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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區管委會日前於頂好廣場舉辦西南區管委會日前於頂好廣場舉辦「「慶祝全國慶祝全國
打擊犯罪夜八周年活動打擊犯罪夜八周年活動」」﹐﹐除西南區管委會主除西南區管委會主
委李雄委李雄﹑﹑執行長李成純如執行長李成純如﹑﹑休士頓警局華裔副休士頓警局華裔副
局長敖樂章局長敖樂章﹑﹑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執行長華啟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執行長華啟
梅梅﹑﹑州眾議員吳元之州眾議員吳元之﹐﹐市議員市議員Mkie LasterMkie Laster等人等人
都到場都到場﹐﹐拉近警民關係拉近警民關係﹐﹐共同打擊犯罪共同打擊犯罪﹒﹒現場現場
也邀請樂團演奏也邀請樂團演奏﹐﹐增進警民互動增進警民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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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隨著萬聖節
臨近，休士頓各地都有變裝派對和 「不給糖就
搗蛋」(Trick-or-Treat)討免費糖果的遊行慶
祝活動。不過，熱鬧的過節氣氛，加上人潮擁
擠，容易增加安全意外發生機率，家長帶孩子
外出參加慶祝活動時，都需要遵守安全守則，
才能享受過節歡樂氣氛。

節慶淺藏危機，任何變裝服飾和萬聖節燈
飾的居家布置，都是引起災害發生的主因。美
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CPSC)資料顯示，平均每年
10月起至11月節慶期間，超過上千件與萬聖
節有關的傷害事件報告，包括燒傷、雕刻南瓜
時切傷或衣服不合身導致跌倒受傷等。

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說，為預防因
居家佈置而引起的火災與燒傷，南瓜燈應放至
顯眼且距離門口的地方，選用電池燈或螢光棒
代替蠟燭最恰當。再者，萬聖 「穿衣術」也盡
量避免易燃材質，以亮色系為主，若配戴寶劍
、木棍和拐杖等道具，要選用軟性材質且小心
使用，避免揮舞時劃傷臉部及眼睛，裝扮時應
選擇合身舒適的抗燃質料，居家裝飾也須慎選
材質，避免不當作業，造成傷亡。

根據當地媒體 ABC13 報導，為防止孩子
在參與萬聖節 「不給糖就搗蛋」活動被歹徒盯
上，尤其是落單孩子容易成為性侵罪犯下手對
象，哈瑞斯縣巡警局提前做安全呼籲。(一) 查
詢犯罪者名單：哈瑞斯縣巡警局除會在轄區內
加強巡邏強度，民眾也可以到網站輸入郵編號
碼，可查詢區域內登記在案的犯罪者名單。

此外，(二) 集體行動：最好確保家長陪同
參與活動，(三) 了解孩子動態：如果不陪同孩
子參加活動，需了解孩子討糖果的路線，(四)
檢查變裝服飾安全性：需檢查服飾是否穿戴安
全。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也提供實
用的預防指南，確保大小朋友的安全，外出要
糖時也最好集體行動，並由家長陪同；帶回家
的糖果、餅乾和飲料也應該仔細檢視，是否含
毒性物質，避免誤食。

萬聖節各地總動員，遊行慶祝活動容易造
成交通阻塞，休士頓市政府和警察局提醒，民
眾可提早出門，避開車潮，或者採共乘制，減
少停車困擾，慶典地區也有可能封街，建議民
眾出門先查詢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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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dailynewsroom@gmail.com編輯部。

美南日報歡迎各社團及僑胞踴躍投稿

萬聖節集會慶祝萬聖節集會慶祝 別忘了遵守安全須知別忘了遵守安全須知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旅客福音！
西南航空(Southwest Airlines)計劃新增飛往夏威
夷(Hawaii)的航線，將從2018年開航。

西南航空宣布這項計劃，同時也說明聯邦
航空管理局(FAA)在申請請准從陸地飛往島嶼的

航班方面有了進展。
這些航班將會使用西南航空公司最新收購

的波音737 MAX 8飛機，該航空也進一步說明
這是737機型的新一代型號。

西南航空營運長 Mike Van De Van 表示，

「非常興奮明年整年可為我們的眾多客戶提供
更多的飛行選擇」。

目前還未確定是那個機場會提供直飛服務
至夏威夷，也還未得知除了檀香山國際機場
(Honolulu International Airport)以外還有哪個機

場有西南航空服務。
在 休 士 頓 ， 哈 比 機 場 (William P. Hobby

Airport)則是西南航空起降的樞紐。

萬聖節歡慶同時萬聖節歡慶同時，，也要注意外出安全也要注意外出安全。。((本報資料照片本報資料照片))

旅客福音旅客福音！！西南航空明年起直飛夏威夷西南航空明年起直飛夏威夷

西南航空明年將開通夏威夷航線西南航空明年將開通夏威夷航線。。((取自取自ABCABC1313)) 夏威夷景色宜人夏威夷景色宜人，，是度假勝地之一是度假勝地之一。。((取自取自Tripadvisor)Tripad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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颶風無情颶風無情，，人間有愛人間有愛，，大愛無疆大愛無疆
哈維颶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昨晚盛大舉行哈維颶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昨晚盛大舉行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就
在一個多月前，休士頓面臨了
百年不遇的洪災，一時生靈塗
炭，無語問蒼天。幸賴一群無
我，奉獻的救災英雄，他們結
合了氣與技術，充份發揮了中
國人互幫，互助的 大愛精神。
如今，風雨已然過去，但休士
頓的華人對這段歷史不能忘懷
。休士頓 「國際區」 的區長，
美南報業集團的董事長李蔚華
先生，熱心的要救助災民，要
這段歷史不要留白，他結合了
休士頓的音樂家，舞蹈家，藝
術家，還有熱心的社團，宗教
團體，企業主及個人，大家合

力搞一台救災募資音樂會，讓這些閃閃發亮的人性本善，凝固成永難忘懷的記憶。它永遠銘刻在
昨晚所有與會者的內心，就像昨晚傑出的音樂，那麼動人心弦，真是颶風無情，人間有愛！

李蔚華先生昨晚也在音樂會的開場致詞中表示： 這是休士頓各族裔的一次大團結！二十多年
前 「國際區 」還是一片荒蕪，如今能在這塊土地上開音樂會，我要感謝僑社領袖們給我們這麼多
，還有專程前來義演的張江，吳曉萍老師，高曉慧老師，Mary Li, 山東同鄉會，東北同鄉會，總
領館王昱王副總專程前來，這是海外華人在休士頓譜寫的新的一頁。

當晚，也由聯邦國會眾議員Al Green, 總領館王昱副總領事及美南報業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親自登台，為 「美南新聞」 評選出來的救災英雄掛上彩帶，留下歷史性的一幕---- 這些救災
英雄包括：
孫緒金 （孫鐵焊） 趙軍民 （老趙裝修） 陳 衡 （小熊川菜） 李亭誼（百利高中生） 李 亙
（HCC 在校生） 曲大瑋 孫鐵漢 李懿珈（大連同鄉會會長） RICHARD ALTON REYNOLDS
RAYMOND G. FENG 馮雷 JOSHUA HALL 錢燕妮 高緒春 韓家鋼 張世軍 蘇志群 周浩 周鎮
常 張玊誠 林永健 （林牧師） 駱健誠 陳凱義 BILL 張文楷 張餘欣 王舒 DAVID BACNEH KIN
LOCK VICTOR FUNG JACK CHEN JACK YANG 王宇 FRANK 宋文杉 李鵬飛 吳可 COACH
XU 孫琰（來自奧斯丁） 牧歌 DANIEL CHAO 李玉蘭 李潔 李含笑 曲金麗 王志平 崔日德 楊廣傑
張榕軒 張彬 張丕強 范婭平 於春玲 羅楚璿 曲榮輝 SHERRY LANG 周維豐 袁明東 孫志剛 湯甌 劉
錚 張紅 梁晨 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 靳敏 王曉霞 休斯敦華夏中文學校 馬莎 黃玲
休斯敦華夏學人協會 羅雪梅 德州船友會 廖躍清 休斯敦湖南同鄉會 嫣妮 吳安萍 美南山東同鄉會
房文清 休斯敦槍友匯 馬廣力 NANCY 休斯敦華裔餐飲協會 沙麗 解濱 休斯敦華裔聯盟 孫盈盈 休
斯敦皇城根北京群 劉洋 德州大連同鄉會 李懿珈 周愛萍 楊玉楠 廖躍清 張寶珍 徐寧波 梁晨 胡彬
張靜 楊萬青 張新業 季維強 胡蓉。

同時，美南特別鳴謝贊助的社團，公司及個人如下：
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 袁國鵬紀念基金會 美南山東同鄉會 國際陽光行青少年義工站 李蔚華先生
胡蓉 小姐 PFA HOUSTON 陳鐵銘 董事長 MR. LEE COOK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 孫婷女士 冠軍地
產 陳建輝 董事長 德州東北總商會 TARA ENERGY PEPPER TWINS 雙椒 格力北美商用機組
VIVA BIOTECH LTD 美美地產 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 劉姸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 東北同鄉會 福建同
鄉會 美南浙江同鄉會 川渝同鄉會 安徽同鄉會 河南同鄉會 湖南同鄉會 雲南同鄉會江蘇總會 德州
廣東總會 上海聯誼會 天津同鄉會 中華總商會 中國人活動中心 全美華人協會 北美青少年國樂團
華夏中文學校 智勝學院 休斯頓中國聯合校友會 國際華裔女企業家和專家協會 華夏學人協會 中國
旅美專家協會 國際陽光行青少年義工社團 TARA ENERGY 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世界華人

保釣聯盟{美國} 李氏公所 休斯頓旗袍會 僑灣社 會長 浦浩德博士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 - 休士
頓分會 會長 劉志恆 美南臺灣旅館公會，及風災期間及昨天音樂會前來幫忙的義工為：Jessica wang
(王梓沫) 杜敏宙(min zhou du) 劉相志(xiang zhi liu) 孔祥翰(Henry kong) 倪楠(Nan Ni) 葉楷森(Kaisen
Ye) 蕭晴方(Lorraine Xiao) 甄嘉敏(jiamin zhen) 葉驥灝(Jihao Ye) 洪丞明(Jason Hung) 文藝霖(Paul
Wen) 李明醍(Mingti Li) 汪霆易(Tingyi wang) 國際陽光行青少年義工站王梓沫 (Jessica wang) 杜敏宙
(min zhou du) 劉相志(xiang zhi liu) 孔祥翰(Henry kong) 倪楠(Nan Ni) 葉楷森(Kaisen Ye) 蕭晴方(Lor-
raine Xiao) 甄嘉敏(jiamin zhen) 葉驥灝(Jihao Ye) 洪丞明(Jason Hung) 文藝霖(Paul Wen) 李明醍(Min-
gti Li) 汪霆易(Tingyi wang) 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 張杰 趙毅英 郭靚 張宇彤 麥淑君 李莉 李燕科 曾
燕 露西蔡 蘭洲洲 Cristy Chau 國際區救災中心 鄧潤京 吳軍 高緒春 顧新成劉三姐 孫鐵漢 羅楚璇
辛維克 Sherry Lang Lisa Maggie Sun Yun Cong Chen Biqiong Han 湯 甌 黃石平 Yu Xi Zhai 翟紅梅
王咸文 慧慧 牛三勇 Lucy Han 裴彩雲 Lian Frazier 郭立群 Jim Liang Richard 齊 Nicole Niu 孫緒金
（鐵焊） 趙軍民 （老趙裝修） Jim Liang 李國華 房文清 張瑞萍 張玉成
華莊儀 Tin-yi Li李亭誼 Xu Chun Gao 張青 Fancy Huang 楊佩娟 陳亞萍 岳琳 岳夢雨Cvaus Sellian
Xiao Wang Tanya Luis 亮亮 美美 Anqi Wang 張瑋前 Nochelle 陳薇 陳殷浩 陳亞萍 楊玉楠 Devin
Ng Sammel Wang Jason Ren Karl Galley Victor Chen Qiom Zhong Wei Shan He Kevin Feng Ying
Ng Elaine Chen 王曉芬 Angular wang 歐旋 李仲立 Thomas Chen 陳宇 Joyce Chang Yolly Qi Xin
Gong Shelley Pan Joyi Zheng Ravenna Zhuang 韋蕾 Lei wei 梁盎男。

昨晚後半場的音樂會，由高曉慧老師和吳曉萍老師總策劃了一台極具水平的音樂，舞蹈節目
，包括華夏中文學校的合唱 「你鼓舞了我」； 劉良子的女生獨唱 「為了誰」，極具份量。以及
陳涵林，亮亮二人的男女聲二重唱 「相信 」。各自展現了青少年組第一名的實力。而周潔曉慧舞
蹈學校的舞蹈 「崛起 」，更是實力之作。而劉相志，劉相臣兄弟的鋼琴獨奏，更顯示劉相志在13
歲（2014 年 ） 獲國際鋼琴大賽少兒組獨奏超級金獎的實力。最後出場的張江，更是昨晚全場目
光的焦點。他演唱的 「祈禱 」 及 「大愛無疆 」，真是絲絲入扣，直接撞擊觀眾內心深處，富感
染力的歌聲，繞樑三日，一曲未了，全場爆起如雷的掌聲，而這二首歌的作曲，都是當晚的節目
策劃，著名音樂家吳曉萍老師。為這場音樂會的成功，作了一個美麗的註腳！

圖為美南新聞評選出來的救災英雄登台與頒獎人國會議員圖為美南新聞評選出來的救災英雄登台與頒獎人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總領館王昱副總領事總領館王昱副總領事，，
及美南報業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合影及美南報業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專程前來助陣義演的著名音樂人張江圖為專程前來助陣義演的著名音樂人張江（（ 左左 ））與與JahmeJahme--
lia Alvarez (lia Alvarez ( 右右 ）） 表演男女生二重唱表演男女生二重唱 「「祈禱祈禱 」」。（。（ 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

((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 您知道嗎您知道嗎？？為振興房市為振興房市，，美國美國
政府投注了相當的心力政府投注了相當的心力，，為了鼓勵住者有其屋為了鼓勵住者有其屋，，讓首次自讓首次自
住房購房者住房購房者(First Time Homebuyer)(First Time Homebuyer)可以負擔得起可以負擔得起，，休士頓休士頓
市政府對屋主有不少的補助金市政府對屋主有不少的補助金，，如果懂得去申請如果懂得去申請，，並且符並且符
合條件合條件，，您可能就是幸運者您可能就是幸運者，，將申請到一大筆補助金將申請到一大筆補助金，，最最
高可獲高可獲$$2525,,000000的補助的補助，，對於購屋來說對於購屋來說，，可謂不小的助益可謂不小的助益
。。

本報記者採訪休士頓市政府本報記者採訪休士頓市政府 「「住房和社區發展部住房和社區發展部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行 政 經 理行 政 經 理 Brandi N.Brandi N.
SullivanSullivan，，為讀者介紹休士頓市的為讀者介紹休士頓市的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
(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 ，，讓讀者們知道讓讀者們知道，，哪些哪些
人可能是這個計劃的受惠者人可能是這個計劃的受惠者。。
首先首先，，怎樣的人有資格申請呢怎樣的人有資格申請呢？？

BrandiBrandi表示表示，，這個計畫協助的對象這個計畫協助的對象，，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
或是在過去三年內未曾買房的中低等收入的休士頓家庭或是在過去三年內未曾買房的中低等收入的休士頓家庭。。

申請人必須符合中低收入標準申請人必須符合中低收入標準，，然而然而，，民眾別以為中低收入民眾別以為中低收入
是賺很少的年收入是賺很少的年收入，，如果您家庭總收入不超過本市平均收入的如果您家庭總收入不超過本市平均收入的
8080%%，，您就可能符合條件您就可能符合條件。。舉例來說舉例來說，，單身人士的收入為單身人士的收入為$$4040,,050050
，，二口之家的收入在二口之家的收入在$$4545,,800800以下以下，，或四口之家的收入在或四口之家的收入在$$5757,,200200
以下就可以申請以下就可以申請。。收入限制根據家庭人口而定收入限制根據家庭人口而定。。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簡稱簡稱
HAP)HAP)，，最高可補助最高可補助$$2525,,000000，，只要購屋者符合以下的條件只要購屋者符合以下的條件:(:(一一))、、
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二二))、、家庭收入不超過規定的限制家庭收入不超過規定的限制；；((三三))
、、能夠獲得自住房購屋貸款能夠獲得自住房購屋貸款；；((四四))、、願意參加願意參加88小時的購房者教小時的購房者教
育課程育課程；；((五五))、、有工作有工作、、每年有付稅每年有付稅，，是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是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
；；((六六)) 、、願意提供所有的相關文件願意提供所有的相關文件。。 ((七七))、、為休士頓市居民為休士頓市居民。。

如果已經有看重的房子如果已經有看重的房子，，此房要通過市政府的房屋檢查此房要通過市政府的房屋檢查
(Home Inspection)(Home Inspection)才可申請才可申請。。申請補助的屋主申請補助的屋主，，在這個房子至少在這個房子至少
要居住五年要居住五年，，不得出租不得出租。。
買主怎樣才能符合申請資格呢買主怎樣才能符合申請資格呢？？

房地產經紀人房地產經紀人Mr. KimMr. Kim表示表示，，他在數年前因為幫朋友買房子他在數年前因為幫朋友買房子

，，而接觸而接觸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
」」，，當時申請的手續相當繁雜當時申請的手續相當繁雜，，但是但是，，只要熟悉規定只要熟悉規定，，仍然可以仍然可以
逐項克服困難逐項克服困難，，當他的朋友買到房子當他的朋友買到房子、、並且成功申請到補助金時並且成功申請到補助金時
，，箇中的欣喜難以形容箇中的欣喜難以形容。。

首先首先，，買主必須確定是自己居住買主必須確定是自己居住，，而不是投資屋而不是投資屋，，在此屋要在此屋要
住滿五年才可以轉手住滿五年才可以轉手。。在買房之前必須上在買房之前必須上 88小時購房者教育課程小時購房者教育課程
，，要能獲得貸款要能獲得貸款。。其次其次，，有意願要申請此項補助金的人有意願要申請此項補助金的人，，一定要一定要
誠實交稅誠實交稅，，不少人為了省稅金不少人為了省稅金，，沒有如實報稅沒有如實報稅，，等到申請貸款時等到申請貸款時
就出現難題就出現難題。。 Mr. KimMr. Kim表示表示，，市政府有錢補助市政府有錢補助，，但是民眾要懂得但是民眾要懂得
去申請去申請，，懂得讓自己符合條件懂得讓自己符合條件，，申請過程中有許多文件工作申請過程中有許多文件工作，，對對
於熟悉作業的人並不是問題於熟悉作業的人並不是問題。。他也鼓勵想要有自己住屋的民眾趕他也鼓勵想要有自己住屋的民眾趕
緊申請補助金緊申請補助金，，先到先得先到先得。。
過過 去申請程序和規定相當複雜去申請程序和規定相當複雜，，但是最新的補助計畫已經簡化但是最新的補助計畫已經簡化
。。無論是委託房地產經紀人無論是委託房地產經紀人、、貸款公司貸款公司、、或是銀行貸款的部門來或是銀行貸款的部門來
申請申請，，一定要找對此新條款非常熟悉的人一定要找對此新條款非常熟悉的人，，否則申請手續可能會否則申請手續可能會
造成過程冗長造成過程冗長、、買主不符合規定買主不符合規定、、或是影響過戶時間或是影響過戶時間，，甚至買賣甚至買賣
不成等結果不成等結果。。概括來說概括來說，，若是申請手續不當若是申請手續不當，，將會影響取得補助將會影響取得補助
的資格的資格。。
申請程序申請程序
11.. 先了解自己是否符合申請資格先了解自己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22.. 通過貸款機構通過貸款機構，，獲得購屋貸款獲得購屋貸款

33.. 獲住房和社區發展部核准機構頒發的購房者教育課程證書獲住房和社區發展部核准機構頒發的購房者教育課程證書
44.. 填寫填寫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申請書申請書
55.. 符合自住房補助資格符合自住房補助資格
66.. 於休士頓市物色你所要購買的自住房於休士頓市物色你所要購買的自住房
77.. 自住房需通過環境與房屋狀況檢查自住房需通過環境與房屋狀況檢查
88.. 簽署條款與條件披露文件簽署條款與條件披露文件
99.. 完成房屋過戶手續完成房屋過戶手續

休士頓的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休士頓的中華文化服務中心(Chinese Community Center)(Chinese Community Center)將於將於
十月十月2020日日((週五週五))有購房者教育課程有購房者教育課程(First Time Homebuyer work(First Time Homebuyer work--
shop)shop)，，以英文講說以英文講說，，全程八小時全程八小時，，課程結束會可獲課程證書課程結束會可獲課程證書。。
歡 迎 有 興 趣 買 房 及 申 請 補 助 金 的 民 眾 參 加歡 迎 有 興 趣 買 房 及 申 請 補 助 金 的 民 眾 參 加 。。 洽 詢 電 話洽 詢 電 話
713713--271271--61006100。。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洽詢電洽詢電
話話::832832--394394--62006200。。或上網查詢或上網查詢: http://www.houstontx.gov/hous: http://www.houstontx.gov/hous--
ing/hap.htmling/hap.html。。

在申請補助金的過程在申請補助金的過程，，有兩大重頭戲有兩大重頭戲，，一是貸款一是貸款，，二是購屋二是購屋
。。在貸款部分在貸款部分，，群智貸款公司對此項補助計畫頗為熟悉群智貸款公司對此項補助計畫頗為熟悉，，需要詢需要詢
問貸款部分問貸款部分，，可洽群智貸款可洽群智貸款713713--364364--77847784。。在購屋部分在購屋部分，，應該應該
找怎樣的房子找怎樣的房子、、首次自住房購房者怎樣更容易申請到補助金首次自住房購房者怎樣更容易申請到補助金，，可可
洽 詢洽 詢 Mr. KimMr. Kim，， 他 已 經 協 助 不 少 人 申 請 到 補 助 金他 已 經 協 助 不 少 人 申 請 到 補 助 金 。。 電 話電 話::
832832--549549--02820282。。

政府鼓勵首次自住房購房者政府鼓勵首次自住房購房者
您可能是補助計畫的受惠者您可能是補助計畫的受惠者

2017 年家庭收入上限 

家庭人口 
地區平均收入的 70% (AMI)  

最多高達$25,000 的補助 

地區平均收入的 80% (AMI)  

最多高達$15,000 的補助 
 

1 $34,350  $40,050   

2 $41,250  $45,800  

3 $46,400  $51,500   

4 $51,500  $57,200   

5 $55,650  $61,800   

6 $59,800  $66,400   

7 $63,900  $70,950   

8 $68,000  $75,550   

 

住房和社區發展部住房和社區發展部(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行政經理行政經理 BrandiBrandi
N. Sullivan(N. Sullivan(中中))、、房地產經紀人房地產經紀人Mr. Kim(Mr. Kim(右右))、、與與Amegy BankAmegy Bank的的RosaRosa--
linda Garcialinda Garcia分享如何申請補助金分享如何申請補助金想要買自己的房子嗎想要買自己的房子嗎?? 您有可能申請到補助金您有可能申請到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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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達拉斯 -- 天燈節天燈節22天團天團
快 捷 旅 遊

僑務委員會新聞參考資料僑務委員會新聞參考資料
僑務電子報僑務電子報徵文比賽徵文比賽啟動啟動

出發日期: 201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六) - 12
日(星期日)

你有否想過要一個難忘的旅程, 讓快捷旅遊
為你安排一個難忘的假期!

行程特色: 一個行程, 兩種選擇! 但絕不能
三心兩意! (2選 1)

放天燈 , 大型韓式水療中心及水上樂園
, ……還有更多……盡在其中!

天燈節，就像一個迷你嘉年華,各方朋友們
聚在一起放天燈，這將會是一個難忘的景象! 在
日落之前各位可以享受各式美食，現場有音樂
，舞台表演，有童話故事裡似層相識的公主, 有
面部畫畫face-painting，大家絕對可以做個藝術
家把你的天燈粉色一翻或寫上你的宏或很個人
的願等等。和家人前來感受吧! 情侶的,在BBQ
軟綿綿的綿花糖同時亦溶化了他/她的心! 在夕
陽來臨之際,我們將用最高的希望和最美好的夢
想照亮天空! 天燈的施放象徵著祈福納喜的活動
, 在東方已綿延好幾百年之久。天燈活動被Dis-
covery Channel旅遊頻道 票選為[世界第二大節
慶嘉年華], 由此可見其空前盛況。
快捷旅遊絕對獨家行程:

特價:11/11晚不住酒店(留宿水療館)成人價
US$175.00(**請自備一條大沙灘巾) ( **4-12歲
$125.00)

費用包括: 雙語導遊, 全程豪華巴士，一晚

住宿, 每天一瓶飲用水,天燈節、水療
館及水上樂園門票，幸運抽獎。

自費項目: 餐費及部分景點門票,
私人性質費用 , 其他服務費並未包括
在內。

建議小費: 導遊、司機 二天共
$10/每人;集合時間及地點: 11:15時集
合於[雨花齋]並午餐 , 中午12:15時出
發

地址: 12345 百利大道(即千賓車塲停車場,
Cook Rd & S. Dairy Ashford 之間)想要更詳細行
程, 請聯絡快捷旅遊 (713-777-1717)

第一天: 11:15時午餐,先在[雨花齋] 享用一
頓健康又美味的素餐, 12:15 隨即出發前往這次
行程主題 ---放天燈。此處就是一個迷你嘉年
華會! 有各式美食，現場有音樂，舞台表演，有
童 話 故 事 裡 似 層 相 識 的 公 主, 有 面 部 畫 畫
face-painting，大家絕對可以做個藝術家把你的
天燈粉色一翻或寫上你的宏或很個人的等等。
和家人前來感受吧! 情侶的,在BBQ軟綿綿的綿
花糖同時亦溶化了他/她的心! 在夕陽來臨之際,
我們將用最高的希望和最美好的夢想照亮天空!
天燈的施放象徵著祈福納喜的活動, 在東方已綿
延好幾百年之久。天燈活動被Discovery Channel
旅遊頻道 票選為[世界第二大節慶嘉年華], 由此
可見其空前盛況。這將會是一個難忘的景象!

盡興未畢?... 接
著 到 ‘BIG-D’ 達
拉斯的大型韓式水
療館及水上樂園享
受桑拿。水療館的
設施包含有9個獨特
的桑拿房, 全部使用
天然材料，每個桑
拿房專注於身體的
不同區域，各式其
式，是美國最大的
亞裔桑拿。水療館

門票已包括各種從電腦室，游泳池，桑拿浴室
至水療館的娛樂服務如電影室。 (如須要其它指
壓、身體、 足部等按摩服務 - 須要預訂及自費
。)水療館有韓式餐飲部(要夜宵的自費)您可以
選擇晚上留在水療館留宿
第二天: 早上在旅館享用早餐後,遊覽達拉斯植物
公園- Botanical Garden。在水療館留宿的繼續
享用水療館的設施及在室內水上樂園玩個痛快,
樂園由早上10時開放 (請自備泳衣,早餐自費)。
中午時分兩組集合共進午餐(自費, 週邊有其它
餐館選擇) 。

接著參觀達拉斯市中心區, Sixth Floor Mu-
seum, Reunion Tower 門票自費), 等等。帶大家
回到JFK被遇刺的所在地。

下午開始回程之路, 在車上有幸運抽獎, 傍
晚7:30時左右返回休士頓結束二天的歡樂假期
。

燈會與你同在的事情………
**請自行携帶可坐著的毯子或椅子**, 携帶可預
寒的夾克。帶你的輕便走路鞋或舞鞋！
*場地允許携帶小型冷藏冰箱Cooler，小吃和水
，但絕對不允許帶外面的酒精飲料。
*會場將有很多購買食物和飲料的攤擋,帶些錢或
信用咭可買小吃或飲料。少不了照相機或帶你
最新的智能手機! (請把貴重的首飾留在家裡。)
*每位成人有一份天燈及小盒子(內已有放天燈
所需物品,包括有一支彩筆) , 小童有小禮物但不
會有天燈。
** 別忘記帶個微笑，因為沒有它就 = 沒有穿好
衣服, 大家都要把衣服穿好啊, 即帶好你的笑容,

親! **
豁免責任通知：當您完成註冊並支付全額

時，相當於您已經同意並簽署了加入天燈活動
的豁免責任同意書。父母必須為您的孩子簽署
豁免同意書。
報名細則及責任問題:
*報名時每位須繳付全數旅遊費用，由於假期節
日關係, 名額均有限, 先到先得。各團友請準時
抵達出發點, 任何原因遭到不能成行者, 費用恕
不退還。出發前14天不作任何退款。
*費用不包括司機、導遊小費: 建議每人每天賞
予$10.00 美元，2 天合共$20 美元/每人; 及不包
括其它小費, 如歺館小費: 午餐每人$1, 晚餐每
人 $3 。
*行程如有任何變動,或遊行節目更改,或天氣影
響,領隊有權視乎情形更改行程節目。
*快捷旅遊有權保留更改行程次序之權利，以便
每團順利進行。
*行程如因人數不足未能成團時，快捷旅遊得於
出發前通知旅客，無息退還所繳之費用。
*行程中如發生意外以導致傷亡或其他損失 ,當
根據酒店、巴士等營運機構所規定之條例作為
解決之依據，該與本公司無涉。
*團友選擇停放車子在停車塲, 車子如有任何損
壞或盜竊, 怏捷旅遊和停車塲場主不會負任何責
任和賠償費用。

報名請電 (713) 777-1717 快捷旅遊 ASAP
Travelwize或電郵: asaptravelwize@yahoo.com

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報名從速 (不二價, 請
忽議價!)

僑務委員會為鼓勵海外僑胞經
由報導僑界新聞，為僑社建構共同
記憶，特別舉辦 「2017 僑務電子報
徵文比賽」，總獎額高達新臺幣40
萬元。僑委會即日起受理稿件，投
稿截止日期為10月20日，歡迎海外
僑胞把握機會，踴躍投稿。

據瞭解，徵文比賽分 「僑社」

與 「雙十國慶」兩組進行，其中
「僑社組」以報導海外僑社本年舉

辦之活動、發生的事件或僑胞故事
等值得分享之經驗及事實為主；
「雙十國慶組」則記錄海外僑社或

臺灣本年辦理雙十國慶活動的成果
或個人感想。兩組獎項均包括特優1
名（獎金新臺幣5萬元，折合美金約

1,660元）、優等3名（獎金新臺幣3
萬元）及佳作6名（獎金新臺幣1萬
元）。

凡支持中華民國、自由臺灣者
均可參加這項比賽，投稿辦法請詳
「僑務電子報」（ocacnews.net），

任何問題歡迎洽詢ocac19@ocac.gov.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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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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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Sunday, October 1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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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禁槍為何總不成?

楊楚楓楊楚楓

每次美國發生重大的
開槍殺人事件，總有人
以為，美國今次應該會

立例限制人民擁有及使用槍械了；以今次賭城大屠殺為例，喪失生
命的有58 人、受槍傷的有527 人，簡直就是小型的 「9.11」慘劇，
一時之間，禁槍之聲，又響徹雲霄。但這僅僅是單方面的民意及大
多數民立派的呼聲，整體共和黨，以及美國總統特朗普對禁槍問題
，都是繞路而行，避而不談，即使碰到媒體單刀直問，他們也只是
玩弄中國人的 「耍太極」手法來說： 這不是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十分明顯，擁槍派在美國國內、在議會大樓之內，仍然是高佔上風
，令有關的禁槍的議題及法例，一直沒法進行辯論，當然要立例通
過，更是遙遠無望。而在今後的現實環境中，我想每年仍然有很多
無辜的美國人，在完全與自己無關的槍擊事件中死亡，有時還禍及
外來的遊客。

日前，拉斯維加斯發生了一宗美國歷史上死傷最多的槍擊事件
。死者全是與槍手素未謀面，無怨無仇的人，只是槍手一時精神錯
亂(未證實)，而槍枝又太容易獲得，才導致這樣的悲劇竟可以在現今
的文明社會出現。

槍手從酒店高層房間的窗戶，向廣場上出席演唱會的群眾開槍
，動用了23枝自動步槍，發射了幾千發子彈。如果美國不是配槍合
法，槍手根本沒有機會把這麼多的武器運上酒店房間。所以，說今
次的死傷者，，全是被擁槍派的議員所累亦不為過！

美國是精神病患者特別多的國家，加上伊斯蘭恐怖分子又在虎
視眈眈，如果還不速速修訂有關法例，今後一定會有更多的類似事

件發生。因此，又有人預
期，國會今次應該會通過
限制槍械的法例了吧。

不過，從總統與部分
官員對拉斯維加斯事件的

回應來看，擁槍派仍不打算改變他們的立場。他們雖然譴責槍手邪
惡、冷血；但拒絕把事件與美國人太輕易可以擁有槍械聯繫起來。
他們似乎仍認為，即使死傷了這麼多人，美國也不應禁槍，因為讓
人民自由配備槍械，是美國精神的重要標誌。美國有3.23億人口，
死了58個，只是少了億分之17.9，但一旦因此而禁槍，就足以令整
個美國精神消散。

美國憲法的第二條修訂案寫得很清楚，”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意思是人民管有及攜帶武
器的權利不可受到侵犯。要修改憲法，可不是簡單多數就可以通過
，而是要三分之二的絕大多數支持；這在共和黨(擁槍派)控制參眾兩
院的情況下，幾乎沒有可能。看來，為了維護美國精神，美國人還
需繼續付出生命的代價。但如果你不是美國人，你沒有責任去維護
美國精神，那你自己選擇不去美國好了。美國是不會為了吸引遊客
，而放棄美國精神的。

美國人為甚麼把可以持有槍械看得這麼重要呢？這和美國的成
長歷史很有關係。歐洲人移民美洲初時，先在東岸登陸，長途跋涉
，貧病交逼，全靠當地印第安人施以援手，美國的感恩節就是這樣
來的。後來，移民美洲的人愈來愈多，他們就向西部開墾拓展，於
是與印第安人不斷發生衝突，必須持槍自衛。我年輕的時候看過不
少西部片，片中男性主角如尊榮等，無不身上配槍，雙方一言不合
，就拔槍就射，唯一的禁忌，是不可在別人背後開槍。美國人的私
有產權，個人生命，都得靠槍來保護。有槍，才能殺印第安人奪地
，才能殺野牛得食物，才能殺狼護牲畜，才能殺歹徒護妻兒，才能

殺英官謀獨立。此外，美國人還相信，當人民擁有自己的武裝的時
候，政府就不敢不尊重人民；如果政府獨裁，人民就可以用手上的
武器對付專政；由此證明，手上持槍，於是成為美國人神聖不可侵
犯的權利。

每當發生導致人命傷亡的槍擊案，美國官民便會展開一場應否
管制槍械的辯論，而最後佔上風的，莫不是 「擁槍派」！十月一日
賭城拉斯維加斯那宗造成近六十人死亡及約六百人受傷的慘劇，循
例引起對有關問題的激烈爭拗──由於死傷人數多，相關言詞顯得
特別 「悲壯」──總統特朗普對此事極度關注，甚至專程飛往出事
地點 「視察」──全國下半旗致哀，白宮發言人噙着淚水對傳媒述
說此宗不幸事故。不過，筆者認為 「擁槍派」贏得這場 「辯論」的
機會甚高，因為死傷人數多寡，是 「技術問題」，原則性問題是
「為了保障自由，全民都有權擁有槍械」。把擁有槍械與保障人身

自由掛鈎，成為好槍者和深信有槍械才有免受槍械威脅，甚至傷殺
自由的人 「買槍自衞」的最佳口實。這種看似荒謬的理由，實在不
易推翻。

看這幾天來賭城大屠殺事態的發展，筆者相信美國會立法禁售
可令半自動槍械變成全自動的 「撞火槍托」（Bump Stocks），因為
此配件，可以令殺人武器，升級至大殺傷力武器，廢之無損 「人民
擁槍自衞」的目的，並不違背 「古已有之」即於一七九一年國會通
過的 「憲法第二修正案」規定政府不可干預侵犯 「人民持有及攜帶
武器」的權利；而擁械人家應把槍械收藏於未成年人無法自取的地
方，相信亦會立下法例。種種規限，雖會令軍火商做少一點生意
（尚未見 「撞火槍托」的市場數據；該配件為退休空軍士官J. Cottle
於二○一○年發明，零售價在一百美元水平），但此際因此慘劇導
致 「全民怒吼」，主張槍管之聲甚囂塵上，軍火商稍退一步、國會
多立一法，便可收 「豬欄效應」，令民憤稍息，何樂不為！

自七月中旬遊罷港澳
、中國內地、及南韓回
美後，才三個月光景，
就發生不少變化。馮炳
照，人們尊稱他為“照
叔”，澳門戲曲界的一
位老前輩、澳門工人劇
團的“老臣子”，原來
已於今年九月十七日辭
世。但我一直不知情，
或許是澳門方面的友人
知悉我正在遭受 「多維

」暴風狂雨的侵襲，故此暫不通知。及
至日昨跟當地粵劇界資深作家楚竹老師
電談，才悉照叔己離世。他生於一九二
一年七月，享高壽九十六歲。

筆者少年在澳，己與照叔相識相交
。我最喜愛與他閒聊，他那豐富的人生
經驗、戲曲知識，我們這一輩聽了就有
得益。照叔常說他甚麽也不懂，實際上
，他的閱歷、實踐，都是珍貴的資料。

少年時代的照叔，因為親戚（是粵
劇名伶新靚就的徒弟）在澳門經常上演
粵劇的清平戲院開“果檯”（“果檯”
有伙記於粵劇演出開幕前、每場落幕的
空隙時間，向觀衆兜售開邊沙田柚，一
串串去了皮的清水馬蹄、淡水沙梨、陳

皮梅等小食），照叔就憑此關係，鑽進
劇場幫忙，到開幕了，就站在一邊看戲
。那些名伶老倌的好戲，他都有機會看
了，長年累月耳濡目染，他就跟着唱、
跟着手舞足蹈。

上世紀四十年代日寇侵華時，年
輕的照叔隨人流逃到海南島。很多逃難
者都客死異鄉，而照叔卻認識了一位女
士，並成為他的太太。成了照叔掛在口
中常說的：“一個人去，兩個人返！”

抗戰勝利後，歌舞劇作為增加歡樂
氣氛，需求甚殷，照叔就和一班志同道
合的年輕人，組成班子，膽粗粗地學人
做“提綱戲”，食飯前大家聚集，有人
講了個梗慨，吃完飯就化妝上台。就這
樣，“江湖十八本”的《教子逆君皇》
、《乞米養家姑》，甚至《胡不歸》他
都演了，甚麽古老排場、做手唱功，就
在觀衆面前磨練出來。有一點可能大家
都想不到：那時的照叔是演男花旦的，
子喉唱功不俗。

祖國解放了，照叔回到澳門。一九
五二年在某個場合，照叔露了一下唱功
，被台下的澳門武林泰斗文國威師傅
（那時是耐廬體育會負責人）賞識，馬
上邀請照叔做該會粵劇曲藝組的搞手。
後來，照叔又擔任“黑鷹會” （綽號叫

“盲眼雷公”的陳少俠做會長）的文書
主任、戲劇主任，又是工聯會文娛組的
成員之一。

不久，工聯文娛組改名為“工人劇
團”，照叔就一直留在工人劇團，台前
幕後都見他的踪影。那時的照叔，日間
是澳門中央酒店員工，閒暇才到劇團活
動。

因為工作關係，照叔經常走動於
中央酒店及有澳門 「花街」之稱的福隆
新街之間，當年港澳兩地有很多知名富
商名流，愛與紅牌阿姑往來，產生不少
風流雅事。照叔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他
是厚道之人，從不對那些逸事，說三道
四，不說別人的私隱。所以甚得歡塲中
上下人仕一致好評。有些後來從良改變
了身份的紅牌阿姑，在某些場合再見到
了照叔時，總是必恭必敬地和他打招呼
，並向他致謝。

澳門工人劇團初期得文采風（文國
威師傅弟弟，曾在黃侶俠的粵劇學校任
教）過來輔導，當時演員方面有區祖澤
、劉少英、布少萍、梁源、朱炳、陳榮
根、梁潔文、黃惠芳、及照叔等，拍和
師傅有鄭培英、苗文元、盧燦等，實力
非常雄厚，連香港一些單位也派員來澳
門學師呢。（其中鄭培英及其母親，是

我少年時代粵曲的導師。他們一般不向
外授徒，我是因為有兩年時間，成為鄭
家兩位公子及一位千金的家庭補習先生
，每周五天黃昏，到其府上指導各科功
課，甚得鄭老太歡心，偶然一次在其家
庭聚餐中，興奮之餘，我高唱一曲新馬
師曾的名曲 「啼笑姻緣」，事後鄭培英
母子向我指出不足之處，我才喜悉粵曲
高人竟在眼前，不禁勤加求教）。

回頭再說那時的照叔，已不再演花
旦了，改演“丑”或花面的角色。他在
《荊軻》長劇中，開臉演秦王，在《柳
毅傳書》中，演忠厚老僕人福伯，在
《小刀會》中，演義軍將領劉耀川，在
《二堂放子》中，演沉香生父劉彥昌、
在《拉郎配》中，演糊塗縣老爺，後來
在粵劇《沙家浜》中，演草包司令、在
粵劇《紅燈記》中，演日軍官鳩山、在
粵劇《杜鵑山》中演匪首“毒蛇膽” ，
後來還擔任大型綜合歌舞節目的朗誦。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大陸 內地文
藝隊伍，時來澳演出交流，經常是工人
劇團膺此責任，照叔曾說，他就得到京
劇名角譚元壽面授運氣發聲的竅門，又
曾得到廣東音樂曲藝團的古腔唱家陳萍
佳老師，一字一句地教他唱《秦瓊賣馬
》。

照叔除了是粵劇多面手之外，還寫
得一手極見功力的“瘦金體”書法，早
期演出晚會的場刋及橫額，他都樂意大
筆一揮。照叔，是一位謙厚隨和的長者

，是藏於內而少揚於外的有實力的藝術
界前輩。他較我年長廿八年，即使先父
也年青他兩歲，我能夠跟他相識相交，
成為一位忘年交，實在是有些巧合。事
緣當我唸中學五年級時，因為我是濠江
中學、澳門學生聯合總會戲劇組的骨幹
演員，遂被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劇團邀請
我去演出當時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八個革命樣板戲之一的 「沙家浜」里
的國民黨軍隊中的胡全癸司令。我雖然
在舞台上曾經扮演過多樣人物，但都是
文質彬彬的書生形的角色區多，胡全癸
司令是一個大老粗出身的草莽流氓，只
是在亂世中被他誤打誤撞，成為蔣家王
朝中一個軍人要角。要扮演這樣一個角
色，對我來說，難道不少，我雖然有婦
聯會中的女導演教路，但排演起來，總
是欠缺一種粗曠的味道。有一次我們到
當地康樂館劇場上排練時，剛巧照叔亦
在現場，我會劇組要員馬上敦請他來教
路。照叔看罷，豪邁地拉著我雙手，叫
我看着他怎樣抽煙、怎樣大笑。 「如果
你學上我六成功力，你這個胡司令就可
以生動很多了！」

在照叔指導之下，我不負眾望，初
步成功地扮演了胡司令。經此一役，我
視照叔為我舞台上的恩師，即使移民來
美，但有時間返澳一行時，一定抽空去
拜訪照叔，一盡弟子之禮。今照叔老人
家已駕鶴西去，遠在美國的我，就以此
拙文，作為對他的一種懷念！

楊楚楓楊楚楓

追憶馮炳照粵劇老師



休斯敦中國人社區休斯敦中國人社區
抗洪救災先進典型總領館頒獎大會抗洪救災先進典型總領館頒獎大會

圖為李強民總領事圖為李強民總領事（（ 左二左二 ）） 與得獎的與得獎的 「「 美南山美南山
東同鄉會東同鄉會」」 代表會長房文清代表會長房文清（（ 右二右二 ），），張新業張新業
（（ 左一左一 ），），季維強季維強（（ 右一右一 ）） 在頒獎大會上合在頒獎大會上合
影影。。

十一個社團代表接受總領事李强民十一個社團代表接受總領事李强民（（ 右七右七）） 的頒獎的頒獎。。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出席頒獎大會的社團及個人代表出席頒獎大會的社團及個人代表。。

「「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先董事長李蔚華先
生生（（ 左二左二 ）） ，， 「「 華助中心華助中心」」 董事長靳董事長靳
敏敏（（ 左一左一））頒發個人的得獎主頒發個人的得獎主。。

出席頒獎大會的社團及個人代表出席頒獎大會的社團及個人代表。。 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中中））與個人得獎主合影與個人得獎主合影。。

救災英雄救災英雄（（左起左起 ））張寶珍張寶珍，，孫緒金孫緒金，，廖躍青廖躍青，，趙軍民等人趙軍民等人。。劉良子女士現場演唱劉良子女士現場演唱 「「為了誰為了誰 」」 ，，反應英雄們救災的義行及精神反應英雄們救災的義行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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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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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黃惠榆夫人與黃惠榆夫人與
出席美華協會第出席美華協會第3838屆年會暨頒發屆年會暨頒發1818屆服務尊榮獎屆服務尊榮獎
王秀姿王秀姿、、張文華法官張文華法官、、李迎霞合影李迎霞合影

德州眾議員吳元之頒發德克薩斯州賀狀給美華協會方德州眾議員吳元之頒發德克薩斯州賀狀給美華協會方
宏泰會長宏泰會長

德州亞裔共和黨郎珍德州亞裔共和黨郎珍、、張晶晶張晶晶、、GRACE HUANGGRACE HUANG、、LONGLONG等出席在珍寶海鮮餐等出席在珍寶海鮮餐
廳舉行休士頓美華協會第廳舉行休士頓美華協會第3838屆年會暨頒發屆年會暨頒發1818屆服務尊榮獎屆服務尊榮獎

休士頓大學教授休士頓大學教授Dr. Patrick LeungDr. Patrick Leung榮獲休士頓美華協會榮獲休士頓美華協會
亞裔在職員工服務尊榮獎亞裔在職員工服務尊榮獎、、方宏泰會長方宏泰會長、、朱群燕頒發朱群燕頒發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並祝大會圓滿成功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並祝大會圓滿成功、、年會司儀由馬健年會司儀由馬健、、VicVic--
toria Matoria Ma主持主持

美華協會方宏泰會長帶領會員為哈維風災募款籌得美華協會方宏泰會長帶領會員為哈維風災募款籌得33萬元萬元、、美國樂齡協會美國樂齡協會AARPAARP
再捐相等基金再捐相等基金33萬元賑災萬元賑災

休士頓美華協會第休士頓美華協會第3838屆年會暨頒發屆年會暨頒發1818屆屆
服務尊榮獎在珍寶海鮮餐廳舉行服務尊榮獎在珍寶海鮮餐廳舉行

1010月月1313日休士頓美華協會第日休士頓美華協會第3838屆年會暨頒發屆年會暨頒發1818屆服務尊榮獎屆服務尊榮獎、、美華協會會會員及理事們在珍寶海鮮餐廳美華協會會會員及理事們在珍寶海鮮餐廳
共襄盛舉共襄盛舉

德州眾議員吳元之頒發賀函傑出成就獎給德州眾議員吳元之頒發賀函傑出成就獎給HISDHISD第第
七區校董宋嘉年七區校董宋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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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互聯網企業成為獨角獸（估值

超過10億美元的創業公司）平均花費4

年，而美國企業則要花費7年。與成名

快形成對比的卻是企業存活率低：團購

網站2011年數量達到5000家，之後3年

驟減至200家；P2P網貸平臺2015年數量

達到3400家，之後壹年降至2300家……

互聯網公司為何成名快，倒閉的也

快？風口來臨時，為何總是“壹擁而上，

壹地雞毛”？

更容易“壹夜成名”
上述數據來自BCG（波士頓咨詢公司）

聯合阿裏研究院、百度發展研究中心、滴

滴政策研究院近日發布的壹份題為《解讀

中國互聯網特色》的報告。這份報告顯示

基於以下數據得出了互聯網行業的“中國

速度”驚艷世界的結論：截至2016年，

中國的網民總

數已達7.1億，

過去15年年復合

增長率達25%。

迅速發展

的互聯網市場，

孕育了壹批有

競爭力的企業。報告顯示，全球市值排名前

10的互聯網公司中，中國占5家。而知名風

投調研機構CB Insights近日公布的全球獨

角獸公司榜單則顯示，214家上榜企業中，中

國占55家，滴滴出行、小米、陸金所和新美

大4家來自不同細分領域的企業更是擠進了前

10名。

BCG全球合夥人兼董事總經理李舒在

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些企業都是在激

烈的競爭中存活下來的。“回顧近年來互

聯網行業的幾大風口：團購、P2P網貸、

網絡直播等，無壹不呈現競爭激烈、行業

節奏快、企業成敗立見分曉的特點。”

數據顯示，中國互聯網行業在每個

風口的高峰期企業數量相對會很多。中

國團購企業數量壹度達5000家，而美國

沒有任何壹年超過650家。中國P2P網貸

平臺數量壹度達3400家，而美國沒有任

何壹年超過100家。不過，中國互聯網

企業在 4年內成為獨角獸的比例高達

76%，美國僅為30%。

李舒表示，壹擁而上的中國互聯網企業

更容易“壹夜成名”，企業平均壽命卻不長。

要麽成行業領袖，要麽成“炮灰”
談及中國互聯網行業快速發展的原

因，阿裏研究院院長高紅冰分析說，中

國人每天在互聯網上花費的時間約4個

小時，超過其他國家。中國互聯網經濟

的高速增長，得益於互聯網用戶普及和

中國經濟發展當中的壹些紅利，比如人

才紅利、資本紅利、基礎設施紅利等。

李舒則認為，相比發達國家互聯網

行業的漸進式發展，中國互聯網行業之

所以能夠跳躍式發展，壹個重要的原因

是中國進入互聯網時代時，有許多需求

無法被傳統產業滿足，留下大量市場空

白，而發達國家傳統產業的基礎較好。

BCG的報告對比2016年中美互聯網各

版塊收入占比發現，互聯網金融在美國的占

比僅占5%，而在中國的占比卻達12%。

對此，互聯網金融平臺紫馬財行首

席執行官唐學慶解釋說，我國傳統金融

機構在服務中小微企業、“三農”項目、

貧困人群方面壹直存在短板，這給互聯

網金融留下了巨大的發展空間。不過，

由於部分平臺非理性地進入，以及缺少

相應的監管約束，互聯網金融在前期呈現

野蠻式增長。在風險事件的沖擊以及監管

政策收緊的壓力下，大量平臺被淘汰。

在創投圈打拼多年的新聯在線首席

運營官陳智誠表示，中國很多互聯網企

業的基本商業模式是模仿，發展模式則

是“前期跑馬圈地，中期巨頭壟斷，後

期流量變現。”在這兩個模式的加持下，

面對巨大的市場，壹旦某壹細分領域被開

發出來，就會湧入眾多模仿者。而這些模

仿者競爭模式較為簡單粗暴，要麽價格戰，要

麽流量戰，於是就變成了幕後資本間的對

決。而掌控流量、手握大量資金的幾家互

聯網巨頭公司都在培育各個細分領域的領

頭羊企業，各創業公司爭相站隊，要麽成

為行業領袖，要麽成為“炮灰”。

擺脫價格戰、流量戰
在陳智誠看來，由於大多創業公司是

以“互聯網+傳統行業”的思維運作，出

發點是利用互聯網打破信息不平等、提高

效率、去中心化等，最終體現在產品上是

應用驅動型創新，即應用和商業模式的創

新，或對已有成熟技術的改進。

BCG對業內40多位專家展開的問卷調

研也顯示，中國互聯網企業以應用驅動型創

新居多，技術驅動型創新明顯少於美國。

“當應用驅動型創新進入激烈競爭期，

技術才是核心競爭力。”陳智誠認為，在

商業模式的創新之後，只有技術才能讓競

爭擺脫價格戰、流量戰、站隊戰。

百度公共事務部總經理趙承表示，

創業公司早期之所以去做應用驅動型的

創新，是因為沒有錢，也沒有研發實力，

但是掌握了龐大的用戶數量。如今，壹些

公司外部的形勢、內部實力都發生了變化，

有人、也有錢投入到研發中去。

壹些互聯網企業正從應用驅動型創新

逐步轉向技術驅動。以人工智能領域為

例，烏鎮智庫的統計顯示，2016年，我國

人工智能申請專利數量達15745個，與美、

日兩大技術創新強國並駕齊驅。中國在計

算機視覺和語音識別等領域都達到了世界

壹流水平。百度語音識別準確率達97%，

深度語音識別系統被《麻省科技評論》評

為2016年十大突破科技之壹。

成獨角獸僅需4年
互聯網公司為何成名快倒閉也快？

大廠產業新城累計招商引資350億元
近日，北京首旅景區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市計量檢測科學研究院、北京豪沃爾科技發展股份

有限公司等8家單位集體入駐大廠產業新城，助力

大廠打造人工智能、影視文化、總部商務三大產業

集群，由此產生的磁石效應有望吸引更多產業資源

和創新企業主體批量落戶大廠。

成立創新平臺打造中國“智谷”
近年來，依托處於京津冀協同發展核心區域，

緊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機遇，大廠打造產業新城後，

已累計吸引了近350億元的招商引資額。

隨著這次8家單位入駐大廠產業新城，大廠人工

智能產業集群發展戰略正式對外發布，並宣布成立

“數字媒體與智能硬件協同創新平臺”， 聚力打造

中國新“智谷”。由此，人工智能、影視文化、總部

商務三大產業集群格局開始在大廠產業新城鼎足而立，

大廠也成為區域經濟轉型升級的戰略支撐點。

借助於北京城市副中心統壹規劃的機遇，如今

大廠集標準廠房、研發樓、配套樓等物業形態為壹

體，將為相關簽約入駐企業提供載體，用於相關產

業的研發、應用。

布局智能產業激發磁石效應
國內AR、VR發展火熱，但AR、VR專業實驗

室不僅鳳毛麟角，而且多隸屬於高校或大企業，並

不對外服務。

“大家配戴的近視眼鏡鏡片都得接受折射等專業

檢查，AR、VR設備作為近眼顯示器，有些廠商只是

簡單的購買部件進行組裝，視場角、畸變誤差、模擬角

度運動範圍、疲勞指數等核心指標都沒有經過權威檢

測，消費者使用這樣的產品會鬧心，相關企業發

展前景更堪憂。”北京市計量檢測科學研究院院長

姚和軍在簽約儀式上說，“這次我們與太庫科技合作

建立AR、VR專業實驗室和光學產品檢驗檢測中心，

平臺壹方面進行技術研發，還能輻射京津冀和周邊省

市企業提供國內最高水平的專業檢測認證服務，為大

廠帶來更多商機。”

太庫科技是壹家孵化器運營管理和關註科技創

業企業動態成長的機構，已在美國矽谷、德國柏林、芬

蘭赫爾辛基、大廠、固安、香河等國內外地區建立

了30個專業孵化器和加速器。截至今年5月，太庫

全球平臺在孵企業有603家，其中估值3億元以上的

就有25家。“太庫科技正在探索出壹條以產業孵化

器帶動形成創新集群，助力區域創新驅動發展的道

路。在大廠重點布局AR、VR、文化創意、互聯網+

和智能硬件領域，搭建創新發展平臺。”太庫大廠

總經理呂昌宇介紹。

完善產業鏈打造影視產業高地
影視文化產業已成為大廠產業新城的拳頭產品。

央視的大型城市文化競演節目《魅力中國城》和益

智競技類節目《機智過人》近日已在大廠5000平方

米的亞洲最大4K巨型演播廳錄制完畢。這次簽約

後，漢獅影視廣告有限公司也進軍大廠，將運營影

視小鎮二期1萬平方米的短視頻實景街區。

沿著京東文創走廊的脈絡，大廠影視小鎮正成

為京津冀協同發展進程中獨具特色的重要坐標。央

視的《挑戰不可能》、東方衛視的《歡樂喜劇人第三

季》、浙江衛視的《高能少年團》、《挑戰者聯盟》、

國家電影壹號工程《阿修羅》、東方魔幻巨制《神探

蒲松齡》……這些節目均從大廠影視小鎮出爐。

影視節目從籌拍、前期拍攝、後期制作、版權交

易，再到展示體驗，壹條完整的產業鏈已在大廠影視

小鎮初步成型。“這次簽約後影視廣告及短視頻、專

業視覺特效應用方案整合企業也將入駐園區，再次豐

富了大廠影視小鎮的企業類型和產業鏈。”大廠高新

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相關負責人介紹，今後園區每

年要至少吸引3部國際國內大片以及其他10部電影來

此拍攝制作；每年至少制作4檔大型季播節目，數十

檔周播節目，把這裏打造成中國影視傳媒產業集聚區

和國內領先的影視制作產業高地。

以色列博物館推出以色列博物館推出““治愈墨水治愈墨水””項目項目 ““紋補紋補””身心創傷身心創傷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館推出壹個名叫以色列博物館推出壹個名叫““治愈墨水治愈墨水”（”（"Healing"Healing
Ink "Ink "））的項目的項目，，由紋身藝術家為受過創傷的人紋上紋身由紋身藝術家為受過創傷的人紋上紋身。。

旅日大熊貓旅日大熊貓““香香香香””體檢體檢
緊抱工作人員萌態十足緊抱工作人員萌態十足

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旅日大熊貓旅日大熊貓““香香香香””在東京上野野生動物園進行健康檢在東京上野野生動物園進行健康檢
查查。“。“香香香香””緊抱住工作人員緊抱住工作人員，，萌態十足萌態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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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水女皇”吳敏霞
14日在家鄉上海大婚。
中國隊領隊周繼紅率跳水
隊姑娘們齊齊到賀；此
外，師姐郭晶晶也攜同夫
婿霍啟剛現身。兩位新舊
跳水女皇再度聚首，她們
的身邊都多了那個最愛的
他陪伴。 網上圖片

女

皇

聚

首

林大輝慈善基金為三位香
港足球名宿張子岱、黃文偉和
鍾楚維舉辦名為“一岱偉大鍾
鋒 締造光輝歲月”的香港足
球發展展覽，香港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14日主持開幕禮。她表
示體育不是政治，期望大家不
要將政治帶入體育或者球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志南 攝

光

輝

歲

月

中新社北京14日電 中國田徑
協會近日透露，將於2017年11月至
12月面向全球華人進行部分項目優
秀田徑人才選拔，並將藉助國際高水
平學院及國際、國內賽事平台進行系
統培養。目前報名窗口已經開啟，報
名將於10月31日結束。

據介紹，此次選材涵蓋項目包
括男女子100米、200米、400米、

800米、1,500米、5,000米、10,000
米。

報名條件包括20周歲（含）以
下；熱愛祖國，具有良好意志品
質，身體形態出色、身體機能優
秀、運動天賦突出，達到一定成績
標準；現役運動員、學生等人員均
可。除了各項目成績標準外，田協
還針對不同項目特點對報名者的身

高和體重提出了相應准入標準。
另據中國田協介紹，通過此次

選拔最終入選的運動員將納入國家
田徑青年隊進行訓練管理，並擇機
優先選派到國外高水平學院進行學
習和培養，代表中國田徑隊參加國
際比賽。

田徑領域並非跨界跨項目選材
的第一塊“試驗田”。為了在2022
年冬奧會上取得更好成績，冬季項目
已經先行提出跨界跨項目選材的理
念，這也被外界視為顛覆傳統體育選
拔的一個重要標誌。

此外，早在今年8月份舉行的天
津全運會上就已開放外籍華人選手參
賽。

中國第一個打破田徑世界紀錄
的運動員、跳高名宿鄭鳳榮的外孫女
妮娜就出現在全運會田徑標槍賽場
上，當時她曾明確表示，願放棄加拿
大國籍，希望代表中國參加2020年
東京奧運會。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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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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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足協超級聯賽，13日晚展開第27輪較量。廣州恒大

坐鎮主場憑劉健補時階段的爭議絕殺以4：3戰勝延邊富德，

取得主場10連勝及連續7年奪得亞冠門票。

此前恒大在亞冠和足協盃雙線作
戰均被上海上港淘汰，且在中

超聯賽也遭遇兩連平，領先優勢只剩
下4分，本場面對延邊只有全取3
分，才能止住頹勢，而身處降級區的
延邊也需要搶分。

據新華社消息，第14分鐘，李
學鵬角球傳中，劉健衝頂破門，為恒
大取得1：0領先。落後的延邊進攻
打得很有條理，第31分鐘，斯蒂夫
低射破門，將比分扳為1：1。

下半場比賽開始不久，延邊就給
了恒大當頭一棒。第51分鐘，韓光
徽左路弧線球傳中，斯蒂夫墊射完成
梅開二度，延邊2：1將比分反超。
落後的恒大大舉進攻，第58分鐘，
鄭龍射門被池文一撲出，韓光徽回防
中在高拉特的緊迫下不慎將球碰入自
家網窩，恒大2：2扳平。主隊士氣
大振，進攻一波緊接一波。第88分
鐘，延邊後場傳球失誤，恒大在斷球
後由高拉特和穆里奇連續配合，後者
射門被池文一擋出，“巴西獵豹”再
次得球補射破網，恒大3：2再次領
先。

劉健否認手球 上港和遼寧
比賽的補時階段極具戲

劇性，第91分鐘，斯蒂
夫禁區內右側擺脫劉
健後小角度大力爆
射打入球門上
角，完成帽子
戲法。最後
時刻恒大沒
有 放 棄 努
力，第 93
分鐘，恒
大 角 球
傳中，
馮 瀟

霆前點後蹭，劉健後點得球勁射攻破
了池文一的十指關，恒大4：3再次
將比分超出。不過這個進球引發了爭
議，延邊主帥朴泰夏認為劉健在停球
時手球犯規，雙方主帥情緒激動，朴
泰夏和史高拉利均被裁判罰離場。最
終恒大以4：3鎖定勝局，主場10連
勝。賽後，劉健否認手球嫌疑：“當
時就是角球過來，前點蹭了一下之
後，球飛過來後我就用腹部停下，然
後下意識射門得分。”

另外，位居聯賽榜榜眼的上海上港
14日午客場被副班長遼寧開新，以3：
3逼和，令恒大領先上港的優勢增至6
分，在中超還剩3輪的情況下，恒大只
需下輪取勝就可提前奪冠以及連續第7
個賽季獲得亞冠盃門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超第中超第2727輪部分賽果輪部分賽果
開賽時間

10月13日

10月14日

10月14日

10月14日

10月14日

比賽

廣州恒大 4：3 延邊富德

遼寧開新 3：3 上海上港

天津權健 0：0 山東魯能

恒豐智誠 2：3 長春亞泰

華夏幸福 3：2 江蘇蘇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傑志、
冠忠南區雙雙在14日午的港超聯賽事告
捷。

傑志半場0：1落後和富大埔，其
後沉着應戰，於下半場65分鐘及完場
前分別由華杜斯及辛祖各自借角球和罰
球頂入反勝2：1，獲得“四場不敗”、
積10分及較佳的得失球壓過飛馬升上
榜首。賽後傑志主帥朱志光認為在罰
球和角球保持水準是致勝關鍵。
至於冠忠南區，則憑馬高斯上半場

開紀錄，下半場再交出一個助攻，蘇沙梅開
二度以3：0擊敗作客的陽光元朗。南區的
巴基斯坦國腳列文14日以贏波慶祝生日。
他名下 30 名列文基金（Zesh Rehman
Foundation）的朋友親赴黃竹坑球場打氣
助威，並為他慶祝生日。

傑志 南區齊捷
港超加快演三仗

■■劉健劉健（（右右））射入制勝球後與隊友慶祝射入制勝球後與隊友慶祝。。中新社中新社■■上港外援阿美杜夫上港外援阿美杜夫（（白衫白衫））帶球進攻帶球進攻。。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妮娜以華人華僑選妮娜以華人華僑選
手身份參加了手身份參加了88月全月全
運會運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華杜斯華杜斯（（左二左二））入球追和後與入球追和後與
隊友慶祝隊友慶祝。。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英超“雙紅會”摸和
14 日晚舉行的英超“雙紅

會”，利物浦主場對曼聯，雖“紅
軍”佔據場上優勢，但“紅魔”力保
不失，最終雙方打和 0:0，和氣收
場。

曼聯今仗安排盧卡古以單箭頭應
戰，由安東尼馬迪爾及米希達利恩支
援；“紅軍”方面，菲臘比古天奴、羅
拔圖法明奴及穆罕默德沙拿正選列陣。

“紅軍”佔主動射門多
甫開賽，“紅軍”佔主動射門亦

居多，戰至34分鐘，利物浦有一次
黃金入波機會，羅拔圖法明奴左路傳

中，祖爾麥迪比門前6碼近門撞射，
幸好迪基亞反應快用左腳勉強閂走，
其後穆罕默德沙拿補射不中目標，曼
聯因此幸保不失。到完半場前2分
鐘，曼聯亦終有一次似樣攻勢，安東
尼馬迪爾傳球予盧卡古，後者衝散對
手後防左腳施射，米洛列特反應快撲
走皮球，最終雙方完半場互交白卷。

換邊後，戰情未有太大改變，
“紅軍”依然控制主動，並製造不少
入肉攻勢，可惜的是始終未能攻破
“魔”門，最終雙方踢成0:0完場，
各得一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盧卡古(左)與對手爭頂。 路透社■迪基亞(右)左腳擋走祖爾麥迪比近射。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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