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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Mon-Sat:9:00Am-6:00Pm
www.yulfgroup.com
Sun:電話預約

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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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年終茶點聯歡會
2019
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年終茶點聯歡會

（本報訊）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HCHC)12
月 21 日週六上午，在 Tracy Gee 社區中心圓滿
舉行年終茶點聯歡會。
首先感謝李淑芬、韋平、袁佩儀、梁少英
…徐英…等眾多義工們，一早將會場精心佈置
得充滿了耶誕節慶氣氛！
謝謝德州中文電台的周明明當司儀，梁少

英組織褀袍隊和彭健負責主持聯歡節目。謝謝 題》
所有會員們自動自發提供各種鹹甜小點，美味
十三仙女踏雲來，
佳餚，大家邊吃點心邊欣賞節目演出。
裙裾翩纖露金蓮。
先出場的是周明明和梁少英的新版梁祝，
花傘輕搖半遮面，
活潑逗趣的演出，大家笑聲不絕如耳！接著是
羽扇款款搖胸前。
董麗珍的太極功夫扇與戴秋萍領銜楊琳等四位
屐屐步纖盈，
美女錶演的新疆民族舞蹈。然後是沈平演唱黃

梅戲曲《到底人間歡
樂多》搭配四位美女
輕歌曼舞，五彩繽紛
紛。詹怡主持的趣味
文字遊戲，以及壓軸
登 場 的 休 城 園 藝 13
金釵婀娜多姿、一鳴
驚人的旗袍秀。還有
楊迎提供的聚會開心
團體有獎遊戲，邀請
現場所有會員共同參
加。大家開心歡笑一
堂，提前歡度了聖誕
佳節！
HCHC 才 女 閔 玫 賦
詩如下：《為旗袍秀

婀娜伴鈞天。
敢問如此風彩秀？
卻是園藝展新顏！
可見 HCHC 華人園藝協會裡的確臥龍藏鳳
，俊男美女們不但有綠手指、種花種菜要得，
並且精通烹飪美食之外，還能歌善舞，多才多
藝，確實令人刮目相看！
一個好的團隊靠的是大家高水平、又注重
個人修為，有愛心、又無私奉獻的隊員。
HCHC 協會有這麼多優秀的成員，在俞希彥老
師的帶領下，會一年比一年越辦越好！
HCHC 目前正開放 2020 年的會員名額，歡
迎喜愛花草園藝的華人朋友們加入這個溫馨的
大家庭。會費每年 20 元，家屬半價。每個月有
一次月會講座，邀請專家們或俞老師給會員們
講課。此外還舉辦大巴一日遊，帶領大家參觀
植物園、南德州的州立公園、農場或是介紹各
地大型苗圃…等。
如何加入 HCHC 成為新會員，請發短信到
281-685-5566 給 Jennifer 週 ， 或 加 微 信 帳 號
chouhwa ，索取入會申請表。謝謝！

（本報記者黃麗珊） 結構工程師許光雄博
士的安息禮拜，於 9 月 14 日上午 10 時在 Memorial Oaks Funeral Home 莊嚴隆重舉行。生前好友
台灣同鄉會會長宋明麗，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
，美南旅館公會前會長張榮森，親家僑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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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大島熔岩樹州際公園 鑄造樹紀念碑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熔岩樹州際公園（Lava Tree
State Park) 位於帕霍（Pāhoa）鎮附近的普納（Puna）下游地區的
納納瓦萊 (Nanawale) 森林保護區內。雖然在夏威夷大島的多個地
方都可以找到熔岩樹，但是這個熔岩樹公園有些特別，一方面離
國家火山公園較近，只有 36 英里，看完火山口後，可以驅車前
往，沿途還可以經過火山口鏈，看看不同形態的火山口和熔岩；
另一方面通向熔岩樹公園的馬路寬坦平整，只需要 50 分鐘車程
可以直達熔岩樹公園，公園停車免費，不收門票。
走進公園，一條 0.7 英里的小徑形成一條貫穿公園的環路。
環路儘管是一條鋪砌的道路，但樹根已經抬起並分佈在道路的各
個部位，因此，幼兒和老年人行走需要小心。公園內有牌子提示

“不要走在草地上，有生命危險”，因此，小孩和老人最好有人
陪同。
熔岩樹公園的土地曾經是威廉·赫伯特·希普曼（William
Herbert Shipman）牧場的一部分，1790 年該地一場火山爆發，熔
岩漿噴發，當熔岩漿以兩種方式之一覆蓋樹木時，就形成了熔岩
樹。首先，地裂縫打開，將熔岩噴入空中，落下的熔岩覆蓋樹木
並燃燒內部，在樹上留下熔岩鑄模；熔岩樹形成的第二種方式是
熔融的熔岩漿噴發，岩流填充樹木之間的某些區域，然後排幹，
留下岩石樹。
1790 年，基拉韋厄火山東縱裂打開，並發出巨大的火熔岩流
。熔岩流進入潮濕的“ hihi”樹森林，並在熔化的熔岩中填充至

超過 11 英尺的深度。
當 2000°F 的液態熔岩與涼爽的濕樹接觸時，接觸樹木的熔
岩開始冷卻固定，同時，巨大的熱量消毀了這棵樹，留下了一個
完美的熔岩鑄模。樹曾經生長過，熔岩樹鑄模是如此完美，仔細
觀察，仍然可以在熔岩鑄模中看到樹皮的烙印。
用熔岩填充該區域後不久，附近的裂縫在地面上打開，使該
區域中的所有液態的熔岩都流回了大地。由於樹木周圍的熔岩已
經由於樹木的溫度而冷卻，因此熔岩鑄模並未流失，而是保留為
曾經站在同一地點的樹木的紀念碑。
熔岩樹公園是觀賞夏威夷本地植物以及迷人的熔岩樹的絕佳
途徑。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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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激光牙周病治療
白牙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199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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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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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休斯頓！
家在休斯頓
！

年終假期到了！好多散居在外州的遊子們都回家過節了！很
可惜中國年跟西洋新年永遠湊不到一起！對亞裔的我們總是有那
麽點遺憾！看著孩子們事業有發展，總希望有機會他們可以回來
多看看！可是除了過年，還能有什麼藉口！孩子來去匆匆，就是
做客！如果他們有個 second home 在這，是不是就會常回來看看
了呢？ ！真有這個可能喔！
親身經歷！做為第一代移民，雖然已在美國超過半輩子了！
但總是時不時惦著回去看看，只是每次住弟弟家總有著不方便，
直到我幫爸媽買了房子後，那一個房間讓我輕鬆來去！我想回去

時，不再需要詢問誰，因為那也是我的家！如果離家的遊
子也有個第二個家在這，就會想著回來多一些囉！但這個
家只是偶而回來，太浪費了點，是不？所以要不像我給爸
媽住，要不不用時出租吧？太麻煩嗎？有不麻煩的做法！
聯 禾 地 產 新 近 推 出 位 於 Katy 新 興 大 學 城 的 蒂 凱 佳 苑
（Grand West Condos) 可以是外州居民第二個家的最佳選
項！不僅是全新，而且走路就可以滿足食、衣、住、行、
育、樂的基本生活所需！就算是飛回來的人，也不一定需
要以車代步，而是安步當車就行了！現有對 Second Home
的優惠貸款方案，僅需 10% 的首付，不到 3 萬美元，就可
輕鬆擁有一個自己的度假屋，如果不自住時，聯禾管理團
隊會幫您整合營銷，系統管理，做為度假式公寓，利用交
通的優勢，I-10 與 Grand Parkway 99 每日車流量達 30 萬
車次，還有臨近能源走廊及附近大公司的需求，達到以租
養貸！既是遊子們回家落腳處，又可以有機會搭上休斯頓
發展的契機！一舉多得！
成長在休斯頓，但高飛在東西兩岸或其他州的 Houstonian 很
多，都有著一百個理由不喜歡休斯頓，太熱了是最常被抱怨的！
但用另一個角度看，常年的陽光，再加上常年空調，屋寬心也寬
的住屋，輕鬆負擔的生活消費是不是更實際些呢？當然最重要的
是經濟發展，帶來的就業機會！風水輪流轉，美南地區已是全美
成長最迅速的區域了！去年就有超過 1500 家的加州公司行號移入
德州了！在休斯頓成長的精英們，是時候回頭看看你熟悉的環境
，把握先機，有更好的機會時，回來吧！畢竟親人在的地方就是
家，家就在休斯頓！

想趁假期回家看看亞裔聚居新選項-凱蒂大學城嗎？參觀一下
可以是第二個家的蒂凱佳苑嗎？或者跟 RE/MAX 休斯頓商業地產
第一的 Josie Lin 相約了解休斯頓地產投資的先機嗎？歡迎聯絡聯
禾地產（713）630-8000 預約；或親臨聯禾地產公司洽詢。
RE/MAX United 聯禾地產中國城辦公室：
電話：713-630-8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郵箱：josielinteam@gmail.com
RE/MAX United 聯禾地產凱蒂亞洲城辦公室：
電話：346-998-8000
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敬請關注我們的微網站

添加聯禾地產的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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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妳更美!! Joy Discount Outlet 新開幕
讓妳更美

護膚//彩妝 驚喜禮物等著你
護膚

(本報休斯頓報導) 女性的美，有先
天，也有後天，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天生
麗質，但是只要好好保養自己、照顧自
己，有個美麗的態度，在平常生活中養
成美的好習慣，也會讓自己更漂亮。
一家號稱北休斯頓最大的化妝品店
Joy Discount Outlet 新開幕，店老闆要分
享讓女人更美麗動人的秘訣，為慶祝新
開幕，Joy Discount Outlet 不僅推出折扣

很多愛美的姊妹們，在中國或台灣
用 WHOO 后 、 O HUI、 ISAKNOX 等
產品，除了專櫃店，常常是在機場能買
到，來到休斯頓，買起來沒有那麼方便
，現在休斯頓這家 Joy Discount Outlet 代
理眾多產品，等於省了姊妹們很多時間
。
LG 公司旗下化妝品，素來以“天
然養生之道”為理念，採用近年崛起的
韓國高端科技，從天然植物藥材中萃取
，製成具有各種功效的高品質護膚品、
化妝品，特別適合東方女性的膚質，在
中國、台灣、香港、韓國都擁有眾多愛
用者。
這其中，尤以 WHOO 后的產品最
受追捧，好多用過的美妝達人，在各大
討論區皆大力推荐，Whoo 的護膚品主
要是五大系列，包括拱辰享、水研、津
率享、天氣丹、以及雪美白系列，可說
是貴婦級別的護膚品牌，也是 LG 旗下

引以為傲的第一線產品，再搭配由氣質
美女李英愛代言，人氣旺的不得了。
WHOO 后頂級牌
據說韓國皇后們都喜愛用一種美容
秘方，叫做拱辰丹，WHOO 后品牌的
核心成分就是這種拱辰丹，韓國女性都
為之而瘋狂，口碑超好，在韓國也影響
深遠。其功能性抗衰老護膚產品，是三
十歲以上熟女的首選，成分都是高檔的
自然材料，像是野生山蔘、鹿茸等，愛
它的人趨之若鶩。淡黃色的膏體，極其
的幼滑好推，上臉即化，晚上塗抹，即
使熬了夜，第二天臉依然還會明亮有光
澤。
簡單介紹 WHOO 后品牌的五大系
列如下:
拱辰享基礎系列：拱辰享是 whoo
后的基礎護膚系列，這款主要適合乾性
皮膚的姊妹，針對於冬季皮膚乾燥，能
夠起到很好的改善作用。
水研強效補水系列：這個系列其實

也是補水系列，和拱辰享不同的區別在
於針對的膚質不同。水研套裝主要是針
對於敏感性皮膚、以及油性皮膚制定的
補水而不油膩的水乳，這款水乳用起來
可以保持一整天臉上都是潤潤的。
津率享系列：這系列可以給皮膚注
入生氣、以及輸入皮膚所需營養，提亮
皮膚色澤和保持皮膚水潤。
天氣丹系列：天氣丹是 whoo 后中
較為出名的一款產品，天氣丹是一款綜
合性護理的護膚品，主要是針對皮膚再
生、抗皺、保濕、保持皮膚彈力、縮小
毛孔等功效。
雪美白系列：雪美白系列適合各個
年齡段需要美白的姊妹，whoo 后雪美
白系列將七香八白散、與天然菊花精心
熬出後，時行低溫熟成的甘菊水滲入皮
膚，使皮膚如白玉般晶瑩剔透。
O HUI 頂級牌
O Hui 是 韓 國 傳 統 與 感 性 現 代 的
“綜合”，產品大部分都以植物成分為
主，優質的品質使之風靡韓國，這個品
牌護膚、彩妝都有，從保濕、抗皺、美

白都有相應的產品，中國也有開設專櫃
，銷量非常不錯。
ISAKNOX 高級
這個品牌誕生很早，半個世紀以來
一直致力於發展化妝品科技，讓肌膚獲
得修護，達到更健康的狀態，雖然是
LG 裡的二線品牌，但針對追求高品質
的現代女性，在韓國，是廣大女性們的
心頭最愛。
為慶祝開幕，Joy Discount Outlet 推
出大優惠，凡購買就贈送驚奇禮物(請出
示本報導、或美南新聞週六、週日版優
惠券)，並有 20 %折扣 ( LG 旗下產品不

包括在內)。
Joy Discount Outlet 地址: 11232 Veterans
Memorial Dr. Houston ( 與 45 號 公 路 很
近)。
營業時間:周一至周六，11am-7pm。電
話: 832-295-3813。

大優惠，凡購買就贈送驚喜禮物！店內
舉凡女性護膚、彩妝，各種保養品、化
妝用品、髮飾、髮圈、香水，女性要用
的這裡都有！
更 讓 姊 妹 們 開 心 的 是 ， Joy Discount Outlet 代 理 LG 旗 下 化 妝 品:
WHOO 后 頂 級 、 O HUI 頂 級 、
ISAKNOX 高級，這個品牌專門針對亞
洲人膚質、配合年齡需求，產品種類堪
稱休斯頓最齊全。

新聞圖片

西南部出土三疊紀時期的恐龍化石

在古老的三疊紀時期，
在古老的三疊紀時期
，巴西南部的潘帕斯草原還是壹片森林
巴西南部的潘帕斯草原還是壹片森林，
，無數
古生物生活在這裏，卡布雷拉噬頜龍
古生物生活在這裏，
卡布雷拉噬頜龍（
（Gnathovorax cabre）
cabre）就是其中
之壹。
之壹
。據信
據信，
，這種恐龍是迄今為止人類發現的最古老的食肉恐龍之壹
這種恐龍是迄今為止人類發現的最古老的食肉恐龍之壹。
。
據報道，
據報道
， 2014 年 ， 巴西南部城鎮聖若昂－杜波萊西尼出土了第壹具卡
布雷拉噬頜龍的化石。
布雷拉噬頜龍的化石
。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古老
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古老、
、保存最完好的恐龍
化石之壹，
化石之壹
，距今已有 2.3 億多年歷史
億多年歷史。
。

香港中環 18 米高藝術聖誕樹
與市民遊客歡度聖誕

聖誕樹與中環夜景相映成趣。
聖誕樹與中環夜景相映成趣
。香
港中環皇後像廣場的巨型藝術聖誕樹
正式亮燈，
正式亮燈
，中環今年的聖誕樹與別不
同，香港旅遊發展局特別邀請國際級
團隊“
團隊
“The Xmas Designers”
Designers” 特別
創作設計而成。
創作設計而成
。以幾何圖形拼砌出聖
誕樹的形狀，
誕樹的形狀
，再配以 LED 霓虹燈帶裝
飾，甚具藝術氣息
甚具藝術氣息，
，外型非常吸睛
外型非常吸睛。
。
另外，
另外
，該聖誕樹具有互動變色功能
該聖誕樹具有互動變色功能，
，
聖誕樹設有 4 個入口
個入口，
， 市民遊客壹走
近或進入聖誕樹便能偵測到參觀者的
衣服顏色，
衣服顏色
，樹身的霓虹燈帶會隨之改
變顏色。
變顏色
。聖誕樹內設有聖誕老人
聖誕樹內設有聖誕老人、
、聖
誕鹿及雪人等節慶裝飾，
誕鹿及雪人等節慶裝飾
，供市民遊客
入內拍照。
入內拍照
。

民間漢式婚禮儀典在日本京都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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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 2019 年歲末聖誕歡慶活動
(本報訊
本報訊))美南銀行 2019 年歲末聖誕歡慶活動在 14 日(周六
周六))晚
於 Omni Hotel 酒店 Post OakBallroom 舉辦
舉辦。
。當晚賓客雲集
當晚賓客雲集，
，銀行
各地分行員工集聚一堂。
各地分行員工集聚一堂
。 其中老布希孫子 Pierces Bush 及全美中
國小姐KatherineWu
國小姐
KatherineWu特別到場祝賀
特別到場祝賀。
。餐會在新任董事長李城穗與總
裁 Mohammed Younus 致詞中展開
致詞中展開，
，此外特別分別頒發 10 年資深
員工貢獻獎 Becky Nguyen、
Nguyen、二位 15 年資深員工貢獻獎員工為 Pa
Pa-tricia Chou和
Chou 和 Julia Wu後
Wu 後，即展開當晚的慶祝活動
即展開當晚的慶祝活動。
。
總裁 Mohammed Younus 在致詞中報告了美南銀行今年 2019
年來在各區域業務、
年來在各區域業務
、目前存
目前存、
、貸款業務和業績表現
貸款業務和業績表現。
。Mohammed
表示，
表示
，今年是銀行創行以來業績 「突破成長最快的一年
突破成長最快的一年」」 ，在全體
同仁的努力下表現優異比起 2018 年增長一倍
年增長一倍。
。針對明年 2020 年目
標，由於未來經濟市場變化的不穩定
由於未來經濟市場變化的不穩定，
，銀行將放緩腳步
銀行將放緩腳步，
，但依然會
朝計定目標繼續成長，
朝計定目標繼續成長
， 並將事業版圖擴展在加州洛杉磯區域
並將事業版圖擴展在加州洛杉磯區域。
。
2016 年在南加州安納罕
年在南加州安納罕(Anaheim)
(Anaheim)成立貸款辦公室
成立貸款辦公室，
，今年改立為分
行、。
、。2020
2020年
年 3 月份也將在工業市 (City of Industry) 成立貸款辦公
室。

新任董事長李城穗代表董事會肯定和
讚揚銀行全體同仁的努力與貢獻。
讚揚銀行全體同仁的努力與貢獻
。 特別是
2019 年 ， 由於銀行新系統全面升級
由於銀行新系統全面升級，
， 員工
們除了工作責任外還需要學習新的系統。
們除了工作責任外還需要學習新的系統
。在
這種情形下業績仍然成長，
這種情形下業績仍然成長
，明年 1 月銀行資
產將上看 6 億，這都是同仁們齊心努力的成
果 。 她期望在未來幾年產能夠累積至 10 億
元。此外
此外，
，她希望員工也都能 「快樂
快樂」」 工作
。
美南銀行今年的聖誕餐會節目與以往最
大不同之處，
大不同之處
，是到處充滿了〞驚喜〞
是到處充滿了〞驚喜〞，
，除了
名字的員工到台上來，自行分別從 5 份大紅包中選擇抽取現金驚喜
有桌邊魔術表演、
有桌邊魔術表演
、聖誕老人在活動開場初啟送來銀行為當晚特別準 名字的員工到台上來，
其中現金紅包千元大獎由Funding
Funding
備的 16 份，即將在 2020 年推出精美
年推出精美“
“鼠年
鼠年”
”贈品做為禮物給在場 獎。其中現金紅包千元大獎由
Liu 獲得。
。 (Member FDIC)
幸運貴賓們抽獎外。
幸運貴賓們抽獎外
。活動高潮是銀行全體董事會成員特別在台上邀 officer Nancy Liu獲得
請當晚到場每位同仁們上台並一一握手感謝大家努力和貢獻，
請當晚到場每位同仁們上台並一一握手感謝大家努力和貢獻
，且頒
發百元紅包。
發百元紅包
。與此同時另外準備了 5 份現金大紅包給五位幸運抽到

調節糖代謝，疏通微循環 野花牌綠蜂膠成就健康血糖

(本報訊
本報訊))長期高糖高脂飲食
長期高糖高脂飲食、
、熬夜
壓力生活不規律等，
壓力生活不規律等
， 使人們血糖代謝
紊亂引發糖尿病，
紊亂引發糖尿病
， 並由此導致失明
並由此導致失明、
、
潰瘍、
潰瘍
、 中風
中風、
、 腎病等併發症
腎病等併發症。
。 西藥降
糖通常被認為是控制血糖最快速的手
段 。 但美國糖尿病學會馬忠民教授指

出 ， 西藥一味降糖
西藥一味降糖，
， 很可能會導致胰
島產生依賴，
島產生依賴
， 喪失自主分泌功能
喪失自主分泌功能，
，同
時令肝腎毒素蓄積，
時令肝腎毒素蓄積
， 使患者走上併發
症氾濫的不歸路！
症氾濫的不歸路
！ 而多個國際權威研
究發現，
究發現
， 巴西綠蜂膠有助於胰島修復
和糖脂代謝的調節，
和糖脂代謝的調節
， 具有雙向調節血

糖和降低血脂的功效 ，
糖和降低血脂的功效，
能改善“
能改善
“ 三多一少
三多一少”
”症
狀 ， 有效降低感染風險
， 控制併發症
控制併發症，
， 使血糖
代謝紊亂得以逐步修復
。
野花牌綠蜂膠平穩
控糖六大優勢：
控糖六大優勢
：
1、 增加胰島素分泌
量 ， 降低胰島素抵抗
降低胰島素抵抗，
，
增強受體敏感性
2、 改善胰臟內環境
和血液循環，
和血液循環
，重建胰臟自身修復系統
3、 保持糖代謝平衡
保持糖代謝平衡，
，雙向調控血
糖，使血糖維持穩定值
4、 修復病變血管
修復病變血管，
，促進組織再生
，疏通微循環
疏通微循環，
，控制併發症

5、 深層調節臟腑功能
深層調節臟腑功能，
，恢復肝膽
解毒能力，
解毒能力
，增強免疫力
6、 巴西原始森林純天然野生綠蜂
膠，安全無副作用
野花牌綠蜂膠三大途徑成就健康
血糖：
血糖
：
清除糖毒素：巴西綠蜂膠素有
“ 血管清道夫
血管清道夫、
、 微循環保護神
微循環保護神”
” 美譽
， 能瓦解糖毒素
能瓦解糖毒素，
， 清除血液中多餘糖
代謝垃圾，
代謝垃圾
， 疏通淤堵的末梢循環
疏通淤堵的末梢循環，
，使
血粘度降低，
血粘度降低
， 改善供血供氧
改善供血供氧，
， 避免血
管堵塞，
管堵塞
， 提高免疫力
提高免疫力，
， 有效降低併發
症發生的蜂膠。
症發生的蜂膠
。
平衡糖代謝：
平衡糖代謝
： 空腹血糖高於 7.0
mmol/L 稱為高血糖
稱為高血糖。
。 維持血糖相對恒
定 ， 必須保持血糖來源和去路的動態
平衡。
平衡
。 巴西綠蜂膠在雙向調控機制下

維持血糖恒定 ， 當血糖過高時能及時
維持血糖恒定，
被周圍組織及肝臟攝取利用，
被周圍組織及肝臟攝取利用
， 以達到
代謝平衡的目的。
代謝平衡的目的
。
修復胰島細胞：
修復胰島細胞
： 綠蜂膠能增強胰
島素受體敏感性，
島素受體敏感性
， 促進血液循環
促進血液循環，
，修
復受損胰島細胞，
復受損胰島細胞
， 提高胰島素分泌量
， 促進糖原
促進糖原、
、 脂肪和蛋白質的合成
脂肪和蛋白質的合成，
，
避免併發症發生發展，
避免併發症發生發展
， 為患者的長壽
和高品質生活，
和高品質生活
，奠定堅實的基礎
奠定堅實的基礎。
。
專業醫學顧問免費諮詢熱線：
1-866
866--690
690--4888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野花牌綠蜂膠
(Apiario Silvestre)北
Silvestre)北
美亞太區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
L3R 1S2, Canada 北美
免費咨询長途：
免費咨询長途
：1-866
866--690
690--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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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力於提供企業和個人最佳貸款方案
用心/誠懇/專業/周密的服務, 是您金融服務的首選

國際貿易
匯款及融資

商業貸款
商業不動產貸款
自用倉儲貸款

直接審核及批准
中小企業商業貸款

網絡現金管理
存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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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蘭花性平味甘
強腎壯骨 健脾養胃

養生

攻略
香港註冊中醫師 楊沃林

冬吃蘿蔔

西蘭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種常見的蔬菜，很多地方又

叫它青花菜、綠花菜，屬十字花科芸苔屬甘藍變種。其食用
部分粗纖維少，細嫩可口，營養價值高，被譽為“蔬菜皇
冠”。中醫認為，西蘭花性平味甘，有強腎壯骨、補腦填
髓、健脾養胃，清肺潤喉的作用，對於脾胃虛弱、口臭煩渴
者更為適宜。西蘭花口味脆嫩爽口，風味鮮美、清香，可熱
炒、涼拌、做湯，是蔬菜中的精品，今期就為大家以西蘭花
作主食材，烹調出三款養生菜。

一般西蘭花以綠色幼嫩
花莖和花蕾入饌，營

文、圖︰小松本太太

■總食材

養豐富，含蛋白質、糖、脂
肪、維生素和胡蘿蔔，營養
成分位居同類蔬菜之首。很
多人以為，番茄、辣椒等是
含維生素 C 最豐富的蔬菜，
其實西蘭花的維生素 C 含量
比它們都要高，也明顯高於
其他普通蔬菜。而且，西蘭花中的維生
素種類非常齊全，尤其是葉酸的含量豐
富，這也是它營養價值高於一般蔬菜的
一個重要原因。
因此，西蘭花含有各種豐富的維生
素，能增強皮膚的抗損傷能力，它的抗
氧化能力有助於保持皮膚彈性很強，而
且科學證明，十字花科的蔬菜都有不錯
的抗衰老效果。西蘭花所含有的黃體素
對我們眼睛裡的晶狀體非常有好處，能有
效地預防白內障，有保護眼睛的作用。西
蘭花富含的鈣和維生素 C，兩者相互作
用，有助於骨骼發育，能夠促進牙齒及骨
骼生長。同時，西蘭花中的類黃酮可以

■以西蘭花為主食材的三款養生菜

清理血管，防止感染，是
較好的血管清潔劑。
西蘭花的好處這麼
多，而且一年四季都很容易買到，日常
生活大家都經常用來做菜，但是很多人
在做西蘭花菜式的時候都會把西蘭花的
梗給去掉，因為口感太硬，這可就大錯
特錯了，原來西蘭花梗其中膳食纖維的
含量比上面花的部分還要高得多，只要
用烹調的技巧就可以解決材料太硬的問
題，所以今次為大家準備西蘭花養生菜
的時候，也將西蘭花梗切碎加入到菜式
裡面，以後吃西蘭花的時候，大家也可
把西蘭花梗好好利用啊！

西蘭花蝦多士
材料︰
去腸蝦仁
300克
西蘭花梗
20克
鹽
1/4 茶匙
薄力小麥粉 4湯匙
炸油
適量
1

西蘭花
方包
胡椒粉
麵包糠

6小瓣
3片
1/4 茶匙
2湯匙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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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蘭花黑豚肉卷
材料︰
黑豚肉
帶梗西蘭花

300克
200克

油
片栗粉

1湯匙
2茶匙

調味︰
日式酸汁
2湯匙
醬油
2湯匙
味醂
2湯匙
製法︰
1. 用黑豚肉捲起帶梗西蘭花，
於收口處沾上片栗粉，備用；
2. 調味拌勻備用；
3. 燒熱鑊、下油、將捲妥的西蘭花黑豚肉卷排
入鑊中；
4. 注入拌勻調味，蓋上鑊蓋，以中火燜燒 6 分
鐘至黑豚肉熟透即成。

1

4

食神譚博士從馬來西亞返港，邀我
到他家中吃飯。食神並非浪得虛名，他
精於烹飪，不但粵菜、西餐做得好，連
印度餐也是拿手好戲。他的印傭姐姐也
被訓練到大廚的水準。第一餐吃大閘
蟹，不用施展拿手絕技。再約第二餐，
食神對我的飲食喜好了如指掌（我喜歡
飲靚湯，吃豬手）。報了一個時令菜
式：豬手炆蘿蔔。
冬季是養生的大好時節，民間素有
“冬天進補，來年打虎”的說法。但冬
季也是人體容易產生內火的季節，因
此，民間又有“冬吃蘿蔔夏吃薑”的諺
語。冬季吃蘿蔔，可順氣降火，是一種
“以通為補”的養生方法。
“春夏養陽，秋冬養陰”
，冬天要吃
能滋陰降火的蘿蔔。中醫養生講究天人相
應，因時而異，必須順應四季的氣候特
點。秋冬之所以主收、主藏，是因為氣候
寒涼。同時，人體也一樣，如果體內有
火，則不利於陽氣的內斂和收藏。所以，
冬季養生宜用滋陰降火通氣的辦法。
冬季吃蘿蔔能起到養生的效果，就
是因為蘿蔔有降火順氣的功效。蘿蔔有
好幾種，香港人經常吃的有這三種︰
一．白蘿蔔，性涼，能消食、下
氣、化痰。白蘿蔔生吃促消化，因為其
辛辣的成分可促胃液分泌，調整胃腸功
能，還有很強的消炎作用。白蘿蔔熟吃
能補氣順氣，尤其和豬肉、羊肉等一起
燉吃，效果更佳。
二．青蘿蔔，性涼，功效基本同白
蘿蔔。兩者屬於親戚，都是十字花科蘿
蔔屬，只是白蘿蔔色白偏入肺經，青蘿
蔔色青偏入肝經，因為白色屬肺，青色
屬肝，因此，青蘿蔔偏於入肝清肝火，
白蘿蔔則偏於入肺清肺熱，兩者功效大
同小異。
三．胡蘿蔔：補肝明目。胡蘿蔔，
香港人又稱為紅蘿蔔，胡蘿蔔含有大量
胡蘿蔔素，其分子結構相當於 2 個分子
的維生素 A，在肝臟及小腸鑽膜內經過
酶的作用，可補肝明目。
冬天選用白蘿蔔和青蘿蔔療效最為
可靠。冬天就要吃“一青一白” 補氣、
消火，冬補最適宜。
白蘿蔔熟吃，補氣治感冒。秋冬季
節感冒的人也特別多，這是正氣不足的
一種表現。常患感冒的人增強機體正氣
是必須的，白蘿蔔正好發揮作用。但是
需要做熟吃了。
■青蘿蔔

西蘭花番薯沙律
5

6

製法︰
1. 去腸蝦仁洗淨、吸乾水分、放入攪拌
機內攪碎；
2. 將鹽、胡椒粉加入攪碎蝦仁內，以橡
皮刮刀，沿一方向攪拌成為黏稠的蝦
膠；
7
3. 西蘭花梗洗淨切碎加入蝦膠內拌勻；
4. 方包去皮、從中一開二切成長方型備用；
5. 將3湯匙薄力小麥粉加水2湯匙拌勻成粉漿備用；
6. 蝦膠分作 6 小份，取 1 小份蝦膠沾上粉漿，再沾上
薄力小麥粉，馬上鋪釀在備用長方形方包上，壓上
麵包糠，置上小瓣西蘭花，成為蝦多士；(其餘材
料同樣處理)
7. 下炸油入鑊，燒至 160℃，將蝦多士蝦膠的一面朝鑊放入炸油內，炸 1 分 30
秒，然後反轉將方包的一面朝鑊，炸至表面微黃時，將油溫提升至 180℃，蝦多
士炸至金黃香脆即可取出，瀝乾油分即成。

材料︰
西蘭花
煙肉
沙律醬

150克
60克
3湯匙

番薯
鹽

500克
1/2茶匙
■白蘿蔔

製法︰
1. 西蘭花切成小瓣備用；
2. 番 薯 用 錫 萡 紙 刷 洗 乾
2
淨，切成一吋厚件，放入
鍋內，注水，加熱烚至牙
籤可以刺入，熟軟後撈出
瀝乾放入大碗內搗碎，加
入鹽及沙律醬拌勻成為番
薯沙律備用；
3
3. 西蘭花小瓣放入仍然溫暖的烚番薯水內，浸約
15分鐘後撈出吸乾水分；
4. 煙肉煎至焦香備用；
5. 將番薯沙律堆砌在碟上，插上烚軟西蘭花小
瓣，鋪上煎至焦香煙肉即成。

路勁健康快車慈善單車賽 親親大自然 共享家庭樂
健康
資訊
文︰Health

繁忙的都市人平日難
得一家人享受郊遊樂，現
在機會來了！日前於錦田
繞道舉行的“路勁健康快
車慈善單車賽 2019”，賽
事除了精英組外，還有家

庭組、學生組，甚至 3 至 6
歲小寶寶都可以參加的滑
步車競賽，同場更舉行有
趣好玩的嘉年華，一家大
小享受一個難忘的星期
天。

■去年嘉年華現場

白蘿蔔防感湯
材料：蘿蔔 150 克（3 両）、葱白 3 段
（3公分長）、紫蘇15克
做法：把葱段紫蘇葉和白蘿蔔片一起煮
湯，有散寒、止咳的功效，這道湯
還可預防感冒。這湯適用於風寒感
冒，主要症狀是怕冷、怕風、出汗
少、鼻塞流涕、咳嗽有痰。

青蘿蔔疏肝粥
青蘿蔔，消火氣。中醫認為人的脾氣
大和肝有關。青色入肝，青蘿蔔又富含
維生素 C 和膳食纖維，故清熱舒肝的效
果極佳。
材料：50克新鮮青蘿蔔、50克粳米
做法：將新鮮青蘿蔔切碎和粳米同煮為
粥。吃一段時間肝鬱就能疏導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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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劇場秀》

精彩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以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

節目介紹

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种表現形式。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節目介紹：

不需任何付費，
《大鵬劇場秀》是《大鵬嘚吧嘚》的另一種線下演出模式，可以說是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精編版，或者帶有綜藝性質的《大鵬嘚吧嘚》。劇場秀模式部分借鑒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了美國輝煌了70年的王牌綜藝節目《周六夜現場》，以大鵬擅長的脫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種表現
形式，在豐富傳統脫口秀形式的同時，力求加強現場演出時的代入感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和即興感，事實證明，這種區別於線上信息單向傳播的互動傳播方式
為live演出增色不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1. 掃二維碼(QR code)：
大鵬嘚吧嘚第445期：過節還是過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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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播出時間：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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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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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文華時間》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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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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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新聞面對面》

3. 下載Apps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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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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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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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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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美中時間

00:00-00:30

2019年12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12/16/2019 -12/22/2019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3

24

25

26

27

28

29-Dec

中國文藝 (重播)

遊走美國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養生堂 (重播)

00:30-01:00

行之中國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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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02: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03:00-03:30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Chinese Class

04:00-04:30

司馬白話 (重播)

電視劇《金婚》 第42~46集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26~30集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檔案 (重播)

遊走美國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司馬白話 (重播)

06:30-07:00

央視國際新聞

移民美國 (重播)
電影藏密 (重播)

中國大舞臺

05:30-06:00
06:00-06: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美南大咖談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04:30-05:00

中國大舞臺 (重播)

中國文化

大魔術師 (重播)

02:30-03:00

07:0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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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 (重播)

電影藏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07:30-08:00

經典電影

海峽兩岸 (重播)

08:00-08:30
08:30-09:00

今日關注

09:00-09:30

今日亞洲

09:30-10:00

美南大咖談

檔案

綠水青山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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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華醫藥 (重播)

13:30-14:00

這裡是北京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緣 (重播)

中國情 (重播)

生活 (重播)

14:00-14:30

休士頓論壇 (重播)

科技與生活 (重播)

電影藏密
幸福帳單

遊走美國

電視劇《金婚》 第42~46集

記住鄉愁 (重播)

14:30-15:00
15:00-15:30

鞠萍姐姐講故事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今日關注 (重播)

移民美國

歲月留聲

開門大吉

大魔術師

16:00-16:30

美南大咖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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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18:00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華人世界

央視國際新聞

18:00-18:30
18:30-19:00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中華一絕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20:00-20:30

生活 (重播)

中國情

20:30-21:00

科技與生活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外國人在中國
武林風

中國文藝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26~30集

21:00-21:30

海峽兩岸

21:30-22:00
22:00-22:30

健康之路

22:30-23:00

五味草堂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中華民族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司馬白話
養生堂

華夏新紀錄
檔案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功夫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Updated as:

12/19/2019

9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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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參保健

＊全球花旗參第一品牌＊

精選
特惠產品

買3送1
限時限量

花旗參粉 #1174

花旗參片 #0126ＭＭ

花旗參丸 #1001

>>> 請洽全美
超市及參茸行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Mau Phuoc Duong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Plano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陽光旅行社

972-235-2288
972-496-4372
972-988-8811
972-699-1681
214-998-0977
972-758-9588

YiYiHerbs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Houston Bellaire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藥行
盧林中醫診所
德信行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德聖堂

972-666-8188
972-943-8999
713-271-8186
713-270-4611
713-774-5558
713-995-8530
713-988-5200
713-988-5864

參茸城
香港海味城
燕窩城
燕補堂
仁濟中醫針灸所
聯發行L&P
大中華超市
百佳超級市場
惠康超級市場

917-365-1688
713-772-2889
713-776-2888
713-772-7888
713-271-0488
713-995-9138
281-501-1820
713-270-1658
713-270-7789

Houston香港超級市場
百利草藥
NHAN HOA HERBS 仁和藥行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萬和堂中藥行
家樂超級市場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575-7886 百佳超級市場 (糖城分店)
281-988-8500 Austin
281-776-9888 天地人參茸行
恆豐
832-298-9321 San Antonio
281-988-8338 亞洲市場
281-313-8838 Tim's Oriental Market
713-932-8899 College Station
281-980-6699 BCS Food Markets

832-856-8808
512-467-8888
512-719-3864
210-681-8688
210-523-1688
979-695-6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