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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清閒俱樂部2019 新春年會 2/13

（本報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張新仁校長率領 「分組合作學習
績優深耕學校赴美研習團」等一行34人於本(2019)年1月24日至30
日訪問休士頓，在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協助安排下，前往參訪糖
城休士頓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Sugar Land )、德州西園國際領
導學校(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Westpark)、和諧公立學校
(Harmony Public Schools)、休士頓中文沉浸學校(Mandarin Immer-
sion Magnet School)等各校，學習當地最新教育發展並觀摩雙語教學
模式。

該研習團除台北教育大學外，尚有來自台北市教育局、國立東
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屏東縣私立南榮國中、台中市大肚區瑞井國
小、台北市萬華區福星國小、內湖區新湖國小、臺北市立螢橋國中
、五常國中及雙園國中等10所各級學校34名教育及行政主管人員
參與研習。

該團除雙語教育專業研習外，也前往太空中心參觀太空科技發
展，另外也在台灣友人Dee Koch女士接待下參訪喬治農莊，體驗德
州傳統文化以及品嘗BBQ烤肉風味餐。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得知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張校長及團員中若干師長係素食者，特別擇
定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中美寺滴水坊餐廳接待該研習團，同時也
藉以推廣環保蔬食健康養生概念。

該研習團對陳家彥處長的用心安排至表感謝，也對教育組周慧
宜組長事前協調聯繫促成參訪研習的順利進行表示肯定，離開休士
頓前夕張新仁校長特別在姚餐廳安排一場感恩餐會，邀請所有研習
過程中提供協助的師長餐敘，餐會中除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林映佐副處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外，休士頓大

學教授Heather Domjan、休士頓中文沉浸學校張兆麟校長、和
諧公立學校梁競懿副校長等都出席這場盛宴。

北教大校長張新仁率團訪休士頓研習成果豐碩

（本報訊）美南大專校聯會的關懷推廣委員會將在 2019
年 2月1號，星期五中午, 參加 Alief 學區扶輪社獎學金募款
遊園會 。這項 Alief 學區募款活動已經舉辦將近二十年，每
年利用遊園會募款提供 $32,000 給 Alief 校區, 單親或無家可
歸的貧窮學生四年的學雜費用。屆時將有許多不同的攤位和
團體參加烹飪比賽， 提供不同的 soup’er bowls 參加競選。
大專校聯會將提供佈置美觀的攤位，以中國農歷年新春迎喜
，豬年大利為主題, 並提供各式的春節小燈籠，春節喜糖 ，

幸運餅乾，送給大家. 屆時並由僑委會提供資料給校聯會，
向各方與會人士介紹台灣的風土民情 。美南大專校聯會, 由
會員們踴躍募款，並由關懷推管委員會代表, 將捐款—千元
來贊助 Alief 學區貧窮學生。遊園會將從早上11時到下午1
時，在Tracy Gee center 對面附近廣場舉行。地址是在Quil-
lian Center-3663 West Center Drive 77042. 歡迎僑界朋友共襄
盛舉，熱烈參與。

Alief 學區扶輪社獎學金募款遊園會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張新仁校長安排感恩餐會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張新仁校長安排感恩餐會，，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
彥處長彥處長((後排右三後排右三))、、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後排右五後排右五))、、教育組周慧宜組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前前
排右八排右八))，，休士頓中文沉浸學校張兆麟校長休士頓中文沉浸學校張兆麟校長((後排右四後排右四))、、和諧公立學和諧公立學
校梁競懿副校長校梁競懿副校長((前排右七前排右七))等出席等出席。。

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擇定國際佛光會休士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擇定國際佛光會休士
頓協會中美寺滴水坊餐廳接待研習團頓協會中美寺滴水坊餐廳接待研習團

（本報訊）一年一度的休士頓清閒俱樂部（簡稱HTGC）新春聯歡年會即將在2019年2月13日星期三舉行，當天將分成早
上的高爾夫球場聯誼賽以及晚上的餐會，歡迎會員和親友家眷共襄盛舉!!!

休士頓清閒俱樂部，正如其名是一個清閒快樂交友平台，為促進台灣鄉親共享活躍、康樂、充實與有尊嚴的退休生活。一
切活動本著 「取之於會員，用之於會員」的原則，以造福會員，增進會員聯誼為目的，成立於1998年，至今會員包括眷屬已經
超過300名，現任會長是呂健全。創立至今舉辦了各種旅遊觀光、郊遊、體育活動，跳舞、音樂欣賞、卡啦○Ｋ、美食、園藝盆
栽等，同時也不定期舉辦社區服務講座，包括有醫藥、健康、理財、電腦科技等等各種主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會員中人才
濟濟，有各行業的精英前輩，也樂於將經驗和技術分享給鄉親而擔任主講人。

會長呂健全表示2019年的年會將有二部份活動安排，分別是早上的高爾夫球聯誼賽，地點在El Dorado & La Quinta Golf
Courses，他特別為活動準備了報名即送球衣，而且還贊助所有獎項，入場費是42美元，包括果嶺費，購物車，練習球和午餐。
這個高爾夫球場是在2009年重新裝修，是一個經典的綠樹成蔭的高爾夫球場，擁有寬闊的球道和高架果嶺，可提供目標式高爾
夫體驗。而晚宴選擇在Hai Cang Harbor (海港) Seafood Restaurant，菜單十分豐盛包括龍蝦，魚，蝦，蟹，鴨肉，雞肉和蔬菜等
，歡迎報名並且請在2019年1月31日前向HTGC委員會Email : houstontaiwanesegoldenclub @gmail.com。或是會長呂健全 Scott-
lu1960@yahoo.com 副會長 廖國偉 Kliao@wt.net

時間:2019年2月13日星期三
早上八點 高爾夫球場聯誼賽 El Dorado & La Quinta Golf Courses
晚上六點 新春聯誼餐會 Hai Cang Harbor (海港) Seafood Restaurant

休斯頓槍友匯將於2019年2月3日舉行[公益社區安全講座]
（本報訊）休斯頓槍友匯

將於2019年2月3日星期天下午
1:00-4:00, 在 全 景 藝 術 學 院
(7636 Harwin Dr. 115 Houston
TX 77036 )為大家進行《公益
社區安全講座》。屆時，將邀
請休斯頓警察局HPD的警官們
英姿颯爽撥冗蒞臨為大家上台
做精彩演講。

講課內容主要涉及：1)警
察種類 2)警察義務 3)警察與民
眾 4)民眾報案及處理流程 5)常
見案件種類及介紹 6）犯罪預
防 六大板塊。

我們會盡量在 3 個小時裡
完成課程並給與會者留出提問
時間，希望大家能帶著問題來
聽講，做筆記，多提問。為了
自己，為了社區，為了華人團
體，積極參與學習傳播社區安
全知識。雖然我們不至於草木

皆兵，但是如果大家都有一定
的安全知識，有一定的自我防
衛能力，在萬一時刻可以化險
為夷，豈不是皆大歡喜。

為了更好的安排座位和場
地，請大家提前報名，講座當
天憑報名人姓名、email、電話
等信息簽到免費入場。報了名
臨時有事無法參加的朋友，請
提前在槍友匯各群里通知一下
，我們好及時更新人數。

感謝HPD Jack和Gary等警
官們熱心公益為大家帶來這次
重要講座。

感謝全景藝術學院先生對
社區公益事業的大力支持。

感謝休斯頓槍友匯所有義
工和槍友們一如既往的為了華
人自強自立的宗旨而不懈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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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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8月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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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國際區李蔚華區長春節前訪問老人活動中心
發紅包賀新年

【泉深/圖文】農曆豬年即將到來之前
，正是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成立40週年
之際，又是第 23 屆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
（February 2, 2019）前三天，休斯頓國際
區區長、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先生，《美
南日報》副社長秦鴻鈞女士，美南報業電
視傳媒集團特派員朱全勝博士，美南國際
貿易中心合夥人、IBMG 董事長李生先生
，美南新聞合夥人、東方翔宇文化傳媒有
限公司董事長王蕊丹女士一行訪問休斯頓
中國城4家老人活動中心，慰問老人並為
老人頒發賀歲紅包，祝老人們安度晚年，
健康長壽！

李蔚華區長代表國際區向不同活動中
心老人拜年！他說：“過年是中華民族最

重要的節日，很高興每年都到老人活動中
心給各位長者、長輩拜年，祝大家萬事如
意、長命百歲！ ”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
集團已經走過了40個春秋，各位都是我們
電視台的觀眾，也是我們《美南日報》和
《今日美國》的忠實讀者，我們特別感謝
各位對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的支持。 ”
“海外移民的老人們能聚集在一起，我們
要感謝美國政府和活動中心的經營者為我
們老人提供這麼好的養老條件和平台，解
除我們後顧之憂。 ”“我們外國移民在美
國要相互團結合作，珍惜這份來之不易的
養老環境。 ”“我們這個星期六有第23屆
國際農歷新年遊園會，也是美南報業電視
傳媒集團成立40週年之際，當日有來自不
同國家、不同民族的藝術家會在美南新聞

綠色廣場奉獻精彩的文藝節目，體現國際
區多元民族的特色，休斯頓市市長特納和
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等重要人物也會光
臨現場給各位拜年，歡迎各位長者光臨。
”議員艾爾格林等重要人物也會光臨現場
給各位拜年，歡迎各位長者光臨。 ”

IBMG 董事長李生先生在賀詞中說道
，他在北京與嘉德養老院合作了15年，每
次看到老人就想到自己的親人，母親已經
80歲了，華人秉承孝敬老人的傳統，這次
李蔚華先生帶我們一起來，充分體現了民
族大家庭的溫暖，再次預祝各位老人在美
國春節快樂，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東方翔宇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王
蕊丹女士說看到這麼多身體健康、神采奕
奕的叔叔阿姨們，心情特別興奮，她能感
受到老人們的幸福都洋溢在他們的表情中
，祝各位叔叔阿姨天天快樂、長命百歲！

活動中心的老人們人人都有一段精彩
的故事，有人是退役將軍，有的是著名工
程師，有的是優秀教師，有的是作家，有
的是書法家，有的是藝術家等。

李蔚華區長特地準備了 500 份紅包發
給每一位老人，許多民眾一看到紅包，蜂
擁而上，擠在人潮中，雖然人多到一度陷
入混亂，但也代表過年喜氣洋洋的氛圍。
也有許多民眾直接上前討個紅包，都讓李
蔚華區長相當開心。在場的老美也收到李
蔚華區長發的紅包，更是喜出望外。

中國人的春節就像美國人的聖誕節一
樣，紅包自然象徵著聖誕禮物，代表吉祥
安康！

休斯頓國際區李蔚華區長春節前訪問老人活動中心休斯頓國際區李蔚華區長春節前訪問老人活動中心 休斯頓國際區李蔚華區長向老人拜年休斯頓國際區李蔚華區長向老人拜年

休斯頓國際區李蔚華區長向老人發放賀歲紅包休斯頓國際區李蔚華區長向老人發放賀歲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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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周六1/26舉辦的“未來企業家座談會 Tomorrow’s
Entrepreneur Workshop”非常成功，參加人數達到40人左右
。盡管宣傳時間有些倉促，但反響異常熱烈。會中不僅有個
個領域專家包括財務分析，成功品牌的業主，全球品牌加盟
機會，建設店面的需知及銀行貸款等方面的知識分享。與會
人士均有良好的熱烈的互動。借由此次座談會，Josie Lin女士
正式向大家介紹AsUnited Marketing Alliances Group（聯亞營
銷聯盟, AMA Group）的組織內容和服務宗旨。 AMA聯亞營
銷聯盟不收取所謂的“會員加盟費”，本著把品牌商、創業
者與專業人士三方資源更好結合在一起的宗旨，介由AMA 這
個整合性資源平臺，更好的為亞裔社群提供商機與福祉。對
此，大家表示十分地認可, 與歡迎。

“未來企業家座談會”是AMA Group啟動的第一個面向
公眾的生財之道分享活動，也是AMA Group與RE/MAX Unit-
ed 聯禾地產共同舉辦的“凱蒂亞洲城— 歡樂慶新年”活動之
一。在這歡樂的兩周活動，內容豐富多彩、面面俱到，從寫
春聯、舞獅、發放商家優惠券到開放理財投資講座，可謂是
“娛樂與知性相結合”。

本周的亮點是另一個生財之道分享的座談會”Where to
begin Investing in Real Estate?從哪裏開始你的房地產投資?”
時間是周六2/2日2pm-5pm在凱蒂亞洲城RE/ MAX United 聯
禾地產Katy Office 資深千萬經紀暨聯禾地產負責人, Josie Lin
將分析住宅與商業地產投資的不同, 市場走向, 介紹超過40,

000,000美元的獨家投資案,價格從170,000美金到800,000美
金不等, 涵蓋了住宅，或商業地產投資, 回報率可從6%到高達
60%不等。想要知道如何分析, 了解其中奧妙, 千萬不要錯過!
將加惠更多投資人得到好的投資機會更好的收益投資回報。

另外，同一時間還有“寫春聯”特別活動。屆時全美書
法冠軍張凱樂先生和眾書法家老師都將到場為大家贈送新春
祝福。歡迎告知親朋好友，攜家人、孩子前來一起歡樂慶新
年吧！

歡樂慶新年歡樂慶新年,,““未來企業家座談會未來企業家座談會””成功分享成功分享!!
本周六由四千萬聯禾獨家投資項目接棒本周六由四千萬聯禾獨家投資項目接棒!!

歡樂旅遊推薦歡樂旅遊推薦--20192019維京郵輪維京郵輪，，免費往返美國機票免費往返美國機票
資深郵輪顧問歡樂旅遊，除了代理全國旅遊團

之外，還直接代理各郵輪公司產品，比如維京郵輪
、水晶郵輪Crystal, 和Gate 1等等。歡樂旅遊不僅
為遊客安排行程、郵輪、機票、旅遊保險、交通、
酒店、旅遊簽證，更為遊客安排細緻的岸上觀光行
程以。

2019年，維京郵輪主要3條線路，贈送往返美
國機票。若您是維京郵輪的忠實客戶，我們還將送

您 $200的折扣。3條維京郵輪線路詳情如下：
維京多瑙河8天河輪，從德國的帕紹出發，經

過奧地利的林茨、克雷姆斯，我們將來到“音樂之
都”維也納。駐足這個充滿躍動音符的城市街頭，
總能邂逅浪漫的場景，這裡的人天性浪漫，這是一
個充滿靈性的城市，海頓、莫紮特、貝多芬，這些
音樂家們共同創造了維也納輝煌的音樂氛圍。之後
我們將去洛伐克布拉迪斯拉發和匈牙利的布達佩斯

。
維京萊茵河8天河輪，從德國與法國接壤

的地方——瑞士的巴塞爾出發，前往傳統與
現代的混合體——法國的斯特拉斯堡，既浪
漫又具田園風光的海德堡，古老而優雅的德
國科隆市，荷蘭風車群——小孩提防風車村
，最後到達“北方威尼斯”的阿姆斯特丹。
這裡集合了迷人的風車、醉人的鬱金香、傳
奇的藝術家、醇香的奶酪、獨特的建築，令
這座城市聞名遐邇。

維京東歐11天河輪，我們將從“歡樂之城”羅
馬尼亞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出發，前往自然風光
異常豐富的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之後，我們將經
過美麗迷人的克羅地亞，欣賞亞德裏亞海海濱、普
利特維彩湖群和布裡俄尼島等國家公園，最後到達
匈牙利的布達佩斯。

以上旅遊線路，您完全不必擔心膳食、遊玩線
路、往返時間以及座位安排，歡樂旅遊將為您提供
最貼心最細緻的服務；在旅遊當地，安排熟悉當地
風俗文化和歷史背景的資深導遊，讓您有不枉此行
的旅遊經歷。至於郵輪的選擇，不論您選擇自由行
郵輪套餐，還是郵輪及岸上觀光套餐，又或是由我
們的專業顧問為您度身定做的郵輪套餐，我們都能
保證您將擁有一個輕鬆愉快及畢生難忘的郵輪之旅
。

我們堅持以適宜的價格提供優質的服務及旅遊
質素，選擇歡樂旅遊，將會是您人生中一次寶貴的
旅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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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休斯頓最老
的藝術與古董拍賣公司--辛普森古董拍
賣行將於2月9、10兩天舉行2019年春
季拍賣會，現場將有超過600餘件的珍
稀藝術精品與古董公開競拍，同時在2
月4日至8日舉行一星期的預展，歡迎
喜愛藝術品的民眾到預展會場欣賞精緻
的藏品，並在拍賣會場參與競拍盛事。

辛普森古董拍賣行成立於1962年，
專營拍賣藝術精品與古董，引導更多愛
好者鑑賞藝術，了解藝術的市場，同時
促進市場買氣，為廣大的收藏愛好者提
供一個最佳服務平台。無論是尋找心儀
的藝術品、有想要割愛的收藏品、或是
有價值連城的藝術品，都歡迎聯絡辛普
森古董拍賣行。

這次的拍賣會是一場不應缺席的藝
術饗宴，包括了珠寶首飾、玉器、珍稀
畫作、手錶、名貴葡萄酒、歐式家具、
亞洲藝術品、歐洲瓷器、雕塑、水晶與
玻璃精品、精美地毯、及其他收藏多年
的私人藏品等，所有拍品將於會場精心
陳設展示，貨真價實，機會相當難得!

此次拍賣會，包含了辛普森畫廊曾
經提供的一些最好的藝術和古董，像是
收藏家和美術經銷商Leta Nell Steger擁

有 的 美 國 印 象 派 藝 術 品 ， 亮 點 是
Chauncey Foster Ryder 和 Edgar Alwin
Payne的作品，還有非常重要的是私人
收藏、以前從未在公開拍賣中看到的稀
有埃及古物，另外尚有兩個重要的法國
精品葡萄酒酒窖、以及許多精美的18世
紀和19世紀的法國古董和裝飾品。

於過去超過50個年頭，辛普森古董
拍賣行一直在休斯頓為民眾服務藝術品
和古董的交易。從1962年開始，威廉辛
普森開始收集精美的古董與藝術品，教
育自己以及其他人。辛普森古董拍賣行
對卓越與鑑賞的承諾，讓其名聲遠播，
成為可信賴的招牌。

預展時間: 2 月 4 日~8 日，每天
10am~5pm(星期四至晚間8點)。
拍賣時間: 2月9日、10日下午1點

歡迎大眾參加。若您不方便來到拍
賣會場，亦可透過電話參與競投，請致
電（713）524-6751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info@simpsongalleries.com以獲取更多
信息。網站: www.simpsongalleries.
com。
地址: 6116 Skyline Drive, Suite 1, Hous-

ton, TX 77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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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美銀行德州總部即日起進駐中國城休士頓分行韓美銀行德州總部即日起進駐中國城休士頓分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韓美銀行休士頓中國城分行全貌韓美銀行休士頓中國城分行全貌韓美銀行休士頓中國城分行備有韓美銀行休士頓中國城分行備有Drive ThroughDrive Through便利客戶便利客戶

韓美銀行德州副總裁韓美銀行德州副總裁Mohammad TariqMohammad Tariq和中國城休士頓分行經和中國城休士頓分行經
理何晏齡介紹該行貸款業務理何晏齡介紹該行貸款業務

韓美銀行顧問葉宏志韓美銀行顧問葉宏志、、德州副總裁德州副總裁Mohammad TariqMohammad Tariq和中國和中國
城休士頓分行經理何晏齡及貸款專員城休士頓分行經理何晏齡及貸款專員KarenKaren亮相亮相

韓美銀行顧問葉宏志韓美銀行顧問葉宏志、、德州副總裁德州副總裁Mohammad TariqMohammad Tariq和中國和中國
城休士頓分行經理何晏齡城休士頓分行經理何晏齡11月月1616日上午在休士頓分行會議室日上午在休士頓分行會議室

，，舉行新聞發佈會舉行新聞發佈會

韓美銀行休士頓中國城分行擁有最保障保險箱業務韓美銀行休士頓中國城分行擁有最保障保險箱業務

德州副總裁德州副總裁Mohammad TariqMohammad Tariq介紹該行嶄新提款機及查帳機介紹該行嶄新提款機及查帳機

韓美銀行副總裁韓美銀行副總裁Mohammad TariqMohammad Tariq、、顧問葉宏志顧問葉宏志、、經理何晏齡宣佈推經理何晏齡宣佈推
出定期一年優惠存款到出定期一年優惠存款到33月底止月底止（（Premium CDPremium CD 22..7575 %% ））專案專案



BB88德州本地新聞

R03-CHI AME中美酒樓56B_16

星期五 2019年2月01日 Friday, February 01, 2019

(文／周一義，圖／取自網絡)很快地，2019年的一月份
又已經過去了，也許悄然無聲，也許轟轟烈烈，只是必須
要承認的是，2019年已經不再只是進入了開始，笑笑說說
着又是該慶祝農曆新年的時分了，每逢佳節倍思親，這代
表著團圓的時期，應是和一家大小，圍在溫暖的飯桌前，
聊著家常，用聲音溫暖文字，用歡喜溫暖著過去、今後生
命中每一個相聚的時刻。

1.1894劇場的阿龍劉易斯音樂會（Aaron Lewis in Con-
cert at The Grand 1894 Opera House）

因為其激動人心的表演而為人熟知的著名鄉村音樂家
阿龍劉易斯為您帶來名為“我所在的城市”的精彩音樂巡
迴演出。

時間：02/01，8pm
地點：1894 劇場(2020 Post Office Street Galveston, TX

77550)
費用：$29.75
2.德州新年園遊會（Texas Lunar Festival）
為慶祝豬年的到來，美南國際集團前廣場舉辦了德州

新年園遊會，現場還會有美食攤位，時裝秀和武術表演等
多姿多彩的活動。

時間：02/02，10am-5pm
地點：美南報業傳媒集團(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

TX 77072)
費用：免費
3. 高 地 藝 術 市 集 （First Saturday Arts Market in The

Heights）
在休斯敦高地每月的第一個星期六都會舉辦藝術市集

，現場會有藝術作品、紀念品的攤位，除了可以盡情購買

的市集之外，還會有美食貨車和音樂表演等豐富的活動。
時間：02/02，11am-6pm

地點：藝術市集(540 West 19th St Houston, TX 77008)
費用：免費

4.不休眠畫廊的“太空城”遊戲活動（Space City Beat-
down at Insomnia Gallery）

名為“太空之城”的遊戲活動中，聚集了各位遊戲愛
好者，來到現場參與這次格鬥電子競技錦標賽。

時間：02/02，11am-10pm
地點：不休眠畫廊（708 Telephone Rd. Houston , TX

77023）
費用：$10
5.幸福之地中國新年慶祝節（Chinese New Year Cele-

bration at Lucky Land）
幸福之地舉辦的中國新年慶祝活動歡迎各位民眾帶著

家人一起來參加，遊玩，到場的民眾還會收到一封紅包作
為小禮物，現場還會有舞獅、舞龍等精彩紛呈的表演。

時間：02/03，10am-6pm
地點：幸福之地(8625 Airline Houston , TX 77037)
費用：免費
6.1894 大劇場的傑西男孩音樂會（Jersey Boys at The

Grand 1894 Opera House）
格維斯頓的1894大劇場為您帶來榮獲托尼獎和格萊美

獎的著名音樂劇“傑西男孩”。
時間：02/03，7pm
地點：1894 大劇場 (2020 Post Office Street Galveston,

TX 77550)
費用：$38

恭祝新春到來 團聚闔家歡樂

(本報訊)2-02-2019（Sat. )晚間 6
時

Luna's Venue ( 7636 Hardin Dr.
Houston TX 77036 )

中台禪寺新春觀音祈福法會
2-03-2019 ( Sun. ) 上午9:30 至中

午12:00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 12129 Bel-

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

聯禾地產投資理財說明會
2-02-2019 （ Sat. )下午 2:00-5:

00
聯禾地產，凱蒂亞洲城辦公室

（23119 Colonial Pkwy A1,Katy ,TX
77449 )

Alief 學區扶輪社獎學金募款園遊
會

2-01-2019 （Fri. ) 上 午 11:00-
下午1:00

Quillian Center (3663 West Cen-
terDrive Houston TX 77042 )

聯禾地產凱蒂亞洲城"寫春聯"特
別活動

2-02-2019 （ Sat. ) &
2-03-2019 （Sun. )下午2:00 至5:
00
23119 Colonial Pkwy Bldg A-A3

玉佛寺延生普佛
2-04-2019 （ Mon. ) 晚 間 9:30
至晚間 11:15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大雄寶殿

玉佛寺除夕叩鐘
2-04 -2019 （ Mon. )晚間 11:45
至凌晨1:00
玉佛寺大雄寶殿

玉佛寺年初一佛前大供
2-05-2019 （Tues. )上午11:20
玉佛寺大雄寶殿

真佛宗密儀雷藏寺舞龍舞獅賀新
年

2-04-2019（Mon ) 晚間10:00
密 儀 雷 藏 寺 （7734 Mary Bates

Blvd. Houston TX 77036 )

真佛宗密儀雷藏寺佛前大供上頭
香

2-04-2019 （ Mon. ) 晚上11:00
密 儀 雷 藏 寺 （ 7734 Mary Bates

Blvd. Houston TX 77036 )

佛光山中美寺除夕延生普佛/上
年香

2-014-2019 （Mon. ) 晚 間 9:00
至11:00

中美寺（12550 Jebbia Lane, Stan-
ford TX 77477 )

佛光山中美寺年初一上香祈福
2-05-2015（Tues. )上午11:30
佛 光 山 中 美 寺 （12550 Jebbia

Lane, Stanford TX 77477 )

恆豐銀行舞龍舞獅
2-05-2019 （Tues. )上午9:00
9999 Bellaire B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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觴在筆會上，著名書法及篆刻家劉一聞即席揮毫，寫了“至

極”二字，蒼勁有力，引來眾人圍觀。他表示，所謂的“至
極”，即極致，達到頂點。他認為做任何事情時都要令自己達
到極致。不過，他認為要達到極致的境界，幾乎無可能，當今
天看回昨天的作品，總能發現有改善之處。而談到如何才能學
好書法，他認為寫字與寫書法是截然不同的，書法是一門複雜
的課程，當中蘊含複雜的技法與理論。“字臨摹得漂亮，不一
定等於優秀之作，相反來說，字寫得不好，倒可以有藝術高

度。”他認為，在學習的過程
中，臨摹他人的作品固然是必
經階段。但他認為只學習技法

並不足夠，如何在
技法到家時跳出前
人的影子，寫出自
己的風格，才是最
重要。

劉一聞劉一聞：：寫字不怕寫字不怕““不好看不好看””
西泠印社理事

用碑帖文體寫下了
“大能容物 文以興邦”
八字，氣勢磅礡，吸引眾
人圍觀。在訪問中他強
調，書法重視根基，必須
以古人傳下來的傳統為
首，並在書法作品內包含
其因素。他又指，學習書
法可加強民族認同感，因
在學習的過程中必會接觸
到四書五經等，亦會對傳
統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有着
相輔相成的作用。

他又提出曾有《人民日報》
的報道指，中國書法是可代表傳
統文化的核心，“因此必須要學
好、了解到這些文化，才能寫好
書法。”另他更用隸書寫了習近
平主席對香港說的“行穩致遠”
四字，意指做所有事情都應腳踏
實地，才能把自己的才能發揮得
最好，走更遠的路，他認為這四
字十分有意思，因此特意在筆會
中揮毫。

范淳奇：書法可增強民族認同感
中國書協香港分會副主席

文化部現代工筆畫院副院長

在筆會上，蕭暉榮先寫下隸書大字“中國夢”，並
表示：“‘中國夢’是習主席提出對‘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構想，也是作為藝術工作者的我非常認同的執政
理念，寫這三字，最可抒發我對國家和香港未來發展的
期盼。”

此外，他又即席揮毫，以梅花為題材，配以石頭繪下
梅花盛開的時刻，他把這水墨畫作品命名為《春色圖》，
蕭所繪畫的梅花有紅有藍，畫中的梅花緊密地爭相綻放，
在平凡中帶點鮮明的紅藍色彩，他用了紅藍兩種色彩畫梅
花有作對比之作用，豐富整幅畫作。

作畫時，他更現場展示罕見的“指頭畫”技法，以手
指蘸取顏料，在花枝上按出點點花瓣，“比起用筆畫，手
指會讓花瓣更有動感，也更貼近梅花真實的造型。”他將
作品命名為《雙青圖》，認為梅花是象徵着人格
和精神，“梅花在冬天盛
開，有着堅毅不屈的精神，
這也是中華民族的精
神。從詩歌到繪畫創
作、由古到今都是一
個大家愛取的題材，
有着歷史的價值。”

蕭暉榮：臘梅精神是民族精神
香港美術家協會主席

劉新華：結合東洋繪畫技法寫故土

“丹青翰墨繪盛世，重彩濃墨總關情。”早前，為紀念國

家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由中華文化交流協會、華懋慈善基金會

與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主辦的“東方神韻”中國書畫名

家作品展，在香港灣仔會展中心舉行展覽，出自香港、內地近

六十位書畫名家之手的百餘佳作，以多元的樣貌與風格呈現在

香江之畔，講述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時代發展的樣貌、繪製出新

時代精神。

同日下午，位於香港仔的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更“流觴

曲水”，讓一眾書畫名家又以藝會友進行筆會，在接近兩小時

的即場交流、創作中，各位書畫名家汲取在港所見所感，即席

揮毫抒意，用筆墨祝願香港繁榮發展，與祖國攜手前行。

值此之際，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多位墨壇聖手，聽他們講

習藝之道、談藝術家的責任擔當。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朱慧恩、張美婷

曾擔任十一屆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的施子清，熱情出席書畫
展前熱身活動“第二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認真看展並站在一旁觀摩小
朋友現場寫字，他感嘆“如此小的年紀，這樣的程度已經很好”，並希望香港
更多青年人可在公共教育機構接觸書法。

施子清認為，現時香港仍有不少有心的書法名家，願意出心出力，指導後
輩。施子清憶述當年來港時在灣仔看到的情景。1957年，他初來到香港，見到
當時有不少書法家為了生計，在街邊擺攤賣字，幫別人寫招牌，在艱苦的環境
下成就自己的事業。其中有一位很了得的書法家，除了賣字外，還會免費教學
生寫書法，看到此情此景，他很感動。他又表示，放眼現在，香港也有不少書
法名家開班教學，指導年輕一輩學習書法，旨在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作為前
輩，他樂見於此。

然而，除了書法家出心出力外，讓書法走進學校是必不可
少。施子清表示，當年他唸小學時，學校還有開辦書法課程，中
學則沒有了，造成斷層的局面。放眼現在，他表示，無論在香港
還是內地，相關部門均沒有在中學及小學中重點推行傳統書畫的
課程，針對這個問題，他自己任職全國政協委員的20年間也一
直發出建言，倡議恢復書法、繪畫課程在校設置。

“我幾乎每年都和一眾書畫界的朋友提出建議，十八大以後這
個問題得到了重視。”他又指出造成問題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
師資的匱乏，“比如書法，教學的老師要自己寫字好，還要會教，這
樣的人就非常少了。當時北京市政府出資，與故宮博物院合作辦班，專門培
訓書畫教學的老師，很重視這個問題。”他認為有這類的學校，確實非常
好，皆因有好的老師，才能教出好的學生。

施子清：倡書法納入公共教育

■■施子清認為在中小學推行書施子清認為在中小學推行書
法課程很重要法課程很重要。。 朱慧恩朱慧恩 攝攝

■■““東方神韻東方神韻””中國知名書畫家到訪中國知名書畫家到訪
集團集團，，並即席揮毫創作並即席揮毫創作。。 潘達文潘達文 攝攝

■■范淳奇范淳奇《《大能容物大能容物文以興邦文以興邦》》

■■劉一聞寫下劉一聞寫下““至極至極””
二字二字。。 潘達文潘達文 攝攝

■■蕭暉榮寫蕭暉榮寫““中國中國
夢夢”。”。 潘達文潘達文 攝攝

■■香港美協主席蕭暉榮與香港美協主席蕭暉榮與
女兒蕭芬琪女兒蕭芬琪。。 潘達文潘達文 攝攝

■王秋童筆會作《明珠映水》

■蕭暉榮繪《春色圖》

擅長工筆繪畫的劉新華在日
本生活三十年，並取得了美術博
士。創作中，他既吸收了日本繪
畫的技法，同時又有中國繪畫技
法的堅實基礎，融會貫通，集兩
家之長。是次的展覽中，他帶來
三幅作品，分別是《陽光》、
《熱土》及《晨韻》。

在《熱土》中，他描繪了冬
晨玉米地上迷蒙的景象，予人恬
靜祥和之感。劉新華對當年“上
山”的日子還是記憶猶新，他坦
言雖然離開祖國多年，但從未忘
記祖國，故他希望透過畫作，畫
下記憶中的故土，以表達對舊日
子的懷念。

美南版5 藝 粹 ■責任編輯：郭愉薇 2019年2月1日（星期五）

■沈平筆會創作絲路主題畫
作 潘達文 攝■■劉新華帶來的其中一幅作品是《熱土》。 潘達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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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口秀讲坛节目，高曉松在節目中兼任
导演、编剧與主持人。，主要讲述历史、文化、社会等人文学科知识。
节目名字是由著名公共知识分子韩寒名英文名“morning call”取自高
晓松。
本期節目將介紹: “看美国”系列终极篇 血脉相连的美籍华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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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9年2月01日 Friday, February 0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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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Hsu 董事長 許恩偉Paul Hsu 創辦人 許忠政

豬 年 大 吉

星期五 2019年2月01日 Friday, February 0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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