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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713-981-8868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公證
認證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微信客服:aat713
2019 王朝閃亮*獨家行程 專業領隊*

3-4月日本韓國12天赏樱之旅$1800 (包機票 团费 門票 小費)
3月休斯頓牛仔節、新奧爾良狂歡節3-6天$388起
7月國慶日相約阿拉斯加遊輪$899起
9月/10月雲貴煙雨江南兩大名山16天$890起

美西 、美東 、黃石折扣高达47%
德州团最高折扣15%  佛州、郵輪最高折扣12%

東方快車 西藏 新疆 埃及 坎昆 北極光 中南美州 豪華遊輪

機票回 越南/上海$0元

太空中心門票$18   
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買一送一)  中國簽證$170 
江南團 台灣來回機票$399   
代理Viking遊輪 Gate1旅遊 Globus旅遊 廉价机票 

3-4月12天南北越柬埔寨$2900+ (日本/韓國/泰國/江南)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上海日本團$868(全包價) 暑假回國機票$625起



BB1010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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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美俄高超
聲速武器比拼 誰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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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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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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BB22

2019 LUNAR NEW YEAR 
SPECIAL EDITION

2019農曆新年特刊價目表
截止日期  DEADLINE: 1/25/2019 

出版日期 PUBLISHING DATE: 2/1/2019

彩色 Color

□   160 units          $720.00 

□   80 units  $360.00 

□   40 units  $180.00 

□   16 units  $84.00 

客戶名稱 
Client’s Name :  

地址 Address :

電話 Tel：

傳真 Fax：

簽名 Signa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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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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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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德州佛教會德州佛教會20182018年歲末感恩佛七年歲末感恩佛七

。 

。 

。 

。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20192019 年寒假遊學團年寒假遊學團，，
於於 11 月月 1111 日至日至 11 月月 2525 日在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日在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University ofUniversity of
Houston -Down ,Houston -Down ,簡稱簡稱UHD )UHD )進行二週的警務學習及赴市警局進行二週的警務學習及赴市警局、、
消防局消防局、、法院等刑事司法機關的參訪法院等刑事司法機關的參訪。。警大遊學團是警大遊學團是UHDUHD 「「百百
優計劃優計劃 」」（（Bayou Connection )Bayou Connection )年度重點活動之一年度重點活動之一，，因教學內容因教學內容
紮實紮實，，活動安排活潑活動安排活潑，，頗受學生歡迎頗受學生歡迎。。該團是警大來該團是警大來UHDUHD 學習學習
的第的第1414團團，，也是人數最多的一團也是人數最多的一團，，共有共有4242人人，，包括包括3434名大學生名大學生
、、六名研究生和六名研究生和22名領隊名領隊（（ 高大宇教授高大宇教授、、謝枘宬區隊長謝枘宬區隊長）。）。中央中央
警察大學是警察大學是UHDUHD的姐妹校的姐妹校，，兩校結盟始自兩校結盟始自20052005年年。。UHDUHD 校長校長
Juan Sanchez MunozJuan Sanchez Munoz博士於去年博士於去年（（20182018 年年））年底應邀訪問台灣時年底應邀訪問台灣時

，，曾拜會中央警察大學曾拜會中央警察大學,,故對警大學生來訪故對警大學生來訪
十分重視十分重視,,責成責成 「「百優計劃百優計劃」」主任王曉明教主任王曉明教
授協助遊學團在授協助遊學團在UHDUHD學習期間之相關事宜學習期間之相關事宜
。。並於本周五並於本周五（（11月月1111日日））上午上午1010::4545 --1111::
4545 在 該 校 公 共 服 務 學 院 會 議 廳在 該 校 公 共 服 務 學 院 會 議 廳 （（10021002
Commerce Street , CCommerce Street , C100100 ))舉行歡迎儀式舉行歡迎儀式，，由由
該校該校 「「百優計劃百優計劃」」主任主任，，刑事司法教授暨刑事司法教授暨
教授參議院長王曉明博士主持教授參議院長王曉明博士主持。。出席歡迎出席歡迎
儀式的貴賓包括儀式的貴賓包括:UHD:UHD 校長校長 Juan SanchezJuan Sanchez
Munoz,Munoz,該校刑事司法和社會工作部門該校刑事司法和社會工作部門 Dr.Dr.
Judith Harris ,Judith Harris , 「「百優計劃百優計劃」」助理主任助理主任 Dr.Dr.
Judith HarrisJudith Harris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
、、HPDHPD 學院中尉學院中尉 Bradley MorefieldBradley Morefield 及刑事及刑事
司法培訓中心主任司法培訓中心主任Steven BrackenSteven Bracken等人等人，，他他
們分別在開幕式上致詞們分別在開幕式上致詞。。

UHDUHD 校長校長Juan Sanchez MunozJuan Sanchez Munoz 首先在首先在
歡迎儀式上致詞歡迎儀式上致詞，，他希望前來的警大學生都能很享受在他希望前來的警大學生都能很享受在
本地的學習本地的學習，，並增進並增進UHDUHD 與與CPU (CPU (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 的的

關係關係。。 「「百優計劃百優計劃」」的助理主任的助理主任Dr. Judith HarrisDr. Judith Harris也在致詞時表示也在致詞時表示
，，她將在未來二週期間她將在未來二週期間，，盡量幫助大家作有效的學習盡量幫助大家作有效的學習，，並增進更並增進更
多該校與台灣的友誼多該校與台灣的友誼。。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的陳家彥處長在致詞時盛的陳家彥處長在致詞時盛
讚在王曉明教授傑出帶領下的讚在王曉明教授傑出帶領下的 「「百優計劃百優計劃」」多年來增進了很多美多年來增進了很多美
國與台灣的關係國與台灣的關係，，也增進也增進UHDUHD 與台灣盟友關係與台灣盟友關係，，他祝全體學員他祝全體學員
在休市的學習非常愉快在休市的學習非常愉快、、順利順利，，11月月2222日晚上歡宴見日晚上歡宴見！！HPDHPD 學學
院中尉院中尉Bradley MorefieldBradley Morefield 致詞時鼓勵大家努力學習致詞時鼓勵大家努力學習，，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工作
將影響幾百萬人的福祉將影響幾百萬人的福祉。。該校刑事司法培訓中心主任該校刑事司法培訓中心主任 StevenSteven
BrackenBracken 並在會上介紹該中心的成員並在會上介紹該中心的成員，，並祝全體學員兩週的學習並祝全體學員兩週的學習
完滿愉快完滿愉快！！歡迎式在兩校互贈禮物後圓滿結束歡迎式在兩校互贈禮物後圓滿結束。。全體並在圓形大全體並在圓形大

廳樓梯拍攝集體照廳樓梯拍攝集體照。。
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20192019 年寒假遊學團年寒假遊學團，，除二週的警務學習課程除二週的警務學習課程

外外，，還將實地考察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還將實地考察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調查犯罪博物館等多地調查犯罪博物館等多地
作實地考察作實地考察。。該團領隊高大宇教授對記者表該團領隊高大宇教授對記者表：： 自自20072007 年春季以年春季以
來來，，該校共有該校共有1212個小組的個小組的250250名的名的CPUCPU 學生在學生在UHDUHD 的英語語的英語語
言學院言學院（（ELD )ELD )學習學習，，因為英語是各地可學因為英語是各地可學，，不及這兩期專門實不及這兩期專門實
地學習考察警務收效宏偉地學習考察警務收效宏偉。。

UHDUHD 百優計劃成立終百優計劃成立終20022002年年，，旨在促進旨在促進UHDUHD 與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
的學術文化交流的學術文化交流，，經由百優計劃經由百優計劃，，迄今迄今UHDUHD 已與警察大學已與警察大學、、台台
南大學南大學、、銘傳大學銘傳大學、、中信金融學院等校簽訂合作計劃中信金融學院等校簽訂合作計劃，，進行交換進行交換
教授教授、、學生互訪學生互訪、、合作研究等多項實質學術交流活動合作研究等多項實質學術交流活動。。

( 本報訊 ）在獲悉二次大戰
期間赴美受訓的中華民國空軍飛
行學員計有52名殉職人員安葬於
美國德州艾爾帕索(El Paso)布利斯
堡 國 家 公 墓 (Fort Bliss National
Cemetery)的消息後，駐休士頓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於
本(1)月 8 日率領駐處同仁及 El
Paso 台灣商會會長廖啟宏、副會
長陳怡辰、會員陳家元及楊坤霖
，由該國家公墓主任 James Porter
率同仁全程陪同，向70多年前為
國捐軀的中華民國空軍英靈獻花
致敬。

在簡單隆重的儀式中，每一
位國軍烈士靈前均插上一面中華
民國國旗及一束鮮花，陳處長代
表中華民國政府向我空軍英靈表
達深深追思、永遠懷念及最崇高
敬意，氣氛莊嚴肅穆。

陳處長表示，對日抗戰期間
，中華民國與美國併肩作戰。我
空軍招募多批愛國青年共赴國難
，派遣他們前往美國接受飛行軍
事訓練，但有多位飛行學員不幸
殉職，安葬於海外已逾70載；今
日站立於52位空軍烈士靈前，感
念國軍先烈們為中華民國犧牲奉
獻，我全體國民更應該團結一心
，延續國軍先烈忠勇愛國的偉大
精神與高貴情操，持續為維護中
華民國台灣的主權獨立，促進國
際和平與安定竭盡心力，以告慰
烈士在天之靈。

依據布利斯堡國家公墓官網
記載，二次大戰期間我空軍在美
受訓殉職學員，係於1944年秋季
，由中華民國政府正式選定布利
斯堡國家公墓作為安葬地點，計
有52人安葬於此。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前往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前往El PasoEl Paso向向
二戰期間為國捐軀的中華民國空軍英靈獻花致敬二戰期間為國捐軀的中華民國空軍英靈獻花致敬

（（左起左起））中央警察大學遊學團領隊高大宇教授中央警察大學遊學團領隊高大宇教授、【、【百優計劃百優計劃】】主任王曉主任王曉
明教授明教授、【、【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UHDUHD校長校長Juan Sanchez MuJuan Sanchez Mu--
noz,HPDnoz,HPD學院中尉學院中尉Bradley MorefieldBradley Morefield等人在開幕儀式前交談等人在開幕儀式前交談。（。（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偕同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偕同El PasoEl Paso台灣商台灣商
會廖啟宏會長會廖啟宏會長、、陳怡辰副會長等僑胞及美國布利斯堡國家公墓陳怡辰副會長等僑胞及美國布利斯堡國家公墓
（（Fort Bliss National CemeteryFort Bliss National Cemetery））主任主任James PorterJames Porter 向安葬於向安葬於
該公墓之二戰時期來美受訓殉職之該公墓之二戰時期來美受訓殉職之5252名中華民國空軍英靈默哀名中華民國空軍英靈默哀
致敬致敬。。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向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向7070多年前為國多年前為國
捐軀之捐軀之5252位中華民國空軍烈士獻花致敬位中華民國空軍烈士獻花致敬，，並在每一為烈士並在每一為烈士
靈前插上一面中華民國國旗及一束鮮花靈前插上一面中華民國國旗及一束鮮花，，表達追思表達追思。。

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20192019年寒假遊學團來休作二週警務學習年寒假遊學團來休作二週警務學習
1111日在休大城中校區公共服務學院會議廳舉行歡迎式日在休大城中校區公共服務學院會議廳舉行歡迎式

圖為中央警察大學的全體學員與圖為中央警察大學的全體學員與HUDHUD各負責人及主辦單位在開幕式後合影各負責人及主辦單位在開幕式後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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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珍貴的歷史圖片所組成的兩套由珍貴的歷史圖片所組成的兩套
掛圖掛圖:: ““風雨彩虹風雨彩虹 百年見證百年見證””及及””馬馬
丁路德丁路德””9595條論綱發佈條論綱發佈500500週年週年”，”，
於於20192019年年11月月44日至日至2020日同時在福遍日同時在福遍
中國教會展出中國教會展出。。 １月４日晚７時舉行１月４日晚７時舉行
了開幕式了開幕式,, 許多佳賓出席許多佳賓出席。。

““風雨彩虹百年見證風雨彩虹百年見證””歷史圖片歷史圖片
展展，，講述國父孫中山先生與革命先烈講述國父孫中山先生與革命先烈
在一百多年前在一百多年前，，帶領華人同胞帶領華人同胞，，推翻推翻
封建統治封建統治，，開創中國新紀元的歷史過開創中國新紀元的歷史過
程程。。展出內容著眼於孫中山先生作為展出內容著眼於孫中山先生作為
基督徒的經歷和見證基督徒的經歷和見證，，以及辛亥以來以及辛亥以來
，，一些基督徒革命志士及建國英豪們一些基督徒革命志士及建國英豪們
的生命故事的生命故事。。每張有中英文說明每張有中英文說明,, 並有並有
導覽員及導覽耳機導覽員及導覽耳機。。內容包括內容包括：：
11..辛亥革命建國時期辛亥革命建國時期：：孫中山孫中山，，陸皓陸皓

東東，，鄭士良鄭士良，，黃興黃興，，劉靜庵等人劉靜庵等人。。
22..民初抗日時期民初抗日時期：：蔣中正蔣中正，，宋美齡宋美齡，，
馮玉祥馮玉祥，，張之江張之江，，張學良張學良，，佟麟閣佟麟閣，，
何應欽何應欽，，張靜愚等人張靜愚等人。。
33..締造台灣財經奇蹟締造台灣財經奇蹟：：孫運璿孫運璿，，李國李國
鼎鼎，，吳嵩慶吳嵩慶，，沈宗翰等人沈宗翰等人。。
44..詳考中國近代歷史詳考中國近代歷史，，各行各業中許各行各業中許
多重要關鍵人物多重要關鍵人物，，其養成培育歷程其養成培育歷程，，
幾乎均與基督教有關幾乎均與基督教有關，，列舉若干獻身列舉若干獻身
教育教育，，醫療工作醫療工作，，社會救濟工作社會救濟工作，，文文
學學、、音樂音樂，，藝術工作等各方面的基督藝術工作等各方面的基督
徒為例証徒為例証。。

““馬丁路德馬丁路德””9595條論綱發佈條論綱發佈500500
週年歷史圖片展週年歷史圖片展”，”，介紹馬丁路德的介紹馬丁路德的
成長背景成長背景，，生平生平，，引發宗教改革的經引發宗教改革的經
過過，，以及他對歷史文化的影響和貢獻以及他對歷史文化的影響和貢獻

。。
展覽地點展覽地點::福遍中國教會福遍中國教會 (Fort(Fort

Bend Community Church)Bend Community Church)
地 址地 址 ：： 77077707 HighwayHighway 66, Missouri, Missouri
City, TXCity, TX 7745977459
展覽日期展覽日期：：20192019年年11月月44日至日至2020日日；；
星 期 五星 期 五 （（11 月月 44、、 1111、、 1818 日日 ）） 77::
0000pm-pm-1010::0000pm;pm; 星期六星期六（（11月月 55、、1212
、、1919日日））1010::0000am-am-44::0000pmpm；；星期日星期日
（（11 月月 66、、 1313、、 2020 日日 ）） 11::0000pm-pm-44::
0000pmpm
聯 絡 人聯 絡 人 ：： 董 世 民 長 老董 世 民 長 老 (Email:(Email:
stungstung7747977479@gmail.com; Tel: (@gmail.com; Tel: (281281))
484484--12031203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風雨彩虹風雨彩虹 百年歷史百年歷史””及及““馬丁路德馬丁路德 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圖片聯合展開幕式圖片聯合展開幕式
--以銅為鑑以銅為鑑,, 可正衣冠可正衣冠；；以古為鑑以古為鑑,, 可知興替可知興替；；以人為鑑以人為鑑,, 可明得失可明得失-(-(下下))

路得宗教改革與華人歷史文化路得宗教改革與華人歷史文化 路得對歷史文化的影響和貢獻路得對歷史文化的影響和貢獻 文藝復興帶來的文化衝擊文藝復興帶來的文化衝擊 馬丁路得的成長發展馬丁路得的成長發展

黄興為長沙市三一堂黄興為長沙市三一堂((教堂教堂)) 題字題字 締造台灣財經奇蹟的基督徒締造台灣財經奇蹟的基督徒

蔣介石蔣介石 宋美齡都是基督徒宋美齡都是基督徒 孫中山革命行動進行中與基督徒的關係孫中山革命行動進行中與基督徒的關係 ((最左圖最左圖)) 陸皓東陸皓東((基督徒基督徒)) 設計國旗設計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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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德州第一
診療中心素以為民眾解除疼痛之患而著
名，為了更好的服務住在中國城附近的
民眾，其中國城診所在近日新張，就位
於百利大道Bellaire Medical Plaza，對許
多有疼痛之苦的長者與民眾來說，真是
個好消息，未來可以就近接受診療，更
方便了。

據悉，全美有一億人遭受不同的疼
痛之苦，平均每三個人就有一個人受疼
痛折磨。疼痛是一種不舒服的、揮之不
去的感覺，長期疼痛在身，會讓人心情
不佳、心浮氣躁，也會令人無法專注，
甚至改變與他人的關係。

以專家匯診的模式，團隊做診療
德州第一診療中心是由陶慶麟醫師

( Dr. Sammy Tao)所主持，以專家匯診的
醫療模式，團隊一起做診療，對症下藥
，專業的團隊包括家庭科、內科、外科
、中醫科、脊椎治療科，集多方專家智
慧，提供最有效的診療，達到最佳的效
果。整合功能醫學(functional medicine)
、物理治療學(physical medicine)、與疼
痛治療(pain management)，不僅治療症
狀，同時找出病因。

陶醫師表示： 「我們所採用的專家
匯診模式是，當一個病人來的時候，首
先接觸的是家庭醫生，家庭醫生會先了
解病人的病情、病史、收集相關的資料

，然後由團隊一起診療，尋找出病因，
再對症下藥。不像在其他地方的病人，
有可能看一個醫生，醫生說不是這個原
因，又再看下一個醫生，萬一又不是，
還得再換另一個醫生。我們的專家會診
團準確性非常高，集合幾位醫生的專長
找到病因，對症下藥，對一個病人而言
，這樣有很大的好處，既了省時間，又
省金錢，最重要的是從根本解決問題。
」

便利民眾
「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有一個病

人來我們中心，述說他看病的經歷。之
前，他的背痛了好幾個月，疼痛部位在
左邊，他的家庭醫生認為左胸部的地方
有疼痛，可能跟心臟有關係，所以建議
他去看心臟科醫生。他去心臟科醫生那
裏，做了很多治療與吃藥，疼痛卻沒有
好轉。後來，他來到我們中心，我們看
到他這邊肌肉的疼痛與他的呼吸運轉不
對，他的胸部跟脊椎骨連結的地方有點
錯位，這其實是很簡單的問題，經過三
次的治療，他的疼痛就好了，對他來講
，只要花一點點錢，就解決問題。但是
，他之前花了很多錢、很多時間，卻沒
有把疼痛醫好。」

陶醫生運用 「專家匯診」 醫療模式
，無異是對美國傳統家庭醫生模式的一
種改革，很顯然地，這樣的模式能夠為

病人找到更有效的治療方法，並且對民
眾而言，便利許多。

幹細胞療法
在醫學界，現今最受矚目的療法就

是幹細胞療法，這種新型療法，將幹細
胞植入人體後，替代那些受損傷的細胞
，進行修復，因而達到治療的功能。
「幹細胞」 療法也被稱為再生醫學，這

種治療技術，被讚為人類有史以來的
「飛躍式」 醫療。德州第一診療中心運

用 「幹細胞」 療法，幫助病人不開刀就
解決疼痛，特別是關節炎。美國每年有
六十萬以上的民眾接受膝關節替換手術
，但其實，很多疼痛並不需要開刀，幹
細胞療法就能有效的修復與治療。

找出致病的根本原因
德州第一診療中心希望能幫助病患

找出致病的根本原因，恢復應有的健康
和活力。中心的醫師與病患一起合作，
讓患者了解如何能過上更健康愉快的生
活，同時教育病患 「功能醫學」 與生活
結合的益處，每個人自身都有自癒力，
德州第一診療中心幫助病人讓體內的自
癒力發揮應有的功能，達到長期的健康
狀態。

其實， 「疾病」 只是一個稱呼，代
表的是體內的生理功能失去平衡。失調
的原因有很多，可能跟壓力、飲食、生
活、工作環境、睡眠、或是個人的基因
型態有關，因此，每個人需要的治療方
式應依他的特殊情況而定。 「功能醫學

」 期望透過調整身體不平衡之處，提升
器官的功能，恢復身體健康，而非只是
消除疾病症狀而已。

瞭解身體功能哪裡失衡
身體某個部位的不適，只是一個訊

號的展現，就像是冰山的一角。 「功能
醫學」 注重整體的健康，而不把焦點放
在疾病之上，它的超越之處，就是幫助

我們深入瞭解身體功能哪裡失衡了，就
像觀察水平面下的冰山全貌。一但瞭解
全貌，透過不同的角度切入，找到關鍵
性的治療方法，依每個人的身體需求，
給予醫療、營養、飲食、與生活型態調
整的各種建議。

傳統醫學一般會治療人的症狀，如
高血壓、慢性疼痛、糖尿病、自身免疫
性疾病、不孕症、或癌症等。 然而，
「為什麼」 會得病卻很少被注意。德州

第一診療中心致力於從根本解決問題，
不僅治療病症，同時從源頭幫您達到最
理想的健康，照顧整個身體，而不僅僅
是治療局部問題。
德 州 第 一 診 療 中 心 (Texas Regional
Health & Wellness)電話 832-998-2416(
中文)、281-208-7335(英文)。地址: 糖
城診所 2837 Dulles Ave., Missouri City,
TX 77459。 中 國 城 診 所 9440 Bellaire
Blvd., #230, Houston, TX 77036(新開幕，
歡 迎 預 約)。 www.texasregionalhealth.
com。

德州第一診療中心由陶慶麟醫師德州第一診療中心由陶慶麟醫師 主持主持

疼痛是一種不舒服的疼痛是一種不舒服的、、揮之不去的感揮之不去的感
覺覺，，美國平均每三個人就有一個人受美國平均每三個人就有一個人受

疼痛之苦疼痛之苦

德州第一診療中心中國城診所新德州第一診療中心中國城診所新
開幕開幕，，位於位於Bellaire Medical PlazaBellaire Medical Plaza

，，服務民眾服務民眾

德州第一診療中心以專家匯診醫療模式德州第一診療中心以專家匯診醫療模式，，團隊一起團隊一起
做診療做診療，，對症下藥對症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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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美南人語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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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3日 Sunday, January 13, 2019

新 年 伊 始
， 中 國 航
天 傳 來 捷

報，嫦娥四號探測器本月三日成功着陸月球背面的預
選着陸區，並通過“鵲橋”中繼星傳回了世界上第一
張近距離拍攝月背的影像圖，揭開了古老月背的神秘
面紗。

此次任務實現了人類探測器首次月背軟着陸、
首次月背與地球的中繼通信，開啟了人類月球探測新
篇章。

嫦娥四號的成功登陸，也意味着我國探月工程
向着“繞”、“落”、“回”三步走中第三階段邁出
了重要一步。今後，嫦娥系列探測器，還將進行月球
樣品自動取樣返回探測，深化對地月系統的起源與演
化的認識。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中國航天科技工作者
，在探月活動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基礎上，已開展了
相關技術方案研究和衛星關鍵技術研究。

二○○四年，中國的探月計劃經過長期準備、
十年論證正式立項。

在二○○七年至二○一三年間，嫦娥一號、二
號、三號任務，先後成功實施。中國的探月之路規劃
得很務實，雖然起步比美國、俄羅斯晚了三、四十年
，但務實的態度，反而成就了跨越和高效的結果。

對於中國的探月計劃，有俄媒表示，美國認為
中國航天計劃的特點，具有連續性和長期性，一系列

的航天計劃，對美國的航
天超級大國唯一地位，構
成打擊。

作為太空競爭的後
來者，如今中國國家航天局已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
NASA獲得資金最多的航天機構。

中國不僅實現登陸月球背面的雄心，並向更大的
目標邁進——在二○三○年趕上俄羅斯和美國，成為
主要的太空強國，計劃在明年建造自己的太空站。

去年，更被航天人稱為“超級二○一八”——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全年卅七次發射全勝，使我國首次
力壓美俄兩個航天超級大國，成為全球年度航太發射
次數最多的國家。

回望過去，由一九五八年，中國發出了“我們
也要搞人造衛星”的偉大號召、啟動人造衛星計劃開
始，到一九九三年，中國國家航天局成立，負責太空
開發計劃，承擔航空航天工業部的職能；二○○三年
，中國航天員楊利偉成為進入浩瀚太空的第一位中國
訪客，中國成為全世界第三個獨立將人類送入太空的
國家；從神舟五號到神舟九號，實現了從太空載人到
飛船與空間飛行器交會對接的任務；從神舟十號任務
以後，中國的載人航天技術已經成熟，至今共計將十
一名宇航員送入太空，成為世界航天工業新的大國；
如今中國更成為第一個在月球背面實現可控着陸的國
家……

從嫦娥奔月到萬戶飛天，從“天眼”探秘到載
人航天，探索浩瀚宇宙，是中華兒女不懈追求的偉大
夢想。二○一九年，中國探索宇宙的腳步將會繼續前
行，中國的航天征程將譜寫新的壯麗篇章。

誠然，中國的探月步履，曾遭到美國屢設障礙干
擾。

嫦娥四號三日成功登陸月背，美國主流媒體在肯
定中國太空技術進步的同時，均不免渲染“中國威脅
”，並呼籲美國政府在航天領域增加預算。據觀察者
網報道，中國從一開始就是“自力更生”，美國政府
不但禁止美中兩國在太空領域進行官方合作，甚至在
得知中國的探月計劃後，關閉本向全球公開的軌道數
據。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探月工程總工程師吳偉
仁在媒體的採訪中，他講述了幾則人們不曾知曉的事
情。該文章指出，中國在探月工程國際合作方面，始
終保持開放合作的態度，探月路上的“小夥伴”越來
越多。但中國的探月之路，並不是坦途，美方曾多次
在中國探月工程中設置障礙，並且提出無理的要求。

吳偉仁說，中國探月工程自二○○三年起步，目
前發射次數雖然不多，但是收穫頗為豐富。嫦娥二號
完成繞月探測後，對拉格朗日L2點進行探測，並對
圖塔蒂斯小行星飛躍探測。應該坦承：世界上很多小
天體的軌道，只有美國 才有，並且美國早年本是向
全球公開的。不過當中國宣佈要探測圖塔蒂斯後，美
國馬上把相關的軌道數據，都全部關閉掉。雖然中國
被此舉搞得頗為被動，但還是集合全國天文台的力量
，去尋找圖塔蒂斯，最後形成中國軌道，成功地進行
飛躍探測。

二○一三年十二月嫦娥三號發射，實現人類在新
世紀首次月球軟着陸。在發射前，由於中美航天局，
並沒有太多聯繫，美方多次致電中國科學院，以影響
美國的月塵檢測衛星為理由，多次要求中方提供嫦娥

三號的飛行軌道和落月時間等多種數據，提出無理要
求。但是中方並未答應美方的要求。不久前，美方再
次索要中國嫦娥四號探測器的軌道數據，以便檢測落
月情況，中方同樣拒絕了這種要求。

美方不僅在中國的探月過程中設置障礙、提出無
理要求，而且也干擾兩國航天專家正常的學術交流。

二○一七年三月，美國“太空新聞”門戶網站就
曾報道，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拒絕向負責中國月球和火
星開發計劃的一名專家發放簽證。

早在幾年前，美國就從官方層面上開始禁止中
美在航天領域的合作。在二○一一年，美國眾議院撥
款委員會商業、司法、科學及相關機構小組委員會主
席沃爾夫，在當年的美國財務開支法案中就添加了一
條禁令，禁止中美兩國之間任何與美國航天局有關或
由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協調的聯合科研活動，甚至還
以反間諜為由，禁止美國航天局所有設施接待“中國
官方訪問者”。

雖然美國小動作不斷，但吳偉仁表示，越來越
多的國家希望與中國在探月工程上合作。今年五月，
“鵲橋”中繼衛星任務中搭載了沙特的相機，並獲得
了月圖，這讓沙特全國上下都非常重視。在德國訪問
期間，一位用了幾十年時間研究月球車的德國院士，
希望中國能夠幫他把月球車送上月球。吳偉仁說：
“過去我們是求着人家搞合作，但是通過幾次的成功
探月行動後，世界上先進的國家,都願意 跟我們中方
合作。”

這真是 「今時不同往日，一個酸梅兩個核」，中
國人真是頂瓜瓜！

韶光易逝，又到二十一世紀的2019 年的來 臨。
前年2017 年11 月感恩節前夕，居住於澳門的家慈，
病情轉急，我等楊家5 位子女，馬上急飛回去，送母
最後一程。去年2018 年感恩節，乃是親娘仙逝一年
，我夫妻本應按時返澳拜祭，但是我倆任職的美國學
校，建議我們改在12 月下旬才啟程，因為那時學校
有16 天聖誕及元旦假期，正好供我們返家之用。校
方言之有理，我們遂依計而行。

從美國休斯頓市飛返澳門，全程共18 小時。我
在長榮航空公司班機之上，三度半睡半醒，腦海中盡
是回憶兒時與母親生活的情境。思母情切，萬里長空
執筆，寫下小詩乙首：

又見北風桐葉落，思親每念倍神傷。
兒時母愛堪猶記，昔日歌聲迄未忘。

幕幕溫馨催
熱淚，絲絲愁緒繞哀腸
。

簷前滴水知恩報，莫
待空餘夢夕陽。

這本是個人感受，新年流流，似乎不應強叫讀者
閱讀。不過人皆有母，而家母是以九十高齡離去，應
屬笑喪。因此我趁元旦佳節來懷母，想諸君亦會體諒
。此外，更有另首詩句，向諸君介紹：

「一夜北風寒 萬里彤雲厚 長空雪亂飄 改盡江山
秀

紛紛麟甲飛 頃刻遍宇宙 騎驢過小橋 獨嘆梅花秀
」

此詩據稱是三國時代，諸葛亮在欣賞冬天大雪飛
舞時所作。自從閱讀過後， 居美四十五年，每逢冬
天目睹雪花飛舞時，我便自然吟唱起該詩來， 這是
自己對諸葛亮的胸懷廣闊的響往。

回到去年11 月初，我所居住的美國西南部的德
州休斯頓，突然天寒地凍，更飄雪起來，天文台說這
是自從上世紀1955年 以來的早雪。半個多世紀的飛
雪奇蹟也可以目睹，對我來說，既是喜悅，更似是天
意。為的是家母生前，十分愛雪， 「雪花潔白美麗，
」這是母親生前對它的讚賞。

想家母出生在廣東中山，中山原是一個縣市區。
到了新中國政府成立後，為了永久性地紀念中國國父
孫中山先生 一生為國為民奔波的豐功偉績，中國國
務院就將孫中山出生的中山縣翠亨村，升級為中山市
。中山市位於中國南方，即使隆冬季節，一般也未能
看到漫天飛雪。不過1949 年我在澳門營地街市的桃

花源樓上出生時，時為夜半三更，這曾有短暫雪花飄
下。

家母及外祖母，屬於舊式人家，我楊家6 個姐妹
兄弟，都是在家中出世, 由下環街陳少芳執媽負責接
生。聽母親生前所說，作為長子的我，是不足月出來
的，僅有5 磅半左右，但卻偏偏碰上澳門大寒期間下
雪之際來到澳門，有點微雪喜迎新歲的感覺。在我5
歲小童時，當日在場看着我出生的外祖母劉婆對我說
： 「當母親目睹夜半三更，白雪飛舞，而雙手抱著初
生嬰兒的我時，有點驚喜連連的感覺。因為雪花與男
嬰，都是她的至愛！」

說我母親愛雪，尚有一個例証。當雙親有了我楊
家6位 子女時，原本居住在福隆新街的房間，己不敷
應用，需要另找新址。斯時家父己跟8 位原來是陶陶
居飯店的同事，在2 位越南華僑的資助下，在十月初
五街開創了中國飯店，店中有兩位廚房工友： 黃金
城、朱晉源，也有意找尋房子安頓家人。在大家四方
奔走下，找到了海邊新街131 號三樓整層樓宇，它有
4 房一走廊，頭尾兩房為大，二三房為細，房東剛巧
就是地下林添記雪廠的東家。那個年代，澳門飲食業
生意，一般而矣，父親雖說是中國飯店頭廚，但也是
月薪150 元葡弊，要養活我們一家八口，殊不簡單。
另外兩位叔伯的收入，亦是 「有限公司」，如果找不
上另外一伙人來合租，大家就有點吃力。正在猶豫不
決之際，母親提出新案： 我楊家一家8口，選擇頭房
、及走廊前方來居住，她願意每天找些手襪來縫線，
得來的工資，便可以多分擔一點租金，這樣便暫時解
決屋租的問題。對此，中國飯店兩位同事也贊同，因
為這個住址，離開 工作的中圂飯店，僅僅是一個街

口之隔，步行上下班，10 分鐘也不用，異常方便。
事後外祖母向母親查詢，為何她願意作這樣犧牲？原
來母親喜歡地下有生雪制造廠，每天會生產出幾千磅
白雪出來，供澳門市面酒樓飲品店及一般食肆之需。
既然一天之中，母親早午晚上下樓梯，都會經過雪廠
時，看到一條條雪白生雪的出現，這就滿足了母親生
平喜愛白雪的景點， 「千金難買心頭好」，所以母親
才作出這樣的抉擇。

古人常說：做人真是 「好心有好報」。我們搬送
去新居不久，房東林添記雪廠 又介紹在同一條街末
端的中山雪廠的帳房周先生，來租我們空置下來的一
個房間，為的是他在中山娶有嬌妻，而周先生是僑眷
關係，獲國內政府提早批準他新婚太太來澳定居，這
個空房剛合他心意，因為兩間雪厰相隔也只是5 個舖
位，出入方便。對我們而言，既多了一位新鄉里同居
，而母親縫手襪的些微收入，可以用作幫補生計，更
開心的是： 母親可以聲音兩邊走，街頭巷尾也可以
看到條條白雪的製作過程，完全可以滿足她的喜雪心
願！

想到這裡，我在航機上立下心願：今次回到澳門
，我一定要走到 昔日澳門國際酒店一側的海邊新街
131 號舊居，緬懷一下60 多年前的往日景像！

以下是抵達澳門時，舊地重遊，有感而發，寫下
的詩句

七絕 元旦佳節 怀念娘親
春回大地艷陽天
苦辣酸甜又一年
慈幃己到天庭去
親恩常誌永難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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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佳節思母親



綜合經濟

BB99時事圖片
星期日 2019年1月13日 Sunday, January 13, 2019

探險地下洞穴世界探險地下洞穴世界 空曠隧道似通往未知世界空曠隧道似通往未知世界

攝影師攝影師Romain VenotRomain Venot在在88年前開始探索年前開始探索
位於法國各地的洞穴位於法國各地的洞穴，，迄今為止迄今為止，，他走遍了他走遍了
5050--100100個大大小小的洞穴個大大小小的洞穴，，並用鏡頭向人們並用鏡頭向人們
展示了深藏地下不為人知的自然奇觀展示了深藏地下不為人知的自然奇觀，，嶙峋的嶙峋的
鐘乳石和石筍鐘乳石和石筍，，地下隧道黝黑深邃似向時光深地下隧道黝黑深邃似向時光深
處無限蔓延處無限蔓延，，凹凸起伏的洞頂在光影的作用下凹凸起伏的洞頂在光影的作用下
恍如異世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贊嘆不恍如異世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贊嘆不
已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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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歲的鋼琴家伊芙莉娜歲的鋼琴家伊芙莉娜··德蘭在喜馬拉雅山海拔德蘭在喜馬拉雅山海拔50005000米的地方開了米的地方開了
古典音樂會古典音樂會，，從而打破了紀錄從而打破了紀錄，，這是壹個讓人印象深刻的壯舉這是壹個讓人印象深刻的壯舉。。

大雪襲擊土耳其比特利斯大雪襲擊土耳其比特利斯
居民雪中挖汽車居民雪中挖汽車

房租抵扣個稅或引發提租擔憂
暴露住房租賃市場弊端

今年起，個人所得稅在起征點提高的

基礎上，進壹步對居民子女教育、繼續教

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或住房租

金、贍養老人等六大領域支出實施專項附

加扣除的減稅政策。其中，“房租抵扣個

稅”在部分地區的實踐中遭遇質疑，並引

發關註。分析人士指出，政府決心下大力

氣推動個人所得稅改革，根本目的是減輕

居民負擔、鼓勵消費升級。部分房東擔心

“房租收入暴露”而不願配合房客申報減

稅，屬於住房租賃市場快速發展與稅收制

度不斷完善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對這些矛

盾的過渡性安排及妥善解決，將加快推動

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建設。

房東房客訴求不壹
國務院印發的《個人所得稅專項附

加扣除暫行辦法》規定，納稅人在主要

工作城市沒有自有住房而發生的住房租

金支出，在直轄市、省會（首府）城市、

計劃單列市及國務院確定的其他城市，

按每月1500元扣除；除上述城市外，市

轄區戶籍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按每

月1100元扣除；市轄區戶籍人口不超過

100萬的城市，按每月800元扣除。

換言之，根據新政策，居民在住房

租金上的支出，可根據所在城市情況按

壹定標準（1500元、1100元、800元三

檔）抵扣個人所得稅。抵扣之後，其收

入中免征個人所得稅的部分會相應擴大。

然而實踐中，房東與房客訴求不壹，

讓“房租抵扣個稅”遇到了麻煩。24歲

的“北漂壹族”小王以申報個人所得稅

資料向房東詢問身份證號碼時，就遭到

拒絕。房東算了壹筆賬：目前5000元的

租金，如果按照5%—10%的綜合征收率，

自己可能要為房租收入多交好幾百元稅。

據了解，小王房東的想法並非個案。房東

們普遍認為，如果房客申報個稅減免而導

致自己增加稅負並不劃算，因此要麽幹脆

不租，要麽將稅收轉嫁到租金上。

在市場人士看來，長期以來中心城

市住房租賃市場的供需緊張，壹定程度

上造成了“房租抵扣個稅”遇阻。如是

金融研究院高級宏觀策略研究員楊芹芹

指出，按照現行法律，不動產出租所得

需要繳納壹定比例的稅費，但實際上，

很多房東出租房屋所得並未納稅。

暴露住房租賃市場弊端

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研究院

執行院長劉小川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

指出，由於大城市住房租賃市場供求緊

張，加之出租房屋收入征稅問題長期處

於灰色地帶，才導致了房東與房客在

“房租抵扣個稅”上產生矛盾。

“房客按政策規定抵扣個人所得稅是

應有的權利，但在現行格局下確實會給房

東帶來潛在的增項稅負，因此房東才會想

通過漲房租來進行轉嫁。”劉小川認為。

天津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叢屹表

示，房東“漲租避稅”的做法，表面上

看是個人所得稅抵扣政策遇到的新難題，

但本質上卻反映出我國住房租賃市場長

期存在的弊端。“我國住房租賃市場還

不夠成熟、不夠完善，房東與房客在話

語權上明顯失衡，房東經常隨意漲價，

而房客則處於弱勢地位。”叢屹說。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也談到，

目前房屋租賃市場沒有養成普遍納稅的

習慣，同時市場買賣雙方話語權不對等，

導致目前這種矛盾。

減負初衷不會變
值得註意的是，2018年10月1日起，

減稅新政讓月工薪收入2萬元以下的納

稅人稅負降幅超過50%，不少納稅人不

再需要再繳納個人所得稅。2019年1月1

日起專項附加扣除實施後，納稅人在已

經享受到普惠性減稅紅利的基礎上，獲

得了壹個更精準的減稅紅包。

“這些減掉的稅收都實實在在地進

了老百姓的腰包，增加了居民的實際收

入。收入多了，大家的消費意願、消費

能力自然就會增強，這對於提振市場信

心，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將會發揮積極

作用。”不久前，財政部副部長程麗華

這樣評價個稅改革的意義。

專家普遍認為，盡管暫時遇到困難，

但“房租抵扣個稅”仍將成為減稅降負的

重要實現形式。中國政府降低稅費、改善

民生、釋放紅利的初衷和基調不會改變。

未來，隨著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的建立以

及房屋租賃市場的不斷發展，“房租抵扣

個稅”面臨的阻礙將有望破解。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

施正文認為，房租收入納入征稅範圍不

僅是大勢所趨，也是我國完善稅制、建

立合理稅收秩序需要經歷的環節。

“推出個人所得稅抵扣政策的初衷就

是減稅降負、改善民生，這壹點不會改變。

解決房東與房客的矛盾，可以安排過渡

期，同時加緊房地產租賃市場各項長效機

制建設。待長效機制建立起來後，再明確

統壹的租賃合同範本以及如何對房屋出租

收入征稅等情況。”叢屹說。

春運機票預訂熱度上升
綜合報導 民航出行數據研究中心近日發布

《2019年民航散客春運出行預測報告》。報告顯示，

隨著春運臨近，機票預訂熱度上升，已有部分航班

全價經濟艙機票售罄。選擇中轉方式返鄉，機票平

均價格最多能節省65%左右。此外，預訂“反春運

路線”已達到目前訂票量的近三成，還有不少人選

擇在外地或者旅遊過年。

目前，春運機票預訂熱度上升，春運高峰已有所顯

現。去程階段，春節前兩天（臘月二十九）達到高峰；

返程階段，有兩個出行小

高峰，正月十壹與正月十

八。

《出行預測報告》

顯示，大城市飛往中小城市的航線機票預訂天數

普遍較早，如深圳—海口航班平均提前訂票天數

達到49天。從航線上看，大城市飛往小城市的航

線受限於航班數量較少，機票供需相對緊張，外

來人員集中的熱門城市前往中小城市的航線更難

買。目前，通過去哪兒網機票預訂情況來看，春

節前壹周內，深圳-海口部分航班全價經濟艙已經

售罄；同樣，北京-佳木斯多個航班全價經濟艙也

已很難買到。

根據《出行預測報告》，春運期間，部分旅客

選擇通過中轉方式回家的趨勢上漲。統計顯示，去

程中轉熱度最高城市為西安、北京、昆明，而返程

中轉熱度最高城市為北京、成都和上海。中轉不僅

可以順利回家，而且中轉航線的平均價格普遍低於

直飛航線。如北京飛往拉薩中轉西安的航線，中轉

機票平均價格比直飛機票平均價格節省達65%。飛

往超壹線大城市的乘客選擇周邊機場中轉也是個好

主意，春運高峰期，北、上、廣、深等熱門城市周

邊機場已訂購票量少且價格相對較低。

隨著人們日益多元化、個性化的旅行需求，旅

行過年已成春節“新民俗”。《出行預測報告》顯

示，從目前的訂票情況看，春運期間，以家鄉所在

地為目的地的乘機人數只占總出行人數的48%，另

外52%乘機人到達目的地中，除了出境遊之外，根

據目的地屬性，以國內典型旅遊城市為目的地的出

行人數增長明顯。

在國際及港澳臺地區，曼谷、東京、臺北、香

港、首爾等成為春節期間熱門目的地。同時，壹些

小眾目的地逐漸受到旅客青睞，波黑、黑山、塞爾

維亞、烏茲別克斯坦等沿線國家的人次增長明顯。

中國民航大學航空經濟研究所所長李曉津表示：

“‘壹帶壹路’倡議實施後，伴隨簽證利好、開通

直飛及航線運力的增加，國民出境旅遊愈加便利，

由此也將促進春節期間‘壹帶壹路’沿線國家壹些

小眾目的地遊客人數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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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壇
縱橫

本屆“省港盃”由年輕的港隊以大比數擊
敗廣東隊成功衛冕，成為足球圈內的熱門話
題，“勝利”於競技體育中是最終目標，當然
不一定是唯一目標。談起“省港盃”不少資深
球迷和體記都是揮之不去的回憶，必讓人想起
創立盃賽的前足總會長霍英東老先生。曾幾何
時曾在足球圈內有停辦“省港盃”的提法，當
然事實是“省港盃”至今仍舉辦下去，但老實
說其受重視情況已大不如前；首先是作為統領
香港最高水平足球賽事，而又是國際及亞洲足
協轄下的香港足球總會態度便不如情理中的積
極，談香港足球發展史不但抹殺“省港盃”的
歷史，足總應採取更積極的態度去舉辦“省港
盃”讓其延續下去並發揚光大。

“省港盃”啟發了筆者的一些想法，是足
總應撥出資源去處理香港足球史上的“保育”
問題，而不是只把資源用作膨脹足總的行政架
構。“保育”是近年流行的術語和做法，香港

足球也存在一個“保育”
的問題。簡單來說是足總
的話事人要重視香港足球
發展史上留下來的資料和
文物，據知曾經輝煌過香
港足壇的班霸精工，其前領隊張遠曾花了一百
萬港元重新複製了該隊曾經奪過的錦標，並以
重金聘請鑄造此批獎盃的師傅“出山”，但歷
史悠久的士丹利七人木盾的原作則不知所終
了。資深球迷對士丹利木盾印象深刻，它是由
赤柱監獄的木製板蓋改造而成的，當然經過歷
代改良形狀跟以前已有大改變了。

還有的是筆者想起一名資深的體育記者攝影
前輩，退休後把自己歷年拍攝下來的香港足壇人、
事和比賽的照片都捐給了足總，但此批珍貴照片
也不翼而飛，自動消失了，這是香港足球發展的
珍貴視像紀錄。所以筆者認為香港足壇也存在“保
育”的問題呢。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足球保育

面對合共擁有20名歸化球員，首輪分組賽僅1
球不敵韓國的菲律賓，國足是役卻贏得頗為

輕鬆。由於隊長兼中場核心鄭智復出關係，教練

納比是役把陣容回歸成“442”傳統陣式，而在創
造力大增下，國足全場控制大局，更憑“武球
王”武磊於40和66分鐘的入球，加上于大寶於後
備入替僅19秒就建功，最終以3球淨勝了菲律
賓，分組兩戰兩勝提前一輪出線。

納比暗示主力避戰韓國
賽後，國足教練納比就盛讚了“武球王”的

演出：“武磊像以往一樣發揮出進攻和把握機會
的能力，他也有機會射入第三球。我不太清楚他
是否會去歐洲効力，但希望他可以去一支適合他
的球隊，發揮出他的特長，這可讓他有更大的進
步。”談到國足今場表現，納比也是有讚冇彈：
“我們創造到很多機會，球員踢得很好，沒給對
手太多機會，我希望以後能有更多像今天的比賽
出現。至於對韓國的最後一輪分組賽，我們仍希
望取得勝利，但事實上國足在這組已取得出線

權，所以如一些球員有傷病，我們讓他們休息，
同時讓之前沒有出場機會的隊員適應比賽。”
至於菲律賓教練艾歷臣，賽後也對武磊的演

出讚譽有嘉，並認為“武球王”已有到歐洲聯賽
効力的水平。當談到大敗，這位前英格蘭國家隊
主帥就表示不太介懷：“我對球員的演出感到驕
傲，這兩場比賽證明了菲律賓是會踢足球的，再
者我們還沒有出局，還要看最後一場對吉爾吉斯
的結果。”

韓國再度一球險勝對手
另方面，在同日較後時間登場的韓國隊，則

繼首輪險勝菲律賓後再度陷於苦戰，在面對吉爾
吉斯比賽最終僅憑金玟哉於41分鐘利用一個角球
機會建功，再度以1：0險勝對手，但已足夠與國
足攜手提前一輪取得晉級16強出線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亞洲盃分組賽於日前繼續進行次輪較量，其中C組中國國家足球隊憑“武球王”武磊

精彩的梅開二度，加上于大寶的錦上添花，以3：0大勝菲律賓，順利與較後時間以1球小

勝吉爾吉斯的韓國，攜手提前一輪取得晉級16強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傑志衛冕港超之
路再度亮起紅燈！這支褪色班霸12日午到訪重開後
草地質素明顯比之前理想的香港仔運動場，意外地
淨負冠忠南區0：2，適逢富力R&F同日大勝夢想
FC跳升榜首，落後4分的傑志已跌落第四位。
傑志與南區賽前同分並列聯賽榜第三位，12

日狹路相逢，只有勝方才能保住爭標機會。作客
的傑志有華杜斯及中村祐人受傷避戰，新援馬特
史密夫及省港盃功臣鄭展龍也未被列入18人名
單，另一港腳羅梓駿則全場坐冷板凳。
主隊上半場19分鐘已由迪亞高打破悶局。傑

志29分鐘有列斯奧傷出，後備上陣的艾里奧37分

鐘禁區邊侵犯迪亞高即鑄成大錯。南區精心炮製
這次罰球機會，由夏志明近門射成2：0奠定勝
局。

傑志對上一次聯賽未能入球是17年1月21
日，巧合地對手正是南區，傑志當年在同一場地
以0：1敗陣。

傑志完成首循環9場聯賽後只得4勝3和2
負。教練朱志光賽後批評球隊發揮欠佳：“球
隊穩定性不足，衛冕是有點困難，不過聯賽變
數大，這一刻我們未放棄。我們目標想在國際
賽打好一點，畢竟過去幾年已贏得很多本地賽
冠軍。”他又表示聯賽繼續失分的話，才有空
間給年輕球員落場。

富力大炒夢想上榜首
南區聯賽暫時升上次席，教練鄭兆聰就多謝

會方加碼支持賽前到泰國集訓，他又避談爭標機
會：“如果現在是3月，我才會覺得有機會，但
現在只是1月，一場一場去打吧！”

同日富力R&F主場則6：0大炒夢想FC上榜
首，並創出今季大勝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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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將李思穎，12日於雅加達舉行的亞洲場
地單車錦標賽，順利衛冕女子青年捕捉賽金牌。
剛贏得女子青年組記分賽的李思穎，12日再借

勢贏得捕捉賽金牌。這位港隊新星賽後接受訪問時
就表示：“賽前給予自己很大壓力，很想再次贏得
這個獎。今天很多對手也望着我比賽，故較往常用
力。在最後5圈比賽時，我想到教練曾提示我要盡
快找到有利位置，接着便全力發揮，如果未來比賽
再遇到這種狀況，可能要再想些新的戰術去作應
對。”
另方面，香港代表隊公佈香港世界盃場地單車

賽參賽名單，將派出4男7女精英車手出戰，當中
“王牌”車手李慧詩仍舊角逐女子團體競速賽、爭
先賽及凱林賽，而包括中國奧運冠軍鍾天使、英國
主將馬真特及德國新星軒絲亦落實參賽，將與李慧
詩狹路相逢。
除了李慧詩出戰外，男、女子麥迪遜組合張敬

樂和梁峻榮，以及逄瑤和楊倩玉均為港隊焦點，加

上羅子駿、高肇蔚、馬詠茹、李海恩、李燕燕及梁
寶儀，皆以最佳狀態亮相爭取成績。梁峻榮、張敬
樂是麥迪遜賽的亞運金牌得主，亦於去年1月世界
盃白俄羅斯站贏得金牌；楊倩玉及逄瑤是全運麥迪
遜賽金牌得主，亦是亞運銀牌得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李思穎蟬聯女子青年捕捉賽金牌

西班牙中場法比加斯當地
時間11日正式從英超車路士
加盟法甲的摩納哥，簽約到
2022 年，與阿仙奴時期隊
友、現擔任摩納哥主帥的亨利
再度相逢。
現年31歲的法比加斯16

歲時開始代表阿仙奴上陣，其
間曾與亨利做隊友。8年間，
他跟隨“兵工廠”贏得足總盃
冠軍，還擔任過球隊隊長。
2011年他加盟巴塞隆拿後共
拿到6個冠軍，2014年轉投車
路士，隨隊兩度稱王英超，另
有足總盃與聯賽盃各一座。踢
了近650場球會比賽共入了
121球的他，還代表西班牙國
足披甲111次，隨隊連奪2008
年歐國盃、2010年世界盃與
2012年歐國盃冠軍。

■■李思穎李思穎（（中中））再奪一金再奪一金。。 單車會圖片單車會圖片

■■南區南區（（紅衫紅衫））在主場球迷打氣下戰勝傑志在主場球迷打氣下戰勝傑志。。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攝

■■陳俊樂陳俊樂（（左左））與夢想的朱偉鈞作爭奪與夢想的朱偉鈞作爭奪。。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兩大名帥納比兩大名帥納比（（左左））及艾歷臣相見歡及艾歷臣相見歡。。
法新社法新社 ■■金玟哉金玟哉（（白衫白衫））替韓國一箭定江山替韓國一箭定江山。。 路透社路透社

中韓亞洲盃
攜手提前出線

武磊助國足大炒菲律賓 ■■武磊武磊（（右下右下））今場今場
表現突出表現突出。。 美聯社美聯社

■法比加斯將穿上摩納哥44
號波衫。 摩納哥圖片



廣 告 BB1212

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所有賭場需2 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八號公路邊 WalMart 旁邊 8800 W 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星期日 2019年1月13日 Sunday, January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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