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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美南國建協進會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簡
稱 ACAP)於5月12日上午11時在休士頓僑教中
心舉行記者會，宣布 6 月 9 日將在 16090 City
Walk,Sugar Land,TX.77478 的糖城 Marriott 酒店
舉行2018年年會暨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

美南國建協進會黃初平會長、李怡德準會
長及各領域研討會共同主席在記者會上說明這
次會議主題及有關內容。 黃初平會長提到，今
年是美南國建會四十周年，這次活動將向創會
會長致敬，當晚7時至9時將有四十周年晚宴，
以慶祝這值得紀念的日子。李怡德準會長介紹
這次研討會主題包括了人工智慧科技、能源、
環境保護、奈米及複合科技、煉油與石化科技
、海洋科技、醫療及生化科技、健康、會計與
商業管理等十項主題。

各領域共同主席一一介紹6月9日所邀請到
的佳賓講員及有關演講主題。例如Energy Ses-
sion能源討論會上午 9時至上午 11時50分，美
國華人石油協會（CAPA)協辦,共同主席戴柏青
、蔡國禎，將探討透過人工科技、大數據科技
，將如何協助能源產業繼續發展、成長。講員
Xin-Gong Li( 李 新 功)， Shell(Formerly),Topic:
Big Data around Houst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講員 Ligang(Larry) Lu(陸立綱），Ph.
D., She'll International E&P, Topic: Machine
Learning for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Explora-
tion. 講員Youli Mao(毛有力），Ph.D., Hallibur-
ton,Topic: Sequence Mining and Pattern Analysis
in Drilling Reports with Deep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講員Chin-Cheng Lin(林志成），Ph.
D., Shell International E&P,Topic: Appomattox
Project:One of the First Subsea HPHT Projects in
the Gulf of Mexico. 講員Chingwen Chen(陳靖雯
） ， Ph.D., Geophysical Insights, Topic:
Multi-Seismic Attribute Analysis with Machine
Learning:An unsupervised Approach. Environmen-
tal Protection Session環境保護討論會，上午9時
至下午5時，主席陳天生博士，將探討 「綠色建
築」、廢棄物回收利用的應用科技等。講員
Jui-Ling Chen 陳瑞鈴, Former Director General
of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Taiwan,ROC, Topic:
Challenges for Our Living Environment- Green
Building Promoting Policy Experiences and Pro-
spective in Taiwan. 講 員 Chilin Cheng 鄭 騏 驎,
President,Chines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Profes-
sionals Association(CAEPA-Taipei), Topic: Re-
cent Advances in Green Construction Materials for
Green Building in Taiwan. 講 員 Chi-Chung
Chang 張 濟 群,Ph.D.,Principal Consultant,CPD
Consultants, Houston,Texas,Adjunct Faculty, Uni-

versity of Houston, Topic: How We Prepared for
the Impact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s- The 2017
Hurricane Season in U.S. 講員 Michael Liu劉志恆
, President of P& G Corp.,Houston,Texas, Topic: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Technology. 講 員
Ying-Jen Chou 卓英仁 1,Ph.D., CEO/Chairman,
America Greenland Sustainable Company,Taipei,
Taiwan, Topic: Waste Ash to Cement Technology.
講員 Edward Chen(陳天生），President, Chinese
American 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Safety,Houston,Texas, Topic: The Trends of Mu-
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Recycling/
Disposal Technolog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ow Houston's Living Waste Classification, Recy-
cling and Disposal Works. 講員 Keng-Chang(Jeff)
Tu,Ph.D.,(IVT)/QA Division/Director,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Taiwan, Topic: Color
Transform Based Texture Enhancement Scheme.
Nano & Composite Technology Energy Session 納
米及複合科技，上午8時30分至上午11時50分
， 共 同 主 席 Howard Paul( 浦 浩 德 ） ， Ph.D.,
ACAP Former President. Guoqiang Li(李國強），
Ph.D., Professor,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LSU).
講員Howard Paul(浦浩德），Ph.D., Project Di-
rector, America Engineering Corp. Topic: New
Nano-Additives Produced and Utilized as a Pro-
cess Drop-in Technology to Upgrade Commercial
Polyolefins(納米新添加劑的生產和應用在科技升
級企業的塑料產品）. 講員 Lu Lu(盧璐），Ph.
D., Chief Chemist, Louisiana Multi-function-
al-materials Group LLC, Topic: Intrinsic heal able
and recyclable epoxy thermoset(可固化和可回收的
環氧熱固樹脂）. 講員 Dr.M.A. Wahab, Depart-
ment of Mechanical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Lou-
isiana State University,LA; M.W. Dewan,D.J.
Huggett, Ex-Graduate students,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 Industrial Engineering,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Topic: Challenges in Defects De-
tection in Friction-Stir-Welding(FSW) (摩擦攪拌
焊接的缺陷檢測挑戰）.講員 Ang Li(李昂），
Ph.D.& Guoqiang Li(李國强），Ph.D., Depart-
ment of Mechanical & Industrial Engineering,LSU,
Topic: FacileUV-Curing of a High-Performance
and Recyclable Thermoset Shape Memory Poly-
mer with High Stress Output(簡易UV固化的高性
能和可回收熱固形狀記憶聚合物具有高應力輸
出）. 講員 Cheng Yan(嚴成），Ph.D. & Guoq-
iang Li( 李 國 强 ） ， Ph.D., Department of Me-
chanical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 LSU, Topic: A
Finite element model for lattice structure of shape
memory polymer(有限元模型具有晶格結構形狀
的記憶聚合物）. 講員 Jizhou Fan(范濟舟），Ph.

D. & Guoqiang Li(李國强），Ph.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 Industrial Engineer-
ing, LSU, Topic: High enthalpy storage thermoset
network with giant stress and energy output in rub-
bery state(高焓儲存熱固性網絡的巨大應力和高
能量輸出在橡膠狀態）. CPA- Financial Man-
agement Session專業會計師-財務管理講座，上
午9時至上午11時50分，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
會（HSCACPAs)協辦，共同主席 Ya-Ling Ch-
uang(莊雅玲），CPA,VP/Accounting Manager,
Golden Bank(金城銀行），Annie Hung(洪雅妮
），Managing Director, Deloitte Tax LLP Hous-
ton, Theme: Hot Topics in Tax and Investments主
題：稅務和投資的熱門話題。講員 Daniel Cas-
tillo, CPA, JD,MBA, Partner,CMCD,LLC, Topic: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ax Law. 講 員 Christina
Doherty,Tax Manager, Deloitte Tax LLP,Topic:
Tax Controversy Basics. 講員 Chistina Gong, Se-
nior Manager, Deloitte Tax LLP, Topic:Taxation
in an increased digital world. 講員 Bob Lamb CFP,
Office Director,BKD Wealth Advisors,LLC, Topic: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Update with Practical
Application. *依照美國會計師協會之規定，專業
會計師執照持有人每年需進修若干小時。本課
程及合乎美國會計師協會之規定，可算四小時
進修學時。* （Sign in, Sign out, and completed
evaluation forms are required for 5 CPE hours).

離岸工程科技研討會議（Offshore Technol-
ogy Session)下午2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主席
Eric Chang( 張 書 豪 博 士 ） ， Ph.D.,P,E. Senior
Engineer of MCT Engineering,Inc.,Houston,TX,台
灣離岸風能的開發在2018年4月底已經正式地
決定授予符合資格審查的開發商後，正在如火
如荼地進行中。因此，離岸工程科技研
討會為了響應台灣目前綠色能源發展的
趨勢與現況，今年就以離岸風電為主題
。研討會的內容將會從宏觀的視野，站
在國家經濟發展與政府的政策面去闡述
台灣離岸風電發展的近況；而從技術層
面上則涵蓋了離岸風電的統包工程與離
岸風機基礎結構的分析方法。我們衷心
地希望藉由離岸工程科技研討會，讓從
事離岸工程行業的專業人員與大眾，都
能了解並掌握目前全球離岸科技發展的
最新潮流。講員 Albert Ku(顧寶鼎博士
） ， Ph.D.,P.E.,IntelliSIM, Topic: Re-
cent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Wind En-
ergy in Taiwan(台灣離岸風電發展近況
）. 講員Warren Kuo(郭原宏），P.E. &
MBA, President,MCT Engineering,Inc.
Topic: Offshore Wind Energy EPCI(離岸
風電的統包工程）. 講員Eric Chang(張

書 豪 博 士 ） ， Ph.D.,P.E., Senior Engineer,
MCT Engineering, Inc. Topic: A Methodology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 Structural Analysis(離
岸風機結構分析方法）.
這次研討會邀請世界各地精英專家學者來分
享不同領域的精闢見解，請把握良機，共襄

盛舉。
Health Session健康講座，下午2時30分至下午5
時 30 分，共同主席 Karl K.Chen,M.D.,Ph.D.(陳
康元醫師），Grace L Chen,Ph.D.,R.N.(陳王琳
博 士 ） ， Theme: Healthy Living Strategies for
Asians in North America 主題：北美亞裔健康需
知，講員 Hue-Teh Shih,M.D.,M.P.H.(施惠德醫
師），Cardiology Specialist at Center for Cardiac
Arrhythmia,Houston,Texas, Topic:Food Safety( 食
品安全）. 講員 Putao Cen,M.D.(岑瀑濤醫師）
Medical Oncologist at University of Texas Memo-
rial Hermann Hospital TMC, Topic: Gastroesopha-
geal Cancer and Colorectal Cancer prevention and
curative treatment strategy(胃食管癌和結直腸癌的
預防和治愈性治療策略）.講員 Karl K.Chen,M.
D.,Ph.D.,(陳康元醫師），Topic: Gastroesopha-
geal-Intestinal Health Promotion and Cancer Pre-
vention(腸胃道保健：免疫、增智、又抗癌）.
Business Management Session(商業管理），下午2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Women in Southern USA世界華
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協辦，主席 Julie
Lin(羅秀娟），President,Theme:Living Strategies
for Asian in North America 主題：北美亞裔生活
觀.講員Melody Lin(林美絢心理輔導師），LC-
SW(Licensed Clinical Social Worker),Topic: The
Heartache Nobody Sees(沒有人看見的心痛）. 講
員Tang Ho M.D.M.Sc.,F.A.C.S.(侯大任醫師），
Topic: Advancements in Facial Rejuvenation(要你
好看）.

欲知年會及研討會詳細內容及報名請上：
http://www.acap-usa.org.

美南國建協進會於美南國建協進會於 55 月月 1212 日上午日上午 1111 時在僑教中心時在僑教中心
203203室舉行記者會室舉行記者會，，黃初平會長黃初平會長，，李怡德準會長李怡德準會長，，各領域各領域
共同主席出席分別介紹共同主席出席分別介紹66月月99日邀請到的嘉賓講員及相關日邀請到的嘉賓講員及相關
演講主題演講主題、、議程議程、、活動安排活動安排..（（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美南國建協進會2018年年會暨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
將於6月9日在糖城萬豪酒店舉行並有慶四十周年晚宴

美國亞裔民主黨俱樂部舉辦母親節聯歡活動
【本報訊】5月13日，美國亞裔民

主黨俱樂部主席、美國國會議員希拉傑
克森李亞裔顧問兼代表羅玲女士舉辦並
主持"亞裔社區與民主黨各級公職候選
人母親節聯歡活動"，德州福遍郡民主
黨黨委主席Cynthia Ginyard, 德州民主黨
黨委第 18 參議選區主席 Don Bankston,
德州第22選區國會議員候選人Sri Pres-
ton Kulkarni 攜母親和兄弟姐妹，第七
選區國會議員候選人Lizzie Fletcher 競選
經理Erin Minceburg, 德州聯邦參議員候
選人Beto O'Rouke 代表，德州高等法院
大法官華裔候選人Kathy Cheng, 德州教
育廳廳長候選人Eliz Markowitz, 以及哈

里斯郡專員候選人Penny Shaw應邀出席
活動與華裔選民共度母親節。上百名華
裔社區朋友參加了母親節聯歡會。

AADC主席羅玲女士主持了聯歡活
動並致辭，她讚美母親的偉大，理解身
為母親的女性競選人之艱辛，感謝了所
有默默在女性候選人身後支持的先生們
。並向大家介紹了美國亞裔民主黨俱樂
部（AADC）的的背景。 AADC是2016
年5月總統大選期間在德州註冊創立的
全國性組織。在十五個華人聚集的州設
有分部並選擇各州優秀的亞裔民主黨人
擔任州負責人等重要崗位。秉承"培訓
，啟智，激勵，徵募"的宗旨帶領亞華

裔民主黨進入美國民主政治進程。在過
去兩年內AADC積極組織全國亞裔民主
黨俱樂部成員參與了包括維州州長，阿
拉巴馬州參議員，賓州國會議員，德州
第22選區國會議員Sri Kulkarni初選均獲
得成功。

德 州 第 18 參 議 選 區 委 員 會 主 席
Don Bankstone 上台發言，回憶並表彰
了羅玲十幾年來持之以恆為各級候選人
助選，為社區所做的服務和貢獻 。
Don正式宣布羅玲被提名為德州民主黨
大會製表委員會代表。福遍郡民主黨主
席Cynthia Ginyard也在活動現場宣布聘
任羅玲為福遍郡民主黨亞裔主任的決定

。
第22選區國會議員候

選人Sri Kulkarni用流利的
中文向華裔選民問候母親
節快樂。並介紹了自己為
何要參選國會議員的原因
。他主張簡化移民手續，
保護家庭移民，增加教育
投入，確保教學質量，保
障全民健保，降低醫療費
用，反對槍支暴力，提高
社會安全，修建基礎設施
，維護受害家庭。支持平

等工資，改善環境問題等等。
亞裔民主黨俱樂部成員著名書法家

陳朝暉向國會議員候選人Sri贈送書法"
馬到功成"獲得讚賞。北美音樂之聲藝
術團團長芳草帶領小分隊和炎黃歌舞團
團長張玲為聯歡活動奉獻了精彩的歌舞
表演。

自三月初選以來，由於候選人過多
分散選票無人獲得過半票數而使得前兩
名必須再次復選一決勝負從而獲得黨內
提名。德州民主黨內包括第七選區和第

22選區國會議員等席位進入複選。目前
德州複選早期投票已經開始，18日結束
。選舉日為 5/22 日。 AADC 為上述候
選人背書。羅玲主席呼籲華裔社區積極
投票給第七選區國會議員候選人 Lizzie
Fletcher和第22選區國會議員候選人Sri
Kulkarni。用選票彰顯社區力量！ （美
國亞裔民主黨俱樂部供稿）
備註：順數第二張是第22選區國會議員
候選人Sri Kulkarni

第第 2222 選 區 國 會 議 員 候 選 人選 區 國 會 議 員 候 選 人 SriSri
KulkarniKulkarni 用流利的中文向華裔選用流利的中文向華裔選
民問候母親節快樂民問候母親節快樂！！

美國亞裔民主黨俱樂部主席美國亞裔民主黨俱樂部主席、、美國國會議員希拉‧美國國會議員希拉‧ 傑克傑克
森李亞裔顧問兼代表羅玲女士森李亞裔顧問兼代表羅玲女士（（ 右右 ））呼籲華裔社區積呼籲華裔社區積
極投票給第極投票給第 2222 選區國會議員候選人選區國會議員候選人 Sri Kulkarni (Sri Kulkarni ( 中中 ））
旁為旁為AADCAADC 顧問羅杰顧問羅杰（（ 左左 ））

【本報訊】用愛與熱誠燃亮璀璨人生，向全
球華人述說魅力故事。 2018年5月16日下午五點
，由鳳凰衛視精心打造的高端選美賽事“中華小
姐環球大賽”，在休斯頓西南皇冠假日酒店成功
舉辦“2018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
賽區”新聞發布會。

本次新聞發布會由2018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環
球大賽協辦單位陽光傳媒主辦，2018鳳凰衛視中
華小姐環球小姐大賽美洲美南大賽旨在為美南地
區華人打造華裔女性的美麗盛事。

新聞發布會上主持人劉金璐通過現場視頻帶
大家一起回顧了2017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
賽區賽事，向大家介紹了2018年大賽的活動背景
及當天新聞發布會到場的來賓。

出席當天新聞發布會的嘉賓有著名僑領、2017
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大賽發
起人之一陳灼剛先生；大賽發起人之一、本次大
賽協辦單位陽光傳媒總裁James羅先生；大賽發起
人之一、本次大賽總策劃王翊帆女士；大賽組委
會成員：徐寧波、范玉新、矯菲菲、陳皙晴、王
秀玲、劉妍、朱金月、姜晗、楊婧堃，以及多家
媒體單位到場支持。

著名僑領、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
大賽發起人之一陳灼剛先生對大家的到來表示誠
摯的歡迎！陳灼剛主席表示，從2017年開始中華
小姐環球大賽落戶美南地區，就受到華人華僑的
廣泛的關注，去年的選拔非常成功，入圍的佳麗
非常優質，還有一位進入美洲前三，成績斐然！

陳主席深信有去年的經驗，非常有信心把今年的
大賽辦的更好更成功，同時，預祝中華小姐環球
大賽美南賽區比賽取得圓滿成功！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大賽發起人
之一、本次大賽協辦單位陽光傳媒總裁James羅先
生感謝所有到場的嘉賓和媒體朋友的大力支持！
他表示，這是一個高端又充滿期待的賽事，今年
陽光傳媒是第二年作為協辦單位，他將繼續全力
配合中華小姐的各項活動，為美南賽區爭取更大
的福利。希望滿足參賽條件的華裔女性們積極參
與和勇於挑戰自我，期待和大家一起尋找美南新
面孔，一起見證華裔女性魅力。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大賽發起人
之一、本次大賽總策劃王翊帆女士向大家介紹了
此次大賽的參賽要求和詳細情況。美洲賽區報名
活動5月6日全面啟動，將於7月15日截止，美南
分賽區的決賽晚會將在7月底舉行，入圍的佳麗將
參加8月中旬舉辦的美洲總決賽。總策劃王翊帆女
士希望美南地區的華人華僑都可以積極參與到大
賽中來，選出自己心目中的華姐。

2017 年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季軍、2017 中
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優勝佳麗、2018中
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形象代言人楊婧堃
在達拉斯因故不能到場，但通過視頻分享了比賽
的心得體會及對本次大賽的祝福。二個月的賽程
期間豐富了自己的人生閱歷，自己的綜合能力也
有了不斷的提高，是一次難能可貴的人生歷練。

2018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環球大賽

［參賽資格］任何女性符合下列條件均可參
賽:
1.參賽者必須為從未有過任何形式的婚姻、從未有
過生育的女性自然人；
2.參賽者必須為18－28周歲（以2018年10月01日
為準，即出生日期在1990年10月1日—2000年10
月1日之間）；
3.參賽者必須擁有華人血統；
4.參賽者必須持有有效身份證件及旅遊證件；美洲
賽區參賽者必須持有美洲當地合法居留證件；
5.參賽者必須有良好的外型基礎，身體健康，身高
在1.65m以上，身材勻稱，五官端正；
6.參賽者必須受過良好的正規教育，大專以上學歷
或在讀，具備良好的交流與溝通能力；
7.參賽者必須無任何不良或犯罪記錄，不雅的照片
、影像不能刊登於任何形式的媒體上
8.主辦方員工及家屬都不得參加本次比賽。

［參賽注意事項］
1、參賽者的資料必須真實有效，比如照片，個人
簡歷，學歷證明等
2、參賽者拍攝的所有影像版權歸鳳凰衛視有限公
司及鳳凰衛視美國有限公司所有
3、參賽者在參賽過程中應服從鳳凰衛視有限公司
及鳳凰衛視美國有限公司的安排和管理。

［報名通道］miss.ifengus.com
［美南賽區聯絡人］王翊帆: 832-961-0598,

832-277-7646, Casey Chen: 713-553-7833
也許你有過人的才藝，渴望被人認可，也許

你也努力踮腳，但卻與一個個機會擦肩而過；也
許你也曾經幻想過站上舞台，但又止步於別人的
眼光，沒關係，這一次2018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
洲美南賽區的聚光燈終會為你點亮。中華小姐將
在這個夏天為北美華人帶來一個與美麗盛宴“零
距離”接觸的機會，圓一個美麗的夢。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賽事是全球賽事的一
個重要組成部分，自2005年開始已經歷時13年，
曾在拉斯維加斯、洛杉磯、水牛城、鳳凰城、溫
哥華、卡爾加里等地舉辦過決賽晚會，中華小姐
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將以 「高標準、高定位、
高品味」的 「三高」為原則，打造高端型的全球
性選美賽事。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是鳳凰衛視主辦的全
球華裔女性的美麗盛事，是拉近全球華人距離，
向全球展示華人女性美麗與活力、勇敢與智慧、
個性與愛心的新女性形象。它以全世界為背景和
舞台，充分展現中華傳統之美，強調中華文化和
傳統美德的推廣，注重內在美和外在美有機完美
的結合。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由鳳凰衛視精心打造,
創辦華人新女性形象,展示華人女性美麗與活力，
勇敢與智慧,打造高端選美賽事

美南賽區志願者招募中！
加入志願者團隊
2018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南賽區賽事
主辦機構：鳳凰衛視美國有限公司

協辦機構：陽光傳媒
電話：832-919-6668, 傳真：832-998-8123
地 址 ： 10515 HarwinDr #146， Houston， TX，
77036, 歡迎致電諮詢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南賽區
相關事宜

2018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新聞發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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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16日舉

辦5月商業午宴，建立商業合作交流
平台，促進休士頓各族裔中小企業
商業流通。本次活動著重在治安維
護，邀請西南管委會副主委 Brain
Burks主講轄區公共安全、休士頓警
局警官James Turner主講警局近期將
推動的警民社區監視計劃，以及午
餐會共同主辦商 Steve Levine則分享

創業經驗和父母的影響。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每個月定期

舉辦午餐月會，固定由共同主辦商
Small Business Today雜誌執行出版人
Steve Levine 邀請企業傑出人士，現
場針對不同商業、創業或治安及教
育等領域發表演講，提供企業人士
交流合作機會。

美南新聞董事長及國際貿易中
心主席李蔚華致詞表示，國際貿易

中心已經歷時12 年，百立大道上的
企業商家也日漸茁壯，商家繁榮復
甦，促進商業流通。他說，近期將
成立 「精英100俱樂部」，召集100
家精英商家，讓更多知名中小企業
可以一起互相交流。

李蔚華說，休士頓是多元文化
的城市，過去12 來，上千至萬家商
家在此服務，但缺點就是並沒有將
大家召集起來，現在組成該精英俱

樂部，所有企業都是一時之選，會
員間就可以互相交流合作，讓休士
頓商業發展更加壯大。

午餐會上，西南管委會副主委
Brain Burks針對轄區內公共安全作
報告，他表示，轄區內會宣導商家
和餐廳都要保持明亮和整潔，除可
吸引顧客上門外，也可減少犯罪滋
生。另外，轄區也設立監視器與
「S.E.A.L」保全公司密集巡邏留

意社區安全。他也提醒，民眾出門
在外，下車時都要保持警戒，檢查
四周可疑人事物，大多數人被搶劫
，通常都是一不留神邊走路邊用手
機，所以才會大意成為歹徒覬覦的
目標。

休士頓警局警官James Turner則
報告近期推動的警民連線監視計劃

(HPD Community Connect Camera
Program)。Turner說，監視器扮演重
要角色，可迅速提供警察破案線索
。這向社區監視器計劃可擴大治安
範圍，適合居家、商家或商場使用
。有興趣的個人或公司行號，只要
透過跟休士頓警局簽約，雙方就可
達成協議，一旦意外發生，不僅與
警局連線，可加強治安力度。

李蔚華也說，未來加強治安巡

守，會設立警報安全柱，讓社區民
眾在意外發生時，可立即與警方連
線，為治安把關。

Steve Levine 則分享自己創業 39
年的心路歷程，並從從小父母如何
帶給他影響作貫穿，非常勵志。在
場人士也踴躍發問，主講人都一一
回答，大家也交換意見，促進交流
。

ITC 5月份午餐會 著重公共安全與警民連線

午餐會現場午餐會現場。。((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右四右四))與主講嘉賓西南管委會副主委與主講嘉賓西南管委會副主委Brain Burks(Brain Burks(右右
一一))、、共同主辦商共同主辦商Steve Levine(Steve Levine(右二右二))及休士頓警局警官及休士頓警局警官James Turner(James Turner(左一左一))等等
人合影人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本報訊) 賓夕法尼亞州費城2018
年 5 月 1 日訊 – Comcast 宣佈，為了
慶祝亞太裔傳承月，Xfinity TV 客戶
可以在超過 1,100 小時的收藏中免費
收看超過 370小時的電影，這些電影
包括流行的亞太裔演員和藝術家主演
。客戶還可以訪問 Xfinity.com/Asian-
American，瀏覽和欣賞可以收看的節
目以及採訪、行為、精彩內容等等。

在整個五月份，在 Xfinity X1 上
， 客 戶 可 以 對 X1 語 音 遙 控 器 說
“Asian American”抵達“亞裔美國人
電影和電視”終端，探索各種獨特的
娛樂節目，包括：

過去的亞裔美國人媒體節日中心
（CAAMFest）的數十部頂級獨立影
片 和 短 片 ， 如 How to Fight in Six
Inch Heels、 Flip the Record 以及 The
Haumana

Select titles from 從 Well Go 中選
擇 標 題 ， 如 Badges of Fury、 Ocean
Heaven、Once Upon a Time in Shang-
hai 以及 The Man From Nowhere

對亞裔電視和電影明星的專題報
道、採訪和電影收藏，包括吳彥祖、
萊昂納多·南、 胡凱莉以及賈斯汀·錢
等等

來自 Music Choice 的由 Jay Park

等演唱的獨家歌曲等等
“在 Comcast，我們很高興每年

與我們的合作夥伴一起慶祝亞裔社會
豐富的文化傳統，為我們的客戶提供
一系列廣受歡迎的亞裔影片和娛樂，
”國際戰略執行總監 Rebecca Simp-
son 表示。“借助‘亞裔美國人電影
和電視’終端，客戶可以輕鬆訪問並
體驗可供全家欣賞的豐富的電影、音
樂和獨特的亞裔美國人的內容。”

五月份，客戶可以免費點播 Se-
lect Xfinity 來自TV Japan （5月1日至
31 日） 和 GMA Pinoy TV 的內容和
節目（5 月 1 日至 15 日）。來自 Eros

Now 點播、Filipino 點播以及 Myx
TV 等網絡的Select TV系列和影片頁
在整個月提供（某些內容因市場而異
）。

除 了 提 供 廣 泛 的 作 品 之 外 ，
Comcast 正在慶祝與 CAAMFest 的長
期合作，後者之外演出主辦者提供支
持。CAAMFest 是全美最大的新亞裔
和亞洲電影的展示場所，並且將於 5
月10日至24日在舊金山舉行。
Comcast 簡介

康卡斯特公司（納斯達克股票代
碼：CMCSA）是一家全球性媒體和
科技公司，其兩項主要業務為Com-

cast Cable 和 NBCUniversal。Comcast
Cable 是全美最大的視頻、高速互聯
網和電話供應商之一，通過 XFINI-
TY 品牌向居民客戶提供服務，同時
向商家提供這類服務。 它還通過
XFINITY 品牌為居民客戶提供無線、
保安和自動化服務。NBCUniversal 經
營新聞、娛樂和運動有線電視網絡，
NBC 和 Telemundo 廣播網絡，電視
製作業務，電視台集團，環球影業和
環球公園和度假村。欲瞭解更多資訊
，請上網訪問： www.comcastcorpo-
ration.com。

COMCAST 慶祝亞太裔傳承月，推出XFINITY 點播收藏
Xfinity X1 客戶可以通過對 X1 語音遙控器說“Asian American”（亞裔美國人）抵達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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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食書生）。金冠菜色確堪誇 楊楚楓

秋天的童話之秋天的童話之VIPVIP旅旅：： 99//55--99//1616//20182018

美雪（Michelle）帶隊，9月5日帶您暢遊歐洲12
天，$3629/人含機票。美雪曾在歐洲生活了9年。有
豐富的旅遊經驗和歐洲文化的認識。 歐洲之旅將從意
大利進入歐洲，途徑梵蒂岡、奧地利、德國、瑞士、
摩納哥、法國，讓您一次走完歐洲最受歡迎的城市。
一路上有華語導遊陪伴，並安排入住4星級奢華酒店
，國際領隊和導遊將從第一天陪大家逛到最後一天。
此次歐洲VIP之旅是豪華旅遊團，出行時間正值9月
，氣候溫和，正合適出去走走。而且一路上，將安排

大家品嘗當地特色餐，如德國烤豬手餐及地道法式晚
膳配正宗法國蝸牛，讓您在旅行之中，不僅有豐富愜
意的行程，還能品嘗美食佳肴！

12天的歐洲之旅，我們將走訪歐洲最著名的景點
：從宏偉壯觀的聖彼得大教堂，歷史遺跡古羅馬鬥獸
場，建築奇葩：比薩斜塔，文藝復興的發源地：佛羅
倫斯，“水鄉”威尼斯，阿爾卑斯山區著名山城薩爾
斯堡，鹽礦小鎮柏特斯加登，如仙境般的新天鵝堡，
琉森享受瑞士的湖光山色，意大利“時裝中心”米蘭

，“賭國”摩納哥，渡假勝地尼斯，及暢遊“浪漫之
心”巴黎鐵塔。

享有“永恒之城”美譽的羅馬，意大利的首都，
自古至今就是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行走在
羅馬古老的街道上，觀摩著宏偉古老的建築，感受來
自幾千年前的文化氣息。在許願池許下一枚美好的祝
願，在真理之口期待一次真切的告白，感受屬於您自
己的羅馬假日。

梵蒂岡，有著名的聖彼得廣場、聖彼得大教堂、
梵蒂岡宮和梵蒂岡博物館等。

比薩斜塔的所在地比薩城，每年都有百萬遊客不
遠萬裏來此參觀遊覽。這座造型古拙而又秀巧的鐘塔
，無不為它那“斜而不傾”的塔身感到憂慮和焦急，
同時又為自己能親眼目睹這一由缺陷造成的奇跡而慶
幸萬分。

之後我們將去一座滿載榮耀的博物館的佛羅倫薩
，看到石頭塔樓，紅瓦墻頂，綠蔭遍地的花園，掛滿
壁畫的教堂、修道院，當你細細品味的時候佛羅倫薩
城又如一幅文藝復興時的油畫，古樸並散發著歷史氣
息。

來到歐洲，我們怎能錯過“水上之城”威尼斯，

關於這座城本身，其實就是一個水上藝術品，這裏任
意一個建築物的美感都離不開水。
走過薩爾斯堡、怕特斯加登的鹽湖洞和施華樂世奇水
晶世界之後，我們還將遊覽德國最具吸引力的旅遊景
點，現實中的童話王國——路德維希二世的夢幻城堡
：壯觀的新天鵝堡。

行程的後半段，我們將走訪許多天才人物的故鄉
和藝術的搖籃——米蘭，世界第二小國——摩納哥，
建築錯落有致，極富情調的尼斯，最後一站，我們將
前往文藝愛好者的天堂巴黎，作為享譽世界的浪漫之
都，我們還將去香榭麗舍大道走一遭，順道參觀紀念
拿破侖戰爭勝利而建的凱旋門。

全旅假期一直是旅遊行業裏的先驅者和開拓者，
此次歐洲VIP旅遊團，除了能帶您走遍歐洲各大著名
國家之外，還帶給您最溫馨的旅遊講解服務。抓緊來
全旅假期報名吧！

全旅假期
7001 Corporate Dr. STE210 Houston TX77036 (美南銀行
後棟)
電話: 713-568-8889， 1-800-988-6543
Wechat/微信號: Chinatourus

全旅假期親自帶隊全旅假期親自帶隊 帶您遊歐洲帶您遊歐洲
77國國1212天天$$36293629//人含機票人含機票

4月28號周六黃昏 ，夕陽西下 ，紅霞滿天 ，
一個尚好的良辰吉日 ，迎來了休市頤康講座長者何
重杈先生的八十歲大壽 ，何氏膝下子女 ，敬老愛
父 ，繼半年前為雙親舉行過結婚五十周年晚宴後 ，
再接再厲 ，是晚又再為慈父 ，張燈結采 ，辦起壽
宴來 ，好事成雙 ，兩度晚餐 ，皆是安排在本市當
時得令的金冠大灑樓之內舉行。

是晚六時正，休市頤康講座的會員王植頤教授
夫婦、黃錦華醫生夫婦、本市劉關張趙四姓龍岡公
所新晉主席劉仁星夫婦及令妹星劉玲玉夫婦、省港
澳培英中學才女朱佩玲夫婦、休市太極師父余浩星
夫婦、休市李氏公所前主席李洪芳長公子李奕榮夫

婦、杜寶玲夫婦、陳美如夫婦、王德夫婦、伍健洲
夫婦、杜瑞芳女仕、吳伶娣女仕、梁秀娟女仕、李
美卿女仕、葉翠秀校長及公子, 及本人 「為食書生」
楊楚楓夫婦，齊聚金冠酒家之內，在金光閃耀的80
HAPPY BIRTHDAY 字體之下，在左右合共8 朵燦爛的
金花的配搭之中，大眾分別先後以中英文唱出 「生
日之歌」 ，為是晚長者何重杈先生的八十歲大壽 ，
揭開了歡樂的序幕。

作為美國第四大城市的休斯頓，因為亞洲矞人
口有近三十萬，來自中港臺及中南半島、星馬泰的
華人亦有近十五萬，因此中餐酒家食肆，亦達過千
之眾。華人世界經營中式餐廳，在其餐牌之中，絕

大多數均有和菜、特價茶、酒席等準備。
過去在中國廣東省及港澳地區,舊式中菜擺酒，

豪華的會用到天九翅、三頭吉品鮑、響螺盞等菜式
來助陣。湯水多有魚翅、魚肚羹、花膠湯之屬，二
熱葷加上炸雞、蒸魚，便算能事畢矣。 不過時移世
易，今時今日的唐餐菜式，己跟往昔有所不同，金
冠酒家已達臻休市一流唐人酒家，因此酒菜 組合，
沒有舊式口味，但卻配合時局走勢，多姿多采 ，單
以精選套餐而言 ，就有$278 .88, $388.88, &568.88
三套不同菜色。

是夜主人家何氏所挑選，是A 款： 茶式如下：
蚧肉魚肚羹、北京皮皮鴨、走地貴妃雞、薑蔥雙龍
蝦、沙律合桃蝦、黑椒彩虹牛柳絲、雙菇玉子豆腐
、荷葉蒸大蝦飯、
七彩八寶班球、長
壽伊麵、精美雙輝
美點。十味靚菜、
十全十美、主客盡
歡，金冠出品獲得
全塲稱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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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或缺乏運動?足以改變心臟病的風險

(本報休斯頓報導) 過幾天就是Memorial Day了，一般的慣例，
在Memorial Day當天，各大購物場所都會推出額外的優惠和折扣，
吸引更多人潮。在這普天打折的日子裡，作為北美華人油煙機首選
的方太廚電，也和大家一起慶祝，並且亮出一波強烈的優惠折扣！
Memorial Day國殤節，又名陣亡將士紀念日，一般為5月的最後一個
星期一 （今年是5月28日）。這個節日不僅是為了悼念在戰爭中陣
亡的美軍官兵，展現愛國情操，更代表了夏季的開始。不少游艇、
遊樂場、小島的假日遊輪等，都會伴隨著國殤節的到來而開始運營
。由於國殤節是上半年度最後一次的小長假，所以不少美國人都會
到郊外野餐，海邊玩樂，或者餐館博物館等等。

在這次方太廚電的特惠中，打折時間為期1週，從5月21日一

直到5月28日！可說全面覆蓋國殤節週
，給顧客充足的時間來選購。此外，讓
人振奮的是，油煙機全線打折，最高折
扣高達 $400元!

那麼，有哪些款式亮點呢？以下的
幾款都是當紅機型:

FOTILE V系列~
JQG 7501
北美30寸網紅煙機，專為美國櫥櫃

設計。90°全自動隔煙屏，有效控製油
煙擴散。30”超寬進煙口，吸力均勻覆
。6平方尺超大攏煙面積，使用前後左
右爐頭都不跑煙。下置式雙勁離心風機
，動力更強勁，吸排更順暢！

JQG9009
北美36寸紅點大獎煙機！專利全自動隔煙屏，有效控製油煙擴

散；“科恩達”導煙板，導煙不跑煙；敞篷寬流進風，油煙擴散前
將油煙吸走；全加速直排系統，四點一線直吸直排；專利“鸚鵡螺
”暢吸風道，排煙更順暢。自動巡航增壓，感應排煙阻力開啟強勁
動力。

FOTILE W系列~
EMS 9018
北美36寸爆款煙機。49dB 圖書館級靜音；專利蝶翼環吸技術，

攏煙控煙不跑煙。M型集煙腔，攏住更多油煙。全加速進煙通道，
提高進煙速度。環狀進煙，多條通道。專利“鸚鵡螺”暢吸風道，
阻力小，排煙更順暢。

主婦朋友們都這麼說方太:
有了方太油煙機，家裡煙霧警報器不用再用紗布包裹。
有了方太油煙機，櫥櫃牆壁不用再貼保鮮膜。
有了方太油煙機，炒辣椒、花椒的時候不會再被熏眼睛、嗆鼻

、戴口罩。
的確，現在醫療技術發達，什麼器官都可以換，但唯一不能換

的就是我們的肺。油煙致癌，不要傷害了我們最珍貴的器官。
方太廚電以清除廚房油煙聞名於世，在廚房中寫下傲人的歷史

，品牌名列國際前茅。以不斷的創新、迎合廚房各種需求，方太廚
電廣受主婦們的喜愛，口碑相傳，目前在全球已經有超過五千家專
賣店，出口三十個以上的國家，並得到19個國際設計大獎。

歡迎來電諮詢，方太廚電：281-201-8186。以及到門店選購，
地址：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近糖城大華超市）。

醫學
新訊

(本報休
斯 頓 報 導)
您 知 道 嗎?
有沒有運動
與得心臟病
的風險有關
係。經由分
析 11,000 多
名美國成年
人的長期運
動量，約翰
•霍普金斯

醫學院的研究人員得出結論，在中年時期至少6年
增加運動量至推薦的水平，與心臟衰竭風險的顯
著降低有關聯。 據悉，心臟衰竭影響500萬至600
萬美國人。

同樣的分析還發現，在中年期，僅6年沒有體
力活動，就會增加罹患該病的風險。

心臟病發作時心臟肌肉死亡，而與心臟病發
作不同，心臟衰竭的標誌是心臟長期無法泵出足
夠的血液、或是泵血的力量不足，導致不能提供
身體所需的氧氣。心臟衰竭是65歲以上人群住院

的主要原因，該病的危險因素包括高血壓、高膽
固醇、糖尿病、吸煙和家族史。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Robert E. Mey-
erhoff 醫學助理教授、及該研究報告的資深作者
Chiadi Ndumele表示：“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在
日常生活中每週持續參加推薦的150分鐘中等到劇
烈運動，例如快走、或騎自行車等，在中年時期
可能足以將心衰風險降低31％。此外，在中年時
期，從不運動轉變到推薦的運動量，時間超過6年
的話，可使心衰風險降低23％。”

研 究 人 員 警 告 說 ， 他 們 在 《 血 液 循 環 》
（Circulation）雜誌上描述的研究是觀察性的，這
意味著該研究結果不能也不會在運動和心力衰竭
之間表現出直接的因果關係。但他們表示，從中
年人收集的數據中觀察到的趨勢表明，通過適度
運動減少心臟衰竭的風險永遠不會太晚。

約翰•霍普金斯Ciccarone心血管疾病預防中
心（Johns Hopkins Ciccarone Center for the Preven-
tio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的心臟病醫生 Ro-
berta Florido認為：“心臟衰竭患者的人數正在增
加。與其它心臟疾病風險因素如高血壓或高膽固
醇不同，我們沒有專門有效的藥物來預防心臟衰

竭，因此需要確定和驗證有效的預防策略，並向
公眾強調這些預防策略。”現在有藥物用來治療
心臟衰竭，如β受體阻滯劑和ACE抑製劑等，但
這些藥本質上是“次要”預防藥物，其功能是在
心臟功能障礙發生後減少心臟的工作負荷。

Florido 表示，研究表明，一般來說運動多的
人，比不運動的人患心臟衰竭的風險要低，但我
們以前幾乎不知道隨著時間的推移、運動水平的
變化，對心臟衰竭風險的影響。

例如，如果你大部分時間都是久坐不動，卻
在中年開始鍛煉，那麼這是否會降低心臟衰竭的
風險？或者，如果你在生活中原來運動很多，但
在中年時不再有活躍的運動，這會增加你的患病
風險嗎？

為了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研究人員使用了
從11351名參與者收集到的數據，參加者的平均年
齡是60歲。

通過電話訪問、醫院記錄、和死亡證明等，
在平均19年的時間裡，每年對參與者進行心血管
疾病事件的監測如心臟病發作、中風和心臟衰竭
等。

除了上面這些措施之外，在第一次和第三次

研究訪問（間隔六年）時，每位參與者填寫了一
份問卷，要求他們評估自己的身體活動水平，然
後將其分類為差、中等、或“推薦” ，這與美國
心臟協會發布的指導方針保持一致。

“推薦”的運動量為每周至少75分鐘的劇烈
運動（vigorous intensity）、或每周至少150分鐘的
中等強度（moderate intensity）運動。每週 1 到 74
分鐘的劇烈運動、或每週1到149分鐘的中等強度
運動被記為中等活動量，而如果沒有運動，則身
體活動量就會被記為“差”。

那些在第一次和第三次訪問時達到推薦活動
水平的患者，顯示出最高的相關聯的心臟衰竭風
險下降，與活動量一直較差的患者相比，他們的
風險降低了31％。

2,702名參與者的活動量從差變到中等或推薦
，或從中間變到推薦，他們與那些一直為差或中
等活動量的患者相比，心臟衰竭的風險下降了約
12％。

而相反，2,530名參與者的運動量有所減少，
他們與一直為推薦或中等運動量的患者相比， 心
臟衰竭的風險增加了18％。

方太方太Memorial DayMemorial Day開啟開啟20182018 換新第一彈換新第一彈
上半年最大折扣上半年最大折扣！！不容錯過不容錯過！！

安裝前後的比較安裝前後的比較

FOTILE VFOTILE V系列系列JQGJQG 75017501，，專專
為美國櫥櫃設計為美國櫥櫃設計

JQGJQG90099009是北美是北美3636寸紅點大獎寸紅點大獎
煙機煙機

EMSEMS 90189018有專利蝶翼環有專利蝶翼環
吸技術吸技術，，攏煙控煙不跑煙攏煙控煙不跑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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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月月2020日周日下午日周日下午44點點，，周潔周潔
曉慧舞蹈學校第五屆曉慧舞蹈學校第五屆““精品薈萃精品薈萃””
舞蹈專場將在美國休斯敦周潔曉慧舞蹈專場將在美國休斯敦周潔曉慧
舞蹈學校舞蹈學校KatyKaty分校分校World TheaterWorld Theater
小劇場隆重上演小劇場隆重上演!!””精品薈萃精品薈萃””專場專場
自自20142014年開辦以來已有年開辦以來已有55年的歷史年的歷史
!! 與往年不同是與往年不同是,,今年表演的作品中今年表演的作品中
增加了增加了””華夢計劃華夢計劃””的的””中國風中國風””
系列作品系列作品!! ““華夢計劃華夢計劃””是中國文是中國文
化藝術海外培訓項目化藝術海外培訓項目,,所有課程都由所有課程都由
中國各專業界藝術大師教授中國各專業界藝術大師教授,,旨在向旨在向
更多美國華裔少年和普通民眾傳播更多美國華裔少年和普通民眾傳播
和介紹中國文化藝術和介紹中國文化藝術。。從全美從全美44個個
培訓基地發展到今年的培訓基地發展到今年的77個個,,並在中並在中
國舞和京劇課程之外國舞和京劇課程之外，，增設中國民增設中國民
樂體驗項目樂體驗項目,, 可見它受歡迎的程度可見它受歡迎的程度!!
。。這臺由周潔曉慧舞蹈學校主辦這臺由周潔曉慧舞蹈學校主辦,,美美
中國際藝術教育聯盟中國際藝術教育聯盟(Sino- US(Sino- US
Arts Education Alliance)Arts Education Alliance)、、 SinoSino
US Performing Arts Organization(US Performing Arts Organization(
中 國 風 藝 術 協 會中 國 風 藝 術 協 會)) 、、 ShanghaiShanghai
Zhou Jie Dance School(Zhou Jie Dance School(上海周潔上海周潔
藝校藝校))協辦協辦、、學校家長承辦的精品學校家長承辦的精品
晚會意在給海外華裔青少年搭建學晚會意在給海外華裔青少年搭建學
習習、、展示展示、、傳承的平臺傳承的平臺..運作四年來運作四年來
深得總領館和休市各界好評深得總領館和休市各界好評。。本次本次

專場是小舞者的精品匯報專場是小舞者的精品匯報，，也是老也是老
師們原創作品的精彩展示師們原創作品的精彩展示，，更是一更是一
場傾註愛心和深情的中西舞蹈對話場傾註愛心和深情的中西舞蹈對話
和盛宴和盛宴!!

第五屆第五屆””精品薈萃精品薈萃””將展示將展示2626
個優秀作品個優秀作品,,舞種涵蓋古典舞舞種涵蓋古典舞,,民間民間
舞舞,,芭蕾舞芭蕾舞,,當代舞當代舞;;舞蹈形式分別有舞蹈形式分別有
獨舞獨舞,,雙人舞雙人舞,,群舞群舞..策劃策劃、、舞臺總監舞臺總監
、、主持主持、、燈光燈光、、音響音響、、海報設計海報設計、、

紀念衫設計紀念衫設計、、攝像攝像、、攝影等等工作攝影等等工作
一如既往的全部由家長們承擔一如既往的全部由家長們承擔..當然當然
,,一定還有學生和家長們準備的一定還有學生和家長們準備的””
Secret ProgramSecret Program””給大家帶來驚喜給大家帶來驚喜
和感動和感動..

55 月月 2020 日下午日下午 44 點點,, 10121012 S.S.
Mason Rd. Katy, TexasMason Rd. Katy, Texas 7745077450
World Theater,World Theater, 不見不散不見不散!! 我們演我們演,,
你們看你們看!! 傳播中國文化我們大家一傳播中國文化我們大家一

起來起來!!!!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全年招生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全年招生,,

暑期基礎課暑期基礎課；；總校總校, Katy, Katy暑期夏令暑期夏令
營營；”；”華夢計劃華夢計劃””舞蹈培訓正在報舞蹈培訓正在報
名中名中.. 咨詢電話咨詢電話：：713713--516516--51865186；；
832832--606606--88098809 ；；www.jhdancing.www.jhdancing.
com; Emailcom; Email：：jh@jhdancing.comjh@jhdancing.com

傳播中國文化傳播中國文化--------我們大家一起來我們大家一起來
新獲獎劇目免費上演新獲獎劇目免費上演

周洁晓慧舞蹈学校周洁晓慧舞蹈学校----第五届精品舞展第五届精品舞展

""華夢計劃華夢計劃""古典雙人舞古典雙人舞------
彈指間彈指間

民間舞民間舞------孤漠雙嬌孤漠雙嬌

第五屆第五屆""精品晚會精品晚會""的海報由學生的海報由學生
Christy ZhangChristy Zhang 設計設計

當代舞當代舞------ 安靜下來安靜下來

芭蕾舞芭蕾舞----俏花旦俏花旦

古典舞古典舞------彩雲歸彩雲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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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職業球員工會頒獎晚會在法國巴黎舉行法國職業球員工會頒獎晚會在法國巴黎舉行，，巴黎聖日耳曼隊的內巴黎聖日耳曼隊的內
馬爾獲得本賽季法甲聯賽的最佳球員馬爾獲得本賽季法甲聯賽的最佳球員，，羅納爾多為內馬爾頒獎羅納爾多為內馬爾頒獎；；內馬爾內馬爾
的隊友姆巴佩則獲得本年度最佳年輕球員的隊友姆巴佩則獲得本年度最佳年輕球員，，埃梅裏榮獲年度最佳教練埃梅裏榮獲年度最佳教練，，
英超切爾西隊坎特擊敗本澤馬和格列茲曼獲海外聯賽最佳法國球員英超切爾西隊坎特擊敗本澤馬和格列茲曼獲海外聯賽最佳法國球員。。

土超卡拉比克土超卡拉比克00--77費內巴切費內巴切

羅馬賽馬爾蒂奇羅馬賽馬爾蒂奇22--00特蘇倫科特蘇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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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8年5月18日（星期五）

“女排緣聚北侖”郎平師徒憶往事20182018世界女排國家聯賽寧波北侖站世界女排國家聯賽寧波北侖站，，是中國是中國

女排總教練郎平時隔一年後重返執教一線女排總教練郎平時隔一年後重返執教一線，，也是也是

重組後的中國女排在今年的首秀重組後的中國女排在今年的首秀。。對於郎平和她對於郎平和她

的弟子們來說的弟子們來說，，北侖留下了太多難忘的回憶北侖留下了太多難忘的回憶。。日日

前前，“，“女排緣女排緣 聚北侖聚北侖””活動在女排下榻酒店舉活動在女排下榻酒店舉

行行，，已經退役的前國手徐雲麗和恩師郎平一起已經退役的前國手徐雲麗和恩師郎平一起，，

分享了她們過往在北侖的點滴分享了她們過往在北侖的點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
港足球會CITI七人足球賽”18日起一連
三天假跑馬地會所舉行，衛冕冠軍李斯特
城強勢襲港，並與主場港青組成的香港飛
龍隊同組。賽事吸引歐、亞知名球會參
賽，視為歐洲足壇明日之星的表演舞台。

與香港飛龍同組還有白禮頓及新加

坡木球會。香港飛龍教練郭家樂對抽到
與衛冕冠軍李斯特城同在Ｄ組表示歡
迎，認為賽事水準與歐洲高水準足球賽
不相伯仲，可以讓港隊成員認識到香港
和歐洲大球會年輕球員之間的差距。

各路大軍17日已抵港，要衛冕的李
斯特城隊長Darnell Johnson強調，有信

心今年衛冕成功，隊友會全力以赴。
應屆港超冠軍傑志分在B組，單挑曾

6度在此賽事封王的阿士東維拉，同組卡
利亞里、港會隊長選手隊都是實力出眾。
賽事首階段採取小組賽形式，次階段為
淘汰賽。A組隊伍包括韋斯咸、威靈頓
鳳凰、鹿島鹿角及友誼聯賽選手隊；Ｂ
組隊伍包括紐卡素、格拉斯哥流浪、紐
卡素噴射機及港會。

眾隊長17日出席記者會更展示“筷
子功”挾起食點心。名宿般莫迪表示：
“期待能於賽事稱王。香港是一個很美
麗的城市，會享受整個賽事。”

賽事首日會上演名人賽（元老
賽），屆時英超名宿大衛占士、韋斯布
朗、希斯基、米高格雷和馬隆希活等為
Playon Pros出戰，而CITI明星隊則由前
阿仙奴名將般莫迪領軍爭取衛冕。

據搜狐體育消息，中國女足將進
行換帥，冰島主帥埃約爾松下課，賈
秀全將擔任中國女足的新任主帥。倘
若賈秀全擔任主帥，那麼留給他最重
要的任務，將是2019年的法國世界
盃。

儘管埃約爾松在女足亞洲盃上獲
得季軍，如願獲得女足世界盃入場
券。但這更多是因為中國女足出色的
分組和賽程上的優勢，並非基於埃約
爾松的執教能力。埃約爾松率隊踢了
17場比賽，取得9勝8負的戰績，勝率
也剛剛超過五成。但埃約爾松在執教
女足期間，面對強隊卻遭遇到全敗，
這樣的表現無疑難以令人滿意。

另外，埃約爾松的執教能力也廣
受質疑。他上任後，拋棄了女足過往
積極拚搶和反擊犀利等特點，而是盲
目採用大腳戰術，這被人廣為詬病。

前女足隊長畢妍也曾爆料，埃約爾松
在上任之後，曾經拋棄一位女足的絕
對核心球員。

隨着埃約爾松率領中國女足成績
上的滑坡，換帥之聲也越趨強烈，聘
請本土教練執教成為大熱，而賈秀全
無論執教資歷，還是執教成績，都能
夠令人滿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女足啟動換帥 賈秀全或接任

華杜斯膺足球先生 成就大滿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香港足球明星選舉17日圓滿結束，
今季以不敗姿態衛冕港超聯冠軍的傑
志成為大贏家：狂掃13個獎項，而
隊中中場華杜斯完成“大滿貫”，分
別榮膺今屆香港足球先生、球員之星
及最受球迷歡迎球星。

香港足球明星最佳11人17日出
爐，今季在本地賽事罕逢敵手的傑志
獨佔其中7個席位，王振鵬、唐建

文、金奉珍、黃洋、費蘭度、華杜斯
及盧卡斯均有入選，其中華杜斯更搶
盡風頭奪得四個個人獎項，當中更包
括代表最高榮譽的香港足球先生。這
位前匈牙利國腳中場坦言獎項屬於全
隊隊友：“我不是一個能射進很多球
的前鋒，我的位置亦不是最顯眼，我
要多謝我的隊友能將我的傳送化為入
球，所以得獎要多謝一眾隊友。”

華杜斯亦表示球員之星獎項對他

來說最有意義，能夠得到對手的認同
令他最開心，而對於下季會否留隊，
華杜斯則表示會留待兩場盃賽決賽之
後決定：“我們還有兩場盃賽決賽，
現時這對於我來說最重要，我現階段
還不知道下季去向，不過肯定的是我
很享受在傑志踢球的時光。”

而最佳教練一獎則由傑志主帥朱
志光蟬聯，至於最佳青年球員則由林
衍廷及鄭展龍奪得。

七人足賽揭幕 英超名宿聚香江

■■郎平在比賽中指郎平在比賽中指
揮隊伍作戰揮隊伍作戰。。

新華社新華社

■■各隊隊長與部分球星賽前合影各隊隊長與部分球星賽前合影。。

■■中國女足主教練埃約中國女足主教練埃約
爾松爾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傑志的華杜斯榮膺“足球先
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所有得獎職球員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2005年，時任
美國隊主教練的
郎平第一次來到

北侖，彼時陳忠和率領的中
國隊仍在巔峰，中美兩隊之間的較量也
被球迷們戲稱“和平大戰”。“中國隊

對美國隊據說那年票價炒得很高，最貴
的票賣到了1,888元（人民幣，下同），
黃牛票甚至都賣到了5,000元，我當時想
排球票能賣這麼高嗎？”郎平笑着說，
來之前以為北侖球迷不懂排球，來之後
才發現這裡的球迷是真的喜歡排球。

2006年，中國女排寧波北侖訓練基
地舉行奠基儀式，北侖也成為繼
郴州和漳州之後的第三個女排訓
練基地。從此以後，中國女排和
北侖的緣分便再也無法割開。里
約奧運會前，中國女排的最後一
次集訓就在北侖。

徐雲麗當時剛從傷病中走出
來，在國家隊公佈最後出征里約
奧運會大名單後，她收到了郎平
的一條短信：

“小麗，恭喜你再一次代表
祖國參加奧運會，這是你一年多
以來不懈努力追求夢想、戰勝傷
病的回報，走過艱難時刻的人更
會懂得珍惜，希望你能夠帶領年
輕的隊員們，在奧運會賽場上，
不怕困難，團結一致，勇往直
前，加油！”

“當時看到郎導給我發這個
短信的時候，我就感覺心怦怦地

跳，瞬間感覺血壓飆升，內心特別的激
動。我這一年多努力沒有白費，郎導的
信任讓我覺得要擔起這份責任，所以當
時看到這份名單，看到郎導的短信，就
想自己一定要在奧運會上有更好的表
現，無論最終結果如何，希望把自己所
有的能量都能夠發揮出來。”直到現
在，徐雲麗手機裡仍然保留着這條短
信，因為對她來說，這條信息意義非
凡。

徐雲麗獲郎平短信 征里奧
2015年世界盃前夕，徐雲麗右膝韌

帶斷裂，這也讓她征戰奧運會的前景蒙
上了一層陰影。郎平說，在她受傷最難
受的時候，一定要給她這種目標希望和
夢想，所以她就會克服很多困難。

“包括小惠（惠若琪），我就覺得
她們能夠出現在奧運名單裡，都是她們
特別努力堅持的結果，像她們經歷這麼
重大的傷病，還能夠重新站在球場上，
而且狀態很好，所以我覺得她們在遇到
困難的時候是一定也是可以頂住的。”
隊員們最終也沒有辜負郎平的用心良
苦，中國女排在8強賽對陣東道主巴西
的比賽中，在絕境中完成史詩般逆轉，
最終時隔12年重回奧運之巔。 ■新華社

■中國隊隊員在17
日晚對韓國隊一役

慶祝得分。
FIVB圖片李盈瑩李盈瑩遭重點防守遭重點防守中國女排負韓國中國女排負韓國

奧運冠軍中國女排17日晚在世
界女排國家聯賽寧波北侖站最後一輪
比賽迎戰老牌勁旅韓國隊，由於排超
新星李盈瑩被韓國隊重點看防，令中
國隊失去一個重要得分點，最終連失
三局，以15：25、15：25及13：25
不敵，為新奧運周期的啟航交了一筆
不菲的學費。

此前，在北侖首兩站比賽，東道
主中國隊未逢敵手，以兩個3：0橫
掃多米尼加及比利時。17日晚面對
該站最強的對手韓國隊。韓國隊對中
國隊的攔防做了精心的準備，尤其重
點防守主攻李盈瑩，令李盈瑩在四號

位的進攻頻頻被攔死，此外韓
國隊還針對李盈瑩的防守進行攻
擊，令中國隊陷於苦戰。

反觀韓國隊，除攔防外，主攻手
李在英火力全開，她與金軟景各得
16分，成為韓國隊贏下全場比賽的
關鍵。最終年輕的中國隊以0：3不
敵韓國，為新奧運周期的啟航交了一
筆不菲的學費。

中國隊下周將前往澳門，
迎戰波蘭、泰國及塞爾維
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徐雲麗徐雲麗（（白衫白衫））與球迷合影與球迷合影。。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中國主攻李盈瑩的扣殺被中國主攻李盈瑩的扣殺被
韓國隊封阻韓國隊封阻。。 FIVBFIVB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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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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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在美國(首播）

16:30-17:00

我的留學生活(首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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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在美國 (重播） 司馬白話(重播)

22:30-23:00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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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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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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神奇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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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 Way to Learn Chinese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家的N次方》（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杜拉拉升職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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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神奇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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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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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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技與生活(重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電視劇《家的N次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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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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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y Philippines!  
(重播)

爸媽囧很大 城市一對一 科技與生活 台灣心動線

綠水青山看中國 
(首播)電視劇《杜拉拉升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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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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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哈裏王子大婚後廚畫面曝光英國哈裏王子大婚後廚畫面曝光 廚師精心準備菜肴廚師精心準備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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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曼谷泰國曼谷，，泰國傳統春耕節在皇家田廣場開幕泰國傳統春耕節在皇家田廣場開幕，，泰國農民在現場播撒稻泰國農民在現場播撒稻
種種，，寓意好運與豐收寓意好運與豐收。。春耕節春耕節，，是泰國的盛大節日是泰國的盛大節日，，壹個祈禱風調雨順壹個祈禱風調雨順、、農農
業豐收的節日業豐收的節日。。在每年五月舉行在每年五月舉行。。節日始於素可泰王朝節日始於素可泰王朝，，歷史悠久歷史悠久。。

NASANASA將在將在20202020年年
火星探測任務中使用直升機火星探測任務中使用直升機

近日，NASA下屬噴氣推進實驗室(JPL)剛剛證實，他們將在“火星2020年探測車”（Mars
2020 Rover）任務中，在火星上測試完全自動駕駛的微型無人直升機。該火星直升機的體重僅為
1.8公斤，機身與壘球大小相當。兩個反向旋轉葉片將可幫助直升機穿過火星大氣層的剩余部分，轉
速大約可達每分鐘3000轉，大約是地球上直升機的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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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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價限量供應中 -精選珍珠參珍藏錦緞禮盒 (5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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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選

精挑細選  珠圓玉潤

許氏珍珠參
自用養生珍藏  送禮體面尊貴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214-521-6981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469-586-8195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百佳超級市場 972-517-8858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713-271-3838
金荷中醫診所 713-772-2999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713-818-2770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BB1212廣 告
星期五 2018年05月18日 Friday, May 18, 2018


	0518FRI_B1_Print
	0518FRI_B2_Print
	0518FRI_B3_Print
	0518FRI_B4_Print
	0518FRI_B5_Print
	0518FRI_B6_Print
	0518FRI_B7_Print
	0518FRI_B8_Print
	0518FRI_B9_Print
	0518FRI_B10_Print
	0518FRI_B11_Print
	0518FRI_B12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