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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 Cup CafTea Cup Caféé
道 地 台 灣 口 味道 地 台 灣 口 味
提 供 多 種 台 灣 小 吃提 供 多 種 台 灣 小 吃 ﹑﹑牛 肉 麵牛 肉 麵 ﹑﹑簡 餐簡 餐
珍 珠 奶 茶珍 珠 奶 茶 ﹑﹑水 果 茶水 果 茶 ﹑﹑冰 沙冰 沙
電 話電 話 :: 281281--495495--68886888
地 址地 址 :: 83008300 W Sam Houston S. #W Sam Houston S. #126126,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7277072
(( 位 於 八 號 公 路 越 華 超 市 旁位 於 八 號 公 路 越 華 超 市 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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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018 -7/15/2018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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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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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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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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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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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戰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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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安對談(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體育報導火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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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安對談 城市一對一 體育報導火箭時間 台灣心動線

舌尖上的中國(首播)
電視劇《家庭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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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鬧休士頓熱鬧休士頓 延續獨立日歡樂延續獨立日歡樂

【本報訊/鄧潤京】去年哈維颶風、水災的陰影還沒有完全散去，今年的颶風季就要來
了。與其坐等台風的到來，倒不如事先做些準備。而在購買房屋保險的時候，同時加上洪
水保險（Flood Insurance ），是其中的準備之一。

美南國際電視頻道 （STV 15.3）的《粵語天地》欄目邀請到李中原律師，就法律的角
度談談房屋洪水保險和風災保險。

李律師談到，德州政府對執業的保險公司是有要求的。具體來講是兩條：誠信原則和

公平交易原則。如果保險公司沒有按照保險單上的要求，理賠給客戶，那麼保險公司可能
惹上官司。保險公司可能損失律師費、法庭費，理賠的延遲付給也會以18%年利率計算罰
款。

《粵語天地》欄目的播出時間是：2018年7月8日，星期日，下午3:00首播。7月10日
，星期二，上午10:00重播。敬請關注。

《粵語天地》邀李中原律師談洪水保險
 




（記者Ivana/休斯頓報導）週末休士頓有休
士頓太空人對戰芝加哥白襪隊棒球賽、喜劇魔
術表演和清真美食節，延續歡慶獨立日的熱情
，祝大家週末愉快！

1. 休士頓太空人對戰芝加哥白襪(Houston
Astros vs. Chicago White Sox)

本週四到週日，休士頓太空人隊將在美粒
果棒球場（Minute Maid Park）對戰芝加哥白襪
隊，週日將有第一次的兒童日（Kids day ），現
場將有可愛的充氣玩偶、臉部彩繪和 catered
entertainment，前 7,500 個入場的十二歲以下兒

童將可獲得 Altuve 球衣，還有機會進球場體驗
球員跑壘的感受。

時間：7月5日（星期四）7:10 p.m
7月8日（星期日）8:30 p.m

地點：501 Crawford St, Houston, TX 77002
門票：$10-150/人
2. 柯特．米勒喜劇魔術表演(The Curt Mill-

er Magic & Comedy Show 2018)
適合全家大小觀看的柯特．米勒喜劇魔術

表演再次回到加爾維斯頓的穆迪花園酒店，
2018年巡迴演出帶著全新的表演和新銳魔術師

，一連四天，一天兩場表演，有魔術、音樂、
舞蹈和有趣的精彩表演要帶給觀眾不一樣的感
受。

時間：7 月 4 - 8 日（星期四到星期日）1:
00 p.m. ＆ 7:30 p.m

7月8日（星期日）8:30 p.m
地 點 ： 1 Hope Boulevard, Galveston, TX

77554
門票：$23/人；$16/3-12歲幼童
3. 休士頓清真美食節(Houston Halal Food

Truck Festival)

在舒格蘭智能金融中心廣場（Smart Finan-
cial Centre）即將舉辦特別的休士頓清真美食節
，當天會有城市裡最好的餐車和道地的清真小
吃攤販，對清真美食有興趣的民眾，可以來探
索並且品嚐這城市的清真小吃吧！

時間：七月八號（日）1:00 p.m.－7:00 p.m.
地 點 ： 18111 Lexington Boulevard, Sugar

Land, TX 77479
門票：免費入場

【泉深/圖文】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7
月5日確認，將如期於7月6日周五0點開
始對中國商品加徵301關稅。美中貿易戰
確定開打，首戰雙方各向對方340億美元
商品加徵25%關稅。中國政府4日表示，
在美國實施後，將立即對相同價值的美國
商品，加徵報復性關稅。

離 7 月 6 日美中貿易開戰前，7 月 5 日晚上
美國天空很不尋常，彩雲織出錦緞，彩霞灑滿
大地，霞光映照湖面，好多人搶著拍照。人們
在問，關鍵時刻紅燒雲的出現是否美中貿易戰

有奇跡出現？有人說美中貿易戰是一場沒有硝
煙的慘烈戰爭，雙方兩敗俱傷；有人說中國先
把準備工作做好，以最好的準備應付最壞的局
勢出現；有人說這只是紅燒雲，是大氣變化的
現象之一，由於地面蒸發旺盛，大氣中上升的

氣流作用較大，使紅燒雲的形狀千變萬化。也
有人說，紅燒雲的出現，預示著狂風暴雨，生
物生長茂盛，蓬勃的時期即將到來。紅燒雲此
刻呈現，最後結局如何，我們拭目以待！

總統川普7月5日表示，未來兩周內會再對

16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25%關稅，如果中國政府
持續報復，不排除加碼對5,000億美元中國商品
加關稅。

美中貿易開戰前夕美中貿易開戰前夕 美國天空布滿不尋常紅燒雲美國天空布滿不尋常紅燒雲

朱全勝 
文 娛 科 技

Quansheng Zhu
WeChat: strandman
E-Mail: Zhuas@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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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神探狄仁傑」 系列
叫好又叫座，讓影迷們苦等整整五年，《狄
仁傑之四大天王》總算要上演了。有 「華人
界福爾摩斯」 之稱的電影 「狄仁傑系列」 在
暑假將推出《狄仁傑之四大天王》，除了原
本卡司趙又廷、林更新，又加入金馬影帝阮
經天、影后馬思純。由陳國富監製，徐克指
導，趙又廷領銜主演，電影將於7.27中美
同步上映，休斯頓也有戲院上演喔。

在狄仁傑系列上一集中，狄仁傑（趙又
廷飾）大破神都龍王案，獲得御賜亢龍鐧，
並且掌管大理寺。這一集，狄仁傑因為他的
豐功偉業，使他成為武則天（劉嘉玲飾）走
向權力顛峰最大的威脅。武則天為了消滅障
礙，命令尉遲真金（馮紹峰飾）組織實力高
超的 「異人組」 ，試圖奪取亢龍鐧。在醫官
沙陀忠（林更新飾）的協助之下，狄仁傑一
方面要守護亢龍鐧，另方面又要破解棘手的
「天王移魂案」 ，同時更要面對武則天的步

步追逼，大唐江山陷入了空前的凶險之中。
大導演徐克表示《狄仁傑之四大天王》

故事、視覺特效等全部更上一層樓，這次的
電影中更會出現盤根錯節的 「案外案」 。趙
又廷也表示： 「這次敵人來勢洶洶，如何破
案是個難題，但最大的難題其實是人心。」

狄仁傑系列的電影，內容混合神怪、奇
情、與兇殺等元素，這回洛陽城內依舊會發
生一連串驚奇的神祕事件，皇宮和廟宇都出
現怪事，這位唐朝最出名的神探，此次將被
卡在什麼樣的難解團中？他和劉嘉玲飾演的
女皇武則天之間，又會有什麼感情上的糾結
？而狄仁傑更深陷複雜的鬥爭漩渦，在各方
角力之中，腹背受敵。預告更上演“最後一
秒”驚喜，片中龐然巨物首次驚人亮相，以
天王壓城之勢籠罩於大理寺上方，非常震撼

。
影片熱度居高不下，在貓眼、淘票等平

台的想看指數都節節攀升，勢將引發暑期最
強觀影期待。

騰訊視頻《狄仁傑之四大天王》“天王
現身”預告
https://v.qq.com/x/cover/r6ri9qkcu66dna8/
w06979zdu7s.html?

騰訊視頻《狄仁傑3》武則天特輯 劉嘉
玲薄紗誘惑趙又廷
https://v.qq.com/x/cover/r6ri9qkcu66dna8/
r0703y7ssew.html

騰訊視頻《狄仁傑之四大天王》先導預
告 狄仁傑遭天王移魂案

https://v.qq.com/x/cover/r6ri9qkcu66dna8/
h0637zx1wc8.html
《狄仁傑之四大天王》“亢龍鐧廣告” 天
團初代言暗秀塑料情
https://v.qq.com/x/cover/r6ri9qkcu66dna8/
x0692tlysax.html
院線詳情http://www.wellgousa.com/films/
detective-dee-the-four-heavenly-kings
。

歡迎民眾到戲院觀看。休斯頓地區民眾
可 到 AMC Studio 30, 2949 Dunvale Rd,
Houston, TX 77063。

《《狄仁傑之四大天王狄仁傑之四大天王》》77..2727中美同步上映中美同步上映
看看““中國第一神探中國第一神探””如何破解奇案如何破解奇案？？

如何及早治療揮別疼痛如何及早治療揮別疼痛
美南電視面對面節目邀您觀看美南電視面對面節目邀您觀看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上班族、電腦族、電
玩族、智慧型手機族，彎腰駝背坐久了，疼痛也
開始隨身，該怎麼辦呢？您是否常常脖子痛、肩
膀痛、背痛、或是腰痛？在今日社會，疼痛越來
越常見了，而且有逐漸年輕化的趨勢，美南電視

面對面節目特別請德州第一醫療中心的陶慶麟醫
師，來為大家探討疼痛，了解造成疼痛的原因，
以及在不同的階段中，該如何來治療，如何解決
疼痛的問題。節目播出的時間是七月9日(星期一)
晚間7:30PM，歡迎觀眾朋友屆時觀看。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電話832-998-2416(中文)、
281-208-7335(英文)。
地址:2837 Dulles Ave.,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texasregionalhealth.com。

韋 霓 
  自  在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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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活動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活動，，昨在昨在 「「 金冠金冠 」」 揭幕揭幕
數百名中外人士觀賞演出數百名中外人士觀賞演出，，共享共享 「「 中獎中獎」」 驚喜驚喜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了宣傳 「美南電視 」 廣播電
視台合為一體，全球直播，或直接掃二維碼（QR code ); 或上
Google 網站 「Southern TV - STV 15.3 Houston 」搜尋； 或以下
載 Apps 方式，在Apps 裡收看STV 15.3 電視直播，人人都可在
手機上每天觀看美南電視。

為了協助大家立即可觀看美南電視STV 15.3 台，美南電視
的舞台直播車與演出團隊，昨天（ 7 月 7 日，周六 ）中午來到
了美南日報的近鄰---位於中國城百利大道與 Wilcrest 交口上的
獅子城廣場的 「金冠酒家 」，與現場數百名中外賓客近距離接

觸。 「美南報系傳媒集團」 的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更親自領軍，
率領演出團隊在現場向大家講話,現場並有激動人心的大抽獎活
動，由 「金冠酒家 」的經理William 與李蔚華先生主持抽獎，當
場抽出六份大獎，每位中獎者可獲 「金冠酒家 」 的招牌菜---
「黑椒雙龍蝦 」 一份。有的在現場飲茶的食客抽到獎，馬上現

場加菜，大大一盤色香味俱全的份量美食 「黑椒雙龍蝦 」端上
，令全桌的人驚喜不已。

當天最吸引人的莫過於美南的演出團隊，由董革老師率領的
「美南電視藝術團」 的團員們，在悠揚的樂聲中表演中華旗袍

真人秀，全場中外賓客，都停止進食，出神觀賞旗袍秀表演者的
翩翩舞姿，沈浸在中華文化的優雅美感中，久久不能自已。另外
還有原 「重慶歌舞團」 獨唱演員，專業歌手沈珺琳在現場演唱
二首歌曲 「歡天喜地 」、 「龍船調 」，獨特優美的歌藝，震
驚全場，也為 「金冠酒家 」周六的繁忙茶巿，增添特殊風采。
而美南報系也相當感謝 「金冠酒家 」 的經理William 先生，在
周六茶市的繁忙中，仍不忘給予演出協助，無論商借家具（ 桌
子 ） 或捐贈禮品，都有求必應，顯示民胞物與的襟懷，令人感
佩不已。

圖為圖為 「「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 的董事長李蔚華先生的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左一左一 ）） ，，昨在昨在 「「 金冠酒家金冠酒家 」」 舉行的首舉行的首
場場 「「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活動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活動」」 中致詞中致詞。（。（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美南演出團隊與圖為美南演出團隊與 「「金冠酒家金冠酒家」」 的經理的經理William (William ( 左三左三 ）） 在抽獎後合影在抽獎後合影。（。（ 左起左起 ）） 節目主節目主
持人吳凱俊持人吳凱俊、、 「「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旗袍隊董革老師與劉三姐旗袍隊董革老師與劉三姐、、陳亭等人陳亭等人
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董革老師領導的圖為董革老師領導的 「「美南電視藝術團美南電視藝術團 」」 在表演中華旗袍真人秀現在表演中華旗袍真人秀現
場場。（。（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原重慶歌舞團獨唱演員圖為原重慶歌舞團獨唱演員，，專業歌手沈珺琳在會上演唱專業歌手沈珺琳在會上演唱
「「龍船調龍船調」」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吳凱俊吳凱俊（（ 左一左一 ））主持抽獎節目主持抽獎節目，，介紹兩位主要抽獎人介紹兩位主要抽獎人 「「 金金
冠酒家冠酒家」」 經理經理WilliamWilliam（（ 左二左二 ），），及及 「「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右二右二）（）（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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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地產經紀人   

手機：832-207-8808
微信：andearwang
E-Mail:wanghongxu001@gmail.com

杰喜地產
Jessica Realty Team

王洪旭 Andrew Wang

住房買賣 商業地產 公寓租售
 專精 ●Sugar Land 糖城

 ●T M C 醫學中心

 ●Pear Land 梨城 ● Katy 凱帝

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關平太子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關平太子、、
龍母娘娘龍母娘娘、、城隍爺爺寶旦城隍爺爺寶旦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龍母娘娘是社會初級階段的一種最早的宗教龍母娘娘是社會初級階段的一種最早的宗教
信仰信仰、、龍龍 母文化是龍的圖騰文化在南國的母文化是龍的圖騰文化在南國的

典型體現典型體現。。

天后廟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親率馬小卿堂主親率馬小卿堂主、、經生經生
班班、、雲雲偉嘉元老偉嘉元老、、江鎮煖江鎮煖、、陳作堅陳作堅副理事長副理事長

向觀世音菩薩開向觀世音菩薩開經誠誦彿經經誠誦彿經。。

天后廟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為理事長周滿洪為觀世音菩薩開觀世音菩薩開經誠經誠
誦彿經誦彿經並潻香油並潻香油

天后廟於天后廟於 66 月月 2424日由理事長周滿洪親率馬小卿日由理事長周滿洪親率馬小卿堂主堂主、、經生班經生班、、雲偉嘉元老雲偉嘉元老、、
江江 鎮煖鎮煖、、陳作堅陳作堅副理事長副理事長熱烈慶祝關平太子熱烈慶祝關平太子爺爺、、龍母娘娘及城隍爺爺寶旦先龍母娘娘及城隍爺爺寶旦先

向天后娘娘上向天后娘娘上香香。。

人們感其忠孝人們感其忠孝，，特配祀於關廟中特配祀於關廟中，，與周倉將與周倉將
軍軍 同為關聖帝君左右護法神同為關聖帝君左右護法神，，黑臉有鬍稱周黑臉有鬍稱周
將將 軍軍，，手持手持 「「青龍偃月刀青龍偃月刀」」 ，，白臉者稱關太白臉者稱關太

子子，， 手掌手掌 「「漢壽亭侯印漢壽亭侯印」」 。。

天后廟天后廟 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雲偉嘉元老雲偉嘉元老、、江江鎮煖副理事長鎮煖副理事長向關平太子爺向關平太子爺
祈求各善信家宅平安祈求各善信家宅平安、、生意興隆生意興隆

城隍城隍爺爺爺爺寶旦寶旦 專祭水旱專祭水旱、、疾疫必禱之疾疫必禱之，，致敬致敬
、、宿齋必宿齋必告之告之；；故立之廟故立之廟，，使神有所憑依也使神有所憑依也。。

天后廟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雲偉嘉元老雲偉嘉元老、、江江 鎮煖鎮煖、、陳作堅陳作堅
副理事長副理事長在寶旦慶典上向在寶旦慶典上向城隍爺爺城隍爺爺獻鮮花獻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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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組織國慶園遊會愛心組織國慶園遊會，，國慶當天在文化國慶當天在文化
中心舉行中心舉行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在融通法師德州佛教會玉佛寺在融通法師（（ 前排中前排中 ））率領下率領下，， 所有義工大陣所有義工大陣
仗出席仗出席，，也是當天現場第一個全部賣光的攤位也是當天現場第一個全部賣光的攤位。。

佛光山中美寺在如悟法師佛光山中美寺在如悟法師（（ 左三左三 ））
的率領下出席義賣行列的率領下出席義賣行列。。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為善不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為善不
落人後落人後（（ 左起左起 ）） 王姸霞王姸霞、、馮啟馮啟

豐夫婦義賣豐夫婦義賣。。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在校友吳而立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在校友吳而立（（ 左二左二 ）） 率領率領
下參與義賣下參與義賣。。

世華工商婦女會會長羅秀娟世華工商婦女會會長羅秀娟（（ 左二左二 ）） 親自親自
出馬義賣出馬義賣。。

「休斯敦華裔聯盟」 在孫盈盈（ 左
一 ） 的帶領下年年參加。

（（ 左起左起 ））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長會長
房文清房文清，， 「「東北商會東北商會 」」 會長高緒春會長高緒春

夫婦在攤位上夫婦在攤位上。。

「愛心組織 」 會長馬健在
大會上致詞，介紹 「愛心
組織 」 的歷史和宗旨。

全體肅立全體肅立，，唱美國國歌唱美國國歌。。北一女儀隊表演北一女儀隊表演。。 「「夕陽紅歌舞隊夕陽紅歌舞隊」」 精彩舞蹈表演精彩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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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中醫針炙師 (ACOO196)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A119
Houston, TX 77036

中醫全科 / 頭痛 / 偏頭痛 / 頸背腰痛 / 各種過敏症 / 氣喘咳嗽各
種胃病 / 男女不孕症 / 性功能障礙 / 月經不調 / 更年期綜合症
各種腸胃病 / 運動損傷 / 戒煙 / 神經性疾病 / 高血壓 / 中風偏癱
口眼歪斜 / 風濕關節炎 / 內分泌失調 / 肝病等...

A03_LU MING呂明中醫2456B_4

主
治

御醫
傳人

免費
諮詢

中國吉林長春中醫學院畢業
具有41余年臨床經驗

美國德州執照中醫針炙醫生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 科學中藥
           一次性針炙針~

713-271-0118
預 約 電 話 /

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門 診 時 間 /

門 診 地 址 /

「 起
來，不願
做奴隸的

人們。」中國國歌 「七一」時又在香港金紫荊
廣場奏起，港英時代又離我們多一年了。過去
一年，中國的香港多了10多名政治犯良心犯，
香港的西九龍多了一個執行國法的法租界；在
林鄭月娥主政的第一個年頭，有官員知法犯法
兼隱瞞僭建而喜獲包容榮任司長，有議員因倡
議民主自決，而不容於議會被DQ。

21 年前，英國國旗在《God Save the Queen
》伴奏中徐徐落下，自此，香港每年七月一日
都會奏《義勇軍進行曲》。英殖時期，香港由
一個漁港變成國際都會，在各方面發展都開始
成熟。甫一回歸，香港迎來不少裏裏外外的挑
戰，金融風暴、禽流感以至後來2003年Sars等
不同困境，香港人都共同渡過。 21年過去，昔
日英治時期與今天 「當家作主」分別甚多，社
會環境、政府作風、民主狀況的變遷，早已人
面全非。港人將要步入第三個十年，香港又會
變成怎樣？

「拒絕香港沉淪！」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於
「七一」發起大遊行，下午3時在銅鑼灣起步。

特首林鄭月娥在上台一周年前夕，急忙拋出房
策六招，意圖為遊行降溫。但香港人沒有長官
想像中膚淺，林鄭上任以來，多次拂逆民意施
政；DQ民選議員、割地兩檢、沙中綫豆腐渣工
程，都是驅使市民揮汗上街的理由。今年警方
威嚇阻撓市民中途加入遊行。民陣宣佈仍有5萬

人參與遊行
。警方則表
示 高 有 9,

800人，是2003年以來最低。
政府在遊行後發強硬聲明，指摘遊行 「嘩

眾誇張」。民陣指出，林鄭月娥可能收到指示
要打壓7.1遊行，令人擔心有朝一日7.1遊行也
會成為非法活動。

香港維園足球場連續第二年被慶回歸活動
佔用，7.1遊行起點改在東角道的申請又遭警方
否決，民陣決定呼籲市民在沿途加入。民陣部
份成員按照警方不反對通知書規定，在下午3時
離開維園草坪，拉起 「沿途加入無罪警隊靠嚇
可恥」的抗議橫額。現場有數百名市民跟隨。

在維園外，逾千市民及各政黨冒著炎熱天
氣，聚集在銅鑼灣街頭等候插隊。行被警員阻
攔，但亦有市民不理警方阻止加入遊行隊伍。

在波斯富街插隊的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
指出： 「我唔明佢根據乜法例唔畀人咁做（插
隊）」，如有警員阻礙他，他會追問警方引用
甚麼法例。

遊行隊伍的隊頭在下午約5時抵達終點政府
總部。民陣宣佈有5萬人參與遊行，是歷來第四
低。警方則表示，遊行高有9,800人，是2003年
以來警方估計數目的新低。

政府傍晚5時半發表聲明指出， 「任何不尊
重 『一國』、無視憲制秩序、嘩眾誇張、不實
誤導的口號，皆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不利
香港的發展」。聲明又指出，在一國兩制的安
排下，須堅守一國之本，正確理解憲制秩序，
維護國家主權。憑著國家大力支持，香港回歸
後一直保持繁榮安定。國家全面深化改革開放

，加上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發展，為香港的發展
提供前所未有的機遇。

民陣副召集人區諾軒指出，去年民陣口號
是 「一國兩制呃足廿年」，亦涉及 「一國」，
當時政府都未見有強烈反應，今年回應語氣卻
罕有地尖銳。加上較早前 有建制派人仕主張取
締7.1遊行，種種跡像都顯示林鄭月娥很可能收
到指示，要強硬對付。警方今年已開始設下重
重關卡，令人憂慮將來會進一步打壓，有朝一
日7.1遊行或會成為非法遊行。

每年7.1遊行後，港府必定會就遊行發聲明
，過去即使在前特首梁振英年代，港府甚少以
措詞強硬聲明回應7.1遊行訴求，但今年港府卻
罕有地在聲明中，除了大講港府要維護國家主
權外，又批評有遊行口號不尊重 「一國」、無
視憲制秩序、嘩眾誇張、不實誤導，不符香港
整體利益。所以用強硬聲明回應，令人憂慮港
府日後會收緊民間團體言論及政治自由。翻查
過去幾年港府回應7.1遊行聲明，即使在梁振英
年代，也絕少用上強硬措詞，即使在2014年佔
中爆發前的7.1遊行，政府回應7.1遊行，只說
尊重市民發表意見的自由和權利， 「亦一直鼓
勵市民透過合法的途徑，以和平的方式表達意
見」、 「對於違法和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執
法部門定會嚴格依法處理，確保本港的治安」
；而2015年佔中後的7.1遊行聲明，也是以 「政
改議題引發社會長時間的爭論甚至部份人士的
非理性行動，隨著政改方案被否決，爭論亦應
告一段落」，回應有關佔中及政改訴求。

不過今次特區政府在7.1遊行所發聲明，罕
有地大談香港要堅守 「一國」之本及維護國家
安全，又向遊行口號開火，批評是不尊重 「一

國」及無視憲制秩序。有民主派人士指，類似
以強硬聲明回應7.1遊行，以他記憶是自2003年
以來首次，他認為與今年7.1遊行提 「結束一黨
專政」主題有關，而從林鄭在昨早慶回歸酒會
致辭，已大談 「一國」是如何重要，令人相信
用強硬措詞批評7.1遊行口號非個別事件，令人
憂慮港府日後會收緊民間團體言論及政治自由
。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昨亦按多年7.1遊行
習慣，由中央圖書館旁加入隊伍，不少市民上
前與她合照。她希望政府能盡快重啟政改諮詢
，中央政府全面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
停止壓迫異見分子， 「希望政府有權之中要抑
制啲，令巿民見到佢係公平公正、跟足程序公
義，而唔係處處畀人一種印象係打壓、趕盡殺
絕」。她又指過去一年最失望的是林鄭未好好
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特別是向中央解釋
港人看法方面， 「呢個一定要依賴特區政府去
做，如果特首都唔願意為香港人發聲，咁香港
應該求救於邊啲人呢？」

發言人強調，基本法為香港的繁榮穩定提
供堅實的支持，亦保障了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
和義務，及自由、民主、法治和廉潔等核心價
值。香港回歸祖國21年來，特區政府一直嚴格
按照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實行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在 『一國兩制』的安排下，我們須堅守
『一國』之本，正確理解由憲法和基本法確立

的憲制秩序，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也應用好 『兩制』之利，發揮香港的獨有優
勢，拓展經濟，改善民生。」

時光顛覆，燈火紅塵。上世紀七十年代從香港踏
上美國德州大地的情景，徬彿仍是昨天的影像，
正是 「連而不知春去，一晴方知夏深。」 今晚寫
畢港澳報刋之專輯文章後，伸一下懶腰，啖一口
綠茶，猛然舉頭看一下書房牆上的日曆，今夕原
來已是7 月2 號，距離美國國慶之7 月4 號，只是
一天之隔。難怪昨夜夜幕剛臨時，離家門不遠之
處的教會廣場上，就己有響亮的砲竹聲傳來，未
及國慶之夜，鄰近社區的少年兒童，己急不及待
地點燃炮竹來慶祝美國國慶矣！

今年乃美國建國242 年國慶好日子。無論我們
是來自中港澳台、星馬泰、中南半島地區的新老
移民，對於美國這塊有著真正平等自由的土地，
讓我等華人可以落地生根、營商結社，都應該心
存感恩，常懐敬意，因此每年際此美國 「獨立日

」（Independent Day), （這是美國人慣常稱呼美國
國慶），美國各大城市內的唐人街華人組織，多
少都有慶祝活動，都會在各住家門前，在社區大
道兩側，把美國星條旗高高排起，心中默唸：
God Bless American,!{ 『天祐美國！ 』

我父母與我們子女一家八口，本分別出生於
中國及澳門，緣何七位成員，會走上美國移民不
歸之路？這要從1950 年代抗美援朝談起。這塲由
美國指揮南韓揮兵入侵北朝鮮的戰爭，受到新中
國解放軍支援痛擊。斯時美國遷怒於中國，憑著
它的強大的外交影響力，對中國實施禁運。在三
年多的禁運時候，港澳地區經濟陷入百刼不復的
局面。市面簫條，市民生活無比痛苦。家父為養
育我們一家八口，毅然遠赴南美洲祕魯擔任廚師
。 10年下來，一家生活有所改善。為使經濟更為
美好，家父跟美國中山鄉里合夥來到美國佛州開
設唐人酒家，而原本在港澳居住的我們家人，也
聽從家父主意，遠由亞洲飛到美洲生活。

記得當日1975 年移民抵達美國國土之時，己
是西曆8 月仲秋時候，時間已超逾7月4 號美國國
慶的日子，因為初來報到，對美國國慶意義沒有
多大的認識。不過當1976 年新歲來到時，一種隆
而重之的歡樂氣氛，就己開始浮現。那時我隨雙
親已在德州休斯頓從事中飱館生意，店號名李家
莊酒家（Lees Inn) 店址在休市45 號州際公路北跟

Tidwell交界之處，乃七、八十年代休市大型
唐餐店，生意不俗，但為了更上層樓，我平常都
有借助媒體來宣傳，直認此乃謀生的是不二法門
。奇怪的是當年1975新歲剛去，休斯頓兩份地方
報紙Housto Chronicle 及Houston Post( 該報抵不上
競爭，20 年前已被Houston Chronicle 收購，但是
它的報社大樓，迄今仍屹立在休市環城公路610 南
跟南59 公路交界之處）及Texas Monthly, ( 當年最
權威的飲食業廣告表表者）的三位推廣職員，已
登門求見，希望可以早天得到我們的廣告合約，
而且請求把原先合約刋登的時間，從3個月，順延
至7 月。 『何解？ 」 「因為今年是美國立國150
週年. ，（ bicentennial) 國民會大事慶祝，外界遊
客 也洶湧而至。有廣告為你們酒家推廣，自然生
意興隆！」

我移 民 來美之前，是在香港可口可樂汽水公
司廣告部工作的，對於西方世界廣告的功效，我
是心領神會。既然躬逢美國建立150 年的大日子，
多花點廣告費用，也是無傷大雅，更何況從立足
美國之日起，我們便認定花旗（美國的俗稱）是
我們的第二故鄉、第二國土，對國家要顯示忠誠
、對故鄉要有所供獻，是責無旁貸！
結果從那一年年初到7 月4 號止，我把自己的飯店
裝置得當富麗堂璜，美國星條旗在屋頂上高高掛
起。兩個廳堂牆壁上，貼上開國元勳Washington,
總統及1976年美國總統Ford 兩人的相片，再配上
華府、費城、紐約、舊金山等富有美國歷史及跟
我華人移民來美有密切關係的城市的圖片，我家
人及食客在這段期間，深深體會到美國是一個偉

大的、為自由民主、公平正義奮鬥的國家，我們
有幸成為她的國民！

今年是美國獨立日，這是美國最重要和盛大
的節日之一。這一天，美國人燃放煙花、舉行節
日遊行或參加燒烤派對，以各種方式慶祝這個特
殊日子的到來 。近年每年美國國慶，都是商家年
中最大的折扣檔期之一，包括Macy's、Banana Re-
public、Best Buy 等多個大型零售商號，各大汽車
製造商，都會在假期前週末推出折扣，部分店家
甚至推出二至三折的促銷；很多換季商品也在這
時出清，吸引民眾在周末前往商場選購。而國慶
日假期多數民眾會進行旅遊、野餐、烤肉、看煙
火等夏日活動，務必盡歡而散。

今年是我居美慶祝第43 次美國國慶。將要踏
入 「人生七十古來稀」之年的我，心中忽然浮起
「荷德如山重，承恩似海深」兩句古詩來。詩中

意思十分明顯，規勸世人要感恩回饋, 要身在福中
應惜福。放眼今年美國經濟高速發展，傳統優勢
得以保存，又享受到簡單低稅制；有完善及獨立
的司法制度，更保障巿民享有各種權利；世界各
地商品雲集美邦，物質豐裕；政府施政透明度，
辦事效率高，政府公營機構基本上肅貪倡廉；今
年美國失業率更創下卅年低位，差不多全民就業
；醫療技術先進，治安尚真良好，走在街上不用
擔心人身安全；不用擔心因為我曾經咒罵美國總
統特朗普而受到拘捕，瑯璫下獄。美國國民享有
言論和集會自由，自由表達自己訴求... 際此美國
國慶前夕，我告訴自己：凢此種種，得來不易，
實應珍之重、文筆常頌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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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

今年以來，央行運用存款準備金、

中期借貸便利等工具投放中長期流動性，

對滿足實體經濟中長期融資需求發揮了

積極作用。同時，貨幣政策更註重把握

總量調節與結構性支持的平衡，引導增

量流動性重點投向政策支持領域

中國人民銀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室

公告稱，為進壹步推進市場化法治化

“債轉股”，加大對小微企業的支持

力度，7月 5日中國人民銀行下調國有

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郵

政儲蓄銀行、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

農村商業銀行、外資銀行人民幣存款

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以上措施將釋

放流動性約7000億元，可吸收央行逆回

購到期等因素的影響，銀行體系流動性

總量處在較高水平。當日，央行暫定了

公開市場操作。

中長期流動性投放高於去年
定向降準落地後，金融機構流動性

預期改善，市場利率大幅下行。

7月5日，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

（Shibor）全線下行，顯示流動性預期明

顯改善。其中，7天品種下行約6個基點

至2.61%附近，14天和1月品種下行幅度

較大，14天品種下行約20個基點，1月

品種下行約16個基點。當日，交銀銀行

間市場流動性指數（IBLI）顯示為“正

常”，表明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正常

運行。

6月24日央行公布將實施定向降準

後，中長期資金供應加量改善了市場

主體流動性預期，大中型銀行積極融

出資金，貨幣市場平穩跨過半年末關鍵

時點。

今年以來，央行投放中長期流動性

高於去年。央行運用存款準備金、中期

借貸便利（MLF）等工具投放中長期流

動性約2.8萬億元，遠超去年全年1.76萬

億元的總和。金融機構中長期資金來源

明顯擴容，資產負債匹配程度提高，對

滿足實體經濟中長期融資需求發揮了積

極作用。

從市場參考基準看，7天回購加權

平均利率運行中樞從1月份的2.85%左右

下行至目前的2.7%左右；長端利率10年

期國債收益率從年初的3.9%大幅下行至

目前的3.47%，降低43個基點，同期10

年期國開債利率更是下行66個基點。業

內專家認為，企業融資成本主要取決於

中長期利率，市場利率下行有助於降低

優質企業的發債融資成本。

在定向降準釋放較多中長期流動性

的同時，壹些市場人士仍在宣稱“資金

緊”。業內專家認為，這些人所說的

“資金緊”實際上是說銀行存款流失或

存款增長乏力，並非缺乏流動性，二者

不能混為壹談，否則會誤導決策。

平衡總量調節與結構支持
當前，貨幣政策更註重把握總量調

節與結構性支持的平衡，引導增量流動

性重點投向政策支持領域。

業內人士指出，從降準支持普惠金

融、小微企業、“債轉股”和擴大MLF

抵押品範圍看，今年以來的貨幣政策註

重把握總量調節與結構性支持的平衡，

既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又引導流動性

和金融資源優先投向重點領域和薄弱環

節，在指向性滴灌的同時，避免“水

源”再度流向國企等高杠桿主體，以更

好地貫徹管好貨幣供給總閘門、打好三

大攻堅戰和有效控制宏觀杠桿率的總體

要求。

債券市場是企業融資的重要渠道。

近期債券市場個別違約事件引發關註。值

得註意的是，在近期政策助力下，信用債

市場已有所企穩。6月份公司信用類債券

發行5235億元，同比和環比分別增加489

億元和241億元；凈融資480億元，同比

和環比分別增加541億元和1435億元。

近日，央行副行長潘功勝在談到債

券市場違約問題時表示，截至今年5月

末，市場違約金額占整個公司信用債的

比例是0.39%，明顯低於中國商業銀行

的不良貸款率1.74%，也明顯低於國際

債券市場1.2%至2.08%的違約率水平。

潘功勝認為，今年債券違約的頻次

和過去兩年比，沒有發現異常。適當違

約，對於發行人和投資者而言都是壹種

制約，這種信用差別會表現在發行債券

的價格上，這對中國債券市場的長期和

健康發展是好事。

貨幣政策不松不緊

“近期央行定向降準等壹系列支持措

施，可能會對下半年信貸投放產生壹定程

度的積極影響。”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連平認為，銀行間市場流動性可能維持穩

定。下半年，央行貨幣政策工具運用方式

不斷組合創新，調控更趨靈活，維持銀行

間市場利率基本穩定的難度不大。盡管下

半年仍存在美國加息同時上調流動性工具

操作利率的可能，但對銀行間市場利率上

行的操作效果很大程度上會被增加的宏觀

流動性供給對沖掉。

業內專家認為，2018年以來，貨幣

政策保持穩健中性，總體看取得了較好

成效，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貨幣

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適度增長，市場利

率基本平穩，為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

融風險發揮了重要作用。預計下半年，

貨幣政策仍將繼續保持穩健。

連平預計，下半年M2增速可能逐

漸企穩，社融與 M2 增速背離收窄。

目前信貸平穩較快增長將有助於 M2

企穩。

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下壹步，

將繼續實施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

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

動性合理充裕，引導貨幣信貸及社會

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把握好結構性去

杠桿的力度和節奏，促進經濟平穩健

康發展，穩定市場預期，打好防範化

解金融風險攻堅戰，守住不發生系統

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中歐關系可成為全球“穩定砝碼”
綜合報導 “歐洲之友”智庫日前在布魯塞爾

舉辦了主題為“中國、歐洲與變化中的世界”圓桌

會。會議期間，中歐外交界代表展望了即將舉行的

第二十次中歐領導人會晤。

中國駐歐盟使團團長張明大使表示，在當前充

滿不確定性的國際形勢下，中歐正共同為即將舉行

的第二十次中歐領導人會晤作溝通籌備。可以確信

的是，此次領導人會晤將為今後壹個時期中歐關系

發展提供政治引領，也將以中歐合作的穩定性，為

急劇變化和充滿挑戰的世界貢獻積極因素，使中歐

關系成為全球的“穩定砝碼”。

張明對中歐領導人會晤作出了展望。首先，中

歐將彰顯全面戰略夥伴關系定位。今年是中歐全面

戰略夥伴關系建立15周年。15年來，中國與歐盟

超越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差異，開展了全方位和寬

領域合作交流，不僅為雙方人民帶來了切實利益，

也為解決各種全球性難題作出了積極貢獻。以此次

領導人會晤為契機，重申中歐對堅持相互尊重、秉

持公平正義、尋求合作共贏的堅定承諾，將進壹步

向世界表明，零和遊戲與對抗思維沒有也不應該成

為國際關系的主流，中歐應努力構建以合作共贏為

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建設壹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

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其次，中歐將彰顯互利共贏的合作本質。此次

領導人會晤將梳理中歐務實合作成果，規劃未來合

作方向，努力打造新的合作增長點和亮點。中歐經

貿合作備受各界關註，雙方對彼此都有壹些具體關

切和訴求。日前，第七輪中歐經貿高層對話在北京

舉行，雙方就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地理標誌協定談

判、“壹帶壹路”倡議與歐洲發展戰略對接等發出

許多積極信號，為領導人會晤經貿部分作了充分準

備。雖然壹次對話或會晤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但

只要堅持互利共贏，中歐合作就壹定能夠行穩致

遠，也將進壹步印證國際社會合作共贏才是讓世界

更美好的唯壹途徑。

第三，中歐將共同彰顯維護多邊主義的堅定

決心。國際社會應當是壹個講規則的社會，開著

大車橫沖直撞恐怕不會平安抵達目的地，還可能

危及他人安全。面對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

肆虐，中國和歐盟有責任挺身而出，防止這種行

為可能對世界經濟產生的沖擊和衰退性影響。中

歐應共同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以規則為基礎

的多邊貿易體制，推動更加開放、包容、普惠、

平衡、互利共贏的經濟全球化，與時俱進改革多

邊貿易體制，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相信領導

人會晤將就這些問題對外發出積極、強有力的信

號。

張明表示，中歐將為變化的世界貢獻“正能

量”。今年恰逢中歐領導人會晤機制建立20周

年。處在重要節點和特殊背景的第二十次中歐領導

人會晤，備受中歐各界乃至國際社會的廣泛關註和

期待。中歐雙方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會晤籌備工作，

日前舉行的第八輪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第七輪中

歐經貿高層對話在更高層次上為會晤做了鋪墊和準

備。有理由相信，本次會晤將取得圓滿成功。

高溫天氣來襲高溫天氣來襲 英國倫敦民眾水池邊休閑納涼英國倫敦民眾水池邊休閑納涼

55噸塑料垃圾造鯨魚雕塑噸塑料垃圾造鯨魚雕塑
呼籲關註海洋環境問題呼籲關註海洋環境問題

來自紐約布魯克林的建築設計公司StudioKCA用從海洋中打撈起來的5噸塑料垃
圾，打造了壹個38英尺（約11.6米）高的巨型鯨魚“摩天大樓”（Skyscraper），
將其安置在比利時布魯日的運河中，作為布魯日藝術與建築三年展Bruges Triennial
的壹部分。據估計，現在的海洋中存在著1.5億噸的垃圾，而鯨魚雕塑就是為了提醒
人們關註這壹海洋環境狀況。

白俄羅斯村民重演二戰白俄羅斯村民重演二戰““斯大林防線斯大林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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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味芹菜炒
肉末

1)芹菜切小粒，姜，蒜切碎，红色尖椒 2只，切成圈儿。

2)锅热油，放入一匙剁细了的郫县豆瓣酱和姜蒜末尖椒

圈儿，炒出香味以后，倒入肉馅儿，继续翻炒。火鸡肉末

比较白，所以，为了想让肉末的颜色变得深一点，倒了一

点老抽酱油。

3)炒到肉都变色以后，倒入芹菜碎，炒芹菜到没有什么

水分就好了。

(综合报道）芹菜是一种减肥蔬菜，这是许多人知道的事实。源于它丰富的粗纤维，可
以刮洗肠壁，减少脂肪被小肠吸收等等。芹菜如何做成可口低能量的菜肴，吃了就能
瘦，就随瘦身男女小编一起看下去。
那芹菜怎么做菜可以减肥呢?小编跟大家一起学习学习!一起到达瘦身女郎的彼岸!

芹菜炒豆干
材料：芹菜 300公克、豆干 6块、辣椒 2根。

调味料：盐、味素各适量，香油、胡椒粉各少许。

要领：芹菜容易变老，炒的时间不必太久。

做法：

A、所有材料洗干净，芹菜去叶后切成小段，豆干

切成与芹菜同大小的段，辣椒切小备用。

B、放 2大匙由于锅中烧热后，再放入辣椒爆香。

C、再放入芹菜、豆干及调味料拌炒 3～4分钟即

可。

芹菜炒肉
原料：芹菜 2或 3棵，瘦肉 2两。新鲜的红辣椒 2个。

步骤：

1、择取芹菜干，恰掉叶子那头，也把老的根那头切掉。然后切成

小段。瘦肉切成小片，红辣椒去籽切成小片。

2、多放点油，大蒜和姜爆锅，下芹菜和红辣椒片，加盐和味精，

炒熟，一定要把芹菜和辣椒彻底炒熟。千万不要加水。熟了之后

装盘。

3、放少许油，下瘦肉片，酱油一小勺，翻炒一下，再把炒好的芹

菜和辣椒放进去，一起炒。这里也千万不要放水。肉片熟了马上

起锅。不要把肉片炒老了。

4、整个工序中，注意事项就是一点水都不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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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一代最後拚搏
比利時2：1淘汰巴西 躋身四強

比利時贏波 助教亨利應記一功
R&F富力(香港)足球隊主教練 楊正光

喺世界盃期間，好多人都會留
意到各球隊嘅戰果，或者球員嘅表
現，再深入啲可能研究埋打法、陣
式、調動等等。而我作為教練，我
會再仔細去諗吓教練嘅安排，從未
比賽前教練點樣去準備好一場比賽
呢？因為我相信有充足嘅安排同埋
準備會對爭取好成績有好大幫助。
仲有教練喺球場中嘅行為，從電視
所見比賽後無論贏或輸，教練團都
會走到球場中鼓勵或安慰球員，呢
個係表現教練們與球員們建立良好

關係嘅行為，亦可建立團隊精神。
一隊出色嘅球隊，除咗要擁有

一班出色嘅球員外，教練團亦非常
重要，當然主教練係一個領導嘅角
色，但其實一班助教隨時先係爭標
嘅功臣，今屆本人認為比利時主教
練馬天尼斯係一個我值得學習嘅榜
樣，因佢自己好清楚球隊需要咩，
缺乏咗咩，所以特意邀請咗前法國
國腳射手亨利出任助教一職，因馬
天尼斯好清楚佢自己缺乏嘅係世界
盃經驗，所以亨利絕對可以彌補到

呢個不足。
之前佢哋喺8強以2：1贏咗巴

西，亦唔係一件意外嘅事，睇返今屆
佢哋真係進步咗好多，尤其打反擊嘅
時候，由後場截波後，好快速已傳到
中場，由迪布尼或夏薩特去策動攻擊，
前鋒盧卡古亦作出好多拉扯嘅走動，
製造空位畀隊友後上射門，整個行動
及配合絕對係一個教材式嘅示範，呢
一招亦係亨利喺阿仙奴全盛時期最大
嘅殺，所以比利時贏世界盃絕對唔
係天方夜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俄羅斯世界盃激戰正酣，中國足球業
界在關注大賽的同時，也在思考內地足
球的發展。6日晚，《“足球夢．廣州
心”——足球故事會》晚會在廣州塔舉
行，容志行、彭偉國、吳群立等中國足球
曾經的代表性人物，以“故事會”的形
式，就中國足球夢以及南派足球的發展，
講述故事，建言獻策。

此次8位故事講述者中，容志行、彭偉

國、吳群立是曾經的國腳，是南派足球極具
代表性的人物；恒大足校原校長劉江南、廣
東省體育局原局長董良田、六運會男足冠軍
廣東隊主教練岳永榮、廣州富力俱樂部副董
事長黃盛華、廣州市第八十九中學校長鄒
俊，則分別從各自所在領域，介紹個人和團
隊參與促進中國足球發展的故事。

吳群立，對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他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日本和
韓國是亞洲足球的代表，已連續多屆入圍

世界盃決賽圈。“從青訓抓起，不斷探索
新的理念，是他們成功的秘訣。這正是我
們所缺乏的，所以我認為，中國足球要想
重返亞洲頂級，青訓上的功夫一定要做足
做夠。”
他表示，中國足球發展是一個系統工作，

不可能一蹴而就。真正的進步，不可能靠國
家隊在一些方面的賭博，也不可能只靠職業
聯賽的燒錢，更不可能只靠一些形式主義的
“青訓”，還是要從實實在在的基層做起。

吳群立獻計中國足球：從青訓抓起

■■容志行展示比利容志行展示比利4141年前所穿的球年前所穿的球
衣衣。。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費達拿晉級16強 大威遭淘汰
溫布頓網球公開賽英國時間6日繼

續進行多場較量，男單頭號種子費達拿
擊敗德國選手史卓夫，闖入16強；女
單比賽則冷門不斷，雲露絲威廉絲（大
威）被荷蘭選手貝坦絲淘汰出局。而大
威的胞妹莎蓮娜威廉絲（細威）雖遭到
法國選手姆拉德諾維的頑強抵抗，但經
驗豐富的細威仍以7：5、7：6（7：2）
獲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港欖兩勝晉世盃終極外圍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

港欖球隊7日午在港會主場進行的“世
界盃2019”次輪外圍賽鬥庫克群島，
結果香港隊輕鬆地以51：0大勝。 在
兩回全勝下，港隊可參加11月在法國
舉行的四隊制“終極外圍賽”，港隊
爭取勝出以獲得明年在日本舉行的
“世界盃”參賽資格。

港龍舟隊奪亞錦賽兩項第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雲

南大理報道）7月6日至7日，第五屆
亞洲龍舟錦標賽在雲南大理西洱河舉
行，香港龍舟隊參加了全部項目角
逐，他們全力拚搏，克服海拔較高、
空氣稀薄等困難，最終獲男女混合200
米直道競速賽第三和女子12人500米
直道競速賽第三的成績。

對於比利時的“黃金一代”來

說，今屆世界盃可能是他們的最後機

會，在北京時間7日凌晨擊敗巴西一

役之後，他們至少已平了比利時在

1986年取得世界盃殿軍的紀錄，

並向最高殊榮的世界盃冠軍邁進。

短 訊

■■中場大將迪布中場大將迪布
尼膺全場比賽最尼膺全場比賽最
佳球員佳球員。。美聯社美聯社

■■主帥馬天尼主帥馬天尼
斯對比利時斯對比利時
““黃金一代黃金一代””
讚揚有加讚揚有加。。

路透社路透社

■比利時隊賽
後集體向觀眾
致謝。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劍指港超錦標的理文大肆擴
軍，7日在官方facebook宣佈獲得
射手、巴西前鋒戴倫度（Alexan-
dre Talento）加盟，並強調新援在
場上的表現將令球迷眼前一亮！
理文在facebook帖文介紹，年

僅22歲的戴倫度身高1.8米，會方
選中他主要是看中他的踢法：步大
力雄走位靈活，有獨立“搵食”的
能力，盤扭突破力強，是位技術型
前鋒。
會方期望他以其高大健碩的身

型成為球隊中前場的橋頭堡。戴倫
度年紀雖輕但比賽經驗不少，曾効
力希臘甲級聯賽球會卡利地亞及里
約熱內盧州聯賽球會邦蘇塞索。傳
射俱佳的戴倫度相信能令香港球迷
眼前一亮！

■■巴西前鋒戴倫度加盟理文巴西前鋒戴倫度加盟理文。。

理
文
簽
巴
西
前
鋒
期
待
驚
喜

盼勝利謝幕勝利謝幕
比利時的“黃金一代”，起源自2007

年的歐洲U21錦標賽，擁有華美
倫、維頓漢、費蘭尼、梅頓斯及韋素的
他們雖然4強出局，但一年後加入痊癒的
甘賓尼，令他們在北京奧運中取得第4
名，這是歐洲紅魔的冒起。然而當年的
那一代人，現時已經超過或是接近30
歲，故此今屆很可能是他們的最後機
會。

經驗 冷靜及信念制勝
2014年世界盃本來是比利時“黃金

一代”首個的大舞台，然而卻是在欠說
服力下，分組賽每場險勝1球、淘汰賽
也在加時險勝美國，最終8強不敵阿根

廷而出局。到2015年，比利時更升上世
界排名第1位，然而1年後的歐國盃，他
們在8強負於威爾斯。被喻為比利時自
1980年後最耀眼的一代國腳，終於在今
屆世界盃吐氣揚眉。雖然16強差點就被
日本淘汰，但是北京時間7日凌晨擊敗
巴西的表現卻極具說服力。
主帥馬天尼斯指出，這一代的比利時

球員可以有更高成就：“我們曾經領先
2：0，但是巴西可能只需要30秒就入一
球，然後過多20秒再入一球。所以我們要
展示出我們的經驗、冷靜以及信念去證明
我們可以擊敗他們。這是為什麼我今晚會
覺得很光榮。這一代人很特別，現在是看
看他們取得什麼成就的時候了。”

中場大將迪布尼就說：“我們創造
了很多的機會，而我不認為他們（巴西
隊）上半場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我知
道他們下半場有些轉變，但是我們末段
仍然在製造機會，並有能力再入球。我
們全隊都拚足90分鐘，我們配得上這場
勝利。”他表示，球隊現在的目標是擊
敗法國，希望以勝利給予國民好消息。

歷史數據顯示，自1938年第三屆世
界盃後，於決賽周擊敗巴西的球隊除1986
年及1956年外，其餘9隊全部晉身當屆的
決賽。故此比利時能否繼承這個傳統、為
“黃金一代”創造比利時足球史上的最佳
成績，4強對法國一戰請拭目以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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