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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樂公司 2018 江南尋味之旅專題
-------- 安徽安糧巢湖嘉誼食品有限公司
和樂公司紐澤西總經理 冼健女士 （右）頒發＂友好合作夥伴＂
獎盃給安徽安糧實業公司副總經理朱雋（ 左）
07.12.2018

Sophie Zhang

電話:

832- 833-0551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行動的力量
貸 動商機
成就您的夢想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713-771-9700

．SBA 7 (a) 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ﬃ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972-246-1277

李察遜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TX 75081
972-301-598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奧斯汀分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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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格貝克利石陣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這是 7 月 2 日在土耳其東南部桑利烏爾法省拍攝的格貝克利石陣
日在土耳其東南部桑利烏爾法省拍攝的格貝克利石陣。
。
據土耳其外交部官網公布的消息，土耳其格貝克利石陣 7 月 1 日在巴林
據土耳其外交部官網公布的消息，
舉行的第 42 屆世界遺產大會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屆世界遺產大會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 成為土耳其
第 18 處世界遺產
處世界遺產。
。

英國小島

景色優美機會難得

4 年薪招聘新
1萬

島主

﹁
﹂

這座小島與北威爾士的麗茵半島相隔大約兩英裏，
這座小島與北威爾士的麗茵半島相隔大約兩英裏
，風景如畫
風景如畫，
，目前
正分別以 16500 和 8000 英鎊
英鎊（
（約合人民幣 14 萬元和 7 萬元
萬元）
）的年薪招
聘小島管理員和助手。
聘小島管理員和助手
。

印度農民參加耕牛賽跑
農田裏飛奔激烈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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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薄玻璃透出“黑科技”
用研究院支持上市公司發展，配合資本
市場產業發展平臺”的模式非常先進，
是凱盛科技集團最大的優勢。
彭壽告訴記者，這家“中央應用研
究院”不會只為凱盛科技壹家企業服
務。“我們的目標是成為中國玻璃行業
的科研平臺，並始終向著高、精、尖高
科技玻璃產品進發，推進玻璃行業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彭壽說。
近日，0.12 毫米超薄電子觸控玻璃
在凱盛科技集團旗下蚌埠中顯材料有限
公司成功下線。繼 0.15 毫米之後，凱盛
科技又壹次創造了浮法技術工業化生產
最薄玻璃的世界紀錄，進壹步鞏固了中
國玻璃行業領軍者的地位。
凱盛科技集團隸屬中國建材集團，
是 2014 年 12 月份以蚌埠玻璃工業設計研
究院（以下簡稱“蚌埠院”）為核心，
以原有平板玻璃平臺為基礎組建的高科
技集團，擁有玻璃、新能源、材料、裝
備、工程及“中央應用研究院”6 大板
塊的新興產業科技創新平臺，業務覆蓋
全球上百個國家和地區。

誌平第壹次到已經劃歸集團的蚌埠院
考察，就提出了“科研院所向集成化、
產業化（裝備化）、工程化、國際化轉
型”的要求。很快，蚌埠院更名為中建
材蚌埠玻璃工業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
完成了企業化改制。凱盛科技集團成立
後，蚌埠院成為集團的“中央應用研究
院”，圍繞市場需求提供源源不斷的創
新成果。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業設計研究院院
長、首席 科 學 家 彭 壽 表 示 ， “ 蚌 埠 院
主要負責技術創新項目，等到項目孵
化完成後，會在合適時機註入上市公
司 。 換 句 話 說 ， 蚌 埠 院 的 工作是‘從
0 到 1’，‘從 1 到 N’的階段由上市公
打造產業創新平臺
司負責”。
2003 年 ， 中 國 建 材 集 團 董 事 長 宋
專家評價認為，這種“以國家級應

高科技發力“新玻璃”
位於安徽蚌埠的凱盛科技集團浮法
玻璃新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本身就是
個巨大的玻璃房子。記者在這裏見到了
各種各樣的高科技玻璃產品，比如
TFT-LCD 超薄玻璃、ITO 導電膜玻璃、
觸摸屏，等等。
“最新研制出來的 0.12 毫米超薄玻
璃薄如蟬翼，不僅透光率高，而且韌性
好，被彎曲成環狀也不會折斷。”技術
人員告訴記者。
近年來，傳統玻璃企業普遍陷入產
能過剩的低谷，可各種融合了“黑科
技”的新型玻璃卻供不應求，並在電子
信息、新能源、節能環保、航空航天等
領域“大顯身手”。基於這壹現狀，凱
盛科技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瞄

準那些有更高科技含量、能夠更好滿足
生產生活需求的“新玻璃”集中發力。
超薄玻璃基板是觸摸屏最基本的組
件。為攻克這壹技術難題，凱盛科技從
2013 年開始，依托“中央應用研究院”
展開全力攻關，短短 10 個月內便完成了
0.3 毫米至 1.1 毫米超薄浮法電子玻璃全
系列的生產，創造了國內外同類超薄浮
法電子玻璃生產線系列良品下線速度的
新紀錄。在此後的幾年間，集團再接再
厲，幾乎每年壹個新臺階，先後完成了
0.2 毫米、0.15 毫米、0.12 毫米的突破，
不斷刷新集團自己創造的超薄浮法電子
玻璃最薄紀錄。
在不斷提升技術水平的基礎上，凱盛
科技還高度重視市場拓展工作。他們不僅
深耕上遊產業，還努力向下遊拓展，打
通了整個電子信息顯示玻璃產業鏈條。
2015 年，凱盛科技旗下上市公司安
徽方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收購深圳
國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58%的股份，
後者長期關註 TFT-LCM 液晶模組的研
發。2016 年，方興科技正式更名為凱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為電子信息顯示
及新材料業務發展平臺。
最新資料顯示，凱盛新型顯示產業
園也正在建設中。這意味著，凱盛科技

中國與非洲國家分享發展和減貧經驗
綜合報導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 38 屆會議期
間，中國與非洲國家共同舉行了關於“發展和減貧
對促進和保護人權的貢獻”國際研討會，分享以發
展促人權的成功經驗。20 余位非洲國家大使、50 多
個國家的高級外交官以及有關國際組織代表、中外
人權領域專家學者、非政府組織代表和新聞媒體記
者等百余人出席會議。
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
際組織代表俞建華在研討會上作主旨發言。俞建
華表示，為了實現人類共同福祉，我們必須攥緊
發展這把鑰匙。唯有發展，才能消除沖突根源，
才能保障人民的各項權利，才能滿足人民對美好
生活的熱切向往。中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思想，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
的 新 發 展 理 念 ，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中
國解決了 13 億多人民的溫飽問題，減少了近 8 億

貧困人口，占全球減貧人口總數的 70%以上，為
世界減貧和人權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被聯合國
譽為過去 30 年間發展最快的國家，創造了人類歷
史上的發展奇跡。
俞建華指出，中國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
始終致力於促進人類共同發展。中國將堅定不移
走和平發展道路，積極參與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
革，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中國將繼續秉持真實親誠對非政策理念和正
確義利觀，推動中非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系邁上
新臺階，同非洲朋友攜手邁向合作共贏、共同發
展的新時代。
中國政府非洲事務特別代表許鏡湖結合自身
經歷，通過鮮活的事例和詳實的數據為與會者描
繪出中非合作的生動畫卷。許鏡湖表示，中非作
為命運共同體，發展理念相互借鑒，各領域合作

卓有成效，為非洲自主探索發展道路提供了重要
支持，為非洲國家改善民生帶來了強大助力，為
非洲國家保障人民的生存權與發展權作出了積極
貢獻。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咨詢委員會專家劉昕生表
示，發展與人權是和諧社會的兩個巨輪，彼此依
存、相互促進。發展是消除貧困、改善人權的根
本途徑。南南合作是發展中國家聯合自強、謀求
發展的重要渠道。多哥、埃及和非盟常駐代表也
強調，實現發展權對推動落實聯合國 2030 年可持
續 發 展 議 程 和 非 盟 《 2063 年 議 程 》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非洲國家願繼續在發展和人權等各領域深化
與中國的合作，繼續致力於以人民為中心的發
展，為實現非洲人民共同福祉而奮鬥。
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發展權處處長巴特額德納
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

“全力打造矽基新材料產業基地，全面
打通電子信息顯示產業鏈，全力搶占國
際信息顯示市場”的重要布局又向前邁
進了壹大步。
不斷拓展創新空間
如果說，電子信息顯示玻璃把“電”
變成了“光”，那麽光伏玻璃和薄膜太
陽能組件的神奇之處則在於把“光”變
成了“電”。
光伏玻璃又稱“超白壓延玻璃”，
是壹種超透明低鐵玻璃，透光率可達
91.5%以上。2011 年，由蚌埠院等單位聯
合申報的“太陽能電池用微鐵高透過率
玻璃成套技術及產業化開發”成果榮獲
2011 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目前，
90%的中國光伏玻璃生產企業采用的都
是凱盛科技提供的核心技術。
著眼未來，凱盛科技集團還集中力
量開發出銅銦鎵硒薄膜電池和碲化鎘薄
膜電池。它們共同的原理是，通過在玻
璃表面鍍上薄膜，使這些玻璃組件具有
遮陽、吸光、發電的功能，可代替現有
的玻璃幕墻，堪稱既節能節地又創能的
新型綠色建築材料。目前，全國首條
100 兆瓦碲化鎘薄膜太陽能模組生產線
已在成都投產。

共同體”理念，是中國對國際政策治理和多邊主
義的重要貢獻。在這壹理念指導下，中國提出
“壹帶壹路”倡議並聯通亞歐非 70 多個國家，此
舉有助於加快發展，減少和消除貧困，構建繁榮
美好的社會。
南非、加蓬、岡比亞、厄立特裏亞等國常駐
代表高度贊賞中國與非洲國家共同舉辦此次會
議 ，認為會議對於重申發展權利 、維護多邊主
義、推動人權理事會工作、促進和保護人權具有
重要意義，期待會後舉辦更多此類交流活動並使
之機制化，就發展與人權問題分享彼此經驗，發
出發展中國家共同聲音。
非洲代表們普遍認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
而皆準的人權保障模式，發展權是最重要的
人 權 ，非洲國家必須根據自己的國情和需求確定
發展道路。實現發展權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
南南合作為實現各項發展議程提供了重要途徑。
非洲國家由衷感謝中國為非洲發展提供的真誠幫
助，從中國的發展經驗中受益良多，願繼續與中
方在人權及其他領域密切合作。

廣告
星期二

2018 年 7 月 10 日

Tuesday, July 10, 2018

B4

美南電視介紹
星期二

精彩

2018 年 7 月 10 日

B5

Tuesday, July 10, 2018

《粵語天地》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節目介紹

KVVV

律師提醒：要買洪水保險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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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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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粵語天地重播時間：7月10日(周二)上午10:00
重播，錯過首播可關注重播。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1. 掃二維碼(QR code)：

播出時間：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 主持人鄧潤京。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7月10日(周二)上午10:00重播，敬請關注。
▲ 主持人鄧潤京(左)與律師李中原(右)談論洪水保險。

▲ 律師李中原。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3. 下載Apps收看：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1. 掃二維碼(QR code)：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美中時間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2018年6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7/9/2018 -7/15/2018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9

10

11

12

13

14

15

地理•中國 (重播)
00:00-00:30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明星加油站(重播)

00:30-01:00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生活魔法師 (首播)
01:00-01:30

動物傳奇(重播)
(English)

01:30-02:00
02:00-02:30

3. 下載Apps收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地理•中國 (重播)

03:00-03:30

王者歸來 (重播)

Fun Way to Learn Chinese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05:00-05:30

曉說(重播)

05:30-06:00

Story China 故事
在中國(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司馬白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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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峽兩岸(重播)

08:00-08:30

09:30-10:00

中國輿論場 (重
播)

文明之旅 (重播)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健康之路 (重播)

電影藏密（重播）
王者歸來(首播)

Story China 故事在
中國(首播)

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粵語天地 (重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洋言洋語(重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
聞/ 台灣新聞
曉說(重播)

13:00-13:30

台灣心動線 (重播)

13:30-14:00

地理•中國 (首播)
曉說(首播)

美食鳳味 (重播)

治安對談(重播)

生活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體育報導火箭時間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重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首播）（English Subtitles）
卡通片《蜜蜂花園》 (首播)

15:00-15:30

特別呈現 (重播)

16:00-16:30

中國文藝 (重播)

17:00-17:30

舌尖上的中國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台北博物館 (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中國詩詞大會 (重
播)

生活 (重播)

20:30-21:00
21:00-21:30

治安對談

22:30-23:00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體育報導火箭時間

台灣心動線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游在美國 (重播）
我的留學生活(重
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生活(首播)
快樂童年(首播)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健康之路 (首播)

特別呈現 (首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
Howdy Philippines!
聞/ 台灣新聞
(重播)
健身舞起來（首

電視劇《家庭戰爭》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21:30-22:00
22:00-22:30

城市一對一

我的留學生活(首
播)

游在美國(首播）
中國詩詞大會 (首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播)
幸福來敲門 (首播1) 幸福來敲門 (首播2)
司馬白話 (重播)

19:00-19:30

美食鳳味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地理•中國 (重播) 台北博物館 (首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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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輿論場 (首播)

武林風 (首播)

17:30-18:00

20:0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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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15:00

19:30-20:00

經典電影(首播)

電影藏密（首播）

游在美國(首播）

14:00-14:30

16:30-17:00

檔案（首播）

今日關注(首播)

12:30-13:00

15:30-16:00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健身舞起來（重播）

防務新觀察 (重播)

09:00-09:30

中國大舞臺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07:00-07:30
07:30-08:00

味道(重播)

經典電影(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04:30-05:00

08:30-09:00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中國大舞臺 (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02:30-03:00

04:00-04:30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功夫(首播)

經典電影(重播)

03:30-04:00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Story China 故事在
中國(重播)

司馬白話(重播)
明星加油站 (重播)

防務新觀察 (首播)
舌尖上的中國(首播)

味道(首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檔案（重播）

文明之旅 (首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幸福來敲門(重播2)
1)
Updated as:

20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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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支
出乎意料躋
身俄羅斯世界盃
四強的球隊克羅地亞

■英格蘭將身穿白色球衣
出戰準決賽。
出戰準決賽
。

及英格蘭將在北京時間周四凌

新華社

晨 2 時出擊，爭奪最後的一個決
賽席位。為此，英格蘭一眾球員爭
取時間進行賽前休整，而克羅地亞
的靈魂人物莫迪歷就指這支英格蘭
比起以前的英格蘭更難對付。

英格蘭輕鬆備戰
將穿白色球衣迎敵

莫
的靈魂人物
■克羅地亞
法新社
迪歷。

以前

莫迪歷：他們比 更難對付
對於下一個對手英格蘭，莫迪歷指：
“他們看來更強，更團結。我不知道

■ 史達寧
史達寧（
（ 左 ） 與迪利阿里在
水池放鬆肌肉。
水池放鬆肌肉
。 facebook
facebook圖片
圖片

他們當中的精神有什麼不同，但他們看來
更團結。他們有這種團結力，這是成功的
要素。”克羅地亞足總主席、前克國射手
蘇加也引述莫迪歷指：“如果叫我選擇，
我寧願對的是以前的英格蘭，現在的他們
很強，我們得認真面對。這不是金錢，或
是名車名錶可以比較的，現在我們是 11 個
戰士對11個戰士。”
克羅地亞門將蘇巴錫在對俄羅斯一役
末段受傷，而守將維素積高也有傷，未知
可否趕及傷癒，但莫迪歷承認體能方面克

安歷基接西班牙國足帥印
西班牙足總於 9 日晚宣佈，落實
委任前巴塞隆拿教練安歷基（見圖）
為國家隊新帥，雙方簽約兩年；值得
一提的是，西足總似是害怕盧柏迪古
被皇馬搶走的歷史再重演，故並沒有
為安歷基設置違約金。
現年48歲的安歷基是前西班牙國
腳，退役後曾擔任羅馬、些路迪及巴
塞羅那主教練，並先後贏過一次歐
聯、兩次西甲、一次世冠盃、三次西
班牙盃及一次歐超盃。至於安帥上任
後首個任務是帶隊出戰歐洲足協首創
的歐洲國家聯賽，並會於 8 月 31 日公
佈首份國家隊名單。
足總主席盧比艾利斯表示，是次選人並
沒有與任何球員討論：“我們沒有諮詢球員

羅地亞處於劣勢：“英格蘭所受的影響比
我們少。而我們從 8 強恢復的日子也較
少。但是這是 4 強，我們會尋找自己額外
的動力去彌補。”他又指，他渴望可以取
得更多，故此對英格蘭他們將會拚盡全力
爭取打入決賽。

否認“烏克蘭的光榮”含政治成分
另外賽後發表“烏克蘭的光榮”短片
訊息的衛達表示：“很遺憾一些媒體的代
表誤解了我的訊息。這絕對不含任何政治
訊息，只是我簡單地想感謝來自烏克蘭的
支持，因為我與禾沙積高在那裡生活過一

段時間。我並沒有打算攻擊任何人。”
至於英軍的備戰，或許因為有多一日
的休息而顯得比較輕鬆，哈利卡尼在網上
分享在訓練基地焗桑拿的相，而連格就與
哈利馬古尼及軒達臣等在泳池放鬆肌肉。
為英軍在 8 強賽頂入首開紀錄一球的馬古
尼，就在網上放上他賽後與女友的照片並
開玩笑說：“幫我問問鄰居，星期一可否
幫我倒垃圾，因為我仍未可以回家。”
另外，英格蘭將會在今次的 4 強穿回
他們的主場白色球衣，而過去兩次英格蘭
晉身世界盃4強都是穿白色球衣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巴西國腳保連奴回歸恒大

意見，是次選帥目標是找一位有個性的領
袖，能夠對更衣室發揮影響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州恒大淘寶足球俱樂
部 9 日凌晨官方宣佈，正式與巴西
現役國腳、西班牙巴塞隆拿中場球
員保連奴簽約，租借加盟一年。俄
羅斯世界盃，保連奴作為代表巴西
隊絕對主力，參加了 5 場比賽，並
攻入1球。
此次回歸恒大，保連奴將幫助
球隊全力衝刺中超八連冠。
本賽季，缺少保連奴的恒大面
臨諸多困難。亞冠和足協盃雙線出
局，目前，中超聯賽也遇到多個球
隊的衝擊，爭冠形勢極為不利。在
此背景下，保連奴的回歸，將有益
於球隊中場厚度的增強。

■恒大為
保連奴推
出歡迎海
報。
現年 30 歲的保連奴司職中場，
仍 屬 於 當 打 之 年。 2015 年 6 月 29
日，保連奴以 1,400 萬歐元轉會費加
盟廣州恒大。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8 月，保連奴為恒大出戰 84 場，貢
獻 22 個進球 5 次助攻，是球隊的絕
對主力。2017 年 8 月，保連奴轉會
巴塞隆拿，巴塞為此支付了 4,000 萬

歐元的違約金。對於重返恒大，保
連奴表示，“經過在恒大、巴塞的
鍛煉，同時跟隨巴西國家隊在世界
盃又得到了很好的歷練，這次主動
選擇重新返回中超聯賽，希望能給
廣州隊和廣州球迷帶來更多冠軍，
也希望給中超聯賽帶來更多精
彩！”

李慧詩為亞運熱身 日場地賽摘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香港單車隊目前正在日本伊豆參加
國際場地單車賽，“牛下女車神”
李慧詩在強項爭先賽先後爆贏兩位
國家隊宿敵林俊紅及鍾天使，贏得
金牌。
今次日本場地賽被視為港隊 8 月
征戰印尼亞運前的熱身賽，繼德國
的場地一級賽後，李慧詩 9 日再在女
子爭先賽力壓宿敵中國鍾天使再奪
金牌，連同日前競輪賽的銀牌，共

收穫兩枚獎牌。
另外，亞洲賽金牌拍檔梁峻榮
和張敬樂則在男子麥迪遜賽負澳洲
及日本組合得銅牌。
雅加達亞運會重設麥迪遜賽項
目，梁峻榮／張敬樂這對“榮樂
配”日本之行寓賽於操，他們於今
年 1 月在白俄羅斯世界盃奪金，雅加
達亞運兩人希望掛金而回。
香港單車隊在賽後將繼續留在
日本，參加本周稍後在上野舉行的

國際賽，繼續備戰亞運。 而在早前
在德國炒車“斷片”的李海恩則漸
恢復比賽狀態，她在女子爭先賽 200
米計時預賽以 11 秒 294 排名 14，其
後在 16 強遭法國車手高絲淘汰。李
慧詩錄得 10 秒 736 第 2 名晉級，隊友
馬詠茹 11 秒 667 排名 21。
港隊青年車手、女將楊礎搖在
女子青年競輪賽獲得亞軍，李冠承
則在男子青年爭先賽和競輪賽都奪
得銅牌。

■李慧詩（中）在日本伊豆奪爭先賽金牌。
單車會提供

■“榮樂配”（右）奪麥迪遜賽銅牌。
單車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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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佛教會第
德州佛教會
第26屆《青少年佛學夏令
青少年佛學夏令營
營》

德州佛教會第 26 屆《青少年佛學夏令營》於七月一日在美洲菩
提中心圓滿結束。今年夏令營的主題是"Acceptance"隨緣，有 59 名
青少年和 16 名輔導員參加，分成五組加上護持義工家長，最多時超
過一百五十人在營，每天從早上六點半起床，一直到晚上十點半就
寢，一起共度四天三夜的佛學生活。
菩提中心住持宏意法師在開幕儀式中說到，今年夏令營的主題

是隨緣，勉勵學員要立下目標，堅持不懈，創造因緣，累積助緣。
更以佛經中 「應笑則笑；應歡喜則歡喜；應起慈心則起慈心；可恥
則恥；聞善著意。」 開示和別人結緣的方法。
四天的夏令營活動包含動態的瑜珈、跆拳、街舞、水球、放煙
火等戶外活動，也包含隊旗設計、才藝競賽、分秒必爭、糕點製作
、書法工藝、背包裝飾等室內活動。也請來專業的人士作有關人生
規畫和生活適應的專題講座。 除此之外主辦
單位也安排佛學輕鬆談、薪火相傳等知性感
性的節目，讓年輕的孩子們能藉此機會接觸
佛法和承接傳統。參與的學員每天早晚在禪
堂由修道法師帶領靜坐，練習專注，去除煩
躁。修道法師在佛法輕鬆談時分次第談到不
順心的事情發生時要不生氣、不害怕、保持
樂觀，因為任何事情都是可變的，所以隨順
但不要執著。更要時常給人歡喜、希望、信
心和方便，以同事利他的心情創造好的因緣
。傳燈晚會時弘法處前處長修慧法師指出傳
燈的象徵意義是要把佛法薪火相傳，代代永
續。也有超過二十位學員和輔導員紛紛發言
，表示對該營的喜愛，學到團體生活的方法
，也交了很多好朋友。最後一晚惜別舞會，
更是讓學員們離情依依。

值得一提的是，每日三餐都是由朱維安師姊和義工們自掏腰包
，精心搭配的健康素食，不僅美味可口而且式樣多變。大家吃得齒
頰留香，一掃而空。每餐飯後，學員都會清洗自己的碗筷。每天傍
晚各組也會打掃指定的環境。大家認真地清潔工作，積極参與，互
相幫助，一起合作，孩子們也從行動中學習到獨立負責彼此關懷。
閉幕式中輔導員頒發了內務，創意，樂觀等各項獎項給得獎學
員，慧度法師、心真法師、修慧法師和修道法師代表常住僧團感謝
營主任，輔導員，家長，學員，及羲工們的發心，成就此次的夏令
營圓滿順利。更歡迎大家以後常常來菩提中心靜修遊玩或是度假。
慧度法師更開示到佛法不離世間，期待學員們平時要孝養父母、奉
侍師長、慈心不殺，更千萬不要碰毒品和武器，這兩樣東西會很輕
易地毀掉可貴前途，孝順父母除了聽從教導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不要
給父母帶來麻煩。法師更勉勵家長們，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為人父
母的心態，但是時代不同了，平時管教的方式應該關心不擔心，商
量不權威、誘導不控制。
美洲菩提中心占約 515 英畝，位於距離休士頓約一小時車程的
華勒郡，中心內有樹林湖泊，禪堂菜園，小溪竹林，更有多尊佛像
藝術石雕和精緻建築矗立於林園小徑之間，是一個在工作生活之餘
用來沉澱心靈放鬆精神的靜修和辦活動的地方。如果您對菩提中心
所舉辦的活動有興趣的話，請參考網址 www.jadebuddha.org 或致
電菩提中心 979-921-6969。

休城社區

“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
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
”
首播 前重慶歌舞團獨唱歌手沈珺琳閃亮登場獻唱
【泉深 / 圖文】由美南新聞報業電視傳媒
集團籌劃和組織的“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首
次活動於 7 月 7 日星期六中午在休斯頓金冠海
鮮酒家隆重舉行，能容納 600 人的餐廳座無虛
席，門口還排著長隊，等待入席。
美南新聞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先生親臨現場並致辭，他說美南廣播電視台合
二一體，全球直播，或直接掃描二維碼；或上
Google 網站“ Southern TV – STV 15.3 Houston ”收索；或下載 Apps 的方式，在 Apps 裡收
看 STV 15.3 電視直播，人人都可在手機上每天
看美南電視。 我們開始和休斯頓各商家聯合舉
辦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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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歌曲演唱等
，傳播中華多元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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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舉行首次大抽獎活動，直播現場設在金
冠海鮮酒家，酒家慷慨解囊，送上豐富獎品供
食客抽獎，祝金冠海鮮酒家食客越來越多， 生
意愈來愈 好 ！
美南電視國際藝術團旗袍隊表演旗袍秀

《太湖美》拉開 “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 的序
幕。 本次活動請來了前重慶歌舞團的獨唱歌手
沈珺琳女士，她現場演唱了《歡天喜地》， 恭
祝各位賓客好運連連，幸福每一 天 。她演唱的
《龍船調》 描繪了一個活潑俏麗的少婦回娘家
時途經渡口，請艄公 擺渡過河的一幅鮮明生動
畫 面 ，讓 我們彷彿又看到清江渡口發生的一
幕浪漫愛情故 事 。她優美嘹亮的歌聲，一開口
就贏得陣陣掌聲，震撼全場。 沈珺琳從事獨唱
聲樂演出 10 餘年，參加過中央電視台“綜藝大
觀”、“美麗中國鄉村行”、“星光大道”等
國內大型文藝演出。多次與彭麗媛、宋祖英、
閻維文、孫楠、祖海等同台演出，是國內優秀
民族唱腔歌手。 少林武術北美派武術指導
Johnny Lee 到場祝賀 “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
成功舉辦並取得圓滿成功！
美南新聞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美南電視藝術團團長董革、金冠海鮮酒家盡
力 William 為觀眾舉行抽獎活動。此次抽獎活動
由金冠海鮮酒家送出 6 份價值 $26.99 “黑椒雙
龍蝦”， 有的現場食客抽到獎，馬上現場加菜
，共享一盤美味“黑椒雙龍蝦” ，對全席客人
來說是一份難得的驚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