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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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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漳縣甘肅漳縣““千佛石千佛石””展敦煌大漠風情展敦煌大漠風情

甘肅定西市漳縣地處西秦嶺北支甘肅定西市漳縣地處西秦嶺北支，，地質構造復雜奇特地質構造復雜奇特。。據悉據悉，“，“千千
佛石佛石””是溶洞內部經億萬年擠壓褶皺和溶蝕作用所形成是溶洞內部經億萬年擠壓褶皺和溶蝕作用所形成，，實則是漳縣具實則是漳縣具
有代表性的石種疊彩石有代表性的石種疊彩石，，畫面以山水畫面以山水、、牡丹牡丹、、梅花梅花、、敦煌壁畫為主敦煌壁畫為主。。展展
現敦煌風情的觀賞石畫面層次分明現敦煌風情的觀賞石畫面層次分明，，色差對比明顯色差對比明顯，，不同褶皺曲線所構不同褶皺曲線所構
成圖案形似莫高窟千佛洞壁畫成圖案形似莫高窟千佛洞壁畫。。

倫敦金絲雀碼頭舉辦冬季燈光展倫敦金絲雀碼頭舉辦冬季燈光展
民眾徜徉光影幻境流連忘返民眾徜徉光影幻境流連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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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格洛威（Glowe），受連日風暴潮的沖刷，壹輛沈船浮出水面。剛剛
進入2019年，德國北部地區就接連迎來了兩場風暴潮，風暴潮的沖刷致使格洛威海灘下降了將近
1米，這艘沈船因此得以重見天日。根據船身設計，專家推斷這是壹艘18世紀的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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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中立”勢力已占絕對上風

壹向被外界認為“最強硬鷹派”的

美聯儲堪薩斯城聯儲總裁喬治（Esther

George）的貨幣政策立場突然出現了轉

向。她在1月15日發表講話稱，美聯儲

在加息上需要更耐心和謹慎，以免抑制

經濟增長。喬治2019年擁有美聯儲聯邦

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貨幣政策投票

權，在她意外倒戈後，FOMC有兩位偏

向暫停加息的“鴿派”成員，同時七位

成員的政策立場比較“中立”，偏向繼

續加息的“鷹派”成員只剩下壹人。

雖然美聯儲在去年12月議息會議後

仍預計2019年將加息兩次，但美聯儲決

策層已反復放風稱，在市場動蕩、通脹

偏低以及全球增速放緩的情況下，不急

於繼續采取緊縮行動。此次美聯儲“中

立”勢力占據上風，或意味著2019年美

聯儲政策立場將更溫和，也更註重傾聽

市場的聲音。

強硬鷹派轉向
對於喬治，金融市場最清晰的印象

是她是美聯儲決策層中最為“鷹派”的

成員之壹。特別值得壹提的是，2016年

時她擁有FOMC的投票權，在當時其它

美聯儲決策層成員普遍決定暫停加息

時，她投出了反對的壹票，希望繼續加

息。在本輪加息周期開啟後，喬治也壹

直呼籲美聯儲應加大政策收緊力度。

15日，喬治在密蘇裏州堪薩斯城的

壹次演講中稱：“現在可能是暫停我們

的利率正常化、研究即將出現的跡象和

數據，並確認我們當前位置的好時

機。”她認為，在貨幣政策正常化

進程的早些時候，FOMC提供前瞻指

引，表明貨幣政策仍然是寬松的，但鑒

於目前的經濟狀況，“在我看來，提供

有關未來政策利率路徑的如此明確的指

引並不合適”。

喬治進壹步認為：“壹些額外的

加息可能是合適的。但並不急於做出

這樣的判斷，應該依賴於仔細觀察

經濟數據，並進壹步了解終點的位置

以及還需要走多遠、應該多快到達終

點。”

分析人士認為，喬治講話中顯示其

政策立場漸趨謹慎，看起來更接近美聯

儲主席鮑威爾“中立”的立場。鮑威爾

1月 10 日在華盛頓經濟俱樂部表示：

“我們處在壹個可以耐心和靈活的

位置，可以等待並觀察會發生什麽

變化，我認為在此期間我們會等待和

觀察。”

“中立”派領銜決策層
作為美聯儲最高貨幣政策決策層，

FOMC由12位擁有投票權的委員組成，

其中7位為美聯儲理事（包含主席和副

主席各壹位），紐約聯儲主席擁有永久

投票權，剩下的4個投票席位則每年在

各地方聯儲主席當中輪換。

2019年獲得投票權的四位地方聯儲

票委中，聖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堪稱

“最鴿派”。他近年來壹直認為美聯儲

沒有必要加息，持續加息可能會給經濟

增長帶來風險。他甚至建議，美聯儲在

去年12月就應暫停加息。

芝加哥聯儲主席埃文斯則被外界認

為是“中立”派。他在 1月初表示：

“因為沒有任何有意義的跡象顯示，通

脹率在以不符合我們對稱通脹目標的方

式升到2%上方，所以我感覺我們足夠有

能力等待和仔細評估接下來的數據及其

它形勢發展。”

波士頓聯儲主席羅森格倫則屬於

“鷹派”人物。他近期表態稱，在經

濟數據更清楚表明美國國內和全球經

濟增長趨勢之前，“不應該特別傾向

於提高或降低利率”，但“經濟前景

實際上比近期金融市場走勢預示的更

光明”。

在喬治加入“中立”派行列之前，

鮑威爾、美聯儲副主席克拉裏達、理事

鮑曼和布雷納德、紐約聯儲主席威廉姆

斯都先後表達了“中立”的政策立場。

另壹位美聯儲理事誇爾斯，則屬於“鴿

派”成員。

另外，美聯儲理事還有兩個空缺

名額。特朗普作為現任美國總統可以

提名美聯儲理事人選，他此前已提名

經濟學家馬文 · 古德弗倫德（Marvin

Goodfriend），但尚未獲得國會參議院

批準。美國媒體分析稱，特朗普提名

的美聯儲理事人選基本在貨幣政策立

場上會與他保持壹致，即停止加息以

促進經濟增長。

中歐班列（成都）再添“新乘客” 中國石油首采用
綜合報導 啟封、裝運、出關……經過簡單的

進口物資驗收活動儀式後，由中國石油西南油氣田

分公司進口的“三通閥”乘汽車緩緩駛出成都鐵路

口岸。這標誌著中歐班列（成都）再添“新乘客”，

進口物資種類得到進壹步豐富。據悉，這也是中國

石油首次采用中歐班列（成都）進口物資，開創了

中石油西南地區與歐洲國家、地區之間國際物流新

格局。

本次由西南油氣田分公司采購的“三通閥”原

產於德國，由中歐班列（成都）承運，是中石油西

南地區首次在進口貿易中選用中歐班列（成都）。

該貨物自德國紐倫堡站啟運，在布列和阿拉山口兩

次換裝後，運抵成都。此次中歐班列的成功應用，

開創了中石油西南地區與歐洲國家、地區之間國際

物流新格局，為今後西南地區的進出口貿易運輸保

障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選擇。

“此次采用中歐班列運輸進口物資，讓我們感

受到了‘壹帶壹路’倡議給企業帶來的效率和效益

。之前從國外進口物資主要以航空和海運為主，而

采用中歐班列時間比海運降低了三分之二，成本降

低了50%以上，因此說無論是效率和效益都提高

了，為生產建設提供了更好的保障。從另壹方面來

說，我們用這種方法來調整驗證我們新的思路和思

維，那就是借‘壹帶壹路’和中歐班列把中石油生

產物質的保障效率效益再度提高。”西南油氣田物

資分公司總經理張繼斌說。

據悉，自國家實施“壹帶壹路”倡議以

來，中國石油所屬各單位積極響應號召，西南

油氣田物資分公司率先在 2017 年與成都國際鐵

路班列公司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旨在利用中

歐班列（成都）開展“壹帶壹路”沿線國家地

區的進出口業務，並在本次三通閥的進口采購

中得以成功運用。

西南油氣田物資分公司總經理張繼斌表示，將

繼續依托中歐班列（成都），優化原產於“壹帶壹

路”沿線國家地區進口產品的國際物流方案，同時

結合土庫曼斯坦分公司等中亞國家的業務，依托與

中歐班列(成都)簽訂的戰略合作協議，整合多方資

源，爭取將物資分公司打造為集團公司西南地區乃

至整個集團公司接駁中歐班列的直接通道，為集團

公司“3個1億噸”建設創造價值。

成都國際鐵路港管理委員會負責人表示，將主

動服務四川全省“四

向拓展、全域開放”

和“壹幹多支、五區

協同”發展大局，讓

更多地區和企業共享

中歐班列（成都）通道

建設和“陸海聯運樞

紐國際化青白江”所

帶來的紅利。未來將

繼續加強與中石油西

南地區各分公司的合

作，在運輸時效和運

輸規模上給與全力支

持，並對接充分利用

中歐班列(成都)沿線國

家和地區物資豐富的優勢，助力西南油氣田物資分

公司開創進口業務國際物流新格局，把更好的“歐

洲貨物帶進來”，讓更多的“四川造、成都造帶出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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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台惟一的涉台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
目宗旨是“跟踪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
塊：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台灣島內的
熱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熱點深度
報導及兩岸專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
進行跟踪報導。
本期節目主題： 勝選後 國民黨兩岸討論如何走？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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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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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2-IPTV-直播電視B6_4

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價格不含盒子

713-505-3919
微信號：chinese_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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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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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比神奇換人 四分鐘逆轉淘“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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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
淦）在加利韋特及保域斯相繼跳
船後，香港足球總會21日公佈，
委任來自冰島的艾拿臣（Thor-
lakur Arnason）為新任技術總
監。

足總新聞稿指出，艾拿臣於
2007 年考獲歐洲足協 A級教練
牌照，並正在修讀歐洲足協專
業教練牌照。他擁有多年執教
冰島菁英足球及球會一隊的經
驗，亦曾經出任冰島球會史達
蘭及瑞典球會布洛馬波卡納的
青訓經理。在接受香港足球總
會技術總監一職之前，艾拿臣
為冰島 15歲以下男子代表隊主
教練，以及負責領導冰島菁英
足球發展項目。

香港足球總會署理行政總裁
溫達倫指艾拿臣豐富的執教經驗
有能力協助香港足球繼續發展。
而艾拿臣則對加入香港足總感到

非常榮幸：“我很榮幸可以加入
香港足球總會。我的願景是希望
可以協助培訓更多年青球員加入
香港超級聯賽，同時亦希望可以
幫助更多本地教練更上一層樓。
作為香港足球總會的一分子，我
們已經有相關計劃，並會不斷努
力務求達成目標。”

艾拿臣上任後的主要職務為
提升香港教練水平、就香港足球
風格發展提供技術意見、監督球
員從基礎到成年國際層面的發展
系統等等。

此外，本周六將上演高級組
銀牌決賽，不過兩支比賽球隊目
前仍受傷兵困擾。和富大埔悍將
杜度因傷已缺席多場賽事，傑志
隊長黃洋也在周日對理文一役，
與隊友華杜斯碰撞後感到暈眩，
即晚要送院接受觀察，經電腦掃
描檢查後暫沒有大礙，但未知會
否影響決賽部署。

當天最大的冷門來自越
南隊。新科東南亞錦

標賽冠軍120分鐘內1：1頑強
戰平約旦隊，在最後的12碼決
戰中淘汰了對手，昂首殺入8
強。有意思的是，首戰力克衛冕
冠軍澳洲的約旦隊是本屆亞洲盃第
一支進入16強的隊伍，而越南則是
最後一刻才以第16位的身份晉級。
在中國隊對陣泰國隊的比賽中，

國足主帥納比在第64分鐘的換人成為
勝負的關鍵，中國隊4分鐘內完成逆
轉！面對場上0：1落後的不利局面，他
用中鋒肖智換下了于大寶，同時用金敬道
換下劉洋。3分鐘後，肖智頭頂腳踢，為中
國隊扳平了比分。2分鐘後，郜林創造了一
個12碼，他親自操刀主射，罰進為中國隊反
超前的一球。
在本屆亞洲盃首場比賽中，納比也是通過

換人，導演了對吉爾吉斯的逆轉。因為2013年恥
辱性地在主場友誼賽上以1：5慘敗給泰國，中國
隊本場比賽面臨很大的壓力。這場艱難的逆轉，也
是中國隊在2004年至今的15年內，首次在大賽淘汰
賽階段贏球。

隊員盡全力 納比感自豪
對於又一場逆轉，又一次慢熱，納

比不表擔心：“我不擔心，我知道我們
上半場踢得不好，但作為教練，在比
賽中總要做調整。今天我們的變陣和

換人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球員們在下半場也拚盡全力取得了
勝利，我很滿意。”納比表示：“從我擔任中國隊主教練以
來，我們踢了10場正式比賽，其中有6場世預賽，4場亞洲盃，我
們的成績是6勝2平2負，只輸過給伊朗和韓國。在這些正式比賽
中，我的隊員們都盡全力去集中了他們的注意力和專注度，這點上我
很自豪。” ■新華社

2019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匈牙利公
開賽當地時間20日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
斯落下帷幕，國乒（國家乒隊）包攬了
男女單打、男女雙打及混雙五項冠軍。
港隊則分別在男女雙項目獲得季軍。

其中，林高遠橫掃隊友王楚欽加冕
男單冠軍，陳夢戰勝隊友朱雨玲贏得女
單錦標。許昕/梁靖崑經過五局苦戰，以
3：2戰勝隊友樊振東/林高遠，站上男雙
最高領獎台。女雙方面，王曼昱/朱雨玲
以3：1戰勝隊友陳夢/孫穎莎摘得桂冠。
混雙決賽，中國組合許昕/劉詩雯直落三
局輕鬆戰勝匈牙利組合蘇迪/佩格爾。

港隊方面，教練首次安排林兆恆與
黃鎮廷配對男雙項目，結果這對新組合
表現搶眼，先以3：1贏羅馬尼亞/西班
牙跨國組合，晉身八強，再以3：2勝克
羅地亞/烏克蘭選手，惟於準決賽以2：
3負予國乒的樊振東/林高遠，獲得季

軍。
女雙項目，吳穎嵐/蘇慧音在8強賽

以1：3負俄羅斯組合，未能再下一城；
而李皓晴/杜凱琹則以3：1勝瑞典/匈牙
利選手 ，可惜於準決賽時，李皓晴因身
體不適未能繼續賽事，取得季軍。

另外，黃鎮廷在男子單打以2：4負
俄羅斯亞利山大，16強止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2020日日，，

在阿聯酋艾因進行的在阿聯酋艾因進行的

亞洲盃進入淘汰賽階亞洲盃進入淘汰賽階

段段，，在在1616強賽首日的強賽首日的

賽事中賽事中，，納比的神奇換人使得中國納比的神奇換人使得中國

隊隊（（國足國足））以以22：：11逆轉擊敗泰國逆轉擊敗泰國，，

國足將在國足將在88強戰中遭遇勁敵伊朗強戰中遭遇勁敵伊朗，，

後者以後者以22：：00輕取阿曼輕取阿曼。。

前冰島U15主帥出任足總技術總監 匈牙利公開賽
國乒攬全部冠軍

■■ 恩 拿 利 斯 於恩 拿 利 斯 於
20122012年為阿仙奴年為阿仙奴
上陣上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黃洋在周日對理文一役黃洋在周日對理文一役，，與華杜斯碰撞與華杜斯碰撞
後感暈眩後感暈眩。。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泳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泳淦 攝攝

國安引歸化兵國安引歸化兵 未來國足或大變臉未來國足或大變臉
在“全球化”盛行下，近年各支國家足球隊也爭相使用一

些歸化兵來增強自己實力，如上年勇奪世界盃冠軍的法國隊便
是當中的表表者。眼看各國近年均爭相效法，國足最近也開始
談論使用歸化球員的問題，而隨着新近加盟北京國安的兩名
歸化兵恩拿利斯及侯永永的出現，可能令國家隊未來在用人
準則上會有所改變。

現年25歲的恩拿利斯是阿仙奴青訓產品兼英格蘭小國
腳，曾替“兵工廠”一隊上陣，到2014年轉投當時在英乙
的賓福特，更曾協助球隊升班；據報恩拿利斯母親擁有中
國血統，故可以為國足効力。至於侯永永曾効力挪威超級
班霸洛辛堡，其母親為洛陽人，早年移民到挪威；侯永
永過往曾為挪威U18上陣，亦曾奪得挪威最佳青少年球
員獎，相信同樣有一定的能力。

根據報道，恩拿利斯及侯永永均已成功拿到中
國護照，如他們未來在國安有出色表現，相信國足
也不會介意徵召他們出戰國際賽，屆時國家隊也
將首次出現不同膚色的新臉孔，為球隊帶來新氣
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納比場邊指揮從容自如納比場邊指揮從容自如。。 新華社新華社

■■來自冰島的艾拿臣出任來自冰島的艾拿臣出任
足總技術總監足總技術總監。。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林兆恆林兆恆（（右右））與黃鎮廷首次與黃鎮廷首次
配對男雙項目配對男雙項目。。 ITTFITTF圖片圖片

■■郜林主罰郜林主罰
1212 碼命中碼命中，，
為國足奠勝為國足奠勝。。

新華社新華社

■■肖智肖智（（99號號））為國足射入扳平的一球為國足射入扳平的一球。。 新華社新華社

日本

（12碼）



BB77德州本地新聞
星期二 2019年1月22日 Tuesday, January 22, 2019

讓兒童遠離槍支讓兒童遠離槍支 去年去年2323名休斯頓名休斯頓
兒童死於槍支事件兒童死於槍支事件

（本報訊）根據最新的資料
顯示，休斯頓地區2018年和2019
年截至到目前為止，一共有23名
兒童被槍支奪去性命。其中 7 名
兒童死於意外的槍案，包括Pasa-
dena的一位13歲兒童。這名兒童
在家中和其他的朋友玩槍導致走
火，被擊中頭部，被送到當地醫
院後死亡。
同時，位於休斯頓西南地區的另
外一位17歲男孩也發生了槍支意
外事件，這名男孩當場死亡。
負責統計槍支暴力和傷害事件的
一家網站 The Gun Violence Ar-
chive 是從超過2500個媒體，執法

機構，政府和商業機構獲取最快
和最準確的有關槍支暴力的統計
數字。
意外的槍支案件頻頻發生，哈瑞
斯警方已經推出一個多月的廣告
宣傳，幫助家長理解槍支存放的
重要性。廣告牌顯示一名兒童在
一個櫃子上拿到一個未經妥善保
管的槍支。廣告的提示則為：鎖
上你的槍，挽救一個生命。
警方指出，作為槍的主人，應該
明白其重大的責任，特別是讓孩
子們遠離槍支，使用和管理好牆
櫃是一項簡單實用，需要每個人
都要積極遵守。

（本報訊 ）美國總統川普十九日在白
宮發表演說，表示願延長移民保護，交換國會
批准邊界牆經費。 （歐新社）美國總統川普十
九日在白宮發表演說，表示願延長移民保護，
交換國會批准邊界牆經費。 （歐新社）

美國聯邦政府部分關門廿日進入第卅天，
僵局會如何解決？英國廣播公司（BBC）提出
六種可能情況，並估計每種情況發生的機率。

川普讓步
去年美國總統川普拆散偷渡移民家庭，將

成人與幼童分開拘禁，輿論譁然，最後川普不
敵壓力，停止拆散這些家庭。同樣地，如果讓
政府停擺的代價太大，例如妨礙美國經濟成長
，或連基本盤都感到不耐，川普可能會再度讓
步。

機率：兩成
川普與國會達成協議
美國大眾已經逐漸感受到政府關門的痛苦

，所以川普與國會達成協議的壓力愈來愈大，
雙方的最終共識很可能是：撥款加強邊界安全
，並使用含意模糊的字眼，而不會寫明'築牆經
費'，好讓川普和民主黨都能宣稱勝利。

機率：四成，而且逐漸增加

政府短期重開讓國會協商
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葛理漢（Lindsey Gra-

ham）曾提議，讓政府重開三週，好讓國會有充
分時間協商，如果三週後協商無果，川普再宣
佈緊急狀態，不過，川普隔天就拒絕提議。這
個方案的好處是，讓兩黨有更多時間協商，也
能讓聯邦政府員工領到薪水。

機率：一成
川普宣佈美國進入緊急狀態
川普宣佈緊急狀態後，就能繞過國會，把

原本用於其他用途的既有經費改用在築牆上，
再讓政府重開並宣佈獲勝。

不過輿論勢必批評川普濫權，他將面臨政
治與法律戰。

機率：兩成，而且逐漸降低
民主黨讓步
不太可能發生，因為民主黨籍參院少數黨

領袖舒默和眾院議長波洛西態度都很強硬，而
且民調顯示，多數民眾不但反對築牆，還認為
政府關門是川普的錯。

機率：百分之九
政府繼續關門
川普命令數萬聯邦政府員工回來無薪上班

，等於承認政府關門的後果日益嚴重，希望減
輕人民的不便。不過無薪上班不可能持續。

機率：百分之一

（本報訊）暴風雪橫掃北美地區，造成
逾4,000飛機班次取消，聯邦政府局部關門導
致機場安檢人力短缺，更讓情況雪上加霜，
航班取消還將延續至週二（22日），不僅擾
亂民眾的行程，也衝擊美國旅遊業業績。

根據美國國家氣象局，挾帶大風雪的北
極風暴上週末從美國中西部橫掃到東北部地
區，部分地區已堆起近 2 呎深的積雪，在冷
冽強風與刺骨寒流侵襲下，有些地區甚至有
急速冰凍的危險。美國總統川普20日一早便
發推文呼籲民眾不要外出，賓州、紐澤西州
和紐約州的州長也都已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加拿大中部與東部也同遭暴風雪襲擊。

這場暴風雪共迫使全美航空業者在18至
20日的整個週末取消4,565個航班，且因天候
持續不佳，航班取消可能延續到22日。航班
追蹤業者FlightAware公司統計，光是在20日
全美取消的航班就超過1,650班次，還有約3,

700個班次誤點。
這將讓已因聯邦政府停擺、公家景點關

閉而頭痛不已的旅遊業者與週邊商家，更加
難熬。

因為美國政府仍持續部分停擺，美國運
輸安全局（TSA）員工20日的缺勤率攀升至
這波關門以來最高的8%，遠高於去年同期的
3%缺勤率。 TSA於21日表示，部分員工聲稱
，與日俱增加的財務壓力使他們無法到班。
這些員工雖因政府關門而休無薪假，但他們
仍有義務要上班，像這類需無薪上班的聯邦
政府員工共有42萬人。

TSA發言人比耶洛表示，已加派人員到
紐約、紐澤西、芝加哥、邁阿密和亞特蘭大
等問題最嚴重的機場，但仍可能必須關閉更
多安檢點， 「TSA的功能仍受到限制，為維
持安檢效果，這最終將會關閉更多的安檢通
道。我們不會在安檢標準上妥協。」

北美暴風雪北美暴風雪 凍傷旅遊業凍傷旅遊業美政府關門美政府關門3030天天 66種可能解方種可能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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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休斯頓第 23 屆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 （23nd
Annual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將於 2019 年 2 月 2 日上
午10時至下午5時在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綠色廣場盛大舉行。
休斯頓國際區、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國際貿易中心在國際農
曆新年到來之際，向休斯頓多元文化民族和國際友好人士以及大
休斯頓地區華僑華人拜年，祝在新的一年裡各行各業取得更大的
進步，與休斯頓同發展、共繁榮。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李強民總領事、休斯頓市長西爾維斯
特∙特納(Sylvester Turner) 市長、哈里斯郡莉娜∙伊達爾戈
（Lina Hidalgo）郡長、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彼
得∙奧爾森（Pete Olson）、德州議員吳元之等，以及休斯頓僑
學界僑領等應邀出席。

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國際貿
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先生指出，在遊園會中，要發揮國際界友好人

士和僑學界的影響力，以國際化、多元化的標準展示不同國家、
不同民族的傳統文化、傳統服裝和不同族裔的飲食習俗，再加上
呈現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風格的文藝節目表演，傳播世界
文化，促進族群融合，聯合打造成休斯頓多元族裔積極合作的年
度盛事。

遊園會配備各種攤位，從民族服裝到世界各地的小吃，從少
兒玩具到高檔精品，從公司的品牌和產品的介紹，以滿足不同國
家、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不同族裔的需求。美南國際電視台特
地組織電視直播節目，現場採訪並直播參擺攤位的顧主和介紹出
售的產品，並品嚐各種特色小吃，通過電視媒體直播和《今日美
國》網絡手機版本傳遞，為客商提供廣告服務業務。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高曉慧校長繼續擔任第23屆國際農曆新
年遊園會文藝演出的總導演和藝術總監。遊園會文藝娛樂節目包
括傳統的民樂，流行音樂、現代器樂演奏、民族舞蹈、現代舞、

魔術、雜技、戲曲、詩歌朗誦、說唱藝術、功夫、旗袍秀、各民
族服裝秀等，展示休斯頓國際區多族裔、多元文化的特色。演出
團隊來自中國、台灣、香港、韓國、越南、菲律賓、墨西哥、洪
都拉斯等國家和地區，節目豐富多彩、各具特色。

最值得期待的亮點是變臉魔術師陳連紅女士的表演。她畢業
於重慶師範大學和深圳大學，是集舞蹈、空中舞、四川變臉、魔
術、雜技、戲曲和美學藝術於一體的職業演員，曾任中國深圳等
多個城市大型演出團隊演藝總監。她曾在北京和拉斯維加斯魔術
學校跟隨著名魔術大師學習魔術，並在2014年兩次獲得南德州
的才藝比賽冠軍。在本次的演出中，她以魔術的表現形式，不可
思議地瞬間變出前總統奧巴馬、現任總統川普和前總統夫人希拉
里。她將用一種浪漫主義表現手法，上演特技絕活川劇變臉，揭
示劇中人物內心思想情感。她贏得美國魔術屆魔術師稱號，她將
柔和魔術、雜技、戲曲等元素於一體，演繹出《美麗的神話》。

緬懷白樺先生緬懷白樺先生 聽白樺講愛情故事聽白樺講愛情故事

休斯頓第23屆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2月2日盛大舉行 總領事市長郡長國會議員出席 空中飛人上演變臉魔術

作者：李汀 編輯：泉深
【編者按：詩人、劇作家、小說家、散文家白
樺先生於2019年1月15日凌晨在滬逝世，享年
89歲。他的好友李汀先生撰寫散文：《聽白樺
講愛情故事》，謹此紀念白樺先生。他寫道：
白樺先生在20出頭時走進云南大山深處的邊寨
，默默愛上一個16歲的少數民族少女，但由於
軍人的紀律嚴謹，從未吐露心聲。三十年後追
尋遠她在他鄉的足跡，她遠離他而去，卻留下
另一個神形相似的美少女……】

1995年暮春，好友周潔相約我和妻子賀燕
雲去遊覽待開發的浙江蘭溪桃花島，同行的朋
友有詩人、劇作家白樺和《文匯報》副總編輯
吳振標先生。

那年白樺六十四歲，但顯得年齡要大一些
，頭髮基本全白了，眼角和臉上有許多很深的
皺紋，滄桑感自在不言中。但那種總在含笑的
神情和溫潤文雅的談吐，透著濃濃的詩人氣質
和充盈的情愫，全無老態之感。

蘭溪小城之畔的桃花島位於婺、衢兩江交
匯之地，桃花碧水，風光秀美。漫步島上，我
們隨意交談。雖說剛剛和白樺老師相識，但對
他的詩歌和電影劇作早已充滿欽敬之情，我說
到喜歡電影《今夜星光燦爛》，並提及年輕時
就讀過他的長詩《孔雀》，還形容了一番那本
五十年代出版的小冊子的封面，白樺老師一一
回應我的詢問，態度之真誠謙虛，叫我感動。
游過桃花島，我們又興致勃勃來到蘭江碼頭，
乘摩托快艇北上暢遊富春江，我坐在駕手之側
，白樺和吳振標老總坐在後邊兩個座位，前後
沿江長驅竟達兩個小時之多。

小艇迎風疾馳，船頭劈浪前衝。經過駕手
同意和指導，我和吳總倆人都忍不住先後上手
，體驗了一番縱情駕艇奔放於江河的感受，白
樺他卻一直靜靜地坐在後座，望著富春江水和
兩岸風光，表情怡然。

也許一天的遊覽舒心又盡興，引發了白樺
老師的詩人興致。晚飯後在茶座，他敞開心扉
，對我們講述了一段“初戀”的故事。故事大

致如下。
新中國初期，20歲出頭的白樺，隨解放軍

工作隊進入雲南大山深處的邊寨，住在一個少
數民族家庭的竹樓上（注：是白族還是傣族，
筆者忘記了）。房東阿爸有一位十六七歲的姑
娘，眼睛純淨得像一汪山泉。老鄉們對進山剿
匪和幫助開展生產的大軍工作隊感情很深，小
姑娘更是對解放軍來到自己家中感到驕傲與幸
運，整天跑前跑後，像一隻快樂的小鳥。一段
時間下來，白樺恍然覺得和小姑娘萌生了愛意
，但他嚴守軍人紀律，雙雙都能看到對方眼睛
的感覺，卻連手指也沒觸碰一次，更未吐露心
聲。不久後隨著解放軍工作隊任務完成，白樺
就離開了這個邊寨，再也沒見過這個姑娘。然
而幾十年中未曾忘卻。

到了1980年代初，白樺歷經風霜後第一次
回到昆明，忍不住把這個故事講給軍區文化部
長聽，這位首長說“還等什麼？就這麼定了，
明天派車陪你去尋找！” 次日，他們驅車數百
公里趕到了那個邊寨，憑藉三十年多年前的記
憶，白樺找到了昔日阿爸家的竹樓，房東夫婦
已經去世多年，但明確知道了那位姑娘的下落
，她出嫁在另一處邊寨，也有了自己的子女。
可惜離此地很遠。白樺回到縣城賓館，沉默而
悵然。文化部長看出了白樺的遺憾，又說：
“白樺，明天再陪你去找！” 於是次日又趕到
了另一山寨，找到家中真不巧，當年的姑娘
“現在的阿媽” 去趕集了。白樺和部長緊接著
就趕到了山鄉集市，在紛攘擁擠的集市裡徘徊
。時隔三十年序，變化該有多大，能否僅憑著
青春的回眸，就能辨認出那位當年的姑娘？白
樺開始懷疑自己。就在此時，他忽然覺得不遠
處一位擺攤的阿媽，好像就是她吧！令人驚絕
的是幾乎同時，這位阿媽抬頭也看到了自己，
而且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白樺？”……

故事講到這裡，已經讓我們聽得怦怦心動
。沒想到結尾更為出人意料。

白樺說，時空的久違相隔已把兩人心中的
“初戀” 之感化為親人般的感覺，知心而平和

。這次分別前，她提出請白樺在返程途經的一
處山寨路口停停車，一定要讓自己的女兒見見
白樺叔叔，為他送行。次日，白樺果然在這個
路口，看到了這位昔日 “姑娘” 的女兒，她亭
亭玉立早早就佇立在路口等候。見了面後，她
卻沒有說什麼話，只是純純地喃喃了一句：
“白樺叔叔，媽媽讓我來送送您……”

白樺講到這裡，停頓下來，問我幾人“你
們也可以先猜一下。在返回昆明的路途上，我
和文化部長一直在猜測，她為什麼要自己的姑
娘為我送行，而見面又好像什麼事也沒有說。
這好像是設了一個謎。今天就說到此，你們不
急於回答。明天再說”。

第二天見到白樺前，周潔和我們幾人交流
了一下各自的揣猜，都覺得距離很大，不能令
人誠服。如果是要讓女兒贈送一些最能代表少
數民族風情的紀念品啊，讓女兒認識一下白樺
叔叔，尋求可能的幫助啊，之類，顯然是很平
庸世俗的想法。詩人白樺絕無可能讓我們得出
這樣的謎底。那會是什麼呢？

白樺這樣告訴我們，他自己也有過多種猜
測，但又一一否定了。最後軍區文化部長問白
樺：“你是不是覺得年輕的女兒很像當年的她
自己呢？那會不會就是希望您再一次能看到幾
十前的她自己呢？！引起歲月的回憶？”白樺
說當時他突然覺得心頭一熱，這個猜想正中下
懷，母女倆實在是太像了! 他眼睛發潮了。

白樺說，是的，這個少數民族的情感極為
深摯含蓄，一切都在不言中表達。他相信，歲
月改變了那位眼睛像泉水一樣清澈的少女的容
貌，但她的心靈依然清純。時光不能倒流。
“唯一的謎底，就是希望讓白樺看到少女時的
自己”。

聽到這裡，我們的心頭也猛然一熱。太美
麗的故事，太動人的結尾。

記得白樺嘆了口氣，低聲說道 “懷舊是人
類一種美好的情愫。最美麗的愛情，也許就是
實現不了的……”1995年到今天，又是四分之
一世紀過去了。此間我多次到過上海，也有幾

次相約再去看望白樺老師，有一次已經約好，
卻終未能如願。

如今聽到白樺老師去世的消息，我感到一
種永久的遺憾，沉浸在深深哀痛之中，又想起
了他講過的這個愛情故事。記述下來，作為永
遠的紀念。
寫完最後一個字，我把目光投向窗外。
今夜上海陰天，沉鬱。
但我卻彷彿能看到天空星光燦爛。
白樺老師，在告別的時刻，我要對著夜空讀幾
句您的詩，為你送行：“……
我知道，你正在猜一個謎，
但我不敢向你講述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裡盡是黑夜，
你是如此的明麗。
我的故事裡有一條從雪山到大海的長河，
你給我的時間卻是如此的短暫。
我的故事裡的嘆息就像連綿的秋雨，
會熄滅你燭火一般溫柔的微笑。
別猜了，閃爍在每一片綠葉上的
是由於溫暖而晶瑩欲滴的寒露……”

李汀：中國作協會員，一級編劇。影視編
劇代表作有長篇電視劇《北平戰與和》、《長
白山下我的家》等，獲得27屆中國電視金鷹獎
電視劇最佳編劇獎；著有詩集《活的石頭》
《心湖》等，詩歌、散文散見於《十月》、
《詩刊》、《中國作家》、《光明日報》、
《文藝報》等報刊雜誌。中國作協影視文學委
員會委員，中國傳媒大學、西北師範大學客座
教授。 1982年秋畢業於西北師大歷史系。曾擔
任《蘭州學刊》編輯、《光明日報》記者、央
視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副主任、中央電視台編
委等職，在《水滸傳》、《戈壁母親》、《笑
傲江湖》《壯志凌雲》 、《香港的故事》、
《台灣海峽》、《小留學生》、《戰將》等百
多部電視劇中出任藝術策劃和監製。

（ 本報記者秦鴻鈞）經常為休市人提供經典美
食的 「和樂公司」 ，近期將隆重推出走過百年，五
代薪火相傳的世代傳承的珍珠-- 「陳允寶泉」 ---
這種以心製餅、傳承至高手藝，融合漢餅和菓子的
製作工藝的小月餅、花采餅、桃山香柚、金沙酥、
蛋黃酥----，每代傳人以創新之心，共造經典美味

！
「陳允寶泉」 來自台灣，近年來台灣經歷幾次

嚴重食安事件，陳允寶泉不僅安然度過，更屢次榮
獲國家食品大獎認證。第四代掌門人陳坤宏先生說:
「食品是良心事業！用做給自己親人吃的心情去製

餅。我們喜歡客人吃完後,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

陳允寶泉堅持使用頂級原料，如紐西蘭原裝奶油，
奶粉等，並採用天然、新鮮的在地食材（萬丹紅豆
、台南二號鳳梨等），當日現做餅皮, 絕不使用防腐
劑或有害健康之添加物，並主動嚴格送驗，正是以
心做餅的態度，讓消費者每一口都吃得實在又安心
！

多年來 「陳允寶泉」 榮獲各項大獎：榮獲經濟
部評選優良百年老店； 寶漿小月餅、蛋黃酥、中秋
月餅連獲金牌獎；榮獲 「天下第一酥」 最佳元氣賞
; 獲得鳳梨酥、太陽餅、牛軋糖優良品質認證標章
；台中市政府- 大台中厚禮數首選；台中市政府食
品安全--食在安心烘焙店；十大伴手禮太陽餅四度
榮獲台中市最高榮譽 「金口碑」 獎；經濟部百年老
店誠信傳承；中秋月餅榮獲金餅獎。

從1908 年至今， 「陳允寶泉」 已走過百年，讓
世人細細品嚐他們世代傳承的珍珠：從第一代陳允
，在豐原街仔叫賣糕餅，當時最著名的莫過於 「糕
仔」 、 「米香」 ； 第二代陳金泉1943年東京開源，
在和菓子大賽拿下最高殊榮日本天皇賞後，更研發
出京都銘菓 「桃山香柚」 令人垂涎；第三代陳增雄
，在台中創立 「台灣寶泉本店」 ，以日式烘焙佐高

級白鳳豆沙，研發出大小適中的 「小月餅」 ，多層
次酥皮與清香微甜的內餡成就經典好味道；第四代
陳坤宏，台灣創新，堅持純手工製作多層次低糖
「太陽餅」 ，兩度榮獲台中 「金口碑獎」 ；第五代

2016 年學成歸國，接手糕餅事業，兩兄弟共同研發
出 「夏威夷豆牛奶軟糖」 ，開始新一代的糕餅人生
, 以傳家的味道繼續傳頌經典。

這次 「陳允寶泉」 推出的產品包括: 「小月餅
」 這連續數十年榮獲食品金牌獎，外層為多層次的
雪花酥皮, 中層為兩倍熬煮時間的高級白豆沙，全
程以日式烘焙手工製成恰如其適中口徑，細膩入口
即化，食品金牌獎當之無愧。 「 花采餅」 以特製豆
沙加上在地製作的鹹蛋黃，讓鹹香的滋味停留在口
中。 「金沙酥」 餅皮如薄翼，嚴選鹹蛋黃研磨成金
黃細沙與香甜細柔的白鳳豆及頂級紐西蘭奶油，揉
合成紮實飽滿的內餡，化入口中，香濃瞬間充斥著
整個味蕾！其他還有日本明治時代京都雅緻和風燒
菓子-- 「桃山香柚」 及榮獲食品金牌獎與台灣百大
伴手禮殊榮的 「蛋黃酥」 都是 「陳允寶泉」 即將與
休市人會面的經典美味！美國總代理：Well Luck
Co. ,Inc. 和樂公司

走過百年走過百年,,細細品嚐世代傳承的珍珠細細品嚐世代傳承的珍珠
「「陳允寶泉陳允寶泉」」 每代傳人以創新之心每代傳人以創新之心，，共造經典美味共造經典美味

休斯頓中國城核心地區休斯頓中國城核心地區，，緊鄰緊鄰88號高速公路號高速公路
PlazaPlaza 8888 二期火爆招商中二期火爆招商中

(本報記者秦鴻鈞）商機無限的中
國城，由於可使用面積的有限，每出
來一塊空地，總是招來無數人潮的趨
之若騖，Plaza 88第二期剛推出，就受
到大眾的矚目。

由 「德州地產」 的專業商業地產
經紀王迪推出的Plaza 88 二期新規劃
的佔地47200 SF 的商場，為休士頓中
國城最大開發項目，位於休斯頓中國
城核心地區，位百利大道以南的
Stroud Drive 旁，並緊鄰8號高速公路
，是專為服務華人社區的商場。

此次推出的商場分A1,A2,鄰近旁
邊的Prase 1,
A1佔地4595呎，A2 佔地5510呎, 及
鄰近Stroud Drive 的 B棟商場，佔地
37095 SF,根據地產經王迪先生介紹，

目前B棟商場內已有佔地7000呎的洗
腎中心，及佔地7000呎的亞洲人活動
中心，二樓有一佔地9163 的賓果遊樂
中心，現二樓尚有3700呎的空位，租
金僅15+NNN.
在 A1,及 A2 東面的 Phase 1,（佔地
43715呎，目前已租用的是百利打耙場
，（將於今年聖誕節之前開業）及佔
地1700呎的KTV, 及佔地3200山之的
Lounge（遊樂聽）。

該地區的車流量，8號公路上，每
天車流量，達166090 輛車,8號高速路
下面為每天22910 輛車，東邊的Cor-
porate 路每天車流量達12320 輛，而
北面的百利大道更高達每天有55282
輛車，當地的人口數： 一mike 之內有
居民有 41647 人，白天活動人口達

31627 人 ， 當 地 平 均 每 戶 收 入 為
$40753元。

王迪表示：Plaza 88的二期開發案
，希望引進餐館（亞洲餐館）及娛樂
業，希提升整體休士頓中國城環境、
質量、安全等因素。以及銀行、金融
企業、醫療、藥房，及培訓學校，皆
與我們生活習習相關。尤其他們已租
出去的佔地一萬呎的室內打耙場（有

25條線），將於今年12月開張，也頒
持槍證，並有授課、防身，以提升整
體華人自我防範意識。

Plaza 88 二期開發案現火爆招商中
，租金從$22.00 - $30.00+NNN, 該物
業的地址在：7329 W Sam Houston
TX 77036 , 請立即聯繫專業商業地產
經 紀 王 迪 （David Wang) , 電 話 ：
832-806-8886

David WangDavid Wang 王迪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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