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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訊）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於 6 月 22 日至
24 日在美國德州休士頓市舉辦第 30 屆第 3 次理監事會議，
計有來自北美洲各地區商會共39個商會，以及5大洲台灣
商會聯合總會代表總計500多人參與此次盛會，中華民國僑
務委員會吳委員長新興應邀蒞臨出席，獲北美洲台商聯合
總會總會長吳光宜及各分會代表熱烈歡迎。

6月22日晚間首先由吳光宜總會長設宴歡迎各界嘉賓，
吳新興於會長致詞表示對該總會凝聚僑商力量之肯定，6月
22日該總會安排與會代表參觀休士頓市政建設，晚上外交
部晚宴歡迎來自北美臺商代表，6月23日舉行開幕典禮，以
「結合台商 共創商機 深耕北美 永續臺灣」揭開序幕，來自

世界各地臺灣商會代表及美方政要約500多人出席，僑務委
員會吳新興委員長、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中華民國對
外貿易發展協會副董事長莊碩漢、前愛達荷州共和黨主席
葉望輝、國會參議員 TedCruz丶國會議員Al Green代表、休
士頓市議員Jack Christie丶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
貴香、國策顧問暨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林見
松等人均出席盛會，吳委員長致詞表對吳總會長團結全球
臺商支持政府，開拓國際經貿商機表示肯定，國會參議員
Ted Cruz丶休士頓市議員Jack Christie等貴賓並分別致詞表
達恭賀。

會議期間各地分會會長會務報告外，會中並討論各項

經貿議題，並邀請 Bob Harvey 擔任商務商機研討會主講者
發表專題演講，分享他們對現今經貿及稅改的精闢專業看
法，提供與會者在商業決策上更精確的判斷。大會對提升
台商國際經貿地位，促進該會會員與北美洲工商界經貿交
流合作，加強會員間的工商聯繫及聯誼，協助會員企業拓
展業務創造商機，相當有幫助，不僅增進各地區台灣商會
在北美洲的經貿地位，也促進各地會員建立溝通橋樑及促
進資源共享及合作，加強團結。

6月23日晚間僑委會惜別晚宴在僑委會吳新興委員長監
交下，吳光宜總會長交接給新任卓鴻儀總會長，吳麗珍監
事長交接給新任魏十洲監事長，吳新興並向新卸任總會長
及監事長頒發賀狀及感謝狀，同時向金城銀行及北美台灣
商會聯合總會頒發花蓮震災金質及銀質獎章，感謝二單位
花蓮震災期間慷慨解囊賑濟災民。

卸任總會長吳光宜感謝理監事們在這一年全力付出，
新任卓鴻儀總會長則表示將帶領總會繼續往前邁進，當晚
大會安排高水準的德州Marichai Band 、來自台灣的嚴詠能
打狗亂歌團、李佳蔚博士的聲樂演唱及吳新興熱情與各地
貴賓及吳總會長工作團隊合唱 「朋友」 「你是我兄弟」歌
曲，全場氣氛高潮至極點，為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30屆第3次理事會議，劃下完美的句點。

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第 30 屆第 3 次理監事會議圓滿落幕

吳新興委員長吳新興委員長((右八右八))及吳光及吳光
宜總會長宜總會長((左五左五))與出席貴賓與出席貴賓
們於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們於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
會第會第 3030 屆第屆第 33 次理監事會次理監事會
議總會長歡迎晚宴中同歡議總會長歡迎晚宴中同歡

吳新興委員長吳新興委員長((排二右六排二右六))及汪樹華處長及汪樹華處長((排二右四排二右四))於北美於北美
洲台商會聯合總會第洲台商會聯合總會第 3030 屆第屆第 33 次理監事會議外交部晚宴次理監事會議外交部晚宴
中獲青商會代表們熱烈歡迎中獲青商會代表們熱烈歡迎

吳新興委員長吳新興委員長((站者站者))於於 北美洲台商會聯合北美洲台商會聯合
總會第總會第 3030 屆第屆第 33 次理監事會議開幕典禮次理監事會議開幕典禮
中致詞中致詞

北美洲台商會聯合北美洲台商會聯合
總會總會長總會總會長 吳光宜吳光宜((
左一左一))交接予卓鴻儀交接予卓鴻儀((
右一右一)) ，，由吳新興委由吳新興委
員長員長((右二右二))及林貴香及林貴香
總會長總會長((左二左二))監交監交

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監事長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監事長 吳麗珍吳麗珍((左左
一一))交接予魏十洲交接予魏十洲((右一右一)) ，，由吳新興委員由吳新興委員
長長((右二右二))監交監交

吳新興委員長吳新興委員長((右右))頒發金質獎牌及銀頒發金質獎牌及銀
質獎牌予金城銀行董事長及質獎牌予金城銀行董事長及 北美洲北美洲
台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台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吳光宜吳光宜((右右))
表揚該二單位對花蓮賑災的貢獻表揚該二單位對花蓮賑災的貢獻

吳新興委員長吳新興委員長((右六右六)) 、、吳光宜總會長吳光宜總會長((右右
四四))、、林見松名譽總會長林見松名譽總會長((右一右一))等人與打狗等人與打狗
亂樂團於僑委會惜晚宴中同台歡唱亂樂團於僑委會惜晚宴中同台歡唱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2018 年年會暨
獎學金之夜於上周六晚在僑教中心盛大舉行獎學金之夜於上周六晚在僑教中心盛大舉行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南中國大專院
校聯合校友會於上周六（6 月23 日）晚間在僑
教中心大禮堂舉行2018 年會暨獎學金之夜。席
開四十六桌，共有23 所大專院校校友380人左
右參加。

大會從各校友會的旗隊進埸揭開序幕。只
見各校友會的代表掌旗入場，一個個昂頭挺胸
，雄鳩鳩氣昂昂進場，並逐一邁正步登台亮相
，令全場來賓彷彿又回到年輕時的大學時光。
大會在校聯會（JCCAA) 會長謝家鳳致開場白，
介紹校聯會的宗旨、目的，獎學金的意義在培
植下一代勤奮向學，而當晚的年會更匯集了三
代的心血和努力，從顧問到當晚現場的義工。
也逐一介紹與會貴賓及前會長、理事長，並由
理事長鄭昭頒獎給獎學金贊助人,包括 「鑽石贊
助」： Crown Mark Inc. , APF Travel Inc. 黃其
嘉； 「白金贊助 」： T Foundation, 以及特殊
獎學金贊助者： RLC 基金助學金、張東朝先生
及夫人紀念獎學金、林瑞發先生紀念獎學金：
林宗生、劉旭強； 劉楊秀鶴女士紀念獎學金：
林宗生、劉旭強；馬驥驃博士紀念獎學金： 胡
小蓮； 范增瑩女士紀念獎學金： 蔡亞麟； 凌
坤女士紀念獎學金： 陳碧雲； 顧志慧女士紀念
獎學金：吳曉農；謝文治教授及夫人音樂紀念
獎學金： 林子模、謝家鳯； 石山地產音樂獎學

金： James Birney; 夏元治先
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 夏
慧芸、樓一中、夏尚權；
樓迪善將軍及夫人紀念獎學
金： 樓一中、夏慧芸； 王
財興先生及夫人王袁杏月女
士紀念獎學金： 王慧娟；
張玉瑩女士紀念獎學金：
黃登陸； 台北科技大學校
友獎學金： 劉素雲。以及
各桌的贊助，包括： 「白
金桌 」 ： 嚴杰、何怡中；
「金桌」 ： 台北經文處、

僑委會、朱唯幹、朱琨、陳
清亮、陳美芬、鄭大展、紀
淑瑛、葉宏志、莊麗娜、林
國強、冀瑛、鍾宜秀。 「
銀桌」 范增璞、恆豐銀行

、須文麗等人。
鄭大展並介紹今年的獎學金頒發情形及獎

學金得主名單如下：
今年的獎學金得獎者總共錄取25名高中生

及9名大學生。總計發出六萬四仟伍佰元獎助學
金。

1. 校聯會傳統獎學金，錄取七名，每名
一仟元。學業成績獎四名，得獎者是: 黎先慧、
林思昀、張馨怡、潘元安。領導才能獎取一名
：何宇楠。課外活動獎二名：馮毓修、熊文卉
。

2. RLC基金會助學金，金額共計一萬九
仟元。得獎者是：縱馳宇 伍仟元、文秋雯 三仟
元、佘崇華 三仟元、談建亨 四仟元、馬寶雪
二仟元、馬寶霜 二仟元。

3. 張東朝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是
NSBB Charitable Fund 提供，金額共計一萬元。
名額五名，每名二仟元，得獎者是：曾凱莉、
王敏菲、蘇一佳、蔣森、Kristi Mellin。

4. 林瑞發先生紀念獎學金，是台灣大學
校友林宗生先生為紀念父親林瑞發先生而設，
金額為三仟元。得獎者是：何思良。

5. 劉楊秀鶴女士紀念獎學金，是政治大
學校友劉旭強女士為紀念母親劉楊秀鶴女士而

設立的，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
Sergio Octavio Espinoza Torres。

6. 馬驥驃博士紀念獎學金、
是銘傳大學校友胡小蓮女士為紀念
先生馬驥驃博士所設，名額一名，
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Anthony
Martinez。

7. 范增瑩女士紀念獎學金，
是台灣大學校友蔡亞麟先生為紀念
夫人范增瑩女士所設。金額三仟元
。得獎者是：社區服務獎 林亞瑋。

8. 凌坤女士紀念獎學金，是
台灣大學校友陳碧雲女士為紀念其
母親凌坤女士而設立，名額二名，
每名金額一仟伍佰元。得獎者是：
Jessica Uriostigui、Ariely Mejia。

9. 顧志慧女士紀念獎學金，
是淡江大學校友吳曉農先生為紀念
其妻顧志慧女士所設，名額一名，
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戴曉芸。

10. 樓迪善將軍及夫人紀念獎
學金，是台灣大學校友樓一中先生
為紀念父母親樓迪善將軍及夫人所
設。金額一仟元。得獎者是：領導
才能獎陳佳。

11. 夏元治先生及夫人紀念獎
學金，是台灣大學校友夏慧芸女士
為紀念父母親夏元治先生及夫人所
設。名額二名，金額每名各一仟元
。得獎者是：領導才能獎 江函霈、
學業成績獎 William Wang。

12. 王財興先生王袁杏月女士
紀念獎學金，是銘傳大學校友王慧娟女士為紀
念其父親王財興先生，母親王袁杏月女士所設
，金額一仟五佰元。得獎者是：李可人。

13. 張玉瑩女士紀念獎學金，是文化大學
校友黄登陸先生為紀念夫人張玉瑩女士而設、
金額為一仟元。得獎者是：Meghan Lu。

14. 台北科技大學校友獎學金，是國立台
北科技大學校友劉素雲女士所設，名額一名，
金額一仟元，得獎者是：陳盈佳。

15. 謝文治教授及夫人音樂紀念獎學金，

是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紀念父母親謝文
治教授及夫人所設。金額為二仟元。得獎者是
：曹述恩。

16. 石山地產音樂獎學金，是石山地產,
James and Leeshan Birney 莊麗香女士提供、名額
二名，金額每名各一仟元。得獎者是：陳芃諭
、向一。

當晚還有精彩的餘興節目，包括： 小提琴
獨奏、四重唱、以及東方印象、北美精華、南
美 風 情 、 非 洲 原 野 、 歐 洲 古 風 、 走 遍 天
下------ 等歌唱、舞蹈等節目。

圖為所有獎學金贊助人圖為所有獎學金贊助人，，接受校聯會理事長鄭昭接受校聯會理事長鄭昭（（
左一左一 ）） 頒獎後合影頒獎後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今年的獎學金得主頒獎後合影圖為今年的獎學金得主頒獎後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新舊任會長交接新舊任會長交接。。由會長謝由會長謝
家鳳家鳳（（ 右右 ）） 將會長重任交給新任會長鍾宜秀將會長重任交給新任會長鍾宜秀（（ 左左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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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感知中國-中國西部文化美國行” 活動將在休斯敦舉行

【泉深/責任編輯】由中國國務
院新聞辦公室、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主辦，中國對外文化集團、休斯敦華
星藝術團承辦的 “2018感知中國-中
國西部文化美國行” 活動將於6月29
至 7 月 5 日在休斯敦舉辦一周文化交
流活動。“感知中國“ 內容包括中國
西部電影展映、中國西部圖片展覽、
中國西部民族服飾樂器展覽等活動。

“2018 感知中國-中國西部文化

美 國 行 ”
活動將帶您
體驗中國西
部文化的多
姿多彩和獨
特魅力！中
國西部將以
其寬闊的胸
懷擁抱來自
五湖四海的
朋友們!

所有“感
知中國” 活
動都是免費

入場，歡迎光臨！
“影像西部” 影視展映
將透過紀錄片《天山腳下》、

《第三極》的鏡頭真實地再現中國西
部地區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及其他們
豐富的內心世界。《我們誕生在中國
》記錄了中國西部廣袤大地上諸多野
生動物，畫面唯美、震撼。

展映時間： 6月29 日Friday
8:00pm 《 天 山 腳 下 》 首 映 式

“Xinjiang Story” Premieres
展映地點: Hobby Center Zilkha

Hall
800 Bagby Street, Suite 300 |

Houston, TX 77002
展映時間：6月30 日Saturday
1:30pm《天山腳下》Xijing Story
3:00pm《我們誕生在中國》Born

in China
展映地點: University of Houston

Student Center SC South Theater
4300 University Dr. Houston TX

77004
展映時間：7月1日 Sunday
1:30pm 《 第 三 極 》 Roof of the

World
3:00pm《我們誕生在中國》Born

in China
展映地點: University of Houston

Student Center SC South Theater
4300 University Dr. Houston TX

77004
“多彩西部” 系列展覽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中國西部位於亞歐大陸的中心地帶，
自古以來就是連接東西方的大陸橋，
享譽世界的古絲綢之路形成於此，這
裏自古以來便是多民族聚居地。歷史
上，東西方文明在此交匯、碰撞、融
合，形成了這裏多樣的文化、多彩的
藝術。“多彩西部” 系列展覽將從圖
片，服裝，樂器三部分展出。

展覽時間： 6 月 29 日至 7 月 5 日
10:00am-5:00pm

展 覽 地 點 ： Hobby Center
Founders Club

800 Bagby Street, Suite 300, Hous-
ton, TX 77002

攝影圖片展-“光影印象”
由 “風景壯美之地” 、“兼容

並包之地"、 “幸福和美之地” 和 "
繁榮騰飛之地” 四個章節共100余幅
攝影作品組成，多角度展現了中國西
部壯美的自然鳳光•多彩的民風民俗
和充滿活力的經濟發展。

《豐富多樣自然景觀》-風景壯
美之地

A Rich Variety of Scenery –

Breathtaking Landscape
《多元一體文化特色》-兼容並

包之地
An all-inclusive culture – Home

to All
《人們生活日新月異》-幸福和

美之地
A Fast-changing Society – Hap-

piness and Harmony
《絲路經濟帶核心地區》-繁榮

騰飛之地
An Economy Central to the Silk

Road –A Place of Prosperity
“絲路樂語” 民族樂器展品 和

“霓裳之美” 傳統民族服飾展
展品包括漢、維吾爾、哈薩克、

回、柯爾克孜等多民族文化精品,充分
展示了中國西部各族人民幸福和諧的
生活氛圍，這些展品既體現了傳統文
化的傳承，又能從中感受到那裏的人
民對生活的熱愛、對藝術的追求。

美南廣播電視台與休斯頓商家合作“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欄目
傳播華夏民族多元文化

【泉深 / 圖文】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李蔚華董事長於 6
月 26 日下午在美南廣播電視台會議室舉行會議，討論美南廣播
電視台與休斯頓商家合作“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全球直播欄目
事宜。美南廣播電視台一方面通過電視即時播報休斯頓華人社區

及大休斯頓地區的重要新聞，另一方面通過現場電
視直播中華旗袍真人秀、中華傳統民族舞蹈、通俗
及民族的中文歌曲演唱等，傳播華夏民族多元文化
，提升中華文化的價值觀和倫理觀，增強國際社會
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
會議決定朱全勝負責“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的組

織和協調工作。秦鴻鈞、黃梅子、 Winnie Yu 、
Emerson Chu 負責聯繫合作商家。 David Dong ，
Kevin Wu ，秦鴻鈞、朱全勝負責電視攝像、新聞攝
影工作。珊娜、 Tina Huang ，高航負責電視剪輯、
編輯、製片和導播工作。 Tiffany Zhang 、 Carina
Zhang 、 Kevin Wu 任“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節目
主持人。董革負責組織中華旗袍真人秀和中華傳統
民族舞蹈工作。 Kevin Wu 負責組織歌手現場演唱

組織工作。
直播現場抽獎獎品由合作商家提供，品種和數量由商家決定

。初步合作商家由大中華超市、香港超級市場、大華超市、惠康
超級市場、百佳超級市場、 H Mart 超級市場， 99 Ranch 超級市

場等，這些超級市場分別分佈在休斯頓中國城、 Sugar Land 、
Katy 等地。美南廣播電視台正聯繫美國 HEB 、 Kroger 、 Tar-
get 、 Fiesta 等超市，讓更多的美國及國際人士了解傳統的中華
文化。美南廣播電視台也正與休斯頓各中國各餐廳聯繫合作事宜
，增加直播的廣度和深度。

“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時間定於每周星期六和星期日舉行
，具體時間和點與商家協商後在《今日美國》網絡、手機版和
《美南日報》上通知。

美南廣播電視台通過美南國際電視網 (Southern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Houston, 簡稱 STV ) 無限 華語頻道 15.3 台 每週七天 ,
每天二十四小時全球播出即時新聞、娛樂綜藝、強檔戲劇、教育
文化、時事座談、理財投資等多元且豐富的節目 。 週末節目採
取國際走向 ， 有休斯頓當地國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節目
, 節目內容專業且多樣化 , 自開播以來 , 華人與主流社會觀眾的
佳評如潮。

用手機掃描《今日美國》和美南國際電視網全球直播二維碼
可以直接收看。也可以登錄 www.today-america.com 直接閱讀本
台新聞和收看本台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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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冠店內試食美朝工作餐金冠店內試食美朝工作餐 楊楚楓楊楚楓

『拉斯維加斯』 享譽國際的賭城。擁有‘世界娛
樂之都’和‘結婚之都’的美稱。 『拉斯維加斯
大道』 匯集了豪華度假酒店，龐大的博彩廳，以
及無數的娛樂活動，是拉斯維加斯的靈魂和象征
。 『百樂宮音樂噴泉』 在酒店正前方，幾千束的
噴泉隨音樂在空中飛舞，水柱可高達250英呎，每
一次的音樂和水舞的造型都不一樣，場面相當壯
觀，是拉斯維加斯夜景的點睛之筆。

『大峽谷』 分為西、南峽谷。南峽谷地勢險峻壯
闊、可徒步深入谷底，行走在西峽谷內有一座玻
璃橋，也可乘坐直升機高空盤旋俯瞰大峽谷。百

萬年洪流和大風的侵蝕形成了世界地質史上最為
獨特的洞穴 『羚羊彩穴』 ，是一個由色彩和光線
組成的迷幻世界，在陽光的照射下，仿佛置身於
迷離的空間。

『洛杉磯』 好萊塢明星追夢之地。或許漫步在這
座城市，會邂逅您最愛的好萊塢明星。熱辣的西
海岸海灘可享受加州的陽光。 『好萊塢環球影城
』 奇妙的電影世界，樂園中以好萊塢電影特效技
術造出極具尖端科技。哈利波特城堡樂園、變形
金剛和木乃伊復仇過山車等。 『聖莫妮卡海灘』
不僅是洛杉磯人氣最高的海灘，海景更是備受好
萊塢導演們青睞。

『舊金山』 匯流著各種文化， 『漁人碼頭』 是熱
門觀光景點。大招牌、紅色雙層巴士和海獅雕像
更是漁人碼頭三寶。象征著舊金山的 『金門大橋
』 是世界上最大的單孔吊橋之一，橘紅色的大橋
橫跨舊金山海灣和金門海峽，雄偉壯觀。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加州著名的旅遊景點，氣
勢磅礴的瀑布，巍峨雄偉的花崗巖和平靜的山谷
。山上的雪水融合成瀑布，匯集與高山懸崖峭壁
之上然後傾瀉而出。環狀道路 『17裏灣風景線』
圍繞著著名的卵石灘度假區，沿途能看到碧海藍
天，白色沙灘，美不勝收。
‘翡翠之城’ 『西雅圖』 ，被青山綠水環繞。交
響樂團有上百年的歷史，美食以海鮮為主。歷史
最悠久的農貿市場 『派克市場』 ，販賣新鮮農作
物和海鮮，拋魚表演和街頭藝人演聞名世界。地
標 『太空針塔』 高達520英呎，瞭望臺和旋轉餐廳
裏可以360度地觀看西雅圖全景。
不管是怎樣的行程，王朝旅遊都可以滿足您的需
求，讓您看遍世界各地的優美風景。

（所有圖片均取自網絡）
王朝旅遊有不同美西路線，詳細行程請電話或者
微信我們：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
aat713
地址：精英廣場商鋪A14，敦煌廣場隔壁，大通銀
行後面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尋夢尋夢美美西西，，暢遊美暢遊美國西岸國西岸

6 月份第二個
星期，乃筆者
任職之美國校
區本學期年度

最後的一周。通常在這蟬鳴荔熟之際，在午餐之
時，大家會約定一起外出，共嚐午菜，然後相互
揮手，八月中旬再見。今年6 月這次午宴，與往年
不同，因為6月12號，是世界大事產生的日子，我
們美國總統特朗普，跟朝鮮最高統帥金正恩於亞
洲星加坡會晤面談，結果雙方簽署聯合聲明！此
一喜訊，令我們校區教職員工雀躍不已，因為美
朝六十多年的戰爭狀態可以結束，而世界各地民
眾擔心的核戰威脅，亦大可朿之高閣。為此，我
們有意大擦一頓，以示慶祝。

那就來到選擇午餐店舖的問題。在我的工作
夥伴中，以我年紀最長，所以大家認同今次由我[
抓fit], 我卻之不恭，馬上領隊出發，由休市北部南

下，直往西南區唐人街金冠酒家出發。我之所以
不辭路遠選上金冠， 有三個因素：

首先是今次美朝世紀之會，涉及美國、朝鮮
、中國三方。（中國雖然是沒有現身，但在開會
之前，金正恩兩度走訪北京、青島，拜訪習近平
中國國家主席，明顯地承認去聽取中國對是次美
朝會談的主要目標及焦點。今次會面成功，中國
在幕後運籌帷幄，不言而喻）。

其次，回看一下我校內的工作同伴，我是唯
一華人。另外一位韓國女仕，也是唯一人仕, 此外
其他當然全是美國人，正好合符今次美朝會議的
民族色彩。

三者，在今次首日美朝高峰會議後的工作午
宴中，菜餚東西合璧，詳細菜單中包括：

開胃菜：牛油果沙拉搭配對蝦雞尾酒、蜂蜜
檸檬澆汁的綠芒果沙拉和新鮮章魚、朝鮮醃黃瓜
。

主菜：小牛排搭配土豆和蒸芥藍（蘸料：紅
葡萄酒醬汁）、甜酸脆豬排和獨家秘製XO醬。更
有揚州炒飯、港式、咕嚕肉及韓式鱈魚燉蘿蔔佐
以亞洲蔬菜。

甜品：黑巧克力甘納許撻、哈根達斯香草雪
糕配草莓汁、聖特羅佩塔夾心蛋糕。

上述精美菜餚，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朝鮮最高
領導人金正恩暨兩方人馬，共有十四名代表，參
加了工作午餐。陪同特朗普參加午宴的有：國務
卿蓬佩奧、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白宮幕僚長凱
利、白宮發言人莎拉·桑德斯、美國駐菲律賓大
使金成和美國白宮亞洲事務資深主管馬修·波廷
傑。朝鮮方面陪同金正恩出席工作午宴的則有朝
鮮統一戰線部長金英哲、外務相李勇浩、國防部
長努光鐵、金正恩胞妹金與正及朝鮮外務省副相
崔善姬等。美朝兩方人馬，一起開懷暢飲、大快
朵頤。

港人熟悉不過的揚州炒飯及咕嚕肉，今次有
幸躍上國際外交舞台！身為港人的我，有焉榮矣
。而我的大半生，也是在休市經營唐人館（只是
半退休後改到美國校區任職），前半生早已製作
過揚州炒飯及咕嚕肉千百次矣，故此有意讓我的
美國同事，來金冠酒家，刻意點上這兩樣國際名
菜，及十多款粵式點心，來過 「羅通掃北」 ，大
吃四方。

離 開 金 冠
酒家時，我笑
問美國同事，
金冠的味道如
何？他們眾口
一 詞 ： Very
good! 頂瓜瓜，
我頓時笑逐顏
開。

楊楚楓 
美  南  人  語

Patrick Yang
E-Mail: patrickyanghk@gmail.com

（為食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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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敦報導) 生活像萬花
筒，由許多各具特色的片段拼湊而成，
而文化藝術，能灌溉生活，讓每個片段
更繽紛。住在休斯敦的一大好處是，每
周都有各式各樣的活動進行著，隨時為
你滋潤身心，這周末就有好多音樂舞蹈
節目，看看你喜歡哪個？

德州音樂節壓軸表演
6 月 30 日 星 期 六 晚 間 7:30， 在

Moores 歌劇院(Moores Opera House)，
德州音樂節 TMF 管弦樂團將呈現最後
一場壓軸的演出”肖斯塔科維奇：第一
次 和 最 後 ” (“Shostakovich： First and
Last”)。將由前休斯敦交響樂團指揮、
最近榮獲葛萊美獎的音樂大師 Hans
Graf 帶領，紀念肖斯塔科維奇的生平、

以及他的音
樂。

德州音
樂節將國際
上 95 位 即
將升起的明
日之星帶到
休斯敦，在
摩爾音樂學
院 （MSM
）做為期一
個月的學習
與表演，師

資都是世界級的指揮、獨唱家、與大學
教授，這場演出將為德州音樂節畫下完
美的句點。此外，風評有佳的貝斯獨奏
家尼古拉迪迪科亦將登場，讓今年的音
樂節更加圓滿。

網 站 ： www.TMF.UH.edu。 電 話
713-743-3388。門票: 成人: $25.00。學
生票: $15.00。老年優惠票: $15.00

The PM Show：詩人與音樂家
結合文字與音樂，互相注入新生命

，這場表演是詩人與音樂家之間的一次
激情合作，融合天賦與才能，在 Rud-
yard's創作一場舞台表演，每次表演都有
新的巧思與原創題材，全長90分鐘，由
即興詩人詹姆斯•特羅特(James Trotter)
主持。

門票: $12。網上訂購$10。時間: 6
月 28 日 7:00 PM。地點: Rudyard's(2010
Waugh, Houston, TX 77006)

天鵝湖芭蕾
由 於 去 年 哈 維 風 災 的 損 傷 ，

Wortham Theater尚在修復中，休斯敦芭
蕾舞團不得不取消很多演出。但是，好
消息來了，休斯敦芭蕾舞團轉換陣地，
到Jones Hall演出天鵝湖，時間從6月23
日到 7 月 1 日，許多觀眾已經先睹為快
，還沒有看的觀眾還有幾天的時間，可
要好好把握囉。

《天鵝湖》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出名
的芭蕾舞劇，淒美的愛情故事加上曼妙
動人的音樂與舞姿，曾擄獲無數觀眾的
心。舞者既要表現舞蹈動作與技術，又
要呈現複雜的心理變化。而根據編舞者
的不同，結尾也不一樣喔，有的是悲劇
結局，男女主角雙雙逝去；有的是天鵝
再度恢復人形，王子救出公主，愛情與
勇敢戰勝邪惡，到底休斯敦芭蕾舞團的
《天鵝湖》是哪一種結局？就要由觀眾
親自來發現了。
門票$25元起。電話:713-227-2787。演
出 地 點: Jones Hall (615 Louisiana St.,
Houston, TX 77002)。網站https://www.
houstonballet.org/。

阿根廷探戈舞班
如果想要自己跳舞像Porteño（布宜

諾斯艾利斯人），那麼，來俄羅斯文化
中心的阿根廷探戈舞班！每個星期四這
裡都有阿根廷探戈舞的課程，由探戈教
練 Lola Vayner 和 Srini Vishnubhotla 帶領
，包含不同級別的班。內容包括平衡、
連接、姿勢、擁抱、節奏模式；合作舞
伴之間的對話；能量與流動；力量與控
制。教你如何玩得開心，跳到100歲。
不需帶舞伴。
費用:團體課程$10。私人課程$60 。電
話:713-395-3301。電子郵件OurTexas-
Inc@gmail.com。 地 點:Russian Cultural
Center Our Texas, 2337 Bissonnet, Hous-
ton, TX 77005。時間為星期四7:00至8:
00 PM。

AFA交響樂團在米勒戶外劇院演出
AFA 夏 季 音 樂 節 交 響 樂 團 (The

Summer Music Festival Symphony Or-
chestra)由 Jeffrey Grogan擔任指揮，將首
次在米勒戶外劇院演出，時間是 7 月 2
日。節目內容包括有伯恩斯坦的西區故
事序曲、夏布里耶的西班牙狂想曲
(Chabrier： España )、 肖 斯 塔 科 維 奇
(Shostakovich)：節日序曲(Festive Over-
ture)、肖斯塔科維奇：芭蕾組曲第一、
柴可夫斯基：斯拉夫進行曲(Marche
Slave)。

AFA從6月22日開始就有一系列音
樂會，至7月14日為止，參加演出的都

是休斯敦地區年輕傑出的音樂家與作曲
家。節目免費，歡迎愛樂朋友們來欣賞
。

此外，AFA 中學表演(AFA Middle
School Performance)在休斯敦衛理公會
Willowbrook 也有一場演出，時間是 7
月 6 日下午 2 點半。地址在 18220 State
Highway 249, Houston, TX 77070。https:
//submit.haatx.com/event/afa-mid-
dle-school-performance-at-hous-
ton-methodist-willowbrook/。

星光燦爛向國旗致敬(Star-Span-
gled Salute)
在七月四號國慶日，休斯敦交響樂團同
往年一樣舉辦國慶音樂會，慶祝這個美
國的大日子。如果沒有壯觀的1812序曲
，七月四日就好像不夠完整，因此，這
是必演的曲目，燦爛的星條旗和休斯敦
交響樂團，一同在米勒戶外劇院等著你!
現場會施放煙火，音樂傳熱情，煙花放
振奮，讓國慶日閃閃發光吧!

小提醒:周末假日在米勒戶外劇院停
車，有時會不易找到車位，不妨搭乘
Metro。
節目免費，時間: 七月四日8:30 PM。電
話:713-224-7575。地點: 米勒戶外劇院
(Miller Outdoor Theatre)

音樂舞蹈灌溉生活音樂舞蹈灌溉生活 眾多節目鮮活上場眾多節目鮮活上場

德州音樂節的壓軸演出德州音樂節的壓軸演出，，
由最近榮獲葛萊美獎的音由最近榮獲葛萊美獎的音
樂大師樂大師Hans GrafHans Graf 指揮指揮

韋 霓 
  自  在  心  

Winnie Yu
E-Mail: winnie.yu10@gmail.com

The PM ShowThe PM Show：：詩人與音樂家詩人與音樂家

《《天鵝湖天鵝湖》》阿根廷探戈舞班阿根廷探戈舞班 AFAAFA交響樂團交響樂團AFAAFA中學表演中學表演(AFA Middle School(AFA Middle School
Performance)Performance)

休斯敦交響樂團於國慶日在米勒戶外劇院演出休斯敦交響樂團於國慶日在米勒戶外劇院演出18121812序曲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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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第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第3030屆年會屆年會
吳光宜總會長吳光宜總會長LamBoLamBo餐廳歡迎晚宴餐廳歡迎晚宴

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第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第 3030 屆年會屆年會66月月2121日吳光宜日吳光宜
總會長在總會長在LamBoLamBo餐廳舉行歡迎餐廳舉行歡迎來自北美洲各地區商來自北美洲各地區商
會共會共3939個商會個商會，，以及以及55大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代表總大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代表總

計計500500多人多人參與此次參與此次晚宴晚宴

AtlantaAtlanta 台商會台商會 代表代表 晚會晚會演出演出 ((金曲串燒金曲串燒))

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蔡慶輝夫婦蔡慶輝夫婦、、僑務委員僑務委員
會吳新興委員長會吳新興委員長、、僑商處汪樹華處長僑商處汪樹華處長、、黃甫泉黃甫泉

等與會同歡等與會同歡

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姿、、 莊雅淑莊雅淑主任主任、、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 僑商僑商
處汪樹華處長處汪樹華處長、、 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吳光宜總會長吳光宜總會長、、譚秋晴譚秋晴、、黃甫泉等互相交流黃甫泉等互相交流

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吳光宜總會吳光宜總會
長長 致歡迎詞致歡迎詞

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第北美洲台商會聯合總會第 3030 屆年會吳光宜總屆年會吳光宜總
會長夫婦率員工表演會長夫婦率員工表演金城閃亮人生組曲金城閃亮人生組曲

MiamiMiami台商會代表演出台商會代表演出 ((拉丁風情舞曲拉丁風情舞曲)) －－
BailameBailame舞曲舞曲

HawaiiHawaii 台商會代表演出台商會代表演出 ((愛情限時批愛情限時批)) －台－台
灣搖滾三男三女灣搖滾三男三女

吳光宜總會長夫婦吳光宜總會長夫婦、、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僑教中心僑教中心莊雅淑莊雅淑主任與主任與
休士頓台商會代表們休士頓台商會代表們合唱合唱 愛拼才會贏愛拼才會贏娛娛 55

大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代表大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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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郭愉薇 2018年6月29日（星期五）

Ｈ組
戰報

■■日本隊日本隊
慶 祝 晉慶 祝 晉
級級。。

美聯社美聯社

繼意大利及西班牙後，德國
成為世盃衛冕魔咒的最新

受害者。大熱倒灶的原因當然不
止一個，今屆世盃德國無論心
態、用人及踢法均有不少值得商
榷的地方，但歸根究底，忽視世
界足球的新趨勢，迷信昔日成功
方程式才是致命傷。

傳控戰術反成狙擊目標
每屆世盃均是足球趨勢的新

指標，四年前傳控足球當道，德
國成為王者。不過，今年流行的
卻是針對傳控踢法的戰術，快速
直接的進攻是今屆世盃的主旋
律，德國四年前奪冠的最大武器
卻一下子成為被針對的目標。縱
使熱身賽的差劣成績已為球隊響
起警號，不過在外圍賽同組對手
不強下無法引起德國隊危機感，
直至決賽周首戰以0：1敗於墨西
哥，但形勢已開始陷於被動。

奧斯爾 華拿難掩弱點
今屆世盃利用陣地戰取得

入球少之又少，即使被視為弱
旅的球隊在佈防及補位亦呈現
出不俗水平，令傳控足球在狹
窄空間下必須發揮至完美才有

入球機會。獲主帥路維委以重
任的奧斯爾單論傳球水平當然
達到世界級，不過他卻缺乏突
破、入楔等能突然改變節奏的
能力，在對方屯重兵於後防下
攻勢只能向兩翼發展，要身材
不高的單箭頭迪姆華拿接應傳
中就難度更高。

不乏新秀 惟屈居配角
事已至此，談論路維棄選快

翼利萊辛尼已無意義，達斯拿、
哥列斯卡及祖利安白蘭特均是有
力為德國作出貢獻的新星，路維
亦非忽略這班後起之秀，不少新
人均曾獲得上陣機會，可惜他們
在場上只是以配角的身份出現，
控球權仍多掌握在奧斯爾及卻奧
斯手上，戰術上亦未予他們充分
發揮的機會。

勇奪上屆世盃後德國理所當
然成為全世界的研究對象，不過
路維的戰術與四年前相比並無大
變化，反而他所倚重的主力們年
齡卻是大了四年，面對新興力量
充滿活力的衝擊，輕敵及故步自
封令德國不堪一擊，亦成為未來
世界冠軍們最佳的反面教材。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排名 球隊 勝 和 負 得球 失球 球差 積分

1 哥倫比亞 2 0 1 5 2 3 6

2 日本 1 1 1 4 4 0 4

3 塞內加爾 1 1 1 4 4 0 4

4 波蘭 1 0 2 2 5 -3 3

世界盃H組積分榜

衛冕魔咒再一次在俄羅斯世界盃出現，德國以0：2不

敵韓國，爆出本屆至今最大冷門。四年間不乏冒起新星的

“日耳曼戰車”竟然在今屆世盃黯然出局，創下球隊於世

盃史上的最差成績。現代足球發展迅速，每屆世盃均會出

現大規模的戰術革新，衛冕球隊卻因為缺乏危機感而失去

改革的動力，正正是近年世盃衛冕魔咒的真面目。

首兩戰全勝的墨西哥意外地以0：3
大敗於瑞典，幸好在韓國的“幫助”下
仍能以次名晉級。為表謝意不少墨國球
迷賽後湧至首都墨西哥城的韓國大使館
外載歌載舞，墨西哥航空更宣佈前往韓
國的機票會有八折優惠，以各式各樣的
辦法展示“兩國友好”。

對瑞典的大敗差點令墨西哥無法晉
級，只是韓國擊敗德國才得以令墨隊保
住出線席位，墨球迷甚至在比賽尾段轉
為支持韓國，結果韓國真的不負所望爆
出驚天冷門。數百名球迷賽後在首都墨
西哥城的韓國大使館外載歌載舞，揮舞
着兩國國旗瘋狂慶祝，有韓國外交人員
更被墨西哥球迷高高舉起並稱他為“自
己人”。

不過失去首名的墨西哥卻要與巴西
爭8強席位，墨主帥奧蘇里奧大敗後表
示仍會堅持球隊的風格：“我對球隊的
防守很不滿意，失三球是沉重打擊，瑞
典是一支優秀的球隊，但我並不認同他
們的戰術，這種由門將直接到前鋒、沒
有後場組織的進攻套路並不是什麼天才
戰術，我們會堅持自己的風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出手幫助 墨韓球迷一家親

■湯馬士梅
拿對出局感
痛心，罕見
地落下男兒
淚。美聯社

■■上屆冠軍卻於小組賽被淘汰上屆冠軍卻於小組賽被淘汰，，球球
迷難以接受事實迷難以接受事實。。 美聯社美聯社

■■卻奧斯對
結果感到難
以置信。

路透社

路
維
認
不
配
晉
級
對
前
景
未
悲
觀

■■在墨西哥城慶祝的球迷舉起韓國國在墨西哥城慶祝的球迷舉起韓國國
旗旗，，感謝該隊感謝該隊““出手襄助出手襄助”。”。 法新社法新社

哥國首名出線 日本憑較少黃牌闖16強
28日晚世界盃H組最後一戰哥倫比亞

上演絕地反擊，以1：0擊敗塞內加爾，後
來居上首名出線；賽前形勢大好的日本則飽
吃驚風散，0：1不敵波蘭下憑“公平競技規
則”驚險晉級。

不敗即可出線的日本今場正選作了6個
調動，岡崎慎司與武藤嘉紀合組雙箭頭，香
川真司先任後備，由宇佐美貴史代替。篤定
出局的波蘭放開懷抱下進攻，表現較前兩場
好，更於59分鐘藉罰球攻勢，由碧拿歷克
接應拉法爾古沙華的傳送近門撞入領先。

此時跌至第3位的日本隨即換入大迫勇
也及乾貴士加強攻勢，卻遲遲未能組織到具
威脅的埋門。不過74分鐘另一邊廂傳來好
消息，耶利文拿接應角球頂入為哥倫比亞打
破僵局。這樣日本與塞內加爾無論積分、得
失球、總得球及對賽成績（打和2：2）完全
一樣，日本憑公平競技規則，以少兩張黃牌

的優勢壓過塞軍升上次席。
最終哥國保住1：0勝果首名晉級，日

本以0：1不敵波蘭，仍靠較少黃牌壓過塞
軍次名出線，相隔8年後再次躋身世盃16
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忽 略大勢 故步自封

“我們配不上再次奪冠，也配不上晉
級。”德國主帥路維賽後說：“我們極度失
望，現在很難解釋出局原因，只是以往比賽
時自如和個性都失去了，亦欠缺入球能
力。”領軍12年的他對於去留問題，則強
調暫時“未有計劃”。

被問到這是否德足黑暗時代的開始，路維
否認：“我們有些新人很有潛力。其他冠軍也
有被淘汰，我們要做的是總結教訓和改進。”
德國總理默克爾透過新聞發言人表示，出局令
人“悲傷”，但堅信球隊必會東山再起。

德報狠批 外媒恥笑
德國《踢球者》形容這是“歷史性潰

敗”，呼籲球隊徹底改造。上屆被德國大炒
7：1，巴西“Fox體育”在社交網直接打出一
大片“哈哈哈哈”作恥笑。英國《太陽報》
則刊出德國的賽果和排名，然後印上虛線叫
大家剪下保存，隨時回味發笑。

另外，德國《體育圖片報》稱，被視為拖
慢德足進攻節奏的奧斯爾，賽後返回更衣室時
因不堪羞辱而跟球迷對罵，最後由門將教練高
普基介入平息紛爭。

韓國方面，効力廣州恒大的守將金英權
成了今屆世盃入波的第一位中超現役球員。
據其身邊的人透露，他希望以這入球來獻給
患癌病的母親。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德國隊回德國隊回
到 法 蘭 克到 法 蘭 克
福福，，路維向路維向
記 者 打 招記 者 打 招
呼呼，，全程黑全程黑
面面。。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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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5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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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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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鋒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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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說(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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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曉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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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在美國(首播）

14:30-15:00

我的留學生活(首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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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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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播)

17: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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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19:30 先鋒人物（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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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2018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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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者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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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重播)

王者歸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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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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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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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尖上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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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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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尖上的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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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輿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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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性時刻歷史性時刻！！沙特首批女司機上路狂歡沙特首批女司機上路狂歡

俄羅斯新西伯利亞軍校畢業典禮俄羅斯新西伯利亞軍校畢業典禮
學員扔帽子慶祝學員扔帽子慶祝

羅
馬
舉
辦
紅
牛
奇
葩
賽
事

羅
馬
舉
辦
紅
牛
奇
葩
賽
事

肥
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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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拼
創
意

肥
皂
盒
賽
車
比
拼
創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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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212廣 告
星期五 2018年06月29日 Friday, June 2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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