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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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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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館 Hankook Kwan韓國館 Hankook Kwan

韓國人開的韓國館  正宗 地道 真材實料

happy hour:每周二、三、四下午5點至晚上8點，啤酒半價。

9140 Bellaire Blvd, suiteB, Houston, TX77036

R03-Hankook Kwan 韓國館1234567C_8

10% OFF
3月31日前有效

coupon

346-240-9696

I01-WE WIN唯安保險C7_A1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位於 Memorial City Mall ( Outside of Apple Store and Tumi)

慶首家 OSIM3月31日盛大開幕

Coupon Valid Through 4 /15 / 2018 
Exclusion apply: uLove and 
uDeluxe Massage chair only.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超長的按摩軌道能針對更多的酸痛點按摩完

$200
      off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創新的V形手按摩“抓”走
肌肉深處的酸痛

T04-OSIM 傲勝國際_C5_16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憑此券兌換可以現場折抵$200的折扣 開幕當天 

憑此券也可現場參加抽獎 

我們將送出總價值高達$1290的獎品 還有小禮物免費放送

凡購買uLove白馬王子按摩椅或是

uDeluxe按摩椅的顧客 

03.15.2018

1112

吃遍大休斯頓 還是選擇翠苑餐廳
糖城
4555 Highway 6, Suit C Sugarland, TX 77478
中國城敦煌廣場
9889 Bellaire Blvd, Unit 309 Houston, TX 77036 

周 刊 預 告周 刊 預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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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車博物館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車博物館 累積展出累積展出40004000多輛車多輛車

美國匹茲堡美國匹茲堡，，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車博物館和商店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車博物館和商店。。這座博這座博
物館裏面擁有眾多自行車物館裏面擁有眾多自行車，，每壹件展品都出售每壹件展品都出售。。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已已
經展出了經展出了40004000多輛古董和現代自行車多輛古董和現代自行車。。

吉爾吉斯斯坦廚師制作世界最大肉面吉爾吉斯斯坦廚師制作世界最大肉面
總重近總重近11..55噸噸

吉爾吉斯斯坦比什凱克的廚師們正在制作具有當地特色的世界最大肉面。該肉面大約重達1464公斤，使用了
117米的馬肉香腸作料，以打破吉尼斯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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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十九大報告把中高端消費

作為新增長點和新動能排在第壹位，這

是壹個非常重要的新提法。人民日益增

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正在並將繼續引發消

費方式發生革命性演化，新消費和中高

端消費將呈現十方面趨勢性特征，漸次

成為主流消費方式。

壹是網絡消費將會出現爆發式、幾

何狀快速增長。近年來，我國持續加強

對軟基礎設施投資，形成了網絡消費的

基礎設施支撐。2015年至2017年，中國

在構建高速、移動、安全、泛在的新壹

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上的投資，累計超

過1.2萬億元。中國已經形成了龐大的通

過網絡進行購買的人群。這種網絡消費

趨勢是勢不可擋的，因為它不是行政命

令，而是消費者的自主選擇。網絡消費、

大數據可以帶來什麽？這是我們所關註

的消費行為的演化，這些演化會改變消

費者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

通過消費者網絡消費生成的大數據，

可以清晰地找到他們在旅遊購物、文化

娛樂、社交空間、工作狀態上全方位需

求的痕跡，數據在這裏並不只是阿拉伯

數字，也不是沒有生命的信息，而是留

下具有生命力的痕跡。每壹個企業都可

以積累消費行為痕跡，通過大數據分析

就可以找到獨特的需求圖譜上的價值點。

二是時尚消費將成為消費結構性變化

中的顯性特征。人民群眾在滿足了溫飽需

求、小康水平的基本需求之後，消費會不

斷向上升位，消費升級的壹個突出特征是

時尚消費。根據有關國際組織調研數據，

2016年中國奢侈品行業市場規模達到1200

億元，中國時尚消費占到全球的30%，是

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國。

這種時尚消費，壹方面通過出境旅

遊購買，另壹方面通過跨境電商網站購

買，這在青年人中已成為壹種潮流。任

何時代的消費結構變化和升級，幾乎都

是由時尚消費、奢侈品消費開始，漸漸

地這些消費變成了大眾消費，供給側結

構就會隨之改變。

三是智能消費將成為新的消費需求

偏好。中國迅速發展的互聯網、物聯網、

大數據、雲計算、雲服務，近幾十年持

續投資形成的軟基礎設施，支撐了當前

和未來蓬勃發展的智能消費，比如現在

迅速發展的滴滴出行和共享單車，這些

新的服務業態都是靠智能化的基礎設施

支撐的。有了這種基礎設施，才可能有

移動支付；有了移動支付，才能出現這

種實時消費和結算的新業態。我國在短

時間形成了智能消費的基礎設施，智能

消費的很多方面走在了全球前列，使社

會公共管理和人們的消費需求偏好發生

著悄然變化。未來，除了市場無形之手

和政府的有形之手，還會出現第三只手

——Intelligent Hand。這只手將不屬於任

何私人或政府機構，可能就是壹個基於

區塊鏈技術的數字智能平臺，它不斷積

累和分析個人、企業的數字信息，人們

利用它可以更好地配置資源和滿足消費

需求，極大地釋放社會生產力。

四是共享消費成為充分利用存量資

源創造增量資源滿足消費者更多元需求

的新空間。習近平主席提出了五大發展

理念，其中，共享發展理念和共享經濟，

可以創造很多新的商業模式和服務業態，

可以創造存量資源轉化為財富增值的新

路徑，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創業機遇，

發展空間非常廣闊。共享消費是未來消

費壹個非常重要的空間，是提升供給體

系質量的重要源泉，滴滴出行、共享單

車是這樣，攜程網提供的服務也是如此，

但不是所有的行業和產品都可以采用共

享的商業模式。

五是體驗消費將會成為壹種消費潮

流。2015年中國境內外出行的人達到了

41億人次，2016年達到44億人次，2017

年達到51億人次。過去的旅遊最開始是

走馬觀花看景點，然後是休閑旅遊住景

點，現在是體驗式消費文化。去年國家

旅遊局在統計旅遊消費構成的時候，發

現到特色小鎮旅遊的人流占比接近40%，

壹些具有文化特色、少數民族特色和獨

特環境資源供給特色的地方，成為人們

體驗消費的熱門景點。其中文化品在創

造文化的消費體驗，特色餐飲在創造飲

食文化的消費體驗，生態環境創造對稀

缺資源的消費體驗，各種各樣的體驗式

消費，會成為壹種新的消費趨勢。

六是顏值消費成為滿足消費者心理

需求最富發展潛力的顯性需求。近年來，

修飾和提高顏值的消費占支出的比重越

來越大。比如壹些人到韓國去整容，雖

然有整壞容顏的，有整得終身殘廢的，

但這種消費需求的熱度不減。為了使自

己的顏值更加美好，不少人壹擲千金。

顏值消費是壹種消費趨勢，而顏值消費

不壹定都是整容，還包括洗臉、洗腳、

健身、體育等消費。對於中國新生代來

講，特別是其中90後和00後人群，排在

前幾位的消費動力毫無疑問有顏值消費

的需求。顏值消費的最大群體還有婦女，

“女權力量”“她消費”等深度追求顏

值的消費潮流正在形成。

七是健康消費將成為提高人民健康

水平、建立國民健康體系的基礎性消費。

健康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提升勞動力

質量，提高人民群眾生存、生命舒適度

和幸福度，保障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重

要基礎，這就決定了健康消費將成為基

礎性消費。人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重

視健康。壹些特色小鎮的規劃建設就瞄

準了健康，比如浙江寧波西店引進德國

技術在規劃中德國際健康小鎮。健康消

費不光是老年人養老的需求，還將成為

人們終身的需求。

八是文化消費將成為提高國民素質

和文化自信的具有沖動性的持久消費。

當前，人民群眾文化消費需求的內涵正

在發生深刻變化和調整。比如，對古漢

語、古詩詞的需求，對國學經典的需求，

已經轉化為新消費或者高端消費，壹些

大學以學習國學經典為主的後EMBA課

程兩年的學費已經超過60萬元了，但是

報名學習的人還是趨之若鶩。不僅中國

人在學古漢語和古詩詞，外國人也在學，

如特朗普的外孫女秀中文和古詩詞的視頻

，就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成為了中美

外交中的溫馨瞬間。所以，對中國文化

的自信，中國文化品的價值回歸，以中

華美學精神引領和推動生產更多原創文

化，滿足現代文化消費需求，將成為無

消費邊界和容量限制的市場新空間。

九是安全消費已經成為人民群眾最

基本和最迫切的消費需求。改革開放40

年來，在快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壹

些問題。怎樣才能獲得使我們生存和發

展所需要的安全產品，怎樣才能使我們

處在安全的環境下，這創造了大量新的

消費需求。比如，為了食品安全，人們

寧願購買最貴的產品。這是安全消費需

求對食品附加值的創造，這方面的消費

需求隨著人民群眾對生命質量和安全的

重視，隨著收入水平和購買力水平的提

高，會日益增長，進而引導涉及到安全

產品所有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變革。

十是定制化消費將成為體現消費者

消費品格和個性化需求泛在的消費需求。

隨著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雲服務

和人工智能的發展，以模仿型、排浪式、

總量化為特征的傳統消費漸行漸遠，而

追求時尚、健康、休閑、品質的新消費

群體，正在引領我國加速進入個性化、多

元化、多層次消費的新時代。移動互聯網

購買下單形成更多個性化商業定制，可以

把消費者個人碎片化的需求集成起來，形

成小批量、個性化、品牌化或創意化的商

品。比如，消費者購買服裝消費行為的變

化，將促使零售商利用數字標牌、電子試

衣間、智能定位、自助終端和VR展示等

壹系列智能應用，帶給消費者智能化和場

景化的購物新體驗。在體驗過程中產生很

多數據，可以通過這種場景化展示，形成

滿意的服裝顏色、款式設計，進行試穿的

仿真結果，然後再據此進行服裝設計，最

後到工廠進行制造。

當然，新消費和中高端消費發展

趨勢是壹個變動的過程，隨著消費結

構、消費行為、消費需求偏好的動態

變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永無止境，

在這個意義上說，消費端的變化是引

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動力源。解決

社會主要矛盾的關鍵，是實現消費轉

型升級，從傳統消費轉變為新消費或

中高端消費，適應人民群眾日益增長

的對美好生活需要，提高與消費結構

的匹配度和適應度，將成為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的不竭動力。

實現消費轉型升級
中國中高端消費呈現十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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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獲“2019年男籃世界盃”主
辦權，香港東方體育會13日組

織記者團走訪佛山國際體育文化演
藝中心，該場館將與北京、武漢、
南京、蘇州、廣州、深圳、東莞等7
個城市的場館共同承辦2019年男籃
世界盃。
佛山國際體育文化演藝中心為內

地首個民營企業能興控股全資建
設，整體設計經營概念參考了代表
國際先進標準的美國洛杉磯斯台普
斯中心（NBA洛杉磯湖人隊和快艇
隊的主場）。這座已完成七成的
NBA級別體育文化演藝中心將於9
月竣工，年底啟用。

東方體育會副主席游永強也稱，
未來五年區內進入全面運作，每年
有一半以上時間舉行各種體育賽事
和大型演藝活動，預計每年吸引人
流接近240萬人次。
佛山國際體育文化演藝中心目前

已平頂，正進行內部工程，場館規
劃配置 15,000 個觀眾座席，56個
VIP包廂，超過2,300個停車位，日
後將是CBA佛山龍獅俱樂部球隊的
主場館。
至於13日晚作客佛山，在東南亞
職業籃球聯賽（ABL）再次與忠信
功夫交手的香港東方男籃，則以
76：87不敵，5日2負仍踞榜首。

佛山建場館
承辦2019男籃世盃

■■鍾乃雄鍾乃雄（（中中））與東方主帥蔡芳裕及足球隊行政經理司徒文俊合影與東方主帥蔡芳裕及足球隊行政經理司徒文俊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2018中國全國游泳冠軍賽暨亞
運會選拔賽13日在北京召開發佈
會，宣佈孫楊、徐嘉余、傅園慧、
劉湘等泳壇名將參加4月在山西太
原舉辦的全國游泳冠軍賽。
山西省體育局長趙曉春表示，

此次全國游泳冠軍賽將於4月13日
至18日在山西太原進行比拚，除孫
楊、徐嘉余、傅園慧、劉湘等游泳
名將屆時對各項目金牌發起衝擊
外，還特別設立少年組比賽。

“增加少兒組是我們根據中國
國家體育總局相關要求而做的競賽

改革，運動員只要達到參賽標準就
能參賽。在反興奮劑等同等條件
下，只要少年選手水平夠，都能入
選國家隊，代表中國參加雅加達亞
運會。”中國國家體育總局游泳中
心游泳部部長兼國家游泳隊領隊程
浩補充道。
當問到中國游泳隊隊長孫楊近

況，程浩表示目前孫楊仍在悉尼跟
隨外教丹尼斯訓練，與他溝通得知
訓練效果不錯。“孫楊在冠軍賽上
應該會表現出挺好的水平。”
里約奧運會後，因“私自代言

廣告、不服從國家隊安排”等違規
行為被調整出國家隊的寧澤濤雖在
去年全運會成功衛冕男子50米、
100米自由泳冠軍，但在此次中國
游泳協會公佈的全國游泳冠軍賽暨
亞運會選拔賽參賽名單中，依舊未
出現他的名字。有媒體問道是否寧
澤濤會以其他方式入選亞運會國家
隊名單時，程浩表示，本次冠軍賽
參賽名單已公佈，至於比賽選拔方
式將於賽前在中國游泳協會官網上
公佈。

■中新社

孫楊 徐嘉余將戰游泳冠軍賽

上年的“國泰航空/匯豐香港
國際七人欖球賽”，香港欖球總
會（欖總）錄得場內外球迷達
120,000人，創下歷史新高。今
年，欖總希望繼續這一熱潮，將
長達三周的“國泰航空/匯豐香港
國際七人欖球賽─玩轉利園！”
引進香港銅鑼灣鬧市。
上年同樣在銅鑼灣鬧市舉行

的“七欖FanWalk”取得不俗成
果，令場內外球迷人數達歷史新
高的120,000人。所以欖總希望今
年再接再厲，在與香港大球場只
是一步之遙的銅鑼灣注入強勁的
欖球嘉年華元素。

“國泰航空/匯豐香港國際七
人欖球賽——玩轉利園！”於本
月24日至下月8日舉行，為時3
星期。屆時，場內外欖球迷可如
去年般共同歡度4月6至8日在香
港大球場舉行的第43屆七人欖球
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七欖嘉年華 進駐銅鑼灣鬧市

■■香港欖總在銅鑼香港欖總在銅鑼
灣鬧市推廣七欖灣鬧市推廣七欖。。

■■孫楊正在悉尼跟隨外教丹尼斯訓練孫楊正在悉尼跟隨外教丹尼斯訓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雪芮養傷20個月後將復出
據世界羽聯官網消息，將於4月9

日至15日舉行的2018年中國陵水羽毛
球大師賽，中國羽毛球女隊領軍人物、
倫敦奧運會冠軍李雪芮確認報名參賽，
這是李雪芮自里約奧運會受傷退賽後，
時隔20個月重返國際賽場。2016年8月
18日，李雪芮在里約奧運羽毛球女單準
決賽中受傷遺憾退賽，賽後她被診斷為
左膝十字韌帶全部斷裂，半月板嚴重損
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克利伯環球賽船隊明抵青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通

訊員袁華強 山東報道）“2017－2018
克利伯環球帆船賽”參賽船隊預計於15
日起陸續抵達山東青島西海岸新區。這
是該項賽事與青島的第七次“約會”。
本賽季，代表中國青島出戰的“青島
號”目前在總積分榜上排名第2，極有
希望衝擊全賽程前3名。

2017/18克利伯環球帆船賽於去年
8月20日在英國利物浦起航出發，比賽
共包含8個賽段、13個賽程，自英國利
物浦起航後，至烏拉圭（南美洲）、南
非開普敦、澳洲，中國三亞、青島。從
青島起航後經太平洋赴美國西雅圖，在
巴拿馬運河中轉，自美國紐約經大西洋
返回英國利物浦，歷時約一年時間。

梅利料英室內賽復出
英國傳媒透露，兩屆奧運網球男單

金牌得主梅利，將在英國的兩個新室內
賽事中復出。梅利在去年的溫布頓之
後，今年在澳網再度因傷退出，而英國
網球協會早前公佈，將會在4月底及5
月中，於格拉斯哥及羅浮堡大學展開兩
個室內賽事，而梅利皆會參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短訊

兩 球 輕 取 史 篤 城

曼城英超續領放
曼城英超破80分。大

衛施華梅開二度之下，曼城
在作客史篤城的英超賽事，
以2：0擊敗對手，並且與
曼聯繼續保持16分距離，
餘下8場聯賽，曼城僅需再
贏3場就足夠稱王。

在周一凌晨的英超賽
事，曼城由狀況不俗的大
衛施華上下半場各入
一球，輕取聯賽
“尾二”的史篤
城。在聯賽已累積
81分，領先次席曼
聯16分，而之後的
3場比賽，曼城會對
白禮頓、愛華頓，之
後就是主場對曼聯，故此
有機會在這場聯賽取勝後封王。
守將甘賓尼就表示：“我想在曼徹斯特

的藍方，大家都知道這是一生人一次的機會
（擊敗曼聯稱王）。不過，我們之前還有比
賽，這都是很困難的，我們即管看吧，我肯
定這都不會是唾手可得的。”
至於領隊哥迪奧拿就指，擊敗曼聯稱王

並非曼城的動力，他們的目標只是要奪標。
“我們想要的是錦標，這現在於我們手上。
可能我們兩場之後就可能做到，不過相信

我，在對曼聯之前我們還有歐聯8強的比
賽，在這個時候，更重要的是 8強的比
賽。”

修咸頓炒柏歷堅奴
另外，聯賽已跌落第17位的修咸頓，

13日宣佈辭退領隊柏歷堅奴。修咸頓目前在
英超僅領先降班區的水晶宮及史篤城1分。
柏歷堅奴去年夏天加盟修咸頓，並與球隊簽
約3年，可是這支南部球會在近17場的英
超，僅得1勝，上周的聯賽，更以0：3不敵
紐卡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曼城在英超作客再贏曼城在英超作客再贏
史篤城史篤城。。 路透社路透社

■■柏歷堅奴柏歷堅奴

馬刺三連敗，西岸季後賽
席位難料。賽前在西岸排第7
的馬刺，在得州德比戰，作客
面對已取得季後賽資格的火
箭，以93：109落敗，一下子
跌落到西岸第10位，能否連續
20個球季晉身季後賽，就要看
這支上屆西岸亞軍的努力。
多位主將繼續養傷，馬刺

此前已經兩連敗，在西岸的爭
奪已被快艇、爵士及金塊追
近。今仗作客西岸榜首的火箭
更是難以招架，在占士夏登斬
獲28分之下，馬刺除了開局有
過2分領先之外，全場都是捱
打，最終被火箭輕鬆以109：
93擊敗。

這一戰除了是球隊連續第
3場敗仗，也令他們將季後賽
的位置讓出，他們雖然勝率與
爵士及金塊相同，但因西岸對
賽成績欠佳而跌出前8，排在
西岸第10。馬刺自1997年開
始，已連續19年打入季後賽，
是近年美洲最成功的運動團
隊。然而傷兵的困擾，令馬刺
成績自2月起大打折扣，他們
自 2月開始的成績是 3勝 11
負。而馬刺輸波之後，勇士就
成為了第2支取得季後賽席位
的西岸隊伍。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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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士夏登占士夏登（（左左））獨取獨取2828分分，，助火箭擊敗助火箭擊敗
馬刺馬刺。。 美聯社美聯社

印第安韋爾斯公開賽的女單
第三圈賽事，威廉絲姊妹上演久
違的內訌戰，最終姊姊雲露絲威
廉絲以直落兩盤6：3/6：4，擊敗
妹妹莎蓮娜晉級。
這是兩姊妹歷來的 29次對

碰，同時也是莎蓮娜產後的首次
對壘，雲露絲在比賽狀態因此佔
優，首盤僅用36分鐘就以6：3的
局數取勝。在第二盤雖然莎蓮娜
成功挽救了一次賽點，可是她仍
以4：6的局數再輸一盤，令雲露
絲連取兩盤晉級。

過去29次碰頭，取得第12次
勝利的姊姊雲露絲，賽後就謙
稱：“莎蓮娜正回來了。我只是
幸運地，因為我目前的比賽較她
多。莎蓮娜打得很好，這對於所
有人來說都是威脅，尤其見到她
這麼快就恢復了。”雲露絲下一
圈的對手，將會是拉脫維亞的莎
華絲杜娃。至於二號種子的禾絲
妮雅琪，就在另一場以6：4/2：
6/6：3的盤數，險勝白俄羅斯球
手莎絲諾域晉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姊妹內訌雲露絲晉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東方龍獅副會長鍾乃雄13

日首度向球會籃球和足球隊大派定心丸：“足球隊今年的成績

未如人意，希望仍然能名列前茅。足籃球都需長時間發展，希

望提高香港籃、足球的水準，拉近與國家隊或周邊國家球隊的

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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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獲“2019年男籃世界盃”主
辦權，香港東方體育會13日組

織記者團走訪佛山國際體育文化演
藝中心，該場館將與北京、武漢、
南京、蘇州、廣州、深圳、東莞等7
個城市的場館共同承辦2019年男籃
世界盃。
佛山國際體育文化演藝中心為內

地首個民營企業能興控股全資建
設，整體設計經營概念參考了代表
國際先進標準的美國洛杉磯斯台普
斯中心（NBA洛杉磯湖人隊和快艇
隊的主場）。這座已完成七成的
NBA級別體育文化演藝中心將於9
月竣工，年底啟用。

東方體育會副主席游永強也稱，
未來五年區內進入全面運作，每年
有一半以上時間舉行各種體育賽事
和大型演藝活動，預計每年吸引人
流接近240萬人次。
佛山國際體育文化演藝中心目前

已平頂，正進行內部工程，場館規
劃配置 15,000 個觀眾座席，56個
VIP包廂，超過2,300個停車位，日
後將是CBA佛山龍獅俱樂部球隊的
主場館。
至於13日晚作客佛山，在東南亞
職業籃球聯賽（ABL）再次與忠信
功夫交手的香港東方男籃，則以
76：87不敵，5日2負仍踞榜首。

佛山建場館
承辦2019男籃世盃

■■鍾乃雄鍾乃雄（（中中））與東方主帥蔡芳裕及足球隊行政經理司徒文俊合影與東方主帥蔡芳裕及足球隊行政經理司徒文俊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2018中國全國游泳冠軍賽暨亞
運會選拔賽13日在北京召開發佈
會，宣佈孫楊、徐嘉余、傅園慧、
劉湘等泳壇名將參加4月在山西太
原舉辦的全國游泳冠軍賽。
山西省體育局長趙曉春表示，

此次全國游泳冠軍賽將於4月13日
至18日在山西太原進行比拚，除孫
楊、徐嘉余、傅園慧、劉湘等游泳
名將屆時對各項目金牌發起衝擊
外，還特別設立少年組比賽。

“增加少兒組是我們根據中國
國家體育總局相關要求而做的競賽

改革，運動員只要達到參賽標準就
能參賽。在反興奮劑等同等條件
下，只要少年選手水平夠，都能入
選國家隊，代表中國參加雅加達亞
運會。”中國國家體育總局游泳中
心游泳部部長兼國家游泳隊領隊程
浩補充道。
當問到中國游泳隊隊長孫楊近

況，程浩表示目前孫楊仍在悉尼跟
隨外教丹尼斯訓練，與他溝通得知
訓練效果不錯。“孫楊在冠軍賽上
應該會表現出挺好的水平。”
里約奧運會後，因“私自代言

廣告、不服從國家隊安排”等違規
行為被調整出國家隊的寧澤濤雖在
去年全運會成功衛冕男子50米、
100米自由泳冠軍，但在此次中國
游泳協會公佈的全國游泳冠軍賽暨
亞運會選拔賽參賽名單中，依舊未
出現他的名字。有媒體問道是否寧
澤濤會以其他方式入選亞運會國家
隊名單時，程浩表示，本次冠軍賽
參賽名單已公佈，至於比賽選拔方
式將於賽前在中國游泳協會官網上
公佈。

■中新社

孫楊 徐嘉余將戰游泳冠軍賽

上年的“國泰航空/匯豐香港
國際七人欖球賽”，香港欖球總
會（欖總）錄得場內外球迷達
120,000人，創下歷史新高。今
年，欖總希望繼續這一熱潮，將
長達三周的“國泰航空/匯豐香港
國際七人欖球賽─玩轉利園！”
引進香港銅鑼灣鬧市。
上年同樣在銅鑼灣鬧市舉行

的“七欖FanWalk”取得不俗成
果，令場內外球迷人數達歷史新
高的120,000人。所以欖總希望今
年再接再厲，在與香港大球場只
是一步之遙的銅鑼灣注入強勁的
欖球嘉年華元素。

“國泰航空/匯豐香港國際七
人欖球賽——玩轉利園！”於本
月24日至下月8日舉行，為時3
星期。屆時，場內外欖球迷可如
去年般共同歡度4月6至8日在香
港大球場舉行的第43屆七人欖球
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七欖嘉年華 進駐銅鑼灣鬧市

■■香港欖總在銅鑼香港欖總在銅鑼
灣鬧市推廣七欖灣鬧市推廣七欖。。

■■孫楊正在悉尼跟隨外教丹尼斯訓練孫楊正在悉尼跟隨外教丹尼斯訓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雪芮養傷20個月後將復出
據世界羽聯官網消息，將於4月9

日至15日舉行的2018年中國陵水羽毛
球大師賽，中國羽毛球女隊領軍人物、
倫敦奧運會冠軍李雪芮確認報名參賽，
這是李雪芮自里約奧運會受傷退賽後，
時隔20個月重返國際賽場。2016年8月
18日，李雪芮在里約奧運羽毛球女單準
決賽中受傷遺憾退賽，賽後她被診斷為
左膝十字韌帶全部斷裂，半月板嚴重損
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克利伯環球賽船隊明抵青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通

訊員袁華強 山東報道）“2017－2018
克利伯環球帆船賽”參賽船隊預計於15
日起陸續抵達山東青島西海岸新區。這
是該項賽事與青島的第七次“約會”。
本賽季，代表中國青島出戰的“青島
號”目前在總積分榜上排名第2，極有
希望衝擊全賽程前3名。

2017/18克利伯環球帆船賽於去年
8月20日在英國利物浦起航出發，比賽
共包含8個賽段、13個賽程，自英國利
物浦起航後，至烏拉圭（南美洲）、南
非開普敦、澳洲，中國三亞、青島。從
青島起航後經太平洋赴美國西雅圖，在
巴拿馬運河中轉，自美國紐約經大西洋
返回英國利物浦，歷時約一年時間。

梅利料英室內賽復出
英國傳媒透露，兩屆奧運網球男單

金牌得主梅利，將在英國的兩個新室內
賽事中復出。梅利在去年的溫布頓之
後，今年在澳網再度因傷退出，而英國
網球協會早前公佈，將會在4月底及5
月中，於格拉斯哥及羅浮堡大學展開兩
個室內賽事，而梅利皆會參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短訊

兩 球 輕 取 史 篤 城

曼城英超續領放
曼城英超破80分。大

衛施華梅開二度之下，曼城
在作客史篤城的英超賽事，
以2：0擊敗對手，並且與
曼聯繼續保持16分距離，
餘下8場聯賽，曼城僅需再
贏3場就足夠稱王。

在周一凌晨的英超賽
事，曼城由狀況不俗的大
衛施華上下半場各入
一球，輕取聯賽
“尾二”的史篤
城。在聯賽已累積
81分，領先次席曼
聯16分，而之後的
3場比賽，曼城會對
白禮頓、愛華頓，之
後就是主場對曼聯，故此
有機會在這場聯賽取勝後封王。
守將甘賓尼就表示：“我想在曼徹斯特

的藍方，大家都知道這是一生人一次的機會
（擊敗曼聯稱王）。不過，我們之前還有比
賽，這都是很困難的，我們即管看吧，我肯
定這都不會是唾手可得的。”
至於領隊哥迪奧拿就指，擊敗曼聯稱王

並非曼城的動力，他們的目標只是要奪標。
“我們想要的是錦標，這現在於我們手上。
可能我們兩場之後就可能做到，不過相信

我，在對曼聯之前我們還有歐聯8強的比
賽，在這個時候，更重要的是 8強的比
賽。”

修咸頓炒柏歷堅奴
另外，聯賽已跌落第17位的修咸頓，

13日宣佈辭退領隊柏歷堅奴。修咸頓目前在
英超僅領先降班區的水晶宮及史篤城1分。
柏歷堅奴去年夏天加盟修咸頓，並與球隊簽
約3年，可是這支南部球會在近17場的英
超，僅得1勝，上周的聯賽，更以0：3不敵
紐卡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曼城在英超作客再贏曼城在英超作客再贏
史篤城史篤城。。 路透社路透社

■■柏歷堅奴柏歷堅奴

馬刺三連敗，西岸季後賽
席位難料。賽前在西岸排第7
的馬刺，在得州德比戰，作客
面對已取得季後賽資格的火
箭，以93：109落敗，一下子
跌落到西岸第10位，能否連續
20個球季晉身季後賽，就要看
這支上屆西岸亞軍的努力。
多位主將繼續養傷，馬刺

此前已經兩連敗，在西岸的爭
奪已被快艇、爵士及金塊追
近。今仗作客西岸榜首的火箭
更是難以招架，在占士夏登斬
獲28分之下，馬刺除了開局有
過2分領先之外，全場都是捱
打，最終被火箭輕鬆以109：
93擊敗。

這一戰除了是球隊連續第
3場敗仗，也令他們將季後賽
的位置讓出，他們雖然勝率與
爵士及金塊相同，但因西岸對
賽成績欠佳而跌出前8，排在
西岸第10。馬刺自1997年開
始，已連續19年打入季後賽，
是近年美洲最成功的運動團
隊。然而傷兵的困擾，令馬刺
成績自2月起大打折扣，他們
自 2月開始的成績是 3勝 11
負。而馬刺輸波之後，勇士就
成為了第2支取得季後賽席位
的西岸隊伍。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輸
得
州
德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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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
三
連
敗

■■占士夏登占士夏登（（左左））獨取獨取2828分分，，助火箭擊敗助火箭擊敗
馬刺馬刺。。 美聯社美聯社

印第安韋爾斯公開賽的女單
第三圈賽事，威廉絲姊妹上演久
違的內訌戰，最終姊姊雲露絲威
廉絲以直落兩盤6：3/6：4，擊敗
妹妹莎蓮娜晉級。
這是兩姊妹歷來的 29次對

碰，同時也是莎蓮娜產後的首次
對壘，雲露絲在比賽狀態因此佔
優，首盤僅用36分鐘就以6：3的
局數取勝。在第二盤雖然莎蓮娜
成功挽救了一次賽點，可是她仍
以4：6的局數再輸一盤，令雲露
絲連取兩盤晉級。

過去29次碰頭，取得第12次
勝利的姊姊雲露絲，賽後就謙
稱：“莎蓮娜正回來了。我只是
幸運地，因為我目前的比賽較她
多。莎蓮娜打得很好，這對於所
有人來說都是威脅，尤其見到她
這麼快就恢復了。”雲露絲下一
圈的對手，將會是拉脫維亞的莎
華絲杜娃。至於二號種子的禾絲
妮雅琪，就在另一場以6：4/2：
6/6：3的盤數，險勝白俄羅斯球
手莎絲諾域晉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姊妹內訌雲露絲晉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東方龍獅副會長鍾乃雄13

日首度向球會籃球和足球隊大派定心丸：“足球隊今年的成績

未如人意，希望仍然能名列前茅。足籃球都需長時間發展，希

望提高香港籃、足球的水準，拉近與國家隊或周邊國家球隊的

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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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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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香叉燒肉幹
叉燒肉，是有名的廣東小吃，加入大蒜腌漬，就成了蒜香味道的蒜香

叉燒肉。將豬裏脊切薄片，再放入腌料中，更加容易入味，將腌漬好的蒜

香味道的豬裏脊放入烤箱高溫烘烤，也更容易烤熟。時間稍微延長，使其

口感更接近肉幹，有嚼勁，有滋味，吃起來，更多了一份口感，令你忍不

住驚呼出聲！

用現成的叉燒醬來腌漬，做法相當的簡單，簡單三步成就如此美味

，即便你是零廚藝媽媽或者爸爸，同樣可以在孩子面前一展身手哦！

准備工作
第一步：處理豬肉，切厚薄均勻的薄片。

第二步：放入料汁中，腌漬24小時。

第三步：烤箱預熱，放入其中，烘烤30-40分鐘即可。

一碟蒜香叉燒肉，一杯自釀櫻桃酒，和懶劉倆人慵懶地躺在沙發上

看電視，有滋味地咬著肉幹，偶爾碰碰杯，是不是很享受啊？

做法
整條豬裏脊洗凈，擦幹水分；切10厘米左右的寬度；將背面的白

色筋膜剔除；片成薄片；叉燒醬兩勺；生抽4勺；白糖1勺半，攪拌均

勻，將醬汁倒入豬裏脊片中；大蒜切片；將蒜片放入豬裏脊中；蓋上

保鮮膜，放入冰箱冷藏腌漬24小時；烤箱預熱，220度；將豬肉片取出

，放在烤網上，烤30-40分鐘即可

烹飪小技巧
1、肉片酌情切合適的大小，薄片容易入味，更容易烤至微微焦

香，有嚼勁。2、不喜歡蒜香味，就省略蒜片，如果喜歡更濃郁蒜香

，可以切末，放入。3、肉片腌漬24小時，更容易入味。4、天氣熱，

一定要冰箱冷藏哦！5、烘烤的時間，可酌情而定，喜歡口感鮮嫩的

，可以縮短時間。

鮮橙銀鱈魚
原料 ：銀鱈魚400g 西蘭花 1小朵 姜 2g 蔥

2g 調料色拉油40g 食鹽4g 料酒15g 水澱粉10g 白

糖3g 白醋3g 橙汁20g

做法鮮橙銀鱈魚的做法銀鱈魚治凈，切段，用

鹽、姜片、蔥片、料酒碼入味。

平鍋上火，加少許油燒熱，放入碼好味的銀鱈

魚煎至兩面發黃，裝盤。西蘭花焯水後裝盤。

炒鍋上火，入濃縮橙汁，加少許鹽、糖、白醋

調味，用水澱粉勾芡，澆在魚上即可。

果汁煎肉脯
原料：猪肉400g 虾片15g 鸡蛋60g 蚕豆淀

粉20g 调料花生油40g 食盐2g 姜8g 香油1g 果汁

100g 黄酒5g 小葱7g

做法：果汁煎肉脯的做法将瘦肉片成3毫米的

片，用刀背将两面捶松，再切成长4厘米、宽3厘

米片；

将切好的肉脯加盐等腌制后，加入鸡蛋液拌匀

，再拌入干淀粉；

用中火烧热炒锅，下花生油烧至五成热，放入虾片，边炸边翻动，炸至膨胀发脆，到入笊篱沥去油；

将锅端离火口，逐块排入肉脯后，端回火上，边煎边加油，至金黄色发硬时，翻转肉脯，如此

法煎另一面；

然后加入油，烧至微沸，端离火口，炸浸约1分钟，倒入笊篱沥去油；

将锅端离火口，下入肉脯，再放回火上，开大火烹黄酒，加果汁，淋香油及花生油，炒匀上盘

以虾片镶边即成。

風味鮮魷魚
原料：魷魚500g 洋蔥100g 花生仁(50g 幹辣椒10g 小蔥20g

調料花生油300g 食鹽5g 味精3g 姜10g 蒜10g 料酒20g 生抽5g

米醋5g 蠔油25g

做法：魷魚治凈。洋蔥切成絲，用鹽、味精、生抽拌勻，納入

魷魚腹中。鍋置火上，放油燒至八成熱，放入魷魚炸至熟透後撈出

控油，掏出洋蔥絲，魷魚直刀切圈。花生仁人鍋中炸脆備用。

鍋中留底油，放入幹辣椒、小蔥段、姜蒜片爆香，再烹入料酒

、生抽，倒入魷魚圈、花生仁，加生抽、蠔油、味精、米醋翻炒均

勻，出鍋裝盤即可。

美南電視介紹

     【VOA】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星期五與美
國總統川普通話，一致認為朝鮮領導人金正
恩稱願意放棄核武器是國際社會施壓的成果
，並強調有必要繼續保持對朝鮮的最大壓力
。此外，兩位領導人還就安倍4月初訪問美
國，進一步協調兩國在朝鮮問題上的立場達
成一致。
 
安倍在跟川普總統
通話後對媒體表示
，朝鮮以無核化為
前提要求進行對話
，日本對此給予肯
定。但安倍同時也
指出：“朝鮮的無
核化必須是完全、
可驗證和不可逆的
，必須展示出具體
行動。”此外安倍
還透露說，川普總
統強調，美國今後
仍將繼續通過聯合
國安理會的決議與
軍事力量向朝鮮施
加壓力。
 
在另一方面，似乎

有跡象顯示日本對朝鮮棄核、以及川普與金
正恩會面持相對謹慎的態度。日本官房長官
菅義偉星期五稱： “重要的是看清今後朝
鮮的實際行動”。日本防相小野寺五典更稱
，朝鮮必須棄核，否則美朝首腦會面沒有意
義。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安倍通話  
強調繼續對朝施壓 

節目介紹：
《城市1對1》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境內外城市交流訪談節目。節目聚焦在城市生活
、文化、發展和管理等方面的熱點難點話題，通過衛星連線等手段，邀請與話題有關
的中外（含港澳台地區）城市代表與專家學者做客演播室，講述各自故事，展示彼此
差異，相互借鑒和分享經驗與教訓，探討問題的解決之道。欄目著力打造中外城市間
互相交流溝通的平台，為中國城市與國際接軌提供助力，為東西方文明融合架設橋梁
，樹立現代中國開放包容的形象。

播出時間：
周三晚間7時30分至8時30分，敬請準時收看。

《城市一對一》
促進中外城市交流溝通  打造東西方文明橋樑

▲ 節目內容。
▲ 節目內容。

      【VOA】美國勞工部星期五公布了最新
的就業和失業數據，展現出美國經濟狀態表
現良好。
 
今年2月美國新增31萬3千個就業崗位，這是
自從2015年10月以來的最大增幅。經濟學家
此前的預估為增加就業20萬。
 
2月的平均時薪增長幅度低於今年1月的0.3%
，增幅僅為0.1%。年度同比增幅從2.9%降至
2.6%。
 
今年2月的就業出現大幅增長，這為美聯儲董
事會本月在新任主席鮑威爾主持下舉行會議

時提高基準利率掃清了道路。
 
就業增長持續走強。對此前數月的數據進行
修正後的三個月的平均就業增長為每月24萬2
千。與此同時，政府本周公布的其它信息顯
示，首次申請失業人數仍然處於近50年來的
最低水平，表明解雇人數在下降，雇主們努
力在留住自己的雇員。
 
雖然對於個人來說，工作時薪的增長幅度下
降令人失望，但是對於華爾街來說，就業強
勁增長的同時，時薪卻只有溫和增加，這再
完美不過了。

 圖：美國就業市場強勁。

美國今年2月增加31萬3千就
業機會  美聯儲升息可期

圖：日本首相安倍。

精彩
節目介紹 KV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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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金
雞辭歲，玉犬迎春，德州東北同
鄉會2018 年春節聯歡晚會，於上
周五（3 月 9 日 ）晚六點，在
Lambo Ballroom 舉行，席開46 桌
，近五百人歡聚一堂，嘉賓雲集
。國會議員Al Green 由華人代表
譚秋晴陪同，抵達現場致賀，還
有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商務參贊
周振成也專程與會，並在大會上
致賀詞。

德州東北同鄉會會長張玉誠
首先代表理事會向來賓和老鄉們
致歡迎詞。也共祝德州東北同鄉
會28 歲的生日快樂，健康發展。
提到過去的一年，張會長提到十
九大的勝利召開，中美兩國元首
的友好互訪，及哈維颶風的洪水
無情，東北有愛。東北同鄉會立
即成立了災後緊急救助小組，幫
助受災的老鄉們盡快擺脫困境，
重建家園。同時，也與休斯頓國際區即刻成立了國際區救助中心，組織募款救災物資，幫助生活
在國際區不同族裔的受災家庭，體現華人無私奉獻的大愛。並在救災期間，與瀋陽九一八歷史博
物館，美南報業集團和休斯頓的幾十家社團共同舉辦了紀念＂九一八＂大型研討會和廣場快閃合
唱，大力弘揚了抗日戰爭孕育出的愛國主義的民族精神。並在主持人介紹各社團代表後，全體理
事登台演唱 「德州東北同鄉會」會歌 「永遠的榮光」 該歌由張朝陽先生作詞，東北同鄉會副會
長，著名作曲家吳曉萍作曲。

當天晚會節目隨即登場，由高勇，許涓涓，姜晗主持。當晚的節目頗具份量，為一時之選。
包括：包京鷹的女聲獨唱 「青春小鳥 」； 崔迪許暢的中阮獨奏 ，朱怡寧手鼓伴奏的 「絲路駝鈴

」； 王飛雪的女聲獨唱 「火辣辣的情歌」； 李文一、李洪林、李德明、及趙達寧等人的吉他、貝
斯、鍵盤、鼓手的 「黃金組合」，表演金曲聯唱。朱冬梅的女聲獨唱 「蘆花」、楊萬青的電子手
風琴獨奏 「多瑙河之夜」； 劉山川、孫琪演唱現代京劇 「智鬥 」 ----- 等都是一級的精彩演
出，最後由全體理事大合唱 「同一首歌」。

在節目的演出段落間，也安排抽獎及拍賣等節目，其中尤以豐建偉醫生的高價紅酒，和蔣瑞
的一幅油畫，拍出三千元，由 「騰龍教育學院」 的俞曉春董事長購得，是當晚的高潮。

當晚的場地 「LAM BO Ballroom 」 首次在華人社團活動中亮相，其豪華、寬敞、氣派及舞台
的廣濶、實用，給所有與會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德州東北同鄉會春節聯歡晚會
上周五晚盛大舉行上周五晚盛大舉行，，嘉賓雲集嘉賓雲集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 汝楨藝苑
• 言雪芬戲曲之家，為了推廣粵劇曲藝
，為社區服務，敬老樂群。於上周六舉行
今年首場敬老演出。從當天下午二時至五
時半，百餘長者歡聚中國人活動中心大禮
堂，他們或搖頭晃腦，隨著台下的音韻沈
浸其中，或目不轉睛的盯著台上的演唱者
，沈浸在熟悉的折子戲裡。演出從 「藝
苑擊樂組 」 演奏廣東音樂開場，上半場
演出由陳月媚、鄒麗芬演唱折子戲 「鶯
鶯與紅娘之遞柬 」，陳康妮、談順潔演
出 「蘇三贈別」，以及朱沛豪、梁鳳玲演
唱 「還琴記 」，經中場休息後，下半場

演出了昌豪光
與昌美蓮合唱
之 「紅菱巧破
無頭案之對花
鞋」，葉婉珍
、昌美蓮演唱
「林冲之柳亭

餞別 」，以及壓軸的由言雪芬、葉婉珍
演唱的 「跨鳳乘龍之華山初會」，好戲
連台，令觀眾大呼過癮，不捨離去。

「汝楨藝苑---- 言雪芬戲曲之家
」成立於2006 年2 月 8 日。 「藝苑」 為
一非牟利業餘團體，不涉及任何政治、宗

教團體，以聯絡志同道合人士為宗，研習
粵劇曲藝為旨。該會以推廣傳統廣東粵劇
曲藝為主，讓各界人士認識和欣賞中國傳
統藝術，將容汝楨一生熱愛粵樂曲藝的遺
志發揚光大。並為社區服務，敬老樂群。

各位護法信徒吉祥：
3 月 17 日星期六，（農曆

二月初一日）是佛光山開山宗
長星雲大師出家的日子，定為
佛光山信徒香會，佛光山全球
道埸為了厭祝這個日子也同步

舉辦信徒香會，中美寺誠意邀
請各位護法信徒回來，與星雲
大師接心及得到加持興祝福，
祝願大家福慧增長，身心自在
、諸事圓滿、忠義傳家。

佛光山信徒香會
本周六上午十時半舉行

圖為圖為 「「 德州東北同鄉會德州東北同鄉會」」 會長張玉誠會長張玉誠（（ 後排左二後排左二 ）） 與當晚出席的貴賓桌貴賓與當晚出席的貴賓桌貴賓
合影合影。（。（ 前排中前排中 ）） 為領館商務參贊周振成為領館商務參贊周振成。（。（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汝楨藝苑汝楨藝苑---- 言雪芬戲曲之家敬老演唱會上言雪芬戲曲之家敬老演唱會上，，鄒麗芬鄒麗芬（（ 左左 ）、）、陳陳
月媚月媚（（ 右右 ）） 演唱畢與言雪芬老師演唱畢與言雪芬老師（（ 中中 ）） 共同接受獻花後合影共同接受獻花後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德州東北同鄉會德州東北同鄉會」」 春節聯歡晚會上的拍賣現場春節聯歡晚會上的拍賣現場，，吳因潮先生吳因潮先生（（ 中中
））以高價買下名畫家張要武老師以高價買下名畫家張要武老師（（ 左二左二 ））的畫作的畫作。。旁為主持人許涓涓旁為主持人許涓涓（（
左一左一 ），），高勇高勇（（ 右二右二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汝楨藝苑汝楨藝苑 •• 言雪芬戲曲之家言雪芬戲曲之家
上周六敬老演出上周六敬老演出，，全場滿座全場滿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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