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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風采

信用修復專家 Mr. Nam Le
專精提高信用分數,讓客戶順利貸款
處理不良信用紀錄,協助重獲經濟自由
電 話 ﹕黃 小 姐 713
713-582
582-9857 ( 廣 東 話 ﹑國 語 ﹑台 山
話 ) ﹑713
713-826826-9971
9971(( 英 文 ) ﹑713
713-922
922-7998
7998(( 廣 東 話 )
地 址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09
909,, Houston, TX
77036（
77036
（恆 豐 銀 行 大 樓）
樓）

方太客服微信

门店地址/电话:

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281)-201-8186

现在只要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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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柏林燈光節開幕 流光溢彩絢美吸睛

科研人員為小魚動手術
印控克什米爾壹大學建立
﹂

魚醫院

﹁

筆尖上能跑火車！
筆尖上能跑火車
！
雕刻家用鉛筆
打造微縮雕塑技藝驚人

雕塑家 Nihat Ozcan 在鉛筆上打
造復雜的微縮雕塑 ， 雕刻過程從五小
造復雜的微縮雕塑，
時到三個月不等。
時到三個月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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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法》落地
跨境代購“壓力山大”
管距離明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還有近
三個月時間，但是中國電子商務領域的
首部綜合性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
商務法》已經對國內電商市場引發了震
動。根據上月末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的表決，
《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將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這部法律主要涉
及電子商務經營主體、經營行為、合同、
快遞物流、電子支付等多項內容，在電
商經營資質、納稅、知識產權、責任劃
定、處罰標準、跨境電商等多個方面對
中國電子商務行業進行了立法。
現狀：不開發票已成小商戶“潛規則”
根據《電商法》第 14 條規定，“電
子商務經營者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應
當依法出具紙質發票或者電子發票等購
貨憑證或者服務單據。電子發票與紙質
發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盡管根據此
前的有關法規，經營者應向消費者提供
發票已有明確要求，但是此次《電商法》
以法律形式對此作出明確，無疑對於電
商商家帶來了巨大震動。

記者在幾家知名電商平臺中發現，
按照目前消費者的習慣，在購買大件商
品尤其是數碼、家電產品時，往往基於保修
的需要，會要求商家開具發票。但即便像
京東這樣的大型平臺，入駐店鋪主動開具
發票的情況不容樂觀。北青報記者昨天在
京東平臺上向壹家銷售二手蘋果手機的入
駐商家詢問發票問題，對方表示他們無法
開具發票，“就算是售價好幾千元的蘋果
手機，我們也開不了發票。”
相比而言，淘寶平臺上更是發票的
重災區，不開發票似乎已經成為絕大多
數小商戶和消費者之間的“默契”。消
費者提出開發票的要求，很多商家都會
明確表示“從沒開過”。
影響：很多低價“爆款”將消失
據業內人士介紹，店鋪商家不給消
費者開具發票的表面原因是因為商家本
身沒有進行工商登記，沒有獲取正規發
票的來源，而最主要的原因則是為了避
稅。即將實施的《電商法》第 11 條明確
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依法履行
納稅義務，並依法享受稅收優惠。” 同

時規定，即便不需要辦理市場主體登記
的電子商務經營者在首次納稅義務發生
後，也應當依照稅收征收管理法律、行
政法規的規定申請辦理稅務登記，並如
實申報納稅。這意味著即使是淘寶上的
小店鋪或者通過其他微商等形式零星小
額交易的經營者，都應如實申報納稅。
有稅務人士介紹，網上交易由於形式
多樣且具有壹定的點對點的私密性，長期
以來壹直是稅務征收的難點，這次通過立
法形式明確電商納稅義務後，肯定針對性
執法將明顯嚴格起來。他告訴記者，其實
依靠現有的技術手段，查證任何壹筆網上
的交易行為都不是難題，而且稅務機關有
權利調取各種網上交易的電子證據。“即
便是朋友圈上推廣、買家的電子支付憑證
等內容都是可以由稅務部門調取的。”
據了解，《電商法》也明確規定了
相關電子平臺也有依法提供平臺上電商
經營者相關信息的“配合”義務。根據
《電商法》第 25 條規定，“有關主管部
門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要求電子
商務經營者提供有關電子商務數據信息
的，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提供。”對此，
有稅務人士表示，對於繁雜的電商交易，
稅務機關很難做到“挨家挨戶”上門查稅，
在這種情況下，電商平臺上報的數據就至
關重要了。這對於壹些以“散戶”經營者
為主的電商平臺，恐怕將是壹次大考。
據業內人士介紹，對於多數利用不

開發票來實現避稅的小商戶而言，《電
商法》實施後顯然將失去避稅帶來的
“成本優勢”。據了解，對於食品、日用
品等低價格高消耗類商品而言，“避稅”
其實是線上銷售價格明顯低於線下的重要
因素。北青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多數在小
商戶購買食品、日用品的消費者都不會提
出開具發票，而對於需要發票的集團采購
來說，電商經營者往往要求“加稅點”，
如果算上“稅點”，其實線上線下的價格
相差就不明顯了。而在京東、蘇寧等為消
費者正規開具發票的自營平臺上，這類商
品的正常價格其實與線下超市也沒有太明
顯優勢。這意味著在嚴格征稅後，很多低
價格的“爆品”會在電商平臺大幅減少甚
至消失，這或許對壹些“網購達人”的消
費習慣或多或少也將有所改變。
聚焦：跨境代購能否繼續生存或存
變數
其實，相較於眾多小店鋪而言，“電
商開具發票”對於跨境代購恐怕更是壹道
邁不過去的坎兒。記者註意到，目前的小
規模跨境電商代購唯壹能為賣家提供的憑
證就是境外超市、店鋪的購物小票，而且
往往由於代購者同時要為很多買家大宗代
購，連提供購物小票往往都只是張照片而
不是實物，這對於未來將嚴格執行的憑證
制度幾乎沒有規避的可能。
記者在壹些私人跨境代購的商鋪裏

穩外貿再出實招 出口退稅迎利好
綜合報導 繼 9 月下旬連續兩場國務院常務會
議聚焦穩外貿後，國務院 8 日再度亮出外貿利好舉
措，這壹次，部署重心放在完善出口退稅政策加快
退稅進度上。
當天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按照結構調整原則，參照國際通行做
法，將現行貨物出口退稅率為 15%的和部分 13%的
提至 16%；9%的提至 10%，其中部分提至 13%；5%
的提至 6%，部分提至 10%。退稅率由原來的七檔
減為五檔。

會議同時確定，為進壹步加快退稅進度，對
信用評級高、納稅記錄好的出口企業簡化手續、
縮短退稅時間，全面推行無紙化退稅申報，提高
退稅審核效率。優化退稅服務，幫助企業及時收
集單證申報退稅，盡快實現電子退庫全聯網全覆
蓋。鼓勵外貿綜合服務企業為中小企業代辦退稅
服務。
會議明確，今年底前將辦理退稅平均時間由目
前 13 個工作日縮短至 10 個工作日。
“資金是成本，時間也是成本。”上海財經大

學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主任
勞幗齡認為，從壓縮通關
時間、簡化通關手續、到
完善出口退稅政策加快出口退稅進度，這是整體降
低通關成本的壹套組合拳，對於外貿企業，尤其是
中小企業而言，是相當大的利好。
在她看來，通過優化退稅服務，實現電子化聯
網覆蓋，將進壹步提高多部門數據共享水平，為跨
境電商出口等領域創建更加“陽光化”發展的監管
環境。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副院長莊芮註意
到，本次會議明確，對高耗能、高汙染、資源性產
品和面臨去產能任務等產品出口退稅率維持不變。

看到，為了證明自己的代購商品是真品，
各商家可謂絞盡了腦汁：除了在網上公
示購物小票外，壹些代購者甚至為買家
提供在境外超市內代購、付款甚至包裹
封裝、發寄的整套視頻資料，但是唯壹
不能提供的就是實物憑證。而在多數成
規模的跨境進口電商平臺上，也往往會
在購物須知或者詳情頁裏明確告知“跨
境進口商品暫不能提供發票”。但是，
即將實施的《電商法》對於跨境代購並
沒有“開具發票”的豁免。
此外，有專門從事跨境代購的商鋪
告訴北青報記者，《電商法》中第 20 條
還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按照承
諾或者與消費者約定的方式、時限向消
費者交付商品或者服務，並承擔商品運
輸中的風險和責任。”這壹規定對於跨
境代購也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對國際
跨境直郵來說，物流時限所面臨的不確
定性風險太大了，有時旺季通關就能被
卡好幾天！”他告訴記者，現在如果物
流耽誤了，買賣雙方壹般商量壹下就過
去了，但如果以後真按法律走，規定時
間送不到可能就有糾紛。他告訴北青報
記者，目前唯壹能想到的規避方法就是
把極端的情況都考慮進去，將代購商品
到貨期限大幅延長。但他也坦言這樣可
能會嚇跑不少買家。“如果人家網上要
代購個東西，妳說要壹兩個月以後才能
收到，人家可能就跑了！”

“這有利於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助推我國
企業優化結構、轉型升級，更好地從數量型增長邁
向質量型發展。”她說。
觀察近三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不難發現，無論是
將進出口環節需驗核的監管證件從 86 種減至 48
種，還是降低 1585 個稅目工業品等商品進口關稅
稅率，或是最新出臺的出口退稅新政，核心要義都
旨在為企業減負、保持外貿穩定增長。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認
為，今年以來，我國根據自身經濟發展需要，主動
推出壹系列實打實的外貿利好舉措，這不僅有利於
實現更高水平對外開放，也為全球貿易健康發展註
入了壹股暖流。

體育圖片

中網男單冠軍拍攝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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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甲
意甲]]斯帕爾 1-2 國際米蘭

劉瑞欣再贏 LPGA 二級賽獲獎金王

LPGA 二級賽收官戰賽特美拉巡回錦標賽抉賽輪
二級賽收官戰賽特美拉巡回錦標賽抉賽輪，
，中國姑娘了劉瑞
欣以 1 桿優勢奪冠
桿優勢奪冠。
。這是她背靠背取得的第二場勝利
這是她背靠背取得的第二場勝利，
，也是她本賽季贏
下的第三個冠軍。
下的第三個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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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鎮陶藝大師曹愛勤 從藝路上 學無止境

秋冬冷暖多變
雕瓷半生藝已成
雕瓷半生
藝已成 花甲之年
花甲之年又讀博
又讀博
宜養肺 勤鍛煉

養生

攻略
香港註冊中醫師 楊沃林

海帶營養高

!

王家衛執導的電影《
王家衛執導的電影
《 一代宗師
一代宗師》
》 中有一句經典台詞
中有一句經典台詞：“
：“見自己
見自己，
， 見天



地，見眾生
見眾生”，
”，既見證了一段武林盛衰
既見證了一段武林盛衰，
，對修身處世也頗有見地
對修身處世也頗有見地。
。回顧曹愛

勤 50 年的藝術歷程亦是如此
年的藝術歷程亦是如此，
，早年拜師學習書畫
早年拜師學習書畫、
、陶瓷雕刻
陶瓷雕刻、
、彩繪綜合裝飾藝術設計創作
彩繪綜合裝飾藝術設計創作，
，從
天氣漸涼，為了讓身體適應節氣的變化，我們要及時做好養生保健工作，而
瓷都景德鎮不斷汲取民間精粹；
瓷都景德鎮不斷汲取民間精粹
； 當手工半刀泥陶瓷雕刻技能躍至爐火純青
當手工半刀泥陶瓷雕刻技能躍至爐火純青、
、 生活豐衣足食之
文︰香港中醫學會常務副會長 鄒嘉宏註冊中醫師
時，以下幾點值得讀者留意。
赴英國攻讀南安普頓大學工藝美術理論與實踐專業碩士學位，
赴英國攻讀南安普頓大學工藝美術理論與實踐專業碩士學位
，花甲之年又獲中國傳媒大學

人物畫專業博士學位。
人物畫專業博士學位
。

圖︰新華社、中通社、中新社、資訊圖片
■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白露重養肺

■ 曹愛勤刻
石作品。
石作品
。

年 4 月出生於江西省景
曹愛勤，1954
德鎮市陶瓷世家。2012 年獲國家教
授級工藝美術師職稱（正高），被輕工業
溫差漸大 春捂秋凍要有度
聯合會、中國工藝美術學會授予中國雕刻
■ 博導張道興（左）指導曹愛勤
創作。

■鄒嘉宏中醫師

■ 書畫作品《水月觀音》赴
香港展出時，被台灣收藏
家以50萬元人民幣購得。

藝術大師稱號。2015 年被中國建築衛生
天氣轉涼，人們就會
陶瓷協會授予中國陶瓷設計藝術大師稱
明顯地感覺到炎熱的夏天
號。2016 年被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授予首
已過，而涼爽的秋天已經
屆中國手工藝大師稱號。她創作的《群賢
到來了。但在很多地區，
雲集》、《三顧茅廬》、《松下問童子》
這時候天氣還是炎熱，不
等作品獲得中國工藝美術百花獎等國家級
少市民晚上睡覺還會開空
金獎 7 項，獲調，或洗冷水澡。
2010 上海世博會珍品獎國
家級最高獎項
5 項，銀獎 3 項，
另外，秋冬天氣冷暖
多變，尤其是早晚溫差較
並被中國民族博物館、首都博
大，很容易誘發傷風感冒
物館、北京藝術博物館、焦裕祿
或導致舊病復發。如果是
同志紀念館、中國文學藝術界
時候貪食寒涼，更容易把
聯合會、景德鎮中國陶瓷博物
脾胃的機能變得不正常，
館、法國盧浮宮、泰國國家
損傷脾胃功能，尤其是脾
博物館、丹麥國家博物館、
胃虛寒者更應注意，不要
英國劍橋大學、泰國朱拉隆
貪吃冷食。
功大學等收藏。

通宵作畫仍覺享受

加強鍛煉 動靜結合更有效
曹愛勤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秋天氣候宜人，是一年中難得鍛
■ 早年所作嬰戲圖瓷器。
煉身體的好季節，而白露節氣的養生
重點是加強身體鍛煉，但需要注意的
是，雖然秋天比較適合戶外運動，但
白露季節選擇運動項目應因人而異，
量力而為並持之以恒。筆者建議，老

■秋天時節
秋天時節，
，老年人宜多散步
老年人宜多散步。
。

記者採訪時表示：“學習是一

年人可散步、慢跑、打太極拳、自我
場無止境的旅行。我想將這些年
按摩等；中青年人可跑步、打球、跳
舞、爬山、游泳等。在進行以上運動
鍛煉的同時，還可配合一些「靜
功」，如呼氣、閉目養神等，做到動
靜和諧，動靜結合。

■秋天宜閉目養神
秋天宜閉目養神。
。

秋燥傷人，容易耗人津液，因此
常會出現口咽乾苦、大便乾結、皮膚
乾裂等現象。中醫認為，這是肺氣大
腸相表裡，肺主皮毛的緣故。
因此，從飲食上看，應注意滋養
脾肺陰液，此時養生應「順四時」。
秋季對應的是肺，因此白露時節要注
意養肺。
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有
云︰「肺主氣，司呼吸，主宣發與肅
降，喜潤喜燥。」所以白露季節不能
一味進補。在飲食調節上宜以清淡、

易消化且富含維生素的素食為主。飲
食上，筆者建議市民要適當多吃一些
養陰之品，如梨、銀耳、蜂蜜、百合
枸杞、蘿蔔、豆製品等，另外可以多
吃橙黃色蔬菜，比如南瓜、紅蘿蔔
等。而一些綠葉蔬菜也很有必要，用
以補足維生素 C，芥蘭、菠菜、菜花
都是巿民大眾不錯的選擇。
早晨喝碗熱粥，既能治秋涼，又
能防秋燥。筆者建議如銀耳粥、蓮米
粥、芝麻粥、紅棗粥、紅薯粥、玉米
粥等，既美味又有益脾肺。

疾病多發 做好預防最要緊

情緒易悲 怡情悅性莫遲疑

秋冬已至，大地氣氛漸漸肅
殺，花草樹木開始凋謝，人禀天
地之氣而生，秋收冬藏，人們易
於傷懷，湧現悲傷情緒，過悲傷
肺，肺氣虛了，機體抵抗力就會
下降，病邪就有可能乘虛而入。
所以，秋天自我調養要做到內心
寧靜舒暢，切忌悲觀傷感，應盡
量收斂神氣，平和心態，以適應
秋天容平之氣。
中醫認為，笑能宣發肺氣，
調節人體機能，消除疲勞，恢復
體力，是最簡單而又行之有效的
方法。因此，要經常保持笑容，
可以多與朋友進行交流，多看一
些開心的電視節目等，以免心情
抑鬱。而飲食上，配合吃些核
桃、魚類等含較多磷質食物，適
當飲用些菊花、玫瑰花、茉莉
花、蓮子茶等，都能有效地清肝
解鬱，緩解不良情緒。

養生湯水

秋燥傷人 喝粥祛涼又防燥

她說：“上世紀 70 年代，我拜師篆
學到的東西進行融會貫通，創作一些可堪
刻大師楊正生、許亦龍；80 年代，又得
傳世的作品。”
2015 年，61 歲的曹愛勤考取中國傳 張松茂和徐亞鳳伉儷大師的指點。1983
媒大學博士研究生，師從人物畫泰斗、中 年至 1998 年期間，我的作品主要是傳統
國傳媒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張道興。對 花鳥，1999 年至 2003 年期間，專攻釉下
秋冬已至，支氣管哮喘發病率很 的發病有兩個基本因素：一個是人體體
於這位已過花甲之年的學生，張道興形容 和釉上的結合，畫面大多是祝壽、小孩、
高，因此要做好預防工作。此時秋高氣 質的過敏，另一個是不止一次地接觸和
道“用生命在讀博，用生命在完成畢業設 松蘭竹菊等傳統題材，取吉祥之意；
爽，正是人們外出旅遊的大好時光。但 吸入外界的過敏原。
2003
年至 2004 年，創作過一些以侍女為
計”。北方冬天頗為寒冷，曹愛勤每次都
此節氣的養生重點是加強身體鍛
是，常有不少遊客在旅遊期間出現類似
主題的作品；現在作品主要是半刀泥雕
是第一個前往工作室。若碰到晚上降雪，
「感冒」的症狀，其實不一定是「感 煉，注意早晚不要受涼，對過敏性疾病
刻，主題緊貼傳統典故、國家發展主旋
早晨便能成為踏雪第一人。她說：“我覺
冒」，可能是「花粉熱」。「花粉熱」 積極預防。此時節要特別預防鼻腔疾
得，大家在同一起跑線上，我只要比別人 律，投射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對國家、時
病、哮喘病和支氣管病的
努力一點點，就能獲得很大成就。我經常 代的情感。無論是工藝技巧，還是個人情
發生。特別是因體質過敏
而引發上述疾病的患者，
創作到凌晨，有時候還要經常站在梯子上 感的注入，都比以前更大膽，更豐富。”
在飲食調節上更要慎重，
她稱，越投入學習，越發明白創作個
才能夠得着巨幅作品，體力消耗很大。但
平時要少吃或不吃魚蝦海
當你潛心進去之後，會發現這是一種享 體的渺小性，越發對藝術深懷敬畏之心。
腥、生冷炙燴醃菜和辛辣
“我對中國繪畫的技巧有強烈自信，譬如
受。”
酸鹹甘肥的食物。最常見
老師張松茂筆下的牡丹花朵造型婀娜多
越學習越敬畏藝術
的有帶魚、螃蟹、蝦類，
姿，花瓣色彩極有層次；對西方繪畫裡的
韭菜花、黃花、胡椒等，
據了解，自 1971 年以來，曹愛勤先 空間佈局則報以欣賞心態。導師張道興經
這類人群宜以清淡、易消
後在景德鎮市工藝雕刻廠、東風瓷廠、風 常佈置主題創作，譬如，如何展現 100 個
化且富含維生素的食物為
小孩天真浪漫，如何解讀神州飛船上天
光瓷廠、浮南瓷土礦美研室工作。她表
■如體質過敏者
如體質過敏者，
，應少吃或不吃魚蝦
應少吃或不吃魚蝦。
。
主。
示：“最自豪的是，每一次，我都是靠自 ‘演繹’飛天神話，如何表現‘一帶一
己的創作實力實現工作調動。有一次轉編 路’沿線國家的交流合作。每完成一個創
制考試，我就是抱着不服輸心態，連續八 作，我都需要消耗大量精力和時間，但很
天八夜看書，硬是通過了！”
有成就感。”

《富春山居圖》瓷缸創世界之最

■白露節氣
白露節氣，
，天氣溫差大
天氣溫差大。
。

好友亞李喜歡烹煮西餐美食，擅
長煎牛排，多次邀請我去他家吃牛
排，我因入道教後戒吃牛肉，都推卻
了。這天亞李說請我吃三文魚刺身，
硬拉我到他家吃晚飯。
我到亞李家後，看到他準備晚飯
的食材很豐富，預備了整條三文魚，
魚肉準備做刺身、炸頭腩，其他下酒
的小菜也有好幾種，惟獨沒有湯（亞
李喜歡飲葡萄酒，很少喝湯）。我看
到他買了的涼菜材料，如海帶和豆
腐，叫他煮海帶豆腐湯給我喝。
日本人喜歡用海帶與豆腐煮湯，
認為這是「長生不老的妙藥」。科學
研究證實，日本某些高齡老人眼不
花、背不駝、頭腦清晰，其原因之一
是他們常以豆腐與海帶等海藻類食物
曹 愛 勤
一起吃的結果。
海帶的營養價值十分高，海帶含
碘和碘化物，有防缺碘性甲狀腺腫的
作用。海帶氨酸及鉀鹽、鈣元素可降
曹愛勤所作半刀泥雕刻瓷
低人體對膽固醇的吸收，降低血壓。
缸《富春山居圖》近日創下大世
海帶含有大量的不飽和脂肪酸和食物
界健力士紀錄，成為世界最大的
纖維，能清除附在血管壁上的膽固
半刀泥雕刻瓷缸。該缸外口徑
醇，調順腸胃，促進膽固醇的排泄。
1.62 米、底徑 0.98 米、高 0.9
海帶熱水提取物對於體外的人體
米，以《富春山居圖》通景裝
KB 癌細胞有明顯的細胞毒作用，對
飾，重500公斤。作品從設計到
S180 腫瘤有明顯的抑制作用，而且海
製作完成，歷時3年。瓷器工藝
帶還富含抗癌明星硒，具有防癌的作
的一絕“半刀泥”，在不到一毫
用。海帶能提高機體的體液免疫，促
進機體的細胞免疫。
米厚的瓷坯上雕刻出有立體效果
海帶中含有
60%的岩藻多糖，是
的圖案，多一分力則坯破，少一
極好的食物纖維，糖尿病患者食用
分力則無立體效果，力用到半分
後，能延緩胃排空和食物通過小腸的
方能成。方寸之間，山水在曹愛
時間，如此，即使在胰島素分泌量減
勤的雙手演繹之下呈現出鮮明的
少的情況下，血糖含量也不會上升，
立體感，麻色代替墨色演繹了另
而達到治療糖尿病的目的。
一種中國風，極富神韻。
海帶上常附一層像白霜一樣的
她說：“《富春山居
白粉：「甘露醇」，它是一種貴重的
圖》，輾轉
300 餘年，分割兩
藥用物質。現代科學研究證明，甘露
岸 60 多年，直到近年才合二
醇具有降低血壓、利尿和消腫的作
為一展出。我將其雕刻於缸
用，特別是消除小腿腫脹的功效顯
面，兩卷之間用詩句銜接，以
著。
表達希望兩岸和平統一的心
海帶中含有大量的多不飽和脂肪
酸 EPA，能使血液的黏度降低，減少
情。我要將這個作品捐獻給人
血管硬化。因此，常吃海帶能夠預防
民大會堂，相關手續在辦理之
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中。”
海帶中大量的碘可以刺激垂體，
使女性體內雌激素水平降低，恢復卵
巢的正常機能，糾正內分泌失調，消
除乳腺增生的隱患。
海帶中的碘極為豐富，它是體內
合成甲狀腺素的主要原料，而頭髮的
光澤就是由於體內甲狀腺素發揮作用
而形成的。
海帶含有豐富的鈣，可防治人體
缺鈣。海帶含有大量的膳食纖維，可
以增加肥胖者的飽腹感，而且海帶脂
肪含量非常低，熱量小，是肥胖者減
肥的食物。

推薦一個食療方：

■秋燥環境宜多保持笑容
秋燥環境宜多保持笑容，
，
可與朋友多交流。
可與朋友多交流
。

蓮子百合煲
材料︰蓮子、百合各30克，瘦肉200克。
做法︰蓮子、百合清水浸泡 30 分鐘，瘦肉洗淨，置於涼水
鍋中燒開（用水焯一下）撈出。鍋內重新放入清
水，將蓮子、百合、精瘦肉一同入鍋，加水煲熟
（可適當放些鹽調
味）。
功效︰清潤肺燥，止咳消
炎，適用於慢性支氣
管炎等肺脾虛弱的人
群。

海帶 15 克，黑木耳 15 克，瘦豬肉
60 克（切成細絲），先將海帶及木耳
用水洗淨發透，切成細絲，與肉絲一
起煮沸，加鹽、味精，再用水澱粉勾
芡，即可食用。
此方適用於消化道腫瘤患者和高
血脂症，還可防治高血壓、冠心病、
甲狀腺腫大。本方海帶攻堅消積，黑
木耳活血化瘀，瘦豬肉滋陰補虛，對
腫瘤病人是理想的藥膳。

■海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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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節目介紹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節目介紹：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欄目，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
嘉賓講述，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
事，展現城市魅力。本期主題：英雄傳奇 中國 忠縣——法國
奧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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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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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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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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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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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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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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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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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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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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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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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景德鎮陶瓷紅木家具廠家直銷展銷會
在敦煌廣場展出，
在敦煌廣場展出
，大優惠 80
80%
% OFF！
OFF！
（本報記者黃梅子）日前，中
國景德鎮陶瓷紅木家具廠家直銷展
銷會在敦煌廣場二樓生活良品隔壁
展出，優惠大酬賓，80% OFF！這個
展銷是由景德鎮派往海外巡展的，
在瓷都景德鎮有上千家窯廠、瓷廠
，清代官窯就定在景德鎮，景德鎮
被譽為千年瓷都。這裏研制出來的
高檔瓷器不是中央國家機關專用就
是外事國禮清單特定，歷來都被視
為“國瓷”。 此次展銷有數十件景
德鎮陶瓷研究所的大師作品，工藝
高超，做工精細，厚重莊嚴，大氣
磅礴，讓人眼界大開。大師作品，
可作為傳世珍品收藏，不可錯過。
此次精品還有不少氣勢恢弘的

紅木家俬，難得的是老撾大紅酸枝
木、越南黃花梨、雞翅木等家具套
組、大型博古架、茶臺、大型沙發
組、餐桌組、大型寫字臺等。還有
各種玉石茶盤、小型果盤、平安扣
、鎮紙、手把件、翡翠手鐲、白玉
手鐲等，應有盡有。本次精品展特
別值得推薦的是大型玉雕，有白玉
雕、獨山玉雕、和田玉雕，件件都
是精品，品味不亞於國內官家收藏
。此次展出還帶來兩件崖柏根雕，
由於崖柏存世量極少，且形態天然
奇妙、肌理自然美麗，油性硬度均
為上上之選，為根雕的第一材料，
故崖柏根雕作為根雕之皇冠，在收
藏界享有盛名。

另外，本次展出有好幾套瓷桌
椅，有八人套組、六人套和四人套
，根據您家院子的大小選上一套，
安放在您家庭院中，馬上就能感覺
到一股濃濃的中國古典風。而且瓷
桌椅耐風吹日曬，只要用水一沖洗
，光亮如新。每次景德鎮瓷器展一
來，瓷桌椅很快就搶購一空，這一
次展出帶來好幾套，先到先得，請
勿失良機。
中國景德鎮陶瓷紅木家具廠家
直銷展銷會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D235,
Houston , TX 77036（敦煌廣場大中
華超市對面，東面 2 樓）
電話：(346) 310-3558

招財貔貅

崖柏根雕
紅木家具多寶閣

紫砂米桶

青海玉雕

瓷鼓凳

名家作品—
名家作品
——冬瓜瓶

休城社區

以歌舞綜藝聯歡歡度國慶
國慶綜藝聯歡及老歌金曲聯歡舞會受矚目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今年的雙十國慶系列活動，除
一般的升旗典禮、慶祝茶會，花藝展、西畫展、海報展及
各種投資講座、精英論壇外，最令人矚目的莫過於上周六
中午舉行的 「國慶綜藝聯歡」及下午五時至八時的 「國慶
老歌金曲演唱聯歡舞會」，鼓勵休市長輩們以歌、舞會友
，有機會展市他們在僑教中心各歌唱及舞蹈班的學習成果
。
在上周六上午十一時半舉行的 「國慶綜藝聯歡」聯合了音
符文藝社、友誼曲藝社、老人服務協會卡拉 Ok 班、知音
小聚、中華保健中心卡拉 OK 班、休士頓歡樂歌唱班、休
士頓客家會歌謠班及同心舞蹈社共同舉辦。由名主持人馬
健、陳意欣為大家介紹精彩多元的節目： 客家歌謠組曲、
中英文歌曲、民謠，葫蘆絲及笛子演奏，倫巴，吉魯巴，
恰恰，探戈等各式舞蹈，令人目不暇給。當還有豐富的抽
獎節目，令與會者皆大歡喜，滿載而歸！

當天晚間五時至八時，在僑教中心大禮堂更有中外佳
賓雲集，舉行 「國慶老歌金曲演唱聯歡舞會」。老中青歡
聚一堂，聆聽大家懷念的老歌，也隨著歌聲翩翩起舞。主
辦人休士頓歡樂歌唱班會長王妍霞為每一位出席者準備了
精美的點心，以及非常豐盛的抽獎禮品。第一特獎是鑽戒
一枚。當晚，陳家彥處長與夫人親臨現場，並表演獨唱
「難忘的初戀情人」。其他還有 「德州地區高齢選美皇后
」洪家鶴女士獨唱 「採檳榔」， 「永遠的微笑」其夫婿鐵
大鵬獨唱 「等待」、 「恰是你的溫柔」，及休市著名唱將
陳德新演唱 「春夏秋冬」、 「一縷相思情」並在開場時表
演旗舞 「旗開得勝」！最後，全場在顧寶鼎獨唱 「其實你
不懂我的心」及王姸霞獨唱 「風醉雨也醉」、 「感恩的心
」及全體大合唱 「明天會更好」，最後，全場在大抽獎的
歡樂聲中圓滿結束！

同心舞蹈班等十人表演倫巴舞蹈 「夜來香
夜來香。（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亞裔房地產協會在Hess Club召開10月午餐研討會
4 名房地產專家解答今年休斯頓商業房地產市場趨勢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美國亞裔房
地產協會 (AREAA) 於 2018 年 10 月 9
日從上午 11 點半到下午 1:00 在位於
5430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56 的 Hess Club 召 開 主 題 為
“2018 年休斯頓商業房地產市場趨勢
論壇” 的午餐研討會。研討會由前任
會長 Dawn 林 (林富桂女士) 和現任會
長 Eugene 王邀請及共同主持本次研討
會活動。 林富桂女士介紹 AREAA 會
員資格，並鼓勵人們參加 AREAA 會
員，以獲得更多的利益，更好地為客
戶和社區服務。會議議程包括：上午
11：30 分 - 研討會登記/自助午餐和
聯 誼 。 中 午 12:00 - 由 林 富 桂 女 士/
AREAA 休斯頓分會會長 Eugene 王致
歡迎辭。中午 12:30 - 由 Eugene 王主
持 2018 年休斯頓商業房地產市場趨勢
論壇的小組討論會提問和問題解答的
議 程 。 問 題 解 答 由 Samuel Yee, Sam
Chang, Nikhi Shah 和 Esau Liu 輪流回
答問題。中午 12:45 - 由林富桂和現
任會長 Eugene 王主持抽獎活動。
Samuel Yee/CBRE 是債務和財務
結構團隊的副總裁，在為人壽保險公
司，Freddie Mac，Fannie Mae 和華爾

街管道提供商業
房地產債務的服
務，承銷和融資
方面擁有豐富的
經驗。 他的工作
重點是休斯頓和
美國各地的小額
公寓貸款 。 2015
年，他推出了
CBRE / Freddie
Mac 小 額 貸 款 計
圖為亞裔房地產十月份午餐研討會現場。
圖為亞裔房地產十月份午餐研討會現場
。
劃，並擔任負責
所有東海岸業務
Group 的聯合資助者和管理合夥人。
的總承銷商，並為小型多戶貸款提供 他在房地產和能源基礎設施資產類別
超過 20 億美元的資金，並成為該計劃 的開發，收購，主要股權投資和籌資
的最大貸方。
Sam Chang/Henry 方面擁有 20 多年的經驗。他成立了美
Miller Brokerage Sam 曾在資本市場集 國最大的太陽能運營商之一，在奧斯
團的 CBRE 擔任商業房地產，負責資 汀投資 1.5 億美元太陽能商業項目。
產管理，投資額超過 60 億美元。 他 他還與通用電氣資本公司合作制定投
擁有豐富的商業房地產背景，包括經 資策略，來源和結構新投資，消費超
紀服務，物業管理，開發，並擁有統 過 10 億美元的房地產和能源部門。
計建模，承銷和債務融資的全面背景 在與 GE 合作之前，他曾在安然公司
。 他解決了各種問題並且是團隊領導 工作。他擁有萊斯大學的 MBA 學位
者。 他擁有金融業務管理學位。 他 。 Esau Li 出生於台灣，1983 年作為
精通亞洲語言，擅長普通話和廣東話 UT Dallas 的大學生來到美國，獲得金
。
Nikhi Shah 是 SGRE Capital 融學士學位和研究生學位。 1985 年開

「德州高齡選美皇后
德州高齡選美皇后」」 洪家鶴女士
洪家鶴女士（
（右）親臨現場
親臨現場，
，與夫婿鐵大鵬
與夫婿鐵大鵬（
（左
）各自表演拿手獨唱
各自表演拿手獨唱，
，頗受矚目
頗受矚目。（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始在達拉斯的美國銀行工作，作為
信用分析。 2012 年畢業於華盛頓大
學 PCBS 研究院。 在銀行業，負責
貸款評估，C＆I 中間市場，社區商
業銀行，跨國公司銀行，國際銀行
和商業房地產貸款。 我是 2010 年
大達拉斯亞裔美國商會的主席，自
2011 年 4 月以來一直在德克薩斯州華
美銀行服務，現在是 TX 商業貸款的
高級副總裁兼董事。
小組討論會提問和問題解答的核
心理念描述和報告美國購房的現狀及
趨勢， 摘要如下：在十年的大部分時
間裡，德克薩斯州的房地產市場相對
平靜，休斯頓房地產市場成為該國最
穩定的地區之一。休斯頓房地產繼續
以略高於全國稅率的速度升值。外國
投資者承認休斯頓是可預見的未來投
資的最佳場所之一。2018 年的升值幅
度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6.1％ - 但休斯

頓房地產市場長期繼續看到更高的升
值增長，三年升值幅度上升至 27.1％
。 春季銷售季節和夏季銷售季節的銷
售仍然強勁。 商業地產不如居民房地
產，租房下降，空置率上升。 較高的
租金價格是商業倉庫及其租賃減少的
關鍵因素。 業務的不確定性可能是另
一個因素。 一年前在休斯頓房地產市
場購買的房屋平均價格上漲了 11,062
美元。 同期全國平均水平為 15,781 美
元。休斯頓房地產市場也能夠引領經
濟復甦。在強勁的經濟和令人鼓舞的
就業增長的支持下，住房部門已經在
2016 年實現繁榮。因此，休斯頓房地
產投資預計會有很大的增長。由於負
擔能力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且需求沒有
放緩的跡象，目前中位數房價：$
208,000 , 1 年期升值率：3.8％, 3 年期
升值率：27.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