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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道）随着宝宝一天天长大，能够吃的食品越来越多，慢慢接近成人，家长往往会忽视对宝宝饮食的选

择，给宝宝做饭也不像小时候那么精心了，吃东西要比以前随便。这时就有可能会出问题，有的宝宝就在这

个时候出现了食物中毒。

一、饭菜要尽量现做现吃，避免吃剩饭剩菜。

新鲜的饭菜营养丰富，剩饭菜在营养价值上已是大打折扣。而且越是营养丰富的饭菜，菌越是容易繁殖，如

果加热不够，就容易引起食物中毒。宝宝吃后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类似急性肠炎的症状。因此，要

尽量避免给宝宝吃剩饭菜，特别是剩的时间较长的饭菜。隔夜的饭菜在食用前要先检查有无异味，确认无任

何异味后，应加热 20分钟后方可食用。

二、给宝宝选购食品时要注意检查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限，一定不要买过期的食品。

已经买来的食品也应尽快给宝宝食用，不要长期放在冰箱里，时间长了也有可能会超过保质期。还要认清食

品的贮藏条件，有的食品要求冷藏，有的要求冷冻，不能只看时间，食品在冷藏条件下存放 10天与冷冻条件

下存放 10天完全是两个概念。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以为食品只超过保质期两三天问题不大，因为有些食品

上标明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本身就有可能不完全与实际情况相符。打开包装后，要注意观察食品有无变色、

变味，已有哈喇味的食物就千万不要给宝宝吃了，否则，吃了这样的食品就有可能使宝宝食物中毒。

三、尽量不要给宝宝吃市售的加工熟食品。

如各种肉罐头食品、各种肉肠、袋装烧鸡等，这些食物中含有一定量的防腐剂和色素，容易变质，特别是在炎

热的夏季。而且有些此类食品的生产者未经许可，加工条件很差，需要格外小心。如果选用此类食品应选择

在较正规的国营超市购买。食用前必须经高温加热消毒后方可。

四、有些食物本身含有一定毒素，需正确加工才能安全食用。

比如：扁豆中含有对人体有毒的物质，必须炒熟焖透才能食用，否则易引起中毒;豆浆营养丰富，但是生豆浆

中含有难以消化吸收的有毒物质，必须加热到 90度以上时才能被分解，因此豆浆必须煮透才能喝;发了芽

的土豆会产生大量的龙葵素，使人中毒，不能给宝宝食用。

五、有些食物烹制时必须有适当的炊具。

例如：不能用铁锅煮山楂、海棠等果酸含量高的食品，那样会产生低铁化合物，致使宝宝中毒。

食辅宝宝
方食单简种几黄蛋加

蛋黄是宝宝辅食里的重要一项，宝宝从四个月开始，就可以尝试吃

蛋黄了。宝宝食用蛋黄，可以补充奶类中铁的匮乏。对于只吃奶的

宝宝来说，是非常必需的。可很多家庭在做蛋黄给宝宝吃时，不外

乎水煮，把蛋黄剥出来，碾成泥，但无论碾成多细的泥，宝宝根本不

消化，这可怎么办好呢?

在这里教你几种制作用蛋黄作为辅食的添加方法：

▲蛋黄泥：适合初次添加辅食的宝宝

制作方法：将煮熟的 1/4个蛋黄用勺子压碎，调上水或者奶，把蛋

黄汁稀释成比奶水稍稠一点就可以了。

▲蛋黄羹：

制作方法：鸡蛋敲开，将蛋白先滤掉，再将蛋黄取出，加一

点凉开水，蒸几分钟即可。

▲蛋黄粥：

当宝宝 6个月左右，已经初步适应辅食的时候，可以给宝

宝制作蛋黄粥。

制作方法：大米 2小匙、水 120毫升、蛋黄 1/4个。把大米

洗干净加适量水泡 1～2小时，然后用微火煮 40～50分

钟，再把蛋黄放容器研碎后加入粥锅内再煮 10分钟左

右。

蛋黄水：

制作方法：在奶锅里加少量水。宝宝一次吃多少毫升奶，

就加入多少毫升的水。把鸡蛋打入碗内，然后用勺子捞出蛋黄，因

为蛋清的黏稠性，此时并不能彻底去掉挂在蛋黄上的蛋清。将捞出

的蛋黄放入加了水的奶锅里，并划破蛋黄外面的膜，别小看这层透

明的薄膜，就因为这层膜，所以宝宝才不消化。

划破蛋黄后，蛋黄液流出来，然后在水里涮涮蛋黄膜，用勺子捞出。

如果还有剩余的蛋清在水里，会很清楚地显现出透明团状或条状，

也很容易捞出。然后就可以开火煮蛋黄了，边煮边搅，待水煮沸即

可，此时奶锅里便是黄灿灿的蛋黄水了。

把煮好的蛋黄水灌入奶瓶，混着奶粉摇匀，就可以喂宝宝了，当然

也可以单独喂。待宝宝长到七八个月大时，就可以不再用这种方法

挑出蛋黄膜了，那时宝宝的肠胃和消化功能增强，鸡蛋怎么做，宝

宝基本上都能消化了。

▲蛋黄豌豆糊：

6个月以上的宝宝还可以尝试一下蛋黄豌豆糊

原料：荷兰豆 100克，蛋黄 1个，米 50克，水适量，盐少许。

制作方法：

1.将荷兰豆去掉豆荚，放进搅拌机中，或用刀剁成豆茸。

2.将整个鸡蛋煲熟捞起，然后放入凉水中浸一下，去壳，取出蛋黄，

压成蛋黄泥。

3.米洗净，在水中浸 2小时，连水、豆茸一起煲约 1小时，煲成半糊

状，然后拌入蛋黄泥锔约 5分钟即可。

4.注意一定要在制作时，将米、豆煮烂成泥为佳。

其实，做辅食并不难。家长们只要吸取好经验，就肯定可以为您的

宝宝做出美味的辅食，让您的宝宝健健康康的成长

五种食品容易让宝宝＂中毒＂

責任編輯：XX

把握最後周末把握最後周末！！
休士頓美食周勞動節落幕休士頓美食周勞動節落幕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全美最大
且參與人數最踴躍的休士頓美食周(Houston
Restaurant Weeks)今年從8月1日登場後就吸
引大批饕客慕名而來，長達 34 天的美食周
將於9月3日勞動節落幕，還沒參與的民眾
，可要好好把握最後機會品嘗超過 250家休
士頓各類餐館提供的精緻套餐，還可響應公
益。

休士頓美食周自2003年起由著名美食節
目主持人Cleverley Stone發起後，一路走來
已邁入第 15 年。在此活動期間，各大餐館
推出的餐點，只要每出售一套，餐館便捐贈

3元至7元給休士頓食物銀行，用做善事方
式，解決貧困饑荒社會問題；每年都可募集
上百萬元，因此，美食周成為休士頓最大的
慈善活動之一。

官網可查閱到所有參與活動的各類型餐
館，舉凡高級牛排、窯烤、海鮮餐廳、美式
墨西哥餐廳應有盡有，餐廳提供 20 元早午
餐和午餐，與晚餐35元與45元三種價位；
包 括 知 名 牛 排 餐 館 Perry's Steakhouse and
Grille、 Fleming's Prime Steakhouse & Wine
Bar、The Republic Smokehouse Saloon 與茹
絲葵(Ruth's Chris Steak House)等都榜上有名

，另外南非菜 Peli Peli、法國餐廳 Brasserie
du parc和旋轉餐廳Spindletop也名列其中。
其他美食網站也推薦Backstreet Cafe、Bren-
nan's of Houston、 Pappas Bros 牛 排 館 、
Tony's為必吃名單。

休士頓美食周官網建議，民眾若想省錢
，可避開人潮，選擇早午餐或午餐時段前往
，但所有菜單視各家餐廳推出的特惠為準，
饕客用餐前先致電詢問，吃貨們可到官網
http://www.houstonrestaurantweeks.com/查詢
餐館和各式菜單，斟酌預算和喜好再下手。

加勒比海節加勒比海節、、十鼓擊樂團十鼓擊樂團 展現休士頓的多元面貌展現休士頓的多元面貌
【本報訊】休士頓是個多元文化的地方，這個周末除

了可以享受加勒比海島國風情和他們道地的熱帶美食外，
來自台灣的十鼓擊樂團將在米勒戶外劇場展現震撼人心的
鼓樂及武術，還有精釀啤酒節將匯集全球所有最棒的啤酒
，讓大家暢快痛飲。在周五和周日的晚上，可以去觀賞浪
漫的煙火秀，祝大家週末愉快！

1. 2018年度加勒比海節(Taste of the Caribbean Fes-
tival 2018)

第二屆年度加勒比海節帶大家認識加勒比海上的熱帶
島國風情，節日將會充斥各種美食、音樂和舞蹈。從多汁
的牙買加香辣雞、古巴的炙烤豬肉，到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共和國的美味咖哩等都將出現。大量的舞蹈、音樂，包括
牙買加的雷鬼樂，波多黎各的薩爾薩舞和bachata舞等，扭
動筋骨，解放潛藏已久的藝術細胞吧！

時間：9月2日（日）12:00 p.m.－11:55 p.m.
地點：14149 Buxley St Houston, TX 77045
門票：$20/人
2. Lone Star Flight Museum：夏季最後的冒險(Final

Summer Adventure at Lone Star Flight Museum)

自從飛機被發明後，遨遊天際不再是幻想，快帶孩子
們來探索天空。在這裡可以觀賞多架真實飛機，聆聽退役
空軍分享故事，在飛機棚欣賞電影等，十歲以上的兒童還
能進入飛行模擬器體驗成為一名小小飛行員。

時間：
9月1日（六）9:00 a.m.－5:00 p.m.
9月2日（日）12:00 p.m.－5:00 p.m.
地點：11551 Aerospace Avenue Houston , TX 77034
門票：兒童 $9.95/人；成人 $14.95/人
3. 週日的海濱煙火秀(Stay & Play Sundays Firework

Show)
在加爾維斯頓的海邊，晚上9點將施放壯觀的煙火秀長

達半小時。在整個島上都可以觀賞到煙火，但是觀賞煙火
的最佳場所是 Seawall Boulevard 和 37th Street，快去搶占最
清晰的煙火視野，延長周末在海灘享受的娛樂時光。

時間：9月2號（日）9:00 p.m.－9:30 p.m.
地點：Galveston, TX 77554
門票：免費

Pappas BrosPappas Bros牛排也是老饕推薦牛排也是老饕推薦。。((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Brasserie du parcBrasserie du parc晚餐美味又精緻晚餐美味又精緻，，只要只要3535元非常元非常
超值超值。。((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位於位於Brasserie du parcBrasserie du parc提供精緻法國餐提供精緻法國餐，，室內裝潢也超有室內裝潢也超有
氣氛氣氛。。((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位於位於The HeightsThe Heights的的Maison pucha bistroMaison pucha bistro提供提供2020元早午餐元早午餐，，甜點讓人讚不甜點讓人讚不
絕口絕口。。((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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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敦報導) 自從2002
年電力自由化法案生效後，德州人可以
自由選擇電力公司，原本Reliant 電力
公司是德州唯一的一家，後來各大小公
司進入能源市場，休斯敦就有30多個
電力公司。不過，許多人換過幾家電力
公司，最後又回到Reliant，感覺還是
Reliant的服務比較好。

一位劉太太表示，覺得Reliant 的
服務很周到，解釋的很清楚，也有華語
的市場負責人員幫忙，協助接電等相關
事項。

林玉儀(Yuyi Lin) 負責經營Reliant
電力公司休斯敦的華裔市場，她的國語
、粵語和英文都相當流利，曾在Reliant
門市部銷售６年，為住家提供搬家通電

、轉換電力公司、續約電力等服務。與
她合作過的民眾，都有很好的評價，說
她在解釋用電的部分非常清楚。此外，
林玉儀也為房地產經紀人提供特別服務
，通電、斷電都很容易。

另外一位李先生表示，有些電力公
司希望增加客戶，只說了部分用電收費
，等到實際上收到電費通知，收費往往
高出很多。而Reliant 電力公司的林小
姐，會據實說明每一項的收費，能源費
用是多少？輸電費用是多少？月費是多
少？白紙黑字清清楚楚，用戶同意之後
才簽約。

另外，有些公司一千度與兩千度的
用電有很大的費用差別，或是有隱藏費
用，用戶以為找到便宜的計畫，但實際
上 卻 吃 虧 了 。 例 如 ， 1001kWh 與
1999kWh 同價，如果你平時用 1001
kWh 左右就虧了，用1999kkwh比較合
算。所以，要根據自家用電量來選擇不
同計劃。按標準，電力公司都要提供
2000kkwh 的 平 均 價 ， 但 有 時
1999kWh 和 2000kwh會差很遠，有人
一看2000kWh 均價便宜就簽了，但實
際上，他們可能用不到2000kWh。因
此，提醒民眾，在找電力公司時，務必
先弄清楚收費規則，找一家信譽優良、
誠實可靠的電力公司才是上策。

此外要注意的是，有些小的電力公
司可能會倒閉，倒閉之後，因為轉手給
其它公司，價格可以猛長，等你知道時
，已經太晚了。例如，前兩年，因為石
油價格太低，以致有幾個德州大的用煤
生產電力的工廠競爭不過，最後關閉了
。

加上德州人口不斷增長、和最近能源加
價，導致近幾個月電價大幅升價。如果
是自住的房子，盡量要簽合同，沒有合
同的電費會時不時漲價。

林玉儀表示，Reliant 電力公司是老
牌字號，經營最久，規模也最大，公司
今年獲BBB 的 2018 年 Excellent 最優
獎，信譽口碑都好。提供住家通電、商
業通電、智能家居防盜系統等服務。住
戶也可憑外國護照通電。剛來美國憑護
照辦電，多數要查證件，一般提前三天
辦比較好。因為查證件需要二個工作曰
。對大部分人，如果不需查證件，5點
之前辦理，可當天通電。如轉換到Re-
liant，不須要打電話取消原來公司，
Reliant會替客戶把原來公司取代。若是
住戶通知原來公司斷電，反而造成公司
交接手之中停了電。

節約能源就是節省金錢
Reliant 每週會寄出用電摘要的電子

郵件，讓用戶了解自家的用電情況，幫
助降低能源使用量。有些計劃會提供免
費的 Nest Thermostat™ and Google
Home Speaker，Nest Thermostat可以
自己編程以節省用電，可以用手機遠程
控制溫度，甚至在中國動一下手指， 也
可 控 制 美 國 家 裡 的 溫 度 。 Google
Home Speaker 很有意思，可用語音搜
索信息，然後Google Home 會語音回
答你。對孩子來說，是個不錯的學習方
式，好玩又長知識。如果是獨居老人，
沒事也可以找Google Home speaker 對
話，但前提是要會說英文！

有些人常會出門後才懷疑到底關了
車庫門沒有，往往還要開車回去檢查，
也是能源的浪費，Reliant有居家智能，
可以用手機遙控車庫門、房門。

萬一用電量暴增，Reliant也提供簡

訊提醒，讓民眾注意。此外，Reliant提
供全天候客服，一年365天、天天24小
時，都有電話真人服務。

Reliant還有一項服務能幫助民眾省
電，就是“用電比較(Energy Compare)
”，讓民眾了解自家的用電量、與附近
地區的類似家庭用電量相比如何，找出
自家用電有哪些可以改善的地方。
節電秘訣

1. 隨手關電器。電器在不使用的情
況下，只要插頭接著，仍處於待機狀態
，依然會耗電。不用時順手拔插頭才可
省電。

2.冷氣勿開太冷。將溫度設定在華
氏 79、80 度左右，也可省電。

3. 換掉超過10年、太舊的電器，
或會發出特殊噪音的電器。購買新電器
時，選擇節能家電。

4. 把電熱水瓶或飲水機，換成快煮
壺加保溫瓶。快煮壺(或咖啡壺)是很好
的省電工具，能在短時間內把水煮沸，
需要喝熱水時煮個幾分鐘就好，不用24
小時一直耗電保溫，煮好的熱水如果喝
不完，可裝進隨身攜帶的保溫瓶內。

5. 電視機、電腦降低畫面亮度與音
量，也能省電。同時，避免長時間使用
，如果有床前電視機，務必設定睡眠關
機，不要睡著了還讓電視一直開著。

6. 累積衣服到一定量才用洗衣機洗
。烘衣服時，烘前要充分脫乾，並使用
自動烘衣模式。

7. 減少冰箱開關的次數，每次開冰
箱，冷空氣外流，都要耗電再冷卻。東
西冷卻後才放入冰箱。同時，切勿把冰
箱塞滿，最好八分滿以下，才不會阻礙
對流。

8. 隨手關燈。
9. 三樓以下，少搭電梯。可以運動

，也可省電。
10. 週末假日多到郊外踏青、健行

，健身又省電。或是到圖書館看書，不
僅省電，也增加知識。

11. 洗過澡後，水還可以用來拖地
，一舉兩得。

Reliant 電力公司林玉儀(Yuyi Lin)
的 聯 絡 方 式 Cell: 713-898-8043。
Email: Yuyi.Lin@nrg.com。 Wechat
ID: yuyilin2005。

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老字號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Reliant 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
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信譽可靠 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提供優良服務

電器只要插頭接著電器只要插頭接著，，依然會耗電依然會耗電，，
不用時順手拔掉插頭才可省電不用時順手拔掉插頭才可省電

ReliantReliant 電力公司休斯敦的華裔市場電力公司休斯敦的華裔市場
負責人林玉儀負責人林玉儀(Yuyi Lin)(Yuyi Lin)，，為許多客為許多客
戶解決問題戶解決問題

民眾在找電力公司時民眾在找電力公司時，，務必先弄清楚收費規則務必先弄清楚收費規則，，找找
信譽優良的公司才是上策信譽優良的公司才是上策

節約能源每個人都能做節約能源每個人都能做，，不僅省了荷包不僅省了荷包，，也為地球節省資源也為地球節省資源

減少冰箱開關的次數可以省電減少冰箱開關的次數可以省電。。
同時同時，，勿把冰箱塞滿勿把冰箱塞滿，，最好八分最好八分
滿以下滿以下，，才不會阻礙對流才不會阻礙對流。。

如有床前電視機如有床前電視機，，務必設定睡眠關機務必設定睡眠關機，，不要睡著了還不要睡著了還
讓電視一直開著讓電視一直開著

關稅摩擦對中美貿易的影響及應對策略關稅摩擦對中美貿易的影響及應對策略
法律稅務熱點講座法律稅務熱點講座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全美李氏
宗親會，在全美各地共有14 個分會。
周日（ 8 月 26 日 ）中午，全美李氏宗
親會的代表，包括：美東總長李本安
（ 芝加哥 ），美西總長李秀湛（ 洛杉
磯 ），美西副總長李仁沛（ 三藩市 ）
，美東副總長李雄（ 休士頓 ） 他們齊
聚休士頓史丹佛巿的 「中國熊餐廳」
（ China Bear Restaurant ), 舉行李氏公
所和德州李氏聯邦信用會年度報告，

2018 董事會選舉及新任董事會成員就
職。當天當場選出兩會的董事會成員如
下：

「李氏公所 」 會長 Victor Lee, 副
會長 Brandon Lee Thornton 及 Jonathan
Lee, 英文秘書 Alice Lee, 中文秘書 Mei
Lee , 會計 Susannah Lee Wong，及理事
Allen Lee、Austin Li、C.C. Lee、Chris
Lee、Debbie Lee、Lam Nguyen、Karen
Lee Thornton、 Kenneth Li、 Minfang

Lee、 Nancy Li、 Rachel Lee、 Richard
Lee、Wea Hwa Lee、Yen Lee。

「德州李氏聯邦信用會 」會長李
蔚華，秘書 Alice Cheng Lee, 會計Su-
sannah Lee Wong, 及理事 Brandon Lee
Thornton、 Jonathan Lee、 Karen Lee
Thornton、 Kenneth Li、 Victor Lee、
Debbie Lee等人。

當天年會上還擧行精彩的抽獎節
目，送出不少大獎，皆大歡喜。

（本報訊）中美貿易戰讓很多企業由於貨物漲價，面臨違約
、不能履行簽訂合同，以及稅務調整等問題。金潤律師事務所、
思凡律師事務所和盛豐理財一起舉辦熱點法律稅務講座。講座內
容：

1. 貿易戰對合同履行的影響，訂立合同需要考慮不可抗力等
條款，來降低價格、通關、履行時間等突髮變化，避免由此產生
的合同糾紛；

2. 企業併購與運作的法律問題，交易有關的關聯第三方重要

性，保密條款和不競爭條款，資產和股票轉移容易引發的股東沖
突；

3. 企業員工的移民身份問題， 申請高管 L-1 簽證， 員工
H-1 B 以及PERM 綠卡的條件和公司責任；
4. 企業如何在關稅增加的情況下，調整財產、稅務計劃，合理避
稅。

主講人：
1. Stefano De Stefano (思凡) ，律師，專長企業併購，商務合

同， 商務合作協議談判等；
2. Gary Chen (陳祖貴)，美國聯邦稅務局執照專業稅務師，

財務規劃師，專長稅務財務規劃，中美國際稅務等；
3. Jessica Chen（陳文），律師，專長職業移民各種簽證綠卡

以及家庭移民，商標註冊、專利申請等；
4. James Hou (侯見融), 海運商業保險經紀人，專長商業保險

，海運保單等。
講座地點： 10700 Richmond Ave, Suite 107, Houston, TX

77042
時間： 09/07/2018（週五）， 6:30 pm- 8:30 pm
聯 繫 電 話 ： 832-495-7889 (Jessica Chen), 713-306-4038

(Gary Chen) （此為廣告文字）

（（本報訊本報訊））面對疾病面對疾病，，身體的疼痛身體的疼痛，，是否非得靠吃藥是否非得靠吃藥
打針打針？？家庭經濟狀況無法負擔長期就醫家庭經濟狀況無法負擔長期就醫，，怎麼辦怎麼辦？？交通不交通不
便之處如何求醫便之處如何求醫？？張釗漢醫師發明的張釗漢醫師發明的《《原始點醫學原始點醫學》》具備具備
了沒有副作用了沒有副作用，，效果明確效果明確，，並能實現預防疾病的發生與有並能實現預防疾病的發生與有
效減少醫療費用的支出效減少醫療費用的支出，，只用雙手推揉只用雙手推揉，，即可幫助患者緩即可幫助患者緩
解疼痛以及各種難治疾病解疼痛以及各種難治疾病，，且此套療法相當容易學習與複且此套療法相當容易學習與複
製製，，是一套相當好的自然預防醫學是一套相當好的自然預防醫學。。 <<原始點醫學原始點醫學>> 一般一般
民眾都可學習使用民眾都可學習使用。。不但可以替民眾減少看病往返的時間不但可以替民眾減少看病往返的時間
與金錢與金錢，，亦可以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亦可以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

休斯頓原始點休斯頓原始點（（CCH-OPM INCCCH-OPM INC），），一家位於休斯頓一家位於休斯頓
的的501501CC33非贏利慈善機構非贏利慈善機構，，定期提供原始點手法課程包括定期提供原始點手法課程包括
：：原始點基礎觀念原始點基礎觀念，，案例分享案例分享，，原始點療法手法教學與實原始點療法手法教學與實

習習。。休斯頓原始點也對外提供原始點體驗服務休斯頓原始點也對外提供原始點體驗服務。。
下一期課程下一期課程99//88//20182018 星期六開始星期六開始，，每週六每週六130130--33PMPM，，

連續連續88週週。。
地點地點：： 休斯頓原始點休斯頓原始點 CCH-OPM INCCCH-OPM INC，，1234512345 BelBel--

laire Blvdlaire Blvd，，Suite BSuite B77&B&B99,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7277072
體驗服務體驗服務：：每週六每週六33–– 55pmpm （（無需預約無需預約）；）；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週週
六六130130--300300PM.PM.

費用費用：：場地費場地費$$2020（（只收一次只收一次），），除特別聲明除特別聲明，，原始點原始點
服務服務//教學都免費教學都免費，，由義工提供由義工提供。。

詳情參看網站詳情參看網站：： home.opmhouston.org,home.opmhouston.org, 報名網站報名網站：：
home.opmhouston.org/classeshome.opmhouston.org/classes

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原始點課程
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只要病痛一天未能消除 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我們的努力就一天不會停歇

金潤律師事務所金潤律師事務所

李氏公所及德州李氏聯邦信用會李氏公所及德州李氏聯邦信用會
周日周日（（ 88 月月 2626 日日 ）） 舉行年會及董事會選舉舉行年會及董事會選舉

圖為出席李氏公所成員在年會上合影圖為出席李氏公所成員在年會上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李氏公所成員在年會上合影圖為李氏公所成員在年會上合影（（右起右起）） 李氏信用合作社會長李蔚華李氏信用合作社會長李蔚華、、
美西副總長李仁沛美西副總長李仁沛、、美東總長李本安美東總長李本安、、美東副總長李雄與企業家李錦星美東副總長李雄與企業家李錦星
、、李元平醫師合影李元平醫師合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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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8年9月02日 Sunday, September 02, 2018

慈濟陳元憲慈濟陳元憲、、華美中醫學院梁慎平等一同為社會與世界華美中醫學院梁慎平等一同為社會與世界
的平安吉祥虔誠祈禱的平安吉祥虔誠祈禱。。

金城銀行執行長黃國樑金城銀行執行長黃國樑、、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黃春蘭黃春蘭
、、林飛虎夫婦林飛虎夫婦、、王秀姿在祈福法會上禮佛共修王秀姿在祈福法會上禮佛共修、、供花供花、、供供
果果、、供茶供茶、、虔誠念佛禮敬諸佛虔誠念佛禮敬諸佛。。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與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全家修習清靜梵行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與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全家修習清靜梵行、、淨化身心淨化身心、、心存善念心存善念
、、環保護生環保護生。。

基金會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基金會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
為大家開釋放眼天下為大家開釋放眼天下，，天災頻天災頻
傳傳，，期待人人展開心胸期待人人展開心胸，，虔誠虔誠
為天下祈福為天下祈福。。以真誠心念感念以真誠心念感念
親恩親恩，，以開闊心胸疼惜苦難眾以開闊心胸疼惜苦難眾
生生，，普及一切眾生普及一切眾生。。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以慈濟所有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以慈濟所有
行為多是最好修福行為多是最好修福、、祈福的方法祈福的方法。。

農曆七月農曆七月，，從佛教的觀點從佛教的觀點，，七月乃是吉祥月七月乃是吉祥月，，歡喜月歡喜月，，也是孝親月也是孝親月。。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於八月二十五日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於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星期六))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舉辦舉辦 「「七月吉祥月七月吉祥月」」 祈福法會祈福法會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在祈福法會上禮佛共修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在祈福法會上禮佛共修、、供花供花、、供果供果、、供茶供茶
、、虔誠念佛禮敬諸佛虔誠念佛禮敬諸佛，，為父母與眾生祈福為父母與眾生祈福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慈濟七月吉祥月祈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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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全體顧問群成員合影於全體顧問群成員合影於ITCITC 大廳大廳。。

出席貴賓與主人李蔚華董事長出席貴賓與主人李蔚華董事長、、朱勤勤社長夫婦朱勤勤社長夫婦
（（ 中中 ）） 合影合影。（。（ 左起左起）） 王曉霞王曉霞、、劉姸劉姸、、朱唯朱唯
幹博士幹博士，，朱琨朱琨、、陳皙晴陳皙晴、、黃華合影黃華合影。。

美南傳媒集團顧問群共聚美南大樓美南傳媒集團顧問群共聚美南大樓
籌劃創刊四十周年籌劃創刊四十周年

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朱勤勤社長夫婦朱勤勤社長夫婦（（ 左二左二，，左三左三 ））
在宅邸與出席顧問合影在宅邸與出席顧問合影（（ 左起左起 ））李秀嵐李秀嵐、、周潔周潔、、
高曉慧等人高曉慧等人。。

即將在即將在ITCITC 成立成立 「「 王鑫生國際藝術中心王鑫生國際藝術中心
畫廊畫廊 」」 的畫家王鑫生的畫家王鑫生（（ 右一右一 ））在李董宅在李董宅
邸聚會上當眾揮毫邸聚會上當眾揮毫。。

出席李董事長宅邸的顧問群貴賓出席李董事長宅邸的顧問群貴賓。。

眾女性顧問群與主人李太太朱勤勤社長眾女性顧問群與主人李太太朱勤勤社長（（左三左三））合影合影。。
「「美南電視藝術團美南電視藝術團 」」 成員也在李董宅邸漂亮登場成員也在李董宅邸漂亮登場，，表演表演
中華旗袍真人秀中華旗袍真人秀。。

眾顧問群在眾顧問群在ITCITC 聚會聚會，，李董事長李董事長（（ 左立左立 ））
向大家介紹即將成立的英語電視節目向大家介紹即將成立的英語電視節目。。

出席宅邸的部份貴賓出席宅邸的部份貴賓（（ 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
大雕刻家王維力大雕刻家王維力、、舞蹈家周潔舞蹈家周潔、（、（ 後後
排左起排左起 ）） 休大白先慎教授休大白先慎教授、、 「「 中華中華
總商會總商會」」 會長孫鐵漢會長孫鐵漢。。。。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希藉各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希藉各
精英顧問出謀劃策精英顧問出謀劃策，，共創大休士頓地區華僑華人共創大休士頓地區華僑華人
美好未來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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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CA_FENG豐建偉2467B_8

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FACC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 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PHD
中國城

,FACC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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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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星期日 2018年9月02日 Sunday, September 02, 2018

八月廿
一 日 應 該

是特朗普執政以來最糟糕的一天。他的前競選經理馬
納福特被指控的八項罪名成立，另有多項罪名待定；
最讓特朗普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前私人律師科恩,在
法庭上承認違反競選資金法，在“一名總統候選人”
指示下支付款項給兩名女子，以影響大選選情，暗示
特朗普是同謀，同樣犯法。這是 上世紀七十年代
“水門事件”以來，首次有在任美國總統和被指控者
共謀犯罪的嫌疑。

科恩的代表律師發聲明說，科恩這次站出來，反
映他把對家庭和國家的忠誠，置於他的舊老闆之上，
“他在宣誓下指證特朗普指使他犯罪，向兩名女性付
封口費，目的就是要影響選舉。如果這些行為構成科
恩的罪行，那何以對特朗普不會構成罪行？”

在“水門事件”擔任特別檢察官的拉科瓦拉表示
，當時的總統尼克松，被陪審團稱為“未被起訴的同
謀”，如今的特朗普“技術上相對而言，也是未被起
訴的同謀”。

美國司法部在二○○○年的一份備忘錄指，聯邦
檢察官不能起訴現任總統。雖然這點從未受過法律挑
戰，然而，要一名檢察官反對司法部當年的意見，並
起訴特朗普，這可能性確實較低。 《華盛頓郵報》
引述副檢察官庫薩米指，在科恩認罪的消息傳出後，
一眾檢察官都表示，假如有人違反了競選財務法，就
要提出指控，不應忌諱。當然，他沒有提及特朗普，
更沒有表明是否有計劃採取行動。

雖然如此，要令特朗普就涉嫌違反競選法負責任
，目前較大的可能還是彈劾。只是共和黨掌握參眾兩
院多數，這令十一月中期選舉前實現的機會不大。但

如果民主黨能拿下眾院多數席位，特朗普遭彈劾的機
會將會大增。在奧巴馬時代曾任代理副司法部長的凱
泰爾認為，科恩認罪的意義重大，那是說“美國總統
涉嫌直接參與聯邦罪行”，這是自“水門事件”後，
美國首次再面對同類事件，他相信會引發彈劾。

彈劾程序方面，參眾兩院各有角色，眾議院可對
總統提出彈劾，參議院則決定是否有罪。彈劾由眾議
院司法委員會展開調查，之後交眾議院全體議員以簡
單多數表決。如果表決通過，彈劾案轉交參議院表決
，此時參議院要達至三分二大多數同意才能定罪。倘
若裁定總統有罪，總統就會被免職，由副總統代理。
美國歷史上，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克林頓及十九世紀的
安德魯·約翰遜都曾被彈劾，但都沒有定罪。尼克松
則在眾議院通過彈劾前已辭職下台。

特朗普似乎對可能遭到國會彈劾有些緊張。他警
告民主黨若控制國會對他展開彈劾程序，股市將會急
挫，全部經濟數據將會逆轉，所有人都會變窮。事實
上，特朗普遭彈劾下台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因為民主
黨不大可能取得參議院的多數控制權，不過，如果國
會啟動彈劾程序，那麼即使特朗普不會下台，他想連
任也不容易。

政治觀察家指出，這幾天，就在全美民眾為重量
級政治明星馬侃舉哀之際，特朗普原本可以把握機會
，讓意見分歧的國家及他的最新險境，創造得以癒合
的機會。特朗普對馬侃過世刻意保持沉默，凸顯了身
為一國元首的他，如今在美國政壇的孤立處境。可是
到頭來川普卻證明，他只是個跋扈沒器量的政客，並
沒有整個與安撫國家與民心的能力。

週末期間，白宮曾為 25 日癌逝的馬侃降半旗表
示追悼。但在27日一早，就在國會持續為馬侃降半

旗的同時，白宮卻已經恢復正常升旗
，引發媒體軒然大波。馬侃過世之後
，特朗普唯一發表言論只有簡短的推
文，寫著對家屬致上最誠懇慰問與尊

重，但對馬侃個人卻隻字未提。
華盛頓郵報報導，白宮發言人桑德斯、幕僚長凱

利以及另外幾位資深顧問，都主張白宮必須發表聲明
，並且在聲明中以 「英雄」稱呼馬侃。但消息人士指
出，聲明稿雖然呈送給特朗普過目，但他後來才選擇
只發推文。

法新社評論分析，白宮未對馬侃過世發布正式聲
明，顯示特朗普如今在華府的孤立勢態。過去幾天，
華府政治圈不分黨派，都對馬侃為國奉獻的生平事跡
，異口同聲予以高度推崇。

曾在2008年總統大選當中，與共和黨候選人馬侃
交手的前任總統歐巴馬，發表聲明讚揚馬侃是為充滿
勇氣的男子漢，因為他以實際行動證明什麼叫做 「把
更高層次的利益，擺在個人利益之上。其實並非特別
檢察官穆勒所主導的 「通俄案」調查，哈佛法學院
(Harvard Law School)教授德薛魏茲(Alan Dershowitz)指
出，紐約州南區檢察官日前啟動調查，才對川普具有
真正的潛在殺傷力。根據美國憲法架構，總統權力僅
限聯邦層級，無法擴及州級機構，川普的總統赦免權
將無用武之地。

身為非正式特朗普顧問的德薛魏茲 26 日接受美
國廣播公司(ABC) 「本週」(This Week)新聞節目專訪
時說，從特朗普的角度來看，面對穆勒( Robert
Mueller)率領的 「通俄案」調查，還可以援引憲法做
為保護盾牌， 「但對於紐約州南區檢方的調查，則沒
有憲法做為保護，因此我覺得這才是特朗普的最大威
脅。」

德薛魏茲說，倘若民主黨能夠掌握國會多數席次
，將是很棒的發展，如此一來民主黨就能主導對於特
朗普是否涉嫌違法的各種調查。

然而，特朗普對於付 「封口費」給緋聞對象說詞
反覆，也未依規定在競選期間申報費用，德薛魏茲則
表示，在特朗普競選團隊負責管帳的財務長，才是觸
犯選舉獻金法的主嫌，而不是身為總統候選人的特朗
普。

德薛魏茲指出，做為候選人，特朗普可以把一切
大小事都納入競選團隊，關鍵問題則在這筆款項究竟
有沒有如實申報， 「如果沒有依法申報，那就是競選
團隊財務長的責任，不是總統。」

德薛魏茲說，自己不是特朗普律師，不曾私下給
予建議，但如果透過電視，他則希望呼籲特朗普 「不
要開除任何人，不要為任何人赦罪，不要發表推文，
也不要同意作證。」他說，特朗普若是早一步接受這
四大建議的話， 「如今也不會招致這麼多麻煩。」

請大家要注意一件不可以否定的看法： 今次特
朗普雖說有親信認罪，但民間之內，似乎無甚影響！
他最新的支持率為44% ，仍然是持穩表現。根據美國
國家廣播公司（NBC）與華爾街日報（WSJ）28日公
佈的最新民調，即使2位前助手遭判重罪與認罪掀起
了政治風暴，但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最新支持度仍維持
穩定。

民調顯示，在上述政治風暴發生前的特朗普支持
度為46%，風暴過後的支持度則為44%，降幅只是一
點點，在誤差範圍內。這使我想起中國有句諺語：
貓有九命，故可以多次避過險況。特朗普上台至今，
雖然危機不少，所以我今天專欄是特朗普 「盲人騎瞎
馬夜半臨深池，分分秒秒會玩完。但如果他屬貓有九
命，說不定今次也會大步跨過呀，誏我們多看一下吧
。

川普前律師柯恩21日在法庭上承認在2016年總
統選舉期間，曾受川普指示支付封口費給兩名女子，
並對六項罪名認罪，而在柯恩認罪同天，川普前競選
主席馬納福被控財務和銀行詐欺罪名成立。

筆者在上世紀六
十年代在澳門唸中學
時，每逢週六下午五
時，多愛到百老匯戲
院，看週末特別塲的
美國西歐電影。院方
除了播映美國西部牛
仔片之餘，也有西歐
音樂歌星歌曲介紹。
甸馬田, 小森美泰維
司、貓王皮禮士利、

艾頓約翰、奇里夫利察、湯鐘士、巴莉栢頓、比知兄弟、約翰丹佛、
「木匠兄妹」 白潘等人的美妙樂曲，至今仍在我腦海中迴轉。

心傷的是1977 年的夏天，我在美國夏威夷生活時， 「貓王」皮禮士
利突然中年逝世。更意想不到的正正是貓王離世的 41 週年的當天，
2018 年8 月16 日，又一位美國樂壇巨星殞落；她就是被美國國民稱領
為 「靈魂天后」的艾瑞莎．富蘭克林 (Aretha Franklin)於16日早晨，因胰
臟癌病逝於底特律家中，享年76歲。

對於這位美國歌曲界的瑰寶、國際歌壇巨星的隕歿，特朗普美國總
統及前總統柯林頓伉儷、歐巴馬伉儷，紛紛表達哀悼。生前的艾瑞莎．
富蘭克林曾獲美國國家藝術獎章（The National Medal of Arts）及總統自
由獎章（Th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生平共獲得18座葛萊美獎
，入圍次數更高達44次。 1987年，她成為第一位入選搖滾名人堂的女
歌手。

過去幾個月來，艾瑞莎．富蘭克林由於胰臟癌病情惡化，一直沒有
公開現身。歌迷心知不妙，因此她的成名作品，例如 「尊重」（Respect
）、 「愚人之鍊」（Chain of Fools）等等，紛紛在電台、電視台上播出

，而她也在這段時間中，一
直在家中接受安寧療養。
艾瑞莎富蘭克林最後一次

登台演出，是2017年6月在
老家底特律的免費演唱會。

演出落幕時，她對觀眾說道： 「願上帝保祐大家，守護大家，請為我禱
告。」艾瑞莎富蘭克林原訂今年3月舉行的兩場演唱會，在醫師要求下
，也宣告取消。

艾瑞莎．富蘭克林過世消息傳出數小時後，特朗普即在16日的內閣
會議上，對於這位歌壇天后的家屬表達慰問，並稱讚艾瑞莎．富蘭克林
締造了 「非凡的傳奇」，她的歌聲則是 「上帝所賜的偉大禮物」。

艾瑞莎．富蘭克林1942年3月25日出生於美國田納西州曼菲斯，但
在底特律長大。青少年時期便在教會演唱，她數十年的歌唱生涯中，橫
跨多項音樂領域，包括靈魂樂、節奏藍調、爵士樂及福音歌曲等，她自
己寫歌，也是鋼琴家。

2009年1月，艾瑞莎．富蘭克林在歐巴馬總統就職典禮上獻唱愛國
歌曲 「我的國家屬於你」（My Country Tis of Thee），演出時所穿著的
灰色蝴蝶結造型帽子，後來獲得史密森尼博物館（Smithsonian Museum
）收藏。

前總統歐巴馬與妻子米雪兒發表聲明指出，艾瑞莎．弗蘭克林 「為
美國經驗界定意義」。另一位前總統柯林頓與妻子喜萊莉，也發表聲明
表示，對於艾瑞莎．弗蘭克林這位朋友的過世深表哀悼，並形容她是
「美國最棒的國家寶藏」、 「在長達50多年的時間裡，她撥動著我們的

靈魂。」
艾瑞莎．富蘭克林曾在1996年9月獲柯林頓總統頒發 「國家藝術獎

」，表彰她在演唱藝術上的至高成就。
艾瑞莎．富蘭克林一生爭取種族平等，作為 「靈魂天后」成名曲

「尊重」，至今已成為美國民權運動的 「國歌」，每有爭取平等權益的
遊行活動舉行時，在千萬人的隊伍中，總會唱起這首名曲來，令到近年
中港澳等外來美國的移民，也對這首歌曲，有所認識，至於名曲 「尊重
」的崛起，是有一段光輝的歲月：

年青時代的 「靈魂天后」在種族隔離時期出生成名，她經常利用自
己的才藝、財富和平台，以激昂響亮的歌聲，激勵數以百萬計的美國黑
人，協助推動爭取種族平等運動。 1967年情人節當天，年方24歲的艾
瑞莎在紐約錄製 「尊重」(Respect)一曲，徹底解構這首原為疲累的下班
男子要求女伴給予一點尊重的歌曲，為其註入發自肺腑的革命要求，以
及理直氣壯、毫不妥協和毫無畏懼的獨立宣言，使其成為民權運動和女
權運動的 「國歌」。

她這首歌推出之時，為1960 年年代，美國正深陷革命脈動。越戰打
得如火如荼，反戰聲浪日益升高，有色人種群起要求平等正義，底特律
等幾十個城市發生種族動亂，全國氣氛火爆，烈焰一觸即發。

艾瑞莎的父親是牧師，一直在宣揚黑人解放神學和社會正義，與馬
丁路德．金恩等黑人民權領袖，成為莫逆之交。

事實上金恩1963年第一次發表 「我有個夢想」演說，就是在富蘭克
林牧師主持的底特律新伯特利浸信教會之內。因此艾瑞莎從小就深受薰
陶，與金恩更有如精神上的手足，彼此互相扶持。金恩經常請她演唱他
最喜愛的聖詩，金恩1986年遇刺喪生，艾瑞莎即在他的葬禮演唱 「親愛
主，牽我手」及 「尊重」這兩首 「世紀之歌」。

曾是金恩副手、後來成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楊格說： 「她的歌是
運動之歌，我們要的基本上就是尊重。整個民權運動就是要尊重。」

民權領袖羅維利牧師說： 「艾瑞莎不只提供民權運動之歌，她的音
樂超越種族、國家和宗教，協助各種背景的人體認他們的共同之處。」

黑人民權領袖夏普頓說，他幼年時父親遺棄他們母子，母親經常在
他們的紐約市布碌崙（布魯克林）住所，不停地播放艾瑞莎演唱的 「奇
妙恩典」，使他心靈受到撫慰。他長大後投入民權運動，成為艾瑞莎的
好友。

民權運動結束幾十年後，艾瑞莎仍致力於推動社會正義，協助夏普
頓在紐約成立 「全國行動網」，還不時詢問 「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
進展。

她病逝前一天，還去探望她的老友傑西．傑克森說： 「從金恩、曼
德拉到歐巴馬，她對許多人奉獻極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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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園為動物園為2020只非洲侏儒鱷寶寶只非洲侏儒鱷寶寶““接生接生

攝影師拍攝歐洲廢棄建築內景攝影師拍攝歐洲廢棄建築內景 追憶昔日奢華追憶昔日奢華

““城市攝影師城市攝影師””Roman RobroekRoman Robroek拍攝的歐洲各地廢棄建築的內景拍攝的歐洲各地廢棄建築的內景
。。Roman RobroekRoman Robroek喜歡尋找並拍攝那些已經廢棄的建築喜歡尋找並拍攝那些已經廢棄的建築，，他花了五年他花了五年
的時間在歐洲大陸上尋找和拍攝那些被遺忘的建築的時間在歐洲大陸上尋找和拍攝那些被遺忘的建築。。

外貿出口的“鄞州路徑”：
從破千萬到破千億厚植開放沃土

1978年，外貿進出口245萬美元，

其中出口178萬美元，進口67萬美元；

2017年，外貿進出口1332.4億元（人民

幣，下同），其中出口額1060.7億元，

進口額271.7億元，外貿出口額首次突破

千億元。

從破千萬到破千億，壹組組數據訴

說著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改革開放四十

年的發展變遷。改革開放四十年，鄞州

以外貿出口為引領，唱響開放經濟，厚

植發展優勢。

享改革開放紅利 促外貿發展蛻變

40年前，鄞州還是壹座偏居浙江東

南壹隅的小縣城。而在改革開放後的40

年時間裏，鄞州被改革開放的浪潮推到

了中國城市發展前沿，經歷了壹次次蛻

變，也成就了壹次次發展。

彼時，搭乘改革開放的春風，外貿

經營權從1979年開始逐步下放到地方省

級外貿公司和國有大中型企業。1987

年，外貿公司開始實施承包制改革，地

方公司和總公司脫鉤。1991年起，外貿

企業全面實行自負盈虧。

而在全國取消進出口指令性計劃的

大背景下，外貿企業逐步建立起現代企

業制度。

在這波改革浪潮中，鄞州身先士

卒，不少央企改制成為民企，比如中基

寧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

基集團”）。

據悉，中基集團成立於1985年，前

身是央企中國出口商品基地建設總公司

寧波分公司，1999年，周巨樂推動中基

集團改制為民營股份制企業，成為全國

首家跨行業完成改制的國有外貿企業。

經歷了近20年的發展，中基集團壹

躍成為中國民營外貿企業十強。對於公

司發展實力，中基集團董事長周巨樂坦

言，主要歸功於外貿經營權的下放及經

營理念的創新，“20年來，我們的營業

額提增了26倍、進出口額提增了15倍，

從當初年利潤總額只有200多萬元到現

在近3億元，公司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

中基集團的發展路徑是鄞州乃至寧

波企業改制的縮影。在改革開放的浪潮

中，走在工商業前沿的甬商，經歷了解

放思想、轉變機制、合縱連橫、發展壯

大等壹系列變化，訴說著改革開放帶來

的無盡“紅利”。

苦練“內功” 提高自身含金量
作為開放型經濟大區，外貿壹直在

鄞州的國民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但在

改革開放之初，鄞州區外貿產品品種比

較單壹、附加值低，通常以勞動密集型

產品為主。而隨著改革開放步伐加大，

企業緊抓機遇開展轉型升級、技術創

新，逐步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

鄞州區商務局副局長元波表示，自

加入WTO以來，鄞州區外貿企業遭遇了

來自歐美國家反傾銷反補貼壓力，“十

壹五”期間，鄞州外貿勞動密集型、加

工貿易的傳統發展模式就已經走到了盡

頭，“要想百尺竿頭更進壹步，就得突

破原有的體制、政策、市場限制，創造

新的競爭優勢。”

因此，紡織服裝、五金工具等企業

紛紛進行轉型升級、產業出現了優勝劣

汰。

“雖然我區紡織服裝出口比重逐年

下降，但企業通過資源的全球配置，經

濟效益並未減少，品牌優勢和國際競爭

力不斷提高。”元波如是說道。

盡管推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外

貿轉型升級，這些長遠目標並非壹朝

壹夕就能夠實現，但是外貿企業苦練

內功，提升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實現

出口結構多元化，讓鄞州外貿行業信

心倍增。

從機械版電視機支架到智能化支

架、升降桌，樂歌人體工學科技控股有

限公司不斷修煉內功，提高旗下產品的

含金量。以樂歌顯示器支架為例，能實

現顯示器 360°全方位的旋轉調節，高

低、前後、上下、左右調節，適應舒適

坐姿和頸椎舒適度。

“未來壹定是個健康的、智能化、

數據化的時代。”該公司董事長項樂宏

表示，基於對未來的定位，未來的產品

也應該將這三個特征融入，“我們的產

品就著眼於健康，為更多的伏案人士和

久坐人群服務，在堅持以數據和智能化

手段，往著健康方向前進。”

全球化布局 厚植外貿服務平臺
2018年，隨著全球經濟的下行，國

內經濟進入新常態，對鄞州區外貿發展

的挑戰更大，困難更多。

“如今外貿市場歷經諸多變遷，環

境早不可同日而語。”在周巨樂看來，

面對國內經濟下行壓力的不斷增大和國

際市場貿易保護的不斷加劇，外貿出口

已進入增速換擋期，“要繼續保持增長

勢頭，在新常態下實現外貿逆勢堅挺，

不管是制造業還是流通業，都需要拿出

逆水行舟的勇氣和幹勁。”

據悉，該公司旗下的“中基惠通”

平臺通過強大的集聚效應，將外貿產業

中除制造端以外的眾多環節整合集約，

形成成熟的外貿產業配套體系，幫助中

小企業提升接單能力。

“中基惠通”是鄞州厚植外貿綜合

服務平臺的縮影。

“世貿通”“中基惠通”“壹達

通”……如今鄞州已成為寧波全市乃至

浙江全省外貿綜合服務平臺企業最為集

聚的區域。

作為政府部門，元波表示將為企業

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做好服務工作，

“我們促進外貿發展的定力不變、信心

不變、目標不變，鄞州區將抓牢‘轉型

升級、提質增效’這壹主線，把握‘創

新驅動、改革推動’這壹關鍵，探索

‘穩增長、促融合、優結構、提質量’

的轉型升級之路，努力構建外貿發展新

優勢。

中國民營企業 500 強發布 入圍門檻提高至 156.84 億
綜合報導 記者從省工商聯獲悉，當日，全國

工商聯發布2018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及分析報

告，我省共有60家民營企業入圍榜單，企業數量

居全國第四，入圍企業資產總額居全國第壹。

據了解，此次民營企業500強入圍門檻繼續提

高，營收達156.84億元，相比上年的120.52億元增

加了36.32億元，其中入圍榜單的廣東企業60家，

比上壹年增加1家，增長1.69%。另壹方面，我省

入圍民企資產總額持續增長，占比為27.01%，位居

第壹。來自廣東的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以6036.21億

元的營業收入連續3年位居榜首，除了華為以外，

我省還有正威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恒大集團有限公

司入圍前10強，萬科、美的、碧桂園、雪松控股

等共計7家企業入圍前20強，前20強企業中廣東占

比最高。

值得註意的是，我省多家民營企業逐漸成為

榜單頭部企業，在民營企業百強中，廣東有15家

，與江蘇同居全國第二，華為、萬科、恒大、碧

桂園、富力地產還包攬了500強企業稅後凈利潤

排名的前5名，總計有7家廣東企業入圍稅後凈

利潤的前20名，顯示出廣東民營企業較強的質量

效益。

在創新能力方面，我省民營企業表現突出。去

年，500強企業中研發費用投入最多的華為，以

38825項專利總量再次蟬聯500強專利數量首位，美

的和比亞迪以36321項、8593項分居專利數量第

二、三位。

在參與國家重大戰略和落實中央決策部署方

面，我省共有27家企業參與“壹帶壹路”建設，

占參與“壹帶壹路”建設500強企業的14.92%；

55 家企業參與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占比

12.33%；32 家企業參與汙染防治攻堅戰，占比

9.38%。

此外，我省還有50家企業入圍2018中國民營

企業制造業500強，20家入圍2018中國民營企業服

務業100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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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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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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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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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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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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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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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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國輿論場》是CCTV4推出的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
論節目。最新輿情，最熱話題，明辨是非，凝聚共識。借助
大數據，每天發布的輿情指數，權威專家客觀點評，引入在
線觀眾席，多屏互動，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播出時間：
每周日中午12:30首播，重播時間為每周日晚上9:30，
以及周一早晨8:30。 
 

▲ 節目截圖

《中國輿論場》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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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資訊流行，不難找到一些養
生操去學習，其中一個廣泛流

傳的，便是藥王孫思邈的《養生十三
式》。

孫思邈，是隋唐時期的一名良

醫，雖然年幼時體弱多病，但憑個人
努力，博覽群書，除成為術德兼備的
名醫，亦得享高壽，至一百零二歲歿
（甚至有傳活至一百四十一歲）。後
世從其著作中，總結出《養生十三

式》，由於具體操作已不可考，筆者
所介紹的操作方法或與其他資源不
同，而且每人體質、體能不盡相同，
如有疑間，需請教醫療或運動的專業
人士。

最後，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預期與事實的差別，很多人會
預期一個90歲的長者會行動不
便，但事實上，還有已達耄耋
之年的老友記仍能行動自如、
思維清晰。最近曾收看一個採
訪不同國家長者的電視節目，
不難發現，一些“不認老”的
長者，他們退休後仍持續學
習、運動健身、玩樂、照顧自
己，晚年的生活仍活得健康、
精彩、快樂。
《呂氏春秋．季春紀．季

春》：“流水不腐，戶樞不蠹，
動也。”意指流動的水不會腐
敗，常轉動的門軸不會被蟲蛀
蝕。比喻事物常活動則不易被侵
蝕破壞，適度運動可保持身體健
康。雖然我們不能控制壽命的長
短，但活得是否健康，某程度
上，還是自己能控制的。

活
得
更
健
壯

常常
做做
﹁﹁養
生
十
三
式

養
生
十
三
式
﹂﹂

將手掌互搓令手掌發熱，手
指微打開或用圓齒梳，然後由前
額及兩側顳部開
始輕揉或輕敲，
經後腦按摩至頸
項部。早晚各做
10次。由於頭部
有很多重要的穴
位，按摩頭部可
醒腦安神。

以 額 頭 寫
“米”字般：仰頭、
低頭、左轉、右轉、
望左上、望右上、低
頭望左下、低頭望右
下（次序不限，但每
伸展一個方向，需回
正中，才做下一個方
向伸展，每下約 6
秒）。伸展幅度是微
微牽拉而不疼痛為
主，另外，動作要
慢，否則會頭暈。

暖手後雙手
同時放同側臉向
外打圈，配合用
力閉眼、咬緊牙
關、再放鬆面部
肌肉的動作，這
樣做，可促進臉
部血液循環。

（a）眼部用力閉眼維
持3秒，再用力睜眼，
做3下。

嘴唇微閉，上下
牙齒有節奏地反覆分
開、合上，相互叩擊出
聲，力量以無痛為度，
可盡量增加牙關開合幅
度以活動面部肌肉。這
動作可促進臉部血液循
環、刺激唾液分泌、預
防牙槽骨退化。注意，
有齒患者不宜。

玉 津 即 唾
液、口水。
（a）口微閉，上
下顎微開，將舌頭
伸出牙齒外，由上
面開始，從左向
右，右至左來回慢慢轉動，一共轉12圈，然
後將口水吞下去。
（b）口微閉，舌頭在牙腔內，圍繞上下
顎、左右轉動，轉12圈後吞口水。

手暖後兩手交叉或單，圍繞肚臍順時針
方向揉。揉的範圍由小到大，做30下，由於
任脈在正中線、天樞在臍兩旁，因此，按至
臍上下及左右時可稍稍用力。

類似太極起手式般微蹲，
上身挺直，保持髖、膝、踝關節
同闊，然後上半身和雙手有韻律
地擺動。當身體扭向左時，右手
輕握拳在前，左手輕握拳在後，
在前的右手輕捶小腹，在後的左
手輕捶下腰部。反方向重複，轉
身角度應在45以下，不宜大幅
扭動脊柱。做來回30至50次。
這動作可刺激臍下及下腰穴位，
促進下腹循環。有腰患者需按狀
態進行，有疼痛時應停止。

即提肛。女士亦可同時收緊會陰
部肌肉（類似現今盆腔底肌肉運
動）。提肛，即將肛門的肌肉收緊，
像忍排便一樣（女士則像忍二便一
樣），維持3至5秒。過程保持正常
呼吸。這動作隨時都可以練習。

（a）坐下，單側盤
腿，雙手拇指按在足
底，餘四指握足面（如
圖右所示）。由腳跟向
上推至腳趾。共做30下。

（b）兩手大拇指輪流按足底湧泉穴。湧泉穴為
腎的井穴，按之可開竅醒神。

每日抽一段時間
散步，既是運動，亦
可以趁此段時間放鬆
心情，使身心健康。
注意：飢餓或過飽，
或身體不適時，便不
要勉強，並需穿着合
適衣物散步。

第六式：齒常叩

第七式：漱玉津

第八式：腹常揉

第九式：腰常擺

第十式：攝穀道 第十一式：膝常扭
雙腳並排，

膝部緊貼，微微
下蹲，臀部微後
翹，不要彎腰，
膝頭不要過腳
尖，雙手按膝
上，向左右扭
動，各做20下。
注意，有膝患或
下肢乏力者不
宜。

第十二式：腳常搓

第十三式：常散步

第一式：髮常梳

第二式：頭常搖頸部伸展

第三式：面常洗

第四式：目常運

（b）暖手後，掌心敷
上，閉眼，眼珠緩緩打
圈，切忌用力。

第五式：耳常鼓
（a）手掌掩
雙耳，用力向
內壓，然後放
手，或有微
“噗”一聲。
重複做5下。

（b） 提 拿 外
耳，向上下、外
側牽拉，每下約
5秒，力度為可
忍受的牽拉感。

■■盧慶薇中醫師盧慶薇中醫師

中醫學除了治病，亦重治未病、談養生，作為中醫師，日

常生活中最常被問及哪些食療可以改善體質。其實食療跟隨個

體不同、節氣不同而有所差別，最老生常談的，還是清淡飲

食、五味（辛、甘、苦、酸、鹹）不偏、飲食定時有節制、少

食油膩煎炸生冷、多選擇新鮮食物、少吃化學加工食物、不偏

食。看似是常識的事情，要執行起來卻很難，能做到，相信離

健康不遠了。加上，要養生，除了花錢買好食材，做運動、練

養生操，還是需要的，畢竟，健康不是光靠金錢就能一定買

到。 文、圖︰香港中醫學會盧慶薇中醫師

■■常做養生操常做養生操，，
可舒展筋骨可舒展筋骨。。

圖圖：：新華社新華社

（（cc））以同側食以同側食、、中指在上中指在上，，拇指在下對拇指在下對
摺外耳摺外耳，，再輕微外牽再輕微外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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