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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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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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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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燕 青年鋼琴演奏家

Email: yanshen.piano@gmail.com

鋼琴演奏博士學位和

演奏家文憑獲得者，

現招收有限名額的私人學生授課，

限周六日。有意者請郵件聯系面試。

M06-Shenyang 沈燕C_567_4

電話：832-380-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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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訊】為慶祝狗年來臨, 休士頓香
港會館茲定於二Ｏ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星
期六)下午六時半, 假座珍寶海鮮大酒樓舉辦
春節聯歡晚宴,還有眾多休士頓各界僑社與銀
行商號參加,.,及又舉行一年一度的第三十八
屆休士頓麻雀大賽.

麻雀大賽於 3/24/2018 (星期六)上午十
一點半在珍寶大酒樓舉行.入場費每位參加
者 $20 包括獎金,獎杯.午餐.下午茶等等. 每
年香港會館春宴為大家準備了一個大型的歌
舞綜合節目., 總編導是會長葉如東, 內容有
大家喜愛的流行廣東,國語及英文歌曲, 由多

位香港會館的會員演出, 載歌載舞之餘, 莊揩
並重, 將會為大家帶來歡樂時光。除了精彩
表演節目外, 當晚將有幸運大抽獎, 獎品之多
數不勝數, 現金獎金。香港會館春宴歡迎各
界蒞臨參加, 晚宴門劵由$35起, 如欲想查詢
關於今次春宴事宜, 請聯絡理事長黎瓊芳
Connie Lai 電話(713) 480-9988 或理事譚陳
苑儀 Lisa Tam 電話 (281) 788-7870,或理事
John Loh 陸忠 281-496-6043, 或理事 Peter
Leung 梁國堅 281-778-6842,或理事 Anita
Sham 沈巧 (713) 777-1717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客家會與客家文教基金會新春聯
歡會於3月18日中午，在華美中醫學院大禮堂溫馨舉行。駐休士
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何仁傑組長、僑教中心莊雅
淑主任，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郭正光會長，世華工商婦女企
管協會美南分會羅秀娟會長等佳賓應邀參加。休士頓客家會范泌

文 會 長 及
客 家 文 教
基 金 會 主
委 賴 江 椿
、 梁 慎 平
院 長 熱 烈
歡 迎 與 會
貴 賓 及 一
百 多 位 客
家 鄉 親 朋
友 出 席 歡
慶 ， 並 向
與 會 人 士
介 紹 當 日
活 動 內 容

。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一走進會場

就感受客家好客精神，特別是客家美食麻糍，讓他忍不住多吃幾
個.客家文化是台灣多樣文化重要的一環，特別是美食和歌謠部
份，他感謝客家會在推動外交和僑務工作的貢獻和努力。 僑教

中心莊雅淑主任上台宣布，會長范泌文受聘僑務促進委員，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委會頒
發聘書。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客委會主
委李永得，頒發客委會國際諮詢委員聘書給賴江椿、梁慎平及管
光明。

新春聯歡會同時還提供 「青少年座談會」，討論客家文化特
色，藉以加強客家青少年對族群文化的了解與認同，並討論青少
年參與會務的愿景，由客家青少年會長Isabella Hsu主持。安排老
年保健講座由劉如峰醫師主講，介紹老年特殊並常見健康問題，
並說明預防及治療須知。

主辦單位提供有客家美食午餐、客家歌謠班表演，陳家彥處
長應邀上台演唱歌曲，蔡玉枝老師帶動全體舞蹈節目，大家同樂
，歌王謝文山獨唱 「油桐花開」，廣受歡迎；范泌文會長發壓歲
紅包給長輩及幼童，並有休士頓客家會、客家文教基金會及理事
、委員、顧問及熱心會務鄉親捐贈禮品、現金供摸彩助興。鄉親
們藉此春節喜慶回味往日歡樂時光或家常生活經驗點滴，共享
「千年榕樹共條根，客家血脈一家親」的大家族情誼，共度快樂

時光。

休士頓客家會與客家文教基金會溫馨舉行新春聯歡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同源會於3月17
日上午10時至中午，在文化中心舉行華埠小姐說
明會，由選美會共同主席伍朱月仙（Linda Wu)、
朱李翠萍（Betty Gee)主持，她們歡迎17歲以上26
歲以下的未婚華女參加比賽。伍朱月仙主席宣布
，第48屆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比賽暨獎學金之夜
將於 7 月 21 日在 Royal Sonestai酒店舉行，報名即
日開始，4月15日截止。

休士頓同源會陳慶輝會長致詞，參加華埠小

姐比賽，一方面豐富夏天生活，另方面學到不少
有用知識和技能，真是一舉兩得。榮獲第48屆休
士頓華埠小姐的選手將獲得5000元獎學金。參加
休士頓華埠小姐比賽，可以展示，更是學習。以
歷屆參賽者經驗看，她們賽後都獲得提升。

第 46 屆全美華埠小姐楊開潤（Karen Yang)、
第47屆休士頓華埠小姐陳蔚琳（Janet Chen)親臨
現場，向王琴、陳孟萱、Eleanor MoReynolds、張
馨怡、許嘉穎、楊嘉慧、曹文玉等與會者分享參
賽經歷。她們都強調，休士頓的導師團隊非常專
業，他們因材施教，幫助參賽者發掘潛力，展現
更佳一面。

第46屆全美華埠小姐楊開潤認為最重要享受過
程，無論是培訓，還是最後的比賽，楊開潤樂在
其中，這是她取得好成績秘訣。第47屆休士頓華
埠小姐陳蔚琳贊同楊開潤的觀點.陳蔚琳小姐表示
，華埠小姐比賽是一段玩中帶學有趣經歷。

休士頓華埠小姐參賽者將獲得化妝、儀態及
才能等多方面培訓，獲得參加第48屆休士頓華埠
小姐選美比賽暨獎學金之夜選手都將獲得獎學金
獎勵，而榮獲休士頓華埠小姐桂冠的佳麗將贏得
5000元獎學金並將代表休士頓到舊金山參加全美
華埠小姐角逐的機會。

休士頓同源會在文化中心舉行華埠小姐說明會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委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僑委
會頒發僑務促進委員聘書給休士頓客家會范泌文會長會頒發僑務促進委員聘書給休士頓客家會范泌文會長。。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客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表客
委會頒發客委會國際諮詢委員聘書給賴江椿委會頒發客委會國際諮詢委員聘書給賴江椿、、梁慎平梁慎平
及管光明及管光明。（。（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香港會館狗年春宴將於3/31/2018星期六晚上在珍寳海鮮酒樓舉行

健康講座-肝炎與癌症
【本報訊】免費講座《肝炎與癌症》
華人中每10個人有1個罹患慢性肝炎，

每3個人有1個曾經得過B型肝炎，為數相
當多的人根本不知道已經被傳染了肝炎，甚
至一代傳一代造成家族和母體直接傳給孩子
等感染。慢性肝炎不加以治療，可能導致肝
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

紀元健康邀請行醫近20年的陳正德醫生
為您帶來 「肝炎與癌症」的話題，告訴大眾

肝炎種類，如何預防、怎麼治療，和最新對
抗肝炎的藥物資訊。歡迎參加!屆時有茶點招
待。

時間：3月24日星期六上午10-12點
地點：美南銀行社區活動中心

地址：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790-0815。

4646屆全美華埠小姐楊開潤屆全美華埠小姐楊開潤、、4747屆休士頓華埠小姐屆休士頓華埠小姐
陳蔚琳和報名者王琴陳蔚琳和報名者王琴、、陳孟萱陳孟萱、、EleanorMoReynEleanorMoReyn--
olds,olds,張馨怡張馨怡、、許嘉穎許嘉穎、、楊嘉慧楊嘉慧、、曹文玉等合影曹文玉等合影..（（記記
者黃麗珊攝者黃麗珊攝））

（ 本報訊 ）3月18日上午11時，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
的新百強青年領袖表彰典禮在舊金山隆重舉行。齊魯會館理事長
劉磊和杜兆明致辭歡迎來賓，介紹了齊魯會館的歷史及為傳承文
化而堅持的祭孔大典。全美山東同鄉會來自新澤西，紐約，休士
頓，洛杉磯及舊金山的代表們與會慶賀。

全美新百強青年領袖刨目是由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發起
，由總會，美國孔子基金會，和齊魯會館共同舉辦，各分會和兄
弟社團及主流媒體世界日報和美南新聞協助舉辦的, 旨在發掘和
發展具有傑出領導才能並有專業建樹和創辨精神的華裔青年領袖
，建立青年人才庫，匯集資源，為他們的互動，發展，回報社會

，及促進中美交流創造更多的機會。首次新百強領袖項
目啟動共籌集到5萬美金，為項目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
此次大會表彰了6位百強青年領袖吳安琪，王佳藝，韓
易明，韓阿筎那，魏繼文和吳生偉,他們在教育，公益，
商業，影視業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孔子基金會會長湯學
武先生和潮商會會長林志斯先生新百強領袖頒發了每人
一千五百美金的獎金。
彭壽臣總會長說，大家見證的是全美山東人和全美華人
的團結，是我們在美華人傑出青年領袖的成就！這些年
輕人的身上有著共同的品質：有遠見，擔責任，有智慧
，敢創新。 今天支持和凝聚這些優秀的年輕人，就是支
持壯大自己，激勵更多的人實現夢想，團結起來，讓我
們華裔成為美國社會最絢麗多彩，閃耀星空的優秀族裔
！
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理監事會利利選出新任首席副

會長汪春波博士( 新澤西山東同鄉會會長 )。
加州參議員 Scott Wiener，眾議員朱感生，眾議員 David

Chiu, 舊金山議長London Breed, San Mateo County Supervisor Da-
vid Canepa, 舊金山民主黨中央主席及前議長Angela Alioto。為主
辦三方頒發了賀狀。

全美新百強青年領袖隆重舉行，百強齊聚舊金山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為了歡送中領館 「僑務組」 房
振群組長任滿返國。及歡迎新任 「僑務組 」 葛明東組長， 「美

南山東同鄉會」 於周三（3 月 21 日 ）晚間在 「錦江飯店」 設
宴歡送及歡迎這兩位山東籍的組長。共有三十餘位山東老鄉,及
東北同鄉會兩位代表，包括會長張玉誠及 「東北商會」會長高緒
春參加，場面極為熱烈。

「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長房文清，首先代表全體老鄉祝賀
山東老鄉房振群組長步步高陞，回國高就。而新任葛明東組長已
在休市二年多，大家相處愉快。 「美南山東同鄉會」 的老會長
李莉穎、豐建偉、李守棟等人也分別在會上致詞。李莉穎會長介
紹同鄉會自八O年代至今的發展簡史； 李守棟會長也深深祝賀
兩位組長前程似錦。

老會長豐建偉醫師更以感性的語氣讚美當晚在座的每一位
老會長、理事們為會裡所作的大大小小事、為社區作貢獻。他更
深讚房振群組長是鼎天立地的山東男子漢，無論做事或做人。令
他感激不盡。尤其是兩年前裘援平主任來休士頓，房組長所說的
每一句話，他每一行動都非常靠譜。作為僑務工作者，房組長的
所作所為，給山東人爭光，給中國人爭光。

房組長也在餐會上表示： 豐會長對我的高度肯定，很令我
感動。我與房會長也合作愉快。山東同鄉會有光榮的社區歷史，

是成功社團，為社區服務。我們領館常打趣說： 山東省政府駐
休士頓辦事處，就是 「山東同鄉會」！以後希望在老會長領導
下，在原有的基礎上作更強大的服務。他雖回北京，希大家仍保
持聯繫，有事找他，必定幫忙！

新任 「僑務組」 葛明東組長也在會上致詞表示： 他來休士
頓兩年多，在 「新聞組 」，受到豐醫生很多幫助，深切感覺到
，美南山東同鄉會，是最有人情味，最和諧的社團。今後將在房
組長打下的基礎下，繼續努力。

歡送 「 僑務組」 房振群組長，歡迎葛明東組長
美南山東同鄉會本周三晚舉行歡送、歡迎晚宴

杜兆明杜兆明((齊魯會館理事長齊魯會館理事長))，，湯學武湯學武((美國孔子基金會會長美國孔子基金會會長))，，舊金山舊金山
議長議長London BreedLondon Breed代表代表Kenneth Chen,Kenneth Chen, 彭壽臣彭壽臣((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
總會會長總會會長),), 劉磊劉磊((全美山東總商會會長全美山東總商會會長))

百強領袖百強領袖：：吳安琪吳安琪，，韓易明韓易明，，韓阿筎那韓阿筎那，，魏繼文魏繼文，，王佳王佳
藝藝，，吳生偉吳生偉

美南山東同鄉會以德州牛仔帽贈送房振群組長美南山東同鄉會以德州牛仔帽贈送房振群組長（（ 左二左二 ））留留
念念。（。（ 左起左起））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現任會長房文清現任會長房文清、、老會老會
長豐建偉醫師長豐建偉醫師、、新任領館新任領館 「「 僑務組僑務組」」 葛明東組長葛明東組長。（。（ 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

出席歡送歡迎晚宴的美南山東同鄕合影出席歡送歡迎晚宴的美南山東同鄕合影。（。（ 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 「「
美南山東同鄕會美南山東同鄕會」」 老會長李守棟老會長李守棟、、現任會長房文清現任會長房文清、、 「「 僑務僑務
組組」」 房振群組長房振群組長，，老會長豐建偉老會長豐建偉、、新任新任 「「 僑務組僑務組 」」 組長葛組長葛
明東明東、、 老會長李莉穎老會長李莉穎、、房立國理事等人房立國理事等人。（。（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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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

重建休斯頓大歌劇院
明湖高中慈善音樂會在休斯頓浸會大學柏林音樂廳成功舉行

去年8月哈維颶風給休斯頓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災難,生命財產
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數月之後，休斯頓的重建和修還仍在進行
之中。三月十日晚，休斯頓明湖高中（Clear Lake High School,
CLHS）的A-Hope表演俱樂部攜手海燕聲樂教室共同組織舉辦
了一場專為休斯頓大歌劇院哈維救濟基金捐贈的慈善音樂會，為
重建休斯頓大歌劇院出力。

這場高水準的音樂會，帶給觀眾的不僅是藝術的欣賞，更是
愛心和感動！孩子們在短短幾個星期內，在宋海燕教授的指導、
策劃、組織和支持下，與各方相互聯系，募捐以及嚴謹的節目排
練，為觀眾獻上了一場精彩紛呈的的音樂會。每個節目都非常引
人注目。琵琶古箏合奏曲是由吳長璐音樂學校的吳長璐老師為了
這個演出，專門給孩子們編排排練的，一開場就將觀眾帶入了悠
揚動聽的中國古典音樂特有之美的境界。接下來的獨唱。不管是

歌劇演唱、音樂戲劇還是自彈自唱，都體現出了學生們的聲樂功
底。印度舞、蒙古舞及中國舞給觀眾帶來了一個又一個驚喜。管
樂、弦樂小組合更是展現了學生們的藝術功底，給觀眾帶來了美
妙音樂的享受。宋海燕教授向學生們轉授了休斯頓市長西爾維斯
特特納的祝賀信。最後休斯頓大歌劇院主任Graham 博士向每位
學生頒發了榮譽證書，感謝孩子們對歌劇院修覆的愛心奉獻。

這次慈善音樂會得到了很多商家、個人、朋友以及孩子父母
的大力支持，有這麼多人的支持幫助，音樂會才辦的這麼成功！

明湖高中的 A-Hope表演俱樂部是由明湖高中老師支持的學
生運行俱樂部，通過世界語言音樂回饋社區，為他人帶來微笑和
快樂。CLHS A-Hope Club成立於2015年，在休斯頓社區中成功
舉辦了許多演出。該俱樂部還協助並積極參加了為 Houston
Food Bank , Shriners兒童醫院及光鹽社等組織的多場慈善音樂會

。
海燕聲樂教室是由宋海燕教授於2007年創立的。她的學生

包括專業歌手、大學生、成人和中學生。宋教授不僅注重傳授聲
樂專業知識，還努力向學生展示通過音樂為社區作出貢獻的重要
性。在過去的幾年中，該工作室已經舉辦了多場慈善音樂會，並
向Houston Food Bank等各種慈善機構捐贈了數千美元。音樂會
之後的3月16曰， 明湖高中A-Hope club 以及宋海燕教授一行
來到了位於市中心的休斯敦大歌劇院，將捐款送給了他們。這次
共募捐了$6600多美元，扣除了場地等費用，給休斯頓大劇院共
募集了捐款$4060。休斯頓大歌劇院的負責人以及20多個工作人
員熱情的接待了老師及學生，對學生們的愛心努力奉獻給予了高
度讚揚。最後學生們在大歌劇院的負責人帶領下參觀了大歌劇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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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興坤博士主持的劉興坤博士主持的
「「中興牙科中興牙科」」竭誠為您服務竭誠為您服務

現代人工作生活壓力大， 太多的精神壓力會
影響口腔健康， 引起口腔潰瘍， 夜磨牙，無心保
持口腔衛生患上齲齒和牙周疾患。然而很多人對
口腔健康的重要性認識不足， 普遍認為口腔疾病
是小問題， 不值得花費時間， 精力和金錢。事實
上， 口腔健康不僅影響到人們的進食， 美觀， 還
和全身性疾病有著密切關系， 如牙周病和糖尿病
，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有關；一些口腔黏膜病與全
身免疫性疾病相關等。從大的範圍來說， 公民的
整體口腔健康狀況體現了一個國家民族的社會文
明發展程度。我們在這裡大聲呼吁：很多時候，
口腔疾病是可以預防的: 每日刷牙至少2-3次，堅
持使用牙線， 餐後漱口，遠離甜食和高糖飲料。
但是再認真刷牙和使用牙線，還是有許多地方清
潔不到，並由此導致口腔疾患，有必要每半年訪
問一次牙醫，做全面的口腔檢查，保健和治療。

位於敦煌廣場Bellaire 入口的中興牙科擁有先
進的牙科綜合治療椅、數控高壓蒸汽消毒機，數
碼曲面斷層頜面X 光成像系統、數碼口腔內照相
機系統等高科技的牙科設備頂級的牙科材料。在
保證消毒安全基礎上，除提供常規的洗牙，補牙
，拔牙和鑲牙服務，還提供低輻射數碼影像，無
痛麻醉，微創智齒拔除，口腔功能重建，美容牙
科，精密植牙，根管治療， 仿真假牙， 隱形矯正
， 口腔癌普查， 口腔疑難雜症和口腔頜面及牙周
手術等特色服務。

主診醫師劉興坤博士擁有20 余年中美口腔臨
床經驗，赴美前就是國內大型口腔專科醫院口腔
頜面外科副主任醫師，又在美牙科學院及診所進
行了多年牙科綜合訓練和實踐。在精於一般牙科
治療的基礎上，還特別擅長口腔頜面外科如智齒
拔除，種植牙，口腔及顏面手術，口腔癌早期診

斷等。劉醫生的治療理念是：病患至上，精益求
精。

“您休息，我工作， 我為您服務”為了方便
您和您孩子的工作和學習，中興牙科盡量約您於
周末(周五，六，日，一)就診。中興牙科以病人為
中心，患者滿意是我們永遠的目標。
智齒： 口腔內的“麻煩制作者”

人類口腔內最後長出來的一顆牙齒為第三恆
磨牙， 俗稱“盡根牙” 或“智齒”。二十歲左右
的青年，往往會遇到智齒帶來的痛苦。究其原因
，智齒的發育與人類的咀嚼功能退化有關。古代
人們吃的食物粗糙，牙床骨發育比現代人粗大。
後來人類吃的食物越來越精細，不需要更大的咀
嚼力量，咀嚼功能逐漸減退，牙床骨的發育逐漸
變得較古代人窄小，這樣，智齒長出來所需要的
位置常常不夠，阻礙它的正常萌出，臨床上稱它
為“阻生牙”。

對於現代人來說，智齒是屬於退化的牙齒，
這顆牙的功能已非常小。而且智齒常常傾斜生長
，歪斜面頂著前面的第二恆磨牙，而另一面被一
部分牙床骨阻擋著，不能完全生長出來。長的不
正，上面蓋了一點黏膜，形成細菌容易繁殖的死
角和大本營。每到疲勞感冒， 身體抵抗力差的時
候，可引發智齒冠周炎等急性炎症而導致劇烈的
疼痛，以及不同程度的張口受限，如波及咽側可
出現吞咽疼痛，導致病人咀嚼、進食及吞咽困難
。病情重者尚可有周身不適、頭痛、體溫上升、
食欲減退等全身症狀。歪斜的智齒可促使第二恆
磨牙的遠中面發生吸收或齲病。另外，智齒萌出
的力量還會推動其他牙齒往前走，造成前牙擁擠
，發生咬合干擾。按照慣例，既然這顆牙沒有功
能的話，發生症狀就應拔除。同時為了避免有問
題發生，有智齒的話也建議盡早拔除。智齒拔除
的適應症有： 1.齲齒（蛀牙）：如果智齒齲壞，除
了很簡單的咬合面不深的齲壞可以補之外，那些
鄰接面蛀牙，需要很好的技術，如果蛀得很深，
甚至需要根管治療，然而治療器械很難到達智齒
區域，導致根管治療不徹底。這種情況下，牙醫
一律建議拔除，杜絕後患。2.造成鄰牙病變：通常
患者不自知，而由牙醫以Ｘ光診斷得知。通常智
齒萌發的空間不足，而會倒在第二恆磨牙上，因
而造成第二恆磨牙清潔不易，根面部分吸收，甚
至齲壞的現像，造成患者不舒適或牙疼。3.空間不
足，局部清潔不易，反復引起冠周炎症者。4.無對
咬牙：不是每個人四個智齒都會長齊的。所以，
智齒的對面，如果沒有相抗衡的牙齒來對咬的話
，有時會發生智齒過度伸長現像，進而影響咬合
。5.智齒阻生：通常這是最麻煩的一種。智齒全部
或部分埋在牙槽骨裡面，如果經常發生炎症，或
是診斷會有病灶發生的時候，就必須拔除了。6.引

起其它病變：如果智齒引起牙源性囊腫或腫瘤發
生，就需要拔除。7.正畸需要：為了保證正畸治療
的效果，通常需要拔出智齒. 8. 智齒疑為不明原因
的神經痛來源或可疑為病灶牙時，亦應拔除。

有些人對拔除智齒存在誤解。誤解一： 認為
拔了智齒會使鄰近的牙松動。正常情況下，牙齒
排列成一排，肩靠肩擠在一起，有相互支持的作
用。但是，具體到智齒可能需要從另一個角度分
析。 在大多數情況下，智齒扮演了一個“麻
煩制作者”的角色，有這樣的鄰居在身邊對於第
二恆磨牙來說不是什麼幸運的事，因為要麼它們
經常發炎，要麼用力的頂自己的後腰，最終自己
可能也逃脫不了松動的命運。從這個角度來說，
盡早拔除智齒不但不會導致第二磨牙松動，反而
會有利於第二磨牙安心穩固地生長。誤解二：認
為智齒沒有齲壞，也不痛，拔了可惜。如果一顆
牙齒好好地生長著，沒有人會樂意將其拔除的。

但是，如果這顆牙齒不但自己經常發病，還
會給別的牙齒帶來創傷，那麼留著這樣的牙齒只
能是養虎為患。智齒就是這麼一顆牙齒。有些智
齒經常出現冠周炎，也會引起第二磨牙的齲壞，
有時還會咬腮幫子，像這樣的智齒拔了是不值得
可惜的。誤解三：認為拔智齒時太痛苦。由於智
齒位置靠後，而且大多數情況下萌出不全或者阻
生在骨頭裡面，因此拔除智齒的難度要遠遠大於
拔除其他牙齒。但是，無論多麼復雜，只要麻藥
打好了，拔牙過程中患者感覺不到疼痛。隨著各
種器械的不斷改良、各種更加有效的藥物的出現
、手術手法的不斷改進，拔除智齒時不會有多大
痛苦。拔除阻生智齒的最佳時機是16～18 歲，因
為此時智齒的牙根形成長度大約為正常牙根的三
分之一，還沒有完全形成，牙根較短，拔除較容
易，再加上處於此年齡階段的病員的耐受力較好
，愈合能力強，骨組織修復再生能力強。在此年
齡階段，一旦判斷該牙為阻生，應及時拔除，可
以避免發生由於智齒引起的一系列病變。

裝哪種假牙好？
牙齒不僅僅是人體的重要器官，而且它還能

讓你更美麗，更自信。有些人認為缺了幾顆牙齒
無關緊要，照常可以吃飯，往往不予以重視，這
是錯誤的。牙齒缺失後，會在牙列中間留下空隙
，如不及時填補上，對頜的牙齒會因缺乏咬合對
抗，慢慢伸向缺隙，嚴重者咀嚼時可咬到對頜的
牙槽粘膜上，不僅會給以後的鑲牙帶來困難，還
會導致咬合錯亂，甚至引起顳頜關節紊亂綜合征
（如關節彈響、疼痛、張口受限等）。同時，缺
隙兩側的牙齒也會向空隙處傾斜或移位，特別是
青少年，傾斜速度更快，常引起牙齒排列紊亂，
咀嚼功能差。前牙的缺失更是妨礙美觀，影響發
音。目前牙齒缺失的修復方法主要有三種：固定

修復，活動修復和種植修復。不同修復方法各有
優缺點，這要牙醫根據患者缺牙的數目、位置，
遺留牙的條件，以及結合病人的要求來決定。固
定修復(固定假牙)主要依靠缺牙間隙兩側或單側的
天然牙作支持，用冠套等固位體把義齒粘接其上
患者不能自行摘戴，又稱固定橋。根據材料不同
可分為烤瓷修復、全瓷修復、金屬修復等幾種。

其優點是體積小，感覺舒適，無異物感，咀
嚼食物時穩定，無移位，效率高，並對說話發音
無影響， 特別是“全瓷牙” 色澤美觀逼真，表面
光滑，不變形，不變色。其缺點是對兩側天然牙
的制備復雜，磨除牙體組織多；粘固後不能取下
，如果損壞或其他牙齒發生變化往往需要拆除重
做。因需要兩側鄰牙承擔義齒的咬合力，所以僅
適用於缺牙較少且余留牙牙周條件較好的情況。

價格較活動義齒高。如果缺牙數目少，缺牙
區前後都有穩固的余留牙，全身健康狀況及經濟
條件許可的話，可考慮鑲固定假牙。活動修復(活
動假牙) 又稱可摘局部義齒，是利用天然牙和基托
覆蓋的黏膜及骨組織作支持，靠義齒的固位體
（一般是卡環）及基托固位，患者可自行取戴的
一種修復體。類型包括傳統的塑料基托義齒，高
強度鑄造金屬支架義齒，和無鋼絲的“隱形義齒
”等。其優點是磨除牙體組織少；便於清洗，保
持口腔衛生；易於修補及重襯；制作方便價格較
低。其缺點是體積大，部件多，初戴時往往有異
物感，感到口水多，說話不清，有的甚至感到惡
心，咀嚼效率不如固定義齒。如果缺牙數目多，
特別是缺牙區後端無真牙者，應考慮鑲活動假牙
。如果全口牙都掉光了，只有用全口假牙了。種
植修復(種植牙)是在缺牙處用外科手術的方法，將
純鈦人工牙根植入頜骨內，當人工牙根與牙床骨
整合後，再將義齒安裝於人工牙根上。其優點是
不需要其他牙齒作支持，咬合力直接作用在人工
牙根上，逼真舒適。隨著科學的發展和技術的進
步，其優越性及其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所取得的
成功，使種植的適應症不斷拓寬，種植牙已成為
牙齒缺失修復的標准治療。牙槽骨骨量不足，可
通過植骨的方法解決；上頜竇與下頜管的問題，
可通過x 光片和在CT 指導下種植；拔牙後還可即
刻進行種植。種植牙技術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現
在已經很成熟了，不論是單個牙缺失、多個牙缺
失，還是全口牙缺失，如果條件適宜，均可采用
種植牙來修復。
FIRST CENTRAL DENTAL
中興牙科9889 Bellaire Blvd, Ste. 103 (敦煌廣場Bel-
laire入口) Houston, TX 77036.
Phone: 281-501-0520
Fax: 281-501-0524.
Email:firstcentraldental@outlook.com

劉興坤劉興坤 牙醫博士牙醫博士
Xingkun Liu, D.D.S, M.S., Ph.D.Xingkun Liu, D.D.S, M.S.,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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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2日，特朗普總統簽署了“減稅和就
業法”。自2018年起，公司稅率從35％降至21％
，最高個人稅率將下降至37％。它降低了所得稅
率，使標準扣除(Standard deduction)增加了一倍，
並且免除了個人豁免(Exemptions)。公司削減是永
久性的，而大部分個人稅變動將在2025年底到期
。
下面概括介紹一下新法案的主要變動條款:
個人應稅收入和相應稅率 (Tax Brackets and Tax
Rates)
該法保留了七個所得稅的稅號，但降低了稅率。
員工將會看到自己在2018年1月薪水扣減中反映的
變化。這些稅率在2026年恢復到2017年的稅率。
2018 年報稅人平均省稅金額為：單身$506，夫妻
和報$669，和單親家庭$1,868。
下面是新舊個人所得稅率對比表：

標準抵稅額度 (Standard Deduction)
新稅改將標準扣除加倍。單身報稅人的扣除額從6,
350美元增加到12,000美元。已婚聯合報稅人的扣
除額從12,700美元增加到24,000美元。
人頭豁免 (Personal Exemptions)
新稅改取消了每人$4,050的個人豁免。
搬家費和贍養費不再抵稅 (Moving Expenses and

Alimony)
該法案取消了從2018 年起的搬家費用（軍隊成員
除外）抵扣。
2019年取消從2018年底起離婚的贍養費的抵扣。
貸款利息和州稅及房產稅抵扣 (SALT and Mort-
gage interest)
75萬美元以下的首筆房貸的貸款利息可以抵扣，
原規定上限為100萬。房屋equity loan的利息不能
再扣除。目前的抵押貸款持有人不受影響。
納稅人的州稅，地方稅和房地產稅的抵扣額限制
在$10,000以下。
醫療費用的抵扣 (Medical Expenses)
2017除額為超過收入的10%，65歲以上為7.5％，
2017-2018年起全部改為超出收入的7.5%部分可以
抵稅。2019年回到10%。
該法案廢除了 2019 年沒有醫療保險的人的罰款

（Affordable Care penal-
ty）
2018年對沒有醫療保險
的家庭繼續徵收罰金，
2019年起廢除罰款。
遺產稅免稅額提高 (Es-
tate Tax Exemption)
這項法案將遺產稅免稅
額提高了兩倍，單身人
士達到了1120萬美元，

夫婦倆達到了2240萬美元。
Alternative Minimum Tax (AMT) 免稅額提高
該法案保留了個人的AMT，但將免稅額從54,300
美元增加到70,300美元，而聯合報稅從84,500美元
增加到109,400美元。
兒童和其他合法撫養人（包括符合條件的父母）
的稅務補貼 (Child Tax Credit)

該法令將兒童稅收抵免從1,000美元增加到2,000美
元。即使是沒有足夠交納稅款的家長，也可以拿
回最高1400美元的退稅。其他合法撫養人（包括
父母）可享受500美元的稅務補貼。已婚稅務申報
人將享受全額補貼的收入水平從11萬美元提高到
40萬美元。
個人獨資，合夥企業，有限責任公司和S公司可抵
扣20% 經營業務收入，但有限制。
Passthrough Entity（包括個人獨資，合夥企業，
LLC和S公司）收入可享受20％的經營淨收入扣除
。一旦納稅人的單身收入達到157,500美元，聯合
申報人的收入達到315,000美元，抵扣額就會受支
付工資額等限制逐步減少。對律師、醫生和會計
師等有資質的專業人員，一旦納稅人的單身收入
達到162,500美元，聯合申報人的收入達到415,000
美元，就完全不能享受抵扣。這項稅改在2025年
以後結束。
529 學費儲存計劃
該法案擴大了529儲蓄計劃的使用範圍，家長可使
用529儲蓄計劃支付在私立和宗教K-12學校的學
費。他們也可以把這些資金用於在家接受教育的
學生。
Roth IRA 轉存 （IRA Recharacterizations）
各種 IRA 可以轉換為 Roth IRA, 但新法案禁止轉
換後的ROTH IRA 再轉換為其他IRA。
企業稅
在企業稅率降低的同時，費用抵扣項目及標準也
做了很多調整， 下面只是部分變動條款介紹。
公司稅率
該法將以前的累計最高企業稅率從35％降至新的
單一稅率21％，為1939年以來最低。美國是世界
上稅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但目前實際平均公司稅
率是18％。

固 定 資 產 折
舊
固 定 資 產 折
舊 方 法 和 年
限 有 一 些 變
動 。 它 允 許
企 業 在 一 年
內扣除高達1
百 萬 符 合 規
定 的 折 舊 資
產 的 成 本 ，
而不是在幾年內攤銷。結構性的建築裝修不能一
次性攤銷。設備必須在 2017 年 9 月 27 日之後和
2023年1月1日之前購買才符合新條款。
餐費和消遣費（Meal & Entertainment）
公司請客吃飯的費用不能抵稅了，但員工出差等
的餐費仍可抵稅。
公司AMT
該法案取消了企業AMT。在原AMT下，企業不能
扣減研發和低收入社區的投資。消除公司AMT增
加了400億美元的赤字。
海外利潤
此法案主張從目前的“全球”稅制向“領土”制
度轉變。目前跨國公司對外國所得收入徵稅。在
他們把利潤帶回家之前，他們不交稅。結果，許
多公司利潤把利潤留在海外。該法令允許公司將
他們持有的2.6萬億美元的外匯現金儲備匯回國。
他們用現金和設備支付一次性15.5％的稅率和8％
的稅率。
歡 迎 洽 詢 郝 利 霞 註 冊 會 計 師 ， 電 話 ：
832-406-1208。郵箱： Lisahaocpa@gmail.com。

特朗普的稅改計劃簡介特朗普的稅改計劃簡介
作者作者:: 郝利霞註冊會計師郝利霞註冊會計師

浪漫與堅定浪漫與堅定 獻給最愛獻給最愛
百利珠寶打造夢想中的鑽石與珠寶百利珠寶打造夢想中的鑽石與珠寶
(( 記者韋記者韋
霓休斯頓霓休斯頓
報 導報 導)) 珠珠
寶首飾閃寶首飾閃
耀著奕奕耀著奕奕

光芒光芒，，受到許多人的鍾愛受到許多人的鍾愛，，好的首飾配戴得宜好的首飾配戴得宜，，
不僅展示氣質不僅展示氣質，，也讓人神采洋溢也讓人神采洋溢。。位於休斯頓中位於休斯頓中
國城的百利珠寶國城的百利珠寶(Bellaire Jewelry)(Bellaire Jewelry) 是本地高級的是本地高級的
珠寶店珠寶店，，店內陳列多種鑽石與珠寶首飾店內陳列多種鑽石與珠寶首飾，，同時為同時為
客人定制設計珠寶客人定制設計珠寶，，優雅的傑作優雅的傑作，，耐人細細品味耐人細細品味
。。

百利珠寶專門為客戶打造夢想中的珠寶首飾百利珠寶專門為客戶打造夢想中的珠寶首飾
，，獨特款式獨特款式，，讓您與眾不同讓您與眾不同。。所有鑽石都是所有鑽石都是GIAGIA
和和EGLEGL認證鑽石認證鑽石，，有著休斯頓最好的價格有著休斯頓最好的價格，，是最是最
佳的鑽石選擇佳的鑽石選擇！！ 此外此外，，百利珠寶也購買古董珠寶百利珠寶也購買古董珠寶
與高質量的珠寶與高質量的珠寶。。

鑽石總是與浪漫連在一起鑽石總是與浪漫連在一起，，鑽石堅不可摧鑽石堅不可摧，，

數百年來被視為愛侶們濃情志堅的最高佐證數百年來被視為愛侶們濃情志堅的最高佐證，，發發
射出永恆的愛意射出永恆的愛意。。鑽石是許多人求婚的浪漫信物鑽石是許多人求婚的浪漫信物
，，也是最佳的定情之禮也是最佳的定情之禮，，閃閃發亮的鑽戒閃閃發亮的鑽戒，，讓結讓結
婚這一生中的大事更加璀璨婚這一生中的大事更加璀璨。。

女性對鑽石更有敏銳度女性對鑽石更有敏銳度，，知道如何搭配衣服知道如何搭配衣服
與鑽石更能襯托出最完美的自己與鑽石更能襯托出最完美的自己，，在不同的人生在不同的人生
重要時刻中重要時刻中，，走在不同的舞台上走在不同的舞台上，，展現耀眼亮麗展現耀眼亮麗
的自己的自己。。
怎樣才能選到好鑽石呢怎樣才能選到好鑽石呢？？

選鑽石的標準就是所謂的選鑽石的標準就是所謂的44CC，，這是由這是由GIAGIA美美
國寶石學院所創立的國寶石學院所創立的。。44CC就是顏色就是顏色(Color)(Color)、、淨度淨度
(Clarity)(Clarity)、、車工車工(Cut)(Cut)、、以及重量以及重量(Carat Weight)(Carat Weight)等等44
個評定的要素個評定的要素，，這套鑽石評定的標準至今已經為這套鑽石評定的標準至今已經為
珠寶界所公認珠寶界所公認，，也是眾多消費者在採購鑽石的評也是眾多消費者在採購鑽石的評
定依據定依據！！

鑽石的顏色會依其所含的微量元素而不同鑽石的顏色會依其所含的微量元素而不同，，
是影響價格的重要因素是影響價格的重要因素，，最高的顏色等級是白鑽最高的顏色等級是白鑽

，，應為透明無色應為透明無色。。鑽石在鑽石在1010倍的放大之下倍的放大之下，，會依會依
照淨度特徵的位置照淨度特徵的位置、、大小大小、、數量數量、、明顯度與本質明顯度與本質
，，而決定鑽石的淨度而決定鑽石的淨度。。

鑽石的外表特徵和內含物都極為微細鑽石的外表特徵和內含物都極為微細，，唯有唯有
專業的鑽石鑑定家才能夠分辨出來專業的鑽石鑑定家才能夠分辨出來。。用我們一般用我們一般
的肉眼來看的肉眼來看，，外型看起來很相似的鑽石外型看起來很相似的鑽石，， 但價格但價格
卻可能差異頗大卻可能差異頗大。。因此因此，，精準而專業的淨度鑑定精準而專業的淨度鑑定
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

鑽石之所以耀眼鑽石之所以耀眼，，是因為光的折射等光學現是因為光的折射等光學現
象象，，而鑽石車工切割的深淺而鑽石車工切割的深淺，，會影響折射的角度會影響折射的角度
，，決定鑽石的外觀決定鑽石的外觀，，因此因此，，車工就是原石變成鑽車工就是原石變成鑽
石最重要的關卡了石最重要的關卡了，，也是也是44CC標準中技術要求最高標準中技術要求最高
、、最複雜的鑑定標準最複雜的鑑定標準，，與鑽石的美感與鑽石的美感、、大小大小、、和和
光的折射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光的折射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鑽石的重量是以克拉來計算的鑽石的重量是以克拉來計算的，，一克拉相當一克拉相當
於重量於重量200200毫克毫克((00..22克克))。。一克拉還可細分為一克拉還可細分為100100
分分，，用來計算更細小的鑽石用來計算更細小的鑽石。。眾所周知眾所周知，，鑽石越鑽石越

大顆則越為稀有大顆則越為稀有，，價格也因此而越貴價格也因此而越貴，，不過即使不過即使
是相同重量的兩顆鑽石是相同重量的兩顆鑽石，，在顏色在顏色、、淨度及車工等淨度及車工等33
個因素差異之下個因素差異之下，，價格也會有相當的差距價格也會有相當的差距。。

百利珠寶的所有鑽石都是經百利珠寶的所有鑽石都是經GIAGIA和和EGLEGL認證認證
的鑽石的鑽石，，GIAGIA就是美國寶石學院就是美國寶石學院 (Gemological In(Gemological In--
stitute of America)stitute of America)，，也是推廣鑽石鑑定證書成為也是推廣鑽石鑑定證書成為
國際化的創始者國際化的創始者。。而歐洲寶石實驗室而歐洲寶石實驗室(EGL)(EGL)最早是最早是
由全球數家寶石實驗室所聯合而組成由全球數家寶石實驗室所聯合而組成，，19741974年在年在
歐洲成立總部歐洲成立總部。。

為嘉惠本報讀者為嘉惠本報讀者，，凡是去百利珠寶凡是去百利珠寶(Bellaire(Bellaire
Jewelry)Jewelry) 選購鑽石或珠寶首飾選購鑽石或珠寶首飾，，攜帶本報導或是攜帶本報導或是
百利珠寶在美南新聞的廣告百利珠寶在美南新聞的廣告，，最高可獲最高可獲4040% off% off的的
折扣折扣，，優惠相當大喔優惠相當大喔。。

百利珠寶百利珠寶(Bellaire Jewelry)(Bellaire Jewelry) 位於休斯頓中國城位於休斯頓中國城
的百利大道上的百利大道上，，地址是地址是:: 98899889 Bellaire Blvd. Ste.Bellaire Blvd. Ste.
EE219219B, Houston, TX.B, Houston, TX. 7703677036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電話電話::
713713--636636--27802780((英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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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德州分會靜思書軒一日店長活動慈濟德州分會靜思書軒一日店長活動
施易男邀請您品嚐淨斯好茶施易男邀請您品嚐淨斯好茶、、享受甜點享受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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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於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於33
月月1717日下午日下午11時至下午時至下午44
時時，，在在 62006200 CorporateCorporate
Dr.Houston,TX.Dr.Houston,TX.7703677036 的的
該會靜思堂舉行該會靜思堂舉行 「「靜思書靜思書
軒一日店長活動軒一日店長活動」」 ，，

台灣全方位知名藝人施易男和大家分享他的最愛淨斯好茶台灣全方位知名藝人施易男和大家分享他的最愛淨斯好茶、、分享分享
吃素經驗吃素經驗，，演唱數首動聽歌曲演唱數首動聽歌曲，，還親自示範甜點製作還親自示範甜點製作，，廣受歡迎廣受歡迎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於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於33月月
1717日下午日下午11時至下午時至下午44時時，，
在在 62006200 Corporate Dr.Corporate Dr.
Houston,TX.Houston,TX.7703677036 的該會的該會
靜思堂舉行靜思堂舉行 「「靜思書軒一日靜思書軒一日
店長活動店長活動」」 ，，現場訪問台灣現場訪問台灣
全方位知名藝人施易男全方位知名藝人施易男

施易男和大家分享他的最愛淨斯好茶施易男和大家分享他的最愛淨斯好茶施易男施易男近年則潛心鑽研烘焙近年則潛心鑽研烘焙，，有甜點王子之稱有甜點王子之稱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師姊們奉上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師姊們奉上 淨斯好茶與來賓分享淨斯好茶與來賓分享施易男的最愛組合施易男的最愛組合、、 施易男與母親施易男與母親 國寶級歌仔戲演員國寶級歌仔戲演員 巫明霞巫明霞
女士女士，，母子之間親密互動深受影響母子之間親密互動深受影響

施易男近距離施易男近距離演唱數首動聽歌曲並在靜思書軒為大家服務演唱數首動聽歌曲並在靜思書軒為大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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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天辦公 請電話預約:

(713)772-0300 / (832)863-8882

專精一般跌打痛症
出名治理/

＊坐骨神經炎痛;腰痛;落枕
＊足踝扭傷;扳機指
＊足跟骨剌;骨裂;風濕關節痛
＊膝關節炎;肘關節痛
＊足癬病;牛皮癬

[ 匯琳堂 ]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TX 77036
A03_SELFWELLNESS匯琳堂謝鸚翰中醫56B_8

中 醫 內 外 全 科  ( 頭 痛  /  失 眠  /  減 肥 )

武術跌打 名醫傳人

(美南銀行後面 / 華埠大廈二樓)

>>>>> 新傷老病
一次見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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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滄洲 孫振環

福建少林跌打師傅 柯金木

名武術家萬賴聲傳人 洪敦耕 教授授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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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德勒與克耶高斯出席活動費德勒與克耶高斯出席活動
為拉沃爾杯造勢為拉沃爾杯造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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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魯 冰 2018年3月23日（星期五）

已成功舉辦了13屆的世界桌球中
國公開賽，將於4月2日至8日在北京
國家奧林匹克中心體育館舉行，賽事
總獎金首次突破百萬英鎊，成為獎金
僅次於世錦賽的桌球賽事。
世界桌球中國公開賽作為世錦賽

前的最後一站排名賽，對確定世錦賽
種子席位有直接影響，正是因為這種
特殊的地位，令比賽極受參賽球員的
重視。本次比賽共有72名球員參賽，
賽事總獎金首次突破百萬英鎊，成為
獎金僅次於世錦賽的桌球賽事；在賽
制方面，決賽首次將從19局10勝制
調整為21局11勝制，這也意味着競
爭將空前激烈。

另外，2018年桌球球員錦標賽當
地時間21日繼續在威爾斯蘭迪德諾進
行，中國球手丁俊暉在8強賽迎戰奧
蘇利雲，結果後者打出三桿破百下以
6：3獲勝晉級4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桌球中國賽下月開打
獎金逾百萬英鎊

雖然較早前中國羽隊大滿貫球手
林丹（上圖）在個人社交網站宣佈，
他與另外5名球員在向廣州粵羽討薪
的仲裁中勝訴，但據網易體育消息，
現在粵羽不接受仲裁結果，已進入到
訴訟程序。
林丹22日在微博上晒出一張民

訴起訴狀，從這張起訴狀所見，林丹
成了被告，粵羽俱樂部則為原告。對
此，林丹怒斥道：“第一次當被告竟
然是因為討薪，比賽我們打了，薪水
不付，還要浪費訴訟資源，粵羽請尊
重事實，別再給羽毛球運動抹黑（標
點符號為香港文匯報編輯所加）。”

另外，在全英賽上與個人第七冠
擦肩而過的林丹，日前出席品牌宣傳
活動。他看起來心情不錯，被問及是
否讓兒子打羽毛球時，他開玩笑地
答：“我覺得還是別打了吧，反正也
打不過他老爹，還是選擇其他的體育
項目吧。”引得全場哄堂大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粵羽不服仲裁
林丹討薪成被告

中國女子冰壺隊世錦賽再負
2018年女子冰壺世錦賽當地時間

21日繼續在加拿大諾斯貝進行。在當
天下午第13輪較量中，中國隊以4：8
負於美國隊。在當晚第14輪中，中國
隊以7：8不敵蘇格蘭隊。目前，中國
隊與蘇格蘭隊同為3勝6負，並列第九
位。目前，世錦賽打完第14輪後，僅有
加拿大隊保持不敗。東道主隊當晚以
8：4擊敗了冬奧會冠軍瑞典隊，豪取8
連勝。 ■新華社

許昌國際馬拉松獎金近3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

報道）以“穿越三國 許君以昌”為
主題的2018中國．許昌“東城盃”國
際馬拉松賽將於4月29日在河南省許
昌市鳴槍開賽，參賽人數規模將達到
近16,000人。三國名人“出面”領
跑，開展三國文化主題秀跑活動，以
體育+旅遊+娛樂的方式共賞許都風
情。而為了鼓勵國內外馬拉松選手積
極參賽，今次獎金規模近30萬元（人
民幣）。

短訊

兩年前於世界盃外圍賽掀起的港足熱
潮已消失不見，隨着金判坤的離

任，港足正步入前途未卜的新階段，雖然
距50年後再度殺入亞洲盃決賽周只是一
步之遙，但要作客擊敗強敵朝鮮卻是無比
艱難的一道障礙，何況署理主帥廖俊輝未
能以最強陣容出戰。
主場對朝鮮射入一球的陳俊樂及必然

正選黃洋均因傷未有入選，飛馬張志勇、
胡晉銘因傷退隊，貴州恒豐亦在港隊開操
前發出法圖斯受傷的通知，令港隊雪上加
霜。雖然深陷不被看好的悲觀氣氛，不過
廖俊輝卻視之為創造奇蹟的好機會：“在
作客環境下面對強敵，被看低的情況就像
當年‘519’之戰，我們是時候創造屬於
自己的光輝時刻，要對自己的能力有信
心，讓‘327’成為另一經典。”

33歲唐建文入選成驚喜
為此，港足特意遠赴北京集訓，希望

有助適應氣候及人造草球場。廖俊輝表示
球員雖有疲態，但訓練效果正面，除了提
升狀態亦集中研究朝鮮踢法作針對性戰
術。
廖俊輝今次選人着重球隊的鬥心，

唐建文的入選是意外驚喜，這名首度成為
大港腳的右閘以鬥志見稱，以33歲之齡
在傑志芸芸入籍兵中仍能站穩一席，而且
他能勝任多個位置，對缺兵少將的港足而
言有一定作用，廖俊輝表示對朝鮮的比賽
會面對眾多不利因素，球員們需要有強靭
的心去克服困難：“主場的球迷肯定不會
讓我們好過，嚴寒的天氣亦是挑戰，面對
強敵我們可能會落後，但我們無論任何時
候都不能放棄，我相信我所挑選的球員，

要保持意念爭取勝利。”
毫無疑問這支港隊在進攻上會面對不

少困難，列斯奧的缺陣亦令港隊欠缺由後
場組織攻勢的起點，林嘉緯及佐迪一對傑
志“孖寶”能否發揮水準將是關鍵；林嘉
緯隨着年紀漸長上陣時間雖然減少，但論
腳下功夫及傳送在華人球員當中仍是首屈
一指。

佐迪傷癒候命期待建功
至於佐迪則是港隊陣中最有入球把握

的球員，剛傷癒不久的他表示經過操練後
已恢復狀態，準備好隨時上陣：“寒冷的
天氣反而對我有利，我的肌肉已沒有問題
可隨時上陣，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比賽，
首先我們要避免在早段失球，再尋求入球
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進入“後金

判坤”時代的首場賽事，港足卻深陷傷兵潮未

能全力出擊，作客需要擊敗朝鮮才能晉身亞洲

盃決賽圈，署理主教練廖俊輝希望與一眾子弟

兵創造“519”之後另一奇蹟。

■■香港足球隊抵達北京香港足球隊抵達北京，，並於並於
次日投入訓練次日投入訓練。。 FBFB圖片圖片

■■港隊麥基港隊麥基（（左左））
在北京隨隊操練在北京隨隊操練。。

FBFB圖片圖片

■■港足署理港足署理
主帥廖俊輝主帥廖俊輝
（（右右））進行進行
戰術部署戰術部署。。

FBFB圖片圖片

加里夫巴利三蛋贈國足。曼聯名
宿傑斯首度領軍的威爾斯，22日晚在
中國盃首戰，以6：0大破中國男足
（國足），而隊中球星加里夫巴利完
成帽子戲法之餘，更藉此成為威爾斯
歷史上最多入球的球員。

在南寧開打的第二屆中國盃邀請
賽，東道主中國迎戰傑斯帶領的威爾
斯。這支歐國盃4強球隊，僅2分鐘
就打破僵局，巴利推入禁區起腳，國
足門將顏駿凌欲救無從。之後巴利在
21分鐘再建一功，而禾基斯及哈利威
爾遜也各建一功，令威爾斯半場已領
先4：0，而這亦是國足史上半場的最
大分差。
易邊後威爾斯未有放慢腳步，禾

基斯58分鐘再建一功，加上巴利在

62分鐘完成帽子戲法，令威爾斯將比
分拉開到6球。之後威爾斯將多位主
將，包括巴利換走。最終威爾斯以
6：0大勝。

另一場的中國盃賽事在23日展
開，有蘇亞雷斯及卡雲尼在陣的烏拉
圭會對捷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國足六蛋慘敗 巴利締入球紀錄

■■加里夫巴利加里夫巴利
（（中中））起腳射起腳射
門門。。 新華社新華社

■■正在北京備戰亞外賽的港足為隊長正在北京備戰亞外賽的港足為隊長
葉鴻輝葉鴻輝（（中間戴帽者中間戴帽者））慶生慶生。。 FBFB圖片圖片

世界花樣滑冰錦標賽當地時間21
日在意大利米蘭開賽，首個比賽日結束
後，代表中國出戰的彭程／金楊和于小
雨／張昊分列雙人滑短節目第6和第9
名，唯一的中國女子單人滑選手李香凝
則在短節目過後排在第26位，無緣晉
級。
新科奧運冠軍薩維琴科和她平昌冬

奧會周期的新搭檔馬索特以刷新個人最
高分紀錄的82.98 分領跑雙人滑短節
目，比第二位的俄羅斯兩度歐洲冠軍塔
拉索娃／莫洛佐夫高了1.69分。法國的
2017年歐錦賽銅牌組合詹姆斯／西普雷
斯暫列第三。
共計28對選手參加了21日的雙人

滑短節目，前16名組合晉級22日晚的

決賽自由滑。平昌冬奧會上未能進入
決賽的彭程／金楊以 71.98 分暫列第
六，另外一對中國選手于小雨／張昊以
71.31暫列第九。
在雙人滑之前率先進行的女單短節

目比賽中，意大利老將科斯特納以0.76
分的微弱優勢領先平昌冬奧會金牌得主
扎基托娃，暫時領跑女單排名榜。

作為緊接着冬奧會登場的花滑頂級
賽事，米蘭世錦賽遭多名頂尖高手因傷
退出，包括冬奧會男單冠軍羽生結弦、
女單亞軍梅德韋傑娃、雙人滑銀牌得主
隋文靜／韓聰等，加拿大名將陳偉群和
冰舞奧運冠軍瓦爾圖／莫伊爾則在本屆
世錦賽前退役。

■新華社

亞 外 賽 拚 朝 鮮亞 外 賽 拚 朝 鮮 深 陷 傷 兵 退 隊 潮深 陷 傷 兵 退 隊 潮

花滑世錦賽 中國兩雙人組合晉級



BB1010時事圖片
星期五 2018年3月23日 Friday, March 23, 2018

3/26/2018 -4/01/2018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6 27 28 29 30 31 1

00:00-00:30
地理•中國 (重播)

00:30-01:00
明星加油站(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動物傳奇(重播) 
(English)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地理•中國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05:30-06: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健身舞起來（重播

）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首播)

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地理•中國 

(首播)

10:00-10:30 粵語天地 (重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洋言洋語(重播) 空姐新發現(首播)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13:00-13:30
美食鳳味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15:30-16:00

地理•中國 
(重播)

中華文化遺產 
(首播)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中華文化遺產 
(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首播1)
幸福來敲門 

(首播2)
司馬白話 (首播)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健身舞起來（首

19:30-20:00
美食鳳味 生活(首播) 防務新觀察  (首播)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快樂童年(首播)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司馬白話(重播)

22:30-23:00
明星加油站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重播1)

幸福來敲門(重播2)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3/22/2018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8年3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生活魔法師 (首播)

少年中國 (重播)
味道(重播)

經典電影(重播) 中國功夫(首播) 

經典電影(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English 900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人到四十》（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大瓷商》（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防務新觀察 
(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電影藏密（重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重播)

男左女右 (首播)
檔案（首播）

經典電影(首播)文明之旅  (重播)
電影藏密（首播

）
今日關注(首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謝謝我的家 (首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爸媽囧很大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

文人政事(重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電視劇《人到四十》（首播）（English Subtitles） 特別呈現 (首播)

卡通片《鞠萍姐姐講故事》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一

季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
一季 (首播)

真情部落格(首播）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Howdy Philippines!  
(重播)

爸媽囧很大 城市一對一 文人政事 台灣心動線

綠水青山看中國 
(首播)電視劇《大瓷商》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味道(首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首播)
真情部落格 

(重播）
檔案（重播） 文明之旅  (首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以色列舉行泥巴障礙賽以色列舉行泥巴障礙賽 選手泥坑裏摸爬滾打選手泥坑裏摸爬滾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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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英國斯諾登尼亞英國斯諾登尼亞，，前兩天當地下了很大的雪前兩天當地下了很大的雪，，攝影師攝影師JonaJona--
than Needthan Need專門在外面投食餵鳥專門在外面投食餵鳥，，鳥兒總是在花園舊的水龍頭上棲息鳥兒總是在花園舊的水龍頭上棲息，，所所
以以Jonathan NeedJonathan Need在花園的水龍頭口處放置了壹些花生在花園的水龍頭口處放置了壹些花生，，看看會發生怎樣看看會發生怎樣
的情景的情景，，令人驚喜的是令人驚喜的是，，面對美食面對美食，，山雀展示出驚人的山雀展示出驚人的““飛行技能飛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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