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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土木工程系教授李鴻源台大土木工程系教授李鴻源

歡樂旅遊推薦：日本賞櫻，順道遊上海12天之旅
所有3月- 4月出發的日本團 （買一送一），優惠價$888/人（包含全部小費/門票/機票 ）

旅遊團結束後，可以延長逗留在中國探親，先到先得，機不可失！絕對沒有隱藏的費用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 ，詩人用秋天茫
茫的江面，朦朧的月色，點點的扁舟，陣陣若有若無的琵琶聲
，拉開故事的序幕。潯陽(今名九江) 在漢朝時稱柴桑，是三國
時東吳大都督周瑜操練水師的練兵處，赤壁之戰的主要發動基
地。有著諸葛亮、劉備、關羽，魯肅，趙雲.....等英雄豪傑的足
跡，是三國演義眾多故事情節中最重要的場景之一。北宋時蘇
東坡在這附近遊湖，有感而發地寫下了著名千古鉅作--赤壁賦
及赤壁懷古。光這時間軸的厚度，就已經充滿了戲劇張力，可
以鋪陳出許多故事。但白居易卻把它聚焦在當下場景及個人心
境的描述。

在高中國文課初讀本文時，為白居易描述琵琶的彈奏指法
及音韻所折服。他一定善長此樂器，不然絕不可能用［輕攏慢
撚抹復挑］七個字就能精準的交待了琵琶彈奏的所有指法，用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
小珠落玉盤］，形容琵琶的樂聲特性。用巧妙的文字，掌握了
琵琶女的出場儀態及彈奏時的肢體語言。 ［猶抱琵琶半遮面］
，［低眉信手續續彈］，一千多年過去了，這些文字仍活在現
代人的生活中，仍被廣泛的引用著。接著他用了一連串巧妙的
比喻，帶領著讀者聆聽了這場在一千多年的戶外音樂會，彈奏
的曲目是霓裳羽衣曲及六麼曲。從間關鶯語、幽咽泉流的序曲
，繼之以此時無聲勝有聲的過場，到銀瓶乍破、鐵騎突出時將
讀者帶到一個高吭的情境，最後在收撥當心劃，在四弦一聲如
裂帛的狀況下，劃下完美的句點。如哀如淒，如泣如訴。東船
西舫的遊客，全沈浸在這優美的琴聲中，外面是映在江心的一

輪秋月，一個秋字更巧妙的加
添了一絲的寒意及愁緒。善用
文字之功力，千古無人能出其
右。古人常用［詩中有畫 畫中
有詩］來描述一首好詩的境界
，但用詩來描述音樂，則又是

另一種境界。
透過琵琶女的自訴，詩人也為我們留下了唐代長安城生活

的蛛絲馬跡。蛤蟆陵應該是唐朝長安城裡最熱鬧的區域，王公
貴族，騷人墨客，在此流連忘返，聲色犬馬，歌舞昇平。孕育
出多少古今絕唱。 ［細頭銀篦擊節碎 血色羅裙翻酒汙］的戲
碼，千百年來一直重複的扮演著，至今人們仍樂此不疲。琵琶
女當紅時是隸屬教坊第一部的頂級樂手，那可是專為皇家演奏
的專屬樂團，其演奏技巧可見一般。不幸遭逢國家巨變［弟弟
從軍阿姨死］，加上年華老去，只能流落江西，無奈嫁作商人
婦。但商人重利輕別離，落得獨守潯陽江頭空船的際遇，無親
無故之外，更是知音難尋。若非偶遇白居易這批失意官員及落
魄文人，一場盛情難卻的即席演奏邀請，方能留下這千古傳頌
的琵琶行，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一點足跡，否則恐怕就和大部
分人一樣，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中了。但或因重男輕女，或因萍
水相逢，琵琶女連個姓名都沒留下。相較之下，李龜年，李鶴
年及李延年這三位龜茲樂師就幸運多了，一樣由長安流落到江
南，因為杜甫的一首詩［歧王府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又是
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大名至今仍高掛在唐詩三百首
的書中，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們的演奏技巧並沒被記載下來。相
同的際遇，類似的場景，兩位文學巨擘，卻有著完全不同的處
理方式。

白居易或因得罪當道，被貶至蠻荒的潯陽城，從乾燥的黃
土高原來到南方低濕的盆地，為天候所苦。黃蘆苦竹繞宅生，
只能聽到杜鵑的啼叫，猿猴的哀鳴及牧童的山歌與笛聲，他非

常無奈的用［嘔啞嘲哳難為聽］來形容現代人日夜追尋而不可
得的天籟。在美好的月夜裡，只能獨自喝酒解悶。諷刺的是詩
人所描述的唐代潯陽城，正是現代都市人追求生活品質的最高
境界，修竹茂林，鳥叫蟲鳴，間或夾雜猿猴的蹤影及啼叫聲。
好個生態多樣的和諧畫面。多年前到黃河委員會參訪，在洛水
的水文站旁有著名的龍門石窟，歷朝歷代佛像雕刻之莊嚴精美
，自不在話下，但更引起我興趣的是白居易的墳塋就座落在對
面的山頭。顯然詩人最終得到皇上的敕免，得以北返，過年幾
年安生的日子，最終魂歸故鄉。央請黃委的同事帶我專程拜謁
，向這位千古詩人致上最高敬意。

來到山腳，拾級而上，沿著步道兩旁，都是歷代文人參拜
時所留下的詩句，可惜多數毀於文革，現代看到的多是近年來
重刻，碑形一致，字體雷同，十分突兀。從詩人的墓遠可以遠
眺洛水及龍門石窟，可謂風水寶地。不知看盡了一千多年來朝
代的興衰和大地的變化，今人苦尋苦竹繞宅，鳥啼猿鳴而不可
得，建築大師無不絞盡腦汁希望能營造這樣的氛圍，不知詩人
以為然否？

在一次演奏會中，聆聽南管王心心大師，用閩南語古調吟
唱琵琶行，那燈光那場景依稀可見琵琶女的身影，將眾人的心
境又帶回那千年前的潯陽江頭。雖然閩南語是我的母語，但仍
聽的有些吃力，要不是藉著投影的字幕，恐怕也無法完全聽懂
。二十年來，台灣因為朝野的惡鬥，國力日衰，民生凋敝，這
幾年來幾次進出政府，或因個人才能有限，或因大局之所趨，
也無法撐起將傾之大廈。雖無白居易般被實體上的貶離京城，
但心理上已離台北之政局好遠好遠。近年來乘桴浮於海，週遊
各國宣揚理念，忙著為他國尋找解決方案，但唯獨對自己的故
鄉卻愛莫能助，看著他國大步向前，我們卻忙著內耗。聽著心
心老師的最後一句［座中泣下誰最多 江州司馬青衫濕］，心中
久久不能自已。

再讀琵琶行再讀琵琶行

【本報訊】2019年陽春3月，春暖花開，歡樂旅遊帶領您去
日本賞櫻。日本賞櫻順道上海探親12天之旅， 所有3月- 4月出
發的日本團 （買一送一）。特價$888/人，請務必快，快，快，
來歡樂旅遊報名哦！我們的電話是832-786-8288，地址是：中
國城敦煌廣場豆腐村樓上C326室。

歡樂旅遊自成立以來，無不秉持著視客人為家人，讓每一位
客人玩的舒心、開心、更放心！我們不斷提升專業水準，擴大旅
遊服務範圍，並積極開拓創新旅遊產品，為廣大旅遊和攝影愛好
者帶來歡樂！歡樂旅遊精心設計貼心的旅遊行程，行程中歡樂旅
遊為您安排舒適的酒店、巴士；不僅如此，我們對地接旅行社的
選擇非常慎重，讓您在異國他鄉不必有任何後顧之憂！

近來，旅遊行業競爭日益激烈，我們辛辛苦苦研發出來的新
產品剛剛上市，就被別家同業輕易“複製”了。 尊重原創性，
這是基本的專業精神。

請大家務必購買之前仔細甄別清楚，問清楚各
項價格，以及旅遊行程。雖然同行可以給出同樣或
再便宜的價格，但在團上，有可能出現減少行程，
或者讓您另附小費、行李費等等。雖然報團時，價
格或者行程都是一樣的，殊不知在報名後，卻無端
增加諸多額外費用。所以，為了您的出遊更加舒適
，不必為了這些瑣事煩憂，請來歡樂旅遊報旅遊團
啦，明碼實價，這樣才會玩的更加舒心和快樂！

歡樂旅遊，不是以價格低廉來吸引客戶，我們
是依靠新穎的產品和優質的服務來回饋客人對我們
的支持！若您打算出去旅遊，放鬆一下，歡樂旅遊
絕對不會讓您失望！

有任何關於旅遊的問題，出行簽證、三級公證認證等等，您
都可以聯絡我們歡樂旅遊。

歡樂旅行社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2F Ste C326, Houston,
TX77036， 電 話 ： 832-786-8288， 官 方 網 站 ： AMAZING-
TRAVELVISA.COM，微信&Line：atvhouston。

（本報記者黃麗珊）2018和樂之聲音樂會於12月1日下午2
時 30 分 至 下 午 5 時 30 分 ， 在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的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這次大型音樂會以世界和平
為主軸，由金城銀行協辦及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贊助。來自各地
共11個合唱團體共襄盛舉，其中有臨時成軍，包括聲樂家李佳
蔚在內的長青四重唱，另有哈瑞斯郡法官Jay Karahan,及Dolce音
樂學院的參與，加強與主流社會音樂界的互動，超過600名中外
僑界人士與會欣賞。這是德州華人合唱樂壇又一次盛舉，精彩紛
呈，經典與流行並列，各合唱團都全力以赴，是彼此相互觀摩分
享的絕佳機會，更是愛樂者一次溫馨歡樂的音樂饗宴。

和樂之聲楊明耕理事長致詞，感謝Houston僑界合唱團員和
指揮朋友們的鼓勵和參與，使沈寂了二年多的和樂之聲音樂會再
次的活躍，也感謝和樂之聲理事會通力合作，再一次集結了美南
各地的合唱團，來自各地不同出生的華人移居到休士頓可以不分
彼此，一起來唱歌，唱出美好的歌聲融入你我的心靈，飄進我們
的家園。今年音樂會的主題是世界和平。和樂之聲邀請從奧斯汀
來的龍吟合唱團當領唱，並配合其餘參加的團員和觀眾在音樂會
中一起唱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這是 Jill Jackson Miller
和S Y Miller的作曲，盼望著世界充滿和平。今年邀請了十一個
合唱團隊來參加，也邀請Dolce Music Academy音樂會前演出，
Harris County法官Jay Karahan獨唱表演和李佳蔚教授所組成的男
聲四重唱來參加演出，並邀請到數位休士頓音樂界名師蒞臨。

感謝中華民國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全力的支持，感謝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休士頓僑教中心的鼓勵和指導。金城銀行
董事長吳光宜持續的贊助並協辦，感謝三位僑務委員劉秀美、鄭
金蘭、宋明麗和San Antonio僑界名人徐妙雅特別贊助。也感謝

籌備會工作人員及幕前幕後為此音樂會付出的所有義工的努力和
準備，感謝各位來賓觀眾撥冗賞光。讓我們可以再一次欣賞全僑
溫馨的音樂會。

馬健主持人介紹佳賓有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
家彥、教育組長周慧宜、施建志組長，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陸
委會副主委邱垂正，休士頓巿議員Mike Laster, Harris County法
官Jay Karahan及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夫婦、僑務委員陳美芬、
黎淑瑛，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等。

當天精彩演出的團體及曲目如下：序曲由Dolce音樂學院弦
樂團擔任，並帶來應景的聖誕音樂演奏。哈瑞斯郡法官Jay Kara-
han演唱：Just in Time、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安可曲
Come Fly with Me。百齡合唱團在江震遠指揮、蔡佩英團長司琴
，演唱：紫丁香、南屏晚鐘.團員可稱得上是老而彌堅，其中一
名男中音已經96歲。喜樂合唱團2002成立，屬於非教會性之愛
樂團體，演唱基督教傳統詩歌，中國藝術歌曲，和世界古典名曲
為主。喜樂合唱團在黃湘沅指揮，龐天音鋼琴伴奏，演唱：Ave
Verum Corpus、 In Christ Alone、教我如何不想他。 「樂友合唱
團」是由休士頓僑社十幾位喜歡合唱的朋友們在2008年初成立
。在歷任團長和現任團長胥直中帶領下，團務蒸蒸日上，期盼團
員們能夠在合唱的領域裡尋找和聲之美。樂友合唱團在周景仰指
揮、蔡鈞潁伴奏，演唱：雪花的快樂、Shenandoah。 金曲族四重
唱成立於2009年，由一群來自台灣與美國喜愛唱老歌的朋友所
組成的，歷年參加過多次奧斯汀、休士頓華人活動。曾參與休士
頓兩次年度和樂之聲合唱團觀摩會。金曲族四重唱感謝 「和樂之
聲」2018年再度的邀請，期盼藉此觀摩演唱會，能結交更多喜愛
合唱的朋友，共同分享歌唱的快樂。 「金曲族」由李傳淦擔任團

長和指揮，此次有七位團員參加 「和樂之
聲」2018。金曲族四重唱在李傳淦指揮，
演唱：貝加爾湖畔、 Scarborough Fair。
愛樂合唱團是一支年輕又成熟，多元又合
一的團隊，也是大家沈醉於和諧怡然美的
大家庭。 「愛樂」涉獵各類歌曲，練習、
演唱的曲目無所不及，有伴奏及無伴奏的
合唱經典、中外民歌、校園歌曲，還有蕭
楫指揮創作改編的不同形式的合唱曲目。
愛樂合唱團團長喬玲、副團長王黔江。
「愛樂」由蕭楫老師擔任指揮，蕭桐老師

任藝術指導。愛樂合唱團演唱：伏爾加縴
夫曲、傳奇。中華音樂協會（ 中華合唱
團）成立於 1972 年，當初由一群喜愛音
樂的朋友，聚在一起以樂會友，於今已過
了 46 個年頭，回顧這四十多年來中華合
唱團在歷屆指揮帶領下，先後舉辦過 56

次音樂會，深受各界喜愛與好評。中華合唱團在施彥伃博士指揮
，演唱：讓春天從高雄出發、Be Still My Soul。 凱蒂華聲合唱團
是由生活在凱蒂市的華人音樂愛好者於2017年10月籌建。凱蒂
華聲合唱團以歌會友，親如一家，用歌聲豐富我們的生活。華聲
合唱團在王小玲指揮區行方鋼琴伴奏，女聲領唱Lucy Lu,男聲領
唱劉山川，他們特別把傳統京劇融合在合唱中，演唱：梨花頌、
天路。長青四重唱，是楊明耕、江震遠與來自San Antonio的李
佳蔚音樂教授所組成。

長青四重唱，演唱：Amazing Grace、回憶、Good Night La-
dies。 明湖合唱團創立於1992年，是由休士頓東南區，愛好音樂
的華人所組成。 明湖合唱團在陳莉貞指揮、王毅文伴奏，演唱
：靜夜思、少保言志。 休斯敦黃河合唱團成立於1996年，第一
任指揮是錢護壯，現任指揮為莊莉莉。團員都是來自於休斯敦各
個領域的業餘歌唱愛好者。黃河合唱團在莊莉莉指揮、黃慧敏鋼
琴伴奏，演唱：十八姑娘、粉色香蘭。 奧斯汀龍吟合唱團源於
1991年，由一羣熱愛音樂的中文學校家長所組成。2014年葉美
伶老師接任指揮後，演唱水準繼續提昇。龍吟合唱團中有老中青
三代及家庭成員，是一個相當具有凝聚力之團體。龍吟合唱團在
葉美伶指揮、周諳恩伴奏，演唱：你是我所有的回憶、Lascia
Ch'io Pianga、You Raise Me Up 及壓軸演唱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期盼世界和平。 最後大家在和樂之聲理事長楊明耕
總指揮之下，龍吟合唱團等11個合唱團全體團員與現場觀眾大
合唱 「America The Beautiful」，劃下完美的句點，2018 和樂之
聲音樂會圓滿成功。

2018和樂之聲合唱音樂會祈願
世界和平12月1日圓滿成功登場

理事長楊明耕理事長楊明耕，，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委陳美僑委陳美
芬芬、、黎淑瑛黎淑瑛，，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
，，休士頓市議員休士頓市議員Mike Laster,Mike Laster,各合唱團指揮及嘉賓們在各合唱團指揮及嘉賓們在 「「20182018和樂之聲音樂會和樂之聲音樂會」」 結束結束
後接受獻花後合影後接受獻花後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凱蒂華聲合唱團把傳統京劇融合在合唱中凱蒂華聲合唱團把傳統京劇融合在合唱中，，演唱演唱 「「梨花頌梨花頌
、、天路天路」」 ，，令人印象深刻令人印象深刻。（。（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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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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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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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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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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能否熄火 未來90天是關鍵
【泉深述評】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六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G20峰會期間舉行的工作晚宴上，就兩國貿易
戰達成停火90天，展開實質性談判的共識。

晚宴上，兩國貿易戰達成停火90天初步協議，特朗普作出
的重大讓步是，把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的10% 的
關稅從明年1月1日起提高到25%的計劃推遲到4月1日。中國同
意增加購買美國工業、能源和農產品的數量，但未說明具體數額
。在特朗普對從鋼鐵到消費者電子產品等各類產品加征關稅後，
中國政府對這些美國產品征收了報覆性關稅。

美國華盛頓郵報在報道這一重大進展時，稱兩國就近期造成
金融市場動蕩並威脅全球經濟增長的貿易戰達成3個月的停火，
是一個 “突破”，為雙方力圖解決貿易關系中強迫技術轉讓、
盜取知識產權等結構性糾紛展開談判爭取了時間。

紐約時報報道指出，特朗普總統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達成
了實際上暫停貿易戰並努力締結條約的協議，它的目的似乎是在
一場不斷升級的戰鬥開始對太平洋兩岸的雙方造成經濟損失之後

，讓兩位領導人在政治上得到喘息的空間。這項臨時休戰協議是
周六晚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一次工作晚宴上達成的，它對解決兩國
之間的深刻分歧幾乎沒有什麽作用，更多的是政治協議而非實質
性協議。雙方都立即在國內將這一停火定位為勝利，同時也確定
了自身不會妥協的領域。

彭博社表示，美中雙方都稱特習會是非常成功，但白宮發言
人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卻發布了內容上沒有多少交集的聲明。白
宮詳細羅列了中國為換取美國暫緩提高關稅所做出的承諾，而北
京則強調雙方降低了貿易緊張關系，避免提及具體內容。

外界普遍註意到，中國官媒在報導這一共識時，不提90天
的協商期限，強調中美雙方都同意 “停止” 課征新關稅。而對
於大量購買美國產品，外交部長王毅則辯稱是中國根據國內市場
和民眾需要擴大進口，都是適合國內且銷售好的產品。

至於對美開放市場，官媒新華社則稱是按照中共19大的要
求，進一步采取措施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中方同時捍衛核心利
益的決心和立場，始終如一，堅如磐石。

香港蘋果日報引述前CNN中國問題顧問、香港中文大學客
席教授林和立分析稱，中國官媒新華社的通稿有意誤導，稱中美
兩國已經同意停止課征新關稅，而實際上只是暫停90天，剩下
的特朗普總統曾提及的2,670億美元關稅雖沒有提到，但不代表
未來不征稅。同時，通稿也避提中國同意購買美國農產品及能源
等訂單金額和其他一些中方的讓步。

蘋果日報和香港另一中國問題評論員劉銳紹也表示，中國此
次作出不少讓步，而美國已視中國為 “真敵人”，並非假想敵
，因此雙方貿易戰一定會持久，美國則會占主導，而中國只能
“且戰且退”，以時間換取空間，希望借國際力量向美國施壓。

就在星期天，特朗普總統發推說，“中國同意削減和消除美
國對中國出口的汽車關稅。目前的關稅稅率為40%” 。特朗普這
一對美國汽車制造商利好的評論，致使汽車制造商的股票大漲
4-7%不等，包括BMW，戴姆勒，特斯拉，福特。

天津市第四中心醫院心血管內科完成FFR指導下的冠脈介入治療

【泉深編輯/趙文供稿】近日，一名來自內蒙古的43歲男患
者來到了天津市第四中心醫院心內科劉勇主任的門診，向劉主任
尋求幫助。這位患者2月來反覆胸痛，並且逐漸加重。結合患者
的癥狀，劉主任考慮患者為冠心病--不穩定心絞痛，收入院後
行心臟冠狀動脈造影檢查，發現患者前降支中遠段有75%左右的
狹窄，回旋支近段90%嚴重狹窄。

因為患者的回旋支細小，無法放支架，普通球囊擴張很容易
發生再次狹窄。於是劉主任帶領的心血管內科一病區團隊，應用
了介入治療的新理念—介入無植入，即使用特殊的 “藥物球囊

” 的擴張來減少冠脈的再次狹窄。該治療手段成功率高、安全
性好，效果同支架植入無明顯差別。

而對於前降支中遠段的75%狹窄的病變，屬於臨界病變，會
不會引起癥狀，需不需要放支架需要經過冠狀動脈血流儲備分數
（FFR）檢測來明確。如果FFR值大於0.8，不需要支架治療，
如果FFR值小於0.75，則需要支架治療。劉主任攜助手又為患者
進行了FFR檢測，測定結果顯示為0.75，經過討論後，劉主任決
定還是為他置入了一枚支架，術後患者的癥狀緩解，患者十分滿
意。

科普知識
藥物球囊：藥物球囊是將普通球囊成形技術（POBA）與藥
物洗脫技術結合，將抑制細胞增生的藥物附著在球囊表面，
膨脹過程中將球囊上的藥物輸送到病變局部血管壁內，達到
抑制平滑肌細胞增生的作用，防止血管再狹窄。藥物球囊具
有無體內異物殘留、無支架內血栓形成、雙重抗血小板時間
短、出血風險小等優點。在治療支架內再狹窄和小血管病變
治療中得到了充分的證據。
FFR (Fractional Flow Reserve)：在冠脈介入治療技術日益成
熟和廣泛開展的今天，冠狀動脈造影及血管內超聲均被認為
是診斷冠心病的 “金標準”，但它們只能對病變狹窄程度

進行影像學評價，而狹窄到底對遠端血流產生了多大影響（功能
評價）卻不得而知；且這些圖像形態學的方法並不能識別造成患
者心肌缺血的病變，還可能高估或低估病變的嚴重程度，導致需
要治療的病變沒有處理或過度處理不需治療的病變。通過壓力測
定推算冠脈血流的新指標—血流儲備分數FFR應運而生。經過長
期的基礎與臨床研究，FFR已經成為冠脈狹窄功能性評價的公認
指標。在中度狹窄的病變、連續的病變、彌漫性病變、左主幹開
口或遠端病變等的治療中得到了充分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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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 ）以支持當地慈善機構，為社會傳播正能量
為宗旨的 「辣媽大賽」 自2015年起在休市開辦以來，僑界反應熱烈
，受到各界的矚目。今年更將該大賽推向國際, 在全世界七個國家，
三十多個城市盛大舉行。總決賽訂於今年12月5日至11日在迪拜舉
行。屆時將有來自全世界幾十個賽區，前三名的獲獎佳麗五十多人
與會，一展辣媽風采。

美國飛龍國際文化傳媒集團總裁,國際辣媽選美大賽（HOT MA-
MA )品牌創始人、全球主席陳鐵梅主席已於11月29 日飛往迪拜，她
在行前對記者表示： 「 辣媽大賽」 ，今年在全世界七個國家，幾十
個城市舉行海選，中國賽區海選16個城市領先開跑，9 月在新西蘭
，10 月在法國，11 月在美國（休斯頓、達拉斯、南北卡羅拉多、佛
羅里達、紐約、洛杉磯）等地舉行。就等今年12 月5 日，在迪拜一
展風采，向全世界詮釋已婚婦女從竈臺、工作臺、到大舞台的無窮
魅力。」

陳鐵梅主席表示：這次大賽，受到全球各地當他政府的大力支
持。每個賽區的新聞發布會，都有當地的官員與會，而比賽收益，
也捐款給當地的慈善機構。如休斯頓在2015 年開辦起，便將所得捐
給對社區貢獻良多的 「光鹽社」 ！

陳鐵梅主席表示:HOT MAMA 賽事自始至終，都在關注女性，希
望透過賽事展現女性的成熟魅力與獨特氣質，作為新一代的女性代
表出現在HOT MAMA 的舞台上。主辦單位希望透過比賽，增強中國

與國際友誼，傳承愛與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透過在各地的賽區大作善事及致力幫助貧困病患兒童，大會希

望大賽與慈善連結，將辣媽們的慈善愛心精神傳遞給全世界。

陳鐵梅主席並透露： 這次國際辣媽大賽的獲獎辣媽，將參與中
國連續劇的拍攝。祝願此次所有參賽辣媽，能敲開全球總決賽的命
運之門，登上世界之巔。

國際辣媽大賽全球總決賽國際辣媽大賽全球總決賽
今年今年1212月月55日至日至1111日在迪拜舉行日在迪拜舉行

意大利的世外桃源—羅馬以南，
他的景觀與風俗民情，完全迥異于世
人耳熟能詳的米蘭、弗洛倫撒等北意
大利城。【王朝旅遊】獨家行程“十
天南意大利西西里探勝之旅”，12/15/
2018前預訂，每房最高可享優惠$500
！將帶您體驗南意大利的粗狂和細致
，在曆史之中也能看見美麗的靈魂。

西西里，這座意大利南方的地中海
島嶼，就仿佛像墜落凡塵的璞玉，
【王朝旅遊】將帶你探索沈睡于地下
1700多年的龐貝古城，這座古羅馬發
達文明的象征地和標志；舉世聞名的

檸檬酒發源地“索倫多”，溫暖而幹
燥的氣候一年四季都是理想的度假地
；擁有世界第七大奇迹“藍洞”的加
碧島（卡布里島）；了解最像意大利
的意大利城“拿坡里”；1993年被列
入世界文化遺產的“馬泰拉”，一座
擁有大約三千座可以居住的洞穴和一
百五十座石頭教堂的地方；“阿爾貝
羅貝洛” 的屋頂都是圓頂建築，好像
谷堆的樣子，更像是精靈住的蘑菇小
屋；來到依山而建的小鎮“陶美娜”
，欣賞12世紀的鍾樓、巴洛克式噴泉
的小鎮，公元前3世紀的古希臘劇院；

前往面臨著碧波粼粼的愛奧尼亞海，
西西里島上的第二大城市“卡塔尼亞
”；身處擁有7座希臘神殿古蹟及一個
考古博物館的“衆神之谷”-阿格真圖
；最後抵達曆史悠久的“巴勒莫“，
被意大利文豪但丁稱贊為“世界上最
美的回教城市”。

意大利西西里，是一個神秘的島嶼
，海島沙灘的風情，檸檬樹的清新，
火山的熱情，小鎮的古樸，當然還有
數不清的古跡遺址，都令人心心念念
，嚮往之極。快與我們【王朝旅遊】
一起踏上美麗的西西里！（圖片取自

網絡）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護照更新和

全球簽證（包括：俄羅斯、申根、日
本、韓國/其他國家）”同時擁有合規
的“公證認證”代理資質休斯頓最具
權威的專業和精緻代理“私人團”首
選
更多行程請查询王朝网站：www.
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
713-981-8868 微信:aat713
地址：精英廣場商鋪A14，敦煌廣場隔
壁，大通銀行後面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王朝旅遊王朝旅遊帶你發現意大利帶你發現意大利愛上西西裏愛上西西裏
圖為國際辣媽大賽美國賽區決賽暨頒獎晚會圖為國際辣媽大賽美國賽區決賽暨頒獎晚會

現在預訂現在預訂 每房最高可享優惠每房最高可享優惠$$5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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吮指美味 用手抓食極富趣味
衣索比亞料理 名列Houston 50 Best

(記者韋霓休斯敦報導) 在世界各種
美食料理中，有些民族是用手抓著食物
吃的，充滿趣味。例如像是衣索比亞的
菜，就是用手抓著軟餅包不同的主菜或
配菜，沾著香醬吃，對食客來說，是一
種新奇與放鬆，甚至也有點小小自由的
感覺，讓不少顧客很愛。在休斯敦就有
一家Lucy 餐廳(Lucy Ethiopian Restaurant
& Lounge)提供衣索比亞美食，吸引很多
饕客至此，享受用手抓的隨興樂趣。當
然，餐廳也有刀叉，讓顧客自己選擇。

這家餐廳，既能提供多種美食料理
，有舒適放鬆的環境，以及現場烘培的
咖啡，並酒吧可以小酌，聽起來是不是
挺誘人的？這裡的食物和氣氛都讓人喜
歡，不但自己吃的很開心，並且適合邀
集親朋好友共享，讓大家度過愉快的時
光。

Lucy 餐廳提供的美食是衣索比亞料
理，(也有人翻成埃塞俄比亞)，衣索比
亞是位於非洲東部的一個國家。這個國
家的美食，口味有點像中國食物加上孜
然與咖哩，也有點印度菜的感覺，然而
，滋味好極了，善用了許多天然香料植
物，口感非常豐富。休斯頓雜誌(Hous-
tonia Magazine)就把Lucy餐廳評為休斯
頓50家最佳的餐廳之一。

有意思，可以用手抓著吃!
在Lucy的菜單中，有多種牛、羊、

雞、魚、沙拉、與素食選項，食材新鮮
，少油炸，健康又有品質。我個人最喜
歡的，是用軟餅(英吉拉injera)包著不同
的主菜或配菜，沾著醬吃，味道超好，
有趣極了！

在衣索比亞，人們是用手抓著軟餅
，配上不同口味的菜或是醬料吃，無論
是微辣的燉雞、羊小排、牛小排、或是
咖哩九層塔魚、蝦，都可以包在軟餅中
吃。每道菜都很有特色，衣索比亞菜喜
用天然香料植物入菜，像我們熟悉的孜
然與咖哩，以及多種不同的椒類，特殊
的香味讓一道道食物香味撲鼻，光芒四
射，令人垂涎三尺。若再配上蜂蜜酒，
就是完美的一餐。

歐美健康食物新寵: 苔
麩

值得一提的是，
衣索比亞是全世界唯
一以苔麩為主食的
國家，軟餅英吉拉
(injera)是用苔麩(Teff)
所做的，營養價值豐
富，被稱為超級食物，
含有珍貴又豐沛的植化素

營養，近年來成為歐美國家的健康食物
新寵。苔麩屬高纖及低升糖指數食品，
鐵質及鈣質均含量豐富，其所含的鈣質
甚至高過牛奶。Teff穀粒不含麩質(glu-
ten)，故屬於無麩質飲食(Gluten-free)。
苔麩餅鬆軟，好吃又營養，即使有高血
壓或敏感體質也可以吃。

Lucy餐廳還有一種長米飯，加上薑
黃一起烹煮，散發出淡淡的香味。這裡
的素菜種類很多，還可以點組合餐，任
選自己喜歡的菜，每樣都可以嘗到。

現烘培咖啡 -- 曠野的咖啡
衣索比亞是世界咖啡的原產地和重

要生產國家，衣索比亞咖啡被稱作 「曠
野的咖啡」 ，是在野生環境下生長的，
保留咖啡豆最自然、最原始的香味，咖
啡口感如絲綢般滑順，被稱為 「世界之
最」 。

在Lucy餐廳，使用來自衣索比亞的
咖啡原豆，並且是現場烘培的，身穿傳
統服裝的服務員為你親自煮咖啡，旁邊
點上薰香，香味陣陣撲

鼻，非常

別緻。
衣索比亞的傳統咖啡儀式很神聖，

不僅喝咖啡，更是深入到心靈的層面。
在衣索比亞當地，咖啡不單是一種飲料
，更是一項重要的生活儀式以及傳統。
左鄰右舍或三五好友會聚在一起享用咖
啡，使用特殊的咖啡壺來調製，加上爆
米花，是生活的樂趣，也是情感的分享
。

環境溫馨
Lucy餐廳的環境很舒適，裝飾溫馨

而雅致，牆壁上有不少藝術畫作，食客
們可以選擇坐在Lounge沙發區或是用餐
區。用餐區內有水晶吊飾與柔和的流水
瀑布，還有一個小舞臺，可以舉辦生日
宴會或是商業活動。在Lounge區裡有溫
馨的沙發，低垂的窗簾，在這裡無論是
用餐或是喝咖啡，都讓人很有放鬆的感
覺。不用餐時，也可以來這裡喝咖啡、
看書、或是靜靜的坐著休息。也是約會
或者家庭、朋友聚會的好地方。

友善的服務員
這裡的

服務員

非常樂於助人，無論是第一次來的客人
或是常客，都能感受到他們的服務很親
切。第一次來的客人因為對菜單不熟悉
，可以和服務員討論自己喜歡的，然後
舒服地坐著，等待美食的到來。

酒吧
在美國，酒吧是許多成年人最喜歡

的社交場合之一，同事朋友們喜歡在下
班後到酒吧裡喝杯小酒，聊聊新聞八卦
，放鬆放鬆。Lucy餐廳有Full Bar，想小
酌一下，喝酒聊天聽音樂，這裡都適合
。有各款啤酒、飲料、香檳、紅酒、白
酒、伏特加、威士忌等等，選項豐富。

Lucy 餐廳的異國佳餚，好吃的讓人
驚喜，而且價格不貴。如果您正在尋找
新的餐廳、想嘗嘗不同的味道，或是物
色超級美味，Lucy餐廳絕對是一個首選
！

電話: 713-334-0000。地址: 6800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
靠近中國城，位於59公路Star Furniture
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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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十一月份月會溫馨舉行休士頓台灣長春會十一月份月會溫馨舉行

前基金會理事長蔡凱禮為長春會員們講解前基金會理事長蔡凱禮為長春會員們講解 「「美國美國
健保制度的發展的回顧與展望健保制度的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他把他個人在他把他個人在
公共衛生的研究和環境分析經驗和感想與大家分公共衛生的研究和環境分析經驗和感想與大家分

享享

柯志佳會長柯志佳會長（（右三右三）、）、許碧珠副會長許碧珠副會長（（右二右二））
熱烈歡迎嘉賓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熱烈歡迎嘉賓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左二左二））
及前基金會理事長蔡凱禮夫婦及前基金會理事長蔡凱禮夫婦（（右一右一、、左一左一））
出席出席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十一月份月會休士頓台灣長春會十一月份月會」」 。。

參加長春會健身運動參加長春會健身運動，，既輕鬆又愉快既輕鬆又愉快，，也活潑增也活潑增
元氣元氣。。

周武藤牧師指導健身運動周武藤牧師指導健身運動。。

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二左二二左二））及休士頓台灣長春會及休士頓台灣長春會
柯志佳會長柯志佳會長（（二右一二右一）、）、許碧珠副會長祝賀長春會江朝許碧珠副會長祝賀長春會江朝
雄雄、、王貞慧王貞慧、、蔡有利蔡有利、、邵燦成邵燦成、、陳文文陳文文、、連鍾琦連鍾琦、、許弘許弘
慧慧、、廖李碧玉廖李碧玉、、蔣為志蔣為志、、潘蔡錦垣潘蔡錦垣、、鍾世榮鍾世榮、、郭和珠郭和珠、、
謝逸仁等十一月份壽星謝逸仁等十一月份壽星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福如東海福如東海，，壽比南壽比南

山山」」 。。

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向長春會會員們介紹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向長春會會員們介紹
僑胞卡僑胞卡。。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俞欣嫻秘書為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俞欣嫻秘書為長
春會會友們做行動領務春會會友們做行動領務。。

柯嫚妮柯嫚妮，，廖李碧玉廖李碧玉，，張闕桃等會員們出席張闕桃等會員們出席 「「休士休士
頓台灣長春會十一月份月會頓台灣長春會十一月份月會」」 。。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柯志佳會長於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柯志佳會長於1111月月1010日下午日下午
33時時，，在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十一月份月會上做在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十一月份月會上做

會務報告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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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週四，成千上萬的德克
薩斯人沿著小鎮火車軌道的兩側，他們
穿著牛仔帽和背心，印有 Astros 隊服的
連帽衫，以哀悼前任總統，這位德克薩
斯州本土成長的偉大的政治家。

許多民眾在火車軌道上等候，而其
他人則在露營凳和皮卡車上等待，為的
是親身見證這一歷史的一刻。

這也是美國總統葬禮列車第一次穿
越美國鄉村，載著老喬治•布什駛向最
後70英里，到達大學城後被安葬。

鐵路研祥的民眾有的哭泣，敬禮，
有的歡呼和揮手，讓人想起1969年艾森
豪威爾總統葬禮上送別時的場景，僅僅
不同的是，在場有數千部智能手機，記

錄了真實的場景並在Facebook和推特上
傳播。

“我認為老總統是一個偉大的人，
我們很幸運，他能成為我們的領導者，
”鐵路愛好者安迪伍迪說，他把孩子從
學校專程請假兩天，從阿肯色州南部一
直沿途行駛了500英里才抵達這裡。

來自太平洋鐵路韋斯特菲爾葬禮火
車持續行駛了兩個多小時，最高時速約
為30英里/小時。

來自休斯頓西部聖馬丁教堂的1,200
人隨行服務， 車身印有喬治布什41的醒
目標記，布什總統的靈柩就放在火車上
。鐵路兩邊擠滿了送行的人流。

“這是一個快樂和悲傷的時刻，”8
歲的普雷斯頓沃恩說，他舉著一面美國
國旗，他和媽媽站立在鐵路邊，天空細
雨不斷。

當天有 11 輛汽車和標誌性的機車
4141則是一路帶隊駛入小城鎮。

警方關閉了主要道路，成群的哀悼
者聚集在草地上，穿著制服的警員在街
上整齊排列著巡邏車，舉手敬禮。

火車頭穿過德克薩斯州農村的農場
和樹林，以藍色，灰色和白色的光滑線
條脫穎而靈柩稍後被送到一列火車上，
火車頭的外觀還塗上和總統專機空軍一
號（ Air Force One）一樣的圖案。最後
就由這列火車載送老布什走完最後旅程
，前往德州農工大學老布什總統圖書館
的私人墓園安葬，長眠於今年 4 月去世
的愛妻芭芭拉（Barbara Bush）和兩人早
夭的女兒羅賓（Robin Bush）墓旁。

火車送最後一程 老布什總統安葬德州

調查顯示 40%美國人不打算注射流感疫苗
（本報訊）每年，醫生和公共衛生官員都會敦促美國人注射

流感疫苗。但一項新的民意調查顯示，許多人並不打算遵循這一
建議。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建議，所有年齡在6個月以上的
人都要注射流感疫苗，只有極少數過敏或既往病史的人例外。雖
然注射流感疫苗的效果並不完美——在去年嚴重的流感季節，注
射疫苗的人患流感的機率約為36%——但專家們表示，注射流感

疫苗可以降低一個人生病和流感傳播的可能性，並減輕疾病的嚴
重性。

儘管如此，31%的人說他們不打算接種疫苗，主要原因是疫
苗“效果不太好”。 36%的人說他們擔心副作用，30%的人認為
他們不需要疫苗，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得過流感”。只有5-6%
的人說接種疫苗的成本或時間是主要障礙。

流感疫苗對老年人和兒童尤為重要，他們更容易患流感相關

併發症，這些併發症可能導致嚴重的健康問題或死亡。在接受調
查的60歲以上人羣中，只有24%的人說他們不打算在這個季節接
種疫苗。但與18歲以下兒童生活在一起的成年人中有39%表示，
他們不會給孩子接種疫苗。

流感疫苗的副作用往往是輕微的，而且疫苗不會引起流感。
專家建議，即使是健康的人也應該接種疫苗，因為社區中較高的
疫苗接種率有助於保護最脆弱的人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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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楊正努孫楊正努
力備戰力備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日前，中國游泳隊公佈了42人的參賽
名單，孫楊榜上有名。根據國際泳

聯制定的短池世錦賽參賽標準，選手必
須要在認可的比賽中達到一定的時間標
準才能參加單項比賽。孫楊此前並沒有
參加相關比賽，也沒有單項達標成績，
因此他將在接力中上場。

孫楊：積極備戰中
孫楊目前參加過六屆長池世錦賽、

三屆奧運會，是世界上首位集200、
400、800和1,500米自由泳世錦賽冠軍
於一身的選手，也是200、400和1,500
米自由泳奧運冠軍得主，可是他從來沒
有參加過短池世錦賽。杭州，將迎來他
的短池世錦賽首秀。近一年來，孫楊一
直在訓練中惡補短板，包括出發和轉身
技術。由於短池比賽是在25米泳池中
進行，轉身增多，所以他將在杭州短池
世錦賽迎接考驗。孫楊在社交平台上展
示了自己的轉身視頻，並表示“積極備
戰中”。

杭州短池世錦賽將於11日至16日
舉行。日前開幕式主創團隊介紹，開幕
式總長40分鐘，表演時間為8分鐘，人
員總數不超過60人，將體現“小而
美、小而精、高科技”元素，內容保

密。不過目前已經確認，作為土生土長
的杭州人，孫楊將在開幕式上亮相。

另一方面，比賽場館“小蓮花”日
前舉行了公開測試賽。除傅園慧等浙江
本土知名運動員外，測試賽還吸引了來
自民間的百名游泳愛好者參與體驗。本
次測試賽的所有細節，無論是比賽過
程、還是升國旗等頒獎儀式程序，幾乎
都按照短池世錦賽正式比賽的高標準流
程進行。

傅園慧讚場館舒適
“無論是美觀度還是舒適度，這個

場館都非常好。”比完測試賽感受到
“小蓮花”現場環境後，傅園慧對場館
讚不絕口。不過由8片“花瓣”組成的
旋轉開閉式屋蓋似乎也給她帶來了些許
困擾。“自由泳還行吧，但是背泳的
話，我感覺（看）這個頂棚稍微有點
暈。”她說。第一次在家門口迎來國際
大賽，這也讓傅園慧對比賽更加期待。
“在家門口比賽會更放鬆，可以盡情享
受這個比賽。”不過對於比賽目標，傅
園慧還是頗為低調。“期待是比較期
待，但是會游出什麼樣的成績還是比較
未知吧。頂棚的話，我現在還沒有適
應。”她說。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丁樹勇
昆明報道）2018“一帶一路．七
彩雲南”國際汽車拉力賽（以下
簡稱：拉力賽）6日從昆明發
車，賽事行程將縱貫東南亞、南
亞大陸東盟核心區，沿途並將舉
行多場賽事及經貿、文化交流活
動。

本次拉力賽由43輛越野車及
參賽車手、商貿代表、媒體記者
和組委會工作人員約130人組成，
賽事歷經18天，行程5,000餘公
里，途徑老撾、柬埔寨、泰國後
將於12月23日返回中國，並在雲
南西雙版納景洪市舉行場地賽及
收車儀式。期間，7日在景洪－磨
憨路段舉行集結賽，9日在老撾琅
勃拉邦進行文化交流，18日在泰
國曼谷舉行場地賽及商貿會。

在2016年、2017年成功舉辦
的兩屆“一帶一路．七彩雲南”
國際汽車拉力賽基礎上，今年將
採用“體育搭台、經貿唱戲、文
化交流”的模式，繼續貫徹落實
“一帶一路”倡議，進一步促進
雲南與南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
多層次、多領域的商貿、體育和
文化交流，以跨國大型汽車賽事
的持續影響力打造國際品牌體育
賽事。

本年度世界游泳錦標賽（以下簡稱短池

世錦賽）即將在杭州揭幕。奧運冠軍孫楊將

參加自己運動生涯中的第一次短池世錦賽，

他還將在開幕式上亮相。

在紹興舉行的女排世界球會盃日前繼
續第二日比賽。面對加比和娜塔莉亞領軍的
巴西米納斯女排，浙江女排苦戰四局敗北，
遭遇兩連敗。

此役首局比賽，面對米納斯女排的強
攻，浙江女排在場上有些不適應，很快便
以12：25敗下陣來。第二局米納斯女排自
身失誤增多，而浙江女排在穩住陣腳後連
續打出好球，以25：21扳回一局。第三局
米納斯女排迅速作出調整，保證一傳穩定
性的同時加強了攔網，在進攻端也更加多
變。25：10，米納斯女排再下一城。第四
局，浙江女排開局以6：1領先，不過隨後
米納斯女排打出小高潮連續追分，並以

25：17獲勝，從而以總比分3：1拿下比
賽。

“第二局首先是我們自身失誤少了，
而對方有些急躁，失誤多，我們抓住了機
會。”賽後王夢潔表示，球隊在攔防方面沒
有給對方造成阻礙是失利的主要原因。以借
調身份加入浙江女排參加世球盃，王夢潔表
示自己在防守端表現並不理想。“世錦賽之
後，身體有些疲勞。下場比賽還是全力以赴
打好每個球，現在球隊一場比一場表現
好。”她說。

兩輪比賽過後，土耳其和巴西的兩支
球隊均以兩戰全勝的戰績提前鎖定準決賽席
位。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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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選手魯寧日前在英國桌球錦標賽第四輪比賽中，
與英國選手福特經過五個多小時激戰，以5：6惜敗對
手，無緣八強。

排名第112位的魯寧堪稱本屆英錦賽的最大“黑
馬”，面對排名第36位的福特，他本來可以再創奇跡，
可惜因為關鍵時刻的失誤功虧一簣。魯寧先後以1：0、
2：1、3：2領先，並以5：4拿到賽點。第十局比賽，他
上手率先拿下36分，但在面對一個難度並不大的紅球時
失誤，被福特抓住機會逆轉，將比分扳成5：5。決勝局
中，兩人陷入防守大戰，一局比賽打了近一個小時，35歲
的福特以53：37獲勝。從晚上7點開始到凌晨12點半結
束，這場比賽打了五個半小時。

魯寧賽後對5：4領先時打丟紅球感到非常遺憾，認
為那個球讓勝利的天秤偏向了對手：“那個紅球我打得有
點快，沒想好就出手了，那個球打丟之後，我就感覺整個
比賽運氣就不在我這邊了。”對於最後一局比賽的失誤，
魯寧認為並不是自己面對壓力緊張的原因，而是比賽打得
時間太長，精力跟不上了。“其實勝負關鍵就是幾個球，
比賽前我就感覺已經完成了目標，心態非常平靜。”他
說。 ■新華社

■■魯寧因失魯寧因失
誤出局誤出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浙江女排浙江女排（（紅衫紅衫））
苦戰下落敗苦戰下落敗。。

FIVBFIVB圖片圖片

中國泳隊中國泳隊4242人名單人名單
孫楊、徐嘉余、李朱濠、汪順、商科元、何俊毅、王一哲、邱子
傲、曹犄文、余賀新、王鵬、閆子貝、錢智勇、李廣源、季新杰、
侯鈺傑、覃海洋、沈加豪、王立卓

柳雅欣、朱夢慧、葉詩文、李冰潔、張雨霏、周敏、劉湘、楊浚
瑄、艾衍含、彭旭瑋、傅園慧、吳越、陳潔、王一淳、劉效菡、張
雨涵、王簡嘉禾、史婧琳、於靜瑤、索冉、王靖卓、楊暢、馮君陽

男運動員
（19人）

女運動員
（23人）

■■近況大勇的徐嘉余近況大勇的徐嘉余
亦會參賽亦會參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傅園慧大讚傅園慧大讚
比賽場地比賽場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世球盃兩連敗世球盃兩連敗
浙江女排浙江女排不敵米納斯不敵米納斯

魯寧魯寧惜敗惜敗福特福特
無緣英錦賽八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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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010美南電視介紹

談古論今，引經據典，笑談風雲，豐富學識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是中國大陸音樂人高曉松的一款脫口秀講壇節目，高曉松在節目中兼任
導演、編劇與主持人。，主要講述歷史、文化、社會等人文學科知識。
節目名字是由著名公共知識分子韓寒命名，英文名“morning call”取
自高曉松。本期節目將介紹“看美國”系列之《槍口下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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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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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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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111廣告

許氏花旗參茶福袋

>  唯一華人自產自銷   >  四十多年信譽保證

> 地道原參絕無添加   >  參香濃純延年益壽

2019 新款

加碼
送好禮!

許氏各款參茶

隨意組合120袋

晶彩彈跳
 保溫瓶送

體面貼心 送完為止!

#1034 (20包) x 6盒 #1038 (40包) x 3盒 #1039 (60包) x 2盒

或或

＊每組裝120袋參茶福袋
即贈一款保溫瓶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214-521-6981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469-586-8195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百佳超級市場 972-517-8858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713-271-3838
金荷中醫診所 713-772-2999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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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713-818-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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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星期五 2018年12月07日 Friday, December 0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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