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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致電咨詢特惠房價信息
Call for the Move - in Special

SUNBLOSSOM LOUISVILLE

限量全新豪華型
單位~隆重推出!陽花如意公寓

713-981-0137
Work Hours工作時間:
Mon-Fri.  9:00AM-6:00PM
          Sat.10:00AM-5:00PM

9201 Clar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36
◆ 黃金地段中國城中心，舉步直達商場、超市、銀行及
    多元文化社區。

◆ 步行可達中、小學，2號公車站直達醫療中心。

◆ 寬敞的一、二居室及獨立式Townhouse戶型。

◆ 新裝修房間，鋪設新地磚，木地板。

◆ 24小時全方位的專業管理和維修服務。

◆ 國語，英語，越語及廣東話全方位服務。

◆ 辦公室內免費聯網（WIFI）。

韓國館 Hankook Kwan韓國館 Hankook Kwan

韓國人開的韓國館  正宗 地道 真材實料
9140 Bellaire Blvd, suiteB, Houston, TX77036

R03-Hankook Kwan 韓國館1234567C_8

10% OFF
4月30日前有效

coupon

346-240-9696

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梁美雪梁美雪(Michelle)(Michelle) 女士女士
全旅假期經理全旅假期經理
旅居歐洲旅居歐洲﹑﹑亞洲亞洲﹑﹑大洋洲大洋洲﹑﹑美洲等四大洲美洲等四大洲
國際旅遊及帶團經驗豐富國際旅遊及帶團經驗豐富
專精旅遊諮詢與私人旅遊行程設計專精旅遊諮詢與私人旅遊行程設計
70017001 Corporate Dr. SuiteCorporate Dr. Suite 210210.,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3677036
電話電話﹕﹕415415--488488--5356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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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博物館日國際博物館日
京故宮博物院舉行多項活動京故宮博物院舉行多項活動

國際博物館日當天國際博物館日當天，“，“明代正統明代正統、、景泰景泰、、天順禦窯瓷器展天順禦窯瓷器展””在在
北京故宮博物院開幕北京故宮博物院開幕。。這是故宮博物院與景德鎮聯合舉辦的又壹個這是故宮博物院與景德鎮聯合舉辦的又壹個
大型專題瓷器展大型專題瓷器展，，也是國內外首次舉辦以明代正統也是國內外首次舉辦以明代正統、、景泰景泰、、天順三天順三
朝禦窯瓷器為主題的展覽朝禦窯瓷器為主題的展覽。。該展覽共展出該展覽共展出215215件件（（組組））瓷器瓷器，，其中其中
景德鎮禦窯遺址出土的瓷器修復品共計景德鎮禦窯遺址出土的瓷器修復品共計138138件件（（組組），），其中包括首其中包括首
次公開展出的次公開展出的20142014年景德鎮禦窯遺址珠山北麓出土的年景德鎮禦窯遺址珠山北麓出土的100100件件（（組組）），，
旨在將最新考古成果和學術前沿展示給公眾旨在將最新考古成果和學術前沿展示給公眾。。

33噸半豆腐打造出巨型噸半豆腐打造出巨型““二十四節氣二十四節氣””圖圖

河南欒川老君山舉辦河南欒川老君山舉辦““萬人豆腐宴萬人豆腐宴”，”，由重達由重達33噸半豆腐打造出的噸半豆腐打造出的““二十四節二十四節
氣氣””圖震撼亮相圖震撼亮相。。據了解據了解，，這是由這是由2020位豆腐師傅徹夜未眠位豆腐師傅徹夜未眠，，耗時耗時2222小時制作新鮮小時制作新鮮
豆腐打造而成豆腐打造而成，，現場現場88口大鍋輪番上陣口大鍋輪番上陣，，共使用黃豆共使用黃豆31003100斤斤，，制成豆腐制成豆腐70007000余余
斤斤，，在直徑在直徑88米的整塊豆腐上米的整塊豆腐上，，黑白分明的標註著黑白分明的標註著““二十四節氣二十四節氣”。”。據介紹據介紹，，這些這些
豆腐經過展示之後豆腐經過展示之後，，將免費贈送民眾品嘗將免費贈送民眾品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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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對美油氣進口
有助中國推動能源結構調整

綜合報導 中美兩國在華盛頓就雙

邊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聲明稱，雙

方同意有意義地增加美國農產品和能源

出口，美方將派團赴華討論具體事項。

此間專家向記者表示，中美能源合

作具有天然優勢，擴大對美原油、天然

氣進口有利於中國實現能源進口多元化

和能源結構調整。

在國際能源市場，美國是壹個新興

供應者，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

供應。自次貸危機以來，借助以頁巖油

氣資源勘探開發為主調的能源革命，美

國已宣布成功實現能源獨立。

與此同時，當前中國經濟正高速發

展，需要大量能源支持，但國內能源產

量還難以滿足經濟發展需求。尤其中國

正強調環境保護、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運用，伴隨煤炭行業的去產能和技術

升級，原油和天然氣需求上升較快。

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

中國原油進口量突破4億噸，原油進口

量與國內產量之比持續擴大，由2012年

的1.3:1擴大到2.2:1。同期，中國天然氣

進口量也持續快速增長，達到946.3億立

方米，進口量與國內產量之比由2012年

的0.4:1擴大到0.6:1。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哈

繼銘表示，當前中國原油、天然氣產量

和消費量間差額較大，必須由進口彌補。

2017年中國天然氣主要從土庫曼斯坦、

澳大利亞、卡塔爾、阿聯酋等國進口，

從美國進口額占總進口量較小，仍有較

大增長空間。供需的高度對應，為中美

能源合作鋪平了道路。

“中美能源合作具有天然優勢。”北

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分析

說，壹方面，中國能源需求集中在東南沿

海，即西太平洋區域，太平洋航道寬闊順

暢；另壹方面，中國已有建造大型原油和

液化天然氣運輸船的能力，並在東南沿海

逐步建設能源接收站。同時，中美之間已

有在能源領域展開長期合作的早期收獲，

因此中國能源進口的“大蛋糕”也會令美

國能源企業長期獲益。

在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能源研究所

副所長王仲穎看來，增加自美國進口還

有利於中國實現能源進口多元化。他表

示，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持續處於高水

平，進口原油中絕大多數通過海運實

現，且大部分都來自於中東地區。從安

全角度看，進壹步豐富進口來源國也

是有益的。

此外，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由高速向

高質量階段“轉軌”，改善環境質量、

調整能源結構需求加大，增加進口還有

利於實現能源穩定供給。

值得註意的是，中國為切實改善民

生，解決“氣荒”問題，擴大進口成為

重要舉措之壹。

目前，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天

然氣生產國。據國際能源署(IEA)預計，

2020年美國天然氣產量將超過全球總產

量的五分之壹，2022年有望成為世界最

大的天然氣出口國。

王仲穎表示，增加使用相對清潔的

天然氣，減少煤炭消費量，對中國實現

能源結構調整有重要意義，“但這是壹

個長期過程，不可能壹年兩年就解決”。

在未來中國天然氣需求量還將急劇增長的

情況下，增加進口有利於解決民生需求，

同時對接美國頁巖氣革命帶來的巨大天然

氣出口需求，從而實現雙贏。

時尚產業可持續發展成為中國紡織服裝新機遇
綜合報導 業內專家稱，“科技”、“時尚”、“綠

色”已成為中國紡織服裝產業新的定位。而探討人與自

然和諧共存，從社會責任、自然生態等方面進行關於可

循環、可再生利用，以及低能低耗等方面的綠色創新設

計正成為壹個新機遇，並將推動時尚產業的變革。

記者獲悉，2018中國國際大學生時裝周期間舉

辦的“時尚產業可持續發展高峰論壇”以“時尚產

業可持續發展”為題，吸引來自時尚行業的相關專

家、學者、院校師生代表等熱烈參與討論。

中國服裝設計師協會張慶輝表示，目前可持續

的時尚已成為國際時尚界的熱點話題，如何通過可

持續的設計、可持續的生產制造，可持續的消費，

共同構建壹個對生態友好的可持續時尚，是未來時

尚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社會責任辦公室主任閻巖指

出，可持續時尚需要創新化、生態化和日常化，需要從

設計生產本身、產業鏈上下遊協同、以及消費者的日常

生活和消費意識形成整個可持續時尚的生態系統。

傳統手工與現代美學的倡導者，“生活在左”

品牌創始人林棲表示，中國傳統手工藝在沒有需求

的情況下，最終會面臨消失，我們通過對苗繡、蠟

染、掐絲等中國少數民族傳統服飾和手工藝的理

解，進行時尚轉化，並通過展覽、書籍等形式賦予

它們全新的生命力，進行了文化的傳承。發揚傳統

文化不能停留在觀賞層面，要有健康的生態鏈，有

供需市場才能有可持續發展。

中國服裝設計師協會副主席、中國時裝設計金

頂獎設計師陳聞強調可持續時尚的發展有三方面：

壹是、原創品牌與原創設計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

面，要讓文化與設計融為壹體；二是、中國正處於

新舊動能轉換階段，要在新的產能模式下構建綠色

產業鏈，註重科技與時尚結合的力量；三是、隨著

主流消費人群的改變，時尚生活方式正在跨越季節、

年齡、距離、場合，甚至性別，要通過新時尚、新

媒體、新零售引領生活時尚的新發展模式。

“減少（reduce）、重新利用（reuse）、循環

利用（recycle）、恢復（recover）、再設計（rede-

sign）、再生產（remanufacture）。”加拿大設計師、

Tush Skivvies創意總監Amelie Mongrain提出了以上

“6 R原則”。她認為，快時尚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應該進入了慢時尚。當我們衡量壹個國家的時

尚文化，更多關註的是其從設計到生產當中體現出

來的慢時尚。當我們把壹件產品交到消費者手中，

應該是壹件藝術品。所以要明確消費者真正想要的

東西，有目的性地進行生產。

對於可持續時尚未來的發展，與會專家認為，中

國時尚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已經具備了較好的產業基

礎，而千喜壹代的消費者也有了更多對環保的認識和

願望，故此這是壹個推進可持續時尚很好的時代。

但同時，目前中國時尚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也

存在著壹些障礙，首先就是意識和理念的提升。

可持續發展離不開文化、制造、設計，以及消費

者構建的壹個完整的產業鏈，並不是價值鏈單壹

壹個環節能夠實現的，而需要更多的資源和環節

相互配合和支撐。專家呼籲，希望更多的從業人

員能對可持續時尚投入更多的想法和資源，把意

識變成行動，行動變成落地，並推進各個行業、

技術和資源的橫向聯合，推進整體社會環境在可

持續發展方面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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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大師賽羅馬大師賽
茲維列夫連續茲維列夫連續22年進決賽年進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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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世盃
阿根廷世盃2323人名單出爐

人名單出爐

領銜領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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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古恩希古恩（（左左））及迪馬利亞及迪馬利亞（（右右））將將
輔助美斯爭勝輔助美斯爭勝。。 法新社法新社

■■莫路伊卡迪莫路伊卡迪（（右右））未未
能進入名單能進入名單。。 美聯社美聯社

阿阿根廷今次世盃名單其實沒有太多驚喜根廷今次世盃名單其實沒有太多驚喜，，
除負責領軍的隊長美斯外除負責領軍的隊長美斯外，，巴黎聖日耳巴黎聖日耳

門翼鋒迪馬利亞門翼鋒迪馬利亞，，祖雲達斯前場孖寶保羅戴巴祖雲達斯前場孖寶保羅戴巴
拿拿、、希古恩希古恩，，曼城前鋒阿古路曼城前鋒阿古路、、中堅奧達文中堅奧達文
迪迪，，曼聯門將羅美路曼聯門將羅美路、、守將馬高斯盧祖守將馬高斯盧祖，，以及以及
河北華夏幸福老將馬斯真蘭奴皆在列河北華夏幸福老將馬斯真蘭奴皆在列。。

唯一令人意外的是唯一令人意外的是，，國際米蘭中鋒莫路伊國際米蘭中鋒莫路伊
卡迪未有被選上卡迪未有被選上，，此子今季於意甲轟入此子今季於意甲轟入2929球球，，
拿到聯賽拿到聯賽““金靴獎金靴獎”，”，加上亦是阿根廷唯一擁有加上亦是阿根廷唯一擁有
高空優勢的鋒將高空優勢的鋒將，，其缺選難免令球迷擔心其缺選難免令球迷擔心，，球隊球隊
於進攻上想要作出變化時於進攻上想要作出變化時，，會變得無人可用會變得無人可用。。再再
者者，，有份入選的阿古路其實自今年有份入選的阿古路其實自今年33月以來就一月以來就一
直沒有參加比賽直沒有參加比賽，，剛做完膝部手術的他目前還在剛做完膝部手術的他目前還在
恢復之中恢復之中，，是否能有足夠狀態征戰世界盃也是一是否能有足夠狀態征戰世界盃也是一
大疑問大疑問。。

森柏奧利：我只能選23人
教練森柏奧利在記者會上教練森柏奧利在記者會上，，自然被問及不自然被問及不

選擇莫路伊卡迪的問題選擇莫路伊卡迪的問題，，森帥就表示原因是與森帥就表示原因是與
他的戰術有關他的戰術有關：“：“我是經過深思熟慮我是經過深思熟慮，，才決定才決定
出這份名單的出這份名單的，，我所選擇的球員我所選擇的球員，，必定是盡可必定是盡可
能接近阿根廷的比賽風格能接近阿根廷的比賽風格。。惟要補充的是惟要補充的是，，伊伊
卡迪以及其餘落選球員如羅馬的柏洛迪卡迪以及其餘落選球員如羅馬的柏洛迪、、競賽競賽
會的拿達路馬天尼斯均是好球員會的拿達路馬天尼斯均是好球員，，可惜我只能可惜我只能
選出選出2323人出戰人出戰。。另外也要感謝正在養傷的小保另外也要感謝正在養傷的小保
加前鋒賓尼迪圖加前鋒賓尼迪圖，，他在外圍賽幫了我們很他在外圍賽幫了我們很
多多。”。”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森帥亦被問到意外選上拖連森帥亦被問到意外選上拖連
奴守將安沙迪的原因奴守將安沙迪的原因，，這位這位5858歲教頭就謂安沙歲教頭就謂安沙
迪能出任左右二閘迪能出任左右二閘，，靈活度夠大靈活度夠大。。阿根廷在世阿根廷在世
界盃決賽周分組賽身處界盃決賽周分組賽身處DD組組，，首戰會在首戰會在66月月1616
日面對冰島日面對冰島，，之後再分別對戰尼日利亞及克羅之後再分別對戰尼日利亞及克羅
地亞地亞。。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楊浩然

阿根廷國家隊於本港時間22日凌晨公佈23人大軍名

單，其中“球王”美斯、希古恩、阿古路、保羅戴巴拿及

迪馬利亞等球星均在陣。然而，教練森柏奧利卻令人意外

地沒有選上國際米蘭射手莫路伊卡迪，據其解釋原因是與

戰術有關。

正在泰國曼谷進行的世界男
子羽毛球團體錦標賽（湯姆斯
盃）及世界女子羽毛球團體錦標
賽（優霸盃）22日進入第三天
較量，國羽（中國羽隊）女隊以
4：1輕取小組賽第二個對手馬
來西亞隊，取得兩連勝後和印尼

隊一起提前鎖定出線席位。而國
羽男隊則以3：0力挫印度隊，
三戰全勝小組首名出線。
22日的優盃賽事，國羽在第

一盤單打派出陳雨菲對戰馬來西
亞選手謝抒芽。雙方苦戰1小時5
分鐘，陳雨菲艱難地以18：21、

22：20、21：18獲勝。之後的雙
打對決，國羽組合陳清晨/賈一凡
輕鬆地以21：9、21：8戰勝馬來
西亞的吳玥青/宋佩珠。

隨後的第二單，國羽的何冰
嬌以9：21、21：18、13：21不
敵對手吳堇溦。何冰嬌賽後表示
自己打得不是很好，以後會進行
調整。
第二雙打，國羽組合黃東萍/

鄭雨以21：19、21：15挫對手鄒
美君/許嘉雯。隨後，國羽派出高
昉潔作為三單對決馬來西亞隊李
盈盈，最終高昉潔以 21：16、
21：15獲勝。

至於港羽，女隊22日無賽
事，男隊在伍家朗的領軍下迎戰
中華台北。結果，伍家朗以21：
15、25：23險勝周天成，為港取
得開門紅。不過，可惜港羽其後
無以為繼，最終以1：4不敵。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朱婷結束休假 回京投入訓練
短暫回家休假的中國女排隊長朱婷（見圖）日

前出現在北京國家體育總區排球訓練場，為9月29
日至10月20日在日本舉行的女子排球錦標賽開啟
新一輪魔鬼訓練。不過，由於中國女排正在澳門參
加世界聯賽，故朱婷只能在京獨自訓練。中國女排
在北侖意外遭韓國隊橫掃後，朱婷何時歸隊成為球
迷最關心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四球手出戰法網資格賽
2018賽季法國網球公開賽當地時間21日進行

了女單資格賽抽籤，預示着賽季第二項大滿貫將
拉開帷幕。今屆法網，中國球員共有四位選手出
戰資格賽。韓馨蘊首輪遭遇8號種子吉布斯，劉
方舟將和澳洲新星阿雅瓦隔網相對，逯佳境的對
手是本土外卡球員雅羅利莫斯，魯晶晶則將對陣
英國選手泰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足協投5千萬扶地方協會
中國足協屬下44家地方協會的代表上周末在

武漢齊聚一堂，每個人獲發一紙《中國足協地方
協會突破計劃申請表》。本次“突破計劃”，中
國足協將投入5千萬元扶持地方協會。但若要申
請到這筆經費，不僅要求地方協會有發展好當地
足球事業的決心，更要有系統的規劃與清晰的工
作思路。所以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表
示：“‘突破計劃”絕不是簡單的撥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伍家朗伍家朗2222日直落兩局打敗中日直落兩局打敗中
華台北一哥周天成華台北一哥周天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羽輕取大馬
優盃提前出線

短訊

中國女排世聯賽負波蘭 二連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2018澳門銀河娛樂世界女
子排球聯賽”澳門站，中國女排出
師不利，以2：3不敵世界排名22
位的波蘭吞下兩連敗，年輕球員未
能在逆境調整心態再成致命傷。
今場比賽中國女排有個好開

始，在李盈瑩及劉曉彤主導攻勢下
以25：18先拔頭籌，不過第二局
早段被波蘭連取數分後，中國女排

一眾年輕球員信心明顯受到影響，
尤其以一傳為甚連番出現失誤，李
盈瑩亦無復首局勇態，多次發球失
誤或扣球出界，結果被波蘭連下兩
城以25：17及25：18反超前。

第四局郎平作出多個調動收
到奇效，換入龔翔宇、姚迪、段放
及胡銘媛後雖然進攻組織仍然不
順，但防守上卻找回拼勁，成功以
25：22追成平手。進入決勝局戰

況相當緊湊，比數一直拉鋸，不過
尾段中國女排數次進攻未能把握，
李盈瑩最後一擊亦被對方成功攔
網，最終波蘭以 15：12 再勝一
局，總局數3：2擊敗中國女排爆
出小冷門。
而另一場賽事世界排名第三

的塞爾維亞則以3：1輕取泰國，
主攻保絲高域個人狂轟30分成為
贏波功臣。

■■何冰嬌以何冰嬌以11：：22不不
敵馬來西亞選手吳敵馬來西亞選手吳
堇溦堇溦。。 新華社新華社

■■德國隊德國隊（（白衫白衫））2222日與日與
韓國隊打成均勢韓國隊打成均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中國新星李盈瑩中國新星李盈瑩（（藍衫藍衫））在比賽中在比賽中
扣殺扣殺。。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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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古恩希古恩（（左左））及迪馬利亞及迪馬利亞（（右右））將將
輔助美斯爭勝輔助美斯爭勝。。 法新社法新社

■■莫路伊卡迪莫路伊卡迪（（右右））未未
能進入名單能進入名單。。 美聯社美聯社

阿阿根廷今次世盃名單其實沒有太多驚喜根廷今次世盃名單其實沒有太多驚喜，，
除負責領軍的隊長美斯外除負責領軍的隊長美斯外，，巴黎聖日耳巴黎聖日耳

門翼鋒迪馬利亞門翼鋒迪馬利亞，，祖雲達斯前場孖寶保羅戴巴祖雲達斯前場孖寶保羅戴巴
拿拿、、希古恩希古恩，，曼城前鋒阿古路曼城前鋒阿古路、、中堅奧達文中堅奧達文
迪迪，，曼聯門將羅美路曼聯門將羅美路、、守將馬高斯盧祖守將馬高斯盧祖，，以及以及
河北華夏幸福老將馬斯真蘭奴皆在列河北華夏幸福老將馬斯真蘭奴皆在列。。

唯一令人意外的是唯一令人意外的是，，國際米蘭中鋒莫路伊國際米蘭中鋒莫路伊
卡迪未有被選上卡迪未有被選上，，此子今季於意甲轟入此子今季於意甲轟入2929球球，，
拿到聯賽拿到聯賽““金靴獎金靴獎”，”，加上亦是阿根廷唯一擁有加上亦是阿根廷唯一擁有
高空優勢的鋒將高空優勢的鋒將，，其缺選難免令球迷擔心其缺選難免令球迷擔心，，球隊球隊
於進攻上想要作出變化時於進攻上想要作出變化時，，會變得無人可用會變得無人可用。。再再
者者，，有份入選的阿古路其實自今年有份入選的阿古路其實自今年33月以來就一月以來就一
直沒有參加比賽直沒有參加比賽，，剛做完膝部手術的他目前還在剛做完膝部手術的他目前還在
恢復之中恢復之中，，是否能有足夠狀態征戰世界盃也是一是否能有足夠狀態征戰世界盃也是一
大疑問大疑問。。

森柏奧利：我只能選23人
教練森柏奧利在記者會上教練森柏奧利在記者會上，，自然被問及不自然被問及不

選擇莫路伊卡迪的問題選擇莫路伊卡迪的問題，，森帥就表示原因是與森帥就表示原因是與
他的戰術有關他的戰術有關：“：“我是經過深思熟慮我是經過深思熟慮，，才決定才決定
出這份名單的出這份名單的，，我所選擇的球員我所選擇的球員，，必定是盡可必定是盡可
能接近阿根廷的比賽風格能接近阿根廷的比賽風格。。惟要補充的是惟要補充的是，，伊伊
卡迪以及其餘落選球員如羅馬的柏洛迪卡迪以及其餘落選球員如羅馬的柏洛迪、、競賽競賽
會的拿達路馬天尼斯均是好球員會的拿達路馬天尼斯均是好球員，，可惜我只能可惜我只能
選出選出2323人出戰人出戰。。另外也要感謝正在養傷的小保另外也要感謝正在養傷的小保
加前鋒賓尼迪圖加前鋒賓尼迪圖，，他在外圍賽幫了我們很他在外圍賽幫了我們很
多多。”。”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森帥亦被問到意外選上拖連森帥亦被問到意外選上拖連
奴守將安沙迪的原因奴守將安沙迪的原因，，這位這位5858歲教頭就謂安沙歲教頭就謂安沙
迪能出任左右二閘迪能出任左右二閘，，靈活度夠大靈活度夠大。。阿根廷在世阿根廷在世
界盃決賽周分組賽身處界盃決賽周分組賽身處DD組組，，首戰會在首戰會在66月月1616
日面對冰島日面對冰島，，之後再分別對戰尼日利亞及克羅之後再分別對戰尼日利亞及克羅
地亞地亞。。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楊浩然

阿根廷國家隊於本港時間22日凌晨公佈23人大軍名

單，其中“球王”美斯、希古恩、阿古路、保羅戴巴拿及

迪馬利亞等球星均在陣。然而，教練森柏奧利卻令人意外

地沒有選上國際米蘭射手莫路伊卡迪，據其解釋原因是與

戰術有關。

正在泰國曼谷進行的世界男
子羽毛球團體錦標賽（湯姆斯
盃）及世界女子羽毛球團體錦標
賽（優霸盃）22日進入第三天
較量，國羽（中國羽隊）女隊以
4：1輕取小組賽第二個對手馬
來西亞隊，取得兩連勝後和印尼

隊一起提前鎖定出線席位。而國
羽男隊則以3：0力挫印度隊，
三戰全勝小組首名出線。

22日的優盃賽事，國羽在第
一盤單打派出陳雨菲對戰馬來西
亞選手謝抒芽。雙方苦戰1小時5
分鐘，陳雨菲艱難地以18：21、

22：20、21：18獲勝。之後的雙
打對決，國羽組合陳清晨/賈一凡
輕鬆地以21：9、21：8戰勝馬來
西亞的吳玥青/宋佩珠。

隨後的第二單，國羽的何冰
嬌以9：21、21：18、13：21不
敵對手吳堇溦。何冰嬌賽後表示
自己打得不是很好，以後會進行
調整。

第二雙打，國羽組合黃東萍/
鄭雨以21：19、21：15挫對手鄒
美君/許嘉雯。隨後，國羽派出高
昉潔作為三單對決馬來西亞隊李
盈盈，最終高昉潔以 21：16、
21：15獲勝。

至於港羽，女隊22日無賽
事，男隊在伍家朗的領軍下迎戰
中華台北。結果，伍家朗以21：
15、25：23險勝周天成，為港取
得開門紅。不過，可惜港羽其後
無以為繼，最終以1：4不敵。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朱婷結束休假 回京投入訓練
短暫回家休假的中國女排隊長朱婷（見圖）日

前出現在北京國家體育總區排球訓練場，為9月29
日至10月20日在日本舉行的女子排球錦標賽開啟
新一輪魔鬼訓練。不過，由於中國女排正在澳門參
加世界聯賽，故朱婷只能在京獨自訓練。中國女排
在北侖意外遭韓國隊橫掃後，朱婷何時歸隊成為球
迷最關心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四球手出戰法網資格賽
2018賽季法國網球公開賽當地時間21日進行

了女單資格賽抽籤，預示着賽季第二項大滿貫將
拉開帷幕。今屆法網，中國球員共有四位選手出
戰資格賽。韓馨蘊首輪遭遇8號種子吉布斯，劉
方舟將和澳洲新星阿雅瓦隔網相對，逯佳境的對
手是本土外卡球員雅羅利莫斯，魯晶晶則將對陣
英國選手泰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足協投5千萬扶地方協會
中國足協屬下44家地方協會的代表上周末在

武漢齊聚一堂，每個人獲發一紙《中國足協地方
協會突破計劃申請表》。本次“突破計劃”，中
國足協將投入5千萬元扶持地方協會。但若要申
請到這筆經費，不僅要求地方協會有發展好當地
足球事業的決心，更要有系統的規劃與清晰的工
作思路。所以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表
示：“‘突破計劃”絕不是簡單的撥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伍家朗伍家朗2222日直落兩局打敗中日直落兩局打敗中
華台北一哥周天成華台北一哥周天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羽輕取大馬
優盃提前出線

短訊

中國女排世聯賽負波蘭 二連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2018澳門銀河娛樂世界女
子排球聯賽”澳門站，中國女排出
師不利，以2：3不敵世界排名22
位的波蘭吞下兩連敗，年輕球員未
能在逆境調整心態再成致命傷。

今場比賽中國女排有個好開
始，在李盈瑩及劉曉彤主導攻勢下
以25：18先拔頭籌，不過第二局
早段被波蘭連取數分後，中國女排

一眾年輕球員信心明顯受到影響，
尤其以一傳為甚連番出現失誤，李
盈瑩亦無復首局勇態，多次發球失
誤或扣球出界，結果被波蘭連下兩
城以25：17及25：18反超前。

第四局郎平作出多個調動收
到奇效，換入龔翔宇、姚迪、段放
及胡銘媛後雖然進攻組織仍然不
順，但防守上卻找回拼勁，成功以
25：22追成平手。進入決勝局戰

況相當緊湊，比數一直拉鋸，不過
尾段中國女排數次進攻未能把握，
李盈瑩最後一擊亦被對方成功攔
網，最終波蘭以 15：12 再勝一
局，總局數3：2擊敗中國女排爆
出小冷門。

而另一場賽事世界排名第三
的塞爾維亞則以3：1輕取泰國，
主攻保絲高域個人狂轟30分成為
贏波功臣。

■■何冰嬌以何冰嬌以11：：22不不
敵馬來西亞選手吳敵馬來西亞選手吳
堇溦堇溦。。 新華社新華社

■■德國隊德國隊（（白衫白衫））2222日與日與
韓國隊打成均勢韓國隊打成均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中國新星李盈瑩中國新星李盈瑩（（藍衫藍衫））在比賽中在比賽中
扣殺扣殺。。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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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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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8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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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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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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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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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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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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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兒子是沒被世界理解的天才！

对别的孩子来说，生在一个

爸爸是政府官员、妈妈是大学教

授的家庭，相当于含着金钥匙。

但对我却是一种压力，因为我并

没有继承父母的优良基因。

两岁半时，别的孩子唐诗宋

词、1到 100 已经张口就来，我

却连10以内的数都数不清楚。上

幼儿园的第一天我就打伤了小朋

友，还损坏了园里最贵的那架钢

琴。之后，我换了好多家幼儿园，

可待得最长的也没有超过10天。

每次被幼儿园严词“遣返”后爸

爸都会对我一顿拳脚，但雨点般

的拳头没有落在我身上，因为妈

妈总是冲过来把我紧紧护住。

爸爸不许妈妈再为我找幼儿

园，妈妈不同意，她说孩子总要

跟外界接触，不可能让他在家待

一辈子。于是我又来到了一家幼

儿园，那天，我将一泡尿撒在了

小朋友的饭碗里。妈妈出差在

外，闻讯赶来的爸爸恼怒极了，

将我拴在客厅里。我把嗓子叫哑

了，手腕被铁链子硌出一道道血

痕。我逮住机会，砸了家里的电

视，把他书房里的书以及一些重

要资料全部烧了，结果连消防队

都被惊动了。

爸爸丢尽了脸面，使出最后

一招，将我送进了精神病院。一个

月后，妈妈回来了，她第一件事

是跟爸爸离婚，第二件便是接我

回家。妈妈握着我伤痕累累的手

臂，哭得惊天动地。在她怀里我一

反常态，出奇的安静。过了好久，

她惊喜地喊道：“江江，原来你

安静得下来。我早说过，我的儿

子是不被这个世界理解的天才!”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上了小学，许多老师仍然不

肯接收我。最后，是妈妈的同学魏

老师收下我。我的确做到了在妈妈

面前的许诺：不再对同学施以暴

力。但学校里各种设施却不在许诺

的范围内，它们接二连三地遭了

殃。一天，魏老师把我领到一间

教室，对我说：“这里都是你弄伤

的伤员，你来帮它们治病吧。”

我很乐意做这种救死扶伤的

事情。我用压岁钱买来了螺丝

刀、钳子、电焊、电瓶等等，然

后将眼前的零件自由组合，这些

破铜烂铁在我手底下生动起来。

不久，一辆小汽车、一架左右翅

膀长短不一的小飞机就诞生了。

我的身边渐渐有了同学，我

教他们用平时家长根本不让动的

工具。我不再用拳头来赢得关

注，目光也变得友善、温和起来。

很多次看到妈妈晚上躺在床

上看书，看困了想睡觉，可又不

得不起来关灯，于是我用一个星

期帮她改装了一个灯具遥控器。

她半信半疑地按了一下开关，房

间的灯瞬间亮了起来，她眼里一

片晶莹，“我就说过，我的儿子

是个天才。”

直到小学即将毕业，魏老师

才告诉了我真相。原来，学校里

的那间专门收治受伤设施的“病

房”是我妈妈租下来的。妈妈通

过这种方法为我多余的精力找到

了一个发泄口，并“无心插柳柳

成荫”地培养了我动手的能力。

我的小学在快乐中很快结束

了。上了初中，一个完全陌生的

新环境让我再次成为了批评的对

象——不按时完成作业、经常损

坏实验室的用品，更重要的是，

那个班主任是我极不喜欢的。比

如逢年过节她会暗示大家送礼，

好多善解人意的家长就会送。

我对妈妈说：“德性这么差

的老师还给她送礼，简直是助纣

为虐!你要是敢送，我就敢不念。”

这样做的结果是我遭受了许多冷

遇，班主任在课上从不提问我，

我的作文写得再棒也得不到高

分，她还以我不遵守纪律为由罚

我每天放学打扫班级的卫生。

妈妈到学校见我一个人在教

室扫地、拖地，哭了。我举着已

经小有肌肉的胳膊对她说：“妈

妈，我不在乎，不在乎她就伤不

到我。”她吃惊地看着我。我问

她：“你儿子是不是特酷?”她点

点头，“不仅酷，而且有思想。”

从此，她每天下班后便来学

校帮我一起打扫卫生。我问她：

“你这算不算是对正义的增援?”

她说：“妈妈必须站在你这一

边，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再辜负你一次

初中临近毕业，以我的成绩

根本考不上任何高中。我着急起

来，跟自己较上了劲儿，甚至拿

头往墙上撞。我绝食、静坐，把

自己关在屋子里，以此向自己的

天资抗议。

整整四天，我在屋内，妈妈

在屋外。我不吃，她也不吃。

第 一 天 ， 她 跟 我 说 起 爸

爸，那个男人曾经来找过她，

想复合，但她拒绝了。她对他

说：“我允许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

人不喜欢江江，但我不能原谅任

何人对他无端的侮辱和伤害。”

第二天，她请来了我的童年

好友傅树，“江江，小学时你送

我的遥控车一直在我的书房里，

那是我最珍贵、最精致的玩具，

真的。现在你学习上遇到了问

题，那又怎样?你将来一定会有

出息，将来哥们儿可全靠你了!”

第三天，小学班主任魏老师

也来了，她哭了，“江江，我教

过的学生里你不是最优秀的，但

你却是最与众不同的。你学习不

好，可你活得那么出色。你发明

的那个电动吸尘黑板擦我至今还

在用，老师为你感到骄傲。”

第四天，屋外没有了任何声

音。我担心妈妈这些天不吃不喝

会顶不住，便蹑手蹑脚地走出了

门。她正在厨房里做饭，我还没靠

前，她就说：“小子，就知道你

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吃东西。”

“妈，对不起……我觉得自

己特别丢人。”

妈妈扬了扬锅铲子，“谁说

的!我儿子为了上进不吃不喝，谁

这么说，你妈找他拼命。”

半个月后，妈妈给我出了一

道选择题：“A、去一中，本市

最好的高中。B、去职业高中学

汽车修理。C、如果都不满意，

妈妈尊重你的选择。”我选了

B。我说：“妈，我知道，你会

托很多关系让我上一中，但我要

再‘辜负’你一次。”妈妈摸摸

我的头，“傻孩子，你太小瞧你

妈了，去职高是放大你的长处，

而去一中是在经营你的短处。妈

好歹也是大学教授，这点儿脑筋

还是有的。”

我是笨鸟，你是矮树枝

就这样，我上了职高，学汽

车修理，用院里一些叔叔阿姨的话

说：将来会给汽车当一辈子孙子。

我们住在理工大学的家属

院，同院的孩子出国的出国、读

博的读博，最差的也是研究生毕

业。只有我，从小到大就是这个

院里的反面典型。

妈妈并不回避，从不因为有

一个“现眼”的儿子对人家绕道

而行。相反，如果知道谁家的车出

现了毛病，她总是让我帮忙。我

修车时她就站在旁边，一脸的满足

，仿佛她儿子修的不是汽车，而

是航空母舰。

我的人生渐入佳境，还未毕业

就已经被称为“汽车神童”，专

“治”汽车的各种疑难杂症。毕

业后，我开了一家汽修店，虽然

只给身价百万以上的座驾服务，

但门庭若市——我虽每天一身油

污，但不必为了生计点头哈腰、

委曲求全。

有一天，我在一本书中无意

间看到这样一句土耳其谚语：

“上帝为每一只笨鸟都准备了一

个矮树枝。”是啊，我就是那只

笨鸟，但给我送来矮树枝的人，

不是上帝，而是我的妈妈。

读完这个故事，你或许会有所

启发，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这位母

亲真的做到了。而我们的身边多少家

长焦虑烦恼、唉声叹气，像文中的爸

爸那样对待孩子，他们没有资格做父

母，因为他们没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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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為了讓更多民眾體驗、感受現代汽車的流
暢性能及寬敞的空間配置，現代汽車於5月19、20日兩天在黃金廣
場的85度C門口舉行了試車活動。現代汽車邀請休斯頓的朋友們一
同來試駕2018全新高智能SUV KONA。為了讓更多華人民眾體驗、
感受現代新車的絕佳性能，先進科技配備，及舒適的車室空間，華
人民眾可以免費試駕全新上市的2018 Kona，凡參加就贈送 $20超
值禮卡和精美購物袋。現場每天都有幾百位車友驚喜試乘，有很多

車友試駕後都表示今後會考慮購買韓國現代汽車作為代步。
韓國現代北美總部非常註重休斯頓的華人市場，市場部經

理Grace E. Kim小姐親自帶隊，和URI Global廣告公關公司的市場
策劃部經理Johny Liu等人一行五人專程從洛杉磯趕來休斯頓，除全
程參與監督試乘活動外，他們還馬不停蹄地走訪了休斯頓的幾家現
代汽車經銷商。並在現場做了很多問卷調查。

位於南加州的北美現代汽車總部，是韓國現代汽車集團的分公
司。現代全車系由北美現代汽車 (Hyundai Motor America) 在美國市
場的超過八百三十家現代經銷商進行分銷。此外，這些車行還提供

相關汽車保養和維修服務。所有在美國銷售的現代汽車都享有 「全
美最佳保固計畫」 ，包含新車有限保固5年6萬哩，動力系統有限保
固10年10萬哩，以及5年不限哩數的路邊緊急救援服務。此外，擁
有Blue Link遠程信息主哩系統的現代車主還能享受現代汽車提供的
Blue Link連接管理服務，加入的話能享受一年免費。這些管理服務
包含自動碰撞通知、加強道路救援、車輛診斷警報、每月車輛健康
報告，以及車載調度服務。

現代汽車以其卓越和性能和完善的售後服務，現在已經名列北
美汽車銷售的前三甲。

現代汽車新車休斯頓免費試現代汽車新車休斯頓免費試
駕活動圓滿落幕駕活動圓滿落幕！！

出了車禍不要出了車禍不要緊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治！！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

每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
麼辦？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
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
、胸腔CT、腹腔CT等。如果需要
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馬上進行
。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
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可
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這時
候，找李醫生，他可以幫你免費治
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
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過錯還
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汽
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
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
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3--4 星期
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
來去求醫；也有人雖然車禍後很快
去看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
後，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這些
對於車禍賠償都是不利的，對自己
身體更是有害。對於沒有傷筋動骨
的小車禍，2--3個月的推按摩康

復治療之後，大多數人都會感覺好
了；對於大小手術治療後的傷員，
1--2年之後，也會慢慢好轉，這
個時候，絕大多數人都會忘記車禍
這檔子事兒，繼續開車。遺憾的是
，5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
多數人（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
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視力、
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
位等，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
不到原因。其實，這就是車禍後遺
癥。腦震蕩是比較容易查出來的，
但軟組織受傷是很難查出來的，CT
、超聲波都不行，最多是核磁共振
（NMR）可能會發現一些問題（醫
學檢查稱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但
如果自己記得當年的車禍，發生的
部位，便可很容易聯想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
進行腦部、背部、骨關節和軟組織
恢復治療與保養，千萬不要等到10
年20年之後才想起來，那就晚了。
建議您去找李醫生，他是這方面的

專家，他會幫您設計治療方案，保
險公司支付您全部的費用，經過精
心治療之後，您不會有任何後遺癥
。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
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腰椎間盤
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
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
而引起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
癥狀，患者常常感覺下肢放射性疼
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
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
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
痛，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
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
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
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
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
車禍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
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
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
。他採用非手術治療，運用推拿、
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

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
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
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
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
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
診斷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
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
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
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
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
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
上減輕80%。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
複健，車禍後PI與PIP都收。請打
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 所 地 址 ： 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
二、四、六上午。

現代汽車全新高智能現代汽車全新高智能SUV KonaSUV Kona

現代汽車在現代汽車在8585度度CC門前舉行試車活動門前舉行試車活動URIURI廣告公司市場部經理廣告公司市場部經理Johny LiuJohny Liu
接受美南國際電視采訪接受美南國際電視采訪

“文化中國·水立方杯”海外華
人中文歌曲大賽休斯敦賽區組委會5
月 19 日在美南銀行社區中心舉行了
新聞發布會。

參加新聞發布會的有中國人活動
中心執行長范玉新、荷門西南紀念醫
院副院長豐建偉、音樂家季家錦、音
樂家蕭楫、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
天津同鄉會會長陳亭、美中電影電視
發展基金會會長查忠華以及新華社、
美南新聞、美國中文電視、世界日報
、華夏時報等新聞媒體30餘人。

專業評委季家錦簡略介紹了2018
初賽、決賽規則及評分標準和方法。
他還通報了國內華誼公司獵頭有可能
從水立方杯歌曲大賽的優秀選手中發
掘簽約新星的信息。今年的參賽者除
了來自大休斯敦地區的歌唱愛好者，
還有來自達拉斯、奧斯汀、路州巴吞
魯日的選手。陣容強大的評委會由獲
國際大獎的歌唱家、音樂教育家等組
成，還特別增加了三名來自台灣的專
業評委。嚴格的規則、有效的程序及
評委們的嚴格把關，以確保公平公正
選拔最優秀的選手參加北京總決賽。

從急診室趕來參加的豐建偉醫生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分別
在會上致詞，高度讚揚了水立方杯歌
曲大賽，為休斯敦華人華僑提供了更
大更高端舞台展示才藝風采，為傳承
中華文化做出了貢獻。組委會成員陸
鋼、楊德清分別介紹了2018水立方杯
活動啟動主要信息，包括章程內容、

活動安排、籌備進展和程序落實情況
。

為鼓勵廣大選手積極參與，大賽
主辦方統一設計了官方紀念證書，將
頒發給每一位參賽選手。另外，水立
方杯歌曲大賽今年增加了同期舉辦的
“水立方文化節”系列活動，包括
“華僑華人攝影大賽和書畫大賽”。
活動主題為放眼“僑”世界、暢想冬
奧、美麗北京新時代，內容以反映僑
胞在海外的生活狀態，對冬奧的期盼
，以及對北京的美好印象為主。為了
更好地承辦好休斯敦賽區選拔賽，承
辦方特意申辦了非營利機構（NPO）
水立方基金會（East Meet West Cul-
ture Exchange Foundation），可以為
有意成為”水立方之友“的讚助方提
供免稅證明。

“文化中國·水立方杯”海外華
人中文歌曲大賽是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的“文化中國”品牌的一部分，旨在
以歌傳情，宣揚和銘記海外華僑華人
支持奧運、情系祖（籍）國的桑梓情
懷；以僑為橋，助推和諧僑社建設，
打造全球華人文化盛會，促進中外文
化交流；凝聚僑心僑力，共同助力
2022年冬奧盛會，同圓共享中國夢。

水立方杯”歌曲大賽已成為海外
華人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彰顯了海
外僑胞的民族情、中華情。2017年全
球共有1萬餘名選手報名參賽，舉辦
了 150 多場海外選撥賽，現場觀眾 2
萬餘人，網絡投票點擊量突破1000萬

次，受眾超過1億人，74名青少年選
手和 42 名成人選手晉級北京總決賽
。休斯敦賽區三名晉級北京總決賽的
選手均在水立方舞台獲獎：侯菲獲得
優秀獎，陳涵林獲得風采獎，容睿萱
獲得入圍獎。大賽為休斯敦賽區的8
位評委頒發了紀念獎牌，承辦單位
《華夏時報》獲優秀組織獎（全球43
個分賽區中有 18 個分賽區獲此獎）
。2017 年大賽共有 28 個國家 43 個海
外分賽區,預期今年會有更多分賽區
加入水立方大家庭，目前全球各分賽
區都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之中。讓我們
相聚水立方，唱響中華情，共圓中國
夢！
2018水立方杯歌曲大賽休斯敦賽區選
拔賽系列活動如下：

初賽： 5月27日星期日晚6時在
張要武藝術中心舉辦（5月25日報名
截止）。達拉斯、奧斯汀、路州巴吞
魯日的初賽在當地舉辦。

決賽： 6 月 9 日星期六晚 6 時在
休斯敦大學亞美研究中心禮堂舉辦。

頒獎晚會： 7 月 7 日星期六晚 7
時在休斯敦浸信會大學（HBU）柏林
劇場舉辦。
參賽報名請聯繫：
楊德清： 713-818-3507
楊家驊： 713-539-2144
朱洪生： 713-828-9184
劉志恆： 281-343-5523
江岳： 408-242-7113
黃琛： 832-892-3333

水立方杯歌曲大賽休斯敦賽區選拔賽斯敦賽區選拔賽

糖尿病是與生活習慣息息相關的疾病，在 這個過程
中，重要的是糖尿病人須適應與疾病 共存，學習及控制
血糖相關的自我照護行為， 並早期發現異常，早期療護
，延緩併發症的發 生。由於糖尿病 初期症狀不明顯，常
常讓人掉以輕心，然而糖尿病本身不可怕，最可怕的地
方， 在於它的慢性併發症，所以患有糖尿病人如何避免
這些併發症的發生，了解與血 糖控制是息息相關的，而
糖尿病要控制良好，必須要有良好的飲食控制、規則的
運動和適當的藥物等多管齊下，那我們該如何自我照護
才能達到控制目標!
黃雅靖小姐正在於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修讀護理博士, 而
且她是護理博士系的候選人。她正在研究及了解有關在

美華人對於糖尿病的認知，自我照顧效能及情緒壓力對
於照顧成效的影響。此研究結果為醫療人員對於在美華
人糖尿病照護上提供寶貴的訊息，也將能更近一步提供
符合接近華人文化的照顧。

本次講座免費，無須報名，講座後備有水果與點心
，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2018年6月2日 (六)
下午2點至4點
地點：光鹽社 (9800 Town Park Dr, Sutie 255, Hous-

ton, Texas 77036)
題目：糖尿病自我照顧
講員：黃雅靖小姐

光鹽社健康講座-- 糖尿病自我照顧

豐建偉醫生在會上致詞豐建偉醫生在會上致詞

專業評委季家錦簡略介紹了專業評委季家錦簡略介紹了20182018初賽初賽、、決賽規則及評分標準和方法決賽規則及評分標準和方法

圖為出席新聞發佈會的贊助此活動的社團代表在會上合影圖為出席新聞發佈會的贊助此活動的社團代表在會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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