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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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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673-0188                             512-834-8886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賺
動商機

到未來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貸

9.14.2017

1087

吳長璐  女士  
華裔琵琶演奏家
北美青少年國樂團創始人及團長



BB22廣 告
星期二 2017年9月12日 Tuesday, September 12, 2017



BB33時事圖片
星期二 2017年9月12日 Tuesday, September 12, 2017

““胖虎胖虎””來了來了 印度民眾慶祝歐南節啤酒肚變虎頭印度民眾慶祝歐南節啤酒肚變虎頭

印度慶祝歐南節印度慶祝歐南節(Onam)(Onam)，，歐南節是壹年壹度象征豐收歐南節是壹年壹度象征豐收
的節日的節日。。節慶期間節慶期間，，人們在身上塗上黃色的顏料人們在身上塗上黃色的顏料，，畫上紅色畫上紅色
和黑色的紋路和黑色的紋路，，再戴上面具裝扮成老虎再戴上面具裝扮成老虎，，並模仿老虎捕食的並模仿老虎捕食的
樣子在街頭跳起壹種名為樣子在街頭跳起壹種名為PulikaliPulikali的民間舞蹈的民間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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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有1386名二戰德國士兵遺骸被安葬在了距俄羅斯聖彼得堡東南70公裏的So-
logubovka公墓，此次安葬的這些遺骸是在列寧格勒地區發現的。據悉，Sologubovka
公墓是壹處專門安葬二戰德國士兵的墓地，目前埋葬人數超過34000人，每年還有大
量遺骸被發現後遷葬到這裏。這裏還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戰士兵集中安葬墓地。

比利時舉行法語醫學院入學考試比利時舉行法語醫學院入學考試
考場可跑自行車考場可跑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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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500強出爐：
都賺錢嗎？集中在哪個行業？

中國企業500強出爐。

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

聯合發布“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

2017中國企業500強中，國家電網、

中石化、中石油位列前三甲。

那麽，500強意味著什麽？它們都賺錢

嗎？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哪些行業？能

解決多少人就業？國有PK民營誰厲害？

十問十答，國是直通車帶您速覽。

中國企業500強是什麽概念？
2017年中國企業500強，營業收入

總額首次突破60萬億元，相當於上半年

全國GDP總量的1.7倍。

榜單上，營業收入排名前五位中，

國家電網、中石化、中石油和中國工商

銀行均邁入“萬億元俱樂部”。

其中，國家電網憑借2.1萬億元的營

業收入額拔得頭籌，中石化、中石油兩

大能源企業，分別收入 1.97 萬億元和

1.87萬億元緊隨其後。

中新社國是直通車記者梳理，500

強中營業收入超過1000萬億的企業數量

達157家，較去年多出5家，繼續擴容。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與世界相比也

毫不遜色，今年7月《財富》公布世界

500強名單，中國企業占115家，前五名

中，占3席。

2017年500強入圍門檻？
2017中國企業500強入圍門檻為營

業收入 283.11 億元，較上年大幅提高

39.65億元，創歷史新高。

統計數據顯示，2002年 500強企業

中，營業收入最低為20億元。經過16年

發展，企業入圍門檻翻了約14倍。

2009年，500強企業入圍門檻首次突

破100億元；2014年，首次突破200億元。

500強企業都賺錢嗎？
500強企業都能賺錢嗎？答案並非如此。

榜單上，利潤額排名前十的企業中，

有七位來自銀行業，四大行（工行、建行、

農行、中行）利潤額分列前四名。

中國工商銀行利潤額為2782億元，

奪得第壹名。

榜單另壹側，除大連萬達集團暫無數據

外，共有43家處於虧損狀態，占比約8.6%。

虧損最嚴重的企業主要集中在煤炭、

鋼鐵和有色金屬領域。其中，鞍鋼集團

虧損最嚴重，為-67億元。

這也表明，國家在煤炭、鋼鐵等重

點行業的“去產能”成效顯著。

500強喜歡紮堆在哪個地方？
從行政區劃角度看，北京是500強

企業紮堆聚集的地

方，共104家，約

占總數量的21%。

進壹步細分，

北京16個區，104家即相當於每個區擁

有6.5個500強企業。

僅次於北京的聚集地是廣東，共51

家。江蘇、山東則緊隨其後，分別擁有

47家和46家。

統計數據顯示，前十個省市占500

強企業總數量的77%。除四川和安徽外，

其余八個集聚地均位於東部地區。

這表明，東西部經濟發展仍存在壹定

差距，企業集聚效應在東部地區較為明顯。

500強集中在哪個行業？
從行業分布看，500強企業中，黑

色冶金行業數量最多，有43家。房屋建

築行業緊隨其後，有37家。

榜單上，數量超過20家的行業還有住

宅地產、壹般有色、煤炭采掘及采選業、商

業銀行、汽車及零配件制造業等。

但數量多往往不等於質量高。

將利潤額納入統計標準，商業銀行

17家企業，營業收入5.8萬億元，利潤額

1.3萬億元，約占總利潤額的47%。

500強國有PK民營誰贏？
隨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越來越

重要的作用，民營企業規模逐漸擴大，

所涉及的領域也不斷延伸。

500強榜單顯示，國有企業數量有

274家，約占總量的55%；民營企業數量

有226家，約占總量的45%。

但也應註意到，雙方在營業收入、

利潤額、資產總額、納稅總額以及從業

人數上仍有差距。

統計顯示，國有企業從業人數達2497

萬人，占總數量的75%；民營企業從業人

數達845萬人，占總數量的25%。

未來，如何讓民營企業做大做強是

下壹步需要思考的問題。

500強哪家從業人數最多？
若以從業人數為參照，500強企業兩極

分化十分明顯。頭部企業中，超過百萬人口

的企業有兩家，分別是中石油和平安保險。

其中，中石油吸納勞動人口能力最

強，為151萬人。平安保險僅次於中石

油，也有140萬人。

相反，底部企業中，吸納從業人數

較少，最低為118人。

就業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今年高

校畢業人數高達795萬人，再創歷史新高。

由此看，做大做強企業對拉動人口

就業亦有積極作用。

500強制造業哪家最厲害？
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強國

之基。當前，中國制造業正處於轉型升

級的關鍵節點。

按照，“中國制造2025”計劃，到

2025年中國將邁入制造強國行列，到2035

年中國制造業整體達到世界中等水平。

中國制造業500強榜單上，前十名

中，汽車企業占據四席，分別是上海汽

車、東風汽車、中國壹汽和北京汽車。

此前，華為憑借強大優勢在中國民

營企業500強中奪冠。

在最新公布的中國制造企業500強

中，華為依然取得不俗成績，惜敗東風

汽車，排名第四位。

500強服務業哪家最牛？
2017中國服務業企業500強榜單顯

示，國家電網、工商銀行、建設銀行分

列榜單前三位。

除了工商銀行與建設銀行之外，中

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國家開發銀行

均進入榜單前十位。

中國移動通信排在榜單第七位。

500強誰的海外資產最多？
在全球經濟壹體化背景下，走出國

門在全世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是企

業規模擴張的壹條路徑。

今年，在中國“壹帶壹路”倡議下，

越來越的中國企業開始走出國門，向世

界輸出資金、技術和人力。

2017年中國跨國公司100大及跨國

指數顯示，中國的“三桶油”（中石油、

中石化、中海油）海外資產規模最大，

分列前三名。

其次，中國中信集團、中國遠洋海

運集團、海航集團、中國中化集團在海

外的資產配置規模較大。

豪華郵輪“世界夢號”德國出塢
將以南沙為母港啟航

綜合報導 2017廣東國際旅

遊產業博覽會在廣州琶洲展館舉

行，記者從參展的香港雲頂郵輪

集團了解到，該集團星夢郵輪旗

下的排水量達15萬噸的全新豪

華郵輪“世界夢號”日前在德國

船廠正式出塢，將於今年11月

以廣州南沙港為母港進行運營。

“世界夢號”船高18層、

排水量達151300噸、可搭載3400

名旅客。進駐廣州南沙港後，

“世界夢號”將開通“廣州南沙

—菲律賓馬尼拉—長灘島”和

“廣州南沙—越南胡誌明市—芽

莊”兩條國際郵輪航線。

據介紹，在“世界夢號”抵

達廣州南沙港後，目前正在南沙

運營的豪華郵輪“雲頂夢號”將

轉而以新加坡為母港，展開前往

印尼泗水、北巴裏以及檳城、普

吉、吉隆坡的兩條航線。

為了深化打造以廣州南沙為

母港輻射的3小時郵輪生態圈，

在2017廣東國際旅遊產業博覽

會上，雲頂郵輪集團與廣州知名

旅行社“廣之旅”簽約合作，將

推出“郵輪+飛機”、“郵輪+高

鐵”、“郵輪+廣州地標”、

“郵輪 +高附加值”等“郵

輪+”旅遊產品，搶占中高端

旅遊市場。

為了緩解客流壓力，給旅客

提供更優質的出行體驗，廣州南

沙國際郵輪碼頭已經於去年8月

底動工建設，預計2018年完工，

2019年投入運營，年旅客量預計

可達到75萬人次。南沙國際郵

輪碼頭綜合體總投資170億元，

碼頭將按世界標準建設壹個22.5

萬總噸和壹個10萬總噸的郵輪

泊位，未來世界上最大的郵輪可

自由進出南沙郵輪母港。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FRI 11/20 Noon-2 PM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休士頓診所休士頓診所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

醫生
（通國語）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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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大師賽決賽輪歐洲大師賽決賽輪

歐巡賽歐洲大師賽進入決賽輪。吳阿順表現出色以69桿收官，最終並列

第9名。英格蘭新星馬修-菲茨帕特裏克歷經3加洞苦戰，力克斯科特-亨

德，問鼎歐巡個人第四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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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正楠曹永廉
互 相 取 笑

這次派對的構思是來自他們
二人覺得過去的日子大家

都過得非常精彩，恍如一場好的
球賽一樣，上半場大家的表現都
非常理想，現在人生就像是球賽
的中場休息，大家應該好好慶祝
並展望未來，在下半場的“球
賽”中表現得更好、更出色。所
以這一次的派對命名為 Half
Time。

過百賓客盛裝到場
而這次選址在倫敦Hyde Park內
的Kensington Palace，在皇宮內

舉行派對，所有人都要打扮得漂
漂亮亮，正裝赴會。這次主要邀
請二人共同認識多年的好朋友，
當然少不了30年之前一起在意大
利讀書的舊同學，連老師都一起
邀請過來，因為這所學校的學生
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他們都特地
飛抵倫敦出席派對，讓Karen夫
婦二人非常感動。
當然雙方的家庭成員及工作

夥伴都一起參與這盛事。這次派
對上Karen更宣佈，他們家庭將
會正式成立一個慈善基金，秉承
家族一直致力公益事業的精神，

希望可以幫助更多人。
他們希望所有出席的賓客可

以踴躍募捐善款，幫助提供一個
完整的獎學金名額，讓小孩子可
以去他們的母校世界聯合書院位
於中國常熟的分校就讀並認真學
習，實在非常有意義。

MIKA臨時上台表演
當晚Karen分別於酒會與晚

宴上換了兩套衣服，均是來自著
名設計師Shiatzy Chen的手筆，
粉紅色的刺繡露背長裙充分表現
出中國美，晚宴的金色亮片晚裝

把Karen完美的線條表現得完美
無瑕。更得到De Beers 為Karen
精心配搭了接近港幣二百萬元的
珠寶，讓她更加明艷照人。
Karen為了讓所有來賓都可

以玩得更開心，更邀請了一隊樂
隊現場表演，她更在樂隊演唱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時，一時技癢，忍不住到台上與
樂隊合唱，而來賓當中包括著名
國際歌手MIKA，也被Karen臨
時拉上舞台一起表演，讓所有賓
客都為之瘋狂，所有人盡興而
歸。

鹿晗發聲賀李晨首執導演筒
中國首部現代空戰電影《空天獵》將於香港

上映，電影以空軍作題材，描寫一群年輕的空軍
飛行員為了夢想和友情，一起出境執行反恐救援
作戰任務，為了國家利益和軍人使命戰鬥到底的
傳奇故事。電影是李晨演而優則導的首部電影作
品，更是他作為軍事愛好者的一套圓夢之作，自
導自演的軍旅題材電影。作為好兄弟的鹿晗力挺

老友傾力獻唱電影片
尾曲，將空軍面對威
脅不妥協、面對危險
不畏懼、保家衛國的
決心淋漓盡致地演
繹。對於李晨的邀
請，鹿晗亳不猶豫就
答應主唱，除了是對
李晨的信任外，更是
對好兄弟的一份支
持。

陳凱歌新片亮相多倫多電影節
9月10日，在加拿大多

倫多，導演陳凱歌與夫人
陳紅出席電影《妖貓傳》
六分鐘片段版放映式。
多倫多電影節“站台”

競賽單元評委之一、中國
導演陳凱歌執導的新片

《妖貓傳》六分鐘片段版本10日在2017年加拿
大多倫多國際電影節進行放映。

陳法拉請胡巴看音樂劇
《捉妖記2》主角胡巴飛到了紐約時裝周做名

華裔時裝設計師Vivienne Tam的2018春夏系列
模特兒，並走catwalk。正在紐約進修的陳法拉
亦獲邀出席是次時裝展。胡巴出名精靈活潑，衝
出國際一樣逗得外國觀眾非常開心。作為壓軸模
特兒，胡巴身穿棒球褸及運動服以街頭休閒look
出場，立即引來所有在場女士尖叫，完秀後不少

人更走到後台爭相與他自拍，小妖王也想不到自
己如此受歡迎。法拉日間捧了胡巴場，晚上她就
變身導遊帶胡巴遊紐約，更細心請了胡巴看百老
匯歌劇《獅子王》（Lion King），“胡巴看辛
巴，而且大家都是闔家歡電影裡的主角。此外，
胡巴走在紐約街頭一樣吸引途人注目，意想不到
的竟有不少人叫得出他的名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
蕭正楠(Edwin)、曹永廉(阿廉)、田蕊
妮(阿田)等10日晚到香港尖沙咀出席
劇集《超時空男臣》祝捷會，三人
聯同監製一起請食飯慰勞台前幕後
人員，並即場公佈劇集結局收視為
30.1 點，結局周平均收視達 30.4
點，而最高收視是28集，高達34
點，成績理想。劇集有好收視，問
到會否開拍續集？阿廉說：“沒有
這麼快，Edwin又要拍劇，監製又
有劇開，希望有機會原班人馬，加
阿嫂（Edwin 女友黃翠如）一齊
拍。”
談到翠如在新劇《使徒行者2》

中有不少親吻戲，Edwin說：“有看
宣傳片，周柏豪同袁偉豪都是帥
哥。”旁邊的阿廉就對Edwin笑說：
“對比你當然帥。”問到會否收看該
劇？Edwin表示一定會看，但他晚上
就要飛去意大利等多個地方拍《Do
姐去shopping》，會上網補看。問到
可會感到酸溜溜？他笑說：“我都有

同蝦頭（楊詩敏）及同阿田親吻，大
家知拍戲是假的。”他又強烈要求即
使開拍《超》劇開拍續集，千萬不要
安排他與阿廉拍親吻戲，問到是否因
阿廉有口臭？阿廉即搶說：“他有
牙周病好久。”Edwin即還擊：“你
爛牙我都沒講，別人坐阿廉隔離聞到
有陣榴槤味，我說不是榴槤，是他有
爛牙。”阿廉不甘示弱再說：“是否
你遞高了腋下？”二人調笑完一輪
後，Edwin又正經表示，之後要飛去
一個月，希望大家幫忙照顧翠如，還
有拜託大家照顧有少少弱智的“二
弟”阿廉。

阿田因擺烏龍去錯地方
姍姍來遲的阿田到場後即道歉

並解釋因擺烏龍去錯地方，她不好
意思說：“烏龍是我本性，我一聽
到吃火鍋就以為是平日常去的九龍
城分店，沒為意識到尖沙咀這間，
去到泊好車，問帶位的職員，他好
似不太清楚，還以為是新來。”

香港文匯報訊 李克勤慶祝三十周年演唱會踏
入八場，古巨基、蘇志威、孫耀威、徐淑敏、黃
杏秀、徐濠縈及惠英紅等均有來捧場。而這晚的
特別來賓是由美國工作趕回來的陳慧嫻。克勤先
與慧嫻合唱《痴情意外》及《跳舞街》，令觀眾
聽出耳油。又向大家介紹，陳慧嫻是一個非常好

的朋友，任何事只需
一個電話就會出現幫
忙。而他讀書時代，
慧嫻的照片更加是他
們男生們必備壓在桌
面下的女神照，克勤
說：“當年我讀書張
枱面，陳慧嫻、中森
明菜、譚詠麟……一
個不能少。”
而慧嫻就恭喜克

勤有一個好評如潮演
唱會，又說大家不要
以為他大肚，慧嫻
說：“為了配合克勤
要求，單是找衣服就
搞 了 很 久 才 搭 配
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曹
永廉、唐文龍及楊卓娜等11日出席一
美容學校開幕禮，曹永廉表示自己皮光
肉滑又年輕，皆因獲得該公司贊助美
容，而他跟唐文龍及洪天明的網購公司
正洽談一起合作，所以11日也算是特
來取經，希望將生意跨進一大步。

阿廉表示日前他跟蕭正楠剛到過
新加坡出席活動及拉票，他說：“我好
希望阿蕭今年可以拿獎，任何獎都好，
就算飛躍進步獎也好，因他踏入人生高
峰，不拿的話也不知何時才能拿獎，所
以投票給我的人統統投給他吧，反正他

也不夠票。”
唐文龍笑言自己雖然是“殭屍”

長生不老但仍需要保養，所以他都有做
一些護膚療程，畢竟拍戲經常通宵人會
很乾要去補補水。提到他現有太陽眼
鏡、日式餐廳、網上購物及電商生意，
他表示是希望自己的公司能夠多元化發
展，奠定良好的基礎。問是否想轉型從
商不再拍戲？唐文龍笑說：“千萬不要
這樣講，我對演戲還很有鬥心，只是初
入行時不懂做，合約上又不允許去做，
但現在的小伙子、小妹妹都會有做自己
的生意了。”

克勤自爆讀書枱面有慧嫻相

唐文龍對演戲仍有鬥心

英國皇宮慶祝與丈夫相識英國皇宮慶祝與丈夫相識 3030 周年周年

莫文蔚莫文蔚 助人成 立
慈 基善 金

香港文匯報訊 莫文蔚(Kar-

en)的夢幻愛情故事讓不少人羨

慕，她與丈夫17歲時於意大利讀

書時認識，並展開彼此的初戀，

雖然那時沒有堅持一直走下去，

可是緣分的牽引把他們二人最終

拉在一起，於六年前結為夫妻，

這段嫁給初戀的姻緣成為一時佳

話。而於英國時間的9月9日晚

上，Karen 與丈夫 Johannes

在倫敦 Kensington Palace

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派對，慶

祝二人認識30周年，並邀

請過百賓客到場一起慶祝，

見證他們二人的甜蜜愛戀。

■■莫文蔚與莫文蔚與MIKAMIKA合唱合唱。。

■■莫文蔚與丈夫及家人合照莫文蔚與丈夫及家人合照。。

■■莫文蔚與丈夫於英國倫莫文蔚與丈夫於英國倫
敦皇宮舉行相識敦皇宮舉行相識3030周年周年
慶祝派對慶祝派對。。

■■蕭正楠蕭正楠、、曹永廉曹永廉、、田蕊妮等出席劇集田蕊妮等出席劇集《《超時空超時空
男臣男臣》》祝捷會祝捷會，，三人聯同監製即場公佈劇集結局三人聯同監製即場公佈劇集結局
最高收視最高收視3434點點，，成績理想成績理想。。

■■遲到的田蕊妮合十遲到的田蕊妮合十
向大家道歉向大家道歉。。

■陳潔玲、曹永廉、唐文龍及楊卓娜等出席一美
容學校開幕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2017中國小姐大賽”11日舉行新聞
發佈會，出席嘉賓有林建名與三女林
煒珽、葉璇、趙哲妤及戴夢夢等，趙
哲妤是以師姐身份出席活動，她表示
自己在七年前參加中國小姐大賽獲季
軍，當時她還只得22歲，是一位毫無
人生經驗的大學生，現在已經做了媽

媽。
林建名小女林煒珽剛於倫敦答應

外籍男友Steve求婚，11日記者恭喜老
闆林建名，他笑言都知道，也很開
心，不過女兒也是剛從英國回來，所
以也未正式跟他溝通過。問到會如何
籌辦婚禮？林煒珽說：“未有計劃，
應該明年在外地搞婚禮，希望想去一
個凍的地方。”問林生是否滿意未來
女婿？他笑答：“也未正式認識他，
暫時還可以啦!”會否飛外國出席婚
禮？在旁的戴夢夢代答：“會，全公
司會一齊去，全力支持，因為我們廣
州的公司是有辦結婚喜慶的，小姐應
該是我們公司第一單喜慶。”林生聞
言笑說：“好遠呀，成公司去呀！”
又問到未婚夫如何求婚？林煒珽笑
說：“他跪地，有花、酒和鑽戒。”
不過她表示不知道求婚戒指有多少
卡，只覺得靚已可以，而且愈小粒石
愈好，這樣可以方便平日戴上手。

三女明年嫁
林建名開心做外父

■■林建名林建名（（中中））小女林煒珽小女林煒珽（（右右））
剛答應外籍男友剛答應外籍男友SteveSteve求婚求婚。。

■■陳慧嫻陳慧嫻 ■■李克勤李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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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潘志南）由沖
奶茶的茶餐廳
師傅，大變身
成為香港女足
聯賽的“神射
手”，張煒琪
（右圖）喜獲
澳職女子足球
聯賽球隊布里
斯班獅吼看中，經今年6月試腳後獲取
一紙球季合約，成為史上首位登陸澳職
的香港人！對此，她和家人開心不已：
“很珍惜此次難得的機會”。

透過中國國家U19女足教練穿針引
線，今年6月遠渡重洋到澳洲悉尼及布
里斯班幾間球會試腳，煒琪坦言回港等
待通知的時間很漫長：“真的開心到飛
起，一收到消息即刻抱住姐姐哭，終於
夢想成真！” 被問及要感謝哪些朋
友，性情中人的張煒琪即時雙眼通紅哽
咽道：“Betty（香港女足經理黃若玲）
同以前的Miss都教了我很多東西，我會
用成果回報她們。這次一定會盡全力不
放棄，回到香港希望讓大家看到一個全
新的自己。到澳洲的目標，希望可以盡
快取得進球。”

而黃若玲也對張煒琪充滿信心：
“她具身高優勢，最大優點是左右腳都
善射，這點當地教練非常欣賞她。”

張煒琪即將代表香港女子五人足球
隊出戰亞洲室內運動會，本月29日便
前赴澳洲報到。

登陸澳職
張煒琪開心到飛起

獲勝之後吳易昺振臂歡呼，激動
不已。這個賽季見證了吳易昺

的快速成長，年初的澳網比賽他曾夢
想奪冠，但最終止步於4強，隨後在
溫網也打入8強，本屆美網他再次在
賽前喊出奪冠的口號，最終不負眾
望。

單打決賽，吳易昺在首盤第9局
抓住機會破發成功後，順利取得“開
門紅”。第二盤開局吳易昺發揮依舊
出色，連破帶保取得了4：0的領先優
勢，但是隨後有了一定起伏，連續錯
過6個賽點遭到破發，但最終還是咬
住比分，獲得最後的勝利。

錯失六賽點 終頂住壓力獲勝
“錯失賽點的時候太困難了，我

的手都在顫抖，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
告訴自己冷靜，要努力恢復狀態，我
覺得自己在第二個發球勝賽局做得很
不錯。”吳易昺賽後回憶道。
吳易昺坦言，擁有6個賽點那一

局自己想太多了，很多情緒都露在外
面，後面自己經過調整，就把它當成
普通比賽來打，結果第二次機會就抓
住了。

男雙的比賽明顯耗費了吳易昺很
多的體能，因此單打比賽或多或少受
到一些影響，不過吳易昺也表示，男
雙的冠軍同時也是一粒“定心丸”。

“雙打奪冠很有幫助，更多是在
心情層面上，如果雙打有遺憾，肯定
單打時心裡的想法不一樣，雙打的冠
軍更像吃了定心丸。”吳易昺說。

從下賽季開始，他將開始征戰成
人組，吳易昺很清楚自己的弱點在哪
裡。“我比較怕發球好的，還有就是
跑動比較好，底線失誤又比較少的，
這種球員打起來會比較吃力，所以我
一定要在前幾拍建立起優勢。當然，
這些弱點以後也需要克服。”

將戰成人組 目標世界前100
當記者問起下一個目標時，吳易

昺堅定地說：“世界前100！”
“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到這一

點，也正在朝着這個方向努力，我當
然想成為中國男網的領軍人物，但不
是那麼容易做到，但我要把自己做
好。把目標定得很具體，就一定能實
現，其他的都是水到渠成的結果。”

回顧過往歷史，很多成人組的大
滿貫冠軍都曾獲得過青少年組冠軍，
例如費達拿、梅利、辛吉斯和洛迪克
等。吳易昺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96
位，以此為起點，他站在了歷史的起
跑線上。 ■新華社

吳易昺因減肥踏上網球路

麗新集團主席林建岳11日在西班
牙班拿貝球場與皇家馬德里足球會舉行
聯合傳媒發佈會，宣佈旗下麗豐控股有
限公司將與皇馬足球會合作，於正在籌
劃中之橫琴創新方二期項目內興建及經
營一所室內互動足球體驗中心。體驗中
心預計在2021年落成。

足球體驗中心融合體育、娛樂與高
科技元素，以虛擬環境和擴增實境帶動
不同的模擬足球訓練體驗（上圖），讓
賓客置身於頂尖的足球世界，一嘗成為
職業足球運動員的滋味。參與者還可以
記錄個人訓練檔案，並創製屬於自己的
訓練花絮留念，培育對運動的興趣和持
續提升足球技術。體驗中心內亦設有皇
家馬德里足球會歷史博物館、各種技巧
挑戰遊戲及體育娛樂設施，為不同年齡
和喜好的賓客創造一個趣味性及參與度
兼備的互動足球體驗。

中心面積規劃大約為12,000平方
米，除了各種與足球相關的互動體驗單
元，亦兼備特色餐飲設施及零售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皇馬 麗新
共建足球體驗中心

新科美網青少年組雙料冠軍吳易昺，5歲
第一次拿起球拍時並沒想到自己會踏上大滿貫
的頒獎台。據騰訊體育消息，那時的他，只是
一位體重超標的小胖子，母親讓他學習網球，
目的僅僅為了讓他減肥。

技術可以苦練，信心可以培養，唯獨天
賦無法學習。出生於1999年的吳易昺，無疑
具有那種與生俱來的網球天賦，浙江隊網球教
練陳燕北回憶稱，當時浙江隊計劃招收95年
出生的網球苗子，當時只有8歲的吳易昺一眼
就被相中，覺得特別有天賦和靈氣，於是破格
錄取了他。

2012年，浙江隊備戰次年的全運會，13
歲的吳易昺因年齡太小而離隊訓練，當時吳易

昺選擇的便是李娜前
教練卡洛斯的網校“匠
心之輪”。在北京訓練，卡
洛斯給予了吳易昺很高的評價
和肯定。

2014年，吳易昺首次參加澳網青
少年組外卡賽就奪得冠軍。2016年中
網大獎賽，吳易昺先後擊敗吳迪和高鑫
等人，最終在決賽僅失3局的情況便橫掃
三屆冠軍張擇奪冠。

今年，吳易昺更趨成熟，澳網殺進準決
賽，溫網打入8強，如今又在美網登頂，一
躍成為中國男網的希望之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當西班牙網球王

拿度在中央球場為美

網冠軍奮戰時，來自

中國杭州的小夥子吳

易昺在外場完成了自

己的“破發”：在美

網青少年組的男單決

賽中以兩個6：4力

克頭號種子、阿根廷

小夥子蓋勒，成為第

一位獲得大滿貫賽事

青少年組男單冠軍的

中國選手。此外，他

在前一日還斬獲男雙

冠軍，成為美網青少

年組的雙冠王。

■■麗新集團主席林建岳麗新集團主席林建岳（（左二左二））與皇馬與皇馬
官方發言人布達堅奴官方發言人布達堅奴（（右二右二））宣佈合作宣佈合作
計劃計劃。。

■■吳易昺在比賽中回球吳易昺在比賽中回球。。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小夥子氣中國小夥子氣
勢如虹勢如虹。。新華社新華社

■■吳易昺吳易昺
親吻冠軍親吻冠軍
獎盃獎盃。。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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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萬丈群山征服萬丈群山，，騎行川藏線騎行川藏線2121天到拉薩天到拉薩
一、不為浪漫，只為夢中雪域的召喚

新都橋 哪兒能買到好的犛牛肉干？ 買不到。
芒康 芒康哪裡有好吃的？ 沒有。
納木錯 哪裡有洗澡的地方？ 沒有。

你們在哪裡洗？ 不洗。
卡子拉山 你們這裡天氣預報准不？ 一年365天每天都寫的是陣雨。
聽到這樣的對話你們一定很開心！看到我和騎友們艱難地征服那些海拔5000米上下的高

山時的疲乏英姿，你們也會很開心！當我騎著山地車來到布達拉宮廣場，與父母親友們遠程
分享我的自豪和喜悅時，你們為我點贊時一定彼此都很開心！

有兩條路從成都到拉薩，一個北線和一個南線，我走的是南線就是下面那一條，後面我
說的地名可以參考。 圖一是川藏公路的南線和北線平面圖，圖二是南線海拔圖。

2017年6月15日早上，懷著激動的心情我在6點鐘就起床了，那天窗外下著細雨，瞬間
讓我心情低落了一大截。但我和其他6個隊友還是決定照常集合出發，川藏線上遇到下雨的時
候多了去了，總不能一有小雨就怕吧。我們的騎行之旅風雨無阻地依照這些平面和海拔海拔
地圖開始了。父母的千叮萬囑早忘得煙消雲散，耳機裡只反復播放六世喇嘛倉央嘉措的抒情
詩歌《那一夜》：

那一日/ 我閉目在經殿的香霧中/驀然聽見你誦經的真言//……
那一日，那一月，那一年，那一世……//只是，就在那一夜
我忘卻了所有/拋卻了信仰，舍棄了輪回
只為，那曾在佛前哭泣的玫瑰/早已失去舊日的光澤
一出發，堵車了，自行車道都能堵。第一天風景指數零顆心。即使是雨天路上也能看到

很多騎行的（到後面就越來越少），中午快到邛崍的時候我們遇見了一個徒步去拉薩的人，
從成都走到這裡已經走了三天了。我們開始為他靜靜地“默哀”，走到拉薩估計都下雪了
吧，這才是真心牛逼。有句話說的好，坐飛機的崇拜開車的，開車的崇拜騎車的，騎車的崇
拜走路的。走路就是最牛逼的了嗎？不，還有跪過去的！那些磕等身長頭的朝聖者，從青海
或者四川出發，沒有一兩年時間是不可能磕頭到拉薩的，他們是何等的牛逼虔誠！

雨過天晴後，下午六點我們到了蒙頂山。這座山海拔不高幾百米的樣子，看著天色漸黑
我和隊友加快速度翻了過去。一下山就到了群山環繞的雅安——第一天的終點。進城時下著
小雨，天已經完全黑了。話說騎川藏線最需要的是什麼？不是一輛好的自行車，不是一些好
的衣服裝備，而是一台單反，一個堅強的屁股，還有一顆不怕被雨澆滅的心。

第二天因為隊友的車出了些問題，於是我們決定在雅安休整一天。這一天天氣很好，隊
友一行人去上裡古鎮玩了，而我在這個小城裡騎著摩拜單車瞎轉悠，買了些後面進藏要用的
厚衣服，剪了個頭，找到一家生意很好的面館吃了碗大肉面，還在河邊悠閑地喝了一下午蓋
碗茶。

第三天一大早（說是一大早其實我們隊從來都是所有人中出發最晚的），在准備出發時
好心的客棧老板還不忘叮囑我們注意安全：從雅安到新溝村的這一段路危險到炸。大貨車！
大貨車！大貨車！重要事情說三遍，路上一輛接一輛地排著隊從你身邊過。如果說騎一次川
藏線會感受到來自心靈深處的震撼，是因為祖國的大好河山？不，那一定是因為你右邊是懸
崖，左邊是一輛輛離你只有10釐米飛奔而過的大貨車。

在這段路上我們第一次遇到了隧道，第一個隧道還比較溫和，幾百米長，光線充足。到
第二個隧道時，卻是另一番景像。漆黑一片什麼都看不見，我把車上的4個探照燈全翻了出
來，連我前面的隊友，平常騎得挺快，經常參加比賽的人，進洞後都開始慢慢悠悠，歪歪倒
倒了。我騎進了一看，哇，腿都開始打顫。在隧道裡大貨車的喇叭聲不僅大還充滿回聲，聽
得人一陣心驚。

一出隧道就開始下小雨，漸漸地越下越大。我們換上的雨衣比較厚不太透氣，剛好又是
不斷上下坡的路程，雨沒有淋濕衣服，自己出的汗卻把衣服打濕了，到目的地後衣服脫下來
全都在滴水。那天我們隊幾個人包括我都感冒了，只能無奈感慨還好還沒進高原。

（未完待續）

作者作者：：段昊明段昊明//美國普渡大學新生美國普渡大學新生
Author: Darren /Purdue University freshmenAuthor: Darren /Purdue University freshmen

圖二圖二、、成都到拉薩南線海拔圖成都到拉薩南線海拔圖

圖一圖一 、、川藏公路平面圖川藏公路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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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亞特蘭蒂斯去看亞特蘭蒂斯
我都不記得，到底去過巴哈馬多少次了。巴哈

馬雖然是個獨立的國家，但感覺就像美國的壹個海
外州。因為我住在美國的東海岸，離家不遠的港口
泊著去巴哈馬的郵輪，五天壹班，淡季的時候票價
只要三百美元。對於我們，夏威夷的感覺倒是很遙
遠，比中國還遠，回中國只倒壹班飛機便到北京
了，而去夏威夷，飛機要轉三四次，頭都眩暈了，
似乎遙遙無期，等到了目的地，神思恍惚，仿佛已
穿越了時空。

到了巴哈馬的首都那騷（ nassau），肯定要去
天堂島的亞特蘭蒂斯（Atlantis Paradise Island），世
界排名第壹的奢華度假村。早些年，大概是2010年
前，郵輪上的遊客坐渡船到天堂島，可以堂而皇之
混入亞特蘭蒂斯，享受富麗堂皇的娛樂設施，還有
迤邐明媚的海灘和園林公園。現在管理很嚴了，別
再想渾水摸魚，要進度假村，必須買票，票的設計
很別致，像壹個紙手鐲掛在手腕上，紙手鐲顏色鮮
艷，保安看見了，才不會驅逐妳出去。

亞特蘭蒂斯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傳說中的亞

特蘭蒂斯（也稱大西洋城），在萬年前的時光裏遺
世獨立，那是個極度繁華的城市，其文明程度遠遠
超過了當代。只是災禍突然降臨，好好的壹座城，
在壹夜之間沈入大海深處，輝煌和文明也葬入大海
深處。酒店業的大亨 Sol Kerzner奇思妙想，把這個
傳奇演繹在了天堂島上，他用重金打造的亞特蘭蒂
斯，給人們壹個驚喜：沈入大海的亞特蘭蒂斯又浮
出了海面。

記得每次坐渡船去亞特蘭蒂斯，船夫總會不厭
其煩地重復壹句話：“看見亞特蘭蒂斯的拱橋沒
有，那裏的套房最貴，兩萬四千美元壹個晚上，歌
星傑克遜在那裏住過。”

壹個晚上的房間，兩萬四千美元的價格，在我
看來就是個荒謬怪異的數字。這世上有多少人能住
得起？那個錢拿來做什麼不好，睡覺的地方只要舒
服就成。當然，名人跟我們普通人的想法不同。不
過，要想在亞特蘭蒂斯裏面瀟灑，沒有銀子作實
力，還是走不動的，我曾經跟幾個朋友走進度假村
內的壹家餐廳，菜單壹送上來，那些數字閃進眼

睛，雖然不是心驚肉跳，但我的頭也開始發大，這
是凡人吃的嗎？壹小塊披薩就要30美元，我真想即
刻起身出門。

在我看來，既然坐郵輪來遊巴哈馬，根本犯不
著在亞特蘭蒂斯裏面揮金如土，無論妳多有錢。郵
輪上什麼沒有？咖啡和熱茶是免費的，龍蝦、鵝
肝、魚子醬也是免費的（當然，郵輪上的酒和飲料
不免費）。可朋友們說，好不容易來，就是要體會
壹下在巴哈馬的悠閑時光，壹邊享受美食壹邊看亞
特蘭蒂斯的亭臺樓閣和小橋流水。那園林的設計構
築確實巧妙，小橋下的流水壹直流向大海。

亞特蘭蒂斯確實值得壹遊，攜橋跨水，輝煌面
世，熱帶園林與碧海綠島完美相融，自然景觀與現
代建築相互對照。每個人在裏面都能找到自己的樂
趣，妳可以去珊瑚礁潛水，也可以去海灘騎馬，有
人在賭場豪賭，也有人在購物中心流連，小朋友們
很喜歡水族館的動物，魔鬼魚、綠海龜，鯊魚，海
豚......各有各的可愛與活波。

壹路花紅葉綠，流水蜿蜒，不覺間走到海邊，

那海水的顏色純得透亮，藍得沁人心肺，只是嘆息
我的相機太差，不能攝出它的美麗。我們看見壹家
面朝大海的咖啡館，沒有人來人往的喧囂，有朋友
說，這地方適合詩人發呆之後，寫出驚艷而深沈的
文字。我倒覺得小說家可以拿這個當背景，寫壹段
浪漫而驚險的奇緣，男主角可以是某個毒梟，帶著
巨款藏身加勒比，女主角呢，可以是某個富豪的情
人，富豪在外忙生意，她深閨寂寞，愁緒千縷......灰
黑色的屋檐上停著壹群海鷗，它們能看見每個人的
表情，還有表情後面的秘密，淩亂交錯的曖昧和陰
謀。哈哈，別亂想了，再想下去就詭異了。

亞特蘭蒂斯最傑出的地方，當然是那棟恢宏雄
美的建築，鼎立在碧波之上，在海上航行的輪船，
遠遠就能看見她颯颯風姿。我們中有人不以為然，
他說沒什麼特別嘛，還不如中國的央視大樓有創
意，不就是幾個牌坊嗎？眾人壹聽都樂了，後來我
們數了數，壹共五個，於是便稱之為“五面牌坊
“。

孟悟孟悟孟悟

「我對胡適沒有研究，我見過胡適，崇拜過胡
適，學習過胡適，思考過胡適。」（第 205 頁）
「我在工作中深受胡氏語言風格的薰陶，他使用排

比、反覆、抑揚頓挫，常使我含英咀華，他有些話
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他明白流暢而有回味。
我只能跟他學敘事說理，學不到抒情寫景，他畢竟
只是廣義的文學家。」（第213頁）

大俠小思：學習，但不盲目地學習。
「『廣播作家』……這是一種有限度的寫作，

取材範圍有限制，修辭技巧有限制，思想深度有限
制，篇幅長短有限制，形式結構有限制。」（第
234 頁） 「廣播稿結構簡單，語言淺白，題材庸
俗，沒法獨立思考，個人也很難有完整的精神面
貌。」（第455頁）

大俠小思：廣播時代是 「廣播作家」，網路世
代是 「網路作家」，各有平臺，各有擅長，各有千
秋，各有不同的限制。

「我以白話為澱粉，文言為鈣質，歐化為維他
命，長養我的寫作生命，副刊方寸之地成了我的練
習簿。我固然為了要發表某種意見而寫，也為了要
實驗某種技巧而寫，也常常為了練習某一布局、某
一暗示、某一句法、某種旁敲側擊抑揚頓挫而
寫。」（第241頁）

大俠小思：這段話真好，是我們寫作者的典

範。
「……寫實主義小說，小說才有那樣精確的描

寫，那樣嚴謹的結構，那樣合理的情節，人物有那
樣明顯的性格，作家們又自許如何如何冷靜客
觀。」（第257頁）

大俠小思：小說細寫。
「我有一個說法：台灣的文學在五十年代是黨

部掛帥，六十年代是學院掛帥（七十年代鄉土掛
帥，八十年代市場掛帥）」（第261頁）

大俠小思：奇怪，為什麼沒有寫成……六十年
代是學院掛帥，七十年代是鄉土掛帥，八十年代是
市場掛帥。

「余光中……他的語言，把歐化（翻譯）古化
（文言）土化（方言）三者鎔鑄為新的合金，句法
伸縮疏密間貫 以奔放的文氣，前所未見，講意像講
節奏，也似乎開來多於繼往。」（第262頁）

大俠小思：鎔合以創新，集各家之精華以成一
家之言。

「受現代文學洗禮，我寫散文逐漸由雜感、議
論偏向詠歎和隱喻。」（第264頁）

大俠小思：隱了，也提升了。
「文協和政府的關係，可以由相輔相成調整為

『相異相生』……作家被捕，文協作保，作家坐
牢，文協送飯，作家挨罵，文寫勸架，作家遭謗，

文協調查真相後澄清。」（第278頁）
大俠小思：華府作協和政府的關係為何？相望

相忘？
「沈剛伯……他很懇切的對呂天行說，你寫一

個人，無論文章寫得多麼用心，被寫的人看了總是
覺得沒寫好，如果別人寫你，你也一定不滿意。他
望了我一眼： 『所以我向來不願意被人家寫，也從
來不寫別人。』」（第287頁）

大俠小思：沈剛伯也沒有回憶錄。
「《中國語文月刊》……趙友培是創辦人，面

臨歷史斷續的壓力，他是發行人，面臨刊物品質和
風格的壓力，他是社長，面臨 『一天開門七件事』
的壓力，他用盡心力，沒有停止對教師服務的項
目，沒有剋扣作者的稿費，沒有減少月刊的頁數期
數，每期出版後照樣寄給全省中學小學。」（第
294頁）

大俠小思：蓽路藍縷。
「有人指出，台灣政局出現了三種矛盾：平時

與戰時的矛盾，臨時與永久的矛盾，均權與極權的
矛盾。有人指出，台灣出現五種差距：年齡的差
距，知識的差距，財富的差距，定位的差距，歷史
記憶的差距。」（第351頁）

大俠小思：矛盾＋差距，不是也熬過來了。
「我長年寫 『小方塊』，大半從社會新聞取

材，常在新聞的字裡行間尋找可依、可疑、可議、
『可異』之處，堪稱最盡心的讀者，年長月久，從

微觀中可以略窺宏觀。」（第356頁）
大俠小思：社會新聞小方塊，字裡行間大學

問。
「我一向主張找失意的人談天，……跟得意的

人談話是一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失意的人吐真言，
見性情，而且有閑暇。」（第373頁）

大俠小思：得意的人易炫耀，失意的人易抱
怨，還是讀書好，或是找狗狗談天。

「你看這段話裡有多少 『大』，真是大氣磅
礡，大義凜然，大智大勇，大破大立……沒過多
久，蔣經國提出施政的大原則，他要 『開大門，走
大路，當大任，成大事』。」（第412頁）

大俠小思：大方之家，展大家風範，偶爾大惑
不解，不時大而化之。

「我本是內戰的殘魂剩魄，來到國民黨的殘山
剩水，吃資本家的殘茶剩飯，……」（第424頁）

大俠小思：補一句……看遍戰爭中的殘骸剩
物。

(待續)
《2017年9月1日於華府》

《《文學江湖文學江湖》》讀後感讀後感（（三三）） 金大俠金大俠金大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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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原定於 9 月 10 日開始的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因受水災救災影響，原定 9/
10 的活動全部取消。所有國
慶系列活動將延期至本周五
起正式開始。現介紹本周末
將舉行國慶系列活動如下：

（ 一 ）國慶系列活動開
幕剪綵典禮：原訂於 9 月 10
日舉行，因風災延至 9 月 15
日（ 本周五） 上午十時在僑
教中心展覽室舉行。屆時，
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陳美芬
，副主任委員嚴杰在會中介
紹今年慶祝活動內容。

（ 二 ） 災後安全講座
： 將於 9 月 16 日（ 本周六
） 上午十時在僑教中心 203
室舉辦 「災後安全講座 」，
將邀請專家在災後飲水安全
，預防細菌感染，淹水房屋
的修護，災後詐欺搶劫的防
範各方面為僑胞們提供專業
資訊與幫助。

（ 三 ） 雙十國慶攝影
展-- 美的瞬間： 將於 9 月
16 日（ 本周六 ） 下午二時
半舉行開幕剪綵儀式。展出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的 「攝
影發燒友」 展示他們過去一
年來走遍世界每一個角落，
上山下海，等待日出日落，

而用相機為我們捕捉的 「最
美的瞬間」！該攝影展將於
9/ 16 - 9/24 每 天 10： 00
AM --4：00 PM, 在僑教中
心展覽室舉行（ 周一休息 ）
。

（ 四 ） 國慶文化訪問
團-- 廟會劇場 「鼓鳴旗飛
慶雙十 」： 這次由僑委會派
出宣慰海外僑胞，發揚優質
台灣文化，而派出的國慶綜
藝訪問團 「九天民俗技藝團
」，巡迴北美與中美洲共14
個城巿，讓海外僑胞回味故
鄉特有的風土人情，期盼透
過專業精緻藝陣饗宴，讓更
多人能看到台灣優美民俗文

化，演出精彩可期，一票難
求。 「九天文化訪問團」 不
僅藉由台灣的廟會文化為休
士頓祈福，演出當天會場有
捐款箱為救災籌款，當日捐
款所得將全數捐給有需要的
受災戶。文化訪問團將於本
周六（9 月 16 日） 晚間六時
半在 Stafford Center Perform-
ing Arts Center (10505 Cash
Road, Stafford, TX 77474, 票
價： 樓下$20，$50 ，樓上
$10，購票講洽： 僑教中心
蔡先生，或聯絡票務專緌嚴
杰（832）660-7063，甘幼蘋
（281）620-5557

「中華民國雙十國慶籌備會」 加入賑災行列
國慶系列活動延至9/15 開始，原定原定99//1010 全部取消全部取消

（本報訊）颶風哈維HARVEY近日來造成休士頓有
史以來前所未見的創傷及損失，災後的重建以及復原是淡
化的創傷唯一希望。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休士頓僑
界關懷救助協會將於9月17日(日)下午13時30分至16時
30分聯合休士頓各僑團在休士頓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辦一場
「哈維災後重建全方位溫暖諮詢活動」，提供受災民眾目

前急需的各項實用資訊，包含淹水房屋除霉修繕、洪災保
險理賠申請、災後銀行低利貸款說明、災後法律及稅務諮
詢、洪災心理諮商等受災僑胞所需多元資訊，同時將邀請
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 代表到現場提供諮詢服
務，提供即時協助。

風雨無情人有情! 哈維颶風為百年侵襲美國德州威力

最強的颶風，迄今已造成至少40人死亡，百萬人流離失
所，這段時間休士頓僑教中心感謝所有僑社以及僑領總動
員，出錢出力奉獻愛心，與受災僑胞站在一起共度難關。
此外9月17日下午該場諮詢活動，亦即結合各僑團以及各
熱心僑界商家力量，邀請裝修建築業、法律業、保險稅務
業、銀行業、醫學界、社工等專家及代表，於現場提供各
項災後重建所需資訊以及諮詢攤位，到訪受災民眾除可聆
聽講座，亦可就個人需求於各攤位直接諮詢，獲得即時協
助資訊，更有愛心廠商捐贈物資於現場發放提供受災民眾
運用，歡迎有需要的民眾前往參與，更歡迎各僑團加入當
天諮詢協助行列， 以實際行動溫暖災民的心!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休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
聯合休士頓僑界9/17發起 「哈維災後重建全方面溫暖諮詢活動」

歡迎受災民眾多加利用 （本報訊）哈里斯縣州立法院
行政法官接受申請，直到10月16日
為評估審查委員會提供服務。 ARB
是一個公民委員會，聽取證詞和審
查證據，以確定不能與哈里斯縣評
估區非正式解決的業主抗議。

審查委員會的服務不構成全職
工作，但通常是在夏季和秋季的全

職工作。會議在進行聽證會和參加
ARB會議時得到每日津貼。

ARB資格和申請表格可在此獲
得 (http://hcad.org/assets/uploads/
pdf/ARB-Application-2017.pdf)， 或
致 電 ARB 執 行 辦 公 室 電 話 ：
713.957.5265。

評估審查委員會申請書現接受

社區服務專題講座 - 2018 Medicare ABCD
（本報訊）
講題: 2018 Medicare A,B,C,D
主講人 : 常中政先生( 常安保險負

責人, 美南國際電視臺 『常談天下事
』主持人)

日期 : 2017 年 9 月 23 日, 星期

六 ，上午 10:00 至中午 12:00
地 點 : 9999 Bellaire Blvd.,Hous-

ton, TX 77036

恒豐銀行總行12樓社區服務中心
（請勿將汽車停大樓前的車位，

請停於大樓後面的高層停車庫）
主講內容

1. 2018年 Medicare 計畫總覽及變動
2. 民眾對 Medicare 常見之誤解
3. 如何正確作好退休後最適合自己需
要的醫療保險規畫

如果您及家人
★現持有聯邦 Medicare 的受保者
★即將屆臨退休年齡者
★想幫助家中長輩瞭解Medicare的家

人或子女
★ 千萬不要錯過這場健保講座 !!

本講座為純教育性質，協助大家
瞭解聯邦醫療照顧保險的內容及相關
規定，本講座不涉及任何保險公司計
畫的介紹或銷售。歡迎各界人士免費
入場聽講.

連續 13 年最權威的健保講座 免
費入場現場解答疑問

聯絡電話：(956) 536-1268（傅
鶴山）

圖為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圖為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左一左一，，立者立者 ）） 在國慶籌備會記者會上在國慶籌備會記者會上
發言發言。（。（ 坐者坐者，，左起左起 ）） 為為 「「國慶籌備會副主委國慶籌備會副主委」」 嚴杰夫婦及嚴杰夫婦及 「「 榮榮
星創藝表演工作坊星創藝表演工作坊」」 編導編導、、製作人郭穎製作人郭穎。（。（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訊】如果您的住所是租賃
的房子，淹水了該怎麼辦？車子被水
淹了也可以申請FEMA, 這個您知道嗎
？您的受災損失如何抵稅？申請FE-
MA 被拒絕了，還有其他方法嗎？

近期，大量社會組織和民間機構
都在努力幫助受災群眾，各種社區後
續活動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為了給
災民提供更細緻的協助，聯合災後重
建義工服務中心 United Help Center
邀請到了各方面專業人士和機構，在
保險理賠，法律糾紛，聯邦救濟，稅
務規劃，房地產租賃等，給您面對面

的義工諮詢服務。
專家面對面時間具體安排如下：週一
到週五 1 – 4 pm，週六 12-4 pm
週一： 律師，房地產，建築
週二： CPA， 貸款，保險
週三： 保險，建築，房地產
週四： CPA， 律師，建築
週五：房地產，貸款，保險
週六： CPA， 律師，房地產
此外，在聯合災後重建義工服務中心
，還提供如下免費服務：
- 為義工和諮詢者提供面對面諮詢服
務平台，電腦，上網，打印，複印，

電話
- 協助申請註冊FEMA賬申請號
- 我們可以講不同語種，協助翻譯
- 根據需求協助轉介予後援支持機構
- 為受災諮詢者提供一套免費簡易清
理工具套裝
專業人士義工服務時間：
2017 年 9 月 8 日 - 2017 年 9 月 25 日
（根據需要可以延長）
週一至週五： 10：00 – 4：00
週六： 12:00 – 4:00
聯繫方式：歡迎受災家庭和個人在服
務時間內親臨義工服務中心，或者致

電或電郵預約並註明所需服務，以便
我們約請相關專業人士

地址：9889 百利大道 敦煌廣場二
樓 118室
電話： (832)225-6846
電 子 郵 件 ： unitedhelpcen-
ter9889@gmail.com

一方有難，多方支援！聯合義工
服務中心是 RE/MAX United 聯禾地
產和地處敦煌廣場附近 Aldelphi Re-
tirement Management LLC, Tran and
SoRelle Law Firm 等專業機構共同發
起的義工救助平台。自從 9 月 8 日運

營開始，已經接到數十位受災家庭的
諮詢。根據需求，服務中心邀請來自
法律，稅務，保險，銀行，地產，建
築，和FEMA 的愛心人士提供義務服
務。語種涵蓋中文，英文，越南文，
韓文，西班牙文。大力響應的機構有
休 斯 頓 地 區 僑 界 關 懷 救 助 協 會
（HTCCA ）， 等等，味全公司提供
服務全程餐點供應。歡迎更多專業機
構個人義工的加入！

聯合災後重建義工服務中心專家面對面聯合災後重建義工服務中心專家面對面

玉佛寺2017 年盂蘭盆超薦供僧法會
宏意師父開示： 「 身苦心莫苦 」

【本報訊】（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德州
佛教會玉佛寺週日（ 9 月10 日） 上午十時起，
舉行 「2017 年盂蘭盆超薦供僧法會」，在全體
信眾唱{ 戒定真香讚} 及恭誦{ 佛說盂蘭盆經}
後，玉佛寺宏意師父以 「身苦心莫苦」為題開
示信眾。

宏意法師以剛剛過去的哈維風災開場，他
說：當我們碰到自然災害時，（ 一）我們應有
應付急難的準備（ 包括我們自身、市政府、州
政府），成立應急小組，設計一套應急的辦法
。 （ 二 ） 作珍惜本身生命的決斷。宏意師父
提到澳門今年大颱風，住在樓上的人聽說樓下
車子淹水，忙跑到地下室停車場去搶救，結果
被衝進來的大洪水淹死了。宏師父說： 車子、
房子沒有了，可以再買，但人的命沒有了，就
一切都結束了。 （ 三 ） 救助，這次有不少 「
捨身救人 」的案例，宏師父說： 有災難時，我
們要互相救助。

宏意師父說： 佛初轉法輪，說四聖諦時，
即明示人生有八苦交煎，身心難安，要力行八
正道，方能解脫。宏意師父說： 釋迦牟尼佛一
生，也常受病痛折磨，祂坐骨神經痛，腸胃也
不好。但祂是身受，非心受。當身受出，能觀
無常，知我們的身體是變化無常的。當人對身
體不再執著，智慧即生出。當我們心安住下來
，就不會感受到身體的痛苦。

其次，有身難免有病，當身體生病時，我
們學佛者應如何面對？他提到在生病不舒服時

要用 「正思維 」來
引導自己，即生病時
不要胡思亂想，否則
一定會出問題。宏意
師 父 提 到 他 在 2013
年大病一場， 好幾
個月不能吃，也不能
睡。但身無常，病也
無常，他去三藩市，
碰到一位百歲居士，
告訴他 「我活到一
百歲，不知生了多少
次病，你會克服難關
，一定會好起來。」
因此，宏師父說：
生病時一定要有正思
維，不要隨便相信
「怪、力、亂、神

」，生病時要有 「
感恩的心」，才有幸
福感，否則會覺得委曲。其次，心要安住下來
，心不安寧，情緒波動。每天把自己專注在 「
正思維」 上，活在當下。否則你情緒波動，你
什麼都不能作。

最後，宏意師父提到 「如何練習身苦心不
苦們功夫？」，他指出：（ A ) 用正思維來引
導意念，（B ) 隨息念佛，安心一處，不隨情緒
，不隨煩惱。 ( C )有病常作無病想。他提到印

光大師的開示，把病忘記一下，有病常作無病
想，用服務大眾治療病痛。

當天的法會還有菩提合唱團演唱＂廬山組
曲＂和＂念阿彌陀佛＂。並舉行佛前大供，並
在合唱團演唱 「讚僧歌 」的伴唱下，由居士代
表四事供養僧寶。

當天出席的十位僧寶包括： 德州佛教會會
長淨海師父，德州佛教會副會長、玉佛寺及美
洲菩提中心住持宏意師父，德州佛教會弘法處

處長修慧法師，美洲菩提中心總務慧度法師，
美洲菩提中心明心堂香燈見煙法師，玉佛寺香
燈融通法師，美洲菩提中心明心堂監院圓福法
師，美洲菩提中心萬壽園監院、玉佛寺知客續
超法師，美洲菩提中心竹林蘭若監院心真法師
及美洲菩提中心巡護組修道法師。

圖為宏意師父周日在德州佛教會玉佛寺圖為宏意師父周日在德州佛教會玉佛寺
20172017 年盂蘭盆超薦供僧法會上開示年盂蘭盆超薦供僧法會上開示 「「 身苦身苦
心莫苦心莫苦 」」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玉佛寺居士代表在法會上四事供養僧寶圖為玉佛寺居士代表在法會上四事供養僧寶。（。（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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