿时的梦想。

不过我已经不需要那个本子了，因为从那

时起，我的梦想就一直在我的脑子里，从

未放弃过。50年过去了，我已经实现了那

个梦想。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林清玄，他

曾连续十年被评为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

而英国内阁大臣戴维也确有其人，是前首

相布莱尔的内阁成员之一。那些看似天马

行空的梦想，正是因为人们的坚持而得以

实现。而他们的经历又被写成了故事，激

励着更多人去拥有并实现自己的梦想。那

今天的你，是否仍在追梦的路上？

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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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籃聯籃球世界杯全球大使科比-布萊恩特蒞臨北京。并現場觀戰半決賽

小威舉辦時裝秀攜女兒亮相T臺

2020年欧洲杯预选赛B组迎来一场焦点战，卫冕冠军葡萄牙客场挑战立陶宛。上半时，菲利克斯造点，C罗点射命中为葡萄牙首开纪

录，随后安德柳斯科维丘斯利用角球机会头球破门为主队扳平比分；下半时，C罗连入3球上演大四喜，卡瓦略终场伤停补时阶段破

门为葡萄牙再下一城。全场比赛结束，葡萄牙5-1横扫立陶宛，两连胜过后继续排名小组第二。

2019年斯諾克上海大師賽繼續進行，奧沙利文迎來本賽季個人首秀，第

二輪對陣中國業余大師賽冠軍張翼。比賽完全壹邊倒的態勢，奧沙利文

打出兩桿破百，攻下單桿136分和132分，外加四桿50+，連贏六局總比

分6-0橫掃獲勝，輕松晉級八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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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3月，春光爛漫的時節，王朝旅遊將會帶
大家前往韓國和日本，來一趟浪漫超值的賞櫻
之旅，11天的賞櫻團只要$698起，還買一送一
！快叫上親朋好友，和我們一起去看櫻花，留

一段記憶，寫成詩，凝成畫。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櫻花聞名天下，但其實韓國
的櫻花也是不遑多讓，來看看我們在韓國的部

分行程吧：

【南怡島】因為韓劇《冬季戀歌》的拍攝地而
聲名大噪，每年都吸引上萬名的遊客前來，島
上筆直排列的杉木林和銀杏樹更是代表物。經
典的冬季戀歌雕像，男女主角深情款款對視的
場景，適合拍照打卡。我們於3月底前往，可

以在島上看到櫻花。

【雪嶽山】位於江原道東草的西南方，是太白
山脈的最高峰。在韓國，雪嶽山被公認為是最
著名的自然景觀。雪嶽山國家公園有海拔超過
1500米的峻峭山峰，奇石怪松以及各種樹種的
森林，大型的瀑布和在狹長山谷中奔騰的溪流

，還有神秘的古廟和純淨的空氣。

【Aqua World溫泉水世界】位於大明渡假村裡
，面積廣闊，結合了水療、玩樂、溫泉等多樣
化設施，洋溢著南洋風情的涼亭造景、強力
Spa噴柱、紅外線烤箱等一應俱全，喜愛泡溫
泉的朋友不可錯過！各種主題湯的溫泉池，可

全身發汗的蒸汽浴室等，值得全部體驗。

【景福宮】是位於首爾的朝鮮王朝王宮，具有
500多年歷史，得名於《詩經》中詩句“君子
萬年，介爾景福”。景福宮是首爾規模最大最
古老的宮殿之一，經常成為韓國歷史劇的拍攝
場地，何不穿上韓服，來此感受一下古王朝氣

勢磅礴的歷史美景？

【韓國民俗村】是充滿朝鮮半島古代氣息的露
天博物館，可以參觀、體驗到古朝鮮的生活形
態和傳統文化。民俗村內有270棟獨具地域特
色的傳統房屋，每天都有各種各樣的傳統民俗
表演，在此漫步仿佛穿越到了朝鮮時代，讓人

感覺奇妙無比。

我們在韓國還安排了各種特色美食，比如人參
雞，韓式海鮮火鍋，炭火烤肉，石鍋拌飯等等
；觀看充滿韓國文化特色的世界知名表演—亂
打秀。11天的賞櫻之旅，價錢更優惠，品質不

打折，體驗更美好！（圖片源自網絡）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更新
官方網站：https://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客服：aat713
地址：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A14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20202020年年33//2424 -- 44//33
韓國日本韓國日本1111天浪漫賞櫻之旅天浪漫賞櫻之旅———韓國篇—韓國篇

儒生任職的美國校區，今個學期
提前於8 月上旬辦公，而云云學子，
也於8 月12號開課。休斯頓市著名
書畫大師趙青坪先生，字畫雙絕，我
尊稱他為一代宗師，平日大家時通電
話， 在暢談中美局勢，世界大事之
餘，也言及下次聚會時，應往何處停
車午餐。趙老師曾提及休市唐人街黃
金商塲內的 「煲來飽去」 的一家新食
肆，值得我們去一試，因為它的獨特
的煲仔菜式，己引起坊間流傳。我對
趙老師坦言，自己曾跟內子家人，嚐
試了它的煲仔飯，的確有幾度斑斧。
趙老師聽了，不禁食指大動，嚷著要

盡早光顧，但因剛剛開展新學期課程
，校務排得緊迫，即使到了週末，本
人亦要在家中加班為港澳多家報社，
撰寫美國華人對香港近月的反修例示
威爆發衝突的社會大新聞的反應，故
而未能即應趙老師之約。

幸好踏入9 月，香港局勢有所緩
和，我的文債暫時鬆懈。想到近期有
欠趙老師一番好意，馬上親往趙宅，
載走先生，到黃金商塲內的 「煲來飽
去」 ，享受它的獨特的煲仔菜式。

初上新店的趙老師，不愧是書畫
大師。他說這家飯店的招牌店名的四
個大字 「煲來飽去」 ，是取自中國古

代趙孟頫的手筆，字體剛勁有力，排
列得彈跳有致，正好配合它的炙手可
熱的煲仔飯菜的滋味。我說聞名不如
見面，立刻點菜，一嚐珍饈百味。

翻開黑底紅字的餐牌，招牌菜的
煲仔飯菜式，就有牛肉煲、雞煲、排
骨煲、田雞煲、义燒煲、鰻魚煲、臘
味煲等七大款，我們可以單試一款，
也可以雙拼並行，真的是花多眼亂，
趙老師看得三心兩意，把持不定。我
眼見及此，便對他表示： 「不如由
我操刀，先來一味雞翅作為小吃。然
後才試粵式臘味煲仔飯及瘋狂田雞煲
仔飯，你我師徒二人，共同分享，如

何？」 趙老師馬上點頭稱好。
古代文人才子，開餐多有美酒伴

飲。我們二人，以熱茶代替。茶過三
巡，兩大煲煲仔飯菜，被我倆羅通掃
北，點滴不留。店中女老闆Ivy 小姐
，笑臉上來問我： 「為食書生，對小
店今午出品，評論如何？」 我即時拿
起煲仔來回應： 「欲知食後如何說，
且看空煲便知情！」 趙老師亦不甘後
人，馬上說道： 「很快便見到我們再
次出現啦！」

((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中秋前夕去試中秋前夕去試 「「煲煲」」 楊楚楓楊楚楓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20192019古柏公寓古柏公寓 (Goldberg Towers)(Goldberg Towers)
中秋與生日晚會中秋與生日晚會

二胡獨奏二胡獨奏 郭尚謨郭尚謨《《女人花女人花》》集體舞集體舞 施麗娟施麗娟 高寶珍高寶珍 向金玉向金玉《《站著站著
等你三千年等你三千年》》

獨唱獨唱 謝合超謝合超《《一壺老酒一壺老酒》》四十二式太极劍四十二式太极劍 王應祥王應祥

詩歌合唱詩歌合唱 詩歌班詩歌班《《唯有耶穌唯有耶穌》《》《輕輕
輕聽輕聽》》指揮指揮：：朱榮湘朱榮湘

集體舞集體舞《《北江美北江美》》舞蹈組舞蹈組 大合唱大合唱 歌唱組歌唱組《《月之故鄉月之故鄉》《》《天邊天邊
》《》《瀟灑走一回瀟灑走一回》》指揮指揮：：周玖周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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