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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高級珠寶店，專門定制設計珠寶。

●為您創造夢想中獨特的珠寶首飾！

●休斯頓最好的價格、最佳鑽石選擇！ 
（GIA和EGL認證鑽石）

●我們購買古董與高質量珠寶。

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te. E219B, Houston, TX. 77036
 (面對百利大道)

Bellaire Jewelry 百利珠寶

G03-BELLAIRE JEWELRY百C珠寶_C1357_4

電話: 713-636-2780 (英文)

▌幹細胞(Stem Cells) 是指在原始階段、未分化的細胞，此細胞具備自我更新、分化與再生的能力。
▌幹細胞療法是治療退行性疾病、和慢性疾病的開拓性方法，又被稱為再生醫學，能幫助身體重建修復，啟動抗病與醫療的新

契機。
▌我們使用臍帶血幹細胞，由新生兒臍帶血所提煉而出，是目前五種幹細胞來源中最優良的，密度高，修復效果好。能幫助減

少發炎、控制免疫系統、和幫助中樞神經系統的再生。
▌幹細胞療法是世界上最自然、最有效的抗炎、抗病毒、抗菌、自我調節、和滋養身體的療法，為身體的免疫系統提供巨大的

修復與治療能量來源。
▌「幹細胞療法」，沒有任何副作用，且比大多數的治療更便宜、更安全。

 832-998-2416 (中文)    281-208-7335 (English)  

www.texasregionalhealth.com

幹細胞療法 疼痛患者的大福音

地址: 9798 Bellaire Blve #K, Houston, TX 77036 (位於黃金廣場)–2837 Dulles Ave., Missouri City, TX 77459

「幹細胞療法」通過FDA檢測，如果您曾經嘗試其他注射療法卻無明顯的效果，歡迎您
來試試「幹細胞療法」。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Texas Regional Health & Wellness)運用「幹細胞」療法，成功地為
許多病人解除疼痛，幫助病人修復器官、恢復機體功能，免除開刀的各種風險。

什麼是「幹細胞療法」? 

陶慶麟 
醫師

何成宗 
       醫師

使用「幹細胞」來治療關節炎、膝關節受傷、腰背痛、肩膀痛、手腕或肘部痛、
腳痛、足底筋膜炎等各種疼痛，不用開刀就能有效消除病痛。

D03-Tao德州第一醫療中心陶慶麟6C_40

A08_STONE石山地產陽花山1357C_8

歡迎致電咨詢特惠房價信息
Call for the Move - in Special

SUNBLOSSOM LOUISVILLE

限量全新豪華型
單位~隆重推出!陽花如意公寓

713-981-0137
Work Hours工作時間:
Mon-Fri.  9:00AM-6:00PM
          Sat.10:00AM-5:00PM

9201 Clar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36
◆ 黃金地段中國城中心，舉步直達商場、超市、銀行及
    多元文化社區。

◆ 步行可達中、小學，2號公車站直達醫療中心。

◆ 寬敞的一、二居室及獨立式Townhouse戶型。

◆ 新裝修房間，鋪設新地磚，木地板。

◆ 24小時全方位的專業管理和維修服務。

◆ 國語，英語，越語及廣東話全方位服務。

◆ 辦公室內免費聯網（WIFI）。

德州一年一度的畜牧盛事﹐2018年休士頓第86
屆牛仔節(Houston Livestock Show and Ro-
deo)2月27日至3月18日為期三周在NRG Sta-
dium盛大登場﹐吸引眾多畜牧業者和民眾到場一
睹西部牛仔風情﹒(蓋軍／攝影)

社 區 剪 影社 區 剪 影



BB22時事圖片

西班牙發現尼安德特人西班牙發現尼安德特人66..55萬年前所作洞穴壁畫萬年前所作洞穴壁畫

西班牙阿達萊斯西班牙阿達萊斯，，研究人員在安達盧西亞洞穴研究尼安德特人創造研究人員在安達盧西亞洞穴研究尼安德特人創造
的洞穴壁畫的洞穴壁畫。。阿達萊斯的這個洞穴是在西班牙發現的三大有壁畫的洞穴阿達萊斯的這個洞穴是在西班牙發現的三大有壁畫的洞穴
之壹之壹。。在在44..33萬年到萬年到66..55萬年前人們留下了這些壁畫萬年前人們留下了這些壁畫，，這比現代人類到達這比現代人類到達
歐洲早了歐洲早了22萬年萬年，，同時也證實了大約同時也證實了大約66..55萬年前尼安德特人創造了藝術萬年前尼安德特人創造了藝術。。

德國舉辦香腸廚藝比賽德國舉辦香腸廚藝比賽
巧妙刀工將香腸巧妙刀工將香腸““玩出花玩出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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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蒙特利爾燈火節的遊客們體驗雪橇的刺激與快樂。始於2000年的燈火節是蒙特
利爾規模最大的年度冬季公眾活動，各式美食、遊戲、文藝表演、展覽和若幹戶外活動等
吸引數十萬遊客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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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經濟穩中向好
多地加速布局高質量“藍色經濟”

國家海洋局日前發布的《2017年中

國海洋經濟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全

國海洋生產總值77611億元，比上年增

長6.9%，海洋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

值的9.4%。記者了解到，在中國海洋

產業繼續保持穩步發展的同時，多個東

部地區正在加速部署優化產業結構，將

圍繞海洋高端智能裝備、海洋新能源等

先進制造業打造新增長點。

去年中國海洋經濟穩中向好
《2017年中國海洋經濟統計公報》顯

示，2017年我國海洋經濟實現穩中向好

發展，結構調整持續深化。據初步核算，

2017年全國海洋生產總值77611億元，比

上年增長6.9%，海洋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

總值的9.4%。其中，海洋第壹產業增加值

3600億元，第二產業增加值30092億元，第

三產業增加值43919億元，海洋第壹、第

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海洋生產總值的

比重分別為4.6%、38.8%和56.6%。據測

算，2017年全國涉海就業人員3657萬人。

2017年，我國海洋產業繼續保持穩

步增長。其中，海洋生物醫藥業繼續保

持快速增長，產業集聚逐漸形成；濱海

旅遊發展規模持續擴大，海洋旅遊新業

態潛能進壹步釋放；海洋電力業繼續保

持良好發展勢頭，海上風電項目加快推

進；海水利用業、海洋工程建築業平穩

發展，海水應用規模逐漸擴大，海洋工

程項目投資放緩；海洋漁業生產結構加

快調整，海洋捕撈產量有所下降，但海

水養殖產量穩步增長；海洋交通運輸業

保持良好增長態勢，航運市場恢復步伐

加快； 海洋油氣業生產結構持續調整，

海洋原油產量同比有所下降， 海洋天然

氣產量同比有所上升；海洋鹽業、海洋礦業

、海洋化工業轉型升級走向深入，增加值同

比有所下降；海洋船舶工業結構調整繼

續深化，轉型升級步伐持續加快。

在區域海洋經濟發展方面，2017年環

渤海地區海洋生產總值24638億元，占全國

海洋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1.7%，比上年回

落了0.8個百分點；長江三角洲地區海洋

生產總值22952億元，占全國海洋生產總

值的比重為29.6%，比上年回落了0.1個百

分點；珠江三角洲地區海洋生產總值

18156億元，占全國海洋生產總值的比重

為23.4%，比上年提高了0.5個百分點。

國家海洋局新聞發言人張占海表示，

從數據來看，2017年海洋經濟發展總體

可以概括為“海洋經濟穩中向好，結構

調整繼續深化，提質增效取得實效”，

海洋經濟的新舊動能轉換加速形成，海

洋經濟正在向高質量發展不斷邁進。

多地加速優化海洋經濟產業結構
張占海表示，當前海洋經濟發展過程

中，傳統產業仍處於轉方式、調結構、去產

能的關鍵時期，部分產業依然存在科技成

果轉化慢、融資難、盈利難等問題。因此，

為了培育海洋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各地

紛紛把計劃重點放到了優化產業結構上。

據了解，為了進壹步推動海洋產業

向國際化、高端化、智能化方向發展，

目前深圳市正在積極推動設立500億元

規模的深圳市海洋產業發展基金，打造海

洋高端智能裝備和前海海洋現代服務業

兩大千億級產業集群。

作為海洋生產總值已連續21年領

跑全國的海洋經濟大省，廣東省在海

洋經濟發展“十三五”規劃中定下的目

標是，到2020年，將圍繞海洋經濟培

育超100億元規模企業達20家，超500

億元產業集群達10個，海洋戰略性新

興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速15%以上。

廣東省之外的其他沿海地區也在

紛紛布局。記者此前從上海市海洋局

了解到，圍繞建設“國家海洋經濟創

新發展示範城市”和“國家海洋經濟

發展示範區”，該市未來要大力發展

海洋工程裝備、海洋生物醫藥、海洋新

能源等先進制造業，還要積極爭取海洋

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企業總部落戶上

海，打造“藍色總部高地”。

有專家表示，在海洋經濟的發展過

程中，東部沿海地區憑借更優越的區位

條件、更雄厚的經濟實力、更開放的產

業結構以及更強大的技術實力，將成為

我國海洋經濟發展的領頭羊。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吳琦在接受記

者采訪時表示，發展海洋經濟就是要立

足科技引領，加強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

轉化。在深水、綠色、安全的海洋高技

術領域實施重點突破，並推進智慧海洋

工程建設。此外，要推動海洋產業升級

和經濟結構優化，不斷提高海洋經濟的

發展質量和效益。重點扶持海水淡化規

模化應用、海洋生物醫藥、海洋裝備制造

等新興產業發展，積極發展港口物流、濱

海旅遊、海洋信息服務等海洋服務業，加

快形成海洋經濟新業態和新模式。

海洋經濟有望成為新的增長極
張占海介紹，2017年，國家海洋局與

國務院各部門、沿海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堅

持貫徹新發展理念，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為主線，紮實推進《全國海洋經濟發展

“十三五”規劃》實施，加快構建海洋經

濟運行監測與評估體系，提升數據質量和

時效，增強服務能力；加快促進海洋產業

創新發展，推動海洋經濟示範區建設，引

導產業集聚，推進區域增長。

同時，深入推進各類金融資本促進

海洋經濟發展，聯合人民銀行、發改委、

財政部等7個部門出臺相關措施，引導

開發性、政策性金融向海洋領域累計投

放貸款近1700億元；繼續加強海洋生

態文明建設，優化海域海島資源的市場

化配置，密集出臺了海岸線保護、圍填

海管控等系列配套制度，組織完成了首

次海洋督察。這些都為新時期保障海洋

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

年規劃綱要》提出“拓展藍色經濟空間”

的戰略部署，對“十三五”時期海洋經

濟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海洋是我

國經濟社會發展重要的戰略空間，是孕

育新產業、引領新增長的重要領域，在

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日益突顯。壯大海洋經濟，不僅是破除

資源瓶頸、加快動能轉換的迫切需要，

也是擴大國內有效需求、拉動國民經濟

持續增長的重要途徑。

國家海洋局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前

我國經濟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已高達60%

，對外貿易運輸量的90%是通過海上運

輸完成的，世界航運市場19%的大宗貨

物運往我國，22%的出口集裝箱來自中國

。這意味著，我國經濟已是高度依賴海

洋的開放型經濟，而且這種經濟形態將

長期存在，並不斷深化。

按照《全國海洋經濟發展“十三五”

規劃》，實施海洋強國戰略將是貫穿“十

三五”時期海洋發展的主旋律。“海洋強

國”具體到經濟領域，壹是要著力提升海

洋經濟實力，不斷提高我國海洋經濟在國

際上的影響力。二是要統籌陸海，以海洋

經濟發展引領沿海地區經濟水平再上新臺

階，從而進壹步發揮這壹區域在全國經濟

平穩增長中的“領頭羊”、“排頭兵”和

“穩定器”作用。

與此同時，保護好生態環境是對海洋

經濟提質增效、拓展空間的基本要求。只

有把生態環境搞好了，濱海旅遊業、海洋

漁業等才有加快發展的基本條件；只有與

生態文明建設協同推進，實現綠色發展，

各類海洋產業才有發展的載體和壯大的可

能性；在全球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可持續

和生態文明的大環境中，只有強化生態

環境約束，我國各類海洋產業才有提質

增效的動力和向外拓展的可能性。

綜合報導 元宵節的結束，意

味著春節假期正式落幕。記者多方

了解到，此前壹房難求的黃金周模

式已經迅速轉換為淡季模式，熱門

線路價格直線下降，部分航線降幅

超過90%。

記者從攜程、去哪兒、驢

媽媽等多家在線旅遊企業了解

到，春節黃金周過後，機票、

酒店價格大幅回落，出境遊成

交價格環比春節期間下降近五

成，國內遊價格平均下降近四

成。以“泰國曼谷+芭提雅6日5

晚跟團遊”為例，價格從節後就

呈現壹路下滑的趨勢，3月的起

價僅需4000元左右，與春節期間

的價格相比已近“腰斬”。除

此之外，就各類旅遊產品看，出

境海島遊價格降幅最大，塞舌爾、

沙巴、普吉島等降幅達到50%以

上。國內遊的價格也有不同程度

的下降，以驢媽媽旅遊網春節期間熱賣的

“三亞4天3晚酒+景套餐”為例，3月3日之

後北京出發的價格還不到3000元，與春節黃

金周動輒上萬的價格相比下降了七成。

進入3月出行淡季，熱門航線價格直線下降，

部分航線降幅超過90%。以春節期間非常熱門

的三亞為例，3月上海飛三亞的最低價基本維持

在320元左右，相比節前上萬的“兩艙”票價，

節後飛往三亞的票價跌幅超過90%。北京飛三

亞的機票折扣雖然沒有上海高，但也僅需六七百

元，最低票價500元。

除了三亞，國內眾多旅遊城市的機票價格

也出現大幅回落。3月份，北京飛大連最低只需

140元，北京飛重慶最低430元。境外航線方

面，3月份，往港澳臺地區、東南亞的往返機票

含稅價低至千元左右。其中，北京往返澳門最

低1000元，北京至胡誌明往返最低1431元。

春節期間，南下避寒、休閑度假的客流量

居高不下，機票、酒店價格漲幅是壹年中最大

的，若避開這個高峰，選擇在3月錯峰出遊，

比起春節期間至少能少花壹半的費用。除了上

述提到的旅遊產品、機票價格大幅下降外，3

月份國內酒店價格也比春節期間下降了不少。

“國內酒店價格從大年初六開始有所回

落，並在元宵節後回歸到平日水平。與春節黃

金周相比，3月上旬，三亞、天津、廈門、廣

州、長白山等地的酒店價格普遍下降三成甚至

更多，這也意味著，節後錯峰遊正式拉開大幕。”

驢媽媽旅遊網公關部總經理李秋研介紹。旅行

社建議，每年3-4月是南下賞花遊的好時節，

國內多個賞花地近期將陸續進入花期，趁著3

月價格低谷錯峰出遊，不僅景色好而且很劃

算，時間比較有彈性的市民可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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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銀貸款撥備覆蓋率最多降30百分點
助加快處置不良貸 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多家媒體6日報道，中國銀監會近日發文正式

下調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求，包括將撥備覆蓋率監管要

求由150%調整為120%至150%，貸款撥備率監管要求由2.5%

調整為1.5%至2.5%。中國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6日指，確有相

關調整措施，以推動銀行加快處置不良貸款。市場人士認為，有

關政策對全行業放開，將有助銀行釋放利潤，利好業界。

中國《證券時報》引述王兆星出席
全國政協經濟界小組會議期間表

示，過去幾年銀行經營狀況較好，所
以銀行計提了較多的貸款損失撥備，
目前全行業的平均撥備覆蓋率達180%
左右，遠超國際水平。現在適當地降
低撥備監管要求，是為了讓銀行更有
效加快處置不良貸款，同時也使銀行
有更多的資金實力來支持實體經濟發
展。

資本充足率須達標
根據有關文件內容，各級監管部

門在上述調整區間範圍內，按照“同
質同類”和“一行一策”原則，明確
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求。“同質
同類”是指各機構監管部門原則上應
制定相應類別機構的差異化實施細則
並及時印發實施；“一行一策”是
指，各機構監管部門和銀監局按照該
通知和實施細則，進一步明確單家銀
行的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求。
據文件，銀監會將根據單家銀行

的資本充足性、貸款分類準確性及處
置不良貸款主動性三方面的因素，在
新的撥備覆蓋率 120%至 150%範圍
內，進一步明確單家銀行的貸款損失
準備監管要求。

對積極主動利用貸款損失準備處
置不良貸款的銀行，可適度下調貸款
損失準備監管要求；對資本充足率不
達標的銀行，則不得下調貸款損失準

備監管要求。

督促執行風險分類
文件並強調，各級監管部門應督

促商業銀行嚴格執行貸款風險分類監
管要求，完善內部風險分類政策和流
程，認真排查整改貸款風險分類不準
確等問題，確保分類結果真實反映貸
款風險，提高審慎經營水平；並督促
商業銀行加強撥備覆蓋率和貸款撥備
率信息披露。
同時，對下調貸款損失準備監管

要求且實際撥備覆蓋率低於150%或貸
款撥備率低於2.5%的商業銀行，各級
監管部門應督促其加大不良貸款處置
力度，當年處置的不良貸款總額同比
不得減少。
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指，各銀監局

可以自行決定對轄內商業銀行貸款損
失準備監管要求作出調整，但調整後
需要在5個工作日內向銀監會報備。
工商銀行2016年年報顯示，該行

當期撥備覆蓋率為 136.69%；截至
2017年9月底為148.42%。中國銀行
去 年 第 三 季 的 撥 備 覆 蓋 率 為
153.57%。去年曾有媒體報道稱，在利
潤下滑、信用風險升高的背景下，銀
行撥備覆蓋率已經顯著下滑，部分銀
行逼近150%的監管紅線。在差異化監
管思路下，7家上市銀行將被動態調整
撥備覆蓋率，降至 130%至 140%不
等，其中包括五家國有大行。

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銀監放寬商業銀
行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求，有分析認
為，這表明監管機構認為中資銀行足夠
穩健，足以投放更多信貸並支持經濟。

反映不良貸款已不是問題
彭博社指，放寬撥備覆蓋率監管要

求將可以使銀行投放更多信貸，支持經
濟。中國政府將2018年成長率目標定在
6.5%左右，比2017年增速有所降低。使
到大型銀行可以提供額外信貸，還會在
一定程度上抵消金融防風險去槓桿舉措
對經濟的影響。

調整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

求還表明，監管機構有信心解決過去幾
年困擾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申萬宏源
的分析師在一份研究報告中表示，中國
銀監會此舉表明，不良貸款不是問題
了。
中國銀監會審慎規制局局長肖遠企

上周在發佈會上表示，中國銀行業的不
良貸款撥備覆蓋率超過180%，表明銀行
業有足夠的餘地降低撥備。
同時他也指出，當前金融體系仍處

於風險易發高發期，今年銀行信貸資產
品質的潛在風險依然存在，特別是結
構、周期、體制性因素造成不良資產風
險依然還會持續暴露一段時間。

銀監會新規要點
■ 撥備覆蓋率監管要求由150%調整

為120%至150%。

■ 貸款撥備率監管要求由2.5%調整

為1.5%至2.5%。

■按照“同質同類”、“一行一策”

原則，明確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監管

要求。

■以貸款分類準確性、處置不良貸款

主動性及資本充足性三方面因素為

考慮依據。

■有分析指銀監會此舉除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外，還有利銀行釋放更多利潤。 資料圖片

鼓勵銀行投放更多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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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葡萄牙時間5日進行的
2018年阿爾加夫盃國際女足邀請
賽小組最後一輪比賽中，中國隊
以0：2不敵澳洲隊，吞下三連
敗。中國隊將在7日的排位賽中
與俄羅斯隊爭奪第11名，荷蘭和
瑞典隊爭奪冠軍。
當日的中澳之戰，中國隊

由王珊珊和停賽復出的李影出
任前線，前兩場表現活躍的王
霜被安排在左邊路，老將任桂
辛佩戴隊長袖標坐鎮中場，効
力於德國拜仁慕尼黑隊的門將
王飛首發出場。為了確保勝

利，澳洲隊盡遣主力。
上半場比賽，中國隊穩紮

穩打，澳洲隊則明顯急躁。前
半個小時，雙方各有攻守，但
都沒有太好的得分機會。第31
分鐘，奈特主罰任意球，球被
王飛撲下，克爾卻將王飛手中
的皮球捅進球門，主裁判隨即
判罰進球無效。此後，王霜創
造了兩次頗具威脅的進攻，但
都沒能攻破對方球門。雙方
0：0結束上半場。

下半場，第51分鐘，澳洲
隊肯尼迪在禁區前斜傳，洛加
佐躍起將球一蹭，皮球劃出一
道弧線越過王飛，擦着右側立
柱飛進網窩，澳洲隊1：0領
先。傷停補時階段，中國隊回

傳失誤，克爾接球突破後
面對出擊的王飛冷靜施
射，將比分改寫為2：

0。
小組賽全部三場比賽，

中國隊三戰皆負
積0分，將於7
日與同樣未嘗
勝績的俄羅斯

隊爭奪本屆比賽
的第11名。

中國隊主教練埃約爾松在
賽後表示：“雖然球隊0：2輸
給澳洲隊，但可以看出中國隊
的姑娘們一場比一場表現得
好，我們基本達到了為亞洲盃
熱身的目的。”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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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

志南）在荷蘭結束場地單車世

界錦標賽征程的香港代表隊，

6日分兩批返港。總教練沈金

康在總結過去兩個月港隊連串

比賽及展望今年亞運、世界盃

賽時直言，港隊的終極目標是

東京奧運。而對於隊中“大師

姐”李慧詩再戰奧運會，沈教

練提醒，必須具備足夠的心理

及生理準備迎接新生代的挑

戰。

國家攀岩集訓隊在重慶選拔
香 港

文匯報訊
（ 記 者
孟冰重慶
報道）第
十八屆亞
運會國家
攀岩集訓
隊選拔賽
在重慶市
九龍坡區
華岩壁虎王國家攀岩示範公園舉行
（右圖），本次選拔賽入選的11名
選手將和以2017年重要賽事成績為

選拔依據的國家攀岩隊隊員一起組成
24人的國家亞運攀岩集訓隊。第十八
屆亞運會將於8月18日至9月2日在
印尼舉行，攀岩共設有6個單項的比
賽。

中國殘奧越野滑雪隊抵平昌
平昌冬季殘奧會將於本周五拉開

帷幕，中國越野滑雪隊正在平昌積極
備戰，力爭登上領獎台。中國越野滑
雪隊領隊張國生5日在奧運村表示，
目前隊伍整體狀態良好，沒有傷病。
全隊16名參賽隊員已於3日抵達韓
國，第二天就全部前往比賽場地開始
適應性訓練。據介紹，中國越野滑雪
隊包括4名女選手和12名男選手，將

參加越野滑雪的14個小項。■新華社

卡塔爾公開賽 國乒提前內戰
國際乒聯白金級賽事──卡塔爾

公開賽當地時間6日在多哈揭幕。國
乒共派出22人參賽，其中包括世界
冠軍丁寧、劉詩雯、武楊在內的15
名國手須參加資格賽，而且劉詩雯和
武楊同組，胡麗梅和車曉曦同組，在
每組只有1人出線的情況下，中國女
乒至少有兩將在資格賽被淘汰。國際
乒聯今年起推行世界排名新規，鼓勵
球員多參賽，而長期不參賽者將退出
積分排名系統。此舉令不少國乒強將
的世界排名暴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短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
報道）6 日，中國泳壇名將寧澤濤
（右圖）迎來自己25歲的生日。他當
日在新浪個人微博發文並配發三張圖
片，表達對自己祝福稱：“我不再會
為別人對我的看法而擔憂。我會努力
去堅持做最好的自己，最快樂的自
己。”
寧澤濤在文中說：“我們每個

人，其實都是在經歷一次次的美
好、困難和挫折之後才逐漸成長。
我不敢說自己在經歷了那條幽暗
的、壓抑的隧道後，就一定會重見
天光。但是我堅信真正內心強大的

人，總會在平心靜氣中消解一切波
瀾。”
寧澤濤在文中續說“我生命裡

最大的突破之一，就是我不再會為
別人對我的看法而擔憂。我會努力
去堅持做最好的自己，最快樂的自
己。感謝在我身邊出現的你們，讓
我心靜神定，從容淡然。”

“#寧澤濤0306生日快樂# 話題
區”包粉們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表達美
好的祝願，“願你快樂、自在、順遂
安康，萬事可期！”
而寧澤濤百度貼吧官博亦在“#

寧澤濤0306生日快樂#話題區”發

文：“感謝你的出現，感謝你的堅
持， 感謝你用努力帶給我們驚喜，
感謝你帶給我們力量與信念。 寧澤
濤，25歲，生日快樂！”

寧澤濤發文慶生 做最快樂的自己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潘志南潘志南））““牛下女車神牛下女車神””
李慧詩李慧詩（（SarahSarah））帶着世錦帶着世錦
賽銀牌及亞錦賽賽銀牌及亞錦賽33金金66日與日與
師妹馬詠茹載譽返港師妹馬詠茹載譽返港。。

由於奧運單車賽入場由於奧運單車賽入場
門檻難度增大門檻難度增大，，李慧詩有李慧詩有
感荷蘭世錦賽各隊伍都湧感荷蘭世錦賽各隊伍都湧
現大批新人現大批新人，，在奧運入場在奧運入場
計分以隊際成績為主下計分以隊際成績為主下，，
德國德國、、荷蘭隊都已有三名荷蘭隊都已有三名
以上選手具備衝世界前以上選手具備衝世界前88
的能力的能力。。她促港隊不可放她促港隊不可放
慢腳步慢腳步，，為奧運莫遲疑為奧運莫遲疑。。

為此為此，，SarahSarah減少兼任減少兼任
助教助教，，而集中精神備戰而集中精神備戰、、力力
爭好成績爭好成績。。20222022年將是年將是3434
歲的她強調自己雄心壯志歲的她強調自己雄心壯志，，
年齡絕不是她的障礙年齡絕不是她的障礙。。

總教練沈金康透露總教練沈金康透露：：
““未來兩年的世界盃分未來兩年的世界盃分
站站，，因關係到奧運入場積因關係到奧運入場積
分分，，會盡量派隊參加全部會盡量派隊參加全部
分站賽分站賽。。根據國際單車聯根據國際單車聯
會規定會規定，，要獲得奧運資要獲得奧運資
格格，，首先要參加世界盃首先要參加世界盃；；
而要獲得世界盃參賽資而要獲得世界盃參賽資
格格，，就要在世界盃資格賽就要在世界盃資格賽
脫顈而出脫顈而出，，本月底在香港本月底在香港
舉行的一級賽就是其中一舉行的一級賽就是其中一
個世界盃資格賽個世界盃資格賽。”。”

本月本月3131日至日至44月月11日日
在香港單車館舉行的在香港單車館舉行的““新新
鴻基地產場地單車國際鴻基地產場地單車國際
盃盃”，”，東道主港隊派出李東道主港隊派出李
慧詩慧詩、、新鮮出爐的世界盃新鮮出爐的世界盃
麥迪遜金牌組合張敬樂麥迪遜金牌組合張敬樂、、
梁峻榮等強陣應戰梁峻榮等強陣應戰。。

港隊精英戰世界盃 爭奧運入場券

“牛下女車神”李慧詩（Sar-
ah）經過約一年的調整，

現已重投訓練，蓄力參加東京奧
運。對此，沈金康認為李慧詩的心
理絕對可以，但生理仍有待觀察。

沈金康：女子單車進步大
沈教練大讚Sarah在荷蘭世錦

賽奪得凱林賽銀牌，他指李慧詩面
對未曾贏過的宿敵、德國名將禾
高，憑場上戰術贏取銀牌；然而因
訓練不足令她連場比賽力不從心。

沈教練分析，除與禾高在同一
系統訓練的20歲德國後起之秀卡寶

殊外，今屆荷蘭世錦賽湧現出不少
年輕選手，令世界女子場地單車水
平進步良多。他以女子500米計時
賽為例，李慧詩的34秒001成績在
過往的比賽可以進佔前4位，但今
屆只位列第9。

沈金康又指出：“里約奧運凱
林賽，Sarah的賽前訓練是非全面
的，因摔倒而未能取得理想成績，
我相信她仍想再次證明自己。早前
的調整及完成主要學業，可令Sarah
更安心地去參加比賽，她現在能積
極準備世界盃及8月的亞運會，加
上她沒太大的傷病，2020東京奧運

將是她的主要目標。”
6日跟沈教練先行回港的有張

敬樂、梁峻榮及楊倩玉。張敬樂於
上周的荷蘭世錦賽男子記分賽，只
以1分之差屈居“梗頸四”，梁峻
榮在亞錦賽亦以1分之差失獎牌。
兩人都認同實戰未夠成熟，並因此
學會了場上不容輕視每一個對手、
保持清晰頭腦全力搶分的態度。
張敬樂指二人仍有很多改善空

間，“希望以2020東京奧運做目
標，努力在麥迪遜做得更好。”自
1月在白俄羅斯世界盃奪麥迪遜金
牌後，德國六日賽、緬甸公路單車
亞洲錦標賽、馬來西亞場地亞洲錦
標賽及荷蘭場地單地世界錦標賽，
兩人共拿下3金1銀1銅。由於是首
度連續作戰，所以到荷蘭比賽時
“腳已不聽話了”。

港隊返港後將獲得難得三天假
期，張敬樂與梁峻榮期望和家人補
度春節，及補逗利是！

■■香港單車隊總教練沈金康接受訪香港單車隊總教練沈金康接受訪
問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中國球員吳海中國球員吳海
燕燕（（右右））成功鏟成功鏟
走對手腳下的皮走對手腳下的皮
球球。。 新華社新華社

■■梁峻榮梁峻榮（（右右））與張敬樂與張敬樂66日晨日晨
返港返港。。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李慧詩攜世錦賽銀牌及三枚亞錦賽金牌李慧詩攜世錦賽銀牌及三枚亞錦賽金牌
載譽返港載譽返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有日本粉絲有日本粉絲（（左左））欲與欲與SarahSarah李慧詩李慧詩
合影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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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遊園會-2018-園游慧製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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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特別獎：

紅酒一瓶
兩件T恤
Three special awards 

with 1 bottle of red wine, 

1 red and 1 white T-shirt. 

T恤一件

T-SHIRT: 
50 each

0630
0567
0687
0767
0588
0488
0786
0561
0517
0501
0831
0536
0585
0504
0442
0785
0756
0637
0631
0625
0691
0432
0717
0475
0704

0824
0818
0846
0487
0719
0577
0519
0516
0535
0444
0716
0738
0851
0445
0849
0763
0503
0641
0552
0401
0755
0771
0772
0770
0617

22nd 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Winning List
Thank you for continuing support from readers of Southern Daily, 
the 22nd International and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was a big success. 
To appreciate enthusiasm of participants, Southern News Group 
has prepared 50 bottles of wine from Australia 
and 50 pieces of 2018 limited edition red and white T-shirts (25 each). 
We also have three special awards with 1 bottle of red wine, 
1 red and 1 white T-shirt.
Please save the lottery receipt to claim awards at SNG media building, 
3/1-3/16（Mon-Fri, 9:00AM-5:00PM）or confirm the winning numbers
 at Southern News official website.
Below is the list of winning Numbers:

紅酒一瓶

WINE: 
50 Bottles 

5075 
0828
0511
0485
0486
0539
0573
0482
0558
0529
0463
0576
0758
0568
0803
0540
0593
0496
0427
0817
0594
0649
0522
0514
0830

0837
0599
0739
0402
0531
0823
0855
0825
0848
0520
0513
0562
0587
0853
0574
0563
0413
0505
0429
0481
0490
0655
0841
0533
0499

0434
0626
0512

恭喜您中獎

Southern News Group

www. texaslunarfest.net
Tel:(281)498-4310  Fax:(281)498-2728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www. texaslunarfest.net
Tel:(281)498-4310  Fax:(281)498-2728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感謝美南讀者長年的支持參與
第22屆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圓滿成功，
為了答謝熱情的參與者，美南新聞特別準備
來自Australia的香醇紅酒50瓶與2018年美南新聞特製
限量版紅、白旺旺T恤各25件，特別獎3名各得(1瓶紅酒
與紅白T恤各一件）請憑抽獎卷號碼存根，
至美南新聞大樓前枱換取禮品，3/1-3/16（週一至週五9:00AM-5:00PM）
或請上美南官網「美南粉絲團」確認中獎名單。

中獎號碼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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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由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林貴香總會長及駐休士頓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共同主持「台
灣相關企業登錄服務-美國篇」德州
啟動記者會，於2018年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下午在五福樓餐廳舉行。邀
集達福台商會、北德州台商會等達福
地區社團代表與會，共同籲請此地台
灣僑社踴躍參加登錄並協助推廣。

登錄服務對象為：凡具台灣背景，
即本人或父母親、祖父母之一曾經擁
有台灣戶籍。各行各業，包括獨資、合
資或投資境外公司並擁有10%以上股
份；或是任該企業高層行政或决策主
管，即可視為台灣相關企業。包含第三
地轉投資的母公司為以上具台灣身分
者所擁有者。企業外，各種專業服務或
身分頭銜的個人，如律師醫師會計師

或市長議員教授
等，均可參加登錄
。因此，特別呼籲
父母親、祖父母們
，鼓勵二、三代的
兒孫們踴躍參加
登錄。

本項登錄服
務係由世界台灣

商 會 聯 合 總
會 負 責 執 行
推動。總會長
林貴香表示，
聯 合 總 會 聯
合 全 球 六 大
洲、超過70國
家、共有 190
台商社團，有超過四萬會員。登錄
服務先從美國開始，再陸續推動
到全球各地。

專案策劃人秘書長林鋕銘于
會上介紹，本項專案將會是長期
持續，但會在今年四月底止的數
據彙整成報告，以備于六月份在

華府召開的台美經貿會談會議中發表
，同時也會上網公開發布供各界參考。
也因此，特別籲請大家能儘快〈四月底
前〉完成登錄，以更詳實展現台灣的影
響力。

林鋕銘秘書長說明，登錄工作全
在網上進行，只需 10 分鐘。類似電子

版的黃頁，但個別內容可以
更詳細一點，同時也會有彙
整資料。網頁會委由專業人
員長期維護管理。各僑團組
織協助推動，可依據成果申
請工作補助款。

這項專案是具有開創
性的企業調查服務，也是目
前海外台灣相關企業最新、
最完整的服務。其成果將對
于台灣相關企業的互助合
作與台美經貿的未來發展

有 著 歷
史 性 的
意涵，您
的 加 入
將 不 只
連 結 了
商機，更
為 下 一
代 台 僑
企 業 開
創 無 限
的可能，
是 意 義
非 凡 的
傳 承 與
傳揚。

會上介紹，此項工作因深具意義，
除官方駐外和經貿單位的支持外，也
得到許多企業的關注和贊助，成立全
球性登入發展基金，也歡迎大家不但
踴躍參加登錄並協助推廣，也不吝提
供贊助，幫助登錄服務更快推廣到全
球，共創全球台灣相關企業整合商機。
上網登錄：http://survey.wtcc.org.tw/
相關資訊請見：https://www.facebook.
com/wtccbizsurvey
任何疑問請洽：wtccusasurvey@gmail.
com
快速解答電話：+1-713-541-6689 (9:
30 to 17:30 Central M-F)

『台灣相關企業登錄服務-美國篇』達福記者會
籲請台裔背景各行各業公司及個人參加登錄並協助推廣

「「台灣相關企業登錄服務台灣相關企業登錄服務--美國篇美國篇」」德州啓動記者會由世界台商會聯合總會林貴香德州啓動記者會由世界台商會聯合總會林貴香
總會長及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共同主持總會長及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共同主持

世界台商會聯合總會林貴香總會世界台商會聯合總會林貴香總會
長致詞長致詞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陳家彥處長致詞陳家彥處長致詞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致詞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致詞 達福台商會李庭槐會長致詞達福台商會李庭槐會長致詞

北德州台商會楊惠清會長致詞北德州台商會楊惠清會長致詞 AddisonAddison 市周建源市長致詞市周建源市長致詞

僑務委員曹明宗致詞僑務委員曹明宗致詞 達福台商會副會長陳文珊達福台商會副會長陳文珊 全體與會者合影全體與會者合影

登錄服務登錄服務、、台美同步台美同步。。1010分鐘展分鐘展
現台美經貿實力現台美經貿實力

專案策劃人世界台商會秘書長林鋕專案策劃人世界台商會秘書長林鋕
銘介紹上網登錄銘介紹上網登錄

QS180301A達福社區

0301B08巴爾地摩台灣同鄉會

【華府新聞日報訊】 巴爾地摩台灣同鄉會二月17
日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舉辦年會暨新春聯歡，當天突降
大雪，路況不佳，影響出席率，但仍有近兩百鄉親不畏
寒風、踏雪而來，讓準備多時的理事團隊備感欣慰。

連續幾年都蒞臨的馬裡蘭州第一夫人金有美(Yumi
Hogan)，今年也沒有缺席，即使行程滿檔，仍在百忙之
中抽空前來，顯示州長夫人相當重視台僑，對少數族裔
一視同仁；相形之下，台灣駐美代表處只派組長級出
席，就顯得誠意不足。貴賓還有馬州第12選區議員林力
圖(Clarence K. Lam)，駐美代表處官員則有：新任領務組
長周道元與秘書王柏翰、僑教中心主任陳世池與副主任
王怡如，科技組組長還帶組員四人同來。

晚會由林叟生主持，同鄉會長李孟周致詞歡迎，對
於這麼多鄉親無視風雪、熱情參與，他表達由衷感謝，
同時也向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台灣學生會致謝，經由學生
會的協助借場地，方使同鄉會每年順利辦此活動；學生

會會長龐亮瑜回應表示，學生會也感謝同鄉會辦新年活
動，使在異鄉的學生有機會過年，現場並有不少學生參
與盛會。

州長夫人金有美代表霍根州長向鄉親致意，她強
調，州長很重視少數族裔，亞裔對馬州具有貢獻，結語
並以華語說 「恭喜發財」，金有美並代表州長頒令給台
灣同鄉會，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台灣學生會，宣布當天
為 「陰曆新年日」(Lunar New Year’s Day)，州議員林
力圖則代表州議會頒狀。

晚會節目精彩，林玉惠演奏古箏，黃騰寬彈鋼琴，
女高音陳綠萱獻唱；望春風、茉莉芬芳、農村酒歌、鼓
聲若響、菊花台等多首曲目，悠揚的音樂與歌聲，令人
陶醉。

現場許多家庭祖孫三代同堂，在孩子王翁義雄敲鑼
打鼓下，兒童爭相弄獅，興高采烈的玩遊戲，還有紅包
可拿，過年的氣氛炒得沸沸揚揚。今年的摸彩獎品豐

富，中獎率很高，除同鄉會所提供的現金紅包外，僑委
王東輝、趙夏蓮也提供現金摸彩，駐美代表處、僑教中
心和民進黨也都提供獎品，馬州賭場Maryland Live 更捐
出數張150元餐廳禮券，及許多高級禮品，最大獎華航
機票，由張玉珍幸運抽
中。

年會中改選理事，
新理事團隊為李美容、
李孟周、李宜穎、劉子
瑯、林秀琴、許榮耀、
胡 韶 真 、 黃 美 鳳 、 游
敏、王其釣，隔週選出
新會長李美容，副會長
林金地。

(圖/州長辦公室、洪
啟峰)

巴爾地摩台灣同鄉會新春聯歡巴爾地摩台灣同鄉會新春聯歡
馬州第一夫人金有美向台僑賀年馬州第一夫人金有美向台僑賀年

馬州州長夫人金有美向台僑拜年馬州州長夫人金有美向台僑拜年

小朋友領紅包小朋友領紅包 女高音陳綠萱演唱女高音陳綠萱演唱

馬州州長夫人金有美馬州州長夫人金有美((左二左二))頒狀給巴爾地摩台灣同鄉會長頒狀給巴爾地摩台灣同鄉會長
李孟周李孟周((右一右一))台灣學生會長龐亮瑜台灣學生會長龐亮瑜((右二右二))左一為僑委丁弘斌左一為僑委丁弘斌 州議員林力圖州議員林力圖((左左))頒狀給巴爾地摩台灣同鄉會長李孟周頒狀給巴爾地摩台灣同鄉會長李孟周((右右))

州長夫人金有美州長夫人金有美((左七左七))與巴爾地摩台灣同鄉會理事群及貴賓與巴爾地摩台灣同鄉會理事群及貴賓

華航經理華航經理((左一左一))頒華航機票給中獎的幸運兒張玉珍頒華航機票給中獎的幸運兒張玉珍((左二左二))

翁義雄翁義雄((左左))帶領孩子敲鑼打鼓迎新年帶領孩子敲鑼打鼓迎新年兒童玩遊戲兒童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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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VOA】美國總統川普周一表示，美國
不會改變立場，將對進口鋼鐵產品征收25%
的關稅，對鋁制品徵收10%的關稅。
      在白宮與以色列總統內塔尼亞胡會面之
前，川普暗示說，如果新的“公平的”北美
自由貿易協定（NAFTA）能夠達成，這次
征收關稅將不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
      川普說：“多年來，NAFTA都是一個
災難。我們正在重新協商，如果不能達成協
議，我將終止NAFTA。如果我們能夠達成
對工人和美國人民來說公平的協議，那麼我
想我們能夠協商的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進
口鋼鐵關稅。”
      美加墨三國正在修改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最新一輪談判即將在墨西哥城結束。
      川普總統對鋼鐵和鋁制品施加關稅的決
定導致他所在的共和黨內成員以及美國貿易
夥伴的強烈批評。分析人士警告說，這些關
稅將傷害很多美國盟友。
      美國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和和其他共
和黨議員正在試圖讓川普總統改變這個主意
。瑞安說，關稅將傷害消費者，因為這會使
得公司必須將產品價格提高，這將弱化去年
通過的稅改方案對美國經濟帶來的好處。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則說，關稅“完全不
可接受”。
      加拿大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去年向

美國出口了價值72億美元的鋁制品和43億
美元的鋼鐵。
      2017年的數據顯示，加拿大、巴西、
韓國和墨西哥的鋼材占美國進口鋼鐵總額的
近一半。同年，中國鋼鐵占美國鋼鐵進口總
量不到2%。
      美國民眾雖然目前對於槍枝以及槍枝管
控的議題很感興趣，但是如果按照以往的經
歷，這方面的興趣會慢慢淡化直到另一場槍
擊事件發生。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堅持對鋼鐵和鋁制品
徵收關稅

節目介紹：
《人到四十》是一部家庭情感劇。該劇由龐好執導，彭三源編劇，王志文、江珊
領銜主演。該劇講述了精神科醫生梁國輝被查出癌症晚期後，面對僅剩半年的生
命彌留，他的家庭、事業、情感世界以及與愛人鄭潔、同事華碩的關係同時經歷
巨大變化與轉折的動情故事

播出時間：
周一至周五下午2時00分至3時00分首播，周二至周六凌晨4時至5時重播，敬

請準時收看。

《人到四十》
巨大人生轉折家庭情感故事

▲ 海報。(取自百度百科)
▲ 劇照。(取自百度百科)

      【VOA】解決幾十萬被稱為“追夢者”
的年輕非法移民去留問題的最後期限已在周
一過去，國會和白宮都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川普總統去年9月宣布結束奧巴馬政府時
期保護“追夢者”不被驅逐的《幼年來美暫
緩遞解行動》(DACA)。
      但是他給國會一段時間找到更好的解決
辦法，否則，用他的話說，他將“重新考慮
這個問題”。川普給出的最後期限是3月5日
。
      白宮發言人薩拉·哈克比·桑德斯星期
一說，“國會未能采取行動，這絕對是糟糕
的。”她稱這一局面是“可悲的”。
      但是民主黨人指責說，川普和共和黨領
導層未能在參議院通過移民議案，而眾議院
議長保羅·瑞安根本就沒有把這項議題拿到
全院表決。
      不過，70多萬名年輕的“追夢者”暫時
並沒有被遣返的危險。
      一家聯邦法庭下令禁止白宮終止DACA
，白宮繞過聯邦上訴法院，直接請求最高法
院幹預，但最高法院上個月宣布拒絕干預，

而是要求聯邦上訴法院盡快審理。
      預計，最高法院不太可能在近期內重審
此案，而國會似乎也並不急於通過任何“追
夢者”法案。
      這給那些受保護身份到期的“追夢者”
有時間重新申請，把保護再延長兩年。
      桑德斯說，白宮相信，如果川普有關“
追夢者”的決定打到最高法院，一定會獲勝
。
      川普總統已表示，他願意考慮向“追夢
者”提供成為公民的路徑，但作為交換，必
須終止某些合法移民項目，並出資在美墨邊
界築墻。
      這些“追夢者”是幼年時被父母非法帶
入美國的年輕人。
      他們有的是學生，有的是生意業主，有
家庭，交稅，很多人在軍中服役。在這些年
輕人中，多數人只知道美國是他們的家，如
果被遣返回出生國，生活將會很艱難。
      民調顯示，80%多的受訪者認為，應當
允許“追夢者”留在美國。這些“追夢者”
對自己前途難測表示極其沮喪和焦慮。

 ︱圖：美國國會大廈(資料照)。

最後期限已過 “追夢者”問題
仍然無解

圖：川普總統5號會晤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時候

對媒體表示要堅持對鋼鐵和鋁制品徵收關稅。

精彩
節目介紹 KVVV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年一度的光鹽社慈善音樂會於
上周六（ 3 月 3日） 下午3 時在曉士頓中國教會盛大舉行。這
項定名為 「雲上太陽」 的慈善音樂會，包羅了鼓隊、器樂演
奏、獨唱、合唱、舞蹈、功夫、民樂團演奏及癌友的見證。包
括： 由鄭何淑坤師母率領的 「特殊需要關懷中心鼓隊」 表演
的桶鼓，由黃頌平指揮的青年詩班演唱 「雲上太陽 」； 著名
男高音Scot Cameron 演唱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 「我
看到了」； 黃奕明牧師演奏中音薩克斯風 「主，我高舉袮的
名」以及著名女高馬筱華獨唱 「La Danza by Gioachino Rossini
」，及 「我知我救贖主活著」，以及鄭悅琦姊妹的現身說法
的見證，敘述她罹癌及被救經過。而趙亦秋、蔡皓翔兩人鋼琴
四手聯彈 「主，我在此 」 等曲，藝驚四座。

下半場有蕭楫老師指揮的 「休斯頓民樂團 」 演奏 「步步
高」， 「奔馳在千里草原」，普獲共鳴與激賞。接著是許博文
、浦一格的二重唱 「那雙看不見的手」，接著由王臻真小妹妹
一展真功夫的功夫扇和九節鞭，一舉手，一投足皆令台下驚呼

連連，接下來由莊莉莉指揮的 「黃河合唱團」 演唱了 「不了
情」 及 「賜我耶穌 」 頗獲台下共鳴。最後還有明湖中國教
會/ 溪水旁華人舞蹈敬拜團表演的福音舞蹈 「耶和華祝福滿滿
」，頗獲台下共鳴，最後由賴永敬指揮的 「中國教會詩班小組
」 演唱 「The Majesty and Glory of Your Name 」，作終場壓軸
演唱。

中場休息後，主持人馬健向大家介紹貴賓--- 「台北經
文處 」陳家彥處長，由該處 「新聞組」 組長施建志及 「僑教
中心」 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陪同，由僑教中心的大會上
兼程趕至現場，陳處長還上台向全場的僑胞觀眾致意。來休市
還不到半年的陳處長，是首次參加光鹽社慈善音樂會的活動。

光鹽社自1997 年成立以來，在義工們的付出及社會善心
人士的支持與捐助下，每年有近萬人次受惠於光鹽社的各項服
務。因為有您的支持與贊助，光鹽社才能繼續在2018年提供免
費服務給大休斯頓地區華人癌友，年長者，有特殊需要兒童的
家庭，需要健康保險的家庭及有需要幫助的人。

光鹽社慈善音樂會3月3日3點盛大舉行
捐助所得每年有近萬人次受惠光鹽服務捐助所得每年有近萬人次受惠光鹽服務

圖為圖為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 前排右八前排右八）） 一行來到音樂會一行來到音樂會
現場現場。。 這是陳處長首次參加光鹽社的慈善音樂會活動這是陳處長首次參加光鹽社的慈善音樂會活動。（。（ 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

圖為黃河合唱團在圖為黃河合唱團在 「「 光鹽社慈善音樂會光鹽社慈善音樂會」」 上演唱上演唱 「「 不了情不了情 」」 。。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休斯敦上海聯
誼會狗年慶祝活動，於上周日晚在黃金廣場的
「錦江酒 家 」舉行，席開16 桌，全場客滿，

大家在品嚐了休巿難得一見的丁師傅國宴級的
正宗上海菜，耳聽陳皙晴會長以 「阿拉上海寧
們 」 的上海話問候，雖然已過了正月十五，還
是全場 「High 」 翻天，歌聲和小曲不斷，彷
彿大夥又回到十里洋場，全場一片熱鬧滾滾。

上海聯誼會會長陳晳晴首先在餐會上致詞
表示： 春節是中華文化優秀傳統的重要載體，
蘊含著中華民族文化的智慧和結晶，在這重要

的日子裡，讓我們一同祝福我們偉大的祖國繁
榮昌盛，更上一層樓。陳晳晴會長也介紹了過
去兩年她擔任會長期間的會務： 如她和理事長
王紹安及所有理事在2016年6 月接待了來自上
海市長寧區副區長宋宗德一行，就教育、社區
建設、醫療等領域與糖城和福遍郡進行了初步
的了解和共識。以及當年11 月與該會理事長王
紹安推薦回上海參加＂2016 海外華僑華人社團
負責人上海研習班＂，以及當年12 月由上海聯
誼會安排一場休斯頓港務局在Ship Chanel 提供
的別開生面的＂浦江夜游＂活動，在世界二大

港間，也起了橋樑
作用。陳皙晴會長
又提到 2017 年接
待上海市僑務辦公

室翟靖副處長一行。由中國人活動中心靳敏博
士及范玉新博士帶領參觀了貝勒醫學中心，及
八月哈維風災，該會參與了義工救助及款項捐
贈災民等工作。

當晚出席的貴賓也一一在餐會上致詞： 領
館的房振群僑務組長勉該會繼續做好上海、休
斯頓的關係落實，推動二個城巿的友好交流合
作，希上海聯誼會為華人社區多作貢獻。 「中
國人活動中心」 的執行長范玉新表示，他也算
半個上海人，因為他當年在上海復旦唸書，希

繼續作好上海巿僑辦、領導與休市文化、醫學
各方面的交流。國會議員 Pete Olson 的代表張
晶晶也在會上致詞，盛讚上海聯誼會年味濃，
氣氛優雅。

當晚，也舉行會長交接儀式，由陳皙晴會長
交棒給王紹安會長，由領館房振群組長監交。
陳皙晴任該會理事長。王紹安會長在致詞時也
強調要作好休斯頓、上海的接軌作用。

當時還有不少餘興節目，其中以 「美南山
東同鄉會」的唱將江岳的歌聲 「草原上升起不
落的太陽 」 而轟動全場。而領館捐給該會的一
瓶茅台酒，當場拍賣，以 680 元成交，更是該
晚的高潮。

上海聯誼會春宴上周日晚熱鬧舉行
休市各社團歡聚一堂休市各社團歡聚一堂，，年味十足年味十足

圖為上海聯誼會新舊會長交接圖為上海聯誼會新舊會長交接。。由會長陳皙晴由會長陳皙晴（（ 右二右二 ））
交棒王紹安會長交棒王紹安會長（（ 左三左三 ）。）。而由領館房振群組長而由領館房振群組長（（ 右三右三
）） 監交監交。。旁為旁為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董事長靳敏博士董事長靳敏博士（（左一左一
），），及執行長范玊新博士及執行長范玊新博士（（右一右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出席大會的貴賓圖為出席大會的貴賓：（：（ 左起左起 ）） 「「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長房文清會長房文清，，副會長江岳副會長江岳，，與大會貴賓房振群組長與大會貴賓房振群組長，，及上及上
海聯誼會會長陳皙晴在餐會合影海聯誼會會長陳皙晴在餐會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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