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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江  先生
音樂製作人、作曲及編曲家，現任孫楠 Studio 音樂總監

2017 年受邀擔任休士頓國際區賑災義演晚會主唱嘉賓
2016 年電視劇「歡樂頌」作曲及演唱

2014 年為美南報業主題歌「奮起的美南」擔任作曲、編曲、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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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了去年的流拍後在經歷了去年的流拍後，，世界上第二大鉆石如今終於找到主人了世界上第二大鉆石如今終於找到主人了。。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報道報道，，這顆這顆11091109克拉未經切割的原鉆以克拉未經切割的原鉆以53005300萬美元萬美元（（約合約合33..55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的高價被英國格的高價被英國格
拉夫珠寶公司拍到拉夫珠寶公司拍到。。99月月2525日股市收盤後日股市收盤後，，加拿大盧卡拉鉆石公司公布了鉆石出售的消息加拿大盧卡拉鉆石公司公布了鉆石出售的消息。。
20152015年年，，盧卡拉公司在博茨瓦納卡羅韋鉆石礦中發現了這顆世所罕見的鉆石盧卡拉公司在博茨瓦納卡羅韋鉆石礦中發現了這顆世所罕見的鉆石。。它的名字它的名字
““Lesedi La RonaLesedi La Rona””是博茨瓦納語是博茨瓦納語，，意為意為““吾輩之光吾輩之光”。”。圖為巨鉆圖為巨鉆““Lesedi La RonaLesedi La Rona”。”。

莫斯科發現並拆除大量二戰時期炸彈莫斯科發現並拆除大量二戰時期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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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手機抱團逆襲
有望獲得更多中高端市場份額

智能手機行業正在成為新型“大眾

經濟”的引領者。多家市場機構預測顯

示，華為、小米等中國品牌有望獲得更

多中高端市場份額，繼續與蘋果、三星

爭搶用戶。

壹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在智能手

機行業，出現了較為罕見的“同城德

比”： OPPO和ViVO上演了後來者的

“逆襲”，成為科技市場的“現象級企

業”。

註重市場營銷、滿足精準化用戶群

需求、把產品做到極致被認為是其成功

法寶。

“中國最賺錢的手機企業”
在智能手機這片“紅海”，相較於

光環籠罩的華為和在互聯網上吸粉無數

的小米，OPPO和ViVO更像是“隱形冠

軍”。

IDC等多家權威市場調研機構的數

據顯示，兩三年前，在各類市場排行

中僅僅被歸到“其他”的OPPO和 Vi-

VO，如今卻均沖進了全球前五，合

計“吃”掉了全球 12.6%的市場份額。

短短幾年，將國際巨頭摩托羅拉、LG、

SONY和國內品牌聯想、中興、酷派等

壹眾“前輩”甩到了身後。

這兩家企業直到2016年才躋身全球

智能手機行業領導者行列之前，幾乎

“名不見經傳”，在公開報道中見不到

這兩家企業及其創始人。

OPPO公司研發團隊項目經理姚坤

說：“公司內部明文規定，不準攻擊、

回應對手，安心做好產品，做好自己的

本分”。

OPPO和ViVO的逆襲在業內形成了

“現象級”影響，不僅在於其掘起速度

之快，還在於兩家企業成長於同壹個城

市——東莞長安鎮。讓業界和學界關

註的還有，它們可以說是“同根相

生”：都與消費電子企業步步高公司頗

有淵源。

ViVO公司執行副總裁胡柏山說，兩

個品牌都是在步步高時代註冊的，後

來分別成立獨立公司，ViVO在 2011年

開始使用該品牌做手機。OPPO公司副

總裁朱高領說，2003年成立的OPPO，

整體轉向智能手機行業才5年時間。

熟悉兩家企業歷史的東莞長安鎮黨

委副書記張沖說，它們還有壹個名義上

的“精神領袖”——步步高創始人段永

平，如今OPPO和ViVO的領導者都是當

年和他壹起創立步步高的夥伴。不過，

兩家企業如今完全獨立運營。因此，它

們被稱為中國“手機德比”。

誕生“爆款”明星機型也被認為是

其逆襲的表現之壹。今年1月，OPPO旗

下的R9s這款手機打破了壹個由 iPhone

保持的記錄：在中國市場月銷量超過

300萬部，成為銷量第壹的機型，這款

機型也是全球最暢銷的安卓手機，在單

品 排 行 中 僅 次 於 蘋 果 的 iPhone7 和

iPhone7 Plus。

“爆款”的不是壹款廉價手機，而

是2800元起步的中高端產品。“中高端

單品的暢銷，使得OPPO、ViVO相對競

爭對手付出了較低的廣告和渠道成

本，從而獲得較高利潤。”國內市場

調研機構艾媒咨詢CEO張毅說，目前智

能手機整個行業利潤大部分被蘋果壹

家占據，很多手機雖賣得好卻利潤

微薄，OPPO、ViVO之所以引起業內

關註，就在於它們被稱為“中國最

賺錢的手機企業”。

從滿足需求到創造消費
當紅明星代言和鋪天蓋地的廣告，

讓人對 OPPO 和 ViVO 的印象停留在

“市場營銷高手”。北京大學光華管

理學院教授王鐵民說，營銷是其成功

的因素之壹，不過其核心競爭力在於

通過創新和市場洞察，實現了從滿足

需求到創造消費、引領消費的轉變。

商學院的經典案例研究認為，壹

般競爭企業的成功在於其進行了有效

的“品牌塑造”，越來越多的年輕群

體認定，使用其產品代表著有活力、

不掉份、有面子。

——滿足精準化用戶群需求。在

同質化和競爭白熱化的智能手機市場，

OPPO 和 ViVO將目標消費群體明確定

位為 18-35 歲的年輕人。因此，它們

的代言人在年輕人群體中有著巨大粉

絲號召力，比如TFboys、鹿晗；廣告投

放在年輕群體喜愛的主要綜藝節目中，

比如湖南衛視的《快樂大本營》、浙

江衛視的《奔跑吧兄弟》。“產品定

位、品牌形象與用戶畫像結合，滿足

他們從消費到身份的不同需求。”

OPPO公司副總裁吳強說。

——創造需求：現實中沒有，用

戶也不可名狀，但壹旦做出來就被普

遍認為是“擊中了消費者的痛點”。

女性用戶占55%的OPPO在業內最

早推出自拍美顏手機。產品設計師從

用戶需求大數據挖掘中發現女性用戶

的心聲——不是想拍得多清晰，而是

漂亮第壹。而當時業內通行的做法是

前置攝像頭畫質普遍不高，更沒有提

供美顏功能。這個設計靈感很快得到

技術支撐：負責相關模塊、鏡頭、圖

像算法的團隊經過壹年研發和調試，

產品最終問世並獲得成功。

在電池成為行業“痛點”的情

況下，“充電5分鐘，通話兩小時”這

句廣告語迅速刷屏。早在 2013年，閃

充技術就已經開始研發，但那時由於

不穩定和成本因素未受到業內重視和

應用，OPPO則與專業企業共同研發快

充技術，最終獲得18項核心專利。

——把產品做到極致。窄邊框已成

為整個手機業的共同追求。OPPO公司

表面貼裝技術主管李明超說，大量的研

發和設計人員的投入，只是為了讓邊框

再窄1mm，讓指紋識別的響應速度再快

0.1秒，讓按鍵壽命再提高壹點。

為OPPO代工的惠州光弘科技股份

公司總經理唐建軍說，業內都知道蘋果

對品控到了嚴苛的地步，實際上，中國

品牌的品控標準壹點也不低，有些甚至

更高。

實現“探尋消費者內心深處的渴

望”並不是什麽“讀心術”，而是

大數據技術的支撐。胡柏山說，Vi-

VO 通過對用戶大數據的跟蹤挖掘，

研究他們喜歡什麽，從而前瞻性滿

足其需求。“所有的創新都是消費

者導向，內部有壹支消費者研究團

隊，團隊與消費者同吃同住，不間

斷地對消費者進行洞察，感知他們

的消費場景和消費習慣，這支團隊

提供的數據支持壹直是內部重要決

策的依據。”

競合策略豐富“消費心理學”
在互聯網＋大行其道的當下，OPPO

和ViVO顯得有點另類，它們把線下渠

道做到了極致

：各有20萬個

實體店，形式

包括自營體驗

店、專賣店、

連鎖家電手機

賣場裏的專櫃

以及小代理商

。在二三線城

市 的 街 頭 ，

它 們 的 品 牌

標 識 覆 蓋 了

很 多 原 本 無

名的小手機店，消費者產生了“鋪天

蓋地都是其專賣店”的感覺。

這些線下門店服務被粉絲稱為

“手機界的海底撈”，即滿足客戶各

種“過分的要求”。比如消費者體驗

完手機的自拍功能後，店員會現場打

印出照片甚至用相框裝好贈予用戶；

消費者進來看手機，走的時候，音箱、

自拍桿、充電寶等“配件”被打包成

禮盒；壹些實體店還給客戶代收快

遞、代看孩子。

王鐵民說，從消費心理學來看，

這種做法是“超預期”，消費者獲得了

壹種“產品之外額外的滿足感”。

如同肯德基門店附近不超過500米，

必有麥當勞，OPPO與ViVO之間的競合

也體現出這種“咬合”：不在馬路左邊

就在馬路右邊，甚至互相挨著。

研究消費心理學的中山大學教授

王寧說，在壹家商場裏，兩個品牌的

音箱會比壹個品牌吸引更多消費者，

即便實際上這兩個品牌是同壹家企業

的出品。這對手機德比某種程度上有

點類似“壹家企業的雙品牌戰略”，

它們的競爭貼得很緊，但沒有互相拆

臺、惡性競爭，從而很好地滿足了

“喜新厭舊”的消費心理，提供了多

樣化選擇。

中國移動等運營商數據顯示，OP-

PO、ViVO的回購用戶達30%以上，兩

個品牌之間的互換率也達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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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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受追捧 五千一晚客爆滿

在山東，剛開業不久的濟南拔槊泉
廓廬民宿迎來它的第一個小長

假，根據住宿條件的不同，房間價格
在2,000元到5,000元不等。“諮詢4、
5、6日房間情況的比較多，因為我們
這裡需要預付訂金，不少人還要在計
劃行程後決定哪天過來。”廓廬民宿
店長李媛說，目前來看，來住的客人
以家庭為主，帶老人來的不少。

服務賣情懷 重遊客體驗
同樣作為高端民宿的濟南九如山

不二木居也幾乎周周爆滿，十一假期
需要提前至少一兩周預訂。據九如山
瀑布群風景區常務副總經理王小剛介
紹，不二木居的傢具和家居用品全部
採購自國外，食物也主打健康有機。
“不二木居太陰潭店類似於日式旅館
的一泊兩食，入住後所有的消費都包
含在內，例如早晚餐、房間內的水、
食物等等。”

與久洋一樣，王小剛也覺得民宿
更強調“情懷”以及精緻的服務。
“酒店是綜合體，民宿依附當地，注
重遊客體驗。”王小剛說，比如住在
九如山不二木居，客人可以上山跟老
鄉學習攤煎餅，做漿水豆腐，還可以
參與時令瓜果的採摘，滿足了遊客的
個性化要求。

旅遊達人代樂女士和5個朋友一
起，早早預訂了雲南瀘沽湖附近的一
套民宿，每晚的價格是 1,300 元。

“與傳統酒店相比，民宿在房型與服
務上都個性化十足。不僅可以深度融
入當地居民生活，還可以利用其提供
的廚房餐具，與朋友們一起動手烹調
食物。”代女士說。

民宿訂房數同比增近400%
據民宿預訂平台途家網資料，今

年黃金周該平台的預訂訂單數較去年
同期增長近400%，“超級黃金周”
長假使得遊客預訂間夜數較去年同期
增長超過350%。其中，別墅類民宿
異常火爆，預訂訂單數同比增長近
500%，預訂間夜數同比增長約
520%，交易額同比增長近600%。以
目前民宿預訂網站愛彼迎、途家、螞
蜂窩等OTA網站的評論內容來看，
“小而美”、“家有溫度”、“獨具
特色”等詞的出現頻率最高，由此可
見客人對民宿要求的偏向性。

途家網相關負責人介紹，從預訂
數據來看，民宿已經成為國慶旅遊的
熱門選擇。遊客更加追求個性化體
驗，注重民宿品質，遊客預訂的平均
間夜價格達557元，其中，訂單價格
最高的一筆達3.8萬元，是位於深圳南
澳的獨棟別墅，國慶每晚價格5,600
元。遊客的出遊計劃性也越來越強，
今年黃金周的平均提前預訂天數為
24.7天。此外，北京、上海、成都的
民宿較為發達，在客源地城市和熱門
民宿目的地城市排名中均位列前三。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大眾網報道，中國黃金周假期

已經開始，越來越多人走出家門旅遊散心。一些中國年輕人在住

宿地點的選擇上更傾向於民宿，媒體報道指出，儘管部分熱門民

宿價格不菲，在黃金周的預訂依然爆滿。主打“家的感覺”吸引

民眾列入出行選項，高達5,000元（人民幣，下同）一晚的收費

依然客似雲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國慶黃金周前兩日，中國鐵路發送旅
客都突破千萬人次，全國鐵路1日發
送旅客1,502.5萬人次，同比增加60.8
萬人次，增長4.2%，創下全國鐵路單
日旅客發送量歷史新高，全國鐵路運
輸平穩有序。2日，全國預計發送旅
客1,200萬人次，增開旅客列車590
列，其中跨鐵路局中長途旅客列車
114列，鐵路局管內旅客列車476列。

據中國國家旅遊局數據中心綜合
測算，全國2日共接待國內遊客1.14
億人次，同比增長9.9%。實現國內旅
遊收入937億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長10.9%。其中遼寧省表現亮

眼，2日全省共接待遊客727萬人次，
同比增長9.7%，實現旅遊收入41.15
億元，同比增長11.5%。溫泉旅遊和
濱海旅遊持續升溫。營口天沐溫泉、
御景山溫泉、憶江南溫泉谷、金泰瓏
悅、鴻舍行館、皇家園林等溫泉接待
遊客均超過2,000人次，思拉堡虹溪
谷溫泉接待達3,000餘人次。

中央氣象台天氣預報顯示，未來
三天，全國部分地區將再次出現強降
雨，同時冷空氣將繼續南下，並影響
中東部地區。受前期降雨偏多及此次
較強降雨影響，陝西、四川、重慶等
地發生滑坡、地質災害和中小河流洪
水等氣象風險的可能性較高。

鐵路連續兩日客運量破千萬

■全國鐵路發送旅客量連續兩日突破千萬人次。
新華社

■■黃金周假期開始黃金周假期開始，，遼寧城市遼寧城市
丹東迎來大批遊客丹東迎來大批遊客。。 中新社中新社

房型和服務個性化吸引遊客 一家大小歡度假期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愉薇 2017年10月3日（星期二）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安儀由朝打到晚
最想念香港美食
吳安儀三奪英錦賽后冠吳安儀三奪英錦賽后冠，，再次揚威女子桌再次揚威女子桌

球職業賽球職業賽。。但背後的艱辛又有誰知但背後的艱辛又有誰知？？奪冠後奪冠後，，
安儀在安儀在 facebookfacebook 寫道寫道：“：“今日我由今日我由1111::0000AMAM
（（英國時間英國時間11日日））開始打八強開始打八強，，打完決賽已經打完決賽已經
係係99::3030PMPM，，中途有中途有22次都要好極速食三文治補次都要好極速食三文治補

充體力充體力。”。”
不過不過，，勝利的喜悅讓勝利的喜悅讓
她樂而忘返她樂而忘返：：

““剛剛同剛剛同
班隊友吃班隊友吃

完中餐完中餐，，現在在酒店收拾行裝明日返香現在在酒店收拾行裝明日返香
港港，，不過都要先向你們報喜不過都要先向你們報喜。。好想念香好想念香
港的食物港的食物，，差不多差不多33個禮拜沒飲凍奶茶個禮拜沒飲凍奶茶
了了。”。”

““四眼四眼cuecue后后”，”，香港生香港長香港生香港長，，對對
香港美食尤其有一番情懷香港美食尤其有一番情懷。。今年今年33月奪世月奪世
界盃冠軍時界盃冠軍時，，她就對傳媒直言她就對傳媒直言““打到頭打到頭
腦不太清晰腦不太清晰，，但幸好可以把獎盃帶回香但幸好可以把獎盃帶回香
港港。”。”回家後最想吃豬手米回家後最想吃豬手米、、凍奶茶凍奶茶、、
菠蘿油菠蘿油。。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陳曉莉

吳吳安儀於上月中結束土庫曼亞室運後安儀於上月中結束土庫曼亞室運後，，便直飛英倫參加這便直飛英倫參加這
次大賽次大賽。。她在她在1616強和強和88強賽齊齊以強賽齊齊以33：：00橫掃對手晉級橫掃對手晉級44

強強。。準決賽準決賽，，吳安儀以吳安儀以44：：22淘汰世界排名第淘汰世界排名第33、、英國球手卡坦英國球手卡坦
蘭奴蘭奴，，躋身決賽躋身決賽。。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11日晚進行的冠軍爭霸戰日晚進行的冠軍爭霸戰，，成為世界頭兩號球手成為世界頭兩號球手
伊雲絲與吳安儀的對碰伊雲絲與吳安儀的對碰，，二人過往多次對壘二人過往多次對壘，，互有勝負互有勝負。。其中其中
吳安儀於吳安儀於88月的保羅亨特女子經典賽決賽中不敵月的保羅亨特女子經典賽決賽中不敵，，而而33月的女月的女
子桌球世錦賽準決賽子桌球世錦賽準決賽，，港將則以港將則以55：：44反勝反勝。。當晚的決賽當晚的決賽，，吳安吳安
儀先拔頭籌連贏兩局儀先拔頭籌連贏兩局，，取得取得22：：00的領先優勢的領先優勢。。後雖被對手扳回後雖被對手扳回
一局一局，，但吳安儀仍然強勢但吳安儀仍然強勢，，順利以順利以44：：11勝出勝出，，在打破伊雲絲欲在打破伊雲絲欲
99奪錦標美夢的同時奪錦標美夢的同時，，也一雪去年也一雪去年44強戰敗北之恥強戰敗北之恥，，繼繼20132013年年
和和20152015年後第年後第33度奪冠度奪冠。。

分享喜悅：開心到不知道說什麼好
於亞室運失利於亞室運失利、、僅斬獲僅斬獲11枚銅牌的吳安儀枚銅牌的吳安儀

賽後立即在賽後立即在 facebookfacebook 報喜報喜，“，“YEAH!! UKYEAH!! UK
ChampionshipChampionship 冠軍冠軍”，“”，“開心到不知道開心到不知道
說什麼好說什麼好，，只是記得有哪幾隻球打得不只是記得有哪幾隻球打得不
好好”。”。她說她說：“：“上周亞室運我打得不上周亞室運我打得不
好好，，這次期望不高這次期望不高。。到埗練習後感覺到埗練習後感覺
越來越好越來越好，，決賽初段我打得很好決賽初段我打得很好，，伊伊
雲絲則有點欠運雲絲則有點欠運。。去年去年44強不敵伊雲強不敵伊雲
絲絲，，今年擊敗她今年擊敗她，，感覺別具意義感覺別具意義。”。”

一年一度的女子英錦賽一年一度的女子英錦賽99月月3030日日
在英國利茲開打在英國利茲開打，，香港共派出香港共派出44名女名女
將參賽將參賽，，包括吳安儀包括吳安儀、、溫家琪溫家琪、、朱佩朱佩
瑩及何綺麒瑩及何綺麒，，其中除吳安儀獲豁免分其中除吳安儀獲豁免分
組賽直入組賽直入1616強外強外，，其餘其餘33人均須首先人均須首先
進行小組賽的角逐進行小組賽的角逐。。結果結果，，在亞室運在亞室運
奪得女子奪得女子66個紅球銅牌的溫家琪個紅球銅牌的溫家琪，，在在
BB組組33戰全勝兼不失一局首名出線戰全勝兼不失一局首名出線，，
何綺麒在何綺麒在GG組取得組取得11勝勝11負晉級負晉級，，身身
處處DD組的朱佩瑩組的朱佩瑩33戰皆北提前出局戰皆北提前出局。。

次階段淘汰賽次階段淘汰賽，，何綺麒以何綺麒以00：：33不不
敵吳安儀無緣敵吳安儀無緣88強強，，溫家琪與吳安儀溫家琪與吳安儀
攜手晉級攜手晉級44強強；；惟溫家琪以惟溫家琪以00：：44不敵不敵
伊雲絲伊雲絲，，無緣與隊友會師決賽無緣與隊友會師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陳曉莉

港 產 “ 四 眼

cue后”吳安儀當

地時間1日晚在英

國女子桌球錦標賽

決賽，以 4︰1力

挫宿敵、世界排名

第一的英格蘭名將

伊雲絲，繼 2013

年和2015年後第3

度奪冠。

奧運冠軍魏秋月與女排教練袁靈犀的婚禮2日
在天津舉行。中國女排總教練郎平率惠若琪、張常
寧、袁心玥等女排隊員齊齊到賀。

2日的婚禮，安排了手機網絡直播。身着中式裙
褂的魏秋月（上圖）面對鏡頭與網友互動：“大家覺
得我今天美嗎？”而網友也紛紛送上讚美：“美極
了！”

臨近中午，新郎開始接親。包括倫敦周期國家
隊隊友張磊、楚金玲、雅典奧運冠軍張娜及前天津
女排的楊婭男等人在內的伴娘團，奇招紛紛“整
蠱”新郎，或是光腳伸進冰水桶夾出代表“一生一
世”的麻將，或是朗誦愛妻“八榮八恥”，或是清
唱情歌和掃碼送紅包等。

根據天津當地風俗，上午接親，下午婚禮。中
國女排總教練郎平以及魏秋月在國家隊的大部分隊
友包括惠若琪、張常寧、袁心玥、龔翔宇、曾春
蕾、顏妮及楊珺菁等人均有出席下午的婚禮。郎平
更祝願一對新人“早生貴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魏秋月大婚
郎平率隊到賀

港佛超級馬拉松12月開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2017

金沙島．港佛超級馬拉松邀請賽將於12月16日在佛
山南海開跑，10月1日起，佛山、香港兩地及其他地
區跑友可關注官方微信“南海丹灶”進行線上報名。
據悉，目前，包括擁有“世界上10人24小時跑步總
距離最長”世界紀錄的香港精神隊等確定將會參賽。
其中，全程馬拉松將邀請達到國家二級運動員或者國
家一級運動員標準的精英選手參賽。

短道世盃 中國終收穫獎牌

2017─2017賽季短道速滑世界盃布達佩斯站
當地時間1日產生最後4枚金牌，韓國隊獨得3
金，加拿大隊獲得另一枚金牌。中國隊終於有獎牌
入賬，獲得一銀一銅。在男子5,000米接力決賽
中，由武大靖、許宏志、韓天宇和任子威組成的中
國隊獲得銀牌。在男子1,000米決賽中，韓天宇
（上圖）獲得銅牌。這次賽事是明年平昌冬奧會的
資格賽。在全部8枚金牌中，韓國隊狂攬6金，匈
牙利和加拿大分別有一枚金牌入賬。中國隊僅獲1
枚銀牌和1枚銅牌。 ■新華社

巫師友賽穗龍獅 交流第一
NBA球隊華盛頓巫師和CBA球隊廣州龍獅隊

的季前賽即將拉開戰幕。在1日晚巫師為龍獅隊舉
行的簡短歡迎儀式上，巫師高級副總裁謝潑德表
示，兩支球隊必將在（美國時間）2日上演一場高水
準的比賽，也必將為中美體育文化交流添上濃墨重
彩的一筆。除了龍獅隊，上海男籃也將於5日在侯
斯頓火箭的主場進行一場季前賽的爭奪。 ■新華社

短訊

■■吳安儀在決賽以吳安儀在決賽以44：：11力力
挫伊雲絲挫伊雲絲。。 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安儀賽前收到球迷的打氣漫安儀賽前收到球迷的打氣漫
畫畫。。 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溫家琪溫家琪（（左左））不敵不敵
伊雲絲伊雲絲（（右右），），無緣無緣
決賽決賽。。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吳安儀再次捧起英吳安儀再次捧起英
錦賽冠軍獎盃錦賽冠軍獎盃。。

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
港足球代表隊增添3名入籍西班牙“狂
牛”──佐迪、丹尼及列斯奧，連同新
入選的小將胡晉銘，4人2日中午向港隊
主帥金判坤報到及參與首課操練。

港隊首課操練的分隊賽，暴露出亞洲
盃外圍賽最後一圈賽事主場對陣馬來西亞
的主力陣容，屆時港足將大踢“352”主

攻足球，列斯奧、艾里奧及羅拔圖踢3後
衛，丹尼推上中場助攻，佐迪任單箭頭。

3名西班牙入籍兵3日到入境處領
取特區護照正式成為港人，雖然佐迪、
丹尼及列斯奧合共106歲，老兵之年入
選的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表示有信心助
港隊主場打敗馬來西亞。

香港隊將於本月10日主場迎戰馬

來西亞，迎來亞洲盃外圍賽出線的關鍵
一仗。港隊上場作客馬來西亞，辛祖12
碼宴客痛失全取3分良機。目前小組3
戰2分與朝鮮同分，黎巴嫩7分排頭
位、大馬1分包尾。

前鋒射手佐迪收操後向記者透露，
“領導層討論了好一陣子，這不是我一
個人能決定。”談到亞洲盃賽事，佐迪

誓言一定為港隊爭取勝利，“身為足球
員，無論是為傑志或是理文，又或是對
曼聯、聖日耳門，都會竭盡全力求
勝。”

列斯奧也為効力香港隊感到高興，
他更以揭開自己足球生涯新一頁形容，
表示會付出超過百分之一百的努力，為
港隊赴湯蹈火。

三“狂牛”加盟 願為港足赴湯蹈火

■■三名歸化新丁佐迪三名歸化新丁佐迪（（左起左起）、）、
列斯奧及丹尼齊撐香港隊列斯奧及丹尼齊撐香港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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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遊糗事歐遊糗事 金大俠金大俠金大俠

9/14～24 參加了曼香團的兩牙
遊（西班牙、葡萄牙），出發前一
晚，我寫了首打油詩：

飛去兩牙，
調整時差，
探訪文化，
食享魚蝦，
蕯拿滿加（Salamanca），
辛特拉（Sintra），
吉拉達塔（Giralda Tower），
塞維亞（Seville），
格拿那達（Granada），
巴塞隆納（Barcelona）；
走出炎夏，
走入天涯，
親近幽雅，
遠離喧嘩，
盡拋牽掛，
安全返家。
欣賞晚霞，
縱情嘻哈，
然而，第一次到歐洲，第一天

就出了件糗事。
9/15(星期五) 早上七點餘在馬德

裡(Madrid)國際機場準時降落，團員
們在拖運行李區等取轉盤帶上的行

李，我幫一些女性團員搬提了些行
李，也順利的拿到了我的行李。整
團依計劃立即去參觀了馬德裡皇
宮、普拉多美術館（Museo del Pra-
do，歐洲第三大博物館） ，因為是
第一天的行程，又是隨到隨遊的曼
香旅遊團，其實團員們在美術館時
都睏累得半死（缺乏睡眠、又有時
差），趁空找椅子休息打盹。團長
曼香大姐與導遊小芳小姐決定先回
旅館 checkin，也讓團員們休息一
會、睡個西班牙午覺（入境隨俗
乎）。

到了旅館，由遊覧車上拿下行
李 、 checkin 旅 館 ， 也 終 於 有 了
WiFi，上了綱、接了 email……眾多
的email中，有一封是家人傳來的：
「你的行李在馬德裡 Barajas 機場。

該機場聯航行李服務中心的電話是
620-058-282，上班時間是早上七點
至中午。祝好運。」……蛤 ……在
旅館大廳，我立即將拖運的旅行箱
打開，一陣艷香撲鼻、一幅艷景照
眼，這，這，不是我的旅行箱呀，
怎麼一模一樣呢……暈啊，我錯拿
了別人的旅行箱呀……唉呀……真

是超級糊塗。那
位失主不正在心
急如焚？

我立即與團
長、導遊報告了
我的烏龍事，團

長說，或許可以請航空公司將行李
送至旅館，西語流利的導遊也立即
幫我打了電話……沒人接……才下
午三點多，就關門了？！由於機場
就在旅館附近，又由於休息時間只
有一小時了，導遊小芳與我決定立
即前往機場。她真盡職負責（其實
這也不是她的職責），團員們都在
休息，我沒得休息也是自找的（活
該），卻連累導遊也沒有休息，真
是過意不去。趕去機場（計程車費
是 17.2 歐元，真貴），結果，一些
航空公司仍開著，聯合航空公司已
老早關門了，令我們不得其門而
入。一點就關門了，這麼早呀！導
遊說，西班牙兩點到五點是他們的
午餐與午休時間，只好，將我拿錯
的行李放在聯合航空公司的門口，
只能隔天再去領取我的行李……機
場 回 旅 館 又 花 了 我 20 歐 元 （ 更
貴）。

回到旅館，繼續午休後的行
程。靄玫見到我立即糗到： 「剛聽
了你的烏龍事件，聽說整個西班牙

都知道了！」我回： 「也傳回美國
了啦！」真是 「好事不出門，糗事
傳千裡」，有團員來表達關懷詢
問，我也輕鬆自嘲、一一據實回
答；也有團員來分享親身經驗、或
提供建議，例如，在行李上鑲個大
大的金字，讓老花的我不再錯拿；
沈同評到： 「金的個性真好，行李
沒到，還能嘻哈。」不嘻哈、要苦
瓜嘛！？

隔天早上（週六），我吃了點
「戰鬥早餐」後，獨自搭著旅館七

點出發前往機場的小巴士，7：10到
達機場，花了些時間找到了聯合航
空公司的負責人（辜且稱她是瑪利
亞）。

大俠： 「我來領取我的行李
的。」

瑪利亞： 「就是你呀！」
大俠： 「是的，我昨天拿錯行

李了。」
瑪利亞： 「喔，原來那遺失的

行李是你拿的啊？！」
大俠： 「正是，兩件行李太像

了，簡直是一模一樣。」
瑪利亞： 「害我們找了好久，

找不著……」
大俠： 「是我的錯，我拿錯

了。」
瑪利亞： 「那件行李呢？」
大俠： 「我昨天下午就送來

了，置放在你們的地方。那時門已
鎖，我就放在門前安全的地方。」

瑪利亞打了通電話，確定那件
遺失的行李已經存放到安全的地方
後，說： 「失主急的要命，你知道
嗎？」

大俠： 「肯定會的，都是我的
錯！」

瑪利亞： 「她打來不少電話，
我 們 也 已 準 備 要 賠 償 她 的 損 失
了。」

大俠： 「都是我的錯，我能為
她 、 或 為 這 整 件 事 情 做 些 補 償
嗎？」

瑪利亞： 「那倒不必啦，也謝
謝你昨天就將行李送來了。」

大俠： 「謝謝妳，那我得走
囉！」

我立即搭了計程車趕回旅館
（又花了我 25 歐元……超級貴），
7：40抵達旅館，還有二十分鐘才集
合，我繼續第二回合的 「戰鬥早
餐」。

大俠有油詩一首，聊記歐遊首
日糗事：

歐遊首日就出糗，
錯拿行李自在走，
不見驚慌不見愁，
戰鬥早餐露兩手。
《2017年9月19日於華府》

從起點到終點從起點到終點
我喜歡夏天，年少時可以穿漂亮的裙子臭美，到了壹定的

年齡，感覺夏天是個有故事的季節。雖然毒辣的太陽比較瘋
狂，而悶熱的氣候又讓人覺得憋氣，但在夕光之下看壹架嬌艷
的薔薇，在曖昧潮濕的空氣裏欲說不休，總有壹些纏綿的情節
讓人浮想聯翩。

那個夏天的往事回想起來很平常，平常中又有幾分神奇。
我上午在壹家私立幼兒園教小孩基礎芭蕾，下午在壹個退休中
心教老人瑜伽和肚皮舞，兩個機構相隔並不遠，都在壹條主幹
道上，開車也就三分鐘。上午是四五歲的小孩，蹦蹦跳跳，活
潑可愛，張大眼睛對世界充滿了好奇；下午是七十多歲的老
人，安享退休後的閑暇，繁華和喧囂早散了，沈澱出歲月的淡
定優雅。有天上完課，跟兩個老人交談，她說她們壹起長大，
在幼兒園就是好朋友，現在退休了，又在壹起形影不離。讓我
驚嘆的是，二人曾經的幼兒園，就是我上午上課的幼兒園！見
我驚訝疑惑的樣子，她們問我，幼兒園的門口有壹片紫薇花
林，對不對？她們當小孩的時候，還只是幾棵小樹苗。瑪麗還
記得細節：當年有壹群中學生，在課余時間當義工，為幼兒園
栽花植樹。

名副其實，壹生的朋友！
瑪麗和柔絲同壹所幼兒園，同
壹所小學和中學，大學時，瑪
麗留在當地，柔絲去了洛杉
磯，柔絲在洛杉磯結婚，後來

遭遇婚姻打擊，帶著孩子回到故鄉，瑪麗壹直站在她身邊，給
予最大的支持關懷，幫她走出黑暗的日子。年來歲去，柔絲在
故鄉有了如意的職業，幸福的家庭。我感慨無限：從幼兒園到
退休中心，兩人壹路攜手走過，共享彼此的快樂和苦難，人生
能相遇這樣的朋友，生命是何其的幸運！瑪麗和柔絲還相約：
等以後老了，走不動了，還要去同壹家養老院。

“同壹家幼兒園，同壹家養老院，幹脆再相約同壹家殯儀
館。” 凱麗對我說。凱麗是我的朋友，我們相識於準備CPA
考試的征程，很不幸，兩個人都沒有過關斬將，取得最後的勝
利，這讓我們同病相憐成了朋友。凱麗在遭遇了銀行的裁員風
浪後，在殯儀館找到壹份財務工作，她說她根本沒敢告訴國內
的親友，她真實的工作單位，她覺得讓大家知道了有些不吉
利。我說：“生老病死是生命的壹部分，從幼兒園到養老院，
從人生的起點到終點，構成了我們生命的歷程。” 凱麗糾正
我說：“錯了，人生的起點到終點，並不是幼兒園到養老院，
而是從醫院到殯儀館。”

殯儀館的後花園有個山坡，山坡上有壹架薔薇開得燦艷，
在夕光下恬淡安然，可又透出幾分神秘。站在薔薇花下，可以

遙看城市大半的風景，凱麗指著不遠處壹棟藍灰色的高樓說：
“知道那棟樓嗎？” 我說：“知道，那是教會醫院，好幾個
認識的人在那裏生了孩子。” 凱麗點頭說：“若是拿著望遠
鏡，能看見醫院花園裏散步的孕婦，孩子在那裏出生，那裏是
人生的起點，而最後都會來到我們這裏，殯儀館，人生的終
點。從起點到終點其實並不遠。”

我怔怔地看著那棟大樓說：“真的不遠，真的挺近。”
凱麗說：“壹個迎人，壹個送人。”
我點頭對她笑：“醫院迎人，殯儀館送人，壹個起點，壹

個終點。站在人生的終點，回看人生的起點，我們的生命其實
簡單明了。中間不管妳經歷了多少轟轟烈烈，輝煌壯大，最終
還是要回到這裏，每個人都壹樣。” 凱麗說：“中間的歷程
或許不壹樣，有的人可以上名校，有的人可以指揮千軍萬馬，
幹壹番驚天動地的壯舉；有人平凡壹生，默默無聞，只是最後
的終點都壹樣。” 我說：“起點和終點，對每個人都是平
等。”

凱麗說：“起點和終點其實也不平等。有的人壹出生就是
富貴人家，擁有普通孩子沒有的資源優勢和裙帶關系。同樣是
死亡，有的人是禮炮和國葬，有的人被裹壹層麻袋就丟進了亂
山崗。” 我感嘆：“生與死也分高低貴賤，可是爭下去有什
麼意義呢？”只要我們活過，體驗過，每壹份生命都有它獨特
美好的意義。感恩父母，感恩身邊的親友，感恩這個多彩迷人
的世界。

孟悟孟悟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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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秋分的路上走在秋分的路上
剛剛忙完了慶祝國慶的晚會表演，上個週末正

好是盛暑後的秋分。在海灣邊的清風裡做例行的健
走時，看到一隊小鴨子們在灣裡戲水的美麗隊伍
（圖一），引起自己那份好久以前的童心。所以就
利用週日趕去舊金山城裡繼續健走，並順便欣賞了
一個亞太藝術館的新展和幾個精緻賞心的音樂節
目，在健身之外，再度領會到舊金山的藝術風情。

因為老伴是來自菲律賓農村的華僑，所以我們
很早就想看看舊金山亞太藝術館新成立的菲律賓藝
術展。雖然新展區並不算大，但是挺別緻，並且有
個專門為觀眾留言的網路視頻。由於在二戰以前，
幾百年來菲律賓都是西班牙及美國的殖民地，所以
有很多他們文化，包括宗教的影子，要找出有他們
本土特徵民族風味的藝術作品並不容易。經過老伴
仔細的欣賞，她選了一幅有關農民生活的油畫來代
表菲律賓傳統的農村文化（圖二）。由畫中的農村
風景和衣服裝飾上，我還可以看到我在上世紀七十
年代中去她老家訪問時所看到的風情。

看過菲律賓藝術展後，老伴去歌劇院看她喜愛
的義大利歌劇 Turandot，我就到隔壁的 Herbst 劇場
去參加第十屆的舊金山室內音樂節。當天大概有三

十多個不同格式，每個長達半小時的音樂節目和討
論會等，分佈在四個音樂廳裡。為了方便和舒適，
我去的是那最大的主廳，正趕上能唱又能吹薩克斯
風的Richard Howell和他的Sudden Changes爵士樂團
在準備（圖三）。這種在夜總會和電影裡常看到的
音樂節目最值得我們欣賞的是他們主要演員的水平
和團隊間的互動。雖然我對他們表演的曲子不熟，
但是可以體會到他要表示的感情和節拍，並且不由
自主的就跟其他觀眾們一起搖擺起來。

看完這個，就開始在舊金山市區的健走。首先
由市府廣場去聯合國廣場的農夫市場買點水果做午
餐，然後一直走到聯合廣場（Union Square)，再穿
過Stockton街的隧道，到達中國城的花園廣場，同
很多在那兒打撲克牌的老中們一起欣賞唱廣東歌的
表演。休息一會後，買了一盒下週要吃的袖珍月
餅，開始沿著原路回頭走。這時，聯合廣場的樂隊
也開始表演（圖四），還帶起一些愛跳廣場舞的大
媽等。

等我走回到Herbst劇場時，有幸趕上李氏三姊
妹（The Lee Trio）的表演（圖五）。在拉大提琴

的大姐Angela帶領下，她和拉小提琴的老二Lisa及
彈鋼琴的老三Melinda都是在灣區長大，哈佛等名校
和音樂學院畢業的音樂家。她們已經在美國和歐亞
洲，的好些大城市，包括上海等地表演過，也曾經
同很多有名的交響樂隊一起登台過，是我這次健走
時意外的收穫。

在這個週末中那十哩多的健走行程裡，看到了
灣區自然的秋分風光，也欣賞到了許多新風格的音
樂，如同聯合廣場中的那個飛奔的女神（圖六）一
樣，準備好迎接就要到來的中秋！(9/25/17)

蔡老師蔡老師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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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圖一。。海灣中的野鴨隊伍海灣中的野鴨隊伍

圖二圖二。。菲律賓農村風光菲律賓農村風光圖三圖三。。Richard HowellRichard Howell （（白衣服白衣服））及爵士樂隊及爵士樂隊 圖四圖四。。聯合廣場音樂表演聯合廣場音樂表演

圖五圖五。。李氏三姊妹李氏三姊妹（（右起右起AngelaAngela，，MelindaMelinda，，LisaLisa））

圖六圖六。。舊金山聯合廣場上的女神舊金山聯合廣場上的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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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中醫學院上周華美中醫學院上周六舉行部份同學畢業典禮六舉行部份同學畢業典禮
梁校長鼓勵學生要靈活有韌性和耐心來贏得未來梁校長鼓勵學生要靈活有韌性和耐心來贏得未來

（本報記者秦鴻鈞 ） 每年的中
秋佳節，是品嚐月餅、品茗，賞月的
絕佳時節。雖然一個哈維颶風，把大
家的生活方式，生活秩序全打亂了，
在忙碌於救災，整理家園之餘，忽然
驚覺： 中秋節就要來了！雖然休市各
大超市，糕餅店，餐館也推出各式應
景的令人眼花撩亂的品牌月餅，但都
不及 「東北人 」 餐廳推出的自製 「
京式提漿月餅 」及 「蘇式月餅」來
的特殊，獨樹一幟，風味絕佳。

「東北人」 推出的 「京式提漿
月餅 」，今年是第二年推出，去年甫

一推出，即驚艷休巿。麵皮乾香夠味
，不油膩，充溢了北方豪邁風格。內
餡有豆沙、棗泥、五仁、黑芝麻四種
口味，還有特殊的 「鮮肉月餅 」，
少油，少糖，非常可口，不像一般的
月餅，因為太油，太甜，太膩，一次
只能吃四分之一個。 「東北人 」 今
年還新推出 「蘇式月餅 」，很獲江
南一帶人的喜愛，其純淨的口感，令
人回味無窮。 「東北人 」 無論 「京
式提漿月餅」 、 「蘇式月餅」 或 「
鮮肉月餅」，價格相當公道，四個十
元，恁誰都吃得起，不像有些餐館，

餅店，一個月餅要價七、八元，甚至
十幾塊錢一個。 「東北人 」 的 「京
式提漿月餅」 或 「蘇式月餅」，如
果你去的巧，剛出爐，吃到時還是熱
的，那種新鮮的快感，絕非從冷凍櫃
保鮮盒出來的所可比。

「東北人」 除了可吃到地道的東
北家鄉菜，烤全羊，燒烤羊肉串等東
北口味。他們還推出科班師傅主理的
「淮陽菜 」，是今年中秋節闔家歡

聚的最佳去處。
「東北人 」位於百利大道與

Gessner 交口附近的 「時代廣場」 內

，地址：840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 750-9222

「東北人 」推出的 「京式提漿
月餅 」，麵皮乾香夠味，不油膩，充
溢了北方豪邁風格。內餡有豆沙，棗
泥，五仁，黑芝麻四種口味，少油，
少糖，非常可口，不像一般的月餅，
因為太油太膩，一次只能吃四分之一
個。 「東北人」 這種 「京式提漿月
餅 」，價格相當公道，四個十元，恁
誰都吃的起，不像有些餐館，餅店，
一個月餅就要價七，八塊錢，甚至十
幾元一個， 「東北人」 的 「京式提

漿月餅 」 ，如果你去的巧，剛出爐
，吃到時還是熱的，那種新鮮的快感
，並非從冷凍櫃保鮮盒出來的所可比
。

「東北人」 除了可吃到地道的東
北家鄉菜，蘭州拉麵，烤全羊，燒烤
羊肉串等東北口味的名菜，他們還推
出 「淮陽菜 」，由科班師傅主理，
是中秋佳節，闔家歡聚的最佳去處，
「東北人 」 位於百利大道與Gessner

交界的 「時代廣場 」 內，地址：
840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750-9222

休士頓今年最特殊的風味月餅，送禮最佳禮品
「 東北人」 餐廳自製 「 京式提漿月餅」 及 「 蘇式月餅」

圖為該校梁校長在上周六的畢業典禮上期勉畢業圖為該校梁校長在上周六的畢業典禮上期勉畢業
生生。。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典禮的主講人圖為典禮的主講人Anne & David GloverAnne & David Glover 主講主講 「「現現
代針灸代針灸 」」。。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當天的畢業同學與圖為當天的畢業同學與 「「華美中醫學院華美中醫學院」」 的梁慎平院長的梁慎平院長（（ 前排中前排中））及校長及校長、、師長合影師長合影。。

（本報記者秦鴻鈞）華美中醫學院於上周
六（9 月 30 日 ）下午四時，在該校大禮堂舉
行今年第二批畢業生的畢業典禮。典禮包括學
生在校園遊行，Gregory Sparkman 致歡迎詞，
以及梁校長鼓勵學生致詞，並由主講人 Anne
£ David Glover 主講現代針灸，以及學校行政
主任、學生代表紛紛在典禮上致詞。該校梁校
長鼓勵學生要靈活有韌性和耐心來贏得未來。
他在演講中表示：

我想要歡迎所有的畢業生和那些可能因為
哈維颶風的破壞和傷害而不能參加這個畢業典
禮的畢業生，我們我們深深關心你！這個意想
不到八百年不遇的重大颶風肯定會讓你的新學
期與以前的其他學期不同。這個新學期為一個
獨特的開始。我們已經看到很多個人參加許多
不同的活動，也有很多人自願幫助需要幫助的
人。

哈維颶風已經確認了 醫療保健是一個不能
受到經濟，政治和其他因素所影響的行業，因
為這是一個基本的需求。今天，你在加入其他
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的行列，並且將您將在過去
幾年中您所學習的醫療專業技能為颶風受害者
提供幫助。在我們的醫療培訓畢業課程的學習
經歷路徑上，我完全意識到你在畢業之前已經
做了大量的勤奮工作。如果您有許多其他承諾
，包括家庭和其他職業， 你們應該非常喜歡你
已經完成的工作，而且我也希望這個時間感謝
你的家人的耐心和他們長期的支持你畢業。從
我們學校畢業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任務，因為你
要處理病人，幫助絕望的人找到希望生存，得
到治療和治癒。我們所有的畢業生都非常努力

地了解藥物原理，為自己準備了許多艱難的挑
戰，為患者找到治癒方法。是的，你的一些同
學沒有成功完成所有畢業要求。所以他們不能
坐在這裡參加畢業典禮。

教育和醫療衛生將通過多種變化進行。社
區正在改變始終採取的健康計劃。更多的人買
有機食品，做 YOGA 和鍛練。隨著 OBAM-
ACARE的實施，許多醫療保健已經將其重點
放在預防上。這個趨勢會使你受益，最近的醫
院評議聯合委員會現在要求醫院提供非治療性
治療模式治療疼痛。

未來幾年將對針灸服務非常有利。保險公
司覆蓋更多的針灸服務，現在醫療保險接受中
醫治療因我們的醫藥療效好。目前的中醫執業
者在幫助患者方面已經取得成功，並且更多的
人感覺到中醫藥物需要在其協議書中。

這意味著中醫治療現在繼續繼續推進醫學
和幫助人。社會將繼續這個獨特的醫學價值。
保護您的患者，努力解決複雜情況，真正的治
療效果將會照顧自己。我學到的一個主要的教
訓是未來的工作態度必須是靈活的，有韌性像
柔軟的水一樣。擁有最終目標，並保持方向。
如果是道路上的障礙物，那麼請調整後再重新
啟動並繼續執行。靈活性是一種方式，總是能
夠在異物改出現時保持流動。哈維速風的颶風
沒有傷害了我們，但它靜止的水傷害了我們。
再次，無論有什麼挑戰，我們需要靈活性，韌
性和耐心來贏得未來。祝你今後的職業生涯中
出現祝福和所有人都有豐厚的回報。願上帝祝
福你們。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8
周年國慶升旗典禮，於十月一日（ 星期日） 上午九點半起
，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廣場舉行。典禮在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
精彩的舞獅表演揭開序幕。緊接著升旗典禮 主席劉姸致詞，
介紹副主席陳韻梅及共同主席杜昊益、蔣銳等七人後，由華
夏中文學校所組成的儀杖隊入場，奏中華人民共和國歌，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大使致詞，代表中國駐休斯
敦總領館向美南地區華僑華人、中資機構、留學生致以節日
的問候和良好祝願。他說： 新中國成立68 年來，特別是改
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和民生持續改善，中國創
造了世界發展奇跡, 中國不僅站起來、富起來、而且強起來

，並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關係。今年四月以來
習近平主席同美國總統分別在佛羅里達州海糊莊園、德國漢
堡成功舉行會晤，為中美關係發展確定了基調，指明了方向
，作出了規劃。而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也在典
禮上作鏗鏘有力，鼓舞人心的致詞，我們對祖國的美好未來
歡欣鼓舞，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充滿信心。

升旗典禮上還有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劉良子演唱＂陽光路
上＂，以及華夏中文學校學生演唱 「祖國祖國我愛您 」, 最
後放飛氣球，全體合影在活動中心廣場。最後，全體進入活
動中心大禮堂內，由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切國慶生日蛋糕，全
體出席升旗典禮的僑胞，享受由 「東海海鮮酒家 」郭老闆所
贊助的多樣精美點心。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8 周年國慶升旗典禮
十月一日上午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廣場舉行

圖為升旗典禮榮譽主席團成員與表演歌唱的華夏中文學校小朋友在圖為升旗典禮榮譽主席團成員與表演歌唱的華夏中文學校小朋友在
典禮上合影典禮上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總領事李強民夫婦圖為總領事李強民夫婦（（ 中中 ）） 切國慶生日蛋糕切國慶生日蛋糕。（。（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 秦鴻鈞攝 ）為了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68 年國慶晚宴，於十月一日（
周日 ） 晚間在The Westin Galleria 大酒店舉行
。當天出席盛會的包括李強民總領事、王昱和
劉紅梅副總領事業，國會議員Al Green 代表譚
秋晴女士，州議員 Gene Wu ( 吳元之 ），以
及哈瑞斯郡法官張文華，以及休巿各界和社團
僑領以及休斯頓政治、經濟、法律、地產、文
化、藝術、科學、教育界的代表共一千餘人與
會。

國宴由休斯敦少林寺文化中心表演熱鬧精
彩的舞龍舞獅揭開序幕，國宴開始，四位主持
人張怡娜、孫聞、Ms. Miya Shay 、陸峻登場
，由樊豫珍音樂教室組團隊演唱中華人民共和
國歌及美國國歌。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
靳敏博士介紹當晚的與會貴賓。中華人民共和
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致詞，介紹中國的發
展現況，也斥責 「台獨 」，中國不能忍受任
何破壞領土完整的事。其他如中國人活動中心
副執行長、國慶晚宴主席方一川博士及國慶晚宴共同主席
李少林共同上台致詞為祖國巍然屹立世界的東方，充滿了
生機與希望，且經過數十年的累積，晚宴格調提升，場面
宏大，備受關注。當晚上台致詞的還有國會眾議員 Al
Green 的代表譚秋晴女士、德州眾議員吳元之先生，哈瑞斯
郡法官張文華。當晚，並由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執
行長范玉新博士宣佈2017 年度＜ 傑出中國之友＞ 獲得者
James Baker 先生（ 美國前國務卿貝克 ）因Baker 先生當天
不能來 到現場，而由晚宴榮譽主席孫月萍博士及其夫婿萊
斯大學校長David Leebron 博士上台代表領獎。當晚范玉新
博士還宣佈2017 年 「傑出貢獻獎」 由陳珂先生獲得。晚宴

上還頒發2017 年度 「楊萬青博士優秀華裔高中生獎學金」
，由高中生徐蛟龍、李亭誼、劉淦、曾凱莉、田千俊獲得
。中國人活動中心為每位學生頒發獎狀和$1000 元獎學金。

國宴文藝晚會，節目精緻，有休斯頓女高音歌手劉良子
演唱 「母親祖國」 並由周潔曉慧舞蹈學校伴舞。愛心合唱
隊演唱＂明天會更好＂，墨童樂隊伴奏。2017 年中國新歌
聲美西賽區冠軍，來自休斯頓的Crystal King 演唱自己作詞
作曲的歌曲＂SOAR ", 以及華星藝術團表演舞蹈＂吉祥孔
雀＂； 張昕偉聲樂教室民樂合唱＂我的祖國＂由女高音張
馨一領唱，由蕭楫指揮的 「休士頓民樂團」 伴奏，為節目
帶來精彩高潮。

大休斯地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休斯地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868 周年國慶晚宴周年國慶晚宴
十月一日晚盛大舉行十月一日晚盛大舉行，，有政要及僑胞代表一千餘人出席有政要及僑胞代表一千餘人出席

圖為千餘人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晚宴盛況圖為千餘人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晚宴盛況。（。（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國慶晚宴的與會貴賓登台向全體來賓敬酒圖為國慶晚宴的與會貴賓登台向全體來賓敬酒。（。（ 右起右起 ）） 州議員吳州議員吳
元之元之、、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代表譚秋晴代表譚秋晴、、張文華法官張文華法官、、孫月萍博士孫月萍博士、、萊萊
斯大學校長斯大學校長David LeebronDavid Leebron ，，總領事李強民大使總領事李強民大使，，靳敏博士靳敏博士，，中國人活中國人活
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晚宴主持人張怡娜晚宴主持人張怡娜、、晚宴主席方一川博士晚宴主席方一川博士
、、共同主席李少林共同主席李少林。（。（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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