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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名店商家名店

三年延長質保 客服微信

Massage RemedyMassage Remedy
恢復活力與放鬆恢復活力與放鬆﹐﹐提升生活品質提升生活品質

專業進行筋絡和肌肉放鬆專業進行筋絡和肌肉放鬆﹑﹑推拿與按摩推拿與按摩﹐﹐為您舒解為您舒解

長期累積的壓力及疼痛長期累積的壓力及疼痛

開幕體驗大優惠開幕體驗大優惠 4040% off (% off (至至 20182018 年年 1212 月月 3131 日止日止))

電話電話﹕﹕346346--874874--74997499﹑﹑346346--874874--75067506

地址地址﹕﹕41314131 HighwayHighway 66, Sugar Land, TX, Sugar Land, TX 77478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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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副恐龍骨架將拍賣兩副恐龍骨架將拍賣 專家組裝骨骼精密如拼圖專家組裝骨骼精密如拼圖

烏克蘭基輔大雪紛飛烏克蘭基輔大雪紛飛
市民穿動物套裝悠然賞雪景市民穿動物套裝悠然賞雪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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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美國紐約，，由世界著名建築師丹尼爾由世界著名建築師丹尼爾··李博斯金李博斯金 (Daniel Libes(Daniel Libes--
kind)kind) 為裝飾洛克菲勒中心為裝飾洛克菲勒中心 (Rockefeller Center)(Rockefeller Center) 聖誕樹全新設計的施聖誕樹全新設計的施
華洛世奇星星華洛世奇星星 (Swarovski Star)(Swarovski Star) 已在紐約市展出已在紐約市展出。。在活動上在活動上，，這顆施這顆施
華洛世奇星星被升到洛克菲勒中心聖誕樹的頂端華洛世奇星星被升到洛克菲勒中心聖誕樹的頂端，，它將在它將在1111月月2828日的日的
官方聖誕樹亮燈儀式上官方聖誕樹亮燈儀式上，，第壹次被點亮第壹次被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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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油價暴跌，歐佩克會減產嗎？

美國原油期貨下跌7.1%，連續12個

交易日下跌，創下三年多來最大單日跌

幅。全球原油價格基準布倫特原油期貨

也重挫6.6%，陷入熊市，報每桶65.47美

元，為7月以來最大單日跌幅。

在油市動蕩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

繼續施壓。特朗普周壹在推特上稱：

“希望沙特和石油輸出國組織不要減

產，基於供應面，油價跌幅應比現在大

得多！”

然而，在油價持續暴跌之後，石

油輸出過組織（OPEC）正在考慮新壹

輪減產。

據路透社報道，OPEC 周二警告

稱，隨著全球經濟減速以及非OPEC產

油國供應增速超過預期，2019年油市可

能出現供應過剩。這可能導致OPEC在

下月的會議上決定減產。

這為國際油市走勢增添了許多不確

定性。

油價為何暴跌？
油價的走勢，歸根結底還是取決於

供需關系。

今年 6月，美國曾高調宣布要將

“伊朗原油出口降至零”。不過，特朗

普政府最後決定對中國、韓國、印度、

日本等8個國家和地區給予暫時豁免。

俄羅斯能源部長諾瓦克12日表示，

在8個進口方可以購買伊朗石油的情況

下，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在短期內不會導

致全球石油市場供應不足。

“美國人壹直說要把伊朗石油銷售

降至零，但我得說，目前我們出售石油

的規模壹直能達到我們的要求，”塔斯

尼姆通訊社援引伊朗副總統Eshaq Jahan-

giri的話稱。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

林伯強告訴中新社國是直通車記者，美

國對伊朗的制裁不及預期，全球經濟不

景氣、大宗商品下跌以及貿易糾紛等因

素都不利於油市。

值得註意的是，在全球經濟增長疲

軟的背景下，石油需求正在放緩，市場

人士開始擔憂供過於求。

OPEC在月報中表示，在6月增產協

議後，10月石油產量進壹步增加12.7萬

桶/日達到3290萬桶/日。其中，增幅最

大的是阿聯酋及沙特。

美銀美林在研究報告中稱，美國石

油產量居高不下，再加上沙特和俄羅斯

產量增加，這開始影響油市供需平衡。

OPEC在報告中指出，2019年全球

對OPEC的石油需求將為3154萬桶/日，

較上月減少25萬桶。OPEC指出：“盡

管油市現在實現了平衡，但對2019年非

OPEC供應增長的預期表明，供應增速

超過需求增速，將導致市場供應過剩加

劇。”

英國《金融時報》指出，在OPEC

研究部門再次下調其對2019年石油需求

增長的預測後，油價進壹步下跌。下調

需求預測是又壹個跡象，表明沙特阿拉

伯及其在這個卡特爾內外的夥伴可能被

迫減少供應，使市場達到平衡。

今後走勢如何？
OPEC將在 12月 6日召開會議確定

2019年產量政策。

據路透社報道，沙特能源、工業和

礦產資源大臣法力赫周壹稱，OPEC及

其同盟壹致認為，明年有必要在10月產

量的基礎上將原油供應削減約100萬桶/

日，以平衡市場。

幾個小時後，特朗普推特喊話沙特

和OPEC，呼籲不要減產。今年以來，

特朗普多次指責OPEC推高油價，這次

喊話也為油市註入了不確定性。

林伯強告訴國是直通車記者，美國

並不是油價下跌的最大受益者，因為美

國既是石油進口國也是石油出口國，但

油價下跌對特朗普個人來說很重要，

“油價上漲會導致通貨膨脹，通貨膨脹

將使美聯儲加息，美聯儲加息會使股市

下跌”。

雖然OPEC目前正考慮減產，但林

伯強表示，歐佩克減產不太容易，因為

沙特正在討好美國，而美國正指望沙特

增產抵消對伊朗實施制裁的影響。

“沙特怕美國制裁，這對油價的

預期是非常重要的。沙特正在全力以

赴增產，俄羅斯看沙特增產也在增產，

所以現在供給很大，需求變小。”林伯

強說。

這是否意味著油價將進壹步下跌？
林伯強告訴國是直通車記者，油價

繼續下跌不太容易，雖然原油期貨暴

跌，但“現實沒那麽嚴重，期貨會放

大現實的嚴峻性。”

據路透社報道，俄羅斯能源部長諾

瓦克稱，當產油國作出任何決定時，應

將長期油價納入考慮，目前沒有充份理

由采取緊急行動抑制油價下跌。

不過，油價迅速下跌，加劇了人們

對經濟疲軟的擔憂。

“這絕對是全球經濟增長疲軟的

壹 個 跡 象 ， ” Tanglewood Total

Wealth Management 高 級 投 資 官 Curtis

Holden 表示，“人們壹直在降低自己

的預期。”

中國力量為亞太經濟“洋流”加速
綜合報導 九萬裏風鵬正舉，三十載崢嶸與

共。習近平總書記即將出席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舉

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

議。肇始於1989年，亞太經合組織即將進入而立

之年。今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四十不惑的

改革開放，與快三十而立的APEC，必將碰撞出美

麗的時代火花，講述壹段動人的發展故事。

新國度，老朋友。這是巴新第壹次承辦

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巴新是壹個年輕的國

家，1975 年才宣布獨立，壹直堅持壹個中國原

則，是中國的老朋友。建交四十二載，國際風雲

變幻，兩國友誼愈發給力。中國與巴新的交往是

APEC的宗旨和精神的有力註腳。對待巴新這位

老朋友，中國秉持自己的友好外交原則，有真

心，有態度，有行動。機場、橋梁、供水工程、

國家公路網、中國—巴新農業產業園等壹大批

重要基礎設施和民生工程落地生根，為“著名

的天堂鳥之國”插上了經濟騰飛的翅膀。誌

合者，不以山海為遠。不僅僅是巴新，也不僅僅

是APEC成員國，中國願敞開大門與世界各國分

享發展機遇。

新時代，新機遇。亞太發展離不開中國，中

國發展也離不開亞太。在自由貿易風險挑戰加劇

的背景下，中國的積極參與，必然為APEC發展

註入更多活力。壹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

新時代，中國經濟增長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

力。中國多次表示，“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會

停步，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另壹

方面，近年來，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擡頭，反全球

化浪潮不斷高漲，單邊主義逆流洶湧。危機是危

險和機遇的結合，從推動共建“壹帶壹路”到主

動舉辦進口博覽會，中國已經從經濟全球化的追

隨者變成引領者。中國將以APEC為契機，為世

界經濟提供更多需求，創造更多市場機遇、投資

機遇、增長機遇。

新領域，新動能。緊跟潮流才能開拓新領域，

解決問題才能挖掘新動能。“把握包容性機遇，擁

抱數字化未來”能夠成為本次會議的主題，正在於

數字經濟是時代潮流，其重要性無人可以質疑，近

年來，APEC成員紛紛將數字經濟置於優先發展位

置，以期搭上數字經濟這趟快車；正在於發展包容

性不足是壹個普遍性問題，備受關註。中國高度重

視APEC合作，認識到處理好數字經濟發展和包容

性二者關系具有重要意義，讓各方共享數字經濟紅

利，彌合數字鴻溝，應當成為亞太各方共同努力的

目標。中國將面向未來，繼續為亞太經濟發展提供

強勁動力，為增強亞太地區經濟發展包容性作出貢

獻。

“九萬裏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

去！”願APEC會議，如同莫爾茲比港畔，太平洋

上的習習暖風，吹去“貿易寒冬”的憂懼，融化

孤立封閉的“堅冰”，催動創新包容的開放型世

界經濟， “迎來春色換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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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做為美國第四大城市，休斯頓近年
來的發展迅速，不僅在美國大城市可宜居城市排名
中位居前列，同時在舉辦會議和大型比賽的評比中
也躍居全美大城市第8名。

一家網上個人金融公司SmartAsset主持的這項評
比，包括多元評比指標，其中有城市的酒店設施，
平均客房的價格，就餐和娛樂項目的集中程度，以
及距離市中心和機場的距離。

休斯頓目前擁有超過 550 家酒店，但市場主要
由中型規模的酒店組成，其他城市，如紐約和奧蘭

多有更多的大型酒店，可以更方便的舉辦大規模的
活動和會議。

休斯頓的酒店價格相對親民，可以吸引和舉辦
不同規模的會議活動，根據調查，休斯度酒店的平
均收費是每晚123美元，而紐約的價格是258美元，
奧蘭多每晚的收費是166美元。

德州多個城市在此次排名中都榜上有名，聖安
東尼奧排名第一位，同時奧斯丁為第四位，達拉斯
位居18位。

舉辦會議及活動 休斯頓整體排名全美第八位

（本報訊）本週感恩節來臨，對於即將駕車出
行的人來講，一個好消息是，汽油的價格本週再次
下降，上週六每加侖的油價為2.3美元，比一個月之
前下降了0.28美元，根據一家研究和關注全美國油
價的機構GasBuddy的調查，而休斯頓比去年同期則
下降了0.1美元。

全美城市中的平均每加侖的油價為2.62美元，
一周降低了0.06美元，一月降低了0.24美元，但全
美的油價則比去年同期上漲了0.08美元。

原油價格也從之前的高點每桶價格76美元大幅
降低25%，截止上週三的低位每桶56美元。

感恩節來臨 汽油價格下降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上週五報告稱，美國家庭負債額在第三季
度繼續攀升，幾乎所有借貸種類的餘額均有所上升。

今年第三季度，家庭負債總額連續第 17 個季度增加，至
13.51萬億美元，較2013年第二季度增長逾20%。

抵押貸款總額在第三季度為9.14萬億美元，較第二季度有所
增加，但仍低於2008年第三季度觸及的峯值9.29萬億美元。

這份報告的總計家庭債務餘額數據與美國商務部此前公佈的

個人可支配收入數據進行對比後，結
果是表明家庭債務與個人可支配收入
之間的比值略微有所上升，從第二季
度末時的86%上升到了86.54%，但這一
比值仍遠遠低於2018年第一季度時的116.3%，當時美國經濟剛
剛進入了衰退週期。

這就意味著美國家庭負債情況仍舊遠好於經濟衰退時期，而

這對於消費者支出前景來說應該是個好兆頭，尤其在美國失業率
處於極低水平、而工資增長則正開始加速的形勢下就更是如此。

美國家庭負債第三季度繼續攀升 低於衰退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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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大街最早可以追溯到唐
朝。在街口開鞋舖的詹先

生說，這條街近百年也是漢陽
重要的老商業街。易小陽家就
在西大街，並在這條街生活了
30、40年。 2011年，西大街南
邊先是聳起了一面10餘米的圍
牆，遮住了幾家店舖。當時，
易小陽就產生在牆上作畫的念
想，“有強烈的創作慾望，想
把生活在這裡幾十年、兩三代
人畫到牆上。”

一人添一筆 7年聚人氣
易小陽介紹，這個想法足足

構思半年之久，最終成為了名
叫“老西大街”的一面10餘米
長的牆畫——畫有正在炸麵窩
的老婦，推着三輪車賣荸薺的
商販，剛放學打着傘回家的小
學生等充滿生活氣息的人物。
“這些都是我看到的，或者是
我正在畫的時候走過的，給了

我靈感。”
2012年底，這面牆向左右

兩邊延伸了接近百米。易小陽

堅持作畫，他說，一方面想把
老街的記憶用畫牆畫的方式記
錄下來，一方面他還有街坊鄰
居的支持和參與。
有一次，易小陽正畫到一位

母親背着一位小女孩時，走過一
個下幼稚園的小女孩對易小陽說
她也想來畫；易小陽欣然同意，
把畫筆交給小女孩。易小陽說：
“她媽媽要她走都不想走，小孩
也有她自己的想法，很有童趣，
蠻有味道。我覺得讓街里街坊都
參與到牆畫中，更加生動、更有
樂趣。”不少人街坊鄰里看到易
小陽作畫後，也加入了作畫的
隊伍。“書法寫得好的，在這
裡寫了一首詩，還畫了翠竹，
我也不知道是誰，還有點功底
啊。”易小陽說。

去年10月，易小陽從中專
美術老師的位置退休後，由於
“西大街”走紅，他被邀到江
漢大學當客座講師。此後，他
不時把學生帶去這面牆。“這
是個藝術牆，學生來畫就有變
化些了，不然老是一個人畫，
風格就單一了。”易小陽說。

““我把兒時的記憶都畫在這面我把兒時的記憶都畫在這面

牆上了牆上了。”。”6161歲的易小陽曾是武漢歲的易小陽曾是武漢

漢陽一所中專的美術老師漢陽一所中專的美術老師。。湖北美湖北美

學雕塑系首批畢業生之一的他學雕塑系首批畢業生之一的他，，因因

為近年在牆上作畫為近年在牆上作畫，，被譽為被譽為““民間民間

畫家畫家”。”。

20112011年左右年左右，，武漢漢陽區鍾家武漢漢陽區鍾家

村西大街南邊的商舖和樓房全部拆村西大街南邊的商舖和樓房全部拆

除除，，臨時圍起一面百餘米的圍牆臨時圍起一面百餘米的圍牆。。

此後此後77年年，，易小陽將拆掉的商舖易小陽將拆掉的商舖、、街街

坊鄰居坊鄰居、、街景在圍牆上畫成了一幅街景在圍牆上畫成了一幅

西大街版的西大街版的““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

如今如今，，這面行將拆除的圍牆這面行將拆除的圍牆，，

吸引着市民們紛紛前來吸引着市民們紛紛前來““打卡打卡”。”。

■■ 澎湃新聞澎湃新聞

美術教師美術教師百米臨建圍牆
百米臨建圍牆繪繪武漢市井武漢市井

老街記憶觸動市民
老街記憶觸動市民 臨拆除成臨拆除成““打卡打卡””熱點熱點

■■ 一名女性側立一名女性側立
於易小陽的壁畫於易小陽的壁畫
前前，，為素描者當為素描者當
模特模特。。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易小陽的壁畫以富有生活易小陽的壁畫以富有生活
氣息的人物為主氣息的人物為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易小陽介紹，圍牆上畫着推着賣自己煨湯的大
叔是在這住了幾十年的老鄰居。“他以前是在這條
街騎麻木（即三輪摩托車，當地方言，編者註）
的，後來賣點小東西，賣氣球，又賣自己煨的湯，
那個時候賣1塊錢（人民幣）一碗，賺了錢還和鄰
居一起出去旅遊。”易小陽指着畫回憶着。
“這個賣豆腐腦的老爹爹也是，他賣的豆腐腦

跟別個不一樣，他還加點其他料，是可以當早點
的。”易小陽對畫作中的人、場景印象深刻。

63歲的王先生說：“我在這裡住了一輩子。”
他一家三代人都住在西大街，與易小陽也是好鄰
居、好朋友。王先生說，易小陽在這條街家喻戶
曉，也教了不少鄰里畫畫。

鄰居：易小陽是“活地圖”
“他畫畫得好，也教了不少街坊畫畫。”王先

生說，易小陽在這條街家喻戶曉，他是漢陽的“活
地圖”，以前這裡高低錯落，哪家賣什麼在門口豎
一個象形圖標，這樣一看就很清楚、也很舒服。

詹先生也介紹，直到現在，還有搬出西大街的
老居民專程坐公交到西大街買東西，買完再回去。
“大家都習慣了，也很懷念這種方式，這條街要拆
我們覺得十分惋惜，也非常不捨。”

眼下牆就要拆了，易小陽不捨之餘表示理解。
他說，不能因為一面牆影響城市的建設。市民詹先
生說：“這條街要拆我們覺得十分惋惜，也非常不
捨。”
西大街社區相關負責人表示，社區現在有個初

步構想，把這幅畫複製到社區適合的位置，讓它成
為社區的特色。

■■ 易小陽介紹着這面牆以易小陽介紹着這面牆以
及自己的壁畫及自己的壁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一位街頭一位街頭
小販的形象被小販的形象被
畫上了牆畫上了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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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日本醫學
美容護膚品牌Dr.Ci:
Labo在香港全線門店
提供全新美肌方程式服
務，以及推出兩大凍齡
產品，藝人姚子羚及網
絡紅人杜小喬出席活
動，她們齊齊分享喚醒
美麗肌膚潛能的六大元
素，即是保濕、緊緻、
防禦、再生、亮白及淨
透，並率先體驗品牌嶄
新凍齡方案，探索自己
專屬的美肌方程式。
姚 子 羚 分 享 表

示，她上月前往非洲旅
行，其後又前往瑞士拍
攝，頻頻乘搭長途機，更長期於戶外暴曬，皮
膚變得乾燥暗啞，令她甚為困擾。幸好，早前
曾到品牌門市進行美肌方程式美容諮詢，美容
顧問以美肌方程式測試儀及精準的應用程式進
行皮膚測試，並根據她的日常護膚情況及生活
模式，挑選合適的護膚方案。
在過去數星期，她每天使用3D黃金雙效

緊緻修護精華，產品的雙效修護精華配方，能
有效為皮膚注入水分，令她的肌膚瞬間回復水
潤、光澤、緊緻和有彈性。所以，近日出席活
動及拍攝工作時，化妝師都指她的皮膚比之前
更水潤，妝容亦分外貼服。
至於杜小喬則分享表示，今年是她人生的

一個重大里程碑，從YouTube微電影、電視
劇，至跳上大銀幕拍電影。她相信未來工作上
將會遇到更多新機會，工作雖然忙碌，但仍然
要時刻保持最良好的狀態，以迎接一系列的挑
戰。今次品牌美容顧問得知她沒有太多時間作
護膚程序，特別建議她使用他們的王牌產品
“小金瓶”黃金緊緻極效滋養啫喱EX，不單
能鎖住水分，更能提升肌膚，回復緊緻。於
是，在過去幾星期，她不但每天使用，尤其在
天氣開始轉涼而且比較乾燥，她每晚睡前更厚
厚地塗上一層，當作面膜使用，不但即時感到
皮膚充滿水分，更有效擊退細紋，讓她的肌膚
更明亮緊緻。而且，她還分享一個小貼士，就
是在上妝前塗上，再用指腹輕輕按摩，讓黃金
膠原蛋白EX深入滲透各層肌膚，令肌膚一整
天都感到水潤飽滿。

星之保養星之保養

姚子羚與杜小喬
喚醒美麗肌膚潛能

文、圖︰雨文

■姚子羚分享她皮
膚曾乾燥暗啞，令
她甚為困擾的經
歷。

製法︰
1. 沙甸魚洗淨，放在砧板上，均勻地將鹽
灑在魚身上；

2. 靜置醃漬20分鐘至沙甸魚魚身上的鹽
轉呈水珠狀；

3. 用水沖洗乾淨沙甸魚的鹽分，吸乾水分備用；
4. 取一張烘焙紙鋪在易潔鑊上；
5. 將沙甸魚放在烘焙紙上，日本清酒倒入烘焙紙下，蓋上鑊蓋；
6. 大火加熱至鑊中充滿蒸氣，轉中火，燒約7分鐘至魚熟透即成。

沙甸魚味甘性平沙甸魚味甘性平
補五臟滋肝腎補五臟滋肝腎

沙甸魚，又叫青鱗、七星、鰯，屬於

鯡科魚類，又稱沙丁魚、薩丁魚，最初在

意大利薩丁尼亞捕獲而得名，古希臘文稱

其“sardonios”意即“來自薩丁尼亞

島”。 沙甸魚分佈於南北緯度6至20度

的等溫帶海洋區域中，雖然身形比較小，

但其營養價值不容小覷，更加是世界重要

的海洋經濟魚類。中醫更指，沙甸魚，味

甘性平，身體虛弱、氣血不足、營養不良

的人士可以多吃，因為沙甸魚有補五臟、

滋肝腎的養生功效。現時沙甸魚的做法很

多，香煎、紅燒、清蒸、魚湯，或者加工

成魚丸、魚卷、魚香腸等，都非常美味，

今期就為大家介紹四款沙甸魚的養生菜

式。 文、圖︰小松本太太

沙甸魚含有豐富的Omega-3s、
EPA和DHA，這些基本的脂

肪酸能夠降低血液黏稠度，使膽
固醇酯化，幫助身體裡的血液流
動暢通，防止潛在致命血凝團的
形成，還能提高腦細胞活性，從
而達到預防心血管疾病，保持一

個健康的心臟，起到保護心臟的
作用，以至能夠促進健康。

沙甸魚亦含有能防止心血管病
的廿碳五烯酸，還有核酸、牛磺酸
及硒等多種營養成分，簡單來說，
每周吃兩次沙甸魚是幫助你保持一
個健康心臟的重要方法。

另外，沙甸魚所含的牛磺
酸，是大腦所必需的蛋白質，沙
甸魚還有磷脂，懷孕的婦女吃適
量的沙甸魚，有利於寶寶大腦及
骨骼的發育。但是，值得注意的
是，骨質增生的人，最好不要吃
沙甸魚。

製法︰
1. 沙甸魚，切去魚頭；
2. 用筷子插入魚肚，捲轉去掉魚內臟；
3. 去掉魚內臟後，將魚的內外沖洗乾淨，吸
乾水分備用；

4. 燒熱鍋，下油，加入茄膏爆炒；
5. 罐頭番茄加入鍋內，下糖、拌炒，注入水
分燒至沸騰成為煮汁；

6. 將沙甸魚放入煮汁內，蓋上鍋蓋，大火燒
至沸騰後，轉中小火煮20分鐘，下鹽調
味，即成。

製法︰
1. 沙甸魚取肉，沾上薄力小麥
粉備用；

2. 燒熱鑊、下油，將沾妥薄力
小麥粉沙甸魚肉煎至兩面金
黃，取出；

3. 橄欖油及意大利陳醋拌勻淋
在煎妥沙甸魚上；

4. 拌上椰菜絲沙律即成。

製法︰
1. 菠菜洗淨，去根，摘作5厘米段備用；
2. 沙甸魚取肉，保留魚頭、魚骨備用；
3. 用小茶匙將魚肉從魚皮挖出分開，保留魚皮備用；
4. 將魚肉剁至細碎；
5. 剁碎魚肉放入碗內，下鹽，沿一個方向攪拌成魚漿；
6. 水2杯注入小鍋內，燒至沸騰後調至小火，保持只是鍋
底冒泡的水溫；

7. 用小茶匙將魚漿勺成魚丸放入鍋內，全部魚丸放入鍋內
後，熄火，靜置；

8. 將魚頭、魚骨及魚皮放入另一個鍋內，大火加熱至焦
香，注入水2杯，滾煮3分鐘後熄火，用隔篩濾出魚
湯，魚頭、魚骨及魚皮棄掉；

9. 菠菜放入盛有魚丸的小鍋內，加入魚湯，加熱至沸騰即
成。

清酒燒沙甸魚清酒燒沙甸魚
材料︰
沙甸魚 2條
鹽 1/2茶匙
日本清酒 3湯匙

菠菜魚丸湯菠菜魚丸湯

材料︰
菠菜 120克
沙甸魚 2條
鹽 1/4茶匙
水 4杯

材料︰
沙甸魚 2條
薄力小麥粉 2湯匙
油 1湯匙
椰菜絲沙律 80克
橄欖油 1湯匙
意大利陳醋 1湯匙

沙甸魚南蠻漬沙甸魚南蠻漬

材料︰
沙甸魚 4條
罐頭番茄 1/2罐
油 1湯匙
茄膏 1湯匙
水 1杯
糖 1湯匙
鹽 1/4茶匙

番茄煮沙甸魚番茄煮沙甸魚

1

2

5

2 3

3

5

7

8

9

5

2

■■四款沙甸魚菜式四款沙甸魚菜式

■■煮沙甸魚菜式的不同食材煮沙甸魚菜式的不同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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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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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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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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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晉江——葡萄牙 波爾圖。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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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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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現代汽車十一月十七日在
位於加州噴泉谷的總部舉辦了一年
一度的感恩節火雞捐贈活動。現代

汽車與當地的非營利、宗
教，以及社區基金組織合
作，將三千隻火雞帶給有
需要的家庭。參與活動的
現代高層主管包含現代汽
車北美地區總裁/CEO Wil-
liam Lee 和北美現代汽車
COO Brian Smith。此外，
加州和當地政府人員以及
社區代表皆有出席。

獲贈火雞的家庭和團
體由位於當地的慈善組織
所挑選出來的。他們在活

動之前收到兌換卷，活動當天在現
代汽車的總部領取火雞。

北美現代汽車
總部位於加州噴泉谷的北美現

代汽車是韓國現代汽車集團的分公
司。現代全車系是由北美現代汽車
在美國市場八百三十五家現代經銷
商進行分銷。所有在美國銷售的全
新現代汽車都享有 「全美最佳保固
計畫」 ，包含可完全轉讓的新車有
限保固五年六萬哩、動力系統有限
保固十年十萬哩，以及五年的免費
路邊救援服務。

請 至 www.hyundaiusa.com 查
詢更多北美現代汽車訊息

北美現代汽車華人粉絲俱樂部
Facebook

（本報記者黃梅子）德州文藝
復興節是休斯頓最久負盛名的節日
，今年是第43屆。

2018年德州文藝復興節將於
9月29日和30日開幕，跨越兩個
月，每個週末開放，共8個週末
17天，於11月25日結束。每週都
有不同的主題。文藝復興節在美國
其它各州也有，不過德州文藝復興
節算是規模最大了，整個公園被改
建裝飾成一五三六年情景，今年的
主題是英國國王-亨利八世準備迎
娶新太太。在這個莊園內可以看到
許多打扮成貴族階級的人士和平民

百姓們大家聚在一起喝酒跳舞慶祝
。在文藝復興莊園裡走走停停，從
各個景觀之間的門一穿過去就到了
另一個國家，風格完全不一樣，連
人的口音都不一樣了。剛從德國村
莊喝完啤酒，再走幾步就是法國或
西班牙，讓人不由得產生出恍如隔
世的感覺。

文藝復興節有點像中國的廟會
，但時間更長、規模更大、更國際
化。 500多名特色藝術家在這裡
盡情施展他們的才華和絕藝，400
多家店鋪展示的是世界各國的特色
手工藝品，有黃金白銀寶石首飾、

也有陶瓷、皮飾、木雕等，生意最
好的是出售文藝復興時代服飾的商
店。好吃的就更多了，墨西哥、法
國、意大利的美食應有盡有，您可
以一天吃遍世界風味。在連續8週
的節日裏，時光倒流、歷史重現，
讓我們呼吸到了那個鼎盛時期的氣
味。

德克薩斯狂野的牛仔、意大利
風雅的文藝復興，兩個壓根就風馬
牛不相及的東西，就這麼完美地被
結合在了一起。德州文藝復興節年
年都辦，今年已經是第43屆了，
毫無疑問，德州文藝復興節已經成

了休斯頓的一個文化標誌。
中國城的王朝旅遊代理文藝復

興節的門票，本周末24、25日是
今年德州文藝復興節最後兩天閉幕
式，目前有少量特別便宜門票特價
供應，請去王朝旅遊購買，周日或
晚上也可打手機713-927-9688聯
系送票事宜。
王朝旅遊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 (713) 981-8868；
713-927-9688

20201188年德州文藝復興最後一周閉幕式年德州文藝復興最後一周閉幕式
王朝旅遊有特價票王朝旅遊有特價票！！

北美現代汽車捐贈三千隻火雞給加州橙縣的家庭和慈善組織
現代送火雞現代送火雞，，歡慶感恩節歡慶感恩節

【泉深編輯】大休斯頓地區梨城（City of
Pearland）華人協會將於2018年11月25日(感恩節
過後的周日下午) 舉辦2018首屆 “星光達人秀”
決賽，梨城華協為此做了大量準備工作， 並於
2018年11月10日晚上舉行了現場海選，海選現場
，演出精彩紛呈。

歌壇新秀肖驍、崔迪許暢、彭晨擔任首屆
“星光達人秀” 評委。三位評委均受過多年的專
業音樂熏陶並有豐富的舞台經驗。候選人更多的
節目是通過網絡 (online) 的形式送選到組委會，由

評委觀看視
頻認真評審
，優秀候選
人應邀赴現
場表演。評委的現場評點既專業又真誠，在鼓勵
選手之余更是從專業的角度對選手的藝術訓練和
舞台表現提出了精準的建議，令選手受益匪淺。

最後三位評委經過反覆斟酌比較討論，花了
近兩個小時才確定決賽名單。

決賽時間: 2018年11月25日 2-6pm

決 賽 地 點 ： Silvercrest Elementary Cafeteria，
3003 Southwyck Pkwy, Pearland TX 77584
免票入場

2018首屆星光達人秀精彩紛呈，不容錯過。
歡迎前來欣賞精彩演出，為歡樂的假期更添樂趣
。演員小朋友和大朋友們也期待著親友團的加油
助威！

今夜星光璀璨--梨城華協首屆 “星光達人秀” 感恩節後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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