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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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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行                         糖城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508 Highway 6 South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713-771-9700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李察遜分行                        布蘭諾分行                 奧斯汀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1131 N. Jupiter Rd.              2304 Coit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600                      Suite A100
TX 75080                            TX 75081                            Plano, TX 75075          Austin, TX 78753  
972-246-1277                     972-301-5988                     972-673-0188              512-834-8866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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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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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鑫生  老師
華裔旅美著名油畫家
知名藝術家及美術教育家
創立中美藝術家協會
創立王鑫生國際藝術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的藝術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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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博物館展出大批木乃伊文物美國博物館展出大批木乃伊文物 現場進行掃描現場進行掃描

美國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展出壹批來自古埃及和秘魯的木乃伊及美國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展出壹批來自古埃及和秘魯的木乃伊及
附屬文物附屬文物。。圖為壹具精美的木乃伊棺槨圖為壹具精美的木乃伊棺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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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格勒諾布爾法國格勒諾布爾，，歐洲同步輻射中心展出發現於德國南部的侏羅紀歐洲同步輻射中心展出發現於德國南部的侏羅紀
索倫霍芬石灰巖的石印始祖鳥化石索倫霍芬石灰巖的石印始祖鳥化石。。

塞內加爾粉紅玫瑰湖滿滿塞內加爾粉紅玫瑰湖滿滿““少女心少女心””

在西非塞內加爾達喀爾，瑞特巴湖因粉紅色的湖水被當地說法語的人稱為“玫瑰湖”。湖裏的杜氏鹽藻將
水變成了粉紅色。湖中部分區域鹽含量高達40％，當地人乘船挖鹽，在岸邊出售，並且出口到整個地區。他們
必須用乳木果油來保護自己的皮膚免受鹹水侵蝕，以防止組織受損。 近日，阿聯酋航空員工Paul-Vlad Epure
用48小時探索該地區，並用他的無人機拍攝了這個特別的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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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實名隱患眾多
時間技能共享平臺亟待監管

當共享經濟的大潮席卷各行業時，

共享雨傘、共享睡眠艙、共享馬紮等壹

陣風之後便快速雕零，還有壹些時間技

能共享平臺，則遊走在法律和道德的邊

緣。幾年過去了，這些屢被曝光，亟待

監管的時間技能共享平臺近況如何？記

者對此進行了壹番走訪調查。專家表

示，對服務的項目進行規範，對參與服

務的人進行實名認證，這些都是時間技

能共享平臺不容推卸的責任。

註冊竟然無須實名
租個人陪打遊戲看電影？這是眾

多時間技能共享平臺聲稱提供的平臺

服務。這些平臺聲稱只要是顏值高、

身懷絕技或好玩的人都能來這裏共享

自己的時間，出租或購買別人提供的

技能和知識。記者打開數款APP發現，

提供服務的註冊用戶男女參半，提供

的服務內容從逛街、代駕到做飯、電

競指導、情感咨詢都有，價格方面多

在50元/小時到300元/小時的區間內，

也有不少男士僅標價1元/小時。

盡管這些服務均需線下見面，但

記者在選擇壹款目前日活躍度上千的

APP註冊時發現，用戶只需填入手機

號即可註冊，照片、性別、年齡、身

高、職業等個人資料可以隨時編輯更

改。在隨意填寫信息後，記者便成功

地發布了壹條以“烹飪、電競指導”

來出租自己的服務內容。壹段時間後，

記者再次登錄平臺，卻發現有不少男

性用戶發來具有強烈暗示意味的信息，

甚至直接詢問有無特殊服務。

值得註意的是，記者在數個平臺

看到，其搜索選項壹欄有“00”後”

的標簽，篩選出來提供各項服務的人

群均為未成年人。“我在上高二，也

就周末白天有空，晚上出不來，找我

逛街看電影都行。”來自廣東茂名的

曉麗（化名）表示，自己的定價為10

元/小時，“我之前已成功接了4單，

都是和網友見面逛街。”

部分共享平臺安全隱患多
盡管不少平臺涉及未成年人註冊

使用，但不少平臺的首頁界面，主推

的多是些穿著暴露、濃妝艷抹的女性，

甚至有“秘密花園”等板塊需要付費才

能打開。在壹款時間技能共享平臺的

APP上，記者註冊完即看到應用彈出

“發布私密照片可以增加收入”的提

示框，點進去發現系統以紅字顯示

“租友查看妳的私密空間是要給妳發

紅包的喲”的提示語，吸引新用戶拍

攝私密照片。

雖然時間技能共享平臺中的服務

多為商業演出、代駕等正規服務，但

早在前兩年，也因涉黃問題屢被曝光

點名。記者使用了多個APP平臺後發

現，這些非法交易仍存在，只是以付

費、轉移平臺溝通等方式試圖躲避公

開監管。“時間技能共享平臺的實名

制本就不健全，出租方發布私人照片

等安全風險很大。”壹名業內人士表

示，在線下見面中，平臺用戶的真實

目的、行為有無危險等都無從確定，

可能對用戶特別是對未成年人的傷害

無法預料。

值得註意的是，蘋果公司對App

Store中的應用審核標準壹向嚴格，但

記者搜索應用商店時仍發現，名稱中

直接以“租人”、“租我”為關鍵詞

出現的應用程序仍有近十個，而另壹

些軟件則以“共享時間”、“分享技

能和共同興趣”等內容提供與“租人”

APP大同小異的服務內容。此外，

“共享女（男）友”為關鍵詞在應用

商店搜索時，彈出來的搜索結果正是

上面涉及的時間技能共享平臺。

共享護士該如何監管？
事實上，打著“共享”擦邊球，暗

含不少隱患的時間技能共享平臺甚至延

伸到了醫療領域。記者註意到，近日有

數十個以“共享醫護”、“共享護士”

為名的APP活躍在各應用平臺商城。這

些平臺或專門以醫療服務為主，或包含

上門醫護直約服務，用戶只需通過手機

驗證碼登錄APP完善簡單個人信息後即

可下單預約上門服務。

雖然不少平臺要求用戶必須上傳

由二級以上醫院醫生開具的處方、執行

單方可預約，但記者發現，壹款名為

“歡孝”的APP所提供的“靜脈輸液”

服務並不需要用戶的就醫證明就可下

單。平臺僅表示不提供需要皮試的抗生

素類藥物服務，而對上門護士的資質情

況、是否有應急措施或免費投保等信息

只字未提。海澱區醫護從業人員唐女士

告訴記者，靜脈輸液本身風險較大，即

使不是抗生素類藥物，倘若出現空氣栓

塞、細菌汙染等情況，護士和用戶在家

都很難應急搶救處理。

“同時間技能共享平臺類似，如

果‘共享醫療’、‘上門護士’等平

臺對自身提供的信息在管理、監督和

懲罰措施完全缺位，那這壹模式將具

有很大的風險，並對正常用戶造成無

法預估的傷害和損失。”壹名業內人

士指出，盡管共享經濟的本質是要讓

閑置的資源去創造價值，但共享產品

也應有底線，“更何況，此類APP提

供的護士大多為兼職，但卻打著某某

醫院專科護士的名號，如果發生安全

糾紛，對正規醫院的自身管理也是壹

種幹擾。”

灰色地帶亟待規範
“時間技能共享平臺本質上肯定

不能算共享經濟，而是出租服務。” 中

關村信息消費聯盟理事長項立剛表示，

時間技能共享平臺如果能提供規範性

的針對服務，也是有價值的，但這些

服務必須是在法律和道德允許的管理

範圍內，“試圖打擦邊球的灰色地帶

肯定需要管理規範。”

然而，針對實名制問題和時間技

能共享平臺可能涉及的安全風險，

“租我麽”APP平臺工作人員回應稱，

用戶註冊時簽署的《用戶使用和隱私

協議》已有相關說明。記者了解到，

該協議實際上為壹份免責聲明，其中

聲明提到：用戶若利用平臺渠道進行

非法交易行為，平臺不對此用戶行為

承擔任何責任；平臺無法且不會對用

戶行為而導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

責任。而上文提及的“歡孝”APP也

明確表示：“用戶明確並同意其使用

本站網絡服務所存在的風險將完全由

本人承擔；因其使用本站網絡服務而

產生的壹切後果也由其本人承擔，本

站對此不承擔任何責任。”

“平臺作為服務提供方，對用戶

可能產生的損失當然有賠償的義務。”項

立剛表示，對服務的項目進行規範，對

參與服務的人進行實名認證，這些都是

平臺不容推卸的責任。而我國《消費者

權益保護法》第四十四條也明確規定：

“消費者通過網絡交易平臺購買商品或

者接受服務，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

可以向銷售者或者服務者要求賠償。網

絡交易平臺提供者不能提供銷售者或者

服務者的真實名稱、地址和有效聯系方

式的，消費者也可以向網絡交易平臺提

供者要求賠償。”

綜合報導 第三屆“中國

日”活動在柏林舉行。本次活

動由德國中國商會、德國工業

聯合會（BDI）及德國工商大

會（DIHK）共同舉辦。

德國中國商會新任主席，

寶鋼歐洲有限公司總經理饒玉

勇在致辭中闡述了商會自成立

以來為中資企業在德發展所作

的多方面努力，並表示商會將

在2018年繼續加強與德方政經

界的合作，維護在德中資企業

利益。

中國駐德使館經商處公參

王衛東對德國中國商會及在座

中德經濟界代表對促進兩國經

貿合作所作貢獻表示感謝，並

表示中國連續兩年成為德國最

大貿易夥伴的亮眼成績來之不

易，應倍加珍惜。

第壹個圓桌討論圍繞熱門

話題“電動汽車”展開。蔚來

汽車、寧德時代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德國汽車工業協會、

大眾汽車、德國電信國際咨詢

公司五家中德知名企業、機構

代表參加了討論。

針對中德兩國間的電動車自由貿易這壹熱議

問題，蔚來汽車德國總經理張暉與德國汽車工業

協會（VDA）經濟與氣候保護政策負責人馬丁·

科爾斯博士（Dr.Martin Koers）展開了激烈討論

，雙方均提出有力論據闡述自身觀點，辯論精彩

之處更博得臺下聽眾陣陣掌聲。

在第二環節，海能達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裁科靈爾（Bernhard Klinger）在分享環節表示，

海能達並未因為與中資企業的合作損失資金和工

作崗位，相反，六年的合作促進了公司的科研進

步和長遠發展，同時，也為海能達拓展了巨大的

海外市場。然而合作的成功卻沒有得到德國媒體

的公正報道。科靈爾希望德國政府以經濟發展結

果客觀評價中德企業合作。

緊接著，在德國致同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羅伯

特·賓得（Robert Binder）的主持下，康得新歐洲復

合材料研發中心、華為技術德國有限公司加入到第

二個圓桌討論，就“中國在德投資——2018年的機

遇與挑戰”這壹話題展開了深入的交流。

對話嘉賓表示，多元化合作模式、透明化合

作流程、開誠布公的討論才能消除偏見，增進中

德雙方彼此間信任，從而促進中德兩國經濟健康

發展。

據介紹，“中國日”活動已連續舉辦三年，

正成為壹個持續性的溝通、交流平臺。德國中國

商會表示，今後將繼續舉辦此類活動，為中德雙

方增進交流、增強互信提供更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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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分之二冤

位于美国密苏里州的银元城主题公园。该过山车

共消耗了 45万板英尺的木料，是第一座以双桶滚和 3

个倒置点为特色的木质过山车。在所有木质的过山车

中，这些设计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座有 16层楼高，

倾斜角度达到 81度，即几乎垂直的过山车。

蝙蝠侠过山车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已有超过

2800万的游客到此体验过。这里最受欢迎的便是倒置

的过山车设计，2013年蝠侠过山车增加了急转弯、垂

直循环、零重力翻滚和螺旋转弯等项目，所有这些都

是倒行的。“没有什么比从十楼高度俯冲而下，眼睛却

看着相反方向更刺激的了，”

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 Vialand主题公园。这座瑞士

制造的过山车能以每小时 110公里的速度飞驰。最令人印

象深刻的是，这一加速过程只需要 3秒钟。在今年 4月 23

日新开的 Vialand主题公园中，还有金刚村和其他 50个景

点。

看门人过山车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杉点乐园。这个耗

资 2600万美元建起来的钢铁结构号称具有世界上最高的

转弯点（52米）。看门人过山车还保持着最高的俯冲降幅和

最长过山车轨道的世界纪录。它也是杉点乐园中第 16座过

山车，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过山车之都。

全球最刺激的过山车

責任編輯：X X

科技讯息 为什么吃黑巧克力对身体有益？

渊三分之二冤

我们要多谢肠道内的微生物，正是它们使得黑巧克力对我们的

健康更有益处。一项新的研究指出，我们肠道内的益生菌能够利

用可可粉中含有的抗氧化物质和纤维素进行发酵。

在我们肠道深处，微生物能够通过发酵作用产生抗炎症的化合

物，这些物质为人们带来了诸多好处，而预防心血管疾病就是其

中之一。与之相关的研究数据与上周在达拉斯举办的美国化学

会年会上被公开。而其他的研究则介绍了可可粉带来的其他好

处———包括提高血管功能、提高胰岛素敏感度———可能是如何

关联的，这些好处甚至对健康人群和年轻人都有所裨益。

之前的研究曾表明可可粉能够经由发酵作用产生许多有益的化

合物。根据 2012年的一篇研究综述引述 20个独立研究的结果

表明，每日摄入黑巧克力的人群血压平均降低 2-3个百分点。而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食品科学专业的教授约翰·芬利（John

Finley）则设计了实验来观测，到底这个发酵过程产生了什么。

为了追踪可可粉的消化过程，约翰·芬利在实验室建立了一个

“肠道”模型。（读到这里的你最好还是暂时把手里的巧克力放

下。）“这是个相当恶心的过程。”芬利道歉说。

实验的第一步是模拟人体的上部消化道。为了模拟早期消化过

程，纯可可粉被与一系列与消化液近似的酶溶液混合物进行孵

育。“剩下的部分就是不能消化的物质”，芬利解释说。这些无法

被消化的部分被用来“饲喂”肠道内的微生物———问题来了，这

些微生物要哪里去找呢？

芬利教授的课题组为此找到了一些志愿者，其中的九名学生被

要求贡献出他们的……粪便。这些粪便被混合在一起作为肠道

内微生物类群的代表。而之前消化的残渣则被掺入其中进行发

酵。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在模仿人体肠道内的消化过程。最终这些

微生物利用残渣中的黄酮醇类化合物，包括儿茶素和表儿茶素，

发酵生成了更小分子且易被血液吸收的小化合物。

葡萄牙健康科技高等学校心肺功能专业的教授特尔莫·佩雷拉

（Telmo Pereira）认为，这一结果无论在生物学和化学的角度来

看都很合理且有趣。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在人体里重复这一过

程，观察是否有类似的结果。

格蕾丝·法哈特（Grace Farhat），爱丁堡玛格丽特女王大学营养

与生物科学专业的一名研究人员指出，我们不能确定每个人肠

道微生物发酵可可粉的过程是相同的。“不同个体间肠道菌群差

异很大，这意味着某些个体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受益更多。”

不过，芬利教授的这些新研究成果也许能够帮助解释为什么黑

巧克力改善心血管功能的作用具有普遍性。另外的研究表明这

一益处甚至体现在年青人及健康人群中。

佩雷拉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每日食用 8克 70%纯黑巧克力的年轻

人群（平均年龄为 20岁）相对于没有这一习惯的对照组，心血管

功能“显著提高”。他们的动脉血流量比对照组大约高 14-23个

百分点。这一今年早些时候发表在《心血管系统》杂志上的研究

结果可以为更大规模人群的健康效应提供很多参考。“如果每天

摄入适量黑巧克力有助于降低心脏病的患病风险，那么这一方

法显然有助于降低医疗开支。”法哈特这样评价。

可可粉同时也被证明可以提高胰岛素敏感度，佩雷拉指出，这可

能是由于可可粉中的抗氧化物———多酚类化合物的的作用。今

年年初发表在“内分泌学摘要”杂志上的文章显示巧克力中所含

有的多酚会提高胰岛素敏感度，即使对于未患糖尿病的人群也

是如此。实验的参与者分为两组，分别食用 20克富含多酚的黑

巧克力或几乎不含多酚的黑巧克力。一个月后，食用富含多酚黑

巧克力的人群具有较高的胰岛素敏感度。而负责这项研究的格

蕾丝·法哈特则认为，“这意味着食用黑巧克力也许能够预防糖

尿病。”

当然，佩雷拉强调“巧克力不应作为药物的替代品”。他表示食用

巧克力对于那些可能会面临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又并未患病的

群体最为有益。“如果你的心血管功能受损严重，巧克力也不会

给你带来多大好处。”同时，那些十分健康的人群也许从黑巧克

力上得到的好处也不会太多。然而佩雷拉和芬利都建议人们将

黑巧克力作为一种预防疾病的营养补充———或者预防性的小

吃。

不是所有的巧克力都一样。黑巧克力之所以具有诸多好处，在于

它比起牛奶巧克力来说具有相对较低的含糖量和脂肪量。佩雷

拉认为“可可粉含量越高的巧克力越有益”，但是还没有人知道

理想的用量。他也同时认为，即使是对于纯可可粉，也应当“适量

摄取也避免体重增长”。

芬利和他的实验小组对纯可可粉在肠道内的发酵过程进行了研

究。结果显示不同生产方式得到的可可粉产生了轻微的区别。他

们选用了三种可可粉，分别分类为：轻微处理、适度处理和“粗

暴”处理三组，最终结果表明经过温和处理生产的可可粉能够产

生最多的有益化合物。法哈特则指出，由于生产过程的区别，有

些品牌的黑巧克力，多酚类的化合物的含量会相对较少。

高含量的多酚类化合物对于肠道本身也是有益的。“食用可可粉

能够刺激肠道内有益菌群的繁殖”，芬利表示。这些菌落能够降

解可可粉中无法被消化的纤维，生成能够被吸收和利用的短链

脂肪酸，比如乙酸、丙酸和丁酸。“至少我现在已经开始向自己的

燕麦粥里加入可可粉了”，芬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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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子威任子威（（1616號號））在男子在男子500500米比米比
賽摘銀賽摘銀。。 路透社路透社

全英羽毛球公開賽當地時間18
日在伯明翰結束，中國隊選手石宇
奇在男單決賽中以2：1擊敗曾6次
奪冠的林丹，首次贏得冠軍。

22歲的石宇奇也成為10年來第
四位贏得全英公開賽男單冠軍的球
員，自2009年以來，這個項目的冠
軍此前被三人包攬：林丹、李宗偉
和諶龍。

當日男單決賽，首局石宇奇以
21：19險勝，第二局林丹以21：16
扳回一局。決勝局中林丹體力下

降，石宇奇很快以21：9獲勝，結
束了這場長達74分鐘的爭奪。

石宇奇賽後說：“能夠成為現
役球員中第四個奪冠的選手，尤其
擊敗像林丹這樣的傳奇球員奪冠，
我感到非常自豪。”

林丹也表示：“今年我35歲
了，每次出現在賽場上，我都希望
刷新自己的紀錄，拿了冠軍當然
好，但作為一個35歲老將，能夠征
戰決賽，我也很肯定自己的表
現。”

他還說：“如果一切正常，我
很期待能夠參加2019年的全英公開
賽。”

中國隊在混雙比賽中收穫一個
亞軍。鄭思維／黃雅瓊以21：15、
20：22及16：21不敵日本組合渡邊
勇大／東野有紗無緣冠軍。

其他三個項目，中華台北選手
戴資穎以22：20和21：13擊敗日本
的山口茜女單封后。丹麥組合尤爾
／佩蒂森擊敗日本的福島由紀／廣
田彩花奪女雙冠軍。印尼的吉迪恩
／桑加亞擊敗丹麥選手鮑伊／默根
森，蟬聯男雙冠軍。 ■新華社

短道速滑世錦賽當地時間18日
在加拿大蒙特利爾收官，平昌冬奧會
女子1500米銀牌得主李靳宇當天分
別在女子1,000米和女子全能兩個項
目收穫銅牌，中國隊以1銀3銅的戰
績結束本次世錦賽之旅。

本屆世錦賽，中國冬奧名將武大
靖、周洋、范可新、韓雨桐等缺席，
隊伍主要以鍛煉年輕隊員為主。在本
屆賽事中，任子威在男子500米比賽
中為中國隊奪得一枚銀牌，而平昌冬
奧會中國女隊最大的驚喜李靳宇則獲
得女子1,000米和女子全能項目的銅
牌。另外，曲春雨在女子500米比賽
中獲得一枚寶貴的獎牌。

至此，2018年短道速滑世錦賽
落幕。韓國隊以7金1銀4銅傲居獎
牌榜榜首，加拿大隊以3金1銀1銅
位居次席，中國隊以1銀3銅名列第
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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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建文唐建文（（左一左一））與佐迪與佐迪（（右二右二））雙雙雙雙
入選港足入選港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港足公佈亞外賽名單
唐建文入選石宇奇擊敗林丹首奪全英賽冠軍

■■石宇奇獲勝的一刻激石宇奇獲勝的一刻激
情慶祝情慶祝。。 路透社路透社

■■現年現年3535歲的林丹歲的林丹
飛身救球飛身救球。。 路透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
足球總會19日公佈下周二作客朝鮮出戰
亞洲盃外圍賽的香港代表隊名單，傑志
33歲老將唐建文與隊友佐迪雙雙入選。
對此，唐建文感到無比榮幸：“能夠入選
港隊，是亞冠盃之後又一挑戰。希望屆時
能助港隊爭得出線席位。”

而暫代金判坤出任主帥一職的“廖
Sir”廖俊輝則表示，這次港隊的形勢與
當年世盃外圍賽對陣國家隊時相似，那
時港隊被一致看低的情況取勝，希望
“港隊再創歷史，繼5·19之後再締3·
27奇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蟬聯女子桌球世界冠軍的吳
安儀19日午凱旋，原來她桌球
了得，下廚做蛋糕也有一手。

原來她每次取得好成績載譽
返港後都會親手製作小蛋糕答謝
要感謝的人。包括爸爸吳任水、
教練黃德華、基夫斯。

19日吳安儀的爸爸吳任水

親自赴機場迎接愛女。他大說安
儀球技進步，讓他大感意外。他
說，他透過網絡直播觀看愛女比
賽。

“水哥”坦言安儀的防守明
顯進步了，這個是常跟男球手比
賽磨練出來的，因為與男球手比
賽時難有進攻機會，故唯有主守
以減少對手得分機會。

上月登上女子桌球世界“一姐”寶座，現又成功
衛冕世錦賽后冠，那麼下一個目標是什麼呢？

“未來目標？我4月會出戰男子桌球世錦賽外圍賽，
盡量享受，希望不會像以前般騰雞。”安儀不假思索
地說，“另外，技術方面也要提升，比如得分能
力！”

回顧今次衛冕之路，由首圈至決賽都是以不失一
局、向對手派蛋的姿態勝出。對此，吳安儀坦言確感
意外：“對衛冕沒有抱太大期望，所以反而減少了心
理包袱。尤其是首場對陣宿敵珍斯，抱着曾是其手下
敗將的心態，反而表現得輕鬆穩健。”

難以比肩前一姐伊雲絲
“其後的比賽都是在沒有壓力下上陣，令比賽發

揮得得心應手。以往出Q動作起伏很大，今年一場比
一場穩定，另外情緒控制也比以往優秀。”她繼續
說，“決賽前教練禁用手提電話避免煩擾。但在4：0
領先卡達蘭露、進入休息時段時，衛冕的壓力開始湧
現，幸得到教練的及時提點及安慰，讓情緒很快平復
下來。這是一次寶貴的經驗，可在以後比賽大派用
場。”

前“一姐”伊雲絲曾11次奪世錦賽冠軍，能否
像她一樣壟斷女子桌球壇？吳安儀直言：“未敢想，
尚有距離，而且伊雲斯在取分、救波和選擇球路方面
都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

教練黃德華也認為，吳安儀要像伊雲絲般奪十多
屆世界冠軍確有難度，因為目前參賽球手的水準比當
年有很大的提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三奪女子桌球世界錦標賽冠軍的

香港“四眼Cue后”吳安儀，19日聯

同隊友、教練凱旋，爸爸吳任水也

親自赴機場迎接。

吳爸爸大讚愛女進步神速

■■吳安儀再次攜世界冠軍獎盃返港吳安儀再次攜世界冠軍獎盃返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爸爸吳任水爸爸吳任水（（右二右二））1919日到機場迎接愛女日到機場迎接愛女。。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安儀安儀（（右三右三））與港隊隊友與港隊隊友、、教練合影教練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蟬聯世界冠軍 學會享受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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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佛教會將於德州佛教會將於33月月3131日及日及44 月月11日兩天日兩天
在玉佛寺舉行兩日祈福發願觀音法會在玉佛寺舉行兩日祈福發願觀音法會

（ 本報記者秦鴻鈞） 德州佛教會為慶祝觀世音菩薩聖誕，將於
2018 年3 月31 日（ 星期六 ）及4 月 1 日（ 星期日） 在玉佛寺舉行兩
日祈福發願觀音法會。

四月一日（ 星期日） 法會中，將恭請融通法師開示： 「 福慧自在
」 。謹以法會功德，回向祝禱護法信眾吉祥如意、福慧增長、消災免難
； 並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世界和平！

其活動時間表為：3 月 31 日（ 星期六） 上午九時半至下午四時，
在觀音殿禮拜 「 慈悲三昧水懺 」 。4 月 1 日（ 星期日 ） 上午十時至十
二時，在大雄寶殿舉行，為法師開示、恭誦＜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稱
念聖號、佛前大供、回向。當天下午一時半至三時，在觀音殿 「 觀音普
佛」 。

（ 又訊 ） 德州佛教會為倡導報恩孝親的善良風氣，謹訂於四月八
日，在 「 菩提中心 」 舉辦孝親報恩清明法會。信眾可為往生親友登記
超薦牌位，法會中將誦經念佛，迴向眾姓門中歷代先人往生淨土，早成
佛道。

報恩法會於當天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半舉行。報恩法會圓滿後，他們
將念佛經行至＂鹿野苑＂為阿育王石柱剪綵，法師並將為所有信眾祈福
，虔祝人人平安，身心自在，吉祥如意。中午十二時午齋結緣後，下午
一時，在菩提中心結隊巡山或自由參觀，下午二時半，活動圓滿結束。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黃金廣場黃金廣場」」 原原 「「小瀋陽小瀋陽」」 舊址的舊址的，，餐館餐館 「「津津有味津津有味」」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美國德州佛教會玉佛寺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INC.

JADE BUDDHA TEMPLE
6969 West Branch Drive, Houston, TX  77072

(：281-498-1616　　:：www.JadeBuddha.org

2018 觀音聖誕法會

觀音聖誕法會活動時間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9:30am ~ 4:00pm 禮拜「慈悲三昧水懺」 觀音殿

四月ㄧ日

（星期日）

10:00am ~ 12:00pm

（上午）

法師開示

恭誦《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稱念聖號、佛前大供、回向

大雄寶殿

1:30pm ~ 3:00pm

（下午）
觀音普佛 觀音殿

註: 兩日法會皆敬備午齋結緣。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　謹啟

欣逢觀世音菩薩聖誕，本會謹訂

於二Ο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

六）及四日一日（星期日)，在玉佛

寺舉行兩日祈福發願觀音法會，以慶

祝觀世音菩薩聖誕。

四月一日（星期日)法會中，將恭請

融通法師開示：「福慧自在」。 謹以法

會功德，回向祝禱護法信眾吉祥如意、

福慧增長、消災免難；並祈求風調雨

順、國泰民安、世界和平！

（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 「黃金廣場」 的
「津津有味」 （ 原 「小瀋陽」 舊址）開出滿堂

彩，週一中午，全店客滿，因為中國城再也找不出
第二家，像他們這麼 「平價」 ，平均六塊錢一道
菜，道道菜都是 「極品」，吃的大夥人仰馬翻，
意猶未盡。景況更勝當年 「小瀋陽 」 時代。

「津津有味」 的菜色強調純正、美味、健康
，該店東主劉汝成先生在廚房親自掌舵，嚴格控制
師傅們每一道出爐的菜，因此 「津津有味」 端出
來的每道菜亦如其名，無論是小炒或麵食，總會令
人驚艷不已，而大塊朵頤。

「津津有味」 的特色招牌菜包括： 特色烤
魚、八珍豆腐、黑蒜子牛肉粒、冰糖肘子、麻婆茄
子龍、麻辣香鍋、尖椒肥腸、乾扁尤魚絲、鹹蛋黃
焗南瓜- ---- 道道菜無論賣相和滋味皆可圈可點
，令人吃來齒頰留香。而且他們極懂食材與調味，
火候的奇妙組合，更相得益彰。如 「鹹蛋黃焗南
瓜」，南瓜是糖尿病患者之寶，一般人只知蒸煮，
而它們配以鹹蛋黃去焗，果然大受各界歡迎，無論
口感或食物的營養都是一流！還有尖椒肥腸更是該
店的 「特色 」 之一，因為這些肥腸都是經過高壓

洗滌，不留一絲肥油，再

加上尖椒的搭配，更加鮮香可口。
「津津有味」的劉老闆，從過去在Katy 開設

「Cafe Asia 」 的經驗，視顧客如親人，為了慶祝
在中國城黃金廣場新張，特舉辦新開業酬賓，凡顧
客消費滿三十元者，送鹵鳳爪壹份； 凡消費滿四
十元者，送皮凍壹份； 凡消費滿五十元者，送孜
然雞架或肝尖壹份；凡消費滿六十元者，送鹹蛋黃
焗南瓜一份。同時，週末還推出特價乾鍋鴨頭，每
份才8.99 元，讓大家吃的盡興，物超所值。

「津津有味」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特價午餐
，從週一至週五，每天上午十點半至下午三點，三
十道名菜饗客，除了紅燒吳郭魚，豆瓣吳郭魚、蔥
爆牛、椒鹽蝦四道菜是$6.99 外，其它菜色一律
5.99 元，如尖椒肉絲、左宗雞、尖椒肥腸、火爆腰
花、溜肝尖、香辣魚片、魚香茄子、乾煸四季豆等
二十多道菜，吃的人不異樂乎。而他們的紅燒吳郭
魚更值得一提，無論中午，晚上，大大的一大盤，
才6.99 元，實在是物超所值。

「津津有味」 每週七天營業，從上午十時至
晚間九時半，該店地址： 9888 Bellaire Blvd. # 15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 995- 9982

純正美味健康純正美味健康 地道家鄉美味地道家鄉美味
「「 津津有味津津有味 」」 知名北方菜及各式麵食知名北方菜及各式麵食，，令人驚艷令人驚艷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黃金廣場黃金廣場」」 原原 「「 小瀋陽小瀋陽 」」 舊址的舊址的，，新開張餐館新開張餐館 「「 津津有味津津有味」」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從從 「「 跌打足療中心跌打足療中心 」」 到到 「「 王朝珍珠古董王朝珍珠古董 」」
羅榮華讓您活得內外交融，盡享美好人生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羅榮華
醫師在休士頓是一位家喻戶曉的 「救
星 」 級人物！不論年輕人，老人家
閃了腰，跌傷了腳，第一個想到的就
是羅榮華醫生，而非骨科大夫！這除
了證明中國數千年醫術有其獨到之處
，羅醫師個人 「濟世救人」的信條，
更是他在休士頓行醫八年（2009 年開
業至今），他廢寢忘食，將中醫外科
的絕技發揚光大的有力佐證！

最近，羅醫生在中國城的中心
點---- 「王朝商場」 一樓，開設了
一家 「王朝珍珠古董」，這又是雅愛
藝術的羅醫師另一大貢獻，該店標榜

了-- -- 送給情人、愛人、親人、父
母親大人，最實際的禮物就是珍珠！
一顆顆閃亮圓潤的珍珠，令人賞心悅
目，內外交融。一串串做工精美，設
計獨特的珍珠項鍊，令您立即出落的
有如仙女下凡，清新尊貴！

戴上它！記住你！
「王朝珍珠古董」 才開幕二個多

月，羅醫生各地的知交，好友都來捧
場，不僅買到外面買不到的好價錢，
每個拿到珍珠項鍊的人，都驚喜異常
，樂開懷。而這又是名醫另外一個目
的---- 讓您活得內外交融，身心俱
美！別看這一串串珍珠，它不僅美得

賞心悅目，更使每個拿到它，戴上它
的人，心情愉悅，也具很好的身心療
癒作用， 「王朝珍珠古董」 讓您活
得內外交融，盡享美好人生。

過完了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元旦
，農曆新年即將來臨。 「王朝珍珠
古董 」 是您今年聖誕節、新年購物
的首選，包準讓您的禮物受歡迎，令
獲贈者刻骨銘心，終生難忘。 「王
朝珍珠古董」 的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128 , Houston TX 77036 , 電話
：（713） 981- 8881

圖為圖為 「「 王朝珍珠古董王朝珍珠古董 」」 負責人羅榮華攝於該店負責人羅榮華攝於該店。（。（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 「黃金廣場
」 的 「津津有味」 （ 原 「小瀋陽」 舊址）
開出滿堂彩，週一中午，全店客滿，因為中
國城再也找不出第二家，像他們這麼 「平價
」 ，平均六塊錢一道菜，道道菜都是 「極品
」，吃的大夥人仰馬翻，意猶未盡。景況更
勝當年 「小瀋陽 」 時代。

「津津有味」 的菜色強調純正、美味
、健康，該店東主劉汝成先生在廚房親自掌
舵，嚴格控制師傅們每一道出爐的菜，因此
「津津有味」 端出來的每道菜亦如其名，無

論是小炒或麵食，總會令人驚艷不已，而大
塊朵頤。

「津津有味」 的特色招牌菜包括： 特
色烤魚、八珍豆腐、黑蒜子牛肉粒、冰糖肘
子、麻婆茄子龍、麻辣香鍋、尖椒肥腸、乾
扁尤魚絲、鹹蛋黃焗南瓜- ---- 道道菜無
論賣相和滋味皆可圈可點，令人吃來齒頰留
香。而且他們極懂食材與調味，火候的奇妙
組合，更相得益彰。如 「鹹蛋黃焗南瓜」，
南瓜是糖尿病患者之寶，一般人只知蒸煮，
而它們配以鹹蛋黃去焗，果然大受各界歡迎

，無論口感或食物的營養都是一流！還有尖
椒肥腸更是該店的 「特色 」 之一，因為這
些肥腸都是經過高壓洗滌，不留一絲肥油，
再加上尖椒的搭配，更加鮮香可口。

「津津有味」的劉老闆，從過去在Katy
開設 「Cafe Asia 」 的經驗，視顧客如親人。

「津津有味」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特價
午餐，從週一至週五，每天上午十點半至下
午三點，三十道名菜饗客，除了紅燒吳郭魚
，豆瓣吳郭魚、蔥爆牛、椒鹽蝦四道菜是
$6.99 外，其它菜色一律5.99 元，如尖椒肉絲
、左宗雞、尖椒肥腸、火爆腰花、溜肝尖、
香辣魚片、魚香茄子、乾煸四季豆等二十多
道菜，吃的人不異樂乎。而他們的紅燒吳郭
魚更值得一提，無論中午，晚上，大大的一
大盤，才6.99 元，實在是物超所值。

「津津有味」 每週七天營業，從上午十
時至晚間九時半，該店地址： 9888 Bellaire
Blvd. # 158，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 995- 9982

【泉深／圖文】青年歌手陳涵林，一位來
自美國休斯頓年僅 16 歲的華裔高中女生，於 3
月 17 日晚在休斯頓浸會大學（Huston Baptist
University）柏林音樂廳 (Belin Concert Hall) 舉
行首場獨唱音樂會，這也是大休斯頓地區華人
舉辦獨唱音樂會最年輕的歌手。休斯頓市長西
爾維斯特·特納（Sylvester Turner）專門發來賀
信，祝賀她從小酷愛音樂，從學彈鋼琴，學唱
歌再到學跳舞，樣樣精通。對她在區域性和國
際性的歌唱比賽和慈善演出中取得的好成績和
作出的奉獻表示感謝和慰問。希望她再接再厲
，在音樂界取得更大的進步。樊豫珍音樂教室
樊豫珍老師，華星藝術團團長鮑玲，周潔曉慧
舞蹈學校校長高曉慧，著名青年歌唱家李文一
，笑林模特學校校長笑林以及休斯頓音樂愛好
者300餘人出席了獨唱音樂會。

陳涵林師從休斯頓樊豫珍音樂教室著名歌
唱家、京劇表演藝術家樊豫珍老師，歌唱技巧
和技能獲得顯著的突破和提高。涵林一直活躍
在休斯頓的大大小小的舞台上，非常熱愛在舞
台上演唱的感覺，也越來越從容鎮定，遊刃有
余，無所畏懼。在2017年的暑假期間，她年僅
16歲，一路過關斬將，成功摘下 ”文化中國·
水立方杯” 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休斯頓賽區
青少年組桂冠。隨後她代表大休斯頓地區歌手
參加7月在北京舉辦的 “文化中國，水立方杯
” 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總決賽。在30強晉級
總決賽中獲得第五名的優異成績，並在頒獎晚
會上與中國著名歌手紮西頓珠同台演唱《故鄉

的雲》。她也是校園合唱團的小小明星，作
為演出嘉賓參與過大休斯頓地區“擁抱春天
”春節聯歡晚會、大休斯頓地區國慶晚宴、
“天災無情人間有愛” 炎黃中秋賑災義演、
大休斯頓地區警民聯歡、休斯頓哈維颶風慈
善音樂晚會、中國才藝生訪美演出晚會、休
斯頓 “美中之星” 國際歌唱大賽第四名。她
曾獲得福州新絲路國際少兒模特大賽優秀獎
、新絲路國際少兒模特大賽最佳現場人氣獎
等獎項。

陳涵林最喜歡的歌手是《中國好聲音》
第三季的年度總冠軍張碧晨。張碧晨是目前
活躍在中國歌壇被稱為"有些人天生就是用來
唱歌的" 華語流行樂壇著名女歌手。涵林癡迷
張碧晨已經4年多了，她給了涵林很多的勇氣
和信心。涵林說她很喜歡張碧晨說的一句話
：“音樂真的是天生的，但是堅持真的是很
難的。” 所以涵林希望像張碧晨一樣，除了
天賦，還是要堅持、堅持、再堅持！ 涵林對
於偶像的場場演出和比賽都會認真觀看，細
心傾聽。張碧晨的每一首歌她都很喜歡，比
如像《你給我聽好》、《她說》和《年輪》
等，她都會單曲循環很長時間演唱。她用心
唱歌，擁有不滅的激情，唱出希望、唱出屬
於自己的音樂舞台。

陳涵林在獨唱音樂會上為大家帶來了流行
、嘻哈、抒情樂等多種曲風的歌曲。她在獨唱
音樂會中獻上了《有沒有》、《男孩》、《演
員》、《我的新衣》、《Life’s a Struggle》，

《小幸運》、《我在人民廣場吃炸雞》，並和
歐亮亮對唱了《All of Me》。她最後演唱《月
亮代表我的心》獻給單親媽媽米雪兒，感謝媽
媽長期的關懷、支持和奉獻；感謝所有出席獨
唱音樂會的嘉賓和所有觀眾。她用心唱歌，擁

有不滅的激情，唱出希望、唱出屬於自己的音
樂舞台。涵林的音樂才華之花慢慢綻放，前途
無量，歌唱水平蒸蒸日上。祝福她在夢想的音
樂世界裏春暖花開，唱的更好，飛的更高！

青年歌手陳涵林獨唱音樂會青年歌手陳涵林獨唱音樂會
休斯頓浸會大學柏林音樂廳圓滿落幕休斯頓浸會大學柏林音樂廳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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