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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 5 月 15
日舉行小型春拍!!
日舉行小型春拍
【本報記者黃梅子】休斯敦古董拍賣公
司 5 月 15 日下午 6 點將舉行小型春拍，在位
於休斯敦好運大道的該公司拍賣大廳舉行。
此次拍賣會拍品主要有瓷器、玉器、紫
砂壺、奇石、銅器、精美首飾以及古畫等，
共近 400 餘件。目前此次拍賣的物品已經擺放
完畢，開始進入展示階段。休斯敦古董拍賣
公司總經理吳因潮歡迎廣大收藏愛好者前來
公司觀賞拍品。
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拍賣形式是現場與
全球視頻同步競標，共有三種拍賣方式，一

是現場競標，二是通過網絡叫價，三是通過
電話讓現場的工作人員幫您報價。三種拍賣
方式簡潔明了，您只要事先辦理註冊手續即
可。歡迎大家競拍，拍賣當天免費入場並備
有小食品招待。
詳 情 請 電 ： 832-251-6666； 網 站 ：
www.houstonantiqueauction.com；
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地址：9931 Harwin
Dr.2/F，Houston，TX77036。
清代景泰藍鎏金文房用品

李可染大型畫漓江景

清代銅鎏金佛

齊白石畫荷花
漢代青銅雙耳尊

清代紅木花幾

漢代精雕磚一塊

清代粉彩花瓶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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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商會溫馨舉行春季戶外踏青烤肉活動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台灣商會於 5 月 6 日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30 分，在 2511 Eldridge Rd.,
Sugar Land,TX.77478 的糖城 Eldridge Park 溫馨舉行 2018 年春季戶外踏青烤肉活動。陳志宏會長、周政賢副會
長為與會人士精心準備美味烤肉材料。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黃惠榆夫婦，林映佐副
處長，何仁傑組長夫婦，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應邀參加，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光宜
總會長、休士頓台灣商會會友及眷屬一百多人參與同樂。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光宜總會長藉此活動宣布，為期四天的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30 屆年
會暨第三次理監事會議，6 月 21 日將在休士頓 The Westin Galleria Houston 盛大舉行，全美 39 個分會的代表
和家眷將歡聚一堂，選出年度總會長和理監事，共謀工商業發展和開拓國際市場。休士頓台灣商會陳志宏
會長認為，很難得年會選定在休士頓舉行，這是台商會的光榮。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
提到，他第一次參加台商會的烤肉活動，很難得與大家輕鬆歡聚。休士頓台灣商會周政賢副會長特別感謝
味全食品公司李樂罡經理大力贊助飲料與冰品，大家吃得高興，玩得開心，度過愉快一天。

日本腫瘤權威 來美舉辦癌症整合治療免費講座

(本報訊)日本向來都是抗癌
“自然療法”研究與應用的主導
國家，其對於癌症免疫治療的探
索也在近幾年獲得了可喜的成效
。日本腫瘤專家，若宮醫院副院
長，立川大介醫學博士，在過去
數十年的臨床治療中，將傳統治
療手段與癌症自然免疫療法相結

合，已積累了眾多成功案例
。此次，海之滴特邀立川大
介醫生前來美國，舉辦“癌
症整合治療”免費講座。講
座旨在介紹日本在抗癌補充
劑與免疫療法研究上的最新
成果，如何有效的幫助癌症
病患治療順利進行，提升治
療效果，提高治愈機會，並
將對身體的不良影響減到最
低。
立川大介醫生已使用自
然療法“褐藻糖膠”多年。
科學研究證實，褐藻糖膠能
夠通過增進人體免疫細胞的
活性，來加強身體抵抗疾病
和病變細胞的能力。進而還
能有效地減輕病患在進行傳
統的化、放療期間通常會出
現的副作用，幫助維持或提
高病患的生活品質。另外，
褐藻糖膠還具有誘導病變細胞自
然凋亡，以及阻止異常細胞生成
血管從而阻斷其養分供給，防止
其擴大或轉移的特殊作用，因而
成為了輔助重症人士在最佳選擇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牛津醫
學期刊等都已有大量的文獻證實
褐藻糖膠的健康效益，以及其獨

特的生物活性和功效。
日本國立九州大學、日本沖
繩島大學及日本內閣府認證 NPO
褐藻糖膠研究所在此基礎上合作
「海の滴（海之滴）」專利褐藻
糖膠配方產品。其獨特配方已連
續四年獲得美國免疫學會的肯定
，並在其年會期刊上發表文章，
公佈其對增強免疫細胞活性和抑
制病變細胞發展的有效作用。
此次講座將與 2018 年 5 月在
洛杉磯及休斯頓分別舉行。洛杉
磯講座在 5 月 5 日週六早上 9 點 30
分於聖蓋博喜來登酒店舉行（San
Gabriel Sheraton, 303 E.Valley
Blvd, San Gabriel, CA 91776）。休
斯頓講座在 5 月 12 日週六早上 9 點
30 分於國際貿易中心舉行（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11110 BellaireBlvd, Houston, TX 77072） 。
講座當天還將免費贈送海之滴產
品及精美禮品，以及立川大介博
士編著抗癌書籍《生命之滴》一
本，現場訂購提供特別優惠，並
有海之滴產品抽獎活動。
講座需報名，報名熱線：
1-888- 482-5888 （ 國 語 ）,
1-888- 853-6888（粵語）

休士頓台灣商會 5 月 6 日在糖城 Eldridge Park 溫馨舉行春季戶外踏青烤肉活動
溫馨舉行春季戶外踏青烤肉活動，
，台
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
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
、林映佐副處長
林映佐副處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李美姿副主任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光宜總會長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光宜總會長、
、休士頓台商會陳志宏會長
休士頓台商會陳志宏會長、
、周政賢副
會長夫婦、
會長夫婦
、會友及眷屬們共襄盛舉
會友及眷屬們共襄盛舉。（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慈濟德州分會浴佛暨三節合一
(本報訊)日期： 2018 年 5 月 13 日
﹝星期日﹞
時間： 上午九時至十時 9:00AM
– 10:00 AM
地點： 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981-8966，
713-270-9988
慈濟走過五十二個年頭，愛的足跡
遍及全球九十五個國家，儘管面對五濁
惡世、人心不調，幸而人人點滴以愛匯
聚，哪裡有需要，慈濟人就伸手關懷苦
難眾生，天地一家親， 「大愛共伴有情
天」。在助人過程中，同時學習尊重生
命，蠢動含靈皆有情，五月感佛恩、報

親恩，響應齋戒，護生祈福。
「寸步鋪路護大地」，菩薩開道，
共同鋪路。草根菩薩彎腰做環保，用愛
膚慰大地；我們不只清理、回收資源，
還要家家戶戶宣導 「清淨在源頭」，從
源頭降低消耗，避免製造垃圾之餘，還
要保持資源的乾淨。 「忍痛」不讓垃圾
進環保站，充分發揮環保 「教育」的良
能。
人人需要提起戒慎虔誠的心念，發
揮愛的能量，尊重萬物生靈，從大地環
保到心靈環保，步步推動，日日累積，
轉變穢土為淨土，共伴有情天。歡迎您
於五月十三日上午九時至十時到慈濟德
州分會靜思堂，虔誠參與浴佛大典，共
霑法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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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碎

无锡老百姓爱骑电动车，便宜，方
便，不怕堵车。这天，两个骑着电动车
的姑娘相撞了。高个儿叫陈珍，矮个儿
叫刘铃。刘铃骑得快，一超车，把陈珍
别倒了。啪哒哒！车倒人翻，花容失色
。陈珍开口就骂，你眼瞎啦？
刘铃自觉理亏，忍了没吭声。
还好，陈珍没摔坏，爬起来掸掸身
上的土。就在这时，她惊叫起来，哎呀
，我的镯子！
她的镯子摔碎了。
刘铃一看，也傻眼了。
你赔！玻璃种的！
赔就赔，你干吗骂人啊？
谁骂你啦？
你！你说狗杂种的！
傻帽儿，我说镯子是玻璃种的！跟
你说不清，走，咱们找警察去！
陈珍扭住刘铃，两人来到公安局交
通事故调解室。
巧了，当班的是无锡市十大爱民标
兵周五南。周家有九个孩子，他在男孩
儿里排第五，父母就起了这个名字，南
押男的音。周五南说，感恩父母啊，要
叫周老五就坏了。叫着叫着，叫成周老
虎，人家一听吓死了，还怎么做调解工
作？周五南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做和事佬。来的都是平头百姓，过
日子本来就不易，给双方搭一座桥，渡
过纠纷河，化解不愉快。
陈珍说，周警官，我这手镯是玻璃
种的，是我男朋友从缅甸带来的，少了

五万我不饶她！
周五南接过碎玉一看，说，你先消
消气，跟我到楼上去，我有话对你说。
刘铃，你先在楼下坐一会儿。
来到楼上，周五南说，陈珍，内外
皆美的人才配得上这块美玉。你有个好
镯子也不要盛气凌人，话要讲一半儿留
一半儿。看打扮刘铃不如你，但她会一
辈子不如你吗？你跟她吵了半天，说她
是傻帽儿，不懂玉，可我有句话说了，
你可别生气。
陈珍说，说吧，我不生气。
周五南说，这个镯子，如果真是玻
璃种，你知道值多少钱吗？
多少钱？
打底一百五十万！
啊？
你这个镯子，我们叫水磨石。它不
是翡翠，是一种翡翠的包裹体。值多少
？要我说，六七百。
陈珍的脸一下子白成纸，六七百
？……不可能。
周五南说，我不是专家，我的话只
是给你做参考，让你心里有数。无锡有
法院指定的玉石检测机构，我带你们一
起去做第三方检测，好吗？
陈珍惶惶不安。
两人下了楼，刘铃也紧张得不行。
周五南说，别紧张，事情发生了，总要
面对。走，我们现在一起去做检测。
刘铃心惊肉跳。
一检测，正是水磨石。市场估价五
六百。
刘铃说，陈姐，我赔你，对不起啊
！
陈珍的脸紫成个茄子。
周五南私下对她说，你答应我，回
去不要跟男朋友吵架。他跟我一样，不
是专家，难免会看走眼。但是，他那么
老远带来，送你的是一片心意，心意无
价！
陈珍说，我答应你。又问，周警官
，你怎么还懂玉呢？
周五南笑而未答。
想不到，第二天，又碰到一桩玉碎
事件。
苏老太是一位国学教授，八十八岁
了，鹤发童颜，齿若编贝。她说，廉颇
老矣尚能饭否？古人把能不能吃，当成
老不老的标志。我现在一顿饭还能吃两

个大馒头！问她秘诀，她哈哈一笑，秘
诀不秘，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这天饭后，苏老太又操练秘诀，在
小区里百步走，农民工小郑骑辆破车飞
过来，一下子把她撞倒了。老太太扑通
坐地上了，小郑吓得神经了，您您您
……您了半天。想不到，奇迹出现，老
人整个儿一活神仙，唰啦啦，自己站起
来了，胳膊腿儿一点儿没事。小郑赶紧
给她掸土，一低头，直了眼——
一只玉镯，摔成三截儿！
苏老太只有进气儿，没了出气儿。
她不心疼自己，心疼玉，拿布包好了找
到周五男。
周五南一看，眼也直了，正儿八经
的新疆和田玉，打瘸了小郑也赔不起！
这可怎么办？他喘了一口大气儿，忽然
转忧为喜——
苏奶奶，我恭喜您啊！
苏老太说，我倒霉死了，你还恭喜
我？
周五南说，我当然要恭喜您。您看
，您说话九十高寿了，像您这一般年纪
的老人，骨质疏松摔不得。屁股往下一
坐，尾巴骨就断；腰往下一蹾，胯就断
；手往下一撑，腕儿就断。您呢？半点
儿都没事。这还不要恭喜吗？您老这是
修得好，积了德啊！
对，对，对，我一直资助穷学生，
还养流浪猫。
还有一点很重要，玉镯保佑了您！
为什么人们都爱买玉戴玉，因为玉能避
邪保平安。
对，对，对，我老伴儿也这么说。
这是我八十岁生日那天，他为我买的。
我俩同岁，他身子骨儿赶不上我！
您老伴儿真有眼力，生日不买别的
，送您个玉！这说明什么呢？第一，您
夫妻恩爱；第二，他祝愿您长寿平安。
您看，都灵验了。八十八也是个坎儿，
您摔一跤，玉碎了，您没事儿，玉保佑
您过了这个坎儿！
对，对，对，玉保佑了我！
第三，您这玉是个好玉，正儿八经
的新疆和田糖料，颜色跟红茶一样。这
么好的玉碎了，您心疼，我也心疼。但
是，我劝您不要心疼。为什么？它为你
挡了灾，立了功，是大功臣！
对，对，对，它是大功臣！
这么好的玉，别说小郑买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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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他买得起，再买个一模一样的，里
头也少了您老伴儿的情分。您呢，离不
开老伴儿，也离不开这玉。对不对？
对，对，对，再买什么样儿的也不
可心。可是……
苏奶奶，您要说什么我知道。我告
诉您，现如今玉器修补工艺一级棒，用
金箍儿把断裂处一包，又是一个完整的
镯子。金镶玉，您戴着更漂亮！
苏老太两眼一下子亮了，啊，是吗
？
周五南说，是啊，还花不了几个钱
，大说三四千。
小郑抢着说，奶奶，我给您包！
苏老太说，你这孩子！你先谢谢周
警官，今天他帮你讲了多少好话啊。我
呢，也表个态，原谅你了，下回你骑车
多加小心！
小郑说，奶奶，谢谢您！镯子就让
我包吧。还有，往后您家里有什么出力
的活儿，您就叫我，随叫随到。
周五南说，苏奶奶，您就让小郑包
吧。让他承担他的责任，也得个教训，
更念着您的好！
苏老太说，行，听你的！
得，皆大欢喜。
过后，苏奶奶问，周警官，你怎么
还懂玉呢？
周五南笑而未答。
老天知道周五南懂玉，跟他干上了。
刚化解了苏老太的玉碎，又来一档玉碎。
怎么回事？打工妹丹丹骑着电动车去上班
，刚到大门口，人称女汉子的刘霞骑着电
动车突然从侧面拐进来，嘭的一声，两车
相撞，二女尖叫，噼里啪啦！还好，都年
轻，活鱼似的，谁也没摔着。
人没摔着，可东西要了命。
丹丹的镯子摔成一地碎玻璃，当时
就哭起来。
拐弯让直行，现场一看就是刘霞的
错。
刘霞一撇嘴，你多少钱买的玻璃玩
意儿？二十块够不够？
丹丹立马叫起来，什么玻璃玩意儿
？我花一万六买的！
哈哈哈！你能花一万六买镯子？怎
么不说十万六呢！
我为什么不能？我就是一万六买的！
好啊，你想敲诈我！
谁敲诈你啦？
走，咱们找警察去！
去就去！
来到调解室，还是周家男孩儿排老
五。
丹丹说，周警官，她看不起人！我
打工都八年多了，这个镯子是我去年给
自己买的生日礼物，真的花了一万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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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南问，有发票吗？
丹丹说，买完镯子第二天钱包被小
偷偷了，发票夹在里边。
刘霞说，你编，你再编，当周警官
是瓜娃子？
周五南说，我瓜不瓜没关系，咱们
还是说说这个镯子吧。要让我看呢，它
是真的，是翡翠冰种，应该是值钱的。
但我说的不算，咱们现在就去做个检测
，行不行？
刘霞说，去就去！
周五南说，要是真的怎么办？
刘霞说，我赔！
不料丹丹却说，我不去！我买的就
是真的，凭什么还要检测？她不赔，我
上法院告她！
周五南笑了，好，你不去就不去。
我和刘霞去，你等信儿吧！
来到检测机构。临进门儿，周五男
问刘霞，你真的要做检测吗？
刘霞说，真的！
周五南又说，万一结果不是你想象
的，你会反悔吗？
刘霞丹凤眼儿一竖，反悔是小狗！
周五南大拇指一伸，女汉子！
检测结果出来了：翡翠冰种，估价
二万六。
刘霞二话没说，从银行取出二万六
，让周五男转交。
晚上，周五南找到刘霞，说我没完
成任务。
刘霞一愣，她想要多少？
周五南笑了，丹丹说她还戴着美了
一年呢，只留下一万四！
刘霞的脸红成鸡冠。
看她脸红了，周五南也不说什么了
。胶多不粘，话多不甜。
过后，刘霞问，周警官，你怎么还
懂玉呢？
周五南笑而未答。
金秋十月，太湖涌碧。当我来到无锡
市公安局深入生活，面对面倾听周五南讲
玉碎时，他向我解开了懂玉之谜——
李作家，说实在的，调解这碗饭不
好吃，双方都是老百姓，都是我的亲人
。要理解他们，亲近他们，要会说话，
还要懂行。你当不成专家，起码也要当
个杂家。嘴勤腿快，去跑，去问，去学
，去长眼，去拜师。跑医院，跑得我都
快成大夫了，摔了碰了伤筋动骨说起来
我门儿清。玉石瓷器字画古玩更是水深
得没底儿。人家开口说我那画是唐伯虎
的，你都听不懂，还问人家是什么虎？
人家再瞪你一眼，说东北虎，那你也太
露怯了，还调解什么呀？哪儿凉快哪儿
呆着去吧！一句话，老百姓是天，老百
姓是地，咱要让天地待见，宁为玉碎不
为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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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黨派分歧，重建
消除黨派分歧，
重建“
“理智
理智，
，熱情
熱情，
，和文明
德州第 22 國會選區亞裔候選人 Sri Preston
Kulkarni 施瑞
施瑞-庫卡尼
美國亞裔民主黨俱樂部 AADC 德州分會
德州分會，
，2018 年 5 月 9 日供稿

2018 年 中 期 選 舉 Mid-term Election 的 初 舉 復 選
Texas Primary Runoff Election 即將在 5 月 14 日開始，22
日正式選舉日（最後投票日）。本次中期選舉將在美
國歷史上寫下至關重要的一章，也因此成為美國和全
世界關註的焦點。中期選舉將直接影響到美國國會的
左右平衡，確立所有 435 個國會眾議院議員，33 個參
議院議員，39 位州長，及其他州內和當地政府的各個
關鍵要職。
本次選舉中, 德州第 22 國會選區，包括休士頓 4 大郊
區 Sugar Land, Katy, Pearland, and Clear Lake, 出現了
一位才華出眾的亞裔候選人 Sri Preston Kulkarni 施瑞庫卡尼。他在 3 月 6 日的初選中，獲得此選區民主黨
方第一名（本選區共 9 位兩黨候選人），比第二名超
出 30%選票，是本次復選候選人。
施瑞 Sri 是美國國務院外交官員，就職於外交部
14 年，當年被 Colin Power 指定，出使過戰火紛飛的伊
拉克，以色列，和中東地區，專門負責國際關系和沖
突調和，還就任於多個有戰略地位的國家和地區，包
括俄國，臺灣和中美州。他通曉 6 種語言，包括中文
，俄文，猶太語，西班牙語，和印度語等。他的外交
和職業專長在於國土安全，移民簽證和政策，國際糾
紛及合約協商等。他畢業於德州奧斯丁大學 UT-Austin (語言和物理雙科)，研究生就讀於哈佛大學肯尼迪
公共管理學院（Harvard University Kennedy School）
。 在 美 國 國 會 ， Sri 擔 任 過 聯 邦 參 議 員 Kirsten Gillibrand 的外交政策顧問。他還參加了毒品管理局 DEA
的法規修改和藥品國際合約簽訂等多個項目。
施瑞 Sri 才華橫溢，人格優秀，資歷堅實，雖然
在初選中最後進入角逐，但一出現，就聲名大振，立
刻引起全休士頓的關註，被權威媒體 Houston Chronicle 背書認可。美國國會亞裔議員同盟會 ASPIRE，其
中 包 括 華 裔 議 員 Grace Meng， Judy Chu, 印 裔 議 員
Raja Krishnamoorthi，Ami Bera，接連背書給與贊同
。同時，施瑞 Sri 也是美國亞裔民主黨俱樂部 AADC
在休士頓的指定候選人。紐約時報 4 月 13 日登出專欄
評述，“Will Democrats Win the House? Ask Texas”
， 對休士頓這位亞裔候選人刮目相看，充滿厚望。
眾所周知，2016 年大選之後，美國形勢大變，反

移民，仇恨暴力，兩黨敵對如同內戰。最近 Trump 總
統開始對華貿易戰，朝鮮半島和中東局勢叫急，反華
形勢此起彼伏。為使更多的華裔關註美國社會的危機
，加入反暴力的主流，施瑞 Sri 特意與華裔聯盟，號
召所有亞裔團體加入少數民族和移民社區，融於民族
大團結。在世界多元化的大前提之下，尤其是在美國
的華裔，猶如大海中的一盆水，必須匯入洪流，才有
力量，受到保護和重視。否則，自以為是，孤立無緣
，只能會變成沙漠中的枯井，失去援助。施瑞 Sri 為
華裔加盟和重要性，特別做了介紹，並希望得到休士
頓廣大華裔的支持。他在其網頁上，特意設立中文版
本和錄像制作，自己親自以中文講解，說明具體投票
過程：https://kulkarniforcongress.com/
施瑞 Sri 的參選動力是“重建美國政界的理智，熱
情，和文明”。他之所以樹立這個理念是因為 2016 年
的美國大選使他感到震驚和痛心。他的外交生涯雖是
致力於解決國際沖突，但美國國內卻是淪陷於內戰之
中,道德底線的瓦解甚至蔓延到全社會。施瑞 Sri 清醒
地看到，互相詆毀和惡意攻擊只能把國家推向自我毀
滅的深淵。相反，社會需要的是回到做人的基本底線
：客觀實際地解決問題，同情和大度地善待他人，維
護道德和誠信。這才是美國的根本價值，德州的傳統
和所有人的共識。他認為在這個基準上的團結一致和
消除黨派無謂的糾紛是現在美國最需要的。
痛定思痛，施瑞 Sri 決定用他的外交才華和經驗，
調解國內矛盾，爭取雙方合作和共同進步。隨後他在
哈佛大學，作為民主黨一方，與共和黨的同事成立了
“打破面包 Breaking Bread”的公益活動，旨在減少
美國社會中黨派間的分化和敵意。這個項目的成功，
促使施瑞 Sri 進一步思考如何最大程度上報效國家。他
毅然決定辭去美國外交官的職位，回到老家休士頓。
為代表大眾的呼聲，挽救國家分裂的危險局勢，競選
國會議員。前任德州第 22 區國會議員，Nick Lampson
認為，施瑞 Sri 為國家服務多年，豐富的外交經驗，無
疑會給重度汙染和兩級爭端的美國政界帶來清涼之風
和全新面貌。
施瑞 Sri 父親是印度裔，母親是最早來美的白人後
裔。他曾就讀於 TG Rogers 中學和 Lamar 高中。不幸

的是他父親中年即得白血病去世。他一邊讀大學，一
邊幫助單身的母親撫養年幼的三個兄弟姐妹。後來由
於一家的辛苦努力，兄弟姐妹們全是常春藤學校畢業
而且工作成就顯赫。作為一個在典型亞裔家庭長大的
施瑞 Sri，強調亞裔的傳統理念：重視教育和勤奮的精
神。因此他的政策主張包括全民健保，教育的改善，
提高教師培訓和教育創新，給每個學生提供大學或職
業教育，廢除昂貴的大學債務等。他確信移民是美國
的特長和精華所在，美國需要繼續支持移民而不是關
門閉鎖。他認為多元化中更加需要尊重不同的觀點和
需求，保護移民的權益。
施瑞 Sri 還在上學的時候，就親身經歷過搶劫，槍
殺以及毒品的危害。做外交官期間，他又親臨中東戰
場，目睹戰爭的殘酷和對百姓的創傷。因此他參加了
為退伍軍人服務和爭取醫療保險的工作，並在中東地
區承擔婦女權益和改善婦女條件等各項公益事務。由
自身經歷他深知治安混亂和槍支暴力對家庭和青少年
的影響。因此他著重強調增強社會安全，減少槍支暴
力和對司法不合理等重要政策的改善。
當施瑞 Sri 回到闊別了 14 年的休士頓老家時，這
裏已成為德州最多元化和亞裔移民接近 20 萬的德州
第一大區，包括休士頓華裔最多的四大郊區：Sugarland，Pearland，Katy， Clear Lake。其中受高等教育
的亞裔遠遠高於其他種族，但參加選舉和投票的人卻
微乎其微。在 2014 年和 2016 曾參加兩次中期選舉的
亞裔投票人數只有大約一千人，這使亞裔社區與主流
社會陷於脫節的惡性循環：由於投票人數低，候選人
沒有動力來亞裔社區。沒有人來作動員和公民普教工
作，亞裔社區更加不了解候選人和公共政策的重要性
。如何扭轉這個惡性循環，使其轉變成良性增長？
雖然亞裔已經是這個選區近 20%的人口，在德州
影響越來越大，但是歷史上從未選出過亞裔國會議員
，也從未在美國國會上有過自己的代表。施瑞 Sri 下定
決心，回到老家休士頓，參選美國國會議員，以這個
方式，聯合所有亞裔領袖，團結所有少數民族和移民
社區，樹立亞裔的典範，為下一代做榜樣。在最近白
人至上和反移民的危險形勢下，這個能夠團結各族的
帶頭人，也只有施瑞 Sri 能夠勝任。因為他通曉 6 種語
言，包括中文，對各族文化和傳統的了解，可以使他
與多元化的各個社區溝通和聯結，深入了解各個層面
的需求，傾聽大眾的呼聲。
相比之下，第 22 選區的現任國會議員 Pete Olson
，卻很少紮根於各個社區，服務各個移民和中下級階
層。反而他的捐款來自大公司和特殊利益集團，初選
階段就有 28 萬美元之高，小額度個人捐款（2 百美元
以下）只占 1%。美國步槍協會 NRA 也是其大捐款者
之一。在近期兩極分化和民憤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尤
其是颶風 Harvey 大洪災之後，Olson 還在躲避受災家
庭，不願直接與整個社區對話。這些激化的矛盾反應
了老百姓，尤其是少數民族和移民社區，需要的是真
正的代言人，能夠為他們權益而舍身忘我的人民公仆
。美國政界和全世界的政界最需要的也是這樣的兩袖
清風的領導者。這正是施瑞 Sri 最想要做的：“重建政
界的理智，熱情，和文明”。

德州第 22 國會選區亞裔候選人 Sri Preston Kulkarni 施
瑞-庫卡尼
庫卡尼（
（左 2），
），美國亞裔民主黨俱樂部主席羅玲
美國亞裔民主黨俱樂部主席羅玲
（右 2），
），AADC
AADC 德州分會負責人施慧倫
德州分會負責人施慧倫（
（左 1），
），昨天
昨天
在美南電視接受主持人馬健（
在美南電視接受主持人馬健
（右 1）的訪問

施瑞 Sri 認為亞裔需要有出類拔萃的代表，在美國
長大的亞裔年青一代更需要樹立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影
響力。所以，回到休士頓之後，他就開始馬不停蹄地
走訪各個社區和階層。他到過華裔的春節晚會和討論
會，參加過許多印度社區的活動，拜訪過各大黑人教
會和團體，也直接用西班牙文跟墨西哥裔居民們對話
。他的人格魅力和才華，使每一個接觸過他的人，每
一個少數民族和移民社區，受到感染和激勵。他參加
過一月份的全國婦女大遊行，跟幾千位休士頓的婦女
在市中心集會，支持婦女權益和平等。在佛州 Parkland 高中槍殺事件之後，他立刻加入了反對槍支暴力
的活動，帶領和鼓勵孩子們一起號召美國國會進行槍
管改革，避免更多的兇殺和慘案的發生。他參加過颶
風洪災之後的居民社區會議，認真聽取每一家人的經
歷和建議，與當地政府和機關研究社區基礎設施和泄
洪的改進的方案。他與亞裔民主黨和進步人士舉辦過
多次大型社區見面會和討論會，以方便更多的居民表
述他們關切的問題和商討解決措施。施瑞 Sri 自從回到
休士頓以來，孜孜不倦，每日每夜地工作，盡其所能
，為了團結各個社區而努力。
施瑞 Sri 的理念，經驗，和風格，在第 22 選區獨
樹一幟。因此在初選中的短短兩個月，就以驚人的效
率，獲得大眾的支持，第一名的勝利。除了 Houston
Chronicle 的背書認可之外，許多知名團體和組織接連
背書認可，包括美國教師協會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母親反槍支暴力協會 Moms Demand Action
，等。
施瑞 Sri 的政策介紹，各項活動，和具體投票過程
， 在 其 網 頁 KulkarniforCongress.com 和 Facebook
（kulkarni for Congress）上有詳細描述。他歡迎大家
直接與他聯系，通過電郵，電話，社媒等方式進一步
溝通。德州復選將要在 5 月 14 日周一開始，提前投票
Early Voting 到 18 日周五結束。選舉日（最後投票日
）為 5 月 22 日周二。華裔助選，由美國亞裔民主黨俱
樂部 AADC 負責溝通，聯系人施慧倫博士 Helen Shih
， email huiluning@gmail.com, 832-645-2810。 歡 迎
休士頓人共同團結努力，增加華裔的社會地位和影響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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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的社區賢達、
休斯頓的社區賢達
、與聯合健康保險的高層人士一同剪綵

聯合健康保險 (UnitedHealthcare)
休斯頓亞裔資訊服務中心隆重開幕

聯合健康保險的高層人士們專程參加新店面的開幕儀式

聯邦眾議員 Al Green 的代表致贈議員對新中
心開幕的祝賀，
心開幕的祝賀
，由德州首席執行長 Donald
Langer 代表接受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現代人重視健康，而在
美國，複雜的醫療系統常常讓人摸不著頭緒，尤
其是對第一代移民。針對亞裔民眾的需要，聯合
健康保險於休斯頓最新設立了亞裔資訊服務中心
，以三種亞洲語言提供更進一步的健康諮詢服務
、以及教育活動，讓民眾不受語言的隔閡，能接
收更多健康資訊。休斯頓亞裔資訊服務中心於五
月八日舉行盛大的開幕活動，休斯頓的社區賢達

、和聯合健康保險的高層人士都參加這個新店面
的剪綵儀式，場面非常隆重。
包括聯邦眾議員 Al Green 的代表、中華文化服
務中心、希望診所、Alief Community Association，
以及聯合健康保險的高層人士 Donald Langer (德州
首席執行長)、Lisa Wright((德州執行理事) 、Ives
Doming(休斯頓 Medicare & Retirement 銷售總監)、
Chris Law(羅光甸, 全美亞裔市場副總裁)、以及華
裔、越裔多家媒體均出席開幕儀式。聯邦眾議員
Al Green 的代表致贈議員對新中心開幕的祝賀，以
及對聯合健康保險提供更多管道讓民眾獲得健康
訊息甚表讚許。
德州首席執行長 Donald Langer 表示，感謝所
有蒞臨的嘉賓，聯合健康保險的宗旨是幫助民眾
過更健康的生活，休斯頓亞裔資訊服務中心幫助
民眾了解美國 Medicare 龐大的系統，用亞裔民眾熟
悉的語言來溝通，消除語言障礙，並為社區提供
教育活動。這是德州的第一家服務中心，也是美
國南部地區唯一的一家。
聯合健康保險全美亞裔市場副總裁羅光甸先
生表示: 「聯合健康保險非常的榮幸，能夠在休斯
頓開設一個新的亞裔諮詢中心。聯合健康保險在

亞裔社區的服務已經超過 20 多年，休斯頓這家是
全美的第十家亞裔資訊服務中心，主要就是為亞
裔的民眾所設立。因為公司發現，特別是第一代
的移民，很多長者需要語言上的幫助。我們希望
可以提供不同的健康資訊給他們，讓他們在複雜
的美國醫療系統裡面，能選擇最適合他們的醫療
保險計劃。
除此之外，亞裔資訊服務中心也計畫舉辦各
式各樣的活動，針對民眾的需要，幫助民眾過更
健康的生活。未來規劃請醫生、營養師、律師來
做不同的講座，還有會計師講退休的計劃、或是
旅遊安全方面的訊息，希望能把更多的生活資訊
帶給民眾。」
據悉，美國東西兩岸都有聯合健康保險的亞
裔資訊服務中心，最早是在紐約設立第一家，民
眾的反應非常好，資訊中心以服務為主，和以業
務為主的辦公室迥然不同。聯合健康保險歡迎居
住在德州的紅藍卡受益人、和提供照護者前來瞭
解聯邦醫療保險計劃選項，同時參加中心所舉辦
的健康講座。無論有任何醫療保險方面的問題、
或想瞭解更多社區資源和福利服務，例如是否有
資格申請政府補助 SPAP 和 PAP/處方藥折扣卡計
劃 (由州政府補助的處方配藥補助計劃，幫助居住
在德州合資格的受益人支付藥費)，都歡迎親臨聯
合健康保險的服務中心，讓專業親切的客戶服務
人員回答問題。
聯合健康保險休斯頓亞裔資訊服務中心位於
百利大道，將服務 Harris 郡大約 3 萬名亞裔美籍的
紅藍卡受益人，由會說粵語、國語、及越南語的
服務代表提供客戶服務。
關於聯合健康保險
聯合健康保險致力幫助全美民眾過更健康的
生活，將健康護理事項化繁為簡，滿足消費者的
健康和保健需求，並與醫療護理提供者保持互信
的關係。聯合健康保險提供完善的個人、僱主、
及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俗稱 「紅藍卡」)和醫
療補助 (Medicaid，俗稱 「白卡」) 受益人的全方位
健康福利計劃，並與全國超過一百二十萬名醫生
和專業護理人員，以及六千五百家醫院和其他護
理設施直接簽約。聯合健康保險還通過在南美州
擁有和營運的醫療護理設施為當地居民提供健保

福利及照護。聯合健康保險是聯合健康集團(UnitedHealth Group) (紐約證券交易所代碼：UNH) 旗
下企業之一。欲瞭解更多資訊，請瀏覽聯合健康
保 險 網 站 www.uhc.com 或 在 Twitter 上 關 注
@UHC。
聯合健康保險休斯頓亞裔資訊服務中心位於
休 斯 頓 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250(Saigon
Houston Plaza 內)。週一至週五，上午九點至下午
五點半。華語查詢專線 1-866-868-8988。網站:
uhcAsian.com。

聯合健康保險全美亞裔市場副總裁羅光甸表
示，亞裔資訊中心提供語言上的幫助
亞裔資訊中心提供語言上的幫助，
，讓亞
裔民眾獲取更多的健康資訊

聯邦醫療保險計畫(Medicare，
聯邦醫療保險計畫(Medicare
，俗稱 「紅藍卡
紅藍卡」」 )
是為滿 65 歲以上的人士提供的聯邦健康保險

休城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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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如何抗爭減免房地產稅
如何抗爭減免房地產稅??』

2018 年度的房地產稅減免抗爭有效日至 5 月 18 日以前截止

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在 社區服務講座上介紹主講人 黃維芬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屋主在 去年水災之後
去年水災之後，
，許多地區的房子都受到的波及
許多地區的房子都受到的波及，
，今年的抗
稅我們應如何處理和保護去爭取自己在地產稅的最佳稅

德州房產稅仲裁、房產稅務顧問及地產經紀 黃維
德州房產稅仲裁、
芬主講 如何抗爭減免房地產稅
如何抗爭減免房地產稅?
?

5 月 5 日 美南銀行總行社區會議中心
美南銀行總行社區會議中心（
（Member FDIC
） 由 房產稅務顧問黃維芬
房產稅務顧問黃維芬，
，現場講解如何抗稅及減免
地產稅的流程，
地產稅的流程
，及應注意事項
及應注意事項。
。

房主 聆聽 地產稅的徵收是以兩個主要因素為標準
地產稅的徵收是以兩個主要因素為標準，
，1.稅率
稅率，
，2.
房屋的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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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責任編輯：郭愉薇

新一屆中國女排名單
主 攻：
朱婷、劉曉彤、劉晏含、張軼嬋、段放
副 攻：
袁心玥、顏妮、王媛媛、楊涵玉、高意、
胡銘媛
接 應：
李盈瑩、曾春蕾、龔翔宇、楊方旭
二 傳：
丁霞、姚迪、刁琳宇
自由人：
林莉、王夢潔、孟子璇

世界女排國家聯賽各站第一周賽事
（5月15日-17日）
俄羅斯站 俄羅斯、荷蘭、阿根廷、泰國
中國北侖站 中國、多米尼加、韓國、比利時
美 國 站 美國、意大利、土耳其、波蘭

中 國 女 排 公 佈 世 聯 賽

體 育 新 聞

2018年5月11日（星期五）
星期五
2018 年 5 月 11 日

Friday, May 11, 美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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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婷回國
朱婷回國，
， 在首都機場受
到大批球迷迎接。
到大批球迷迎接
。 微博圖片

巴 西 站 巴西、塞爾維亞、日本、德國

5．15

比利時 VS 韓國
中國 VS 多米尼加

5．16

多米尼加 VS 韓國
中國 VS 比利時

5．17

多米尼加 VS 比利時
中國 VS 韓國

21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正謙
郭正謙）
）前身為世界女排大獎賽的世

人 名 單

中國北侖站賽程

界女排國家聯賽即將展開，
界女排國家聯賽即將展開
，中國女排 9 日將集訓名單由
26 人縮減至 21 人，王牌朱婷回歸與袁心玥
王牌朱婷回歸與袁心玥、
、龔翔宇
等主力並肩作戰，
等主力並肩作戰
，為亞運及世錦賽展開備戰
為亞運及世錦賽展開備戰。
。

作為首屆世界女排國家聯賽決賽的主辦
國，中國女排雖然已直接獲得最後六

強的資格，不過為把握分站賽的練兵機會，
主教練郎平亦召集了最強陣容出戰各站比
賽。被喻為當今排壇第一人的朱婷挾着四
冠、兩個 MVP 的單賽季全滿貫成績回歸國
家隊，這名中國女排隊長甫返國就飛往北侖
與球隊匯合，務求以最佳狀態協助中國女排
爭冠。

她們在世聯賽中汲取經驗，為
下半年的世錦賽以至東京奧運會
作好準備。
根據規則，這份 21 人名單是世聯
賽的總名單，參賽球隊在每站比賽前尚
要提交一份14人的決選名單，中國女排將
於為期五周的分站賽中，與 15 支不同的隊
伍交手，而首站對手則為多米尼加、比利時
及韓國。

於首都機場獲熱烈歡迎
9 日在北京首都機場受到熱烈歡迎的朱
婷表示兩年的留洋經驗令自己眼界大開：
“今年打的比賽比上年多，無論生活及語言
均好很多，腳傷沒有什麼大問題，目前最重
要的是調整好狀態，在世錦賽與隊友一起爭
取佳績。”作為隊長的朱婷希望自己能起着
帶動球隊的作用，協助新隊友融入球隊。
今次中國女排的 21人名單顯示出郎平銳
意注入新血的決心，為球迷所熟悉的張常
寧因剛完成手術被排除在名單之外，此
外，任凱懿、鄭益昕、孟豆及孫海平
亦被棄用。名單中較惹人注目的新人
有李盈瑩及楊涵玉，兩位球員均是
今季冒起的新星，相信郎平希望

■郎平日前主持世界女排國家聯賽
寧波站志願服務啟動儀式。
寧波站志願服務啟動儀式
。 新華社

鑽石聯賽開幕

加杜連滬校園行
青少年體育結合的創新嘗
試。田徑名將走進校園不
僅能進一步鼓勵中學生走
進操場加強鍛煉，實現德
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還能
為中國田徑事業培養新一
代新生力量
10 日下午，三位短跑
名將不僅在活動現場化身
體育老師為七寶中學的學
生運動員們親自講解示範
■加杜連
加杜連（
（前排左
前排左）
）指導學生起跑姿勢
指導學生起跑姿勢。
。
起跑和交接棒，更與同學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們組成聯隊，上演了一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 別開生面的 100 米接力跑。加杜連在
報道）2018 國際田聯鑽石聯賽上海站 活動結束後直言，“我經常飛往世界
12 日強勢登陸上海。10 日下午，奧運 各地參加比賽，但重回校園的感覺非
會及世錦賽雙料冠軍加杜連以及兩位 常奇妙。在今天的互動中我發現了很
中國田壇新星許周政、梁勁生在緊張 多極有天賦的學生選手，他們認真訓
備戰之餘專程來到上海七寶中學，參 練的態度以及對體育運動的熱情感染
加由賽事主辦方組織的“鑽石星光 閃 了 我 ， 也 將 激 勵 我 跑 出 更 好 的 成
耀校園—世界田徑名將校園行”活 績。”
動。
而作為從七寶中學“走出去”的
作為每年鑽石聯賽上海站的傳 中國男子 4×100 米接力選手許周政則
統，“世界田徑名將校園行”活動是 頗有感觸，“這些學生選手和我們隊
賽事方充分運用國際賽事的平台和資 裡的新人一樣，都非常有衝勁。對中
源、融入更多社會資源、推進體教結 國田徑來說，更多新面孔的加入會帶
合、推動職業賽事與大眾體育尤其是 來更多動力。”

短訊
中國將推進興奮劑入刑
在 9 日舉行的 2018 年反興奮劑
工作會議上，國家體育總局反興奮
劑中心副主任陳志宇透露，去年中
心共完成 17,338 例興奮劑檢查；在
十三運會上，興奮劑檢查達到 2,933
例，為歷屆之最。而 2018 年，檢查
數量預計將再創新高，總數超過 18,
000 例；另外今年一項重要工作是推
動興奮劑入刑。 國家體育總局反興
奮劑中心副主任陳志宇說，總局希
望以推動興奮劑入刑為龍頭，進一
步完善現行反興奮劑政策、法規和
制度，提高違規成本，形成高壓震
懾。
■新華社

中國乒協會員聯賽下周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
南 報 道 ） 5 月 18 日 ， 為 期 三 天 的
2018 年中國乒乓球協會會員聯賽鄭
州站，將在鄭州師範學院體育館開
幕，報名人數近 500 人。目前，該
項賽事的各項組織和籌備工作正在
有條不紊地進行中。
中國乒乓球協會會員聯賽是中
國乒乓球協會主辦的一項全國大型
體育比賽，也是面向全國業餘乒乓
球愛好者設立的比賽，共分 15 站分
站賽和 1 站總決賽，其中鄭州站為
15 分站賽中規模最大、參與人數最
多一站。

■ 張常寧
張常寧（
（上）
落選新一屆中國
女排。
女排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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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业
Wimbledon
业业
业Road
业业业
业业业业重臨香港
业业业业业业业
為此，亞洲網壇傳奇及網球評
全英草地網球俱樂部（All Eng业业
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land Lawn Tennis Club）14歲及以 論家維積．阿姆列查（Vijay Amri业业
业
业Road
业业
业业
业traj）10
业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
日親臨香港，鼓勵參加選拔
下挑戰賽
to Wimbledon
重返
香港，這項久負盛名的青少年賽將
业业
业
业业业业业业賽的青少年選手。他表示：“Road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Wimbledon 賽事與香港網球總會
在香港第二次舉行。
业业
业
业
业业业业业to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為期一周的香港站賽事已於周 的合作為青年選手提供了一個國際
业业
业
业业业业业业平台，讓他們與同齡的頂尖選手切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一揭幕，賽事男子組及女子組的冠
业业
业
业
业
业
业
业
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亞軍共 4 人將在 8 月 12 日至 18 日代 磋並提升草地網球技巧，更多年輕
人和弱勢群體也能藉着‘社區網球
表香港赴英參加
Road
to
Wimble业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don總決賽，在歷史悠久的全英草地 計劃’親身感受到網球運動的魅
业业
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網球俱樂部球場上與網壇其他新秀 力。”
业业
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业业业陳曉莉
业业业业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一決勝負。
业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业业
业張繼科最新世界排名跌至167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业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內的8個最好比賽成績。目前張繼科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业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只有
业2017
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
年的三項比賽列入積分，
业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共有2,626分。因此接下來的兩個比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賽（香港公開賽及中國公開賽），將
业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业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是張繼科漲分的好機會。不過受世界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排名拖累，張繼科只能從資格賽打
业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起。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國際乒聯日前公佈了2018年5月
至於在國際乒聯5月的世界排名榜
业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的世界排名。4月排名77位的張繼科 上，男單排名第1的仍是國乒小將樊振
业业
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上圖）本月下滑 90 位，降到 167 東。德國球手奧恰洛夫升上第2，他的
业业
业
业业业业业业同胞波爾跌到第3。另外國乒三將許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位。由於世界排名過低，他將在未來的
公開賽中需從資格賽打起。
业业
业
业业业业业业昕、林高遠、馬龍的排名均未發生變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據《北京晚報》消息，國際乒聯
化，分別為第4、第5與第6位。
业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世界排名統計一名選手過去一年周期
业业
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香港文匯報記者
业业业陳曉莉
业业业业
业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业业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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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世界最大玻璃溫室翻修後重新開放

前蘇聯克格勃純金戒指相機出售

合攏手指可拍攝

英國倫敦，世界最大的維多利亞時代玻璃溫室，經過五年翻修，重新向公眾開放。這個溫
帶植物溫室坐落在倫敦西區的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裏，全長 183 米，足夠停放三架珍寶客
機。此前溫室裏所展示的亞熱帶和暖溫帶的植物多達 1000 多種。整個修繕工程斥資 4100 萬英
鎊（約 7516 萬新元），共清潔、修理或更換 6 萬 9000 個部件，修復了 1 萬 5000 塊玻璃窗格。

新西蘭迎來羊駝開放周
壹大波萌神來襲

圖中的這枚金戒指並不是普通的首飾，如果妳仔細看的話，就會發現其中的玄機——它實際
上是貨真價實的間諜相機。這枚戒指由前蘇聯克格勃制造，用於間諜情報活動。它由 14K 純金
打造，重約 44g，珠寶內藏鏡頭組件，並且搭載了可變光圈、閘門式快門以及壹個 8mm 規格的
膠片盒子。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美中時間

2018年5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5/14/2018 -5/20/2018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14

15

16

17

18

19

SUN.
20

地理•中國 (重播)
00:00-00:30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明星加油站(重播)

00:30-01:00

01:00-01:30

動物傳奇(重播)
(English)

01:30-02:00
02:00-02:30

Story China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故事在中國(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English 900 (首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重播)

04:00-04:30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家的N次方》（重播）（English Subtitles）

04:30-05:00

空姐新發現(重播
Story )China

電視劇《杜拉拉升職記》（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05:30-06:00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故事在中國(重播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09:30-10:00

文明之旅 (重播)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13:00-13:30
13:30-14:00

健康之路 (重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健身舞起來（重播
）
電影藏密（重播）

環球神奇炫 (首播)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首播)

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粵語天地 (重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洋言洋語(重播)

今日關注(首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空姐新發現(重播
)
美食鳳味 (重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生活 (重播)

14:00-14:30

中國大舞臺 (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10:00-10:30

武林風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防務新觀察
(重播)

09:00-09:30

經典電影(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03:00-03:30

味道(重播)

中國功夫(首播)

經典電影(重播)

02:30-03:00

05:00-05:30

環球神奇炫
(重播)

檔案（首播）
地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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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經典電影(首播)

空姐新發現(首播) 電影藏密（首播
）

城市一對一（重播
休士頓論壇(重播)
）

電視劇《家的N次方》（首播）（English Subtitles）

謝謝我的家 (首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特別呈現 (首播)

14:30-15:00

卡通片《鞠萍姐姐講故事》 (首播)

15:00-15:30
15: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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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藝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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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16:30
16:30-17:00

洋言洋語(首播)

17:00-17:30
17:30-18:00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20:00-20:30

美食鳳味
生活 (重播)

20:30-21:00
21:00-21:30

光鹽健康園地

22:30-23:00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休士頓論壇

台灣心動線

電視劇《杜拉拉升職記》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海峽兩岸(首播)

21:30-22:00
22:00-22:30

城市一對一

健康之路 (首播)

游在美國 (重播）

司馬白話(重播)

中華文化遺產
(首播)
游在美國(首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 我的留學生活(首播
一季 (首播) )
司馬白話 (首播)
國際新聞 /
Howdy Philippines!
大陸新聞/
(重播)
台灣新聞
健身舞起來（首
生活(首播)

防務新觀察 (首播)

快樂童年(首播)
中國文藝 (首播)

綠水青山看中國
(首播)

味道(首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明星加油站 (重播)
）
檔案（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粵語天地(首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1)
Updated as:

文明之旅 (首播)
幸福來敲門(重播2)
5/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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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用養生珍藏 送禮體面尊貴

許氏

珍珠參

精挑細選

珠圓玉潤

產自威州唯一華人自營參場
四十多年信譽全球知名品牌
許氏參業集團 創辦人

許忠政 誠心推薦

精選珍珠參 (4oz)

精選珍珠參 (8oz)

精選珍珠參珍藏錦緞禮盒 (5oz) - 特價限量供應中 -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Mau Phuoc Duong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陽光旅行社

972-235-2288
214-521-6981
972-496-4372
972-988-8811
469-586-8195
972-758-9588

YiYiHerbs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百佳超級市場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金荷中醫診所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盧林中醫診所

972-666-8188
972-943-8999
972-517-8858
713-271-3838
713-772-2999
713-271-8186
713-270-4611
713-774-5558

德信行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德聖堂
參茸城
香港海味城
燕窩城
燕補堂
仁濟中醫針灸所
聯發行L&P

713-995-8530
713-988-5200
713-988-5864
917-365-1688
713-772-2889
713-776-2888
713-772-7888
713-271-0488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惠康超級市場
Hous香港超級市場
百利草藥
NHAN HOA HERBS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萬和堂
家樂超級市場

713-270-1658
713-270-7789
281-575-7886
281-988-8500
281-776-98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恆豐
San Antonio
832-298-9321 亞洲市場
281-988-8338 College Station
713-818-2770 BCS Food Markets

713-932-8899
281-980-6699
512-467-8888
512-719-3864
210-681-8688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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