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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月30日起
国航休斯敦-北京航线
增至每周七班

休斯敦始发至中国及亚洲，
特惠折扣进行中，详情
请登录www.airchin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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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抱春天擁抱春天 》》大休斯頓地區大休斯頓地區20202020
春節聯歡晚會春節聯歡晚會（（下下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節目終了節目終了，，全體演出人員全體演出人員、、主持人登台謝幕主持人登台謝幕。。

「「國劇社國劇社」」 京劇聯唱京劇聯唱《《赤桑鎮赤桑鎮 》。》。

著名歌劇演唱家著名歌劇演唱家Dorceal DuckensDorceal Duckens （（右右 ））演演
唱歌劇唱歌劇《《 I Will Be Here Waiting For YouI Will Be Here Waiting For You 》》

。。旁為旁為 「「東方明珠東方明珠」」 的時裝秀的時裝秀。。

「「國劇社國劇社」」 京劇聯唱京劇聯唱《《天女散花天女散花 》。》。

由李舞鈴由李舞鈴，，韓麗玫韓麗玫、、孫聞孫聞、、虞曉梅演出小品虞曉梅演出小品
《《假話真情假話真情》。》。

聲樂藝術系聲樂藝術系，，京劇表演藝術家京劇表演藝術家
樊豫珍老師女聲獨唱樊豫珍老師女聲獨唱《《前門情前門情
思大碗茶思大碗茶// 對花槍京歌對花槍京歌 》。》。

李文一樂隊彈唱李文一樂隊彈唱《《故鄉故鄉
的雲的雲》。》。

「「紅扇舞蹈團紅扇舞蹈團」」 表演舞蹈表演舞蹈《《 You and MeYou and Me 》。》。 王宇王宇，，思楊音樂劇二重唱思楊音樂劇二重唱《《 Phantom ofPhantom of
the Operathe Opera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伴舞周潔曉慧舞蹈學校伴舞。。

「「少林寺文化中心少林寺文化中心」」 表演武表演武
術術《《少林雄風少林雄風 》。》。

（（本報訊本報訊 ））由休士頓宏武恊會舉辦由休士頓宏武恊會舉辦，，備受備受
四方矚目的年度武術大賽四方矚目的年度武術大賽，，世界之星中華武術世界之星中華武術
錦標賽錦標賽，，將在三月份隆重舉行將在三月份隆重舉行，，會長吳而立表會長吳而立表
示示，，每年都會吸引上千人參加比賽每年都會吸引上千人參加比賽，，今年的開今年的開
幕典禮將邀請休士頓市長及國會議員等多位嘉幕典禮將邀請休士頓市長及國會議員等多位嘉
賓參加賓參加，，因為現在每年的參賽者因為現在每年的參賽者，，涵蓋了各個涵蓋了各個
族裔族裔，，反應出休士頓國際都會的人口特質反應出休士頓國際都會的人口特質，，不不
僅本地的武術團體派出選手參加僅本地的武術團體派出選手參加，，附近城市達附近城市達
拉斯拉斯、、奧斯汀等等以及外地各州也會有好手前奧斯汀等等以及外地各州也會有好手前
來來，，每年有五十多所的武術學校團體共襄盛舉每年有五十多所的武術學校團體共襄盛舉
。。

羅茜莉副會長表示羅茜莉副會長表示，，目前開始接受報名目前開始接受報名，，
世界之星錦標賽網站世界之星錦標賽網站 www.kungfucompetition.www.kungfucompetition.
comcom 請大家上網了解有關詳情請大家上網了解有關詳情。。今年的比賽將今年的比賽將
於於 20202020 年年 33 月月 2727 日至日至 2929 日在休士頓日在休士頓 MarriottMarriott
Westchase HotelWestchase Hotel舉辦舉辦，，這項比賽集合防身這項比賽集合防身、、健身健身
、、養身和娛樂等多種功能融於一體養身和娛樂等多種功能融於一體。。三月廿七三月廿七
日接受已註冊參賽者報到日接受已註冊參賽者報到，，同時也接受現場報同時也接受現場報
名名。。

三月廿八日展開全天賽程三月廿八日展開全天賽程，，上午九點上午九點3030分分
錦標賽開幕典禮錦標賽開幕典禮，，全天比賽將分全天比賽將分99個賽場個賽場，，有超有超
過四百多個項目過四百多個項目，，包括外家包括外家、、內家內家，，傳統武術傳統武術
、、現代競技武術現代競技武術，，對打對打、、推手推手，，大會備有冠大會備有冠、、
亞亞、、季軍和優勝者獎牌季軍和優勝者獎牌，，總冠軍大型獎盃總冠軍大型獎盃，，為為
鼓勵年幼學員鼓勵年幼學員，，凡十二歲以下參賽小朋友均將凡十二歲以下參賽小朋友均將
榮獲前三名外之優勝獎牌榮獲前三名外之優勝獎牌；；錦標賽有不同的年錦標賽有不同的年
齡分組齡分組，，並依學習年限分為四個組別並依學習年限分為四個組別，，為習武為習武

一年以下一年以下，，一年以上兩年以下一年以上兩年以下，，兩年到四年兩年到四年，，
和四年以上和四年以上，，從初學者到高級者都可以一展身從初學者到高級者都可以一展身
手手。。

2929日星期日上午日星期日上午1010::3030AM-AM-1212::3030PMPM 將舉行將舉行
一場一場【【中華武術展中華武術展】，】，由外地由外地，，本地的老師及本地的老師及
表演隊表演不同門派武術表演隊表演不同門派武術，，並於大會時頒發此並於大會時頒發此
屆屆 「「武術總冠軍獎盃武術總冠軍獎盃」」及及 「「20202020年宏武傑出青年宏武傑出青
年獎學金年獎學金」」，，此活動須憑票入場觀賞此活動須憑票入場觀賞；；有關獎有關獎
學金申請詳情請查看網站學金申請詳情請查看網站www.wumartialarts.orgwww.wumartialarts.org

或諮詢電話聯絡或諮詢電話聯絡 ((713713))780780--40074007。。
此三天活動此三天活動，，除了武術錦標賽與各家武術除了武術錦標賽與各家武術

表演外表演外，， 宏武恊會會長吳而立邀請武學大師在宏武恊會會長吳而立邀請武學大師在
不同時段舉辦武術講習班不同時段舉辦武術講習班，，讓武術愛好者前往讓武術愛好者前往
學習學習，，包括星期五晚上八點至十點包括星期五晚上八點至十點，，星期六晚星期六晚
上八點至十點上八點至十點，，星期日上午八點至十點星期日上午八點至十點，，歡迎歡迎
大家踴躍參與詳情上網站大家踴躍參與詳情上網站www.kungfucompetiwww.kungfucompeti--
tion.comtion.com查詢查詢。。

休士頓宏武協會創立於休士頓宏武協會創立於19851985年年，，是美國聯是美國聯

邦國稅局邦國稅局501501(C)((C)(33))非營利免稅慈善機構非營利免稅慈善機構，，宗旨宗旨
為發揚中華傳統武術文化為發揚中華傳統武術文化，，藉由講座藉由講座、、武術研武術研
討會與國術觀摩討會與國術觀摩，，比賽比賽，，表演等等多元方式表演等等多元方式，，
提供各族裔習武之人交流切磋的互動平台提供各族裔習武之人交流切磋的互動平台，，每每
年頒發獎學金予優秀學習武術之青年子弟年頒發獎學金予優秀學習武術之青年子弟，，以以
玆鼓勵有恆心玆鼓勵有恆心、、有毅力有毅力、、文武均優之學子文武均優之學子；；藉藉
此幫助海外華洋子弟了解中華武術博大精深此幫助海外華洋子弟了解中華武術博大精深，，
以推廣中華文武道德傳統理念以推廣中華文武道德傳統理念。。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
宏武恊會三月在休隆重舉行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的主辦人 「宏武協會」負責人吳而
立（右一 ）羅茜莉（左一 ）與中，外合辦人在記者會上。（記者
秦鴻鈞攝 ）

出席 「宏武協會」主辦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記者會的本
地武術行家們在記者會上合影。（記者秦鴻鈞攝 ）

美南山東同鄉會週五召開2020第一次理事會—
（（本報訊本報訊 ））美南山東同美南山東同

鄉會鄉會20202020第一次理事會暨年第一次理事會暨年
會慶功會昨晚在豐府舉行會慶功會昨晚在豐府舉行。。
今年的小年是在同鄉會團結今年的小年是在同鄉會團結
熱鬧的氣氛中渡過的熱鬧的氣氛中渡過的。。感謝感謝
會長修宗明博士用自己的個會長修宗明博士用自己的個
人能力和凝聚力把同鄉會的人能力和凝聚力把同鄉會的
工作推向了更高的層次工作推向了更高的層次。。感感
謝同鄉會終身會長豐建偉醫謝同鄉會終身會長豐建偉醫
生多年來的付出生多年來的付出，，也感謝賢也感謝賢
內助李玉靜醫生對豐會長工內助李玉靜醫生對豐會長工
作的大力支持作的大力支持。。感謝同鄉會感謝同鄉會
的思想家馬欣榮譽會長對同的思想家馬欣榮譽會長對同
鄉會工作的指導鄉會工作的指導，，榮譽會長榮譽會長
李莉穎以及其他商會榮譽會李莉穎以及其他商會榮譽會

長對同鄉會的支持和貢獻長對同鄉會的支持和貢獻。。
感謝孫建義副會長和江嶽副感謝孫建義副會長和江嶽副
會長出海捕魚會長出海捕魚，，給大家的給大家的
20202020帶來了美味可口的大紅帶來了美味可口的大紅
魚魚，，紅紅火火過大年紅紅火火過大年。。感謝感謝
韓偉忠魯菜大師給大家準備韓偉忠魯菜大師給大家準備
的星級飯店水準的晚宴和友的星級飯店水準的晚宴和友
家飯店徐洪斌副會長給大家家飯店徐洪斌副會長給大家
準備的扒雞等涼菜準備的扒雞等涼菜。。希望明希望明
年同鄉會的工作更上一層樓年同鄉會的工作更上一層樓
，，更好的打造同鄉會暨商會更好的打造同鄉會暨商會
平臺平臺，，更好的為老鄉們服務更好的為老鄉們服務
。。祝大家鼠年大吉祝大家鼠年大吉，，身體健身體健
康康，，闔家歡樂闔家歡樂，，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美南山東同鄉會」2020年首次理事會，本周五晚在終身會
長豐建偉醫師（中立者）宅邸盛大舉行。（記者秦鴻鈞攝 ）

「美南山東同鄉會」本周五晚間舉行有史以來規模最盛大
的理事會。（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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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遨遊藍天，想要學飛? 陳納
德將軍航空學院幫助您達成心願! 以下就是個很好
的例子。

今年 2 月開始，21 歲的 Ken Heckler即將成為
ExpressJet 航空公司的一名飛行員。從 2018 年 3 月
加入陳納德將軍航空學院開始，Ken已經獲得了包
括儀表認證、商業飛行員執照、飛行教官執照
（單/多引擎）在內的多項飛行執照。從飛行學員
到飛行教官，Ken 已經積累了 1600 小時的飛行時
間。與此同時，今年5月Ken即將從安伯瑞德航空
大學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學歷、飛行證照和豐
富的飛行經驗，為這個熱愛飛行的年輕人輕鬆地
叩開了航空公司的大門。

熱愛飛行，一邊就讀一邊培訓
像Ken這樣的飛行員，正在成為陳納德將軍航

空學院學員的主力軍。他們熱愛飛行，大多數還
在就讀高中，或者剛高中畢業，一邊就讀學術課
程，一邊進行飛行培訓。待他們獲取飛行教官執
照後，一邊繼續完成學業，一邊擔任帶薪飛行教
官，積累飛行經驗。在很多同齡人還未本科畢業
的時候，這些學員就已經獲得了年薪中位數為$70,
000，每月平均工作14-16天，享有帶薪假期和全
面醫療福利的航空公司飛行員職位。

全球急需飛行人才
航空公司一般要求飛行員擁有商業飛行員執

照、本科學歷，以及1500小時的飛行經驗。波音

公司預告在未來的20年裡會需要558,000名新的航
空公司飛行員。面對市場上的強烈需求，陳納德
將軍航空學院與安伯瑞德航空大學合作，推出了
職業飛行員項目：高中畢業後只需三年，即可獲
得航空學士學位，以及航空公司飛行員資質。

為世界培養技術精湛的飛行員
陳納德將軍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中國培

訓了許多優秀的飛行員。今天，作為陳納德將軍
精神的傳承者，陳納德將軍航空學院將繼續為世
界培養技術精湛、富有社會責任感的飛行員。

陳納德將軍航空學院坐落於休斯頓北休斯頓
康羅機場，空域遼闊。陳納德將軍歡迎每一個懷
有飛行夢想的人前來體驗飛行，請通過電話
（877-423-8237）或電子郵件（info@caacxo.com
）進行預約。

陳 納 德 將 軍 航 空 學 院 (Chennault Aviation

Academy)， 電 話: 713-228-7933 ( 中 文)，
877-423-8237 ( 英 文)。 Email: info@caacxo.com。
網站: www.caacxo.com
地址: 10013 Military Dr., Conroe, TX 77303。

陳納德將軍航空學院陳納德將軍航空學院 高中畢業後只需三年高中畢業後只需三年
即可獲航空學士學位及航空公司飛行員職位即可獲航空學士學位及航空公司飛行員職位



BB66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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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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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國語, 英文, 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edicare

孫全｜骨外科執照醫師｜臨床醫學博士
成人骨病, 關節病, 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專科醫師

David Q. Sun, MD Adult Joint Diseases and Reconstruction

General Orthopedics

主治：各類骨關節疾及外傷
專科：成人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 

治療中心地址及時間：周一至周五
周二, 周五: Willowbrook Office: 13333 Dotson Road, Suite 180, Houston, Texas 77070

周三: Springwoods Village Office: 2255 East Mossy Oaks Road, Suite 440 Spring, Texas 77389
周二, 周四: Red Oak Office: 17270 Red Oak Drive, Suite 200, Houston, Texas 77090

KSF 
骨病專科
治療中心
建於1976

(281)440-6960
www.ksfortho.com 國語電話: 713-835-8357

廣告



BB77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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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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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美南人語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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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1 號
黃昏未至
，台灣大

選幾乎塵埃落定，民進黨的蔡英文總統以高票
連任，擊敗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

今次上陣，蔡英文以 「抗中保台」為選戰
主軸，背後又有美國撐腰，可以肯定說一句，
「大選之後，不可能對大陸 「軟化」，而統一

使命感日益增強的中國，勢必對台步步進逼，
包括加大軍事震懾，兩岸關係更加惡劣實是必
然的，甚至掀起驚濤駭浪。但也必須看到，蔡
英文在選戰當中，仍然守護 「中華民國」這個
神主牌，相信她也不會貿然在台獨道路上鋌而
走險，引爆兩岸軍事衝突。

去年之初，民意如流水！台灣的藍綠陣營
，大概各佔三成，其餘四成是中間選民，他們
在 「經濟民生」與 「主權安全」之間搖擺，隨
著政治形勢的發展，投票意向出現反覆。

猶記二○一八年底的 「九合一」地方選舉
，韓國瑜掀起 「韓流」，民進黨慘敗，蔡英文
灰頭土臉。但短短幾個月，她高調嗆聲中共總
書記習近平的促統宣言（提出探討 「一國兩制
」台灣方案），利用香港的修例風暴打 「主權
牌」，煽動民眾的 「恐中」、 「反中」情緒，
拒絕 「一國兩制」，矢言 「台灣不做下一個香
港」，就是這麼簡單，她就成功藉此贏得大選
。

眼前民進黨將繼續執政，兩岸關係勢必更
加動盪。蔡英文不可能承認 「九二共識」，反
而會挾持民意，繼續推動切香腸式 「台獨」行

為。與此同時，面對中國的強勢
崛起，美國對華政策已經由 「戰
略性夥伴」轉為 「戰略性對手」
，不管是哪個政黨執政，都不會

改變這個方向，也必定加大打 「台灣牌」，蔡
英文亦將積極配合， 「挾洋自重」，對付大陸
。

北京對於民進黨已經徹底不寄希望，面對
台灣分離意識日益上升，只會擺出更強硬姿態
。去年十一月，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光
（Raymond Burghardt）率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
員會訪華，他得出的結論是，兩岸疏離過大，
已經 「不可能看到台灣和中國大陸有一個和平
的統一」。大陸對台將加大反制措施，預料軍
機軍艦繞台將常態化，加大震懾，並繼續挖其
邦交國，彰顯一個中國原則。

未來幾年，兩岸關係雖然波詭雲譎，但相
信台方不至於挑起戰火。首先，蔡英文並非台
獨基本教義派，她在選戰中自命 「中華民國派
」，故有民調顯示，在各組總統候選人中，蔡
英文 「最認同中華民國」。因此她連任之後，
雖然料會不斷搞小動作，但未至於貿然宣布台
灣法理獨立，或者搞加入聯合國公投，去挑釁
北京。

美國雖然對華以 「遏制」為主，但中美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至於全面鬧翻。

台灣大選落幕，蔡英文高票連任總統，她
在勝選翌日早上急忙會晤美國及日本在台代表
，並聲稱台美已由夥伴關係，升級成全球合作
夥伴，無疑希望借美日撐腰，以抗衡大陸及改
善內政外交，這個如意算盤恐難打響。
對於蔡英文再度當選總統，大陸國台辦發言人
馬曉光表明，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 「台獨」分

裂圖謀和行徑，堅決增進台灣同胞利益福祉；
北京願在堅持 「九二共識」、反對 「台獨」的
共同政治基礎上，與台灣同胞一同推動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國台辦的講話相比四年前蔡英文
首次總統勝選時，明顯少了 「願與認同兩岸同
屬一個中國的政黨加強接觸交流」這一句。

四年前大陸對蔡英文及民進黨留了對話的
可能，可惜她上台後力推台獨，令兩岸關係愈
走愈僵，大陸現在再不抱任何希望，將繼續對
她冷待，即經濟上減少給予台灣優待、外交上
收窄台灣空間、軍事上續行威懾。

蔡英文上台四年，經濟、外交乏善可陳，
未來要抗衡大陸、改善施政表現，唯有求救於
美日。為此，她當選後首項工作，就是分別會
見美日在台代表，即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
處長酈英傑，和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
夫。蔡英文與酈英傑會面中更指，美台關係已
由夥伴升級成全球合作夥伴，台美深化合作，
持續加強台灣的自我防衞能力，亦期盼能強化
雙方的產業鏈整合，深化經貿往來。

蔡英文希望以當美日遏制中國的馬前卒，
換取美日經濟、外交、安全的扶持，但這些想
法可能只是一廂情願。

經濟上，蔡英文上台後為了與大陸割裂，
推出新南向政策，要求台商由投資大陸改為南
向投資東南亞，但台灣去年一至十一月對東盟
出口下跌百分之七點六，可見南向前路仍艱，
對大陸出口又下挫，可謂雙重打擊。台灣未來
情況可能惡化，皆因中國主導的 「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將於今年初簽訂，
這協定包括中日韓、東盟十國和澳紐，佔台灣
貿易量近六成，台灣未能加入，將進一步挫傷
新南向政策，台灣製造業、服務業、漁農業勢

將被邊緣化。
蔡英文寄望美台商訂自由貿易協議，以救

助台灣。不過，觀乎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利用
自貿協議談判及關稅威嚇，壓榨別國向美國讓
利，對中國如此，對盟友日本、歐盟亦如是，
台灣期望美國在自貿談判讓利，未免天真。
在開拓國際空間上，蔡英文亦期望美國能施加
援手，尤其特朗普政府一直用台灣牌挑釁中國
，明裏暗裏提高台灣在美國待遇，她對此更有
所期盼。然而美國往往口惠實不至，就如去年
九月所羅門群島、薩爾瓦多與台灣斷交，美國
雖曾威嚇兩國勿如此，但在中國吸引力大、美
國無意為台灣付出太多下，這兩國終與台斷交
。

至於國防安全，特朗普樂意向台灣多售武
器，因為他在全球製造地緣緊張，其中一個目
的就是令各國多買美國武器。台灣與大陸軍力
懸殊，無論怎樣採購美國武器，都無法與大陸
抗衡。況且美國過去售予台灣的武器，多是昂
貴卻接近淘汰，只視台灣為提款機。關鍵是如
兩岸爆發衝突，美國肯為台灣與中國開戰嗎？
從美國的利益考慮，恐怕答案是不會。

至於日本，蔡英文上台後亦積極拉攏日本
，但現時中日關係再非四年前般冰冷，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正致力改善中日關係、安排國家主
席習近平訪日，以救助日本經濟。對安倍而言
，中國價值高於台灣，相信他對台灣只會虛與
委蛇。

蔡英文成功連任，令兩岸關係更見緊張，
她要借助美日抗衡大陸、謀取利益，只怕難以
如願，但美國卻樂於利用台灣作為牽制中國的
棋子，給這個強勢對手添煩添亂，故兩岸關係
亦將牽動中國在國際崛起這個大棋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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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大勝連任掀驚濤

楊楚楓楊楚楓

楊楚楓楊楚楓

何厚鏵 暢談澳門回歸廿載感受

何厚鏵是何方神聖？他原是上世紀四
十至八十年代澳門 「土皇帝」、又名
華人總督何 賢的長公子，1999 年澳
門回歸祖國大陸後，何厚鏵成為首任
澳門特區行政長官。本書生不是攀龍
附鳳，他的胞兄何厚鏗的太太，正是
我唸書的濠江中學學妹。去年2019年
，乃澳門回歸祖國20 年，何厚鏵以首
任特首，及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身份出
席多個萬人空巷的面，自然大受中外
媒體的歡迎。而他亦十分合作，大講
特講澳門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
機緣。

“澳門這二十年的發展變化，說
明了‘一國兩制’強大的生命力。我
們有幸把自身發展的命運同祖國的命

運有機地結合起來，才取得了今天的
成績。”

記得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凌晨，四十四歲的何厚鏵站在國旗和
區旗下，宣誓就任澳門特區首任行政
長官。澳門經歷了漫長的“遊子”歲
月後回到祖國懷抱，開啟了“一國兩
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新
紀元。

“回歸的時候，是本澳經濟發展
相對比較差的時候。回歸前發生了亞
洲金融危機，經濟相對低迷，失業率
高，澳門的治安問題也非常嚴重。”

“上任的時候，我給自己兩個任
務，一是不折不扣地落實基本法，讓
‘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地實踐；二
是我向澳門人承諾，要盡我最大的努
力，還他們一個安居樂業的澳門。”

二十年彈指一揮間，澳門的發展
舉世矚目。澳門本地生產總值(GDP)
從回歸之初的五百一十九億元，增加
到二○一八年的四千四百四十七億元
；特區政府財政儲備、外匯儲備分別
比回歸之初增長一百九十三倍和六點
二倍。澳門居民充分就業，特區全力

推進民生領域建設。澳門居民感到了
實實在在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沒有中央政府和中央政策的強
大支持，沒有澳門幾十萬居民的努力
，就沒有今天這個成績。我認為最重
要的一條，是這二十年以來，特區政
府和居民將澳門發展的命運和祖國的
命運有機結合起來。不但讓澳門的發
展有所突破，而且為今後澳門在國家
發展中擔當重任打下比較堅實的基礎
。”他說。

回歸二十年來，澳門特區政府團
結社會各界人士，全面準確理解和貫
徹“一國兩制”方針，堅定維護憲法
和基本法權威，傳承愛國愛澳的核心
價值觀，促進澳門經濟快速增長、民
生持續改善、社會穩定和諧，向世界
展示了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

“澳門的發展經歷了風風雨雨，
有了今天這個局面。我們的居民都清
楚地知道，有一個強大的祖國做後盾
，有十多億內地同胞對澳門的幫助。
大家都懷着感恩的心情，這是澳門社
會整體愛國情懷不斷加深的原因。”

他說。
“回歸以後，雖然澳門是一個國

際城市，但由於歷史和客觀條件，
澳門的國際化程度遠不如香港。當
時我們決定，我們主要還是全面依

靠內地。‘遠交近融’。比較遠一點
的省份，我們就多交流、多尋找合作
的機會；對於鄰近的廣東省，我們在
制度允許的情況下，加快更大的融合
。”何厚鏵說。

“粵港澳大灣區是給予澳門人的
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認為，灣
區的制度設計，使澳門回歸以來，積
累起來的多方面優勢得以發揮，有助
於打通小城面對多年的發展瓶頸。

“澳門最大的優勢，就是在‘一
國兩制’框架下的一個自由港，有自
己的貨幣政策，金融、經貿活動都在
自由港政策下展開，是非常有活力的
經濟體。”

他表示，但澳門作為一個國際性
的現代都會，發展的短板也是明顯的
——市場很小，資源更少。把握好
“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結合國家
的需要發揮澳門所長，這將是今後特
區政府和澳門社會各界共同努力的方
向。

“比如中國和葡語系國家商貿合
作服務平台的定位，在大灣區的城市

中是獨一無二，如果在大灣區中用好
這個功能，澳門就可以發揮出自己的
特色與優勢。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遇到的困難也可以迎刃而解。”他說
。

“內地差不多每一個省市，都非
常關心澳門的發展，都願意跟澳門合
作。澳區政協委員們做了許多具體的
工作，透過履職盡責，為澳門打開與
內地交往的更多窗口。”他說。

澳門青年人才上海學習實踐計劃
、澳門大學生天津學習交流計劃、澳
門社區工作者陝西體驗式研修計劃等
等，在澳區政協委員的推動下，近年
來，數百名澳門青年深度體驗內地發
展，了解國情，並將更多新信息、新
想法帶給澳門同伴。

“澳門未來會面對一些壓力，也
面對一些挑戰和競爭。但我對澳門的
前景是非常樂觀的。過去的二十年，
澳門從一個困難的局面，走到了一個
有點成績、有點基礎的局面，說明了
‘一國兩制’強大的生命力。”

“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
絕對有理由相信，我們的祖國一定會
越來越好。祖國好，澳門的前景也必
定越來越好。”何厚鏵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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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I““喊亮喊亮””豫園燈會豫園燈會 金鼠迎春賀新年金鼠迎春賀新年

哈爾濱冰屋火鍋走俏哈爾濱冰屋火鍋走俏
遊客體驗遊客體驗““冰火兩重天冰火兩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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騁新疆和碩縣第四屆新疆和碩縣第四屆““冰雪嘉年華冰雪嘉年華””系列活動在中國最大內陸淡水湖博斯騰系列活動在中國最大內陸淡水湖博斯騰

湖東北岸的金沙灘景區開幕湖東北岸的金沙灘景區開幕，，活動將貫穿整個農歷新年活動將貫穿整個農歷新年，，持續到持續到22月月1515日謝幕日謝幕
。。活動期間活動期間，，遊客在景區可欣賞到形態各異的沙雕遊客在景區可欣賞到形態各異的沙雕、、冰雕作品冰雕作品，，並可參與冰上並可參與冰上
趣味運動會趣味運動會、、冰上親子遊戲冰上親子遊戲、、冰上社火燈謎展等主題活動冰上社火燈謎展等主題活動。。圖為載滿遊客的馬圖為載滿遊客的馬
拉爬犁在博斯騰湖冰面上馳騁拉爬犁在博斯騰湖冰面上馳騁。。

2020年物價不存在全面上漲基礎

盡管2019年物價漲幅調控面臨多重

困難和壓力，但隨著壹系列政策舉措的

實施，國內物價整體向好的方向發展。

專家認為,下壹階段應加強市場運行分析

、趨勢研判和預測預警，做好重要時段

重點商品供給保障，努力實現物價平穩

運行，為宏觀調控提供有利空間。2020

年，宏觀政策將以穩為主，在擴需求、

穩增長、穩就業上發揮更大作用，物價

有望保持平穩運行——

1月9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19年

12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

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數

據顯示，12月份CPI同比上漲4.5%，同

比漲幅與上個月持平；PPI 同比下跌

0.5%，環比持平。

從 2019 年全年看，CPI 同比上漲

2.9%，順利完成2019年年初確定的“全

年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的預期調

控目標；PPI同比由2018年上漲3.5%轉

為下跌0.3%。

專家表示，盡管 2019 年物價漲幅

調控面臨多重困難，但隨著壹系列政

策舉措落地，國內物價整體向好的方

向發展。下壹階段，應加強市場運行

分析、趨勢研判和預測預警，做好重

要時段重點商品供給保障，努力實現

物價平穩運行，為宏觀調控提供有利

空間。

食品價格同比漲幅回落
2019年，受部分食品價格結構性上

漲影響，CPI同比漲幅由年初1.5%逐月

走高，11月份和12月份漲幅均為4.5%

。不過，CPI 全年同比漲幅為 2.9%，

符合全年CPI 同比漲幅 3%左右的調控

目標。

值得註意的是，12月份扣除食品和

能源價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漲1.4%，漲

幅與上月相同，表明物價水平總體穩定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沈赟表

示，12月份食品價格同比上漲17.4%，

漲幅回落1.7個百分點，仍是影響CPI上

漲的主要因素，約影響CPI漲幅3.43個

百分點。

在食品中，鮮果價格同比下降8.0%

，降幅擴大1.2個百分點。牛肉、羊肉、

雞肉、鴨肉和雞蛋價格同比漲幅在7.3%

至 20.4%之間，均有不同程度回落。豬

肉價格同比上漲97.0%，漲幅回落13.2個

百分點。

12月份，非食品價格同比上漲1.3%

。其中，醫療保健、教育文化和娛樂、

衣著價格分別上漲2.1%、1.8%和0.8%，

交通和通信價格下降0.7%。

從環比看，12月份，CPI環比由上

月上漲0.4%轉為持平。其中，食品價格

由上月上漲 1.8%轉為下降 0.4%，影響

CPI下降約0.08個百分點。

在食品中，隨著生豬生產出現積極

變化，中央和地方儲備豬肉陸續投放，

進口量有所增加，豬肉供給緊張狀況進

壹步緩解，價格由上月環比上漲3.8%轉

為下降5.6%，影響CPI下降約0.27個百

分點。在豬肉

價格下降的影

響下，牛肉和

羊肉價格環比

漲 幅 分 別 由

2.8%和 1.3%回

落 至 0.1% 和

0.2%，雞肉和

鴨肉價格分別

由上漲 4.3%和

3.6%轉為下降

4.9%和 1.9%。

雞蛋供應充足，

價格下降 5.5%

，降幅擴大4.8

個百分點。

在非食品中，受調價影響，液化石

油氣價格環比上漲4.0%，汽油和柴油價

格均環比上漲1.4%。

“推動食品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

是豬肉價格上升，2019 年下半年豬肉

價格快速上漲，導致 CPI 新漲價因素

持續走高，推動CPI處於較高水平。”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劉

學智說。

在PPI方面，12月份 PPI 同比下降

0.5%，降幅比上月收窄0.9個百分點。其

中，生產資料價格下降1.2%，降幅收窄

1.3個百分點；生活資料價格上漲1.3%，

漲幅回落0.3個百分點。從環比看，PPI

由上月下降0.1%轉為持平。其中，生產

資料價格由上月下降0.2%轉為持平；生

活資料價格由上漲0.3%轉為下降0.2%。

豬肉供給有保障
從 2019 年各月份 CPI 看，食品價

格結構性上漲，特別是豬肉價格明顯

上漲，是影響 CPI 同比漲幅擴大的重

要因素。

2019年以來，受非洲豬瘟疫情等因

素影響，豬肉市場供應略有偏緊，導致

價格穩步上漲。為保持物價水平總體穩

定，從中央到地方均出臺了穩定生豬生

產和豬肉市場保供穩價措施。

據介紹，根據中央決策部署，國家

發展改革委、農業農村部等部門聯合印

發出臺了壹系列生豬穩產保供政策措施

。例如，調整綠色通道政策，繼續實施

貸款貼息，縮短非洲豬瘟撲殺補助發放

時間等。其中，凍豬肉儲備是國家做好

豬肉市場保供穩價工作的主要抓手之壹

。2019年3月份，中央凍豬肉儲備收儲

工作啟動，地方收儲同時開展。壹定規

模的凍豬肉儲備，為開展豬肉市場保供

穩價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2019年中秋國慶期間，中央分3批

合計投放3萬噸中央儲備，部分地方也

組織進行了投放。在春節即將來臨之際

，不久前中央又組織投放5批中央儲備

，合計約13萬噸。全國大多數省份及主

要城市也結合當地市場形勢，聯動進行

了投放。

通過上下聯動密集投放凍豬肉儲備

，增加了豬肉市場供應，有效穩定了市

場預期，維持了豬肉市場價格相對平穩

運行。最近壹個多月來，36個大中城市

超市集貿市場豬肉（精瘦肉）平均零售

價格保持穩定。

“要做好後期豬肉市場保供穩價工

作，不論是生豬主產區還是主銷區，凍

豬肉儲備都是不可或缺的可靠抓手。投

放方面，主要針對消費旺季且價格居高

難下時投放，可以增加市場供應，穩定

市場預期，促進價格平穩運行。”國家

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人表示，今後壹段

時間，將繼續組織投放凍豬肉儲備，努

力保障城鄉居民基本消費需要。

記者了解到，為進壹步確保豬肉市

場供應，有關部門還進壹步指導產銷銜

接，擴大豬肉進口，並積極增加生活必

需品特別是豬肉及牛羊肉、禽肉、雞蛋

、水產品等替代品供應，強化市場價格

監管，嚴防供需之外人為漲價。

物價有望保持平穩運行
隨著2019年物價調控目標完成，消

費者更加關心2020年物價走勢如何？

“從基本面看，當前中國經濟新舊

動能轉換明顯提速，國內市場韌性與活

力進壹步增強，經濟在更高層次與更高

水平上實現供求動態平衡，這是物價總

水平保持平穩運行的關鍵基石。國內工

農業生產平穩、市場供應充足，主要糧

食增收，蘋果、梨等水果豐產，蔬菜供

應能力持續增長，雖然生豬出欄規模有

所下降，但肉類蛋白總體供應穩定，物

價不存在全面上漲的基礎。”中國宏觀

經濟研究院市場與價格研究所研究員郭

麗巖說。

郭麗巖表示，當前豬肉儲備投放

保持相當力度和節奏，肉類進口到岸

加快，市場流通供應渠道全面暢通，

已打出高效且有效的組合拳，12月份

豬肉價格由環比上漲轉為下跌，這是

多措並舉加大保供穩價力度後取得的

積極成果。隨著壹系列工作成效持續

顯現，2020 年肉類價格對 CPI 新漲價

支撐力將會明顯消解。綜合來看，

2020 年 CPI 同比漲幅或略高於 2019 年

，但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將保

持中樞運行平穩。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分析師周茂華

認為，當前生豬恢復供應的勢頭強勁，

各地豬肉價格穩中趨降。考慮到翹尾效

應，2020年CPI的高點或在壹季度，但

隨著生豬價格回落，CPI同比漲幅也將

穩步回落。

有關部門表示，將繼續加強市場運

行分析、趨勢研判和預測預警，引導企

業進壹步擴大進口，持續加強產銷銜接

和市場監測，保障豬肉市場穩定運行，

為物價的平穩運行提供可靠保障。

從PPI看，郭麗巖分析說，現階段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進入鞏固和建立長

效機制的階段，前期量化去產能、環保

限產等加速供給收縮而導致的漲價效應

基本釋放完畢，加之受國際大宗工業品

價格整體波動下行的影響，預計明後年

上遊工業原材料價格仍將在低位徘徊。

“當前逆周期調節政策正在加力提

效，對於提振基建尤其是新型基建、穩

定社會主體投資與居民消費預期都起到

了積極作用，下遊工業需求和建設需求

區域性回暖，建材等部分工業品價格出

現階段性上漲，預計2020年PPI將呈現

小幅略有回升態勢，總體上仍將保持穩

定。”郭麗巖說。

劉學智表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的決勝之年，宏觀政策將以穩為

主，在擴需求、穩增長、穩就業上發揮

更大作用，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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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華夏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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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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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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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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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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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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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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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走進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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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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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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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41~42集 (重播)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3集 (重播)

電視劇《大境門》 第6~1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6~10集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41~42集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3集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檔案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易經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易經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今日關注 (重播)

經典電影

出彩中國人

易經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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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生活化妝師

出彩中國人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中華情 城市一對一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美南大咖談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國輿論場》是CCTV4推出的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
。最新輿情，最熱話題，明辨是非，凝聚共識。借助大數據，每天
發布的輿情指數，權威專家客觀點評，引入在線觀眾席，多屏互動
，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本期主題：《中國輿論場》南昌艦入列 中國海軍驅逐艦向第四代跨
越
 
播出時間：
每週日中午12:30首播，重播時間為每週日晚上9:30，
以及週一早晨8:30。

 

▲ 節目截圖

《中國輿論場》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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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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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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20年1月19日       Sunday, January 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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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胡文虎慈善基金及虎豹音樂基金
獲得香港特區政府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

劃的支持，將虎豹別墅活化成一所音樂學院
虎豹樂圃，成為啓發音樂和社會互動的主要
場地。虎豹樂圃有別於一般的音樂學院，
虎豹樂圃除了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名師來
傳授音樂技能外，它還致力將音樂推及至
社會不同背景階層、不同年齡的人，打破
音樂與大眾之間的隔閡。亦希望透過不同
的音樂活動推動社會共融，讓前來的人不
但能享受音樂的樂趣，同時讓個人的心靈
得到提升，減低戾氣，效果活現。

玩音樂展開人與人溝通
雖然這幾個月香港社會處於非常不安寧

狀態，但上月虎豹樂圃仍趁着節日舉辦了
“繽紛音樂聚”，分別帶來了中樂和西樂
的體驗活動，包括：“室樂齊齊玩！”和
“香港中樂團之中樂眾樂樂！”活動。
“香港中樂團之中樂眾樂樂！”與香港中
樂團合夥舉辦親子認識中國樂器工作坊，
請來樂手給孩子與家長示範中樂演奏，並
有機會親身體驗樂器的彈奏。
而“室樂齊齊玩！”則是一個跨代的

社區小組推廣項目，匯聚不同年級和程度
的樂手帶同樂器一起玩音樂。活動由虎豹
樂圃的弦樂導師孫圉以及其團隊即場提供樂
譜，並由虎豹樂圃的學生帶領素未謀面的參
加者先接觸樂器、一同學習彈奏樂譜，並在
活動尾聲於天台舉行師生同台總結演出，獻
上兩首歌曲《Jingle Bells》和《Feliz Navi-
dad》，讓場內洋溢着一片溫馨和節日的

氣氛。
學習彈小提琴已經有

十九年的Mannix是第三次
參與“室樂齊齊玩！”，

本次活動中他負責帶着一位小女孩做小提琴的
練習，過程中他給女孩演奏上的指示，但他卻
認為更多的是通過音樂來互相了解彼此的世
界。“短時間的學習當然還有很多細節要去處
理，但是我覺得參加這次活動除了能夠互相學
習以外，還拉近了每一人的距離。”Mannix
指音樂是一個共通語言，通過彈奏樂器我們可
以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想像，不用特別用言語去
解釋太多，最重要的是互相鼓勵對方去表達。
除此以外，他認為這次的活動能夠鼓勵參加者
多聽別人彈奏的音樂，因為忽略了跟其他人的
合作，即使一個人彈得再好聽，歌曲聽起來也
不會悅耳，因此他認為音樂無形中也將人連結
起來。

吵鬧的都市難得的安靜
孫圉亦是“室樂齊齊玩！”的指揮，他是

首次帶領這次的活動，當天讓他印象深刻的是
看見Mannix在幫一個小女孩調校樂器以及教
她彈奏簡單的音樂。“我覺得這個不單止與音
樂有關，它更是一種心靈上的交往。”孫圉提
到其實當天沒有刻意給每個人互相介紹，但是
在音樂的交流中他們就認識了彼此。這次有機
會與虎豹樂圃合作的孫圉認為，無論是活動的
過程和結果都比他原來想像中好，因為在他心
目中香港是個吵鬧的都市，然而虎豹樂圃坐落
在市中心卻非常安靜，這件事對於他來說很
“Amazing”。“虎豹樂圃扎根的地理位置有
深厚的歷史，很榮幸能夠將西樂帶進這個既有
中國文化和東南亞文化的地方。”孫圉表示虎
豹樂圃正與這個城市風格相配合，因為它們都
很國際化，而且包容性強。他很希望虎豹樂圃

以後能夠舉辦更多類似的活動，給社會上
不同的人打開音樂的大門。

活化後更擴闊觸及面
“學生、長者和小孩聚在一起，導

師與民同樂去玩音樂，是一個很漂亮的畫
面。”虎豹樂圃執行董事及樂圃策劃李明
哲認為音樂有一種凝聚人的力量，尤其這個
城市正因為各種社會事件被負面的氛圍和情
緒籠罩着，音樂作為一個中立的媒介有助任何
背景的人放下包袱，投入於音樂中的摸索、聯
繫與溝通中。而能夠在一級歷史建築裡面舉辦
音樂活動，它不但能增加對於大眾的吸引力，
同時也能激發年輕人對於歷史和音樂的好奇
心。李明哲認為虎豹樂圃舒適、寬敞的位置與
一般商業大廈的學習環境就有根本的不同，她
相信學生在這裡學習音樂和舉辦活動能夠擦出
不一樣的火花。
除了本次的“繽紛音樂聚”外，李明哲

與她的團隊亦定期舉辦虎豹樂圃的導賞團、與
音樂有關的工作坊和表演，讓少接觸音樂的人
或者社會上的弱勢社群有機會從活動中開拓文
化視野，拉近人與社區之間的距離。“社區共
融的理念其實從小就要培訓起來。”李明哲
說。除了深化大眾對音樂與文化的認識以外，
虎豹樂圃還希望通過各種活動，豐富個人的心
靈和提升參加者的自信，她鼓勵學生在活動中
成為帶領者，將知識以及對社區的關懷能夠帶
給社會上有需要的人。“這個理念與西方國家
的活化舊建築有點相似。”在香港，文物保育
的機會顯然比外地要少，因此
李明哲認為這是香港一個難得
的、也很特別的活化項目，她
希望能夠善用優越的環境，並
藉着音樂能夠觸動更多人的心
靈，解開社會上的矛盾。

背靠港島的山嶺、屹立在繁華鬧市背後的虎豹別墅，曾經為香港

寫下一個充滿傳奇和歷史色彩的故事。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時候，兄弟

胡文虎和胡文豹創下了家傳戶曉的品牌虎標萬金油，胡文虎還選擇在

香港建造了共八英畝的房子和私人花園虎豹別墅，給今天的香港留下

了一級歷史建築。至今虎豹別墅的命運也隨着社會的變遷拐了個彎，

由以“18層地獄”浮雕宣揚中國傳統思想孝道、因果報應的懲惡勸

善；變成一所音樂學院虎豹樂圃，啓發音樂和社會互動的主要場地發

揮正能量，同樣具有意義。而且

樂圃成效不錯，也許，新的方向

能延續下一個傳奇故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陳儀雯

虎豹樂圃虎豹樂圃
以音樂推動社會共融以音樂推動社會共融

虎豹別墅命運拐了個彎 能量仍在

■■活化計劃保留部分虎豹別墅的風貌活化計劃保留部分虎豹別墅的風貌。。

■■虎豹樂圃執行董事虎豹樂圃執行董事
及樂圃策劃李明哲及樂圃策劃李明哲。。 ■■““香港中樂團之中樂眾樂樂香港中樂團之中樂眾樂樂！”！”參加者與樂手合照參加者與樂手合照。。

■■““室樂齊齊玩室樂齊齊玩！”！”匯聚不同背景的人一同玩音樂匯聚不同背景的人一同玩音樂。。

■■““室樂齊齊玩室樂齊齊玩！”！”參加者參加者MannixMannix（（左左））以及指以及指
揮孫圉揮孫圉。。

■■當年繁盛時期的虎豹別墅當年繁盛時期的虎豹別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家長和孩子能夠親身體驗中樂樂器家長和孩子能夠親身體驗中樂樂器。。

香港亞洲青年協會（亞
青）和香港工業總會一行人於
早前應江西省國際經濟文化交

流中心邀請赴贛考察，為期四日的“江西尋源之
旅”目的推動江西省與香港在經濟、文化、教育等
多領域的交流。

“江西尋源之旅”第一站考察團參觀了江西省
高等教育的最知名學府南昌大學及大學紅色文化館
等地，觀看了南昌大學茶藝隊表演。其後“亞青”
與江西省國際經濟文化交流中心及江西省青年聯合
會進行戰略合作簽約儀式，團省委副書記、省青聯

副主席伍復康，“亞青”首席會長黃喜潤分別致
辭，共同承諾江西省青年聯合會和香港“亞青”將
在教育及文化交流項目等方面開展合作，為兩地青
年創新創業提供良好的平台，相信在兩地青年的共
同努力下，香港和內地青年的未來會越來越好。

同時，考察團參觀了南昌VR產業基地，體驗
各種新型VR項目。作為內地首個市級VR產業基
地，匯聚了全球最先進的VR設備，印證着VR產
業成為江西經濟升級轉型的新動力。考察團又與紅
谷灘新區招商部門及部分企業代表展開座談，暢談
VR產業商機，共謀未來發展。此行還參觀了中央

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向“紅軍長征第一渡”紀念
碑敬獻花籃，還參觀了帶動江西服裝產業鏈發展的
于都縣“千億紡織服裝工業園”，並舉行考察推介
座談會，進一步了解這個省級重點服裝產業區。
“三百山東江源頭”，見證江西和香港血脈相連、
一衣帶水的情誼。香港是江西省重要的貿易夥伴，
兩地互補、互助、互動的“三互”合作關係非常緊
密，潛力巨大。香港亞洲青年協會和香港工業總會
將發揮橋樑作用，抓住“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良好機遇，在促進贛港兩地交流與合作方面
再上新台階。

香港亞洲青年協會 贛青年聯合會“三互”合作青
年
青
年
廣
場
廣
場

■■香港亞洲青年協會與江西省國際經濟文化交流中香港亞洲青年協會與江西省國際經濟文化交流中
心及江西省青年聯合簽署合作協定心及江西省青年聯合簽署合作協定。。



廣 告 BB1212

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上車地點: Houston Trade Center -100 Sharpstown Center #108 Houston, TX 77036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星期日       2020年1月19日       Sunday, January 19, 2020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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