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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中國天津的來自中國天津的「「 天津民族樂團天津民族樂團」」 赴美赴美
演出演出「「風雅國樂風雅國樂」」 民族音樂會民族音樂會﹐﹐分別於分別於99
月月2424 日及日及99 月月2525 日兩天日兩天﹐﹐在休士頓作在休士頓作
兩場演出兩場演出﹐﹐首場在首場在 亞洲協會德州中心亞洲協會德州中心
舉行舉行﹐﹐第二場是在第二場是在RichmondRichmond 的的SafariSafari
Texas RanchTexas Ranch 農場舉行農場舉行﹐﹐由僑灣社由僑灣社 主主
辦辦﹐﹐為華洋觀眾帶來獨特的民樂魅力為華洋觀眾帶來獨特的民樂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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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前火箭球星 「移動長城」姚明26日捐贈10萬美金給休士頓市政府用於哈維賑災基金，由休士頓市長透
納(Sylvester Turner)接受捐贈。透納表示，這筆善款將會有助於幫助學校重建，能有效改善遭受哈維侵襲受影響的學生和教師教學環境。

姚明當天出席Hilliard小學(Hilliard Elementary School)參與座談，實地走訪受災學校，並與透納參觀校園和師生互動，同時姚明也探訪
休士頓華助中心，關心颶風重建情形和賑災現狀。

姚明捐款姚明捐款1010萬美金萬美金 幫助休士頓重建家園幫助休士頓重建家園

NBANBA新球季快開打新球季快開打 火箭展開季前訓練瞄準總冠軍火箭展開季前訓練瞄準總冠軍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隨著美國職籃(National Basket-
ball Association, NBA)2017-2018
賽季即將在 10 月 17 日開打，
NBA 各球隊都陸續展開季前訓
練營，休士頓火箭隊也於26日開
始訓練，並於前一天舉行媒體日
拍定裝照。新球季火箭熱身賽
(preseason)首場比賽將於 10 月 3
日對戰雷霆隊，新球季有了明星
控衛 「CP3」保羅(Chris Paul)加
盟，火箭瞄準總冠軍，新目標就
是 「打敗聯盟衛冕冠軍金州勇士
」。

根據休士頓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報導，火箭隊於週一
舉行媒體日，球員們依序拍攝定
裝 照 ， 當 家 後 衛 大 鬍 子 哈 登
(James Harden)與保羅成火箭人氣

看板，兩人穿著 Nike 設計的新
球衣拍攝一系列宣傳照和宣傳帶
，互動融洽良好。火箭讓全體球
員輪流在地面燃起熊熊火焰與燈
光照明藝術背景下拍定裝照，噱
頭及爆發力十足。

火箭經理 Daryl Morey 對新
球季充滿信心，即使最後傳言可
望與哈登和保羅組三巨頭的 「甜
瓜」安東尼(Carmelo Anthony)最
後入主雷霆隊，不打擊火箭整體
信心，Morey表示， 「這是我加
入 NBA 後，看過最棒的陣容」
，他認為今年火箭實力堅強，即
使沒有甜瓜的加入。他也透露，
原本穿 3 號的安德森(Ryan An-
derson)將會改披33號球衣。

儘管日前眾多 NBA 球員齊
聚紐約曼哈頓的一座球場進行練

習賽，其中一段哈登、保羅和安
東尼同隊出擊的影片引器大家廣
泛討論，也讓許多球迷誤以為三
人將組成黃金三巨頭，再次談到
安東尼最後落腳雷霆，哈登表示
，目前就想集中精力和保羅合作
，今夏兩人建立起很棒的關係，
對於即將來臨的新球季感到興奮
。

身為火箭一哥，哈登上季打
出生涯最好的一個球季，出賽81
場，平均每場可繳出29.1分、並
有11.2助攻和8.1籃板，3項數據
都創生涯新高。今年為了繼續延
續好表現，他休賽期間積極甩油
減肥，目前已減去12磅；哈登說
， 「希望自己新球季可以更快速
、更敏捷一點，運動力提升，對
自己感覺比較好」。

火箭官方臉書上開始釋出一
些訓練花絮，並告知球迷新球季
即將來臨。五場熱身賽將自3日
開始，首場將前往 Tulsa 對戰雷
霆，以及13日對上馬刺隊。而正
式球季於17日開打，開幕戰將對
上金州勇士。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 CBA
將於5日再度對上NBA，姚明的
CBA球隊上海大鯊魚將二度作客
豐田中心，預計將會吸引華人社
區關注。

去年球季，火箭拿下西部聯
盟第三高，戰績 55 勝 27 敗，並
闖入季後賽，6月又有保羅加入
如虎添翼，成為冠軍呼聲很高的
隊伍。

哈登與保羅兩大明星後衛組合讓今年新球季頗有看頭哈登與保羅兩大明星後衛組合讓今年新球季頗有看頭
。。 ((取自休士頓紀事報取自休士頓紀事報))

保羅今年披火箭戰袍讓球隊實力更加堅強保羅今年披火箭戰袍讓球隊實力更加堅強。。 ((取自取自
休士頓紀事報休士頓紀事報))

【本報訊】為掌握新聞脈動和社區時事，豐富美南日
報內容資訊，本報歡迎各社團、僑胞和讀者供稿，隨時來
信發布新聞稿、專欄徵文，字數不限，如有配圖請註明圖
說，投稿請發送到scdailynewsroom@gmail.com編輯部。

美南日報歡迎各社團
及僑胞踴躍投稿

前火箭華人球星姚明前火箭華人球星姚明((中中))捐贈捐贈1010萬美金萬美金，，並與休並與休
士頓透納士頓透納((右右))出席出席HilliardHilliard小學活動小學活動。。 ((取自火箭官取自火箭官
方臉書方臉書))

姚明與學校師生合影姚明與學校師生合影。。 ((取自火箭官方臉書取自火箭官方臉書))

姚明訪中國人活動中心姚明訪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華助中心))關切颶風重建情形關切颶風重建情形
。。 ((取自火箭官方臉書取自火箭官方臉書))

姚明與民眾對話姚明與民眾對話。。 ((取自火箭官方臉書取自火箭官方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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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途寬遠聯合律師事務所以您可以負擔的價格大衛途寬遠聯合律師事務所以您可以負擔的價格 提供法律服務提供法律服務

((本報訊本報訊)) 研究指出研究指出，，提問提問、、計劃和付諸行動是成功理財的秘訣計劃和付諸行動是成功理財的秘訣。。最近萬通互惠人壽保險公司最近萬通互惠人壽保險公司((
““MassMutualMassMutual”” 萬通互惠理財萬通互惠理財))的的《《希望希望、、憂慮和現實憂慮和現實》》(Hopes, Fears, and Reality Research Study)(Hopes, Fears, and Reality Research Study)
研究指出研究指出，，最滿意退休生活的人士都有具體的退休計劃最滿意退休生活的人士都有具體的退休計劃，，其中包括與理財顧問合作其中包括與理財顧問合作。。事實上事實上，，
5858％最幸福的退休人士都有自己的理財顧問％最幸福的退休人士都有自己的理財顧問，，當中當中9393％的人覺得有幫助％的人覺得有幫助。。

意識到與專業理財顧問合作來加強您的財務狀況是第一步意識到與專業理財顧問合作來加強您的財務狀況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選擇與誰合作第二步就是選擇與誰合作。。當您當您
選擇金融理財服務公司時選擇金融理財服務公司時，，哪些條件是必不可少的哪些條件是必不可少的？？這裡有幾個考慮因素這裡有幾個考慮因素：：
11..值得您的信任值得您的信任

信任不是建立在一夜之間信任不是建立在一夜之間。。需要長年累月來建立需要長年累月來建立，，經歷好和壞的情況下逐漸加強經歷好和壞的情況下逐漸加強。。選擇一間選擇一間
有著悠久歷史有著悠久歷史，，並有經驗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並有經驗在不同的政治環境、、社會和經濟氣候服務客戶的金融理財服務公司社會和經濟氣候服務客戶的金融理財服務公司，，是是
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萬通互惠理財擁有超過萬通互惠理財擁有超過165165年服務客戶的經驗年服務客戶的經驗，，被評為世界上最道德的公被評為世界上最道德的公
司司11，，絕對讓您可以安心合作絕對讓您可以安心合作。。
22.. 財務實力財務實力

金融理財服務公司都會承諾保障未來金融理財服務公司都會承諾保障未來，，你需要確保你選擇的公司有能力履行其承諾你需要確保你選擇的公司有能力履行其承諾。。其中一其中一
種評估財務實力的方法是參考獨立評級機構的評級種評估財務實力的方法是參考獨立評級機構的評級。。萬通互惠理財在萬通互惠理財在《《財富財富》》500500強強22中排名前中排名前
100100名名，，並且在其行業並且在其行業33中擁有最強的財務實力評級中擁有最強的財務實力評級。。要了解更多要了解更多，，請到請到MassMutual.comMassMutual.com。。
33.. 以客為本以客為本

互惠公司互惠公司，，如萬通互惠理財如萬通互惠理財，，由其旗下成員公司及保單持有人擁有由其旗下成員公司及保單持有人擁有，，並基於他們的福利和長並基於他們的福利和長
期利益全力經營期利益全力經營。。雖然不能絕對保證雖然不能絕對保證，，但萬通互惠理財自但萬通互惠理財自18691869年以來每年都向符合條件的保單持年以來每年都向符合條件的保單持
有人支付紅利有人支付紅利。。萬通互惠理財的董事會已批准萬通互惠理財的董事會已批准20172017年的估計紅利為年的估計紅利為1616億美元億美元。。
44.. 了解你的需要了解你的需要

作為專業理財顧問作為專業理財顧問，，必須了解您的個人需求才可以為您提供個人化的理財服務必須了解您的個人需求才可以為您提供個人化的理財服務，，不能紙上談不能紙上談
兵兵。。萬通互惠理財榮獲萬通互惠理財榮獲Diversity IncDiversity Inc 20162016多元化企業多元化企業5050強強44之一之一，，公司招聘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理公司招聘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理
財顧問財顧問，，為您提供針對華人社區需求的全方位理財服務為您提供針對華人社區需求的全方位理財服務。。請到請到MassMutualCareers.comMassMutualCareers.com了解更多了解更多。。
55.. 擁有同樣的社會價值觀擁有同樣的社會價值觀

透過一家公司的公益和社會服務透過一家公司的公益和社會服務，，您可以了解它是否關懷和致力改善社會您可以了解它是否關懷和致力改善社會。。萬通互惠理財致萬通互惠理財致
力服務和改善社區力服務和改善社區，，其中之一的其中之一的LifeBridgeSMLifeBridgeSM人壽保險計劃人壽保險計劃，，免費提供給符合特定收入資格的家免費提供給符合特定收入資格的家
庭庭。。如果他們的家長或監護人在保單生效期間過世如果他們的家長或監護人在保單生效期間過世，，計劃會免費幫助其子女支付他們的教育費用計劃會免費幫助其子女支付他們的教育費用((
保費由萬通互惠理財支付保費由萬通互惠理財支付))。。它旨在幫助父母實現為他們的子女提供教育的夢想它旨在幫助父母實現為他們的子女提供教育的夢想。。要了解更多要了解更多，，請請
到到 MassMutual.com/LifeBridgeMassMutual.com/LifeBridge。。

無論您是否立即需要專業理財諮詢無論您是否立即需要專業理財諮詢、、不確定你是否已做足一切來保障你的未來和你所愛的人不確定你是否已做足一切來保障你的未來和你所愛的人
、、或正在考慮轉換一份新的工作或正在考慮轉換一份新的工作，，您都必需了解如何選擇合適的金融理財服務公司您都必需了解如何選擇合適的金融理財服務公司。。您今天正確您今天正確
選擇您信任的公司選擇您信任的公司，，它將是您和子孫後代未來可以依賴的伙伴它將是您和子孫後代未來可以依賴的伙伴。。萬通互惠理財全美華裔市場總監萬通互惠理財全美華裔市場總監

Candy ChanCandy Chan
表 示表 示 ：： 「「萬萬
通 互 惠 理 財通 互 惠 理 財
以 人 為 本 的以 人 為 本 的
宗 旨 反 映 在宗 旨 反 映 在
其 廣 泛 的 金其 廣 泛 的 金
融 理 財 產 品融 理 財 產 品
、、 頂 尖 的 客頂 尖 的 客
戶 服 務 和 我戶 服 務 和 我
們 回 饋 社 會們 回 饋 社 會
的 精 神的 精 神 。。 我我
們 致 力 幫 助們 致 力 幫 助
華 裔 家 庭 保華 裔 家 庭 保
障 他 們 的 財障 他 們 的 財
務未來和所摯愛的家人務未來和所摯愛的家人。。」」了解萬通互惠理財對華裔社區客戶的承諾了解萬通互惠理財對華裔社區客戶的承諾，，請到請到www.texasgulfcoast.www.texasgulfcoast.
massmutual.commassmutual.com 或致電或致電((832832)) 251251--54005400 聯絡華裔理財顧問聯絡華裔理財顧問。。

11 連續三年被連續三年被 Ethisphere InstituteEthisphere Institute 評為世界上最道德的公司評為世界上最道德的公司®®之一之一，，20162016年年33月月66日日。。 22 來源來源::
財富財富®®雜誌雜誌，，20162016年年66月月1515日日。。 33 財務實力評級財務實力評級 ((20162016年年1212月月3131日日): A.M. Best Company: A++ (): A.M. Best Company: A++ (優優
秀秀); Fitch Ratings: AA+ (); Fitch Ratings: AA+ (很強很強); Moody);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Aas Investors Service: Aa22 ((優良優良); Standard & Poor); Standard & Poor’’s: AA+ (s: AA+ (很很
強強))。。所有財務評級乃授予萬通互惠人壽保險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所有財務評級乃授予萬通互惠人壽保險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C.M. Life Insurance CompanyC.M. Life Insurance Company 及及
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Enfield, CT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Enfield, CT 0608206082).). 評級可能會變更評級可能會變更。。 44 連續兩年被連續兩年被DiverDiver--
sityIncsityInc評為多元化企業評為多元化企業5050強之一強之一，，20162016年年44月月2020日日。。
為你的摯愛為你的摯愛 提供周全保障提供周全保障

165165年來年來，，我們幫助無數家庭提供財務保障我們幫助無數家庭提供財務保障。。我們不斷擴大的理財團隊已經做好準備我們不斷擴大的理財團隊已經做好準備，，為您提為您提
供優質的理財服務供優質的理財服務。。我們必全力以赴我們必全力以赴，，助您達成人生的理財目標助您達成人生的理財目標。。請到請到 www.massmutual.com/chiwww.massmutual.com/chi--
nesenese 瞭解詳情瞭解詳情。。人壽保險人壽保險 ++ 退休服務退休服務//401401(K)(K)計劃計劃 ++傷殘收入保險傷殘收入保險 ++ 長期護理保險長期護理保險 ++ 年金年金

保險產品由萬通互惠理財保險產品由萬通互惠理財 (Springfield, MA(Springfield, MA 0111101111)) 以及其旗下公司以及其旗下公司 C.M. Life Insurance Co.C.M. Life Insurance Co. 和和
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 (Enfield, CT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 (Enfield, CT 0608206082)) 發行發行。。 C.M. Life Insurance Co.C.M. Life Insurance Co. 和和 MML Bay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State Life Insurance Co. 並未允許在紐約發行並未允許在紐約發行。。萬通互惠理財金融集團乃萬通互惠人壽保險公司萬通互惠理財金融集團乃萬通互惠人壽保險公司
（（萬通互惠理財萬通互惠理財））及其關係企業與業務代表處的統稱及其關係企業與業務代表處的統稱。。 ©© 20172017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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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訊) 大衛途寬遠聯合律師事務所(TUAN A.
KHUU& associates)協助世界各地的人士實現他們的美國夢，達成
移民美國的希望。該公司的客戶包括來自歐洲、非洲、中美洲、
南美洲、中東、和亞洲的公司以及個人。

大衛途寬遠聯合律師事務所的主要核心是辦理移民案件，幫
助希望通過家庭和工作簽證如H1、H2B、L、TN、E1、O1、和
K來到美國的各國人士，提供所有類型的移民和非移民簽證，事
務所有多位法律專業人士，能講多種語言和客戶溝通。在休斯頓
、達拉斯、和俄克拉何馬城、越南均有辦公室，致力於提供各種
法律服務。除了移民案件之外，還包括車禍意外、離婚案件、刑
事案件、人身傷害、贊助來美(親屬移民、配偶移民)、商業訴訟
、破產、聯邦案件、民事訴訟、信託、和遺囑認證等等。

大衛途寬遠聯合律師事務所的的律師包括LS Cindy Purinton

(licensed in Texas)、 LS Adam R. Chevrier (li-
censed in Texas)、 LS Michael Villasana (licensed
in Texas) (of counsel)、 LS Stephen Risley ( li-
censed in Texas) (of counsel)、 Robert T. Keel(of
counsel)、 Louis Little(licensed in Oklahoma and
Federal practice in Texas)、David Ramsey(licensed
in Oklahoma and Federal practice in Texas)。

大 衛 途 寬 遠 聯 合 律 師 事 務 所 (TUAN A.
KHUU& associates)以您可以負擔的價格，力求提供最佳法律服務
。歡迎洽詢各地，休斯頓: 9440 Bellaire Blvd, Suite #202, Houston
TX 77036。經理鄧雪嫻。電話: 713-952-8808。2615 W. Pioneer
Pkwy, Suite #103, Grand Prairie, TX 75051。電話: 817-583-7911
。 9788 Walnut St, suite 108, Dallas, TX 75243。 電 話:

817-583-7911。3010 N. Classen Blvd Suite B, Oklahoma City, OK
73106。電話: 405-528-1542。1A Song Thao, Phuong 2 Quan Tan
Binh, TP Ho Chi Minh, Vietnam。電話: 0906331182。網站: http:
//affordablelawgroup.net/。

選擇合適金融理財服務公司的五大要訣選擇合適金融理財服務公司的五大要訣

川普計劃推出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政見
希望透過稅改十年增加2500萬個就業機會改善經濟

美南大專校聯合唱團啓程返台參加僑委會舉辦之
『106年總統盃僑胞混聲合唱觀摩賽』

美南地區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授證典禮美南地區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授證典禮
暨駐休士頓辦事處陳處長家彥履新茶會昨舉行暨駐休士頓辦事處陳處長家彥履新茶會昨舉行

（本報訊）美南大專校聯合唱團員一行22人將於近日啟
程赴台，參加僑委會所舉辦的總統盃僑胞混聲合唱觀摩賽，此
項活動的宗旨是慶祝國慶，並促進僑社與國內僑生及大專院校
合唱團互動交流，凝聚僑心。

比賽的團隊限22人參加(包括指揮、伴奏)。必須選唱一首
指定曲及一首自選曲。評審人員將由僑委會遴聘專家學者擔任
。該項比賽將於10月6日在東吳大學松怡廳舉行，世界各地報
名參賽的合唱團計有14隊，包括大華府台灣合唱團、芝音合
唱團、亞細亞合唱團、拉斯維加斯臺灣人同鄉會綠洲合唱團、

洛杉磯樂音合唱團、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合唱團、師北客
合唱團、溫哥華蓬萊合唱團、澄縣福爾摩沙之愛合唱團、紐西
蘭世華合唱團、澳洲昆士蘭客家合唱團、柔佛州峇株巴轄華人
中學校友會合唱團、菲華青年服務團幼獅合唱團和馬來西亞留
臺成功大學校友會合唱團。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合唱團，遴選團員二十名由張廖
莉娜老師擔任指揮，王佳雯老師擔任伴奏，指定曲選唱客家歌
『頭擺的你』，自選曲選唱勵志歌曲 『上山』，據悉該團已準

備就緒將盡最大的努力爭取榮譽。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為兌現競選承諾，美國總統川普已下令大幅度減稅的稅改，其中企業稅
要從35％調降至15％，並對外公佈川普政府稅改大綱的相關內容。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川普上
週在辦公室開會時決定向美國大眾公佈的稅改方案內容必需是 「大幅度減稅」，且下令執政團隊
「限時擬妥方案」。川普希望透過稅革在十年增加2,500萬個就業機會，並使美國經濟成長率平均

在3.5%以上。
川普競選期間喊出要將企業稅從35％大砍至15％，此舉將會增加政府預算赤字。根據國會聯

席稅收委員會研究報告，企業稅每降1個百分點，聯邦政府稅收10年內會減損1,000億美元，大減
20個百分點等於稅損將高達2兆美元。川普不惜讓政府赤字擴增也要推大幅減稅，代表稅改方案
最後即便在國會過關，可能不是永久性的減稅。

川普 公佈美國 30 年來最大規模稅務改革方案，企業稅由目前的 35% 下調至 20%。市場人士
認為，跨國美企往往在海外低稅率地區為獲利入賬，而原本稅率高達 38% 能源企業，從中得益最
大，相關股份或受追捧。川普表示，初時希望以 15% 為起步點，但認為這稅率太低，令政府收入
大減，而 20% 是 「完美數字」，不再有談判餘地。對於將資金存放在海外的公司，稅改建議向他
們實施一次性徵稅，鼓勵他們把資金匯回美國本土，而企業在5 年期內可把投資開支用於扣稅，
冀提高美企在全球的競爭力。根據調查，科企及醫療服務公司本身已享有分別為 23% 及 24% 的較
低實際稅率，在這次稅改獲益不多。相反，能源公司的實際稅率高達 38%，是這次稅改最大得益

者，加上油價持續上升，將使能源股備受追捧，料重塑美股近期的投資形勢。
川普的減稅稅改內容可分述如下：1) 降低個人所得稅率由每戶七級累進稅（10%→39.6%），

改革為12%（7.5萬美元以下）、25%（7.5萬美元到22.5萬美元）、33%（22.5萬美元以上）之三
級制。 2) 將個人所得的免稅基準標準扣除額加計特別扣除額，增至個人為2.5萬美元，夫妻合併
申報扣除額為5萬美元，並廢除個人最低稅負制，如此，美國大約50%的家庭可以免課所得稅。
3) 股利與資本利得稅分離課稅，稅率最高設定為20%。 4) 廢除遺產稅，但死亡時仍持有1,000萬美
元以上之資本利得資產部份除外。 5) 廢除為補助歐巴馬健保而對企業投資利得課徵之3.8%健保稅
。 6) 營利事業所得稅由目前累進最高的35%，一律降為15%，並廢除營利事業的最低稅負制。 7)
美國海外企業的累積盈餘匯回美國之稅率降為10%，同時修正目前美國海外子公司採盈餘直至匯
回才課的遞延課稅制，未來海外子公司均改採獲利年度立即課稅制度，如此將誘發美國產業回流
，加速美國的再工業化，提昇整體就業與薪資水平。

目前美國廠商滯留海外資產約為2.5兆美元，過去因美國高稅率，許多美國企業藉由收購海外
公司，將公司總部移至海外，享受 「稅收倒置」後的低稅率。此一海外利潤回流美國之政策若成
功，則將刺激對美元的需求，導緻美元上漲，全球金融可能趨緊。川普預期此一減稅計畫總規模
約4.4兆美元。個人所得全面減稅，可提升整體消費水準，對企業減稅與擴張性財政政策，則可帶
動民間大幅投資，並促使企業將滯留國外的獲利匯回，可能鼓舞美國景氣於短期快速復甦。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南地區僑務榮譽職人員聘
書授證典禮暨休斯頓辦事處陳
處長履新茶會，於昨天（9
月 30 日 ） 上午十時半起在
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會中由
林映佐副處長介紹陳處長家彥
，並由僑務委員葉宏志代表僑
胞致歡迎之意。而新任的陳處
長家彥也在簡短致詞中表達為
國家奉獻及服務僑胞的心願，
會中除了由陳處長頒發僑務榮
譽職人員聘書外，也頒發僑委

會捐助僑生獎學金感謝狀給黃
福安、王姸霞、黎淑瑛、陳綺
玲等人，及頒發僑委會海外華
僑文物數位典藏計劃感謝狀給
陳卓銘、僑務委員葉宏志，劉
佳音等人。

中華民國政府為提供全球
僑胞優質服務，多年來借重各
地僑界賢達人士的服務熱忱與
專業長才，並依相關規定審慎
遴聘僑務委員暨僑務諮詢委員
、僑務顧問、僑務促進委員等
僑務榮譽職人士，為無給職，

擔任政府與海外僑胞間溝通橋
梁，積極協助僑民於僑居國參
與公共事務、政經活動及推廣
國民外交工作。鑒於美南地區
部分僑務諮詢委員、僑務顧問
、僑務促進委員任期屆滿，中
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依僑務榮譽
職人員遴聘要點規定，經綜合
考量遴聘，日前公佈續任僑務
諮詢委員名單有：鍾桂堂(休
士頓)、牟呈華(達拉斯)、谷祖
光(達拉斯)等3人;續任僑務顧
問有:湯亞麗(古柏市)、莊興亞

(紐奧良)、管光明(休士頓)等3
人;續任僑務促進委員有:戴啟
智(休士頓)、黃福安(休士頓)
、黃以法(休士頓)、王曉明(休
士頓)等4人;新任僑務顧問:楊
朝詔(休士頓)1 人;新任僑務促
進委員:嚴傑(休士頓)、顧寶鼎
(休士頓)、劉杏芳(達拉斯)、
劉芝伶(奧斯汀)等 4 人，同時
期許新續任僑務榮譽職人員繼
續秉持服務熱誠，共同為僑社
為國家服務。

圖為圖為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新任處長陳家彥新任處長陳家彥（（ 左五左五）） 及僑教中心莊雅淑主及僑教中心莊雅淑主
任任（（ 左一左一）） 昨頒發新續任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給昨頒發新續任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給（（ 左起左起）） 黃福安黃福安、、
梁慎平梁慎平、、楊朝韶楊朝韶、、戴啓智戴啓智、、黃以法黃以法、、嚴傑嚴傑、、顧寶鼎等人顧寶鼎等人。。 （（ 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參加觀摩賽人員合影參加觀摩賽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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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的自然風光，可謂春季百花爭艷，夏日綠樹
成蔭，秋日多姿多彩，冬日白雪皚皚。無論您是想參
觀歷史戰場、還是徒步觀景、亦或欣賞秀美的山川湖
泊，徜徉在林海碧原，大華府各種各樣的國家或州立
公園都能滿足您的要求。

所以，華府巡禮特別推出公園系列，就請您跟隨
小編的腳步，先來簡單地做一番了解吧！

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0929HFXL

————細數大華府及周邊值得一去的公園細數大華府及周邊值得一去的公園（（七七））

伯客湖公園（Burke Lake Park）
伯客湖公園位於北維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郡，由於該郡廣

受華人朋友的青睞，公園周邊聚居了不是華人家庭，這所公園

也廣為大華府的華裔朋友們所熟知，在華人圈中堪比馬裡蘭州

的黑山公園。

伯客湖公園始建於1950年，據說曾經公園的這片占地還被

作為在大華府建造大型國際機場的候選，直至最後決定建造杜

勒斯機場，公園有幸被保留了下來。

公園在建造上圍繞整個伯客湖，有一條長達約5英裡的小徑

環繞著整個湖泊，非常適合徒步或慢跑。公園內還包括一個高

爾夫俱樂部，內有18洞高爾夫球場。公園還運轉有微型火車並

設有鐵軌。一個2.98英裡的賽馬場更是令伯客湖公園聲名遐邇，

因為這裡經常舉辦區域級別的比賽，同時還舉辦享有悠久歷史

的門羅派克邀請賽。

當然，公園內還有很多可供普通游客從事戶外活動的娛樂

項目，如露營地、自然中心、木馬、戶外排球場、野餐區、小

型游樂場、轉盤、分布在人行道上的各類免費供游客使用的健

身器材等等。在每年的春夏時節，公園還有游船出租，游客更

是可以自行帶船下湖中徜徉或垂釣，分外愜意。

TIPS：

公園收取每輛車10美元的入園費用，但如果您就是費郡的

居民則免費入園；

環湖小徑有英裡標記，全場約4.68英裡，期間會路過堤壩和

與公路相接的一部分，小徑旁設有許多觀景點和躺椅，可供游

客隨時賞景休息，如果您中速步行，全程約在1個半小時左右，

另外不建議您在剛下過雨的時候到公園中徒步，因為環湖小徑

全是原始的泥土地面，雨後十分泥濘；

公園內有許多野生動物，您還可以帶一些零食與孩子一起

喂水鳥和鴨子；

公園內的租船有電動和手動兩種，其實

手動的船更具有操作性，相信能帶給您充分

的劃船體驗！

配圖：伯客湖公園1、2 來源：網絡圖

片

費郡秋季嘉年華（Fall
for Fairfax Festival）

住在維州費爾法克斯郡的朋友們有福

啦！本周末，第十八屆費郡秋季嘉年華活動

就要舉行，活動中將有100多個互動活動和

展覽，涵蓋教育、體育、健身、環境、公共

安全及個人健康等多方多面，民眾們還可以

在嘉年華上參與到兒童攀岩牆、稻草人比

賽、騎干草車等各種有趣的活動中，過一個

充滿歡笑的周末！時間：9月30日－10月1

日；地點：費郡政府中心（Fairfax County

Government Center）；具體可登陸官網fall-

forfairfax.com進行查詢。

DC 戲 劇 周 最 後 一 波 （Theatre
Week）

住在維州費爾法克斯郡的朋友們有福啦！本周末，第十八

華盛頓特區的劇院正在如火如荼地舉辦DC戲劇周活動，一大批

劇院都會為您奉上打折劇票，每年的這個時節，正是觀看舞台

劇的最佳時機！參與打折的劇院和戲劇公司包括：Ford’s The-

atre福特劇院、Signature Theatre、Arena Stage、Woolly Mammoth

戲劇公司和Shakespeare戲劇公司。本周末是戲劇周的最後一周，

10月1日截止。購買折扣票和查詢演出內容可登陸網站：todayt-

ix.com

2017 卡爾弗特郡嘉年華（Calvert
County Fair）
馬裡蘭州的卡爾弗特郡將在本周末迎來2017年度的嘉年華集會，
活動包括牲畜拍賣（4-H livestock Auction)，牲畜評比，卡爾弗
特郡爵士和小姐選舉比賽。民眾還可以在集市上采購花種、煙草
等等，來此體驗馬裡蘭州最具傳統的市場。 時間：9月27日－10
月 1 日；地點：卡爾弗特郡游樂場（140 Calvert Fair Rd, Prince
Frederick, Maryland）
配圖：戲劇周 來源：網絡圖片

每年的這個時節，美國人口普查局便會做
出新的統計數據，而根據最新版的“美國社區
調查”顯示，本年度全美收入最高的三個郡全
部在大華府區域，維吉尼亞的勞登郡已經是多
年蟬聯冠軍之位。

根據榜單，維州勞登郡、馬州哈維郡、維
州費爾法克斯郡包攬了全美最富裕郡縣的前三
甲。勞登郡以家庭中位收入13.4464萬美元高居
榜首，成為全美收入最高也最富裕的郡縣，這
已經是勞登郡第十次摘得這一殊榮，同時很多
相關榜單還多次分析出，勞登郡是目前全美發
展最為迅猛的郡縣；馬裡蘭州的哈維郡則首次
超越長年位居第二的費爾法克斯郡，以 12.941
萬美元的家庭中位收入，成為全美第二富裕
郡；而費郡下滑到第三位，家庭中
位收入為 11.5717 萬美元。同時這
三個郡縣也是大華府地區華人家庭
聚居比較集中的地區。

此外，北維州阿靈頓郡也榜上
有名，位居全美第六，家庭中位收
入11.388萬美元；馬裡蘭州的蒙哥
馬利郡排名全美第17，家庭中位收
入99.763美元；維吉尼亞州的威廉
王子郡和斯坦福郡分別位列第 19
和20名，家庭中位年收入為97.986
美元和97484美元。

全美的家庭中位年收入在2016
年達到了 56516 美元，但依然有

14%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基本上所有高
收入的城市都盤踞在西海岸，以加利福尼亞州
最為密集。大華府區域既沒有收入最高的城
市，也沒有最貧窮的城市，貧困率也非常低，
這說明大華府地區的家庭收入差異不是十分顯
著，居民生活水平相對統一，平均收入偏高。

但同時數據也表明，首都華盛頓特區的家
庭中位收入卻比前一年減少了727美元，分析者
認為這與許多初畢業的就業人群湧入首都有
關，由於他們的起步薪資較低，所以拉低了特
區的平均線，但他們一旦工作年限增加，成家
立業，便會遷到華府近郊的一些富裕郡縣定
居，使得那裡的家庭年收入平均值增高。

配圖：勞登郡 來源：網絡圖片

全 美 最 新 富 裕 郡 出 爐全 美 最 新 富 裕 郡 出 爐 ，， 大 華 府 囊 括 三 甲大 華 府 囊 括 三 甲
堪稱華盛頓特區近年來最大的

開發項目，海濱碼頭（The Wharf）
終於即將在近日完成第一期建造，
並預計於10月12日對外開放。

據悉，海濱碼頭占地300萬平方
英尺，其中長達1英裡的西南海濱區
將是最收入矚目的亮點。

新的西南海濱碼頭已吸引了全
新的酒店、餐館、零售、娛樂項目
的前期入駐，力求打造多元的社區
環境。而此次即將開發的是第一期
工程，該項目於 2014 年動工，包括
25 億美元的新辦公場所、公寓、和
零售商鋪，還有4個新的碼頭、一個
游艇俱樂部，以及沿著華盛頓海峽
的木板步道和數百
個船舶停泊水域。

在 10 月 12 日
以後，這裡將有20
余家餐廳和酒吧率
先開門納客，零售
店也將包括一些即
知 名 又 親 民 的 品
牌，如CVS等；另
外第一期還建成14
棟住宅樓，屆時將
有近 900 個住宅單
元，出租、自用均

有所規劃，可容納超 2000 人在這裡
安家落戶。還有三家國際酒店加
盟，分別是希爾頓嘉諾賓酒店、凱
悅旅館和洲際酒店。

徹底開放後，這裡還將提供水
上出租車服務，乘客可從這裡沿水
路至喬治城、亞歷山大古城和國家
海港。同時還有觀光游輪供游客們
選乘。

二期項目預計在 2018 年上馬，
首都致力於通過海濱碼頭項目的建
設，創造就業機會，創建首都水上
地表。

配 圖 ： The Wharf 規 劃 圖 來
源：網絡圖片

特區海濱碼頭特區海濱碼頭1010月即將開放月即將開放

華府特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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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國際許氏花旗參節許氏花旗參節
［本報訊］由威斯康辛州政府主辦的［第一屆國際

花旗參節International Ginseng Festival］於日前圓滿落幕
。為期三天的節慶活動除了吸引了上萬名群眾參與，主
辦單位之一的許氏參業集團更廣邀來自中國，香港，台
灣，日本及美加各地的將近三百名貴賓共襄盛舉，盛況
空前。

威州所產的花旗參向以藥性地道，品質精純而名聞
遐邇，而有花旗參故鄉美名的沃沙市（Wausau）更佔全
美產量95%以上，多年來也為威州帶來高經濟效益。籌
辦此次的國際花旗參節慶活動，除了向全球消費者宣揚
威州種參的獨特工藝與繁複過程，更透過當地商家及參

農的熱情參與，讓傳統藥材脫胎換骨，呈現了許多讓人
驚艷的巧思，如花旗參啤酒，花旗參冰淇淋，花旗參漢
堡等美食，配合當地淳樸自然的景色，三日行程可說是
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身為此次活動東道主之一的許氏參業集團，更在總
裁許忠政與副總裁許恩偉的帶領下，全體動員力求賓主
盡歡。在主題園遊會現場架起二十呎高的攤位，展銷許
氏全系列優質產品，並提供參茶冰淇淋免費嚐鮮外，更
另設攤展覽金氏紀錄超大花旗參及多株珍藏絕版的野山
參，群眾莫不大開眼界嘖嘖稱奇。許氏是目前唯一華人
自營參場，也於活動期間開放參場供民眾體驗採參樂趣

，更有獨家的華語導覽，許總裁親自
現身說法，為賓客娓娓解說種參心得
與甘苦，讓現場民眾如沐春風獲益良
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活動開幕儀式上
，許氏特別遠從芝加哥邀聘了醒獅團
現場表演，對於當地白種居民可說是
一大新奇震撼。尤其沃沙市地處威州
中部，民風相當封閉，許多人更是首
次親見中華傳統文化，熱烈迴響超乎
想像。而來自全球的華裔賓客，在偏
遠的美國鄉間，看到熟悉的慶典技藝
，親切感動之餘，也對許總裁在異鄉
打拼成為華人之光深表讚佩。

(本報訊)（接 9 月 30 日 B4 版）
Dr. Jaber 是一位渾身散發著音樂表現
力和感染力的藝術家，第一次見面就
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僅是
位優秀的聲樂教師，還彈著一手的好
鋼琴，排練時總是洋溢著熱情，加著
幽默風趣的活力。她有著一副敏銳的
音樂耳朵，每每強調在合唱中一定得
學會互相聆聽；在任何時候都要學會

為主旋律聲部讓位。她能馬上找出各
聲部音準和節奏上的錯誤所在，加以
糾正；同時對外文的吐字發音格外講
究。

“音樂是無國界的”，她不但為
我們精心挑選世界各國多種形式，不
同時期、不同風格的精典合唱作品，
還非常熱愛中國的文化藝術，並十分
感興趣地學習具有中國民族、民間特

色 的 合 唱
歌 曲 和 音
樂 作 品 ，
甚 至 能 準
確 地 理 解
和 詮 釋 出
作 品 的 原
意 。 很 多
作 品 經 她
處 理 後 產
生 了 意 料
之 外 卻 又

在情理之中的藝術效果。團員們被她
那別開生面和耳目一新的教學方法深
深吸引，大家在輕鬆愉快的訓練環境
中，享受著學習音樂知識的快感和合
唱技能的樂趣。

在她擔任指揮的三年裡，我們平
均每年至少要學習十到十五首新歌，
而且分別以 『十年華誕音樂會』；
『故鄉之戀』； 『天路之聲』的命名

，舉行過六場（平均每年兩場）音樂
會；並且被邀請參加過“光顏色”為
癌症患者籌款的義演活動；每逢聖誕
佳節之際，我們都會到休斯頓"Medi-
cal Center" 的癌症中心醫院，為那裡
的病人們和工作人員們進行慰問演出
，真誠地獻上我們的愛心和祝福。尤
為感激的是 Professor Jaber 每次演出時
，都擔任我們的鋼琴伴奏。由於 Dr.
Jaber 的關係，我們才有這德天獨厚的
機緣， 得以盡情享受他那優美流暢、
細膩典雅、極具歌唱性，又富有激情

的大師風采。
Dr. Jaber 看到了我們的潛能，逐

漸挑選難度較大的合唱作品：如巴洛
克時期的精典組曲、各國的民歌、藝
術歌曲、美國黑人靈歌、歌劇中的合
唱選段等。很多歌曲對我們有著很大
的挑戰性，特別對於那些節奏感強，
又沒有什麼節奏規律可遁的歌曲來說
，確實不是我們的強項，但團員們並
沒有“知難而退”，而是刻苦努力，
反復練習，克服一切困難來迊接挑戰
。每當練習無伴奏合唱時，她總是忍
不住地誇獎我們的音準不錯（這可能
是在當年出國比賽前，為苦練無伴奏
曲目，下過一番苦功和艱苦磨練的結
果）；由於不斷大量地接觸不同風格
和不同時代的新作品，在這個積累的
過程中，使我們無論是在和聲上，還
是音色上，有了質的變化和飛躍。團
員們非常欣喜地體會到這個量變到質
變的過程，幾年下來，我們學習新歌

再不像過去那麼艱難啦！
大家有目共睹地看到“疊幹”們

的無私奉獻精神！前兩年劉易仍是我
們的團長，後來劉磊當過一年多的付
團長。輔助劉易的工作。第三年胡麗
萍接任團長工作，（劉易在當了五年
的團長後，盡管團員們還想挽留他，
但同時又不忍心讓他再那麼操勞辛苦
下去），小夏是我們的付團長，四位
聲部長：張海萍、徐以證、趙為誠和
周方方，加上我們的財務陳曉怡。
“數年如一日”積極主動地承擔起各
種工作，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勤勤懇
懇地為團隊熱心服務。由於他們的付
出，給我們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和
合唱的氛圍。

四. 歲月如歌
在時間的流淌中，合唱團悄悄地

走過了十幾個年頭，美好的和聲陪伴
並溫暖著我們的心聲！

由於Dr. Jaber 當時擔任太多的工
作，千頭萬緒的，她感到需要減少些
工作量，於是暫時離開了我們。大家
顯然依依不捨，但十分理解她的處境
。(未完待續)

疊疊有聲二十載，曲曲贊歌照歷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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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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7年10月1日 Sunday, October 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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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爾篤定連任

楊楚楓楊楚楓

四年一次的德國聯邦
議院選舉於九月廿四日
拉開帷幕。

早晨的德國柏林，溫度只有十幾攝氏度，選民們在綿綿細雨中
前往各個投票站。未來四年，變還是不變？這是選民考慮的問題。

在移民較集中的韋丁區，牙醫埃姆拉尼非常在乎自己手中這一
票。他是來自伊朗的移民，自二○○一年獲得德國國籍開始，每一
次他都會鄭重行使投票權。

“我投給了默克爾總理的基民盟。”埃姆拉尼對這個選擇顯得
非常自信。選默克爾選擇穩定

“默克爾做得很好，她有經驗、有能力，相比其他政黨，強大
的基民盟能夠更好地領導這個國家。”在埃姆拉尼看來，選擇了默
克爾，就是選擇了“穩定性”。

當然，埃姆拉尼對默克爾也抱有新的期待。
“最大的問題是移民融入。”他說，在自己的牙醫診所，每天

都會接觸來自中東的移民，很多人沒有工作，孩子沒學上，“這個
問題需要新一屆政府來解決”。

現任總理默克爾已經執政十二年。對於她的執政效果，各方評
價不一。

出租車司機弗雷迪對默克爾並不滿意，“我們需要改變，我不
會投默克爾，而會投左翼黨。”他說，“我年紀大了，希望養老金
有所改革，還有難民問題。”

人們受訪時告訴記者，他們關心未來四年，養老金問題、教育
問題、基礎設施問題、難民和非法移民問題等這些困擾德國社會的
問題會否得到很好的解決。

選舉服務志願者埃里克說，如果想要獲得答案，
就需要來投票，“因為我們選出的聯邦議院決定了我
們的稅收、我們要遵守的法律以及未來四年德國的走
向。”

在勃蘭登堡門旁邊的投票站，藝術品交易商約爾
根說，他沒有將選票投給默克爾，因為她對於難民和非法移民問題
處理得並不好。 “政客並不了解人民的真實想法。雖然她最終可能
會贏，但是我需要表達自己的看法。”

默克爾政府在難民和非法移民問題上奉行的一些政策在國內備
受詬病。公務員波策爾對此認為，難民和非法移民問題的解決，需
要新一屆政府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多作用，促進世界和平，從而在
根源上解決危機。

數百公里外的法蘭克福，天氣晴朗。
在位於法蘭克福市中心的明岑貝格爾小學投票站，一位不願透

露姓名的女士帶著七歲的女兒前來投票。 “我是一名中學教師，我
關注教育問題、貧富差距以及和平問題，我希望下一屆政府能在這
些方面作出努力和成績。”

對陸續前往投票站的選民們來說，也許他們無法預知，未來四
年這個國家會否變得更好，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每個人在投下自己
手中選票的一刻，無論選擇變或不變，都懷抱著對於德國未來的最
好期待。

法國《回聲報》指出，默克爾領導的德國能在國際舞台上讓人
傾聽自己的意見。德國能強硬地和普京領導的俄羅斯對話。面對美
國總統特朗普的挑釁，德國運用自己的智慧並捍衛自己的原則，從
而強化了自己的道義地位。默克爾不僅是歐洲第一經濟大國的領導
人，更是“整個歐洲的母親”，甚至是“歐洲祖母”。

定於九月廿四日舉行的德國聯邦議院選舉， 民調顯示德國聯盟
黨再次獲得最多選票，其候選人、現任總理默克爾有望第四次出任
總理。

自二○○五年默克爾上任以來，德國雖歷經國際金融危機、歐

債危機和難民危機的衝擊，但卻沒有亂了方寸。相反，德國駛入了
經濟增長快車道，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也大幅提升。

默克爾的執政成績有目共睹，但也在難民政策等問題上飽受爭
議。她有堅定的政治信念，在動盪不安的世界中捍衛自己的理念，
展現出非凡的韌性和領導力。她不僅是德國人的“母親”，還被稱
為“將歐洲扛在肩上的女人”。

默克爾早年畢業於萊比錫大學物理系，本來很有可能成為一名
科學家，卻踏上了從政道路。一九八九年，時年三十五歲的默克爾
加入東德“民主覺醒運動”，步入政界。從原民主德國政府的副發
言人，到統一後德國的部長和反對黨主席，再到二○○五年當選德
國歷史上首位女總理，默克爾穩步走到德國乃至歐洲的權力中心。

擔任德國總理十二年來，默克爾跟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先後
十次訪問中國，成為訪華次數最多的外國領導人之一。中德關係也
步入了“最好時期”，雙邊關係提升為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

十二年來，默克爾在應對各種危機中鍛煉得越發老練，德國人
民似乎也已習慣她的領導。一些德國人感覺默克爾熟悉得像一個家
庭成員，還送給她一個暱稱——Mutti（媽咪）。默克爾也展現出她
作為家庭主婦接地氣的一面，今年八月她向媒體透露了自己怎麼做
德國家庭的傳統菜餚土豆湯。

得益於顧問團隊的精心設計，默克爾被打造成一個傳統的母親
形象，照看著她的孩子（德國人或者歐洲人），防止他們誤入歧途
。

英國政治評論家庫弗特魯普說，在某些方面，默克爾就像是戰
後“新德國”的化身。默克爾希望打造一個強大的德國，但應該是
一個通過不同方式展示實力的國家，而不是一個窮兵黷武的帝國。

世界已經看到了默克爾和“新德國”的特點。匈牙利總理歐爾
班批評德國是“道義帝國主義”，而美國《時代》雜誌把默克爾評
為二○一五年度人物，稱讚她“比大多數政治人物更加勇於對自己
的國家提出要求，表現出堅定的道德領導力。”

本文見報之日，乃週
日十月一日。這是中國
人民的喜慶大日子，因
為六十八年前的今天，
中國人民的第一代領導
人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
廣場上，莊嚴地向世界
各地民眾宣佈： 中國
人民站起來了！從那一
刻起，中國人民展開了
自力更生、奮發圖強、

當家作主的建國步伐。六十八年風雲變
幻，中國先後出現了五位領導，第一代
是毛澤東，今天評價為建國有功、文革
有錯。第二位是鄧小平，在 政壇上三上
三下，最後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
，引領中國大陸走上致富之路。第三位
是老謀深算的江澤民，依靠鄧小平的餘
蔭治國，卻搞出法輪功的辣手後果。第
四代是胡錦濤，主政中國大陸，頗為四
平八穩，但礙於軍力仍受江澤民控制，
所以對中國憂患之一面，改變不大。

「江山代有才人出」作為中國第一
代領導人之一的習仲勳的公子的習近平
，自接掌中南海大權之後，意氣風發、
鬥志昂揚，掃除不少政壇上不少歪風陋
習，更大成就就是肅貪反污，打下了一
大批官塲上、軍隊中位高權重的重量級
人馬，贏得了舉國國民的讚美。而習近
平之所以能夠所向無敵，皆因有一位鐵
面無私、剛正不阿的虎將在執行其政策
，他就是令貪官污吏聞風喪膽的中國中
紀委書記王岐山！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大會將於十月
中舉行。王岐山這位習近平的左右手是
否會在中共十九大上繼續留任政治局常
委，目前仍未可知，但他今年以來至少
撤換了32名紀檢系統高官，僅在九月份
，已有7名紀檢高官被密集撤換。
根據大陸媒體9月27日報導，中共國家
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副局長吳清海，
日前己轉任中紀委駐農業部紀檢組長、
中共國家海洋局副局長房建孟，亦於日
前出任中紀委駐中共總工會機關紀檢組

長。除農業部、總工會外，僅在9月份
，還有5名紀檢高官履新，而這一大批
去馬高官，均由中紀委書記中紀委書記
王岐山一手一腳全程參與負責。主政的
紀檢系統在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前密集撤
換如此多的紀檢高官，但他本人在今年
10月18日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是否留任
，目前尚不明朗。外界多數人認為，習
近平主席將打破中共 「七上八下」的規
則，留任其重要搭檔王岐山；但也有人
放風說，王氏不會繼續留任。不過就近
期出鏡頭的捕捉下來看，王岐山密集會
見了多名國外政要，包括柬埔寨副首相
兼監察部大臣梅森安、白宮前首席策略
師班農、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美國前財
長漢克．保爾森、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以及
對沖基金億萬富翁雷．戴利奧等。

因此有海外政治家分析認為，王岐
山頻會面， 「不像是一個下個月就要退
休的高層人士，王岐山是否在中共十九
大上繼續留任政治局常委，目前仍未可
知，但他今年以來至少撤換了32名紀檢
系統高官，從其動態氣勢而言，應該不
會在下個月後，便歸隱田園的。

在中國共產黨舉行 「十九大」之前
，政治上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引起草動

，都會引起外界關注和猜測。最近，王
岐山先後與到訪的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和
美國的班農會面，馬上引起全球政壇的
聯想：在 「十九大」之後，王岐山到底
還是不留？留任還到底是留任還是不留
？眾說紛紜。

當上述新聞曝光後，中國沒有否認
，而且消息指，王岐山是經過請求後才
會見上述兩人的。於是，外界又增加聯
想的空間，王岐山要請示誰？如果請示
習近平而習總又讓他會面外賓的話，是
否暗示王岐山仍然有政治能量？

我說，這一切猜測都是源自中國政
治不透明。如果細心觀察，就發現當中
的一些規律了。首先，王岐山在政府系
統裡沒有正式官職，他只是黨的領導。
所以，當接見外國政府的來賓而且有需
要對外公開的時候，總要經過一定的程
序，而這個程序可以稱之為 「請求」。
但實際上，下級部門有甚麼權力批准或
不批准王岐山會見外賓；一切權力只在
於黨內最高層，甚至是習近平。

再看深一層，當中國列出追查海外
貪官的百人名單之後，曾想過派王岐山
到美國一行，因為名單中大約四成貪污
犯是逃到美國的。可是，王岐山沒有正
式官銜，名不正言不順，結果未能成行

。後來，孟建柱去了，那時候還想過讓
王岐山以顧問的名義成行，但始終不能
成事。如今，有外國高層來訪，如果中
國與這些國家之間有反貪合作的需要，
安排王岐山跟對方會面，正是最好不過
的機會了。

所以，這也許是王岐山 「請示」後
會面李顯龍和班農的原因王岐山如果留
任政治局常委，對習近平有 「兩利」和
「兩弊」。 「利」是打破退休規矩，有

利於日後的習，而且可以繼續借助王岐
山打貪官； 「弊」則是讓王留任必然引
起反彈，對習不一定有好處，還可能出
現王岐山功高震主之說。說到底，習要
王留，王不能不留；習要王走，王不能
不走。一切都要看習核心的最後閃念了
不僅如此，王岐山是否留任十九大的迷
局似乎也有了答案。誠如此前諸多分析
所言，在習近平反腐到了今天的情況下
， 「打虎」能臣王岐山的去留將決定習
未來的走向，並可窺見中共高層博弈的
較量如何。按照此前官媒的說法，十九
大後將繼續反腐，開弓沒有回頭箭的習
近平，若失去王岐山，意味著自削反腐
的一個重要臂膀。而從習近平高調力挺
王岐山的舉動看，其已經給出了答案。
。

楊楚楓楊楚楓

王岐山去向成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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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傳奇隊舉行飛龍點睛
龍舟隊、舞龍隊龍舟大賽展身手

這隻山地舞是台灣傳奇隊特地排演這隻山地舞是台灣傳奇隊特地排演，，也將在國際龍舟大賽演出也將在國際龍舟大賽演出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報導黃麗珊報導

台灣傳奇隊日前由僑務委員甘幼蘋出任會長台灣傳奇隊日前由僑務委員甘幼蘋出任會長，，她所捐贈的一隻舞龍她所捐贈的一隻舞龍，，於上週日舉行飛龍點睛儀式於上週日舉行飛龍點睛儀式
，（，（九月廿四九月廿四）） 假僑教中心舉行點睛假僑教中心舉行點睛 儀式儀式。。傳奇隊六十餘人在場觀禮傳奇隊六十餘人在場觀禮，，整個過程簡單隆重整個過程簡單隆重，，又富有又富有
傳統意義傳統意義，，這隻色彩斑斕的舞龍這隻色彩斑斕的舞龍，，將在大賽中表演將在大賽中表演。。

台灣傳奇隊為了十月七日在糖城舉行的國際龍舟大賽台灣傳奇隊為了十月七日在糖城舉行的國際龍舟大賽，，已經展開一個月集訓已經展開一個月集訓。。今年台灣傳奇隊旗今年台灣傳奇隊旗
下舞龍隊成軍下舞龍隊成軍，，擁有龍舟隊和舞龍隊兩隻隊伍擁有龍舟隊和舞龍隊兩隻隊伍。。該隊為今的大該隊為今的大 賽作出多元化準備賽作出多元化準備，，當天並有舞龍和當天並有舞龍和
山地舞演出山地舞演出。。

今年在人力和物力的籌備和訓練今年在人力和物力的籌備和訓練，，都遠過往年都遠過往年，，期使能有良好的表現期使能有良好的表現，，將中華文化作在生活中展將中華文化作在生活中展
現風華現風華，，真正達到推廣文化的目標真正達到推廣文化的目標。。

會長甘幼蘋主持飛龍點睛儀式會長甘幼蘋主持飛龍點睛儀式，，祈求開祈求開光順利光順利，，為所到之處帶來吉祥好運道為所到之處帶來吉祥好運道。。

甘幼蘋會長和舞龍隊合影甘幼蘋會長和舞龍隊合影，，為台灣傳奇隊今年活動揭開序幕為台灣傳奇隊今年活動揭開序幕。。

龍舟隊已展開一個月訓練龍舟隊已展開一個月訓練，，男女選手不畏烈日與體力負荷男女選手不畏烈日與體力負荷，，十分認真出席十分認真出席。。

經過一個回合在水上操練經過一個回合在水上操練，，回到岸上回到岸上，，教練就教練就 剛才所見剛才所見，，示示
範正確划槳動作範正確划槳動作。。

龍舟划船重要的是體力龍舟划船重要的是體力、、團隊默契和團隊默契和 奮戰不懈奮戰不懈
的精的精神神。。

舞龍隊由羅茜莉擔任教練舞龍隊由羅茜莉擔任教練，，他們將在比賽頒他們將在比賽頒
獎儀式中表演精彩的隊形變化獎儀式中表演精彩的隊形變化。。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美南地區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授證典禮美南地區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授證典禮
暨駐士頓辦事處陳處長家彥履新茶會暨駐士頓辦事處陳處長家彥履新茶會

圖為陳家彥處長圖為陳家彥處長（（二排左五二排左五））與與 「「林西河堂林西河堂」」 ，， 「「龍岡公所龍岡公所」」 等傳統僑社代表在茶會上合影等傳統僑社代表在茶會上合影。。

僑務榮譽職人員在茶會上合影僑務榮譽職人員在茶會上合影（（ 左起左起 ）） 趙婉兒趙婉兒、、張世勳張世勳、、駱健明駱健明、、陳美芬陳美芬、、郭穎郭穎、、鄭昭鄭昭、、新新
任僑務促進委員顧寶鼎任僑務促進委員顧寶鼎、、嚴杰嚴杰、、新任僑務顧問楊朝詔等人合影新任僑務顧問楊朝詔等人合影。。

圖為新到任的圖為新到任的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 右三右三 ），），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莊雅莊雅
淑主任淑主任（（ 左一左一）） 頒發僑生獎學金感謝狀給頒發僑生獎學金感謝狀給（（ 右起右起 ））黃福安黃福安、、王妍霞王妍霞、、黎黎
淑瑛淑瑛、、陳綺玲陳綺玲。。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與僑務榮譽職人員與陳家彥處長中華公所共同主席與僑務榮譽職人員與陳家彥處長（（ 中中 ），），林映林映
佐副處長佐副處長（（左四左四））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左三左三））在茶會上合影在茶會上合影。。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 中中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左左
一一 ）） 頒發僑委會海外華僑文物數位典藏計劃感謝頒發僑委會海外華僑文物數位典藏計劃感謝
狀給狀給（（ 右起右起 ）） 陳卓銘教授陳卓銘教授、、僑務委員葉宏志僑務委員葉宏志、、劉劉
佳音佳音。。

世華工商婦女會休士頓分會代表在茶會上合影世華工商婦女會休士頓分會代表在茶會上合影。。

中台禪寺中台禪寺 普德精舍代表普德精舍代表（（ 左起左起 ）） 「「 督導督導 」」 王詹修慧王詹修慧、、 「「 總監總監」」
王能勇王能勇、、會長朱少聖會長朱少聖、、黎淑瑛與新任處長陳家彥黎淑瑛與新任處長陳家彥（（ 中中 ）） 在茶會上在茶會上
合影合影。。 休士頓各僑團代表出席陳處長家彥履新茶會休士頓各僑團代表出席陳處長家彥履新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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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高於整體市場
內外因驅動廚電市場逆勢增長

在政策紅利退出後，由於消費需求減

弱，加上面臨轉型升級關口，業界常用

“低迷中前行”來形容當下的家電業。

但廚電市場卻處在穩步增長的通道

中：與彩電企業利潤增長率倒退、白電

企業利潤增長率普遍不到20%相比，廚

電企業被稱為整個家電行業的利潤高地。

廚電行業上半年量增利長
廚電市場繼續高奏凱歌。

中怡康前不久發布的數據表明，

2017上半年，廚電市場規模達到471億

元，同比增長14.9%，高於整體家電市

場的增長水平。而由中研普華相關專家

領銜撰寫的《2017-2022年中國廚電行業

發展前景分析及發展策略研究報告》預

測，2017年，中國廚衛市場規模具備發

展至近2000億元的潛力，將達1924億元，

同比增長8.7%。

廚房電器市場表現亮眼，得益於宏觀

消費環境、產業內部結構升級、新興品類

市場爆發等多方面積極因素的集中釋放。

2016年以來，盡管限貸、限價、限

售調控政策連續出臺，但是房地產市場

余溫猶在，全國住宅銷售面積總量仍在

上漲，從而帶動廚電市場壹路上揚。國

家信息中心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

商品住宅銷售面積達64791萬平方米，

同比增長13.5%。

國家信息中心信息資源開發部副主

任蔡瑩表示，雖然今年上半年房地產市

場增速低於去年同期水平，但是依舊保

持了同比增長的勢頭。各地棚戶區改造、

新型城鎮化以及城市經濟圈發展進程的

不斷推進，對廚電行業來說是壹個明顯

的利好。

此外，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

人們生活水平和住宅環境發生了巨大變

化，尤其是年輕新興消費群體、中產及

富裕家庭規模的不斷壯大，為產品結構

升級提供了良好的機遇。

中怡康總經理賈東升認為，市場消費

升級推動廚電產品結構進壹步向高端化升

級，促使產品均價提升，對於廚電市場的

穩定增長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而在奧維雲網副總裁郭梅德看來，

相對冰、洗、空以及彩電品類，廚電產

品的普及率仍然較低，市場潛力尚未得

到完全釋放，未來廚電市場還有比較大

的發展空間。

中怡康預測，2017年廚電市場將繼

續以高增長的姿態繼續挺進，全年廚電

市場規模將達到 968 億元，同比增長

14.4%。

企業搶食“廚房經濟”蛋糕
對於廚電行業而言，除了宏觀消費

環境、產業內部結構升級、新興品類市

場爆發等因素的集中釋放外，線上市場

的持續發力，也為廚電整體市場的穩定

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中怡康數據顯示，2017上半年，電商

渠道占廚電整體市場份額的比例已達到

23.6%，同比提升了6個百分點。此外，來

自京東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8月，京

東廚電類目的銷售增長幅度高達66%。

壹些廚電企業認為，在消費升級的

大潮下，堅持產品技術創新，推動產品

結構優化調整，才是廚電行業持續健康

發展最重要的驅動力量。

9月20日，老板電器發布了全新升

級的第4代大吸力油煙機等20多款新品

和中央吸油煙機。

據老板電器副總裁何亞東介紹，中

央吸油煙機主要由主機、終端機及雲後

臺三部分組成。經過4次叠代後，中央

吸油煙機將終端的電機去除，相比傳統

油煙機，實現了極限降噪、嵌入式智能

系統、風量自適應等優勢，壹方面優化

了電機設備帶來的噪音問題，另壹方面

憑借中央吸油煙機主機的變頻強抽和五

重凈化技術處理，完成室內油煙吸排的

最大效果。

老板電器CTO王強認為，在新壹輪

消費升級浪潮中，壹個明顯的特征是：

廚房的升級優先於客廳，廚電的升級優

先於其他家電。老板電器壹直在強調

“烹飪的意義”，主張用“創新的布局

提升用戶樂趣，通過更加智能化的產品

來改變生活方式”。

在老反電器發布新品之後不久，海

爾也推出了物聯成套廚電戰略。在海爾

看來，廚房是繼“客廳經濟”後智能家

居的重要戰地，但目前市場上所謂的智

慧廚電絕大多數只是添加了互聯網通信

技術等智能模塊，交互形式十分單壹。

而在海爾物聯成套廚電的場景中，海爾

馨廚互聯網冰箱成為了整個廚房的控制

終端，不僅提供智慧菜譜、影音娛樂、

溯源生鮮等服務，還能實現與烤箱、煙

機、竈具的聯動控制。

海爾廚電負責人表示，傳統的廚電

產品已經不能滿足消費升級的需求。新

時代下，廚電產品所賦予的不僅是烹飪

本身，還包括烹飪之外的情感交互、個

性化的美食訴求、廚房社交等。

品牌淘汰賽開始
與彩電企業利潤增長率倒退、白電

企業普遍不到20%的利潤增長率相比，

廚電企業動輒30%至60%的利潤增長率

讓整個家電業垂涎三尺，廚電行業也因

此被稱為整個家電行業的利潤高地。

但同時，隨著市場競爭日趨激烈，

廚電行業的“淘汰賽”已然拉開戰幕。

業內人士認為，作為利潤高地，廚

電行業吸引了綜合性家電巨頭以及其他

資本力量的深度介入，或將迎來壹場深

度洗牌。

奧維雲網發布的廚電行業線下監測

數據顯示，2017 上半年，油煙機品類

TOP10品牌市場份額為88.4%，同比增長

1.6%，同期油煙機品類品牌數量減少了

3%；燃氣竈品類TOP10品牌市場份額為

86.8%，同比增長1.9%，同期燃氣竈品類

品牌數量減少了8%；消毒櫃品類TOP10

品牌市場份額為91.6%，同比增長2.4%，

同期消毒櫃品類品牌數量減少了12%。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6年，國內

廚電市場在售品牌數量已達577個，遠

超洗衣機、冰箱、空調和電視等家電產

品的品牌在售數量。在市場飽和競爭的

同時，低端模仿、高端創新的兩極分化

現象也日漸凸顯。

展望下半年的廚電市場，各方人士

盡管看法不壹，但普遍認為，在消費需

求升級、市場政策門檻提升、品質調控

趨嚴的大背景下，廚電業品牌競爭開始

加速，行業洗牌加劇，未來行業格局將

會不斷刷新。

隨著行業競爭局勢不斷擴張，市場

資源及渠道開始向壹線品牌聚攏，中小

品牌將會持續被擠壓。中國家電商業協

會營銷委員會執行會長洪仕斌預計，市

場中超過壹半的品牌將被淘汰出局。

綜合報導 蘋果公司股價收盤下跌0.9%，延續

了近期疲弱走勢，收盤創八周低點，顯示公司發布

的最新系列產品市場預期不佳。

蘋果股價當前已跌至150美元關口，《華爾街

日報》文章稱，消費者因對新款手機iPhone弱於預

期的需求拖累該股連續第四個交易日下跌，在過去

10個交易日中八個下跌。

科技媒體Digitimes引述未具名消息人士的話

稱，供應商的iPhone X元件出貨量僅為原始訂單的

40%。iPhone X將在11月初發售。

這加劇華爾街對蘋果新產品需求的擔憂。蘋果

的iPhone 8在上周五首發，但在蘋果商店排隊等待

購機的人數不及之前。

環球資產研究分析師考德瑞對媒體表示，新款

蘋果手機的銷售進度“緩慢”，此次多數消費者購

買初衷並不是為創新技術和應用，而單純是舊手機

到了更換周期。“不過壹部分消費者在等待11月

的新機型iPhone X。”

他還註意到，矽谷地區的蘋果零售店新款的

Apple Watch已售罄。

根據市場數據顯示，蘋果股價自9月發布新

產品以來累計下跌 10.95 美元，跌幅 6.8%。蘋果

在最新產品發布會上推出了新款 iPhone 和 Apple

Watch。

很多投資者將下跌10%定義為回調。股票進入

回調區域被認為要麽是買入機會，要麽可能會進壹

步下跌。由於蘋果市值份額占標普500指數的4%、

占納斯達克指數的10%，其未來走向備受投資者關

註，擔心其疲弱將影響美股大盤走向。市場分析師

柯林斯在《福布斯》專欄文章分析稱，蘋果致力於

打造全生態娛樂的構想恐怕誤導了投資者，而公司

的真正成功和股價支撐仍然來源於iPhone手機。

根據FactSet提供的數據，蘋果最大股東領航

（Vanguard Group）截至6月30日持有3.422億股蘋

果股票，若其不減少這部分持股，該公司的蘋果投

資價值可能已損失了37.5億美元。

新產品不夠火 蘋果股價延續疲弱走勢創8周低點

4040年前遭恐怖分子劫持的客機回到德國年前遭恐怖分子劫持的客機回到德國

美國加州舉辦狗狗沖浪比賽美國加州舉辦狗狗沖浪比賽
汪星人秀水上功夫汪星人秀水上功夫

美國加州杭美國加州杭
廷頓海灘舉辦的廷頓海灘舉辦的
狗狗沖浪大賽狗狗沖浪大賽，，
大約有大約有 30003000 人人
參加此次比賽參加此次比賽，，
參賽選手中包括參賽選手中包括
來自美國來自美國、、巴西巴西
和加拿大的和加拿大的 5959
只狗只狗。。

德國肺特烈港德國肺特烈港，，代號為代號為““LandshutLandshut””的波音的波音737737客機被轉運回國客機被轉運回國。。
德國漢莎航空壹架波音德國漢莎航空壹架波音737737客機在飛往德國途中被客機在飛往德國途中被44名恐怖分子劫持名恐怖分子劫持，，當時機上共有當時機上共有8787名乘客名乘客。。
被劫航班最後被迫降落在索馬裏首都被劫航班最後被迫降落在索馬裏首都。。途中途中，，恐怖分子槍殺了壹名人質恐怖分子槍殺了壹名人質。。這架飛機在這架飛機在19771977年年1010月月1313日從日從

西班牙馬約爾加島飛往法蘭克福途中遭劫機西班牙馬約爾加島飛往法蘭克福途中遭劫機，，被迫於索馬裏著陸被迫於索馬裏著陸。。
1010月月1717日日，，由西德特種部隊國境第由西德特種部隊國境第99警衛隊警衛隊（（GSG-GSG-99））通過突襲將人質全員解救通過突襲將人質全員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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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東京上野動物園出生的熊貓寶寶名字為東京上野動物園出生的熊貓寶寶名字為““香香香香”。”。據報據報
道道，，動物園在動物園在77月月2828日至日至88月月1010日期間為熊貓寶寶舉行了征名活動日期間為熊貓寶寶舉行了征名活動，，為為
熊貓寶寶征集到熊貓寶寶征集到3232..22萬個名字萬個名字。。今早今早88點點，，日方選考委員會經過與中方日方選考委員會經過與中方
協商協商，，最終決定使用最終決定使用““香香香香””這個名字這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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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全敗跌港超榜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東方全敗跌

至港超榜尾！班霸東方龍獅9月30日仍然未能
擺脫低潮，面對今季狀態大勇的香港飛馬再以
0:1落敗，開季五戰全敗跌
至榜尾。

東方今仗沿用社區盃
陣容出戰，由勞高夥拍麥
基在前線爭取入球，雙方
上半場互有攻守戰況緊
湊，勞高一頭一腳均被門
將救出，而飛馬即藉反擊
由艾華製造出不少威脅。
換邊後東方再有黃金機
會，可惜羅港威的入球被
吹罰在先慘食“詐糊”，

更因一次防守失誤被飛馬打破僵局，後備入替
的查維斯門前建功成1:0，其後東方雖換入洛迪
古斯傾力反撲，可惜最終仍無法攻破加強防守

的飛馬，最終東方以0:1落敗
跌至“包尾”，而飛馬則藉
打多一場的優勢進佔榜首。

至於和富大埔作客將軍
澳運動場對理文則失分而
回，理文憑藉域陀及黃駿軒
的入球兩度取得領先，不過
大埔由伊高沙托尼及迪亞高
上下半場各建一功最終迫和
2:2完場，大埔主帥李志堅表
示球隊受到傷病困擾對和波
感到失望。

歐洲名帥安察洛堤被拜仁“掃地出
門”，就傳出了接手廣州恒大教鞭的傳聞。
對此，廣州恒大現任主帥史高拉利9月30
日作出回應：“如果安察洛堤有機會來廣
州，他應該考慮來，恒大是一個非常好的俱
樂部，對他工作有利。”史高拉利又說：
“我的合同截止日是11月30日，目前肯定
是繼續履行這份合同，我想說的是，不止
是安察洛堤，任何一個猜測的名字來恒
大都是值得的。”史高拉利表示，他
會帶領恒大全力以赴去衝擊每一項
榮譽。

無緣晉足協盃決賽
9月30日，恒大在主場與上海上港展開

中國足協盃準決賽次回合的對決。此前首回
合恒大1:2不敵對手，但球隊手握一個客場
入球，最終恒大在主場以1:4再負對手，無
緣晉級決賽。而在9月29日晚，中國足協
盃準決賽次回合先賽一場，上海申鑫與上海
綠地申花的比賽，在上海金山足球場進行。
上海申花憑借馬田斯的單刀以1:0小勝上海
申鑫，以總比分2:0率先挺進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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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主帥史高拉利：
安察洛堤應考慮來廣州

中國女足備戰東亞盃名單
中國女足主教練布魯諾9月30日公佈了一

份28人集訓名單，他將率隊參加吸引了巴西和
朝鮮等強隊參賽的永川四國賽，以備戰年底的
東亞盃。在這份28人的集訓名單中，大連權健
有8名球員入選，是國腳輸出最多的俱樂部。
全部的名單中包括有門將趙麗娜，後防中堅李
冬娜，中後場球員張睿、任桂辛、譚茹殷，進
攻核心王霜、王珊珊等國家隊主力。 ■新華社

中國短道速滑女隊爆冷出局
2017－2018賽季短道速滑世界盃布達佩斯

站9月30日迎來第二個比賽日。中國女隊繼續
爆冷，在3,000米接力預賽中被判犯規，意外
出局。由周洋、范可新、曲春雨和韓雨桐組成
的中國隊在女子3,000米接力預賽第一組亮
相，與匈牙利、哈薩克和烏克蘭隊展開爭奪。
儘管中國隊技高一籌並率先完成比賽，但裁判
認為中國隊已完成交接的隊員影響了身後烏克
蘭隊滑行並導致對手摔出賽道，故判中國隊犯
規。 ■新華社

根據意大利媒體
9 月 30 日 報

道，“肥安”收到了來自中
超的巨額合同，廣州恒大已向“肥
安”發出邀請，並為其開出了年薪1,
500萬歐元的合同。1,500萬歐元的年
薪，將是恒大隊史上為主帥開出的最
高薪水。據了解，現任恒大主帥史高
拉利的教練團隊，年薪支出大約是
500萬歐元，僅為“肥安”的1/3。
客觀來講，這份合同確實很有誘惑
力，世界足壇目前最高的主帥年薪是
1,500萬鎊（摩連奴和哥迪奧拿都是
這個水準）。

3年合同賺4500萬歐元
恒大向“肥安”提供的是一份3

年的合同，也就是說，“肥安”可以
在中國賺到4,500萬歐元。不過面對
如此誘人的條件，“肥安”還沒有作
出最終的決定。實際上，恒大的報價
是他考慮的眾多潛在選擇之一，包括
AC米蘭在內的幾間歐洲球會已經向
“肥安”發出了邀請，恒大無疑將面
臨激烈的競爭。

據相關報道中顯示，恒大盯上
“肥安”，源於對球隊現狀不滿。儘
管在史高拉利的率領下，恒大暫時位
居中超積分榜榜首，但是在不長的時
間內，他們先後遭遇亞冠被淘汰出
局、聯賽兩連和的糟糕戰績當中。尤
其是波亞斯率領的上海上港的存在，
讓恒大必須產生危機意識。考慮到史

高拉利的合同將在年底
結束，恒大鎖定了更年輕、在歐洲執
教戰績彪炳的“肥安”，作為球隊下
一任“總負責人”，顯得很有必要。

如果“肥安”順利執教恒大，他
將成為球隊歷史上第三任意大利主
帥，沿着納比和簡拿華路的腳步前往
廣州工作。“肥安”作為如今歐洲足
壇最佳主帥之一，他在AC米蘭、車
路士和皇家馬德里等豪門執教期間，
取得巨大成功，這亦是令恒大對他倍
加關注。■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期待中國網壇新人輩出

2017WTA武漢網球公開賽正
在光谷國際網球中心舉行，作為武
網全球推廣大使的李娜日前在賽場
接受中外媒體採訪。在談到目前中
國女子網球運動員的水準時，李娜
表示，不希望大家永遠提起自己，

期待中國網壇湧現更多新人、更多
冠軍。

李娜認為，美國網球公開賽
結束後，世界網壇進入亞洲賽
季，單是在中國，就有武網、中
網、上海大師賽等國際頂尖賽事
相繼舉行，這對中國球員而言是
很大的利好。中國球員不用像從
前一樣，為了一兩場比賽飛到歐
洲、美國，從而可以在本土舉行
的比賽中更好地展現自己。“然
而，網球並不是容易的項目，球
員需在每一周都調整好自己的狀
態，在每周盡量發揮到最佳，”
李娜說。

有外媒記者向李娜提問，中
國選手的球技很好，但是為何往
往在比賽中發揮不盡如人意。李
娜回答稱，因為球員在賽場上太

害怕輸掉比賽，這是全世界運動
員都存在的普遍問題。“球員日
常訓練得很好，但是到賽場上，
可能發揮不到平時一半的水
準，”李娜說。李娜把彭帥、張
帥、王薔等中國“金花”稱為
“小朋友”；她說：“現在的條
件愈來愈好，小朋友們的目標和
想法也不一樣。得之是幸；失
之，也不要氣餒，只需設定一個
目標，然後朝這個目標努力。”

不少記者稱退役後的“娜
姐”變瘦了、變美了。李娜笑
道，現在走在大街上也不會有
“偶像”負擔，退役三年，感到
愈來愈輕鬆。“我不希望自己永
遠被銘記，因為那將表示中國網
壇沒有更多的新人和冠軍湧
現。” ■新華社

李
娜

短訊

開出隊史主帥最高薪

開出隊史主帥最高薪

杜敬謙世盃港站掛銀銅

■■李娜李娜((前左前左))為網球愛好者簽名為網球愛好者簽名。。 新華社新華社

■■李娜在示範網球動作李娜在示範網球動作。。新華社新華社

■■恒大傳恒大傳
欲簽欲簽““肥肥
安安”。”。

法新社法新社

■■““肥安肥安””剛被拜剛被拜
仁炒魷仁炒魷。。法新社法新社

■■““肥安肥安””曾教皇馬等歐洲勁旅曾教皇馬等歐洲勁旅。。法新社法新社

■■恒大主帥史高拉利恒大主帥史高拉利。。新華社新華社

■■查維斯查維斯((右右))慶祝入波慶祝入波。。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9月30日在
香港維園泳池舉行的FINA游泳世界盃香港站
中，港泳隊“新飛魚”杜敬謙掛銀銅。首次在
香港主場比賽的杜敬謙，9月30日在男子100
米個人混合泳決賽中，游出52秒22奪取銀牌，
而他亦在男子100米自由泳決賽中，游出47秒
28取得銅牌。杜敬謙賽後十分興奮，他坦言：
“早前在歐洲三站比賽雖然奪得獎牌，但沒有
人為你歡呼，但自己首次在主場比賽，聽到歡
眾的歡呼聲，實令我感到興奮不已，我選擇回
流代表香港是沒有錯。”

港隊首日共取6面獎牌
至於“美人魚”歐鎧淳9月30日在女子50

米背泳決賽游出新香港紀錄26秒95奪得銅牌，

賽後她高呼：“我回來啦！好難得代表香港在
主場與各世界級泳手比賽，而且游出好成
績。”在女子800米自由泳決賽中，港將何南
慧及鄧采淋分奪銀銅牌。另外港隊在男女4×
50米混合接力游出1分42秒42奪取銅牌。總計
首日賽事中，港隊一共取得6面獎牌，成績可
人。

■■杜敬謙為杜敬謙為
其支持者簽其支持者簽
名名。。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前德甲拜仁慕尼黑主帥安察洛堤近日正

式“下課”，但根據意大利媒體9月30日報

道，“肥安”收到了來自中超的巨額合同，廣州恒大已向“肥

安”發出邀請，並為其開出了年薪1,500萬歐元的合同。1,500

萬歐元的年薪，將是恒大隊史上為主帥開

出的最高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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