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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大使於2月4
日晚上10時，在劉紅梅副總領事、葛明東僑務組長陪同下除夕夜
走訪本頭公廟。而本頭公廟以瑞獅鑼鼓相迎，場面熱鬧。

本頭公廟孫偉根會長說明，本頭公廟去年剛興建完成的潮州會
館新牌樓承蒙各界剪綵，孫偉根會長表示謝意。孫偉根會長提到，
去年在中國的家鄉汕頭遭遇33年來最大的水災，在海外的潮汕鄉
親以短短兩周共募集了150萬人民幣送到汕頭市政府賑災，正顯示
潮州人在海外非常團結，並且時時關心家鄉事務。孫偉根會長感謝
中領館這一年來的支持，將爭取全世界潮州大會將能在休士頓舉行
。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讚揚孫偉根等華人在海
外奮鬥有成，不忘回饋家鄉，令人敬佩。李強民大使代表中國駐休
斯敦總領館致贈香油錢給本頭公廟，由孫偉根會長夫婦，財務高永
年，秘書長林國雄等代表接受。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大使、
劉紅梅副總領事、葛明東僑務組長，本頭公廟林國雄秘書長、孫偉
根會長夫婦、財務高永年、理事長徐耀德一起上天地父母爐頭柱香
。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大使除夕夜走訪本頭公廟

（本報訊） 為更好地服務廣大僑胞，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將於2019年2月10日
（星期日）赴中國人活動中心，為僑胞現
場辦理《在境外居住人員領取養老金資格
審核表》（即“健在證明”），歡迎有需
要者屆時前往辦理。現就有關辦證要求通
知如下：

一、辦證時間：2月10日上午10:00至
11:00。當日受理，當日取證。

二、辦證地址：中國人活動中心—休
斯敦華助中心

Chinese Civic Center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三、申請條件：
在美國居住的中國離退休、退職人員

，為領取國內養老金，可申辦健在證明，
即《在境外居住人員領取養老金資格審核
表》（以下簡稱“審核表”，請點擊此處
下載表格） 。

四、提交材料：
1、填妥的《審核表》一份。該《審核

表》分上下兩部分，請使用黑色水筆、中

文楷體填寫，字跡要清楚，不要有塗改。
《審核表》的編號、經辦人簽名、審核人
簽署三欄由總領事館工作人員填寫，確認
機構公章處由總領事館工作人員加蓋館章
，其它部分由申請人填寫。
`2、申請人本人有效中國（或第三國）護
照、美國合法居留證件或美國護照原件及
復印件。護照只複印個人資料頁（含延期
頁）。如持美國（或第三國）護照，請提
交有原中文姓名的證件複印件。如更改過
姓名，請提交改名相關文件。

五、注意事項：
（一）申請人須本人親自到場辦理。
（二）《審核表》由申請人填寫，分

上下兩聯，上聯由總領館留存，下聯由申
請人提交中國國內有關部門。

（三）填寫出生日期時，請按中文習
慣年月日順序填寫。

（四）送往香港、澳門使用的健在證
明仍應辦理健在公證。

（五）《審核表》免費辦理，當場領
取。

關於赴中國人活動中心辦理《在境外居住人員領取養老金資格審核表》的通知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大使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大使、、劉紅梅副總領事劉紅梅副總領事、、葛明葛明
東僑務組長東僑務組長，，本頭公廟林國雄秘書長本頭公廟林國雄秘書長，，孫偉根會長夫婦孫偉根會長夫婦、、
高永年財務高永年財務、、徐耀德理事長一起上天地父母爐頭柱香徐耀德理事長一起上天地父母爐頭柱香。。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大使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大使、、劉紅梅副總領事贈送香劉紅梅副總領事贈送香
油錢給本頭公廟油錢給本頭公廟，，由孫偉根會長夫婦由孫偉根會長夫婦、、財務高永年財務高永年、、秘書秘書
長林國雄等代表接受長林國雄等代表接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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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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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與自信的回憶 紀念鄧小平訪問休斯頓40週年
(丹陽文稿 泉深編輯)2019年2月2日下午，由楊振寧先生早

年創辦的全美華人協會，聯合美中友好促進會、德州中國和平統
一促進會、休斯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等社團舉辦座談會和宴會
，紀念偉人鄧小平先生訪問休斯頓40週年。

全美華人協會會長喬鳳祥博士主持了座談會，並介紹了鄧小
平訪美的歷史背景。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中國副總理鄧
小平先生在中美建交後的第一時間對美國進行了正式訪問，與卡
特總統和美國有關部門簽署了科技、文化、教育、農業、空間、
高能物理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重要協定，確定了兩國互設總領事
館的協議，並走訪了華盛頓、亞特蘭大、休斯頓和西雅圖等地。
之後，在休斯頓建立了新中國第一個駐美國使領事館。

在休斯敦期間，鄧小平的考察重點在高科技領域。在美國載
人航天基地林登·約翰遜宇航中心，鄧小平不僅仔細參觀了宇宙
飛船阿波羅17號的指令艙和月球車，還在美國資深宇航員弗雷
德·海斯的引導下，登上將於當年底進行首次試飛的航天飛機的
飛行模擬器，親身體驗了航天飛機從10萬英尺高空降落到地面
的情景。參觀“天空實驗室”太空站實體模型時，鄧小平也是興
致盎然，不時向身邊的宇航員詢問太空生活的細節。

40年後的今天，中國的航天工業已經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

。 2019年1月3日北京時間10時26分，嫦娥四號探測器自主著
陸在月球背面南極-艾特肯盆地內的馮·卡門撞擊坑內，實現人
類探測器首次在月球背面的軟著陸。代表了人類太空探索的一個
里程碑。

休斯頓人印象最深刻的無疑是鄧小平於1979年2月2日，在
休斯頓附近的西蒙頓小鎮觀看牛仔競技表演時戴上寬邊牛仔帽的
一幕。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當時通過電視注意到了這則新聞。鄧小
平欣然戴上牛仔帽觀看美式牛仔表演這一入鄉隨俗的舉動，表達
了他對美國文化的尊重和對美國人民的友好之情。鄧小平向美國
公眾揮手致意的友好和自信形像已定格在歷史中，成為中美關係
中的一個永久象徵。

鄧小平先生訪問休斯頓期間，儘管日程安排的很緊，但仍然
抽空親切地接待了全美華人協會的19位會員，其中還有8位健在
的。在座談會上，40年前獲鄧小平接見的全美華人協會前會長陳
偉國激動地回憶起鄧小平接見的情形。接見時間並不長，他當時
還要趕去另一個活動，如同拉家常一樣地和大家交談著。大家感
到很親切和平易近人。陳會長盛讚鄧小平的睿智和改革開放的偉
大決策，帶領中國走向了富強之路，也開啟了中美關係的新紀元
。中美關係發展到今天非常不容易，我們一定要加倍珍惜。

全美華人協會元老姚鳳北先生當年還用四川話向鄧小平打招
呼。他對鄧小平的印像是，明察秋毫、氣度非凡。當時，接見是
在城中的一個當時最高的帶旋轉大廳的酒店。鄧小平看著窗外，
說了一句，我們中國也會有這樣的大樓的。表現了他對中國未來
發展的戰略部署和堅定信心。 40年後的今天，看到中國各地鱗
次節比的摩天大樓，我們不禁十分感慨：小平先生的規劃和願景
已經得到了實現。

專程從華盛頓趕來的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秘書長吳惠秋
教授說，鄧小平訪美，是中美關係、乃至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的
一件大事。從此，中國走向了富強和現代化，世界的和平力量更
加強大了，和平與發展成為了世界的主要潮流！中國的發展強大
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證，也是兩岸走向和平統一最有力的重要因
素。

全美華人協會前會長翁和毓也是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
創會會長。他認為，鄧小平訪美不僅改寫了中美兩國關係，也深
深影響了台海兩岸關係的走向。台海兩岸的和平統一是中國的內
政，兩岸現狀是兩岸內戰的延續。但是，無論是70年前的中國
內戰，還是台海問題的產生與演變，其中都有很強的美國元素。
但是，美國不會更沒有必要為台獨分子買單。

花錢也不讓進！神秘探訪2019年拉斯維加斯全球輕武器展
(Hunter文稿 泉深編輯)作者Hunter，原美國黑水公司反恐專

家，美南地區唯一的華人美國實彈戰術反應射擊 TeamZero 會員
，國際反恐、人身安全防護專家。 2015 成立休士頓華人治安聯
防自衛隊。 《美南日報》、《世界日報》多次連載他關於個人
安全，住宅防範，安全射擊的文章。在社區進行了近六十埸個人
安全與犯罪預防的義務講座。在全美對超過四千名華人義務培訓
了實彈戰術反應射擊。在2017年的哈維颱風來襲時帶領華人治
安聯防隊員救災搶救、身先士卒援救了近三十名受災群眾。受到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與中領館李強民總領事的接見和表彰，被稱為
救災英雄。

一月份的拉斯維加斯（Las Vegas）有點冷，需要套上件厚外
套才能禦寒。每年這個時候，拉斯維加斯幾乎所有的酒店賭場大
廳都以極其誇張的形式張燈結迎接中國的新年。寒冷的冬季並沒
有為賭城帶來太多的客源，但這幾天卻大不一樣！

拉斯維加斯國際機場裡來往穿梭著戰術（Tactical） 服飾的
人流。威尼斯人、普拉佐、金沙三大酒店所有的停車位爆滿，出
入口完全由警方交通管制，似乎沒有預約很難住上像樣的房間。

拉斯維加斯沙灘展覽會議中心 （Las Vegas Sands Expo Center
） 一下子擠滿了從世界各地來的近十萬人。原因是：一年一度
的全球最大輕武器大展會 SHOTSHOW2019 正於 2019 年 1 月 22
日至25日在這裡舉行。

作為美南地區唯一的華裔快速戰術反應射擊TeamZero 會員
，Hunter有幸應邀參加了這一場讓全世界上百萬人如痴如醉、迷
戀於輕武器魅力的人士勇往直前地出席世界最大輕武器展會
（SHOTSHOW），讓Hunter與全球十萬名專業人士一起親臨這
場年度輕武器盛宴，全程第一視角直擊輕武器展會。

眾多關注輕武器及喜愛輕武器的朋友，是否想迅速的了解展
會的進程與現場情況？是否想第一時間了解本年度的最新展品？

是否想看到那些曾在視頻中崇拜的各位戰術大咖？請聽Hunter
詳解。

每年的 SHOTSHOW 無疑是一場戰術大咖雲集的盛會，除
了在展會現場會進行新品的宣傳外，同時也會和戰術大咖進行簽
名留影。

作為美國射擊、狩獵和槍械行業的年度貿易展，更像一場全
球輕武器愛好者聚焦的專業展會。與目前世界上同類型IWA＆
Outdoor（“IWA Nuremberg”）展會一樣，每年舉辦一次。

SHOTSHOW僅限於展示射擊、狩獵和戶外貿易行業的企業
與機構參展，在經過嚴格的背景審核後，邀請包括軍事、執法和
戰術產品的商業買家和賣家及專業人士，絕對不對公眾開放！既
便你花大錢買票（普通票$350）也是進不去大門的。

開展第一天， Hunter參加了大半天的義工活動！他發現，
有一大批華裔人士和廠商正在逐步深入到美國軍事、執法、自我
防衛和體育運動的槍械製造、刀俱生產、戰術服飾和戰術訓練及
付加商業中來。大陸和台灣的廠商正以優惠的價格，讓人稱心滿
意的質量頻頻打入美國市場。

在輕武器的世界裡，已經不是美利堅合眾國！而是美利堅和
中國......！

越來越多的華人同胞深感美國社區的不安定性，為避免犯罪
傷害，從單純的居家放槍到隨身攜槍，進一步學習反應射擊。在
全美速射大神Instructor Zero與大家對面時，竟然來了好幾個華
人新移民。

速射名人Instructor Zero 感謝Hunter多年來堅持對大休士頓
華人社區的戰術反應射擊義務教學的普及！並向四千多名美南地
區華人戰術反應射擊訓練班的朋友們問好！

展會第二天Hunter盡可能閒逛了整個會場。會場內遍布的
近兩千個攤位中，不乏身懷絕技的網絡紅人和真人秀大咖。一陣

陣歡笑喝采把Hunter吸引到一個伸縮警棍的攤位。雞蛋粗的特
製警棍猛抽你手持的護盾。穩如泰山，一步不退才算合格！因為
一個人動一下群體陣角就會亂！前面幾位美國大漢都被抽打得晃
動，Hunter 一時心癢 “Let me try!”，主持人看著他笑咪咪不說
話.....唉！不就是嫌亞洲人小個子嗎？他想咱可不能丟華人的臉
，他凝神吐氣，氣沉丹田，想想少年時練就的馬步是否還用得上
！ ？打擊者換上個粗胖老墨，體重絕對是他的兩倍。還選了根
大頭棒子，竟然雙手持棒，兇猛斜揮下來，他是真想把hunter打
飛出去！從事後的錄影中看到，他在完成旋轉打擊動作的一瞬間
，Hunter紋絲沒動！老墨對Hunter豎起了大拇指！ ！ ！圍觀群
眾鼓掌為Hunter喝采！

展會第三天是高潮！各個攤位不僅向大家分放了大量珍貴紀
念品，終極大咖也出埸與大家見面。 Hunter心目中的大神！ ~~
Larry Vickers駕到：一位被全球槍手推崇，真正的實彈戰術反應
射擊的技術和理論指導者。

雖然現埸鐵粉如潮，Larry還是給了Hunter二十多分鐘交談
的機會！遇到心目中的大師，堆積在心的一個個問題讓Hunter
滔滔不絕地提問，終於得到了肯定的回答。Hunter非常感激Lar-
ry能贊同自己對反應射擊的一些觀點和創意。最後Larry還開玩
笑說，在訓練埸他是個忍不住滿口髒話的人，但如果Hunter和
他編在一組，也許是個完美的組合！誰都明白這是句客氣話，但
真的很讓Hunter感動！

根據組委會提供的數據，SHOTSHOW是美國前25大貿易
展之一。自第一屆SHOTSHOW於1979年在密蘇里州聖路易斯
舉行後，該展覽由國家射擊運動基金會擁有和讚助。

SHOTSHOW除了在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舉辦，之前還在
佛羅里達的奧蘭多和其他幾個美國城市都舉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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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休斯敦華星藝術團 / 亞洲協
會德州中心（The 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 )

特別支持: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
敦總領館/國務院僑辦

協辦：休斯敦各社團
時間：2019 年 2 月 9 日 周六 12:

00pm-4:00pm
地點：亞洲協會德州中心 （點擊頂

部地址，自動導航前往）

休斯敦華星藝術團 與亞洲協會德州
中心將於農歷春節大年初六舉辦的《四
海同春 華星閃耀》2019 休斯敦新春嘉
年華，是休斯敦華星藝術團與亞協第三
次聯合舉辦的國際性文化活動。

當天的兩場精品文藝演出，以高水
準的節目和豐富多彩的形式內容成為觀
眾翹首期盼重頭戲。休斯敦華星藝術團
為本屆新春嘉年華特別編排了兩場名為
《印象中國》的精品文藝演出, 讓觀眾

在優雅多姿的舞蹈和民族樂器演奏的美
妙樂聲中領略中國各地風土人情和民族
風貌。

其中包括用三首金庸的電影主題曲
改編的笛子合奏《笑傲江湖》， 配上武
術新星王瑧真的劍舞，帶來視覺聽覺震
撼的武俠風。

最受歡迎的沙畫表演新秀Grace
Zhang, 將根據家喻戶曉的梁祝故事與
小提琴共同演繹淒美悱惻的原創沙畫

《化蝶》。 原創現代芭蕾《雪》將中國
古典扇舞與西方芭蕾語匯完美融合， 傳
遞飛雪迎春的美好祈福。

孩子們的傘舞《國色》活潑乖巧，
像五彩的花蕾競相綻放。獲獎作品傣族
四人舞《青樹》和蒙族獨舞《盅碗舞》
都將以鮮明的民族風格，優美的舞姿，
令人嘆服的技巧帶給觀眾獨特的美的享
受。

演出時間：1 p.m. and 3 p.m
網上購票： $5（亞協會員）$10(非會
員)
（點擊底部【我要報名】按鈕完成購票
）

Purchase Performance Tickets
https://asiasocietytx.secure.force.com/
ticket/#sec-
tions_a0F1Y000018Ipj2UAC

新春嘉年華還將通過學中國舞，玩
手絹，剪窗花，寫書法，做賀卡，品茗
茶，嘗美食， 有獎問答等趣味性的文化
互動項目，體驗中華傳統文化的多彩豐
姿。讓中國故事、中國聲音，中國文化
走向世界。

今年特別增設的多個食品攤位, 包
括中國，韓國，日本，印度等亞洲各國
農歷新年的美食。遊客可以在環境優雅
的竹園品嘗到: 雙椒的涼粉涼面, 四川特
色小吃; Café Allure的波霸奶茶和肉夾

饃; 亞協咖啡廳提供的創新菜品-藏紅花
蝦和烤肉卷，以及越南粉絲和法式卷餅
定會令你駐足垂涎！

屆時，來自亞洲國家的多個社團也
將帶來各國的春節特色文化活動， 用多
元性和包容性的文化元素，與來自世界
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的社團代表、
駐休斯敦使節，各族裔家庭共度農歷新
春佳節。

休斯敦華星藝術團與亞洲協會合辦
的春節活動已成為每年令人期待的傳統
家庭活動。休斯敦華星藝術團努力發揮
本土資源，通過民俗節慶傳統文化為主
題的系列活動，打開旅美各族裔了解中
國的窗口和增進友誼的平臺，讓中華文
化真正融入主流。尤其是在中美建交和
鄧小平訪問休斯頓四十周年之際，以文
化助力中美兩國外交關系的健康發展，
給這次新春嘉年華賦予了特別的意義。

《四海同春 華星閃耀》- 2019 休
斯敦新春嘉年華，場地舒適，活動安全
，不受天氣變化影響，是適合老人孩子
參與的室內活動，是 在海外體驗中華節
慶文化，籍慰鄉情的不可多得的絕佳機
會。

請帶上您的家人， 朋友， 和我們
一起過大年，2月9號，不見不散！

20182018 在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成功舉辦春節慶典資料照片在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成功舉辦春節慶典資料照片

《《四海同春四海同春 華星閃華星閃耀耀》》--20192019休斯敦新春嘉年華休斯敦新春嘉年華

歡樂旅遊帶你遊歡樂旅遊帶你遊：：東非動物大遷徙東非動物大遷徙77天團天團

每週四出團$999/人起
同一個世界，不同的風采

歡樂旅遊最新推出激情東非之旅，旅遊團費
$999起，每週四出團。歡樂旅遊將為您安排五星
級酒店，體驗動物自然融為一體的高爾夫運動，
馬賽馬拉國家公園巡遊動物世界，帶您暢遊地球
南北半球赤道線，欣賞納庫路國家公園和瓦訥沙
湖等絕世美景。不僅如此，我們還將為您安排世

界五十強“百獸宴BBQ”+ 超級海鮮火
鍋，滿足您的味蕾。最特別的，要屬
海島線特別體驗，帶您穿越世界最大
的野生動物公園——察沃國家公園。

世界上有很多集合了海島、火山
、森林、高原、自然的野生動物等等
旅遊資源的國家，但是如果你愛好動
物想要近距離的看到種群密集數量繁
多的天然野生動物，那麽東非幾乎是

唯一的選擇。
有這樣一處神奇的土地冬無嚴寒、夏無酷暑

，清新的空氣，廣袤的草原，原始的森林，帆布
帳篷，茅草屋頂，篝火邊載歌載舞的馬賽人，猴
子、狒狒經常出沒在你的餐桌旁或房間的露臺上
；夜晚聆聽河馬的鼾鳴、土狼的嚎叫、斑馬前行
的腳步聲，銀河泛著裊裊的薄霧在夜空中流淌，
點點繁星，劃過天際的流星，這裏的一切宛如天
籟，撩人心弦，她就是東非高原~

每年都有大約數以百萬的角馬、斑馬以及其
它羚羊類食草動物為了尋找水源和食物，沿順時
針的方向，在坦桑尼亞的塞倫蓋蒂草原和肯尼亞
的馬賽馬拉草原之間往返遷徙。這場地球上最聲
勢浩大的野生動物遷徙運動被稱作“世界第七大
奇跡”。

桑島是世界上最美的島嶼之一，被美國《旅
遊》雜誌評為非洲三大必到目的地之一。微軟總
裁比爾•蓋茨、名模納奧米•坎貝爾和影星丹澤
爾•華盛頓都經常來此度假。桑給巴爾島無疑是
東非一個非常重要的海灘，白色沙灘，郁郁蔥蔥
的種植園，不可思議的歷史和迷人的文化絕對讓
您流連忘返。

東非的旅遊資源非常的豐富，原始的高原風
光，祥和的動物世界、淳樸的風土人情以及獨特
的旅行體驗，現在去東非旅行所收穫到的，可能
是這個地球上最後的一種“奢侈”，但隨著即將
到來的非洲大開發，再加上全球氣候變化和各種

自然生態因素的變化，根據聯合國發佈的資料顯
示，地球上每一天都有一個野生動物面臨消失，
今天的旅行體驗可能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成為
絕版，如果您希望擁有一個終身難忘且獨特的美
好回憶，我們的專業建議：宜早不宜遲！

為了確保東非旅行的安全和愉悅，正確選擇
旅行社也是非常重要的。由於非洲的旅遊業還不
成熟，有待改善的地方還有很多，雖然在非洲有
很多旅行社存在，但是其中優質和專業的接待社
卻非常少。請相信我們歡樂旅遊的專業素質，我
們一定會為您選擇優質的接待社，不讓您的假期
體驗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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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梨城訊) 經過幾個月細心籌備
，在居民和朋友們的期盼中，梨城春晚
在2月2日拉開帷幕。有著堅強的組織
陣容、與一群無私奉獻的團隊，由梨城
華人協會主辦的梨城春晚已成為一件盛
事，500名賓客歡聚一堂，共迎農曆新
年！現場嘉賓雲集，國會議員代表、市
長、市議員、學區領導、警察局、消防
局代表都愉快地接受邀請，有些貴賓還
帶著家人，來感受中國的年味！

許多嘉賓在欣賞精彩的節目時，知
道這些活靈活現的表演竟然是由華人居
民自發的演出，連聲讚嘆梨城華人才華

洋溢，豎起大拇哥，希望年年都來過中
國年！

好戲連台，一個又一個精彩紛呈的
演出，既富含中華文化傳統，又表現出
流行文化，開場節目是《中國話，在梅
邊》，融合童謠、京劇、崑曲、嘻哈、
舞蹈、中國雜技空竹、呼啦圈和街舞，
讓人耳目一新。

接著，少林《中國功夫》、舞蹈
《Chinese Barbies》、《牛角角》上場
，舞者的精湛表演，不僅是視覺的享受
，更感受到濃濃民族風！

緊接著，爺爺奶奶合唱團演繹的
《大海啊故鄉》，瞬間就把觀眾的思緒
帶回了故鄉和親人！在梨城，探親的爺
爺奶奶也不會寂寞。

《蒙古舞》的灑脫被四位舞者表現
的淋漓盡致！抖肩，下腰等高難度動作
利落準確。誰能相信四位表演者是把兒
女送上大學以後才開始學習舞蹈，圓自
己的夢！

相聲《吃在中國》中六個土生土長
的ABC小朋友，操著帶有美國口音的中

國話，用中國傳統的藝術形式講述著發
生在美國的中國家庭中的趣事，令人忍
俊不住。

接下來，是一首《成都》，據說已
經變成最近高中的流行音樂。孩子們在
參與春晚的活動中深深愛上中國文化，
對自己的華裔身份更增加了認同與自豪
！

勁歌熱舞由來自Dawson高中的大
姐姐們和華夏中文學校舞蹈班的小妹妹
們共同完成。韓舞《La vie en rose》講
訴的是小女生初墜愛河，眼中世界一片

瑰麗的少女情懷。而嘻哈舞Black Magic
旨在讓女孩們因為自信而更加美麗和強
大。然後是一曲男聲獨唱《Come Fly
With Me》，聲音清越動聽，餘音繚繞
。

童聲合唱 《Forza Gesu 》引起場內
陣陣掌聲，身穿美麗中式服裝的小朋友
們用真誠美好的歌聲和表演，為觀眾帶
來了視覺與聽覺的雙重享受。

歌舞《我和你》源自於2008年北
京奧運會開幕式上一首膾炙人口的歌曲
。 6個可愛的小姑娘和媽媽們伴隨著男
女生重唱，構建出了和平、友愛的溫馨
畫面。

雙人舞《Let it go》是由兩個小舞者
表現的一段讚美友誼的現代舞。她們運
用了翻、轉、騰、挪等技術動作，和富

含中國元素的道具-扇子，展示了兩人
之間親密無間，相依相隨的深厚情誼！
這個節目在華協舉辦的第一屆“星光達
人秀”比賽中一舉奪魁！

Rap《Finer》是一首原創的歌曲。
作者兼歌者和他的朋友們以說唱結合
hiphop的形式，來演繹孩子們對bully的
態度，表現出朋友間的互助和愛的傳遞
。

接下來，民樂和現代樂器合奏，共
同演繹具有濃郁中國古典韻味《青花瓷
》天青色等煙雨。然後是舞蹈《新疆玫
瑰》，絢麗的服飾，婀娜的舞姿，多變
的畫面，表達了生活在梨城的華人媽媽
們對生活的美好憧憬和積極向上的風貌
！

最後，一曲《今夜無眠》，唱出了
梨城居民對美好夜晚的眷戀。緊接著的
抽獎環節把晚會推向一個又一個高潮，
獲獎者露出開心的笑容，當然，也要感
謝贊助商的慷慨支持！

一台成功的晚會離不開義工們的付
出，從上午九點佈置會場、分發500人
的餐飲、門口驗票、安全巡視、抽獎兌
獎，到晚會結束後打掃會場都離不開義
工的奉獻，讓人不禁要為他們點贊！也
歡迎更多義工加入，讓梨城2019更加美
好！

梨城華人協會主辦的梨城春晚梨城華人協會主辦的梨城春晚，，500500名賓客歡聚一堂名賓客歡聚一堂

四位主持人四位主持人((左起左起))：：Andy JiangAndy Jiang、、彭晨彭晨
、、肖驍肖驍、、ShuruiShurui

春晚組委會春晚組委會((左起左起))：：慧倫慧倫、、劉軍劉軍、、劉娜劉娜、、劉昕劉昕、、Sophie ZhengSophie Zheng、、吳婕吳婕、、田華田華、、
李輝李輝、、劉曉玲劉曉玲、、餘知音餘知音、、 ((主持人主持人 Shurui)Shurui) 、、肖驍肖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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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在靜思堂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在靜思堂
溫馨舉行溫馨舉行20182018歲末祝福感恩會歲末祝福感恩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台灣商會李雄前會長休士頓台灣商會李雄前會長、、周政賢顧問周政賢顧問、、張智張智
嘉會長嘉會長，，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黃春蘭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黃春蘭
監事長監事長，，金城銀行郭又萍於金城銀行郭又萍於20192019年年11月月2626日出日出
席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席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20182018歲末祝福感恩會歲末祝福感恩會。。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左二左二
））熱烈歡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熱烈歡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陳家彥處長夫人黃惠榆陳家彥處長夫人黃惠榆（（左一左一）、）、林映佐林映佐
副處長夫婦副處長夫婦（（右二右二、、右一右一））及張世勳僑委及張世勳僑委

參加參加 「「20182018歲末祝福感恩會歲末祝福感恩會」」 。。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左一左一）、）、陳元憲公關陳元憲公關（（右右
三三））歡迎美南銀行李昭寬董事長歡迎美南銀行李昭寬董事長（（左二左二），），僑教中心陳奕芳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
任任（（右二右二），），僑委張世勳僑委張世勳（（右一右一），），僑務諮詢委員甘幼蘋僑務諮詢委員甘幼蘋（（左左

三三）、）、梁慎平梁慎平（（左四左四））出席出席 「「20182018歲末祝福感恩會歲末祝福感恩會」」 。。

休士頓台灣商會廖珮君理事休士頓台灣商會廖珮君理事、、陳志宏前陳志宏前
會長會長、、姚義理事在靜思堂參加慈濟基金姚義理事在靜思堂參加慈濟基金
會德州分會舉行會德州分會舉行 「「20182018歲末祝福感恩會歲末祝福感恩會

」」 。。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
長致詞長致詞，，感恩各界對慈濟長久以感恩各界對慈濟長久以
來的支持來的支持、、付出和幫助付出和幫助，，希望新希望新
年里人人快樂年里人人快樂，，家家吉祥家家吉祥。。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
（（中中））頒發今年的榮董及慈誠委員頒發今年的榮董及慈誠委員

當選證書當選證書。。

竹筒回娘家從小開始竹筒回娘家從小開始，，慈濟鼓勵民眾以慈濟鼓勵民眾以
涓滴善款匯成大愛涓滴善款匯成大愛，，幫助需要的人幫助需要的人。。

大愛幼兒園小朋友演唱大愛幼兒園小朋友演唱 「「拉車向前行拉車向前行」」 等兩首兒等兩首兒
歌歌，，獲得僑界人士熱烈掌聲獲得僑界人士熱烈掌聲。。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發放福慧紅包給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發放福慧紅包給
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陳家彥處長夫人黃惠榆陳家彥處長夫人黃惠榆
，，休士頓台灣商會林飛虎前會長及僑界人士休士頓台灣商會林飛虎前會長及僑界人士。。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及與會人士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及與會人士
雙手合十雙手合十，，共同祈求淨化人心共同祈求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祥和社會，，天天

下無災難下無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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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作為美國第四
大城市，休斯頓越來越成為商
務、旅遊的首選地，根據最新
的報導，布什國際機場和哈比
機場全年的客流量2018年創下
記錄，超過5830萬人次。

其中，這個數字記錄包括
4650 萬國內的乘客人數，超過
2015年創下的4440萬乘客數量
，另外還包括1180萬名國際乘
客，也打破了 2016 年創下的
1160萬人次的國際乘客記錄。

休 斯 頓 機 場 系 統 的 總 管
Mario Diaz表示，國內乘客和國

際乘客數量的大幅度增長主要
是休斯頓出色的合作和協調能
力，為商業和旅遊休閒業提供
了良好的條件，增長令人有目
共睹。

哈 比 機 場 2018 年 一 共 有
1450 萬人次的乘客數量，比上
年提高了7.7%, 這也是該機場首
次突破1400萬乘客人次。同時
國際乘客也是突破2015年創下
的百萬人次的記錄。
布什國際機場2018年的乘客人
次為4380萬人次，比去年提高
了7.7%。

休斯頓機場去年乘客數量創新高

（本報訊）一向標榜著自由與獨立精神的美國人，在高昂
的租房成本和房間面前，也開始心安理得地“啃老”了。

Visualcapitalist專欄作家Jeff Desjardins根據美國人口普查數
據整理出了美國各州18-34歲成年人與父母同住的情況，並指
出整體而言美國年輕人“自立門戶”的意願和能力都出現了下
降。

Desjardins指出，美國18-34歲成年人“居家啃老”的人數
佔到總人數的34.5%，整體趨勢仍呈現上升狀態。同時“啃老
率”在各州分佈也有所不同，最低的州為南達科他州（16%）
，而新澤西（47.3%）出乎意料地拿下了榜首，Desjardins認為
這與該州靠近紐約和費城這樣的大城市有關。

除此之外，加州、佛羅裡達和紐約等高房價地區出現“居
家啃老”的情況也不令人感到意外。

更令 Desjardins 感到憂心的是，25-34 歲年齡段的成年人
“居家啃老率”達到了過去三十年的新高。

皮尤研究中心指出，目前25-29歲居家啃老率已經接近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三倍，上一次達到如此高點還是在二戰時期
。

Desjardins認為，導致這一情況的原因大致可以分為社會和
經濟兩個方面。首先年輕人結婚生育的時間越來越晚是既成的
事實，其次高房價和沈重的學生貸款使得年輕人不太可能早早
負擔獨立居住的成本。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政策教授Sandra J． Newman指出
，早在三四十年前獨立居住還是成年以後馬上就要做的事情，
但由於搖擺的經濟形勢和不穩定的就業市場，疊加房價因素，
使得現在的年輕一代成為了自大蕭條時期後最難獨立的一代人

。
同時，對於不同種族的美國年輕人來說，造成他們難以獨

立的原因還完全不一樣。
Newman教授指出，造成非洲裔年輕人難以獨立的原因主

要是住房成本。根據調查，房租每提升100美元，非洲裔年輕
人獨立居住的比例將會減少5%，相同情況下美國白人年輕人
只會下降1%。

但對於白人來說，造成他們難以獨立的原因是僱傭率的下
降。 2009年至2013年期間美國白人的就業率下降了4.5%，直
接導致了白人年輕人獨立居住的比例下降了4.5%。同期非洲裔
僱傭率下降了6%，卻對該羣體獨立居住的比例沒有產生任何
變化。

重壓下美國年輕人開始啃老了

美航天局推遲商業載人飛船首次試飛時間
（本報訊）美國航天局6日公佈了商業載人飛船試驗性飛行

的最新時間表，其中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龍”飛船的首次不
載人試飛推遲到3月2日，而波音公司“星際客機”飛船的首次
不載人試飛將不早於今年4月。

美國航天局說，做出這些調整有助於完成必要的硬件測試、
數據驗證以及飛行控制員和任務主管人員的訓練等。

按原計劃，太空探索技術公司應於今年1月7日使用“獵鷹9
”火箭從佛羅裡達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將不載人“龍”飛船送入太

空，測試火箭、飛船、地面系統的性能以及在軌飛行、對接和著
陸操作，以驗證這傢俬企的載人系統能否最終安全載人往返國際
空間站。

“龍”飛船的載人試飛原定於今年6月進行。但依照最新時
間表，這一任務將相應推遲1個月執行。

美國航天局說，波音將在不早於4月使用“宇宙神5”型火
箭執行“星際客機”飛船的不載人試飛任務，這也比原計劃推遲
約1個月。 “星際客機”的載人試飛仍定於原計劃的8月進行。

2011年美國航天飛機退役後，美國運送宇航員往返國際空間
站全部“仰仗”俄羅斯飛船。為改變這一尷尬局面，美國大力發
展商業載人航天。 2014年，波音和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從美國航
天局獲得總計68億美元的合同，分別建造“星際客機”載人飛
船和載人版“龍”飛船，但兩艘飛船的首飛時間從最初計劃的
2017年一再推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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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2-IPTV-直播電視B6_4

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價格不含盒子

713-505-3919
微信號：chinese_IPTV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40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阜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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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的一款脫口秀講壇節目，高曉鬆在節目中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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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英文名“morning call”取自高
曉松。
本期節目將介紹: Top Gun 淺談我軍新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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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日 Friday, February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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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日 Friday, February 0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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