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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安徽同鄉會 2018狗年春節大聯歡
將於2018年2月25日舉行

（ 本報訊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於本(2)月18日上
午參加德州佛教會玉佛寺在休士頓舉
辦之新春祈福法會，與成千信眾共同
為花蓮地震災民祈福，並代表中華民
國(台灣)政府接受玉佛寺捐贈 5,000 美
元善款予花蓮地震賑災及災後重建。

陳處長於玉佛寺參加祈福法會後
會晤該寺住持淨海法師及宏意法師，

並接受宏意法師捐贈玉佛寺會為花蓮
地震賑災募款總額共5,000美元善款。
陳處長表示，感謝玉佛寺及我僑民心
繫花蓮地震所造成嚴重之生命與財產
損失，在災後體現菩薩聞聲救苦之慈
悲精神，立即發動募款捐助花蓮地震
賑災及災後重建，該筆善款將儘速轉
致中華民國(台灣)衛生福利部賑災專戶
。

宏意法師亦表示，此次花蓮地震
災情相當嚴重，為表達對罹難同胞及
災民之關懷，並協助政府儘快投入重
建工作，玉佛寺為了能違到快速的資
助，德州佛教會從慈善基金裏先撥出
5,000美元，盼經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之協助，儘快將這筆善款
投入救災與重建工作，協助災區民眾
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玉佛寺捐贈5,000美元善款予花蓮地震賑災及災後重建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南電
視今晚 「現場面對面 」 節目，將由名
主持人馬健訪問擁有豐富的社區服務和
縣法院判案經驗的Jennifer Chiang, 這次
她將出馬競選 Fort Bend 縣法院第 3 號
法官。

Jennifer Chiang 自2015 年被糖城巿
長和議會一致任命為糖城巿法院副法官
迄今 ，她一直擔任此一職務。她經常
主持糖城巿法院議會，並主持了數十個
陪審團的審判案件和法官審判案件。

從法學院畢業後，她回到自小成

長
的
Fort

Bend 郡，並從此成為社區中的強大助
力一員。她從德州州長 Greg Abbott 任
命為州長婦女委員會委員，糖城委員會
委員，糖城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她為
社區投入相當多時間與精力，當選後，
她將努力做出有利於 Fort Bend 縣糖城
的變革，使法院更高效，為更多的人群
服務。

Jennifer Chiang 是休巿著名的二戰
飛虎隊抗戰老兵余厚義的外孫女，她的
外祖父余厚義在休巿人盡皆知，知交滿
天下。如今 「提前投票」 （Early Vot-
ing ) 已於 2 月 20 日開始，至 3 月 2 日
，正式投票日在3 月 6 日，請準時收看
今晚七時半至八時半美南電視15.3 台的
「現場面對面」 節目。

美南電視15.3 台 「 現場面對面 」 今晚馬健訪問
Fort Bend 縣法院第三號法官候選人Jennifer Chiang

圖為今晚七時半至八時半圖為今晚七時半至八時半，，美南電視美南電視1515..33 台台 「「 現場面對面現場面對面 」」
由主持人馬健由主持人馬健（（ 右右 ）） 訪問訪問Fort BendFort Bend 縣法院第縣法院第33 號法官候選人號法官候選人
Jennifer ChiangJennifer Chiang （（ 左左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 本報訊 ）德州安徽同鄉會定於2018年2月25日（星期天
）晚4pm-7pm在中國人活動中心130室舉行2018狗年春節大聯
歡。請各家帶上拿手好菜，分享不同美食，晚會有互動遊戲和豐
富的抽獎獎品，參加晚會的小朋友們都會有祝福紅包。有表演興
趣的老鄉請和文娛理事陳韜聯繫：Chentao98@hotmail.com

德州安徽同鄉會成立五年多來，在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安
徽省僑辦、僑聯以及休斯頓僑界各社團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在
歷任會長、副會長、理事和會員們的共同努力下，先後成功舉辦

了 多
個 大
型活動，包括組織年度安徽老鄉聚會活動，頒發年度優秀高中生
獎學金， 2013年接待安徽省黃梅戲劇團“皖風徽韻美洲行”，
2016年主辦“魅力安徽－黃梅飄香美利堅”休斯頓專場演出、
2016年為安徽水災募得捐款近2萬美元， 理事會的代表還多次回
國參加安徽省僑界各項大會，安徽同鄉會還先後為家鄉的四所小
學（無為、蕪湖、金寨、泗縣）分別捐贈了3萬餘冊圖書和總共

約6000美元的助學善款。 2016年德州安徽同鄉會分別被安徽省
僑聯和僑辦授予第一批海外聯絡站。

安徽同鄉會朝氣蓬勃，將一如既往地秉承創會宗旨，與會員
們精誠團結，弘揚中華文化，積極參與僑社活動，努力促進安徽
與德州之間的文化和經濟交流，做好中美之間的橋樑作用。

同鄉會email: anhui12012012@gmail.com
網站網址：http://ahatexa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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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達拉斯台灣同鄉會1月17日晚間舉辦
2018年農曆新年慶祝晚會，駐休士頓辦事處副處長林
映佐、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專程由休士頓前往
達拉斯與台灣鄉親共同圍爐迎接農曆新年。

該同鄉會會長陳玉茹感謝大家鄉親熱情參與，同
時恭賀與會鄉親新春快樂，同時介紹該同鄉會新舊任
理事群，希望未來能提供鄉親更好服務，林映佐副處
長應邀致詞說明花蓮賑災以及留學生何同學事件協助
情形，莊主任則肯定台灣鄉親在海外協助台灣的貢獻
，並帶來蔡總統&lt;萬物同春 幸福共好春聯，代表僑
委會吳委員長向鄉親賀年。主辦單位於現場撥放吳委
員長賀年影片，與會鄉親對委員長賀年備感親切。

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臺灣同學會也為何同學家人
於達拉斯台灣同鄉會新春聯歡為日前該校何同學突然
在美國急症死亡，龐大醫療、喪葬費用發起愛心募款
，與會同鄉們熱情捐款，募得一萬餘元，將由德州大
學阿靈頓分校臺灣同學會轉交何同學母親運用。

主辦單位在會中安排UTA學生表演、展現青春活
力，台心合唱團台灣歌曲演唱、台語布袋戲表演，都
贏得與會鄉親熱烈掌聲，準備精美年菜，豐富的抽獎
，精彩表演節目，讓與會二百位鄉親共度圍爐新年之
樂。

達拉斯台灣同鄉會圍爐迎接新年 氣氛熱鬧溫馨

（本報訊）美國總統於12/22/2017 通過了Tax Cuts and Job Act Law. 美國稅法又有新的改
革. 有些改革會在1/1/2018 生效。這對你個人和生意有什麼影響呢？北一女校友會特別邀請陳
祖貴會計師為我們解說。希望大家踴躍參加，共襄盛舉。

陳祖貴是美國聯邦稅務執照專業稅務師，也是財務規劃師。 他有十多年財務及稅務規劃的
經驗，造福了不少個人和公司。解決他們稅務上的困擾。他和他的團隊主要從事: 移民前的稅
務規劃，中美國際稅務,公司相關稅務及省稅策略。經驗豐富，熱心解答。

講座詳情如下：
講題: 新稅法對個人家庭和生意的影響
New Tax Law and it’s effect to your family & business
時間：2/24/2018 2-4 pm
地點：僑教中心展覽室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系列講座
新稅法對個人家庭和生意的影響

駐休士頓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駐休士頓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左左33))、、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
莊雅淑莊雅淑((左左22))帶來蔡總統萬物同春帶來蔡總統萬物同春 幸福共好春聯與陳玉茹會幸福共好春聯與陳玉茹會
長長((右右11))、、詹正治副會長詹正治副會長((左左11))、、蔡靜燦蔡靜燦((左左22))等向同鄉拜年等向同鄉拜年

與會二百位鄉親共同圍爐賀新年與會二百位鄉親共同圍爐賀新年陳玉茹會長與同鄉以舞獅賀年陳玉茹會長與同鄉以舞獅賀年

主辦單位於現場撥放吳委員長賀年影片主辦單位於現場撥放吳委員長賀年影片，，與會鄉親對委與會鄉親對委
員長賀年備感親切員長賀年備感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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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達福中華社團聯誼會新春團拜達福中華社團聯誼會新春團拜
美國民眾體驗農曆年節文化美國民眾體驗農曆年節文化

（本報訊）達福中華社團聯誼會於2月
17日10時在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舉行2018年
春節團拜，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

長、休士頓
僑教中心莊
雅淑主任、
李察遜(Rich-
ardson) 市 市
長 Paul
Voelker、 曹
明宗僑務委
員、孟敏寬
僑務委員前
往祝賀，許
多主流社區
民眾更是扶
老攜幼前來
體驗農曆年
節文化。
在 「金獅獻
祥瑞 」 鑼鼓
敲開團拜的

序幕，中華社團聯誼會會長張志榮向來賓致
歡迎詞，感謝中外來賓與僑胞歡度春節。林
映佐、莊雅淑向與會達福地區僑社以及主流

社區民眾拜年，感謝中華社團聯誼會對推展
文化的努力，李察遜市長市長Paul Voelker、
僑務委員曹明宗、僑務委員孟敏寬亦向鄉親
拜年。會中並撥放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
賀年影片，讓僑界備感吳委員長親切問候。

會中林映佐、莊雅淑代表政府頒發僑務
委員聘書給孟敏寬、僑務諮詢委員聘書給李
小濱，另為感謝諮詢導師帶領達拉斯地區青
年文化志工大使參與僑社活動，協助青年成
長，並代表僑委會頒發感謝狀給王矚倩以及
張欣昀諮詢導師。

僑委會FASCA帶來青春活動舞蹈以及主
持贏得熱烈掌聲，另華興中文學校可愛的小
朋友帶來賀年歌唱舞蹈，可愛逗趣模樣，讓
人印象深刻，粵曲社鴻運當頭粵曲表演，亦
讓民眾體驗十足年味氣氛，該活動吸引達福
地區僑胞以及主流社區民眾約三百餘參與，
場面熱鬧溫馨。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右右77))、、休士頓僑教中休士頓僑教中
心莊雅淑主任心莊雅淑主任((右右55))、、中華社團聯誼會會長張志榮中華社團聯誼會會長張志榮((右右66))
與達拉斯曹明宗僑務委員與達拉斯曹明宗僑務委員、、孟敏寬僑務委員等僑務榮譽孟敏寬僑務委員等僑務榮譽
職人員向與會僑胞切新年蛋糕賀年職人員向與會僑胞切新年蛋糕賀年

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右右22))、、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右右11))代表政府頒發僑務委員聘書代表政府頒發僑務委員聘書
給孟敏寬給孟敏寬((圖圖22，，左左11))、、僑務諮詢委員聘書給李小濱僑務諮詢委員聘書給李小濱((圖圖33，，左左22))

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右右22))、、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右右11))代表代表
政府頒發僑務委員聘書給孟敏寬政府頒發僑務委員聘書給孟敏寬((圖圖22，，左左11))
、、僑務諮詢委員聘書給李小濱僑務諮詢委員聘書給李小濱((圖圖33，，左左22))

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賀年影片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賀年影片，，讓僑界讓僑界
備感吳委員長親切問候備感吳委員長親切問候

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右右22))、、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左左11)) 「「金獅獻祥瑞金獅獻祥瑞」」 賀年賀年

華興中文學校可愛的小朋友帶來賀年歌唱舞蹈華興中文學校可愛的小朋友帶來賀年歌唱舞蹈

僑委會僑委會FASCAFASCA帶來青春活動舞蹈帶來青春活動舞蹈

(本報休斯頓報導) 去年，《戰狼2》以五十六億人民幣票房躍
昇為中國最賣座的電影，聲勢浩大、人氣如虹，引發觀眾看軍事
片的熱潮。今年初，和《戰狼2》有著類似韻味的電影《紅海行動
》也蓄勢待發，以壯闊的場面，讓民眾親身感受中國海軍的魅力
，影片將於2月23日在北美隆重上映。

《紅海行動》以其大氣磅礴的動作場面、和甚為感人的犧牲
精神而得到許多搶先看片民眾的讚賞，排名節節高升，而看過的
民眾都會推薦朋友去看，口碑相當好，預計將會如同《戰狼2》一
般，再度創造票房奇迹。

《紅海行動》是一部軍事動作片，由博納影業出品，導演是
林超賢。由馮驥編劇，張譯、海清、黃景瑜、杜江等人主演；張
涵予、白冰客串演出。這部片子從頭到尾充滿驚險元素，無論是
城市街道驚心動魄的槍戰、或敵人緊緊追逼的突圍場景，都讓人
看得相當過癮。

內容描述中國海軍 「蛟龍突擊隊」 8人小組奉命執行撤僑的任

務，突擊隊兵分兩路進行救援，但不幸遭到伏擊而人員有所傷亡
。同時，掌握核戰原材料的恐怖分子首領還在密謀不法行動。為
了拯救同胞，也為了保護核原料不落入恐怖組織之手，蛟龍突擊
隊決定留下繼續展開更加艱險的營救行動。如何能在不觸動任何
利益的情況下成功解救中國公民， 「蛟龍突擊隊」 面臨著前所未
有的難題。

搶先看了《紅海行動》的一位民眾指出，林超賢繼《湄公河
行動》之後，再向高難度挑戰，這部片子場面很大氣，非常震撼

！其他觀眾對電影也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戰爭場面拍的很真實，
槍戰、爆炸、肉搏，血肉橫飛，全場讓觀眾聚精會神，但卻不會
引起不舒服或是噁心感。

另一位觀眾分享，影片沒有用太多的慘叫來呈現淒厲的現場
，更多的是低聲的鏡頭描寫，卻讓觀眾能真實感受到因炸彈爆炸
而會有的暫時失聰，所以聽不到哀嚎，真正是無聲勝有聲，讓人
能體會到戰場的悲烈。
還有觀眾說，《紅海行動》的故事情節很流暢，簡潔有力，節奏

快而密集，沒有多餘的台詞。電影並沒有刻意立下是非分明
的正義或邪惡，也不煽情、不噬血，不會刻意來段感情線，有的
只是要完成任務，和要保護中國人不受侵害的那一份決心，讓觀
眾看起來特別舒服。

導演林超賢率領《湄公河行動》原班製作人馬，再度出手紅
色題材，拍攝《紅海行動》，並轉戰海軍，拍攝過程實為不易。
林超賢秉持 「實景拍攝，拒絕棚拍」 的原則，劇組遠赴非洲摩洛
哥，開啟長達4個半月的異國拍攝，不僅要克服當地惡劣的天氣
，還要組織來自近10個國家的工作人員一起協同工作，更為了完
美呈現電影場景而不斷挑戰自我，選取摩洛哥最偏遠、最荒無人
煙的地區，劇組常常要開車數小時才能到達拍攝地。

此片運用"海、陸、空三線調度”和“實景拍攝"的拍攝形式。
在摩洛哥取景，從陡峻的高山、到荒蕪的沙漠，從繁華的城市街
頭、到落寞的古城老巷，輾轉近十個地區，拍攝過程之艱辛非一
般人所能了解。

《紅海行動》可謂華語電影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製作，力求真

實還原現代化海軍全貌。林超賢表示，《紅海行動》比《湄公河
行動》起碼多三至四倍的艱辛： 「相比《湄公河行動》，有更多
讓自己興奮的地方，這種追求相對地就要付出代價。 」 《紅海行
動》將取景地選在摩洛哥，大漠黃沙塵土飛揚，整個場面十分壯
闊恢弘。

全北美《紅海行動-OPERATION RED SEA》院線詳情：
http://www.wellgousa.com/theatrical/operation-red-sea
休斯頓地區民眾可到AMC Studio 30, 2949 Dunvale Rd, Hous-
ton, TX 77063。

達拉斯地區民眾可到Cinemark Legacy, 7201 North Central
Expressway, Plano, TX 75025。

《《紅海行動紅海行動》》22//2323全北美震撼上映全北美震撼上映
場面壯闊場面壯闊 感受中國海軍魅力感受中國海軍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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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最冷最濕季休城最冷最濕季
玫瑰修剪正當時講座美南銀行社區服玫瑰修剪正當時講座美南銀行社區服

務中心舉行務中心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20182018年年22月月33日日，，星期六星期六、、展開展開一場別開生面的玫瑰講座一場別開生面的玫瑰講座

特別邀請有五十多年玫瑰種植經驗的園藝專家特別邀請有五十多年玫瑰種植經驗的園藝專家BaxterBaxter
Williams(Williams(巴克斯特巴克斯特··威廉姆斯威廉姆斯））先生為玫瑰愛好者講解先生為玫瑰愛好者講解
玫瑰的修剪知識玫瑰的修剪知識，，生物學博士鐘麗瑾擔任現場口譯生物學博士鐘麗瑾擔任現場口譯。。

威廉姆斯先生風趣幽默威廉姆斯先生風趣幽默，，循循善誘循循善誘，，時時
而在白板上寫寫畫畫而在白板上寫寫畫畫，，時而在玫瑰上剪時而在玫瑰上剪
剪鋸鋸剪鋸鋸，，時而設置懸念時而設置懸念，，時而答疑解惑時而答疑解惑
。。聽眾們認真聽講聽眾們認真聽講，，仔細觀摩仔細觀摩，，爭相提爭相提
問問，，不時報以笑聲和掌聲不時報以笑聲和掌聲。。

威廉姆斯先生強調威廉姆斯先生強調，，目前是休斯頓最冷最濕的季節目前是休斯頓最冷最濕的季節，，正是修正是修
剪玫瑰的好時機剪玫瑰的好時機

在修剪玫瑰之前一定要首先設計好造型在修剪玫瑰之前一定要首先設計好造型，，要把花枝修剪成要把花枝修剪成
你希望它成為的樣子你希望它成為的樣子，，而不是隨意去剪而不是隨意去剪。。另外另外，，如果想讓如果想讓
花開得大花開得大，，枝條就得更粗壯且更長枝條就得更粗壯且更長。。

剪刀口要放在小結點剪刀口要放在小結點（（發芽點發芽點））
上方大約上方大約11//88吋吋（（22毫米左右毫米左右））
的地方的地方，，希望將來長出來的新枝希望將來長出來的新枝
有多粗有多粗，，就從多粗的地方剪就從多粗的地方剪 枝上枝上
要多留一些小的結點和組織要多留一些小的結點和組織，，不不
要一次剪得太多要一次剪得太多，，便於後期整理便於後期整理

本次講座由本次講座由HCHCHCHC休斯頓華人園藝協會舉辦休斯頓華人園藝協會舉辦、、 是華人是華人
組織的非盈利性機構組織的非盈利性機構，， 新會員可以預約時間新會員可以預約時間，，到中到中
國城恒豐銀行大樓國城恒豐銀行大樓（（99999999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 908908室室），），向向
JenniferJennifer（（微信號微信號：：chouhwachouhwa））索取入會申請表索取入會申請表

大修最好在二月中旬情人節之後大修最好在二月中旬情人節之後，，防止因氣溫太低使新發出的嫩防止因氣溫太低使新發出的嫩
芽受到霜害芽受到霜害。。大修時留下想要的大修時留下想要的，，把其余的嫩芽和小枝把其余的嫩芽和小枝((比鉛筆細比鉛筆細
的的））全部去掉全部去掉

玫瑰一年強剪一次玫瑰一年強剪一次，，要把去年的葉子和死去的枝幹徹底要把去年的葉子和死去的枝幹徹底
剪掉剪掉，，修剪後整株玫瑰的頂部基本是齊的修剪後整株玫瑰的頂部基本是齊的。。如果剪掉一如果剪掉一
截後發現裏面是幹的截後發現裏面是幹的，，就要繼續剪就要繼續剪，，直到把綠色完全剪直到把綠色完全剪
出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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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武侯祠舉行成都武侯祠舉行““仿古祭祀仿古祭祀””活動活動

巴西裏約遭暴風雨襲擊巴西裏約遭暴風雨襲擊 自行車道斷裂塌陷自行車道斷裂塌陷

誰說商場只能購物誰說商場只能購物
波蘭舉行商場賽跑活動波蘭舉行商場賽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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