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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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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住宅： 買賣新、舊房屋、投
資房地產、物業管理
商業：買賣購物中心、土地、
公寓、出租、物業管理

Email: shirleyli_realtor@yahoo.com
Wechat: Shirleyli1060

Champions Real Estate group
(512) 743-0575

美玲地產
Shirley Li

(382) 343-5416
R01- Shirley Li 美玲地產-4C_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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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電話：832-500-3228

Houston@johnleeins.com
7001 Corporate Dr., # 201,
Houston,TX 77036

【本報訊】美國華人婦女聯合會會長田紋
英女士因突發疾病於10月31日20時16分在家
中病逝，享年65歲。田紋英遺體告別儀式將於
本月6日上午10時在阿罕布拉市殯儀館舉行。

為此，田紋英家屬及治喪委員會於4日特別

發出訃告，邀請南加州各界僑團嘉賓屆時
前往弔唁。

噩耗傳來，南加各個僑團紛紛發出唁
函，表達他們對田紋英女士生前事蹟的讚
美和對其本人的懷念。北京僑商會在唁函
中表示，田紋英女士雖長居海外，但卻有
著赤子之心，愛國之情，時刻關注祖籍國
和家鄉北京的發展建設。她親力親為，積
極支持並參與中國僑界和北京僑商會的各
項活動。她樂善好施，接濟貧困，為海內
外華人社區的發展嘔心瀝血。她為人豁達
，奉獻大眾，深受會員們的喜愛和敬仰。
她是大家心中可敬可親的“天使姐姐”，
她的一生就像“一道美德之光”，照亮了

世間，讓我們永遠難忘！
熱心網友還專門為田紋英設立了網上紀念

館，內有網上墓園、祭奠留言、生平簡介、紀
念文集、紀念相冊和紀念視頻等，供網友們瞻
仰留念。網友鄭華留言道，還記得和你一起開

會，一起慈善，一
起歌唱，一起歡笑
的點點滴滴，你是
那麼的優雅知性，
親切真摯，是我的
良師，更是我的益
友。

她的一生活出
了意義，活出了精
彩，她永遠活在我
們心中。

在 田 紋 英 的
“生平簡介”中有這樣的描繪：田紋英大姐，
大家氣度，美麗善良，樂善好施，為人豁達。
雖長居海外仍不忘祖籍國之發展，援助貧困，
接濟無助。為海內外華人社區發展慷慨奉獻。
她音容宛在，萬古流芳。她勤勞一生，德澤子
孫。她一生真誠，寸草春暉，無私奉獻，吾輩
楷模。祝她在阿里斯托芬的靈府永遠快樂。

朋友劉紅平吟詩贈別：回望，靈光寺觀光
，腳下碎銀點點搖晃，英姐雍容高貴，得體大
方，觀佛牙舍利，聊各地風光，洛杉磯城市漂
亮，木耳本春之蕩漾，嘆這難得初遇緣起的地
方，始兄弟姐妹情深誼長，那一刻啊好似昨天
，笑貌猶存，好美的影像。

美國華人婦女聯合會會長田紋英病逝

佛光山中美寺佛光山中美寺【【中美文化講壇中美文化講壇】】
葉文心教授文學講座葉文心教授文學講座 《《近代史上的桃花扇近代史上的桃花扇》》
（本報訊）佛光山中美寺【中美文化講壇】繼上個月

震撼此地的文學大師白先勇老師的文學講座之後，另一場
同樣讓人期待的文學講座也即將登場了。

應【中美文化講壇】執行長趙辜懷箴女士之邀，11/
17 日下午二時，加州柏克萊大學葉文心教授將蒞臨休士頓
佛光山中美寺，為大眾做一場精彩的專題演講- 「近代史
上的桃花扇」。

清代文學家孔尚任創作的傳奇劇本《桃花扇》為明朝
末年發生在南京的故事。接近真實的歷史劇，以男女主角
悲歡離合為主線，借離合之情，表興亡之感。體現明朝末
年社會現實主義及朝末政權興衰的原因，並清晰描述出忠
貞不渝的時代英雄及百姓情感。該劇歷久不衰，多次被改
編成黃梅戲、京劇、話劇等劇種。

《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是孔子後裔。劇本中充斥著滿
滿的亡國之痛，引發遺民深深的哀思。他雖因《桃花扇》
丟了烏紗帽，但《桃花扇》卻使他流芳百世。

《桃花扇》的淒艷境界使它作為一部歷史性悲劇。當
年真是戲，如今戲如真。明朝之後的學者們喜歡把現代的
政權轉移跟明清的改朝換代相互參照。 在這個背景之下，
產生了二十世紀幾次對孔尚任《桃花扇》的評點與閱讀，
這也就是這場演講的主題。

為什麼 「桃花扇」這部巨作，三度在近代史被提起討

論?桃花扇、和西廂記、紅樓夢、長生殿並列為中國四大戲
曲；如果它只是愛情劇作？

又為什麼和近代史的民族意識息息相關，不可切割。
11/17（星期日） 葉文心教授將圍繞著《桃花扇》為

主軸,仔細的為您做深度的剖析，精彩的演繹，深入淺出的
賞析，絕對讓前來聆聽的您，充分理解故事中的內涵及精
髓，體驗大作之美。期待與大家分享。

葉文心教授，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1984年獲美國柏
克萊加州大學歷史博士學位。現任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歷
史系講座教授，從1994年到2000年曾任該校中國研究中
心主任。從2007到2012任該校首位華裔並女性東亞研究
所所長，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著重研究中國近現
代的文化史和社會史，在國際漢學界很有影響。

佛光山中美寺歡迎十方大眾再度蒞臨，敬請把握機會
，踴躍參加。

講座免費入場，歡迎事先電話報名登記，並請當天提
早蒞臨以免向隅。

時間：11月17日（星期日）下午二時
地點 佛光山中美寺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281-495-3100

田紋英生前美照田紋英生前美照。。((家屬提供家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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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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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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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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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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屋夜市冰屋夜市””為新疆烏魯木齊冬季旅遊助力為新疆烏魯木齊冬季旅遊助力

位於烏魯木齊市二道橋的新疆國際大巴紮美食街正式開啟冬季運營位於烏魯木齊市二道橋的新疆國際大巴紮美食街正式開啟冬季運營
模式模式。。在未來長達半年的冬季在未來長達半年的冬季，，經過升級改造後的透明全景暖房經過升級改造後的透明全景暖房““冰屋冰屋
夜市夜市”，”，將為遊客提供具有新疆特色的就餐環境將為遊客提供具有新疆特色的就餐環境。。夜市中夜市中2121個美食檔個美食檔
口口，，可加工制作超過可加工制作超過170170種新疆美食種新疆美食，，讓遊客壹站即可吃遍新疆美食讓遊客壹站即可吃遍新疆美食。。
圖為圖為““冰屋夜市冰屋夜市””中的新疆烤魚檔口中的新疆烤魚檔口。。

旅德大熊貓幼崽出生滿旅德大熊貓幼崽出生滿22個月個月
雙胞胎寶寶最新照萌態可掬雙胞胎寶寶最新照萌態可掬

德國柏林動物園發布旅德大熊貓夢夢於德國柏林動物園發布旅德大熊貓夢夢於88月月3131日產下的雙胞胎寶寶近照日產下的雙胞胎寶寶近照。。據悉據悉，，
這也是中德大熊貓國際合作歷史上首次迎來大熊貓新生幼仔這也是中德大熊貓國際合作歷史上首次迎來大熊貓新生幼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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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明溪縣微雕技藝傳承人毛祚勝在廈門展示微雕技藝福建省明溪縣微雕技藝傳承人毛祚勝在廈門展示微雕技藝，，在細小在細小
的壽山石上雕刻出形態各異的壺件的壽山石上雕刻出形態各異的壺件，，讓人驚嘆讓人驚嘆。。明溪微雕技藝為家族傳明溪微雕技藝為家族傳
承承，，至今已有近至今已有近200200年歷史年歷史，，毛祚勝是第七代傳承人毛祚勝是第七代傳承人。。圖為米粒大小的圖為米粒大小的
微雕茶壺微雕茶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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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 「媽媽樂抽油煙機」 品牌創牌三十五
年，回顧三十餘年來大家對媽媽樂抽油煙機高度
的信賴，銷售業績穩居北美榜首，負責人Robert
邱非常感謝北美華人對產品支持，表示未來將持
續產品研發深造，生產健康實用現代的廚房產品
。

Robert邱強調，媽媽樂始終以 「阻斷廚房油
煙危害身體健康」 為經營理念，在台灣自設工廠
，而產品開發團隊也不失眾望，媽媽樂第五代抽
油煙機及皇家系列頂級豪華抽油煙機 「KW」 、
「EL」 、 「KU」 系列，問世以來被市場高度接受
高度認可。

「媽媽樂抽油煙機」 完整的油煙抽吸，成功
打造了現代無煙廚房，保證了家庭主婦們的身體
健康，不僅如此，產品也凸顯易拆洗功能，隻需
輕輕扭轉螺絲，放到洗碗機清洗即可。

如今抽油煙機已成為家家戶戶的廚房必備，
仍然有許多抽油煙機業者，把隻適用於亞洲二眼
爐頭抽吸方式的抽油煙機，直接在美國銷售，安

裝到美國家庭的四眼爐頭上，在油煙抽吸不完整
的情況下，製造了油煙污染廚房，也給家庭主婦
們的身體健康帶來隱患。

Robert邱自豪地表示，媽媽樂抽油煙機專為
美國家庭的 「四眼爐頭」 設計，已申請專利的斜
風箱，符合流體動力學的原理設計，內部前後兩
端容積不同，由薄往厚送風無阻力，排風量大，
吸力比他牌強1/3，聲音卻隻有他牌的1/2。

「富士健康炒鍋」 採用日本專利合金材料以
古法鑄造而成，不含鐵氟龍塗層，使用全新材質
，鍋面沒有紋路，更易清洗保養。

富士健康炒鍋採用日本專利合金材料以古法
鑄造而成，完全沒有化學塗層的問題，冷熱油都
不沾鍋，聚熱性強，一般小火即可達大火的效果
，表面硬度比不銹鋼硬二倍，耐磨、耐刷、耐鏟
、好清洗，重量卻比不鏽鋼鍋輕70%， 絕對是媽
媽們廚房的好幫手。

「媽媽樂第五代易拆洗抽油煙機」 及 「富士
健康炒鍋」 ，打造媽媽的 「健康無煙」 廚房，在
業界擁有無可取代的霸主地位。

媽 媽 樂 公 司 全 美 免 費 電 話 ：
1-800-635-7888， 626-309-9989， 地 址 ：
8609 Valley Blvd.,Rosemead，網址：www.Pa-
cAirUsa.com(網上有影片示範)。

媽媽樂第五代 「易拆洗」 抽油煙機，休士頓
總經銷～ 「德州純水」 地址：6836 Ranchester,
Houston ,TX 77036, (Bellaire 與 Ranchester 路口
）電話：832-689-9463

圖為位於休士頓中國城圖為位於休士頓中國城RanchesterRanchester 與百利與百利
大道交口大道交口 「「新新餐廳新新餐廳」」 同一同一 centercenter 內的內的
「「德州純水德州純水」」 正門口正門口。（。（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媽媽樂抽油煙機創牌媽媽樂抽油煙機創牌3535週年週年 感謝華人支持感謝華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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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黑赤天生是个吃肉胚子，一顿能

吃几斤肉。可惜他生在穷苦人家，吃肉

吃得沦落成了叫花子。

这天，张黑赤到西城口要饭，正好

算命的刘半仙在卦摊上吃红烧肉。张黑

赤顿时就迈不动腿了，流着口水喊着要

吃肉。刘半仙刚想骂却心眼一转，打算

耍他一回，便说："要吃肉是吧？告诉你

个好去处，晚上三更去城门口等着，包

你吃个够。"说罢还假装掐指一算，胡说

道，"你命中禄米旺，将来要吃一辈子肉

，今晚你去西城门，鸿运从此高照。"这

话谁都不会信，偏偏他张黑赤却当了真

，三更天果然来到西城门内，远远看见

一伙人打着灯笼提着食盒走来。张黑赤

早闻见那是粉蒸肉的香气，心想刘半仙

还真准，便饿虎般的扑了上去，却被那

几个人死死地扭住。这可是县太爷的夜

宵，哪里吃得？

原来县太爷喜欢搓麻将，夜夜在"悦

春园"和几个财主打到五更天，三更左右

衙役会到"醉仙居"酒楼拿订好的粉蒸肉

给他当夜宵，这些刘半仙都知道，所以

他糊弄张黑赤来讨打。

再说张黑赤被锁在县衙的石狮子上

，直到五更天县太爷散了场，才给提出

来审。县太爷喝问他为何抢肉？张黑赤

头一昂，大声说："刘半仙说了，这是我

命中注定的肉，当然要吃！"县太爷看他

傻里傻气，正要赶他走，可又心里一动

，笑问张黑赤："你真想吃肉？"张黑赤

连连点头。县太爷又哄道："肉尽管吃，

但要听话。"张黑赤听了忙兴奋地喊："

有肉吃就听话！"县太爷命人端来一碗红

烧肉，张黑赤扑上去，张开大嘴就吃，

喉结里还嗯嗯有声。县太爷看着他的贪

吃相，嘴角露出一丝坏笑。

第二天晚上，"悦春园"的牌局打到

二更多，王员外的家丁送夜宵来了。到

了走廊里，家丁看见王员外靠在条桌上

打盹，心里嘀咕，员外这是咋了？不搓

麻将反倒坐在这里偷闲，莫不是肚子饿

了等在这里吃夜宵？

家丁把食盒放在桌上，躬着腰说："

老爷，夜宵送来了。"话音刚落，就见王

员外猛地坐起来，揭开食盒，端出夜宵

就吃。这是一碗卤猪肉，香气四溢，王

员外吃得喉管呜呜作响。家丁一看王员

外一副多年没吃肉般的吃相，心里嘀咕

：不对呀，员外今天怎么这副德行？再

就着微弱的灯光仔细一瞅，妈呀，弄错

了，这人根本不是王员外。家丁急忙揪

着那人就打。

你猜那人是谁？就是张黑赤！

原来最近一段时间，县太爷手气不

好，被王员外赢了一大笔银子。县太爷

看见张黑赤身材相貌有点像王员外，头

脑里就猛地闪出一个歪主意：让张黑赤

冒充王员外骗吃他的夜宵，也算煞煞王

员外的手气。

这时候，张黑赤和家丁的吵打声惊

动了屋里打牌的人，王员外气得吹胡子

瞪眼，要把张黑赤送到县衙，让县太爷

狠狠法办。可县太爷挥挥手说："这是个

浑人，何必和他一般见识，今晚的夜宵

我请了。来来来，继续打牌，别扫了雅

兴。"县太爷发话了，王员外不好再说什

么，眼瞅着张黑赤大摇大摆地走了。

还真巧，张黑赤这么一搅，王员外

后半夜输了个光，县太爷赢得哈哈笑。

散局后，王员外铁青着脸回到家，家丁

忙上前赔笑说："老爷，我把张黑赤抓来

了，您消消气。"王员外赶紧拿着马鞭劈

头盖脸抽了张黑赤一顿，骂道："你胆子

不小，敢吃我的肉，我抽死你。"张黑赤

熬不过打，大哭说："不能怪我，要怪就

怪你赢了县太爷太多银子。"王员外一愣

，停了下来，问了个仔仔细细，气得青

筋爆出。

这时，管家凑上前小声说："老爷，

去知府大人那里告一状。"原来，王员外

之所以不买县太爷的账，敢赢县太爷的

银子，是因为知府大人是他的女婿，那

可是县太爷的顶头上司。

王员外亲自押着张黑赤到女婿面前

告了一状，要女婿帮他出口恶气。知府

大人笑着劝慰了他一番，说："这还不简

单？他唆使叫花子吃了你的卤猪肉，我

叫他加倍还你不就是了？"过了几天，县

太爷正在处理公事，忽然手下人来报，

知府大人派差办来公干。县太爷急叫快

请，待这差办一进来，县太爷的眼珠差

点掉了下来。来人竟然是张黑赤！

只见张黑赤穿着公服，对着县太爷

傻笑，还送上了知府的文书。县太爷愣

了好一会才看，上面大意是：因邻县正

在闹猪瘟，为防止传染，知府衙门决定

督促预防，今差遣差办张黑赤检查预防

事宜，为时一个月。

县太爷心知肚明，这是知府大人在

帮王员外出气。可是派来的人虽是个浑

人，事却是个正经事，邻县确实在闹猪

瘟，如果真的传到本县，可以将他定个

预防不力，革职查办的罪名。

县太爷只得命人看座，忍气吞声地

问："张差办，不知你对预防猪瘟有何高

见？本县尽力筹办。"张黑赤头一昂，嘴

一撇，说："知府大人说了，我是来吃肉

的，不满一个月不许回。"县太爷知道张

黑赤是个浑人，有理说不清，只得派了

两个衙役好酒好肉地服侍他，还专门给

他配了个大厨，顿顿变着花样做。

看着一个叫花子满嘴油腻在自己面

前晃来晃去，县太爷恨得牙痒痒，就给

总督大人写了一封信。俗话说，朝中无

人不做官，县太爷不学无术能当官，靠

的是他叔叔总督大人。

总督大人看了县太爷的信，就发文

给知府大人，说总督衙门人手不够，要

调张黑赤去总督衙门当差。知府大人拿

着公文愣了半晌，只得照办。

张黑赤恋恋不舍地带着对酒肉的思

念，离开县衙，去了总督衙门。

谁知过了几天，张黑赤摇身一变

成了总督衙门的书办，捧着总督衙

门的公函来知府衙门公干。公函里

说朝廷拨了一批银两修理河道，总

督大人特委派张黑赤来督促工期，

时间是半年。张黑赤是个浑人，哪

里懂什么修理河道？知府大人哭笑

不得，知道这是总督大人以其人之

道还治其身，替县太爷报仇来了。

他让叫花子吃县太爷一个月的肉，

总督大人就让叫花子吃他半年肉。

知府大人当然知道怎样款待张黑

赤，好酒好肉管够。可是知府大人

心里不舒服，就给恩师吴太师写了

一封信。

这吴太师也不是省油的灯，马上写

起了奏章。这天，太后正带着小皇帝批

奏章，就看见了他那份，参总督藐视朝

纲，派叫花子督促河道工期。太后早习

惯了这种内官和外官的争斗，随手把奏

章扔在旁边。小皇帝却好奇地问："母后

，这叫花子吃肉真这么厉害？"小皇帝一

问，太后心里一动。原来小皇帝厌食，

怎么哄都不好好吃饭，还特别讨厌吃肉

，所以长得病恹恹的。皇帝身体好，才

是江山社稷的福气啊，太后没少为这事

操心，可各种方法都想尽了，无奈小皇

帝就是吃不下饭。太后想到这儿，忙下

懿旨召张黑赤进宫。

总督不知其中奥秘，赶紧派人锦衣

装扮把张黑赤送进宫。太监教了他些礼

仪，把他带进偏殿。太后和小皇帝坐在

龙椅上，下面摆着只红泥小炉，炉上支

着口锅，锅里炖着热腾腾的肉，足有五

斤多，香气四溢。张黑赤眼瞅着猪肉，

咽着口水，食欲大动。太后刚说让他吃

，他就饿狗般冲上前，早把礼仪抛在脑

后。

张黑赤大口大口吃着肉，喉咙里发

出狗一样的低呜声，嘴唇烫起了泡也浑

然不觉，一脸的满足样，连太后都被他

狼吞虎咽的粗鄙吃相逗笑了。

不多会儿，张黑赤就风卷残云，竟

然把五斤多肉一口气吃完了，撑得只打

饱嗝，嘴角上流着肉汁，衣服上全是油

渍，满足地傻笑着。小皇帝被勾起了食

欲，嚷着要吃肉。太后早有准备，命宫

女端上肉来，看小皇帝香喷喷地吃着，

太后赞许地点着头。

这以后，张黑赤就成了小皇帝的陪

吃。自从有他陪吃，小皇帝再也不厌食

了，身体自然也越来越好。张黑赤虽然

浑，却懂得一个硬道理，那就是把小皇

帝哄好了，他就有吃不完的肉。于是他

平日里学狗学猫地打着滚叫，逗小皇帝

开心，弄得小皇帝离开他就茶饭不思。

太后一高兴，封了他为四等护卫，专门

陪侍小皇帝。

几个月后，张黑赤告假还乡，要给

爹娘修墓，县太爷领了命，鞍前马后地

陪着。路过算命摊时，张黑赤掏出二十

两银子直往刘半仙怀里塞，说他算命准

，自那晚后自己果然飞黄腾达了。

刘半仙惊讶地接下银子，瞅着张黑

赤穿着锦衣玉袍远去的背影，一个劲地

发呆，心里直嘀咕：这世道怎么了？叫

花子真吃到天鹅肉了！

叫花子吃肉

(本報休斯頓報導) 東方遺珍(Ori-
ental Heritage, Inc.)將於休斯頓與達拉斯
舉辦中國古董收購會，東方遺珍是在美
國加州正式註冊、專業投資高品質中國
古玩藝術品的公司，在中國上海、北京
、浙江等各大城市設有分公司，常年在
北美各地收購藝術品，以尋找最好的中
國古董。

東方遺珍擁有一支經驗豐富的古玩
藝術品投資鑑賞團隊，僱用一流的中國
文物審鑑專家顧問，與中國大型的投資
集團公司合作，專門收購高品質、具有
深厚中國文化底蘊的古玩藝術品。

收購會中免費評估，當場付款，收
購範圍包括:瓷器、玉器、古代及近代
書畫、銅器、竹木雕、景泰藍、剔紅漆
器、文房用品、及其他的工藝品。如果

您家中有古董珍玩，歡迎交流。
達拉斯舉辦一天古董收購會，時間

是 11 月 9 號 星期六。地點在達拉斯威
斯汀購物廣場酒店(The Westin Galleria
Dallas Hotel)，Laredo 會議室。地址：
13340 Dallas
Pkwy, Dallas,
TX 75240。

休 斯 頓
舉 辦 兩 天 中
國 古 董 收 購
會 ， 時 間 是
11 月 12 號 星
期二 、11 月
13 號 星 期 三
。 地 點 在 休
斯 頓 威 斯 汀

奧克斯酒店(The Westin Oaks Houston
by the Galleria)， Continental Room會議
室。地址：5060 W Alabama St, Hous-
ton, TX 77056。

詢問電話800-575-5583。

尋求中國古董級藝術品尋求中國古董級藝術品
東方遺珍舉辦中國古董收購會東方遺珍舉辦中國古董收購會

兒童插畫展兒童插畫展 「「天堂天堂」」 1111//99起展出起展出
啟發孩子無限的想像啟發孩子無限的想像 就從插畫開始就從插畫開始

(本報休斯頓報導) 還記得小時候，
總是帶著好奇、興奮的心看故事書，融
入書中的情境，往往看得忘我。現代許
多父母會選擇給孩子看插畫繪本，一本
好的兒童繪本，能培養孩子閱讀的興趣
，啟發孩子的無限的想像空間。

好消息是，一場兒童插畫展 「天堂
」(Paradise)，將於 11 月 9 日(週六)上午
10:30，於Katy 市的Cinco Ranch圖書分
館大廳舉行揭幕儀式，展出27位台灣插

畫家的 90 件作品，
展出一直到 11 月 23
日，歡迎爸爸媽媽
們帶著孩子一同去
欣賞。

此次展出的主題
是 「天堂」，強調
自古至今，動物從
未在孩童的成長過
程中缺席過，耳熟
能詳的好奇猴喬治
、或是波特小姐的
彼得兔，甚至許多

人是從繪本大師艾瑞卡爾(Eric Carle)的
繪本開始認識動物的。

展覽希望呈現擬人化的動物世界中
，一種沒有國界的烏托邦，沒有國族的
界線、膚色的差異，單純友善的中立性
，讓故事情境更柔軟，讓我們內心裡最
療癒；並期望用更宏觀的觀點來看看台
灣的創作者如何透過動物的代言與世界
對話。

此場展出，由台灣文化部贊助，駐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台灣書院主
辦，國際知名插畫家兼策展人鄒駿昇策
展。台灣插畫創作近年在文化部鼓勵和
支持下，許多年輕創作者在國際間大放
異彩，每年在世界頂尖插畫平台-義大
利波隆納插畫展，都有台灣創作者的作
品嶄露頭角。為將此一領域之創作成果
在德州呈現。

此次，特別邀請曾4度入圍義大利
波隆納插畫獎的策展人鄒俊昇前來休士
頓，規劃這個展覽。他同時於11月4日
應邀前往 「兒童文學及插畫家協會」
(Society of Children’ s Book Writers &
Illustrators; SCBWI) 休士頓分會進行一
場演講，與本地插畫專業創作者交流。
策展人鄒駿昇（Page Tsou）是繪本作家
、插畫家、視覺藝術家，著有《禮物》
、《軌跡》和《勇敢的小錫兵》等作品
，畢業於英國皇家藝術學院(Royal Col-
lege of Art)。2017 年獲得義大利波隆那
童書展拉加茲童書獎，同年在西班牙馬

德里ABC Museum辦理個展。
鄒駿昇對各種美好事物有著高度敏

感度，偏好老派視覺風格，相信跨領域
的交互作用能為創作帶來更多可能。曾
合作的對象包括GUCCI、RAW、英國
Johnnie Walker、Templar 出版等
，他的作品曾被英國康藍集團
(CONRAN)、台北市立美術館
等機構收藏。

兒童在閱讀繪本的過程中，
往往陶醉在故事裡，會伴隨著故
事主人翁面臨的事件而有各種情
感產生，能豐富孩子的生活體驗
；養成閱讀習慣，能讓孩子更開
心，也可起到教育的影響力，讓
孩子懂得是非善惡，並且幫助孩
子語言、思維、想像力的發展，
帶孩子來看插畫展吧! 展覽地點:
Cinco Ranch Branch Library
(2620 Commercial Center Blvd.,
Katy, TX 77494)
時間：2019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月

23日(週六)。
開幕茶會: 2019年11月9日(週六)上

午10:30AM歡迎參加。
Cinco Ranch Branch Library 電 話:

281-395-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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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每年有美國每年有44,,000000 萬家庭照護者為患有慢性萬家庭照護者為患有慢性
、、殘疾或其他嚴重健康問題的成年人提供關鍵支殘疾或其他嚴重健康問題的成年人提供關鍵支
援援。。 AARPAARP 樂齡會和美國亞裔記者協會樂齡會和美國亞裔記者協會 (AAJA)(AAJA)
合作合作，，公開了公開了AAJAAAJA會員或其他亞太裔受照顧親會員或其他亞太裔受照顧親
人影響的經歷人影響的經歷。。以下是由以下是由Colleen CumminsColleen Cummins拍攝拍攝
的的20182018年獲獎攝影作品年獲獎攝影作品

5151歲的歲的Mary McGinnisMary McGinnis（（左左））和她和她88歲的孫歲的孫
子子Alex AcunaAlex Acuna（（右右））與與2626歲的短期照護工歲的短期照護工GloGlo--
ria Peraltaria Peralta沿著尤巴市的堤壩散步沿著尤巴市的堤壩散步———為了—為了20112011
年年22月前往州首府的抗議遊行做準備月前往州首府的抗議遊行做準備。。MaryMary開始開始
在殘疾人社區組織一場以在殘疾人社區組織一場以““Mommy TsunamiMommy Tsunami””
為名的為名的、、在離加州首府在離加州首府4040英里的尤巴市家中為起英里的尤巴市家中為起
點的遊行點的遊行。。20102010年冬天年冬天，，在加州預算削減的推動在加州預算削減的推動
下下，，MaryMary開始擔心開始擔心19771977年通過的州法律年通過的州法律《《蘭特蘭特
曼法案曼法案》》 (Lanterman Act)(Lanterman Act)會被廢除會被廢除。。該法案賦予該法案賦予
殘疾兒童獲得服務的權利殘疾兒童獲得服務的權利，，使他們能夠更獨立地使他們能夠更獨立地
生活生活。。MaryMary 開始在殘疾人社區組織一場以開始在殘疾人社區組織一場以
““Mommy TsunamiMommy Tsunami””為名的為名的、、在離加州首府在離加州首府4040
英里的尤巴市家中為起點的遊行英里的尤巴市家中為起點的遊行。。遊行也讓許多遊行也讓許多
殘疾家庭照護者在晝夜不休的忙碌照護中得到了殘疾家庭照護者在晝夜不休的忙碌照護中得到了
喘息的時間喘息的時間。。

儘管儘管AlexAlex天生無法說話天生無法說話，，但他像其他普通孩但他像其他普通孩
子一樣拒絕打掃自己的房間子一樣拒絕打掃自己的房間。。在在AlexAlex無視無視MaryMary
並拒絕整理他的錄像帶後並拒絕整理他的錄像帶後，，MaryMary訓斥了他訓斥了他。。

在一次常規的醫生檢查中在一次常規的醫生檢查中，，MaryMary安撫著安撫著AlexAlex
做生命體徵檢查做生命體徵檢查。。

AlexAlex 在薩特縣巴特小學在薩特縣巴特小學 (Butte Elementary(Butte Elementary
School)School) 接受他一對一特殊教育者接受他一對一特殊教育者LeslieLeslie的幫助的幫助
。。 MaryMary只有在只有在AlexAlex上學時才能從照護他中得到上學時才能從照護他中得到
短暫的休息短暫的休息。。由於他的殘疾和過敏狀況非常嚴重由於他的殘疾和過敏狀況非常嚴重
，，AlexAlex有一個一對一的特殊教育者有一個一對一的特殊教育者。。他的特殊教他的特殊教
育者在學校裡對他全權負責育者在學校裡對他全權負責。。這意味著她將幫助這意味著她將幫助
他在教室裡進行所有的教育活動他在教室裡進行所有的教育活動，，並確保他不接並確保他不接
觸任何可能導致致命過敏反應的食物觸任何可能導致致命過敏反應的食物。。為了避免為了避免
由於接觸致病由於接觸致病，，特殊教育者會擦拭特殊教育者會擦拭AlexAlex可能接觸可能接觸
到的所有表面到的所有表面，，以降低污染的風險以降低污染的風險。。

MaryMary在馬里斯維爾菲蒙賴德奧特醫院在馬里斯維爾菲蒙賴德奧特醫院(Fre(Fre--
mont-Rideout Hospital)mont-Rideout Hospital) 的走廊裡給的走廊裡給AlexAlex穿衣服穿衣服
，，她正在等待她正在等待AlexAlex的出院文件的出院文件。。在致力於在致力於MomMom--
my Tsunamimy Tsunami遊行和集會計劃的過程中遊行和集會計劃的過程中，， MaryMary被被
學校告知當學校告知當AlexAlex的特殊教育者在處理另一名學生的特殊教育者在處理另一名學生
時時，，AlexAlex不巧觸碰到了讓他過敏致休克的少量花不巧觸碰到了讓他過敏致休克的少量花
生醬生醬。。在被注射了兩劑腎上腺素後在被注射了兩劑腎上腺素後，，他被帶到菲他被帶到菲
蒙賴德奧特醫院觀察蒙賴德奧特醫院觀察。。

在馬里斯維爾的菲蒙賴德奧特醫院進行了四在馬里斯維爾的菲蒙賴德奧特醫院進行了四
個多小時的觀察後個多小時的觀察後，，AlexAlex終於出院並準備回家終於出院並準備回家，，
MaryMary幫他坐上了自己的汽車座椅幫他坐上了自己的汽車座椅。。

經過經過22天穿過薩克拉門托天穿過薩克拉門托 (Sacramento)(Sacramento) 河谷河谷
北部的遊行北部的遊行，，AlexAlex、、MaryMary和數百名殘疾人權利支和數百名殘疾人權利支
持者抵達了州首府的台階上持者抵達了州首府的台階上。。 20112011年年22月月，，在加在加
州多年預算削減的推動下州多年預算削減的推動下，，MaryMary開始擔心開始擔心《《蘭特蘭特
曼法案曼法案》》會被廢除會被廢除。。 《《蘭特曼殘疾兒童法案蘭特曼殘疾兒童法案》》
(Lanterma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ct)(Lanterma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ct) 於於
19771977年通過年通過。。它賦予殘疾兒童獲得服務和支持的它賦予殘疾兒童獲得服務和支持的
權利權利，，使他們能夠過上獨立的正常生活使他們能夠過上獨立的正常生活。。 MaryMary
以以““Mommy TsunamiMommy Tsunami””的名義的名義，，在離加州首府在離加州首府
薩克拉門托薩克拉門托4040英里的尤巴市家為起點英里的尤巴市家為起點，，組織了一組織了一
場草根遊行場草根遊行，，參與者包括照護者和他們的殘疾親參與者包括照護者和他們的殘疾親
人人。。

當他們到達薩克拉門託加州議會大廈的北台當他們到達薩克拉門託加州議會大廈的北台
階時階時，，AlexAlex側身親吻他的祖母側身親吻他的祖母MaryMary。。幾個月的計幾個月的計
劃以及與其他殘疾兒童家長的緊密合作劃以及與其他殘疾兒童家長的緊密合作，，終於使終於使
這項改革運動達到了高潮這項改革運動達到了高潮————MaryMary 和和AlexAlex經過經過
四天的跋涉來到首府並向州長四天的跋涉來到首府並向州長Jerry BrownJerry Brown遞交遞交
《《蘭登特曼法案蘭登特曼法案》。》。

20152015年年 33月月，，MaryMary同時用手推著購物車和同時用手推著購物車和
AlexAlex的輪椅在尤巴市沃爾瑪購物的輪椅在尤巴市沃爾瑪購物。。在在AlexAlex 1212歲時歲時
，，他的他的11qq2121..11染色體微重複限制了他的行動能力染色體微重複限制了他的行動能力
，，使得他很難走很遠的路使得他很難走很遠的路。。 MaryMary帶他出去時帶他出去時，，他他
需要坐輪椅需要坐輪椅。。 AlexAlex的重度過敏也給的重度過敏也給MaryMary帶來了重帶來了重
重困難重困難，，因為他對牛奶因為他對牛奶、、小麥和堅果小麥和堅果100100%%過敏過敏，，
她必須時刻關注他她必須時刻關注他。。如果如果AlexAlex接觸到那些食物的接觸到那些食物的
表面表面，，哪怕只是一塊奶酪的油脂哪怕只是一塊奶酪的油脂，，他都會發生過他都會發生過
敏性休克敏性休克。。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MaryMary會把會把AlAl--
exex能接觸到的購物車里里外外的任何部位都擦乾能接觸到的購物車里里外外的任何部位都擦乾
淨淨。。 MaryMary說道說道::““並不是繁瑣的注意事項讓生活變並不是繁瑣的注意事項讓生活變
得困難得困難，，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顯然顯然，，那那
些異樣的目光些異樣的目光，，擋住過道的人們以及找到合適殘擋住過道的人們以及找到合適殘
疾兒童的輪椅使一切變得困難疾兒童的輪椅使一切變得困難。”。”

AlexAlex走向他尤巴市家中的前廊走向他尤巴市家中的前廊。。 5858歲的歲的MaryMary
常常對自己無法照護孫子太久這件事表示擔憂常常對自己無法照護孫子太久這件事表示擔憂。。
他現在是個十幾歲的青春期孩子他現在是個十幾歲的青春期孩子，，身體越來越強身體越來越強
壯了壯了，，想要更多獨立的空間想要更多獨立的空間，，並且容易逆反並且容易逆反、、耍耍
脾氣脾氣。。 ““當我無能為力的時候誰會照顧他呢當我無能為力的時候誰會照顧他呢？？ 我我
死了以後該怎麼辦呢死了以後該怎麼辦呢？”？”她說道她說道。。

「「透過透過 AAJAAAJA 與與 AARPAARP樂齡會的合作樂齡會的合作，，我們我們
能夠突出照顧親人的複雜性和挑戰性能夠突出照顧親人的複雜性和挑戰性。。我們希望我們希望
這個照護故事能夠激勵和支援其他照護者這個照護故事能夠激勵和支援其他照護者，，我們我們
感謝感謝 AARPAARP樂齡會持續為照護者提供資訊和資源樂齡會持續為照護者提供資訊和資源
。。」」 AAJAAAJA 主席兼主席兼《《華盛頓郵報華盛頓郵報》》記者記者MichelleMichelle
Ye Hee LeeYe Hee Lee說道說道。。

一項一項 AARPAARP 樂齡會研究發現樂齡會研究發現，，絕大多數絕大多數
((7373%)%) 的亞太裔的亞太裔 (AAPI)(AAPI) 認為照護父母是他們的責認為照護父母是他們的責
任任，，這一比例高於任何種族或民族群體這一比例高於任何種族或民族群體。。研究發研究發
現現，，亞太裔更有可能負責照護他們的長輩亞太裔更有可能負責照護他們的長輩：：相比相比
於同齡總人口於同齡總人口，，他們更傾向於與醫生溝通他們更傾向於與醫生溝通、、在經在經
濟上做出貢獻濟上做出貢獻，，以及處理文書工作或帳單以及處理文書工作或帳單。。

「「照護家人或親密朋友是一個人能體驗到的照護家人或親密朋友是一個人能體驗到的
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最重要的角色之一。。這也是一次極具挑戰性和孤這也是一次極具挑戰性和孤
獨的經歷獨的經歷。。能夠一起歡笑能夠一起歡笑，，一起哭泣一起哭泣，，一起感恩一起感恩
對於亞太裔與他人交談和分享我們的故事非常重對於亞太裔與他人交談和分享我們的故事非常重
要要。。 讓我們建立我們的個人支援網讓我們建立我們的個人支援網，，讓讓 AARPAARP樂樂
齡會幫助提供資訊和資源齡會幫助提供資訊和資源。。」」 AARPAARP樂齡會多元文樂齡會多元文
化領導化領導、、亞太裔受眾策略副主席亞太裔受眾策略副主席Daphne KwokDaphne Kwok表表
示示。。

下個月請繼續關注由獲獎攝影師下個月請繼續關注由獲獎攝影師Rick QuanRick Quan帶帶
來的照護故事來的照護故事，，他的鏡頭講述了他的鏡頭講述了Dorlie FongDorlie Fong照護照護
母親的親身經歷母親的親身經歷。。

AAJAAAJA獲獎攝影師獲獎攝影師Colleen CumminsColleen Cummins鏡頭下的照護故事鏡頭下的照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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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力於提供企業和個人最佳貸款方案
用心/誠懇/專業/周密的服務, 是您金融服務的首選

商業貸款
商業不動產貸款
自用倉儲貸款

網絡現金管理
存款服務

國際貿易
匯款及融資

直接審核及批准
中小企業商業貸款

郵輪產業向全產業鏈探索
不再滿足於“過路經濟”

珠江出海口，與虎門大橋隔海相望

，壹條“巨鯨”現身——以“鯨舟”立

意，設計成飛躍而起的鯨魚外形的廣州

南沙國際郵輪母港綜合體在媒體面前亮

相，並宣布將於11月17日開港運營。這

也是全國規模最大的郵輪母港綜合體。

“廣州是我國重要的中心城市、國際

商貿中心和綜合交通樞紐，但在郵輪母港

的規劃建設方面卻相對滯後。”中港協郵

輪遊艇分會會長徐玨慧表示，廣州南沙國

際郵輪母港的建成將大力提升廣州國際航

運中心地位，也將補齊廣州郵輪產業發展

短板。特別是在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層面後，廣州發展郵

輪旅遊產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

大動作頻現
在當前新壹輪消費升級的驅動下，

被業界譽為“海上黃金”產業的郵輪產

業逐漸成為市場關註的熱點。今年以來

，我國郵輪產業大動作頻現。

9月6日，由招商局工業集團建造的

1號郵輪在江蘇海門基地順利交付。

10月初，天津國際郵輪母港進境免

稅店開業，這是自2016年進境口岸免稅

店經營權全國統壹招標後，國內第壹家

開業的郵輪母港進境免稅店。

10月10日，中國首個郵輪旅遊發展

示範區在上海寶山揭牌，千億級郵輪產

業鏈浮出水面。

10月18日，我國首艘國產大型郵輪

在上海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正式開工建

造，並計劃於2023年下半年交付運營。

這標誌著我國船舶工業正式跨入大型郵

輪建造的新階段，“摘取造船行業皇冠

上最後壹顆明珠”。

10月23日，MSC地中海郵輪旗下地

中海輝煌號首航天津，將在津開啟6個

航次的母港航線。據悉，明後兩年天津

還將迎來多艘更新更大的國際豪華郵輪

前來開辟母港航線。

而中交集團於2015年開始投資建設的

廣州南沙國際郵輪母港，在交通疏導、航

站樓設計、商業配套等方面都進行了極大

優化升級。憑借位於粵港澳大灣區地理幾

何中心的優勢，發展前景看好。

從上述種種“動作”不難看出，我

國郵輪產業正從單壹的郵輪旅遊向全產

業鏈進行探索。正如招商局集團副總經

理王宏所說，雖然2018年中國郵輪市場

發展出現了壹些波折，但是依然處於機

遇期，中國將會成為全球郵輪產業最重

要的增長引擎。

向產業鏈中上遊邁進
郵輪產業鏈是以郵輪為載體，以休

閑、觀光、遊玩等為具體內容，圍繞船

舶制造、港口服務、後勤保障、交通運

輸、遊覽觀光、餐飲購物和銀行保險等

行業形成的產業鏈條。依據國際慣例，

郵輪產業鏈分為上遊的郵輪設計與建造

，中遊的郵輪運營、物資采購與服務，

下遊的郵輪港接待與管理。

眼下，我國逐漸向郵輪產業鏈中上

遊邁進成為大勢所趨。

作為唯壹坐落在自貿區內的郵輪母

港，天津國際郵輪母港在國際貿易采購

分撥、融資租賃等領域有著眾多先行先

試的政策優勢，該市郵輪產業也正在利

用這些優勢向產業中上遊拓展。

上海制訂了《中國郵輪旅遊發展示範

區三年行動計劃》，決定以邁向全球郵輪

產業鏈、價值鏈高端為目標，以本土郵輪

船隊發展和郵輪自主設計建造為突破重點

，打造具有國際吸引力、創造力和競爭力

的郵輪總部基地和郵輪經濟中心。

10月18日我國首艘國產大型郵輪開工

建造無疑邁出了重要壹步。因為，實現

郵輪旅遊從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變

的壹個重要指標，就是向技術、資金、利

潤和風險集聚的高端郵輪制造業進軍。

對此，有專家特別指出，在前期的

郵輪研發設計階段，面臨著投入大、幾

乎無收益、高風險的困境，需要大量的

資金支撐，所以亟須保稅加工等便利化

政策以及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

此外，針對中國郵輪經濟全產業鏈發

展，也有專家認為，當前各地郵輪接待量與

港口能級嚴重失衡，部分港口甚至無郵輪停

靠，需要進行全國壹盤棋的郵輪總體規劃。

進入政策紅利釋放期
近日發布的《郵輪綠皮書：中國郵

輪產業發展報告(2019)》指出，郵輪經濟

具有規模大、增長穩定、聚集性強的顯

著特點，逐步成為沿海港口城市產業轉

型升級和城市功能提升的特色產業，成

為推動海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據國際郵輪協會統計，2018年全球

郵輪遊客量達到2850萬人次，同比增長

7%，高於國際郵輪協會(CLIA)最初預測

的2820萬人次，增長速度超出預期。

我國郵輪市場起步較晚，但發展迅猛

。自2006年母港郵輪市場起步以來，我

國遊輪旅遊市場保持著年均30%以上的

增長率，國際市場份額從0.5%增至9.6%

，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郵輪

客源市場。

隨著部分國際郵輪公司進行全球戰略

布局調整，中國郵輪市場自2017年起首次

出現增速放緩。經歷了十多年的迅猛發展

後，我國郵輪產業由“高速增長”轉向

“高質量、高品位發展”的戰略調整期。

據國際郵輪協會預計，在未來的10年裏，

盡管中國郵輪市場增速進入放緩期，但是在

國家相關部門以及地方政府政策的支持下，

中國的郵輪經濟正進入政策紅利釋放期。

事實上，前不久在上海舉行的2019

亞太郵輪大會上，發布了《中國郵輪旅

遊發展示範區總體方案》和《中國郵輪

旅遊發展示範區三年行動計劃》兩份重

量級報告。這被認為預示著我國郵輪經

濟進入政策紅利釋放期，國內郵輪經濟

步入全產業鏈發展時代。

“由於上中遊均為國外企業所占據，

遊客又以出境遊為主，看似熱鬧的中國郵

輪產業更多是‘過路經濟’，超過90%以

上的收入都外溢至國外遊輪建造與運營商

手中。”中國市場學會理事張銳直言，我

國郵輪產業再也不能滿足於“過路經濟”

格局，而需朝著全產業鏈積極主動滲透，

謀求要素集聚的商業收益，將推進大型郵

輪設計建造上升為國家戰略。

日本“玻璃大王”二度參展進博會：願與中國共成長
綜合報導 在上海開幕的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

會吸引了364家日本企業參展。參展的1913件展品中，近

600件系“第壹次”亮相中國大陸市場。首屆進博會上，

將全球首發的5G車載天線帶到中國的世界最大玻璃制造商

AGC集團，今年將該產品的升級版帶到進博會展臺上。

素有日本“玻璃大王”之稱的AGC集團執行董事、

中國總代表上田敏裕在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表示，

AGC今年有20余件展品展出，涵蓋建築、汽車、電子(液

晶電視、手機等)、化學品、3D打印等領域，“我們期待

借助第二屆進博會在中國市場上持續發展，擴大影響力

，與中國共同成長。”

據其介紹，壹款能讓電動汽車每天多行駛20

公裏的節能玻璃將亮相進博會。有效節能的同時能

有效減排，使用該系列產品每年減少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相當於種植27棵雪松。該產品已用於國外某

知名豪華電動轎車和中國某知名新能源大巴車。

創立於1907年的AGC業務涉及建築、汽車、

智能手機、半導體，以及日常生活等的方方面面，

許多產品占有率世界第壹。

早在1916年，AGC就開始了與中國的貿易往

來。目前，中國是除日本之外，唯壹壹個AGC全

線產品都進入的國家。

上田敏裕說，AGC選擇在中國市場發展，主要原

因是看重中國有很龐大的消費市場，為適應中國市場的

發展方向，AGC正將過往采用的B2B（企業對企業）經

營方式，逐步轉變為面向C端（消費者），更希望通過

參展進博會讓中國民眾了解AGC壹直在您身邊。

“中國對AGC來說非常重要。”上田敏裕認

為，中國已從“世界工廠”變身“世界市場”，甚

至是創新發源地，以AGC集團的主要產品業務為

例，在汽車、電視、智能手機等市場，各產業鏈中

全球的客戶都漸漸集中到中國市場。

在上田敏裕看來，中國市場未來還有很大成長

空間，AGC非常看重很多尚未達到壹線城市水平的

城市和地區的巨大市場潛力。

強烈感受到“中國力量”的上田敏裕笑著說，現在

最經常練習的壹句中文就是“AGC支持中國的發展”。

談及未來與中國企業的合作，上田敏裕稱，今

後將繼續與有實力的中國企業合作創新，並積極推

進與大學和初創公司的合作研究。

他舉例說，AGC在深圳、大連、惠州等地都建

有獨資工廠。今年9月，AGC在蘇州決定投資建設

大型3D復雜形狀車載顯示器蓋板玻璃工廠。所有

工廠裏都導入了世界最先進技術，同時配備高水平

的環保設施以保護地球環境。

上田敏裕同時表達了對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的期待。他認為，對企

業來說，改革開放擴大的信號、不確定性的減少十分重

要。而該法案的施行，是中國向世界展示開放市場，為

企業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的具體措施。“我們相信，中

國營商環境的改善將會給AGC集團帶來更多的新機遇。”

“進博會是由政府主導的壹大盛會，象征著中國

改革開放的進壹步擴大。去年，AGC在進博會期間受

到諸多關註，同時還收獲了MOU和大型項目的機會。

今年我們期待能有更多的成果。”上田敏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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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曉莉）乒乓球世界盃團體賽6
日在東京打響。本屆世界盃從
場館到賽制均與東京奧運會完
全一樣，故被視為明年東奧的
預演。在6日的小組首輪比
賽，香港女隊直落三場擊敗巴
西隊，惜即晚在次輪以0：3
負韓國隊，小組次名出線。

本屆團體世界盃不僅是
在明年東京奧運會乒乓球比賽
館─東京體育館舉行，賽制
也完全模擬奧運會，即：首場
為雙打比賽，之後進行4場單

打。男、女子各有 12 隊參
賽，而參賽球隊分別為去年或
今年的洲際冠軍，或去年團體
世錦賽成績最佳的5隊，香港
女隊就是憑上屆世錦賽季軍身
份獲得參賽資格。

比賽首先分成4組進行小
組賽，每組前2名晉級8強淘
汰賽。6日港隊首場比賽，面
對實力不強的巴西隊，首場雙
打，杜凱琹/李皓晴以6：11、
7：11、11：7、11：1及11：3
總局數贏3：2先拔頭籌。之
後，蘇慧音在單打直落三局以

11： 5、 12： 10 及 11： 8 取
勝；第三場比賽，李皓晴全程
主導戰局下以11：1、11：7、
11：7再下一城，助港隊總場
數3：0勝巴西，穩奪出線權。

至於實力強橫的中國國
家隊，更是未逢敵手，女隊以
3：0輕取埃及，男隊以3：0
橫掃尼日利亞。不過，為了提
前適應奧運場館，國乒罕見地
提前10天飛抵日本。中國乒
乓球協會主席劉國梁表示，將
訓練、比賽包括對周邊環境的
適應等全面進行奧運會模擬。

林丹和諶龍有
過 14 次交

手，林丹9勝5負
佔據上風，今年
兩人有過兩次交

手，林丹在吉隆坡750賽決賽三局逆轉取勝，諶龍
則是在法國賽兩局實現復仇。

林丹與諶龍的巔峰對決成為6日賽場上的焦點
之戰。首局林丹發揮穩定，在3：3平之後連得5
分，諶龍在11：16落後時努力追趕，將比分扳平。
很快，林丹奮起反撲，在最後一球的扣殺下，以
21：19先下一城；易地再戰，林丹一開始連輸四
球，諶龍再接再厲，在8：7時連得4分，再度將比
分拉開，下半段比賽，諶龍繼續保持領先，最後以
21：12扳回一局；決勝局，諶龍開局連取3分，在
7：5後，諶龍又連得3分將優勢擴大，隨後以勢不
可擋的氣勢在17：12之後連拿4分，最終以21：12
鎖定勝局。

港將李卓耀打入十六強
對於自己的表現，諶龍在賽後接受記者訪問時

表示：“其實第一局上來丹哥打得更好一點，從比
賽的投入，包括對於比賽的把握都比我做得更好，

而且打得非常積極。”諶龍稱，後面兩局他
更多的是投入到戰術和自己的狀態裡，同時打得
比較保守。“這種理念從第二局堅持到第三局，
我覺得做得還是可以。”

而林丹在接受訪問時總結稱，總體來講要比
法國公開賽時好一些，“雖然比賽失利，但還是
盡量把後面的比賽打好。”林丹坦言這是他面
臨最艱難、殘酷的周期，希望打出自己的真
實水平，打出競技狀態和鬥志。“積分和
東京奧運是大目標，但是之前需要把自
己的狀態打出來。”

另外，港隊男單代表李卓耀繼日
前伍家朗後也傳來捷報，他以兩個
21：18力挫世界排名第17的印度
球手維馬晉級16強。今日他將
面對法國公開賽亞軍、印尼球
手基士提。而伍家朗今將與
丹麥好手約根森爭奪8強
席位。至於6日上陣的港
隊女單球手張雁宜，
則連負兩局 13：
21，被加拿大的李
文珊淘汰。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世
界羽聯福州站公開賽6日迎
來正賽較量，國羽大滿貫球手
林丹先贏一局後遭隊友諶龍逆
轉。實際上不僅是林丹和諶龍，
陸光祖與黃宇翔也被抽在同一區

輪番內戰。賽後林丹和諶龍都對這樣
的抽籤結果表示不滿，諶龍更將矛頭直
指世界羽聯 ，指出丹麥男單受到“照
顧”。

賽後林丹在接受記者訪問時顯得很

無奈，“籤也不是我們抽的，是世界羽
聯抽的，也不止這一次了，好幾次女
單、男單都抽在一起。”隊友諶龍則對
這次抽籤意見更大，國羽5位男單參
賽，其中有4人被抽在同一個小半區，
接下來諶龍將再遇“內戰”，對手是陸
光祖。

諶龍稱他打了十幾年的公開賽，第
一次遇見這樣的抽籤，希望世界羽聯能
公開抽籤。“世界羽聯是服務球員的，
應該多聽聽球員的聲音，抽籤應該公
開，不管去哪打比賽，球迷看比賽是來

看運動員的，不是來看你世界羽聯。”
此前丹麥男單名將安東森曾質疑

羽聯操控抽籤，呼籲應該直播抽籤過
程，不過他當時提到更多的是丹麥男
雙組合鮑伊/彼得森近五次參賽，有四
次在首輪抽中對陣國羽組合韓呈愷/周
昊東。對此，諶龍不表認同：“他是
打單打的，雙打和他有什麼關係，這
次福州賽，丹麥男單有五個運動員來
參加，他們抽籤分得非常開，這又是
為什麼？這是不是應該世界羽聯去思
考一下。”

林丹林丹 諶龍諶龍炮轟世界羽聯抽籤不公炮轟世界羽聯抽籤不公

世界盃預演東奧 港女乒開門紅

2020鵬馬將跑進大亞灣核電站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道）新賽季
中國女子排球超級
聯賽日前進行了小
組賽第二輪的較
量，天津渤海銀行
女排直落三局，輕
鬆戰勝河南女排。
本場比賽，時隔三
個賽季重返國內女
排聯賽的朱婷登場
兩局，9扣5中幫
助球隊拿下5分。

本場比賽，天津市人名體育館湧入了三
千名觀眾，其中許多人都是為了一睹“中國
隊長”朱婷的風采。天津女排此役派出最強
陣容，朱婷與李盈瑩搭檔主攻，王媛媛與李
雅楠擔任副攻，接應胡克爾，二傳姚迪，自
由人孟子旋。

最終，天津女排主場兵不血刃直落三局
取得完勝。全場比賽朱婷上場兩局，得5
分，命中率卻達56％，與此同時，她還在前
兩局中很好地扮演了保障型主攻的角色。

談及排超首秀，朱婷直言，聯賽的氛圍
和比賽職業化程度都較幾年前有很大改變，
比賽現場幾乎座無虛席，我時時刻刻都能感
受到球迷的熱情，在大家的支持中每一位球
員發揮得都很出色。“天津女排的戰術體系
與國家隊非常相似，而且隊內有很多國家隊
球員，我們在之前的比賽中就有過很長時間
的配合，因此我與球隊不需要時間去融
合。”朱婷說。

朱
婷
排
超
首
秀
助
天
津
完
勝
河
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2019中

國（福州）羽毛球公開賽——匯豐

世界羽聯·世界巡迴賽超級 750 賽”

（中羽賽）展開正賽第二日的較量。在男單

比賽中，經過80分鐘的激戰，國羽大滿貫

球手林丹在先贏一局的情況下，最終以

21：19、12：21、12：21慘遭國

家隊隊友諶龍逆轉，遭遇今年

的第8次“一輪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一年一度的深圳大鵬萬
科新年馬拉松（2020鵬馬）將於
2020年1月1日上午7時30分鳴槍
起跑，6日起正式接受報名。本屆
賽事參賽規模將增至5,000人。

其中，大眾報名開啟時間為
2019年11月7日上午12時整。此
外，精英跑者和超級粉絲的報名時
段為11月6日12時至11月7日12

時。據悉，精英跑者即在2014─
2019年的任意一屆萬科新年馬拉松
上，取得3個半小時以內完賽成績
的男跑者和取得4小時以內完賽成
績的女跑者；超級粉絲是指在2014
─2019年累計參加過三次及以上萬
科新年馬拉松並完賽的跑者。

據悉，“2020鵬馬”以深圳
大鵬半島國家地質公園為起點，沿
途經過深圳東部特色山海景觀，終

點設於大鵬廣場。本屆賽事首次聯
合大亞灣核電站設立“核電賽
段”，跑者可以一睹核電內部“神
秘”景觀，並深度了解核電站的構
成與原理，以及清潔能源的相關知
識。

組委會表示，中國第一支以醫
務工作者組成的醫師跑團將派出
100名醫生為5,000名跑者“保駕護
航”。

■■““20202020 鵬馬鵬馬””66 日正式接受報名日正式接受報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攝

▲▲杜凱琹杜凱琹//李皓晴李皓晴（（左左））在女雙比賽先拔頭籌在女雙比賽先拔頭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朱婷在比賽中攔網。
新華社

■■林丹對首輪就要面對諶林丹對首輪就要面對諶
龍感到很無奈龍感到很無奈。。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攝

■■諶龍希望世界諶龍希望世界
羽聯公開抽籤羽聯公開抽籤。。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蘇榕蓉記者蘇榕蓉 攝攝

■諶龍在先輸一局
的情況下連贏兩局
反勝。 法新社

■林丹在首局比
賽表現出極高的
鬥志。 法新社

中羽賽掀內戰中羽賽掀內戰 遭諶龍逆轉遭諶龍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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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

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种表現形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大鵬劇場秀》是《大鵬嘚吧嘚》的另一種線下演出模式，可以說是
精編版，或者帶有綜藝性質的《大鵬嘚吧嘚》。劇場秀模式部分借鑒
了美國輝煌了70年的王牌綜藝節目《周六夜現場》，以大鵬擅長的脫
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種表現
形式，在豐富傳統脫口秀形式的同時，力求加強現場演出時的代入感
和即興感，事實證明，這種區別於線上信息單向傳播的互動傳播方式
為live演出增色不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大鵬嘚吧嘚：美劇鄙視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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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鵬劇場秀》精彩
節目介紹

11/4/2019 -11/10/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4 5 6 7 8 9 10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遊走美國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遊走美國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美國人走長征路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11/2/2019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35~39集

幸福帳單 (重播)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檔案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現場面對面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電影藏密

電視劇《金婚》 第6~10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中國輿論場

美南大咖談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35~39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Chinese Class

電影藏密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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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中國民歌大會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光鹽健康園地 現場面對面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金婚》 第6~10集

快樂精靈

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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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五       2019年11月8日       Friday, November 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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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廣 告
星期五 2019年3月15日 Friday, March 15, 2019

*優惠至2019年6月30日止。申請費用減免僅適用SBA 7(a)貸款並於放款時抵扣。申請資料必須於2019年6月30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9月30日。可能收取其他費用。貸款產品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核保、

評估及信用審核要求。所有費率、期限、規範及產品如有變動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可能適用其他限制。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助您再創事業高峰
不論您需要營運資金或計畫購置商用地產，

讓我們的SBA小型商業貸款為您提供助力，

邁向成功。  

限時優惠

2019年6月30日前申請SBA 7(a)貸款，可獲得高達 

$2,500 的申請費減免優惠。*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offer19 

或致電 888.245.1756。

SBA小型商業貸款的優勢：

商業地產僅需10%頭款

貸款期較長 = 每月還款額較低

用途廣泛

可用於指定類型的商用地產

星期五       2019年11月8日       Friday, November 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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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精選4-5年生長花旗參
★新鮮參養份比乾參多

搶搶 上市 !上市 !
參場空運直送

唯有許氏保證新鮮上市

全美最大華人自產自銷

關注許氏
微信公眾號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699-1681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214-998-0977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Houston Bellaire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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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中華超市 281-501-1820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ton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仁和藥行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中藥行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281-313-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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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s Oriental Market 210-523-1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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