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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報業美南報業《《春之聲春之聲》》第第 2727 屆農曆新年園遊會屆農曆新年園遊會11 月月 2121 日舉辦日舉辦

【本報訊】三年疫情之後，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 春之聲 》第 27 屆農曆新年園遊會再次煥發
一新，並將於2023 年 1 月 21 日上午十時至下午 5 時在美南報業電視傳媒大樓前舉辦迎新春活動。

回首近三十年來，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農曆新年園遊會從當初的 「剪不斷的鄉愁」 到今天的多族
裔多元文化的平臺，已經融入美國文化，成為該集團一個精心打造的品牌，其艱辛和成功令人回首感慨
。

1997年美南新聞在夏普城商場舉辦首屆 「中國新年園遊會」 ，適逢天公不作美，當日遭遇大寒，
從主席臺上到臺下的與會人員忍耐凜冽寒風，揭開了美南新聞歷屆 「中國新年園遊會」 的序幕。

1997年，休士頓著名的 「項目策劃家」 潘婉芬女士與美南新聞協商關於聯合創辦 「中國新年園遊
會」 事宜。美南新聞欣然應允。在何明通博士，石增琨校長的加入下，一批強有力的義工團應運而生，
美南新聞員工也積極行動，上上下下發動了大規模的宣傳活動。

前五年的 「中國新年園遊會」 都在休士頓西南區的夏普城商場（Sharp-stown）舉辦。活動舉辦的
初期，在熙熙攘攘的人羣當中，不少人是為了到此尋求熟悉的鄉音，品嘗久違的家鄉美味，欣賞和重溫
中華文化的魅力，歡聲笑語和中國年味十足的場面，濃濃的鄉情四溢。當年客家會的盆景園藝，黃立源
的當眾舂糯米，還有 「味全大東」 的燒烤鍋貼，至今令人記憶猶新。此外，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美工
藝品，更是獲得老美和當地亞裔居民的喜愛。

2001年，隨著美南報業集團的
快速發展，公司也遷入位於百利
大道的美南報業大樓新址，為園
遊會的舉辦提供了更加寬廣便利
的場所，其規模也不斷擴大，來
賓和參加活動的人當中，美國人
的面孔越來越多。同時在小巨人

姚明的"明星效應"下，美南新聞邀請到休士
頓火箭隊啦啦隊，休士頓Dynamo足球隊的
啦啦隊也同臺出場，美國各大銀行、商業機
構，政府團體，健康醫療機構都成為歷屆園
遊會的固定常客，由於歷年活動都是人潮鼎
沸，許多在奧斯汀聖安東尼奧的居民也慕名
軀車而至，也令與會的攤位業主收入頗豐。

近年來 「中國新年園遊會」 已突破早期
以亞裔為主體喜慶農曆新年的社區活動範圍
，多元化族裔的加入，也吸引了主流社會的
眼光，並獲得了肯定和支持。

從國會議員，州議員、休士頓巿巿長都
成為中國新年園遊會的受邀賓客。

同時，隨著休士頓國際貿易區的批准成
立，每年一屆的 「中國新年園遊會」 又成為

宣傳國際貿易區的重要窗口
，園遊會的宗旨和主題也得
以提升，即多元化社區及族
羣共襄盛舉，帶動商貿交流
，為各個族裔帶來共同發展
的未來美景。
如今的美南新年園遊會，

已經打造成為美南報業集團
一個耀眼的文化品牌，也是
多族裔商業的理想平臺。今年，美南新聞在 2023 年大年初一舉辦第 27 屆遊園會，當
天有各種美食攤位，四個多小時的節目演出，正場活動將會透過 15.3 臺、YouTube、
iTalkBB 等平臺呈現給觀眾，成為向全美乃至世界展示的重要窗口。
目前有攤位供商家及個人預定。預定電話：281-498-4310，聯繫人 Jennifer

【美南新聞泉深】休斯頓艾利夫獨立學區
（Alief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於 2023 年 1 月
11日週叁晚上宣布，安東尼·梅斯 (Anthony Mays)
博士被任命為該獨立學區的總監（Superintendent)
，這是該學區的最高行政職位，也是該學區的首
位黑人總監，創造了曆史。

該學區在 Twitter 上發布文章稱：“艾利夫獨
立學區的董事會已選擇奧斯汀獨立學區（Austin
ISD）的臨時總監安東尼·梅斯博士作為唯一的決
賽入圍者，擔任該學區的下一任總監。”

在寫給父母的一封關於他離開奧斯汀獨立學
區的信中，梅斯稱他在奧斯汀區的工作是“一種
榮譽和特權”。

梅斯在信中說：“在為長期合作夥伴關系紮
根的同時領導另一個學區的機會是我們家族不能
放棄的。”

慶祝梅斯博士擔任學區總監的活動於 1 月 13

日週五晚上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會議大廳舉行。
德克薩斯州眾議員羅恩·雷諾茲（Ron Reynolds）
，休斯頓國際管理區區長、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
事長、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和來自休斯頓各
學區的文化教育界約50人士出席。

梅斯博士說：“我非常感謝您們所有人以及
您們每天為支持我們的學生所做的令人難以置信
的工作！當我參觀校園、走過辦公室、服務中心
並拜訪整個學區的員工時，我見證了您們為確保
學生獲得成功所需的一切而傾注在工作中的精力
和熱情。”

“我也感謝董事會在過去幾個月給我提供了
擔任您們學區總監的機會，每天給我帶來快樂是
一種榮幸和特權。”

“艾利夫獨立學區董事會任命我為唯一的總
監決賽候選人，我感到非常榮幸。 我知道艾利夫
獨立學區團隊將繼續推進這項工作，領導團隊致

力於實現學區的願景和使命，讓每個學生都具備
在大學、職業和生活中茁壯成長的知識和技能。
”

“我期待著與您們一起完成這個任務，因為
您們將繼續挑戰我們的學生以取得卓越的學術成
就。 感謝您們對我作為學區總監的恩惠，很高興
也很榮幸為艾利夫獨立學區的學生服務。”

德克薩斯州眾議員雷諾茲、休斯頓國際管理
區區長李蔚華及來自不同團體的代表上台致賀辭
。

梅斯博士擁有超過 20 年的教育專業經驗。他
曾擔任任課教師、校長和行政人員。他目前是 艾
利夫獨立學區的總監。在此之前，他曾擔任 奧斯
汀獨立學區的臨時總監。在加入奧斯汀獨立學區
之前，他是哈裏斯縣教育部的高級學校主任。他
曾在達拉斯獨立學區和沃思堡獨立學區工作，在
Pflugerville ISD 開始了他的職業生涯，擔任特殊教

育教師。
在擔任奧斯汀獨立學區的臨時總監期間，梅

斯博士的領導提高了責任等級，增加了基於行業
的認證和副學士學位獲得，監督和支持招生和宣
傳部門以增加入學率和留住學生，作為臨時總監
，成功通過了 24.4 億美元的債券。

梅斯博士擁有 Huston-Tillotson 大學的生物學
文學學士學位和德克薩斯州立大學的教育碩士學
位。他在塔爾頓州立大學（Tarleton State Universi-
ty）獲得教育學博士學位。梅斯博士是休斯頓市大
學（城中）和休斯頓大學金伍德孤星學院（Uni-
versity of Houston-Lone Star College Kingwood）的
兼職教授。

他活躍於他的社區，擔任得克薩斯州黑人學
校教育者聯盟中央辦公室委員會副主席，是 Alpha
Phi Alpha、100 Black Men 和得克薩斯州學校管理
者協會的驕傲成員。

梅斯博士被任命為艾利夫獨立學區總監梅斯博士被任命為艾利夫獨立學區總監
慶祝活動在國際貿易中心舉行慶祝活動在國際貿易中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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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稅局在美國國稅局在20232023年年
擴大了燃料成本的扣除範圍擴大了燃料成本的扣除範圍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亞裔健康教育協會、、光鹽社光鹽社、、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和中華老人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和中華老人
服務協會聯合主辦的服務協會聯合主辦的，，線上醫學講座線上醫學講座 「「疫苗疫苗--最實証的醫學最實証的醫學」」

【【本報訊本報訊】】元月元月77日日（（星期六星期六））下午下午22--44點點，，由亞裔健康教由亞裔健康教
育協會育協會、、光鹽社光鹽社、、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和中華老人服務協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和中華老人服務協
會聯合主辦的會聯合主辦的，，線上醫學講座線上醫學講座 「「疫苗疫苗--最實証的醫學最實証的醫學」」 ，，邀請到邀請到
主講人主講人：：林承興醫師林承興醫師，，吸引近吸引近5050人線上出席聆聽人線上出席聆聽。。

會議由光鹽社鄧福真主持會議由光鹽社鄧福真主持，，介紹林承興醫師是休斯頓介紹林承興醫師是休斯頓MethMeth--
odist Hospitalodist Hospital 過敏免疫科主治醫師過敏免疫科主治醫師，，將以不同的故事講解疫苗將以不同的故事講解疫苗
的重要性的重要性．．同時提供有關新冠狀病毒疫苗的最新資訊同時提供有關新冠狀病毒疫苗的最新資訊。。

林承興醫師首先以疫苗的發展做開場林承興醫師首先以疫苗的發展做開場；；介紹疫苗是一種刺介紹疫苗是一種刺
激人體免疫系統激人體免疫系統，，產生針對特定疾病的免疫力之產品產生針對特定疾病的免疫力之產品，，進而保進而保

護人體對抗該疾病的侵害護人體對抗該疾病的侵害。。在漫長的歷在漫長的歷
史歲月史歲月，，各種科學及醫學進步造成人類各種科學及醫學進步造成人類
壽命的延長壽命的延長，，從從17701770年平均壽命約年平均壽命約3535
歲歲，，到到20002000年平均壽命約年平均壽命約8080歲歲，，19001900
年前期之前年前期之前，，大部分人都死於傳染病大部分人都死於傳染病，，
而在而在19001900年三項非常有用的東西年三項非常有用的東西：：乾淨乾淨
的水的水、、抗生素和疫苗的出現抗生素和疫苗的出現，，遏制了傳遏制了傳
染性疾病的傳播染性疾病的傳播。。

林承興指出三種情形凸顯出疫苗為林承興指出三種情形凸顯出疫苗為
何如此重要何如此重要?? 第一第一、、人類是健忘的人類是健忘的，，忘忘
記疫苗是如何預防疾病大流行記疫苗是如何預防疾病大流行；；第二第二、、
對疫苗組成成份和機制懷疑對疫苗組成成份和機制懷疑；；第三第三、、產產
生矛盾的循環生矛盾的循環，，對傳染病的害怕減少對傳染病的害怕減少，，
對疫苗害怕的增加對疫苗害怕的增加。。於是人類要重新認於是人類要重新認

識識，，事實上事實上，，傳染性的疾病一直都伴隨著有人類傳染性的疾病一直都伴隨著有人類，，一直都在一直都在，，
而人類生命顯著的提升延長而人類生命顯著的提升延長，，疫苗當然是功不可沒疫苗當然是功不可沒。。

接著以時間線介紹疫苗接著以時間線介紹疫苗，，文獻所記載一直可以追溯到文獻所記載一直可以追溯到15001500
年年，，在中國的人痘接種術在中國的人痘接種術，，發生一種膿皰性疾病發生一種膿皰性疾病，，取自患者身取自患者身
上的膿皰上的膿皰，，放太陽底下曬乾製成粉放太陽底下曬乾製成粉，，再把粉給小朋友吸再把粉給小朋友吸，，當時當時
得病的症狀則較輕微得病的症狀則較輕微，，這是最初始的疫苗這是最初始的疫苗。。之後出現一種叫天之後出現一種叫天
花的流行病花的流行病，，採用採用 「「人痘人痘」」 方式防治方式防治，，當時很快傳到歐洲當時很快傳到歐洲，，都都
還是以接種還是以接種 「「人痘人痘」」 為主為主，，在在17961796年的時候年的時候，，一位名叫一位名叫JustinJustin
的英國的農夫的英國的農夫，，發現牛痘非常有效的發現牛痘非常有效的，，能夠防範天花的感染能夠防範天花的感染。。

在在18401840年的時候年的時候，，英國政府是第一個強迫人民必須要打疫苗英國政府是第一個強迫人民必須要打疫苗。。
白喉白喉、、百日咳破傷風以及麻疹疫苗百日咳破傷風以及麻疹疫苗，，另外還有小兒麻痺疫苗的另外還有小兒麻痺疫苗的
歷史發展過程等等歷史發展過程等等。。

疫苗的製造跟藥品的製造疫苗的製造跟藥品的製造，，是需要政府出面來管制是需要政府出面來管制，，19001900
年初國家衛生院成立年初國家衛生院成立；；美國疫苗成功的實例有以下美國疫苗成功的實例有以下：： 19491949 年年
美國報告了最後一例天花病例美國報告了最後一例天花病例；； 19791979 年沒有小兒麻痺症病例年沒有小兒麻痺症病例
；； 20002000 年無麻疹流行年無麻疹流行，，宣布根除痲疹宣布根除痲疹；；20052005 年無德國麻疹流年無德國麻疹流
行行。。現代疫苗之父現代疫苗之父Dr Maurice HillemanDr Maurice Hilleman曾說過曾說過：： 「「 在沒有超過在沒有超過
百萬劑量的測試成功之前百萬劑量的測試成功之前，，是不敢緩解喘息是不敢緩解喘息。。」」 在美國常規推在美國常規推
薦的薦的 1414 種疫苗中種疫苗中，，就是他的團隊開發就是他的團隊開發 88項項。。

最後回到大家關心的最後回到大家關心的CovidCovid1919 疫苗疫苗，，真正的功效是真正的功效是 9090%%，，
比終點估計值比終點估計值 >>3030%%高出預期高出預期。。從研發至完成共花了十個月從研發至完成共花了十個月，，
20202020 年年 99 月的一項調查發現月的一項調查發現，，四分之三的美國成年人受訪者表四分之三的美國成年人受訪者表
示擔心示擔心，，這個快速審批和生產過程這個快速審批和生產過程，，事實上是美國政府出資和事實上是美國政府出資和
流行疾病賭注搶時間流行疾病賭注搶時間，，不管成功與否不管成功與否，，先行大量生產備用先行大量生產備用，，花花
費費2020億美元億美元。。

Covid-Covid-1919 mRNAmRNA 疫苗是非常安全疫苗是非常安全，， 即使是過敏的患者接即使是過敏的患者接
種疫苗後種疫苗後，，大多數人可以耐受第大多數人可以耐受第 22 針針，，副作用非常小副作用非常小。。並且還並且還
有強大的上市後監督系統有強大的上市後監督系統，，例如強生例如強生//強生批准後強生批准後，，百萬人接種百萬人接種
出現出現 44 例一種非常罕見的血栓不良反應例一種非常罕見的血栓不良反應，，立即被宣告制止立即被宣告制止。。另另
外外，，國家疫苗傷害賠償計劃國家疫苗傷害賠償計劃 (VICP) &(VICP) & 對策工傷補償方案對策工傷補償方案 (CICP)(CICP)
政策都是在保護大家政策都是在保護大家。。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在經濟不確定的背景下，美
國國稅局至少給你的2023年財務帶來了一絲希望：你
現在可以增加燃料成本的稅收沖銷。 12月29日，該機
構宣布從2023年1月1日起提高可選的標準里程費率
——現在為每英里行駛65.5美分。納稅人可以使用新稅
率來計算為商業和某些其他目的經營汽車的可扣除成本
。2022年最後六個月，商務旅行的標準里程費率為每
英里62.5美分，比2022年初生效的費率上漲4美分。

實施新費率是為了幫助司機應對飆升的汽油價格。
根據AAA的數據，2022年6月14日，全國平均價格創
下每加侖5.016美元的歷史新高。這高於一個月前的
4.452美元和去年的3.080美元。作為回應，美國國稅
局對2022年的最後幾個月進行了特別調整。通常情況
下，該機構會在下一個日曆年的秋季每年更新一次里程
費率——美國國稅局上一次年中上調是在2011年。除
了2023年比年中增加3美分外，從2022年起，為符合
條件的現役武裝部隊成員提供的醫療或搬家費用為每英
里22美分。納稅人的另一種選擇是計算使用車輛的實
際成本，而不是使用標準里程費率。對於慈善組織，該
費率保持不變，為每英里14美分，因為它是由法規規
定的。

實施新費率是為了幫助司機應對飆升的汽油價格實施新費率是為了幫助司機應對飆升的汽油價格。。根據根據AAAAAA
的數據的數據，，20222022年年66月月1414日日，，全國平均價格創下每加侖全國平均價格創下每加侖55..016016
美元的歷史新高美元的歷史新高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舉行美南分會舉行
3838週年慶暨理監事宣誓就職典禮週年慶暨理監事宣誓就職典禮

線上醫學講座線上醫學講座 「「疫苗疫苗--最實証的醫學最實証的醫學」」 情形情形。（。（陸希／大紀元陸希／大紀元））

【【本報訊本報訊】】本會訂於本會訂於22月月1919
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晚六時假晚六時假LamboLambo
BallroomBallroom舉行舉行3838週年慶暨理週年慶暨理
監事宣誓就職典禮監事宣誓就職典禮，，餐會費餐會費
用每人用每人$$6565..0000，，一桌一桌（（十人十人
））$$650650..0000，，前會長席一位前會長席一位
$$150150。。會中安排有表演節目會中安排有表演節目
暨摸彩助興暨摸彩助興，，敬邀前會長捐敬邀前會長捐
贈抽獎禮品贈抽獎禮品，，請大家踴躍報請大家踴躍報
名參加名參加，，一起同慶一起同慶。。

報名請洽會長報名請洽會長--何真何真::
832832..866866..33333333 或副會長或副會長--張張
瓊文瓊文::361361..652652..06490649

祝闔家平安祝闔家平安!!
美南分會第美南分會第3838屆屆
會長會長：：何何真真 Christi YaoChristi Yao
副 會 長副 會 長 ：： 張 瓊 文張 瓊 文 AnnieAnnie
HwangHwang
敬敬邀邀

全球債市剛剛創下新裏程碑！
負收益率國債近10年來首次歸零

全球債市剛剛創下了壹個新的裏程

碑：全球負收益率債券市值自2014年來

首次歸零。這主要得益於投資者押註日

本央行貨幣政策也將轉向，在此預期下

，全球投資者正以創紀錄速度拋售日本

國債。

全球負收益率主權債歸零
根據彭博巴克萊全球負收益率債券

指數，全球負收益率債券市值終於在本

周四歸零。而此前，根據彭博的全球債

券總指數統計的數據，2020年末時，全

球負收益率債券市值壹度達到18.4萬億

美元的峰值，約占當時全球未償還債券

的四分之壹。彼時，全球各央行都將基

準利率維持在零甚至采取負利率政策，

並推出購債計劃，直接成為自身國債市

場的最大買家，使得各國國債收益率均

受到抑制。

負收益率本質上意味著投資者在為

政府融資的特權買單。德意誌銀行主題

研究主管裏德(Jim Reid)表示，在2014年

負收益率債券開始變得普遍前，“大多

數人會認為負收益率債券是壹個不可

思議的概念”。2008 年金融危機後，

為了試圖提振始終停滯不前的經濟增

長，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先後在2014年

和2016年將政策利率下調至負值。此外

，瑞士、丹麥和瑞典央行也采取過負利

率政策。

但去年，在高通脹壓力下，全球央

行同步收緊貨幣政策。歐洲央行於去年

7月退出負利率政策，瑞士和丹麥央行

也於9月退出。美聯儲去年更將基準利

率上調了4.25個百分點，為1973年以來

最高。在歐洲開啟緊縮周期後，負收益

債券池規模急劇下降，德國兩年期國債

收益率從-0.6%左右升至2.8%，創下了

1991年的歷史新高。

此次，最後脫離負收益率的國債

是兩年期日本政府債券(JGB)。根據彭

博巴克萊全球負收益債券總指數，該

債券的收益率周四升至略高於0%，使

負收益債券以美元計價的市值自2014

年以來首次回到零。FactSet的數據顯示

，壹些壹年期以內的日本國債仍為負收

益率，但上述彭博債券指數不包括壹年

期內的債券。

布萊克利金融集團(Bleakley Finan-

cial Group)的首席投資官布克瓦爾(Peter

Boockvar)在周四的壹份報告中直言，

“這真是壹種可喜的擺脫”，也標誌全

球“零利率政策(ZIRP)時代”的結束。

去年12月20日，日本央行突然出乎

市場意料地調整收益率曲線控制政策

(YCC)，將基準10年期日本國債的收益

率上限提高了壹倍至0.5%。日本央行此

番政策轉變加之日本通脹加劇，投資者

押註日本央行會進壹步放棄量化寬松政

策，令日本國債收益率全線躍升。

道明證券(TD Securities)駐新加坡的利

率策略師牛納哈(Prashant Newnaha)稱：

“日本債券最終走出了負值區域，這壹

事實也突顯出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走向

在今年對全球債券市場的重要性。”

日債遭創紀錄拋售，全球債市問題
猶存

負收益率債券下降的趨勢似乎得以

延續。在日本調整YCC後，債市投資者

押註日本央行貨幣政策繼續轉向，全球

基金在2022年最後幾天拋售了創紀錄的

日本國債。日本財務省1月4日公布的數

據顯示，在截至去年12月23日的壹周內

，非居民投資者凈拋售了4.86萬億日元(

約370億美元)的日本債券，這是日本財

務省2005年開始統計數據以來最大的單

周拋售，超過了去年6月創下的壹周4.81

萬億日元的前紀錄。

施羅德(Schroders)和BlueBay資產管

理公司(BlueBay Asset Management)等基

金管理公司紛紛押註日本央行將改變政

策，因而增持了日本國債空頭頭寸。目

前，10年期日債掉期市場隱含的收益率

預期已經超過0.8%。

但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卻在繼續大

舉購債。日本央行在去年12月按固定金

額和固定收益率進行的購債總規模達到

17萬億日元(約1280億美元)，超過去年6

月16.2萬億日元的歷史購債紀錄。本周

壹和周二日本市場因假期休市，周三恢

復交易後，日本央行連續第四個交易日

宣布了計劃外的債券購買操作。

日本央行的操作令市場大為困惑，

壹方面放寬國債收益率波動區間，壹方

面又繼續主動購債。盡管日本央行強調

YCC政策調整“不是加息”，並將其定

調為“改善市場功能”，但市場仍將這

壹調整視作日本央行準備結束貨幣寬松

的信號，紛紛押註日本央行貨幣政策轉

向。

東海東京證券的首席債券分析師

Kazuhiko Sano在客戶報告中寫道：“老

實說，我也不理解日本央行的意圖，此

前放寬收益率區間只會引發市場對進壹

步政策轉向的猜測，但最近增加主動購

債會導致進壹步壓低市場流動性的風

險。”三菱日聯摩根士丹利證券的債

券分析師Keisuke Tsuruta表示，看上去

，日本央行似乎還是不太能容忍短期債

券的收益率走高。壹些分析師認為，日

本國債市場面臨較大做空壓力，而日本

央行如繼續強力幹預，只會加劇市場功

能的退化。

日本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將在1月

17~18日召開議息會議。有著“日元先

生”名號的前日本副財長、東京青山

學院教授榊原英資此前曾預測，屆時

日本央行可能再壹次令市場大呼意外

。此前，在日本調整YCC政策前，也有

不少分析師警示，日本對YCC政策的調

整恐將沖擊全球債市，影響力不亞於此

前的英國債市動蕩。

由此可見，全球債市雖然擺脫了負

收益率債券，但仍將面臨壹些問題：去

年，全球債市30年來首次跌入熊市區域

，英國經歷了債市動蕩，並蔓延至全球

；歐元區今年預計將發行創紀錄的主權

債券，以應對能源價格高企，而歐洲央

行卻同時計劃從壹季度開始縮減購債規

模；日本的政策眼下也如此令人摸不著

頭腦。布克瓦爾稱，可以肯定的是，全

球債券投資者可能會面臨更多的負面影

響因素，“我們現在必須應對巨大的主

權債券泡沫破滅的可能性”。

裏德則認為，“雖然購買負收益

債券沒有任何價值，尤其在壹個通脹

高企的環境下，但不能排除，全球央行

未來可能不得不重新出面購買大量主權

債。”

第20屆東博會全球推介路演及境外巡展蓄勢待發
綜合報導 中國—東盟博覽會(以下簡稱東博會)

秘書處介紹，2023年是中國—東盟建立戰略夥伴關系

20周年暨東博會創辦20周年，新年伊始，秘書處積

極發揮東博會作為中國—東盟重要開放平臺的作用，

緊鑼密鼓開展第20屆東博會各項籌備工作，全球推

介路演和境外巡展等重磅活動即將全面鋪開。

據悉，第20屆東博會全球推介路演定於2023

年第壹季度。東博會秘書處將與東盟各國共辦方和

東盟各國支持商協會攜手，在東盟各國以及日本、

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

系協定》(RCEP)成員國舉辦全球路演，為企業合作

搭建更多彩廣闊的舞臺，為企業發展構建更多元暢

通的渠道，傳遞開放強音，彰顯東博會與各方同發

展共繁榮的堅定信心。

東博會“壹主多專，巡展並行”的國際化辦展

模式也將在2023年重啟並開拓新賽道。自2015年

以來，東博會在文萊、柬埔寨、印度尼西亞、緬甸

、泰國、越南等東盟國家舉辦境外巡展，廣受認可

和歡迎。2023年3月、5月及6月，東博會境外巡展

將先後走進新加坡、老撾和馬來西亞，圍繞機電產

品、輕工工藝、日化用品、新能源產品、紡織服裝

、建築材料、文旅康養、農業技術等重點合作領域

精心布展，配套舉辦推介會、行業對接會及“中國

企業東盟行”等豐富多彩的項目活動，為中國企業

提供東盟國家市場信息咨詢、服務貿易投資指南等

，為中外企業提供貿易精準配對，助力企業搶抓後

疫情時代發展機遇“出海”開拓市場，促進區域經

濟合作。

第20屆東博會定於2023年9月舉辦。東博會秘

書處秘書長韋朝暉表示，本屆東博會將早謀劃、早

布局，並持續舉辦系列活動、采取多種舉措，推動

升級發展不斷邁出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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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本報休斯頓報導)) 萬德福保險於一月萬德福保險於一月1212日舉行喬遷開幕儀式日舉行喬遷開幕儀式
，，當日賓朋滿座當日賓朋滿座，，非常熱鬧非常熱鬧。。由於負責人李淑惠在休斯頓華裔社由於負責人李淑惠在休斯頓華裔社
區向來熱於助人區向來熱於助人，，人緣非常好人緣非常好，，許多社區的長者知道她要舉辦喬許多社區的長者知道她要舉辦喬
遷開幕儀式遷開幕儀式，，都專程到場慶賀都專程到場慶賀，，獻上衷心的祝福獻上衷心的祝福。。
200200多位嘉賓與長者齊聚一堂多位嘉賓與長者齊聚一堂，，包括菲律賓工商會包括菲律賓工商會(Philippine(Philippine
America Chamber Of Commerce, PACC)America Chamber Of Commerce, PACC)創始人創始人Guinhawa FlorenciaGuinhawa Florencia
、、菲律賓工商會副主席宓麥蘭菲律賓工商會副主席宓麥蘭、、休斯頓客家會前會長賴江椿伉儷休斯頓客家會前會長賴江椿伉儷
、、休斯頓客家會副會長邱秀春休斯頓客家會副會長邱秀春、、休斯頓園藝協會負責人休斯頓園藝協會負責人JenniferJennifer
周周、、聯合健康保險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經理黃雅芝聯合健康保險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經理黃雅芝、、以及許多華以及許多華
裔長者與好友們歡聚萬德福保險新址裔長者與好友們歡聚萬德福保險新址，，現場道賀聲不斷現場道賀聲不斷，，溫馨而溫馨而
熱鬧熱鬧。。
服務僑界熱心公益服務僑界熱心公益

休斯頓客家會前會長賴江椿先生表示休斯頓客家會前會長賴江椿先生表示:: 李淑惠是休斯頓客家李淑惠是休斯頓客家
會的理事會的理事，，很高興她的公司喬遷新址很高興她的公司喬遷新址，，擴大經營擴大經營。。李淑惠服務僑李淑惠服務僑
界界，，熱心公益熱心公益，，每年也會幫客家會安排講座每年也會幫客家會安排講座，，說明老人保險的重說明老人保險的重
點與細節點與細節，，她做事非常仔細她做事非常仔細，，長者們常會有的一些問題長者們常會有的一些問題，，她都能她都能
解說的清清楚楚解說的清清楚楚，，幫老人家解決許多問題幫老人家解決許多問題。。很高興能有這樣的人很高興能有這樣的人
才在客家會裡服務才在客家會裡服務，，要祝李淑惠生意興旺要祝李淑惠生意興旺、、業務蒸蒸日上業務蒸蒸日上。。大家大家
如果有保險上的問題如果有保險上的問題，，都可以問李淑惠都可以問李淑惠，，她非常的專業她非常的專業，，是難得是難得
的人才的人才。。
幫助過非常多的人幫助過非常多的人，，口碑極好口碑極好

菲律賓工商會副主席宓麥蘭也是萬德福菲律賓工商會副主席宓麥蘭也是萬德福
保險的義工保險的義工，，常常會在萬德福保險幫助常常會在萬德福保險幫助
長者們做服務性的工作長者們做服務性的工作。。有些長輩們看有些長輩們看
不懂英文信件不懂英文信件，，宓女士的英文好宓女士的英文好，，會幫會幫
長者們翻譯長者們翻譯；；有些長者需要打電話或者有些長者需要打電話或者
是與醫生聯絡是與醫生聯絡，，宓女士會幫忙長者們聯宓女士會幫忙長者們聯
繫繫；；有些長者需要安排交通看醫生有些長者需要安排交通看醫生，，她她
也會居中協助也會居中協助。。宓女士表示宓女士表示::李淑惠有一李淑惠有一
顆善良的心顆善良的心，，在休斯頓社區幫助過非常在休斯頓社區幫助過非常
多的人多的人，，口碑非常好口碑非常好。。祝她有越來越多祝她有越來越多
的客人的客人，，這表示有越來越多人能受到良這表示有越來越多人能受到良
好的服務與幫助好的服務與幫助。。
深具愛心與耐心深具愛心與耐心

休斯頓園藝協會創辦人休斯頓園藝協會創辦人JenniferJennifer周老師表示周老師表示::
李淑惠是園藝協會的會員與義工李淑惠是園藝協會的會員與義工，，她非常熱心她非常熱心，，
無論是在園藝協會或是社區服務長者無論是在園藝協會或是社區服務長者，，都極為周都極為周
到到。。有愛心才會有耐心有愛心才會有耐心，，在與長者的互動上在與長者的互動上，，她她
展現十足的耐心與細心展現十足的耐心與細心，，為長者們著想為長者們著想。。在協會在協會
，，李淑惠也是非常具有熱忱的幫助協會處理事情李淑惠也是非常具有熱忱的幫助協會處理事情。。李淑惠在僑界李淑惠在僑界
的付出是有目共睹的的付出是有目共睹的，，今天能看到這麼多人蒞臨今天能看到這麼多人蒞臨，，也可以知道她也可以知道她
的人緣很好的人緣很好。。祝賀淑惠鴻圖大展祝賀淑惠鴻圖大展，，也祝福她的團隊日益成長也祝福她的團隊日益成長，，白白
尺竿頭更進一步尺竿頭更進一步。。
發自內心的祝福發自內心的祝福

羅女士是李淑惠的客戶羅女士是李淑惠的客戶，，從從20182018年開始就由李淑惠服務老年開始就由李淑惠服務老
人保險到現在人保險到現在，，她特地趕來幫忙與支持她特地趕來幫忙與支持。。羅女士表示羅女士表示，，李淑惠的李淑惠的
人非常好人非常好，，很負責很負責，，有耐心有耐心，，常常會無私的奉獻付出常常會無私的奉獻付出。。羅女士自羅女士自
己的兒女都不在身邊己的兒女都不在身邊，，在中國大陸在中國大陸，，她在許多情況下都接受過李她在許多情況下都接受過李
淑惠的幫助淑惠的幫助，，包括聯絡醫生包括聯絡醫生、、轉診轉診、、聯絡保險公司等聯絡保險公司等，，解決諸多解決諸多
困難的問題困難的問題，，心中對李淑惠非常的感激心中對李淑惠非常的感激。。羅女士還提到羅女士還提到，，許多人許多人
都要求她換保險經紀人都要求她換保險經紀人，，但是她從來沒有換過但是她從來沒有換過，，覺得李淑惠是最覺得李淑惠是最
好的好的。。這一次萬德福保險喬遷新址這一次萬德福保險喬遷新址，，她主動表示要來當義工她主動表示要來當義工，，因因
為受到李淑惠的幫助太多了為受到李淑惠的幫助太多了，，發自內心的希望可以幫到李淑惠發自內心的希望可以幫到李淑惠。。
她祝李淑惠一切順利她祝李淑惠一切順利，，平安健康平安健康，，生意更興隆生意更興隆。。
一步一腳印一步一腳印 從眾多的長者口中從眾多的長者口中，，不難了解不難了解，，李淑惠總是從客人的角度出李淑惠總是從客人的角度出

發發，，盡量幫助長者們盡量幫助長者們，，回答問題很專業回答問題很專業，，讓老人們更了解健康保讓老人們更了解健康保
險險。。她用自己的真誠與專業服務她用自己的真誠與專業服務，，打造極強的人打造極強的人
格魅力格魅力，，難怪客戶都主動把朋友介紹給她難怪客戶都主動把朋友介紹給她，，名聲名聲
口耳相傳口耳相傳。。其實其實，，好口碑並非從天而降好口碑並非從天而降，，而是靠而是靠
她一步一腳印她一步一腳印，，誠心的關懷客戶誠心的關懷客戶，，仔細了解保險仔細了解保險
資訊資訊，，掌握專業知識掌握專業知識，，關心客戶健康關心客戶健康，，實在的幫實在的幫
人解決問題人解決問題，，一點一滴都是用心的成果一點一滴都是用心的成果。。

萬德福保險連絡電話是萬德福保險連絡電話是281281--758758--91529152，，
832832--538538--04550455或或wonderfulsuelee@gmail.comwonderfulsuelee@gmail.com。。微微
信和信和LINELINE 的的IDID 是是kpckpc20562056((如果無法加微信如果無法加微信/Line/Line
，，請直接打電話請直接打電話))。。若使用若使用AT&TAT&T家庭電話無法撥家庭電話無法撥
通者通者，，請改用手機打請改用手機打。。

萬德福保險地址萬德福保險地址:: 96009600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129129,,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新搬家至王朝廣場新搬家至王朝廣場，，古董店古董店
後面後面))

萬德福保險喬遷開幕典禮萬德福保險喬遷開幕典禮 賓客盈門賓客盈門
服務周到而專業服務周到而專業 因為用心而享好口碑因為用心而享好口碑

艾利夫鄰裏中心正式對外開放艾利夫鄰裏中心正式對外開放 休斯頓市長特納為開幕剪彩休斯頓市長特納為開幕剪彩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20232023 年年 11

月月 1414 日星期六日星期六，，休斯頓市長西爾休斯頓市長西爾
維斯特維斯特··特納特納 (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為為
艾利夫鄰裏中心艾利夫鄰裏中心（（Alief NeighborAlief Neighbor--
hood Center)hood Center) 開幕式剪彩開幕式剪彩，，宣布該宣布該
綜合活動中心正式對外開放綜合活動中心正式對外開放。。數數
百名市民出席了開幕剪彩儀式百名市民出席了開幕剪彩儀式。。

市長特納在致辭中說市長特納在致辭中說：“：“這這
個創新的艾利夫鄰裏中心是建立個創新的艾利夫鄰裏中心是建立
在團隊合作之上的在團隊合作之上的，，這個中心空這個中心空
間的多樣性反映了艾利夫社區的間的多樣性反映了艾利夫社區的
多樣性多樣性，，也反映了休斯頓市的多也反映了休斯頓市的多
樣性樣性。”。”

““新建的社區中心的建築面新建的社區中心的建築面
積約積約7070,,000000 多平方英尺多平方英尺，，佔地佔地 3737
英畝英畝。。 該中心設有滑板公園該中心設有滑板公園、、室室
外遊泳池外遊泳池、、運動場以及足球運動場以及足球、、棒棒
球和壘球運動場球和壘球運動場。。該中心還是休該中心還是休
斯 頓 公 共 圖 書 館 的斯 頓 公 共 圖 書 館 的 David M.David M.
Henington-AliefHenington-Alief 地區圖書館的所地區圖書館的所
在地在地。。擁休斯頓衛生部婦女擁休斯頓衛生部婦女、、嬰嬰
兒和兒童兒和兒童 (WIC)(WIC) 診所診所，，以及免費以及免費
的糖尿病和高級服務中心的糖尿病和高級服務中心。”。”

他說他說：“：“艾利夫鄰裏中心正艾利夫鄰裏中心正
式開放式開放，，是社區的驕傲之源是社區的驕傲之源，，也也
是所有年齡段的人都可以享受來是所有年齡段的人都可以享受來
自休斯頓市叁個部門的服務的地自休斯頓市叁個部門的服務的地

方方。”。”
““感謝所有為艾利夫鄰裏中感謝所有為艾利夫鄰裏中

心付出辛勤工作的員工心付出辛勤工作的員工。。民眾可民眾可
以利用這些設施並經常在公園周以利用這些設施並經常在公園周
圍散步圍散步。”。”

艾利夫社區有大約艾利夫社區有大約 4242,,
000000 名 居 民名 居 民 ，， 約約 1717%% 是 白 人是 白 人 ，，
2020%% 是亞裔是亞裔，，2828%% 是黑人是黑人，，3030%%
是西班牙裔是西班牙裔。。

艾利夫社區位於德克薩艾利夫社區位於德克薩
斯州哈裏斯縣西南部的一個郊區斯州哈裏斯縣西南部的一個郊區
，，部分位於國際管理區內部分位於國際管理區內，，是美是美
國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中最多元國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中最多元
化的社區化的社區。。為了滿足這個獨特地為了滿足這個獨特地
區的需求區的需求，，艾利夫鄰裏中心是休艾利夫鄰裏中心是休
斯頓第一個專門設計用於將健康斯頓第一個專門設計用於將健康
中心中心、、圖書館和社區中心整合到圖書館和社區中心整合到
一個設施中的綜合中心一個設施中的綜合中心。。

該中心擁有該中心擁有““德克薩斯州最德克薩斯州最
大的前廊大的前廊””———一個大型的有蓋—一個大型的有蓋
門廊門廊，，作為人們聚集在一起分享作為人們聚集在一起分享
想法的聚集地想法的聚集地。。該中心表達了艾該中心表達了艾
利夫獨特的多元化社區利夫獨特的多元化社區。。從門廊從門廊
處處，，遊客們會受到落地玻璃入口遊客們會受到落地玻璃入口
大廳的歡迎大廳的歡迎，，該大廳構成了公園該大廳構成了公園
的景觀的景觀，，並加強了室內外活動之並加強了室內外活動之
間的緊密聯繫間的緊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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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乒乓之絕地反擊》發布演員訓練特輯
全組瘋狂“內卷式”練球

由鄧超、俞白眉導演，鄧超、孫

儷、許魏洲、段博文、蔡宜達、丁冠

森、孫浠倫、阿如那等領銜主演的春

節檔電影《中國乒乓之絕地反擊》發

布演員訓練特輯，呈現全劇組為追求

與乒乓運動員更加貼合而上演的瘋狂

“內卷式”訓練。拍攝前八個月的技

術訓練、拍攝間隙無時無刻的球桌

“爭奪大戰”，讓演員們實現從“零

基礎”起步到收獲原型肯定的蛻變。

影片拍攝期間，到場觀摩的蔡振華、

馬文革、丁松、孔令輝等原型均為演

員訓練成果送上不俗評價。

“菜鳥”要演乒乓運動員？
八個多月集訓全組“內卷式”練球
1月9日，電影《中國乒乓之絕地反

擊》發布演員訓練特輯，紀實展現全組

演員精益求精、揮汗如雨的幕後訓練過

程。創作伊始，兩位導演便明確要使用

專業演員而非運動員來詮釋角色：“因

為演員在表達情感方面的能力更強，

但同時他們的問題就在打球方面是零

基礎。”演員想要真正演好乒乓球運

動員絕非易事，就連原型蔡振華都承認

：“對於壹個演員能夠演專業的乒乓球

運動員，壹定是難度非常之大。”飾演

乒乓球運動員本就充滿挑戰，何況剛進

組演員們人均“乒乓小白”。怎麼辦？

玩命練！

據蔡振華介紹，“乒乓球是壹個

非常細膩的技術，它不僅僅是壹個動

作，它每壹板球是要非常到位的。”

技術把關是追求完美表演的關鍵所在

，為此劇組邀請多位國內頂尖的乒乓

指導、運動員為演員們培訓原型技術

要領，每天制定訓練計劃狠抓動作細

節，原型之壹馬文革更是親自擔綱影

片乒乓技術指導，坐鎮把關。導演俞

白眉透露：“我們有專門的乒乓球指

導，每天會精確地告訴演員們，這個

球是壹個搓，這個球的旋轉應該是壹

個什麼旋轉。”演員丁冠森也談到：

“演員們除了練壹些基本功、基本動

作，妳還要讓妳的動作像原型，訓練

著以原型的出發點去打球。”

在攻克技術難題之外，大量的訓

練更是不可或缺的。早在影片開拍前

，導演便組織演員們展開長達八個月

的乒乓訓練，甚至練到劇組內開始

“魔鬼內卷”。俞白眉也表示：“後

來卷得越來越兇，最後已經成‘敵

人’了。為什麼？因為每天妳憋著要

超過別人。比如丁冠森和孫浠倫開始

時打不過別人。集訓比賽的時候，他

倆就不是別人的對手，非常受欺負。

然後兩個人自己加練，甚至感覺不是

為了我們的電影，完全是為了個人榮

譽！這‘五虎’每天自己練完壹會之

後，就要開始內卷。除了技術之外，

演員們還開始研究新裝備，因為不同

的裝備帶來效果不壹樣，很入魔，很

有意思。”

演員獲蔡振華孔令輝等原型現場
肯定

“真正對乒乓這件事有執念、有熱

愛的人，才能幹好和乒乓有關的事

兒！”從接下壹個陌生的角色，到

和原型接觸，了解他們的故事、熟悉

他們的打球方式，最終形成壹個充滿凝

聚力的集體，演員們在這壹過程中也被

激發出對乒乓真正的熱愛。許魏洲談到

：“發自內心的喜歡去做壹件事情，就

壹定會把這個事情做好。”段博文和蔡

宜達都表示：“我們這些人為什麼要這

麼刻苦地訓練？因為熱愛。”

演員們認真、不含糊的訓練態度，

和精益求精詮釋乒乓運動員的自我要

求，收獲多位影片原型的支持與褒獎。

蔡振華肯定道：“劇情裏面都表演得非

常好，演到這個份上已經非常不容易

了。”提前看過影片的王濤特別誇贊飾

演自己的段博文：“他能找到我在場上

的那種表情和眼神。”丁松也為演員們

送上誇贊：“已經很像很像了，可以

的。”孔令輝更表示驚喜：“那些演員

打球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身為本片

乒乓技術指導的馬文革同樣對許魏洲

“高度肯定”：“有點我當年的意思。”

鄧超在回憶原型們的鼓勵時，也感慨萬

千：“我們的原型去現場探班，他們看

見演員打球的樣子非常震驚，好像穿越

了壹樣。”俞白眉也表示“希望這個電

影拍出來之後，有人會因為這個電影喜

歡上乒乓球。”

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乒乓女隊成

績斐然的同時，中國乒乓男團卻處於低

谷時期，在徐寅生、李富榮等老壹代乒

乓人和領導的支持下，時任男乒主教練

的蔡振華臨危受命組建新隊伍，帶領馬

文革、王濤、丁松、劉國梁、孔令輝

“五虎將”，經過壹段時間的苦練，終

於在1995年天津世乒賽絕地反擊、重回

巔峰。電影《中國乒乓之絕地反擊》正

是根據這段歷史改編。影片由鄧超、俞

白眉導演，鄧超、孫儷、許魏洲、段博

文、蔡宜達、丁冠森、孫浠倫、阿如那

等領銜主演。廈門恒業影業有限公司、

愛奇藝影業（北京）有限公司、天津橙

子映像傳媒有限公司、中國電影股份有

限公司等出品，將於2023年大年初壹全

國上映，敬請期待。

《
去
有
風
的
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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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華策影視有限公司出品，丁梓光執導

，劉亦菲、李現領銜主演，胡冰卿、牛駿峰、史彭

元等出演的田園治愈劇《去有風的地方》在湖南衛

視、芒果TV雙平臺獨播。劇集講述了劉亦菲飾演

的許紅豆辭職後來到雲南短住，意外邂逅了放棄高

薪回鄉創業的謝之遙（李現飾），並在入住有風小

院後，和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從陌生到熟悉，彼此

治愈逐漸找到各自人生方向的故事。

其中，05後新生代演員史彭元飾演雲苗村木雕

學徒謝曉夏，為了減輕家裏負擔，從小生長在小山

村的他壹心想去外面的世界闖蕩，從而在少年的莽

撞與自省中，開啟了壹場溫暖的人生探索之旅。

在最新的劇情中，謝曉夏初涉社會遭遇殺豬盤

詐騙後，被姐姐得知並去大理古城看望，自責間他

向姐姐說出自己急於外出賺錢的原因：“我畢竟是

家裏唯壹的男人，以後總歸該我養家呀，不能只靠

妳壹個人。”這句話感動了姐姐的同時，也令屏幕

外的觀眾深深共情。看戲之余，很多觀眾也驚喜發

現，雖然自幾年前《隱秘的角落》嚴良壹角便為人

熟識，史彭元拍攝時卻只有16歲，劇中演繹起22

歲的小鎮青年毫無違和感，情緒和眼神都層次分明

，表演真摯自然，網友直呼：“可塑性太強了，入

股不虧！”

據悉，史彭元憑借《隱秘的角落》中“嚴良”

壹角走入觀眾視線，其自然真實的演技備受好評，極

具故事感的外表和幹凈硬朗的風格也頗受大熒幕的青睞。隨後，他出

演的每部作品都是口碑質量齊佳，不同角色都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足見其可塑性和用心。電影《長津湖》中他是賺足無數觀眾的眼

淚的小戰士張小山；《1921》中，他是以筆為戈的革命者沈澤民；生

活中，他是遇見小男孩落水，會第壹時間跳水救人的單純少年——

不驕不躁，真誠熱血，便是他壹路走來的真實寫照。由史彭元主演

的電影《八角籠中》《壹刀天堂》《去看大海》也即將與大家見面

，相信這個正能量少年未來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的驚喜。

寶藏行首站開啟虎林之旅
為尋得“虎媽”成員出奇招

東方衛視環保公益體驗節目《極限挑

戰寶藏行· 國家公園季》將於今晚20:30迎

來首播，繼《極限挑戰寶藏行· 三區三州

公益季》、《極限挑戰寶藏行· 綠水青山

公益季》之後，寶藏團再度啟程，首發成

員秦昊，嶽雲鵬、金靖、黃明昊和新朋友

王子異，將共同走進國家森林公園，探尋

未知的寶藏，感受自然的奇妙。

東北虎作為瀕危動物，在上世紀七十

年代被列入世界保護物種白皮書。為了對

瀕危的東北虎進行更好地保護和更進壹步

地科學研究，1996年我國成立了黑龍江東

北虎林園，用“以虎養虎”的方式，保護

、科研和野化訓練東北虎。首期節目中，

寶藏團來到了東北虎林園，在園區中，現

在生活著各種不同年齡的純種東北虎1300

余只，虎林園也成為了真正的“千虎之園

”。此番，寶藏團將與園區專業人士壹起

展開壹場“虎林之旅”。

寶藏團探訪東北虎林園
奇妙虎林之旅驚喜與刺激並存
第壹期節目，寶藏團去到了黑龍江牡

丹江市，前往東北虎林園，與東北虎展開

“親密接觸”，感受牡丹江的風土人情以

及綠色生態之美，給觀眾奉上壹份誠意滿

滿的當地特色“旅行攻略”。

面對探尋虎林園，深入“虎穴”，寶藏

團的興奮勁兒溢於言表。憨態可掬的兩三個

月大的老虎幼崽，讓寶藏團直呼“太可愛

了”。本期節目中，寶藏團要完成四位守虎

者派發的任務，深度參與養虎工作的全過程

。初入虎舍，嶽雲鵬和王子異主動給小老虎

打掃衛生，並細心給小老虎餵食，兩人還與

小老虎逐漸建立感情，離別時刻收獲了小老

虎親自相送的“特別待遇”。

本期節目中，寶藏團也遇到了新挑戰，

需要憑借“花色”辨虎，看圖尋找小老虎

的媽媽。在此項挑戰中，成員們各出奇招

，老虎的叫聲嚇得秦昊與金靖連連後退，

憑借眉骨痣辨認虎媽的嶽雲鵬胸有成竹，

王子異還試圖用東北方言吸引東北虎的註

意力，黃明昊依靠嘴甜誇贊東北虎能否率

先找到虎媽？

除此之外，寶藏團還兵分兩路，分組

夜巡虎舍，在親身的體驗中，真切感受到

了守虎者日常工作的不易。對於寶藏團而

言，近距離觀賞東北虎是難得的人生體

驗，寶藏團也在園區專業人士的

指導下，學會了很多東北虎相關的

知識，體驗了壹整天守虎者的工作

後，寶藏團認真填寫了誌願者自我

推薦表，目的是為了成為壹名優秀

的東北虎豹國家公園誌願者，為保

護東北虎種群和生態環境，貢獻自

己的壹份力量。

寶藏團聆聽守虎者的心聲
三十年如壹日堅守工作讓人動容
此次，寶藏團不僅在虎林園中完成諸

多挑戰，也與守虎者進行了敞開心扉的交

流。從事東北虎飼養、繁育工作33年，守

虎者中的“老前輩”、東北虎林園園長王

誌國，與寶藏團分享了自己的願望：希望

通過幾代養虎人的不懈努力，讓越來越多

的東北虎回歸大自然，也期盼著有越來越

多人加入保護東北虎的隊伍中來。

除了王誌國外，在東北虎林園，還有

很多堅守在崗位的守虎者，如講解員、飼

養員、獸醫等等，正是有了壹代代守虎者

的辛勤付出，才成就了現在的千虎林園

！本期節目中寶藏團與守虎者也共同呼

籲著，希望所有人都能夠珍惜與愛護生態

環境，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的和諧家園。

東方衛視《極限挑戰寶藏行· 國家公

園季》全新出發！寶藏團即將漫步叢林，

踏上每壹寸土地，感受自然的奇妙之處，

傳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主旨。今晚20:30

鎖定節目精彩首播，與“寶藏發現者”、

“寶藏守護人”壹起，以東北虎林園為旅

程起點，開啟壹場豐富多彩、收獲頗豐的

自然之旅！



風靡全亞洲神劇《想見你》全台戲院

熱映中，全台票房截至 7 日已衝破 6000 萬

，持續稱霸新片票房冠軍寶座。柯佳嬿也

公布喜訊：「如果票房達到八千萬，再與

大家見面。」施柏宇更表示：「八是個很

特殊的數字，象徵循環輪迴的寓意，祝福

大家一路發。」

電影《想見你》上映一週人氣持續延

燒，製作團隊打鐵趁熱，帶領鳳南小隊全

員回台南娘家謝票，7 日於台南三井 Outlet

盛大舉行鳳南小隊台南感謝會，柯佳嬿、

許光漢、施柏宇現場近距離與粉絲互動，

其中甚至有韓國粉絲專程飛來南台灣，就

為了近距離看見鳳南小隊，對於今天回到

台南，柯佳嬿表示：「回台南很開心，台

南對於《想見你》是起點也是故事的開始

，對台南有種特殊的情感，這次再回來感

覺很親切，想起當時拍片的心情。」，更

開玩笑說：「我想最難忘的是牛肉湯，台

南美食真的很好吃，我們當時隨便吃一家

都不踩雷。」

許光漢則表示：「其實劇版在台南拍

攝一個月到兩個月的時間，能再次回來看

大家，有種大年初二提前回娘家的感覺，

很謝謝大家今天可以來，真的也想好好抱

抱大家，然後為了大家的健康著想，我們

準備半糖甜心珍奶給大家，不然像我自己

也蠻替李子維的健康擔心。」施柏宇：

「我們一直都沒有忘記與粉絲的三年之約

，很開心回到熟悉的台南，很榮幸擔任一

日珍奶大使，大家盡量拿、盡量喝，雖然

兩杯半糖珍奶加在一起不會變成全糖，但

我們對粉絲的愛意跟全糖一樣，直接填滿

大家的心，希望大家持續支持我們，也希

望大家進戲院看電影，說不定單身的人會

找到另一半喔。」柯佳嬿在旁開玩笑說：

「不論旁邊是誰，直接牽起對方的小拇指

。」

台南感謝會現場除了充滿南部粉絲的

熱情外，對於即將迎來生日的柯佳嬿，粉

絲也貼心準備手幅與小卡祝賀，內容可愛

、溫暖，包括寫到：「佳嬿好漂亮，佳嬿

女神我愛你。」、「我要當佳嬿的半糖甜

心。」，柯佳嬿對這樣的驚喜也回覆：

「我愛你們！終於不再只是說許光漢好帥

了，我好滿足！」。監製林孝謙驚喜端 17

歲生日蛋糕慶生，許光漢更帶頭邀全場合

唱生日快樂歌，瞬間柯佳嬿落淚哽咽的說

：「我沒有想到會在台南過到生日，其實

在拍影集版時，我的生日也是在台南渡過

的，感觸很深，這次跟著電影版回到台南

，完全不知道會幫我慶生，看到大家幫我

準備的牌子，我真的好感動 ，我希望我跟

身邊所有的人都平安健康，然後希望票房

持續有好的成績。」還有粉絲遠處大喊早

生貴子，柯佳嬿笑說：「那是別人的願望

，目前沒有規劃。」最後柯佳嬿也現場開

金口，在破千位粉絲面前，演唱電影版插

曲〈執迷有悟〉，雖表示現場唱起來很害

怕，但粉絲嗨翻喊超好聽！

《想見你》票房持續攀升，施柏宇搶

先立下破億承諾：「破一億我就錄跳舞影

片四個八拍，但目前還沒有準備好，可能

最近要去上個舞蹈課，希望能帶給大家驚

喜。」許光漢也開玩笑說：「這次就讓柏

宇獨自 Solo、裸上身跳吧，然後我來幫忙

拍，佳嬿跟焦，努力給大家更多有趣的福

利。」柯佳嬿連忙補充：「我們準備好後

會讓大家知道是什麼樣的形式，來感謝所

有粉絲。」《想見你》電影版也將於世界

各地上映，包含 1月 13 日在北美、澳洲、

紐西蘭、英國；1月 25 將在韓國、印尼；1

月 26 將在新加波、馬來西亞、汶萊；1 月

27將在柬埔寨；2月 9日將在香港上映。

許光漢領頭唱生日快樂歌
柯佳嬿落淚感動獻唱〈執迷有悟〉

男星柯震東2011年參與九把刀執導的

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而暴

紅，一舉一動都受到外界矚目，他在2022

年底被媒體拍到夜會小鬼前女友峮峮，事

後，柯震東解釋兩人是「認識10幾年的朋

友」，引發外界熱議。不過有眼尖的網友

發現，兩人的限時動態，都PO出同款的

擺飾，柯震東還留下曖昧文字，讓網友驚

呼「這是低調認愛了嗎？」。對此，峮峮

經紀人也回應了。

近日在Dcard上出現一篇「峮峮柯震

東準備官宣？」的討論文，原 PO提到

「前幾個禮拜峮峮去大阪環球買兩顆星星

，昨日柯震東限動發『今晚有星星陪伴』

，今日峮峮限動星星出現在電視旁。」，

原PO還指出，在搬家前電視旁擺的都是

小鬼的666公仔，如今換成柯震東同款星

星，大嘆「這是低調認愛了嗎？感到心痛

是正常的ㄇ？原來被女神騙說是單身是這

麼難過的一件事」。

文章曝光後引起討論，但網友們大多

是支持，紛紛留言表示、「這一點都不低

調欸哈哈哈」、「峮峮幸福就好，希望能

遇到一個好人疼惜她」、「畢竟小鬼也走

好陣子了，是該找下一個疼惜自己的人」

還有網友回應「搞不好女生只是幫忙代購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面對疑似官

宣認愛的謠言，經紀人也回應了，依據

《三立新聞網》報導，柯震東經紀人以10

字回應「謝謝大家關注藝人限動。」沒有

多說細節，而峮峮經紀人表示：「我的朋

友只要去日本玩都有這個星星，峮峮買的

兩個星星都在她家，而且我昨天才剛去！

」直接否認戀情。

峮峮柯震東 「曖昧1線索」 疑官宣認愛！經紀人發聲

農曆年節將近，國

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下稱：國家影視聽中

心）於27日起，推出

適合闔家觀賞的「純情

淚．戀愛風：台語片羅

曼史」影展，精選7部

台語愛情電影獨家放映

，邀請大家透過現代視

角，觀看六零到七零年

代獨有的台式浪漫，包

括石軍、金玫（徐秀枝）、周遊演出的「三八新娘憨子婿」、張美瑤、

張潘陽主演「丈夫的秘密」。

儘管串流平台大大改變大家的觀影習慣，但「愛情」主題影視作

品在台語片中總是歷久不衰，更是「票房靈藥」；盛極一時的台語片

時代，為台片創造超過1000部的產量，在國家影視聽中心近年修復搶

救下，成功留存近百部作品。

國家影視聽中心執行長李智仁表示：「國家影視聽中心這次舉辦

『純情淚．戀愛風：台語片羅曼史』影展，就是希望讓觀眾有機會再

次回味六、七○年代的台式浪漫，重拾美好的文化記憶。」

「台語片羅曼史」影展選映「五月十三傷心夜（數位修復版）」、

「丈夫的秘密（數位修復版）」、「危險的青春（數位修復版）」、

「回來安平港（數位修復版）」、「難忘的車站（數位修復版）」、

「三八新娘憨子婿（數位修復版）」，以及日前甫榮獲鹿特丹影展單元

入圍殊榮的「龍山寺之戀（數位修復版） 」。此外，除了選片放映，影

視聽中心更搭配闔家歡樂的新春檔期，於1月底開館日舉辦「開春擲筊

王大賽」活動，當天下午來中心憑112年度任一購票證明，即可參加擲

筊活動，有機會獲得一年份電影雜誌、電影兌換券等超值大獎！

春節重溫 「台語片羅曼史」
驚現年輕周遊、張美瑤

瞿友寧導演睽違

五年，再度與三金天

王盧廣仲合作新喜劇

電影「他馬克老闆」

，告別2022年，特別

推出聞香版預告，盧

廣仲扮演的馬克一個

人加班到崩潰，社畜

被滿桌的工作逼瘋，

抓狂的狠砸辦公室，

將劇組花費千萬打造的『茫您』廣告公司辦公室砸得一團亂，不但用

白潻亂噴牆壁，還狂丟電腦，更對鏡頭耍狠，怒喊「工作到底是為了

什麼？」

盧廣仲表示要狂砸千萬打造的辦公室可說是喜憂參半，「難得可

以砸碎很貴的電腦，覺得很過癮！但又覺得萬一沒有砸好，工作人員

要幫忙收拾再來一次，內心會不好意思。」所以他努力將電腦螢幕丟

出了一條拋物線，讓演出可以一次過關。

盧廣仲對著鏡頭演出落狠話的獨角戲，演來十分鮮活傳神，他透露

自己常常會面臨情緒大爆炸的狀況，但總是會伴隨著胃食道逆流，他已

練就出一套有效的解決之道，「這時候多吃高麗菜真的蠻有用的。」他

笑說想像著把所工作都累積到月底才完成，就能體現一種被工作壓到喘

不過氣的感受，他回憶演出的狀況，謙虛的說：「我演戲大多的時間都

是接受導演指令，如果大家覺得畫面有精彩，就都是團隊的功勞！」

黃宣的加碼罵人演出，也頗吸睛，他在公車上大罵馬路三寶不會

開車，嚇得盧廣仲一臉緊張，看他罵得非常流利，完全不見初次演戲

的生澀感，如何能辦到呢？自認是帶點脾氣的優良駕駛，黃宣爽快分

享：「罵人只要夠上火，被罵的人夠白目，不管當眾或私下都可以罵

得很過癮，甚至不介意罵第二次。」難怪罵人場面演來得心應手，效

果十足。

盧廣仲砸電腦大鬧辦公室
「工作是為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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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盈李盈瑩瑩（（上上））
在比在比賽中扣賽中扣
球球。。 新華社新華社

◆◆天津隊球員天津隊球員
在比賽中慶祝在比賽中慶祝
得分得分。。 新華社新華社

天津女排是中國女子排壇一支勁旅，目前擁有李盈瑩、
王媛媛、姚迪等一眾知名國手，還聘請了出生於古巴

的強力接應瓦爾加斯加盟，展現出強勁的整體實力。
本季聯賽決賽賽制為3場2勝制，7日的決賽首回合對

陣天津隊以3：0勝出，但3局開局階段天津隊都落後於上
海隊，最終均逆轉拿下。日前決賽第2回合較量，天津女
排一改開局慢熱的狀態，上海隊則處於被動，攻防兩端漏
洞頻出，天津隊攻勢不減，以25：18先下一城。

第2局上海隊進行人員調整，但在天津隊進攻端持續
高壓之下，仍難打開局面，多點開花的天津女排以25：12
再勝1局。第3局背水一戰的上海隊一度將比分緊咬，但關

鍵時刻天津隊再度佔據主動，使對手連連失誤，最終天津
隊以25：20獲勝，大比分3：0戰勝上海隊，奪得了本季聯
賽冠軍。

本季天津女排在22場比賽中獲得全勝，僅在第一階段
和第二階段分別對陣北京隊和山東隊時各丟掉1局。天津
女排第15次捧起聯賽冠軍獎盃，也是自2019至2020年賽
季以來實現聯賽“4連冠”。

在單項獎評選中，天津女排也成為最大贏家，將11
個單項獎中的7個獎項收入囊中。分量最重的“最有價值
球員”獎項歸屬李盈瑩，她還同時當選“最具人氣運動
員”和“最佳主攻手”，瓦爾加斯為“最佳外援”，
隊長姚迪當選“最佳二傳手”，王媛媛為“最佳副攻
手”，主帥王寶泉當選“最佳教練”。

李盈瑩望為國家隊作更大貢獻
李盈瑩表示，本季承擔的任務更重，技戰

術打法也有不小變化。回顧整個賽季的個人表
現，李盈瑩說，自己心態比以往更平穩，在
球場上也更加成熟穩重。“場上我要扣一些
比較困難的球，在隊伍遇到困難的時候，
也需要我更多地站出來，用實際行動帶
動大家，這是跟以往不一樣的。”

聯賽結束後，在休息調整的同時，
李盈瑩表示，期待繼續在發球、扣球
等技術環節提升實力，未來為中国國
家隊作出更大貢獻。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北京時間8日晚
上的荷甲賽事，阿積士作客奈梅亨踢成1：1平手。
當比賽進行至79分鐘，客軍派出19歲的菲慈佔天樂
（Kian Fitz-Jim）處子上陣。這位港人後代已多次代
表荷蘭國家隊出戰青年組賽事，早已惹得亞洲球迷甚
至港隊主帥安達臣關注。

司職中場的菲慈佔天樂在荷蘭出生，父親為蘇里南
人，母親曾雲彩來自香港，從其社交網站資料顯示，她
在誕下3名兒女後，2012年與另一半在荷蘭成婚。媽媽口
中的“天樂仔”14歲前在阿爾克馬爾接受足球訓練，到16
歲被阿積士以5.6萬歐元引入。近年多代表阿積士B隊出戰
荷乙，今季獲提升至荷甲一隊，9日更完成地標戰。

會說粵語的菲慈佔天樂具備蘇里南、荷蘭、國家隊及港
隊的代表資格，早已惹來亞洲球迷注視。港隊主教練安達臣
去年上任後，亦曾表示打算向他招手，希望他能為港隊効力。
不過“天樂仔”已曾多次代表過荷蘭U15、U16、U17上陣，
要說服他放棄荷蘭人的身份，相信難若登天。

2022至2023年球季中國女子排球超級聯賽於8日晚落幕。隨着天津隊以3：0

戰勝上海隊，天津女排在3場2勝制的決賽中以總比分2：0擊敗對手成功衛冕，隊

史第15次奪得聯賽冠軍，李盈瑩當選MVP（最有價值球員）。

傳傳姚迪姚迪加盟斯坎迪奇拍檔朱婷加盟斯坎迪奇拍檔朱婷

阿積士華裔小將
惹港隊關注

◆霹靂舞隊選拔賽在國家極限運動溧水訓練基
地結束。 中國霹靂舞國家隊官方微博圖片

李盈瑩當選李盈瑩當選 MVPMVP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天津女排成功贏
得第15個聯賽冠軍，一眾
球員在季後的去向開始成為
各界討論重心；據最新消
息，姚迪和李盈瑩的去留已塵
埃落定，其中姚迪將啟程前往
意甲與朱婷當隊友；至於李盈瑩
則不會加盟土超聯賽。
在早前，無論內地和意大利均

有姚迪加盟斯坎迪奇的報道，而姚

迪接受採訪時則表示，她自己認為意甲和
土超是目前世界最高水平排球聯賽，故即
將去最高水平聯賽鍛煉來提高自己。碰巧
的是，斯坎迪奇在歇冬期與前意大利女排
核心馬里諾夫解約，目前只有尤迪里奧一
名二傳手，看來的確是為姚迪空出位置，
相信不久將來便會有官宣消息。

另一方面，早前亦有消息指李盈瑩將
加盟土超費倫巴治，但由於李盈瑩在受訪
時表示將休息一段時間，故看來“留洋”
的可能性將不大。

天津女排 奪聯賽冠軍奪聯賽冠軍1155

◆◆姚迪姚迪（（右右））
將到意甲効將到意甲効
力力。。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上海隊球員歐陽茜茜上海隊球員歐陽茜茜（（左左））
在比賽中扣球在比賽中扣球。。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國家霹靂舞隊選拔賽日前在中国國
家極限運動溧水訓練基地結束，8名選手（4
男4女）從比賽中脫穎而出，組成首支正式
的霹靂舞中國國家隊。

據中國體育舞蹈聯合會相關負責人介
紹，以往中國選手參加國際賽事，多採用
集訓隊或外賽外訓隊的名稱，此次組建
的是第一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霹靂舞
隊。

經過激烈角逐，男子組方面，商
小宇、亓祥宇、張鑫傑、于子昂排名
前4位，成為國家隊男隊隊員。女子
組方面，劉清漪、曾瑩瑩、鄭子
妍、彭瑩成功入選。

商小宇、亓祥宇、劉清漪和
曾瑩瑩曾於2022年跟隨國家霹靂
舞外賽外訓隊，在歐洲進行了數
月集訓和比賽。劉清漪還在10

月的韓國世錦賽上摘得1銀。
對這支新成立的國家隊來說，今年最重要

的任務將是9月在比利時舉行的世錦賽以及隨
後的亞運會，這兩場賽事的冠軍將直接獲得巴
黎奧運會資格。
“今年的世錦賽和亞運會是直通賽，中國

選手特別是女子選手，目標是力爭在這兩個比
賽中拿到一個直通名額。”中国國家體育總局
社會體育指導中心副主任、中國體育舞蹈聯合
會會長尹國臣說，“此外還有積分賽，其中第
一個積分賽2月就要在日本舉行，我們現在是
4男4女，按照國際規則，每場比賽只能有3男
3女參加，所以我們的4名隊員是3名正選、1
名替補。為了形成隊內競爭，每一站積分賽
後，最後一名選手如果沒有進入16強，將被
替補選手輪換掉，以此來促進隊員們不斷刻苦
訓練、不斷突破，實現奧運（參賽）目標。”

◆新華社

目標直通巴黎

首支霹靂舞國家隊名單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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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收益率(APY)。本優惠有效期為2023年1月17日至2023年2月10日。有其他條件限制。需開立全新定存帳戶或續存現有的定存帳戶，帳戶期限為180天，最低開戶金額為50,000美元，其中20,000美元必須為目前未存入華美
銀行的新資金。帳戶到期後將自動更新為標準180天定存帳戶，並依帳戶續存時的本金決定當期利率及年收益率。提前解約定存帳戶可能需繳罰金。詳細帳戶規範、費用與條件請參閱開戶細則或洽各華美銀行分行。本優惠活
動不適用於IRA定存帳戶。廣告所示禮品非實際尺寸。禮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每人僅限一份禮品，將在開立合格帳戶且滿足存款要求時贈送。開立定存帳戶前，請先與分行員工確認帳戶是否符合獲得禮品的資格，並預約領取
禮品的時間。客戶須親自前往華美銀行分行領取禮品。優惠可能隨時變更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

定存期限180天 | 最低開戶金額 50,000美元，
其中20,000美元需為新資金 
優惠截止日: 2023年2月10日

定存帳戶新春優惠

琉璃工房限量水晶「瑞兔」，
獨家提供華美銀行客戶。

兔年迎春納福，闔家安康。我們期待與您共同成就更多輝煌！
現在開立合格定存帳戶，即可獲得琉璃工房限量版新年開運水晶。 1

詳情請掃描二維碼或致電888.819.8880。

一月十五日，新年剛過，尼泊爾民航部門
官員証實，一部尼泊爾客機在其國內墜毀，以
致機上七十二人全部遇難。尼泊爾副總理兼財
政部長鮑德爾表示，尼泊爾政府已經成立了一
個五人調查委員會，調查博克拉空難事故，該
委員會將有四十五天的時間提交調查報告。同
時，尼泊爾政府決定將一月十六日定為全國哀
悼日。

尼泊爾民航局稱，該國的雪人航空公司的
這架ATR-72-500型號飛機，於一月十五日上
午十時三十三分從首都加德滿都起飛， 起飛
後不久就失事墜毀，這才發生在起飛後約二十
分鐘，墜毀在尼泊爾第二大城市博卡拉附近的
賽提河峽谷附近。墜毀的客機機齡為十五年。

當地電視畫面顯示，搜救人員忙着在斷裂
的機身殘骸附近搜索。失事現場附近的土地被
燒焦，火焰依稀可見。一名警官說，客機墜毀
現場位於兩座山之間的山谷，搜救人員難以到
達。

當地居民表示：“機身一半墜毀在山坡上
，另一半則落入谷底的賽提河。”

根據航空安全數據庫此前的統計，在過去
的三十年裡，尼泊爾發生了二十七起致命空難

，其中有二十多起都發生在近十年內。若是加
上這一次，則意味着在過去三十年裡，尼泊爾
己發生了二十八起空難事故。

尼泊爾的航空公司不僅有着惡劣的氣候和
老舊的機型，據報道，位於尼泊爾東北部的丹
增——希拉瑞機場還被普遍認為是“全球最危
險的機場”。該機場只有一條跑道，跑道盡頭
的一邊是懸崖，另一邊則是喜瑪拉雅山。二○
○八年，雪人航空的一架飛機就在此發生空難
，造成十八名乘客和機組員喪生。

二○一八年三月十二日，從孟加拉國達卡
起飛的美聯航空公司“二一一”航班在加德滿
都降落時墜毀，機上七十一名乘客中有五十一
人遇難。這起空難發生後，由尼泊爾政府組成
的審查小組，最終發佈了一份報告，得出結論
認為，飛行員迷失方向和機組人員失去態勢感
知，是造成災難的最可能原因。

據了解，ATR-72 是一種市場上廣泛應用
的雙引擎渦輪螺旋槳民航飛機，由持有空中客
車公司百分之八十股份的歐洲宇航防務集團，
和意大利的萊昂納多公司合資製造。

據了解，失事飛機型號為 ATR-72 的改進
型號，其結構上與支線客機ATR-42一樣，但

機身更長，載客數更多，可達七十人，航程可
以超過一千六百五十公里。而ATR飛機的壽命
通常在七萬次，一次着陸算作一次。

失事航司尼泊爾雪人航空又稱野帝航空，
是一家成立於一九九八年的尼泊爾私人航空公
司，承包了超過一半的尼泊爾國內航線市場。
雪人航空一直在進行飛往加德滿都、錢德拉加
迪、比拉德納加爾、賈納克普爾、西馬拉、博
卡拉、拜拉哈瓦等其他可到達的山地航班。

二○二二年九月，雪人航空宣佈新增了機
隊 第 六 架 ATR-72 飛 機 。 該 公 司 表 示 ，
ATR-72-500 代表了最新一代的渦輪螺旋槳飛
機。其噪音和振動都低於其他飛機，內飾非常
好，因此在飛行過程中會很舒適。

值得一提的是，雪人航空公司是南亞第一
家碳中和航空公司。據了解，ATR-72-500 每
乘客數／公里的碳排放量，可以比新一代噴氣
式飛機減少約百分之五十，比老式飛機少三倍
。

尼泊爾是全世界執飛條件“最特殊且複雜
”的國家之一。一位航空業內資深人士曾指出
，由於惡劣的天氣、崎嶇的地形和飛機老化，
尼泊爾的飛機失事頻率比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

家都要高。一句話，尼泊爾的航線，儲是當今
世界上 “最危險的航線”，即使你中了六合
彩，平白有身家過億，也不要到哪裡旅遊呀！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永世不可到尼泊爾旅遊永世不可到尼泊爾旅遊 楊楚楓楊楚楓

美南新聞美南新聞《《 春之聲春之聲 》》第第2727屆遊園會屆遊園會
11月月2121月在美南新聞前廣場盛大舉行月在美南新聞前廣場盛大舉行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走過27個年頭，美南新聞春節園遊
會，永遠與僑界共聚歡慶。從當年的夏普斯坦前廣場，到West-
park公園，美南新聞從沒在新年的歡慶廣場缺席過。今年的 「美
南新聞傳媒集團《春之聲 》第27屆國際農曆新年游園會」 將於
2023年1月21日（星期六）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在美南新聞
前綠色廣場大型表演舞台隆重舉行。屆時，將邀請美國國會議員
、休士頓市長、世界各國駐休士頓總領事、德州州議員、休士頓
各市議員，及休士頓各不同種族、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政商界
名流及文化、藝術界的藝術家們共聚一堂，為大家奉獻一場精彩
的文藝節目。迎新春、賀兔年！

休士頓國際區區長、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表
示：德卅農曆新年游園會始於1997年，至今已達第二十七屆，
其間，歷經休市百利大道國際區和亞洲城翻天覆地的變化，希望
藉此機會，將休市的亞裔文化藉由游園會的機會，打入美國主流
社區，弘揚亞洲傳統文化。

當天，除了主流社區的市長、州議員，市議員、各國總領事
與在場觀眾面對面直接交流外，當天現還有很多攤位，展現各民
族的文化特色，還有一整天舞台上精彩的文藝表演，使大家度過
一個精彩難忘的農曆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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