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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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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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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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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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V-STV15.3 Houston

（本報訊）金城銀行於上周末在Omni Hotel Westside酒店歡
慶聖誕佳節！開場在振奮人心的鼓聲中，董事長吳光宜伉儷，副
董事長曾柏華伉儷、楊明耕，總裁暨執行長黃國樑博士伉儷，董
事譚秋琴伉儷、Al Duran伉儷和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
家彥處長伉儷，林映佐副處長伉儷，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莊
雅淑主任，楊容清副主任以及所有貴賓和員工在歡樂氣氛中，為
一年裡最為輕鬆愉悅的夜晚揭開序幕！

吳光宜董事長於晚宴開場致詞時感謝銀行客戶、股東、董事
和社區朋友的長期鼎力支持，以及所有員工在過去多年的努力耕
耘及貢獻，才能讓銀行成長茁壯。吳董事長並與所有貴賓和員工

分享2018年銀行重要記事。他表示： 「金城銀行2018年開設南
加州阿罕布拉市分行，對於當地客裡提供更便利金融服務和更好
的選擇。我們的目標是在2019年開設南加州第三家分行。金城
銀行過去一年總資產額達到9億美元，貸款業務表現亮麗，稅前
淨利超過1仟8佰萬美元。更重要的是金城銀行不但業務持續成
長，更嚴格遵循主管機構各項規定，因此在各項金融檢查中均獲
得最高評比。以上所有的成果都不是個人的表現，這一切都是我
們團隊共同努力的結果！回顧2018年的經營成效，我有信心在
2019年我們可以用更高的智慧和高效率達成工作目標，也能面對
更多的挑戰和困境。」

總裁暨執行長黃國樑博士感謝吳董事長、董事會和同仁
的全力支持，對於銀行2019年目標總資產額達到10億
美元黃博士深具信心！黃執行長強調： 「歷史可以教導
並引領我們對於未來的規劃，股票市場就是一個經濟活
動的前導指數。目前股票市場一直動盪不穩，代表未來
二年的不確定性，包含政治、經濟和環境的動盪均帶來
經營的挑戰。對於未來的挑戰，我將更審慎領導全體同
仁克服心智慣性，保持對人、事、物的彈性處理，提升
核心競爭力，強化作業流程，並以高智慧讓業務穩健成
長！」黃執行長表示金城銀行全體行員將攜手同心，以
〝深、速、實、簡〞的企業文化，〝用心、誠懇、專業
、周密〞的服務態度，擴大服務社區的層面，期許金城
銀行和社區一同邁向永續未來。黃執行長並感性致謝其
夫人Linda對他的愛相隨，才能讓他在工作和生活上盡
情發揮，充滿色彩與活力！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也在百忙中參
加晚宴並於致詞中贊許金城銀行對社區和人文的貢獻和

關懷，並祝賀金城銀行業務亨通！接續的晚宴則在美食和員工精
心準備的表演中熱鬧進行，吳董事長和黃博士伉儷的表演均獲得
全場熱烈掌聲。晚宴在熱鬧的抽獎和大樂透活動達到高潮，接著
百位同仁暨所有董事大合照讓晚會氣氛更熱鬧且合樂！而後大家
互道聖誕快樂，相約明年再聚！金城銀行董事長、董事會、執行
長和全體同仁也祝福所有客戶和社區朋友佳節愉快、身體健康！
德州休士頓百利總行地址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電話:713-777-3838。

金城銀行熱鬧慶佳節，祝福大家聖誕快樂

（本報記者黃麗珊） 美南銀行於 12 月 15 日下午 7 時，在
2900 Briarpark Dr., Houston,TX.77042 的 Houston Marriott West-
chase舉行 「2018年度聖誕餐會」，由Jason Lim與Sally Li主持，
席開40桌，以感謝員工一年的辛勞和付出。美南銀行李昭寬董
事長夫婦、謝坤增副董事長夫婦、李敏通執行長夫婦、Moham-
med Younus總裁熱烈歡迎四百多位員工佳賓及僑教中心楊容清
副主任參與一同歡慶佳節。會上還準備了多項精彩餘興節目、團
康同樂活動以及摸彩，與會人士在佳節中分享熱鬧溫馨。

美南銀行李昭寬董事長、李敏通執行長頒發服務滿十五年資
深績優員工獎牌、獎金給Stacey Chu、Melody Lee及頒發服務滿
十年資深績優員工獎牌、獎金給 Jenny Chien、Susan Chiu、Sui
Aseltine、Sunita Murti、Maggie Pham等，來表揚他們對美南銀行
持續的服務熱誠，並將美南銀行努力滿足客戶需求、回饋社區的
宗旨繼續發揚。李敏通執行長（George Lee, CEO)在會上致歡迎
詞，他首先感謝員工們的辛勞付出，為美南銀行打下良好基礎。
李敏通執行長強調，銀行不只是聚焦獲利，更要藉制定高規格標
準來服務、回饋社區並要與社區一起成長茁壯。

餐會備有佳餚
美食、熱鬧摸彩外
，美南銀行員工們
並準備了許多活潑
有趣的趣味競賽節
目，台上台下互動
良好，與君同樂。
美南銀行李敏通執
行長，總裁及達拉
斯 Chief Lending
Officer
Mohammed Younus
與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Betsy Reese, Chief Operations Officer Joy Langston, Chief
Credit Officer 郭子彬Jack Kuo, Houston Co-Chief Lending Officer
Catherine Liang, Houston Co-Chief Lending Officer Sally Li, Chief
Market Officer Selina Hsie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ficer Chi

Tang及Human Resources Officer Patricia Chou等高級主管管理團
隊上台祝福所有客戶、員工們及僑界人士 「聖誕快樂、身體健康
」，大家度過愉快歡樂又有意義的夜晚，相約明年再聚。

美南銀行2018年度聖誕餐會熱鬧溫馨

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頒發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頒發1010年年,,2020年年,,2525年資深績優員年資深績優員
工服務獎工服務獎。。((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金城銀行全體員工金城銀行全體員工20182018年年OmniOmni旅館度假村聖誕聯歡晚宴旅館度假村聖誕聯歡晚宴
後合影後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美南銀行李昭寬董事長美南銀行李昭寬董事長（（右五右五）、）、李敏通執行長李敏通執行長
（（左三左三））頒發服務滿頒發服務滿1515年資深績優員工獎牌年資深績優員工獎牌、、獎獎
金給金給 Stacey Chu(Stacey Chu(右三右三）、）、Melody Lee(Melody Lee(左二左二））及頒及頒
發服務滿發服務滿 1010 年資深績優員工獎牌年資深績優員工獎牌、、獎金給獎金給 JennyJenny
Chien(Chien(左一左一）、）、Susan Chiu(Susan Chiu(右四右四）、）、Sui Aseltine(Sui Aseltine(右右
二二）、）、Sunita Murti(Sunita Murti(右一右一））等等。。

美南銀行李昭寬董事長夫婦美南銀行李昭寬董事長夫婦（（二左二二左二、、一左二一左二））
熱烈歡迎王曉明夫婦熱烈歡迎王曉明夫婦（（二左一二左一、、一左一一左一）、）、賴賢賴賢
烈夫婦烈夫婦（（二左三二左三、、一左三一左三））及僑界人士出席及僑界人士出席
「「20182018年度聖誕餐會年度聖誕餐會」」 同歡同歡。（。（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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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
美容複雜植牙手術，
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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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名詞人、詩人田紅春新詩詞三首
作者：田紅春 編輯：泉深

詩詞一：習仲勳同志是中國改革開放最早
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在即將迎來 “改革開
放四十週年” 之際，寫首歌詞紀念他，也是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的最好體現。

他是吹響改革開放號角的第一秀
當他踏上深圳這片沃土的時候
深圳還在迷茫的十字路口
等待解救
當他把樊籬枷鎖大膽衝破以後
深圳已在南海邊獨立潮頭
放眼全球
我們唱起春天的故事的時候
是否想過
誰是改革的最佳伴奏
我們踏上新時代的征程以後
是否想過
誰是開放的最早領袖
他從陝甘邊區豪邁地走到歷史前頭
喚起了一場革命抖擻
他從深圳特區大步地跨入時代洪流
帶出了一片山河錦繡
他是吹響改革開放號角的第一秀
歷史已經公正地說出口
他在艱辛的道路上無言的尋求
當他把深圳的藍圖描繪的時候
深圳仍在渴望的迷津渡口

徘徊停留
當他把偉大夢

想變成現實以後
深圳已在巨變

的大道行走
繁榮初露
我們踏著青春

的節拍的時候
是否想過
誰是幸福的最

佳鼓手
我們走向復興

的中國夢以後
是否想過
誰是潮流的先

驅領袖
他從延安聖地

豪邁地走到歷史前
頭

譜寫了一首光榮依舊
他從廣東前沿大步地跨入時代洪流
引領了一片輝煌築就
他是吹響改革開放號角的第一秀
歷史已經公正地說出口
他在希望的道路上堅強的抬頭
詩詞二：今年是知青上山下鄉50週年。那

個火紅的年代現在仍存在著爭議，可客觀一點
地講，為了保住社會主義大旗高高飄揚，三千
萬知青的命運跟隨著時代而轉變。知青上山下
鄉，不是無奈之舉，而是一種人生的沉澱和打
磨。也許這種觀點得不到很多人認可，可是歷
史是一面鏡子。

無悔的青春交給了誰
青春沒有錯與對
時代沒有是與非
偉人的兒子首先把戰鼓擂
選擇了農村蛻掉了稚銳
現任領導人也感受過第一代春雷
社會的第一堂課從農村學會
知青的那段難忘歲月
歷史已經證明不是將人生催毀
而是將失去的信仰根基重新追回
他們在農村的廣闊天地里大有作為
沒有五十年前的青春折桂

哪有今天無悔的青春交給了誰
無悔的青春交給了誰
交給了禾苗交給了稻穀堆堆
交給了人生交給了最美的春暉
生活沒有苦與累
歲月沒有笑與悲
偉人的智慧誰能最先體會
選擇了親子樹起了口碑
現任領導人也沐浴了第一代光輝
人生的第一段路在農村走對
知青的那首嘹亮讚歌
實踐已經見證不是人生荒廢
而是把丟掉的思想精髓再次塑回
他們在農村的光榮舞台上爭艷奪魁
沒有五十年前的青春芭蕾
哪有今天無悔的青春交給了誰
無悔的青春交給了誰
交給了樹木交給了碩果累累
交給了生活交給了最美的芳菲
無悔的青春交給了誰
交給了大地交給了激情四溢的時代輪迴
無悔的青春交給了誰
交給了祖國交給了光輝歲月的謳歌讚美
無悔的青春交給了誰
交給了火紅的年代
給成長除了草，施了肥
知青挖渠道
詩詞三：很快就要到了紀念知青上山下鄉

50週年的日子。網上發表了很多老知青懷念性
的文章，絕大部分都是客觀、正面、積極地評
價那個難忘的青春歲月。我認識很多老知青，
也想寫首詩，表達一下對那個時代、那些知青
的仰慕之情和美好嚮往。

時代的標籤永不過期
誰說你們是那個時代的棄兒
那個時代給你們補上了一課
這一課就是魚水之情
這一課就是信仰根基
這一課就是黨的宗旨
誰說你們是被遺忘的一代
你們是新中國最偉大的建設者
你們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貢獻者
你們是開闢新時代的中流砥柱
你們沒有被歷史忘記

被歷史忘記的是那個時代的樑上君子
也許你們沒有無拘無束的花季、雨季
可不等於你們沒有刻骨銘心的最美經歷
手上的繭子也許早已褪去
肩上的隱痛也許時常侵襲
心上的憂傷也許莫名想起
可你們是那個時代的脊梁
無人質疑
你們是那個時代的擔當
無人企及
你們身上有那個時代的痕跡
由內而外、由表及里
時代的標籤永不過期
那個時代沒有虧欠誰
那個時代沒有耽擱誰
那個時代沒有垮掉誰
反而讓你們的成長除了草，施了肥
讓你們的青春無悔
知青上山下鄉
詩詞作者簡介
田紅春,筆名BillChina田由甲申，河南省正

陽縣汝南埠鎮人，曾在北京衛戍區服兵役，在
北京軍區《戰友報》、《華北民兵》發表過大
小稿件二百多篇，被評為 “2000年北京軍區優
秀新聞工作者”。其中一篇散文《為了父母的
囑托》被選入魏巍主編的《軍旅青春文庫》中
卷。 2012年開始詩詞創作，詩詞、歌詞代表作
有《汝河啊乳河》、《中國夢》、《信仰》、
《從楊家嶺到梁家河》、《“一帶” 錦繡 “一
路” 豐收》、《情係紅船》、《感恩一八感恩
一把》、《他是吹響改革開放號角的第一人》
、《無悔的青春交給了誰》等等，分別在國家
一級刊物《中國樂壇》、《音樂生活報》、
《雷鋒雜誌》、《人民日報市場報網絡版》等
刊登過，並獲得第二屆、第三屆放歌中華
&quot; 全國音樂大賽創作類銅獎。作者曾供職
於深圳市寶安區石岩街道辦文化藝術中心，現
任中國詩詞協會副會長、《人民公僕》系列叢
書特邀編委、《感恩有緣》電影文化大使、百
家頭條大Ⅴ、深圳頭條大 V、《人民日報市場
報網絡版》通訊員。

聯繫電話：18306699029
郵箱: 15653053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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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 ）恆豐銀行於上
周六（12月15日）晚間在Royal Sones-
ta Hotel 舉行聖誕晚會，共有該行各地

代表及嘉賓600 人與會，是恒豐銀行有
史以來參加人數最多的一年。

聖誕晚會於晚間七時左右正式開始

，由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先生首先登
台致歡迎詞。他說： 恆豐銀行於1998
年開行，迄今剛好滿20 周年。該行從
開始時僅二家分行,38 名員工（其中34
人來自 「德銀」 ，4人來自 「首都銀行
」 ） 開幹。他們在短短三個月內，就完
成5000 萬的存款及5000 萬的貸款。迄
今，分行已達17家，他們還將於明年在
加州再開二家分行。吳董事長並宣布該
行今年的稅前盈利將達3300 萬，全場
掌聲如雷。吳董事長並宣布平均每位員
工有至少10週薪水的獎金，經理級的有
11週的獎金，另有四人，業績特佳，有
12週薪水的獎金，另有一人可獲13 週薪
水的獎金。

當晚，吳董事長也在晚會上頒發在
銀行工作10年，15 年，20 年，25年的
名單及職位，並一一為這12名員工佩戴
金製獎牌。他們是10 年： Chiu, Amy、
Jan,Mike、 Lin, Kylle、高德潤、Yu, Jial-
ing、Zhou,Ivan; 15 年：Pan, Sandy; 20
年：張永男總裁、Pang, Shelly、 Lee,
Jessie、 Wu, Tina ; 以及25 年：Ma, Ce-

lia等人。
當晚, 出席的貴賓 「台北經文處」

的陳家彥處長也上台致詞，他說恆豐銀
行20 年之所以有如此傑出的成就，全
來自優質的領導，而吳文龍董事長正是
一位不折不扣的 「強人」 ！

恆豐銀行的晚宴，不僅有高檔的餐
飲，還請來了著名的 「Dry Water Band
」 樂團表演，一晚上好歌好舞不斷，還
請來了僑社著名的歌唱家蔡毅博士前來
演唱多首名曲，更為這年度聖誕晚會增
添色彩！

王朝旅遊推出南義和西西裏十天詩
情畫意之旅，想要探索南義大利，深度
旅遊的朋友一定要選擇王朝旅遊，因為
王朝擁有超過20年以上的專業旅遊經驗
，是美國A.R.C.和 IATAN的認證旅行社
，給旅客雙重的旅遊保障。不是所有旅
行社都可以成為ARC的認證旅行社。

義大利是一個浪漫的國家，南義大
利伸入地中海，陽光溫和清爽宜人，風
姿綽約人稱為閃爍的海上寶石！而西西
裏是義大利最大的自治區，也是地中海
最大的島，詩人歌德曾說： 「如果不去
西西裏，就好像沒有去過義大利，西西
裏是義大利的美麗之源」

首先直達義大利首都羅馬，安排有
一晚的緩衝休息，隔日便可帶著充沛的
精力展開古蹟探訪之旅。 「龐貝」 是義
大利目前規模最大，保留最完整的古蹟
，見證了羅馬帝國的繁華盛景！另一個

景點是位於羅馬巿中心的競技場，它被
視為古羅馬帝國的象徵，是當今世界最
大的圓形劇場，可容納超過5萬名觀眾
，更被選為世界七大奇觀之一。

卡 布 裏 島 上 的 奇 景 「 藍 洞 」
（Grotta Azzurra）聞名於世，位在拿坡

裏灣南邊，有人稱它為 『藍色之島』 、
『戀人之島』 。拿坡裏是傳說的披薩發

源地，同時拿坡裏有不少熱門的觀光景

點都集中在歷史城區和新堡周邊。
阿瑪菲海岸線擁有人間樂土的美譽

，美國著名的國家地理雜誌更將其列名
為人生必去的五十個景點之一。斷崖絕
壁風光，白色屋瓦搭配碧藍晴空，宛若
上帝創作的另類歐洲名畫！

馬特拉，沈睡千年的洞穴巖石城，
據說史前便有人類在這巖石裂縫中居住
。裏面的蜿蜒小路和建築物表面都是泛

黃的石灰巖，呈現出特殊的景觀以及
「天堂小鎮 」 的阿爾貝羅貝洛，於

1966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意大利小鎮阿爾貝羅貝洛，有上千

座的蘑菇屋，特殊的景象 被列入世界文

化遺產，走在蘑菇村感覺就像走進童話
世界一樣。

梵蒂岡這世界最小的國家，卻是全
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信仰中心，而聖彼
得大教堂更是花費近120年才建造完成

，是一座集藝術家之大作的教堂，教堂
裡可以欣賞到兩位舉世聞名的雕刻家米
開朗基羅與貝尼裏的作品。

依山傍海、風光旖旎、景色秀麗的
陶爾米納是西西裏的明珠。。依山而建

的古希臘劇場，是TAORMINA 最著名的
古蹟景點。

卡塔尼亞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古希

臘劇場、古羅馬浴場、中世紀教堂和古
城堡等古建築遺址。最燦爛輝煌的巴洛
克藝術之城，同時它也是音樂家貝裏尼
的故鄉。

浪漫的義大利還有有許多迷人的景
點，您一定要親自去體驗去感受旅行中
的悸動。詳細行程歡迎洽詢王朝旅遊
地址：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精英廣場內，敦煌廣場側百利大

道大通銀行後面地舖#A14
電話：（713）981-8868 微信：
WeChat：aat713 網址：http://

aaplusvacation.com

王朝旅遊推出王朝旅遊推出 南義和西西裏十天南義和西西裏十天 詩情畫意之旅詩情畫意之旅 從羅馬一路玩到西西裏從羅馬一路玩到西西裏

恆豐銀行上周六舉行聖誕晚會恆豐銀行上周六舉行聖誕晚會,, 600600人與會人與會
董事長吳文龍為董事長吳文龍為1212名員工頒獎佩戴金制獎牌名員工頒獎佩戴金制獎牌

「「Dry Water BandDry Water Band 」」 一晚上的精彩表演一晚上的精彩表演，，為恆豐銀行的聖誕晚會為恆豐銀行的聖誕晚會
增添色彩增添色彩。（。（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圖為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 右右
））頒獎給頒獎給1515 年資深員工年資深員工Pan, SandyPan, Sandy

(( 左左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圖為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 右右 ））
頒獎給頒獎給2525 年資歷的年資歷的Ma, Celia (Ma, Celia ( 左左 ））
並與之合影並與之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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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華文第一IP熱度不減《雲南蟲谷》歲末放大招
奇幻冒險動作片 1月4日 北美上映 沸騰!!

(本報休斯頓報導) 大氣磅礴，場景迷異，經
典摸金小說《鬼吹燈》系列最新改編成電影《雲
南蟲谷》廣受矚目，內容講述 「護寶」 和 「探險
」 兩大主題，有著超震撼的視覺體驗，在《尋龍
訣》之後，《鬼吹燈》系列作品重磅回歸賀歲檔
，《雲南蟲谷》成為2019年賀歲檔最值得期待的
第一大片。在中國，《雲南蟲谷》將登陸600家
IMAX影院；在全北美則於 1月4日隆重上映，休
斯頓的觀眾可以在戲院中親身感受那份奇觀與壯
闊。

奇幻、冒險、動作電影《雲南蟲谷》(Mojin:
The Worm Valley)由著名導演非行執導，前日發布
電影版海報，並宣布影片將於1月4日於北美正
式上映。海報色調明暗相間、場景間過渡自然，
恢弘大氣地展現出各種奇幻畫面，近乎完美地呈
現出原著中充滿想像力的奇景、奇獸。整體以幽
深詭異的風格為主，展現出《鬼吹燈》系列獨特

的神秘氣質。
《鬼吹燈》系列的作者天下霸唱，本名張牧

野，擠身中國最具想像力的作家之一，對古物收
藏與《易經》有獨到的探索。他有豐富的生活歷
練，對神祕的事物懷著超乎尋常的迷戀，喜歡軍
事、科幻探險小說。他的《鬼吹燈》系列，更風
靡華文世界，為繼金庸等人的武俠小說後，在華
語讀者間流傳最廣的小說。

天下霸唱將東方神祕色彩與世界流行的探險
、奇幻、恐怖等元素融合為一，他的探險小說所
關注的，是人身處在未知的環境裏，會有怎樣的
想法與行為反應。

作為當代華語網文影視化的頂級IP，《鬼吹
燈》系列在近年來被多次改編，其熱度始終未減
。有《尋龍訣》等優秀作品珠玉在前，時隔三年
再次將該系列搬上大銀幕，《雲南蟲谷》的視覺
特效與原著還原度成為了眾多書迷影迷心中首位

的“考核標準” 。
據了解，非行導演以忠於原著人物特點為重

要選角標準，大膽啟用全新人陣容，同時也展現
出其對劇情和視覺效果的絕對信心。非行此前執
導的《全民目擊》曾獲得了業內外高度評價，將
多角度敘事結構玩到了極致，此次搭檔天下霸唱
由現實題材轉向奇幻探寶，《鬼吹燈》系列也由
此氣象一新。

在各路大片競爭激烈的賀歲檔，《雲南蟲谷
》的強勢加入無疑成為了關注焦點，《雲南蟲谷
》用最逼真的特效賦予最富想像力的摸金奇觀，
力圖為影迷帶來一場超震撼的視覺體驗。

故事劇情：胡八一、王胖子、Shirley楊等人
穿過遮龍山下古滇國秘密地下水道，不料遭遇千
年痋術機關，成千上萬個奴隸製成的“痋俑”像
炸彈一樣倒懸在洞頂。深入叢林之中，更是不斷
遭遇重重考驗，但唯有衝破障礙取得雮塵珠，才
能破解眾人身上的詛咒……終於，在歷經層層凶
險，眾人終於來到獻王墓入口，然而更大的挑戰
也接踵而至…

電影《雲南蟲谷》改編自天下霸唱原著，蔡
珩、顧璇、於恆、成泰燊、馬浴柯、陳雨鍶等主
演，電影講述了摸金小隊為破除詛咒，經歷重重

艱難險阻，九死一生深入古滇國獻王陵墓尋找雮
塵珠的故事，將於2019年1月4日全北美上映。
院線詳情: http://www.wellgousa.com/in-theaters

WELL GO USA 微博 : https://weibo.com/u/
2413130972

騰訊視頻《鬼吹燈之雲南蟲谷-Mojin: The Worm
Valley》 首發預告

https://v.qq.com/x/cover/5lmuabxmb5jf1fl.html?
vid=w0809dddzwk

休斯頓地區民眾可到AMC Studio 30, 2949
Dunvale Rd, Houston, TX 77063。

達拉斯地區民眾可到Cinemark Legacy, 7201
North Central Expressway, Plano, TX 75025。



休城畫頁 BB77星期五 2018年12月21日 Friday, December 21, 2018

由華人鍾氏家族創辦的大型農業園藝超級市場由華人鍾氏家族創辦的大型農業園藝超級市場
NZY Farm WorldNZY Farm World 將於將於1212月月2222日日，，星期六上午星期六上午1010
時在休斯頓南郊的時在休斯頓南郊的Richmond CityRichmond City 正式開業正式開業。。

超市面積愈超市面積愈22萬平方尺萬平方尺，，左接左接 Walmart SuperWalmart Super--
center,center, 右鄰地區郵政局和城市圖書館右鄰地區郵政局和城市圖書館，，街對面是社街對面是社
區大學區大學，，近近5959號號FreewayFreeway，，離離Sugar LandSugar Land 不遠不遠。。
車輛川流不息車輛川流不息，，人氣和熙盎然人氣和熙盎然。。

該超市從大陸直接進貨該超市從大陸直接進貨，，品種繁多品種繁多，，質量可靠質量可靠
，，價格便宜價格便宜。。有許多工具器械和物件用品為華人所有許多工具器械和物件用品為華人所
使用使用，，所喜愛所喜愛，，所收藏所收藏。。

該超市包含一個裝修典雅的飯店該超市包含一個裝修典雅的飯店Beijing CafeBeijing Cafe
，，提供各種中日美食提供各種中日美食。。

在此在此，，敬請各位華人媒體朋友和華人同胞光臨敬請各位華人媒體朋友和華人同胞光臨
1212月月2222日的開業大典日的開業大典，，共襄盛舉共襄盛舉。。屆時屆時，，有免費有免費
食品和飲料供應食品和飲料供應，，並提供優惠折價商品並提供優惠折價商品。。

幾個月前幾個月前，，在微信群裏知道了微信名為＂清心在微信群裏知道了微信名為＂清心
齋主人＂的齋主人＂的HCHCHCHC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前會員小倪休士頓華人園藝協會前會員小倪
，，正由中國進口各類園藝砂石及陶瓷小盆正由中國進口各類園藝砂石及陶瓷小盆，，造福屯造福屯
子裏不少肉肉迷子裏不少肉肉迷，，不再需要上網淘寶選購不再需要上網淘寶選購，，不但付不但付
出比實物等價甚至更多的越洋運費出比實物等價甚至更多的越洋運費，，還要引頸耐心還要引頸耐心
等待何時能到貨的問題等待何時能到貨的問題。。

所以周末由媒體群看到上述這項新聞發布所以周末由媒體群看到上述這項新聞發布，，在在
第一時間即抽空前往這家位於南郊第一時間即抽空前往這家位於南郊RichmondRichmond的華的華
人創業的人創業的NZY Farm WorldNZY Farm World 農業園藝超市採訪農業園藝超市採訪，，及及
時與花友們分享時與花友們分享。。

從從RosenbergRosenberg走走Avenue lAvenue l 向西向西，，遇遇FMFM762762左左
拐向南不遠拐向南不遠，，在在FMFM16401640交口處先見到交口處先見到WaterburgWaterburg--
erer及及WalmartWalmart商場商場，，左邊一棟獨立高大建築標示著左邊一棟獨立高大建築標示著
NZY Farm WorldNZY Farm World 赫然在目赫然在目。。

一進門左手邊即見到清心齋主人坐在餐飲區和一進門左手邊即見到清心齋主人坐在餐飲區和
一位男士一位男士((想必是男主人想必是男主人))正在工作中正在工作中，，沒有打擾她沒有打擾她
。。逕自先在店裏溜達巡視逕自先在店裏溜達巡視，，進入眼簾的先是各種尺進入眼簾的先是各種尺

寸的大小精緻可愛的陶磁盆寸的大小精緻可愛的陶磁盆、、各種陶土肉肉盆各種陶土肉肉盆，，許許
多還是成套的多還是成套的。。

然後是園藝上常用的肥料然後是園藝上常用的肥料、、農藥及整排大小的農藥及整排大小的

尺寸專業噴藥器材及各類鏟子尺寸專業噴藥器材及各類鏟子、、水管水管、、澆水龍頭…澆水龍頭…
等園藝農具等園藝農具。。

接下來有遮陽布接下來有遮陽布、、鉄絲籬笆及安裝工具鉄絲籬笆及安裝工具，，還有還有

農場專用的重機械及配套的零組件農場專用的重機械及配套的零組件，，令人眼界大開令人眼界大開
。。此時清心齋主人追過來才打完招呼此時清心齋主人追過來才打完招呼，，聊了一會又聊了一會又
忙著協助推著大車的華人顧客選購園藝產品去了忙著協助推著大車的華人顧客選購園藝產品去了！！

店裏正中央寬闊處店裏正中央寬闊處，，整齊擺放著各種大包裝的整齊擺放著各種大包裝的
雞鴨牛羊牲畜飼料雞鴨牛羊牲畜飼料，，另一邊則是汪星人等寵物專櫃另一邊則是汪星人等寵物專櫃
。。各種貓糧狗食各種貓糧狗食、、罐頭食品以及玩具…罐頭食品以及玩具…，，一應俱全一應俱全
，，嘆為觀止嘆為觀止！！

靠墻的一邊靠墻的一邊，，擡頭往上瞧擡頭往上瞧，，有不同造型組裝好有不同造型組裝好

的鳥籠雞舍的鳥籠雞舍，，家庭裏給孩子們養育鳥雀或雞家庭裏給孩子們養育鳥雀或雞、、兔寶兔寶
寶等小寵物寶等小寵物，，再合適不過了再合適不過了！！

地點地點：：NZY Farm WorldNZY Farm World 54005400 FMFM 16401640 Rd.Rd.
Richmond, TXRichmond, TX 7746777467

電話電話：：626626--757757--52015201 Michael Zhong (owner)Michael Zhong (owner)

圖與文圖與文:: 周樺周樺

NZY Farm WorldNZY Farm World
農業園藝超市本周六盛大開幕農業園藝超市本周六盛大開幕((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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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一提到宇航員，我們的印象就是全身
披掛整齊的太空人裝扮，或者是在月球上手拿美國國
旗的美國英雄。

但是，這種傳統的印像很快就會被今年的太空中
心宇航員的新創意所替代，自從2000年開始的國際
太空空間站的首次延伸任務，作為太空飛行意識項目
的一部分，宇航員已經開始不斷突出以流行文化為主
題的太空生活。

因此，便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宇航員參與的美國
電影為題材的電影海報的拍攝。

美國太空中心的發言人 Brandi Dean 表示，這些
電影海報主要展示的是宇航員在執行太空任務之後的
生活場面，並且可以在網站上公開的展示，儘管有很
多人希望這些宇航員能夠以太空為背景，配合太空船
的工作主題。

而這次宇航員可以選擇不同電影為主題的電影海
報，包括太空電影 Armageddon,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當然Star Trek也可以出現在海報上。

一改形象 太空中心宇航員拍“電影海報”

(綜合報導)近日發佈的《今日美國報》和美國薩福克大學
聯合民調結果顯示：78％的受訪者認為在過去兩年裏，美國變
得更加分裂，而認為美國分裂程度減輕的人只佔11％。

這項民調顯示，民主、共和兩黨選民關切的優先事項及立
場截然不同。在被問及定於１月３日履職的新一屆國會首要任
務是什麼時，六成共和黨選民的回答是打擊非法移民，包括對
總統川普在美墨邊境建牆的競選承諾提供財政支持，而贊同他
們的民主黨選民只佔５％。

反觀民主黨選民和獨立選民的國會優先事項清單，佔據首
位的是醫保問題——擴大民眾獲得醫保的機會並降低醫保成本
。

鑑於新一屆國會呈現“分裂國會”格局——共和黨掌控參
議院，而民主黨重掌眾議院，多數共和黨選民擔心國會民主黨
人將在調查川普及其政府方面“走太遠”。與此同時，多數民
主黨選民卻表示擔憂國會民主黨人“不會走太遠”。相關調查
在民主黨選民的優先事項清單裏列在第二位，而在共和黨選民

的清單裏排名墜尾。
分析人士指出，儘管如此，兩黨選民表現出一個共同傾向

，即希望華盛頓政客首先關注的不是川普的言行和既往，而是
普通民眾的生活，不管是醫保、邊境安全還是改善基礎設施。

據悉，這項民調從12月11日至16日在全美範圍內抽樣調
查了1000名註冊選民，誤差率為3個百分點。

民調：近八成美國人認為國家更加分裂

用戶數據曝光 Facebook面臨數十億美元罰款
(綜合報導)關於Facebook如何共享數據的最新報道可能對美

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構成壓力，增加這家社交媒體巨頭遭
遇鉅額罰款的風險。

Facebook在2011年與FTC達成和解協議。按照規定，他們
不能在未獲用戶許可的情況下分享隱私數據，也不能歪曲其隱私
政策。但《紐約時報》本週早些時候的報道稱，Facebook對外分
享用戶隱私信息，並允許在未經用戶許可的情況下獲取這些數據
。 Bloomberg Intelligence 訴訟分析師馬修-施騰赫姆（Matthew
Schettenhelm）認為，這是兩個棘手的法律問題。

不過，Wedbush證券分析師邁克爾-帕赫特（Michael Pachter

）表示，無論FTC對Facebook進行任何處以，都主要是為了凸
顯象徵意義。他給予Facebook股票“買入”評級。

事實上，多數分析師都給予該股“買入”經濟評級——共有
41名給予“買入”評級，只有3人給予“賣出”評級。而分析師
平均預計該股將在未來12個月漲至189美元。這也表明市場不太
擔心潛在處罰對Facebook造成的影響。 Facebook股價今年以來
累計下跌24%，該股週二微漲0.12%，報收於133.40美元。

Pivotal Research Group分析師布萊恩-維瑟（Brian Wieser）
認為，Facebook短期內會面臨更大的監管壓力。 “儘管如此，
跟FTC有關的壓力可能會顯現出來。問題不在於他們是否會遭

遇處罰，而在於處罰有多大，後果有多嚴重。”他說。維瑟給予
該股“賣出”評級。

即便有跡象顯示，又有一些人決定刪除自己的Facebook帳號
，但卻並沒有引發該股踩踏。科技行業著名記者沃爾特-莫斯伯
格（Walter Mossberg）週一表示，他會刪除自己的Faceboook帳
號，還會刪除Facebook旗下的Messenger和Instagram帳號。

“他的影響沒有奧普拉那麼大。”帕赫特說，“如果換成是
奧普拉，那就會嚇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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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經過為期2個月的研究、開啟、修護
工作，在故宮養心殿修繕中發現的首隻彩
繪寶匣在故宮文物醫院內展露真容。寶匣
內的經卷、金錢、金銀銅鐵錫五種元寶、
五色寶石、五色緞、五色絲線、五香、五
藥和五穀，經過修護進行展示。故宮博物
院院長單霽翔表示，寶匣內物品較為豐富
齊全，表明養心殿在紫禁城建築中具有較
高的地位。待2020年 6月養心殿修繕完
成，經過修復的寶匣也將“歸安”。

據介紹，寶匣作為古建築的鎮宅之
物，放置在建築正脊正中的脊筒內，脊筒
正中位置也叫“龍門”或“龍口”。“龍
口”中放置寶匣，不僅是古人天人合一、
順從天道、祈求上天護佑的心態折射，也
是驅除邪魔，祈求入住平安，保佑建築屹
立不倒，避免火災的象徵。

今年9月，養心殿啟動大修，寶匣也
被請出並“擺駕”故宮文物醫院進行研
究、修復。文物醫生首先用五種方法對寶
匣進行了清潔，並提取了相關數據。檢測
發現，這一精美的彩繪寶匣共使用了6種
顏料和一層封護層。目前，寶匣中寶物的
保護和修復工作已完成，文物醫生對其進
行了黏接和封護，防止其繼續氧化腐蝕。

養心殿寶匣形狀為扁方形，其上可見
青龍彩繪，標註年款顯示“嘉慶六年七月
二廿”字樣，廿字較為模糊，是否為廿，
後面是否還有“日”字，有待考證。寶匣
彩繪圖案為一條青龍正龍圖形，龍頭下面
有寶珠一顆，正龍以藍色即青色為主色，
配有其他顏色。檢測分析得知，紅色顏料
為硃砂，藍色為石青，綠色為氯銅礦。

故宮文保科技部副主任屈峰介紹，寶匣尺寸邊長
為27厘米，高為6.5厘米，開口處可見有類似金屬錫
的物質將匣口邊緣封住無法打開，經過分析檢測確定
為鉛錫焊料，寶匣基底為鉛錫合金。經開封檢查甄
別，匣內放經卷，金錢，金、銀、銅、鐵、錫五種元
寶，五色寶石，五色緞，五色絲線，五香，五藥和五
穀。其中的24枚“天下太平”漢、滿文款金幣，檢測
分析結果表明金幣的材質為16K金；5顆小寶石都有
鑽孔，黃色、棕色、藍色和綠色寶石材質均為玻璃，
紫色寶石為水晶。目前，經卷、五色緞和五色絲線均
已糟朽，依稀可見；五香、五藥和五穀都已腐爛，難
以分辨。

單霽翔表示，工作人員還會整理出完整的研究資
料，記錄在紙質文本上或電子存儲設備內。待到寶匣
“歸安”時，這些資料或將被一同存放於養心殿正脊
正中的脊筒內。

另據，故宮古建部副研究員徐超英介紹，寶匣也
有等級之分。根據殿宇等級不同，它的材質、尺寸及
紋飾亦不盡相同。寶匣多呈長方扁匣形，有銅、錫、
木質三種材質。紋飾最為精緻的當數養心殿寶匣，為
彩色繪龍紋，顏色極其艷麗。

故宮博物院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修繕古建築，
在修繕過程中取出的寶匣及清宮遺留的共計五十餘
件。寶匣等級最高的應為太和殿。然而，並不是所有
殿宇都可以請出寶匣，如去年5月體元殿修繕時，打
開正脊筒瓦未見寶匣。

故
宮
養
心
殿
彩
繪
寶
匣
亮
真
容

■金、銀、銅、鐵、錫
五種元寶。 江鑫嫻攝

■五色寶石、五香、五
藥、五穀等。 江鑫嫻攝

■■故宮養心殿故宮養心殿
的寶匣經修復的寶匣經修復
後再展出後再展出。。

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漢畫拓片是運用中國古老的傳統拓印技
藝，將漢代遺存的畫像石和畫像磚以

宣紙和墨汁將其圖案清晰地拓印出來的一
種藝術形式，同時其形式粗狂雄渾，豐富
的符號與圖案對於當代美術創作亦有特別
的指導意義。

漢代的厚葬之風為後世留下了豐厚的
文化遺存，其中的方方面面構成今天還原
漢代社會的每一個組件：車馬出行、迎賓
拜謁、捕魚田獵、馳逐牧放、紡紗織布、
庖廚宴飲、樂舞雜技、琴瑟和鳴、六博對
弈、射御比武、飛劍跳丸、馴象弄蛇、迎
來送往、亭台樓閣、門卒侍衛、魚龍漫衍
等；還有賢君明臣、武功勳爵、貞節烈
女、殉國先烈等歷史故事；另有神仙世界
中的東王公和西王母、伏羲和女媧，以及
與他們相關的三青鳥、九尾狐、玉兔；青
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與九頭人面
獸、麒麟、羽人、天神、奇禽異獸等，而

承載它們的是形式各不相同的漢代繪畫。
漢代承襲前代的傳統和喪葬制度，其

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闕和廟闕等建築
和棺槨上都有雕刻的畫像，這些不管處於
什麼位置上的建築構件，所刻圖像表現出
的豐富的內容和多樣化的藝術手法，前所
未有。

漢畫包括漢代的畫像石、畫像磚、壁
畫、帛畫、漆畫、器物繪畫等，其中數量
最多的是畫像石和畫像磚。畫像石、畫像
磚的遺存分佈很廣，以河南和山東、蘇
北、皖北和鄂北、四川、陝北以及晉西北
為中心的主要分佈，表現出了地域性中的
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水平。而以畫像磚構成
的磚室墓，其畫像的規模雖不及畫像石
墓，其獨特的藝術手法也是漢代繪畫一個
方面的代表。

中國漢畫學會會長陳履生認為，漢畫
以其豐富、多樣的視覺形象，表現了先秦

至漢代的許多歷史故事和神話傳說，反映
了漢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們被視為
漢代社會的百科全書。

主辦方有關負責人稱，本次舉辦的
大規模漢畫拓片展可以說是傾全國之
力，得到了國家藝術基金和河南博物院
的支持，中國漢畫學會各成員單位給予
積極配合。展覽由河南博物院與中國漢
畫學會共同主辦，參展作品全部由中國
漢畫學會的集體會員單位提供，分別來
自全國 23 家文博單位，展出漢畫拓片
150餘件（套）。

此次展出的漢畫，讓觀眾可以近距離
看到漢代的車馬出行、迎賓拜謁、捕魚田
獵、馳逐牧放、紡紗織布、庖廚宴飲、樂
舞雜技、琴瑟和鳴、六博對弈、射御比
武、飛劍跳丸、馴象弄蛇、迎來送往、亭
台樓閣、門卒侍衛、魚龍漫衍等等歷史故
事。

23家文博單位漢畫拓片在豫展出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2018年

度國家藝術基金資助項

目——中國漢畫大展巡展

日前在河南博物院舉辦，

展覽於近日舉辦。來自中

國23家文博單位的漢畫拓

片150餘件（套）集中展

出，讓觀眾近距離看到漢

朝歷史故事。2千年多前

的漢代是中華民族精神形

成的重要時代，泱泱大

國、龍飛鳳舞、雄姿英

發、氣度恢弘，這是漢王

朝的社會氣象，也是剛健

有為、自強不息的漢代精

神的真實寫照。

■■中國漢畫大展巡展正在河南博物院舉辦中國漢畫大展巡展正在河南博物院舉辦

■■南陽市漢畫館南陽市漢畫館《《嫦娥奔月嫦娥奔月》（》（馮雷馮雷攝攝））

■■滕州市漢畫像石館滕州市漢畫像石館《《樓閣樓閣、、椎牛椎牛、、車馬出行車馬出行》》 ■■四川博物館四川博物館《《東漢車馬過橋畫像磚拓片東漢車馬過橋畫像磚拓片》》

■■臨沂博物館藏臨沂博物館藏
品品，，左圖為女媧執左圖為女媧執
矩圖矩圖，，右圖為伏羲右圖為伏羲
執規圖執規圖。。

■■蕭縣博物館蕭縣博物館《《宴居圖拓片宴居圖拓片》》

■■榆林市漢畫像石博物館藏品榆林市漢畫像石博物館藏品

““畫畫””說漢代故事說漢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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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古論今，引經據典，笑談風雲，豐富學識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是中國大陸音樂人高曉松的一款脫口秀講壇節目，高曉松在節目中兼任
導演、編劇與主持人。，主要講述歷史、文化、社會等人文學科知識。
節目名字是由著名公共知識分子韓寒命名，英文名“morning call”取
自高曉松。本期節目將介紹海上霸主航母下。

播出時間：
節目播出時間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 節目截圖

《曉說》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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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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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111廣告

許氏花旗參茶福袋

>  唯一華人自產自銷   >  四十多年信譽保證

> 地道原參絕無添加   >  參香濃純延年益壽

2019 新款

加碼
送好禮!

許氏各款參茶

隨意組合120袋

晶彩彈跳
 保溫瓶送

體面貼心 送完為止!

#1034 (20包) x 6盒 #1038 (40包) x 3盒 #1039 (60包) x 2盒

或或

＊每組裝120袋參茶福袋
即贈一款保溫瓶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214-521-6981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469-586-8195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百佳超級市場 972-517-8858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713-271-3838
金荷中醫診所 713-772-2999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713-818-2770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星期五 2018年12月21日 Friday, December 2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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