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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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240-9696

何成宗何成宗 醫師醫師
專 精專 精 脊 椎 保 健 療 法脊 椎 保 健 療 法
幹 細 胞 療 法幹 細 胞 療 法
德 州 第 一 診 療 中 心 醫 師德 州 第 一 診 療 中 心 醫 師
電 話電 話 ::832832--998998--24162416(( 中 文中 文 )) ﹑﹑281281--208208--73357335(( 英 文英 文 ))
地 址地 址 :: 97989798 Bellaire Blv., #K, Houston, TXBellaire Blv., #K, Houston, TX 7703677036
(( 位 於 黃 金 廣 場位 於 黃 金 廣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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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舉行共和國日閱兵意大利舉行共和國日閱兵

德國動物園猛獸趁洪水脫逃德國動物園猛獸趁洪水脫逃
警方發出危險警告警方發出危險警告

德國呂內巴赫市德國呂內巴赫市，，兩只獅子兩只獅子、、兩只老虎和壹只美洲豹從德國西部的兩只老虎和壹只美洲豹從德國西部的
呂內巴赫市動物園集體逃脫呂內巴赫市動物園集體逃脫。。警方提醒當地居民不要出門警方提醒當地居民不要出門，，避免遭受這避免遭受這
些兇猛肉食動物的攻擊些兇猛肉食動物的攻擊。。據悉壹同逃出的壹只熊已經被打死據悉壹同逃出的壹只熊已經被打死。。當地近日當地近日
爆發的洪水淹沒了動物園爆發的洪水淹沒了動物園，，這些猛獸借機出逃這些猛獸借機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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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形成最大中等收入群體
對進口商品消費意願增強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上周發布公

告，決定自2018年 7月1日起，降低部

分日用消費品的最惠國稅率。此次降稅

商品涵蓋食品、服裝鞋帽、家具用品、

日雜百貨、文體娛樂、家用電子、日化

用品、醫藥健康等8類日用消費品，涉

及1449個稅目，占到《進出口稅則》中

消費品稅目總數的七成。

中國消費者最歡迎哪些進口商品？

最看重進口商品的什麽特質？中國降低

關稅、擴大進口，將給消費者帶來哪些

福利？又將對經濟發展產生什麽樣的影

響？記者進行了采訪。

進口優質商品受青睞
——家庭月收入超過2萬元的消費

者，最近壹年內已經或有意購買進口商
品的占比高達86.6%

青島壹家超市裏，市民王巖和家

人正在品嘗剛剛加工好的波士頓龍

蝦、三文魚和北極貝。這些以往在海

鮮店才能吃到的進口美味，如今在普

通的生鮮超市就可以直接加工、現場

品嘗了。在王巖看來，這種方式新穎

而方便，食材比較新鮮，吃起來口味

不錯。

據介紹，這家超市精選70個國家的

4500種商品，從果蔬肉蛋、米面糧油、

休閑食品、酒水飲料到日常護理用品，

可滿足顧客各類消費需求。事實上，這

樣的進口商品區已經成為不少超市的

“標配”。

如果將目光放眼北京、上海、

天津、廣州等更多城市的商業街或

購物中心，人們不僅會發現越來越多

的進口商品專營店，而且在普通綜合

超市、連鎖便利店中，也會看到很多

專門出售進口煙酒、生鮮、飲料、糖

果、日用品等商品的專區，大大提升

了備選商品的豐富性和消費者的購物

體驗。

在壹些地區，進口商品甚至融入

到春節的年貨采買以及禮尚往來之

中。“最初過年過節買的是各種海鮮

幹貨，接著流行的是保健品，現在大

家都愛買進口產品，尤其是中東歐進

口商品。”來自浙江寧波的邵倩女士

可謂是經歷了數十年的年貨禮物“變

遷記”。

貨架上，壹件件來自塞爾維亞的葡

萄酒散發著瑩潤的光澤。邵倩已經買了

兩箱塞爾維亞的葡萄酒、捷克的黑啤。

“這些東西送親友，既洋氣又體面，在

家也可以用來招待朋友，尤其是現在中

東歐進口商品有保障，比‘代購’省心

多了。” 她說。

與此同時，“線上+線下”的模式

也為進口商品走入尋常百姓家提供了更

多便利。北京市中關村某互聯網企業員

工李莉喜歡給孩子買進口零食、玩具、

日用品。幾年前，她要麽趁自己出國時

大采購，要麽委托出國的朋友代購。如

今有了跨境電商，大部分“爆款”進口

商品都能輕松買到。

為了準確掌握進口消費品供給和需

求情況，商務部於不久前組織開展了主

要消費品供需狀況統計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隨著收入水平的提

高，消費者對進口優質商品消費意願不

斷增強。其中，家庭月收入超過2萬元

的消費者都購買過進口商品，且最近壹

年內已經或有意購買進口商品的占比高

達86.6%。消費者對食品、服裝鞋帽和

化妝用品的關註度較高；化妝用品、母

嬰用品和鐘表眼鏡等大類中進口商品比

重較高，未來半年內增加購買的意願也

較強。

消費者期待供給更多元
——購買進口商品時，中國消費者

更看重安全、價格、品質等方面
消費者對進口商品等需求，也相應

地反映出國內商品供給的不足。例如，

在化妝品方面，商務部調查報告顯示，

61.4%的消費者購買進口商品比重超過

10%，36.1%的消費者購買比重超過

30%。未來半年，消費者購買進口化妝

用品的意願較強，49.3%的消費者以持平

為主，38%的消費者增加購買，12.7%的

消費者減少購買。

在北京某科技金融公司工作的李曉

女士表示，自己關註的進口商品主要是

化妝護膚品、香水等，因為國外產品很

多既便宜又好用。相比之下，目前國內

的知名品牌還比較少，使用效果也稍遜

壹籌。

“國產化妝品主要是有價格優勢，

進口產品大家普遍認為品質相對更好。

目前，免稅或者代購的價格都要比正規

商場便宜很多，但是代購不方便分辨真

假。因此，希望未來能進壹步擴大國外

高端化妝、護膚類產品的直接進口。”

李曉對本報記者說。

這些女士們喜愛的產品，也是今後

擴大進口的大頭。商務部調查顯示，未

來壹年內，83.6%的企業計劃對化妝用品

類進口維持現狀，9.2%的企業將增加進

口。其中，香水、護膚用品和彩妝用品

增加進口比例均超過10%。

進口化妝品的狀況很有代表性。商

務部的調查發現，消費者購買進口商

品，主要看重的就是安全、價格、品質

等方面。

實踐中，進口商品湧入國內參與

市場競爭對於國內廠商正在形成“鯰

魚效應”。“壹部分進口消費品是國

內以前沒有的，可能會刷新國內的消

費認知，帶動國內相關產業實現從無

到有的進步。”深圳保時潔衛浴營銷

總監葉長青舉例說，幾年前，國內很

多消費者並不了解智能馬桶蓋，國內

生產廠家大多是為國外品牌代工。後

來，隨著智能馬桶蓋進口增多，國內

消費者的認知度越來越高，需求不斷

釋放，很多國產智能馬桶蓋廠家順勢

而上，不僅有了自己的品牌，甚至到

日本等國設立研發中心。

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國際貿易研究

部主任趙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

示，擴大進口是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

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舉措和必然

要求。

“短期來看，擴大各國優質商品進

口可以及時滿足消費升級帶來的各類需

要；長期來看，進口消費品增多可以起

到很好的示範作用，發揮‘供給促進需

求’的效果，擴大消費基本盤，從而鞏

固內需在整個經濟增長當中的基礎性作

用。”趙萍說。

有力促進高質量發展
——擴大進口既能在短期內提升消

費者福利，也將在中長期使經濟發展更
平衡

2017 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達到 36.6 萬億元，成為世界第二大消

費市場。規模擴大的同時，消費結構

也在升級，但國內消費品的供需之間

還存在著差距，壹些個性化、多樣

化、高端化的消費需求還得不到充分

滿足，其中壹部分需要通過擴大進口

來解決。

在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

所副研究員蘇慶義看來，考慮到中國社

會主要矛盾已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

的矛盾，降低日用消費品關稅，促進消

費品進口，既有利於豐富國內消費者選

擇，也能使國內相關批發零售業受益。

蘇慶義認為，在國際貿易中“出口只是

手段，進口才是目的”，出口最終體現

到進口中才能真正起到提升福利的作

用。中國擴大進口，既能在短期內提升

消費者福利，也將在中長期內使經濟和

貿易發展更加平衡、充分，對本國和世

界都是利好。

“如今，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和

第壹大貨物貿易國。從外部看，適度擴大進

口，可以進壹步提升貿易總量、優化貿

易結構，同時展現大國擔當，讓更多國

家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從內部看，

擴大進口能夠從多方面推動和促進中國

經濟高質量發展。”趙萍說，進口商品

具有技術溢出、促進競爭的作用，可以

直接促進國內相關產業轉型升級。

以家電產業為例，1970 年，中國

第壹臺彩電在天津誕生，拉開了中國

彩電生產的大幕，但生產規模、產

量、性能、質量等與國外相比差距明

顯。在進口帶動下，我國家電行業快

速發展，國際競爭力大大提高，目前

我國已成為全球家電產品制造大國和

主要供應國。

再例如，改革開放後，我國通過進

口、合資等方式引進國外先進汽車產品

和技術，國內汽車產業不僅沒有因為進

口帶來的競爭而衰落，反而呈現出勃勃

生機。壹批國內車企加大研發力度，市

場競爭力不斷提升。其中，比亞迪、吉

利、奇瑞等壹大批國產車已出口到歐

洲、美國、日本、韓國等著名車企雲集

的汽車市場。

趙萍表示，從消費、投資、出口這

“三駕馬車”來看，擴大進口在促進消

費平穩增長的同時，也擴大了外國商品

在華的市場體量，這有利於吸引更多外

資來華投資興業，降低中國經濟對於出

口的依賴，有助於中國實現更加均衡的

增長動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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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西部寧夏有這樣一位30
多年來堅守信念、發展治沙事業的
人，他就是全國治沙英雄王有德。
多年來，王有德帶領當地職工、農
民頂着凌冽的寒風，在一座座沙丘
上紥草方格；春天來了，再將一粒
粒草籽播撒在草方格內。為了多植
檸條、花棒、沙柳，他們吃在沙
區，睡在野外，艱辛的付出，在當
地治沙取得了豐碩成果。

白芨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地處
銀川市以東的沙山區。當記者乘車
進入寧夏靈武白芨灘國家級自然保
護區時，只見公路兩邊綿延起伏的
沙丘上長滿了密密麻麻的沙生植
物，有檸條，有沙蒿，還有沙拐
棗，一簇簇、一叢叢，讓荒漠呈現
出勃勃生機。而30年前的寧夏白芨
灘林場卻是荒蕪破敗、人心惶惶。

那時的白芨灘林場，資產不
足，上百名職工守着259,000畝“林

地”，終日無事可做。要治沙、要
護林，還要養職工，面對資金缺
口，王有德抵押了自己的房子，又
通過各方籌集資金，對白芨灘林場
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革——分田包
乾、責任到人；興辦實業、走向市
場，治沙育苗工作在他的改革下成
了能致富的“搶手活”。
30多年來，王有德帶領當地農

民營造防風固沙林40多萬畝，在
毛烏素沙漠西南端築起了一道東西
長45公里、南北寬10公里的綠色
屏障，有效阻止了毛烏素沙漠的南
侵。實現了“山上綠、場子活、職
工富”的奮鬥目標。在2007年被
國務院授予“治沙英雄”榮譽稱
號；2009年新中國建國60周年之
際，王有德又被評為“感動中國人
物”。寧夏正是有了像王有德這樣
的治沙英雄，才有效阻止了荒漠
化，實現了生態環境進一步好轉。

埃及和寧夏氣候條件相似，非常
期待寧夏在防沙治沙方面取得的經驗
可以幫助埃及。2016年9月，埃及總
統安全事務顧問法耶扎．艾布．納佳
在與寧夏回族自治區主席咸輝會面時
說，誠邀寧夏專家到埃及指導交流。
近年來，已有89個國家的政

要、專家到寧夏考察。在寧夏，防沙
治沙一開始就嫁接高端智慧、堅持科

學治沙。“綠色平行線”兩側的草方
格固沙技術便是由中國科學院與當地
職工群眾共同探索形成的經驗，獲國
家科技進步特等獎。2008年，國務
院正式批准寧夏建設全國唯一的省級
防沙治沙綜合示範區。自此，寧夏承
擔起了示範的重任。2016年9月，國
家旅遊局宣佈同意寧夏創建“國家全
域旅遊示範區”。

荒漠成綠洲荒漠成綠洲
沙魔沙魔終終繳械繳械
寧夏治沙創奇跡寧夏治沙創奇跡““麥草方格麥草方格””鎖黃沙鎖黃沙

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的沙坡頭，位於

騰格里沙漠東南緣。大多數國人對這裡並不

陌生。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新中國的歷

史上，沙坡頭曾轟動了整個世界。這裡誕生了人類治沙史上的奇

跡——“麥草方格”固沙法。它結束了長久以來“沙逼人退”的

局面，成功遏制住了沙漠化，將沙漠逐漸變為綠洲。近日，香港

文匯報記者走訪了寧夏靈武白芨灘農場，在此見到了寧夏防沙治

沙專家、農場場長張國禮先生。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

黃沙滾滾不見路，跟着駝鈴找寧
夏。這是60多年前，寧夏被沙所

困的真實寫照。地處毛烏素、騰格里、
烏蘭布三大沙漠（地）的合圍中，年均
蒸發量為降水量4倍，寧夏是中國土地
沙化最為嚴重的省區之一，荒漠化土地
面積佔全區總面積的57.2％。“寧夏多
栽一棵樹，北京少落一粒沙”，嚴重的
荒漠化不止影響寧夏，更影響着中國生
態安全乃至亞洲地區的生態安全。據專
家測算，中國每年因土地沙化造成的直
接經濟損失高達540億元人民幣，近4
億人口的生存、生產和生活直接或間接
受到影響。

治沙奧秘源泉 當地人人皆知
1958年，貫穿騰格里沙漠的寧夏

包蘭鐵路竣工。建成初期，包蘭鐵路因
四周沙丘裸露，植被覆蓋率不足5%，
路軌常常被風沙所掩蓋。當時國外有不
少鐵路因流沙侵襲而被迫改道，為了保
證鐵路的正常運營，中國治沙人用“麥
草方格”與沙漠化打了一場漂亮的攻堅
戰；而一代又一代的寧夏治沙人，將

“麥草方格”聯結成網，連網成片，在
鐵路沿線築成綠屏，守住了戰果，擎下
了“沙魔”。

“麥草方格”到底是如何成為治沙
利器的呢？“麥草方格雖是治理沙漠的
奧秘源泉，但當地最普通的農民都可以
輕易地告訴你如何製作。”據張國禮先
生介紹：“只要把莊稼人家裡隨處可見
的麥草在沙地上紥成一個方形，再用鐵
鍬把麥草的大半段埋進沙裡，露出十幾
厘米的頭來，就完成了一個麥草方
格。”

外貌看似粗糙 吸引各路專家
如今，白芨灘已經成為一條沙漠綠

帶的中心，每年，為了旅遊和科學考察
來到這裡的人絡繹不絕。而各路專家們
則是來看“麥草方格”。坐在飛機或火
車上欣賞綠帶的人們，很容易忽略這種
粗糙的防沙結構。不過就算人們靠近仔
細研究，還是會覺得它毫不起眼，實在
稱不上什麼精妙的設計。但事實上，就
是靠着麥草方格，靠着這些農民們並不
精妙的勞作，才成就了白芨灘的奇跡。

堅守三十載堅守三十載 築起綠屏障築起綠屏障

創建示範區 全球享經驗

■治沙英雄王有德（左一）。

■沙漠化對當地鐵路影響嚴重。

■初具規模的防沙固沙林。

■■看似平淡無奇卻成就世界治沙奇跡的看似平淡無奇卻成就世界治沙奇跡的““麥草方格麥草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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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作為“最年輕的”一線城市，它曾吶
喊着“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創造了
無數個奇跡，完成了無數個第一。上世紀八十年
代，深圳國貿大廈建設時創下了“三天一層樓”
的速度，成為深圳城市建設高效率的典型，“深
圳速度”由此得名。

夜遊海上滿感觸 改革功成萬象新
去年“十一”，深圳第一艘海上觀光船開

通，遊人終於得以夜遊深圳，見證一刻不停的
“深圳速度”。
遊客在蛇口港登船，行船海上，初夏夕陽

映襯之下，看沿岸高樓林立、市容建設優美整
潔，大灣區優質生活的景象可見一斑，遠眺深
圳灣大橋像一條“巨龍”橫跨海面，聯通着香
港與深圳，眼前這座現代化都市，頓時生出了
新的意味、新的盼望。

深南大道走一回 重溫城市崛起路
深圳最繁華的大道——深南大道，它橫貫

深圳市區中心地段，於1987年正式通車，這條
和深圳共成長的記憶通道，與當年的過境港商
大有聯繫。
據悉，1979年深圳市成立後，為不讓飛揚

的塵埃把剛跨過羅湖橋的港商“嗆回去”，深
圳決定對本地通往廣州的107國道進行改造，
“深南路”也成就了深圳特區的“奠基禮”。

經過四十年的發展，道路兩側出現了許多
創意園等新興景點，記錄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
鄧小平像、世界之窗、歡樂谷、華僑城、深圳
大學北門科技園一帶高科技人才聚集區。一路
走來，變換着的不僅僅是兩側的平地起高樓，
更象徵了一個年輕城市與日俱新的蓬勃活力。

城市今昔藏夜色城市今昔藏夜色
華燈一上便道來華燈一上便道來
夜遊繁華珠三角 品味歷史大變遷

廣州遊玩，有兩個旅遊景點都是大家必遊
的。一個是地標建築廣州塔，一個便是

珠江夜遊，這兩個地方是遊人認識廣州的最佳
途徑。去年財富論壇來到廣州，千年羊城上演
一場夜晚的視覺盛宴，一江兩岸的燈光畫卷以
及無人機陣隊演繹的“流星雨”，海內外矚
目。

景色在前心悅然 美食在側更滿足
看珠江夜景，除了江邊長堤，最好的觀賞

位置無疑是站在橋上看風景。珠江之上10座
跨江大橋，依次可以閱覽白鵝潭早期的領事館
建築群、沿江中路24棟江邊建築自成一體成
畫卷，以及星光熠熠的珠江新城。
海珠橋、海印橋是最多遊人登橋看景的兩

座大橋。橋兩側都有寬敞的人行道，遊人可以
舒適地欣賞夜色。晚上8點，半個小時的燈光
秀開始，沿着沿江中路漫步，看的還不僅僅是
夜色中的美景，更像是廣州的自畫像。城市日
新月異的發展，但生活的煙火氣息依然濃郁。
老廣州和新廣州可以兼容，高檔餐廳和街邊小
店同樣不乏人氣。
吃在廣州，百年老店的糖水、椰子燉雞都

是一個家族幾代人的傳承。同樣在沿江中路，
還藏有不少百年歷史建築，這些都是廣州千年
商都的實體記憶。比如，已經101歲的粵海關
舊址，被廣州人親切地稱為“大鐘樓”，威風
凜凜的它是沿江路的地標。但是很多上班族走
過路過，時常忽略，反而只有專程來遊玩的遊
客，會一眼認出它，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珠江夜遊過後，就近的北京路商圈、沙面
古建築以及融合百年老廣州小吃的文明路，都
是夜遊人的集聚地。

廣州：珠江夜色照人清 一江兩岸白如晝

去潮州，還是回潮州？對於不少香港民眾
而言，潮州是一個雲集鄉愁和故事的小城。
相比很多地方的商業渲染，潮州古城完整

地保留了日常、安逸的市井生活，在牌坊街裡
追逐玩耍的孩子，會奶聲奶氣叫一句“爸爸快
點來”，這就是潮州。
亮燈之後的潮州夜景，看得見山，望得見

水，托得住鄉愁，一江兩岸既在畫中，又在詩
中。

無雙光影燈光秀 兒時回憶今猶在
遊人站立韓江邊，江山的金山大橋、湘子

橋作為光影的傳送門，展開一幅長卷。據悉，
打造潮州夜景的設計團隊就是來自G20峰會、
杭州西湖夜景的設計團隊。團隊總設計師朱劍
修介紹，潮州的燈光設計在內地是獨一無二
的，多視角、多維度，環線遊覽，是潮州觀景
界面的主要特點。
潮州古城，目前主要說的就是潮州湘橋區

一片，這裡的老城古建築與市井生活緊密相
融，被外界譽為“活着的古城”。夏夜到來，
穿過兩公里的牌坊街，一路上各類特色小食店
舖、時尚咖啡館應有盡有。

常常一個主售黃銅、編織籃的雜貨舖，還
能看見前來買糖的孩子；一家像博物館裝修的
潮繡店，更像是手藝人的展覽集成店。對於雙

面的精美潮繡，不管買不買，進來逛一逛都是
一次熟悉傳承之美的好機會。牌坊街旁邊，有
被重新激活的工廠，雲集了時下潮州年輕人最
愛的書店、陶瓷體驗館以及牛肉火鍋。

《潮州人》響心澎湃 老少同唱家鄉情

夜遊牌坊街，是夏夜最好的出行，看一齣潮
州木偶戲，行到古城門，遠眺湘子橋。待到晚
上八點鐘，一曲《潮州人》響徹韓江，燈光秀
開始了。
不少當地家庭偕老帶幼，一家老小站立江邊

等待燈光秀，令人動容。《潮州人》唱得年輕的
潮州人心情澎湃，那跟着哼唱的老人，是不是也
想起了童年時期和父母來過的韓江，看過的湘子
橋呢？
值得一提的是，潮州市目前也積極向外界

釋放誠意，希望在古城工廠區打造金融街，吸
引更多金融人才來潮州，為古城增添更具活力
的發展元素。

潮州：古城生活有風味 處處皆顯人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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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日 高 溫 ， 濕 黏 悶

熱，夜遊是個好選擇。 珠三角諸城

的夜間魅力，各有可圈可點處。比如，享

譽海內外的珠江夜遊，借24棟江邊建築成就一

江兩岸城市新畫卷；潮州古城的湘子橋也趕了一

場時髦，在民謠響徹韓江時上演一出“古城正梳

妝”的燈光大戲。深圳的“海上夜遊”新視野，

講述着“深圳速度”的故事。新城有故事，古城

有新顏。入夜了，驅車，散步，出门探索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亮燈之後的潮州夜景，古城風味盡顯，舊日
輝煌依稀可見。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深圳海上觀光船開通，得以夜遊飽覽“深圳
速度”。圖為前海沿江高速夜景。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船行珠江，緩看新老廣州。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

■美麗廣州夜色璀璨，站在中國現代化前沿，千年商
都在新時代煥發新商機。圖為廣州俯瞰圖。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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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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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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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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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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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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晚晴天》（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傾城之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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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輿論場 (首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
休士頓論壇(重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首播）（English Subtitles） 特別呈現 (首播)

卡通片《蜜蜂花園》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來吧灰姑娘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中國詩詞大會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中國詩詞大會 
(首播)中國文藝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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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y Philippines!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城市一對一 休士頓論壇 台灣心動線

來吧灰姑娘(首播)
電視劇《傾城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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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别拿生气赌健康

妇科病是女性的常见疾病，提高自身抵抗

力和身体素质对治疗妇科病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最近专家研究证明，仰卧起坐有利于预防、

治疗妇科病。

仰卧起坐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改善身体素

质，从而预防、治疗妇科疾病。

首先，仰卧起坐能锻炼腹部肌肉，使腹部

肌肉收紧，更好地保护好腹腔内的脏器。

其次，仰卧起坐还可以拉伸背部肌肉、韧

带和脊椎。并可以通过拉伸脊椎，调节中枢神

经系统。从而改善身体的抗病能力。

第三，做仰卧起坐还可以锻炼腹股沟。腹

股沟有许多毛细血管和穴位，做仰卧起坐可以

通过锻炼刺激腹股沟的血管，加快血液流动的

速度，从而治疗和缓解妇科疾病。

专家建议，用锻炼腹肌的方法治疗妇科病，

是个可行的好办法。腰腹肌力量的加强对女人

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从运动本身来讲，30

岁以下，仰卧起坐的最佳成绩应为 45-50个 /

分钟；30岁最好做到 40-45个 /分钟；40岁应

做到 35 个左右 / 分钟；50 岁应努力达到

25-30个 /分钟。

責任編輯：XX

渊三分之二冤

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如果仅仅是白了头，那么还有染发剂可以应付，

问题是发愁生气还会给人体造成多方面的损

伤，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

中医认为人的精神心理活动与肝脏的功能

有关。当人受到精神刺激造成心情不畅、精神抑

郁时，会影响肝脏功能的正常发挥。

肝脏有贮藏、调节全身血液的功能，对月经

的按时来潮有重要的意义。对妇女来说肝脏功

能正常是保证月经正常的重要条件之一。

肝脏还能通过调节气机辅助脾胃消化运输

饮食精微，肝气郁结则气机不利，则不思饮食。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当遇到令人非常生气的

事情时，就会没有食欲，不想吃饭。

肝脏还与精神活动有关，肝气不舒则急躁易

怒，情绪激动有时就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

▲月经不调
有的妇女平素性格内向、抑郁，有了不愉快

的事情或有一些想法的时候，不能通过向他人

倾诉、与他人沟通来排解，减轻压力。长期的压

抑导致肝气郁结、经脉气机不利，经前出现周期

性的乳房胀痛、头痛、失眠、情绪波动易激惹等，

甚至出现闭经、崩漏或更年期提早到来。更有甚

者可因肝气郁结，发生良、恶性肿瘤等严重后

果。

▲乳腺疾患
由于肝经循行布两胁，故肝气不舒、气滞血

淤，经脉运行不畅与乳腺增生、乳腺结节甚至乳

腺癌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临床可见，中年女性

乳房肿块，经前胀痛，经后缓解，伴有心烦急躁、

胸胁胀痛、口苦、月经周期不规律、经量减少、血

色暗红等症状。

这些症状及疾病的发生都与人的情绪变化

有关，当我们为一些生活中琐碎的事情生气，用

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时，要想到生气带来的

损伤，不仅仅是精神上的，而且会对我们的身体

造成伤害甚至导致疾病的发生，那么我们就会

退一步海阔天空，保持一个健康、快乐的心态，

以维护我们的身心健康。

女人因为工作、家庭的特殊地位，在身体上

也承受了更大的健康威胁。所以女人必须学会

爱护自己的身体，定期体检，保持良好的心

态!

《健康顾问》

仰卧起坐可以治妇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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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國排名第一的

UniverSoul Circus馬戲團已經成立25年了，成

為美國排名第一的音樂活動之地和無與倫比

的表演藝術馬戲團。UniverSoul Circus以

令人難忘的歡樂音樂和極度驚險的表演，

改變了世界對都市娛樂演出的定義。

UniverSoul Circus在2018年攜有史以來最

好的節目，將在全世界巡演，德州休斯頓

站將在6月7日—24日之間在靠近down-

town的Bulter Stadium搭建一個巨大的大

棚，觀眾們可以在這個神秘的大棚下的每

一個角落感受到氣勢磅礴、熱鬧時尚、豐

富多彩的全世界頂尖的馬戲節目。

創辦人兼首席執行官Cedric Walker在談

到UniverSoul成立25周年時表示，這是一

個了不起的旅程，也是一次夢幻般的旅程

。 歷屆觀眾見證了我們的成長，並與我

們一起蛻變。我們希望我們的粉絲知道他

們將永遠是UniverSoul馬戲團家族的一員

。讓我們作為一個有社區意識，以家庭為

導向，使人精神振奮和愉悅的娛樂馬戲團

來復興美國家庭。

UniverSoul馬戲團不斷在創新，但是也有

很多經典的保留節目和元老級的演員，這

些深受世界各地觀眾歡迎的節目形式包括加

勒比舞，柔術，小醜，喜劇狗，大跳板，蹦

床，爬桿，死亡輪，魔術換衣，馬術和瘋狂

摩托。 UniverSoul Circus的演員來自世界各個

角落，包括中國，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南非

，蒙古，智利，古巴，俄羅斯，幾內亞和美

國，univeisoul馬戲團是一個真正多元文化的

表演團體。UniverSoul馬戲團集藝術，戲劇，

音樂，包括流行音樂，經典R＆B，拉丁，嘻

哈，爵士和福音音樂於一體，把全球流行文

化獨特和熟悉的方面融入到國際舞臺上，並

以國際表演者為中心。 UniverSoul Circus與太

陽馬戲團一起被評為美國兩大馬戲團之一。

吸引了全美甚至全球的觀眾為之瘋狂。

觀眾可以於演出期間去現場購票，也可

去 中 國 城 的 王 朝 旅 遊 購 票 （ 電 話 ：

713-981-8868）

《美南新聞》讀者可上網團購，可得7

折優惠，請輸入https://goo.gl/icvvqn

演出時間：

6月7日-6月24日

場次：

周四 首演 | 7 pm

周二至周五 10:30 am | 7 pm

周六 12 pm | 4 pm | 7:30 pm

周日 12:30 pm | 3:30 pm | 6:30 pm

UniversioulUniversioul馬戲團馬戲團2525周年紀念周年紀念
演出演出，，休斯頓巡演休斯頓巡演77日開始日開始！！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由於糖尿病是與生活習慣息息相
關的疾病。在這個過程中糖尿病患如何適應與疾病共存，如何學
習與控制血糖，及早發現異常，早期療護，以延緩併發症的發生
。光鹽社上週六請到了刻正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修讀護理博士
的黄雅靖小姐，她正在研究及了解有關在美華人對糖尿病的認知
、自我照顧效能及情緒壓力對照顧成效的影響，提供寶貴的訊息
，吸引了僑界不少糖尿病患者及其家人前往聽講，演講後觀眾發
問頻頻，足見糖尿病受關注的程度。

黃雅靖小姐以糖尿病患者的飲食原則、運動原則、體重管理
、足部照顧、血糖控制、情緒調適等幾大項深入說明。

在 「飲食原則」 方面，除了水份的攝取（ 體重 Kgx30cc )
外，健康的飲食計劃，應包含以下類型： 全穀根莖類（ 主食 ）
、蔬菜類、水果類、豆魚肉蛋白質、油脂與堅果種子類。原則以
未加工過的原型食物為主，加工後的食品通常精緻化或含有添加
物。必須定時定量攝取含碳水化合物食物，包括全穀根莖類及各
種奶類、水果。要選擇高纖及多樣化食物。高纖食物可增強飽食
感及解減緩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主食中可加入糙米、燕麥、薏
仁 及其他豆類等以減少白飯、白麵條或者糕類的攝取 。以新鮮
水果代替果汁，可增加纖維的攝取並可避免血糖快速升高。 多
食用少油或無油蔬菜類； 選擇低脂食物並使用優質植物油烹調
，使用低脂或脫脂奶類，選用瘦肉或魚肉等。盡量以清蒸、水煮
、清燉、燒烤、涼拌的方式取代油炸及熱炒。

在飲食上，糖尿病患要避免精緻澱粉及糖類加工食品，如
： 白米飯、白米粥、糯米飯、馬鈴薯、麻糬、饅頭、燒餅、白
吐司、法國麵包、牛角麵包，而選擇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如糙米
飯、薏仁、燕麥粥、冬粉及玉米。而水果方面，也應避開高GI
值的荔枝、西瓜，而選擇GI 值較低的如水梨、蘋果、葡萄柚、
櫻桃、草莓、柳橙、桃子等物。

至於要怎麼吃？黃小姐說：吃的順序是先吃生菜沙拉，再來
吃蛋和肉，最後吃一片小麵包。她說：先蔬菜，再來蛋白質，最
後澱粉的順序，可減少血糖竄升的狀況，以及促進飽食感。再來
一杯鮮奶茶 , 喝無糖的就好！

談到運動，孩童或青少年，每天60分鐘，每週三次，中至
強度的有氧運動及腿耐力運動，成年人維持每週150 分，中至強
度的身生體運動。另外，靜坐時間不要超過30 分鐘，需要有短
暫的站立、走路或者其他的輕度身體運動

她也談到運動強度，中等強度的運動評估方式，以最高心
跳速率範圍,以及說話測試。

至於運動原則，需避免空腹運動，運動時間為餐後1-2 小
時為佳。運動時應攜帶食物，避免低血糖發生。每週累積運動
150分鐘，運動種類以有氧運動為佳，有氧運動包括健走，慢跑,
有氧舞蹈，太極拳。另外可加1至3次的阻力運動，例如舉啞鈴
，仰臥起坐，以增加肌耐力。且運動前後都應做暖身及冷卻。但
血糖超過300mg/dL, 或發生低血糖、生病時，皆不宜運動。

至於體重管理，體重過重或減輕7%， 可見
AIC 改善。男性腰圍應低於90公分（35吋），女
性腰圍應低於80公分（31吋），其測量方式，應
除去腰部衣物，輕鬆站立，雙手自然下垂。正常
呼吸，於吐氣結束時測量。

在 「足部照顧」方面，外觀檢查：A. 皮膚
： 飽滿度、濕潤度、皮屑、乾燥、毛髮分佈。B.
腳指間： 裂痕、龜裂、感染。C. 是否有紅腫發熱
的部位。因此，必須作足部照顧，保持腳部清潔
、每天洗，擦（ 用潤滑霜擦腳面和腳底，勿用酒
精），看（ 立即報告異狀）。另外，穿適當的鞋
襪（ 建議白色襪子）、潮溼的鞋子不要穿，新鞋
穿著以漸進式增加，不要穿太久，避免水泡產生
。

並檢視病患雙腳周邊血管狀況： 如足表溫度
變冷、足部脈搏變弱或消失、足部皮膚變薄、足
部毛髮缺少、足部膚色呈青藍色如發紺般。

而自我監測血糖的目的： 可以很快瞭解自己
的血糖變化狀況，進而調整飲食及活動量； 可作
為醫師調整藥物劑量之依據； 使糖尿病得到良好
的控制，降低高低血糖的危險性，預防長期併發
症發生。

另外，在以下情況下需要增加監測血糖的次
數： （ 一 ） 生病時，例如感冒、發燒、急性腸
胃炎、嚴重的感染時； （ 二 ） 感覺血糖過高/
低；（ 三 ） 您的進食與活動和平常不同時，如
外出旅行。（ 四 ） 當您對糖尿病控制不確定時
。

黃小姐也提到高血糖的症狀，如： 非常渴、
皮膚乾、很餓、不斷解尿、想睡、視力模糊。而
低血糖的症狀，則有：冒冷汗、頭重腳輕、顫抖
、疲憊無力、很餓、心跳加速。

她也提到低血糖的處理，如： 立即進食含糖
食物（ 如果汁、飲料、葡萄糖粉、蜂蜜 ），若
15 分鐘症狀未解除，上述食物再吃一次。若15 分
鐘症狀仍未改善，立即就醫。若症狀改善，離進
餐時間還有一個小時以上，則需補充點心（ 例如
吐司、餅乾 ）

至於糖尿病患者良好的血糖控制建議如下：
1，三餐飯前血糖控制在80 - 130 mg/ do 。
2，飯後二小時血糖控制在160mg/ dl 以下，不要超過180 mg / dl
。
3，AIC ＜ 7% （ 需個別化考量 ）。

而其他項目如： 血壓、總膽固醇、三酸甘油脂、低密度膽固

醇< 100mg/dl; 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70mg/dl, 高密度膽固醇：
男＞ 40 mg/dl, 女> 50 mg/ dl

其他如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多參加社交活動、尋求家人、朋
友及醫護人員的協助可助情緒調適。

光鹽社上周六舉行健康講座
由博士候選人黃雅靖主講--- 糖尿病自我照顧

圖為光鹽社上周六舉行健康講座圖為光鹽社上周六舉行健康講座------ 糖尿病自我照顧糖尿病自我照顧，，主講人黃雅靖小姐主講人黃雅靖小姐
（（ 立者立者 ）） 的講座現場的講座現場。（。（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美
南國建協進會」日前宣佈： 一項由
台北經文處，美南國建會，德州台
灣人生物科技協會共同主辦的 「台
美人才橋接座談會」 將於下周六
（6 月 9 日 ），美南國建科技研討
會當天上午十一時至中午十二時在
國 建 會 現 場 （ Sugar Land Marriott
Hotel ) 舉行。

參加者包括 「科技部」（Min-

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蘇芳
慶次長，莊偉哲司長，研討的主題
包括：

年輕學者養成計劃；
LIFT - 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

；
LEAF - 博士創新之星；
Contact Taiwan - 全球攬才計劃
歡迎當天與會者熱烈參加。

台美人才橋接座談會
下周六國建會當天上午舉行


	0606WED_B1_Print
	0606WED_B2_Print
	0606WED_B3_Print
	0606WED_B4_Print
	0606WED_B5_Print
	0606WED_B6_Print
	0606WED_B7_Print
	0606WED_B8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